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10 月 30 日会议总体安排

时间 主要议程 腾讯会议号

08:30-09:00 开幕式

549 957 845

09:00-09:05 全体合影

09:05-09:40 专题报告

09:40-12:00
(每人 10分钟)

主旨发言

12:00-13:30 午餐 休息

平行分论坛

13:30-16:30
(每人 10分钟)

第一分论坛 549 957 845

第二分论坛 435 264 334

第三分论坛 255 937 238

第四分论坛 538 437 899

第五分论坛 312 616 156

第六分论坛 686 622 966

第七分论坛 511 742 241

第八分论坛 947 734 405

第九分论坛 437 267 621

16:30-17:20 小组汇报
549 957 845

17:20-17:40 大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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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提示

注意事项：

 欢迎参会嘉宾使用论坛提供的会议背景板。

 因论坛人数较多，请嘉宾及时进入线上会议室，并遵守发言和评论时间。

 为维护线上会议秩序，不发言时请关闭话筒，保持静音状态。

 请尊重发言嘉宾的知识产权，全程禁止录音、录屏和录像。

会务联系人：

孙德刚 13917478338

邹志强 13636347371

杜东辉 1326261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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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议程

（腾讯会议号：549 957 845）

时间/议程 内容 主持人

08:30-09:00

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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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德刚

（复旦大

学中东研

究中心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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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洲研究院副院

长、《西亚非洲》副主编、研究员）

“长三角”中东研究协办单位负责人致辞

09:00-09:05 线上合影

09:05-09:40

专题报告

吴思科（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前驻沙特、埃及大使）

以多边主义推进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

余 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三局副局长）

从政党交往视角浅谈中东形势新动向

主旨发言

09:40-11:50

(每人 10 分钟)

高有祯（中国前驻卡塔尔大使）

大国中东博弈，中美一升一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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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危机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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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战略竞争与中东地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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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健

（上海社

科院国际

问题研究

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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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安全倡议与中阿安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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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与中东什叶派宗教政治组织的关系：以赞助-
代理关系为视角

李伟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

副会长）

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国与中东的发展合作

罗 林（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的中东区域与国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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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发展视域下的“中东之治”

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中东研究》主编、

教授）

部落社会演进与阿拉伯早期国家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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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区域国别学的西方传统和中国路径

点评嘉宾 李华新（中国前驻伊拉克、叙利亚、沙特大使）

11:50-12:00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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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议程

第一分论坛 中国与中东

（发言人和评论人每人 10 分钟）

腾讯会议号： 549 957 845

时间/主持 发言人/发言题目

13:30-16:00

主持人

王有勇

教授

钮 松（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常规外交与应急外交的交汇：中国与突尼斯的新冠疫情抗疫合作

金良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全球安全倡议”的中东实践探析

仝 菲（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东安全与“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

李 意（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

编）

海湾援助国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理念与实践

丁 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周边战略建构与中国中东外交

韩建伟（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中东数字鸿沟问题及对“数字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王丽影（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中国与海湾国家战略合作机制构建及挑战和应对

王晓宇（上海外国语大学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讲师）

区域国别视域下文化差距对中阿贸易畅通影响及出口潜力研究

陈 娟（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双循环”与中阿合作

贺凡熙（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医疗援助

宋 昀（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生）

多层外事理论视域下山东省与以色列关系发展

点评嘉宾 殷之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中心教授）

16:00-16:30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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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论坛 美国与中东

（发言人和评论人每人 10 分钟）

腾讯会议号： 435 264 334

时间/主持 发言人/发言题目

13:30-16:00

主持人

张屹峰

副研究员

陈 杰（中山大学中东研究中心教授）

美国从中东的“战略收缩”

胡志勇（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印度与西亚四国机制演变及地缘影响

岳汉景（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叙利亚冲突背景下美国的干涉话语体系更新

孙溯源（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

美国中东政策变迁中的能源因素：安全与霸权的纠缠

徐张敏（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生）

能源结构性权力视阈下的美国与沙特关系

赵跃晨（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石油在中东战争中的作用：论争、演进逻辑与现实

文少彪（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美国的中东代理人战争复合化问题探析

陈书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与战略系硕士生）

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拜登政府中东军事力量调整

宫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碎片化的中东地区格局与中国的地区秩序愿景

姜浩远（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

从海湾战争到叙利亚危机：美国压迫模式下的叙、伊（朗）反弹模
式

点评嘉宾 牛新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 南（《人民日报》主任编辑）

16:00-16:30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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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论坛 中东历史研究

