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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美国对华政策正在经历两国关系正常化近 ４０ 年来最深刻的
调整。这种调整从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就已经开始。调
整的主要原因是 ：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失望，以及
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系统性误读和曲解。此次特朗普政府与以往美国
对华政策调整不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美国对华关系的政治气氛变得
严峻，对华强硬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全方位、多领域、经常性的竞争
和博弈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美方还在构建针对中国的国际压力。
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调整，中方既要认真对待，又要冷静、镇定。要处
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努力通过对话、协商的办法来化解、缩小、弱
化双方之间的分歧、争端，做到仁至义尽 ；要抵制与美进行战略摊牌的
诱惑，把中美关系维持得越久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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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与周边合作机制创新”智库团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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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动作频频，摆开了对华全面竞争的架势：
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系列文件，把中国确定为首要的竞争对手 ；
炮制了《与台湾交往法》，强烈冲撞我“一个中国”的政策底线 ；宣布要对
从中国进口的价值 ６００ 亿美元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高高举起了贸易战的
大棒 ；启用极端保守派人士担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整个政策方
向越来越趋向保守、极端，确实使人们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感到担心。笔者
以为，美国对华政策正在经历两国关系正常化近 ４０ 年来最深刻的调整。

一、当前对华判断颠覆以往美国政府共识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特朗普政府接连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防
务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份报告，就是这种调整的清晰标志。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定，美国处在一个“异常危险的”
“竞争的世界”当
中，威胁来自三个不同的层面 ：一是来自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 ；二是
来自朝鲜、伊朗这样的“流氓国家”；三是恐怖主义。国防部的《国家防务
战略报告》（摘要）明确认定了地缘战略的回归，“我们正面临着不断恶化
的全球失序……国家之间的竞争，而非恐怖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
的首要关切”，而与美国竞争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这一判断颠覆了过去
２０ 多年国际社会、也是历届美国政府的共识 ：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安全威胁
下降，非传统的威胁上升，国际社会应联手应对非传统威胁，诸如恐怖主
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这是大国关系的新基础。冷战结束以来，历届
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或《防务战略报告》但凡讲到中国，都
会讲中国崛起的两面影响：首先用大篇幅说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安全、
开放、繁荣的中国的崛起（不同的总统至少会选用这些形容词中的 ３ 个），
会肯定中国对地区安全起到的“建设性作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中国对地区和全球脱贫、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中美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
作 ；然后会讲到两国之间的分歧，会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对中国进行一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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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和指责，提到人权问题、军费增长和“军力发展的不透明”、中国与伊朗、
苏丹的关系等等。总之，既讲中国崛起的机遇，也提到中国带来的挑战。［１］
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任内情况大致如此。
但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通篇 ３０ 多处提到中国，都是对中国崛
起的指责和对中美竞争的渲染，只有一句话勉强地提到“美国继续寻求与中
国合作”。报告强调，中美竞争是全面的，在经济（这是美方特别关注、报
告中讲得最多的）、地缘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无所不在。报告
自称是“结果导向而不是意识形态导向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战略”，但其实
通篇浸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所谓“结果”也是片面的、被歪曲的，读来俨
然是《大国政治的悲剧》（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翻版。报告明确地把中国
定位为“竞争者”
“修正主义国家”，这也是以往类似报告所未见的。《国家
防务战略报告》（摘要）诬蔑中国“借助军事现代化、有影响的行动以及掠
夺性经济对邻国施压，在印太地区重建对中国有利的秩序”，“近期是要在
印太地区谋求霸权，将来是要取代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美国的防务战略是
要“竞争、威慑和取胜”，在印太地区无疑就是对付中国了。［２］
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调整是突然发生的吗，抑或仅仅是因为特朗普执
政才发生？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已有一段时间了。
２０１１ 年底，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这种调整的开始。该战
略的提出不完全是为了牵制、平衡中国的崛起，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向中
国的。国会研究部的报告坦承，尽管奥巴马政府一再表示“亚太再平衡”战
［１］ 如见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１９９８；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６．
［２］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７／１２／ＮＳＳ－
Ｆｉｎａｌ－１２－１８－２０１７－０９０５．ｐｄ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Ｐｏｒｔａｌｓ／１／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ｕｂｓ／２０１８－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ｕｍｍａｒｙ．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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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不是针对某个特定国家的，但大多数观察家相信，它至少部分是对中国
影响增长的回应。［１］ 这个战略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时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
理国务卿坎贝尔（Ｋｕｒ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
“我们转向（Ｐｉｖｏｔ）
亚洲的政策是为了回应中国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他在谈到小布什时
期的中美关系时强调 ：
“在历史上，极少有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在国际体系中
取得了如此之多的收获却没有遭到现存大国的反应。政府当中聚焦亚洲的
人，如副国务卿佐利克 （Ｒｏｂｅｒｔ Ｚｏｅｌｌｉｃｋ） 谈的是如何‘管理’
（ｍａｎａｇｅ）中国
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崛起……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在‘管理’这个美
国从亚洲分心的时期，而使它自己得到了许多成功和收益”；
“美国历史上
保卫其利益的办法——防止在亚洲出现一个霸权国家，仍然是美国战略的
核心组成部分”。［２］ 为此，奥巴马政府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强
化美国的同盟体系，尤其是美日同盟关系；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引导印度“不
仅要‘向东看’
（Ｌｏｏｋ Ｅａｓｔ），而且要‘向东干’
（Ｅｎｇａｇｅ Ｅａｓｔ）”；［３］ 打造《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要由美国而不是让中国来书写 ２１ 世纪的贸
易规则。［４］ 但奥巴马政府在两个重要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一个是伊朗核
问题，一个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这是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三根支柱 ［５］ 中
的两个 ；再加上许多掣肘，主要是叙利亚战争与俄罗斯问题，尤其是克里
米亚问题，因此“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效果有限。因此，共和党人批评

［１］ Ｍａｒｋ Ｍａｎｙｉ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Ｐｉｖｏ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ｈｅ Ｏｂａｍ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Ｔｏｗａｒｄ Ａｓｉａ （ Ｃ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８， ２０１２， ｐ．８．
［２］ Ｋｕｒ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Ｔｈｅ Ｐｉｖｏｔ．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ｉｎ 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 Ｂｏｏｋ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２１， １４５－１４６， ２３６．
［３］ 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Ｒｅｍａｒ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８，
２０１０．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ｙ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Ｐ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Ｔ． Ｗｏｏｌｌｅ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ｕｃｓｂ．ｅｄｕ／ｗｓ／？ｐｉｄ＝８８６９５．
［４］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ｂａｍａ，“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ｒａｄｅ，”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８，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ｏｂａｍａ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ｇｏｖ／ｂｌｏｇ／２０１５／０２／１８／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ｂａｍａ－ｗｒｉｔｉｎｇ－ｒｕｌｅｓ－
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ｒａｄｅ．
［５］ 三根支柱是指伊朗核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中美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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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雷声大，雨点小”。［１］
特朗普当政以后，把原来中美关系的三根支柱砍掉了两根：他退出了《巴
黎协定》，又威胁要退出伊朗核协定。现在他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宣布要与
中国展开全面竞争。

二、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
美国对华政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调整？笔者以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中美两国国力对比的变化
在上个世纪，中国与美国的国力相差太大，虽然在 ９０ 年代后期美国一
些人也在谈论“中国威胁论”，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感觉中国的发展是个“威
胁”，或者是潜在的“威胁”。现在，中美两国的国力对比发生了大变化，尤
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 １０ 年，是中国经济真正起飞的 １０ 年。２００１ 年，
中国的 ＧＤＰ 是 １．１６ 万亿美元，占美国的 １２．８％，占世界的不到 ４％，居世
界第六位 ；２０１０ 年，中国的 ＧＤＰ 达到 ５．８８ 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
二 ；２０１３ 年，更达到 ９．２４ 万亿美元，是美国 １６．８ 万亿美元的 ５５％，占世界
的 １２．３％，继续保持世界第二位。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
外汇储备大国。诚然，中美两国的绝对实力差距还很大，但相对差距明显缩
小了。而且许多国际组织还对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作出预测。
经济霸权是美国霸权的基础，中国发展的这种势头有可能动摇美国霸
权的基础，这使美国人感到震惊。奥巴马在 ２０１０ 年的《国情咨文》中就已
经坚决表示：
“我不接受美国世界第二的地位”。［２］ 他在 ２０１１ 年的《国情咨文》

［１］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ｒａｙ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Ｎａｖａｒｒｏ，“Ｈ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Ｎｏｍｉｎｅｅ Ｗｉｌｌ
Ｒｅｗｒｉｔ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Ａｓｉａ，”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 ２０１６．
［２］ 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７， ２０１０．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ｙ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Ｐ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Ｔ． Ｗｏｏｌｌｅ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ｕｃｓｂ．ｅｄｕ／ｗｓ／？ｐｉｄ＝８７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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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又一再提到中国的竞争，“最近，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民营太阳能研
究设施、世界上运算最快的电子计算机，中国正在建造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火
车，建造新的机场”，他把这称作“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１］，足
见其焦虑感了。此外，中国军力的增长也使美国战略界感到忌惮。所以，大
概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前后，美国战略界（包括两党的战略界人士）开始达成
一种共识 ：现在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中，中国是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挑
战，是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前副国务卿斯坦博格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及著名
学者奥汉隆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Ｏ＇Ｈａｎｌｏｎ） 写道 ：
“近来，由于中国经济引人注目的增
长以及中国军费、作战能力的急剧提升，中国成了有关美国战略主导地位辩
论的焦点。从上世纪 ７０ 年代末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初阶段起，美国两党总
统的一个规范政策表述都是，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中美关系不
是零和博弈……但是这种观点现在受到了政界领导人和学者的质疑。他们认
为，从苏联解体以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具体地来设想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挑
战。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出现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观点——中国的崛起对美
国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国的安全形成了直接的挑战，因而美国必须牵制中国的
“现
能力。”［２］ 美国的权威智库外交学会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一个署名报告也强调 ：
在和未来几十年中，中国都将是对美国最具实质意义的挑战者”。［３］
（二）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失望
美国是个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使美
［１］ 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５， ２０１１．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ｙ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Ｐ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Ｔ． Ｗｏｏｌｌｅ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ｕｃｓｂ．ｅｄｕ／ｗｓ／？ｐｉｄ＝８８９２８．“ 斯 普 特 尼 克 时 刻 ” 指
１９５７ 年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苏联在空间技术方面超过美国，让美国人感到震惊。
［２］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Ｏ＇Ｈａｎｌ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ｐ．６５．
［３］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ｌａｃｋｗｉｌｌ ａｎｄ Ａｓｈｌｅｙ Ｔｅｌｌｉｓ，“Ｒｅｖｉｓｉｎｇ ＵＳ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ｆｉｌｅ：／／
Ｃ／Ｕｓｅｓ／ｌｅｎｏｖｏ／ＡｐｐＤａｔａ／Ｌｏ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ｉｎｄｏｗ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ｔｙ％２０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２０Ｆｉｌｅｓ／Ｃｏｎｔｅｎｎｔ．
ＩＥ５／５０９７ＷＪＵＫ／Ｃｈｉｎａ＿ＣＳＲ７２．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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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总认为他们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具有“普世性”，应当推广到全世
界。１００ 多年来，在对华关系中，美国人总有一种“传教士热情”，有一种
改造中国的强烈欲望。美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一直
抱着不认可、不信任的态度。在冷战时期，美国公开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
行“和平演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许多美国人以为经济改革必定导致
“自由化”，中国势必走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美国人憧憬了一个多世纪的
改变中国的梦想现在就要实现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政界和学界的主流看
法是“共产主义终结了”，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取得了最后的胜
利。 ［１］ 因此在任期头三年，克林顿政府对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试图改变
中国的政策取向，甚至改变中国的领导人。上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确立了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在美国国会辩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对
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时，又有
不少人认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必然带来深远的政
治变化”，“贸易和经济繁荣最终将会导致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 ［２］ 但他们
的想法又未实现，中国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致使
许多人感觉到了挑战。 ［３］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坎贝尔与前副总统拜登（Ｊｏｅ Ｂｉｄｅｎ）的国家安全事务副
助理埃利·拉特纳 （ Ｅｌｙ Ｒａｔｎｅｒ） 在美国《外交》杂志网站上发表了《评估中国：
北京如何辜负美国的期望》的文章。文章称，“美国对于自己决定中国航向
的能力总是有一种超级的自信，但它的期望一而再、再而三地落空”，从尼
克松总统那时起，“深化商业的、外交的、文化的纽带可以改变中国的内部

［１］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８９，ｈｔｔｐｓ：／／
ｐｓ３２１．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ｕａｆ．ｅｄｕ／ｆｉｌｅｓ／２０１２／１０／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Ｅｎｄ－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ｄｆ
［２］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ｎ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ｎｔａｓｙ． Ｗｈ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ｒ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７）， ｐｐ．２－３．
［３］ 陶文钊主编 ：
《美国思想库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版，第 ３９０－３９８ 页。

-7-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发展和外部行为这样一种假设一直是美国战略的基本原则”，但是半个世纪
以来，“胡萝卜或者大棒都没有能对中国产生预期的影响，外交和商业接触
也并未带来政治和经济的开放……相反中国推行了自己的路线，并且在此
过程中让美国的一系列期望落空”。其结论是，从尼克松以来的美国对华接
触政策失败了。［１］ 不言而喻，这篇文章把美国的失望心态表述得淋漓尽致。
（三）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系统性误读和曲解
美国政界和学界不少人总是戴着“中国威胁”的有色眼镜进行观察，对
中国提出的倡议、主张和外交实践作出系统性的误读和曲解。中国提出了“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美国学者当面对笔者提出质疑 ：这是什么意思？中
国是要重新取得像汉朝、唐朝那样在世界上的地位吗？中国领导人在亚信
会议上的讲话被曲解为倡导“亚洲人的亚洲”，是“搞亚洲的门罗主义”，把
美国从亚洲赶出去。［２］ 美方攻击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是“威胁别国主权，
破坏地区稳定”。［３］ 中国倡导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尤其是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被视为是在现存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另搞一套，会动摇
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确立的标准。［４］ 在中国做了许多努力后，奥巴
马政府才勉强改变了态度。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这是以互联互通为重点、
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经济合作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但美国
认为这是中国在拓展自己的影响力，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有的学者，如
斯坦福大学教授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甚至妄称，中国将利用“一带一路”
［１］ Ｋｕｒ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ａｎｄ Ｅｌｙ Ｒａｔｎｅｒ，“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ｃｋｏｎｉｎｇ． Ｈｏｗ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Ｄｅｆｉ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２０１８－０２－１３／ｃｈｉｎａ－ｒｅｃｋｏｎｉｎｇ．
［２］ Ｋｕｒ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Ｔｈｅ Ｐｉｖｏｔ．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ｉｎ Ａｓｉａ， ｐ． ２３３．
［３］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７／１２／ＮＳＳ－
Ｆｉｎａｌ－１２－１８－２０１７－０９０５．ｐｄｆ．
［４］《堵不住的亚投行，美国反对的理由》，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ｆｏｒｔｕｎｅ／２０１５－
０３／２３／ｃ＿１２７６０９５１３．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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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向其他国家出口自己的发展模式，一场历史性的发展模式之争正在中
国与美西方国家之间上演，而这会影响全球政治的未来。［１］ 中国发展与非
洲国家的关系，竟被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抹黑为“掠夺性贷款加大非洲发展
依赖性”，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正常商业活动也被打上了“新帝国主义”的标
签。［２］ 甚至中国一般的商业行为和文化交流，如孔子学院也被视为“进行渗
透”的工具，是“中国的长臂”，是为了“输出中国特色的威权”。［３］ 这样的
例子不胜枚举。

三、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新特点
中美关系正常化近 ４０ 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经历过数次调整，尤其是冷
战结束后的调整 ；每次美国经过大选，新总统上任后，中美两国关系也会
经历一个磨合期。但磨合期过后，两国关系都会回到以合作为主的主渠道
上来。因此，中美关系虽然历经风雨，但总的说来是向前发展的。但美国
此次对华政策调整不同于以往的调整、磨合，它带有一些新的根本性的特点。
（一）对华战略调整是朝野共识。特朗普是商人治国，未必见得有什
么大战略，而且他的政策还具有多变性特点。但美国此次对华政策调整不
仅仅是特朗普个人的主张，以及特朗普政府的主张，而是近年来美国对华
政策大辩论的结果，在美国战略界是有共识的。坎贝尔和拉特纳在前引文
章中说：
“华盛顿现在面临着一个近代历史上最有活力、最可怕的竞争者……
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朝着质疑美国战略中的假设

［１］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ｃｏｍ．ａｕ／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ｔｏ－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ｅｗｓ－ｓｔｏｒｙ／２６９０１６ｅ０ｄｄ６３ｃｃｃａ４ｄａ３０６ｂ５８６９ｂ９ｅ１ｃ．
［２］ 萧强、郭芳、于文 ：
《美众院扬言调查中国在非投资》，载《环球时报》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３］ 李司坤、陈欣：
《美跟风炒作“中国政治渗透”》，载《环球时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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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１］ 两位前民主党政府的高官撰文公开肯定共和党
政府的文件，这在美国政治中是不多见的，说明这些报告反映了跨党派的
观点，因此带有比较长期性、根本性特征，中方要做好长期的应对准备。
（二）美国对华关系的政治气氛变得严峻，正常讨论中美关系的氛围消
失。美国社会在对华政策上一直存在不同意见，有过几次对华政策辩论，有
强硬派、温和派，而且辩论中温和派常常是主流。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对华
强硬成了新的“政治正确”，以前的强硬看法现在变成了主流意见 ；温和派
仍然存在，但噤若寒蝉，或声音微弱，当前的气氛对他们发表意见十分不利。
（三）竞争和博弈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这种竞争是全方位、多
领域、经常性的。中美竞争的表现形式可能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问题，
也可能是在一个问题上的竞争刚刚停息，另一方面的摩擦又尖锐起来，甚
至可能是在同一时间有数个突出问题。这种竞争不仅是发生在两国政府、
外交部门之间，而且会把两个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牵涉进去。近日，
特朗普签署了《与台湾交往法》。这是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他已经把“台
湾牌”拿在手上，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打。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战，要
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 ６００ 亿美元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这不仅是为了减少
一些贸易逆差，更有其深层次的考量。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经济民粹主
义者纳瓦罗（Ｐｅｔｅｒ Ｎａｖａｒｏ）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ｉｇｈｔｈｉｚｅｒ）坦承，
美国的“３０１ 调查”就是瞄准了“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计划中的重点推进产业的。
（四）保守势力凸显。近来，特朗普政府进行了人事调整，在国务卿、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样的关键岗位上都启用了美国政坛极端保守、极右的
人士，进一步表明了特朗普的政策走向。不能说这些调整就是为了与中国

［１］ Ｋｕｒ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ａｎｄ Ｅｌｙ Ｒａｔｎｅｒ，“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ｃｋｏｎｉｎｇ． Ｈｏｗ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Ｄｅｆｉ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２０１８－０２－１３／ｃｈｉｎａ－ｒｅｃｋｏ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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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竞争才做出的，但这样的人员配备的确已经为实行更加保守、甚至极
端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排兵布阵。
（五）美国还在构建针对中国的国际压力。［１］ 美国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
不可低估。中美关系是一个大关系，它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具有带动作
用，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说都是这样。最近一段时间，西方一些国家跟着美国
的调子起舞，频频出手，先是出台了反倾销调查新规，将中国单列为市场“严
重扭曲”的国家；随之又出台决议，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它们担心“中
国制造 ２０２５”计划，害怕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德国、法国、意大利三个
欧洲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要联手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审查，目的是阻遏中资的
并购。德国外长还提出了西方与中国“技术冷战”的奇谈怪论，对“一带一路”
发表了许多负面看法。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还要联手推出联合发展
地区基础设施的“大计划”，以对抗“一带一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２］

四、中国的立场和应对之策
针对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趋于强硬，毫无疑问，中方必须高度重视美
国对华政策的深度调整，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但同时又要保持冷静、镇定，
避免急躁情绪，沉着、理性应对。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中美关系。在邓小
平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重要一环。按照邓小平的构想，
中美关系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近 ４０ 年的实践证明，这种设想是正
［１］ 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要求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必须为应对共同
的 威 胁 贡 献 能 力， 并 表 现 出 意 愿 ”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７／１２／ＮＳＳ－Ｆｉｎａｌ－１２－１８－２０１７－０９０５．ｐｄｆ．
［２］ 参见《环球时报》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２ 月 ２３、２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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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几代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决策都是正确的。改革开放近 ４０ 年的成就
是巨大的，但中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仍然任重道远，我们仍然要努力使中美关系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但在中美关系中也要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对于美国，我们既要给予
足够的尊重，又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美国伤害中国根本利益的
举措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同时也要努力寻求对话，尽量通过对话、协商的
办法来化解、缩小、搁置双方之间的分歧、争端，做到仁至义尽，有理有节。
在竞争和博弈的过程中，两国需要相互顺应、相互调适、相互妥协。这样，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会确立起中美互动的新模式。要抵制与美国进行战略
摊牌的诱惑，把中美关系维持得越久，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越有利。当前，
中美关系的形势确实比较严峻，但美国比较理性的人士仍然认为，在中美
关系中不管是在安全还是经济问题上，仍然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美国
即使是对华政策的强硬派，也没有人主张与中国迎头相撞。［１］
其次，分解中美关系，按照各个问题的是非曲直，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中美关系是十分广泛而复杂的，有许多方面、许多层次、许多问题。美国
政治的一个特点是利益集团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背后有各种不同的利
益集团，它们在中美关系的不同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尽管美国对华政策
趋于强硬看似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但这并不表示在中美关系的每
一个具体问题上美国都是铁板一块，各个利益集团都支持政府的做法。这
一点在特朗普政府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问题上已经清楚地
表现出来。美国的众多行业、众多大公司和农场主纷纷表态反对特朗普政
府的这一举措，认为这将给美国自己的利益，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１］ Ｄａｖｉｄ Ｄｏｌｌａｒ， Ｒｙａｎ Ｈａｓ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ａｇａｎ，Ｋｅｎｎｅｔｈ 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 Ｃｈｅｎｇ Ｌｉ， ｅｄｓ．，“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Ｗａ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ｖｏｉｎｇ－ｗ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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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损害，迫使政府延长了征收高额关税的公示期限，并派出代表来与中
国进行对话（不管是否真诚）。可见，我们对美工作仍然是有空间的。在台
湾问题上不同意见也仍然存在，并在比较婉转地表达出来。［１］ 在中美两国有
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我们仍然要积极地寻求与美国的合作，比如朝核问题，
这对于我们对美做工作是有利的。对于两国的经贸关系，我们仍然要努力
使它为两国关系提供正能量。
第三，继续推进合作共赢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周边关系。随着中国国
力的增强，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能力、影响塑造国际环境的能力也增强了，
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的共识也大大增强了。美国希望在国际上拉帮结伙，
遏制中国强大，能做到什么程度是要打问号的。中国与欧洲国家、东亚国
家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已经相当深，如果美国的政策调整殃及它们各自
的利益，它们也不会盲目跟从。此次特朗普发起贸易战，欧洲各国就纷纷
表示反对。中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关系对这些
国家都非常重要，它们不会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来为美国背书。中国进一步
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关系对于美国对华竞争、打压无疑是一个重要制约。

【收稿日期 ：2018-04-02】

［１］ 例如 ： 奥巴马政府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欧亚集团亚洲事务执行主任麦艾文
和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何瑞恩在学会网站上撰文说，
“台湾不是一
张可以打的牌”
，不能指望通过对台政策来塑造和反制中国的行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
调整可能“激化美中竞争，伤害台湾，销蚀美国的威望，最后破坏了亚洲的稳定”
。Ｒｙａｎ
Ｈａｓ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ｎ Ｍｅｄｅｉｒｏｓ，“ Ｄｏｎ＇ｔ Ｓｑｕｅｅｚ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ｂｌｏｇ／ｏｒｄｅｒ－
ｆｒｏｍ－ｃｈａｏｓ／２０１８／０２／０７／ｄｏｎｔ－ｓｑｕｅｅｚｅ－ｔａｉｗ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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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昌冬奥会看朝鲜半岛
形势现状与前景
李 军
【内容提要】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以来，半岛的紧张局势
逐步升级，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进入 ２０１８ 年，以韩国平昌冬奥会为
契机，朝鲜基于本国外交与安全的考量，向韩国释放善意 ；文在寅政府
积极回应朝方和平攻势，南北关系渐趋热络，半岛形势进入少有的和平期。
从中长期看，朝鲜半岛局势恶化至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鉴
于根本矛盾尚未解决，半岛局势再度反复、甚至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仍
然存在，且不容小觑。为延续当前的和平势头，推动朝鲜半岛局势进一
步缓和，亚太地区国家要对朝韩和解合作抱有积极心态，予以鼓励和支持；
相关国家要有大局观，尤其是核问题的关键方朝鲜和美国需要做出改变。
【 关 键 词 】平昌冬奥会 朝鲜半岛 形势前景
【作者简介】李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朝鲜半岛研究室主任、研究
员、博士。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8) 02-0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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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以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逐步
升级，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进入 ２０１８ 年，冰冻的朝鲜半岛吹来一
缕暖风。以韩国平昌冬奥会为契机，朝韩最高领导人互派特使团，朝韩体
育代表团在开幕式上共同入场，韩国积极推动美朝对话，美国应韩方请求
推迟两国联合军演，朝韩将举行首脑会晤，一时间半岛形势进入少有的和
缓期。但鉴于朝鲜半岛问题中的根本矛盾仍未解决，隐藏在和缓外衣之下
的危机仍可能随时爆发，缓和局面发生逆转的可能性不容小觑。为延续当
前的和平势头，推动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缓和，亚太地区国家尚需共同努力。

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突现转机的原因
２０１８ 年伊始，以韩国平昌冬奥会为契机，各方良性互动，朝鲜半岛出
现了少有的和缓局面。
（一）朝方以参加平昌冬奥会为契机，对韩国发起了迅猛的和平攻势，
给足了文在寅政府面子
从领导人层次看，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进行了
默契十足的间接首脑互动。金正恩委员长在元旦致辞中表达了朝鲜同意参加
由韩国主办的平昌冬奥会的信息，并强调改善南北关系 ；此后又表示欢迎文
在寅总统关于举行韩朝高级对话的提议，并指示恢复南北板门店热线。２ 月
８ 日，朝方低调举行朝鲜人民军建军 ７０ 周年阅兵式。２ 月 １０ 日，金正恩的
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以特使身分，在青瓦台向文在寅
转交金正恩的亲笔信，并转达金正恩邀请文在寅访问朝鲜的口信。这是朝方
高层自 ２００９ 年时隔 ８ 年半后再访青瓦台 ［１］，也是朝鲜“白头山血统”家族成
员首次踏上韩国土地。２ 月 １２ 日，金正恩委员长听取了朝鲜高级代表团的

［１］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３ 日，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在青瓦台接见了前来吊唁前总统金大中
的朝鲜代表团。朝鲜代表团主要成员有劳动党书记金己男和统战部长金养建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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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韩汇报并指出，朝韩借奥运之机以殷切期盼和共同意志营造了和解对话的
良好氛围，强调要巩固升华这一氛围，继续积累交流成果。他还具体提出了
未来韩朝关系发展方向，并下令有关部门采取具体措施。３ 月 ５ 日在会见文
在寅总统特使团时，金正恩表示将于 ４ 月访韩，举行南北首脑会晤。
从体育文化交流层次看，朝方派出了包括 ２２ 名选手在内的近 ５００ 人的
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在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上，韩朝体育代表团共同
入场。这是韩朝自 ２０００ 年悉尼奥运会以来第十次在国际体育大赛中共同入
场，距最近一次的 ２００７ 年长春亚冬会已时隔 １１ 年。这也是 ２７ 年来朝韩再
度共同组队——女子冰球队。朝鲜艺术团在韩国演出期间还演唱了韩国歌
曲，在演唱朝鲜歌曲时也对歌颂朝鲜体制的歌词做了修改。
朝鲜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有观点认为，朝鲜欲借此改善对韩
国关系并谋求其援助，以缓解国际社会制裁造成的经济困难。从目前看，
逾趋严厉的国际对朝制裁已近极限，朝鲜的经济压力日益严峻。而文在寅
政府在人道主义援助、恢复开城工业园、重启金刚山观光旅游等方面的立
场比李明博、朴槿惠政府灵活。因此，朝方期望借助改善朝韩关系来缓解
国际经济制裁造成的经济困难。但是，受制于“５·２４ 制裁措施”［１］ 及安理
会涉朝决议，韩国能给予朝鲜的东西并不多。［２］ 因此，朝鲜欲借改善对韩关
系来以缓解经济困难的说法站不住脚。
也有观点称，朝鲜的这种做法是想离间韩美同盟。但事实是，韩国根本
无法做到置韩美关系恶化于不顾，而一味与朝鲜改善关系。有关围绕冬奥会
事宜与朝方的每次接触，韩方都向美国做出说明。所以这种论断也不太靠谱。
［１］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韩国“天安”号警戒舰在其西部海域值勤时爆炸沉没，舰上
１０４ 名官兵中仅有 ５８ 人生还。韩国认定系朝鲜所为。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韩国统一部宣布，
除开城工业园区项目、针对婴幼儿、孕产妇等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援助之外，全面中断
南北经济交流与合作。
［２］ 关于恢复开城工业园、重启金刚山旅游，文在寅总统在 ２０１８ 年新年记者会上称，
半岛无核化是不能动摇的原则，将会彻底遵守安理会的制裁决议 ；开城工业园区和金刚
山旅游重启问题事关安理会制裁与朝鲜无核化，不是韩国单方面能决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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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朝方的举动更主要是基于本国外交与安全考量。随着朝
鲜执意持续搞核导试验，多个国家驱逐了朝鲜驻所在国大使，美国重新将
朝鲜列入“支恐名单”，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外交与经济压力与日俱增。而通
过改善朝韩关系、积极参加平昌冬奥会，即可在不弃核的情况下实现外交
突破，缓解外交孤立，进而改善朝鲜的战略安全环境，减轻战略压力。这
对朝鲜的外交战略而言可谓重大收获，而且还可造成其以拥核身份融入国
际社会的事实。正如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希尔所言，朝鲜欲借对韩国的和平
攻势、积极参加平昌冬奥会，展示“即使拥有核武器也能成为好邻居”，“朝
鲜是国际社会一员，而且是正常的一员”。［１］ 同时，也为朝鲜以后进一步加
强与俄罗斯的关系做好了铺垫。２０１８ 年是俄朝建交 ７０ 周年，俄方称正在积
极推动两国领导人会晤。
（二）韩国政府积极回应朝方的和平攻势，南北关系渐趋热络
朝韩双方在互派特使团、朝韩组建女子冰球联队、冬奥会开幕式共同
入场、朝艺术团在韩公演等问题上均进行了顺畅沟通与良好合作。３ 月 ５ 日，
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率文在寅总统特使团访朝，并于当日和金
正恩委员长共进晚餐。这是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韩国情院长金万福作为总统特使访
朝后，１１ 年来韩国总统特使首次访问朝鲜。朝韩关系上述进展的背景主要
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提供了坚实基础。文在寅当选总统后，将
对朝政策重点从“压朝促变”调整为“反战促谈”，［２］ 特别是他多次强调无意
［１］“美前助卿希尔称，平昌之后朝美紧张依旧”，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ｄｏｎｇａ．ｃｏｍ／Ｌｉｓｔ／Ｐｏｌｉｔｉｃ
ｓＮＫ／３／０００３０１／２０１８０１２５／８８３６０５０２／１。
［２］ 比如，文在寅就任总统后，为防止过度刺激朝鲜，降低了对朝心理战力度。韩军
在前线地区进行的对朝喊话中删除了直接批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的内容。韩国在
前线地区使用 ４０ 台扩音器对朝进行扩音喊话，喊话由谈话、新闻、韩剧、音乐等 ４ 个
节目组成，每天播出 ２０ 个小时。２０１７ 年，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下达《心理作战指南》，下
令韩军不要在对朝喊话中提及金正恩一词，并指出点名批评金正恩反而会引起朝鲜民众
的反感。对朝喊话中的对朝批评强度大幅降低。韩军还播出韩朝在平昌冬奥开幕式上共
同入场、韩朝组建女子冰球联队等消息，强调韩朝的“民族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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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朝鲜政权崩溃，无意搞人为统一，这与希望甚至谋求朝鲜“突变”的李
明博、朴槿惠政府有着明显不同。文在寅将核问题视为半岛生战的根源和
事关韩国生死攸关的问题，坚决反对朝鲜拥核和用核 ；警告朝鲜，拥核并
不能确保其自身安全和发展经济，朝鲜若使用核武器，将让其灭亡。同时
文在寅强调，将坚定致力于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核问题，坚决反对以战争方
式解决问题，要求美国在采取军事措施前必须征得韩国同意 ；对朝鲜实施
制裁不是目的，是促谈手段 ；对朝鲜实行制裁是必要的，对朝鲜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也同样重要 ；主张阶段性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文在寅还主张推
动韩朝进一步融合，构建半岛新经济地图，为渐进统一奠定经济基础。
二是围绕平昌冬奥会韩朝之间早有接触。据韩国《东亚日报》报道，
金正恩在新年讲话当中的提议与韩国政府的及时回应并非即兴之举。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围绕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事宜，韩朝双方以参加国际青少年足球
大会为契机在中国昆明进行了首次秘密接触。１２ 月，江原道知事崔文洵和
朝鲜体育代表团团长文雄再度在昆明接触，韩方向朝方发出了热情邀请。［１］
青瓦台高层亦称，朝方派金与正访韩，展示了极大诚意，这也是因为双方
在水面下做了很多努力。［２］
不可否认，韩国对改善韩朝关系也存在诸多现实需求。
一是平昌冬奥会是文在寅政府的首次主场外交。韩国政府自然不愿因
半岛局势紧张干扰冬奥会，所以维稳心态强烈。同时考虑到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将
举行地方选举，文在寅政府希望借冬奥会延续和平态势，为执政党赢得选
举造势，从而巩固执政根基。
二是文在寅政府希望通过改善南北关系掌握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主导
权。文在寅上台后多次表态，韩国要充当朝鲜半岛事务的“驾驶员”。因此，
［１］“去年 １１ 月 ９ 日南北围绕‘参加平昌’在中国昆明进行了首次秘密接触”，
［韩］
《东
亚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 日。
［２］“青瓦台探索建立为实现无核化的南北高级渠道”，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ｎａｖｅｒ．ｃｏｍ／ｍａｉｎ／
ｒｅａｄ．ｎｈｎ？ｍｏｄｅ＝ＬＳＤ＆ｍｉｄ＝ｓｈｍ＆ｓｉｄ１＝１００＆ｏｉｄ＝００５＆ａｉｄ＝０００１０７３３６４。

