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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机遇、深化交流、开拓合作---“第四届中西亚区域研

究暨汉语教育国际研讨会” 

    2014 年 8 月 29 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主办、

新疆大学承办的“第四届中西亚区域研究暨汉语教育国际研

讨会”在新疆大学召开。 

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多个国家的 25名国外学者和 49名国内专家

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新疆大学党委书记李中耀在研讨会开幕式致辞并讲话。

他说，开展对中西亚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新疆大学始终坚持科学研究立足

新疆区域特点，中西亚区域研究已成为新疆大学的研究特色

之一。新疆大学已成立了“中亚研究院”和“中亚地缘政治

研究中心”，并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中亚发展研究中心”，

中心动态 



 

 

分别在清华大学和新疆大学顺利召开了多次中亚发展论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

的重要演讲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构想，

是对当前中国—中西亚区域合作模式的创造性发展，着眼现

状又展望未来，以点带面，由线到片，逐步形成复合型、多

元化的跨区域合作形式。“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为传

统中西亚区域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宽了视野，开创了新

领域。 

    本次研讨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能源战略中心主

任石泽、哈萨克斯坦阿布赉汗大学拉耶夫д.с教授、塔吉

克斯坦科学院通讯院士 M.姆拉艾赫迈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王远新、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国立大学教授阿纳尔巴耶

娃.格.阿、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暨上海合作

组织研究院研究员王海燕、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学者张罗

波夫д.Е、我中心教授韩隽、新疆大学新疆管理研究中心

教授孙慧、新疆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金叶等 11 位专家

做大会主旨发言。 

    此后，大会围绕“中西亚区域研究”及“汉语教育”两

个专题展开分组讨论，分别由石泽教授和王远新教授主持。

小组讨论积极热烈，提出许多有深度的见解。本次会议共收

到学术论文 37篇。 

会议闭幕式上，新疆大学副校长努尔夏提·朱马西教授



 

 

总结发言。在分组讨论会上，代表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讨

论气氛十分热烈，讨论涉及的范围也十分广泛,既包括区域

研究的方法、区域合作的思路和途径等问题，还包括基础教

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语言与语言学、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

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国际汉语教育合作、文化交流等

方面的研究,代表们提出了很多关于专业建设的新议题和解

决问题的新方法，并一致呼吁搭建各高校间交流协作的平

台。他说，本次研讨会加强了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

国内外中西亚区域研究及国际汉语教师、学者和专家之间的

学术交流与合作，推进了中西亚及俄罗斯地区区域学研究及

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把中西亚区域研究推向了更高、更深

的领域。 

我中心潘志平教授给政管学院 14 级研究生全体新生作讲座 

2014 年 9 月 1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我中心潘志平教

授在新疆大学研究生院 513 教室，给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4级研究生全体新生做题目为《新疆民族宗教问题与反恐

斗争形势》的讲座。 



 

 

 
潘志平教授给政管学院 14级研究生全体新生作讲座 

潘志平教授围绕新疆当前维稳形势、新疆民族问题与民

族问题政治化、宗教与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相应治理之策等

问题进行讲解，并与现场同学进行互动，回答同学们提出的

相关问题。潘志平教授的讲解在同学中引起广泛共鸣，现场

气氛热烈，同学们受益匪浅。（通讯作者：方志涛） 

我中心邀请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管守新教授给政管

学院 14 级研究生全体新生作讲座 

2014 年 9 月 14 日，上午 10 时 30 分，新疆大学、兰州

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管守新教授在新疆大学研

究生院 603 教室，给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4 级研究生全

体新生做题目为《民族宗教问题与当今新疆社会安全》的讲

座。 



 

 

 
管守新教授作讲座 

管守新教授围绕民族宗教问题对当今新疆安全的影响、

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由来以及新疆极端宗教的由来等问题

进行讲解。管守新教授认为，需客观、理性认识新疆民族宗

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真正做到民族间的相互

尊重与理解，摒弃民族间唯我独尊的大民族主义和狭隘的地

方民族主义思想。通过管守新教授的讲解，同学们对当今新

疆民族宗教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受益匪浅。（通讯作者：

方志涛） 

我中心副主任祖力亚提·司马义教授陪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傅振邦同志一行来我校调研指导工作 

