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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族性格基质及其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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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俄罗斯民族性格历来饱受争议，这是一个经常遭遇外族入侵、苦
难深重的民族; 同时，俄罗斯又是一个屡次发动战争，侵占周边国家领土的国家。 俄
罗斯国家扩张立国的传统造就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古老的村社和米尔文化是俄罗
斯民族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思想的摇篮; 笃信东正教的俄罗斯民族轻视物质享受，追
求精神价值，为世界贡献了不朽的文学艺术瑰宝; 理解俄罗斯民族非左即右、非黑即
白的极端性格就如同破解斯芬克斯之谜; 俄罗斯民族对权力的崇拜一直延续到了 21
世纪，即使全民选举的总统也一定要有继承人。 俄罗斯历史是解开俄罗斯民族性格
之谜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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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生，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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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族性格是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文
化传承中逐渐形成的。 俄罗斯民族性格丰富多
彩，本文不准备一一论及。 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俄
罗斯民族性格中那些最基本的元素，它们决定着

历史舞台。叶利钦曾经为北约东扩划定了一条不
可逾越的红线。 普京时期，民族主义成为团结俄
罗斯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的黏合剂，爱国主义、民族
复兴、大国强国的口号深受俄罗斯普通民众的欢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基本面貌，我们称之为“民族
性格基质”。民族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状况，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内外
政策取向。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探讨，将有助于

迎。普京依靠自身的军事和能源优势，利用格鲁
吉亚和乌克兰的民族问题阻止其加入北约 。

我们更好地了解俄罗斯这个民族和俄罗斯国家 ，
避免与俄罗斯交往中的盲目性。

期的领土扩张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俄罗斯立国以

一

民族主义及其表现

民族主义在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
是一个现实问题。 沙皇俄国主宰过欧洲的命运，
苏联也曾在冷战期间独霸世界一方。20 世纪末，
在俄罗斯发展的危机时刻，民族主义再次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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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扩张立国的传统与尚武精神
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在俄国历代沙皇和苏联时
来频繁的战争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过： “唯
有战争激发了民族感和自发地迫使人们去培养民
族意识。”①
俄国经过 300 多年的对外扩张，领土面积从
——别尔嘉耶夫选集》，学林出版社 1999
① 《俄罗斯灵魂—
年版，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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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纪中期伊凡四世即位时的 280 万平方公里
激增到了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2 280 万

出。1881 年后俄国开始推行针对犹太人的语言和
宗教同化政策： 关闭犹太人学校和出版刊物，强迫

平方公里，苏联时期斯大林又基本恢复了俄罗斯
帝国的疆域。 俄罗斯民族认识到，通过战争俄国

把犹太人儿童送到东正教会学校学习东正教。俄

几乎可以获得预期的一切。从 1368 年到 1895 年
的 525 年间，俄罗斯有 329 年在打仗①。俄罗斯民
族以战争为荣，只要俄罗斯人曾经打过胜仗的地
方就会树起纪念碑，许多俄罗斯新婚夫妇都会在

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对犹太人的偏见也非
常深刻，
他公开说： 十个闹事者中有九个是犹太人。
斯大林为了打压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季诺维
耶夫和加米涅夫，冠冕堂皇地利用他们的犹太人

婚礼当天向无名烈士墓献花。莫斯科公国使欧洲

出身做文章。 苏联时期，在远东的比罗比詹设置
专门的犹太人自治区，把犹太人迁居到这里集中

免遭蒙古鞑靼人的蹂躏，俄国打败了拿破仑，解放
了欧洲，苏联又一次把欧洲从希特勒的魔爪下解

居住。斯大林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一样禁止犹太
人在国家机关工作，限制高等学校招收犹太人学

救出来，俄罗斯民族为历史感到骄傲和自豪。 俄
国每一次战争的胜利几乎都伴随着疆域的扩大 ，

生，许多科研机构也采取了限制犹太人的措施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官方反犹主义虽基本停止 ，但

都给俄罗斯是个“强势民族 ”的心理提供了事实
依据，这种理念随后又以民族心态、社会心理、价

社会上的反犹情绪依然存在，反犹暴力事件也不
时发生。日里诺夫斯基曾公开宣称： “要想反犹

值标准和政治倾向等方式表现出来，在俄罗斯民
族中世代传承。

主义的思想彻底消灭，就应该让所有的犹太人都
住到以色列去。”⑨

（ 二） 排外心理
俄罗斯民族排斥异族人的心理某种程度上带
有种族民族主义色彩。 调查显示，对于一个非俄
罗斯族的人当选为总统的设想，大多数民众表现
了 不 能 容 忍 的 态 度： 1998 年 反 对 的 人 数 为
44． 9% ，2004 年 的 时 候 已 经 超 过 了 半 数，达 到
58． 1% ②。根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
29% 的俄罗
古和民族学研究所的社会调查结果，
斯远东人在与中国人交往时有优越感，这个比例
在 20 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更高，达到 50% ，而 2 /3
感到有优越感的远东人对中国人有排斥感 ③。
俄罗斯民族排斥异族心理的极端表现就是种
族歧视。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认
为，
西方国家应该和俄罗斯一起团结起来打击伊斯
兰激进分子和中国移民。他呼吁说，白种人必须团
结起来对付“黄色魔鬼”和“绿色威胁”④。 根据调
43% 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族人应该比其他民
查，
族拥有更多权利⑤。在俄罗斯卷土重来的“黑色百
人团”甚至提出，国家应该对生育具有纯正斯拉夫
族血统，
尤其是俄罗斯族血统的婴儿给予奖赏⑥。
俄罗斯民族团结党要求国家应该采取措施尽力保
证俄罗斯民族的纯洁性，
任何有关异族通婚的宣传
都应该禁止⑦。俄罗斯光头党甚至提出了“白人至
上”和“外国人滚出俄罗斯”的极端口号。
俄罗斯在看待犹太人问题上排外心理更是突

