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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乌克兰是一个世界公认的独立国家ꎬ 拥有独特的文化、 语

言、 历史和身份认同ꎮ 它作为独立国家的建立ꎬ 始于 １９９１ 年苏联的解体ꎬ 并有

源远的历史脉络可寻ꎮ 由于长期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ꎬ 它与俄罗斯的文化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ꎮ 俄乌纷争的很多问题源自苏联解体ꎬ 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苏

联、 沙皇俄国和基辅罗斯时期ꎮ １９９１ 年宣布建立独联体的 «别洛韦日协定»ꎬ 不

仅标志着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的终结ꎬ 也进一步保证了作为苏联

创始国之一的乌克兰在独立之后成为一个主权国家ꎮ １９９４ 年签订的 «布达佩斯

备忘录» 使乌克兰放弃核武器ꎬ 并以无核国家身份加入 «核不扩散条约»ꎮ ２０１０
年签订的 «哈尔科夫协议» 一度推动苏联解体以来乌俄两国关于黑海舰队及基

地问题的解决ꎬ 但在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之后被废除ꎮ 历史上这三大文

件是乌克兰独立与解决俄乌纷争的关键法律依据ꎬ 极具研究价值ꎮ 苏联解体后ꎬ
乌克兰问题是一个帝国崩塌后的余震ꎬ 乌克兰民族的独立意识和俄罗斯的帝国思

维是俄乌纷争的主要思想根源ꎮ 乌克兰人民渴望建立独立国家的愿望和选择国家

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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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迄今ꎬ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爆发了全面的纷争和冲突ꎬ 涵盖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 历史等诸多领域ꎮ 两国之间的问题ꎬ 很多源自 １９９１ 年乌克

兰建国初期ꎬ 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苏联、 沙皇俄国和基辅罗斯时期ꎮ 乌克兰曾经

长期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ꎬ 两国文化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ꎮ 但是ꎬ 必须承认乌

克兰民族一直具有鲜明的独特性ꎮ 全面考察乌克兰的建国历程和梳理乌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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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析　

历史轨迹ꎬ 十分必要ꎮ

一　 «别洛韦日协定» 与乌克兰的独立

在苏联 １５ 个加盟共和国中ꎬ 乌克兰一直是独立意识最为强烈的共和国之一ꎮ
从沙皇俄国时期开始ꎬ 确切地说 １７ 世纪后期莫斯科公国兼并东乌克兰后ꎬ 乌克

兰一直被俄罗斯精英称为 “小俄罗斯” (Малороссияꎬ Ｌｉｔｔｌｅ Ｒｕｓｓｉａ)ꎮ 中国学界

受苏联的影响ꎬ 也接受了这样的称呼ꎬ 认为乌克兰是俄罗斯民族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 ——— “大俄罗斯” (Великороссияꎬ Ｇｒｅａｔ Ｒｕｓｓｉａ)、 “小俄罗斯”、 “白俄

罗斯” (Белоруссияꎬ Ｂｙｅｌｏｒｕｓｓｉａꎬ Ｂｅｌｏｒｕｓｓｉａ) 的三个分支之一ꎮ 俄罗斯历史学家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ꎬ 早在 １４ 世纪的文献中ꎬ 就出现了 “小俄罗斯” 的称呼①ꎮ
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 (Ｔａｒａｓ Ｓｈｅｖｃｈｅｎｋｏ)② 则拒绝使用 “小俄罗斯” 的概念ꎬ 而

是用 “乌克兰” (Ｕｋｒａｉｎｅ) 代替ꎬ 以强调其民族和社会特点而不是地理和地区特

点③ꎮ 乌克兰历史学家格鲁舍夫斯基 (Ｍｙｋｈａｉｌｏ Ｈｒｕｓｈｅｖｓｋｙ)④ 也不同意 “大俄罗

斯” “小俄罗斯” “白俄罗斯” 的提法ꎬ 他强调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平等的ꎬ 不应该

有大小尊卑之分ꎮ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后ꎬ 白俄罗斯为了和俄罗斯 (Россия － Ｒｕｓｓｉａ)
划清界限ꎬ 特意将自己的国名拼写改为 “Беларусь － Ｂｅｌａｒｕｓ”ꎮ ２０１８ 年ꎬ 白俄罗斯

政府公开要求中国称呼他们为 “白罗斯” 而不是 “白俄罗斯”ꎬ 强调他们是不同于

俄罗斯的另一个国家ꎬ 白俄罗斯同俄罗斯一样是古代 “罗斯” (Русь － Ｒｕｓ) 的继

承者ꎬ 是独立自由的国家⑤ꎮ
俄罗斯人的历史叙事是固定的: 俄罗斯追根溯源ꎬ 继承于莫斯科大公国ꎬ 源

自基辅罗斯 (Ｋｙｉｖａｎ Ｒｕｓ)⑥ꎬ“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国家”⑦ꎮ 基辅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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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 «俄国史教程» (第 １ 卷)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３１３ 页ꎮ
塔拉斯舍甫琴科 (１８１４ ~ １８６１)ꎬ 乌克兰诗人和文学家ꎬ 被乌克兰政府和人民认为是乌克兰现

代文学和现代语言的奠基者ꎮ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ｒｙｍａｋꎬ “Ｈｒｕｓｈｅｖｓｋ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ｓ ‘ Ｌｏ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ｄａｙ: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Ｉｓｓ １ Ｊａｎ １ꎬ １９８９ꎬ ｐ ４３
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 (１８６６ ~ １９３４)ꎬ 乌克兰历史学家和政治家ꎬ 毕业于基辅大学历史系ꎬ

著有 «乌克兰与罗斯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Ｒｕｓ)ꎬ 曾担任过 １９１７ ~ １９１８ 年乌克兰中央拉达主席和乌克
兰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ꎮ １９２２ 年苏联成立后ꎬ 他被请回乌克兰ꎬ 先后担任乌克兰科学院院长、 苏联科学
院院士ꎮ 他在沙皇政府和苏联时期都曾受到迫害ꎬ １９３１ 年被逮捕和流放ꎬ １９３４ 年死亡ꎮ

« “白罗斯” 而不是 “白俄罗斯”»ꎬ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ｍｆａ ｇｏｖ ｂｙ / ｚｈ / ｅｍｂａｓｓｙ / ｎｅｗｓ / ｂ８ｂ３４４７５５０ｄｆｂ５ｅ ｃ ｈｔｍｌ
１９９５ 年ꎬ 乌克兰政府决定将基辅名字的拉丁文由 “Ｋｉｅｖ” 改为 “Ｋｙｉｖ”ꎬ 原来的 “Ｋｉｅｖ” 来自俄语

“Киев”ꎬ 现在的 “Ｋｙｉｖ” 更符合乌克兰语发音ꎬ 所以基辅罗斯现在也有两种译法: Ｋｉｅｖａｎ Ｒｕｓ、 Ｋｙｉｖａｎ Ｒｕｓꎮ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Ｎｅｗ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６２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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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第一个俄罗斯国家”( ｆｉｒｓｔ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ꎮ 就像普京总统所强调的ꎬ “基辅是