（发言人和评论人每人 10 分钟）

腾讯会议号：255 937 238

时间/主持 发言人/发言题目

13:30-16:00

主持人

姜恒昆

教授

车效梅（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丝路上的亚美尼亚人

李兴刚（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

中东区域一体化实践及其成效述评

王 霏（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从国旗、国歌看叙利亚国家认同构建及其成败

张 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以色列民族建构中的神话叙事与符号表达

赵建明（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阿联酋的犹太社区保护、美国犹太组织介入与阿以关系正常化

崔财周（盐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

当代英国反犹主义的特点、影响与应对

郝忠格（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圣城之争与空间博弈：1967 年以来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改
造运动

陈利宽（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与土耳其关系再思考

刘美宏（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硕士生）

穆罕默德六世“绿色进军”演讲的背景与影响

点评嘉宾
徐 新 （南京大学中国犹太文化研究联盟会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王泽壮（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主

任）

16:00-16:30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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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论坛 土耳其研究

（发言人和评论人每人 10 分钟）

腾讯会议号：538 437 899

时间/主持 发言人/发言题目

13:30-16:00

主持人

邹志强

研究员

王 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所长助理）

从对手到伙伴——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探析

杨 晨（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

俞海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土耳其外交政策与经济因素互动的历史及现实

张峻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

差序互动：中东变局后俄罗斯—土耳其关系模式研究

陶静虹（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博士生）

从“悲惨一月”到“俄乌冲突”：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关系

杜东辉（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博士后）

身份政治与土耳其的中亚政策

孙 远（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欧盟研究中心硕士生）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在中东的“位置”追求

盛 睿（阜阳师范大学副教授）

当前中国企业在土耳其投资面临的机遇、风险及对策

杨瀚椒（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生）

土耳其—巴尔干人口贩卖问题研究

潘少鹏（延安大学政法与公管学院硕士生）

土耳其防务自主探析

点评嘉宾 马晓霖（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教授）

16:00-16:30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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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分论坛 埃及研究

（发言人和评论人每人 10 分钟）

腾讯会议号：312 616 156

时间/主持 发言人/发言题目

13:30-16:00

主持人

王广大

教授

赵 军（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埃及开展积极能源外交的动因、影响及趋势

赵思源（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世纪疫情下的中国与埃及关系研究

李典典（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埃及“隐性联盟”战略转型及其动因

赵若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全球发展倡议对接“埃及 2030 愿景”：内涵、动力与路径

周璐洋（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硕士生）

从穆尔西到塞西：中埃经贸合作区的持续发展

王茹涓（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抗疫合作路径探索——以中埃合作为例

马俊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埃及修建阿斯旺大坝造成的努比亚人移民问题探究

杨影淇（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生）

在悖论中失效：“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政治与技术双轨架构分析

王浩东（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硕士生）

埃及的新闻业格局：现状与历史变迁

林紫桐（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硕士生）

埃及纳赛尔时期教育现代化改革探究

林 涛（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

埃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特点及其动因

点评嘉宾 王 泰（内蒙古民族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6:00-16:30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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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分论坛 伊朗研究

（发言人和评论人每人 10 分钟）

腾讯会议号：686 622 966

时间/主持 发言人/发言题目

13:30-16:00

主持人

邱轶皓

副教授

蒋 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美国和伊朗在反恐问题上的博弈与冲突

魏 亮（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

心副主任）

浅析冷战后印度与伊朗关系的发展与局限

邢文海（合肥工业大学讲师）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伊朗核问题：演变、困境与出路

贾宇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尊重、信号博弈与伊朗人质危机

武桐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多元一体：当代伊朗跨界族群身份嵌套理论探析

许士杰（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学院博士生）

伊朗“抵抗经济”政策及其成果研究

章捷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从双边竞争到三方博弈：伊朗和阿富汗跨界河流争端的结构性根源
探析