9 月 22 日早 9 点，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同志一行来

我校调研指导工作，我中心副主任、团中央学校部中学处副



 

 

处长祖力亚提·司马义同志参与陪同。调研工作主要有两项

议程，第一项是召开 2014 年学校共青团重点工作创新试点

新疆地区推进会，第二项是召开新疆高校学生代表座谈会。 

 
傅振邦同志一行来我校调研指导工作合影留念 

时值我校建校 90 周年之际，傅振邦同志一行来我校调

研指导工作，为新时期我校共青团工作指明了方向。全校各

级团组织和广大青年学生将以此为契机，以良好的精神面

貌，做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参与者，为把我校建成“西部先进，

中亚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奉献青春和智慧。 

此外，参与调研的还有自治区团委书记阿依努尔• 买合

赛提同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书记芮宏同志、团中央学

校部副部长李骥同志、自治区团委副书记赵川同志，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团委党组成员、副书记黄大伟同志、团中央学校

部大学处副处长任博远同志、团中央学校部学联办副主任管



 

 

欣同志、团中央学校部干部李天国同志、全国学联驻会执行

主席米尔卡米力·迪里木拉提同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学校部部长刘刚同志、自治区团委办公室副主任刘亚琼、自

治区团委学校部副部长艾丽曼·艾比布拉同志等。（通讯作

者：程珊） 

我中心胡尔西旦·阿尔肯同学主持“我们一同走过”——新

疆大学建校 90 周年文艺演出 

2014 年 9 月 22 日，新疆大学举办“我们一同走过”90

周年校庆文艺演出活动，我中心胡尔西旦·阿尔肯同学参与

主持。  

 



 

 

我中心胡尔西旦同学在主持节目 

此次文艺演出中的情景音诗画舞《记忆·九十年》，通

过多种形式带领现场观众一起回忆了新疆大学的 90 载风雨

历程，并热情洋溢地表现了我校师生实现学校新时期建设目

标的坚定信心；融入了街舞、韵律操、健美操、太极和服装

走秀等形式的节目《多彩校园》，将庆祝新疆大学建校 90

周年文艺演出带入了别样境界。（通讯作者：程珊） 

 

 

我中心成员参加第十二届“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 

我中心廖成梅副教授、赵璇老师与博士研究生贾国栋一

起参加于 2014年 6月 30日至 7月 4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

十二届“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学习内容主要包括： 

（一）国际关系研究基本方法，包括如何选择问题和文

献回顾、如何提出研究假设、如何进行概念操作化、如何进

学术交流 



 

 

行案例选择和变量控制等； 

（二）国际关系统计与博弈方法，包括常用的统计原

理、应用统计软件建模、博弈理论和建立博弈模型，包括：

样本分布、假设检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线

性回归、静态博弈、有限多轮博弈和无限多轮博弈等。 

 

我中心成员与孙雪峰副教授的合影 

通过此次讲习班的学习，我中心成员拓宽了知识面，加

深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理解，并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学

人。（通讯作者：贾国栋） 

我中心主任韩隽教授应邀参加中吉“丝绸之路经济带研讨

会” 

为期两天的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丝绸之路经济带研讨

会”于 7 月 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开幕，新

疆大学经济研究所何伦志教授、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孙慧教授、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秦放鸣教授与我中心主



 

 

任韩隽教授应邀与会。开幕式上，吉尔吉斯斯坦教育和科学

部长、经济部长、总统顾问等官员分别发表讲话，高度评价

研讨会对中吉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意义。经济部

部长萨利耶夫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吉国经济特别是

工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这符合吉国人民的愿望，也是经

济发展的趋势。这些年来，吉中贸易额占比大。希望在中国

的帮助下，吉国出口贸易有所提升。萨利耶夫表示，目前公

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吉国甚至是中亚地区的贸易和经济

发展是有益的，这联通了我们与中国西北地区。” 

