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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讯 

◎教育部致函感谢中亚研究所为上合组织会议所做的咨询工作 

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致函我校，就我校中亚研究所对教育部参加第四届

上海合作组织教育部长会议一事所做的咨询工作表示感谢。来函说，中亚研究所

的相关研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详尽阐述，为制定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

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工作方针提供了很大帮助。 

据介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首届会议于

2006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2012 年 10 月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召开了第

四届会议。教育部陈舜部长助理代表袁贵仁部长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高效务实，

成果丰硕。我校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教授在 2007 年被教育部聘请为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中方教育专家。 

◎焦一强副教授申报的课题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日前，教育部社科司正式公布了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立项名单，

中亚研究中心焦一强副教授申报的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

金项目“俄白哈关税同盟与上海合作组织关系研究”获准立项。 

◎中亚研究中心两项课题获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立项 

近日，201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立项名单公布，中亚研究中心曾向

红、王树亮两位老师分别申报的课题“中东国家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研究”、

“中国网络政治文化的理论构建研究”获准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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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中心主任杨恕教授出席上合组织论坛第八次会议 

4 月 18 日至 19 日，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上海合作组织论坛第八次

会议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是

“全面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会长期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议题包括“上

合组织新型国家关系与和谐地区构

建”，“上合组织与地区经济合作”，“上

合组织与地区安全合作”、“关于上合

组织发展问题的思考”。来自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中国、蒙古国、阿富汗、土

耳其等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的外交使节及专家、学者共 13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杨恕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言。 

◎中心主任杨恕教授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讲学 

5 月 7 日，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杨恕教授为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师生作了一场题为“新疆巴楚事件及反恐”的讲座。杨恕教授

详细分析并评述了发生在中国新疆的恐怖事件及其反映出的中国恐怖主义发展

现状，分析了中国反恐与世界反恐的关系等。讲座受到与会师生的一致好评。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一行三人访问中亚研究中心 

2013 年 6 月 13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

薛福岐一行 3 人访问中亚研究中心。中

心主任杨恕教授向来访学者介绍了中

心的基本情况和研究状况，薛主任介绍

了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科研工作。

双方表达了在中亚问题、上海合作组织

发展等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

中心张新平、丁志刚、焦一强、陈小鼎、曾向红等研究人员参与座谈并就相关问

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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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动态 

◎1 月 31 日新华社北京电，国务委员刘延东 31 日

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萨尔

帕舍夫一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谈。 

◎2 月 22 日俄新网 RUSNEWS.CN 北京电，中国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22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上海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梅津

采夫时表示，中国希望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几年发展顺利。 

◎2 月 26 日，为庆祝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首

次访华暨中塔两国领导人首次高级会晤 20 周年，

在北京市友协大厅举行了《历史镜头中的中国与塔

吉克斯坦》图片展开幕仪式。图片展由北京市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和塔吉克斯坦驻华使馆联合举办。 

◎3 月 4 日-8 日，商务部贸研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任宏斌一行四人访问

哈萨克斯坦，期间，在阿拉木图召开了中资企业座谈会，在阿斯塔纳与哈经济和

预算规划部和该部所属的经济研究所进行了工作会谈，就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

和中哈经贸合作中长期纲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月 14 日俄新网 RUSNEWS.CN 莫斯科电，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安瓦

尔·阿齐莫夫周四向俄新社表示，俄罗斯对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引

入签证制度的问题不在议事日程中。 

◎3 月 29 日俄新网 RUSNEWS.CN 塔什干电，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

成立的制止挑战和威胁中心将从事包括信息安全和打击毒品走私在内的一系列

问题。这是俄罗斯安全局第一副局长谢尔盖·斯米尔诺夫在塔什干举行的地区反

恐机构会议结束后向记者做出的表示。 

◎4 月 2 日，据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边防总局一位官员透露，由于阿

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武装分子正在与塔国接壤的巴达赫尚省激战，所以塔方对本

国边境地区的安全非常担忧。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武装分子正在距离塔边境三

五十公里的地区进行激战，截止 4 月 2 日，已经有 18 名阿政府军士兵被打死。 

◎4 月 3 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长尼古拉·博尔久扎向记者表示，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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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国家的抗议活动受到企图破坏局势的外国资助。 

◎4 月 4 日前后，塔什干连续发生多起入室抢劫杀人案件，手段残忍恶劣，

当地多家居民遇害，财产被洗劫。乌政府已悬赏 1000 万苏姆(约合 5000 美元)并

一辆国产轿车缉拿凶犯。 

◎4 月 6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三亚与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

