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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向何处去？
马龙闪
【 内 容 提 要 】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
向来是俄罗斯关注和争论的对象。自俄罗斯总统前助理弗拉季
斯拉夫·苏尔科夫 2019 年 2 月在《独立报》上发表《普京的长
久国家》以后，俄罗斯国内围绕此问题共提出了 7 种道路选项：
普京若留任，有 3 种安排上的选择；普京若去任，分别有因循
普京国家体制的第四种选项和适度调整或改革的第五种选择；
普京彻底离去，则有普京体制外的 2 种选项。从普京 20 年执政
绩效和社会反应以及俄罗斯现有政治流派生态谱系和历史发展
趋势来看，应采取排除法将上述 7 种道路选项逐一排除、淘汰，
最后所剩的选项就可能是俄罗斯未来的发展道路。俄罗斯是个
保守型的社会，东正教、村社、俄罗斯精神气质、强国主义、
“帝
国情结”，都偏向于保守主义，与此同时，俄罗斯无论如何都
自视为欧洲国家，有大体相近于欧洲的文明价值观，天性也倾
向于自由主义。据此可以认为，“保守的自由主义”或可成为
俄罗斯未来发展道路的最大选项。
【关 键 词 】 俄罗斯      普京主义      保守自由主义
                         后普京时代      
【中图分类号】 D73/77.5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 章 编 号 】 2095-1094（2020）02-0021-0019
【作 者 简 介 】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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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向何处去？”是当前国内外舆论界相当关注的问题。鉴于俄罗
斯社会诡异多变的特性，对这个问题，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笔者选此作为
文章的题目，并非奢求要给读者提供什么满意的答案，只想围绕目前俄罗斯就该
问题的争论寻找出一些线索，供有兴趣的读者思考，为各自所倾向的答案提供一
些思路。因为这个问题无论对中俄关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前景，抑或对
于整个国际关系未来的走向，都至关重要。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向来是俄罗斯关注和争论的对象。
起码从 17—18 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就不断被提到俄罗斯面前。进入 21 世纪，该
问题也一直没有移出人们的视野。近年，随着普京当政的延续，该问题又变成了
舆论关注的热点。特别是随着普京进入第四个任期，人们更加尖锐地提出了这个
问题。“俄罗斯向何处去”实际上包含两重含义：一是，从广泛意义上就国家长
期发展道路来看，俄罗斯将向何处去。二是，从短期眼前数年来看，在普京第四
任期届满之后，怎样回答 2024 年之问，如何提供俄罗斯向何处去的答案。

一、有争议的答案——普京或普京主义将引领俄罗斯
2019 年 2 月 11 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助理、被称为当前俄罗斯主要理论家、
普京意识形态首席掌门人的弗拉季斯拉夫 • 苏尔科夫，在《独立报》发表了一篇
重头文章《普京的长久国家》，从历史到现实论证了“普京主义”及其成因，直
接给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做了回答。
苏尔科夫在文章中说，自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中期形成普京“新型国家”及
其“体制模式”以来，它们已经“经受过”并且“仍在接受着压力测试”；这些
测试“已经彰显”了其“独特性与生命力”。在他看来，这种“体制模式”将“是
俄罗斯民族在未来数年、数十年甚至可能是整个世纪得以生存并崛起的有效手
段”a。所以，未来的俄罗斯，将是普京或普京主义的俄罗斯。
苏尔科夫把俄罗斯历史上数百年出现的国家模式，概括为 4 种主要类型，而“普
京的国家”，则是继伊凡三世的国家（即莫斯科和全俄大公国，15—17 世纪）、
彼得大帝的国家（即俄罗斯帝国，18—19 世纪）和列宁国家（即苏联，20 世纪）
a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Обсудить на форуме о том，что здесь вообще
происходит，http://www.ng.ru/ideas/2019-02-11/5_7503_surko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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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第四种国家模式。在苏尔科夫看来，普京的国家机器“刚刚加速运转”，
“距
离开足马力，前路尚长远”a。这就是说，普京的国家和普京主义尚有无限的潜
力有待挖掘。
他据此预言：“在很多年之后，俄罗斯仍将是普京的国家。就像如今的法国
仍自称为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在土耳其，虽然目前掌权的是反凯末尔主义者，
但国家之根基依旧为凯末尔的‘六支利箭’；而现今的美国，也还会从半封神的‘开
国元勋们’的形象及价值观中寻求力量。”b 也就是说，普京将会以“普京主义”
及其“国家体制”载入史册，他本人将成为俄罗斯的戴高乐，或者俄罗斯的凯末
尔和华盛顿。
苏尔科夫把“普京模式”看作是可与西方和美国模式相媲美的一种当代模式：
它打出“主权与国家利益”的口号，与无限空间的“无国界”互联网相对抗，以
俄罗斯“优雅”“诚实”的“阳光国家”与美国的“深谙国家”相对抗。这样的
体制，“社会只信任头号人物”“政权的不同分支机构都会汇聚在领袖身边”“保
障与领袖联系的顺畅程度上”。在苏尔科夫看来，“这样的国家是有效的、能够
长久存在的”c。
苏尔科夫认为，普京这样的国家模式，不仅在俄罗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
世界范围也有典型性和生命力。他说：普京主义及俄罗斯形成的国家模式，“不
只适用于本国的未来，而且显然也具备极大的输出潜力”，它将“被研究、被部
分借鉴，在很多国家，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反对派，都在加以模仿”d。就是说，
这种国家模式具有向世界范围推广且可与西方和美国模式相抗衡、相媲美的巨大
潜力。
从这篇文章看，普京执政团队和俄罗斯政治精英，目前已不满足于仅仅停留
在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而要更进一步，用“普京主义”推出一种可与其他模式
相抗衡、相媲美的政治模式，亮相于世界大国的政治舞台。
显然，苏尔科夫在这里提出的普京模式论，与俄罗斯哲学家、地缘政治家亚
历山大 • 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相关，与其构建的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模式相联系。
a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Обсудить на форуме о том，что здесь вообще
происходит.