-18-

从平昌冬奥会看朝鲜半岛形势现状与前景
在金正恩元旦讲话次日，文在寅即对朝鲜的提议举行高层对话。文在寅政
府计划在冬奥会、人道援助、民间交流、离散家属会面等议题上与朝鲜开
展合作，同时积极在朝美之间斡旋，谋求将韩朝对话与朝美对话进行对接，
以重启半岛无核化进程。
三是欲再现韩国的昔日辉煌。１９８８ 年，韩国举办过汉城奥运会。为办
好奥运会，当时的韩国政府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攻势。
全斗焕政府以离散家属团聚和经济会谈为抓手，开启了与朝鲜的交流 ；卢
泰愚政府则通过实施“北方政策”与苏联、中国建交。《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
和《朝韩基本协议书》也是那个时期的重要成果。
（三）当前半岛的缓和局面亦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成果
一是韩美推迟联合军演为朝韩对话创造契机。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４ 日，特朗
普总统在与文在寅总统的通话中表示，在朝韩对话期间，美国不会采取任
何军事行动。美韩两国首脑就推迟联合军演达成共识。１ 月 １０ 日，也就是
在朝韩高级会谈之后，韩美总统再次通话，双方表示将紧密合作，以促成
韩朝对话自然过渡到为着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朝美对话。特别是特朗普称，
“在
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朝方若希望对话，美方都没有问题”。
二是从联合国层次看，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联大会议通过《奥林匹克休
战决议》，敦促冬奥会前后停止一切敌对行为。这也有利于促成当下的朝鲜
半岛和平。２ 月 ８ 日，安理会制裁朝鲜委员会（１７１８ 委员会）决定从 ９ 日
起的 ３ 天内给予被安理会第 ２３５６ 号决议拉黑的朝鲜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
员长崔辉豁免制裁的待遇。崔辉由此得以按原计划随朝鲜高级代表团访韩。

二、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趋势
从中长期看，朝鲜半岛局势恶化至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
一是迄今美朝还都是理性行为体，战争的残酷性令美朝不会轻易动武。
１９９４ 年第一次朝鲜半岛核危机爆发后，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在对“对朝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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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核设施搞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场景进行推演后发现 ：若打，美方将付出惨
重代价，至少会有 １００ 万军人丧生（包括美、韩、朝三国军人在内），韩国
民众死伤人数将达 ５００ 万，战争将造成 １，０００ 亿美元的损失，以及 ３，０００ 亿
美元的战后重建费用。所以，克林顿政府没有对朝鲜动手。到了今天，这
个问题仍然存在。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曾经说过 ：
“在朝核问题
上，不存在军事解决选项，那是不现实的。在常规战争爆发的半小时以内，
首尔将有 １，０００ 万人丧生，谁能解决这个难题？若解决不了，就不要提军事
选项。”这就意味着美国在对朝鲜动用军事手段上仍会非常谨慎。
二是特朗普政府认为对朝制裁是有效果的，特别是今年初以来朝鲜对
韩国的和平攻势在其看来是美国制裁的结果。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美国务卿
蒂勒森称，对朝鲜的制裁已经开始让朝鲜感到痛了 ；诸多证据表明，朝鲜
深受粮食与燃料短缺的折磨。另外，美国也认为中国在对朝施压上尚未使
出全力，当下美国对朝政策重点之一仍是逼迫中国对朝进一步施压。所以，
在施压手段未见最后效果前，美国不会轻易对朝动武。从目前美军方的表
态看，还是主张先通过政治、外交和经济等手段来解决问题，外交仍是美
国解决半岛问题的“第一选择”。
三是地区和平力量上升，有效遏制了动武冲动。中、俄、韩均主张通
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坚决反对战争。特别是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中国和俄罗
斯以中方的“双轨并行”思路、“双暂停”倡议以及俄方“分步走”设想为基
础发表联合声明，提议对立各方同步开启谈判，确定相互关系的总体原则，
包括不使用武力、不侵略、和平共处、愿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等，
一揽子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另外，朝韩和解合作若能顺利推进，
也将有效缓解对抗，有利于维护和平。
但是，鉴于根本矛盾尚未解决，朝鲜半岛局势再度反复甚至发生武装
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且不容小觑。
（一）朝拥核立场并未松动，技术上有继续进行核导试验的需求
金正恩在元旦讲话中强调，“核按钮就在我的办公桌上”、“美国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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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处于朝核打击的范围内”，要求大量生产和实战部署核导武器。国际社会
普遍认为，朝鲜仍未掌握弹道导弹弹头再入大气层、精确制导等关键技术，
所以朝鲜有再搞试验的技术需要。２０１８ 年又是朝鲜建国 ７０ 周年，其或为献
礼而发射卫星或核试。若此，半岛危机将重新激化。
（二）美国对朝鲜的敌视未变
美国对朝鲜认知日趋恶化，认为一个核武装的独裁政权在可预见的未
来将是美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特朗普政府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强调在无
核化问题上决不让步与妥协 ；为防止朝核武器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美国必
须对朝鲜搞极限施压，而且不能重复以往政府的错误，让美国的处境变得
更加危险 ；甚至部分议员认为，朝核问题已经过了对话解决的阶段。在特
朗普政府 ２０１８ 年的国情咨文中，很多内容涉及朝鲜和半岛问题，足以说明
解决朝核问题在特朗普政府的议事日程中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尽管特朗普
容忍当前的韩朝对话，但华盛顿政界的气氛对金正恩及朝鲜参加平昌冬奥
会均持否定态度。美国副总统彭斯、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分别出席平昌冬奥
会开、闭幕式，但均拒绝与朝方代表团接触。
同时，美国对朝经济制裁与军事围堵不断加码。经济上，２０１８ 年以来，
美国不顾朝韩关系转暖而对朝实施了包括 ２ 月 ２３ 日“史上最重”单边制裁
在内的多个单边制裁。美国先是拿朝鲜企业开刀，再扩展至国家机关（朝
鲜人民武力省、国务委员会等）、中国银行、第三国企业、朝鲜银行、船舶
等，逐步升级对朝制裁，朝鲜的脖子被越勒越紧。这些制裁在特朗普政府
看来是管用的，而且制裁会一直持续到朝鲜投降为止。即使参加平昌冬奥会，
美国也不想让朝鲜得到喘息机会。但若美国进一步加强制裁，其引发的后
果需高度警惕。１ 月 ３１ 日，俄罗斯驻朝大使称，若中断对朝石油制品供应，
意味着对朝鲜进行经济封锁，朝鲜将视其为宣战。
军事上，虽然美国内主张通过经济与外交压力解决朝核问题的声音要
高过主张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的，但其耐心似乎也快到极限。特朗普政府对
朝政策的两大主轴——防长马蒂斯和前国务卿蒂勒森都曾放话，对朝核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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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交如果搞不定，接下来的活就轮到国防部了”。以维护冬奥会安全为
由，美国加紧在半岛周边部署核动力航母、Ｂ－５２、Ｂ－２、Ｂ－１Ｂ 战略轰炸机
等战略武器。１ 月 ３０ 日，此前被内定为新任驻韩大使的维克多·车因反对
特朗普政府对朝搞“迎面痛击”
（ｂｌｏｏｄｙ ｎｏｓｅ）式军事打击而被撤销任命。这
些都充分反映出美国内对朝鲜的强硬气氛，以及对朝动武预案逾趋详尽。４
月，美韩将重启此前因平昌冬奥会推迟的“关键决断”和“秃鹫”联合军演，
并持续至 ５ 月 ；８ 月，还将举行“乙支自由卫士”联合军演。这些均无助于
半岛的和平稳定。
（三）在主导局势发展方面，可供韩政府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
一是受朝核问题及美国的严重牵制。韩国政府计划将平昌冬奥会开成
“和平冬奥会”，以平昌冬奥会、朝鲜高级代表团访韩为契机改善韩朝关系，
并由此推动旨在实现无核化的朝美对话，最终实现半岛和平。但事实并不
尽如人意。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韩国青瓦台负责和平军控的秘书官崔宗健秘
密访美，欲说服美方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在美韩重启联合军演前与朝鲜
对话。但美国务院认为目前与朝鲜对话为时尚早，美国防部公开表示冬奥
会结束后马上重启联合军演。美防长马蒂斯称，朝鲜金正恩政权正对全世
界构成威胁，冬奥会的对话不能转移无核化目标。２ 月 ２ 日在韩美首脑的通
话中，文在寅向特朗普提议，彭斯副总统访韩时与朝方高级代表团进行对话。
但特朗普不置可否，反而强调要进一步勒紧有可能松动的对朝施压的缰绳。
彭斯也表示，美国“去平昌旨在传达战略忍耐时代已结束这一简单明了的信
号”，并强调“朝鲜若继续搞弹道导弹试验、威胁美国，我们会明确地告诉
他们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１］ 因此，在回应金正恩的访朝邀请时，文在
寅无法一口答应，仅表示今后要创造条件实现访朝。显然，文在寅十分顾
忌美国因素，也难以在半岛无核化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大幅改善韩朝关系。

［１］“特朗普对于文总统的‘平昌朝美对话’提议未做任何应答”，
［韩］《东亚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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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韩国内因素也会束缚文在寅对朝政策手脚。自 ２０１０ 年“天安舰事
件”至今，因南北冲突和朝频繁搞核导试验，韩国民众的反朝情绪上升。朝
鲜统战部长金英哲出席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引发韩国内强烈反弹就是很好的
例证。韩国保守舆论认为，朝鲜对韩国的“和平攻势”包藏祸心，意在分化
美韩同盟、制造“南南矛盾”
（韩国内矛盾），甚至是在为完善其核武装争取
时间。针对 ４ 月的韩朝首脑会晤，韩国内保守势力也告诫文在寅政府不要
再上朝方的当。所以，文在寅政府缺乏改善对朝关系的广泛民意基础，不
可能再像金大中和卢武铉两届政府那样大幅开展韩朝交流与合作。

三、地区国家的应对之策
为延续当前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出现的、来之不易的和平态势，推动
局势进一步缓和，重启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笔者认为地区国家可考虑在
以下三方面下功夫。
（一）对朝韩和解合作要抱有积极心态，要予以鼓励和支持
纵观朝韩关系史，南北对抗与对话交错前行，但对抗还是占据了主导
地位。作为朝鲜半岛的近邻，中方一贯支持南北双方通过对话改善关系，
以实际行动推进和解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 ：
“朝韩作为同一民族，
改善相互关系，推进和解合作，符合双方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促进本地区
和平与发展。当前朝韩关系和半岛局势出现了难得的缓和势头，值得各方
倍加珍惜和维护。”［１］
（二）相关国家要有大局观，尤其是核问题的关键方朝鲜和美国需要做
出改变
朝鲜需要认清的是，其不弃核则不可能融入国际社会的事实。朝鲜要
想成为举世公认的拥核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逆势而为，国际核不扩散
机制不允许，地区国家也不允许。所以朝鲜若固执己见，只能招致愈加严
［１］“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２ 日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耿 爽 主 持 例 行 记 者 会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ｄｔ＿６７４８７９／ｆｙｒｂｔ＿６７４８８９／ｔ１５３４３５８．ｓｈｔｍｌ。

-23-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厉的国际制裁和严重的外交孤立。朝鲜要想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国，
发展经济、让百姓过上美满生活，不弃核是不可能实现的。另外，朝也不
要以为拥有了“两弹一星”或更厉害的东西，美国就会服软，就会和朝鲜对话。
“一个小国要同超级大国平起平坐，就不是用武器即军事力量，而要发挥言
力即智力，别无他法。……美国只承认强者，而对弱者连理都不理。要在
这场战争中取胜，就必须具有超越对方的智慧和胆略。”［１］
美国也一样，需要改变基本判断和做法，不要以为“极限施压”即可
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奥巴马政府对朝搞的是“战略忍耐”，但其本质也是
“极限施压”。朝鲜的 ６ 次核试验中有 ４ 次发生在奥巴马任内的事实足以说
明该政策的失败。半岛核问题仅靠制裁和施压无法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
对话轨道，这就需要美方更加积极主动地谋划对朝政策，而不是一味施压。
正如美国学者所言 ：
“应对核武装的独裁政权的唯一恰当方法，就是要有
一整套设计精巧的遏制、平衡与介入战略，最好还应有全球民主同盟的帮
助。”［２］“朝鲜领导人花了几十年来研发核武，并将此作为确保主权、获得
尊重、以及威慑外部力量的灵丹妙药。在没有政治与经济诱惑相结合的情
况下，不太可能让朝自动放弃这种追求。鉴此，美国政府开出朝鲜弃核即
可获得的具体利益清单则显得至关重要。李明博政府虽然针对朝鲜弃核及
对外开放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发展承诺，但朝鲜领导人可能认为美方的提议
更加可信。”［３］
同时，美国也不应一方面因为厌恶朝鲜政权，对推进半岛无核化产生
疲劳感，而一味向中国转嫁责任 ；另一方面又不顾中国的战略利益，执意
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因为按照美国当下的做法，把责任推给中国，让
［１］ ［ 朝 ］ 全哲男 ：
《朝美智力较量 —— 核 • 导弹 • 人造卫星》，朝鲜外文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７８ 页。
［２］ Ｐａｕｌ Ｄ． Ｍｉｌｌ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ｅａｃ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ｐｒｉｌ－Ｍａｙ ２０１２， ｐ．７３．
［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 Ｊｏｈｎ Ｈ． Ｔｉｌｅｌｌｉ Ｊｒ．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ｔ Ａ． Ｓｎｙｄｅｒ，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０， 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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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昌冬奥会看朝鲜半岛形势现状与前景
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压力和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倘若朝鲜政权没顶住压力，
垮了，这正好遂了美国的心愿，美国求之不得 ；朝鲜政权若顶住了压力，
没垮台，中朝关系就会因此冷淡甚至恶化，中韩战略互信也将受到严重损害，
美韩日三边准同盟体系却可乘机进一步加强。总之，无论哪种结果都符合
美国的战略利益，只赢不输、稳赚不赔。这些都无助于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
也无助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所以，美国应该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上
承担责任，并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方面展现诚意，防止半岛紧张局势失控。
（三）坚定不移地以和平方式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加强实现无核化
方案或路线图设计
围绕朝核问题，朝美双方仍各持己见，朝鲜坚持无条件对话，美国则
坚持有条件对话。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双方坐到一起，对话也只能是昙花
一现，对推动问题的实质性解决作用不大。因此，当下迫切需要具有详细
规划的解决问题的路线图，否则只是空谈甚至是瞎谈。迄今，中方提出了“实
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思路和“双暂停”倡议，俄方
有“分步走”设想，韩方也提出了“从冻结到弃核”的“二阶段路线图”。而
且 ２ 月 ２５ 日会见朝鲜统战部长金英哲时，文在寅谈到朝鲜应采取事前措施
来推动朝美无核化谈判。据韩国政府人士称，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措施可细
分为 Ａ—Ｚ，文在寅总统提到的“事前举措”应相当于 Ａ，即在进入半岛无
核化谈判之前需确认朝鲜弃核意志的最小限度的举措。［１］ 所以中俄韩三方完
全可以在议题设置和路线规划上加强合作，这样既能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
重启，也有利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收稿日期 ：2018-03-08】

［１］“朝应采取为实现无核化谈判的事前措施”，
［韩］
《东亚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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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 ：充满强大的内生动力
赵鸣文

【内容提要】在中俄两国元首的共同努力下，两国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
水平不断提升，军事、经贸、科技、金融、能源和人文等领域的合作连
续取得丰硕成果。虽然两国关系中尚存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美国新
政府也试图“拉俄抑华”，但所有这些都不会影响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稳健发展势头。发展互利合作关系是两国长期的战略选择，不受
外部因素干扰 ， 俄国内对发展对华关系亦有普遍共识。中俄两国互利合作
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 关 键 词 】中俄关系 美国因素 战略互信 互利合作 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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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高水平上行稳致远，政治互信和
战略协作水平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深入发展。尽管两国在战略协作和互利
合作中仍存在一些“发展中”的问题，然而中俄关系始终保持稳健的发展势头。

一、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水平不断提升
中俄领导人在双边会晤时反复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相
互之间都将努力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中
俄已成为真正相互信赖的战略伙伴。
（一）元首互动频繁。２０１７ 年，两国元首保持 ５ 次正式会晤和其他形
式的紧密互动，及时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对表”、交换意见，为双边关
系发展夯基领航。双方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前一天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合声明》，
进一步协调了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立场，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
化，两国都将恪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相互视对方为外交优先伙
伴。两国元首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时重申，双方将始终把发展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各自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保持高层密切交
往、加大相互支持，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沟通协调，巩固业已建
立的高度政治互信，携手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的更高水平。两国元首在分
别致俄中友协成立 ６０ 周年庆祝大会的贺信中，高度评价俄中友协为增进两
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在中共十九大闭幕和习近平再
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普京总统第一时间打来电话祝贺，称这充分体
现了中国人民对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及习近平在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习近平主席则感谢普京总统的祝贺并强
调，俄罗斯是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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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俄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
（二）战略磋商机制化。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致两国执政党对话机
制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中俄政党论坛的贺信中均强调，两党的“对话会”和
“论坛”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两党机制化交往的
重要平台。双方在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期间提出，两国的立法
机构合作不仅要跟上双边关系发展节奏，更要为两国深入开展全方位合作
创造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在中俄第十三轮战略安全磋商期间，双方提
出要认清加强战略互信和战略协作、加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
支持的重要性，不断丰富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涵，维护好共同战
略安全利益，为各自发展振兴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
（三）发展战略对接。俄方“２０３０ 经济安全战略”与中方包括“两个
一百年”在内的国家发展战略十分契合。中方始终对欧亚经济联盟持积极
支持立场，视其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战略伙伴，俄罗斯可在这一建设中
发挥独特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俄方高度评价中方对大欧亚伙伴关系倡
议的支持，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视为优先任
务之一。“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副书记热列兹尼亚克认为，欧亚经济联
盟与“一带一路”对接合作具有世界性意义，有望成为最成功的地区一体化
工程之一。经过 ５ 轮谈判、３ 次工作组会议和 ２ 次部长级磋商，中国与欧
亚经济联盟签署《关于实质性结束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谈判
的联合声明》。
（四）美国因素未能干扰中俄关系。无论是特朗普总统试图采取“拉俄
抑华”，还是“联华制俄”策略，中俄关系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俄驻华大
使杰尼索夫早就表示，虽然特朗普的竞选口号及其承诺正在逐步变为具体
政策，但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俄罗斯而言，俄中关系都是政治方程式中的
常数，俄中关系不会因美国政府更迭而发生变化。当特朗普改变对华强硬
路线后，俄总统顾问格拉济耶夫公开表示，基于俄中关系是建立在务实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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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一致基础上，并不会出现“中美国”的情况。俄精英也普遍认为，“中
国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会晤没有使俄中合作走样”。［１］ 至于中美签署 ２，５３５ 亿
美元的意向性天价合作项目协议，不少俄罗斯专家认为，这并不会影响俄
中高科技和能源等领域合作的广阔前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更是坚称，当
今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互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方对中俄
关系充满信心，绝不会因外部因素影响而动摇。
（五）俄罗斯不断深化对华认知。普京总统及其精英阶层公开赞誉中
国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和“牵引船”。［２］ 如今，在俄罗斯用“全球科
技领军者”一词来形容中国已无人感到吃惊，中国不再是廉价日用品的代
名词，其科技完全可与西方媲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不无感慨地说，中
国完成了堪比苏联时期斯大林工业化的宏伟现代化，其工业产值世界第一，
正在成为全球主要金融、经济和工业中心。［３］ 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很有吸
引力的国际秩序新模式，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加入中国航道。［４］ 相比之下，
俄 ＧＤＰ 占世界的比重却下降至 ２％。在此情况下，再说谁是兄长、谁是小
弟已无意义。俄罗斯对与中国的平等合作模式感到满意。［５］ 与 １０ 年前相比，
现在俄罗斯人对华态度更趋友好。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民调显示，将中
国视为战略和经济伙伴的俄民众比例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４％ 上升至 ５０％ ；对于
俄是否需以某种方式回应“中国部署导弹”的问题，有 ２４％ 的受访者认为无

[1] Андрей Кириллов и Николай Селищев.Эксперты позитивно оценивают итоги
XIX съезда КПК и его влияние на отношения РФ и Китая//ТАСС.16 ноября 2017, http://
tass.ru/politika/4733722.
[2] Эксперт: Китай планирует стать“буксиром”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РИА Новости,
https://ria.ru/radio_brief/20171018/1507051961.html.
[3]《俄共领袖 ：中国将成为全球主要的金融和工业中心》，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http://sputniknews.cn/economics/201710241023875101/。
[4] Юрий Зайнашев.Россия для США – всего лишь одно из звеньев цепи хаоса//
Взгляд.https://vz.ru/politics/2017/4/10/865655.html.
[5] Вячеслав Костиков.В какие карты играет Китай. Стоит ли России опасаться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 42 18/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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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担忧。［１］ 俄“社会舆论”基金会的数据显示，６２％ 的受访民众认为，在俄
罗斯的对外关系中俄中关系最好，中国对其友好度首超传统的“头号盟友”
白俄罗斯，跃居俄罗斯最友好和亲近的国家榜首。
面对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泛起，俄精英纷纷批驳，这与欧美炮制的
“俄罗斯威胁论”如出一辙，都是西方政客用来吓唬本国民众的舆论工具 ；
正是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断向俄“灌输来自中国的威胁论调”，企图让俄中
相斗，“可我们已不再相信”。［２］ 所谓的俄罗斯可能沦为中国经济附庸的论
调越来越没有市场。俄中经贸合作中心主席萨纳科耶夫指出，俄过去一直
向欧洲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购买来自西方的大量商品，但无人提及俄对西
方的依赖问题；而今，有人说俄经济面向中国将丧失主权，这显然是鼓噪“黄
种人是威胁”的“挑唆行为”，中俄经济利益互补，即使在互利合作中出现
某些竞争现象，其也是“正和博弈”。［３］ 至于中方针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
反导系统的严峻情势，有可能在东北地区部署“东风 － ４１”洲际弹道导弹的
传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明确表示，俄方没有把中国某些发展武装
力量的行动以及军事建设视作对俄的威胁。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
主席科萨切夫称，俄中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此没
有任何理由感到顾虑 ；俄大部分国土都处于中国导弹无法攻击到的盲区。［４］
（六）战略协作更趋紧密。中俄一致呼吁国际社会努力构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克服全球经济增长难题，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两国重申 ：联合国作

[1]《民调显示半数俄罗斯人视中国为战略和经济伙伴》，参考消息网，http://www.
cankaoxiaoxi.com/world/20170208/1667996.shtml。
[2] Artyom Lukin-Professor,“Western Strategists Need To Stop Pitting Russia Against
China,”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russia-china-nato_us_5873a07ce4b02b5f85
89eb03.
[3] Игорь Гашков.От хлеба до атом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что Россия экспортирует в
Китай// РИА Новости.https://ria.ru/politics/20170919/1505101145.html.
[4] Китай решил добиться “большего уважения”ракетным способом-СМИ связали
размещение комплекса с инаугурацией Трампа//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4.0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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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应继续在全球治理中发
挥核心作用 ；支持对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进行必要和合理改革 ；愿同国际社
会一道致力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稳定，共同应对恐
怖主义等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认为某
些国家以所谓导弹威胁为借口，单方面发展并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部署反导
系统，严重损害包括中俄在内的域内国家战略安全利益，对国际和地区战
略平衡与安全稳定带来消极影响 ；反对并呼吁有关各方在中俄《防止在外
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基础上尽快启动
谈判进程，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裁军和核不扩散体
系基石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主张就打击生化恐怖袭击制定国际公约，对叙
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展开独立全面调查 ；高度评价俄空天军应叙利亚合法政
府要求，为恢复叙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开展的反恐行动 ；谴责美国在韩国
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对来自朝鲜方面可能威胁的“不相称”回应，令朝
鲜半岛核问题复杂化，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严重风险。

二、军事与安全合作更加深入
中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深入发展，两军关系持续高位运行，
军事互动与军技交流更趋紧密。
（一）共同举行反导形势吹风会。在日内瓦裁军谈判和联大第一委员
会会议期间等多边场合，中俄两军就全球和地区反导形势先后联合举行 ３
次吹风会，重申有关国家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绝对安全来发
展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必然恶化国际安全环境，严重威胁国际太空活动安全、
破坏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引发对抗甚至军备竞赛。双方还向联大提交了
两国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决议草案，呼吁所有国家支持这一倡议。
（二）俄方履行对华军售合同。俄已向中方交付第三批 ５ 架苏 －３５Ｓ 战
机，中方飞行员前往莫斯科接受驾驶此类飞机培训。２０１８ 年，俄将向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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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余下的飞机和地面设施及备用发动机等设备。本应 ２０１６ 年底向中方交
付的首批 Ｓ－４００ 防空导弹系统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向中国起运。俄新社报道
称，中俄同在一片天空下，双方必须尽可能地利用两国战机和反导系统的
合力来抵御各种当代威胁 ；俄中不打算建立基于相互义务的传统军事联盟，
但共同防卫空间比形式上的联盟更重要。
（三）加强网络安全合作。中俄立法机构在制订网络空间普遍行为规则
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携手应对来自网络空间的威胁。两国共同声明，谴责
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呼吁国际社会摒弃双重标准，以形成政治合力，标
本兼治，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双方表示，要进一步深化两国在信息通信技
术方面的合作，防止恐怖分子利用相关技术对各自的网络进行攻击，共同
探讨国际社会在该领域开展合作的形式及具体措施，制定打击利用信息通
信技术从事恐怖主义的公约，为各国开展多边执法合作提供依据。
（四）举行海上联合军演。在《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中俄军事领域合作发展
“路线图”》框架下，两国海军在毗邻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日本海和鄂霍次
克海举行两个阶段的“海上联合—２０１７”军演。这次军演开创了多个“首次”：
两国海军首次在波罗的海水域举行军演 ；中方首次将海军作战力量投送至
波罗的海并首次将最新型战舰——０５２Ｄ 型导弹驱逐舰投入两军演习 ；俄方
首次邀中国海军进入波罗的海和鄂霍次克海联合演习并与中方演练对“失
事”潜艇救援，这也是俄方首次与外军演练此类科目，凸显两军高度互信
水平和深厚友谊。通过联合军演，进一步提高了两军战舰联合行动的组织
和协调水平，并彰显了两国海军携手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坚定决心。
１２ 月，中俄两军在北京举行“空天安全—２０１７”第二次首长司令部联合反导
计算机演习，大大提升了双方在联合反导方面的能力。中国武警部队与俄
国民卫队在银川某训练基地完成“合作—２０１７”联合反恐演训，极大地增强
了两支部队在本地区突发恐怖主义威胁时的联合应对和作战能力，达到了
相互学习、交流反恐战法和实战经验、增进友谊和深化合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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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领域合作不断跟进
中俄两国在高科技、经贸、金融、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毗邻地区和
农业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高科技

两国正式启动 ＡＨＬ 重型直升机项目及相关合同的签署

筹备工作。中俄国际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ＣＲＡＩＣ）在上海挂牌成立，
标志着双方的 ＣＲ９２９ 远程宽体客机合作项目迈出实质性步伐。中国卫星导
航系统委员会与俄国家航天公司签署包括建立卫星导航创新中心等内容的
合作议定书。两国有关部门完成“北斗”与“格洛纳斯”导航系统的兼容性
测试，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航天局与俄罗斯联邦国家航天集团公
司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航天合作大纲》，双方将在月球和深空、特殊材料、卫星
系统、地球遥感、飞船碎片寻找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二）经贸

在习近平主席对俄国事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价值达 １００ 亿

美元的近 ３０ 份合作文件。两国投资合作委员会确定的 ７３ 个优先投资项目
“一
中的 １７ 个项目已在积极落实之中。［１］ 中国已成为俄最大的投资来源国，
带一路”项目框架内 ３４％ 的投资流向俄罗斯。中俄经贸合作呈现稳中向好
的发展态势，中国连续 ７ 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２０１７ 年前 ９ 个月，
中国对俄投资同比增长 ３４％，全年两国贸易额上升至 ８４０．７１ 亿美元，同比
增长 ２０．８％。其中，中国对俄的出口额为 ４２８．７６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４．８％ ；
进口额为 ４１１．９５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２７．７％。［２］ 俄罗斯专家坦言，中国在恢
复俄经济方面发挥了足够重要的作用 ：俄中贸易和农产品对华出口的增加

[1] Анатолий Комраков.Госбюджет почти не получает отчислений от китайского
бизнеса в РФ-К инвестициям из Поднебесн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одходить с особой
осторожностью//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2.04.2017.
[2]《海关数据 ：2017 年中俄贸易额达 8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8%》，中俄资讯网，
http://www.chinaru.info/zhongejmyw/zhongemaoyi/515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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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俄罗斯对本国出口结构实现多元化 ；中国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也对其
保持原材料的理想价位提供支撑。两国跨境电商合作快速发展，并成为双
边经贸合作新亮点。“全球速卖通”成为最受俄罗斯人欢迎的电商之一，也
是俄最大的外国电商平台，用户超过 ２，２２０ 万。继两国开通从郑州、哈尔滨
分别到新西伯利亚的定期邮政航班以来，哈尔滨至叶卡捷琳堡的定期邮政
航班也将正式开通。双方还计划开启中国通往雅库茨克、阿纳德尔、彼得
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定期邮政航班。
（三）金融

俄联邦中央银行正式在北京开设代表处，凸显两国金融关

系的紧密程度。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签署建立以人民
币结算的联合投资基金（总额 ６８０ 亿元人民币）协议，并与俄对外经济银
行签署投资期限 １５ 年、总额为 ８．５ 亿美元的合作框架协议。中国银联国际
公司进一步扩大了与俄罗斯国家支付卡公司（ＮＳＰＫ）和俄罗斯商业银行在
俄境内的发卡业务合作。迄今，俄 １０ 家金融机构已发行了 ５０ 余万张银联卡，
有超过 ３０ 万家商户和 ４ 万多台 ＡＴＭ 可使用银联卡。此外，中国进出口银
行与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签署向后者提供 ３０ 亿美元额度（人民币贷款）的
框架性贷款协议，旨在对俄高科技、知识密集型和创新产业及基础设施项
目融资。双方表示，将继续拓展两国银行间、支付系统和支付服务及保险
领域合作，同意在遵守现有监管框架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基础上促进双方
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化布局与金融市场的整合。
（四）能源 中俄石油贸易不断扩大。２０１７ 年前 ８ 个月，俄对华原油供
应增长超过 ３８．５％。在西方制裁导致俄大型能源企业资金链被切断的情况下，
俄罗斯石油公司加大了从中方寻找融资渠道的力度，并获得了可“替代支
持”，成功完成向北京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出售总额为 １１ 亿美元的所属上乔
纳斯科石油天然气公司 ２０％ 的股权交易。中俄企业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敲定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与阿拉伯投资者联合收购俄罗斯陆上石油钻
探公司“欧亚钻井”的股份。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股份公司签署对华东线供气补充协议，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起，俄方通过“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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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力量－ １ 号”
（东线）天然气管道对华供气。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俄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和谅解备忘录，就实施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在中国境内和第三国
开展 ＬＮＧ 和天然气销售方面加强合作。１２ 月，中俄亚马尔项目首条液化天
然气生产线正式投产，中方每年将获得 ４００ 万吨液化天然气。同时，中俄
原油管道二期——“斯科沃罗季诺—漠河—大庆”管线全线贯通，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俄对华年输油能力从此前的 １，６５０ 万吨增至 ３，０００ 万吨。随
着在建的东线天然气管道于 ２０１９ 年投入使用，俄罗斯对华天然气的供应规
模也将大幅增加。
（五）基础设施建设

中俄“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被列入两国经济

发展长期规划，并将于 ２０２３ 年投入运营。中国东莞至俄罗斯沃尔西诺的铁
路线投入运行，不仅使经该路线运输货物的用时比海路缩短三分之二，其
运费也比空运便宜一半。中国中车与俄锡纳拉集团就在俄建立高铁列车生
产联合企业达成一致，以实现高铁列车设备的本地化生产。中国诚通集团
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签署关于建立规模达 １０ 亿美元的联合投资基金相
互谅解备忘录，旨在投资两国基础设施等联合项目。两国还决定合作开发
北极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矿产和旅游等资源。针对跨境桥梁项目俄方一
侧进展缓慢情况，俄方多次表示，将力争在 ２０１８ 年建成下列宁斯阔耶—同
江和布拉戈维申斯克—黑河铁路桥。两国总理在定期会晤期间商定，双方
将继续推动两国的交通运输、跨境基础设施、物流及其他重点领域的项目
合作 ；推动同江—下列宁斯阔耶铁路桥、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和
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江索道项目按期完工，加紧商谈并尽快签署建设
东宁—波尔塔夫卡公路桥的政府间协定。继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建的中
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项目荣获莫斯科古建筑修复比赛“最佳施工组织
奖”和“最佳项目奖”后，该项目又获得俄方授予的“文化遗产修复及现代
化使用”特别大奖。同时，由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建的“莫斯科中国贸易
中心”凭借其优质的水准又使“中国标准”首次获得俄建筑管理行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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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中国速度”和“中国建筑品牌”的魅力，成为中企在俄罗斯一个标志
性工程。在涵盖工业与民用建筑 ２００ 多家公司的 １，０００ 多个项目评比中，该
工程荣获莫斯科市建筑行业质量最高奖——“２０１７ 年度莫斯科市优质工程
奖”第一名。
（六）毗邻地区和农业

中方在俄远东跨越式发展区和 ５ 个自由港内

实施的 ２３ 个项目稳步进行。仅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中国与远东地区的贸易额
即增长 ３３．６％，达到 ３６ 亿美元，成为俄远东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１］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中国投资占远东地区总投资额的 ７％ 和外国投资总额的 ８６％ 以
上，涵盖林业、农业、建材、轻工、能矿和商贸等诸多领域。［２］ 两国有关部
门还商定扩大俄对华小麦出口。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分别与俄
农业部签署关于俄联邦产小麦、葵花籽、亚麻籽和燕麦对华出口植物检疫
要求议定书，与俄联邦动植物卫生监督局签署阿穆尔州和车里雅宾斯克州
对华出口小麦、荞麦、燕麦、葵花籽和亚麻籽的资格议定书，使俄方具备
对华出口粮食作物资质的联邦主体增加至 ６ 个。
（七）人文

