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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

“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
历史逻辑与战略走势
王晓泉
【 内 容 提 要 】 “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遵循
了历史必然逻辑，符合双方国家利益，呈现出在高水平上持续
发展的战略走势。“结伴而不结盟”是“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能够确保中俄战略协作
的先进性，并不断拓展其深度和广度。中俄的安全观与战略文
化原本差异较大，但双方汲取历史教训并深化安全合作之后，
共识增加，互信加强，形成了新安全关系，为两国保持高度战
略默契打下坚实基础。“市场经济 + 政府引导”为特征的开放
型合作是新时代中俄经济合作的基本模式，有别于美国所推行
的“自由市场经济控制别国经济命脉”的模式，其影响必然外
溢出双边范畴，为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世界经贸关系提供了借
鉴。“共同价值观”是新时代中俄开展战略协作的精神指引，
将为瓦解任何形式的世界垄断利益以及解构不公正、不合理的
世界秩序提供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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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已经走过 70 多年风雨历程，先后经历结盟时期、对抗时期、正常
化时期、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时期，现已发展为“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新、
普惠共赢”a 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遵循了历史必然逻辑，符合双方国家利益，呈现出
在高水平上持续发展的战略走势。

一、“结伴而不结盟”是“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苏便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苏
同盟关系为新中国赢得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支持，有力地巩固了新政权。然而，
中苏间结构性矛盾注定同盟关系无法持久维系下去。
第一，结盟意味着与美国形成阵营对垒局面。中国大大缩小了战略回旋空间，
几乎完全失去了与资本主义阵营建立外交关系与合作的机会。同时，中国不得不
加强军备并耗费巨大资源配合苏联同美国开展阵营对抗。比如，斯大林曾表示：
“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一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
望中国今后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苏联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
多做些工作……”b 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牺牲，在抗美援越行动中
耗资 200 亿美元左右，其中绝大多数为无偿援款。
第二，结盟意味着不平等地让渡部分主权。中国当年虽弱，却是有着广阔领土、
众多人口和悠久文明的大国。在饱受列强欺凌后重新站起之际，中国不能容忍不
平等对待。因此，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便要求苏联废除 1945 年同国民党政府签订
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消苏联在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等在华一切特
殊权益，与新中国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体现完全平等的条约。斯大林勉强答应此事，
但对新中国脱离苏联战略轨道感到担忧，开始加强对新中国的防范与制衡。因此，
毛泽东访苏仅过去 4 个月，苏联便暗中支持金日成南下统一全国，引发朝鲜战争。
如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获胜，则美国被削弱，统一而亲苏的朝鲜便会扩大
a   《中俄元首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
新华网 2019 年 6 月 6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06/c_1124588505.htm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b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9 年 7 月 27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
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转引自沈志华：《揭秘：毛泽东屡次试探斯大林，欲建东方情报局》，载人民
网文史频道 2012 年 2 月 7 日，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70425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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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亚洲的影响，并对新中国形成制衡。如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失败，
美国会把战火燃到鸭绿江边，迫使中国参战，让中美相互削弱，从而增加中国对
苏依赖，苏联便有理由继续保持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存在 a。然而，中国在朝鲜战
争中的出色战绩空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独立自主能力。对此，苏联并不甘
心。“1958 年 4 月和 7 月，苏联领导人先后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
