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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上外加研中心成功入选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报备中心

2017 年 6 月 30 日，教育部(教外司综[2017]1377 号)通知公布了高校国别和

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名单，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共有 14 个研究中心成功入选，我

加拿大研究中心也成功被列入报备中心。

汪段泳顺利完成加拿大“西北通道”课题田野调查

2017年暑期，上外加研中心副主任汪段泳副

研究员赴加拿大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本

次调查所承担课题为中国极地科学战略研究基

金项目“西北航道沿线经济开发的中加合作研

究”，该项目由汪段泳担任负责人，科研团队主

要由上外加研中心成员组成，包括中心主任钱皓

教授、徐文姣博士生以及同济大学潘敏教授、华

东师范大学博士后樊冰等。

本课题经过团队前期将近一年半的文献分

析、资料准备等案头工作，安排由汪段泳副研究

员和钱皓教授先后赴加拿大进行实地调研。汪段

泳副研究员和校外合作伙伴于本年八月启程

赴加，进行了为期 31天的田野调查。其间横

贯加拿大东西六个城市，及位于高北地区的一

个矿区，进行访谈计三十余场，访问对象有加

拿大著名北极问题专家 John Higginbotham（图

一）以及中加两方的学者、政府官员、外交官、

企业家、工程师、律师等各界专业人士。本次

田野调查取得了较为丰富的一手资料，基本实

现预定目标。
汪段泳探访北纬 62 度华资金矿区实景

钱皓教授出访加拿大 UBC 大学

受加拿大 UBC 大学政治学系邀请，我中

心主任钱皓教授于 2017 年 11月 1日-12 月

30 日在 UBC 担任访问教授。期间，钱皓将

访问 UBC 亚洲研究院、亚太基金会、加中贸

易理事会、费雷泽研究所等智库和大学，并

就中加合作关系访谈加拿大中国问题专家。

2017 年 11 月 8 日下午 5.15-7.00，第一场

访谈在 UBC 亚洲研究院会议室进行，受访人

物：Paul Evans（包爱文），现任 UBC 亚洲

研究院临时代理院长（interim director）。

Evans 教授为中加关系研究的著名学者，其所撰写的中加关系二卷本《不情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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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70》（1991）和《接触中国：从特鲁多到

哈珀时期加拿大政策中的神话、愿望和策略》（2014）被中加两国学界公认为中

加关系研究的经典读本，也是中加两国高校政治学专业加拿大外交方向研究生的

必读文献。Evans 教授目前是加拿大 1.5 轨外交的著名中国问题大家，著述等身，

其对加拿大民众中国观的调研报告以及其对中加关系的改善、提升的论文和工作

报告值得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中心博士生玛丽（喀麦隆籍）出席荷兰国际会议

2017年 11 月 19 到 21日，中心博士生玛

丽参加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莱顿大学举办的

“亚非研究(CAAS)财团第八届国际研讨会—

—超越民族？跨国及其限制”。玛丽参加了

“边界和决策”会议单元并作了“中国在喀

麦隆的发展援助”发言，得到大会参会者的

一致好评。会议决定下届 CAAS 研讨会将于

2018年在巴黎举行。玛丽的会议提交论文是

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加在喀麦隆的发展援助：

以受援国为视角”中的一部分内容。

中心博士生安德万赴多伦多大学访学

中心博士生安德万获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

生”项目的资助，2017 年 10 月 25 日以“联合

培养博士研究生”身份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

克全球事务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多伦多

大学政治学系“加拿大外交政策、二十国集团

机制、全球卫生治理问题”的著名学者约翰·柯

顿（John Kirton）教授将担任安德万的加方指

导导师。安德万同学将在钱皓教授和柯顿教授

的联合指导下进行加拿大历史、加拿大外交政

策、全球治理方面的学习，同时开展博士论文

的选题、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和初步撰写。

中加学术活动
钱皓、汪段泳应邀出席加驻沪总领馆学术活动

2017年 9 月 19 日，应加拿大驻沪总领事艾伟敦（Weldon Epp）先生邀请，



上海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 2017 年工作简报

4

我中心主任钱皓、副主任汪段泳出席了在总领事官邸举行的“加中学术招待会”，

来自上海和江浙地区各大高校国际合作处领导、加研中心主任、研究加拿大的学

者以及加籍高校教师 40 余人出席了招待会。艾伟敦总领事、公共事务理事谢和

安、加拿大女王大学驻中国代表处张志尧教授先后就中加关系、中加学术交流项

目以及智慧树在线教

育平台“加拿大研究课

程”作了介绍。钱皓教

授作为即将参加云南

农业大学“第 17 届年

会”的五位参会人之

一，在招待会上对年会

和个人的会议论文进

行了介绍。此招待会加

强了上海领事馆和长三角地区各大学之间的学术联系。

博士生刘江韵参与加驻沪总领事“中加关系的历史与未来”直播

我中心 2017 级博士生刘江韵作为中国智慧树加拿大慕课总助教于 10 月 30 日参

加了由加拿大驻沪总领事艾伟敦

主讲的“中加关系的历史与未来”

