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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亚五国相继宣布独立,建立在国别研究基础

上的中国中亚研究由此诞生.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在中亚地区重大热点事件的

影响下,有关中亚研究的研究方向、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也随之变化.那么,

中国的中亚研究的缘起及其发展进程是怎样的? ２１世纪以来该研究发生了哪

些变化? 中国的中亚研究存在哪些问题? 该研究的未来发展如何? 为此,本

刊特约记者王海媚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中

亚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壮志研究员.孙壮志研究员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

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中亚研究所学术

委员会中国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等职务,主要

研究方向为中亚地区国际关系、中亚安全问题、“颜色革命”问题、上海合作组

织等,著有«中亚五国对外关系»«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中亚安全与阿富汗

问题»«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等.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亚研究:进展与不足
———孙壮志研究员访谈

孙壮志　王海媚

一、中国的中亚研究状况

王海媚(以下简称王):孙老师您好! 请问您如何理解中国的中亚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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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孙壮志(以下简称孙):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１９９１年,中亚国家独立以后,

我国学者才把中亚五国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严格意义上的中亚研究由此诞

生.１９９１年之前,中亚是苏联的一个行政区域,因其是苏联与中国的邻近地区

受到较多关注,国内学界更多从地区发展、民族文化等角度研究该地区.当

时,有几个专门的研究机构,比如,１９６３年,经周恩来总理批示成立的苏联远东

研究所,①研究与我国相邻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１９８０年成立的新疆社会科学

院中亚研究所,研究和新疆相邻的苏联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外

交、历史等诸多问题,这其中就包含中亚地区.

中亚五国独立后,对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寄予很大希望,中国也非常重视这

些邻近国家.中国是最早承认中亚五国独立,并最早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

国家之一.在与中亚五国建交后,我国包括外交部、中联部和商务部在内的多

个部委都成立了与中亚地区相关的处室,比如,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在１９９２年

改为东欧中亚司,将中亚纳入该司的业务范围.但当时,中国学界对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五个国家缺乏深

入了解,这些国家独之后将本国的国语改成主体民族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加大

了研究难度.因此,中国学界对于中亚各国的学术研究亟需加强.苏联解体

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的苏联东欧研究所改名为东欧中亚研

究所.社科院苏联东欧所最初的研究内容分为苏联和东欧两大块,东欧部分

有一个专门的研究室,苏联部分按照政治、经济和外交等专业方向划分研究

室.１９９２年,东欧中亚所以苏联政治室为基础成立了专门的中亚研究室,抽调

１０余名研究人员共同负责中亚五个新独立国家的研究工作.除北京以外,上

海、新疆和兰州也成立了研究中亚问题的实体或非实体科研机构,专职的研究

人员总计大概为３０—４０名,中国的中亚研究初具规模.

这一阶段,有关中亚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但从学术角度来看,这个

阶段的中亚研究基础相对薄弱,早期作品主要是介绍中亚各国的国情、中国和

中亚各国的关系等常识性的书籍.比如,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在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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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９０年代初编写的«中亚五国概况»,就是一本介绍国情的著作.① 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建立初期,创建了名为«苏联中亚研究资料»

的季刊,②这份内部刊物一直办到１９９８年,共出版６０期,刊发了涉及中亚政

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等学科的文章近１０００篇,共约７００多万字,为中国的

中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③ 中国社科院中亚室成立后也是按照国别,对这

些国家的国情进行研究,研究室主任赵常庆研究员等人发表了多篇关于地区

和国别的论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以下简称现代院)也有研究人员关

注中亚问题,他们主要从独联体国家概况的角度开展研究.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以下简称中联部)前副部长、驻乌兹别克斯坦前大使于洪君曾担任中联

部欧亚局中亚处第一任处长,他写了不少文章介绍中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情

况,比如«中亚五国目前政情的主要特点»«中亚国家经济改革的构想、成就与

问题»«中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关于特别经济区和自由经济区的法律»,④他还在

«在苏联废墟上的艰难求索»一书中梳理和总结了中亚每个国家的政治变动和

政党情况.⑤ 同时期,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潘志平撰写了专著«中亚浩

罕国与清代新疆»,研究了清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关系.⑥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边疆所所长邢广程研究员曾任社科院东欧中亚所中亚室副主任,出版过专

著«中国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该书梳理了中国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关

系的现状,阐述了中国对待中亚国家的政策.⑦ 中亚地区民族较多,民族关系

比较复杂,我国学界对中亚的民族问题也有所涉猎,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

室几位资深研究员过去是从事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的.