俄罗斯城市之母ꎬ 古罗斯是我们共同的源泉ꎬ 失去彼此我们无法生存ꎮ”① 格鲁

舍夫斯基则坚称ꎬ 现代乌克兰人才是基辅罗斯的主要继承者ꎬ 俄罗斯帝国源于

１４ 世纪的莫斯科公国ꎬ 而不是 １１ 世纪的基辅ꎮ “当然ꎬ 在 ９ ~ １０ 世纪ꎬ 没有最终

形式的乌克兰国家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ꎬ 从 １２ 到 １４ 世纪ꎬ 也没有现在理解的那种

形式的国家ꎬ 既没有大俄罗斯国家 (Ｇｒｅａｔ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 也没有乌克兰国家ꎮ
在东斯拉夫部落南部集群的文化、 经济和政治生活中ꎬ 最终出现了一个乌克

兰国家ꎬ 这是乌克兰历史的一部分ꎬ 与将 ‘基辅罗斯时期’ 纳入大俄罗斯国家

历史相比———一个被称为 ‘俄罗斯历史’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的计划ꎬ 这具有更多

的合理性ꎮ”② 这是另一种观点ꎮ
即使后来处于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之下ꎬ 很多乌克兰人也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存

在ꎮ 与此相反ꎬ 很多俄罗斯人认为ꎬ 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应该属于 “俄罗斯

人民”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 ) 的范畴ꎮ “帝国” ( ｅｍｐｉｒｅ) 是相对于 “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而言的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 四大帝国 (德意志、 奥匈、 奥

斯曼土耳其、 俄罗斯) 土崩瓦解ꎬ 殖民地 “民族运动” 风起云涌ꎮ １９１７ ~ １９２１
年期间ꎬ 曾短暂建立了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 后

来被 “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 取代ꎮ 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俄国ꎬ 一方面批判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ꎬ 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手段ꎬ 打压民族运动ꎬ 恢复了沙皇

俄国的疆域ꎬ 几乎重建了一个帝国ꎮ 苏联政府一直试图建构 “苏联人民” 这样

一个 “新的历史共同体”ꎬ 但是苏联解体的事实证明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ꎮ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 (议会) 通过了 «乌克兰国家主权宣

言»ꎬ 宣布乌克兰宪法与法律高于联盟法律ꎬ 乌克兰是本国自然资源的唯一支配

者ꎬ 乌克兰有权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ꎮ １９９１ 年 “８１９” 事件后ꎬ 乌克兰政局随

之发生剧变ꎬ 独立运动开始加速ꎮ ８ 月 ２４ 日ꎬ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举行非常会议ꎬ
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兼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 (Ｌｅｏｎｉｄ Ｋｒａｖｃｈｕｋ) 宣布退出

苏共和乌共ꎬ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当天宣布独立ꎬ 这一天后来成为乌克兰的独立

日ꎮ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 乌克兰议会通过 «乌克兰国防法» 和 «乌克兰武装力量法»ꎬ
提出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ꎬ 宣称乌克兰领土上的所有苏联军队ꎬ 包括黑海舰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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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ｈｔｔｐ: / /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２０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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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乌管辖ꎮ １１ 月 ３ 日ꎬ 乌克兰议会通过法律ꎬ 将驻乌的苏联内务部队转变为乌

克兰国民警卫队ꎬ 并对驻扎在乌克兰与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 波兰、 罗马尼亚

边境的苏联边防部队实施直接控制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在乌克兰全民公决中ꎬ ９０ ３２％ (２８ ８０４ ０７１ 票) 的选票

支持乌克兰独立ꎬ ６１ ５％的选票选举克拉夫丘克为总统ꎮ 即使在与俄罗斯接壤的

传统上亲俄的乌东南部地区ꎬ 支持独立的票数也高达 ８０％ ꎮ 克里米亚是乌克兰

唯一的俄罗斯族占多数的地区ꎬ 支持独立的也占 ５４％ ꎬ 尽管这是乌克兰最低的

支持率ꎬ 但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讶ꎮ １２ 月 ２ 日ꎬ 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联邦立刻承

认了乌克兰的独立ꎮ 直到 １２ 月 ２５ 日戈尔巴乔夫总统宣布辞职后ꎬ 美国总统布什

才发表电视讲话ꎬ 宣布正式承认俄罗斯、 乌克兰和其他新独立国家ꎮ １２ 月 ５ 日ꎬ
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ꎬ 正式废除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签署的 «苏维埃联盟条约»ꎬ
在乌克兰境内终止实施苏联法律ꎮ 作为苏联境内除了俄罗斯联邦以外的第二大加

盟共和国ꎬ 乌克兰的行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ꎬ 它实质上结束了戈尔巴乔夫缔结新

联盟条约的努力ꎬ 鼓舞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ꎬ 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ꎮ
１２ 月 ８ 日ꎬ 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三国领导人撇开戈尔巴乔夫ꎬ 在白

俄罗斯签订 «别洛韦日协定»ꎬ 宣布组成 “独立国家联合体” ( 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ꎮ 协定序言说: “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乌克兰曾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发起国ꎬ 签署了 １９２２ 年联盟条约ꎬ
现在我们三国明确指出: 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将要停止存在ꎮ”
协定第五条专门规定: “缔约各方相互承认并尊重领土完整和联合体范围内现有

边界不可侵犯性ꎮ” 三国领导人保证履行苏联签署的条约和协定所承担的国际义

务ꎬ 决定保留对共同军事战略空间的统一指挥ꎬ 对核武器的统一控制ꎮ 克拉夫丘

克提出了 “联合体” (Содружество) 的概念ꎬ 理由是他不希望再看到 “联盟”
(Союз) 这个词ꎮ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乌克兰、 白俄罗斯议会分别批准了 «别洛韦日协

定»ꎮ １２ 日ꎬ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以 １８８ 票赞成ꎬ ６ 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最终批准了

该协定ꎮ 后来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动员俄共党员代表投票支持 «别洛

韦日协定»ꎮ 俄白乌三国通过决议ꎬ 停止他们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权利ꎬ 使

这个苏联最高立法机构实质性瘫痪ꎮ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 苏联 １１ 个加盟共和国 (波罗

的海三国没有参加ꎬ 格鲁吉亚派出观察员) 签署 «阿拉木图宣言»ꎬ 确认由俄罗

斯、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３ 国签署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宗旨和原则ꎮ ２５ 日 １９ 时ꎬ
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ꎮ 当晚ꎬ 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ꎬ 俄罗斯的三色旗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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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ꎮ ２６ 日ꎬ 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ꎬ 正式宣布苏联终结ꎮ
对于苏联的解体和各个民族共和国的独立ꎬ 在俄罗斯联邦和各个新独立的国

家ꎬ 有不同的看法ꎮ 普京 ２００５ 年曾表示ꎬ 苏联解体是 ２０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