网络课程。

该网络课程共有全国16家高

校以及超过 1500 名学生参与。艾

伟敦先生在课程中从清末民初时

期来华的加拿大传教士和医生讲

起，描绘了中加关系的发展史，

重点突出了二战中中加的盟友关

系以及60年代加拿大突破禁运向

中国出口小麦的历史事件，说明

中加关系有着坚实的基础。同时

提到当前中加在贸易、投资、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现正迎来

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机遇，前景十分值得期待。刘江韵全程负责接待总领事艾伟

敦先生、整理和发布讲座要点、协调和收集各校学生提问。

钱皓教授参加昆明“第 17 届中国加拿大年会”

2017 年 9 月 28-30 日，钱皓教授参加了由云南农业大学主办的“第 17 届中

国加拿大研究年会”。会议期间，加拿大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就增加副会长人选以

及常务理事、理事、研究会章程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增选武汉大学潘迎春教授、

北京大学陈燕萍副教授、中国社科院姚朋副研究员为副会长。调整后的研究会常

务理事成员为 24 人，会长为杜发春（云南农业大学），副会长分别为：付成双

（南开大学）、刘琛（北外）、唐小松（广外）、钱皓（上外）、潘迎春（武大）、

陈燕萍（北大）、姚朋（中国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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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分会期间，钱皓教授主持了“加拿大外交与政策”专场，并就最新北极

战略动态和中国如何应对北极事务中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会议发言。

加拿大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会议 “加拿大外交与政策”专场

樊冰博士获“中国加拿大研究第四届优秀学位论文奖”

2017 年 9 月 30 日，第四届中国加拿大研究优秀

学位论文奖在加拿大研究会第 17 届年会闭幕式上揭

晓，原上海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樊冰博士

（2015 届）以其博士学位论文《加拿大政治文化对

其国际主义

外交政策的

影 响 研 究

（ 1940s~19
90s）》荣获

“优秀学位论文”奖，并由中国加拿大

研究会会长杜发春研究员亲自颁奖。该

论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

第一篇政治学博士论文，由中心汪波教

授与钱皓教授共同指导完成。

中心小型午餐会
汪段泳谈“加拿大田野调查”之发现

本年 9 月 20 日，加拿大研究中心举行小型午餐会，由刚完成加拿大田野调

查回国的加研中心副主任汪段泳副研究员向中心成员介绍调研情况。本次午餐会

由中心主任钱皓教授召集，参加者有陈金英副教授、汤蓓副研究员、博士生刘江

韵、以及中心特约研究员同济大学潘敏教授等。

汪段泳首先介绍了此次田野调查是以近年来中资企业海外拓展常用的“资源

换基础设施”为比较对象，根据加拿大北方战略及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框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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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北航道沿线矿产资源分布、交通基础设施基本情况进行空间地理分析的基础

