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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为实现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梦想ꎬ １９２９ 年乌克兰民族主

义者组织成立ꎮ 二战爆发前ꎬ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主要是反对波兰的殖民统

治ꎮ 随着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政策的推行和 １９３２ ~ １９３３ 年乌克兰发生饥荒ꎬ 乌克

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开始加强反苏活动ꎮ 二战开始后ꎬ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把与

德意法西斯合作、 反对苏联当作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 实现欧洲新秩序的主要手

段ꎮ 红军在击败德军进入西乌克兰后ꎬ 采取各种措施镇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乌克

兰起义军ꎬ 以维护乌克兰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ꎮ 班杰拉分子及其乌克兰起义军的奋

斗历程折射出大国夹缝中生存的民族在实现国家独立道路上迈出的艰辛步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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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莉华ꎬ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教授ꎮ

在当代乌克兰史研究中ꎬ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备受关注ꎮ 继 ２０１０ 年乌克

兰总统尤先科授予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人斯捷潘班杰拉 “乌克兰英雄”
称号后ꎬ ２０１５ 年乌克兰最高拉达又承认乌克兰起义军成员是 “为乌克兰独立而

斗争的战士”ꎮ 乌克兰的上述决定招致俄罗斯、 波兰和以色列的强烈反对ꎬ 因此

对该组织的研究已经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ꎬ 而是敏感的政治话题ꎮ 乌克兰民族主

义者组织究竟是怎样一个组织? 为什么俄罗斯与乌克兰围绕该组织争论不休? 苏

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 乌克兰、 德国和波兰解密了大量有关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

及其武装力量乌克兰起义军的档案文献ꎮ 笔者力图在梳理这些档案文献的基础

上ꎬ 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作出较为客观、 公正的评价ꎮ

一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土崩瓦解ꎮ 原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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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下的乌克兰随之陷入混乱状态ꎮ 为了实现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梦想ꎬ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ꎬ 乌克兰中央拉达在基辅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ꎬ 拥有乌克兰

９ 个省份的管辖权ꎮ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 在奥匈帝国曾经统治下的利沃夫ꎬ 西乌

克兰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ꎮ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被并入乌克

兰人民共和国版图ꎮ 尽管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彼得留拉试图利用仓促组建的

民族军使新生的乌克兰国家站稳脚跟ꎬ 但是在波兰、 苏俄、 德国和协约国的博弈

中ꎬ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和民族军如昙花一现ꎬ 很快消失在战争的硝烟之中ꎮ 建立

乌克兰国家的努力失败后ꎬ 很多乌克兰人纷纷逃到德国、 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

克ꎮ １９２０ 年 ７ 月ꎬ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上校军官叶夫根尼科诺瓦涅茨等人在布

拉格成立了乌克兰军事组织ꎮ 这是一个秘密的、 以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为宗旨

的组织ꎮ 虽然乌克兰军事组织在 １９２２ 年仅有约２ ０００人ꎬ 但他们都是在国内战争

时期曾为乌克兰民族独立浴血奋战的职业军人ꎬ 骁勇善战ꎬ 经验丰富ꎮ 为了壮大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队伍ꎬ １９２９ 年初在维也纳召开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大会

上ꎬ 乌克兰军事组织和以西乌克兰大学生为主的激进派联合成立了乌克兰民族主

义者组织 (ОУН)ꎮ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把建立统一、 独立的乌克兰国家作为

最高纲领ꎮ 成立之初ꎬ 该组织领导人是叶夫根尼科诺瓦涅茨ꎬ 宣传处的工作由

西乌克兰学生运动的领袖斯捷潘班杰拉负责ꎮ １９３１ 年 ４ 月ꎬ 斯捷潘班杰拉组

织民众上街游行ꎬ 抗议波兰警察打死利沃夫大学学生的暴行ꎮ 这次游行使年轻的

班杰拉声名鹊起ꎬ 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二号人物①ꎮ
在谋求民族独立道路上ꎬ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希冀获得国际社会支持ꎮ 叶

夫根尼科诺瓦涅茨曾专程前往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求助ꎬ 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乌克兰人在波兰和苏联统治下的艰难处境ꎮ 然而ꎬ 对于乌克兰民族的命运和前途

鲜有问津者ꎮ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激进派认为ꎬ “如果合法的政治斗争不能达

到目的ꎬ 被奴役的人民有权采取革命手段来对抗国家的恐怖ꎮ”②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信奉东乌克兰的侨民德伊东措夫的民族主义思

想ꎮ １９２６ 年东措夫在利沃夫出版了 «民族主义» 一书ꎬ 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

族主义观: 在民族构成上ꎬ 乌克兰民族融合了多种族成分ꎬ 其中包括最优秀的日

耳曼种族ꎮ 与其他种族相比ꎬ 日耳曼种族更善于管理国家ꎻ 在民族文化上ꎬ 欧洲

０８

①

②

Млечин Л М Степан Бандера и судьба Украины О чем напомнил киевский Майдан: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２０１５г С ７７

Там же С ６９



民族主义问题　

分为拉丁—德国和莫斯科—亚洲两个相互敌对的世界ꎮ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种族

边界的东部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ꎬ 以西属于拉丁—德国、 以东属于莫斯科—亚

洲世界ꎮ 未来的乌克兰认同欧洲文明价值观ꎮ 因此ꎬ 应与 “俄罗斯帝国民族主义

和波兰沙文主义作斗争”ꎮ 在民族生存观和道德观上ꎬ 东措夫指出: “政治的实

质是各民族为了生存而进行达尔文式的斗争ꎬ 民族之间冲突不可避免”ꎬ “手段

应为目的服务ꎬ 武力应战胜理性ꎮ 与其观望ꎬ 毋宁行动”ꎻ “强权是自然法则ꎬ
扩张是肯定自我生存意志、 否定他人生存意志”ꎻ “将生命看作高于一切、 憎恶

强盗的本性、 禁止损害他人利益” 是普通人的道德观ꎬ 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斗争必

