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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俄乌冲突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ꎬ 是不同国际关系

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彼此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直至激化的结果ꎮ 本文基于国际关

系层次分析法ꎬ 分别从国际体系、 地区体系、 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探究俄乌冲突

的根源ꎮ 研究认为ꎬ 俄罗斯追求巩固欧亚地区事务主导权与美国追求巩固全球霸

权以及乌克兰通过加入西方阵营谋求独立权之间的矛盾是俄乌冲突中的主要矛

盾ꎬ 内外因素推动俄罗斯与西方及乌克兰的矛盾升级为军事冲突ꎮ 冷战结束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俄罗斯持续推进战略挤压和全面遏制ꎬ 乌克兰在对外政

策多次反复后最终走上亲西方反俄道路ꎬ 成为西方遏制俄罗斯的桥头堡ꎬ 是刺激

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的外在因素ꎮ 对大国地位的高度期待与残酷的现实境遇促使

俄罗斯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 相对剥夺感和屈辱感ꎬ 北约东扩促使俄罗斯的安全

焦虑不断上升ꎬ 加上俄方在冲突前对于国际形势、 作战对象和自身实力作出相对

乐观的判断ꎬ 成为推动俄罗斯作出具有 “挫折—反抗” 性质决策的内在因素ꎮ
普京总统在俄罗斯决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ꎬ 因其大国抱负、 对于乌克兰的执念

以及铁腕作风成为必不可少的媒介ꎬ 将俄罗斯的战略诉求和安全压力以军事冲突

的形式展现和释放出来ꎮ 而泽连斯基选择联美抗俄对俄乌矛盾升级为全面军事冲

突以及冲突的长期化起到推动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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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既是俄乌关系的分水岭ꎬ 也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的分水岭ꎮ 此后ꎬ 俄乌关系和俄西关系持续恶化ꎬ 陷入严重对抗和紧张状态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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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巴斯冲突持续近八年后ꎬ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俄罗斯宣布承认顿巴斯的 “顿涅茨

克人民共和国” 和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ꎬ ２４ 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顿巴斯地

区发起 “特别军事行动”ꎬ 令世界震惊的俄乌冲突全面爆发ꎮ 俄乌冲突是 ２０１４ 年

乌克兰危机的延续和深化ꎬ 表面上看是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ꎬ 背后实则是俄罗斯

与西方之间的较量在范围和烈度上的全面升级ꎬ 是俄罗斯与西方在欧亚地区地缘

政治利益碰撞的结果ꎬ 标志着俄乌矛盾、 俄西矛盾不断累积ꎬ 彼此关系从对话走

向对立直至对抗甚至破裂ꎮ
俄乌冲突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国际军事行动ꎬ 其影响不亚

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ꎮ 若想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ꎬ 首先需要清楚冲突的根

源ꎮ 那么ꎬ 如何理解这场冲突的根源呢?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ꎬ 关于国际冲突的根

源ꎬ 最著名的分析框架是美国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在 «人、 国

家与战争» 一书中提出的人、 国家、 国际社会的层次分析法ꎬ 至今仍具有较强的

借鉴意义ꎮ 此外ꎬ 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分析视角也能够为分析俄乌冲突提供

养分ꎮ 例如ꎬ 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强调权力的重要性ꎬ 认为国

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ꎬ 冲突是权力实体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最突出的表现ꎮ 新自由

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强调制度的重要性ꎬ 认为持续的制度化合作可以避

免国家间冲突的发生ꎮ “大棋局” 论的代表人物布热津斯基在吸收和借鉴已有地

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维护美国霸权为目标的欧亚地缘战略理论ꎬ 对美国

的欧亚地区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文明冲突论” 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则

强调文化的作用ꎬ 不仅把文化和文明看作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变量、 国际事务中

国家行为的重要基础ꎬ 而且看作是国际冲突的首要原因①ꎮ 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

人物亚历山大温特强调观念对于权力和利益具有建构作用ꎮ 基于俄乌冲突有着

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ꎬ 是国际政治不同层面的不同行为主体在思想观念和

权力利益之争中多重矛盾激化导致的复合型冲突ꎬ 本研究对于肯尼思华尔兹的

理论分析框架作了适当补充ꎬ 选取国际体系、 地区体系、 国家层面、 个体层面进

行全方位考察ꎬ 并审视权力结构、 制度化合作、 地缘政治、 文化观念等因素的作

用ꎬ 以避免因为仅仅或者过于强调某一个层面某一个因素的作用而导致结论

偏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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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体系: 俄罗斯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博弈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ꎬ 国家外交政策首先取决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ꎮ 国际

格局ꎬ 即国际权力结构ꎬ 是置于单个国家之上的结构性因素ꎬ 具有相对稳定性ꎬ
制约和决定置身其中的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行为ꎮ 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ꎬ
一个国家通过积聚军事和经济力量获得安全感ꎬ 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ꎮ 一个

国家即使是出于防御目的增强军备ꎬ 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作出反应的威胁ꎮ
这样的相互作用会造成难以摆脱的安全困境并可能引发冲突ꎮ 而马克思主义的矛

盾分析方法认为ꎬ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和现象的性质及发展趋

向①ꎮ 也就是说ꎬ 国际主要力量之间的矛盾运动主导了国际社会的政治发展ꎮ 综

合这两种理论视角与洞见ꎬ 将俄乌冲突首先置于国际体系中进行考察ꎬ 探讨苏联

解体后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力量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矛盾运动ꎬ 可以看到俄乌冲突

的特定时空背景及冲突爆发的首要外部因素ꎮ
冷战结束以后ꎬ 国际力量格局由两极格局转变为一超多强的格局ꎬ 美国作为

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积极塑造和维护世界霸权体系ꎬ 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单边主义

政策ꎬ 竭力削弱竞争对手ꎬ 这就与苏联的继承国、 试图巩固欧亚地区事务主导权

并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俄罗斯形成了结构性矛盾ꎮ 在美国看来ꎬ 尽管俄罗斯对美

国的威胁与苏联相比大幅下降ꎬ 但其潜在的破坏能力不可低估ꎮ 只有 “当俄罗斯

的帝国历史和全球地位成为一种遥远的回忆而不是一种资本时”ꎬ 美国才能安

心②ꎮ 而美俄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双方的较量主要集中在俄罗斯拥有传统影响

的中东欧、 欧亚和中东等地区ꎬ 这些地区也是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地缘政治模糊地

带ꎬ 其中欧亚地区被俄罗斯视为大国地位的战略依托和特殊利益区ꎬ 这一地区自

北向南沿波罗的海、 黑海和里海一线几乎贯穿欧亚大陆南北ꎬ 在中东欧国家陆续

加入欧盟和北约后成为俄罗斯与西方较量的地缘政治活跃地带ꎮ
近 ３０ 年美国和北约以冷战胜利者自居ꎬ 其在欧亚地区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

是西方化ꎬ 即打着政治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重塑这些国家的观念和

制度ꎬ 通过支持反对派和策动 “颜色革命” 推动建立亲西方政权ꎻ 二是 “去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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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化”ꎬ 即通过促使有核国家脱核、 分化其他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 推动北约和

欧盟东扩等手段不断弱化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ꎬ 使俄罗斯没有意愿和能力

“恢复帝国” 和威胁西方国家ꎮ 美国对欧亚地区的政策统筹在削弱俄罗斯的目标

之下ꎬ 当西方化与 “去帝国化” 发生冲突时ꎬ 前者让位于后者ꎮ
俄罗斯并不甘心被西方国家看作冷战失败者ꎬ 曾不止一次幻想成为与西方国

家平等对话的伙伴ꎬ 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配合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及行动ꎮ 例如ꎬ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时任总统叶利钦访问波兰时表示理解北约东扩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俄罗

斯在波罗的海三国、 伊拉克、 利比亚、 南斯拉夫、 伊朗等问题上屡屡向西方国家

让步ꎮ “９１１” 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同意美国在中亚地区设立军事基地ꎬ 俄罗斯与

北约建立常设联合理事会并与北约 ９ 个成员国举行联合反导指挥部演习ꎮ 普京总

统还曾试探性地向美国提出俄罗斯加入北约、 向欧盟提出俄罗斯加入欧盟以及欧

亚经济联盟与欧盟开展制度性合作的问题ꎮ
然而ꎬ 美国和北约并没有因为俄罗斯的配合而改变对于俄罗斯的全面遏制政

策ꎬ １９９９ 年轰炸南联盟并先后推动五轮北约东扩ꎬ 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ꎬ 在格

鲁吉亚、 乌克兰、 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策动 “颜色革命”ꎬ 鼓励欧亚地区国家制定

去俄化政策以及与欧盟加强制度性合作ꎮ 这导致 ３０ 年内俄美关系的 “重启” 和

相互接近 (叶利钦执政初期、 普京首次执政初期、 梅德韦杰夫执政初期) 总是

转瞬即逝ꎬ 大部分时段里沿着对立或者对抗的轨道持续下坠ꎮ 在西方国家看来ꎬ
２００７ 年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说标志着俄罗斯与西方矛盾的公开化ꎬ
２０１２ 年普京重新执政以及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修改宪法将普京担任总统届数归零标志

着俄罗斯走上了加强政治独裁、 恢复专制的民族传统道路ꎬ ２００８ 年俄格冲突、
２０１４ 年并入克里米亚事件和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证明俄罗斯恢复帝国和领土扩张

的野心未泯ꎮ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总统宣布俄美关系破裂ꎮ 由于西方

的排斥和遏制ꎬ 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目标经历了从谋求结束 “历史上的西方” 并

融入欧洲—大西洋的 “大西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到谋求融入欧盟的 “大欧

洲”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ꎬ 再到谋求借助东方对冲西方的 “大欧亚”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２ 年) 的持续收缩和节节败退ꎬ 直至退回到追求主权独立和大国地位的

“大俄罗斯” (２０２２ 年以后)ꎮ
在欧亚地区国家中ꎬ 乌克兰被美国看作削弱俄罗斯的重要工具ꎮ 布热津斯基

称ꎬ 没有乌克兰ꎬ 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但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

有 ５ ２００ 万人口、 重要资源及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ꎬ 俄罗斯将自然而然重获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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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跨欧亚强大帝国的资本①ꎮ 美国鼓励乌克兰疏离俄罗斯并推动乌克兰逐渐走

上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ꎮ 乌克兰是独联体国家中第一个与北约签署和平伙伴关系

计划的国家ꎬ 也是第一个与欧盟缔结伙伴关系合作协定的国家ꎮ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美国在乌克兰先后策动 “橙色革命” 和 “广场革命”ꎬ 促使乌克兰亲西方政治

