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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俄罗斯与纪念俄罗斯与
中亚国家建交中亚国家建交

25周年25周年

К  2 5 - л е т и ю  у с т а н о в л е н и я 

дипотношений

со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纪念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建交25周年

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

谢尔盖·拉夫罗夫

谢尔盖·拉夫罗夫谢尔盖·拉夫罗夫

俄罗斯外交部长

«国际生活»:«国际生活»: 2017年是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建交

25周年。俄罗斯与地区独立国家建立相互关系的

重要里程碑有哪些？

谢尔盖·拉夫罗夫： 谢尔盖·拉夫罗夫：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亚国家成

享有同等权利的国际生活的参与者。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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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或是战略伙伴关系。迄今为止，我们具有充实的法律框

架——900多项双边条约和政府间协定。高层在定期互信对话

上起的共同努力的作用，难以估量。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我们各国对地区和全球议程的主要问

题的态度相当或相当接近。例如，俄罗斯联邦与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2013年11月11日签署的21世纪睦邻友好同盟条约规定

了执行协调一致的对外政策。我们特别重视在加强中亚国家

的安全和国防能力，包括通过对强力部门人员进行培训事业

上的合作。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建有深层结构的经贸联系。截止

2016年年底，其额度达185亿美元。因汇率浮动，这比先前的

指标要低，但总体上，进程稳定。7500多家俄罗斯及联合企业

在该地区卓有成效地工作。我们对区域合作达到的水平予以肯

定的评价。

人文交流正在稳步推进。15多万名中亚公民在俄罗斯大学

就学，其中4.6万人为公费学生。

我们乐观地展望未来的关系。我们期待正值庆祝建交25周

年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二月底对哈萨克斯坦、塔吉克

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结果，将会进一步促使这种关系

的深化。

«国际生活»:«国际生活»:西方继续断言俄罗斯没放弃不是重建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是将包括中亚在内的前加盟共和国“服

从”于自己的企图。您是否能从俄罗斯在中亚独立国家形成的

现实作用的角度，对这些言论加以评论？

谢尔盖·拉夫罗夫：谢尔盖·拉夫罗夫：有关“新帝国”野心的断言，何况又

是复兴苏联的打算，纯属幻想体裁，不足一提。俄罗斯一贯尊

重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人民做出的有利于独立和自己发展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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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我们尽出自以平等和顾及相互利益原则与它们建立各种

形式的合作。

这也完全涉及到中亚国家。今天，我们不仅在双边基础

上，同时在包括独联体、集安条约组织、欧亚联盟、上合组织

这样一体化机制框架内进行有效合作。

«国际生活»: «国际生活»: 一些文章曾报道有关俄罗斯对中亚国家予以

可观的援助。那么，包括通过联合国我们对该地区国家发展又

有何贡献？

谢尔盖·拉夫罗夫：谢尔盖·拉夫罗夫：仅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俄罗斯向中亚

国家提供了67亿美元的援助。在双边基础上的无偿财政援助为

40亿美元；通过联合国发展援助系统有5.7亿多美元；通过世

界银行和其它机构——13多亿美元；通过欧亚经济联盟（在欧

亚稳定和发展基金的俄罗斯部分）——5.923多亿。

截至去年年底，俄罗斯境内的中亚公民人数达380万——主

要是劳工。他们不仅靠汇款回家维持自己的家庭，同时也为发

展俄罗斯经济做出贡献。

近两年来，俄罗斯通过联合国系统在独联体空间，首先是

中亚的国际援助发展的额度有显著的推进。通过了资助十多个

重大项目的决定。我们关注的焦点——– 减少贫困、卫生领

域（下减母婴死亡率，与疾病做斗争）、教育、生态、食品安

全（“食物换取工作”的计划，为48.4万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

斯斯坦的学生组织校内膳食）。我们对基础设施建设及其现代

化，加强国家在反恐怖和打击有组织犯罪领域的潜力，完善国

家管理体系予以重大关注。

俄罗斯仍是对中亚经济困难国家提供国际人道援助活动的

重要参与者。2013-2016年，为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之

需，我国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拨款6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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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拉夫罗夫：谢尔盖·拉夫罗夫：我们珍视中亚国家为提高独联体的工

作效率做出的贡献。此地区国家成功地执行了独联体的主席职

能（塔吉克斯坦——2011年、土库曼斯坦——2012年、哈萨克

斯坦——2015年、吉尔吉斯斯坦——2016年），以此促使独联

体内合作的增强。

我们满意地指出，中亚国家对保留作为国际权威组织的独

联体的必要性有一致的认识。例如，哈萨克斯坦常为联合项目

的启动人，并为实施这些项目积极工作。2016年，吉尔吉斯斯

坦轮为主席国时，通过了一系列针对完善独联体活动的重要决

定。塔吉克斯坦积极参与贯彻维持稳定和打击该地区恐怖主义

威胁的倡议。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同样对独联体形式下

渐进式发展国际合作表示有兴趣。

今年，俄罗斯担任了独联体轮值主席国。我们依靠吉尔吉

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联合主席的支持，包括对实施旨在提高该

组织效力的项目，加强其在世界事务中威信的支持。

«国际生活»: «国际生活»: 现阶段上，独联体的中亚国家在发展和巩固

国际合作的作用和地位如何？

«国际生活»: «国际生活»: 欧亚经济联盟对中亚地区来说有何意义？

谢尔盖·拉夫罗夫：谢尔盖·拉夫罗夫：我提示一下，欧亚一体化想法是哈萨

克斯坦总统纳扎巴耶夫还在1994年提出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

吉斯斯坦又是欧亚经济联盟享有平等权利的成员。

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优越性显而易见。欧亚经济联盟拥有

1.82亿消费者，国内生产总值合计2.2万亿多美元。今天，联

盟已在颇大程度上按统一规则和标准运作。已建有商品、服

务、资本和劳工的共同市场。欧亚经济联盟为保障地区稳定做

出重要贡献，成具有经济吸引力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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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视联盟为实施俄罗斯总统普京，为旨在保障包括中亚整个

大陆稳定发展在欧亚组建多层次的一体化模式提议的关键因素之

一。近来，就此方位已取得显著的成绩。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间

的自由贸易协议已生效。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就签署经贸合作协

议的谈判在加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

合作在继续。俄罗斯总统的想法得到东盟国家成员的积极支持。

«国际生活»: «国际生活»: 中东和阿富汗恐怖主义上升影响了中亚局

势，加剧了安全风险。我们与该地区国家在击退这种威胁进行

的合作程度如何？今后有何种可能来提高此领域的合作效应？

谢尔盖·拉夫罗夫：谢尔盖·拉夫罗夫：对中亚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阿富汗领

地。特别令人不安是“伊斯兰国”企图在阿富汗北部获得立足

点，以其它恐怖主义组织的武装分子来充实自己的队伍。去年

8月份，中国驻比什凯克外交代表处遭到与“伊斯兰国”有牵

连的自杀式武装分子的袭击。

外国恐怖作战人员跨境流动频繁是极大危险，他们在中东

和北非作战后极力返回原籍国。独联体国家也有数千人加入

圣战者行列。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勾结极其令

人不安，这不仅由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主管部门的评估证

实，同时，国际权威组织也掌握相应资料。俄罗斯与独联体

国家安全部门这些问题进行密切配合。

我们特别关注加强与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一面的合

作，几乎所有地区国家，包括阿富汗是地区反恐怖机构成员，

观察员或对话伙伴。为解决这项任务，我国提议改建地区反恐

怖机构，在初级阶段上，可以考虑予以反恐怖机构制定有效打

击靠毒品资助恐怖主义的建议职能。

在消除安全威胁和维持该地区稳定方面，俄罗斯在中亚的

军事存在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屏护作用的意义，不可估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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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活»: «国际生活»: 俄语在中亚国家的状况如何？我们为维持该

地区对俄语的兴趣在做些什么？

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潜力，使之转为普遍性组织，其任务将

包括打击恐怖主义、非法贩毒，根除网络空间威胁。去年，在

此方向做出重要步骤。9月份通过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截止

2025年的集体安全战略。就反恐路线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的补

充措施，就制订恐怖组织统一名单达成了协议。危机应对中心

的工作已经启动，俄罗斯建立禁毒中心的提议正在考虑之中。

«国际生活»: «国际生活»: 苏联年代，我们曾是一个人民。今天在中亚

国家的同胞状况又如何呢？

谢尔盖·拉夫罗夫：谢尔盖·拉夫罗夫：与在中亚国家的我国同胞的互通，毫

无疑问，绝对是我们的优先事项。他们的处境，总的来说，还

是良好的。同时，也有一些人为孩子能接受母语教育，就学、

卫生医疗、社会保障方面遇到困难。俄罗斯外交部，我国使馆

和领事处对出现的类似问题，立即在双边基础上和利用独联体

国家框架内的多边机制予以解决。海外同胞事务委员会在联邦

一级和俄罗斯联邦主体一直协调和监督与在中亚的俄罗斯侨民

所有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

我们满意地指出，俄罗斯同胞对维护我们共同历史的记

忆，做出不可估价的贡献。如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特别

是“不朽团”行动这样的活动，就是一个明证。

我们期待居住在地区上的同胞，今后将继续会促使俄罗斯

与中亚国家间多层面合作的扩大。

谢尔盖·拉夫罗夫:谢尔盖·拉夫罗夫: 中亚国家仍然保留了俄语作为族际交

际语的地位。在中亚国家进行的年度监测研究显示的资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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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对学俄语的兴趣很高，这也有外国公民通过俄罗斯就学系统

提交的申请表数量来证实。

中亚有3700多所用俄语授课的学校。2016年9月1日，由世

界基金会（俄罗斯）和 “俄罗斯财富”公共基金会（吉尔吉

斯斯坦）创办的“契诃夫学校”在比什凯克开学，就是我们共

同努力的 新例子。

我们对在我国受培训的外籍俄语教师，予以特殊的关注。

就拿2016年来说，自中亚国家经实习后的教师人数达4615人，

其中俄语教师有2338人。在中亚国家的俄罗斯科学与文化中心

设有系统俄语培训班。

俄罗斯独联体事务、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署，作为联邦目

标计划“俄语”的国家定制方，去年向中亚各国教育机构交付

了7600多册俄语教科书、参考资料、书籍和杂志。

设在中亚的俄罗斯高等教育机构积极活动，它们举办各种

教育展来促进俄语的普及。去年4月，该地区所有国家都成功

地举办了类似的活动。

«国际生活»: «国际生活»: 在当今条件下，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人民如何

进行文化交流，丰富生活内容？

谢尔盖·拉夫罗夫：谢尔盖·拉夫罗夫：我们欢迎就中亚伙伴对扩大人际间文

化-人文交流和接触的兴趣。在国外的俄罗斯科学文化中心在

联合工作中起特殊作用。今天这些中心在阿斯塔纳、比什凯

克、杜尚别、塔什干运作良好。2016年12月在奥什设立了俄罗

斯科学文化中心分馆。俄罗斯与土库曼斯坦继续就建立信息和

文化中心及其活动条件的政府间协定进行协调。

在俄罗斯文化部的支持下和俄罗斯科学文化中心参与下，

在俄联邦国假、俄罗斯的或是共同的历史性节日，定期举办联

欢日、创作晚会、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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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使中亚的俄罗斯文化中心被广大公众作为对关心

现代俄罗斯、俄罗斯文化、俄语，希望在我国接受教育或推进

联合人文倡议有需求的人的平台接受。

外国政治，社会，科技和业务界的年轻代表——“新一代”，

对俄罗斯短期访问的方案在继续进行。2016年就有200名中亚国

家的年轻公民进行了访问。去年完成了庆祝独联体建立25周年、

例行的伟大胜利日、伟大卫国战争开始75周年的项目。

«国际生活»: «国际生活»: 近来，西方国家对中亚的兴趣日增，特别是

欧盟。俄联邦对此又怎样？

谢尔盖·拉夫罗夫：谢尔盖·拉夫罗夫：如果同一个欧盟执行的方案有助于成

功地解决中亚国家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那只能受到欢迎。

同时，存在像欧盟在后苏联空间实施其“东方伙伴”方案的

可悲经验。其证实布鲁塞尔对前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往往以“零

和游戏”的精神构建关系。他们不仅不考虑联合我们各国人民的

世纪之交和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往往干脆摧毁这种联系。

至于中亚，能看到一种现象，这就是欧洲进行的投资带有

政治意图，而进行财政援助的 终目标——单方面开放该地区

国家对欧盟货物的市场。

从保障整个欧亚大陆的稳定发展来说，我们看来，在以不可

分割的安全和广泛合作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自里斯本至符拉迪沃

斯托克的共同经济 – 人文空间开始做具体工作，则更有前景。

鉴于此，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间建立实际性合作——“一体化整

合”，就具有了特殊意义。

关键词关键词：中亚国家 独联体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欧亚经济联盟 

上合组织 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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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妥协意美国的妥协意
愿越降越低愿越降越低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谢尔盖·里亚博科夫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С Ш А  с  г о д а м и  в с е 

меньше и меньше склонны 

искать компромиссы

美国的妥协意愿越降越低

Сергей Рябков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

“国际生活”杂志主编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谢尔盖·阿列

克谢耶维奇， 近，正在积极讨论美国国会通过的并由总统

特朗普签署的一个反俄罗斯法案。这项法案的签署，是否意

味美国在转向与我国展开政治和经济对抗的漫长阶段的开始，

还是对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中限制其机会的

文件呢？

俄罗斯外交部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博科夫：长谢尔盖·里亚博科夫：两个都是。特

朗普总统在签署法案时，对国会两院企图侵犯总统宪法权力表

示不同意，也就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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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对抗，我将不做这种总结。我希望不

会到达对抗的地步。即使不能完全克服法案的破坏性影响，我

们也将至少为寻找减少危害的途径做工作。

但问题在于，没有国会两院以立法形式废除他们在俄美关系

上现在堆砌的一切，要想摆脱这一切将是非常困难的，需做极

大的努力。这是事实。这里指的，是美国国会成员采取的具有

长期后果的行为。现在很难预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与美国至少

拟定一个较为正常的运作模式。为此，我们将努力争取。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美国总统究竟能否执行自己的内外政

策，并在当今条件下做有执行的？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谢尔盖·里亚博科夫：我不能说作为决定外交议程的特朗

普行政在许多方面已有表现。是的，总统拥有具有吸引力的内

政计划，并据我所知，大部分美国人对此计划仍有需求。但从

实践显示的角度来看，据判断，非白宫和行政当局所想象那样

如愿以偿。

就对外政策而言，至少其“俄罗斯组成部分”，目前，只能对

此感到失望。 我不得不指出，在颇大程度上，这仍然是奥巴马

糟的遗产之一的继续。甚至在引发美国与我国和与其它国家间

出现问题的政治路线的措辞上，在前政府 后执政阶段就有所加

烈。就是说，“此循环上”我们是与美国继承的对俄政策中的

“消极性”打交道，并就旁观者所见，华盛顿在对早先的那些口

号、思想及建议的落实陷入打滑状态。往后会怎样，等着看吧。

当然，特朗普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的人，对充满生活智慧他

来说，国内的政治风暴可能不会成为他的障碍。但我们看到，

在一些情节上，正在发生行政当局在向国会占居上风的情绪

“漂移”。目前还能说是特朗普政府处于寻找和生成自己方法的

阶段。但是，与俄罗斯关系的牢固性，从近几个月来直线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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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角度来说，未能经受考验，这是非常可悲的。 终，众议院

和参议院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已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行政。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无疑，历史不容假设。 但如果是希拉

里·克林顿上台呢？ 我认为，我们经历着能会比在民主党派

下更好的阶段。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谢尔盖·里亚博科夫：您说的可能没错。有可能出现更严重

的恶化，但我们无法验证，我们可以抽象地和假设性地引用。

但就一些事实，对我来说，在目前情况下具有实质意义的，就

是反俄罗斯的妖魔是从民主党的核心，即，由落选的候选人党

派释放的，产下追赶外敌的幽灵。其后果，就是我们今天遇到

的，以美国围绕俄罗斯的那种普遍偏执，那种在合理范畴下完

全无法解释的将所有“凡人罪恶”转嫁于我们，以及不少华盛

顿政客、官员患上一定程度迫害妄想症的形式出现的新法案。

民主派人士，以前所未曾有的方式，将俄罗斯作为唯恐避

之不及的东西，利用与俄罗斯的关系作为砸毁特朗普总统权力

大锤的工具，破坏了与我们今后建立长期合理关系的机会。 

遗憾的是，这确是如此。无论将是谁任美国总统，无论谁赢得

下一届选举，他或是她，如想对俄罗斯采取更明智的政策，将

受到国会两院通过的此法案的约束。这是一个从前未有过的大

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事一个新的现实。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俄美经贸联系的规模甚小，美国对俄

罗斯的制裁在这方面也就无影响。是否就没什么可怕的？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谢尔盖·里亚博科夫: 我们确实学会了在制裁条件下生

活。自2014年以来，已面对了35次制裁风波，近400个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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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约200名公民受制裁。 新法案追加了对购置俄罗斯证券

的限制，对俄罗斯项目投资量的限制，对碳氢化合物非传统生

产技术的限制。 除法案的政治组成部分外，还有其它本身就

是荒谬的一些方面。许多方面为挑衅性的。简言之，画中添加

了不少阴沉色彩。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可

以工作。

贸易额微薄，并非好事。如果贸易额较高，那么，美国

企业的利益也许会有更鲜明的表现，也就不会出现那些臭名

远扬，丧失了刹车力的集团，按“越糟越好”原则行事的

政治家向其他人发号施令，引领不太关心与俄罗斯关系

的人，但在人为掀起恐俄的风波中，同样被席卷于破坏进程

的事情。

经济将以好和坏两个方面来提示自己。当然，我们在加紧

进口替代战略的工作，减少对美国支付系统，美元作为结算货

币等的依赖。这在今天已具有必要性。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法案还涉及了哪些限制？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谢尔盖·里亚博科夫： 除已提到的，对俄金融-信贷机构

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有进一步的限制。存在一系列向财

政部下达的指示，即，所谓“挖掘”曾靠俄罗斯向美国房地产

业进行这种或那种投资的收入来源。

其中关于限制美国执行机构实行独立外交政策的段落，显

示了绝对是空前的政治傲慢性。在“俄罗斯议题”上，美国行

政当局的双手在颇大程度上被捆绑了起来。无论美国行政今后

总统叫什么名，都将有极少的机动和自己的行动空间。为消除

堆砌的一切反俄手段，需由两党和两院在国会通过联合决议，

但据我所理解，从目前居上风的心态来看，这将非常困难。再

说，根本就不清楚原则上何时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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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规定了大量的汇报工作，这项工作必须由主管“俄罗

斯议题”的行政确保完成。就此项法律各方面的执行情况，俄

罗斯在国际上活动的汇报，将提交国会不同周期进行的听证

会，还将起草报告。也就是说，这个课题不仅被人为地加温，

还将被维持在高温状态，以便使现在定调的一撮恐俄症患者将

美国的异己者“拴在身边”。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比麦卡锡主义更甚。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谢尔盖·里亚博科夫：看来，是的。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制裁俄罗斯，对其施加压力给人留下

一种使我国变得更强大的印象。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谢尔盖·里亚博科夫：逻辑是正确。确实是这样，俄罗斯

在压力之下没有让步，绝不唯命是听。

将我们的经济机制适应现实并能存留的问题，是非常严重

的。我向你保证，我们在从事这项工作，我们政府的经济部门

也在从事这项工作。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将负变正，在我们

历史上，是常见的事。这是性格的特征。我们曾不止一次走过

这条路，实现了这种行为的模式。

我们现在得考虑，如何保护自己免受美国无所不在的全面

的唯意志论。从法律的实质及其政治意义来说，即使不是将全

世界劫为人质，那也 大限度地恐吓所有人。法案有意识地使

用了能随机应变、“伸缩自如”的措辞。除直接的指示外，还

包含有众多“不同解决方案”的机会。其将决定权“转让”给

美国财政部：你想制裁与俄罗斯合作的人，就制裁，不想，就

不制裁。其用意在于使第三国家的商界感到畏惧，做出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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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选择。我们的在国会山上敌对方的政策，归于勾画一

条又一条新的分界线。他们相信，俄罗斯能被“孤立”——即

使不是直接地，那就以制裁绞索套向他国商界的间接方式来孤

立俄罗斯。

我们很清楚这些“游戏”。对我们来说，制定有效的经济

计划很重要，在这个计划范围内减少与美国在结算和信贷制

度上的“捆绑”。我不是经济学家，但作为外交人员，我有一

种感触。否则，我们将永远在他们的钓钩上，这正是他们所

希望的。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 许多人想知道，为什么共和党派议员

占多数的国会开始与自己的共和党总统作对？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谢尔盖·里亚博科夫：就针对这项法案而言，一切弊病源

于俄罗斯的思想占了上风。俄罗斯她干预了美国选举，她又是

对邻国的行为“不适当”，甚至，似乎是俄罗斯制造了摧毁西

方国家惯于舒适生存制度的局面。

扣帽子不再只是搞宣传的人从事的一般工作。这已是美国

国会与会者的“阿尔法”和“欧米茄”政治路线。对他们来

说，维护对美国价值观的虚伪解释和推广这种价值观，比维护

本国利益都更重要。我不想深入已使美国媒体、政治家，以及

各种政治学家染上的反俄狂热病问题，他们高高兴兴地臆造

和“咂吮”没有的事，这些事原则上是不可能的。这一切都够

肮脏的，不该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干的事。但事实毕竟是事

实。美国自作自受。国会近来发生的事情，严重破坏了美国作

为一个领先国，作为世界众多方面 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形象，

破坏了其享有的声誉和权威。他们竟不明白这些显而易见的

事，令人奇怪。美国政治家搞这种无中生有的卑微“游戏”，

是近期 惊人的现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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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Forsa社会研究所 近公布的一项民意

调查显示，大部分德国公民支持德国政府反对美国对俄罗斯的

新制裁方针。莫斯科是否出现了与柏林加固联系的回旋空间？

欧洲就美国一方施加的压力能坚持多久？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谢尔盖·里亚博科夫：欧洲曾就赫尔姆斯-伯顿法案*

（*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名为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的“1996年古

巴自由和民主声援法”。此项法案规定对与古巴经商的外国公

司追加制裁。从古巴，或向古巴运输产品的船舶禁止进入美国

港口。停止向古巴提供财政援助的国际金融机构划拨资金。该

文件记载了“美国反对部署在古巴（卢尔德）的俄罗斯侦察装

置”。- 编辑注）采取了强硬立场，并从法律上找到保护欧盟

业务免受美国应用于域外制裁的实用手段。当时，出于经济、

政治及其它原因，欧盟筑起一堵法律性“围墙”，其提出这种

依法解决的方案，迫使美国人作为现实接受欧洲人的抵抗。几

十年来，华盛顿采取对古巴的禁运和封锁，都未取得预期的效

果。欧盟的反措施在美国封锁中造成大漏洞。但这都已过去。

至于今天，我们听到反映了欧洲国家大多数居民情绪的声

明，特别是那些比他人对与我们关系正常化抱有更大兴趣的人，

包括经济界人士的声明。但声明后，也该有实际行动。现在，如

果我趁机利用这个话题，就不能排除驻莫斯科的相应国家使馆人

员，注意到我的言论后，会向本国首都打报告，说俄国人又在企

图“挑拨离间”，“削弱跨大西洋间联系”。就我们知道，这是为

拉拢其中企图被“挑拨”的个别，或是一些国家的直接理由。

总的来说，我不相信作为玩家的当今欧洲的独立性，特别

是在俄罗斯方向上。遗憾的是，他们近年来也堆砌了不少负面

事件，要放弃与我国关系中形成的包袱，对他们来说将会很

难。我们往后再看吧。但企业游说，经济 – 无疑也是因素。

尽管如此，我将不准备夸大其在新形势下的意义。



外交外交

国际生活国际生活

18 

Digest 2017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来谈

谈具体的“悲哀”事件。我指的是有关美国查封俄罗斯房地

产，驱逐外交官员和我们的回应一些事。您认为，美方是否相

应地接受了我们的决定，是否会能促使进行建设性对话，哪怕

是关于我们在美国财产的对话？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 我希望事态正如像您所概述的那

样被接受。我们没有做任何为美国人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无

论是公开还是闭门，都曾警告过他们。第二，他们不能不明

白，我们采取的措施是作为他们向我们支付拖延的债务。去

年12月29日，当发生非法关闭享有外交豁免权的俄罗斯设

施，美国当局将华盛顿和旧金山的外交官驱逐出境的事件，

我们曾警告过，俄罗斯没有立即做出强硬回应，不意味原则

上就不会做出。现在，俄驻美使领馆的人员数，以美国驻俄

使领馆的人数为限，9月1日，美驻莫斯科使馆和三个总领事

馆还该裁减自己（圣彼得堡、叶卡捷林堡、符拉迪沃斯托

克）的人员。我们就看着吧，他们将如何无条件地照办。往

后我们将保持对等。

我不认为美国人对我们采取的步骤会有其它看法，但可以

想象，他们正在为下一步恶化关系，为在保障俄罗斯驻美外交

机构活动领域制造新的负面事件寻找例行理由。如果真的发生

这种事，那就是他们向我们发出准备进一步加剧局面的清晰信

号。我们也曾不止一次就这种行为警告过他们。

我想借此机会再说一遍：上帝保佑，如果华盛顿决定干出

类似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会遭到我方的镜照反应。 终，

我们将面临外交代表处正常运作条件新的和显著的恶化，他们

的工作，实际上是为任何对话和构建健康关系的 先前提。

我想指出，从措施 - 对策的角度来说，我们总是跟随美

国。他们往下走一步，我们跟着走一步。我们从来没发起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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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消极事件，在更广泛的政治层面上，也不曾摧毁我们已拥有

的事物。今天已不起作用的对话机制，被美方关闭和拆除。我

们建议开始恢复一些对话方向。目前还没有回应。我们愿意继

续就叙利亚、乌克兰、军控、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进

行对话。我们没有对任何话题曾说过：“晚了，火车已离去 - 

你们已通过了这项法案，我们现在也不与你们有任何关系。”

那么，到底是谁使局面尖锐化？谁在国际关系中采取不该

有的狂妄行为？谁不能表现克制？是谁不考虑后果？

美国的行动在许多方面是不正当竞争的标志。美国利用其在

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统治地位，国际清算体系及其法律制度的特

殊性，为对世界任何角落国家的企业—— 中国，欧洲、俄罗

斯—— 施加压力，“治外法权”被置于首位，以便以不正当手

段取得优先地位。我们在许多领域碰撞这种实践。美国企图将

我们排挤出武器市场。他们的官员公开宣称，美国将反对“北

溪-2号”、“土耳其流管道”等。这是不知羞耻的话。现在，这

种肮脏、非廉洁，不体面的实践，成了这个伟大国家的“俄罗

斯政策”的实质。但这种现象的持续有其一定的限度，尽管我

们不希望关系的进一步的恶化，不希望螺旋式的对峙。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作为经济手段的回应，一些专家建议

将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关键商品：向美国航空业提供的钛钢，

用于核电站的铀精矿，宇宙部门的技术作为制裁美国的回应。

事态有这种发展的可能吗？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谢尔盖·里亚博科夫：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领域，我

们行动的宗旨，是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这正是“自己的衬衣

总是更贴身”的情况。不能以不惜一切代价伤害他人的原则为

出发点。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再说，这将能成为我们所没有的

某种政治上的犹豫或紧张的反映。如果我们开始这样行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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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美国国会中会有人心满意足地对自己说：看，我们做的可

对了，这下可不刺激了俄国人吗。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必须表现沉着和耐心，也就是——

战略耐心，不忙乱。我们回忆一下1967年“阿梅尔报告”，其

中阐明北约在当时该如何对待莫斯科。其中有许多可领教的东

西。现在，我们试把皮尔·阿梅尔的立场应用于今天的华盛

顿：我看，俄罗斯在对美国的关系上应采取双轨态度。首先，

在我们看到美国人有侵犯性行动，进行攻击，逞能的美国官方

人士无止境地削弱我们的企图，极尽全力以北约军事项目、军

事基础设施充实与我国毗邻国家，大量部署装备精良的武装力

量部队的地方，采取威慑(deterrence)。

双轨方式的其二——吸引参与(engagement)。吸引美国参

与对话，但只是有利于我们和我们要谈的问题进行对话。早上

醒来，开始思考为强壮自己，为维护自己免受美国压力我们该

做什么，并带有同样的思想入寝。将自己美国方位的行动，政

策，只仅仅从这些任务出发，来确定与美国的关系，严格按坐

标刻度行动。往后就到时再说。我们还是把此双轨方式的矩阵

放在战略耐心的“衬里”上。不过，我重申，这纯粹只是我个

人的看法。对外政策由俄罗斯总统决定。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顺便说一句，特朗普先生通过的法案

也说到制裁不该与美国的民族利益相矛盾，因此，他们不退出

太空合作。例如，他们不停止与我国在宇宙领域的合作？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谢尔盖·里亚博科夫：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利益，他们从来不为

在自己文件中写下美国将出自原则考虑砸毁X国的段落感到拘束。

就在紧接的下一段落中，又能不知羞耻地写入：但如果X国在对Y

国问题上为我们美国能给予某种帮助，那我们将支持他，或至少

在此领域其将能逃避制裁。这是正常的。真该为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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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俄美合作还有那些机会，两国核裁军

协定的未来又将如何？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这是非常严肃的话题。此方向的问

题需要相应的深刻分析和进行超前数年的规划。遗憾的是，我

们不完全理解华盛顿此方向的路线。时间在流逝，2010年削减

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的监查期临近——2018年2月5日。围

绕销毁中短程导弹条约有不少投机性，不体面的政治喧嚣。战

略稳定问题早就不再进行讨论。我们愿意就所有这些方面的问

题进行对话，但心中得有数，美国一方的对话伙伴将是谁，他

们所持的立场实质。截至年底，那里将要结束对核政策的简

评。这是一个重要文件，其将会有很多从美国人在军备监督领

域的偏好和取向角度的话。

和平利用太空。近来，在美国军政精英中，其思维上，军

事规划上呈现的趋向，令人感到不安。他们为了推进向太空部

署打击手段和扩大军事用途的宇宙项目等的“生理需要”的次

数越来越多。

我们认为，有些更切合实际，但又并非不重要的问题存在。

例如，拟定制止化学和生物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必要性。有

关课题具有其超迫切性，包括其与中东局势“捆绑”的一面。但

对方至今也未就此提议做出响应。给人一种印象，华盛顿所有人

忙于同不存在的，且不可能存在的这种，或那种有关“俄罗斯影

响”、“俄罗斯干预”信息的风车进行无休止的斗争。

如果美国往后继续拖延共同优先事项上的工作，就不能实

际巩固国际安全。这涉及一些反恐、不扩散核武器、地区冲突

等许多其它工作。曾多次出现在某事件发生后，所有人似乎回

想起：哎哟，本该早点做这项工作。没必要等候事情的发生，

需要的仅是系统地处理问题。我们呼吁在双边层面和国际平台

上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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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 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当今情

势下，您认为，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进行合作

是否会有效益？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谢尔盖·里亚博科夫：东北亚局势处于一触即发状态，无人

知道事态将如何发展。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平壤与华盛顿利益和机

会的聚集点。在政治文化上和局势处理问题上相对立的这两个

“玩家”，没有他们的相互意愿，要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是办不

到的。有可能进行调解。曾有过的六方谈判，在一定阶段上示范

了其有效性。其使局势被控制在可接受的框架内。还曾有过1995

年众所周知的文件和其它文件。但现在，就我的理解，美国只在

理论上准备进行直接对话。他们向对方推出不现实的条件。从

而，对方也从中做出自己的结论，只有以某种武力因素进行对抗

来阻止这种压力。这是一场赌注升级的危险游戏和歧途。

我们提出明确的方案。中国人也这样做。这些方案，实质

上归结为必须冻结事态，哪怕暂时地确保原状。然后，逐步拧

开螺丝，下放杠杆再将其固定。这是很自然的事。其中没什么

先前未曾有过的新发明，并在各种外交性的情况下，也曾被多

次利用。遗憾的是，目前，此方案不起作用。

同时，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一次又一次遇到美国对制裁文

件内容提出不现实的要求和性质的情况，其远远超越了所有 

“红线”。再说。美国代表寻找妥协的意愿逐年下调。他们在

国际平台上更常以“谁不与我们在一起，谁就反对我们”的原

则为指南，这意味，谁不与他们在一起，就迫使“屈从”。不

存在任何谈话，任何妥协，任何寻找基于利益平衡的解决方

案。他们甚至似乎丧失了共同在双边基础上及集体形式下，手

持笔地寻找相互能接受的措辞，来对文稿进行一般性校对的能

力。有时，令人感到他们干脆不会做。结果，问题越来越多。

其中也打击了国际组织的威信。试问，我们今后又该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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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曼·奥加涅祥：为进行合作到底存在那些可能性？阿尔曼·奥加涅祥：为进行合作到底存在那些可能性？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谢尔盖·里亚博科夫：就所谓全球性挑战而言，这包括信

息通讯安全技术。迄今为止，在此领域与美国专业化的对话毫

无进展。尽管我们多次向美国发送说明我们认为在此领域进行

联合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详尽样本。

有众多必须要我们往后共同解决的其它问题：解决一系列

冲突、非法移民，有关国际和民族商业运作条件的问题，我们

面临的，包括顾及到关税保护主义趋向，人为强加的反倾销调

查。所有这一切必须以建设性态度进行讨论。

我们并非是教条者，我们知道美国有其自己的利益，我们

也懂得，每当新行政出现于华盛顿，就发生对态度的反思，重

新布置格局，引入新的优先事项。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注销

至今已积累的一切，不能将很多东西，像俄美关系上发生的情

况，作为政治上的需要和本身对周围世界曲解认识的牺牲品。

但我们做的这些呼吁乃至今天还只不过是呼吁。对话难以进

行，包括像美国人自己表示对他们极其重要的课题——乌克兰

的调解问题。他们指派了自己的特别代表，但与其的对话至今

未启动。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美国人说，俄罗斯要求指派乌克兰问

题的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这怎么理解，是否指派代表将会促进

明斯克协议的落实？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谢尔盖·里亚博科夫：就我所理解，俄罗斯总统曾多次向

美国领导人说过，我们愿意就乌克兰事务，乌克兰东南部局

势，首先，有关基辅落实“明斯克一揽子措施”进程问题与美

国一方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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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没有“要求”美国指派任何美国特别代表。曾说的

是，在不存在面对面对话的情况下，听到美国一方不断谈论需

要对话的言论，是够奇怪的。奥巴马执政时期，相应的职能由

副国务卿努兰德担任。沃克尔先生被封予“乌克兰谈判特别代

表”头衔。说实话，我不太懂得“乌克兰谈判”是什么？谁跟

谁进行谈判？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直接向沃克尔先生提出，

如果有这么一天他会来莫斯科，或是俄罗斯的话。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现在大家在谈论有关美国向乌克兰提

供“致命性武器”的可能性......

