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中俄美新三角关系

赵华胜

【内容提要】 　 中俄美新三角关系是客观现实ꎬ 它在性质、 结构、 内容、 功

能、 影响力等方面都与历史上的中美苏 “大三角” 有所不同ꎮ 中俄美关系没有

已确定的变化轨道ꎬ 现阶段它的前景仍具有开放性ꎮ 中俄美新三角的变化有多个

变量ꎬ 它们可分为背景性变量和直接变量两大类ꎮ 中俄美三角的变化不是机械

的、 孤立的、 线性的ꎬ 而是取决于多个变量的相互作用ꎮ 中俄美三角在理论上存

在多个可能的模式ꎬ 模式的确定不仅是主观的选择ꎬ 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形势和

现实需要ꎮ 联盟具有工具属性ꎬ 理论上没必要把它从外交工具库中完全排除ꎮ 在

中俄美关系中ꎬ 中俄结伴不结盟是黄金模式ꎬ 联盟只能是迫不得已的形势下的选

择ꎮ 中俄结盟即意味着美国已是公开的敌人ꎬ 虽然通过联盟可以减轻它的威胁ꎬ
但一个大国成为敌人本身就构成巨大战略压力ꎮ 对中国来讲ꎬ 防止出现敌人尤其

是不使伙伴变成敌人是更大的战略成功ꎬ 能与其他两国都保持更好关系则是更高

外交境界ꎮ 虽然中俄结盟的可能性很小ꎬ 但如果中美和俄美关系持续恶化ꎬ 形势

有可能把中俄推向某种亚联盟状态ꎮ 中国拒绝冷战思维和 “零和游戏”ꎬ 但可以

合理、 有效、 建设性地运用中俄美三角结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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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国际政治中ꎬ 中俄美仍是最具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三个大国ꎬ 中俄美关

系也是最引人瞩目的大国关系ꎬ 它的变化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格局和

世界形势的变化发展ꎮ
美俄无疑是对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大国ꎬ 也是中国大国外交的核心内容ꎮ 美俄

对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 经济和安全含义ꎮ 恰当处理与美俄的关系ꎬ 合理和

有效地利用中俄美三角框架ꎬ 发展其建设性ꎬ 降低其破坏性ꎬ 这对中国外交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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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意义ꎬ 也是中国外交需要长期面对的挑战ꎮ
那么ꎬ 中美俄关系如何构建? 中美苏历史上曾有过著名的 “大三角”ꎬ 现在

的中俄美关系会是 “大三角” 的重现吗? 如果会的话ꎬ 它的合理性及表现形式

是什么? 如果不会的话ꎬ 那中俄美关系将呈现什么形态和什么性质? 它与 “大三

角” 有什么不同? 影响中俄美关系的主要变量是什么? 三国关系未来有哪些变化

的可能? 中国对中俄美关系的政策选择是什么? 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ꎮ

中俄美 “大三角” 会否再现?

中美苏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曾有过一段 “大三角” 的著名历史ꎬ 这段历史对中俄

美关系的影响如此之深ꎬ 以至于它也成为后来认识中俄美关系的习惯途径ꎮ 查阅有

关中俄美关系的资料ꎬ 可以看到大量以 “大三角” 为题的文章ꎬ 也可以看到许多

以 “大三角” 为名的研讨会ꎬ 这都反映了 “大三角” 仍是看待中俄美关系的重要

视角和思维模式ꎮ 那么ꎬ 现今的中俄美关系是 “大三角” 吗? 或者说它是否会成

为新的 “大三角”? 要理解中俄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ꎬ 有必要从回答这个问题开始ꎮ
首先ꎬ 需要对 “大三角” 有一个清晰的解释和定义ꎮ
在现代国际关系的词汇中ꎬ “大三角” 特指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中美苏关系ꎮ 其他

国家也可以构成三角关系ꎬ 但 “大三角” 约定俗成是指中美苏ꎮ 这就如同 “大游戏”
是特指大国在中亚的竞争一样ꎬ 大国在其他地区的竞争也不称之为 “大游戏”ꎮ

“大三角” 的基本性质是大国间的对峙和博弈ꎬ 它的理念基础是地缘政治竞

争ꎬ 它默认的规则是 “零和游戏”ꎮ 从根本上说ꎬ “大三角” 是制衡结构ꎬ 不是

合作关系ꎬ 合作不是 “大三角” 的最终追求ꎬ 它选择性的合作是基于竞争与博

弈的动机和目的ꎮ 因此说ꎬ 三边合作不是 “大三角”ꎬ 它在内涵上与 “大三角”
不是同一概念ꎬ 不能与 “大三角” 相混淆ꎮ 当然ꎬ 三国联盟更不是 “大三角”ꎮ

还需要对三角关系和三边关系作一区分ꎮ 一般说ꎬ 三角关系是指三个独立主体

构成的具有内在联动关系的平衡和互动结构ꎬ 它是一个矛盾体ꎬ 可以包含竞争、 冲

突、 博弈、 合作的内容ꎻ 而三边关系是三个国家由共同兴趣和议题组织起来的机制ꎬ
它在性质上是合作指向ꎬ 没有或较少制衡的内涵ꎮ 因此ꎬ 谈到合作时通常是说三边合

作ꎬ 而不说三角合作ꎻ 谈到平衡和制衡关系时会说三角鼎立ꎬ 不会说三边鼎立ꎮ
中美苏 “大三角” 虽然有三个主角ꎬ 但它的结构不是三足鼎立ꎬ 而是两极

对峙ꎮ “大三角” 存在的时间实际上很短暂ꎬ 只有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十年左右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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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ꎮ 在此之前的 ５０ 年代ꎬ 中国向苏联 “一边倒”ꎬ 中美苏不存在 “大三角”ꎮ ６０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ꎬ 中国实行 “反帝又反修” 的 “两个拳头打人” 的政策ꎬ 这

个时期中国虽是独立的角色ꎬ 与美苏都对立ꎬ 但因其置身于两极对抗之外ꎬ 因此

虽有三足鼎立之态ꎬ 但没有密切联动ꎬ 所以也没有 “大三角”ꎮ 而在 ８０ 年代中苏

关系正常化之后ꎬ 中国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发展关系ꎬ “大三角” 也随之悄然消

失ꎮ 在 ５０ ~ ８０ 年代ꎬ 国际格局的基本结构都是美苏两极对立ꎬ 中国只是两极格

局之下的一个最有分量的独立角色ꎮ
中美苏 “大三角” 的基本效应是导致两极格局的天平发生倾斜ꎬ 而不是推

动三极结构的加强ꎮ 中国在 “大三角” 中获得了战略安全利益ꎬ 不过它的途径

是与两极结构中的一极联手ꎬ 而不是作为单独的一极与美苏形成鼎立ꎮ 事实上ꎬ
在 “大三角” 中ꎬ 战略机动空间只存在于美苏两极之间ꎬ 而不是平行地存在于

中美苏三端之间ꎮ 简单说ꎬ 就是只能是中国在美苏两极结构之间的战略机动ꎬ 或

是美苏与中国的战略协作ꎬ 而不可能是美苏针对中国结成战略联盟ꎬ 因为它们是

对立的两极ꎮ “大三角” 形成于特别的国际环境即冷战时期ꎮ 美苏冷战不仅是两

个国家的对立ꎬ 实际上也是两个世界的对立: 两个政治体系、 两个意识形态体

系、 两个军事集团、 两个经济市场、 两个世界发展的方向ꎮ 它们之间的隔绝、 对

立、 不可调和是冷战的基本特征ꎬ 也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ꎮ
还应该看到ꎬ 中国作为 “大三角” 中的弱小角色之所以能起如此之大的作

用ꎬ 与当时的特别局势是分不开的ꎮ “大三角” 只是在中苏面临战争威胁的形势

下才出现的ꎮ １９６９ 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走到了战争的边缘ꎬ 两国在７ ６００多公里

的漫长边界上部署大军ꎬ 战争的阴影笼罩在中苏上空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中美联手

使苏联腹背受敌ꎬ 面临两线作战的风险ꎮ 不管从战略还是从现实看ꎬ 这对苏联来

说都不啻是一个噩梦ꎬ 中国对国际格局和中俄美关系的作用也因此成倍放大ꎮ 换

句话说ꎬ “大三角” 的突出作用在于它首先直指国家的军事和战略安全ꎬ 如果没

有美苏全面军事对抗的背景ꎬ 如果中苏关系没有恶化到战争的边缘ꎬ “大三角”
也产生不了如此巨大的影响ꎮ

在确定了 “大三角” 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后ꎬ 可以看出ꎬ 在当今条件下ꎬ 冷

战式 “大三角” 的复制几乎是不可能的ꎮ
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ꎬ 认为俄罗斯综合国力太过弱小ꎬ 不能与中美并驾齐

驱ꎬ 因此无法形成 “大三角”ꎮ 不过ꎬ 这否定的实际上是三足鼎立结构的可能ꎬ
而不是 “大三角” 本身ꎮ 如前所说ꎬ 中美苏 “大三角” 的基本结构是两极对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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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三足鼎立ꎮ 现在俄罗斯的综合国力虽不能与中美比肩ꎬ 但相对而言ꎬ 它比

当年中国在 “大三角” 时还是强很多ꎮ 那时更为弱小的中国可以与美苏形成

“大三角”ꎬ 现在的俄罗斯也足以与中美形成 “大三角”ꎬ 俄罗斯的相对弱势不是

问题ꎬ 问题只在于其他条件是否具备ꎮ
应该看到ꎬ 国际政治中的三角关系并不一定是力量对称的三角形ꎮ 它有多种

类型ꎬ 既有对称三角ꎬ 也有不对称三角ꎮ 不对称三角可以是两强一弱ꎬ 也可以是

两弱一强ꎮ 当然ꎬ 这里的对称和不对称都是相对而言ꎬ 对称不可能完全等量ꎬ 不

对称也不是差距大到失去实质性意义的程度ꎮ 在对称和不对称三角之下还可能是

不同的结构ꎬ 它可以是三角鼎立ꎬ 也可以是两极结构ꎮ 实际上ꎬ 当代国际政治中

力量完全对称的三角是很少的ꎬ 特别是只要有中国或美国参与ꎬ 就不可能是对称

三角ꎮ 对于不对称三角关系来说ꎬ 两强一弱不是阻止它形成的障碍ꎮ 从中美苏

“大三角” 的情况来看ꎬ 这恰恰是它产生的条件ꎮ 至于以合作为导向的三边关

系ꎬ 主体的强弱差别则对它完全不是问题ꎮ
冷战式 “大三角” 之所以难以再现ꎬ 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和环境ꎮ
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对峙和对抗是 “大三角” 形成的前提ꎬ 没有大国间的地