王:您认为中国的中亚研究从何时开始逐步深入?

孙: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学界对中亚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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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亚四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概况»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概

况»,这两本书后来合二为一:«中亚五国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版.
«苏联中亚研究资料»１９８３年更名为«中亚研究资料»,１９８６年再更名为«中亚研究».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http://www．ccas．shisu．edu．cn/a２/１e/c３５６４a４１５０２/page．htm,

２０１９Ｇ０１Ｇ１０.
于洪君:«中亚五国目前政情的主要特点»,«国际社会与经济»１９９４年第７期;于洪君:«中亚国家经

济改革的构想、成就与问题»,«世界经济»１９９５年第６期;于洪君:«中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关于特别经济区和

自由经济区的法律»,«外国法译评»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于洪君:«在苏联废墟上的艰难求索»,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邢广程:«中国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与中亚地区的局势变化有直接关系.当时,中亚地区蔓延的“三股势力”(恐怖

势力、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和“阿富汗问题”都对我国的安全形势造成一定影

响,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关注焦点包括

地区安全问题、“三股势力”对新疆的影响、新疆面临的“双泛问题”(泛突厥和

泛伊斯兰)等.中亚安全问题也是我个人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末以来,在中亚安全研究领域出现很多研究成果.我在«中亚新格局与地区

安全»一书中讲述了国际格局变化对中亚地区的影响、中亚的地缘战略地位、

新格局中的中国与中亚关系、２１世纪中亚所处的国际格局与地区安全等内

容;①在«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一书中探讨了阿富汗问题对中亚地区安全局

势的影响,比如阿富汗问题的渊源及其与中亚地区安全的现实联系、“９１１”

事件后美国出兵阿富汗给中亚地区安全形势造成的影响等.② 还有一部分译

著出现,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杨恕教授和汪金国翻译了哈萨克斯坦学者C．M．
阿基姆别科夫的«阿富汗焦点和中亚安全问题»,③该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

了苏联撤军阿富汗之后到１９９８年这段时间内,阿富汗的政治军事形势、民族

宗教因素对该地区的影响,特别是阿富汗局势对中亚国家安全的影响.

除中亚安全问题外,我国学者对于中亚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一些

高水平的成果不断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原东欧中亚所)

赵常庆主编的«中亚五国概论»详细介绍了中亚五国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

社会、文教、卫生及中亚五国对外关系,特别是中亚与中国关系这部分内容,从

丝绸之路最早的历史开始介绍,对中亚和中国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梳理.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冯锡时

合作主编了«中亚五国史纲»一书,对中亚地区由古代到独立后的历史进程进

行了研究.⑤

从研究人员构成来看,研究中亚问题的很多老专家都是半路出家,从研究

苏联的经济、法律和民族等问题转为研究中亚的相关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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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孙壮志:«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哈〕C．M．阿基姆别科夫:«阿富汗焦点和中亚安全问题»,杨恕、汪金国译,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
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论»,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一批年轻的研究力量逐渐成长起来.在这一时期,全国专门研究中亚问题的

学者大概有４０—５０人,科研队伍相对稳定,研究主要聚焦于中亚地区政治经

济形势、中亚安全、中国和中亚关系等问题.此外,全国性关于中亚问题的系

列研讨会逐渐成形,比如“全国中亚问题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１９届,兰州

大学中亚研究所、甘肃省国际友好联络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的中亚室是最早发起机构.在中国的中亚研究从起步

到初具规模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中亚研

究室逐渐成为全国研究中亚问题的中心.北京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

问题研究院及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新疆大学中

亚文化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等机构都有科研人员关注中亚问题.

二、中国的中亚研究取得的进展

王:请您总结一下中国的中亚研究发展历程.

孙: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至今,中国的中亚研究发生了很多变化.影响因

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与这些国

家建交之后,双边关系提升很快,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中国学界对中亚的研

究亟需加强.总的来看,中国的中亚研究存在几个重要的节点,即在一些特定

的时间段,学界对中亚问题的关注度达到较高水平.