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会谈。 

◎4 月 11 日阿斯塔纳讯，哈萨克斯坦打击经济和腐败犯罪署称，该署就 2011

年 5 月在哈“霍尔果斯”和“卡尔扎特”海关办事处发生的大规模走私进口中国

商品案件已侦查终结，并将此案移交专门的军事法院审理。目前，此案已抓捕

42 人。 

◎4 月 15 日俄新网 RUSNEWS.CN 莫斯科电，俄联邦安全局边防局认为，

必须暂停与塔吉克斯坦的铁路运输，直到俄方查出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解决为止。 

◎4 月 25 日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通报

“4·23”严重暴力恐怖案件情况，研判近期维稳形势，进一步安排部署维护稳

定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4 月 26 日俄新网 RUSNEWS.CN 阿拉木图电，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与

上合组织秘书长梅津采夫周五签署备忘录，赋予土耳其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地

位。 

◎4 月 29 日俄新网 RUSNEWS.CN 莫斯科电，俄联邦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

流通监管总局局长维克托·伊万诺夫在接受《生意人报》采访时表示，成立发展

中亚国家的国有集团公司能够让俄罗斯青年吸毒死亡率减少四分之一。 

◎5 月 8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相关法律，批准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和吉

尔吉斯斯坦间关于继续部署军事基地的协议。根据这些协议，俄罗斯在塔吉克斯

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将分别保持到 2042 年和 2032 年。 

◎5 月 15 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签署总统令，批准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政府

签署的两国军事技术协议。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政府于 2009 年签署两国军事技

术合作协议。此前，哈萨克斯坦议会两院已通过该项协议，哈总统签字后，该协

议将在哈萨克斯坦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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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5 日新华网阿拉木图电，哈萨克斯坦首都跨区法院 15 日审理 6 人团

伙涉嫌从事恐怖活动和分裂国家一案，检方指控 6 人企图对首都阿斯塔纳的歌舞

剧院发动爆炸袭击，并企图进行分裂活动，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建立带有极端宗教

色彩的“哈里发国家”。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埃莫马利·拉赫

蒙于 2013 年 5 月 19 日至 20 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行了国事访问。两国元首讨论了双边合作发展现状

和前景，就双方感兴趣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

了意见，并表示愿进一步深化中塔关系。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

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5 月 22 日国际文传电讯社阿斯塔纳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

隶属于哈总统的外国投资者委员会第 26 次全会上发言，要求外国投资者委员会

落实其“三个七”的提议，即一是至少引进 7 名世界级学者来哈工作，此任务由

哈政府落实；二是确保 7 个哈萨克斯坦企业所生产高科技产品的订购；三是支持

建立 7 个创新公司。哈总统要求哈政府和外国投资者委员会共同落实其提议。 

◎5 月 25 日凌晨当地时间 3 点 19 分，塔什干市发生 5.6 级地震，震中位于

塔什干市西南 30 公里处。5 月 26 日上午 11:08，塔什干再次发生地震，震级 6

级，震中位于塔什干市西南 194 公里处。 

◎5 月 27 日起，吉尔吉斯当地民众封堵库姆托尔金矿矿区道路、导致矿区

停电停产。 

◎5 月 28 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中亚成员国非正式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同吉尔

吉斯总统阿塔姆巴耶夫与会。 

◎5 月 28 日俄新网 RUSNEWS.CN 比什凯克电，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长

尼古拉·博尔久扎表示，由于北约领导的联军 2014 年将撤出阿富汗，集体安全

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商定加强该组织军事组成部分并保护塔吉克斯坦-阿富汗

边境安全。  

◎5 月 28 日俄新网 RUSNEWS.CN 比什凯克电，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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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正在研究修建一条贯串四国的铁路的可能性。这一消息

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长尼古拉·博尔久扎透露的。 

◎5 月 29 日俄新网 RUSNEWS.CN 莫斯科电，俄罗斯移民局莫斯科分局局

长奥列加·基里洛娃在记者会上声明说，莫斯科超过半数外国移民来自乌兹别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5 月 29 日国际文传电讯社阿斯塔纳讯，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在最

高欧亚经济委员会国家元首会议结束后对记者称，俄白哈三国元首已就建立欧亚

经济联盟和有关欧亚经济共同体的事宜达成最终一致意见，即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欧亚经济共同体将不复存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工作将完全由欧亚经济联