难①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 日ꎬ 在加里宁格勒举行的 “全俄人民阵线” 会议上ꎬ 普京在

回答提问: “如果能够回到过去ꎬ 你希望改变俄罗斯历史上哪一件事” 时ꎬ 他表

示: “希望防止苏联解体ꎮ”②

«别洛韦日协定» 签署者克拉夫丘克表达了与普京完全不同的看法ꎮ “我不

认为这是一场灾难ꎬ 因为乌克兰作为苏联的一部分存在的期间失去了很多俄

罗斯也失去了很多ꎬ 他们也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压抑的国家里ꎮ 这样一个国家当然

是没有前途的ꎮ” “苏联解体是自然的ꎬ 是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人民作出的决

定ꎬ 他们不愿意继续生活在苏联之下ꎬ 否则不可能做到ꎮ 记得乌克兰 １９９１ 年进

行过一个 ‘您是否想继续生活在苏联’ 的民意调查ꎬ 结果 ９１％ 的人回答 ‘不’ꎬ
是 ９１％的人啊! 我们听取了人民的声音ꎮ 在别洛韦日森林里ꎬ 我们决定ꎬ
苏联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体系以及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不再继续存在ꎮ 这是乌克兰

人民所希望的ꎬ 也是当时俄罗斯人民和白俄罗斯人民所希望的ꎬ 而不是基于我克

拉夫丘克个人的ꎬ 于是我们在别洛韦日签署了相关文件ꎮ”③ 他强调: “有人说当

年签署这份文件 ( «别洛韦日协定») 时存在某种争议ꎬ 实际并没有争议ꎬ 原则

上来说ꎬ 签署这份文件时毫无争议ꎮ” “这份文件符合一切国际准则和国家原则ꎬ
我们 １２ 月 ８ 日签署后ꎬ 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陆续签署该协议ꎮ 此后ꎬ 联合国登

记并确认了该协议ꎮ 在苏联的区域内ꎬ 独联体以新的准则、 新的原则建立了起

来ꎮ 这些准则是民主式的ꎬ 符合国际法和人权ꎬ 因此 «别洛韦日协定» 无论从

哪个方面讲都是一份具有历史性的文件ꎮ”④

由于 ２０１４ 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ꎬ 目前由 ９ 国组成的独联体实际处于瘫痪状

态ꎮ ２００５ 年土库曼斯坦宣布退出独联体ꎮ ２００９ 年格鲁吉亚正式退出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乌拒绝担任独联体轮值主席国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俄罗斯拒绝履行 «独联体自由贸

易区协议»ꎬ 决定从 ２０１６ 年起单方面终止与乌克兰的自由贸易关系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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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６ 月 ２７ 日第 ７ 版ꎮ
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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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日ꎬ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宣布乌将正式退出独联体ꎮ 乌克兰是独联体的创始

国ꎬ 但由于议会并未批准独联体宪章ꎬ 乌一直作为独联体联系国实际参与独联体

事务ꎮ 退出独联体ꎬ 拒绝加入欧亚经济联盟ꎬ ２０１４ 年协商签署 «欧盟联系国协

定»ꎬ 清晰表明了乌克兰未来的政治方向ꎮ

二　 «布达佩斯备忘录» 与防止核扩散

随着 １９９１ 年苏联的解体ꎬ 世界军事版图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ꎬ 一夜之间ꎬ
地球上突然出现了三个核大国: 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ꎬ 这三国拥有的

核武器数量甚至比另外三个核大国英、 法、 中拥有的数量都要大ꎮ 当时ꎬ 乌克兰

领土上拥有世界上第三大核武库ꎬ 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ꎬ 总共大约 １ ９００ 颗战略

核弹头ꎬ 包括 １３０ 枚 “ＳＳ － １９” (每枚可以包含 ６ 个弹头) 和 ４６ 枚 “ＳＳ － ２４”
洲际导弹 (每枚可以包含 １０ 个弹头)ꎬ ４５ 架战略轰炸机ꎬ 其中 １９ 架为 “图 －
１６０” 和 ２５ 架 “图 － ９５” 战略轰炸机ꎮ 此外ꎬ 乌克兰还拥有 ２ ５００ 枚战术核武器

和大批核材料①ꎮ
苏联解体前后ꎬ 核武器控制及防止核扩散一直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ꎮ 华盛顿

一直坚持ꎬ 苏联遗留的核武器应该由一个统一的权威实体来控制ꎬ 绝不能分散ꎬ
这个实体后来确定为俄罗斯联邦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 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会议

上ꎬ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四个拥有战略武器的国家作出保

证ꎬ 将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美苏签署的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ＳＴＡＲＴ)② 提交各

国议会批准ꎮ ９ 天后在明斯克ꎬ １１ 国领导人重新确认他们的承诺ꎬ 遵守苏联签署

的各项国际条约ꎬ 包括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和 «欧洲常规力量条约»ꎬ 各方同

意俄罗斯是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框架内苏联的唯一继承者ꎮ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２３ ~ ２４ 日ꎬ 美、 俄、 乌、 白、 哈五国外长在里斯本签订 «削减

战略武器条约议定书»ꎮ 该议定书规定ꎬ 白、 乌、 哈、 俄作为原苏联签署的 «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 的继承国ꎬ 共同履行条约义务ꎬ 乌白哈三国尽快以无核国家的

身份加入 «核不扩散条约»ꎮ 在该条约的一个附件中ꎬ 克拉夫丘克承诺乌克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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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 美苏两国在莫斯科签署该条约ꎬ 双方同意将各自核弹头削减至 ６ ０００ 枚ꎬ 运载
工具削减至 １ ６００ 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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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７ 年内消除战略核武器ꎮ 经过多轮谈判ꎬ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ꎬ 美国、 俄罗斯、
乌克兰在莫斯科签署了 «关于销毁乌克兰境内全部核武器的三方协议» (Ｕ Ｓ －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ꎮ 根据协议ꎬ 乌克兰同意在 ７ 年内将全部

核武器运往俄罗斯销毁ꎬ 美国购买俄罗斯拆解弹头所获得的浓缩铀用于核电站发

电ꎬ 美国同意提供 １ ７５ 亿美元作为乌拆除核武器的经济补偿ꎬ 同时向乌克兰提

供 １ ５５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ꎬ 俄罗斯则同意乌克兰按比例分享向美国出售浓缩铀

的收入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ꎬ 美国总统克林顿、 英国首相梅杰、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乌

克兰总统库奇马签署了 «布达佩斯乌克兰安全保障备忘录» (Ｂｕｄａｐｅｓｔ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Ｕｋｒａｉｎｅ)ꎮ 乌克兰承诺加入 «核不扩散条约»ꎬ 放弃核武

器ꎮ 美英俄三国保障乌克兰的安全ꎬ “尊重乌克兰的独立、 主权和现有之边界”
“避免对乌克兰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ꎬ “避免对乌克兰使用

