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观察 2014年第 1期

110

俄罗斯“东进”

与新型当代国际关系的构建

汪 宁

摘 要：去年，俄罗斯正式启动了计划已久的远东发展计划，奏响了“东进”

序曲。俄罗斯的战略目的是要借历史成功经验，乘中国经济发展东风，提升东部地

区的发展水平，争取在亚太和整个国际事务中更多的话语权，这将对当代国际秩序

的重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从俄罗斯的历史经验、现实抉择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当代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是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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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5月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很快就宣布成立远东发展部，并推出

一系列开发东部的政策和措施。9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

斯托克成功举办。2013年 4月，俄罗斯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在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会议上宣布正式批准《俄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规划》，以开发远

东和西伯利亚、融入亚太经济的“东进”战略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一、俄罗斯“东进”的历史解读

俄罗斯再次启动“东进”战略，有其历史原因。至 1904年俄日战争爆发为止，

其“东进”战略在历史上至少有三次取得了巨大成功。第一次“东进”的目标是领

土扩张，把西伯利亚划进版图，沙皇最终如愿以偿；第二次“东进”目标是除了领

土扩张外，还要打通陆路通商之门，最后也是战果累累；第三次“东进”则是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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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条贯通连接欧亚的铁路大动脉，使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直达远东太平洋，结果再

次取得成功。对俄罗斯历史上这三次成功的“东进”战略具体分析如下：

1. 第一次“东进”占领西伯利亚——扩张成功

第一次“东进”始于 16世纪俄罗斯第一个沙皇伊凡四世①时期。根据史书记

载，1581年，曾被沙皇处以重刑的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奉伊凡四世之命征讨西伯利

亚，并于 10月 26日攻占了西伯利亚汗国首府卡什雷克，为俄国领土扩张立下了首

功，其标志是俄国 1689年 9月与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尼布楚和约》。当时沙皇俄

国正处在上升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刚刚建立，已经完成从莫斯科公国向沙皇

帝国的初期扩张，国力上升迅速，很快就跻身欧洲强国之列。

沙皇俄国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俄国刚刚经历了长达 25年之久的西扩战争，

国力尚未完全恢复。但为了打开通往西欧的近道，沙皇仍然于 1558年发动了立窝尼

亚战争，试图以此打开波罗的海的通道。然而，由于邻近国家波兰、立陶宛、丹

麦、瑞典的介入和本国贵族的反对，沙皇“西进”的目标受挫。这一战争整整打了

二十五年，虽然向欧洲展示了俄罗斯的强大国力，但由于孤立无援和失道寡助，最

后仍以失败告终。俄罗斯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夙愿也被整整推迟了一个多世纪，

直到 100多年后才由彼得大帝完成。

然而，在向西方和南方扩张不断受挫的情况下，沙皇俄国却在东方取得巨大成

功。1552年和 1556年，俄国人先后征服了从钦察汗国分裂出来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

拉罕汗国，控制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打开了通向东方的门户。这一成功极大地鼓

舞了沙皇。1639年，沙皇的军队出现在太平洋西海岸。1649年，沙皇俄国在鄂霍茨

克海口建立了鄂霍茨克城。就这样，俄罗斯用了 60余年的时间，把西伯利亚广袤的

土地全部纳入自己的版图。②

此后，沙皇俄国便不断向东南方向扩张，一直到黑龙江畔与中国清朝政府的军

队在雅克萨③城下兵戎相见。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使俄罗斯的边境

①伊凡四世·瓦西里耶维奇（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在战略方
面遵循的方针是连续打击敌人，动员国家和军队预先做好周密的战争准备。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озный— ( 1530 г. – 1584 г.) – 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с 1533 г.) и первый русский царь (с 1547).
②胡礼忠，金光耀，沈济时：《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 300年》，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7页。
③ Албазино́— село в Сковородинском районе Ам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ервое русское поселение на
Амуре. Основано в 1651 году.“雅克萨”为旧名，位于今呼玛县西北漠河东黑龙江北岸。原为中
国索伦部达斡尔族所建，1650年被沙俄侵占，继又建筑城堡，以“阿尔巴金”为名。1685年为清
军收复并摧毁，后又被沙俄夺回。1689年，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规定其地仍属中国管辖。
但在 1858年沙俄强迫清朝政府订立不平等的《瑷珲条约》之后，其重新被沙俄割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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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延伸至黑龙江，完成了第一次以领土扩张为主要目标的“东进”，并自此打开

