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伴而不结盟”: 中俄关系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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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伴而不结盟” 是新时期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①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中俄两国元首联合声明明确将 “不具有结盟性质” 作为界定两国关系性质的

重要原则②ꎬ 强调在 “结伴而不结盟” 方针指引下推动 “基于平等信任、 相互支

持、 共同繁荣、 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进入 “新阶段”③ꎮ 笔

者认为ꎬ 两国关系的这一战略定位符合国际关系的现实和两国的战略利益ꎬ 是现

阶段必须坚持的两国关系基本方针ꎮ

一　 中俄需要进一步深化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国与俄罗斯互为最大邻国ꎬ 是两国关系最为重要的地缘战略现实ꎮ 一定意

义上讲ꎬ 互为最大邻国意味着相互都是对方国家安全的 “半边天”ꎮ 中俄历史上

曾有因睦邻友好而共同受益的成功经验ꎬ 也有因相互对抗而两败俱伤的惨痛教

训ꎮ 邻居不能选择ꎬ 睦邻友好是邻国关系唯一正确的选择ꎮ 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

战略认知ꎬ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将 “世代友好、 永不为敌” 确定为发展两

国关系的基本方针ꎮ
互为最大邻国还意味着两国拥有共同的周边地区ꎬ 需要共同维护其安全稳

定ꎮ 中俄的共同周边东北亚与中亚地区是两国核心利益高度重合的地区ꎮ 两国只

有共同维护其安全稳定、 促进其经济社会发展ꎬ 才能将其打造成为 “睦邻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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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ꎮ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ꎬ “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

朋友ꎬ 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ꎮ
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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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安全稳定带和经济合作带”①ꎬ 才能营造两国和平发展所必需的周边安全环

境ꎮ 同时ꎬ 中俄两国都致力于将上合组织建设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新型区域合

作组织、 新兴力量集结平台ꎬ 为此也需要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ꎮ 中俄共同周边还

面临着阿富汗战乱不已、 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泛起、 朝鲜核危机升温和美国在半

岛部署 “萨德”、 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等共同安全挑战ꎬ 更加需要两国联

手应对ꎮ
互为最大邻国同时意味着在地缘战略运筹上两国有条件、 有必要互为战略纵

深、 战略依托ꎮ 中国是濒海陆国ꎬ 具有陆海兼备的独特地缘战略优势ꎮ 中国要成

为世界强国ꎬ 必须同时经略陆上与海洋ꎮ 为 “建设海洋强国”②ꎬ 中国需要构建

稳定可靠的陆上战略纵深ꎬ 有着４ ３００公里共同边界、 睦邻友好的大国俄罗斯显

然是无可替代的战略选择ꎮ 俄罗斯要应对西部战略方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安全

威胁ꎬ 同样需要将睦邻友好的大国中国作为其战略后方ꎮ 即使从 “避免两线作

战” 这一基本军事规律考虑ꎬ 中俄也必须做到背靠背、 互为安全依托ꎮ 一定意义

上讲ꎬ 俄罗斯 “转向东方” 可望对美国 “亚太再平衡” 构成 “再平衡”ꎬ 形成

“战略对冲”ꎬ 中国进入中亚则可望予俄以强有力的地缘战略支撑ꎮ
中国与俄罗斯都是新兴大国ꎬ 两国需要联手构建体现新兴国家权益的新型国

际秩序ꎮ 中俄作为新兴大国ꎬ 各自与西方大国相比ꎬ 在价值观、 发展道路、 战略

任务等方面更加相近ꎬ 在国际秩序、 全球治理等方面更是有着不同于西方发达国

家的战略诉求ꎮ 同样因为都是新兴大国ꎬ 两国在今后几十年里的根本性国家任务

都是快速发展综合国力、 实现国家振兴和民族复兴ꎬ 为此都迫切需要营造一个有

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ꎬ 需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格局ꎬ
需要构建体现新兴国家利益、 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ꎮ 这就是为什么两国

