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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自古以来,中东地区既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又是沟通东西方

联系的枢纽地带.进入２０世纪,中东地区成为全球性大国竞相角逐的舞台,

致使该地区风云激荡,冲突频仍,长期被各界关注.学术界对中东地区和国家

的研究持续已久.随着中国与中东地区联系的不断加深,中国学界对中东研

究逐渐升温,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的中东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研究焦点与关注议题发生哪些变化? 具有哪些特点与优势? 面临哪些新的问

题和挑战? 未来的发展路径在哪里? 为此,«国际政治研究»编辑王海媚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非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中东学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林聪研究员.王林聪研究员长期从事中东近现代史、中
东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工作,现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

学科“当代中东研究”等项目,代表作有«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专著)、
«土耳其模式新变化及其影响»(论文)和«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论文)等.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东研究:现状与前景
———王林聪研究员访谈

王林聪　王海媚

一、中国的中东研究状况

王海媚:请问中国的中东研究是如何缘起的?

王林聪:从学科属性看,中东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特性,可以归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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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和国别研究范畴.从中东问题研究到学科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探索、逐

渐积累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的中东研究一直停留在自发、零散状态,对

中东地区的关注度有限,研究领域狭窄,多侧重于中西交通史及哲学、语言、宗

教、文化等方面,基本上处于既无专门从事研究的机构,也无专业的团队,只有

少数学者、专家在该领域进行初步探讨.

从中东研究学术发展史来看,１９５５年是重要的界标.万隆会议不仅是新

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与中东国家交往的重要起点.此前,新中国与中

东地区几乎没有实际交往.万隆会议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与埃及、叙利

亚、也门、伊拉克等国建交,不仅成功地突破了美国等西方大国对我国的外交

围困,而且开启了与中东国家日趋频繁的交往史,并在客观上要求加强对中东

地区和国家的研究.由此,中国的中东研究范围逐渐由以前中西交通史、哲

学、语言、宗教、文化等扩展到当代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研究力

量开始从自发、分散状态向组织化、机制化的方向发展;研究目标更加明确,即

服务于新中国对外交往的需要,并对时局做出判断,尤其是探讨亚非各国民族

解放运动是如何兴起,帝国主义在亚非地区是如何统治的,独立后亚非国家发

展道路如何选择,等等.于是,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相继成立了一些专门的

研究机构.例如,１９５６年成立国际关系研究所,并设立西亚非洲组,主要研究

当代中东的政治、对外关系、社会状况、经济发展等.１９５９年,中国科学院哲学

社会科学部筹建亚非研究所,内设西亚北非组,开始系统研究中东社会、历史、

政治、经济、宗教、对外关系等问题,这是新中国最早成立关涉中东的研究

机构.

王海媚:中国的中东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王林聪:７０多年来,中国的中东研究在初创之后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演变过

程,研究方式呈现从自发、零散到组织化、专业化路径.以重大历史事件作为

划分不同时期研究进程的重要标志,中国中东研究沿革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

几个时期:

(一)中国中东研究的初创和短暂繁荣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革”前)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至“文革”爆发是中国中东研究的初创和奠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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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万隆会议为中国的中东研究注入了动力.此后,随着相关研究机构的建

立,中国的中东研究在短短几年便初显活力,取得进展,一批兼具知识性著作

相继问世.包括普及性读物、工具书、资料汇编等,如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中

东列国志、历史小丛书、«世界知识年鉴»(１９５８年)和«中东问题文件汇编

１９４５—１９５８»(１９５８年)等.

初创时期的中东研究在介绍中东地区或中东国家情况的基础上,服务于

国家外交事业的需要.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新中国外交先后面临着打破以美

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封锁、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霸权主义的主要任务.毛泽东

主席在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世界划分后,中东国家成为中国

实现外交突破的“第一个中间地带”的组成部分.①

为适应新的变化和需要,１９６１年７月４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亚非

研究所正式成立,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联部共管.１９６２年,在周

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北京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

中国亚非学会,学会理事包括中东问题专家和学者.与此同时,中国亚非学会

和亚非研究所联合创办«亚非译丛»期刊,重点介绍国外学者对亚非地区的研

究状况和重要成果,推动了起步阶段的中国中东研究.据统计,当时成立的专

门研究外国机构近１０个,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有２００多人(包括研究中东的专

家和学者).② 这一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根据１９６３
年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指示,先后成立了包括西亚非洲所在

内的１４个研究所.

随着机构的设立,中国的中东研究出现了初步“繁荣”.一方面,中东研究

的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主题集中于中东国家的反殖、反帝斗争和独

立解放运动;研究成果面向大众,具有普及性和通俗性等特点;另一方面,受历

史条件和学者认知水平的局限,这一时期中东研究刚刚起步,观察和探讨的深

度有限.

(二)中国中东研究的停滞和转向时期(“文革”初期至改革开放前)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东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中东研究“繁荣”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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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

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６９、５０９页.
柯蒂:«我国中东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亚非洲»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旋即衰微.“文革”后期,随着中美关系获得改善,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毛泽东主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强调发展与

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中国迎来与“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新高潮,包括中国与

中东国家建交的第二次高潮.与此同时,中东国家收回石油权益的斗争如火

如荼,特别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动用石油武器,维护

其权益的重大行动,震动世界,引起世界各国对中东问题的高度关注,中东研

究遂在国际范围逐渐形成热潮.