了中国大门。之后，沙皇俄国又利用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迫使中国与沙俄签订了

一系列令中国深受其辱的不平等条约，如《布连斯奇界约》、《阿巴哈伊图界

约》、《色楞额界约》、《恰克图条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旅顺

大连湾租借条约》、《瑷辉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书写了一

大段令中国人不堪回首的历史。

２．第二次“东进”打开陆路贸易通道——目标实现

沙皇俄国第二次“东进”成功的标志是迫使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瑷辉条约》

和《天津条约》①，以及两年之后的《北京条约》。

1853年至 1856年的克里姆战争以沙皇俄国的失败告终，沙俄在欧洲的霸主地位

也宣告结束。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经过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俄

国这一时期起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欧洲和近东遭受挫折以后，沙皇俄国

及时调整了战略，把目光再次转向政治经济都非常落后的远东和中亚，以寻求政治

和经济上的补偿。而在俄国沙皇的远东战略中，中国的黑龙江始终占据着重要位

置。发动战争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后来继位的尼古拉一世②都清醒地认识到：“俄

国东部地区需要阿穆尔河，就像俄国西部地区需要波罗的海沿岸一样。”③除此以

外，另外一个促使沙皇俄国积极寻找打开“东方之门”的重要动因是，实现在东北

亚地区的扩张。因为进入 19世纪以后，随着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东

南沿海地区势力的加强，沙皇俄国也急于想要分得一杯羹。

因此，早在 1805年 2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就派出特命全权大臣带着六个重要

的使命出使中国：（1）开放整个中俄边境贸易；（2）要求黑龙江航行权并在沿岸

设立商阜；（3）寻求在广州进行贸易活动的可能性；（4）争取俄国商队进入南京

以及其他中国内地城市经商的权利；（5）允许俄国政府在黑龙江口和广州派驻商务

代表；（6）准许俄国公使进入北京。面对沙俄军队的坚船利炮，背负弓箭、肩扛鸟

枪、手持长矛的中国军队毫无反抗之力，中国不得不在 1858年 5月与沙皇俄国签署

了中俄关系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瑷辉条约》。但沙皇政府并未满足。一

个月过后，就在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疯狂地瓜分中国之际，沙皇政府再次

①《天津条约》包括《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
约》，是指 1858年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在天津所签订的
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②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1801—1825年在位，第十任俄罗斯帝国皇帝。尼古拉
一世（Николай I Павлович），1825—1855年在位，俄罗斯帝国第十一任沙皇。
③[苏]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 97页。转引自胡
礼忠，金光耀，沈济时：《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 300年》，第 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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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858 年 6月 13日抢在美、英、法三国之前与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

约》，由此实现了与中国通商的梦想，打开了中国贸易大门。根据这个条约，沙皇

俄国未损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分享西方国家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才在中

国攫取到的一切权益。

３．第三次“东进”修建铁路直通太平洋——如愿以偿

沙皇俄国第三次“东进”的胜利成果，是把横贯欧亚大陆的铁路线一直修建到

俄罗斯最远的城市海参崴，扩大了太平洋的出海口。其标志是与中国签订了《中俄

密约》①。19世纪 90年代后期，沙皇俄国在基本完成对中亚地区的殖民征服之后，

在向西方和南方的扩张不断受挫的情况下，再次把目光投向东方。这次“东进”的

主要战略目标是：建立俄国欧洲本土与远东地区的直接交通线，攫取终年不冻的海

港，扩大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因此，修建一条横贯欧亚大陆，连接莫斯科与海参

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是沙皇俄国梦寐以求的目标。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在经济

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将使国际经济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俄国身份将不仅

仅是欧亚贸易的中间者；而是作为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日本等国家最接近和最

大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在亚洲市场上取得绝对优势。在军事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

