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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 

经过酝酿和筹备，在全所师生的热切期盼和共同努力下，《中亚研究通讯》

终于面世了。《中亚研究通讯》的创刊和出版离不开教育部的支持，离不开兄弟

院所的多方相助，也离不开国内外专家的赐教。 

中亚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是“世界岛”的“心脏”，自古即为各民族

迁徙、征战和融合之地，也是沟通亚欧交通的必经之路。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

更是成为转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问题的焦点，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关

注。对于中国而言，中亚在中国的外交总方针—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

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中，占有重要地位，或许是唯一一个四项因素叠加

的地区。中亚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安全，能源、资源战略，以及对外经贸合作中占

有特殊地位。这也是中亚研究具有特殊意义的原因。 

《中亚研究通讯》旨在展示兰州大学中亚研究中心研究成果、加强国内外中

亚问题学术交流、营造“独立思考、自由对话”的学术科研氛围。《通讯》拟一

季度出一期，设有“特讯（国内外中亚研究重要活动）”、“交流（兰州大学中亚

研究中心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亚动态（季度内的中亚大事）”、“中亚研

究成果介绍（国内外中亚研究最新成果简介）”、“机构介绍（国内外中亚研究相

关机构介绍）”、“问题与建议（基地运行管理、研究过程探讨）”等栏目。我们希

望，《通讯》能够发挥与国内同行交流、为政府决策服务的作用。 

我们会认真努力，力争把《中亚研究通讯》办成政治方向明确、学术特色鲜

明、资料丰富的交流平台，为中亚新疆问题研究、国家安全稳定、地区和平发展，

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愿《中亚研究通讯》越办越好！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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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中亚研究中心简介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4 年 3 月，是国内较早建立的专门从事中

亚及新疆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 

一、中亚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及特色 

多年来，中亚研究中心依托兰州大学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优势，对中亚和新

疆等多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科

教、资源环境及人口等诸多领域，研究工作兼顾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并在上述

研究领域中居全国高校前列。目前，中亚研究中心的特色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中亚问题研究 

主要研究特色及方向： 

1、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研究； 

2、中亚国家的对外政策研究； 

3、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4、大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研究； 

5、中亚能源及我国对策； 

6、中亚矿产资源及我国对策研究； 

7、中亚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与社会转型； 

8、中亚国家间边界与国家关系研究； 

9、中亚安全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 

10、中亚水资源与国家关系研究； 

11、中亚地区国际组织； 

12、中亚及阿富汗毒品问题研究； 

13、中亚地区教育。 

（二）反分裂主义研究 

反分裂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对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我们以反新疆分裂斗争的实践为基础，做了大量理论探索和政策咨询工作，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研究方向及特色： 



Center for Central Asian Studies (CCAS)        2013 年第 1 期（总第 1 期）     

 

4 

1、世界各国和中国分裂主义发生的原因、发展过程； 

2、分析了新疆分裂主义的发展过程，对民族平等和民族成员平等、领土的

历史归属和法律归属、文化隔离和民族分裂等一系列涉及分裂主义的重大问题提

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 

3、较系统地提出了文化领域反分裂的理论和政策； 

4、新疆分裂主义的国际环境； 

5、新疆分裂主义与中亚地区的关系； 

（三）反恐怖主义研究 

在我国，恐怖主义的政治目的是分裂国家，恐怖主义是分裂主义的一种手段。

反恐斗争是反分裂斗争的一部分，而最主要的恐怖主义是“东突”恐怖势力。近

年来我国发生的一系列恶性恐怖事件突出表明了反恐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重视和

加强反恐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在理论和对策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

在国内处于前沿水平，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主要研究特色及方向： 

1、反恐怖主义理论研究； 

2、恐怖组织认定研究； 

3、城市安全的分等定级研究； 

4、网络恐怖主义研究； 

5、新疆恐怖活动对策研究； 

6、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关系。 

二、中亚研究中心主持的科研项目及研究成果 

先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9 项（其中重点 1 项），教育部社科重大课题招

标项目 1 项，各部委项目 20 余项。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中核心期刊约 100 篇；在美国、瑞典、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发表外文论文多篇；在各种