须否定普通人的道德观ꎮ 关于乌克兰民族的命运和前途ꎬ 东措夫强调ꎬ 乌克兰民

族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民族独立ꎬ 坚决反对乌克兰在波兰和俄国版图内实行联邦制

和自治制度①ꎮ
东措夫的民族主义理论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ꎮ

在激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看来ꎬ 乌克兰是 “乌克兰人的乌克兰”ꎬ 未来乌克兰

国家版图应西起桑河ꎬ 东到北高加索山脉ꎮ 在这一区域内不允许俄罗斯、 波兰和

犹太人等少数族裔的存在ꎮ 所有非乌克兰人应当被强制同化、 迁移ꎬ 甚至是武力

消灭ꎻ 在实现民族独立道路上ꎬ 所有非乌克兰民族以及反对其民族主义思想的乌

克兰人都是乌克兰人民的敌人ꎮ 为了实现民族独立的伟大目标ꎬ 乌克兰人应当抛

弃老一代人的理性和道德ꎬ 采取 “民族主义的铁血” 政策②ꎮ
二战爆发前ꎬ 乌克兰军事组织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恐怖行动的主要对象是波

兰政府官员ꎬ 这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活动的西乌克兰局势密切相关ꎮ 一战后ꎬ 原

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加里奇和沃伦部分地区被并入波兰版图ꎬ ５００ 万的乌克兰人随

之成为波兰公民ꎮ 虽然波兰政府曾向国联承诺ꎬ 给予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自治权

力ꎮ 但在毕苏茨基执政时期ꎬ 波兰政府采取各种手段限制乌克兰人权利: 很多乌

克兰语学校被取缔ꎬ 采用波兰语教学ꎬ 乌克兰人被剥夺了用母语接受高等教育的

权利ꎮ 乌克兰语出版物必须经过审查ꎻ 禁止乌克兰人在波兰政府中任职ꎬ 剥夺乌

克兰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ꎻ 对乌克兰中小企业主征收高额税收ꎻ 乌克兰人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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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堂或被捣毁ꎬ 或改为天主教堂ꎻ 将 ２０ 万波兰人迁移到乌克兰人居住的乡村ꎬ
以掠夺乌克兰人的土地ꎮ 波兰政府的高压政策引起乌克兰人强烈不满ꎬ 反波情绪

逐渐在西乌克兰蔓延开来①ꎮ
从 ２０ 年代起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就积极开展反波行动ꎮ １９２１ 年 ９ 月ꎬ 乌克兰

军事组织成员刺杀波兰总统约瑟夫毕苏茨基未遂ꎮ ３０ 年代初乌克兰民族主义

者组织策划了多起针对波兰政府官员的恐怖袭击事件ꎬ 其中最著名事件是 １９３４
年刺杀波兰内务部长波佩拉茨基ꎮ 刺杀事件的组织者斯捷潘班杰拉被判终身

监禁ꎮ 一些主张波乌和解的乌克兰人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视为 “民族叛徒”ꎬ 也

成为其恐怖袭击的目标ꎮ 由于该组织恐怖活动给波兰政府限制乌克兰人的合法行

动提供口实ꎬ 在其怂恿下一些未成年人参与恐怖袭击ꎬ 结局十分悲惨ꎬ 因此部分

乌克兰民众和合法党派对其提出批评和指责ꎮ 尽管如此ꎬ 仍有不少乌克兰人ꎬ 特

别是境外乌克兰人同情斯捷潘班杰拉等恐怖分子ꎮ 资助该组织的多半是居住在

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人②ꎮ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最初并没有将苏联作为对抗的目标ꎮ ２０ 年代布尔什

维克党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以下简称苏维埃乌克兰) 实行乌克兰

化政策ꎬ 乌克兰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领域取得一定成就ꎮ 因此ꎬ 乌克兰民族主义

者的政治主张难以得到苏维埃乌克兰民众的支持和响应ꎮ １９２３ 年叶夫根尼科

诺瓦涅茨甚至与苏维埃乌克兰领导人接触ꎬ 希望布尔什维克党资助其反波活动ꎮ
叶夫根尼曾表示ꎬ 在未来的苏波战争中将支持莫斯科ꎬ 因为只有莫斯科能最终实

现乌克兰领土的统一③ꎮ
随着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政策的推行和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年乌克兰发生饥荒ꎬ 乌克兰民

族主义者组织开始加强反苏活动ꎮ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ꎬ 驻利沃夫的苏联领事馆工作人

员阿列克谢马伊洛夫被刺杀ꎬ 这是二战前该组织唯一一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ꎮ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ꎬ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员、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帕韦尔
苏多普拉托夫利用与叶夫根尼会面的机会ꎬ 用事先藏匿在糖果盒中的定时炸弹炸死了

这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人ꎮ 叶夫根尼的死导致该组织发生严重分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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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问题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ꎬ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罗马召开代表大会ꎬ 安德烈梅利

