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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多层次外交的中国和俄罗斯
—— 科学、教育与创新合作

［俄］	Л. 斯米尔诺娃				钟建平	译

【 内 容 提 要】 学术交流是中俄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

任以及巩固两国关系。顺应时代的发展，中俄调整合作领域，重视传统经贸联系的同时，

强调教育、科学和创新合作的重要作用。推动以学习语言和文化为主的大学生交流向联

合开展科研与实验设计工作转变是中俄学术交流的战略发展方向。实现大学生交流专业

多样化、扩大教师和科研人员交流以及创办联合大学和科研中心是实现中俄学术交流升

级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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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索合作空间

创新和新思维再次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话题。

《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创新发展战略》指出，“俄

罗斯提出雄心勃勃但可以实现的长期发展目标，旨

在保障居民的高水平福利，强化俄罗斯作为全球政

治议程主导国家之一的地缘政治作用。实现这些目

标唯一可能的手段是过渡到面向社会的创新型经济

发展模式”①。创新也成为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

会的主题②。2016 达沃斯论坛宣布第四次工业革命

开始③。同时，人类社会日益关注机器人和人工智

能领域取得的进步。

中国和俄罗斯与时俱进，调整合作领域，不仅

重视传统的经贸合作，而且强调科学、教育、技术

和创新领域的学术交流。特别是两国正在就开办两 

所联合大学④和若干联合研究中心⑤进行磋商，增

加为大学生和科研人员提供资助的项目数量，项目

质量也在提升⑥。中俄外交机构在这一领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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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活跃①，2016 年 5 月 30—31 日俄罗斯国际事

务委员会主办的中俄关系研讨会也把这一专题列入

会议日程②，说明两国科教合作具有优先性。

将两国学术合作列入建立多层次外交议事日程

符合中俄的政治和经济战略目标。历史经验表明，

提高各国学者的流动性是解决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

信任问题、奠定国家间关系牢固基础的最佳手段。

首先，正是可以通过开展科教合作从根本上改变中

俄政府关系热络、民间关系冷淡③的局面。

中俄科学、教育和创新合作更加雄心勃勃的目

标是依靠合作摆脱两国现有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

式。《俄罗斯联邦 2020 年前创新发展战略》和中

国官方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规划均将提高科

技创新能力列为优先方向。中方规划特别强调，与

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同俄罗斯开展合作是丝绸之路项

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加强科技合作，

建立联合实验室、国际技术交流中心……推动科技

人员交流，共同开展大型科技研究”④。笔者发表

于 2016 年第 2 期《国际生活》杂志的文章呼吁明

确“欧亚高等教育空间”的概念。文章指出，第一，

目前发达社会和发展中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

具备基本知识、善于学习并为知识的发展做出贡

献；第二，要弄清可以互相学习什么，首先应当

加强交往⑤。

面向未来，发展中俄关系，要看到积极趋势，

也应当正确对待过去的教训。虽然许多俄罗斯人可

能认为对华学术合作是全新方向，但中国民众对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苏科教合作经历的高潮和低

谷记忆犹新。当时，苏联专家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技

术援助，俄语实际上成为中国全民学习的主要外语，

甚至普及到遥远的南方省份。老一辈中国人时常回

忆起学校的俄语课，还能用俄语说一些简单的句子。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中苏关系发生危机，导致中国人