然而,受“文革”的影响,中国中东研究陷入停滞.一是相关研究机构或解

散或停止运转,二是学术研究因其敏感而少有人问津,原创性研究工作无法开

展,遂转向“译介活动”.从１９７２年起,先后翻译出版国别史(含亚非国家９９
种)和国别地理(含亚非国家２６种),这批译著为“文革”后中国中东研究工作

的恢复,了解中东国家以及不同国家学者的学术思想等,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学

术文献.①

　　(三)中国中东研究的复苏和初步发展时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９０年

代初)

　　改革开放至９０年代初是中国中东研究回归正常学术轨道的初步发展阶

段.中国中东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学术探索逐步迈向正常化、规范化和

专业化,并启动中东问题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

首先,恢复或新设研究机构.一批中东研究机构相继恢复,诸如中国社会

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云南大

学西南亚研究所等,同时陆续创建了一些中东研究机构,比如上海外国语学院

中东研究所、宁夏社会科学院中东伊斯兰研究所,逐步形成了中国中东研究的

重要阵地.

其次,建立研究专业团体.１９８２年７月,中国中东学会在云南昆明成立,

在学会的指导和推动下,有关中东研究的学术研讨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各种学

术团体之间的横向联系逐步加强,推动了全国不同学科之间以及中东研究不

同领域的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与研究对象国以及西方国家中东研究机构的

学术联系也开始逐步建立起来,为中东研究走向世界开辟了渠道.

３４１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东研究:现状与前景

① 杨光:«中国的中东研究六十年»,«西亚非洲»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再次,创办专业学术期刊.２０世纪８０年先后创办多种有关中东研究的专

业学术期刊,诸如«西亚非洲»«阿拉伯世界»和«中东研究»(内部),辑刊«亚非

问题研究»和«南亚研究»等.中东学术期刊的创办不仅是传播中东研究成果

的重要园地,更是引导中东学术研究向着规范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推进中东

研究水平的提高.

最后,培养专业人才队伍.一方面,国内多所高校恢复或增设了阿拉伯

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等中东国家语种的专业语言人才培养;另一方

面,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探索硕士和博士学位等高层次专业研究人才培

养,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以及北京、西

安、上海、昆明、重庆、南京等高校招收有关中东方向硕士研究生.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后半期,北京外国语学院、西北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率先招收博士研究

生,培养高端研究人才.正规化的多层次专业语言人才和专业研究人才培养,

为中东研究人才队伍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中国中东研究的全面发展时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至今)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多种因素促动下,中东研究的“热度”前所未有,推

动着中东研究向专业性迈进,中国的中东研究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一方面,随

着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２年先后同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建交,中国实现了同所有中东

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区域“全覆盖”,开始了双边和多边交往的新时期;另一方

面,海湾战争爆发后,特别是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和２０１０年底爆发的中东剧变,

引起了中国政界、学界和商界对中东的广泛关注.推升了国内多轮“中东热”,

由此形成了中国中东研究全面繁荣的局面.

第一,中东研究机构快速发展,基础条件得到改善.２０００年,上海外国语

大学中东研究所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此后,北京语言

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宁夏大学相继建立了阿拉伯研究中心,北京外国

语大学成立阿拉伯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先后成立中东

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分别成立区域和国别研究院.与此

同时,在教育部的指导下,有４０多家中东领域的国别研究中心在国内高校相

继建立,大大扩展了中东专业研究的阵地.伴随这一过程,国家社科基金、教

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府相关部门以及高等院校以发布重大课题等方式,

４４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３期



支持中东学术研究,从而使中国中东研究事业发展的物质条件得到改善.

第二,研究人才培养专业化,专业研究队伍规模化.一方面,国内中东研

究硕士、博士培养基地有序建立和扩展,中东研究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呈现专业

化和体系化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中东研究队伍快速扩大,其中,在中国中东学

会注册的会员达４２７人(２０２０年底统计).从构成上看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以

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代表的专家和学者队伍,二是以资深外交家为代表的驻中

东国家的老大使们,①三是以常驻中东地区资深记者为代表的媒体人士.这些

群体各有优势,紧密合作,相互促进,特别是老大使们既有丰富的实践经历,又

有很高的理论建树,更有关注和研究中东国家的情怀.例如,外交部前副部长

杨福昌撰写的«中东热点回眸与评析»,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有助于了解中东

地区的复杂生态,厘清中国同地区国家关系的发展脉络.② 前中国中东问题特

使吴思科的«特使眼中的中东风云»体现其对中东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对中东人

民的深厚感情.③ 他们在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上有着独特贡献,共同促进了中

国中东研究的繁荣.

第三,学术期刊、集刊、研究报告、网站等学术平台呈现多样态发展.在前

述«西亚非洲»«阿拉伯世界研究»等期刊基础上,近年来又创办了多份集刊,诸

如«中东研究»«北大中东研究»«土耳其研究»和«新丝路学刊»等.２００７年上海

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创办英文期刊«中东伊斯兰研究»(AsianJournalof
MiddleEasternandIslamicStudies,AJMEIS),在国际中东学界引起了重视.