谢尔盖·里亚博科夫：谢尔盖·里亚博科夫：特朗普行政当局被加紧推向此方

向。以上提到的沃克尔先生在访问乌克兰和其它国家期间，也

公开表示了这一点。

请注意，军事设备及那些不会自行向民兵进行致命性打击

的手段，早已洪水般地流入乌克兰，况且，这些设备并非仅来

自美国，还来自北约的其它国家，但也并非只限于北约。美

国、加拿大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军事教官加紧训练乌克兰的军

人，教授使用这些装备和特种武器。

如假设供应“致命性武器”，这将是迈出崭新的一步。是否

会做出这一步？近来，华盛顿在这方向显示出某种“漂移”。

真做出相应决定，将导致事态极度危险的发展。当然，政治

上，基辅的“战争党”将此视为是予以其强有力支持的信号。

实践上，这将严重破坏乌克兰东南部局势的稳定。对此，我们

同样也已冷静、谨慎、不感情用事的态度，对所有情况进行分

析，并警告华盛顿别再犯错误。

关键词关键词：俄美关系 俄罗斯 美国 美国的制裁 特朗普 反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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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就东亚领土争端的立场俄罗斯就东亚领土争端的立场

俄罗斯对东亚领土争端和边

境冲突问题的立场和政策引发极

大的兴趣。大多数领土争端具有

深远的根源并与冷战遗留的历史

遗产相连。其中，首先是因签署

的旧金山和平条约产生国家间边

界制度的法律不规范。这些争端

包括围绕南千岛群岛/“北方领

土”，“尖阁列岛”/钓鱼岛，

独岛/竹岛。在中国南海也存在

众多的冲突（西沙群岛和南沙群

岛及一系列其它岛屿），它们都

具有复杂的历史性，与更深刻的

历史背景，包括殖民时期捆绑

在一起。

在东亚地区，俄罗斯是与日

本有争议的一方，但在其它的冲

突上，则为局外人。俄罗斯对这

些冲突持的立场，从其国际-政

治和经济利益来说，具有重大意

义，是由其与地区国家的贸易和

投资关系决定的。

东亚大部分较尖锐的冲突，

是围绕岛屿的归属和海上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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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这牵涉到国家对中国东海与南海广大海域的经济控制

权问题。此海域拥有丰富的矿藏和海样资源，并是国际海上

航道的重要部分。与此同时，从俄罗斯对外贸易的利益来

说，这些航道对我国没有像对日本、韩国，甚至中国来说那

么重要。

俄罗斯主要注重利用自己东方港口的过境潜力，这些港口

在颇大程度上，与其说是服务于连接东亚与欧洲的南部航道

（即马鲁古海峡）的货流，不如说是用于北方航道，或是中

国国内的需求。

2012年，在确定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

会议程时，俄罗斯将此方向问题作为重点，并非偶然。对在东

亚的领土争端问题上，俄罗斯不仅作为地理上，但也在经济上

的局外人，比因领土冲突构成直接武装对抗威胁的国家，采取

更为中立的立场。

反映在俄罗斯宣布“转向东方”的学说中，优先发展西伯

利亚和远东经济，同样是决定了俄罗斯立场的主要因素。在经

济发展战略语境下，俄罗斯对与所有主要国家——东亚经济一

体化系统参与者（这是些除了北朝鲜外，本地区的所有国家）

建有良好、稳固的经济，从而也是政治关系抱有兴趣。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俄罗斯有兴趣进行经济-投资合作的国

家，直接卷入领土和边境冲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越南

和其它一些东南亚主要国家。很清楚，如果俄罗斯采取“选

边”的话，这将是与另一边关系严重退化的来由。

在这种条件下，俄罗斯在自己的地区政策上不能容许自

己“以结友来反对任何他人”，俄罗斯必须体现绝对的谨慎和

委婉，致力与不同的地区行动者寻求机敏的平衡，哪怕在 低

水平上争取保存在地区的脆弱地位。此外，俄罗斯还得顾及以

下事实，即，俄罗斯参与地物同盟和领土争端联盟孕育着卷入

冲突的风险，而这个冲突随时能上升为武装冲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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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就领土争端的立场，是基于尊重国家主权和国家完

整，边境不可侵犯和以国际法为支柱的原则。俄罗斯在自己

不介入的领土和边境争端问题上，持严格的中立立场。俄罗

斯反对将争端国际化，也就是说，由区域外国家参与的多边

平台上，或国际法庭上在争端当事国一方未出庭的情况下调

解这些争端。

还在苏维埃年代，苏联就强力反对日本1988年在多伦多举

行的“七大国”峰会上讨论南千岛群岛的企图。莫斯科对在东

亚其不参与的其它领土争端问题上，示范同样的立场。

俄罗斯驻中国大使C.拉佐夫在2013年2月接受的报刊采访之

一时指出，“将双边领土争端移至集体、国际或地区平台解

决，无助于寻求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

题，对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敏感问题。要实际解决问题，这需要

时间、耐心和安静”1。

2016年7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曾同样指出，俄罗

斯对中国南海冲突的立场“自然是任何正常国家希望见到

的，在没有任何第三势力和任何企图将争端国际化，通过

和平的政治外交途径直接在相关国家之间取得争端解决来

决定的”2。

俄中关系中的领土争端俄中关系中的领土争端

在俄中现代关系议程上，领土争端问题有很大关系。这与

中国，除俄罗斯外，几乎同自己的所有邻国存在领土和边境争

端状况相关。中国军事与经济的增长，伴随了其与邻国在边境

问题上的强硬性。这个过程具有长期性质，并在战后的几十年

中不断得到显示。

60年代，中国在与印度和苏联的领土争端上，就边界线发生

的冲突中表现非常强烈。1962年和1969年争端进入“交火”阶

段。60年代末，中国就尖阁列岛向日本提出领土要求。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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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了西沙群岛，在00年代强化了自己的中国南海政策。近几

年来，中国开始在南海采用堆筑人工岛的战术，人工岛的规模

不小，足够在岛上部署军事项目

中国的政策引起邻国严重不安。对俄罗斯来说，这种现象

为她与其东亚伙伴外交联系上增添了困难，因为，这使俄罗斯

同中国有争议的一方保持 佳平衡关系的任务复杂化。

在俄中关系语境下，共同边界问题，是俄罗斯就领土冲突

问题立场的重要因素，2004年，长达40多年的边境谈判，以签

署边界划分的相应文件告结束。边界问题原是双边关系上不断

发生冲突的根源。俄罗斯出自与中国边界上的稳定，从长远角

度考虑，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俄罗斯不希望为

出现甚至是理论上的某种“修正”边界的言论制造任何理由。

这种情况，是俄罗斯对改变地区国界机会问题总体上的严正反

修和保守立场的因素。

俄罗斯在中日围绕尖阁列岛/钓鱼岛冲突上的立场，在俄中

关系语境下，引起极大的关注。对俄罗斯来说，卷入冲突的是

两个核大国——中国（作为争议的一方）和与受日本安全条约

制约而有义务在日本行政管理下的领土遭受外部袭击时，由美

国武装力量来保护（条约第5条）的美国。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这种冲突潜在地能演变为全球性核战。

俄罗斯作为核大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任

何情况下不会袖手旁观。此外，东海上军事紧张状态的加剧，

无缘无故和不受控制的冲突风险的升级，对俄罗斯远东附近边

境也隐藏了巨大危险。

莫斯科解决这个问题方法的立场是，必须由冲突各方本

身——中国和日本，在双边互动形式框架内共同努力。俄罗斯

方公正地认为，采取支持某一方的做法，其将在与对立方的关

系上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这是俄罗斯国家利益所不可接受

的。莫斯科就这个问题，既不与北京对话也不与东京对话，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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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偶然。俄罗斯努力不采取任何将能被世界视为是其“亲中”

或“亲日”立场证据的步骤。

在西方媒体中，有时可以听到俄罗斯利用自己在东海的领

土争端上的立场，是对日本施加压力的论点。例如，2016年6

月，俄罗斯和中国的军舰在联合演习时，在尖阁列岛/钓鱼岛

附近驶过。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俄罗斯声援中国的迹象。日

本“产经”报在其中甚至发现向日本发出的信号，说俄中舰船

同时出现，证实俄罗斯致力展现其与中国进行反日合作做有准

备，并提高在北方领土谈判上的杠杆3。

但实际上，俄罗斯舰船早先也曾在尖阁列岛附近驶过，但

未曾有从国际法上说是违法的事。以日本对中俄任何形式的军

事合作表示高度敏感为背景，上述事件才引人关注。同样得指

出，在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上，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问

题上，中国官方不支持俄罗斯，保持外交中立。2014年后，中

国军舰再也没进入过克里米亚港，尽管中国和克里米亚建有业

务联系，甚至与地方自治机构进行交流4。两国就这样互不承

担道义上的义务，在国际舞台上各自尽出自国家的利益行事。

俄罗斯对中国南海争端的立场俄罗斯对中国南海争端的立场

俄罗斯就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争端问题持的原则立场，还

是——主张在双边基础上，未有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解决争端。

俄罗斯外交部正式发言人扎哈洛娃在2016年6月10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不是中国南海争议的参与方，并也不会

被卷入其中。我们“不选边”，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深信，在

有第三方介入争议的情况下，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状态”5。

近来，就俄罗斯在中国南海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国外主流

专家社团传有莫斯科和北京就东海和南海争端问题上，组建某

种“联盟”的言论，也令人关心。例如，2016年9月俄中“海

上联合—2016”军事演习引起极大反响，在双方的演习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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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演习首次在中国南海举行。俄罗斯一方参加演习的有大型

反潜驱逐舰“特里布兹海军上将”号和“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

将”号，并与中国海军舰船不仅进行了实弹射击和联合搜救，

还进行了空降部队抢占岛屿的登陆演习6。此外，在演习场景

中，还操练了反对美国海军的联合战斗行动，众所周知，美国

极力反对中国海军在区域的积极活动7。由于演习时间恰逢中

国在该地区海军活动的加强，日本专家俞小泉评估这些演习，

是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声援中国的示威8。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2016年7月海牙法庭受理菲律宾对中国提

起的诉讼案公布的裁决结果发表的声明，火上添加了油。裁定

指出，中国无权在南沙岛屿周边设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中

国在南沙争议岛屿堆筑人工岛，对珊瑚礁生态系统带来“无法

弥补的危害”9。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会下与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时指出，俄罗斯不干预在中国南海的岛屿

争议，但支持中国不承认海牙法庭裁决的立场10。俄罗斯的立

场是，任何仲裁程序应由当事国双方发起，中国作为争端一方

没提起诉讼，因此，裁决不能被认为是公正的11。

俄罗斯的行为，实际上没有偏离中立和第三国不进行干预

的基本原则。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演习是在国际海域进行（何

况演习地点每年更换），并且不具有任何政治动机。俄罗斯国

防部发言人向“国际传真”社做的解释指出，海上军演“不针

对其它国家，也不与该地区军政情势的任何变化相关”。军演

的目的是加强海上的相互作用，“其中包括保护海上通信、搜

救遇险船舶”12。至于俄罗斯总统上述的声明，显示俄罗斯对国

际法庭在未有争端一方当事国参与下，就领土争端问题做出的

任何裁决的实践，持有负面态度。很明显，除了别的一切，俄

罗斯也还从自己与日本划界问题上立场的角度来说，不愿制造

先例，她绝不会想要借助司法机制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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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中对区域外行动者介入解决领土争端表示不满的角度

来看，两国在南海上的利益完全吻合。但是，东南亚许多国家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硬政策感到焦虑，他们则把赌注押在包

括能有美国及第三国参与的多边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律机制上。

这些国家中，也有对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具有重要性的国

家，如越南、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俄罗斯不能

忽视这些国家的立场。俄罗斯除出于政治和形象上的考虑

外——担忧自己“亲中国倾向”将会降低自己在这些国家眼中

的威信——起一定重要作用的情况，就是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

合作的一些经济项目，触及了中国的利益。

这方面 鲜明的例子是越南。“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

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参与在南海争议的大陆架开发越

南油气田。2012年4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越南

石油”公司签署了在南沙群岛地区大陆架开发两个油气田的

协议。作为回应，中方提出抗议，援引该协议涉及中国专属

经济利益区的南海水域。为在南海准备作战任务，越南积极

购买俄罗斯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六艘“瓦尔沙维扬卡”级柴

油潜艇13。

这种情况造成俄罗斯对中国南海问题一定的，模棱两可的

态度。但就中国的看法，越南与俄罗斯在南海的合作没有政治

动机，不针对中国的利益，因此，较之越南与美国军事领域的

合作，也就“罪孽不大”。在中国有一种普遍的见解，俄罗斯

与越南发展联系，并非是与中国抗衡，而是巩固自己在亚洲的

影响力14。

俄日关系中的领土争端俄日关系中的领土争端

俄日关系中的领土争端问题很严重。双方在划界问题上处

于路障的两侧。原本能调解这个问题的和平条约至今未签，二

十五年的谈判也没奏效。无论是东京还是莫斯科，对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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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解决都有理解，但由于双方持有不同的原则立场，要在谈

判过程中将双方立场靠近，几乎没这个可能性。

双方间的主要区别，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做有截然不

同的评估。俄罗斯根据盟友间战后世界秩序达成的协议，将南

千岛群岛视为自己的领土部分。俄罗斯的立场基于二战结果不

可动摇的观点，但日本绝不愿承认。这就是俄罗斯在对南千岛

群岛问题上“反修”的含义——这不是一般地谈判立场，而是

俄罗斯国家基本的，根本性基础的显现。日本则从世界发生了

变化，已是纠正对日本“历史不公”的时候为出发点，视自己

遭“苏联侵略”并是苏联与盟国“幕后勾结”的受害者。解决

与俄罗斯的边界问题，成了日本“总结二次大战结果”，获

得“正常国家”地位总路线的一部分。

与日本的划界问题尚未解决，在某种程度上，这对俄罗斯

在日本与其它邻国发生的争议（尖阁列岛和独岛归属）持的立

场也起影响作用。同作为俄罗斯重要外交和经济伙伴的日本双

边关系上，在已存在如此痛苦的不良问题情况下，莫斯科致力

不采取任何不必要的，能会恶化这些关系的步骤，特别是就领

土争端问题上表态声援中国和韩国。

俄罗斯在与日本划界问题立场的特殊性，在于俄罗斯承认

这个问题的存在，并愿意就此进行谈判。这就是南千岛群岛问

题与东亚存在的其它边境和领土争议问题之间的区别所在。对

争议领土行使行政控制权的一方不承认存在问题，因此不与另

一方进行谈判。此外，俄罗斯对和日本共同开发南千岛群岛的

思想持有肯定态度。2016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日本进行

正式访问期间，通过了在岛上建立联合经济活动区的决定。

应该指出的是，将联合经济活动作为缓解边界争端的一种

手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可以回顾2008年中日签署的关

于东海大陆架油气资源开发的双边协议，实际上从未真正奏

效。因此，在这个地区的其它领土冲突中，如果俄 – 日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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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群岛上经济合作成功，那么，此地区存在的其它领土冲突

各方，也能会对俄日的经验有需求。

俄罗斯对领土冲突升级没有兴趣。这些争端导致日中两

国，日韩，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双边关系紧张局面的加剧，从而

也加剧了远东地区已够复杂的国际政治局面。在俄罗斯远东边

界出现战争发源地，不仅意味对其军事安全构成更多的威胁，

而且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阻碍该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俄罗斯视自己参与这些进程，是加速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经济

发展的重要因素。

俄罗斯在那些其不作为争议方的领土问题上持中立立场。

尽管俄罗斯认为，领土争端必须由当事国双边解决，但中立立

场使她能在其中示范很大的调停潜力。

为避免领土问题政治化，俄罗斯予以国际法优先地位。我

们的立场是，各方应严格遵守不动用武力的原则，边界的任

何更动，必须由国际法律机制在所有相关方参与办理。就拿

中国南海来说，在相关文件中，值得强调作为形成系统的文

件—— 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2002年“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

俄罗斯的看法，在亚太地区构建基于非集团性的集体原则和

国际法规范的新安全架构，是解决该地区矛盾的锁钥，俄罗斯正

在考虑安全领域的地区对话形式，包括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

论坛、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作为构建类似的架构途径之一，寻求能

减弱（在某些情况下取得解决）边界和领土争议的有效杠杆。与

此同时，构建这样一个架构，以地区多边安全结构规定的规则和

规范来限制区域外国家的干涉，首先是美国的扩张主义野心。

1. http://www.mid.ru/web/guest/maps/cn/-/asset_publisher/WhKWb5DVBqKA/ 
content/id/124698

2. https://rg.ru/2016/07/28/kitaj-ne-priznal-reshenie-suda-v-gaage-po-ostrovam-
iuzhno-kitajskogo-mor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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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ttps://russian.rt.com/inotv/2016-06-10/Sankei-Shimbun-Rossiya-draznit-YApo-
niyu

4. https://www.vz.ru/economy/2016/5/16/810802.html
5. http://www.mid.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 

content/id/2313531#16
6. http://russnewsinfo.ru/blog/43931384341/VMF-Rossii-nazval-tsel-sovmestnyih-

ucheniy-s-KNR-v-YUzhno-Kitays
7. https://ria.ru/analytics/20160912/1476705773.html
8. http://inosmi.ru/military/20160929/237941212.html
9. http://www.rbc.ru/politics/12/07/2016/5784b77c9a7947776a7bf17b
10. http://tass.ru/politika/3595565
11. https://vz.ru/news/2016/9/5/830743.html
12. http://www.interfax.ru/russia/527721
13. Carlyle A. Thayer. Vietnam’s Strategy of ‘Cooperating and Struggling’ with China 

over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 airs. 2016. № 3 (2). P. 213.

14. 见 Н.В.费多罗夫 中国南海的冲突和俄越关系// 管理咨询 2016年11期，第35页

关键词关键词：在东亚的领土争端 俄中关系 俄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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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唐纳德·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
更变时代还是霸权争夺的继续？更变时代还是霸权争夺的继续？

特朗普还是克林顿？中国社特朗普还是克林顿？中国社
会的偏好会的偏好

美国总统选举前一天“外交

政策”杂志登载了极其有趣，名

为“为何中国上层支持希拉里·

克林顿”1 的文章。作者认为特

朗普竞选言论对中国虽然比克

林顿温和些，但他作为总统可能

导致的全球不稳定 终将对中

国不利。

杂志在竞选期间和中国高级

活动家们的交谈证明，许多中国

政治家明显站在克林顿一边正是

因为觉得特朗普就任总统对美国

将是灾难。

尽管表面上特朗普在经济、

政治、军事方面的政治步骤或许

对中国好些，中国上层却偏好克

林顿，这是因为她的美国和全球

战略，作为总统较为适宜。中国

关心的是全球稳定。在这种意

义上克林顿较容易预测。从深刻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и Дональде Трампе

唐纳德·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
Время перемен или продолжени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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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变时代还是霸权争夺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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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国际和国内稳定的观点看来，克林顿在许多方面对中国都

比特朗普更为合适。

特朗普的许多打算都符合中国的重点。他的取消美国与亚洲特朗普的许多打算都符合中国的重点。他的取消美国与亚洲

盟友结构的思想（暂时对此尚有疑问）大大加强了中国对亚洲盟友结构的思想（暂时对此尚有疑问）大大加强了中国对亚洲

主要竞争者-日本和南韩的地位。特朗普不同于克林顿，不久前主要竞争者-日本和南韩的地位。特朗普不同于克林顿，不久前

他在谈话中支持了1990年中国在天安门对大学生们的镇压。他在谈话中支持了1990年中国在天安门对大学生们的镇压。

2016年他在谈话中虽说不支持中国行动，却仍然按中国领导

人的说法，称抗议为“暴乱”。由于特朗普以经验丰富的实业家

自居，而中国官僚又是举世闻名的强硬谈判者－它对克林顿是

比较重视的。一个高官说：“克林顿对中国将很强硬”。“外交政

策”记者问：“特朗普呢？”他笑了笑：“特朗普我们是对付得了

的”。有趣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著名专家潘大伟也有类似看

法：“特朗普首先是商人，而对商人我们并不是没招。。。”*

与此同时，北京的许多上层人物都认为特朗普就任总统的

风险和不确定性超过可能的优越因素。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和他

对许多多方结构的轻视态度会导致国际舞台上的势力真空，而

中国对它们的填充尚无准备。

中国一个著名的学者匿名说，特朗普的胜利将是对全球管

理和全球化本身的巨大打击。而这两种趋势对中国极其有利，

按照习近平在达沃斯的讲话，中国原则上支持它们2。

另一些专家在选举前对特朗普就任后建立中美良好关系的前

景却有绝然不同的评估。“如果我是美国敌人-前外交官，上海复

旦大学教授任晓说-我就希望特朗普当选。。。他会把国内外政治

搞乱。但作为美国的朋友，我想，克林顿将是较好的总统。。。”3。

可以断言，中国上层对可预测性和稳定的追求高于对任何美国

在亚洲利益削弱的喜悦。至于普通人（即非政治和知识界上层），

这里情况特别。许多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美国局势**。

* 2016г.２０１６年一月和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迫切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者的会晤。

** 2007-2015年到过美国的中国公民达到了2百50万，在美国院校学习的中国学生
数量也迅速增多-现在己超过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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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中国博客在网络上讨论选举前景是不足为奇的。研究结论基

于分析师扎克·德希特瓦尔德对中国博客圈内容分析4。

奇怪的是，按网络讨论内容，大部分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

都偏好特朗普。在中国境内对两个候选人的评估都不是考虑他

们之中谁更能负责和安全地管理美国。在中国网友们眼里，这

是腐败官员（民主党候选人）与人民保卫者（共和党候选人）

之间的对抗。如果是在中国选举，他们将在特朗普那边。尽管

特朗普对中国有些恶狠狠的言论，他成功地使中国居民相信克

林顿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那种滥用职权，谋取财富和政权的典

型坏蛋-巨商的密友。对中国人来说， 可恶的莫过于贪官，

因此，特朗普指责克林顿为罪犯引起群众心理的特别反响* 。

甚至在竞选过程中揭发的相当肮脏的色情事件也没能对特

朗普的中国崇拜者产生过大的影响。在这个国家，情妇和婚外

恋是官方地位必然的附属物。网络上经常冒出的丑闻和对官员

的曝光是司空见惯现象，这甚至是残酷的政权争夺手段。这里

网友们同情的往往是特朗普，而不是他的所谓受害者。

中国博客们对特朗普以特权集团之外人物自居有好感。中

国网络甚把特朗普和放弃政治形态的邓小平相比，后者以其猫

和老鼠的理论使中国有可能对外国投资敞开大门，开始国家的

改革。“特朗普所说的“美国优先”指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它

要领导世界秩序，-不，这意味着：不管欧洲和近东、东亚如

何，对我并不重要。“我国的事首要”，-中国博客自己对此作

了回答”5。

持续的不确定持续的不确定

唐 特朗普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过程中发表了许多关于外

交的，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声明。虽然其中可以看到包括对中

* 按照2015年的民意调查，中国人认为贪污问题比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社会贫
富悬殊问题更为严重。据营销人员的估计，中国将近50%的侈奢品都被购买用于赠
送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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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系的某种趋势，仅按其竞选诺言简直不可能预测新政府

的实际方针。

不过，有些预测却相当明确：“特朗普上任并非意味着美国会

离开南海，它大概会继续奉行“地区霸权”政策”-这是为中国

的一个智囊团起草报告的科学家们的看法。中国南海研究所所长

吴世村（海南省）确信美国的南海政策不会有根本改变。南京大

学南海中心主任朱锋认为特朗普的亚太政策更多的将是继承而不

是改变。“可能他不会说“再平衡”，但政策仍会保持。他的政府

不会异于过去的，总是以增加军费开始的各个共和党政府”6。

另一些专家预测特朗普会在地区对中国采取几个激烈的军事

行动以稳定自己地位，然后后退，以便在经济方面与中国交锋7。

预测很多，各不相同，因为起初根本不清楚特朗普想对中国

采取的原则和他对中国有何指望。应该说，这至今仍不清楚。

结果，按中国一个政治学家的中肯的表达，2016年末唐· 

特朗普的“维特”成了全球不稳定性的晴雨表。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对国民的新年祝词中（也看了这个晴雨表度数）相当

确切地预言2017年将是不确定的一年。

习近平主要指的是即将来到的一年的世界政治事件。他在

讲话中说，中国特别担心美国在自己的对外政策议程中纳入中

国领土完整及其海权的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必需对它和美国关系新激化做准备，首先

关系到台湾地位和南海局势。世界上两个 大经济大国还可能

发生某种形式的“贸易战”，何况特朗普在竞选的激情中对此

明确地暗示过。

在就任总统典礼前夕和就任后头几个星期专家们纷纷猜测

特朗普竞选的声明的原因及其可能的行动。

有些人认为他竞选时的激进言辞可能根源于他天生的“凶

狠性子”。按他的观点，中国是威胁，这个国家只懂得力量。

但也可能有别的方案-他想和美国的主要对手做交易。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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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类似的叫嚷只是试图占据较有利的地位以便进行不可避

免的谈判。

不管哪种解释正确，毫无疑问，特朗普的头一批外交步骤

显然很明确：在各方观点分歧方面持进攻态势。这不可避免地

引起了中美方面的暂时紧张。

特朗普胜选后一段时期，“特朗普晴雨表”下列度数由于

可理解的原因引起了极大的注意。2016年十二月初发生了中国

方向的主要事件。

世界对特朗普和蔡英文谈话的反应和“一个中国”的问题世界对特朗普和蔡英文谈话的反应和“一个中国”的问题

由于特朗普“维特”上的几句话，在世界新闻界和政治学

界引起了大波浪，世界只知道其中的如下内容：“台湾总统今

天（十二月2日）给我打了电话，祝贺我竞选总统胜利。。。有

趣的是，我们卖给台湾几十亿美元的武器，而我却甚至不能接

受电话祝贺”，-特朗普这样写道，看来是对批评交谈事实本身

的反应。特朗普的上述言辞强调指出是蔡英文打来电话，但远

非所有统治集团代表和所有分析家都相信，特别是当他们知道

在十分钟交谈过程中台湾方面有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吴钊燮，外

交部长李大卫和总统府发言人黄重谚在场之后。台湾方面透

露，台湾以此表明希望美国新政府支持它更广泛地参加国际事

务，为全球议事日程做出更多贡献。

“十一月份中国官员们还似有谨慎的乐观，认为有可能使

特朗普安静下来”，-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通A.弗里德伯格指

出。十二月份官方语调就越来越强硬了，这一阶段以十二月15

日美国无人水下器被捕获结束。美国对此实际上没有做出反

应，而中国航母“辽宁号”则在十二月底示威性地沿太平洋东

部围绕台湾航行8。此前，十二月8日中国派能携带核武器的西

安H-6号轰炸机沿自己的海洋边界-九段线飞行9。北京清楚地

发出信号：中国不可欺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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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份的事态迅速发展。副总统麦克·潘斯绝对否定可

能改变美国在这方面的外交政策。媒体反复提到了这个问题，

而每一次特朗普代表都谈到“礼节的电话”，否定可能对原来

的方针有何改变。即将离任的政府也重复了它。

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引用特朗普周围人士的透露，推

测类似的谈话是早己计划的，并且符合新总统关于在贸易、领

土问题，显然指的是岛屿问题以及南海航行问题上对中国采取

较强硬立场的竞选诺言11。看来，某些俄罗斯观察家也有此看

法。“西方急于做出了结论：错了，不明白和谁说话，没有考

虑到“一个中国”政策的思想。塔斯社驻北京记者A.基里洛夫

这样概括了（看来不完全正确）西方政治学界的反应。他认为

特朗普“什么都理解，但他是按照的是自己的方式，美中关系

的整个系统几乎都使他反感”12。

在专家们和媒体对新总统可能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暗

示的强烈反应背景下，美国媒体中暂时极其稀罕和“亲特朗

普”的，企图为美国对华政策中可能的“亲台”倾向寻找理由

的文章引起特别的关注。台湾全球研究所华盛顿分析中心工作

者拉谢尔·肖和戴维德·安在“国家利益”杂志上登载的文章

就是例证，其论据值得详细研究。文章明显代表亲台集团，表

示“理解美国民族利益”并坚持认为特朗普的行动绝对合法：

“尽管有公开的抗议，新当选总统的所有言行都不违反美

国政策与法律。特朗普有权回答电话和“怀疑”前政府的政

策-分析家们继续写道：“美国总统在确定政策时必须依据宪

法，遵照国家法律(lex terrae)*。而依照那个宪法，美国和其它

国家签订的条约就是法律”13。

肖和安在这里指的是1979年的和台湾关系法并企图为美国

可能对台湾政策，自然是为了“民族利益”的改变创造概念和

理论基础。

* «Laws of the land» –这个术语只在美国宪法的一个地方-第6条使用，它确定
使用宪法的优选。



政治政治 41

国际生活国际生活 Digest 2017

“ 近45年来美国对台政策基于美国的主要利益，即参加

解决台湾海峡两岸的分歧的进程，而不是 后解决这些分歧，

它们的一定的结果。。。（我们的注重点。- А.Д.）；按定义，

这是一种被动政策，屈从于其它两方-台湾和中国形成这种或

者那种结果的主动性”。

总之，本阶段“亲特朗普”的逻辑在于：第一，美国总统

有相当多的手段和政权在必要时检查对台湾政策。第二，虽然

美国议论纷纷，美国新总统–尽管有其破坏性的形象-他不会

改变美国政策。相反地，他的政府将提出重要和基本的，关于

现行政策的长期生命力的问题。是否在准备新一轮的“实力外

交政策”呢-暂时还不清楚。但四月底的 新事件表明，许多

专家所预测的潜在冲突方向之一尚无震荡。

对于台湾问题，和特朗普竞选声明相比，摆锤在急剧地摆

向相反的方向，而且摆幅空前大。美国总统声明，以后和台湾

政权首脑通电话的可能性一定先与中国政权商量14。

如果认真看待此声明，它意味着特朗普不仅全面放弃他曾

说过的建立华盛顿-北京-台北“三角关系”并强调“一个中

国”政策的条件性质，而且这一政策的选择取决于中国在对于

美国关键方面行动。这实际上是放弃多年来在发展和台湾联系

的任何步骤不与北京协商的原则。

按俄罗斯专家И.杰尼索夫的预测，特朗普不会在台湾问题

上对北京有明显的挑衅，但也不会拒绝在1979年和台湾关系法

范围内与台湾合作。

国务卿 Р.蒂勒森和中国南海国务卿 Р.蒂勒森和中国南海

2017年一月11日Р.蒂勒森在讨论其国务卿人选的美国上院

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声明：“我们打算明确告诉中国应该停止造

岛并关闭这些岛屿”。

对亚洲政治感兴趣的观察家们对蒂勒森是否在南海问题上

采取更强硬政策问题的回答表示震惊。许多观察家以为他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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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五个小时的审问后说错了话*。美

国新闻界不停地猜测类似的声明会有什么后果。

著名的南海地区历史研究家B.海顿直捷了当地说：“2008年

蒂勒森作为埃克森美孚首脑曾叫企图迫使他的公司放弃在中国

有争议的越南邻近水域气田勘探计划的中国站远些”。他还问

道，蒂勒森“是否会以国家的名义这样做”15。

上述声明可能实现的后果是清楚的。唯一的问题是，美国

能怎样阻止中国进入其岛屿基地，-是部署舰队还是武力威

胁。蒂勒森真的打算为了远离美国海岸的这几个小岛而挑起两

个超级大国的冲突么？如果他正是为了他在参议院所说的这

事，等待世界的将是什么16？

从卫星照片可以看到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的建筑暂时是停

止了。基地还在建设中，但挖土工作已经完成。与此同时，很

可疑的是中国可能在菲律宾领海的斯卡伯勒海岸再建一个大基

地**。参议员麦凯恩确信中国的 终目的是建立某种“三角”

（西沙、南沙和斯卡伯勒海岸的基地），从而便于控制南海的

战略水路。

可以回想到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和沙利文早己迫使美国在中

国南海夺取主动权，而不是一般地对中国做出反应，美国专家

们认为蒂勒森的到来也会出现类似情况。B.海顿警告说：“不

过，美国应该极其细致地解释发生的是什么事，否则中国和世

界其它国家会认为类似的行动是虚张声势和挑衅”。实际上，在

我们时代承认“实力战略”17会引起巨大风险。

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克在要求蒂勒森解释其打算时说，

美国应该保卫“国际领土”18。他立即受到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

心的拉普-胡彼尔的反驳，他指出“国际领土”术语不是法律

概念，它在海权和国际法中都不存在。专家认为：“政府声明

* 他失言了，例如，说每天有5万亿货物经过中国南海，实际上是每年。

** 这个海岸到1990年代由菲律宾在美国支持下控制，直到美国关闭基地。中国船
只从2012年四月起控制这一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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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觉得它在还未得到关于问题实质的足够信息时就想挑起和

中国的冲突”。

观察家们提醒说，2001年中国迫使美国侦察机在海南岛降

落并扣押其机组之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曾长期冻结。现在中

国在经济和军事政治方面都成为更强有力的玩家。因此，特朗

普政府的不适宜声明将比任何时候都更令人不安和危险。

可以同意美国国会一个议员的看法：“即便特朗普打算遏制

中国，在它拒绝参加TTP，日本和越南对美国信任下降，而中

国迅速填补地缘政治空白的情况下，他的政府己失去重要的经

济和外交的影响槓杆”。

谈到中国立场，重要指出的是，中国官方对蒂勒森就南海

发表的言论的反应相应温和。中国外交部官方发言人华春莹指

出：同意蒂勒森讲话的一点，那就是承认分歧，还有利益交叉

点与达成共识的必要性。

看来，中国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步骤的态度是“走着瞧”，但

也时刻准备给予回击，诚然，主要是在口头上。

习近平-特朗普：首次峰会习近平-特朗普：首次峰会

2017年四月6-7日在佛罗里达州的Mar-a-Lago住所举行了中

国和美国 高领导人的会晤。观察家们指出，和过去中美许多

峰会相比较，在唐·特朗普私人住所会晤可能是 不寻常乃至

是奇怪的活动19。

第一，引人注意的是两国领导人的会晤计划在非官方场地，

而是在特朗普私人住所。“外国人”杂志的作者Eric 李指出，

高度重视礼仪文化的国家同意这种私人认识方式是习近平的

大善意的表现20。与此同时重要指出的是，此前只有美国亲密盟

友安倍晋三得到过这种待遇。类似的邀请可以看作是特朗普对

中国的某种“友谊预支”。另一方面，А. 基里洛夫认为非正式

性给了中国“在中美关系的关键点影响美国的补充可能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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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前对它的前景所做的预测总的来说是相对克制，但毕竟

又良好，尽管有双方遵守一定条件的保留声明。当时许多分析

家都极其担心新总统的“不确定性”。不久前特朗普对“时代周

刊”发表谈话时提醒他是“直觉的人，而直觉通常都是正确

的”。“遗憾的是涉及到外交政策时，他的直觉却是一个和另一

个相互矛盾”-“外交政策”22杂志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Ф.鲁

基杨诺夫也提到了特朗普外交政策设置的非系统性，指出根本

不能用古典外交模式来衡量他：“特朗普是直觉行动的人，而他

的直觉是大商人在经常的生存斗争中锻炼出来的”23。

然而现在某些专家己认为特朗普的当选本身表明了美国外

交模式更变的可能性。

“两个首脑对世界结构有类似的观点，这在中美关系上是

罕见的-埃利克·李认为 -特朗普想把美国从不清楚，耗费

大，按自己样式划分世界的计划中拉回。他把美国放在首位。

中国应该承认问题这种提法的合理性，理解“美国为先”的口

号并非意味着中国应在 后面。。。”24。专家预测在峰会上将确

定美中贸易的“经济换安全”原则，如果类似的交易成交，两

个领袖将远远推向前行。他说：“这种交易在特朗普时代之前

是不可能的”。

中国政治学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的主任阎学东的立场却

和埃利克·李表明的观点完全相反，他称中美建立建设性关系

的所有尝试都是“假友谊”。他在谈话中强调，自从1995年中

国宣布按“非敌非友”原则和美国建立关系以来，实际上没有

任何改变，两国的任何相互关系都是零和游戏，即一个伙伴的

加强只能在另一方削弱的条件下达到25。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学

者以其不同于统治集团的立场（那里经常进行基于2013年习近

平提出的“双赢”术语的评论）似乎和美国现政府诸如С.班

农* 的鹰派相对接。

* 不过，这位不受欢迎的人似乎己不是特朗普团队的决定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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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观察家们看到，美国领导人和习近平及其前任胡锦涛

的会晤的不同之处是双方似乎镜面交换了自己的一些立场，

至少是在口头上。艾米丽·塔姆金在杂志“外交政策”26写

道：“华盛顿通常要求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按共同规则行动，参

加类似防止气候变化等大型国际计划。特朗普当选后己经是

中国以国际秩序，包括贸易自由的保卫者自居并自动参加，

争取在特朗普政府放弃的反全球转暖斗争中的领袖地位”。

特朗普在峰会上所做的声明的确和他在竞选与当选后头几

天所说的话有很大不同。至于会晤气氛，其中没有发现（大概

也不可能）什么敌视或冲突的迹象。

观察家们指出：由于会晤准备不够，没有出现两个领袖及

其团队一般相互认识以外的事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

使崔天凯的评价，峰会的 重要结果是两国领袖建立了“高效

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友谊”27。

在美国，总的来说，对会晤的评价如果不是批评性质的，

就是克制的。有趣的是，美国的政治积极的博客们在特朗普发

表与中国关系 新言论后随即做出了反应， 多使用的定义

是“erratic”，即“杂乱无章”。在这一意义上俄罗斯一些记

者同意美国博客们的看法，他们称特朗普为“决策方式冲动和

混乱的专制微观经理”28。

美国和中国联系在MAR-A-Lago会晤后将朝何方和能够怎样

发展呢？

美国观察家们不无讽喻之意地指出：会晤结果特朗普得到

了新的好朋友习近平。他在峰会后和北约秘书长举行的联合记

者会上说和中国的关系是“杰出的”并预测许多潜在的不好问

题将逐渐消失。

当天，四月12日，出现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愤怒变为怜

悯的其它标志。特朗普对“华尔街日报”谈话时改变了自己把

中国看作“货币操纵者”的评价-然而这是他竞选演讲中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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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论点，当时他曾指责中国进行“欺骗”并且使美国人失去