经济压力影响其政治”ꎬ “如果乌克兰成为侵略行为的受害者ꎬ 或成为使用核武

器进行侵略威胁的目标ꎬ 将按照一个非核国家在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中的地

位ꎬ 立即寻求联合国安理会的帮助ꎮ”①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最后一批 “ＳＳ － ２４”
洲际弹道导弹从乌克兰运走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乌克兰销毁了最后一口陆基洲

际导弹发射井ꎬ 乌克兰实现了彻底无核化ꎬ 成为一个无核国家ꎮ
美国、 俄罗斯、 英国是 «布达佩斯备忘录» 的签署国ꎬ 另外两个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中国和法国不是该协议的签署国ꎮ 但是ꎬ 中国和法国分别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和 ５ 日发表政府声明ꎬ 给予乌克兰安全保证ꎬ 起到了副署国的作用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签署的 «中乌友好合作条约» 第四条规定: 中方高度评价乌方单方

面放弃核武器ꎬ 以无核武器国家身份加入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 １ 日签署的 «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ꎮ 中方重申根据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中国政府关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

的声明ꎬ 承诺无条件不对作为无核武器国家的乌克兰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ꎮ 第

五条: 中方支持乌方在维护乌克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等问题上的政策ꎮ 第六

条: 缔约任何一方不采取任何损害缔约另一方主权、 安全或领土完整的行动②ꎮ
从法律和道义上ꎬ 美国、 俄罗斯、 英国、 中国、 法国这五大国都有义务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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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帮助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抵抗侵略ꎬ 这是毫无疑义的ꎮ 美、 俄、 英三

国的责任更大一些ꎬ 因为它们是 «布达佩斯备忘录» 的正式签署国和保证国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有一些人辩解ꎬ 称这个备忘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条

约ꎬ 也没有得到各国议会的批准ꎬ 因此从法理上来说ꎬ 如何援助受害国是一个各

国政府自由选择的问题ꎮ 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想和乌克兰签署一个有关弃核的正式

法律条约ꎬ 因为美国不想对一个和美国安全关系很少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义

务ꎬ 同时也害怕其他东欧国家效仿而提出同样的要求ꎬ 而且正式的条约美国需要

参议院的批准ꎬ 在程序上会非常麻烦ꎮ 美方谈判团队最后找到一个单词ꎬ 即美国

对乌克兰承诺的是一种 “安全保证”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ꎬ 不是 “安全担保”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ꎬ 前者不需要参议院的同意ꎬ 也不涉及使用美国军事力量ꎬ
而后者语义更为强烈ꎬ 专门用于北约各国ꎬ 需要参议院的同意ꎬ 包含使用武力的

含义ꎮ 考虑到俄语和乌语这两个词实际是一回事ꎬ 美方特别强调ꎬ 条约中这个对

应的英文单词只能是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ꎬ 这一立场得到了俄乌两国的认可①ꎮ
当时签署备忘录的库奇马总统就有某种预感: “如果明天俄罗斯进入克里米

亚ꎬ 没有人会皱一下眉头ꎮ 没有人会计划给予乌克兰任何担保ꎮ”②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波罗申科总统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特别强调: “ (１９９４ 年) 乌克兰放

弃了世界第三大的核潜力ꎬ 以换取安全保障ꎮ (而现在) 乌克兰被那个承诺给予

乌安全保障的国家从背后捅了一刀ꎮ 请允许我提醒你们: ２０ 年前ꎬ 在布达佩斯

备忘录中ꎬ 俄罗斯和美国、 英国、 法国、 中国一起ꎬ 郑重宣布乌克兰的国家边界

和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ꎮ 现实是ꎬ 我们从俄罗斯得到的却是兼并和战争ꎬ 这让

乌克兰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ꎮ”③

美俄两国共同主导了乌克兰的 “去核化”ꎮ 不可否认ꎬ 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

和介入顿巴斯ꎬ 客观上对世界防止核扩散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ꎮ 人们自然而然

地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 当初乌克兰放弃核武器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乌克兰

放弃核武器就是这个下场ꎬ 其他国家还敢放弃核武器吗? 俄美的安全保证有用

吗? 乌克兰要是有核武器ꎬ 俄罗斯还敢入侵吗? 现有的准核国家: 例如朝鲜、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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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Ｐｅｔｒｏ Ｐｏｒｏｓｈｅｎｋｏ ｔｏ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ｇｏｖ ｕａ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３１２５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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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 以色列、 巴基斯坦、 印度ꎬ 会相信大国的安全保证和国际条约吗? 乌克兰国

内一直有人宣称ꎬ 乌现在仍然有技术有能力能够制造核武器①ꎮ

三　 «哈尔科夫协议» 与黑海舰队争执

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一直是乌俄之间的焦点问题ꎮ 普京强调ꎬ 克里米亚自古

以来就属于俄罗斯ꎮ “克里米亚的每一个地方都代表着我们共同的历史与光荣ꎮ
这里坐落着古老的古希腊城市赫尔松涅斯 (Херсонес)ꎬ 正是在这里弗拉基米尔

大公接受洗礼ꎬ 使得俄罗斯成为一个东正教国家ꎮ”② 可以确定的是ꎬ 克里米亚

的早期历史和斯拉夫人没有任何关系ꎮ 至于弗拉基米尔大公是否是在克里米亚接

受洗礼ꎬ 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是有争论的ꎮ 克里米亚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

领土ꎬ 这个地区是俄罗斯后来兼并的ꎬ 是俄罗斯帝国征服的产物ꎮ 基辅罗斯时

期ꎬ 克里米亚是东罗马帝国的殖民地ꎮ 后来ꎬ 蒙古鞑靼人建立了克里米亚汗国

(Ｃｒｉｍｅａｎ ｋｈａｎａｔｅꎬ 约公元 １４３０ ~ １７８３ 年)ꎬ 这是蒙古金帐汗国衰弱、 分裂后出

现的一个国家ꎬ 它的主要领土位于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一带ꎮ 克里米亚汗国和莫

斯科大公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ꎬ 多次爆发战争ꎮ １７７４ 年ꎬ 由于沙俄在俄土战争

(１７６８ ~ １７７４ 年) 中获得胜利ꎬ 克里米亚汗国成为沙俄的保护国ꎮ １７８３ 年ꎬ 叶卡

捷琳娜二世将克里米亚正式吞并ꎬ 并在塞瓦斯托波尔开始建设俄罗斯黑海舰队ꎮ
在苏联末期的混乱状态中ꎬ 不仅是加盟共和国层面ꎬ 各个自治共和国、 自治

州也纷纷宣布独立ꎮ 克里米亚由于其特殊的人口构成 (根据 １９８９ 年苏联的人口

统计ꎬ 克里米亚乌克兰人占 ２５ ７５％ ꎬ 加上鞑靼人略微超过三分之一)③ꎬ 独立意

识强烈ꎮ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 克里米亚举行公投ꎬ 单方面将克里米亚由 “州” 提

升为 “自治共和国”ꎮ 克里米亚鞑靼人抵制了这次公投ꎬ 因为他们希望建立一个

克里米亚鞑靼自治共和国ꎮ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５ 日ꎬ 克里米亚议会 (最高苏维埃) 宣