力量上台并推行反俄政策ꎬ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加强利用乌克兰遏制俄罗斯ꎬ
除了提升美乌战略伙伴关系ꎬ 增加对乌军事援助ꎬ 还积极推动北约在乌克兰的

“软东扩”ꎬ 即虽然不给予乌克兰北约成员国的身份ꎬ 但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北约

与乌克兰军事国防合作的水平ꎬ 而俄罗斯则加速推动顿巴斯地区的 “俄罗斯

化”ꎬ 双方在乌克兰的较量明显升级ꎮ 乌克兰随之成为美国在欧亚地区反俄的

“急先锋”ꎬ 并因俄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被撕裂ꎮ 除乌克兰外ꎬ 格鲁吉亚、 摩

尔多瓦与俄罗斯的关系也渐行渐远ꎮ 尽管俄罗斯对西方的围堵不时发起反攻ꎬ 并

在个别时段、 个别国家和个别问题上取得过胜利ꎬ 但整体上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

呈下降趋势ꎮ 从国际体系层面看ꎬ 俄罗斯对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 “特别军事行

动” 是针对西方国家对俄全面围堵的又一次局部强势反攻ꎬ 是俄罗斯作为争取巩

固地区主导权的力量与美国作为争取巩固全球霸权的力量之间的博弈ꎮ

二　 地区体系: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分歧与矛盾

在地区体系中ꎬ 大国决定结构ꎬ 相对弱小的国家为了自保一般选择中立、 对

冲平衡或者结盟策略ꎮ 在选择结盟策略的国家中ꎬ 有的选择跟随域内大国ꎬ 有的

在域外大国参与域内权力竞逐游戏的情况下选择与域外大国结盟以制衡域内大国

的影响ꎮ 如果说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相对于美国处于弱势地位ꎬ 那么在欧亚地区

相对于其他中小国家则处于绝对强势地位ꎮ 然而ꎬ 俄罗斯并不能轻松把控地区事

务的主导权ꎬ 因为这与欧亚地区其他国家争取独立发展的利益诉求是对立的ꎬ 二

者形成巨大的张力ꎮ 随着俄罗斯自身的实力和吸引力相对下降ꎬ 加之域外大国加

强与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合作ꎬ 客观上起到减弱俄罗斯影响的作用ꎬ 苏联解体后

的欧亚地区力量格局总体上呈现出松散的 “中心—边缘” 结构ꎬ 而地区体系则

呈现的是以俄罗斯为核心由近及远依次形成俄白联盟、 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

条约组织、 中立国家土库曼斯坦以及 “古阿姆” 集团的同心圆状态ꎮ 而在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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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 集团中ꎬ 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与俄罗斯的关系相对近一些ꎬ 摩尔多

瓦、 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相对远一些ꎬ 三国正在联手申请加入欧

盟①ꎮ ３０ 年以来欧亚地区其他国家在追求独立自主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选择去俄

化ꎬ 与俄罗斯的关系总体上趋于复杂化ꎮ 其中ꎬ 俄乌关系的复合性最为突出ꎬ 俄

罗斯谋求控制乌克兰与乌克兰选择通过加入西方阵营谋求独立构成结构性矛盾ꎬ
而双方力量对比的非对称性决定了矛盾和冲突主要围绕着乌克兰一方发生ꎮ

欧亚地区体系: 俄罗斯与欧亚地区其他国家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俄乌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ꎮ １０ 世纪前后ꎬ 东斯拉夫各部落形成封

建公国基辅罗斯ꎬ 后逐渐分化为俄罗斯、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个支系ꎬ 俄罗斯和

乌克兰都把基辅罗斯看作主体民族和国家历史的起点ꎮ 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

选择接受基督教正教使得东斯拉夫人与其西部的天主教邻居波兰人分隔开来ꎬ 也

为东正教在乌克兰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基础ꎮ １６５４ 年哥萨克②首领博格丹赫梅利

尼茨基为了抵抗波兰向俄国求助ꎬ 与俄国签署了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ꎬ 接受俄

国的保护ꎮ 自此ꎬ 乌克兰的命运开始与俄罗斯紧密交织在一起ꎮ 俄波战争结束后

双方签署 «安德鲁索沃条约»ꎬ 第聂伯河左岸并入俄国ꎮ １８ 世纪俄、 普、 奥三国

三次瓜分波兰ꎬ 俄国又得到了乌克兰西部的大部分地区 (不包括最西部地区)ꎮ
苏波战争 (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１ 年) 结束后双方签署 «里加条约»ꎬ 乌克兰西部 (里加线

以西地区) 脱离俄国成为波兰领土ꎮ １９１９ 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ꎬ

７１

①

②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区域安全和经济组织ꎬ “古阿姆” 则是美国推
动建立具有摆脱俄罗斯影响意图的区域性组织ꎮ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包括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
斯坦、 亚美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ꎮ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包括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
坦、 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ꎬ 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观察员国ꎮ “古阿姆” 成员国包括格鲁吉亚、
乌克兰、 阿塞拜疆、 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０５ 年退出)ꎮ

哥萨克一词源于突厥语ꎬ 指的是定居在第聂伯河下游和顿河地区追求独立与自由的自由民ꎬ 由逃
亡的农奴、 宗教难民、 不满的贵族和普通罪犯组成ꎬ 其中有斯拉夫人、 波兰人、 摩尔多瓦人、 希腊人、 犹
太人和鞑靼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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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１９２２ 年与俄罗斯、 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等国共同成立苏联ꎮ 从 «苏德

互不侵犯条约» 签署至二战结束ꎬ 乌克兰最西部地区才并入苏联ꎬ 成为乌克兰加

盟共和国的组成部分ꎮ １９５４ 年赫鲁晓夫把原属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赠予乌克兰ꎬ
至此乌克兰的所有领土完全合并在一起ꎬ 总面积达到 ６０ ３７ 万平方公里ꎮ

独立后的乌克兰与俄罗斯在观念、 制度、 文化和发展道路等方面的差异日益

显著ꎬ 在苏联财产和债务、 克里米亚、 黑海舰队、 天然气贸易、 顿巴斯冲突、 明

斯克协议、 东正教、 俄语等关键利益问题上龃龉不断ꎬ 相互关系渐行渐远ꎮ 俄罗

斯政治精英认为ꎬ 乌克兰是必要的安全缓冲区ꎬ 可以提供威慑西方和击溃侵略者

的战略纵深ꎬ 俄罗斯必须坚决反对乌克兰推行亲西方反俄政策和加入北约ꎮ 俄罗

斯知识精英认为ꎬ 历史学家科斯托马罗夫的论文 «两个罗斯民族»、 格鲁舍夫斯

基的著作 «乌克兰—罗斯史» 和库奇马总统的著作 «乌克兰不是俄罗斯» 都强

调乌克兰不是俄罗斯的组成部分ꎬ 两个民族在历史、 文化、 民族经历、 自我认

知、 潜力和发展前景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性ꎬ 实际上是在宣扬民族分裂和 “恐
俄症”ꎮ 俄罗斯民众普遍拥有特殊且复杂的乌克兰情结ꎬ 多数人都认为ꎬ 从民族、
文化、 语言和历史的角度看ꎬ 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和俄罗斯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国

家ꎬ 俄乌是兄弟民族ꎬ 自己的亲友中不乏乌克兰人ꎬ 乌克兰不应该疏离俄罗斯ꎮ
但是ꎬ 乌克兰对致力于恢复大国地位的历史宗主国的恐惧是必然的ꎮ 在乌克兰

看来ꎬ 乌克兰的历史和文化都早于俄罗斯ꎬ 俄国在 １６５４ 年和 １９１７ ~ １９２０ 年两次阻

碍了乌克兰的独立ꎬ 乌克兰起义军领导人罗曼舒赫维奇和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人

斯捷潘班杰拉是民族英雄ꎬ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发生的乌克兰大饥荒是苏联政权对乌

克兰民族实施的种族灭绝ꎮ 乌克兰与俄罗斯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ꎬ 两国地位平等ꎮ
俄罗斯的发展模式缺乏吸引力ꎬ 为近邻国家提供 “胡萝卜和大棒” 的能力不断下

降ꎮ 普京总统的文章 «关于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性» 遭到了乌克兰历

史学家的严厉批评①ꎮ 与俄罗斯联系最少的西乌克兰人主张ꎬ 乌克兰若要构建国

家认同、 实现真正的独立就必须去俄化ꎮ 乌克兰人积极评价 “花岗岩革命” “橙
色革命” 和 “广场革命”ꎬ 不同意俄罗斯人的 “政变” 之说ꎮ 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

所的民调结果显示ꎬ 独立以后乌克兰民众支持俄乌一体化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ꎮ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后ꎬ 乌克兰的主流民意大幅转向反俄立场ꎮ 俄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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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探讨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可能性转向对抗ꎮ 乌克兰开始在各领域加紧剥

离俄罗斯因素ꎮ 在俄罗斯看来ꎬ ２０１４ 年以前的乌克兰政治精英没有纯粹的亲俄

或者亲西方之分ꎬ 乌克兰外交政策也未彻底倒向西方ꎬ 因为乌克兰的选票、 精英

都是可以交易的ꎬ 而加入欧盟还是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是乌克兰要价的策略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处于决策层的乌克兰政治精英已经成为西方的傀儡ꎬ 乌克兰已经走上激进

的反俄道路ꎬ 加入欧盟和北约从策略转为战略ꎬ 继续依靠非军事手段已经无法对

乌克兰政治精英的决策以及乌克兰的发展方向产生实质性影响ꎮ 在此背景下ꎬ 乌

东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变得活跃ꎬ 乌政府针对乌东民间武装发起 “反恐行动”ꎬ
双方爆发军事冲突ꎮ 西方国家称ꎬ 俄罗斯为乌东民间武装提供军事支持ꎬ 但遭到

俄方否认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顿巴斯冲突共导致超过 １ ３ 万人死亡ꎬ 其中既有乌

