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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贵海访谈录：“俄罗斯不要⾯⼦的伐？” 

 
 

关贵海，男，副

教授，北京⼤学国际

战略研究院执⾏副院

长。1965 年 9 月⽣于

⿊龙江，1984 年 7 月

考⼊北京⼤学国际政

治系，1988 年毕业留校，1990 年到 1993 年在北京⼤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攻读硕⼠学位，1993 年到 1998 年被教育部公派到俄罗斯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攻读政治学博⼠学位，1998 年起在北京⼤

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长期从事邓小平理论、俄罗斯政治与外

交、中俄关系等问题的教学与研究⼯作，发表《叶利钦执政年

代》、《普京时代》、《俄罗斯能搞社会主义吗？》等专著和译

著，是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教育部优

秀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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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道》：最近正在看⽼师您的译著《俄罗斯与西⽅:从亚历⼭⼤⼀世

到普京——国际关系中的荣誉》，读完后深觉感觉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与

我们通常说的国际关系学有些差异。俄罗斯以其⾃⾝的世界观和处事逻辑

形成了⼀套独特的关系体系。我们要如何去理解这些呢？ 

关：国家关系不应出现单⼀的『国别』学派，这是我的核⼼观点。所

谓的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中的⼤家都这么想、都这么看，或者是都往这

个⽅向上去努⼒。国际关系最基础的概念就是相互约定。任何⼀个国家，

倘若他不想被国际社会抛弃，那就应去接近国际关系中公认的准则。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呢，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的、⾃成系统的国际关系体系。

我们可以说，俄罗斯在处理本国的国际关系时，是有其本国特⾊的。任何

⼀个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都有其独特之处，因为其国家利益、在实现

国家利益时所采⽤的⼿段、经由的路径、承担的潜在风险、可合作的盟友、

伙伴都不尽相同。但要注意区分，⼀个单⼀国家是⽆法形成⼀个国际关系

体系的。 

 

《闻道》：那么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俄罗斯的独特性体现在哪⾥呢？ 

关：在国际关系领域，俄罗斯确实是⼀个相当特殊的国家。她的思维

⽅式、战略⽬标到实现⽬标的⼿段、包括对待盟友和敌⼿的态度和国际关

系中的其他⾏为体，都有很多其他国家不好理解的或说是难以接受的地⽅；

也正因这点，俄罗斯在融⼊国际关系体系的过程之中，遇到了太多的困难。

⼏乎在⽐较重⼤的历史时期，这些困难都会体现出来。在我看来，如果撇

开意识形态、国家发展模式以及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异，那俄罗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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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最⼤的区别在于：他⼀定要当头。不管其他国家承认与否，想与

不想，俄罗斯都要当头。这也是俄罗斯与整个国际社会最⼤的⽭盾所在。 

 

《闻道》：所以，俄罗斯在故意强调⾃⾝的特殊性么？ 

关：我曾经邀请《俄罗斯与西⽅:从亚历⼭⼤⼀世到普京——国际关系

中的荣誉》的原作者来中国开会，安排她与最忠实的读者⾯对⾯交流。由

于这本书的⽴意就在于俄罗斯并不是完全基于实体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来

决定⾃⼰的外交政策；在很多情况下，在与西⽅⼤国的互动中，俄罗斯是

基于荣耀，基于尊严，基于⾯⼦来处理国际事务的。换句话说，在国际事

务上给俄罗斯⾯⼦，就啥都好说。反之，如果俄罗斯感受不到任何尊重，

那么他也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这就是他整本书的核⼼观点。于是，我向

原作者提了⼀个相对刁钻的问题：世界上有⼀百九⼗多个国家，哪个国家

的外交政策不是为了维护⾃⼰的国家尊严呢？那么，凭什么西⽅国家就要

尊重你俄罗斯更多⼀些呢？ 

我提这个问题的原意并不是我对作者有任何敌意，⽽是因为这是⼀个

根本性的问题，且这个问题并不是我提出来的，是俄罗斯⼈⾃⼰提出来的。

在俄罗斯搞战略研究的、智库的核⼼⼈物安德烈，在理事会的⽹站上发过

⼀些材料，他在采访中也讲过两层意思，⼀是俄罗斯是好⾯⼦的，俄罗斯

不能失去⼤国的感觉，⽽西⽅国家不给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受不了。

受不了的俄罗斯就会变成破坏规则的⼈，所以如果想让俄罗斯起建设性作

⽤都取决于西⽅国家如何对待俄罗斯。更有意思的是，他举了个例⼦：中

俄关系为什么这么好？——因为中国尊重俄罗斯。 

判断⼀个国家是世界⼤国总要有个标准吧。拿什么做标准呢？⼈⼜？

领⼟⾯积？GDP？军事实⼒还是制度优势？或是这些因素加到⼀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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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得有个标准。在这些衡量标准⾥俄罗斯只具备两项优势：领⼟和军事实

⼒。按照这个逻辑俄罗斯能排到多少位呢，不好说。但可以看出，俄罗斯

就是希望国际社会对他另眼相看。 

 

《闻道》：俄罗斯⾃认为他的军事实⼒还可以和美国抗衡，觉得是对等

的核⼤国，包括在普京竞选的视频⾥也多次提到了俄罗斯的军事实⼒，那

么俄罗斯这么做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什么样的影响呢？ 

关：这个问题很好。说下我个⼈的观点：研究俄罗斯就不能孤⽴的看，

要将他放⼊整个国际社会中去看。我们要看俄罗斯处于顺势还是逆势，和

世界上其他⼤国相⽐相似点在哪⾥、差异点又在哪⾥。要想理解俄罗斯，

我们需要考虑的最⼤问题就是『全球化』。全球化让中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俄罗斯在全球化中吃了亏。故⽽俄罗斯在主观上想要背离当前的全球化。

俄罗斯正试着将全球化往另⼀个⽅向上推动——她想要回到军事、地缘上

的全球政治。所以我们看到，她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是服务于此的。 

（采访稿整理：沈丹丹） 

（责任编辑：张慧敏） 



 
 
 

 
 

 
  

【编者按】欧洲政治，风云变幻。此番精选两篇佳作，特邀读者

⼀同⾛进欧洲政治的前世今⽣。 

《⼀战前德国的对外政策》从历史⾓度分析了⼀战前德国战前

对外战略的得失，以史为鉴，给予当前的中国崛起⼀定的启⽰；《欧

盟团结中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因素》再论当今欧盟集团内部危机。由

扩员再度引发的历史⽭盾，与新⽼成员摩擦，叫欧盟如何应对？ 

现实既已如此，整个欧洲又该何去何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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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德国对外政策评述 

——读《⼤外交》 

崔屹鸣
①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结合基辛格的《大外交》一书来评估一战前德

国的对外政策。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旨在论述一战前德国对

外战略的退化，特别表现在它缺乏清晰的大战略根本目标和持有的绝对安

全观；第二部分结合德国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摩洛哥危机、英德海军

竞赛三个案例来分析一战前德国对外政策的弊病；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一战

前德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教训，及其对于当前中国崛起的重大启示 

【关键词】  威廉二世  德国对外政策  《大外交》    

谁该为⼀战的爆发负责？⽏庸置疑，所有的⼤国都或多或少地要为⼀

战的爆发负责，但⼀战前德国咄咄逼⼈的对外政策⽆疑既⼤⼤恶化了⾃⾝

的战略环境，也⼤⼤加速了⼀战的爆发②，因此分析⼀战前德国对外政策

（指 1890 年 3 ⽉到 1914 年 7 ⽉，即从俾斯麦下台到⼀战爆发期间德国的

对外政策）的得失对我们理解⼀战的起源，从中汲取教训，避免中国崛起

重⾛“现代强国崛起的⽼路”⽽⾔⾄关重要。 

基⾟格的《⼤外交》⼀书对于这⼀阶段德国对外政策的产⽣、主要内

容和影响作出了极为凝练和⽼道的分析，本⽂将结合基⾟格对于这⼀问题

的认识进⾏独⽴思考，指出其不⾜并加以补充，以期对这⼀问题进⾏更为

系统化的考量。⽂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部分旨在论述⼀战前德国对

外战略的退化，特别表现在它缺乏清晰的⼤战略根本⽬标和持有的绝对安

全观；第⼆部分结合德国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摩洛哥危机、英德海军

                                                        
①崔屹鸣，中国⼈民⼤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7 级博⼠研究⽣ 
② “我们举不出是任何单⼀国家导致如此疯狂地迈向毁灭。欧洲所有主要国家都有其短

视与不负责任之处……但完全失去节制的当属德、俄两国。”见［美］亨利•基⾟格.⼤

外交［M］.顾舒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1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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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三个案例来分析⼀战前德国对外政策的弊病；第三部分着重分析⼀战

前德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教训，及其对于当前中国崛起的重⼤启⽰。 

1.⼀战前德国对外战略的退化 

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外交出现重⼤退化，这尤其表现在两个⽅⾯：⾸

先是对外政策缺乏清晰的⼤战略根本⽬标；其次体现在作为对外政策指导

思想的绝对安全观，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外政策的军事化。 

1.1 缺乏清晰的⼤战略⽬标 

⼀战前德国对外战略的⾸要退化在于缺乏清晰的战略⽬标。确⽴合理、

审慎、清晰、明确的⼤战略根本⽬标对于⼀国对外战略的成功⾄关重要。

时殷弘教授认为，“⼤战略为之服务的国家根本⽬标是⼤战略的头号问题”，

它的确定必须依据“基本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基本的国家利益、可供使⽤的

各类国家能⼒及其资源基础、可能的综合后果与其代价和获益⽐较”①。然

⽽，威廉⼆世德国对于国家战略⽬标的评估却完全是另外⼀幅图景：“威廉

⼆世最渴望的是国际间承认德国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实⼒……（但他）却从

未深究全球政策的定义为何，与德国的国家利益又有何关系。空有⼜号没

有理论基础；以狂妄的⾔辞掩饰内在的空洞；以⼤⾔不惭模糊内⼼的胆怯

与缺乏⽅向感。好⼤喜功却优柔寡断反映出德国两个世代的本位主义”②。 

在确⽴并念念不忘⼤战略的根本⽬标这⽅⾯⽽⾔，德国在俾斯麦去职

前后的表现判若两国。德皇威廉⼀世就任普鲁⼠国王到德国统⼀时期

（1861-1870，也即俾斯麦担任普鲁⼠王国⾸相时期），德国对外战略的根

本⽬标是实现国家统⼀，为此俾斯麦采取了坚决的铁⾎政策和灵活的结盟

策略，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国家统⼀；德国第⼆帝国建⽴到俾斯麦去

                                                        
①
 时殷弘.国家⼤战略理论和实践论纲［A］.时殷弘.战略三⼗讲［M］.北京：中国⼈

民⼤学出版社，2008:6. 
②
 ［美］亨利•基⾟格.⼤外交［M］.顾舒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1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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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时期（1871-1890），德国对外战略的根本⽬标是在德国基本安全的基础

上成为欧洲⼤陆的头号强国，为此俾斯麦在海外⿎励列强的殖民扩张的同

时收敛⾃⼰的海外野⼼，在欧洲⼤陆则构建了精妙复杂的⼤陆同盟体系，

最终使得德国与每个国家的关系都⽐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更紧密，最终

赋予了德国以列强⽭盾仲裁国的卓越地位；俾斯麦去职以后到⼀战爆发

（1890-1914）期间德国⼤战略的根本⽬标只能模糊地定义为成为世界头等

强国，⽽德国为此制定的战略是“世界政策” （Weltpolitik），但世界政策从

来也没有明确的含义，它包含什么⼿段，指向什么⽬的，这些都不得⽽知。

基⾟格将“世界政策”具体内涵的缺失归结为⼀战前德国对外政策缺乏⼀种

“整体性的思想架构”的指导，他指出，“德国政治家之所以如此沉迷于⾚裸

裸的实⼒，乃因为跟其他民族国家⽐起来，德国缺乏团结全国上下的思想

架构。……缺少思想基础是德国外交政策漫⽆⽬标的罪魁祸⾸”①。 

1.2 绝对安全观 

⼀战前德国对外战略的另⼀重⼤退化体现在作为其战略缔造指导思想

的绝对安全观。基⾟格早在 1954 年完成的博⼠论⽂《重建的世界》中就使

⽤了“绝对安全观”的概念，他写道，“⾰命国家的显著特征不是因为它感到

威胁……⽽是没有什么能消除这种不安。唯有绝对的安全——压制对⼿—

—才被认为是充⾜的保障，因此某个⼤国希望获得绝对安全意味着其他⼤

国将感到绝对的不安全”。②换⾔之，安全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安全。

这意味着⼀国在追求本国安全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国）

的安全，谋求本国的绝对安全意味着其他国家绝对的不安全，⽽他国家的

不安全就增加了它们联合起来制衡该国的动机，最终，本国的安全反⽽随

                                                        
①
 ［美］亨利•基⾟格.⼤外交［M］.顾舒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12：165. 

② ［美］亨利•基⾟格.重建的世界［M］.冯洁⾳，唐良铁，⽑云译.上海：上海译⽂出

版社，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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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权势的增加⽽减少。① 

德国的绝对安全观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德国问题有着经久的国际政

治／地理政治含义，在很⼤程度上，欧洲的和平和稳定就取决于以下两个

选项能否实现其⼀：要么就以武⼒持久地确保德国持久的羸弱或分裂；要

么就将德国崛起包容在欧洲⼀体化框架之中。在现代欧洲国际关系史上，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维也纳体系实现了前者；冷战时代开始的欧洲联

合实现了后者，⽽夹在其中的就是两次世界⼤战及其间隙。在欧洲⼀体化

构想被提出以前，“多年来⼀直是欧洲主战场的惨痛记忆，在德国⼈民⼼中

种下了极度的不安全感。俾斯麦所建⽴的帝国现在虽是欧陆第⼀强国，德

国领袖们始终有⼀种模糊的被威胁感”。②当这样的不安全感失去⼀个⽼练

操盘⼿的节制的时候，就必然演变成对于绝对权势的强烈渴求，也即从为

安全⽽扩张转向为扩张⽽扩张，正如基⾟格所⾔，“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袖

为求国家绝对安全，反使欧洲其他各国均感到绝对不安全”③。 

绝对安全观指导下的德国对外政策呈现出强烈的军国主义⾊彩。“德国

要做欧洲外交的铁锤，⽽⾮处于挨打的铁砧。”④审慎和节制是外交的美德，

也是俾斯麦⼤陆同盟体系成功的基⽯，但这⼀传统在俾斯麦离职后被彻底

抛弃，取⽽代之的是以强制⼿段来实现模糊的对外政策⽬标的强烈偏好。

基⾟格就此评价道，“德国若想参与欧洲协调，就必须在外交政策上格外的

⾃制。可惜⾃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最⽋缺的就是节制。”⑤这种⼀味地依靠强

制⼒量进⾏威吓和讹诈，选择性地忽略其它可能促成妥协和谅解的更温和

                                                        
① 学术界对于“绝对安全观”理论化的尝试的范例参见 Davide Fiammenghi (2011), The 
Security Curv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Neorealist Synthe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126-154. 
② ［美］亨利•基⾟格.⼤外交［M］.顾舒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12：165. 
③ ［美］亨利•基⾟格.⼤外交［M］.顾舒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12：167. 
④ ［美］亨利•基⾟格.⼤外交［M］.顾舒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12：165. 
⑤ ［美］亨利•基⾟格.⼤外交［M］.顾舒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1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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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段，将给德国带来⼀系列的恶果，并最终导致其空前的国际孤⽴。 

 

2．⼀战前德国对外政策评估 

德国对外战略的重⼤退化直接体现在⼀战前的德国对外政策之中，本

⽂主要分析其中的三个案例：德国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1890）、挑起

两次摩洛哥危机（1905-1906、1911）、同英国开展军备竞赛。德国对外政策

的失误直接导致了德国在 20 世纪初的国际孤⽴，并为⽇后⼀战的爆发埋

下伏笔。 

2.1 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1890） 

德国对外政策在 1890 年俾斯麦离职后所犯下的第⼀个错误是想当然

地认为英俄都有求于德；有鉴于俄奥在东⽅问题上的⽭盾，德国不宜与俄

奥同时结盟；德国可以选择同英国结盟，放弃与俄国结盟。最终德国愚蠢

地决定拒绝俄国关于延长德奥俄《再保险条约》的提议。正如基⾟格所⾔，

“放弃《再保险条约》不但使德国失去约束奥地利的筹码，最严重的是增加

俄罗斯的焦虑”①，缺少了俄国制衡的奥匈帝国有了更⼤地动机⾃⾏其是，

在近东惹事⽣⾮；⽽因陷⼊孤⽴⽽惶惶不安的俄国则出于地理政治理由与

法国达成谅解。②德国是如此⾃命不凡，以⾄于它致命地低估了英国“光荣

                                                        
① ［美］亨利•基⾟格.⼤外交［M］.顾舒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12：175. 
② 这⼀地理政治机理由地理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克曼阐释得再清晰不过了，他指出，

当边缘地带过分强⼤时，海上强国将与⼼脏地带强国结盟对其加以制衡；当边缘地带

陷⼊羸弱和分裂时，海上强国和⼼脏地带强国将各⾃与边缘地带的⼀部分结盟相互对

抗。德国崛起为边缘地带强国，又施⾏咄咄逼⼈的对外政策，其结果必然是⾛向斯⽪克

曼所论述的第⼀种情况，即英法俄联合抗德。有关斯⽪克曼地理政治思想的参见[美]

斯⽪克曼.边缘地带论[M].林爽喆译.北京：⽯油⼯业出版社，2014：59-62，吴征宇.

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战略[M].北京：中国⼈民⼤学出版社，2010：8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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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传统背后所显⽰的、对于履⾏过度的⼤陆义务的拒斥；⽆视对奥地利

的纵容将把⾃⼰拖⼊战争的风险；蔑视进退失据的俄国使其彻底背弃德国，

执⾏远交近攻，与英法结盟的努⼒，最终导致了⾃⾝彻底的孤⽴。 

德国在与英国和俄国关系的问题上犯的最⼤错误就是没能确⽴清晰的

⼤战略根本⽬标。正如基⾟格所断定的那样，德国数次试图安排英德结盟

都失败的基本因素，应归咎于德国领导阶层始终未能理解英国传统的外交

政策，及德国本⾝真正的安全需要。①德国如何能在英德同盟还未形成之时

就断然放弃德俄同盟？德国同英国结盟的利益又何在？加⼊威廉⼆世明确

德国的⼤战略根本⽬标是维持德国的欧陆⾸强地位（考虑到德国权势仍处

在上升期，这⼀⽬标是合理的和有利的），并以此作为德国对外政策的基点

来进⾏考量的话，他当然应该明⽩，将俄国拉在⾃⼰⼀⽅有助于德国借助

奥俄⽭盾和⾃⾝相对超然的地位⽽对两个国家进⾏双向遏制；相反，德国

不需要也不⼤可能和英国结成正式的同盟，它只需要同后者就欧洲局势达

成某种谅解，促使英国在任何可能涉及德国的国际冲突中保持中⽴地位即

可。威廉⼆世显然缺乏对此问题的细致思考就鲁莽地作出决策，结果，不

但德俄、英德同盟全部鸡飞蛋打，英俄还因为德国咄咄逼⼈的态度（前者

被要求履⾏正式的⼤陆义务；后者的续约要求被断然拒绝）⽽⾛到了⼀起，

就此，英法俄协约终于在 1907 年最终形成，德国⾯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孤

⽴，⽽国际体系结构也陷⼊了前所未有的僵化态势。 

2.2 摩洛哥危机（1905－1906、1911） 

德国对外政策所犯的第⼆个错误是挑起两次摩洛哥危机。1905 年，德

皇威廉⼆世在访问摩洛哥城市丹吉尔时，公开宣称⽀持摩洛哥的独⽴，公

开挑衅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和英国执⾏《英法协约》的决⼼。结果，英国

坚决站在法国⼀边，⽽德国被迫让步，并在翌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备

                                                        
① ［美］亨利•基⾟格.⼤外交［M］.顾舒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1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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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孤⽴。1911 年，德皇不满法国借镇压摩洛哥⾮斯起义的机会扩张在摩洛

哥的殖民利益，派遣“豹”号炮舰开往摩洛哥阿加迪尔港向法国施压，企图

迫使法国在其它⾮洲法属殖民地的利益上向德国作出让步。结果，英国⾸

相劳合•乔治发表演说，表⽰英国坚决⽀持法国，并不惜⼀战。德皇被迫再

次作出让步。 

威廉⼆世挑起摩洛哥危机的真正⽬的不是谋求在摩洛哥的殖民利益，

⽽是破坏《英法协约》。他试图执⾏⼀种“进攻性楔⼦战略”，通过施压来考

验敌⽅同盟的团结程度，从⽽在敌⽅阵营内部楔⼊⼀颗钉⼦，⼀旦英国摄

于德国实⼒不敢公开⽀持法国，《英法协约》也就沦为了⼀纸空⽂。然⽽，

德国未能认识到，“进攻性楔⼦战略”的实质是⼀种战略赌博，⼀旦失败，

将适得其反，⼀旦敌⽅同盟经受住了考验，它们⾮但不会⼀拍两散，反⽽

会变得更加团结。①摩洛哥危机后，《英法协约》由于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

⽽进⼀步实质化。 

威廉⼆世德国在两次摩洛哥危机中表现出的是前倨后恭、武断鲁莽、

刚愎⾃⽤、好勇⽃狠，这⼀系列特点的背后是德国从根本上对本国对外战

略根本⽬标、不同⽬标的轻重缓急次序、可供选择的不同⼿段、⽀撑⼿段

的资源和⽬标与⼿段的关系缺乏深思熟虑的思考。克劳早在 1907 年就已

经指出：德国并不真正知道⾃⼰想要得到什么，所有不合常规的举动、恐

慌及阴谋均⽆助于制定⼀种精⼼设计并且被坚定执⾏的政策体系，因为这

些事情根本⽆法构成这种体系的组成部分。基⾟格对这⼀问题的认识与克

劳不谋⽽合，他认为，“俾斯麦的后继者抛弃了他的收敛作风，越来越追求

纯粹的实⼒……帝制时代的德国始终没有⼀个清晰的国家利益概念。随⼀

                                                        
① 关于作为⼀种理论的楔⼦战略以及通过施压的⽅式挑动敌⽅阵营内部紧张的“进攻

性楔⼦战略”的介绍参见 Timothy W. Crawford (2011).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 15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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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情绪摇摆且对外交⽓氛极度缺乏敏感度，使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袖既蛮

横又优柔寡断”①。 

2.3 英德海军竞赛（1897-1914） 

德国对外政策所犯的第三个错误是挑起英德海军竞赛。19 世纪 90 年

代的德国机械地照搬了马汉关于制海权对于维系⼤国权势地位的重要作⽤，

却忽略了马汉对于发展海权的六条原则②和对于⼀国不可能同时发展海权

与陆权的警告，固执地发展海军。1894 年，后来担任德意志第⼆帝国海军

⼤⾂的提尔⽪茨提交了《海军备忘录第 8 号》，成为德国谋求海权的第⼀

步；1898 年 4 ⽉河 1900 年 6 ⽉，德国先后通过了两个《海军法案》，德国

开始付诸实际⾏动来谋求海权。英国的反应是在第⼀海军⼤⾂费舍尔的领

导下，将主⼒舰队集中在英国本⼟⽔域；同德国开展海军军备竞赛、尤其

是开始建造“⽆畏级”战舰；通过《英⽇同盟》（1902）和《英法协约》与法

⽇达成谅解、改善⾃⾝的国际环境。最终，德国既没有在海军实⼒上超越

英国，又因为军备竞赛⽽处于财政破产的边缘，还因及其他国家的恐惧⽽

陷⼊孤⽴。 

基⾟格认为，“没有⽐威胁到英国海上的盟主地位，更能使英国成为⽆

转圜余地的敌⼈的作为了。但这正是德国所做的……英国对⼀个已拥有欧

洲最强陆军的欧陆国家，又打算在海上与英国平分秋⾊，势必会加以抵

制。”③德国在挑起英德海军竞赛⼀事上犯的根本错误是忽视了欧洲⼤陆均

势与英国海外优势的共⽣性关系。欧洲均势从来都不是内⽣的，它的形成、

                                                        
① ［美］亨利•基⾟格.⼤外交［M］.顾舒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12：165

－166. 
② 指的是地理位置、⾃然构造、领⼟范围、⼈⼜数量、民族特点、政府素质。参见［美］

霍尔格•赫维希.德国追求海权的失败（1914-1945）［A］.吴征宇编译.《克劳备忘录》与

英德对抗［M］.⼴西：⼴西师范⼤学出版社，2014:283-235-238. 
③ ［美］亨利•基⾟格.⼤外交［M］.顾舒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1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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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和维持有赖于英俄这样的侧翼强国对于欧洲均势的间歇性⼲预。①英

国之所以⽆法容忍德国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就是因为英国⼀旦丧失了海

上霸权，就会失去⼲预和恢复欧洲均势的能⼒，最终导致⼤陆性霸权和海

洋性霸权同时集中于⼀个国家，⽽这将是英国、欧洲乃⾄全世界的梦魇。

《克劳备忘录》的作者艾尔•克劳爵⼠就曾明确的指出，“德国在海上的绝

对优势与英帝国的⽣存是⽆法兼容的，即使英帝国消失了，最强⼤的陆上

军事⼒量与最强⼤的海上军事⼒量如果集中在⼀个国家⼿中，也将会迫使

全世界联合起来以摆脱这种梦魇”。② 

德国坚定地意识到，作为欧洲的头号军事和经济强国的德国有权⼒建

设⼀⽀强⼤海军，但它⼤概从未深思熟虑过以下⼏个⾄关重要的根本性问

题：德国发展海军的最终⽬的是什么？它要建设⼀⽀什么样的海军，或者

⼀个多⼤规模的海军是符合德国利益的？它是否有能⼒挑战英国的海军霸

权？有研究总结出了德国发展海权过程中的四⼤战略短视：第⼀，德国未

能认识到英国仅靠其地理位置的优势（横跨北海两个出海⼜）就可以阻⽌

德国海军进⼊⼤西洋；第⼆，德国未能认识到海权对于英国⽽⾔是必需品，

但对德国⽽⾔⾄多是奢侈品；第三，德国未能认识到⼀对悖论：挑战英国

海上霸权的前提是德国海军必须能够主动进攻，但它的规模劣势决定了它

只能⻳缩防御；第四，德国未能遵循马汉的谆谆告诫，那就是⼀国绝不可

                                                        
① 时殷弘教授对⽐了兰克和德约对于欧洲均势的⽣成、维持和修复机制的分析，他认

为，⼆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兰克认为欧洲均势是⾃动⽣成的，⽽德约则认识到欧洲的均

势有赖于侧翼强国对于欧洲⼤陆局势的间歇性⼲预。“德约的现代国际体系根本图景或

范式不是欧洲列强和欧陆均势，⽽是它们与另⼀类⼒量和构造的并存与互动，那就是

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的侧翼⼤国和外部优势（特别是海外优势）”。参见时殷弘.现当代

国际关系史（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末）［M］.北京：中国⼈民⼤学出版社，2006:54-59. 
② ［英］艾尔•克劳. 关于英国与法德两国关系现状的备忘录［A］.吴征宇编译.《克劳

备忘录》与英德对抗［M］.⼴西：⼴西师范⼤学出版社，20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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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时成为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① 

⼀战前德国的对外政策造成了极严重的恶果：俾斯麦离职之后 20 年，

原本在远东、⾮洲争得不可开交的英法、在近东、中东、中亚、远东将⼤

博弈（Great Game）进⾏得如⽕如荼的英俄纷纷实现了和解，转⽽将⽭头

对准了野⼼勃勃的德国；英国更是通过承认“门户开放”政策和缔结《英⽇

同盟》⽽将实⼒收缩到⼤西洋，英德海军竞赛就此拉开序幕。到⼀战爆发

前⼣，欧洲⼤陆上除了奥匈帝国依然在鞍前马后的追随德国之外，德国已

倍加孤⽴，俾斯麦⼤陆同盟体系所塑造的那种精妙、危险、但⼤⼤有益于

德国的的势⼒均衡数年之间⼟崩⽡解，德国的总体战略形势⼤⼤恶化。与

此相对应的是欧洲由松散的多极体系最终演化成僵硬的两极体系，“德国统

⼀和德法交恶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丧失了其灵活性……外交失去了弹性，

成了⽣死攸关的⼤事，⽽不再是微⼩的调整，因为同盟的改变对被抛弃的

⼀⽅来说也许意味着国难临头” ②，战争的阴霾渐趋浮现。这些恶果既为德

国在急剧腾升之后又突然跌落这般⼤起⼤落的国运埋下了不祥的伏笔，也

是对这个曾苦⼼孤诣⼤陆同盟体系、将⾃⼰的⼀⽣奉献给普鲁⼠王国、却

又在晚年眼睁睁地看着⾃⼰的国家滑向深渊的、忠诚且精明的⽼⼈的最⼤

讽刺。 

3 结论：⼀战前德国对外政策及失败的根本教训 

如果说《⼤外交》⼀书对于的历史考察有什么不⾜，那就是它对于其

产⽣的结构性背景和环境因素的分析相对薄弱。基⾟格可被称为最后⼀代

经典外交家和古典现实主义的集⼤成者，他的《⼤外交》⼀书尤以洞察⼈

性、洞悉⼈⼼见长，从前述论述不难看出，基⾟格对于威廉⼆世时代德国

                                                        
① ［美］霍尔格•赫维希.德国追求海权的失败（1914-1945）［A］.吴征宇编译.《克劳备

忘录》与英德对抗［M］.⼴西：⼴西师范⼤学出版社，2014:283-285. 
②
 ［美］亨利•基⾟格.世界秩序［M］.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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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的根本⽬标的缺乏、德国的绝对安全观及由此导致的对外政策军

事化的分析尤为精辟，但这种考察⽅式也有⼀⼤弊病：那就是过分强调单

位层次的原因，尤其是将⼀国对外政策视为最⾼决策者思维的产物，⽽对

于国际体系结构的宏观考察和⼀国对外政策的过程研究有所⽋缺。值得指

出的是，⼀篇⽂章只解决⼀个问题，⼀位作者也有他⾃⼰的思维⽅式、风

格情调，对⽐不应加以苛求。何况，这些缺陷或多或少地被相关研究成果

所弥补。 

⼀战前德国对外政策的最深刻也最根本的教训就在于：现实主义不等

于狭隘的民族利⼰主义，更不等于军国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标在

于安全，⽽不在于绝对权势的增长，衡量⼀国对外战略的根本标准在于战

略环境的改善或是恶化，⽽不在于绝对权⼒的增加还是减少。就英国⽽⾔，

有鉴于英国海外优势和欧洲⼤陆均势的共⽣性，它并不反对德国追求成为

欧洲强国的⽬标，它反对的是德国追求霸权的⽅式。正如《克劳备忘录》

所指出的那样，“只要英国仍然忠实于‘维持均势’的普遍原则，那么将德国

削弱到⼀个弱国的地位肯定不符合英国的利益，因为这⼀来可能很容易导

致法俄两国在⼤陆上的绝对优势……英国并不希望看到任何现存的德国权

利……受到削弱。”①换⾔之，英国⽀持德国的强盛，但前提是德国不能以

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欧洲均势的颠覆为代价来实现⾃⼰的⽬标。 

中国常讲“不⾛现代强国崛起的⽼路”、“和平崛起”，但却很少明确指

出什么是“现代强国崛起的⽼路”，如何实现“和平崛起”，⽽⼀战前德国对

外政策及其失败则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两个问题：中国绝不能以牺牲其他国

家的利益为代价增进⾃⼰的权势，绝不能以强制性⼿段、以咄咄逼⼈的姿

态、以谋求领⼟性扩张的⽅式来实现狭隘的国家利益，中国必须念念不忘

                                                        
① ［英］艾尔•克劳. 关于英国与法德两国关系现状的备忘录［A］.吴征宇编译.《克

劳备忘录》与英德对抗［M］.⼴西：⼴西师范⼤学出版社，2014: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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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家基本安全、发展国民经济、增进⼈民福利的⼤战略根本⽬标，必

须在定义本国利益时将其他⼤国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纳⼊考量范

围，必须注意⼿段的温和和使⽤⼿段时的审慎。中国的崛起必须被包容进

东亚乃⾄全球均势⽽不破坏之，必须增进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不削弱之，

唯其如此，中国的崛起才能是和平的。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既关乎国运，也

关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它能否实现将在很⼤程度上取决于中华民族对于

国际政治的整体理解和创造性才能，正如基⾟格在《论中国》⼀书中所引

⽤的康德的名⾔所说的，“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式中的⼀种降临这个世

界：或者由于⼈类的洞察⼒，或者因为在巨⼤的冲突和灾难⾯前，除了永

久和平⼈类别⽆他择”。① 

（责任编辑：沈丹丹） 

  

                                                        
① ［美］亨利•基⾟格.论中国［M］.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译北京：中信出版

社.2012:518.. 