与此同时,中东黄皮书«中东非洲发展报告»«中东发展报告»和«中东地区发展

报告»«阿拉伯发展报告»(阿拉伯黄皮书)«阿拉伯国家形势报告»,以及蓝皮书

系列如«中阿蓝皮书: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发展报告»«中阿经贸关系发展进

程»«以色列蓝皮书»«土耳其蓝皮书»«伊朗蓝皮书»«叙利亚蓝皮书»等定期系

列成果成为多视角观察中东地区新变化的重要窗口.另外,以新媒体平台方

式传播中东研究信息、成果的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样化方式快速涌现.

第四,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全面推进.中国亚非学会和中国中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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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北京大学专门为中国中东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资深大使们颁发“中东研究贡献奖”.
杨福昌:«中东热点回眸与评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
吴思科:«特使眼中的中东风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东

驻中东大使话中东»系列,先后邀请１０个中国驻中东国家的大使撰写,包括约旦、沙特、科威特、叙利亚、以色

列、也门、黎巴嫩、巴林、埃及、伊拉克,对全面了解这些国家具有重要价值.



会已成为全国中东研究领域的权威平台,每年举办重要学术研讨会,迄今已召

开７次亚非学会全国代表大会和８次中东学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国际层面,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中、日、韩三国的中东学会联合组建了亚洲中东学会,每两年召

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各种研讨会、论坛及相关机制的形成,推

动着中东学术事业的发展.

二、２１世纪中国的中东研究取得的成就

王海媚: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在中东研究中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王林聪:２１世纪以来,中国中东研究学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

导,积极探索中东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国家发展道路、现代化探索等重大理论

和现实问题,展现了一定程度的理论自觉,提出有着中国学者理论贡献的“文

明交往论”,①发表学术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西亚非洲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研

究»,②编纂整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西亚非洲»,③推动了中东研究

的理论和方法创新.

一方面,基础研究稳步推进,取得重要进展.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出版

«中东手册»«西亚北非百科全书»«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犹太百科全书»的基

础上,推出了涵盖中东诸国«列国志»系列工程,④成为中东研究的重要的工具

书.与此同时,学者们经过长期探索,初步建立了中国的中东历史学科体系,

展现了中国学者的“中东历史观”.从«阿拉伯通史»«中东史»«２０世纪中东史»

及１３卷本«中东国家通史»(包括«阿富汗卷»«沙特阿拉伯卷»«以色列卷»«伊

拉克卷»«也门卷»«巴勒斯坦卷»«叙利亚和黎巴嫩卷»«伊朗卷»«土耳其卷»«埃

及卷»«海湾五国(科威特、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卷»«约旦

卷»和«塞浦路斯卷»等)和即将完成的八卷本«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各种体

例的中东史研究著作———通史、国别史、断代史、专题史、人物传记、史料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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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门类繁多,渐成体系.

另一方面,专题研究深入推进,并取得重要突破.(１)深入探索中东政治

现代化、民主化及其政治稳定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

员陈德成、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哈全安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

授王铁铮等系统论述了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较分析土耳其、埃及、伊朗

等国的现代化探索的经验和教训.① 本人的专著«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

从中东历史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上探究中东国家民主化道路的独特性,分析了

中东国家民主实践的前景.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毕健康

系统研究现代埃及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关系.③ (２)加强中东经济研究,涌现

出一批重要成果.北京大学教授安维华、钱雪梅探讨海湾石油的变化及其对

世界经济安全、国际石油市场、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海湾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相

关性影响,云南大学教授吴磊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钱学文从中国国家利益

的角度研究中东石油问题,宁夏大学教授冯璐璐系统分析中东经济现代化模

式及其国际交往的影响因素.(３)全面开展中东国际关系研究,分析域外力量

对中东格局变动的重要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大国与中东关系是研究重

点,如中央党校教授高祖贵深入论述了冷战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世界

格局变动过程中美国政府对中东政策的调整及影响,④而美国在中东发动战争

以及战后重建问题受到学术界重视.⑤ 随着中国与中东关系的不断深化,中国

与中东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开始出现.⑥ (４)深化了中东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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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西亚非洲»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等.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李红杰:«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中东政

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究,产出一批高质量成果.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逐渐走向

衰微,但是我国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探讨却走向深入.① 陈德成讨论了全球化

背景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诸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刘中民分析了阿拉伯

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内在矛盾深刻影响着阿拉伯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阿

以问题一直是中东研究领域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

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详细研究了阿以冲突及其政治解决的基本情况,

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议题和前景等.② 与此同时,围绕政治伊斯兰、宗教极端

主义、恐怖主义等问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陈嘉厚主编«现代伊斯兰主

义»是我国学者深入研究和辨析伊斯兰主义演变、特征及其对世界影响的重要

代表作,在学术界引起广泛重视.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

灏城提出了衡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分水岭的三个标志:即宗教

与国家是否分离、宗教与司法是否分离、宗教与教育是否分离.④ 另一方面,随

着“９１１”事件爆发和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北京大学教授王逸舟、西北政法

大学教授张金平、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陈敏华、教授朱威烈、钱学文等开始

研究宗教极端主义问题.⑤ (５)填补了中东社会研究的空白.中国社会科学

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杨光、温伯友主编«当代西亚非洲社会保障制度»系

统阐述中东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分析其社会保障体系、结构和具体项目.⑥ 由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朱威烈教授主持教育部重大课题“当代中东国家