双方积极落实两国文化部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合作计划开局

年”和中俄“媒体交流年”收官年举行的各项活动，以增进两国民众的相知
相亲、巩固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在习近平主席
访俄期间，双方签署了 １８ 份有关媒体领域的合作文件。两国总理在定期会
晤期间决定，将共同支持扩大两国在广播、电影、电视、平面媒体、媒体
产业和新媒体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学习对方语言的人数有增无减。中方在俄罗斯就读的大学生约有 ２．６ 万
人，俄方在华学习的大学生约为 １．７ 万人。中国有 １３０ 所高校教授俄语，俄
罗斯有 ２００ 余所院校开设汉语课程。中文考试已覆盖俄罗斯所有设置汉语
[1] Ольга Самофалова.Дружба с Китаем способна дать России большую прибыль//
Взгляд.3 июля 2017.
[2] Анатолий Комраков.Госбюджет почти не получает отчислений от китайского
бизнеса в РФ//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2.0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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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中学，并成为其国考第五外语。相当一部分学校都将中文作为学生
的基本必读科目，并将考试分数计入总成绩。２０２０ 年，汉语将正式纳入俄
罗斯国家统考体系。
旅游合作快速发展。俄方以“十月革命”１００ 周年为契机，不断增加
旅游线路和产品。２０１７ 年前 ９ 个月，仅免签证去俄罗斯的中国游客即增长
２４％，接近 １００ 万人次，位列外国人来俄旅游人数首位。中国游客每年在俄
消费约为 ２２ 亿美元。［１］ 为吸引更多中国游客，俄方决定进一步放宽对中国
公民的免签旅游规定，由先前最少 ５ 人组团降至 ３ 人，停留时间从 １４ 天延
至 ２１ 天。同时，中国也成为俄罗斯人第六大旅游目的国。两国总理商定，
双方将继续积极协作，优化相关文件办理程序、简化旅行手续，为对方游
客在本国停留创造更加舒适的环境。

四、存在的问题
尽管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入发展，但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仍存在一些需要不断加强和完善的方面。
一是战略互信仍需加强。尽管中俄高层的战略互信水平毋庸置疑，但
俄罗斯仍有相当一部分精英人士对华持有偏见，他们借助西方资助研究所
谓的“中国威胁”议题，以恫吓本国民众。［２］ 有人甚至指责俄政府部门制定
的吸引中国游客签证方面的“优待”政策。虽然特朗普执政前后不断变换的
对外政策未能影响中俄关系，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围绕特朗普
政府对中俄政策调整或使两国分别陷入“中美俄大三角”的被动境地、抑或
边缘化的议论仍不绝于耳。特别是中美签署天价商业合作大单后，俄不少
[1] Китайцы захватывают Байкал//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0.01.2018, https://icss.ru/
novosti/%C2%ABkitajczyi-zaxvatyivayut-bajkal%C2%BB.
[2] Виктор Мараховский.Что нужно знать о“китайской угрозе”и как от нее
избавиться//РИА Новости .23.05.2017, https://ria.ru/analytics/20170523/14948733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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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担心，这有可能影响俄中联合研发大型客机的积极性，干扰俄对华出
口天然气、粮食和肉类等出口的谈判进程。
二是两国企业相互扩大投资信心不足。虽然两国政府做出种种努力，
可双方中低级别人员交往仍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两国中小企业间联系
不多，相互缺乏长远目标，甚至不清楚 １０ 年后彼此关系会如何。”［１］ 尽管俄
方在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基于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中
国投资者仍不愿对俄做长线投资，因为“美国和欧洲的游戏规则更明白易懂，
发展中国家市场利润更多”；
“俄罗斯的商业文化在美国、欧洲、亚洲和拉
美映衬下‘过于独特’，中国人很难适应”。［２］ 此外，俄结构性改革滞后，其
经济企稳回升仍存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得中国的银行觉得其市场风险依然
很大，并不急于向俄基础设施投资，也大大缩减了对其他项目的融资和贷
款规模。“几年前中国人还能自由地（对俄）投资，但如今中国的银行却开
始十分认真地追逐多快能获得投资收益。”［３］ 在此情况下，中国对俄直接投
资不仅比不上对很多非洲和拉美国家，甚至还不如对哈萨克斯坦的投入。俄
方统计，近年来中国对俄实际直接投资不足 ２０ 亿美元，其余约 ８０ 亿美元
是需偿还的贷款。同样，随着中国企业债务的激增，２０１７ 年中方 ７ 家大公
司违约 ；中国大幅削减对外投资规模，１—９ 月，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
资同比骤降 ４１．９％，只有 ７８０．３ 亿美元。这影响了俄企业扩大对华经贸合作
的信心。他们中不少人抱怨，“在西方制裁下，不要再指望中国能收购俄罗
斯的大工厂或振兴俄经济”。［４］ 由于中国已掌握天然气水合物（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开采技术，再将铺设对华天然气输气管道作为推动远东和西伯利亚工业化
[1] Костантин Волков.Мыслить постзападно-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искали площадки для
диалога//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04.04.2017.
[2] Михаил Коростиков.Китайски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приноравливаются к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е//Коммерсантъ. №95 от 31.05.2017, стр.8.
[3] Анатолий Комраков.Китай продолжит вкладыватьс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е сырье//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05.07.2017.
[4]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Как сохранить внимание на Китае//Ведомости.05 июля 2017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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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的决定已非长远之计。“失望或迫使俄企业和政府部门重蹈覆辙 ：它们
没有耐性去对中国进行分析和起草与东邻合作的长期战略。”［１］
三是双方合作项目落实不够。虽然中俄达成的合作项目不少，但“大
多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实际动作”。［２］ 由于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和俄一些机构
行动不协调，以至于这些部门仅在遴选用于吸引中国投资具体项目上即花
费近两年时间，导致建立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贸区事宜仍处于讨论阶段。
作为两国标志性的大型合作项目，“莫斯科—喀山”高铁正是因投资条件和
回报率问题，停滞一年。有俄学者指出，俄中衔接的“对口部委更热衷于行
为艺术，而非致力于地区综合发展——这些部门把资金都投到了各自孤立、
与解决地区问题关系不大的项目上。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岛建桥一事表
明，划拨的投资最终并没有被充分用在解决基础设施等总体性地区问题上”
。［３］
直到习近平主席对俄进行国事访问时，双方还在讨论一直停留在纸面上的
有关在远东“跨越式发展区”的五六个政府和部门间的合作项目协议，其中
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和在俄罗斯中部投资的几个项目。［４］ 有鉴于两国
间凡是可凭政治意愿促成的大订单均已签完，余下的大合同要么现有的经
济条件不允许，要么还需多年努力才能达成，中俄间大型合作项目将告一
段落。在现有的天然气价格条件下，西线的“阿尔泰”输气管道不会很快动
工，“莫斯科—喀山”项目谈判未能取得进展。［５］ 尽管俄方已拟好欧亚高铁

[1] Вит а Спивак.Высокие ожидания сменились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ем//Газет а.
Ru.03.07.2017, https://www.gazeta.ru/comments/2017/07/03_a_10759586.shtml.
[2] Ольга Самофалова.Дружба с Китаем способна дать России большую прибыль//
Взгляд.3 июля 2017.
[3] Что мешает развороту России на Восток-В Москве отсутствует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и планомер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ре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02.06.2017. http://www.ng.ru/editorial/2017-06-02/2_7001_red.html.
[4] Алексей Грязев и Екатерина Суслова. Москва и Пекин сверят часы//Газета.
Ru.02.07.2017, https://www.gazeta.ru/politics/2017/07/02_a_10758641.shtml.
[5]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Как сохранить внимание на Китае//Ведомости. 05 июля 2017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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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可行性研究方案并提交给交通部，但负责“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
的俄罗斯铁路公司第一副总裁亚历山大·米沙林却对外表示，由于中方为
该项目提供的贷款利率有些高，“俄铁”无法接受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
贷款。［１］ 由于西门子公司、德意志银行、德国铁路公司等大公司组成的德国
财团也有意注资 ３５ 亿欧元角逐这一项目，最终结果将取决于中方在签署政
府间协议后会做出什么样决定。［２］
四是俄方认为开展对华合作的“收益”不如中方。俄罗斯科学院远东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瓦西里·卡申认为，“在俄美关系受挫的背景下，中国占
据着有利地位并试图从中获取最大利益”。［３］ 有学者称，“由于不愿因过于
积极支持俄罗斯而导致与美国规模可观的经济往来面临风险，尽管中国没
有与西方一起参与制裁，但也未与俄一起跟美国对着干”。［４］ 俄《独立报》
经济部副主任阿纳斯塔西娅·巴什卡托娃质疑，两国的研制宽体客机项目
也向中方倾斜，无论是设计生产、销售还是服务的主角都是中国，“由于中
国只有组装经验，其无疑会通过合资企业获得接触俄罗斯核心技术和工艺
的机会”，“俄罗斯以提供高科技方式加入对华合资项目会冒着拿不到经济
和政治利益、承受大量损失的风险”，因此“不排除俄也采取同样做法，如

[1] 造价 ７．８４ 万亿卢布的莫斯科—喀山高铁线路是连接柏林与乌鲁木齐的欧亚高铁
项目的一部分。中方对欧亚高铁的年客运量评估是 ５，８００ 万人次，比俄铁的数据高 ４０％，
年货运量也高 ２０％。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中国打算向项目第一路段（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
提供 ５２０ 亿卢布的股权融资，向第二路段（下诺夫哥罗德—喀山）提供 １０ 亿美元的股
权融资，同时提供 ４，０００ 亿卢布贷款，期限 ２０ 年，年利率 ４％，但俄方请求中方增加贷
款数额，并降低贷款利率。
[2] Китайские скорости оказались дороговаты-ОАО РЖД не принимает условия
кредита China Development Bank на ВСМ Москва—Казань//Коммерсантъ.10.10.2017.
[3] Василий Кашин.Иллюзия успеха-Итоги визита Трампа в Китай вовсе не так
блестящи, как может показаться//Газета Известия,13 ноября 2017.
[4] Владимир Скосырев.Си Цзиньпин опасается дружбы Путина с Трампом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3.0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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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想要俄飞机制造业现在就有所起色的话”。［１］ 不少俄罗斯学者对于中俄经
贸合作发展的远景表示悲观。他们认为 ：
“由于中国运往欧洲的货物大多走
海路，经陆路的仅占总货运量的 ５％—６％，加之俄境内道路基础设施陈旧、
沿途多有‘狭窄路段’、运力低、费用高、时速慢，又被本国货物所挤满，
其西伯利亚大铁路也不被看好，不排除未来几年俄罗斯有被挤出‘一带一
路’项目的可能性”；［２］“中国投资也是面向自己需要的领域，而且还是通
过本国银行进行的”；［３］“俄罗斯得不到任何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和利润税，
以至于中国投资对俄经济产生的效益微不足道”；［４］ 虽然远东地区的运输物
流系统得到改善，经济和工作岗位出现暂时增长，但却没有解决当地的根
本问题，“远东扮演的角色仍主要是运输中国商品和为运往中国的原料进行
开采和初步加工的地区”。［５］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亚太地区的俄罗斯”项目负
责人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警告，
“在无望再从中国轻易赚到钱的情况下，就
存在俄罗斯管理层会把重心从亚洲方向移开的风险”。［６］
总之，尽管中俄在互利合作中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问题，
但这些并不会影响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迅猛发展势头。发展互利
合作的关系是两国长期的战略选择，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而受影响。习近
[1] Анастасия Башкато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авиация станет китайской-Шанхай скажет
свое веское слово в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авиалайнера нов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3.05.2017.
[2] Рустем Фаляхов.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Китай объедет Россию по кривой// Газета.Ru.
08.08.2017.https://www.gazeta.ru/business/2017/08/05/10819363.shtml.
[3] Вита Спивак. Высокие ожидания сменились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ем//Газета.Ru.
03.07.2017, https://www.gazeta.ru/comments/2017/07/03_a_10759586.shtml.
[4] Анатолий Комраков,Госбюджет почти не получает отчислений от китайского
бизнеса в РФ//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2.04.2017.
[5] Михаил Кувырко.Рост торговли с Китаем бросает вызо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Взгляд. 23 апреля 2017.
[6]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Как сохранить внимание на Китае//Ведомости. 05 июля 2017г.

-41-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平主席反复强调，中国发展和深化中俄关系的明确目标和坚定决心不会改
变。［１］ 普京总统也一再表示，俄罗斯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具有全国性共识”，
与谁当总统没有关系 ；无论 ２０１８ 年俄总统选举结果如何，其对华关系都不
会有任何变化，在可预见的未来，俄中都将是长期的战略伙伴。［２］ ２０１７ 年
岁末，两国元首和总理在互致新年贺电中均表达了要加强相互政治和战略
互信、不断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全方位合作取得新
成果的意愿。针对中俄经贸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两国主管部门已在采取措施，
积极创建新的合作模式和增长点，并在新建的查找和消除经贸及投资壁垒
方面联合协作机制下，查找出各自企业在对方国家遇到的十余项壁垒和不
合理限制问题。更重要的是，两国经济已企稳向好 ：俄经济呈现明显复苏
和增长势头，通胀降至 ２．５％ 的历史最低水平，ＧＤＰ 实现 １．４％ 的增长，吸
引外国直接投资是上年的 ２ 倍，多达 ２３０ 亿美元。［３］ ２０１８ 年，俄经济有望
达到 １．９％ 的增长。随着中国国企债务危机的缓解，甚至开始转亏为盈，国
际机构纷纷修改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２０１７ 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 ６．９％，大
大好于预期，外汇储备重新增至 ３．１２ 万亿美元。这无疑表明中俄关系的发
展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潜力。

【收稿日期 ：2018-02-01】

［１］《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
ｃｓ／２０１７－１１／０１／ｃ＿１１２１８９１９２９．ｈｔｍ。
[2] Александр Смирнов.Большая пре 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14 Дек.2017г.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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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俄罗斯举行总统大选，候选人包括现任总统普京等
８ 位。３ 月 １９ 日，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潘菲洛娃举行记者会，宣布经中
央选举委员会对 ９９．８３％ 选票的统计结果，现任总统普京获得 ７６．６６％ 的选
票支持，从而当选新一届总统已成定局；其他候选人的得票从 １１．８％ 到 ０．６５％
不等，均未过半数。此次选举，选民参选热情较高，投票人数达到 ６７．４９％，
符合法定比例。
这是普京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第四次参加总统选举并当选，说明他得到选民
的普遍认可和支持。事实上经过近 ２０ 年的执政，普京领导俄罗斯从内乱走
向稳定，从虚弱走向比较强大，从学习西方民主到寻找到适合俄国情的发
展道路，进行了大量艰苦的探索，也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就，受到国内民
众的高度拥戴。在此过程中，也正因为普京不愿听命于美国和西方的指教，
“英雄般”地坚定维护俄国家利益，因而与美西方的关系日益对立。此次总
统选举一定程度上也成了民众对普京近年来推行的内外政策的一次检验。
普京的高票当选反映俄民众支持其针对美西方对俄制裁等强硬政策的坚决
反击，更预示着未来俄美关系在普京新的执政期内将很难转寰。

一、俄美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成因
俄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大国关系之一，其复杂性既有历史原因，
更由各个时期的现实问题和矛盾所构成。从俄美关系的发展历程看，自二战
结束至今，双边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既对抗又合作，但总体看对抗远多于
合作，且对抗具有战略性、长期性和总体性特点，而合作大多局限在策略性、
临时性和局部性层面 ；从双边关系发展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看，美方总体处于
挑战和主动地位，而俄方大多处在应战和被动地位 ；从两国政府的主要政策
趋向看，美对俄的政策主流是以遏制为主，适当合作，俄对美则以主动寻求
合作与有选择的反遏制相结合。这些特征可见诸于俄美关系的各个时期和领
域，它们构成了俄美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两国关系由猜忌、互不信任到不断
遏制和反遏制交替实施，跌宕起伏，近年来更是不断走低，由较差走向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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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于双方都是核大国，尽管彼此都在不断试踩对方的安全“红线”和“底
线”，但也都在自觉地避免与对方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一）俄美在政治经济体制上相互排斥的传统依然在延续，成为双边
关系长期结构性的对立因素之一
俄美关系是美苏（联）关系的继承。俄国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引起美欧诸国的担忧和不满。
一战结束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大国在缔结“凡尔赛条约”时，就考
虑到要对付社会主义苏联。虽然二战时为了打败德、意、日组成的“轴心国”，
美苏暂时摒弃了政治制度对立，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但二战结束后，随着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５ 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发表所谓“铁幕演说”和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美国推出“杜鲁门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
义两大阵营对抗开始，也即“冷战”开始。这一时期，两大阵营的对抗既包
含两种政治制度间的对抗，也包括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阵营，特别是美苏
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太空、科技竞争以及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领域的全
面对立和对抗。这种相互对抗、竞争和遏制一直延续到 １９９１ 年底象征“冷战”
结束的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为国际法意义上苏联的“继承者”，但它继承的
是“失去 ２３．８％ 领土、４８．５％ 居民、４１％ 国民生产总值、３９．４％ 工业潜力、
４４．６％ 军事能力的苏联”。在政治体制上，俄罗斯完全放弃了苏联式的社会
主义体制，改为“具有共和国管理形式的民主联邦法制国家”。这种政治表
述与美国所标榜的民主政治体制已很近似。同时，在经济体制上也由苏联
的“计划命令体制”改为“有政府计划指导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型体制
模式。尤其在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俄首任总统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执
政期间，对美西方国家言听计从，甚至邀请美欧的民主和市场经济专家直
接参与俄政治和经济改革方案制订，当时俄所制订的主要政治经济改革方
案都要得到美国的暗中首肯。叶利钦甚至毫不避讳地提出，俄罗斯要加入
西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阵营，要坚定地与西方为伍。当时，“冷战胜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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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者”的美国以傲慢和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俄不断提出苛刻要求，要求俄必
须完全按照美国和西方的要求改革 ：在政治上，建立与美国一样的“三权分
立”体制，而不是像俄那样的“总统制”；在经济上，既要求俄通过“休克疗
法”全面进入市场化，同时以提供“巨额经援”的许诺为引诱，迫使俄在极
短时间内放开物价、实施私有化，以国家和民众做出巨大牺牲为代价进入“民
主和市场经济国家”行列。但美国和西方对俄这个“热情崇尚西方政治和经
济的后进生”仍不放心、不接纳，利用各种方式和机会进行打压，甚至不惜
扶植俄国内政治和民族分裂势力与中央政府对抗，力图肢解俄罗斯，以彻
底消除因其“大块头”而对美欧构成的威胁。
经过在美欧“指导下”近 １０ 年西方化、民主化和市场化的折腾，包括
叶利钦总统在内的俄领导层和社会精英都意识到，俄不顾本国国情一味跟
着美西方跑终究不是明智选择，而是误入歧途。事实证明不论俄如何在政
治上屈从于美西方，都难以改变其“遏俄”
“弱俄”和希望俄进一步解体的战
略本质。普京执政后，吸取俄在政治上投靠美西方换来的惨痛教训，大胆
提出走“俄式民主”的道路，得到民众支持，招致美西方非常不满，双方对
立情绪因而持续上升且延续至今。
（二）军事力量上的相互对立导致双方难以建立彼此信任关系
众所周知，在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两大
军事集团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力量，形成以“保证相互摧毁”为前提的战略平
衡。苏联及华约解体后，北约军事集团并未相应解散，而是成为世界上最
强大的军事力量集团。然而，由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主要军事力量特
别是战略核力量，仍具备摧毁美国及北约集团的潜在能力，在常规力量方
面也具备相当的威慑力，因而成为美国和北约集团的心腹大患。因此，美
历届政府和军事及战略界从未放松过对俄的军事遏制政策。此间，双方除
继续敦促对方遵守业已达成的核裁军协议外，还分别于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达成《第
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１９９７ 年签署《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达成《战略攻击武器裁减条约》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签署《新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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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武器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的相互监督执行，双方的战略武器数量在相
应减少。譬如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美俄须将各自
的核弹头数量限制在 １，５５０ 枚以下，将导弹发射架和战略轰炸机数量减少到
８００ 套（架）。尽管这些协议的执行有很大的水分和灵活性，但毕竟双方都
在朝削减对方战略武器数量的方向艰难迈进，让彼此的军事压力有所缓减，
因为双方都知道单方面要求对方裁军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就两国而言，削减多少战略或常规武器对消除彼此威胁意义
不大，因为双方都不想打破“保证相互摧毁”的“平衡底线”，关键是通过
裁军谈判和相互监督执行裁军协议来维持最低限度的军事互信，以免双方
“擦枪走火”。对俄而言，在综合国力大不如美的前提下，保持强大的军事
威慑力不仅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更是彰显其大国地位和与美争锋的重
器。对美而言，削减俄强大的核武库、压制其有一定威慑力的常规武器数量，
可最大限度降低其对美西方的战略威胁。
（三）文化传统上的相互竞争促使双方都希望压倒和超越对方
俄美虽总体上都属于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但由于历史发展的多元性和
多样性，一些早期同源同质的文化随着不同国家、民族政治历史发展，逐
渐走上了差异化的道路。就宗教属性看，作为美国宗教和文化主要来源的
英国人或盎格鲁 － 撒克逊人所信奉的“新教”与俄罗斯人所信奉的“东正教”
都属于基督教，只是后来随着罗马教廷的分裂而逐渐形成天主教、东正教
和新教等分支，以及既共同又有所区别的宗教教义。譬如，不论东正教还
是新教都认为自己“最正宗”，并负有拯救人类的“使命”，即“弥赛尔”。这
种都强调自己的宗教“正宗”和都想“拯救”对方于“苦难之中”的宗教思想，
就形成了俄罗斯人与美国人宗教和文化对立观的主要根源，在此基础上生
发出双方一系列的宗教、哲学、思想、文化等差异和对立。著名美国历史
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著作《美国人——开拓历程》一书中引用弗朗
西斯·希金森在《新英格兰的种植园》一书中的话表明早期美国人自信的
宗教观 ：
“我们信奉的是真正的宗教，并接受全能上主的圣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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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与我们对抗？”而俄罗斯人在宗教信仰上的自信也是人所共知，他们早
在 １６ 世纪初就打出“莫斯科是继罗马、君士坦丁堡后的‘第三个罗马’”的
旗帜，以表明其“正宗”和“自信”。俄著名文化学者利哈乔夫将这一宗教说
法称之为“莫斯科帝国主义理论”。正是俄美这种各自基于宗教的文化“自信”
形成了两国相互轻视对方的思维惯性，也构成俄美关系始终难以和睦相处
的深层原因之一。

二、普京任总统以来俄美关系跌宕起伏，从较坏走向更坏
自 ２０００ 年普京接掌俄政权后，俄美关系经历了美国“９·１１”恐怖袭击、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的乌克兰“颜色革命”、２００８ 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武装冲突、
２０１４ 年的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归俄、２０１６ 年的俄全面武力介入叙利亚冲
突、２０１７ 年相互驱逐外交机构及人员等重大事件冲击，以及多年来围绕战
略核裁军和反导领域无休止的“口水战”。这些事件有些与俄美关系直接相
关，有些看似无直接关系，但实际都是两国更为激烈的战略较量。这些争
端构成近 ２０ 年来俄美关系的主线——双方虽在一时一事上有所合作，也能
维持一时的“隐忍”和稳定，但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大趋势一直在走下坡路，
陷入“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魔咒中难以自拔。
（一）反恐为俄美关系改善既提供了契机，又加深了彼此的对立
２００１ 年，纽约发生“９·１１”恐怖事件震惊美国和世界。普京总统在第
一时间致电美总统小布什，表示同情和慰问，并阐明了在国际反恐方面对美
国的支持立场，得到美方积极评价。此后，俄首肯美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
成员国吉尔吉斯斯坦首都玛纳斯机场设立军事基地，作为美军及其联军在阿
富汗与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作战的军用中转站，向美军提供有关拉登和“基
地”的情报信息等，帮助美军提高作战效率，普京和小布什两人也随之建立
了正常的工作关系。随着反恐形势的需要，小布什提出美需要退出 １９７２ 年
美苏签署的《反导条约》。俄尽管反对，但双方在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签署了《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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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６ 月，美即宣布退出《反导条约》；作为反制措施，
俄宣布退出《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意味着双方借“９·１１”事件
刚刚改善一些的合作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到战略对抗的老路。
２００３ 年初，当美英以萨达姆拒不交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未经联合
国安理会授权，就对伊拉克发动袭击时，俄、中、德、法等国坚决站在反美行列。
２０１３ 年开始的叙利亚内部冲突虽是由国内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矛盾演
变而成，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从一开始就支持反对派推翻亲俄的阿萨德总
统，因而俄一直紧盯叙国内事态发展并给予阿萨德及其政府以必要的政治
和军事支持。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期间，在以伊拉克城市拉法为中心的伊拉克和
叙利亚边境地区形成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伊叙两国攻
城掠地猖獗一时，引起美俄等世界大国的高度关注。美拉起“国际联盟”支
持伊拉克政府对“伊斯兰国”实施围剿，同时也支持叙境内反政府武装用武
力推翻阿萨德及其政府，美国此举遭到俄强烈反对。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起，俄
以反恐名义利用叙空军基地、陆上基地及海上军舰，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
兰极端组织和美国支持的叙反对派武装阵地进行猛烈军事打击。直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普京宣布俄军结束主要军事行动并从叙利亚辙出基本军力，俄
动用了武装力量各军兵种约 ４．８ 万人及其装备参战，结果不仅使叙境内的伊
斯兰极端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也使美国支持的叙反对派武装组织遭受重
创。通过此役，俄不仅在国际上树立了反恐主力的威望，且实现了对盟友
阿萨德及其合法政府的支持，也全面展示和锻炼了俄军的战斗能力，更赢
得在叙利亚与美西方较量的战略主导权，可谓“一举多赢”。此外，俄在解
决叙利亚问题期间主动与伊朗、土耳其配合，甚至形成没有美西方参加的“阿
斯塔纳谈判机制”，并成为由联合国主导的解决叙利亚问题谈判的有机组成
部分。这显示出俄军事和外交两手都很硬，让美在叙利亚扶植反对派、推
翻阿萨德及其合法政府、将俄逐出中东的战略黯然失色。
（二）在阻止乌、格加入北约问题上俄美明争暗斗，结怨深长
苏联和华约解体后，美以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冷战胜利者”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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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继续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部署美军及其导弹防御系统，分化俄与独
联体国家的关系，鼓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国加入北约，以达到扩大北约
和围堵及弱化俄的长期战略目标。
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作为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主权国家，是否加入国际
组织本应是其内政问题，别国无权干涉。但当代国际关系尚未完全走出冷
战阴影，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希望继续扩大冷战成果，将把格鲁吉亚和乌
克兰纳入北约以遏制俄罗斯作为其重要战略目标 ；而俄罗斯认为这意味着
北约的军事部署抵近俄，对俄战略安全构成威胁，因而极力阻止两国加入。
俄美就此上演了一场场明争暗斗的对抗大戏，双边关系因此遭受极大伤害。
一是俄美围绕乌克兰总统选举开展政治博斗
２００４ 年底，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选举表面上是在“地区力量党”推出
的时任总理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联盟推举的候选人尤先科之间角逐总统大
位，但其背后是强大的俄罗斯选举团队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选举团队之间
或明或暗的角力。１１ 月 ２１ 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中央选举委员会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普京第一时间发去贺电。但第
二天在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反对派提出选举存在舞弊行为，并
发动数十万尤先科的支持者披戴“橙色”围巾或丝带，连续多日举行示威游
行，要求中选委重新计票或法院宣布选举结果无效。１２ 月 ３ 日，乌最高法
院判决选举结果无效，并要求举行第三轮投票。在 １２ 月 ２６ 日举行的第三
轮投票中，尤先科以 ５１．９９％ 的微弱优势胜选，美、德等国欢欣鼓舞，第一
时间表示祝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５ 日，乌克兰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团结党”主席波罗申
科当选总统。此次选举本应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举行，但 ２００３ 年底以来，
围绕乌克兰是否启动加入欧盟程序问题，乌总统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政党
间产生巨大分歧。其实，亚努科维奇也同意启动谈判程序，但遭到俄罗斯
的强烈反对。因此，反对派掀起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要求听命于俄的亚
努科维奇下台，在此情况下，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由德国、法国、波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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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外长出面，协调亚努科维奇和各主要反对派政党领导人开展对话和谈
判，达成在年底前提前举行总统选举等共识，并签署协议。签署协议的次日，
亚努科维奇以本人安全受到威胁为由，离开首都前往乌东部地区 ；而乌议
会则放弃执行该协议，以总统自动放弃行使宪法权力为由，通过决议，提
前大选。这样在西方国家的背后操纵下，乌反对派赶走了亲俄的亚努科维奇，
西方在与俄罗斯的较量中又一次占据上风。
二是俄策动克里米亚通过全民公决加入俄联邦，以牵制乌加入北约，
遭到美西方强烈谴责和严厉制裁
就在乌议会以亚努维奇自动放弃宪法权力为由，确定提前举行总统选
举日后，亲俄的乌东部地区顿巴斯、哈尔科夫和克里米亚等州宣布，因来
不及准备而在其境内不安排总统选举。４ 月 １３ 日，乌中央选举委员会也承
认，因过于匆忙来不及完成大选的相关筹备工作。与此同时，乌议会在民
族势力支配下，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排俄和贬低俄语在该国法律地位的决议，
引起乌东部俄罗斯族聚居区居民的强烈不满。哈尔科夫和卢甘斯克等州的
一些亲俄政治势力提出要独立和加入俄罗斯的政治要求，遭到乌议会拒绝。
乌军与受俄暗中支持的当地民间武装还发生多场流血冲突。此时，克里米
亚部分居民也举行集会，拒绝支持乌新政权，这为俄启动克里米亚脱乌归
俄创造了条件。
历史上，克里米亚就是俄领土，只是在苏联时期才由赫鲁晓夫以“礼物”
形式赠于乌克兰。苏联解体后，俄对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的克里米亚及其
塞瓦斯托波尔市划归乌克兰一直耿耿于怀，俄国内有一些人早就提出应将
其“收回”，只是碍于国际法和乌克兰的反对未采取行动，而被迫与乌签署
长期租用该港口协议。乌克兰的政治内乱为普京收回克里米亚创造了难得
的历史机遇。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克里米亚通过“全民公决”宣布独立，并
正式与俄签署加入俄罗斯的法律文件。１８ 日，俄议会通过决议并经普京总
统颁令，接纳克里米亚及其塞瓦斯托波尔市为俄罗斯联邦的两个主体，并
组成第九个联邦区。尽管美国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均未承认克里米亚全民
公决及加入俄联邦的合法性，美西方因此对俄实施的制裁至今尚未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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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俄将其收入囊中的现实却无法改变，美国和北约只能望其兴叹，而俄举
国欢庆并把普京视为收复失地的“民族英雄”。
三是美鼓动格乘奥运会开幕之际，对南奥塞梯发动军事进攻，遭到俄
方强硬回击
美国自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成功策动由亲美的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取代
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后，一直对格鲁吉亚给予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频繁
举行美格联合军演，意在将格打造成从南高加索能刺入俄软腹部的一把“匕
首”。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北京奥运会开幕，格鲁吉亚军队不顾奥运期间世界休
战的倡议，对其闹独立的南奥塞梯首都茨欣瓦里发动军事进攻，造成当地
军民和俄驻当地维和部队多人伤亡。格方的行动迫使在北京参加奥运开幕
式的俄总理普京提前回国直奔南部军区，与总统梅德维杰夫一起组织对格
军的报复性反击。９—１２ 日，俄军对格军发动了地面和空中进攻，不仅将格
军赶出南奥塞梯，还对格全国多处军事设施进行了轮番空袭，直到 １６ 日由
法国总统萨科齐出面调停并签署停战协议。此后，南奥塞梯和格另一个闹
独立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宣布独立，俄立即宣布承认并派军队进驻。此
次事件亦由美支持格发动，最后以俄永久控制格两个地区而告终，俄在高
加索地区与美国的较量中最终占据了优势。
事实上从普京 ２０００ 年当选总统至今，俄美间的战略竞争和博弈一刻也
没停止过，这种争斗有些是双方间直接开展的，如军备领域、互驱外交官等；
有些较量则在第三国进行，如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叙利亚等国。较量结
果互有高低赢输，但不论怎样都对俄美关系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害，互信度
越来越低，而被动或主动卷入其中的第三国往往付出的代价更大。