在联合国及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都能够一拍即合的重要原因ꎮ
中国与俄罗斯还同为美国战略遏制的主要对象ꎬ 两国需要联手应对霸权体系

的打压和围堵ꎮ 作为两个最大的非西方大国ꎬ 中俄都坚持基于本国战略文化和历

史传统的价值观ꎬ 坚持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政治社会制度ꎬ 因而都被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视为 “异类”ꎮ 加之中俄都是历史性大国ꎬ 块头太大、 潜力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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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笔者多次建议将打造周边 “三带” ———睦邻友好带、 安全稳定带、 经济合作带———作为周边
外交的基本方针ꎬ 详见 «王海运将军文集» 第一卷 «国际风云与中国外交»ꎬ 上海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ꎬ “坚决维护海洋权益ꎬ 建设海洋强
国”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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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ꎬ 因而都为美国霸权体系所不容ꎬ 都被美国定位为现行国际秩序的 “挑战

者”、 必须打压遏制的 “主要战略对手”ꎮ 美国拉帮结伙、 强化冷战军事机器ꎬ
不断针对中俄挑动事端、 制造危机ꎬ 在中国和俄罗斯家门口 “生乱生战”ꎬ 企图

恶化中俄两国的国际环境、 阻断中俄两国的和平崛起ꎮ 近几年中国在东海、 南海

的遭遇ꎬ 俄罗斯在西部战略方向上的困境ꎬ 都与美国维护霸权的非理性行为直接

相关ꎮ 还有一个对侵略罪行不思悔改的日本ꎬ 试图利用美国 “亚太再平衡” 改

变二战战胜国所确立的东亚秩序ꎬ 谋求东亚霸权ꎬ 其行径甚至比美国还要放肆ꎬ
还要极端ꎮ 日本傍定美国、 强化美日军事同盟ꎬ 矛头虽然直指中国ꎬ 但无疑也对

俄罗斯构成战略威胁ꎮ 面对这种相似的战略挑战ꎬ 中俄必须在应对霸权遏制上相

互借助ꎬ 在维护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ꎮ
中国与俄罗斯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ꎬ 对全球治理和战略稳定均负有

大国责任ꎮ 当今世界处在由单极霸权向多极制衡过渡的 “准多极时代”①ꎮ “准多

极时代” 的基本特点是: 美国霸权日趋衰落ꎬ 但是 “相对霸权” 仍将长时间存

在ꎬ 为了维护 “百年世界领导权”②ꎬ 必然竭力打压任何可能挑战其霸权的国家ꎻ
世界各力量中心加速凝聚ꎬ 但是其发展前景及相互关系很不确定ꎬ 任何力量中心

都难以独自抑制美国维护霸权的挣扎ꎻ 围绕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斗争错综复杂ꎬ
能够得到世界各国广泛认同的全球治理模式在相当长时间里难以形成ꎬ 世界容易

形成混乱无序的局面ꎮ 要确保 “准多极世界” 稳定有序ꎬ 中俄两大国必须加强

战略协作ꎬ 联手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责任ꎮ
中国与俄罗斯不仅具有相似的战略处境、 相近的战略利益ꎬ 而且有着广泛相

通的战略理念ꎮ 不论在世界格局多极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 世界文明多样性问题

上ꎬ 在维护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机制和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为核

心的国际安全准则问题上ꎬ 在反对动辄武力相向及滥施制裁问题上ꎬ 还是在倡导

构建 “不冲突、 不对抗ꎬ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上ꎬ 在维护

政治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自主选择问题上ꎬ 中俄都有着十分相近的主张ꎮ 这种相

似性、 相近性、 相通性ꎬ 在两国与各大国关系中独一无二ꎬ 从而为两国进行广泛

战略协作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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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多极时代” 是笔者对当今世界格局的描述ꎮ 详见 «王海运将军文集» 第一卷 «国际风云与中
国外交»ꎬ 上海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ꎮ