工作位置。

观察家们注意到特朗普称赞习近平，似乎把他和俄罗斯总

统换了位置：现在他己经知道习近平，甚至“理解他的打算”，

而竞选运动时曾肯定评价过的普京，他现在己经“不知道他

了”。这样，特朗普除了出名的言论上“杂乱无章”外，还是战

术决定的极端实用主义典范，与此同时很明显，他仍然没有外

交战略。

总之，习近平的访问巩固了特朗普 近一个月来形成的对

华态度，与此同时，俄罗斯己清楚再不可能等待特朗普对我国

有特别的友善。。。

一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时发表的新政府外交简略提纲中，

在众所周知的“核”背景下提到了北朝鲜，而且总是意味着一

定与其主要赞助者和庇护者相互协作。

在二月份就己对中国行了屈膝礼：特朗普对路透社发表谈

话时说，如果中国愿意就很容易对朝鲜半岛无核化起决定性作

用。2017年二月底事态的发展和中国关于民主朝鲜核计划主要

是美国和北朝鲜关系问题，而美国总统不应该对中国施压的声

明引起了许多评论，其中包括要求特朗普不顾中国态度和台湾

建立关系的危险建议29。

至于峰会时 关注的朝鲜问题，谈不上会有某种交易，尽

管双方都同意平壤对地区和平是严重威胁。新闻秘书肖恩·斯

派克说，双方加强了旨在“劝说民主朝鲜。。。停止非法的核和

导弹计划”的合作。但类似的合作表现在什么地方，中国应该

或能够为遏制朝鲜威胁采取何种步骤-暂时完全不清楚。

主要的是访问期间发生的事（至少是媒体对此激起了 大

的噪音）-这是对叙利亚的“战斧”导弹的打击，特朗普在晚饭

时向习近平报告了此事。访问期间的军事行动是巧合还是预先

的谋划-对此有不同看法。很多人认为这是精心策划的，首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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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示威行动： 好共同行动，否则我们就自己做。考虑

到特朗普的直觉的自发性，巧合的推测也有存在的权利30。

不管怎样，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对某些人所说的“难于接受

之事”31生气。至于中国官员们的声明，他们有的保持沉默，有

的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那样，坚决反对的主要不是导弹

打击，而是化学武器在叙利亚的使用。习近平离开美国之后华

春莹也没有明确指责美国行动，而是含糊地谈到国际法和必须

和平调解冲突，并且像А.加布耶夫形象而准确地说的再次展

现了“修辞平衡”的奇迹，前一次指的是中国官方人士对克里

米亚合并和顿巴斯事件32的语调。

某些人认为正是中国急于提议举行峰会，目的是停止和世

界上主要强国紧张关系的激化。由于特朗普过去对中国的出轨

行动导致的“粗糙”（正如А.加布耶夫极度温和表达的那样）

部分得到了磨平：“特朗普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暂时不对

台湾出售大批武器，不宣布中国是货币操纵者，也不再说对中

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33。

按峰会结果，两个世界上 大的经济大国宣布在 近100天内

进行贸易谈判，但官方没有透露细节。实际上双方在两个主要问

题-贸易赤字和货币操纵问题上都没有取得进展。特朗普在习离

开之后就于自己“维特”承认了这一点：“只有时间能表明我们

的贸易情况”。总的看来是停战的宣布取代了许诺的贸易战争。

这样一来，特朗普对华的总的政策和它的未来仍然模糊。

峰会改善了总的气氛，有助于缓和贸易矛盾，但未达成能够消

除（或者逐渐消除）两个大国地缘政治安全和贸易联系方面冲

突的深刻根源的具体协议。

当然，己为达成共识赢得了一些时间，但“民族主义鹰派”

和“商务实用主义者”仍在白宫就对华政策继续斗争，北京和

华盛顿相互之间仍然更像是竞争对手，而不是伙伴，特朗普关

于“潜在的很不好的问题逐渐消失”的预言显然过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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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问题看得宽广些，可以说美国“改变外交政策模式”的前

景仍相当不确定，未知特朗普能否改变美国对外政策。依照埃

利克·李的说法，它在冷战后摇摆于“新保守侵略和自由主义

干预主义”之间。主要问题在于特朗普是否真正希望世界原则

性地更变，而导弹打击叙利亚和轰炸阿富汗之后对此出现了严

重的怀疑。

政治学家Ф.鲁基杨诺夫指出34：“特朗普是民族主义者，经

济上倾向重商主义，政治上重视权力”。他的头一些行动不太

可能预测，感情用事，但人们对他的“维特”己不再看作是信

息手段或“全球不稳定晴雨表”(А.加布耶夫)，而是“直接

政治行动的工具”35。许多评论员以为特朗普试图在自己的外交

中采用尼克松就任总统时称著的“狂人外交”，以迫使对手让

步36，但警告说，如果习近平觉得自己受害，他比特朗普的任

何一个美国对手都有多得多的报复可能性。按中国政界广泛传

播的报导，似乎习近平在讨论“不可猜测的特朗普”取得政权

时说，他自己不会去冲突，但如果特朗普实际侵犯中国利益，

反击将是强硬的。

毫无疑问，特朗普己经改变了美中关系发展的动态。多年

来美国总统都不希望使中国反对自己，不激化和中国的关系，

中国领导人则试图接近可容许的界限。许多分析家认为，特朗

普还在就任总统前就大胆和冒险地夺取了主动权，解除了中国

伙伴的武装37。现在可能己是中国需要谨慎行事了。是与否-考

虑到中国对首次峰会的积极性，暂时还难说，但在特朗普就任

己接近一年时刻，形势己经比较确定，并使有可能相信专家们

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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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危机：有出路吗？朝鲜危机：有出路吗？

2017年成为朝鲜周围局势激

化的一年。D.特朗普取得美国政

权正好是民主朝鲜核导弹计划发

展的新阶段。现领袖的己故父亲

金正日当年似乎认为民主朝朝鲜

的安全保障只需有回击美国及其

盟国的核打击的可能性即可，因

而满足于民主朝鲜拥有不大的核

遏制力量-约十个核弹，并且不

特别关心其运送工具。金正恩走

得更远。提出了不仅制造大量核

弹，而且制造高效的运送工具-

洲际弹道导弹（ICBM）和潜艇发

射的弹道导弹（SLBM）的目标。

其实质是民主朝鲜将来拥有可能

承受第一打击并给予以美国为代

表的来犯者制造难于承受损失的

成熟的核导弹潜力。

难说民主朝鲜何时能发展这

种潜力，虽然金正恩在其新年贺

词中报导了即将试验能达到美国

领土的洲际导弹的消息，并指出

近几年内就能取得很大进步。

这意味着在可展望着的未来民主

Корейский кризис: есть ли выход?

朝鲜危机：有出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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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就能成为继俄罗斯和中国之后的第三个美国的敌人，能把

洛杉矶，旧金山和西雅图，甚至华盛顿与纽约夷为平地。当

然，英国和法国也有此能力，但它们是美国的盟国。

以前碰到来自平壤的挑战，例如，准备导弹发射或核试验

的报导时，美国总是做出同样的反应，首先是声明民主朝鲜的

这一步骤“不能接受”，会导致“难于预测的后果”。而平壤的

回答是或迟或早地进行美国反对的事情，美国只能咆哮大怒或

者进行实际效果等于零的新制裁。

这里的问题并非美国不相信外交解决或制裁力量。还在

1990年代初，刚刚开始谈论平壤的核计划的时候，美国就认真

讨论了反对民主朝鲜的军事行动可能性，可是它后来放弃了这

种计划。朝鲜半岛新的广泛的军事冲突将导致美国严重的人和

物质的损失*。

可是，如果以前考虑的是保障美国盟友南韩的安全，现在

由于出现平壤拥有洲际导弹和潜艇弹道导弹的可能性，北朝

鲜核导弹对美国陆地的直接威胁纳入了议事日程。美国总统

特朗普代表共和党，而共和党的外交纲领中反导防御向来像

是某种圣牛。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D.特朗普是否满意美国对民主朝鲜核

导弹计划的原来方针或者采取某种更强硬的措施。金正恩新年

贺词发表后第二天D.特朗普就在自己的“维特”写道，虽然北

朝鲜说将很快结束能威胁美国的导弹研制，“这是不会的”。世

界把这些话看作是D.特朗普许诺不允许事态有类似变化。

的确，如果说D.特朗普竞选总统时曾说愿意和金正恩谈谈

关于汉堡的“交易”，今年四月北朝鲜进行一系列导弹试验

后，正如美国总统所说的那样，己向朝鲜海岸边派出了“无敌

* 1994年，当美国总统B。克林顿考虑对民主朝鲜 发动战争时，得到了美国驻南
韩部队司令加里·洛克将军的计算，按照它，美国和南韩军队的损失将近为一百
万，其中死亡的美军将达到十万。对民主朝鲜战争的经济损失将超过一万亿美
元，克林顿拒绝了对民主朝鲜发动战争，从1994年开始和平壤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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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队”。其核心是由配备“战斧”导弹的驱逐舰伴随的

“卡尔·文森”号 航空母舰。美国专家们和媒体开始议论对

北朝鲜核设施的“点击”。因为D.特朗普己经表明能够强硬行

动，下令对叙利亚空军基地Shairat进行了导弹袭击并且在阿

富汗扔下了超强大的非核炸弹。美国总统和记者们交谈时称北

朝鲜是“ 终需要解决的“世界大问题”，强调民主朝鲜是

“对世界真正的威胁，不管我们想不想说”。

例如，2017年他在首尔访问时指出对平壤的军事行动是

“讨论的可能性”1，他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又说不排除在南

韩部署核武器以遏制北朝鲜威胁2。国务卿在回答记者问题时

甚至说不排除用核武器来装备朝鲜半岛盟友的可能性。蒂尔

森说：“什么也不能排除”，尽管向南韩或日本移交核武器将

是美国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直接违反3。国务卿在另

一个谈话中指出“华盛顿重新审议北朝鲜的所有地位并寻找

对它的政权施压方法”，包括可能恢复其在支持恐怖主义国名

单的位置4。

对民主朝鲜的“占击”：南韩当活盾牌对民主朝鲜的“占击”：南韩当活盾牌

毫无疑问，“点击”将使北朝鲜核计划倒退多年乃至数十

年。但将是什么代价呢？问题在于隔离两个朝鲜的非军事区边

境有南韩的大首尔-约二千五百万人口的城市。非军事区的另

一边部署着世界上 强大的北朝鲜重炮集团军，如果美国对平

壤核设施打击行动，它自然不会坐视不顾。

今年四月14日朝鲜中央电讯局频道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参

谋部声明：“任何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挑衅阴谋都将受到我国

军队和人民坚决的超强大的反击”。这里指的是对美国在奥萨

那、昆山和平泽的基地以及大韩民国总统府“青瓦台”的海陆

空打击。据报道，民主朝鲜的导弹还瞄准美国在日本与美国本

土的基地5。



政治政治

国际生活国际生活

54 

Digest 2017

几十年来日本和南韩政权以“北朝鲜威胁”为借口吸引美

国的军事援助。可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当实际可能与拥有核导

弹力量的国家公开冲突时，日本和南韩的语气己不再那么嚣

张。共同社引用外交人士的透露报道6，D.特朗普甚至安慰了

日本首相安倍，答应未与东京商议不进攻民主朝鲜。与此同

时，美国总统呼吁日本首相理解美国的新方针-从“战略忍

耐”到“依靠力量的和平”的原则。

南韩严重不安。那里对付出了巨大代价的1950-1953年战争

记忆犹新。南韩国防部呼吁居民不要因为社交网络中传播的关

于美国即将打击民主朝鲜的谣言而恐慌。军方代表声明：“我

们从美国盟友那里得到相应的证实：美国基于和南韩的军事政

治联盟关系，首先将和我们协商，议定对民主朝鲜的一切可能

的军事步骤”7。

专家们认为北朝鲜对首尔的火炮攻击能对南韩首都造成相

当于核打击的损失。很明显，平壤的这种打击将受到南韩的强

大回击，意味着开始新的朝鲜战争。即便没有酿成战争，这种

事变也将使美国和南韩关系受到严重损害。南韩人看来，美国

对民主朝鲜的打击势必导致北朝鲜对首尔的回击，这样一来，

和美国的联盟己不是对国家安全的保障，而是对它的潜在威

胁，因为实际上美国打算依靠自己的南韩伙伴，把它作为活盾

牌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美国-南韩：各抽各的烟美国-南韩：各抽各的烟

D.特朗普的务实方针在美国考虑南韩人利益方面己给他们

带来了不少意外。美国新总统要求南韩全部负责驻该国美军开

支的打算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感。

这里的第一个警钟是首尔拒绝D.特朗普关于支付美国在南

韩似乎是为了截阻北朝鲜导弹的THAAD导弹防御系统部署的十

亿美元费用的要求。南韩国防部认为部署THAAD导弹防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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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费用应由美方支付。国防部在2017年四月28日发表的声明中

说：“按照协议，大韩民国提供土地和其它结构，而美国应承

负THAAD的部署和维护的费用”8。

由于THAAD系统引起和中国关系的危机使问题特别尖锐。因

为这个系统的强大雷达TPY-2 TM不仅能准确发现1200公里以内

的弹道导弹和空气动力学目标（飞机），在理想条件下能达到

1500公里。在南韩部署此雷达将使美国能控制中国东海、中国

东北地区和部分俄罗斯远东地区9。就此值得提到2016年六月

25日就普京总统访问中国结果发表的俄中联合声明，其中

说：“俄罗斯和中国反对在东北亚扩大地区外的军事存在，借

口应对民主朝鲜核导弹计划在那里部署作为美国全球反导系统

太平洋段的新导弹防御区。双方反对军事政治冲突的升级和地

区的军备竞赛的激化”10。

中国官方不同水平的声明证实中国对首尔扩大美国在该国

军事存在的强烈不满。2016年七月31日的新华社声明可以说是

范例：“首尔也许知道在本土部署THAAD的全部后果，但它仍然

由于暂时尚未清楚的原因而屈从美国，这说明了它的近视和薄

弱的外交能力”11。

中国继政治声明采取了实际措施，大大减少了中国游客

流，而旅游业是南韩大城市和旅游中心的中小商业的巨大收入

来源。一些航线被取消，中国的环球游船绕过釜山。南韩各公

司对中国的出口受到限制，而许多公司曾向中国市场供应自己

的30%到80%的产品。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公司破产、职工被解

雇、经济下跌。这使居民提出问题：THAAD系统使他们受损

害，它真的需要吗？

D.特朗普对经贸问题的保护主义声明也引起了南韩对他在

国际事务的方针的不满。南韩人担心随着对中国的攻击也会对

南韩向美国的出口采取措施，因为D.特朗普对中国所说的一

切，南韩情况也相同。对依赖美国市场的南韩，任何关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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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给它严重的打击。另一个威胁是对美国-南韩自由贸易区

协议的重新审议，总的来说，协议对南韩企业极其有利。

然而问题还不仅在于对双方贸易的直接威胁。美国退出有

墨西哥、加拿大参加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也给南韩

带来很多麻烦。即便在NAFTA现有范围内，对协议的一般的根

本修改也将严重打击南韩各公司的利益。它们在墨西哥建了不

少主要面向美国市场的大企业。

2017年五月9日在南韩举行了总统选举。自由党派代表，反

对己被弹劾的朴槿惠总统政府的联合民主党“都博”候选人文

在寅获胜。文在寅的胜利要求他为今天韩国“zugzwang（强制

被动）”局势的发展增添新的重要细节和因素。他的竞选纲领

要点是：不要美国的导弹防御、独立的外交政策、和北朝鲜的

直接对话。新政府不得不首先从事解决朝鲜半岛尖锐的危机问

题。可以肯定地说，新政府将对平壤采取比前任较平衡、折中

和建设性政策，尽管不值得指望他会脱离与美国的联盟关系。

首尔也想有自己的炸弹首尔也想有自己的炸弹

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是60多年来两个朝鲜国家军事对峙的直

接后果而且不局限于平壤的核导弹计划。西方不愿说朝鲜半

岛核军备竞赛历史的倡始者不是民主朝鲜，而是南韩。南韩

的军事核计划是在1970年于极其秘密，包括对美国保密的环

境下开始的，即在1969年“尼克松理论”公布之后，而按照

它，美国应该把国防的重担移交给亚洲各盟友承负12。1971年

南韩政府建立了武器研究委员会。1973年委员会制订了研制

核武器的长期计划，应在六年到十年内实现它，价值约为15-

20亿美元13。

美国对这一切知道得很晚，它在1976年以严厉的方式迫使

南韩放弃制造自己核武器的幻想。顺便提提，南韩右派民族主

义者之中相当普遍认为1979年的总统，“南韩经济奇迹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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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正熙将军是被美国人策划杀害的，原因是担心南韩成为强大

的核大国。

1968年七月一日大韩民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始签字那

天签了字，但只是在1975年四月23日批准了它，并把它和美国

履行提供“核保护伞”条约的义务挂钩。不过，1976年当选的

美国总统卡特没有履行从南韩全部撤出美国军队的打算，这使

首尔做出了恢复核军事计划的决定。

南韩虽然签订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却仍秘密独自研究使

用过的核燃料放射化学加工和铀浓缩的工艺。只是在2004年，

在南韩代表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关于过去年代核计划的全

部资料”之后，国际社会才得到了关于南韩违反国际原子能机

构全面保障协议义务的信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研究南韩未申报

的核活动的结果公布在2004年十一月11日该机构秘书长的报告

中，但国际原子能机构决定不把“南韩专案”交给联合国安理

会审理14。

从1958年一月起在南韩境内部署了由美国军人控制的美国

核武器。例如，在南韩的美国基地同时部署了950颗核弹

头，33年来共部署过11种美国核武器。1991年十二月在两个朝

鲜签订关于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联合宣言（1992年一月20日）15

之前 后的将近100颗核弹头运出了南韩。

还在1990年代，在美国“核伞”刚撤离的时候就有了关于

民主朝鲜制造自己的核武器的传言，在南韩又开始议论制造自

己核弹的问题。D.特朗普上台后南韩对美国“核伞”的信心

更加动摇了，特别是在美国声明南韩应该承担驻该国美军的费

用之后。

制造自己核弹的思想在首尔从来没有引起明显的反对。将

近20年的民意调查表明，南韩大部分人希望看到自己国家是核

大国。2016年一月就此问题的调查表明54%的南韩居民主张本

国拥有核武器16。



政治政治

国际生活国际生活

58 

Digest 2017

一旦南韩做出相应的政治决定，它今天的经济、工业和科

技水平将使有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在8-12个月内制造核武器。

不过，看来南韩领导理解制造核武器的企图势必导致和各邻

邦，而主要是和美国的冲突。大韩民国将不得不退出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从而受到国际制裁，中断和外国在核能方面的合

作。南韩将得不到其核电站所需的进口浓缩铀，导致电力供应

短缺-南韩的25个核电站生产国产总电量的31，73%17。此外，

这将对民主朝鲜发出危险的信号-即国际社会能够接受核武

器。南韩的核武器将意味着民主朝鲜的核地位得到承认并将永

远埋葬朝鲜半岛无核化前途。

与此同时，南韩统治阶层中许多人并不认为制造自己的核

武器的思想荒唐。第一，对美国保障其安全的信心下降，包括

地区和全球力量平衡的改变。第二，北朝鲜核和导弹专家的成

就。首尔的核尝试对地区将是严重问题。日本和台湾也有人借

口中国军力迅速强大，议论需要拥有核武器。

D.特朗普能“压倒”平壤吗？D.特朗普能“压倒”平壤吗？

近二十年来，每个美国政府都想阻止平壤的核计划，可

是美国的行动似乎都是在追赶这个计划。如果B 克林顿旨在劝

说平壤放弃核武器，小布什则是制止它的试验，而B 奥巴马仅

在防止平壤制造它的运送工具。

所有这些努力都破产了。原因是上述总统没有一个相信值得

和民主朝鲜达成某种协议和这些协议需要履行。他们都相信平壤

政权处于崩溃边缘，民主朝鲜很快会被南韩吞并，而这将解决一

切问题。B.克林顿大概是这样想的。他同意和民主朝鲜签订框式

协议，规定民主朝鲜冻结核计划，不仅换取建设两个轻水核反应

堆和供应北朝鲜的热电站美国的重油，而且使美国和民主朝鲜关

系正常化。B克林顿确信协议无需履行，即便反应堆建成，它们

将为统一的南韩服务，因此规定它们应该是南韩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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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在2003年同意举行关于朝鲜核武器问题的六方谈

判。2005年的六方联合声明不仅具有推向保障朝鲜半岛无核地

位的基础，还推向了地区局势总的健康化。此文件写了些什么

呢？民主朝鲜声明放弃核武器和现有的核计划；美国声明不在

朝鲜半岛部署核对武器，没有进攻民主朝鲜和侵入其领土的打

算；美国和民主朝鲜正式声明相互尊重主权，和平共处和采取

促使双方关系正常化的步骤；还规定了很多开辟道路，使东北

亚成为和平、安全、合作地区的步骤18。

可是，当需要采取履行达成的协议的步骤，应该按共识的

原则-“义务换义务，行动换行动”行动的时候，美国及其盟

友-南韩和日本就后退了。看到这种情况，平壤在2006年十月9

日进行了首次核试验。至于奥巴马，他的方针是清楚的：无任

何谈判，只有制裁、施压、孤立。

可是，D.特朗普也没有不同于前任的严肃选择。军事威胁

不仅无效，反而成为平壤进一步发展核导弹计划的理由。例

如，人们指出：虽然在D.特朗普上台以来北朝鲜三个月没有进

行核试验，但它的导弹发射己经九次，比奥巴马就任时多。

D.特朗普政府仍在加强制裁制度，想出某些限制民主朝鲜

的措施。可能的制裁名单中可能包括禁止向北朝鲜供应石油，

全球禁止北朝鲜“高丽”航空公司飞机的飞行，限制民主朝鲜

海产品出口，发现和冻结金正恩及其家属在外国银行的账号。

媒体报道，美国还想限制民主朝鲜公民到外国工作，严格限制

北朝鲜的煤出口19。

俄罗斯和中国：对民主朝鲜的共同立场俄罗斯和中国：对民主朝鲜的共同立场

俄罗斯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一致。这里有某种

三重公式。第一，俄罗斯和中国都绝对谴责平壤的核导弹计

划，原因中包括它直接威胁我们两国-北朝鲜的核设施和导弹

试验在接近我们边界-距离150-200公里的地方进行，而且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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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和发射都成为美国扩大自己在东北亚军事存在的借口。第

二，俄罗斯和中国都认为北朝鲜问题不可能军事解决，需要继

续进行政治外交工作。第三，俄罗斯和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

对民主朝鲜进行一定的制裁的决议。这些制裁对于中国，是相

当敏感的。中国在二月份北朝鲜导弹发射六天之后依照联合国

安理会的决议，到年底禁止购买民主朝鲜的煤，这削减北朝鲜

出口收入的40%20。与此同时，两国认为，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关

于朝鲜半岛的决议应该克制和有健康思维-不应该无理地扩大

对制裁的诠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能看作是使民主朝鲜经济

和人民的人文处境恶化的办法，更不能激化紧张局势，加紧军

备竞赛，导致出现地区的新的分界线。

D.特朗普政府试图积极影响俄罗斯和中国，企图结成压力

联盟，把它当作国际社会的公意，并且研究“更换”平壤政

权的各种方案。但所有这些措施的效率都有限。一方面，

俄罗斯和中国、非西方的国家总的来说不会让华盛顿利用制

裁导致民主朝鲜的人文灾难。另一方面，平壤己有绕过制裁

的经验。

至于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施压，施行得越激烈，俄罗斯和中

国就会对民主朝鲜的态度越友善。在地区和全球与美国对峙情

况下，保持民主朝鲜的稳定对俄罗斯和中国都有战略价值。美

国对中国发动严重的贸易战可能打击对中国经济投了资的美国

实业家，而中国是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美国主要贸易伙

伴。这个集团可能在内部阵线开始反对D.特朗普的行动。

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谈判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谈判

民主朝鲜并非绕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制造核武器的唯一国

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有相应的计划，它们曾经公开进行核试

验。以色列没有否定，也没有证实自己拥有核武器。这些国家

中没有一个像民主朝鲜那样受到那么多的制裁。国际专家们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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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说，印度和巴基斯坦从未参加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民主

朝鲜参加了，后来退出，从而违反了国际法Pacta sunt ser-

vanda（条约应该遵守）原则。可是，难道其它国家没有违反过

此原则？就拿美国来说吧，它退出了对国际安全意义不次于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借用约翰·奥维尔公

式，那是美国和西方认为“某些国家比其它国家更平等”。

我们丝毫不替民主朝鲜核导弹计划辩护，需要指出，它的

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在美国自称在单极秩序中有

动用武力反对其不满意国家的权利，而现有状况的联合国无力

加以阻止的条件下，小国家，而且不但小国家都试图用任何手

段，包括极端手段来保障自己安全。

毫无疑问，平壤理解，对于民主朝鲜，如果开始任何战

争，更不用说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战争，等于自杀。很明

显，每一次，当平壤威胁对敌人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时候，指的

都是对侵犯者的还击。顺便提提，美国头脑清醒者也指出了这

一点。例如，B克林顿任期美国国防部长佩里。1999年曾受命

到平壤协商上面提到过的美朝框式协议的佩里写道：“我数年

研究了北朝鲜问题并和它的许多军事和政治领导人进行了严肅

的谈判。北朝鲜领导人并非愿意自杀者。他们希望保持政权并

理解，如果他们动用核武器进攻，他们的国家和他们将被消

灭。核武器给了他们保留政权的可能性，但只是在不使用它们

的条件下”21。

对于平壤，核导弹计划是它的安全盾牌，它不会轻易放

弃。北朝鲜领导人知道西方怎样感谢了自动放弃核计划的利比

亚领袖М.卡扎菲，不愿意让自己重复他的命运。因此对于美

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出路只有一个-和平壤达成协议，具体、

真诚、透明、保障安全-首先是民主朝鲜和大韩民国，还有俄

罗斯、中国、日本和地区的所有国家的安全的协议。这种保障

应该牢靠和足于令人信服，使任何人对此都无疑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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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核问题的折中解决方案的道路并没有关闭。尽管平壤

领导人不止一次声明无论如何不放弃核武器并且把民主朝鲜核

地位写入该国宪法，他们完全可能同意把自己的核计划冻结在

今天的水平上。据专家们的评价，现在北朝鲜有10-15颗核

弹。北朝鲜军事专家们认识到迅速增加核弹数量，例如，增到

100-150颗，不会把核遏制力量增加10-15倍。因此，由于今天

基本的遏制力量己经确立，民主朝鲜原则上己可能进行停止其

进一步扩充的讨论。上面提到过的佩里正是这样认为。他写

道：“我相信北朝鲜完全可能同意停止核武器和远程导弹的试

验，不出卖或转让自己的核工艺以换取南韩方面经济上的让步

和美国对其安全的保障”22。

可以利用今年中国外长王毅关于民主朝鲜暂停自己的导弹

发射和核计划的发展以换取美国和南韩停止军事演习的建议

作为政治谈判开始的起点。这是完全现实的，平壤可能接受

的建议，- 2015年一月和2016年一月北朝鲜领导曾提出过类

似的思想23。

王毅的名为“暂停换暂停”的建议自然解决不了核问题，

但有助于使各方将来坐下来谈判。在今天条件下，和民主朝鲜

的谈判进程本身不比其结果次要。

两个朝鲜关系正常化与和平条约两个朝鲜关系正常化与和平条约

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和两个朝鲜关系正常化-缓和朝鲜半

岛政治紧张局势和发展民主朝鲜与南韩，与地区其它国家的关

系密切相关。必须同时解决两个问题。

两个朝鲜国家至今在法律上处于交战状态，因为1953年

七月27日签订的停止了1950-1953年朝鲜战争的停战协定只不

过是战争双方武装力量总司令之间的暂停军事行动的协议。

为了保障朝鲜半岛的和平必须签订朝鲜两个国家之间的和

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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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有助于在多年之后使“朝鲜问题”重新回到联合国的

议事日程。现在是适宜的时刻。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南韩人潘

基文没能公正对待民主朝鲜，平壤也强调了对他的忽视。他的

任期己满，取代他的是以前从未涉及朝鲜问题因而能够客观对

待两个朝鲜之间的调解的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大概，开始在联合国范围内举行关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会议

是有益的，参加的可以是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安理会五个

常任理事国、民主朝鲜和大韩民国。大概还值得和两朝鲜商

定邀请其它国家，例如，蒙古，还有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几

个东盟国家-考虑到民主朝鲜是东盟地区安全会议的参加国。

这样的会议可以综合性地讨论民主朝鲜和大韩民国签订和平

条约、相互裁减武器和武装力量、发展经济合作、美国和日

本与民主朝鲜关系正常化以及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显然，

这种思想不可能马上被接受，然而朝核问题的六方谈判建议

也并非立即得到实现。

两个朝鲜国家的和约应该不是普通的互不侵犯条约，而应

该是民主朝鲜和大韩民国伙伴关系的法律基础。这样的条约将

使民主朝鲜从“被遗弃”国家变为国际社会的全权国家。联合

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可以为民主朝鲜和大韩民国之间的和平与合

作担保。

国际安全问题不会自行解决。“点击”威胁或恐吓性的军事

演习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情况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变为大战

争-谁能保证朝鲜半岛这方或那方的计算机不会失效？

1. www.golos-ameriki.ru/a/tillerson-north-korea/3770248.html
2. www.rossaprimavera.ru/news/tolko-fox-news
3. https://ria.ru/world/20170318/1490337275.html 2
4. world.kbs.co.kr/special/northkorea/contents/news/news_view.htm?No=3833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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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议会联盟与俄罗斯：千古史各国议会联盟与俄罗斯：千古史

2017年10月14日，历史 悠

久的国际政治组织——各国议会

联盟（议联）第137届大会在俄

罗斯圣彼得堡隆重开幕。我提示

一下，上届在达卡（孟加拉）举

行的第136届各国议会联盟大

会，对俄罗斯代表团来说，其具

有真正历史意义的大会。“国际

生活”杂志1就大会的筹备工作进

行了详尽报道。20年来，俄罗斯

首次在各国议会联盟发起了一项

决议草案。这项草案涉及了非常

重要和尖锐的话题——“议会在

遵守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的作

用”，在争取到对草案进行分析

研究后，其得到各国代表团的大

力支持，确保了以协商一致方式

通过该文件。

当然，决议的重要性不仅在

于其本身的通过。其中心论题是

确定不准以所谓“人道主义干

预”为借口，暴力取代国家合法

政府的事实。也就是说，世界见

证的伊朗、阿富汗、利比亚和世

М е ж п а р л а м е н т с к и й  с о ю з  и 

Россия: история сквозь века

各国议会联盟与俄罗斯：千古史

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саче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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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

主席、各国议会联盟副主席、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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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其它地区不同时期发生的事件。本来，对源自国际法基本原

则的论题，无须再追加论据，聘请辩护士。然而，在讨论总结

文件和做修正的过程中（总共143个），“我们的西方伙伴”不

加掩饰的公开对抗就愈加明显。正是“做贼心虚”：一些国家

的强硬抵抗，直接说明了决议的紧迫性。再说，这种情况，往

往还不是对决议某些条款因解读上持不同立场（这无疑是会有

的，甚至是正确的表现），他们则是否认对反对外部干涉国家

内政进行表态必要性的事实。

在达卡，就叙利亚方向也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议联的主要

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落实我们为促进政治解决此

多灾多难国家问题建立工作组的倡议。我们提议欧洲、亚洲、

拉丁美洲和非洲议员在议联使命范围内亲自访问叙利亚，以便

在现场评估局势，并就今后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提出自己

的，非聘用的意见，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计划在圣彼得堡各国

议会联盟大会召开前进行访问

各国议会联盟与国家杜马（1906-1917年）各国议会联盟与国家杜马（1906-1917年）

尽管我国曾在1998年莫斯科举行的第100次各国议会联盟大

会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议员，在俄罗斯对这个组织知之甚

少。我可要说，这是不应得的现象。对俄罗斯参与全世界议员

大会的丰富历史，了解的人更少。但其历史则是非常有趣和富

有象征性事件和法令。

首先，作为联盟会员之前，俄罗斯在其活动中发挥了一定

的作用。在布达佩斯（1896年）举行的第七届各国议会联盟大

会上，通过了匈牙利代表团提倡邀请“没有真正议会机构的任

何国家的代议机关”成员参加议联大会的决定。根据这项决

定，大会对各国议会联盟章程进行了修改，对第6条款添加的

新段落指出，“由相应政府、参议院成员和选修召集的委员

会，或其它类似不具有宪法国家的机构，经声明后，同样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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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会议”2。据当代人证实，此建议首先是面向俄罗斯。1889年

以保存和维护和平为目标建立起的国际组织，视与俄罗斯的合

作为非常宝贵的。

自俄罗斯帝国建立国家杜马之日起，1906年5月10日（4月

27日）在圣彼得堡的塔夫利达宫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各国议会

联盟曾多次试图在英国和法国议会成员的调解下，建立与俄罗

斯可持续的接触。就在1906年6月3日（5月21日），国家杜马主

席С.А.穆罗姆采夫接到议联英国议会组名誉书记，各国议会

联盟联名发起人威廉·克里默和英国议会组主席韦尔黛拉勋爵

用俄语（！）书写的“鉴于7月举行由英国国王陛下政府赞同和

支持的联盟大会”文书。笔者在信中，就俄罗斯于1899年在举

行首届海牙大会期间起得作用，予以特殊关注，指出“因此，

我们衷心欢迎建起的国家杜马和伟大俄罗斯人民的代表”3。

几乎与此同时，国家杜马于6月10日（5月28日）接到各国议会

联盟法国议会组主席，参议员艾斯图尔内·德·康斯坦特呈交

的有关在各国议会联盟组建俄罗斯议会组的建议。

杜马立即做出反应：6月6日通过了19人委员会就“促进国

际仲裁各国议会会议”（议联原名）4英国议会组主席和法国议

会组主席递交其下结语的通告发表声明。声明指出：“当即，

正当俄罗斯自由处于萌芽状态，俄罗斯比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

通过和平竞争，在全人类理想旗帜下，在国际舞台上强求文化

与文明的成就。”国家杜马1906年6月30日举行的第36次会议

上，议员们热烈鼓掌欢迎递交他们审阅的这两封信。在这次会

议的速记中，记录了议员И.В.日尔金(萨拉托夫省)的话：

“我相信，现在国家杜马正在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此事

件将引导我们及我们的年轻议会走上欧洲的道路，走向一个全

新的世界”5。

在同次会议上，国家杜马选出了出席伦敦各国议会联盟大

会的第一个代表团成员。就在伦敦大会开幕一天（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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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来令人不快的消息，杜马被解散。俄罗斯议会组代表团的使

命未开始就结束了

为在议联工作必要的主要制度环节——各国议会联盟俄罗

斯议会组，已是由1909年5月3日第三届国家杜马成员组成。到

1910年，共有115名杜马成员和16名国务委员。年度会员费是

七卢布。И.Н.叶夫列莫夫被选为俄罗斯议会组主席。有关其

履历及在议联的活动，值得另提*。
俄罗斯议会组于1909年访问了英国和法国。这是俄罗斯议

员在海外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这次海外之行期间发生了外

交趣事。在访问框架内安排了由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举办的

隆重宴会。但是，当获悉国家杜马官方代表团中有一名穆斯

林议员——鞑靼人С.Н.马克苏多夫，英国君主礼仪司以国

王从不会见官方代表团的穆斯林成员为借口，试图阻止他与

国王会晤。俄罗斯代表团坚持必须所有成员，无歧视性的例

外进行会晤。 终，接待方还是予以同意。因此，可以说，

俄罗斯议员当时在人权问题上就已显示了比“古老”的英国

民主更为进步的观点。十月革命后，马克苏多夫应土耳其之

父-凯末尔邀请参与建设新土耳其，在安卡拉奠基了法律学校

并三次当选土耳其议会议员。今天，为他在喀山“斯坦布

尔”公园竖立了纪念碑。

1910年，俄罗斯议员首次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各国议会联

盟理事会（议联领导机构）成员，参加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

16届大会的工作。此外，根据我国代表团的提议，立即提出修

改议联章程“亦就是扩大议联任务”6的问题。俄罗斯组对委员

*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列莫夫1866年1月6日出生于哈尔科夫古老的哥萨克
贵族家庭，顿河州首席贵族之子。1885-1891年在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就学。1906年
当选第一届国家杜马成员，为民主改革派。他被选为各国议会联盟俄罗斯组主
席。1917年二月革命期间曾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1917年7月为临时政府司
法部长。1917年秋，被任命为瑞士特使。由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全权代表Я.А.别尔津抵达瑞士，因此未能及时提交国书。但由瑞士政府事实上
承认。十月革命后，叶夫列莫夫在索邦大学法律系和海牙国际法学院进行国际关
系的讲课。1945年在海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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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建议提出修正，更确切地说，确定联盟职能的修正。此修

