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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对转向东方的概念进行了厘清ꎬ 指出俄罗斯转向东方是

外交和经济的转向ꎬ 不是文明文化的转向ꎮ 转向东方的目标不是离开欧洲ꎬ 而是

在继续发展与欧洲关系的同时提高亚洲的地位ꎮ 乌克兰危机对转向东方起了推动

作用ꎬ 但同时也产生了负面效应ꎮ 转向东方不是单纯的外交政策ꎬ 而是包含有国

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内容的综合发展战略ꎮ 转向东方的主要挑战来自于俄罗斯内

部ꎬ 同时内生动力也是它的主要动力源ꎮ 转向东方为中俄合作提供了更多可能和

动力ꎬ 但转向东方并不意味着完全转向中国ꎮ 转向东方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ꎬ 它

的成功也不是注定的ꎮ
【关 键 词】 　 俄罗斯　 转向东方　 远东和西伯利亚　 中俄关系

【作者简介】 　 赵华胜ꎬ 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ꎬ 研究员ꎮ

转向东方被用以称谓俄罗斯向东发展的政策ꎮ 这一称呼言简意赅ꎬ 有画龙

点睛之效果ꎬ 它虽不是官方正式命名的名称ꎬ 但被俄罗斯官方和学术界普遍

使用①ꎮ
转向东方是俄罗斯的重大战略ꎬ 也是近年来学术界的重大话题ꎮ 学术界对此

评论纷纷ꎬ 存在不同看法和争论ꎮ 一个焦点问题是ꎬ 俄罗斯会不会真正转向东

方ꎮ 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俄罗斯的国家身份认同ꎮ 有观点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ꎬ
从属于欧洲文明ꎬ 它不认同东方国家的身份ꎬ 因此不可能转向东方ꎮ 另一个焦点

问题是ꎬ 俄罗斯能不能转向东方ꎮ 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俄罗斯转向东方能不能成

功ꎮ 对此有许多怀疑ꎬ 理由是俄罗斯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重点都在欧洲部分ꎬ 而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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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 ２０１５ 重大攻关课题 “深化中外人文交流的战略布局与运行机制研究” (批准号:
１５ＪＺＤ０３３) 的中期成果ꎮ

俄罗斯官方和学术界多使用 “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或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ꎬ 两者含义有差别ꎬ
前者指 １８０％的转向ꎬ 后者指向不同方向的侧向ꎬ 但俄学界和官方在使用上似比较自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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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伙伴ꎬ 因此无法转向东方ꎬ 转向东方的政策不会

成功ꎮ
乌克兰危机也把转向东方政策推向风口浪尖ꎮ 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ꎬ 俄罗

斯向东看尤其引人注目ꎮ 不过ꎬ 乐观者和悲观者在其中看到了不同的图景: 乐观

者看到的是俄罗斯转向东方的必要ꎬ 悲观者则从中验证了转向东方的困难甚至是

不可能ꎮ
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展开ꎬ 对转向东方的概念进行探讨ꎬ 对转向东方的政策和

实践进行梳理ꎬ 同时就乌克兰危机对转向东方政策的影响提出自己的看法ꎬ 并评

估转向东方的前景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ꎮ

俄罗斯与东方

东方还是西方———几百年来俄罗斯人为此争论不休ꎬ 至今余音不绝ꎮ 那么ꎬ
哪里是俄罗斯人意识中的东方? 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ꎬ 不过也有含混之

处ꎮ 一般而言ꎬ 东方是指与欧洲在地理上相隔、 在文化上相异的亚洲ꎮ 但在不同

的语境下ꎬ 东方的含义有微妙差异ꎮ 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重

大思想争论ꎬ 这一争论通常也被放在 “东方—西方” 的叙述框架中ꎮ 但这里的

东方其实并不是指亚洲ꎮ 斯拉夫派并不把俄罗斯看作是亚洲的一部分ꎬ 不认为它

属于亚洲文明ꎬ 也不主张走亚洲的发展道路ꎮ 它认为俄罗斯是独立的文明存在ꎬ
它有不同于欧洲的传统和历史ꎬ 它应该走自己的道路ꎮ 斯拉夫派没有强调俄罗斯

的传统和历史不同于亚洲ꎬ 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ꎮ 事实上ꎬ 在俄罗斯属不属于欧

洲文明的问题上ꎬ 西方派和斯拉夫派针锋相对ꎬ 但在俄罗斯属不属于亚洲文明的

问题上ꎬ 两者并无分歧ꎬ 西方派和斯拉夫派都不认同俄罗斯属于亚洲ꎮ 这样一

来ꎬ 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ꎬ 实际上不是在欧洲和亚洲之间选择ꎬ 而是在欧洲和

俄罗斯之间选择ꎮ 这里所谓的东方其实是俄罗斯自己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欧亚主

义萌生ꎮ 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既有欧洲的属性ꎬ 也有亚洲的属性ꎬ 但它既不是欧

洲ꎬ 也不是亚洲ꎬ 而是一个 “封闭、 完整的地理、 经济和种族的统一体”①ꎮ 也

就是说ꎬ 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是独立的存在ꎬ 在这一点上ꎬ 它与斯拉夫主义殊途

２

① 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特鲁别茨科伊语ꎮ Трубецкой Н. С.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а. Язык. М. ꎬ
１９９５. С. ２５８. 转引自 Кошанов А. Л. ꎬ Нысанбаев А. Н. Идеи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Евразийства. “Дайк Пресс”ꎬ
１９９９. Ｃ.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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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归ꎮ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出现了新欧亚主义学说ꎬ 其中又有多种流派ꎮ 新欧亚

主义不满足于坐而论道ꎬ 它有很强的实践性ꎮ 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已成为独立国

家的背景下ꎬ 它也有特定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含义ꎬ 但在欧亚自成一体的核心思想