美国总统奥巴马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声称ꎬ 美国还要领导世界 １００ 年ꎬ 凤凰
卫视ꎬ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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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清楚表明ꎬ 中俄建立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且不断予以深化ꎬ
不仅是基于地缘关系的正确选择ꎬ 而且是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维护国家战

略利益、 履行大国责任的必行之举ꎮ 两个拥有深厚战略智慧的大国ꎬ 没有理由不

充分利用这种巨大潜力ꎬ 携手致力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振兴ꎮ

二　 在 “结伴而不结盟” 方针指引下进一步深化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元首提出将两国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推向 “新阶段”ꎬ 并不意味

着两国结成军事同盟ꎮ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ꎬ 中俄应当在 “结伴而不结盟”
方针指引下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ꎮ 也就是说ꎬ 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应

是结成利益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ꎬ 在国际关系中肩并肩、 在共同发

展中手拉手ꎮ
与此同时ꎬ 中俄两国战略研究界均有部分学者主张两国尽快结成军事同盟ꎬ

甚至认为结盟是中俄关系的最佳选择ꎬ 早结盟比晚结盟好ꎮ 其主要论据是: 面对

美国的战略遏制ꎬ 中俄只有结盟才能有效反制ꎻ 美国实力强大仍在拉帮结伙ꎬ 中

俄处于弱势绝不应单打独斗ꎻ 中俄历史上都搞过结盟ꎬ 两国应当充分利用历史经

验ꎻ 结盟仍是当今时代的主流ꎬ 中俄结盟并不意味着重开冷战ꎮ
应当承认ꎬ 中俄结盟的推动者大多都是深化两国关系的热心人ꎬ 其对国际形

势严峻性的评估基本准确ꎬ 主张结盟的出发点也值得肯定ꎮ 但是ꎬ 从现实条件及

可能影响看ꎬ 目前中俄尚不宜走向军事结盟ꎮ
一方面ꎬ 中俄结盟缺少必要的现实条件ꎮ 中俄均未面临来自强敌的大规模战

争威胁ꎬ 均缺少强烈的结盟意愿ꎮ 中俄要结成军事同盟ꎬ 均须让渡部分国家主

权、 局部改变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ꎬ 并且要为对方不合本国理念与利益的行为

“背书”ꎬ 关键时刻还必须承担军事义务ꎬ 而不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目前都难以

做到ꎮ 鉴于中苏三次结盟的历史教训ꎬ 中俄结盟的另一重要条件是必须确保相互

平等ꎬ 为此需要促俄抛弃大国主义、 主导权追求、 势力范围思维ꎬ 而目前尚无现

实可能ꎮ 中俄的战略目标都是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ꎬ 中俄结盟与此目

标存在矛盾ꎬ 事实上也不存在中俄共组一极的可能性ꎮ 俄对中国经济实力超越俄

一时难以适应ꎬ 担心成为中国的 “小伙伴” “原材料附庸国”ꎬ 亦是其与中国结

盟的心理障碍ꎮ 俄已拥有由其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这一军事同盟ꎬ 中俄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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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如何处理与集安组织的关系ꎬ 也是不易解决的难题ꎮ 两国民意对于缔结军事同

盟关系仍然存在某些疑虑ꎬ 特别是要克服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和亲西方势力的抵

制ꎬ 两国都有大量工作要做ꎮ 说到底ꎬ 结盟思维不符合中国的一贯主张ꎬ 中俄均

不存在缔结军事同盟的紧迫战略需要ꎮ
另一方面ꎬ 中俄结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ꎮ 中俄结成军事同盟ꎬ 即使再拉上几