（ 三） 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
历史证明，俄罗斯随时可以放弃所谓理想主
义的意识形态原则，也随时可以撕毁已经签订的
国际条约、协定，实用主义是俄罗斯外交永恒不变
的准则。
俄罗斯现实主义外交的突出表现就是它的自
私和精明，为了俄国的利益历代统治者都曾不惜
牺牲他国甚至盟国的利益。在这方面表现最出色
的莫过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斯大林。19 世纪
初，为了抵抗拿破仑的进攻。 俄国先与英、奥、普
组成反法同盟。 在军事上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亚
历山大一世转而与拿破仑举行和谈，相互承认各
自在欧洲一系列国家所取得的权益，并加入反英
同盟。尽管革命后的法国与俄国所宣扬的正统主
义大相径庭，这并没妨碍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
重庆出版社
① 陈黎阳：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
2006 年版，第 205 页。
第 104 页。
② 同上，
③ Ларин В． Л． В тени проснувшегося дракона －
Россий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рубеже 20 － 21 веков．
2006． С． 272．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
第 91 页。
④ 陈黎阳：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
第 139 页。
⑤ 同上，
第 86 页。
⑥ 同上，
第 99 页。
⑦ 同上，
——同化与移民》，载《东欧
⑧ 张玉霞： 《俄罗斯的犹太人—
中亚研究》1999 年第 4 期。
第 138 页。
⑨ 陈黎阳：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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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盟友，按照“拿破仑在西，亚历山大在东 ”的
原则瓜分欧洲。

份达到 98% ，在南方达到 80% ～ 90% 。俄国政府
利用公社加强对农民的控制，
同时也强化了农民心

基辛格曾深刻地提出： “斯大林的确是个难
猜之谜； 但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

中土地归公社所有的传统意识。
1917 ～ 1920 年的土地改革和战时共产主义

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
的黎塞留。”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先与

政策时期，全部土地再次收归苏维埃国家所有。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后，集体农庄取代了村

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与希特勒制定了
共同瓜分欧洲的计划，并通过向德国出口石油、

社，村社的传统得以延续。 历史学家米罗诺夫曾
得出结论： “苏联城市和农村的生活都建立在革

锰、铜、镍铝、木材、谷物、橡胶等重要物资，大发战
争财。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斯大林又与日本签

命前俄国重分村社的基本原则基础之上 ，斯大林
时期在许多领域内复苏了村社的体制 。”②

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在事实上承认伪满洲
国，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以牺牲中国的利益

不管俄国农民是生活在村社还是集体农庄里，
农民的土地私有制观念非常淡薄。土地平均分配

换取了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时不对苏宣战的承
诺。1945 年 8 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

和定期重分，
村社分配租税，给予贫困农户税收优
惠和救济，
这些制度使俄国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根

作战，其条件是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
一切权益，并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深蒂固。对俄国农民来说，村社就是世界，就是和
平和安定。俄国的农民特别依赖村社的这种救济

二战结束后，苏联如愿以偿，占领了库页岛南部以
及包括千岛群岛在内的附近一切岛屿，从日本手

和福利功能，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
》
斯 一文中指出，“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是把改善自

中夺取了对中东铁路、大连、旅顺港的控制权，外
蒙古也在苏联一手操纵的“全民公决 ”闹剧中正

己处境的愿望同自己的努力和创业精神联系在一
”
起，
而是首先想到国家和社会的扶持和帮助。

式脱离中国。 因此，尽管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为最终粉碎法西斯集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苏
联与德国和日本签订的所谓“互不侵犯条约 ”和
“中立条约”加速了欧洲战场的进程，为日本发动
太平洋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日后苏德战争的
爆发埋下了隐患 。

二

集体主义及其表现

集体主义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另一个突出特
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 》一
文中曾指出： “在俄罗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集
体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习惯的消
退是非常缓慢的。”

（ 一） 村社传统和米尔文化
俄罗斯有 1 000 多年悠久的村社土地占有传
统以及近 70 年的农业集体化历史。农村公社“米
尔”实行土地共有私耕制，个体农民对土地只有使
用权。1861 年的改革仍然保留了村社和定期重分
土地的习惯。俄国农民自古以来认为，土地不是私
19 世纪末公社
有财产，
只是劳动的条件。据统计，
土地所有制在欧俄中央省份达到 96% ，在北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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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固守传统，抵制改革
俄国人对土地集体所有的观念决定了 1991
年后俄罗斯《土地法典 》的难产。 在政府政策相
对宽松、允许土地买卖的时期，俄国人依然想方设
法抵私有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
路，
但俄罗斯农业用地能否自由买卖的问题却长期
得不到解决。俄罗斯杜马 1993 年通过法律取消了
对买卖个人副业用地和个人住房建设用地的时间
1997 年和 1999 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审议的《土
限制，
地法典》草案中农业用地的自由买卖问题依然被搁
置。叶利钦不得不以总统令的形式多次重申： 土地
份额所有者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
2000 年 1 月代总统普京向国家杜马发出了
尽快通过悬而未决的《土地法典 》的呼吁。2001
年 10 月，普京签署法令，允许俄罗斯人买卖土地
用于工业目的或建造房屋。直到 2002 年 6 月，俄
罗斯独立后的第 11 个年头，国家杜马终于通过了
同意土地自由买卖的法律，这是 1917 年革命以来
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311 页。
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
鲍里斯·米罗诺夫： 《俄国社会史》（ 下卷） ，山东大学出
版社 2006 年版，第 349 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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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土地买卖的合法性 ，
距离斯托雷平改革过去了近 100 年的时间。

