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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评中俄美三大战略在中亚的共处

赵华胜

摘 要：中俄美各以中亚为中心推行区域一体化战略，这使三国在中亚呈现

出战略鼎立之势。这种状态造成了客观上的竞争性结构。三大战略在中亚虽存在

竞争，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它的表现形式在目前主要是柔性和隐形的。在不

同的双边关系之间，也存在着差别。三大战略各有优势和弱点，其发展定位和程

度也很不同。随着三大战略的发展，它们在地缘政治的竞争性有增强的趋势，但

在经济实践层面，则可能出现更多的交叉融合。它们未来将趋向合作还是走向对

立，难以确定。

关键词：中亚 新丝绸之路战略 丝绸之路经济带 欧亚联盟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1005-4812(2014)01-0096-109

在当今国际政治中，中亚是一个遥远和偏僻的所在。它地处亚洲内陆，相对

落后封闭，除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有时发生的动乱外，它很少引起关注。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区，却同时存在着三个大国的区域一体化战略，这就是

俄罗斯的“欧亚联盟”，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还有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

带”。此外，欧盟也有对中亚的“新伙伴战略”。如此之多的大国战略聚集在这个

世界的“角落”，使得中亚在地缘政治上显得颇为“拥挤”，这不能不说是当今国

际政治的一道特别景观。中俄美为什么都在这一地区有类似的战略设计？这些战

略之间有什么异同？它们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样的？以及它们的前景如何？这是本

文的兴趣所在。

一、中俄美的区域计划

首先，需对中俄美的三大战略作一简单叙述。

1. 欧亚联盟。欧亚联盟是俄罗斯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平台。在原苏联地区实现

一体化，这是俄罗斯不变的目标和长期的追求，而普京总统对此尤为执着。 2011

年 10月，时任俄罗斯总理、即将参加总统竞选的普京在报刊撰文，提出了他对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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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新一体化的宏大设想。这是普京吹响推动欧亚一体化的新号角。按照普京的规

划，欧亚联盟将分为四个阶段逐次实施，它们分别是海关联盟、共同经济空间、

欧亚经济联盟和欧亚联盟①（为方便起见，以下以欧亚联盟统称之）。

早在1995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和塔吉克斯坦5国就成立了海关联盟。在海关联盟的基础上，2000年10月，成立

了欧亚经济共同体。共同体的基本目标是在成员国间建立海关联盟和形成共同经

济空间，加深经济和人文一体化。欧亚经济共同体现有5个成员国，它们是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此外，还有乌克兰、亚美

尼亚和摩尔多瓦三个观察员国。乌兹别克斯坦曾在2006年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

但在2008年退出。在欧亚经济共同体内设有欧亚发展银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

发生后，欧亚经济共同体又成立了反危机基金。

2007年10月，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框架内成立了海关联盟，它的成员只有俄

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与1995年的海关联盟是两个组织。2011年7

月，海关联盟正式启动，三国统一了海关程序，实现了商品的自由流动。从 2012

年1月开始，海关联盟开始向共同经济空间升级。共同经济空间是更高一层的一体

化形式。它以欧盟的《申根协议》为蓝本，在诸多领域实行协调的政策和行动，

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竞争规则、技术规范、农业补贴、交通、自然垄断行业的税

率，以及统一签证和移民政策等。2011年12月，俄白哈成立欧亚经济委员会。这

是一个超国家机构，总部设在莫斯科。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为继续向欧亚经济联盟

发展设计了道路。

按照普京的设计，在实现欧亚经济联盟后，将过渡向它的更高形式，即欧亚

联盟。欧亚联盟将不仅仅是经济性质的联合，而且将含有政治的内容。普京解释

说，这将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经济和价值基础上的共同体，但不是苏联的翻版。

普京还认为，欧亚联盟是开放的，现阶段它的开放主要针对原苏联国家，但未来

不排除对其他国家开放。②目前，正在酝酿加入海关联盟的有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亚美尼亚等。在原苏联地区之外，印度、越南、土耳其也表示了加入海

关联盟的兴趣。

2. 新丝绸之路战略。新丝绸之路战略是美国对中亚和南亚的地区战略，由时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 — 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03.10.2011
http://www.izvestia.ru/news/502761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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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11年7月在印度金奈提出。①新丝绸之路战略之“新”并不