研讨会上提交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译）著 20 余部；提交咨询报告多篇，受到

了多个部委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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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齐大愚一行访问中亚研究中心 
2012 年 7 月 22 日-23 日，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齐大愚一行三人对中亚研究

中心进行了工作访问。 

齐大愚向中亚研究中心人员通报了上海

合作组织的有关情况，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杨

恕教授向齐一行介绍了中心在上海合作组织

和中亚研究方面正在进行的工作和取得的成

果。双方都表达了今后加强合作的意愿，并

就合作内容和方式进行了充分交流。 

◎哈萨克斯坦突厥研究院学者访问中亚研究中心 
2012 年 7 月 27 日，应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杨恕教授邀请，哈萨克斯坦教育

科学部突厥研究院研究员М.叶斯凯耶娃和С.

古丽盖莎访问了中亚研究中心。 

杨恕教授向哈学者介绍了中亚研究中心

在中亚民族、历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哈学

者介绍了突厥研究院的有关情况。双方都表

达了今后在突厥民族、文化方面开展合作研

究的意愿，并就合作内容和方式交换了意见。随后，哈学者在中心人员陪同下对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作了考察。 

◎俄罗斯外交学院副院长卢金访问中亚研究中心 

应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杨恕教授邀请，俄罗

斯联邦外交学院科研副院长卢金教授一行 2 人

于 2012年 8月 4日至 5日访问了中亚研究中心。

卢金教授和杨恕教授就当前中俄关系、中亚局

势、上海合作组织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4 日下午，卢金教授在逸夫科学馆报告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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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题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容和发展》的报告。卢金教授在简要回顾中

俄关系历史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中俄两国各自对对方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中俄

双方继续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础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中俄双方近年来的经贸合作情

况、中俄为稳定双边关系所建立的各种工作机制，以及近年来中俄民众对对方国

家的认知等内容。最后，卢金教授对听众的提问做了详细的解答。 

◎日本神户大学王柯教授来中亚研究中心访问交流 

2012 年 8 月 27 日，应中亚研究中心主

任杨恕教授的邀请，日本神户大学王柯教授

来中亚研究中心做访问交流。王柯教授著有

『東トルキスタン共和国研究――中国の

イスラムと民族問題』（《东突厥斯坦共和

国研究--中国的伊斯兰教和民族问题》），

《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

系谱》，另有多种著书，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于继海一行访问中亚研究中心 

2012 年 9 月 18 日上午，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副司级巡视员于继海、欧

亚处处长张晓东等一行 3 人访问了中亚研究中心，与中心人员就上合组织内及中

国与中亚的高等教育合作问题进行了座谈。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杨恕教授、张宏莉

教授和焦一强副教授等参加。 

座谈进行了三个小时。杨恕教授做了题为《中亚高等教育现状》的报告，报

告介绍了中亚高等教育概况，并以哈萨克斯坦为例介绍了独立后中亚地区高等学

校的管理、教学、科研、国际合作及其他情况，并提出了建议。座谈中张宏莉教

授和焦一强副教授也分别结合自己在中亚国家的学习经历谈了看法。于继海表示

参加座谈很有收获，并做了相关情况的介绍，对中心的工作做了充分肯定。 

◎中亚研究中心一行四人访问哈萨克斯坦高校 

2012 年 9 月 30 日—10 月 9 日，中亚研究中心张宏莉教授一行四人访问了哈

萨克斯坦高校。代表团分别与凯纳尔大学校长 Е.С.奥马罗夫、哈萨克—美国大学

副校长 А.С.萨雷姆萨科娃、南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第一副校长 А.Ж.塔尔哈耶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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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等人进行了座谈，了解了各个高校的状况，并达成了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的共

识。 

访问期间，代表团还参观了阿里—

—法拉比哈萨克国立民族大学东方系、

预科系、地理系、孔子学院等单位，深

入了解了它们的教学状况。同时，东方

系和预科系的负责人均向代表团表达了

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 

◎哈萨克斯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阿布然诺夫访问中亚研究中心 

2012 年 10 月 8 日—10 月 10 日，应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杨恕教授邀请，哈萨