克兰政府军和东部民间武装ꎬ 也有外国志愿者和平民ꎬ 约 ２００ 万人成为难民ꎮ 乌

克兰把收复克里米亚和顿巴斯被占领土作为国家首要任务ꎬ 在 ２０１５ 年出台的

«国家安全战略» 和 «军事学说» 中把俄罗斯列为首要威胁ꎬ 把美国列为最主要

的安全保障者ꎮ 从地区体系层面看ꎬ 俄乌冲突是俄乌矛盾不断累积、 双边关系持

续恶化的结果ꎬ 本质上是争取巩固地区事务主导权的力量与试图通过与域外大国

联盟制衡域内大国的方式争取真正独立的力量之间的对抗ꎮ 冲突本身反过来也进

一步加深了俄乌两国关系既有的裂痕ꎮ

三　 国家层面之一: 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

俄罗斯是俄乌冲突的直接当事方和发起方ꎮ 面对西方的遏制态势以及俄乌矛

盾的尖锐化ꎬ 俄罗斯最终放弃采用政治、 经济等软性制衡方式解决问题ꎬ 而是选

择直接公开动用军事手段加以应对ꎬ 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俄罗斯选择在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承认乌东两个 “共和国”ꎬ 而不是在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事件以后随即承认

或者直接并入? 为什么选择在顿巴斯冲突近八年时宣布采取特别军事行动?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ꎬ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ꎬ 国家是自私的ꎬ 是将本国

利益置于对外关系首位的ꎬ 尽可能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ꎬ 迫使其他国家的利益最

小化ꎬ 从而引发国家间的利益冲突ꎮ 大国与小国的利益诉求既有一致性ꎬ 也有差

异ꎮ 虽然它们都把国家的生存与安全置于利益首位ꎬ 都可能因为资源、 领土、 转移

国内矛盾等诉求挑起冲突ꎬ 但实力不同促使大国更注重长远战略和谋划全局ꎬ 小国

则更注重自身短期的生存、 自由与富足ꎮ 因此ꎬ 若要搞清楚作为地区大国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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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动机ꎬ 我们需要从它的战略文化、 战略目标及战略手段入手进行分析ꎮ

(一) 战略文化与战略目标

大国意识和强国意识是俄罗斯战略文化的重要内容ꎬ 俄罗斯无论过去还是现

在ꎬ 无论精英还是民众ꎬ 始终对世界大国身份和地位有着强烈的向往和偏好ꎮ 俄

罗斯著名学者德米特里特列宁指出ꎬ 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独立和孤独的国家来

说ꎬ 大国地位是必需的①ꎮ 俄罗斯的大国意识源自于帝国历史遗产ꎮ 与西欧商业

型帝国不同ꎬ 俄罗斯是标准的大陆型领土帝国ꎬ 其帝国思想是 “层积累成” 的

一整套意识形态体系ꎬ 内涵主要包括地理上的不安全感、 救世主义、 民族主义和

权力政治等方面ꎮ 这些因素在俄罗斯历史上是相互构成并紧密融合在一起的ꎬ 但

是在某一历史阶段中某一种因素会表现得相对突出②ꎮ
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文化ꎬ 叶利钦总统在推行对西方 “一边倒” 政策失败

后提出 “恢复强大的俄罗斯” 的战略目标ꎮ 普京总统提出 “俄罗斯要返回富裕、
发达、 强大和有威望国家的行列” 的战略目标ꎮ 与美国注重通过建立规则和机制

实现对世界的统治不同ꎬ 俄罗斯注重通过军事政治手段控制领土、 势力范围和缓

冲区获得安全感和大国地位ꎬ 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 对外政策构想和国家安全战

略都特别强调维护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传统影响以及该地区作为俄罗斯与西方

之间安全缓冲区的作用ꎮ 俄罗斯的大国战略目标设立了若干子目标ꎬ 其中既有基

本指向国内的子目标ꎬ 如保护人民ꎬ 维护宪法、 主权和独立ꎬ 维护民众团结与和

睦ꎬ 巩固法制和消除腐败ꎬ 维护信息空间安全ꎬ 促进经济、 科技和社会发展ꎬ 保

护生态环境ꎬ 巩固传统道德价值观ꎬ 维护领土安全等ꎬ 也有涉外的子目标ꎬ 如维

护周边安全ꎬ 维护俄罗斯文化和历史记忆ꎬ 保障境外俄罗斯公民和同胞③的权利

和合法利益ꎬ 促进战略稳定ꎬ 争取国际话语权ꎬ 争取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等ꎮ 在

俄罗斯看来ꎬ 其他国家对于生活在俄罗斯境外的俄罗斯公民和同胞的歧视以及权

利和利益的剥夺ꎬ 对俄语地位和俄罗斯文化的不尊重都构成了对俄罗斯国家本身

０２

①
②
③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ꎬ ２０ лет Путин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 / Ведомостиꎬ １４ августа ２０１９
张昊琦: «俄罗斯帝国思想初探»ꎬ 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ꎮ
根据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关于俄罗斯联邦对境外同胞的国家政策” 的第 ９９ － ＦＺ 号联邦法第 １ 条ꎬ

同胞是指在同一国家出生、 在同一国家生活或曾经居住并拥有共同语言、 历史、 文化遗产、 传统和习俗标
志的人及其直系后裔ꎮ 境外同胞包括两类人: 第一类是永久居住在境外的俄罗斯公民ꎬ 第二类是居住在俄罗
斯境外的外国公民或者无国籍的人及其后代ꎬ 条件是这些人历史上曾居住在俄罗斯境内ꎬ 或者直系亲属曾居
住在俄罗斯境内且支持与俄罗斯精神、 文化和法律关系ꎮ 第二类包括生活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苏联加盟共和
国公民或无国籍人士ꎬ 以及曾经拥有俄国、 俄罗斯共和国、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联和俄罗
斯联邦的公民身份并从上述国家迁出目前拥有外国公民身份或者无国籍的人士ꎮ ｈｔｔｐ: / / ａｉｓｓ ｇｏｖ ｒ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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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ꎮ 普京总统和拉夫罗夫外长都强调ꎬ 俄罗斯不会忘记生活在近邻国家的

２ ５００万俄罗斯人民①ꎮ 正因为如此ꎬ 俄罗斯不认为乌克兰等独联体地区国家的很

多问题是纯粹的外交问题ꎮ
然而ꎬ 现实情况与俄罗斯的大国诉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ꎬ 让俄罗斯产生相对

剥夺感和挫折感ꎮ 从俄罗斯国内经济、 社会和政治的情况看ꎬ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的

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５ ２％ 下降到不足 ２％ ꎬ 甚至被意大

利、 韩国赶超ꎬ 排在第 １１ 位ꎬ 人均 ＧＤＰ 约 １ ２２ 万美元ꎬ 排在第 ６１ 位ꎮ 近 ２０ 年

俄罗斯的研发投入年均在 ２００ 亿美元左右ꎬ 被世界发达国家远远甩在后面ꎮ 俄罗

斯的经济结构没有摆脱对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ꎬ 能源收入仍然占到国家财政收入

的 ４０％左右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体呈下降趋势ꎮ 经济不

景气加剧了人口、 就业等社会问题ꎬ 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情绪持续升温ꎬ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俄罗斯多地爆发声援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的示威集会ꎮ

从外部环境看ꎬ 乌克兰危机以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政治孤立、 经济制裁

和安全压制变本加厉ꎬ 北约不断加强在东欧的军事存在ꎬ 与欧亚地区其他国家

的安全合作日益密切ꎮ 随着安全环境的持续恶化ꎬ 俄罗斯的不安全感急剧上

升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俄罗斯把融入西方作为国家复兴的前提条件ꎬ 把内部问题

和周边地区武装冲突看作主要的国家安全威胁ꎮ 随着北约东扩的快速推进以及

欧亚地区 “颜色革命” 的频繁发生ꎬ 俄罗斯逐渐把美国和北约看作主要的国家

安全威胁ꎮ
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后ꎬ 俄国内有声音呼吁政府将 “我们的顿涅茨克和

卢甘斯克” 也并入俄罗斯ꎬ 但得到的反馈是不合时宜ꎮ 主要原因是当时顿巴斯地

区亲俄民众的占比远不如克里米亚那么高ꎬ 若就入俄问题在当地立即举行公投ꎬ
结果未必能够如俄所愿ꎮ 而且ꎬ 当时俄方的政策重点是保住克里米亚ꎬ 且对于与

西方缓和关系尚存一线希望ꎬ 不愿意因 “收复” 顿巴斯而与西方陷入全面对抗ꎮ
此外ꎬ 在俄罗斯的支持下ꎬ 东部民间武装在与乌政府军的对抗中逐渐取得优势ꎬ
并取得了杰巴利采沃战役的胜利ꎬ 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迫使乌方签署了新明斯克协议ꎮ
协议规定乌克兰须修改宪法给予顿巴斯部分地区特殊地位ꎬ 俄罗斯期待借此影响

乌克兰政府的政策并推动乌克兰的联邦化从而阻挠乌克兰加入北约ꎮ

１２

① «普京文集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１６ 页ꎻ 〔英〕 理查德萨克瓦:
«普京传»ꎬ 国家文化出版公司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４５９ ~ ４６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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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俄罗斯著名的瓦尔代国际论坛的主题是 “战争与和平ꎬ 人与国

家ꎬ ２１ 世纪面临的大型冲突威胁”ꎮ 俄方的安全焦虑并非空穴来风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ꎬ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 «乌克兰安全伙伴关系法案»ꎬ 宣布

对乌年度军事援助从 ２ ５ 亿美元增至 ３ 亿美元ꎬ 援助包括提供致命性武器ꎮ ６ 月

１２ 日乌克兰成为北约能力增强伙伴ꎮ ８ 月 ２３ 日乌克兰政府召开克里米亚平台峰

会ꎬ 发布了谴责俄罗斯侵略的 «克里米亚宣言»ꎮ 当年北约与乌克兰频繁举行联

合军事演习ꎮ 俄罗斯认为获得乌克兰武装部队指挥权的北约已经到达俄西部边

境ꎬ 对俄构成直接威胁ꎮ 此外ꎬ 泽连斯基总统明确提出放弃或者修改新明斯克协

议ꎬ 俄方认为继续等待乌方履行协议已无必要ꎬ 必须果断先行采取行动系统性应

对 ３０ 年来面临的安全挑战ꎮ ２０２１ 年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指出ꎬ 美国和北约是俄

罗斯面临的首要战略威胁ꎬ 强调要运用政治、 外交和军事等手段维护国家安全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和 １１ 月乌东地区形势持续紧张ꎬ 俄乌双方在边境地区集结大量兵

力并各自举行军事演习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８ 日普京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发表演

