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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孤立主义: 意识形态与历史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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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俄罗斯帝国大规模扩张的背景之下ꎬ 俄国孤立主义与其说

是一个外交传统或者一项对外战略ꎬ 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ꎬ 其基础是坚持与欧

洲迥异的独特发展道路ꎮ 孤立主义并非使俄罗斯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ꎬ 相反它决

定了俄罗斯参与并主导欧洲国际体系的执着追求ꎬ 也决定了它与欧洲国际体系长

久地处于对抗性的紧张之中ꎮ 孤立主义的特殊条件和历史经验ꎬ 尤其是苏联的历

史经验ꎬ 塑造了俄罗斯精英自给自足的 “俄罗斯岛” 心理ꎬ 并深刻影响了俄罗

斯对自己的认识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看法ꎮ 苏联解体之后ꎬ 俄罗斯融入欧洲的进程

无果而终ꎬ 孤立主义情绪不断加强ꎮ 但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ꎬ 孤立主义是一条行

不通的发展道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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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久以来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ꎬ 普京早已了然于胸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ꎬ 他在罗马参加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特别峰会时表示: “我国的问题是ꎬ 在

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ꎬ 一直是俄罗斯为一方ꎬ 几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为另一

方ꎮ 我们从与世界的对抗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ꎬ 我国绝大多数公民对此一清二

楚ꎮ 俄罗斯正在重返文明国家的大家庭ꎮ”① 对于普京这番真诚坦率的表白ꎬ 时

任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在多年之后仍然记忆犹新ꎬ 觉得这是 “一位俄罗斯领导人对

多年失败的非同寻常的反思”②ꎮ
２０１３ 年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ꎬ 西方国家严厉的经济制裁以及国内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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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主义ꎬ 使俄罗斯面临 “孤立” 和 “自我孤立” 的双重迫压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 普京在接受塔斯社专访时表示: “我们深知 ‘铁幕’ 对我们的危害ꎮ 一些

历史时期内ꎬ 某些国家试图自我封闭ꎬ 远离世界ꎬ 它们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ꎬ 走

向衰落和崩溃ꎮ 我们绝不会走上这条路ꎬ 而且没人能在我们周围树起围墙ꎮ”①普

京在这里重提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孤立历史ꎬ 至少说明ꎬ 即使在最为严峻的情势

下ꎬ 历史的教训依然在给俄罗斯领导人发出警醒ꎮ
对俄罗斯来说ꎬ “孤立” 与 “自我孤立” 不仅是历史问题ꎬ 也是现实问题ꎬ

更是一个关涉政策、 战略乃至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ꎮ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开始

“融入” 西方世界的进程ꎬ 但这种进程一开始就磕磕绊绊ꎬ 始终不能顺畅地推

进ꎮ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结构性矛盾ꎬ 西方对俄罗斯一贯的猜疑ꎬ 以及在冷战结

束后继续施加的逼压之势ꎬ 固然是重要的外部原因ꎬ 但是俄罗斯本身所固有的孤

立主义倾向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反西方情绪ꎬ 却是 “融入” 失败的内在根源ꎬ 俄

罗斯对外在压力的激烈回应始终都能从孤立主义倾向中找到原因ꎮ
孤立主义在俄罗斯自有其渊源ꎬ 但它经常隐没在起伏的历史中ꎬ 为持续不断

的大规模扩张所遮掩ꎮ 这一印象与美国的孤立主义截然相反: 美国早期的大规模

扩张往往被其孤立主义政策所掩盖②ꎮ 俄国的孤立主义隐而不彰ꎬ 缘自于这样一

种印象ꎬ 即俄国从欧洲边陲的一个小公国不断膨胀ꎬ 最终发展成为横跨欧亚两洲

的庞大帝国ꎬ 这种进取的态势似与 “退缩” 的孤立主义毫无相干ꎮ 从表面上来

看ꎬ 孤立主义似乎是俄国式的 “韬光养晦”ꎬ 有如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ꎬ
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恰科夫自嘲式的表示: “俄国不生气ꎬ 它在积聚力量ꎮ”③但是

从地理环境、 历史宿缘以及民族心理来看ꎬ 孤立主义在这个民族和国家身上有着

深厚的基础ꎮ 它所赋予俄国的ꎬ 绝不仅仅是数个世纪以来与欧洲强国所进行的争

夺ꎻ 它在俄罗斯民族身上培植的精神基因ꎬ 造成了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长久隔膜

和疏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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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扩张背景下的孤立主义

俄国孤立主义 (русский изоляционизм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 这一概念散见

于各种学术著述特别是政论文章中ꎬ 少有系统的论述ꎮ 与这个主题相关且更为常

见的探讨一般是在三个方面展开的ꎮ 一是 １０５４ 年西方基督教会分裂后ꎬ 自奉为

正宗的东正教呈现出独特的气质ꎬ 其弥赛亚意识在精神结构上使俄罗斯迥异于欧

洲ꎬ 对其后俄罗斯民族性格及外在行为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二是在 １９ 世

纪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的东西之争中ꎬ 反对西化倾向、 主张走 “独特道路” 的

斯拉夫派被视为孤立主义的代言者ꎮ 第三个方面即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ꎬ 布尔

什维克的革命意识形态使它外在于现行的国际体系ꎬ 并且与之进行了数十年的对

抗ꎻ 苏联所构建经营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是在相对封闭和孤立的状态下运行的ꎮ
普京执政的第二个任期中ꎬ 随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渐趋紧张ꎬ 俄罗斯国内

的反西方情绪日渐强烈ꎬ 有关孤立主义问题的探讨虽时有出现ꎬ 但大多是作为其

他问题的子问题ꎬ 特别是在俄欧关系、 俄美关系以及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或战略方

面有所涉及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随着俄罗斯将克里米亚纳入自己的版图ꎬ 西方对俄制

裁不断加强ꎬ 有关西方国家 “孤立” 俄罗斯与俄 “自我孤立” 的政策性讨论开

始增多ꎮ
孤立主义概念需要在历史情境中加以具体分析ꎮ 在探讨俄国孤立主义的时

候ꎬ 我们可以将美国的孤立主义作为一个参照ꎬ 这是因为ꎬ 在谈及孤立主义时ꎬ
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美国的孤立主义ꎮ 无论作为外交传统、 对外战略还是外交政

