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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
建立、发展与重组
陈余
【 内 容 提 要 】 苏联解体后，失去了“国家定制”的俄罗斯
科学，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曾一度面临发展危机。作为国家支
持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形式，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中独
立出来的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运行了 20 多年，不仅从根本上
挽救了俄罗斯的人文社会科学，更是引领当代俄罗斯人文社会
科学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
见证者。2016 年 2 月，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被重新并入俄罗
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以基础研究基金会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部”
这样一个新的形式继续肩负发展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
尽管随之而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的减少曾一度招致
俄罗斯人文社科界人士的不满和诟病，但这种情况受到国家及
时关注，经费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并逐渐趋于稳定。俄罗斯人文
科学基金会的发展变迁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政府对
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赋予其新的历史使命，视其为
俄罗斯文化发展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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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建立及运作机制
（一）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建立
转型初期，百废待兴的俄罗斯对科学方面的支持呈断崖式减少，俄罗斯科学
界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破坏了科学的社会作用，造成了科学体制形
式的退化，学者们失去了科研动力。叶利钦总统 1996 年 6 月 13 日签署了《俄罗
斯科学发展方略》（«О доктрине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ки»），其中列举了
俄罗斯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所处的危险境况：“国家社会政治结构调整所
带来的体制危机导致我国科学面临着新的严峻困难：用于科学研究和开发工作的
预算资金严重不足，无法保证及时更新科研工作的技术基础，也无法为科研工作
者提供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使得国家对科学领域的有效管理更为复杂化。学
者在社会上的职业声望已经降低到令人无法接受的水平，科学对青年才俊也毫无
吸引力可言。”a 俄罗斯科学要走出低谷必须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国家意识
到“有必要对科学领域进行彻底重组，吸引更多资金”，与此同时也看到“在经
济中更有效地利用科研成果依然是一个尖锐的问题”b。
此外，一些西方基金会趁机入驻俄罗斯及独联体其他国家，通过提供资金支
持等方式抢占这些国家科学研究的高地。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促进俄罗斯基础科
学研究的发展，“支持富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计划”，叶利钦于 1992 年 4 月签
署第 426 号《关于保护俄罗斯科学技术潜力的紧急措施》c 总统令，宣布成立俄
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РФФИ）。国家支持科学研究的新形式——俄罗斯基础研
究基金会就此诞生。
成立之初，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以自然科学为主，人文科学所占比重很小，
在由 28 位专家组成的基金会理事会中只有 5 位专家从事人文科学研究，法学、
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在基金会的学术工作中完全没有得到体
现。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只有 1 个人文学科专家委员会，根本无法完成工作任务。
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首任会长谢苗诺夫认为，“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专家体
系里这唯一的人文学科专家委员会就像沙皇俄国时期教会小学里的教员一样，所
a См.: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3.06.1996 N 884 (ред. от 23.02.2006) "О доктрине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ки"，http://legalacts.ru/doc/ukaz-prezidenta-rf-ot-13061996-n-884/
b Там же.
c См.: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27 апреля 1992 г. N426 "О неотложных мерах по сохранению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kremlin.ru/acts/bank/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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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必须扮演全能专家的角色”a。
1994 年 5 月，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理事会的 5 位人文科学领域成员与
另外 7 位学者向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科学部提交了联名信 b，建议成立单独的人
文科学基金会。人文科学领域学者的这一倡议得到时任科学部部长萨尔蒂科夫
（Б.Г.Салтыков）的大力支持 c。经过 4 个月的努力，有关组建俄罗斯人文科
学基金会的政府决议草案和基金会章程草案征得 7 个部委的同意，在俄罗斯科
学院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进行有效沟通后，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РГНФ）
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中分离出来。1994 年 9 月 8 日，俄时任总理切尔诺梅
尔金签署了第 1023 号政府令，宣布成立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俄联邦政府成
立人文科学基金会的初衷是，从国家层面支持人文科学研究，宣传普及人文科
学知识，保护享誉世界的学术团体和学术流派，恢复国家人文科学的优良传统，
促进和发展国内外人文科学之间的联系 d。
（二）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
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是俄联邦政府所属、唯一专门资助人文科学领域研究
的非营利性国家组织，基金会的经费来源除国家财政拨款之外，还有社会各机构
组织或个人捐赠。基金会实行自主管理的原则，自行选择人文研究领域、自行分
配预算外资金，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合理安排联邦预算在各项目中的分配。
理事会是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主席、副主席和 24 位
委员组成。理事会主席和基金会会长由俄联邦政府总理任命，任期 4 年。首任理
事会主席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重孙、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尼·伊·托尔斯泰，
首任会长是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原副会长、哲学博士叶·瓦·谢苗诺夫。根据
基金会章程，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并不从事具体的科研工作，主要负责制定基
金会的发展战略和学术竞争方向，确定资助金额、专家评审委员会名单和审批竞
争结果，开展人文科学研究课题招标和择优资助活动，围绕招标课题的鉴定、验
a Семёнов Е. В.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ке:опы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фонта //
Управление наукой и наукометрия.2007. № 3.
b 这些学者包括：院士托尔斯泰（Н.И. Толстой）、卡斯帕罗夫（М.Л. Гаспаров）、波克罗夫斯基（Н.Н.