个中小国家ꎬ 相对于美国遍布全球的同盟体系ꎬ 也只能是一个弱势联盟ꎮ 中俄同

盟作为弱势一方ꎬ 在由此可能催生出的强弱不对称的两极世界结构中ꎬ 将会陷入

更大的战略困境ꎮ 中俄结盟必然引起美国等国的强烈反弹ꎬ 很可能过早地引发与

美国的全面对抗甚至新的冷战ꎬ 严重恶化两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ꎬ 存在打乱

两国崛起进程的巨大危险ꎮ 中俄结盟还关系到上合组织的发展方向ꎬ 不排除引起

上合组织分化、 导致对中俄均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上合组织偏离既定发展方向的

可能ꎮ 而且ꎬ 中国与少数国家结成军事同盟ꎬ 不利于构建更加广泛的 “全球伙伴

关系网络”ꎮ
至于未来中俄会否走向军事结盟ꎬ 则主要取决于两国面临的战略威胁ꎬ 特别

是军事威胁程度的变化及两国关系的深化ꎮ 从理论上讲ꎬ “结盟” 还是 “不结

盟” 不应是一成不变的教条ꎬ 而应是因时因势而适时调整的策略运用ꎮ 中俄现在

不结盟ꎬ 不等于不为将来必要时结盟创造条件ꎮ 不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ꎬ 都不会

迂腐到面对可能伤筋动骨的安全威胁还非要坚持 “不结盟” 的地步ꎮ 但愿霸权

国家及其他敌对势力不要把中俄逼到非结盟不可的境地ꎮ 中俄结盟对于它们无疑

是最大的噩梦ꎮ
必须指出ꎬ “不结盟” 不等于 “不结伴”ꎮ “结伴而不结盟” 是 “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 的一大特点ꎬ 是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探索走出的一条 “新路”ꎬ 体现

着平等性、 和平性、 包容性等 “新型国际关系理念”①ꎮ 高举 “结伴而不结盟”
大旗ꎬ 有利于顺应时代潮流、 团结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ꎬ 有利于抵制霸权

国家的冷战思维ꎬ 争取战略主动ꎮ 而且 “结伴” 有着巨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ꎬ
有利于两国对国际关系进行纵横捭阖的战略运筹ꎮ 正是在此方针指导下ꎬ 中俄关

系从 “建设性伙伴关系” 到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再到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ꎬ 都以 “伙伴关系” 作为中心词ꎮ 中国提出的 “全球伙伴关系网络”ꎬ 俄罗

斯提出的 “大欧亚伙伴关系”ꎬ 都把构建广泛的 “伙伴关系” 体系作为战略

０１

① 王毅: «中国外交不走传统大国路»ꎬ 外交部网站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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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ꎮ
中国和俄罗斯所结成的伙伴关系不同于一般的 “战略合作伙伴”ꎬ 而是 “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ꎮ “全面” 意味着两国合作在各领域、 各层面展开ꎮ “战略” 意

味着两国合作具有战略内涵、 战略价值ꎮ “协作” 一词则系俄军军语 “协同动

作”ꎬ 内涵是 “按照目标、 任务、 地点、 时间和遂行任务的方法实施的协调一致

的行动”①ꎬ 其要求远高于 “合作”ꎮ 目前看ꎬ 中俄关系尚未达到这一水平ꎬ “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 仍存巨大提升空间ꎮ

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进一步深化ꎬ 完全有可能形成 “准同盟

关系”ꎮ “准同盟关系” 的基本内涵是: “不承担军事义务的战略联盟”ꎬ “彼此视

对方为亲密盟友” 的伙伴关系 (普京语)②ꎻ 双方既保持独立自主又进行机制性

协作ꎬ 构成利益与共、 责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ꎮ “准同盟关系” 类似于中国革命

战争年代成功实践的 “统一阵线”ꎮ 在 “准同盟关系” 框架内ꎬ 中俄将在应对遏

制围堵上背靠背、 肩并肩ꎬ 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相互支持、 相互配合ꎻ 以中俄为核

心ꎬ 吸引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新兴大国共同参与ꎬ 打造集结新兴力量的

“战略协作平台”ꎬ 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ꎬ 形成推进新型国际秩序的

“紧密朋友圈”ꎮ
中俄结成 “准同盟关系” 具有充分条件ꎮ 经过多年共同努力ꎬ 两国不仅形

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ꎬ 而且奠定了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的