讲ꎬ 现场悬挂了 “为了俄罗斯” 和 “为了去纳粹化的世界” 的巨大横幅ꎬ 普京

表示将顿巴斯人民从针对他们的 “种族灭绝” 中解放出来是俄罗斯在乌克兰采

取特别行动的主要目标ꎮ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

夫指出ꎬ 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首要目标是结束北约的扩张ꎬ 此外还有乌克兰

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ꎬ 最后是使顿巴斯的共和国摆脱八年来被持续轰炸的

境况①ꎮ

(二) 战略手段

战略手段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对作战对象及自身

实力的认知ꎮ 俄罗斯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对外政策构想中都表达了西方对世界

政治和经济主导权不断萎缩的观点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中美竞争加剧、 美国爆发国会

山事件并从阿富汗狼狈撤军以及北约内部裂痕外露等变化ꎬ 促使俄罗斯的部分精

英逐渐形成一种共识ꎬ 即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以及跨大西洋

伙伴关系内部的分化为俄方提供了实现地缘政治抱负和重塑周边安全空间的前所

未有的机会ꎮ 普京总统在 ２０１９ 年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指出ꎬ “聪明的猴子坐山观

２２

① Бруну Масайншꎬ “Россия не может позволить себе проигратьꎬ поэтому нам нужна своеобразная
победа”: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о томꎬ чего хочет Пути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ａｒａｇａｎｏｖ ｒ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ｍａｇｅｓ / ｕｐｌｏａｄｅｄ / ９
８３４６７ｆａｂｂａ６７９ｄｃ９ｅ５９ｅ３ｆ３９８ｃａ５ｄｄ６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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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斗ꎮ 但一切都在变ꎬ 这一幕也在变美国在出现强劲的竞争对手后开始限制

和搞关税战如果一切如今天这样继续ꎬ 所有人都将蒙受巨大损失ꎮ 我们站在

哪一方? 我们要为国际经济联系发展的公平民主原则而斗争ꎮ”①

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自尊心ꎮ 西方对俄罗斯的排斥、 怠慢和歧视

让俄罗斯感到屈辱和愤怒ꎮ 安德烈齐甘科夫在解释俄罗斯的行为时引入了荣誉

的概念ꎮ 他指出ꎬ 俄罗斯人将西方承认视为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当俄罗斯

的重要他者挑战其行为和价值观时ꎬ 俄罗斯便可能拒绝合作行为ꎮ 在信心增长的

阶段ꎬ 俄罗斯可能更为强硬地推广自己的价值观ꎮ 那么ꎬ 西方不接受这样的价值

观就可能鼓励俄罗斯单独行动ꎬ 正如在克里米亚战争、 冷战、 俄格战争中那

样②ꎮ ２０２１ 年末俄罗斯与美国、 北约和欧安组织分别举行对话并提出三项安全保

障诉求ꎬ 即北约停止扩张、 放弃在俄边境附近部署打击性武器、 北约在欧洲的军

事基础设施恢复至 １９９７ 年俄与北约签署基本关系文件时的状态ꎬ 但遭到对方拒

绝ꎮ 与此同时ꎬ 美国和北约明确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派兵与俄方作战ꎮ 这让俄方一

方面不再对采取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安全问题抱有幻想ꎬ 另一方面也促使其对军

事行动的代价和结果作出相对乐观的预判ꎮ
虽然俄罗斯把美国和北约看作最大威胁ꎬ 但实力的不对称促使俄方没有把美

国和北约作为作战对象ꎬ 而是选择对实力不如自己的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ꎮ 俄方

称ꎬ 乌克兰发生政变以后ꎬ 民族主义者和政治势力把该国推入内战的深渊ꎬ 导致

国家陷入分裂和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ꎮ 泽连斯基政府是傀儡政府和缺乏诚信、 腐

败的弱政府ꎬ 在反俄方面比波罗申科政府更加激进ꎬ 导致乌克兰社会的极端民族

主义思潮上升ꎬ 出现了恐俄症和新纳粹主义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通过的 «乌克兰

军事战略» 表明乌克兰致力于与俄罗斯对抗ꎬ 并为发动对俄战争作准备ꎮ 乌克兰

不仅宣布考虑拥核ꎬ 而且有可能获得战术核武器ꎮ 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ꎬ 在北约

成员国的帮助下ꎬ 乌克兰武装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提升了质量ꎬ 从一支几乎完全

崩溃的军队转变为接近北约标准的军队③ꎮ 不过ꎬ 乌克兰缺乏有效且随时待战的

３２

①

②

③

Путин ответил на вопрос о лидерстве в экономике пословицей о двух тиграхꎬ ７ июня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ｂｃ ｒ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０７ / ０６ / ２０１９ / ５ｃｆａ６ｃ００９ａ７９４７ｄ６０８６９４２０９

〔俄〕 安德烈Ｐ 齐甘科夫: «俄罗斯与西方: 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国际关系中的荣誉»ꎬ
关贵海、 戴惟静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２６６ 页ꎮ

Михаил Ходаренокꎬ От советской мощи к блеску НАТО: как изменилась украинская армияꎬ ２７
июля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ａｚｅｔａ ｒｕ / ａｒｍｙ /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２７ / １３８０６８５４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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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和空军ꎬ 地面部队在武器和人员训练水平方面只适合镇压民众抗议活动①ꎮ
与此同时ꎬ 俄罗斯对于自身的实力充满信心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普京总统在

公开讲话中指出ꎬ 单极世界的时期已经过去ꎬ 尽管受到各种制裁ꎬ 但俄罗斯仍在

发展ꎬ 经济主权不断提升ꎬ 防御能力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②ꎮ １２ 月 ２１ 日俄国防

部长绍伊古在国防部扩大会议上向普京报告称ꎬ 俄罗斯武装力量已完成当年所有

预定任务ꎬ 作战能力提升了 １２ ８％ ꎬ 军力居于世界领先地位③ꎮ
俄罗斯的信心不仅来自于对自身国防军事能力的评估ꎬ 也来自于对外政治军

事行动的丰富经验ꎮ 俄罗斯善于通过外交和军事活动提升国际地位ꎮ ２００８ 年出

兵格鲁吉亚推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ꎬ ２０１４ 年并入克里米亚和支持乌东民

间武装与乌政府军对抗ꎬ ２０１５ 年出兵叙利亚挽救巴沙尔政权并扩大在中东地区

的影响力ꎬ ２０２０ 年介入白俄罗斯政治危机挽救卢卡申科政权并大幅推进俄白联

盟国家建设ꎬ ２０２２ 年初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帮助托卡耶夫政府平息哈萨克斯

坦内乱ꎬ 一系列军事和外交行动的成功唤起并强化了俄罗斯精英的大国意识ꎬ 也

鼓舞了俄军的士气ꎮ
此外ꎬ 在美国和北约加紧武装乌克兰的同时ꎬ 俄罗斯持续推进顿巴斯地区的

“俄罗斯化” 并取得显著进展ꎬ 这让俄罗斯对 “解放顿巴斯” 增强了信心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俄方逐渐加强了对顿巴斯民间武装的控制和管理ꎬ 当地人口构成和民意也

发生了有利于俄方的变化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７ 日ꎬ 超过 ７２ 万顿巴斯居民获得

俄罗斯国籍④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普京签署的 “关于向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和卢甘

斯克州部分地区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第 ６５７ 号法令指出ꎬ 由于持续的经济封

锁和新冠疫情恶化ꎬ 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部分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ꎬ 俄政府

将在一个月内向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ꎬ 以保护个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ꎮ 这份总

统令最重要的内容是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指定地区生产的商品进入俄市场提供

４２

①

②

③

④

Александр Хроленкоꎬ На что способна украинская армия — ２０２１: вооружение и рейтингꎬ
０８ １９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 ｓｐｕｔｎｉｋ ｋｇ / ２０２１０８１９ / ｕｋｒａｉｎａ － ｎａｔｏ － ｖｏｏｒｕｚｈｅｎｉｅ － ｂｏｅｓｐｏｓｏｂｎｏｓｔ － ｆｌｏｔ － ｔｅｋｈｎｉｋａ －
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ｉｙａ － １０５３５９５９７１ ｈｔｍｌ

Путин пообещал Западу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й ответ на нарушение “ красных линий”ꎬ ０６ ３０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ｌｖ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ｒｕ / ２０２１０６３０ / ｐｕｔｉｎ － ｐｏｏｂｅｓｃｈａｌ － ｚａｐａｄ － ｃｈｕｖｓｔｖｉｔｅｌｎｙｙ － ｏｔｖｅｔ － ｎａｒｕｓｈｅｎｉｅ － ｋｒａｓｎｙｋｈ －
ｌｉｎｉｙ － １７３９８３０７ ｈｔｍｌ

Сергей Шойгу － о перевооружении армииꎬ лидерстве ВСꎬ провокациях США и НАТОꎬ １２ ２１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ａｚ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ｒｕ / ２０２１１２２１ / ｓｅｒｇｅｙ － ｓｈｏｙｇｕ － － － ｏ － ｐｅｒｅｖｏｏｒｕｚｈｅｎｉｉ － ａｒｍｉｉ － ｌｉｄｅｒｓｔｖｅ － ｖｓ －
ｐｒｏｖｏｋａｔｓｉｙａｋｈ － ｓｓｈａ － ｉ － ｎａｔｏ － ４３７４６４２５７ ｈｔｍｌ

Более ７２０ тысяч жителей Донбасса получил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аспортаꎬ ０１ ２７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ａ ｒｕ /
２０２２０１２７ / ｄｏｎｂａｓｓ － １７６９７８１２８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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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ꎬ 推动顿巴斯与俄罗斯的经济一体化ꎮ

四　 国家层面之二: 乌克兰对外政策的摇摆及根源

乌克兰陷入大国博弈的旋涡中直至作为西方的代理人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

突ꎬ 既与大国对乌克兰的撕扯有关ꎬ 也与乌克兰自身外交政策在亲西方反俄与平

衡政策之间反复摇摆有关ꎮ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发表的 «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 指

出ꎬ 乌克兰在未来谋求成为永久中立国ꎬ 不参与任何军事联盟ꎮ 然而ꎬ 乌克兰独

立以后很快就放弃了这一立场和原则ꎮ 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执政时期ꎬ 乌克兰推

行亲西方的政策ꎬ 对俄罗斯保持高度警惕ꎬ 抵制独联体ꎮ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２ 日发布的

«乌克兰对外政策基本方向» 提出外交政策的长远目标是加入欧洲一体化体系ꎮ
库奇马执政时期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５ 年)ꎬ 乌克兰推行平衡的外交政策ꎬ 把欧盟、 美国

和俄罗斯均称作战略伙伴ꎬ 把北约称作特殊伙伴ꎬ 不放弃与任何一方合作获利的

机会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乌克兰正式宣布申请加入北约ꎮ ２００５ 年通过 “橙色革

