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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 “战略经济” 来看ꎬ 无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响应、
境内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能源供给①ꎬ 俄罗斯对中国都有着重要意义ꎬ 但其财政能

力、 经济体制以及对中亚地缘政治经济之警戒等因素对上述事项形成了潜在的制

约和阻碍ꎻ 从 “战略军事” 来看ꎬ 急剧增进的俄罗斯角色是其对华之军事意义ꎬ
但亦有着间接且深远的负面影响ꎬ 即中美在西太平洋军备竞赛的相应加剧和来自

美国及其军事同盟国的疑虑ꎻ 从 “战略地缘” 来看ꎬ 俄罗斯作为重大战略和外

交伙伴所产生的重要助力ꎬ 增强了中国的地缘战略能力ꎬ 但相应也会损及中国与

美欧的关系ꎬ 潜在地增添中亚、 东欧国家的对华不满与担忧ꎬ 中国由此亦有可能

被俄罗斯拖入与自身利益关系甚少的重大国际纠葛和风险ꎮ
【关 键 词】 　 中俄关系　 中国对外战略　 战略经济　 战略军事　 战略地缘

【作者简介】 　 许勤华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俄罗斯东欧中亚

研究所副所长兼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ꎻ 时殷弘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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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中国关键的合作伙伴ꎮ 中共十八大以来ꎬ 俄罗斯

对中国的战略意义、 战略影响日益提升ꎮ 鉴于俄罗斯与中国既为欧亚大陆也为亚

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ꎬ 决定着陆权和海权碰撞下世界秩序的未来发展②ꎬ 因此

有必要对中俄关系作一个客观的综合分析ꎮ 本文试图从中国对外战略的三大维度

即 “战略经济”、 “战略军事” 和 “战略地缘”ꎬ 解析中俄关系对中国的显著意

义ꎬ 并由此研判日益加强的中俄关系对中国国家利益可能带来的一些潜在负项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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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俄能源贸易结构ꎬ 这里的能源主要指石油和天然气ꎮ
Ｐａｕｌ Ｊ Ｂｏｌｔꎬ Ｓｉｎｏ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Ｗｉ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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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 “战略经济” 中的俄罗斯

１ 俄罗斯对华能源供给在中国整体能源供给中意义非凡

中俄两国能源合作有着天然优势ꎮ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第二大石

油消费国ꎬ 俄罗斯是数一数二的天然气生产大国、 名列前位的石油生产大国 (详
见表 １)ꎮ 两国之间有石油管道相接ꎬ 还有火车运输ꎮ 上游在俄境内已经共同开

发ꎬ 下游有 ＬＮＧ 的合作ꎻ 中国还连接着东亚 (日本、 韩国) 消费大市场ꎮ 俄罗

斯的能源供应对中国而言意义日益加大ꎬ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为保障其高对外依存

度的油气而实施的进口来源多元化措施ꎬ 另一方面也出于对环境保护的需求以及

实践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承诺ꎬ 中国开始优化其能源结构ꎬ 降低煤炭消费比重ꎬ
加大如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比例ꎮ 近几年ꎬ 中俄双方能源合作飞速发展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和 １１ 月ꎬ 中俄签订了有关东线与西线天然气管道供气的购销合同ꎬ 开启

了长达 ３０ 年的天然气贸易里程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量上升

２０％ ꎬ 达到 ３９２ 万吨的高位①ꎬ 俄罗斯一度取代沙特阿拉伯ꎬ 成为最大的对华石

油供应国ꎮ 相比其他能源供应国家ꎬ 俄罗斯有极大的地缘优势ꎬ 两国之间存在战

略依赖ꎬ 能源合作既是双方战略合作获益的结果也是战略合作实施的工具ꎮ 双方

能源合作有着很大市场潜力②ꎮ

表 １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油气资源状况

探明储量 产量 消费量

石油 １２７ 亿吨 ５ ３１ 亿吨 １ ５３ 亿吨

天然气 ３１ ３００ 亿立方米 ６ ０５ 亿立方米 ３ ７２ 亿吨油当量

数据来源: «ＢＰ２０１４ 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ꎮ

２ 中国在俄罗斯境内有投资基础设施的重大潜能

有一种前景刚刚铺开ꎬ 以后可能得到进一步拓展ꎬ 即中国对俄罗斯境内的基

础设施投资有重大的潜能ꎮ 无论金砖开发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丝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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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俄新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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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６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５ ｐ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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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还是全球基础设施基金ꎬ 都极为关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ꎮ 中国也把基础设施建