民意基础ꎮ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中俄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
等重要文件ꎬ 为两国发展 “准同盟关系” 奠定了法律基础ꎮ 中俄还是上合组织

的两大 “领头雁”、 金砖国家的两大 “主力军”ꎬ 完全可以以上合组织作为 “基
础性平台” 构建 “大欧亚伙伴关系”ꎬ 以金砖国家作为 “基础性力量” 打造新兴

国家集合体ꎮ 有充分理由认为ꎬ 只要两国在 “战略协作” 上下足功夫ꎬ 采取更

多、 更具实质性的 “协调一致的行动”ꎬ 中俄关系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 “准同盟

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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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进一步明确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着力方向

　 　 一是要确立更高的两国关系战略目标ꎮ 为将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推

向 “新阶段”ꎬ 逐步形成紧密协同的 “准同盟关系”ꎬ 当务之急是搞好两国关系

的顶层设计ꎬ 确立更加富有进取精神的战略目标ꎮ
从现实可能及两国战略需要考虑ꎬ 宜将今后一个时期中俄关系的战略目标设

定为: “不冲突、 不对抗ꎬ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的 “新型大国关系” 的典范ꎻ
睦邻友好、 共同维护周边安全稳定的 “好邻居”ꎻ 破解美国战略围堵、 相互维护

国家核心利益的 “好伙伴”ꎻ 中国经略海洋的战略纵深、 俄罗斯稳定西部战略方

向的战略后方ꎻ 集结新兴力量、 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战略盟友ꎻ 建设上合组织的

两大 “主力军”ꎬ “一带一盟” 对接合作的两大 “领头雁”ꎻ 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

的务实合作伙伴ꎮ
在上述战略目标中当前最为紧要的是ꎬ 在应对美国战略围堵、 美日制造麻烦

问题上形成互为犄角之势ꎬ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构建新型国际秩序问题

上、 集结新兴力量问题上共同发力ꎬ 减轻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ꎬ 同时充分利用两

国的互补优势ꎬ 促进两国经济和国防实力快速增强ꎮ
二是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性因素ꎮ 中俄关系中既有积极因素ꎬ

也有障碍性因素ꎬ 积极因素大于障碍性因素ꎮ 对于这些障碍性因素ꎬ 既不能看得

过重ꎬ 亦不能视而不见ꎮ 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ꎮ
战略文化的巨大差异ꎮ 俄罗斯作为沙俄和苏联的继承者ꎬ 在战略文化上与中

国的差异非常明显ꎮ 例如ꎬ 强烈的大国意识和势力范围思维、 在任何合作中对主

导权的追求、 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国际合作理念、 对国家欧洲属性的认同及对融入

欧洲的执着、 行事风格的极端性和多变性等等ꎬ 都与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

“和合” 文化非常不同ꎮ 战略文化上的这种差异不可能不影响到高层的战略思维

与战略运筹ꎮ
历史遗留下来的恩恩怨怨ꎮ 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

国家ꎬ 而多数俄罗斯人至今不愿承认这一史实ꎮ 斯大林、 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曾

经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ꎬ 并给予中国重要援助ꎬ 但是其民族利己主义、 大国沙文

主义也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ꎮ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中苏关系更是恶化到了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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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弩张的地步ꎮ 从俄罗斯方面讲ꎬ 其对中国在冷战中后期与美国联手抗苏也很难

完全释怀ꎬ 对中国舆论场上不时出现的 “收复历史领土” 的声音非常警惕ꎮ 这

些历史恩怨不可能不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构成深层次障碍ꎮ
战略互疑的存在ꎮ 笔者 １０ 年前曾经撰文谈及俄罗斯对华战略思维ꎬ 用了 ８