Покровский）、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布鲁诗林斯基（А.В. Брушлинский）等。
c Интервью.Россий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научный фонд в 1994-1999 гг.:деятельность，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г. № .1.
d См.: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8 сентября 1994 г. N1023 "О Российском гуманитарном
научном фонде"，http://base.garant.ru/158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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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以及专家评审等环节制定相关制度，组织专家评审，落实项目资助金额并监督
其使用情况，出版发行学术刊物、文献资料和视听产品，成立分会和代表处，同
国际人文科学机构建立并发展联系 a。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项目评审事务主
要由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已经建
立了完备的专家体系，拥有 10 个专家委员会以及超过 1 000 人的一流专家团队，
这些专家都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拥有博士学历的专业人才。专家委员会成员遍布
俄罗斯联邦各地区，涵盖 52 个联邦主体的 400 多家科研学术单位 b，基本保证了
评审专家的地域公平性。此外，从 2013 年起，基金会开始聘请来自 25 个国家的
著名专家参与评审工作 c。专家组成员每年都会更新或部分轮换，保证了评审工
作的公正性。
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学术评审体系由六大评审委员会组成：第一，哲学、
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科学学（наукаведение）；第二，人类总体研究问题；第三，
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第四，经济学；第五，语文学和艺术；第六，信息系
统与电信 d。评审鉴定工作依据自由竞争、学术水平和现实意义原则，每项课题
申请都会由 2 位以上的评审专家进行独立评审，再经过几个阶段的评审才能最终
决定课题能否获得基金会的资助。
从招标的内容看，基金会每年都会组织以下几种类型的项目招标：学者个人
或不超过 10 人的研究团队申请的基础项目招标；人文科学领域学术交流和学术
研究资料基础发展项目招标；信息系统建设项目招标；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组织国
内、国际学术活动的项目招标（形式包括：学术会议、专题讨论会、定期学术研
讨会、圆桌会议等）；同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当局联合资助的地方性项目招标；根
据基金会同国外组织签订的协议进行国际性招标，供俄罗斯及外国学者组成的研
究团队提出申请；为取得符合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利益的结果，按规定的
主题举行有针对性的专题性招标 e；与俄罗斯其他组织或机构联合举办的招标；
出版学术著作的项目招标；俄罗斯学者赴国外参加学术活动的项目招标；调研及
a Фридлянов В. Н.Грантов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науки в России: к 20-летию РГНФ.// Вестник
РГНФ. 2014. № 4.
b Там же.
c Там же.
d См.:Россий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научный фонд，https://webnauka.com/guman-nauch-fond.html
e 例如，2011 年举办的这类专题招标就有 4 个：“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历史、现实、未来”“俄罗斯历史与
文化中的 1812 年”“俄罗斯国家 1150 年”“俄罗斯的中国学：现状与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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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实验室研究及科学修复工作项目的招标（包括调查统计、社会经济过
程建模、实验方法研究、科学修复工作）；科普读物的项目招标 a。
根据基金会 2015 年的项目招标要求，所有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定居和工作的
俄罗斯学者，无论其年龄、学历、职称、职务和供职单位，都可以向基金会递交
项目申请书，基金会特别鼓励 39 岁以下的青年学者、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参与
项目竞争。学者可以参与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任何类型的项目招标，但学者以
项目主持人身份仅能申请 1 项同一类型项目的招标；如以项目主持人身份进行不
同类型的招标，1 年内不可同时申请超过 3 个项目；如学者以主持人身份申请同
一类型项目招标时提交 2 个或 2 个以上项目申请，则其所有申请将均不被接受。
作为项目主持人的学者以参与者身份参与的其他不同类型项目不能超过 2 项，非
项目主持人学者以参与者身份参与的不同项目不能超过 3 项 b。
项目资助经费由国家财政支出，拨付至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或项目执行单位。
基金会拨付的资金以及设备材料均由项目主持人根据人文科学基金会的预算规定
执行。项目的完成期限为 1—3 年，每个资助年度基金会将根据项目的中期考核
结果决定对该项目的资助情况，如果项目的中期考核情况不理想，基金会有权提
前终止对该项目的资助。项目主持人每年 12 月 15 日前（在此之后收到基金会资
助的，需在次年 1 月 30 日前提交）应向基金会提交该项目的科研进度报告和经
费使用报告。而项目管理单位则需要每个季度向基金会提交代管项目的经费报告，
每个资助年度年底交 1 次详细的经费使用年度报告。
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对研究项目的经费使用有明确规定。经费可用于项目
组成员因项目需要去图书馆及档案馆查询资料、参会的差旅费（每次出差不能超
过 10 天，超过 10 天要说明理由，且结束后需提交出差报告）；支付项目组成员
学术著作出版的劳务费、用于购买项目研究所必需的计算机设备、仪器以及耗
材 c。一旦项目主持人和负责项目的单位违反了人文科学基金会的资金使用规定，
基金会将会对违规行为做出相应的处罚：如项目主持人违反了资金使用规定（例
如购买与执行项目不相干的差旅车票），那么基金会将从该项目的资助金额中扣
a Блинов А.Н.Россий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научный фонд и социо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 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2 г. № .1.
b Основной конкурс РГНФ 2015 года.
c См.:Положениео порядке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я субсидий на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абот по проектам，поддержанным
Российски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м научным фондом，http://csr.spbu.ru/wp-content/uploads/2011/06/%D0%9F%D1%80%D0
%B8%D0%BB%D0%BE%D0%B6%D0%B5%D0%BD%D0%B8%D0%B5-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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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违规使用的金额；如项目主持人多次违反资金使用规定，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提
交科研进度报告和经费使用报告，或是提交的报告专家评审不过关，则该主持人
在未来 5 年内将失去申请项目的资格。严重违反基金会资金使用规定的项目主持
人名单将会进入基金会的信息库，甚至会被公开曝光。如负责项目的单位违反基
金会规定，轻则会被扣除违规资金，重则会失去申请到的项目 a。
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官方出版物是《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通报》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фонда»）b（以下简称《通报》）。
该杂志为季刊，从 1995 年开始出版发行，1995 年 12 月被收录进 Web of Science
平台的俄罗斯科学引文索引（RSCI）数据库。《通报》是多学科学术期刊，发表
的文章涉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其中很多文章属于尚未公开发表过
的受基金会支持的科研项目和学术活动的中期成果或最终成果，也发表一些关于
俄罗斯独立学术鉴定的结果和问题分析材料以及如何有效资助人文研究及其在国
家利益方面的实际应用类文章。《通报》不仅会发布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正
式文件、由基金会组织的竞标通知，包括申请表及填写样本、通过竞标获得基金
会资助的项目完整清单等，还定期向读者传达俄联邦政府有关基金会活动的决定
及俄罗斯科学的相关决定。

二、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作用
转型初期，俄罗斯经济的持续恶化导致国家无力维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资金
投入，正当大批俄罗斯学者迫于生计和科研压力对本国科学的未来失去希望、准
备结束学术生涯或远赴欧美继续科研活动的时候，基金会用实际行动在危急存亡
时刻有效保护了各类人文科学组织和学术团体，挽留了俄罗斯学者，挽救了濒于
崩溃的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可以说，人文科学基金会推动了国家科学政策在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实施，调动了人文科学工作者的主动性，成为促进人文科学团
体自我组织能力的有效机制。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之于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发
a См.:Положениео порядке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я субсидий на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абот по проектам，поддержанным
Российски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м научным фондом.