（ 三） 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不受重视
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集体主义表现在社会生
活中，就是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不受重视。 持不
同政见者是俄罗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政治现
象。一些人因对政权不满而被迫流亡国外，比如
伊凡四世时的大贵族库尔勃斯基，苏俄时期被驱
逐出境的 700 名哲学家，苏联时期著名作家索尔

获得 1 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俄罗斯走在发展资
本主义的道路上，只考虑了社会公平，而没有兼顾
经济效益。

三

崇尚精神价值及其表现

俄罗斯民族对于财富的观念很淡漠。《俄国
社会史》的作者米罗诺夫认为，“农民的传统思想

仁尼琴等。

否定任何形式的资本利润”③。20 世纪 90 年代俄
罗斯民主派的自由主义改革最后以失败收场 ，一

还有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因发表“不合时宜 ”
的言论被政权宣布为疯子或精神病患者，政府严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主张大大削弱国家的作
用，把改革的希望只寄托在市场这只“万能的手 ”

密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在《望远镜 》杂志上发
表《哲学书简》的恰达耶夫，每天在家都要接受沙

上，忽视了俄罗斯人最为珍视的公平、正义等古老

皇派来的精神病医生的检查。生物遗传学家若列
斯· 麦德维杰夫被当局关进了精神病医院 ，在他
出访英国期间，苏联当局剥夺了他苏联公民的资
格，禁止他和家人返回苏联。
实行开明专制的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把《从
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的作者拉吉舍夫看成是
“比普加乔夫更坏的叛逆者 ”，并把他流放到西伯
利亚。著名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因反对
苏联出兵阿富汗和抗议苏联侵犯人权的行为 ，被
当局驱逐出莫斯科，流放到高尔基市。20 世纪 20
年代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刑法典的
补充条款规定： 对反革命分子和煽动反对苏维埃
政权的人要实行强制性驱逐，这项条款一直保留
到 1961 年①。

（ 四） 平均主义的思维方式
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过： 在俄罗斯知识
分子的观念里，平均分配、平等主义观念一直占据
主导地位②。俄国人对鼓励个人成功的理念有着
本能的反感，当今的俄联邦共产党就像 19 世纪的
俄国民粹派和斯拉夫派一样，宣称集体主义的俄
罗斯思想本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 。
平均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俄罗斯联邦实行的证
券私有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叶利钦全盘
否定苏联历史，否定苏联共产党，但为了“使改革
不可逆转 ”，他不自觉地采取了具有浓厚平均主
义色彩的办法。1992 年 10 ～ 12 月，俄罗斯开始
在居民中发放私有化证券，无偿转让国有资产，凡
俄罗斯公民，不分年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每人

的价值理念。

（ 一） 注重精神需求，轻视物质享受
去过俄罗斯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俄罗
斯人生活很拮据，但看芭蕾舞或听音乐会时，人们
总是衣着讲究，精心打扮，有些人还会给自己喜欢
的演员献上价格不菲的鲜花。俄罗斯的二战老兵
在世的已经为数不多，
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并不富
裕，
但都精心保存自己在战场上获得的各种勋章和
奖章，
每年 5 月 9 日红场阅兵式上，他们胸前一排
排的勋章和奖章是最耀眼的风景。《俄罗斯文化
史》的作者格奥尔吉耶娃说过： 一枚以东正教圣徒
的名字命名的勋章就足以让无数的俄罗斯士兵义
无返顾地驰骋疆场，
为俄罗斯帝国建功立业④。
俄国有着颁发奖章和勋章的悠久历史，1698
年彼得一世首次在俄罗斯创立了勋章奖励制 。圣
安德烈勋章、圣涅夫斯基勋章、格奥尔吉勋章和弗
拉基米尔大公勋章都是沙皇俄国给予有出色战功
的军人的奖励。
苏联时期这一传统继续发扬光大。苏联党和
政府颁发的勋章和奖章数量之多，世界上恐怕没
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匹敌。比如“金星”奖章和“镰
刀和锤子 ”金质奖章、列宁勋章、胜利勋章、红星
① 罗伊·麦德维杰夫： 《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众出
版社 1984 年版，第 92 页。
中国水利水电
② 转引自耶鲁·瑞奇蒙德《解读俄罗斯人》，
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 页。
山东大学出
③ 鲍里斯·米罗诺夫： 《俄国社会史》（ 上卷） ，
版社 2006 年版，第 343 页。
——历 史 与 现
④ Т． С． 格 奥 尔 吉 耶 娃： 《俄 罗 斯 文 化 史—
实》，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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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章、苏沃洛夫勋章、库图佐夫勋章等。在苏联时
期，仅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奖章的就有两万
人之多。在这些荣誉的激励下俄罗斯人民克服了
难以想象的困难，把俄国从一个手扶木犁的国家
建设成了能生产核武器的超级大国，苏联成为国
际格局中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
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又部分恢复了苏联时期
的勋章和奖章制度。2001 年 4 月普京总统颁布
命令，授予一名普通挤奶工 二 级“祖 国 荣 誉 ”勋
2013 年 5 月 1 日，普京总统授予 5 名俄罗斯
章，
人“劳动英雄 ”金制奖章。 在一个推行资本主义
经济模式的国家里，普京用奖章，不是奖金，来宣
扬劳动光荣的传统价值理念。 当然，普京的这个
决定还唤起了俄罗斯人心中对苏联这个超级大国
的无限怀念。

（ 二） 耻于言利，轻商抑商

名词，“成了黑暗的王国 ”。这也是诞生在德国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在落后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
实践的原因之一。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权机构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是原先的村社农民成了苏
维埃的主导力量，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耻于言
利，轻商抑商的东正教传统在没有东正教的社会
里得以继续发挥作用。在苏联解体的 1991 年，无
论在哪一次支持叶利钦的群众集会上，从未看到
“资本主义万岁！ ”，“政权归资产阶级！ ”等口号标
语。叶利钦本人在历次纲领性的演讲中，也从未
说过要把“资本主义”当作他在俄罗斯推行“结构
改革”的最终目标⑤。

