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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复旦中东研究论坛：百年中东战争与和平

会议总体安排

时间 主要议程 地点

10 月 16 日 外地线下代表入住 复旦皇冠假日酒店

10 月 17 日

08:30-09:00
开幕式

美研中心 104 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879 143 650

09:00-09:40 内部报告 美研中心 104 会议室

09:40-10:00 合影与茶歇

10:00-12:00
(每人 15 分钟)

主旨发言
美研中心 104 会议室

腾讯会议号：879 143 650

12:00-13:30 午餐 复旦皇冠假日酒店

13:30-15:30
(每人 10 分钟)

线下分论坛一（上半场） 美研中心 104 会议室

线下分论坛二（上半场） 美研中心 212 会议室

15:30-15:50 茶歇

15:50-17:20
(每人 10 分钟)

线下分论坛一（下半场） 美研中心 104 会议室

线下分论坛二（下半场） 美研中心 212 会议室

13:30-17:20
(每人 10 分钟)

线上分论坛一 腾讯会议号：823 393 746

线上分论坛二 腾讯会议号：971 193 383

线上分论坛三 腾讯会议号：812 430 356

17:20-17:40 大会总结 美研中心 104 会议室

18:00 晚餐
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 333 号

齐鲁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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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提示

会议地点：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住宿和就餐地点：复旦皇冠假日酒店

嘉宾进校入口：国年路 299 号门（复旦文科图书馆对面）

附近地图

注意事项：

 受疫情因素影响，本次会议以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若疫情形势变化，不

排除会议安排再做相应调整。

 所有线下参会嘉宾需遵守上海市和复旦大学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并提供有关个人信

息，以提前向学校报备便于进校参会，敬请理解与配合。

 具体事宜将通过会议微信群发布、沟通，如有不明之处请随时联系。

会务联系人：

孙德刚 13917478338

邹志强 13636347371

张楚楚 15822645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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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议程

（美国研究中心 104 会议室/腾讯会议号：879 143 650）

时间/议程 内容 主持人

08:30-09:00

开幕式

于洪君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祁怀高

副院长

杨健大使（中国前驻文莱大使、外交部亚洲司前副司长、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

究院研究员）

王林聪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科

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西亚非洲》副主编）

09:00-09:40

内部报告
翟隽副部长（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

孙德刚

研究员

09:40-10:00 合影与茶歇

主旨发言：百年变局下的中东和平与发展

10:00-12:00

美研中心

104 会议室

吴思科大使（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前驻沙特、埃及大使）

处于新十字路口的中东大变局

孙德刚

研究员

高有祯大使（中国前驻卡塔尔大使）

百年变局下中国与海湾国家合作双赢

詹永新大使（中国前驻以色列大使、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

全国委员会会长）

百年变局下的中东和平与发展

周烈（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第

二外国语学院原校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阿拉伯世界动荡的文化解读

唐志超（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

究员）

当前中东安全问题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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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磊（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教授）

石油与百年中东的战与和：历史、视角与启示

丁俊（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阿拉伯世界研究》

主编、教授）

中东地区长治久安需以文明互鉴广播和平文化

点评嘉宾 李华新大使（中国前驻伊拉克、叙利亚、沙特大使）

下午议程

线下分论坛一(上半场)：百年变局下的中东安全

时间/地点 发言人/发言题目

13:30-15:30

美研中心

104 会议室

主持人

张楚楚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伊斯兰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9.11”事件与国际格局的

异变

王宇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东战争中的宗教因素

李伟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中东战争及地区安全治理：反思和启示

余建华（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国际关系研究》主编、研究员）

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东

章远（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

编）

论中东的政权安全与宗教安全

吴雁（上海师范大学哲法学院副教授）

政权和伊斯兰教权的政治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发端的评述与

新译

赵建明（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萨利赫的多元平衡论与反恐战争后伊拉克的国家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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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捷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从安全化到去安全化：论尼罗河流域的水安全治理