尼克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新的领导人ꎮ 对于梅利尼克的当选ꎬ 很多成员并

不认同ꎬ 因为斯捷潘班杰拉尚在狱中ꎮ 班杰拉年轻、 激进、 果敢、 狂热而富于

冒险精神ꎮ 班杰拉主张积极与布尔什维克党政权作斗争ꎬ 不论时局如何变化ꎬ 应

尽快在苏联领土上组织武装起义ꎮ 拥护班杰拉的多为因从事民族主义运动曾被关

押在波兰监狱的年轻人和在西乌克兰活动的成员ꎮ 班派属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

织的激进派ꎬ 代表着生活在西乌克兰社会底层的乌克兰人ꎮ 梅利尼克则沉着冷

静、 富有经验和文化素养ꎮ 梅派的支持者多是该组织领导班子成员、 老一代乌克

兰民族主义者以及移居美国和加拿大的成员ꎮ 从一定意义上说梅派是乌克兰侨民

知识分子的代表ꎮ 梅派主张将该组织的政治诉求与德国外交政策和苏德关系联系

起来ꎬ 对未来时局应采取观望策略ꎬ 反对立即采取反苏行动ꎮ 梅派认为ꎬ 未来乌

克兰问题将在德国的东欧政策框架下来解决ꎮ 希特勒结束对英战争后ꎬ 将着手制

定德国的东欧政策ꎬ 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很快就会建立起来ꎮ 班派属于乌克兰民族

主义者组织的多数派ꎬ 梅派属于少数派①ꎮ

二　 二战中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

(一) 苏德战争前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

班派与梅派的纷争既掺杂了权力斗争的因素ꎬ 也反映了该组织内部对欧洲时

局变化和斗争策略的分歧ꎮ 德国入侵波兰后ꎬ 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ꎬ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ꎬ 苏军进入波兰ꎬ 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并入苏联版图ꎮ 苏联政府在

新兼并的乌克兰领土上强制实施苏维埃化政策ꎮ 在并入苏维埃乌克兰之前ꎬ 西乌

克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ꎬ 批发和零售业都掌握在私人手中ꎬ 生活水平远高于苏维

埃乌克兰ꎮ 实行苏维埃化政策后ꎬ 这些私营企业主都被消灭ꎮ 因此ꎬ 苏维埃化政

策和措施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和反抗ꎬ 很多人支持班杰拉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

者组织②ꎮ
在此背景下ꎬ 获释出狱的班杰拉没有执行梅利尼克关于避免在苏维埃乌克兰

３８

①

②

( ред ) Дзюбан О ( сост ) Украïнське державотворення Акт ３０ червня １９４１ Збｉ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ｉв ｉ матерｉалｉв Львｉв К ꎬ ２００１ С １１

Гогун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жду Гитлером и Сталиным Украинские повстанцы Киев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 / /
ｍｒｅａｄｚ ｃｏｍ›ｎｅｗ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ｉｄ ＝ ３３８４７３＆ｐａｇｅｓ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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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积极开展行动ꎬ 造成不必要的人员损失的命令ꎮ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ꎬ 班杰拉分子在

克拉科夫召开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ꎮ 大会取消了梅利尼

克的命令ꎬ 宣布班杰拉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领导人ꎮ 大会通过决议ꎬ 明确

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未来的奋斗目标: 坚决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ꎬ 建立从伏

尔加河到北高加索的乌克兰边界ꎮ 对于与波兰的关系问题ꎬ 大会决议中指出: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将与试图恢复波兰控制下的乌克兰土地的波兰组织作斗

争ꎮ 消除波兰人的反乌行动是乌波两个民族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ꎮ” 大会对于

犹太人问题没有专门提及ꎬ 但在谈到与 “莫斯科帝国主义” 作斗争时指出: “苏
联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统治制度的忠实支柱和莫斯科帝国主义在乌克兰的先锋

队ꎮ 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政府试图利用乌克兰民众的反犹情绪转移人们对真正的灾

难制造者的注意力ꎬ 以及在反犹情绪爆发时利用乌克兰人屠杀犹太人ꎮ 乌克兰民

族主义者组织将同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主义制度的支柱犹太人作斗争ꎬ 同时晓谕乌

克兰民众: 莫斯科是主要敌人ꎮ”① 显然ꎬ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将莫斯科和波

兰视为主要敌人ꎮ 正如 ３０ 年代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歌中唱的那样: “消灭血腥的

莫斯科和华沙ꎮ”②

在从事反苏活动同时ꎬ 该组织与德国侦察机构 “阿伯韦尔” 建立了密切联

系ꎮ 很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认为ꎬ 只有在德国的帮助下建立独立乌克兰国家的目

标才能实现ꎮ 而德国人试图利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进行反苏间谍活动和武装

起义ꎮ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将总部设在柏林ꎬ 并在利沃夫成立了具体负责西乌

克兰活动的领导机关ꎮ 利沃夫的领导机关被苏联安全部门破获后ꎬ 该组织在克拉

科夫成立了由班杰拉负责的领导机关ꎮ 克拉科夫的领导机关与德国情报机构直接

联络ꎮ 档案文献证实ꎬ 至少从 １９３２ 年起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已经与德国侦察

机构建立联系ꎮ 希特勒上台后ꎬ 盖世太保利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为其提供情报ꎬ
每月向其提供７ ０００马克活动经费ꎬ 如果执行其他任务ꎬ 资金另行拨付③ꎮ 出于反

苏策略考虑ꎬ １９３４ 年德国与波兰关系实现正常化ꎮ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重要

成员尼古拉列别季等被德国人出卖给波兰政府ꎮ 尽管如此ꎬ 该组织与德国情报

４８

①

②
③

Дзюбан О ( сост ) Украïнське державотворення Акт ３０ червня １９４１ Збｉ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ｉв ｉ
матерｉалｉв С １１