普遍转学英语。按照当时的逻辑，这一调整是彻底

而残酷的。笔者听说过昔日的俄语教师不得不在短

时间内独立学会英语的故事。长期以来，由于个人

意愿和制度因素，坚持研究俄语的中国专家的职业

发展，先后受到中苏关系破裂和俄罗斯转型期漫长

带来的消极影响。

由此可见，助力中俄学术合作新时代，原则上

必须提出切合实际的目标，分析合作各方的优势，

确定自己的独特地位。这能够避免当代中俄关系常

见的情形——由于文化隔阂、官僚主义和制度僵化

等技术性障碍，两国高层高调宣布的项目无果而终。

鉴于这一背景，明确和修正合作议程，重新评估合

作的优先次序、前景和风险乃及时之举。本文便做

这样一种尝试。

二、方法论

我们建议使用 Е.М. 普里马科夫提出的情景分析

法要素排列合作的优先次序。Е.М. 普里马科夫强调，

形成脚本（只能由熟悉主题的专业人士完成）、选

择变量和变量的等级排列三个要素具有特殊意义⑥。

我们选取学术合作的三个主要方向作为变量：1.大

学生交流 ；2. 教师和科研人员交流；3. 创办联合

大学与研究中心。

通过分析每个方向的必要投入和可能收益，笔

者将在总结性建议中提出关于各方向合理等级排列

以及每个方向内部具体次序的结论。

三、更新的合作次序

（一）大学生交流

1. 目标：从语言和文化研究转向非语言，也

就是技术专业研究；从强调大学生和课程的数量转

向强调大学生和课程的质量；从重视大学生的基本

培养转向重视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前景。

① Визит  Посла  РФ  в  КНР  А.И.  Денисова  в  Сямэнь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朱崇实会见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  портал 
Сямэнь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5  декабря  2015  г.  http://news.xmu.
edu.cn/s/13/t/542/a0/bd/info172221.htm；Визит Посла КНР  в  РФ 

Ли Хуэя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управления // Посольство 
КНР  в  РФ，27 февраля  2016  г.  http://www.fmprc.gov.cn/web/
zwbd_673032/nbhd_673044/t1343780.shtml

②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к новому качеству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 Портал РСМД. http://russiancouncil.ru/rucn2016

③ Фэн，Юйцзюнь.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на  «Россия  –  Китай: 
20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дл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научного  и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 Портал РСМД，20 мая 2014 г. http://russiancouncil.
ru/inner/?id_4=3720#top-content

④ Видение  и  действие，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на  продвижение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и“Морского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  21-го  века”//  Посольство 
КНР в РФ，23 апреля 2015  г. http://ru.china-embassy.org/rus/ggl/
t1257296.htm

⑤ Смирнова Л.Н.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задачи  развит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2016. http://interaffairs.ru/jauthor/material/1439

⑥  Примаков Е.М. Встречи на перекрёстках.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2016. C.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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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状：传统上，科学、技术与创新合作至

少在最初阶段是通过大学生交流、互相学习语言和

文化实现的。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做出了相应的

努力：2009—2010 年两国互办“俄语年”和“汉

语年”，2014—2015 年互办青年交流年。

效果令人期待。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和俄罗斯

到对方国家大学学习的大学生数量基本持平①，截

至 2014—2015 学年，每年各约 2 万人，总数 4 万

人（参见图 1）。同时，留学生数量继续保持增长

趋势：根据俄罗斯联邦教育和科学部社会研究中

心尚未公布的统计数据（А.Л. 阿列菲耶夫提供给

笔者），2014—2015 学年在俄中国大学生人数为

20 710 人。2014 年中国已经成为俄第三大留学生

输入国②。

但是，1/3左右在俄中国大学生和大部分在华俄

罗斯大学生分别学习俄语和汉语③。

专业的选择既与大学生本人的兴趣

有关，也同大学相关专业为外国学

生设置的名额有关：俄罗斯大学总

体上更愿意录取外国学生到非语言

专业，中国大学则刚开始向外国学

生开放非语言专业留学。

3. 问题的分析与提出：

确定未来合作的优先次序，应

当关注以下实际情况：

显而易见，如果

中国和俄罗斯每年毕

业4万名翻译和区域地

理学专业学生，那么社

会很快会面临相关专业

人员的就业问题。根据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

外交中心发布的笔者对

中国大学的实证研究结

果，在中国大学完成学

业的俄罗斯和其他欧亚

国家的大学生认为，良

好的学习印象与低于预

期的就业前景之间存在

落差④。

所有大学生，无

论是中国大学生还是

① Смирнова Л.Н.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задачи  развит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②  В 2014 году числ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тудентов в Китае достигло 
380  тыс.  чел.  Китай  стал  третьей  в  мире  страной  по  приём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тудентов（《2014 年来华留学生近 38 万人中国成第三大

留学生输入国》）// GuangmingDaily，April  7，2015.  http://news.
gmw.cn/2015-04/07/content_15297613.htm.

