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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属东斯拉夫民族，基辅罗斯是它们共同的摇
篮，蒙古大军的入侵使俄罗斯和乌克兰走上不同发展道路。通过《佩列亚斯拉夫协
议》，乌克兰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并逐渐由俄国管辖下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变为普
通行省。此后，俄国利用各种手段对乌克兰实行民族同化。十月革命后，作为苏联的
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又经历了苏联大家庭的沧桑巨变。共同生活数百年的
历史留给两个民族的不是兄弟般的手足之情，而是恩怨交织的复杂记忆。苏联解体
后，这份解不开的历史情结使两国关系逐渐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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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乌克兰同属东斯拉夫民族，基辅罗

斯承载着它们对昔日家园的辉煌记忆。13 世纪

蒙古大军西征使俄罗斯和乌克兰走上不同的发展

道路。直到 17 世纪中叶，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合

并，并逐渐由俄国管辖下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变

为普通行省。十月革命后，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

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经历了苏联大家庭的沧

桑巨变。分分合合的历史长河积淀了两个民族不

同的记忆和感悟。苏联解体后，俄乌成为各自独

立的主权国家。这段恩怨交织的历史情结使两国

关系渐行渐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恩怨是解

读当前俄乌关系的关键所在。

一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与俄乌合并

公元 9 世纪，东斯拉夫民族的国家———基辅

罗斯在东欧平原上崛起，成为欧洲文明史上的一

朵奇葩。988 年，大公弗拉基米尔迎娶拜占庭帝

国的安娜公主，并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基辅罗斯成

为欧洲基督教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公元 11 世

纪，在大公雅罗斯拉夫执政时期，基辅罗斯进入全

盛时期。其版图东至伏尔加河口，西抵喀尔巴阡

山脉，北起拉多加湖，南近黑海，成为当时欧洲最

大的国家。基辅罗斯与拜占庭、西欧、中东欧各

国、阿拉伯国家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政治、经济

和社会生活的繁荣昌盛奠定了俄罗斯、乌克兰共

同的文化基础。这段辉煌历史给俄罗斯、乌克兰

民族打上深深的烙印，以至于今天无论俄罗斯、还
是乌克兰都认为自己是基辅罗斯的历史继承者。
盛极一时的基辅罗斯因封建割据从 12 世纪逐渐

走向衰弱。13 世纪蒙古大军西征中断了基辅罗

斯的发展进程。东北罗斯处于蒙古大汗的统辖

下，沦为金帐汗国的属国，并逐渐演变成俄罗斯民

族。西南部罗斯因地处偏远，蒙古大汗鞭长莫及，

走上了与东北罗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随后被

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征服。1569 年，波兰与立陶

宛实现联合，成立波兰—立陶宛共和国( 也称波

兰共和国) 。波兰共和国几乎涵盖了今天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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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领土，只有南方部分地区由奥斯曼土耳其

及其盟友克里木鞑靼人控制①。
波兰共和国对境内的乌克兰人实行殖民统治。

在经济上，波兰推行农奴制。波兰立陶宛实现联合

后，对乌克兰肥沃土地垂涎三尺的波兰贵族地主纷

纷在这里建立大庄园。他们禁止乌克兰农民开垦

荒地、限制城镇中乌克兰人口数量、向乌克兰人大

量征税; 在宗教和政治领域，波兰大力推行天主教，

要求乌克兰东政教会隶属罗马教皇，把不愿改变东

正教信仰的乌克兰民众视为二等公民②。
波兰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激起乌克兰人的强烈

反抗。从 17 世纪 20 ～ 30 年代开始，反对波兰统

治的起义不断出现。1648 年，乌克兰爆发了由哥

萨克盖特曼波格丹·赫麦尔尼茨基领导的反波民

族大起义。起义开始后，赫麦尔尼茨基一直试图

寻求可靠的盟友以共同抗衡波兰。在周边邻国

中，乌克兰与土耳其、克里米亚汗国关系复杂; 摩

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公国是土耳

其属国、而且与波兰交好。权衡利弊，赫麦尔尼茨

基最终选择与沙皇俄国结盟③。
1654 年 1 月在基辅近郊的小城佩列亚斯拉

夫，赫麦尔尼茨基代表乌克兰接受了俄国沙皇对乌

克兰的统治和保护权。此后，双方签署关于俄乌合

并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协议规定，乌克兰承

认沙皇的最高权力，同时几乎享有独立国家的所有

权利: 保留乌克兰哥萨克制度，拉达仍为乌克兰最

高权力机构; 哥萨克有权选择盖特曼，但需要向沙

皇通报; 保留哥萨克军团建制以及市民和农民选举

的地方行政机构; 保留乌克兰财政和税收制度; 保

留乌克兰独立的司法机构; 保留哥萨克特权和农

民、市民的所有权利。哥萨克军队仍由盖特曼指

挥，册编哥萨克为 6 万人。协议仅从两方面限制乌

克兰的权力: 乌克兰最高权力机构必须承认沙皇;