缘政治对抗关系ꎬ 就不会有 “大三角” 的产生ꎮ 自冷战结束以来ꎬ 这个大前提

不充分具备ꎮ 在现今的中俄美关系中ꎬ 矛盾和冲突主要发生在俄美和中美关系

中ꎬ 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ꎬ 它尚维持在竞争与合作的框架之下ꎬ 与冷战时期有明

显不同ꎮ 在双方的理念上ꎬ 对抗与合作皆有ꎻ 在相互定位上ꎬ 竞争者与合作者并

存ꎬ 更确切地说ꎬ 是相互不同定位的博弈和混合①ꎻ 在利益关系上ꎬ 相互交织而

不是泾渭分明ꎻ 在国际事务中ꎬ 冲突利益和共同利益兼具ꎮ 因此说ꎬ 在目前阶

段ꎬ 尽管中美和俄美关系的战略竞争性在增加ꎬ 但不论俄美还是中美都还未达到

整体性和固化的敌对和对抗关系ꎮ
“大三角” 的历史还有一个重要提示ꎬ 那就是只有在两国都受到另一国威

胁ꎬ 而且这种威胁通常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和军事安全时ꎬ 才会出现 “大三角”ꎮ
如果两个国家没有受到同一个国家的安全威胁ꎬ 或是其中一个国家受到的威胁达

不到严重程度ꎬ 那这个国家虽然与另外两个大国疏密有别ꎬ 但通常会选择保持一

定的战略机动空间ꎬ 而不是完全加入其中一边ꎬ 与另一边形成敌对ꎮ 这也符合三

４

① 美国把中俄定位于战略竞争者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ꎬ 同时把竞争与敌对作了区分ꎮ 中俄都未
把美国定位于战略对手ꎬ 并寻求相互作为合作伙伴ꎮ



专稿　

角关系的一般规律ꎬ 即每个国家都力图与另两国的关系好于它们之间的关系ꎮ
另外ꎬ 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改变ꎬ 不复是冷战时代的样子ꎬ 总的说它对中

俄美 “大三角” 的形成有更多的政治和结构性限制ꎮ 从政治上说ꎬ “大三角” 与

时代潮流背离ꎻ 从结构上看ꎬ 冷战时两极强大ꎬ 几乎代表了大半个世界ꎬ 有分量

的变量只有中国一个ꎮ 现在的国际形势则不同ꎬ 如以中美为最大的两极ꎬ 还存在

其他众多重要变量ꎬ 除了俄罗斯之外ꎬ 还有欧洲、 印度、 日本ꎬ 以及许多地区组

织、 区域机制、 非国家行为体等等ꎮ 与冷战时期相比ꎬ 它们有更高的国际地位ꎬ
也有更独立的政策和更大的影响ꎬ 这使新 “大三角” 不可能具有冷战时的国际

地位ꎬ 也不可能有冷战时的覆盖性影响ꎬ 这对出现具有冷战时期的地位和影响的

新 “大三角” 是结构性的制约ꎮ
还需要指出ꎬ 中国的立场也是制约 “大三角” 形成的重要因素ꎮ 中国不追

求集团政策ꎬ 不认同 “零和博弈”ꎬ 不仅无意于地缘政治竞争ꎬ 而且反对地缘政

治竞争ꎬ 主张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①ꎮ 因此ꎬ “大三角” 不是中国的选项ꎬ 至少

不是中国的主动选项ꎮ
如以上所论为实ꎬ “大三角” 难以复现ꎬ 那现在的中俄美是什么关系? 这是否意

味着中俄美不可能再形成三角关系? 并非如此ꎮ “大三角” 难以重现不等于中俄美三

角关系不能出现ꎮ 如上所说ꎬ “大三角” 有着特别的性质和功能ꎬ 它与不具这一特征

的三角关系是两回事ꎬ 这两个概念应有清楚的分野ꎮ 事实上ꎬ 冷战结束之后ꎬ 在经历

了最初一个短暂的模糊时期后ꎬ 中俄美很快进入了新三角关系的形成过程②ꎮ 中俄美

三角关系已是客观存在ꎬ 认为中俄美不是三角关系的看法不符合现实ꎮ
三角关系本身只是一种结构形式ꎬ 它是客观的ꎬ 具有工具属性ꎬ 并不带有价

值判断ꎮ 它的价值取向只有在被使用时才出现ꎬ 换句话说ꎬ 它的价值属性是由使

用者赋予的ꎬ 它能产生正面积极的效应ꎬ 也能产生负面消极的效应ꎮ 三角关系在

国际政治中极为普遍和常见ꎬ 任何三个存在着内在制约和互动关系的国家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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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王毅: «新时期中美俄关系不是你上我下的跷跷板»ꎬ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ｔ１４４３９９９ ｓｈｔｍｌ

这个过程可以认为是从 １９９６ 年中俄宣布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始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在美俄关系不断恶化
的背景下ꎬ 俄罗斯外交发生转变ꎬ 反对单极世界、 主张多元化成为俄罗斯外交的主基调ꎮ 同年 ４ 月ꎬ 在前
往中国访问的飞行途中ꎬ 叶利钦接受了新任外长普里马科夫的建议ꎬ 向中国提出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在随后的 “上海五国” 峰会期间ꎬ 叶利钦在即兴讲话中还说到要让其他国家看看俄罗斯加中国的潜力ꎮ 笔
者作为工作人员当时也在场ꎮ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虽不指向反美ꎬ 但俄美和中美关系的背景是显而易见
的ꎮ 参见: Ельцин в Китаеꎬ" Пара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 нет такой пары в мире!" ２７ ０４ １９９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ｏｍｍｅｒｓａｎｔ ｒｕ / ｄｏｃ / １３２００１ꎻ Кирилл Барскийꎬ" Восточный вектор "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начертил
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ꎬ １５ １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ｆｏｓｈｏｓ ｒｕ / ｒｕ / ? ｉｄｎ ＝ １６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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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三角关系ꎮ 就中俄美关系来说ꎬ 在中俄、 中美、 俄美关系中ꎬ 第三方不是其

全部背景和内容ꎬ 但却都是其背景和内容的重要部分ꎬ 它们之间的互动和传导作

用非常明显ꎬ 由此说ꎬ 中俄美是三角关系无疑ꎮ 但是ꎬ 这不是 “大三角” 的复

活ꎬ 把中俄美关系看作是 “大三角” 的翻版同样不正确ꎮ 虽然 “大三角” 和中

俄美新三角不可避免地会有某些相似之处ꎬ 但它们有不同的重要特征ꎬ 概括地

说ꎬ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从性质来说ꎬ 如许多论者都曾指出过的ꎬ “大三角” 是对立对抗关系ꎬ 在其

背后存在着对立的政治集团、 对立的军事集团、 对立的意识形态体系ꎬ 两者壁垒

分明ꎬ 利益分割清晰ꎬ “谁战胜谁” 是它的本质ꎮ 而中俄美三角是竞争与合作关

系的融和ꎬ 其利益关系错综交织ꎬ 没有泾渭分明的边界ꎬ 既有冲突性利益也有共

享性利益ꎮ 中俄美三角也相对单纯ꎬ 基本上只限于三个国家之间ꎬ 都不能完全代

表其所参与的组织或集团ꎮ 这也就是说ꎬ 中俄美三角还未使世界变成冷战时期那

样的两个阵营和两个体系ꎮ
从内容上说ꎬ “大三角” 以军事战略安全为核心ꎬ 确立军事优势和保证军事

战略安全是主要目标ꎮ 在中俄美三角中ꎬ 军事战略安全因素也存在ꎬ 但最显著层

面的内容是国际秩序建设和国际战略平衡及安全ꎬ 中俄美三角主要是围绕着这一

中心展开ꎬ 应对军事威胁还不是它的主要功能ꎮ
以上这两点ꎬ 应是 “大三角” 与中俄美新三角关系的本质性差别ꎮ
从结构来说ꎬ “大三角” 是两极结构ꎬ 而中俄美是三极结构ꎮ 尽管有观点认

为俄罗斯经济总量与中美差距太大ꎬ 不能与中美并列为三极ꎮ 但中俄美三角关系

主要表现在地缘政治意义上ꎬ 而不是在经济意义上ꎮ 而对地缘政治来说ꎬ 重要的

是综合影响ꎬ 而不仅仅是经济指标①ꎮ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远超其经济指标ꎬ
在某些方面甚至强于中国ꎬ 足以与中美相提并论ꎮ 而且ꎬ 俄罗斯定位为独立的世

界力量中心之一ꎬ 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ꎬ 坚持与中美平起平坐ꎬ 这也是它能够作

为一极的重要因素ꎮ 三极结构与两极结构的基本区别在于: 两极结构是以两个坐

标为中心的运动组合ꎬ 三极结构则是在三个坐标之间的运动组合ꎮ 两极结构是两

强一弱ꎬ 三极结构是三强并立ꎮ 具体说ꎬ 在中美苏 “大三角” 的两极结构下ꎬ
战略机动只是在美国和苏联两个坐标之间ꎬ 战略联合只能在中美或中苏之间形

６

① 俄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会长 Ａ 科尔图诺夫对如何定义国力做过解释ꎮ Ａｎｄｒｅｙ Ｋｏｒｔｕｎｏｖꎬ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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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ꎻ 而在中俄美三极结构下ꎬ 战略机动可以发生在中俄美三个坐标的相互之间ꎬ
这意味着中俄、 中美、 俄美都可以形成战略联合ꎮ

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来说ꎬ 中俄美三角没有 “大三角” 那么 “大”ꎮ “大三

角” 是世界格局的结构性框架ꎬ 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体现着当时的世界格局ꎬ 因

此 “大三角” 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最高层面和整体性的ꎬ “大三角” 的变化也即