b Там же.
c Там же.
d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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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杜金的理论是吸收海德格尔的右翼保守主义理论成果而形成的 a。所以，苏尔
科夫的普京模式论有一定的理论渊源。
属于“帝国史流派”的当代俄罗斯官方史学家，也给普京提供了若干政治建议。
他们主张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应“建立对抗有色的白色（种族）联盟”；“在
印度和中国，应促进反穆斯林情绪”；把俄罗斯导弹重新部署到古巴；“实现维
护次大陆完整的文明使命”——通过“归还领土”（欧亚大陆），“划出其他大
国在波罗的海存在的可能界限”，控制或合并西部边境缓冲国（指波罗的海三国
和波兰、芬兰）b。从近年普京的内外政策看，上述政治建议和地缘政治理论已
经在当前俄罗斯的治国实践中得到了一定体现。
然而，涉及国家治国模式这一重大问题，不能不看到，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
特定集团和社会阶层特定利益的反映。正像网络上民众对苏尔科夫文章所批评的
那样，认为这“是久未进过地铁和商店的那些人说的话，表达的是这些人的意见
和诉求”c。就是说，这是一些远离民间疾苦的上层人物和精英的意见。他们不
了解，更体会不到目前俄罗斯社会中下层在经济生活上的艰难困境。
那么，苏尔科夫关于“普京国家”“普京主义”永存的论调，是否完全代表
了统治上层的立场呢？也不尽然。普京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苏文
发表当天，即 2 月 11 日接见记者时说，这是“个人的观点”d。对苏尔科夫的文章，
有人以其作者曾是总统的意识形态的首席专家而加以重视，但有人又以作者目前
风光不再而不以为然。但无论如何，苏尔科夫对普京去留和俄罗斯前景的看法，
起码代表了统治精英中一部分特权者的立场和诉求。
俄罗斯其他阶层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如何思考的呢？让我们看看围绕苏尔科
夫文章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论。

二、围绕争论提出的 7 种路向
苏尔科夫的文章发表后，俄罗斯舆论掀起了“雪崩”式的反应。围绕着苏文
发生的争论透露出了解决“2024 年之问”的具体路径。在这些争论中，来自草野
a 徐衍：《杜金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哲学根源》，载《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2 期。
b Ильин В.В.，Ахиезер А.С. 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M.2000 г., С. 26，109，111，150，152，156，158.
c О статье Суркова —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https://svobos.ru/o-state-surkova-dolgoe-gosudarstvo-putina/
d Песков: статья Суркова о будущем России — это лишь мнение Суркова，https://rossaprimavera.ru/news/
d533f9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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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下层民众者居多，主要是反映了远离庙堂的一些声音；但赞成者也不乏人在，
主要是政治精英上层的人物。他们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支持普京和普京主义在俄
罗斯未来的存在。
在前一种反映民众的声音中，最突出、最值得关注的是作家爱德华 • 里莫诺
夫的评论，他认为，普京“没有面向未来的视野”；至于俄罗斯未来的前景，该
作家说，“未来完全是另一种模样。不过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还不好说。
它可能比现在的状况好很多”，“也可能比普京时代更糟，因为普京没有使某些
过程变得不可逆转。我们有可能回到 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可能沦入万劫不复的
境地”a。
爱德华 • 里莫诺夫认为，普京的“国家很脆弱”，“像是穿越西伯利亚的一
项无计划的工程，国家可能随时会崩溃”。在普京之后，“所有一切都会崩塌，
像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煤矿因爆炸所发生的那样，也犹如一个纸牌搭建的小屋一样。
因为整个俄罗斯不会服从他的接班人。部分区域，像高加索共和国、鞑靼斯坦共
和国，总之，一些民族共和国，将不复存在。我们将会遇到巨大的问题”。“在
我们的边界上，有一个仇视我们的国家，普京一点也不打算结束这种局面，像在
绷紧着一根橡皮筋。苏尔科夫所说的‘普京主义’，只是维系于普京个人。他离
去的那一天，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结束。苏尔科夫所说的上百年，是不可思议的。”b
爱德华 • 里莫诺夫的上述评论，尽管有欠深刻的历史和理性思考，大多属感
性情绪的抒发，但却体现着作家素有的对社会现象和民众情绪的敏锐感触。他更
多代表的是中下层民众的思想情绪。
对苏尔科夫文章的反响中，最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是欧亚主义理论家和社会活
动家亚历山大 • 杜金的评论。因为杜金曾被称为“普京的大脑”、克里姆林宫的
“智囊”、“俄罗斯政治和政策的幕后推手”、新世纪新欧亚主义的“旗手”c。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被基辅欧洲大西洋合作研究所研究员安东·舍霍夫佐夫称
为属于“著名极右翼活动家团伙”，充当克里姆林宫与右翼势力联系的“中间人”d。
对于这样一位“接近俄罗斯政权”、便于就近观察普京动向的理论家，其观点和