策ꎬ 孤立主义在美国的外交史和外交思想史中都有着显著的位置ꎮ 华盛顿著名的

“告别演说” 被认为是申明了美国孤立主义的内核: 加强对外贸易关系的同时ꎬ
避免政治上的联系ꎬ 尤其避免卷入欧洲政治ꎻ 无须与外界的任何部分订立永久的

同盟以承担外部义务ꎻ 利用远隔重洋的地理优势保持中立ꎬ 根据国家利益选择和

平和战争①ꎮ 此后的门罗主义则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孤立主义和与世隔绝的传统ꎮ
但是ꎬ 关于美国孤立主义的争论历来较大ꎮ 例如ꎬ 美国学者曾指出ꎬ 将二战前后

的美国外交政策划分为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一种歪曲ꎻ 如果将孤立主义定义为

不介入国外事务ꎬ 那么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孤立主义ꎬ 即使是定义为不介入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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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事务ꎬ 仍然是夸大事实①ꎮ 对于美国孤立主义的内涵ꎬ 美国学界有 “政策

说”、 “原则说”、 “观念说” 和 “态度说” 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ꎻ 中国学界

主要倾向于前两种ꎬ 在界定概念时强调它有别于东方式的闭关锁国政策、 孤立主

义外交的积极主动性以及地域上的欧洲指向性②ꎮ
与美国孤立主义相比ꎬ 俄国孤立主义更为复杂ꎬ 其面相更为模糊ꎮ 如果从对

外政策的角度来看ꎬ 那么俄罗斯帝国期间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孤立主义的外交政

策ꎮ 俄国真正踏上欧洲政治舞台是在 １８ 世纪ꎬ 在此之前的基辅罗斯远非一个近

代意义上的国家ꎬ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若干城市和地区组成的 “贵族共和

国”③ꎮ 摆脱蒙古桎梏的莫斯科国家致力于 “聚集国土”ꎬ 其活动主要还是在基辅

罗斯的历史版图范围内ꎬ 以及向东方向的扩张ꎮ 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ꎬ 俄罗斯开

始进入欧洲国际体系ꎬ 逐渐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ꎬ 而且奉行的是

进取型、 外向型、 以武力为主要手段的扩张政策ꎮ 因此ꎬ 用以衡量美国孤立主义

外交政策中的那些所谓不干涉、 不结盟、 对他国争端保持中立的标准根本不适合

于揭示俄罗斯的孤立主义ꎮ 十月革命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曾经短暂地实行过

“革命外交”ꎬ 更多时候则是奉行所谓的 “国际主义外交” 以及权力政治ꎬ 它虽

然处于外界主要是资本主义世界的 “孤立” 之下ꎬ 但还是积极努力地打破封锁ꎮ
冷战期间ꎬ 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集团在政治、 经济、 军事和意识形态等领域

进行全面的僵硬对抗ꎬ 苏联除了控制自己的阵营外ꎬ 还积极地向第三世界扩大自

己的影响力ꎮ 苏联的扩张态势实际上超越了俄罗斯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ꎮ 因此ꎬ
分析美国孤立主义政策的框架显然不适用于苏联ꎮ

俄国孤立主义也有别于东方国家ꎬ 例如中国和日本历史上的闭关锁国ꎮ 中国

和日本都长时期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ꎬ 在本国与外国之间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高

墙ꎬ 严格限制与外界的经济、 贸易、 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与联系ꎬ 政治上

更是如此ꎮ 这是真正的与世隔绝ꎬ 国家上下都不与外界接触ꎬ 不了解外面的世

界ꎬ 更不明了世界大势ꎮ 俄国也有这样的时期ꎬ 特别是在蒙古桎梏之下ꎬ 基本上

脱离了与欧洲的联系ꎬ 俄国因此错过了欧洲所经历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ꎮ 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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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帝之前或者 １５ 世纪之前的俄罗斯被一些史家如戈鲁宾斯基、 米留科夫视为蒙

昧世界①ꎬ 被另外一些思想家视为 “寂静” 和 “沉思” 的时代②ꎻ 他们试图从这

数个世纪中寻找决定俄罗斯历史发展轨道的时刻ꎬ 确定那些使俄罗斯偏离欧洲的

因素ꎮ 例如ꎬ 格费多托夫将俄罗斯不幸的根源归咎于选择 “既无思想、 也无诗

意” 的斯拉夫语作为教会语言ꎬ 没有采用可与拉丁文并驾齐驱的希腊文ꎬ 导致俄

罗斯长期孤立自守ꎬ 等它发现西方思想时可惜为时已晚③ꎮ 但即便如此ꎬ 俄罗斯

一旦进入国际体系ꎬ 就立刻加快了与外界之间的联系ꎬ 西方的政治和文化风雨浸

润到俄国的上流社会ꎮ 虽然彼得大帝时期一度实行贸易保护政策ꎬ 但在大多数时

期ꎬ 俄罗斯帝国与外界的经济交流依然是活跃的ꎮ 帝国的扩张主义政策与东方式

的闭关锁国似乎根本无缘ꎮ
俄国的孤立主义主要在其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ꎮ 在这一点上它与美国的孤立

主义有相通之处ꎮ 早期移居美洲大陆的清教徒ꎬ 其使命 “不是要将自己孤立于其

他世界之外ꎬ 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传播欧洲文明”④ꎬ 因此在美洲的扩张是他们的

“天定命运”ꎮ 而在美国建国之时ꎬ 汉密尔顿提出ꎬ “以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

立一个良好的政府”ꎬ 摆脱 “永远注定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 的情况ꎬ 从而为全

人类作出榜样ꎻ 如果美国 “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ꎬ 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

不幸”⑤ꎮ 相对于美国的使命感而言ꎬ 俄国的使命感更为久远ꎮ 自君士坦丁堡陷

落之后ꎬ 俄国便自奉为 “第三罗马”ꎬ 是赓续正教的唯一使者ꎮ 因此ꎬ “俄罗斯

的思想界感到ꎬ 俄罗斯是神选的ꎬ 是富有神性的”ꎬ 它 “注定负有某种伟大的使

命ꎬ 是一个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特殊国家”⑥ꎮ 丹尼列夫斯基以文明为历史

研究单位ꎬ 重新构建世界历史体系ꎬ 把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俄罗斯文明界定为既不