克斯坦科学院瓦里汉诺夫历史与人类学研究

所所长汉科尔迪•阿布然诺夫教授来中亚研究

中心访问。访问期间，阿布然诺夫教授代表哈

历史所与杨恕教授进行了会谈，同意由兰州大

学中亚研究中心将《哈萨克斯坦历史》翻译成

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并签署了合同。双方还表

达了今后在其它方面开展合作的意愿。 

访问期间，阿布然诺夫教授就哈萨克斯坦独立前后的历史做了两场报告，简

要、全面、生动地介绍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哈萨克斯坦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

变化及哈历史学界的基本观点。 

◎中亚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中国反分裂理论研讨会” 

2012 年 11 月 24 日-25 日，来自有关

部委、科研机构、高校近 20 个单位的 40

余名代表参加了由中亚研究中心举办的

“中国反分裂理论研讨会”。本次会议是

国内首次召开的有关反分裂理论建设的

学术会议，代表们就中国反分裂理论的重

要性、内容、现状、条件及相关学科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提出了多

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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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研究中心一行四人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2012 年 12 月 3 日至 14 日，兰州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一行 4 人访问了吉尔吉斯

斯坦。此次访问行程包括比什凯克、奥什、贾

拉拉巴德、伊塞克湖州。考察了纳伦河的水利

水电开发建设情况，访问了贾拉拉巴德州立大

学、奥什大学、土耳其-玛纳斯大学、斯拉夫

大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水利研究所、吉尔吉

斯斯坦科学院历史所等机构，与相关学者进行

了座谈，并与土耳其-玛纳斯大学中亚研究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图为研究中

心人员访问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州立大学） 

◎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杨恕教授荣获“上海合作组织十周年奖章” 

2012 年 12 月，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外长理事会关于《上海合作组织十周年奖章

条例》决议，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穆拉特别

克•伊马纳利耶夫代表上合组织授予中亚研

究中心主任杨恕教授“上海合作组织十周年

奖章”，以表彰杨恕教授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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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动态 

◎哈萨克斯坦陶萨马雷村爆炸事件 

7 月 11 日，陶萨马雷村一小楼发生自制炸弹爆炸引发的火灾，致使 8 人死

亡。8 月 17 日，警方在“唐村”（阿拉木图州卡拉赛地区避暑小镇）发现了陶萨

马雷村爆炸事件的参与者。恐怖分子首先开火，9 名恐怖分子被击毙，1 名特警

队员受伤。7 月 20 日至 8 月 12 日，陶萨马雷村事件的参与者曾将 6 名妇女和儿

童关押到伊犁-阿拉套国家自然公园里的一个防空洞内。 

◎8 月 27 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授权社会民主

党组建新的议会执政联盟。根据相关法律，社民党将在 15 个工作日内组建新的

执政联盟。这是社民党第二次受权组建议会执政联盟。2011 年 12 月，在社民党

的组织下，吉议会成立了由社民党、祖国党、尊严党和共和国党组成的执政联盟。 

◎8 月 30 日，乌兹别克斯坦议会参议院（上院）在当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

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此前，乌议会下院于 8

月 8 日批准了这一条约。 

◎9 月 2 日，第二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开

幕式暨主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出席开幕式

的还有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

塔姆巴耶夫、哈萨克斯坦总理卡里姆·马西

莫夫、塔吉克斯坦总理阿基尔·阿基洛夫、

阿富汗第二副总统穆罕默德·卡里姆·哈利

利、土耳其副总理阿里·巴巴詹以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等人。 

◎9 月 10 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吉尔吉斯共和国首

都比什凯克会见了吉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当日，还会见了吉尔吉斯

斯坦总理萨特巴尔季耶夫和议长热恩别科夫。回良玉副总理一行还考察了斯克里

亚宾农业大学和河南贵友集团在吉投资的养殖场，并赴我驻吉使馆看望了使馆工

作人员、中资机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 

◎9 月 12 日下午，在乌兹别克斯坦访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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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良玉分别会见了乌国总统卡里莫夫和总理米尔济亚耶夫，乌方表示：乌支持中