b 2016 年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被撤销并入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后，该杂志改名为《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
会通报：人文与社会科学版》（«Вестник РФФ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从 2017 年开始出版
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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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彻底扭转了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危险局面，
延续了俄罗斯的人文学术传统，更是为俄罗斯人文科学研究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一）见证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
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基金会从零做起，亲历了俄罗斯
人文社会科学的跌宕起伏，从 20 多年来基金会资助项目的变化中，可以看出
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基金会成立初期，历史和哲学类项目获得资
助的比重较高，此后比重逐年减少，分别从 1996 年的 30.97% 和 19.94% 下降
到 2013 年的 25% 和 17.6%，2019 年历史类项目占比则降至 12.5%；心理学、教
育学和人类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比重从 1996 年的 8.5% 上升到 2013 年的 19%，
2019 年占比达 23.6%；经济学比重增加，从 1996 年的 12.5% 上升到 2013 年的
14%，2019 年增至 26%a；而艺术类则略有下降，从 1996 年的 5% 下降到 2013 年
的 4.4%b。可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点已不再局限于历
史和哲学这两门传统学科，研究对象已扩展到人类社会和人的本身，关注更多
的是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重心逐渐
从基础型研究转向应用研究。
第二，基金会资助项目隶属单位分布情况有所变化。1996 年所有中标项目
中有 54% 的项目都具有“科学院血统”，到 2004 年这个数量降至 46.4%，2013
年又升到 52%。而具有“大学血统”的中标项目数量由 1996 年的 19.7% 上升至
2004 年和 2013 年的 33%，基本处于平稳状态。其他科研组织血统的中标项目数
量总体呈下滑趋势，从 1996 年的 26.3% 下降至 2004 年的 20.6%，2013 年更是降
至 15%c。尽管科学院科研人员在中标者中仍占据半壁江山，但大学教师也不甘示
弱，正奋起直追。
第三，中标项目归属区域的结构发生变化。据统计，1996 年莫斯科项目占所
有中标项目的 68%，圣彼得堡超 13%，乌拉尔地区 2%，西伯利亚 7.5%，远东地区
占比不到 1%。2004 年莫斯科的占比降至 47.6%，圣彼得堡降至 11.9%，而乌拉尔
地区的占比上升到了 7%，西伯利亚达 10.7%，远东地区占 1.4%。2013 年乌拉尔地
a 2019 年的数据为笔者根据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公布的 2019 年各类学科中标项目统计得出。人文社会科
学共有 813 个项目中标，其中，全球问题、国关类 10 项，经济类 211 项，历史类 102 项，心理、教育、社会健康问
题类 192 项，语言、艺术类 133 项，政治、哲学类 165 项。
b Фридлянов В.Н. Грантов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науки в России: к 20-летию РГНФ. //
Вестник РГНФ. 2014. № 4.
c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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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占比 6%，西伯利亚达 19%，远东占 2%，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占比高达 33%a。
不难看出，虽然莫斯科一直是俄罗斯的学术中心，但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沿岸联
邦区的异军突起表明，20 多年来在基金会的大力扶植下，各地方的学术研究水平
得到大幅提升，莫斯科一家独大的局面正逐步发生改变。
（二）执行政府的年度历史文化政策
为贯彻政府的年度文化政策，除既定项目外，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每年都
会推出契合当年政策主题的专题项目。2006 年恰逢俄罗斯杰出学者利哈乔夫诞辰
100 周年，普京总统将这一年确定为“俄罗斯人文科学、文化和教育年”暨“利
哈乔夫年”，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携手利哈乔夫基金会以“俄罗斯文化遗产”
为主题合作进行项目招标。2007 年被俄官方确定为“俄语年”，当年基金会以“当
代世界中的俄语”为主题进行了项目招标。2012 年是很多俄罗斯重大历史事件
纪念年，如俄罗斯国家建立 1150 周年、1812 年卫国战争胜利 200 周年等，因此
2012 年被俄政府宣布为俄罗斯“历史年”。俄政府在 2012 年 4 月 17 日签发的
第 493-P 号命令中对“历史年”做出了一系列活动安排，为配合政府工作，基金
会亦推出了一些相应的项目招标，其中包括跨学科研究项目的竞标，如“俄罗斯
建国 1150 年”和“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 1812 年”，以及同皇家东正教巴勒斯坦
协会合作举办的项目“巴勒斯坦与俄国：历史文化交流和联系”。此外，基金会
还支持了考古研究活动、举办国际会议，如莫斯科大学同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哲学
部合办的会议“从古罗斯到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国家制度史”、俄罗斯历史研究
所举办的“俄国与欧洲命运中的 1812 时代”、“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国家历史
文化博物馆举办的“1812 年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1812 年卫国战争俄国胜利 200
周年纪念”b 会议等。
2017 年是十月革命百年纪念，早在 2015 年时，基金会就设立招标项目，资
助出版 1917 年十月革命的相关研究论著。获得出版资助的“1917 年的俄国”系
列论著包括：《1917 年的俄国：制度资源、社会风险与文明崩塌》c、《文学资

a Фридлянов В.Н. Грантов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науки в России: к 20-летию РГНФ.
b См.:Фридлянов В.Н.Россий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научный фонд — Году истории. Вестник РГНФ.
