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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上海中东学论坛 

“区域国别研究视角下的中国与中东关系”研讨会 

会务信息 

 

一、会议报到 

时间：2017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12:00～21:00 

地点：上外迎宾馆一楼大厅；锦江之星一楼大厅 

（两处住宿地点都近地铁三号线赤峰路站 3 号出口） 

提示：会议报到时请参会代表提前准备好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1）上外迎宾馆（上海外国语大学西门）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西体育会路 189 号   电话：021-35054500 

 会务组联系人：舒梦（13512142388）、张菡文（13764025916） 

（2）锦江之星（上海虹口足球场店，上外迎宾馆斜对面）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 718 号   电话：021-65163286 

 会务组联系人：王佳尼（13916620653）、许超（1520194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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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用餐 

（1）6 月 9 日晚餐 

时间：18:30 开始 

地点：上外迎宾馆二楼 

提示：需要用餐的代表请提前联系会务组，以便会务组安排。 

（2）6 月 10 日午餐（全体与会代表） 

时间：12:30～13:20 

地点：上外迎宾馆二楼 

（3）6 月 10 日晚宴 

时间：18:00～20:00 

地点：上外迎宾馆二楼 

三、会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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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场及分会场安排 
 

主会场 第一报告厅 

（上外会议中心一楼） 

开幕式、主旨演讲（8:30~11:10） 

闭幕式（16:30～17:40） 

全体与会代表 

 

第一分论坛 MBA案例分析教室 

（上外会议中心一楼） 

议程一：中东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11:20～12:20） 

王铁铮（主持人）、王京烈、王泰、田文林、冀开运、韩智敏 

议程二：中东国家经济与社会转型（13:30～14:50） 

唐志超（主持人）、王南、丁俊、姜英梅、李茜、余泳、刘冬 

议程三：土耳其研究（14:50～16:10） 

王有勇（主持人）、唐志超、刘义、刘欣、杨晨、邹志强、张卫婷、王佳尼 

第一分论坛总结报告人：王泰 

 

第二分论坛 英伦厅 

（上外会议中心二楼） 

议程一：“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国与中东合作（11:20～12:20） 

吴思科（主持人）、王猛、毕健康、马丽蓉、魏敏、张小峰、金良祥 

议程二：美国与俄罗斯的中东政策（13:30～14:50） 

张宏（主持人）、李国富、傅勇、汪波、李立凡、韦进深、马斌 

议程三：中东恐怖主义的新发展（14:50～16:10） 

吴毅宏（主持人）、王震、章远、魏亮、钮松、蒋真、包澄章 

第二分论坛总结报告人：毕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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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论坛 富士厅 

（上外会议中心二楼） 

议程一：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机遇和挑战（11:20～12:20） 

肖宪（主持人）、张荣、吴毅宏、薛庆国、孙德刚、腰云鸿 

议程二：中东地区格局的演变（13:30～14:50） 

余建华（主持人）、马晓霖、顾正龙、刘胜湘、罗爱玲、赵葆珉 

议程三：中东地区危机、冲突与合作（14:50～16:10） 

王林聪（主持人）、拱振喜、唐见端、岳汉景、王广大、李意、喻珍 

第三分论坛总结报告人：马晓霖 

 

第四分论坛 凯旋厅 

（上外会议中心二楼） 

议程一：伊朗研究（11:20～12:20） 

余晓葵（主持人）、冯璐璐、刘中民、王泽壮、程彤、韩建伟、潜旭明 

议程二：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因素（13:30～14:50） 

高有祯（主持人）、汪舒明、赵建明、王建、舒梦、王凤 

议程三：北非国家研究（14:50～16:10） 

戴晓琦（主持人）、赵军、孔妍、马晓宇、易小明、张玉友 

第四分论坛总结报告人：冯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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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议程 

 

时间 议程 

会议注册 

8:00～8:30 

（上外会议中心） 

主会场 第一报告厅 

开幕式 

8:30～9:20 

主持人：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8:30～8:40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领导致辞 

冯庆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 

8:40～8:50 

中国中东学会领导致辞 

杨光，中国中东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8:50～9:00 

外交部领导致辞 

李成文，外交部中阿合作论坛事务大使、中国前驻沙特大

使，代表外交部亚非司邓励司长致辞 

9:00～9:10 
开幕式演讲：“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国与中东合作 

吴思科，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9:10～9:20 
开幕式演讲：卡塔尔及中卡关系 