（ 三） 仇富心理
俄罗斯民族仇视资本主义聚敛财富的心态，
在苏俄政府对待所谓的富农和耐普曼的政策上表
现得非常突出。19 世纪上半叶，在农村，那些富

马克思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是有其特殊
的文化和宗教基础的。他在写给薇拉·查苏利奇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和
裕的农民被称作“吸血鬼”，
斯托雷 平 改 革 中 脱 离 村 社 的 成 功 者 被 称 为“富

的信中说： 《资本论 》反映的是西方的实际情况，
因此并非总能适用于俄国①。 的确如此，东正教

农”。俄语“富农 ”是个贬义词，指吝啬、守财奴、
善于钻营的人，指那些没有贵族身份而靠倒腾买

不可能促成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 。在东正教的莫
斯科传统中，“经商”历来不被看作正途。 俄罗斯

卖暴富的人。俄国农民内心深处的愿望就是没收
所有地主的土地，转归村社所有。 斯托雷平改革

1993 ～ 1994 年推行“证券私有化 ”时，相当大一部
分人把证券拿去换酒喝，而同样进行“证券私有
化”的捷克，95% 的证券持有者都把证券转换成
了投资券。这固然与两国的具体政策设计不同，
但两个民族性格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②。
米罗诺夫在《俄国社会史 》一书中告诉我们：
“19 世纪中叶，农民认为出卖上帝的恩赐———粮
食是犯罪行为”，“农民还 不 能 接 受 把 钱 当 作 资
本，借钱带利率，还钱付利息的做法。认为高利贷
者是觊觎亲人的财产。”③ 俄国农民放弃“钱不是
资本”这一传统观念的过程异常缓慢，到 1915 年
依然有许多农民对信贷机构持观望态度，当问他
们“是否准备参加信贷合作社 ”时，他们通常会叹
息着回答： “不，上帝保佑，我自己还过得去。”④
资本主义在俄国从来都倍受排斥 。俄国斯拉
夫派和民粹派的核心理论就是俄国有自己特殊的
发展道路，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的腐蚀，可以不经过
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建设俄罗斯式的村社社
会主义。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作
品里，资产阶级成了欺骗、暴力、残酷和犯罪的代
— 20 —

以后，农民开始希望夺取所有私有土地，不论是地
主的，还是脱离村社的农民的，再将其转交给村
社⑥。在俄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始终没有
提出过土地个人私有的口号。
苏俄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某种程度上
是对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和斯托雷平
改革发展私人农业的彻底否定。苏联农业集体化
运动开始后，
苏维埃政府没收富农财产，宣布消灭
富农阶级。富农中有的被当作反革命而遭逮捕，
关
押到集中营甚至枪决； 有的被驱逐流放到国家的边
远地区。经过全盘集体化运动，
原来 100 万户左右
的富农到 1932 年年底就只剩下不足 6 万户了⑦。
① 罗伊·麦德维杰夫： 《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
本主义吗？》，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3 页。
外文出版社
② 李英男主编： 《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道路》，
2004 年版，第 73 页。
第 343 页。
③ 鲍里斯·米罗诺夫： 《俄国社会史》（ 上卷） ，
第 343 ～ 344 页。
④ 同上，
⑤ 罗伊·麦德维杰夫： 《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
本主义吗？》，第 2 页。
第 354 页。
⑥ 鲍里斯·米罗诺夫： 《俄国社会史》（ 上卷） ，
，
106 页。
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8、
⑦ 吴恩远： 《苏联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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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时期产生的耐普曼同样没有逃脱
被镇压的命运。耐普曼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

俄罗斯的芭蕾舞艺术也是世界艺术殿堂中的
一朵奇葩。尽管芭蕾舞的诞生地不是俄罗斯，但正

政府的各种文件中泛指工商业领域中的一切资本
主义成分，总是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相提并

是俄罗斯人把芭蕾舞艺术发挥到了极致。1909 年
开始，
俄罗斯芭蕾舞开始在巴黎举行巡回演出，

论，是被排挤、驱逐、消灭的对象。列宁始终认为，
新经济政策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在新经济政策

1911 年俄罗斯芭蕾舞团开始在伦敦巡回演出。20

的执行过程中苏维埃政府就曾加强对耐普曼的打
击和排挤①。1922 ～ 1924 年间，有一半共青团员
退团，抗议向资本主义过渡，有许多老布尔什维克
为此痛心疾首而烧毁党证②。 苏联工业化开始后
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耐普曼的口号，认为全部私商
都具有投机性质，完全抹掉了合法与非法、投机与
正当贸易之间的界限。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
随着
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的大规模展开，
耐普
曼就整个地从苏联社会阶级结构中消失了。

（ 四） 富于文学艺术创造力

世纪 20 年代以后，正是在俄罗斯艺术活动家的带
动下，
西欧的芭蕾舞艺术才开始得以恢复。担任欧
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法国索邦大学俄罗斯芭
蕾舞艺术主讲教授的谢尔盖·利发尔这样写道： 我
20 世纪上半叶的世界芭蕾舞艺
们可以自豪地说，
术成果，
就是俄罗斯移民的芭蕾舞艺术杰作④。

四

极端性及其表现

说到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极端性，大家不约而
同都会想到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论述： “ 俄

俄罗斯民族在 1 000 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创造
出了极高的文学艺术成就。 费多托夫曾自豪地

罗斯民族只能在极化性和矛盾性上与欧洲民族相
比，它是更加直爽和更富有灵感的民族 ，它不懂得

说： 俄罗斯并不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国家 ，而是一个
有着千年文明史和丰富文化的强国 ……假如俄罗

