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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ꎬ 美俄关系备受瞩目ꎮ 由于选举

期间的言行ꎬ 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对俄立场在国内备受质疑ꎮ 上任后ꎬ 特朗普的对

俄政策逐渐清晰ꎬ 在乌克兰、 叙利亚、 北约等问题上ꎬ 逐渐回归传统路线ꎮ 美俄

关系由四个维度所决定ꎬ 即总统及其团队的政治观、 美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舆

论、 俄罗斯的行为和中国的角色ꎮ 其中ꎬ 总统及其团队的政治观是短时期的影响

因素ꎬ 而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民众感情是长时期影响因素ꎮ 俄罗斯的外交行为和美

国对中国的判断ꎬ 也会对美俄关系造成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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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ꎬ 美俄关系备受瞩目ꎮ 迄今为止ꎬ 美俄关系在国

际政治中仍然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ꎬ 尤其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ꎬ 而中

美关系和美欧关系无疑在经济层面更为重要ꎮ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俄关系逐渐恶化ꎬ 双方冲突范围不断扩大ꎬ 烈度不断加

剧ꎮ 从克里米亚延伸到顿巴斯ꎬ 从乌克兰扩展到叙利亚ꎬ 从国际舞台延伸到美国

国内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ꎬ 奥巴马在联合国讲话中将俄罗斯列为世界的 “三大威

胁之一”ꎬ 与 “埃博拉病毒” 和 “伊斯兰国” 并列ꎮ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美国以俄罗

斯 “介入” 美国大选为由ꎬ 大规模驱逐俄罗斯外交官ꎬ 美俄的对抗达到顶峰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ꎬ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ꎬ 当前的俄美关系处于 “一种绝对

是人为的、 歇斯底里的状态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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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ꎬ 整个世界都处于惊诧之中ꎬ 而俄

罗斯可能是唯一一个对特朗普当选持欢迎态度的国家ꎮ 在莫斯科ꎬ 到处弥漫着欢

快的气氛ꎬ 从克里姆林宫到国家杜马ꎬ 从政治人物到专家学者ꎮ 普京总统第一时

间给特朗普发去贺电ꎬ 特朗普也予以热烈的回应ꎬ 两国领导人多次电话交流ꎮ 美

俄关系似乎要走出阴霾ꎬ 迎来光明ꎮ
但特朗普上台伊始ꎬ 迅速进行了人事调整ꎬ 空袭叙利亚政府军ꎬ 宣示对克里

米亚的立场ꎬ 又让人感到突然ꎮ 美俄关系未来将如何发展ꎬ 引起世界关注ꎮ 从长

时段来看ꎬ 美俄关系的发展最终取决于四个维度: 个人及团队、 组织与结构、 对

手 (俄罗斯)、 第三方 (中国)ꎮ 个人就是特朗普个人的对俄观点和态度ꎮ 组织

与结构主要指美国国内的上层精英、 政治结构和社会舆论ꎮ 对手就是俄罗斯采取

的对美政策ꎬ 会对美国的对俄政策有反作用ꎮ 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ꎬ 两者相互影

响ꎮ 第三方即中国ꎮ 在 “中美俄三角” 环境中ꎬ 第三方明确指向是中国ꎮ 美国

的对华政策和中国的对美政策ꎬ 都会对美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ꎮ

特朗普及其团队的政治观念

关注一个国家的领导人ꎬ 是观察外交的最重要的视角ꎮ 对外交政策而言ꎬ 领

导人个人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ꎬ 其知识、 经验、 判断和政策选择非常重要ꎮ 例

如ꎬ １９７２ 年尼克松突然访华ꎬ 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对华政策ꎬ 影响了整个世

界的格局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ꎬ 美苏缓和与冷战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两个

国家的领导人ꎬ 即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个人选择和判断ꎮ
一般情况下ꎬ 个人作为社会、 阶层的产物ꎬ 其观念和其所存在的阶层和国民

是基本一致的ꎮ 然而ꎬ 特朗普特殊的经历 (没有从政的经历) 和古怪的性格ꎬ
产生了一些不一样的结果ꎮ 特朗普不是一个国际问题专家ꎬ 他的外交经验和知识

非常缺乏ꎮ 作为一个商人ꎬ 他对美国国内问题很了解ꎬ 对国际问题了解有限ꎮ 特

朗普的国内政策主张ꎬ 例如减税、 控制移民、 振兴国内制造业、 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 减少海外干预、 专注国内发展等ꎬ 很有见地ꎬ 较得民心ꎬ 特别是得到美国中

西部白人中下层民众的支持ꎮ 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ꎬ 需要缓和与俄罗斯的关

系ꎮ 特朗普的商人本质ꎬ 决定了他希望打开俄罗斯市场ꎮ
在选举期间ꎬ 特朗普发表了一些言论ꎬ 对俄罗斯非常温和ꎬ 对普京的评论异

常友好ꎮ 这种对普京个人公开的赞美ꎬ 在西方国家领导人中是唯一的ꎮ 特朗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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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强调ꎬ 美俄关系的缓和对美国是有利的ꎻ 特朗普暗示ꎬ 可以接受克里米亚的现

实ꎬ 考虑取消对俄经济制裁ꎻ 特朗普指责希拉里的对俄强硬政策ꎬ 例如在叙利亚

上空设立禁飞区的想法会带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风险ꎻ 他也表示ꎬ 俄美可以

在中东联合反恐ꎬ 共同打击 “伊斯兰国”ꎮ
美国媒体发现ꎬ 特朗普的竞选和执政团队中很多人与俄罗斯政府、 企业或个

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ꎮ 特朗普的律师科恩会见过乌克兰律师阿特缅科ꎮ 前竞选委

员会主席马纳夫特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至 ８ 月任特朗普竞选委员会主席) 与俄罗斯企

业有商业往来ꎮ 他曾任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顾问ꎬ 在美国为其开展游说活

动ꎮ 前外交政策顾问佩奇是一名投资银行家ꎬ 曾任美林银行驻莫斯科代表ꎮ 他和

俄罗斯有商业往来ꎬ 投资过俄罗斯天然气ꎬ 在不同场合与俄大使和其他俄特工见

过面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曾访问莫斯科ꎬ 并与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会面ꎮ 前国家安

全顾问戈登曾和俄罗斯大使会面ꎮ 司法部长塞申斯、 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助理库

什纳也曾和俄罗斯大使会面ꎮ 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曾和俄大使多次会

面、 通电话、 发短信①ꎮ 塞申斯没有因为和俄驻美大使接触而辞职ꎬ 但是广受质

疑ꎮ 他声明不参与对俄罗斯介入美国大选的调查ꎬ 实质是对自己的一种矮化ꎮ
特朗普、 国务卿蒂勒森、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 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

农是一个奇怪的政治组合ꎬ 这些人对俄罗斯的态度都相对友好ꎮ 对蒂勒森的任命

是一个非常意外的选择ꎮ 迄今为止ꎬ 我们并不知道特朗普选择他的真正原因ꎮ 蒂

勒森和俄罗斯曾经具有良好关系ꎬ 参与过多个与俄石油的合作项目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他担任过埃克森美孚驻俄代表ꎬ 参与制定了 “萨哈林 － １ 号” 项目ꎬ 也曾