上，对中国企业参与西北航道沿线经济开发的可行性进行探索性研究。汪段泳在

总结调查初步发现时指出：第一，加拿大联邦和相关地区的各级政府多年来都在

实施旨在推动高北地区发展的各种名目不同的战略，但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存在

程度不同的不一致，其主要问题一方面在于原住民、环境保护等政治目标与经济

效益之间的权衡，另一方面在于联邦和地方政府的考量不同，且由于加国内各地

差异较大的分权架构，造成各地区间的北方战略实施效果也相去较远，这就形成

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多层博弈结构。第二，加拿大政商精英层对高北地区开发及西

北航道的价值正在重新形成共识，从早前的对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和文化意义的

强调，越来越明确为努力发现其商业价值。因此在当前已由联邦政府确认的三条

“战略通道”之外，有识之士正在积极推动“北极海上战略通道”，由此很可能

使加拿大的对外经济地理方向发生重大调整，也为中资企业提供了新的进入机

遇。第三，矿产资源行业确是加拿大高北地区和西北航道开发吸引外国企业的重

大题材之一，但其矿业市场高度国际化，且一向依靠发达的金融体系做投融资支

撑，矿业融资方式不断创新，从而形成了一种对外资有较大需求但又不依赖外资

的良性发展局面，这与近年来中资企业在亚非拉地区投资矿业所面临的局面有很

大不同，也意味着中国企业要进入加拿大矿业领域尚需学习。

午餐会上，各位参与者就本次田野调查的发现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对本

课题的后续工作和分工形成了明确共识。

中心成员出版物
钱皓在《加拿大蓝皮书（2017）》发表论文

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邀请，钱皓教授参加了该校教育部国际司国别研究基

地加拿大研究中心主办的《加拿大蓝皮书（2017）》项目，并完成了“加拿大的

南海政策与立场”的研究文本。该文就加拿大的南海事务立场、行动和态度进行

了全面的考释，特别就加拿大在南海仲裁书后的媒体反应、学界反应以及政府的

反应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指出中加在南海问题上可以合作的领域和缘由。

博士生刘江韵在《加拿大蓝皮书（2017）》发表论文

中心 2017级博士生刘江韵近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编辑出

版的《加拿大蓝皮书（2017）》上发表题为

《加拿大反恐战略评析——再平衡中的国家

安全利益与公民自由权益》的论文，并在 9
月 29 日至 30 日在云南昆明举办的中国加拿

大研究会 2017年年会中宣读了该文。该文讨

论了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上台后对哈

珀政府执政时期通过的《反恐法 2015》作出

的一系列修正与调整，认为特鲁多的新反恐

政策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反恐战略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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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通过全民咨询、建立跨党派监督委员会和改革国际反恐政策等措施加强

了对公民权益的保护力度。然而，受制于国内外严峻的反恐形势，加拿大反恐政

策仍存在政策回摆的风险。

博士生安德万撰文分析“2017 年加拿大防务政策”

应教育部国际司国别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加拿大

2017 年年度政策”论文集征文邀请，安德万同学就“2017 年加拿大防务政策”

进行了解读，认为：2016 年 4 月加拿大国防部长哈吉特·萨吉安启动了加拿大

新一轮国防政策审查，并于 2017 年 6 月 7 日正式发布了一个新的防务政策文件。

虽然此防务政策与 2008 年《加拿大第一个防务战略》确定的三大政策目标相比，

新的防务政策目标并没有根本性变化，但在落实这些政策目标方面，除继续强调

加强与盟友的战略合作关系之外，新的防务政策文件还出台了许多重要的措施，

以加强加拿大的军事力量建设以增强在未来行动中的选择范围和独立性。新的防

务政策还特别强调军事力量运用应以加拿大的外交政策为指引，要统筹外交、人

道主义援助和援助女性的国际行动，以服务于加拿大整体国家安全利益。

博士生陈岚在墨西哥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我中心“北美区域”研究方向博士生陈岚用西班牙语撰写的 《“Diplomacia
china del ferrocarril” en América Latina》（中国对拉美的“高铁外交”）发表于墨西

哥UNIVERSIDAD VERACRUZANA大学主办的《ORIENTANDO：TEMAS DE
ASIA ORIENTAL, SOCIEDAD, CULTURA Y ECONOMÍA 》 期 刊 （ ISSN:
2007-5510）第12期（2016年4月-9月）。该文从中国高铁在拉美的案例出发，系

统梳理了中国高铁外交的内涵，以及在输出高铁过程中遇到的机遇和挑战。

陈岚参与《世界经济中国方案》一书的西班牙语版翻译

博士生陈岚参与翻译了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经济中国方案》一书的西

班牙语版《Propuestas de China sobre la Economía Mundial》。该书作为G20杭州

峰会的成果之一，收录了何亚非的《中国与G20》、吴建民的《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与“一带一路”》、何建坤，王韬，滕飞的《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行动》、刘东

民的《亚投行的愿景与治理》、田慧芳，傅成玉的《B20与基础设施投资》、楼

继伟的《凝聚结构性改革共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蔡昉的《中国经济新常态

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张涛，陶坤玉，胡志浩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SDR》
和马骏的《绿色金融》等文章。该书西班牙语版于2017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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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本/硕/博士生培养
徐文姣博士学位论文“加拿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开题

2017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10 点，2014 级博士生徐文姣和 2015 级博士生项

南月的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答辩会在虹口校区 6号楼 604 会议室举行。开题答辩评

审委员会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的王联合研究员、刘宏松研究员、晋

继勇副教授以及钱皓教授（导师）组成。在听

取了徐文姣的开题汇报后，答辩评审委员会专

家对开题报告进行了点评并提出了重要的修

改建议。答辩评审委员会认为：徐文姣的博士

学位论文《加拿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

选题前沿，所选案例恰当，补缺了中国加拿大

研究在此领域的空白，同意徐文姣的论文开

题，并建议授予其博士候选人资格。

硕士生全权生学位课题确定

硕士生全权生的学位论文将以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从人物研究看知识分子

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加拿大著名学者，已故的“中国通”Brian L.Evans
将是其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

本科生董昊毕业论文课题确立

今年中心再次接受一位国关学院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指导任务。四年级学生董

昊将以“《加中贸易理事会》与中加贸易”为题，研究其理事会的缘起、发展及

其在中加贸易中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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