舰队问题。中方认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坚决予以拒绝。”b 为此，苏联加大对
华制衡力度，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援华专家。
第三，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结盟使双边关系复杂化。斯大林执政时，中国共
产党将斯大林视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斯大林去世后，社会主义超级大国苏联仍
是中国的“老大哥”，但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资历与声望不及毛泽东。
两国实力和两国领导人声望的巨大反差，使双边关系难以准确定位，这是中苏关
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苏结盟关系瓦解后进入对抗时期，两国大量国民财富被用于相互防范，严
重影响了各自的经济发展。为联手应对苏联，中国于 1979 年与美国建交。中美
联合对抗苏联构成了苏联由盛及衰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苏联解体后，中俄吸取历史教训，“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平等信任、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一种新型国家关系。它的基本宗旨是：……保持
长久睦邻友好，……维护各自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推动世界多极化趋
势的发展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俄的这种新型关系，只是双方的协
作友好关系，而不是结盟关系。它不针对任何第三国”c。由于定位清晰准确，
中俄关系并不受国际风云变幻的影响而一路高歌猛进。中俄于 1996 年建立了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于 2001 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
作条约》，2019 年宣布建立“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形成一种“结
a 沈志华曾发表文章推断：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将使苏联失去通向太平洋的唯一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无疑
是一个战略利益的重大损失，其结果将导致苏联在亚洲失去战略依托。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对南朝鲜发动进攻，就是
想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重建或保障苏联在远东地区的这一传统战略的支撑点。斯大林一向思维缜密、行事谨慎，他
当然会想到军事进攻有两种结果——顺利或者不顺利。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
釜山或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就将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的作用。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
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而根据中苏双方的协定，一旦出现战争或危急局面，苏联军队
有权使用中长铁路。所以，斯大林显然已经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
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斯大林所料。由于朝鲜战争的
爆发，中国不得不开放中长铁路，并请求苏军继续留驻旅顺基地。参见《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发动朝战的动机》，载《国
家人文历史》2013 年第 3 期。
b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 8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4 页。
c 江泽民：《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载《人民日报》1997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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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俄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争取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诉求。
“结伴”是指中俄达到高水平战略默契，为在国际上争取安全保障、平等权利和
发展机遇，为改造世界秩序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进行高水平战略协作。需
要指出的是，两国国内对中俄“结伴”都有质疑之声，主要担心影响两国对美关
系，却忽视了中俄与美国的结构性矛盾。这种观点对中俄政府决策影响不大，尤
其是在美国明确将中俄作为全球战略对手而加大打压之后。同时，主张中俄结盟
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种观点的依据为中俄在军事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战略互需
巨大。然而，历史上因结盟而出现的结构性矛盾不会随着中俄实力对比变化而消
失，结盟必然不利于中俄关系持久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阶段，中俄可能形成准结盟或战略结盟（非军事结盟）a 关系，
即在军事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化合作，互为战略支撑，联手与美国缠斗，但
不承担约束性国际军事义务，不搞阵营对抗和势力范围划分，不割裂世界市场和
破坏经济全球化，不放弃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合作。“结伴而不结盟”
关系能够确保中俄战略协作的先进性，并不断拓展其深度和广度，保障中俄关系
在高水平上持续发展。