上ꎬ 新欧亚主义与欧亚主义一脉相承ꎮ
由此可见ꎬ 不管是西方派、 斯拉夫派还是欧亚主义ꎬ 它们都没有走向我们通

常理解的亚洲的思想ꎮ 西方派具有外向性质ꎬ 主张融入欧洲ꎻ 斯拉夫派和欧亚主

义具有内向特点ꎬ 主张回归自身ꎮ 以它们的论点来评断ꎬ 俄罗斯也不可能转向

亚洲ꎮ
西方派、 斯拉夫派和欧亚主义所争乃是国家文明文化的定位ꎬ 而不是外交定

位ꎮ 它们所说的东方和西方也主要是文明和文化上的东方和西方ꎬ 而不是外交上

的东方和西方ꎮ 文明和文化定位反映了国家的价值体系归属和发展取向ꎬ 它对外

交有深层次的影响ꎬ 但国家外交不仅受文明定位的塑造ꎬ 它还受到国家现实的安

全和经济利益的驱动ꎮ 在错综复杂的外交环境中ꎬ 后一因素的作用往往更为

直接ꎮ
简而言之ꎬ 文明定位与外交定位不是同一概念ꎮ 外交转向不等于文明转向ꎬ

而文明定位的不可改变也不意味着外交定位的不可转向ꎮ 俄罗斯转向东方是外交

和经济上的转向ꎬ 不是为了转换身份ꎬ 不是文明文化定位的改变ꎮ 身份认同与外

交转向没有直接关系ꎬ 两者之间也不存在矛盾ꎮ 卡拉加诺夫教授是转向东方思想

的积极传播者ꎬ 几年来一直为宣扬转向东方不惜笔墨ꎬ 但他同时也认为ꎬ 俄罗斯

与中国文明圈格格不入ꎬ 亚洲在文化和政治上不是代替欧洲的选择ꎮ 不仅如此ꎬ
亚洲的发展道路也不适用于俄罗斯①ꎮ 卢金教授也是转向东方的坚定支持者ꎬ 但

在文化和文明上ꎬ 他也认为俄罗斯文化如此独特ꎬ 不可能与亚洲集权主义和欧洲

自由主义融合ꎬ 它在世界上应有独立的地位②ꎮ
事实上ꎬ 从沙俄时期开始ꎬ 东方就已是俄罗斯外交的重要方向ꎮ 需要指出的

是ꎬ 在俄罗斯外交的历史上ꎬ 东方的概念与现在有所不同ꎮ 它通常泛指俄罗斯周

边的亚洲地区ꎬ 而不一定是在地理上位于俄罗斯的东面ꎬ 也不仅指中国和东亚ꎮ

３

①

②

Ｓｅｒｇｅｉ Ｋａｒａｇａｎｏｖꎬ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Ｒｏｓｓｉｙｓｋａｙａ Ｇａｚｅｔａ. Ｊｕｎｅ １７ꎬ ２０１１. 不过ꎬ 在瓦尔代
俱乐部 «面向大洋 ４: 转向东方» 的报告中ꎬ 作者指出现在转向东方已不仅仅是经济的ꎬ 而且也具有地缘
政治甚至是文明的特征ꎮ 但这里的文明不是指亚洲文明ꎬ 而是指欧亚文明ꎮ “К великому океану － ４: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того и новыу задачи”ꎬ Валдайꎬ ２０１６ꎬ Ｃ. ６.

Лукин А. В. Поворот к Азии. Росий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и ее активизация
на восточ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ꎬ ２０１４. С.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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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在文化上大多也是非基督教地区ꎬ 奥斯曼帝国、 高加索和中亚都在其范围之

内ꎮ 在俄罗斯外交史中ꎬ 奥斯曼土耳其和高加索是其东方外交的组成部分①ꎮ 俄

语中有一句流行语: “东方的事精细微妙” (Восток － дело тонкое)ꎮ 这句话出自

苏联影片 «沙漠上的白太阳»ꎬ 它成了俄罗斯人形容东方的警句名言ꎮ 这里的东

方说的是中亚ꎬ 可见在俄罗斯人的意识里中亚也是东方ꎬ 尽管中亚位于俄罗斯的

南面ꎮ
自 １６ 世纪之后的几百年里ꎬ 俄罗斯不断转向东方ꎬ 把目光投向奥斯曼帝国、

大清帝国和中亚诸汗国等ꎮ 不管是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出现之前还是之后ꎬ 俄罗

斯都在这样做ꎮ 彼得大帝以崇尚欧洲知名ꎬ 但他也有意开拓东方ꎮ １７１６ 年ꎬ 彼

得大帝曾派遣探险队前往希瓦和布哈拉ꎬ 结果全军覆灭②ꎮ 可见ꎬ 不仅在理论

上ꎬ 而且在实践上ꎬ 文明定位没有妨碍俄罗斯转向东方ꎮ 还应指出一点ꎬ 身份认

同与国家关系的亲疏也没有对称关系ꎬ 俄罗斯的欧洲文明认同并不意味着它与西

方国家的关系会更好ꎬ 而与非西方国家不能发展密切关系ꎮ 事实上ꎬ 俄罗斯的

“密友” 多是非西方国家ꎬ 而它在西方国家中知音寥寥ꎮ
在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中ꎬ 欧洲的重要地位不可能被亚洲取代ꎬ 因此俄罗斯转

向东方不会成功ꎬ 这是又一种常见的结论ꎮ 确实ꎬ 欧洲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经贸伙

伴ꎬ 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也在其欧洲地区ꎬ 在可见的将来这一基本结构不

会因转向东方而改变ꎮ 那么ꎬ 是否可据此判断转向东方不可能成功?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转向东方概念的理解ꎮ 阅读俄罗斯官方和学界对转向

东方政策的表述ꎬ 找不到以亚洲代替欧洲的思想ꎬ 从理性和常识上说ꎬ 俄罗斯也

不会这样想ꎮ 这就是说ꎬ 转向东方既不是离开欧洲ꎬ 更无以亚洲代替欧洲之意ꎮ
梅德韦杰夫作为政府领导人也说得十分清楚: 尽管由于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俄

罗斯需要在东方更加活跃ꎬ 但 “不管在政治上、 经济上还是心理上ꎬ 俄罗斯都不

会离开欧洲”③ꎮ 在与东方的关系上ꎬ 俄罗斯不同派别的差别主要在于对东方重

视的程度ꎬ 而不是在于是否选择东方ꎮ 甚至有俄罗斯学者认为ꎬ 东方—西方选择

４

①

②

③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ли России. １８ век. / /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 Н. Сахаров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Москваꎬ １９９８. Ｃ. ４８.