建成也将使俄国与远东和太平洋之间形成直接的陆地和海上联系。一旦与欧洲列强

发生冲突，俄国就能够发动迅速和致命的打击。

在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 1891年 3月 29日发布特别谕

令，正式宣布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尼古拉皇太子还亲赴海参崴，主持西伯利亚铁

路的奠基仪式。1892年 2月，维特②被任命为交通大臣，负责全面主持铁路修建工

作。12月，沙皇政府又成立了由尼古拉皇太子担任主席的西伯利亚铁路特别委员

会。委员会除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为修建铁路提供全面保障以外，还拥有为筑

路作出具有立法性质决议的特权。在沙皇政府的全力推动下，铁路以平均每年 587

俄里的速度向前推进。

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中最大的难点之一是，如果要节省时间和财力，就必须经

过中国的领土。而当时的中国清朝政府，并不情愿让外国铁路直接修建到自己的家

门口。被誉为改革家的维特，对这条大铁路充满了希望，因为他十分清楚，一旦筑

路成功，俄国就能够“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送到

① Союзный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ей и Китаем 1896 года.
②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Витте，1849—1915），俄罗斯帝国政治家，曾任俄
罗斯帝国交通大臣（1892）、财政大臣（1892—1903）、大臣委员会主席（1903—1905）和第一
任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1905—1906）。维特是俄罗斯帝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政策制定人，
也是俄罗斯第一部宪法的前身《十月宣言》的起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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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近距离处”，从而“大大增加俄国不

仅在中国，而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①

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必需的一系列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的储备，对于一个刚刚

脱胎于农奴社会的帝国来说显然是力不从心。但维特坚信，这条铁路绝不仅仅是在

地图上增加的一根黑白相间的线条，而是一项关乎整个俄罗斯帝国发展与稳定的千

秋大业。

经过 13年艰辛努力，堪称沙皇俄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工程——西伯利亚大铁路

终于完成。从乌拉尔山以东的车里雅宾斯克，到太平洋岸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俄

国沙皇通过两条漫长的轨道在遥远东方乐土上描绘蓝图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

今天，当我们对沙皇俄国这三次“东进”历史重新进行回顾的时候，起码有三

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俄国历代沙皇都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能够意识到东方对

于俄国的价值所在，能够及时抓住历史发展为俄罗斯提供的机遇。几百年来，这种

俄罗斯最高领导层的战略远见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俄罗斯“东进”的成功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密切，每一次都是以敲开中国的大

门为契机，都是建立在牺牲中国利益基础之上的。每一次“东进”的成功，都以与

清朝政府之间不平等条约为依据，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不光彩历史，更是中国

贫穷落后屈辱腐败的历史。第三，沙皇俄国“东进”成功的历史，是近代资本主义

战胜封建主义的成功，反映了时代的发展特点。与此同时，伴随这三次“东进”成

功的还包括俄罗斯的文化渗透。第一个俄罗斯东正教使团从东北进入中国，并从此

在中国扎下根。哈尔滨被建设成“东方莫斯科”，成为当时中国外侨最多、所占人

口比例最大的城市，即便是上海也难以望其项背。据资料统计，当时共有 33个国家

的侨民在哈尔滨居住，19个国家在那里设立了领事馆和代表处。②俄罗斯文化就此从

哈尔滨南下直至上海以及更远的中国南部城市，继而又影响到全中国。以俄罗斯文

化为主的西方文化，主要是食品、西洋音乐、时装等生活方式通过在哈尔滨的俄罗

斯人逐渐传入中国内地。

二、俄罗斯“东进”的现实抉择

1.普京的战略构想

众所周知，俄罗斯东部地区占俄罗斯领土总面积的 2/3，幅员辽阔，资源丰富。

天然气储量占全俄的 90%，石油和煤炭储量占全俄的 70%，仅秋明州的油气资源就

超过美国的全部储量，堪称“世界上唯一尚未得到很好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宝

①胡礼忠，金光耀，沈济时：《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 300年》，第 81页。
②张泉：《城殇》，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 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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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然而，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并未托起东部地区的经济腾飞，它的发展至今仍

远远落后于西部地区(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这不仅导致了俄罗斯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

不平衡，而且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没有西伯利亚和远东，就没有俄罗斯”