设作为 “走出去” 对外投资合作的重点领域①ꎬ 特别是在中国经济三年来缓慢下

行ꎬ 输出过剩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内必需的背景之下ꎮ ２０１４ 年中俄两国投资

逐渐由能源领域日益拓宽到农业、 加工制造业、 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等领域ꎮ
两国双边贸易的平稳发展、 经济互补性的增强、 具有法律约束力协定的签订以及

经贸合作机制的完善ꎬ 正在为中国在俄罗斯的基础设施投资奠定基础②ꎮ 俄罗斯

境内中国具有基础设施重大投资的商机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一是俄北部航线基

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ꎬ 二是俄国内道路基础设施建设ꎬ 三是铁路建设如贝阿干线

及西伯利亚干线的现代化更新等ꎮ 中俄双方目前正在研究 “中国 (北京) － 俄

罗斯 (莫斯科)” 欧亚高速公路ꎬ 确保在优先实施 “莫斯科 － 喀山” 高铁项目上

开展全面合作③ꎮ

３ 俄罗斯为 “一带一路” 倡议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国家

“一带一路” 分别指的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ꎬ
沿线总人口约 ４４ 亿ꎬ 经济总量约 ２１ 万亿美元ꎬ 分别约占全球的 ６３％ 和 ２９％ ꎮ
“一带一路” 作为中国首倡、 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ꎬ 其成败关乎中国国家昌盛、
民族复兴ꎬ 同时对沿途 ６４ 个国家及相关地区的繁荣与稳定ꎬ 也有着重大影响ꎮ
这 ６４ 个沿途国家中ꎬ 俄罗斯基于其１ ７０９ ８２万平方千米的领土面积、 １ ４３ 亿人

口总量、 ２０１４ 年１２ ７３５美元的人均 ＧＤＰ④、 十分富饶的资源禀赋、 原苏联遗留至

今的发达军事工业和科技研发实力ꎬ 以及帝国式的历史战略思维ꎬ 成为对中国提

出的 “一带一路”ꎬ 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进行呼应的关键国家ꎮ 中国 “一
带一路” 倡议的成败ꎬ 关键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⑤ꎬ 而丝绸之路经济带能

否在中亚和中东欧地区取得重大进展ꎬ 俄罗斯的配合、 合作至关重要ꎮ

４ 俄罗斯之于中国战略经济的潜在负项

一是俄罗斯财政能力的挑战ꎮ 俄罗斯的财政能力非常有限ꎬ 甚至正在妨碍中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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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毅夫等: « “十三五” 中国企业 “走出去” 战略研究成果汇编»ꎬ 国务院参事室ꎬ ２０１５ 年１ 月ꎮ
刘华芹: «乌克兰危机影响下中俄经贸合作关系前景展望»ꎬ 载李凤林主编: «２０１５ 欧亚发展研

究»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１１５ 页ꎮ
参见林毅夫等: « “十三五” 中国企业 “走出去” 战略研究成果汇编»ꎮ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ꎬ 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ꎬ 被认为是 “世界上最长、 最

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ꎬ 其地域辽阔ꎬ 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 能源资源、 土地资源ꎬ 被称
为 ２１ 世纪的战略能源和资源基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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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之间某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落实ꎮ 俄有限的财政能力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方

面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开始的全球油价下跌变成了全球能源转型中的低油价新常态ꎬ
严重依赖油气出口的俄罗斯财政收入遭遇大滑坡ꎬ 再无足够能力去投资基础设施

的改造ꎻ 另一方面ꎬ 企业的现金流十分缺乏ꎬ 且没有较为完善的资本市场为企业

融资提供有效支持ꎮ
二是俄罗斯经济结构畸型ꎮ 苏联解体之后ꎬ 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体制