正得到支持，新章程被一致通过。

俄罗斯议会组积极参与联盟工作，向每届大会派遣自己的

代表团。俄罗斯组编订了调解国际纠纷公约草案。为此文件作

者的叶夫列莫夫，规定了建立常设国际调解机构。机构从定期

举行的和平大会选出的20名成员和10名助理组成。稍晚，叶夫

列莫夫当选议联成立的中立海峡与运河委员会主席及国际管辖

权和调停委员会委员。

各国议会联盟和苏联 高苏维埃（1955-1991年）各国议会联盟和苏联 高苏维埃（1955-1991年）

俄罗斯帝国的不再存在和断然拒绝作为其前身继承者的新

国家的建立，导致我国在各国议会联盟的活动停止30多年。

各国议会联盟继续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和苏联议员参加联盟活动保持有兴趣，并在

此方向采取积极步骤。例如，1945年4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

员В.Г.德卡诺佐夫接到议联执委会成员K.宋德斯廖木

（1945-1953年芬兰驻苏联大使）邀请苏联议员作为宾客出席

各国议会联盟的信函7。苏联当时没有做出回应。时隔一

年，1946年4月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与会者多次表示希望苏联

参加各国议会联盟8。

各国议会联盟曾争取将苏联 高苏维埃“引上”自己的轨

道，截止1955年，在每届联盟大会召开期间，曾向苏联议会领

导人发出邀请。这种坚持行为，得到良好的报应：1955年6月

10日，苏联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沃罗希洛夫向苏共中央委员

会呈递了组建苏联国家议会团和办理加入各国议会联盟手续的

报告。1955年6月29日，苏联 高苏维埃召开会议规定通过组

建国家团和加入议联的决定，并起草向苏联 高苏维埃所有代

表推荐加入苏联国家议会团的声明，批准有关团组的规章，选

出苏联国家团的临时委员会和两名在各国议会联盟理事会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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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苏联议会组被接纳为联盟成员并参加了1955年8月在赫尔

辛基举行的第44届各国议会联盟大会。

作为各国议会联盟成员的苏联议会组，其活动有三个主要

部分组成：第一，参加各国议会联盟各机构的工作，其中研究

和讨论国际问题并制定解决办法; 其次，向议联领导和成员传

达苏联 高苏维埃外交政策的信息和解说苏维埃国家执行的外

交政策; 第三，通过与议联其它议会组代表团的交流和一些议

员间互访，发展接触和加强与其它议会团体的联系“有利于增

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10。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议会组的活动，不仅仅是参加各国议会

联盟的定期活动，但也以信函和声明形式，就苏联对国际事件进

行表态，致力引起国外议会界的关注。值得关注的，就1958年

夏，美国和英国武装侵犯黎巴嫩和约旦，1959年1月在利奥波德

维尔枪杀起来维护刚果总理卢蒙巴的示威者等事件，苏联致各国

议会联盟领导，其成员国和一些杰出议员的信函和做的声明。

苏联议会组1962年5月就全球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的声明，

就是类似的呼吁和声明有效性的鲜明例子。在指出，不断增长

的军备竞赛加剧了国际形势与核战争威胁后，苏联议会组在这

一声明中强调了，为争取结束军备竞赛，摆脱战争威胁，确保

世界和平，动员社会舆论的巨大意义11。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

名议员出席了1962年7月9日至1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争取普遍裁

军的世界和平大会。

1981年，议会联盟秘书长皮奥·卡罗·特伦齐奥和议会理

事会主席拉斐尔·卡尔德拉对我国的访问，加强了苏联议会组

在议会联盟的地位12。

苏联议会组有自己的定期刊物——“各国议会联盟苏联组

简报”，这是每年两次用俄语出版的刊物。

直到1991年，苏联议员在各国议会联盟所有机构积极地工

作，主动提倡相关时期国际议程上至关紧要问题的决议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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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声明。有意思的是，除了联盟机构必做的工作外，苏联议

会组在互惠基础上，另建立有与其它国家议会组之间建立关系

的小组。我想，在双边基础上建立的议会间联系这种形式，利

用像各国议会联盟这样的广博讲台，完全可以被考虑作为联邦

会议国际事务委员会组织自己工作的范例

各国议会联盟和俄罗斯：各国议会联盟和俄罗斯：
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00届议联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00届议联大会

1998年9月7日至12日，俄罗斯作为各国议会联盟成员，有

史以来，首次在莫斯科举行了联盟第100届大会。就规定期间

在莫斯科举行大会的决定，是1997年9月在开罗（埃及）举行

的第98届大会期间，由各国议会理事会做出。参加俄罗斯大会

工作的有1243名代表，包括来自议联123个议会组的693名议员

（当时议联成员总数为-136人）。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出席

了隆重仪式，宣布各国议会联盟周年大会开幕。

莫斯科大会上通过了三项决议：“纪念‘世界人权宣言’

50周年之际，各国议会以21世纪确保推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利为

目标积极行动”;“保护、管理并有效使用水资源”;“与气候变

暖做斗争，反对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

第100届大会也具有两件非凡事件，其中一件，可以肯定

说，不可能由筹备方提前安排。9月10日，大会代表获得出

席新任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首次公开演讲的机会。当天上

午，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任命杰出外交官和学者普里马科

夫为总理。

曾作为苏联 高苏维埃代表，多次参加各国议会联盟活动

的普里马科夫在自己的发言中指出，在莫斯科举行各国议会联

盟100周年纪念大会，是“各国议会联盟在俄罗斯人处于其历

史困难阶段表示予以的支持，坚信我们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克服

危机现象的征兆”13。普里马科夫继续说，“俄罗斯对自己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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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进一步得到加强的议会制度，议会间联系发展的未来，

不可思议。就这一点，我们认为，这是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

不可逆转性，构建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新世界秩序的保证”。

大会另一件重要事件，是1998年9月6日在俄罗斯联邦、阿

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代表团出席下，在各国议会联盟建立

了“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组14。

各国议会联盟与俄罗斯：今天和明天各国议会联盟与俄罗斯：今天和明天

作为俄罗斯联邦议会的俄罗斯联邦委员会，高度重视各国

议会联盟的活动，视发展议会外交 大， 具有代表性的国际

平台。特别在西方和亲西方代表团极力制造的恐俄症情况下，

实际上已致一些国际议会结构瘫痪。1889年由一组议员发起的

各国议会联盟，成了 具有代表性的国际议会组织。目前，该

组织有173个议会和11个国际议会组织为准会员。这个机构，

在反对试图将其从属于某人的团伙专政，并将其变为又一个推

进全球单极世界模式的机构，显示了自己的坚定性。

为准备即将到来的历史事件，即在俄罗斯召开第137届各国

议会联盟大会，俄联邦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关于俄罗斯参加议

联活动的一项声明15。

我们支持独联体成员国议会大会将6月30日定为国际议会制

日，以纪念1889年各国议会联盟在巴黎举行的成立大会周年纪

念日的倡议。这一举措已经开始落实，我们期待在塔夫利达宫

举行的第137届大会上能体现为具体步骤。就是在一百多年

前，俄罗斯帝国国家杜马加入联盟的历史性决定通过的同一个

地方。我认为，这就是所谓历史的一环，这一环将于十月在圣

彼得堡闭合。

根据俄罗斯代表团的倡议，在圣彼得堡大会上，将要通

过“‘世界民主宣言’通过20周年：我们的多样性与共同性”



趋向趋向 73

国际生活国际生活 Digest 2017

的决议，其中反映了不存在普世民主模式，民主也不是任何国

家或地区的独家特权。代表俄罗斯做该项决议报告的，将是俄

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И.М.-С.乌马哈诺夫。

总结这次对历史的详细补论，我想指出，俄罗斯帝国国家

杜马，苏联 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会议议会组在议联的积

极工作，已持续一百多年（尽管是间歇的）。尽管国家名称、

国家体制、代表团成员发生变化，但目标依然统一和被继

承：根据各国议会联盟宪章奠定的目标和原则，将一如既往

坚持国家利益。

就2017年10月14日至18日在圣彼得堡举行各国议会联盟

大会的决定，无疑是各国议会运动和致力以平等、民主、相

互尊重和顾及各方利益原则构建国际关系的大多数国家取得

的成就。

我们将尽力使第137届各国议会联盟大会在高水平的组织

工作下，无例外地能为有助于确立民主价值观，进行跨文

化，宗教间和种族间对话的所有论坛参与者公开交换意见的

气氛中进行。

1. 见科萨切夫 К.И. 各国议会联盟：大山会否生下耗子，或是对不干预的干涉？ // 国
际生活 2016年11期，第6-17页

2. 摘自施维佐夫 В.Л. 各国议会联盟。М.:国际关系，1969年第15页
3. 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 全宗 1278. 目录 1–1. 文件 11. 1–3页
4. 同上 第 4页
5. 同上 文件 201 第1页 州档案馆

6. 俄罗斯议联组主席伊万·叶夫列莫夫在布鲁塞尔第十六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俄

联邦国家档案馆 全宗 927 目录1 文件6 第1页
7. 俄联邦国家档案馆 全宗 7523 目录65 文件120 第1页
8. 同上 目录46 文件26 第1-2页
9. 同上 目录107 文件64 第1页
10. 施维佐夫 В.Л. 法令 选集 第123-124页。Указ. соч. С. 123–124.
11. 各国议会联盟苏联议会组简报。1962年 12期 17页
12. 更多细节见：库兹敏  Э.Л. 在过去和未来之间 生活的印象 M.：出版集团

“律师”2014年 第340-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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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各国议会联盟会议记录 1966-1999年 M.：国家杜马出版 2001年第226页
14. 同上 第 218–219页
15. 俄罗斯联邦会议关于俄罗斯参加议联活动的声明全文  2017年 7月 19日 

编号236-СФ，见：ttp://council.gov.ru/activity/documents/82714/

关键词关键词：各国议会联盟（议联）圣彼得堡第137届各国议会联盟

大会（2017年10月14-18日）俄罗斯帝国国家杜马 独联体国家议会

间大会议会外交 



趋向趋向 75

国际生活国际生活 Digest 2017

数字经济将带来经济网络系统数字经济将带来经济网络系统

表现在日益混乱的全球危机,

引发了文明以前未有遇到的新问

题。借助启动全球军事行动来解

决危机的惯用手法，不再可能。

就像俄罗斯总统在联大发言时所

说的，社会实验的出口，带来悲

惨后果，使社会退化。他认为，

解决共同的世界任务的必要手

段，就是向“为国家，经济和全

社会的发展树立新范式”的数字

经济过渡（ЦЭ），让大家使用信

息技术（IT）来提高行政决策的

效率1。数字经济的建设存在两种

根本不同的方法。

折中的数字经济   ——“大数折中的数字经济   ——“大数
据”还是“经济数据”据”还是“经济数据”

今天公开讨论的概念是基于

对数字经济的折中理解，即，作

为统计人员，工程师和IT专家开

发的一组方向：“大数据”（Big 

Data）、人工智能、智能行业和

智慧城市，金融科技（Fi n -

Tech）、建筑信息模型（BIM）、

Циф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ведет 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иберсистеме

数字经济将带来经济网络系统

Елена Ведута
叶连娜·韦杜塔

叶连娜·韦杜塔叶连娜·韦杜塔

国立莫斯科大学国家管理系战略规

划和经济政策系系主任，教授、

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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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E-Gov）、“网上商品”等。从数字经济自发实施的

领域对降低个别对象的成本来看，可能是有效。但从社会成本

的角度看是无效的，更不用说其能解决无危机，或世界经济均

衡发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其助手不是“大数据”的统计

资料，而应当是有科学依据的经济数学模型，在其基础上形成

实时决定行业与地区平台互动的信息技术平台，以及收集初始

信息（大数据），以便走上增长稳定的轨迹。

2017年7月28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正式批准了第1632-р号

文件“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其中俄罗

斯联邦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创建作为目标。它被理解为利用数

字数据来确保企业，科学-教育界，国家和公民之间的有效互

动。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有三种相互作用的层次：主体合作的

经济部门（工程和服务，货物供应商和消费者）；形成产业发

展能力的平台和技术；为发展平台与技术创造条件的环境；各

经济行业主体有效互动，包括规范监管、信息基础设施、人才

和信息安全。规划作者加以明确，本规划注重于数字经济的下

两层次，因为，他们确定的体制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如，规范

监管、能力的形成，技术基础和教育，将会自行予以达到数字

经济目的的可能2。

对规划进行的分析，揭示了其中为组织数字经济欠缺有科

学依据的经济数学模型。实质上，规划作者对基于大量 «大数

据» 的统计指标来组织数字经济感到满足。他们“幼稚”地认

为，如果基于某种他们的法律法规（具体又是那种）和收集的

某种统计数据（具体的又是哪些），经济代理将会自动地有效

互动，随即就显神了——公民的福利将提高，从而也就过渡到

国家发展的新范

“大数据”已经成为IT行业代表，数学家和创建经济数学

模型的热衷者，以及统计学家们使用统计指标的定量关系来

编制经济模型的热门人选。基于大数据的新信息、数学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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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经济模型的创建，以及大数据的扩展，可以说是无止境

的，但与解决经济问题无关，则是增加企业收集不必要信息

的日常开支。

用信息技术这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并不新鲜。他重复了

国家会计信息处理自动化系统的错误，为其实施耗费了大笔资

金，结果是一些“手工”，而不是自动计算传送到上层的统计

指标，在一些地方使用“大数据”预测经济计量模型外推经济

发展的现有趋势3。这样的做法不符合数字经济实时组织经济

代理人与中心的有效互动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数

据”统计数据的收集以及使用它们进行计算的计量经济模型

是“死”的。不要忽视全国会计信息处理自动化系统

（ОГАС）的负面经历。

但是，如果有利可图，就可以忘记过去的错误。在关于数

字经济的现代辩论中，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其共同之处在于，

数字经济与大量收集的商品生产和服务统计数据的联系，需要

引入现代信息技术，用于监测和控制，结算自动化，文件流转

和提供服务等。

由于国际经济组织在其库存中欠缺有科学依据的经济数学

模型，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标准所确定的“大数据”是一个统

计指标，其中包含双计数和不平衡。另外，世界银行和各国政

府都利用这种不可靠的信息，以“死”的经济计量模型为基

础，用信息技术来克服危机，不考虑信息来源对企业，国家和

社会实时互动的反馈，从而预测经济发展。鉴于统计目的的数

字经济作为“数据经济”的做法，从威·佩蒂*时代开始就已

被知，并且早在1953年就引入为了联合国第一个国际标准，其

中的数据被用于一些经济计算，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

任何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向数字经济的过度。随后联合国采

* 威廉·佩蒂在17世纪，根据收集的数据，推测就对不同时期的全球人口，不同
国家的财富比较等进行了统计计算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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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所有国际标准只是扩大了“数据经济”，包括2008年通过

的 新标准4。因此，与解决危机问题无关的世行计量经济模

型库不断增多。

2017年6月，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分析中心就俄罗斯准备参加

数字经济5会议进行了讨论。与会者指出，对什么是数字经济

没有共同（一般）的概念，每个国家，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

情况下，都有其自己的发展路径。由于专家，包括世界银行的

代表，对国家过渡到数字经济的成熟性缺乏科学认识的评估方

式方法，被专家的主观评价取代。

信息技术是一种技术机制，实施数字经济的工具。信息技

术和“智能”技术的创建，金融数字化，电子服务及交通和材

料的调度控制，是工程师和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的特权。从降低

使用这种或那种信息技术的特定主体的成本角度来看，所有这

些方向都能是有效的，但在公共支出方面则不是这样。解决技

术难题，解决一些数学问题，借助超级计算能力，创建“大数

据”、区块链、智能技术、智能产业和智慧城市，数字

（电子）金融科技（FinTech）、建筑信息模型（BIM）、电子政

务（E-Gov），给公民植入芯片等等的创建，不可能自行解决按

比例发展经济的重大经济问题（协调社会必要的需求和生产

机会）使文明摆脱全球经济危机和控制局势。

造成全球持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不成比例，或经

济各行业分支发展与其 终消费者 - 家庭，国家，出口商的

需求之间的差异。导致终端用户满意度下降，贫困加剧，为满

足家庭需要而工作的中小企业破产，被大资本吞没。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夕发生并持续到现在的不均衡和长期通货膨胀，伴

随着世界资本的集中，贫穷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增长，生态的恶

化，随同国家和文明整体上灭亡的文明的退化。

为了走向一个利用数字经济成就，促进国家繁荣和个性和

谐发展的新社会，需要一个以客观经济规律为基础，有科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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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由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设的经济数学模型。它的发

展是研究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经济科学的特权，以及经济控制

论在经济网络系统的创 造中运用这些知识。其核心应该是一

个“活的”，有科学依据的经济数学模型，它利用信息技术实

时收集和处理经济信息，提高管理决策的有效性。信息技术专

家为经济网络系统创造技术支持。

国家的数字战略国家的数字战略

就像其它全球性危机一样，当前的危机导致在新的物质和

技术基础上更新生产。数字经济时代即将到来 - 引入了 新

的信息技术与“数据经济”共同工作，这些“数据经济”能

被为发展基础设施而引进外资的受害国家“支付购买”“区别

经济时代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如何生产，用何种生产手段

生产”6。同时，在确定社会生产时代的决定性作用属于机械劳

动手段的发展，或是影响生产对象和提高生产力的劳动资

料，不是劳动的手段，作为生产的物质条件（建筑，道路，

管道等）。正是经济数字化将激化国家间为生存进行的竞争。

因此，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及其战略是国家元首和科学界关注

的焦点。

英国的战略明确指出，国家打算成为塑造全球网络空间的

世界领先者，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确保国家繁荣，为未来创

造更多高技能，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使全国公民能够安全地在

网上生活和工作7。

通常，网络空间被理解为由计算机系统，特别是因特网创

建的虚拟空间，其中创建模拟真实物体对外部环境的行政影响

和事件做出实时反应的网络系统*。为了使虚拟的网络系统以

类似于物质系统的方式运行，他们的开发者必须考虑到物质系

统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网络系统的使用者将能够根据客观规

* 为美国幻想作家威廉·福特·吉普逊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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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影响物质对象（例如物理学 - 万有引力定律，反思等）*。

由于经济发展按自己的客观规律发展，为了实现经济的有效管

理，需要一个基于科学依据的经济数学模型的经济网络体系，

顾及到客观经济规律运行的数字经济。

由于为创建经济网络系统缺乏科学的经济数学模型，英国

和其他国家一样，准备发展«大数据»，将其理解为扩大在经济

中利用统计数据机会和提高社会对其的使用信任。尽管如此，

英国雄心勃勃的战略，基于她在全球金融上的领先者地位，具

有竞争优势的人工智能（AI），被业界和 终用户使用的，以

及业界金融科技（FinTech）领域，包括使用IT市场公司提供

全部，或大部分通过因特网的金融服务，与传统金融机构（银

行，交易所等）相竞争。

美国希望借助数字技术成为国际贸易的领导者。2014年，

美国已经以数字形式提供了约4000亿美元的服务，占美国服务

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约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六分

之一。从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数字经济的机遇出发，

开发了一个跨部门的“电子经济”程序计划8。根据该项计

划，美国将支持互联网作为交流，交易，表达个性和创新的全

球传播平台。为了帮助中小企业利用美国全球电子商务渠道增

加产品出口，美国启动了一个名为“数字武官”的试点计划，

这将推动数字经济在美国的发展。

同与美国在经济数字化9领域为领先国家的新加坡，有意加

速发展数字经济，根据2016年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新加

坡为全球第六大创新经济体10。据政府声明，“国家努力成为

一个“智能”国家11。同时，“智能”不仅是IT的引入，而是被

社会用于对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为此，政府组建了一个负责

协调政府，各行业和公众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的小组12。政府

* 虚拟世界用户出于娱乐目的能获得比现实世界更多的机会（例如，可以创设任
何事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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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发展数字经济中自己的竞争优势，是风险资本的显著

存在和存在于一个小而全球化城邦中金融跨国公司，将有助于

进行快速有效的测试，开发和实施解决方案。

中国在高科技电脑技术的生产方面有很大的成就。根据

2014年的统计，中国电子商务（通过网上购物）的比例很高，

占其零售贸易总额的8.4％。显示更高利率的只有英国和德

国。为了克服，据专家的看法，会引入歧途的经济失衡问题，

导致中国领导采取了一个旨在使国家再工业化的十年计划，视

数字经济建设（“智能”经济，互联网经济）为经济的救星。

根据该项计划，到2049年，中国应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个行星

实验室。为保障战略安全，互联网和持续发展国家信息技术产

业，被选为优先发展的引擎13。

根据国家对于数字经济的国际网络准备指数，俄罗斯占据

第41位14。俄罗斯规划中，对数字经济中产生的法律规范，人

才的培训，到2024年在全球市场上成立至少十家在“端到端”

技术领域具有竞争力的领先公司，予以特别的关注。与先进国

家数字经济发展计划相比，决定世界领先地位竞争优势的，是

拥有一个（数个）方位的全球数字经济，而俄罗斯的计划缺乏

向作为单一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全球领先国的努力。这与普京

总统2014年12月4日在联邦议会发言中提出的国家技术倡议

（STI）相矛盾，该倡议的宗旨是形成原则上一新的市场，并

在2035年前为俄罗斯的全球技术领先地位创造条件。

关于吸引俄罗斯科学院的科学和专家潜力参与国家技术倡

议的实施会议表明，参与者无法实施国家技术倡议。战略倡

议署发言人Д.佩斯科夫呼吁必须采取行动，特别是构建“大

数据”的问题。在提到所有新兴市场 - 从农业到太空，是以

管理软件代替中介机构的网络，他表示，俄罗斯必须开拓新

的市场，并在这些市场上占领先地位15。在批评俄罗斯科学院

基础科学缺乏国家技术倡议的针对性方向，俄罗斯联邦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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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A.别洛乌索夫做出以下结论，这项任务的一部分由通过

的数字经济规划执行（通过发展“大数据”的“端到端”技

术等）完成，指出，俄罗斯科学院应当拥有联合科技语言的

共同语言16。

俄罗斯科学院在其科学研究上缺乏切实定位的批评是公平

的。但是，我们不该把俄罗斯科学院拖入实施，实质上为一种

反科学的数字经济规划。网络经济恶名昭彰的发展，意味着消

费者与生产者间的代理商数量增加，并不意味着消费者效用的

增长。Д. 佩斯科夫和A.别洛乌索夫就个别项目和端到端技术

可以自动确保国家经济在部门和地区方面的均衡发展，从而提

高生活质量的看法是错误的。

而且，规划中实施的网络方式，否定国家的协调功能，并

将俄罗斯拋回无政府状态和原始经济久远历史的无国籍世界。

规划成为协调强求将本国的数字经济嵌入由领先国家形成的全

球数字空间的不同集团利益的例行工具，其中，国家将作为确

保领先国技术进步的牺牲品。

但是，伴随了“大数据”的不断扩大和技术官僚利益游说

的全球危机的持续，领先国家也将趋于为无国籍的机器人化社

会，拥有高失业率和被机器人取代的数字经济成就用户的退化

现象。人们将越来越依赖互联网和领取无条件的基本收入17，

数字奴隶制将取代数字原始制度。这些国家的专家将希望寄托

于引入的数字经济会导致国家一级经济计划的应用不断扩大。

例如，“金融时报”“创新”栏编辑J.托恩希尔（J.Tornhill）

的文章指出，使用国家数字平台进行计划生产，分配和消费福

利的可能性，他援引阿里巴巴（中国 大的互联网交易平台）

创始人马云的话写道，“大数据”将变市场为更“明智”，并能

对市场力量进行规划和预测， 终实现计划经济18。

愈来愈被机器人取代的人们，不应该失去工作和退化。他们

必须被卷入工作，为改善生活利用整个社会劳动时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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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成果计算社会生产均匀发展的轨迹（计划）。

这时，苏联在计划经济方面的经验也是非常宝贵的。

基于科学的数字经济——经济网络系统，基于科学的数字经济——经济网络系统，
还是网络经济还是网络经济

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以机器的出现为标志，其同时用

几种机械工具来克服人类有限的能力，成为历史上劳动生产

率空前增长的基础。事实上，它始于工艺流程的自动化，为

人留下“ 初，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这种新

劳动的同时，还使人发挥纯机械的动力作用”19。机器生产的

发展导致了一场社会革命，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为与相

应的物质技术基础有一定的经济关系体系。具有自动控制装

置和机械工具的机器人的出现，表明了技术过程自动化向更

高阶段的过渡。

生产是物质（被管理）和信息（控制）过程的集合20。

同时，物质和信息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分离。随着生产的发展，

当某个特定时刻被管理对象状态的操作信息和管理目的使控制

影响的选择越来越复杂化，这种分离变得越来越清晰。如果说

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致力于揭示生产过程中物质过程的规律

性，那么，对计算机控制系统中信息处理的规律性研究，只在

20世纪中叶才开始。这是由于新的科学 - 控制论的出现。

它确定了三个主要领域 - 生物学，技术和经济学。

技术控制论研究和以控制论的一般原理建立技术系统，其

中信息系统服务于一个人对一个实物的控制影响。经济控制论

研究的主题是社会生产的管理，作为建立有效协调经济实体活

动向提高生活质量方向运行。

管理公共生产的现实是，随着国家经济（国际社会）生产

规模的扩大和生产关系的复杂化，进入管理上层的信息量大

大增加，处理和做出有效的决策变得越来越困难和费时间。



趋向趋向

国际生活国际生活

84 

Digest 2017

管理人员数量的增加导致错误信息的增多，下调了做出 佳

决策的可能性，从而将管理的重心从生产的直接管理转移

到管理人员和文件管理 – 准备各种证明，编写报告和做

汇报，讨论和决定的协议等。系统变得不可控制，并在

“手动”模式下运行。

为了遏制管理人员数量的增长，加强对任务执行的控制，

信息技术参与了文件管理自动化。然而，“大数据”的混乱增

长，增加了员工的工作量和人员数量，增加了文件流通量。为

克服信息日益混乱状态，提高经济管理的效率，有必要引入经

济网络系统，协调经济主体的活动，实时实现发展目标。经济

网络系统的引入标志了管理革命的开始，我们可以视其为一场

网络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所有国家的管理人员

数量急剧增加时，在美国，某些生产管理职能的自动化就开始

了（例如使用计算机计算工资，进度安排，会计等）。借助自

动化，美国遏制了管理人员的快速增长。在苏联，生产自动化

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如果在美国管理自动化只限于企业层

面，那么在苏联，首次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建立全国会计信息处

理自动化系统的任务，这本来可以显著提高国家经济管理的质

量， 终确保苏联在冷战中获利。如上所述，全国会计信息处

理自动化系统的“熄灭”，是由于其创造者将经济问题优先于

技术问题。著名的控制论哲学家圣比尔遭失败，出于同样的原

因，他企图与智利总统阿连德实施“协同控制工程”项目来克

服官僚主义。设定的目标决定了借助体制措施来实施此项目，

从而也就决定了项目的失败。

尽管制定全国会计信息处理自动化系统（ОГАС）的尝试失

败和计划经济失误，但苏联在制定一个考虑到各级经济管理的

直接和反馈的“活性”的“成本 – 产出”计划方面积累了经

验，以确保充分就业的经济与国家福利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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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经济技术思想致力于解决“活性”的计划问题。苏

联科学家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遥遥领先于西方理论家的

经济学知识。正是这个原因，“经济控制论”这门科学诞生于

苏联，也是今天为建立有科学依据的数字经济所必需的，为摆

脱全球危机提供路径。为创立经济网络系统的经济控制论的原

理和方法，首次在H.韦杜塔著的“经济控制论”一书中提出。

他还发展了考虑到社会生产客观规律作为经济网络系统核心的

行业间交叉平衡（МОСБ）21的动态模型。

该模型是一个具有直接和反馈的算法体系，反复协调所有

经济部门和行业计划的“成本 - 产出”计算，以便使生产方

有效实现终端用户（家务、国家、出口商用途）的订单。模型

的原理是实现国家生产发展的均衡和效率， 终产品结构效用

增长（生活质量）方面的优化，其中包括以消费者市场均衡价

格动态信息模型作为反馈。模拟价格规律行为的模式，意味使

作为自发调节规律不起作用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危机的主要

原因被消除了 - 经济的不均衡。

莫斯科交易所指标的系统性计算，能免除联合国国民账户

体系中存在的重复账单，并反映国家经济中所有收入和支出的

变化。莫斯科交易所动态模型与计量经济模型的根本区别在

于，对经济从初始状态向由 终用户以直接和反馈的计算程序

系统所定的，根据生产者的能力对 终消费者任务的确认，包

括考虑到他们实时（在线）提出新技术建议形式的运动描述。

因此，这个经济数学模型是经济网络系统的基础。其治理参数

是国有生产投资，其能与企业（公私合营）联合。根据模型计

算结果，决定对经济行业生产投资的分配，由于消费市场 终

产品结构的优化，卢布实际偿付能力得到 大限度地增长，计

划性的莫斯科交易所。

始于1917年的，创建确保国家繁荣，显意识地组织经济

的“苏联”项目，于1991年完成。科学管理的主要意义 – 为



趋向趋向

国际生活国际生活

86 

Digest 2017

有效管理苏联“公司”的经济控制论，被国家领导忽视。将军

工企业关键行业为重点产业，取消作为向生产方通报消费者偏

好反馈的价格平衡，对新技术缺乏灵活的系统反应和 终需求

的改变，导致苏联经济陷入危机。信息混乱的加剧，管理体制

的改革加快了这一进程。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以拒绝计划经济转型的新经济模

式，阻碍了苏联开始的网络革命，这对整个文明的进步发展产

生了负面影响。目前，所有国家出自全球资本集中的利益，以

及有利于对作为腐败基础的预算资金配置的主观评估，采用服

务于周期性“通货膨胀 - 通货紧缩”的货币化方式取代“活

生生”的“成本- 产出”计划。国际社会在讨论经济问题和引

入折衷的“大数据”上浪费时间。

2017年7月通过的“G20”领导人宣言，支持世贸组织，贸

发会议和经合组织的监测活动，以及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

为加强贸易和投资合作而开展的活动。他们认为，数字化转型

是全球创新和稳定增长的驱动力，有助于在2030年减少不平等

现象，实现稳定发展。因此，他们承诺在2025年之前，确保其

所有公民享有“数字通信”，特别对在低收入国家发展数字经

济基础设施表示欢迎22。

历史经验表明，为了克服危机，必须加强国家（国家集团

间）在经济中的协调作用。未来属于那些为改变全球化趋势

敲响网络革命钟声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具有竞争优

势 - 经济网络系统领域的经验和以政府机构分布式情境中

心系统形式推广的组织和技术基础，以便率先实施网络革

命。这对世界所有国家 - 美国、英国、中国和其他国家都

有利，因为没有经济网络系统，任何国家都摆脱不了全球危

机。这样的数字经济有权被视为是国家，经济和整个社会发

展的新范式，“智能”国家规划由“智能”政府用于技术和文

化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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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推广数字经济作为改变全球化进程新范式的必要

性，需要对有科学依据的经济数学模型进行公开讨论，并以此

为基础构建不仅作为一个国家的，但也是全球性的数字经济。

根据讨论结果，为推广经济网络体系应当建立智囊团，该智囊

团由掌握科学依据的经济网络系统开发者，主要研究机构的学

者和所有经济行业和部门的专家，包括来自信息技术、经济统

计、会计、金融和法律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智囊团的创建将

能解决为在国家管理实践中引入经济网络系统的方法论、数

学、软件和组织-技术保障问题，以及培养能够在数字经济条

件下工作的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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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教育在中国的推广：挑战和前景俄罗斯教育在中国的推广：挑战和前景

教育出口，它一方面己是传

统的“软实力”外交工具，另一

方面它又是广泛传播的对外经济

活动方式。

例如，在澳大利亚有48万到

52万外国留学生，其中中国的占

30%，提供的教育服务为国家财

政预算赢得巨大收入，它每年增

加12-15%[6]。新西兰是世界教

育市场上的主要国家之一[5]。

为了找到教育出口如此出色成果

的原因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分

析了这两个国家的广告政策、教

学提纲调整原则、旨在吸引前往

澳洲的和新西兰学习的世界各国

学生，首先是中国和印度学生的

简化签证方式。然而吸引亚洲国

家学源的 主要的自然的宏观优

势还是英语环境及其与古典英国

教育的联系。

传统上高质量的苏联高等教

育是否可以和俄罗斯大学在亚洲

教育市场上的营销优势联系起

来，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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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评价外国大学吸引今天中国学源的 主要标准是得到承认

的国际水平的数量和质量指标，包括毕业生就业的前途。

虽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在组织阶段的确是按照了苏联方

式，但情况改变了。中国早己转向培养学士和硕士的多级系

统，中国大学在世界排名中的地位更为广泛，它们邀请外国主

要科学教育中心的专家们任教。中国不仅向国外派出数量 多

的留学生，而且成为世界上 大的教育出口国之一。按2016年

的资料，在第XII五年计划（2011-2015年）期间，在中国就学

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增加了26%，为44，3万人，包括1，7万多俄

罗斯大学生。

在中国评估国际学术交流工作效率的标准之一是本国公民

出国留学和完成学业后返回的百分比。2012年40万人中有68％

返回，2016年，随着年度出国人数增加到54.5万，中国的“返

回”率上升到了79％[10]。

俄罗斯于2013-2020年实施的“教育发展”国家计划规定到

2020年增加在俄罗斯高等学校学习的外国学生达5％，收到的

外国人学费占俄罗斯教育系统经费总额10%。俄罗斯政府“关

于国家支持俄罗斯联邦一流大学以提高其在世界领先研究和教

育中心之中竞争力的措施”(№211。2013 年三月16日.)的决

议和“在国外俄罗斯合作局基础上推动俄罗斯教育概念” 

(2014.年)有助于俄罗斯教育推向国际教育市场。

俄罗斯高等学校每年接纳1.5万名外国大学生，其学费来

自联邦预算，将近1000名中国公民得到奖学金。截至2017年

将近3万中国公民自费或在俄罗斯国家奖学金基础上接受了培

训，在中国学习的有1，7万多名俄罗斯人。按照俄罗斯-中国

人文合作委员会的决定，计划到2020年把双方学术交流人员

总数达到10万[3]。考虑到联合教育计划范围内学习的学生，

还有在线教育资源注册用户数量的增多，短期内可能达到计

划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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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教育机构吸引外国公民学习的形式如下：

–  在俄罗斯境内为外国公民提供广泛的高等职业教育、附

加教育课程和预备课程的基础教育项目，首先是作为外

语和专业教学语言的俄语的培训；中等教育水平上的供

求主要集中在对外交家、专家、企业家家属的培训上，

包括按外国教育标准；

–  在国外制定联合教育计划和建立联合教育机构，规定颁

发两国文凭，从而促进了俄罗斯教育的普及和吸引新的

学生到俄罗斯留学;

–  在互联网提供远程教育服务，主要是在线俄语课程。

俄罗斯大学教育服务出口主要在大学之间交流的范围内和

根据与中国合作伙伴在招生方面的合同进行。多边网络项目正

在发展 – 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和金砖国家网络大学将可能成为

吸引外国学生到俄罗斯的新渠道，包括按照自费教育形式。L. 