盖特曼需向莫斯科通报外国使团来访情况④。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界定历史上俄乌关

系的重要法律文件。苏联解体后，该协议引起俄

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广泛争议。目前俄罗斯学者多

强调俄乌合并是基于彼此之间紧密的历史文化联

系。多数乌克兰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从法

律上说《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是乌俄之间的“政治

联盟”，乌克兰是俄国的“附属国”或“保护国”; 而

乌克兰新闻媒体和历史教科书则倾向《佩列亚斯

拉夫协议》是两个完全平等的伙伴间协议，只是

这种平等关系在赫麦尔尼茨基死后被俄国人为破

坏⑤。对于协议的影响，乌克兰人普遍认为，这是

“乌克兰国家的严重错误和战略失策，导致乌克

兰人失去了国家和民族独立”。针对这种观点，

俄罗斯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与俄国合并是乌克兰

不得已作出的选择，并非俄罗斯主动要求，况且合

并在当时并未给俄国带来利益。因为接受乌克

兰，俄国不得不与波兰经常处于战争状态。言外

之意，乌克兰应当对沙皇接受乌克兰臣服表示感

谢，而不是抱怨⑥。

二 沙皇俄国统治下的乌克兰

谈及乌克兰在俄国版图内的生活，笔者不由

得想起乌克兰学者提出的观点: 沙皇接受乌克兰

臣服，“就像给溺水的人投去救生圈”，挽救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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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保罗·库比塞克:《乌克兰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 2009 年版，第 36 ～ 38 页。

沈允:《乌克兰民族问题—对苏联民族问题历史渊源的
探讨》，载《苏联历史问题》1983 年第 4 期。

哥萨克是生活在波兰、俄国和克里米亚汗国边缘地带、
第聂伯河下游石滩一带的新群体。这一群体由逃亡的农奴、宗教
人士、贵族和罪犯等不受政府管束的自由民组成。除了从事渔
业、农业和狩猎业外，这些人还经常劫掠南部鞑靼人和土耳其人。
16 世纪 50 年代，哥萨克在扎波罗热地区的第聂伯河岛屿上建立
自己的要塞—塞契。塞契有自己的议会—拉达，并选举首领盖特
曼。参见赵云中《乌克兰: 沉重的历史脚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05 年版，第 126 页。

有学者认为，流传到现在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条款实
际上是赫麦尔尼茨斯基后来与莫斯科方面签订的法律文件。参
见: Рогожин Н． М． ，Санин Г． А． Россия и украина в ⅩⅥ －Ⅹ
Ⅲ веках ∥ Отв． ред． Сахаров А． 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 －
украи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ⅩⅦ － ⅩⅧ веках． М．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2006． С． 11 ～ 12．

在帝俄和苏联的历史著述中，对于该协议似乎只有一种
观点，认为这是两个斯拉夫民族的重新合并。1954 年苏共中央发
表《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合并三百周年提纲》，称乌克兰人民许多
世纪以来一直渴望与俄罗斯重新合并，如果没有合并，乌克兰民
族 不 可 能 得 到 拯 救。参 见: Горобец В． Н． Проблема
переяславской рады 1654г． и украинско － 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Ⅹ Ⅶ век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украин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Отв． ред． Сахаров А． 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 － украи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ⅩⅦ －ⅩⅧ веках． С． 19．

在乌克兰，关于该协议的影响还有几种观点。譬如，协
议使乌克兰摆脱了波兰统治和压迫; 通过该协议乌克兰与俄罗斯
建立了平等伙伴关系，乌克兰得到大国俄罗斯的承认; 协议给乌
克兰带来的影响是相互矛盾的: 一方面使乌克兰摆脱波兰人奴
役，一方面沙皇俄国又违反协议，逐渐根除了乌克兰的种族特性。
参 见: Солдатенко В． Ф．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переяслава и
поиск путей разрешения украинско －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в ⅩⅩ веке; Марчуков А． В． украин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двежение
и проблема переяславской рады : взгляды и оценки ( ⅩⅨ －Ⅹ
Ⅹвв． ) ∥ Отв． ред． Сахаров А． 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 － украи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ⅩⅦ －ⅩⅧ веках． С． 37． 75．