恰赫里亚尔阿德尔、 伊尔凡哈比卜主编: «中亚文明史» 第五卷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２７０ 页ꎮ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ꎬ Нов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Россия и глобальные вызовы. ２３ сентября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１９７７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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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罗斯根本就是 “虚假命题”①ꎮ 换句话说ꎬ 亚洲和欧洲对俄罗斯来说不是二

选一的问题ꎬ 两者都是俄罗斯的发展方向ꎮ 东西方兼得是俄罗斯的追求ꎬ 既转向

亚洲又不离开欧洲ꎬ 实际上没有冲突ꎬ 俄罗斯国徽的双头鹰已诠释了这一点ꎬ 而

多方位外交和经济多元化原本也是国际关系中的普遍做法ꎮ
俄罗斯早已在亚洲存在ꎬ 所谓转向东方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ꎬ 它不是俄罗斯

“发现亚洲”ꎬ 也不是俄罗斯初登亚洲舞台ꎬ 它的基本含义应是加强向东方发展ꎮ
它的目的不是降低欧洲的地位ꎬ 而是提高亚洲的重要性ꎮ 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

维奇有专门的澄清: 亚太地区是俄罗斯经济的增长点ꎬ 俄罗斯在这里寻求机会ꎬ
扩大市场ꎬ 但这不是俄罗斯外交和经济完全转向亚洲ꎻ 俄罗斯将继续与欧洲合

作ꎬ 而且没有离开欧洲的打算②ꎮ
既然转向东方没有以亚洲代替欧洲之意ꎬ 那么以此判断转向东方能否成功在

逻辑关系上不对位ꎬ 它得出的欧洲不可能被取代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ꎬ 但与转向

东方的政策没有关系ꎮ
欧洲在俄罗斯经济结构中的突出地位也不是转向东方的障碍ꎮ 恰恰相反ꎬ 在

一定意义上ꎬ 它是促使俄罗斯转向东方的一个因素ꎮ 欧洲在俄罗斯经济中的极大

比重显示了它对俄罗斯的特殊重要性ꎬ 但另一方面ꎬ 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说ꎬ
这种偏重的结构在经济上有脆弱性ꎬ 在地缘政治上蕴含着风险ꎮ 乌克兰危机凸显

了这一点ꎮ 如俄罗斯学者所说ꎬ 俄罗斯的这种对外经济结构是失衡的ꎬ 为了使俄

罗斯经济稳定发展ꎬ 俄罗斯必须向东发展③ꎮ 这就是说ꎬ 对欧洲的过重依赖促使

俄罗斯向东发展ꎬ 以形成相对平衡和多样化的对外经济结构ꎬ 并取得有利的地缘

政治地位ꎮ
转向东方没有感情的成分ꎬ 它是俄罗斯根据本国利益而制定的战略ꎬ 而不是

出于对亚洲的向往和喜爱ꎬ 也不是为了亚洲或中国ꎮ 一些评论有意或无意地把转

向东方与亲近中国等同起来ꎬ 并且有把它看作是对中国 “偏爱” 的意味ꎬ 这是

对转向东方过于感情化的看待ꎮ 客观上ꎬ 俄罗斯转向东方将为中俄合作特别是经

济合作创造更多机会ꎬ 这有利于中俄关系的发展ꎬ 但它的基础是两国利益的现实

５

①
②

③

Запад или Восток: мнимый выбор для России. １７. ０６.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ｓｖｏｐ. ｒｕ
Александр Чернявскийꎬ 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с оглядкой на Запад. ０２. ０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ｇ. ｒｕ
Елена Трегубоваꎬ Эра Поднебесной. Поможет 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Китаем. １９. ０５.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ｉｆ. 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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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契合ꎬ 不应对其做情感化的理解ꎬ 也不应将这一合作感情化ꎮ 而且ꎬ 俄罗

斯转向东方带来的不一定都是甜蜜的果实ꎬ 它也有产生新问题和矛盾的可能ꎮ

转向东方的政策和实践

在俄罗斯外交中ꎬ 转向东方并不是新思想ꎮ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 这一说法

就经常出现ꎬ 但它没有得到认真实行ꎮ 在普京上一任和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ꎬ 转

向东方的战略已在酝酿和推出ꎮ 在 ２０１２ 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ꎬ 这一战略基

本成型并得到强力推进ꎮ
俄罗斯的每一次转向东方都有其特别含义ꎮ 现在的转向东方不是单纯的外交

政策ꎬ 而是综合的国家发展战略ꎬ 它包含相互联系的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ꎬ 每个

层面又包含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内容ꎮ
在国内层面ꎬ 转向东方的经济内容是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ꎬ 利用这一地区蕴

藏的巨额财富ꎮ 这是俄罗斯自沙俄时期就有的梦想ꎬ 它的政治含义是保证俄罗斯

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持久控制ꎮ 俄罗斯面临着严重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ꎬ
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其西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ꎬ 成为俄罗斯国

家发展的严峻挑战ꎮ 这种挑战既是经济上的ꎬ 也是国家安全上的ꎬ 两者相互关

联ꎮ 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域辽阔ꎬ 资源富饶ꎬ 但人烟稀少ꎬ 人口流失ꎬ 经济发展落

后ꎬ 基础设施陈旧ꎮ 而它周围的中国、 日本、 韩国经济发达ꎬ 对资源有巨大需

求ꎮ 俄罗斯感到ꎬ 如果它不能使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起来ꎬ 如果它不能提高远东

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ꎬ 将来俄罗斯可能失去对这个地区的控制①ꎮ
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在转向东方战略中占有核心地位ꎬ 它是连接转向东方的

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纽带ꎮ 一方面ꎬ 它是俄罗斯在经济上融入亚太的基本途径ꎻ
另一方面ꎬ 密切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是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重要条件ꎮ 普京

对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特别重视ꎬ 将其定位于国家的世纪战略ꎮ 在 ２０１２ 年的国

情咨文中ꎬ 普京说向东方发展是俄罗斯 ２１ 世纪的发展方向ꎮ 在 ２０１３ 年的国情咨

６

① 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院长巴然诺夫说ꎬ 如果不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ꎬ ４０ ~ ５０ 年后周边邻国轻而
易举就能控制这片土地ꎮ 普京也说过类似的话ꎮ Евгений Бажановꎬ Не бойтесь китайского дракона. Как
России строить отношения с Поднебеснойꎬ ０２. ０８.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ｇ. ｒｕ / ｉｄｅａｓ / ２０１３ － ０８ － ０２ / ９＿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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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ꎬ 普京再次强调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是俄罗斯整个 ２１ 世纪的优先目标①ꎮ 俄

罗斯把远东和西伯利亚看作是未来之星ꎬ 希望通过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ꎬ 使它成

为俄罗斯新的财富之源ꎬ 为俄罗斯 ２１ 世纪的繁荣发展提供动力ꎮ
在国际层面ꎬ 转向东方的经济内容是融入亚太经济ꎬ 开拓亚太市场ꎬ 它的政

治目标是与亚洲国家发展更密切的关系ꎬ 提高亚洲在俄罗斯外交以及俄罗斯在亚

太地区的地位ꎮ 亚太地区集中了多个经济大国ꎬ 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ꎮ 进

入 ２１ 世纪后ꎬ 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ꎬ 这一地区越

来越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来源地②ꎮ 俄罗斯试图通过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