Гогун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жду Гитлером и Сталиным Украинские повстанцы
Коллективꎬ Артизов А Н Украин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год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１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３ С １６４ꎻНиколай Платошкинꎬ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и ее связь с нацист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２０１４ № ４ Ｃ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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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联系并未中断ꎮ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分裂成班派和梅派后ꎬ
德国人仍继续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ꎬ 两派从德国人那里各收到 ２５０ 万

马克①ꎮ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纳粹分子利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建了 “罗兰” 和 “夜莺” 营ꎬ

作为德军的特别行动队ꎮ “夜莺” 营负责人是班派在德国占领下的波兰总督区领

导人罗曼舒赫维奇ꎬ 而 “罗兰” 营基本由梅派分子组成②ꎮ 根据德国政府的指

示ꎬ 在波兰总督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利用设在各地的委员会对乌克兰居民进

行登记ꎬ 并对所有登记在册的乌克兰居民发放专门证件ꎬ 作为居住和领取口粮的

凭证ꎮ 德国人任命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担任市长、 乡长和村长等各级官员ꎻ 建立乌

克兰警察机构ꎬ 招收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员ꎻ 招募该组织成员与德军共同维

持边境治安ꎻ 允许该组织征召 １６ ~ ４２ 岁的志愿者参加乌克兰人的军事组织③ꎮ
在整个 １９４０ 年ꎬ 班派的工作重心是在西乌克兰发动反苏武装起义ꎮ 在德国

的帮助下ꎬ 该组织位于克拉科夫的领导机关将经过培训的成员秘密输送到乌克兰

西部各州ꎬ 并恢复在利沃夫等地的地下组织ꎮ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还制定了夺

取苏联政府机关、 消灭工作人员和内务部警察的具体行动计划④ꎮ
对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反苏活动ꎬ 苏联政府采取了严厉镇压措施ꎮ

１９４０ 年苏联捣毁了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位于利沃夫的领导机关在内的很

多据点ꎮ 据苏联内务部统计ꎬ 仅在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的一次行动中就逮捕该组织成员

９９６ 人ꎮ １９４１ 年 １ ~ ６ 月份ꎬ 内务部从西乌克兰迁移出各类社会危险分子３ ０７９户ꎬ
共计１１ ３２９人ꎮ 镇压行动给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带来沉重打击ꎬ 为了保存实

力ꎬ 克拉科夫的领导机关下达指示: 取消已进入内务部视线的人员活动计划ꎻ 每

个地区只留下两名负责人ꎬ 其余工作由处于合法状态的成员来承担ꎻ 将已经暴露

身份的干部秘密输送到国外ꎮ 大多数成员在偷越国境时被苏联方面截获ꎮ 尽管如

此ꎬ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仍继续开展秘密斗争ꎬ 并很快恢复了各地的基层组

５８

①

②

③

④

Лискорский А ꎬ Помогаев В (сост ) Обвиняет земля / /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Универсум М ꎬ １９９１ С １０９

Николай Платошкинꎬ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и ее связь с нацист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Артизов А Н Украин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год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１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３ М : РОССПЭНꎬ ２０１２ С １６５ － １６６

Там же С ２９１ － ２９５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织ꎮ 苏德战争爆发前ꎬ 其成员已遍布西乌克兰各个地区①ꎮ

(二) 苏德战争前期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

在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ꎬ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向德国方面递交了一份以

斯捷潘班杰拉名义写给希特勒的信ꎮ 信中说: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深信ꎬ
目前进军莫斯科将消除腐朽的犹太—布尔什维主义在欧洲的影响ꎬ 并最终消灭俄

罗斯帝国主义ꎮ 根据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恢复独立的乌克兰民族国家将巩

固东欧国际新秩序ꎬ 并推动这一空间的和平和顺利发展ꎮ 我们相信ꎬ 阁下作为国

际秩序的维护者将支持我们人民的斗争ꎮ”②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德国军队占领了利沃夫ꎮ 班杰拉分子在利沃夫宣布建立

独立的乌克兰国家ꎬ 并发布了乌克兰独立国家宣言ꎮ 宣言称: “重新复国的乌克

兰将与伟大的纳粹德国密切合作ꎮ 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伟大的纳粹德国正在建

立欧洲和世界新秩序ꎬ 并帮助乌克兰人民从莫斯科占领下获得解放ꎮ 即将在乌克

兰土地上建立的乌克兰民族革命军今后将与德国盟军共同为反对莫斯科侵略ꎬ 为

主权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和世界新秩序而斗争ꎮ”③

７ 月 ３ 日ꎬ 乌克兰政府总理雅罗斯拉夫斯捷齐科致信墨索里尼: “乌克兰

政府以乌克兰人民的名义向阁下表示诚挚欢迎ꎬ 对阁下英雄军队的胜利远征表示

由衷的高兴ꎮ 希望阁下英勇的人民将很快取得完全胜利ꎬ 我们坚信: 在取代凡尔

赛体系的公正的法西斯秩序中乌克兰国家将占有应有的地位ꎮ”④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把与德意法西斯合作、 反对苏联当作建立独立的乌克

兰国家ꎬ 实现欧洲新秩序的主要手段ꎮ 在苏德战争开始后ꎬ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

织立即行动起来ꎬ 在西乌克兰组织了近万人的武装力量ꎬ 很快投入战斗ꎮ 他们采

取破坏行动ꎬ 切断红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络ꎬ 配合德国军队袭击撤退的红军和犹太

人ꎮ 据统计ꎬ 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周ꎬ 红军和内务部队的官兵死亡 ２ １００ 人ꎬ
受伤 ９００ 人⑤ꎮ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 日ꎬ 一支德军先头部队通报说: 班杰拉分子在 ６ 月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Артизов А Н Украин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год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１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３ С ３１４ － ３１５ ꎬ С ２１５ － ２２０