2013. № 1.
c Орлов М.О.Россия в 1917 году: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ресурс，социальные риски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коллап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ИЦ Наука，2017. № -гранта: 15-33-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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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史料中的 1917 年俄国革命》a、《1917 年俄国革命：政权、社会与文化》（两
卷本）b、《当代青年理解的 1917 年的俄国》c 等。此外，2017 年的课题招标中
也有关于十月革命的研究课题中标 d。
2018 年基金会围绕俄国两位著名作家屠格涅夫 200 周年和高尔基 150 周年诞
辰纪念以及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而分别设立了出版项目：“马克西姆·高尔基在
俄罗斯和世界文学的遗产”
“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和世界文学的遗产”以及“卡尔·马
克思与当代：历史的教训”e。基金会对上述活动的支持进一步促进了俄罗斯学
界在本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全面深入研究。
（三）推动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
基金会在制定招标项目时，往往会根据情况制定同系列项目的招标，目的是
对同一个研究对象进行不同角度的研究，促进跨学科研究。以“作为俄罗斯国家
与文化形成因素的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和伊斯兰教”这一项目为例，便涉及历
史学、哲学、文化学、宗教学、神学以及政治学。同样，“1812 年卫国战争文化
记忆中的亚历山大一世、波拿巴和库图佐夫形象”研究项目涵盖了历史、文化、
政治和军事等方面。这类项目鼓励研究者对同一个研究对象或问题进行多维度、
多视角的剖析研究，在保持各学科研究特点的基础上，这样的交叉研究有利于开
拓学术视野，得出相对全面的结论。
2018 年围绕“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和世界文学中的遗产的研究资料
与方法”这一主题有 29 个跨学科研究项目立项 f。
（四）大力支持人文科学出版业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同自然科学研究者在获取知识的途径方面最大的不同在
于：自然科学研究者除了从书本上获得必要的知识积累之外，还需要通过大量反
复的科学实验、科学考察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则主要通过阅
读大量的专业书籍和文献资料来完成研究资料的积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分析
a Полонский В.В.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ИМЛИ РАН，2017. № -гранта: 15-34-12003.
b Петров Ю.А.Росси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ласть，общество，культура : в 2 т.，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17. № -гранта: 15-31-12025.
c Дзялошинский И.М.，Пильгун М.А.Россия в 1917 году в восприят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олодежи:
медиадискур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АПК и ППРО.，2017. № -гранта: 15-36-12000.
d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органы власти и борьба за власть на Балтийском флоте в марте - октябре 1917 г.»，
（18-09-00466）.
e Отчет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онта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2018 году.С.52.
f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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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得出结论（当然，某些社会科学也需要进行社会调查、田野调查）。对于绝
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专业书籍在多数情况下不仅是他们获取新知识
的唯一途径，也是他们将自己的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唯一方式。专业书籍对于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 是， 随 着 1996 年 8 月 15 日《 俄 罗 斯 联 邦 预 算 分 类 法 》（«Закон о
бюджетной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的颁布，学术书籍的出
版完全成为商业行为，联邦预算不为其提供资金支持，而学术书籍出版的非营利
性使其不能完全走商业化路线，它需要国家的支持。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出
版类项目对俄罗斯人文科学领域学术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数据显示，1995—
2007 年，获得基金会资助出版的学术专著约 4 000 本。时任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
会理事会主席沃罗特尼科夫（Ю.Л. Воротников）认为：“事实上，俄罗斯人文
科学基金会在较为艰难的时刻挽救了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出版事业，且不仅挽救
了它，更将它带向了一个崭新的水平。这是最重要的。”a
按照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出版资助原则，基金会负责直接出版费用的
85%，出版社负责 15%，算上间接出版费的话，出版社的出资份额将占整个出版费
用的 35%。同基金会有合作关系的出版企业遍布俄罗斯各地，如莫斯科、圣彼得堡、
叶卡捷琳堡、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萨拉托夫等城市，合作出版社包括著名的
俄罗斯科学院“科学”出版中心、“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东方文学”
出版公司、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遗产”出版社等，这些合作出
版社很好地完成了学术出版任务。基金会资助出版的《20 世纪俄罗斯哲学》《20
世纪俄罗斯社会学》《民族与文化》等系列出版物都取得了不俗反响，而很多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俄罗斯国家奖项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奖项都出自基金会资助的项
目 b。这些学术书籍对于俄罗斯的政治、国家管理、经济、历史和社会制度等领
域新观念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保留并发展了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和精神遗产。
每种受到基金会资助的书籍在出版问世后会被预留出 200 多本，送往俄罗斯
联邦级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收藏。基金会对出版事业的支持，有助于提高学术出
版水平，有利于俄罗斯人文科学的振兴。
a Воротников Ю.Л.Россий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научный фонд и научное книгоиздание России. //
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 2007 г. № .1.，С.122.