命” 上台的尤先科政府开始推行亲西方反俄政策ꎬ 并将加入北约的目标写入

«乌克兰军事学说»ꎮ ２０１０ 年亚努科维奇在俄罗斯的支持下赢得总统选举ꎬ 乌克

兰重新回到平衡的外交政策ꎬ 把 “坚持不结盟政策ꎬ 不加入任何军事和政治联

盟” 纳入 “内外政策原则法”ꎬ 宣布放弃加入北约ꎬ 但仍与北约发展合作关系ꎮ
２０１４ 年通过 “广场革命” 上台的波罗申科政府促使外交政策重新回到亲西方反

俄的轨道ꎬ 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战略目标写入宪法ꎮ 泽连斯

基上台后很快就将亲西方反俄政策进一步极化ꎬ 大幅推进与欧盟和北约的合作ꎬ
并将俄罗斯定性为侵略国ꎬ 在国内外事务中几乎逢俄必反ꎬ 俄乌关系持续紧张直

至爆发军事冲突ꎮ
那么ꎬ 为什么乌克兰没有把永久中立进行到底ꎬ 没有如基辛格所述选择充当

东西方桥梁①? 哪些因素在推动乌克兰对外政策摇摆反复并最终走上亲西方反俄

道路呢? 为什么 ２０１４ 年以后乌克兰选择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外交战略目标ꎬ

５２

① 基辛格指出ꎬ 人们过多地将乌克兰问题表述为一种摊牌: 乌克兰是加入东方还是西方ꎬ 然而ꎬ 如
果乌克兰想要生存和繁荣ꎬ 它绝不能成为任何一方对抗另一方的前哨ꎬ 它应该充当双方之间的桥梁ꎮ 参见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Ｔｏ Ｓｅｔｔｌｅ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Ｓｔａｒｔ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
ｈｅｎｒｙ －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 ｔｏ － ｓｅｔｔｌｅ － ｔｈｅ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ｃｒｉｓｉｓ － ｓｔａｒｔ － ａｔ － ｔｈｅ － ｅｎｄ / ２０１４ / ０３ / ０５ / ４６ｄａｄ８６８ － ａ４９６ － １１ｅ３ －
８４６６ － ｄ３４ｃ４５１７６０ｂ９＿ 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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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为欧亚地区继格鲁吉亚之后第二个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的国家?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ꎬ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剧烈变化ꎬ 地缘政治

因素对于欧亚地区国家的影响显著增强ꎮ 布热津斯基称乌克兰是地缘政治支轴国

家①ꎬ 美国乌克兰裔学者浦洛基称乌克兰是 “欧洲之门”ꎬ 乌克兰在俄语中的意

思是 “边缘之地”ꎮ 所谓乌克兰问题包含两个层面: 乌克兰面临的外部问题是ꎬ
它处于东西方之间地缘政治对抗带的前沿ꎬ 且地理上缺乏天然屏障以抵御异族侵

略ꎻ 它的两侧是相互对立的两大政治力量———俄罗斯与西方ꎬ 而它不能既选择与

欧盟一体化又选择与俄罗斯一体化ꎬ 二者对抗的张力客观上促使它忽左忽右ꎬ 难

以保持平衡和稳定ꎮ 乌克兰面临的内部问题是ꎬ 它长期处于松散和脆弱的状态ꎬ
一方面它对于自身的国际角色和发展战略缺乏清晰、 一致和坚定的定位ꎬ 另一方

面精英们总是试图通过在地缘战略棋手之间的灵活移动降低外部压力和实现自身

利益最大化ꎬ 并且精英之间内讧不断ꎮ 一个长期处于危机或者准危机状态的国家

显然很难在与地缘战略棋手的周旋中实现自保且获利ꎬ 却很容易沦为地缘战略棋

手博弈的 “棋子” 和牺牲品ꎮ
从权力、 制度结构和观念看ꎬ 乌克兰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

位ꎬ 与周边大国和强国相比处于弱势地位ꎬ 其内政外交的边界因外部力量的深度

介入和激烈争夺而充满弹性ꎬ 不能完全由自己决定和把控ꎮ 俄罗斯与西方激烈的

博弈导致乌克兰在大国之间推行平衡政策、 辗转腾挪、 左右逢源的空间并不大ꎮ
而双方对乌克兰投入力量的对比以及博弈的态势直接影响到乌克兰的政治进程和

政策选择ꎮ 相对于俄罗斯ꎬ 西方对乌克兰内政外交的影响总体呈增强态势ꎬ 在乌

克兰培养了一大批亲美或者亲欧力量ꎬ 西方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寡头的影响ꎮ 美欧

把乌克兰用作制衡和削弱俄罗斯的工具ꎬ 鼓励它挑战俄罗斯ꎬ 导致它的对俄政策

从警惕、 排斥发展到对抗ꎮ 与此同时ꎬ 美欧并没有把乌克兰看作 “西方大家庭的

一员”ꎬ 在鼓励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同时拒绝接纳其成为正式成员ꎮ 而

乌克兰从来都对俄罗斯有忌惮心理ꎬ 不愿意加入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机制ꎮ 结

果ꎬ 乌克兰在政治地理上长时间处于游离状态ꎬ 既没有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

安全条约组织ꎬ 也没有加入欧盟和北约ꎮ 乌克兰从国际机制中获得的支持和约束

都很有限ꎬ 而国际机制对于其内外政策的引导和固化作用也比较弱ꎮ 不过ꎬ 融入

欧洲是乌克兰独立以后始终没有放弃的梦想ꎬ 快速扩张的欧盟和北约相对于俄罗

６２

①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ꎬ 第 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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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主导的一体化机制对乌克兰有着更大的吸引力ꎮ 而西方长期的观念塑造也使得

很多乌克兰人把西方等同于民主和自由ꎬ 把俄罗斯等同于专制和集权ꎬ 认为只有

加入西方阵营才能够给自身和国家带来希望ꎮ
从国家认同的角度看ꎬ 乌克兰处于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ꎬ 国家身份 “从一开

始就是形式上的、 虚弱的和不完善的”①ꎮ 乌克兰人的政治认同、 文化认同和公

民认同在独立以后的很长时段内都是杂乱和模糊的ꎬ 尽管总体上呈现趋于一致和

清晰的态势ꎬ 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以后ꎮ 就政治认同而言ꎬ 多数情况下政治精英、 政

党、 政府和政策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很低ꎬ 支持率一般不超过 ３０％ ꎮ 亨廷顿称乌

克兰是文明分裂的国家ꎬ 意思是其公民分别属于不同文明ꎮ 以宗教为例ꎬ 乌克兰

社会宗教信仰程度较高ꎬ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的民调结果显示ꎬ ７３％ 的受访者信仰东正

教ꎬ 散布在乌全境ꎬ ９％的受访者信仰希腊天主教ꎬ 主要分布在最西部ꎬ ７％的受

访者称是无神论者ꎮ 此外ꎬ 还有受访者称自己是罗马天主教徒、 新教教徒、 伊斯

兰教徒、 犹太教徒等ꎮ 尽管多数人信仰东正教ꎬ 但乌克兰缺乏统一的东正教会ꎬ
独立初期有莫斯科大牧首乌克兰东正教会 (УПЦ МП)、 基辅大牧首乌克兰东正

教会 (УПЦ КП) 和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 (УАПЦ)ꎮ ２０１８ 年在波罗申科和君士

坦丁堡牧首提议下乌克兰东正教会举行统一大会ꎬ 成立了新的乌克兰东正教会

(ПЦУ)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的民调结果显示ꎬ 受访者自称属于新的乌克兰东正教会

(ПЦУ) 的占 ５８％ ꎬ 属于莫斯科大牧首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占 ２５％ ꎬ 没有具体说

明宗主教区的东正教徒占 １２％ ②ꎮ 从乌克兰社会学机构 “评级” 针对乌克兰公民

的民调结果看ꎬ ２０１０ 年认为自己是乌克兰公民的受访者占 ５７％ ꎬ ２０１９ 年升至

６５％ ꎮ 就各地区情况看ꎬ 西部认为自己是乌克兰公民的受访者超过 ７２％ ꎬ 中部占

６６％ ꎬ 南部占 ６２％ ꎬ 东部占 ５１％ ③ꎮ 该机构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的民调结果显示ꎬ
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乌克兰公民的升至 ７５％ ꎬ 认为自己是欧洲人的占 ２６％ ꎬ 认为

自己是苏联人的占 ２１％ ꎬ 认为自己不是乌克兰公民的占 １１％ ④ꎮ

７２

①

②

③

④

〔乌克兰〕 列昂尼德库奇马: «乌克兰: 政治、 经济与外交»ꎬ 路晓军、 远方等译ꎬ 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５ 页ꎮ

Пресс － релизы и отчеты Релｉгｉйна самоｉдентифｉкацｉя населення ｉ ставлення до основних Церков
Украïни: червень ２０２１ рок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ｉｉｓ ｃｏｍ ｕａ / ? ｌａｎｇ ＝ ｒｕｓ＆ｃａｔ ＝ 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ｄ ＝ １０５２＆ｐａｇｅ ＝ １＆ｔ ＝ ９

Результаты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проса: Все больше людей считают себя гражданами Украиныꎬ ２１
августа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ｋｐ ｕａ / ｌｉｆｅ / ６４５０７０ － ｒｅｚｕｌｔａｔｙ － ｓｏｔｓｙｏｌｏｈｙｃｈｅｓｋｏｈｏ － ｏｐｒｏｓａ － ｖｓｅ － ｂｏｌｓｈｅ － ｌｕｉｄｅｉ －
ｓｃｈｙｔａｕｉｔ － ｓｅｂｉａ － ｈｒａｚｈｄａｎａｍｙ － ｕｋｒａｙｎｙ

Каждый пятый украинец чувствует себя “ советским человеком ”ꎬ а каждый четвертыйꎬ －
европейцемꎬ １９ августа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ｔｅｌｅｇｒａｆ ｃｏｍ ｕ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ａ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１９ / ５６８０８６７ － ｋａｚｈｄｙｙ － ｐｙａｔｙｙ －
ｕｋｒａｉｎｅｔｓ － ｃｈｕｖｓｔｖｕｅｔ － ｓｅｂｙａ － ｓｏｖｅｔｓｋｉｍ － ｃｈｅｌｏｖｅｋｏｍ － ａ － ｋａｚｈｄｙｙ － ｃｈｅｔｖｅｒｔｙｙ － ｅｖｒｏｐｅｙｔｓ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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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多样性角度看ꎬ 尽管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地区差异问题ꎬ 但乌克兰