③  Арефьев  А.Л.  Об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в  вузах 
России  // Презентация  в Посольстве КНР  в  РФ，26  января  2016 
г.  Smirnova，Larisa. Eurasian  Students  in China:  a New Angle  in 
Understanding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 In: Pamment，James (Ed.). 
Intersections  between  Public Diplomacy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ase Studies in Converging Field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CPD Perspectives Series，February 2016. 
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sites/uscpublicdiplomacy.org/files/
useruploads/u35361/Intersections%20Between%20PD%20International%20
Development_final.pdf

④  Smirnova，Larisa. Eurasian Students  in China:  a New Angle 
in Understanding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CPD  Perspectives  Series，
February  2016.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sites/uscpublicdiplomacy.
org/files/useruploads/u35361/Intersections%20Between%20PD%20

International%20Development_final.pdf

● 扩大非语言专业，包括技术专业的交流

● 从重视大学生和教学计划数量转向重视大学生和教学计划质量

● 大力改善毕业生职业前景

● 灵活运用教学语言：俄语、汉语、英语或者三种语言相结合

● 长期和短期培训计划相结合

● 大学开放政策和就业市场开放政策相互补充

● 鼓励两国学者建立工作联系，旨在联合开展科学研究和实验

设计工作

● 在俄罗斯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实现交流计划效果最优化

● 为中俄专家在对方国家科教机构提供长期和临时就业岗位

● 实现交流参与者的专业多样化，长期和短期交流相结合

● 启动不同方向专家的专题对话：战略对话、科技对话、文化对话

等，由通晓讨论话题的职业人士为每个方向提出权威性建议

● 组织资金支持，保证必要的制度灵活性

● 为欧亚空间科教一体化发展奠定长期的信任基础

● 考虑到中方伙伴的声望、双方合作动机以及合作地区良好的经济

形势，应优先支持现有合作项目

● 鼓励使用英语授课和交流，吸收熟练掌握英语的中俄学者和境外

俄罗斯学术代表参与合作

● 吸取博洛尼亚进程过度标准化和官僚化的教训，在培养计划和标

准问题上展现灵活性

示意图 1  俄学术合作的主要目标和优先次序

大学生交流

教师和科研人员交流

创办联合大学和科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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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俄互至对方学习大学生数量统计

在俄中国大学生 在华俄罗斯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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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学生，对非语言类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