二、新安全关系是新时代中俄保持高度战略默契的坚实基础
中俄的安全观与战略文化原本差异较大，但双方汲取历史教训深化安全合作
之后，安全共识增加，互信加强，形成了新安全关系，为两国保持高度战略默契
打下坚实基础。
第一，中俄对安全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趋同。俄罗斯由于在历史上多次经历强
敌入侵，历来将安全利益置于经济利益之上，为保障国家安全从不受制于经济的
承受能力和外交的条条框框，即使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依然大力发展军力，敢于
不顾西方制裁而坚决维护安全利益，几乎参与了世界所有的安全热点问题。由国
防部、内务部、联邦安全总局等十多个国家安全与司法部门组成的俄罗斯强力部
门，对政府各部门都有巨大影响。普京总统及大量政府高官出身于强力部门。俄
罗斯强力部门作为制定俄联邦对外政策的主导力量，在兼并克里米亚、出兵叙利
a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2019 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是战略盟友，但是没有成立军事联
盟，也不针对任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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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等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其在对外经贸合作中同
样权力巨大，可以否决其不放心的项目。
与俄罗斯的情况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抓住了“战略机遇期”，以坚持“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 a。邓小平提出，“军队要一切
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b。到 20 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
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c。
中俄对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重视程度的差异，导致双方在双边关系和对外政
策重点方向判断上出现差异，这成为影响中俄战略协作的深层次因素。中国更重
视加强对俄经济合作，而俄罗斯更重视加强对华安全合作。在区域层面，中国更
重视经济一体化，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而俄罗斯更注重政治和安全一体化，
提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俄罗斯对组建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的态度不积极
的主要原因是，担心该行成为中国在上合组织扩大影响力的工具。中国有些专家
因为中俄经贸关系的进展没有达到预期，且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以及“一
带一路”建设的态度不够积极，而对中俄战略协作信心下降；俄罗斯有些专家因
为中国在安全问题上对俄支持力度没有达到预期，且对“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
态度不够积极，亦对中俄战略协作信心下降。
随着美国安全压力不断加大，中国更加重视俄罗斯抵制美国霸权的独特作用，
开始加强对俄安全合作。中俄两军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在反导、叙利亚等问
题上加大了对俄支持力度。中国在俄罗斯因克里米亚问题遭受国际社会孤立与西
方制裁的情况下，排除西方阻力而大力发展对俄关系，使 2014 年成为中俄关系
提升的标志性年份。2014 年 5 月，中俄签署了《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
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美元贷款。俄罗斯社会对华态度大为改善，俄罗斯强力
部门对华安全疑虑大大降低。同时，俄罗斯认识到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将影响国家
安全利益，对华经济合作变得积极，拖延多年的中俄同江铁路大桥和黑河—布拉
戈维申斯克界河公路大桥的施工进度明显加快。
第二，中俄达成了经营“共同周边”的地缘安全共识。俄罗斯对外战略遵循
实力主义，扩张成为主线。俄罗斯扩张思想源自其地理、宗教、历史、文化等方
面的特性。东正教和救世主义为俄罗斯推行扩张政策提供了道义支点和崇高使命
a 198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的党的基本路线。
b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0 页。
c 同上，第 128—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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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俄罗斯身处无险可守的东欧大平原，需要通过加大战略纵深确保国家安全。
然而，扩大势力范围必然加大其他大国的疑虑，乃至激化大国之间对势力范围的
争夺，对自身资源的消耗亦十分巨大。俄罗斯历史上两次大崩溃都是势力范围扩
张、突破实力极限所致。第一次是 1904 年沙皇俄国在争夺东北亚的日俄战争中
惨败，帝国崩溃的丧钟由此敲响。第二次是苏联出兵阿富汗后陷入泥潭，最终在
与美国等大国博弈中走向解体。
在实力主义和扩张思想的影响下，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思想根深蒂固，曾谋求
在中亚国家以及白俄罗斯、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建立势力范围甚至合为一国。尽
管俄罗斯需要利用中国抵御美国等西方势力挤占中亚传统势力范围，但是同时也
警惕中国在中亚坐大，因而对中国推动上合组织多边经济合作疑虑较大。中国充
分尊重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但反对划分势力范围。在美国加大战略遏制的态势下，
俄罗斯为得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支持，逐渐接受了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以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
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的发表为标志，中俄形成了经营“共同周边”的战略
默契，即尊重域内国家主权，共同维护域内和平、稳定与发展，对域外大国与域
内国家的合作持开放态度。中俄在“共同周边”的战略合作符合域内所有国家的
利益，“共同周边”的稳定与繁荣取决于中俄战略默契程度。中俄将在“共同周边”
合作的重点锁定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完善地区安全治理体系、打击“三股势力”、反对美国军事渗透、防止军备竞赛
等方面。在新安全关系的基础上，中俄的战略影响力产生出叠加效应，能够抵御
任何外部势力在“共同周边”破坏战略稳定和威胁中俄安全利益的图谋。
第三，中俄不断深化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随着科技和核武器等大规模毁伤
性武器的发展，任何世界大国都难以对其他世界大国发动战争，非传统安全成为
世界大国攻防的重点。2016 年发布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国
家随着军事实力的增长，其经济、法律、技术、信息等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增加，
其为实现地缘政治利益而利用这些因素，阻碍了国际争端的调解以及在国际法基
础上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关系问题”a。普京指出：“信息安全问题已成为全球
性问题，来自信息空间的威胁不断加剧，信息安全机制、通信联络的稳固和防护