Там же С ３２０
Там же С ３４０ － ３４１
Дзюбан О ( сост ) Украïнське державотворення Акт ３０ червня １９４１ Збｉ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ｉв ｉ

матерｉалｉв С １３７
Патриляк Ｉ Ｋ Дｉяльнｉсть Органзацｉï украïнських нацｉоналｉстｉв (бандерｉвцｉв) у １９４０ － １９４２ роках

(вｉйськовий аспект)  Ｉнститут ｉсторｉï Украïни НАН Украïни ２００４ С ９７ꎬ 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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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日至 ７ 月 １ 日采取了大规模排犹行动ꎮ 据统计ꎬ 在红军离开利沃夫的最初日子

里有近４ ０００犹太人被打死①ꎮ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针对红军和犹太人采取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报复ꎮ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 乌克兰国家安全部在西乌克兰逮捕了 １ ７１３ 名涉嫌参加乌克

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员ꎬ 并从乌克兰西部各州驱逐４ ４２４ 户ꎬ 共计１４ ３１６人ꎮ 在

德军的进攻下ꎬ 红军匆忙撤离ꎬ 契卡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也随着转移ꎮ 但是关押在

乌克兰西部各州监狱中的犯人成为乌克兰内务部面临的难题ꎮ 为了不让这些犯人

落入德军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手中ꎬ 乌克兰内务部对其实施了代号为 “一级行

动” 的大屠杀ꎮ 乌克兰国家安全部副委员伊马特卡琴科下令枪决关押在切尔

特科夫市监狱的 ７６７ 名已经判刑和尚未定罪的犯人ꎮ 红军撤离后ꎬ 乌克兰人打开

利沃夫所有监狱ꎬ 到处是被契卡工作人员枪杀的犯人尸体ꎮ 在隆斯克大街监狱ꎬ
人们发现了尤利娅舒赫维奇的尸体ꎮ 其兄正是 “夜莺” 营的指挥官罗曼舒

赫维奇②ꎮ
布尔什维克党枪杀乌克兰人在德军有关乌克兰战况的通报中也有记载ꎮ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 一支德军向上级汇报: “布尔什维克在撤离之前和当地的犹太人杀

死一些乌克兰人ꎮ 理由是他们试图在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利沃夫举行武装起义ꎬ
以释放被关押的乌克兰囚犯ꎮ 据可靠消息ꎬ 在利沃夫约有 ２ 万人失踪ꎬ 其中 ８０％
以上是知识分子ꎮ 在利沃夫的监狱ꎬ 被残害的乌克兰人尸体随处可见ꎮ 初步估

计ꎬ 在利沃夫遇害的乌克兰人有３ ０００ ~ ４ ０００人ꎬ 其他人被转移ꎮ”③

班杰拉分子积极配合德军的反苏行动ꎬ 对于纳粹德国在乌克兰独立问题上的

态度充满期待ꎮ 但班杰拉分子很快发现ꎬ 德国并不欢迎独立的乌克兰国家ꎮ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３ 日ꎬ 德国军政长官库恩德特约见班杰拉ꎬ 希望班杰拉及其追随者不要急

于宣布乌克兰政府成立ꎮ 他还示意班杰拉: 在没有征得德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任

何人都不能 “自行其是”ꎮ 班杰拉则表示ꎬ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把德国当作反

苏盟友ꎬ 在行动中并不想违背德国人的利益ꎬ 但必须声明: “我只是受乌克兰人

民之托ꎬ 而非依据德国机构的指令或征得德国机构的同意下达任何命令ꎮ”④

７８

①
②
③

④

Млечин Л М Степан Бандера и судьба Украины О чем напомнил киевский Майдан С １３０ － １３１
Там же С １２６ － １２９ꎬ １３０
ＢＡ Ｒ５８ / ２１４ ＢＬ １８０ － １９５ См Артизов А Н Украин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год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１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３ С ３７４ － ３７７
Артизов А Н Украин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год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１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３ С 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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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 年 ７ 月班杰拉及其追随者被德军逮捕ꎬ 软禁在柏林ꎬ 后被投入集中营ꎮ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ꎬ 盖世太保开展了针对班派的大搜捕行动ꎬ 约有１ ５００名班派分子被逮捕

和枪杀ꎮ 乌克兰独立政权被取消ꎬ 取而代之的是由德国人全权负责的行政机构①ꎮ
梅派也难逃镇压的命运ꎮ 与坚决主张乌克兰独立的班派相比ꎬ 梅派人数较

少ꎬ 组织不够严密ꎮ 梅派曾多次致信德国驻乌克兰占领区代表ꎬ 甚至致信希特

勒ꎬ 向其表示善意和忠诚ꎬ 希望彼此合作ꎮ 但是ꎬ 梅派也主张建立某种形式的乌

克兰国家ꎮ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ꎬ 在柏林合法居住的安德烈梅里尼克被德国安全

局逮捕ꎬ 并关进班杰拉所在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ꎮ 到 １９４４ 年初ꎬ 德国安全局逮

捕了几乎所有梅派中央机构的领导人ꎬ 以及数百名乌克兰境内外的梅派分子②ꎮ

(三) 苏德战争后期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ꎬ 红军战线逼近德军占领下的乌克兰ꎬ 苏联游击队在这一

地区开始活跃起来ꎮ 为了适应新形势需要ꎬ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１７ ~ ２３ 日ꎬ 在利沃夫州