是相对于古丝绸之路而言。美国远离欧亚大陆，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没有任何瓜

葛，但它对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却情有独钟，甚至比本地国家更早以丝绸之路来冠

名它的政策。早在1999年，美国就把它旨在援助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政策命名为

“丝绸之路战略”（Silk Road Strategy Act）。2006年，美国对这一战略进行了修

订，仍保持了“丝绸之路战略”的名称。因此，新丝绸之路战略之“新”应是相

对于这两个版本而言，它在内容上与这两个版本也已不同。

新丝绸之路战略是在“大中亚计划”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它的中心目标是

以阿富汗为中心，把中亚和南亚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自由畅通的共同市场。按照

美国官方的解释，新丝绸之路战略的建设包括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软件建设是

指贸易自由化、减少贸易壁垒、完善管理制度、简化过境程序、加快通关速度、

克服官僚作风、消除贪污腐败、改善投资环境等等。硬件建设则是指修建连接中

亚、阿富汗和南亚的铁路、公路、电网、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通过软件和硬件

两方面的建设，推动商品、服务、人员跨地区的自由流动。

美国为推动新丝绸之路战略做了大量努力。它通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CAREC）、阿富汗区域经济合作会议（RECCA）以及伊斯坦布尔进程（Istanbul

Process）实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设想，帮助消除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之

间的贸易障碍，推动公路铁路等交通项目建设。目前，它重点推动的项目是土库

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TAPI）和中亚—阿富汗—南亚电

力网（CASA-1000）。这两个项目目前都还在谈判之中，尚未最后落实。总的看

来，尽管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步履沉重，但它的轮廓已隐约可见。②

3. 丝绸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

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个开放的概念，它的基本范围可从两个事实进行判断。

一个事实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及观察员国为基

本参与国。上合组织有6个成员：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

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它的观察员国有5个，即蒙古、印度、巴基斯坦、伊朗、

阿富汗。欧亚经济共同体有5个成员国，它们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① 在名为“印度和美国：对21世纪的展望”的演讲中，希拉里正式提出了把南亚和中亚连接起
来的设想，并把它命名为新丝绸之路。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o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Chennai, India, July 20, 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7/168840.htm
② 关于新丝绸之路战略的详细情况，可参见本文作者文章“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评析”，载《新
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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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在欧亚经济共同体中，除了白俄罗斯外都是上合组

织成员。因此，可以说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本参

与国。另一个事实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被认为涉及30亿人口。粗略估算，上合组

织的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总人口也约为30亿，其中中国约13亿，俄罗斯1.4亿多，

中亚约6000万，印度12亿多，巴基斯坦近2亿，伊朗7500多万，阿富汗约3000万。

由此可见，丝绸之路经济带大致在上述国家的范围。这是一个极其广阔的地

域，它东起中国，西到伊朗，南抵印度，北至东欧，包括了东亚、中亚、西亚、

南亚、欧亚的广大地区。不过，这只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所依托的基本框架，而不

是它的界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辐射范围有继续扩大的空间。

按照中国官方的阐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本功能是实现“五通”，即政策

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政策沟通是指在政治上保持

协商和达到相互理解。道路联通是指发展交通联系，这不简单是修建铁路和公路，

更重要的是使各国的交通连接起来，形成区域性交通网络。为此，需要在道路建

设和政策配套两方面做出努力。贸易畅通的重点更多是指消除贸易壁垒，改善不

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繁琐低效的过境程序，使贸易变得通畅简便。货币流通则是指

推动结算本币化，增加本币的流通。而民心相通就是增加民间交流和友好。 ①

二、三国战略的相似与相异

欧亚联盟、新丝绸之路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某些相似特征。

1. 地域上的重合是它们最大的相近之处。三个战略的覆盖范围虽有大小，但

它们有着共同的核心目标区域，这就是中亚。在三个战略中，中亚都是它们的目

标终点或视角。欧亚联盟是从东欧到中亚，新丝绸之路战略是从中亚到南亚，而

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是以中亚为起点向外辐射。从理论上说，丝绸之路经济带最为

开阔，它既包含了欧亚联盟国家，也覆盖了新丝绸之路战略的区域。但反过来，

也可以说欧亚联盟和新丝绸之路战略占据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部分空间。况且，

书面上的“拓土开疆”是虚拟的，并不是说谁划了就归谁。或许是受到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影响，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范围已大为拓展。美国助理国务卿助理L.