技术和工程专业的兴趣不断提高。可以使用俄语、汉

语以及英语学习这些专业①。显然，一方面，非语言

专业学习与掌握语言不相抵触，而且同单纯学习语言

相比较多半是前进一步；另一方面，非语言专业学习

蕴含着实现科学—创新领域进步的巨大潜力。

从事国际教育交流和公共外交工作的理论家指

出，学术交流将带来丰厚回报，如果其主要目的是

长期改善参与者的职业前景，而不是单纯地了解一

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②。西方国家教育制度的魅力

很大程度上恰恰与就业前景广阔的欧美外交官的威

望有关。

4. 更新的次序：

鉴于以上所述，按照如下方式修正中俄大学生

交流的优先次序更为合理：

次序 1. 以吸收大学生到非语言专业，包括自

然科学、技术和工程专业为主要方向。可以采用

俄语 / 汉语、英语或者俄语 / 汉语与英语相结合

的方式授课。应当特别指出，多语言教学实践并

非新生事物。例如，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

俄法政治学硕士班已经开办 10 余年，联合招收俄

罗斯、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生，部分课程使用

俄语讲授，部分课程使用法语讲授。为最大程度

地吸引参与者，可以采取长期培养计划和短期培

养计划相结合的方式（目前颇受欢迎的英语夏季

培训班或志愿者计划比完全合乎要求的教育过程

更容易组织）。

次序 2. 关注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前景。通过两

个途径改善毕业生的职业前景：一是逐渐从重视招

收大学生和设置课程的数量转向重视招收大学生和

设置课程的质量；二是减少毕业生就业的官僚性障

碍。同时，完全不必要担心中国毕业生选择留在俄

罗斯：最新实证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将从国际教育

投资中获得丰厚回报，如果外国毕业生留在这个国

家工作，而不是返回祖国③。所以，较为合理的是，

向外国大学生开放大学的政策与向毕业生开放劳动

力市场的政策相互补充。

（二）教师和科研人员交流

1. 目标：使学者能够了解两国的科学和教育

体系，建立工作联系，在未来共同开展科研和试验

设计工作。在俄罗斯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优化交流

计划的效果，依靠专业和交流形式多样化，使交流

活动惠及更多的参与者。

2. 现状：与大学生交流相比较，教师和科研

人员交流要复杂得多。这与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

介入有关，例如大学对外国科研人员的开放程度、

劳动力市场的外国人准入、学术合作的政治—地理

优先方向、本国和国际科教工作者的潜在竞争以及

项目资助成本较高（同大学生相比较）等。

按照中国的管理体制，外国教师和科研人员列

入“外国专家”范畴，外国专家局负责向他们发放工

作许可。根据该机构提供给笔者的资料，中国每年办

理5万—6万份外国专家工作许可。实际上，外国专

家中俄罗斯人的数量不多。根据未公布的统计数据，

截至2016年 3月，以外国专家身份在华工作的俄罗

斯人为961人（仅占在华外国专家总数的2%），其中

810人属于人文—教学领域专家（主要是俄语教师），

只有151人属于经济—技术领域专家④。

3. 问题的分析与提出：

一方面，必须对中国大学史无前例的开放程度

给予应有的评价。中国重点大学建立起教师录用国

际竞争机制。按照规定，至少在固定岗位专业技能

录用标准方面中国公民与外国人选平等，没有任何

优势。计划达到国际竞争水平的中国重点大学指的

是进入“985工程”（名称源自工程提出的时间——

1998 年 5 月）的 39 所高校⑤。中国和外国大学合

作创办的联合大学同样实行国际录用标准。

由此，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如此开

放的条件下，到中国大学工作的俄罗斯人这样少？

① Smirnova，Larisa. Eurasian Students in China: a New Angle in 
Understanding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CPD  Perspectives  Series，
February  2016.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sites/uscpublicdiplomacy.
org/files/useruploads/u35361/Intersections%20Between%20PD%20

International%20Development_final.pdf
② См.:  Yun，S.-H.  (2015).  Does  Student  Exchange  Bring 

Symmetrical  Benefits  to  Both  Countries?  An  Exploration  Case  for 
China and Ko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9 (2015)，

710–731;  Scott-Smith，G.  (2008). Exchange  Programs  and  Public 
Diplomacy.  In N.  Snow，&  P. M. Taylor，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pp. 50-56).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③ Bergerhoff，J.，Borghans，L.，Seegers，P. K.，& van Venn，T. 
(2013).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ZA  Journal of 
European Labor Studies，Vol. 2.

④ Cм.：данные  статистики，любезно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ной  автору 
Бюро по делам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КНР.