李典典（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埃及塞西政府的“议题联盟”战略

点评嘉宾 吴冰冰（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卡塔尔国中东研究讲席教授）

互动 提问与讨论

15:30-15:50 茶 歇

线下分论坛一(下半场): 百年变局下的伊朗

15:50-17:20

美研中心

104 会议室

主持人

廖静

马晓霖（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教授）

伊朗东部战略环境的历史性改善及影响

冀开运（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伊朗发展报告》主编、教授）

伊朗阿芙沙尔帝国军事扩张的现代意义

金良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地区大国之间的互动与中东地区秩序建构探析

范鸿达（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互相需求的伊朗与上合组织

岳汉景（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拜登政府对伊朗政策与伊朗核问题

陈瑶（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试析伊朗与以色列在网络空间的攻防对抗

点评嘉宾 丁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互动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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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分论坛二(上半场)：百年变局下的地中海

时间/地点 发言人/发言题目

13:30-15:30

美研中心

212 会议室

主持人

邹志强

王健（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研究》编委会主

任、研究员）

苏伊士运河战争对中东格局的影响

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中东研究》主编、教授）

从基地博弈到石油角逐——美国对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的援助

外交

陈杰（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中东研究中心教授）

社会责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以两个中东项目为例

潜旭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东地中海能源地缘政治与大国博弈

肖秀女（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东地中海能源地缘政治新形势及对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王佳尼（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讲师）

能源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土耳其与法国地中海之争

张帅（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以色列粮食外交与中以第三方粮食安全合作

韩睿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基于演化博弈的以色列成功拥核原因解析

张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身份政治影响下以色列的政治困局动态分析

点评嘉宾 罗林（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教授）

互动 提问与讨论

15:30-15:50 茶歇

线下分论坛二(下半场):百年变局下的大国与欧亚安全

15:50-17:20

美研中心

212 会议室

薛庆国（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扎耶德阿拉伯语与伊斯兰

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对华舆论战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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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张屹峰

金忠杰（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东部落家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钮松（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亚洲中东与伊斯兰研究》

副主编）

欧洲的中东护航联盟及其走向

王南（《人民日报》主任编辑）

阿富汗变局与中阿关系

王丹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印尼的巴勒斯坦政策：演变、动因及面临挑战

俞海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试析土耳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联盟外交

杜东辉（复旦大学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

正发党时代土耳其的多维联盟外交探析

张文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冲突因应、文武关系与伊斯兰政党执政后政治生存

点评嘉宾 王泰（内蒙古民族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互动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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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分论坛一
百年中东战争与和平：历史研究专场

（腾讯会议号：823 393 746，每人 10 分钟）

时间 发言人/发言题目

13:30-15:30

主持人

李海鹏

余国庆（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从《贝尔福宣言》到《世纪协议》

闫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阿富汗塔利班崛起的历史逻辑

张玉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知识考古学视阈下的百年中东战争：类型、起源与影响

钱磊（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霸权等级制与埃以和平的早期尝试（1952–1955）

张婧姝（大连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学院副院长）

摩洛哥与俄罗斯外交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卢秋怡（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讲师）

美国的西撒哈拉政策演变及其动因——基于地区冲突工具化视

角的考察

王亚庆（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妇女身份问题

马文媛（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

试论阿尔及利亚军政关系的协调性（1962-2019）

点评嘉宾 马占明（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互动 提问与讨论

15:30-15:50 休息

15:50-17:20

主持人

张玉友

马占明（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阿拉伯历史上“哈里发”政权与欧洲历史上“神权”国家之比较

卢宇嘉（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试论奥斯曼帝国走向一战之路

李亚珂（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生）

关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的重思——以其伊斯兰政党演变为例

李海鹏（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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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终止和战后重建视角下的黎巴嫩经济危机