国的发展及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打击“三股势力”的努力；愿在政治、安全、经

贸、能源、科技、农业及上海合作组织建设等各方面加强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9 月 14 日，费尔干纳网报道，吉尔吉斯斯坦记者阿兹木江·阿斯卡洛夫

获得由保护记者委员会颁发的 2012 年度国际新闻自由奖，阿斯卡洛夫来自于吉

尔吉斯南部的贾拉拉巴德，是一个记者和人权保护者，2010 年 9 月在吉尔吉斯

斯坦被捕入狱。 

◎9 月 15 日，代号为“合作—2012”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联合军事

演习在亚美尼亚境内开始。参加此次军演的军事人员为 2000 人，各种军事装备

包括空中力量多达 500 多台、架，军演重点为领空防卫。 

◎9 月 20 日，俄罗斯与吉尔吉斯斯坦根据两国总统会谈结果签署了俄罗斯

驻吉尔吉斯联合军事基地协议，巩固了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长期军事存在。俄罗

斯驻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军事基地的相关协议将于 2017 年开始生效，合同期限为

15 年，依需要可再延长 5 年。 

◎当地时间 9 月 22 日深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抵达阿什哈巴德，开始对土库曼斯坦进行正

式友好访问。9 月 24 日上午，周永康在阿什

哈巴德会见了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

多夫，之后专程参观了土库曼斯坦前总统尼

亚佐夫纪念堂和基普恰克清真寺，当日下午，

周永康在阿什哈巴德会见了土库曼斯坦国民

议会主席努尔别尔德耶娃。 

◎9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四川

成都会见前来出席第 13 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的上合实业家委员会主席梅津采

夫，对他即将出任上合秘书长表示祝贺。吴邦国表示，中方愿与各成员国一道，

认真落实上合北京峰会共识，将上合框架内的安全、经贸等合作不断引向深入，

更好地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成员国共同发展与繁荣。 

◎10 月 3 日，吉尔吉斯斯坦白宫广场发生骚乱，约 500 名抗议者在吉反对

党祖国党领袖萨迪尔·扎帕罗夫的领导下试图攻击国会大厦，骚乱至少造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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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妇女和 1 名男子受伤，抗议者声称将库姆托尔金

矿收归国有，并对 2003 年发生在该矿的刑事案件提

起公诉。 

◎10 月 5 日，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两国国防部

长在杜尚别签署协议，把俄罗斯租借塔吉克斯坦军

事基地的协议延长至 2042 年，该协议将取代即将在

2014 年到期的现有条约。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

表示，延长基地驻阿期限的条件“几乎是无偿的”。作为回报，俄将接纳更多的

塔国劳动者。 

◎10 月 9 日，吉尔吉斯斯坦公布了其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分别为：黄金总

储量为 2149 吨，探明储量 430 吨；锡矿总储量 41.3 万吨，探明储量 20.8 万吨；

钨矿总储量 19 万吨，探明储量 14.4 万吨；稀有金属总储量 54.9 万吨，探明储量

5.1 万吨；铝矿总储量 3.5 亿吨，探明储量 3.5 亿吨；煤矿总储量 670 亿吨，探明

储量 10 亿吨。 

◎10 月 11 日，第四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会议在吉尔吉斯共和国

首都比什凯克市举行。中国教育部陈舜部长助理代表袁贵仁部长出席会议并发

言，会议高效务实，成果丰硕。 

◎10 月 12 日，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之子马克西姆·巴

基耶夫在伦敦被捕。美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发表声明说，马克西姆涉嫌触犯美

国法律，美方寻求把他引渡至美国受审。马克西姆现年 34 岁，曾主管美国在吉

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空军基地的燃料供应。马克西姆 2010 年 6 月抵达英国，寻

求避难。 

◎10 月 17 日，哈萨克斯坦央行成立了哈央行国家投资集团，专门负责管理

哈央行外汇和国月基金资产。叶斯然比尔坦诺夫被任命为集团董事长。哈央现为

该集团的唯一股东，集团主要目标是增强资产管理的效率，提高资产长期的收益

率。为了实现该目标，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对传统及其它资产进行投资，期限为

10-20 年。 

◎10 月 21 日，据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和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企业在吉国参