命，然而等待他的是“未卜的将来”①。事实上，俄

乌合并后沙皇政府一直试图取消乌克兰自治制

度。北方战争时期，彼得一世从战胜强国瑞典的

总体战略部署考虑，忽视乌克兰民众利益，导致盖

特曼首领伊万·马泽帕与彼得一世关系出现严重

裂痕②。鉴于哥萨克军队不是装备精良的瑞典军

队对手，彼得一世决意改革哥萨克军队，这直接触

及哥萨克利益。而马泽帕提出希望俄国派出军队

保护乌克兰免遭瑞典侵略的要求遭到沙皇拒绝。
由于沙皇违反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中有关俄

国负责保护乌克兰的条款，马泽帕最终决定与瑞

典结盟来反对俄国。马泽帕的叛乱为彼得一世削

弱乌克兰自治制度提供契机，北方战争的胜利更

使其大胆削弱乌克兰自治制度。
1722 年 5 月，彼得下令成立小俄罗斯衙门，

由常驻乌克兰的六名俄国军官和一名检察官组

成。该衙门负责监督乌克兰造船业、行使税收和

行政管辖权。彼得还下令把俄国外交衙门部主管

的盖特曼事务改由参政院管理，实际上把乌克兰

视为俄国的普通行省。接替马泽帕的盖特曼斯科

罗帕茨基十分清楚这意味着废除乌克兰自治制

度，恳请彼得改变决定。遭到拒绝后，斯科罗帕茨

基抑郁而终。一些哥萨克军团长官因上书沙皇、
要求重新选举盖特曼在圣彼得堡被捕。彼得一世

死后，乌克兰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俄国宫廷的局势。
在女皇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执政时期，乌克兰

自治制度有所改善。1750 年，女皇做出恢复选举

盖特曼的决定。中央政府很少干涉乌克兰内部事

务。这一短暂时刻不过是乌克兰自治历史上的回

光返照而已。女皇这样做并非意识到应承认乌克

兰民族自治权利，仅仅是由于盖特曼格力·拉祖

莫夫是自己宠臣的哥哥③。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俄国基本废除

了乌克兰自治制度。女皇不喜欢乌克兰人，更无

法容忍任何形式的乌克兰自治。为了废除盖特曼

政权，叶卡捷琳娜二世把最后一任盖特曼罗佐莫

夫斯基召到圣彼得堡，授意其放弃盖特曼职位。
1764 年 11 月 10 日女皇颁布诏书，成立以总督为

首的小俄罗斯衙门代替盖特曼政权。小俄罗斯衙

门由 4 名俄罗斯官员和 4 名可靠的乌克兰人组

成，总督则由俄国贵族彼得·鲁缅采夫担任。至

此，延续了 100 多年的盖特曼制度被废除。1774

年，俄国在战争中打败土耳其军队，消除土耳其和

鞑靼人对南部边疆的威胁。继续保留扎波罗热哥

萨克对俄国已失去意义，况且普加乔夫起义使女

皇担心扎波罗热会成为叛乱者的巢穴。1775 年 6
月俄国军队突袭扎波罗热哥萨克驻地，捣毁其防

御工事。一些哥萨克头目被放逐和遣散。哥萨克

土地被俄罗斯等民族的贵族占有，普通的哥萨克

沦为农奴。1783 年克里米亚汗国并入俄国。俄

国还利用瓜分波兰时机占领了右岸乌克兰和沃伦

地区。在扩张领土的同时，叶卡捷琳娜二世逐渐

取消了乌克兰自治制度。1781 年女皇取消了小

俄罗斯衙门，在乌克兰设置三个总督辖区: 基辅、
切尔尼戈夫和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克辖区。辖

区设置与俄国行省完全一致; 1783 年乌克兰自治

单位—哥萨克军团建制被撤销。哥萨克军团作为

俄国军队的一部分被改造成宪兵队，没能进入军

团的哥萨克成为俄国的国有农民。
为了加强对乌克兰控制，叶卡捷琳娜二世采

取双管齐下的策略: 一方面在乌克兰推行农奴制，

取消了乌克兰农民从地主土地上出走的权利，另

一方面 拉 拢 乌 克 兰 贵 族，防 止 其 不 满 和 反 抗。
1785 年女皇颁布了贵族特权诏书，让乌克兰贵族

享有和俄罗斯贵族一样的地位和权利。女皇的政

策非常有效，很少有乌克兰贵族起来反抗俄国统

治。他们逐渐接受一个事实: 盖特曼不是独立的

国家政权，而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为了保护

自身和乌克兰利益，应当努力在俄罗斯帝国发挥

自己的作用④。
乌克兰自治制度被废除后，沙皇俄国采用各

种手段对乌克兰进行俄罗斯化。首先，是语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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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Солдатенко В． Ф．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переяслава и
поиск путей разрешения украинско －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в ⅩⅩ веке ∥ Отв． ред． Сахаров А． 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 －
украи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ⅩⅦ －ⅩⅧ веках． С． 37．

