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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简讯

（52）

2019 年 6 月 17 日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编

近期上海智库涉美学术动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学者蔚莉飒到访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

所

5 月 8 日上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与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

究所联合召开中美俄关系圆桌研讨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蔚莉飒（Elizabeth

Wishnick）博士到会并以“中美俄关系与朝核危机”为题发表主旨演

讲。蔚莉飒博士指出中俄伙伴关系在朝核问题上对美国构成新的挑

战。在朝核问题上，不能低估俄罗斯的作用，也不能过高估计中国的

角色，美国应该协调其与韩国、日本的关系，坚持与朝鲜展开多边会

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行“反常政权体制下的政府：以

特朗普为例”讲座

5 月 9 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行“反常政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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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的政府：以特朗普为例”讲座，主讲人为普渡大学政治学荣誉教

授伯特·洛克曼（Bert Rockman）。洛克曼在讲座中分析了特朗普总

统任期与联邦制度和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关于中美文化差异的思考”讲座

5 月 13 日，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邀请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谢宇教授作题为“关于中美文化差

异的思考”的精彩报告。谢宇教授以文化渊源、历史发展、政治结构

以及经济结构为脉络，详细对比了中美文化差异。

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今日美国传媒与文化政治”讲座

5 月 13 日，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今日美国传媒与文化政治”讲

座，主讲人为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杜克大学中国研

究中心主任刘康。他回顾了从罗斯福的广播讲话（1933）、肯尼迪与

尼克松总统电视辩论（1960）到特朗普推特（2017）三次重大传播事

件的历史脉络，分析当下美国政治传媒的重要动向。最后结合 20 世

纪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透视美国人文学术变迁，分析当代美国

人文理论与全球化现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的错位和对立所造

成的种种困境。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尼古拉斯·贝隆到访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

所

5 月 15 日，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与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

举办圆桌讨论会。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

贝隆（Nicolas Veron）作了题为“欧美对‘一带一路’不同的态度及

其含义”的主旨演讲。贝隆先生梳理了欧盟成员国参与“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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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的情况以及欧盟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分析了欧盟与美国对“一带

一路”态度的差异，并为欧盟与中国就“一带一路”开展合作提出建

议。

前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访沪

5 月 15 日，前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女士访沪，出席第 12 届鲍大可-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讲座

并以“美中关系相互演变的前景”为题发表演讲。该讲座由上海市美

国学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共同举办。5 月 16 日，

前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董云裳、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白莉娟（Jan Berris）女士到访上海社会科

学院，就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诸多因素、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与挑战

等相关问题，与社科院院内外专家学者进行座谈。

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中美关系的历史对当前两国关系问题的影响”讲

座

5 月 16 日，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中美关系的历史对当前两国关

系问题的影响”讲座，讲座主讲人为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

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他从中美关系的历史角度出发剖析

了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诸多问题，分析了冷战结束方式对中美两国的

影响，探讨了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最初 10 年内中美关系的发展

情况，以历史长期趋势视角解释了当前中美关系中所遇到的经济、安

全相关问题。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办“中美贸易战及其影响”研讨会

5 月 20 日,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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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中美贸易战及其影响”学术研讨

会。来自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

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科

院以及复旦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的 20 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研

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聚焦当下的中美贸易战，就中美贸易谈判、中美

战略竞争关系、多边贸易机制改革、贸易战的财政影响等议题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深入交换意见。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涉美问题学术报告会

5 月 21 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涉美问题学术报告会。

本届主题报告会聚焦“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再评估”。复旦大学美国

研究中心张家栋教授、宋国友教授、韦宗友教授、蔡翠红教授分别以

“美国转型及其对美国外交风格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再评估”“特

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初步评估 ”“人工智能与新时代的中美战

略竞争”为题做报告。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布什学院开展研究生人文

交流活动

5 月 21 日至 26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TAMU）布什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开展研究生人文交流活动。在为期

6 天的交流活动中，上研院研究生与布什学院研究生共同参加了 3 场

学术报告并参访了上海有关机构和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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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行“新时代中美日三边关系——

新动态与新认知”讲座

5 月 24 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行“新时代中

美日三边关系——新动态与新认知”讲座。主讲人为日本国立新潟大

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张云。讲座从中美日所处的国内和国际新时代大

背景入手，分析了过去近 10 年来中美日三方的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

的演变历程，剖析了三边关系新动态的内在原因。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行“全球时代的中国”讲座

5 月 26 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行“全球时代

的中国”讲座，主讲人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副教授金刻羽。讲

座主要探讨中国未来的经济秩序选择，将进一步融入世界体系还是创

建新秩序，主讲人还就当前中美贸易战发表看法。

近期美国智库涉华研究动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中美技术战对普通大众的意义”研讨会