的特点在于ꎬ 各地区因历史上属于不同国家而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语言文化和政

治倾向ꎬ 且各地区彼此之间联系较弱ꎬ 导致相互融合较困难ꎮ 乌克兰的分裂至少

是地理、 文化和思想三个层面的分裂ꎮ 例如ꎬ 约占国土面积 １ / ４ 的最西部地区是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摇篮ꎬ 其中大部分地区直到二战时期才进入苏联版图与乌克兰

的其他部分合并在一起ꎬ 是乌克兰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ꎬ 当地居民的自我意识较

强ꎬ 主要说乌克兰语ꎬ 比其他地区居民更向往欧洲ꎬ 反对与俄罗斯一体化ꎮ 最东

部的顿巴斯地区则是最早被俄国并入的地区ꎬ 也是乌克兰最早城市化和工业化的

地区ꎬ 当地人口稠密ꎬ 工业单一ꎬ 居民来自于苏联各地ꎬ 主要说俄语ꎬ 有着相对

浓厚的苏联怀旧情节以及对俄罗斯文化的认同ꎮ 南部的黑海沿岸地区与东部地区

在历史上都属于新俄罗斯ꎬ 当地居民亲俄但不反对西方ꎬ 使用俄语的约占一半ꎬ
混合使用俄语和乌克兰语的约占 ３０％ ꎬ 主要使用乌克兰语的约占 ２０％ ꎮ 最南部

的克里米亚是乌境内唯一一个俄族占比超过半数的地区ꎬ 也是乌克兰最亲俄的地

区ꎮ 中部地区居民从未在乌政坛形成独立的力量ꎬ 当地居民的政治倾向在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接近东部和南部地区ꎬ 之后逐渐与最西部地区趋同ꎬ 在语言上也从俄

语和乌克兰语混合逐渐倾向说乌克兰语ꎬ 目前当地居民使用乌克兰语的约占一

半ꎬ 混合使用俄语和乌克兰语的约占 １ / ３ꎬ 使用俄语的不足 ２０％ ①ꎮ 乌克兰的选

举具有明显的地区性ꎬ 东部和南部选民支持的政治精英上台后一般推行平衡的对

外政策ꎬ 而西部选民支持的政治精英上台后一般推行亲西方反俄的对外政策ꎮ
２０１４ 年以后乌克兰人支持与欧洲一体化的民众比例总体呈缓慢增长态势ꎮ 民调

结果显示ꎬ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１ 年乌克兰支持加入欧盟的受访者占 ４５％ ~ ５１％ ꎬ 支持加

入关税联盟 (成员国包括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

尼亚) 的占 ２５％ ~ ３０％ ꎬ 支持加入北约的占 ３９％ ~ ４８％ ꎬ 反对加入北约的占

２４％ ~３４％ ②ꎮ 俄罗斯学者指出ꎬ 乌克兰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选择了一条激进的排

他性民族主义道路解决社会分裂的问题ꎬ 实际上剥夺了某些群体的权利ꎬ 导致东

８２

①

②

Мнения и взгляды насел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украиноязычных
школах и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неподконтрольным территориям Донбасса автономии в составе Украины: март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ｉｉｓ ｃｏｍ ｕａ / ? ｌａｎｇ ＝ ｒｕｓ＆ｃａｔ ＝ 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ｄ ＝ ８３２＆ｐａｇｅ ＝ ２＆ｔ ＝ １０

Пресс － релизы и отчеты Отношение насе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к россии и каким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отношения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ｉｉｓ ｃｏｍ ｕａ / ? ｌａｎｇ ＝ ｒｕｓ＆ｃａｔ ＝ 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ｄ ＝ １１０２＆ｐａｇｅ ＝ １ꎻ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риентации жителей Украины: июнь ２０２１ г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ｉｉｓ ｃｏｍ ｕａ / ? ｌａｎｇ ＝ ｒｕｓ＆ｃａｔ ＝ 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ｄ ＝
１０５４＆ｐａｇｅ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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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冲突和复杂的经济形势①ꎮ
从民族性格的角度看ꎬ 在很长的历史时段内生活在乌克兰土地的人们是来自

不同地域、 不同部族、 拥有不同信仰的人ꎬ 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乌克兰人相对随

和、 包容、 务实的性格以及善于交际和随机应变的能力ꎬ 同时也导致乌克兰人较

晚形成民族意识ꎮ 一般认为直到 １９ 世纪乌克兰民族才最终形成ꎮ 乌克兰人很长

时间内对于本民族的认识相对模糊且存在分歧ꎬ 对于俄罗斯人称它们为南罗斯

人、 小俄罗斯人、 盖特曼、 霍霍尔等并没有强烈抵制ꎮ 随着民族意识的不断觉

醒ꎬ 一些乌克兰人主张乌克兰人就是土著罗斯人ꎬ 比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历

史还要早ꎬ 甚至有政治精英提议将国名改为罗斯—乌克兰②ꎮ 乌克兰人一般将哥

萨克看作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ꎬ 认为本民族崇尚自由和独立ꎬ 反对专制和集权ꎬ
崇尚个体意识ꎬ 集体观念较弱ꎬ 具有主动性、 反抗精神和较强的动员能力ꎬ 英勇

善战ꎬ 豪放不羁ꎮ 从历史上看ꎬ 乌克兰人的斗争并非追求清晰、 坚定和持久的政

治目标ꎬ 他们总是在实现尊严、 自治、 财富等目标后就停止了斗争ꎬ 臣服于周边

强族或者强国ꎮ 库奇马总统认为ꎬ 乌克兰民族崇尚攒钱ꎬ 善于赚钱③ꎮ 乌克兰人

头脑灵活ꎬ 精明能干ꎬ 善于捕捉机会争取利益ꎮ 科斯托马罗夫称ꎬ 南罗斯人拥有

过人的胆量和大无畏精神ꎬ 但很少有进取心ꎬ 更没有毅力ꎮ 他们常常热切地准备

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力ꎬ 但是不善于整合动力ꎬ 因此总是半途而废④ꎮ
从精英作用的角度看ꎬ 由于乌克兰政治制度不发达ꎬ 法治水平不高ꎬ 所以精

英的作用愈加凸显ꎮ 乌克兰精英的特点主要包括: (１) 精英内斗异常激烈ꎬ 导

致政府频繁更迭ꎬ 政体反复变化ꎬ 政策摇摆不定ꎻ (２) 政治精英和政党具有鲜

明的地区性ꎬ 而非全国性ꎬ 政治精英利用选民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和地区政治倾向

的差异性争取选票ꎬ 当选后 “反哺” 地区利益ꎬ 客观上加剧了地区分化ꎻ
(３) 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紧密勾连ꎬ 乌克兰是后苏联地区寡头影响最大的国家ꎬ
政治精英凭借寡头的支持进入政坛ꎬ 而寡头们则从经济利益出发影响政府的政

策ꎬ 早期那些依赖俄罗斯廉价能源并从乌俄经济联系中谋利的寡头倾向于支持平

９２

①

②

③
④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ꎬ Тридцатилетие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Украины: состояние
политики и экономикиꎬ рабочая тетрадьꎬ №６１ / ２０２１

В офисе Зеленского предложили изменить название страны на Русь － Украинуꎬ ０９ ０１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ａ ｒｕ / ２０２１０９０１ / ｕｋｒａｉｎａ － １７４８０９６３６２ ｈｔｍｌ?

〔乌克兰〕 列昂尼德库奇马: «乌克兰: 政治、 经济与外交»ꎬ 第 １２ 页ꎮ
Костомаров Н И ꎬ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монографии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ꎬ Тип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льза”ꎬ Том Ｉ СПб ꎬ １８６３ г ꎬ С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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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外交政策ꎬ 但随着欧盟对乌投资和开放市场ꎬ 以及顿巴斯冲突很大程度上摧毁

了俄乌之间在很多产业上的既有联系ꎬ 寡头们逐渐倾向于与欧盟一体化ꎻ
(４) 精英们通过依附外部力量获取和巩固权力ꎬ 其决策必然受到外国力量的

牵制ꎮ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ꎬ 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ꎬ 乌克兰独立 ３０ 年国

家治理水平不升反降ꎬ 经济社会发展不理想ꎬ 原因之一是官员腐败、 寡头政治和

影子经济ꎮ 乌克兰在苏联时期是仅次于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第二大经济体ꎬ 但它

只是苏联经济体系中的一块碎片ꎬ 自给自足的能力严重不足ꎮ 乌克兰经济增长波

动幅度较大ꎬ 迄今共遭受了五次危机ꎬ １９９４ 年乌克兰 ＧＤＰ 下降 ２２ ９３％ ꎬ ２００９
年下降 １４ ７６％ ꎬ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９ ７７％ ꎬ ２０２０ 年下降 ４％ ꎬ 人均 ＧＤＰ 降至 ３ ７２５ 美

元ꎬ 经济发展水平被波兰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甩在后面ꎬ 教育、 文化、 医疗、 社会

保障等领域较独立初期大幅退步ꎮ １９９２ 年初至 ２０２２ 年初ꎬ 乌克兰人口下降了约

１ ０００ 万ꎬ 是欧亚地区人口下降最严重的国家ꎮ 国家治理低效的灾难性后果是导

致国家缺乏长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持续性ꎬ 也为外部势力插手本国内政提供了

机会ꎮ

五　 个体层面: 国家领导人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ꎬ 国家外交政策的范围与雄心ꎬ 首先取决于它们在国际

体系中的地位ꎬ 特别是它们的相对物质力量ꎮ 这种相对物质力量确立了国家外交

的基本参数ꎬ 就像修昔底德所表述的那样ꎬ “强者为所欲为ꎬ 弱者尽受其苦”ꎮ
不过ꎬ 这种权力地位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间接和复杂的ꎬ 因为系统的压力是通过

作用于单元层面上的干预性变量起作用的ꎮ 进而ꎬ 在物质能力与外交政策行为之

间ꎬ 不存在直接或完善的传输带ꎬ 而是以国家领导人的感觉为媒介ꎮ 在力量转变

期间ꎬ 这样的感觉变量的作用特别重要①ꎮ
国家领导人对于决策的影响首先取决于其在决策体系内的地位ꎮ 一般而言ꎬ

在权力集中的政治体系内ꎬ 制度对于国家领导人的约束较弱ꎬ 这就使得领导人拥

有较强的影响ꎬ 特别是在国家危急状态下ꎮ 俄罗斯社会具有专制传统以及崇尚强

有力个性化领导的文化倾向ꎮ 尼古拉一世的过分自信ꎬ 以及无法运用俄国影响力

０３

① 李少军: «国际政治学概论»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５０ ~ ５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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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协商出一个改良的国际关系体系ꎬ 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①ꎮ
俄罗斯推行总统制ꎬ 根据宪法ꎬ 普京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ꎬ 集大权于一身ꎮ 而

