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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美欧关系变化及
对中国的影响
王宪举
【 内 容 提 要 】 2014 年初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美
欧关系降到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但是，具有战略忍耐力的俄
罗斯调整对外政策，先是在叙利亚战场打开局面，接着在 2019
年与美欧的关系也出现缓和。俄美领导人举行会晤，两国外长
互访，两国开始就是否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谈判。
同时，俄美在军备竞赛、地区冲突、人文限制等领域的争斗依
旧激烈。随着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临近，“通俄门”阴影是否
可能再度影响俄美关系，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俄与欧盟关系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双方都有改善关系、加强合作的愿望。乌
克兰问题是影响俄欧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2019 年乌克兰总统
选举后乌俄关系出现某些松动与对话端倪，这将使俄欧关系在
2020 年继续朝着缓和与合作的方向发展。美国对俄政策调整对
俄中关系也许会产生某种影响，但是对整个俄中关系不会发生
大的作用。俄乌关系打破僵局、俄欧加强合作则符合中国的立
场和利益，中国乐观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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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俄罗斯与美国、欧盟的关系略有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
统普京在日本大阪举行会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实现互访；
俄罗斯与欧盟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国家关系逐渐趋暖，与乌克兰关系的
坚冰开始打破。但是，俄美在核武器竞赛、地区冲突等方面的矛盾依旧深刻。欧
盟和北约对俄罗斯的疑虑仍然严重，欧洲国家对俄立场并不一致，波兰、罗马尼亚、
波罗的海三国等欧盟成员国继续进行防范俄罗斯的军事部署。在 2020 年，俄罗
斯与美欧关系很可能呈现接触增多、谈判增加、合作升温、竞争犹存、龃龉不断
的状况。俄欧关系改善对俄中合作不会产生很多消极影响，而俄美关系松动则可
能对俄中关系引起微妙的波动。

一、“打破僵局”的俄美关系
（一）特朗普摘掉“通俄”帽子，俄美关系现缓和迹象
由于指责俄罗斯涉嫌干预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2017 年美国财政部和国会
相继对莫斯科实施近年来最大力度的制裁措施。由于“通俄门”事件困扰，虽然
特朗普本人比较倾向于改善美俄关系，并于 2018 年 7 月顶着国内反对派压力在
赫尔辛基与普京总统举行了会晤，但是美俄关系仍然处于僵局。2019 年 4 月 18 日，
经过 675 天调查，美国司法部发布关于“通俄门”的调查结果，称“总统特朗普
及其团队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此外，调查认定无法证明特朗普阻碍司法。特朗普
未阻碍司法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宪法不允许对在任美国总统提出犯罪指控”a。
美国司法部长的这一结论为特朗普采取措施改善美俄关系打开了绿灯。2019
年 5 月 3 日，特朗普与普京通电话，讨论了朝鲜半岛、乌克兰、委内瑞拉等问题。
普京通报了不久前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情况。据报道，
特朗普和普京的通话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谈话是“务实和建设性的”b。通话后，
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高度评价了与普京的通话，称美俄关系“有极大的发展潜
力”。5 月 14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俄，商讨缓和美俄两国关系问题。普京表
示，俄美可以在“保持全球战略稳定、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解决地区危机、
同有组织犯罪作斗争、解决世界生态和贫困等问题方面”开展合作。两国还可以
在朝鲜、阿富汗等问题上进行“战略对话”。
a   《 美国司法部公布“通俄门”调查全文：特朗普未通俄》，载新京报网 2019 年 4 月 18 日，http://news.