方法而好走极端。”⑤这正如一句俄语谚语所表达
的： 要么全有，要么一无所有。利 哈 乔 夫 院 士 在

斯今天已经彻底灭亡，那么，它已经给世人留下了
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足迹，它是伟大国家当中最

《解读俄罗斯》一书中说过，“俄罗斯民族是从一
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

伟大的国家之一。 假如没有俄罗斯文化，人类社
会将会变得多么枯燥和寂寞③。

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⑥俄罗斯文化中的圣愚形
象也是俄罗斯性格中典型的二元对立现象 ，圣愚

事实也正如费多托夫所言，俄罗斯在文学、音
乐和绘画等领域为世界贡献了无数杰出的作品 ，

是智慧和愚蠢、纯洁和污秽、传统和无根、温顺和
强横、憧憬和嘲讽的矛盾统一体。

成为全人类的精神瑰宝。 说到俄罗斯的文学，我
们就会想到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
耶夫斯基、果戈里、莱蒙托夫、契诃夫等。 历史上
俄罗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作家就有 5 位，
他们分别是： 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
仁尼琴和布罗茨基。
俄罗斯音乐的杰出成就是与格林卡、柴可夫
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任
何一位钢琴演奏者的梦想就是在柴可夫斯基国际
青少年音乐比赛中获奖。《天鹅湖》、《睡美人 》、
《黑桃皇后》、《胡桃夹子》等作品一直是俄罗斯各
大剧院演出的保留节目，也是世界各国经常上演
的经典剧目。 无论在哪里上演这些作品，一票难
求的情形司空见惯。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
曲》是俄罗斯民族坚强精神的赞歌，鼓舞列宁格
勒人战胜了德国法西斯 900 多天的围困。

（ 一） 政治倾向： 二元对撞
俄国历史上的哥萨克现象充分体现了俄罗斯
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哥萨克与国家制度和国家
政权水火不容，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 与此同
时，自由的哥萨克完成了俄罗斯国家在亚洲的殖
民进程。被沙皇政府通缉的叶尔马克把西伯利亚
赠送给了沙皇俄罗斯国家，换回的是沙皇对他一
切罪行的宽恕以及军役贵族和西伯利亚公爵的封
① 郭春生： 《“耐普曼”的内涵及其在苏维埃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载《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 年第 2 期。
第 74 页。
② 李英男主编： 《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道路》，
——历 史 与 现
③ Т． С． 格 奥 尔 吉 耶 娃： 《俄 罗 斯 文 化 史—
实》，第 468 页。
第 517 页。
④ 同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⑤ Н． 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
书店 1996 年版，第 2 ～ 3 页。
⑥ 利哈乔夫： 《解读俄罗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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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逃离政权和归顺政权在哥萨克身上得到了完
美结合。

市场经济的“守夜人 ”。 苏联实行了近 70 年的计
划经济被彻底放弃，改革派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了

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是用野蛮的手段制服了
俄国的野蛮。 叶卡捷琳娜二世学习西方自由、平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上。 俄罗斯私有化的方
式和速度与苏联农业集体化惊人地相似，从 1992

等启蒙思想的同时把俄国变成了一个更加等级森
严的社会。亚历山大一世在执政初期信誓旦旦要

年 7 月开始，经过了短短 6 年的时间，到 1998 年 8
月，俄罗斯私营经济成分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国有

给俄国一部宪法，后期却在国内推行军警专制。

经济成分，占到 50． 5% ②。 俄罗斯再次以革命的
速度实施了经济改革。

俄国侨民佩切林的诗是俄罗斯这种矛盾和极端性
格的最好写照： “憎恨祖国却又对她如此甜言蜜
语！ ！ 贪婪地期待着她的灭亡。”①
高举民主旗帜的叶利钦用武力解散了全民选
1993 年
举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
20 世纪末的俄
通过的是一部“超级总统制”宪法，
罗斯出现了“民选的沙皇 ”。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
斯，
每到大选的年份，俄罗斯人最关心的不是各位
总统候选人的施政纲领，
而是现任总统的继承人是
谁，
俄罗斯人也总能把总统的继承人成功推上权力
顶峰。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后不久，俄罗斯人
就开始考虑如何修改宪法，
使普京能够继续第三个
总统任期。2013 年 12 月普京的记者招待会上，谁
是继承人的问题又提上了俄罗斯人的日程。了解
俄罗斯的历史，
就能理解俄罗斯的现在。