社会与文化”,出版了当代埃及、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约旦、叙利

亚、以色列、也门、伊朗社会与文化等十个分册,对于国内中东社会和文化研究

具有基础性作用.山西师范大学教授车效梅和云南大学教授伍庆玲分别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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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演进»,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陈敏华:«冷战后中东极端组织行动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朱威烈等:«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钱学文:«中东恐怖主义研究»,
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杨光、温伯友主编:«当代西亚非洲社会保障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东的城市问题和妇女问题做了深入研究.① (６)文化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多彩.

中东地区文化形态多样,纷繁复杂.一方面,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是研究

的重点,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周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丁俊等对阿拉

伯文化的深入研究;兰州大学教授丁士仁、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少华等对伊

斯兰文化进行系统分析;②另一方面,一些中东文化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研究

不断涌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吴云贵,周燮藩研究了近

代以来伊斯兰世界的各种社会思潮与运动,诸如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现代主

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李伟建从文化视角考察和分析了贯穿当代阿拉伯社会发展进程的若干重要政

治事件.③

王海媚:２０１０年前后,有些学者对中国中东研究６０年的发展历程进行梳

理和总结,那么,相比于１０年前,当前的中东研究又有哪些发展和变化?

王林聪:第一,中东剧变是２１世纪中东历史发展进程的分水岭,也是学术

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围绕该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新一轮的“中东

热”.北京大学副教授王锁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所长牛新春撰

文分析了有关北非中东剧变的性质、原因、走向等若干主要问题,西北大学中

东所教授黄民兴认为,中东剧变是阿拉伯国家内部长期蕴藏的各种矛盾的总

爆发.上海社会科学院余建华研究员主编«中东变局研究(上、下)»是国内对

中东变局进行全方位考察的力作,揭示了其发生时错综复杂的内外缘由、不同

类型的演进路径及扑朔迷离的前景走向.此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

究员田文林、兰州大学教授曾向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朱泉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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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从民主化、社会运动、军政关系角度对中东剧变进行深入解读.① ２０２０年中

东剧变十年之际,王林聪主编«中东发展报告:中东剧变的反思和前瞻»提出该

地区绝大多数国家仍处在剧变“进行时”,徘徊在剧变“长波”之中.② 与此同

时,中国学者对中东政治发展问题、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

代表性成果包括哈全安的«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刘中

民的«中东政治专题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王泰的«追寻政治可持续发展

之路:中东现代威权政治与民主化问题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陈万里的

«二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道路研究»、辽宁大学教授李艳枝的«中东政党政

治的演变»和田文林的«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等.

第二,中东经济研究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研究成为新亮点.杨光主编

«西亚非洲经济问题研究文选»论述了西亚非洲可持续发展问题、西亚非洲的

人口控制与可持续发展、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投资模式等.③ 中东石油经济问

题仍是关注的热点.云南大学教授吴磊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中东石油演变趋

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冬考察了欧佩克的石油政策

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姜英梅以新制度金融理

论为基础,分析地缘政治、石油美元、伊斯兰教、商业文化环境和金融全球化对

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影响.④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地区的推进,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

一路”成为研究新热点.«中东发展报告:“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东»分析了“一

带一路”倡议对于世界以及中东和平与发展的重大意义,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的优势和主要合作领域、挑战和对策建议.⑤ 吴磊、上海外国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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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田文林:«“民主化”为何不能拯救中东?»,«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刘中民:«一位

中国学者眼中的中东变局: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余建华主编:«中东变局研究(上、
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曾向红等著:«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中东变局研究»,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朱泉钢:«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研究:以埃及、伊拉克、也门、黎巴嫩等共和制国

家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
王林聪:«２０２０:中东剧变十年的反思和展望»,引自王林聪主编、唐志超副主编:«中东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中东剧变的反思和前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３页.
杨光主编:«西亚非洲经济问题研究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姜英梅:«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杨光主编、王林聪副主编:«中东发展报告:“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东»,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版.



学副教授潜旭明、姜英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魏敏分别

从宏观、能源、基础设施等角度分析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一带一路”合作.