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的独特文明体系ꎬ 强调俄罗斯与欧洲的对立以及俄罗斯的

政治独立性⑦ꎬ 这为后来俄罗斯思想的发展和论争开启了大门ꎮ 帝俄时期俄罗斯

文化建立在东正教的基础上ꎬ 苏联时期布尔什维克构建了新型的苏联文化ꎬ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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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罗伯特卡根: «危险的国家: 美国从起源到 ２０ 世纪初的世界地位» (上)ꎬ 第 １０ 页ꎮ
〔美〕 汉密尔顿等: «联邦党人文集»ꎬ 程逢如等译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３ 页ꎮ
Бердяев Н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 : ЭКСМОꎬ ２００７ С １２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 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германо － романскому М :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ꎬ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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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后俄罗斯几经彷徨ꎬ 重新回归俄罗斯的传统ꎮ 对本位文化的坚持ꎬ 是俄罗斯

执著于 “特殊性” 的基础ꎮ
俄罗斯自我意识的 “特殊性”ꎬ 决定了它与西方世界在精神气质上格格不

入ꎬ 论者常从俄罗斯的精神结构来分析其行为根源ꎬ 而孤立主义也应该从这方面

去探寻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保加利亚学者伊万克拉斯捷夫在接受德国之声广

播电台采访时说: “倘若用一句话来概括俄罗斯的政策ꎬ 那就是孤立主义ꎮ 并非

地缘政治意义上的ꎬ 而是文化和心理上的ꎮ 这与苏联时代的体现有所不同ꎮ 当

时ꎬ 它采取的措施是主动兴建柏林墙ꎬ 如今ꎬ 俄罗斯人的做法令其他人想用墙把

它围起来的地步ꎮ”①

俄国孤立主义源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ꎬ 但有着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

础ꎮ 在政治上ꎬ 俄罗斯自成体系ꎬ 绝对主义传统影响深厚ꎻ 当绝对主义在欧洲国

家相继退出历史舞台ꎬ 而俄国却将其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初ꎮ 俄罗斯既没有依附

于其他国家ꎬ 也很少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ꎮ 即使是深具历史影响的法国大革命ꎬ
俄罗斯也有足够的免疫力ꎬ 并且在 １９ 世纪上半叶作为君主制国家成为欧洲正统

秩序的维护者ꎮ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开创了一个新的政治制度ꎬ 以独特的政治意识

形态傲然于世ꎮ 其次ꎬ 俄罗斯在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ꎬ 丰富的资源使其在与外界

相对隔离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自我维持ꎮ 自给自足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较为常见ꎬ
虽然俄罗斯经济与西方国家相比较为落后ꎬ 却可以自成体系ꎮ 这种情况在苏联时

期尤为突出ꎬ 对外经济联系主要局限在经互会这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中ꎮ

二　 从 “俄国特殊论” 到 “新保守主义”

俄罗斯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民族和国家ꎮ 它首先意味着意识形态对俄罗斯来说

必不可少ꎬ 是除武力外整合这个帝国的核心手段ꎮ 俄罗斯哲学家巴纳林在考察俄

罗斯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心理时曾指出ꎬ “欧亚大陆上俄罗斯民族动力最初的源

头” 就是将 “异质性的民族社会文化熔炼成 ‘思想’”ꎬ “俄罗斯民族不是自然意

义上的含义ꎬ 而是一个用 ‘思想’ 联接和组织起来的整体ꎮ ‘思想’ 的陷落———

１４

① Болгарский политолог Κрастев: О культурном и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м изоляционизм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оябрь １ꎬ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ｚｏｎａ ｏｒｇ 另 参 见 Ｉｖａｎ Ｋｒａｓｔｅｖ ＆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ｏｌｍｅｓꎬ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０ꎬ Ｎｕｍｂｅｒ ３ꎬ ２０１４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不管是东正教思想还是共产主义思想———都会使这个超民族体分裂和肢解ꎮ”①因

此ꎬ 当新俄罗斯以宪法的形式摒弃国家意识形态时ꎬ 就注定了它在不久后会重新

走上寻找新意识形态之路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至 ２１ 世纪初俄罗斯对 “民族思

想” 的探求便是这种回归ꎮ 其次ꎬ 意识形态是俄罗斯成为俄罗斯ꎬ 从而区别于其

他民族和国家的核心元素ꎮ 不论是 “第三罗马” 理论、 乌瓦洛夫 “三原则”ꎬ 还

是共产主义思想ꎬ 都是这个意识形态链上的一环ꎬ 它们都是俄罗斯的灵魂所在ꎬ
体现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质ꎬ 展示了俄罗斯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 “特殊”
之处ꎮ 正如莱格沃尔德所言ꎬ 俄罗斯像美国一样ꎬ “始终代表了一种信念”ꎻ 因

此他将 “特殊论” 作为贯穿沙俄帝国、 苏联和新俄罗斯这三个俄罗斯的主线②ꎮ
“俄罗斯特殊论” 是 １９ 世纪中期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关于俄国历史发展道路进

行论战时的中心主题ꎮ 它既是一个关于历史事实的问题ꎬ 也是一个表明价值取向

的问题ꎮ 斯拉夫派认为ꎬ 俄国具有不同于西欧的独特的文明和价值观ꎬ 而且俄国

的文化和价值代表着更高层次的文明ꎮ 因此ꎬ 俄国应该坚守自己的文明ꎬ 走自己

独特的发展道路ꎮ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在论战中涉及俄国特殊论的各个方面ꎬ 尤其

是从历史中对俄国独特的发展轨迹进行追溯ꎬ 试图从历史中寻找依据ꎬ 为国家的

现实与未来发展之路提供参照ꎮ 对于俄国的历史进程是否与西欧国家一致ꎬ 从斯

拉夫派与西方派的论争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定论ꎮ 这一方面是由于观点不同的

双方ꎬ 其史观有很大的差异ꎻ 另一方面ꎬ 也是由于看待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ꎮ 尽

管双方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有分歧ꎬ 但都认为俄国历史不同于西方的历史③ꎮ 俄

国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契切林认为ꎬ 国家是俄国历史的动力ꎬ 国家在俄国历史中

的作用是由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决定的ꎬ 因此俄国历史与西欧截然不同ꎬ 西方占统