参加俄北极大陆架石油开采项目ꎮ 蒂勒森多次参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ꎬ 在此

期间结识了普京和谢钦ꎮ ２０１３ 年ꎬ 蒂勒森被俄罗斯政府授予友谊勋章ꎮ
班农曾在高盛银行任职ꎬ 后来担任右翼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执行主席ꎮ 特朗

普任命他为白宫首席战略顾问 (这是一个新设立的职位)ꎬ 同时罕见地兼任美国

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 (班农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ꎬ 在美国引起巨大争议)ꎬ 成为

特朗普最信任的人之一ꎮ 在很多美国媒体眼中ꎬ 班农的思想属于极右翼ꎬ 推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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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西方”ꎬ 宣扬 “传统主义” 和 “白人民族主义”ꎬ 反对

伊斯兰教ꎬ 反对异质的文明ꎬ 反对所谓的国际贸易中的国家资本主义 (例如中

国)ꎮ 班农似乎把普京看作是反对伊斯兰异质文明和全球主义的一个盟友ꎮ 班农

曾表示: “普京对传统主义者有吸引力ꎬ 原因在于ꎬ 他们相信ꎬ 普京至少坚持传

统制度ꎬ 他尽力以一种民族主义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ꎬ 我认为ꎬ 特别是一些国家

的人民ꎬ 希望看到他们国家的主权ꎬ 希望看到他们国家的民族主义ꎮ” 虽然他也

批评 “普京和他的密友ꎬ 是一种盗贼治国ꎬ 实质上是一个奉行扩张的帝国主义的

政权”ꎬ 但是ꎬ 相对于俄罗斯ꎬ 他强调美国面临更大的威胁ꎬ 例如伊斯兰恐怖主

义ꎮ 而在这方面ꎬ 俄美可以联合①ꎮ
弗林曾任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局长ꎬ ２０１４ 年被奥巴马解职ꎮ 弗林发表了许多

讲话ꎬ 强调搞好俄美关系的重要性ꎮ 美国媒体披露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弗林曾经受

邀访问莫斯科ꎬ 参加 “今日俄罗斯 (ＲＴ)” 成立 １０ 周年纪念会ꎬ 并和普京会面ꎮ
他收取了俄罗斯相关企业巨额费用ꎬ 包括从 “今日俄罗斯” 所获得的 ３３ ７５０ 美

元ꎬ 在华盛顿为 “伏尔加—第聂伯航空公司” 和 “卡巴斯基政府安全公司” (该
公司为俄罗斯卡巴斯基实验室的美国子公司) 所作两场演讲所得的 １１ ２５０ 美元ꎬ
总金额达到６７ ０００美元②ꎮ 弗林向政府隐瞒了来自外国的收入ꎬ 违反了美国退休

军官不得接受外国政府礼物的法律条款ꎮ
客观地说ꎬ 和外国使馆官员见面ꎬ 其本身不是问题ꎮ 但是ꎬ 和外国官员见面

是否得到批准ꎬ 以及见面的频率、 见面的时机、 见面谈论的问题、 对见面是否隐

瞒ꎬ 确实是个问题ꎮ 特朗普及其团队主要成员的俄罗斯观念不是美国政治的主

流ꎮ 这其中不排除竞选因素的影响ꎮ 也许特朗普的逻辑很简单ꎬ 敌人的敌人就是

朋友ꎬ 俄罗斯是奥巴马和希拉里的敌人ꎬ 就是我的朋友ꎮ 特朗普赞赏普京的强

硬ꎬ 更多是对奥巴马软弱的批评ꎮ 在竞选期间ꎬ 特朗普发表了一些奇怪的观点ꎮ
例如ꎬ 他曾经公开说: “俄罗斯ꎬ 你在听吗? 我希望你能够找出那些被 (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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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删除的 ３０ ０００ 封邮件ꎮ”① 因为这些原因ꎬ 希拉里在大选辩论中公开抨击特

朗普是普京的 “傀儡”ꎮ
当然ꎬ 我们不能忽略特朗普身上的另一面ꎮ 他以强人自居ꎬ 重拾里根的口号

“让美国再次伟大” 和 “以实力求和平”ꎮ 他强调振兴军队ꎬ 反对裁减军费ꎬ 发

誓要保持美国在核武器领域的领先地位ꎮ 而普京的所作所为ꎬ 也可以归结为 “让
俄罗斯再次伟大”ꎬ 其政策基础也是军事先行ꎬ 尤其注重俄罗斯核武装的现代化ꎮ
强人会惺惺相惜ꎬ 但是难以和平共处ꎮ 一个伟大的美国和一个伟大的俄罗斯ꎬ 从

本质上是不相容的ꎮ
上任伊始ꎬ 特朗普开始认识现实ꎬ 逐渐回归美国的政治主流ꎬ 其对俄政策开

始向中间派靠拢ꎬ 向一个传统的共和党总统转变ꎮ 特朗普开始有意和俄罗斯拉开

距离ꎬ 在人事任命、 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ꎬ 他采取了三个标志性的举措ꎮ 首

先ꎬ 他调整了人事布局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ꎬ 弗林被迫辞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的职务ꎮ ４ 月 ５ 日ꎬ 班农被解除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位ꎮ 这两个人ꎬ 在特朗

普的内部圈子中亲俄倾向最为明显ꎬ 受到美国舆论质疑最多ꎮ 特朗普选择的国防

部长马蒂斯和继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出身为职业军人ꎬ 不具有亲俄

倾向ꎮ
其次ꎬ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在克里米亚入俄三周年之际ꎬ 美国国务院特别发

布书面声明ꎬ 强调美国支持乌克兰的独立和完整ꎬ 对俄相关经济制裁不会取消ꎮ
“３ 年前ꎬ 俄罗斯夺取和占领了克里米亚ꎮ 当时ꎬ 俄罗斯策划了一场非法的公民

投票ꎬ 在全副武装的外国军队占领领土的情况下ꎬ 克里米亚的居民被迫前去投

票ꎮ 美国不承认俄罗斯策划的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６ 日的公投ꎬ 也不承认俄罗斯对克里

米亚的吞并以及 (此后) 持续的违反国际法 (的行为)ꎮ 我们再一次确认ꎬ 我们

对于乌克兰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承诺ꎮ” “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一部分ꎮ 美国再次

谴责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ꎬ 并要求迅速结束这种占领ꎮ 美国施加的和克里米

亚相关的制裁将继续维持ꎬ 直到俄罗斯将半岛的控制权还给乌克兰ꎮ”②

最后ꎬ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６ 日ꎬ 华盛顿以叙利亚政府军发动化学武器攻击为理由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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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叙利亚政府军的机场发动了巡航导弹攻击ꎮ 这次攻击是要和奥巴马政府的叙利