战争开始后，哥萨克被派到遥远的北方同瑞典军队作
战，损失惨重; 俄国军队的粮草、弹药等给养需由乌克兰承担; 很
多乌克兰民众被驱赶到北方修筑要塞工事。为了控制乌克兰军
队，彼得一世向哥萨克军队中派遣俄国和德国军官，这些外族军
官对哥萨克士兵颐指气使。所有这些引起盖特曼和乌克兰民众
的不满。参 见: Долбилов М． ，Миллер А． Западные окраи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вание．
2006． С． 49 ～ 54．

Долбилов М． ， Миллер А． Западные окраи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C． 53．

Kohut Z． Ｒussian Centralism and Ukrainian Autonomy． Im-
perial Absorption of the Hetmanate，1760s － 1830s． Cambridge，
Mass，1988，P． 248．



思想上的同化。譬如，1876 年 5 月沙皇亚历山大

二世签署厄姆斯法令。法令禁止在国内出版乌克

兰书籍; 禁止境外出版的乌克兰书籍流入境内; 禁

止剧院上演乌克兰语剧目; 禁止演唱乌克兰歌曲;

禁止乌克兰语诗歌朗诵会等; 禁止教授乌克兰语，

严格选拔各类学校的教学人员; 在俄文著述中不

得使用“乌克兰”一词，用“小俄罗斯”取而代之。
直到 1905 年该法令才被废止①。其次，是教育上

的同化。1805 年，哈尔科夫创建了一所新大学，这

是俄国统治下的乌克兰第一所高等院校。1834
年，基辅又建立了圣弗拉基米尔大学。两所院校都

采用俄语教学。从尼古拉一世时期开始，为了减少

波兰人对乌克兰的影响，俄国在右岸乌克兰学校逐

渐用俄语来取代波兰语教学。特别是镇压 1830 ～
1831 年波兰民族起义后，右岸乌克兰的波兰语学

校被关闭。最后，是宗教领域的同化。右岸乌克兰

因长期受波兰统治，很多乌克兰人信奉希腊天主

教。起初，俄国对希腊天主教会比较宽容。但在天

主教会上层支持波兰民族起义后，沙皇政府查封了

境内的希腊天主教会，将教区转交给俄罗斯东政教

会。右岸乌克兰宗教学校也随之被取缔②。
对于乌克兰在俄国版图内生活的历史，乌克兰

和俄罗斯各执一词。很多乌克兰人认为，俄国违背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相关条款，逐渐把乌克兰

由俄国管辖下高度自治的行政实体变成普通行省，

甚至对乌克兰实行殖民统治。有些乌克兰历史教

科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殖民统治”一词，但也认

为俄国对乌克兰实行民族剥削和压迫。例如，В．
П． 舍夫丘克等主编的《乌克兰史》一书指出，19 世

纪上半叶，乌克兰贸易结构具有明显的原料化特

征。从乌克兰运出的是农产品和原料，运入乌克兰

的则是纺织品等工业品; 农奴制改革后，乌克兰的

铁路建设也具有明显的殖民地特征: 俄国首先修建

的不是乌克兰各城市之间铁路，而是连接乌克兰与

莫斯科工业区的铁路; 在俄国统治下，乌克兰教育

事业出现明显倒退: 1897 年乌克兰民众识字率只

有 13%，当时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 大多居住

在城市) 受教育比例是乌克兰人的 2 倍多③。也有

乌克兰学者认为，俄国统治者破坏《佩列亚斯拉夫

协议》，使乌克兰失去“国际法主体地位”; 掠夺乌

克兰土地、奴役乌克兰民众，使乌克兰成为一片“废

墟”; 在乌克兰实行农奴制、分化和收买乌克兰精英

阶层，在俄乌合并的数百年间，乌克兰人经常被剥

夺使用母语的权力。总之，俄国的统治使曾经繁荣

的乌克兰倒退了几个世纪④。
对上述观 点，俄 罗 斯 学 者 提 出 质 疑。安 德

烈·斯塔维茨基认为，殖民地普遍具有以下特征:

土地被宗主国掠夺和控制，经济结构单一，是宗主

国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

间的贸易存在不等价交换。殖民地经济明显落后

于宗主国; 宗主国对殖民地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

殖民地居民在社会地位、种族和宗教等方面存在

明显差异; 在重大事务上，殖民地民众无权参与管

理。但是，乌克兰并不具备这些特征。从领土问

题看，在 17 ～ 18 世纪，乌克兰祖先居住过的地方

有的 已 经 是 俄 罗 斯 土 地，如 斯 洛 博 让 希 纳

( Слобожанщина) ; 有的是自愿并入俄国的领土，

像左岸乌克兰; 有的是因俄土战争等原因并入俄

国后被开发的土地，像新俄罗斯。俄国使乌克兰

摆脱被波兰统治者奴役的命运，维持了乌克兰社

会的稳定。最为重要的一点，以乌克兰自身力量，

很难在大国夹缝中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更谈不

上向周边扩展领土。正是由于历史上俄罗斯利用

自己的优势地位不断开疆拓土，今天的乌克兰才

拥有广袤的国土。哪有在领土上对殖民地如此慷

慨的宗主国⑤? 从经济角度看，乌克兰经济发展并

没有受到俄国控制。在俄国管辖下，乌克兰农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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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来，建立了很多港口和城市，乌克兰经济发展

速度有时甚至超过全俄平均水平。一直到 1764
年，取消盖特曼制度的乌克兰民众也没有向俄国库

纳税。在工业化时期，乌克兰的经济更是飞速发

展，建立了大量的工厂、矿山，城市建设成效显著。
尽管 18 世纪乌克兰与国外的商品交换有时受到一

定限制，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全俄市场已经形成、
生产专业化分工需要。无论是在俄国、还是苏维埃

时期，乌克兰民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太大变化，普遍

高于全俄总体水平; 从语言文化方面看，尽管帝俄

时期沙皇政府采取了限制乌克兰语言和文化的措

施，但苏维埃时期乌克兰语在乌克兰享有国语地

位，所有乌克兰学校均采用乌克兰语教学①。

三 生活在苏联大家庭中的乌克兰

1917 年二月革命后，沙皇政府的统治被推

翻。此后的 4 年时间里，乌克兰陷入混乱时期。
德国、奥匈帝国、临时政府的军队、苏俄红军和邓

尼金白卫军队、协约国和波兰军队像走马灯一样

出现在乌克兰。乌克兰民众也曾试图借助外部力

量来实现民族独立。但是所有外部势力都想控制

乌克兰土地，无意支持乌克兰成为独立的主权国

家。民族独立的美好愿望就这样在战争的硝烟中

破灭。直到 1922 年 12 月 30 日，乌克兰成为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部分。在苏联版图生

活的近 70 年间，乌克兰和全苏其他地区一样，经

历了多次重大变革和战争。这段历史留给俄、乌
两个民族的依然是恩怨交织的复杂记忆。直至今

日，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就苏联时期发生的一些重

大事件争论不休。
1932 ～ 1933 年乌克兰饥荒: 为了把苏联从一

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现代化工业国，从 1928 年开

始苏联进行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并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然而，苏联工业化的实现是靠牺牲

农业的巨大代价换来的。为了筹集工业化所需的

资金，苏联一方面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口粮食，一方

面在国内采取武力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农业集

体化对乌克兰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在粮食产

量不断下滑的同时，中央对乌克兰的粮食征购指

标依旧很高，最终导致 1932 ～ 1933 年乌克兰发生

史无前例的饥荒②。作为全苏的农产品生产基

地，乌克兰在这场饥荒中死亡 300 ～ 350 万人③。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饥荒已经由俄乌之间的历史

问题演变为敏感的政治问题。2003 年 9 月，乌克

兰总统库奇马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国际社会支持

乌克兰发起的设立大饥荒死难者纪念日活动。
2006 年 11 月 28 日，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立法，

认定 1932 ～ 1933 年的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

的种族灭绝行为④。2010 年 1 月，乌克兰基辅上

诉法院认定，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

诺维奇“亲自策划”大饥荒，“蓄意”对乌克兰民族

实行 种 族 屠 杀⑤。乌 克 兰 历 史 教 科 书 则 指 出:

“1932 ～ 1933 年大饥荒是莫斯科故意制造的，目

的是压制乌克兰人独立愿望。”⑥

在乌克兰，部分学者认定大饥荒是针对乌克

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其主要论据如下: 按照

相同的土地面积计算，当时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 西乌克兰尚未并入苏联版图) 饥荒

导致的死亡人口超过俄罗斯; 在饥荒发生时，以斯

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仍然向国际市场出口粮食，

没有向乌克兰提供粮食援助; 苏联出台一系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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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限制乌克兰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和其他地区;