a Агония и гипноз. Дугин о статье Суркова про «век путинизма»，http://nsn.fm/policy/agoniya-i-gipnoz-dugino-state-surkova-pro-vek-putinizma.html
b Лимонов: Путин - «святоша»，а Сурков - царедворец，влюбившийся в свою тень，http://nsn.fm/policy/
posle-putina-nachnetsya-bolshoy-bordel-limonov-raskritikoval-gody-putinizma-surkova.html
c 徐衍：《杜金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哲学根源》。
d Le Monde: Путин — крестный отец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крайне правых，https://rus.delfi.lv/news/daily/abroad/lemonde-putin-krestnyj-otec-evropejskih-krajne-pravyh.d?id=5096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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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自然不能漠然视之。
杜金的持论比较客观、公正。他对普京的功绩和历史地位有比较公允的评价。
他指出：“普京对俄罗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他的功绩绝不能质疑。他是
我们国家的拯救者和英雄。就这一方面而言，我认为他的使命完成了。普京做完
了他能够出色完成的一切。”但是他又说：普京总统虽有功绩，但也挽救不了社
会快速的转变。“普京再往前走只能维持现状，因为恰恰当他完成使命的此刻，
需要迈出下一步。而这下一步的事情，无论是普京还是苏尔科夫，甚至来自他周
围的任何人，都无法完成。因为普京某些作为已是在维持现状，就其实质而言，
普京完全属于现在，而根本不属于未来。未来需要对俄罗斯形成体制的所有方面
进行充分的改革和重新评估。”a 出于以上的分析，他的结论是，“不能同意苏
尔科夫的立场和观点”b。
杜金不同意苏尔科夫意见之处在于，他不能苟同后者对普京国家长久性的论
说。杜金强调指出，苏尔科夫表达的是国家所有政治精英的意见。
杜金用相当尖刻的“催眠状态”一语来评价苏尔科夫的说法。他说：“国家
在最后时刻，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当它意识到现实危机重重时，就会宣布这是
一个永远的存在，这是一个新的什么……苏尔科夫就是企图把人民引向催眠状态：
所有一切，反正都将像我们所说的这样继续存在下去。”c 他甚至把苏尔科夫对
普京国家的“预言”看作是一个“行将垮台的信号”。“因为在制度真正坚不可
摧的时候，它不需要让他人相信它将永存。”说其“永存”，“这是一个垂死的
表征”。杜金还类比说，在苏联的最后时刻，即“1989—1990 年”，高官们也曾“对
苏联制度的未来进行过同样的预言”，发出过类似的声音，“可是，仅仅过了 2 年，
一切都灰飞烟灭了”d。
作为克里姆林宫的“智囊”，普京曾经的“大脑”、幕僚，杜金这样为普京
的国家和制度大唱“挽歌”，高奏“送葬曲”，是令人十分震惊的。从杜金这种
政治立场看，他目前已经溢出了普京体制，成了“体制外”的一个论说者。
那么，普京团队、执政精英、体制内人士，是怎样评论普京的“长久国家”呢？
从我们看到的一些论者，无论是苏尔科夫的同事、担任政治局势分析中心主
a Агония и гипноз. Дугин о статье Суркова про «век путинизма».
b Там же.
c Там же.
d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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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阿列克谢 • 切斯诺科夫 a，还是俄罗斯“政治信息情报中心”总裁阿列克谢 •
穆欣 b 以及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 • 沃洛金 c，他们都这样那样地认同苏尔科
夫文章的立场，只是在作者文章面向对象和普京本人留任与否的问题上，认知有
所不同；而对普京国家和“普京主义”长存，则是没有异议的。从他们和普京团
队其他论者的论争和言论中，透露出来了俄罗斯政治精英对 2024 年安排和走向
的各种观点和立场。这些观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主张 2024 年之后普京将继
续留任；二是 2024 年之后普京将不再留任，但“普京主义”将长存，不过需要
精于布局和安排。这 2 种观点，2 种安排，又分别包含着面向未来的各种设想和
具体部署。
第一，普京继续留任的计划安排：这里存在一个怎样挽留、怎样留住普京的
技术层面的问题。人们有 3 种设想和安排：一是无须修宪，只要促成俄罗斯和白
俄罗斯的合并。一旦如此，普京自然就可成为俄白联合国家的总统。二是普京可
改任国家委员会主席，同时把总统职务虚位，将原来总统的实际权力移向国家委
员会。三是仿照目前哈萨克斯坦的做法，普京名义上退休，而由总统女儿出任执
掌实权的一个机构的领导人，普京本人则转向幕后，垂帘听政。
第二种运筹是，普京不再留任，普京离去后将有 2 种可能性发生：一是，没
有普京的普京国家，即继续实行“普京主义”和普京的“国家模式”；二是，普
京离任后，俄罗斯走上对普京路线进行调整或适度改革的发展道路。
上述这 5 种道路选项，都属于普京体制内的发展道路选项。
前述以哲学家杜金和作家爱德华 • 里莫诺夫为代表的这些体制外人士指出的
路径，则是俄罗斯彻底摆脱普京的体制外选项。
根据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政治流派的谱系，这种“普京体制外”的选择，
无非就是保守主义色彩浓淡的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温和保守自由主义），
以及激进保守主义，即极端民族主义—纳粹主义。
这样，综合上面所述，围绕苏尔科夫文章关于俄罗斯未来走向的争论中，人
们就总共提出了 7 种道路选择：留任普京有 3 种安排上的选择；没有普京的普京
国家，分别有因循普京国家的第四选项和适度调整或改革的第五种选择；普京彻
a Для кого и зачем Сурков написал статью о путинизме и глубинном народе，https://www.kp.ru/