使俄罗斯融入亚太经济ꎬ 扩大亚太市场ꎬ 吸引亚太资金ꎬ 并把远东变成有吸引力

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ꎮ 在外交上ꎬ 俄罗斯希望把亚洲变为俄罗斯外交的新

资源ꎮ
转向东方虽字义相同ꎬ 但所追求的目标定位并不总是一样的ꎮ 以往ꎬ 俄罗斯

是以发展与东方的关系来支持它的西方外交ꎬ 亚洲外交为西方外交服务ꎬ 处于从

属于西方外交的地位ꎮ 现在的转向东方被认为具有不同的含义ꎮ 在这里亚洲不单

是为西方外交服务的工具和筹码ꎬ 而且也是具有独立地位的战略方向ꎬ 它本身就

是俄罗斯的战略追求ꎬ 具有与西方同样重要的意义ꎮ 有俄罗斯分析家说ꎬ 转向东

方已不是俄罗斯表演给西方看的外交动作ꎬ 而是深思熟虑的成熟政策③ꎮ 当然ꎬ
对此也有相反的看法ꎮ

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计划宏大ꎮ 俄罗斯政府 ２０１０ 年即批准了 «２０２０ 年前西

伯利亚发展战略» 和 «２０２５ 年前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ꎮ 计划

开发的内容包括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ꎬ 开发利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ꎬ 发

展加工业ꎬ 利用远东和西伯利亚充裕的土地发展农业和养殖业ꎬ 整合远东和西伯

利亚的科技资源ꎬ 推动科技和创新产业发展以及能源资源开发ꎬ 等等ꎮ
交通运输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俄罗斯政府相

继批准了 «俄罗斯 ２０３０ 年前铁路运输发展战略» 和 «２０３０ 年前俄罗斯交通战

７

①

②

③

分别 见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１２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２ годаꎻ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１２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３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２０１３ 年的 «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 指出: “亚太地区是地缘政治最活跃的地区ꎬ 国际政治和经济
的重心正汇集于此ꎮ 俄罗斯是这个地区的一部分ꎬ 增强我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ꎮ”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В. Путиным １２ февраля ２０１３ г.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дреевꎬ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Подписание контракта по газу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２１. ０５.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ｒｉａ. 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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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ꎬ 其中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铁路和交通发展也进行了规划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俄罗

斯准备在远东地区修建 ５ ３００ ~ ７ ３００ 公里的新铁路线ꎬ 还计划修建符拉迪沃斯托

克—乌苏里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的高速铁路ꎮ 在这期间ꎬ 俄罗

斯要建成贝加尔—阿穆尔铁路二线ꎮ 有专家设想ꎬ 在俄罗斯的铁路规划实现后ꎬ
未来可以形成东北亚铁路交通环ꎬ 连接俄罗斯远东—日本—韩国—中国东北ꎮ 俄

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和朝韩还可能形成一体化的铁路网①ꎮ
海洋运输也是俄罗斯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重要一环ꎮ 在俄罗斯远东的太平

洋沿岸ꎬ 分布着众多港口ꎮ 这些港口面向日本、 韩国和中国等贸易大国ꎬ 背靠西

伯利亚大铁路ꎮ 俄罗斯希望利用这一自然位置的优势ꎬ 把远东建设成连接繁荣的

亚太地区和欧洲的物流中心ꎮ 俄罗斯计划对陈旧的老港口进行扩建和现代化改

造ꎬ 大幅度提高远东港口的吞吐量ꎬ 这些港口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港、 东方港、
斯拉夫扬卡港、 特罗伊茨港和瓦尼诺港ꎮ 未来俄罗斯准备打造多个交通枢纽ꎬ 包

括符拉迪沃斯托克枢纽、 东纳霍德卡枢纽、 哈桑交通枢纽、 瓦尼诺—苏维埃港交

通枢纽ꎮ 为此ꎬ 俄罗斯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配套设施建设ꎮ
开辟经北冰洋到大西洋的航道也是俄罗斯的宏大设想ꎮ 这条航线被称为北方

航线ꎬ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ꎬ 它成为具有商业意义航线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ꎮ 如果

这条航线开通ꎬ 俄罗斯需要在堪察加半岛等地修建和扩建港口ꎮ 这条航线将与现

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到欧洲的航路形成竞争ꎮ 俄罗斯认为ꎬ 如果北方航线通行ꎬ 它

将吸引相当多的亚洲客户ꎬ 其中潜力最大的客户是中国ꎮ
为了实施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战略ꎬ 俄罗斯在 ２０１２ 年设立了远东发展部ꎬ

成立了远东国家开发公司ꎮ 俄罗斯政府为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拨出巨款ꎬ 提供特

殊政策ꎬ 给予优惠税赋条件ꎬ 建立跨越式发展经济区ꎬ 鼓励移民等等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俄罗斯承办第 ２０ 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ꎬ 这也是俄罗斯在其境内首次举办亚太经

合组织峰会ꎮ 俄罗斯把举办的地点选在符拉迪沃斯托克ꎬ 其目的也是为把符拉迪

沃斯托克推向亚太ꎮ 为此ꎬ 俄罗斯政府耗费巨资进行了城市建设ꎬ 在符拉迪沃斯

托克的俄罗斯岛上修建了会议设施ꎮ ２０１５ 年ꎬ 远东的西伯利亚的 ９ 个地区被列入

首批 “跨越式发展地区” (территории опережаю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②ꎮ 同年ꎬ 俄罗

８

①

②

Бардаль А. ꎬ Заостровских Е.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２０５０: Транспартн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５ / ２０１２. Ｃ. ９ －１１.

Территории опережаю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９ особых зон в ДФО. Биографии и справки. ２７ августа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ｔａｓｓ. 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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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宣布符拉迪沃斯托克为自由港ꎬ 以更好地融入亚太经济空间ꎬ 发展与亚太国家

的贸易ꎬ 加快远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建设①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普京签署命令ꎬ 设立东

方经济论坛ꎬ 每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ꎮ 设立这一论坛的目的也是为帮助远东

地区快速发展ꎬ 扩大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②ꎮ 第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召开ꎬ 届时将会有俄罗斯高官与会ꎮ

乌克兰危机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给俄罗斯转向东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ꎬ 不过ꎬ 这种影响不全

是正面的ꎬ 它也有负面的效应ꎮ 在正面意义上ꎬ 乌克兰危机对转向东方起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ꎻ 在负面意义上ꎬ 它引发了急功近利的心态ꎬ 刺激了对短期效应的追

求ꎬ 并由此产生了相应的消极后果ꎮ
２０１４ 年的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西方最严重的冲突ꎬ 这场危机

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环境和大国关系ꎮ 俄罗斯与西方建立共同政治、 安全、
经济空间的前景基本消失ꎻ 在地缘政治上ꎬ 一条新的无形分界线在俄罗斯和西方