斯米尔诺娃曾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对此问题发表的一篇关键

文章中概述了欧亚高等教育空间发展的统计数据和对它的分析

观点[4]。

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主要大学在中国实行以下基本的推

进方式：

– 双边大学合作;

– 参加校际协会;

– 和招生方面的专业中心和公司发展伙伴关系;

– 参加教育课题的会议-展览会、节日、民族文化日等活动;

– 在中国各合作伙伴大学基础上开设代表处;

– 为中学生-潜在的考生组织夏季和冬季活动计划;

–  在中国组织语言学习课程，举行考试、奥林匹克科目

比赛。

外国大学在外交使团和文化代表处（英国文化协会，法语

联盟，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的支持下于中国活动。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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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学在中国教育竞争市场的努力也通过外交部、教育和科学

部、俄罗斯合作局得到国家的支持：

–  为推进俄罗斯和外国教育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机构的联系

提供必要的条件;

–  为应邀大学生、教师、其他学术交流参加者办理“学

习”、“课程”的普通学习入境签证、“科技联系”普

通人文入境签证；

–  为俄罗斯公民 - 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参加者提供领

事保护;

–  监察东道国立法和教育方面的情况，编写参考和分析

材料;

– 官方代表参加国际教育活动和谈判;

–  在国外准备和传播有关俄罗斯教育的信息资料，包括在

外刊发表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资料[7],[8],[9];

–  为俄罗斯各大学举行旨在吸引外国学生的介绍会、新闻

发布会和其他活动提供场所，展示俄罗斯科学、文化和

教育的成就;

–  组织和提高俄罗斯参加国际教育大会和展览活动的

水平。

2017年9月，由于俄罗斯驻华使馆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部的共

同努力，与中方合作伙伴达成关于作为嘉宾参加2018年中国

大教育展览会协议。俄罗斯联邦教育和科学部向来以集体展览

团方式参加这个展览会，每年展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约20-30

个俄罗斯大学的教育计划。

在深圳市人民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在深圳于М.В.罗蒙诺

索夫莫斯科大学和北京理工学院的基础上建立的MSU-PPI联合

大学是实施国家资助的大型校际项目，在中国推进俄罗斯教育

的范例。第一学年的开幕式作为俄中人道主义合作委员会第十

八次会议范围内的活动在2017年9月13日举行。联合大学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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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部门保持着经常的协作，这

种协作由莫斯科大学在俄罗斯教育和科学部与俄罗斯驻华大使

馆支持下进行。

教育出口过程中和国际招生方面专业组织合作是经济合理

的。在中国，希望招收自费学生的外国大学的 有前途的合作

伙伴是不同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和国际培训领域的招聘公司。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为400多家类似的中心和公司颁发了许可

证，它们作为独立的商业企业按照近似旅行社的组织原则在各

个大学活动。

招聘中心和公司根据外国大学签发的协议或授权书自费在

中国境内为外国伙伴提供教育服务，举行介绍会，与可能的申

请者举行会议并提供以下服务：

– 协助填写外国大学的表格和收集必要的入学文件;

– 接受签证邀请并组织向领事馆或签证中心提交文件;

– 协助按团体价格购买医疗保险和机票;

– 组织机场迎接并协助宿舍安顿;

– 协助抵达后通过登记程序。

中国大型招聘公司往往提供陪同大学生到培训程序结束，

直到领取毕业证书和领事合法化的服务。

接纳方也需要系统地开展对外国留学生在俄罗斯的综合教

学伴随，协调这一过程的如下功能：教育和科学工作，国际

合作和营销，护照和签证服务，运输服务和教育机构领域的

安全保障的所有单位的工作。在俄罗斯学习的外国公民的语

言、民族文化、社会适应过程的教学伴随和支持问题在国际

学术交流发展过程中特别重要[1]。对外国留学生适应的教学

支持的系统方法规定在高校管理体制中引进这方面制订的效

率指标，目的是考虑外国学生的语言和民族特点，构建舒适

的教学环境，几乎在世界所有国家大学中大部分的这种学生

都是中国公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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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把俄罗斯高等教育定位为在中国 具吸引力的国

外教育路线之一的任务，是对参加争取中国大学生斗争的俄罗

斯每所大学的挑战，因为中国大学生的偏好构成今天世界的教

育地图。

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华教育的推进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任

务，为解决此问题必须协调努力并在中国进行有目标的信息工

作，首先要集中注意俄罗斯高校的外国毕业生就业效率，得到

国际学术界认可并在世界媒体中得到反映的俄罗斯高等学校和

大学科学的具体发展成果和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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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外交政策提供信息支持的手段为国家外交政策提供信息支持的手段
和方法和方法

任何国家，包括俄罗斯联邦

行使国家政权的有效性，在颇

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活动的信

息支持。今天，没有媒体支持

国家内外政策的各个方面，不

能想象政府当局能有效运作的

机制。信息资源的数量，质量

和可用性，是形成外部对国家

评估参数的因素，是其国际社

会地位的一个指标。

国家在信息环境中努力争取

达到的目标，是在国家信息政策

框架内实施，（其被理解为）该

政策被理解为是国家活动的特殊

领域，与建立和发展生产制度

（再生产），传播和信息处理，

为确保国家与社会、个人之间积

极的，建设性的相互关系，保护

国家利益和确保国家战略重点，

有效实施国家管理的任务相关。

这一政策的实质反映于2016年12

月5日由总统颁布法令1批准的俄

罗斯联邦信息安全学说中，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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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法令，确保俄罗斯信息安全意味实施“相互关联的法律、

组织、侦查-调查、情报、反情报、科技、信息分析、人才、

经济和其它进行预测、发现、限制、防范，击退信息威胁和消

除其出现的后果的措施”。

在现代信息社会和信息-通信过程不断复杂化的条件下，国家

信息政策负有实施广泛任务的使命。从确保国家安全和俄罗斯外

交政策利益的角度出发，在这些任务中，必须强调俄罗斯统一信

息空间的形成和进入全球信息领域；确保个人，社会和国家的信

息安全;确保政治稳定; 调控和完善社会和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

信息互动过程，以及对这种互动的通信技术支持的进程2。

国家，公民社会和个人之间出现的信息通信过程，有助于

在人民心目中对国家政权、其机制和领导人形成正面形象，在

总体上，不仅促使广大群众政治意识的发展，同时提高了国家

职能经理的能力。后者的状况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现代世界，

当内外政策之间不存在明显界限的情况下：“外交政策愈来愈

与解决国内的任务交织在一起”3。

对于任何发达的现代国家来说，信息政策的实施，意味相

关国家机构对获取、存储、处理、使用和传播信息，管理信息

流程上，在组织，规划和控制领域进行密切的互动和协调。国

家以确定信息活动的主要方向，规范信息资源的分布，确定信

息领域的优先事项来确保国家利益。

国家信息政策中不可分割的因素之一，是对外交活动的信

息支持，其被列为本国外交传统的优先事项。这种支持，通常

包括国家对外联络机构与媒体的密切互动，利用现代信息通信

技术保护信息系统，形成居民对国家在国际舞台活动的客观和

正面的评价，打击在互联网上发布（包括社交网络）有关国家

活动的虚假和挑衅的信息，等等。

信息领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完成国家对外联络机构针

对“加强俄罗斯通信和大众传媒在全球信息空间中的地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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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有关国际进程的观点传达给世界公众”的活动（俄罗斯

联邦外交政策概念第3条‘K’项）4。在对外交活动信息支持框

架内，根据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概念，媒体和信息传播的其它

主体，必须向国际社会传达俄罗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其外交政策举措和行动的客观信息，以及有关国家经济发展进

程和计划，俄罗斯文化与科学成就（“外交政策概念”第46

条）。争取获得世界对俄罗斯的客观认识，完善对外国舆论的

有效信息影响手段的体系，为加强俄罗斯和操俄语的媒体在全

球信息空间的地位予以国家支持和协助，积极参与信息领域的

国际合作，制定应对威胁俄罗斯信息安全的必要措施——符

合俄罗斯国家在此领域的利益。为此，规定将广泛运用新信息

通信技术，创建一套能安全应用的国际法律和道德准则（“外

交政策概念”第47条）。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战略目标，是建

立基于一种被公认的，对国家在信息空间行为负责任的国际规

则的关系制度5。

上述任务的解决，使我们能够一贯地有效捍卫由国内外政策

职能及国际性问题决定的国家利益。制度的调整，以及旨在履

行上述任务的国家部门协调行动，基于一系列概念性规范法律

行为（“获取国家机构和地方自治机构活动信息”联邦法6，现行

俄联邦信息安全学说，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7，俄罗斯联邦外交

政策概念8等）。以上罗列的行为中，不仅是对俄罗斯联邦信息领

域安全构成的主要威胁，也是联邦当局防范活动的优先领域。

近，能听到空前的俄罗斯采取“侵略性宣传”和网络攻

击手段的人为指责。这些虚构的事实构成了一些西方国家对俄

罗斯“信息排斥”政策的基础。这些虚构的事实构成一些西方

国家对俄罗斯“信息隔绝”政策的基础。他们在信息空间与俄

罗斯的对抗，伴随了对俄罗斯记者和媒体的歧视措施，复活了

冷战精神的措词，川流不息的虚假情报和露骨的谎言，篡改历

史事实，以及贬低俄罗斯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对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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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历史性的过去进行的惩治，愈来愈厚颜无耻和负有侵略

性。基于上述概念的宣传运动，往往构成西方对俄罗斯的现代

政治战略的基础。

以下就是实证。

2015年，在里加建立了北约战略通信中心“Stratcom”，其任

务之一是加固联盟和与俄罗斯宣传做“斗争”。例如，其 近

发表的一个声明，足以说明中心从事的特殊活动。他们将一些

俄罗斯电视台的幽默节目（“机智开心果俱乐部”- KVN，“晚上

的乌尔根”- Vecherniy Urgant，Prozhektorperiskhilton，

“马克西姆-马克西姆”- MaximMaksim）称是克里姆林宫对西方

的“秘密信息武器”。

2016年11月，欧洲议会以多数票通过抵制第三国宣传的决

议中，将俄罗斯与恐怖主义组织（“基地”、“伊斯兰国”）并

列。据说俄罗斯向欧洲反对派的政党和组织予以财政支持，利

用双边关系的因素对欧盟进行“敌对宣传”，挑拨欧盟成员。

决议的作者们认为，对欧盟构成信息威胁的是“今日俄罗斯”

（RT）电视频道、“卫星”新闻通讯社、“俄罗斯世界”基金会

和俄罗斯独联体事务、国外同胞和国际人文合作署9。这个决

议没有约束力，但是它强烈反对俄罗斯宣传的推荐，实际上是

基于毫无根据的指责。

英国2016年秋关闭“今日俄罗斯”电视频道的账户，就是

直接侵犯媒体和人权自由。英国官方也没有对关闭账户做任何

解释。账户上的资金是用于支付公司雇员的工资，保险和差旅

费。但众所周知，英国媒体领域的监管机构Ofcom早先曾指

责“今日俄罗斯”电视频道在叙利亚和乌克兰事件上进行不客

观的报道10。

美国“每日野兽”报报道，根据美国两党的倡议，计划

两年内从预算中拨款1.6亿美元用于“为人鲜知的协调政府

部门间工作的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GEC)”11。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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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对“伊斯兰国”宣传而成立的中心，现在要与俄罗斯

“弗拉基米尔•普京宣传”，“外国操纵”作斗争，并支持“进

行客观报道的俄语版新闻”。

因此，事实上，俄罗斯被以各种方式卷入信息冲突，而且

往往迫使她在对抗中占 不利的地位。结果是，国家的国际形

象受到影响，俄罗斯公民的心态受到负面影响。西方情报工作

的目的，主要是破坏俄罗斯联邦参与的一体化进程，从整体上

贬低“俄罗斯世界”的观念，这不仅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还

威胁到其他一些国家的安全12。

有效反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不友好的信息攻击，减少对俄

罗斯人的负面心理压力，需要深入分析出现的情势，确定其过

程的特殊性，并制定尽量减少其消极后果的相应措施。研究国

外信息领域的对抗经验还是有用的。顾及其他国家在信息空间

的工作方式，不仅有助于防止这方面出现落后现象，而且还会

促进发展我们自身的能力。

例如，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伙伴——中国，其目前

的信息政策受到一定的关注，他同样面临抵抗西方企图遏制其

国际影响潜力的必要性。在这些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

务不仅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确保自己在世界信息和电

信系统中作为独立参与者的地位。

近年来，中国国家信息政策的特点是积极掌握大众传播的可

能性，以便扩大其在全球信息领域的影响力。面向国外的中国

外语媒体（报刊、电视-广播频道）正在积极发展和现代化。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用38种语言进行广播。由于中文信息网站以英

语、俄语、西班牙语、法语、日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出

现，中国在互联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同时，正如E.B.叶夫多

基莫夫指出的那样，中国信息政策 重要的特点是不存在对

峙13。因此，根据中国分析家编写的“2014年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报告”，国家在世界上的形象比去年上升了0.8个百分点14。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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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印度、南非和巴西

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

中国对外界影响具有相当高的免疫力，叶夫多基莫夫表示，

这是因为国内存在发达的宣传体系，对中国领导阶层利益相当

程度的服从，以及北京在全球信息空间传播仅是符合国家政策

利益资料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

共）扮演关键角色，其组织结构囊括了负责执行新闻政策的几

个部门：中共中央宣传部（协调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负责信息的实际工作）。中国的所有中央新闻社、

电视台、出版社、关键的互联网门户都隶属于这些机构。

集中控管媒体活动，虽然是西方新闻界不断批评的目标，

但为中国领导，进行以他们特有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外交政

策的宣传，却带来了显著的优势。然而，在现代中国，不仅只

是共产主义思想，还有其它的社会观念也在被提升（例如传统

的儒家价值观）。

在没有规范媒体活动的立法情况下，无论是中国国内新闻

机构，还是驻华外国记者的工作，都由政府下达的指示及部门

的规定来决定。其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团体和外国记者常驻代表团职业活动的

规定”第537号决议，要求外国记者充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新闻职业道德，进行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此外，强调

了不允许从事与记者身份无关的活动。

负责外国记者在境内工作的主管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交部新闻司，其监管外国常驻媒体在中国的开通与运作状况。

对在中国其它地方上外国记者从事的活动，类似功能由外事办

公室或当地人民政府新闻局接替。根据中国立法，只有五个城

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沈阳允许注册外国新闻社。

同时，中国信息资源市场是世界上 大的市场之一。据中

国国家统计局资料，全国出版期刊共计9000余种，总发行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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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亿册。其中2000多份报纸，总发行量100亿份，杂志8000余

份。在中国，有300多个广播电台，320个电视台，30个中央和

数百个地区电视频道。现代中国媒体都配备有 新的技术，并

采用 先进的技术15。

近年来，媒体显著扩大了涉及国际问题的英文刊物。例

如，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北京周报”和

1981年创办的备受青睐的英文版“中国日报”外，隶属中宣传

部的媒体集团——“人民日报”社开始用英文出版国内的“环

球时报”。该报刊载的中国作家的分析性文章，比外国读者已

习惯的中国传媒刊物的内容更具批判性。在扩大中国外文媒体

框架内，新华社驻外办事处的数量已增至186个。开通了英

语、阿拉伯语、法语、俄语频道。

拥有强大信号功率和高技术水平的中国中央电视台，2016

年底，根据习近平亲自指示，由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改名

为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电视台与来自130个国家的250多

家电视台保持业务往来。除现有的英、法和西班牙语频道，近

年来英语频道数量翻了一番。2009年开通了俄语电视频

道，2010年开通了阿拉伯语和葡萄牙语电视频道。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IRC）是世界 大的媒体机构之一，其

成立于1941年。在现代条件下，其用世界62种语言进行广播，

拥有40个个海外记者站和代表处，约60家外国广播电台子公

司。与全球160个广播电台的合作，使98％的听众能用母语收

听节目。多种语言的新闻门户网站“中华网”- www.china.

com用25种语言进行广播。2014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中国

主流报纸“人民日报”的人民网一起和“今日俄罗斯”签署了

合作协议。

在没有政治竞争的情况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媒体作为

其喉舌，传播思想、目标、战略计划和意图的工具，界定政治

影响舆论方法的具体选择。积极使用调整信息议程和政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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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在中国外交政策的信息领域，呈现夺取主动权的欲

望，但并非应对外来攻击，而是先发制的攻击，或是进攻。

显而易见的是，实施进攻性政策需要对潜在的信息威胁进

行慎重的分析，对自己在国际舞台上行动伴有深思熟虑的战术

支持。中国外语媒体网络的发展和为在西方社会内部传播亲中

国的思想，其收购外国媒体股份，也正是为这些目的服务。

中国领导非常重视加强互联网上信息的对抗能力。中国领

导利用网民数量上的优势，有效地运用全球网络来中和反华宣

传，并向外国听众传播自己对外交政策问题的立场。然而，这

种方式总是伴随政府对互联网空间的各种控制手段：阻止不必

要的网站，审查国际搜索引擎，用户个人信息登记。

北京和西方的信息对话中，对审查和言论自由问题备受关

注。西方非政府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大赦国际”，“无国

界记者”）强烈批评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北京一方则揭露

西方媒体的工作方式，并援引西方创始人，赞助人和靠传播反

华宣传所获收入的实据。

与外国听众的工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极为重要，因为对外

广播是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但是，除了自己的主要目

标 - 扩大信息对外国的影响机会，面向外国听众的中国媒体

人数的增长，还能带来另一种效果：其产生观点多元化和在中

国信息源多样化的印象。

北京企图通过收购外国媒体的股份渗入国际信息市场，值

得予以特殊关注。这种操作进行的非常谨慎，也不对外宣扬。

但就像Е.В.叶夫多基莫夫公正地指出，这证实中国在对外政

策宣传上的一种新方式：努力将面向外国读者的信息源多元

化，使本国的新闻社出版更多的外语出版物（主要是英文）16。

就上述提到的中国信息-宣传政策的非对峙性，值得另提。

其中与巧妙利用许多西方媒体公开的信息相关，使他们能从这

些信息中“捞出”有关西方国家的负面报道，其政策、金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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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公共生活中的事件，等等。这些文章和报道刊登在中国的

外文媒体和互联网上，注明信息来源，从而起到双重作用：一

方面提供高度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提供了所需信息而又不损

害本国出版物的权威性。此外，中国媒体在为外国读者撰写文

章时，不与国家出版物发生争辩。他们的任务只是进行阐述和

坚持自己的观点。

广泛宣传简化外国记者在中国活动的制度。在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的监督下，为外国记者组织国内各地的旅行等活动。然

而，与此同时，有权报道官方会谈和国家领导人进行的会晤，

只是一些正式的记者“团队”。随同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国

家和政府元首、国家机构成员，以及王室成员的记者，则需通

过外交渠道注册认可。

中国式的“软实力”- 首先，是做好建立良好形象的工作

和对中国经济项目的信息支持。近年来，这种活动体现于国务

与党政活动家为中外记者频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在媒体和

中国各部门网站上发布大量统计资料和官方信息。

因此，监控信息资源与现代信息通信技术能力相结合，有

助于扩大中国对外宣传的渠道，并不仅增强了中国在全球信息

空间中的作用，也在国际进程总体上起作用。当然，不能说得

那么绝对，因为中国媒体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遭到西方的激

烈批评，他们称中国侵犯言论自由。但正是这一点使中国领导

能管理信息流动，在重点外交政策上保障宣传资源的集中。

考虑到上述的俄联邦对外政策的信息支持任务，以及中国

国家信息政策在外交政策领域形成的经验，可以断言，对外政

策活动的信息支持问题具有其双重性。为解决这个问题，首

先，在国内取得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广泛支持，其次，提高对

俄罗斯在国外所奉行的政策的理解和认可程度。俄联邦在这个

过程中的战略路线，是维护每个人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件获得客

观信息的权利，以及对这些事件持不同观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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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真相的世界超越真相的世界

虽然D.特朗普并非因为假消

息的广泛传播而获胜，西方自由

主义世界的绝望导致了对此现象

的注意。

牛津词典的编辑部在2016年

选用了“后真相”这个词，它可

以翻译成“事后真理”，也可以

译为“事后真相”。这里指的不

是真相向一连串的所谓“真理”

投降。按英国语言学家的定义，

这意味着形成舆论的不是世界客

观的景象、事实，而且感情或个

人的偏好。再说下去，可以认为

年度现象是捏造的新闻、“鸭

子”、荒谬信息、“假消息”。而

年度英雄不是别的，而是巨魔互

联网，许多人认为是它赢得了美

国总统选举，它在退出欧盟的投

票过程中也取得胜利并在所谓混

合战争中与黑客们一起进入了克

里姆林宫的先遣部队。

毫无疑问， 近几年真相、

实际、虚构事件和假相之间界线

模糊了。在所有意义上，世界的

МИР ЗА ГРАНЬЮ ПРАВДЫ超越真

相的世界

Габор ШТИР加博尔·什季尔

加博尔·什季尔加博尔·什季尔

匈牙利报纸“MadrNemzet”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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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比冷战时代都更难预测：如果以前只是两极的对峙，今

天必须考虑更多玩家的利益，因而更富不确定性。经常并凑

成临时的集团、联盟，国际关系在过渡时期变得动荡不安。

在当前情况下，不断增加的外交份量也失去其素有的模拟

性。全球化的黑暗面越来越明显，与之相对的是越来越响亮

的民族国家的呼声，区域化、本土化势头的加强。传统政党

己经不能找到应对时代挑战的合适可靠答案。技术革命、数

字化和机器人技术只会增加不确定性。在失去支点，关系越

来越混乱情况下出现的恐惧导致民粹主义的抬头。全世界人

民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尊重在淡薄。在“过渡时期”不仅重建

私人生活的基础，而且重写日常行为准则，存在至今的全球

规则正在消失。

在这个超越真相的世界增多了投机操纵的可能性。与此同

时，甚至西方政治家们自己都失去对事态发展的控制。所有人

都感觉到混乱和世界的虚假本质，但是，在别无选择情况下，

这种不正常状况越来越被视为常态。在支点越来越少的世界，

个人封闭在自己的角落里，往往只能通过互联网与外界沟通。

世界网络通过Facebook，Twitter，Google等算法悄悄地剥夺

人的其它选择，把人驱入其洞穴，驱入其信息泡沫。如果说广

播和电视可以更换频道，推特和Facebook却不可能。因此，很

多美国人，当他们发现除了自由主义的小泡沫之外，居然存在

投D.特朗普的票的另外的世界，感到非常意外。还有一个例

子：德国社会的一部分人绝不能理解为何周围很多人都像匈牙

利总理奥尔班那样思考移民危机。同样地，“博洛特纳亚广

场”的拥护者怎么也不能明白，为什么大部分俄罗斯人听到克

里米亚归还的消息而高兴得流泪，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

mir Putin）的声名高入云霄。

以前的媒体也不干净，但毫无疑问，对消息的过滤毕竟好

些。记者、编辑都比今天的继承者较负责任地履行“监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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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责。看来，今天记者们越来越常被称为媒体雇员并非偶

然。有趣的是，当政治沟通机器压倒一切的时候，对今天局势

承负重要责任的那些政治家们在怎样做。当然，职业的“冲

刷”，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扩张类似真正的信息爆炸也是原

因。虽然广播业从一开始就有过假消息，但不同之处在于其产

销的速度。在这场比赛中要想不落后，你就必须非常迅速，读

者们可以分享误导性的文章，甚至未阅读它们。人们的消息灵

通程度在下降，因为社交网络是唯一的信息来源。许多人根本

无法感受到真相与谎言之间的区别。例如，据斯坦福大学不久

前的研究，大多数学生都在“啄”假新闻1。

如果不是因为特朗普“按倒了”西方自由主义世界，假新

闻这个话题就不太可能出现。当然，还有，如果没有不但在全

球的政治层面，而且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信息战。俄罗

斯和西方对峙的激化，导致此现象达到高潮。现在我们处于这

样的阶段：西方自由主义上层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在无形战争中

取得了胜利，善于从内部吓倒敌人的普京。据说克里姆林宫窃

取数据，有选择地发布黑客所获得的信息，制造和传播虚假新

闻，建立了一支扰乱西方舆论的巨魔军队，为特朗普赢得了大

选，然后再轻取欧盟。欧洲议会把莫斯科和伊斯兰国家等量齐

观，通过了一个抵制“俄罗斯宣传”的行动计划。总部设在布

拉格，由美国国会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推出了24小时的有

线的，卫星和数字的对俄罗斯广播。当然，说这不是宣传，而

是为了对付误传而传播“真实的新闻”。德国政府也对“俄罗

斯信息影响力”宣战，创建了“特别的布拉格支队”。如果默

克尔失败，亲西方媒体将认为是莫斯科插了手，就像M.勒庞胜

利时那样。在法国大选期间，E.马克伦打了“俄罗斯牌”（意

为“信靠上帝，自己也别错”），禁止媒体公司“RT”

和“Sputnik”参访他们的活动。德国选举之后，主流媒体只

讨论了一个话题：为什么普京没派巨魔军队和黑客？所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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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引人发笑。不久之后，如果有人把冬季的漫长或自己喜爱

的足球队失利归咎于克里姆林宫，大家也许不会奇怪。

与此同时，大家喜欢保持沉默的是：“RT”实际上是“美

国之音”或“德国之声”的翻版，但它不像许多真正传播假

新闻的电台，它的一切都只反映俄罗斯对现实的观点。去年

有意识地没有公布关于一个英国人因为对“德国之声”电台

进行了黑客攻击而被扣押消息，因为这个事实将是对莫斯科

攻击网络的所有指责的 好的反驳证据。在“冲洗”克里姆

林宫分裂欧洲的政治方针并且好像在追求客观与真实的盎格

鲁 - 撒克逊的报刊上，没有报导就任欧洲一个国家的美国大

使的话。他说，美国对今天欧洲一体化状况己不感兴趣，希

望发展和欧洲各国的双边关系。奇怪的是，柏林或巴黎对“

卫星新闻”报导的任何新闻都叫嚷炒作，但美国“布赖特巴

特”公司的法国和德国的新闻网站却不想为此提供证据。这

样的例子可以无限地列举下去，例如，德国“明镜周刊”就

德国外交部长G.齐格马尔接受俄罗斯电视台的采访而发表了

文章，提出批评.2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网络空间信息战的雇佣军（des）- 巨

魔。这里指的是广泛传播的现象，西方媒体专注的是普京的巨

魔军队。也许因为这是新的东西。他们把自己的忘记了吗？或

者不能写它们？按“消息灵通人士”报导，俄罗斯安全局还在

2000年代就组成了几个评论员组。后来在媒体出现了对此的证

据。2013年一个黑客组公布了资料：在圣彼得堡有一个六百多

人的网络研究所，其主要是任务是写评论。其中有的博客需要

在Facebook上负责六个账户，平均每天发布三个帖子。 近还

透露了的所谓“巨魔工厂”工作的信息，说什么巨魔创建的社

交网络中的个人资料和社区用户达600万个。例如，2016年九

月，巨魔的广告和前哨材料涵盖了大约2-3千万人。正在捆绑

发布关于“确保了D.特朗普胜利”的俄罗斯黑客的资料。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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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和其它国家一样，它们是存在的。这里有趣的是，当时

和现在都同样把一切归咎于俄罗斯，然而被关进监狱的却是著

名的罗马尼亚人，破解了美国著名政治家们的密码并把他们的

通信公布于众的“Guchchifer”- 拉扎尔·马塞尔。亚历山大

联邦法院（弗吉尼亚州）判处了他52个月监禁。3

中国的评论员人数已经达到200万人，他们甚至有自己的名

称 -“50美分党”。取此名称是因为互联网论坛参与者的每个

帖子或评论可得50美分。今年四月，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有有

趣的发现。4 他们研究了43,800条派对模式评论并得出结

论-99.3％是由政府机构的员工写的。他们在政治敏感时期，

例如，在共产党会议期间，骚乱期间甚至节日期间开始积极活

动。据调查，中国互联网每年产生4.88亿个的宣传信息。在欧

洲较少听到关于主要集中注意俄-乌冲突的乌克兰巨魔键盘袭

击信息。起初斗争是通过误导新闻的门户进行的，2015年乌克

兰信息政策部创建了自己的“传播真相”的巨魔军队。当时

“迈丹”黑客用散播埋藏炸弹的假信息威胁俄罗斯大城市的公

民。不知为何这没有引起西方媒体的不满。以色列也积极利用

巨魔传播正面消息以及亲政府政客们对巴勒斯坦问题的

“正确”解释。“我们需要联合起来，阐明我们在这个领土

上，在以色列有合法的权利”，-四年前创办了“耶路撒冷邮

报”（The Jerusalem Post）5的以色列政治家多夫·立普曼

（Dov Lipman）这样解释了自己的动机。土耳其政府首脑

R.T.埃尔多安也没有嫌弃这种工具。他的党 -“真理与发展

党”为了应对2013年反对派的暴乱，创建了由6000人组成的社

区网络“新土耳其数字办公室”。还有，Х.克林顿在竞选中疲

于对她的许多不好的评述时，作为报复而拨出了100万美元用

于相关的信息工作。诚然，这个消息并没有进入世界。毫无疑

问，这里说的不是为寂寞无聊的少年消遣，从事这方面活动的

是记者、博客、公关专家和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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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巨魔的与政治相关的或者“仅是”破坏日常沟通

的“有益”的工作，清楚地向所有曾认为互联网的出现是纯

粹民主现象的人们表明，失望的时候到来了。很快地出现了

希望打断明智对话的人，而政治家们立即感觉到了进行操纵

的良机。

所有这些例子证明，巨魔有好也有坏，有宣传也有真理。

一切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它们。针对“俄罗斯宣传”的愤怒的

爆发是因为美国自由主义精英们不能接受莫斯科站了起来的事

实。克里姆林宫–尽管晚了很长时间–毕竟认识到了所谓

“软实力”，而且衡量它的不仅仅是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

基、柴可夫斯基、“绳子”、伊辛巴耶娃和俄语的普及。和其

他国家一样，俄罗斯人也有巨魔和黑客。 使俄罗斯的对手们

难堪的是，俄罗斯提出的供选择的频道像CNN那样遍布全世

界，声名增大，从美国手里夺回了信息垄断。中国也参加这场

斗争；近东也出现了新的，不同于主流的新闻频道；尽管缓

慢，欧盟也能有自己的声音。暂时只是中欧更换了语调，它脱

离了欧洲大西洋的，自由主义的，亲西方的情绪。不过，这新

的，往往还隐蔽的声音，有时违反专业法律，因为它是另外的

供选择的，是从整个合唱中脱颖而出的。总的情况如同地缘政

治局势。俄罗斯在许多方面仿效过去竞争对手的做法，真正返

回了全球超级大国的体系，破坏了西方的垄断。俄罗斯和任何

超级大国那样希望参加国际进程。这损害其它大国的利益。西

方对此不愿明言，只是以它自己也不遵守的价值观作为辩解理

由。“这是价值观选择的问题。我不想说美国和欧洲一切都做

得好，但我不能如此务实地接受来自俄罗斯的一切。毫无疑

问，在外交上这涉及的是双方利益，但对此只能看作是拳击比

赛。打击是在拳击场进行的，有时出拳很重，但拳击场是由价

值观局限的。主要是问题在于拳击场的轮廓是否己改变？”- 

匈牙利安全政策专家这样概括了西方公认的观点。6 何况在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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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中俄罗斯有其等级-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居第三位。许多人

认为俄罗斯的积极程度比它的级别高。他们不高兴GDP等于西

班牙的俄罗斯显示出高于自己力量的结果。使俄罗斯对手震惊

的是，向来反复不定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在过去两年内比其他

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更有创意。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叙利亚

等方面的地缘政治成功- 妨碍了西方利益的实现。从另外的角

度看见的世界损害了西方熟悉的舒适感，这就是为什么对它不

可接受。因此，西方努力贬低莫斯科所说的一切，把所有的沟

通都毫无例外地诽谤为宣传。当俄罗斯从另外的角度报导事件

时，他们硬说是制造假新闻。因为我们生活在解释有首要意义

的世界上，这在西方眼里是不可容忍的。

大的问题是这种态度妨碍对真正原因的注意。当X.克林

顿和D.特朗普到默克尔的所有政治家把不妥的消息称为假消息

的时候，大多数假新闻的背后除专业原因之外还有钱。人群

在“啄” 脏的东西，从而增加广告收入。为了得到此利润，

行业转向传播假消息。在寻找啄食过程中，很多主流网站为了

适应需求，往往摈弃职业道德，偏重能吸引读者的话题。商业

问题出现在引人注目的，而且往往是明显虚假的头条新闻里，

致力于刺激读者，但降低材料的质量。除了信息消费习惯改变

之外-这在美国竞选运动中表现 为突出-主流媒体还在信心危

机中挣扎，它们在扭曲的媒体空间把读者引往传播假消息的网

站页面。不必惊奇，政客们在这种混乱中也能找到可乘之机。

可以做出结论，全世的新闻界都面临巨大挑战。正如在布

达佩斯一个媒体问题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媒体巨头“谷歌”

和“Facebook”越来越担当传统出版社的角色，建立和读者的

直接联系以及读者之间的联系。7 这造成传统新闻界之间的新型

竞争。根据YouGov的调查，在匈牙利，68％的受访者使用社交

媒体作为新闻来源，74％-电视，24％-电台和20％-印刷品。8 

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主要来源的出现是个大问题，因为这些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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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假新闻的主要来源，又是它们的传播平台。新闻业己达到了

用自动化手段取代人力，编辑们也越来越常被代算法取代。部

分原因是“Clickbait”的消息由于商业利益而受到在线用户

的欢迎。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传播伪造的或半真半假

的新闻。改变了的在线信息平台带来了“回声室”（“echo 

chamber”）概念：这成为社交媒体 大的悖论：这种方式造成

隔离和疏远的社区。值得争议的问题是：从法律责任观点看

来，公共互联网平台是什么呢？是媒体公司还是IT公司？这个

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作为越来越多国家主要信息来源的巨大平

台可能仍然未受管制，这就是说，即便犯罪，也只承负 小的

责任。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传统媒体创造了不利的局面。

为上述会议而准备的调查表明，无数的共享材料和传播消

息的新方法导致对新闻界的信任危机。9 除此之外，对在线新

闻界还有其它不良的影响因素。谁都可以成为记者的事实大大

削弱新闻界，损害它作为可靠和 重要的信息来源的声誉。新

闻工作及其“监督”作用根本不再像网络信息环境出现之前那

么合法和得到社会公认。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使媒体形势

复杂化，大多数国家的媒体市场经济衰退，无数企业关闭，新

闻工作者失业。对于那些为生存而奋斗的编辑部，新闻的质量

己成为次要问题，因为有根据的，客观和平衡的新闻报导并不

能保障有稳定的读者圈子，因而这在私有者眼里己不重要。虽

然传播假新闻并非新现象，它从来没有像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

和之后那样受到注意。根据路透社2017年的报道，媒体的信誉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假消息的传播和影响。不过，按报告起草

人的看法，媒体信任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主流媒体领域中的深

刻政治对立和政治偏见，而不是假新闻的泛滥。

月亮下没有新东西。我们刚刚在政治的帮助下，对发生的

一切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然而，法国哲学家G.德博在六十年代

中期的“戏剧协会”一书中己准确地描述了未来的社交和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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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10 G.德博写道：“如果世界颠倒过来，假就成真。与生活

的各个方面脱节的图像汇入汹涌的洪流中，再也不可能恢复生

活原来的统一。我们观察的现实的部分对于我们己经成为自己

的完整体，作为只能直观的特殊的，独立的假世界。周围世界

的所有图像汇聚在独立的浸透了谎言的图像宇宙中。简而言

之，作为具体否定生活的戏剧，是无生命的独立运动。戏剧是

不停止的讨论，是现有的秩序的自我赞颂，对它的赞美独白。

这是极权主义时代生存条件下的权力自画像。但戏剧并非技术

发展的必要产品，当然，这不是我们观察的自然的发展。相反

地，戏剧社会是自我选择其技术内容的形式”。有我们参加的

这个“戏剧”是从1980年末期开始的，今天达到了它的高峰。

在这个超越真实边界的世界里更重要的是新闻界所描写的，而

不是真实本身，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1. Fiona Macdonald: Bad News: 80% of Students Can’t Tell The Diff erence Between 
Real And Fake News 2016. dec. 7.

 http://www.sciencealert.com/bad-news-study-fi nds-80-of-students-can-t-tell-
the-diff erence-between-real-and-fak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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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etöltendőt kapott Amerikában a hírhedt román hacker
 https://kronika.ro/kulfold/letoltendot-kapott-amerikaban-a-hirhedt-roman-hac-

ker/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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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no.hu/hetvegimagazin/talas-peter-egyik-nagyhatalom-sem-akar-v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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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ágon
 http://www.politicalcapital.hu/pc-admin/source/documents/FES_PC_A_media_

es_a_ politika_uj_kapcsolata%20_171004.pdf
10. Guy Debord: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Buchet-Castel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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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在阿维罗斯和巴格达迪之间伊斯兰教：在阿维罗斯和巴格达迪之间

近几年的事件（近东和中

东的波动和不稳定，先知信徒们

无休止的恐怖袭击，撼动欧洲的

移民危机，穆斯林国家中对不同

政见者和其他信徒的持续迫害）

令人再次想起亨廷顿教授并思考

伊斯兰教与暴力，伊斯兰教与民

主， 后 - 日益全球化的人类

社会中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价值观

的结合。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许

多世纪文明冲突的又一个惯性

回声？伊斯兰教古老问题的再

次爆发？或者，相反地，这是

在变化和外文明压力条件下相

对年轻的，仍然极具激情的有

机体的生长病？

提议提议

在继续论述之前，必须提出

几点实质性的意见。

任何宗教系统（伊斯兰教也

不例外）都比其选择性的描述复

杂得多。相应地本文也只是试图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夫德米特里·特罗菲莫夫

独联体国家第四司副司长 

历史学副博士

datr-07@mail.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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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某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十分明显，由于不同的方向、流