sina.com.cn/c/2019-04-18/doc-ihvhiqax3796305.shtml
b Встреча с госсекретарём США Майклом Помпео，http://kremlin.ru，14 апреля 2019 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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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特朗普与普京在日本大阪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这
是两位领导人自 2018 年 7 月 16 日在赫尔辛基会晤以来的首次会谈。7 月 31 日，
特朗普再次与普京通电话，表示愿帮助俄罗斯扑灭西伯利亚森林火灾。8 月 22 日，
在西方七国集团（G7）法国峰会前夕，特朗普对记者们说：“俄罗斯重新回来非
常合适，原本就应当是八国集团（G8），因为我们讨论的许多事情，需要与俄罗
斯一起做。”“我当然希望看到俄罗斯重返 G8，假如有人提出动议，我愿意好好
考虑一下。”与此同时，特朗普已正式邀请普京出席 2020 年在美国举行的 G8 峰会。
10 月初普京则在瓦尔代俱乐部的年会上，称赞特朗普为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表现出“勇气和能力，采取了非同一般的举措，与金正恩会晤并开创了谈判进程”。
普京希望俄美关系改善 a。
10 月 20 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美两国派驻对方国家的外交机构
应尽快恢复正常工作，莫斯科准备在“零方案”的基础上恢复使馆工作。他说：
“我与蓬佩奥国务卿以及卸任的美驻俄大使洪博培交谈过。他们也清楚，我们早
晚会回到正常工作状态，并且越早越好。”10 月 28 日，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
诺夫在俄罗斯第一频道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说，俄美关系“已经不是那么坏”，“最
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开始进行一些认真的接触，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方面”。
12 月 10 日，俄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华盛顿，与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会晤，
讨论了俄美关系和国际热点问题，特别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方希望延
长该条约的期限，而美方认为，该条约是 2010 年签订的，现在需要扩大该条约
的适用范围。
12 月 29 日，普京打电话给特朗普，对美国情报部门提供重要情报表示感谢（根
据美国情报部门提供的信息，俄联邦安全局 12 月 27 日逮捕了 2 名试图在新年期
间在圣彼得堡人口密集场所制造恐怖袭击的俄罗斯人 b）。双方表示将致力于两
国关系稳定和发展，为解决反恐、中东局势等国际问题开展伙伴式合作，努力恢
复两国经贸往来。普京再次邀请特朗普出席将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在莫斯科举行
的纪念二战胜利 75 周年活动。特朗普说“我肯定会考虑的”c。
以上所述表明，俄美关系经历了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 5 年的寒冬，现在终于
开始有所松动，恢复了高层接触与对话。
a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3 октября 2019 г.http://kremlin.ru
b   《普京和特朗普通电话 还邀后者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载中国新闻网 2019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
chinanews.com/gj/2019/12-31/9047768.shtml
c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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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美关系依旧复杂
与此同时，俄美关系的一些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军备竞赛呈现加剧趋势。
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尚未取消，两国的经贸关系仍然薄弱。美国前驻
俄罗斯大使麦克福尔认为，美俄处于冷战状态，在军备竞赛、意识形态、地区冲
突方面都表现出冷战思维，难以缓和。
1. 军备竞赛呈现加剧趋势
2019 年 2 月 1 日，美国宣称，鉴于俄罗斯长期违反《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
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美国将暂停履行这一条约的义务，并启
动为期 6 个月的退约程序。8 月初，《中导条约》失效后，美国立刻宣布开始研
制新型中程陆基导弹。12 月 12 日，美国试射一枚常规陆基弹道导弹。俄罗斯当
然不肯让步，称俄罗斯从未违反条约，美国是倒打一耙。普京表示：“我们必须
对美国可能在世界不同地区部署此类型导弹进行监控，首先是欧洲和亚太地区。”
而且莫斯科在关注这些事态发展的同时，还需要“分析潜在的军事威胁，确定使
用和进一步改进武装力量的措施”a。
普京指出，即将于 2021 年到期的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的命运还
在未定之天。美国内部对是否延长该条约存在分歧。如果条约被废除，那么俄美
的核军备竞赛将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卡内基基金会莫斯科首席专家德米特里·特
列宁认为：“现在我们听到类似的许诺，说不会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但是，由
于华盛顿倡导的军备控制体系遭到破坏，不能保证是否可能在不大量增加国防开
支的情况下维持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平衡。”b