亚政策划清界限ꎬ 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奥巴马政府软弱和优柔寡断ꎮ 这次攻击也

是对俄罗斯的一次公开回击ꎮ 它向世界宣示ꎬ 即使叙利亚政府得到俄罗斯的支

持ꎬ 美国也敢于使用武力ꎮ 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都否认其发动了化学武器袭击ꎮ
通过这样三个举措ꎬ 特朗普政府的对俄政策逐渐清晰ꎮ

美国的精英阶层、 政治结构和社会舆论

在当今西方国家中ꎬ 美国的政治结构比较平衡ꎬ 三权 (行政权、 立法权、 司

法权) 能够相互制约ꎬ 宪法地位崇高ꎮ 美国总统虽然掌控着庞大的行政权力ꎬ 但

国会影响力巨大ꎬ 两党政治比较成熟ꎬ 司法相对独立ꎬ 社会舆论非常强大ꎮ 苏联

解体后ꎬ 俄罗斯联邦模仿美国ꎬ 建立了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度和总统制ꎮ 然而ꎬ
由于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 普京总统长期执政ꎬ 俄罗斯实际形成了一种超级总统制ꎬ 总

统不仅享有高度的行政权ꎬ 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ꎬ 基本控制了政权党 ( “统
一俄罗斯” 党)、 议会 (联邦委员会及国家杜马)、 宪法法院及国家媒体ꎮ 和俄

罗斯相比ꎬ 美国的国家政治结构、 精英阶层、 社会舆论能够对总统的行为进行有

效的制约和平衡ꎮ 特朗普总统控制不了共和党、 议会、 法院和新闻媒体ꎮ 特朗普

颁布的两份限制移民法令立刻被联邦地方法院暂停便是明证ꎮ
在美国国内ꎬ 对美俄关系的大幅改善缺乏政治和民意基础ꎮ 特朗普的普选票

比希拉里少近 ３００ 万张ꎬ 只是由于美国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ꎬ 他才当选ꎮ 所以ꎬ
他的政治基础并不牢固ꎮ 美国不存在对俄友好的民意基础ꎬ 对俄罗斯怀疑和不信

任普遍存在ꎬ 不仅是精英阶层ꎬ 也包括普通民众ꎮ 主流媒体如 «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ＣＮＮ) 等不断报道俄罗斯对美的渗透和干

预、 俄罗斯对邻国的欺压和俄国内的专制ꎮ 特朗普团队成员以及特朗普本人和俄

罗斯的关系ꎬ 在美国社会引起广泛的质疑ꎮ 对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及特朗普团

队成员和俄罗斯人的关系ꎬ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联邦调查局都在开展相关的调

查ꎬ 这正在成为特朗普的 “俄罗斯门事件”ꎮ ５ 月 ９ 日ꎬ 特朗普突然解除联邦调

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ꎬ 引起美国朝野极大的质疑ꎮ
特朗普有关俄罗斯和普京的观点ꎬ 不仅不同于民主党ꎬ 也不同于共和党ꎮ 传

统上ꎬ 在对外政策上民主党没有共和党强硬ꎮ 实际上ꎬ 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政府的

对俄政策比较和缓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奥巴马故意忽略 ２００８ 年俄格战争的不快ꎬ 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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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 “重启” 政策ꎬ 希望缓和与莫斯科的关系ꎮ 尽管乌克兰战事曾一度危急ꎬ
但华盛顿一直拒绝向乌克兰政府提供致命性武器ꎮ 美对俄采取经济制裁是非常和

缓的反应ꎬ 而且经济制裁的面积和对象非常小ꎮ 奥巴马缩减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

的驻军ꎬ 减少了对中东的干预ꎮ 在叙利亚ꎬ 奥巴马避免对阿萨德政府发动直接军

事行动ꎬ 拒绝派出地面部队ꎬ 避免美俄在叙的直接对抗ꎮ 为此ꎬ 奥巴马政府受到

共和党和民主党强硬派的一致批评ꎮ
目前ꎬ 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占多数ꎬ 但是特朗普控制不了国会ꎮ 共和党

的头面人物ꎬ 例如众议院议长瑞恩、 参议院多数党 (共和党) 领袖麦康纳尔、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 参议员格林汉姆ꎬ 对俄态度强硬ꎮ 许多卸任的美

国高级官员ꎬ 坚持反俄立场ꎬ 反对妥协ꎮ 前美国驻俄大使和副国务卿ꎬ 现任卡内

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的伯恩斯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ꎮ “现实是ꎬ 在可预见的

未来ꎬ 我们和俄罗斯的关系是竞争性质的ꎬ (甚至) 经常是对抗性质的ꎮ 其核心

是ꎬ 对世界的前景和各自国家在这个世界的角色ꎬ 美俄的看法完全不同ꎮ” 他认

为ꎬ 想依靠领导人个人之间的密切关系ꎬ 或者是外交技巧去弥合分歧是愚蠢的ꎮ
普京干预美国大选有两个动机: 一是要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ꎬ 必须推翻美国领

导的国际秩序ꎻ 二是普京国内统治的合法性依赖于 (强调) 外部威胁的存在ꎮ
他认为ꎬ 美国应该采取的策略ꎬ 一是维持甚至扩大奥巴马政府对俄制裁措施ꎻ 二

是信守对北约的承诺ꎬ 加强欧美同盟ꎻ 三是维持乌克兰的独立ꎬ 防止俄罗斯的颠

覆ꎻ 四是对 “美俄共同反恐” 或 “美俄联合制华” 之类的建议保持警惕①ꎮ 美国

军方对俄罗斯同样抱有很深的疑虑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美国空军部长詹姆斯在

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里根国防论坛上向媒体表示: “俄罗斯是美国的头号威胁ꎮ
我们面临很多威胁ꎬ 我们正在处理它们ꎬ 但由于核原因ꎬ 俄罗斯可能是美国的真

正威胁ꎮ”②

在美俄关系中ꎬ 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无法回避ꎬ 其中乌克兰是关键ꎮ 乌克兰

不仅仅事关乌克兰ꎬ 也事关美国支持和倡导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ꎬ 事关欧洲盟

国对美国的信心ꎬ 事关美国的声望ꎮ 叙利亚是乌克兰问题的延伸ꎬ 没有乌克兰危

机ꎬ 就不会有莫斯科在叙利亚的强势干预ꎮ 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的叠加ꎬ 使俄与

美国的关系ꎬ 变成一个双重死结ꎬ 双方似乎都没有退让的余地ꎮ 俄罗斯领导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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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表态ꎬ 克里米亚已经并入俄罗斯ꎬ 这个问题不容讨论ꎮ 而要美国承认克里米亚

为俄罗斯的一部分ꎬ 几乎是不可能的ꎮ １９４０ 年ꎬ 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ꎬ 美国

没有承认ꎮ 这个政策维持了 ５０ 年ꎬ 直到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ꎮ 实际上ꎬ 当今世界上