（ 二） 经济政策： 非左即右
从 1861 年到 1991 年，俄罗斯在短短 130 年间
完成了一个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 － 资本主义的大
轮回。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为俄国资本主
1913 年俄国的谷物出口跃
义的发展打开了大门，
居世界第一，
工业生产跃居世界前五位。十月革命
前俄国半个多世纪发展资本主义的成绩有目共睹。
十月革命之后，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时期，
政府强制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把商品、货币、市
场和私有制生产关系一律排除在外，实行无所不
包的国家所有制，集中管理和行政命令体制，银
行、商业、铁路和工业国有化，国家垄断对外贸易。
战时共产主义是用军事指挥的方法和强迫手段来
解决经济建设问题，而苏联经济的发展模式，某种
程度上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继续 。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实施的“休克疗法 ”经济
改革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改
革，庞大的国有资产被迅速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寡
头手中，国家职能也从无所不包的大管家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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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对内对外政策： 简单粗暴
1896 年 5 月，几十万莫斯科民众为了得到一
个刻有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名字的“加冕杯 ”来到
了霍登广场，由于组织不力发生踩踏事故，1 000
多人在事故中丧生。“霍登惨案 ”是一场悲剧，但
充分展现了俄罗斯民众对沙皇顶礼膜拜的心理 。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命运也如同他的登基典礼
一样，充满了戏剧色彩。
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俄国人数次颠覆了对沙
皇尼古拉二世的看法。 从享有无限专制权力、万
民景仰的沙皇，到沦为红军的阶下囚； 从全家被秘
密枪决，到被册封为东正教圣徒。 为沙皇一家平
反的是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1998 年 7 月 17
日，叶利钦亲自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
葬礼并发表讲话，为沙皇平反： “叶卡捷琳堡的镇
压行动是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篇章之一 ，是俄罗
斯社会分裂的结果，我们希望为自己的前人赎罪。
埋葬叶卡捷琳堡悲剧的受害者的遗骨是人类的正
义行为。祖国历史上许多光辉的篇章都和罗曼诺
夫家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叶利钦就出生在叶卡捷
琳堡（ 苏联时期改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 ，正是在
叶利钦担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
记期间，1977 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政当局把
当年沙皇一家曾经居住和被枪决的那栋别墅推
倒，目的是彻底消灭沙皇政权在人们心中的记忆 。
二战时期斯大林的民族大迁移政策从另一个
侧面展现了俄罗斯民族爱走极端的性格特点 。在
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以某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
参见 Н．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 37 页。
汪宁： 《俄罗斯私有化评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3 页。
③ 刘学捷： 《圣彼得堡： 末代沙皇的归宿地》，载《中学历史
教学参考》1998 年第 11 期。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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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有通敌叛国行为为借口，强制他们整体
搬迁到中亚和远东地区，那些动作稍有迟疑的人

1991 年 8 月被软禁在了黑海之滨福罗斯的度
夫，
假别墅内，1991 年 12 月被迫辞去苏联总统的职

被立即枪决。在被迁移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以及
西伯利亚的 40 多万车臣人中，据苏联媒体后来承

务，一个庞大的苏联帝国也随之宣布解体 。

认，有 7． 8
1913 年捷克人马萨里克在《俄罗斯精神 》一书中
万 人 在 途 中 被 冻 死 和 饿 死 ①。 正 如

指出的那样： “俄国人没有耐心的力量，使得俄罗
斯不能经历酝酿过程，不能享受缓慢和自然的文
化带来的益处。”②叶利钦也说过： “俄罗斯历来抵
制实验者。”③

与此相对照，俄罗斯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大都
付出了血的代价。彼得一世亲手处死了反对改革
的阿列克谢王子，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 ”运动夺
去了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 俄罗斯独立后，总统
叶利钦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矛盾从经济领域蔓
延到政治领域。叶利钦被最高苏维埃解除总统职
务后，在强力部门的支持下开始围攻议会大厦。

卡廷森林事件让世人再次见证了俄罗斯民族
的极端性格。1939 年 9 月，大约有 25 万名波兰

1993 年 10 月 4 日政府军队开始炮打白宫，反对

军人和其他抵抗人士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1940
年 3 月经斯大林和政治局批准，苏联内务部在斯

俄罗斯双重政权的局面最终以流血的方式宣告

摩棱斯克近郊的卡廷森林及其附近地区枪决了其
中的 2 万多名战俘，并就地掩埋。 波兰战俘的万
人坑被德军发现后，苏联官方对此断然否认，并反
控德国是杀人的元凶，指责波兰与希特勒合作，并
宣布与波兰断交。 苏联政府在掩盖了事实真相
40 多年以后，
1990 年 4 月突然公开承认对卡廷大
屠杀负有全部责任，并向波兰转交了一些相关档
案材料。1992 年叶利钦派特使飞往华沙，再次向
波兰转交了有关卡廷森林事件的绝密档案文件 。
俄罗斯人在对卡廷事件“深表遗憾 ”和对波兰人
民及其死难者亲友表示“深切同情 ”的时候，丝毫
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和难堪，俄罗斯民族
早已习惯了这种急转直下、简单粗暴的处事原则。

（ 四） 治国之道： 非白即黑
很多研究俄罗斯的学者都把俄罗斯民族这种
左右摇摆的矛盾性格比喻成一个巨大的文化钟
摆，俄罗斯总是匆匆忙忙从一端到另一端 ，总是无
暇在中间停留片刻。俄国历史上的渐进式改革几
乎没有成功的先例，亚历山大一世改革后爆发了
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贵族革命，解放农奴的沙皇亚
历山大二世，致力于改革农村村社的斯托雷平，均
被刺杀身亡。 尼古拉二世颁布法律限制君主权
力，选举国家杜马并赋予其立法权，但在二月革命
中被迫退位，十月革命后又被红军枪决。 以“解
冻”改革闻名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57 年经
历了“反党集团 ”事件，差点改任苏联农业部长，
1964 年被解除一切权力，不得不宣布因健康原因
退休。实施“公 开 性、民 主 化 ”改 革 的 戈 尔 巴 乔

派被击溃，大批叶利钦的反对派人士被捕入狱。
结束。

（ 五） 对西方的态度： 冰火两重天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自由派改革家把国家
迅速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身上 ，
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快速融入西方文明大家庭 、
与西方国家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浪漫主义情绪 。
美国人萨克斯被任命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顾问 ，
私有化的目标模式选择了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
济。在政治改革领域俄罗斯也对美国的自由、民
主顶礼膜拜。1992 年初夏，叶利钦访问美国，在
一次演说中，直言不讳说： 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
民主国家，来到了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④。
当改革陷入了困境之时，俄罗斯人又把经济
下滑、生活水平下降、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等挫折归
咎于西方，迅速从对西方的憧憬和膜拜变成了对
32% 的被调查者把
西方的指责和唾弃。1990 年，
美国看作俄罗斯的榜样⑤，1992 年，只有 11% 的
被调查者把美国当成是模仿的榜样 ⑥。
1993 年和 1995 年两次议会选举的结果也表
明了俄罗斯人对西方态度的转变。1991 年支持
激进自由改革的叶利钦高票当选俄罗斯苏维埃联
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叶利钦的胜利标
① 《详细介绍车臣问题》： http： / / ks． cn． yahoo． com / question /1306082913975． html
刘显忠： 《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新华出版社
② 张树华、
2003 年版，第 264 页。
第 268 页。
③ 同上，
第 121 页。
④ 同上，
第 130 页。
⑤ 同上，
第 130 页。
⑥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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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俄罗斯亲西方的激进民主派的胜利。1993
年 12 月俄罗斯杜马选举，宣扬激进民族主义的俄