世界格局的变化ꎮ 而中俄美三角虽是世界格局最主要的结构性因素ꎬ 但它本身构

不成世界格局的整体框架ꎮ 在国际政治更为多极化的条件下ꎬ 世界格局的形成还

受到其他力量中心的制约和塑造ꎬ 中俄美不能取代其他力量中心的作用ꎮ
最后ꎬ 从在三国外交中的地位来看ꎬ “大三角” 要高于中俄美三角ꎮ “大三

角” 在中美苏三国外交中占有显著地位ꎬ 是撬动战略大格局的最重要杠杆ꎮ 而中

俄美三角在内部结构上比 “大三角” 松散ꎬ 联动的效应有一定局限ꎬ 作为一种

外交工具的运用还有些遮遮掩掩ꎬ 不像 “大三角” 那样明确和彻底ꎬ 在功能上

也不似 “大三角” 那样有大刀阔斧的效果ꎮ 因此ꎬ 中俄美关系在三国外交中虽

然十分重要ꎬ 但还达不到 “大三角” 的程度ꎮ

中俄美三角的变量和变化

如果要对中俄美关系现状作一个简要的描述ꎬ 可以这样说: 当今中俄美三角

的基本特征是中俄为战略伙伴ꎬ 在国际政治上与美国形成两大思想和主张ꎮ 但两

国针对一国的结构性的框架并未形成ꎮ 中俄都希望与美国合作ꎬ 都希望避免与美国

为敌ꎬ 两国都视其战略合作为防御性质ꎬ 而不是反美联盟ꎮ 中俄美相互都保持着独

立定位ꎬ 都留有战略机动的余地ꎬ 中俄美三角仍存在着一定的变化弹性ꎮ
那么ꎬ 中俄美三角变化的主要变量是什么?
中俄美关系没有确定的变化轨道ꎬ 现阶段它的前景仍具有开放性ꎬ 它的变化

有不止一种可能ꎬ 其结果取决于多个变量ꎮ 这些变量可分为背景性变量和直接变

量两大类ꎮ 背景性变量是指国力对比的变化、 国际形势的变化、 国内政治的变

化ꎬ 它们具有本源性ꎬ 不过它们的作用是间接的ꎬ 并且在作用方向上存在着多向

性ꎮ 直接变量是指中俄、 中美、 美俄三对双边关系ꎮ 背景性变量的变化最终会反

映到中俄、 中美和美俄关系上ꎬ 它们的互动和变化直接决定着中俄美三角的形

态ꎮ 中俄美三角的变化不是机械、 孤立、 线性的运动ꎬ 它是多边互动的结果ꎬ 取

决于多个变量的相互作用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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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力对比变化作为变量是逐渐积累的ꎬ 因为国力对比的变化通常不是突然发生

的ꎬ 它只有在积累到一定的质量后才会发生效应ꎮ 因此ꎬ 这个变量相对稳定ꎮ
国际形势是一个不确定性很大的变量ꎮ 与历史上相比ꎬ 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

重要特点是变化多、 幅度大、 影响广ꎮ 特别是难以预料的重大事件的突发几乎成

了常态ꎬ 导致国际形势变幻莫测ꎬ 难以预料ꎮ 苏联解体、 九一一事件、 伊拉克战

争、 乌克兰危机、 英国脱欧ꎬ 以及特朗普的出现等都是这类所谓 “黑天鹅” 事

件ꎬ 它们都使国际形势发生突然的巨变ꎮ 因此ꎬ 对国际形势只能作常规的预设ꎬ
无法作准确的预估ꎬ 特别是对突发事件及其影响无法预知ꎮ

国内政治的变化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ꎮ 如美国的 “特朗普现象” 及其内外

政策的变化都超出了通常的政治想象ꎮ 俄罗斯则有 “普京现象”ꎮ 普京在俄罗斯

享有的权威之高ꎬ 使他成为俄罗斯国家的化身ꎮ 但 “普京现象” 也有给俄罗斯

的未来带来不确定性的一面ꎮ 与 “特朗普现象” 相反ꎬ “普京现象” 的不确定性

不是因为它的到来ꎬ 而是因为它未来的离去ꎮ 正因为普京对俄罗斯影响至深ꎬ 因

此他未来离去留下的变化空间也就越大ꎬ 也越不易预测ꎮ
中俄关系、 美俄关系和中美关系是影响中俄美三角的直接变量ꎮ
中俄关系ꎮ 中俄关系对中俄美三角具有关键意义ꎬ 它有深刻改变中俄美三角

的潜能ꎮ 具体说ꎬ 中俄关系如发生逆转ꎬ 则中俄美三角的形态就可能出现颠覆性

变化ꎬ 这将为俄美联合制衡中国创造条件ꎮ 反之ꎬ 如中俄保持友好ꎬ 则中俄美三

角中的中俄战略合作结构将基本上保持并可能发展ꎮ
自 １９９６ 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ꎬ 中俄关系经历了近代以来持续时间

最长的友好合作时期ꎮ 两国解决了世纪难题的边界争端ꎬ 在 ２０ 多年的时间里没

发生过任何重大政治性冲突ꎬ 两国建立起了高层交往的制度性机制ꎬ 在国际领域

持相近理念并相互协作ꎬ 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长期保持ꎬ 建立上合组织解决了两

国在中亚的关系问题ꎬ 大欧亚伙伴关系解决了两国在欧亚地区的合作问题ꎬ 两国

正在形成能源战略伙伴ꎬ 并努力推动两国经济利益的扩大ꎮ 曾经有许多领域被认

为是中俄关系的 “雷区”ꎬ 如中亚能源输出、 中亚 “大游戏”、 所谓中国对远东

的扩张等等ꎬ 但这些问题都得到消解或缓和ꎮ 展望中近期未来ꎬ 看不到有使中俄

关系逆转的严重矛盾ꎮ 两国之间也存在问题ꎬ 特别是在实务合作领域ꎬ 但基本上

属于技术性质ꎬ 而不是政治性质ꎮ
未来十年左右ꎬ 对中俄关系的最大挑战不是现在看得见的某一具体矛盾ꎬ 而

是两国地位关系的转型ꎬ 即两国将如何面对国力对比的大幅变化ꎬ 也就是中国国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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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快速上升和俄罗斯国力的相对下降ꎬ 以及如何使中俄关系平稳地适应这一新

的条件ꎮ 这一转型的结果将决定未来中俄关系走向何方ꎮ 有学者认为不平衡发展

是中俄关系的最大问题①ꎬ 这当然也正确ꎬ 但还不是问题的根本实质ꎮ 不平衡发

展是国际政治的常态ꎬ 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也是客观过程ꎬ 不是可以人为停止

的ꎬ 问题在于如何适应和对待ꎬ 这是可以主观选择的ꎮ 换言之ꎬ 对于中俄关系来

说ꎬ 不平衡发展是客观趋势ꎬ 但它对两国关系不是指向一个结局ꎬ 而是可以有不

同的结果ꎬ 关键在于如何适应和选择ꎮ
中俄关系的转型之所以特别复杂ꎬ 是由于在过去的几百年中ꎬ 两国经历过特

别的历史ꎬ 形成了特别的相互认知和思维ꎬ 也习惯了特别的相互关系模式ꎮ 它的

核心概念可概括为 “强大俄罗斯—贫弱中国”ꎬ 如果再向文化上延伸ꎬ 还有 “文
明西方—落后东方” 的潜意识ꎮ

在近代中俄关系中ꎬ 俄罗斯强大、 中国贫弱是客观事实ꎬ 由此形成的对两国关

系的认知在俄罗斯的思维中根深蒂固ꎬ 对中国人的思维也有很深影响ꎬ 它也反映在

两国关系的构建和各自的政治心理中ꎮ 历史性转折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ꎮ 它有两

个标志性事实: 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ꎬ 另一个是苏联解体ꎬ 这两个事实构成了中

俄关系史上一个不寻常的进程: 中国向上ꎬ 俄罗斯向下ꎬ 差距迅速拉开ꎬ 两国的位

置发生历史性交替ꎮ 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ꎬ 苏联解体之时ꎬ 中国与俄罗斯的国内生

产总值相当ꎬ １０ 年之后ꎬ 中国已是俄罗斯的 ４ 倍②ꎮ 到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达到 １２ 万亿美元ꎬ 俄罗斯为 ２ ２ 万亿美元ꎬ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俄罗斯的近 ５ 倍半ꎮ
从 ２０１１ 年算起ꎬ 中国的纯增量为 ４ ６９ 万亿美元ꎬ 俄罗斯才约３ ５００万美元③ꎮ

军费开支对大国来说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ꎮ 按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

究所的资料ꎬ 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年 １９９０ 年ꎬ 尽管苏联的军费已经大大减少ꎬ
但仍达 １ ９０７ 亿美元ꎬ 而同年中国是 ２１０ 亿美元ꎮ １９９２ 年俄罗斯独立后军费锐减

到 ４０７ 亿美元ꎬ 当年中国是 ２７１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军费恢复到 ６６３ 亿美元ꎬ
而中国已经增长到 ２ ２８２ 亿美元④ꎮ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方式我们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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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较早提出这一观点ꎮ Ｄｍｉｔｒｉ Ｔｒｅｎｉｎ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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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ꎬ ２０１１ 年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为 １ ８５８ 万亿美元ꎬ 中国为 ７ ３１８ 万亿美元ꎮ

这里都是按购买力评价计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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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认可ꎮ 按照中国官方数据ꎬ ２０１８ 年中国国防预算是 １１ ０７０ 亿元人民币ꎬ
约合 １ ７００ 多亿美元①ꎮ 按照俄罗斯官方的数据ꎬ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国防预算是

２７ ７００亿卢布ꎬ 约合 ４８０ 亿美元②ꎬ 与中国也有三倍多的差距ꎮ 可以预期的是ꎬ
由于中国经济基数大ꎬ 增长速度快ꎬ 正常情况下未来中俄经济总量的差距将会更

悬殊ꎮ 在这种状态成为两国关系的基本环境后ꎬ 它将使中俄关系面临一系列不曾

有过的可能的潜在挑战ꎮ 这里所谓挑战并不是指危机形势ꎬ 而是指可能遇到并需

要解决的重大问题ꎮ
挑战之一是在政治关系上ꎬ 中俄关系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持平等ꎮ 平等是中