特蕾西（Lynne M. Tracy）在2013年10月关于新丝绸之路战略的一次讲话中说，新

丝绸之路战略的目标不仅是把中亚、阿富汗、南亚连接起来，而且要使它一直通

① 以上有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观点都来自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
巴耶夫大学的演讲，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9/08/c_117273079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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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亚、中东和欧洲。①在此前美国官方的表述中，新丝绸之路战略的范围从来没

有走得如此之远。与此同时，在欧亚联盟的面前也出现了走出原苏联地区的前景。

2013年年4月，俄罗斯与越南和印度开始讨论两国与海关联盟建立自贸区的问题。
②2013年10月，土耳其也表示了希望加入海关联盟。③这样一来，欧亚联盟的影响

已远达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由此可见，中俄美推行的战略在地域上是相互覆盖，

难以分开，而不是谁吞并谁的问题。

2. 欧亚联盟、新丝绸之路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不约而同地都是以经济为基

本形式和内容，这是三大战略的又一主要相似之处。中俄美的战略形式不同，但

都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目标，都有跨地区的互联互通的内容。在发展的方向上，

它们虽有差别，但其大方向都是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

与相似性相比，三大战略的差别和不同更多，也更有实质性意义。

（1）它们是由不同的大国主导，即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仅这一点，就使

三个战略产生了鲜明的地缘政治分野。不管是欧亚联盟、新丝绸之路战略还是丝

绸之路经济带，它们都带有不同大国的印记，体现着三国对这一地区的战略谋划。

（2）它们虽都以区域一体化为大方向，但在地理走向上，它们却是南辕北

辙。如果把中亚作为中心点的话，欧亚联盟是把中亚拉向东欧，新丝绸之路战略

是把中亚引向南亚，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想把中亚与中国连接起来。反过来说也

是一样。欧亚联盟引向中亚的是俄罗斯的传统影响，新丝绸之路战略吹向中亚的

是印度洋之风，丝绸之路经济带投向中亚的是中国的经济辐射。

（3）它们在功能和目标定位上也有明显差别。欧亚联盟的定位是形成超国

家的共同体，在经济上实行协调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实现高层次的一体化；同时，

它要形成某种政治联合，并有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极。④新丝绸之路战略的目标

是实现中亚—阿富汗—南亚的经济连接，使之成为一个相互密切联系的经济市场，

① Lynne M. Tracy,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w Silk Road”, October 25, 2013.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3/215906.htm
② 2013 年 4月，欧亚经济委员会主席赫里斯坚科访问越南和印度，与两国讨论了建立自贸区
的问题。Индия и Вьетнам хотят в Таможенный союз.
http://takie.org/news/indija_i_vetnam_khotjat_v_tamozhennyj_sojuz
③ 2013 年 10 月，在欧亚经济共同空间最高经济理事会会议上，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转达说，土耳其总统表示有意加入欧亚联盟。Станислав Тарасов, Казахстан поможет Турции
вступить в Таможенный союз? 28 октября, 2013.
http://rus.ruvr.ru/2013_10_28/Kazahstan-pomozhet-Turcii-vstupit-v-Tamozhennij-sojuz-2867/
④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 — 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03.10.2011, http://www.izvestia.ru/news/50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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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成从中亚到南亚的油气管道和电力网。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是形成密切

区域内的联系，实现“五通”，但目前还没有提出过建立某种有形的机制，也没有

设定具体的目标。

显然，在功能定位和目标设置上，欧亚联盟雄心最大，定位最高，远超新丝

绸之路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这种情况有现实和历史的原因，它反映了三国所

处的地位不同，因而它们对中亚有不同定位和不同追求。俄罗斯与中亚有前宗主

国的特殊关系，它视中亚为其“影响范围”，在一体化的程度上无所顾忌，虽不能

恢复苏联，但也是越高越好。美国在中亚是一个“过客“，它不是本地国家，难

以以它为中心建立区域机制。美国主要是通过当地国家来实现它的计划，它发挥

作用的主要形式是从外部推动，推动具体项目是最务实的方式。中国是本地区国

家，又拥有强劲的经济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中国所希望，但从政治上说还存

在着较大阻力，经济上条件也不很成熟。因此，目标宽泛和形式松散的“经济带”