b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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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积极推动地方学术发展
自 1998 年起，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开始根据同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地方政
府所签订的协议进行地区项目的招标。所谓地区项目，即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
项目中标后，由各联邦主体的行政部门为该项目提供一半资助，俄罗斯人文科学
基金会提供另一半资助。各联邦主体有机会指定专家参与项目的评估工作。
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大部分学术资源和科研工作都集中在莫斯科、圣
彼得堡等少数重要城市，其他地区的科研能力远不及中心城市。学术资源和科研
能力分布的不均衡，不仅加剧了高技能工作岗位的集中化，也造成了创新机遇的
不平等，长此以往将恶性循环，拉大中心城市和边缘城市在学术水平上的差距。
地区项目的开展不仅有助于传统学术中心城市的人文科学发展，更重要的是，它
吸引中心城市学者将研究对象转移到解决地方的具体问题上来。1998 年基金会第
一次实行地区项目时，只有托木斯克州参与，而 2014 年，与基金会签订协议的
联邦主体已达 50 个 a，地区项目的形式已得到各联邦主体政府的普遍认可。地区
项目的开展虽不能彻底解决俄境内各地区间学术资源和科研能力分布不均衡的问
题，但它对地区学术的扶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上述现象，也体现出国家对
这一问题的关注和为创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学术竞争环境而努力的决心。
地区项目能够有效帮助科研项目吸纳地方财政资金，因此，此类项目的选择
不仅会考虑到学术专长，还会考虑该项目在地方的可行性、学术性和实用性。各
地区面临的实际情况不同，因而每个地区项目都具有其特殊性和针对性。地区项
目的实施使得身处中心研究区的学者同地方政府建立起良好的新型合作关系，一
方面能为地方问题的妥善解决提供机会，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对人文社
会科学的重视程度，对人文科学工作者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 b。同时，双边参与
的评审也使招标过程的客观公正性得到保障。
（六）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自 2000 年起，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增设了国际合作项目。根据基金会同
国外学术机构达成的协议，基金会向国际合作项目的俄方学者提供资金支持，而
国外学术机构则资助参与该项目的本国学者。起初，基金会同国外学术机构会各
自对投标项目进行独立评审，然后再根据双方的评审结果确定最终的资助项目。
a Фридлянов В. Н.Грантов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науки в России: к 20-летию РГНФ.
b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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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项目的优势在于，基金会资助的虽是本国学者，但也能获得合作方学者
的科研成果，无疑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俄罗斯学者必须积极同国外学者建
立联系，加深交流，确立合作，才能有机会争取到国际合作项目的资助，因此，
国际合作项目的开展不仅在客观上扩大了俄罗斯学者的国际“朋友圈”，进一步
促进国际学术的交流融合，还合理利用了国际学术资源，以全球化视野看待俄罗
斯和国际问题。根据 2014 年的数据，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已同来自 19 个国家（包
括中国）的 21 个合作伙伴建立了联系 a。
值得一提的是，2011 年至今，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保持
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双方设立了联合资助项目，共同资助两国学者的研究，
每年有 3—4 个科研合作项目立项，密切了俄罗斯学者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同行们
的交流与合作 b。
（七）支持青年学者的科研活动
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历来重视青年学者的成长，专门设置了供青年学者申
请的科研项目，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有机会获得基金会的资助。每年有 5 000
多名 35 周岁以下青年学者获得基金会资助，占中标总数的 40%c。一般而言，学
生在求学阶段除了奖学金外，往往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一旦本科生和研究生获得
基金会的资助成为科研项目主持人，其在科研上的经济压力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
缓解，更重要的是，项目历经层层评选后被立项，意味着这些青年学者的科研能
力获得了学界的肯定，这将大大增强他们的学术自信，有利于他们从学生身份向
正式科研人员身份过渡。自 2014 年起，基金会设置了面向个人的项目招标，研
究生和博士生在最后一学年时申请该项目可以获得一笔资助，以完成学业。
（八）加快人文科学信息化建设步伐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全方位地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人文社
会科学的研究方式。在信息化大背景下，各类学术数据库、电子图书馆、搜
索引擎、电子词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俄罗斯出版了大量学术电子书，诞生了
一批极具影响力的学术门户网站，如“现代记录中的俄罗斯民俗”（Русский
фольклор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записях）、“ 当 代 叶 赛 宁 研 究 ”（Современное
a Фридлянов В.Н. Грантов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науки в России: к 20-летию РГНФ.
b 2019 年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项目，俄方规定的项目完成期限为 1 年、2 年或 3 年，
每年资助额最高为 150 万卢布，最低为 70 万卢布。
c Блинов А.Н. Россий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научный фонд и социо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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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сениноведение），电子百科全书《莎士比亚世界》（«Мир Шекспира»）等。
在这场人文社会科学的信息化浪潮中，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功不可没，基金会
的信息技术项目着力于学术资源和学术成果的信息化。俄罗斯的学术信息化在为
本国学者获取相关研究资料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他国学者了解俄罗斯学者研究
成果开辟了一条捷径，能够加快俄罗斯人文科学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速
度，提高俄罗斯学者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在促进学术研究信息化的同时，基金会自身的活动也实现了信息化，有一套
自己的信息系统，从而使项目的申报、评审等程序更为便捷。
（九）关注人文社科知识的社会普及
人类社会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先进科学技术的掌握上，更体现为人文社会科学
素养的提升。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全社会普及人文科学
知识。自 2006 年起，基金会每年都会举行人文科普读物创作项目的招标，主题
涉及广泛，极具现实意义。

三、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撤并
独立存在 20 多年的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为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
出了巨大贡献，但其最终还是没有躲过改变命运的一道政令。2016 年 2 月 29 日，
时任总理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关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和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
会重组的命令》（以下简称《重组命令》），宣布对上述两个基金会进行重组。
重组的含义是撤销原独立存在的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将其整体变为俄罗斯基
础研究基金会的一个专门管理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部门——人文与社会科学部。
实际上是将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并入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后者由原来只涉
及自然科学、理工科项目的基金会转变为综合型的基金会。重组后的俄罗斯基础
研究基金会的“主要目标是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包括向法人和自然人
提供项目资助，对基础科学研究提供组织支持，其中包括人文科学领域，有助于
实现国家科学技术政策，促进科学知识的社会普及，坚持赋予学者自由创作、自
主选择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权力这一原则”a。至此，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
№ 325-р. О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онда
a См.: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от 29 февраля 2016 года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фонда，http://static.government.ru/
media/files/vVxSeqVVXoOZQeUfrfyhFRlwIE6K5zw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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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2016 年）作为一个独立的基金会不复存在。
俄罗斯政府认为，基金会的重组“使得无论从事哪个领域研究的科研人员都