秦 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范式转移：后革命时代伊朗宗教政治论争的知识基础

魏 燕（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伊朗高等教育国际化态势研究

点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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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16:30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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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分论坛 中东宗教与哲学

（发言人和评论人每人 10 分钟）

腾讯会议号：511 742 241

时间/主持 发言人/发言题目

13:30-16:00

主持人

金忠杰

教授

张文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一个概念分析

孙晓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

沙特国家转型中的意识形态调整

马得成（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博士生）

《布哈里圣训实录》的经典化及其原因探析

李金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批判与反批判——阿威罗伊驳安萨里的思维路径

李亚珂（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硕士生）

作为政治符号的阿克萨清真寺——符号学视角中的清真寺功能嬗变

杨竞凯（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硕士生）

中立与决断：中东难民危机的政治神学溯源

张 璡（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路径探析

李端雅（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宗教“软实力”与中东国家关系探析

罗越源（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方向硕士生）

倭马亚王朝统治下基督徒的处境与回应——以叙利亚基督教为例

点评嘉宾 王宇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

16:00-16:30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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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分论坛 中东安全研究

（发言人和评论人每人 10 分钟）

腾讯会议号：947 734 405

时间/主持 发言人/发言题目

13:30-16:00

主持人

张楚楚

副教授

田文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从安全优先到发展优先：中东政治的新议程

周亦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信息技术与中东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行为演进

周意岷（西安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人工智能武器对混合战争的影响——以阿以冲突为例

何则锐（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

双重边缘化：全球视角下的摩洛哥青年问题研究

喻 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1 世纪初的阿联酋对非洲政策

王丹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阿联酋“积极”外交的内在逻辑

李 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海湾断交危机中的制裁有效性分析

张 帅（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中国对苏丹的农业外交

唐金宝（西安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硕士生）

后疫情时代海合会国家粮食安全研究

马文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中东地区军政关系类型化分析

陈 瑶（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真主党武装去留问题与黎巴嫩安全治理模式探析

钟 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生）

约旦政治稳定中的国内国际因素互动探究

点评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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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春英（《西亚非洲》常务副主编）

16:00-16:30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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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分论坛 中东发展研究

（发言人和评论人每人 10 分钟）

腾讯会议号：437 267 621

时间/主持 发言人/发言题目

13:30-16:00

主持人

廖 静

副教授

丁 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中东经济转型与发展评估

刘 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海湾阿拉伯国家绿色发展述评

潜旭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东能源地缘政治与国际石油危机

冀鲁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本土国有企业对中东地区和平与发展的作用机制——兼论“国家石
油公司作用论”

王亚庆（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WPS 议程下的中东妇女安全实践：以伊拉克为例

马一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西亚非洲系博士生）

浅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沙特女性权利改革政策

房宇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

全球绿色转型背景下的沙特能源转型政策

张玉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摩洛哥发展战略规划及其前景：迈向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江 琪（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关系博士生）

当代摩洛哥的多重制衡外交策略探析

马昕旖（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硕士生）

中东剧变以来摩洛哥现代化改革述评

义力迈（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硕士生）

国家转型背景下卡塔尔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董 琦（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博士生）

约旦传媒业与中约传媒合作

点评嘉宾 詹世明（《西亚非洲》编辑部主任）

16:00-16:30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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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大会

（腾讯会议号：549-957-845）

内容/时间 发言人 主持人

16:30-17:20

小组汇报

（每人 5分钟）

第一分论坛 王丽影

第二分论坛 宫小飞

第三分论坛 李兴刚

第四分论坛 杨 晨

第五分论坛 李典典

第六分论坛 魏 亮

第七分论坛 张文斌

第八分论坛 周亦奇

第九分论坛 张玉友

孙德刚

（复旦大学中

东研究中心主

任）

17:20-17:40

大会总结

冯玉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

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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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洲研究院副

院长、《西亚非洲》副主编、研究员）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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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代表——