盟承担。 

◎5 月 29 日，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发布消息，

吉总统阿塔姆巴耶夫签署指令，任命卡奈姆·巴克德

谷洛娃（Канайым Бактыгулова）为吉尔吉斯共和国

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据乌当地媒体报道，5 月 30 日晚在萨马尔罕-吉扎克公路上一辆公交车与

一辆瓦兹 2106 汽车相撞，瓦兹汽车天然气罐发生爆炸，火苗点燃公交车，已造

成 4 人死亡。目前已针对此事故进行刑事立案，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月 30 日，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齐大愚会见吉副总理萨尔帕舍夫。齐大

使表示，希望双方加强协调，不断探讨推动和深

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的新途径，更好地惠及两国和

两国人民。萨尔帕舍夫表示，愿学习借鉴中国发

展经验，不断提升两国经济合作水平。双方还就

有关领域具体合作交换意见。 

◎5 月 31 日俄新网 RUSNEWS.CN 明斯克电，欧亚经济委员会和吉尔吉斯

斯坦签署备忘录深化合作。签署备忘录的协议 5 月 29 日在阿斯塔纳召开的欧亚

经济最高理事会会议上达成。关税同盟成员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

首脑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加入欧亚经济委员会。 

◎5 月 31 日国际文传电讯社明斯克讯，5 月 31 日在明斯克举行的独联体国

家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上，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加入独联体自贸区的议定书。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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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别克斯坦成为第 9 个加入独联体自贸区的国家。 

◎当地时间 2013 年 5 月 31 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签署总统令，

宣布该国杰迪奥古兹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据报道，

当地居民因不满库姆托尔金矿由外国投资者掌控

而爆发大规模骚乱。数百名当地居民封锁了通向矿

区的道路，只允许从矿区返回的车通过，骚乱者要

求废除与外国投资者的协议，提高居民福利待遇。 

◎5 月 31 日，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举行联谊会，邀请在吉中资机构、华人

华侨代表等近 60 人参加。任仕政务参赞主持。 

◎6 月 2 日，贾拉拉巴德州苏扎克区村民强行截断“比-奥”（首都比什凯克

至南部重镇奥什，该路是吉联结南北的战略要道）公路，要求吉当局释放因涉嫌

组织强夺政权和强占国家机关被逮捕的“民间州长”乌谢诺夫。 

◎6 月 3 日，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北约将在乌首都塔什干设立代表处，该处

主要负责加强北约与中亚五国联络。代表处负责人将来自北约成员国，其余工作

人员将从当地人中挑选。 

◎6 月 4 日国际文传电讯社阿斯塔纳讯，哈萨克斯坦外交部称，中哈合作委

员会金融合作分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中国广西桂林举行，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副行

长塔吉雅科夫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金琦共同主持会议。会后，双方签署备忘

录。 

◎6 月 4 日，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齐大愚应约会见吉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马萨

利耶夫。齐表示，中吉双方在税务领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对促进两国经贸往来，

维护两国企业和商人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马表示，感谢中方在人才培训等

方面给予吉税务部门的支持与帮助，希望进一步深化双方税务合作。双方还就有

关具体合作问题交换意见。 

◎6 月 5 日，吉尔吉斯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召开强力部门领导人会议，听取了

关于吉南部贾拉拉巴德州苏扎克区村民截断“比什凯克-奥什”公路事件处理情

况汇报。阿强调，为保障民众权利不受集会者不法行为的损害，必要时可在该区

实行紧急状态，该事件的组织者应受到惩治。 

◎6 月 5 日，乌由贾州居民担保暂时获释，村民也随之撤去，“比-奥”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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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通车。 

◎6 月 6 日，吉总统阿塔姆巴耶夫签署总统令，接受沙米尔·阿塔汉诺夫的

辞呈，解除其吉尔吉斯政府成员、副总理的职务。 

◎6 月 6 日哈萨克斯坦新闻社阿斯塔纳讯，隶属于哈总统的哈战略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穆哈梅德扎诺娃称，统一经济空间市场对独联体国家重要性要远高于其

国外主要贸易伙伴。 

◎6 月 6 日国际文传电讯社阿拉木图讯，哈萨克斯坦交通和通讯部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称，由于修建阿斯塔纳—阿拉木图高铁需大量投资，建成后商业运营效