daily/26943.5/3994589/
b Что помощник президента хотел сказать в своей статье，https://www.tvc.ru/news/show/id/155278
c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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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离去的选择已如上所述，大体有 2 种。这样，总起来就一共有 7 种可能的路向
选择。
那么，俄罗斯所有这 7 种可能的路向，哪一条可能性最大呢？

三、从普京执政绩效和社会反响看道路选项
普京执政时期，大体上可划分为 2 个阶段 ：第一和第二任期为第一阶段
（2000—2008 年）
；从进入第三任期（2012 年）开始，第三和第四任期为第二个阶段。
普京执政第一阶段，大体是形成普京国家思想和体制模式的阶段。这一阶段，
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的是一个经济破败、政治动乱，暴恐四起、民生凋敝的国
家，普京治理取得显效。他接手政权后，抛弃了叶利钦时期照搬西方市场经济模
式的做法，从俄罗斯具体国情出发，以建立强大经济为出发点，对经济战略、经
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根本性调整，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混合市场经济模式。
他出重拳整肃寡头，夺回了他们侵吞的财富和企业，对其重新实行了国有化；同
时，一些企业被国家或国家控股企业兼并，国家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或企
业加强了控制。这种措施，在初期是显效的，加上当时油价飙升的好运，制止了
经济下滑的势头，促进了经济的连年增长，从 2000—2007 年，年均增长达到 7%，
国内生产总值（GDP）累计增幅达 46.5%。2005 年俄 GDP 达到 7 658 亿美元，
恢复至 1991 年水平。2006 年超过 1 万亿美元，重新跨入世界十大经济体之列。
2005 年俄人均 GDP 超过 5 300 美元，2006 年超过 7 000 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
家 a。2007 年俄 GDP 增速甚至达到 8.1%。这期间，经济形势好转，特别是世界
油价飙升，财政收入激增，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养老金和工资额度，明显改善了居
民生活。
这一阶段，除了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提高为普京带来执政红利以外，最得人
心处是打击了车臣和高加索一带的恐怖主义，并从加强中央垂直权力入手，扫除
分离主义，安定了社会和民心。
然而，这一阶段经济增长较快，使决策者过高地估计了国家的实力，就对大
国战略竞争和俄罗斯在国际秩序中应扮演角色的认识进入了误区。自以为可以重
a 冯玉军：《欧亚新秩序》第 1 卷（《俄罗斯转型：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版，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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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过去丧失的国际影响力，于是，出现了普京 2007 年 2 月 10 日在慕尼黑安全政
策问题会议上的高调讲演，强硬宣示民族主权，甚至打出了“去全球化”的旗
帜 a。与此相联系，俄罗斯在 2007 年展现了一系列军事强势举动，包括在北极
海底插旗、战略轰炸机恢复巡航和航母重新出海等等。为宣示军事强国地位，还
大大扩充了国防军事预算开支。2007 年 2 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表示，为落实
2007—2015 年军备计划，国家将拿出近 2 000 亿美元购买武器，完成军事现代化
任务。
只顾了国防和民生，却忽略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
能源依赖型经济，致使俄罗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中因油价大落受到巨大打击，
造成国民收入锐减 7.9%。同时，加上同西方关系变冷滑坡，又为以后时期的经济
发展造成了严重问题。
当然，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的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矛盾重重
的国家，存在集权与分离主义并存、官僚资本与私人寡头共生、多元与专制混合
等等乱象。普京接管政权后，在政治上大刀阔斧，实行铁腕整肃，收回地方权限，
加强垂直权力，实行了“新”的中央集权政策：取消了地方行政长官的普选制，
改行总统提名、地方立法机构确认，打击了分立主义倾向。此外，还打击寡头干
政，迫使寡头退出政坛。在经济上，打掉金融、石油和工业中的寡头，改变由他
们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操纵民众经济生活的局面，把原有的“野蛮资本主义”或
“寡头资本主义”，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普京改变了
叶利钦的自由民主理念，逐渐修正了俄罗斯的发展方向。把西方民主调整为“可
控民主”，又进一步发展为“主权民主”，并把这种民主与民族爱国主义相结合，
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又从这些“寡头”手中夺取了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掌控了
舆论话语权。还把游行集会法制化，限制了反对派的活动范围。
普京这一阶段的方针表明，他从叶利钦的自由主义，调整到了带有民主色彩
的中派保守主义。这一时期国家总的发展势头是良好的，但普京过高估计国力而
又忽视经济转型，为尔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进入执政的第二个阶段，普京的国家思想和体制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