治地位的是法律原则ꎬ 而俄国则是权力原则ꎮ 契切林的思想不仅影响到当时与后

来的历史学家ꎬ 如卡维林、 格拉诺夫斯基、 波戈金、 索洛维约夫、 克柳切夫斯

基、 米留科夫等ꎬ 也影响了像别尔嘉耶夫这样的哲学家ꎮ
“俄国特殊论” 的实质在于ꎬ 既然俄罗斯发展的历史轨迹不同于西方ꎬ 那么

它就应该遵循自己的独特道路ꎬ 完全可以独自经营ꎬ 不必仰仗西方的历史经验ꎮ

２４

①
②

③

Панарин А С Философия политики М ꎬ １９９６ С １６７ － １６８
〔美〕 罗伯特莱格沃尔德: «三个俄罗斯: 衰落、 革命与复兴»ꎬ 载 〔美〕 罗伯特Ａ 帕斯特

编 «世纪之旅: 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ꎬ 胡利平等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ꎮ
〔俄〕 戈瓦普列汉诺夫: «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一卷ꎬ 孙静工译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６ 年版ꎬ 第

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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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调在后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中ꎬ 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ꎬ 并且获得了巨大

的成功ꎮ
１９ 世纪与 ２０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帝国ꎬ 在国内外多重危机逼临时摇摇欲坠ꎬ

其发展方向令人关注ꎮ 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已经在构想未来可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ꎬ 但是并未成型ꎮ １８９４ 年恩格斯写作 «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跋»①ꎬ 认为俄

国的社会发展可能经历世界历史的一般途径ꎬ 即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ꎬ 由资

本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ꎻ 也有可能经历特殊途径ꎬ 即以农民公社为有利条

件ꎬ 走向共产主义社会ꎮ 但是对于俄国社会发展究竟会如何选择ꎬ 他不敢断然下

结论ꎬ 认为经历一般途径和特殊途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ꎮ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本是一种普世理论ꎬ 但在俄罗斯这里触及了 “特殊

论”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俄国的社会现实ꎬ 预言俄国可能首先爆发革命并取得

成功ꎮ 列宁的 “一国革命论” 落实了马恩的预言ꎬ 证明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是可以成功的ꎮ 十月革命胜利后ꎬ 布尔什维克继续推进

革命ꎬ 以使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火花燎原于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ꎻ 但是在改变外

部世界的抱负严重受挫之后ꎬ 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收缩阵线ꎬ 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

上打造根据地ꎬ 为以后继续改变世界奠定基础ꎮ 这样ꎬ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ꎬ “一
国建成社会主义” 不是可能与否的问题ꎬ 而是必须实现的问题ꎮ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理论对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影响至为巨大ꎮ 虽然苏

联在历经七十年的风雨后轰然崩塌ꎬ 但当初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独自经

营ꎬ 不仅得以生存ꎬ 而且获得了辉煌成就ꎮ 普京当政后虽然对苏联时期人民所付

出的惨重代价持批判态度ꎬ 但是苏联时期的成功经验使得他对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深具信心ꎮ 与帝俄时期截然不同ꎬ 苏联不仅在政治上骄然独立ꎬ 经济上也自成体

系ꎮ 这段国家建设的历史既在当时予人以强烈印象ꎬ 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记

忆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当西方国家身历经济危机、 深陷萧条境地时ꎬ 在苏联这个

封闭政治经济体中ꎬ 重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改造正在突飞猛进ꎬ 经济的迅速增

长与西方恰成对比ꎬ 一枝独秀式地呈现出繁荣景象ꎮ 西方一些具有雄厚影响力的

社会经济人士ꎬ 纷纷前往苏联取经ꎬ 结果 “计划” 一词成为西方政界最为时髦

的名词②ꎮ 二战之后ꎬ 苏联这个孤独的大国已经越出了当初它所固守的阵线ꎬ 在

３４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第二版)ꎬ 第 ４３７ ~ ４５１ 页ꎮ
〔英〕 霍布斯鲍姆: «极端的年代» (上)ꎬ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ꎬ 第 １３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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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地区打造出自己的广阔阵地ꎮ 在一段时间里ꎬ 苏联的发展态势依然迅猛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ꎬ 苏联的经济增长率一度超过美国ꎬ 无论是苏联的敌人还是苏联

的朋友都预计苏联的经济成就将会超过西方ꎮ 伊萨克多伊奇在 １９６０ 年写道:
“斯大林的孤立主义、 保护主义和铁幕”ꎬ 本来是 “使苏联人民免受西方更高的

效率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冲击的”ꎬ 然而资本主义已日暮途穷ꎬ 在 １０ 年内苏联集团

将生产 “世界工业产量” 的一半ꎬ 并且将与资本主义国家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竞争①ꎮ
苏联时期ꎬ 孤立主义以苏联自动脱离西方国际体系为起点ꎬ 最终通过与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冷战得到加固ꎮ 冷战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

争锋ꎬ 但在某些论者的笔下ꎬ 苏联的社会主义早已植入了俄罗斯传统思想的骨

髓ꎬ 社会主义的皮相之下仍然是 “第三罗马” 的本质ꎮ 因此ꎬ 从苏联的历史经

验来看ꎬ 俄国孤立主义的特色不在于它拒绝与外界的政治和经济联系ꎬ 遗世独

立ꎬ 而在于它以自己的理念改造整个世界ꎬ 当这种努力不能付诸实施时ꎬ 它就在

“自己的” 地盘上独行其是地打造 “独特发展道路”ꎬ 并且以此与西方世界相抗

衡ꎮ １９ 世纪的斯拉夫主义者试图彻底地回归传统ꎬ 退缩到米尔和村社的世界

中ꎬ ———他们是历史的理想主义者ꎮ ２０ 世纪初的欧亚主义者是一群历史的现实

主义者ꎬ 他们企望在帝国崩溃之后重建一个 “欧亚帝国”ꎬ 历史只是他们论证现

实、 构建政治宏图的工具ꎮ 但是ꎬ 不论是斯拉夫主义者ꎬ 还是欧亚主义者ꎬ 他们

的 “规划” 都只是一种理想ꎮ 只有在布尔什维克执掌了政权后ꎬ 欧亚主义理想

在一定程度上才得以实质性的实现ꎮ 作为共产主义的一项革命性理念ꎬ 颠覆现行

的国际体系、 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大同始终是布尔什维克的目标ꎮ 在没有力量改

变现状时ꎬ 与现行国际体系对抗的孤立主义便是合乎逻辑的结果ꎮ
苏联之后的新俄罗斯开启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大转型ꎬ 这意味着俄当局摒弃了