中吉“丝绸之路经济带研讨会”由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孔

子学院发起。本次研讨会就中吉关系现状及发展趋势、两国

在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前景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基本保障措施等议题进行了探讨。本次会议为促进两国睦邻

友好、增进各领域合作、弘扬丝绸之路精神起到了巨大的推

动作用。（通讯作者：程珊） 

我中心潘志平教授参加“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跨欧亚发展

带的有效对接”研讨会 

2014 年 7月 19日至 20日，我中心潘志平教授应上海国

际问题研究院的邀请参加“加强中俄经济合作-实现丝绸之

路经济带与跨欧亚发展带的有效对接”国际研讨会，并作了

题为《中俄经济合作，实现两“带”对接，前景广阔》的报

告。 



 

 

 

潘志平教授参加“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跨欧亚发展带的有效对接”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世界“文明对话”

公众论坛共同举办，来自中俄两国的专家学者和商界代表与

会，就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跨欧亚发展带的战略规划和两国在

金融与能源领域方面的务实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上海国

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院长和世界“文明对话”创始主席雅库

宁致开幕辞，外交部国际经济司高振廷参赞、欧亚司张维利

参赞出席会议。（通讯作者：程珊） 

我中心主任韩隽教授参加“中东政治社会思潮的发展对地区

及中国安全的影响”研讨会 

9 月 12 日，我中心主任韩隽教授应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的邀请，参加了为期两天的“中东政治社会思潮的发展对地

区及中国安全的影响”研讨会，与来自北京、宁夏、上海等

省市的 30 余位学者就“当前中东地区极端主义及恐怖主义



 

 

思潮与组织发展的特点及趋势”、“中东政治社会思潮发展

的国际、地区背景及未来趋势”、“地区形势新发展对中国

中东外交的影响”、“中东局势对中国安全的影响及对策建

议”四个主要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在研讨会的第四节，韩隽教授作了“中亚伊扎布特：发

展及影响”的主题发言，向与会专家阐述了伊扎布特进入中

亚的背景、发展轨迹、基本政治主张等内容，并在座学者进

行了深入交流。（通讯作者：程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教授应邀来我中心作讲座 

正值新疆大学 90 年校庆之际，为推动建设“中西部高

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2014 年 9 月 16 日，应新疆大学中

亚研究院、新疆大学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新疆区域发展

协同创新中心的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教授在

新疆大学天山学术论坛作了主题为“全球化语境下新一轮极

端思潮的思考”的专题讲座。此次讲座由韩隽教授主持，廖

成梅副教授、游浩云老师、赵璇老师、秦放鸣教授及研一研

二全体学生到场参会。 



 

 

 
许涛教授向在座师生作讲座 

许涛教授以严密的思维、朴实的语言为在场听众详细讲

解了新一轮极端思潮的全球化背景、特征、影响和自己的几

点思考。他表示，面对这样一波已经对地区稳定和全球安全

造成严重冲击的极端主义思潮的兴起，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

须保持高度清醒和坚定的政治意志，并推动地区性合作安全

和集体安全建设、构建安全共同体，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安全

领域开展更加深入、更加广泛、更加务实的合作，倡导相互

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 

在互动环节中，许涛教授就 ISIS 在中亚的影响等问题

与在场听众进行了讨论，使在场听众醍醐灌顶，对极端主义

有了新的认识。（通讯作者：程珊） 

我中心潘志平教授参加“新疆师范大学第三届中亚研究论



 

 

坛” 

9 月 25 日，新疆师范大学举办“第三届中亚研究论坛”，

我中心潘志平教授应邀参加，并作了题为《中亚在地缘政治

上的博弈及其新动向》的报告。本次论坛以“中亚热点问题

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为主题，涉及“后撤军时代中亚区域非

传统安全局势”、“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新疆的发展”、“中

亚极端势力发展及其应对”和“中亚国际交流与合作”四个

专题。来自国内外的多名专家学者与会到场。（通讯作者：

程珊） 

 

1.《中西亚动态》：第 118 期—第 13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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