 
 

 

18 
 
 

难民危机视⾓下：欧盟团结中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因素 

王弘毅* 

【内容提要】维谢格拉德集团 成立之初主要是为了应对苏东剧变后东欧

局势以及为加⼊欧盟做准备。随着⼊欧成功之后，集团内部合作需要降低

⼀度陷⼊“形同虚设”境况。然⽽，以维谢格拉德集团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

在欧盟内部并未受到和老成员国应该有的地位与待遇。这促使波、匈、捷、

斯四国再次联⼿强化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作用，集体在欧盟框架内部发声。

始料未及的是欧洲在 2015 年爆发了难民危机，将横在欧盟东西部新老成员

国之间的历史隔阂、认知鸿沟、身份认同差异以及民族主义与联邦主义之

间的张⼒暴露⽆遗。其中，来自中欧地区的欧盟新成员国“维谢格拉德集团”

的难民态度与欧盟主基调背道⽽驰，从⽽成为影响欧盟团结的核⼼因素之

⼀。 

【关键词】维谢格拉德集团  难民危机  欧盟团结 

 

2015 年欧洲难民危机成为全球焦点，随后引发了欧洲各国内部以及国

家之间的分歧甚⾄撕裂。在⼀些有应对移民经验的国家，起初掀起的是能

⼒是否⽀撑道义的讨论，⽽以维谢格拉德集团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则将难

民与保存本国⽂化及维护主权联系到了⼀起。后⼀种态度已经取得胜利，

逐渐在全欧蔓延。此次危机，既成为了维谢格拉德集团与欧盟针锋相对的

导⽕索，也成为了检验欧盟内部团结的试⾦⽯。纵使在 2018 年 6 ⽉ 28-29

⽇欧盟峰会上，最终在法国的斡旋下达成⼀项难民协议，看似平衡了各⽅

                                                        
*王弘毅，华东师范⼤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8 级博⼠研究⽣。本⽂获 2018

年⾸届华东师范⼤学国际问题研究博⼠⽣论坛⼆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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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诉求；但实质上并未改变⾃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所充分暴露出来的横

在欧盟与“V4”之间的历史性、⽂化性和现实性隔阂。 

 

⼀、维谢格拉德集团与欧洲难民危机 

（⼀）维谢格拉德集团概况 

维谢格拉德集团是由中欧的四国组成的⼀个松散的政府间合作组织，

简称“V4”国家。起初是由匈⽛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为加强彼此间

合作，在 1991 年 2 ⽉ 15 ⽇在匈⽛利的维谢格拉德城堡会议上成⽴的；

1992年 12⽉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独⽴后，该集团成员国由三个变为四个。

根据总理在布拉迪斯拉发⾸脑会议上批准的维谢格拉德合作内容，从 1999

年 5 ⽉起，维谢格拉德各国按照轮换的⽅式（顺序为捷克共和国，波兰，

匈⽛利，斯洛伐克）担任主席，任期为⼀年。四国政府⾸脑每年定期会晤

⼀次，每年还举⾏⼀次“不打领带”的⾮正式会晤。维谢格拉德集团现在已

经成为欧洲重要的次区域组织，其在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不可忽视。维

谢格拉德集团是中欧精神的承载者、区域合作的舞台以及捍卫成员国利益

的平台。在欧洲的变局中，维谢格拉德集团何去何从在某种意义上将决定

中欧的未来。 

此外，维谢格拉德集团成⽴之初主要是为了应对苏东剧变后东欧局势

以及为加⼊欧盟做准备。其运作机制纯粹依靠政府间合作⽅式,采⽤轮值主

席国制度,实施各级领导⼈定期会晤原则。其次，V4 总理正式峰会每年举

⾏⼀次。在这些峰会之间，其中⼀个 V4 国家担任主席，其中⼀部分负责起

草⼀项为期⼀年的⾏动计划。V4 平台内唯⼀的组织是国际维谢格拉德基⾦

会。该基⾦于 2000 年成⽴，旨在⽀持发展⽂化，科学交流，研究，教育，

学⽣交流以及开展跨界合作和促进旅游业合作——这是 V4 合作的公民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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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①⼊盟后,维谢格拉德 4 国领导⼈决定保留⾮制度化的合作形态,原因

是他们认为⾮制度化不仅经济节约,避免了不必要的官僚化,⽽且有利于发

展公民层⾯的合作,特别是能够保障集团合作的灵活性。 

（⼆）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战略转变 

1.初期⽬标：稳定与安全合作 

冷战结束后,中欧的地缘政治形势发⽣了巨⼤变化,有着相近的经济发

展⽔平和相似的社会思维的波匈捷三国发表了 1991 维谢格拉德集团宣⾔；

联⼿共建了维谢格拉德集团,其战略⽬的主要有五个：第⼀，充分恢复国家

独⽴，民主⾃由；第⼆，消除极权主义制度的所有现有的社会，经济和精

神⽅⾯；第三，建⽴议会民主制度，现代法治国家，尊重⼈权和⾃由；第

四，创造现代⾃由市场经济；第五，充分参与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以

及安全和⽴法体系。②
 

2.战略转向：重启集团合作 

随着波兰、匈⽛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加⼊北约和欧盟,维谢格拉德

集团成功实现了融⼊欧洲⼀体化进程的战略⽬标。⼊盟后,维谢格拉德集团

失去了回归欧洲这样意义重⼤的合作⽬标,且延续了⾮正式和松散合作的

特点,其合作⼀度失去焦点。经过⼊盟后初期的沉寂,维谢格拉德集团开始

探索更有抱负的合作道路。2000 年 12 ⽉批准《尼斯条约》⼏⽇后，斯洛

伐克总理⽶库拉什·祖林达就宣称，期待“维谢格拉德集团和⽐荷卢经济联

盟（Benelux）将主持欧盟”。这种乐观的表达⾃有其基础，因为 V4 国家在

投票权重框架中共得到了 58 票，即与德国和法国的票数相当。V4 各国总

理在 2004 年 5 ⽉ 12 ⽇通过的“克罗梅⽇什宣⾔”中表明了其在加⼊欧盟之

                                                        
①Annex to the Content of Visegrad Cooperation (2002), 
http://www.visegradgroup.eu/cooperation/annex-to-the-content-of. 
②Visegrad Group,Visegrad Declaration 1991, 
http://www.visegradgroup.eu/documents/visegrad-declarations/visegrad-declaration-1104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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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续发展集团内部合作的决⼼。根据该宣⾔，合作的主要领域是“共同为

实现欧盟的共同⽬标作出贡献，为欧洲⼀体化的成功继续作出贡献”。维谢

格拉德合作的主要议程是，克服“⽼”欧盟成员国（即欧盟东扩之前）与“新

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差异。①
 

3.加强凝聚：提⾼集团竞争⼒ 

2011 年，捷克共和国，匈⽛利共和国，波兰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总理在维谢格拉德集团成⽴ 20 周年之际的布拉迪斯拉发发表了联合宣⾔。

四⽅⼀致认为 1991 年维谢格拉德集团协定的签署，奠定了 V4 国家内部现

代政治，经济和⽂化合作形式的长期框架。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在 1989 年

抓住了共产主义垮台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发展了成功的合作关系，并建⽴

了友好，睦邻和共同价值观的相互关系。如今，维谢格拉德集团（V4）国

家已成为欧洲实施欧盟关键事项和计划的优先发展⽅向，以及富有建设性，

负责任和受尊重的合作伙伴。此外，国际维谢格拉德基⾦（IVF）10 年的成

功运作为各种公民，⽂化，科学，教育和创新项⽬提供了⽀持的实例。 因

此，V4 国家有意确保 IVF 继续为促进内部公民间的交流进⼀步作出贡献，

并加深 V4 界限以外的相互信任和认可。②
 

（三）欧盟内部成员国接收难民状况 

纵观 2016 年欧盟内部各国难民情况，德国占全年第⼆季度申请庇护

⼈数的六成，⾸次申请⼈数最多的国家在德国注册（⾸次申请⼈数接近

187,000⼈，占欧盟成员国⾸次申请⼈数的61％），意⼤利（27,000或9％），

法国（17,800 或 6％），匈⽛利（14,900 或 5％）和希腊（12,000 或 4％）。

在寻求庇护者⼈数众多的会员国中，2016 年第⼆季度⾸次申请⼈数与上⼀

                                                        
①【斯】尤拉伊·马鲁西亚克：“维谢格拉德集团能成为中欧的新兴⼒量吗”，邵⽂实

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版)》，2016 年第 2 期。 
②Visegrad Group,The Bratislava Declaration of the Prime Ministers of the Czech Republic,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the Republic of Poland and the Slovak Republic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segrad Group ,Bratislava, 15 Februar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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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相⽐翻了⼀番多，其中希腊（+132％）和匈⽛利（+118％）波兰（+65％）

和西班⽛（+37％）。相⽐之下，北欧成员国有所下降，尤其是丹麦（-59％），

芬兰（-53％）和瑞典（-42％）以及荷兰（-47％），⽐利时（-44％）和奥

地利（-22％）。①
 

据美国⽪尤研究中⼼调查数据显⽰（图 1），⼤多数欧洲国家对难民危

机所可能引发的安全和经济余波深感担忧。该调查数据分别从三个维度进

⾏了⽐对，⾸先是难民涌⼊将提⾼恐怖主义滋⽣的可能性；其⼆难民需要

占据社会⼯作和福利，因⽽成为国家负担；其三难民较之于其他群体犯罪

率更⾼。结果显⽰，匈⽛利和波兰对上述⼀、⼆两点⽀持率居前两位，即

这两个国家绝⼤多数⼈对难民持负⾯甚⾄怀疑态度。⽽欧盟的“发动机”之

⼀德国态度却⼤⾏径庭，只有较少⽐率（31%）国民认为难民会抢夺他们⼯

作机会，并且成为社会负担。②此外可以看出的是，在欧盟成员国内部，经

济状况良好的发达国家在对待难民融⼊的接受态度上明显好于经济状况较

差的成员国。 

 

图⼀，欧盟国家对难民危机引发经济安全隐患的担忧③
 

                                                        
①Eurostat Press Office,Number of first time asylum seekers slightly up to almost 306 000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16, ec.europa.eu/eurostat/ ,22/12/2016. 
②Pew Research Center,Many Europeans concerned with security, economic repercussions of 
refugee crisis,2016/07/11. 
③Pew Research Center,Many Europeans concerned with security, economic repercussions of 
refugee crisis,2016/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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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框架内的维谢格拉德集团与欧盟内部⽭盾 

基于⼊盟初期以来，V4 国家独⾃在欧盟成员国内发挥作⽤相当有限的

背景下，四国领导⼈再次表现出强烈的希望延续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既有

成果的政治意愿,在中欧地区逐渐建⽴起来的多层次、稳定的联系⽹络，从

⽽在欧盟中逐渐发挥影响⼒。 

（⼀）“V4”近年来在外交和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成就 

近⼏年来，维谢格拉德集团分别在安全防务合作、集体对外政策和国

际反恐合作等⽅⾯取得了较为突出的进展。⾸先在安全防务领域，2014 年

维谢格拉德集团联合发表关于深化 V4 防务合作的布拉迪斯拉发宣⾔：“我

们捷克共和国，匈⽛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的总理认识到，⽬前的安全趋势

要求加强区域防务合作。我们致⼒于加强基于 2014 年 3 ⽉通过的“长远愿

景”的防务合作。⽬前正在斯洛伐克总统府下草拟的“⾏动计划”将概述实现

这⼀⽬标的具体步骤。我们还将继续就⽬前的北约和欧盟安全议题协调国

家⽴场。”①
2017 年 7 ⽉ 19 - 20 ⽇，V4 防务政策部长（DPD）会议在布达

佩斯召开，V4 国防部部长回顾了匈⽛利总统在防务政策领域的优先重点，

讨论了北约和欧盟议程上的重要安全问题，并评估了最重要的联合能⼒项

⽬。他们特别同意在匈⽛利轮值主席国的基础上，根据“长期愿景和⾏动计

划”，准备对 V4 防务合作进⾏全⾯评估，并决定组建⼀个 V4 规划组（PG）

防务规划专家会议，研究在欧盟 PESCO（永久性合作）框架下的合作可能

性。②
 

其次在集体对外⾏动和政策上，2017 年 7 ⽉ 19 ⽇维谢格拉德集团总

理和以⾊列国总理会议，布达佩斯维谢格拉德各国政府⾸脑⾸次与以⾊列

                                                        
①Visegrad Group,Bratislava Declaration of the Visegrad Group Heads of Government on the 
Deepening V4 Defence Cooperation,12 December,2014.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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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举⾏了会晤，并通过了全⾯的联合声明。在 V4 +以⾊列会议之前，V4

总理就当前的欧盟事务，包括发布⼯⼈指令，移民和欧洲产品的双重质量，

协调了他们的⽴场。①
 

在国际反恐合作⽅⾯，2017 年 9 ⽉ 18-19 ⽇，V4 反恐筹备论坛会议

召开，旨在成⽴ V4 以⾊列⼯作组来处理反恐问题，匈⽛利反恐中⼼在维谢

格拉德举办了专业筹备论坛。会议旨在加强 V4 国家与以⾊列之间的反恐

合作，包括讨论成⽴ V4-以⾊列联合⼯作组。② 

（⼆）欧盟框架内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利益诉求 

波、捷、匈、斯 4 国总理于 2004 年 5 ⽉签署的《新维谢格拉德宣⾔》

和 2005 年 6 ⽉签订了“维谢格拉德合作⽅针”,确定了合作的新内容和新⽬

标。维谢格拉德集团既没有增加新的成员国,也保持了⾮制度化的特点,只

是合作范围明显扩⼤。③
2018 年 3 ⽉ 27 ⽇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国防部长在

布达佩斯发表了联合公报，⼀致认为：“维谢格拉德集团体现了我们的区域

合作，植根于丰富⽽深厚的共同历史遗产。它帮助我们的国家成为欧洲-⼤

西洋安全架构中的两个关键机构的成员—北约和欧盟，这些机构也具有全

球影响⼒，。这⼀地位以及我们地区的动态发展和紧密的 V4 合作为中欧在

塑造跨⼤西洋战略共同体未来⽅⾯发出了明确的声⾳。”④促使 V4 在欧盟

框架下集体发声的主要动⼒基于以下⼏个⽅⾯。 

其⼀，政治地位驱动。在西⽅,中欧被视为某个奇怪的、具有异域情调

的欧洲边缘地区。1989 年政局剧变后,中东欧国家努⼒通过回归欧洲消除

                                                        
①Visegrad Group,Visegrad bulletin7 (4/2017) , 
http://www.visegradgroup.eu/visegrad-bulletin-7-4. 
②同上。 
③姜琍：“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的演变与发展前景”，《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1 年

第 4 期，第 29 页。 
④Visegrad Group,Joint Communiqué of the Visegrad Group Ministers of Defence,Budapest, 
March 2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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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欧洲⼆等公民的感觉。⼊盟后,⼀些欧盟⽼成员国对新成员国表现出明显

的轻视态度,尤其当新成员国站到它们对⽴⾯的时候。此外，还将通过欧盟

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内的深度 V4 合作以及联盟级别以外的活动，提升维

谢格拉德集团在第三国的知名度；V4 国家将更有决⼼将其独特的过渡经验

和政治观点转化为欧盟的外部政策。 

其⼆，经济因素使然。维谢格拉德集团打算积极为强⼤的欧洲做出贡

献，推动和实施旨在促进 V4 和欧盟在全球范围内的凝聚⼒和竞争⼒的项

⽬，以克服全球⾦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强调需要通过扩⼤和深化内部能

源市场，加强欧盟框架内的 V4 区域合作，促进能源载体的路线，来源和供

应商多样化，特别是发展能源基础设施，特别是通过扩⼤和深化内部能源

市场来促进欧洲能源安全通过实施南北燃⽓联⽹、⽯油和电⼒⽹络的现代

化;促进 V4 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和河流）的迅速发展，从⽽增

强其发展潜⼒，获得更多的便利性和跨境合作。①
 

其三，外部环境恶化。出于对俄罗斯的防范和戒备⼼理。随着普京在

俄罗斯巩固了⾃⼰的权⼒并试图在其近邻削弱西⽅的影响,维谢格拉德 4

国对俄罗斯的疑虑不断增⼤。2004 年乌克兰爆发橙⾊⾰命后,俄罗斯开始

重新维护⾃⼰的势⼒范围。2008 年 8 ⽉的俄格冲突事件再次表明,俄罗斯

努⼒维系在原苏联地区的地位与影响以及改变国际⼒量对⽐,但北约和欧

盟都没有做出强烈反应,这引起中欧国家的关注和不安。加之 2014 年克⾥

⽶亚危机爆发再次加剧了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对于俄罗斯的安全担忧。 

其四，V4 在欧盟内增强影响⼒的诉求。⼈⼜总数在欧洲名列第四、经

济实⼒在欧洲位列第⼗三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希望增强成员国在欧盟内的

分量。维谢格拉德四国反感欧洲⼤国的傲慢和压制,认为只要齐⼼协⼒,就

                                                        
① Visegrad Group,The Bratislava Declaration of the Prime Ministers of the Czech Republic,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the Republic of Poland and the Slovak Republic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segrad Group ,Bratislava, 15 Februar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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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欧盟谈判中扮演较为强⼤的⾓⾊,从⽽平衡欧洲⼤国在欧洲事务上

的影响⼒。 

其五，波兰作为 V4 中实⼒最强⼤的国家在 1989 年转型以来实现了巨

⼤经济成功，国家实⼒与⽇俱增。历史上曾经有过“波兰-⽴陶宛”公国时期

的⼤国辉煌；在 1999 年和 2004 年先后加⼊北约和欧盟之后，其在中东欧

乃⾄欧洲地区的⼤国雄⼼逐渐崭露。基于此，波兰迫切希望推动并利⽤维

谢格拉德集团这⼀筹码，在不久将来可以与欧盟⽼牌强国并驾齐驱。 

（三）维谢格拉德集团挑战欧盟的难民政策 

在 2015 年和 2016 年，欧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难民和移民涌⼊。据联

合国难民署的数据（2015 年）显⽰，2015 年前六个⽉，137,000 名难民和

移民尝试进⼊欧盟，2014 年同期增长 83％。这⼀增长主要是由于使⽤从⼟

⽿其到希腊的东地中海航线的⼈数急剧增加，其中⼤部分是难民逃离叙利

亚的战争和伊拉克。⽽希腊、意⼤利作为主要的海上门户⾸当其冲，承受

着巨⼤的安置压⼒。 

早在欧盟尚未就难民问题商讨统⼀⽅案之前，维谢格拉德集团总理就

于 2015 年 9 ⽉ 23 ⽇协调了 V4 的⽴场；就解决⽬前的难民危机发表了联

合声明:“我们重申，有效管理移民流动的根源必须成为欧盟处理当前形势

的基⽯。我们宣布充分准备加强我们在这⽅⾯的参与并进⼀步推动欧盟联

合⾏动。欧盟未来数⽉共同做法的关键要素应特别包括：确保在所有⽅⾯

有效控制和保护欧盟外部边界；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贩运的⽃争；更积

极地参与解决利⽐亚，叙利亚和中东局势；更有效和有针对性的援助（包

括通过限制性措施）给难民原籍国和过境国，以打击移民的根源。我们邀

请欧盟委员会提出详细和现实的实施路线图，同时向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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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我们随时准备参与这些努⼒并为其执⾏做出充分贡献。①由此可以看

出，⼀开始 V4 对难民危机解决持较为积极态度；未料，随后欧盟委员会就

难民问题推出了强制性摊派⽅案，此举点燃了欧盟内部分歧的导⽕索。 

在 2016 年的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上，匈⽛利总理欧尔班明确表态反对

欧盟拟定的难民配额制度，之后又宣布 10 ⽉份将就欧盟难民安置强制配

额举⾏全民公投。直⾄ 2018 年 6 ⽉，V4 集团仍然拒绝对欧盟的统⼀难民

⽅案进⾏妥协。其中，匈⽛利驻欧盟事务部长绍博尔奇•塔卡克斯(Szabolcs 

Takács)评估了欧洲⽬前的政治局势，强调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欧盟委员会

将⾃⼰重新定义为⼀个政治机构，在欧洲理事会预定会议前四天，邀请⼀

些成员国参加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移民⼩型⾼峰会。维谢格拉德国家总理⼀

致明确表⽰不会参加此次会议，他们认为欧洲理事会完全是⼀个由所有会

员国参加的讨论与移民有关的问题的合法论坛，⽽不是⼀个具有强制性的

政治机构。这暴露欧盟内部在难民问题上贯穿始终的巨⼤认知偏差：在移

民危机爆发三年后，欧洲的西半部分才意识到，⼤规模移民并不是⼀个短

期的⼈道主义问题，⽽是⼀个从根本上改变我们⼤陆民族和⽂化地图的过

程。同时塔卡克斯还指出，2015 年 9 ⽉的配额决定是⼀个有缺陷的政治决

定，错误的⽅法和错误的⽅向。并且宣告了强制性的分配机制在政治意义

上的失败。其次，欧盟委员会犯的另⼀个严重错误是他们强迫通过联邦主

义的⽅式实践难民⽅案，最终导致英国离开欧盟。②
 

此外，根据波兰权威民调机构“公众舆论研究中⼼（CBOS)”2017 年 12

                                                        
①Visegrad Group ,Joint Statement of the Visegrad Group Countries on the current migration 
situation 24.09.2015, 
https://www.mzv.cz/representation_brussels/en/news_and_media/joint_statement_of_the_vis
egrad_group.html. 
②The Hungary Government,EU membership does not carry obligation for any country to 
become an immigrant country either in legal or in political sense ,26,06. 2018, 
http://www.kormany.hu/en/prime-minister-s-office/news/eu-membership-does-not-carry-
obligation-for-any-country-to-become-an-immigrant-country-either-in-legal-or-in-political-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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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结果显⽰（图 2），2017 年 9 ⽉ 26 ⽇，欧盟委员会针对意⼤利

和希腊两国背负的巨⼤难民压⼒，⽽制定的强制性分配⽅案已经实施两年

了。然⽽，除了南欧成员国马⽿他之外，会员国普遍接受的⼈数少于分配

给他们的⼈数。波兰和匈⽛利则⼀致拒绝参与。在 12 ⽉，欧盟委员会在欧

洲法院针对波兰，匈⽛利和捷克共和国拒绝执⾏欧盟难民安置⽅案问题，

发起了⼀起反对议案。这⽆疑预⽰着⽭盾进⼀步公开化。报告还显⽰出，

波兰⼈普遍反对接收难民，尤其是来⾃中东和⾮洲的难民。敌意程度⽬前

是 CBOS 开始监测此问题以来的最⾼⽔平之⼀。“尽管波兰遭受到因未参与

搬迁计划⽽失去欧盟资⾦的威胁，但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我们不应该接

受来⾃穆斯林国家的难民。捷克和斯洛伐克⼈在这个问题上更加明确。”①
 

 

图 2，接受难民意向调查 

依据上列 CBOS 对于波、捷、斯三国在是否冒着失去欧盟基⾦风险去拒

绝接受来⾃穆斯林难民的公民态度调研数据。波兰 50%公民强烈反对欧盟

的强制性分配难民⽅案；捷克对此的反对态度⽐例超过 50%，达到 58%；斯

洛伐克则有 57%公民持强烈反对态度。反向来看，波、捷、斯三国分别仅有

15%、10%和 13%的公民持基本同意态度。总体上看，三国的持不同意态度

的⼈⼜⽐例均超过 80%以上。这表明，绝⼤多数国民反对来⾃穆斯林难民，

抵制欧盟强制性分配⽅案。 

                                                        
①COBS,Attitude to receiving refugees,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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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难民态度分歧引发欧盟内讧 

（⼀）欧盟内讧“始作俑者”：难民“摊派”⽅案公布 

2015 年 9 ⽉以来，为了缓解受影响最⼤的成员国 - 特别是希腊，意

⼤利和匈⽛利的压⼒，欧盟委员会建议将明显需要国际保护的 12 万⼈移

⾄其他欧盟成员国。随之，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以下⽅案来应对⽬前的难民

危机并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委员会提议将意⼤利（15,600），希腊

（50,400）和匈⽛利（54,000）明显需要国际保护的 12 万⼈重新安置。重

新安置⼯作将根据强制性的分配机制进⾏，使⽤客观和可量化的标准（⼈

⼜规模的 40％，国内⽣产总值的 40％，过去庇护申请的平均数量的 10％，

失业率的 10％）。它适⽤于欧盟范围内平均识别率达到 75％或更⾼的申请

⼈的国籍。① 

⽀持者⼀⽅，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我清楚地认识到，难民最先抵

达的成员国，如⽬前的意⼤利、希腊和匈⽛利等国家是⽆法单独应对这个

挑战的。这就是为什么欧委会已于今年 5 ⽉建议实施⼀个紧急机制，以重

新安置来⾃意⼤利和希腊的 4 万名难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提议实

施第⼆个紧急机制，以重新安置来⾃意⼤利、希腊和匈⽛利的 12 万难民，

⽽且必须以强制性的⽅式来实施。”德国是此次难民潮中接收难民最多的欧

洲国家，据统计，今年前三个季度已经有 50 万名外来移民在德国申请避

难。难民福利待遇较好、申请难民获批⼏率⾼，是难民偏爱德国的主要原

因。根据德国当局的“内部预测”，今年第四季度，外来移民压⼒将继续加

⼤，预计每天平均将有 6000 ⾄ 1 万⼈“⾮法⼊境”，总数可能会超过 90 万

⼈。按照这⼀预期，今年⼊境德国的难民⼈数将⾼达 120 万到 150 万，远

                                                        
①European Commission,Refugee Crisis: European Commission takes decisive action, 
09/09/2015, 
https://ec.europa.eu/malta/news/refugee-crisis-european-commission-takes-decisive-
action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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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过联邦政府此前预计的 80 万。对于难民的到来，德国从上到下似乎表

现的都⽐欧洲他国更为宽容，德国民众也对难民表⽰欢迎。慕尼⿊居民特

劳那尔每天都来慕尼⿊⽕车站看看新来的难民，提供⼀些⼒所能及的帮助。 

然⽽，截⾄ 2018 年 6 ⽉底之前，V4 各国对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强制性

难民摊派⽅案仍然持⼀致否定态度：⾸先，匈⽛利坚持必须率先实现安全

的事实，尽管和德国在对移民危机的看法上有许多共同点，但仍坚决拒绝

强制性分配。此外，其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雅尔多·彼得先⽣（Mr. 