“俄罗斯特殊论”ꎬ 以西方价值观为普世的旨归ꎬ 竭力融入西方世界ꎮ 但是苏联

解体赋予俄罗斯社会的ꎬ 不仅是对社会动荡、 灾难的 “历史记忆”ꎬ 而且还有对

整个俄罗斯民族所施加的精神创伤ꎮ 这种记忆和创伤随着普京的上台ꎬ 加快了传

统的回归ꎬ 使俄罗斯重新从传统中寻找托身之处ꎮ 同历史上的意识形态一样ꎬ 普

京着力塑造的意识形态ꎬ 其功能不外乎两个方面: 对内整合俄罗斯社会ꎬ 确立国

４４

① 〔美〕 理查德克罗卡特: «五十年战争: 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 (１９４１ ~ １９９１)»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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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认同ꎻ 对外回应指责和挑战ꎮ 在普京执政的十余年里ꎬ 其意识形态以纲领宣传

的形式依次呈现为 “俄罗斯新思想”、 “主权民主”、 “新保守主义”ꎮ “俄罗斯新

思想” 以 «千年之交的俄罗斯» 为依托ꎬ 可以说是普京向刚刚经历了转型动荡

的俄罗斯人所做的 “传统启蒙”ꎬ 意在重新唤醒俄罗斯人的爱国和强国情感ꎬ 因

此爱国主义成为普京所有意识形态的基础ꎮ “主权民主” 的提出意在回应外界对

俄罗斯国内专制趋势不断得到加强的批评ꎬ 同时也是为了防范 “颜色革命” 在

俄罗斯爆发的可能性ꎮ 而 “新保守主义” 的提出ꎬ 则是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普京参

选新一届总统职位并引发大量俄罗斯街头示威抗议的背景之下ꎬ 因此它是为了回

应广大民众要求系统性改革的要求ꎬ 同时如何以新的方式解决新俄罗斯独立以来

一直没有确立的认同问题ꎮ “新保守主义” 重申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性ꎬ 以及传

统价值的作用ꎬ 并且以 “精英国有化” 的口号ꎬ 一方面满足民众的期待ꎬ 一方

面加强对精英的控制ꎻ 同时试图通过欧亚联盟的构建ꎬ 确立 “俄罗斯世界” 的

边界ꎮ
就其意识形态纲领内容来看ꎬ “新保守主义” 是对此前的 “新思想” 和 “主

权民主” 的综合ꎬ 并无多少新鲜的内容ꎬ 但是它越来越反映俄罗斯走向孤立主义

的趋势ꎮ 在因苏联解体而缺失国家意识形态的情况下ꎬ 俄罗斯构建新的国家认

同ꎬ 除了诉诸传统的正面树立外ꎬ 更多的是通过塑造对立面来确认ꎮ 因此一些学

者认为ꎬ 新保守主义的 “典型特征是其否定性”ꎬ 即否定西方现代政治、 社会和

文化模式ꎬ “正面的倡导性主张却模糊不清”①ꎮ 美国学者理查德哈斯曾说ꎬ 俄

罗斯除了诉诸民族情感外ꎬ 提不出任何令人感兴趣的东西②ꎮ 而地缘政治学家罗

伯特卡普兰类似的话则是: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并没有令人振奋的思想和任何

形式的意识形态可以提供ꎮ 实际上ꎬ 他们所拥有的ꎬ 上帝施与他们的ꎬ 就是地

理ꎮ”③事实上ꎬ 由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培植的反西方主义一直是普京意识形

态的重要内容ꎬ 而且与传统的反西方主义相比ꎬ 在基调上有了很大的变化ꎮ 如果

说传统的反西方主义更多的是从文明的意义上而言ꎬ 宣示西方文明已经腐朽ꎬ 开

始衰落ꎬ 而俄罗斯则是生命力旺盛的文明ꎬ 它将取西方文明而代之ꎻ 那么当代反

西方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加强烈ꎬ 敌我观念相当浓厚ꎮ 而且当代的反西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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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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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ｏｌｄ Ｒｏｄｋｉｅｗｉｃｚ ａｎｄ Ｊａｄｗｉｇａ Ｒｏｇｏａꎬ Ｐｏｔｅｍｋ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ｏ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ｈｔｔｐ: / / ａｅｉ ｐｉｔｔ ｅｄｕ / ６１２６０ / １ / ｐｗ＿ ４８＿ ｐｏｔｅｍｋ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ｎｅｔ ｐｄｆ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ꎬ Внутренняя империя / / Журнал “Огонёк” №５０ от ２２ １２ ２０１４
〔美〕 罗伯特卡普兰: «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ꎬ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１９１ ~ １９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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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ꎬ 而是逐渐进入政策层面ꎮ 在 “近邻国家” 发生颜色革

命后ꎬ 随着最高领导人激烈讲话的发表、 意识形态语言的确立、 媒体的全力传

播、 青年组织 “纳什” 的创建ꎬ 反西方主义如火如荼地扩展开来ꎮ ２００７ 年普京

的慕尼黑讲话将这一次反西方主义推向高潮ꎮ
普京 ２００８ 年卸任总统一职ꎬ 梅德韦杰夫成为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ꎬ 其自由

主义者形象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反西方主义运动的锋芒ꎮ 俄美关系的 “重启”、 青

年组织 “纳什” 活动的停止、 “全面现代化” 纲领的推出、 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给

予西方的配合ꎬ 基本上中止了俄罗斯的反西方运动ꎮ 但是ꎬ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国家杜

马选举后民众抗议政府活动的发生ꎬ 使得俄政府认定西方势力是反对派的幕后支

持者ꎬ 新一轮反西方运动重新展开ꎮ 从俄罗斯驱逐美国国际开发署、 通过新的非

政府组织法、 以 «季马雅科夫列夫法案» 强烈回应美国出台的 «马格尼茨基

法案»、 精英国有化、 取消海外避税区等情况来看ꎬ 俄采取了与西方进行僵硬政

治对抗的政策ꎬ “为从国际社会抽身创造了条件”ꎻ 而 ２０１３ 年年底爆发的乌克兰

危机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将克里米亚纳入版图ꎬ 成为 “催化剂”ꎬ 在俄罗斯与

西方之间竖起了围墙①ꎮ “无论乌克兰事态如何发展ꎬ 建立在不平等 (俄罗斯只

是充当帮手) 和彼此客套基础之上的战略伙伴模式已无法恢复”②ꎮ 虽然普京和

其他领导人一再强调ꎬ 俄罗斯不会 “自我孤立”ꎬ 外界也无法 “孤立” 俄罗斯ꎬ
但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教授伊尼古拉耶夫在 «俄罗斯岛» 一文中总结说: 俄