布从乌克兰独立ꎬ 建立克里米亚共和国ꎮ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ꎬ 克里米亚议会正式

通过决议ꎬ 将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改为克里米亚共和国ꎮ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５ 日ꎬ 克里米亚议会通过独立议案ꎬ 并计划付诸全民公决ꎮ 但是ꎬ 克里米

０５

①

②
③

«乌克兰将军 (前乌克兰驻北约副代表加拉修克): 基辅能够制造核武器»ꎬ ｈｔｔｐ: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
ｅｗｓ ｃｎ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２０１８１２０９１０２７０６５５３４ /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ｈｔｔｐ: / /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２０６０３
Ｔａｒａｓ Ｋｕｚｉｏꎬ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ｍｅａ －Ｒｕｓｓｉａ: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Ｉｂｉｄｅｍ Ｖｅｒｌａｇ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３０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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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独立要求既没有得到乌克兰的承认ꎬ 也没有得到俄罗斯政府的公开支持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达成妥协ꎬ 克里米亚作为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共

和国留在乌克兰ꎮ
俄罗斯一些政界人士和俄罗斯政府的态度不同ꎮ 叶利钦政府时期的副总统鲁

茨科伊 (Александр Руцкой) 表示: “克里米亚永远不能给予乌克兰ꎮ 从古到今ꎬ
克里米亚都是俄罗斯的领土ꎬ 它浸透了我们祖先的鲜血ꎮ”① 圣彼得堡市长索布

恰克 (Анатолий Собчак) 也说过: “克里米亚从来不属于乌克兰ꎬ 乌克兰声称

拥有克里米亚没有法律和道德依据ꎮ”②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ꎬ 俄罗斯议会 (最高苏

维埃) 通过决议ꎬ 宣布 １９５４ 年苏联将克里米亚移交给乌克兰无效ꎬ 要求两国重

新谈判ꎮ 随后俄议会又宣布塞瓦斯托波尔具有独特性ꎬ 它不是克里米亚的一部

分ꎮ 从 １９９３ 年到 １９９６ 年ꎬ 俄罗斯议会多次通过决议ꎬ 宣布塞瓦斯托波尔是俄罗

斯领土ꎮ 俄罗斯议会的决议总是很快被乌克兰议会和政府否决和批评ꎮ 值得注意

的是ꎬ 从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ꎬ 俄罗斯政府未对克里米亚的归属提出过

异议ꎮ 俄乌两国政府争执的焦点是黑海舰队的划分以及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设施的

归属问题ꎬ 不涉及克里米亚的主权ꎮ 俄政府的谈判策略更多是以克里米亚归属问

题为手段ꎬ 压迫乌克兰在黑海舰队问题上作出让步ꎮ 俄罗斯政府的态度一直比较

明确: 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ꎬ 但是坚持黑海舰队属于俄罗斯ꎮ
黑海舰队是苏联时期海军四大舰队之一ꎬ 司令部驻地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塞

瓦斯托波尔ꎮ １９９１ 年ꎬ 黑海舰队拥有约 ９７ ０００ 名军人和 ３５０ 艘舰艇ꎬ 包括 ２８ 艘

攻击潜艇和 ４６ 艘主要战舰以及上百架飞机③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克拉夫丘克发

布命令ꎬ 所有部署在乌克兰的军事人员ꎬ 包括黑海舰队人员ꎬ 必须宣誓效忠于乌

克兰ꎮ 而按照俄罗斯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 (当时兼任独联体国防部长) 的说

法ꎬ 黑海舰队成员中 ７５％是俄罗斯族ꎮ 乌克兰要求拒绝宣誓的军官要么退役ꎬ 要

么换防到其他共和国ꎮ 叶利钦则宣称ꎬ “黑海舰队过去、 现在、 将来都是俄罗斯

的ꎮ”④ 双方矛盾日益激化ꎮ 不久ꎬ 双方都后退了一步ꎮ 克拉夫丘克推迟了宣誓的

最后期限ꎬ 俄方同意部分黑海舰队将给予乌克兰ꎮ 双方同意通过谈判解决分歧ꎮ

１５

①
②
③

④

ＩＴａｒａｓ Ｋｕｚｉｏꎬ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Ｃｒｉｍｅａ － Ｒｕｓｓｉａ: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Ｉｂｉｄｅｍ Ｖｅｒｌａｇ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１５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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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１ꎬ ｐ ５０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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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 年 １ 月ꎬ 克拉夫丘克认为黑海舰队的潜艇和军舰都没有携带远程核武

器ꎬ 所以不属于 “战略力量” 的定义ꎬ 应该由乌克兰而不是独联体加以控制ꎮ
而俄罗斯则坚持 «明斯克协定» 关于 “战略力量” 的宽泛定义ꎬ 强调黑海舰队

整体属于 “战略力量” 范畴ꎬ 应该由独联体统一控制ꎬ 即由俄罗斯国防部长和

俄罗斯总统控制ꎮ ４ 月 ５ 日ꎬ 克拉夫丘克签署法令ꎬ 强调黑海舰队属于乌克兰管

辖ꎬ 在黑海舰队的基础上组建乌克兰海军ꎮ ４ 月 ７ 日ꎬ 叶利钦针锋相对签署法

令ꎬ 将黑海舰队置于俄罗斯管辖之下ꎮ ８ 月 ３ 日ꎬ 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在雅尔塔

会晤并签署协议ꎬ 规定在 ３ 年过渡期内ꎬ 黑海舰队为乌俄两国的联合舰队ꎬ 由两

国总统联合指挥ꎬ 将问题暂时搁置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９ 日ꎬ 俄乌双方在索契达成协

议ꎬ 同意分割黑海舰队ꎮ 岸上设施分配比例为 ５０％ 对 ５０％ ꎬ 舰船方面俄方获得

８１ ７％ ꎬ 乌方获得 １８ ３％ ꎬ 水兵可以自由选择加入两国舰队ꎮ 但是ꎬ 协议未能解

决塞瓦斯托波尔港的归属和司法管辖权的问题①ꎮ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ꎬ 俄乌两国在基辅签署划分黑海舰队协议ꎬ 主要包括三份

文件: «关于划分黑海舰队的协议» «关于黑海舰队驻留条件及地位的协议» «关
于黑海舰队在乌克兰领土驻扎的有关相互结算的协议»ꎮ 主要内容包括: 俄罗斯

承认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是乌克兰领土ꎬ 尊重乌克兰的主权ꎬ 不干预乌克兰

的内部事务ꎻ 通过俄乌边界时俄军人员必须出示身份证明ꎻ 俄方给予乌方舰队差

额补偿 ５ ２６ 亿美元ꎻ 塞瓦斯托波尔 (包括三个港口和两个机场等附属设施) 租

给俄罗斯ꎬ 期限 ２０ 年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７)ꎬ 年租金 ９ ７７５ 万美元ꎬ 这笔租金用来偿付