且ꎬ 他执政以后不断加强总统的权力ꎬ 形成了以个人为核心的决策体系ꎬ 可以几

近完全控制决策体系中的其他参与者ꎬ 外部势力也很难对他的决策进行干预ꎮ 他

在俄罗斯制定对乌克兰政策以及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上发挥着决定性

作用ꎮ
乌克兰的情况则不同ꎬ 泽连斯基在决策体系中至多可以发挥关键而非决定性

作用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修改宪法回归议会总统制后ꎬ 总统的权力受到诸多限制ꎬ
比之前的总统议会制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年) 要小得多ꎮ 不过ꎬ 宪法仍

为总统保留了任命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 地方州长等重要职位的权力以及对政府法

令一定的否决权ꎮ 从执政实践看ꎬ 与深陷总统与总理权力之争的两位前总统———尤

先科和波罗申科相比ꎬ 泽连斯基在决策体系中的地位要高得多ꎮ 主要原因在于:
(１) 泽连斯基通过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使他领导的执政党———人民公仆党在议会

内成为占半数以上议席的第一大党ꎬ 可以单独组建政府ꎬ 创造了乌克兰独立以来

前所未有的政治局面ꎮ 他的执政团队集中了他参与创建的 “９５ 街区” 演艺团体

的成员及相关人员ꎻ (２) 他将决策机制转移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并对委员

会的构成进行了更新ꎬ 由他亲自担任主席ꎬ 对国家重大问题作出决策ꎬ 然后签署

总统令执行决策ꎬ 从而绕开了议会和政府ꎻ (３) 俄乌冲突发生后ꎬ 根据 «乌克

兰战时状态法»ꎬ 泽连斯基作为 “战时总统” 拥有更多的权力ꎬ 可以通过武装力

量总参谋部实现对武装部队、 军事编队和执法机构的战略领导ꎮ 此外ꎬ 他还利用

俄乌冲突的契机对亲俄势力进行清洗ꎬ 对竞争对手进行限制ꎮ 尽管如此ꎬ 各方对

泽连斯基是否能够独立自主决策仍存在一定争议ꎮ “广场革命” 以后ꎬ 乌克兰需

要借助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的援助和贷款保持宏观经济稳定ꎬ 需要美欧支持

其加入欧盟和北约ꎬ 这使得外部力量可以深度介入乌克兰内政ꎮ 俄外长拉夫罗夫

称ꎬ 乌克兰局势的决定并非由泽连斯基作出ꎬ 而是由华盛顿的官员作出ꎬ 且不是

总统级别的官员②ꎮ 此外ꎬ 泽连斯基的一些政策确因寡头、 老牌政客和地方精英

的阻挠而无法实施ꎬ 他们也不允许泽连斯基履行新明斯克协议或者对俄妥协ꎮ

１３

①

②

〔俄〕 安德烈Ｐ 齐甘科夫: «俄罗斯与西方: 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国际关系中的荣誉»ꎬ
第 ２７０ ~ ２７１ 页ꎮ

Лавров: Зеленский не принимает решений по ситуации на Украинеꎬ ２８ июня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ｔ ｃｏｍ / ｕｓｓｒ / ｎｅｗｓ / １０１９７５５ － ｌａｖｒｏｖ － ｚｅｌｅｎｓｋｉｉ － ｒｅｓｈｅｎｉｙａ? ｙｓｃｌｉｄ ＝ ｌ４ｚ３７ｍｙｍｕｏ５９６２６０１７５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由于决策本质上是决策者对于客观形势及其发展规律的能动反映ꎬ 决策者对

于世情、 国情的认知和判断对决策起到重要作用ꎮ 而认知本身则受到家庭、 职

业、 性格、 年龄、 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ꎮ 普京出生于 １９５２ 年ꎬ 属于苏联

的最后一代ꎮ 父亲是积极的共产主义者ꎬ 参加过卫国战争ꎬ 母亲信仰东正教并且

把他培养成为东正教信徒ꎮ 普京把东正教与国家统一在一起ꎬ 认为东正教是俄罗

斯灵魂的一个组成部分ꎬ 服务于国家和人民ꎮ 普京曾在克格勃和圣彼得堡市政府

工作ꎬ 性格冷静、 沉着、 坚毅ꎬ 行事果断ꎬ 常以 “硬汉” 形象示人ꎮ 普京对苏

联和俄罗斯帝国有着极深的眷恋ꎬ 尊奉命令和纪律ꎬ 认为国家安全稳定利益高于

一切ꎬ 个人利益应服从于国家利益ꎬ 下级要服从上级ꎬ 对外主张 “主权民主”ꎬ
敢于与西方对抗ꎬ 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ꎮ

普京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视角看待世界ꎬ 拥有复兴俄罗斯的远大理想和坚定

意志ꎮ 他称苏联解体是 ２０ 世纪地缘政治上最大的灾难ꎬ 也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ꎮ
普京在 «千年之交的俄罗斯» 一文中指出ꎬ “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

一个历史时期ꎮ 大概这是俄罗斯近 ２００ ~ ３００ 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

家ꎬ 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ꎮ”① 普京把广袤的领土看作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ꎮ 他

在 ２０１２ 年总统就职典礼演讲时充满激情地指出ꎬ 今天ꎬ 国家和民族的前景取决

于我们取决于我们坚持不懈建设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广袤俄罗斯国土ꎬ 取

决于我们成为整个欧亚大陆的领导者和吸引力中心的能力②ꎮ 他在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９
日纪念彼得大帝诞辰 ３５０ 周年的活动中强调ꎬ “彼得一世进行了长达 ２１ 年的北方

战争ꎬ 他似乎在与瑞典的交战中夺走了领土ꎬ 他不是夺走ꎬ 而是收回并巩固了

(俄罗斯的) 领土ꎬ 这种责任也落到了我们的肩上ꎮ”③ 普京反复强调独联体地区

是俄罗斯的特殊利益区ꎬ 俄罗斯不能接受北约东扩至这一地区ꎮ
普京有很强烈的乌克兰情节ꎮ 俄罗斯知名学者亚历山大加布耶夫指出ꎬ 普

京和他的顾问们痴迷乌克兰ꎬ 他们认为ꎬ 如果没有对乌克兰的主导地位ꎬ 俄罗斯

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ꎬ 而与北约关系密切的乌克兰———即使它仍处于北约之

外ꎬ 也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ꎮ 普京多次谈论甚至专门撰文阐述乌克兰问题ꎮ 在

２３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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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看来ꎬ 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ꎬ 也是俄罗斯世界以及欧亚一体化的核心组

成部分ꎬ 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推行反俄政策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威胁ꎬ 也是俄罗

斯实现国家复兴的首要障碍ꎮ 俄罗斯必须先发制人ꎬ 御敌于境外ꎮ 他的观点主要

包括: (１) 乌克兰缺乏自己的建国传统ꎬ 现代乌克兰完完全全由俄罗斯ꎬ 更准

确地说ꎬ 由布尔什维克、 共产主义俄罗斯以牺牲 “历史悠久的俄罗斯土地” 为

代价而创建的ꎬ 他还以列宁的名字命名乌克兰ꎮ (２) 俄乌同宗同源ꎬ 密不可分ꎬ
俄罗斯给予乌克兰巨大的帮助ꎬ 但乌克兰却恩将仇报ꎮ 他指出ꎬ 对于我们来说ꎬ
乌克兰不仅仅是邻邦ꎬ 还是我们历史、 文化、 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ꎮ 乌克

兰人是俄罗斯人的一部分ꎬ 基辅是俄罗斯城市之母ꎮ 从 １９９１ 年到 ２０１３ 年ꎬ 俄罗

斯在能源价格、 优惠贷款、 经贸特惠方面对乌克兰预算的总贡献达到 ２ ５００ 亿美

元左右①ꎬ 然而ꎬ 乌克兰的激进分子和新纳粹分子抢劫了乌克兰人民ꎬ 酿成了很

多悲剧ꎬ 乌克兰在东部地区对俄罗斯人实施种族灭绝ꎬ 是新纳粹主义ꎬ 应该受到

惩罚②ꎮ (３) 乌克兰通过政变上台的政府是听命于美国的傀儡政府ꎬ 不具有合法

性ꎮ (４) 俄罗斯绝不能接受乌克兰反对俄罗斯ꎬ 挑战俄罗斯的核心价值观ꎬ 加

入欧盟和北约ꎬ 他指出ꎬ 如果乌克兰加入欧盟成为可能ꎬ 那么乌克兰将消失③ꎮ
泽连斯基 １９７８ 年出生于有着犹太血统的乌克兰普通知识分子家庭ꎬ 属于苏

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一代ꎮ 他个性聪敏、 精明、 勤奋、 富有激情ꎬ 敢于冒险ꎬ 曾

长期从事演艺事业ꎬ 担任喜剧演员、 主持人、 编剧、 艺术总监和制片人ꎬ 善于沟

通、 表演和商业经营ꎮ 他没有老一辈人的苏联情节ꎬ 认为苏联对于二战爆发和针

对乌克兰人的 “种族灭绝” 负有责任ꎮ 他认同西方ꎬ 称美国是乌克兰的关键盟

友ꎬ 拜登是欧洲—大西洋世界的领导人④ꎬ 认为乌克兰属于欧洲ꎬ 俄罗斯违背了

尊重乌克兰边界和安全的承诺ꎬ 威胁和侵略乌克兰并敲诈勒索西方国家ꎮ 他信奉

实用主义ꎬ 强调民主和自由价值观高于一切ꎬ 个人主义至上ꎬ 善于捕捉内外环境

３３

①

②

③

④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ꎬ ０２ ２１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ｇ ｒ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１ / １００＿ ｐ２１０２２０２２ ｈｔｍｌ

Стать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един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и украинцев ”ꎬ ０７ １２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ｃｏｐｙ / ６６１８１

Бруну Масайншꎬ “Россия не может позволить себе проигратьꎬ поэтому нам нужна своеобразная
победа”: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о томꎬ чего хочет Пути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ａｒａｇａｎｏｖ ｒ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ｍａｇｅｓ / ｕｐｌｏａｄｅｄ /
９８３４６７ｆａｂｂａ６７９ｄｃ９ｅ５９ｅ３ｆ３９８ｃａ５ｄｄ６ ｐｄｆ