罗斯处于孤立状态ꎻ 俄罗斯正在积极地自我孤立ꎻ 俄罗斯当局奉行的对外政策导

致孤立与自我孤立ꎬ 引发经济危机和衰退③ꎮ
从 “俄国特殊论” 到 “新保守主义”ꎬ 其中都孕育着孤立主义的种子ꎬ 而且

只要条件适宜ꎬ 它就会萌芽成长ꎮ 基辛格说ꎬ 俄罗斯 “一旦遭遇挫败ꎬ 则愤愤不

平、 怨天尤人”④ꎮ 从历史上看ꎬ 俄罗斯每当经历挫败之时ꎬ 其孤立主义倾向就

越发明显ꎮ 西里尔布莱克认为ꎬ 俄罗斯几百年来的对外交往史ꎬ 就是一部它从

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向舞台中心的历史⑤ꎮ 其实ꎬ 也包含了从中心滑落到边缘的历

史ꎬ 包括戈尔恰科夫所说的 “养精蓄锐” 的孤立主义历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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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ꎬ Внутренняя империя
Там же
Игорь Николаевꎬ Остров Россия: Нарастание изоляции губительно для страны / /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ꎬ №２６９８０ от ４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５
〔美〕 基辛格: «大外交»ꎬ 顾淑馨等译ꎬ 海南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８ 页ꎮ
〔美〕 罗伯特莱格沃尔德: «三个俄罗斯: 衰落、 革命与复兴»ꎬ 第 ２０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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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俄罗斯岛”: 孤立主义的心理隐喻

在俄罗斯帝国扩张的原因中ꎬ 自身的不安全感被认为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

的心理因素ꎮ 这种不安全感历来为从政治家到学者的各种论者所述及ꎮ 在他们看

来ꎬ 俄罗斯民族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于两方面ꎬ 一者ꎬ 欧亚大陆在历史上曾经是

游牧民族的驰骋之地ꎬ 异族的入侵ꎬ 尤其是蒙古桎梏给俄罗斯民族心理留下了浓

重的阴影ꎻ 二者ꎬ 俄罗斯民族立基的东欧平原地理结构单一ꎬ 缺乏天然障碍ꎬ 为

外来入侵者提供了自然的便利ꎮ 基于这种不安全感的心理ꎬ 扩张到 “自然的疆

界” 即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内在驱动力ꎮ
然而ꎬ 一种俄罗斯式的悖论①在此依然可以展开ꎬ 即在俄罗斯的极化心理结

构中ꎬ 与不安全感相对应ꎬ 安全感也是一极ꎮ 同不安全感一样ꎬ 安全感的心理首

先也来自地理: 辽阔无垠的领土使俄国拥有战略纵深ꎬ 弥补了缺少障碍、 易受攻

击的缺陷ꎮ 这种地理上的优势使得 “它几乎是根本无法征服的———这里为任何善

于利用它的人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坚强的阵地”②ꎬ 这种优势通过历次战争ꎬ
尤其是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得到了验证ꎮ 即使是最强大的外敌ꎬ 这个巨

大的空间也会使其产生迷茫和无力感ꎻ 希特勒在进攻苏联的前夕曾说: “我觉得

自己好像正推开一扇门ꎬ 里面一片漆黑ꎬ 以前从未见过ꎬ 一点都不知道门后会出

现什么ꎮ”③虽然俄罗斯的安全环境远逊于置身大洋之间、 令欧洲强国鞭长莫及的

美国ꎬ 但是相对于欧洲大陆来说ꎬ 它的侧翼大国位置使它进可攻ꎬ 退可守ꎬ 从而

拥有主动的地位ꎮ 这也是数百年来欧洲对俄罗斯虽然轻蔑但又忌惮的一个重要原

因ꎮ 此外ꎬ 辽阔的国土赋予俄罗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ꎬ 虽然环境条件恶劣ꎬ 经济

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ꎬ 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依然可以保证俄罗斯拥有 “自给自

足” 的能力ꎮ 这种自给自足的社会模式通过斯拉夫派的想象和构建ꎬ 镌刻在俄罗

斯民族的记忆中ꎬ 并且在后世不断得到强化ꎮ
如果说不安全感是俄国扩张主义的心理动因ꎬ 那么安全感则可以说是俄国孤

立主义的精神支柱ꎮ 在俄罗斯的历史轨迹中ꎬ 扩张主义和孤立主义交互为用ꎬ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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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所谓的悖论在别尔嘉耶夫的笔下得到了集中的论述ꎬ 参见 Бердяев Н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С １４ －
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版)ꎬ 第 ２２ 卷ꎬ 第 １８ 页ꎮ
〔美〕 基辛格: «大外交»ꎬ 顾淑馨等译ꎬ 海南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３２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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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的心理结构中ꎬ 不安全感和安全感则相互交织ꎮ 这个矛盾的统一体ꎬ 在

具有强烈隐喻意义的 “俄罗斯岛” 中得到了精致的表达ꎮ
“岛” 具有安全与风险并存的双重隐喻意义ꎮ 岛首先因为与其他大陆远隔ꎬ

遗世独立ꎬ 安然自处ꎬ 因此也就意味着风雨不侵ꎬ 不受外来干扰ꎮ 美国位于美洲

大陆ꎬ 远离矛盾重重、 纷争不断的欧洲ꎬ 其安全优越的地理位置对国家发展的重

要意义自不待言ꎮ 虽然俄罗斯不能与美国相比ꎬ 它置身于 “最具权力潜质” 的

欧亚大陆ꎬ 更确切地说是麦金德所谓的 “心脏地带”ꎬ 但它一直是欧洲的 “边
缘”ꎬ 由于蒙古人的统治而与欧洲疏离ꎬ 直到 １８ 世纪才正式踏上欧洲的政治舞

台ꎮ 这种疏离感在俄罗斯西方派的代表人物恰达耶夫那里尤其沉痛: “如果我们

没有从白令海峡一直绵延至奥德河ꎬ 人们也许就不会注意到我们ꎮ”①恰达耶夫所

指的主要是精神上相对于欧洲的边缘化ꎬ 它连同地理上的边缘化ꎬ 使俄罗斯很容

易被理解为一个介于亚洲和欧洲之间、 介于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大陆岛ꎮ
苏 联 解 体 后ꎬ 俄 罗 斯 哲 学 家、 地 缘 政 治 学 家 齐 姆 布 尔 斯 基