Szijjártó Péter）在媒体上发表公共声明：“匈⽛利正在利⽤⼀切可⽤的⼿段

保护其边界，并以巨⼤的财政⽀出确保⼈民⼤众不会⾮法进⼊欧洲。这样

做也保护了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因为，90％试图⾮法

跨越边境的⼈实际上想要到达德国、瑞典等更为发达的国家。”①。其⼆，

波兰认为，欧盟委员会关于建⽴⼀个固定的难民分配制度的建议是不能接

受的。根据现⾏规定，寻求庇护者抵达的第⼀个欧盟国家需要处理该⼈的

申请。欧共体提出了欧盟庇护政策的改⾰，该政策将引⼊难民分配的固定

系统，⽤于危机情况。波兰和其他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捷克共和国，匈

⽛利和斯洛伐克）强烈反对这⼀提议。②第三，在 2016 年 9 ⽉举⾏的英国

脱欧协议表决中，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Robert Fico）表⽰：“以维谢

格拉德集团为代表的中欧欧盟成员国准备否决任何将限制⼈们在英国⼯作

的权利的英国退欧协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菲科说匈⽛利，波兰 捷克

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在谈判中将毫不妥协。在随后举⾏的峰会结束时，菲科

再次表⽰，他和其他中欧领导⼈的公民在英国组成⼤部分欧盟移民⼈⼜时

                                                        
①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Hungary and Germany share many common points in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migration crisis,June 6, 2018, http://www.kormany.hu/en/ministry-of-
foreign-affairs-and-trade/news/hungary-and-germany-share-many-common-points-in-their-
perception-of-the-migration-crisis. 
②Polish foreign minister,EC's refugee proposal unacceptable ,11.05.2016, 
http://www.pap.pl/en/news/news,520485,ecs-refugee-proposal-unacceptable---polish-
foreign-minis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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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让这些⼈成为“⼆等公民”。① 

此外，根据美国⽪尤研究中⼼调查报告“全球态度与趋势”（Global 

Attitudes & Trends）显⽰在欧盟成员国内对外来穆斯林群体持更多负⾯态

度的国家中，⽐率最⾼的前三位国家中匈⽛利位居第⼀，波兰位居第三。

⽽欧盟⽼牌发达国家德国、法国等负⾯态度⽐率相对较低。②这再次充分体

现出了横在以波、匈为代表的中欧国家与德、法等欧盟创始国之间的认知

差异。需要说明的是，此次难民危机中的⼤部分民众都是穆斯林群体，因

此对待穆斯林的态度就很⼤程度上反映了对待难民的态度。 

图 3：全球态度与趋势 

（⼆）“V4”难民态度分化欧盟团结 

1.侵蚀欧洲⼀体化的团结基⽯ 

⾯对战后欧洲最严重的难民危机，以匈⽛利为代表的中东欧的欧盟新

成员国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成员国⽴场相左，双⽅各执⼰见，使作为欧洲

⼀体化基⽯的“团结”原则受到侵蚀。以德国为代表的⽼成员国：对待难民

的态度上，德国等欧盟⽼成员国积极态度，⽽匈⽛利则强硬以对。9 ⽉,德

国总理默克尔宣布,抵达德国的叙利亚难民不会被遣返到第⼀个⼊境国,德

国将直接处理其庇护申请。以维谢格拉德集团为代表的新成员国：匈⽛利

                                                        
①BBC,Visegrad Group of EU states 'could veto Brexit deal',17 September 2016,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7396805. 
②Pew Research Center,Many Europeans concerned with security, economic repercussions of 
refugee crisis, 2016/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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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强硬⼿段对付从匈⽛利过境的难民，匈⽛利残酷⽆情遭到了西⽅媒体

⼴泛抨击。⽽匈⽛利总理欧尔班辩解道：“我们边界受到威胁，匈⽛利受到

威胁，整个欧洲受到威胁。这⼀切都归结于德国对难民的“门户开放”所致。

因此，难民问题不是欧洲问题⽽是德国问题”。此外，2018 年 6 ⽉ 21 ⽇ V4

各国总理在布达佩斯就欧洲当前⾯临得主要挑战召开会议时，四国达成⼀

致看法，随时准备针对欧盟移民和移民庇护政策建⽴⼀个坚实的框架，⽐

如设计⼀个边界保护系统，负责抵制来⾃欧盟以及欧盟外部的⾮正常移民

压⼒。同时还认为欧盟的难民政策给欧洲带来了更多不安定因素；因为，

⾮受控制的⾮法移民流量可能被恐怖分⼦滥⽤，近年来欧盟国家发⽣的恐

怖袭击数量就证明了这⼀点。① 

2.暴露和加剧成员国家认知鸿沟 

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尽相同，以及中东欧国家与西

欧国家之间所经历的历史⽂化传统更是⼤相径庭，因此这意味着在⾯临相

同的安全威胁或经济甚⾄社会危机挑战时，对危机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也完

全不同，以欧盟创始成员国德国为例，基于德国现今的经济发达程度，已

经进⼊⾼度⽼龄化阶段，经济与社会发展缺乏活⼒，青壮年劳动⼒⼈⼜不

⾜，⾃然增长率偏低。因此默克尔制定难民政策的态度必然受其影响，这

是由国家内部利益出发和决定的。例如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局长称，难

民是对劳动⼒市场和德国社会的补充，可以抵消⼈⼜⽼龄化的影响，增加

德国社会的活⼒。德国总理默克尔⾃信能解决难民的社会融⼊问题。 

反观中东欧国家则视难民为威胁。 最近⼏年,中欧国家政治⽣态发⽣

重⼤变化,具有排外倾向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成为主导的政治⼒量。继 2010

年匈⽛利青年民主联盟执政后,2015 年 10 ⽉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赢得议会

                                                        
①VisegradGroup,Stronger Together—Joint State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s of the 
VisegradGroup ,Budapest, June 2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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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胜利。匈⽛利总理欧尔班强调, 那些到达欧洲的⼈受另⼀种宗教的培

养,代表着截然不同的⽂化;他们中的⼤多数⼈不是基督徒,⽽是穆斯林。“这

是⼀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欧洲和欧洲认同植根于基督教”。他宣称要保护欧

洲的基督教遗产,不受穆斯林的“威胁”。在谈到中欧地区的作⽤时，塔卡克

斯（Takács）强调，维谢格拉德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欧洲其他国家快，

并且其特点是政治稳定。V4 的密切联盟基于相互尊重和会员之间以及与

其他欧盟国家的真诚对话。未来⼏年的宏伟⽬标和愿景是在欧洲联盟内建

⽴⼀个强⼤⽽成功的中欧，其政治和地理框架超越四个维谢格拉德国家。
① 

3.冲击欧盟共同体的⾝份认同 

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不仅应包括在该群体内部流动的物质利益，还应包

括感情、忠诚和团结。欧洲⾝份认同主要加⼊欧盟带来的利益和好处，那

么它的构建就会受限制。可以说，如果⼀体化进程⾛偏了道，出现问题，

所谓的“欧民”感知也必将削弱。众所周知，2010 年起欧盟陷⼊了严重的主

权债务危机。这场危机是由南欧国家希腊引发的，随后波及其他欧洲国家。

欧盟竭尽全⼒对希腊进⾏救助，才勉强维护了欧元区的完整。经历了债务

危机的冲击，欧盟各国都在压缩财政开⽀、摆脱经济衰退和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难民潮引发了欧盟各国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第三，难民潮还引发

各国对恐怖主义的担忧。欧盟各国在难民潮背后看到了国际恐怖主义的阴

影。从成本-收益⾓度来衡量，显然弊⼤于利，势必削弱欧盟成员国对欧盟

集体统⼀政策的怀疑，进⽽消减对欧洲⼀体化前景的信⼼。 

有证据显⽰，当公民个⼈遭受经济压⼒时，他们也会减少对共和国政

治机制的⽀持，降低对这些机制的业绩和表现的满意度。如果形成了⼀种

认识，认为现存的政治机制⽆⼒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那么这种不满就会

                                                        
①The Hungary Government,EU membership does not carry obligation for any country to 
become an immigrant country either in legal or in political sense ,June 2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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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中间蔓延。斯洛伐克就是这样的，经济形势不佳、失业率升⾼同样

反映在斯洛伐克民众对欧盟的态度上。①欧盟共同市场的经济利益并没有

在欧盟国家平等分配，受教育⽔平低且长期失业的⼈可能认为欧洲⼀体化

⾮但不是机遇，反⽽是⼀种威胁。②匈⽛利司法部长拉斯洛·特罗卡尼认为：

“全球化世界中宪政⾃我认同的重要性逐渐上升，“现在欧洲机构和欧洲公

民之间存在巨⼤的鸿沟，尽管欧洲机构的重要性通常不了解欧洲机器的⼯

作原理。每个国家都有⼀个国家宪法，在社会上起着粘合作⽤。 “欧盟条

约⽆法为所有事情提供答案，⼀个社会的价值观是由宪法承担的”，③因此

不难理解在欧盟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背景下恰逢难民危机进⼀步冲击了经

济发展不佳的成员国对欧盟统⼀⾝份的认同感。 

背离欧盟政治⼀体化⽬标 

欧盟未来的发展⽬标旨在不断提⾼⼀体化⽔平，尤其是政治共同体的

合作程度。然⽽，欧洲⼀体化的起步是以法德合作为轴⼼，基于主权让渡

的原则建⽴起来的⼀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未来将朝着⾼度的政治共同体⽬

标迈进，有可能将从⼀个松散的“邦联制”政体逐步迈向“联邦制”统⼀体。这

⼀⽬标⼀直得到德法等国的积极主导与推动。 

然⽽，维谢格拉德四国作为中东欧国家，在历史上饱经主权丧失⽽带

来的战⽕蹂躏，因此，对于国家主权独⽴这⼀原则性问题格外敏感。此次

难民危机，欧盟强制性摊派⽅案，在匈⽛利看来完全有理由拒绝，并且认

为这是对主权的考验。 

                                                        
①【斯】鲁⽐卡·赛维诺娃：经济危机对斯洛伐克⼈欧洲认同感知的影响，张⼤川译，

《国外社会科学》，2016 年版，第 67 页。 
②同上。 
③The Hungary Government,The migration crisis caught Europe unprepared,November 8, 
2017, 
http://www.kormany.hu/en/ministry-of-justice/news/the-migration-crisis-caught-europe-
unpre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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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匈⽛利不想要联邦欧洲，坚持主权问题，并认为配额应该是⾃

愿的，⽽不是强制性的。时⾄ 2018 年，欧盟难民问题尚未达成⼀致性解决

⽅案，加之英国脱欧问题如⽕如荼，关乎欧洲⼀体化的前景悲观论⼀度甚

嚣尘上。此外，中欧和所谓的前共产主义国家维谢格拉德集团可谓之为欧

盟这辆前⾏机动车中的轮辐。然⽽，他们⾸先认为⾃⼰是欧洲的“坏男孩”。

推动反对布鲁塞尔关于移民配额的法案。 其次，他们不喜欢欧盟集权，也

不同意西欧主流决策者（德国、法国和意⼤利等国）⾃⼆战以来主导欧洲

的发展⽅向。⼀⾔以蔽之，他们对欧洲的愿景是国家强⼤⽽独⽴的国家。
①
 

结语 

根据英国⼴播公司（BBC）2018 年 6 ⽉ 28 ⽇⼀篇报道“欧洲的移民危

机：它能让欧盟终结吗？”其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警告说：“欧盟的脆弱

性正在增加，裂缝的尺⼨越来越⼤。”当前欧洲难民问题已经陷⼊这样的困

境，即意⼤利和希腊对独⾃应对移民涌⼊深感愤恨，与此同时，欧盟北部

成员国更富有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典，反⽽指责欧盟南部沿岸国家未能成

功在地中海边界设⽴障碍，阻⽌难民向北部成员国迁移。来⾃中欧和东欧

的新成员国，当谈到欧盟的团结和责任分担，以及意⼤利和德国申请移民

配额时，他们坚决拒绝。②问题更为严重的地⽅在于，以匈⽛利欧尔班总理

（Victor Orban）和奥地利总理的塞巴斯蒂安·库尔兹（Sebastian Kurz）

为代表的强硬派势⼒不断壮⼤，并且开始“⾃扫门前雪”，设置边界线。德

国政府内部持悲观主义的政治家认为，由于许多欧洲国家政府的民族主义

倾向⽇益严重，这将对申根协定造成致命的打击，同时，有可能是欧盟结

                                                        
①BBC,The clash of the euro visions,30 January 2018,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2868599. 
②BBC,Europe's migration crisis: Could it finish the EU?,28 June 2018,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463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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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的开始。即使在 6 ⽉ 28-29 ⽇举⾏的欧盟峰会上最终达成了⼀份难民问

题解决协议，承诺在欧盟境内建⽴“处理中⼼”、在北⾮建⽴离岸难民中⼼

以及在欧盟预算中拨出处理难民议题的专项基⾦。从平衡各⽅利益的⾓度

来讲，基本上做出了折中的妥协，对难民前线国、⽬的国和以维谢格拉德

集团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的诉求均有承诺。然⽽，从实质上讲，此⽅案问

题重重，只能算是暂时的缓和之策，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劳永逸的解决难

民问题。⽐如协议提出各国在难民援助⽅⾯遵循⾃愿原则，就此未能具体

细化援助⽅案；其⼆，难民问题在欧洲已经被⾼度政治化，以 V4 为代表的

中东欧国家正在⾯临国内⼴泛地民粹主义势⼒抬头的压⼒，恐怕很难在难

民问题牺牲主权⽽成全欧盟团结。最后，难民协议涉及两个核⼼⽅⾯——

周边安全和欧盟内部建设。周边安全是从源头上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

欧盟正在⾯临经济发展乏⼒、内部向⼼⼒衰退的局⾯；很难形成强⼤的整

合能⼒投⼊到周边安全治理中来。 

这进⼀步佐证，欧洲难民危机的爆发将长期以来掩盖在加速⼀体化进

程背景下，欧盟内部成员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同地区历史宗教⽂化差

异、甚⾄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分歧充分的暴露了出来，基于历史的与现实的

⽂化背景与国家利益的交织，使得⼊盟不久的新成员国（以维谢格拉德集

团为代表）在遇到共同的挑战与问题时候，国家民族主义倾向极具强化；

最终将冲击到欧盟的团结与⼀体化进程。 

（责任编辑：张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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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际局势的变换从来离不开大国的引领，在领略了欧陆风云后，本

模块精选两篇大国政治见闻，以飨读者。《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汇率政策走向及未

来发展》一文着眼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只在关注特朗普统统上台以总统及其政策团

队的汇率政策及美元及其对贸易逆差与制造业回归的作用。《回顾四年：克里米亚

入俄平稳过渡的原因及启示》从“克里米亚入俄四年来，其近况并未如学者预测的

那般悲观”这一现实出发，通过对克里米亚地区历史的梳理，得出了三个其得以平

稳过渡的原因。此文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中国日后在台湾问题上的处理提供了借

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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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汇率政策⾛向及未来发展 

马萧萧① 

【内容提要】克林顿政府以来，⼝头⼲预与货币政策成为了美国汇率

管理的主要⽅式。当前美联储货币政策对美元汇率影响⼒不⾜的情况下，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元汇率受⼝头⼲预政策影响明显。通过对消费者新闻与

商业频道（CNBC）、华尔街日报、英国⾦融时报、路透社、白宫⽹站等媒

体 2017 年 1 月 1 日⾄ 2018 年 4 月 24 日时段内美国总统特朗普、财政部长

穆钦（Steven Mnuchin）、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国家经济委员会

主任科恩（Gary Cohn）及继任者库德洛（Larry Kudlow）、国家贸易委员

会主任纳瓦罗（Peter Navarro）、白宫新闻主管萨拉·桑德斯（Sarah H. 

Sanders）等⾼官有关美元汇率的⼝头⼲预的实施情况进⾏分析，本⽂发现：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改变了克林顿政府以降美国政府长期秉持的强势美

元汇率政策，转⽽寻求弱势美元。⽽且，⼝头⼲预的实施成功改变了市场

预期，构成美元指数维持在了 90 点附近的重要因素之⼀。弱势美元政策不

仅为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特朗普的制造业回归铺平

了道路。特朗普政府汇率政策表现出了⼀些新特点：汇率政策实施者范围

显著扩⼤、政策目标发⽣了变化、政策实施具有显著延续性且汇率政策的

重要性得到提升。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国内政策环境的变化，

美元汇率未来将⼤概率⾛向强势，未来特朗普政府的汇率政策仍将回归强

势美元政策。 

【关键词】  特朗普  汇率政策  ⼝头⼲预  弱势美元  制造业回归  

                                                        
① 马萧萧，复旦⼤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研究⽣。本⽂获 2018 年⾸届华东

师范⼤学国际问题研究博⼠⽣论坛⼆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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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1995 年 8 月后，口头干预逐步与货币政策一起，共同成为了美国汇率

管理的主要方式。但是美联储当前不断紧缩的货币政策显然不能解释特朗

普执政以来美元汇率不断贬值的现实。 
    在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规划中，减少贸易逆差与制造业回归享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①无论是竞选时还是执政后，特朗普及其政策团队有关

汇率操纵及美元过于强势的言论都是围绕这一目标施展的。弱势美元有利

于扩大出口、抑制进口已是常识，而制造业发展更偏好一个稳定的低汇率

环境，也得到了研究的支持。②由于汇率政策对于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经济政

策目标具有显著的有效性，那么，特朗普执政以来是否通过汇率政策创造

了一个稳定且弱势美元的经济环境？如果有，又是如何实施的，以及有什

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对更好地理解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的汇率政

策走向、以及就此寻求政策应对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在经济学语境下，汇率作为货币间价格的比值，其水平由市场供求决

定，故汇率政策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但这显然与国际政治现实相违背，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汇率并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于

利益和权力的政治经济学问题。”③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持续实施的口头干

预政策正是对此的完美诠释。执政一年半不到，特朗普政府即实施了 15 次

口头干预。④特朗普及其主要经济官员有关美元汇率的言论，显然打破了克

                                                        
① Peter Navarro and Wilbur Ross, “Scoring the Trump Economic Plan: Trade, Regulatory, 
& Energy Policy Impacts,” 29 September 2016, 
https://assets.donaldjtrump.com/Trump_Economic_Plan.pdf，登录时间：2018 年 5 ⽉ 5

⽇。 
② J. Lawrence Broz, Jeffry Frieden and Stephen Weymouth, “Exchange Rate Policy 
Attitudes: Direct Evidence from Survey Data,” IMF Staff Papers, Vol.55, No. 3, IMF Eighth 
Jacques Polak Annual Research Conference,2008, pp. 417-444. 
③ 张宇燕、张静春：《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美关于⼈民币汇率争论的研究》，载

《当代亚太》2005 年第 9 期，第 4 页。 
④ 特朗普执政以来只实施了外汇⼜头⼲预，并没有实施直接⼲预。直接⼲预的情况详

见：Treasury and Federal Reserve Foreign Exchange Operations Jan-Mar 2017、Apr-Jun 

2017、Jul-Sep 2017、Oct-Dec 2017、Jan-Mar 2018;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https://www.newyorkfed.org/markets/quar_reports2017 及

https://www.newyorkfed.org/markets/quar_reports.html，登录时间：2018 年 5 ⽉ 11 ⽇。

另：由于 2018 年 4 ⽉-6 ⽉的季度报告还没有发布，因此本⽂涉及的 2018 年 4 ⽉ 1 ⽇

⾄ 17 ⽇特朗普政府是否采取了直接⼲预没有官⽅报告证明。但是鉴于美国汇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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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顿政府以降、除财政部长外其他政府高官不得对美元汇率问题进行公开

评论的惯例，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元汇率问题的高度重视。 
美元指数（USDX） 早由纽约棉花交易所（NYCE）发布，1985 年后

随着美元期货交易开始，改由美国洲际交易所接管。虽然美元指数是衡量

外汇市场上美元价值的指数，但由于是对欧元、日元、英镑、加元、瑞典

克朗和瑞士法郎等六种货币的加权平均，美元指数也是美国进出口成本和

竞争力的综合反映。因此，是分析特朗普政府汇率政策效果的良好指标。 
本文主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汇率政策

的政策实施、政策结果及未来政策走向进行分析，全文行文安排如下：第

二部分对外汇干预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为分析特朗普政府汇率政

策奠定理论基础。第三部分着重分析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汇率政策的实施

情况，并据此得出其政策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第四部分重点分析特朗

普政府汇率政策的特点与影响。第五部分作为一个简短的结论，为特朗普

政府汇率政策发展提供一个可能的政策走向。 

⼆、外汇⼲预及其作⽤机制的理论分析 
外汇干预的逻辑前提是外汇市场的不完全性。由于外汇市场中的行为

体不能获得有关经济基本面的全部信息，因此就需要汇率政策当局①向市

场说明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汇率水平，而说明的方式就是外汇市场干预。

官方外汇市场干预可分为直接干预和口头干预两类。 
直接干预是指汇率政策当局直接进行外汇市场交易来影响汇率的走

向，一般的交易方式是用本币在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当外汇干预部门进

行外汇市场干预时，其买进或卖出外汇会相对应地投入或吸出市场流通中

的本币，进而导致国际储备和基础货币的等额变化。而基础货币的变化则

直接对货币政策当局的货币政策目标产生影响。因此，根据汇率政策当局

是否对该影响进行冲销，可将直接干预分为非冲销干预（non-sterilized 
intervention）和冲销干预（sterilized intervention）两类。理论上，只有当外

汇市场的失调是由国内市场引发并且是货币性质的，非冲销干预导致的货

币存量的变化才不会与货币政策当局的通胀目标相矛盾；如果冲击来自于

                                                        
当局 2011 年以后基本放弃了外汇直接⼲预，且该时段中并未出现美元汇率急遽波

动，因此特朗普政府直接⼲预的可能性极⼩。 
① 理论上，各国的中央银⾏不仅是货币政策决策机构，也是汇率政策的决策机构，如

中国、德国等。但是美国汇率政策决策过程有所差异，美国财政部是汇率政策的决策

机构，但其决策需要与美联储沟通，并且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来具体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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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或者对相对价格产生了影响，那此时的干预操作就会对本国的货币

政策目标构成影响。①因此，为了避免外汇干预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各

汇率政策当局会在国债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以抵消国内市场基础货币

变化对通胀的影响。 
直接干预的有效性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②布雷顿森林体

系崩溃以来，经济学界和汇率政策决策者就外汇干预有效性问题的态度也

是几经变化。③非冲销干预能够有效影响汇率基本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由

于其并没有为汇率政策决策者提供一个在货币政策之外单独影响汇率水

平的有效工具，所以很少被采用。因此，直接干预的有效性就主要涉及冲

销干预的有效性问题。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尽管冲销干预短期内能够通

过信号渠道对汇率产生影响，但 终影响汇率走向的仍是未来货币政策的

变化，而非冲销干预本身。因此，仅通过外汇干预来持续影响汇率，也存

在有效性不足的问题。④同时，直接干预需要的成本巨大，且还会对货币政

策当局的独立性及货币政策的信誉度构成负面影响。 
从干预成本的角度来说。若汇率政策当局采用直接市场干预，就需要

动用央行的外汇储备。鉴于外汇市场巨大的体量，央行外汇储备的使用规

模往往非常巨大。当外汇储备不足以维持干预时，还需要通过货币互换

（swap line）、外币计价的债券以及动用在国际货币基金（IMF）的储备头

寸等手段来获取用于市场干预的外币计价资产。除了需要投入大量的行政、

                                                        
① Michael D. Bordo, Owen Humpage and Anna J. Schwartz, Strained Relations: US 
Foreign-Exchange Operation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p. 7. 
② 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K. M. Dominguez and J. A. Frankel, Does 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 work?, Washington D.C.: 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3; K. M. 
Dominguez and J. A. Frankel, “Does 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 Work? The Portfolio 
Effect,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 pp.1356-1369; K. M. Dominguez and J. A. 
Frankel, “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 in J. A. Frankel, eds., 
On Exchange Rates, Mass.: MIT Press, pp. 257-276; Lucio Sarno and Mark Taylor, The 
Economics of Exchange R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Lucio Sarno 
and Mark P. Taylor, “Official Intervention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s It Effective 
and, If So, How Does It Work?,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XIX(September 
2001), pp. 839-868; Giorgio Radaelli,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and Control, Taylor& 
Francis e-Library, 2002; Marcel Fratzscher, “Official Intervention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n Jessica James etc., eds., Handbook of Exchange Rates, New Jersey: John 
Wiley& Sons, Inc., 2012, pp.717-749.  
③ Lucio Sarno and Mark Taylor, The Economics of Exchange R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08-209. 
④ 萨诺和泰勒的研究认为，当多个汇率政策当局实施联合⼲预时，⼲预效果持续的时

间可能会获得延长。参见 Lucio Sarno and Mark P. Taylor, “Official Intervention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s It Effective and, If So, How Does It Work?,”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XIX(September 2001), pp. 83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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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和外交成本外，在货币互换过程中产生的利息、汇率风险等也是巨大

的资源投入。以卡特政府为例，1977 年到 1981 年的四年中，卡特政府为

获取外汇干预的外汇头寸，就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与西德、日本以及瑞

士等国建立了数额庞大的货币互换机制、发行卡特债券、甚至动用了美国

在国际货币基金中的储备和特别提款权。刨去货币互换过程中的利息等支

付，卡特政府仅在外汇市场干预中就投入了 257.577 亿美元①。 
由于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加之直接干预并没有为

汇率政策当局提供一种独立于货币政策的政策工具来干预汇率，那么当货

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决策权分属不同政府部门时，为实现这两种政策目标，

就可能会出现相互干扰的情况，以至出现某一政策当局的独立性、乃至其

政策的信誉度都会受到质疑。以美国为例，尽管直接干预的执行需要美国

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协调，但是《1934 年黄金储备法》授权美国财政部来制

定美国汇率政策。由此，美联储就不得不为了配合美国财政部的汇率政策

目标而改变货币政策目标——价格稳定——的实现。随着保罗·沃克尔

（Paul Volcker）重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信誉度后，这一担忧更是 终导致

了 1995 年 8 月美联储宣布放弃直接干预。事实上，此后美国政府基本放弃

了以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干预美元汇率，②口头干预逐步与货币政策一起，共

同成为了美国汇率管理的主要方式。③ 
口头干预不能通过资产组合平衡渠道影响汇率，其对汇率产生影响的

渠道主要有两个，即信号渠道（signaling channel）和协调渠道（coordination 
channel）。④信号渠道传导的机制是，汇率政策当局通过汇率口头干预的方

式，将有关汇率问题的政策立场这一“信号”提供给市场。具体的说，这一

“信号”既包括未来货币政策或者其他政策措施的发展趋势，也包括未来汇

                                                        
① 笔者根据 Bordo, Humpage and Schwartz 的数据及美联储数据整理，参见 Michael D. 
Bordo, Owen Humpage and Anna J. Schwartz, Strained Relations: US Foreign-Exchange 
Operation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p.233；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data.htm，登录时间：2018

年 5 ⽉ 9 ⽇。有关卡特政府外汇⼲预成本，详见潘锐、马萧萧：《美国卡特政府汇率

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逻辑》，载《美国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107-108 页。 
② Michael D. Bordo, Owen Humpage and Anna J. Schwartz, Strained Relations: US 
Foreign-Exchange Operation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p. 323. 
③ 管涛、谢峰：《做对汇率政策：强势美元政策对中国的启⽰》，载《国际⾦融研

究》，2016 年第 9 期，第 5 页。 
④ Marcel Fratzscher, “Oral Interventions versus Actual Interventions in FX Market: An 
Event-Study Approach,”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8, No. 530, Jul., 2008, p.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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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政策当局采取直接干预的可能性的提升。①从协调渠道的角度来看，为达

到干预汇率的政策目标，汇率政策当局的口头干预实质上承担了国际和国

内两个层面的协调角色。从国内层面看，汇率政策当局进行口头干预的目

的在于纠正汇率走向对于经济基本面的偏离，进而激励交易者的信心和交

易活动；从国际层面看，两个及以上国家汇率政策当局相互协调实施干预

具有显著的优势：不仅可以避免不利的外溢效应，而且干预效果通常比单

一国家干预的规模和效果均更加显著。② 
现有研究对口头干预当期有效性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于干预的长期有

效性研究较不充分。马塞尔·弗雷兹策尔（Marcel Fratzscher）通过使用

EGARCH模型对 1990-2003年的每日汇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发现：

口头干预对即期汇率的影响会在数天后被其它“新闻”的影响所掩盖，但是

口头干预对于远期汇率的影响可长达 6 个月期。③此外，弗雷兹策尔在其

2008 年发表的文章中证明，根据干预成功的四个标准，65%到 77%的口头

干预能够使干预（事件）后的汇率向政策目标方向移动，效果持续时间长

达 40 天。④弗雷兹策尔的结论也被黄宪、付英俊的研究所支持。黄宪、付

英俊的研究表明，“口头汇率沟通对汇率和汇率预期的影响是逐步显现的，

并且在第 2 期口头汇率沟通的冲击影响达到 大，此后，口头汇率沟通对

汇率和汇率预期的影响逐步减弱，影响的持续时间大约为七个月。”⑤ 
尽管学界对口头干预有效性问题的研究仍不充分，这一政策工具在政

策界不仅得到了坚定支持，⑥并且事实上从克林顿政府开始，在财政部长的

主导甚至垄断下、被美国历届政府所广泛使用。通过对下文梳理可知，广

泛使用口头干预的趋势，特朗普政府也不例外，尽管其汇率口头干预的实

施呈现诸多新特点。 

                                                        
① Marcel Fratzscher, “On the Long-term effectiveness of exchange rat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e, 25,2006, p.147. 
② 参见管晓明：《美国对外汇市场的⼲预与启⽰》，《中国货币市场》2011 年第 10

期，第 6 页。 
③ Marcel Fratzscher, “On the Long-term effectiveness of exchange rat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e, 25,2006, pp.160-162. 
④ Marcel Fratzscher, “Oral Interventions versus Actual Interventions in FX Market: An 
Event-Study Approach,”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8, No. 530, Jul., 2008, p.1081. 
⑤ 黄宪、付英俊：《汇率沟通、实际⼲预对⼈民币汇率与汇率预期的影响》，载《经济

管理》2017 年第 2 期，第 191-192 页。 
⑥ 例如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E. Rubin）就对⼜头⼲预的有

效性持⽀持态度。参见 Robert E. Rubin and Jacob Weisberg, In an Uncertain World: 
Tough Choices from Wall Street to Washingt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 
Edition, 2003. 