转型ꎬ 重点推动 “市场化” 和 “私有化”ꎮ 但直至今日ꎬ 俄罗斯现有的经济结构

问题依然很大ꎬ 资源出口型国家的 “荷兰病” 在俄罗斯暴露无遗ꎮ 从表 ２ 中ꎬ 我

们可以看到俄经济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 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对外油气的出口ꎬ 极

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ꎻ 其他工业部门获得的资本、 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过

少ꎻ 油价低迷时油气工业获得国家更多扶持ꎮ 俄罗斯经济体制问题有可能成为

“战略经济” 当中俄罗斯合作的负面影响ꎮ

表 ２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宏观经济发展动态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ＧＤＰ 总额 (亿卢布) ４１２ ７６８ ３８８ ０７２ ４６３ ０８５ ５５９ ６７２ ６２２ １８４ ６６７ ５５３ ７０９ ８００

ＧＤＰ 同比增长 (％ ) ５ ２ － ７ ８ ４ ５ ４ ３ ３ ４ １ ３ ０ ６

工业同比增长 (％ ) ２ １ － ９ ３ ８ ２ ４ ７ ２ ６ ０ ３

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
同比增长 (％ ) ２ ７ ２ １ ５ １ ０ ４ ４ ６ ３ ３

失业率 (％ ) / / ７ ５ ６ ６ ５ ５ ５ ５

出口 (亿美元) １ ３２８ ３ ０３４ ４ ００４ ５ ２２０ ５ ２８０ ５ ２１６

进口 (亿美元) １ ３０４ １ ９１８ ２ ４８７ ３ ２３８ ３ ３５７ ３ ４４３

国际储备 (亿美元) ４ ２６３ ４ ３９５ ４ ７９４ ４ ９８６ ５ ３７６ ５ ０９６

数据来源: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 国家统计局、 中央银行官网ꎮ

三是原苏联遗留影响的阻挠ꎮ 中亚和东欧地区ꎬ 特别是靠俄罗斯特别近的东

欧国家①ꎬ 都曾是苏联加盟共和国ꎬ 在历史上跟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ꎮ 所

以ꎬ 中亚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可能会对上述事项ꎬ 如俄境内中国基础设施的投

４

① 这里的东欧国家是原苏联时期为其加盟共和国ꎬ 苏联解体后独立ꎬ 缘其地理位置而被称为东欧国
家ꎬ 与原来政治地理意义上的东欧国家不同ꎬ 在欧亚界指称为 “新东欧国家”ꎬ 如白俄罗斯、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摩尔多瓦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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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施等都会有制约ꎬ 有切实和潜在的阻碍ꎮ 具体说来ꎬ 俄

罗斯对中国的疑虑主要是ꎬ 中国与俄罗斯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ꎬ 可能损害俄罗斯

的地区经济利益ꎻ 中国的战略进取有助于减弱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ꎬ 增

强它们对俄的外交独立性①ꎮ 特别是ꎬ 就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ꎬ 中国与俄罗斯之

间的竞争将加剧②ꎻ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俄合作会在中亚地区变得脆弱③ꎮ

二　 中国 “战略军事” 中的俄罗斯

中国在 “战略军事” 上与俄罗斯的紧密合作ꎬ 是近一两年来俄罗斯与西方

对抗背景下进行的ꎮ 在中国 “战略军事” 中ꎬ 俄罗斯角色极其重要ꎬ 特别是俄

罗斯对华军事输出ꎬ 提供装备ꎬ 提供技术输出跟进ꎬ 在地中海军事演习等等ꎬ 都

有重大意义ꎮ 经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的努力ꎬ 俄中两国军事机构间关系的

发展正在逐步推进④ꎬ 这在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与俄罗斯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进展 (表
３)⑤ 中可见一斑ꎮ 在国际局势不稳定的条件下ꎬ 中俄双方稳定的军事关系ꎬ 对

强化两国睦邻关系有着重要意义ꎬ 也为保障欧亚大陆及其领域外和平与稳定作出

贡献ꎮ

表 ３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与俄罗斯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进展表