率低和票价高，此外，考虑到阿斯塔纳与阿拉木图之间的航空运输，目前不适宜

修建阿斯塔纳—阿拉木图高铁。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支持暂不修建阿

斯塔纳—阿拉木图高铁。 

◎6 月 7 日，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齐大愚拜

会吉议长热恩别科夫。 

◎6 月 10 日哈萨克斯坦新闻社阿斯塔纳

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签署命令，

免去阿布杰诺夫哈劳动和居民社会保障部长职务，任命哈劳动和居民社会保障部

副部长杜伊谢诺娃临时代理该部部长职务。 

◎6 月 10 日路透社阿斯塔纳电，哈萨克斯坦新建了一条连接中国和欧洲的

过境铁路线，目的是在古老的丝绸之路沿线货运量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以更短的

运输时间在货运市场上战胜竞争对手。 

◎6 月 10 日哈萨克斯坦新闻社阿斯塔纳讯，哈萨克斯坦财政部扎米舍夫称，

哈财政部拟提议对哈《国家采购法》进行修改，在财政部下设单独的国家采购机

构。这将使得准备国家采购竞标文件的人员与负责竞标的人员分离，防止可能存

在的腐败情事发生。 

◎6 月 11 日，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齐大愚在

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吉国家电视台、玛纳斯之

声广播电台、卡巴尔通讯社、比什凯克晚报、言

论报等 15 家知名媒体逾 30 名记者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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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文化 

◎吉尔吉斯斯坦饮食文化 

吉尔吉斯人的饮食中多半是牛奶和肉类。粮食制品是在由游牧转向定居、农

耕的过程中才开始出现的。奶类食品是吉尔吉斯人食品的主要成分：纯酸牛奶、

酸牛奶、由煮过的牛奶制作的酸凝乳，用羊奶制作的奶渣干酪、乳皮，等等。 

吉尔吉斯人食用羊肉、马肉、牛肉、骆驼肉和牦牛肉。其中，绵羊肉和山羊

肉特别受欢迎。在进餐者较多的大型宴席上，人们主要吃马肉。吉尔吉斯人还有

贮藏肉、奶食品备用的习惯。他们主要制作干牛奶食品、黄油和小碎块干肉，等

等。吉尔吉斯人同其他穆斯林一样，忌食猪、狗、驴、骡、蛇肉以及猛禽肉和自

死畜肉。在宗教气氛比较浓厚的地区，即使可食的马、牛、羊肉也必须是信仰伊

斯兰教者所杀的才可食用。 

面食品由小麦、玉米、大米、黍和燕麦制成。用粮食粒和面粉制作成各种饭

菜。例如，各种粥，用水或牛奶和的面团制成的食品，用面粉、麦粒或土豆之类

熬成的稀汤，等等。面包制品或者馕有以下几类：用发酵酸面团制作的面饼，加

有奶油、鸡蛋的分层薄面饼，用未发酵的面团制作的分层面饼，等等。 

吉尔吉斯人在做饭和吃饭方面至今还保留着不少古代的风俗习惯。例如，在

用铁锅煮肉时，首先向沸腾的水中投入一块桡骨，然后再倒入肉块。在吃肉菜时，

客人按两人、三人或者四人一组入坐。主人依照来宾的社会地位或亲属辈分给他

们每人都送相应的熟肉块。进餐者必须严格从自己的盘子取肉吃。在餐桌上，如

果刀子不够用，进餐者可以互相使用刀子。在这种情况下，送刀子给别人时，一

定让刀把儿朝前方；如果把刀子送回主人，那刀尖上要扎一块肉。 

进餐前主人和客人都不得走出毡房（或房舍）洗手。为此，主人家一个小男

孩开饭前提着水壶从左至右来回给进餐者浇洗手水，而饭后则从右至左或者从室

中心到门口来回给人浇洗手水。 

在现代条件下，吉尔吉斯人的民族文化传统发生了明显变化，都市化和欧洲

化是吉尔吉斯民族文化发展的主导趋势。然而，吉尔吉斯人在婚丧嫁娶、衣食住

行等方面的民族文化传统至今仍稳定地继续存在。 

来源：刘庚岑，载《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 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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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研究成果简介 

◎《新地缘经济：中亚与中国》 

《新地缘经济：中亚与中国》兼有基础性与应用性，以地缘经济学、区域经

济学、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为指导，在对中国与中亚国

家相关口岸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实证研

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比较研究，重

点探索中亚经济以及中国与中亚地缘经济合作的

领域、途径、发展趋势等。 

《新地缘经济：中国与中亚》探讨了在世界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与中亚地缘经济合作的优