 
 

 

44 
 
 

接下来的第三部分将对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进行的口头干预进行详

细分析，并得出其政策实施模式、规律、可能的政策目标及美元汇率的走

势。 

三、特朗普执政以来汇率⼜头⼲预实施情况及美元

汇率变动 
货币政策对于汇率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从货币政策角度看，特朗普政

府执政以来面对的本应是一个倾强势美元的政策环境。特朗普执政以来的

五个季度，按照 2009 年不变美元统计，美国 GDP 增长分别为 1.2%、3.1%、

3.2%、2.9%、2.3%，①始终保持了稳健较快增长。失业率也处于较低水平，

2017 年 1 月为 4.8%，此后一路下降，2018 年 4 月甚至达到了 3.9%，为

2000 年 12 月以来的 低水平。利率方面，与美国 2015 年 12 月开始步入

加息渠道、如今联邦基金利率达到 1.7%相比，欧洲央行 2016 年 3 月以来

再融资利率始终为 0%，日本央行更是维持了 2016 年 2 月以来-0.1%的负

利率。②利差的存在构成美元升值的重要支撑。通胀方面，同比计算核心

PCE 在 2012 年 1 月 5 日降到 2 %后，始终在 2%以下，据 2018 年 5 月 31
日 新公布的结果为 1.8%。③就业和通胀是美联储的核心目标，虽然失业

率已经处于历史低点，但当前通胀率仍未达到 2%政策目标的情况下，美联

储仍旧采取了稳妥的加息操作以避免过热。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美联储

的加息操作多次被市场所正确预测，结果就是货币政策对美元汇率的影响

力减弱。由此，对于美元汇率预期的引导就落在了汇率口头干预上，这就

为特朗普政府的口头干预政策提供了更大的实施空间。通过对特朗普执政

以来美元汇率的观察发现，买预期卖现实的外汇市场显然并没有进入美元

汇率本应该呈现升值的趋势之中，美元汇率显然受到了特朗普政府口头干

预的政策的影响，走势与政策保持了一致。 

                                                        
①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https://www.bea.gov/national/index.htm#gdp，登

录时间：2018 年 5 ⽉ 7 ⽇。 
② 数据来源：美联储：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15/；欧洲央⾏：
http://www.ecb.europa.eu/stats/policy_and_exchange_rates/key_ecb_interest_rates/html/inde
x.en.html；⽇本央⾏：http://www.boj.or.jp/en/index.htm/，登录时间：2018 年 5 ⽉ 8

⽇。 
③ 数据来源：美国劳⼯部劳动统计局 https://www.bea.gov/national/index.htm#gdp，登

录时间：2018 年 6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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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一切与国际经济相关的问题都属于财政部的职能，因此，汇

率政策的决策自然为财政部所垄断。①财政部长对于美元汇率拥有不受任

何政府部门干预的决策权以及对外汇稳定基金的使用权。从克林顿政府以

来，美国政府形成了除财政部长以外政府高官不对美元汇率问题发表评论

的惯例。然而，这一传统在特朗普上台执政后显然被打破了。从 2015 年 6
月 16 日特朗普宣布竞选总统以来，美元汇率问题就是其重要关注领域。尽

管彼时特朗普仅是总统候选人，其言论尚不构成汇率口头干预的实施，但

不难发现，2017 年 1 月 22 日上台执政后，其对于美元汇率的表态与其竞

选期间保持了显著的一致性和持续性。②而且除特朗普自身外，美国商务部

长、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等官员也多次对

美元汇率问题进行公开评论、并且实质影响到了美元汇率的走向，因而构

成了美国政府外汇口头干预政策实施的一部分。 
由于官方没有外汇口头干预的实施记录，因此，本文为了获取特朗普

政府实施口头干预政策的情况，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24 日

时段内，对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

路透社、白宫网站等市场接影响大、能够第一时间获得实施口头干预实时

动态的媒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财政部长穆钦、商务部长罗斯、国家经

济委员会主任科恩及继任者库德洛、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白宫新

闻主管萨拉·桑德斯等高官有关美元汇率的口头干预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分

析整理，笔者将明显构成美元汇率的口头干预的政策实施行为制成了特朗

普执政以来口头干预的分析表，见表 1， 
表 1：特朗普政府汇率⼜头⼲预分析表（2017.01.01-2018.04.24）③ 

序

号 
干预时间 干预者 实施途径 具体言论 

政 策

态度 

                                                        
① 陈荣安：《对美国汇率政策制定权⼒归属的分析》，载《世界经济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33 页。 
② 尽管偶有例外，但从特朗普政府汇率政策的根本⽬标来看，这些例外也是符合逻辑

的。如⼤选时宣称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但是 2017 年 4 ⽉ 12 ⽇，接受《华尔街⽇报》

专访时称中国没有操纵汇率。这与其之前的态度向左，但是其弱势美元的政策态度并

没改变。另外，2018 年 1 ⽉ 25 ⽇，特朗普表⽰未来希望看到强势美元，但这是出于

抑制外汇市场过度波动，其弱势美元的政策态度并没有改变。 
③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特朗普政府官员在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华尔街⽇

报、英国⾦融时报、路透社、⽩宫⽹站等媒体实施的汇率⼜头⼲预结果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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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 年 1
月 16 日 

特朗普 
接受《华尔

街日报》采

访 

抨击中国、日本和德国

操纵汇率，当前强势美

元在要我们的命。 
弱 

2 
2017 年 1
月 20 日 

穆钦 
参议院金融

委员会提名

听证会 

支持特朗普的弱势美

元政策 
弱 

3 
2017 年 1
月 31 日 

纳瓦罗 
接 受 英 国

《 金 融 时

报》采访 

德国、日本和中国操纵

汇率，伤害美国企业和

消费者 
弱 

4 
2017 年 4
月 12 日 

特朗普 
接受《华尔

街日报》采

访 

美元过度强势，宣称喜

欢耶伦和低利率，中国

没有操纵汇率 
弱 

5 2017 年 5
月 9 日 

罗斯 
接受《路透

社》采访 
美元没有强势，而是其

他货币过于疲软 
弱 

6 

2017 年 8
月 31 日 

穆钦 

接受《消费

者新闻与商

业 频 道

（CNBC）》

采访 

美元目前的弱势对不

同部门有不影响，但在

贸易方面，弱势美元更

有利。 

弱 

7 
2018 年 1
月 24 日 

穆钦 
CNBC 主持

的达沃斯论

坛小组会 

弱势美元显然对我们

有利，因为事关贸易和

机会 
弱 

8 

2018 年 1
月 24 日 

罗斯 
接 受

《CNBC》

采访 

媒体认为穆钦的言论

代表美国强势美元政

策发生了改变的判断

是错的。美元拥有巨大

的市场，不是我们每天

都非常担忧的问题。 

缓解

压力 

9 
2018 年 1
月 24 日 

桑德斯 
例行新闻发

布会 

美元很稳定，一

如既往的强势，我们

信奉自由浮动。 

缓解

压力 

1
0 2018 年 1

月 25 日 
科恩 

接 受 美 国

《有线电视

新 闻 网

市场在为美元定

价，长期而言，我们

坚持强势美元。 

缓解

压力 



 
 

47 
 
 

（CNN）》

采访 
1
1 

2018 年 1
月 25 日 

穆钦 
CNBC 主持

的达沃斯论

坛小组会 

近来的言论不代

表其美元汇率的立

场，短期内不关心美

元汇率，长期来看坚

定看好美元走强。 

缓 解

压力 

1
2 

2018 年 1
月 25 日 

特朗普 
接受

《CNBC》
采访 

表示希望看到强

势美元，美元将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增强，

穆钦的言论被误读

了。 

缓 解

压力 

1
3 

2018 年 3
月 14 日 

库德洛 
接受

《CNBC》
采访 

我们将让美元保

持稳定，喜欢美元汇

率现在的样子，在 90
点附近,但是稳定是关

键。 

稳定 

1
4 2018 年 4

月 16 日 
特朗普 推特 

中国和俄罗斯趁

美联储加息玩货币贬

值的游戏。 
稳定 

1
5 2018 年 4

月 17 日 
穆钦 

接受

《CNBC》
采访 

这是特朗普总统

对中国和俄罗斯贬值

货币的警告，他不是

希望美元贬值 

稳定 

在整理得出的特朗普政府口头干预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总统

特朗普和财政部长穆钦是 主要的口头干预实施者。原因在于，特朗普和

穆钦参与的次数 多，穆钦为 5 次，特朗普为 4 次。但是，特朗普实施的

口头干预的政策指向性 强，是其他官员口头干预的指向标，其他官员有

关美元汇率问题的言论均是对特朗普美元汇率政策态度的追随与阐释。因

此，如果以特朗普的干预行为作为时间节点进行分隔、并将各次口头干预

的政策倾向汇总的话，就可以得到特朗普政府外汇口头干预的情况。一个

特例是 2017 年 8 月穆钦实施的汇率口头干预。此次口头干预与前后两次

干预实施的时间间隔均较长，而且没有特朗普的参与。但是，由于财政部

长本身即是美国汇率口头干预的传统实施者，而且财政部长所实施汇率政

策需要向总统汇报，即意味着其汇率政策决策始终包含着总统的政策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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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便特朗普没有亲自参与此次口头干预，此次口头干预的政策态度

也是特朗普政府汇率政策态度的直接体现。故而，上述 15 次外汇口头干预

可以视作是特朗普实施的主要 5 次口头干预、而其他官员在此政策态度基

础上为了保持干预效果而分散实施的。因此，笔者根据特朗普历次实施外

汇口头干预的发生时间为节点，将这 15 次干预归纳为 5 组，并以特朗普及

随后其他官员口头干预的政策态度来映证分组的合理性。具体分组过程为：

将前 3 次（特朗普、穆钦和纳瓦罗）归为第 1 组口头干预；将第 4 和 5 次

（特朗普、纳瓦罗）干预归为第 2 组外汇口头干预；将第 6 次（穆钦）干

预归为第 3 组干预；将第 7-12 次干预（穆钦、罗斯、科恩、穆钦、桑德斯、

特朗普）为第 4 组干预；将第 13、14、15 次干预（库德洛、特朗普、穆钦）

归为第 5 组干预。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第 13 次干预、即库德洛对美元汇率的言论（3 月

14 日）早于特朗普的干预行为（4 月 16 日），但对其的解释应该是因为其

继任的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因为与特朗普实施钢铝关税

的分歧而辞职，而新就任的库德洛需要进行政策宣示，所以并没有等到 4
月份与特朗普进行新的汇率干预。但是，根据其评论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看

出，其就美元汇率的态度和此后特朗普及穆钦的立场保持了一致，故而可

以将其对美元汇率的干预归入一个月之后的第五组口头干预之中。此外，

除了第 13 次、库德洛实施的口头干预的时间节点相对模糊外，其余 14 次

外汇干预的施加间隔均相对紧凑，这也是本文将 15 次口头干预分为 5 组

的重要考量。以特朗普实施干预为时间节点进行分组与分组后的政策态度

相映证的具体情况如下： 
前三次干预归为第 1 组，是因为这 3 次干预之间时间间隔较近，且对

美元汇率的影响较为一致，而且具体内容均为呼应特朗普的弱势美元言论。

2017 年 1 月 16 日，还未正式宣誓的当选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

访时表示，“当前的强势美元正在杀死我们，”①抨击当前美元汇率过高，形

成对美元汇率的打压。18 日， NYCE 美元指数即开始下跌。随后，1 月 20
日，财政部长穆钦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提名听证会上表达了对特朗普倾增

长、倾贸易政策的支持，②被市场普遍解读为支持特朗普弱势美元政策的信

                                                        
① Richard Rubin and Peter Nicholas, “Donald Trump Warns on House Republican Tax 
Plan,” Wall Street Journey: https://www.wsj.com/articles/trump-warns-on-house-republican-
tax-plan-1484613766，登录时间：2018 年 5 ⽉ 5 ⽇。 
② “Hearing to Consider the Anticipated Nomination of Steven Terner Mnuchin to b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https://www.finance.senate.gov/hearings/hearing-to-consider-the-
anticipated-nomination-of-steven-terner-mnuchin-to-be-secretary-of-the-treasury，登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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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NYCE 美元指数更是从 100.8 点跌至 23 日的 99.99 点。随后美元指数

重返 100 点以上，但是接着，1 月 31 日，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从贸

易角度抨击德国、日本和中国操纵汇率，表明其弱势美元的立场。①言论一

出，美元汇率持续走贬，直到 2 月 6 日，NYCE 指数始终保持在 100 点以

下。② 
第 4、5 次干预划为一组干预的原因同样，这两次干预之间时间间隔不

远、且与下一次干预构成明显分隔。具体来看，4 月 12 日，特朗普接受华

尔街日报专访时再次表示美元汇率太强，③随后商务部长罗斯的言论回应

了这一论断，尽管罗斯认为虽然美元不算强势，但那是因为其它货币太过

弱势。④随之，外汇市场反应强烈，4 月 12 日特朗普言论一出，13 日 NYCE
美元指数即从 100.57 点一路下挫，到 4 月 19 日跌至 99.51 点，此后美元

NYCE 汇率始终保持在 100 点以下。随后 NYCE 指数稍有抬头，但 5 月 9
日罗斯的言论重新打压美元，汇率从 11 日的 99.64 点一路下跌到 5 月 17
日的 97.4 点，并在 8 月 31 日口头干预前维持了贬值趋势。⑤ 

2017 年 8 月 31 日，财政部长穆钦就美元汇率发表评论，构成第三组

口头干预。穆钦称，美元目前的弱势对不同部门有不影响，但在贸易方面，

弱势美元更有利。⑥言论一出，美元再次走贬。从 9 月 1 日的 92.83 点一路

下跌，直到 9 月 26 日才重返 93 点线。⑦ 
再看第四组干预。第三组口头干预后，2018 年 1 月 24 日，穆钦在达

                                                        
间：2018 年 5 ⽉ 5 ⽇。 
① Szu Ping Chan, “Pound surges after Donald Trump`s Trade chief Peter Navarro accuses 
Germany of abusing euro for own gain,” 31 Jan 2017, the Telegraph: 
https://www.telegraph.co.uk/business/2017/01/31/donald-trumps-trade-chief-peter-navarro-
accuses-germany-abusing/，登录时间：2018 年 5 ⽉ 5 ⽇。 
② 数据来源：Choice 数据。 
③ Gerard Baker, Carol E. Lee and Michael C. Bender, “Trump Says Dollar ‘Getting Too 
Strong,’ Won`t Label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12 April 2017, The Wall Street 
Journey: https://www.wsj.com/articles/trump-says-dollar-getting-too-strong-wont-label-
china-currency-manipulator-1492024312，登录时间：2018 年 5 ⽉ 5 ⽇。 
④ David Lawder and Jennifer Ablan, “U.S. Commerce`s Ross says 3 percent GDP growth 
not achievable this year,” 10 May 2017,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
trade-ross/u-s-commerces-ross-says-3-percent-gdp-growth-not-achievable-this-year-
idUSKBN1852E4，登录时间：2018 年 5 ⽉ 5 ⽇。 
⑤ 数据来源：Choice 数据。 
⑥ Berkeley Lovelace Jr., “Mnuchin: Having a weaker dollar is better for US on trade,” 31 
Aug 2017, CNBC: https://www.cnbc.com/2017/08/31/mnuchin-having-a-weaker-dollar-is-
better-for-us-on-trade.html，登录时间：2018 年 5 ⽉ 5 ⽇。 
⑦ 数据来源：Choice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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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斯论坛上再次就美元汇率问题发表评论，其“弱势美元显然对我们有利，

因为事关贸易和机会” ①的言论使美元汇率跌至三年以来的 低的 89.21 点。
②鉴于市场反应过于激烈，商务部长罗斯、白宫新闻秘书白宫发言人萨拉·桑
德斯、时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库恩、总统特朗普纷纷发声以缓

和影响。罗斯表示，媒体认为穆钦的言论代表美国强势美元政策发生了改

变的判断是错误的。美元拥有巨大的市场，（美元汇率）不是我们每天都

非常担忧的问题。③桑德斯就穆钦的言论表示，美元很稳定，一如既往的强

势，我们信奉自由浮动。④加里·库恩在达沃斯论坛接受 CNN 专访时强调，

长期来看，美国需要一个强势美元。但是，值得玩味的是，当主持人再三

试图确认美国强势美元政策没有改变时，库恩却只是不断重复上述表态。
⑤同日，特朗普在接受 CNBC 专访时也就美元汇率发声，表示穆钦的言论

被误读了，美元会逐步走强， 终希望看到强势美元。⑥甚至穆钦本人再度

发表评论，称 24 日的言论不代表其美元汇率的立场，短期内不关心美元汇

率，长期来看坚定看好美元走强⑦，以此平抑美元汇率的波动。随后，美元

                                                        
① CFI Markets, “Dollar weakens on Mnuchin comments,” Jan 26, 2018, 
http://cfimarkets.com/Blogs/dollar-weakens-on-mnuchin-comments/，登录时间：2018 年

5 ⽉ 5 ⽇。 
② 数据来源 Choice 数据。 
③ Matthew J. Belvedere,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The US is not abandoning its 
strong dollar policy,” 24 Jan 2018, CNBC:  https://www.cnbc.com/2018/01/24/commerce-
secretary-wilbur-ross-theres-a-good-chance-on-nafta.html，登录时间：2018 年 5 ⽉ 5

⽇。 
④ “Press Briefing by Press Secretary Sarah Sanders,” 24 Jan 2018, Shallownation: 
http://www.shallownation.com/2018/01/24/video-transcript-white-house-press-secretary-
sarah-huckabee-sanders-press-briefing-wednesday-january-24-2018/，登录时间：2018 年

5 ⽉ 5 ⽇。 
⑤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chief economic adviser Gary Cohn tells CNN`s Richard 
Quest, ‘Long term, we have to have a strong dollar to be the reserve currency of the world.’” 
CNN: http://money.cnn.com/video/news/2018/01/25/gary-cohn-dollar-quest-
davos.cnnmoney，登录时间：2018 年 5 ⽉ 5 ⽇。 
⑥ Fred Imbert, “Trump says dollar will get ‘stronger and stronger,’ Mnuchin was 
misinterpreted,” CNBC: https://www.cnbc.com/2018/01/25/trump-says-dollar-to-get-
stronger-and-stronger.html，登录时间：2018 年 5 ⽉ 5 ⽇。 
⑦ Sam Meredith, “Mnuchin says ‘dollar is not a concern of mine,’ supports free trading in 
currency markets,” CNBC: https://www.cnbc.com/2018/01/25/steven-mnuchin-says-he-
fundamentally-believes-in-the-strength-of-the-dollar-in-the-long-term.html，登录时间：

2018 年 5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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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止住骤跌，开始稳定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库德洛一直持强势美元政策态度，就在其就任国家经

济委员会主任前的 2 月 16 日，库德洛还在 CNBC 撰文称特朗普需要回归

强势美元，因为贬值和弱美元不能创造就业，只会伴生通胀。①但是，随着

3 月 13 日拉里·库德洛接受特朗普的任命接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兼白宫

首席经济顾问后，次日接受 CNBC 采访时，其对美元汇率的态度已经有所

改变。他在采访中表示，“我们将让美元保持稳定，我喜欢美元汇率现在的

样子，在 90 点附近，但是稳定是关键。”②这是特朗普政府现任官员首次就

美元汇率水平提出具体指标，对外汇市场构成重大指引。3 月 15 日，NYCE
美元顺势突破 90 点，达到 90.13 点。③ 

紧随这一汇率政策态度，4 月 16 日，特朗普在其推特上再度发声,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趁着美联储升息玩贬值游戏，这是不可接受的。④这一表态显

然有悖事实，因为中国在 2017 年以来的汇率政策是支持人民币以保持人

民币币值稳定。而卢布的确经历了贬值，但原因在于美国的制裁，而非俄

罗斯央行的干预。有鉴于此，4 月 17 号，财政部长穆钦在接受 CNBC 采访

时将其解读为在“警告中国不要改变其支持人民币升值的计划。”⑤但言下之

意显然是寻求美元维持弱势。由于特朗普和穆钦的言论并没有直言美元汇

率水平走势，不乏承接库德洛美元汇率保持稳定的含义，故而市场的回应

也并不激烈，美元指数在维持稳定的趋势下缓慢抬升。 
通过以上对特朗普执政以来全部 15 次口头干预的详细梳理发现，依

据时间间隔及政策态度将其划分为五组是合理的。为方便起见，笔者将分

组结果重新制表，具体如表 2, 

                                                        
① Lawrence Kudlow, Arthur B. Laffer and Stephen Moore, “Kudlow: Trump needs a return 
to ‘King Dollar’,” 16 Feb 2018, CNBC: https://www.cnbc.com/2018/02/16/kudlow-trump-
needs-a-return-to-king-dollar.html，登录时间：2018 年 5 ⽉ 5 ⽇。 
② Thomas Franck, “Kudlow says he favors a strong dollar, has no reason to believe Trump 
isn`t for one either,” CNBC: https://www.cnbc.com/2018/03/14/kudlow-says-he-favors-a-
strong-dollar-has-no-reason-to-believe-trump-isnt-for-one-either.html，登录时间：2018 年

5 ⽉ 5 ⽇。 
③ 数据来源：Choice 数据。 
④ Trump, Twitter: https://twitter.com/realDonaldTrump/status/985858100149309441，登录

时间：2018 年 5 ⽉ 5 ⽇。 
⑤ Jeff Cox, “Treasury Secretary Mnuchin: Trump tweet was ‘warning shot’ to China on 
currency,” CNBC: https://www.cnbc.com/2018/04/17/treasury-secretary-mnuchin-our-long-
term-3-percent-growth-outlook-will-pay-for-the-tax-cuts.html，登录时间：2018 年 5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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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调整后的特朗普政府汇率口头干预分析 

序号 干预时间 政策态度 干预周期内美元汇率走势 
1 2017.01.17 弱势美元 图 1 
2 2017.04.12 弱势美元 图 2 
3 2017.08.31 弱势美元 图 3 
4 2018.01.25 弱势美元+缓解压力 图 4 
5 2018.04.16 弱势美元+汇率稳定 图 5 

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每两次干预之间形成的干预周期内美元汇率的

走势，不仅可以判断特朗普政府口头干预政策是否有效，如果有效，还可

以得出特朗普执政以来汇率政策的基本目标，为本文第四部分分析其政策

意图提供坚实基础。为此，笔者使用 Choice 数据库中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NYCE 美元指数数据，根据上述五组口头干预的时间节

点来进行分段，以得出特朗普汇率口头干预政策实施周期内的美元汇率走

势，以完成表 2 中“干预周期内美元汇率走势”一栏，进而形成表 3。以下

是特朗普执政以来 NYCE 美元指数总体走势图及各干预周期内具体的

NYCE 美元指数走势图： 

图 1：2017 年 1 ⽉ 1 ⽇-2018 年 4 ⽉ 30 ⽇ NYCE 美元指数⾛势图（1973=100）① 

 
图 1 中的实线显示了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的美元指

数走势情况，虚线是使用 Excel 根据汇率走势生成的多项式拟合趋势线。

                                                        
① 数据来源：Choice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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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趋势线不难看出，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元指数呈现明显的下行趋势，

根据 Choice 数据进行测算，在该时段中， 高值出现在 2017 年 1 月 3 日，

为 103.3； 低值出现在 2018 年 2 月 15 日，以极值计算，美元贬值幅度达

到 16.63%。为了更准确的得出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历次口头干预的分时段

效果，笔者根据五组口头干预的时间节点来进行分段，然后具体分析每次

干预后的 NYCE 美元指数的走势，生成的分别为图 2-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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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展示了 2017 年 1 月 17 日到 2017 年 4 月 11 日 NYCE 美元指数的

走势图。同图 1 一样，实线表示美元指数，虚线表示趋势线。可以看出，

这一时段中，在特朗普政府口头干预政策下，美元指数总体呈现先升后贬

的趋势，但是总体趋势较为平稳。根据 Choice 数据测算得出，在该时段中

美元指数的平均值为 100.69，因此整体上看，该时段美元指数在 100.69 点

水平上、在 102.15 点到 99.22 点之间上下波动。但是通过图 3 发现，从 2017
年 4 月 11 日到 2017 年 8 月 30 日、即特朗普政府第二组口头干预实施后，

NYCE 美元指数呈现显著的单调下降趋势。NYCE 美元指数从 100 点附近

下降到 92 点左右。根据 Choice 数据测算，在这一时段中，NYCE 指数

大值为 100.13 点， 小值为 92.85 点，平均值为 96.775，以此计算这一时

段内美元贬值 7.84%。从 2017 年 8 月 31 日到 2018 年 1 月 24 日的时段内，

如图 4 所示，NYCE 美元指数呈先升后降的倒 U 字型走势。在前半期，和

前一干预周期内美元汇率的贬值趋势相比有所回调后，后半期美元指数继

续下降。根据 Choice 数据测算，本期内美元指数在 高点 94.93 点与 低

点 89.21 点之间、平均值 92.99 点水平上下波动。图 5 展示的是 2018 年 1
月 25 日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也即特朗普政府第四次干预后 NYCE 美元

指数的走势。从图中我们发现，趋势线显示其走向为先升后稳的走向，在

对前一干预周期内美元指数跌破90点之后有所回调，并在90点左右企稳。

该时段内，NYCE 美元指数的 大值为 90.66， 小值为 88.57，平均值为

89.75。 
通过具体的分时段分析，笔者将干预周期内美元汇率的走势填入表 2

中干预周期内美元汇率走势一栏，由此生成表 3， 
表 3：特朗普执政以来⼜头⼲预分析表 

序

号 
干预时间 政策态度 

干预周期内

美元汇率走势 
1 2017.01.17 弱势美元 较为平稳 
2 2017.04.12 弱势美元 单调下跌 
3 2017.08.31 弱势美元 先回调再下跌 
4 2018.01.25 弱势美元+缓解压力 先升后稳 
5 2018.04.16 弱势美元+汇率稳定  

至此，本文得到了完整的特朗普执政以来汇率口头干预分析表。据此，

就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汇率政策的实施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其汇率政策的弱势倾向显露无疑，显然

改变了克林顿政府以来的强势美元政策。由于平均值可以表示一组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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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水平，因此，通过将图 2-图 5 所展示的四个时段的 NYCE 美元指数的

平均值进行比较，本文发现，美元汇率水平逐步从 100.69 下降到 96.78，
然后下降到 92.99， 终到达 89.75。如果以极值来测算，如上文所得，美

元贬值达到 16.63%。而用平均值水平进行测算，特朗普执政以来到其实施

第五次口头干预前，NYCE 美元美元指数贬值了 12.2%。  
第二、特朗普政府口头干预政策态度与口头干预周期内美元指数的走

势是相契合的，取得了较高的政策有效性。第一个干预周期内虽然美元汇

率整体保持稳定，但是根据图 2 可以看出，美元汇率已经处于贬值趋势中。

2017 年 4 月 12 到 2017 年 8 月 31 日的第二个干预周期内，美元更是明显

地单调下跌，与政策当局的弱势美元政策态度完全吻合。此外，第三个和

第四个干预周期，美元汇率先回调再下跌、先升后稳的走势与政策当局“弱
势美元+缓解压力”、“弱势美元+汇率稳定”的政策态度也相当一致。 

第三、特朗普汇率政策的近期目标较大可能是在美元汇率维持在 90 点

附近。尽管如上文所示，口头干预的政策效果仅在短期内显现，不可能持

续影响整个干预周期。但整体看来，口头干预所释放的“信号”，与美联储

货币政策一起构成了系统效应，对美元汇率走势构成了方向性影响。2018
年 1 月 24 日，财政部长穆钦的言论重挫美元汇率后，特朗普及其他官员立

刻进行了反向的口头干预，将美元汇率重新拉回 90 点以上。此后，美元汇

率始终维持在 90 点左右。从库德洛 2018 年 3 月 16 号实施的口头干预开

始，到此后特朗普针对中俄外汇操纵的言论、以及穆钦对此的解释，强调

汇率稳定的重要性对外汇市场的影响持续存在。这一政策态度的转变，与

美元汇率达到了库德洛所希望达到的 90 点水平，显然具有相关性。而美元

汇率贬值到 90 点水平的原因也很清楚：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每贬值 10%，

美国就能够减少 3000 亿美元量级的贸易逆差。而根据美国经济发展及宏

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作用下，可以提升美国 GDP1-2 个百分点。按照每 10 亿

美元的贸易可以带动 6000 个工作岗位算，3000 亿美元的贸易量就意味着

增加 180 万个工作岗位。①这对以特朗普政府兑现竞选承诺、实施政策目标

的意义不言而喻。 

四、特朗普政府汇率政策特点及其影响 
本文佐证了特朗普上台执政后对美国政府长期强势美元政策的改变。

通过对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实施汇率口头干预情况的分析，本文同时得出

                                                        
① 参见 Chapter 3:“Exchange Rate and Trade Flows: Disconnected?” In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djusting to Lower Commodity Prices(October), Washington DC: IMF 2015; 
William R. Cline, “Estimates of 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v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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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特朗普政府汇率政策的一些新特点。 
首先，美国汇率口头干预的实施者范围显著扩大化。原则上，除财政

部长以外的政府高官不应该对美元汇率公开发表评论。虽然克林顿政府时

期，总统克林顿也为实施强势美元政策也实施过口头干预，①但其参与干预

的次数极少，且这一惯例在此后的历届政府中被保持的相当好。相比之下，

特朗普政府汇率口头干预的实施者不仅不再限于财政部长，总统特朗普、

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库恩、及其继任者拉里·库
德洛、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等官员都有对于美元汇率问题的公

开评论。通过表 2 可知，在总共 15 次外汇口头干预的实施中，特朗普参与

并主导了其中的 4 次，财政部长穆钦实施了 5 次，纳瓦罗 1 次，罗斯 2 次，

库恩及库德洛各 1 次，甚至白宫新闻主管萨拉·桑德斯都进行了 1 次。如此

广泛的政府官员大范围实施汇率口头干预为特朗普政府独有。 
其次，美国汇率政策目标发生转移。汇率政策实施者范围的扩大意味

着汇率政策与其它经济政策的融合度不断提升，背后的实质是美国汇率政

策再度成为美国贸易增长系统工程的直接辅助。强势美元政策的本质是表

明美国不会以汇率作为美国贸易政策的工具，故而 1995 年 8 月罗伯特·鲁
宾（Robert Rubin）继任财政部长开始，各届美国汇率政策的实施长期呈现

一种被动式的准静默状态，美元汇率水平很少成为主要的政策目标，汇率

政策也与美国经济中其它具体经济目标相对隔离。这才有了美国汇率政策

只有在需要时才有的印象。但显然，特朗普政府的汇率政策改变了这一模

式。鉴于特朗普政府的首要经济政策关切聚焦在经济增长、特别是削减贸

易逆差上，故而汇率政策也被纳入到了这一政策目标之中。2018 年 4 月 6
日，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穆钦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团队的经济

政策目标是 GDP 增速要达到 3%，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包括税改、放松监

管和贸易。现在前两项上已经取得了进展，所以现在转向以贸易问题为中

心。②有了这样的战略指导，特朗普的弱势美元汇率政策也就理所当然了。 
再次，特朗普政府口头干预政策的实施具有连续性。从时间分布上看，

五组外汇口头干预分别聚焦于 2017 年的 1 月、4 月、8 月，2018 年后分别

                                                        
① 布拉德·狄龙、巴⾥·艾肯格林：《国际⾦融与新兴市场危机》，载杰弗⾥·法兰克尔、

彼得·奥萨格编：《美国 90 年代的经济政策》，中信出版社 2004 年 7 ⽉版，第 144 页. 
② CNBC Exclusive: “CNBC Transcript: U.S.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on 
CNBC`s ‘Power Lunch’ Today,” https://www.cnbc.com/2018/04/06/cnbc-exclusive-cnbc-
transcript-u-s-treasury-secretary-steven-mnuchin-on-cnbcs-power-lunch-today.html，登录