(В Л Цымбурский) 超越 “西方派” 和 “斯拉夫派” 的框架ꎬ 提出了 “俄罗斯

岛” (остров Россия) 的构想②ꎮ 在他看来ꎬ 俄罗斯帝国三个世纪的历史是对俄

罗斯文明真正认同的歪曲ꎮ 俄罗斯 １８ 世纪的文明选择决定了此后的帝国政治ꎬ
那种 “劫持欧洲”ꎬ 即俄罗斯将自己视为欧洲一部分的认知ꎬ 既是虚假的ꎬ 又是

不可避免的ꎻ 俄罗斯不断地以政治和武力等方式涉入欧洲ꎬ 但同时又在远离欧

洲③ꎮ 在 ２０ 世纪末ꎬ 俄罗斯似乎意识到不能有效地维持 “帝国统治”ꎬ 它自动地

卸下了控制 “缓冲区” 的重负ꎬ 退缩至 １７ 世纪莫斯科国家的边界ꎮ 因此ꎬ 俄罗

斯不再是一个欧洲强国ꎬ 它离开了勃列日涅夫首提的所谓 “欧洲大厦”ꎻ 俄罗斯

不再控制所谓欧亚世界或 “心脏地带” 的空间ꎬ 也就意味着不再是欧亚强国和

大陆帝国ꎮ 帝国的崩溃正是由于深刻的孤立主义追求的结果ꎮ 他认为ꎬ 俄罗斯在

地缘政治意义上其实是一个 “岛”ꎬ 是一个独特的文明ꎬ 由乌克兰、 波罗的海地

区和外高加索地区等具有中间认同的地带将其与西方、 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等隔离

开来ꎻ 今天的俄罗斯不完全处于亚洲和欧洲之间ꎬ 它是一个面向太平洋和北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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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恰达耶夫: «箴言集»ꎬ 刘文飞译ꎬ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ꎬ 第 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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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нтервью Вадима Цымбурского Михаилу Ремизову － Россия больше не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держава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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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 四周都是 “缓冲区” 的大平台ꎮ 这些 “缓冲区” 有时偏向俄罗斯ꎬ 有时倒

向其他的文明中心ꎮ 因此齐姆布尔斯基主张以 “俄罗斯岛” 为指向ꎬ 重构帝国

崩溃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ꎮ 他指斥自由主义派向往的 “自由帝国” 和欧亚主义

者梦想的 “欧亚帝国” 皆为虚幻ꎬ 都是将俄罗斯引入歧途的乌托邦ꎬ 认为应该

回到 “俄罗斯岛”ꎬ 回到 “自给自足” 的民族国家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автаркия)①ꎬ 即以俄罗斯族及其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空间ꎮ 对于他来说ꎬ 在后苏联

“虚幻的” “帝国” 中折射出来的ꎬ 与其说是对大国实力的追怀ꎬ 不如说是面对

无上帝世界、 世俗化世界和合理世界的恐惧②ꎮ
齐姆布尔斯基从来没有受到俄罗斯当局的青睐ꎬ 也没有被反对派ꎬ 无论是自

由派还是爱国派ꎬ 引为同人ꎮ 但是他被誉为 “俄罗斯的列奥斯特劳斯”ꎬ 提出

了俄罗斯对外思维的新模式ꎬ 创立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派③ꎮ “俄罗斯岛” 模式

深刻体现了俄罗斯孤立主义的历史心理ꎬ “俄罗斯岛” 一词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初即

开始流行④ꎬ 成为这个孤独大国的代名词ꎮ 与此同时ꎬ 俄罗斯上层精英ꎬ 包括齐

姆布尔斯基所批判的自由主义者和欧亚主义者ꎬ 同样展示其孤立主义心理ꎬ 而苏

联时期的历史经验则为其提供了某种支撑ꎬ “安全岛” 论及其生发的 “机会论”ꎬ
以及 “大突击战略” 便是其体现ꎮ

“安全岛” 论是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蔓延至俄罗斯前ꎬ 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库德林提出来的ꎮ ２００７ 年底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在 ２００８ 年已经在世界上蔓延ꎬ
俄罗斯的上层精英在判断ꎬ 它是否会冲击俄罗斯并带来严重影响ꎬ 但是基本上都

持正面的看法ꎮ 在 ２００８ 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ꎬ 库德林表示ꎬ 尽管俄罗斯未必能

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ꎬ 但俄罗斯是稳定的 “安全岛” (остров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ꎬ
是国际投资者的理想去处⑤ꎮ 在 ６ 月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ꎬ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

宣称ꎬ 将莫斯科打造成世界金融中心的计划即将推出ꎬ 卢布将成为地区性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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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адим Цымбурскийꎬ Остров Росси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 ｒｕ / ꎻ Тот жеꎬ “Остров Россия” за
семь летꎬ или Приключения одной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цепци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 ｒ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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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之一①ꎮ 其后不久ꎬ 普京总理也认为ꎬ 全球金融危机会改变世界经济力量的

分布ꎬ 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机会②ꎮ 一时间ꎬ “机会论” 在俄罗斯甚嚣尘上ꎬ
政府高官如总统助理德沃尔科维奇、 副总理茹科夫等在危机初期都有此类表示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ꎬ 当 “乌拉尔” 牌石油价格由 ７ 月份创纪录的每桶 １３９ 美元急跌至

８９ 美元时ꎬ 俄政府仍然充斥着一派乐观情绪ꎬ 继续协调被库德林称为 “幻想”
的所谓 “普京计划”③ꎮ

面对即将蔓延至俄罗斯的金融危机ꎬ 俄精英圈中唯有盖达尔作出了准确的判

断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ꎬ 他接连撰文分析美国经济衰退与资本市场上能源价格的关系ꎬ
并指出俄罗斯可能面临的巨大冲击④ꎮ 盖达尔的判断是基于他对苏联解体的政治

经济学分析ꎮ 他曾指出ꎬ 苏联经济表面上是封闭的ꎬ 但是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

它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ꎬ 实际上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国际贸易体

系ꎬ 尤其是石油和粮食开始依赖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⑤ꎮ 因此ꎬ 当时的苏联已经