之间悄然出现ꎬ 新冷战的阴影开始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徘徊ꎻ 在安全上ꎬ 俄罗斯

和西方将越来越相互视为防御的对象ꎬ 而不是合作伙伴ꎻ 在经济上ꎬ 俄罗斯和西

方将减小对对方市场的依赖性ꎬ 而不是加强它们的紧密程度ꎮ
客观上ꎬ 乌克兰危机加重了俄罗斯向东方发展新的经济和政治空间的急迫

感ꎮ 俄罗斯痛切地感受到ꎬ 如果在经济、 投资、 能源上仅依赖一个来源和市场ꎬ
在遭受西方制裁的情况时ꎬ 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将是脆弱的ꎮ 这种形势推动俄罗斯

加速转向东方ꎬ 寻求与亚洲国家的合作ꎬ 以增强俄罗斯的国际地位ꎬ 弥补西方制

裁造成的损害ꎮ 中国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和贸易伙伴ꎬ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中俄

关系的发展是这一过程的缩影ꎮ
乌克兰危机后ꎬ 中俄关系成为俄罗斯转向东方的风向标ꎮ 两国政治关系继续

升温ꎬ 宣布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ꎻ 签署了大量经济合作协议ꎬ 并取

９

①

②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１３ июля ２０１５ г. Ｎ ２１２ － ФЗ “О свободном порте
Владивосток”ꎬ Опубликован １５ июля ２０１５ г. ꎬ Вступает в силу １３ июля ２０１５ г. /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６７２４ (１５３)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１９. ０５. ２０１５ Г. № ２５０ о Восточн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форуме. ｈｔｔｐ: / /
ｆｏｒｕｍｖｏｓｔｏｋ. ｒｕ / ｏ － ｆｏｒｕｍｅ / ｕｋａｚ － ｐｒｅｚｉｄｅｎｔ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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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普京访华ꎬ 两国签订的大大小小合作文件多达

３７ 个①ꎮ 特别是中俄在东线天然气合作上的突破具有标志性意义ꎬ 尤为引人注

目ꎮ 同年 １０ 月李克强总理访问俄罗斯ꎬ 双方又签署 ４０ 项合作协议②ꎮ
不过ꎬ 乌克兰危机对中俄关系的效应是促进和加速ꎬ 而不是改变了中俄关系

的性质和方向ꎮ 这一点在中俄学者中有很大程度的共识ꎮ 转向东方是俄罗斯的既

定战略ꎬ 不是因乌克兰危机而制定ꎻ 经济合作也一直是中俄关系的重要议题ꎬ 许

多项目早已在酝酿和准备ꎬ 不是因乌克兰危机才出现ꎮ 中俄关系总体上还是在原

先的轨道上ꎮ
乌克兰危机对转向东方也产生了某些消极作用ꎮ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ꎬ 转向东

方被赋予了过多的外交秀意义ꎬ 这加重了它的外交工具色彩ꎬ 在某种程度上使转

向东方成为对冲乌克兰危机的砝码ꎮ 这很易造成评估体系的改变ꎬ 以政治效应而

不是实际成效来看待转向东方ꎮ 在经济上ꎬ 由于乌克兰危机ꎬ 出现了追求立竿见

影的迫切心态ꎬ 期望转向东方可迅速抵消西方制裁的损害ꎬ 来自东方的资金会源

源不断涌入ꎬ 俄罗斯能源大举进入亚洲市场ꎬ 欧洲食品的空缺可由亚洲替补ꎬ 等

等ꎮ 但是ꎬ 经贸结构的调整不像摆积木一样ꎬ 它不能随心所欲ꎬ 任意摆放ꎬ 它受

经济规律的制约ꎬ 政治意愿无法取代经济规律ꎬ 而且ꎬ 它需要较长的过程ꎬ 不是

旦夕间可以完成的ꎮ 以中俄西线天然气项目来说ꎬ 即使在合同签订后ꎬ 至少也需

要 ４ 年才能输气ꎮ 这对急切需要改观形势的俄罗斯来说远水不解近渴ꎮ 过高期望

落空后往往引起失望和抱怨③ꎬ 而悲观者和反对者则更加理直气壮ꎮ ２０１５ 年俄罗

斯转向东方的成果似不如人意ꎬ 普京总统没有参加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在马尼拉举行的

ＡＰＥＣ 首脑会议ꎬ 而是派总理梅德韦杰夫代之ꎬ 这也引起了对转向东方政策的猜

疑④ꎮ 俄学术界出现了唱衰转向东方的舆论⑤ꎬ 甚至有学者称转向东方已经失败ꎬ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Документыꎬ подписанные в ходе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визит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В.
Путина в Китай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２０ мая ２０１４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Дмитрий Астаховꎬ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подписали почти ４０ соглашений в энергетикеꎬ банковской
сфереꎬ транспортеꎬ сельском хозяйствеꎬ космичес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яхꎬ телекоммуникациях. １３. １０.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ｒｉａ. ｒｕ

例如ꎬ 有俄罗斯人士抱怨中国不愿投钱ꎬ 不愿对俄罗斯提出的项目投资ꎮ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ꎬ
Почему дружба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игнорируется на Западе? ２４. ０８.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ｒｕ

“Ｐｕｔｉｎ ｓｋｉｐｓ ＡＰＥＣ ｍｅｅｔｉｎｇ － ｂｕｔ ｉｓ Ｒｕｓｓｉａ’ｓ ‘ ｐｉｖｏｔ ｔｏ Ａｓｉａ’ ｓｔｉｌｌ ｏｎ ｔｒａｃｋ?”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ꎬ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ｒｂｔｈ. ｃｏｍ /

卢金对唱衰转向东方的主要观点及其原因做过总结ꎬ 见 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инꎬ Поворот России к
Азии: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ｔｅｒ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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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无处可转①ꎮ
乌克兰危机导致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ꎬ 恶化了俄罗斯的投资环境ꎬ 不利

于俄罗斯吸引国外投资ꎬ 这对转向东方也是不利因素ꎮ 在制裁的情况下ꎬ 西方国

家不可能投资ꎬ 俄罗斯也不能到西方市场融资ꎮ 以日本为例ꎬ 它是俄罗斯开发远

东和西伯利亚的重要潜在伙伴ꎬ 但由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ꎬ 日本虽然并不情

愿ꎬ 但不得不加入其中ꎬ 这关闭了它向俄罗斯投资的大门ꎬ 也损害了日本与俄罗

斯的关系ꎮ 中国虽不存在对俄制裁问题ꎬ 而且乌克兰危机后投资的机会增多ꎬ 但

在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ꎬ 中国也不会盲目增加投资ꎮ
乌克兰危机还牵制了俄罗斯的手脚ꎬ 打乱了它的工作步骤ꎬ 使俄政府注意力