俄关系中十分敏感的问题ꎬ 甚至可以说是不能触动的政治神经ꎮ 由于历史及其他

原因ꎬ 中俄在相互交往中民族自尊心特别强ꎬ 把不平等视作不可接受的屈辱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也与此有关ꎮ 不平等的物质根源是国家实力的差距ꎮ
这不是说国力差距一定导致不平等ꎬ 但它一定是不平等的物质基础ꎮ 国家总是根

据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制订战略目标ꎬ 选择实施手段ꎬ 并形成认知和思维习惯ꎮ 国

家强盛总是使其在对外政策上更有进取性ꎬ 这是自然的ꎮ 反映在中俄关系上ꎬ 中

国在双边对话中会更有优势、 更为自信、 更加主动ꎬ 这也是自然的ꎮ 与此同时ꎬ
这也易导致自觉或不自觉的自负心理的产生ꎮ 而对俄罗斯来说ꎬ 如何适应这一巨

大落差是一个痛苦矛盾的过程ꎮ 而且ꎬ 由于处于弱势地位ꎬ 它对平等会更为敏感

或过于敏感ꎬ 乃至正常的事情也可能被理解为不平等ꎬ 使两国关系在政治上变得

脆弱ꎬ 中苏关系中也有这方面的教训ꎮ 现在已有把中俄说成是老大哥与小弟弟的

舆论ꎬ 认为俄罗斯是中国的小伙伴ꎬ 中国主导着中俄对话的议程③ꎮ 未来这种舆

论将会长久存在ꎬ 如果它上升为某种政治意识ꎬ 将会是中俄关系的严重隐患④ꎮ
挑战之二是在安全关系上ꎬ 它的实质是如何在中国军力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继

续保持安全上的互信ꎮ 中俄相互是最大邻国ꎬ 有 ４ ３００ 多公里的漫长边界ꎬ 又都

０１

①

②
③

④

«关于 ２０１７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８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ꎬ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５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２３ / ｃ＿ １１２２５８２４２０ ｈｔｍ

Бюджет РФ на ２０１８ год и на плановый период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гг Досье ｈｔｔｐ: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ｉｎｆｏ / ４６７９７６５
Ｂｏ Ｂｏｌｏꎬ Ａ Ｗａｒｙ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 Ｒｕｓ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Ｌｏｗ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ꎬ ２０１７ ｐ １８
在回答俄罗斯是不是中国小兄弟的问题时ꎬ 俄知名学者卡拉加诺夫说ꎬ 俄罗斯不会是任何国家的

小兄弟ꎬ 历史上也从来不是ꎬ 藐视俄罗斯的国家都被俄罗斯打败了ꎮ 由此可见俄罗斯对平等问题的敏感ꎮ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ꎬ"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 почти союзники  Россия и Индия ведут серьезный диалог п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вопросам только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ꎬ ７ марта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ｕ / ｐｕｂｃｏｌ /
Ｋｉｔａｉ － ｉ － Ｒｏｓｓｉｙａ － ｐｏｃｈｔｉ － ｓｏｙｕｚｎｉｋｉ － Ｒｏｓｓｉｙａ － ｉ － Ｉｎｄｉｙａ － ｖｅｄｕｔ － ｓｅｒｅｚｎｙｉ － ｄｉａｌｏｇ － ｐｏ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ｈｅｓｋｉｍ －
ｖｏｐｒｏｓ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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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军事大国ꎬ 安全问题始终是两国关系的基石ꎮ 换句话说ꎬ 相互不构成安全威胁

是两国关系最深层的基础ꎬ 这个基础一动摇ꎬ 中俄关系就会发生基础性的变化ꎮ
挑战的产生源于中俄军力对比的变化ꎮ 强大的军事力量一直是俄罗斯的立国

之本ꎬ 在过去几百年里ꎬ 俄罗斯对中国一直保持着巨大优势ꎮ 不过ꎬ 近年来ꎬ 随

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ꎬ 中国的军力快速增长ꎬ 两国的军力对比在悄悄发生变

化ꎮ 如前面已经说到的ꎬ 中国现在的军费已是俄罗斯三倍多ꎬ 将来差距还会继续

拉大ꎮ 毫无疑问ꎬ 中国的军事能力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ꎮ 可以预测ꎬ 未来中国在

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将赶超俄罗斯ꎮ 中国常规军事力量不仅规模比俄罗斯大ꎬ 而且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ꎬ 俄罗斯的优势将主要保留在战略核武器领域ꎮ
当然ꎬ 这不意味着中国将威胁俄罗斯ꎬ 也不意味着俄罗斯将中国视为军事威

胁ꎮ 在面临共同安全威胁的情况下ꎬ 相互支持是两国更可能的选择ꎮ 中俄不断发展

的军事合作已经显示了这一点ꎮ 不过ꎬ 军事力量不同于一般其他因素ꎬ 它有其特殊

性ꎬ 对国家关系的影响也有其特殊规律ꎬ 并不是一方发展得越快对两国关系的促进

作用就越强ꎬ 有时甚至相反ꎮ 大国对军事力量的变化尤为看重ꎬ 任何大国都不希望

身边出现一个军事强国ꎬ 特别是远强于己的军事大国①ꎮ 当然ꎬ “能力” 不等于

“意愿”ꎬ 良好的政治关系可以缓解和化解由此引起的焦虑ꎮ 但 “能力” 是客观

实在的常量ꎬ 它本身即包含重要的战略意义ꎬ 是大国进行战略安全规划的重大要

素ꎮ 因此ꎬ 军力对比的变化自然会导致对军事战略安全的思考ꎮ 需要强调ꎬ 这里

只是指出存着这样一种因素ꎬ 并且这一因素应使中俄更加重视军事战略安全互信

的长期和持续建设ꎬ 而不是说它一定会导致两国在安全关系上出现问题ꎮ
挑战之三是在国际合作上ꎬ 它的核心问题是中俄国际合作的基础如何继续保

持ꎮ 冷战结束后ꎬ 中俄美在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建设上持不同理念ꎬ 中俄主张

多极化ꎬ 美国坚持单极霸权ꎬ 这使中俄与美国分道扬镳ꎬ 同时也成为中俄国际合

作的重要基础ꎮ 它的逻辑关系是: 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ꎬ 中俄都远弱于美国ꎻ
中俄的国际地位相似ꎬ 因此诉求相近ꎻ 两个较弱的大国联手抵制单极霸权、 推动

多极世界是自然的选择ꎮ

１１

① 俄罗斯 «独立报» 主编、 莫斯科市公众院 (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ꎬ 为政府咨询机构) 主席
К Ремчуков 在评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时说ꎬ 在俄美恪守中导条约的同时ꎬ 中国却悄悄大量增加了这类导
弹ꎬ 打破了平衡ꎮ Константин Ремчуков: Пока мы и Америка в целом соблюдали ДРСМДꎬ Китай по －
тихому наделал столькоракет этого классаꎬ что все балансы полетели ２２ １０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ｇ ｒ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２２ / １００＿ ｅｃｈｏ２２１０２０１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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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ꎬ 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ꎬ 美国独大的格局逐渐解体ꎬ 中俄美在其中的位置

都发生移动ꎮ 中国的地位上升ꎬ 与美国的位置接近ꎻ 美国的地位相对降低ꎬ 它的单

极霸权动摇ꎻ 俄罗斯地位下降ꎬ 虽保持作为一极ꎬ 但国力特别是经济体量与中美差

距越来越大①ꎮ 俄罗斯学界已经提出中美两极结构的可能和俄的地位问题②ꎮ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中俄国际理念的相近是由于国际地位的相似ꎬ 促使中俄

合作的条件是两国相对于美国的弱势地位ꎬ 现在中国的情况发生变化ꎬ 从弱势地位

转为强势地位ꎬ 未来甚至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ꎬ 如果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的话ꎬ 中俄的国际理念是否将因此出现差异? 中国成为世界两强之一ꎬ 它已不是弱

国ꎬ 中俄两弱对一强的前提不再存在ꎬ 中俄国际合作将立足于什么基础?
美俄关系ꎮ 美俄关系也是中俄美三角的重大变量ꎬ 不管向好还是向坏ꎬ 它的

变化都会对中俄美三角产生重要影响ꎮ 美俄关系向坏ꎬ 并不意味着会形成中俄反

美同盟ꎬ 这还取决于中美关系的状况和中国的选择ꎬ 但这客观上推动俄罗斯加强

与中国的合作ꎬ 而且它完全排除了美俄针对中国联手的逻辑上的可能性ꎮ 美俄关

系向好ꎬ 也不自然导致美俄联合制衡中国ꎬ 这还取决于中俄关系的状况和俄罗斯

的选择ꎬ 但这客观上打开了俄罗斯在中美之间战略机动的空间ꎮ
显而易见ꎬ 在推动美俄关系变化的因素中ꎬ 负面因素远多于正面因素ꎬ 美俄

关系的现状本身就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ꎮ 自 １９９１ 年俄罗斯独立以来ꎬ 美俄历任

总统都曾尝试过使两国关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ꎬ 但都以充满希望开始ꎬ 以沮丧

失望结束ꎮ 俄罗斯独立之初ꎬ 在叶利钦和克林顿总统的热心推动下ꎬ 俄美关系开

始了 “蜜月时期”ꎬ １９９３ 年两国宣布为战略伙伴ꎬ 美俄关系达到高峰③ꎮ 但此后

不久ꎬ 由于北约东扩、 科索沃战争、 伊朗、 伊拉克、 军控、 车臣等问题ꎬ 美俄关

系进入了 “冷和平”ꎮ ２０００ 年小布什和普京分别就任总统ꎬ 美俄对两国关系重燃

希望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小布什在卢布尔雅那与普京首次会见时说ꎬ 他看着普京的眼

２１

①

②

③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ꎬ 以现价美元计算ꎬ ２０１７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１２ 万亿美元ꎬ 俄罗斯为 ２ ２
万亿美元ꎬ 美国为 ２０ 万亿美元ꎮ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ｃｈｉｎａ? 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ｕｎｉｔｅｄ －
ｓｔａｔｅｓ? 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目前认为将形成中美两极的观点还不是主流ꎬ 但问题已经提出ꎬ 并且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可能将
引起越 来 越 多 的 讨 论ꎮ 见: Александр Крамаренкоꎬ О " новой биполярности " и месте России в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ой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８ ноября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ｕ / ꎻ Дмитрий Мосяковꎬ Мы
вновь идем к борьбе двух систем? ３０ октября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ｕ /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３ ~ ４ 日ꎬ 克林顿和叶利钦在加拿大温哥华会见并发表联合声明ꎬ 宣布两国为战略合
作伙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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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ꎬ 能感觉到他的心灵ꎬ 觉得普京是值得信任的人①ꎮ 同年 ７ 月ꎬ 在热那亚与普