派、学校（诠释学校）乃至国家或地区的特点，我们很容易找

到至少几十种原则上不同的“伊斯兰教”。此外，日常生活中

和我们打交道的不是文明，而是具体的人们，他们完全没有义

务赞同整套所谓“伊斯兰教”的价值观。

现代伊斯兰教 复杂和/或者可怕的问题是它的宗教教义中

的确存在一些内在的固有特征，另一方面它又是特定政治和/

或地区冲突的结果，冲突的参加者或者是作为穆斯林文化载体

的民族（阿拉伯人或伊朗人），或者是背着沉重的古代主义包

袱的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索马里、苏丹），或者

是明显的系统外极端主义势力（IGIL，“博科圣地”）。

同样重要的是，在任何个人或国家自我认同范围内的语言和

种族背景都传统地占主导地位，它们都包含宗教而不是相反。

此比例有利于宗教价值观的急剧变化往往意味着导向冲突。宗

教特点脱颖而出或者因为建立了平衡民族关系多样性的伊斯兰

政权，或者是原教旨主义反对派活动积极化，或者处于迁移条

件下（内部的-从内地到大城市，或者国际的），它意味着不可

避免的价值观冲突-这是古代主义意识和主要是外省移民对不习

惯的，经常引起厌恶的周围环境所引起的。迁移环境是任何传

统的穆斯林社区原教旨主义化和极端化的明显的催化剂。

今天今天

世界各地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社区的协作很不相同。在美国

“熔炉”模式（事实上，它早己经变成“水果沙拉”式）和加拿

大多元文化模式的框架内1 进程虽然有停顿，但总体毕竟没有冲

突。在俄罗斯或在中亚实行的基于前苏联的跨文化交流基础的制

度成功地压制了文明间对抗的一些因素，今天俄罗斯的劳动移民

总体也无冲突性，因为前来的是前苏联认同的载体。而穆斯林和

非穆斯林社区在近东和亚洲与非洲的共处至少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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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欧洲，今天的情况己经不仅是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的危

机，而是它在穆斯林东方移民流的冲击下失去自己文明认同的

实际前景。这是政治错误和轻率采用“在罗马就像罗马人生

活”的古典共处原则的代价。问题不仅在于欧洲的穆斯林社区

比任何社区都快速增多，而在于他们不愿意纳入全欧的政治标

准，不断地带来政治、性别或族裔的偏见*，此外，他们不愿

意实质性的融合，甚至其基本守法的门槛也越来越低。

依靠公共领域同时进行“去基督化”和“去伊斯兰化”来扭

转局势的尝试没能奏效：“去基督化”是成功的，“但去伊斯兰

化”只有表面现象，并且引起冲突，往往导致对穆斯林社区的新

的让步，而后者一直致力于增加治外法权和“另类忠诚”**。继续

实行的清真寺化和欧洲伊斯兰飞地教法化也加强了隔离状态。

为了更好地解说，可以在“穆斯林东方”和“基督教西

方”之间划一条假设的社会文化界线

表

题目题目 穆斯林东方穆斯林东方 基督教西方基督教西方

时间

时间确认为无限，无任

何独立价值，包括非准

确性和非义务性，共处

者愿意为亲朋花更多

的时间。

时间严格有限，很有价

值，因而“时间是金

钱”，“准确性是皇家的

礼貌”。反面：很少和亲

朋交往。

社会与个人

集体高于个人；相反就

等于鼓励自私，放纵，

减少个人的安全

个人自由和主动价值是

西方生活方式基础。加

强集体生活被看作是对

民主的侵犯。

* 顺便提提，这是自从纳粹主义在欧洲反犹太人情绪高峰以来未曾有过的。

** 这里起了先锋之一作用的是所谓的英国穆斯林议会的创始人卡利姆 西迪基
（1933-1996）。还在1992年，他就向所有忠实的穆斯林明确建议：如果东道国的
法律与伊斯兰法律之间发生冲突，应毫不犹豫地遵循后者。今天英国的情况表明
他的建议得到了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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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题目 穆斯林东方穆斯林东方 基督教西方基督教西方

相互关系的

特点

建立终身关系的强烈愿

望。忠于人的关系

习惯于短期关系。忠于

工作

计划 经常和容易改变计划 忠于计划

语言表达

语言充满潜台词，背景

信息，符号和典故。在

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过度

直率和不知分寸

重点明确；潜台词当然

存在，但其比重极小。

跨文化交际过程无知，

不懂暗示

对宗教自由的

态度

背叛和亵渎为不可饶

恕之罪，在一些国家受

刑事惩罚。非穆斯林社

区权利部分得到保护，

但对民意的承认持保

留条件

改变信仰（包括宗教信

仰）和批判别的信仰是

民主的组成部分。在世

俗民主国家的框架内所

有宗教社区权利平等

民主

用于掩饰传统机制或者

夺取政权，取消不需要

的民主的借口

现代社会唯一可以接受

的存在形式

两性平等

违反上帝秩序，剥夺妇

女自然的母亲和妻子功

能。女人几乎到处都不

平等。这通过习惯法则

确定，而更常见的是通

过现行立法确定

这是民主与人权的不可

分割的属性，到二十世

纪中叶性别平等是立法

规定的，自二十一世纪

初以来由宪法规定

性少数的权利

道德和身体退化之路，

直接受到世界各种宗教

的谴责。同性恋嫌疑人

受到公开排斥和各种刑

罚

这种新时髦标记是今天

用于鉴定“自己的”

和“他人的”的严格标

识。直到二十世纪中

叶，同性恋受到谴责或

被强迫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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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预测，我们的话会有何回应。。。我们无法预测，我们的话会有何回应。。。

伊斯兰教是语言文明，往往一句神圣的语言（例如古兰经的

有节奏的散文）比人的生命更为重要。一句成功的话能赢得荣

誉（在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中，口才长期以来就是一种特殊的荣

誉和代价：它曾经为未来的领导者和埃米尔人铺路），甚至政

权。说得不好就会被排斥，有时甚至死亡。因此存在对亵渎的

指控，处死作家情况（包括萨曼·拉什迪、陶菲克·哈基姆、

奥里亚娜·法拉奇、塔斯林·纳斯林和拉菲克·塔吉）。因此，

粗心大意的批评会引起强烈的反应（正如安德烈·库拉耶夫曾

说过的“伊斯兰教挑衅的流动性”2）。不愿意承认人的开玩笑的

权利*，如果他的对象是伊斯兰教或它的先知（例如，与丹麦漫

画、杂志查理周刊、电影“穆斯林的纯真”相关事件）。

今天伊斯兰教发生了什么呢？一方面，很显然，穆斯林世界

（或者至少是他 正统的部分）不仅在工艺或财政，而且政

治、人权甚至行为标准统一的现代全球化的洪流中都感到不舒

服。出现新的-与传统伊斯兰教价值观格格入的新的游戏规则不

可避免地导致穆斯林自卫性的反应：它或者 大限度地强化政

治和文化独裁（伊朗、苏丹、沙特阿拉伯），或者进行某种“跨

文明交易”，保留内部的旧制度，换取与西方“先进”的伙伴关

系和实行一些严格限制的改革（巴基斯坦、卡塔尔、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或者组织某种形式的或“自发的”反对西方的暴力

行动（袭击地方基督教民，因为对于正统者，甚至“自己的”

基督教民也是“外国影响的代理人”）， 后是恐怖行动。

在一定程度上，穆斯林世界的状况也许可以以这个宗教相对

年青（1400年）的过渡年龄来解释，按欧洲尺度，它正好处于

百年战争和宗教裁判所火灾的时代。和任何宗教系统一样，伊

* 然而，在基督教中世纪的传统中，也很容易找到厌恶嘲笑的例子。 因此，出现
了不惜凶杀的盲人豪尔赫·翁贝托·艾考（Jorge Umberto Eco）和因为对光明和
黑暗的不妥的言语而受惩罚的布尔加柯夫（Bulgakov）暗紫色骑士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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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教是活的机体：诞生、长大、疾病、衰老和死亡。。。他的

老亚伯拉罕兄弟（犹太教和基督教）已经明确地跨越了分隔成

年和衰老的边线。。。伊斯兰教仍然精力充沛，但也不可能没有

成长疾病。其中包括今天穆斯林对地球上的邻居关系大都“危

险地低估了可允许的侵略的门槛”3。

问题还在于今天伊斯兰教文明在自己境内和境外都只追求

一个目的-扩展和保护自己的认同4。理论上折中让步只能在世

俗主义基础上达到，可是伊斯兰教只依据宗教和政治、世俗和

精神。。。不可分割的原则。。。

重要和明显的是，（与其他两个亚伯拉罕宗教相比）伊斯兰

教的重点主要不在于形式、内容，不在于道德和伦理戒律，而

在仪式和日常制度。因此，穆斯林社会的改革只是在凯末尔·

阿塔图尔克精神的前提下有可能。

有些研究家认为原则上不可能对传统的穆斯林国家进行全

面的改造，原因是伊斯兰宗教。这里往往以日本和埃及作为例

证。众所周知，二战之前这两个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均收

入方面是近似的，但半个世纪后，这个比例已朝向对埃及不利

方向根本改变*。

执行不能赦免执行不能赦免

众所周知，教会在任何宗教范围内的主要作用都是制订基

本宗教价值观统一基本模式，并且通过其棱镜看周围的世界。

在某个阶段这种活动意味着一定的编辑神圣的文本的工作。。。

伊斯兰教没有教会，这是“古兰经”之中相互矛盾的段落明显

多于“圣经”而且更具原则性质的原因之一。

例如，在苏拉“蜘蛛”的第9节写道：“打击那些不相信真

主的人，在 后一天，不禁止真主和他的使者所禁止的，不服

* 这曾是L.R.休基亚伊宁在2006年9月14日于文学咖啡厅“Bilingua”的“公众讲
课Polit.ru”项目中的讲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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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理的信仰，也不禁止那些被送到圣经的真理的信徒*，直到

他们付了钱**,并被羞辱5”。然而，在同一个Sura“蜘

蛛”ayat（第46）却发现完全对立的内容：“不要与”书的所有

者“争辩，否则就不如此; 除了那些不公平；并说：“我们相信

寄给我们也寄给了你们。我们的上帝和你的上帝是统一的，我

们忠实于他”。和一般人文主义的戒律“没有信仰的强迫”（古

兰经“牛”，256节）或者“你们的主的真理：谁愿意，谁就相

信，谁不愿意就不相信”（古兰经“洞穴”第29节）并列着对不

容忍和暴力的呼吁：“确实，不信的人是你们的明显的敌人”

（古兰经“妇女”，第101节）和“与他们争战，直到都了解，

整个宗教属于安拉”（古兰经“牛”，193节）

我们碰到有关人类存在的绝对决定论及其 初的预言的争

论，同时又找到给予人自由的选择的指示。一方面，穆斯林脱

离其信仰向来是死罪，另一方面古兰经中却有安拉对穆罕默德

的讲话：“服从信使的人服从安拉。谁转身离开，我们没有派

你去作为守护者”（“圣女”，第80节）。

顺便提提，今天对食品的禁令也有不同的解释***，尽管饮

用酒精****，一夫多妻制的规范等的许多指示似乎不可动摇。虽

然有关于宗教和政治不可分割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两者却往

往脱离。

因此，伊斯兰教与其镜像真理似乎成为无尽的评论的永

恒对话。

* 在古兰经中“书的主人”或“圣经的作者”指的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

** 这是穆斯林国家对非穆斯林居民征收的所得税，交纳它换取穆斯林国家的保
护，并免除穆斯林的义务兵役。

*** 猪肉、腐肉和其他各种“错误”的肉的禁食伴随着一个特定的保留条件：“凡被
强迫，不是不敬的罪人，就没有罪”，这种解释的运用相当广泛。

**** 除明确的指示，规定葡萄酒和棕榈伏特加是“安拉的礼物”和“明智人民的标
志”之外，我还想补充古兰经中没有的规定的 后一个五次祈祷规则 (人在祷告
时应该净化，哪能放纵饮酒？古兰经描写了祈祷，但没有规定其次数);然而，今
年二月埃及 高伊斯兰事务委员会成员哈列达 阿尔–根迪却说：“喝而不醉，
不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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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独特的二元性使相互排斥的解释可能共存，在没

有教会或其它公认的上层权威，甚至爱资哈尔那样的宗教机关

的观点都会受到任何独立的乌拉玛或伊玛目的挑战的条件下，

导致出现一大批非正式的领导、思潮。他们没有受到统一的宗

教教育，政治倾向完全取决于地区和个人的偏好。结果是较激

进立场的拥护者得到越来越多的良机，潜在的暴力呼吁得到绝

对分散和众多的性质。主流趋势变得难于估测。

漫游过去漫游过去

诚然，现在我们生活在这里；紧迫的历史时间模糊了对不

久之前的过去的感觉和理解。伊斯兰教的许多现代现象引起我

们的不解和反感（这不无道理）。可是让我们来看看自己的历

史镜子吧：约150年前美国盛行奴隶买卖，在俄罗斯是农奴制

度，美国的种族隔离约在五十年前消失；欧洲妇女的平等权利

还不到100年（在瑞典才30年多）

也可以回顾较远的过去。我们记得，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与

强调不容忍异议和墨守成规的教条主义的积极改教共存了几个

世纪。因而出现了宗教裁判所，宗教战争和十字军东征。。。相

反地。伊斯兰教虽似有严格的意识形态，直到它的黄金时代结

束（VIII中期-XIIIИ中期），其温和态度和宗教宽容程度比欧

洲基督教要高得多。。。在巴格达、大马士革、科尔多瓦，基督

徒和犹太人虽然与穆斯林并不完全平等，却享有被保护的权利

和受到尊重，可以公开自己的信仰，同时也很容易得到法庭服

务; 难于设想在中世纪的欧洲有此种镜像情况。

早期伊斯兰教表明了它学习和积累周围世界-波斯和希腊拜

占庭的知识和成就的出色能力。实际上伊斯兰教本身就是犹太

教和基督教文明之间成功对话的结果。

古典穆斯林（基本上是阿拉伯 - 波斯）文明曾经是中世纪

重要的精神和智力文化中心之一，它赋予了世界阿维森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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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罗伊斯*、伊本·赫勒**、奥马尔·海亚姆、巴哈丁·纳格

什班德及其名著“心与上帝同在，手中有工作”***、阿利舍尔·

纳沃伊、尼萨米和大批思想家，科学家和诗人。正是在那时候

诞生了“寻求知识，甚至去中国”的著名开放原则（即在任何

有知识的民族中，不管它们多么遥远；遗憾的是XIV世纪之后

确立了新的准则：“传播，但不妨碍明智”，把知识划分为“伊

斯兰教的”和“非伊斯兰教的”）。

十字军东征的不多的积极成果之一是穆斯林****保留了古代的

哲学遗产并把它们回归欧洲”。顺便提提，这是对欧洲复兴开

始的重要刺激。东方穆斯林（特别是蒙古人的入侵后）进入了

数百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停滞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年轻一代只

是在十四到十六世纪再次恢复了伊斯兰世界的强大力量，但这

种复兴实际上仅是军事上的，因而是短暂的，某个时期甚至加

速了帝国本身的崩溃。

十九世纪欧洲殖民者来到伊斯兰教土地再次证明了穆斯林

文明衰落的程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从阿富汗的泛伊斯

兰教派到改革派的里德和阿比多，对解决哲学和组织问题的智

力探索导致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概念。1928年出现的“穆

斯林兄弟会”标志着完全可能重新启动更新的原教旨主义计

划。此后民族主义教条（尤其是天真主义和复兴主义）的失

败，加剧了中东的伊斯兰化和极端化。

* 在拉斐尔壁画“雅典学派”中画的伊本·拉什德或阿维罗斯（1126-1198），是
亚里士多德的杰出的崇拜者和解释者（他的着作翻译成拉丁文在很大程度上帮助
欧洲重新发现的亚里士多德）和确立了理性真理独立于宗教真理的（这是在XII世
纪！）“双重真理”思想的作者。托马斯·阿奎那，佐丹奴·布鲁诺和斯宾诺莎也
受到了他的影响

** 伊本·赫勒敦（1332-1406 gg。） - 杰出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劳动价值
理论、文明周期性发展概念的作者，现代流行病学的奠基人之一。

*** 巴赫·阿卜杜·纳卡什班（1318-1389）是Naqshbandiya 大的苏菲秩序创始
人。是谦虚、简朴，理智和宽容的结合的难得的圣人例子。书。“迪巴耶鲁，会
给树皮”（tadzh / farsi）。他的诫命与本笃会的“Ora et labora祈祷和劳动”
的格言明显相似。）

**** 在同一列有从中东进口的弦乐器，磨和使用叉子等其他餐具的传统（当时在基
督教欧洲使用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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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回答：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的回答：原教旨主义

整个穆斯林历史是各式各样重叠的宗教运动，其目的是返

回原始伊斯兰教的纯洁，并努力将这些思想转化为现实。在此

意义上，原教旨主义作为对正统的 积极的忠诚形式，一直是

此历史的组成部分。伊本·赫勒敦指出了实现回归原始伊斯兰

教尝试的出现的周期性。按他的看法，周期性为100年，相当

于四代人。伊本·赫勒敦还指出了上述中世纪原教旨主义运动

一个特点：他们的宗教能量往往与阿斯比（部落精神，爱国主

义）的崛起并存。二十世纪出现的早期原教旨主义组织，哈

桑·班纳的“穆斯林兄弟会”就有这种特点。

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思潮和运动潮流，伊斯兰原教旨

主义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思想和组织发展（20世纪20年代

末至50年代初）；政治激进化（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

初）和分裂成极端主义与温和派等潮流（从20世纪70年代

初开始）。

早期的原教旨主义是苏菲主义、萨拉菲耶（正统派）和爱

国主义的精髓，其特点是忏悔宽容和政治节制。哈桑·班纳

（1906-1949）是穆斯林兄弟协会的创始人和 高指导者，属

于苏菲·卡沙菲伊（Sufi Khasafiyi）的命令的他，又创造了

某种非苏菲运动*。如果对于苏菲，达到 高程度的自我完善

是所有努力的目标和结束，那么，对哈桑·班纳却只是个阶

段。他想比哈西法所教导的更进一步。他认为，下一步要为周

围社会的精神净化而奋斗。他主张把苏菲主义从其仪式的歪曲

中解放出来，为了伊斯兰教和社会的利益而联合改革的苏菲派

与沙拉菲派。按照哈桑·班纳的说法，这三股力量不仅能使埃

及复兴，还能复兴整个东方。政治本来不符合传统苏菲派的精

神，但哈桑·班纳宣布必须结合苏菲主义和政治，在1938年五

* 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当选为“ 高导师”（al-murshid al-am），此
称号也源于苏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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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呼吁“穆斯林兄弟会”走上政治舞台并实现了这一思想。到

了20世纪50年代，协会几乎完全取代了这个命令6，并且承负

了公共职能。

1938年五月确定了这个阶段的主要的理论指导方针，直到

今天绝大部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基本上仍遵守它：

-  伊斯兰教的多功能性在于它的普遍性和宗教与社会不

可分割的意义上。正如哈桑·班纳（Hasan al-Ban-

na）所写，“那些以为信仰伊斯兰教而只是崇拜其精神

和价值的人是错误的。伊斯兰教是服务和指导，宗教

和国家，灵性和实用性，祈祷和圣战，服从和权威，

可兰经和剑，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彼此分开的”7。伊斯

兰教回归到原来的纯洁和理解，从几个世纪的混乱和

分化中解放出来;

- 泛伊斯兰主义;

- 哈里发的复兴;

- 争取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政府。

“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军官”8一起在民族解放旗帜下行

动;只因为后者不愿分享共同胜利的果实，导致了这个联盟的

破裂。在一般的权力斗争过程中，埃及出现了两种新的思想政

治潮流：天真主义和追随赛义德·库特布的伊斯兰激进主义。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马克斯和恩格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马克斯和恩格斯

巴基斯坦“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主要思想家阿布·阿勒·

阿尔·穆杜迪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协会 高领导局成员赛

义德·库特布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方向的两个 大的代表人

物，为所有现代极端分子写的关于hakimiyi和takfire*（哈基

米和塔克菲尔）中心章程的作者。

* 下面主要分析阿布·阿尔·阿尔·穆杜迪，Al-Mustaslahat al-Arbaa fi-l-
Qur’an（“古兰经中的四个技术术语”，Al-Kuwait，1977）的著作，还有塞伊德·
库特布的书“1980年开罗之路”（“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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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穆杜迪的观点，穆斯林国家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穆斯林

已经不再理解古兰经传播了的信息。必须消除这种理解的所有

障碍，包括崇拜圣行（伊斯兰教历史上空前的提议）。穆杜迪开

发一个哈基米（全权）概念，提出用安拉哈基洲来代替人们的

哈米。这条道路上需要经过两个阶段-“冷漠”阶段（或者“分

开”）和圣战阶段。穆斯林在第一阶段指责陷入无信仰的恶习的

社会并离开它。冷漠时期相当于穆罕默德离开麦加到麦地那时

期（hijra）。第二个阶段是在新生力量回归之后积极反对无神

社会，征服这个社会并把真主的绝对权力强加给它的时候（类

似穆罕默德从麦地那到麦加的胜利归来和伊斯兰教的成立）。赛

义德·库特布继续穆杜迪的推理，写道，克服蒙昧时代社会

（这在伊斯兰教中传统指的是伊斯兰教以前的多神教时代; 库

特布给予了这个概念现代的性质）和伊斯兰教社会的差距始于

通过精神回归伊斯兰教“黄金时代”的原始价值观并恢复对

“真主的绝对权力”和“崇拜真主”的真正理解。穆斯林摆脱

贾希里亚压迫的影响，开始团结起来。这样出现并开始加强复

兴的伊斯兰乌玛。团结的真正的穆斯林以建立哈基米真主的名

义宣布圣战。与此同时，库特布认为动用利剑是合法的，因为

不可能仅依靠说教和劝告把哈基米hakimiyyu带到在一个统治者

领导下陷入了恶习和不信的贾希里亚（蒙昧时代）社会。

塔菲尔（即不信的指责）的概念成为塞缪德·库特布

（Seyyid Qutb）理论中的加赫尔亚（jahiliyya）教条概念之

后的第二个概念。至于非正义的统治者和他的内部圈子是否代

表加赫尔亚，因而应该受到不信的指责，还是整个社会应该受

到的谴责，问题尚未澄清。塞伊德·库特布（Seyid Qutb）在

1966年被处决，从而中断了他的哲学思考，留下了未完的概念

由伊斯兰反对派组织的领导人诠释。后者分裂成了两大派别，

一派代表指责整个“无神”社会的拥护者，另一派指责社会上

层并主张通过政变加以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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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原来统一的原教旨主义者 终分为激进

与温和两大流派*。第一派的支持者认为早期原教旨主义的时代

和思想己经过时，尊称他们的 高领导人塞伊德·库特布

Seyyid Qutb导师为“正义事业烈士”。他们确信现代的穆斯林是

无可依从者，因为他们放弃了伊斯兰教。“让他们祈祷、斋戒，

进行朝觐和交纳扎卡特吧- 这一切都不能补偿他们的背道行

为。不指责不信和不信者的人，自己也是不信者。凡是离开我

们队伍者都将被剥夺所有血亲和财产。不要选举，不要议会，

不要民主，因为它显示的是人民的力量，而不是真主的力量，

不要现有的清真寺，因为无神论者在那里进行无神论的祷告”-

这是马杜迪和库特布（al-Maududi和Qutbah）追随者的信条9。

伊斯兰教是解决之道伊斯兰教是解决之道

对所有复杂的生活问题，“街头”伊斯兰主义者总有同一个

答案 - 高举食指（提醒存在唯一创造者）和提出口号“伊斯兰

教huva al-hal”（“伊斯兰教是解决之道”）。他们的“内阁”兄

弟们们还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研究，制定理论的某些内容。

向来大多数伊斯兰运动的 终目标都是宣布建立以伊斯兰

教教义为基础的世界伊斯兰国家。中间目标是在今天的伊斯兰

教礼物（“伊斯兰教之家”）的范围内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

并保护伊斯兰教的礼物不受“哈博”（即“战争之家”，即外部

世界）的打击。在短期内，原教旨主义者的目标是在个别特定

国家的地理范围内建立伊斯兰教秩序。

绝大多数原教旨主义组织（尤其是极端主义组织）的方案

性质都非常模糊和不拘一格。其中 完整的部分是对政权的神

学批评，呼吁恢复哈里发时代先知和四个正义的早期伊斯兰价

* 原则上温和派不赞成暴力，并认为塔克菲尔的做法不能接受，因为如果一个穆
斯林指责另一个不信，那么他就侵占安拉或其先知的职能，这就意味着他自己变
为无神论者。哈桑-霍德贝Khasan al-Hodayebi捍卫了这条路线，他接替Kh。Al-
Bannu班纳成为穆斯林兄弟会的 高导师，他以“传教士而不是法官”一书反对库
特布Siyyid Qutb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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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对加赫尔亚（jahiliyya），圣战，伊斯兰教，takfir，

哈里发，舒拉等概念进行认真分析。

原教旨主义者不认为实践真理的准则重要：因此，履行伊

斯兰教义的任何失败将永远是某个人的错误，而不是理论本身

的错误，而任何成功经验都是真理的证明。

情感–古兰经式的论证往往取代了论点本身。两个绝对的

公理是用神权取代人的政权和伊斯兰教条款适用于任何时代和

任何地方的思想。与此同时，对大多数伊斯兰教徒来说，伊斯

兰教首先是反对喝酒、盗窃、流浪和道德的普遍败坏的斗争。

毫无疑问，遵守穆斯林服饰（特别是女性服饰）的传统是原教

旨主义者推崇的热门话题。阿里·阿克巴·哈什米·拉夫桑贾

尼（Ali Akbar Hashemi Rafsanjani）曾经相当激动地（但在

很大程度上正是如此）说：“所有的坦克，炸弹和导弹都不会

让美国打败伊斯兰教; 但如果穆斯林妇女拒绝遮盖头发并穿上

所需要的衣服，伊斯兰教将被击败10。”

原教旨主义者也怀疑政治民主的概念。首先，它要求宗教与

政治的实际分离。其次，从他们的角度看来，伊斯兰教和整个民

主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民主以人民的权力为前提，而不是安拉

的权力。许多原教旨主义者不承认政党制度，认为正确地只能说

有两个派别 - 安拉党和撒旦党。事实上，融入现代政党政治结

构的温和原教旨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己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

尽管他们仍把这个未来的伊斯兰国家的权利留给伊斯兰政党。

原教旨主义者对ahl az-zimma（意为“受保护者”），即对

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观点很重要。从原教旨

主义者（特别是极端者）的角度看来，这种保护是非常有条件

的。首先，如果zimma对伊斯兰教有不好的意图（甚至行为），

他就应该死亡。其次，保护本身是以支付人头税为基础的。按

埃及原教旨主义者的看法，埃及的科普特人近两个世纪没有付

清这种税款，应该剥夺了他们受保护和惠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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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教旨主义概念中对经济问题的考虑极其肤浅。尽管其

中提到了社会经济合理的要求和反贪的斗争，但很笼统，因为

人的“差别不在于财富，而在于虔诚”，“可怕的不是经济的，

而是道德的腐败”。

对于极端主义组织来说，如果觉得难于夺取政权，首要任

务就是尽量动摇政权。与此同时，部分激进分子认为，为了创

造未来真正的伊斯兰体系的原始小组，应该多年离开社会（到

偏远地区去，深入地下），然后才可以采取暴力行动，因为现

有的组织己陷入不信，与之任何接触都有害无益。

第二类激进组织（数量上占主导地位）则立即从多个方面

开展工作：积极宣传，招募新成员，筹集资金，积累武器，进

行恐怖袭击。第二种类型的极端主义组织的内部也不统一，这

取决于对暴力的规模和形式的态度。如果它们有高层政变计

划，恐怖主义行为数量通常会减少。如果致力于发动人民的伊

斯兰革命，恐怖主义行为的数量就会急剧增加，因为它们被视

为激活群众的手段。对于小型极端主义组织，恐怖和暴力往往

从手段变为目的。

原教旨主义的多小组结构的基础是存在分支系统的群体，

通常被称为“伊斯兰教会”（Jamaat Islamia）（“伊斯兰教联

合会或协会”）。 这些团体也保障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不断的

自发的相互协作。Jamaat Islamama是由若干人（通常不超过

20人）联合起来进行联合祷告和其他纯粹宗教义务的人。如

果其中一个成员加入某个伊斯兰组织，其他成员往往出现在后

者的队列中。有时“伊斯兰教会”（Jamaat Islamia）是在野

的伊斯兰教运动的代表为招募成员而建立的。阿米尔（ja-

maat领导人）是大规模骚乱、暴动和恐怖主义行动的直接组

织者。穆斯林国家政治文化的特点是大部分年轻人都经过

（Jamaat Islamia），或者短时间或者间接地与原教旨主义组

织有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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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温和派和极端派）都注重

招募和培训新成员的问题。他们往往是朋友，邻居，或者是己

经有过表现的（Jamaat Islamia）成员的亲属。招募也可以直

接在清真寺（ 常见的是“人民的”– 即不是用国家资金建

立，而且由独立和一般激进的伊玛目所控制的）。为了扩大该

组织的成员，举行关于伊斯兰和社会政治的专题讲座（ 常见

于清真寺），散发伊斯兰文学，在“人民”清真寺组织门诊

所，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传统的伊斯兰服装。

在青年极端组织中，与官方（即政治）领导人一样，通常

还有一位精神导师，领导着好几个团体，享有绝对权威。在年

轻的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他的任何指令都是法律根源。例如，

对于埃及的“吉哈德”* 圣战组织，奥马尔·阿卜达拉赫曼

（Omar Abdarrahman）就是一位精神领袖（正是他指责总统不

以伊斯兰教的法律来统治国家，因而视为谋杀萨达特的可行性

甚至必要性的神学理由），而对于黎巴嫩“真主党” –领袖是

穆罕默德·侯赛因·Fadlallah。温和的原教旨主义组织通常

不会有这样的二元论; 不过，它们往往有实际独立的准军事集

团，起初由一个温和领导人控制，后来控制削弱，军事结构的

矛盾激化：它们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秘密机构”、黎

巴嫩“阿迈勒”运动、叙利亚“兄弟”或黎巴嫩“阿迈勒”运

动的“伊斯兰祈祷团”。这种独立可以发展成与组织脱离，就

像“伊斯兰圣战”组织那样。

从社会基础看来，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典型的城市运动：在

城外，没有城市，就不可能。以前关于原教旨主义组织的骨干

是失业者和流氓的误解早已被否定。阿拉伯国家各个伊斯兰教

组织的进程已经表明，其中参加的约50％是大学生，30％是雇

员、教师、医生和工匠，相当重要的是，有10%-15%是军人。

还有重要的一点，极端主义组织成员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大

* 埃及伊斯兰教协会（Gama’a al-Islamiyya bi Mysr）的新闻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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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不久前的毕业生已经达到了50-60％。总的来说，各种

知识分子群体的宗教积极化的事实是穆斯林世界原教旨主义和

极端化长期进程的标志。

伊斯兰教在探索：土耳其模型伊斯兰教在探索：土耳其模型

1994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北大西洋议会一次“玫瑰罗

斯”研讨会上，大国民议会议长H. Dzhindoruk（金多鲁克）谈

到了土耳其的特殊调解作用并称之为“民主与伊斯兰之间的桥

梁”。绝对值得注意的特征是，他一方面承认伊斯兰与民主的

根本不相容性，另一方面却提到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独特遗

产，指出这是今天穆斯林国家民主改革的唯一工作（？）模式。

二十世纪土耳其和土耳其人同时经历了两个同样的地缘政

治与文明的转折- 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与凯末尔主义的“去定

化”。第一个导致了土耳其的多年帝国后幻痛的自我意识中引

起的心理现象。第二个标志着一个长期实验的开始。结果不仅

形成了一个新的土耳其国家，而且实际上成为以非宗教方式改

革伊斯兰社会的唯一相对成功的例子。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启动的所谓的“土耳其模式”虽然模

棱两可，但事实证明，这种模式普遍可行，这主要是因为“土

耳其人之父”的真正的革命性变化出发点不是“经济基础”，

而是社会和家庭领域：拉丁字母取代了阿拉伯语的组合字，欧

式帽子和西装取代了红色奥斯曼菲斯和长礼服; 关闭了苦行僧

院，男女平权，建议 后一个前来咖啡馆和餐馆的男子要由妻

子伴同。传统东方心态的很多方式都得到了成功地的改变。诚

然，废除苏丹国，然后是哈里发国*，宣布共和国，宗教与国

家分离，引入纯粹的西方民主制度，随后建立一个繁琐的监督

市场部门的国家机器也很重要。

* 阿塔图尔克大概考虑过，至少把奥斯曼帝国遗产的这一特征作为加强土耳其在
穆斯林世界的外交地位的一个暂时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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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所有特征都被轻松地抛弃了，因为在二十世

纪二十年代，它己经落后不能自立，新的精英阶层希望能像欧

洲那样生活。但是，土耳其人没有成为欧洲人。而新的民族主

义（它几乎用多元文化主义的元素取代了以前帝国的多种语

言）也显然不是欧式的。因此，一种“加入西方文明”的游戏

注定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会后退。。。

许多研究家认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土耳其社会重新

伊斯兰化的加速，至少证明土耳其模式并非没有问题。继承凯末

尔主义的国家排他性和不容忍的思想，成功地消除了尚未充分采

用的世俗主义和民主多样性的思想，新的伊斯兰主义者巧妙地利

用了疲于无休止的政变和外省欧化游戏的情绪，取得了政权并赐

予了土耳其至今空前的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媒体民主和市场经

济的组合。也有观点认为，原则上不可能实现穆斯林社会一贯

的，而 重要的是可持续的发展，因为归根结底，这意味着宗教

与政治明显分离，随后是伊斯兰教在公共生活中被边缘化。

隧道尽头有光明吗？隧道尽头有光明吗？

对古典的问题：“怎么办？”-今天没有简单而详尽的答

案。不过，我允许自己提出几个我觉得重要的想法。

对个人而言，建议是显而易见的：要宽容、相互尊重、相互

理解，如果可能的话，要接受所有可能的多种多样性，同时遵守

共处的可理解和相互的规则，而今天 主要的是-“在罗马要像

罗马人”。任何恐怖，种族或宗教（绝对“不应该害怕带着古兰

经”的人）的恐怖都是不可接受的，可耻的事情。 另一方面，

思想和行为的特点（包括“柜子里的骷髅”）并没有消失：人们

需要了解这一点，了解并能以冷静和尊重的方式进行讨论。

政治上，首先不应局限于利奥波德猫精神的无休止的呼

叫。应该认识到，在一个“地球村”里，对古代和后现代统一

的武断值得怀疑。作为这种艺术品，内在矛盾的混合体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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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并且拥有存在所有权利。但是，从日常互动的角度看

来，可以说，20世纪的欧洲人和穆斯林传统主义者的类似的共

生关系当然注定是不和谐的。

在实践工作中，要记住不要把文明对话变为国际会议，也不要

按照宗教信仰把人们分离（这种强加的自我认同有时会固定和加

强并不存在的边界）。基于同样的原因，宗教间对话也会适得其

反，人为地支持教会在加速全球化条件下逐渐失去其存在理由。

防止现代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化化和激进化，首先要依靠一

贯地实施非宗教民主国家的原则。还有，不能允许（在任何国家

或宗教特点的掩盖下）出现国家法律运作实际停止的飞地/地区。

代后记代后记

东方和西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他们的对话已经持续了

几个世纪。相互理解并非容易。问题仍然很多。但文明间的界

限还是在逐渐淡薄。首先要感谢知识界这个开放的世界，我们

所有人都应该多倾听他们的声音：东方和西方正在接近...按

照和平的或不可预测的方式，但他们正在接近。与此同时，东

西方之间，伊斯兰教与欧洲之间不应该有冲突。。。西方和东方

都错看了对方。。。所有那些关于东方怎么样和西方怎么样的概

述只是概述而已。不要相信他们，不要买他们的账。。。东西方

确实存在社会文化特别现象，但是，如果你过分苛刻看待它

们，你就是在走战争之路。我深信，土耳其多年来摧毁了自己

的民主，是因为它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都过分相信西方

的“西方性”和东方的“东方性”11。

1. 阿迦汗四世，伊斯玛仪穆斯林的第49伊玛目曾指出(2006年十月25日访问渥太华时

的讲话), “加拿大是世界上 成功的多元化社会”// National Post. 26.10.2006.
2. 库拉耶夫·安德烈。// 取消关于伊斯兰教侵略性的话题的禁忌的时候到来了 // 新

闻时间 13 二月 2006. №24.
3. 库拉耶夫·安德烈。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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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详细说明在接受国的宗教社区孤立的理论依据（把他们称为“异教徒”或与他们

的友谊即犯下“叛教”的罪行）参看：伊格纳坚科А.А.“伊斯兰恐惧症”和移

民的“欧洲恐惧症”。旧世界人口程序的神学政治层面 // 独立报20.10.2010 // 
http://religion.ng.ru/politic/2010-10-20/1_islamofobia.html.