应添翼（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生）

苏联对 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外交应对

李端雅（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生）

爱资哈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原因及其影响

杨瑞坤（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

伊拉克王国时期驻伊英军研究（1918-1958）

申迪（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编剧）

中东战争与身处义乌的中东女性

点评嘉宾 余国庆（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互动 提问与讨论

线上分论坛二
百年中东战争与和平：理论研究专场

（腾讯会议号：971 193 383，每人 10 分钟）

时间 发言人/发言题目

13:30-15:30

主持人

姜胤安

佘纲正（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军用无人机使用的安全影响：基于中东的实证研究

杨晓东（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

中东地区国家的军火贸易与军事工业发展新形势——及其折射

出的中东国家安全观演进

罗天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无人机军售与中美在中东的竞合

刘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阿拉伯之春”以来美国构筑中东联盟体系的努力、效果及中

国的应对

陈丽蓉（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阿盟安全治理的特征及限制性因素

赵跃晨（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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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可知返？海合会的发展困境及未来走势

武桐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内政与外交的互动：伊朗周边外交中的俾路支因素

申展（信息工程大学硕士生）

疫情时代下中东联盟政治及外交的回顾与展望——以海合会集

体安全合作为例

点评嘉宾 黄超（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讲师）

互动 提问与讨论

15:30-15:50 休息

15:50-17:20

主持人

佘纲正

张伦阳（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国家建构视野下伊拉克的民族问题与教派矛盾（2003-2021）

狄芮（宁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生）

当代中东身份政治发轫及转向——民族国家政党政治视角

姜胤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美国退出后的欧洲伊核协议政策：举措与制约

马玉婷（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

美国精英对伊朗安全化的话语建构

黄超（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讲师）

21 世纪沙特媒体社论折射的国家安全观的嬗变——以《中东报》

为例

贾宇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认知理论视角下叙利亚政府与穆兄会的互动关系

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简析当前印度的中东政策

丁恒瑞（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

危机十年中叙利亚新闻媒体的发展与演变

点评嘉宾 刘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互动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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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分论坛三
百年中东战争与和平：政策研究专场

（腾讯会议号：812 430 356，每人 10 分钟）

时间 发言人/发言题目

13:30-15:30

主持人

喻珍

车效梅（山西师范大学教授、“一带一路”中东城市研究院院长）

对中东城市化与城市安全的几点思考

李子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大国竞争视域下的俄罗斯与利比亚安全关系

孙晋（日内瓦国际发展高等研究院博士生）

大国外交斡旋下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对中东和平的贡献：以伊朗

核外交为例

赵春超（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

美国霸权主义政策与中东反美主义

张丹丹（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中国在索马里的领事保护

楚日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硕士生）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对阿联酋科技外交

徐扬（闽南理工学院阿拉伯语系助教）

中伊全面合作计划的签署：共生关系的纽带和底线

房宇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

伊朗的核决策困境：精英派系主义、核论战与政策转变

点评嘉宾 潘基宏（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讲师）

互动 提问与讨论

15:30-15:50 休息

15:50-17:20

主持人

张丹丹

潘基宏（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讲师）

从“冷和平”到“准联盟”—中东变局下埃及和以色列关系的

新发展

王楠（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巴以和平进程的启因、特点与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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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靖雯（特拉维夫大学硕士生）

巴以围城——深陷囹圄的“一国方案”将何去何从？

喻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友好-敌意模式与不对称合作：影响海湾地区局势的地区内外因

素

何鑫源（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生）

阿以建交对海湾阿拉伯国家地缘政治的影响研究

孙远（四川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硕士生）

欧盟与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难民合作与挑战

杨瀚椒（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硕士生）

非传统安全视阈下西巴尔干地区对土耳其的影响

胥章逸（信息工程大学硕士生）

文化视角下阿富汗民主进程之困境

点评专家 李子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互动 提问与讨论

大会总结

（美国研究中心 104 会议室）

时间 内容

17:20-17:40

主持人

张楚楚

王林聪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科院西亚非

洲研究所副所长、《西亚非洲》副主编）

孙德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 会议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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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代表 ——

于洪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翟 隽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副部长