京第二次会晤后ꎬ 小布什说他可以与普京推心置腹、 开诚布公地讨论所有问题ꎮ
九一一事件后ꎬ 美俄关系再掀热潮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ꎬ 小布什访俄ꎬ 两国宣布将建立

新战略伙伴关系②ꎮ 所谓新战略伙伴关系ꎬ 是相对于 １９９３ 年宣布的战略伙伴关系

而言ꎮ 不过ꎬ 这次热潮持续的时间也不长ꎬ ２００３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ꎬ 美

俄关系再次转冷ꎮ ２００８ 年美俄总统换届ꎬ 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分别出任总统ꎬ
美俄关系又出现乐观期望ꎮ 其时普京刚刚结束了第二任期ꎬ 新总统梅德韦杰夫被

认为有较明显的西方主义色彩ꎬ 这似乎是改善美俄关系的机会ꎮ 因此ꎬ 奥巴马政

府提出了 “重启” 战略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

夫在日内瓦同时按下象征重启的红色按钮ꎬ 标志着美俄关系开始重新启动ꎮ 重启

后的美俄关系稍有起色ꎬ 但动力不足ꎬ 踟蹰徘徊ꎬ 在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结束之

前即已难以为继ꎬ 到 ２０１２ 年普京重回克里姆林宫后ꎬ “重启” 彻底结束③ꎮ 随后

发生了乌克兰危机ꎬ 一系列冲突和制裁接踵而至ꎬ 美俄关系跌入深渊ꎮ
２０１６ 年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ꎬ 由于他不加掩饰的亲俄立场ꎬ 舆论曾普遍预

测他将会给美俄关系带来新局面ꎮ 特朗普也确实做出了很大努力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和

１１ 月ꎬ 在 ２０ 国集团汉堡峰会和 ＡＰＥＣ 岘港领导人会议期间ꎬ 特朗普与普京进行

了非正式接触ꎻ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特朗普与普京在赫尔辛基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ꎮ 但

与预测相反ꎬ 迄今为止ꎬ 美俄关系不仅没有起色ꎬ 反而愈加恶化ꎮ 而且ꎬ 这次重

启的难度超过以往ꎬ 不仅是因为两国关系的状态更差ꎬ 更主要的是在美国国内遇

到了建制派的强烈抵制ꎮ 现在虽然还不能说特朗普的亲俄路线已死ꎬ 但前景并不

乐观ꎮ 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已压倒了正常的外交理性ꎬ 在这一背景下ꎬ 美俄关系

也成为建制派反特朗普的牺牲品ꎮ 建制派反俄、 反普京、 反特朗普三流合一ꎬ 使

得特朗普改善美俄关系的前景黯淡ꎬ 而且特朗普为美俄关系做得越多ꎬ 招致的反

对和阻力反而越大ꎮ 这变成一个怪圈和悖论ꎬ 也许ꎬ 这个怪圈只有在特朗普或普

京之后才能打破ꎮ

３１

①

②

③

这是小布什在和普京的记者招待会说的ꎮ Совместная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я ｃ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Джорджем Бушемꎬ １６ июня ２００１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２１２６３

Московск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о новы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ꎬ ２４ мая ２００２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 ３４７７

Ａｎｄｒｅｗ Ｃ Ｋｕｃｈｉｎｓ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２０１３ꎬ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２０１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５ꎬ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ｃｓｉｓ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３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ｉｓｓｕｅｓ＃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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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 １９９３ 年以来 ２０ 多年的美俄关系ꎬ 它呈现出的是一条下降的曲线ꎮ 历届

美俄政府都做出过努力ꎬ 两国智库无数次指点迷津ꎬ 但都不能把美俄关系推入到

平稳发展的通道ꎮ 可见ꎬ 美俄关系中存在着深层的、 系统性、 结构性的问题ꎮ 至

于这些问题是什么ꎬ 需要专门的论述ꎮ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概括ꎬ 可以称之为两国

在利益结构和相互认知上的深刻冲突ꎬ 相互信任严重缺失ꎮ 这些问题极难克服ꎬ
并且不是随着时间逐渐消失ꎬ 而是越积累越沉重ꎮ

中美关系ꎮ 中美关系对中俄美三角也有特别意义ꎮ 在中美为建设性关系的情

况下ꎬ 形成针对第三国的双边结构的可能性基本排除ꎬ 因为中国不会与美国形成

针对俄罗斯的联合ꎬ 美国与俄罗斯联合针对中国的必要性也将减低ꎮ 而如果中美

关系恶化ꎬ 则会出现形成两国集团的结构性可能ꎬ 其一是中俄对美国ꎬ 其二是美

俄对中国ꎮ 当然ꎬ 这只是技术和结构条件的假设ꎬ 并不是现实ꎮ 它还取决于中俄

关系和美俄关系ꎬ 而且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它们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外在结构ꎮ 在中

美交恶的情况下ꎬ 从一般规律说ꎬ 中美应更重视俄罗斯的角色ꎬ 俄罗斯的地位会

相对提高ꎮ
在中美俄的三对双边关系中ꎬ 中美关系有最大变化幅度的可能ꎮ 中美关系正

在经历着也许是建交以来最深刻的调整ꎮ 这次大调整与以往的风波不同ꎬ 许多人

们熟悉的有关中美关系的概念似乎过时ꎬ 许多基本判断似乎失灵ꎬ 许多规律规则

似乎失效ꎬ 许多分析框架也似乎不再可靠ꎮ 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难以认识ꎬ 更难

以预测ꎮ 从根本上说ꎬ 中美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是这次大调整的基本背景ꎬ 虽然

在综合国力上美国仍超越其他大国ꎬ 但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下

降是客观事实ꎬ 更重要的是这被认为是未来的趋势ꎮ 对这次中美关系大调整的具

体成因、 性质及美国的目标还是有不同的判断ꎮ 越来越多的看法认为ꎬ 它的实质

是美国对中国 “幻觉” 的破灭①ꎬ 美国国内各界已形成共识ꎬ 认定中国是最大威

胁或最大威胁之一ꎬ 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ꎮ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发表的对华政策讲话中ꎬ 把中国完全置于对手的位置ꎬ 对中国进行了全

面指责ꎬ 语气激烈ꎬ 信任荡然无存ꎬ 并誓言对中国坚决反击ꎮ 彭斯的讲话有浓烈

的冷战气息ꎬ 尽管这一讲话可能与美国中期选举有关ꎬ 但也再次印证了美国对中

国态度的改变ꎮ 而且ꎬ 彭斯对中国的国内政策进行了全面攻击ꎬ 这已是从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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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角度看待中美关系ꎬ 尤为令人不安①ꎮ
不过ꎬ 还需观察的是这一共识将转化为什么战略和政策ꎮ 更重要的问题是ꎬ

这次大调整将把中美关系带向何方? 它会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吗? 或是经过调整

和相互适应后形成 “双头政治”? 抑或是走向美苏冷战模式甚至更糟? 此外ꎬ 在

“特朗普旋风” 过后ꎬ 美国外交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确定的答

案ꎮ 但无论如何ꎬ 中美关系的前景不容乐观ꎬ 虽然有转圜和缓和的可能ꎬ 但两国

关系的性质已有重要变化ꎬ 乐观和信任都难以重回中美关系ꎮ 而更可能的是ꎬ 中

近期中美关系的差别是在差和更差之间ꎬ 而不是在差和好之间ꎮ 中国官方也认为

形势严峻ꎬ 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ꎬ 一步不慎就可能使未来的中美关

系南辕北辙②ꎮ

中俄美三角的变化趋向和可能

上面分析了中俄美三角的主要变量ꎬ 接下来的问题是: 中俄美三角将向什么

方向发展?
从理论上说ꎬ 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模式: 其一ꎬ 中俄美形成三边合作ꎻ 其二ꎬ 美

俄战略合作ꎬ 平衡和制衡中国ꎻ 其三ꎬ 中美达成战略妥协ꎬ 形成所谓的 Ｇ２ꎬ 俄罗

斯被抛在一边ꎻ 其四ꎬ 基本延续现今格局ꎬ 中俄保持战略合作ꎬ 但中俄美相互保持

独立ꎬ 维持着三极结构ꎻ 其五ꎬ 中俄结为联盟或亚联盟ꎬ 与美国形成公开的对垒ꎮ
首先看第一个模式即中俄美三边合作的可能ꎮ 毫无疑问ꎬ 这是最佳的模式ꎬ

也是最应争取的模式ꎮ 这一模式如能实现ꎬ 三角关系也将变为三边合作ꎬ 它不再

是均势制衡的结构ꎬ 而是合作的机制ꎮ 不过ꎬ 三边合作虽好ꎬ 但它更多是一种理

想主义的愿景ꎬ 在现今的形势下很难成为现实ꎮ 中俄美三国几乎看不到捐弃前

嫌、 消除矛盾、 坦诚合作的可能ꎮ 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定位是竞争对手和威胁

来源ꎮ 这在美国 ２０１７ 年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２０１８ 年的 «美国国防安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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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ꎬ 以及特朗普的相关讲话中都有清楚的阐述①ꎮ 国际形势也是在向不利于中

俄美合作的方向发展ꎮ 在冷战结束后的 ２０ 多年里ꎬ 在大国合作的条件和氛围远

较今天为好的过去ꎬ 中俄美三国都没有形成三边合作ꎬ 那么现在ꎬ 在美俄被认为

进入新 “冷战”、 中美也有可能走近新 “冷战” 的情况下②ꎬ 有什么因素使中俄

美合作变得可能? 而且ꎬ 中美和俄美甚至连稳定的双边合作关系都难以保持ꎬ 三

边合作就更遥不可及ꎮ
中俄美也难以找到真正能使三国携手的合作议题ꎮ 反恐是最经常被提及的可

合作领域之一ꎬ 但事实上中俄美虽在反恐上有过共识与合作ꎬ 但最终反恐没有成

为三国的合作平台ꎮ 国际反恐不是纯粹的ꎬ 它掺杂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其他内

容ꎮ 反恐与地缘政治之争交织在一起ꎬ 难解难分ꎬ 有时甚至使反恐沦为地缘政治

的工具ꎬ 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战争就是这样的典型事例ꎮ 美国的双重标准也是中