乌欠俄的 ３０ 亿美元债务②ꎻ 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不超过 ２５ ０００ 人ꎮ ５ 月

３１ 日ꎬ 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第一次访问基辅 (此前多次延期)ꎬ 和库奇马总统

签署 «俄乌友好、 合作与伙伴关系条约»ꎮ 条约规定两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ꎬ 承认苏联时期划定的两国边界ꎬ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ꎬ 明确两国之间

为 “战略伙伴”ꎮ 条约有效期 １０ 年ꎬ 到期双方无异议ꎬ 可以自动顺延 １０ 年ꎮ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１ 日ꎬ 该条约正式生效ꎮ 叶利钦的访问和 «俄乌友好条约» 的签署ꎬ
标志着俄罗斯正式承认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ꎮ 叶利钦明确表述: “我们尊重乌克

２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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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ｊａｎ Ｍｅｎｏｎ ａｎｄ Ｅｕｇｅｎｅ Ｒｕｍｅｒ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ｔｈｅ Ｕｎｗｉ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Ｏｒｄｅｒꎬ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２８



热点透析　

兰的领土完整”ꎮ① 作为交换ꎬ 俄罗斯得到了塞瓦斯托波尔 ２０ 年的使用权ꎮ
在乌克兰内部ꎬ 很多人对允许俄黑海舰队驻留塞瓦斯托波尔不满ꎬ 认为这会

危害乌克兰的主权与安全ꎮ 亲欧的尤先科政府上台后ꎬ 要求俄黑海舰队 ２０１７ 年

到期后撤离克里米亚ꎮ 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当选乌克兰总统后ꎬ 转变了立场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ꎬ 俄乌两国经过谈判ꎬ 签署 «哈尔科夫协议» (Ｋｈａｒｋｉｖ Ａｃｃｏｒｄｓ)ꎮ
俄方同意以低于市场价约 ３０％ ꎬ 不超过每千立方米 １００ 美元的折扣向乌供应天然

气ꎮ 乌最终获得的价格不超过 ２３０ 美元 /千立方米 (乌克兰年度最初的预算为

３３４ 美元)ꎬ 乌克兰预计获得的折扣总金额为 ４００ 亿美元②ꎮ 作为交换ꎬ 乌方同意

黑海舰队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条约于 ２０１７ 年到期后ꎬ 再延长 ２５ 年直到 ２０４２
年 (到期无异议还可以顺延 ５ 年至 ２０４７ 年)ꎮ 这样ꎬ 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地

位得到保障ꎮ 当时很多人认为ꎬ «哈尔科夫协议» 使得从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后乌俄

两国关于黑海舰队及基地的争执得到最终解决ꎮ 与此同时ꎬ 俄罗斯未雨绸缪ꎬ 开

始在黑海东岸本土营造新的海军基地新罗西斯克ꎬ 作为黑海舰队的备用军港ꎮ 当

然ꎬ 新罗西斯克的地理和港口条件远不如塞瓦斯托波尔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之后ꎬ ３ 月 ３１ 日ꎬ 俄国家杜马通过普

京提出的议案ꎬ 废除俄乌之间 １９９７ 年的 «黑海舰队划分协议» 和 ２０１０ 年的 «哈
尔科夫协议»ꎮ ４ 月 ２ 日ꎬ 普京总统签署 «关于终止俄罗斯黑海舰队驻留乌克兰

境内协议效力的联邦法律»ꎬ 正式废除两份条约ꎬ 理由是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

尔已经加入俄罗斯联邦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ꎬ 波罗申科签署行政命令ꎬ 鉴于俄罗

斯多次违反条约的基本原则ꎬ 乌方决定开始终止 «俄乌友好合作与伙伴关系条

约» 的进程ꎮ １２ 月 ６ 日ꎬ 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决议ꎬ 该条约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

到期后不再延长ꎮ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波罗申科签署该法案ꎮ “不延长与俄罗斯的条约

不应仅仅被视为一个插曲ꎬ 而应被视为我们战略的一部分: 与殖民地过去的最终

决裂ꎬ 转向欧洲ꎮ” “这个战略的其他部分还包括: 建立 (与欧盟的) 免签证制

度、 签订乌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 创建独立自主的乌克兰教会、 退出独联体、 巩

固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进程、 创建强大的爱国的专业的乌克兰军队、 支持乌克兰语

３５

①
②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ａｓｔ Ａｓｉｄｅ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Ｓｉｇｎ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Ｔｒｅａｔ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Ｊｕｎｅ １ꎬ １９９７
Ａｎａｔｏｌｙ Ｍｅｄｅｔｓｋｙꎬ “Ｄｅａｌ Ｓｔｒｕｃｋ ｏｎ Ｇａｓꎬ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Ｆｌｅｅｔꎬ” Ｍｏｓｃｏｗ Ｔｉｍｅ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２ꎬ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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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历史、 强化我们的民族认同ꎮ”①

四　 俄乌之争的思想根源

乌克兰的独立有其历史脉络可寻ꎬ 源远流长ꎮ 现代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大约出

现在 １９ 世纪ꎬ 在沙皇俄国末期和苏联时期ꎬ 乌克兰的民族意识一直以这种或那

种方式存在ꎮ 乌克兰的民族意识是一个自发的历史过程ꎬ 从彼得一世、 叶卡捷琳

娜二世、 亚历山大一世、 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直到苏联末期ꎬ 乌克兰知识分子和普

通民众争取独立的活动此起彼伏ꎬ 期间有强有弱ꎬ 但从未消亡ꎮ 乌克兰拥有独特

的文化、 语言、 历史和身份认同ꎬ 有自己的民族英雄人物ꎬ 例如舍甫琴科和格鲁

舍夫斯基ꎮ 乌克兰有自己的革命谱系:“花岗岩革命”(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ａｎｉｔｅꎬ １９９０)、
“橙色革命”(Ｏｒａｎｇ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广场革命”(Ｅｕｒｏｍａｉｄ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ꎮ 乌克兰是一个年轻的国家ꎬ 也是一个有历史的国家ꎮ

应该承认ꎬ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历史紧密相连ꎬ 俄乌无疑同属于东斯拉夫文化

圈ꎬ 乌克兰的语言和文化有很多和俄罗斯交集的地方ꎬ 俄乌曾经长期同属于一个

国家ꎮ 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ꎬ 很多群众具有双重的身份认同ꎬ 认为自己既是乌克

兰人也是俄罗斯人ꎬ 他们很难将这两者完全区分开来ꎮ 如果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

能够采取更为恰当更为合理的政策ꎬ 俄乌的永远一体并不是不可能的ꎮ 然而ꎬ 历

史的发展轨迹是相反的ꎬ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治理谈不上成功ꎮ 除了俄罗斯ꎬ 历史

上波兰和土耳其也曾给予乌克兰地区很大的影响ꎮ 波兰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西部ꎬ
而土耳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乌南部的黑海沿岸ꎬ 主要是克里米亚ꎮ １９９１ 年苏联