没有一个国家公开承认克里米亚入俄ꎮ 俄媒曾报道叙利亚承认ꎬ 但并不正式①ꎮ
俄罗斯多次指出ꎬ 在反恐领域ꎬ 例如打击 “伊斯兰国” 和 “基地” 相关组

织ꎬ 俄美可以合作ꎮ 然而ꎬ 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反对与俄罗斯共享情报和采取共

同军事行动ꎬ 因为有许多技术性问题难以跨越ꎮ 首先ꎬ 如何界定恐怖主义组织ꎬ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是不是恐怖主义组织ꎮ 第二个问题ꎬ 情报的交换和战争的策划

如何进行ꎬ 进行到何种程度ꎬ 会不会造成情报泄密ꎮ 第三ꎬ 责任的问题ꎬ 美国军

方不愿意承担俄罗斯军队发动打击的责任ꎮ 他们指责俄罗斯借反恐清除异己ꎬ 使

用非精确性武器ꎮ 第四个问题是ꎬ 如何善后ꎮ 在叙利亚ꎬ 就是如何处置阿萨德政

府的问题ꎮ 许多美国人认为ꎬ 俄罗斯在叙利亚主要是支持阿萨德政府而不是反

恐ꎮ 许多反对阿萨德政府的行为ꎬ 美国不认为是恐怖主义ꎬ 而俄罗斯认为是ꎮ
在竞选期间和上台后ꎬ 特朗普一直在批评奥巴马的政策ꎮ 但是ꎬ 特朗普上台

后ꎬ 需要考虑共和党的立场、 美国民众的态度ꎬ 美国国家的立场ꎮ 美国能否放弃

乌克兰ꎬ 承认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的独占的影响力和排他的控制权ꎬ 美国能否放

弃北约和欧洲ꎬ 美国能否放弃欧洲反导系统ꎬ 美国能否承认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

合法性ꎬ 答案都是否定的ꎮ 奥巴马和普京的对抗ꎬ 不是他们两个人私人利益之间

的对抗ꎬ 而是两个国家的利益对抗ꎮ 作为总统ꎬ 特朗普和奥巴马面临的问题是一

样的ꎮ 在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下ꎬ 特朗普个人的对俄缓和政策空间十分有限ꎮ

俄罗斯的行为方式

特朗普和普京有着类似的强人性格ꎮ 但是ꎬ 两国政治体制结构的不同ꎬ 决定

了普京的个人裁量权远远大于特朗普ꎮ ２０１２ 年普京重新当选总统后ꎬ 明显采取

了一种相比以往更具进攻性甚至是冒险性的对外政策ꎬ 作风大胆ꎬ 行事突然ꎮ 俄

夺取克里米亚ꎬ 控制顿巴斯ꎬ 出兵叙利亚ꎬ “介入” 美国大选 (俄罗斯政府否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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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ꎬ 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攻势ꎬ 强化军事力量ꎬ 不断试射洲际弹道导弹ꎬ 部署陆

基巡航导弹等①ꎮ
近年普京的对美政策带有越来越多的个人感情因素ꎮ ２０１１ 年ꎬ 普京寻求其

第 ３ 个任期的关键时期ꎬ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称俄罗斯国会选举 “既不自由

也不公正”ꎮ 俄罗斯认为是她煽动了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莫斯科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游行ꎮ
２０１２ 年ꎬ 普京重新当选总统ꎬ 遭到了巨大的民众抗议浪潮ꎬ 这让普京震惊ꎮ 普

京认为所有这些是美国影响和干预的结果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 希拉里称普京 “欧亚

联盟” 计划的实质就是 “重新苏联化”ꎬ 这个定义让俄罗斯领导人愤愤不已②ꎮ
普京很快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予以了驳斥③ꎮ 可以说ꎬ 对奥巴马和希拉里的恨将

特朗普和普京连在了一起ꎮ 对普京来说ꎬ 也许对希拉里的恨超越了对特朗普的

爱ꎮ 对特朗普来说ꎬ 对希拉里的恨铸造了对普京的爱ꎮ 俄罗斯人也许认为ꎬ 作为

一个造反者ꎬ 特朗普将采取和奥巴马完全不一样的对俄政策ꎮ
俄罗斯渴望俄美关系的缓和ꎮ 一个稳定的俄美关系ꎬ 有利于重塑俄罗斯的国

际威望ꎬ 有利于俄国内经济和政治的稳定ꎮ “普京先生现在渴望和特朗普先生达

成一个协议ꎬ 就像 １９４５ 年的雅尔塔协定ꎬ 勾画出一个俄罗斯的势力范围ꎮ”④ 俄

罗斯的愿望是清晰的: 美国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或至少不再提它ꎻ 取消对俄

经济制裁ꎻ 将乌克兰排除出北约东扩的目标ꎻ 保证其在原苏联区域独占的控制

权ꎻ 承认阿萨德政府的合法性和在未来叙利亚政治架构中的地位ꎮ 作为回报ꎬ 美

俄可以有三大合作领域: 两国核谈判可以继续ꎻ 共同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ꎻ 共同

制约第三国ꎮ
从短期看ꎬ 俄罗斯外交取得了成功ꎮ 莫斯科得到了一些实利ꎬ 扩大了自己的

影响ꎮ 然而ꎬ 俄罗斯的成功是战术性的ꎬ 而不是战略性的ꎻ 是局部性的ꎬ 而不是

全局性的ꎻ 是暂时的ꎬ 而不是永久的ꎮ 乌克兰东部的战事连绵不绝ꎬ 找不到有效

的解决办法ꎮ 而叙利亚和乌克兰一样ꎬ 正在变成一个无底洞ꎬ 也看不到明确的前

５６

①

②

③

④

美国指责俄罗斯违反 １９８７ 年的 «中程导弹条约» ( ＩＮＦ －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 Ｒａｎｇ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ｏｒｃｅ
Ｔｒｅａｔｙ)ꎬ 实验和部署陆基巡航导弹 ＳＳＣ － ８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奥巴马政府指责俄罗斯对这种导弹进行了测试ꎬ 并
于 ２０１７ 年正式开始部署ꎮ 这些导弹能够打击美国的欧洲盟国ꎬ 能够对美国前沿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ꎬ 例
如部署在波兰、 罗马尼亚、 韩国、 日本的导弹防御系统构成威胁ꎮ 克里姆林宫予以否认ꎮ

拉夫罗夫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的访谈ꎬ 再次就此问题表达了对希拉里和奥巴马政府的不满ꎮ Ｓｅｒｇｅｙ
Ｌａｖｒｏｖ: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９ꎬ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ｒｇ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ｓｅｒｇｅｙ － ｌａｖｒｏｖ － ｔｈｅ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
１９９４０? ｐａｇｅ ＝ ｓｈｏｗ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ꎬ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１７１１８

“Ｏｕ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ｓｉｎꎬ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Ｔｒｕｍｐ Ｆａｎｓ”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ꎬ Ｎｏｖ １２ꎬ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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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ꎮ 莫斯科完全清楚ꎬ 彻底打败叙利亚反对派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ꎬ 重建阿萨