俄美反恐合作的重大障碍ꎬ 这使反恐甚至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矛盾ꎬ 而不是合作的

基础ꎬ 这在新疆和车臣问题上都有反映ꎮ 其他被认为最可能的议题如地区安全、
网络安全等也有类似情况ꎮ 由于大国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追求ꎬ 地区安全问题往

往成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舞台ꎮ 以朝鲜核问题为例ꎬ 中俄美在朝核问题上都有

重大利益ꎬ 三国都介入其中ꎬ 有合作ꎬ 却没有形成三边合作关系ꎬ 可见形成三边

合作关系之难ꎮ
这不否认中俄美关系中会有合作的内容ꎬ 但这更多是战术和技术层面或局部

的合作ꎬ 不足以使中俄美关系成为整体的合作框架ꎮ 因此ꎬ 中俄美三边合作虽最

为理想ꎬ 但作为现实政治目标比较渺茫ꎮ
再看第二种模式即美俄形成针对中国的战略合作的可能ꎮ 这种模式的可能性

也很小ꎬ 它有三个基本制约因素: 美俄关系的低质ꎬ 中俄关系的稳固ꎬ 俄罗斯的

外交理念ꎮ
从三角外交的一般规律讲ꎬ 通过改善与一国的关系达到对另一国的对话优势

是它的要义ꎬ 但美国现在做的是相反ꎮ 这不是美国政府不想这样做ꎬ 而是无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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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ꎮ 美国的尴尬在于: 一方面ꎬ 国内政治分裂使美俄关系被绑架ꎻ 另一方面ꎬ 美

国同时面临着两个都很重要的 “挑战者”ꎬ 一个也放不下ꎮ
特朗普有地缘政治意识ꎬ 他在竞选时曾抨击奥巴马政府ꎬ 认为他把俄罗斯和

中国推到一起是外交愚蠢ꎬ 反映出特朗普已经有分化中俄的想法①ꎮ 美国地缘政

治外交元老基辛格认为ꎬ 同时激怒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最严重的外交错误ꎮ 在基

辛格看来ꎬ 中俄联手是美国的 “噩梦”ꎬ 他主张与俄罗斯发展关系ꎬ 虽然他并未

说美俄联手制衡中国ꎬ 但平衡中国也是其言下之意②ꎮ 这与特朗普的想法不谋而

合ꎬ 因此基辛格也是特朗普的座上宾ꎮ 但是ꎬ 建制派意想不到的强烈阻挠和国内

政治斗争ꎬ 使特朗普分化中俄的想法难以实施ꎮ
美国的另一尴尬是它同时面对中俄两个 “对手”ꎮ 中美苏 “大三角” 时期ꎬ

美国虽也同时面对中国和苏联ꎬ 但实际上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担忧ꎬ 美国的真正对

手是苏联③ꎮ 因此ꎬ 美国作出与中国战略妥协的选择相对简单ꎮ 现在的情况不

同ꎬ 美国认为中俄都是战略竞争对手ꎬ 只是在谁主谁次的判断上有所不一ꎬ 既有

把中国作为最大威胁的看法ꎬ 也有认为俄罗斯是最危险敌人的观点ꎮ 其实ꎬ 差异

的产生主要在于角度的不同ꎮ 从军事和战略安全的角度ꎬ 俄罗斯被认为是最大威

胁ꎬ 而中国次之ꎮ 因此ꎬ 美国军界多持这种观点④ꎮ 而从国际政治和维持世界霸

权的角度ꎬ 中国又往往被认为是最大威胁ꎬ 俄罗斯次之⑤ꎮ 但无论如何ꎬ 中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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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和原美国陆军参谋长奥德耶诺都认为俄罗斯
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外部威胁ꎬ 但俄罗斯居首ꎮ 分别见: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Ｍａｔｔｉｓ ａｔ ｔｈｅ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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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都被认为是对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ꎮ 在俄罗斯被认为是美国最

大威胁之一并且两国关系极差的情况下ꎬ 把俄罗斯作为抑制中国的战略伙伴显然

是很困难的选择ꎮ
虽然俄罗斯愿意看到大国之间形成平衡的关系ꎬ 这对相对弱势的俄罗斯更为

有利ꎬ 但俄罗斯不会与美国结成反对中国的阵营ꎮ 这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ꎬ 也不

符合俄罗斯的外交理念ꎬ 俄罗斯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性ꎮ 中俄关系在俄罗斯外交

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地位ꎬ 为改善俄美关系而毁掉与中国的关系ꎬ 这对俄

罗斯代价太大ꎬ 俄罗斯因此将遭受重大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损失ꎬ 得不偿失ꎮ 从

外交上说这也是不明智的ꎬ 它的结果很可能是为他人火中取栗ꎮ 从俄罗斯的外交

理念来说ꎬ 它追求独立自主的角色ꎬ 即使美俄关系恢复到正常ꎬ 俄罗斯更可能选

择在中美之间保持自由机动ꎬ 而不是加入美国阵营ꎮ 因此说ꎬ 即使采取分化中俄

的政策ꎬ 俄罗斯也不会接受美国安排的角色ꎮ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俄罗斯才愿与美

国联手制衡中国ꎬ 那就是中国被认作是严重威胁的时候ꎮ
第三种模式是中美形成 “两驾马车”ꎮ 美中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ꎬ

也是两个幅员辽阔、 有强大金融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大国ꎮ 毫无疑问ꎬ 中美关系是

最重要的双边关系ꎬ 对国际政治有最大的影响ꎮ 因此ꎬ 有人认为世界正在形成新

的两极结构ꎬ 美国有学者提出了中美 Ｇ２ 结构的设想ꎬ 它的核心是中美共治ꎬ 即

中美联合共同治理世界①ꎮ 这种观点在中国学术界也引起一些反响ꎮ 不过ꎬ 这种

模式的可能性也极低ꎬ 原因是中国不同意ꎬ 美国不情愿ꎬ 其他大国不接受ꎮ
中国官方并不接受 Ｇ２ 的理念ꎮ 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ꎬ 两国关系对世界

有最大影响是自然的ꎬ 两国也应担负起更多责任ꎬ 但中国既不赞成一国也不赞成

两国统治世界ꎮ 中国主张世界政治多极化ꎬ 接受 Ｇ２ 思想即意味着放弃多极化ꎮ
中美也不可能合体成为世界领导ꎬ 它们之间的矛盾使它们不能成为一体ꎮ

Ｇ２ 虽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出ꎬ 但这不表示美国官方能够接受ꎮ Ｇ２ 意味着美国承认

中国与其平起平坐的地位和权力ꎬ 而这正是美国竭力防止的ꎮ 事实上ꎬ 中美关系

紧张的基本根源就是美国不能接受中国的崛起ꎮ
中美与美苏两极不一样ꎬ 中美只是两个国家ꎬ 不能代表整个世界ꎮ 在中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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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Ｇ２ 概念被认为是首先由美国彼得森研究所所长弗雷德  伯格斯滕在 ２００８ 年提出ꎮ Ｆ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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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ꎬ 还存在着多个力量中心ꎬ 它们不会接受中美联合治理世界ꎬ 不会承认它的领

导地位ꎬ 不会服从中美为它们做出的安排ꎮ
不过ꎬ 中美对撞的过程也是重新磨合和适应的过程ꎬ 未来中美既可能更加对

立ꎬ 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接受ꎮ 不过ꎬ 这与 Ｇ２ 思想不是同一含义ꎬ 它不是

中美共治ꎬ 而是更接近于准两极结构ꎮ 这种准两极结构是一种客观的结构形态ꎬ
它不等于政治选择上的两极模式ꎮ

在可见的将来ꎬ 中俄美三角最可能的模式是第四种ꎬ 即延续现今的结构ꎬ 并

有所发展ꎮ 中俄美现今结构延续的基本要素是中俄保持战略合作、 中美和俄美关

系或好或差ꎬ 但战略信任低于中俄关系ꎬ 美国对中俄的战略压力不会同时达到危

险的程度ꎮ
中俄关系过去 ２０ 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正资产ꎬ 为两国关系打下了良好

基础ꎮ 冷战结束以来ꎬ 中俄关系经历了国际形势的多次剧烈变化ꎬ 也经历了国家

领导人的多次更替ꎬ 但两国关系没有发生过方向性改变ꎬ 并且保持着向上的发展

轨迹ꎬ 这说明了中俄关系具有很强的稳定性ꎮ 如前所说ꎬ 未来中俄关系要解决的

主要问题就是适应两国关系的转型ꎬ 这要求中俄两国都作出努力ꎬ 中俄关系的未

来仍需两国去塑造ꎮ
从中国来说ꎬ 最重要的是不管俄罗斯恢复还是衰落ꎬ 都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冷

静ꎬ 心态平和ꎬ 给予尊重ꎬ 防止膨胀ꎬ 不失耐心ꎮ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ꎬ 国力

快速增长自然会增强国家的自信ꎬ 但一旦走得过头就容易变成不自觉的自大ꎮ 另

一方面ꎬ 这个过程很可能伴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ꎬ 尤其是年轻一代ꎬ 他们对

俄罗斯的认知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ꎬ 具体说是在中国崛起和俄罗斯衰落的

过程中ꎬ 他们对俄罗斯较少感情色彩ꎬ 对 “强大俄罗斯” 的形象感受不深ꎬ 他

们更为自信和更具进取性ꎮ 这会给国家外交政策和社会情绪带来某种影响ꎬ 如果

这个过程再伴有俄罗斯的继续衰落ꎬ 还可能刺激社会上去算历史旧账的冲动ꎮ 这

一般不会进入到外交政策层面ꎬ 但即使是在社会和舆论层面ꎬ 也足以给两国关系

造成严重的内在紧张ꎮ 在这一方面ꎬ 邓小平提出的 “向前看” 虽语言简单ꎬ 却

是大智慧ꎮ 国家关系都会有复杂的过去ꎬ 历史虽不能忘ꎬ 但往回走没有出路ꎬ 只

有向前看才有希望ꎮ
从俄罗斯来说ꎬ 需要的是理性地对待中国的发展ꎬ 通过发展合作和增加信任

来巩固自己的地位ꎬ 促进经济发展ꎬ 保障安全利益ꎬ 减轻相关忧虑ꎬ 而不是通过

抑制中国的方式以求平衡ꎮ 应该看到ꎬ 国力对比的变化使俄罗斯纠结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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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不同的语境下ꎬ 诸如所谓中国经济扩张、 远东移民威胁、 中国在原苏联地区