第一,中亚国家独立后十周年(２００１年).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间,中国学界对

中亚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并在２００１年到达到较高程度.这一时期国内学界

研究中亚的成果比较多,培养了一批以中亚问题为研究方向的硕博士研究生,

以中亚问题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数量也开始增加.这与中亚地区的国际形势、

中亚地区的自身发展、中国与中亚关系密切相关.

从国际方面看,受到中亚地区活跃的“三股势力”,“９１１”事件及“９１１”

事件后美国在中亚地区驻军等多重因素影响,中亚地区的力量格局发生了巨

大变化.２００１年前后,俄罗斯、美国等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达到新的高度,

这激发了我国学者对中亚的研究热情.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上海合作组织(以

下简称上合组织)的成立,从１９９６年开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用五年的时间解决完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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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互信、边界裁军等问题后,逐渐建立起一个多边合作平台,２００１年,上合组

织正式成立,成为政府间区域性国际组织.由于中亚是上合组织多边合作进

程中的一个核心区域,这使得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开始关注上合组织,进

而关注中亚问题.

从中亚自身发展情况来看,２００１年,中亚地区的整个政治体制、经济发展

和外交工作都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政治局势稳定.中亚五国在独立之初,

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模仿西方国家,确立了形式上的三权分立,但在政治上很不

稳定,随后这些国家逐渐转变为威权主义的政体,强化总统权力,政局逐渐平

稳.在经济方面,由于受俄罗斯的影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半期,中亚国家的经

济非常困难,直到９０年代后半期才开始走向正常.所以,到２００１年左右,经历

了十年发展,中亚地区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该时期研究中亚问题的学者获得

了很多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的机会,在西方和俄罗斯也有很多研究中亚的成

果相继出现,国际交流趋于活跃.

从中国与中亚的关系来看,２００１前后,中国在中亚地区开始有实质性投

入.１９９２年,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的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跨境铁路联运开通后,

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１９９７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

司在哈萨克斯坦竞标成功,与哈萨克斯坦政府控股的国家油气公司建立了合

资的中油阿克纠宾油气股份公司,标志着中国石油企业开始进入这一地区.

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的逐步提升,中亚地区对中国的战略性意义日

益凸显.

２００１年后,几乎每五年中亚就会出现重大事件,中国对中亚问题的重视程

度随之也会提升,科研工作围绕相应事件展开.

第二,吉尔吉斯斯坦第一次颜色革命(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在格

鲁吉亚和乌克兰分别发生了颜色革命,有学者认为,颜色革命的爆发如同多米

诺现象,２００５年会来到中亚地区.果然,２００５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政权更

迭.吉尔吉斯斯坦的所谓颜色革命有自己的特点,它是通过暴力方式实现的,

直接导致了该国政治局势的混乱,并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走出危机.２００５年,

中亚地区亲西方的所谓“民主派”活动非常活跃,颜色革命对中亚的稳定造成

很大挑战,俄罗斯、中国都把它看作是重大的安全威胁.有学者认为,颜色革

命是由西方国家策动的、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运动;也有人把它看作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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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俄罗斯等大国在这些地区背后角力的结果.在此背景下,一部分从宏观层

面研究国际问题和意识形态的学者开始关注中亚地区,扩展了研究视角.

第三,全球金融危机(２０１０年前后).更关注地区合作和双边关系,上合组

织成立十年,被看作是安全合作平台,经济合作进展缓慢,需要加强研究.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与西方国家有密切金融联系的中亚各国均受到

一定影响,尤其是２００９年,中亚经济受到很大冲击.因此,这些国家开始想办

法摆脱危机,中国为此给它们很大帮助.在反危机过程中,中国和中亚各国建

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而美国和欧洲国家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对中亚的投资

和援助大量减少,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提升,开始成为中亚地区最重要的

投资和贸易伙伴之一.２０１０年前后,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达到较高水平,战

略伙伴关系逐步建立,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都签署了长期友好

合作条约.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进一步密切和稳定,在双边合作和地区合作

中取得很多成果,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

２０１０年后,整个国际形势发生迅速变化,随着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西

方在中亚地区出现退出的趋势,中国和俄罗斯成为中亚地区影响力较大的国

家,两国学界对中亚地区的学术兴趣反而有所下降,因为在大的世界格局中,

中亚的角色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目前,学界对中亚问题的关注度不如２１世

纪前１０年那么高,研究队伍开始萎缩,研究成果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第一

批研究中亚问题的资深专家,在这个阶段陆续退休,后备的年轻科研力量不

足.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间,中亚研究比较繁荣的时期,很多学者都不是专门从

事中亚研究,而是在研究中美关系、大国政治等问题的时候涉及中亚地区,

２０１０年后,这些学者对中亚的关注慢慢减少.