三、普京再次连任后的俄美关系走向
现在看来，普京第四次当选俄总统后，未来 ６ 年内美国不论是特朗普
当政还是其他人出任总统，俄美关系均难以走出“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
魔咒。这是因为普京虽表示愿与美重新修好，但前提一是美需承认克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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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已归属俄的现实，并取消经济制裁 ；二是美国要尊重俄罗斯，与俄平等
相处 ；三是美不再以俄为敌。而现实却是美国不论谁当政，都难以做到以
上三点，尤其美国会和行政部门似乎已形成共识——只要普京当政，美就
要反俄到底。从 ２０１７ 年底至今的 ３ 个多月内，美国连续发布《国家战略安
全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全球威胁报告》《国防报告》四份战略报告，
其中都把中俄作为竞争对手。因此，美俄关系至少在普京当政期间恐难有
改善，相反还有可能不断变差。
（一）政治外交对立有持续加剧之势
近年来，俄美两国在政治上似乎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平行道，彼此
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少，矛盾分歧不断增多，在许多问题上已达到水火不容
的地步。一方面，在普京领导下，随着经济好转、国力恢复和增强，俄对
自己坚持的发展道路更加自信，普京的威望如日中天。特别是普京通过修
宪、取消总统连任届数限制、延长总统每届任期，保证了他 ２０１８ 年当选后
至少可干到 ２０２４ 年，之后只要他愿意也许可以再干一届。普京当政 １８ 年后，
在俄国内已无任何对手可与其竞争。民调显示，全国对普京执政的支持度
平均维持在 ７０％ 以上。此次普京高票再次当选连任本身，就说明他及其内
外政策在俄民众中极受欢迎，而这将激励普京未来会在自己认定的道路上
继续走下去。另一方面，普京在美国人眼中的形象越来越复杂。国会、白
宫等精英阶层大多视普京为“专制”和“沙皇”的代名词，认为俄与西方标
准的民主政体已渐行渐远，特别是普京将克里米亚纳入俄版图后，美媒体
公开称俄和普京是“侵略者”，认为“俄国熊虽不可怕，但很危险”。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推翻了奥巴马的许多内外政策措施，但在国会的
压力下，他签署了维持所有奥巴马对俄制裁措施的命令。之后，美财政部
根据参众两院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做出的对俄制裁决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发
布《克里姆林宫报告》，宣布将把除普京外从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到包括外长
拉夫罗夫在内的各部长、议会上下两院领导人、总统办公厅、莫斯科市长
等 １１４ 位政界人士和 ９６ 名俄大企业家、商人列入制裁名单。美国此举意味
着几乎“封杀”了未来除普京总统外美与俄所有各级官员交往的途径，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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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俄主要企业开展经贸合作。这种制裁力度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
且不排除美未来还会追加其他制裁措施。但要指望俄未来为改善俄美关系
做某些让步也是不现实的，尤其在普京口中答案是绝对否定的。因此，未
来数年俄美在政治和外交上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相反可能将长期
陷入制裁和反制裁、遏制与反遏制循环上演的僵局。
（二）军事安全对抗再度趋于升温
军事领域是俄美竞争最为直接和激烈的领域，从冷战时的苏美对抗到
现在的俄美对峙，双方一直想以“压倒对方”或至少保持在相互摧毁基础上
的“战略平衡”。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特朗普政府与国会达成一致，将 ２０１８ 年的
军费增加到 ６，９２０ 亿美元，［１］ 比上年增长约 １４％，新增加的军费将主要用于
购买陆海空天部队新型武器和扩编网络部队，以及完善导弹防御体系和更
新核武器，以增强美军的全球战略威慑力。仅时隔半年，特朗普又公布了
总计 ４．４ 万亿美元的 ２０１９ 财年预算案，其中美国军费总计将高达 ７，１６０ 亿
美元。［２］ 普京执政 １８ 年来，随着经济好转，军费一直保持稳步上升势头。
２０１８ 年因受经济形势影响，俄国防预算确定为 ２．８ 万亿卢布（约 ５２０ 亿美
元），比上年减少 １ 万亿卢布。在绝对数量不能与美抗衡的情况下，俄着重
补充和发展对美“杀手锏”，争取以“非对称性”的尖端武器装备与美保持势
均力敌。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４ 日，普京利用发表国情咨文之机，大篇幅讲解和用
视频演示俄近年发展新式武器的情况，其中包括“前卫”高超音速滑翔弹头
（常规或核）、
“萨尔马特”重型洲际核动力巡航导弹、
“匕首”空射弹道导弹、
核动力自动巡航水雷、１Ｋ１７ 激光武器系统等。［３］ 按普京的说法，这些新型
武器是“无敌的”，也是“美国所没有的”，是俄“能够突破美任何导弹防御网”
［１］《金一南：美国砸 ７０００ 亿美元国防费，对人类来说不是福音！》，新浪网，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ｏ／２０１７－０９－２１／ｄｏｃ－ｉｆｙｍｅｓｗｃ８９２３１９８．ｓｈｔｍｌ。
［２］《特朗普大涨军费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新闻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
８－０３／２２／ｃ＿１２９８３４９６２．ｈｔｍ。
［３］《普京高调公布新型战略核武的考量》，台海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ａｉｈａｉｎｅｔ．ｃｏｍ／
ｎｅｗ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ｌｂｓｍ／２０１８－０３－０５／２１０８９９９．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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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型武器。３ 月 １９ 日，特朗普打电话祝贺普京胜选时，也表示了对普京
展示俄最新尖端武器的不安。
在如何保持战略平衡方面，美俄都注重攻防兼备，但美更重视建立和
完善防御系统，而俄则认为研制防御系统“烧钱”和相对低效，推崇“最好
的防御是进攻”的理念，更重视发展进攻性武器。同时，俄美都曾以虚张声
势作为谋略，力图引诱对方搞军备竞赛，以消耗和削弱其国力。因此，不
排除普京在作国情咨文报告时虚虚实实的演示和特朗普签署的国防预算法
案背后都有“想拖对方下水”的战略算计。但从特朗普签署的《美国国家安
全报告》看，美对“俄正在投资新的军事能力以及破坏网络空间稳定的能力，
包括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核武器系统”很不放心，决心“将通过实力维护
和平，重建军队使其保持优势，威慑对手，且在必要时进行战斗并取得胜
利”。俄也对美不断研制新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深感忧虑，对美不认真执行
２０１０ 年签署的《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表示不安。正是这种
相互猜忌和担忧，使俄美的军备竞赛不断被推高和刷新，在可预期的未来，
这一趋势肯定还会持续下去。
（三）经济合作只能维持最低限度
俄美都是世界大国，但由于美长期对俄实行歧视和封锁政策，严重影
响到相互的经贸往来。特别是 ２０１５ 年乌克兰事件和克里米亚归俄后，美
西方对俄实施轮番制裁，导致俄美贸易在原本就不多的情况下又大幅缩减，
在两国关系中的分量越来越无足轻重。以 ２０１７ 年为例，两国贸易额仅为
２３２ 亿美元，而这还是比上年增长了 １４．４１％。［１］ 其中，俄对美出口约 １０７
亿美元，增长 １４．３９％ ；美对俄出口约 １２５ 亿美元，增长 １４．４２％ 。俄在美
对外贸进出口额中仅占不到 １％。从贸易产品结构看，俄对美国出口中钢铁
及其制品占双边贸易总额的 ３６．０３％，矿产品占 ３１．９７％，其余为化工、贵金属、
机械和木材产品。俄从美进口主要产品是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占俄从

［１］《２０１７ 年 俄 美 贸 易 额 将 增 长 １５－１７％》， 中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网 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ｊｙｊｌ／ｍ／２０１７１２／２０１７１２０２６９２３７８．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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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进口总额的 ４４．３８％，其余为化工产品、农产品和食品及纺织品和鞋等。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６ 日，美商务部公布了自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开始对美进口钢铁
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报告，并建议特朗普总统对来自欧盟、加拿大、
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其中包括对所有进口钢
铁征收至少 ２４％ 的关税，而对俄罗斯、中国、巴西等 １２ 国的钢铁产品征收
至少 ５３％ 的关税 ；对铝产品至少征收 ７．７％ 的关税，对俄罗斯、中国等国
的铝产品征收 ２３．６％ 的关税，并限制或削减这些国家的钢铁和铝产品进口
配额。［１］ 俄对美出口中钢铁和铝产品占比较高，如 ２０１７ 年为 １６．０７ 亿美元
和 １８．４３ 亿美元，分别占俄对美出口产品的 １５．０２％ 和 １７．２３％。如美对这两
种产品加征关税，等于 １／３ 的俄对美出口产品将受到影响，这对俄美本已很
少的贸易额又是一个打击。在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不排除还会
对俄出口美的其他产品加征关税的可能性。如果俄方采取报复措施，未来
几年俄美贸易必将再受重挫。
在投资领域，俄美相互更为谨慎。俄除持有数量可观的美国债外，对
美直接投资很少。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俄所持美国债为 １，０５０ 亿美元。俄国内
对政府持美国债看法不一，每当俄美政治关系紧张时，总有人提出俄应出
售所持美国债，以回敬美对俄的挑衅，但政府总体上还是持冷静态度，增
加或减少美国债都是基于多种因素，而非意气用事。美国对俄投资也相对
稳健，但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事件发生以来、特别是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后，美加
大对俄经济制裁力度，严重影响到对俄直接投资，如 ２０１３ 年美对俄直接投
资额为 ２７．７２ 亿美元，２０１４ 年锐减至 １６．５４ 亿美元，而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进
一步减少到 ８．１９ 亿和 ８．７３ 亿美元。受其影响，预计未来几年美对俄直接投
资也不会回升很快，甚至不排除进一步减少的可能性。
（四）双边交往将逐渐变冷收窄
近 １０ 年来，俄美两国领导人相互正式访问大幅减少，双边会见大多安

［１］《 美 国 挥 舞 贸 易 大 棒 欲 对 进 口 钢 铝 征 重 税 》， 东 方 财 产 网，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
ｅａｓｔ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ｎｅｗｓ／１３６６，２０１８０２１８８３５０５９９２６．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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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多边场合，这也是俄美关系变冷的重要标志。特别是普京总统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最后一次正式访美后，已有 １０ 年未到过华盛顿。自 ２０１２ 年普京再
次当选总统后至今，两国领导人也没有实现过互访。２０１６ 年底胜选后，特
朗普曾表示希望能访问莫斯科 ；普京也表示，如果特朗普邀请，他准备访
问华盛顿。但特朗普上任一年来，不仅未消除奥巴马卸任前宣布关闭俄两
处外交设施和驱逐 １０７ 名俄外交官及其家属、指责俄干涉美国总统大选所
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颁令继续加大对俄制裁，严重恶化了双边关系，也
使两国总统尽快实现互访几成泡影。特别是特朗普签署对俄制裁令的重要
内容之一，是大幅限制俄人员访美，其中包括各级官员、企业家、商人等，
俄方表示也将采取类似措施限制美国人访俄，如此看来，预计未来几年双
方政商界人员往来还会明显减少。
制裁也波及两国普通旅游者到对方国家旅游的人数。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６ 年为例，美国赴俄游客分别为 ２４．５ 万、２３．３ 万和 ２３．９ 万人，由于俄方
未采取特殊限制措施变化不大；而同期，俄游客赴美数量受美限制明显减少，
分别为 ３１．９ 万、２３．７ 万和 ２２．５ 万人。受制裁影响，两国的经济、文化、体育、
教育等领域交流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萎缩，这意味着未来几年的俄美关系
改善无疑将难度更大。
总体看，俄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困难局面，既有双方作为从冷战
中走过来的两大国之间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的原因，也有近 ２０
年来各阶段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无法得到理性解决所形成的相互
不信任因素作祟，更有两国对对方未来发展是否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忧虑和
不安在起作用。这种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将使未来双边关系发展充满各类
风险和不可预测性，这反过来又使双方被迫做出一些看似合理、其实非常
危险的“反制”决定。只要双方走不出在冷战阴影下形成的这一怪圈，两国
关系就难以峰回路转、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普京和特朗普能否有决心有
能力开创俄美关系的新阶段，还需进一步观察。
【收稿日期 ：2018-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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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第四届总统任期的
俄罗斯外交趋向
张 建
【内容提要】俄罗斯作为一个欧亚大国，其外交备受关注，站在历史的
节点上，本文将从多维角度对普京第三届总统任期的俄罗斯外交进行回
顾与梳理。在分析其进展的同时，归纳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即俄罗斯
对其大国地位沉降的焦虑和传统地缘政治的回潮。普京在 ２０１８ 年总统
大选中胜出，既有其个人威望的原因，也有俄罗斯内外局势的因素。预
计在普京第四届任期内，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将会较为稳定，然而面对
逐渐严峻的外部形势，俄罗斯将更加注重维护其大国地位、应对安全挑
战，同时从多方位寻求俄罗斯经济的发展。
【 关 键 词 】俄罗斯外交 普京 总统任期 对外政策
【作者简介 】张建，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讲师、博士，中组部、
团中央第 １８ 批博士服务团成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博士。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8) 02-00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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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世纪之交任代总统以来，普京从未离开过俄罗斯政治舞台的中心。
近年来，由于俄罗斯介入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使得俄外交在错综复
杂的国际关系中备受瞩目。［１］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普京在下诺夫哥罗德高
尔基汽车厂表示要参加 ２０１８ 年总统大选。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俄罗斯举行
了 １９９１ 年以来的第七届总统选举，正式注册的 ８ 名候选人是 ：俄全民联盟
党候选人巴布林、俄共推举的格鲁季宁、俄自民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独
立参选的普京、俄公民倡议党推举的电视主持人索布恰克、俄共产党人党
提名的苏拉伊金、俄成长党主席季托夫、亚博卢党创始人亚夫林斯基。３ 月
２３ 日，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总结并确认了总统选举的正式结果，现任总统普
京以 ７６．６９％ 的得票率最终赢得本次大选。［２］ 普京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结束其
第三届总统任期，开启新任期。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对普京第三届任期以
来的俄罗斯外交进行回顾，总结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对第四届任期俄外
交的趋向进行展望，是非常必要的。

一、普京第三届总统任期的俄罗斯外交回顾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普京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宣誓就职并
发表演说，为其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的 ６ 年任期勾勒蓝图，展示重振俄罗斯雄风、
［１］ 高飞、张建：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大国博弈及其对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载《和
平与发展》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７８－９８ 页 ；熊李力、潘宇 ：
“乌克兰困局 ： 俄罗斯外交的
延续性与断裂性”，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３－１３７ 页 ；赵炜 ：
“俄罗斯的边
缘化身份及其对外交的影响”，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０－１５５ 页 ；Ｆｉｌｉｐｐｏｓ
Ｐｒｏｅｄｒｏｕ， Ｃｈｒｉｓｔｏｓ Ａ． Ｆｒａｎｇｏｎｉｋｏｌｏｐｏｕｌｏｓ，“Ｒｕｓｓｉａ＇ｓ Ｒ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ｉｎｇ ｏｒ Ａｎｔｉ－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１， ｐｐ．７９－９０，２０１０； Ｍａｓｈａ Ｈｅｄｂｅｒｇａ，“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ｂａｃｋ：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ｔａｌｉ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ｔ－Ｓｏｖｉｅ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３４， Ｎｏ． １，
ｐｐ．３５－５４； Ｓｅｒｇｅｙ Ｌａｖｒｏｖ，“Ｒｕｓｓｉ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ｈｔｔｐ：／／ｅ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ｒｕ／ｎｕｍｂｅｒ／Ｒｕｓｓｉａ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１９４４５．
［２］ Команда предвыборного штаба Путина готова продолжить работу на благо
страны, http://tass.ru/politika/506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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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的决心。回顾普京第三届总统任期的俄罗斯外
交，其得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外交有得有失
苏联解体 ２７ 年来，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采取过不同的战略方针，但从
２０ 世纪末，俄罗斯一直将独联体地区视为其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时任总理的普京以欧盟为基础，提出成立欧亚联盟的建议并引发
关注。［１］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负责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一体化进
程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俄
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签
署了《欧亚经济联盟条约》。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亚
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接踵加入。同年 ５ 月，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署了
自由贸易区协定。中亚地区是俄罗斯欧亚联盟经略的重要地区。虽然欧亚
经济联盟还存在诸多问题，但随着其发展，俄罗斯在中亚的地位不同程度
地得到了巩固。
然而，在俄罗斯的欧亚战略中，乌克兰起到“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作用，
没有乌克兰参加的欧亚经济联盟使俄欧亚大战略受到严重制约 ；从宏观的
历史视角看，２０１３ 年底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及后续事件大幅地改变了俄罗
斯外交的方向。乌克兰国内民众在“向东走”还是“向西走”问题上一直存
在着深度对立。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亚努科维奇政府决定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
国协定”，引发了民众聚集抗议。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克里米亚实施公投，选票的
统计结果表明，９６．６％ 的选民赞成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俄罗斯迅速同意了
克里米亚加入俄联邦，引发了乌克兰的强烈对立。因克里米亚入俄造成的
俄乌关系紧张预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无法缓解。
（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引发“新冷战”争论
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普
［１］ 但作为一个概念，首次是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 １９９４ 年在莫斯科大
学演讲期间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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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第三届总统任期开始前，俄美关系“重启”进程已经凸显乏力 ；而同时俄
国内社会稳定也受到威胁。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俄国家杜马选举后到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总统大选前，俄罗斯多次爆发反政府、反普京民众游行示威，俄官方认定这
些游行示威的背后有“美国支持”。［１］ 俄美关系在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内的
良好气氛，在向普京第三届任期过渡时已荡然无存，２０１３ 年又发生了重创
俄美互信的“斯诺登事件”。虽然俄美关系水平总体下降，但经俄外交界精
英酝酿、在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２ 日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仍将
发展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作为俄外交政策的重点。俄罗斯将美国和欧
洲国家区别看待，认为要与欧洲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建立共同和平、安全与
稳定的空间，俄罗斯与欧洲国家之间有着深刻的共同文明基础 ；要与美国管
控分歧，加强经济合作的基础，使双边关系更加稳固 ；此外，俄还强调要与
亚太国家加强联系，参与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
克里米亚入俄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
“制
裁”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关键词，制裁对象已经从俄罗斯高官、总统密
友、能源公司等逐步扩大到金融机构、军工企业，以及俄罗斯国有金融机
构在美欧市场的投融资行为，给俄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在特朗普当选为
美国总统至其上任初期，俄政界和学界对俄美关系的缓和抱有希望。［２］ 然而，
随着美国“通俄门”事件的不断发酵及“特朗普签署制裁俄罗斯议案”，俄美
关系转寰的余地逐渐减少。
俄国内一直有一种观念 ：应区分看待俄美关系和俄欧关系，俄罗斯仍
将努力寻求通过合作改善与欧洲国家关系，并认为是有可能的。［３］ 例如在经

［１］ 张建、周琪：
《奥巴马第二任期美俄关系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８４—１０５ 页。
［２］ Антон Плющенко, Трамп ожидает, что отношения США с Россией станут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ми,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ｋ．ｒｕ／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０８／２９／ｔｒａｍｐ－ｏｚｈｉｄａｅｔ－ｃｈｔｏ－ｏｔｎｏｓｈｅｎｉｙａ－
ｓｓｈａ－ｓ－ｒｏｓｓｉｅｙ－ｓｔａｎｕｔ－ｚａｍｅｃｈａｔｅｌｎｙｍｉ．ｈｔｍｌ．
［３］ 赵华胜 ：
《普京外交八年及其评价》，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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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制裁方面，欧盟国家因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较多，制裁已经对欧盟成员
国国内政治及经济部门造成了严重影响。然而，俄英外交风波使俄罗斯与
欧洲国家关系再次遇阻。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４ 日，俄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及其
女儿因中“神经毒剂”，在英国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市街头一条长椅上昏迷。
英国政府认为俄罗斯“极有可能”与此事有关，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要求俄
方在 ３ 月 １３ 日午夜前给出合理的解释，但俄方予以拒绝。据此，英方认为
俄方“触犯了国际法，应对在英国国土上有两人遭暗杀承担责任”。３ 月 １４ 日，
特雷莎·梅表示，英国已决定采取包括驱逐 ２３ 名俄罗斯外交官在内的一
系列报复措施。此后，俄前双面间谍中毒案引发的外交风波愈演愈烈。目
前，美国等 ２０ 多个西方国家已相继驱逐 ２００ 多名俄方外交人员，以示支持
英方立场，即认为俄方“极有可能”应为“中毒”事件承担责任。其中，美
国驱逐的俄外交官人数最多，达 ６０ 人。作为报复，俄方驱逐了驻俄罗斯的
２３ 名英国外交官、６０ 名美国外交官，并收回了美国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
馆的办公许可，同时宣布依照对等原则，回应驱逐俄方外交官的所有国家。
这是世界外交史上对俄外交官最大的一次集体驱逐。
俄与美西方关系的恶化引发了有关形成“新冷战”的争论。美欧和俄罗
斯作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双方的“外交战”如不断升级 ， 将对地区和
全球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三）俄罗斯“东方外交”取得明显成果
俄罗斯领土横跨欧亚大陆，欧洲部分虽仅占其国土面积的 １／４，但集中
了大多数人口以及经济产值 ；而亚洲部分占其国土面积的 ３／４。普京第三任
期初期，俄罗斯大力推进东西方并重的“双头鹰外交”，但自 ２０１３ 年底“乌
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外交“向东看”的色彩越来越浓，在与西方关系恶
化的背景下努力改变“西重东轻”的局面。
一方面，俄罗斯积极地提升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２０１２
年初，普京在“俄罗斯与变化中的世界”一文中明确提出 ：
“中国的发展对俄
罗斯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 ；同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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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也需要一个强大而成功的俄罗斯”。［１］ 在经贸合作方面，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普京
访华期间，中石油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简称“俄气”）签署了金
额达 ４，０００ 亿美元、长达 ３０ 年的“世纪大单”——《中俄东线供气销售合同》，
成为中俄能源战略合作的一项重大成果。虽因为受到西方制裁的影响，中俄
贸易额一度有所下降，但近三年来，中俄经贸额持续稳定增长，２０１７ 年两
国贸易额达到 ８４０．７１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２０．８％。［２］ 在战略协作方面，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两国签署了《中俄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体
现了中俄两国高度重视维护国际和地区的战略平衡与稳定，并愿在此基础
上与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合作与交流。２０１７ 年，中俄元首保持了年内 ５ 次
会晤的高频率。当年 ７ 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俄，两国元首签署了《中俄
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批准了《中俄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新的实施纲要，全面规划了未来的中俄关系。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３ 月 １８ 日，
俄罗斯举行了总统大选，普京当选新一任俄罗斯总统。两位领导人都在第一
时间向对方表示祝贺，为未来中俄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俄罗斯全面推进与亚洲其他国家、地区多边组织的关系。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发布的新版《俄罗斯对外战略构想》指出，“俄罗斯将继续秉
持与日本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和开展互利合作的方针，包括以确保亚太地区
的稳定与安全为宗旨”。［３］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普京对日本进行访问，缓解了长
期以来因领土问题而紧张的俄日关系，促进了双方的经贸合作 ；对朝鲜、
印度、越南、伊朗等国家，俄罗斯保持了传统的影响力并在地区热点问题
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俄罗斯，成为
［１］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ｈｔｔｐｓ：／／ｅｃｈｏ．ｍｓｋ．ｒｕ／ｂｌｏｇ／
ｓｔａｔｙａ／８６２８６４－ｅｃｈｏ／．
［２］ 中国海关 ：
《 ２０１７ 年中俄贸易额达 ８４０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２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ｃｐｉｔ．ｏｒ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Ｃｈａｎｎｅｌ＿３９７４／２０１８／０１１６／９５０３９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５０３９６．ｈｔｍ．
［３］ Подписан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ｒｅｍｌｉｎ．ｒｕ／ａｃｔｓ／ｎｅｗｓ／５３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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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年来首次访俄的菲律宾元首。当年 １０ 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访问俄罗斯，
两国关系开始解冻。俄沙两国自冷战时期起关系紧张，沙特曾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支持阿富汗叛军抗击苏联入侵，萨勒曼国王与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
的会谈标志着两国关系解冻 ；双方还签署了包括出售俄制武器合同在内的
多项协议，希望在维持国际油价方面继续共同努力。
从八国集团（Ｇ８）退出后，俄罗斯积极推进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
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与东盟、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成员国的合作，成功
组织举办了一系列多边会议，以扩大俄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成功举办了 ＡＰＥＣ 首脑峰会。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俄罗斯在乌法成功举办了上合组织首脑峰会和金砖国家首脑会议。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俄罗斯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 ２０ 周年峰会在俄罗斯索契召开，
会上双方通过了《索契宣言》，达成多项能源、军事合作意向，提出研究建
立欧亚经济联盟和东盟间自贸区等问题。同月，越南与欧亚经济联盟在哈
萨克斯坦签署双边自贸协定。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上合组织扩员，印度和巴基斯
坦正式成为其成员国，扩大了该组织的影响力。自 ２０１５ 年起，俄罗斯创办
了“东方经济论坛”机制，２０１７ 年普京在第三届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言称：
“俄
罗斯有意深化与太平洋东岸和西岸国家的投资、贸易和金融关系，而且俄
远东地区投资的空间几乎是无限的”。［１］
（四）参加叙利亚战争，赢得外交主动性
２０１１ 年初，叙利亚危机爆发，其反对派武装受到外部势力的支持得以
发展壮大，不断威胁巴沙尔政权。由于俄罗斯在叙利亚有重要战略利益，
因而俄选择在政治、军事上支持巴沙尔政权。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前，
俄罗斯在联合国 ７ 次否决了西方国家提出的关于叙利亚战争的提案。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巴沙尔当局难以抵挡势力不断增强的“伊斯兰国”，向俄罗斯发出

［１］ 普京 ：
《俄罗斯全方位对东西方国家开放》，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２０１７－０９／１１２２３６２６．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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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援助请求。９ 月 ３０ 日，俄罗斯正式出兵叙利亚，打击恐怖组织。在俄
罗斯的帮助下，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基本被消灭。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俄宣布从叙利亚撤军。
俄罗斯参加叙利亚战争的决策是其对外政策的加分之作。主要原因在
于 ：一是出于对“伊斯兰国”恐怖势力的打击、维护世界和平考虑而参加叙
利亚战争，使得俄罗斯占领了道义上的制高点 ；二是转移了国际社会对克
里米亚入俄及乌克兰危机的过分关注 ；三是大幅挽回了冷战后俄罗斯在中
东影响力下滑的势头，促使伊朗、土耳其靠近俄罗斯，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普京又签署法律，批准了俄叙两国扩建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协议，以增加
俄在中东地区的外交筹码 ；四是俄军在叙利亚的作为使西方国家认识到，
当代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俄罗斯这一大国角色。

二、普京面对的外交问题与挑战
虽然普京第三任期的俄罗斯外交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难以
克服的问题与严峻挑战。
（一）俄罗斯对其大国地位的焦虑感不断增强
苏联 ７０ 年的国际地位和取得的历史成就给俄罗斯外交打下了深刻的烙
印。冷战结束 ２０ 多年来，作为苏联主体的继承者，俄罗斯在独立后初期一
度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但其历史传统及现实的巨大发展潜能使其迅速
恢复实力。经过时间的考验可以看出，俄罗斯外交有稳定性和延续性的一
面，追求大国地位是俄外交不变的主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在 １９９３—
２０１６ 年 ５ 次出台《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作为领导人执政期间外交
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无一例外都强调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俄罗斯认为苏
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利益被西方忽视，没有被平等对待，
“轰炸南联盟”“北
约东扩”“颜色革命”“乌克兰危机”，都是美国忽视俄罗斯的利益、挑战其
势力范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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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外交影响力的强弱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综合国力是其
中最为关键的因素，而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稳定的程度又是其中较为重要
的因素。近年俄经济发展水平下降成为影响其外交的重要因素。普京前两
任期内，俄罗斯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其第三任期内俄经济发展水平总
体呈现下降，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经济增长率连续下降为 ３．４％、１．３％、０．６％。［１］
俄罗斯经济衰退始于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之后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局面，该年
ＧＤＰ 下降为 ２．８％，２０１６ 年下降为 ０．２％。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俄经济“崩溃论”
时有耳闻，西方国家的金融、能源、军事制裁，以及国际油价下跌等外部
因素固然是俄罗斯出现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但其经济内生结构却是导致俄
经济陷入危机的深层原因。美西方对俄罗斯重点产业进行制裁，而且在可
预见的未来制裁有可能扩大。同时，俄罗斯也在采取多种反制裁措施。随
着全球安全形势、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愈加复杂，以及俄外交立场日趋强硬，
都促使俄罗斯国家预算中有相当大的部分要拨给国防、军事、安全领域，
而不是用于经济发展。虽然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有所好转，其
央行研究与预测部消息称全年增长了 １．５％，已完全走出衰退，但是据世界
银行估计，俄经济发展水平在 ２０１８ 年后才能恢复到乌克兰危机发生前的水
平。实力与意图的失衡制约了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受认可度，对大国地位的
焦虑也是俄外交长期面临的难题。
（二）世界地缘政治回潮，大国博弈加剧
第三任期开始前，普京提出了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构想，这被西方解
读为“恢复苏联”的举动。［２］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俄罗斯发布的《俄罗斯对外政策
构想》指出 ：
“近 １／４ 世纪以来，北约与欧盟大肆进行地缘政治扩张，而不
是落实有关构建全欧安全与合作体系的政治声明，让欧洲大西洋地区累积

［１］ Ｒｕｓｓｉａ ＧＤＰ， １９８９－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ｔｒａｄ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ｏｍ／ｒｕｓｓｉａ／ｇｄｐ．
［２］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Ｓｏｖｉｅｔ’Ｒｕｓｓｉ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
ｎｅｗ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６７６９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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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诸多系统性问题，并进而引发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严重危机。”［１］ 克
里米亚事件之后，随着俄罗斯与美欧外交关系的恶化，俄罗斯在东欧、波
罗的海地区与北约的军事对峙常态化。西方媒体和相关智库发表了多个报
告，对“俄罗斯威胁”表达了“担忧”。根据美国兰德公司发布的报告称，俄
军可以在 ６０ 小时内“击溃北约”。乌克兰危机以来，在北约与俄罗斯接壤的
东欧、北欧地区，俄罗斯每年都举行大量的合成兵种协同训练和复合军演，
如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合举办的有战略打击力量参与的“西方”系列军演。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在英国威尔士召开的北约峰会是乌克兰危机后的首次峰
会，乌克兰战乱、中东局势动荡等都成为会议关注的焦点，北约在军事建
设方面力推“战备行动计划”、移交阿富汗的防务任务、提高军费用于国防
建设，对俄罗斯的态度开始从合作转为对抗，东欧、北欧国家对俄疑虑增大。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在波兰华沙举办的峰会是北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展
示了成员国在面对俄罗斯以及对付恐怖主义方面的“团结一致”和“坚定立
场”。关于北约和俄罗斯的关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期间明确
表态说 ：
“俄罗斯已经不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峰会宣布向东欧国家增
派 ４ 个营的国际战斗部队，分别部署在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
宛四国 ；并延长其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和军事存在，以加强从亚洲方向对
俄罗斯的牵制。２０１８ 年，北约峰会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应对来自俄
罗斯的威胁将是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
作为回应，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中旬，俄白再次联合举办代号为“西方 －２０１７”
的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地区从俄罗斯科拉半岛一直延伸至白俄罗斯境内。［２］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俄总统普京向俄联邦议会发表 ２０１８ 年国情咨文，介绍其
未来政策的主要方向，其中对俄军事实力的介绍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普京
［１］ Подписан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ｒｅｍｌｉｎ．ｒｕ／ａｃｔｓ／ｎｅｗｓ／５３３８４．
［２］ Путин по итогам учений "Запад-2017" призвал повысить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ую
готовность, ｈｔｔｐ：／／ｔａｓｓ．ｒｕ／ａｒｍｉｙａ－ｉ－ｏｐｋ／４７４９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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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历数了俄罗斯接收的最新型战略武器装备，同时用视频展示了这些新
型战略武器的运作情况。除了新型战略滑翔导弹系统，普京还演示了装有
核动力装置的俄导弹及“萨尔马特”导弹系统，以及新式高超音速航空导弹
系统“匕首”的运作情况，其已成功进行了试验并在俄南部列装。俄罗斯已
研制出用于超深和超远程水下无人器，它能以成倍超过目前所有舰艇的速
度航行。普京在国情咨文最后部分强调，“咨文中远未列举武器装备领域的
所有成果，俄罗斯已建立起现代化和高科技、符合国家规模的精干军队”。［１］
同时。俄罗斯还在不断加强国家军队的配置和调动。
在俄看来，北约所推行的几轮东扩、遏俄政策及其对俄所施加的政治、
安全、经济等压力破坏了地区及全球稳定。欧亚大陆及世界范围内的地缘
政治回潮从根本上损害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信任，不利于各方的长期利
益，与在恐怖主义势力增强、全球问题不断增多的条件下，合作治理和共
同应对跨国威胁与挑战的时代需求背道而驰。

三、俄罗斯外交的趋向与展望
普京第三任期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实践是复杂、丰富、充满变数和应对
性的，很难对其进行准确的描绘，但其体现了一个基本特征和属性，即俄
罗斯外交正在不断回归传统外交轨道，对自身所处的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更
加消极悲观。这在大国地缘政治的回潮中体现得较为明显。普京之所以可
以轻松赢得 ２０１８ 年的俄总统大选，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从内政角度看，俄政局基本稳定。虽恐怖主义事件时有发生，也
出现过反普京的示威游行，但俄国内政局是稳定的，反对派势力不断弱化。
维持、加强国家和社会稳定是普京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作为普京执政重

［１］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2018，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ｒｅｍｌｉｎ．ｒｕ／
ｅｖｅｎｔ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ｎｅｗｓ／５６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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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支撑的“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占有 ２／３ 以上多数议席，其影响力和
主导地位都不断加强。普京在第三任期内加强了反腐力度，克里米亚入俄后，
其支持率一直维持在 ８０％ 左右。［１］
其次对外政策方面，克里米亚入俄、俄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增加了普
京的国内威望。面对来自西方的制裁，俄罗斯国内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反
美主义情绪不断增强，普京因应对有力被俄罗斯人民视为民族英雄。普京对
外政策方面的成绩被媒介广泛宣传，转移了民众对国内经济不佳而造成生活
水平下降、失业率增加的不满，并把俄罗斯当今遇到的种种问题归咎于西方。
最后，普京长期在俄罗斯有较高的民众威望。普京较为重视青年人，
他们对普京的支持率也较高。普京主政俄罗斯近 ２０ 年，当今国内已经形成
了“普京代”
（ｔｈｅ Ｐｕｔ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这代人从小受到普京内外政策的影响，
使其在青年人心中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力。［２］ 此外，由普京倡导而成立的“全
俄罗斯人民阵线”作为其拥护者的非正式团体，获得了公众运动的地位，其
宗旨在于使所有赞同现行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针的健康力量团结在总统周围。
“阵线”成立伊始就表明了自己活动的超政党性质。不少劳动集体、公会、
非政府组织和无党派的权威人士都加入了该“阵线”，促进了俄罗斯国家的
统一和各民族团结，提升了普京的威望和影响力。
通过以上分析，普京第四任期外交政策逐渐凸显出清晰趋向，即追求
俄罗斯大国地位并试图重塑当代世界秩序。在普京第四任期内，俄国内政
治和社会将继续稳定。普京将保持外交实用主义风格，整合国家的硬实力
和软实力，保持外交政策的稳定性，更加重视地缘政治利益。普京总统在
第四任期要完成的两大主要任务，一是维护大国地位，妥善应对外交危机
与安全挑战，这会增加俄外交的对抗性 ；二是重视经济外交，寻求国家经