有统一的资助申请程序可循，也可降低两个基金会的行政管理费用”a。时任俄
联邦政府副总理的阿·德沃尔科维奇（А.Дворкович）强调，“尽管提出了将人
文科学基金会并入基础研究基金会的法律机制，但人文科学的作用与自然科学的
作用同等重要。这种整合形式是根据一个基金会同另一个基金会的拨款额比例提
出的”b，并不意味着减少对人文科学的支持。在谈到合并两个基金会的目的时，
德沃尔科维奇解释说，“主要目的在于增加跨学科研究的数量，有机会获取学科
领域交叉点的新知识”，另外，他也承认，促使做出这一合并决定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是“减少行政开支”c。德沃尔科维奇强调，政府决定在组建基金会的新管
理机构时会保证基金会理事会中人文学科专家和自然科学专家人数均等；确保重
组后对人文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的拨款比例不会低于现有水平。
2017 年恰逢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成立 25 周年，重组后的俄罗斯基础研究
基金会的理事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潘琴科（В.Я.Панченко）在《俄罗斯基
础研究基金会通报：人文与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创刊版）卷首发表了《以
科学的名义》一文，在庆祝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创建 25 周年的同时，强调两
个基金会的联合加强了双方的地位，并为本国学者进行结合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
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 d。
很多人文科学工作者认为，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被并入俄罗斯基础研究基
金会是个坏消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历史学博士阿·伊万齐科（А.Иванчик）
对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在国
内人文科学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其存在的 20 多年中资助了很多一流项
目，包括研究项目和出版项目。基金会的资助额度虽然不大，但能够申请到资助
的研究人员数量却很多，也能覆盖开展研究的必要支出，总比无处可寻资金要强：
要知道很多科研机构的财政拨款仅供维持科研人员的工资。”同时，他对俄罗斯
a См.:О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онда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фонда，http://government.ru/docs/22006/
b См.:Комментарий Аркадия Дворковича к распоряжению о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онда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фонда，http://government.ru/
news/22016/
c Там же.
d Панченко В.Я. Во имя Науки.Вестник РФФ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2017. № 1.
С.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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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基金会的撤并感到痛惜，“如今，俄罗斯人文科学工作者失去了这个工
具，这是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尚不清楚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
取代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但我认为，人文科学工作者将沦落到穷亲戚的地步，
对人文科学的资金总投入将会大大缩减”a。伊万齐科特别提到，政府此次有关
人文科学基金会的撤并决定是在没有同学术界进行任何公开讨论或磋商的情况下
突然提出的，这种行事风格同 2013 年俄罗斯科学院改革如出一辙。人文科学基
金会新一届理事会还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会议，
会上甚至未曾提及同基础研究基金会合并的可能。俄罗斯人文科学工作者及俄罗
斯人文科学基金会本身只能被动接受这一事实。
俄罗斯联邦政府金融大学教授伊·索洛维约夫认为，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
的撤并可以解释为政府在优化某些重叠职能，以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为基础的
联合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该基金会是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原则上可涉猎的研
究范围应该更广 b。他同时希望，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能在重组后的俄罗斯基础
研究基金会中占据应有地位。他认为，主要问题不在于科研资金短缺或是组织方
面不足，而是在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需求太低，当社会和国家
面临挑战时，人文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提出对策建议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c。
政府宣布两大基金会合并之后，很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对今后人文社
会科学的财政经费支撑表示担忧。也有学者担心，人文科学基金会撤并入俄罗斯
基础研究基金会之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会被边缘化，毕竟俄罗斯基础研究基
金会的主要任务在于促进基础科学发展。

四、人文社会科学在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中的状况
自机构重组后俄罗斯人文社科界发出的担忧之声就不绝于耳，那么，俄罗斯
人文社会科学在重组后的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和状
态？近年来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一）人员编制构成占比和机构设置状况
从重组后的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理事会成员的学术专业构成来看，现任俄
a См.:РГНФ присоединен к РФФИ，https://scientificrussia.ru/articles/rgnf-prisoedinen-k-rffi
b См.:Анна Королева，Гуманитарную науку сливают - с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ой，http://expert.ru/2016/03/1/
pravitelstvo-vzyalos-za-gumanitarnuyu-nauku/
c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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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弗·潘琴科（В.Панченко）a 是俄罗斯科学院院
士、物理数学博士，副主席分别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物理数学博士弗·科
瓦尔塔科夫（В.Квардаков）和原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主席、经济学博士弗·弗
里德梁诺夫（В.Фридлянов）。理事会其他成员 38 位，其中包括 9 位物理数学博士、
1 位物理数学副博士、2 位化学博士、4 位生物学博士、3 位工程学博士、1 位地
理学博士、4 位医学博士、2 位文学博士、3 位政治学博士、1 位哲学博士、1 位
经济学副博士、1 位心理学博士、4 位历史学博士、1 位法学博士，还有 1 位俄罗
斯艺术学院主席 b。从整个基金会理事会成员专业构成来看，自然科学、理工科
领域的专家占 26 席，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占 15 席。
重组后的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编制人数也发生了变化。俄罗斯基础研究基
金会 2016 年度总结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编制人数由 2016
年初的 180 人增至 217 人，增加的 37 个编制都是前人文科学基金会的编制 ：合
并前，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编制是 60 人，合并后减员 23 人，余 37 人，因
此可以说，新的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实际编制缩减 9.6%c。
从机构设置上看，重组后的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成立了专门的“人文社会
科学部”（Отделение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РФФИ）接管原俄
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所管理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事务。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
会的官网上最初设有“人文社会科学部”的门户端入口，但网页链接一直处于
无法打开的状态 d，通过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官网暂无法获取更多关于人文社
会科学部的信息。原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出版的《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通
报》自 2017 年起被《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通报：人文与社会科学版》（以下
简称《人文社科版通报》）（«Вестник РФФ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a 根据普京总统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签署的第 121-рп 号令，任命潘琴科为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主
席，任期 5 年。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1-рп от 16 мая 2016 года "О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
сове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бюджетного учреж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й фонд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http://