是较为适宜的定位。丝绸之路经济带没提出不切实际的高目标，政治上没有强烈

的挑战性，又能保留自身发展的各种可能性。

（4）在发展程度上，欧亚联盟启动最早，也走得最远。它的初期目标已经

达到，目前正处于实现中期目标的阶段。按照欧亚联盟的时间表，2015年将启动

它的第三个阶段，即欧亚经济联盟。①新丝绸之路战略虽距总目标尚远，但如以具

体项目为标志的话，它也在缓慢推进中。丝绸之路经济带诞生最晚，它基本上还

处于概念建设的阶段。当然，这不是说在这个概念之下是一片空白。中国过去在

这一地区所推动的项目和所取得的成果，都应是这一概念的自然内容。但就它作

为一个战略来说，则是刚刚起步。

三、合作共存还是竞争排斥？

作为有不同大国背景的三个战略，它们很自然地被设置成一场大竞争格局。

不可否认，虽然它们是经济行为，但都会产生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效应，甚至

它们的出现也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地缘政治的动机。这一点欧亚联盟表现得最直接，

新丝绸之路战略表现得比较含蓄，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则完全淡化。

在三大战略中，有明确“边界”的只有欧亚联盟。它因是联盟性质的机制，

在联盟之内实施共同的经济政策，因而对联盟之外的国家形成了界限。同时，俄

① 这是欧亚联盟计划的进程。2013年11月，普京总统在俄哈第10次跨地区论坛上再次确认了这
一时间表，Форум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11 ноября 2013
года,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 http://www.kremlin.ru/news/1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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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的政治态度也很清楚，它不欢迎任何其他大国在中亚推行一体化。在这个意

义上，欧亚联盟具有排他性质。这使它与其他一体化进程有形成竞争甚至对立关

系的最大可能。但从根源上说，欧亚联盟并不是为反对其他大国竞争而设立的，

也不是以与其他大国竞争为目标。独联体一体化是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即制定的战

略，欧亚联盟的出现也远在新丝绸之路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前。俄罗斯与前

苏联国家特殊的密切联系，也使它的一体化十分自然和合理。

新丝绸之路战略有多重功能。帮助阿富汗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是它的一项重要

功能，推动中亚和南亚的经济联系是另一项重要功能，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功能

是抑制俄罗斯对中亚的控制。这最后一项重要功能是地缘政治性质的，美国在小

布什政府时期对此讲得比较坦率，奥巴马政府不公开谈及这一点，但这一战略本

身就带有这种用意。①就此而言，新丝绸之路战略也带有排他性，它的排他性不是

普遍的，而是具有特定目标。它们首先是指向俄罗斯和伊朗，其次也部分地包括

中国。还需指出，这种排他性主要是地缘政治意义上，它不一定表现为拒绝这些

国家的经济参与。美国不反对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上对新丝绸之路战略做出贡献，
②但对于伊朗，美国既在政治上排斥，也在经济上将其拒之门外。③排他性使新丝

绸之路战略与俄罗斯、伊朗以及中国之间生成隔阂，是形成对立的潜在因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前两者不同，它是完全开放的系统，不带有排他性。丝绸

之路经济带与新丝绸之路战略的关系较为简单，两个概念在区域上虽然重合，但

在实践上更可能是并行的，而不是排斥的；更可能是竞争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

一是因为两个战略的定位都比较宽泛，它们没有形成实体；二是两者的直接接触

面不多，不易形成冲撞。从美国的态度来看，它对中国在中亚推动互联互通较少

指责，甚至有所赞许。特别是在使阿富汗融入到地区经济的努力中，美国和中国

① 新丝绸之路战略虽在 2011年才提出，但它与此前的“大中亚计划”一脉相承。小布什政府
时期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R.鲍彻曾说，“我们要找到一个它（中亚地区）能够独
立立足的地方，它可以和南方的朋友站在一起，成为世界上一个自成一体的重要战略地区，不
再是前什么地区，不再依赖任何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意思。”这反映了“大中亚计划”
遏制俄罗斯的用意。见 Richard A.Boucher, “First Kabul Conference on Partnership,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Greater Central Asia”., Nicklas Norling, Conference Report 2006,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p.13.
② 美国助理国务卿R.布雷克2012年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新丝绸之路战
略不是零和游戏，中国和俄罗斯也有机会对新丝绸之路战略做出贡献。Robert O. Blake, Jr.,
Assistant Secretary, 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 “Central Asia's Role in the Future
of Afghanistan”, July 12, 2012,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2/194992.htm
③ 例如，美国反对修建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虽然这一项目在经济意义上与新丝
绸之路战略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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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矛盾。可为例证的是美国对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开通给以正面评价，①对