２０１３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对中亚研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很

多研究“一带一路”的学者开始关注中亚地区,因为中亚在“一带一路”中是很

重要的一个环节,哈萨克斯坦还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首倡之地.“一带一路”

向西陆路交通第一站就是中亚,因此,中国外交部把中亚看作“一带一路”的先

行区、示范区.在“一带一路”早期研究成果中,就有关于中亚问题的学术成果

出现,现在,有更多学者从中亚与“一带一路”的关系这个角度开展研究,还有

一部分研究中亚问题的学者开始研究“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以往国别研究不同,研究“一带一路”的中亚问题专家偏向于从比较宏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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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角,或者从国际经贸关系层面探讨相关问题.

王: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亚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 有哪些代表性的机

构、学者和学术成果?

孙:从２００１年到现在,国内学界对中亚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成果逐步得

到国际认可,国际影响力有所提高.西方学者在研究中亚问题的时候开始参

考中国学者对中亚的研究,他们也经常来北京、上海等地进行学术交流.随着

关于中亚的科研成果数量不断增多,国内舆论和新闻媒体对中亚地区的关注

也增加了.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相比,当前中亚研究的规模变大了,研究机构的

重视程度提高了.

下面我结合各科研机构研究人员的个人专长、主要研究方向及其代表作

来进行梳理和介绍.

目前,国内中亚研究比较全面、权威的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欧亚所的

中亚研究室,这里一直有稳定的科研队伍,最少的时候有五位研究者,最多的

时候有１０多人,可以保证中亚的每个国家都有专人跟踪.中亚研究室每年都

发表大量科研成果,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并定期发布«中亚国家发

展报告»«俄罗斯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研究报告»等系列报告,逐步确立了在国内

相关问题研究领域的一流地位,与国内外有关研究机构的合作与交流逐年增

多,国际知名度稳步提升.中亚研究室主要关注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变化、

安全问题、能源问题、中亚的区域合作问题、上合组织的发展与定位、中亚地区

大国关系及国别问题,等等.除中亚五国以外,中亚研究室还关注南高加索三

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这三个国家不管是在文化方面,还是语

言方面都与中亚有密切联系,尤其是阿塞拜疆,因此,西方很多研究机构也将

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放在一起研究,比如,美国中亚高加索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把

中亚和高加索作为一个区域来研究,“９１１”事件后,更是把南亚也纳入到研

究范围之中.

赵常庆研究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室的首任主任,一直研究中亚

问题,如今已经７９岁高龄了,还在每天笔耕不辍.继１９９９年推出«中亚五国概

论»后,赵常庆研究员在２００４年主编了«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一书,

这是中亚研究室的团队研究成果,该书利用丰富的一手资料,对中亚五国和外

高加索三国独立之后十年的变化进行总结和评析,对独立后各国多年来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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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的成就与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① 可以说,该书是«中亚五国概论»的续

篇,不仅加入了南高加索三国的内容,在理论上也进一步加强.２０１４年,赵常

庆研究员又出版了«东方文化集成:中亚五国新论»一书,该书集中体现了赵常

庆研究员对中亚国家自独立到２０１４年间发展的一些新思考,包括中亚国家的

政治局势和政治体制、中亚国家的经济体制与经济改革、中亚国家的社会变化

与社会政策、中亚国家的安全形势与存在问题、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等问题,

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②

我本人博士生阶段师从赵常庆研究员,多年来一直关注中亚国家社会政

治变迁、地区国际关系与上海合作组织,主要研究中亚国家对外关系、地区的

政治和安全局势、“颜色革命”影响,中国与中亚战略合作与上合组织的定位、

作用等问题.我在主编的«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一书中重点分析了苏

联解体后不同独联体国家(包括中亚国家)政治进程的基本走势,以及西方国

家对独联体政策的变化与“颜色革命”的关系;③在«中亚安全形势及上合组织

的重要作用»一文中分析了在中亚新的安全形势下,上合组织对于维护中亚稳

定的积极作用;④在«“一带一盟”对接与中国中亚经贸合作»一文中探讨“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如何在中亚国家对接,以及上合组织应

