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中东学会第八届理事会人员名单 

 

中国中东学会会长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按姓氏笔画排名）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牛新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 研究员 所长 

王林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所长助理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所长 

余建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研究员 

张宏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 教授 

张倩红 郑州大学 教授 副校长 

李伟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 研究员 

李绍先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 院长 

杨言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教授 



肖宪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教授 

周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教授 

徐新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教授 所长 

黄民兴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中国中东学会秘书长、副秘书长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学会职务 

王林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所长助理 秘书长（兼任） 

成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馆员 副秘书长 

陈沫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副秘书长 

 

 

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 

（按姓氏笔画排名）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丁俊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丁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教授 副院长 

马丽蓉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研究所 教授 所长 



马明良 西北民族学院伊斯兰研究所 教授 所长 

马明贤 兰州大学 教授 

马晓霖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 教授 

牛新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 研究员 所长 

王宇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教授 

王京烈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王林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所长助理 

王健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研究员 所长 

王泰 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 院长 

王锁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研究中心 副教授 

王新刚 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 主任 教授 

车效梅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教授 

付志明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授 副院长 

叶青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副研究员 院长助理 

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副研究员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所长 

刘向华 外交部 退休大使 

刘宝莱 外交学会 退休大使 



刘欣路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 教授 院长 

刘振堂 外交部 退休大使 

孙德刚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副所长 

安惠侯 外交部 退休大使 

成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馆员 

毕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 研究员 

米寿江 江苏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教授 

何志龙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院长 

余建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研究员 

吴毅宏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研究员 

吴磊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教授 院长 

宋立宏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教授 

张礼刚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 副教授 副院长 

张宏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 教授 

张倩红 郑州大学 教授 副校长 

李伟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 研究员 

李国富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 

李绍先 宁夏大学阿拉伯研究院 院长 



李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研究员 

李荣建 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 教授 

李新烽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副所长 

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杨言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教授 

杨洪林 外交部 退休大使 

肖宪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教授 

陈天社 郑州大学 教授 

陈沫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周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教授 

罗林 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 教授 

金良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副研究员 

哈全安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姚大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 教授 

姚继德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伊朗研究中心 教授 

赵伟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亚研究中心 教授 主任 

唐永胜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教授 副所长 

唐志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室主任 



唐继赞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研究员 

徐新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教授 所长 

殷罡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郭长刚 上海大学研究生院 教授 院长 

顾正龙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研究员 

高祖贵 中央党校战略所 教授 副所长 

黄民兴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傅有德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教授 

董漫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 副院长 

蒋真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韩志斌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所长 

廖百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 研究员 副所长 

冀开运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 教授 主任 

薛庆国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 教授 

戴晓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 教授 

 

 

 

 

 

 

 



 

 