第三,中东地区秩序重构、大国与中东关系成为中东国际关系研究关注的

重点.一是大国与中东关系的整体研究有新进展,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汪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余国庆比较分析大国在中东的博弈极

其复杂关系.二是大国与中东问题的专题研究开始涌现,如复旦大学研究员

孙德刚考察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问题,山西大学副教授郭威研究美国在中

东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外交.三是跨地区关系研究在深化,如余国庆的«欧盟与

中东关系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钮松的«东亚与中东关系研究»等.四是

中国与中东关系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云南大学教授肖宪的«当代中国—中东关

系»是其中的代表作,他从宏观历史角度考察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发展的脉络

和走向,以十年为期,划分了当代中国与中东关系演变的六个不同的阶段.①

中东安全和中东秩序研究是近年来关注的重点.杨光主编«中东发展报

告:盘点中东安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邓红英著«困境与出路:中东地

区安全问题研究»是国内系统探讨中东安全问题的著作.本人在«中东安全问

题及其治理»提出应廓清中东安全的概念,明确中东安全的主体;解决中东安

全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新安全观为核心理念,以自主安全建设为依托,推进多层

次安全合作.② 此外,朱和海则从水安全的角度探讨了中东地区普遍存在的非

传统安全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唐志超认为,中东地

区秩序正在重塑,“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大幕开启,中东正由单极向多极化加速

演进.③ 刘中民认为伊斯兰因素不仅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而且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分化组合和中东政治格局的演变和重组发

挥了重要作用.④

第四,中东民族和教派问题研究走向深入.北京大学副教授昝涛系统考

察２０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特别是凯末尔时代“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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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宪:«当代中国—中东关系»,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王林聪:«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
唐志超:«失序的时代与中东权力新格局»,«西亚非洲»２０１８年第１期;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

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刘中民:«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史观”建构的过程.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姚惠娜系统考察了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特点及其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学者

对库尔德民族问题的深入探讨,唐志超、汪波、兰州大学教授敏敬和陕西师范

大学教授李秉忠分别出版专著,对库尔德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土耳其、伊拉克、

伊朗和叙利亚四国库尔德问题的来龙去脉,库尔德问题的症结和出路进行系

统研究,②从整体上推进了库尔德问题的研究水平.

另外,围绕着教派问题、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北京

大学副教授吴冰冰较早分析了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问题.③ 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王宇洁通过对什叶派和逊尼派关系的历史考察,指出神学差异并

不能完全解释现实政治的问题.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李福泉系统研究中

东地区的什叶派政治问题,指出教派之争的背后是国家和民族之争.④

第五,中东社会问题研究不断深化,取得新突破.社会转型、社会分层、中

产阶级以及非政府组织都是中东社会研究的主要议题.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

教授戴晓琦的«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中

东社会分层问题的著作,他考察了埃及２００年来社会分层及其流动的特征与

变化机制、社会结构与社会稳定的关系.⑤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詹晋洁的«当代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研究»,以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视角阐述

了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演进的历史轨迹、动力和基本特征.⑥ 山西师范大学教

授车效梅的城市化问题研究颇有深度,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⑦ 在性别研究

中,全球化对中东妇女影响、妇女社会权利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以及关于中东妇

女政治参与都是关注的议题.中东剧变后,部落问题成为一些中东国家局势

变动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王金岩的«利比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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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２０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２０１１年版.
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汪波:«中东库尔德问题研

究»,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李秉忠:
«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吴冰冰:«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李福泉:«中东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演进与影响»,«国际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６期;李福泉:«当代阿拉伯什

叶派政治发展的特点»,«西亚非洲»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戴晓琦:«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詹晋洁:«当代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
车效梅:«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车效梅:«中东城市化与社会

稳定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落问题的历史考察»从历史视角考察利比亚部落的缘起、分布、构成和演变,探

究部落在利比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作用.①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韩志

斌所长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已陆续发表了多种

中东部落问题的研究成果.

第六,中东文化和社会思潮研究出现一些新亮点.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

当代中东社会思潮»系统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历史演进中各种

社会思潮产生的根源,其基本理论、主张、特点和作用等.②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

授薛庆国从文化视角审视了阿拉伯剧变,并指出阿拉伯思想与文化中存在着

诸多弊端,这是危机的深层原因.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肖凌的«阿拉伯

固有文化研究»论述了阿拉伯固有文化的地位、“豪侠”“宽容”“乐观”“务实”和

“调和”等特质与阿拉伯固有文化的关系.④ 北京大学教授林丰民等学者还深

入开展中国与中东文化的比较研究.⑤

王海媚:中国的中东研究涵盖的目标国和研究议题非常多,这对该研究产

生了哪些影响?

王林聪:严格意义上讲,中东研究作为区域和国别研究范畴,其学科类型

复杂,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属性和特点.对于许多研究议题,都

需要以多学科和跨学科视角进行综合观察和思考.

不同时期,中东地区的变化决定着中东研究领域的议题侧重不同.许多

问题是中东研究领域长期探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例如,中东国家发展道

路问题,域外大国对中东国家的影响,传统与现代化关系,政教关系问题,伊斯

兰文明的地位和前景,社会发展问题、中东地区安全问题、中国与中东国家共

建“一带一路”等.与此同时,一些新议题正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诸如,在国际

关系和安全领域的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影响、非传统安全问题、战乱国家重

建问题、代理人战争问题、地区大国崛起对秩序的影响和“新中东”的形态;在

３５１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东研究:现状与前景

①

②

③

④

⑤

王金岩:«利比亚部落问题的历史考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陈万里:«阿拉伯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冯基华:«犹太文化与以色列社会政

治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张倩红、艾仁贵:«犹太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薛庆国:«阿拉伯巨变的文化审视»,«国际论坛»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肖凌:«阿拉伯固有文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林丰民等:«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吴旻雁:«中庸与调和:

儒家和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中东政治研究领域的国家(政治)治理问题、身份政治(认同政治)问题、政治伊

斯兰力量、军政关系问题;在中东经济研究领域的转型和结构调整问题、数字

经济、粮食安全问题;在社会研究领域的社会思潮、青年问题、不平等问题、气

候变迁和生态环境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和公共卫生健康等.