资的“塔迪布拉克左岸金矿”（简称左岸金矿）发生中国工人与当地居民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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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殴事件，造成数名当地人受伤。当地居民举行示威抗议，要求将中国工人赶回

中国。 

◎10 月 23 日，土库曼斯坦 2012 年长老大会在土里海沿岸城市土库曼巴什

举行，为庆祝即将到来的古尔邦节和土库曼斯坦独立 21 周年，别尔德穆哈梅多

夫总统赦免了 2000 多名在押囚犯。土长老会由首都和五个州各 100 名长老组成，

是土全国最重要的大会，一年举行一次，上届会议在首都举行，下届大会将在达

绍古兹举行。 

◎10 月 26 日，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沙米利·阿塔汉诺夫声称，“塔利班”

运动和“基地”组织向伊斯兰圣战联盟和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原乌伊运）提供

资金支持。 

◎10 月 25 日，据哈萨克斯坦信息社报道，哈萨克斯坦宗教事务局局长凯拉

特•拉马•沙里夫在向所有穆斯林预祝古尔邦节时，宣称在清真寺数量上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超过了所有邻国和其他独联体国家。该社指出，节日前夕哈萨克斯坦全

境总共注册了 2228 所清真寺，目前，哈萨克斯坦清真寺数量超过乌兹别克斯坦

（2050 所清真寺）、阿塞拜疆（1700 所清真寺）、吉尔吉斯斯坦（2200 所清真寺）

和土库曼斯坦（400 所清真寺）。 

◎10 月 25 日，国际文传通讯社援引美国驻塔大使馆新闻中心资料称，美国

无偿向塔吉克斯坦提供了 950 万美元用于建设边界巩固项目、打击贩卖人口并改

善司法制度。 

◎10 月 27 日，土库曼斯坦在首都阿什哈

巴德中心广场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庆祝

国家独立 21 周年。 

◎10 月 29 日电，哈萨克斯坦曼格斯套州

立法院认为《共和国之声》和《观点》两报

纸宣传“分裂主义”，致使扎纳奥津发生大规模骚乱，新闻界人士对此表示反驳，

两报纸也已向法院提起上诉。 

◎10 月 29 日电，吉总统阿坦巴耶夫下令撤销 З.雷萨利耶夫内务部长一职，

任命原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 Ш.阿塔汉诺夫担任该职。 

◎10 月 29 日电，据南哈萨克斯坦州奇姆肯特市两家医院的医生称，哈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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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战至少造成 17 人受伤，1 人死亡。 

◎11 月 13 日，上海合作组织第 11 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

什凯克举行。会议期间，与会者听取了上合秘书长伊马纳利耶夫关于本组织成员

国的多边贸易和经济合作计划的实施情况、贸易和经济合作前景的报告，上合组

织商务委员会与银联 2011 至 2012 年活动报告，讨论了上合区域经济合作等共同

关心的一系列议题。 

◎11 月 16 日，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主席、总统纳扎尔巴耶

夫祝贺中共新总书记产生，在贺信中说：“我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共会继续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并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可撼动的

威望。中国是哈友好邻邦和重要战略伙伴。我相信，哈中互利合作将继续快速发

展，造福两国人民”。 

◎11 月 19 日，2012 年 5 月发生在哈萨克斯坦中哈边境某哨所的枪击案在哈

国阿拉木图州首府塔尔迪库尔干市开庭审理，枪击案唯一的存活者、被控枪杀

14 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弗拉季斯拉夫·切拉赫出庭，再度引起哈国内一些

媒体的关注。庭审后，切拉赫的律师称，切拉赫承认罪行。 

◎12 月 5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一次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

比什凯克举行，会议由吉总理萨特巴尔季耶夫主持。上合组织观察员国以及独联

体、欧亚经济共同体负责人参加了大范围会谈。会议决定下次总理会议将于 2013

年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会议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理事会会议联合

公报》等文件。 

◎12 月 8 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

阿斯塔纳举行。 

◎12 月 22 日，中哈第二条跨境铁路-霍尔果斯-阿腾科里铁路全线通车运行。

据了解，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是新疆铁路建

设重点项目之一，先期工程于 2011 年 9 月 6

日开工，并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实现与哈萨

克斯坦铁路接轨。 

◎12 月 23 日电，截至 2012 年末，中国

从中哈原油管道累计进口原油突破 5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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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这条管道西起哈萨克斯坦阿塔苏，经过中哈边界的阿拉山口口岸进入中国，