5 月 1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中美技术战对普通大众

的意义”（What the U.S.- China Tech Wars Mean For Main Street）研

讨会。密歇根州前州长瑞克·施耐德（Rick Snyder）与会，分析在中

美两国产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如何继续开展科技交流。

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举行“AI 超级霸权：中国、硅

谷和新世界秩序”研讨会

5 月 1 日，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举行“AI 超级霸

权：中国、硅谷和新世界秩序”（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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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New World Order）研讨会，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

开复、哈佛大学荣誉奖教授劳伦斯·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与

会。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和技术市场化方面采取不同路径，

李开复分享了对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看法及中美经济竞争的看法。

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举行中俄关系讲座

5 月 7 日，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举行“普京的世界：俄罗

斯拒绝西方转向中国”（Putin’ s World: Russia Turns Against the West

and Pivots to China）讲座。主讲人为乔治城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

心主任安吉拉·斯滕特（Angela Stent）。讲座中，她分析了普京“向

东看政策”、俄罗斯与日本关系以及俄罗斯亚洲政策的局限性。

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在美国众议院就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问题

作证

5 月 8 日，新美国安全中心丹尼尔·克里曼（Daniel Kliman）在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洲、太平洋和防扩散分委员会作证。

他的证词题目为《应对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美国的路径及国会的

角色》（Addressing China’ s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 s

Approach and the Role of Congress）。他建议，为了应对中国在东南

亚国家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国会应支持美国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PTPP），运用自身监督职能鼓励美国与盟友

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国际标准，分配资源建立一个数码发展基金支持东

南亚国际互联互通，应鼓励国防部继续开展“航行自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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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在美国众议院就中俄在中东影响力问题

作证

5 月 9 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东项目主任乔恩·奥特曼（Jon

B. Alterman）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中东北非与国际反恐

分委员会作证。他的证词题目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

（Chinese and Russian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他在证词中分析

了中俄两国最近二十年在中东地区影响力扩大的原因，他认为中国模

式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对中东各国十分具有吸引力，中国采取以利

益为基础的外交路径，与中东国家埃及、伊朗及以色列等的外交关系

迅速升温。中国在中东扩大影响力的目标并非是取代美国，但能敦促

美国在制定中东政策时更为审慎。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在美国众议院就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作

证

5 月 9 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黛芬尼·西格尔

（Stephanie Segal）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欧洲、欧亚、

能源与环境分委员会作证。她的证词题目为《中国在欧洲和欧亚影响

力扩张》（China’ s Expanding Influence in Europe and Eurasia）。她

表达了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中国制造

2025 计划”、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的看法，认为美国加强与欧洲的

合作，能够有机会最大限度地塑造中国的行为，增加“一带一路”倡

议的透明度和项目可持续性，避免相关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并增进美

国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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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金斯学会举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评估中国在世界日益重要的

角色”研讨会

5 月 9 日，布鲁金斯学会举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评估中国在

世界日益重要的角色”（Global China: Assessing China’ s growing role

in the world）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也是布鲁金斯学会新设

立的研究项目，旨在评估中国行动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此次研讨

会，布鲁金斯学会邀请美国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出席，

他长期致力于促成两党立法合作，保护美国科技竞争力。

兰德公司研究员在美国众议院就中俄关系作证

5 月 9 日，兰德公司国际安全与防务政策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娜·沃

穆思（Christine Wormuth）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中东、

北非与国际反恐分委员会作证。她的证词题目为《中俄在中东：战略

竞争时代对美国的意义》（Russia and China in the Middle East: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an Era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她分析了中俄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利益，认为中俄两国并不急

于取代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美国应慎重制定中东政策，监视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实施对美国国家安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就中欧关系在众议院作证

5 月 9 日，新美国安全中心跨大西洋安全项目主任安德里亚·肯

德尔-泰勒（AndreaKendall-Taylor）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欧

洲、欧亚、能源与环境分委员会作证。她的证词题目为《中国在欧洲

和欧亚日益扩张的影响力》（China’ s Expanding Influence in Europe

and Eurasia）。她认为，中国与欧洲发展关系目标是促进本国经济增

长、以投资为手段换取欧盟政治支持、分化西方世界、削弱民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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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速本国科技创新，中国将给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带来最大挑

战。她建议美国应与欧洲保持强有力的关系，增强欧洲自主防卫能力，

以便美国抽出精力专心应对亚太地区安全问题，揭露“一带一路”倡

议存在问题，分化中俄两国，加大对欧洲投资以削弱中国投资吸引力。

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当代亚洲毒品政策：洞见与变革机遇》

5 月 14 日，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当代亚洲毒品政策：洞见

与 变 革 机 遇 》 （ Contemporary Asian Drug Policy: Insigh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ange)。该报告分析了东盟及中日韩三国的毒品政