吴思科 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前驻沙特、埃及大使

宫小生 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前驻约旦、土耳其大使

高有祯 中国前驻卡塔尔大使

李华新 中国前驻伊拉克、叙利亚、沙特大使

余 伟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三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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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

洲研究院副院长、《西亚非洲》副主编、研究员

安春英 《西亚非洲》常务副主编

车效梅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陈 杰 中山大学中东研究中心教授

陈 娟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

陈 瑶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陈利宽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陈书臻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与战略系硕士生

崔财周 盐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

丁 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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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琦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博士生

房宇馨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

付海娜 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讲师

宫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韩建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韩志斌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中东研究》主编、教授

郝忠格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何则锐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

胡志勇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黄凤龙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三局海湾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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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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鲁豫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系博士生

贾宇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江 琪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关系博士生

姜浩远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

姜恒昆 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教授

蒋 真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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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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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典典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李端雅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李伟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李兴刚 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

李亚珂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硕士生

林 涛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

林紫桐 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硕士生

刘 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美宏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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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林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

罗越源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方向硕士生

马得成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博士生

马晓霖 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教授

马昕旖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硕士生

马一鸣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西亚非洲系博士生

牛新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钮 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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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少鹏 延安大学政法与公管学院硕士生

潜旭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秦 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盛 睿 阜阳师范大学副教授

石志宏 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讲师

宋 昀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生

孙 远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欧盟研究中心硕士生

孙溯源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

孙晓雯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

唐金宝 西安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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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静虹 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博士生

田文林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仝 菲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 霏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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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所长助理

王 南 《人民日报》主任编辑

王 泰 内蒙古民族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丹钰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王广大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王浩东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硕士生

王丽影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王茹涓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

王晓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讲师

王亚庆 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王有勇 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处长,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宇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泽壮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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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亮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魏 燕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文少彪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武桐雨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邢文海 合肥工业大学讲师

徐 新 南京大学中国犹太文化研究联盟会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徐张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生

许士杰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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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晨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杨瀚椒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生

杨竞凯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硕士生

杨影淇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生

义力迈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硕士生

余建华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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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岳汉景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詹世明 《西亚非洲》编辑部主任

张 璡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 帅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张峻溯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

张玉友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赵 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赵建明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赵思源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赵跃晨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钟 灵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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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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军 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讲师

周璐洋 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硕士生

周亦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周意岷 西安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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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玉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孙德刚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邹志强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

殷之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中心教授

张楚楚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教授

邱轶皓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教授

张屹峰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廖 静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教授

杜东辉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博士后

李金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李 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马文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马俊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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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章捷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赵若祯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贺凡熙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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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成立于 2020 年。“中心”与我校政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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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当地国家社情民意、具有世界情怀的中东研究人才，为学科

建设、人才培养、区域与国别研究贡献力量，为决策咨询提供智识支持。“中

心”专兼职研究人员包括：孙德刚、邹志强、张楚楚、廖静、张屹峰、殷之光、

王新生、张家栋、徐以骅、邱轶皓、李思琪、严立新、范丽珠、Andrea Ghiselli、

杜东辉。

“中心”突显中国眼光，重视中东地区的本地关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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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利用复旦各学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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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智库高地。“中心”与国内外中东研究机构开展广泛的合作，推动中国特色

中东学建设，构建中东研究跨学科知识体系，打造上海、“长三角”、全国及

全球中东研究学术共同体。

“中心”积极支持我校政治学“双一流”学科建设，参与本、硕、博、博

士后人才培养，参与国际问题研究院智库工作和对外交流，积极打造“上海中

东学论坛”和“长三角中东研究学术共同体”。中心聚焦“大国中东战略”和

“中东区域国别研究”两大方向，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 项，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等纵向项目 4 项，新立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

部、上海市等纵向课题 5项，完成横向课题 2项。出版“复旦大学中东研究系

列丛书”，举办“复旦中东名家讲坛”和“复旦中东研究论坛”；2022 年出版

学术专著 4 部，在 SSCI 来源期刊发表论文 8 篇，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被采纳的调研报告 10 余篇，为本科生与研究生开设中东专业课程 8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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