a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30 ноября 2016 г. № 640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II.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97·

俄罗斯学刊

第 10 卷总第 56 期

对国家而言具有战略意义。”a 中国亦重视非传统安全，2013 年成立了中国共产
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 年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构建集政治安全、
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
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中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推进较为顺利，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的合
作日益密切，举办“合作 2017”联合反恐演训等活动，共同推进上合组织打击“三
股势力”。2016 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协作推进信
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不断拓展在航空航天等高技术领域的战略合作，
不断加强在能源、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在西方对俄加大制裁以及美国挥舞“长臂
管辖”大棒的情况下，中俄在本币结算领域合作加强，共同致力于人民币跨境支
付系统（CIPS）的使用。俄罗斯对人民币需求旺盛，2015 年中俄贸易人民币结算
额增加了 250%，超过 1 200 亿元人民币，人民币互换交易额从年初起增加了 11 倍多，
达到 120 亿美元，人民币信用证交易额增长了 12 倍 b。2018 年第三季度 , 中国银
行同业拆借市场人民币和卢布结算业务额达 49 亿元人民币（约合 7.06 亿美元），
较 2017 年同期的 24 亿元人民币（约合 3.45 亿美元）增长 105%。
新安全关系对中俄战略合作极为重要，中俄彻底解决最为困难的边界问题得
益于此，上合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亦得益于此。上合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
是以“新安全观”解决敏感复杂安全问题的典范。由于安全关系的提升，中俄在
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战略合作将更为均衡，中国可以更加深入地参与俄罗斯远
东大开发，上合组织的安全与经济作用也将更为均衡。

三、“市场经济 + 政府引导”为特征的开放型合作是新时代
中俄经济合作的基本模式
中俄都经历过高度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改革。苏联依靠高度计划经济实现了
工业化并战胜了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而中国依靠高度计划经济打下了工业化基础，
并实现了“两弹一星”等重大国防技术的突破。然而，高度计划经济也造成经济
管理体制僵化和经济活力逐渐下降。中苏经济合作是两个计划经济大国的合作，
a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овел заседание Совбеза，на котором обсуждалась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безопастность
страны//Первый канал，https://www.1tv.ru/news/2017-10-26/335150-vladimir_putin_provel_zasedanie_sovbeza_
na_kotorom_obsuzhdalas_informatsionnaya_bezopasnost_strany
b   《中俄贸易人民币结算额猛增》，载《参考消息》2015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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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掺杂了意识形态因素和安全利益考虑，其特点是忽视市场规律。比如，苏联
在中国开展抗美援朝之后开始全面支援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将双边经贸合作关系推上顶峰。苏联援建中国的 156 个工业项目“为新中国建立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初步基础”a。但是，这 156 个项目并非按照市场规
律操作，两国相关部委承担了项目对接的主责，双方没有按照市场规律就投资收
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进行谈判，这 156 个项目因此被称为苏联援建项目。苏
共二十大之后，中苏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方向等问题上出
现分歧，导致关系恶化，两国经济一体化进程受挫。苏联终止援华项目，迅速撤
出专家，给两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两国经济巨大的互补性难以推动经济合作，
中国丰富的日用品和农产品难以出口到苏联，中国短缺而苏联过剩的机械、化工
等产品也难以出口到中国。此外，中苏在边境线上的军事对峙使两国都背上了沉
重的经济负担。
改革开放后，中国注重引进西方经济技术，实施市场经济改革，住房、医疗、
教育、国企等改革均以市场化为导向，在增加经济活力的同时，也造成了房地产
过热、医疗保障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制度优势亦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因此，中国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b。俄罗斯在独立伊始彻底抛弃计划经济，全盘复制
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经济上实行“休克疗法”，导致国家财富损失惨重，经济
基础土崩瓦解，国家陷入深刻危机。所以，普京在执政后加强中央集权，强化政
府在发展战略制定和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作用。在中俄开始市场化改革时期，由
于缺少政府引导和监管，两国贸易出现低水平野蛮增长的情况。大量劣质中国商
品在损害了俄罗斯消费者利益的同时 , 也严重损害了中国商品的形象；由于俄罗
斯营商环境欠佳，愿意在俄投资的中国企业寥寥。随着中俄政治关系提升，依靠
市场机制的中俄经济合作明显滞后于政治合作，促使两国政府开始推动经济合作。
两国战略合作项目由此得以顺利实施。
基于计划经济时期中苏双边经济合作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中俄在市场经济环
境下开展经济合作的经验与教训，中俄经济合作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 + 政府引导”
的特点，即经济合作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两国政府对大项目合作发挥引导作
用，但归根结底要使项目具有互利共赢的效果和可持续发展的市场逻辑。为推动
a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18 页。
b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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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经济合作，中俄政府建立了多领域多层次的经贸沟通机制，举办了中俄地区
合作友好交流年，制定了诸多合作规划。政府推动的大项目在中俄贸易额中占有
相当大比重。两国在科技、金融、能源、农业等领域加强大项目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随着大项目合作的深化，其对双方中小企业合作的带动作用将更加明显。
“市场经济 + 政府引导”的中俄经贸合作模式具有开放性。中俄都汲取了
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搞封闭式经济合作而导致传统地缘经济联系被割裂，进而
造成经济活力下降的教训。中国同西方恢复经贸关系是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的重要基础条件，因此习近平主席承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虽
然俄罗斯对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建立自贸区持有疑虑，但欧亚经济联
盟并非封闭运行，对与其他国家建立自贸区持开放态度。欧亚经济联盟已与越
南签署了建立自贸区的协议，正在与中国、伊朗、印度、以色列、新加坡、埃及、
塞尔维亚开展自贸区谈判，并在 2016 年开始与中国进行非优惠经贸协议谈判。
此外，欧亚经济联盟还将韩国、新西兰、柬埔寨、蒙古国、秘鲁和智利作为自
贸区谈判的潜在对象。欧亚经济联盟的自贸区谈判对象几乎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完全重叠。因此，普京指出，“俄罗斯将继续构建欧亚经济联盟统一市场，
并发展对外合作，包括继续推进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这是建立
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序言’”a。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市场经济 + 政府引导”的中俄经
济合作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为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世界经贸关系提供借
鉴，也将极大促进欧亚一体化进程。