2. 军事演习有增无减
2019 年俄罗斯和北约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频率没有降低。4 月上半月，北
约 6 国与伙伴国瑞士空军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7 月 1—12 日，美国和乌克
兰的“海风 -2019”联合军事演习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赫尔松州和敖德萨州
及黑海西北部多地展开。美国海军派出“卡尼”号宙斯盾驱逐舰及海军陆战队参加。
对此，俄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在黑海进行联合军演是“危险的主意”。俄罗斯黑
海舰队监控参与军演的北约军舰，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俄军岸防
导弹部队在克里米亚进行多项训练。俄黑海舰队与俄南部军区空军部队举行了跨
军种演习。
a   《普京和特朗普通电话 还邀后者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
b 20 Years of Vladimir Putin: How Russian Foreign Policy Has Changed，By Dmitry Trenin，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carnegie.ru，Aug. 2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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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至 8 月 9 日，北约及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参与国共 14 个国
家在格鲁吉亚境内举行代号为“敏捷精神 -2019”的联合演习。3 000 多名军事人
员参加，旨在增强参与国军队协同训练和作战的能力，以“维护黑海周边地区的
稳定和安全”。这是北约第 9 次在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的格鲁吉亚举行“敏捷精神”
系列演习，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
俄罗斯当然也不示弱，对于北约的军事行动进行了严密监视。2019 年 8 月 1 日，
俄海军和空军开始在波罗的海举行“海洋盾牌 -2019”大规模军事演习，近 70 艘
军舰、58 架军用飞机和 1 万多名士兵参加，任务包括“检查俄海军舰队的部署、
管理和战备情况，以维护国家利益”。8 月 26 日，俄罗斯南部军区开始进行大规
模演习。10 月 15—17 日，俄罗斯举行了代号为“雷霆 -2019”的核力量战略首
长司令部大演习，发射了十多枚巡航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俄专家称此次战略大
演习为“苏联解体后最大规模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发射演习”。
3. 地区冲突依旧激烈
在地区冲突方面，俄美围绕乌克兰的争斗继续进行。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
援助，与乌军举行联合军演。闹得沸沸扬扬的“通乌门”就与 4 亿美元的军事援
助有关。乌克兰新任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美国提供军事援助，乌将用此资金
购买美国武器。
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在与美国博弈中暂占上风。2019 年 10 月 28 日，俄
国防部批评美国派遣装甲车和战斗部队进入叙利亚东部保护油田的决定，称这是
“国际强盗行径”。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辩称，此举旨在防止这些油田落
入伊拉克和伊斯兰国（ISIL）武装组织之手。美国五角大楼放出狠话：“任何企图
染指叙利亚油田的势力都将遭到美军打击，俄军也不例外！”a
12 月 29 日，美军空袭伊拉克及叙利亚的“真主旅”据点，杀死 25 人以上。
1 月 3 日凌晨，美军空袭伊拉克巴格达机场，杀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苏
莱曼尼。特朗普下令向中东地区增派 750 名美军，并计划再增派 3 000 人。这一
事件不仅恶化了美国与伊朗、伊拉克的关系，而且也给俄美关系造成了新的麻烦。
普京紧急访问叙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土耳其，应对可能发生的局势恶化。
在拉美地区，俄美也不乏争夺。2019 年 9 月 25 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访
问俄罗斯，两国签署军事、经济合作协议。10 月，俄罗斯军事专家抵达委内瑞拉，
提供军事技术援助。2020 年 2 月 6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委内瑞拉反对
a   《美喊话普京，敢染指叙油田将遭美军打击》，载《北京日报》2019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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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领导人瓜伊多，并宣布进一步制裁委内瑞拉政府。
与此同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对古巴、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进行访问。
2020 年 2 月 7 日，拉夫罗夫在加拉加斯与总统马杜罗及部分内阁成员举行会晤。
华盛顿不甘下风。美国财政部 2 月 18 日发表声明，宣布对俄石油公司下属
的一家石油贸易公司进行制裁，原因是该公司帮助委内瑞拉运输及销售原油。当
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美国的类似行径完全不会影响俄罗斯与
委内瑞拉的双边关系 a。
在中亚等独联体地区，美国也没有放弃同俄罗斯的竞争。2019 年 2 月，在乌
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召开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和中亚国家总参谋长会议，巴