实际上,中东研究涵盖的对象国和研究议题众多,这无疑增大了研究难

度,需要在熟悉对象国的基础上了解和把握频繁和复杂的交往互动,需要不断

更新知识体系、知识储备和提升认知水平,需要不同专业和学科背景研究者之

间的相互协作,运用比较的方法,多学科和跨学科方法深入探究变化中的各种

议题,从而促进学术的创新和发展.

三、国外中东研究概况与特点

王海媚:请您介绍一下国外的中东研究情况.

王林聪: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在当今世界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

地位,更是全球关注的热点地区.从整体上看,国外的中东研究可以分成三个

大的板块:欧美的中东研究、中东国家的研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欧洲地区的中东研究起步较早,起初主要聚焦古代中东历史和文化研究

等.随着欧洲大国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其对中东研究不断深化.英国的中东

研究走在前列,如牛津大学的中东研究中心和伊斯兰研究中心、伦敦大学的亚

非学院、埃克塞特大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所、杜伦大学的中东和伊斯兰研

究所等.① 成立于１９７３年的英国中东学会(TheBritishSocietyforMiddle

EasternStudies)是英国中东研究的重要学术社团,并出版季刊«英国中东研究

杂志»(TheBritishJournalofMiddleEasternStudies).其他欧洲国家的代

表性研究机构包括荷兰莱顿大学地区研究所的中东研究部、法国国立东方语

言文化学院、德国全球和地区研究所中东研究部、意大利东方研究所和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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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牛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MiddleEastCentre,StAntonysCollege,UniversityofOxford),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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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oas．ac．uk/;埃克塞特大学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所(InstituteofArabandIslamicStudies,University
ofExeter),https://socialsciences．exeter．ac．uk/iais/;杜伦大学中东和伊斯兰研究所(Institutefor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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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相关机构等.① 近年来,国内中东研究学界与欧洲中东学界交往频繁,

如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所教授蒂姆尼布洛克(Timothy
Niblock)、牛津大学中东中心主任尤金罗根(EugeneRogan)、牛津伊斯兰研

究中心主任法尔罕尼扎米(FarhanNizami)多次来华做学术交流,并担任我

国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美国的中东研究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个是高校系统,最早的有１９４７年普

林斯顿大学的中东研究机构,其他有重要影响的有哈佛大学中东中心、乔治城

大学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心、布兰代斯大学中东中心、耶鲁大学中东中心、哥伦

比亚大学中东研究所、斯坦福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等;②另一个是智库系统,

１９４６年成立的中东研究所,以及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等,另外,兰德公司、美

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综合型智库中,也有实力较强的中东研究项目.③ 有重

要影响的中东研究期刊主要有«中东杂志»(TheMiddleEastJournal)、«中东

研究»(MiddleEasternStudies)、«中东政策»(MiddleEastPolicy)、«中东研

究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MiddleEastStudies)等.北美中东学

会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中东研究社团,聚合了美国的中东研究人士.

中东国家的中东研究虽然在国际上的影响不及欧美中东研究机构,但它

们代表着本土化的知识生产、学术思想和解决方案,仍然是最受关注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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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莱顿大学中东研究部(SchoolofMiddleEasternStudies,AreaStudies:Asia&theNearand
MiddleEast,LeidenUniversity),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en/humanities/instituteＧforＧareaＧstudＧ
ies/people/;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nationaldeslanguesetcivilisationsorientales),http://
www．inalco．fr/、德国全球和地区研究所中东研究部(GIGAInstituteforMiddleEastStudies),https://
www．gigaＧhamburg．de/en/institutes/gigaＧinstituteＧforＧmiddleＧeastＧstudies/;意大利东方研究所(IsMEO—
ItalianInstitutefortheMiddleandFarEast),https://www．ismeo．eu/aboutＧismeo/;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

研究所(InstituteofOrientalStudiesoftheRussianAcademyofSciences),https://www．ivran．ru/en/aＧ
bout/.

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DepartmentofNearEasternStudies,PrincetonUniversity),https://
nes．princeton．edu/;哈佛大学中东中心(CenterforMiddleEastStudies,HarvardUniversity),https://
cmes．fas．harvard．edu/;乔治城大学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ArabStudies,GeorgeＧ
townUniversity),https://ccas．georgetown．edu/;布兰代斯大学中东中心(CrownCenterforMiddleEast
Studies,BrandeisUniversity),https://www．brandeis．edu/crown/index．html/;耶鲁大学中东中心(Yale
MacMillanCenterCouncilonMiddleEastStudies),https://cmes．macmillan．yale．edu/;哥伦比亚大学中东

研究所(MiddleEastInstitute,ColumbiaUniversity),https://www．mei．columbia．edu/;斯坦福大学伊斯兰

研究中心(TheAbbasiPrograminIslamicStudies),https://islamicstudies．stanford．edu/.
中东研究所(MiddleEastInstitute),https://www．mei．edu/;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TheWashＧ

ingtonInstituteforNearEastPolicy),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兰德公司(RANDCorporaＧ
tion),https://www．rand．org/;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htＧ
tps://www．csis．org/.