该如何发挥机制作用等问题.⑤

吴宏伟研究员曾任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主任,通晓哈萨克

语,对中亚的历史文化、地区合作和人口问题比较关注.他曾指导学生研究中

亚地区的部族问题,包括主体民族下面的各种分支,民族问题对独立之后中亚

各国政治稳定的影响非常大,应该说,这个研究方向是很有意义的.张宁研究

员是现在的俄欧亚所中亚研究室主任,他擅长研究中亚的经济合作与安全问

题.苏畅研究员曾在塔什干大学长时间学习进修,主要研究中亚与伊斯兰教

相关的极端势力问题.包毅副研究员曾在哈萨克学习和进修,主要研究中亚

的政治转型问题.赵会荣研究员曾在乌兹别克斯坦进修,对国别和地区问题

有高质量的成果.还有杨进副研究员、肖斌副研究员也有各自的研究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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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室的团队很强,个人成果和集体成果都很

多,研究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关注中亚问题,培养了一

批优秀人才.许涛研究员曾任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一等秘书,对中亚

地区非常了解,«中亚地缘政治沿革:历史、现状与未来»是他对中亚问题长期

跟踪的研究成果,该书从中亚地缘政治沿革的角度解读这一地区面临的区域

一体化、非传统安全等复杂问题.①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所所

长丁晓星研究员长期从事中亚地区形势、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上合组织和丝

绸之路经济带等问题研究,曾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性与可行性分析:兼

谈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全面合作»«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示范区”»

等文章中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展合作所面对的机遇和挑

战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② 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的季志业教授长期关注俄罗斯问题,同时也会涉及中亚地区和上合组织,曾与

许涛合作主编«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追诉“上海五国”到“上海

六国”的发展过程,评价上合组织几年来取得的成绩,分析它所面临的任务和

挑战.③ 徐晓天研究员在调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安全研究所之前

也曾经研究中亚问题,曾撰写«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宗教概况»«土库曼斯坦民族

宗教概况»等文章,介绍中亚国家的民族宗教情况.④

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没有专门研究中亚问题的学者,但在研究

俄罗斯问题的过程中会涉及中亚问题,比如,陈玉荣研究员曾担任欧亚所所长

和上合组织国家研究中心的秘书长,长期跟踪中亚地区和上合组织,主编«上

海合作组织研究报告２００９/２０１０»,⑤撰写«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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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亚地区经济合作»等论文.① 邓浩研究员、李自国副研究员、韩璐副

研究员和赵臻副研究员也都针对中亚问题发表过文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还会举办关于上合组织的研讨会,出版与之相关的论文集或者蓝皮书,比如

«上海合作组织:回眸与前瞻(２００１—２０１８)»蓝皮书等.②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刘华芹研究员长期研究中亚的经

济问题,包括“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经贸关系、上合组织区域

经济合作研究等,她的作品包括«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亚国家经济»«深化上海

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想»等.③ 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勤华教授对中亚的能

源合作有一定的研究.

一部分学者是在研究其他问题的同时涉及中亚问题.曾任复旦大学国际

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的赵华胜教授,对中亚五国外交及中国对中

亚政策进行过系统研究和总结.他有很多研究成果,并且不限于中文,还有俄

文和英文的成果,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他在«中国的中亚外交»一书中梳

理了中国中亚政策的历史演变、中国在中亚的基本利益、中亚在中国外交中的

地位、中国中亚政治的制定、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等问题,力图展现中

国与中亚关系的全貌.④ ２００５年,赵华胜出版了俄文专著«中国、中亚与上海合

作组织),⑤于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年先后出版了合著成果«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对

中亚的态度»和同名俄文专著.⑥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潘光教授在研究上合组织和反恐问题的时候会涉及中亚问题,有一定的学术

影响力.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了丝路战略研究所,聚焦中东、东南亚、中亚、美

欧(含拉美)四大板块的内容,关于中亚地区的研究成果陆续发布.上海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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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一些高校也有学者关注俄罗斯和中亚问题,比

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李新教授、复旦大学的冯玉军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

的杨成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海燕副教授等,各有所长,有的关注大国关系、

有的关注地区发展,有的侧重研究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经贸合作.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前所长杨恕教授在担任兰州大学副校长期间,对中