灭贵族和地主，深得民众的爱戴。
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也能从另

罗斯自由民主党成为最大赢家。1995 年 12 月杜
马选举，俄罗斯共产党成为新一届议会的第一大

一个侧面说明俄国农民对待沙皇政权的态度。俄

党，激进民主派的代表“俄罗斯民主选择 ”联盟甚
至没能突破 5% 的得票大关，俄罗斯民主派领导
人盖达尔被关在杜马大门之外。

五

权力崇拜意识及其表现

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是俄罗斯政治制度的突
出特征。16 世纪沙皇伊凡四世进行的特辖制改革
开启了加强君主权力的进程。18 世纪彼得一世的
改革最终确立了绝对君主专制制度。20 世纪的绝
“俄罗斯都是在以极权主义为特征的
大多数时间，
”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
斯大林模式中度过的。
通过全民公决确立的是超级总统制，总统的权力凌
驾于立法、
司法和执行权力之上。叶利钦没有把宪
法赋予的全权落实，
他与联邦主体领导人签署分权
条约，
给予选民直接选举地方领导人的权利，但叶
利钦辞职时的民意支持率仅为个位数。

（ 一） 只反贵族，不反沙皇的历史传统
俄罗斯历史上农民起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
反沙皇，只反贵族，农民起义领袖往往冒名顶替已
故沙皇或太子来号召民众。 在俄国人心中，沙皇
是上帝的使者，是善良和仁慈的化身。 君主如果
实行暴政，那只能说明他不是真正的沙皇，民间就
曾把彼得一世称为“反基督 ”，认为真正的沙皇在
幼年的时候被掉包了。
17 世纪初的伪德米特里一世和伪德米特里
二世冒充的是伊凡四世幼年去世的王子德米特
里。当伪德米特里一世在波兰大贵族的支持下向
莫斯科进军的时候，全俄缙绅会议选举出的沙皇
戈都诺夫的军队甚至拒绝与伊凡四世的王子作
战，许多城市不战而降。 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
起义的领袖鲍洛特尼科夫打着德米特里二世的旗
号召集军队，挺进莫斯科。 农民起义领袖拉辛认
为自己是替沙皇来讨伐背叛的大贵族和杜马贵
族。农民起义领袖布拉文发布檄文，宣称起义军
针对的是那些对农民敲骨吸髓的贵族大老爷 。17
世纪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
夫，
自称为“沙皇彼得三世 ”，他宣布解放农民，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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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粹派把农民和农村的公社看作实现社会主义
的依靠力量，为了动员农民起来革命推翻沙皇政
权，
他们穿上农民的衣服，
模仿农民的语言，
学习各
种工匠手艺，
走乡串镇，以满腔热情鼓动农民起来
进行革命。而农民把他们当作“精神失常者”，一
些大学生甚至被农民送交警察局，在几个月之内，
这些到民间的民粹派就被沙皇政府全部逮捕了。

（ 二）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人民把他推上了神
，
坛 把他看作“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
卫国战争胜利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巅
峰状态，“亲爱的领袖和导师”、“敬爱的慈父 ”、
“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伟大的领袖”、“我们星球上
最伟大的人物 ”等口号和标语随处可见，对斯大
林的歌颂甚至写进了苏联国歌中。牧师杜普科说
出了俄罗斯人的心声： 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②。
在俄罗斯，只要存在对秩序的需求，就会产生
对斯大林主义的强烈需求。2005 年 5 月初，俄罗
斯社会舆论基金会以“斯大林在俄罗斯人民心中
的形象”为题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8% 的
受访者对斯大林给予了肯定的评价③。2006 年 2
月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 ，
47% 的被调查者正面评价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
的作用④。普京钦定的历史参考书《俄罗斯现代
史》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进行了辩护。 该书
作者认为，“大清洗”的结果是在资源缺乏条件下
形成了适应完成现代化任务的新的管理阶层⑤。
书中 斯 大 林 被 称 为 苏 联 最 成 功 的 领 导 人 ，因 为
“斯大林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实现了东正教、君主
政体以及在所有加入帝国的民族绝对平等的条件
下的单一国家体制，保持了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帝
国和苏联之间的历史传统延续性。”⑥
李英男主编： 《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道路》，第 78 页。
吴恩远： 《苏联史论》，第 172 页。
同上，第 195 页。
亚·维·菲利波夫： 《俄罗斯现代史（ 1945 ～ 2006）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6 页。
第 73 页。
⑤ 同上，
第
⑥ 亚·维·菲利波夫： 《俄罗斯现代史（ 1945 ～ 2006） 》，
76 页。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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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期遭到镇压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解
体后也出人意料地为斯大林进行辩护 。作家季诺

国、德国一起采取协调行动，成功阻止了美国意在
获得联合国授权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企图 。美国等

维也夫著文称，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
物之一。索尔仁尼琴把斯大林看成是“永恒的现

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同时，俄罗斯与伊朗
签署了出售地对空导弹系统的合同，并继续与伊