时间：2018 年 5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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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 月、4 月，五组口头干预的时间间隔分别为 84 天、141 天、146 天和

81 天。由于总共 15 次口头干预中，除了第 8-12 次（第四组）干预是针对

穆钦弱势美元言论（第 7 次口头干预）导致的外汇市场出现波动的干预外，

（穆钦的言论也被普遍认为是特朗普政府汇率政策态度的宣誓）其余口头

干预均是特朗普政府官员主动发声阐明政策态度。由于除了影响汇率水平，

汇率口头干预还能够减少汇率波动性。因此，特朗普政府口头干预政策的

政策目标显然是通过连续性的口头干预来实现美元汇率贬值的同时，避免

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显然特朗普政府的外汇干预取

得了较好成效。 
后，汇率问题、以及紧随其后的美国汇率政策的重要性再次得到提

升。特朗普政府对汇率政策功能性地应用还仅仅是表面，其背后是次贷危

机表象下“汇率操纵的十年”①美国国内、乃至于发达国家范围内制造业与就

业的大面积转移，以及更为深远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爆发于西方社会内

严重的社会经济分裂。正是对于这一浪潮的反思和抗争，美国国内政治上

诱发了以特朗普当选为代表的反政治正确浪潮，经济上则引发了对长期以

来经济收入与生活标准停滞不前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的弱势美元政策正是

在这一政治语境下作出的必然选择。 
新特点必然带来新的影响。从特朗普提出其“与美国订约（Contract with 

America）”的百日新政政纲②时，其经济政策的强美元结果与特朗普本人鲜

明的弱美元态度间的矛盾就将美元汇率未来走势与未来美国汇率政策走向

推到了争论的风口浪尖。在特朗普政府政策频谱上享有优先地位的减税和

基础设施投资等宽松财政政策、恰好匹配到了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后

美联储逐步地加息和缩表的紧缩货币政策。如此政策叠加的整合效果就是

强势美元。这一幕在里根第一任期内就上演过，只不过结果是美元汇率达

到创纪录高点，美国制造业在被严重高估的美元的冲击下迅速丧失竞争力

并不断外流，美国经济也由此拉开了金融化的大潮，并以此为 90 年代后全

球化浪潮的蓬勃发展奠基， 终演进至当前面临的社会经济严重分裂。如

                                                        
① 博格斯坦提出的概念，意指以中国为代表的⼀系列国家通过外汇⼲预以获取贬值优

势，从⽽获取的贸易顺差，并造成了以美国为⾸的⾮外汇⼲预国家的巨⼤的贸易逆

差。这⼗年的时间范围是 2003-2013 年。具体参见 Chapter 4: “The Decade of 
Manipulation,” in C. Fred Bergsten and Joseph E. Gagnon, Currency Conflict and Trade 
Policy: A New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une 2017, pp.83-151. 
② Donald J. Trump, "Remarks on Proposals for the First 100 Days in Office at the 
Eisenhower Complex in Gettysburg, Pennsylvania," October 22, 2016.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19875，登录时间：2018 年 5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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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对美元汇率置之不理，不仅制造业振兴无从谈起，特朗普的支持者也就

失去了继续支持的理由。 
特朗普政府显然看到了这一点，加之当前贸易议题的紧迫性，所以当

前汇率问题的着眼点聚焦于促进出口以纠正贸易赤字上。但是，如果说特

朗普弱势美元政策只是单一为了纠正贸易赤字的话，那也是不全面的。弱

势美元这一政策选择的落脚点是美元贬值，但除调节贸易逆差外，制造业

回归以及债务稀释同样是其重要政策目的。在此基础上，为实现调整就业

结构、重振中产阶级、弥合社会经济的分裂奠定基础，实现美国再次伟大。 
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势头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展开，至 2014 年时，

已有约 700 家企业回归美国，①此后数量不断增加。就特朗普政府而言，制

造业回归的意义不仅在于增加制造业就业岗位以兑现竞选承诺，更意味着

大量海外利润的带回及税收的增加。就业方面看，在没有减税和弱势美元

护持下，2016 年制造业回归已为美国净增加了 3 万个制造业岗位。②在特

朗普倾增长的政策环境下，制造业的回归与发展的趋势势必更加积极。此

外，企业回归也大量带动了海外收益及税收的增加。2018 年 1 月 17 日，

苹果公司宣布将海外收入带回美国，以贡献近 380 亿美元的一次性汇回税。

同时，将在未来 5 年里为美国经济贡献 3500 亿美元，并带动 2 万个就业

岗位。③这些迹象不仅将有效缓解因减税而导致的特朗普政府财政捉襟见

肘，对美国经济增长无疑也是巨大利好。当然，弱势美元也有利于特朗普

政府稀释债务，因为美元贬值能够引发汇率估值效应，从而导致美国净对

外负债的减少。④ 

五、特朗普政府汇率政策未来走向 
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似乎为全球化浪潮下、发轫于克林顿政府的

美国经济金融化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休止符。普通大众（main street）与

华尔街金融家(wall street)的对峙显然逼迫着华盛顿政治家对民意诉求予以

回应。以低学历白人男性为代表的制造业蓝领成为受全球化冲击 为严重

                                                        
① Lindsay Oldenski, Reshoring by US Firms: What Do the Data Say?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eptember 2015, p.2. 
② Reshoring Initiative 2017 Data Report, “Reshoring Plus FDI Job Announcements up 
2800% since 2010,” Reshoring Initiative, 27 March 2018: 
http://www.reshorenow.org/blog/reshoring-initiative-2017-data-report-reshoring-plus-fdi-
job-announcements-up-2-800-since-2010/，登录时间：2018 年 5 ⽉ 7 ⽇。 
③ “Apple accelerates US investment and job creation, 17 January 2018,” Apple Inc.: 
https://www.apple.com/newsroom/2018/01/apple-accelerates-us-investment-and-job-
creation/，登录时间：2018 年 5 ⽉ 9 ⽇。 
④ Michele Cavallo and Cedric Tille, “Could Capital Gains Smooth a Current Account 
Rebalancing?”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s No. 237, Jan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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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体，凭借着他们的选票当选的特朗普，其弱势美元汇率政策决策显然

需要回应这一群体的利益诉求。 
但是，弱势美元政策也会带来问题。历史来看，弱势美元不仅会导致

政府财政赤字与债务的攀升，直接影响美国的主权信用，使美元的国际储

备货币地位受到影响。而且，美元贬值还会导致美元资产对国际资本吸引

力的下降，进一步恶化美国过低储蓄率造成的投资不足。此外，作为美国

优势产业的金融及信息产业部门更倾向于强势美元，弱势美元政策将不利

于其发展。 
从政策环境角度看，特朗普政府弱势美元汇率政策所面对的，将是一

个越来越倾强势美元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这就使得当前汇率政策与未来

政策环境产生了冲突。从中期来看，特朗普为重振美国制造业所发起的一

系列逆全球化政策会导致市场对美国以外国家的经济增长持怀疑态度，由

此可能导致国际资本因避险而流入美元资产，从而导致美元升值。①只有特

朗普政府能够妥善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博弈、保证不至于爆发重大经

济政治风险，这一过程才能趋缓，特朗普政府维持弱势美元政策的空间才

会更大。而从长期看， 2015年 12月美联储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至今，

美联储已经六次加息，随着 2017 年 10 月美联储开启缩表进程，尽管进程

缓慢，但是美国货币政策的整体走向仍保持着逐步收紧的态势。加之年初

已经开始实施的减税和未来十年投资 1.5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等宽松的

财政政策，如上文所述，将会组成“紧货币+松财政”的组合，由此引发的资

本流入将推高实际利率并导致美元升值。彼时，特朗普政府想要继续维持

弱势美元，将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动用更多的汇率政策工具。 
因此，尽管强势美元对于特朗普推动制造业回归、促进出口以调节贸

易赤字并拉动就业的政策目标相抵触。但是，整体看来，强势美元仍将是

特朗普政府未来的必然选择。因此，特朗普政府汇率政策可能在维持弱势

美元政策后，会在中长期重归强势美元政策的走向。 
 

（责任编辑：李睿） 

  

                                                        
① 参见孙⽴坚：《偏离独⽴性的美联储与中美经贸挑战》，载《新⾦融》2017 年第 6

期，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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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四年：克里米亚入俄平稳过渡 

的原因及启示 

马岩峰① 

【内容提要】克里米亚⼊俄已四年有余，其态势基本稳定。这种稳定

背后的原因对中国未来处理台湾问题有重要借鉴意义。⽂章从三个角度分

析了克里米亚⼊俄平稳过渡的原因：其⼀是对过去的不满与对未来的憧憬，

这是克里米亚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索与俄罗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其⼆是

族群认同感的再确认，这是克里米亚⼊俄的根本原因。并且通过分析，认

为在认同问题上，语⾔因素比族群更加重要；其三，也是本⽂着重强调的，

即现实的经济与物质连接为克里米亚⼊俄平稳过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

过对克里米亚近年来各项统计数据的分析，得出了克里米亚基本在政治和

经济上已经基本完成了过渡，但是在社会上还处于过渡阶段的结论。这种

过渡的脱节可能会为克里米亚带来⼀定的不稳定因素。通过克里米亚的例

⼦，认为在未来处理台湾问题时，要重视社会过渡的同步，并通过经济标

准统⼀与依赖把社会不稳定因素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关键词】克里米亚 俄罗斯 身份认同 台湾  

自 2014 年 3 月 18 日克里米亚入俄算起，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已经四年

有余。作为冷战后 大的地缘政治变化，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曾引起国内

研究热潮。但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其一是关于克里米亚的历

史梳理与普及，如白晓红老师的《俄罗历史进程中的克里米亚》、刘显中老

师的《克里米亚半岛的历史变迁》等；其二是关于克里米亚危机中的美俄

博弈问题，如张文茹老师的《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的政治选择》、李占奎

老师的《俄乌克里米亚争 端及其原因浅析》等；第三类是克里米亚入俄合

                                                        
① 马岩峰，华东师范⼤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7 级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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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问题，如罗国强老的《独立、分离与民族自决的法律困局———结合

科索沃和克里米亚问题的探讨》、张昕老师和冯绍雷老师的《乌克兰危机的

理论透视》等。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解释克里米亚危机（乌克兰危机）爆

发的外界因素与合法性，比较少涉及克里米亚内部问题，即作为主体的克

里米亚地区反而是相对缺位的。而后一些学者开始专门从认同与族群的角

度解释克里米亚危机，如封帅学长的《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

米亚的命运》。这种对克里米亚自身的研究更加侧重于观念上，而物质与经

济等现实因素仍然缺位。 

在克里米亚入俄后，许多西方学者对其前景表示悲观。但四年过去了，

克里米亚入俄实现了平稳过度。这种领土变更中的稳定性应当受到关注。

克里米亚历史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变革的过程，而美俄国际

博弈是克里米亚入俄的重要因素，国际法的分析也会为危机处理提供合法

性依据，但是这三者更加侧重于危机的爆发原因及处理方案。而对于危机

过后克里米亚平稳入俄来说， 为重要的是克里米亚自身的原因。这种平

稳过度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对过去的不满与对未来的憧憬，这是克里

米亚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与现在的反面对照；其二是族群认同感的再确

认，这是克里米亚入俄的根本原因；其三，也是本文着重强调的，即显示

的经济与物质连接为克里米亚入俄平稳过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平稳

过度的因素也将为中国未来处理台湾问题时提供有益借鉴。 

⼀、不满的过去与想象中的未来 

克里米亚的历史沿革前人之述备矣，这里不再赘余。总的来说，克里

米亚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有相当程度的不满情绪，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与

文化三个方面。经济上的落差是不满的根源，而随后对于政治地位的追求

与对乌克兰主流文化的反抗则加剧了克里米亚的身份再确认。身份认同的

变化反过来又加深了对乌克兰政府统治的不满。 

在经济方面，由于苏联政治体制的原因，苏联时期的克里米亚与苏联

中央关系密切，对于乌克兰政府来说长期处于听调不听宣的状态。这种政

治上的紧密与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造成克里米亚地区

的物资资源倾斜远远大于乌克兰其他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克里米亚人

的历史记忆中，他们并未经历过类似乌克兰所经历的大饥荒或者大清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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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且因为特殊的军事价值和旅游观光价值，克里米亚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和平均收入在苏联时期一直高于乌克兰其他地区。”①乌克兰作为苏联

比较富裕的加盟共和国，其收入水平是高于苏联平均水平的。因此克里米

亚在苏联时期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均处于苏联前列。 

而苏联解体后，随着中央政府输血的停止与产业结构崩溃，克里米亚

（包括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与塞瓦斯托波尔联邦直辖市）的经济陷入低潮，

人民生活水平出现显著下降。在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前，克里米亚居民的收

入与生活水平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 

表⼀② 2014 年克⾥⽶亚共和国重要经济数据统计 

                                                        
① 封帅：“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俄罗斯研究》，2014

年第 3期。 
② 表格依据《2014 年克里米亚共和国人口经济活动普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РЫМ 2014Г.）制作。 

项目 人数（万） 比例 俄罗斯平均水平 

与俄差距

（超过为

正数） 

经 济 活 跃 人 群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актив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 

84.66 63% 69% -6 

经济不活跃人群 49.99 37% 31% -6 

失业人口 12.73 9.50% 3.50% 6 

退休人员占经济

不活跃人群的比

例 

74.91 55.90% 57% -1.1 

私人经济与企业

（15 至 72 岁从

业者） 

7.19（万户） 51% 63% -12 



 
 

63 
 
 

表一为 2014 年克里米亚共和国重要经济数据统计。克里米亚地区由

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与塞瓦斯托波尔联邦直辖市组成，其中克里米亚自治

共和国是主体，其经济状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克里米亚地区的经济状况。

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于 2014 年，当年的经济状况已经十分恶化，基本全线低

于同期俄罗斯平均水平。其中经济活跃人群占比比俄罗斯平均水平低 6 个

百分点，经济增长活力严重不足。在失业人口上，去掉退休人员，适龄劳

动力的失业率在 5.3%左右，超过了 4%的失业率警戒线。 

这种从原来的经济发达地区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落差极大地刺激了

当地居民，并且适龄人口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也催生了社会运动的产生。与

此相对，重回苏联或者俄罗斯，回到原来相对高的生活水平与经济水平，

成为其对未来的憧憬与直接动力。 

在政治与文化方面，克里米亚地区与乌克兰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持续

不断。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是乌克兰唯一的自治共和国，与中央政府之间

的关系自苏联起就处于微妙的状态。2013 年 11 月，乌克兰政府宣布暂停

乌与欧盟一体化计划。这一行为引发乌亲欧分子抗议，乌境内局势持续恶

化，各种保守团体趁势而起。2 月 22 日，亚努科维奇总统被罢黜后，武

装冲突开始在乌克兰全境蔓延。克里米亚地区和亚努科维奇政治立场均为

亲俄，与当时的乌克兰中央政府相抵触；而乌克兰中央政府宣布乌克兰语

为乌克兰唯一官方语言的行为更是在克里米亚地区引发了自发性抵制与抗

议。 

克里米亚对过去与现状的不满与对未来的憧憬，成为引发克里米亚危

机的导火索，并成为俄罗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提高了克里米亚对俄罗

斯的认同与忍受度，促进了平稳的过度。 

⼆、族群认同感的再确认 

关于克里米亚族群身份认同问题，封帅学长的《悲剧的诞生：身份认

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已经十分详尽，这里不再班门弄斧。多数克里

米亚族群身份认同的文章关注的重点是克里米亚如何形成了现在的身份，

而本文要强调的不是历史过程，而是现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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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① 克⾥⽶亚历次公投汇总 

项目 时间 分离倾向支持率（%） 

克里米亚独立公投 1991 93.3 

克里米亚总统选举 1994 72.92（第二轮投票） 

克里米亚入俄公投 2014 96.77 

 

从图中可清晰得知，至少苏联解体之后，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就从来

不是一个问题，即独立倾向十分明显。如此高的独立倾向已经表明克里米

亚地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是明晰的，与乌克兰身份相抵触的。这一事实与

一些学者的认知有所偏差，即实际上冷战后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不存在摇

摆过程或者是乌克兰中央政府博弈失败的结果。 

针对这一结果，大部分学者将其解释为俄罗斯族裔的压倒性优势与俄

语的通用性。这两个解释都是十分有力的。根据分析，笔者认为语言因素

相对于族裔因素，对身份认同的作用更大。 

首先是族裔问题，即俄罗斯族占多数的问题。在这里许多学者都引用

了数据资料来说明人口变迁。从表三可知，1944 年斯大林强制鞑靼人迁徙

确实造成了克里米亚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

如刘显忠老师引用 Н. Ф. Бугай 的数据指出“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族人在

克里米亚占优势不是 1944 年对鞑靼人的集体迁移造成的。据 1939 年克

里米亚人口普查，俄罗斯人占 49. 6% ，鞑靼人占 19. 4% ，乌克兰人占 

13. 7% ，犹太人占 5. 8% ，德意志人占 4. 6% ，希腊人占 1. 8% ，保加

利亚人占 1. 4% ，其他民族占 3. 7% 。”②两组数据在统计上没有出入，但

是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应当指出的的是，确实在 1944 年鞑靼人被迫迁

                                                        
① 表格依据以下资料汇编而成： 

封帅：“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俄罗斯研究》，2014 年

第 3期 

张文茹：“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的政治选择” ，《和平与发展》，2014 年第 2期 

克里米亚真理报相关报道，Krymskaia Pravda, 22 January, 1991, 1 
② 刘显中：“克里米亚半岛的历史变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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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之前，俄罗斯族占有多数，但是并未过半，未产生压倒性优势。用 1939

年的人口构成数据很难解释苏联解体后接近 80%的亲俄倾向。而且即使到

2001 年，俄罗斯族人口仍然只有不到 60%的比例，因此单纯族裔因素仍难

以解释公投现象。 

表三① 克⾥⽶亚⼈⼜和民族构成的变化 

 

图一② 2011 年克里米亚地区语言分布图 

其次是语言因素。“2014 年 84%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居民的母语为

俄语，7.9%为克里木鞑靼语，3.7%为鞑靼语，3.3%为乌克兰语。”③详细地

                                                        
① 转引自封帅：“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俄罗斯研

究》，2014 年第 3期 
② Языки Крыма.10.06.2018. https://ru.wikipedia.org/wiki/ 
③ 《2014 年克里米亚共和国人口经济活动普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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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分布如图一 

由上图与数据可以看出，80%以上的俄语使用率与 80%以上的独立倾

向高度吻合，这凸显了语言在克里米亚身份认同中的重要性。这种语言的

塑造是双向的。首先是对克里米亚自身来说，俄语叙事与俄语符号（如城

市名称、街道名称等）充斥着生活，使得其与乌克兰其他地区呈现自我的

独特性，有利于形成自我身份认同。其次，俄罗斯对克里米亚身份认同产

生了重要影响。通过俄语这种共同的语言，克里米亚地区的居民更容易接

受来自俄国的宣传，而共同的俄语历史叙事则天然的将两者捆绑于一起，

这也是克里米亚没有走向独立而是选择加入俄国的原因。张昕老师与冯绍

雷老师曾在文章中指出，俄罗斯想用“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来对

抗“西方世界”，用“历史合法性”来对抗“国际法合法性”。①普京这种对

历史叙事的执着不单单是针对克里米亚入俄合法性的对抗，也是对克里米

亚居民身份认同的再确认。“国家领袖的政治话语重新塑造了“克里米亚”

作为语言意识形象的内容，克里米亚成为多样的、团结一致的俄罗斯民族

及中央集权制俄罗斯国家形成的精神起源地。国情咨文中定义的“克里米

亚”语言意识形象将影响俄罗斯人对“克里米亚”的认知。当代俄罗斯政

治文本影响民族语言意识形象的发展和变化，政治文本与语言意识之间存

在相互影响的共变关系。”② 

这种通过语言和历史叙事对克里米亚身份的再确认，使得克里米亚总

体上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社会氛围，没有出现大规模持续性的骚乱。 

 

三、平静下的暗流：克里米亚近几年重要数据解析 

克里米亚入俄保持了总体稳定的态势，这与历史记忆和认同有深刻的

关系，但同时十分重要的是社会各方面的接轨与运行情况的平稳过度。社

会各方面相对平稳的过度是克里米亚总体稳定的重要保证，而这一点确实

                                                        
АКТИВ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РЫМ 2014Г.） 
① 张昕 冯绍雷：“乌克兰危机的理论透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6期 
② 孙玉华 刘宏 彭文钊：“克里米亚”作为语言意识形象的政治语言学研究———以

普京国情咨文文本为例”，《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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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被忽略的。 

以下数据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数据，不包括塞瓦斯托波尔联邦直辖

市数据。 

表四① 克⾥⽶亚⾃治共和国⼊俄后⼈⼜数据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常住人口（千

人） 
1895,9 9 1907 1 1912,2 1913,7 

人口自然增长率

（%） 
-0.24 -0.27 -0.32 -0.35 

由表四可以得知，克里米亚 2014 年入俄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依然维持

负增长，而常住人口却在逐年上升。这说明克里米亚地区常住人口增长以

机械增长为主，表明其相对于周围其他地区来说吸引力在上升。这在总体

上反映了克里米亚地区的良好态势。 

表五② 克⾥⽶亚⾃治共和国养⽼⽔平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领取养老金的人数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пенсионеров - всего,  

человек） 

无数据 537183 564509 574922 582128 

养老金平均水平（卢

布）（Средний размер 
无数据 11147 11460 11543 12099 

                                                        
① 表格依据《2017 年克里米亚共和国人口经济活动普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РЫМ 2017Г.）制作。 

② 表格依据《2015 年克里米亚共和国人口经济活动普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РЫМ 2015Г.）与《2017 年克里米亚共和国人口经济活动普查》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РЫМ 2017Г.）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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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значенных пенсий- 

всего, рублей） 

表六① 克⾥⽶亚⾃治共和国⼈均收⼊⽔平（每⽉）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货币收⼊（卢布） 243516 357292 414117 ⽆数据 ⽆数据 

货币⽀出（卢布） 236402 381344 413484 ⽆数据 ⽆数据 

结余 7114 -24052 633 ⽆数据 ⽆数据 

表七② 克⾥⽶亚⾃治共和国居民⽣活⽔平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基尼系数 无数据 0，485 0.483 无数据 无数据 

收入低于平均

水平者所占比

例（%） 

无数据 23,1 23,0 19,1 无数据 

在经济方面，表五、表六和表七的数据显示克里米亚经济运行趋于稳

定，大部分关键数据超过了入俄前的水平。其中在俄国“老大难”的养老

金问题上，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在退休人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养老金逐

                                                        
① 表格依据《2016 年克里米亚共和国人口经济活动普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РЫМ 2016Г.）制作。 
② 表格依据《2015 年克里米亚共和国人口经济活动普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РЫМ 2015Г.）、《2016 年克里米亚共和国人口经济活动普查》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РЫМ 2016Г.）与《2017 年克里米亚共和国人口经济

活动普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РЫМ 2017Г.）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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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小幅上调（每年月均上调约人民币 20 元）。虽说对于应付通胀还显得非

常不够，但是对于稳定退休人员的生活信心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在人均收入上，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入俄后，出现逐年递增态势。其

中 2015 年出现负盈余，其主要原因在于支出增加。根据统计年鉴详细项目

统计，其支出上升主要是由于食品等日用品价格上升导致。由于克里米亚

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其主要水源、电力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均严重依赖

乌克兰输入。克里米亚入俄后，乌克兰切断了对克里米亚的经济支持，造

成克里米亚水电短缺，粮食价格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但经过一年的

调整后，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居民生活回归相对正常的轨道。 

在居民生活水平上，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入俄后，基尼系数并未出现

大幅波动，并有小幅下降趋势。而收入低于平均水平者所占比例大幅下降，

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莫斯科的财政转移支付为克里

米亚自治共和国的福利保障体系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表⼋① 克⾥⽶亚⾃治共和国犯罪数据统计 

项目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登记的年犯罪

数量（件） 
18248 27842 23747 21711 无数据 

主要犯罪分项：      

谋杀 97 134 102 83 无数据 

强奸 24 66 88 42 无数据 

抢劫 1024 1133 816 671 无数据 

勒索 10 17 23 38 无数据 

犯罪人数（人） 4920 10129 9821 10376 无数据 

                                                        
① 表格依据《2015 年克里米亚共和国人口经济活动普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РЫМ 2015Г.）、《2016 年克里米亚共和国人口经济活动普查》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РЫМ 2016Г.）与《2017 年克里米亚共和国人口经济

活动普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РЫМ 2017Г.）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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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

人数 
246 515 451 403 无数据 

与经济发展向好相反，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入俄后的犯罪数据经历了

倒 U 型转变，并且截止 2017 年仍然未恢复到入俄前的水平。其中部分恶

性案件（如强奸、勒索等）、犯罪人员数量与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较入俄前翻

了一番。这表明当前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仍然处于过渡阶段，其社会过

渡远远落后于经济过度。这种脱节可能会给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带来不确

定的风险。犯罪人员数量与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的激增表明在高度认同的前

提现下，社会变革仍将带来一定程度的思维混乱与社会治安恶化，虽然这

种恶化是可控的。 

克里米亚的各项数据表明，当前的平静仍然暗潮汹涌。克里米亚入俄

总体稳定，政治与经济接轨基本完成，但是社会接轨仍处于过度阶段。而

社会接轨的落后可能为克里米亚带来一些未知的风险。 

四、克⾥⽶亚⼊俄平稳过渡的启⽰ 

克里米亚入俄已四年有余，其态势也以平稳为主。中国目前仍有台湾

问题未解决，克里米亚入俄后的稳定统治值得我们借鉴。从克里米亚的例

子中，我们可以得出： 

首先，台湾回归的时机应处在其衰落的时期。经济的衰落与政治的腐

败将会促使民众将台湾的现状与过去树为反面典型，使得其提高对回归后

一些不足的忍耐力与对中央政府的亲近感。这种“不想回到过去”的心态

也将成为中央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的合法性

很大一部分就源于 “不要回到苏联”的社会共识。正如普京总结的那样：

“谁不惋惜苏联的解体，谁就没有良心；而谁想于当前重建苏联，谁就没

有脑子。”（Кто не жалеет о распаде СССР, у того нет сердца. А у того, кто 

хочет е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 прежнем виде, у того нет головы.） 

其次，对两岸身份认同的构建应侧重“同文”，而非强调“共种”。克

里米亚的例子告诉我们，对于身份认同，相同的语言与历史叙事比相同的

族群重要得多。两岸认同的建构一方面要在两岸历史上多强调“并肩”而

不是对抗，让历史叙事相近；其次是要对台湾加强文化宣传，形成新的民

族共同记忆，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记忆本身构成一个共同体，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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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递进的，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差序格局，与之相联系的共同体认同概念

也必须由此而有一个全新的认 识。”①历史与当代的共同记忆将会对两岸

身份认同建构产生积极影响。 

后，两岸迅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接轨是稳定的重要条件。政治与

经济我国已有既定的政策，这里要指出的是要统一两岸经济标准。克里米

亚的很多重要经济标注与俄罗斯在 2014 年前即为统一的（如电力设备等），

这种经济标准的统一与经济依赖使得克里米亚迅速被安抚，没有爆发发规

模动乱。因此对于台湾问题，统一经济标准与掌握经济命脉是必要的。而

在社会接轨上，我们应当尽量保持与经济和政治接轨同步。重大的社会变

迁必然会引起社会治安恶化与动荡，但只要这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并持续

改善，那么社会治安问题对统治合法性的影响不会产生重大冲击。 
 

（责任编辑：张慧敏）

                                                        
① 麻国庆：“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民族研究》，2017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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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在不安与动荡的年代，更要去发问，如此这般举动，最终留下

的究竟是什么？乌克兰的国家转型或许只是这个风云迭起时代下的须臾⼀

瞬，然⽽对于⾝处于其中的国民来说，这将是占据其短暂⼀⽣中⼏乎⼀半光

阴的事。那么是为什么呢？这样缓慢遇波折的进程是为什么呢？希望读者们

在读完苟利武的这篇《乌克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族群分离与治理——以克⾥

⽶亚问题为例》后，都能有⼀个属于⾃⼰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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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族群分离与治理 

——以克里米亚问题为例 

 

苟利武* 

 

【内容提要】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独立以来，族群分离⼀直是困扰乌

克兰社会转型的棘⼿问题。在乌克兰，各个族群因为历史原因与周边国家

有着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不同族群之间也因宗教信仰、语⾔⽂化、经济

发展、政府治理上的差异⽽存在敏感性。经济衰退、治理失效、社会腐败

等诸多因素为地区分离主义运动积蓄了强⼤的动⼒，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秩

序的溃散则为分离运动提供了巨⼤的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乌克兰历届

政府推⾏的多项乌克兰化政策，⼀定程度上降低甚⾄阻滞了少数族群对政

府的认同，成为克里米亚分离运动的重要诱因。 

【关键词】乌克兰社会转型  乌克兰族群问题  克里米亚问题 

 

⼀、问题的提出 

乌克兰民族的历史已长达千年，但乌克兰独⽴建国的时间⾄今只有 30

年左右。乌克兰是原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中⽐较发达的地区，⼈均收⼊与

⽣活⽔平曾处在中上⽔平。1991 年 8 ⽉ 24 ⽇，乌克兰政府发表国家独⽴

宣⾔。根据 2001 年的全乌⼈⼜普查资料，乌克兰有 130 多个民族，4500 万

⼈⼜，其中乌克兰族占 72%，俄罗斯族占 22%，其他少数民族有⽩俄罗斯

                                                        
* 苟利武，华东师范⼤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7 级博⼠研究⽣。本⽂获 2018

年⾸届华东师范⼤学国际问题研究博⼠⽣论坛⼀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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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摩尔多⽡族、保加利亚族、匈⽛利族、罗马尼亚族等，以及少数鞑靼