解体以后ꎬ 则有了更大的外部影响源: 欧盟和美国ꎮ 乌克兰无论东部和西部ꎬ 民

众希望融入欧洲的愿望是主流ꎬ 虽然在程度上有所差异ꎮ 俄罗斯的政治、 经济和

社会发展模式及欧亚经济联盟对乌克兰普通民众不具有吸引力ꎬ 这也是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亚努科维奇政府突然拒绝签署 «欧盟联系国协定» 后引起社会剧烈动

荡的原因ꎮ
乌克兰危机是一个混杂的问题ꎮ 从国内环境看ꎬ 既有乌克兰国内治理不善的

问题ꎬ 也有乌东西部固有差异的问题ꎮ 从国际环境来看ꎬ 既有美国、 欧盟支持乌

４５

①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ｉｇｎｅｄ Ｌａｗ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ꎬ 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ｇｏｖ ｕａ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ｚｉｄｅｎｔ － ｐｉｄｐｉｓａｖ － ｚａｋｏｎ － ｐｒｏ － ｐｒｉｐｉｎｅｎｎｙａ － ｄｉｙｉ － ｄｏｇｏｖｏｒｕ － ｐｒｏ － ｄ －
５１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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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遏制俄罗斯的问题ꎬ 也有俄罗斯帝国思潮死灰复燃的问题ꎮ 这是危机的两个

方面ꎬ 我们不能只看到一面而忽视另一面ꎮ 乌克兰国内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复杂

问题ꎬ 包括地域、 种族、 文化、 宗教、 语言、 经济、 政治等等ꎮ 但是ꎬ 这些内部

问题并不是不能克服的ꎮ 很多政治家和学者都一再强调ꎬ 由于乌克兰东部和西部

差距巨大ꎬ 所以造成国家危机和分裂ꎮ 然而ꎬ 如果拿乌克兰和其他国家比较ꎬ 例

如美国的南方和北方ꎻ 加拿大的法语区和英语区ꎻ 比利时的法语区、 荷兰语区和

德语区ꎬ 乌克兰东西部的差距也不能算大ꎬ 并不是完全不能融合与克服ꎮ 俄罗斯

联邦本身的一些联邦主体ꎬ 例如喀山、 车臣、 印古什、 达吉斯坦、 卡尔梅克、 图

瓦、 布里亚特和俄罗斯核心地区 (莫斯科、 圣彼得堡) 也存在巨大差异ꎬ 却能

够维持在一个国家之内ꎮ 可见ꎬ 不是内部差异而是外部干预ꎬ 是造成乌克兰危机

的主要原因ꎮ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社会秩序崩塌ꎬ 经济凋敝ꎬ 民生艰难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一些俄罗斯人ꎬ 更多的不是反思自己ꎬ 而是抱怨外部世界ꎬ 俄罗斯国内极端民族

主义思潮泛滥ꎮ 典型的如 “俄罗斯帝国运动”ꎬ 他们高喊着 “上帝、 沙皇、 民

族” 的口号ꎮ 在这些人眼中ꎬ 罗斯就等于俄罗斯ꎬ 俄罗斯就等于罗斯ꎮ 乌克兰作

为独立国家存在的本身ꎬ 被这些人视为是对 “俄罗斯世界” 的挑战和背叛ꎮ 他

们认为ꎬ 乌克兰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ꎬ 而是一个 “人造的国家”ꎬ １９２２ 年苏联

建立以前并不存在一个 “乌克兰国家”ꎬ 乌克兰是 “大俄罗斯” 的一部分ꎮ ２００８
年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期间ꎬ 普京对美国总统小布什说: “你不理解ꎬ 乔治ꎬ 乌

克兰甚至不是一个国家ꎮ”①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 (Ｄｍｉｔｒｙ Ｔｒｅｎｉｎ) 认

为ꎬ １９９７ 年的大协议 ( «俄乌黑海舰队协议及友好条约») 只表明 “莫斯科承认

乌克兰是一个分离的国家ꎬ 但并不认为乌是一个外国”ꎬ “很多人把乌克兰看作

俄罗斯历史核心的一部分ꎬ 乌克兰独立只是中间的一个过渡阶段ꎮ”② 这和乌克

兰人的理解截然相反ꎮ 乌克兰第二任总统库奇马 (Ｌｅｏｎｉｄ Ｋｕｃｈｍａ) 曾写过一本

书ꎬ 书名为: «乌克兰不是俄罗斯»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Ｉｓ Ｎｏｔ Ｒｕｓｓｉａ)ꎮ 俄罗斯精英怀念往

昔俄罗斯帝国的伟大与光荣ꎬ 不愿承认俄罗斯帝国的侵略和扩张ꎬ 这是俄乌冲突

最重要的思想和文化的根源ꎮ
俄罗斯学者雅科文科认为ꎬ “ (俄罗斯) 社会意识对帝国的解体从未进行反

５５

①
②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ｒｓｏｎꎬ “Ｐｕｔｉ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Ｈａｎｄｓ ｏｆｆ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Ｔｉｍｅꎬ Ｍａｙ ２５ꎬ ２００９
Ｄｍｉｔｒｙ Ｔｒｅｎｉｎꎬ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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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ꎬ 也未恰如其分地细加研究ꎮ 在俄罗斯ꎬ 未见有负责任的社会力量勇敢地宣

称: 就俄罗斯人民自保和重生的观点而言ꎬ 苏联解体乃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

成功ꎮ 倒是发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ꎬ 它们已开始助长怀旧情绪并将其用

于政治目的ꎮ 此类花招特别糟糕之处在于ꎬ 那些具有政治能力的人在利用缅怀帝

国的意念之时清楚地知道ꎬ 任何形式的复辟都是不可能和灾难性的ꎮ”① 实际上ꎬ
俄罗斯社会缺乏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真正自省ꎮ 俄罗斯文化有优秀的地方ꎬ 也有

落后的地方ꎮ 很多时候ꎬ 俄罗斯只记得别人对它的伤害ꎬ 而不记得它对别人的伤

害ꎮ 就像赫鲁晓娃评价的那样ꎬ “俄罗斯不会吸取教训ꎬ 不会忏悔ꎬ 不会道歉ꎮ
俄罗斯不会前进ꎬ 因为它的全部总是蜷缩在 (它的) 过去之中ꎮ 我们在绕着圆

圈ꎮ 我们只有过去ꎬ 我们几乎没有现在ꎮ”②

苏联解体后ꎬ 乌克兰问题是一个帝国崩塌后的余震ꎬ 新的民族国家要获得独

立和自主ꎬ 而旧的宗主国并不想完全放弃其影响力和势力范围ꎮ 乌克兰、 白俄罗

斯、 哈萨克、 摩尔多瓦都属于俄罗斯所谓的 “近邻” 的范畴ꎮ 迄今为止ꎬ 俄罗

斯仍然在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斯坦、 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驻

扎有大量部队ꎬ 直接介入了五个热点地区: 南奥塞梯、 阿布哈兹、 德涅斯特河沿

岸、 顿巴斯、 克里米亚ꎮ 目前ꎬ 所有这些地区的局势都非常微妙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ꎬ 要求俄罗斯从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完