四、共同价值观是新时代中俄开展战略协作的精神指引
共同价值观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可被多种意识形态所认同或包容。中苏在
历史上都有过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复制了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苏联经济
模式。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爆发了“十年论战”，其实质是争夺正宗马列主义
传承者的地位。这场论战加大了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左”倾思想占据主流。经过论战，中苏都出现了思想僵化、经济和社会缺乏
a    《普京发表国情咨文：继续推进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载中国一带一路网 2019 年 2 月 21 日，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801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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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等问题。邓小平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
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
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没有搞清楚……”a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放弃社会主义，拥抱资本主义。然而，资本主义意识形
态并不适合俄罗斯国情，造成社会思想混乱和道德沦丧。普京不得不用基于东正
教的传统文化重建精神家园。可见，俄罗斯经历了由遵循马列教条到放弃社会主
义，再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本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改造。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放
弃了马列教条，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b，但同时也遭遇了资本主
义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思想混乱和道德沦丧，于是开始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就经常引用中国古代先贤
的智慧。于是，中国完成了由遵循“马列教条”到放弃“马列教条”，再到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改造。
中俄传统文化都是民族和国家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智慧结晶，都是实践的
产物，其中既有皇权思想等封建糟粕，又有经世济民的人本思想。资本主义意识
形态归根结底服务于垄断资本集团，而中俄都对资本势力进行了有效管控，两国
因此有条件将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与国情结合，与时俱进地创造出新价值观。中
俄新价值观有诸多相通之处。比如，两国都重视国家主权、集体主义、可持续发展、
人民福祉等，其所派生出的国家管理模式也有相通之处。比如，两国都重视强化
中央垂直权力体系和维护社会稳定。
更重要的是，中俄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基于双方在价
值理念上形成的共识而酝酿更具普世性的共同价值观。中国具有整体观，早在秦
朝便实现了“大一统”，具备长期治理天下的经验，在历史长河中自我展现出来
的并非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由农耕文明发展而来，农耕文明
讲求和平合作以及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而非利益最大化；中华文化中民本主义思
想根深蒂固，经世济民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追求；中华文化是儒释道的有机结合，
儒家讲求秩序、佛家讲求因果、道家讲求规律，三者和谐共生、包容互补。并且，
中国宗教具有多元性，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佛教和道教是多神教，具有较强的包容
性，能够与其他宗教包容共生。中国不会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发动宗教战争。因
a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91 页。
b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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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积淀深厚、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能够摆脱西方文化乃至“马列教条”中的二
元对立模式或零和模式，肩负起建立和平相处、互利共赢、包容互鉴、和谐发展
的世界秩序的历史使命。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显现出巨大包
容性，强调是世界多样性的统一，将从根本上终结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历史观、
世界观、价值观、发展观和安全观。在中华价值体系的影响下，中国提出了针对
西方价值体系的世界秩序改造方案：安全上由绝对安全模式变为互保模式，集中
体现为中国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经济上由垄断模
式变为互利模式，集中体现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并尊崇“合作和平、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文化上由冲
突模式变为“尊重文明多样性”的互鉴（互容）模式。
俄罗斯在对西方民主价值观进行深刻反思后，提出了“主权民主”理论，强
调“俄罗斯首先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做强国是俄罗斯唯一的现实选择。民主应该
适应俄罗斯的国情与传统”a。俄罗斯战略思想界的西化派式微而本土派崛起。
俄罗斯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杜金教授提出了多极全球化进程中的欧亚
价值观。他认为，多极全球化已经来临，由西向东的全球化变为由东向西的全球
化。在这一过程中，大陆心脏地带的地位上升，将出现多个分布式中心区。“多
极全球化与单极全球化的主要区别在于：没有像自由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样的
统一的义务性意识形态；没有单方面操控的国家间合作项目，项目的参与者既是
主体也是客体，不干涉项目参与国的内政。多极全球化不是建立在大西洋价值观
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欧亚价值观基础上，其特点是坚持多极全球化话语权和哲学：
以多元化否定普世化；以坚持传统否定自由化后现代主义；以坚持友谊（双赢）
否定恶性竞争；以坚持团结和为全体人民的福祉否定个人主义；以坚持平等发展
否定垄断；以包容性否定排他性。”b
中俄共同价值观符合包括西方国家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在
世界范围内建立谋求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人民统一战线。随着战略协作不断深
化，中俄共同价值理念将进一步发展，为瓦解任何形式的世界垄断利益以及解构
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强有力支撑。