和发展。从 2012 年起，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重大国家纪念活动，包括纪念俄罗
斯立国 1150 周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 400 周年，还包括纪念俄国“伟大改革家”
a [ 俄 ] 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0—3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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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诞辰 150 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结束 100 周年等。通过这些举国
隆重庆祝的国家纪念活动，进一步为“帝国”概念及其思想恢复了名誉，着重吸
取“帝国思想”并加强了国家主义的治国理念，更加强化了俄罗斯的“国家思想”，
恢复并确立了千年俄罗斯历史传统中的强国主义和价值观。
同时，普京也高度集中了总统权力，把总统直属委员会增加到 30 个，由总
统本人亲任各委员会主席，总揽各方面大权；并用总统办公厅、总统直属委员会
的权力侵夺总理系统的权力，甚至类乎把苏联时期党中央书记处的权力用来代替
政府总理权力，把政府部门变成了职能机构。这严重造成了机构重叠，人员臃肿，
互相推诿和扯皮的官僚主义。
2012 年以后，严厉修法，加强了社会控制。2012 年 6—7 月，俄罗斯先后修
订并通过了新的《集会法》《刑法》，分别加大了对游行集会的管理和处罚力度
以及对传播虚假信息、诽谤他人条款的罚款量刑。普京同时还签署《非营利组织法》
总统令修正案，严格限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并将外资介入俄境内的有关组织认
定为“外国代理人”，列入“特别名单”，加大了罚款额度。
通过上述权力架构和法规的变动，更加高度集中和扩大了总统权力，使俄罗
斯的国家模式更增加了普京的威权主义和“铁腕”色彩。正像苏尔科夫在文章中
所说，在这个新体制里，政权所有分支机构，像车轮辐辏一样汇聚在总统个人四周，
其“价值仅仅体现在保障与领袖的联系程度上”。这就是说，国家的所有权力机
制和机构，都围绕着普京总统个人在日夜运转。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在斯大林时代，
由于斯大林习惯夜晚工作，当时苏联中央党政要害部门及其机关人员，也彻夜不
敢休息，时刻等待着斯大林的召唤。那个时代，也像苏尔科夫谈及普京一样，“究
其实质，社会只信任头号人物”。
这就是俄罗斯这个被称为“新型国家”的“现代国家模式”。奇怪的是，从
这种“新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旧型”苏联和沙俄帝国的影子。
那么，这种“国家模式”在普京前两个任期构建形成之后，经过第三个任期
以来的发展演进，在治国实践中又取得了哪些绩效呢？
两个亮点，堪为普京的骄人成绩：一是反贪腐，二是在世界上的亮剑行动。
反贪腐，是查出了国防部部长谢尔久科夫、俄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
长马卡罗夫和另一第一副部长苏霍鲁科夫的贪污行为，先后解除了他们的职务。
随后，又解职了一批地方高官，对贪腐之风起了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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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剑行动，是频频展示最新强大军事装备，彰显俄罗斯军事大国和军事强国
的地位。
这两个治国亮点，虽一时满足并赢得了俄罗斯民心，但 2014 年乌克兰危机
和克里米亚行动引发的西方制裁，却使俄罗斯外部处境维艰，接着发生的能源价
格下跌和卢布危机，又造成了俄国内的严重经济危机。这样，普京第三任期以来，
经济低迷甚至深度衰退，成了俄罗斯最大的难题。2012 年以来经济连年下滑，
GDP 年年走低，从 2012 年比上年增长 3.4%，径直下降到 2013 年的 1.3%，2014
年的 -0.7%，2015 年的 -2.5%，2016 年虽开始正增长，但仅为 0.2%。2017 年上
升至 1.5%，2018 年达 2%，2019 年又降至 1.3%。这种经济几乎连年下滑的颓势，
与普京第三任期开始时关于经济增长率达到 5% 的预期相差甚远。这种经济低迷
和衰退，虽有国际经济环境不利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主观治国方略所造成的：
“再国有化”没及时得到调整，造成国企经营效率低下，经济转型缺位，资源依
赖型经济依然如故 ；过高估计国力，大秀肌肉，在国际上四处出击，招来国际制裁，
则是主要原因。
在这种经济严重衰退的局面下，实现经济现代化，经济转型，改变资源依赖
型经济云云，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经济严重衰退，必然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2014 年乌克兰问题发生以后，
美国制裁造成卢布汇率缩水，民众实际工资不升反降，甚至到了退休金不能正常
发放、需要延长退休年龄才能保证的地步。据《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网站 2019
年 4 月 17 日报道，俄总理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许多人生活艰难，有些人只
是勉强维生。目前在俄罗斯有将近 1 900 万贫困人口，这意味着有这么多人没有
过上体面的生活”a。这个贫困人口数字意味着，俄罗斯目前尚有占总人口 13%—
14% 的人处在贫困线上。
从普京总统“专线”经过过滤透露出来的消息，“确切地表明，由于问题重重，
国家正遭遇分裂，处在社会爆炸的门槛上；统计局局长库德林对这种情况早已屡
屡谈及。由此清楚地感到，人们处在绝望线上，在挣扎着生存”b。普京总统对
此并不回避，承认人们“生活很艰难”，但是却认为，错不在俄罗斯政府 c。
a    《参考消息》，2019 年 4 月 20 日。
b Другая Росс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по следам «прямой линии»，https://mskgazeta.ru/politika/drugaya-rossiyavladimira-putina--po-sledam-pryamoj-linii.html