在粮食征购工作中，乌克兰农民的所有粮食均被

没收。而从俄罗斯农民手中只征购了部分粮食，

还剩下不可动用的粮食储备①。
俄罗斯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 第一，认定

饥荒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的主要证据

是饥荒目击者和受害者的见闻、证言。目前关于

1932 ～ 1932 年饥荒的档案文献无法证实斯大林

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及相关措施旨在消灭乌克兰民

众; 第二，因大规模出口粮食导致饥荒发生的现象

在帝俄时期就出现过，并非斯大林时期特有的现

象。例如，1887 ～ 1891 年为了换取外汇俄国出口

了 1 000 万吨粮食，导致 1891 ～ 1892 年国家发生

大面积饥荒②。第三，种族灭绝是二战时期纳粹

分子对犹太人的做法。如果饥荒是种族灭绝行

为，斯大林就应当拒绝向遭受饥荒的乌克兰提供

任何援助。而档案文献证实，饥荒发生后斯大林

向乌克兰提供过粮食援助③。第四，因未完成粮

食交售任务没收农民所有粮食的现象在乌克兰和

俄罗斯都出现过④。第五，虽然斯大林出台多项

法令禁止农民从集体农庄出走并强制迁移部分农

户。但这些法令不仅在乌克兰、在苏联其他地区

也实行过。1933 年 1 月 22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

苏共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禁止饥饿农民从北高

加索和乌克兰出走的命令。这一命令自 1933 年

2 月 16 日起在下伏尔加边区( 即今天的阿斯特拉

罕、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州和卡尔梅克共和国)

实行⑤。第六，饥荒不仅造成乌克兰农村人口大

量减少，苏 联 其 他 地 区 农 村 人 口 也 急 剧 减 少。
1926、1937 年全苏人口调查数据表明: 30 年代初

的饥荒导致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减少 30． 9%，伏

尔加河流域减少 23%、乌克兰减少 20． 5%，北高

加索减少 20． 4%⑥。
对于乌克兰议会认定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

的种族 灭 绝 行 为，俄 罗 斯 政 府 做 出 强 烈 回 应。
2007 年 11 月 19 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 乌

克兰认定饥荒为种族灭绝行为是“歪曲历史”。
2008 年 7 月，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一次讲话中称，

乌克兰指控俄罗斯，似乎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发

生饥荒、导致民众大量死亡是俄罗斯的过错。这

“完全是不道德的投机指控”，因为那场饥荒是

“我们的共同灾难”。他还拒绝前往乌克兰参加

纪念饥荒 75 周年活动⑦。
二战中的乌克兰: 二战爆发后，苏联根据《苏

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中关于瓜分波兰的

条款占领了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德国入侵苏联

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发表乌克兰独立宣言，表示

愿与德军合作共同抗击苏联。但是，纳粹分子在

乌克兰采取血腥镇压措施，不但逮捕共产党员、犹
太人，也逮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这种背景下，

部分亲苏的乌克兰人与苏联游击队合作，抗击德

军。而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利用德国军队实

现乌克兰独立梦想破灭后，于 1942 年秋成立了以

Р． 舒赫维奇为首的乌克兰起义军。乌克兰起义

军把苏联和德国作为共同的作战对象。苏联红军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扭转战局后，将战线向西部

推进。1944 年 11 月，乌克兰全境获得解放。苏

军进入西乌克兰后，遭到乌克兰起义军等民族主

义力量的抵抗，直到 1947 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

大规模抵抗活动才停止。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乌克兰起义军，乌克

兰历史教科书从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的视角做出评

价:“对我们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不公

正的一场战争。因为无论苏联、还是德国都没有

考虑过乌克兰独立问题……英明的乌克兰人明

白，无法指望别人的帮助，只有自己能决定国家的

命运。因此，早在 1929 年境外的乌克兰人就成立

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在该组织的庇护下，

乌克兰流亡政府在境外成立……1942 年乌克兰

起义军成立。起义军从法西斯分子手中解放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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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村庄，保护了和平居民。苏联政府不希望乌

克兰拥有自己的军队，所以在 1943 年纳粹侵略者

被赶出乌克兰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始同乌克兰

起义军作战。旨在消灭乌克兰人民的战争一直持

续到 1953 年。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是布尔什维

克恐怖的又一例证。”①

近些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杰拉成

为俄乌争论的焦点人物。二战开始后，为了实现

建立独立乌克兰国家的梦想，斯捷潘·班杰拉曾

一度与德国军队合作。在德国人支持下，班杰拉

分子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并把消灭波兰人、犹太

人，尤其是俄罗斯人作为作战目标。二战结束后，

班杰拉留在联邦德国，继续从事反抗苏联共产党

的斗争。直到 1959 年 10 月，班杰拉在慕尼黑被

苏联 间 谍 暗 杀②。为 了 纪 念 这 位 民 族 主 义 者，

2009 年 9 月乌克兰发行了班杰拉 100 诞辰周年

的纪念章。在西乌克兰，很多城市和乡村为班杰

拉建立纪念碑，街道也以其名字命名。2010 年 1
月 22 日，即将离任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签署命