亚研究给予很大关注,他本人有很多关于中亚问题的著作和论文,比如«转型

的中亚和中国»一书在总结和论述中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的基础

上,对中亚与中国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了系统评析;①«聚焦中亚:中亚

国家的转型及其国际环境»关注中亚五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亚地区比较突出

的“颜色革命”、恐怖主义、毒品等问题,并对国际环境、大国关系与多边机制在

中亚五国的转型过程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杨恕老师培

养了不少学生,他们对于中亚的安全、经济等问题均有研究,涉猎面广.兰州

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汪金国教授、曾向红教授、朱永彪教授等都可以称

为中亚问题专家,而且比较年轻,对于恢复兰州大学中亚研究的传统优势有很

大帮助.曾向红作为后起之秀,英语水平很高,与西方交流多,对西方的观点

非常熟悉,具有很强的学术潜力,作品有«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的

战略目标»«美国对中亚事务的介入及中亚国家的应对»等.② 可以说,除北京

和上海以外,兰州的中亚研究成果数量是最多的.

除北京、上海和兰州之外,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潘志平研究员多年

来专注中亚研究和历史民族研究,学术成品颇丰,包括«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

«“颜色革命”袭击下的中亚»«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研究»等.③ 新疆社会

科学院中亚所的石岚研究员也有一些关于中亚的学术成果,如«中亚费尔干

纳:伊斯兰与现代民族国家»«颜色革命袭击下的中亚»等.④ 陕西师范大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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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中亚»,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潘志平:«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研究»,北京:经济科学

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石岚:«中亚费尔干纳:伊斯兰与现代民族国家»,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颜色革命袭击下的

中亚»,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亚研究所所长李琪教授的著作«中亚维吾尔人»是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它对中

亚维吾尔人的历史和现状及其特点进行深入的研究,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与中

亚国家关系史的研究.① 近年来,陕西师范大学中亚所成为实体,受到学校的

重视,发展后劲比较足.

三、我国中亚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王:您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在中亚研究中存在哪些问题? 其原因是什么?

孙:在我看来,中国的中亚研究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后继乏人.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亚研究的规模不断变大,但是,专

门研究中亚的科研队伍人数没有增加,反而萎缩了.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转行来的苏联问题专家,研究功底很深,俄语水平高,对研究对

象国的国情十分了解,研究细致深入,但当他们陆续退休之后,中亚的研究力

量急需补充;其次,新培养的年轻学者不足以填补老一辈专家退休后留下的空

缺.培养研究中亚问题的人才周期很长,成本也很高.因为研究中亚问题只

靠第二手材料是不行的,要想成为真正的专家,一定要去实地调研.中亚地区

有很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方面,当地的经济、社会、民

族、宗教情况都很复杂,中亚各国独立后的政治进程、经济进程、人文领域的变

化,需要学者去当地亲身感受和深入调研,不是看一两本书,去一两个中亚城

市就可以成为专家的;再次,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之初,中国驻中亚的外交机

构和驻外企业也需要了解中亚的人去协助工作,所以,那段时期培养的年轻人

很多去了外交部或者驻外企业去工作,造成了一定的人才流失;最后,中亚问

题研究人员少,也与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国内教育体制的变化有

关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还有很多中学教授俄语,那时候俄语人才很多,现

在学俄语的人才变少了,整个俄语片的学者数量都在减少,而从事国际关系研

究的学者更愿意去研究美国等英语国家,所以,研究俄罗斯及周边国家的年轻

学者相对缺乏.

５５１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亚研究:进展与不足

① 李琪:«中亚维吾尔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目前来看,国内比较活跃的研究中亚问题的知名专家基本是５０—６０岁左

右的学者,４０—５０岁的学者有一些,４０岁以下的学者很少,中亚研究科研队伍

很不稳定.

第二,研究成果缺乏深度,缺乏针对某一领域或者某一议题的持续关注和

系列研究.美国和日本有些学者一辈子只研究一个问题,过去我们的老专家

多年只跟踪一个国家,这样的研究才能足够深入,当然,要求一个人坚持十年

只做一项研究是很难的,因此,目前中亚学界很多议题研究深度不足、不够透

彻.另外,受到重大热点事件的影响,国内学者研究中亚问题更多选择宏观视

角,对一个问题的持续细致研究变少.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

面,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们对中亚各国的情况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仅从

一个国家入手无法全面掌握和研究整个中亚地区的情况;另一方面,受到国际

形势、地区形势还有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中亚各国之间有着很强

的关联性,比如,研究“一带一路”或者“颜色革命”,只研究一个中亚小国是不

行的.在此背景下,中亚问题科研队伍的学术结构、研究方向进行了相应

调整.