［１］ Рейтинги и Доверия,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ｅｖａｄａ．ｒｕ／２０１８／０３／２９／ｒｅｊｔｉｎｇｉ－ｏｄｏｂｒｅｎｉｙａ／．
［２］“Ｗｈｙ Ｍａｎｙ Ｙｏｕｎｇ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Ｓｅｅ ａ Ｈｅｒｏ ｉｎ Ｐｕｔｉｎ，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ｇｒ
ａｐｈｉｃ．ｃｏｍ／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１６／１２／ｐｕｔ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ｕｓｓｉａ－ｓｏｖｉｅｔ－ｕｎ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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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复兴，这又将使俄外交保留一定妥协性。
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作为世界
核大国的多样化核打击能力，旨在展示俄美在军事领域的战略竞争以及核
恐吓。［１］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紧张、恶化，挑战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军
事互疑使得俄罗斯与北约的对抗越陷越深，近年来，北约在欧洲不断增强
军事活动，使得俄罗斯多次调整军队发展计划并增加军演数量，以对抗北
约的威胁。针对近期不断升级的俄英外交驱逐行为，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３ 日，俄
副外长格鲁什科公开表示，“一些欧洲国家在驱逐俄外交官方面展现的所谓
团结恶化了欧洲安全形势，妨碍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沟通，而这种专业
的沟通在当前的危机时期是尤其必要的”。［２］ 为了维护俄罗斯的地位，普京
将会格外注重国家安全，投入更多精力应对面临的威胁和不稳定因素，俄
罗斯与北约的对立程度将会进一步尖锐，双方对地缘势力范围的敏感度将
不断上升。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普京签署了《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８ 年俄罗斯军事装备发展纲要》
（简
称“发展纲要”），确定了未来 １０ 年俄军事装备升级和更新计划，总规模达
１９ 万亿卢布（约合 ３，３９０ 亿美元）。针对北约扩大军事影响力、美国全球打
击策略和部署精确打击武器等情况，俄罗斯在“发展纲要”中提出应对方法。
鉴于普京政策的持续性，俄罗斯将会继续执行该纲要，确保将安全威胁拒
之于外的能力。
与此同时，普京第四任期会更加注重经济外交工作 ：一是与更多的国
家和地区展开经济外交及合作，二是通过外交关系的提升促进国内经济发
展。俄罗斯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发布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中，虽然言辞
激烈地批评了美国和北约在安全领域对俄罗斯的威胁，但仍保留了经济合
［１］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2018,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ｅｖｅｎｔ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ｎｅｗｓ／５６９５７．
［２］ Грушко: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делом Скрипаля пытается помешать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с Россией，ｈｔｔｐ：／／ｔａｓｓ．ｒｕ／ｐｏｌｉｔｉｋａ／５０８９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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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空间，表示“俄愿同美国发展互利关系，开展建设性合作 ；将欧盟定位
为俄重要的经贸和外交伙伴，未来俄欧关系需要在法律基础和合作机制上
不断完善，最终实现俄欧关系的战略目标”，即“打造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
共同人文经济空间”。［１］
同时，俄罗斯还将抓住亚太地区快速发展的机遇，加快“向东转”，加
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往来。这不仅有助于俄罗斯对冲来自西方的压力，也
为其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满足了多元化的内需。在对华关系上，普
京仍将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多方位、多领域务实合作，加深全面战略协作，
同时坚持多元化思维和“亚洲不只有中国”的理念，实现与亚太其他国家最
大限度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多元化。２０１６ 年，普京提出了“大欧亚伙
伴计划”［２］，在第四任期内他将以此为基础，重新谋划建立跨欧亚的地缘政
治和经济格局。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重塑与调整，地缘政治回潮，俄罗斯面临严峻的国
际形势，这强化了俄罗斯进一步改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确保国家安全、
经济发展和谋求大国地位的心态。普京第四任期的俄罗斯外交将更加务实，
兼具强硬与妥协，谋求多层次利益交换，减轻国家受到的政治孤立，竭力避
免在力量不足时发生任何可能对其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危机。

【收稿日期 ：2018-04-05】

［１］ Подписан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ｒｅｍｌｉｎ．ｒｕ／ａｃｔｓ／ｎｅｗｓ／５３３８４．
[2] Путин призвал создать большое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Ме ж д у н а р од н ы й Э ко н ом и ч е с к и й Ф о рум 2 0 1 6 , ｈ ｔ ｔ ｐ ： ／ ／ ｗ ｗ ｗ ． ｖ ｅ ｓ ｔ ｉ ｆ ｉ ｎ ａ ｎ ｃ ｅ ． ｒ 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７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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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遭重创后前景评估
宫小飞
【内容提要 】近两年来，在美俄各自主导的反恐力量、叙利亚和伊拉克政
府军、库尔德人武装等多方力量的打击下，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
实力、领土面积和财政收入损失惨重。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伊斯兰国”占领的
伊拉克摩苏尔地区丢失，这标志着该组织在遭受沉重打击后进入衰败阶
段。但目前该组织并未消亡，而是在组织结构、战术策略和恐怖手段等
方面发生了变化。转变后的“伊斯兰国”将继续利用网络技术和社交工具
传播极端思想、制造恐怖活动、获得资金支持。此外，“伊斯兰国”武装
人员的扩散、跨国“圣战者”的回流及其庞大的分支网络和众多的效忠团
体将继续对中东和世界的安全形势构成威胁。为此，国际社会应加强协作，
将“伊斯兰国”残存势力清除出叙伊境内，建立以大国协调为基础的国际
反“伊斯兰国”合作机制，消除其重新崛起的威胁。
“伊斯兰国” 组织转型 新威胁 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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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位于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的极端伊斯兰势力宣布建
立“伊斯兰国”组织以来，其始终占据着世界反恐议题的核心位置。近两年来，
在美俄各自主导的反恐联盟等多重力量打击下，“伊斯兰国”元气大伤，已
成强弩之末，不仅丢失了在伊拉克境内的主要城市据点，其在叙利亚的大
本营拉卡也被叙利亚民主军收复。随着“伊斯兰国”势力在叙伊境内的衰败，
它的组织结构、战术策略和恐怖手段会发生何种转变，会对中东及世界安
全形势造成何种威胁，将是国际社会在反恐议题上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伊斯兰国”的建立和发展
以伊拉克摩苏尔的沦陷和收复为标志，可将“伊斯兰国”的发展历程分
为三个阶段，其在各个阶段的组织发展状况和组织特征各有特点。
（一）第一阶段（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
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基 地 组 织 伊 拉 克 分 部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Ｉｒａｑ） 成 立， 到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宣布建立“伊斯兰国”是该组织的初创时期。“伊斯兰国”的前
身最早可追溯至阿布·马萨卜·扎卡维（Ａｂｕ Ｍｕｓａｂ ａｌ－Ｚａｒｑａｗｉ）于上世纪
９０ 年代末创立的“一神教和圣战党”组织（Ｊａｍａ ａｔ ａｌ－Ｔａｗｈｉｄ ｗ ａｌ－Ｊｉｈａｄ，简
称 ＪＴＪ）。２００３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扎卡维将该组织更名为“基地组
织伊拉克分部”，并宣布效忠于奥萨马·本·拉登 （Ｏｓａｍａ 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扎卡
维依靠“基地”组织的帮助和庇护，在伊拉克境内频繁制造恐怖袭击活动。
但扎卡维的“圣战”理想和目标比本·拉登更加远大。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在写给“基
地”组织副手艾曼·扎瓦希里（Ａｙｍａｎ ａｌ－Ｚａｗａｈｒｉ）的信中，扎卡维将其宏
图描述为四个阶段，即“驱逐美国联盟军队”、“建立伊斯兰国家”、“将战争
拓展至伊拉克周边的世俗国家”及“发动对以色列的战争”。［１］ 为了达成这

［１］“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２００５，”ｐｐ２１９，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６５４６２．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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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目标，扎卡维把恐怖袭击的对象锁定在什叶派平民和驻伊联军身上。
这一时期，该组织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部”的名义开展活动，以游击
战为主要战术，将驻伊美军和什叶派民众作为攻击目标，通过“斩首、绑架、
自杀式恐怖袭击、汽车炸弹”等方式获得影响力。２００５ 年的 ３ 个月间，仅
在摩苏尔一地，由扎卡维及其属下声称负责的盟军和伊拉克军队遇袭事件
就高达 １，７００ 多起。［１］ 尽管该组织占领过少量领土并控制了一定数量的武装，
但仍未超出传统型恐怖组织的范畴。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扎卡维殒命于美军的一次轰炸行动中。其继任者将伊
拉克境内的一些小规模圣战组织进行整合后，改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ｑ）。２０１０ 年，由于两位最高领导人被炸身故，该组织发
展一度陷入低潮。２０１１ 年，在新任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Ａｂｕ
Ｂａｋｒ ａｌ－Ｂａｇｈｄａｄｉ）的领导下，“伊拉克伊斯兰国”进行了组织结构和管理体
系上的改革，并利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和叙利亚内战的机会，迅速填补了
叙伊两国的权力真空，占领了两国的多个主要城市。２０１３ 年，“伊拉克伊斯
兰国”试图吞并“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支持阵线”
（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 Ｎｕｓｒａ），
并宣布将该组织更名为“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 Ｓｙｒｉａ）。为此，“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希里宣布同“伊斯兰国”断
绝关系。次年 １ 月，
“伊斯兰国”占领叙利亚北部重镇拉卡，并以此为大本营，
在叙利亚境内迅速扩张，占领了叙超过一半的领土和多个重油田。
在这一时期，“伊斯兰国”的实力相对有限。在战斗人员方面，基本维
持在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人之间。［２］ 其大部分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极端组织，
缺乏专业训练和实战经验，战斗力和组织性极差。２０１１ 年，巴格达迪对“伊
斯兰国”进行了“本土化”改革，从伊拉克和叙利亚当地吸收极端分子，但
武装人员数量在 ２０１３ 年前仍维持在 ２，０００ 人左右。在收入方面，
“伊斯兰国”
［１］“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２００５，”ｐｐ２１９，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６５４６２．ｐｄｆ．
［２］ Ｉｂｉｄ， ｐｐ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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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靠“基地”组织的支持、沙特等海湾国家逊尼派团体的捐赠，以及该
组织成员通过绑架、敲诈等犯罪活动的所得。在势力范围方面，从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 年，“伊斯兰国”的活动主要在伊拉克境内 ；２０１３ 年后，逐步渗透到叙
利亚。在策略选择方面，“伊斯兰国”采用游击战术对付驻伊美军和伊拉克
政府军，并通过“自杀式袭击、绑架、汽车炸弹、斩首”等方式在伊拉克各
地制造恐慌。
（二）第二阶段（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伊斯兰国”攻下摩苏尔后，又相继攻下叙伊境内的多个
主要城市，控制了数量可观的人口和军队，并建立起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庞
大的分支网络，掌握着充足而稳定的财政来源。这标志着“伊斯兰国”进入
发展强盛时期，也意味着其从“传统常规型恐怖组织”向“新型非常规恐怖
组织”的转变。
“伊斯兰国”控制着包括叙伊多个重要城市在内的大片领土、数量可观的
人口和军队。在叙利亚，“伊斯兰国”以拉卡为大本营，沿幼发拉底河流域迅
速向四周扩张，攻占了代尔祖尔的大半领土，并一度占领整个拉卡省。在伊
拉克，
“伊斯兰国”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不仅包括北部重镇费卢杰、
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等主要城市，还囊括了尼尼微等省
的大片领土。到 ２０１４ 年底，
“伊斯兰国”控制下的领土已超过 ３．４ 万平方英里，
人口超过 １，０００ 万。［１］ 此外，“伊斯兰国”还控制着数量可观的军队，据联合
国统计，该组织在叙伊境内控制的武装人员数量达到 ２ 万人左右，在中东地
区的武装人员超过 ３．３ 万人。［２］ 其中，有一半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另有超过 １．５
［１］“ＩＳＩＳ Ｆａｓｔ Ｆａｃｔｓ，”ＣＮ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ｔｔ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ｎｎ．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８／０８／ｗｏｒｌｄ／ｉｓｉｓ－
ｆａｓｔ－ｆａｃｔｓ／．
［２］“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ｅａｍ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２５３ （２０１５）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ＩＳＩＬ （Ｄａ＇ｅｓｈ）， Ａｌ－Ｑａｉｄａ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ｇａ／ｓｅａｒｃｈ／ｖｉｅｗ＿ｄｏｃ．
ａｓｐ？ｓｙｍｂｏｌ＝Ｓ／２０１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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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是来自国外的跨国“圣战”者。这些人不仅来自约旦、突尼斯、沙特等
伊斯兰国家，也有至少 ２，０００ 名来自美、英、法等西方国家。［１］
此外，
“伊斯兰国”建立起了层级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在组织
结构上，以巴格达迪为核心，形成了高度集权、层级严密、分工明确又不
乏灵活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 ；他和两位副手组成最高三人领导核心。下设
舒拉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情报与安全委员会，直接向巴格达迪负责，其
中舒拉委员会最为重要，它由巴格达迪及 ９—１１ 名内阁成员组成，包括 ７
个主要的日常管理部门。军事委员会由巴格达迪亲自挑选的 ４ 名成员组成，
主要负责监督各“省”
（ｗｉｌａｙａｔｓ）军事长官的行动。安全与情报委员会主要
负责巴格达迪的保卫工作、情报工作、执行死刑、进行反侦察等活动。［２］
在基层管理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设有 ７ 个省，分别是巴格达、安巴尔、
萨拉赫丁、基尔库克、中南幼发拉底河、尼尼微和大区域省 ；在叙利亚设
有 ５ 个省，分别是拉卡、阿勒颇、代尔祖尔、大马士革、霍姆斯和哈赛克省，
均设省长负责具体事务。［３］ 此外，巴格达迪还改革了其前任的管理模式，使
各省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减少了外国圣战分子在高层中的比重，任用伊拉
克本地人担任重要职位，从而缓解了军队中伊拉克人的不满情绪 ；并根据
国籍将武装人员分成不同的军团，如伊拉克军团、阿拉伯军团和车臣军团，
以保证各军团之间的团结，减少内部矛盾。
“伊斯兰国”拥有庞大的分支机构和众多效忠团体。“伊斯兰国”的壮
大使其野心膨胀，它不但脱离“基地”组织自立门户，还强行与“基地”的
叙利亚分支“支持阵线”合并。同时，“伊斯兰国”利用“阿拉伯之春”后的

［１］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Ｍ． Ｐａｔｒｉｃｋ，“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ｏｆ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２， ２０１４，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ｆｒ．ｏｒｇ／ｂｌｏｇ／ｉｓｉｓ－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ｃｕｔｔ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２］ Ａｈｍｅｄ Ｓ． Ｈａｓｈｉｍ，“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 ｔｏ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２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４）， ｐｐ．７４．
［３］ 王晋：
《 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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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混局，派遣恐怖分子到黎巴嫩、约旦、利比亚、埃及等国建立分支机
构，其“利比亚分支”和“埃及西奈分支”势力强大，曾一度占领当地的主
要城市和大片领土。此外，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伊斯兰国”宣布成立“哈里发”国
家后，在中东和世界各地引起了连锁效应，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等
地区的暴恐组织纷纷宣布对其效忠。据联合国统计，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世界各地共有 ３４ 个极端组织宣誓效忠“伊斯兰国”。 ［１］ 其中不乏原先
属于或效忠“基地”组织的分支或暴恐组织，如“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
“索
马里青年党”等。这一时期的“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为争夺“圣战”运
动领导权和正统性而在全球多个地区展开激烈竞争，而“伊斯兰国”占据
了明显优势。
“伊斯兰国”拥有充足的财政收入，其收入渠道较为多元，其中敲诈及
征税、搜刮银行、贩卖石油是主要收入来源。敲诈和征税是“伊斯兰国”较
为稳定的一项收入来源，仅摩苏尔一处，每月该组织便可获得 １，２００ 万美
元的收入。［２］ 而搜刮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是“伊斯兰国”所有收入中最为直
接和快捷的方式。据估计，“伊斯兰国”从伊拉克中央银行摩苏尔分行获得
的收入就高达 ９ 亿—２０ 亿美元。［３］ 随着“伊斯兰国”占领了叙多个油田，石
油收入成为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主要通过走私石油、贩卖石化产品
到约旦、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土耳其等地，并以低于市场价 ２—３ 倍的价
格出售，每年可获利超过 ５ 亿美元。［４］ 此外，“伊斯兰国”还通过接受捐赠、

［１］“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ＩＳＩＬ （Ｄａ＇ｅｓｈ）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ｚ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ｖｉｅｗ＿ｄｏｃ．
ａｓｐ？ｓｙｍｂｏｌ＝Ｓ／２０１６／９２＆ｒｅｆｅｒｅｒ＝ ／ｚｈ／＆Ｌａｎｇ＝Ｅ．
［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ｓｔｅｒ，“Ｃｕｔｔｉｎｇ ｏｆｆ ＩＳＩＳ＇ 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ｂｌｏｇ／
ｍａｒｋａｚ／２０ １４／１０／２４／ｃｕｔｔｉｎｇ－ｏｆｆ－ｉｓｉｓ－ｃａｓｈ－ｆｌｏｗ／．
［３］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Ｏｄｉｎｔｓｏｖ，“ＩＳ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Ｎｅｗ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ｈｔｔｐ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ｏ．ｏｒｇ／２０１５／１１／０３／ｉｓｉ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ｓ／．
［４］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Ｏｄｉｎｔｓｏｖ，“ＩＳ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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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文物和毒品、收取各种管理费等方式获得收入。

二、“伊斯兰国”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打击
面对“伊斯兰国”的疯狂扩张和恐怖威胁，国际社会开始对其实行严厉
制裁和猛烈打击。２０１４ 年 ９ 月，美国正式对“伊斯兰国”宣战，并因此组建
了全球联盟（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 ＩＳＩＳ），得到 ７０ 多个国家的积极
响应。俄罗斯也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派出空军和陆军围剿叙境内的“伊斯兰国”
武装，并联合伊拉克、伊朗、叙利亚成立相关信息情报中心。此外，伊叙
境内的武装力量进行了协调和整合，矛头一致指向“伊斯兰国”：在伊拉克，
中央政府同库尔德人自治区政府达成临时协议，［１］ 使双方得以就打击“伊斯
兰国”问题形成一致 ；在叙利亚，政府军同反政府武装之间签订了临时性停
火协议，并在美俄的协调下建立了多个冲突降级区域，在打击“伊斯兰国”
问题上形成初步共识。在多方力量的联合打击下，“伊斯兰国”的军事实力、
财政收入和领土面积遭受重创，其在叙伊境内的衰败已成定局。
“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损失惨重。在核心领导层，巴格达迪生死未卜，［２］
其两位副手先后殒命于美军的空袭行动 ；在管理层，美国主导的联盟实施
了 １．９ 万多次针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共消灭中高层头目 １８０ 多
名。［３］ 据美国军方估计，美国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两年多来，至少有 ４．５

［１］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库尔德自治区政府达成临时性协议的主
要内容 ：中央政府把每年财政预算的 １７％ 支付给“库区政府”，并承担库尔德人武装“自
由战士”的军费，“库区政府”有权通过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每天出口 ５５ 万桶石油。
［２］ 据俄媒体报道，巴格达迪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８ 日死于俄军方在拉卡的空袭行动，
但巴格达迪的死讯未被证实，此前曾多次传言巴格达迪已死亡，近日“伊斯兰国”又爆
出关于巴格达迪的录音。
［３］“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ｏｋｅｓｐ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 ＩＳＩＳ，”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ｒ／ｐａ／ｐｒｓ／ｐｓ／２０１７／０３／２６８６０９．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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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恐怖分子被消灭，［１］ 其在叙伊境内的武装人员数量已减少到历史最低值。
“伊斯兰国”已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据英国简氏集团的报告显示，到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该组织每月财政收入骤降 ８０％，从 ２０１５ 年第二季度的 ８，１００
万美元，降至 ２０１７ 年第二季度的 １，６００ 万美元 ；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其每月石
油收入减少 ８８％，每月税收和罚款所得减少 ７９％。［２］ 领土的相继丢失，使“伊
斯兰国”的主要财政来源——石油和税收收入已近枯竭。此外，在联盟参与
国的共同努力下，“伊斯兰国”通过银行、金融等渠道获取收入的方式已被
切断，海湾国家也通过立法禁止国内团体向该组织捐赠。随着“伊斯兰国”
陷入财政危机，其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外籍成员同叙伊籍成员开始围绕资
源分配、组织内地位发生争斗，极大地影响了“伊斯兰国”的战斗力，成为
其在战场上不断失利的重要原因。
“伊斯兰国”控制领土和人口几乎完全丢失。据美国务院公布数据，
“伊
斯兰国”已经丢失在叙伊境内超过 ９５％ 的领土，其中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
苏尔的丢失对“伊斯兰国”打击重大，这代表着其“成名”之地已被光复。
目前，“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势力范围仅剩个别点状区域，伊政府军预计
将很快收复被占领土。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已宣布
将“伊斯兰国”势力完全逐出其大本营拉卡，叙政府军也收复了代尔祖尔省
的大部分领土，收复剩余领土只是时间问题。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已有 ７５０
多万人从“伊斯兰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２６０ 多万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已
重返家园。［３］
［１］ Ｌｕｃａｓ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Ｎｅａｒｌｙ ４５，０００ ＩＳＩＳ－ｌｉｎｋｅｄ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ｎ ｐａｓｔ ２ ｙｅａｒｓ，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ａｙｓ，”Ｆｏｘ Ｎｅｗ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ｘｎｅｗｓ．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６／０８／１０／ｎｅａｒｌｙ－
４５０００－ｉｓｉｓ－ｌｉｎｋｅｄ－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ｋｉｌｌｅｄ－ｉｎ－ｐａｓｔ－２－ｙｅａｒｓ－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ｙｓ．ｈｔｍｌ．
［２］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Ｄｏｗｎ ８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ｔｔｐ：／／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ｍ／２０１７／０６／２９／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ｄｏｗｎ－８０－ｐｅｒｃｅｎｔ－
ｆｒｏｍ－２０１５／．
［３］“Ｒｅａｄ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 ＩＳＩＳ
ｉｎ Ｊｏｒｄａｎ，”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ｒ／ｐａ／ｐｒｓ／ｐｓ／２０１７／１１／２７５６１０．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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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伊斯兰国”遭重创后威胁犹存
２０１７ 年以来，
“伊斯兰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当前形势分析，
“伊
斯兰国”的组织结构、战略战术、袭击手段等都呈现出新的特点。摩苏尔和
拉卡的丢失并非意味着该组织被完全消灭，其散入民间的残存势力和盘踞世
界各地庞大的分支机构将继续通过改变对抗方式，对中东地区和世界安全构
成威胁，“伊斯兰国”甚至仍有重新坐大的可能。
其一，将采取新的战略战术和袭击手段继续兴风作浪。首先，遭重创
后的“伊斯兰国”放弃集中优势兵力攻城略地的战术打法，“打了就跑”将
成为该组织的新战术。据“伊斯兰国”媒体宣称，该组织在 ２０１７ 年采用这
种新战术发动了近 ８００ 起袭击行动，其中近 ５００ 起针对伊拉克军队，１３６ 起
针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１２０ 起针对阿萨德政权及其盟友，其余是针对叙利
亚温和反对派武装的。［１］ 这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斯兰国”的领导者将
这种新战术视为该组织的最佳选择。其次，自杀式炸弹袭击、独狼式恐袭、
无人机偷袭等低成本袭击方式将成为该组织新的袭击手段。面对战场上的
接连溃败，“伊斯兰国”呼吁全球范围内的追随者就地发动袭击以报复打击
“伊斯兰国”的国家。与之前有计划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如 ２０１５ 年巴黎恐
袭事件）不同的是，这种独狼式恐袭的成本低、频次高且难以预防，２０１７
年以来美国发生的多起枪击案件和阿富汗爆发的多起汽车炸弹袭击均属这
种情况。此外，无人机成为“伊斯兰国”攻击对手的绝佳工具。摩苏尔战役
中，“伊斯兰国”就使用大量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阻挠伊拉克军队的进攻。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６ 日，“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试图通过无人机群偷袭俄在叙利亚
的军事设施，这也反映出无人机将在该组织今后的恐袭活动中扮演重要角
色。第三，网络和社交工具作为“伊斯兰国”宣传战的重要载体，将发挥更
［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 Ｄｅｍｐｓｅｙ，“Ｈｏｗ ＩＳＩ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ｓｙｒｉａ／２０１８－０１－１８／ｈｏｗ－ｉｓｉ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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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要的作用。同过去几年使用网络和社交工具招募圣战分子、传播极端
思想不同的是，遭遇重创后的“伊斯兰国”将更多的运用这些新媒体工具鼓
动和指导其追随者发动恐袭活动，从最近发生的多起恐袭事件中均可看到
网络和社交工具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其二，其遍布中东和世界的分支机构及效忠团体将继续对世界安全构
成威胁。目前，除叙利亚和伊拉克外，
“伊斯兰国”在西奈半岛、也门、沙特、
利比亚、阿富汗等多个国家都设有分支，并有遍布亚非两大洲的 ３０ 多个暴
恐组织宣布对其效忠。“伊斯兰国”遭遇重创后，这些分支和效忠团体的恐
怖活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其中，阿富汗、西奈半岛和利比亚
的形势最为严峻。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原因，这些地区成为恐怖分
子理想的栖息地和庇护所，也极有可能成为“伊斯兰国”遭重创后转移的主
要目标地。阿富汗将是该组织的首选目标，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以来，阿富汗首都
喀布尔已遭遇数十起恐怖袭击，造成数百人伤亡，“伊斯兰国”宣称对其中
绝大多数袭击活动负责。此外，“伊斯兰国”目前仍控制着阿富汗朱兹詹省
境内杜尔扎卜和胡什泰帕两个地区 ， 以及楠格哈尔省胡吉亚尼地区的大部分
地方，阿富汗境内尚有近万名该组织武装人员。［１］ 在西奈半岛，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的清真寺袭击事件导致至少 ２３５ 人死亡，这也是该组织在叙伊境内
接连受挫后，在中东地区制造的最大恐袭事件。在利比亚，“伊斯兰国”丢
失大本营苏尔特后，该分支的战斗人员也扩散到利比亚各地，对该国安全
构成严重威胁。此外，巴格达迪呼吁不能进入叙伊地区的跨国“圣战”者前
往利比亚参与“圣战”。［２］ 这反映了“伊斯兰国”下一阶段的活动趋势和动向。
［１］《“伊斯兰国”加速转战阿富汗吗？》新华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ｍｒｄｘ／
２０１８－０１／０９／ｃ＿１３６８８２０１７．ｈｔｍ。
［２］“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ｆ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ＩＳＩＬ
（Ｄａ＇ｅｓｈ）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ｚ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ｖｉｅｗ＿ｄｏｃ．
ａｓｐ？ｓｙｍｂｏｌ＝Ｓ／２０１７／４６７＆ｒｅｆｅｒ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ｚｈ／ｓ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ｓｇ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７．
ｓｈｔｍｌ＆Ｌａ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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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伊斯兰国”在西非、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其他分支和效忠团体也
在极力扰乱当地局势，随着该组织在叙伊境内的不断受挫，这些分支和效
忠团体的报复和恐怖活动也将愈演愈烈。
其三，跨国“圣战”者的回流将严重影响回流目标国的安全和稳定。
受极端思想的蛊惑，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大约有 ３ 万名跨国“圣战”分子远赴叙
伊加入“伊斯兰国”［１］，其中大部分来自沙特、突尼斯等中东北非国家以及
“伊斯兰国”在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国家的分支机构，也有大约 ３，０００ 名
“圣战”分子来自西方国家。［２］ 随着“伊斯兰国”在叙伊境内的势力不断缩减，
其领导层有可能发动这些跨国“圣战”者回母国从事恐怖活动，以报复其母
国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这些跨国“圣战”者混入难民之中，借
道土耳其，并在“伊斯兰国”庞大的组织网络的掩护下流向中东、北非、南亚、
欧洲和北美地区。这些回流“圣战”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因对“伊
斯兰国”失望而主动逃离的恐怖分子，其数量居多，以逃离该组织为目的，
危害性较小 ；一类便是“伊斯兰国”有计划派出的恐怖分子，人数虽少，但
危害性极大。他们在叙伊战场上得到了历练，战斗经验丰富，手段极为残暴，
并熟练掌握用简易材料制造袭击工具的方法。由于熟悉母国的环境，他们
将利用当地关系网络作为遮掩，随时待命，响应“伊斯兰国”的号召，从而
对本国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土耳其已成为跨国“圣战”者回流和扩
散的重要中转站。据土参谋部统计，仅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就有 ８，４７４ 名从叙利亚
进入土耳其的非法越境者被抓，［３］ 其中不乏一些试图回国制造恐怖袭击活动
［１］ Ｎｉｃｋ Ｅｎｏｃｈ，“３０，０００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ｏ ２５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ｈａｖｅ ｐｏｕ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Ｓｙｒｉａ ｔｏ ｊｏｉｎ ＩＳＩ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 Ｕ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ｅａｒｓ，”Ｍａｉ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ｄａｉｌｙｍａｉｌ．ｃｏ．ｕｋ／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２５２２６５／３０－０００－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２５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ｐｏｕｒｅｄ－Ｉｒａｑ－Ｓｙｒｉａ－ｊｏｉｎ－ＩＳＩＳ－２０１１－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ｆｅａｒｓ．ｈｔｍｌ．
［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ｉｇｈｔｅｒ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２０１５／０３／ｉ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ｉｇｈｔ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３８７１６６／．
［３］《土耳其成为 ＩＳＩＬ 外籍圣战者回流集散地》，搜狐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ａ／２１６１７５２００＿８１７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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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疑分子。２０１７ 年以来，欧洲和美国爆发的多起暴恐袭击事件，其中多
起由回流“圣战”者发起。
其四，纷繁复杂的地区环境是“伊斯兰国”迅速繁殖的温床，其仍有
重新崛起的可能。目前，叙利亚和伊拉克面临十分严峻的战后重建形势。
首先，各派系之间的政治和解是摆在两国政府面前的头等难题。在伊拉克，
如何处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关系，妥善平衡两大教派的利益，是伊政
府战后重建面临的首要任务。调查数据显示，仍“有 ２２％ 的伊拉克逊尼派
教徒不相信什叶派掌权的伊拉克政府将平等对待逊尼派”，［１］ 这为战后伊拉
克的政治和解埋下了隐患。在叙利亚，政府军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和
斗争直接关乎其战后稳定。虽然政府军同反政府武装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
“伊斯兰国”而暂时停火，但随着“伊斯兰国”遭遇重创，叙利亚政府军同反
政府武装围绕抢夺真空地带的斗争已经打响。此外，叙利亚还深受大国博
弈的困扰，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分别支持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直
接影响到叙利亚的战后稳定与和平。其次，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是困扰叙
伊政府的又一难题。尽管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库尔德自治区达成了临时和解
协议，使双方得以共同对付“伊斯兰国”，然而在“伊斯兰国”的威胁尚未完
全消除之时，库尔德人独立的苗头已昭然若揭。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库尔德
自治区不顾伊中央政府、土耳其和伊朗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在库区举行独
立公投。［２］ 此举导致地区形势骤然紧张。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在反“伊斯兰
国”斗争中贡献突出，正是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将“伊斯兰国”
势力逐出拉卡，该武装已成为叙境内最强大的反政府力量，并积极谋划战
后独立问题。最后，战后叙利亚和伊拉克重建顺利与否，对稳定两国的局
势关系重大。如何恢复战后经济、解决难民安置问题、填补“伊斯兰国”重

［１］ Ｃｏｌｉｎ Ｐ． Ｃｌａｒｋｅ， “Ｈｏｗ ＩＳＩＳ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２０１７－０９－２５／ｈｏｗ－ｉｓｉ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ｃｉｄ＝ｉｎｔ－ｌｅａ＆ｐｇｔｙｐｅ＝ｈｐｇ．
［２］ 公投结果是 ９２％ 的库区选民投票赞成独立，但此次公投并没有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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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后留下的权力真空、破除“伊斯兰国”极端思想的余毒等问题，成为摆在
两国政府面前的难题，如若处理不当，将会激化社会矛盾，并给“伊斯兰国”
以再生机会。

四、如何应对“伊斯兰国”的新威胁
鉴于以上分析，国际社会应继续努力清除“伊斯兰国”残存势力，防止
其以其他方式开展恐怖活动，对国际社会造成安全威胁。
首先，面对“伊斯兰国”的新威胁，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宜进一步合作，
加强对其残存势力和分支网络的打击，并最终将恐怖分子清除出叙伊边境。
一是针对“伊斯兰国”新的战略战术和袭击手段，有关各方可提前制定相应
的打击策略，不仅要做好对本土安全的防御工作，也应同叙伊境内的反“伊
斯兰国”力量一道，对其在叙伊境内的残存势力实施进一步打击，彻底铲除
恐怖分子的巢穴。二是国际社会应加强在人员、情报、财政等方面的交流，
建立跨地区、多层次、多方位的反“伊斯兰国”合作机制，进一步打击该组
织分支和效忠团体，切断其财政收入，防止跨国圣战者的回流和恐怖分子
的扩散。三是国际社会应加强针对“伊斯兰国”的网络监管和制约，总结“伊
斯兰国”使用网络和社交工具的规律，做好对该组织的反叙事战（Ｃｏｕｎｔｅ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和反宣传战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揭露其极端本质。
其次，国际社会应帮助叙伊两国完成战后重建，促成两国内部不同派
系的政治和解，并妥善处理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从而根除“伊斯兰国”产
生的土壤。一是国际社会需进一步加强对叙伊两国的经济援助，帮助两国
重建稳定的社会秩序，巩固在“伊斯兰国”问题上取得的战果。过去几年，
反“伊斯兰国”联盟国家共援助了超过 ２２０ 亿美金用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
后重建，［１］ 这些援助远不足以支撑庞大的重建工程，国际社会仍需加强对叙
［１］“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ｏｋｅｓｐ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 ＩＳＩＳ，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ｒ／ｐａ／ｐｒｓ／ｐｓ／２０１７／０３／２６８６０９．ｈｔｍ．

-84-

“伊斯兰国”遭重创后前景评估
伊两国的援助。二是国际社会应帮助促成叙伊两国内部不同政治和宗教派
别的和解。从目前形势看，叙利亚政府军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矛盾最为激烈，
大规模武装冲突随时可能发生。国际社会的参与协调对此至关重要，尽管
过去几年双方曾在某些和平议题上达成一致，但目前形势不容乐观，周边
国家的干涉使得形势更加严峻。其三，妥善处理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有利
于叙伊战后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彻底瓦解“伊斯兰国”势力，以大国协调为基础的国际反“伊斯
兰国”联盟合作机制必不可少。这一机制至少应包括宏观层面的美俄协调、
中观层面的多国参与及微观层面的叙伊内部力量协作。过去几年，正是带
有上述特征的合作机制的建立，才使得打击“伊斯兰国”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一机制也将是继续瓦解“伊斯兰国”力量的有效保证。一是美俄强大的军
事实力是摧毁“伊斯兰国”的外部主要力量，美俄的参与及一定程度上的协
调，对反“伊斯兰国”战局的扭转意义重大，继续追击“伊斯兰国”残存势
力仍离不开美俄之间的协调。这将直接影响到叙伊境内各方势力之间的协
作，并影响两国内部政治和解的进程。二是多国参与的反“伊斯兰国”联盟
是打击“伊斯兰国”的有效保证。目前，反“伊斯兰国”联盟国家已在多个
领域实现合作。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高级外交代表
会议在彻底瓦解“伊斯兰国”残余势力、防止跨国圣战者回流、加强对叙利
亚和伊拉克人道主义救助几个方面达成进一步共识 ［１］，这为维系中观层次上
的合作机制奠定了基础。三是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形式和战术策略发生转
变，外部力量的支援作用将严重受限，叙伊境内的武装力量在打击“伊斯兰
国”问题上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随着“伊斯兰国”威胁的逐渐减弱，
叙伊境内的各方力量将为争夺“伊斯兰国”留下的权力真空互相争斗。因此，
外部力量的介入和协调，对于叙利亚和伊拉克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协作与
［１］“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ｏｋｅｓｐｅｒｓｏｎ， Ｒｅａｄ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 ＩＳＩＳ ｉｎ Ｊｏｒｄａｎ，”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ｒ／ｐａ／ｐｒｓ／ｐｓ／２０１７／１１／２７５６１０．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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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尤为必要，这也是拉卡之后，各方力量能否继续在打击“伊斯兰国”问
题上继续合作的主要因素。
第四，中国政府从构建和谐世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
就打击“伊斯兰国”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一是中国政府坚持“打击一切
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决摒弃反恐问题双重标准，各方只有坚持这一原则，
放弃在反恐问题上的个体利益，才能最终消除“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势力。
二是中国政府主张充分发挥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主导作用，一切反恐行动应
遵从国际法准则，并加强全球范围内的通力合作，建立反恐统一战线。三
是中国政府坚持标本兼治、多管齐下的反恐策略，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等多方位、多角度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反对单纯武力反恐的主张，为
打击“伊斯兰国”提供了新理念和新思路。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以
上原则，以联合国和安理会为主要平台，不断创新反恐观念和手段，在情
报分享、人道主义救助、切断“伊斯兰国”资金链和防止恐怖分子流窜等方
面与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为打击“伊斯兰国”积极贡献力量。
总之，尽管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已取得明显成效，但其遭受重创并
不意味着该组织的彻底衰败，清除“伊斯兰国”残存势力仍需国际社会各方
的相互协作，打击“伊斯兰国”之路依然漫长而艰难。