已经成为俄罗斯政府以及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共识。

其实早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就已经形成了远东大开发的战略思想。1996年 4

月，叶利钦总统就亲自批准并签署过一个《1996—2005年远东和外贝加尔经济社会

发展联邦专项纲要》，希望通过这一纲要分阶段地改变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落后的

发展状况。但是，这一纲要在其任期内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普京接任俄罗斯总统后，其制定的地区发展纲要成为东部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

展的主要经济政策，俄罗斯开发东部的愿望也更加迫切。普京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理

论和规划准备，就任后未满一年，就于 2000年 11月以《俄罗斯东方：新的前景》

为名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特别强调：“俄罗斯永远感到自己是欧亚国家。我们

任何时候也没忘记，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位于亚洲。”普京检讨说：“应该诚实地

说，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利用了这一优势。我认为，我们同亚太国家一起从言论转向

行动去发展经济、政治和其他联系的时刻到了。在今天的俄罗斯，这种可能性已完

全具备了。”①紧接着在 2001年，普京又主持制定了《西伯利亚经济社会发展纲

要》，并在 2002年 3月得到俄政府的批准。2005年，俄罗斯再次对《西伯利亚经济

社会发展纲要》进行了完善和修改。2007年，俄罗斯政府将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发

展问题纳入国家议程，决定建立国家专项委员会着手东部大开发。2007年 12月，根

据普京签署的总统令，俄罗斯政府成立了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发展问题国家委员

会，专门负责统筹规划东部大开发进程。在该委员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提出了

比较全面的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与改革的战略构想，时间初步定为 50年。

2007年 8月，俄政府批准了《2013年前远东和外贝加尔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

纲要》，将东部地区第一阶段的发展任务概括为两个要点：（1）提升俄罗斯在亚太

地区的战略地位、改善与亚太国家的国际合作环境；（2）在国家的支持下重点开发

油、气、水电等资源，以带动东部地区发展。《西伯利亚经济社会发展纲要》和

《2013年前远东和外贝加尔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的制定，标志着俄罗斯在

地区经济发展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其目标是，通过上述两个《纲要》的实施完成

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和任务，发挥辐射作用，带动整个东部地区的全面发展。

①《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 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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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部发展规划的基础上，2008年 5月，俄罗斯地区发展部开始编制《2025年前远

东地区及布里亚特共和国、外贝加尔边疆区和伊尔库茨克州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同时对《2013年前远东和外贝加尔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进行修编。①至此，

普京用了近 8年的时间才完成俄罗斯东部发展战略的编制，并通过了俄罗斯地区发

展部的验收。

然而，普京在位两个任期之久，再加上一个四年总理任期，总共 13年过去了，

其“东进”战略依然迟迟未能实施。究其原因显然是推行条件不够成熟，其中主要

受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大环境两个因素的影响。

从国内因素看，俄罗斯经济发展差强人意。由于受到 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普京前两个任期积累下的资本红利已经被金融危机销蚀殆尽，根本无法提供发展东

部所需的大量资金和劳动力保障。梅德韦杰夫提出的创新经济战略虽然已经过去几

年，但实施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充分利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优越的地缘政治和

经济资源，加快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似乎成为俄罗斯复兴和重新崛起的唯一有

效途径。只有彻底改变东部长期滞后的状况，才能使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发生根本性

的变化，俄罗斯才会有希望。普京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 2012年 9月亚太

经合组织峰会举行前夕，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再次发表文章表示：“这个充满活

力的地区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也是我们整个国家未来成功的

最重要因素。”②

从国际因素的视角看，国际秩序的重建同样进入关键时期，无论是政治秩序还

是经济秩序，都处在重构的艰难过程之中。谁抓住了机遇，谁就将取得主动权。

中国的高速发展及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上升，以及与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

深入发展，为俄罗斯发展东部提供了机遇。不久前进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

二十一次峰会有力地证明，亚太是世界最具活力、最有潜力的经济发展地区，仍然

发挥着世界经济引擎作用。“亚太经合组织正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正处在“历

史新起点上。”③亚太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俄罗斯积极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战略

决策是明智的、正确的。

除了国内国际的经济因素以外，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也为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

区国际事务的治理，为俄罗斯争取更多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提供了可能性。对

① 参阅马兴超，米军：“俄罗斯东部大开发战略提出的背景和推动因素”，载《俄罗斯中亚东欧
市场》2011年第 3期。
②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9/21/content_5121027.htm
③参阅习近平在 APEC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 10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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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普京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亚太地区依旧保留有不少地区冲突的‘燃