第三,科研机构之间缺乏合作、合力不足.虽然各机构之间会定期举办交

流活动,但是,合作研究课题较少.目前的情况是,一个机构拿到一个课题会

邀请其他机构的学者一起合作,但是,各研究机构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往往

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合作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每个机构有自己的主攻方向,有

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现在是各个机构水平参差不齐、选

题大同小异,这种情况需要进行调整.目前,中国国内的中亚研究初步实现了

多种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比如,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之

间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还有就是英语和俄语甚至是其他外文材料的互补,

“颜色革命”后,借助美国材料的研究成果变多,比如,对美国的中亚战略、美国

与中亚关系的研究等.兰州大学的曾向红教授在这方面表现突出,阅读了大

量的英文文献,这对于传统的依靠俄文材料的研究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第四,缺乏实证研究和田野调查,一手资料不足.西方学者有做实地调研

的传统,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中亚问题专家玛莎布瑞尔奥卡特(Martha

BrillOlcott)对我说她几乎每年都会用半年的时间去中亚实地考察,这样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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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持久和深入,她的著作包括«中亚的第二次机会»等,玛莎在«中亚的第二次

机会»一书中剖析了“９１１”事件之后中亚地区战略地位的变化,对造成中亚

地区动荡不安的国内、地区、国际因素、美国对中亚的政策、中亚各国的改革路

径及未来发展进行了梳理和分析.① 国内学者缺乏这种经历,加上中亚国家网

络尚欠发达,获得一手资料的可能性就更小.现在,很多中国学者使用的材料

是从俄罗斯和美国的报刊、网站上获取的,而一些虚假的新闻报道也会对学术

研究造成一定的误导.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学者研究中亚国家的途径是在每

一个国家订一份俄文报纸,以及购买新华社的信息和内部资料,这些资料是比

较真实可靠的.所以,当下中亚问题研究的独创性有限,新观点很少.中国的

中亚研究经过十年的发展,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一定进步,但是相比国家的

需求和学科发展的需要还有一定差距.

王:您认为应采取哪些措施解决上述问题?

孙:首先,应该加强中亚研究领域的人才培养工作.希望国家能够给予政

策支持,各科研机构要更加重视这项工作,并采取措施防止人才流失.应该建

立完备的人才培养机制,从本科开始一直到博士阶段引导学生学习中亚研究

所需的知识,不只是中亚国家的语言,还应该安排实地考察,做好相关知识的

储备.此外,除了掌握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还需要熟知中亚各国的历史、

文化、民族、经济、社会等多种知识,由于中亚地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些问

题可能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经典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的,所

以,需要结合中亚的历史、社会、民族等来分析和解读.“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和在校研究生开始关注中亚,应该以此为契机,着

力对他们进行正确引导和培养.

其次,希望中亚研究领域的各科研机构能够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比如,

在中亚地区的国别研究方面,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室一共有五位研

究人员,科研力量不足,加上研究室还承担其他科研项目,不可能像以前一样

针对每一个国家安排专人来做跟踪研究,这样一来,传统的国别研究的优势就

会减弱.但各科研机构之间可以相互合作,形成合力.当前,很多高校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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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亚五国的国别研究中心,我认为,各个科研机构可以跟这些国别研究中心

合作,在做好基础研究的同时,帮助各个机构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和专攻方

向,从而深入对对象国的研究.

最后,应该加强中亚研究的学科建设.要规划好中亚研究的学科布局和

学科发展方向,如果总是跟在别的学科后面走,体现不出来自身的学术价值和

特点,这一学科的重要性就无法凸显.其实,在中国社科院中亚研究从很早开

始就是重点学科,但是,如同中亚地区容易经常受到外界大环境的影响一样,

中亚研究也很容易被其他学科影响,比如,受到俄罗斯研究的影响、美国研究

的影响等.中国的中亚研究应该有独立的学科设计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方

面工作需要加强.

四、中国的中亚研究的发展前景

王: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中亚研究的未来发展?

孙:虽然中亚研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近年来,这一研究领域也发

生了很多可喜的变化或者说进行了新的尝试.