Владимир Зеленский обсудил с Джозефом Байден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идение Украины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шагов по имплементации Минск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на основе наши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 Андрей Сибигаꎬ １０ декабря ２０２１ г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ｇｏｖ ｕａ /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ｖｏｌｏｄｉｍｉｒ －
ｚｅｌｅｎｓｋｉｊ － ｏｂｇｏｖｏｒｉｖ － ｚ － ｄｚｈｏｚｅｆｏｍ － ｂａｊｄｅｎｏｍ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７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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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带来的机会和利益ꎮ 他相信上帝ꎬ 但不谈论上帝和宗教ꎮ
在政权安全和利益诉求上ꎬ 俄乌冲突爆发前ꎬ 普京执政已超过 ２０ 年ꎮ 在

２０２０ 年修宪和 ２０２１ 年杜马选举后ꎬ 他的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ꎮ 他渴望自己制定

的强国战略能够保持连续性并在任期内一劳永逸地解决乌克兰问题ꎮ 相比之下ꎬ
泽连斯基的政权安全则面临一定的危险ꎮ 由于他提出的结束顿巴斯冲突ꎬ 实现克

里米亚和顿巴斯被占领土回归ꎬ 五年内实现经济增长 ４０％ 以及打击腐败等承诺

大部分都没有实现ꎬ 其支持率在俄乌冲突前跌至 １７％ ꎬ 加上执政党———人民公

仆党内部出现分裂ꎬ 在政党排名中跌至第三位ꎬ 所以他迫切需要巩固政权ꎮ 而渲

染俄罗斯威胁有利于转移矛盾焦点和释放政治压力ꎬ 保持俄乌关系的危机状态有

利于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并转移国内潜在的政治危机ꎮ 俄乌冲突的爆发客观上推

动绝大多数民众支持他的反俄政策ꎮ 而且ꎬ 他拒绝了美国让他撤离的建议ꎬ 选择

坚守基辅并领导乌克兰军队抵抗俄罗斯的进攻ꎬ 这使他的支持率迅速回升ꎬ 政权

转危为安ꎮ
在执政手段上ꎬ 普京注重展示硬实力和使用威慑手段ꎮ 他曾援引亚历山大三

世的话说ꎬ “俄罗斯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①ꎮ 当乌克兰精英转向西方以

后ꎬ 通过扶持亲俄力量上台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ꎬ 而俄乌经济联系因乌克兰政

府的反俄政策已经所剩无几ꎬ 让渡经济利益等非军事手段不足以改变乌克兰政府

的对俄政策ꎮ 普京认为ꎬ 在政治和经济手段已经失效的情况下只能动用军事手

段ꎮ 而且ꎬ 他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有足够的信心ꎮ 他在 ２０２１ 年的国情咨文中

指出ꎬ 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善意是冷漠或软弱的表现ꎬ 并打算最终点燃甚至炸毁

这些 “桥梁”ꎬ 他应该知道ꎬ 俄罗斯的反击将会是不对称、 快速和强硬的俄

罗斯一直致力于武装力量的完善和巩固②ꎮ
泽连斯基注重并善于展示软实力ꎬ 以提升自身以及国家的形象ꎮ 俄乌冲突发

生后ꎬ 他展示了出色的演讲和公关能力ꎬ 重视利用社交媒体拉近与受众的距离ꎬ
在信息战和舆论战中赢得优势ꎮ 他蓄须ꎬ 穿着朴素的绿色军装ꎬ 以总统府或者基

辅街道为背景对着手机镜头向外界传递他想发布的信息ꎬ 给人留下平和、 低调、
自信、 勇敢的领导者印象ꎮ 他几乎每天至少发表一次演讲ꎬ 并根据受众的特点精

４３

①

②

Путин: У России два союзника － армия и военно － морской флотꎬ １６ апреля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ｎ
ｔｖ / ｎｅｗｓ / ｖ － ｒｏｓｓｉｉ / ２７１５０ － ｐｕｔｉｎ － ｕ － ｒｏｓｓｉｉ － ｄｖａ － ｓｏｉｕｚｎｉｋａ － ａｒｍｉｉａ － ｉ － ｖｏｅｎｎｏ － ｍｏｒｓｋｏｉ － ｆｌｏｔ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 ２０２１ 年度国情咨文»ꎬ ２０２１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９７６９２２２２１７４１０８４３５＆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乌克兰危机的多维探源　

心设计演讲内容ꎬ 在谴责俄罗斯和传递痛苦的同时更多表达坚定的信念和希望ꎬ
以打动和说服对方ꎮ 他强调民主自由价值观ꎬ 把自己塑造成对抗专制和暴力的勇

士ꎬ 既鼓舞了乌克兰民众的斗志ꎬ 也获得了西方国家的肯定ꎮ
在执政风格上ꎬ 普京虽然经历了普选ꎬ 但从根源上是自上而下由叶利钦钦定

的接班人ꎬ 作为长期执政的强人总统ꎬ 他的执政风格稳重、 务实、 强悍ꎬ 施政一

以贯之ꎮ 他的执政团队集中了亲信、 同学、 同事、 忠诚的寡头和技术官僚ꎬ 年龄

与普京相当ꎬ 属于 “５０ 后” 和 “６０ 后”ꎬ 熟谙苏联的管理方式ꎬ 对于政党、 媒

体和社会有着较强的控制力ꎮ 普京是有着大众魅力的国家领导人ꎬ 他的政权拥趸

的核心是中老年群体、 女性选民、 政府公职人员和国企职员ꎮ
泽连斯基作为 “民粹主义总统” 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通过普选走上政坛的ꎬ

有很强的沟通和服务意识ꎮ 他针砭时弊ꎬ 提出反腐败、 反寡头的口号ꎬ 受到选民

追捧ꎮ 他的当选首先得益于他的政治素人身份ꎬ 因为乌克兰选民对于波罗申科以

及老牌政治精英非常厌倦和失望ꎬ 希望新人带来新气象ꎬ 也得益于他的竞选团队

充分利用他在热播影视剧 «人民公仆» 中清正廉洁的 “好总统” 形象通过社交

网络和 “巡演” 等途径对选民的有效引导和动员ꎬ 把他的粉丝转化为坚实的选

民基础ꎮ 此外ꎬ 他的当选离不开寡头科洛莫伊斯基以及美国和欧盟的支持与认

可ꎮ 他的执政团队年龄与他相仿ꎬ 以 “７０ 后” 和 “８０ 后” 居多ꎬ 在思维方式和

政策偏好上有很多相近之处ꎮ 他的政权拥趸主要是 ５０ 岁以下的中青年人ꎮ
泽连斯基的执政风格灵活多变ꎮ 在竞选期间ꎬ 他有意不去触碰地区分歧严重

的俄语地位和东正教问题ꎮ 执政初期ꎬ 他向俄罗斯释放希望谈判化解矛盾的信

号ꎮ 在政坛站稳脚跟后ꎬ 他开始推行激进的亲西方反俄政策ꎮ 当美国时任总统特

朗普要求他对拜登父子在乌克兰涉嫌的不当行为展开调查时ꎬ 他巧妙周旋ꎬ 在特

朗普和拜登之间寻求平衡ꎮ 俄乌冲突发生后ꎬ 他一度显示出对俄妥协让步的可能

性ꎬ 甚至表示可以不加入北约ꎬ 但在布恰事件后态度变得强硬ꎬ 中止了与俄方的

谈判ꎮ 他因为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对俄态度温和拒绝他访问基辅ꎬ 却对外国记者

敞开大门并热忱接待ꎮ

结　 论

综合国际体系、 地区体系、 国家和个体共四个层面的多维分析可以看出ꎬ 俄

罗斯追求欧亚地区主导权与美国追求全球霸权以及乌克兰通过加入西方阵营谋求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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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权之间的矛盾是俄乌冲突中的主要矛盾ꎬ 内外因素推动俄罗斯把与西方及乌

克兰的矛盾升级为军事冲突ꎮ 西方对于俄罗斯的战略挤压、 全面遏制以及北约东

扩是推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外部原因ꎮ 从冲突的结果来看ꎬ 美

国既是冲突最积极的煽动者ꎬ 也是冲突最大的获利者ꎮ 欧盟既参与了针对俄罗斯

的战略挤压ꎬ 同时也因俄乌冲突陷入与俄罗斯的经济战ꎬ 被迫应对冲突引发的难

民、 能源短缺、 通货膨胀等问题ꎬ 蒙受不小的损失ꎮ 俄乌冲突在短期内巩固了乌

克兰当局的政权安全ꎬ 却使民众陷入到巨大的苦难中ꎮ 地缘政治、 权力和制度结

构、 观念、 国家认同、 民族性格、 精英作用以及国家治理等因素推动乌克兰在对

外政策多次反复后最终走上亲西方反俄道路ꎬ 选择配合美国的对俄战略并成为西

方遏制俄罗斯的桥头堡ꎬ 对冲突发生起到了刺激作用ꎬ 虽然赢得了西方国家一定

程度的支持和援助ꎬ 但美国和北约并未完全满足乌克兰的诉求ꎬ 乌克兰实际上沦

为冲突最大的受害者ꎮ 对大国地位的高度期待与残酷的现实境遇促使俄罗斯产生

强烈的心理落差、 相对剥夺感和屈辱感ꎬ 北约东扩促使俄罗斯的安全焦虑不断上

升ꎬ 加上俄方在冲突前对于国际形势、 作战对象和自身实力作出相对乐观的判

断ꎬ 成为推动俄罗斯作出具有 “挫折—反抗” 性质决策的内在因素ꎮ 强人总统

普京在俄罗斯决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ꎬ 因其大国抱负、 对乌克兰的执念以及铁

腕作风成为必不可少的媒介将俄罗斯的战略诉求和安全压力以军事冲突的形式展

现和释放出来ꎮ 而泽连斯基选择联美抗俄对俄乌矛盾升级为全面军事冲突以及冲

突的长期化起到了推动作用ꎮ 俄罗斯在战略层面与西方的博弈中是被动应对和相

对弱势的一方ꎬ 但在战术层面在与乌克兰的冲突中则是主动和强势的一方ꎮ 俄罗

斯能否从俄乌冲突中获得重振大国雄风的资源和机会尚不确定ꎬ 但可以确定的

是ꎬ 俄罗斯与西方以及乌克兰的关系将继续衰退ꎬ 双方的矛盾将继续深化ꎬ 随时

都有可能扩大既有冲突的规模或者爆发新的冲突ꎮ 俄罗斯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也

随之显著上升ꎮ
(责任编辑　 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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