的发展等ꎬ 这有可能使俄罗斯精英和社会的担忧加深ꎬ 作出消极的解读ꎬ 这对俄

罗斯外交也将是一种压力①ꎮ
中俄平等是指政治平等ꎬ 即相互尊重对方的平等地位ꎬ 相互尊重对方的合理

利益ꎬ 平等地解决两国间的问题ꎮ 政治平等不意味着事事退让ꎬ 也不意味着不坚

持自己的原则和利益ꎮ
在经济利益关系上ꎬ 中国应与俄罗斯形成更深的交织和互惠ꎬ 使俄罗斯愿意

借助中国的经济之帆ꎬ 把中国的发展作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机遇ꎬ 形成共同发

展ꎮ 中国的目标应是推动大亚欧地区的经济一体化ꎬ 最终与俄罗斯和其他亚欧国

家形成大亚欧经济区ꎬ 或说大欧亚经济区ꎮ 这个过程也将使中俄在经济利益上发

生深度的连接和融合ꎮ 经济利益十分具体ꎬ 对得失的评估经常不同ꎮ 但在整体

上ꎬ 中俄应有平衡的利益观ꎮ 利益是可以交换的ꎬ 一种利益的获得可能以另一种

利益的损失为代价ꎬ 反之ꎬ 一种利益的损失可以通过其他利益的获得为补偿ꎮ 从

国家的角度ꎬ 不仅要看一时一事之得ꎬ 更重要的是保持整体利益的平衡ꎮ 这种平

衡是综合平衡ꎬ 一方面是在某一领域不同方面之间的综合平衡ꎬ 如在经济领域的

不同项目中ꎻ 另一方面是在不同领域之间的利益综合平衡ꎬ 如在经济、 政治、 安

全、 国际利益等领域之间ꎻ 还有一方面是在更高的层次上ꎬ 在具体利益与中俄关

系带给中国外交的整体利益之间的综合平衡ꎮ
在安全关系上ꎬ 两国需要为相互战略和军事安全建立起稳定的基础ꎮ 保持政

治友好是最大的安全保证ꎬ 同时ꎬ 需要有可靠的制度安排ꎬ 不断完善和发展两国

的安全保障和信任机制ꎮ 密切军事交流和深化军事合作是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的

重要途径ꎬ 这不仅使两国可以提高应对外部战略威胁的能力ꎬ 共同维护地区安

全ꎬ 而且也能使两国在战略和军事安全上相互安心②ꎮ
在国际领域ꎬ 在综合国力优势越来越大的情况下ꎬ 中国在政治上应继续坚持

多极化ꎬ 继续站在新兴经济体的立场上ꎬ 这是中国与俄罗斯国际合作的基础ꎬ 不

０２

①

②

俄罗斯官方现在对此持理性的立场ꎮ 在回答如何看待中俄关系未来前景时ꎬ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说加深战略合作是两国关系最好的保障ꎬ 如果现在不这样做ꎬ １０ 年或 ２０ 年后就可能面临风险ꎮ Интервью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в прямом эфире радиостанций
" Спутник"ꎬ" Эхо Москвы"ꎬ" Говорит Москва"ꎬ Москваꎬ ２２ апреля ２０１５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ｄ ｒｕ / ｂｒｐ＿ ４ ｎｓｆ /
０ / Ａ５Ｄ２１Ｅ４１Ｆ０Ｅ７７３ＥＦ４３２５７Ｅ２Ｆ００５Ａ８Ｂ５Ａ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 中国派出约 ３ ２００ 名军人、 ９００ 多台武器装备、 ３０ 架飞机参加俄罗斯 “东方 － ２０１８”
战略军演ꎬ 显示出两国的军事合作在循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迹象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ｄ ｇｏｖ ｃｎ / ｔｏｐ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８２２９１５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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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改变ꎮ 在当今世界ꎬ 政治上的单极或两极结构都会导致自我孤立ꎬ 中国不应追

求这种政策ꎮ 在中俄美关系变化的情况下ꎬ 中国也应适当调整政策ꎬ 在需要时更

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ꎬ 在必要时更明确地对自己的伙伴给予支持ꎮ 中国很少因中

俄关系而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失去什么ꎬ 中美矛盾是源于中美两国自身的问题ꎬ 既

不是因俄罗斯而起ꎬ 也不是因中俄关系而起ꎮ 相互合作必然会有某些相互妥协和照

顾ꎬ 但从根本上说ꎬ 中国与俄罗斯的国际合作是基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ꎬ 并不是为

了迎合俄罗斯ꎮ 中国从中俄国际合作中获益良多ꎬ 它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外交资源ꎬ
优化了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ꎬ 增加了中国推动新国际秩序建设的力量ꎬ 增

强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安全ꎮ 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否并不取决于中俄关系ꎬ 以牺牲中俄

关系来为改善中美关系创造条件的想法是缘木求鱼ꎬ 结果只会适得其反ꎮ
国家关系就是利益关系———这是国际政治中备受推崇的经典名言ꎮ 从最根本

上说ꎬ 这话当然不错ꎮ 不过ꎬ 对此不能作机械的理解ꎬ 不能认为国家利益中没有

人的因素的参与ꎮ 国家关系虽然是利益关系ꎬ 但也是人的关系ꎬ 国家是人的代

表ꎬ 并最终通过人来体现ꎮ 不能把国家关系看作是冷冰冰和没有情感的公式算

计ꎬ 否则人文外交也就失去了意义ꎮ 在国家关系中ꎬ 过于依赖情感因素显然不可

靠ꎬ 情感用事当然不应该ꎬ 但忽视和否定情感因素也不正确ꎬ 毫无情感也不可

取ꎮ 国家利益既是客观的ꎬ 但也有主观的属性ꎬ 国家利益都要通过人的认识来形

成ꎮ 国家利益作为概念是抽象的ꎬ 没有争议ꎬ 但在现实政治中国家利益是具体

的ꎬ 对于具体的事物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认识ꎬ 对国家利益也是如此ꎮ 在国际政治

中ꎬ 由于国家政权或领导人更替而导致国家关系变化的事例比比皆是ꎬ 严格地

说ꎬ 这不一定是客观的国家利益发生了变化ꎬ 而是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出现了改

变ꎮ 情感与理性有复杂的关系ꎬ 相互影响和相互交织ꎬ 有时甚至难以分清其彼此

的转化ꎮ 情感因素有正面的ꎬ 也有负面的ꎮ 对于国家关系来说ꎬ 重要的是相互培

养正面的情感因素ꎬ 并爱护和珍惜这种情感ꎬ 同时避免负面情感因素的发生ꎮ 国

家之间、 民众之间、 精英之间、 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ꎬ 对于相互国家利

益的维护有重要作用ꎬ 甚至可说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ꎮ 友好感情的培养需要多

年ꎬ 但毁掉可以在一瞬间ꎬ 而要再恢复则难上加难ꎮ 中俄在这方面的资本并不深

厚ꎬ 尤其需要双方珍惜ꎮ
美国因素是中俄关系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ꎮ 这一问题若明若暗ꎬ 但实际上

一直存在ꎬ 它表现在两国都对对方与美国的关系不太放心ꎬ 对方与美国关系的升

温往往会引起另一方的疑虑和不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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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有一种对美俄关系过于敏感的反应ꎬ 总是把美俄改善关系与针对

中国联系起来ꎮ 这是一种片面和简单化的思维方式ꎮ 美俄发展关系是正常的ꎬ 不

能期望美俄不发展关系ꎬ 不能把恶劣的美俄关系当作正常状态ꎬ 也不能期望美俄

关系永远坏下去ꎮ 美俄作为两个大国ꎬ 特别是核大国ꎬ 有着广泛的国际、 地区、
双边关系的对话内容ꎬ 中国只是其议题之一ꎮ 中国学术界对美俄关系常常有一种

不安ꎬ 总认为美俄明里争斗ꎬ 暗通款曲ꎬ 因此对美俄联手保持高度警觉ꎮ 这虽有

其理由ꎬ 但以此作为判断美俄关系的不变根据ꎬ 而不是依据具体和实际情况ꎬ 就

不免总是作出美俄会达成交易的预测ꎮ
基于美国因素ꎬ 也有认为中俄关系决定于俄美关系的看法ꎬ 其基本逻辑是中

俄合作的基石是共同应对美国的战略威胁ꎬ 如果美国对俄罗斯战略压力减小ꎬ 中

俄关系将失去合作的基石ꎬ 两国关系也将疏远ꎮ
这种判断有它的逻辑和道理ꎬ 美国因素确实对中俄关系有重要影响ꎬ 否则中

俄美也就不存在三角关系了ꎮ 不过ꎬ 需要指出的是ꎬ 这种观点把中俄关系的基础大

大简化了ꎮ 中俄关系的基础远不止于美国因素ꎬ 美国因素对中俄关系虽然重要ꎬ 但

它既不是中俄关系基础的核心ꎬ 更不是它的全部ꎮ 中俄关系的保持和发展不是以美

俄关系为前提ꎬ 也不是以美俄关系恶劣为条件ꎮ 美国因素对中俄关系的影响主要是

在中俄美关系的结构和状态上ꎬ 美俄关系的状态不同ꎬ 中俄美关系的结构和状态也

会不同ꎮ 其次ꎬ 在俄罗斯受到美国战略压制的情况下ꎬ 俄罗斯对东方战略空间会更

加倚重ꎬ 中俄之间有更大的结构性合作空间ꎮ 再次ꎬ 美俄关系的紧张可降低俄国内

存在的对中国的某些消极看法和担忧ꎮ 但是ꎬ 就中俄关系的整体而言ꎬ 美俄关系不

是决定性因素ꎬ 不管美俄关系是什么状态ꎬ 中俄关系都可以保持和发展ꎮ 另外ꎬ 中

俄美关系也不是机械性的互动关系ꎬ 两个国家的正向互动必然导致与第三国的负向

发展ꎮ 而且ꎬ 即使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威胁降低ꎬ 中俄在国际秩序建设上仍持相近