召开了班派第三次代表会议ꎮ 会上虽然有人提出应将反德斗争作为乌克兰民族主

义者组织当前的行动目标ꎬ 但考虑到数百万红军出现在东部乌克兰ꎬ 此时任何反

德行动客观上都是对苏联的支持ꎬ 因此与会的大多数代表支持罗曼舒赫维奇的

建议ꎬ 将苏联游击队和波兰人作为武装斗争的主要对象③ꎮ １９４３ 年春ꎬ 班派组建

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乌克兰起义军 (УПА) ꎮ 乌克兰起义军最初人数只有几千

人ꎬ 活跃在沃伦和斯维纳尔斯克等地的丛林中ꎮ 为了加强这支队伍的战斗力ꎬ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乌克兰起义军成立了总指挥部ꎮ 起义军分为西北、 北方、 南方和东方

行动组ꎮ 保守估计ꎬ 乌克兰起义军正规军人数为 ５ 万 ~ ８ 万人④ꎮ
从乌克兰起义军成立到二次大战结束ꎬ 乌克兰起义军的军事行动主要分为三

方面ꎮ 首先ꎬ 反对苏联红军和游击队ꎮ １９４３ 年末至 １９４４ 年初ꎬ 随着红军到达乌

克兰起义军的活动区域ꎬ 乌克兰起义军开始和德军合作抗击红军ꎮ 他们时而出现

在红军前沿阵地ꎬ 时而袭击红军后方ꎬ 并把有关红军的情报通报给德军ꎮ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７ 日至 ３ 月 ２ 日ꎬ 在罗文州和沃伦州有记载的乌克兰起义军袭击红军和游

８８

①

②
③

④

Там же С ５８９ꎻ Дзюбан О ( сост ) Украïнське державотворення Акт ３０ червня １９４１ Збｉ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ｉв ｉ матералｉв С ４４２ － ４４２

Гогун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жду Гитлером и Сталиным Украинские повстанцы Киев ２０１４
ОУН ｉ УПА в １９４３ роцｉ: Документи / Упоряд : О Веселоваꎬ В Дзьобакꎬ М Дубикꎬ В Сергйчук

Вｉдп ред С Кульчицький К : Ｉнститут ｉсторｉï Украïниꎬ ２００８ С ３４７
Артизов А Н Украин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год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２ １９４４ － １９４５ М : РОССПЭНꎬ ２０１２ С 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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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队事件有 ２００ 起ꎮ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金将军在一次伏击中因伤势过重

牺牲①ꎮ 因破坏红军主要交通线ꎬ 从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起ꎬ 乌克兰起义军遭到红军和内

务部队的严厉镇压ꎮ 在沃伦的一次战斗中ꎬ ３ 万苏军与５ ０００ ~ ６ ０００乌克兰起义

军对阵ꎬ 结果３ ６００多名乌克兰起义军被打死ꎮ 南方行动组遭受重大损失ꎬ 幸存

下来的人员被并入西方和北方行动组②ꎮ １９４４ 年 ７ ~ ８ 月间ꎬ 当红军向西部挺进ꎬ
部分战线移出乌克兰西部各州后ꎬ 乌克兰起义军重新活跃起来ꎮ 他们伏击红军ꎬ
抢劫军火库ꎬ 破坏交通线和粮食供应ꎮ 据统计ꎬ 从 １９４４ 年至 １９５６ 年ꎬ 乌克兰起

义军的行动共造成 ３ １９９ 名红军、 内务部队和边防军的死亡③ꎮ
其次ꎬ 反对波兰ꎮ １９４３ 年夏ꎬ 乌克兰起义军为了配合德国军队的 “反殖民

化运动”ꎬ 强迫波兰居民在 ４８ 小时之内离开自己的家园ꎮ 而在沃伦秘密活动的波

兰军队根据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指示禁止波兰人离开沃伦地区ꎮ 结果ꎬ 约有

４ 万 ~ １０ 万波兰居民惨遭杀戮ꎮ 除了波兰人外ꎬ 被他们打死的还有俄罗斯人、 捷

克人和犹太人④ꎮ 乌克兰起义军手段十分残忍ꎬ 他们将怀孕妇女锯成两半ꎬ 把孩

子刺死在餐桌旁ꎮ 为了将野兽行径嫁祸于苏联游击队ꎬ 起义军战士在一些村子里

高唱喀秋莎ꎬ 用俄语骂人ꎮ 波兰军队同样以恐怖行动进行报复ꎬ 结果导致 １ 万 ~
１ ５ 万乌克兰人死亡⑤ꎮ

最后ꎬ 反对德国占领当局ꎮ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召开的乌克兰起义军会议虽然提出在

反苏和反德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口号ꎬ 但苏联被视为主要敌人ꎮ 因此ꎬ 这一时期

乌克兰起义军反德斗争有两个明显特点: 一是双方基本没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ꎮ
鉴于德军控制着乌克兰的主要交通线和居民点ꎬ １９４３ 年下半年乌克兰起义军对

德作战的目的在于占领德军力量薄弱的沃伦和波多利亚农村的大部分地区⑥ꎮ 二

是乌克兰起义军行动对德军没有构成太大威胁ꎮ 乌克兰起义军主要阻止德军进攻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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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и историко －правовой анализ (в ２ － х кн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бдьꎬ Вйсько Украни １９９４ С ５６３