个字来概括———看重、 借重、 怀疑、 防范①ꎮ 今日的俄罗斯ꎬ 从高层精英到多数

民众ꎬ 对华心态可以说 “更加看重、 更希望借重ꎬ 疑虑依然难消、 防范依然存

在”ꎮ 虽然普京总统及越来越多的高层精英ꎬ 出于战略大局考虑ꎬ 努力淡化 “中
国威胁论”ꎬ 但总体看俄对中国快速崛起的不适应、 不放心仍然广泛存在ꎮ 从中

国看ꎬ 部分民众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甚至 “厌俄仇俄” 情绪短时间内亦难以完

全消除ꎮ
外交运筹上的非协调性ꎮ 长时间以来ꎬ 两国都把对美关系作为 “重中之

重”ꎬ 甚至要求两国关系服从对美关系ꎮ 俄罗斯知识精英中大西洋主义长时间占

据上风ꎬ 在俄独立建国初期更是左右了国家的外交取向ꎬ 直至近年俄西交恶后才

有所降温ꎬ 欧亚主义渐成主流意识ꎮ 在中国某些政府部门及国际问题专家中ꎬ
“对美关系高于一切” 的主张更是大行其道ꎬ 直至今日仍然表现强势ꎮ 此外ꎬ 俄

对中国扩大在中亚的经济政治影响感到担忧ꎬ 因而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问题上时

常采取消极姿态ꎻ 中国的某些企业在开展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中也往往未能顾及俄

罗斯的感受ꎮ
中俄关系中的上述障碍性因素ꎬ 对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构成的挑战不可

小视ꎬ 两国都必须从战略高度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消除ꎮ
三是进一步强化两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战略协作ꎮ 中国与俄罗斯是两个

世界大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ꎬ 对维护全球战略平衡、 世界和平稳定负有重大国

际责任ꎮ 中俄均遭遇到霸权体系的遏制、 打压ꎬ 唯有联手反制方能赢得战略主

动ꎮ 中俄已多次宣示努力强化国际战略协作、 相互维护核心利益ꎬ 国际形势的发

展要求两国最大限度地将这一宣示付诸行动ꎮ
当前中俄面临的急迫任务是: 以中俄战略协作为基础、 以上合组织作为 “基

础性平台”ꎬ 打造 “新兴国家集合体”ꎬ 构建 “全球伙伴关系网络”ꎬ 推动全球治

理走向 “多边共治”ꎬ 推动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恢复相对平衡ꎻ 坚定地维护

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机制的权威性ꎬ 努力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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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海运: «俄罗斯矛盾看中国»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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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际秩序ꎻ 努力推动建立反对宗教极端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 民族分裂主义

统一阵线ꎻ 以 “一带一盟” 对接合作为基础ꎬ 整合欧亚经济板块ꎬ 构建 “欧亚

全面伙伴关系”ꎬ 在应对霸权国家破坏中俄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以及在涉及两国

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ꎬ 采取 “协调一致的联合行动”ꎮ
四是积极推进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和军事安全合作ꎮ 应充分发挥两国关系的互