5. 所有摘引均由И.Ю克拉奇科夫斯基翻译. 古兰经. М.: 科学出版社, 1963.
6. 尽管哈桑·班纳对苏菲主义虔诚，但他对具体苏菲命令的看法是相当批判性的。

因此，出现了众所周知的“我们的路是苏菲的真理，但不是苏菲塔里克tariqa摘引

于伊斯哈格·穆萨·侯赛尼、Al-ihwan al-muslimun kubra al-harakat al-Islamiyah 
Al-alam al-arabiy贝鲁特, 1955. С. 59.

7. 哈桑·班纳Muzakkarat ad-daava wa-d-daya。开罗[B. G.]. С. 145.
8. 早在1946年，七位未来的“自由军官”（包括纳赛尔上尉）带来了 高导师的忠诚

誓言，并加入了“秘密机构”协会。详见。Abdel Halim, Mahmoud, Al-Ihwan al-
Muslimun. Ahdas Sana’at at-tari. Royatun Ming ad-dahl: t. II. 1948-1952年。亚历

山大，1981; 哈穆德，侯赛因穆罕默德。Asrar harikat ad-dubbat al-ahrar wa-l-
ihwan al-muslimun. 开罗, 1990.

9. Ata Tale Khomeida在法庭上的讲话，Gama’a成员Islamiya bi MysrA.Sadat 6 十月 
1981年罗泽尔 尤斯福 14.07. 1986. № 3031.

10. 摘引自: Taheri A. Но1у Terror. The Inside Story of Islamic Terrorism. London, 1987. 
P. 13.

11. Pamuk Orhan. Bridging Two Worlds // PBC Newshour. 20.11.2002 // http://www.
pbs.org/newshour/bb/entertainment-july-dec02-pamuk_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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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穆斯林：不简单的身份问题欧洲的穆斯林：不简单的身份问题

2010年代欧洲碰到的移民危

机、极端分子在欧洲一些国家的

宗教动机的恐怖袭击激化了欧洲

此前己存在的与欧洲穆斯林相关

的问题。这些现象令人特别注意

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不简单的相互

关系，它涉及多方面：人口、移

民、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社

会经济等等，本文只阐述其中部

分的问题。

新的和旧的问题新的和旧的问题

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己有许多

世纪的相互关系，但在XX世纪下

半期-XIX世纪初，在全球化的时

代它具有质量上的新性质。欧洲

在全球化的世界产生了深刻的转

型。在很大程度上，近百年来它

确立的基督教认同由于非宗教潮

流的高涨，也因为移民进程导致

的人口更变而受到了巨大冲击。

全球化导致人们从原来的殖民地

向大都会广泛流动。向来是单个

民族或双民族的欧洲国家早己成

为多民族国家。移民潮从非洲、

Е в р о п е й с к и е  м у с у л ь м а н е : 

непростые вопросы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欧

洲的穆斯林：不简单的身份问题

Андрей ЯШЛАВСКИЙ 安德烈·亚什拉夫斯基

安德烈·亚什拉夫斯基安德烈·亚什拉夫斯基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政治学副博士

dosier@mail.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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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亚洲涌向欧洲，合法或非法地为自己或自己儿女前来寻

找较好的生活，从而改变了欧洲的民族、宗教和文化面貌。这

种过程中穆斯林的作用越来越大，欧洲成了他们的家。

没有在欧洲居住的穆斯林的准确数字。“首先是因为难于确

定谁才是穆斯林；第二是欧洲司法系统不愿意在人口普查资料

和文件中登记种族和宗教。原籍国标准不再适于确定穆斯林的

人数，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至少是在法国、英国，己有欧

洲国籍”-法国奥利维亚·罗伊指出1。

据德国中央伊斯兰教档案馆资料，2007年在欧洲的穆斯林

总数约为5千3百万，其中1千6百万居住在欧盟国家2。据别的

资料，穆斯林在欧盟国家约1 千3百万-2千5百万，即将近为欧

盟人口的3-5%3。考虑到2010年代涌向欧洲的难民和移民潮，

这些数据需要更改。

西欧国家的穆斯林居民是1950年代开始从伊斯兰世界来到

欧洲的，很大程度上与非殖民化进程有关。穆斯林移民的小部

分作为难民来到（并且继续来到）欧洲国家。2000-2010年代

来到欧洲的绝大部分移民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是叙利亚、

伊拉克、阿富汗等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穆斯林。

1950年底开始向西欧国家的迁移浪潮约在1970年达到了高

峰并且从未中断，尽管有了限制的法律措施。奥 伊罗指出：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大部分移民都是穆斯林：北非和中非

与西非的移民去法国和比利时，南亚移民去英国，土耳其人

去德国、荷兰和德语系的瑞士，不过，实际图景复杂得多，

例如，土耳其人也去法国东部、弗兰德，摩洛哥人去比利时

和荷兰。

1990年代西班牙和意大利也碰到了严重的移民问题。“移

民规则的严格化使许多农民工不像以前那样回家，而是干脆不

回祖国，留在欧洲国家，并且把家属带到欧洲。穆斯林的几百

万第二代诞生在欧洲。在有些国家，他们成年时自动得到国

籍，而在其它一些国家（德国、丹麦、瑞士），他们需要经过

专门的复杂的同化程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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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不同有预测，在法国、德国、英国以及其它国家大部分

居民老化情况下， 近几十年穆斯林在欧洲占的比例将大大增

大。根据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教授詹金斯的预测，到2100年穆斯

林将约占欧洲居民的25%5。

值得指出的是，在欧洲地图上（更不要说苏联后空间）出

现了绝大部分或大部分居民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阿尔巴尼亚，还有得到了大部分欧洲国家承认

的独立国家科索沃边疆区。

不管怎样，越来越明显，不能仍把欧洲看作“基督教世界

基地”。欧洲真正成了多宗教地区，其中得到了承认的伊斯兰

教和传统的基督教、犹太教并列。2010年十月德国联邦总统

K.沃尔夫在庆祝国家统一20周年隆重典礼上所说的话很有代表

性。他说：“毫无疑问，基督教是德国的部分。犹太教，毫无

疑问，是德国的部分，这是我们的犹太-基督历史。然而，今

天伊斯兰教也成了德国的部分。”

德国总统A .默克尔在五年后也赞同了此说法，她说，在德

国居住的约4百万穆斯林在实践自己的信仰，学校里有宗教

课，还有伊斯兰教神学系等6。不过，著名政论家R. 乔丹诺对

沃尔夫声明的反应也很有代表性，他直接向德国总统致公开

信，激烈批评了国家首脑的讲话。乔丹诺认为，由于考虑不周

的移民政策，作为“古代主义”价值和缺乏反思与自我批评思

维的载体的移民开始对历史基于能保障其向文明的质量跃进的

基督教文化的民主国家构成威胁7。

接触和冲突接触和冲突

欧洲不断增加穆斯林人数，他们在欧洲社会政治生活中作

用增大，这显示出了新的挑战。

总的看来，穆斯林在欧洲仍是宗教的少数。应该说，代表欧

洲各国本地人的多数和少数（移民或其后代）之间的问题是存

在的，程度各不相同。“伊斯兰教在欧洲：融合还是边缘化？”

一书的作者R.波利描写了现代西欧“基督教和穆穆斯林居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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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基本的社会分水岭”：“宗教和民族、种族与社会经济差距中

产生的这些界限促使本地出生的多数反对非欧洲的少数”8。

不应该把这些相互关系看作纯粹的宗教问题。西欧许多居

民对自己新邻居的警惕并非仅因为对伊斯兰教的偏见。我们要

说的是，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东欧国家的基督教民往往也引起

许多西欧人对他们近似对待北非和南亚人的情感。

可是，否认西欧社会中存在接近伊斯兰恐惧症的情绪是不

对的。有些研究家认为伊斯兰恐惧症是欧洲某种新型的种族主

义，指出新闻界出现诸如“伊斯兰恐怖主义”、“暴力的伊斯

兰教”的制造的伊斯兰教负面形象。 近几年不同的研究证明

欧洲的排外现象增多了（包括对伊斯兰教的不容忍），它们具

有不同的，从日常到政治，从潜伏到极端主义的性质。

大量主要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和难民的涌入增加了伊斯

兰恐惧情绪并增强了利用这种情绪者的立场。与“伊斯兰教

国”* 集团等有联系的激进圣战者的恐怖行动（袭击周

刊“Charley Ebdo”的编辑部；2015年十一月在巴黎的凶杀

案；2016年三月在比利时首都的恐怖事件；2016年在尼察和柏

林利用汽车的恐怖行动等等）促使了仇视伊斯兰情绪的高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欧洲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越来越具

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是边缘政治力量特点。实际上每

一个欧洲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极端主义性质的反移民，首先是

反来自伊斯兰世界移民的政党（法国的“民族阵线”，比利时

的“佛兰芒利益”，“瑞典民主党”等等）。

2010年T.萨拉里卡纳的书“德国：自我消除”问世后德国

关于“伊斯兰威胁”的辩论达到白热化。作者的结论是：德国

传统的文化在大量来自传统的穆斯林国家，不愿意融入接收他

们的社会的移民的压力下正在衰弱和消失。T.萨拉里卡纳在他

的悲观的预测中描绘了不久之后德国的图景：“从2030年起许

多大城市的居民将是穆斯林，而从2050年起一半多的市长都将

有土耳其、阿拉伯或非洲的移民历史”9。

* “伊斯兰教国”（IGIL，DASI）-在俄罗斯被禁止的恐怖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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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国领导譴责了萨拉里卡纳的立场，许多民意调查证

明他的观点在普通德国人中流行。2010年大量移民的涌入导致

了2014年在德雷斯顿建立的“欧洲爱国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 

(PEGIDA)运动的积极化。反伊斯兰的高调也成了“德国选择”

党(AfD)的特点。它在2016年五月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宣布“伊

斯兰教不是德国组成部分”，主张禁止清真寺高塔的建设和蒙

面的穆斯林女装。此前，2016年四月，该党副主席比阿特丽

斯·冯·斯托奇称伊斯兰教为“与宪法不能相容的政治意识形

态”10。虽然这两党难说是德国的政治主流，但不能不承认，它

们的言论得到一定数量德国公民的响应。

民意调查表明，现实生活中西欧各宗教之间关系（包括对

伊斯兰教的关系）远非政治上正确的理想。例如，分析中心

Chatham House在2017年二月公布的十个欧洲国家民意调查结

果表明，55%的受访者认为必须停止从穆斯林国家向欧洲的移

民，只有20%的持相反意见，25%的没有表态。 反对穆斯林移

民的是波兰（71%）、奥地利（65%）、匈牙利（64%）、比利时

（64%）和法国（61%）11。

现代欧洲人意识中对伊斯兰教的成见一方面出于不同文化和

宗教载体碰撞的现实（可是，没能达到相互理解），另一方面是

由于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深刻误解与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曲解。

伊斯兰社区作用在欧洲国家的增大导致许多变化，包括欧

洲人自己对西方文明基础原则的反思。西方引为自豪的言论与

表达的自由在这种自由成为绊脚石的时候引起了疑问。总之，

言论自由在何处结束并开始转向反人道和挑衅性言论与鼓励各

种“恐怖症”过渡呢？公开赞美打着宗教旗帜行动的恐怖分子

是言论自由吗？实质的侮辱言论或对宗教题材的漫画算什么

呢？怎样把西方价值和在欧洲中心响起的对伊斯兰教的批评者

的威胁结合在一起呢？

类似的不符合的例子不少。可以回想起诽谤性的书“撒旦

经”的作者萨尔曼·拉什迪的故事。为了避免宗教狂热者的

报复，他被迫躲藏，寻求特工机关保护。还有穆斯林穆罕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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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耶里（2004年）在荷兰谋杀导演西奥·凡·高的事

件。这方面，2005年丹麦早报“Jyllands-Posten”出版有关

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所激起的“漫画丑闻”起了很大作用。

斯堪的纳维亚记者旨在保卫西方的，欧洲的民主主要支柱之

一-言论出版自由，但在一定程度上挑衅性的尝试引起了全世界

穆斯林的愤怒，成为许多示威游行、袭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

使馆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围绕漫画的丑闻不但成了穆斯林

少数在丹麦的“公民资格考试”，也是对丹麦是否忠实于自己传

统的考验。转载了漫画的丹麦“政治”报和先知穆罕默德后代

表签订的折中调解冲突协议引起了丹麦媒体的极大不满，他们

认为这简直是背叛了争取作为民主基础的言论自由的斗争。

信仰自由原则在非宗教国家原则、宗教的外在表现、地方

传统和穆斯林传统的交叉点受到了考验.。2009年在瑞士禁止

了清真寺的建设，许多人认为这是对瑞士穆斯林信仰自由的侵

犯。比利时禁止在公共场合穿罩袍以及法国的类似措施也得到

了近似的评价。

2010年七月法国议会通过了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穿罩袍的

法案。法案被看作是N. 萨科齐对移民融合问题战略的试金

石。国家领导试图用它防止重复巴黎近郊的暴乱。尽管文件中

没有指明穆斯林服装，只说“谁也无权在公共场合穿隐蔽自己

脸孔的衣服”，针对的显然是穆斯林居民。

一方面，法律执行者认为穿隐蔽自己脸的服装的妇女是对

共和国传统价值的不尊重，也是对女权、国家的非宗教性质的

威胁。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这违反宪法原则，包括信仰自由。

禁止在公共场合穿罩袍问题并非仅是欧洲和西方的问题：只需

想想，穆斯林的土耳其的非宗教生活方式拥护者在禁止传统宗

教服装方面的热心并不次于法国和比利时。

在穆斯林移民与其新的欧洲祖国之间的另一个冲突点是伊

斯兰法律和全欧与国家法律相互关系的问题。很明显，穆斯林

组织在某些国家主张采用伊斯兰教规，包括在遗产、结婚与离

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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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和近东社会上周期性发生的 “荣誉谋杀”也无助于

持基督教（或更好地说，西方）价值观的土著居民与穆斯林移

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其中成为牺牲品的是脱离伊斯兰教原教旨

主义，真正相信现代欧洲社会价值的妇女。

自我认同的问题自我认同的问题

导致穆斯林居民在欧洲增加的问题之一与身份和自我认同

问题相关。而且这个问题既涉及欧洲人，也涉及欧洲的穆斯

林。“历史上欧洲身份的出现部分是对伊斯兰世界的相邻和威

胁的回答”12。在欧盟国家中穆斯林居民和公民的数量逐年增加

的条件下，这种认同需要反思。

然而属于一定的民族，代表被认为是世界穆斯林社会部分

的国家的散居移民-乌玛，同时又是欧洲某国公民的欧洲穆斯

林本身更难找到身份。例如，来自马格里布国家的法国居民可

能感到自己的身份有几个层面。他属于穆斯林、乌玛，从民族

角度看来却又属于阿拉伯民族。还有一个民族身份层面-属于

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或突尼斯民族。此外又存在地方、父权

制、宗族、部落和宗教身份的“微层面”。

裂缝不仅可能沿着假定的“地方欧洲居民-穆斯林移民及其

后代”的边线出现，还可能在移民社会内部出现。例如，在不

同代之间，甚至在同一个家庭。身份的寻找还可能在具体的人

的内心中。自称为“自由穆斯林”的叙利亚裔德国政治学家

B.季比写道：“从宗教文化观点看来我是欧洲穆斯林，民族是

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人，政治上我是德国公民”13。

如果这些身份能够融洽和谐当然是好事，但它们往往相互

冲突。B.季比问道：有欧洲公民身份的欧洲穆斯林能结合其宗

教的要求和政治身份么？如果不能结合，居住大欧洲的穆斯林

是否应该确立自己特别的侨居者身份呢？也许罗伊说得对，他

说：“穆斯林居民的跨国性质在欧洲一体化中起作用。许多穆

斯林组织在欧盟建立过程中是否看到跨越自己的民族与国家差

距和建立某种接近乌玛应有的形态的可能性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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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欧洲的穆斯林是社区群众和相互之间有民族、宗教、

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许多差异的个人。由于2010年代到

今天移民和难民的大量涌入，这种多样性不仅在扩大，而且在

深入。相应地，上述社区对身份寻找与一体化问题的态度也各

不相同。如果许多有世俗思维的穆斯林主张政治一体化而不是

全面的同化，较极端的穆斯林则否定非宗教社会，要求更多的

自治以便在穆斯林社区按伊斯兰教规则活动。

伊斯兰教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的人们是不一样的。欧洲穆

斯林并非统一的“伊斯兰民族”。他们来自不同的穆斯林国

家，而这些国家并没有“整体文化”。穆斯林社区多种多样，

他们和他们定居的欧洲国家的相互协作也各不相同。欧洲各国

对穆斯林移民有各自的政策。。。总的来说，欧洲对来自穆斯林

国家的移民浪潮没有统一的对策15。

伊斯兰研究家R. 波利指出了穆斯林在伊斯兰教不是多数宗

教的国家对伊斯兰教实践的三种态度。第一个是部分或全盘否

定社会大部分的准则，退入穆斯林飞地，有限地或完全不和其

它宗教接触。第二是为了无条件融入非穆斯林社会主流而放弃

严格的伊斯兰教实践。第三是通过有助于多数和少数之间协作

的良好的途径，使伊斯兰教适应具体地方的准则而不妨碍其履

行信仰的五大支柱16。

R. 波利写道：“前来欧洲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的穆斯

林农民工选择了第二种态度。考虑到在欧洲-法国、德国、英

国等国停留的时间不长，他们满足于不多的宗教存在。可是在

1970-1980代，当他们和家庭团聚之后，开始迅速转向表现第

一态度的生活方式，这往往是在其历史祖国的穆斯林权威影响

之下。。。每个态度都反映新出现的欧洲伊斯兰身份的发展”。

按R.波利的看法，在穆斯林青年中形成了与大部分西欧国家相

互关系的第三个态度。他们或者在该国出生，或者大部份年月

生活在这些国家17。

上面提到过的B. 季比确信，伊斯兰教不是世界规模的整体现

象，而且多种文化的财富。欧洲的穆斯林有民族、部族、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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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为反映自己的观点，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选择不同的社会

和政治战略。过去伊斯兰教己表明了其适应多元文化的能力。

B.季比认为，像阿们伯、非洲、印度的和南亚的己有的伊斯

兰教那样，欧洲伊斯兰教也是为了穆斯林移民和欧洲世俗主义与

个人主义公民构成的社会建立自由形式的伊斯兰教的尝试。换句

话说，欧洲伊斯兰教是非洲伊斯兰教适应非洲土著文化那样适应

欧洲社会的世俗主义文化关系的伊斯兰教。相应地“欧洲伊斯兰

教应该和自由民主主义，个人的权利，公民社会的要求。。。相互

包容。欧洲伊斯兰教应该既反对同化，也反对贫民窟化”18。

许多欧洲穆斯林既不愿意成为自己新祖国的“外人”，又抵

制同化和全面投入欧洲公民的行列。另一方面，一些欧洲国家

移民法的严格化结合地方社会传统对“异类”的不良态度甚至

对真诚愿意一体化的穆斯林也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巴萨姆·季比以自身例子证明一体化进程多么困难：“作为

居住在西方的穆斯林，我选择了欧洲国籍-可是明确指定为法

国的citoyen概念，而不是德国的Staatsburgerschaft种族概

念。我要保持伊斯兰文化身份，又要结合政治身份citoyenne-

té。与此同时，我却和纯粹基于种族属性的欧洲种族主义冲

突，又和多元文化的社群主义倾向对立，后者结合欧洲某些伊

斯兰领袖在西方建立单独伊斯兰教育的要求。总的来说，希望

成为西方公民的穆斯林移民陷入这些观点的之间的-拒绝和加

入文化贫民窟的压力之间的陷阱。这种极端化对于出生在欧洲

并希望在这里找到自己身份的穆斯林青年特别有害”19。

碰到一体化问题后，移民社区往往被边缘化，他们觉得自

己处于社会的边缘，在国内被孤立，因而往往滑向犯罪活动。

非友善的气氛导致移民自卑感的增长。许多得到欧洲国籍的穆

斯林都认识到社会对于他们并不平等。

十分明显，和大部分欧洲人的关于“穆斯林都是恐怖分

子”的成见相反，绝大多数欧洲穆斯林和恐怖主义、极端主

义，宗教极端主义都毫无关系。可是不能不承认， 极端的伊

斯兰流派近来正是在欧洲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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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季比指出：“除了一些在祖国就曾经刑事犯罪，居住在欧

洲滥用政治避难的权利者之外，大部分伊斯兰教信徒在地中海

地区都没有能在伦敦或欧洲其它国家首都，例如，在斯堪的纳

维亚有代表处或者领袖的稍大的原教旨主义组织。应该承认，

伊斯兰教集团滥用欧洲穆斯林社区作为自己的工具，如鱼得

水。他们阻碍穆斯林移民的一体化”20。

感到受地方社会排斥的欧洲穆斯林青年的边缘化和身份的

危机为极端分子和恐怖组织招募青年移民创造良好条件。媒体

敲警钟，担心欧洲城市的“穆斯林贫民窟”会成为伊斯兰极端

主义的孵化器。比利时首都的莫连别克区就是很好的例

子。2015-2016年巴黎和布鲁塞尔恐怖袭击的许多参加者正是

来自那里。通常招募青年到极端集团队伍是通过志同道合者的

私人接触或会晤进行的。伊玛目或者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

汗或也门有过“圣战”经验的武装分子可以成为招募者。

很容易访问的伊斯兰教网络影响年轻穆斯林的世界观的形

成。这种招募的结果不仅可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欧洲公民参加

不同地区的冲突，还将是对欧洲国家的罪恶行动。有欧洲护照

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在马德里、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的恐怖行

动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不能不提到在德国建立，成为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恐怖袭击

并制造了2001年年九月11日事件的主要行动基地的所谓“汉堡

小组”。小组参加者的会晤地点“是清真寺。伊玛日在那里鼓

励了阿富汗圣战者，包括魅力非凡的本·拉登。。。”“在袭击美

国之前几年，德国是穆斯林积极分子们喜欢聚会的地点。德国

的承负严格的举证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责任的法律系统被许多影

子人物所利用21”。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冲突的背景下，欧洲青年穆斯林的极端

化问题特别尖锐，成百上千的欧洲男女前往参加那里的圣战

集团。这些扩大了联系，“丰富了”战斗经验、受到了意识

形态灌输的武装分子从冲突地区归来之后成为欧洲安全的潜

在威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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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参加极端主义活动的只是欧洲相当小部分的穆斯林，

他们给整个欧洲穆斯林社区投下了阴影。这自然复杂化了本己

不容易的移民一体化进程，增加了不同文化和信仰的欧洲居民

寻找相互理解的困难。而且，伊斯兰极端分子在欧洲国家进行

的恐怖活动使欧洲居民越来越怀疑其政府对移民奉行的政策是

否适宜和高效。

可以把法国和英国的模式作为欧洲对穆斯林融入当地社会

的态度的例子。法国的推动移民一体化（乃至同化）的政治模

式和恰好相反的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法国穆斯林在国内人口中占的百分比和绝对数字都居欧洲

第一位。O.罗伊指出：“穆斯林再也不是外国人。但这种一体

化不是通过接纳国所希望的同化，也不是通过常说的建立多元

文化社会（即不同文化直接相邻共处）达到的。它是把原始身

份重新融合成一套新的，不断变化的身份模型，避免对它们的

任何“直接的吸附”23。

法国的非宗教国家模式要求“伊斯兰教和其它宗教一样行

使其权利和义务。它在遵守公共秩序条件下得到宗教信仰的自

由。对它没有国家的承认和融资”-另一个研究家J.克佩尔这

样写道24。伊斯兰教与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一样，是法国公

民信仰的宗教之一。

穆斯林在法国社会一体化问题远未解决，移民郊区时常暴

发的动乱证明这一点。但这里指的是外部现象，一体化的困难

还在更深的层次里。

例如，伊斯兰教研究家R.博文写道：“虽然有些法国穆斯林仍

继续谈论跨民族穆斯林国家，他们居住在大法国政治空间。实际

上法国的许多穆斯林都认为自己的生活服从法国的基本准则，但

有一些，毫无疑问，少得多的人可能仅把伊斯兰教规则看作决定

其生活的法则。而处于中间的群体则认为伊斯兰教和法国的法律

同样重要，或者认为他们同样合法，但生活复杂些”25。

例如，结婚和离婚的问题。法国法律重视非宗教的婚姻，

要求它和宗教仪式完全分开，必须在在市政厅结婚；由宗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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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家举行的婚礼不但没有法律效率，而且在技术上也非法，如

果婚礼是在国家登记之前。

在英国出现的多元文化主义意味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文

化和宗教在国内和平共处。与此同时，英国社会越来越担心这

种政策的作用会使英国传统的价值被侵蚀。“多元文化主义”

的批评者确信从1960年代以来存在的“多元文化”理论再无实

际意义，只会增大各民族和各文化之间的距离。2008年由伦敦

经济学院教授G.普林斯和上议院的前保守党领袖加斯科-塞西

尔侯爵索尔兹伯里编写的皇家联合防务研究所报告中表示担

心，民族认同的侵蚀和对自己文明价值信心的消失将使英国成

为恐怖分子容易获得的猎物。

这种担心与移民在英国社会的一体化问题密切相关。报告作

者激烈批评了政权宣扬的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它迷惑

移民社区，损害那些试图从内部反对极端主义者的立场。例如，

报告中说，“英国使人想到自己是轻易的猎物；是分裂的后基督

教社会，对社会历史、民族任务、价值和政治认同的分歧增大；

由于个别居民集团顽固地不愿意融入英国社会而使分裂增大”26。

报告作者认为，社会应清楚其基础价值是什么，移民应该

把它作为自己的价值加以接受，当然，不剥夺他们保持自己信

仰的权利。许多英国人都有这种不安，甚至工党也对此政策的

效率也表示怀疑，伦敦的恐怖事件和对信奉伊斯兰教的英国公

民参加恐怖阴谋的揭发对此起了影响。可是这并没能妨碍巴基

斯坦裔的工党政治家，穆斯林萨季克·.汗2016年当选伦敦市

长，他自称：“我是伦敦人。我是欧洲人。我是不列颠人。我

是英国人。我们穆斯林。我是亚洲人。我是巴基斯坦人”。

德国政治家们也指出在德国建立多元文化社会尝试的破

产。例如，2010年十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基民盟青年组织会议

上讲话时直接声明多元文化模式的失败。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领

导人，巴伐利亚州总理霍斯特·泽霍费尔也几乎同时声明这种

模式破产，此前他曾呼吁限制土耳其和近东国家人进入德国，

声明“多元文化主义己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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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能说穆斯林社区的作用和影响的增大纯属负面。相

反地，可以把它当作给居住在欧洲的穆斯林的机会。

在一定程度上欧洲穆斯林可以成为连接西方和东方、欧洲

和穆斯林世界的桥梁，尽管离这种和谐还很遥远。可是，形成

的局势为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协作提供不少可能性。这里，多民

族和多宗教，伊斯兰教为第二大宗教的国家的俄罗斯联邦可作

为范例。与此同时，对于俄罗斯，研究欧洲经验，特别是在

近几年国内出现移民程序的背景下也不无益处。

不管怎样，生活在欧洲的基督教徒、穆斯林、犹太教徒、其

他信仰的代表、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一句话，居住在欧洲的

所有人都需要继续相邻共处，提出找到文明间和文化间对话方

式的问题。这种相邻要求所有人理解、包容、相互尊重，还有

并不次要的是，考虑到如上所述，需要善于坚持自己的价值。

代表不同文化、宗教和文明的人们相邻不只是相互磨擦、

反感和排斥的根源。这还是相互更好地理解、搞好对话和协作

的可能性。“土著的”欧洲人和新来的邻居-移民的相互排斥不

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给后代埋下“定时炸弹”。当然，让

步应该双向而行。R.波利说得对：“在西欧全面联合的背景下

伊斯兰社区的一体化需要穆斯林，也需要他们在欧盟各国的主

要是基督教邻居的共同努力”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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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历史 我国的历史
是分不开的是分不开的

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

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

Истори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 

неразрывна

 我国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Юрий Петров

尤里·彼得罗夫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今年我们庆祝俄罗斯两次革命周年纪

念。鉴于此，人们经常谈及和解。但今天，似乎也不存在站在

战壕两边对射的“白卫军”和“红卫军”。对以往发生的事件

都有不同的评估。对那些作为革命引擎的人，革命英雄也有不

同的评估。您就这些事件是怎么理解的？

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让我从有关进行的革命次数的小陈述开

始。在历史界被大家公认的只是一场革命——伟大的俄罗斯革

命。但这场革命包括三个主要阶段：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以

公开的武装形式延续的同一场革命的内战。在我看来，现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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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二月革命比十月革命好还是差，是毫无意义的，反之亦然。

尽管不存在红卫军与白卫军间的明显对抗，但在头脑中，这种

对立还是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消除这一矛盾和对抗，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可谓是全国性的任务。

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待革命完全不同于30年前？因为，人们

已认识到革命导致社会的巨大分裂。为民族带来久治不愈的

严重创伤。治愈这个伤口，实际上是我们的任务，是历史学

家的任务。

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就是通过您提到的和解。是的，这是

自然的方式。但问题是如何取得这种和解。这种和解不该是

一方向另一方的投降，也不该是像通常做的更改加减符号。以

前是“红卫军”好，现在则是“白卫军”好。不，如果我们继

续执行这个路线，那么我们就逃避不了这种对抗。就算这种对

抗不以路障形式显示，但其遗存于头脑中。这种现象，总的来

说，也不利于我们民族的统一。在我看来，必须牢记我们都生

活在一个国家。一百年，时限不算小，但也并非是极限。就拿

美国今天发生的事件，我们看到自内战发生至今已过去一个多

世纪，但当国家出现某种分裂时，一些古迹问题和历史性记忆

问题也就立即出现。因此，逃避这种分裂，就我认为，对现代

社会具有重要性。如何做到这一点？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您做的答复中，存在不能对那些前有

的事件进行“加号”变“减号”的看法。是的，可能确实很难

同那些迫害者，鲜血洒地和自相残杀的现象谈论什么和解。但

是也有对历史的道德评估。如你所知，历史真相是和解的必要

条件，但其还极少，还不够。您同意吗？

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那还需要什么呢？对我来说，真理就是

治疗不和的 佳良药。总的来说，不要以为这只是我们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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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当法国在1989年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时，其社会处于

分裂状态，尽管他们保留了7月14日为纪念日，保留了马赛

曲，将他们革命的所有属性保留为国家象征，并且，对当年这

些事件整体的认识，仍然是作为从暴政下获得解放和宣布共和

国的象征。实际上，他们在这个共和国生活至今，尽管它的序

数词在不断改变，但是，在对雅各宾派的恐怖，旺代战争的看

法和回忆，我提示一下，这里说的是残酷镇压法国一省的农民

起义，依旧存在分歧。血流成河。简言之，在任何伟大的革命

中，就像我们的，或是法国的，处处是血，甚至今天这些血液

可能还未冷却。但是，我再重复一遍，除了寻求妥协，寻求相

互谅解，再没别的出路。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1917年革命

100年的今天，您认为临时政府丧失政权而布尔什维克能 终

掌权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我以提纲方式来回答。临时政府的自由主

义思想，就像1789年上台执政的法国吉伦特派自由主义人士一

样，在我们的社会中并非盛行。临时政府没能满足人民的要求

和予以他们布尔什维克所许诺的。这就是结束战争和分配土

地。临时政府被这两个主要问题绊倒。他们在盟军面前承诺继

续作战，但实际上又没有现实的可能性。俄军六月的进攻以一

场大灾难告终。军队也实际上崩溃。开始出现大规模的逃兵现

象。逃兵成了俄国革命内部导致政变的革命精神的载体。到

1917年秋，农民起来进行名符其实地反对地主的战争。当时，

已不只仅限于像我们回忆的1905年单单焚烧庄园的行动，而是

地主干脆就被杀。这又为了什么？土地，需要的是临时政府没

分给他们的土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尔什维克在颁布头两条

法令——土地法与和平法令后，立即将大部分人倾向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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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后来土地又被剥夺，但口号起到应有

的作用。

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如果想保存或夺

取政权，就必须能会将大多数人倾向于自己。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显然，临时政府不仅没能使大家信服

其自由主义价值观，向农民解释，说明当时农民实际上已拥有

77%的耕地，只有16％属于地主的。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那

样，信息-宣传机制失灵。

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首先，16％已是不少了。其次，当时的

制度是地主拥有对农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青草茂盛的田野、森

林、牧场，农民无权靠近这些地方。因此，地主永远是他们的

敌人，这确实是有理由根据的。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在历史上，所有地方的地主都是

敌人吗？

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几乎都是。至少对农民来说是不受欢迎

的人。为什么这些庄园立即被焚烧和毁坏？例如，为什么A.布

洛克失去了自己的庄园，其图书馆被烧毁？这不仅是因为愚昧

导致的。布洛克曾正确地写道，因为在这些豪宅里，农奴遭鞭

策，女孩被强奸。贵族对俄国农民负有巨大的罪责，我们不能

忘记这一点，尽管今天我们能听到对贵族阶层的赞美词。这是

贵族对农民犯下的历史性错误。贵族未能找到能摆脱这种危

机，但又保留所谓双方关系的妥协。那种残酷无情、侵略性就

源于此。我深信，政府和政治精英通常都是革命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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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能及时进行必要的改革。如果斯托雷平的改革能早20年

进行，当农民对地主负有临时义务时期结束时，那么，俄罗斯

就有很大的机会来克服这个危机。但当时没有这样做。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作为确认俄罗斯精英对发生的事情确

实负有罪，并且没人会为其免罪。甚至连宪兵将军洛巴切夫也

曾写道：“正当普通市民因物价昂贵受煎熬，却有一大群人在

奢侈品上挥钱如土。他们不懂靠自己的收入购物。原来，一些

时装商店、珠宝商、皮毛商从来就没有过像近来那么好的生

意。在美食店和餐馆的包间也能遇到这种情况。现在正是国际

诈骗犯，不三不四的商贩、小骗子、巧妙地试图平衡于拥有百

万身价和被告席之间的人称霸的时候。”我特意援引了这段

话。以便理解确实存在过巨大社会差异的现象。

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当然，绝不是农民破门而入珠宝店抢购。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而且，正如洛巴切夫写道，圣彼得堡

相当于一个鲜明对照的城市——纽约，而圣彼得堡当时又是一

个对照更为鲜明的城市，这都是事实。

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这些都是因为军需。这是战争。其导致

那些为数不少的投机商迅速发财致富，这是真的。而且，在圣

彼得堡的所谓精英中，这种人也不少。正是他们成了革命首当

其冲的受害者。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有人认为，布尔什维克能在俄罗斯掌

权，完全是偶然的。但他们内战时赢得胜利，是因为他们表达

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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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首先，关于随机性。确实有这个真理的

元素。1916年12月，当列宁在苏黎世对欧洲年轻的社会民主主

义者发表讲话时，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这一代老年人活不

到革命胜利一天”，但就在两个月后，事情发生了。这表明对

革命充满热情的布尔什维克都没能想到一切将会在二月份如此

迅速地开始。正当专制制度趋于崩溃，俄国的国家机制开始瓦

解时，他们拥有了极好的鼓动机会。我已经提到了两个口号-

和平和土地-布尔什维克确实拉拢了大多数人，否则就无法解

释他们在内战中的胜利。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客观地说，在红卫军和白卫军内都有

农民和工人参战。所以当然存在分裂。

许多人称十月革命为政变。您对这个定义有什么看法？

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布尔什维克此名，不言自明。起初，至少

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前，他们自己把这些事件称为政变，而且

也不予以任何负面的内涵。今天，政变一词无疑带有负面性。

我看，这都是累赘，都是带有政治化的术语。我们的革命，我

再说一遍，只有一个。内部另有的一些革命，其后果则巨大。

至于十月革命，其对俄罗斯和对世界发生的影响，在我国历史

上未曾有过类似的事件。因此，以轻蔑的态度说这是一个政

变，我不会这么说。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不仅在俄罗斯乃至

全世界都有所反应。如果你想的话，我会稍微发展这个话题。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当然。