基斯坦和阿富汗军方领导人也应邀参加。美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的 2018—2022
年军事合作计划正在执行。
2019 年 3 月中旬，作为美国“大中亚”计划的支柱项目之一，CASA-1000（中亚 南亚）项目塔吉克斯坦段工程开工，旨在用统一输电线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与阿富汗、巴基斯坦连接起来。该项目得到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世界
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英国国际开发事务部和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的支持 b。
8 月 21 日，美国副国务卿大卫·黑尔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与中亚五国
外长举行“C5+1”机制会谈。参会各方讨论了“经济安全与伙伴关系”“阿富汗
和平”
“确保中亚安全”等议题，包括拓展经贸合作、招商引资、地区多边经济项目，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物流运输等问题 c。
此外，华盛顿继续通过在中亚一些国家建立非正式组织来推广美国价值观，
培植亲美势力；大力利用“美国之音”等媒体工具传播对美国有利的新闻信息，
贬低、歪曲或破坏俄罗斯形象。
2020 年 2 月初，一俟围绕伊朗的局势有所缓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对乌克兰、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进行闪电式访问。在基辅，蓬佩奥重
申美方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美国理解乌克兰是一个重要国家……我们支持
乌方的承诺不会改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欢迎美国企业参与乌克兰开采油气
资源的项目，共同开发黑海大陆架 d。在明斯克，卢卡申科总统与蓬佩奥就双边
a 参见《俄方：美国对俄石油下属公司制裁不会影响俄与委内瑞拉关系》，载央广网 2020 年 2 月 20 日。
b   《 继“ 重 返 亚 洲” 后， 美 国 又 要“ 重 塑 中 亚” 了》， 载 参 考 消 息 网 2019 年 3 月 24 日，http://column.
cankaoxiaoxi.com/2019/0324/2375225.shtml
c   《美国与中亚五国“C5+1”会谈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俄罗斯对该机制素有微词》，载《文汇报》2019 年 8 月 24 日。
d   《蓬佩奥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载新华网 2020 年 2 月 2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2/02/
c_12104582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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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问题展开广泛讨论，认为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态度相同或存在共同点，明确
了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意愿。双方还讨论了挖掘两国间经济投资合作潜力
问题，美方表示可以取代俄罗斯向白提供能源保障。蓬佩奥说，美国企业准备“以
有竞争力的价格满足白俄罗斯 100% 的石油需求”。双方还决定在地区和国际安
全问题上继续展开对话。
蓬佩奥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双方强调了进一步发展在所有领域，特别是在
经贸、投资、IT 技术、促进民主价值观以及国际反恐领域双边合作的重要性。现
有 410 家哈美合资企业在哈运营。美国在哈投资规模超过了 450 亿美元。今后两
国将在新技术、航空运输、农业等非原料领域加强合作 a。蓬佩奥向托卡耶夫总
统介绍了美国即将出台的“中亚地区新战略”的基本内容，称“新战略将着眼于
促进中亚地区的独立与繁荣”b。
而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除了美乌双边会谈外，蓬佩奥与中亚五国外
长举行了“C5+1”机制会谈并发表六方联合声明。声明称，区域进程发展证实了
“C5+1”机制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这一机制有助于各国保持互信和互动，确保
中亚可持续和平、稳定与繁荣。美方重申继续支持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致力于在
所有共同关心领域扩大区域合作 c。
俄罗斯自然十分重视蓬佩奥的中亚之行，媒体评论说，“美国的新中亚战略
是对俄罗斯的挑衅，旨在削弱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d。
4. 人文领域相互制裁
2019 年 9—10 月，俄美打了一场签证战，为两国改善关系的气氛增添了复杂性。
9 月，美国参议员墨菲和约翰逊为访问俄罗斯而申请赴俄签证，遭到拒绝。10 月，
美方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向拟参加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的 10 名俄罗斯
代表团成员发放签证，致使分会推迟举行。俄外长拉夫罗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美国的这种举动“毫无理由，不能容忍”。如果联合国成员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
会都不行，那么就不应该继续把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
a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哈萨克斯坦行程密集》，载丝路新观察网 2020 年 2 月 3 日，http://www.siluxgc.