势，系统分析了中亚国家独立 20 年来经济发展战

略的选择，中东、北非局势对中亚的启示，后金

融危机时期中亚国家综合经济形势及其主要产业的发展动向。在国际贸易、国际

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在贸易、投资、产业以

及科技领域目前及未来的地缘合作与前景，重点分析了中亚能源领域的博弈与地

缘合作，提出了促进中国与中亚地缘经济合作的思考与展望，分析了中国与中亚

地缘经济合作面对的挑战与机遇。该书 2012 年 9 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印刷出版，

全书共分 8 章，34.4 万字。 

作者简介：王海燕，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学士，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硕

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以中亚国家、俄罗斯为主的经济、社会问题研究。曾在新疆

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工作；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暨国

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

研究中心工作，担任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中亚经济方向兼职硕士生导师。

2003-2004 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财经大学访学一年，多次出访俄罗斯、中亚

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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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介绍 

◎乔治• 华盛顿大学俄罗斯、东欧与中亚研究中心 

乔治•华盛顿大学俄罗斯、东欧与中亚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Ellison Center for Russian, East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简称 REECAS）

成立于 2004 年 11 月，又名赫伯特•艾利森研究中心（Herbert J. Ellison Center），

是一个受美国教育部“6 号项目”资助的国家级资料中心。 

该中心是在艾利森家族的资助下成立的，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加强对后共产主

义地区（东中欧地区、波罗的海地区、高加索与中亚、俄罗斯）的多学科研究，

主要包括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重塑未来欧亚地区国家的制度和身份等。该

中心除了承担俄罗斯、东欧和中亚方向本科和硕士教学及科研任务，与俄罗斯、

东欧和中亚国家学术科研机构进行交流外，还与当地的大学、社区组织等进行定

期互动。中心现在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欧亚大陆中心的社会、政治、语言、文

化等，以及俄罗斯、东欧及中亚等地区的人类学、语言学、意识形态以及哲学等

多个领域。 

该中心现有教职工 70 多名，中心主任为斯科特•兰德尼茨（Scott Radnitz）、

副主任为玛尔塔•米凯尔森（Marta Mikkelsen）。 

中心的联系方式： 

地址：（98195）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乔治•华盛顿大学汤姆森大楼 203B  

电话：(206) 543-4852 

传真：(206) 685-0668 

邮箱：reecas@u.washingto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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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问题研究学者介绍 

◎海伦·卡雷尔·因卡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 

1929 年 7 月出生在法国，法国著名俄罗斯和中亚问题研究者。1978 年预言

了苏联的解体，1990 年当选法兰西院士，2008 年获得罗蒙诺索夫金质奖章。 

主要代表作有：《斯大林：恐怖下的秩序》（1982

年）；《列宁：革命与权力（苏联 1917-1953 年的历

史》（1982 年）；《权力归公：苏联是如何运作的？》

（1982 年）；《老大哥：苏联及社会主义欧洲》（1987

年）；《大挑战：多民族与布尔什维克政体（1917—

1930）》（1991 年）；《俄罗斯综合症：一千年的政治

谋杀》（1993 年）；《苏联帝国的终结：民族国家的

胜利》（1994 年）；《尼古拉斯二世：中断的转型》

（2000 年）；《伊斯兰与俄罗斯帝国：中亚的改革与革命》（2009 年）等。 

 

◎玛莎·布里尔·奥尔科特（Martha Brill Olcott） 

1949 年生，1973 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78 年获得博士学位，

1975-1978 年在芝加哥大学讲授政治学，1995 年加

入卡耐基基金会。现为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

斯欧亚研究计划项目负责人，美国中亚和高加索问

题研究专家。 

主要代表作有：《哈萨克斯坦》[第二版]（1995

年）；《中亚的新国：独立、外交政策与地区安全》

（1996 年）；《误入岐路：地区合作与独联体》[第一

主编]（1999 年）；《共产主义之后的俄罗斯》[第二主编]（1999 年）；《防止新阿

富汗的出现：重建阿富汗的一种地区性策略》（2001 年）；《哈萨克斯坦：未实现

的承诺》（2002 年）；《中亚的第二次机会》（2005 年）；《塔吉克斯坦艰难的发展

道路》（2012 年）；《中亚激进伊斯兰的根源》；《中亚改革的旋风》（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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