令，授予斯捷潘·班杰拉“乌克兰英雄”称号。由

于班杰拉涉嫌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分子合作残害和

平居民，尤先科此举引起俄罗斯民众的愤怒。民

意调查显示，37% 的俄罗斯民众认为班杰拉是恐

怖分子和杀人犯③。俄联邦上院副议长尤里·沃

罗比耶夫甚至表示，尤先科的做法“简直下流无

耻，如果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们知道这件事，一定会

在坟墓里转过身来。”④

让俄罗斯人气愤的还不止这些。1944 年 7
月 27 日是利沃夫从纳粹分子占领下获得解放的

日子，乌克兰却宣布这一天是“莫斯科集权制度

开始统治热爱自由的乌克兰人民的日子”。2005
年 4 月 9 日，10 位著名的乌克兰历史学家致信总

统尤先科，建议政府应承认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

是“对乌克兰的重新占领”，并取消庆祝胜利的节

日，因为这“不是乌克兰人的节日”; 红军老战士

不应被认作新乌克兰的主要英雄，乌克兰民族主

义者才是主要英雄⑤。
战后乌克兰的恢复和发展: 对于战后乌克兰

的重建和发展，俄罗斯人多强调苏联政府为恢复

和发展乌克兰国民经济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乌克兰

在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取得的诸多成就，对乌克

兰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却轻描淡写。而

乌克兰人多强调苏联政府对乌克兰政策中存在的

问题。譬如，斯大林采取措施监控乌克兰文化、艺
术和宗教，镇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勃列日涅夫对

乌克兰知识分子的限制和迫害⑥; 切尔诺贝利核

事故对乌克兰造成的影响等等。对于俄罗斯人眼

中苏联政府的慷慨举动，乌克兰人也有不同看法。
1954 年，为纪念俄乌合并 300 周年，赫鲁晓夫把

克里米亚作为礼物赠与乌克兰。对于此事乌克兰

高中历史教科描写道:“1954 年 2 月 10 日苏联最

高苏维埃把克里米亚州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的决议首先是国家中央领导人受利益驱

使的行为……把鞑靼人、德国人、希腊人、保加利

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从克里米亚迁出后……克里米

亚经济 生 活 处 于 停 滞 状 态，农 村 状 况 特 别 严

重……在这种情况下，在纪念俄乌合并 300 周年

之际，把克里米亚半岛并入乌克兰是企图把鞑靼

居民从半岛迁移出去的部分道德责任转嫁到乌克

兰头上，迫使乌克兰负责恢复半岛的经济和文化

生活。莫斯科中央则毫发无损，因为同样可以监

督乌克兰。”⑦

对于乌克兰在俄国和苏联版图生活的历史，

乌克兰历史教科书做出这样的总结: “几百年奴

役下的生活不仅破坏了乌克兰的文化、也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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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的自然环境。在此期间异族统治者白白掠