于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美国也表示欢迎。②

相对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联盟的关系更为复杂。由于俄罗斯将中亚

视为其“影响范围”，而且欧亚联盟已经在中亚安营扎寨，它对后来者有本能的戒

心，担心会冲击它业已建立的地位。虽然俄罗斯官方没有这种表示，但舆论界已

传出声音，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欧亚联盟是一个挑战。③按照作者的理解，丝绸

之路经济带没有反对欧亚联盟的用意。从战略上说，中国视俄罗斯为战略伙伴，

友好合作是中国对俄罗斯的基本政策。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和需要去提出一项反对

俄罗斯的计划，导致对两国关系的损害，从而因小失大。

事实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既反映了中国自我发展的需要，也反映了中

国尽量照顾俄罗斯的用心。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没有

专注于中亚，这其中应有考虑到俄罗斯与中亚特别关系的原因。可以想象，如果

丝绸之路经济带专以中亚为对象，那会与欧亚联盟形成直接碰撞。另一个方面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没有提出建立自贸区的目标。中国曾在上合组织内提出过建立自

贸区的倡议，但俄罗斯对此持抵触态度。丝绸之路经济带回避了这一主张，这与

中国此前的立场相比应说是退步。这是中国务实的表现，因为在这样广大的地区

贸然提出建立自贸区是不现实的，同时这也是为避免与欧亚联盟的矛盾。当然，

这不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发展自贸区的想法。自贸区是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形式，

本身并无不对。它可降低贸易成本，提高效率，扩大贸易。当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到一定程度时，建设自贸区将是自然的要求。而且，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不追求自

① 在评价中国—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管道开通时，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R.布雷克表示这是加强
土库曼斯坦经济安全和能源出口线路多元化的重要一步。见Robert O. Blake, Jr., Assistant
Secretary, 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riorities in
South and Central Asia”, January 19, 2011,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1/155002.htm
②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助理L.特蕾西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在这一地区发展能源和基础设施
的努力，包括习近平主席在他最近的访问中所宣布的项目。我们认为这些努力相互加强并对中
亚国家和阿富汗有益。” Lynne M. Tracy,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w Silk Road”, October 25, 2013,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3/215906.htm
③ 俄罗斯《独立报》有文章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把普京的欧亚联盟计划排挤到一边，把它变
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部分。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 , Пекин дипломатично подвинул путинский
проект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Закавказье китайцы хотят включить в свой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14.10.2013 , http://www.ng.ru/economics/2013-10-14/1_pek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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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区目标的同时，中国仍会推动与一些中亚国家的自贸区谈判。①还有一个重要的

事实是，在习近平主席宣布丝绸之路经济带时，他特别指出中国在中亚不谋求主

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并表示愿与俄罗斯携手合作。这是向俄罗斯传递的重要

信息，意在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排斥俄罗斯，也不想与欧亚联盟争锋。②至于说

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吞并欧亚联盟，那不过是地理概念上的文字游戏而已。一个

低层次的、没有具体机制的、松散的经济合作形态无法融合一个高层次的、制度

化的经济联盟。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地域概念上覆盖了欧亚联盟，这与其说是欲吞

并欧亚联盟，不如说是希望与欧亚联盟共同发展。

中俄美同在中亚推行类似的区域计划，使得三国相遇于一个狭窄的地缘政治

舞台。从结构关系上看，三个区域计划各背靠一个大国，不管有无主观的意图，

客观上它是一个竞争性结构。不过，这不意味着三者将难以相容。从综合的因素

判断，三者虽然存在着竞争，但可以和平地共处，并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合作。这

样，竞争、共处、有限合作将是它们基本的关系形态。

做出这种判断有以下原因：

首先，从实践层面上看，三个区域一体化在功能定位和制度形态上是错开的，

欧亚联盟的高度一体化、新丝绸之路战略的项目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宽泛联

系不处于同一个层面，它们不易形成正面冲突。

其次，三个项目都以经济合作为基本形式，这削弱了对手反对它的理由。反

对他国的经济合作没有道理，不得人心，因此任何国家都难以理直气壮地反对他

国的经济合作。

第三，三国都没有直接对抗的强烈愿望，并且都有避免直接对抗的主观意识。

欧亚联盟虽有比较明显的排他性，但它是固守“地盘”，反对他国不是它的动因。

新丝绸之路战略抑制俄罗斯的含义显而易见，但美国也不想用对抗的形式。③中国

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则选择以开放性来避免与俄美直接碰撞。由此看，三者的竞争

① 习近平在2013年9月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会谈时，提出中乌应尽早启动自贸区谈判。
见“习近平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举行会谈，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中乌战略伙伴关系”，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74613.shtml
② 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讲话，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9/08/c_117273079_2.htm