国家在高校通常设有相关中东历史、文学、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关系等专业,

一些国家的智库在全球中东研究中有重要影响.代表性知名智库包括埃及的

金字塔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土耳其战略研究中心和政治、经济、社会研究基

金会,以色列的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的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院,沙特的费萨

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阿联酋的政策研究中心和战略研究中心,黎巴嫩的卡

内基贝鲁特中心和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卡塔尔的多哈布鲁金斯中心和阿拉

伯政策研究中心等.① 近年来,其他亚非拉国家的中东研究也在不断进步.例

如,日本、印度、南非、巴西等国的高校或智库都有相关的中东研究.比较有代

表性的是日本的中东研究,日本中东学会成立于１９８５年的,出版«日本中东学

会年报»(AnnalsofJapanAssociationforMiddleEastStudies),在东京大

学、亚洲经济研究所、东京外国语大学都设有中东研究机构.②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中东学会、日本中东学会、韩国中东学会在１９９５年发起成立亚洲中东学

会联合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２０１８年９月在北京举行了第

十二届亚洲中东学会联合会“中东向何处去?”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外,新加坡

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东研究机构.③

王海媚:国外的中东研究有什么特点?

王林聪:本人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并到访过一

些欧洲国家、日本和中东国家相关研究机构,仅就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中东研究

来看,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东研究的历史较长、基础深厚.以英国为例,英国的现代中东研

究是与大英帝国的全球扩张相伴随的.悠久的研究历史也形成了深厚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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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埃及金字塔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AlAhram CenterforPoliticalandStrategicStudies),http://
acpss．ahram．org．eg/;土耳其战略研究中心(CenterforStrategicResearch),http://sam．gov．tr/default．en．
mfa;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forPolitical,EconomicandSocialResearch),https://
www．setav．org/en/;以色列的国家安全研究所(TheInstituteforNationalSecurityStudies),https://
www．inss．org．il/;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InstituteforPoliticalandInternationalStudies),https://
ipis．ir/en;沙特的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KingFaisalCenterforResearchandIslamicStudies),htＧ
tp://www．kfcris．com/en;阿联酋政策研究中心(EmiratesPolicyCenter),https://www．epc．ae/;阿联酋战

略研究中心(EmiratesCenterforStrategicStudiesandResearch),https://www．ecssr．ae/en/;卡内基贝鲁

特中心(CarnegieMiddleEastCenter),https://carnegieＧmec．org/? lang＝en;黎巴嫩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

(CenterforArabUnityStudies,https://caus．org．lb/en/homepage/);多哈布鲁金斯中心(BrookingsDoha
Center),https://www．brookings．edu/center/brookingsＧdohaＧcenter/;卡塔尔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Arab
CenterforResearchandPolicyStudies,https://www．dohainstitute．org/en/Pages/index．aspx.

日本中东学会(JapanAssociationforMiddleEastStudies/JAMES),http://www．james１９８５．org/.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MEIＧNUS),https://mei．nus．edu．sg/.



积淀和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新

闻传播学、民族学、国际关系学视角下的中东研究.英国不同的高校和研究机

构有其自身的研究传统,在不同的研究议题上形成一定的特色和优势.

第二,中东研究机构众多、活动频繁.以美国为例,从北美中东学会的规

模看,从事中东研究的美国学者约有３０００人,中东研究机构近百个.这些研

究机构不仅独立开展活动,包括举行学术讲座、发表学术成果、召开学术会议、

沟通政府机构等,而且还举行联合性的学术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是北美中东学

会的年会,通常年会既邀请重量级学者做主旨报告,又有几十个中东相关议题

的分组研讨会.

第三,中东研究的功能多样、影响较大.从整体上看,英美中东研究主要

有三种功能:一是教育功能,即培养中东研究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做好人

才储备工作;二是研究功能,即探究中东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宏观和微观问题,

做好人文和科学研究工作;三是智库功能,即为政府的中东战略出谋划策,做

好维护国家利益的工作.通过这三大功能,其研究在学术、政策和社会领域产

生较大影响.

第四,中东研究的“中东化”特征.一是研究队伍中庞大的中东裔群体.

例如,普林斯顿大学中东中心的创始者就是黎巴嫩裔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

希提(PhilipHitti).直到今日,在美国的中东研究队伍中,仍有约一半人员是

中东裔;二是资金来源的中东化.在美国的中东研究中,除了美国政府和美国

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之外,还有不少依赖中东国家(以色列、沙特、卡塔尔、土耳

其)资金支持的项目;三是研究过程的中东化.在英美的中东研究中,研究者

往往要根据自己的项目需要到中东地区的对象国进行长期的田野考察,并在

中东当地保持广泛的社会联系.