高有祯，中国前驻卡塔尔大使 

集体合影、茶歇 

9:20～9:40 

（合影地点：会议中心大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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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场 第一报告厅 

主旨演讲 

9:40～11:10 

主持人：朱威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主任、教授、中国中东学

会顾问 

9:40～9:55 
“一带一路”与中阿战略合作的新内涵 

李成文，外交部中阿合作论坛事务大使、中国前驻沙特大使 

9:55～10:10 
中东国别史研究与理论创新 

王铁铮，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10:10～10:25 
沙特阿拉伯－中国关系的历史、现状及趋势 

肖宪，云南大学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10:25～10:40 

新中国以来的中埃关系 

张宏，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

长 

10:40～10:55 
关于“一带一路”在中东地区话语构建的若干思考 

李伟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10:55～11:10 

略论中东国家社会转型及其问题 

王林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助理、国际关

系室主任、研究员 

与会代表准备分论坛研讨 

11:10～11:20 

第一分论坛：MBA 案例分析教室（上外会议中心一楼） 

第二分论坛：英伦厅（上外会议中心二楼） 

第三分论坛：富士厅（上外会议中心二楼） 

第四分论坛：凯旋厅（上外会议中心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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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论坛 MBA案例分析教室 

议程一：中东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11:20～12:20 

主持人：王铁铮，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11:20～11:30 
中东研究的理论构建与应用 

王京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11:30～11:40 
加强我国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的四个维度 

王泰，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11:40～11:50 
中东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11:50～12:00 
伊朗研究的中国特色 

冀开运，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伊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2:00～12:10 
中国对土耳其教育的研究状况 

韩智敏，上海外国语大学土耳其语系主任、副教授 

12:10～12:20 讨论 

午餐 

12:30～13:20 

（上外迎宾馆二楼） 

第一分论坛 MBA案例分析教室 

议程二：中东国家经济与社会转型 

13:30～14:50 

主持人：唐志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中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13:30～13:40 

石油王国的多重危机与挑战——2016 年以来沙特阿拉伯的

内政与外交 

丁俊，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13:40～13:50 
中巴经济走廊向中东延伸及相关问题 

王南，《人民日报》主任编辑 

13:50～14:00 
生产力与中东经济发展 

姜英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14:00～14:10 
约旦可持续发展新战略解读 

李茜，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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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4:20 
海湾五国转型发展之路初探 

余泳，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14:20～14:30 

中阿落实制造业产能合作的路径选择 

刘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 

茶歇 

14:30～14:50 

第一分论坛 MBA案例分析教室 

议程三：土耳其研究 

14:50～16:10 

主持人：王有勇，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 

14:50～15:00 

宪法公投对土耳其内政外交的影响 

唐志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中东研究室主任、研究

员 

15:00～15:10 
地区冲突中的土耳其—叙利亚边界 

刘义，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副教授 

15:10～15:20 
试析“新土耳其”外交的发展趋势 

刘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15:20～15:30 
从议会制到总统制：转型时期土耳其的政治选择 

杨晨，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讲师 

15:30～15:40 
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及其影响 

邹志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5:40～15:50 

后公投时代土耳其内政外交发展新趋势 

张卫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

员，博士后 

15:50～16:00 
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组织形态 

王佳尼，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16:00～16:10 讨论 

茶歇 

16:10～16:30 

茶歇后请全体与会代表至主会场第一报告厅参加论坛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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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论坛 英伦厅 

议程一：“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国与中东合作 

11:20～12:20 

主持人：吴思科，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11:20～11:30 
“一带一路”落地中东的身份调适和利益选择 

王猛，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11:30～11:40 
“一带一路”与中埃战略合作 

毕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1:40～11:50 
“一带一路”下中国与中东战略合作的新挑战及应对 

马丽蓉，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 

11:50～12:00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土国际产能合作的风险及对策 

魏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12:00～12:10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北非阿拉伯国家的金融合作 

张小峰，浙江师范大学中非经贸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12:10～12:20 

战略视角下的中国与伊朗的合作 

金良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

研究员 

午餐 

12:30～13:20 

（上外迎宾馆二楼） 

第二分论坛 英伦厅 

议程二：美国与俄罗斯的中东政策 

13:30～14:50 

主持人：张宏，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13:30～13:40 
特朗普的中东政策 