中国中东学会理事 

（按姓氏笔画排名）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研究专长 

丁仕仁 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教授 伊斯兰教 

丁克家 宁夏自治区民委（宗教局） 研究员 伊斯兰教 

丁俊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中阿关系、沙特 

丁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教授 副院长 中东政治与文化 

于卫青 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 副教授 中东历史、伊斯兰教 

马平 宁夏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伊斯兰教 

马丽蓉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研究所 教授 所长 伊斯兰教文化，丝路学 

马志学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 教授 伊斯兰研究 

马明良 西北民族学院伊斯兰研究所 教授 所长 伊斯兰教 

马明贤 兰州大学 教授 伊斯兰教 

马金宝 
宁夏社会科学院中东伊斯兰国家研

究所 
研究员 所长 伊斯兰教，中东文化 

马晓霖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 教授 
中东热点问题伊斯兰教 

伊朗问题 

马福德 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学院 副教授 
阿拉伯语言文学 伊斯兰

教 



牛新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

所 
研究员 所长 中东政治 安全问题 

王一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波斯语教研室 教授 波斯语 伊朗研究 

王三义 上海大学文学院 教授 
中东历史、国际关系，奥

斯曼帝国研究 

王凤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中东政治 国际关系 

王世杰 外交部 退休大使 
原驻巴林、约旦、伊朗大

使，中国中东问题特使 

王宇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希伯来语教研

室 
副教授 希伯来语研究 

王宇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教授 中东社会 伊斯兰教 

王有勇 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 教授 阿拉伯语言文学 

王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副研究员 伊斯兰哲学 

王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 研究员 中东近现代史中东政治 

王连志 新华社国际部 高级编辑 中东热点问题 

王京烈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中东政治 国际关系 

王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中东政治 国际关系 

王林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所长

助理 
中东政治 国际关系 

王泽壮 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 主任 中东历史，伊朗问题 

王金铨 扬州大学苏丹研究所 教授、院长 苏丹研究 

王俊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研究员 伊斯兰教 

王南 人民日报国际部 主任编辑 中东热点问题 



王健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研究员 所长 中东政治、中以关系研究 

王泰 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 院长 中东历史与政治 

王猛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中东历史、政治、国际关

系 

王琼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中东法律 

王联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中东政治，伊斯兰教 

王锁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研究中

心 
副教授 中东政治 国际关系   

王新刚 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 主任 教授 
中东历史、政治、叙利亚

研究 

王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 

西亚北非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秘

书长 
中东研究、反恐研究 

车效梅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教授 中东历史、政治 

邓绍勤 外交部 退休大使 原驻苏丹、阿曼大使 

付志明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授 副院长 
阿拉伯语言文学 文化与

社会 

仝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中东经济 阿联酋研究 

冯基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中东政治 以色列研究 

冯璐璐 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 教授 副院长 中东历史，经济问题 

包尔文 新华社国际部 主任编辑 中东热点问题 

包澄章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中东社会思潮 

卢少志 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 教授 中东历史 

叶文楼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教授 阿拉伯经济 



叶青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副研究员 院

长助理 
中东政治、伊斯兰问题 

巨永明 河南师范大学 教授 中东历史 

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

所 
副研究员 中东政治 安全问题 

白贵 河北大学伊斯兰国家社会发展中心 教授 主任 伊斯兰教 

伍庆玲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西南亚研

究所 
副教授 中东历史，妇女问题 

刘义 上海大学文学院 教授 中东历史、土耳其研究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所长 中东政治、伊斯兰问题 