夺和消耗我们土地上的财富，而不顾及我们的子

孙后代。在 20 世纪，乌克兰自然状况严重恶化。
党的高官们对民众的需要漠不关心。在乌克兰共

和国建立了不少大企业，这些企业的有害废弃物

污染了土壤、水和空气。在乌克兰田野上毫无监

管地随意使用化学制剂导致土地大面积受到污染

和毒害。大自然的珍贵礼物—土地已经无法利

用。水资源状况恶化。由于利用不当 2 万条河流

消失，数百座村庄失去饮用水……但是，对乌克兰

来说最大的不幸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要知道核

污染是最严重、最持久的污染。这是对乌克兰的

犯罪行径。由于核事故周围环境成为可怕疾病的

诱因。”最后，教科书作者号召民众必须为乌克兰

独立而斗争①。

四 历史恩怨对俄乌关系的影响

俄乌之间的历史恩怨给两国关系带来消极影

响。从俄罗斯角度讲，由于认定历史上俄罗斯是

一个强大的国家，乌克兰只是俄罗斯一部分，不少

俄罗斯人以傲慢心态对待乌克兰，很难从心理上

接受乌克兰独立的事实。2008 年 4 月，俄罗斯总

理普京在北约峰会上对美国总统布什说: “乔治，

你不了解，乌克兰甚至算不上一个国家。乌克兰

是什么? 它的一部分领土属于东欧; 而且相当一

部分领土是我们赠予的。”②从乌克兰方面看，历

史上俄罗斯始终把乌克兰当作“俄罗斯一部分”
或“小弟弟”看待，对乌克兰没有给予应有的尊

重，更不愿从心理上接受乌克兰独立。在乌克兰

历史教科书中，乌克兰被描绘成长期处于异族，特

别是俄罗斯统治下不断为生存而斗争、并最终获

得独立的民族，俄罗斯则被描绘成“帝国”、“侵略

者”、“卑鄙”、“狡猾”，总是破坏乌克兰领土完

整③。对俄罗斯的负面看法深深影响着乌克兰人

的思维观念和对外政策。很多乌克兰人认为在发

展对俄关系中必须提防大俄罗斯人的傲慢心里，

维持乌克兰的独立。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在《乌克

兰———不是俄罗斯》一书中强调:“乌克兰不是俄

罗斯的延续，不是俄罗斯的一个分支，乌克兰完全

不同于俄罗斯。”④乌克兰著名的政治评论家姆·
良布丘克也曾指出:“毫无疑问，乌克兰人有充分

理由认为他们的国家体制的外部危险来自于过去

的宗主国，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它都在毫不

留情地压制乌克兰人获得自由的一切尝试，即使

是现在它也没有对独立的乌克兰表现出应有的尊

重。”⑤受上述思维观念影响，加之乌克兰人认为

俄罗斯历史上的集权主义政体使乌克兰与欧洲文

明渐行渐远，乌克兰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

疏俄色彩，并把向西方靠拢、融入欧洲文明大家庭

作为维护国家独立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苏联

解体后，乌克兰没有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

体安全条约，一直把加入欧盟作为对外政策的主

要目标。1998 年乌克兰加入具有反俄色彩的古

阿姆集团。尤先科执政时期，乌克兰更是不遗余

力地谋求加入北约。亚努科维奇执政后，乌克兰

虽然放弃加入北约，但与北约一直保持密切合作。
在 2011 年普京提出“欧亚联盟”构想、试图重新

整合独联体之际，作为独联体中仅次于俄罗斯的

大国乌克兰在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问题上闪烁其

词，仍将加入欧盟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所

有这些恰好折射出历史恩怨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主

要症结所在。
〔本文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

“后冷战时代的俄乌关系”( 项目编号 12D088) 的
阶段性成果。〕

(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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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Wei and Igor Gorki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Ｒussia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pension reform．

With these reforms，the coverage of endowment insurance was extended，a pension insurance fund was estab-

lished，the package level of endowment insurance was enhanced，growth mechanism of basic old-age pension

was improved，and development of non-state endowment insurance institutions was encouraged． The old-age

security system is transforming from the state total support to the combination of market regulation and state’s

financial support．

Zhu Xinglong and Liu Wenge This paper carried ou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Ｒussian enterprises in

transformation period and found that marketization of an enterprise is not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economic

growth． Adversely，excessive marketization probably result in economic stagnation and decline． The final out-

come marketization depends on the rationality of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The key is marketization of enterprise

should match with realistic dema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must be flexible and tal-

lying with country’s situation．

Shen Lihua Both Ｒussia and Ukraine belong to the East Slavs． Kievan Ｒus’is their common cradle，the

Mongol invasion had Ｒussia and Ukraine took a different path of development． Treaty of Pereiaslav led to the es-

tablishment of the Cossack Hetmanate in left-bank Ukraine under the? Ｒussian Empire． Since then，the Ｒussian

Empire used various means to assimilate Ukraine． After the October Ｒevolution，as Ｒepublics of the Soviet U-

nion Ｒussia and Ukraine experienced vicissitudes in the Soviet Union． Living together hundreds of years，Ｒussian

and Ukrainians did not become brotherhood but have implicated memory about the past． With different national

feelings，Ｒussia and Ukraine estranged from each other gradually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De Quanying and Jiang Shujuan The USA is making security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Geographical-

ly，the strategy took Afghanistan as the center，covering Central Asia and South Asia． Economically this strat-

egy tries to promote and implement“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A and Central

Asia”，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in Great Central Asia，help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o reduce trade

barriers，promote integration betwee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adjacent Afghanistan region． In energy

field，American strategy makes effort to build northern transportation network which links with the Central Asi-

an，Latvia and Ｒussia． America also want to strength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n secu-

rity area to ensure the transit of American forces in Afghanistan．

—69—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13 年第 1 期·英文提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