第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中亚问题,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学生交流

日益频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一批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年轻人

开始关注中亚.２０１８年,北京大学创办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这个学院组织

的首次优秀大学生夏令营３０个学生中间,对中亚问题感兴趣的人很多.北京

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邀请我给学生做讲座,通过听讲和提问环节我能感受

到,这些年轻人学习态度很认真,读了很多关于中亚的书,提出很多很好的问

题.这说明对关心中亚问题的人不在少数,只是目前中亚问题研究的专家数

量有些不足.

中国与中亚的交流越来越多,中亚国家的学生对中国的兴趣不断提升,很

多中亚国家的学生来中国留学,每年有上万人的规模,仅哈萨克斯坦在华深造

的大学生就大概有２万至３万人.这种交流可以帮助两国学生更好地了解双

方国家,对中国的中亚研究年轻人才的培养有所助益,中国和中亚各国人民之

间的文化联系和交往日益密切,也有助于建立互信,密切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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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高校尝试建立培养中亚研究人才的新模式,创办针对中亚地区的国

别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开设了一个双语教学项目,每年招收一个班的学

生,既学习俄语,又学习一门中亚语言,近些年,已经培养除了掌握俄—哈、

俄—吉、俄—乌双语的本科生,不少学生本科毕业之后选择去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攻读中亚方向的硕士.比较遗憾的是,这些学生毕业后有的去了企

业工作或者去地方高校教书,继续从事中亚研究的人很少.但我认为,这是一

种很好的人才培养方式.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也开设了哈萨克

语、乌兹别克语等本科课程,并安排这些学生去中亚国家学习交流,时间大约

为一学年.回来之后也有机会继续攻读研究生,未来有希望成为研究中亚问

题的年轻专家.

目前,全国大概有十几所高校成立了中亚研究中心,包括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亚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西

北大学中亚学院、新疆大学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等.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

国的中亚研究更多转向宏观性研究,国别研究随之减弱,这样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对具体国家的跟踪研究不够.虽然中亚五国看起来联系非常密切,但它

们之间的差别很大,而且这种差别还在加剧,如果不从国别角度研究的话,对

这些问题的认识是不够深入的.各高校成立的中亚地区国别中心应该可以恢

复和推动中亚国家的国别研究.

第三,跨学科研究对中亚研究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如前所述,受到国际

重大热点事件的影响,很多学者由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

学等领域转为关注中亚地区问题,这些学者在研究中亚的过程中,把其他学科

的研究方法引入了中亚研究领域.比如,中央民族大学的东干学研究所,专门

研究中亚东干人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艺术、民俗和经济等多内容,与中亚

研究有密切联系,中央民族大学的资深教授胡振华是国内研究东干问题的第

一人,他在中亚学界同样深孚众望.他的学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国

杰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教授丁宏,曾在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做过实地调

研,研究那里的东干人,掌握很多一手材料.虽然对中亚地区进行人类学调查

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传统中亚研究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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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价值,形成有益补充.发挥跨学科研究中每个学科的优势对中亚研究有

很好的促进作用.

王:请您展望一下中亚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孙:中亚地区对中国的战略利益非常重要,但不应该把中亚作为孤立的研

究对象,中亚的重要性在于它与中国的发展、开放、稳定有很强的关联性,应该

从这些角度去认识中亚.我认为,在未来的中亚研究中,有很多议题应该被关

注和研究,大概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与中亚相关的重大问题和现实问题.在中亚发生的与中国相关的

重大事件、重大的区域性问题,都应该是中亚研究关注的重点.中国与中亚关

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双边与多边合作,

上合组织的作用等都应该投入精力深入钻研.

第二,中亚地区的局势变化.中亚地区各个国家差别很大,了解这些国家

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评估当地的投资环境,预测各国的发展趋势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这种基础性研究也可以很好地为第一个大议题服务.

第三,中亚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中亚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各个大国

都有针对中亚地区的战略或者计划,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主

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和“大中亚计划”等.在各种

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亚地区的战略格局总在发生变化,做好这方面的研究十

分重要.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实证研究.早就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就与

中亚各国讨论互联互通和交通合作等问题,中国在１９９２年开通了新亚欧大陆

桥,早于“六大经济走廊”概念的提出.因此,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可能面

临的问题或者已经面对的问题,比如恐怖主义、债务问题、地缘政治的风险等

在中亚地区早已出现过.未来可以在中亚地区对这些议题进行实地研究,从

而为在其他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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