（责任编辑 靳会新 刘阳）

a 庞大鹏：《俄罗斯的“主权民主”思想》，载《欧洲研究》2008 年第 4 期。
b 摘自 2019 年 7 月 4 日俄罗斯教授亚历山大·杜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座《多极世界的地缘政治：被划分的
心脏地带与中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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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тенденци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идеолог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Ван Сяоцюань
【Аннотация】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ст ратегиче 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следую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логике и отвечают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интересам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демонстриру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тенденцию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основе которых лежит
принцип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но не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к блокам", являются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ой гарантией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онцепц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пути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изначально сильно различались, но,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обе
стороны усвоил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уроки и углубил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остижение консенсуса приблизилось, были
сформированы н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ткрыт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характерным признаком которого является "рыноч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является базовой формой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о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продвигаемой США модели "свободная рыноч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его влияние неизбежно просочится и в другие сферы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став примером для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более
справедливых - это духовный ориентир развит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который окажет
решительн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д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и неразумного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област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бщие ценност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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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For a New Era
Wang Xiaoquan
Abstract: The China-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for a new era follows the logic of history, i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both countries, and shows a strategic trend of sustained development at a high
level. Partnership rather than alliance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China-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in the new era, which can ensure the advanced nature of ChinaRussia strategic coordination and continuously expand its depth and breadth.
Security concepts and strategic culture of two countrie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However, after drawing lessons from history and deepen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 two sides have increased consensus and strengthened
mutual trust, forming a new security relationship an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strategic understanding. Open
cooper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 market economy and government
guide" is the basic model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of a new era. It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American model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free market economy and control other countries' economic lifeline". ChinaRussia's cooperation model will have a spillover effect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a more fair and more reasonable world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Common values is the spiritual guide for Sino-Russia strategic coordination
for a new era, and it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dismantling any form of world
monopoly interests and deconstructing the unjust and unreasonable world order.
Keywords: Sino-Russian relations; strategic security cooperation; comm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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