不是 ３０ 年代的苏联ꎬ ２００８ 年的俄罗斯更不是安全孤岛ꎮ 可以说ꎬ 孤立主义的经

济基础在当代俄罗斯早已不复存在ꎮ
与 “安全岛” 和 “机会论” 相较ꎬ 以动员模式为核心的 “大突击战略” 更

具有浓重的苏联色彩ꎬ 显示了斯大林主义的思维仍然真切地扎根在当代俄罗斯的

政界、 知识界以及社会中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成立的 “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
(Изборский клуб)⑥ 显示了孤立主义在俄罗斯精英中的顽强存在ꎮ 这个俱乐部

集聚了政界和知识界的二十多位 “强国派”、 “爱国派” 人士ꎬ 以传统的 “爱国

主义” 为旗帜ꎬ 以反自由主义为底色ꎬ 以团结社会上的 “红”、 “白” 保守力量为

己任ꎬ 以影响高层决策、 实施自己的方案为目标ꎮ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方案具有

强烈的 “斯大林化” 色彩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ꎬ 俱乐部推出了第一份关于 “大突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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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的报告①ꎬ 认为苏联崩溃后俄罗斯已错失历史机遇ꎬ 落后于自由主义西方ꎬ
俄罗斯的千年文明已经处于存亡之秋ꎬ 因此需要重操动员模式ꎬ 实现大突击式发

展ꎬ 集中资源维护主权ꎬ 保全民族ꎮ 报告认为苏联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突击式发展

在当代俄罗斯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ꎬ 大突击战略不仅要在经济上实行国家主导的

“自上而下” 的社会动员模式ꎬ 而且在政治上要加强精英的纯洁性ꎬ 严防外部力

量的干涉和内部 “第五纵队” 的破坏ꎬ 利用帝俄和苏联的传统弥补各种力量的

价值观差异ꎬ 整合俄罗斯社会ꎮ 这些保守精英从普京的政策性变化中看到了突击

式发展的影子ꎬ 认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的总统令是突击式发展的开端ꎮ 由于俱乐部主

席是 «明日报» 总编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ꎬ 所以批评者将俱乐部的理念称为

“普罗汉诺夫主义”ꎬ 比喻为表皮是粉色、 内里是红色的 “小洋萝卜”②ꎮ 在自由

主义者看来ꎬ 这些理念荒诞不经ꎬ 但是草拟这份报告的人在俄罗斯较有影响力ꎬ
除了像杜金、 杰利亚金这样的学者外ꎬ 还有总统顾问格拉济耶夫ꎮ 俄强硬派的副

总理罗戈津也支持并参加俱乐部的活动ꎮ 可以看出ꎬ 这个俱乐部代表了俄罗斯一

批精英的思想ꎮ
“安全岛论” 和 “机会论” 是相对乐观的孤立主义ꎬ 而 “大突击理论” 则是

相对悲观的孤立主义ꎮ 前者基于安全感ꎬ 后者则基于传统的不安全感ꎮ 但是ꎬ 它

们的共同之点在于ꎬ 苏联时期孤立主义的历史经验为其提供了心理支点ꎮ 尽管苏

联已经是一个逐渐远去的帝国ꎬ 但是拆除帝国的心理结构还需要漫长的时间ꎮ 普

京当政后大量启用苏联时期的政治符号ꎬ 一定程度上迎合了 “后帝国综合征”
普遍存在的俄罗斯社会ꎻ 而俄罗斯社会对苏联的心理亲近感妨碍了深刻的反思ꎮ
齐姆布尔斯基曾说过ꎬ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建立的 “民主政权” 不过是一个

“苏联遗产回收公司”③ꎮ

结　 语

几经轮回之后ꎬ 俄罗斯重新面临选择ꎮ 这些选择其实都与孤立主义相关ꎮ
其一ꎬ 是传统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新版本ꎬ 是融入主义、 孤立主义还是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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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主义ꎮ 融入主义意味着彻底的西化ꎬ 以西方的价值理念为归依ꎮ 这条路始终

不通ꎬ 往往以骤风暴雨的激进方式开始ꎬ 最后归于消停ꎻ 俄罗斯强大深厚的传统

是其致命的牵制性力量ꎮ 纯粹的孤立主义也并非俄罗斯的夙愿ꎬ 不论其内在的民

族精神和国家性格ꎬ 还是外在的国际环境以及时代的发展潮流ꎬ 都不允许俄罗斯

彻底走上孤立主义之路ꎮ 半融入主义是一条理想化的道路ꎬ 即坚持俄罗斯本民族

的传统ꎬ 同时吸收适合于俄罗斯发展的西方观念和制度ꎮ 但矛盾之处在于ꎬ 俄罗

斯本民族的传统与西方价值并不兼容ꎬ 曾经风行的 “第三条道路” 在俄罗斯也

只是口号而已ꎮ
其二ꎬ 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ꎮ 苏联作为一个帝国虽已解体而且处于转型之

中ꎬ 但帝国之后的状态并不容易加以确定ꎻ 俄罗斯学者认为帝国之后再无帝国ꎬ
于是发明了 “后帝国” 这一概念①ꎮ 民族国家是理想的方向ꎬ 但帝国仍然是一个

诱惑ꎮ 对于俄罗斯这种庞大复杂的国家ꎬ “后帝国” 的时间跨度无人知晓ꎬ 其终

点也未可知②ꎮ 面对这种不确定的前景ꎬ 一些俄罗斯人认为ꎬ 帝国道路是与孤立

主义相对而言的: 孤立主义拒绝积极参与国际事务ꎬ 而帝国则相反ꎻ 对于现在的

俄罗斯来说ꎬ “温和的、 实用的孤立主义” 最为相宜③ꎮ
其三ꎬ 是不计成本地谋求大国地位ꎬ 还是成为一个普通而繁荣的国家④ꎮ 对

俄罗斯来说ꎬ 这是一个无需回答的问题ꎬ 俄罗斯 “只能做大国”ꎮ 内化于俄罗斯

民族的 “强国主义” 以及俄罗斯一直以来的大国地位ꎬ 无法使其放下身段ꎻ 辐

射自己的能力、 影响世界的进程ꎬ 是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ꎮ 作为一个 “大国”ꎬ
显然不能孤独自守ꎬ 拒斥全球化ꎬ 毕竟技术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ꎬ 任

何自外于这个进程的行为相当于自绝于这个世界ꎮ
俄国孤立主义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ꎮ 历史展示了它成功的经验ꎬ 最终也显露

了其失败的教训ꎮ 俄罗斯最终会是一种什么结局? 俄罗斯真的像亨廷顿所说ꎬ 注

定是一个 “无所适从” 的国家⑤?
(责任编辑　 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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