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在西方，十月革命清醒了他们的意识，使他

们认识到，原先那种野蛮竞争的资本主义必须现代化，因为十月革

命在西方国家重演的危险性已能成为现实。后又发生了什么呢？发



伟大俄罗斯革命时代伟大俄罗斯革命时代 155

国际生活国际生活 Digest 2017

生了资本主义开始革命化并 终获得了迄今为止福利国家的特征。

其中，通过社会转型的制度，比较平均地分配国家财富。

在东方，在苏俄和苏联的援助下，出现了一批共产主义意

识形态和至今存在的苏维埃社会秩序模式的国家-中国、越

南。殖民制度的瓦解和这些国家人民获得民族独立，在颇大程

度上是我国的革命造成的。因此，在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

世界上对这些事件呈现浓厚的兴趣。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作为研究所所长，您有感触吗？

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当然，我已收到来自上海、首尔、雅

典、巴黎的邀请，那里将举行有关十月革命的会议。这说明了

什么呢？说明对此问题大家抱有巨大兴趣。不久前，在巴黎东

正教中心举行了一个由俄侨参加的大型特别会议。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多年过去了，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作

用在我国仍然处于阴影中。但在西方，托洛茨基主义成了对其

有需求的政治趋势。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简单地说，托洛茨基自始至终在我国革

命中以“幼稚恐怖”存在。反之，在后苏联时期，我觉得对他

的兴趣也有增无减。在我国和西方已经出版了几本有关书籍。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我们研讨革命，还因为其牵涉到接踵

而来的——集体化、工业化、在经济和文化上取得伟大成就的

各个阶段。但与此同时，广大居民遭受大规模的迫害，流放或

灭绝。你认为这样做是否破坏了基因库，还是由新成长的知识

分子、工程师、作家进行了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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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从1917年到1922年内战结束这段时间的

伟大俄罗斯革命，是一场民族悲剧。这场革命导致了经济崩

溃，人口损失史无前例。毕竟，内战期间的人口下降，超过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的损失数次。它导致了整个精英阶层

和文化阶层的消亡，导致大规模的移民现象。这确实是这样。

我们无意坚持原先对作为历史火车头的革命的辩解。这种看法

已过去。这句话源于马克思。如果他自己面对了俄国革命的事

件，我想他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但我们看到国家、民族的复兴。我们对俄罗斯在1920-

1922年几乎濒临灭绝，要有一个明确地认识。然而，尽管就

像您提到的居民承受了迫害和苛刻的措施，国家获得了新

生。新兴的红色帝国几乎达到了前帝国的实力。不管怎样，

在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一刻就拥有了这些实力。问题不仅仅在

于政委们的残酷制度。再说，我认为其中还有人民本身的巨

大潜力。俄罗斯原先属于农业国家，可以说是工-农业国家。

革命前，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但为时不长。无疑，1920-

1930年代的残酷手段使其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因此，为此发

展做出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是否曾能躲避着一切？有可能是可以的。

自20世纪90年代，在我们公众的意识中出现一种看法，似

乎我们失去的俄罗斯是前沙皇俄国。而往后的七十年时间是把

我们引领至一个黑洞，死胡同，必须迅速离开，尽快把它忘

了，将其一笔勾销，一切从头开始。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

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国家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每个阶段都

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我认为，不能在苏联时期的一段历史上

涂墨。曾有过各种不同的时期。您已提到了有关取得的成就，

原则上这就够了。但不能忘记，这是我们的祖父，曾祖父的业

绩。就仅为了这一点，我们对他们表示怀念，留存在心底的充

满感激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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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是的，历史不懂假设的语气。尽管如

此，还是回避不了一些普通问题：如果这样，又会怎样？您认

为在君主制下的俄罗斯，在20世纪中叶是否能拥有像在共产党

执政下取得的实力？我们会击败希特勒吗？

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如果不是1917年，俄罗斯会在哪里？不

同于自然科学，历史不能重复进行的实验。

但是，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俄罗斯帝国与芬兰和波兰在一

起，或如果我们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估计德国的军

事机器可能就会与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发生碰撞。那时又会

怎样？我认为，我们还是低估了革命前俄罗斯的经济潜力。斯

大林的经济体制与沙皇经济体制的原则性区别在于，苏维埃和

列宁拒绝偿还皇室的债务，从而切断了与西方的一切经济纽

带。革命前，西方向俄罗斯工业潜力的投资占总经济潜力的五

分之一。当然，在苏维埃政权下，连这些都不可能有。这笔资

金来源丢失了。我认为，斯大林采取残酷的集体化手段是为了

弥补这一来源的不足。

如果俄罗斯保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发展速度，经济又

以每年5％-6％的速度增长，我们也就早是一个能承受德国强

加于我们的发动机战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让我们从百年前的历史掉头谈谈近期

的事件。那么乌克兰问题今天非常紧迫。可以回想革命后的乌

克兰，那里同样非常不安。仅是马赫诺运动就够呛。您是否觉

得当年和今天的事件有相似之处？

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这些相似之处，太引人注目了。这里甚

至都不涉及马赫诺运动。这里所说的，是紧接二月之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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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乌克兰国家建设的进程。建立了作为委员会，作为新国家

高机构的所谓“中央拉达”。乌克兰本身宣布为乌克兰人民共

和国。 初其作为俄罗斯的组成部分。那么随着革命的发展和

俄国的削弱，分裂趋势一直在加剧。

在内战期间，创建了所谓的“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共和

国”，它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实体，并且不作为乌克兰共和国的

组成部分。这曾是布尔什维克反对基辅政府的据点。

这就是顿巴斯。这里的相似性就在表面。这并非是一个无

中生有的共和国，其创建有客观的原因，因为工业中心的顿巴

斯显著不同于乌克兰的其它地区。随后，布尔什维克向乌克兰

民族主义让步而将其废除。

所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致力将乌克兰人民脱离俄罗斯的

这种复杂过程，在一百年前就有过。当时未能成功也是乌克兰

人民的幸运。

今天又会发生什么？等着看吧。将乌克兰国家，乌克兰民

族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一的人民，毕竟是知识分子发明的果实。

著名的历史学家，教授和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家米哈伊尔·格

鲁舍夫斯基，在导致俄罗斯君主制崩溃的二月革命后做的第一

件事，是“起草了”“乌克兰人怎么办”、“什么是乌克兰”的

小册子。这些小册子被出版了数百万册，分发到乌克兰的所有

部分。许多革命前被称为小俄罗斯的人，突然获悉他们是乌克

兰人，他们有自己的国家。这都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

思想，对农村和城市的普通人来说，听起来绝对陌生，他们好

长时间不能理解拿这个乌克兰国家怎么办。甚至达到苏联政府

为加强乌克兰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采取了所谓的本土化政策

的地步，将归属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地区的所有居民登记为乌

克兰人。不管你说的是何种语言，这些人本人是怎么想的，一

律变为乌克兰人。就靠这一点，乌克兰人变得特别多。再说，

当今的顿巴斯居民自然也被登记为乌克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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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国家就是这样组建的。我们在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编

写了题为“新罗西史”的集体专著。专著涉及了庞大的历史领

域，其囊括了现代顿巴斯，并包括与俄罗斯合并的领土，并根

据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的想法命名为新罗西。这是曾被叫作

“野草地”地区的历史，是一个无人烟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出

现了工厂，俄罗斯工人陆续来到这里，自然还有乌克兰的工人

来到这里。法国，比利时，英国投资商也接着来了。在当地建

起著名的工厂——克里沃罗格和顿巴斯。就这样在此地区出现

了一个国家的文化飞地。当地的风格和习俗与乌克兰周边省份

完全不同。在这本书中，我们分析了乌克兰和顿巴斯之间残酷

对抗的根源。这些根源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年代。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我们现在转向西部来谈谈波兰。如何

解释波兰人不愿对苏维埃俄罗斯表示感谢，哪怕是对苏俄返回

了他们国家地位表示谢意？华沙和莫斯科之间这种关系的历史

根源是什么？

尤里·彼得罗夫：尤里·彼得罗夫：这个问题要比奉献国家地位更复杂。

苏联政府奉献给芬兰国家地位的面积，相当于我国的一个省份，

是的，苏联政府与她签订了独立协定。波兰问题就较为复杂，

他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俄罗斯战败而获得了国家地位。

根据“凡尔赛和约”波兰被承认为一个新兴国家。此后，波兰

立即对邻国，主要针对俄罗斯，还有对立陶宛采取了极不友好

的立场。

波兰对我们从来就没有好感。再说，我提示一下，波兰在

获得独立后不久发生了苏-波战争。波兰立即采取了侵犯性的

民族主义立场。今天，波兰政客疯狂的民族主义，令人联想到

当年的毕苏斯基政权。波兰开始扩界：它占领了维尔纽斯，后

来又占领了基辅，并提出有关恢复所谓的波兰-立陶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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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和国的问题。正如波兰人所说：“从海到海”，即，从

黑海到波罗的海。在苏-波战争中，苏俄以失败而告终，但波

兰仍保持原来的边界。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发生的卡

廷事件，在波兰遗留了严重的复合症。因此，在波兰人的历史

意识中，我不能说波兰对俄罗斯有好感。

这是否公正，我则有很大的疑问。波兰人的不幸和烦恼，

在颇大程度上是因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尽管如此，为解放波

兰，使其摆脱法西斯主义，六十万苏联士兵捐躯战场，他们不

是占领者，也不是像现在波兰人想要描绘的那样是斯大林主义

思想的载体。他们是为解放该国人民而献出生命的士兵。就让

波兰人自己来回答，没有苏联来解放他们，波兰会是什么？会

有波兰吗？如果对另类的这样历史问题进行思考，可以澄清很

多问题。无疑，波兰人注定被纳入第三帝国。

阿尔曼·奥加涅祥：阿尔曼·奥加涅祥：完全正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亏

苏联，波兰拥有了其现在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一。这就是态度上

的选择性。

关键词关键词：伟大的俄国革命100周年、十月革命的意义、沙皇尼古

拉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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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1917年革命和凡尔赛-华盛顿俄罗斯1917年革命和凡尔赛-华盛顿
体系：矛盾及替代方案体系：矛盾及替代方案

伟大的俄罗斯革命具有巨大

的和无垠的后果。1917年2月惨

重地削弱了俄罗斯的国际地

位，1917年10月则彻底改变了其

对外政策，将俄罗斯引领出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碰撞的联盟。

在纪念不仅改变了本国，但也改

变了世界历史的事件100周年之

际，再次使我们对作为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形

成和未来命运的影响进行反思。

众所周知，1917年前夕，协

约国列强在一系列秘密协议中已

勾画了四国联盟粉碎后打算构建

的世界秩序的轮廓。在其框架内

西方盟国被迫同意加强俄罗斯帝

国在战后欧洲的影响力和实力。

这些协议规定将德国和奥匈帝国

组成部分的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

区，波兰土地，以及加利西亚和

土耳其的亚美尼亚移交俄罗斯。

草率起草的计划，反映了盟友对

战争中担负了主要重担的俄罗斯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ОДА В РОССИИ И 

В Е Р С А Л Ь С К О - В А Ш И Н Г Т О Н С К А Я 

С И С Т Е М А :  П Р О Т И В О Р Е Ч И Я  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俄罗斯1917年革命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矛盾及替代方案

Андрей СИДОР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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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西多罗夫安德烈·西多罗夫

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外

交部大学国际关系和俄罗斯对外政策

系副教授，历史学副博士、副教授

asidorov333@yandex.ru



伟大俄罗斯革命时代伟大俄罗斯革命时代

国际生活国际生活

162 

Digest 2017

表示的极大兴趣。但是，就像后来二战年代显示的，盟友关系

间存在严肃的、隐蔽的紧张局面，一旦共同敌人消失，其不可

避免地会暴露。内务部长П.Н.杜尔诺沃向尼古拉二世呈递的

著名报告（1914年2月），详尽地指出这种情况。其中写道：

“即使战胜德国，同样预示对俄罗斯极其不利的前景”1。

对西方列强来说，战争的 佳结果，不仅仅是战胜德国集

团，还要防止俄罗斯巨人地缘政治的加强。他们热烈欢迎1917

年二月革命并立即承认临时政府，也不足为奇。盟国预计被革

命大大削弱的（但非致命）“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将会被迫放

弃计划中划为其的领土。此外，君主制的崩溃和左派自由主义

势力在彼得格勒掌权，就他们来看，能按西方提出的条件，通

过将俄罗斯“文明一体化”融入西方世界的形式与其建立新意

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合作平台。

临时政府对外政策的 初步骤，初看，完全没辜负这些期

待。1917年3月，临时政府宣布，即使协约国战胜它也同意波兰

王国的分离，并愿意承认波兰王国在其族群边界的独立。这样

的“预支”，不仅是史无先例事件本身，其彻底改变了中欧地缘

政治的格局。1917年5月，临时政府（唯一的交战国政府）拒绝

参战到底大获全胜，接受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早先提出的煽动口

号“和平而不兼并和赔偿”，就是说，尽管做出了极大的牺牲，

但以“打平”为满足。同时，其它协约国成员无意放弃划归其

的领土和赔偿（1919-1920年和约的条件证实了这一点）。

就在1917年春， 初的战后调解模式被埋葬。特别是伦敦，

其不隐瞒一个暂时的盟友，又是对协约国即将到来的胜利做出

大贡献的地缘政治的老对手，愿意以 低限度的条件为满足而感

到欢欣。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危机和开始瓦解的军队，似乎可以

由美国参战来弥补。当时德国及其卫星国的资源几乎耗尽；时间

有利于协约国。剩下的只是一些“小事”：即，希望为其做出如

此慷慨让步的俄罗斯自由派，能在彼得格勒坚持执政。

1917年10月，盟国战略家的牌被不可预测的布尔什维克打

乱了。“红轮”滚滚而来，“二月党人”在数月之内成了政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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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托洛茨基指出，“二月革命只是蕴藏了十月革命核心的

外壳”2。在解体的帝国废墟上，“新型党派”掌权，它提出不

仅文明改建俄罗斯，但也改建全世界的纲领。

值得指出的是，苏维埃政权 初一些对外政策法令与协约国

的利益不相矛盾。和平法令确认了对其有利的“和平而不兼并和

赔偿”原则（应用于俄罗斯），而列宁和斯大林向俄罗斯和东方

的所有穆斯林劳动者发表的声明，直言不讳地强调，“君士坦丁

堡必须留在穆斯林人手中”，而不是移交给俄罗斯。和平法令中

包含的放弃秘密外交，也显示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14条”中。

盟国欢迎实际上宣布解散多民族帝国和各族人民有“自决自由，

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权利”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

当布尔什维克与四国联盟成员开始分别进行谈判，一切都

变了。1918年3月，苏俄缔结了负担沉重的布列斯特和约并退

出了战场。普京总统指出，“我国输给了这场战争的失败方。

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我们输给了战败的德国事实上是

向它投降，后来它又向协约国投降。这就是当时国家领导背叛

国家的结果......仅仅为了想稳固自己权力地位的一个党派的

利益，让出了大片土地，巨大的国家利益......”3。

在国际层面，布列斯特和约确定了俄罗斯帝国的废除和国

家不仅暂时丧失大国地位，但也丧失其部分主权，确立了俄罗

斯为德国皇帝的附庸事实。与此同时，布列斯特和约正是那种

罕见的，使“假定式”在历史上为现实的事件，直观地显示了

一旦德国与其盟友战胜，欧洲和世界将会是怎样的。

布列斯特和约签署一年后，协约国与战败的德国签署的凡

尔赛和约，因其不公正和压抑性，受到严厉批评。这个传统还

是列宁奠定的，他把凡尔赛和约描述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掠夺

性和约，包括将 文明的人在内的千百万人置于奴隶地位。

这不是和约，而是持刀的劫匪向手无寸铁的受害者强加的

条件”4。但不能忽视布列斯特和约相比凡尔赛和约，更具有掠

夺性和压抑性。例如，俄罗斯失去战前居住了三分之一居民的

领土（德国失去12%的居民），其被禁止拥有军队（德国留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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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帝国军和一些武器）。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当然

不是“手无寸铁的受害者”：从布列斯特和约的条件看得出，

一旦自己成为战胜者，他们为战败者准备了更屈辱和更艰难

的命运。

对原先的盟国来说，他们感到布列斯特和约对他们不会留

情的，从而联合了他们坚决抵抗德国1918年春的进攻。在战尾

阶段，他们能在没有俄罗斯的援助下战胜德国（如发生于

1914-1916年，则是绝对不可能）。这场胜利证实了协约国拥有

的巨大“后备力量”，即使在不完整的组成下，在没有其主

要“玩家”的参与就能达到自己目的。参战的美国只是部分地

弥补了损失：美军只在1918年春“快散场的时候”才大批抵达

法国，并没有在西方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疲乏不堪的德国因

内部分裂（11月革命-俄罗斯二月革命的亲姊妹）而 终投

降。当时在其领土上一个外国军人都没有。

军事上粉碎四国同盟的决定性前提在1914-1916年开始形

成。丘吉尔指出，1917年初，“沙皇制度......已为俄罗斯赢

得战争的胜利”（附加一句：也为盟国赢得）5。他强调，“在付

出了努力后，绝望和背叛夺走了政权......已没必要采取艰难

的行动。再也没必要把握已被削弱的敌方势力——这就是俄罗

斯取得共同胜利成果之前所面临的状况”6。

假设“二月党人”能持续掌权，那么，克伦斯基的俄罗斯

能作为“战胜者阵营中的胜利者”参加战后和平大会，类似加

入协约国比仍作为中立国获利更少的意大利。夺取政权的布尔

什维克把俄罗斯从对抗的联盟中解脱出来，变成了敌对整个资

本主义世界的“第三力量”。

协约国“得不丧失的胜利”和战后调解，协约国“得不丧失的胜利”和战后调解，
“没有俄罗斯的世界”弊病“没有俄罗斯的世界”弊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人认为，在经历了如此大

的动荡后，人们永远不会再重复往事。但战争产下了新的尖

锐的矛盾。俄罗斯从胜利者阵营的“掉落”，彻底改变了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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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力量的整个格局。失去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协约

国的胜利，尽管在1919年的欣快之中，他们还未能明确这一

点。首先，对失去了主要的和无价盟友的法国，造成不可弥

补的损失。如果与德国发生冲突，法国再也不能依靠来自东

方的军事援助。无论是波兰，还是小协约国国家，都不能取

代俄罗斯和建立一个完整的第二战线。此外，俄罗斯失去了

同德国的共同边境，其被边境缓冲国隔开。在解决德国的问

题上，法国企图以极其强硬的立场来弥补自己地缘政治地位

的急剧恶化。在没有俄罗斯作为盟友的情况下，只有肢解德

国，法国才能可靠保障自己的安全，但这又遭到英国和美国

的坚决反对。结果，法德矛盾“使圆成方”，成了不可抗拒

和不可解决的对抗。凡尔赛和约的“温厚”让法国人失望。

真像1919年法国元帅福煦预言的“这不是和平，这是20的

年休战”。

凡尔赛和约从一开始就被胜败双方认为是过渡性的和非终

结性的，是一种暂时不成功的妥协。和约太温厚了，不能摧毁

德国人，但仅出于惩罚来看，那也太苛刻。令德国人愤怒和屈

辱的同时，凡尔赛也保留了德国的国家统一和为其能迅速“复

苏”的潜力，德国也很快就利用了这种潜力。

由于俄国革命，被击败的德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反而有所改

善。在东部，它现在接近弱小的年轻国家，仿佛 终成为它的

卫星国。丘吉尔在1919年9月不安地写道：“五年之后，如果不

更早的话，将会很明显，我们失去了胜利成果，国际联盟变成

了无能为力的稻草人，德国则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

大.....我们将不得不低首下心地和作为败者离开战场”7。确

是如此，一旦获悉战胜者不准备用武力阻止对凡尔赛和约的修

改，那么，德国变为欧洲 强大的国家，以及战后体系将被废

除，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反过来，俄罗斯自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第一次未参与创建

新的欧洲秩序，在此新秩序框架下她也蒙受了不小的损失（波

兰、芬兰、波罗的海国家、比萨拉比亚）。把苏维埃国家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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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括号外”，使其成为不稳固的和非永久性

的构架。20年

休战的经验再次表明，在“没有俄罗斯参与及反对俄罗

斯”的情况下，要建立有生命力

的国际安全体系，从定义上来说，本来就是不可能。 先意

识到这一点的国家之一是美国，她放弃了在自己的“产儿”——

国际联盟的会员资格并又再次步入孤立主义。俄国革命阻止了在

华盛顿全球主义共识的形成。此外，国际联盟不能是有效控制欧

洲（在二战后将成为北约）的政治工具，而1920年上台的共和党

人，对不以美国主导为前提的世界秩序不原承担责任。结果，战

胜国未能建立政治平衡，以便能排除世界灾难的重复。

世界革命、国际共产和苏维埃外交政策世界革命、国际共产和苏维埃外交政策

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俄罗斯外交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使

其服务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认为，自己掌权不仅

具有对本国，而且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

基本的历史规律，就具有对资产阶级国家无可置疑的优越性。

其外交政策学说的基础，是对由世界大战“培育成长”的世界

革命即将到来的预测。布尔什维克确信，人类过渡到共产主

义，不仅会导致国家作为一个机构消亡以及人性的改变（“培

养新人”），还将导致国际关系性质的变化：它们不再以主权国

家制度形式存在。世界革命学说，实质上是建立一个单一的超

级大国——“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全球性项目8。

列宁和其战友没能想到，苏维埃俄罗斯与资本主义世界共处

的时间会拖延数十年。认为（历史也证实了他们的正确性），在

其它国家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是不稳固的。列宁强调，“当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

国的胜利才会是稳固的”9。世界革命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不是

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需要，是他们政治生存

和在俄罗斯掌权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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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成立的第三国际被设想作为世界共产党，旨在世界

规模推行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开始的工作。在否认和平过渡到

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同时，其纲领性文件坚决主张这种过渡必须

通过内战实行。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是建立在国际

主义原则基础之上，其意味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包括俄罗斯

的，有义务将世界革命的利益放在自己国家利益之上。列宁

称，“为社会革命的胜利不牺牲自己祖国的人，就不是社会主

义者”10。他写道，“社会主义的利益，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

高于民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11。苏俄被赋予世界革命进程的

鼓舞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强

调，“在苏维埃俄罗斯不成为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邦锁链中的

一环之前，国际无产阶级不会把刀插入刀鞘”12。共产国际的活

动成了解决苏维埃国家同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

上世纪20年代苏联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上世纪20年代苏联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

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并不重视传统外交，认为它的必要性即将

结束。苏联著名经济学家Ю.拉林（Lurie）回忆说，“1917-

1918年冬，存在一种看法，在近几个月（有人说，几个星期），

不是欧洲将爆发工人革命，就是我

们再不复存在”13。1919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

维也夫自信地预言：“一年后，欧洲将会忘记为共产主义的奋

斗，因为其整个是共产主义欧洲; 然后将在美国，也许在亚洲

和其他大陆开始为共产主义奋斗”14。

1920年，在与波兰的战争中，布尔什维克以武力（红军对

华沙进行猛扑）企图推动欧洲革命进程，并以失败告终。莫斯

科不得不承认欧洲革命正在被推迟。1921年托洛茨基在第三届

国际共产大会上发言说，“只有现在我们能看到和感到，我们

在世界规模的夺权上离 终目标有多远...... 在1919年，我

们曾对自己说，这是数个月的事情，现在我们在说，这有可能

将是数年的事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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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按照斯大林主义

的定义，“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圈”成了“决定苏联国际地位

的主要事实”。布尔什维克希望欧洲无产阶级援助的寄托没有

实现。然而，他们的另一个预言也没能得到证实 – 协约国没

有阻止他们巩固政权。列宁在1920年底说：“我们...已赢得在

资本主义国家网系中的生存”16。

在这种情况下，党领导承认了两种相互竞争的社会经济和

文明模式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众所周知，这个词只是在上世纪

五十年代中期才被应用（列宁曾经提到“和睦同居”），但这种

现象本身，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得到巩固后立即出现。他们视和

平共处为

一种战术，而不是战略。它不能消除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

之间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对立。这种情况是由莫斯科对外政策

的二元性所决定，特别是在“负责”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和赋

有实现苏联作为一个“普通”国家利益使命的外交人民委员会

两部门间的紧张关系中得到反映。就这种关系的性质，

例如，M.M.利特维诺夫指出：证实“共产国际以加强德国共产

党为欢，但为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制造困难”17。

同样，Г.В.切切林也曾多次表示，“苏联政府对作为一个独

立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不承担任何责任”，甚至说过：

“不能从因为第三国际设在莫斯科的事实，做出比设在利奥波

德国王下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的事实更重要的结论”18。然而，

这些陈述估计也不会误导任何人。

1917年革命 重要的后果，是在世界版图上出现一种新

型，国家至上和思想体系的——苏联。俄罗斯哲学家，历史学

家Г.П.费多托夫深刻地指出，区别苏维埃的国家性“是对俄

罗斯这名称的神秘遗忘”。他写道：“众所周知，用CCCP四个字

母掩饰的名称，连国家本名都消失的无影无踪，这种国家结构

适用于世界各地：在东亚，在南美洲都适用”19。作为苏联组成

部分的俄罗斯人失去了国家形成的民族地位。共产主义思想成

了苏联及其政策合法性的主要源泉。苏联外交政策中固有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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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框架，保存到其存在的 后几年，尽管在实践中，其内

容不仅只限于一个光秃秃的意识形态，但也包括地缘政治实用

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比例和关系）。

在将支持世界革命进程作为重点后，上世纪20年代的苏

联，寄希望于破坏凡尔赛 – 华盛顿体系。这几年成了共产国

际和共产主义思想在欧洲乃至全世界传播的鼎盛时期，。与此

同时，在世界舞台上的苏维埃国家逼迫做党无不做的事情。在

不放弃自己“革命理想”的同时，国家领导已在20年代初开始

随机应变，试图恢复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关系。1922年8

月，切切林曾向列宁提示，“政治局正式批准了我们对蜕变概

念的传播。......略为说明苏维埃政权的蜕变......大大加强

了我们的政治地位......是现在资本流入和表现于各种......

贷款的主要动力”20。人民委员警告列宁说，“要铲除这个概

念，还时为过早，如采取这样的步骤，‘就将资本信赖的我们

的垂幕被粗猛和突然地撕下’”21。

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成了苏俄与西方建立经济合作的第

一次经验。但不成功：在偿还革命前的债务问题上未能达成妥

协。反之，在会议期间发生战胜国力图阻止签署了关系正常化

拉帕罗条约的德国与苏俄间的靠拢。出现了一个极其危险和敌

视凡尔赛秩序联盟的轮廓。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国内政治，是以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

间在新经济政策年代展开的激烈斗争为背景，两者体现了苏联

共产主义的两个“版本”：全球国际主义和民族布尔什维主

义。预言将发生新的侵犯，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

对派认为，没有胜利的欧洲无产阶级的支持，在国内建设社会

主义是不可能的，而苏维埃政权将注定演变为资本主义。在革

命的外交政策中，反对派不仅意识到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使命，

但也意识到苏维埃国家生存的主要保障。斯大林的反对者 – 

以共产主义为幌子的“全球主义”传教士 – 做有削弱俄罗斯

的准备，以便实现自己的“ 终目标 – 在世界范围内夺得权

力来‘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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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斯大林对世界革命前景持有更现实的态度。1917

年底，他在与“左派共产党人”的争论中宣称：“西方没有革

命运动；没事实能证实，只有潜力，而潜力不能被我们考虑

的”22。1924年，斯大林推出自己有关“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取

得胜利可能性”的著名论点，许多列宁派 – 布尔什维克认

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异端邪说和机会主义”。斯大林证明，拥

有巨大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苏联是自给自足的国家，完全有

能力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成功地独立发展。这种成了斯大林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贡献的思想方针，“推翻了”苏维埃国家

和世界革命间利益的关系：在他的理解中，真正的国际主义共

产党人，是把苏联的利益置于祖国利益之上的人，因为随着苏

联的形成，她的利益就是世界革命的利益。换句话说，不是苏

联应向世界革命的祭坛献祭品，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

国际曾应服务于苏联，成其对外政策的工具。

在上世纪20–30年代之交，斯大林的领导层开始调整外交

路线，旨在尽可能以 长时间来确保“和平喘息”。开始重新

评估价值观：国家安全被承认为优先事项，争取世界革命的斗

争逐渐退居第二位，并由首要任务转为长远目标。正如俄罗斯

研究家М.Б.斯莫林指出的，“斯大林，是第一个对世界革命

缺乏亘古的激进共产主义信仰的苏联领袖之一，列宁、托洛茨

基和首批布尔什维克则身居其中。斯大林非常珍视一些各别国

家的权力，不会为捕捉溜走的世界革命“蓝鸟”担风险。尽管

他也不拒绝这种教义本身23。

20世纪30年代：错失机遇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错失机遇的悲剧

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和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标志了世

界秩序深刻的危机开始。上世纪30年代凡尔赛 – 华盛顿体系

的崩溃 — 法西斯国家的侵略结果，而不是像莫斯科所指望的

因革命进程发展的结果 —对苏联的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斯大林领导层对德国“纳粹化”持非常严肃的态度。1933

年，他们仔细阅读了由被流放库斯塔奈的共产国际前任首脑



伟大俄罗斯革命时代伟大俄罗斯革命时代 171

国际生活国际生活 Digest 2017

季诺维也夫匆忙译成俄文的“我的奋斗”一书24。在30年代，

不同于法西斯国家，苏联不但不企图破坏战后的秩序，

甚至转向后卫和担保人的立场，示范了在反法西斯基础上与

西方列强合作的意愿。1934年，其加入了一年前德国和日本

离开的国际联盟。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宣布

反法西斯主义为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世界革命”被置于不

确定的未来。苏联和共产国际将自己作为与法西斯主义不可

调和的反对者，而欧洲自由派和保守派不排除与希特勒妥

协的可能。

在1933-1934年，苏联同一些欧洲国家就建立一个反希特勒

联盟进行谈判，这个联盟应该以“集体安全体系”为掩饰，

并通过签署“东方条约”而正式化。斯大林在1935年3月向英

国首相伊登解释这一倡议实质时说：“德国人是一个伟大和勇

敢的民族，我们永远记得这一点。这个民族不可能长期被凡尔

赛条约的镣铐捆绑......我们不是凡尔赛条约的参与国，因此

我们可以比参与国更自由地评判凡尔赛条约...... 然而，

要从凡尔赛条约下获得解救的形式和情况，能使我们感到严重

不安，为了防止出现任何不愉快的复杂化现象，现在需要一定

的保险。这种保险就是东方互助条约”25。鉴于英国，波兰和波

罗的海国家的消极立场，此地缘政治项目未能付诸实现。

但1935年5月，苏联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互助条约可

以作为取代联盟的胚胎。证实苏联意图严肃性，是其提倡制定

的侵略定义公约，以此弥补了国际联盟宪章缺乏的这一定义，

与美国（1933）和中国（1932）关系正常化，以及与一些东欧

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承认-第二版面”）。

苏联转为战后秩序捍卫者的立场，为西方列强提供了执行

取代绥靖政策的政治方针的机会，但这些机会却被忽略。基辛

格说：“如果民主派在希特勒掌权的早期阶段进行坚决抵抗，

那么，历史学家就会争论到现在，希特勒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民

族主义者，还是一个痴迷于主宰世界的疯子”26。但是，英国和

法国宁愿与第三帝国谈判，对其进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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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装闭目不见。在希特勒执政初期，中立纳粹政权的机会

被错过了，事态按 糟的剧情发展。不光彩的慕尼黑会议（1938

年9月）成了绥靖政策的高峰， 终以拆毁了凡尔赛体系告终。

英法战略的所有缺陷，莫斯科看得一清二楚。人民外交委员

М.М.利特维诺夫在他未发表的日记中，将其定义为“连续不断

的错误和政治盲目行为”，并指出“1933-1939年英国的政策，就

是从其自身私利的角度来看，也是极其错误的”27。人民委员在

1937年的日记中写下了“几乎是预言性”的“与伊登有趣的对

话”，其中写道：“伊登问我：‘您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回

答他：‘会发生什么？我可以肯定地回答您，这将是：因英、

法、美软弱无能的政策，希特勒 终将整个欧洲——法国、比利

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屈服于自己。欧洲将只剩下两个国

家——你们的和我们的。这时，希特勒会努力与我们其中一国建

立暂时的联盟，以便粉碎敌对方后再来扼杀自己的盟友。当然，

这除非是我们不予以防范，不联合起来反对她的话”28。利特维

诺夫对法国政策的分析也同样深刻而精确，指出，“其同样犯有

深刻的错误，并也是从其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法国政治遭受两

大恶习。首先，法国听从英国，......英国将法国介入自己的所

有误点。其次，第三共和国的整个政权受到内部腐败的侵蚀，其

显示于政府的千变万化上。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很难追求

任何统一的和一贯性的外交路线”29。人民委员总结说：“法国战

前执行直接导致其死亡的犹豫不决和懦弱的政策。......1940年

对法国其所有的罪孽进行了报复”30。

30年代，随着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矛盾的出现，作为苏维

埃化身的俄罗斯与集体西方的文明矛盾，也有了突出显示。

对纳粹政权的恐俄症，在我国史学上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反共

产主义是希特勒对其恐俄和仇视斯拉夫人的上层建筑和伪装。

希特勒在战争期间说：“我的使命，如果我成功的话，是消灭斯

拉夫人......斯拉夫民族是一个生物学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

的......在未来，欧洲必须留下两个种族：日耳曼和拉丁”31。

与此同时，恐俄，即使是隐蔽的和不那么粗陋的形式，在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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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中与反共平行存在。在不愿承认苏联存在正当合法的安

全利益，他们认为，苏联是无能磋商的国家（尽管也不曾公开

宣布），反之，希特勒被认为是“合理的”，“信得过”的人，

区别于大林，可以与其“打交道”（英国首相张伯伦的话）。

英国驻柏林大使亨德森称纳粹主义是“伟大的社会实验”32。

希特勒因他的“恐俄和反苏主义”而获得宽恕，并使西方精英

对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失去警惕。他们看来，纳粹主义相比布尔

什维主义“邪恶性更小”。

还在1925年的洛迦诺会议上，英国明确表达了打算建立一

个“没有俄罗斯，有可能是反俄罗斯”（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

定义）的欧洲安全体系。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其孤立苏联的

愿望，确保了纳粹政权加速恢复德国实力 舒适的国际条件。

在30年代，非是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而是英法的绥靖战略使

纳粹德国无血迹地摆脱了“凡尔赛桎梏” 重要的因素，并于

1939年再次成为西欧 强大的国家。这一时期的苏联外交政策

不仅脱离了前乌托邦的“革命性”，而且在对现实的认识和分

析上，在道义上也超越了西方列强的外交政策。

1939年，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议之后，苏联又做出建立反希

特勒联盟的新尝试，提议英法两国达成互助协议。然而，1939年

夏、秋的三国会谈陷入了僵局。西方列强同意接受苏联的军事援

助，但不愿承担任何回报的义务。视东部邻国比第三帝国具有

“更大邪恶”的波兰，拒绝让红军通过其领土。其军队总司令雷

兹-思米格尔称，“与德国人在一起，我们有失去自由的风险，

与俄罗斯人在一起，我们将失去灵魂”33。用尽与英、法、波三国

达成协议的一切可能性，并处于危险的孤立状态的苏联，靠边后

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将西方列强留下与希特勒面对面。

* * * * *

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球化进程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1914-

1918年的战争成了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华盛顿体

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国际秩序，国际联盟——历史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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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普遍组织。1917年的革命是俄罗斯在国际

方面对全球化进程的一种防卫反应，俄国在布尔什维克时期与

西方之间建筑了后被名为“铁幕”的隔离墙。列宁派布尔什维

克自己提出的可取代全球主义的项目，在世界革命学说和共产

国际活动中得到体现。世界意识形态分裂为两个阵营，集体西

方分裂为胜者和败者，以及将自己置于孤立主义的美国，使得

战后秩序变得脆弱和短命。没有俄罗斯的帮助，西方不可能单

一地解决世界危机。而在上世纪30年代末，第三帝国及其卫星

国，企图基于仇视人类的原则，将欧洲和世界“全球化”。世

界大战的悲剧以更可怕的规模得到重演。

1917年俄国革命对战争间歇年代的国际政治的影响，似乎

是模棱两可的。1917-1933年，苏联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

抗，是破坏了凡尔赛 – 华盛顿体系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此同

时，纳粹上台后，在意识形态上对立的苏联，离奇地成了他们

坚定的捍卫者，而不是作为建筑师和担保人的西方列强。莫

斯科外交政策的演变与苏联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同时

发生，这种变化的实质，后来由英国外交定义为“用苏维埃爱

国主义代替世界革命思想的过程”34。在两战间歇的二十年间，

苏联对外政策战略逐渐走向非意识形态化。苏联的安全利益，

保障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成了它的试金石。在这

场战争中其将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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