③ 美国多次表示新丝绸之路战略不是“大游戏”，也不是零和游戏。见Robert O. Blake, Jr.,
Assistant Secretary, 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 “Central Asia's Role in the Future
of Afghanistan,” July 12, 2012,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2/194992.htm , Robert O.
Blake, Jr., “Central Asia: Toward a Great Gain, Not a New Great Game”, October 18, 2012,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2/1993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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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软性和隐形的，它主要表现在追求超越对方的自我发展，而不是直接攻击

对方。这其中，它们之间的双边关系也不一样。有的双边关系，如新丝绸之路战

略和欧亚联盟，它们的地缘政治竞争性较强；而新丝绸之路战略与新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竞争性较弱。

三者的一些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纵横交错，并不是泾渭分明。比如说，中俄美

的计划中都有发展欧亚大陆交通联系的内容，而一条从中国经中亚和俄罗斯到欧

洲的铁路或公路，很难说它只属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联盟，或是新丝绸之路

战略。而且，有些项目三国也会共同参与。美国积极支持旨在推动地区经济合作

的伊斯坦布尔进程，把它作为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推动器”。中国也是伊斯坦布尔

进程的参与者，并且主动承办伊斯坦布尔进程的活动。①

还应看到，大部分当地国家也往往在三个战略之间穿梭，同时在各个战略中

扮演着角色。如哈萨克斯坦，它是欧亚联盟的重要成员，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必

不可少的伙伴，同时它也支持新丝绸之路战略。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也有

这种情况。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是新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参加者，相信它们也会

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由此看来，三个战略在实践层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

难划出一条无法逾越的界限。

四、为什么是中亚？

中俄美战略在中亚的共现，使得中亚地区在国际政治中显得与众不同。这种

现象反映了三国对中亚的重视，但造成这种情况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亚特殊的地

缘政治环境。俄罗斯在中亚经营已有一个半世纪之久，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但藕

断丝连，俄罗斯与中亚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自然想把它拉回自己的

怀抱。中国与中亚在地理上浑然一体，中亚五个国家中的三个与中国接壤，还有

两个也是近邻。中国与中亚的边界长达3000多公里，就地理上与中亚的接近来说，

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广泛。这种地理上的特殊关系，使得中国向中亚的开放和

发展势在必然。不断加深的政治经济联系，特别是中国经济影响的不断增长，也

不断推动着中国向中亚更深入的迈进。由此说，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的经营都是

由于自然之势，并没有战略上的突兀之处。

美国的情况与中国和俄罗斯不同。作为一个与中亚相隔万里、与中亚没有任

① 中国政府将在2014年在天津承办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议。见王毅：“妥善应对阿富
汗局势应处理好三方面问题”。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3920/xgxw_6039
26/t10976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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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密切历史人文联系的国家，它在中亚推行区域一体化战略看上去没有自然的理

由。不过，美国在中亚的重大战略存在是由特殊机缘造成的，这就是阿富汗战争。

由于阿富汗战争的爆发，美国军事力量涌入阿富汗，并在中亚建立了军事基地，

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巨大的政治和物质投入。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水涨船高，它

获得了堪与俄罗斯和中国比肩的地位，成为对中亚最有影响的大国之一，这成为

美国能够提出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条件。新丝绸之路战略既是地缘政治战略，也是

为解决阿富汗问题而设计的。它是美国为阿富汗的政治过渡所做的安排之一，其

目标是使阿富汗融入地区经济合作，通过地区合作实现经济自立。从这一角度来

看，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战略的产生也有前因后果，它虽是美国从外部强加的，

但不是凭空而来的。

由此可说，中俄美同在中亚推动区域整合，反映了三国之间的竞争性。不过，

这在较大程度上是由于中亚特别的地缘政治位置而形成的状态，而在较小程度上

是由于强烈的竞争野心所造成的。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区域经济合作是世界潮流，中俄美都被卷入其中，并且

都试图成为弄潮儿。美国在大半个地球都在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其中最重大的

项目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

中国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同时，也提出了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中巴（基斯坦）