象”和“最伟大的人 ”①。 斯大林对俄罗斯民族了
解得非常透彻，他曾经说过： “千百年来在沙皇的

朗建设布什尔核电站的合作。2006 年 3 月，普京

统治下的俄罗斯人———是皇权主义者。俄罗斯人
民，尤其是俄罗斯男人已经习惯了，以某个人为
首。”②斯大林曾亲口告诉他的母亲： “我就像沙
皇。”③这也许就是俄罗斯人对斯大林念念不忘的
原因所在。

（ 三） 引人深思的普京现象

政府邀请受到美国制裁的巴勒斯坦哈马斯运动领
导人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在科索沃问题上支持塞
尔维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阻止西方国家在联合
国安理会通过允许科索沃独立的议案。2013 年，
俄罗斯的建议促成了叙利亚化武问题的成功解
决。2014 年 3 月，普京利用全民公投，成功把乌
克兰的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并入俄罗斯 ，

1999 年 8 月，“普京是谁？”这个问题曾经是
俄罗斯国内外各大媒体最热门的话题 。仅仅 4 个

废除俄罗斯与乌克兰就黑海舰队驻扎问题签署的
协议，俄罗斯黑海舰队获得永久驻地。 普京在国

月过后，1999 年 12 月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就达到
了 49% ，得到普京支持的“团结运动”在俄罗斯第

际舞台上的强硬立场，毫不逊色于斯大林的霸气，
让俄罗斯人感到扬眉吐气，体验到了久违的大国

三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了 23． 32% 的选票，议

公民的优越感。
普京积极、正面评价苏联和斯大林个人在历

会选举的结果让叶利钦最终做出了提前辞职的决
定。2000 年 1 月普京的国内支持率升到了 55% ，
迅速超过了当选下届总统呼声最高的前总理普里
马科夫。2000 年 3 月，普京毫无悬念地成功当选
俄罗斯总统。
普京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克格勃上校到成功当
选俄罗斯总统，得益于叶利钦的提前辞职，更与车
臣反恐战争的顺利推进有密切关系，普京是俄罗
斯人心中期待已久的铁腕领导人形象 。普京明确
了俄罗斯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目标： 把俄罗斯建设
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走俄罗斯自己的发展道路。
普京的竞选纲领《千年之交的俄罗斯 》就是恢复
俄罗斯传统的号召，它唤起了俄罗斯人的信心和
曾经的民族自豪感。
普京在俄罗斯国内的支持率居高不下，这与
他在任期内实践的以俄罗斯国家利益为重的务实
外交政策息息相关。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

史上的作用，普京的态度引起了普通民众心中的
情感共鸣，这为他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地位加分不
少。克里姆林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碑上，斯
大林列英雄榜第一。 在普京心中，正是在斯大林
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 ，苏
联的存在以及它的核力量曾是世界强有力的稳定
因素，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
在普京的坚持下，俄罗斯国歌沿用了苏联时
期的国歌旋律，苏联红旗成了俄罗斯军旗，红场无
名烈士墓旁纪念碑上的“伏尔加格勒 ”恢复为“斯
大林格勒 ”。 普京与叶利钦不同，不是一个历史
虚无主义者，普京尊重历史，用俄罗斯伟大的历史
唤起了俄罗斯人民崇高的爱国情怀，普京也因此
得到了人民的爱戴。
( 责任编辑

向祖文)

斯民主的指责和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策划的
“颜色革命”，普京提出了“主权民主 ”的思想，激
烈批评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政策，把美国比作打着
民主旗号实现一己私利的“狼同志 ”。 普京领导
的俄罗斯重返中亚和中东，成立独联体集体安全
条约组织，建立坎特空军基地以及与乌兹别克斯
坦的战略同盟，最终迫使美国决定 2014 年从吉尔
吉斯斯坦玛纳斯基地撤军。2003 年俄罗斯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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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ＲY
Liu Congying

Ｒussia’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a Ｒussian national values based on orthodox spirit，it

is also social ideal that Ｒussia wants to achieve． The early Ｒuss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was the ideal of the
Third Ｒome． Ｒussi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he 19th century was Slavic national thought based on the official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Contemporary Ｒuss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adhering to the revival of
the road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re are flaws such as self － against，abstraction，idealization and so
on． Nowadays，Ｒuss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development is faced with a certain difficulty，but it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Ｒussian Federation．

Yang Jie and Li Chuanxun

Ｒussia’s national character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Ｒussia has

been invaded many times and suffered a lot． Meanwhile，Ｒussia has waged war frequently and encroached on
neighboring countries’territories． Ｒussia’s expansion tradition built up Ｒussia’s nationalism； ancient villages
and “mir”culture are the cradle of Ｒussian national collectivism and egalitarian thinking； believe in Orthodox
despises creature comfort and pursues spiritual value． Ｒussia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world the immortal literary
and artistic treasures． Understanding extremism of the Ｒussian national character just like cracks the Ｒiddle of
the Sphinx． Ｒussian history is a key to understand the Ｒussian national character．

Qiang Xiaoyun

Building a 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 is not only impetus to continue development nee-

ded for China，but also a concept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Eurasia． As countries along a 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responses from Ｒussia and countries of Central Asia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exist of
understanding support with doubt concerns． They are sure of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while they are also suspicious of the construction goal，implementation mode and its consequences． Those concerns are the results of lacking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its
policies． Even if there is interest drive or institution facility，there is no guarantee of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Ｒussia and Central Asia，if there is lack of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Therefore，
promot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Ｒussi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of China through cultural cooperation is the
important path of building 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

Xu Poling，Jia chunmei and Xu Jiyuan

China and Ｒussia are powers in economic transition． As the

continu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igh degree of opening door to the outside world，the change of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of the two countries has appeared． For China and Ｒussia，the change of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is the result of three dimensions：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actively joining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dition． Despite the growing foreign trade volum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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