【收稿日期 ：2018-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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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伊斯兰国时代”中亚恐怖主义
发展态势及其治理
刘纪未
【内容提要】在国际反恐联盟的打击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逐步土
崩瓦解，国际反恐战争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受中东恐怖组织成员“回
流”和阿富汗局势变化影响，根植于中亚政治经济环境的恐怖主义活动
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活动范围和袭击目标国际化 ；恐怖主义思潮内生
化、年轻化趋势明显 ；袭击方式更具极端化暴力特性。中亚地区恐怖主
义活动的新变化对地区和周边的安全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中亚各国普
遍加大了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力度，努力建立健全社会化的预防恐
怖犯罪机制，并积极与国际社会一道争取地区安全局势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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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下半以来，随着伊拉克、叙利亚战场上国际反恐联盟军事行动
的持续推进，“伊斯兰国”受到重创，国际反恐局势已经进入“后伊斯兰国”
时代。但是“伊斯兰国”仍然在叙利亚境内的一些据点负隅顽抗，同时积极
谋划向区域外战略转移。中亚地区作为传统的恐怖主义活动地区，成为国
际恐怖主义势力扩张的重点，在“伊斯兰国”圣战分子回流、渗透的背景下，
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本文试图从阐释中亚地区恐
怖主义活动的新趋势角度，解析中亚恐怖主义变化的现实与深层原因，以
此透视中亚地区各国反恐政策变化。

一、“后伊斯兰国时代”中亚恐怖主义新态势
受中东恐怖组织成员“回流”和阿富汗局势变化的影响，根植于中亚
政治经济环境中的恐怖主义势力活动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
下三方面。
（一）活动范围和袭击目标国际化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随着“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伊拉克战场上逐步失利，大
批来自中亚的恐怖分子回流中亚或流窜海外。受“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主义
极端思想的影响，中亚的恐怖分子开始追求极端的暴力“圣战”
，逐渐突破传
统活动界限，加大了与国际恐怖主义的联手合作，其活动区域更具国际性。
近两年，在“伊斯兰国”的影响或直接指挥下，来自中亚国家的恐怖分
子在国际上制造了多起影响较大的恐怖袭击。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 日，俄罗斯圣
彼得堡地铁接连发生了两起爆炸案，俄联邦安全部门将其定性为恐怖袭击，
爆炸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 １６ 人死亡，５０ 多人受伤。经俄安全部门确认，
袭击者是一名 ２３ 岁的吉尔吉斯斯坦移民阿克巴尔容·贾利洛夫，随后俄罗
斯警方又逮捕了多名与恐怖袭击有关的中亚籍嫌疑人。同年 ４ 月 ７ 日，在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又发生了一起驾车冲撞人群的恐怖袭击案，造成 ４ 人
死亡，多人受伤。随后，瑞典安全部门宣称袭击者为一名 ３９ 岁的乌兹别克
斯坦籍男子。此外，近年来中亚地区的恐怖分子还在全球范围内策划实施

-88-

“后伊斯兰国时代”中亚恐怖主义发展态势及其治理
了多起恐怖袭击案。
中亚恐怖分子在中东地区经过战争实训，受到“圣战主义”的影响，
其袭击目标除了政府部门、军事设施和公共场所外，还针对外国驻本地区
的军事外交机构。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吉尔吉斯斯坦安全部门在首都比什凯克逮
捕了 ６ 名与“伊斯兰国”有关的恐怖分子，他们正在策划针对俄罗斯坎特空
军基地的恐怖袭击。 ［１］ 此外，从中东回流至中亚的恐怖分子中裹挟着不少
“东突”分子，“东突”分子与“伊斯兰国”和中亚、南亚及高加索地区恐怖
势力合流，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和安全形成了重大威胁。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东突”分子佐伊尔·哈利洛夫伙同中亚地区的恐怖分子，驾驶装有
炸药的卡车对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发起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 １ 人
死亡，数人受伤。随着中国“一路一带”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中国国家利益在
中亚地区的拓展，中国在该地区的机构和人员正日益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
重点目标。
（二）恐怖主义新思潮传播和发展内生化
“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极端思想越来越为中亚地区的年轻一代所接
受，成为恐怖主义思想在中亚本土生根发芽的重要因素。据相关资料显示，
加入“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分子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其中大部分人的
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中亚的平均水平。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教授德伦兹娜
曾对 ２６ 名参加“伊斯兰国”的哈萨克斯坦籍武装分子做过调查，发现其年
龄都在 ２６—３６ 岁之间，受教育程度较高。［２］ 在参加“伊斯兰国”的中亚穆
斯林中，还有不少是举家搬迁，一些儿童自幼随父母、家人参加“伊斯兰
国”，接受其恐怖主义的熏陶。这批年轻一代返回中亚后，将成为“伊斯兰国”
在中亚发展传播恐怖主义的重要力量。
在受“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极端思想渗透和大批“圣战”分子回流的背
［１］ Проблемы Киргизии – в состоянии ее спецслужб, правоохрани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целом，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ｇ．ｒｕ／ｃ／２０１５－０７－２２／３＿ｋａｒｔｂｌａｎｓｈ．ｈｔｍｌ．
［２］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 ｆｒｏｍ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ｅｎ．ｔｅｎｇｒｉｎｅｗｓ．
ｋｚ／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ｕｂ／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ｎ－ｅｘｐｅｒ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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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中亚地区正在出现一种新思潮——追求极端暴力的“圣战”思想。“圣
战”思想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它可以吸引一大批具有所
谓“革命激情”的青年人。这种观念强化了跨越国界的泛伊斯兰主义，极端
分子认为只要是为了推翻非伊斯兰政权的暴力活动都是合理的，到其他国
家针对“不信教者”实施恐怖袭击都是天经地义的。受 ２０ 世纪苏联在中亚
的“去伊斯兰化”运动影响，中亚的普通穆斯林特别是年轻一代，往往分不
清什么是正统伊斯兰思想，什么是极端恐怖主义思想。他们单纯地以为“伊
斯兰国”的“圣战”思想就是真主和先知的教导。
目前，由于互联网的广泛普及，越来越多的中亚年轻穆斯林接触到“伊
斯兰国”传播的“圣战”思想，并且认可接受，将此作为践行“革命理想”
的重要方式。俄罗斯科学院中亚问题专家苏霍夫认为，“中亚各国政府阻止
年轻人去接受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浪漫思想非常困难”。［１］ 中亚“圣战”
思想的年轻化导致中亚极端思想传播加剧，恐怖主义势力的内生化趋势越
来越强。大批曾参加过中东“圣战”的武装分子返回中亚后，拉拢一批本土
极端分子成立恐怖组织，并与境外的恐怖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中亚
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三）袭击方式更加极端化
受“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极端思想及其回流人员的影响，中亚地区的恐
怖主义势力再度活跃，其犯罪上升趋势日益明显。当前，激进主义、极端主
义以及原教旨主义之间的界限、差别越来越模糊，原中亚地区的宗教复兴思
潮在极端势力的影响下激化演变，造成了中亚穆斯林群体极端化的严重后果。
中亚穆斯林群体的极端化诱发了“独狼”式恐怖袭击的频繁发生。一些
恐怖分子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属于一个团体，而仅依靠自身的力量便可发动
恐怖袭击，随着中亚地区恐袭数量的上升这种趋势日益明显。相较于传统
的“抱团”式，“独狼”式恐怖袭击更具有隐蔽性和随机性，更难于预测和
防范，因此成为一些恐怖组织的偏好。这种方式可以大大减少恐怖组织人
［１］ Эксперт: Цент ра льная Азия уязвима перед ИГ, ｈｔｔｐ：／／ｒｕ．ｓｐｕｔｎｉｋ．ｋ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２０１６０４０５／１０２４００８９２７．ｈｔｍｌ＃ｉｘｚｚ４５ｙｒｍｙＢＷ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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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损失，从而能取得最大的影响。“独狼”式恐怖袭击是个人激进化走向
行动的最终结果，同时与激进思想的传播、激进环境的塑造关系密切。恐
怖主义势力影响和利用个人对社会的不满，导致一些穆斯林群体的极端化，
诱发“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
自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起“伊斯兰国”颓势渐露，一些参加过伊拉克、叙利
亚冲突的武装分子返回中亚。他们在当地的恐怖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和激
进分子中具有极高的号召力，吸引了更多的人参加恐怖活动，中亚地区涉
爆涉恐犯罪数量和暴力程度呈现出极端化趋势。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过去
暴恐分子往往选择防控能力较弱的偏远地区行动，袭击目标以普通人居多 ；
现在暴恐分子经常选择防控能力较强、人群密集的首都和中心城市，袭击
目标选择政府、议会、警察局、外国使馆、枪支商店、监狱、银行等，攻
击的烈度上升，影响范围大大扩大。

二、中亚地区恐怖主义发展的原因
在“伊斯兰国”日渐衰微的情势下，一些接受极端思想的中亚籍恐怖分
子回流加快，这些人带回新思潮、新手段成为中亚恐怖主义态势发生新变
化的主要原因。阿富汗局势的变化和阿成为国际恐怖分子出入中亚的重要
通道，对中亚安全局势的变化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而中亚国家持续低迷
的经济形势则是该地区恐怖主义发展的根本原因。
（一）恐怖分子回流带来了国际化的恐怖主义思潮和恐袭手段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伊斯兰国”受到国际反恐联盟的猛烈军事打击，迫
使大批赴中东参加“圣战”的中亚籍恐怖分子返回。据统计，在“伊斯兰
国”活动的中亚籍恐怖分子约有 ３，０００ 人，这些人早在 ２０１５ 年就开始回流，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回流速度加快，［１］ 在中亚地区制造了多起恐袭。
回流的极端分子对中亚安全的威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将“伊斯兰国”
［１］ 苏畅 ：
《中亚恐怖分子的不归路》，列国志数据库，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ｅｇｕｏｚｈｉ．ｃｏｍ／
ｚｙｙｊ／ｘｓｄｔ／３４５６３９．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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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端主义思想带回中亚，推动其在中亚激进穆斯林群体中的传播。此外，
他们在中亚激进穆斯林群体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将吸引更多的极
端分子参与实施恐怖活动，在中亚国家普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伊斯兰
国”的恐怖主义极端思想更容易吸引那些生活困难和失业的年轻人。二是回
流的极端分子仍有可能获得“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和中东某些势力的资金支
持，从而为中亚恐怖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条件。三是这些极端分子经过中
东战场的洗礼，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中亚恐怖主义势力的核心，其
制造恐袭的手法更加娴熟残暴。
极端分子从中东返回后，成为策划恐怖袭击的主力军，并积极与国际
恐怖主义势力相勾连。近两年，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
坦成为极端分子回流与活动的重点地区。他们利用这些国家复杂的政治形
势和落后的经济条件谋求落地发展。特别是对于吉尔吉斯斯坦而言，这种
情况尤为严重。据吉安全部门统计，仅 ２０１５ 年就有 ４０ 多名恐怖分子从叙
利亚战场返回 ；有 １，３０２ 起恐怖案件与“伊斯兰国”有关，其中很多都是这
些回流的恐怖分子制造的。［１］ 当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吉安全部门逮捕了一伙恐怖分子，据调查这些人持有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
克斯坦护照，正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回流人员。［２］
（二）阿富汗局势恶化为极端势力向中亚地区转移提供便利
长期以来，阿富汗是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向
中亚地区渗透扩张的主要源头。阿富汗与中亚国家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接壤，拥有漫长的边境线，由于塔、乌、土三国国防
实力较弱以及国内地方派系势力复杂，接壤的边境地区成为恐怖主义活动
的重要通道。
“伊斯兰国”极端势力崛起后，迅速扩张至阿富汗。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效
[1] Из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в зоны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выехали 508 граждан, http://www.24kg.
org/obschestvo/26095_iz_kyirgyizstana_v_zonyi_boevyih_deystviy_vyiehali_508_grajdan_/
[2] Кыргызстан: Властиутверждают, что обезврежена именно ячейка ИГИЛ, http://
russian.eurasianet.org/node/6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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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伊斯兰国”的 １，６００ 多名恐怖分子占领了阿富汗东部 ４ 个省份的大片
地区，成为“伊斯兰国”在中南亚地区活动的重要据点。受此影响，该地区
的大批恐怖分子纷纷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当前在“伊斯兰国”日渐衰微的
情势下，大批极端分子向阿富汗转移，无疑给中亚地区安全带来了巨大威
胁。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俄罗斯媒体称，阿富汗安全部门在与塔吉克斯坦接壤
的边境省份昆都士发现一个由效忠“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建立的训练基地，
大约有 ３００ 名恐怖分子在接受训练，他们已掌握了自杀式腰带和汽车炸弹
的制作方法。［１］
２０１６ 年，恐怖势力又试图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从东部（即楠格哈
尔省、库纳尔省和努尔斯坦省）向阿富汗北方渗透开辟道路。目前，极端
分子已经基本控制了瓦罕走廊地区，经常有极端分子持中亚国家护照穿过
塔吉克斯坦到达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甚至途径哈萨克斯坦到俄
罗斯去制造恐怖袭击。
（三）中亚特殊的政经环境和社会土壤有利于恐怖主义发展
冷战结束以来，中亚是世界上恐怖活动频发的地区之一。苏联解体后，
美苏两极格局被打破，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出现政治真空，加上严重的经济
困境，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兴起，以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
宗教极端势力为主要特征的恐怖组织相继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乌
兹别克伊斯兰运动”（ 简称“乌伊运”），其主要盘踞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上世纪 ９０ 年代是中亚恐
怖组织最为活跃的时期，其政治目标是推翻世俗政府，建立宗教政权。
中亚地区复杂的民族成分和落后的经济状况为中亚恐怖组织发展提供了
土壤。近年来，受国际能源价格下跌和金融危机影响，中亚经济形势极不乐观，
导致社会矛盾加剧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一步发展，恐怖主义极端思想对中
亚穆斯林群体的社会影响加强。在这种形势下，中亚地区的贫困问题日益凸
显，恐怖主义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群体性事件和恐怖活动明显增多。
［１］ ТаджикистанусиливаетохрануграницысАфганистаномиз-заскоплениябоевиков,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ｅｒｇａ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２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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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国家效忠或加入“伊斯兰国”的人大多来自于民族问题复杂的经
济落后地区，乌、塔、吉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谷地便是恐怖主义势力渗透
的重点地区。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内务部的数据，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共有 ５００
多名吉公民赴伊、叙战场参战，其中吉奥什州和贾拉拉巴德地区的居民占
７０％ 以上。［１］ 这两个州在 ２００５ 年“颜色革命”后一直存在极端、暴力活动，
“伊
斯兰国”崛起后吉南部成为恐怖组织重点渗透和招募战斗人员的地区。２０１５
年初，吉安全部门抓捕了 ３６ 名从叙利亚返回的极端分子，经调查他们的主
要目的就是在吉南部招募人员和筹集资金。

三、中亚国家针对恐怖活动新态势的治理措施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恐怖活动态势，中亚各国一方面加强对恐怖主义的
打击力度 ；另一方面努力建立、健全社会化的预防机制，以消除恐怖主义
滋生发展的土壤。此外，各国还加强了内部合作以及与周边国家、主要大
国及国际组织的合作。
（一）普遍加大反恐行动力度
自“伊斯兰国”在中东坐大后，中亚国家普遍加大了对恐怖主义势力的
打击力度，在国内陆续打击和取缔了一些与恐怖主义势力相关联的组织和
团体。２０１６ 年 ７—８ 月间，塔吉克斯坦强力部门对国内的极端势力进行了大
规模的清剿，共打掉 ８ 个恐怖主义团伙，逮捕了 ９０ 多名与“伊斯兰国”有
关联的恐怖分子。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吉尔吉斯斯坦最高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将
定期更新恐怖组织名单，并公布了首批 ２０ 个恐怖组织名单。［２］ ２０１５ 年，乌
兹别克斯坦在国内实施了积极的清除恐怖组织政策，乌内务部组织了“清洁”
［１］ 张宁 ：
《当前中亚伊斯兰宗教极端形势分析》，新疆社会科学 （ 汉文版 ），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 期，第 ８５－９２ 页。
［２］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запрещенные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Список, ｈｔｔｐｓ：／／２４．ｋｇ／ｏｂｓｃｈｅｓｔｖｏ／４８８２１＿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ｉｃｈｅｓｋｉｅ＿ｉｅｋｓｔｒｅｍｉｓｔｓｋｉ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ｓｉｉ＿
ｚａｐｒｅｓｃｈｅｎｎｙｉｅ＿ｖｋｙｉｒｇｙｉｚｓｔａｎｅ＿ｓｐｉｓｏ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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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对 ７００ 万个目标进行了检查。作为中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哈萨克斯
坦打击恐怖组织的力度最大。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
员会在阿拉木图、阿克久宾州和阿德劳州进行反恐军事行动，打击境内的
宗教极端组织“赎罪与迁徙”，行动共抓捕恐怖分子 ３０ 多人，缴获大量非法
宣传品。［１］ 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恐中心副主任库阿托娃称，２０１６
年哈强力部门的反恐行动成功阻止了 １２ 起正在策划的恐袭案，逮捕了 １８２
名恐怖组织成员。［２］
为防止国际恐怖分子入境制造破坏，中亚各国努力实现武装力量的升
级换代，尤其是提高边防部队的作战水平和动员能力。塔吉克斯坦与阿富
汗拥有漫长的边境线，是受阿富汗极端分子威胁最严重的国家，鉴于此，
塔总统拉赫蒙命令动员预备役力量，在必要时参加塔阿边境的管控。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塔边防部队在南部边境地区举行了有 ３ 万名预备役军官和退伍士
兵参加的演习，以提高边防军的战备水平和预备役动员能力。
（二）健全预防恐怖犯罪的机制
立法方面

当前，恐怖主义思潮的传播对地区安全和稳定产生了极大

冲击，中亚国家意识到，现有的反恐法律体系已不适应新的反恐形势，因
此纷纷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机制，加快反恐立法步伐。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中亚
国家相继通过立法明确“伊斯兰国”为恐怖组织，并禁止其在国内活动。面
对愈发严峻的安全形势，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９ 日，哈萨克斯坦政府规定，如果有
人提供的情报有助于预防或阻止恐怖事件，主管机构须向其支付奖金。［３］ 同
年 １２ 月，哈萨克斯坦连续修订了多部反恐相关法律——纳扎尔巴耶夫总统
签署了《刑法》《反恐法》《移民法》以及《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法》等的

［１］ В Казахстанепроводитсямасштабнаяант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аяоперация,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ａ－ｉｎｆｏ．ｓｕ／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ｓｔｒａｎｙ／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ｈｔｍｌ？ｓｔａｒｔ＝７５．
［２］ Д. Куатова, 12 терактов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о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в 2016 году, ｈｔｔｐ：／／ａｂｃｔｖ．ｋｚ／
ｒｕ／ｎｅｗｓ／１２ － ｔｅｒａｋｔｏｖ － ｐｒｅｄｏｔｖｒａｓｈｅｎｏ － ｖ － ｋａｚａｈｓｔａｎｅ － ｖ － ２０１６ － ｇｏｄｕ．
［３］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республикиКазахстанот 9 ноября 2016 года №685,
http://base.spinform.ru/show_doc.fwx?rgn=9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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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加大了对恐怖活动的惩罚力度，加强了对非法宗教活动及武器流
通的管控。２０１５ 年底，塔吉克斯坦议会也相继通过《反恐法》《国籍法》等
的修正案，授权政府有权取消赴中东参加武装行动公民的国籍，以及可以
在反恐行动期间对网络进行管制。
社会方面

为防止恐怖主义思潮在民众中的传播、渗透，中亚各国积

极采取各种措施去极端化，规范公民社会生活，营造健康的公民社会机制。
乌兹别克斯坦率先建立可以连通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社区公民自治组织“马
哈拉”，民众在其中可以学习世俗文化，接触社会，强化公民自我防范恐怖
主义极端思想侵蚀的能力。吉尔吉斯斯坦在恐怖主义极端思想影响严重的
南部地区也开展了类似的运动。塔吉克斯坦动员青年人建立一个名为“先
锋”的组织，在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中宣传爱国思想，抵制恐怖主义极端思想，
并制作各种音频视频形式的宣传资料，发放给民众，以揭露所谓“圣战”的
欺骗性。为抵御恐怖主义的侵害，中亚各国还注重通过宗教管理机构和有
影响力的宗教人士对广大穆斯林进行宣传教育。
网络监控

中亚各国政府意识到，互联网管控对于阻遏恐怖主义极端

思想的传播非常重要，并采取了相应措施。２０１４ 年，哈萨克斯坦打掉了
７０３ 家涉嫌传播恐怖主义极端思想的非法网站，对 １０ 万多家网站进行监控，
其中 ６００ 家网站因包含恐怖主义的内容而被屏蔽 ；２０１５ 年，吉尔吉斯斯坦
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修正案，允许对境内含有恐怖主义内容的网站进行屏
蔽 ；塔吉克斯坦屏蔽了 ２，０００ 多家网站。
（三）广泛加强国际反恐合作
中亚国家的国际反恐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
一是区域内各国之间的协调合作。２０１５ 年 ３ 月，面对愈演愈烈的极端
势力威胁，中亚五国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部长级安全对话，
商讨共同打击恐怖组织威胁。
二是大力强化与俄罗斯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反恐合作。中亚国家普遍奉
行以亲俄为主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因此与俄罗斯的反恐合作便是首要之
义，俄罗斯也积极利用集体安全组织与中亚各国展开合作。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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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向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援助了价值数十亿卢布的军事物资，
并宣称将增加在两国的驻军，以抵御恐怖势力的侵蚀。此外，俄罗斯主导
的独联体反恐中心和集安组织不断加强成员国间的反恐、反毒、反走私和
反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同时注重加强在中亚边防力量方面的军事合作。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集安组织成员国以“伊斯兰国”为假想敌，在塔吉克斯坦罗米
特峡谷进行联合军事侦察演习。上海合作组织一直以来在打击“三股势力”
上发挥重要作用，面对严峻的极端势力新威胁，上合组织多次召开专门会议，
商讨打击极端势力的合作事宜。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 １４ 次会议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会议重
点讨论打击“伊斯兰国”及其他恐怖组织在地区内的活动问题，强调进一步
深化在打击恐怖主义领域的合作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
三是积极开展与中国的反恐合作。中亚与中国近邻，中亚的安全稳定
与中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特别是在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时提出“一
路一带”倡议后，中亚的地位更加凸显。极端势力对中亚的渗透不仅影响本
区域的安全稳定，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巨大威胁，特别是“东突”恐怖
分子与中东、中亚的极端势力同流合污，中国也成为其恐怖袭击的重要目
标，２０１６ 年 ８ 月“东突”分子伙同国际极端势力对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
馆的恐怖袭击就证实了这一点。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中亚各国与中国积极
发展多边和双边关系，尤其在防止恐怖组织渗透、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
合作成果显著。在中国的主导下，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中国、阿富汗、巴基
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代表在乌鲁木齐签署协议，宣布成立“四国协调与
合作机制”，该机制致力于研究和判断反恐形势、情报共享、反恐能力建设、
联合反恐训练和人员培训。这是中国为应对中亚恐怖主义发展新态势而采
取的重要措施，相信在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中亚的安全形势会达
到总体可控，保持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收稿日期 ：2018-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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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发展演变：
源流、内涵与挑战
任彦妍

房乐宪

【内容提要】人道主义援助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及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自然灾害、人为冲突造成的人道危机导致人道需求不断增加，保守主义
和民粹主义的抬头，以及经济下行等都对国际人道援助的发展前景构成
挑战。本文从历史视角，结合关键历史事件、援助范围、援助行为体变
化及相关规则制度的出现，系统分析国际人道援助发展的源流及其内涵
特征，并认为国际人道援助体系及内涵经历了一个从狭义到扩展又重新
收窄的过程。现阶段人道援助内涵因民粹主义泛起又呈现回归狭义援助
的回缩趋势。因此，对国际人道援助发展演变的回顾反思有助于更好地
理解现阶段其所面临的挑战及困境。
【 关 键 词 】国际人道援助 人道干预 新人道主义
【作者简介】任彦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房乐宪，中国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8) 02-00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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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１９ 世纪中期以来，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在向自然灾害或人为冲突引
起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受害民众提供紧急救助，以及在挽救生命、减少人员
伤亡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随着人道主义援助概念的延伸，继而出现
灾害预防等前瞻性援助行动，以及旨在解决冲突根源的政治调解援助行动。
追溯国际人道援助发展演变，不仅有利于总结相关经验，也有助于深入思
考其面临的挑战。
学术界对国际人道援助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划分方法，但大多将世界
战争，如两次世界大战等作为重要时间节点。本文结合相关学者研究成果，［１］
根据标志性事件、援助范围及援助机制等变化，将人道主义援助发展历程
归纳为 ４ 个阶段：兴起及雏形阶段（１８５０—１９１８）、援助体系初步完善（１９１８—
１９４５）、相对成熟（１９４５—１９９１）以及新转型阶段（冷战结束以来）。本文
将在系统阐析其发展演变及其内涵特征基础上，对当前国际人道援助面临
的挑战进行思考。

一、国际人道援助的兴起及雏形回溯
１９ 世纪中期到一战结束（１８５０—１９１８），大体上是国际人道援助兴起
及雏形阶段。此阶段援助组织呈现本地化特征，仅局限于提供紧急援助，
［１］ 巴尼特（Ｍｉｃｈｅａ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将人道主义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１９ 世纪早期到
二战时期的帝国人道主义 ；二战到冷战结束的新人道主义 ；从冷战结束到 ２１ 世纪初期的
自由人道主义。兰多夫·肯特（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Ｋｅｎｔ）也将二战作为转折点，认为“直到二战，
政府才开始充分体会到为陷入困境中的民众提供国际援助的必要性”。也有学者将冷战时
期作为重要的分界线，如沃克（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ｋｅｒ）和麦克斯韦（Ｄａｎｉａｌ Ｍａｘｗｅｌｌ），认为冷战时
期人道主义援助的标志是“怜悯和操纵”（ｍｅｒｃ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视
为人道主义的全球化时代。人道主义政策小组（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ｒｏｕｐ）的工作报告
以世界大战为参照点，将其发展过程归结为四个阶段，即 １９ 世纪中期到一战结束 ；两次
世界大战期间的威尔逊时期到二战 ；冷战时期，援助模式初步形成 ；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
治变化重新塑造了人道主义领域的规则和运作方式。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２９．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Ｋｅｎｔ，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 Ｐｉｎ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８７：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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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不在受援国设立办事处等，构成人道援助的初始形态。
（一）人道主义援助兴起的背景
一是宗教传播的需要促进了医疗技术的输出及宗教团体的介入。从广
义的文化、政治、哲学角度来说，人道主义有两个来源：宗教信仰和战争法。［１］
首先，传教士和其他传播宗教的个体及组织在传播信仰和推广“正义”“文
明”过程中，产生的同理心和所肩负的慈善责任是援助的原始形态 ；再次，
此时期传教士医生的任务之一是降低传教士队伍中极高的感染和死亡比例。
数据显示，１８６０—１９１７ 年间，在中非的学院派传教士中 １７．５％ 死于疾病，
另有 １８．８％ 也因疾病原因不得不回国治疗。［２］ 因此，传教士认为医疗科学
的有效传播和输出不仅会降低传教士的死亡率，也会保证传教活动的顺利
进行。针对传教士的医疗服务随后扩展到殖民地的原住民，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稳定和保护了殖民地的劳动力。宗教团体在此时期的人道主义援助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是殖民统治的需求及经验间接塑造了人道援助。殖民历史对人道援
助有着重要且复杂的影响。殖民扩张在对当地造成诸多伤害的同时也刺激
了公共工程的建设、病理医学等领域的进步，客观上刺激了人道援助的开
展。有学者认为，“现代人道主义行动呼应着早期殖民模式，二者在一系列
历史互动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帝国主义政治和殖民统治塑造了人道主
义，也被人道主义所塑造”。［３］ 从 １９ 世纪到反殖民运动时期，殖民地曾不
自觉地扮演着饥荒救济、现金援助、医疗卫生服务等人道主义行动的试验场，
为之后人道援助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１］ Ｅｌｅａｎｏｒ Ｄａｖｅｙ， Ｊｏｈｎ Ｂｏ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Ｆｏｌｅｙ，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 ＨＰＧ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３：５．
［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Ｈｅ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Ｂｏｄｉｅｓ，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ａｎｇａｎｙｉｋａ， １８７０ｓ－１９３９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１， ２００８ ：４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 Ｒｏｂ Ｓｋｉ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Ｌｅｓｔｅｒ，“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ｓ ，”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５， ２０１２：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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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通信和交通技术发展强化了危机、灾害信息的传播及公众认知感
受。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尤其是以电力、内燃发电机等动力革新和电报
及无线电等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最终促成了飞机的发展、
汽车的商业化生产及电话的发明。其中，信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加快了
冲突、战争及自然灾害等信息的传播速度，民众获知此类信息的渠道拓宽，
容易对其他地区发生的人道危机产生同理心、同情心。
（二）国际人道援助雏形阶段的特征
一是本地化的人道援助组织与部门的成立。１９ 世纪中后期，关注本国
民众及当地援助工作、并更为本地化的援助组织开始成立。１８８７ 年成立于
英国的圣约翰救护机构（Ｓｔ Ｊｏｈｎ Ａｍｂｕｌａｎｃｅ），就反映了当时这一人道援助
特征。成立之初，该机构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末，约
有 ２，０００ 多名该机构的志愿者在布尔战争期间提供医疗援助 ；一战爆发后，
该机构为英格兰士兵提供医疗救治服务。［１］ 比较而言，之后成立的国际红十
字会作为真正国际性的人道组织，更强调相关国际法律协定，并为有需求
的他国公民提供援助服务。
二是相关国际组织、会议及规则建设初见成效。１８８１ 年，以应对自然
灾害产生的人道主义需求为主要目标的国际卫生海事和检疫局成立。这类
组织虽不是此阶段的主流，但为援助组织的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不仅
如此，相关国际会议和规则的出现也值得关注。１９０８ 年，国际生命救援会
议和事故急救会议于法兰克福召开。此外，约束战争行为，限制杀伤性武器、
反对虐杀战俘和平民的国际法律法规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其中《日内瓦
第一公约》中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员状况》
（１８６４）与海牙公约（１８９９、
１９０７），都旨在限制交战方以将战争影响最小化，这也体现了 １９ 世纪中期
人道援助相关议程的发展。
［１］ Ｓｔ Ｊｏｈｎ Ａｍｂｕｌａｎｃ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ｊａ．ｏｒｇ．ｕｋ／ｓｊａ／ｗｈａｔ－ｗｅ－ｄｏ／ｗｈｏ－
ｗｅ－ａｒｅ／ｏｕｒ－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ａｎｄ－ｍｕｓｅｕｍ．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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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段时期宗教传播、殖民统治需求、通信和交通技术的发展等
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催化了人道援助理念和行动的雏形。