⑤ О  проектах  985  и  211，см.: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узов:  китайский  вектор  /  [Н.Е. Боревская  (рук.)  и 
др.];  [гл.  ред. И.С. Иванов];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 
делам  (РСМД).  — Москва  : Спецкнига，2013. C.  72.  http://
russiancouncil.ru/inner/?id_4=2914#top-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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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与中国大学在政治—地理层面定位于国际公

认的科学和高等教育领先国家首先是美国的标准以

及俄罗斯相对孤立于国际学术界之外有关。

第一，国际社会对相当于西方国家学术研究

型博士或中国博士的俄罗斯副博士学位的承认存

在一定问题，其关键在于，某个学位是否是可以

晋升所有职称和学术职务的最终学历。俄罗斯的

副博士学位不是如此：副教授通常是副博士能达

到的最高水平。这是俄罗斯副博士学位与西方博

士或中国博士学位的根本区别。对于后者而言，

在具备相应科研成果的条件下，晋升教授甚至院

士不需要其他学位。由于这个原因，甚至在俄罗

斯取得副博士学位的中国公民晋升教授时也会遇

到问题。显然，这些因素不能不影响俄罗斯教育

体系的吸引力：取得不存在职业发展障碍的西方

大学博士学位当然更合理。

第二，学位和职称通常不是中国大学录用人

员的唯一标准。各大学可能提出其他要求，例如

发表的科研成果。中国重点高校直接承认 Web of 
Science ①数据库索引杂志发表的文章，而承认俄罗

斯杂志，甚至是列入全俄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目录

的杂志发表的文章则存在较多技术性障碍。

4. 更新的次序：

基于业已形成的状况，必须思考几个问题：第

一，在中俄关系层面可以灵活解决两国教育体制对

接问题；第二，从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中能够为俄

罗斯高等教育和科学国际化战略得出哪些有益结

论？我们认为，中国或俄罗斯既有的高等教育国际

化战略不宜做出重大调整，双方各有理由、优势和

不足，从中俄科教机构为两国学者设立一定平台启

动交流更稳妥。

次序 1. 必要情况下，在对等原则基础上实现

中俄专家在两国科教机构长期和临时就业岗位多样

化。除长期就业以外，成熟的教师和科研人员交流

形式还包括短期和长期科研实习、访问学者、常驻

和非常驻研究人员等。这类实习的主要目的是了解

伙伴国的科学和教育体系以及建立工作联系。

次序 2. 启动不同方向专家的专题对话：战略

对话、科技对话、文化对话等，由通晓讨论话题的

职业人士为每个方向提出权威性建议②。

次序 3. 支持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研究计划，体

现必要的制度灵活性。例如，只有在取得学术休假

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科学调查，而且只有在能够改善

职业前景的情况下科学调查才具备合理性。

（三）联合大学和科研中心

1. 目标：通过支持现有的论据充分、参与者

感兴趣的倡议，保证教学计划的灵活性和质量相结

合，以及扩大英语在教学和科研交流中的应用，奠

定未来欧亚高等教育空间所必需的信任基础。

2. 现状：创办重点大学国外校区、联合大学

和联合科研中心成为高等教育和科学国际化的新

趋势。在国际实践中，耶鲁大学（耶鲁—新加坡

国立大学新加坡学院）③、纽约大学（纽约大学阿

布扎比分校④和上海纽约大学⑤）成为这一进程的

领先者。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是俄罗斯高

等教育国际化的引领者（该校在亚美尼亚、阿塞

拜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设有分校）⑥。

诺丁汉大学是在中国开办联合大学（宁波诺丁

汉大学）的第一所外国高校⑦，厦门大学则是在国

外设立分校的第一所中国高校⑧。

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是俄罗斯同中国

开展国际教育合作的第一所高校。在高层的政治

支持下，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和北京理工

大学合作在南方城市深圳开办中俄大学的工作已

经筹备多年。据联合大学的创办者介绍，很快将

首批招生⑨。在其他联合大学和科研中心项目中，

黑龙江大学和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合办的

中俄学院值得一提。该学院 2011 年成立，主要培

养生物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和法学