日期 地点 内容 意义

２０１３ ２ 中俄两国巡洋舰共同护航

２０１３ ４ 莫斯科
中国购买 ２４ 架苏 －３５ 战机ꎬ
联合建造 “拉达” 级潜艇

维护海洋权益实力增强

２０１３ ７ ５ ~ １２ 日本海彼得大帝海口 大规模联合海上实战演习 超出反恐范围

２０１３ ７ 中下旬 车里雅宾斯克州
“和平使命 － ２０１３”

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军事信任不断加强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林民旺: «为何俄罗斯对 “一带” 态度由消极转积极?»ꎬ 共识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２１ｃｃｏｍ ｎｅｔ
Ｐａｕｌ Ｊ Ｂｏｌｔꎬ Ｓｉｎｏ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ｐ ５１
Ｎｉｋｌａｓ Ｓｗａｎｓｔｒｏｍꎬ Ｓｉｎｏ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８７ꎬ ２０１４ ｐ ４８０
俄联邦国防部部长绍伊古将军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访华期间作此明确表示ꎮ
整理自万成才: «２０１３ 中俄关系快速发展取得丰硕成果»ꎬ 载李凤林主编: «２０１４ 欧亚发展研究»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１２４ ~ １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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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日益加深的军事合作亦得益于双方的战略依赖ꎮ 首先ꎬ 双方对

各自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定位相同ꎬ 都是致力于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发展ꎬ
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全球治理权的把控ꎮ 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ꎬ 是为了摆脱以美国为首国家的不平等国际贸易谈判ꎬ 寻求更大范围资

源和市场合作的重大战略ꎬ 首次提出了以中国为主导的洲际开发合作框架ꎮ
而 “欧亚经济联盟” 则是俄罗斯试图以经济一体化为切入点整合后苏联空间

的重大地缘战略布局ꎬ 是将俄罗斯打造为未来多极世界格局中重要一极的强

大依托力量①ꎮ
其次ꎬ 出于对安全的全方位考量ꎮ 遭受东海和南海一些国家的领土挑衅的

中国ꎬ 面对气势汹汹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ＴＰＰ 和 ＴＴＩＰ 全球贸易规则的挑

衅ꎬ 无法将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安全与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等非

传统安全完全分开ꎬ 日益依仗海陆空军事实力的增强ꎮ 俄罗斯则受到北约、 欧

盟对其战略空间和经济空间的不断侵蚀ꎬ 石油美元操纵油价的打击ꎮ 面对被自

己视为战略腹地乌克兰的东西分裂ꎬ 俄罗斯选择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能源惩罚和

军事打击ꎮ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国际环境中ꎬ 双方都希望有一个与自己有着较为

相同的世界价值观、 实力与自己相当的全方位战略伙伴ꎬ 起码可以保证相互边

境的安全稳定②ꎮ
但俄罗斯对中国的军事贡献ꎬ 也有一定的负面效应ꎬ 会产生间接但是深远的

军事反弹ꎬ 即间接地加剧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备竞赛ꎬ 同时间接加强美国及其同

盟国的其他战略反应ꎮ 这需要我们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给予考虑ꎮ 一直以来ꎬ 中俄

之间保持一种和平但充满矛盾和疑虑的关系ꎬ 最为符合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ꎮ 美

国是世界第一大且最发达的经济体ꎬ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ꎬ 人口世界第一ꎬ 俄罗斯拥有最大的领土和富饶的资源储藏ꎬ 且拥有与美国匹

敌的军事实力ꎬ 无论如何ꎬ 等边三角形的三角关系比不等边更为牢固ꎬ 当中俄之

间的间距在不断缩短时ꎬ 美国无疑感受到了压力并正在与其盟友协作ꎬ 作出战略

反应③ꎬ 中俄合作因此也将经受更多和更为广泛的考验ꎮ

６

①

②
③

关雪凌、 张猛: «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中的俄罗斯»ꎬ 载李凤林主编: «２０１４ 欧亚发展研究»ꎬ 第
５５ 页ꎮ

Ｐａｕｌ Ｊ Ｂｏｌｔꎬ Ｓｉｎｏ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ｐ ５１
如美国近两年频频与韩国和日本进行联合军事演习ꎬ 重新部署其太平洋舰队等各种举措ꎮ