第五,中东研究存在着明显的西方价值观倾向.例如,英美学者惯常以西

方现代化、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经验等观察和对照中东国家,在研究中充斥着

“中东民主例外论”的偏见,甚至提出了诸如“文明冲突论”“伊斯兰威胁论”等

谬论,许多研究实际上成为美英政府推行强权政治或实施“民主改造中东”的

依据,从而严重损害了中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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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中东研究中存在问题与发展前景

王海媚:您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在中东研究中存在哪些不足?

王林聪:中国中东研究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仍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

制约中东研究的深入推进和全面发展.

第一,学科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制约着学科体系建设.长期以来,中东

热点问题既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研究的“导向标”,吸引了研究者注意力

和选择取向,形成了追踪和研究热点问题的“扎堆效应”.然而,中东热点问题

催生的“中东热”往往不能持久,也难以转化为“学科热”.相反,这在一定程度

上加剧了中东研究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中东研究学科“冷热不均”的

局面.

中东学科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未能重视有关中东基础研究

的知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围绕学科发展的知识体系尚未形成;二是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方面存在不平衡问题,偏重于热点问题的对策研究,但又缺乏对热

点的历史透视感,难以洞悉或揭示其缘由;三是学科布局差异悬殊,学科“短

板”突出,偏重大国与中东关系、经济问题等研究,但是对中东社会、法律研究

最为薄弱,四是国别研究不平衡,重视地区大国,忽视对小国研究;五是地区研

究的碎片化问题突出,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凡此种种,从根本上制约着中东

学科体系的形成.

第二,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创新不够,制约着学术体系建设.中东研究涉

及多学科专业理论和方法,目前中东研究专业理论创新不够,存在着“重时局

概述,轻学理分析”“重热点跟踪,轻理论建构”的实际状况.一是忽视或不重

视学科专业理论建构,致使中东研究难以融入一级和二级学科体系;二是研究

范式未能超越西方学界有关概念、术语、观点及理论局限,尚未摆脱其束缚,甚

至存在照搬或套用西方式概念或研究范式观照中东,难以形成高质量的原创

性成果,也难以揭示中东国家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三是,研究视野狭窄,专业化

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尤其是缺乏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视角,从而限制了以中国

学者视角进行观点、思想和理论的提炼;四是研究方法单一,实地(田野)调研

少,定量研究少,真正运用第一手资料开展创新研究的成果仍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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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不够,学术“走出去”渠道仍然有限.多语种复

合型专业人才队伍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中东研究的深度和高度.

中东研究的对象国国情复杂,语言文化差异较大,涉及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

其语、希伯来语、库尔德语、普什图语等多种语言.同时,中东地区长期以来又

是大国角逐的舞台,大国对中东的影响也让研究者需要熟悉英、法、俄、德语

等.但是,目前既精通对象国语言或多语种,且有扎实专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

匮乏.多语种研究人才的培养远远跟不上实际需要.这些既限制了学术研究

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也制约了中东研究“走出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我国中东

研究的话语权建设.

王海媚:您如何看待中国中东研究的未来发展?

王林聪:中东既是具有全球重要影响的地区,又是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

地区.未来,中国的中东研究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

第一,中东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将会不断拓展.学术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现

实需要和个人志趣.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性大国,“走出去”力度不断加大,

中东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在增大,这将推动中国学者更加深入地精细

化研究中东.

第二,中东研究重点将是探索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中东地区

的复杂性、多样性,既为我们认识人类文明的交往和演变提供了丰富素材,又

为学术研究提出了大量基础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其中,中东国家发展道路、

国家治理、经济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教俗关系、族群和部落、大国与中东关

系、中东体系和秩序、地区冲突、和平安全等问题仍将是研究的重点.

第三,中东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将不断提升.目前,中国中东学界的国际学

术交流逐渐走向机制化、常态化,并通过联合或轮流举办中东问题国际研讨

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中东学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与此同

时,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逐渐启动,并取得一定进展;面向全球

发行的中国中东研究英文期刊和外文集刊等平台,加快了中国学术“走出去”

步伐,推动着我国中东研究走向世界.

第四,中东研究目标应是构建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学科体系.中国的中

东研究将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入手,在借鉴和反思国际学界关于中东问题的

既有成果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根据中东国家的实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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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学科体系.

王海媚: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促进此研究的发展?

王林聪:一是扎实推进中东知识体系构建,加快中东基础学科的教材体系

建设.建立系统而完备的中东知识体系是构建“三个体系”建设的前提,统筹

各个研究机构专家力量,编写反映中国学者视角的中东学科教材体系,是一项

基础性工程.

二是加强中东研究学科布局,补齐中东社会、法律等学科短板.加强基础

研究,拓宽研究领域,推动中东研究学科平衡发展;推进智库建设,加强中东热

点问题应用对策研究,实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相互促进,逐步完善中东研

究学科体系建设.

三是加快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实现对重大前沿问题的突破.深入推进

关于中东文明形态、中东国家发展道路、中东社会形态、中东国际体系转型等

重大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研究,开展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

学者视角的研究范式,完成具有中国学者特点和重要标识的原创性的系列研

究成果,全面提升中国中东研究水平.

四是培养复合型高素质中东专业人才队伍.扩大国际学术影响力.真正

塑造一批“国别通”和“领域通”的中东专家,深入开展学术交流,推进国际合作

研究,拓展双向学术传播渠道,提升中国中东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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