刘云 浙江师范大学 教授 中东历史、国际关系 

刘天明 宁夏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副院

长 
伊斯兰教与经济 

刘月琴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中东政治 国际关系 

刘水明 人民日报国际部 高级编辑 中东热点问题 

刘冬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副

室主任 
中东经济 能源问题 

刘向华 外交部 退休大使 原驻黎巴嫩大使 

刘百陆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副院长 中东历史、犹太研究 

刘迎胜 南京大学 教授 丝路研究 

刘宝莱 外交学会 退休大使 原驻阿联酋、约旦大使 

刘欣路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 教授 院长 
阿拉伯语言文学 中阿关

系 对外创播 

刘胜湘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中东安全、国际关系 



刘振堂 外交部 退休大使 原驻黎巴嫩、伊朗大使 

刘强 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关所 教授 所长 中东军事，伊朗 

刘精忠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教授 犹太研究 

华黎明 外交部 退休大使 原驻伊朗、阿联酋大使 

孙东平 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教授、院长 沙特研究 

孙德刚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副所长 中东安全、中东军事 

孙霞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中东能源，海湾经济与社

会 

安春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编审 中非关系 

安惠侯 外交部 退休大使 

原驻阿尔及利亚、突尼斯、

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

大使 

成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馆员 中东文献学 

朱志远 新疆国际经济文化发展中心 研究员 中东政治与安全 

朵辰颉 天津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副教授，副院

长 
阿拉伯文学与文化 

毕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 研究员 中东近现代史埃及研究 

米寿江 江苏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教授 伊斯兰研究 

闫文虎 军事科学院 研究员 中东军事 战略问题 

闫伟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副教授 阿富汗问题、阿拉伯政治 

何志龙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院长 
中东历史、政治及国际关

系 



佘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副教授 阿拉伯经济 

余玉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教授 阿拉伯语言文学与文化 

余国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中东和平进程 以色列研

究 

余建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研究员 
中东政治、安全与历史研

究 

余泳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副研究员 海合会研究 

吴中敏 新华社 研究员 中东热点问题 

吴冰冰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言文

化系 
副教授 中东政治 伊斯兰教 

吴成 河南师范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 
中东历史、国际关系，伊

朗研究 

吴旻雁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 
副教授 副院

长 
阿拉伯历史、阿拉伯思潮 

吴昊 四川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 
副教授、院长

助理 
阿拉伯经济与文化 

吴彦 浙江大学 副教授 中东问题、沙特研究 

吴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 副教授 亚洲国际关系 

吴毅宏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研究员 中东热点问题 

吴磊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教授 院长 中东能源、经济问题 

宋立宏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教授、副所长 犹太历史、以色列考古 

张兰华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研究员 中东热点问题 

张礼刚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大学

犹太研究所 
教授 副院长 中东历史，犹太研究 

张宏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 教授 
阿拉伯语言文学 阿拉伯

社会与文化 



张来仪 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教授 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史 

张金平 西北政法大学 教授 中东安全，反恐问题 

张洪仪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语系 教授 阿拉伯文学 

张倩红 郑州大学 教授 副校长 
中东政治、国际关系，犹

太和以色列研究 

李宁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语系 副教授 阿拉伯语言文学 

李生俊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言文

化系 
教授 

阿拉伯语言文学  文化与

社会 

李伟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 中东政治、国际关系 

李志国 外交部 退休大使 
原驻巴林、南苏丹、利比

亚大使 

李国富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 中东政治 国际关系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副研究员 室

主任 
伊斯兰教 

李秉忠 陕西师范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 副教授 
中东历史、国际关系，库

尔德研究 

李绍先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   院长 中东政治 安全问题 

李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研究员 中东政治 安全问题 

李荣建 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 教授 阿拉伯语言文化 

李新烽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副所

长 
中非关系 苏丹研究 

李福泉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副所长 
中东历史、政治、伊斯兰

教 

杨圣敏 中央民族大学 教授 伊斯兰研究  中东民族 

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中东经济 能源问题 



杨兴礼 西南大学西亚研究所 教授 中东历史与地理 

杨阳 上海外国语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 副教授 以色列研究 

杨言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教授 
阿拉伯语言文学、文化、

经济 

杨洪林 外交部 退休大使 
原驻巴林、伊拉克、沙特

大使 

杨桂生 新疆国际经济文化发展中心 研究员 中东政治与安全 

汪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大国与中东、中东热点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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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主任 
中东研究、犹太研究 