分散ꎬ 大部分精力不得不用于应对乌克兰危机和国内经济问题ꎬ 不能全神贯注地

推进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ꎮ 经济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减少了可用于开发远东

和西伯利亚的资源ꎬ 对转向东方自然也有消极影响ꎮ

对转向东方的评估

评判转向东方的成败得失只能以它本身的目标为参照ꎮ 具体说ꎬ 可将其分为

三个参照系: 其一ꎬ 远东和西伯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②ꎻ 其二ꎬ 俄罗斯融入亚太

经济的程度ꎻ 其三ꎬ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政治话语权的增加ꎮ 在这三个方面的提升

都表示着转向东方的进展ꎬ 反之则意味着停顿或后退ꎮ 显而易见ꎬ 这三个指标都

需要以长期数据为判断依据ꎬ 它们都达到较高程度时ꎬ 转向东方即可认为是成功

的ꎮ 一时一事和短期数据可说明一个特定时段的得失ꎬ 但以此判定转向东方的成

败则证据不足ꎮ 需要指出ꎬ 所谓较高程度只是明显和实质性的提高ꎬ 并无确定的

具体标准ꎮ 在可见的将来ꎬ 亚洲和欧洲在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中会向趋于相对平衡

的方向发展ꎬ 但不会颠覆俄罗斯的经济重心在欧洲这一格局ꎮ 以外贸为例ꎬ ２０１４
年欧盟在俄罗斯外贸中的比重是 ４８ １％ ꎬ 亚太地区占 ２６ ９％ ꎬ 这其中包括美加

和拉美国家ꎮ 中国在俄罗斯外贸中占比 １１ ３％ ꎬ 中日韩三国共占 １８ ７％ ꎬ 东盟

１１

①

②

有俄罗斯学者断言转向东方政策已经死亡ꎮ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ꎬ Поворот в никуда: итоги
азиат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 ２０１５ году. ２９. １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ｒｕ

除了拥有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地区比较富裕外ꎬ 远东和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ꎮ 在俄罗斯 ２０ 个按人均接受联邦财政补贴最多的地区中ꎬ 远东和西伯利亚占了 １５ 个ꎮ Василий Кашинꎬ
История вытолкнет нас в Азию / / Ведомостиꎬ ０６. ０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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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约为 ３％ ꎬ 印度是 １ ２％ ①ꎮ 可见ꎬ 亚洲与欧洲的差距很大ꎬ 赶上极为不易ꎬ
更不用说超过欧洲ꎮ 由于乌克兰危机以及欧盟与俄罗斯的相互经济制裁ꎬ ２０１５
年欧盟在俄罗斯外贸中的比重有超过 ３％ 的降幅ꎬ 不过这种下降速度不会是常

态ꎮ 再以天然气为例ꎬ 据预测ꎬ 俄气公司至少需要 １５ 年才能使出口中国的天然

气达到出口欧洲的 ７０％ ②ꎮ ２０１４ 年俄气公司在欧洲销售天然气 １ ４６６ 亿立方米ꎬ
而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计划每年向中国出口天然气是 ３８０ 亿立方米③ꎬ 假使西线

项目实现ꎬ 预计还可增加 ３００ 亿立方米ꎬ 总量达 ６８０ 亿立方米ꎮ 这将使中国成为

俄罗斯天然气的巨大客户ꎬ 但仍不足以代替欧洲的地位ꎬ 而且俄罗斯所追求的是

能源市场的多元化ꎬ 而不是把出口从欧洲转移到亚洲ꎮ
俄罗斯转向东方的驱动力有两个基本来源ꎬ 一个是俄罗斯国内发展的需求ꎬ

另一个是亚太地区经济政治活力的吸引ꎮ 从根本上说ꎬ 转向东方的主要动力是内

生的ꎮ 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 开拓亚太市场ꎬ 参与亚太政治和经济进程ꎬ 这些都

为俄罗斯的内外发展所需要ꎮ 因此ꎬ 转向东方将有持续的内在动力支持ꎬ 外部因

素的变化对转向东方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ꎮ
转向东方既有经济的性质ꎬ 也有地缘政治的含义ꎮ 但与以往有所不同ꎬ 经济

是这次转向东方的先锋ꎮ 不论开发远东西伯利亚ꎬ 还是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关系ꎬ
都是以经济作为主要途径和目标ꎮ 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没有地缘政治的追求ꎮ
在发展经济关系的同时ꎬ 俄罗斯也在推进与亚太国家的政治与安全关系④ꎮ 不

过ꎬ 经济仍是转向东方的主要路径ꎬ 地缘政治效应在相当大程度上也通过经济中

介发生ꎮ
转向东方将是长期的过程ꎬ 同时这个过程也必将伴随着曲折和挫折ꎮ 从历史

上看ꎬ 俄罗斯每一次向东发展都绵延上百年或是几百年ꎬ 期间有无数跌宕起伏ꎬ
也经历过失败甚至惨败ꎬ 但遭受挫折后俄罗斯总是执拗地重新回来ꎮ 俄罗斯向奥

斯曼帝国、 西伯利亚和中亚的扩张都是如此ꎮ 现今的转向东方有不同的内容和性

２１

①

②

③
④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основным странам за январь － декабрь ２０１５ 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ｒｕ

Переориентация “ Газпрома” на Китай может затянуться － экспертыꎬ ２８. ０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ｅｓｔｉｋａｖｋａｚａ. ｒｕ

“Газпром” сегодн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ａｚｐｒｏｍ. ｒｕ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俄罗斯与东盟国防部长在莫斯科举行国防部长非正式会晤ꎬ 这在双边关系上是第一

次ꎬ 反映了俄罗斯在安全领域向亚太地区的发展ꎮ ２６ апреля ２０１６ г. в Москве состоялась первая
неформальная встреча министров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стран － членов АСЕАНꎬ ２６. ０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ｉｌ. 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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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ꎬ 不能简单地类比ꎬ 不过可说明俄罗斯在追求长期目标上有极强的战略韧性ꎮ
当今世界的发展在时间上大大压缩ꎬ 转向东方的完成不可能再等待上百年的时