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计划。①中国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在推动自贸区建

设。中国已与1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1个自贸协定，正在谈判之中的还有7个，涉

及23个国家。②俄罗斯的区域经济合作虽以原苏联地区为重点，但也跃跃欲试走向

更大的空间。在2013年11月访问韩国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提建设从韩国经朝

鲜与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的欧亚大通道，有媒体将之冠名为“钢铁丝绸之路”。俄

罗斯与印度和越南谈判的自贸区项目都颇具规模。而且，相信俄罗斯不会就此止

步，一旦有可能，它还将走得更远。欧亚联盟的另一个主要成员哈萨克斯坦也主

张不拘泥于独联体地区，而是向外发展，欧盟、中国、印度、日本等都是欧亚联

盟可能的合作对象。③由此观察，如果把中俄美的中亚战略放到其大战略的背景之

① 中巴经济走廊是 2013 年 5月在李克强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由两国共同确定。孟中印缅经
济走廊是在 2013 年 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期间由两国确定。海上丝绸之路是 2013 年 10 月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
② 根据中国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副司长孙元江提供的数字。见孙元江：“我国已签署11个自
贸协定，占对外贸易的1/4”。http://www.chinatimes.cc/huaxia/pages/moreInfo1.htm?id=129555
③ 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От идеи к истории будущего
«Известия-Казахстан», 26 октября 2011
http://www.akorda.kz/ru/speeches/articles/evraziyskiy_soy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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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那么可以看到，中亚是中俄美大战略的局部表现，但不是它的集中表现；它

是中俄美大战略的正常表现，但不是它的特殊表现。这意味着，在中俄美的大战

略中，中亚是重点之一，但不是最突出的重点；三国都重视中亚，但其中亚政策

不是特殊的政策。当然，这是从政策的性质而言，而不是指表现形式。

欧亚联盟、新丝绸之路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各有其优势和弱点，其前景和

命运也都云雾缭绕，都有不明朗之处。

欧亚联盟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天然的历史惯性，也即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深远

的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文关系。在中亚国家独立后的一段时期里，它们的首要

关切是维护独立和国家建设，它们对于俄罗斯推行一体化比较敏感，对与俄罗斯

的制度性融合有着本能的警觉。现在这段时期已经过去，中亚国家在政治上对与

俄罗斯的一体化已不过于害怕，而传统联系对国家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越来越

显现。以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例，它们虽然还不是海关联盟成员，但俄

罗斯是它们最主要的劳务市场，劳动移民又是它们极其重要的就业和收入渠道，

这种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使它们渐渐向海关联盟靠拢。

欧亚联盟还有一个重大优势，这就是它有一个坚定的盟友，即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不仅是俄罗斯在欧亚联盟中的坚定盟友，事实上，它还是欧亚联盟的

始作俑者和欧亚主义的最忠实信徒，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比俄罗斯更推崇欧亚

主义。①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大国，在这一地区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最大的经济影响

力，有它和俄罗斯联手推动，欧亚联盟的基本框架就有了保障，它对中亚其他国

家也自然产生巨大影响。

欧亚联盟的弱点是它的核心国家俄罗斯经济能力不足，能够提供的经济投入

有限。它还有另外一个内在弱点，俄罗斯把欧亚联盟的最高形态定位在政治和经

济联盟，而哈萨克斯坦对于欧亚联盟的政治化持谨慎态度。②这意味着，在欧亚联

盟发展的初期和中期阶段，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有一致的共识，但到它的后期，

两国对欧亚联盟的走向可能出现分歧，这可能成为欧亚联盟继续发展的制肘。

新丝绸之路战略的优点是内部政治结构比较平衡，它没有主导国和普通成

① 成立欧亚联盟的建议最早由哈萨克斯坦提出。1994 年 3月，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
夫对俄罗斯的第一次正式访问中，纳扎尔巴耶夫在莫斯科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成立欧亚联盟的
倡议。А.К.Кошанов.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идя,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дея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Евразийства, Дайл-Пресс, Алматы, 1999. с. 175.
②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欧亚联盟不意味着以任何形式恢复苏联，而且他认为俄
罗斯领导人也同意这一点。他强调欧亚联盟必须遵循自愿的原则，并要得到各国民众的支持。
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От идеи к истории будущего «Известия-Казахстан»,
26 октября 2011, http://www.akorda.kz/ru/speeches/articles/evraziyskiy_soy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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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中亚国家、阿富汗、南亚国家扮演着同等角色。这一特点使参与国较少政治