看法和立场ꎬ 两国在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上的合作需求并不因此消失ꎮ
不应仅仅从中俄美的角度看中俄关系ꎬ 把三角关系作为唯一的解释框架ꎮ 中

俄关系的基础不是单一的ꎬ 它是一个复合和多层级结构ꎮ 中俄美关系不是中俄合

作的唯一因素ꎮ 在中俄关系的基础中ꎬ 它的最深层级是双边安全ꎬ 作为两个相邻

的大国ꎬ 相互安全最为重要ꎬ 这一点现在经常被忽视ꎮ 在此基础之上才是国际战

略平衡、 地区安全和稳定、 能源和经济利益等ꎮ 仅仅从中俄美角度看待中俄关系

不仅是片面的ꎬ 而且从外交上说ꎬ 将中俄关系完全置于取决于第三国的基础上ꎬ
这也是不明智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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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第五种模式ꎬ 即中俄结为联盟或亚联盟的可能ꎮ 前文已说ꎬ 传统的

“大三角” 不可能恢复ꎬ 那么ꎬ 把联盟作为中俄关系的一种可能是否与此相矛盾

呢?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ꎮ 就中俄美关系来说ꎬ 在中俄都主张不结盟的情况下ꎬ 一

旦两国结盟ꎬ 就表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恶化ꎮ 因此ꎬ 这是对极端形势出现的一种

假设ꎮ 如果世界出现大倒退ꎬ 中俄美关系进入全面对抗ꎬ 那将是世界的大颠覆ꎬ
国际政治将处于完全不同的语境下ꎬ 超出了现在的常规分析框架ꎮ 如果出现这种

形势ꎬ 那不仅是中俄美关系ꎬ 就是现在国际政治的许多基本概念和判断都需推倒

重来了ꎮ 即使如此ꎬ 新联盟与 “大三角” 性质和特征仍会有明显差别ꎬ 毕竟时

代和国际环境已经不同ꎮ
中俄关系现在的模式是结伴不结盟ꎬ 这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ꎬ 是两国找到

的黄金模式ꎮ 在正常形势下ꎬ 结盟不是两国关系的合适形式ꎬ 它对中俄关系和中

俄美关系都弊大于利①ꎮ 中俄都没有结盟的打算ꎬ 中国明确坚持结伴不结盟的政

策ꎬ 两国舆论界中主张结盟的只是零星的声音ꎬ 远不是主流ꎬ 这个问题也从没提

到过两国对话的议事日程上ꎮ 不过ꎬ 在理论上ꎬ 把结盟从两国关系的可能模式中

完全排除也无必要ꎮ 扩而广之ꎬ 也没必要把它从对外关系的可能形式中完全排

除ꎮ 从理论上说ꎬ 联盟是一种外交工具ꎬ 不必然在政治上不正确ꎮ 中国当初实施

不结盟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独立和主权ꎬ 不被卷入大国集团的争斗ꎬ 现在

中国已不担心这样的问题ꎮ 不结盟不对抗是中国的政策ꎬ 不结盟是形式ꎬ 不对抗

是实质ꎮ 实质不应变ꎬ 但形式可灵活ꎮ 结盟可以有多种原因和目的ꎬ 与不同国家

的结盟也会有不同的含义和性质ꎮ 结盟不一定都是为了对抗ꎬ 防御和自卫也可能

是结盟的目标ꎮ 中俄不会主动选择联盟ꎬ 不会为了对抗结成联盟ꎬ 但如果出现严

峻的形势ꎬ 当联盟成为必要的防御手段时ꎬ 这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选择ꎮ 从外交

上说ꎬ 保留这种选择可使自己的外交工具箱更丰富ꎬ 应是益处更多ꎮ 当然ꎬ 这不

意味着自动和一定结盟ꎮ
中俄结成联盟的基本要素是美国同时对中俄构成严重的直接安全威胁ꎬ 出现

可能发生军事对抗的形势ꎬ 安全利益成为中俄最迫切的战略需求ꎬ 两国结成某种

形式的同盟以遏制危险事态的发展和自我防卫ꎮ 这种情境的出现虽然不是绝对不

可能ꎬ 但一般说可能性很低ꎮ 中俄美都是核大国ꎬ 理解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后果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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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直接军事对抗会非常谨慎ꎮ 五角大楼虽有与中俄同时作战的计划①ꎬ 但在政

治决策上美国是否准备和有勇气同时与中俄全面军事对抗是另一个问题ꎮ 需要说

明的是ꎬ 这都是基于正常国家理性的判断ꎬ 但历史表明ꎬ 所谓理性并不总是可

靠ꎬ 偶然和意外也是历史的常客ꎮ
尽管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很小ꎬ 但中俄美关系和国际形势的趋势是在把中俄

推得越来越近ꎬ 这不仅是在政治和外交上ꎬ 也包括在军事合作领域②ꎮ 它或许不

会把中俄推到结盟那么远ꎬ 但却有可能使中俄形成强化的战略伙伴关系ꎬ 这种关

系可称之为亚联盟ꎮ 在战略伙伴模式之后ꎬ 这是中俄美关系又一种可能的模式ꎮ
所谓亚联盟ꎬ 是指介于联盟与非联盟之间的一种状态ꎬ 它没有条约形式的约束ꎬ
不是全面的联盟ꎬ 但两国达成政治共识ꎬ 形成一定的 “君子协定”ꎬ 并自觉和有

意识地进行某种深层战略合作ꎮ 亚联盟的性质和功能与联盟也有差别ꎬ 它主要针

对综合的战略性竞争ꎬ 包括军事战略安全ꎬ 但不一定是应对直接的军事危险ꎮ 亚

联盟可以是一种新的国家关系模式概念ꎬ 它在结盟和不结盟之间创造出独立的外

交关系空间ꎬ 国家无须在结盟和不结盟之间作出极化选择ꎬ 并可得两者之利而避

免两者之弊ꎮ 对于某种特定国家关系状态来说ꎬ 这是一种适用的概念和形式ꎬ 有

存在的必要ꎮ 战略伙伴关系概念有巨大的外交价值ꎬ 但它的适用面过于宽泛ꎬ 不

能显示出具有特别重大战略功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特征ꎮ 亚联盟概念还有一个优

点ꎬ 即它不会超越不结盟的政治原则ꎬ 从形式上说ꎬ 亚结盟仍不是正式结盟ꎮ
联盟虽可以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ꎬ 但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ꎮ 在中俄美关系的

语境下ꎬ 一旦中俄结盟ꎬ 即意味着美国已是公开的敌人ꎬ 虽然通过联盟可以减轻

它的威胁ꎬ 但一个大国成为敌人本身就构成巨大的战略压力ꎮ 这就如同中美苏

“大三角” 一样ꎮ “大三角” 虽然减轻了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ꎬ 但并没有解决中

国的根本问题ꎬ 因为它没有消除威胁本身ꎬ 而只是增加了应对这一威胁的能力ꎮ
这一威胁只是在中苏恢复正常关系后才真正消除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大三角”
对中国是亡羊补牢ꎬ 它是在与苏联成为敌人这一重大战略挫折背景下的被动选

择ꎬ 况且中苏当时并没有实质性国家利益冲突ꎬ 两国没有成为敌人的充分理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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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中国来讲ꎬ 在中俄美关系中ꎬ 乃至在整个大国关系中ꎬ 防止出现敌人尤其

是不使伙伴变成敌人是更大的战略成功ꎬ 能与其他两国都保持更好关系则是更高

外交境界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 中俄关系的意义又有不同ꎮ 中俄是战略伙伴ꎬ 这是

２０ 多年积累下来的宝贵战略资产ꎬ 不论对中国还是对俄罗斯来说ꎬ 削弱两国的

战略伙伴关系都是极大的战略错误和浪费ꎬ 更不用说变为战略竞争对手了ꎮ 中美

关系也是如此ꎮ 尽管美国把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ꎬ 但中美关系对中国有巨大利

益ꎬ 对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极其重要ꎬ 中美的位置和目标不同ꎬ 中国不应接受和使

用与美国同样的思维和行为逻辑ꎬ 尽可能避免使中美关系进入全面对抗轨道不仅

在政治和战略上是正确的ꎬ 在外交和经济上也是成本更低的ꎮ

结　 语

在冷战结束后近 ３０ 年的今天ꎬ 世界虽仍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ꎬ 但正在进

入后 “后冷战” 时期ꎮ 一方面ꎬ 向前的力量在推进ꎬ 另一方面ꎬ 向回倒退的迹

象也越来越明显ꎮ 冷战结束之时的浪漫主义光彩已淡去ꎬ 大国在国际秩序理念上

渐行渐远ꎬ 世界在政治上趋于 “碎片化”ꎬ 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强势回归国际关

系ꎬ 对安全利益的担忧逐渐超越对经济利益的追求ꎬ 大国竞争性加强ꎬ 军备竞赛

抬头ꎬ 以不同形式表现出的意识形态因素增加ꎬ 原有国际规则不断失灵ꎮ 尤其令

人不安的是新冷战的幽灵在悄悄叩门ꎬ 欲重新分裂世界ꎬ 使世界在政治、 经济、
价值观、 国际秩序、 国际机制上形成新的阵营和体系对立ꎮ

国际形势的这种发展趋势ꎬ 为中俄美关系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ꎬ 使中俄美关系

的互动性越来越突出ꎮ 从中国的角度ꎬ 与俄美都发展良好关系是最佳选择ꎬ 这也是

中国的政策ꎬ 但结果不完全取决于中国的愿望ꎮ 现实是形势在推动着中俄与美国的

战略隔阂越来越深ꎮ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发展ꎬ 将推动中俄美关系的形态发生进一步

的演变ꎬ 其方向是中俄关系的更加紧密化ꎬ 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ꎮ
中俄美三角是客观存在ꎬ 是一种自然的结构形态ꎬ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已是

难以避免ꎬ 不应忽视ꎬ 也没有必要拒绝ꎮ 中国摒弃冷战式的 “大三角” 思维模

式ꎬ 不搞 “零和游戏”ꎬ 不寻求与任何国家对抗ꎬ 但可以合理、 有效、 建设性地

运用中俄美三角框架ꎬ 以创造外交主动ꎬ 增加战略资源ꎬ 抑制大国冲突ꎬ 维护战

略稳定ꎬ 推动新国际秩序建设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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