Платошкин Н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и ее связь с нацист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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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ｉｎｓｏｈｎ Ｇｕｎｎａｒ Ｌｅｘｉｋｏｎ ｄｅｒ Ｖｏｌｋｅｒｍｏｒｄｅꎬ ｒｏｒｏｒｏ ａｋｔｕｅｌｌ Ｒｅｉｎｂｅｋ ｂｅｉ Ｈａｍｂｕｒｇꎬ １９９９ Ｓ ２８３
Николай Платошкинꎬ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и ее связь с нацист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Сергейчук В И ОУН － УПА в роки вйни К : Днпроꎬ １９９６ С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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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控制的领土ꎻ 抢夺德军的武器弹药和粮食ꎻ 反对其驱使青壮劳动力去德国①ꎮ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ꎬ 乌克兰起义军甚至与德军就联合与游击队、 红军作战事宜进行谈

判ꎮ 乌克兰起义军承担的任务是: “ １ 保护铁路线防止游击队的进攻ꎻ ２ 恢复

同游击队的斗争ꎻ ３ 支持并执行德国人采取的所有措施ꎮ” 乌克兰起义军提出的

条件是: “１ 释放班杰拉ꎻ ２ 武装乌克兰民族主义者ꎬ 今后应向其提供武器和弹

药援助ꎻ ３ 保证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ꎮ” 双方就上述问题达成协议后ꎬ 乌克兰

起义军停止对德作战ꎬ 并对游击队采取积极行动ꎮ 德军则开始向乌克兰起义军供

应武器弹药ꎮ 截至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ꎬ 德军向乌克兰起义军南方行动组转交了 ７００ 多

枚地雷、 １ 万挺机枪、 ２ ６ 万支冲锋枪、 ２ 万支步枪、 １０ 万枚手榴弹等武器弹药ꎮ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 班杰拉及其 ３００ 名追随者被德军从集中营释放②ꎮ

三　 乌克兰起义军的覆灭

红军在击败德军进入西乌克兰后ꎬ 采取各种措施应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乌

克兰起义军ꎬ 以恢复西乌克兰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ꎮ 首先ꎬ 对乌克兰起义军采取

大规模清剿行动ꎮ 从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５ 月 １ 日ꎬ 苏联内务部采取清剿行动共计

６ ５１９次ꎬ 击毙班派分子３１ １５７人ꎬ 俘虏４０ ７６０人ꎬ 自首２３ １６６人ꎬ 消灭起义军头

目１ ３６５人③ꎮ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ꎬ 在西乌克兰 １２８ 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被处以绞刑ꎬ
对乌克兰起义军起到了震慑作用ꎮ “在判决执行地区匪患现象明显减少ꎮ 被逮捕

的匪徒证实ꎬ 很多匪徒士气低落ꎬ 大有穷途末路之感ꎮ”④

其次ꎬ 清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人数ꎬ 强制迁移乌克兰起义军家庭ꎮ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至 ２ 月上旬ꎬ 在乌克兰西部各州农村开始对 １５ 岁以上的居民进行清查ꎬ 以查

清乌克兰起义军人数ꎮ 苏联政府警告西乌克兰民众: 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提供帮

助的人将采取严厉措施ꎬ 直至强制性迁移ꎮ 截至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 从西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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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迁移９ ０３６户ꎬ ２３ ６６０人①ꎮ
再次ꎬ 加强对西乌克兰民众的宣传和教育工作ꎮ 针对西乌克兰苏共政治工作

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周边乡镇ꎬ 边远地区居民点宣传教育薄弱的实际ꎬ 苏联政府向

西部各州派去了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ꎮ 从 １９４４ 年末至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ꎬ 苏联

从乌克兰东部各州向西部派出 ４ ８ 万人ꎮ 其中 ２ ２ 万人是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ꎮ
乌共中央委员会还向西部居民发出呼吁书ꎮ 呼吁书号召乌克兰居民支持苏维埃政

府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ꎬ 同乌克兰—德国民族主义者作斗争ꎬ 并宣布赦免所有到

苏维埃政权机关自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 “匪帮分子”ꎮ 呼吁书起到了积极效果ꎬ
一些民族主义者开始向苏维埃政府机关自首ꎮ 一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称: “我们

的斗争毫无意义ꎬ 苏维埃政权很强大ꎬ 应当终止活动ꎬ 转向和平生活ꎮ” 另一名

乌克兰起义军分子也表示: “在乌克兰起义军匪帮中人心浮动ꎬ 大多数人明白ꎬ
首领欺骗了他们ꎬ 很多人有意投案自首ꎮ”②

最后ꎬ 重视西乌克兰的基层组织和谍报工作ꎮ 为了严打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

织ꎬ 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西部各州、 区利用当地民众成立了约 ５ 万人的歼击营ꎮ
这些民众熟悉周围的地形条件ꎬ 有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打交道的经验ꎮ 农民还组

织了自卫队来维护村庄安全ꎮ 苏联内务部在各居民点建立广泛的谍报网ꎬ 以摸清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行踪和作战意图ꎮ 从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至 ２ 月 １０ 日ꎬ 仅一个

月党的机关、 内务部和安全局在行动中就击毙乌克兰民族主义者８ ６３０人ꎬ 抓获

６ ３４６人ꎬ 自首７ ３５４人③ꎮ
在苏联政府的严厉镇压下ꎬ 班杰拉分子活动几乎处于瘫痪状态ꎮ 班派分子在

文件中说: “村子里人心涣散ꎬ 无论是有组织、 还是没组织的男人全都去参加红

军ꎮ 在村子里几乎无法开展工作ꎬ 即使是过去的线人也无法进行联络ꎬ 没地方过

夜ꎮ 我们的队伍被击溃、 打散了ꎬ 不知何去何从ꎮ 由波兰人组成的歼击营的战士

在村子里四处游荡ꎬ 肆意侮辱班杰拉分子ꎮ 布尔什维克对我们十分敌视ꎬ 已经牺

牲了很多人ꎮ”④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ꎬ 苏联政府也曾试图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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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乌克兰起义军问题ꎮ 在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苏联政府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代表举