等 6 个方向的学生⑩，建设黑龙江大学化学化工与

材料学院同新西伯利亚大学联合实验室。2015年，

中国人民大学和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联合创立俄罗

①   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基于WEB开发的产品，是大型综合性、

多学科、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数据库。——译者注

②   Примаков Е.М. Указ. соч.，C. 54.
③   http://www.yale-nus.edu.sg/
④   http://nyuad.nyu.edu/en/
⑤   http://shanghai.nyu.edu/
⑥   http://www.msu.ru/address/
⑦   http://www.nottingham.edu.cn/
⑧   http://www.xmu.edu.my/
⑨  Сергей  Шахрай:  мы  врываемся  на  рынок，который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быстрее，чем нефтегазовый. Проректор МГУ рассказал 
в  интервью  "Интерфаксу"  о  самом  амбициоз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м проекте в Китае // Интерфакс，11 августа 2014 г. 
http://www.interfax.ru/interview/390406

⑩   http://www.nsu.ru/xmlui/handle/nsu/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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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研究中心项目启动①。

3. 问题的分析与提出：

必须强调联合大学和科研中心与传统大学生交

流计划的根本区别。联合大学和科研中心的毕业生

至少可以取得双学位。理想条件下，联合大学和科

研中心应当组织联合科学研究。

由于这些特点，联合大学和科研中心具备成为

深化大学生交流、推动教师和科研人员交流良好平

台的潜力。然而，应当考虑到中国的现实。下列因

素可能使雄心勃勃的项目遭遇重重技术困难：

第一，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对创办外国大

学分校持谨慎态度，只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开“绿

灯”。不仅名称和法律地位，而且教学大纲都可能

成为区分分校和联合大学的标准：中方很可能坚持

为联合大学制定专门大纲，而不是满足于引进国外

大学现有的教学大纲。

第二，俄罗斯教育的吸引力不仅远逊于西方，

而且明显落后于中国重点公办大学的教育。应当充

分尊重中国非常开放的教育体系的多重合理保护手

段，同时，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低估中国公办大学的

声誉：联合大学，甚至与西方一流大学合办的联合

大学的录取分数一直低于中国重点公办大学。

第三，任何合作教育项目都将面临突出的授课

和交际语言问题。由于汉语和俄语的客观复杂性，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作为专业语言，熟练掌握汉语

和俄语是个棘手问题。此外，当今世界大量科技信

息以英语为载体，任何主要目的是学习专业，而非

单纯获得语言学和区域地理学知识的讲求实际的学

生都会提出一个问题——投入大量时间学习汉语或

俄语是否合理？

第四，建立联合科研中心将面临迫切的融资

问题。中国和西方联合创立科研中心的典范有清

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

会与清华大学联合创办）②、清华—布鲁金斯公共

政策研究中心③、清华大学中法研究中心（清华大

学与法国外国研究学院合作创建）④和位于中国香

港的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⑤（香港创办类似研究

中心的法律和组织程序更简单）。虽然这些研究

中心的详细资金来源未公开，但显然从逻辑上可

以推测，中方伙伴将期待外国合作伙伴至少稳定

地提供部分资金。

4. 更新的次序：

基于已有经验，我们建议务实对待联合大学和

科研中心项目，具体而言，按照以下方式调整合作

的优先次序：

次序 1. 考虑到俄罗斯财政资源有限，必须集

中力量办事。根据重要程度，可依次按下列标准选

择合作伙伴：

第一，中方伙伴的声望：找到一个权威的合作

伙伴，例如清华大学，常常好于把精力分散到若干

二流伙伴上。顺便提一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与清华大学的合作由来已久，后者是所有其他伙伴