c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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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 年以来，俄罗斯开始出现反对派活动。从普京第三任期以来，几乎
年年都有关于反对派运动的络绎不绝的报道。其中以 2017 年规模最大。据 2017
年 3 月 7 日《野兽日报》报道，在此前的那个星期天，“反对克里姆林宫领袖贪
腐的抗议浪潮，席卷了从莫斯科、圣彼得堡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俄罗斯城市”。
参加者主要是俄罗斯青年。来自“莫斯科回声电台”的资料，俄罗斯共有 82 个
城市的 6 万人，参加了反克里姆林宫集会 a。当然，俄罗斯属于民主类型国家，
发生这样的运动也不以为奇。反对派运动的规模也并不算大，但 10 多年间，屡
禁不止，运动顽强地生存着，也颇能说明问题。
在这样的局面下，普京的民意支持度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全俄社会舆情研究
中心在 2019 年 7 月 5 日发布的问卷调查表明，普京支持度又有新的降低，2019
年 6 月 24—30 日仅一周间，就从 64.8% 降到了 63.7%，与 4—5 月份的 66% 相比，
处在一直降低的过程中 b。如果用另一种新的问卷形式，把普京放在多位政治家
中，采用随机问卷调查，普京支持度在 5 月底降到了历史最低，即 30.5%。而且
6 月份还在继续下降中 c。
上述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和民意状况，的确同作家爱德华 • 里莫诺夫和政论家
亚历山大 • 杜金的分析判断相吻合。如果这种局面没有根本改变，而且一直持续
下去，不可能像苏尔科夫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普京国家和“普京主义”将在俄罗
斯长久存在下去。如果当局不面对社会真实状况，仍然“认为国家一切都好，什
么也无须改变”d，那普京留任或“普京主义”继续的机会将成幻影，也就是说，
普京将彻底离开俄罗斯政治舞台。这正符合爱德华 • 里莫诺夫和亚历山大 • 杜金
的预言和判断。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俄罗斯现实政治
状况。

四、从历史趋势和政治流派生态看道路选项
除现实政治给我们提供道路选择的理由外，考察俄罗斯历史变化的趋势和政
治流派生态的特点，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洞察出其未来道路的走向。
a The Daily Beast: 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лодежь от Москвы до Сибири скандирует "Путин-вор"，https://www.unian.
net/world/1844359-the-daily-beast-rossiyskaya-molodej-ot-moskvyi-do-sibiri-skandiruet-putin-vor.html
b Опрос ВЦИОМа показал новое снижение уровня доверия Путину，https://www.kommersant.ru/
doc/4024313
c Там же.
d Другая Росс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по следам «прямой лин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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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 300 年的历史，总是经历着从“改革—反改革”，再
从“反改革—改革”这样一种往复不断的历史循环。远的姑且不谈，从苏联建国
到目前的俄罗斯，就是重复着这一循环：苏联在 20 世纪 20 年代实行新经济政策
改革，到斯大林时代 2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实际上的反改革；从赫鲁晓夫时期发
起再改革，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反改革；从戈尔巴乔夫 - 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到
普京当政时期的逆改革（实际上是反改革），往复循环。从这个规律和趋势看，
普京调整戈尔巴乔夫 - 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即逆改革或反改革，已经进行了 20 年，
到普京第四任期终结，行将 24 年。这样看，历史又到了一个转弯、转圜的关头。
况且，俄罗斯历史变化也有一个钟摆效应，一种倾向、潮流发展到极致，潜能潜
力达于穷竭，就会摆向另一边。从历史变化的这种趋势和规律看，普京执政止于
2024 年，情势在所难免。
既然普京留任和普京离去、“普京主义”继续的这四种前景不会出现，那么，
对于普京彻底离去以后的三种政治前景，何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呢？
这要从俄罗斯当代呈现出的政治流派谱系来分析。俄罗斯当代政治流派谱系
齐全，包括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及其极端、稳健、温和的各个支脉，
一应俱全。
学术界对普京当政 20 年政治路向、所属政治流派谱系做出的认定，是从第一、
第二任期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派保守主义，走向后来威权的、带有右翼色彩的
保守主义。2024 年，俄罗斯从普京威权的右翼保守主义，将会摆向何处，摆幅会
有多大？这是需要我们预判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普京包括出任总理在内的总计当政 24 年间，曾有过对梅德韦杰夫一任总
统时期执政理念的微调，梅氏可以说是转向了自由的保守主义或保守的自由主义，
但普京对此不加认同，在其 2012 年第三任期开始以后，又回到老路且更进了一步，
演化到威权的右翼保守主义。那么，普京彻底离去之后，俄罗斯会青睐于何种治
国理念、治理模式呢 ?