德政府对全国的控制是不可能的ꎮ 而俄介入美国大选的 “传言”ꎬ 使得任何一个

美国政府采取对俄友好政策成为不可能ꎬ 即使这个总统本人具有某些亲俄的

理念ꎮ
从这次俄与特朗普团队接触情况看ꎬ 克里姆林宫善于做个人或特定人群的工

作ꎮ 然而ꎬ 克里姆林宫并不善于做民众的工作ꎮ 美国典型的选举政治以及美国的

政治结构ꎬ 决定了其外交政策最终只能由美国选民决定ꎮ 选民对于国内政策有分

歧ꎬ 而对于国际政策ꎬ 特别是对俄政策意见较为统一ꎮ 美国总统有严格的任期限

制ꎬ 面临国会和反对党的有效制衡ꎬ 总统个人所起的作用相对有限ꎬ 这和俄罗斯

有着根本不同ꎮ 俄罗斯近年在国际上的行为ꎬ 在美国民众中很难找到支持者和同

情者ꎮ 俄 “干预” 美国大选正在产生相反的效果ꎬ 加深了美国民众和政界人士

对俄罗斯的猜忌ꎮ 弗林的辞职表明了俄罗斯的胜利是多么的脆弱ꎮ 俄驻美大使基

斯利亚克如今在美国成为一个不可触碰者ꎬ 美国媒体称其为 “头号间谍和间谍招

募者”ꎮ 三场战争 (俄格战争、 乌东部战争、 叙利亚战争) 加上干预美国总统大

选的 “传言”ꎬ 严重恶化了俄罗斯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ꎮ 普京和俄罗斯的形

象ꎬ 在俄罗斯国内和国外形成一个明显的反差ꎬ 这是客观的事实ꎮ 美国和欧洲国

家的 “恐俄症” “厌俄症”ꎬ 不是凭空产生的ꎬ 其中有想象的成分ꎬ 也有实际的

依据ꎮ 在波兰、 波罗的海三国ꎬ 甚至瑞典和芬兰ꎬ 普通民众对俄罗斯的恐惧是实

实在在的ꎮ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ꎬ 很多国家都在严肃地考虑俄罗斯渗透、 颠覆、 甚

至入侵的可能ꎮ 俄罗斯的行为间接地强化了大西洋联盟的凝聚力ꎮ
很多美国人批评俄罗斯是 “修正主义” 的国家ꎬ 力图改变冷战后格局ꎮ 在

２０１７ 年第 ５３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ꎬ 俄外长拉夫罗夫批评现在的国际经济和政治

体制是 “精英国家俱乐部” 的工具ꎬ 提出建立 “后西方” 世界秩序ꎮ 拉夫罗夫

表示ꎬ “俄美关系应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现实主义、 相互尊重、 和我们 (俄
美) 对于全球安全具有特殊责任的理解”①ꎮ 他指责美国政府ꎬ “试图夺占俄罗斯

周边的地缘政治空间ꎬ 根本不考虑俄罗斯的想法ꎮ”② 而在美国看来ꎬ 乌克兰事

６６

①

②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Ｓｅｒｇｅｙ Ｌａｖｒｏｖ’ｓ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５３ｒｄ Ｍｕｎ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Ｍｕｎｉｃｈ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８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ｄ ｒｕ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 ＿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 / ａｓｓｅｔ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 ７ＯｖＱＲ５ＫＪＷＶｍ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ｄ / ２６４８２４９

Ｓｅｒｇｅｙ Ｌａｖｒｏｖ: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９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ｒｇ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ｓｅｒｇｅｙ － ｌａｖｒｏｖ －
ｔｈｅ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 １９９４０? ｐａｇｅ ＝ ｓｈｏｗ



俄罗斯外交　

件是 “俄罗斯通过武力重画国际边界的企图”①ꎬ 其核心就是要美尊重俄的大国

地位ꎬ 尊重其在原苏联区域ꎬ 在格鲁吉亚、 乌克兰、 摩尔多瓦、 中亚、 蒙古等地

排他性的独占的影响力ꎬ 尊重其势力范围ꎮ 独联体、 集体安全条约、 欧亚经济联

盟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ꎮ 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ꎮ
很多人把特朗普称为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ꎮ 然而ꎬ 我们不能忽略另一方ꎬ 近

年俄罗斯社会的极端保守化和极端民族化ꎬ 或者用两个流行词来描述: 民粹主义

和民族主义盛行ꎮ 一些具有极端思想的学者特别流行ꎬ 例如索尔仁尼琴和杜金ꎮ
索尔仁尼琴崇尚帝国ꎬ 推崇东正教ꎬ 念念不忘 “俄罗斯联盟”ꎮ 杜金称乌克兰战

争是 “重新统一斯拉夫民族的一场战斗”ꎮ 其欧亚主义的理想ꎬ 则是建立一个伟

大的欧亚大陆帝国ꎬ 这个帝国在西部包括整个欧洲ꎬ 东部甚至包括满洲、 新疆、
西藏和蒙古②ꎮ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至今ꎬ 俄罗斯大致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到新自由主

义再到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ꎮ 普京总统本人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理

念需要予以特别关注ꎮ 普京自认是保守主义者③ꎬ 他对沙俄帝国的领袖人物有着

特殊迷恋和推崇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ꎬ 普京专门为克里姆林宫旁的弗拉基米尔大

公④雕像揭幕ꎮ 在莫斯科建立这个雕像引起巨大争议⑤ꎮ 俄罗斯政府大力扶植东

正教ꎬ 大建教堂ꎬ 巩固东正教的地位ꎬ 以东正教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

价值观ꎬ 并大力向外推广传播ꎮ 历史已经证明ꎬ 东正教不仅仅是宗教文化层面的

东西ꎬ 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宗教ꎬ 是俄罗斯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工具ꎬ 从沙皇俄

国到苏维埃俄国再到今天的俄罗斯ꎬ 都是如此ꎮ 俄罗斯一方面批评 “美国例外

论”⑥ꎬ 另一方面大力宣扬俄罗斯的伟大和文明的独特ꎬ 其实质是一种 “俄罗斯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ｔｈｅ Ｖｉｃ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Ｍｕｎ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ｔｈｅ －
ｐｒｅｓｓ － ｏｆｆｉｃｅ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１８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ｖｉｃｅ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ｍｕｎｉｃｈ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转引自 Ｐｕｔｉｎ’ｓ Ｂｒａｉ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Ｄｕｇ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Ｐｕｔｉｎ’ｓ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ｍｅａ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１４１０８０ / ａｎｔｏｎ － ｂａｒｂａｓｈｉｎ － ａｎｄ － ｈａｎｎａｈ － ｔｈｏｂｕｒｎ / ｐｕｔｉｎｓ － ｂｒａｉｎ

有关普京的保守主义思想ꎬ 可参阅张昊琦: «俄罗斯保守主义与当代政治发展»ꎬ 载 «俄罗斯中亚
东欧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ꎮ