吴思科 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前驻沙特、埃及大使

高有祯 中国前驻卡塔尔大使

詹永新 中国前驻以色列大使、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

李华新 中国前驻伊拉克、叙利亚、沙特大使

王 毅 中国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参赞

车效梅 山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中东城市研究院院长、教授

陈 杰 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中东研究中心教授

陈丽蓉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陈 瑶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楚日斯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硕士生

狄 芮 宁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生

丁恒瑞 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

丁 俊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阿拉伯世界研究》主编、教授

丁 隆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范鸿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房宇馨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

韩睿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韩志斌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中东研究》主编、教授

何鑫源 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生

黄 超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讲师

冀开运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伊朗发展报告》主编、教授

贾宇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姜胤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金良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金忠杰 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秉忠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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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典典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李端雅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生

李海鹏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李伟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李亚珂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生

李子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刘 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卢秋怡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讲师

卢宇嘉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罗天宇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马文媛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

马晓霖 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教授

马玉婷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

马占明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钮 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亚洲中东与伊斯兰研究》副主编

潘基宏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讲师

钱 磊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潜旭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佘纲正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申 迪 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编剧

申 展 信息工程大学硕士生

孙 晋 日内瓦国际发展高等研究院博士生

孙 远 四川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硕士生

唐志超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王丹钰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王佳尼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讲师

王 健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研究》编委会主任、研究

员

王林聪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西

亚非洲》副主编、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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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南 《人民日报》主任编辑

王 楠 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王 泰 内蒙古民族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亚庆 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王宇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

吴冰冰 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卡塔尔国中东研究讲席教授

吴 磊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教授

吴 雁 上海师范大学哲法学院副教授

武桐雨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肖秀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胥章逸 信息工程大学硕士生

徐 扬 闽南理工学院阿拉伯语系助教

薛庆国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扎耶德阿拉伯语与伊斯兰研究中心主

任

闫 伟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魏 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杨瀚椒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硕士生

杨瑞坤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

杨晓东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

应添翼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生

余国庆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余建华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国际关系

研究》主编、研究员

俞海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喻 珍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岳汉景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张丹丹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张婧姝 大连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学院副院长

张靖雯 特拉维夫大学硕士生

张伦阳 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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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帅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张玉友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章 远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

赵春超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

赵建明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跃晨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后

周 烈 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原校长、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复旦代表——
陈志敏 复旦大学副校长、教授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冯玉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祁怀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杨 健 中国前驻文莱大使、外交部亚洲司前副司长、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

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孙德刚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邹志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

张楚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

张屹峰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廖 静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中东研究中心讲师

姚景晨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杜东辉 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中东研究中心博士后

章捷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张文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张 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赵 婧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第二届复旦中东研究论坛：

百年中东战争与和平

17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于 2020 年 10 月正式成立，中心现有专职研究人员 2

人，校内兼职研究人员 12 人，校外兼职研究人员 10 人。孙德刚研究员作为中心

的主要筹建者，全面主持中心的建设工作和运行工作。

中东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政治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外国语

言文学、经济学等学科点以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整体发展战略相对接，

利用学科点现有平台和队伍优势，培养掌握对象国语言、了解当地国家社情、具

有世界情怀的中东研究专业化人才，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区域与国别研究以

及决策咨询贡献力量，并为复旦大学其他研究中心的学科建设发挥支撑作用。

中东研究中心突显中国眼光，重视中东的本地关怀，在中东国际关系、大国

中东战略、中国中东外交、中东政治与经济、中东民族与宗教、中东历史与社会、

伊斯兰哲学、中东能源、“一带一路”等领域利用复旦“集群”优势，形成复旦

风格，力争成为“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中东研究学术重镇和智库。中心与国

内外中东研究机构密切合作，推动中国特色中东学建设，构建中东研究跨学科知

识体系，共同打造上海、“长三角”、全国及全球中东研究学术共同体。

中心专职研究人员：孙德刚、邹志强

中心校内兼职研究人员：张楚楚、廖静、张屹峰、王新生、张家栋、徐以骅、

邱轶皓、李思琪、严立新、范丽珠、李安风（Andrea Ghiselli）、杜东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