⼈。①从区位来看，经济基础最好的是克⾥⽶亚，主要发展军⼯、港⼜和旅

游等产业，其次是东部⼯业区，最后是西部农业区。乌克兰⼈分布在乌克

兰全境，且⼤部分还是信仰东正教，只有居住在西部的部分乌克兰⼈，受

波兰等的影响，信仰天主教。俄罗斯族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南部克⾥⽶亚地

区，信仰东正教。鞑靼⼈主要分布在克⾥⽶亚，信仰伊斯兰教。 

乌克兰的独⽴使其国内的俄罗斯族由苏联时期的主体民族变成少数民

族。苏联时期俄罗斯⼈作为主体民族的优越感，在独⽴后的乌克兰国内受

到挤压，即使在俄罗斯⼈⼜⽐例占多数的克⾥⽶亚也未能幸免。克⾥⽶亚

⾃治共和国位于欧洲东部、⿊海北岸的克⾥⽶亚半岛上，原是乌克兰的⼀

个省级特区，⾯积 2.6 万平⽅公⾥。克⾥⽶亚⼤部分是俄罗斯⼈，其次是

受俄罗斯⽂化影响的乌克兰⼈和克⾥⽶亚鞑靼⼈。②在克⾥⽶亚绝⼤多数

⼈只会讲俄语，听俄语⼴播，仅有 7%-9%的克⾥⽶亚⼈看基辅电视台的节

⽬。根据 2014 年的⼈⼜普查，84%的克⾥⽶亚居民把俄语作为母语。③ 

                                                        
① 1989 年乌克兰⼈⼜ 5142.4 万⼈，其中乌克兰⼈占⽐ 72.7%，俄罗斯⼈ 22.1%，犹太

⼈和⽩俄罗斯⼈分别为 0.9%，摩尔多⽡⼈ 0.6%，保加利亚⼈ 0.5%，匈⽛利⼈ 0.4%，

罗马尼亚⼈ 0.3%，波兰⼈ 0.4%，因被流放和受政治迫害或逃往他国，乌克兰境内克⾥

⽶亚鞑靼⼈极少；2001 年乌克兰⼈⼜ 4800.4 万⼈，其中乌克兰⼈ 77.8%，俄罗斯⼈

17.3%，⽩俄罗斯⼈ 0.6%，摩尔多⽡和克⾥⽶亚鞑靼⼈同为 0.5%，保加利亚⼈ 0.4%，

匈⽛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均为 0.3%，犹太⼈ 0.2%等。数据来源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и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по итогам Всеукраинск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2001 года, 
http://2001.ukrcensus.gov.ua/rus/results/general/nationality/ 
② 1989 年克⾥⽶亚主要族群⼈⼜及⽐重：俄罗斯⼈ 163 万占⽐ 67%；乌克兰⼈ 62.6

万占⽐ 25.8%，克⾥⽶亚鞑靼⼈（含鞑靼⼈）3.8 万占⽐ 1.6%；⽩俄罗斯⼈ 5 万，占⽐

2.1%；犹太⼈ 1.7 万占⽐ 0.7%等。2001 年为：俄罗斯⼈ 145 万占⽐ 60.4%；乌克兰⼈

57.6 万占⽐ 24%，克⾥⽶亚鞑靼⼈（含鞑靼⼈）25.9 万占⽐ 10.8%；⽩俄罗斯⼈ 3.5 万，

占⽐ 1.5%；犹太⼈ 0.6 万占⽐ 0.2%等。Численность и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по 
итогам Всеукраинск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2001 года 
③ Dzerkalo Tyzhnia, “Census of the population is transferred to 2016”, 20 Septem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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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 16 ⽇克⾥⽶亚就⾃⾝地位举⾏全民公投，克⾥⽶亚⾃治

共和国议会次⽇决定并宣布独⽴成为主权国家，命名为克⾥⽶亚共和国，

然后正式申请加⼊俄罗斯联邦，被俄罗斯接纳。此举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

注，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国博弈、地缘政治、能源政治等视⾓，对这⼀

问题展开研究。①但长期以来，此类研究对乌克兰危机的认识仍旧停留在历

史积怨、建国后的政治根源、政治制度与⽂化根源和国家建设的失败等层

⾯，难有进益。 

在这⼀背景下，有学者尝试将族群分离因素纳⼊分析框架中。代表性

的学者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厄内斯特·盖尔纳

（Ernest Gellner）、埃⾥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鲁恂•W•派伊

和哈罗德·伊罗⽣(Harold R. Isaacs)等。尤其是，哈罗德·伊罗⽣在 1975

年关于族群冲突的预⾔，在 21 世纪的世界范围内已经得到印证。伊罗⽣认

为，宗教、族群与部落对社会发展消极的⼀⾯不会随着时间⽽消失，他深

信原乡情怀仍然将持续酝酿，新的族群认同也将撼动世界的政治。②伊罗⽣

从“姆庇之家”（House of Muumbi）、雪⼈、部落偶像、⾝体、名字、语⾔、

宗教、民族、历史起源和新多元主义等多个⾓度探究族群的本质，讨论群

体认同在政治变迁压⼒下的⾃我塑造，民族主义对世界格局的改变，以及

认同问题对个⼈⼼理的巨⼤冲击。伊罗⽣把族群的复杂性⽐作“狰狞的雪⼈”

（Abominable Snowman），认为姆庇之家这种原乡情节的内涵要⽐族群意

识更加丰富，可以让⼈民为⾃⼰的种族、部落献⾝，为⾃⼰的语⾔、乡⼟

与国家卖命。③派伊认为，在民族主义的背后，是⼀股混杂着宗教、语⾔、

种族与地域的巨⼤能量，⽽经济发展或者民族政策等都有可能成为爆发民

                                                        
① 亚历⼭⼤·利布曼：“乌克兰危机、俄经济危机和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研究》，

2015 第 3 期，第 37-57 页。 

② 鲁恂·W·派伊，“族群认同的先知”，载于[美]哈罗德•伊罗⽣《群氓之族》，桂林：

⼴西师范⼤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 页。 

③ 同上，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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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冲突的诱导因素。作为⾃由主义者的派伊还认为，族群冲突的根源在于

经济发展的不平等，这也意味着只有经济平等才能平息族群之间的紧张。
① 

不难看出，族群分离与治理的视⾓以及相关的政治变迁理论都对以往

研究起到了很好的补充完善作⽤。然⽽，⾃由主义观点虽然可以解释上世

纪 90 年代经济衰退期间克⾥⽶亚与乌克兰政府的冲突与分离，却难以说

明为何 2000 年以来，当乌克兰经济进⼊恢复时期后，克⾥⽶亚依然存在的

离⼼倾向。故⽽，本⽂拟从族群异质性、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盾、社会转

型等⾓度探究乌克兰族群冲突的根源，以及族群的抗争和分离意识与国家

治理之间的关系。 

 

⼆、乌克兰国内克⾥⽶亚⼈的族群历史与记忆 

在⼤多数新独⽴的国家中，传统的认同⽅式都是从部族或者种姓集团

转到族群和语⾔集团的，⽽这种⽅式是与更⼤范围内的国家或社会认同感

相抵触的。②克⾥⽶亚⾃治的历史要远远早于乌克兰，不论是汗国时期以鞑

靼⼈为主的克⾥⽶亚，还是苏联时期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克⾥⽶亚，都很难

与乌克兰建⽴认同。1954 年苏联将克⾥⽶亚移交给乌克兰是⼀种国家内部

⾏为，并⾮基于克⾥⽶亚公民公投，因此克⾥⽶亚民众对乌克兰的认同是

来源于对苏联强权的威慑和依赖。 

⾸先，克⾥⽶亚有着长期独⽴以及作为俄国和苏联⼀部分的历史记忆。

历史上的克⾥⽶亚从 1239 年起，被蒙古帝国时期四⼤汗国之⼀的⾦帐汗

国统治长达 200 年之久。⾦帐汗国分裂后建⽴了克⾥⽶亚汗国，定都在巴

                                                        
① 同上。 

② 鲁恂·W·派伊，“族群认同的先知”，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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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奇萨赖（Bahçeseray）①，从 1449 年到 1783 年长达 300 多年，这⼀时期

被称为克⾥⽶亚汗国时期。克⾥⽶亚汗国为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国，经济上

主要从事奴⾪贸易。此时的克⾥⽶亚汗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持下多次攻打

北部公国，将抓获的奴⾪贩卖到奥斯曼帝国和中东地区。在 1500-1700 年

间，克⾥⽶亚汗国从俄国和波兰—⽴陶宛王国抓获奴⾪多达 200 万⼈。②

克⾥⽶亚也因此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奴⾪贩卖市场，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独

⽴的法律和政府机构。③克⾥⽶亚战争之前，克⾥⽶亚汗国已经具备完备的

军事基础和⾮常强的军事实⼒。从 15 到 18 世纪末的近 400 年⾥，为了抗

击克⾥⽶亚汗国的骚扰，俄国、波兰—⽴陶宛王国及其他东欧国家与克⾥

⽶亚汗国进⾏了长期⽆休⽌的战争。④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军事上难以

⽀持克⾥⽶亚汗国，俄国的⽇渐崛起并发起对克⾥⽶亚和奥斯曼帝国数次

攻伐，克⾥⽶亚逐渐衰落，直到 1783 年被俄罗斯帝国彻底占领。⾃ 1784

年起到 1921 年，克⾥⽶亚半岛作为新俄罗斯塔夫利达州的⼀部分，成为俄

国⿊海舰队基地。1921 年 10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通过

决议，塔夫利达省的克⾥⽶亚半岛部分组建克⾥⽶亚苏维埃社会主义⾃治

共和国，⾸府为⾟菲罗波尔，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组成

部分。1945 年 6 ⽉，根据苏联最⾼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克⾥⽶亚苏维埃

社会主义⾃治共和国改为克⾥⽶亚州。为纪念乌俄合并 300 周年，1954 年

                                                        
① “Bakhchisaray history Archived”, http://bikz.academia.edu/ReshatAliyev 
② M. Kizilov, “Slaves, Money Lenders, and Prisoner Guards: The Jews and the Trade in 
Slaves and Captives in the Crimean Khanate1”,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2007, Vol.58, No.2, 
pp.189-210. 
③ M. Kizilov, “Slav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Crim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ristian, 
Muslim, And Jewish Sources”,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2007, Vol.11, No.1, pp.1-31. 
④ 刘显忠：“克⾥⽶亚半岛的历史变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 年第 2 期，

第 95-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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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最⾼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克⾥⽶亚被划归乌克兰。①1991 年 1 ⽉，

克⾥⽶亚举⾏全民公投，恢复克⾥⽶亚苏维埃社会主义⾃治共和国。1991

年 12 ⽉苏联解体时，克⾥⽶亚成为乌克兰的⾃治共和国，并得到国际社会

的承认。但克⾥⽶亚仍试图独⽴，1992 年 2 ⽉ 26 ⽇改名为克⾥⽶亚共和

国，1992 年 5 ⽉ 5 ⽇宣布国家独⽴，5 ⽉ 6 ⽇通过了宪法。同时，俄罗斯

议会在 1992 年 5 ⽉通过决议，②认为当年关于把克⾥⽶亚转交给乌克兰的

决议⽆效，应该举⾏俄、乌、克三⽅谈判，以解决克⾥⽶亚的归属问题。

总之，从历史的⾓度来看，克⾥⽶亚汗国时期长达 300 多年，真正作为独

⽴的乌克兰国家的⼀部分只有不⾜ 30 年的时间，加上⼤量的俄罗斯⼈不

断迁⼊，使得克⾥⽶亚的历史记忆中有太多的俄罗斯认同，⽽不是乌克兰

认同。 

其次，克⾥⽶亚深受俄罗斯⽂化与东正教的影响，从⽽打下了深厚的

                                                        
① 详见档案资料：Document 1: 5 February 1954 Decree of the Russian Soviet Federative 
Socialist Republic Council of Ministers,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the Crimean Oblast’ from 
the RSFSR to the UkSSR” TsGA RSFSR [GARF], F.259, Op.1, D.645, L.159, Published in 
“Istoricheskii arkhiv”, 1992. Translated for CWIHP by Gary Goldberg; Document 2: 5 
February 1954 Minutes N 41 of a Meeting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Russian Soviet Federative 
Socialist Republic [RSFSR] Supreme Soviet TsGA RSFSR [GARF]. F.385, Op.13, D.492, L. 
1-2. Published in “Istoricheskii arkhiv”, 1992. Translated for CWIHP by Gary Goldberg;  
Document 3: 13 February 1954 Decree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Ukrainian Supreme Soviet, 
“Concerning the Submission of the RSFSR Supreme Soviet Presidium Concerning the Issue 
of the Transfer of the Crimean Oblast to the Ukrainian SSR”. GARF. F.7523, Op.85, D.94, 
L.8. Published in “Istoricheskii arkhiv”, 1992. Translated for CWIHP by Gary Goldberg; 
Document 4: 15 February 1954 Letter from D.S. Korotchenko and V.Ye. Nizhnik to K.Ye. 
Voroshilov, with a Report about the Decree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Ukrainian SSR Supreme 
Soviet GARF. F.7523, Op.85, D.94, L.8. Published in “Istoricheskii arkhiv”, 1992. Translated 
for CWIHP by Gary Goldberg; Document 5: 19 February 1954 Meeting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Supreme Soviet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GARF. F.7523, Op.57, D.963, 
L.1-10. Published in “Istoricheskii arkhiv”, Issue 1, Vol.1, 1992. Translated for CWIHP by 
Gary Goldberg; Document 6: Sergey Khrushcehv, Excerpt from Nikita Khrushchev: 
Reformator, Moscow: Vremya, 2010. Translated by Anna Melyakova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②  决 议 内 容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правовой оценке решений высших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РСФСР по 
изменению статуса Крыма, принятых в 1954 годуhttp://sevkrimrus.narod.ru/ZAKON/ 
o19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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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化印迹。历史上的克⾥⽶亚先后经历了蒙古帝国时期、奥斯曼帝

国时期、俄帝国时期、苏维埃俄国时期、苏联时期、乌克兰时期。从族群

结构来看，并⼊俄国时，克⾥⽶亚半岛的⼤部分居民是克⾥⽶亚鞑靼⼈，

是原定居于克⾥⽶亚半岛的突厥语民族。俄国占领克⾥⽶亚后，推⾏同化

政策，迫使⼀些鞑靼⼈逃离克⾥⽶亚。克⾥⽶亚战争前后又有数⼗万克⾥

⽶亚鞑靼⼈迁离。与此同时，⼤量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农民以及来⾃法国、

保加利亚、德国、希腊的移民，还有来⾃波兰的犹太⼈，向克⾥⽶亚迁移。
①据 1897 年的⼈⼜普查，塔夫利达省⼈⼜达 140.7 万⼈，俄罗斯⼈（乌克

兰⼈当时还没有被划为单⼀民族，都被称为俄罗斯⼈）占据了 70.8%的⽐

例，鞑靼⼈降到了 13%，其他民族占⽐ 16.2%。②此时，克⾥⽶亚有 54.66

万⼈，克⾥⽶亚鞑靼⼈ 19.4 万⼈，占⽐ 35.55%；俄罗斯⼈ 18 万⼈，占⽐

33.11%；乌克兰⼈ 6.5 万，占⽐ 11.8%；犹太⼈ 2.4 万⼈，占⽐ 4.4%。③第

⼀次世界⼤战期间，克⾥⽶亚鞑靼⼈⽀持奥斯曼帝国和德国攻打俄罗斯帝

国。第⼆次世界⼤战期间，克⾥⽶亚鞑靼⼈又⽀持德国。⼆战结束后，苏

联因克⾥⽶亚鞑靼⼈⽀持德国法西斯，⽽将⼤量的克⾥⽶亚鞑靼⼈流放到

中亚和乌拉尔⼭区。1959 年，克⾥⽶亚有 120.2 万⼈，其中俄罗斯⼈ 85.8

万，占 71.4%；乌克兰⼈ 26.77 万，占 22.3%；犹太⼈ 2.6 万，占 2.2%；⽩

俄罗斯⼈ 2.1 万，占 1.8%；克⾥⽶亚鞑靼⼈占⽐不⾜ 0.2%。④到 2001 年，

克⾥⽶亚总共有 240.1 万⼈，民族构成是：俄罗斯⼈ 145 万⼈，占 60.4%；

                                                        
① 刘显忠：“克⾥⽶亚半岛的历史变迁”。 
② Рой Медведев. Расколотая Украина. Москва, 2007. C.59. 
③  “The First General Census of the Russian Empire of 1897 – Taurida Governorate”. 
demoscope.ru. Демоскоп.  
④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по переписи на 15 января 1959 года по республикам, 
краям, областям,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округам, районам, городам, поселкам городского типа, 
районным центрам и крупным сельским населенным местам (по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му делению на 1 января 1960 г.).- М.: Центральное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1960.- 523 с.转引⾃ http://www. demoscope.ru/ 
weekly/ssp/ussr59_reg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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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 57.7 万⼈，占 24.0%；克⾥⽶亚鞑靼⼈ 24.5 万⼈，占 10.2%。①

从宗教信仰来看，2013 年克⾥⽶亚东正教信徒达到 58%，伊斯兰教徒则占

15%。②语⾔⽅⾯，由于长期受到俄罗斯⽂化的影响，克⾥⽶亚⽇常⽤语为

俄语的⼈⼜占 82%，俄语和其他语⾔（不包含乌克兰语）交替使⽤的⼈⼜

占 3%，俄语和乌克兰语交替使⽤⼈⼜占 3%，使⽤乌克兰语的⼈⼜占 2%，

克⾥⽶亚鞑靼语使⽤⽐重为 10%。③ 

第三，乌克兰在克⾥⽶亚的历史印迹⼗分有限。从历史上看，克⾥⽶

亚独⽴建国的时间要早于乌克兰。乌克兰统治克⾥⽶亚的历史最早只能追

溯到 1954 年，真正意义上的对克⾥⽶亚的治理，则始于苏联解体、乌克兰

独⽴以后。历史上的乌克兰是作为⼀个地理学概念和民族学概念⽽存在，

但不是⼀个政治学概念。④12 到 14 世纪，由于封建割据，古罗斯部族逐渐

分裂成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 3 个⽀系。对于乌克兰民族记忆

产⽣重⼤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乌克兰这⼀概念的产⽣、乌克兰民族的形成

                                                        
① “About number and composition population of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by data 
All-Ukrainian population census”, “Sevastopol”, “About number and composition population 
of Ukraine by data All-Ukrainian Population Census 2001”, 2001 Ukrainian Census. 
② “Public Opinion Survey Residents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该样本为

1200 名年满 18 周岁的克⾥⽶亚永久居民，他们均有资格投票，涵盖不同年龄，性别，

教育⽔平和宗教信仰等因素。 
③ “Public Opinion Survey Residents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④ 赵云中：《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上海：华东师范⼤学出版社，2004 年，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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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及哥萨克式的浪漫民族主义。②⽆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波兰的统治下，

乌克兰民族被分治、被压迫的处境并没有改变，沙俄时期统治民族⾃称“⼤

俄罗斯”，把乌克兰称为“⼩俄罗斯”，制定了同化政策，乌克兰语的印刷品

被禁⽌，⽽且在公共场合不允许使⽤乌克兰语。③在蒙古统治的 200 年间，

乌克兰地区的东西差异逐渐拉⼤。在语⾔⽅⾯，东部俄罗斯⼈说俄语，西

部乌克兰⼈说乌克兰语；社会组织⽅⾯，东部是俄罗斯式的村社组织，西

部则是独⽴农民与⾃由领地占主导地位；⽣活⽅式上，西部倾向于哥萨克

式的⾃由⽣活，东部则是长期受俄国农奴制和帝国官僚制影响；宗教信仰

⽅⾯，西部深受天主教影响，东部主要信仰东正教。④历史上形成的乌克兰

东西部的分裂进⼀步使得乌克兰对克⾥⽶亚的治理变得⼗分有限。虽然⾝

为苏联第⼆⼤继承者，乌克兰在经济、军事、⼯业、农业等诸多领域占据

独特优势，但独⽴后的乌克兰政府政治转型和社会发展较为缓慢，⑤对克⾥

⽶亚的治理与克⾥⽶亚⼈的预期存在较⼤的落差。总之，历史上的克⾥⽶

亚在族群历史与记忆上保留了较多的俄罗斯⽂化的印迹。民调显⽰，由于

长期受到俄国和苏联⽂化的影响，相对于乌克兰⽂化，以新移民为主的克

                                                        
① 始于加利⽀-沃伦公国时期，乌克兰的民族性在西南罗斯⼟著反抗波兰-⽴陶宛统治

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B. Skinner, “Borderlands of Faith: Reconsidering the Origins of a 
Ukrainian Tragedy”, Slavic Review, 2005, Vol.64, No.1, pp.88-116. 
②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哥萨克式的浪漫民族主义在 19 世纪早期得到充

分的发展，乌克兰知识界寻求民族复兴和社会正义的思想开始出现，并在后来对沙俄

的抗争中成熟。代表性⼈物有农奴出⾝的诗⼈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和政

治理论家⽶卡罗·德拉霍马诺夫(Mykhailo Drahomanov)。详见“Taras Grigoryevich 
Shevchenko”, http://www.encyclopedia.com/people/literature-and-arts/russian-and-eastern-
european-literature-biographies/taras-grigoryevich 
③ J. Remy, “The Valuev Circular and Censorship of Ukrainian Publications in the Russian 
Empire (1863–1876): Intention and Practice”,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2007, Vol.49, No.1-
2, pp.87-110. 
④ ⾦雁：《从“东欧”到“新欧洲”》，北京：北京⼤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94-296 页。 

⑤ 冯⽟军：“乌克兰危机：多维视野下的深层透视”，《国际问题研究》， 2014 年第 3 期，

第 48-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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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更倾向于认同俄罗斯⽂化。① 

 

三、克⾥⽶亚反抗乌克兰政府的现实根源 

对于克⾥⽶亚的分离运动来说，族群异质性或者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独

⽴国家地位只是原因之⼀。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化等⽅⾯的现实环境

和政策，对分离主义运动也有极⼤的刺激和推动作⽤。②克⾥⽶亚接连不断

地提出⾃治甚⾄独⽴的要求，除了⼤国⼲预的因素外，与乌克兰政府在克

⾥⽶亚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也有⼀定程度的关系。综合来看，乌

克兰国内族群冲突的现实根源主要有： 

⾸先，克⾥⽶亚的分裂势⼒⼀直长期存在。主要代表⼈物尤⾥·梅什

科夫（Yuriy Meshkov），1945 年 10 ⽉ 25 ⽇出⽣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现乌克兰）东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锡涅利尼科沃。1990

年，梅什科夫当选为克⾥⽶亚最⾼委员会代表，其间成为“克⾥⽶亚共和党

运动”（Republican movement of Crimea）组织的创始⼈。1994 年，他担任

共和党总统选举的选举集团主席，在第⼆轮选举中，梅什科夫以 72.92%的

得票率击败了时任克⾥⽶亚最⾼委员会负责⼈的⽶科拉·巴霍洛夫

（Mykola Bahrov）③，当选为克⾥⽶亚共和国总统。1995 年 3 ⽉ 17 ⽇，

乌克兰议会废除克⾥⽶亚宪法和有关法律，梅什科夫被乌克兰⾏政法院驱

逐，5 年内不得⼊境。梅什科夫流亡莫斯科成为⾼校教师，并⼀直坚持其

政治⽴场直到 2014 年克⾥⽶亚危机爆发。④梅什科夫的政治主张包括：政

                                                        
① “Public Opinion Survey Residents of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② 庄礼伟：“印度尼西亚社会转型与族群冲突——亚齐民族分离运动个案研究”，《世界

民族》，2005 年第 1 期，第 29-35 页。 
③ “New developments in Russia, Belarus and Ukraine”, Assembly of WEU, December 4, 
2001, p.24,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PDF) on September 28, 2007. 
④ Екс-Президента Криму Вислали З України. https://www.pravda.com.ua/news/2011/07/ 
13/6384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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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促进克⾥⽶亚与俄罗斯联邦建⽴更密切的关系，直到与俄罗斯统⼀，

向克⾥⽶亚⼈发放俄罗斯护照，将克⾥⽶亚时间调到莫斯科时区；军事上，

⼒求与俄罗斯建⽴军事联盟；经济上，主张深化经济改⾰，计划成⽴“中央

银⾏”，建⽴“多元货币”制度，不仅允许俄罗斯卢布，⽽且允许美元在克⾥

⽶亚流通。①在梅什科夫政策主张的影响下，克⾥⽶亚独⽴运动在克拉夫丘

克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并分别在 1991 年和 1994 年举⾏公投，形成了稳固

的群众基础。 

其次，乌克兰独⽴后⾃⾝经济陷⼊严重衰退，进⼀步刺激了克⾥⽶亚

的分离运动。此次乌克兰危机的导⽕索就是在乌克兰国内经济陷⼊危机、

预算和⾚字⽇益扩⼤、国际收⽀⾯临巨⼤压⼒的情况下，紧急叫停欧洲⼀

体化⽽引发的。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经济⼀直没有恢复到解体前的⽔平。

根据乌克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 年，乌克兰名义 GDP 从 14088.89 亿

格⾥夫纳上调⾄ 14112.38 亿格⾥夫纳，实际增速从 0.2%上调⾄ 0.3%，⼈

均 GDP 从 30901 格⾥夫纳（3833.87 美元）上调⾄ 30953 格⾥夫纳（3840.32

美元）。但从长期的经济规模来看，2012 年，乌克兰实际 GDP 相当于 1990

年的 69.5%，⼈均实际 GDP 相当于 1990 年的 81.1%。②苏联解体前，乌克

兰的⼯业和经济⽔平仅次于波罗的海三国，⾼于俄罗斯和中亚。但是独⽴

以后乌克兰经济衰退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民的预期，经济总量由 1989 年

的 827.09 亿美元下降到 2000 年的 312.62 亿。③乌克兰政府改⾰政策的失

误致使恶性通货膨胀居⾼不下，物价飞涨，商品严重缺乏，克⾥⽶亚对乌

克兰政府的不满情绪也随之⾼涨。④乌克兰经济滑坡⽆论就幅度还是持续

                                                        
① Celestine Bohlen, “Russia vs. Ukraine: A Case of the Crimean Jitter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1994/03/23/world/russia-vs-ukraine-a-case-of-the-crimean-
jitters.html 
②张弘：“乌克兰政治危机背后的经济因素解析”，http://news.ifeng.com/opinion/wangpin 
g/wukelan/ 
③ 数据来源世界银⾏ 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ukraine?view=chart 
④ L. Kistersky, “Economic Reasons for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Ukraine”, Brown J.world Aff,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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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都明显超过俄罗斯，更远远超过波兰等中东欧国家，也因此成

为“渐进式失败”的典型。 

第三，乌克兰政治转型缓慢，难以有效应对国内危机。 独⽴之初的乌

克兰，其国情具有独特的“⼆元对⽴性”，即：天主教与东正教、农业区与

⼯业区、乌克兰⼈与俄罗斯⼈、乌克兰语与俄语、西部与东部。这种⼆元

对⽴的特性错综复杂地交织在⼀起，成为乌克兰社会转型的⼀⼤难题。此

外，总统与议会之间陷⼊权限之争。乌克兰彻底摒弃了原来的国家政体，

仿效西⽅建⽴起了“三权分⽴”的国家政体，但没有以宪法的形式对总统和

议会进⾏明确的权限划分，⽽继续执⾏ 1978 年宪法，直到 1996 年才通过

独⽴以来的第⼀部新宪法。新宪法中保留了很多苏联时期的痕迹，如作为

国家最⾼权⼒机关的最⾼苏维埃仍然存在。与总统和议会权⼒之争相伴随

的，是政府更迭频繁。乌克兰独⽴六年时间，政府更迭竟达 7 次，造成的

直接后果是国家经济政策带有多变性，缺乏连贯性，成为乌克兰经济持续

下滑的主要原因之⼀。同时，在议会内部，政党之间对抗严重。苏联解体

之前，乌克兰国内形成了⽀持⼽尔巴乔夫改⾰的最具影响⼒的社会政治组

织“乌克兰⼈民运动”（又称“鲁赫”），但在 1990 年 10 ⽉，“鲁赫”改变其政

治主张，转向争取乌克兰独⽴，并要求结束共产党⼀党统治，禁⽌共产党

活动，反对社会主义，主张巩固乌克兰独⽴和主权，坚决推⾏市场经济和

私有化，建设民族、民主国家。乌克兰共产党则主张资本主义和反社会主

义势⼒下台，取消总统制，恢复社会主义。在 1998 年议会选举中，共产党

得票最多，成为议会第⼀⼤党。两⼤政治组织坚持各⾃的政治主张，拉帮

结派，互相对抗，产⽣了严重的消极后果。 

独⽴以来，乌克兰⼀共经历了多次宪政体制的改变，从总统议会制

（1996 年）、议会总统制（2006 年）、总统议会制（2010 年），再到 2014

年的议会总统制，反复⽆常。在政治对抗的同时，也造成了乌克兰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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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多次重⼤的政府动荡。⾯对克⾥⽶亚公投的政治诉求，乌克兰政

府的应对显得⼒不从⼼。1991 年 8 ⽉，克⾥⽶亚议会就通过了总统选举法。

1992 年 1 ⽉，克⾥⽶亚举⾏总统选举，⽽当时乌克兰甚⾄没有宪法来约束

克⾥⽶亚的这⼀⾏为。乌克兰政府为求其领⼟完整，允许克⾥⽶亚升格为

共和国，这⼀举动并没有让克⾥⽶亚收敛，反⽽纵容了其独⽴情绪。梅什

科夫在竞选总统时承诺当选以后不仅在克半岛内实⾏双重国籍，还要让克

⾥⽶亚加⼊卢布区。最终，梅什科夫顺利当选克⾥⽶亚⾸任总统。2004 年

“橙⾊⾰命”期间，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主导修改宪法，从总统制改为议会总

统制，⽽亚努科维奇选举胜出后，反其道⽽⾏之，回归 1996 年宪法，再次

恢复了总统制并不断扩⼤总统权⼒。①乌克兰的政权结构在总统主导还是

议会主导之间⼤幅度摇摆，每⼀次宪政权⼒的变动都反映了乌克兰的政治

失序，⽽政治精英和寡头集团势⼒则疯狂寻租，导致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 

第四，来⾃外部⼒量的⼲预推动了乌克兰国内的分离运动。在乌克兰

问题上，俄罗斯与西⽅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利益考量。1992 年 1 ⽉ 23 ⽇，