策，以及成瘾性药物滥用的问题。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詹姆斯·路易斯就 5G 问题作听证

5 月 14 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詹姆斯·路易斯

（James A. Lewis）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他的证词题

目是《5G：国家安全关切、知识产权问题和对竞争与创新的影响》

（5G: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and the

Impact on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研究报告《人民共和联合国：中国在国际组织中

日益强化的修正主义》

5 月 14 日，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其研究人员亚历山大·苏利文

（Alexander Sullivan）和克里斯蒂·李（Kristine Lee ）所撰写的研

究报告《人民共和联合国：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日益强化的修正主义》

（ People’ s Republic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ina’ s Emerging

Revisionism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报告认为，中国正试图

从国际体系内部对国际秩序进行改造，重新定义“人权”“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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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优势在双边关系中取得优势。报告建议，

美国应高度重视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施加自身影响力的做法，与盟友一

致行动抵抗中国的意识形态入侵，以更大力度制裁中国侵犯人权行为。

哈德逊研究所举行“中国海军的崛起”研讨会

5 月 14 日，哈德逊研究所举行“中国海军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 s Navy）研讨会，美国太平洋舰队前情报官詹姆斯·法雷尔

（James Fanell）与会。与会者认为，近年来，中国海军发展迅速，

在台湾问题上日益强硬，给美军在太平洋地区造成了挑战。法雷尔分

析了中国海军行动策略及美军应对之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太平洋”如何适用于“印度-太平洋”研

讨会

5 月 15 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太平洋’如何适用于

‘印度-太平洋’”（How Does the ‘Pacific’ Fit into the “Indo-Pacific?”）

研讨会。本次研讨会聚焦于在大国竞争重现时代，太平洋岛国对美国

在该地区地缘战略意义。

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就 5G 问题作听证

5 月 16 日，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兼职研究员彼得·哈瑞尔（Peter

Harrell）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 5G 问题作证。他的证词题

目是《5G：国家安全关切、知识产权问题和对竞争与创新的影响》

（5G: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and the

Impact on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他认为，5G 对美国通信行业

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在 5G 领域给美国带来巨大挑战。为了确保美

国在 5G 领域和下一代科技竞争中保持优势，美国在与中国进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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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时，应利用机会迫使中国修正自己影响市场公平的行为，同时也

应说服盟友禁用华为设备。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行“美国在香港的利益：与李柱铭对

话”活动

5 月 17 日，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行“美国在香港的

利益：与李柱铭对话”（The United States’ Interests in Hong Kong: A

Discussion with Martin Lee）活动。李柱铭是香港民主派领袖之一，著

名中国问题专家芮效俭（J. Stapleton Roy）与会。此次活动，主要研

讨了美国是否应该在香港追求自治、法治和人权道路上发挥更加积极

的作用。

史汀生中心举行中韩关系研讨会

5 月 20 日，史汀生中心举行“河内峰会后的中韩关系”（Post-Hanoi

Dynamics between the ROK and China）研讨会，首尔世宗研究所中国

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贤（Seong-hyon Lee）与会。河内峰会未取得进展，

朝鲜与中美两国关系陷入僵局。会议分析了中国与韩国在朝核问题上

一致与分歧，韩国部署“萨德”后中国经济制裁对中韩关系的影响，

韩国对中国在朝核问题角色评估，以及中美大国竞争如何影响文在寅

总统的无核化/统一政策。

传统基金会举行“什么是中国的大战略”研讨会

5月22日，传统基金会举行“什么是中国的大战略”（What is China’

s Grand Strategy?）研讨会。中国正寻求技术自主，甚至在一些领域追

求技术领先，集中精力推进军事现代化。《亚洲时报》作家大卫·戈

德曼（David P. Goldman）作主题报告，分析了中国的大战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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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美国的应对之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中俄关系：演化、前景和挑战”研讨会

5 月 24 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中俄关系：演化、前景

和挑战”（Sino-Russian Relations: Evolu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研讨会。2014 年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以来，中俄关系进入新阶段，政

治、经济、军事日益密切。本次研讨会就中俄两国是否会走向结盟，

两国关系是否遭遇新挑战，俄罗斯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立场

动机，中俄两国在中亚利益上的一致与分歧等问题进行研讨。

传统基金会举行“中国经济的状态”研讨会

5 月 30 日，传统基金会举行“中国经济的状态”（The State of China’

s Economy）研讨会。会议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消费下降使

企业面临利润缩水压力。随着债务水平升高，中国人民银行当前避险

的可能措施，会在未来造成违约。会议讨论了企业应如何应对中国日

益变化的国内与国际环境，在中国投资的风险程度，以及中美贸易协

议谈判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