间ꎬ 但结构性的转型仍需十数年或数十年ꎬ 而且它的成功不是注定的ꎮ 就过去几

年的情况看ꎬ 它的进展并不令人完全满意ꎬ 尽管中央政府有不少大规划ꎬ 但落实

起来困难重重ꎮ
转向东方的主要困难和挑战来自俄罗斯自己ꎮ
对于俄罗斯转向东方来说ꎬ 对东方的认识具有无形但却重要的意义ꎮ 在一定

程度上ꎬ 它决定着转向东方的性质和定位ꎮ 在俄罗斯人的历史文化意识中ꎬ 不仅

东方和西方泾渭分明ꎬ 而且有西方象征着文明和进步、 亚洲代表着野蛮和落后的

意识ꎬ 以至于亚洲一词在俄语里有野蛮落后之意ꎬ 亚洲人也被引申为野蛮人ꎮ 而

欧洲正好相反ꎬ 如别林斯基所说: “所有伟大、 仁慈、 人性、 心灵的东西都发生、
成长于欧洲的土地上ꎬ 它们绽放出斑斓色彩ꎬ 孕育出丰硕的成果ꎮ”① 这种意识

现在或多或少仍然存在ꎬ 这使俄罗斯内心里对东方有某种轻视之感ꎬ 并使它将中

国更多看成是威胁而不是机会②ꎮ 这也是俄罗斯难以真正成为既是欧洲国家又是

亚洲国家的思想障碍ꎮ 俄罗斯要成为亚洲的一员ꎬ 需对亚洲的认识有整体性的改

变ꎮ 一些俄罗斯精英为此奔走呼吁ꎬ 这反映出俄罗斯精英界对此已有所认识ꎬ 同

时也表明这种思想还不被广泛接受③ꎮ
俄罗斯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至关重要ꎬ 其中又以地方政府更为关键ꎮ 各级政

府机构是转向东方的具体推动者和实施者ꎬ 地方政府的热情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转向东方的成效ꎮ 官僚作风、 形式主义、 繁文缛节、 不思进取可以使任何

好计划消磨于无形ꎬ 而吏治不善、 纲纪松弛、 贪污腐败更是任何好政策的杀手ꎮ
转向东方对内需要有真正的创新发展ꎬ 要找到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最合理

的发展模式ꎬ 对外则需要更加开放ꎬ 有能打动投资者的政策和措施ꎮ 远东和西伯

利亚虽然资源丰富ꎬ 但自然条件恶劣ꎬ 基础设施落后ꎬ 劳动力不足ꎬ 市场有限ꎬ
而俄罗斯也不希望搞粗放式的资源开发ꎬ 要使远东和西伯利亚繁荣发达起来并非

易事ꎮ 除了自然资源和军工产品之外ꎬ 俄罗斯要在亚太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也不

３１

①

②
③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мечтания. Институт “Открыт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поисках своего
пути: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огос”ꎬ Москваꎬ １９９７. С. ６９

Ｓｅｒｇｅｉ Ｋａｒａｇａｎｏｖꎬ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Ｒｏｓｓｉｙｓｋａｙａ Ｇａｚｅｔａꎬ Ｊｕｎｅ １７ꎬ ２０１１.
除了季塔连科、 巴然诺夫、 卢金、 卢贾宁等著名的东方问题专家外ꎬ 一些以研究欧美问题为主的

知名学者也加入到这一行列ꎬ 包括卡拉加诺夫、 博尔达切夫、 库瓦尔金、 特列宁、 尼科诺夫等ꎮ 在卡拉加
诺夫等的主持下ꎬ 瓦尔代俱乐部写出了 “面向大洋” 系列报告ꎬ 极力主张俄罗斯向东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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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ꎮ 亚太市场已有比较稳定的格局ꎬ 分工清楚ꎬ 竞争激烈ꎬ 俄罗斯需有极强的

竞争力才能打破原有的格局ꎬ 进入亚太市场ꎮ 国外资金是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

重要源泉ꎬ 但为此要有良好的投资环境ꎬ 有可靠的法律保障ꎬ 有合理的税负政

策ꎬ 有方便的出入境制度ꎬ 有务实的劳务政策ꎬ 有愿意看到外国资本获利的心

态ꎮ 俄罗斯还需在政策的实施上保证连贯性和协调性ꎬ 同时要遵循对经济合作的

市场规则意识ꎬ 避免经济合作的政治化和情绪化ꎬ 也要避免急功近利的心态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金融市场大幅波动ꎬ 经济增速放缓ꎮ 中国需求减少的确对中俄经济

合作有一定影响ꎬ 但有学者认为这使转向中国对俄罗斯变得危险ꎬ 这是把长期发

展与短期形势波动联系起来ꎬ 也是一种急功近利心态的反映①ꎮ
还应该看到ꎬ 俄罗斯也存在着转向东方的反对派ꎬ 更确切说ꎬ 是反对转向中

国ꎮ 它虽不是主流ꎬ 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和舆论影响ꎮ 反对的理由不尽相同ꎬ 但主

要来源ꎬ 其一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主义思想ꎬ 认为俄罗斯没有必要转向东方②ꎻ 其

二是疏华的政治立场ꎬ 对与中国接近本能地质疑ꎻ 其三是对选择中国作为主要合

作方向持负面评估ꎬ 认为走向中国对俄罗斯国家发展弊大于利③ꎻ 其四是对转向

东方抱悲观看法ꎬ 认为这是走不通的死胡同④ꎮ 这些因素通常不是孤立的ꎬ 而是

糅合在一起的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所谓 “中国威胁” 陈言泛起ꎬ 其中中国经济扩

张和移民威胁仍是首选ꎮ 有媒体认为与中国合作是为中国扩张打开大门ꎬ 耸人听

闻地预测中国劳动力大量进入远东最终可能导致 “克里米亚模式” 的再现ꎬ 也

就是中国通过当地华人策动远东脱离俄罗斯⑤ꎮ
转向东方对中俄关系有重要影响ꎬ 反过来说ꎬ 中俄关系在转向东方中也占有

重要地位ꎮ 在俄罗斯向东发展中ꎬ 中国无疑首当其冲ꎮ 这既是因为中国是东北亚

最大的经济体ꎬ 也是因为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有 ４ ０００ 多公里的共同边界ꎬ 还

因为中俄是关系密切的战略伙伴ꎮ 可以说ꎬ 中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发展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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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Михаил Оверченкоꎬ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может быть опасен для Россииꎬ Экономика Китая вот －
вот от замедления может перейти к рецессииꎬ １０. ０８.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ｒｕ

Ｓｅｒｇｅｉ Ｋａｒａｇａｎｏｖꎬ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这种观点认为ꎬ 与中国合作无助于俄罗斯现代化ꎬ 反而会使俄罗斯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和原材料

供应地ꎮ 它们主张俄罗斯应与先进发达的西方合作ꎮ Валерий Зубовꎬ Владислав Иноземцевꎬ Сибирь:
Новый поворот / / Ведомостиꎬ ０５. ０２. １４. 又 见: Антон Барбашинꎬ Почему нам надо мириться с
Америкой: Россия пока не сырьевой придаток Китаяꎬ но рискует им стать / /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ꎬ
１０. ０３. ２０１３.