二、国际人道援助体系的初步完善
一战结束后至二战结束期间（１９１８—１９４５）
，人道主义援助目的地从欧洲
开始扩展至全球，援助组织机构也从本地化向全球化发展 ：于 １９２７ 年成立的
国际救济联盟，旨在为遭受重大灾害的国家提供紧急救助资源和服务，协调
救援组织，鼓励灾害预防研究 ；于 １９１９ 年成立的救助儿童组织以保障战争中
的儿童权益为目标。援助组织的国际化特征开始凸显，援助领域也有所扩展。
（一）人道援助发展的国际背景
一是两次世界大战激生人道主义需求。一战后，奥斯曼等帝国的崩溃
引发欧洲国家的版图变化，激发了“民族同质化”运动，此后随之出现种族
灭绝和难民驱逐，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急需住房、食物和医疗服务。
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平衡和民族主义的不满情绪，纳粹法西斯主义兴起，使
欧洲的矛盾和冲突升级，特别是因德国纳粹政权的镇压政策导致大量少数
族裔的外逃避难而形成难民危机，而且二战所造成的食品安全、疾病、难
民等诸多问题也对人道主义援助提出了严峻挑战。数据显示，约有 ５，０００
万人死于二战，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１］ 两次世界大战使人道救援需求和
行动机会急剧增加，并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赋予其合法性。该时期多数人
道救援行动是为减轻战争造成的灾难影响——需要安置战后数量巨大的战
俘、流离失所的平民，为交战区民众及难民提供临时住所、医疗服务、食
物和饮水等。
二是经济危机导致援助资源锐减。始于 １９２９ 年的大萧条催化了财政危
机，国家税收锐减，福利支出负担加重，刺激各国纷纷出台通货紧缩政策，
［１］ Ｊｏｈｎ Ｋｅｅｇａ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４９３－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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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了利率和消费、投资的不确定性，股票市场和银行系统动荡，国际贸
易额大幅下降，失业率上升。比如 １９３０—１９３５ 年的平均失业率为 ２３．９８％。［１］
不少国家无力偿还债务，导致债务危机，国际上可用于人道活动的资源相
应减少，民众参与、执行人道主义援助活动的意愿和积极性一度也在减退。
除大萧条外，俄国始于 １９２１ 年夏的饥荒，波及 ２，５００ 万民众，也产生了巨
大人道主义需求。［２］
（二）人道援助体系呈现某些新特征
一是人道援助机构初步呈现多边性、国际化特征。一战促进了首个跨
国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的出现。［３］ １９１９ 年，埃格兰泰恩·杰布（Ｅｇｌａｎｔｙｎｅ
Ｊｅｂｂ）在英国成立救助儿童基金会（ＳＣＦ），为一战后面临饥饿的儿童提供
食物，并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扩展至美国和欧洲大陆，成立国际救助儿童基金
会，后来还为二战期间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流离失所的
儿童提供食物、衣服及药品。１９２４ 年，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通过
了救助儿童基金会制定的《儿童权利宣言》。该宣言谴责大战期间针对儿童
的犯罪行为，为保护冲突区域和直接受战争影响的儿童作出了重要贡献。［４］
作为重要的国际人道援助组织之一，红十字会联盟（国际红十字会与
红新月会前身），也于 １９１９ 年成立。这是人道援助领域的重要事件，它推
动了人道援助的国际协调和制度化、体系化，为缔约国制定的相应标准影
响了其他援助组织的行为规范，如救助儿童组织、乐施会（１９４２ 年）等。
国际红十字会通过谈判进入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援助领域，建构了“人道主义
援助空间”的概念，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１］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Ｃｒａｆｔｓ， Ｐｅｔｅｒ Ｆｅａｒｏｎ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ｏｄａｙ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１－５．
［２］ Ｂｒｕｎｏ Ｃａｂａｎ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 １９１８－１９２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１８９－１９０．
［３］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ｌｋｅ， Ｄａｎｉｅｌ Ｇ．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Ｗｏｒｌｄ ，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９：２５．
［４］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ａｖｅ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ｎｅｔ／ａｂｏｕｔ－ｕｓ／ｏｕｒ－ｓ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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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战后人道援助领域更为重要的机制建设是国联于 １９２１ 年设立
的首个真正意义上处理难民事务的国际机构——难民事务高级办事处（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１］ １９３０ 年，由国联授权建立并于次年正式运作的
南森国际难民办事处（Ｔｈｅ Ｎａｎｓ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标志着
相对完善的难民保护和救援机制正式出现。后来，随着难民事务高级办事
处的废除，国联秘书处接管了难民保护的责任，物质援助难民的使命则被
赋予南森国际难民办事处。国联通过将人道主义议题定位为“技术性”议题，
倡导人道援助的科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社会对援助的认识与
认同，标志着以国联为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的体制化趋势开始形成。
二是人道援助领域扩展，从紧急粮食援助扩展至医疗服务领域。２０ 世
纪 ２０ 年代早期，斑疹伤寒及流感盛行，导致全球约 １，５００ 万人死亡。因此，
２０ 世纪寻求预防和控制霍乱、瘟疫、黄热病和斑疹伤寒等流行病的尝试，
促成了一系列国际卫生会议的召开，［２］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疾病管控的
完善和《国际卫生公约》的进步。《国际卫生公约》作为 １８５１—１９３８ 年国
际卫生会议的补充，主要是关于霍乱、瘟疫和黄热病的国际检疫规则，旨
在推广移民政策、保障贸易路线及确保旅游业的平稳运行，为此后控制流
行病国际立法奠定了基础。

三、国际人道援助体系的相对成熟
二战结束及整个冷战时期（１９４５—１９９１）
，是人道援助在相关规则、体系
［１］ 该部门由挪威著名极地探险家、科学家弗里乔夫·南森（Ｆｒｉｄｔｊｏｆ Ｎａｎｓｅｎ）在 １９２１
年发起成立，设立之初服务对象仅限俄国难民，职责内容仅限于协调而非实践操作。但随
着与私人及志愿组织的合作加强，援助的受众范围逐渐扩展到土耳其、亚述等地难民，援
助内容涵盖了提供物质援助及法律和政治保护。参阅 Ｎｏｂｅｌ Ｐｒｉｚ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Ｎａｎｓ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ｏｂｅｌｐｒｉｚｅ．ｏｒｇ／ｎｏｂｅｌ＿ｐｒｉｚｅｓ／ｐｅａｃｅ／ｌａｕｒｅａｔｅｓ／１９３８／ｎａｎｓｅ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ｔｍｌ．
［２］ Ｎｅｒｍｉｎ Ｅｒｓｏｙ， Ｙｕｋｓｅｌ Ｇｕｎｇｏｒ ａｎｄ Ａｓｌｉｈａｎ Ａｋｐｉｎａ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１８５１－１９３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ｌｉｕ．ｓｅ／ｅｊ／ｈｙｇｉｅａ／ｖ１０／ｉ１／ａ０４／
ｈｙｇｉｅａ１１ｖ１０ｉ１ａ０４．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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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等方面均趋向完善的阶段，援助范围、规模都呈现不同程度的扩展和深化。
（一）相关人道原则和制度规范逐步确立和完善
这期间，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文件诞生 ：
《世界人权宣言》和
《日内瓦第四公约》。作为国际人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人权宣言》在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它首次阐明最基本的人权，即
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受到普遍保护的原则。作为《国际人道主义法》
核心部分的《日内瓦第四公约》诞生于 １９４９ 年，其最为重要的补充文件——
旨在保护武装冲突中非战斗人员，尤其是平民权利的附加议定书——在
１９７７ 年生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逐渐丰富和完善代表着“国际社会对人
权保护前所未有的关注”。［１］
人道主义援助原则的内涵特征在冷战结束之初得到丰富和发展。１９９１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 ４６／１８２ 号决议确定了人道主义援助原则的人道性、
中立性和公正性 ；２００４ 年，联大通过的第 ５８／１１４ 号决议确立了人道主义行
动的另一个关键特点——独立性，并重申促进和尊重人道主义原则的重要
性。这些原则特征试图将人道援助与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和军事性质的
活动区分开来，为参与人道行动的组织确定共同规范和指导准则，成为传
统人道主义的核心。
（二）人道主义援助“知识共同体”雏形渐成
迈克·巴尼特提出，关键的人道援助组织、政府部门、对话平台的专
业化标志着人道主义知识共同体的出现，即这一体系中人道主义援助行为
体致力于改善危机应对、人道救助的集体方法。［２］
该时期，人道主义学者和从业人员、援助组织和机构不仅定期出版简
报或期刊，讨论人道主义专业领域问题，宣传该组织筹款活动、所作贡献、
［１］ ＩＣＲＣ，“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ｃｒｃ．ｏｒｇ／ｅｎｇ／ａｓｓｅｔｓ／
ｆｉｌｅｓ／ｏｔｈｅｒ／ｗｈａｔ＿ｉｓ＿ｉｈｌ．ｐｄｆ．
［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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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验，还开展专业领域的研究项目，促进了人道主义实践和专业知识
的传播，推动了人道主义援助的专业化发展趋势。比如救助儿童基金会出
版的《世界儿童》（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双月刊，提高了公众对儿童福利
的认识 ；国际救济联合会的重要成果是绘制了世界自然灾害地缘分布地图，
在强化灾害准备工作、优化救灾战略和促进灾民保护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１］
值得关注的是，援助方逐渐认识到对受援方实际需求的分析及加强受
援方参与的重要性。有学者指出，人道援助中一个饱受诟病的弊端是“受害
者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参与或者表达他们观点的平台……机构分配援助的
主要依据不是受援方的实际需求”。［２］ 因此，伊恩·戴维斯（Ｉａｎ Ｄａｖｉｓ）宣
称，“必须确立使外来干预者对幸存者负责的方法，目前他们只是对机构总
部或者援助国公众负责”。他强调，不管出于对当地文化的傲慢态度，还是
优越感，都不应对受援者强加所谓的“价值观”，“应对灾难幸存者负责”。［３］
埃弗雷特·雷斯勒（Ｅｖｅｒｅｔｔ Ｒｅｓｓｌｅｒ）对其观点进行了发展和论证，指出“对
受害者的责任不仅是一种操作方法，更是一种哲学理念”。［４］
（三）援助机构专业化趋势加强
许多欧洲和北美国家创建了专门的双边援助和灾害应对部门。１９６４ 年，
美国国际发展开发署（ＵＳＡＩＤ）成立了下属机构——美国对外灾害援助办公
室，负责为国际危机和灾害提供紧急的非粮食人道主义援助 ；１９７２ 年，瑞
士在联邦外交事务部内设立合作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司 ；１９７４ 年，英国海
外发展管理局设立了灾害应对部门；１９７５ 年，瑞典设置了危机救援部；同年，
［１］ Camille Gorgé，“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ｅｆ Ｕｎｉｏｎ：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ｉｍｓ， 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Ｇｅｎｅｖ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ｅｆ Ｕｎ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 ｐ．４１．
［２］ Ｅｖｅｒｅｔｔ Ｒｅｓｓｌｅ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ｖｏｌ． ２， ｎｏ． ２－３，
１９７８， ｐｐ．１２９－１３０．
［３］ Ｉａｎ Ｄａｖｉｓ，“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 ｖｏｌ． ２， ｎｏ． ２－３，１９７８， ｐ．１１４．
［４］ Ｅｖｅｒｅｔｔ Ｒｅｓｓｌｅ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 ｖｏｌ． ２， ｎｏ． ２－３，
１９７８， ｐｐ．１２９－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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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外交部成立了危机和人道主义援助局。这些举措有利于加强各国援助
体系的系统性和专业性，保障人道援助的相关决策和经费划拨，有助于援
助活动的推进和执行。
另外，人道援助领域内非政府组织更为专业化。如致力于快速、有效
提供急救药物、医疗护理的无国界医生组织（ＭＳＦ），作为独立的国际医疗
人道救援组织，它宣称，其宗旨是基于需求提供援助，不受种族、宗教、
性别或政治利益影响。专业援助部门有利于细分援助模块，确立行业标准，
为从业人员提供职能、知识、能力的专业认证，保障援助质量。专业援助
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援助行动的协调性和一致性，有利于提升人道主义援
助的地位。
联合国框架内相关机构的发展也值得关注。１９６１ 年，世界粮食计划署
成立，致力于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粮食，以满足其健康生活的需
求。 ［１］ １９７３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信息和预警系统应运而生，更为注
重有针对性地开展灾害预防工作。１９７４ 年，联合国召开世界粮食大会，确
认了粮食危机应对计划和设立专业机构的重要性，并确立了粮食计划署在
该领域的领导角色。［２］
但这一时期国际人道援助受地缘政治诉求影响也格外明显。有学者指
出，二战后美国对外提供援助的根本动机是抑制共产主义扩散，遏制苏联
影响的传播势头，［３］ 对外援助行动成为权力平衡的政策工具，援助分配的地
缘政治诉求亦是如此。［４］ １９７９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大量难民流向邻国，
美国除提供数十亿美元直接军事援助外，还间接为难民提供援助，截止到
［１］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关于我们，ｈｔｔｐ：／／ｃｎ．ｗｆｐ．ｏｒｇ／ａｂｏｕｔ／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ｈｕｎｇｅｒ－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２］ Ｊｏｈｎ Ｄ． Ｓｈａｗ，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ｉｄ ，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１ ：５６．
［３］ Ｈｅｌｅｎ Ｖ． Ｍｉｌｎｅｒ， Ｄｕｓｔｉｎ Ｔｉｎｇｌｅ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 ２０１３， ｐ．７．
［４］ Ａｎａ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Ｂｏｒｔｏｌｌｅｔ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Ｖｏｌ． １０ Ｉｓｓｕｅ 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ｐ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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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 年约有 ３５０ 万难民被安置在巴基斯坦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设立的难民
营中 ；但当苏联 １９８９ 年撤军后，尽管阿富汗仍存在巨大的人道主义需求，
但人道援助金额大幅下降。［１］

四、国际人道援助的新转型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苏冷战格局终结，这本应为人道主义行
动提供更宽松的空间，但实际上各类军事冲突却在增加，其形式以国内武
装冲突为主。［２］ 由于起因多重性、参与主体多元化，并最终导致公共权威或
国家合法性的分崩离析，此类冲突被称为“新型战争”、“复杂危机”。在此
背景下，人道主义援助一度上升为国际关系的主流，［３］ 并呈现新的特征。新
人道主义和各种名义下的人道主义干涉冲击着传统人道主义原则，西方某
些援助国甚至尝试在未经当事国同意的前提下，授权名义上以防止平民伤
亡、保护其人身安全为目标的军事行动，结果这种军事干涉造成了与适得
其反的更多人道危机。
（一）人道援助理念明显向新人道主义倾斜
前南斯拉夫冲突、索马里内战和饥荒、卢旺达大屠杀等复杂危机的发生，
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人道主义援助的发展态势。有分析指出，“新的规则正在
浮现——当人权准则遭到破坏时，国际社会可以干预主权国家的内政”
。［４］ 该
时期的标志性惨剧是卢旺达大屠杀，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在何种情形下，可
不经当事国政府许可，而采取军事行动以阻止大规模人权侵害行为的讨论。
［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１０７．
［２］ Ｓｃｏｔｔ Ｇａｔｅｓ， Ｈａｖａｒｄ Ｍｏｋｌｅｉｖ Ｎｙｇａｒｄ， Ｈａｖａｒｄ Ｓｔｒａｎｄ， Ｈｅｎｒｉｋ Ｕｒｄａｌ，“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１９４６－２０１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ｒｅｎｄｓ ，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ｐ．２．
［３］ Ａｕｓｔｅｎ Ｄａｖｉｓ，“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ｈｔｔｐ：／／ｏｄｉｈｐｎ．ｏｒｇ／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ｏ－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ａ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
［４］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Ｊ． Ｗｈｅｅｌｅｒ， Ｓａｖｉｎｇ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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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 年 ４ 月，卢旺达发生了种族屠杀惨案。尽管早在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由多国组成的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和联合国卢旺达援助行动（ＵＮＡＭＩＲ）就已
就位，以监督胡图政府与卢旺达爱国阵线之间停火协定的执行，但联合国
规定特派团只能开展调查工作、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而不得使用武力。
事件的转折点是保护卢旺达时任总理阿加特的 １０ 名比利时维和人员被杀害。
这使得各国维和部队纷纷撤军，联合国卢旺达援助行动人数也从 ２，１６５ 人降
至 ２７０ 人。［１］ 国际社会当时的不作为造成灾难性后果 ：截至 １９９４ 年年底，
约有超过 ２００ 万卢旺达难民滞留邻国，约有 １５０ 万卢民众在国内流离失所；［２］
种族灭绝行径直到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卢旺达爱国阵线胜利后才告一段落。后续调
查报告显示，联合国未能阻止种族灭绝的原因在于没有意愿、缺乏资源。［３］
卢旺达种族屠杀惨案引发关于援助界限的争论，催生了所谓“新人道主
义”。新人道主义出现于冷战结束后复杂危机显著增加的国际背景下，强调
在第三国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而该国权威部门无意愿或者无能力予
以解决时，应履行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即国际社会可在未经该国允许情
况下，诉诸政治和军事手段，动员军事力量开展援助行动。
传统人道主义认为，国际人权保护不得侵犯国家主权，国家主权是人
权的基本保障。换言之，征得受灾国同意是必要的前提，任何国家不得在
未经受灾国同意情况下，使用武力或军事手段开展人道主义行动。以国际
救灾法为代表的国际法、具有约束力的双边和多边协定以及人道主义行为
体，如国际红十字会等制定的诸多原则和指导方针都确立了受灾国在应对
灾害和开展救灾行动时的主导作用和首要地位。［４］ 而新人道主义在以下三个
［１］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ｂｓｉｔｅ，“Ｏｕｔｒｅａ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ｔｈｅ Ｒｗａｎｄａ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ｇｅｎｏｃｉｄｅ／ｒｗａｎｄａ／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ｗａｎｄａｇｅｎｏｃｉｄｅ．ｓｈｔｍｌ．
［２］ ＵＮＨＣＲ，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２５８．
［３］ Ｎｉｃｏｌｅ Ｗｉｎｆｉｅｌｄ，“ＵＮ Ｆａｉｌｅｄ Ｒｗａｎｄ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６， １９９９．
［４］ 姜世波：
《国际救灾法中的人道主义与主权原则之冲突及协调》， 载《科学经济社会》
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１ 卷第 ３ 期，第 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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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对传统人道主义援助构成了冲击。一是新人道主义选择援助目标时带
有更明显指向性和条件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统人道主义的普遍性，
即以需求为导向，向有需求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二是新人道主义在一
定程度上动摇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内涵，弱化了国家边界的国际法
意义，标志着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转向。新人道主义强调在灾害影响超出
国家应对能力范围，且援助方提供的援助满足人道援助的人道、中立、公
正要求的情况下，受灾国不能任意拒绝人道援助。换言之，新人道主义不
仅强调国家在人道灾害中的组织者和促进者角色，也强调了国家切实提供
援助的责任，其核心价值正在转向个人，主权在国际人道援助中逐渐退却
式微。三是新人道主义挑战了传统人道主义的非政治性特征，工具性也更
为突出（相关对比如图一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人道主义理念同时也激发了西方新干涉主义的
盛行。新干涉主义是指第三国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且该国没有能力予
以控制时，一国以“保护的责任”为名义，采取政治、军事手段终止该国人
权侵害行为的作法，其根本目的不在于改变该国对外行为，而是改变其对内
行为。［１］ 新人道主义的盛行造成的负面性国际政治影响至今依然不容忽视。
图一 ：传统人道主义与新人道主义的对比 ［２］

［１］ 周毅、何志华 ：
《人权视域下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载《知识经济》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
第 １３４ 页。
［２］ 根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ｓｃａｒｅｎｈａｓ， Ｎｅｗ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Ｈｅｌｐ ，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６ 相关论述改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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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道援助的政治化、工具化、范畴泛化倾向受到质疑
经过对约 ４００ 个自然灾害案例分析，冈瑟·芬克（Ｇｕｅｎｔｈｅｒ Ｆｉｎｋ）和
西尔维亚·雷德利（Ｓｉｌｖｉａ Ｒｅｄａｅｌｌｉ）得出援助方更倾向于向地理位置接近、
政治相似、有殖民历史渊源、石油输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结论。［１］ 学
者巴尼特认为，
“国家参与国际组织或进行双边援助，不仅取决于其同情心，
也取决于国家直接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２］ 因此，学者对人道援
助越来越显著的政治化和工具化趋势提出质疑，认为援助方受到政治利益
的直接影响，优先提供给有利于本国战略利益的国家或地区，而不是需求
最为迫切的。［３］ 如 ２００４ 年底印度洋海啸发生后，美国为巩固世界霸权、维
护亚洲安全机制、传递美国价值观，试图绕开联合国，将中、欧及东盟各
国排除在外，组建所谓的“国际救灾联盟”，巩固与印尼、斯里兰卡、泰国
和印度四国的“天然盟友”关系，控制国际救灾的主导权 ；日本出于改善国
际形象、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意图，派遣海陆空自卫队前往苏门答腊岛开
展抢险救灾、灾后重建等活动，试图实现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的战略
目标。［４］ 美方甚至统一调配、派遣大批舰艇和陆战队员参与行动，军方的积
极介入体现了其宣传军事理念和价值取向、渗透军事文化的利益需求，是
其外交战略的延伸和缩影。［５］
概括而言，人道援助的政治化使人道主义援助组织面临着政治利益损
害人道主义原则的伦理困境，使民众对完全以原则为导向的人道主义行动
［１］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 Ｆｉｎｋ， Ｓｉｌｖｉａ Ｒｅｄａｅｌｌｉ，“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ｉ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Ｎｅｅｄ Ｏｎｌｙ？”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４８３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 ｐ．１５．
［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２９．
［３］ Ｉｂｉｄ， ｐ．１０７．
［４］ 施爱国 ：
《印度洋海啸灾难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载《国际论坛》２００５ 年 ５ 月第
７ 卷第 ３ 期，第 １－４ 页 ；焦佩 ：
《从印度洋海啸分析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模式》，载《南亚研
究季刊》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第 ５９－６２ 页。
［５］ 操查贵 ：
《美军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本质分析》，载《军事历史研究》２００９ 年
第 Ｓ１ 期，第 １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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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产生怀疑 ；工具化是指将人道主义援助作为危机管理和
政治工具，用于推动政治、经济、安全利益，主要向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
提供援助，消极影响是援助提供和分配不以需求为基础，不以公正为准绳 ；
范畴泛化指援助主体扩大援助范畴，援助行动时间跨度长、政治色彩浓厚、
援助重心转移，不再以挽救生命、减轻痛苦为主要目标，而将保护人权、
促进民主纳入行动议程。由于范畴泛化可能会强化与主权国家政府间的密
切合作，因此该趋势也可能会损害中立性、公正性、独立性原则。［１］ 人道援
助与安全问题或其他外交政策目标的趋同，有可能导致受援国政府及民众
对援助产生抵触、排斥心理，增加援助工作人员的安全风险，破坏人道援
助长期以来树立的中立、独立、公正形象。
（三）媒体偏好影响人道援助分布
伴随着网络化、信息化日益发展，人道援助物资的分布与媒体关注的
程度密切相关。由于媒体宣传和政治关注各有侧重，援助方倾向于分配给
媒体报道篇幅多、曝光率高、更具戏剧性、印象化的危机和地区更多援助
资源，而媒体关注度低、新闻价值不足、远离公众视线的危机和地区，处
在援助决策中边缘化地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被遗忘的危机”。
以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印度气旋灾害和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莫桑比克洪灾为例。印度
气旋灾害死亡人数约为 １ 万人，受影响人口 １，２６０ 万 ；莫桑比克洪灾的死亡
人数为 ８００ 人，受影响人口 １５０ 万，通过对比可知，印度气旋灾害的人道
主义需求远高于莫桑比克洪灾。然而由于在灾害发生的 ３ 个月内，莫桑比
克洪灾的媒体报道（３８３ 篇）和受关注度是印度气旋灾害报导（９１ 篇）的 ４
倍，最终数据显示，莫桑比克洪灾收到的人道主义援助额度为 １．６６ 亿美元，
印度仅为 ０．２３ 亿美元，前者比后者约多七倍左右。

［２］

可见，媒体报道强度

［１］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Ｄａｎ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 ， ｎｏ． ３， ２０１５， ｐｐ． ４１９－４３８．
［２］ Ｇｏｒｍ Ｒｙｅ Ｏｌｓｅｎ， Ｎｉｌｓ Ｃａｒｓｔｅｎｓｅｎ， Ｋｒｉｓｔｉｎ Ｈｏｙｅｎ，“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ｈａ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Ｄｏｎｏ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ｉ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２００３， ｐｐ．１０９－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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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是影响两次危机援助数量的重要因素。

五、当前国际人道援助面临的挑战
随着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及其复杂性凸显，人道主义需求也更加多元化、
复杂化，这使得当前国际人道援助体系难以负荷，出现很多问题 ：国际援
助组织之间缺乏协调、争夺资源 ；某些援助国基于战略利益考量加深了人
道援助的政治性和工具性倾向 ；新人道主义理念的出现，造成了受援方民
众对援助内涵和外延的困惑 ；保守主义的重现、民粹主义的盛行也在一定
程度上动摇了人道援助的民意基础，等等。这些都是新时期人道主义援助
面临的挑战。
（一）人道援助行为体和形式更为复杂多变，有可能加重公众认知困惑
人道援助行为体日益多元化，除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
个人或公司志愿者、私有基金会等逐渐增加，极大地扩展了国际人道援助
的行动范围，回应多样化人道需求，有效地补充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资金、
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援助过程中的“组织失灵”，提升
了人道援助的行动效率，形成了多领域细分的局面，为人道援助注入了生
机和活力。［１］ 但是，人道主义援助的动机也日益复杂。比如，主权国家为树
立良好国际形象以便从中获得竞争优势，可能以援助为手段，输出本国价
值观及国内剩余产品等 ；援助形式也从最初的粮食、医疗、临时住所等为
主的物资援助，逐渐增加了师资培训、社会治理、水利工程建设、女性权
益保护等内容。
另外，如果公众不了解冲突和危机的本质及人道主义行动的真正内涵，
片面认为直接的资金援助或物质援助就可以结束冲突和战争，进而实现和
平，发展正义和民主，就会高估人道主义援助的实际效果。通常情况下，
［１］ 李志明：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经验与框架》
载
《中国减灾》２０１６ 年 ０７ 期，
第 ５８－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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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促进和平、民主或保护人权的目标没有随即得以实现，民众就会产生
失望情绪，并可能动摇人道主义行动的民意支持基础。总之，行为体多元化、
动机复杂性、形式多样性可能会造成民众对人道援助的外延和内涵产生疑
惑，无法准确辨别纷繁复杂的人道主义活动，较难区分人道主义与发展援
助，甚至与人道主义干预的区别，不利于开展援助行动和保护援助人员的
人身安全。
（二）援助组织和机构之间资源争夺更为激烈，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人道援助地位的上升及人道主义需求
的居高不下刺激了援助机构的增加。学者泰勒·赛博特（Ｔａｙｌｏｒ Ｂ． Ｓｅｙｂｏｌｔ）
认为，大多数非政府组织是同质的，缺少差异性，它们对资源的高度依赖
意味着在输入和输出两个领域都有重合和交叉，尤其连通性低、信息不对
称时竞争更为激烈。输出过程的竞争指的是援助资源的分配有重合，缺乏
协调，比如多个援助机构在同一地区进行重复的粮食援助，但忽略了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等，造成了援助资源的极大浪费和援助效率低的问题。［１］ 人道
援助过程的垂直资源依赖模式、援助机构的同质性及对援助资源的高度依
赖，导致了援助机构间争夺资金来源和媒体关注度。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斯里兰卡发生海啸。人道主义援助组织迅速行动，
开展救援。由于非政府组织更青睐于媒体关注度高、见效快的援助项目，
爱尔兰的非政府组织 ＧＯＡＬ 接管了渔船修理工作 ；国际移民组织负责建设
临时住所。而政府机构重建，则获得的援助物资较少。不仅如此，援助组
织会放置相关标识，以标明各自负责区域。此外，因有些非政府组织缺乏
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刻了解，开展援助的能力受限，但当地经验丰
富的援助组织数量有限，因此在寻找合作伙伴时也存在竞争关系，甚至会
通过增加援助资源拨付、提高员工薪水等手段达成合作关系，同样导致了
［１］ Ｔａｙｌｏｒ Ｂ． Ｓｅｙｂｏｌｔ，“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 Ｖｏｌ． ５３， Ｎｏ． ４， ２００９ ：１０２７－１０５０．

-114-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发展演变：源流、内涵与挑战
援助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１］ 这也是当前国际人道援助需要面
对的课题。
（三）保守主义势力抬头，民粹主义盛行，
“共同需求”的信念基础被削弱
人道主义援助基于一种信念，即人类都有获得粮食、住房和尊严的权利，
并免于恐惧，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安全负责。［２］ 近年来，随着难民数量不断攀
升，难民潮问题日益严重，人道主义需求与国际社会可提供的人道主义援
助资金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对许多国家边界造成冲
击，移民问题造成的种族矛盾不断恶化，所有因素叠加起来，使得世界右
倾化趋势明显，出现了保守思想和反全球化的倾向。保守主义重现的一个
消极后果就是贸易壁垒和贸易战的重新抬头，国家倾向于减少公共产品的
提供，并催生对他国苦难的漠然、对援助信念基础的否认。对人道援助而言，
意味着援助预算减少，援助行动的意愿减弱，民众的社会道德式微等。数
据显示，虽近年来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总额实现了连续 ４ 年增长，在 ２０１６ 年
达到 ２７３ 亿美元，但增速明显放缓，同比增速降低。比如，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
的增长率为 １７％，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为 ２１％，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为 １２％，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为 ６％，增速明显低于前 ３ 年（如图二所示）。并且从全球来看，平
均每人收到的援助资金从 １８２ 美元下降到了 ９６ 美元，［３］ 随着有人道援助需
求的人数不断攀升，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与实际需求之间仍旧存在明显差距。

［１］ Ｊｏｃｋ Ｓｔｉｒｒａ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ｓｕｎａｍｉ ｉｎ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Ｔｏｄａｙ， Ｖｏｌ． ２２ ＮＯ．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６， ｐｐ．１１－１６．
［２］ 人类安全是指个人和社会的安全，分别为“免于恐惧的自由”（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ｆｅａｒ）
和“免于匮乏的自由”（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ｗａｎｔ）。人类安全的威胁包括种族灭绝和奴役，自
然灾害（如飓风或涝灾），获得食物、健康和居住的权利受到破坏等。参阅 Ｍａｒｙ Ｍａｒｔｉｎ，
Ｍａｒｙ Ｋａｌｄｏｒ，“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Ｒｕｔｌｅｄｇ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２００９， ｐ．３．
［３］ ＯＣＨＡ，“Ｗｏｒｌ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ｕｎｏｃｈａ．ｏｒｇ／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ｄａｔａｔｒｅｎｄｓ／ＷＨＤＴ２０１６．ｐｄｆ， 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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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额增长趋势图（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单位 ：１０ 亿美元）［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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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以上对人道援助发展源流的梳理和分析，可见国际人道援
助的体系及人道主义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收窄到扩展又重新收窄的过程 ：从
初步阶段的狭义性、短暂性，到相对成熟，以及新转型时期的长期性、援
助手段和领域的多样化，再到以新人道主义、干涉主义出现为标志的人道
援助概念外延最大化。然而，当前新人道主义的弊端开始显现，世界经济
的整体下行刺激了保守倾向的产生。随着民粹主义的泛起，不少国家及民
众的援助意愿都有所消减，向传统人道主义回归的呼声增强，人道援助内
涵又呈现向着狭义援助回缩的趋势。此外，研究发现，国际人道援助体系
在其发展演变中虽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点，但所存在的问题也呈现不少
连贯性，比如人道援助与媒体间高度相关的利益关系 ；自援助初始阶段就
存在的援助政治化、工具化的争议 ；援助机构间协调不力，造成资源浪费、
效率低下的问题也由来已久等。因此回顾人道援助的实践过程、组织变化、
内涵规范的发展演变，有助于树立一种全面的批判视角，用历史眼光总结
经验教训，更理性地应对国际人道援助面临的挑战。
【收稿日期 ：2017-12-15】

［１］ 资料来源 ：全球人道主义援助报告（２０１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
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ｄｅｖｉｎｉｔ．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７／０６／ＧＨＡ－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７－Ｆｕｌｌ－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 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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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革中的联合国维和行动
与中国的参与 [1]
蒋振西

【内容提要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在发生重大
改变，一是将“联合国维和行动”改称为“联合国和平行动”，行动范围进
一步扩大，包括了“维持和平”、“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等诸多环节 ；
二是重视发挥地区组织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 ；三是坚持性别平等，增加
妇女参与维和的力度。这与联合国改革的大方向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作
为世界大国，从 １９９０ 年起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主动作为，表现出
大国担当，受到广泛国际赞誉。
【 关 键 词 】大变革 联合国 维和行动 联合国改革
【 作者简介】蒋振西，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8) 02-0117-13

［１］ 本文是由上海联合国研究会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参与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经验、问题与思考”（项目编号 １６Ａ２００３３，）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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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积极参与，
主动作为，表现出大国担当，受到广泛国际赞誉。本文试图对当前联合国
维和行动的变化进行分析，并对中国参与维和行动进行思考。