顾虑，相应地，新丝绸之路战略也较少政治阻力。在经济利益的分享上，新丝绸

之路战略也比较平衡，中亚国家、南亚国家和阿富汗都各得其所。从理论上说，

它们不仅能得到经济上的实惠，而且对改善国家的经济结构也有裨益。这使相关

国家易产生积极性。

美国以及其西方盟友的大力支持也是新丝绸之路战略的一大优势。美国仍是

有重大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国家，它的支持不仅有政治上的意义，也有融资上的重

要作用。

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最大弱点是它必须经过动荡不安的阿富汗南部和巴基斯

坦北部。美国自己经卡拉奇到阿富汗后勤补给线的安全都没有保证，更何况从中

亚到南亚的天然气管道和电力网的安全？在阿富汗问题不能解决之前，新丝绸之

路战略难以说真正实现。此外，美国是非本地区国家，与本地大国竞争有地缘上

的劣势，它能否持久地保持对新丝绸之路战略的热情和投入也不能确定。如果美

国的兴趣转移，它对新丝绸之路战略支持减小，则新丝绸之路战略也将失速。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不断上升的经济影响力。在过去10多年的

时间里，中国与中亚贸易急剧增长，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存在也迅速扩大。2000年，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仅为18亿美元，而2012年达到459亿美元。中国已是哈萨

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

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国有充裕的资金，可向中亚国家提供大量贷款。

截止2013年6月，中国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向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贷款余额达491亿

美元。①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期间，签订的各种经贸合作项目总值达480

亿美元。②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与中亚国家不断加深的经济联系，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最强劲的推动力。此外，从地缘经济的角度说，丝绸之路经济带也占有相对更有

利的地位。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弱点是中国与中亚的人文关系基础不够深厚，部分精英和

民众对中国的认同程度不高，对中国在中亚经济存在的扩大既有期待，也有担心。

这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会形成无形但严重的阻力。

① 根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李吉平提供的数据。见“国开行491亿美元贷款余额支持俄罗
斯和中亚”，2013-09-26，http://business.sohu.com/20130926/n387315166.shtml
① 这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合作项目的数额。其中，哈萨克
斯坦为300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为150亿美元，吉尔吉斯斯坦为30亿美元。Рустам Махмудов.
Визит, которого ждали. 07 Октябрь 2013 ,
http://cps.uz/ru/analitika-i-publikatsii/vizit-kotorogo-zhdali



浅评中俄美三大战略在中亚的共处

109

从政治的角度看，随着中俄美区域战略的深入，它们的接触面将越来越大，

它们的矛盾将越来越触及实质，因此它们的竞争性会越来越强，并且可能导致直

接碰撞。不过，从经济的角度看，随着三国区域计划的发展，它们的融合性也将

增强。这一方面是因为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不管是由谁主导，它们最终

会形成一个整体网络；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同时参与中俄美项目，它们的多重身

份也为三国项目的相互渗透提供了通道。这似乎是一个相互矛盾的趋势，但它很

可能是中俄美区域计划的未来关系状态。这种情况孕育着两种可能：或是三国屈

从于政治的需要走向对立，或是它们顺从经济的规律逐渐融合。

结 语

中俄美同在中亚推动区域一体化，客观上形成了竞争之势。不过，由于多种

因素的制约，这种竞争主要表现为柔性的形式，直接对抗的形势一般不会出现。

三大国在中亚的同台竞技，反映了其对中亚的重视和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但这种

情况的出现均事出有因，并不表明中亚有超出其他地区的特殊重要性。中俄美的

区域项目各有不同的优势和弱点，从中近期看，欧亚联盟的优势有最强的表现；

从中远期看，中国的优势会逐渐显现出来。

展望三个区域战略未来的关系，按照一般的政治逻辑，它们的竞争性将越来

越强；而从经济角度，它们的融合性也会越来越多。三者最终的关系形态取决于

多种可知和不可知的因素，对其可以推测，但难以确定。

本文作者认为，中俄美在中亚应采取合作的姿态。这是因为：首先，合作共

赢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其次，合作是减小阻力的最佳途径，它更有利于各自项目

的实施。最后，合作有利于本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其中，这最后一点需要特别强

调，大国的所作所为都应符合本地区国家的利益，而不能只把它们作为实现本国

利益的背景。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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