com/kz/kzNews/20200203/18352.html
b   《 蓬佩奥访哈介绍美国中亚地区新战略》，载新华网 2020 年 2 月 3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02/03/c_1125523832.htm
c   《 美国将强化与中亚五国在经贸和安全领域合作》，载新华网 2020 年 2 月 4 日，http://www.xinhuanet.
com//world/2020-02/04/c_1125529746.htm
d   《 蓬佩奥新年首访欧亚四国耐人寻味》，载新华网 2020 年 2 月 4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02/04/c_11255297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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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上半月，由于美国拒绝向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康斯坦丁·沃龙佐夫
发放签证，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会议推迟 10 天举行。签证战不仅反映了俄美
两国人文合作的低水平，而且恶化了俄美关系松动的气氛。
5. 政治上互不信任依旧严重
美国政治精英、国会以及媒体对俄不信任、不友好的情绪仍十分严重。美国
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撰文指出：“俄罗
斯这个衰落的大国和崛起的大国值得在外交上予以同样的关注。美国应制定严肃
的对俄战略，因为俄仍对美国构成潜在威胁，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足够多的核武器
摧毁美国的国家。”a
美国前驻俄大使麦克福尔也认为，美俄在军备竞赛、意识形态、地区冲突等
方面都处于冷战状态，难以缓和。
此外，目前俄美两国的社会民意总的来说也是互不友好，但希望改善关系的
人数比前几年有所增加。在俄罗斯，53% 的人认为美国是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主
要国家 b（2019 年 1 月这一比例为 65%），58.9% 的受访学生认为美国对俄最不友
好。在美国，虽然仍有 36% 的人支持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的外交和经济手段”，
但 58% 的美国人认为努力改善美俄关系“更重要”c。

二、俄欧关系开始局部改善
2019 年俄罗斯与欧洲，特别是欧盟的关系有了明显缓和，开始走出 2014 年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头几年出现的死胡同。
德国是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的领头羊。早在 2018 年 5 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就
访问俄罗斯，与普京总统讨论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的形势、乌克兰冲突、叙利
亚局势、德俄关系特别是“北溪 -2”天然气项目等问题。2018 年欧盟与俄罗斯
贸易额 2 942 亿美元，占俄外贸总额的 42.8%，其中俄德贸易额 596 亿美元，德国
是俄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19 年德国保持对俄经济贸易合作的优势地位，双
方合作的标志性成果是穿越波罗的海海底的“北溪 -2”号天然气管道即将竣工。
“北溪 -2”号天然气管道工程于 2015 年启动，这条管道通气后，俄罗斯每
a   《约瑟夫·奈：美国如何应对一个式微的俄罗斯》，载《国关国政外交学人》2019 年 11 月 6 日。
b   《俄罗斯人如何看待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关系》，载《中俄战略协作动态》2019 年第 2 期。
c   《民意调查显示：近六成美国人支持与俄改善关系》，载新华网 2018 年 8 月 22 日，http://www.xinhuanet.
com/world/2018-08/22/c_1299372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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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向德国等欧盟国家输送 550 亿立方米天然气。美国一直对德国施压，以“必
须制裁俄罗斯”为由，反对敷设这条管线。
丹麦所控制的水域是该管道最后一段，由于担心美国报复，丹麦政府迟迟没
有同意敷设。但是，2019 年 10 月 30 日，在德法英支持下，丹麦能源署批准了“北溪 -2”
天然气管道项目在丹麦博恩霍尔姆岛东南方向海域敷设 147 千米管道的方案。
2019 年 12 月 11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 377 票赞成、48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国防预算 7 380 亿美元的《202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增加预算的原因之
一是“为确保欧洲的能源安全”，美国将对同俄罗斯有关的“北溪 -2 号”和“土