最后到达中石油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全长 1200 多公里。 

◎12 月 25 日，哈萨克斯坦一架安－72 军用运

输机在该国南部坠毁。机上有 7 名机组成员和 20

名军人，飞机上所有人员均在事故中丧生。 

◎2013 年 1 月 8 日，吉尔吉斯乌兹根地区库

尔沙布村发生中国建筑工人与当地居民群殴事件。

当地内务部消息称，中国公民非法扣留了一名被怀疑偷盗手机的当地市民，并且

对其殴打。随后事件演变为冲突，至少 100 人参加了群殴，18 名中国公民受伤，

其中 2 人伤势严重，已住院治疗。在群殴中受伤的还有数名当地居民和 5 名警员。 

◎2013 年 1 月 28 日，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市紧急情况局副局长

马季亚罗夫日前宣布，该国东南部地区 28 日晚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约 10

公里。阿拉木图震感强烈，目前暂未有伤亡报告。哈地震研究所所长阿巴卡诺夫

表示，发生 6.6 级的地震后，又发生了数十次规模较小的余震，估计余震会持续

数天。 

◎2013 年 1 月 29 日，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 29 日，一架客机在哈萨克

斯坦商业中心阿拉木图附近坠毁。哈萨克斯坦官员表示，事故致 22 人死亡。据

了解，这是一个多月以来哈萨克斯坦出现的第二起坠机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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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研究成果简介 

◎《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析论》 

《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析论》2012 年 7 月 1 日由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者赵常庆从事苏联及中亚国家研究工

作近 40 年，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析论》中，他对自己

花费毕生精力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不仅全方位地介

绍了中国与中亚国家间 20 年来友好关系的发展历程，而且

还介绍了中亚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与 20 年间的变化。 

《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析论》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与地区形势谈起，指

出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基础、目标与基本原则，对中国与中亚合作的进程进行

了概述，并分别介绍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多边合作，

解读了与发展合作关系密切的几个问题，并对中国与中亚合作的具体实践经验进

行了总结和思考。全书共分 10 章，29.7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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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介绍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 -高加索研究所（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CACI）成立于 1996 年，旨在为美国政府决策层提供关于“中亚-高加索”

地区亟需的信息。该所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中亚-高加索”地区的研究，通

过一系列关于“中亚-高加索”地区学术成果的发表和国家政策的制定，唤醒了

人们对“中亚-高加索”地区在世界秩序中重要性的认可。2005 年，中亚-高加索

研究所与“丝绸之路研究项目（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SRSP）”和欧洲的“斯

德哥尔摩的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Stockholm-based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组成共同的研究中心。新的研究中心实现了在该类研究机

构中欧洲和北美国家的首次联合，研究中心集中了学者、官员、商业领袖、新闻

记者等，树立了其在该领域中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全球领先地位。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还与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政府、商界、学术科研机）

构等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其现任所长是 S. 弗雷德里克·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分别在耶鲁大学、剑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

位，长期从事中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研究，办公室主任是思

万特 E. 科奈尔（Svante E. Cornell），曾在瑞典的乌普萨拉

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安全问题、地缘政治问题、中

—西南亚地区的政府构建等问题研究。 

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近年来出版的学术成果主要有：《独立后的

阿塞拜疆，2011》（Azerbaijan Since Independence）、《解释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生

活和官僚机构的一种分析框架，2011》（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Politics and Bureaucracy in Kyrgyzstan）、《中国和大中亚：新的边界? 2011.12》

（China and Great Central Asia :New Frontier?）、《费尔干纳谷地：中亚的心脏，

2011》（Ferghana Valley: Heart of Central Asia）、《土伊关系：偶尔的联盟，永恒的

对手，2012.3》（Occasional Allies，Enduring Rivals:Turkey’s Relations with Iran）、

《2031 年的哈萨克斯坦，2012.3》（Kazakhstan in 203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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