料’。在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跨国犯罪在

这里找到了滋生环境。”而“俄罗斯作为负责任的伙伴，不打算躲避参加最复杂的

地区关键问题的解决。其中，明显的例子就是朝鲜半岛的形势。”①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无论是朝鲜半岛的核问题，还是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和

平与稳定、反对三股势力等所有国际热点问题的治理，缺少俄罗斯的积极参与都将

一事无成。而“东进”不仅仅将为俄罗斯搭乘亚太经济发展经济快车提供机会，更

将成为俄罗斯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平台。2013年底，随着“东进”战略的启动，俄

罗斯加快了亚太外交的速度。11月 12至 13日，普京马不停蹄地连续访问了越南和

韩国。普京访越期间，两国发表了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 18

项合作协议，涉及军事、能源、教育、科技等各领域合作。两国领导人均表示，能

源领域合作将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优先方向。在军事方面，普京也表示俄罗斯将向

越南出售更多现代化军事装备。在随后的韩国之行中，普京明确指出，发展经贸关

系是俄韩两国合作的“关键性话题”。他认为，目前有必要改善双边贸易结构，落

实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远东地区的项目。普京还就罗津——哈桑铁路建设项

目、重启六方会谈等议题同韩国总统朴槿惠进行了讨论。

“对俄罗斯来说，保持并发展本国在亚洲的存在至关重要，这也是巩固并加强俄

罗斯作为一个重要国际事务参与者地位的唯一途径。”②可以预见，随着俄罗斯“东

进”战略的持续深入，俄罗斯的亚太外交战略将更加活跃、更加多元。

2.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

另外，普京果断启动开发东部战略还有一个重要的保障因素，即俄罗斯的能源

优势。近二十年来，这些优势为俄罗斯的稳定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为俄罗斯的民

族复兴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和亚太地区，特别是俄罗斯近邻——日本和韩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与引擎作

用的发挥，为俄罗斯发展东部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尤其是这些国家对能源需求量的

大幅度增加。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能源出口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的地

位正日益上升。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尚未消除，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不顺，随着亚

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不断提高，亚太地区对俄罗斯的重要意义大有超过欧洲

的发展趋势。这是促使俄罗斯重新调整其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基本方向的重要因素

①《普京文集》，第 199-200页。
②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盟研究中心主任苏姆斯基表示，普京对越南和韩国的访问再次证明俄对亚
太地区的重视。亚洲近年来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愈加重要，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提升本国在这一
地区的影响力，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1/13/c_118130896.htm



国际观察 2014年第 1期

118

之一。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地缘空间一再受到压缩的情况下，利用横跨欧亚大陆的地

缘优势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事务，加大能源出口就成为俄罗斯进入亚太地

区的有力武器和最佳选择。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在 2030年之前，亚太地区经

济体将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复苏，与此相伴的是对能源需求的急剧上升。国际能源署

等机构的预测也表明，一直到 2030年之前，世界能源需求平均增幅约为 2%，而亚

太地区增幅高达 3.3%。其中，中、日、韩所在的东北亚将是石油等能源资源需求增

长最快的地区。①（参见下表）

一旦俄罗斯东部战略成功，还可能将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使东北亚地区成

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热点地区。一旦经济增长点东移成为现实，将为俄罗斯融入亚

太区域一体化和改善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而俄罗斯独一无二的

地缘经济和能源优势，也将为俄罗斯东部地区乃至整个亚太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发展也为俄罗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提供更加有

利的机遇和条件，形成双赢局面。一如中国学者郑浩所言：“发展东部地区，是俄

罗斯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之路，也是确保不会在‘全球化’进程中落伍

的重要举措。如无法把握机会参与相关机制，极有可能在下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中将被排斥在外，这对俄来讲无疑是个灾难。因为这意味着俄罗斯的巨大自然资