弗拉基米尔大公又称基辅大公 (９６０ ~ １０１５)ꎬ 公元 ９８８ 年ꎬ 他下令基辅罗斯接受基督教并且把基
督教定为国教ꎬ 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所谓的 “罗斯受洗”ꎮ ２０１５ 年是弗拉基米尔去世一千年ꎬ 乌克兰和俄
罗斯都举行了纪念活动ꎮ 很明显ꎬ 俄罗斯意图通过设立这个雕像ꎬ 强调俄罗斯作为基辅罗斯当然继承人的
角色ꎮ

该雕像原计划安放在莫斯科的最高点———麻雀山上ꎬ 遭到许多民众反对ꎮ 后来ꎬ 改立在克里姆林
宫附近ꎮ 碰巧的是ꎬ 普京的名字也叫弗拉基米尔ꎮ 普京说ꎬ 弗拉基米尔大公是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附
近受洗的ꎬ 引起广泛质疑ꎮ 历史上ꎬ 克里米亚曾长期受拜占庭和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ꎬ 直到 １８ 世纪才并
入沙皇俄国ꎮ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ꎬ “Ａ Ｐｌｅａ ｆｏｒ Ｃａ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ｕｓｓｉａ: Ｗｈａｔ Ｐｕｔｉｎ Ｈａｓ ｔｏ Ｓａｙ ｔ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Ｓｙｒｉ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Ｓｅｐ １１ꎬ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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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论”ꎮ 俄罗斯领导人不断强调对海外俄罗斯裔的保护ꎬ 引起许多俄罗斯邻国

的恐慌ꎮ
普京的威权实践和保守理念ꎬ 在美国和欧洲受到一些右翼的推崇ꎮ 在种族观

念、 宗教信仰、 行事风格上ꎬ 美欧右翼推崇普京的强人统治ꎮ 在潜意识中ꎬ 他们

将俄罗斯看作是反伊斯兰、 反世俗化、 反全球化的盟友ꎮ 欧美的政治主流则将俄

罗斯和普京看作威胁ꎬ 威胁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ꎬ 威胁美国所倡导的国际规则和

制度ꎬ 威胁欧洲的统一和繁荣ꎮ 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分野ꎬ 思想的分野ꎮ
近年ꎬ 俄罗斯和欧洲右翼运动关系密切ꎮ 莫斯科把欧洲右翼作为一种抗衡欧

洲现存的对俄不友好政府的工具ꎬ 暗中资助反欧盟运动ꎬ 特别是在 ２０１４ 年乌克

兰危机导致欧俄关系紧张之后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 在法国总统大选的敏感时刻ꎬ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见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国民阵线的勒庞ꎬ 清楚表明了对她

的支持ꎮ 勒庞对欧盟的一体化和全球化持激烈批评态度ꎮ 勒庞主张ꎬ 取消对俄罗

斯的经济制裁ꎬ 承认克里米亚从属于俄罗斯ꎮ 有报道指出ꎬ ２０１４ 年ꎬ 勒庞曾经

接受俄罗斯银行的贷款ꎬ 以筹集资金进行大选ꎮ 欧洲保守的民粹主义政党ꎬ 除了

法国的国民阵线ꎬ 还包括英国独立党、 德国选择党、 荷兰自由党、 奥地利自由

党ꎮ 这些右翼政党和俄罗斯政府或 “统一俄罗斯” 党之间ꎬ 都有或多或少的联

系ꎮ 这些政党反移民ꎬ 反伊斯兰ꎬ 反世俗化ꎬ 反全球化ꎬ 反欧洲一体化ꎬ 和普京

的理念高度重合ꎮ
特朗普的当选对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各种潜在影响还不确定ꎮ 一方面ꎬ 普京和

特朗普的政治理念有一致的地方ꎮ 如果俄美能够缓和关系ꎬ 特朗普的当政将是对

普京的支持ꎮ 另一方面ꎬ 特朗普反权威、 反体制、 反精英的特点可能会鼓舞俄罗

斯国内的反普京力量ꎮ 同样ꎬ 俄罗斯对西方国家极端主义 (左、 右的极端主义)
和民粹主义的支持也有可能伤到自身ꎮ 如果这种民粹主义的、 寻求改变现状的思

潮传导到俄罗斯ꎬ 俄选民有可能在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中给普京和 “统一俄

罗斯” 党造成巨大挑战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和 ３ 月ꎬ 莫斯科接连发生的纪念涅姆佐夫

和反腐败游行反映了俄罗斯民众的这种情绪ꎮ
总的看来ꎬ 莫斯科的对美政策是矛盾的ꎮ 一方面ꎬ 俄希望和美国和解ꎬ 希望

美国取消或缓和制裁ꎬ 实现世界俄美共治ꎬ 共同反对恐怖主义ꎮ 俄罗斯人很清

楚ꎬ 俄罗斯的复兴离不开美国的技术和资金ꎮ 另一方面ꎬ 俄罗斯仍然不断抨击美

国ꎬ 指责华盛顿的霸权政策是俄美关系恶化的根源ꎮ 长期看ꎬ 美俄合流的风险不

能说不存在ꎮ 对第三国的防范构成美俄合作的基础ꎮ 如果两国各自的右翼势力占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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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完全主导ꎬ 他们很可能在基督教联盟、 白人联盟、 抵御异质文明等理念的基础

上走到一起ꎮ 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不同ꎬ 他们非常喜欢别人将俄美并列ꎬ 满意 “两
极” 或 “Ｇ２” 的提法ꎮ ２０１６ 年的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 特别强调俄美对

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ꎮ 俄罗斯一直想维持其冷战期间和美国

平起平坐的地位ꎮ 按照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宁的说法ꎬ “俄罗斯在叙利亚

的行为ꎬ 不是为了叙利亚ꎬ 也不是为了中东ꎬ 而是为了展示大国的力量ꎬ 赢得

(美国的) 尊重ꎮ”① 当然ꎬ 这有赖于主观努力ꎬ 也不能脱离客观现实ꎮ

第三方 (中国) 的角色

当今世界ꎬ 存在着三个独立的力量中心ꎬ 即美国、 俄罗斯和中国ꎮ 欧洲和日

本同样具有强大的力量ꎬ 但是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对美国存在一定的依附性ꎮ “中
美俄三角关系” 是一个客观存在ꎮ 作为第三方ꎬ 论综合国力中国不如美国ꎬ 论军

事实力中国不如俄罗斯ꎮ 但中国的实力在上升ꎬ 中国的角色日益重要ꎬ 这是毋庸

置疑的ꎮ 美国政治精英群体一直在考虑一个根本问题: 中国和俄国谁是美国第一

位的敌人ꎮ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结果将对美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ꎮ 而中国本身的政

策选择也会对美国的对俄政策和俄罗斯的对美政策产生不容忽视的反作用ꎮ
如何评估中国和俄国是一个老问题ꎮ ２０００ 年总统大选期间ꎬ 小布什批评克

林顿的中国政策ꎬ 称中国不是美国的 “战略伙伴”ꎬ 而是美国的 “战略对手”ꎬ
后来 (２００５ 年)ꎬ 改称中国为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ꎮ ２０１２ 年总统大选期间ꎬ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则称俄罗斯是美国 “第一位的地缘政治敌人”ꎮ 而奥巴