www.rfbr.ru/rffi/ru/documents
b См.:Совет РФФИ，http://www.rfbr.ru/rffi/ru/council
c Отчет орезультатах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бюджетного учреж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й
фонд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закрепленного за ним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имущества за
2016 год. С.11. 有关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编制缩减 9.6% 的解释是：两家基金会合并前，基础研究基金会的编制
是 180 人，人文科学基金会的编制是 60 人，合并后新基金会的编制理论上来说应该是 240 人，但实际上人文科学基
金会被减编 23 人并入基础研究基金会，新基金会的实际编制是 217 人，因此，对于 240 人编的理论值来说，缩减的
23 人编占理论总编数的 9.6%。
d Oтделение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门户端链接网址为 http://www.rfh.ru/。截至发稿时，
国内仍然无法打开该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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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уки»）所取代。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官网设有《人文社科版通报》的专门链接，
可以查看到该通报的所有文章信息。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基金会理事会成员专业构成、人员编制数量还是机构设
置规模来看，人文社会科学在基金会所占比重远小于理工科。
（二）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资助状况
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联邦预算对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支持逐年增加，
2000 年 的 预 算 为 1.5 亿 多 卢 布，2011 年 达 10 亿 卢 布，2014 年 达 15.49 亿 卢
布 a。自 2005 年起，项目平均资助经费达 15.8 万卢布，至 2012 年高达 45 万卢
布 b。2015 年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财政经费近 110 亿卢布，而人文科学基金
会的财政经费为 18 亿卢布 c。2016 年和 2017 年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获得的财
政经费均为 115.779 7 亿卢布 d。由此可见，机构重组后的前两年基金会所得财政
预算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资助情况不甚乐观。
俄罗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科学委员会（Совет по науке пр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РФ）（下称“委员会”）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发表了《“委
员会”关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对人文社会科学资助的声明》。“委员会”在
声明中对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资助人文社会科学情况的恶化表示担忧，2016 年
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撤并入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之后，原本由俄罗斯人文科
学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领域转交给重组后的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管理资助，但这
些领域获得资助的项目数量急剧减少。例如，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16 年有
22 个项目获得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资助，而 2017 年仅获得 14 个项目；俄罗斯
科学院维诺格拉多夫俄语研究所 2016 年有 32 个项目得到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
资助，2017 年则仅有 18 个项目；俄罗斯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 2016 年有 30 个俄
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项目，2017 年获得资助的项目则有 22 个。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的研究领域恰恰没有得到基金会的资助，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俄罗斯
学者在这些领域的优势会很快丧失。“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同俄罗斯人文科
学基金会相比，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人文社会科学部的资金已减少得不成比例，
a Фридлянов В.Н. Грантов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науки в России: к 20-летию РГНФ.
b Блинов А.Н. Россий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научный фонд и социо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2. № 1.
c См.:Ученые-гуманитарии возражают против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РГНФ к РФФИ，http://www.ras.ru/
news/shownews.aspx?id=fdff4405-786d-4d1a-ba1b-858c6fbc7115
d См.:Бюджет Фонда.http://www.rfbr.ru/rffi/ru/fund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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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重组后的基础研究基金会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资助
30% 用于支持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在这些项目中，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占比不高。
“委员会”注意到，这种有着利益冲突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招标不透明，有人为操
作的痕迹，因此，呼吁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将基金会总预算
的 15% 分配给人文社会科学部，不允许压缩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项目的资助 a。
面对“委员会”的上述“指控”，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予以否认。
2017 年 12 月 6 日公布的 2018 年俄罗斯财政预算及 2019—2020 年计划中，
政府加大了对俄罗斯各科学和教育机构的财政支持力度，其中，俄罗斯基础研究
基金会无疑成为这些机构中的最大赢家，2018 年获财政预算支持金额比 2017 年
增加近 95 亿卢布，涨幅高达 82%b。根据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公布的总结数据，
2018 年基金会实际获得的财政预算超过 210 亿卢布，其中 191 亿多卢布用于资助
中标项目 c。财政支持力度的加大有利于缓解人文社会科学资助金额短缺的困难
局面。自重组以来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项目平均资助额从 2016 年的 54.136 万
卢布增至 2018 年的 101.178 万卢布，涨幅近 1 倍。
此外，近 2 年来，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的支持也
在增长。年度资料显示，2018 年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共支持自然科学学术著作
出版项目 95 项，出版 95 本著作，经费共计 4 255.743 万卢布；基金会支持人文
社会科学出版项目 290 项，较 2017 年大幅增加（2017 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
项目 203 项），共计资助 1.602 亿卢布 d。
（三）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新特征
2018 年基金会共有 183 150 个项目立项，其中 3 727 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类项
e

目 。人文社会科学的项目占比虽然很少，但跨学科研究趋势明显。基础研究基
金会 2018 年年度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到，“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和俄罗斯人文
a См.:Заявление Совета по науке пр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РФ о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по грантам РФФИ，https://sovet-po-nauke.ru/index.php?q=info/17052017declaration_RFBR
b См.:В 2018 году на науку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ыделят на 50 млрд рублей больше，https://indicator.ru/
news/2017/11/24/budget-na-nauku/См.:О федеральном бюджете на 2018 год и на плановый период 2019 и
2020 годов，http://publication.pravo.gov.ru/Document/View/0001201712060044
c Отчет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онта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2018 году.С.10.