李国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13:40～13:50 
特朗普中东政策的选项及走向 

傅勇，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13:50～14:00 
美国新政府中东政策初显 

汪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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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10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角色变化 

李立凡，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14:10～14:20 
国际能源议程设置：俄罗斯与中东国家的竞争与合作 

韦进深，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14:20～14:30 
俄罗斯中东政策的转向：基于《对外政策构想》的考察 

马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茶歇 

14:30～14:50 

第二分论坛 英伦厅 

议程三：中东恐怖主义的新发展 

14:50～16:10 

主持人：吴毅宏，新华社中东总分社原社长、总编辑、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

中心研究员 

14:50～15:00 
“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前景及其影响 

王震，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15:00～15:10 
“伊斯兰国”准主权观的安全威胁 

章远，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15:10～15:20 
“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演进和前景 

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5:20～15:30 
“伊斯兰国”组织外籍人员基本情况及其走向 

钮松，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15:30～15:40 
伊朗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探析 

蒋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15:40～15:50 
“伊斯兰国”组织童子军的发展态势 

包澄章，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15:50～16:10 讨论 

茶歇 

16:10～16:30 

茶歇后请全体与会代表至主会场第一报告厅参加论坛闭幕式 

  



11 
 

 

第三分论坛 富士厅 

议程一：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机遇和挑战 

11:20～12:20 

主持人：肖宪，云南大学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11:20～11:30 
友协对阿民间外交工作的现状和问题 

张荣，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亚非部三处处长 

11:30～11:40 

特朗普发力沙特对我同中东国家关系的影响 

吴毅宏，新华社中东总分社原社长、总编辑、新华社世界问

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11:40～11:50 

民族宗教问题：发展中阿关系的一个考验 

薛庆国，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扎耶德阿拉伯语与伊

斯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1:50～12:00 
中国参与中东国家港口建设的现状与前景 

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12:00～12:10 
中国游戏文化走进伊朗 

腰云鸿，国家游戏动漫振兴基地副秘书长 

12:10～12:20 讨论 

午餐 

12:30～13:20 

（上外迎宾馆二楼） 

第三分论坛 富士厅 

议程二：中东地区格局的演变 

13:30～14:50 

主持人：余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13:30～13:40 
中东格局变化与中美中东政策前瞻 

马晓霖，博联社总裁 

13:40～13:50 
特朗普首访中东对地区局势的影响 

顾正龙，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新华社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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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4:00 
中东秩序的变革与中国方案 

刘胜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14:00～14:10 
中东地区格局的演变与未来走势分析 

罗爱玲，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14:10～14:20 
阿富汗与中国西进战略 

赵葆珉，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14:20～14:30 讨论 

茶歇 

14:30～14:50 

第三分论坛 富士厅 

议程三：中东地区危机、冲突与合作 

14:50～16:10 

主持人：王林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助理、国际关系室主

任、研究员 

14:50～15:00 
叙利亚危机开始进入实质性解决阶段 

拱振喜，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新华社高级编辑 

15:00～15:10 
叙利亚事态展望 

唐见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理事 

15:10～15:20 
入叙军事打击“伊斯兰国”：评析美国的法律依据 

岳汉景，安徽财经大学副教授 

15:20～15:30 
从“海合会”到“海湾联盟”的进展与挑战 

王广大，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15:30～15:40 
中东地区危机与阿拉伯对外援助 

李意，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15:40～15:50 
中东地区语境中的叙利亚难民危机 

喻珍，湘潭大学讲师 

15:50～16:10 讨论 

茶歇 

16:10～16:30 

茶歇后请全体与会代表至主会场第一报告厅参加论坛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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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论坛 凯旋厅 

议程一：伊朗研究 

11:20～12:20 

主持人：余晓葵，光明日报国际部副主任 

11:20～11:30 
“后伊核时代”伊朗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走向 

冯璐璐，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11:30～11:40 
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因素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11:40～11:50 
哈梅内伊的科技观 

王泽壮，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1:50～12:00 
鲁哈尼所面对的伊朗经济现状 