马的 “转向亚太” 后来改为所谓的 “亚太再平衡” 政策ꎬ 又明显将中国当成主

要对手ꎮ 美国有许多 “仇华派” 或者说 “疑华派”ꎬ 宣扬 “修昔底德陷阱”、 “中
美必有一战”②ꎮ 他们中很多人也承认俄罗斯威胁ꎬ 但并不认为俄罗斯具有挑战

美国的潜力ꎬ 中国才是上升的帝国ꎬ 是美国未来真正的对手ꎮ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

的: 相对于中国威胁ꎬ 俄罗斯威胁是第二位的ꎬ 美国应该联合俄罗斯反对中国ꎮ

９６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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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美国人认为ꎬ 美俄关系的交恶将俄罗斯和中国推到了一起ꎬ 限制了美国对付

中方的杠杆ꎮ
美国有人提议 “反尼克松战略”ꎬ 即借鉴和改变尼克松和基辛格 “联华抗

苏” 的战略ꎬ 实行 “联俄制华”ꎮ 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认为ꎬ 美国应该努

力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ꎬ 共同对付中国的崛起ꎮ 他强调ꎬ 美国试图吸收格鲁吉亚

和乌克兰加入西方是愚蠢的ꎬ 应避免和俄罗斯产生危机ꎮ 俄罗斯对美国的利益并

不构成严重威胁ꎬ 两国应该成为盟友ꎮ 两国在反恐、 结束叙利亚冲突、 防止伊朗

和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ꎮ “最重要的是ꎬ 美国需要俄罗斯的

帮助去遏制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ꎮ 考虑到俄中两国相互竞争的历史ꎬ 以及双方共

有的漫长的边界ꎬ 一旦华盛顿放弃这个错误的推动俄罗斯倒向中国的外交政策ꎬ
莫斯科很可能加入这种 (遏制中国的) 努力ꎮ”① “特朗普政府必须下大力气防止

中国成为一个地区霸主ꎮ”② “在叙利亚ꎬ 美国应该让俄罗斯在结束冲突方面起带

头作用ꎬ 这意味着帮助阿萨德政府重建对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控制ꎮ 一个阿萨德统

治下的叙利亚对美国不构成威胁ꎮ 实际上ꎬ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在和阿萨德政

府打交道方面都有长期的经验ꎮ 如果内战持续ꎬ 这主要会成为莫斯科的问题ꎮ”③

美国很多人将俄罗斯和中国并列ꎬ 称之为 “修正主义国家”ꎮ 前美国国务院官员

(１９８４ ~ １９８８) 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卡根认为ꎬ 当今世界有两个趋势: 一

个是修正主义国家ꎬ 即俄罗斯和中国及其日益上升的野心和行动能力ꎻ 另一个是

民主国家ꎬ 特别是美国ꎬ 对维持 １９４５ 年以来它曾经拥有的那种国际体系统治地

位的信心、 能力和意愿不断下降ꎮ 这将造成现存国际体系的崩塌和第三次世界大

战ꎮ 北京想当东亚的霸主ꎬ 俄罗斯想控制中东欧和中亚ꎬ 他们都把美国当成是实

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ꎬ 都想削弱美国所领导的国际安全秩序④ꎮ
一个事实是ꎬ 美国和俄罗斯对中国的疑虑都在上升ꎮ “联俄制华” 在美国和

“联美制华” 在俄罗斯ꎬ 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支持者ꎮ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

研究员、 小布什总统任内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美国驻印度大使布莱克维尔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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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实施一种长期的政策: “接触和遏制”①ꎮ 总的看来ꎬ 美国普通民众和上层

精英阶层对俄罗斯的敌视态度仍然超过中国ꎮ 但是ꎬ 美国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的疑

虑和敌意无疑正在上升ꎮ 奥巴马时期整个的海外军事部署都在有意收缩ꎬ 而亚太

是唯一的例外ꎮ 俄罗斯看到了这一点ꎬ 莫斯科一直在利用中美的对抗ꎬ 谋求自己

的利益ꎬ 提升自己的影响力ꎮ
在这届美国政府中可以看到很多 “亲俄派”ꎬ 但是几乎找不到一个 “亲华

派”ꎮ 特朗普的顾问团队中ꎬ 最著名的 “中国威胁论者” 是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

主席纳瓦罗ꎮ 纳瓦罗曾担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经济学教授ꎮ 他认为ꎬ 当今中国

正在挑战美国的经济霸权和军事霸权ꎬ 中国与美国不能够通过谈判实现和平ꎬ 只

有美国的军事实力才能保证未来和平ꎮ 这从侧面证明了俄罗斯努力所获得的 “成
功”ꎮ 特朗普选举期间的言论对俄罗斯明显比对华友好ꎬ 他似乎将伊斯兰极端主

义和中国视为两个主要的威胁ꎬ “联俄制华” 似乎是其外交的大方向ꎮ 特朗普竞

选期间多次谈到ꎬ 中美贸易不公平ꎬ 中国造成美国工人失业ꎬ 要对中国输美产品

征收 ４５％惩罚性关税ꎬ 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ꎮ 特朗普指责中国政府并没有致

力于解决朝鲜问题ꎮ 他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通话是其中国观的表现ꎬ 表明

了其对 “一个中国政策” 的蔑视和 “敢于挑战” 中国的勇气ꎮ
近年ꎬ 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和不满与日俱增ꎮ 华盛顿认为ꎬ 中国在东海和南海

维护主权的行为ꎬ 特别是在南海岛礁 (永暑礁、 美济礁、 渚碧礁) 上修建机场ꎬ
使南海军事化ꎮ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国会的提名听证会上表示: “中国 (在南海

的) 岛礁建设及在这些岛屿上部署军事装备 (的行为) 和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

(的行为) 类似ꎮ”② 美国指责中国加入俄罗斯一方ꎬ 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ꎬ
特别是叙利亚ꎬ 多次和俄罗斯一起投否决票ꎬ 使联合国安理会濒临瘫痪ꎮ 在朝鲜

核问题上ꎬ 特朗普多次严厉地批评中国ꎬ “中国利用不公正的贸易从美国赚走了

大量的钱和财富ꎬ 但是却不愿意在北朝鲜问题上提供帮助ꎮ 很好!”ꎬ “北朝鲜的

行为很坏ꎬ 多年来他们一直在玩弄美国ꎮ 中国没有给予任何帮助!”③ 所有这些ꎬ

１７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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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了美国的疑虑ꎬ 有人称之为 “中国系统性的对外破坏行为”①ꎮ 特朗普对中

国的观念是其多年形成的ꎬ 根深蒂固ꎮ 如果中美无法达成相关货币或贸易协议ꎬ
那么未来确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ꎬ 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附加关税ꎬ 或者对某一种