d 该数据是笔者根据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 2018 年年度总结报告中的表格资料自行整理得出。
e 同上。

·132·
《俄罗斯学刊》

http://elsxk.hlju.edu.cn

2020 年第 3 期

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建立、发展与重组

科学基金会的合并，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跨学科性质研究提供了机会”a。
以基础的“A 类项目”研究为例，获得立项的各类学科都有跨学科研究的项目，
历史、经济、哲学、语文学和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都有涉及跨学科研究，亦不
排除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也运用到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
“A”类基础项目中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互动明显增加：经济学、
心理学与各类自然科学都有交叉，紧跟其后的是历史学，其中，数学和经济学、
医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最为突出。
由此可见，重组后的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更加重视跨学科研究和学科间融
合，鼓励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理论上相互借鉴，提倡将研
究对象放在大科学背景下进行解析，得出更全面客观的结论。

结语
历经 20 多年的风雨，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见证了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的发展历程。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由苏联解体后的混乱不堪、
濒临崩溃到现在逐渐步入与世界接轨、全面发展的道路，可以说，俄罗斯人文科
学基金会功不可没，它体现了现代俄罗斯的科学管理模式，确保对所提交的每一
项课题申请进行客观、全面、非个人化的评审，合理平衡科学院的课题和大学的
课题，找到了调节首都学者和各地方学者之间关系的最佳方案。与此同时，俄罗
斯人文科学基金会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完善，建立起一套日趋完备的工作体系。
苏联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为苏
联政权服务是苏联人文社会科学的首要责任和义务。随着苏联解体，人文社会科
学脱离了“意识形态”框架，经历阵痛后回归的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被时代赋予
了新的历史使命。可以说，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会的建立、发展及其所取得
的一系列成就，离不开俄罗斯政府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视。
就在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被宣布撤并入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同一天，
即 2016 年 2 月 29 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签署了《2030 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
文化政策战略》（以下简称《战略》）。《战略》明确提出，不仅要加强人文科
学领域建设，扩大并支持国际人文交流与文化合作，还要支持俄罗斯文化在国外
a

Отчет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онта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2018 году.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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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关注教育，支持青年发展，建设国家信息空间等 a。由此可见，俄罗斯
在其文化复兴之路上对人文科学和俄罗斯文化的重视程度。笔者认为，梅德韦杰
夫在同一天接连签署《重组命令》和《战略》并非偶然，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
的撤并可以被视为俄政府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的一项举措，是俄罗斯人文社会
科学未来发展的风向标。从俄罗斯本国的角度来看，俄政府希望通过俄罗斯人文
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语言、历史文化方面）强化国民教育的爱国主义性质，
缩小各地区间的文化差距，维护俄罗斯的文化统一，加强民族凝聚力，提高人民
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感；从国际层面来看，实现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和信
息化，有利于提升俄罗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地位，增强俄罗斯的文化软
实力，从而为俄罗斯的强国复兴之路打下坚实基础。
尽管人文科学基金会的撤并以及随之而来的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对人文社
科研究项目资助的减少，招致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不满和诟病，但这种情况
得到国家及时关注，经费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并趋于消除。对于俄罗斯人文社会科
学工作者而言，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变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俄罗斯基础研
究基金会的人文社会科学部尚处于起步阶段，俄罗斯政府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
支持力度将逐年增加。同时，人文社会科学的真正发展离不开非专业受众的支持，
换言之，人文社会科学不仅需要获得国家的保护和支持，更期待被整个社会肯定
和需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               
  （责任编辑 李淑华）

a См.: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от 29 февраля 2016 года № 326-р.Стратег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http://static.government.ru/media/files/AsA9RAyYVAJnoBuKgH0qEJA9IxP7f2xm.pdf. 该
《战略》的文件号是 326-p，前文提到的关于撤并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文件号是 32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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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оссий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научный фонд:
создание, развитие и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я
Чэнь Юй
【Аннотация】Россий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научный фонд (РГНФ), ставший
новой форм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развит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аук, действовавший более 20 лет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онда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ФФИ), не только коренным
образом спасал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уки в России, но и вывел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уки России на новый
этап развития, став двигателем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аук. В феврале 2016 год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Ф присоединило
Ро ссий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научный фонд к Ро ссийскому фонду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качестве Отдел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но и в этой новой форме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его миссия
по развитию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аук. И хотя
последовавшее за этим сокращение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я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проектов в област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аук в свое время вызвало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и критику со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однако ситуация получила своевременную
поддержку со сторо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облема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я была
эффективно улажена, а ситуация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табилизировалась. Процесс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фонда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в
нов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ях росси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ыдвинуло нов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к гуманитарным и социальным наукам и поставило перед
ними нов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миссию, рассматривая их как неотъемлемую
ча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Россия; Россий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научный фонд
(РГНФ);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а в области культур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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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n Foundation for the Humanities: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Reorganization
Chen Yu
Abstract: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Russian sciences,
especially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hich had lost their "national
customization", were once faced with a development crisis.As a new form
of national support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development, Russian
Foundation for the Humanities, which separated from Russian Foundation for
Basic Research, ru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t not only fundamentally saved
Russia'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but also to lead the contemporary Russia
stepped into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t witnesses to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development in Russia.In
February 2016, the Russian foundation for the humanities was reintegrated into
the Russian Foundation for Basic Research, continuing its mission to develop
the Russia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der a new form of the foundation's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lthough the consequent reduction
of funding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projects once caused
dissatisfaction and criticism from the Russia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ircles, this situation was paid attention to by the state in a timely manner, and
the funding problem was effectively alleviated and gradually stabiliz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 Foundation for the Humanities shows that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Russian government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o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ndowed them with new
historical missions, and regarded them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Russian 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words: Russia; Russian foundation for the humanities; basic research;
cultur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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