我们不妨采取排除法来看一看。从目前俄罗斯社会的政治动向来看，苏联时
期那种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仅不会重复，而且连对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也难以认同；
叶利钦奉行的激进自由主义，不符合俄罗斯社会的保守性特点，也应加以排除；
普京先后采取的从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派保守主义，到走向后来的威权和右翼
保守主义，依据历史钟摆的规律，也不会再行重复。这样排除之后，从当代俄罗
斯呈现出的全部政治流派谱系来看，还剩下什么？主要的，还剩下保守的自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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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中派自由主义和极端激进的保守主义；而极端激进的保守主义，其实就是极
端民族主义，甚至纳粹主义。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作家爱德华 • 里莫诺夫关于俄罗斯未来都说了些什
么。他说，普京之后，有两种可能的前途：好的前途和最坏的前途。俄罗斯最坏
的前途就是纳粹上台。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位作家的看法。我们相
信俄罗斯民族，相信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民族和人民，经过了长期的苦难，他们
是善于思考、善于创造、善于从苦难中汲取教训的民族；他们受过德国纳粹法西
斯的践踏和蹂躏，有过血红色的记忆，不会允许纳粹上台——尽管俄罗斯社会存
在着极端民族主义即纳粹的社会基础。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普京之后，保守
自由主义和中派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将会有较大市场。但因为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其
民族性格中根深蒂固，强国主义、国家主义和“帝国情结”又异常强烈，所以，
中派的、纯粹的自由主义在俄罗斯难以存身。这样看来，保守的自由主义就成了
俄罗斯未来最大可能的选项。也就是说，俄罗斯最终将会走向保守自由主义的治
国道路和治国模式。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令人十分惊讶的巧合现象。我们采取这样一种排除
法进行分析，最后剩下的选项——保守自由主义，同俄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对保
守自由主义前景的论断完全吻合，或者说是巧合。
在俄国政治思想史上，保守自由主义（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й либерализм）建立在
俄国社会特点基础上，是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的一种政治流派。鉴于自由主义在俄
国没有发展的有利条件，它从传入俄国的时候起就是同保守主义共生的。所以，
在俄罗斯的发展中有一种“精神传统”，“这就是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理性地
结合了起来”a。
作为社会政治方略的自由保守主义（либеральны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被吸纳
进了自由的范式，该范式的基础，是承认个性的绝对价值，在社会改造中赋予渐
进改良方法以优先地位。这种独特的政治流派，在亚历山大二世被杀后俄国改革
条件下取得发展时，获得了一些质的特点，这就是把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个
性的自由与法制、改良主义）与保守主义（秩序、国家强大的政权、宗教道德传
统和继承性）综合了起来 b。按照司徒卢威的说法，19 世纪的俄国以具有这一传
统而值得真正地加以赞扬，因为这是健全的思想传统，一般来说，单有自由主义
a Баранов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ого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http://
viperson.ru/articles/baranov-n-a-politicheskie-perspektivy-konservativnogo-liberalizma-v-sovremennoy-rossii
b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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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行施统治，只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因素保持平衡和妥协，才能使社会处
于稳定而有活力的状态，才能坚持社会政治关系的渐进性变革，消除紧张，达到
社会力量的稳定发展 a。
所以，俄国的自由主义为了达到符合俄国特点的发展，吸收了保守主义因素，
这样那样地表现为保守的自由主义，并将此特别贯彻于实际的社会政治活动中。
在俄国社会学和政治思想史上，近代不少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如
Б.Н. 奇切林、Н.А. 别尔嘉耶夫、П.Б. 司徒卢威和 С.Л. 弗兰克等人，都论证
过保守自由主义对俄国的适应性，认同这一政治思潮和流派在俄罗斯具有远大的
政治前景 b。在现代，俄国自由主义史学家 В.В. 列昂诺维奇，早在 20 世纪 50 年
代中期就把自由主义的未来同自由的保守主义联系了起来 c。

五、俄罗斯未来的选项：保守的自由主义
俄罗斯为什么会走向保守的自由主义？
上面已经做了历史的论证，现在再加以简单归纳：一方面，俄罗斯是个保守
型的社会 d，东正教、村社、俄罗斯精神气质、强国主义、“帝国情结”，都偏
向于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俄罗斯无论如何都自视为欧洲国家，有大体相近于欧
洲的文明价值观，天性也倾向于自由主义。由于普京保守主义的经历，俄罗斯人
不会再把保守主义作为政治底色，而只会把他们国家的政治底色重新更换为自由
主义。鉴于叶利钦时期激进自由主义的教训，他们只会把俄罗斯社会素来倾心的
那种保守主义色调，添加到自由主义当中，所以构成保守的自由主义。
那么，什么是保守的自由主义？
按照政治学的解释，保守的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形式，也是存在
于自由主义内部的一种反对派思潮。“在它的光谱系统中，包括自由马克思主义、
社会自由主义以及其他自由主义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形态和类别。”e
保守的自由主义，是前自由社会的一种诡谲奇异现象。它能在这种社会存在，
a Мещерский В.П. Нечто о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е у России // Родина. 1993. № 5-6.
b Баранов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ого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c Леонтович В.В. История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1762-1914. М.，1995. С.22.