源无法在新的经贸机制内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与需求国展开合作；另外，其他国家

的出口产品也不会流向关税毫无优惠吸引的俄市场。”②

表 1：亚太地区国家石油消费和进口量预测（单位：亿吨）

消费量 进口量

2010 2020 2010 2020

中国 3.90～4.10 5.60～5.80 2.20～2.30 4.00～4.30

日本 2.90～3.10 3.20～3.30 2.95～3.05 3.20～3.30

韩国 1.40～1.50 1.80～2.00 1.40～1.50 1.85～1.95

亚太地区其他国家 6.60～6.70 8.80～8.90 3.45～4.15 5.95～6.45

①参阅王郦久：“俄罗斯的亚太能源战略”，转引自 http://www.hailiangzx.com/
②参阅郑浩：“俄罗斯‘东部大开发’计划力图重振雄风”，
http://www.takungpao.com/news/content/2012-09/19/content_11235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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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中、日、韩三国天然气消费和进口量预测（单位：亿立方米）

年 份
消费量 进口量

2010 2020 2030 2015 2020 2030

中国 650～700 1 000～1 550 1 100～2 600 100 200 300～500

日本 800～910 910～1 180 940～1 400 130 150 150

韩国 400～460 550～840 900～1 110 120 210 300

资料来源：《俄罗斯东部油气基地新采区的开发》。①

三、新型当代国际关系的构建

21世纪的亚太不仅是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心，而且正在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新热点

不断出现的地区，甚至有可能演变为军力竞赛的舞台，其重要性和危险性丝毫不亚

于中东。俄罗斯启动“东进”战略的时机选择在中国拉开西部开发战略的序幕之

后，而不甘落后的美国也很快提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中国、俄罗斯、美国再

次成为三个主角，不仅影响着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决定着新的国际秩序重

建、全球经济和谐发展、乃至全人类幸福与安全。

1.美国“重返”亚太使俄罗斯“东进”充满变数

如果说，俄罗斯“东进”亚太如普京所言，是为了实现“积极参与东北亚和亚

太地区经济一体化”②经济战略目标的话；美国的“重返”亚太则是为了实现所谓

“再平衡”的军事战略目标，把亚太置于国际政治中的重中之重地位。2011年 10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认为

“未来的政治将取决于亚洲，今后 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

增加的投入锁定于亚太地区。而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

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美中关系的发展没有指导手册可循，然而利益攸关

不容失败③。与此同时，美国也提出了“深入开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之间的

关系”的构想。

①孙晓谦：“俄罗斯东部油气基地新采区的开发”，载《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 2期，转引自
马兴超、米军：“俄罗斯东部大开发俄战略提出的背景和推动因素”，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
场》2011年第 3期。
②参阅《普京文集》，第 196页。
③新华网， 2011年 10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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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新年伊始，刚刚从十年伊战的泥潭中走出的美国将目光转向了亚太地

区。1月 5日，奥巴马会同国防部长帕内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在五角大楼

举行记者会，公布了一份所谓酝酿七年之久的美国新军事战略报告——《维持美国

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根据该报告，美国将裁军 50万，陆军

和海军陆战队等地面部队将被拿来“开刀”。美国还将大幅削减全球范围内的军事

存在，但唯独却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并进一步提升海空军作战能力。7

月，帕内塔参加了第 11届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了题为《美国对亚太的再平

衡》讲话，宣布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以及如何推进“再平衡”的美国新军事战

略构想。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美国首先从大力加强与西太平洋地区有关国家的军事

关系做起，不断提高澳大利亚、关岛和迪戈加西亚三大基地的作战能力，强化在西

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并计划把六成海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①显而易见，美国

的“重返”是以加强美国在亚洲军事存在为目的的。不仅如此，值得关注的问题还

有，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是在中国启动西部开发战略、俄罗斯拉开“东进”序

幕之后，这是巧合，还是另有所图？抑或是想要改变亚太的军事现况？答案似乎并

不难找到。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再平衡”，俄罗斯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美

国不仅加快并加大自身新型武器装备研发的力度，推出不少新型战略武器。同时，

还加大从国外购买武器的力度，扩大出口武器的数量和种类，恢复了海空军战略巡

航等等。这些措施使整个亚太地区充满了火药味，大有成为 21世纪武器装备竞赛地

区的危险。俄美两个昔日的超级军事大国在亚太地区的“不期而遇”，不能不使人

想起，它们在上个世纪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冷战和军备竞赛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的损