全无条件撤军③ꎮ 摩尔多瓦外交部长乌里扬诺夫斯基 (Ｔｕｄｏｒ Ｕｌｉａｎｏｖｓｃｈｉ) 在联大

发言时指出ꎬ 俄罗斯在摩尔多瓦东部的驻军既未得到联合国的同意ꎬ 也未得到当

事国的同意ꎬ 破坏了摩尔多瓦的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ꎬ 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

宪章ꎮ 俄罗斯则声称驻军是基于 １９９２ 年的 «俄罗斯—摩尔多瓦停火协议»ꎮ 乌里

扬诺夫斯基提醒ꎬ 这是对该协议的故意曲解ꎮ 因为在 １９９９ 年欧安组织发表的

«伊斯坦布尔宣言»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Ｓｕｍｍｉ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中ꎬ 俄罗斯承诺于 ２００２ 年末以前完全撤出部队和装备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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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政治学者米罗年科 (Ｖｉｋｔｏｒ Ｍｉｒｏｎｅｎｋｏ) 指出: “俄罗斯与乌克兰拥有

一段很长的共同历史ꎮ 我指的是大部分的现代乌克兰ꎬ 而不包括西部乌克兰ꎮ 两

个族群之间的关系ꎬ 过去被称为大俄罗斯与小俄罗斯ꎬ 以一种困难的方式演进ꎮ
超过两个世纪的时期ꎬ 沙皇俄国超过 ９０％ 的民众属于农民阶层ꎮ 然而ꎬ 尽管他

们饱受压迫痛苦不堪ꎬ 但是当看到还有比他们地位更低的人ꎬ 他们感受到了某种

安慰ꎮ 过去和现在ꎬ 俄罗斯人一般认为ꎬ 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ꎬ 多多少少是平

等的同一种宗教的信徒ꎬ 但是仍然认为他们在社会地位上比自己低一等ꎮ 不幸的

是ꎬ 这种俄罗斯人的主导意识被保留下来ꎬ 并且代代相传ꎮ” “正是这种情结ꎬ 这种

不可动摇的帝国情结ꎬ 贯穿了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ꎮ 贯穿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

战争之后的 (俄罗斯的) 宣传ꎬ 强化了这种情结ꎮ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心

理路线ꎮ 原则上ꎬ 对一个正常人来说ꎬ 你很难去攫取本不属于你的东西ꎮ 但是ꎬ
(如果) 你不断地被告知ꎬ 这就是你的ꎬ 只属于你ꎬ 不属于任何的别人ꎬ 这样做就

变得容易多了ꎮ”① 俄罗斯政治学者沃罗热金娜 (Ｔａｔｉａｎａ Ｖｏｒｏｚｈｅｙｋｉｎａ) 也谈到这

种帝国怀念情结ꎬ “所有的那些曾经属于俄罗斯的ꎬ 无论是属于俄罗斯帝国或者

是苏联的ꎬ 还是被征服的或是被吞并的ꎬ 都被认为是我们的ꎮ 这适用于普通民

众ꎬ 也适用于那些自视为自由派或民主派的人ꎮ 我记得非常清楚ꎬ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ꎬ 莫斯科发生 ‘８１９’ 事件后不久ꎬ 当乌克兰宣布独立时ꎬ 索布恰克愤怒

地对乌克兰领导人说: 首先是建立民主ꎬ 然后我们再谈独立 (问题)ꎮ 这是所有

的俄罗斯领导人对乌克兰典型的傲慢态度ꎮ”②

结　 语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ꎬ 历史和现实交织ꎬ 政治和经济混杂ꎬ 即使是专家也很

难完全搞明白ꎮ 基于科学、 事实和理性ꎬ 在研究现实的国际政治问题时ꎬ 我们既

要尊重历史ꎬ 也要关注现实ꎮ 探讨乌克兰问题ꎬ 宜以当代的事态为主ꎬ 以国际法

为根据ꎮ 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的建立ꎬ 始于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的苏联解体ꎮ 乌

克兰是一个世界公认的独立国家ꎬ 是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国ꎬ 它的疆域是确定的ꎬ
它的主权是完整的ꎮ «别洛韦日协定» (１９９１ 年)、 «布达佩斯备忘录» (１９９４

７５

①

②

“Ｈｏｗ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Ｓｅ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ｍａｉｄａｎ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２４ / ｈｏｗ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
ｓｅｅ － ｕｋｒａｉｎｅｓ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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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与 «哈尔科夫协议» (２０１０ 年) 一起ꎬ 奠定了乌克兰立国的法律基础ꎬ 基

本解决了涉及乌克兰的国际争端 (除了乌俄亚速海与刻赤海峡争端)ꎬ 这是一个

国际政治的客观现实ꎮ 俄罗斯联邦是第一批公开承认乌克兰独立的国家ꎬ 国际社

会基本持同一立场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乌克兰的独立得到了俄罗斯和美国的共同支持ꎮ 事实是ꎬ

俄罗斯和美国一起ꎬ 创造了独立的乌克兰ꎬ 仅仅有美国的支持是不够的ꎮ 乌克兰

独立本身是对俄罗斯离心力的体现ꎮ 但是ꎬ 俄罗斯联邦最初欢迎并支持这种离心

力ꎬ 因为他们反对共同的敌人———苏维埃联盟ꎮ 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联邦将独立

的乌克兰看作反对戈尔巴乔夫领导统一苏联的盟友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ꎬ 正是俄

罗斯与白俄罗斯、 乌克兰一起ꎬ 签署了 «别洛韦日协定»ꎬ 宣告了苏维埃联盟的

终结ꎮ 乌克兰独立后ꎬ 俄美又找到共同利益ꎬ 通过紧密合作联合施压ꎬ 迫使乌克

兰放弃了核武器ꎬ 俄罗斯成为原苏联区域唯一的核国家ꎮ
普京总统以复兴俄罗斯为己任ꎬ 希望恢复帝俄和苏联曾经拥有的权力边疆和

势力范围ꎮ 但是ꎬ 俄罗斯复兴应该立足于国内而不是国外ꎬ 俄罗斯复兴的关键在

俄罗斯而不在乌克兰ꎮ 征服乌克兰ꎬ 并不能解决俄罗斯自身的问题ꎮ 乌克兰的独

立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灭亡ꎮ 一个良好的乌俄关系有助于俄罗斯的复兴而不是相

反ꎮ 乌克兰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愿望应该得到尊重ꎬ 乌克兰人民选择国家发展道

路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ꎮ
所以ꎬ 采取一种全面、 客观、 公正的立场ꎬ 探讨乌克兰与俄罗斯相关的问

题ꎬ 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乌克兰这个国家ꎬ 更深刻地理解当前的乌克兰局势ꎬ 更

恰当地处理涉及乌克兰的事务ꎬ 更准确地把握国际政治的现实ꎮ
(责任编辑　 胡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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