看齐的目标。第二，中方伙伴的兴趣：例如，传统

上由俄罗斯语文学家担任校长职务的大连外国语大

学对开展对俄合作具有浓厚兴趣。第三，地理标

准：中俄在深圳合作开办大学的经验证明，合作地

区不应局限于与俄罗斯联系紧密但经济落后的中国

东北。相反，近年来南方发达省份出现大量俄罗斯

侨民，这将有助于缓解联合教育机构招收科研人员

和大学生的难度。

次序 2. 鉴于俄语的吸引力较低，应当适度地

灵活对待授课和交际语言问题。利用俄语、汉语和

英语进行学术交流前景广阔。一流科研人员和教师

具备使用英语授课和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是世界趋

势。必须鼓励相应经验丰富的俄罗斯学者，吸引熟

练掌握英语的境外俄侨学术人士参与俄罗斯大学的

国际化战略。

次序 3. 从长远看，应将中俄开办联合大学和

科研中心的合作视为欧亚高等教育空间框架下联合

科学研究和创新进程的基础。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

创建者就提出了科教一体化的目标。然而就中俄而

言，一体化不应当意味着标准化。欧洲博洛尼亚进

程对俄罗斯确定一体化概念产生深远影响。虽然博

洛尼亚进程以大陆法哲学为基础，按照统一标准规

范教学计划，拥有诸多毋庸置疑的优点，但它仍存

在大量官僚性障碍⑥。在中俄合作背景下，目标相

互矛盾的参与者暂时处于探索共同点的初期阶段，

最大限度的灵活性、理解伙伴的利益和坦诚对话是

成功的保证。

①  http://spbu.ru/news-spsu/20853
②  http://carnegietsinghua.org/
③  http://www.brookings.edu/about/centers/brookings-tsinghua
④  http://beijing-cfc.org/
⑤  http://www.cefc.com.hk/fr/
⑥ Болон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России. Интеграция 

высш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Европе. Под ред. К. Пурсиайнена и С.А. 

Медведева– M.:  РЕЦЭП，2005. C.  199.  http://vovr.ru/upload/
Recep_Bologna%20proces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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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和建议

1. 为了引起社会对中俄学术合作倡议的关注，

重视和推动倡议的落实，鼓励参与者（常常是研究

薄弱领域的开拓者）的辛勤努力，将中俄科学、教

育和创新合作视为超越大学—学术界限、提升至多

层次外交最高政治层面的合作是适宜之举。

2. 中俄宣布 2018—2019 年互办“科学、教育

和创新年”是强调学术交流属于两国合作优先领域

的良策。

3. 在不断加强的科教一体化乃至欧亚高等教

育空间框架下，推动以学习语言和文化为主的大学

生交流向联合科学研究和实验设计工作转变是中俄

学术交流的战略发展方向。大学生交流专业多样化、

扩大教师和科研人员交流以及创办联合大学和科研

中心是实现中俄学术交流转型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	李淑华）

Abstract:Academic exchange is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 part of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contributing to 
boost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mutual trust and consolidating relations of the two nations. Conforming to the era 
development, while adjusting cooperation fields and valuing tradi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China and Russia 
emphasize the important roles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innovation cooperation. It is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a-Russia academic exchange to transfer from language and culture-based college student 
communications to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design work. It is the inevitable course for upgrading 
China-Russia academic exchange to a diversified scope of majors for college student communications, expand 
teacher and researcher communications and establish union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enters.
Key words: China; Russia; multilevel diplomacy; science and education cooperatio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Аннотация】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обмены являются важной составляющей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они содействуют усилению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я и взаимодоверия, а также способствуют 
укреплению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тремясь идти в ногу со временем,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также частично 
переставляют акценты, принимая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оритетных не только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формы торго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но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обмены в сфере наук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технологий 
и инноваци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направлением развития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является 
поступа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ачинающееся от студенческих обменов,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ов и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культурой, к совместным НИОКР. Этот путь лежит через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ей, 
по которым идет обмен студентами, расширение обменов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ми и научными сотрудниками, а 
также создание совместных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и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центров.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Китай; Россия; многоуровнев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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