沙宗平 北京大学哲学系 副教授 伊斯兰教 

肖宪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教授 
中东历史、国际关系，以

色列研究 

肖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 教授 
阿拉伯语言文学 阿拉伯

思想文化 

辛俭强 新华社 主任编辑 中东热点问题 

邵丽英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副教授 中东历史 

邹兰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教授 阿拉伯语言文学与文化 

陆培勇 上海外国语大学 教授 阿拉伯语言文学 

陆瑾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伊朗研究 

陈双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副研究员 中东政治 安全问题 

陈天社 郑州大学 教授 
中东政治、国际关系，埃

及研究 

陈沫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中东经济 能源问题 



陈俊华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副教授 
中东历史、政治、伊朗研

究 

陈腾华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副教授 以色列研究 

周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教授 
阿拉伯语言文学 中东社

会与文化 

周燮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研究员 伊斯兰教 

孟雨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所 副研究员 中东政治和安全 

孟振华 南京大学哲学系 副教授 以色列研究、圣经研究 

孟祥青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教授 所长 中东军事 战略问题 

林丰民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 教授 
阿拉伯语言文学 文化与

社会 

林松业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副教授 中东历史，海湾国家 

罗林 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 教授 
阿拉伯语言文学 中东社

会与文化 

罗爱玲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中东研究、土耳其研究 

范鸿达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 中东历史、国际关系 

金良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副研究员 中东政治 伊朗问题 

金忠杰 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 教授 副院长 
伊斯兰教，中东社会与文

化 

侯宇翔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 副教授 
阿拉伯语言文学 伊斯兰

组织 

俞洪亮 扬州大学 教授 副校长 苏丹研究 

哈全安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中东历史、政治，土耳其

研究 

姚大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 教授 中东历史、国际关系 



姚匡乙 外交部 退休大使 原驻土耳其大使 

姚继德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伊朗研究

中心 
教授 中东历史，伊斯兰教 

姜明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中东政治 土耳其研究 

姜英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中东经济 金融问题 

拱振喜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高级编辑 中东热点问题 

昝涛 北京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中东历史 土耳其 

段庆林 宁夏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副院

长 
伊斯兰教，社会发展 

胡浩 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 副教授 中东历史，犹太研究 

贺文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中非关系 

赵广成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副教授 
中东历史、政治、国际关

系 

赵文亮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教授 副院长 中东国际关系  中东战争 

赵伟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亚研究中心 教授 主任 中东政治、国际关系 

赵克仁 河北师范大学 教授 中东和平研究 

赵宏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副研究员 中东能源问题 

赵奇栋 南京理工大学沙特阿拉伯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沙特研究 

赵建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中东研究、伊朗研究 

钟志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 希伯来语 以色列研究 

钮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中东宗教、以色列 



倪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研究员 副所

长 
美国与中东关系 

唐永胜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教授 副所长 中东军事 战略问题 

唐志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室主

任 
中东政治 国际关系 

唐宝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中东政治 国际关系 

唐继赞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研究员 中东热点问题 

徐波 世界知识出版社 编审 中东热点问题 

徐新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教授 所长 
中东历史，犹太文化，以

色列研究 

殷罡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中东政治 国际关系 

秦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副研究员 中东政治 伊朗研究 

郭长刚 上海大学研究生院 教授 院长 
中东历史、国际关系，土

耳其研究 

钱雪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 副教授 伊斯兰教 南亚研究 

顾正龙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 研究员 中东热点问题 

高有祯 外交部 退休大使 原驻卡塔尔大使 

高祖贵 中共中央党校战略所 所长，教授 
中东热点问题，美国与伊

斯兰世界 

崔守军 中国人民大学 副教授 
中东政治 经济及能源问

题 

敏敬 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教授 中东历史、库尔德研究 

曹华 四川邮电大学国际学院 院长 国际政治 

曹宏举 社会科学出版社 主编 土耳其研究 



 

 

黄民兴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中东历史、政治、国际关

系 

黄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副教授 阿拉伯历史与文化 

傅有德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教授 犹太哲学 

傅勇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研究员 中东国际关系 

程彤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 教授  院长 伊朗研究 

葛铁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教授 阿拉伯历史与文化 

董漫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 副院

长 
中东政治 国际关系 

蒋真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中东历史、政治、伊朗 

谢志恒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副教授 中东史、埃及史 

韩志斌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所长 
中东历史、政治、国际关

系 

慈志刚 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 副教授 
中东政治、阿尔及利亚历

史 

虞卫东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东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中东研究、以色列研究 

廖百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

所 

研究员 副所

长 
中东政治 安全问题 

冀开运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 教授 主任 
中东历史、国际关系，伊

朗 

薛庆国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 教授 
阿拉伯文学 阿拉伯社会

与思潮 

戴晓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 教授 
阿拉伯语言文学 中东社

会 埃及研究 

魏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研究员 中东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