失和不安。如今这一幕还会重演吗？如果再加上东北亚、中亚、西亚以及中东的一

系列冲突危险以及恐怖主义和三股势力、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猖獗等不安全因素的

话，不得不使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对此忧心忡忡。

2.中国的发展决定俄罗斯“东进”的成败

中国的发展已经与世界融为一体。尽管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中国经济对全球

经济的贡献，对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是得到世界一致认同的，在此不一一累

述。然而，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决定着俄罗斯“东进”成败，已经成为不

争的事实。如上所述，中国在俄罗斯每一次“东进”的成功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

重要作用，这一次同样如此。利用与中国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主要是借经济

①“美国‘重返亚太’、要‘再平衡’什么？”, http://roll.sohu.com/20120604/n3447127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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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东风，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重回亚太地区，乃至在整个国际事务

中的主导地位是俄罗斯的主要战略目标。“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为发展

东部战略的成功提供了这种可能。2012年 3月 23日，习近平与普京共同签署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并见证了两国政府和企业间多项合作文件签字仪式，涉及便利人员往来、打

击非法移民、能源、生态环保、人文、地方合作、金融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这些也体现了中国对俄罗斯发展东部的最大支持。

中俄关系的良性发展和深化合作，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构

建树立了榜样，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没有问题。对于俄罗斯而

言，如何心平气和地看待自己的历史，尤其如何放下大国的身段，做到真正平等公

正地对待和处理与前独联体等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需要做好的功课。

3.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迫在眉睫

综上所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确保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础和保

障。亚太地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中美俄之间的大国关

系、中美俄三个大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亚太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和

亚太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中美俄不仅在国际事务中责任重大，在亚太地区同样如此，因

此三个大国之间新型关系的构建成为重中之重。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是建立在

平等的基础之上，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

是新兴大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

2012年 5月 3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会谈主题

被高调提出。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习近平主席在 2013年 6月与奥巴马总

统的会晤中用三句话作了精辟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

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

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

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

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

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①

尽管在一系列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矛盾和重大分歧，但合作与对话是中美双边

关系的最大特点。而近十余年来，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却是一波三折、充满变数。

①“习近平用三句话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载《新京报》2013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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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7月普京刚刚接任俄罗斯总统不久，对改善与美国关系曾经充满期望。

他在日本第一次参加八国峰会时，把美国称之为“美国盟友”，①后来又把与美国关

系提升至“长期的伙伴关系”②，并定性为俄罗斯的“战略优先方面”。但是北约东

扩的步步紧逼、导弹防御系统的日愈靠近、在中东的龃龉不断、在中亚的明争暗

斗，大有把两国关系重新打回冷战时期的趋势。最近俄罗斯采取的一系列军事措施

似乎就是对美国重返亚太“再平衡”做出的回应，因为在整个亚太地区，几乎处处

都有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平衡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

“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很可能成为纸上谈兵，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使亚太地区其他

国家成为大国之间博弈的“棋子”。如美国和中亚、东北亚国家之间，俄罗斯和中

亚五国以及阿富汗等国家之间，如此等等。

同样，除了大国因素以外，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也充满不确定因素。无论是东

北亚、中亚、西亚和南亚，每一个地区都无一例外地存在国家间矛盾和冲突，围绕

着领土争端、水资源争夺、毒品泛滥、环境污染、非法移民等种种传统和非传统安

全威胁，使构建“不冲突、不对抗”、“求同存异、包容互鉴”的当代新型国际关

系成为保障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

此外，亚太地区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也日趋复杂。众所周知，亚太是世

界最重要地区之一。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蓬勃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变动，亚太地

区的国际组织迅速发展数量激增，打破了这一地区国际关系以双边关系为主的单一

局面。在推动了多边关系发展的同时，这些国际组织的背后常常也隐藏着大国之间

利益争夺的图谋，彼此错综复杂、纵横交错，使亚太地区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化。这

些使得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更加困难。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研究员，博士，上

海，200083）

收稿日期：2013年10月

(责任编辑:左品)

①普京：“就参加八国首脑会议的结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载《普京文
集》，第 135页。
②普京：“我们的战略优先方面是建立俄美长期的伙伴关系——在上海与美国总统布什联合举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载《普京文集》，第 4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