补优势ꎬ 打造多领域 “战略合作联盟”ꎬ 既促进共同发展ꎬ 又为两国战略协作的

深化夯实物质基础ꎮ 可考虑通过协助俄 “再工业化”、 支持俄远东开发、 推动

“一带一盟” 建设对接合作ꎬ 实现两国发展战略的接轨互动ꎮ
军事安全合作在国家关系中最具战略性、 标志性、 带动性ꎬ 对于增信释疑、

深化战略协作、 促进务实合作意义重大ꎮ 建议两军确立 “特殊友军关系”ꎬ 增大

军事战略方针、 战略计划方面的相互透明度ꎻ 加强战略预警、 反导、 太空和网络

方面的实质性合作ꎬ 开展作战理论和军事改革方面的经验交流ꎻ 推动签署两国军

事力量部署 “背靠背”、 军事活动互不以对方为假想敌的专门协议ꎬ 展开更多更

具有实战意义的联合军演ꎻ 在应对霸权国家军事挑衅问题上相互施以援手ꎬ 在应

对敌对势力策动 “颜色革命” 问题上相互配合ꎻ 着眼于实现 “优势互补、 融合

创新”ꎬ 推动军事技术联合研发和联合生产ꎬ 争取两国高新武器装备制造取得重

大突破ꎮ
五是切实加强涉及两国关系的舆论引导ꎮ 基于对中俄互为抵御霸权压力、 稳

定周边形势、 改善国际环境、 维护战略利益极具分量的战略伙伴的战略认知ꎬ 两

国元首决定进一步深化两国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而恰在此时ꎬ 两国舆论

场上特别是网络空间却出现了 “唱衰” 中俄关系的不谐之音ꎮ 在中国ꎬ 一些人

重提沙俄侵华历史ꎬ 极力唤起人们对两国关系的负面记忆ꎬ 强化两国民众的历史

仇恨ꎮ 他们对中俄间的任何重大合作举措都要进行曲解抹黑ꎬ 甚至不惜造谣生

事ꎮ 在俄罗斯ꎬ 除了 “中国威胁论” 花样翻新外ꎬ 一些势力不断就中俄接近发

出奇谈怪论ꎬ 进行负面解读ꎬ 甚至公然声称 “俄罗斯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中国”ꎬ
中国对俄 “殖民计划正在以和平方式展开ꎬ 并且可能通过军事手段强加”①ꎮ

两国舆论场上出现此等乱象ꎬ 其原因首先与外部势力的挑拨有关ꎮ 美日等国

利用国际话语霸权ꎬ 极力传播 “中俄利益相悖论”ꎬ 宣传俄罗斯 “走向东方” 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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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 赫拉姆奇欣: «我们真正的威胁是中国而非美国»ꎬ «论据与事实» 周刊网站ꎬ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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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会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ꎬ 预测中俄迟早要走向对抗ꎮ 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ꎬ 那

就是拖着两国投靠美国、 纳入美国体系ꎬ 成为美国霸权的 “仆从”ꎮ 其次与两国

国内亲西方势力坐大有关ꎮ 在各种媒体上ꎬ 一些被美国 “洗了脑” 的洋奴大成

气候ꎮ 反映到国际关系领域ꎬ 则是随着外部势力的调门起舞ꎬ 其对中俄关系的诋

毁几乎到了毫无理性可言的地步ꎮ 某些人受西方学术理论的熏陶太深ꎬ 总是用西

方的价值观和学术框架观察两国关系、 判断是非曲直ꎬ 对中俄合作怎么看都不顺

眼ꎬ 于是得出两国的 “国际观” 出现错误的荒谬结论ꎮ 更为普遍的原因是ꎬ 相

当多一些人不懂得国家战略利益何在ꎬ 不了解中俄关系之于两国战略全局的重大

价值ꎬ 在别有用心者的煽动下表现出偏激狂躁情绪ꎮ 两国国内不时泛起的极端民

族主义也是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干扰源ꎮ
舆论氛围是外交运筹的民意基础ꎮ 正确的舆论可以给外交运筹以有力配合ꎬ

错误的舆论则可能导致对外交运筹的掣肘ꎬ 进而可能引起对方的误解和反弹ꎮ 加

之网络化时代的舆论场能量放大、 传播迅速ꎬ 负面舆论对国家关系氛围的影响更

为恶劣ꎮ 从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大局考虑ꎬ 两国必须促使各自舆论场

为外交运筹提供 “正能量”ꎬ 绝对不能任由错误舆论畅行无阻ꎮ 鉴此ꎬ 两国政府

和有识之士都必须下大力加强舆论引导、 努力夯实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ꎮ
综上所述ꎬ 中俄关系在两国和平发展中均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战略价值ꎬ 全

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两国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的迫切需要ꎮ 两国

有理性思考的爱国者ꎬ 应当在 “结伴而不结盟” 方针指引下努力推动两国 “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进入新阶段、 迈上新高度ꎬ 逐步形成 “准同盟关系”ꎬ 既

为两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ꎬ 又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ꎮ
(责任编辑　 胡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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