d Сусанна Матвеева.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й либерализм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https://www.researchgate.net/
publication/236631669_Konservativnyj_liberalizm_v_sovremennoj_Rossii_Conservative_liberalism_in_contemporary_
Russia
e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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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在该社会的社会意识中逐渐争得自己一席之地。这是因为它素有温和、渐进、
谨慎和持重的特性，“自由主义的抽象价值和理想，甚至能在同自由主义格格不
入者中逐步具体化，并转变为他们的日常活动纲领”a。
20 世纪 90 年代，以盖达尔为代表的激进自由主义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
它脱离了俄罗斯社会的实际，是因为俄罗斯没有纯粹自由主义的传统，也没有发
展自由主义思想的有利条件。当代俄罗斯一些政治家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主张在
自由主义中吸取保守主义的成分，在实际社会政治活动中采取保守的自由主义，
实行俄国内和国外政治家的主张，“把自由主义的经济和精神文化的保守主义加
以综合”，以此来改造俄罗斯社会 b。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学界一直从俄国思想史和现实教训中汲取思
想营养，研究有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结合的课题。普京以保守主义为底色，
在第一、第二任期曾在某些方面汲取了自由主义成分，取得了某些成功。但在第三、
第四任期改变方针，耗尽了自己的潜力。现在，已到了历史的钟摆摆向另一边的
时候。这时轮到了要以自由主义为底色，吸取保守主义的因素，这种变化的趋势，
就是保守自由主义流派的到来。
保守的自由主义又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概括来说，它是以自由主义为本色，
加上保守主义的附加成分。这种自由主义的本色，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
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外加保守主义的成分，即东正教、村社传统、俄罗斯精神气
质和“帝国情结”、强国主义之类。若问，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可以摆
动的幅度究竟有多大，这主要取决于掌控市场和国家这两只手的力度，以不超出
自由主义所允许的界线为限度。未来保守自由主义的路线，将是对普京目前威权
和右翼保守主义路线的否定或矫正。预计它比梅德韦杰夫总统时期的自由主义将
会走得更远。
最后，我们要申明一点：在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我们无意预测，也不
敢做预测。只不过是顺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现实政治和历史的逻辑，摸索着
一步步向前行进，迄今，摸索到了目前这一步。笔者的文章是否含有真理成分，
交付未来加以印证。这里讲的只是客观逻辑和规律，没涉及人为因素。若涉及人
为因素，特别是执政当局在选举中的因素，要补充的一种选择，是普京接班人可
能走的一条道路，这将是没有普京的、调整或改革普京路线的道路。这将成为与
a Сусанна Матвеева.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й либерализм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b Баранов 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ого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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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自由主义几乎并列的一大选择，但这只能是自由的保守主义。自由的保守主
义与上面我们所讲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在政治流派谱系中是相邻的、比较接近的
思潮和流派。这两种政治流派比较容易兼容甚至逐渐达到合流。
须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为的、主动的影响因素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但终究“人算”不如“天算”。从长远发展进程来看，还是客观逻辑和规律，即“天
算”在起作用；人为因素，即“人算”，只能发生短暂的一时的作用。
上述文本系 2019 年 9 月 29 日定稿，文字至今仍保持原貌，未作改动。但半年来，
特别是最近一两个月，俄罗斯政局变动频频，普京总统先是提议宪法修正案，主张
加强议会和国家委员会的权力，相应弱化总统地位。接着，普京又接受俄第一个女
宇航员有关修宪提议，将其总统任期化零，允许再续两个任期。这种变化看似扑朔
迷离，但均不过是为 2024 年做布局而已——或仿哈萨克斯坦模式，普京由总统变作
监国，或由普京再参选总统，继续亲政。然近日报道，2020 年 2 月 29 日莫斯科发
生万人游行集会，又使俄罗斯政局平添了不少变数。这一切事态，总体都没有溢出
上述文本的视野。目前离 2024 年尚有时日，俄罗斯未来的事态，尚在变动不居之中。
笔者写作本文，旨在瞭望俄罗斯未来的政治走势，即大方向和总趋势，并不期望预
测什么具体人物活动和事件。人对未来政治历史发展的判断，只能做到这一点，马
克思对此其实早有论述。我们相信俄罗斯人民对未来的选择，无论如何，俄罗斯还
算民主制度，未来最终要由民众投票来抉择。我们在此只是通过历史与现实政治的
结合，来透视、观察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总趋势。
（责任编辑 李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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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уда идет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я?
Ма Луншань
【Аннотация】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вопрос
"Куда идет Россия" неизменно остается в России объектом внимания
и споров. После публикации в феврале 2019 года в "Независимой
газете" статьи бывшего помощник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Владислава
Суркова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в России было предложено 7
сценариев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если Путин останется у власти, сценариев
развития 3; в случае ухода Путина в отставку,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четвертый
сценарий – сохранение путин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а также пятый сценарий,
предполагающий некоторые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и или реформы; если Путин
уйдет из власти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срока полномочий,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помимо путин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два сценария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Однако, судя
по реакц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итогам 20-летнего правления Путина, а
также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одословной" и тенденциям развития текущ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течений в России, к 7 сценария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именить
метод исключения, и сценарий, оставшийся после исключения всех других
сценариев, вероятно, и подойдет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В
России –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деревенская община,
русский менталитет, державизм, "импер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все это - элементы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 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Россия, во что бы то ни стало, считает
себя Европой с близкой к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ценностей и природной
склонностью к либерализму. Исходя из этого, можно утверждать, что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й либерализм" может стать наиболее вероятным сценарием
буду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Россия; путинизм;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й либерализм;
постпутиниз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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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is Contemporary Russia Heading?
Ma Longshan
Abstract: Historically, the problem of where is Russia heading has always been
the object of attention and debate in Russia. Since the article "Putin's Long
State" written by Vladislav Surkov, the former adviser of the Russian president
Putin, published in Nezavisimaya Gazetain February 2019, seven scenarios
about Putin's future and its possible impacts on Russian politics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 Russia: if Putin to stay on, there are three arrangementsof choice; if
Putin leaves office, there are a fourth and a fifth options: namely following the
Putin state system and a moderate adjustment or reform,respectively, if Putin
leaves the Kremlin for good, there are two options outside the Putin regime.
Judging by Putin's 20 years in office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 Russia's current
political schools of ecological spectrum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ing trend, the
seven scenarios seem to be not suitable for Russia's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the seven road options mentioned above should be excluded and eliminated
one by one through the exclusion method, and the remaining option may
b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of Russia. Russia is a conservative society,
orthodox,kommuna, Russian ethos, power doctrine and empire complex lead
Russia towards conservatism. At the same time, Russia thinks of itself as a
European country, it has broadly similarity to the European civilization values,
it also tends to be liberal in nature. So conservative liberalism is the best option
for Russia's future.
Keywords: Russia; Putinism; conservative liberalism; Post-Putin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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