Алексей Малашенкоꎬ Тупики “незападных” интеграций /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ꎬ １３. ０８. ２０１５.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Ф одобрило дальнейшую китайскую экспансию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 / “ Нефть

России”ꎬ ０３. ０７. 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ｉｌｒｕ.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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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方有重大意义ꎮ
转向东方为中俄合作提供了更多可能和机会ꎬ 也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更大动

力ꎮ 它首先体现在战略层面ꎮ 转向东方促进了中俄发展战略的接近ꎮ 中俄现任领

导就任后ꎬ 两国几乎同时提出了重大的发展战略ꎬ 但它们的方向是相反的: 俄罗

斯转向东方ꎬ 中国向西推进ꎮ 这种形势可导致多种可能: 它们可能相互错过ꎬ 形

同陌路ꎻ 也可能迎头相撞ꎬ 发生冲突ꎮ 但中俄作出了最好的选择ꎬ 那就是合作和

对接ꎮ 这种对接首先是指战略思想的对接ꎬ 是战略上的相互接受和准备合作ꎬ 而

不是技术性的对接ꎬ 技术性的对接只是其结果ꎮ 这种战略对接为中俄欧亚大合作

奠定了基础ꎬ 它不仅包括远东西伯利亚和东北亚ꎬ 也包括蒙古、 中亚及其他原苏

联地区ꎮ 中俄在远东西伯利亚和东北亚的合作也能够被纳入一带一盟的框架ꎮ 中

俄合作是一带一盟对接的重要内容ꎬ 而中俄合作自然包括在远东和东北亚地区的

合作ꎮ 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长加鲁什卡认为ꎬ 远东合作本身就是一带一盟对接的

内容①ꎮ
转向东方推动了中俄经济项目的实施ꎬ 并催生了新项目的出现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普京总统访问中国期间ꎬ 两国签署了 ３７ 项合作协议ꎬ 涉及贸易、 金融、 科技、
信息、 航空、 农业、 基础设施、 地区间合作等广泛领域ꎮ 同年 １０ 月李克强总理

访问俄罗斯ꎬ 又签署了近 ４０ 项新合作协议ꎮ 对此学术界和媒体都有充分的介绍ꎬ
无须赘述ꎮ 不过ꎬ 中俄在合作规划的落实上存在不足ꎮ 两国的商业文化差距较

大ꎬ 商业思想和思维很不相同ꎬ 商业信任仍比较欠缺ꎬ 相互也存在着一些负面的

认知ꎮ
应当看到的是ꎬ 俄罗斯转向东方不等于是转向中国ꎬ 中国是转向东方的重要

部分但不是其全部②ꎮ 严格地说ꎬ 俄罗斯转向中国远在此前就已经开始ꎮ 在转向

东方的战略下ꎬ 俄罗斯将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ꎬ 日本、 印度、 越南、 韩国、 朝

鲜、 东南亚国家都包括在内ꎬ 其中日本、 印度、 越南尤为重要ꎮ 俄罗斯与这些国

家发展关系是正常的ꎬ 但俄罗斯在亚太外交的对华政策也有若隐若现的两面性ꎬ
即合作和平衡ꎮ 俄罗斯发展与其他亚洲大国的关系可对中国有所平衡ꎬ 又能使俄

５１

①

②

ЕАЭС соединят с Китаем с помощью новых транспортных коридоровꎬ １２ ０８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ｏｍｍｅｒｓａｎｔ. ｒｕ

特列宁、 卢金、 卢基扬诺夫等都指出过这一点ꎬ 分别见 Ｄ. Ｔｒｅｎｉｎ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Ｐｉｖｏｔｉｎｇ ｔｏ Ａｓｉａ ｏｒ Ｊｕｓ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２７ / ０３ /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ｖａｌｄａｉｃｌｕｂ. ｃｏｍꎻ 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инꎬ Поворот России к Азии: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ｔｅｒ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ｕꎻ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ꎬ Логичн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ꎬ ２１. ０５.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ｓｖｏｐ. 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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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在亚洲的对外关系多元化①ꎮ 这不一定是恶意ꎬ 它是国家的理性政策选择ꎮ
不过ꎬ 这可给中俄关系增加新的因素ꎬ 使它的氛围和环境更为复杂ꎬ 特别是在地

缘政治和安全领域ꎮ 这其中日本的作用最为突出ꎮ 以中俄关系为背景ꎬ 俄日关系

是亚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的最大变量ꎬ 能对亚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

产生重大影响ꎮ 俄罗斯也认识到这一点ꎬ 有意使用这一资源ꎬ 只是由于领土问题

和客观困难ꎬ 俄日关系长期徘徊ꎬ 多次试图突破但迄今尚未成功②ꎮ 另外ꎬ 在中

国与一些亚洲国家领土争议尖锐的情况下ꎬ 俄罗斯与同中国有领土争议国家的军

事合作或在争议地区的经济合作也会给中俄关系带来消极影响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６１

①

②

卢基扬诺夫认为ꎬ 在与中国的关系中ꎬ 俄罗斯外交的重要任务是形成一种平衡制约机制ꎬ 并避免被
卷入中美可能的冲突中ꎮ 他主张ꎬ 与中国之外的其他亚洲大国发展关系应是转向东方的重要内容ꎮ Ｆｙｏｄｏｒ
Ｌｕｋｙａｎｏｖꎬ “２０１５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Ｂａｄ Ｎｅｗｓ ｆｏｒ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Ｍｏｓｃｏｗ Ｔｉｍｅｓ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３ꎬ ２０１５ꎻ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ꎬ Логичн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ꎬ ２１ ０５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ｓｖｏｐ. ｒｕ. 有美国学者认为ꎬ 为避免对中国的过大依赖ꎬ 俄罗斯努力发展
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ꎮ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Ｍａｎｋｏｆｆꎬ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ｂ ２ꎬ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ｃｓｉｓ. ｏｒｇ

俄前驻日本大使说ꎬ 发展与日本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重要的优先方向之一ꎮ Евгений Афанасьевꎬ
Восточный вектор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и российско － япо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ꎬ １７.
０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俄罗斯与日本建立了被称为 “２ ＋ ２” 框架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对话机制ꎮ 乌克兰
危机打断了俄日关系升温的步伐ꎬ 不过ꎬ 两国都有发展关系的战略意愿ꎮ 日本首相安倍于２０１６ 年５ 月访问
了俄罗斯ꎬ 这意味着俄日关系在乌克兰危机后的 “重启”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