行的谈判中ꎬ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 “实施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 ４ 条ꎬ 即乌克兰退出苏联ꎮ” 乌克兰起义军的代表塔拉斯

表示: “乌克兰如果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部分ꎬ 将和沙皇时期一

样受到俄罗斯人的压迫ꎬ 只有在完全独立的前提下乌克兰国家和乌克兰人民才能

获得自由发展ꎮ” 起义军另一位代表布歇尔说: “基辅远早于莫斯科成为具有世

界意义的文化中心ꎬ 而失去这一地位仅仅是俄罗斯帝国主义毁灭了乌克兰的一

切ꎮ 乌克兰人民应当努力恢复基辅的荣耀和世界文化中心的地位ꎮ 乌克兰应当成

为独立的国家ꎬ 乌克兰人民应当为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ꎬ 所有这些只有在乌

克兰获得完全独立的前提下才能实现ꎮ” 苏联政府的代表达尼连科直接拒绝了乌

克兰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要求: “如果乌克兰不作为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一部分与俄罗斯和其他民族结成联盟ꎬ 乌克兰会怎样? 乌克兰早就

灭亡了ꎬ 数百年都将成为奴隶或德国的殖民地ꎮ 是我们统一了乌克兰领土ꎬ 并且

不是彼得留拉和你们国歌中所唱的 ‘从桑河到顿河’ꎬ 而是从外喀尔巴阡山到顿

河ꎮ 你们凭什么要与我们作斗争?” 由于谈判双方缺乏相互信任ꎬ 谈判条件

相距甚远ꎬ 即将赢得战争胜利的苏联政府难以作出实质性的让步ꎬ 谈判无果

而终①ꎮ
对德战争结束后ꎬ 苏联政府集中兵力清剿乌克兰起义军ꎮ 斯大林下令将大量

俄罗斯人迁移到乌克兰ꎮ 苏军内务部还组成特别小组ꎬ 专门对西乌克兰人口进行

登记ꎬ 将乌克兰起义军成员的家庭全部流放到西伯利亚ꎮ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隐

匿在德国多年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人斯捷潘班杰拉被克格勃间谍用喷

射手枪毒杀②ꎮ

结　 论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 (班派) 是矢志不渝为乌克兰国家独立而浴血奋战

的政治、 军事组织ꎮ 在 “乌克兰是乌克兰人的乌克兰” 口号下ꎬ 任何试图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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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山爱: «你不得不知道的乌克兰 “独立史”»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ꎮ



民族主义问题　

乌克兰独立的国家、 组织和个人都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敌人ꎮ 班杰拉分子

的政治主张决定了俄罗斯人、 波兰人和犹太人ꎬ 甚至主张乌克兰在波兰和苏联版

图下实行高度自治ꎬ 以及谴责班派分子恐怖暗杀行动的乌克兰人都成为其不共戴

天的敌人ꎮ 二战开始后ꎬ 西乌克兰的苏共、 内务、 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ꎬ 以及与

苏维埃政权合作的犹太人及其家属都成为班派分子袭击与杀戮的主要对象ꎻ 在通

往民族独立的道路上ꎬ 任何可以合作的国家和政治力量均有可能成为乌克兰民族

主义者组织的盟友ꎮ 部分俄罗斯学者认为ꎬ 班杰拉分子将纳粹德国视为 “天然盟

友”ꎬ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双方一直保持密切合作关系ꎮ 而档案文献充

分证实: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认为ꎬ 处于波兰和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只有借助德国

的帮助才能实现国家独立的伟大目标ꎮ 尽管早在二战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就

与纳粹德国建立了合作关系ꎬ 但当希特勒对主张国家独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

织展开大规模镇压行动后ꎬ 班杰拉分子才清醒意识到德国人的真正意图ꎮ 此后ꎬ
班派分子和乌克兰起义军与德国人的合作多半是权宜之计ꎬ 基于联合反苏的需

要ꎮ 二战后期ꎬ 当意识到纳粹德国行将灭亡ꎬ 苏联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时ꎬ 班

杰拉分子转而寻求新的盟友ꎬ 试图与英美等国合作来对抗苏联①ꎮ 对于乌克兰民

族主义者ꎬ 特别是班派分子及其家属ꎬ 苏联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ꎬ 进一步恶

化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ꎮ
拂去历史的尘埃ꎬ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以激进方式谋求乌克兰独立的民族主

义组织和一支在丛林中艰难跋涉的乌克兰起义军队伍ꎮ 无论是今天很多乌克兰人

眼中的民族英雄ꎬ 还是俄罗斯人眼中纳粹德国的 “走狗” 和 “帮凶”ꎬ 班杰拉分

子及其乌克兰起义军的奋斗历程折射出大国夹缝中生存的民族在实现国家独立道

路上迈出的艰辛步履ꎮ 他们留给世人的每一个脚印是那样的沉重ꎬ 甚至血腥ꎮ 每

一个历史印记似乎都在昭示和平的弥足珍贵: 与其谴责战争中的人性ꎬ 毋宁反思

战争的根源、 铭记战争的残酷ꎬ 是战争把人变成嗜血成性的机器ꎮ 乌克兰民族主

义者与苏维埃政权的矛盾和斗争只是俄乌历史积怨的一个缩影ꎮ 如果俄罗斯与乌

克兰不能真正走出历史的阴霾ꎬ 没有人知道ꎬ 俄乌和解、 合作的春天何时到来ꎮ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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