俄罗斯议会通过决议，要求重新审议苏联最⾼苏维埃于 1954 年将克⾥⽶

亚从俄罗斯划归乌克兰的决定是否符合俄联邦宪法，同时建议乌克兰最⾼

苏维埃也研究克⾥⽶亚的归属问题。②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借巡视⿊海

舰队之机，呼吁克⾥⽶亚居民进⾏全民公决，脱离乌克兰，加⼊俄罗斯。

克⾥⽶亚随即通过“宪法”，该宪法决定在克⾥⽶亚半岛内实⾏双重国籍并

使克⾥⽶亚加⼊卢布区。克拉夫丘克政府对此进⾏强烈谴责。1993 年 7 ⽉

9 ⽇，俄罗斯议会又通过关于收回克⾥⽶亚重要海军基地城市塞⽡斯托波

                                                        
① 冯⽟军：“乌克兰危机：多维视野下的深层透视”；以及 O. Protsyk, “Troubled Semi- 
Presidentialism: Stability of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Cabinet in Ukraine”, Europe-Asia 
Studies, 2003, Vol.55, No.7, pp.1077-1095. 
② 决议内容：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правовой оценке решений высших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РСФСР по 
изменению статуса Крыма, принятых в 1954 году. 
http://sevkrimrus.narod.ru/ZAKON/o19 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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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市的法令。1994 年乌克兰总统⼤选之际，克⾥⽶亚议会宣布脱离乌克兰，

并建⽴了“克⾥⽶亚国防部”和“克⾥⽶亚武装部”。①舆论⽅⾯，俄罗斯主要

通过奥斯坦基诺⼴播电视公司进⾏宣传，并向克⾥⽶亚提供⼤量俄语出版

物。克⾥⽶亚议会主席斯科夫承认，克⾥⽶亚在采取每项⾏动之前都同莫

斯科进⾏过协商。②2008 年 9 ⽉，俄罗斯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向克⾥⽶亚公

民颁发护照。③另⼀⽅⾯，西⽅国家⼲预乌克兰事务也经历了⼀个变化的过

程。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英两国就在克⾥⽶亚分裂问题上积极⾏

动，从财⼒上对乌克兰的克⾥⽶亚民族分裂势⼒予以资助。这些国际财团

以总部设在加拿⼤的霍林格社团为核⼼，该社团由英国前⾸相撒切尔夫⼈

任主席，英国的卡林顿勋爵和美国的基⾟格等担任顾问委员会委员。④新世

纪开始，美欧⼒图推动北约和欧盟向后苏联地区，特别是乌克兰扩张，并

积极⼲预乌国内事务。⑤从整个乌克兰危机的过程来看，美欧对曾在基辅独

⽴⼴场上反抗亚努科维奇的反对派给予⼤⼒⽀持，麦凯恩、纽兰、阿什顿

等美欧⾼官亲⾃为反对派站台助威，使乌国内政治形势进⼀步复杂化。⑥ 

 

                                                        
① 张丽君、⾦锦虎编译：“克⾥⽶亚——分裂乌克兰的杠杆”，《俄罗斯研究》，1995 年

第 2 期，第 24-25 页。 

② 同上。 
③ “Cheney urges divided Ukraine to unite against Russia’ threat”, Archived 21 May 2011 at 
the Wayback Machine, Associated Press, 6 September 2008. 
④ 张丽君、⾦锦虎编译：“克⾥⽶亚——分裂乌克兰的杠杆”。 

⑤ 西⽅⼏乎⼀边倒的把乌克兰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俄罗斯。⽶尔斯海默认为这个说法

是错误的，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应该承担⼤部分责任，乌克兰危机的根源是北约的东

扩激怒了俄罗斯，西⽅对乌克兰的三⼤政策：北约东扩，欧盟扩张和推⾏民主化为乌

克兰危机提供了充⾜的“燃料”，亚努科维奇拒绝了与欧盟谈判经济协议⽽转向俄罗

斯，引发了危机。详见 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A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2014, Vol.93, No.5. 
⑥ 冯⽟军：“乌克兰危机：多维视野下的深层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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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乌克兰政府的治理失效 

对于克⾥⽶亚问题，乌克兰历届政府对克⾥⽶亚的社会治理都没有取

得好的效果，这体现在⼀系列社会治理及政治经济政策的失效。 

⾸先，乌克兰政府在克⾥⽶亚推⾏乌克兰化政策失效。乌克兰政府以

捍卫乌克兰语地位为由，在克⾥⽶亚学校推⾏乌克兰语的同时，对当地俄

罗斯族及俄语居民权利进⾏限制，这都引起克⾥⽶亚社会的不满和抵制。

乌克兰独⽴以来，俄语是否应被确定为第⼆官⽅语⾔的问题⼀直存在争议。

1994 年，在克⾥⽶亚、顿涅茨克州和卢⽢斯克州举⾏了⼀次公民投票，80%

以上的⼈⽀持俄语与乌克兰语都成为官⽅语⾔，并且俄语成为区域⼀级的

官⽅语⾔。然⽽，乌克兰政府不承认公民投票的结果。①乌克兰政府强调，

按照《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宪章》第⼗条，乌克兰语必须作为乌克兰

国家唯⼀⼯作及⽂书语⾔。这⼀裁决意味着，包括警察和教师在内的所有

公职⼈员⼯作时必须使⽤乌克兰语，⽽不懂乌克兰语的公职⼈员将被解雇。
②同时，乌克兰政府将俄语⼴播的时间减少到每周 4 ⼩时。乌克兰信息部

还表⽰，1996 年出版的乌克兰语书籍的数量⽐ 1970 年减少了 2.3 倍，克⾥

⽶亚依然存在“俄罗斯化”，并呼吁议会捍卫乌克兰语的权利。③实际上，由

于长期受到俄罗斯语⾔⽂化的影响，在克⾥⽶亚俄语书籍占⽐ 87%，即使

独⽴以后，乌克兰⼤多数当代作家仍然习惯⽤俄语写作，尤其畅销书更是

如此。第⼆个原因是乌克兰书籍出版政策效率低下，与俄语书籍相⽐，乌

克兰出版商认为乌克兰语书籍在乌克兰市场的利润和需求都太低。④在娱

乐传媒领域，2012 年的⼀项研究表明：乌克兰语歌曲占⽐ 3.4%，俄语歌曲

达到了 60%，另外，俄语报纸占⽐超过 60%，期刊占⽐ 83%。即使在乌克

                                                        
①  Донбасс: забытый референдум-1994. http://thekievtimes.ua/society/372400-donbass-
zab ytyj-referendum-1994.html 
② TASS 1/5/00 and Current 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 1/19/00. 
③ Ibid. 
④ Книгоиздание в Украине: мнения экспертов, http://archive.kontrakty.ua/gc/2006/25/3-
z aplati-za-kapitalizaciy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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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国有频道，28%的电视节⽬都是乌克兰语和俄语双语节⽬。①在互联⽹领

域，调查显⽰，使⽤俄语的⽹民占⽐ 80.1%；其次是英语，占⽐ 10.1%；乌

克兰语排第三，占⽐ 9.5％②。根据 2013 统计结果显⽰，乌克兰五个最受

欢迎的⽹站（⾕歌除外）中，有四个是俄语⽹站，③最受欢迎的乌克兰语⽹

站 Ukr.net 排名第⼋位。④ 

其次，乌克兰政府在克⾥⽶亚的政治经济政策失效。1995 年 3 ⽉，库

奇马政府宣布废除克⾥⽶亚宪法以及克⾥⽶亚总统的职位，并强调如果该

地区继续违反乌克兰宪法，克⾥⽶亚地区议会也会被解散，此举引发了克

⾥⽶亚连续两个⽉的抗议⽰威。⑤1997 年 4 ⽉ 9 ⽇，克⾥⽶亚议会以压倒

性多数投票，罢免了乌克兰政府任命的克⾥⽶亚总理阿卡迪·德⽶登科

(Arkady Demidenko)。⽽根据乌克兰宪法规定，克⾥⽶亚政府⼈事任免需

经乌克兰国家元⾸批准。⑥乌克兰政府与克⾥⽶亚的博弈，体现了乌克兰⽆

法控制克⾥⽶亚的政治局势。 

从经济⽅⾯看，苏联时期的克⾥⽶亚，经济发展的⽀柱产业有军⼯、

旅游和农业。克⾥⽶亚军⼯产业在⼯业⽣产中占有很⼤⽐重。由于克⾥⽶

亚占据独特的地理位置，⾃然条件极为优越，有众多深⽔良港，⾃叶卡捷

琳娜⼆世占领克⾥⽶亚以来，克⾥⽶亚⼀直是俄国和苏联时期⿊海舰队的

军事基地和军⼯造船基地。克⾥⽶亚有⼀半居民从事这⼀⾏业。在克⾥⽶

亚，军⼯业和造船业的专业化和⼀体化⽣产⽔平都⾮常⾼。苏联解体前，

                                                        
① Українська мова втрачає позиції в освіті та книговиданні, але тримається в кінопро- 
каті. https://life.pravda.com.ua/society/2012/11/9/115486/ 
② “Ukraine’s Ongoing Struggle With Its Russian Identity”,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 
com/articles/13758/ukraine-s-ongoing-struggle-with-its-russian-identity 
③ 四个俄语⽹站分别是 Vkontakte，Mail.ru，Yandex 和 Odnoklassniki。 
④ “Ukraine’s Ongoing Struggle With Its Russian Identity” 
⑤ “Minorities at Risk Project, Chronology for Crimean Russians in Ukraine”, 2004, http:// 
www.refworld.org/docid/469f38ec2.html 
⑥ Jan de Weydenthal, “Ukraine: Pro-Russian Crimean Parliament Opposes Regional 
Government”,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https://www.rferl.org/a/10831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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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政府向克⾥⽶亚的⼈均投资⽔平⾼出乌克兰全国⼈均投资⽔平的

15-20%；乌克兰为克⾥⽶亚合作修建的克⾥⽶亚北运河将第聂伯河的淡⽔

引⼊半岛，解决了克⾥⽶亚城乡 85%以上对淡⽔的需求，如按世界价格计

算，每年带来的经济效益达 20 多亿美元；克⾥⽶亚所需的 75%的⼯业产

品和 85%的电均来⾃乌克兰。①克⾥⽶亚则向乌克兰提供蔬菜、⽔果、海

产品和⽣活⽇⽤品。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的前两届政府均没有制定出有

效的过渡政策，旧的经济关系打破了，新的经济体制建⽴不起来，致使乌

克兰经济陷⼊危机，国内横向经济联系中断，军⼯产业萎缩，给克⾥⽶亚

经济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旅游业曾是克⾥⽶亚财政收⼊的主要来源，但

由于克⾥⽶亚局势不稳定，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绝⼤部分的宾馆、疗养院

因为客源不⾜⽽关门歇业。受乌克兰经济衰退的影响，克⾥⽶亚的农业⽣

产和需求都受到重创，农民⽣活⽔平⼤幅度下降，⼤批农业从业⼈员失业。

乌克兰独⽴后不到两年，克⾥⽶亚的失业⼈数⼀度⾼达数⼗万⼈。乌克兰

各地区收⼊排名显⽰，2007 年，克⾥⽶亚⼈均⽉收⼊排名降到第 10 位，

2009 年降到第 12 位，2013 年排名第 13 位，均低于全国平均⽔平。② 

第三，乌克兰政府对克⾥⽶亚鞑靼⼈的政策激化了克⾥⽶亚对乌克兰

政府的不满。1989 年 4 ⽉ 29 ⽇，克⾥⽶亚鞑靼⼈成⽴了克⾥⽶亚鞑靼民

族运动组织（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рымскотатар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ОКНД）。穆斯塔法·杰⽶列夫（Мустафа́ Абдулджеми́ль Джеми́лев 当选为

民族运动组织主席。在此基础上于 1991 年恢复成⽴“克⾥⽶亚鞑靼⼈民族

议会”（Меджлис крымскотатарского народа），由 33 名成员组成，民族议

                                                        
① 顾志红：“克⾥⽶亚⼤选”，《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1994 年第 4 期，第 69-73 页。 
② Середня заробітна плата за регіонами за місяць у 2009 році. http://www.ukrstat.gov.ua/ 
operativ/operativ2009/gdn/reg_zp_m/reg_zpm09_u.htm; Середня заробітна плата за 
регіон- ами за місяць у 2013 році. 
http://www.ukrstat.gov.ua/operativ/operativ2013/gdn/reg_ zp_m/ reg_zpm13_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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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席穆斯塔法·杰⽶列夫，总部位于⾟菲罗波尔。①该组织的主要政治诉

求有：建⽴⼀个克⾥⽶亚鞑靼⾃治共和国；承认克⾥⽶亚鞑靼语为官⽅语

⾔；要有⾃⼰的学校和社区等。②1991 年 6 ⽉ 30 ⽇，民族议会宣布⾃治，

并通过克⾥⽶亚鞑靼国歌和国旗。③1993 年 11 ⽉ 28 ⽇⾄ 30 ⽇，克⾥⽶亚

鞑靼民族议会选出 14 名克⾥⽶亚鞑靼⼈代表参加 1994 年克⾥⽶亚议会选

举，并决定参加总统选举。④2010 年 4 ⽉ 6 ⽇，克⾥⽶亚政治领导⼈要求

乌克兰政府解散和禁⽌民族议会以及克⾥⽶亚鞑靼⼈的所有其他形式的政

治代表，声称他们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其活动是违宪的”⑤。克⾥⽶亚鞑靼

组织则敦促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保护克⾥⽶亚鞑靼⼈免受歧视。⑥乌克

兰政府⼀定程度上满⾜了克⾥⽶亚鞑靼⼈的诉求，主要原因是乌克兰政府

希望通过安抚越来越愤怒的克⾥⽶亚鞑靼⼈，在克⾥⽶亚半岛上培养“盟

友”，来平衡克⾥⽶亚的民族分裂主义。⑦ 

综上所述，独⽴后的乌克兰政府在克⾥⽶亚推⾏乌克兰化政策，挫伤

了克⾥⽶亚居民的情感和利益。经济发展缓慢，加上社会动荡，政府治理

不⼒，使得克⾥⽶亚与乌克兰政府之间的冲突成为恶性循环。 

结语 

                                                        
① 克⾥⽶亚鞑靼⼈于 1917 年⾸次建⽴了他们⾃⼰的 Mejlis 和 Kurultai，后被斯⼤林废

除，1991 年，克⾥⽶亚鞑靼⼈在乌克兰政府许可下，恢复了 Mejlis-Kurultai 结构。 

② [加]叶礼庭著：《⾎缘与归属》，成起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年，第 167-

173 页。 
③ “Crimean Tatar Fact Sheet: Chronology”,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204135457/; 
http://www.euronet.nl/users/sota/krfacts.html 
④ Ibid. 
⑤ “Pro-Russia Groups Want Crimean Tatar Bodies Disbanded”, Radio Free Europe https:// 
www.rferl.org/a/ProRussia_Groups_Want_Crimean_Tatar_Bodies_Disbanded/2004234.html 
⑥ “Crimean Tatar Groups In Germany Appeal To Ukrainian President”, Radio Free Europe 
https://www.rferl.org/a/Crimean_Tatar_Groups_In_Germany_Appeal_To_Ukrainian_Preside
nt/2041406.html 
⑦ “Is Kyiv Preparing to Change Course on the Crimean Tatars?” http://www.moldova.org/ 
en/is-kyiv-preparing-to-change-course-on-the-crimean-tatars-202254-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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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乌克兰社会转型受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国际

环境以及⼤国博弈影响了乌克兰民主转型的⽅向。美、俄、欧在乌克兰有

着各⾃的地缘政治利益诉求，它们之间的利益⾓逐和博弈构成了乌克兰危

机的外部因素。 

从乌克兰国内环境来看，乌克兰政府对国内族群分离运动的治理产⽣

了消极影响。⾃独⽴以来，族群分离⼀直是困扰着乌克兰社会转型的棘⼿

问题。在乌克兰，各个族群因为历史原因与周边国家有着错综复杂的亲缘

关系，不同族群之间也因宗教信仰、语⾔⽂化、经济差距、政府治理等因

素影响⽽存在敏感性。在乌克兰，经济衰退、治理失效、社会腐败等诸多

因素为地区分离主义运动积蓄了强⼤的动⼒，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秩序的溃

散则为分离运动提供了巨⼤的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乌克兰历届政府都

不同程度地将乌克兰族的民族性上升为国家属性，将多数族裔的乌克兰⽂

化上升为国家⽂化，对少数族裔采取了兼具同化和霸权控制的政策。再加

上，政治失范造成的长期社会动荡和政府治理不⼒的政治⽂化，逐渐弱化

了克⾥⽶亚对乌克兰政府的认同，与之相应的政策制定在⼀定程度上降低

甚⾄阻滞了少数族群对政府的认同，成为克⾥⽶亚出现分离运动的重要诱

因。 

（责任编辑：张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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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记 

康恺① 

每周一、二、三、五早上八点，我都要赶到学校上第一堂课。为了不

迟到，我需要在早上六点半起床、洗漱、吃早餐，之后赶到 chatelet 的地铁

站。只有赶上 7:29 或者 7:31 的地铁，我才能保证准时到校。下了地铁，我

还要急匆匆地过红绿灯、过马路。巴黎的冬天，天总是亮得很晚，赶到学

校的时候，天一般都没有亮，但课程却已经开始了。 
现在的我，在上海的图书馆回想起这些场景，一切恍如隔世。 

一、初见 

到巴黎前，听到过很多朋友对巴黎的评价，或真或假、褒贬不一。爱

它的人很爱它，像著名的文艺青年海明威，就认为巴黎将陪伴他一生一

世；当然，讨厌它的也不在少数，脏乱的街道，比比皆是的小偷，巴黎人

又是出了名的傲慢，所有的这些，都让巴黎逐渐丢失了往日的荣光。 
从上海到巴黎的飞机上，我的旁边坐着一个法国老爷爷和两个去雷恩

读书的印度留学生。十个多小时的飞机很难捱，我们很自然地攀谈起来。

八月是法国传统的假期，一般都会有三个星期的休假，这个假期，老爷爷

去探望在泰国工作的妻子。老爷爷问我去巴黎做什么，我说做交换生。虽

然学了很多年的法语，但这是我第一次到法国，我明显发觉自己在口语表

达的蹩脚与无力。好在老爷爷耐心又理解人，即使我表达有歧义或者发音

不标准，他都在尽量猜测我说话的含义。 
十个小时后，飞机准时降落在戴高乐机场。机场与国内外的机场并无

差别，只是于我而言，是第一次踏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内心自然多了份激

动。老爷爷没带什么行李，飞机刚降落，他就起身离开了。离开时，他对

我说了句：“Bon courage”，而我的巴黎之旅，也由此开始了。 
刚到巴黎的第一天，天气阴阴的，一如我当时的心情。因为早前听到

的在巴黎偷盗、抢劫的新闻，在机场里面，我就颇为惴惴不安。乘出租车

到市中心的时候，正值晚高峰，本不宽的马路被堵地水泄不通。一小时

后，我们终于进了小巴黎，之后便是在电视里见过的场景：凯旋门、协和

广场、杜勒丽花园、卢浮宫。到卢浮宫时，司机对我说，从这里你就可以

走着回家了。听到他这么说，我一时错愕，毕竟我还拿着两个大箱子呢。

我对他说，可不能在这里把我放下啊。不过在这后来的很多的夜晚，我的

                                                        
① 康恺，华东师范⼤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6 级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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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确从家，走到市政厅，之后沿着塞纳河，路过巴黎古监狱、法兰西学

院， 后再达到卢浮宫。这段路并不长，却承载了我很多的故事与心情。 
第二天，巴黎的天放晴了。八点后，街上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我觉得

出门散步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就沿着玛黑区的小巷走了起来。在欧洲走

过大大小小的城市，巴黎人给我印象 深的就是他们的衣品，无论男女老

少，都好像经过时尚顾问的点拨一样，穿搭简单大方、又不失格调。走着

走着，我的心情逐渐变好了许多，不像第一天那样战战兢兢。我去了银行

办银行卡，去烟草店买手机卡， 后去超市买了生活用品，一切的生活准

备就绪。 

二、大城小事 

到巴黎后，有几件小事，让我一直印象很深。 
租房子时，房东让我一定要用支票付款。但是我刚到巴黎，没有办好

银行卡，怎么拿支票付钱呢？我只好求助我在巴黎的同学，同学住在十三

区，我们约好时间，我到她家附近的银行取好钱，之后用她银行的支票，

付定金和下个月的房租。从市中心到中国城需要坐七号线，巴黎的地铁建

得很早，里面的设施自然陈旧和脏乱。进入地铁后，我看见有一位叔叔长

着亚洲面孔，我就坐在了他对面，想着如果有人抢劫的话，叔叔说不定还

能帮我一下。地铁开动后，我才意识到这趟地铁并没有自动报站，我想那

我怎么一站一站确定到没到呢？叔叔看出了我的不安，问我是第一次来巴

黎吗？我说是，现在要去十三区找同学。叔叔说自己也是华人，是从前从

越南来法国的难民。我问叔叔说，那来法国之前会法语吗？叔叔说，不会，

所以细究起来，他现在的法语还会出一些错。之后我向叔叔说起，在巴黎

找房子很麻烦，法国房东需要我们在这边的担保，但初来乍到，怎么能找

到帮我们担保的人呢？中国房东又不是那么容易找，我现在租的房子位置

比较好，但价钱有点贵。听我讲到这里，叔叔和我说，其实十三区有一些

房产中介，可以让我在那里试试。叔叔说，他也可以帮我留心找一些，随

后叔叔把电话留给我，说自己姓黄。车要到站了，我需要下车找同学，只

好和黄叔叔说再见，黄叔叔也和我摇摇手，让我注意安全。 
另外一件事，是我去买被子。房东只提供 基本的家具，所以到法国

的第三天，我需要抓紧时间添置家具，首当其冲的就是买床上用品。舍友

和我说艺术桥附近有一家卖家具的专卖店，让我去那边看看。我查了下地

图，发现走路也没有比坐地铁慢多久，于是我就走路到那里去了。这家店

就像缩小版的宜家，其实在此之前，诸多床上用品的词汇，我都不是很会

说，在专卖店的一个小时，非常像当年在法语系的外教课，教我们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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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店买家具。一个小时充实的课堂过去了，我捧着被子、床单、枕头回

家。沿着塞纳河回家的路上，我越走越觉得不对，因为我实在和周围浪漫

的氛围太格格不入了。大家都很精致地在河边散步、拍照，只有我，在专

卖店扫货归来，大包小裹，像春节后返城务工的打工人员。其实之后的每

一天，我都要穿过塞纳河，从右岸到左岸上课，但这一次在河边的经历，

却总是让我难以忘记。一个月之后，我再次回想起那天的场景，在朋友圈

写下：“换了一个城市生活，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陌生，但一草一木、一花一

树，却都变成了礼物。” 
再讲 后一个故事。我有一个法国朋友，很喜欢吃韩料，有一次他带

我去共和国广场的一家韩料店吃饭。老板是韩国人，店员是中国人，异国

他乡，自然有种“他乡遇故知”的兴奋。可用法语点韩料，实在太困难了，

一来我并不是很清楚韩料的真实名字是什么，二来我更不知道它们用法语

怎么说。而中国阿姨又没办法帮我，因为她根本不会说法语。于是我只能

支支吾吾、连画带猜得点好餐。吃完后，韩国老板对我说，要多说法语啊，

这样才会有提高。过了一段时间后，我自己又去了一次，有了上次的经验

后，这次的点餐自然顺畅了许多。那个时候五六点钟，店里的人不多，点

完餐后，老板便坐在我旁边和我聊了起来，随后她也把在后厨工作的中国

阿姨叫了出来。我说， 近学校罢课，我们学校都被关了，我只能在公共

图书馆复习看书。随后韩国老板说到，法国有什么好，赶紧回国，中国比

法国好多了。当她说到这些的时候，我不禁想到了我在国内诸多长辈对我

说的话，也突然有点想家。不过那个场景，让我一直觉得很温馨，就像在

长春和青岛的某个深夜食堂，老板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坐在你的身边，你们

讨论一天发生的事。那一刻，也让我对巴黎，有了或多或少的归属感。 
 

三、一次别离 
 
不过，交流总是有期限的，一年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很多事情刚说开

始，就要说再见了。回国后，有一次和潘老师聊天，潘老师说，并不是巴

黎这个城市怎么样，这是你第一次留学的地方，所以才对你有特别的意义，

也显得弥足珍贵。 
我想也是这样的。巴黎对很多人都意义非凡，就华人而言，赵无极、

程抱一、高行健、朱晓玫、严培明……巴黎是实现他们梦想的地方，他们

也为巴黎绚烂的历史增添了不可或缺的注脚。但更重要的，诚如老师所言，

并不仅是因为这个城市怎样，而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生命的一部

分，才使得巴黎在我们的心里有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现在走在师大的校园里，总能看到形形色色的留学生，他们似乎这个

环境并不相融，但有时候却似乎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看到他们，我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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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那不就是一年前的我吗？而现在的我，又要重新回到我原有的身份，

继续从前的生活。 
小时候看《汤姆·索亚历险记》，故事讲了什么大多记不清了，但马克·吐

温写的后记却一直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小孩子总是想让故事讲下去，可

故事总要有始有终，一个优秀的作家总是懂得在何处戛然而止。 
我的故事讲完了。23 岁到 24 岁的这一年，于我而言是非常美好的一

年。从布列塔尼到诺曼底，从普罗旺斯到蔚蓝海岸，从阿尔卑斯山脉到科

西嘉岛，从玛黑到拉丁，我走遍了法国和巴黎的大街小巷。 
从巴黎回上海的飞机上，我的身边依然坐着一个法国人，他要来上海

出差，十个多小时的飞机很难捱，我们也很自然地攀谈起来。说了几句，

他忽然称赞起了我的法语，我说谢谢，因为这一年我在索邦大学政治系交

流了一年，提高了不少。飞机降落后，我们互道再见，他说欢迎我再回到

法国。我说，好的，je promets.  
 