专稿　

三　 中国 “战略地缘” 中的俄罗斯

最后一点涉及中国对外战略中十分核心的 “全球战略观念” 和 “地缘战

略取向” 问题ꎬ 其重大的、 积极的方面是ꎬ 俄罗斯是中国重大的战略伙伴和外

交伙伴ꎬ 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助力ꎬ 增长了中国的胆量ꎬ 增强了中国对自身地缘

战略能力的估计ꎮ 中国地缘战略能力到底有多大? 这个问题在有和没有俄罗斯

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和外交伙伴时的回答是不一样的ꎮ 增长自身胆量ꎬ 也

增强对自身地缘战略能力的估计ꎬ 推进自身战略发力、 战略布局和战略存在扩

展ꎬ 这是中国非常值得追求的ꎬ 但是必须要做得恰当ꎮ 如果自身的 “全球战略

观念” 和 “地缘战略取向” 出现错误或带有一定偏差的定位ꎬ 那么就会有很

大的危害ꎮ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有利有弊ꎬ 哪怕是很小的弊也要注意ꎮ 弊就是有可能

相应地损及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ꎬ 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多少与俄罗斯有意识

形态、 历史纠葛、 领土纷争、 民族宿仇、 资源竞争等各类矛盾ꎻ 中国和俄罗

斯在地缘战略外交联系方面的推进ꎬ 会相应潜在地增添中亚和东欧国家的某

种对华担忧和不满ꎮ 从这个视角看待中国的战略格局ꎬ 它可能给中国带来一

种可能性ꎬ 就是被战略谨慎度相对欠缺的俄罗斯拖入与中国本身重大利益关

系甚少的重大国际纠葛和风险ꎮ 就这一点来说ꎬ 为国家利益考虑ꎬ 我们应该

想得更周全一些ꎬ 把可能性想得更远一些ꎬ 因为中俄战略关系未来发展中并

非全无此种可能ꎮ
从历史经验来看ꎬ 负面的案例有如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的战略关系ꎬ 因为

奥匈帝国把德意志帝国拖入了战争的浑水ꎮ 成功的案例ꎬ 则如拿破仑战争结束之

后三四十年ꎬ 英国与沙俄的战略政治关系ꎬ 如果从伦敦的观点来看ꎬ 就是既要合

作ꎬ 又要保持英国的足够独立性和基本灵活性①ꎮ

结　 语

通过对俄罗斯在中国国家战略中作用和影响的分析ꎬ 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

７

① 对于历史经验对国家对外政策选择的借鉴意义ꎬ 可参见时殷弘: «对外政策与历史教益: 研判和
透视»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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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从中国 “战略经济” 来看ꎬ 在能源供给、 境内基础设施投资、 丝绸之路经

济带倡议等方面ꎬ 俄罗斯对中国有着重要意义ꎬ 但其财政能力、 经济体制以及对

中亚地缘政治经济之警戒等因素对上述事项形成了潜在的制约和阻碍ꎻ 从中国

“战略军事” 来看ꎬ 急剧增进的俄罗斯角色是其对华之军事意义ꎬ 但亦有着间接

且深远的军事反弹可能性ꎬ 即中美关于西太平洋军备竞赛的相应加剧和来自美国

及其军事同盟国的疑虑ꎻ 从中国 “战略地缘” 来看ꎬ 俄罗斯作为重大战略和外

交伙伴所产生的重要助力ꎬ 增强了中国的地缘战略能力ꎬ 但相应也会损及中国与

美欧的关系ꎬ 潜在增添中亚东欧国家的对华不满与担忧ꎻ 从中国 “地缘战略取

向” 来看ꎬ 与俄罗斯的紧密合作虽然加强了中国的地缘战略能力ꎬ 却鼓励了中国

更多地从大国集团对立和竞争的视角去看待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战略未来ꎬ 中国

有可能被俄罗斯拖入与自身利益关系甚少的重大国际纠葛和风险①ꎮ 因此ꎬ 我们

应该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ꎬ 认识什么样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来说既履行了

国际道义和充分开发了俄罗斯的潜力ꎬ 同时又能够预防这种战略关系处理不当给

中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８

① 例如ꎬ 在联合国对克里米亚风波表决的时候ꎬ 中国就经受了这样一次战略决定的考验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