程彤，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院长、教授 

12:00～12:10 
论鲁哈尼第二任期推进改革的主要障碍 

韩建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后 

12:10～12:20 
伊朗总统选举与美伊关系前瞻 

潜旭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午餐 

12:30～13:20 

（上外迎宾馆二楼） 

第四分论坛 凯旋厅 

议程二：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因素 

13:30～14:50 

主持人：高有祯，中国前驻卡塔尔大使 

13:30～13:40 

以色列对中东变局的应对及其影响 

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犹太研究中

心副研究员 

13:40～13:50 
沙特—以色列的战略接近对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 

赵建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13:50～14:00 
中东国家和地区治理困境的历史人文因素分析 

王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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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10 
伊朗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演变及新发展 

舒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4:10～14:20 
关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传统政治思想的若干思考 

王凤，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14:20～14:30 讨论 

茶歇 

14:30～14:50 

第四分论坛 凯旋厅 

议程三：北非国家研究 

14:50～16:30 

主持人：李国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14:50～15:00 
塞西时期的中埃关系 

戴晓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教授 

15:00～15:10 
当前埃及外交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赵军，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15:10～15:20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埃人文交流与合作 

孔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15:20～15:30 
异质文明的共存：以埃美、埃中关系为例 

马晓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15:30～15:40 
摩洛哥左翼政党转型及影响 

易小明，中央编译局世界政党研究处助理研究员 

15:40～15:50 
双重博弈：摩洛哥外交政策的国内根源研究 

张玉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15:50～16:10 讨论 

茶歇 

16:10～16:30 

茶歇后请全体与会代表至主会场第一报告厅参加论坛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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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场 第一报告厅 

闭幕式 

16:30～17:40 

主持人：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16:30～16:40 
第一分论坛总结 

王泰，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16:40～16:50 
第二分论坛总结 

毕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6:50～17:00 
第三分论坛总结 

马晓霖，博联社总裁 

17:00～17:10 
第四分论坛总结 

冯璐璐，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17:10～17:25 
论坛总结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17:25～17:40 
闭幕式致辞 

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晚宴 

18:00～20:00 

（上外迎宾馆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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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代表名录 
（按姓氏笔画排列） 

 

外地代表 

马晓霖，博联社总裁 

王凤，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林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助理、国际关系室主任、研究员 

王京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王泽壮，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南，《人民日报》主任编辑 

王泰，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王铁铮，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王猛，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孔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冯璐璐，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毕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刘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李成文，外交部中阿合作论坛事务大使、中国前驻沙特大使 

李国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茜，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杨光，中国中东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肖宪，云南大学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吴思科，中国前中东问题特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吴晓芳，《世界知识》杂志社编辑 

吴毅宏，新华社中东总分社原社长、总编辑、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余晓葵，光明日报国际部副主任 

张小峰，浙江师范大学中非经贸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张宏，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张荣，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亚非部三处处长 

易小明，中央编译局世界政党研究处助理研究员 

岳汉景，安徽财经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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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振喜，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新华社高级编辑 

赵葆珉，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姜英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顾正龙，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新华社高级记者 

高有祯，中国前驻卡塔尔大使 

高阳，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 

唐志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中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蒋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韩建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后 

喻珍，湘潭大学讲师 

薛庆国，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扎耶德阿拉伯语与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冀开运，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伊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戴晓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教授 

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魏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海代表 

马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王蔚，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 

王震，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刘义，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副教授 

刘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李立凡，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伟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李怡清，澎湃新闻网记者 

杨晨，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讲师 

余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张卫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张全，解放日报·上观网记者 

陆益峰，文汇报记者 

罗爱玲，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金良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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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傅勇，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腰云鸿，国家游戏动漫振兴基地副秘书长 

 

上外代表 

丁俊，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马丽蓉，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 

马晓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王广大，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有勇，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 

王佳尼，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王振容，上海外国语大学波斯语系讲师 

韦进深，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包澄章，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冯庆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 

朱威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主任、教授、中国中东学会顾问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刘胜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衣永刚，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孙键，上海外国语大学发展规划与综合改革处处长 

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李意，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余泳，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邹志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闵捷，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汪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张玉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张红玲，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教授 

赵军，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赵蓉晖，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主任、教授 

钮松，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姜智彬，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 

唐见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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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远，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韩智敏，上海外国语大学土耳其语系主任、副教授 

程彤，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院长、教授 

舒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潜旭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