 
 

 

                                      （责任编辑：李睿）  



 
 

97 
 

英伦游学小记 

陆依宁
①
 

回到国内已是⼀⽉有余，回想起过去⼀年在伦敦的⽇⼦，总有种恍若

隔世的不真切感。作为⼀个从⼩在国内长⼤的 90 后，我在这⼀年的求学⽣

涯中经历了从陌⽣到适应、从隔阂到理解、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活中

既充满了学业的压⼒，但也不乏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堪称“痛并快乐着”。 

关于学习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的⼀年，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外研究⽣教育

理念的巨⼤差异。在英国，所有的课程都分为 lecture 和 seminar 两种形式，

授课⽼师会在 lecture 上介绍理论内容，⽽学⽣们则需要在 seminar 上通过

讨论各种现实案例来巩固对于理论的正确理解与灵活运⽤。⽽伦敦政经是

⼀所⽐较注重学术理论的学校，其校训是“探索事物的本质”，这也决定了

该校严谨务实的教学风格。为了能够尽快跟上教学节奏，我每周都会抽出

⼤量时间泡在图书馆，通过阅读丰富的⽂献来了解每种理论的推演过程和

深层逻辑，⽽这种学习⽅式也恰好是国内教育所缺失的。我们已经习惯了

被⽼师们灌输各种现成的知识，但是往往容易造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的现象，⽽在伦敦政经，我的读书习惯被慢慢扭转——不再是被动地接受

知识，⽽是主动地探索知识背后的真理。 

进⼊考试⽉之后，学习节奏变得愈发紧张。图书馆经常灯⽕通明，⽽

我也必须充分利⽤这短暂的复习时间。庆幸的是，学校为了帮助同学们应

对困难的考试阶段，⼀⽅⾯提供了各种 workshop 指导同学们如何⾼效地

复习考试内容，另⼀⽅⾯则在图书馆外部安排了许多可爱的⼩宠物供⼤家

消遣娱乐、放松⼼情，这些举措真可谓是别具匠⼼。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学习阶段则是写论⽂的环节，⽽这⼀阶段也恰好

                                                        
① 陆依宁，华东师范⼤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6 级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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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地反映了中外教育的鲜明反差。在国内，研究⽣选题往往都是由导师

拍板⽽定，并且导师经常直接参与到论⽂写作过程中，为学⽣提供各种修

改或润⾊的建议。不过在伦敦政经，导师只能在选题初期⿎励学⽣通过阅

读近期发表的权威期刊来选择⾃⼰感兴趣或者有研究意义的主题，进⾏适

当的评论与指导，但他⽆权决定学⽣的选题，同时，在后期写作阶段，导

师也不能给出详细的意见，甚⾄都不可以提前审阅学⽣的论⽂初稿，这是

因为，论⽂是⼀个学⽣⾃主创作的过程，论⽂的质量总结了学⽣⼀个阶段

的学习成果与反思，所以，从这个⾓度出发，学⽣才应当是那个真正主宰

论⽂的操⼑者，⽽导师有时甚⾄都⽆权过问写作细节。 

学习的时间匆匆流逝，除了⽇常的上课、考试与写论⽂，有时，我也

需要和来⾃各个国家的同学进⾏课堂合作与交流。伦敦政经是⼀个多元化

程度极⾼的学校，校内有超过 50%的学⽣来⾃英国以外的国家，⽽我的外

国同学本科都来⾃于诸如纽约⼤学、康奈尔⼤学、墨尔本⼤学等世界闻名

的学府，并且有相当⼀部分的同学已经拥有了丰富的⼯作经验。虽然这些

同学久别校园，但是当他们重新回到课堂之时，却展现出了⽐我们这些习

惯了校园⽣活的⼈更加充沛的精⼒和⼲劲。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勤奋

努⼒的印度同学们，这些学⽣操着⼀⼜流利的英⽂，在课堂上经常与教授

积极互动，课后也会时常和⽼师进⾏学术探讨，⽽他们的笔记上总是密密

⿇⿇地记录着各种知识点，当我每次感慨印度同学的好学之时，也会为⾃

⼰偶尔的偷懒感到⼀丝愧疚。我坚信，能够与这些优秀的同学⾝处同⼀课

堂，于我⽽⾔也是⼀种极⼤的激励和⿎舞。 

关于⽣活 

从某种⾓度⽽⾔，伦敦可能并不算是⼀个宜居的城市。多⾬善变的⽓

候，忙碌快速的节奏，陈旧的城市设施，拥挤的交通环境，糟糕的炸鱼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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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以及到了夏天由于没有空调⽽导致闷热异常的地铁车厢……这些⼤⼤

⼩⼩的问题让我这样⼀个习惯了江南⽣活的⼥孩起初⽆从下⼿，但是随着

时间的流逝，我也开始发掘属于这个城市的美好⼀⾯。 

⾸先，伦敦是⼀座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名都。这⾥坐落着各式各样的博

物馆，收藏着来⾃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例如收藏于国家美术馆的《向⽇

葵》、展出于⼤英博物馆的⽊乃伊、陈列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翼龙⾻架等等，

⽽为了满⾜市民及游客们的观赏需求，这些博物馆⼀律都是免费对外开放。

除了形形⾊⾊、主题各异的博物馆，英国还有许多著名的历史遗迹和名胜

建筑，诸如⽩⾦汉宫、温莎⾏宫、圣保罗⼤教堂、⼤本钟等等，⾛在伦敦

的街头，可能我⽆意间错过的⼀栋建筑就是某个伟⼈的故居，⽽我在伦敦

求学时所居住的学⽣宿舍，其前⾝曾是⼀处难民收容所，每天都会有络绎

不绝的旅⾏团到此⼀游，这种住在景区⾥的独特感受想必也是在国内城市

⾥很难体会到的。 

其次，伦敦是⼀个国际化的⼤都市，坐拥着世界上最前端的潮流资讯

与最先进的科技资源。我可以在 BFI 巨幕影院看到全球⾸映的电影，也可

以在⽜津街买到全球⾸发的季度新品服饰，我可以品尝到充满各国风情的

⽶其林餐厅，甚⾄还能在这⾥欣赏到世界上最⾼⽔准的体育赛事。这⾥聚

集着来⾃全球各地的⼈们，各种⼜⾳的英语在这⾥交织成了奇妙的诗歌，

伦敦呈现了⼀座国际⼤城市最理想的状态，虽然沧桑的它已不再是世界的

中⼼，但是⽇不落帝国曾经的辉煌映衬着当今世界的⽇新⽉异，却也焕发

出了别样的光彩。 

最重要的是，伦敦散发着其独特的魅⼒。这是⼀座古典的城市，午后

的时光留给精致的下午茶，⽽⽇落后的西区每晚都上演着世界上最经典的

⾳乐剧，各类艺术展则是消遣周末的好去处。如果有⼈问我，“你在英国做

过最值得的事情是什么”，想必我⼀定会回答：“看了好多场⾳乐剧，看了

我最爱的《歌剧魅影》”。但同时，这也是⼀座充满活⼒的城市，每当夜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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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临，⽆论西装⾰履还是⾐衫褴褛，只要有⼀杯酒，来⾃天南地北的⼈们

总能在街边的酒吧找到共鸣，⼀洗⼯作带来的疲惫与劳累。初来乍到之时，

我难以理解酒吧⾥彻夜的狂欢，但当我习惯了窗外飘来的喧嚣时，我忽然

也能够渐渐体会到这种纯粹的享受和宣泄。 

关于旅游 

英国的假期分为圣诞假和复活节假，每次假期为期⼀个⽉。学习闲暇

之余，我经常和同学外出旅游，⽽我的⾜迹也已经踏遍法国、意⼤利、瑞

⼠、⽐利时、摩洛哥等地。在欧洲⼤陆旅⾏，除了欣赏到旖旎的⾃然风光，

我还深切感受到了有别于英伦三岛的异国风情。不同于英国⼈的严谨和传

统，法国⼈的为⼈处世与穿着打扮显然更加奔放与热情，⽽灿烂多阳的天

⽓似乎也是阴沉的伦敦所⽆法⽐拟的。⽽当我第⼀次踏上⾮洲⼤陆之时，

我沉醉于⽹红⼩镇（舍夫沙万）的梦幻蓝⾊，同时也折服于撒哈拉沙漠的

浩瀚和⼴袤。多年以来，三⽑的书籍将撒哈拉沙漠打造成了⽂艺圣地，虽

然现实情景并没有我憧憬中那么震撼，但当渺⼩的我⾝处沙漠腹地，抬头

仰望璀璨星空之时，有那么⼀瞬间我似乎也捕捉到了和三⽑相似的⼼境。

我想，这⼤概就是⼈类对于⾃然之美的天⽣共鸣吧。 

当然，除了沿途美妙的风⼟⼈情，旅游途中也难免各种意外。我曾经

在意⼤利不幸被⼩偷顺⾛过钱包和护照，但是幸运的是，在路⼈、警察叔

叔、以及⼤使馆⼯作⼈员热情的帮助下，我最后还是顺利返回了伦敦，虽

然道路曲折坎坷，虽然倍受语⾔不通的折磨，但是正是因为这段奇妙的经

历，让我真正体会到了独⽴成长的意义。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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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如梭，有时我也会偶尔怀念在伦敦所经历的⼀切，但我也更期待

蜕变之后的⾃⼰会在未来的⼈⽣中展现出怎样的光芒。对于伦敦这座城市，

我只是⼀个过客，但于我⽽⾔，正是因为有了这⼀年的磨炼和坚持，才造

就了今天这个不平凡的我。但愿未来有⼀⽇我还能与伦敦相遇，也但愿看

到此⽂的每⼀个⼈都能拥有不⼀样的明天。 

 

                                     （责任编辑：沈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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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性可爱的索契“斯基”们 

史琳
①
 

索契是莫斯科著名的海滨度假城市，尽管和我国的吉林省处在同一纬

度，气候却是妥妥的亚热带风格，阳光和棕榈树是这里的标配。经过莫斯

科漫长而寒冷的冬季，我和小伙伴决定去索契度个假，也享受一下阳光和

大海。今天的索契，不仅仅是以疗养而出名，也因其宜人的气候，成为俄

罗斯乃至全世界活动的承办地，2018 年世界杯的部分赛事也将在索契举行。

可能是有了作为旅游城市的丰富经验，索契人的不拘小节和包容性给予我

和小伙伴很多帮助，也带给我们很多乐趣。 
作为世界上 狭长的城市之一，索契的地形可以说是高低起伏，坡度

极大，在这里开车非常考验司机的技术和乘客的心理素质。索契的公交车

司机可算是索契的一道风景线，不仅驾驶技术过硬，还要身兼数职，报站

收钱一个不落。每次上车，司机看到我们是外国人，总会问问我们从哪来，

要到哪一站下车，到站了就回头叫我们，“姑娘们，该下车啦”，同时还会

耐心告诉我们，下车之后要如何找到我们的目的地。由于司机们还要兼职

售票员，他们找钱的风格也是很随意。有一次坐车，小伙伴给了一张面额

较大的卢布，需要找钱。司机小哥反应半天算不出来该找多少钱，索性抓

起一把硬币全塞到朋友的手里，挥挥手让我们下车了。下车后我们也愣了

半天，算算手里的硬币，小哥找钱给多了。还有一次，我们赶上末班公交

车回酒店，由于实在是没有零钱了，就给了开车的大叔 1000 卢布，请他找

钱。大叔一看找钱很麻烦，冲我们眨眨眼，说今天就算啦！第二天我们补

齐了前一晚的“欠款”，但还是一直记得这位突然卖萌的司机大叔。 
由于我和小伙伴属于“穷游”，在索契我们只坐过一次出租车，但也是

非常奇特的一次经历。我们回莫斯科的飞机是早上七点的，需要五点钟就

从酒店出发。在以疗养度假闻名的索契，要想在偏僻的酒店附近，早上五

点钟找到一辆“勤劳”出租车，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困难是我

们头一天晚上九点钟从奥林匹克公园出来的时候才意识到。本来想着回酒

店问问前台有没有办法，在公交站等车的时候，很多出租车司机过来拉生

意，我想着索性问问他们有没有人明天可以送我们去机场。随手抓住一位

大叔问他明天要不要做这单生意，大叔说：“我不住在你们酒店附近，明天

那么早不方便，但是我们这里有人住在你们那边的”，说完就呼唤另一位司

                                                        
① 史琳，华东师范⼤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6 级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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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大哥过来。迅速和这位大哥谈妥第二天一大早的行程，大哥又问我们现

在要不要坐他的车回酒店。想着旅途即将结束，我们俩的荷包也迅速缩水，

本想婉拒。结果他说：“现在已经很晚啦，我也想回家了，算你们搭车吧，

给个油钱就好，和你们坐公交差不多。”感谢善良的司机大哥，我和小伙伴

可以早早回到酒店休息。第二天一大早，司机大哥也是很准时的等在酒店

门口，一路上连大转弯都会贴心提醒我们坐稳，把我们安全送到机场。 
在索契，走在绿意盎然的大街上，坐在特别的鹅卵石沙滩吹着海风，

哪怕什么都不做，只看着天上云卷云舒，都觉着是惬意的。在这里，不由

自主就会进入度假模式，在海边漫步，去雪山滑雪，放慢脚步去体验这里

的每一种美好， 后不禁感叹一句：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美丽

的城市交索契！ 

 

                                   （责任编辑：徐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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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举办⾸届华东师范⼤学国际问题研究

博⼠⽣论坛 

 

2018 年 9 ⽉ 18 ⽇，⾸届华东师范⼤学国际问题研究博⼠⽣论坛在华

东师范⼤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成功举办。论坛吸引了复旦⼤学、

上海交⼤、武汉⼤学、吉林⼤学、南开⼤学、厦门⼤学、外交学院、辽宁

⼤学、上海外国语⼤学、上海财经⼤学等 16 所⾼校的 30 余名博⼠⽣和

硕⼠⽣参加。 

 
本次论坛由我院 2017 级博⼠⽣苟利武主持，我院院长刘军教授致开

幕辞。他激励博⼠⽣多参加学术会议，并希望将论坛办成博⼠⽣⾃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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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品牌 

论坛分为四个主题，每个主题有五位发⾔⼈，第⼀阶段的主题为：俄

罗斯东欧中亚问题。欧开飞同学对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边界政策原则》

进⾏了评述；许凯⽂同学对战后美苏冷战博弈进⾏了探究；苟利武同学指

出：乌克兰社会转型受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王弘毅同学从难民⾓度分析

了中东欧问题。第⼀阶段的点评嘉宾是我院周边研究中⼼万青松副研究员。

万青松⽼师分别从技术层⾯和内容层⾯进⾏了点评。 

 

第⼆个阶段的主题为：亚太地区问题。孙艳晓同学对⾦砖国家的机制

作了阐述；龚冰怡同学的发⾔论述了 “冲绳返还” 前的美国冲绳⼟地政策；

罗晶晶同学阐述了“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印关系⾛向；张鹏以同学三边关

系互动为视⾓阐述了中⽇韩之间的关系；武琼同学的发⾔强调，印度和以

⾊列在短期内不具备建⽴军事同盟的可能性。第⼆阶段的点评嘉宾为我院

俄罗斯研究中⼼阎德学副研究员。阎德学⽼师主要从编辑的⾓度对论⽂的

规范性进⾏了点评。 

 

第三阶段的讨论主题为：⼤国关系问题。李肖肖同学分析了美国钓鱼

岛政策；张家铭同学阐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战略稳定作⽤；刘伟博同学对

美朝关系进⾏了探讨；马萧萧同学阐述了特朗普时期美国的汇率政策；许

超同学对特朗普政府反恐预警机制改⾰进⾏了深⼊分析。第三阶段的点评

嘉宾为我院贾敏⽼师。贾敏⽼师从⽂章完整性的层⾯对五位发⾔进⾏了点

评。 

第四阶段的主题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黄郑亮同学阐述了国际

秩序的重塑；孙雪松同学强调了⼈类命运共同体对地缘政治关系的超越；

尹相宜同学分析了中医在⾮洲医疗⽅⾯的作⽤和现状；周春荣同学阐述了

上海合作组织对⼈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作⽤；张亚庆同学以美国对坦、桑

联合的反应为例分析了美国撒哈拉以南⾮洲的政策。该阶段的点评嘉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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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华东师范⼤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范军教授和我院余南平教授。 

 

最后，范军教授致闭幕辞。他⾼度肯定了本次论坛，认为同学们思想

活跃、交流充分。他还对论⽂集的主题分类、编辑规范等提出了中肯的建

议。论坛共评出优秀论⽂⼀等奖 2 篇，⼆等奖 3 篇，三等奖 5 篇，优秀

奖 10 篇。范军教授、余南平教授、鲁静⽼师为获奖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统稿：何⾦科 

摄影：黄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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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国际关系前沿问题 我院举办 2018 年

校庆学术报告会 

10 ⽉ 24 ⽇下午，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校庆学术报告会在理科

⼤楼 A416 室举⾏。刘军院长致欢迎辞，汪诗明教授主持报告会。我院余

南平、张红、万青松等⽼师，封帅、韩冬涛、唐慧云、王⽟柱等优秀院友，

进⾏了专题分享。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封帅博⼠⾸先作了《徘徊的奥涅⾦：

俄罗斯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的报告。他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

度分析了俄罗斯在亚太国家视野中的特殊⾝份以及某种延续百年的历史逻

辑，即多⽶尼克 · 列⽂所⾔ “学习欧洲 - 帝国崩溃 - 重新崛起 - 陷⼊

停滞 - 再次学习” 这⼀历史逻辑。在讨论环节，余南平教授指出 “俄罗斯

在价值链上的地位” 也可以考虑进来，欧盟与越南、新加坡、⽇本等国达

成或正在达成⾃贸协定，通过海运和空运等⽅式，避免了通过陆上通道可

能与俄罗斯的博弈。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唐慧云博⼠接着分享了

《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改⾰及其影响》的报告。她指出特朗普政府的移民

政策改⾰是在 “美国优先” 的理念下进⾏的⼀元主义的移民政策改⾰，实

质是迎合国内中下层反移民的社会氛围。但是其改⾰在国内层⾯，对社会、

经济、美国政治⽣态产⽣了不利影响；国际层⾯，对主要移民来源国、全

球移民治理产⽣了负⾯影响。全球化暴露的问题导致反移民倾向的出现。

不只是美国，欧洲的极右党派也开始兴起，以反移民来引导⼤众，唤起了

⼤众对于移民问题的恐惧⼼理。在提问交流环节⼤家就美国茶党的作⽤、

欧洲政府极化问题进⾏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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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帅、唐慧云作主题报告 

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特聘研究员韩冬涛博⼠分享了《俄罗斯

转型中的 “遗传密码”》的报告。他认为俄罗斯的历史进程⼀直在遵循历史

制度主义——路径依赖制度模式发展，未来俄罗斯要突破发展模式所⾯临

的困境，应该优化经济结构、发展创新经济，需要抑制寻租、⿎励⽣产性

⾏为，打破权⼒ - 财产权模式。未来俄罗斯的发展，⽆论从政治、安全和

经济⽅⾯对于中国来说，都具有⾮常重⼤的影响，我们应当未⾬绸缪，积

极做好可预防措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王⽟柱副研究员则分享了《世界

经济变局中的上海：发展新形势与改⾰新路径》的报告。在谈到当前经济

变局中的上海的发展时，王⽟柱提到上海近年来经济增速下滑的困境。针

对上海⽬前的经济现状，他提出上海的经济要从⾼速增长到⾼质量发展，

利⽤上海的四⼤品牌战略来推动⾼质量发展，制造业应该被置于核⼼位置。 

韩冬涛、王⽟柱作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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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助理研究员张红博⼠随后分享了《何谓混合战争——基于概念的

批判性反思》的报告。她讲述了俄西（⽅）关系每况愈下的美国视野中的

混合型战争，即综合了常规军事⼒量与⾮常规军事⼒量（如经济战、外交、

⽹络攻击、⼼理战术、宗教狂热等多主体）的战争类型，籍此分析了克⾥

⽶亚事件，她认为克⾥⽶亚事件将混合战争研究带⼊⼀个崭新的阶段。 

我院副研究员万青松博⼠分享了《当前美欧俄三边关系发展态势》的

报告。他认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针对俄罗斯和欧盟实施政治上打压、经

济上制裁、外交上转向、安全合作货币化以及舆论上发起进攻五个⽅⾯的 

“组合拳”，进⽽实现“美国优先” 的原则战略⽬标，使得三边关系发展有回

归历史对抗的趋势。⽽未来美欧俄三边竞争与合作前景很⼤程度上受制于

三⽅内部重⼤社会变⾰。通过美欧俄三边关系的互动，对中国的启⽰是：

在世界⼤变局中，中国对内要推进国家的稳定发展，对外要以更为包容的

胸怀，更为智慧的⽅式和更为娴熟的外交技巧，以不变应万变。 

张红、万青松作主题报告 

我院汪诗明教授最后作了《开放的区域主义与中澳在太平洋岛屿地区

的合作》的报告。他指出中澳双⽅经济存在互补性，在澳华裔和华⼈留学

⽣⼈数众多。尽管中澳民间的往来是有基础的，但中澳政治层⾯出现的问

题是不可回避的。21 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澳之间的⾝份变化

及以此导致的⼼态的变化对双⽅的交往关系产⽣了影响。尽管如此，中澳

还是可以在有着开放的区域主义的太平洋岛国地区，就⽓候变化、发展问

题等⽅⾯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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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诗明教授主持报告会并作主题报告 

全院四⼗多位师⽣出席报告会，此次校庆学术报告会汇集了我院⽼师

和各位优秀毕业博⼠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化、思

想、社会发展等多个领域的前沿问题。在总结时，我院汪诗明教授向出席

本次校庆报告会的各位已毕业学⼦表⽰了感谢。他表⽰看到⼤家在会上热

烈讨论的样⼦让⼗分感动，希望明年再次相聚。 



 
 

111 
 

“俄罗斯欧亚研究的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构

建”⻘年学者⼯作坊召开 

近年来，关于重构中国知识体系的问题受到格外关注。2018 年 11 ⽉

3 ⽇，教育部⼈⽂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学俄罗斯研究中⼼举

办了⼀场以“俄罗斯欧亚研究的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构建”为主题的青年学

者⼯作坊，来⾃海内外的四⼗余名资深专家和青年学者，以俄罗斯与欧亚

地区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共同研讨新形势下我国如何重构与时俱进

的知识理论体系。 

 

我国知识体系的重构正逢其时 

与会专家的共识是，当前国内政治经济变化与国际体系的演进，必然

要求知识理论体系与时俱进和升华，⼈⽂社会科学的研究⽔平与能⼒进⼀

步提升。基于这⼀共识，华东师范⼤学⼈⽂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吴瑞君

在开幕式致辞中进⼀步指出，构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话语体系很重

要的⼀个⽅⾯是要推动中国学术⾛出去。这就要求我们基于中国的实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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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构建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以为全球知识体系的构建发挥中国的重

要作⽤ 

 
⼈⽂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吴瑞君致开幕辞 

华东师范⼤学俄罗斯研究中⼼主任冯绍雷教授在致辞中也指出，在国

际竞争，特别是在⼤国竞争中，学术、理论与观念从来没有躲在后⾯，⽽

是以不同的⽅式参与了这种竞争与合作。在⽇趋激烈的⼤国竞争中，学术、

理论、知识体系构建如何才能更加理性、有效和直接地参与到国际合作与

竞争中？如何才能弘扬正义、协和万邦？这需要我们做⼀个好好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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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研究中⼼主任冯绍雷教授致开幕辞 

对⾼质量的地区与国别研究殷切期待 

与会学者提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个重要的关键节点，

迫切期待地区和国别研究能够拿出更多⾼质量的成果。这不仅仅是战略与

决策之急需，同时也是学科发展本⾝的吁求，包括地区国别在内的国际研

究，应该侧重于学科知识的更新、改造与重塑。 

为此，冯绍雷教授希望⼤家思考，知识体系在今天是怎样发⽣变化的。

他举例讲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西⽅知识的反思，当前俄罗斯⼈正在对苏

联解体后对西⽅知识全盘接受进程进⾏批评性反思，包括这个过程是否成

熟，是否理性。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及其他⼀批新兴国家的出现，世界⼒量

的对⽐发⽣了重⼤变化，在这个进程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变化

的过程，实际上在各个学科领域早有铺垫。但我们总结伴随着社会变迁⽽

来的知识体系重构，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这是⼯作坊创

办的⼀个初衷。 

美国⽂博⼤学政治学系于滨教授指出，当下美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也

存在学科知识和理论⽅⾯的问题。他认为，当下美国的地区国别研究断层

⾮常厉害，美国的外国研究实际上是 “你是我的敌⼈我向你学习，你不成

为敌⼈我不理你” 的状态。冷战后的美国俄罗斯问题研究⾛了很多弯路，

现在花⼤功夫、投资⼤量⼈⼒物⼒，但不是⼀朝⼀⼣就可以见到成效的，

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才的培养需要⼀个长期的过程。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学系于滨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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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欧亚研究需 “借⼒” 传统和新兴学科 

在构建中国特⾊的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过程中，进⼀步借鉴、反思

传统和新兴学科，同时借助多学科⽅法和理论来审视当下的重⼤问题，这

是⼀个必然出路。俄罗斯欧亚研究尤其需要借助传统和新兴学科观念、理

论思潮。 

在本次⼯作坊中，与会专家从政治学、哲学、⽂学理论、历史学等不

同学科视⾓，对重⼤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剖析、思考与批评，希望能

够以此来共同推动中国的俄罗斯欧亚研究整体⽔平的提升。 

于滨教授从政治学的视⾓就中美俄关系的现状、架构与反思作了发⾔。

他认为，经过上世纪的⼤起⼤落后，中俄关系已进⼊⽐较正常的阶段，因

为它抛弃了那种理想化的东西，尤其是意识形态化的东西，是⽐较务实的。

美俄关系还存在很多变化因素。美国国内军政关系等的变化与发展也是思

考中美俄三边关系的重要变量。 

北京⼤学哲学系徐凤林教授从哲学的⾓度就俄罗斯哲学的特点与研究

⽅法发表了看法。他从⼴义和狭义两个层⾯评估了俄罗斯哲学的世界地位，

认为俄罗斯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俄罗斯哲学对西⽅哲学有

着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俄罗斯哲学有两个特点，⼀是宗教性

与本体主义，⼆是个⼈中⼼论与个⼈⾃由，可以从⽂化学和⼀般哲学两个

维度研究俄罗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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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哲学系徐凤林教授发⾔ 

⾸都师范⼤学⽐较⽂学系林精华教授从批判⽂学理论⾓度就冷战时期

苏联理论与西⽅理论的关系发表演讲。他认为，批评理论在西⽅的兴起和

繁荣过程与冷战情势相吻合，在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积极推动创

建普遍理论，使⽂学理论成为重要学科，但是这套理论的内在逻辑却⽭盾

重重，不断招致批评与指责。 

 

⾸都师范⼤学⽐较⽂学系林精华教授发⾔ 

 

俄罗斯⾼等经济研究⼤学国际关系学部主任亚历⼭⼤·卢⾦教授从

历史学⾓度探讨了俄罗斯的早期历史发展问题，包括迄今为⽌依然存在

的不少争议，进⼀步透视了俄罗斯作为世界⼤国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所遇

到各种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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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等经济研究⼤学卢⾦教授发⾔ 

来⾃⾸都师范⼤学全球史研究中⼼的孔源博⼠从历史学的⾓度探讨了

《尼布楚条约》的当代启⽰。他认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深受当时历史

⼤环境，特别是蒙古⾼原局势发展的影响。《尼布楚条约》的意义在于，它

不仅仅是中俄两个⼤国之间的第⼀个国际条约，还是两个重新加强国家建

构之后的欧洲⼤国与亚洲⼤国之间的相互妥协，完全可以被视为国家的理

性⾏为。这给当下包括中俄⼤国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个参考。 

 
⾸都师范⼤学全球史研究中⼼孔源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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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教授在总结发⾔中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到 19 世纪⾛

出的⼀⼤步受到了社会科学的保驾护航，资本主义发展与对社会科学的保

护完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要再向前⾛⼀步或半步，

不光要有思想有学问，需要思考的问题还更多。他⿎励青年学者，通过严

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与⼈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课题。 

本次青年⼯作坊由教育部⼈⽂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学俄罗

斯研究中⼼主办，上海市⾼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协办。

共邀请来⾃俄罗斯⾼等经济研究⼤学、北京⼤学、清华⼤学、中国社科院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江苏省委党校、辽宁⼤学、⾸都师范⼤学、河北师范⼤学、惠州学院、上

海外国语⼤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华东政法⼤学、上海

政法学院，以及华东师范⼤学等国内外⾼校、科研院所的近 30 名青年代

表参会。 

四⼗余名海内外资深专家和青年学者共同研讨 

⼯作坊旨在为俄罗斯欧亚研究领域的中国青年才俊搭建⼀个优越的学

术交流平台，将通过名家前沿讲座、专题研讨、论⽂宣讲、论⽂评点与发

表、基地重⼤研究课题参与等多种形式展开，以期帮助俄罗斯欧亚研究领

域的青年学⼈拓展研究视野、启发问题意识、强化研究⽅法以及提⾼论⽂

质量等，为中国的俄罗斯欧亚研究培养更多优秀⼈才。 

 

撰稿：万青松、杨胜兰、何⾦科 

摄影：马岩峰 

统稿、制图：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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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培养⾼级欧亚研究⼈才 

——华东师范⼤学举办中俄联合研究院第五届

⻘年学术精英班 
为顺应近年来中俄两国全面提升双边关系、共同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

新背景，在教育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华东师范大学以国际关系与地区发

展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为平台，与

俄罗斯相关高校及学术机构合作建立中俄联合研究院，希望通过推动中俄

两国在人文社科领域高层次、多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为中俄两国及其他欧

亚国家的青年学者搭建基础性研究平台，培养具有国际眼光、通晓中俄两

国及周边国家人文社科传统的青年学术精英团队。2018 年 11 月 3 日到 11
月 10 日第五届中俄精英班在我院举行，共有 30 名来自俄罗斯、美国、挪

威、及中国等 8 个国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参加。本届精英班的研讨主题是：

国家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与全球秩序。 

 
中俄联合研究院第五届青年学术精英班于 11 月 3日-11 月 10 日举行 

11 月 4 日上午，“中俄联合研究院—第五届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在

理科大楼 A416 室正式开幕。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主

持开幕式。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 Sergey Vasiliev 教授，俄罗斯高等经

济大学的 Timofei Bordachev 教授以及来自美国文博大学的于滨教授、加拿

大卡尔顿大学 Piotr  Dutkiewicz 教授等应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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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 

开幕式上，刘军院长回顾了我院的发展历史、中俄青年学术精英讲习

班的发展历程，并代表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表达了对第五届中

俄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参会学子的欢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们与同学们

纷纷做了精彩的自我介绍，并表达了对此次讲习班活动的向往与期待。 

 
刘军院长致开幕辞 

为期一周的讲习班共邀请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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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挪威的 9 位教授为讲习班学员发表演讲。来自复旦大学的沈丁立教授，

对十九大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做了深度剖析，并对当前形势

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如何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国际舞台

上定位做了精彩的发言。于滨教授对自由世界秩序做了深刻的分析，对中

美俄大三角关系以及美国的国际关系理念和特朗普主义做了详细的阐述。

浙江大学郦菁副教授简要介绍了美国、日本、台湾的决策机制，对中国决

策机制的发展过程做了详细介绍，并就当前智库的发展进行了评述。

 
沈丁立、于滨、郦菁做讲座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的 Timofei Bordachev 教授分享了他对中俄合作

前景的一些看法。Bordachev 教授从中美俄三角关系入手，分析了三者之间

的互动关系。他认为，中俄不存在意识形态竞争，但是仍旧缺乏足够的相

互理解。从经济、结盟可能、战略三方面，对中俄合作进行了展望。莫斯

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 Sergey Vasiliev 教授以全球能源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

响发表了演讲。Sergey Vasiliev 教授认为，当前全球政治中，能源不仅是一

种资源，更是一种重要的外交工具。自然资源的重大发现在外交中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同时，科技的变革也给能源储备带来积极的影响。来自爱尔

兰科克大学的 Andrew Cottey 教授阐述了他对中国-欧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的理解。Cottey 教授在回顾了 1980 年至今中欧关系的发展历程，以及

介绍中欧之间现有的高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之后，指出了双方现有的共同利

益，同时也指出了双方有争议的一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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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achev、Vasiliev、Cottey 做讲座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欧洲和俄罗斯研究所政治学系 Piotr Dutkiewicz 教

授为学员们做了题为“现代国家面临的双重挑战——国家再造与非国家霸

权”的讲座。该主题围绕三个假设展开：当前国际秩序处于结构性矛盾状

态；体系矛盾引发恐惧；体系转型时期的恐惧可能成为新霸权产生的工具。

基于矛盾——恐惧——霸权这一逻辑，国际体系转型的矛盾具体表现为霸

权与多极、全球化与认同政治、财富与贫穷、权力与政治。因此，如何维

护世界稳定成为当前亟须研究的课题。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我院张昕

副教授做了“欧亚大陆的地理想象、地域再调整与改造”的讲座。他通过

不同国家视角的地图深入浅出地展示了，不同国家对于某一项世界事务的

理解往往各不相同。以BRI为例，中国与欧亚各国由于各自的世界观不同，

对 BRI 的理解完全不同，提出在争论 BRI 性质如何的时候是否有共同的前

提和认知基础。挪威诺德大学商学院高北经济与治理中心 Frode Mellemvik
教授为讲习班学员做了题为“挪威视角下北极价值建构的机遇”的演讲。

他介绍了北极对于挪威的地缘政治与社会发展价值、挪威的北极愿景（和

平、创新与可持续）、北极的商业活动与机遇、巴伦支海的合作项目以及北

极合作的三种前景（“你先请”、“平衡游戏”和“共舞”）。 

 
Piotr Dutkiewicz、张昕、Mellemvik 做讲座 

在 11 月 9 日下午举行的闭幕式中，Piotr Dutkiewicz 与 Andrew Cottey
教授分别发表闭幕致辞。他们感谢这次讲习班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青

年学生汇聚一堂，交流看法，表达对世界新形势的看法，同时也对青年学

者寄予厚望。他们认为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青年一代应该更加努力，发

挥创造力，共同致力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刘军院长发表闭幕致辞。他

感谢来自不同国家的教授和学者来到中国，来到华师大，教授与学生互相

交流意见，这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刘军院长表示，今年是中国改

革开放的第 40 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前所未有地

紧密起来。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是

非常国际化的平台，他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学生以后再来上海，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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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致辞结束后，学员们纷纷展示各自的才艺，讲习班在一片欢声

笑语中落下了帷幕。 

 
30 余名中外学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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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上颁发结业证书 

撰稿：范佳豪、张艺闻、王彩霞、陈卉 

                           摄影：殷悦、黄绪盼、谭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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