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现状及变化
多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由解决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实施脱离接
触的军事行动，转变为解决一国内乱、建立稳定秩序的多维度行动，是“一
项由多个层面、多个角色综合组成和持续的行动”。［１］
（一）当前联合国维和行动现状
目前，世界各地有 １６ 个维持和平行动和 ３６ 个特别政治任务，共 １２７ 个
国家参加，统称为联合国和平行动。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人员有 １１２，３０３ 人，
其中军警 ９５，５５３ 人、文职人员 １５，１５３ 人、联合国志愿人员 ５９７ 人，和平行
动年度预算为 ７８．７ 亿美元。特别政治任务包括 １３ 项政治特派团行动、１０ 名
特使和顾问、１３ 个制裁小组和监测组，共有 ８，０００ 多人参与，其中主要是文
职人员，也有一些军警和军事观察员。此外，联合国还部署了 ６０ 多个选举
特派团以及向区域组织提供能力建设支助的特派团。［２］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联
合国维和行动发展迅猛，行动规模和参加人数大为增加，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据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发表的
报告，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联合国维和行动总数为 １５ 项，其中在非洲
地区实施的 ９ 项，占总数的 ６０％ ；部署在非洲的维和人员 １０．０６ 万人，占全
部维和人员总数的 ８４％ ；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年度预算约 ６３．１２ 亿美元，占联
合国维和行动全部预算的 ８０％ 以上。［３］ 此外，联合国还采取借助非洲联盟来
加强维和能力的方式，表现出联合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
［１］ Ｆｏｌｋｅ Ｂｅｒｎａｄｏｔｔ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Ｍａｎｄ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１４．
［２］ 联合国网站 ：维和行动报告，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 联合国网站，维和行动统计报告，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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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保护平民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最重要任务。自 １９９９ 年以来，联
合国将保护平民作为维和行动的主要职责，要求维和行动为“面临遭受直接
袭击的平民”提供保护。联合国对此类行动作出了明确规定 ：
“在行动能力
和地区范围内，在不影响东道国政府保护其平民的责任的情况下，采取一
切必要行动，甚至包括使用武力，以预防或应对对平民的身体暴力威胁”。
联合国将“保护平民”行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预警——当发现
风险增高时，维和特派团加强形势跟踪，及时发出预警，加强巡逻，密切
与东道国政府及有关冲突方联络 ；第二阶段是采取预防行动——特派团使
用干预部队或部署快速反应部队，阻止或预防冲突事件的发生 ；第三阶段
是对冲突事件作出及时反应——一旦出现暴力冲突，联合国要求特派团反
应迅速，
“通过武装直升机、快速反应部队以及侦察兵等部队采取迅速行动，
预防、限制或制止对平民的伤害。根据威胁和接战规则，反应程度可能需
要升级至使用致命性武力”。［１］
三是联合国维和行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保持稳定成为中心任务。维
和行动由传统的监督停火、隔离冲突等军事职能，扩大到保护平民、解除
前战斗人员武装、援助与监督大选、改革军队和安全机构、实施法治建设
和恢复经济等综合性任务。近年来，联合国将在刚果（金）、马里、中非、
海地等国家实施的维和行动升级为“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突出了保持
冲突国家稳定的职能。
（二）“联合国和平行动”带来的改变
当前，“联合国维和行动”已改名为“联合国和平行动”。这不只是字面
的变化，而是扩大了维和行动的范围，包括了“维持和平”
“预防冲突”和“建
设和平”等诸多环节。实际上，联合国“和平行动”这一提法源自前秘书长
加利于 １９９２ 年提出的《和平纲领》，该纲领首次提出了“维持和平”
“预防
冲突”与“建设和平”的概念，并进行了详细阐述。
２０００ 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召集以阿尔及利亚前外长卜拉希米
［１］ 保护平民 ：
《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军事部分实施指导方针》，维持和平行动部 ／
外勤支助部 ：２０１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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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的“联合国和平行动小组”专门研究联合国维和行动。同年 ６ 月，小组
提交了关于改革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报告（Ａ／５５／３０５），又称“卜拉希米报告”。
报告对当时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在战略方向制定、
迅速部署能力、计划与后勤支持，以及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等诸多方面存在
不足，并提出了多项改革建议。不过，此后联合国仍沿用“维持和平”的理念。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委托“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
独立小组”对当今联合国和平行动进行全面评估，使其更有实效、效率更
高和更加顺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独立小组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提交了报告
（Ｓ／２０１５／４４６），正式提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概念，并得到秘书长首肯。报
告中提出的“和平行动”与原来的“维和行动”有所区别，
“和平行动”包括“政
治调解”
“建设和平”与“维持和平”三个阶段，涵盖了联合国当前所管理的
一系列维持和平的手段。其实施机构包括“（联合国秘书长）特使和调解人；
政治特派团，包括建设和平特派团 ；区域预防外交办事处 ；观察团，包括
停火观察团和选举观察团 ；小型技术专家特派团，例如选举支助团 ；动用
文职、军事和警务人员支持落实和平进程的大型和小型复合特派团，甚至
包括具有治理职能的过渡当局 ；规划先遣团”等。［１］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
独立小组的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在其专题报告《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未来》
中就独立小组的建议提出了实施意见。
目前，联合国正式使用“联合国和平行动”
（ＵＮＰＯ）这一名称，并建立
了新的网页，涵盖“维持和平”与“政治调解”两项行动。这表明联合国维
和行动出现的重大变化，其将联合国在不同阶段实施的所有和平行动联结
在一起，形成一条长长的系列，维和行动只是其中一个环节。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强调，“持久和平无法仅通过军事和技术干预手段
实现或维持，而是需要借助政治解决的办法，坚信政治解决是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设计和部署准则 ；维和行动十分重要，是联合国在促进、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方面可采用的最有效工具”。［２］
［１］ 联合国文件 ：Ａ／７０／９５， 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报告，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Ｓ／ＲＥＳ／２３７８（２０１７），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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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改革思路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就职第九任联合国秘
书长，给联合国带来了新变化。他强调“和平、发展、人权”三大支柱，提
出改革联合国和平安全机构的主张。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 年间，古特雷斯先生曾担任葡萄牙总理，积极参与解决东
帝汶危机的国际努力。２０００ 年初，他作为欧洲理事会主席主导通过了关于
增长和就业问题的《里斯本议程》，并共同主持了第一次欧洲联盟—非洲首
脑会议。２００５ 年 ６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他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领导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道主义组织，应对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几次民
众流离失所危机，如叙（利亚）伊（拉克）冲突，以及南苏丹、中非共和国、
也门发生的危机。古特雷斯是一位政治家，也是国际事务专家，谙熟联合
国事务。他上任不久就提出了对联合国工作的初步构想。
（一）坚持联合国改革方向
２００７ 年潘基文秘书长就任联合国秘书长后，联合国将“维和行动部”
分为“维和行动部”和“外勤支助部”，前者负责维和行动的计划管理，后者
负责维和行动的外勤支持。与此同时，联合国制定了维和行动的实施原则
和行动规范。２０１５ 年，潘基文任命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独立小组”再次提出
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建议。古特雷斯上任后，继续坚持改革。２０１７ 年，他
启动了对秘书处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审查工作。他十分赞同“和平行动问题高
级别独立小组”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把政治解决方案作为联合国工作的
核心。古特雷斯指出 ：
“经验表明，无论维持和平行动的装备多么精良，或
力量多么强大，若没有各当事方以及区域和国际利益攸关方支持的政治战
略或计划，维持和平行动便无法有效执行保护平民的任务”。在向联合国大
会阐述了对联合国的愿景时，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三大支柱，即和平与安全、
可持续发展和人权，“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均须以此为重心”；他指出联
合国是从战火中诞生的，它必须为和平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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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特雷斯坚持改革联合国维和行动。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６ 日，他在安理会提出
９ 条改进维和行动的措施，其中第一条是设立一个小组来研究如何改进“我们
的和平与安全架构”；第五条是“我们的行动和战略需要更好和更协调的规划、
控制和领导”，“建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并使政治事务部与维持和平行动部进行
更密切的合作”。他表示将进一步下放权力，以增强各位特别代表的权能。
（二）突出预防冲突的作用
古特雷斯强调 ：
“预防是挽救生命、减少人类痛苦的最佳办法”，“联
合国最严重的不足是我们对预防危机无能为力”，“我们需要改变现有方法，
采取更有针对性、能够取得成果的方法”。要做好预防，就必须更好地支持
各国加强本国机构，增强社会复原力。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负责维和外勤保障的
副秘书长向联大四委提出，要为特别政治行动建立单独账户，以保证其灵
活性与有效性。此外，古特雷斯强调，“我们必须创建和平连续体，从预防
和解决冲突，到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及实现发展，连为一体”，
“必须在‘保
持和平’这一新概念的指引下，对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战略、行动机制及架
构进行全面改革”。他突出政治调解、和平重建的作用，同时加强联合国的
反恐怖主义工作。
（三）进一步发挥地区组织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
古特雷斯指出 ：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往往被部署到没有和平可以维持
的地方，维和人员在当地受到敌视，得不到东道国政府的合作，还面临恐
怖主义的威胁。必须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发展伙伴关系以确定适当和及时
的反应，还必须确保我们管理和实施行动的体系切合目的，这样才能确保
我们的效力。”过去 １５ 年中，非洲联盟—联合国和平行动伙伴关系的发展和
创新，对于应对非洲武装冲突带来的共同挑战已必不可少。对非洲联盟的
和平支助行动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国际社会越来越依赖于这样的工具解决
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非洲联盟表现出快速部署
的能力和意愿以及原则方面的灵活性，使其能够在特别具有挑战性的环境

-122-

大变革中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与中国的参与
中部署特派团，承担执行和平和反恐怖主义等强有力的授权任务”。 ［１］ 古特
雷斯表示，准备将维和任务部分转交给地区组织。他提出，在索马里、达
尔富尔、中非共和国和马里，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合作，展示了寻求灵活
变通的创新解决方案的历程，“希望我所提出的关于为安理会授权的非洲联
盟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持续、可预测和用途灵活的资金的提议能得到会员
国认同。这种合作必须以比较优势和增加值为认识基础”。
（四）坚持性别平等，要求增加妇女参与维和的力度
古特雷斯强调男女平等，重视研究如何在联合国领导或共同领导的调
解进程以及在维持和平特派团和特别政治任务中增加妇女人数。目前，特
派团 ２６％ 的团长和副团长职位由妇女担任，虽未实现性别均等，但却是有
史以来的最高比例。古特雷斯提出，到他任期结束时，争取在副秘书长和
助理秘书长级别、包括在特别代表和特使级别，完全实现性别均等 ；
“承诺
进一步处理联合国在妇女代表性和切实参与方面最为落后的领域，例如维
持和平领域”，表示“就此我已要求联合国与部队派遣国协商制定专门战略，
以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２］

三、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观察与思考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变化与古特雷斯的改革构想，体现了联合国改革的
大方向，适应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值得肯定。
（一）联合国维和行动只是一个政治手段，而不是战争手段
从本质上讲，联合国维和行动应是联合国为维护和平与稳定而实施的
一项政治行动，同时也是一项应对危机的临时措施，这是联合国维和行动
的基本定位。为此，联合国维和行动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安理会
［１］ 联合国文件 ：Ｓ／２０１７／４５４，安全理事会 ：秘书长关于授权和支助非洲联盟和平支助
行动的备选方案的报告。
［２］ 联合国 Ｓ／２０１７／８６１，安全理事会 ：秘书长，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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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要合理可行。联合国不能参与战争行动。联合国维和人员是从成员国
借调的，他们的职责是维持和平，监督执行停火协议，而不是去从事战争
行动，必须坚持“除自卫和完成联合国授权外不得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
２０１６ 年，和平行动独立小组报告中坚持“联合国是不进行战争的。在需要
增援行动时，一贯的做法是经安全理事会授权由愿意的国家组成的联盟根
据宪章第七章行事”。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肯定了预防和调解冲突的重
要性，他强调 ：
“当务之急无疑是重新把预防和调解冲突放在联合国所有活
动的首位。无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也门的冲突，还是布隆迪的危机，
都表明需要增加而不是减少这些工作”。
（二）联合国维和行动应是应急机制
维和行动应有明确授权，严格执行退出机制。一旦维和授权完成，联
合国维和行动即当退出，或者转入建设和平阶段。为此，“和平行动”各个
阶段要相互衔接，明确规定“防止冲突”
“促成和平”
“建设和平”等环节的链
接，使各个阶段成为“和平行动”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
南形容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支灭火队，它只能等到火势起来
后才能出动”。当然在火势被扑灭后，它也应该及时撤离，留给其他机构进
行善后工作。只有将其作为应急机制，才能保持维和行动的行动活力。
（三）加速维和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增强维和行动的行动能力
在 ２１ 世纪信息时代，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装备现代化建设也要提速。为
此，联合国宜加大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维和部队装备水平，加大对卫
星和无人机、网络等先进技术装备的投入力度，提高维和行动的灵活反应
和机动处置能力。联合国维和行动应该建立强有力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维
和特派团应提高处置紧急事态的侦察情报能力，具备快速反应能力。为此，
联合国应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合作，做到信息共享，行动协同。
在当前形势下，维和人员常常在复杂和动乱环境中执行任务。为此，
需要加强维和行动的快速部署和快速机动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效能 ；
同时加强自我保护能力，减少维和人员伤亡和资源损失。当前，联合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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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动承担着多项任务。维和武装人员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和
社会背景，要他们在短时间内适应维和任务区的工作确实不易。为此，联
合国要将对维和武装人员的职业培训作为其重要任务，使他们明确维和任
务的具体要求，提升维和部队整体行动能力。为此，联合国应进一步加强
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组织的合作，集中培训维和人员，使维和行动的培训做
到标准化、规范化、机制化。
（四）保证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
当前，维和任务区安全环境脆弱复杂，联合国维和人员常常在安全得
不到保障的形势下执行任务，屡屡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并受到多种传染
疾病的困扰。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联合国维和行动每年的死亡人数在 １００ 人
以上，值得国际社会关注。此外，近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使用武力的次
数增多、力度加大，也是造成维和武装人员伤亡增多的一个原因。例如，
在 ２０１３ 年，联合国在刚果（金）的维和行动中为了打击武装分子，专门组
建了“干预旅”，参与了刚果政府追剿“Ｍ２３ 运动”反政府武装的行动，并
为刚果政府军提供了攻击型直升机支援。
维和人员的安全是派出国首要关心的问题。如果维和人员的安全得不
到保证，出现重大伤亡，必然会影响派出国的政治决策。为此，联合国维
和行动应加强对维和人员的安全保护。同时，联合国维和行动特派团要与
冲突当事方保持密切沟通，争取当地政府和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减少遭受
袭击的风险。在制度层面，联合国应制定与完善保护维和人员安全的国际
条约。必须明确的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部署需要在达到基本条件时才能
实施。首先要促成冲突各方达成全面停火协议。只有在冲突各方达成和平
协议，军事行动基本结束的情况下才可能实施维和行动。在战火纷飞的环
境中，维和人员的安全很难得到保证，维和行动也难以展开和取得成功。
（五）加大与地区组织和有关国家的合作与协调
多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虽然在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它并不是解决国际和平问题的唯一手段。实际上，地区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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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解决、冲突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需要联合国综合运用多种手
段，更多发挥当地国家与地区组织的积极作用。近年来，联合国推行“全球
伙伴”计划，加强了与有关伙伴方的合作。当前应加强联合国与地区组织、
地区国家、冲突方的协调与合作，加强与当地社区民众的沟通，及时听取
他们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意见与要求。当前，联合国应充分发挥非盟等区
域组织在非洲维和行动中的优势，加大对其在维和行动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一直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达国家在冷战后减
少了参与行动，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中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

四、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１９９０ 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
一支重要力量，先后向柬埔寨、黎巴嫩、利比里亚与苏丹等维和行动任务
区派出军事观察员、医疗分队、工兵分队和运输分队。
（一）当前中国维和人员部署状况
近年来，中国参加维和行动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２０１４ 年，中国向
联合国马里维和行动派出了安全分队。２０１５ 年，中国向联合国南苏丹维和
行动派出了 ７００ 人的维和步兵营。２０１７ 年，中国向达尔富尔维和区派出直
升机分队。目前，中国在 １０ 个维和区部署了 ２，６４２ 名维和人员，其中在 ８
个维和区部署了维和部队和军事观察员，在 ４ 个维和区部署了维和警察。
中国维和部队包括工兵分队、医疗分队、运输分队，近年又增加了安全分队、
维和营、直升机分队、防暴队等。
多年来，联合国领导人、维和任务区特派团负责人和任务区所在国家
领导人，对中国维和部队给予高度评价。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赞扬中国维
和部队“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和军队的友好使者”。［１］ ２０１４ 年，联合国马里特
［１］ Ｇｉｌｌ， Ｂ．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Ｃ．，‘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ＰＲＩ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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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团司令在视察中国维和部队时赞扬 ：
“你们是最好的部队，拥有你们是我
们的骄傲。”据报道，中国向南苏丹（朱巴）维和区派出的维和步兵营担负
保护平民、警戒护卫、城区巡逻和长巡护卫等任务。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部署
到任务区以来，中国维和部队先后完成 ３５ 次长途武装护卫、１５ 次难民营武
器清查、３７ 次果断处置武装人员持枪进入武器禁区事件、制止偷盗犯罪行
为 １０３ 次、协同联合国警察抓捕移交 １２４ 人等任务，多次受到联南苏特派团、
当地政府及友军的赞誉。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利比里亚国家酋长长老理事
会代表利政府在蒙罗维亚向中国第五支驻利比亚维和警察防暴队授予“利比
里亚国家杰出贡献奖”，表彰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为利比亚和平、稳定及国
家重建做出的突出贡献。［１］
（二）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庄严承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联合国 ５０ 周年大会。他
在联合国维和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了中国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６
项措施 ：第一，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
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 ８，０００ 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 ；第二，中
国将积极考虑应联合国要求，派更多工程、运输、医疗人员参与维和行动 ；
第三，今后 ５ 年，中国将为各国培训 ２，０００ 名维和人员，开展 １０ 个扫雷援
助项目，包括提供培训和器材 ；第四，今后 ５ 年，中国将向非盟提供总额
为 １ 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
建设；第五，中国将向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部署首支直升机分队；第六，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部分资金将用于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２］ 这
是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庄严承诺。
（三）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
一是组织维和待命部队。中国国防部正式宣布，中国军队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中国第五支驻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获“利比里亚国家杰出贡献奖”》，中华
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ｄ／１００００１６６／２０１７１０２９／３１６１２３６２．ｈｔｍｌ。
［２］《中国为和平而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维和峰会上的讲话》，新华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５－０９／２９／ｃ＿１１１６７０５３０８．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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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月 ２２ 日完成 ８，０００ 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在联合国的注册工作。中国维和
待命部队包括 ６ 个步兵营、３ 个工兵连、２ 个运输连、４ 个二级医院等共 １０
类专业力量 ２８ 支分队。［１］
二是增加维和摊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较大幅度地提
高了在维和行动摊款中的份额，加大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财政支持。２０１５
年，中国分摊的联合国维和款超过 ４ 亿美元，占联合国维和行动费用总额
的 ６．３４％。２０１７ 年中国的维摊款将达到联合国维和总额的 １０．２％，位列世
界第二。多年来，中国维和官兵出色完成各类任务 ：行为优良，保持了“零
违纪”
“零遣返”的记录 ；在各任务区高质量完成任务，创造了多项“中国速
度”
“中国质量”和“中国品牌”等优秀记录。［２］ 在执行维和任务中，共有 ２１
名中国维和军人和警察献出了宝贵生命。
（四）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初心
近年来，国际上对中国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给予高度重视。综合
看来，大多对此表示积极支持，但也有人对中国的动机进行质疑，宣称中
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为了本国私利。实际上，中国维和人员是在联合
国的统一指挥下行动，执行安全防卫等任务，全力保证相关联合国维和人
员和平民的安全。
一是承担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肩负着维护和平的崇高使命，参加维和行动是从事一项维护世界和平大业
的行动。在执行维和行动中，中国维和人员是根据联合国的请求派遣，得
到了当地政府的同意。在行动中，他们服从联合国的统一指挥。前联合国
秘书长安南称 ：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国热爱和平，积
极参与联合国事务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１］《中国军队完成 ８０００ 人规模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注册》，新华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０９／２８／ｃ＿１１２１７４０５７７．ｈｔｍ。
［２］《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展现中国军人风采》，网易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
ｃｏｍ／１５／０６１１／１５／ＡＲＲＣＦＳＮＧ０００１４ＪＢ６＿ａｌｌ．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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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革中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与中国的参与
二是执行多样化的军事任务。新的历史使命要求中国军队不仅要应对
传统安全威胁，而且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不仅要捍卫国家的主权与安
全利益，而且要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此，中国军队将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稳定、应急救援、抢险救灾、国际维和等作为自己应承担的任务，是
非战争军事思想的组成部分。
三是促进冲突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联合国维和行动对消除地区的冲突
与动乱、促进建设持久和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参与联合国在非
洲地区的维和行动对维护非洲地区的和平稳定，促进非洲国家的发展起到
了积极作用。
总之，联合国维和行动今后将作为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个
重要手段而长期存在。为此，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促
进维和行动的反应更加及时、行动更加有效、更能够持续发展。中国参加
联合国维和行动，体现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负责任大国的理念和风范，
也是践行正确义利观的生动体现。联合国维和行动多在非洲不发达国家的
动乱地区，那里人们渴望和平与发展。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在联合
国统一指挥下帮助当地国家和人们平息动乱，恢复安宁，是要永远做发展
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今后，随着中国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不断
上升，将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收稿日期 ：20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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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01 In-Depth Adjustment of the US’ China Policy, by Tao Wenzhao,
Honorary CASS Member;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ASS; and Guest Researcher of CPDS. The US’ China policy is
undergoing the most profound adjustmen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two countries normalized their relations. This policy adjustment began
whe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proposed the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The major reasons for the policy adjustment include: the change
in comparative powe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isappointment of the
US with China, and the systematic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interpretation
by the US of China’s strategic intentions. The policy adjustment toward
China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his
predecessors, is of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for the US’ China policy has turned severe, with being tough on China
becoming the new indication of “politically correct”. All-round, multidomain and regular competition and game will become a new normal of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and the US is also forging an international
pressure on China. Faced with the US policy adjustment toward China,
China should take it seriously, while remaining cool-headed and calm.
To manage we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feguarding legal rights and
maintaining stability,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mitigate, lessen and
weaken the differences and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rough
dialog and consultation; distinguish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different
problems, and take different approach to deal with them; and continue to
advance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featuring win-win cooperation to crack
th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14 Looking at the Status Quo and Prospect of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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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s, by Dr. Li Jun, Director and Research Fellow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Research Section, CICIR. Since the fourth nuclear test by North
Korea in January of 2016, the tens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as been escalating,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a war looming larg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18, parties concerned,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 Games, have engaged in benign interactions,
bringing about warm airs and a period of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seldom seen before.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it is not likely that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ill deteriorate to military conflicts or a
war. Nevertheless,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issue remains unsolved, the possibility still exists that
the situation on the peninsula may get tense again or even lead to a war,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To extend the momentum of current peace and
promote further relaxation of the situation on the peninsula, countr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need to make joint efforts, and especially the key
parties of the nuclear issue ---- North Korea and the US ---- should make
some changes.
26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Full of Strong Dynamics, by Zhao
Mingwen, Senior Research Fellow from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former political counselor to foreign countries. Under the
joint efforts made by the heads of state of China and Russia, the level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strategic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kept escalating and fruitful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fields
of military, trade and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energy,
and culture and humanity.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unsatisfactory issues
existing in the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and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tried to “rope Russia in to restra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aking office, all
of these will not affect the momentum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It is a longterm strategic choice made by the two countries to develop the relationship
of mutual beneficial cooperation, which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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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s a wide range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in Russia to develop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potentials for mutual benef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re huge and its prospect is broad.
43 On the Nature of the Russia-US Relationship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uch Relationship after Putin Was Reelected, by Wang
Lijiu, Research Fellow from the Institute of Russi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CICIR; and Research Fellow from the Institute of Eurasia Social
Studies under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S is very complicated, which has in
fact not changed substantially along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ty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s containing and counter-containing as well as maintaining
basic strategic balance have remained the major content of such
relationship, resulting in the Russia-US relationship undergoing ups and
downs, with going down as the major trend, over the past 20 years since
Putin came into power. In March of 2018, Putin ran for the presidency
for the fourth time and got reelected by a high vote. Thi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o some extent, has become a test by the Russian people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ies pursued by Putin in recent years. Putin’s
reelection by a high vote has not only reflected that the Russian people
support the resolute counterattacks by Putin against the sanctions and other
tough policies imposed by the West including the US on Russia, but also
indicated that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Russia-US relationship to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in the future during Putin’s new term in office, letting
alone getting out the spell that “there is no worst, but only worse”.
58 Russia’s Diplomatic Trend during Putin’s Fourth Term as President,
by Zhang Jian, Ph.D. and Lecturer from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and
Foreign Affairs Management,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As a major
power of Eurasia, Russia’s diplomac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of the
world. At the important historic juncture,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review
and sort out Russia’s diplomacy during Putin’s third term as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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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IS, Western, Eastern,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perspectives. While
analyzing Russia’s diplomatic orientation, this paper will sum up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ing Russia in diplomacy, namely Russia’s anxiety over
the waning of its major power status and the resurgence of geopolitics.
The reelection of Putin as president in 2018 has resulted not only from his
charisma, but also from factors relating to Russi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situation. During Putin’s fourth term as president, Russia’s politics and
society will remain relatively stable, while Russia will be more concerned
with safeguarding its major power status and rising up to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face of worsening external situation. Meanwhile, Russia
will seek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 all-round way.
72 The Prospect Assessment after the “IS” Is Badly Beaten, by Gong
Xiaofei, Doctorate Stud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njing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Fellow from the Center for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In the past two years, under the severe strikes
launched by the counter-terror forces led respectively by the US and
Russia, the government forces of Syria and Iraq, and the Kurdish armed
forces, the terrorist organization “IS” in the Middle East has suffered great
losses in military strength, territories and revenues. In July of 2017, the “IS”
lost Mosul in Iraq it had occupied, which marked the decline of the “IS”
under heavy attacks. This terrorist organization is not yet demised, but
now undergoing changes i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actics and terrorist
means. The transformed “IS” will continue to diffuse extremist ideas, stage
terrorist attacks and gain financial support by using network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dia. In addition, the spread of the “IS” combatants, the return
of the transnational “jihadists”, the widespread branches of the “IS” and a
host of loyal groups will continue to pose threats to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orld. For thi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strengthen collaboration in driving the remnants of the “IS” out
of Syria and Iraq, assisting their post-war reconstruction, eliminating the
soil on which the “IS” lives, and establishing the anti-“IS” international
-133-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Ｏ．２， ２０１８

cooper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coordination among major powers, so as
to crumble its global networks and do away with the threats of its re-rising.
87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errorism in Central Asia and Its
Management in the “Post-IS” Era, by Liu Jiwei, Graduate Student from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The IS is collapsing under the strike of the international antiterror coali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war on terror entering the “postIS” era. Affected by the returning of members of the terrorist group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situation change in Afghanistan, the terrorist activities
rooted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Central Asia have
manifested some new changes: the scope and targets of terrorist attacks
have become internationalized; the terrorist ideology has taken a clear
trend of indigenization and rejuvenation; and the means of terrorist attacks
are featuring more extremism and violence. These new changes of terrorist
activities in Central Asia have exerted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region and neighboring regions, while the Central Asian
states generally increasing the momentum of fighting against terrorist
crimes, making efforts to establish sound and socialized mechanism to
prevent terrorist crimes, and actively cooperat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eek control of the reg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98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Connotation and Challenges, by Ren Yanyan,
Doctorate Student from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Fang Lexian, Professor from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Guest Researcher
of CPDS.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umanitarian crises brought about by natural disasters and manmade conflicts have led to great increase of humanitarian needs, while
the rise of conservatism and populism as well as economic down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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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posed threats to the pro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his paper is intended,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elaborate systematically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features of its connotation, on the basis of key historic events,
the scope of assistance, aid behavior change and the appearance of
relevant systems, believing that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its connotation has undergone a course of change from
a narrow sense to expansion and to contraction. The connotation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t present stage is returning to one of narrowsensed assistance with the rise of populism, whose trend deserves our
attention. Therefore, a retrospect of and reflection o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s conducive to
ou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s and dilemma faci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t present stage.

117 Th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by Jiang Zhenxi, Council Member of the UN
Association of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 First, th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have been changed to
the “UN peace operations”, with their scope further expanded to include
such segments as “peacekeeping”,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peace
building”. Second, a full play has been given to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Third, emphasis has been laid on gender equality
by increasing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peacekeeping. All of these are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UN reform. As a major power, China has
been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ince 1990,
taking proactive actions and undertaking responsibilities as a major power,
which has been hail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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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Full of Strong Dynamics
By Zhao Mingwen

I

n 2017, the China-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developed smoothly on high levels, with the level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strategic coordination rising continuously, and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going deep.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coordination and mutual benef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China-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maintained the momentum of rapid development.
I. The Level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Strategic
Coordination Has Risen Continuously
The leaders of China and Russia repeatedly stressed during their bilateral
meetings that no matter how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changing, the two
countries would support each other’s efforts to safeguard their respective core
interests, including preserving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which has made them trusted partners in true sense.
A. Intensive Meeting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Heads of State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past year, President Xi Jinping met President Putin
five times on formal occasions and engaged in close interactions on other
occasions, exchanging ideas and “coordinating stances” on maj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affairs, and repeatedly stressing that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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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ir strategic mutual trust, uphold the accountability as major
powers, play the role as the important ballast stone to preserve regional and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lead the profound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pragmatic cooperation with coordinated strategies. In the congratulatory letters
sent respectively to the celeb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ussia-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both heads of state spoke highly of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Russia-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to improv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peoples of the two countries.
When Xi Jinping was re-elected as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esident Putin immediately made a phone call to congratulate,
saying the results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had fully displayed the trust
and support the Chinese people had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by
Xi Jinping, and the high prestige Xi Jinping enjoyed among the party members
of the CPC and the Chinese people.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nked President
Putin for his congratulations and stressed that no matter how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as changing, Russia would be always China’s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 and China’s determination to deepen the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would not change.
B.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trategic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letters of congratulation sent respectively to the 6th meeting
under the dialog mechanism of the ruling party of China and Russia and the
5th China-Russia Political Party Forum, the heads of state of the two countries
emphasized the “dialog between the ruling parties” and the “political party
forum” we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China-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and platforms for institutionaliz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ruling parties,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self construction of the two parties, and promoting strategic mutual trust and
pragmatic bilat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parliaments
of the two countries maintained close ties of consul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two sides proposing at the 3rd session of the China-Russia
Parliamentary Cooperation Committee that cooper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bod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not only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ut also create benign legal and policy environment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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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countries to engage in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in a profound way. The
two sides reached a consensus at the 13th round of China-Russia Strategy and
Security Consultation that they should be further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enhancing strategic mutual trust and strategic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strengthening mutual support over issues relating to each other’s
core interests, as well as support and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under bilateral
and major multilateral frameworks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a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in an increasing
way and safeguard common strateg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C. Free of Interference of the American Factor. The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remained free of interference and impact, whether the US President
Trump tried the tactics of “containing China with Russia” or “restraining Russia
with China”. Just as the Russian Ambassador to China Denisov said, although
Trump’s slogans and promises during the election campaign were turning to
practical polici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would not change
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as the constant in political equation either for China or for Russia. Glazyev,
advisor to the Russian president, stressed that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RussiaChina relationship was built on pragmatism and coinciding interests, it would
never be possible for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to get better than the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In spite of the $ billions upon billions worth intenti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signed by China and the US, elites in Russia generally
believed it would not affect the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high
tech and energy.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more flatly, the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was currently at the best of times in history, with
their mutual trust reaching the highest level, while China remained full of
confidence in China-Russia relations, and such relations would not be affected
by external factors.
D. Russia Deepened It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The people of Russia
held friendlier attitude toward China than ten years before, with the ratio of
those who saw China as 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partner rising to 50 percent
from 34 percent, and about 30 percent of interviewees seeing China as a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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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ussia. When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was worsening, about 53 percent of
the interviewees believed Russia should remain neutral, and 33 percent of them
were ready to support China. For the question “whether Russia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missile deployment in some way”, 24 percent of the interviewees
felt there was no need to worry about it. Faced with another round of “China
Threat”, many elites in Russia refuted it was just the same as the so-called
“Russia Threat” fabricated by the West, and Russia would not believe it, as it
was used by Western politicians to frighten their fellow citizens.
II.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Has Gone Deep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reas has developed in a profound way. Last year, the armed forces
of both countries held three successive missile defense briefings on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situation, to make it known that the militar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would by no means overlook the actions that would damage security interests
of China and Russia. They reiterated their positions that countries concerned
seeking for absolute security through developing global missile defense systems
at the expenses of other countries’ security would be bound to worsen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seriously threaten the safety of international
space activities, offset the global strategic balance and stability, and give rise
to confrontation or even arms race. Russia formally delivered the third batch
of 5 Su-35s fighters to China and the first batch of S-400 AAGMS began to
be delivered to China. The legislative bodies of China and Russia engaged
in cooperation actively in formulating universal rules governing behaviors in
cyberspace. The two countries issued joint statement resolutely condemning
terrorism in all forms, and call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ject double
standards so as to join force politically in fighting against terrorism and
address both the symptoms and root causes. The navies of both countries held,
as planned, the China-Russia Joint Sea-2017 military exercise in the Baltic
Sea, Sea of Japan and Sea of Okhotsk adjacent to Russia and initiated several
“first’s”: the navies of China and Russia held their first joint exercise in the
Baltic Sea; China deployed its naval combat forces to the Baltic Sea for th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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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and sent its latest model of warship ---- 052D guided-missile destroyer to
join the joint exercise for the first time; Russia invited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joint exercise held in the Baltic Sea and Sea of Okhotsk and the two
sides practiced wrecked submarine rescue for the first time, an exercise subject
Russian Navy practiced with a foreign navy for the first time, all of which
showed the high level of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 two militaries.
III. Cooperation in Other Areas Has Kept Following
The two sides formally started the AHL heavy-duty helicopter cooperation
project, and prepared to sign relevant contracts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CRAIC
was formally set up in Shanghai, indicating that the CR929 long-range and
wide-body airliner cooperation project made a substantial step forward. The
two sides completed the compatibility test of “Beidou” navigation system and
“GLONASS”, and signed the Outline for Space Cooperation between CNSA
and National Aerospace Corpora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rom 2018
to 2022, which w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in the following five areas:
the Moon and deep space, special materials, satellite systems, Earth remote
sensing, and spacecraft debris search, as well as in-depth cooperation in lunar
exploration and landing, joint launching of satellites, and joint development of
rocket components.
China is the largest sour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or Russia. For the first 9
months last year, China’s investment to Russia grew by 34 percent on a yearon-year basis, with the total investment expected to reach $8.2 billion. In
2017,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reached $84.071 billion, with
a 20.8 percent growth on a year-on-year basis. Cooperation in cross-border
e-commer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become a bright spot in the bilater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Aliexpress becoming the most popular
e-commerce platform in Russia as more than 22.2 million consumers are using
it. The increase of postal flight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has sped up the flow
of logistic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the operation of scheduled
postal flights (two or three times a week) from Zhengzhou and Harbin to
Novosibirsk, scheduled postal flights from Harbin to Yekaterinburg will be put
in formal operation after trial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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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Russian
Direct Investment Fund to establish a joint investment fund (68 billion RMB in
total) for RMB settlement, and also signed a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with Russian Foreign Economic Bank for a 15-year investment worth $850
million. Russian Agricultural Bank issued a UnionPay-MIR debit card, which
could be used not only in Russia, but also on UnionPay network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signed a framework
loan agreement with Russian Foreign Economic Bank to provide the latter with
$3 billion in RMB loan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sanctions imposed by the West on Russia
have cut off the capital chain of large Russian energy enterprises, they have
stepped up their efforts to seek financing from China and succeeded in finding
“alternative supports”. In the first 8 months of last year, Russian crude oil
supply to China increased by 38.5 percent. Beijing Gas Refco Group Ltd
completed a deal with Rosneft Oil, involving a 20 percent equity transaction
(worth $1.1 billion) of the latter’s Jonasque Oil and Gas Co., Ltd. China CEFC
Energy Company Ltd. signed a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Rosneft
Oil, and came to an agreement with Glencore Consortium and 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 Consortium to buy over the 14.16 percent of shares worth $9.1
billion they held of Rosneft Oil. The first LNG production line under the ChinaRussia Yamal Project has been formally put into production, from which China
will get 4 million tons of LNG every year.
The China-Russia Moscow-Kazan high-speed rail project has been included
into the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ready for operation by 2023. The railway from Dongguan, a
city in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to Vorsino of Russia, has already been put
into formal oper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slow progress on the Russian side of
the cross-border bridge cooperation project, departments concerned in Russia
has repeatedly expressed that they will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ailway
bridges from Tongjiang to Lower Lenin Skokuya and the highway bridges from
Heihe to Blagoveshchensk on the Russian side by the end of 2018.
The 23 projects China has got involved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Leapfrog
Development Zone and 5 free ports have all developed steadily. China has
become not only the largest source of import and the second largest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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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port for Russia’s Far East Federal District, but also the major source of
foreign capital for Russia’s Far East region, with investment covering forestry,
agriculture, building materials, light industry, mining, trade and business.
The two sides made positive efforts to carry out various rich and colorful
activities relating to the start of the 2017-2019 cooperation plan worked out by
the ministries of culture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ChinaRussia “media exchange year”. Students of the two countries learning the
language of the other country have increased instead of decreased. In the first
9 months of last year, Chinese tourists visiting Russia without visa reached
eight hundred thousand, registering a 24 percent growth. Meanwhile, China has
become the 6th largest tourist destination of Russia. Prime ministers of both
countries came to an agreement that the two sides would collaborate actively
to optimize the procedures for handling related documents and simplify travel
procedures in an increasing way so as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each other’s
tourists to stay more comfortably in the host country.
Although problems still exist in the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such as
people at middle and lower levels are short of adequate cognition, confidence
in mutual expansion of investment among enterprises is low, and the scale
and level of bilateral trade need to be improved, they cannot impede the
strong momentu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heads of state of both countries full of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China’s clear goal and firm resolution
to develop and deepen relations with Russia will not change, while Russia
has reached a “national consensus” to develop relations with China. After the
Rus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18, Russia’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ll keep
unchanged, and the two countries will remain a strategic partner to oth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The author is Senior Research Fellow from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former political counselor to foreign countries. This article was
received on Feb.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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