或几种商品采取针对性的反补贴反倾销措施是很可能的ꎮ
中国不是一些美国人所谓的和俄罗斯一样的 “修正主义” 国家ꎮ 北京希望

国际体制作一些调整ꎬ “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ꎬ 但并不打算推翻现行国际体制ꎮ “改革和完

善现行国际体系ꎬ 不意味着另起炉灶ꎬ 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

展ꎮ”② 东海和南海的争端与乌克兰和叙利亚的事件有着本质的不同ꎮ 东海和南

海的争端是历史的老问题ꎬ 不是现在才出现的ꎬ 也不是中国主动挑起来的ꎮ 钓鱼

岛争端的激化源于日本要对其实施国有化ꎬ 加强控制ꎮ 而南海的军事化ꎬ 菲律宾

和越南一直在推进ꎮ 至于东海和南海争端的烈度和规模ꎬ 远不能和乌克兰、 叙利

亚相提并论ꎮ 中国和南海相关国家都非常克制ꎬ 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ꎮ 中国并

未采取一种扩张主义的政策ꎬ 去试图建立自己的缓冲区和势力范围ꎮ 中国并不想

把美国排除出亚洲ꎮ 相反ꎬ 即使筹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提出 “一带一路”
计划ꎬ 北京也期待华盛顿的加入ꎮ 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ꎬ 维护世界贸易体系的

繁荣和稳定方面ꎬ 中美有许多的共同利益ꎮ
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俄国的对华政策ꎬ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政策

选择ꎮ 当前中国面临一个关键的问题ꎬ 即在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 和中俄 “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之间如何协调ꎮ 中国需要重视中俄、 中美关系ꎬ 但不能

“选边站”ꎬ 被一种双边关系所左右ꎮ 中国外交政策不能简单地把一国当朋友ꎬ
把另一国当对手ꎮ 固定把一国当朋友就容易被其所左右ꎬ 丧失外交的独立性ꎻ 而

把一国当对手ꎬ 久而久之就会真的塑造一个敌人ꎬ 彻底陷入 “修昔底德陷阱”ꎬ
将中美俄三角格局变为两极对抗格局ꎮ

一项明智的外交政策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ꎬ 可以将利益最大化ꎮ 中国外交必

须坚持两个原则: 一是坚持公理和正义ꎬ 只有真正支持公理和正义ꎬ 中国才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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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国际威望ꎬ 树立起自己的国家形象ꎻ 一是独立自主ꎬ 只有坚持独立自主ꎬ 才不

会成为他国的附庸ꎬ 最终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ꎮ 历史上中国多次结盟: １８９６
年清政府联俄抗日ꎻ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国联苏抗美ꎻ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国联美抗

苏ꎬ 最终的结果都非常被动ꎮ 中国的发展需要和世界各国全方位的合作ꎮ 中国不

能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一种双边关系之上ꎬ 不能把自己的发展寄托在某一个外援之

上ꎬ 无论这种双边关系表面看起来多么可靠ꎬ 这个外援多么信誓旦旦ꎮ 采取和坚

持一种独立、 正义、 全方位的外交政策ꎬ 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ꎬ 符合中国人民的

愿望ꎮ

结　 语

近年来就美俄关系来说ꎬ 美国更为主动ꎬ 俄罗斯更为被动ꎮ 俄罗斯有求于美

国的超过美国有求于俄罗斯的ꎬ 这是国力所决定的ꎬ 也是两国各自策略选择的结

果ꎮ 美国的国力和威望确实有所下降ꎮ 然而ꎬ 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ꎬ 特别是 ２０１２
年重新担任总统以后ꎬ 俄罗斯的国力和威望也没有上升ꎮ 克里姆林宫局部、 短暂

的外交成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在世界上总体的被动地位ꎬ 没有改善俄罗斯

在世界上的国家形象ꎮ
在美俄关系上ꎬ 俄罗斯政府的解释是美国是加害方ꎬ 而俄罗斯是受害方ꎮ 而

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眼中ꎬ 俄罗斯是加害方ꎬ 美国和东欧国家是受害方ꎮ 美国认

为ꎬ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家是独立国家ꎬ 有权利选择加入欧盟和北约ꎬ 俄罗斯

没有权利干预ꎮ 而俄罗斯认为ꎬ 北约和欧盟的东扩ꎬ 是对俄罗斯利益和尊严的侵

犯ꎮ 这是认识上的根本不同ꎮ 表面看ꎬ 俄美之间是地缘政治的争夺ꎮ 而地缘政治

的后面ꎬ 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冲突ꎮ 美俄的价值观、 意识形态、 国家利益存

在根本不同ꎮ 俄罗斯把自己看成第三罗马ꎬ 是罗马的继承者ꎮ 而美国同样把自己

看成古希腊古罗马的继承者ꎮ 这是两个罗马之争ꎬ 历史上东西罗马对峙的再现ꎮ
美国讲 “天定命运”ꎬ 俄罗斯谈 “弥赛亚意识”ꎬ 本质上都是一样ꎬ 觉得高人一

等ꎬ 唯我独尊ꎮ
第一 (美国总统及其团队的政治观) 和第四个维度 (对中国 “威胁” 上升

的评估) 决定了美俄有改善关系的可能ꎮ 而第二 (美国的国内政治状况) 和第

三个维度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决定了美俄关系存在的困难ꎮ 其中第二个维度

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ꎬ 即美国本身的国家利益和国民感情将最终主导美国的对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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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ꎮ 第一个维度是短期因素ꎬ 因为政治结构、 美国政府有严格的任期ꎮ 而第二

个维度是长期因素ꎬ 因为政治结构、 民众的观点和情绪存在惯性ꎬ 难以急剧地改

变ꎮ 在这四个维度中ꎬ 第二和第三维度是紧密相连的ꎮ 也就是说ꎬ 俄罗斯的外交

行为和美国国内的民众情感具有相关性ꎮ 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攻击性越强ꎬ 美国民

众对俄罗斯的负面感情就会越深ꎮ 而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民众感情很难被政治人

物所忽略ꎮ
俄罗斯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抱有期望ꎬ 期望在保有现有成果的基础上 (例如乌

克兰和叙利亚) 改善美俄关系ꎬ 而不用作任何妥协或让步ꎮ 俄罗斯希望美国承认

俄的大国地位ꎬ 至少在原苏联地区具有排他的领导权ꎮ 俄罗斯领导人对美国、 对

美国社会有一定的认识ꎮ 然而ꎬ 事实证明ꎬ 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精英们对美国政

治的认识及对特朗普本人的认识是不完全真实的ꎮ 特朗普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代表

者ꎬ 个人感情和个人态度虽然很重要ꎬ 然而ꎬ 最终还是国家利益和国民情感ꎬ 而

不是个人好恶决定一国的外交政策ꎮ 无论对美国还是俄罗斯都是如此ꎮ 美国的制

度设计、 政党政治和舆论氛围对行政领导人有很强的制衡和纠偏的能力ꎮ 社会和

政治结构决定了美国不太可能会出现一个列宁或者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ꎬ 而从根

本上颠覆国家的对外政策ꎮ 美国总统能做的只能是有限的调整ꎮ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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