耳其流”天然气管道项目实施制裁。同时将禁止与俄罗斯开展军事合作，五角大
楼必须向国会提交遏制俄罗斯等国战略威胁具体措施的报告 a。
过去几年对俄经济制裁结果表明，经济制裁是把“双刃剑”，俄欧都蒙受不
小损失，而美国却坐收渔利。2019 年俄美贸易规模达到 270 亿美元，比数年前的
200 亿增长了 35%b。现在美国又要搞黄“北溪 -2”项目。这使德国非常反感。12
月 30 日，默克尔与普京通电话，“讨论了天然气合作问题。双方表示愿继续支
持开展‘北溪 -2’天然气管道项目”c。
欧盟另一个大国法国也表示应与俄缓和关系。2019 年 6 月大阪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峰会期间，普京与马克龙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马克龙倾向于推动俄
欧关系走出低谷。他主张让俄罗斯返回“八国集团”，呼吁欧洲重新思考与俄关系。
8 月 20 日，马克龙与访问法国的普京再次会晤。会晤持续时间超过三个半小时。
双方表示必须恢复利比亚秩序和在利比亚实现长期稳定。普京和马克龙还讨论了
乌克兰问题，认为由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诺曼底四方会谈”是适宜的。
马克龙主张西方国家与俄罗斯恢复正常关系，他称：“我相信俄罗斯的未来
完全是欧洲化的。我们相信这样的欧洲一定会到来——一个从里斯本延伸到符拉
迪沃斯托克的欧洲。”他接受了出席 2020 年莫斯科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庆典的邀请。马克龙认为，北约的敌人不是俄罗斯，而是恐怖主义。北约
需要重启与俄罗斯的对话，需要与俄方讨论暂停在欧洲部署中导的建议。2020 年
1 月 3 日美国空袭炸死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将军后，马克龙立即与普
a   《美通过新财年“天价”国防预算》，载《中国国防报》2019 年 12 月 18 日。
b   《 出现反转，俄美贸易额大涨 35%，俄罗斯再次“跟随”美国行动！》，载网易网 2019 年 12 月 15 日，
http://m.house.163.com/nb/xf/web/news_detail.shtml?docid=F0AB7DU60519EO06
c   《 普 京 与 默 克 尔 就 利 比 亚 等 问 题 通 电 话 》， 载 新 华 网 2019 年 12 月 30 日，http://www.xinhuanet.
com/2019-12/30/c_11254015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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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总统通电话。两位领导人一致呼吁中东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地区局势进一
步升级。这表明，在伊朗和中东一些问题上，法国和俄罗斯的立场更为接近。
不仅法国和德国，西方七国集团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意大利也开始与俄罗
斯修补关系。与此同时，俄罗斯与塞尔维亚、匈牙利的关系也进一步加强。
当然，2019 年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关系开始缓和或改善的最重要方面，还是俄
罗斯与乌克兰的对话。“人民公仆”泽连斯基 2019 年 4 月当选总统以后，调整
了对俄政策。他与普京总统多次进行电话谈话，商讨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措施。
9 月 7 日，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一批被扣押人员，各自释放对方 35 人。其中包括
刻赤海峡冲突中被俄罗斯扣押的 24 名乌克兰人员、被俄罗斯指控在克里米亚策
划恐怖袭击的乌克兰电影导演森佐夫、被乌克兰以叛国等罪名关押的俄新社乌克
兰网站负责人维辛斯基。11 月 18 日，在刻赤海峡冲突中被俄罗斯扣留的 3 艘乌
克兰舰艇，也在将近 1 年后获得释放。这也为“诺曼底四国会谈”、俄乌关系缓
和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德、法斡旋下，“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 12 月 9 日在巴黎举行，旨在商
讨乌克兰东部冲突的解决办法。这是时隔 3 年后，德、法、俄、乌四国领导人重
启会谈。峰会重新肯定《明斯克协议》政治条款，并商量就缓和乌克兰东部局势
采取一些措施。俄乌双方承诺在 2019 年底前在乌东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峰会
期间，普京与泽连斯基举行了首次会晤，就一些敏感和棘手问题交换意见。虽然
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依旧存在分歧，但是毕竟朝着对话与磋商的方向迈出了第
一步。12 月底，在欧盟和德国斡旋下，俄罗斯与乌克兰签署了“俄方通过乌克兰
向欧盟供应天然气”的 5 年协议。这为两国继续改善关系增加了有利条件。

三、俄罗斯与美欧关系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一）俄美关系松动对中国的影响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美国和欧盟严厉制裁俄罗斯，莫斯科也采取反
制裁措施。2016 年“通俄门”发生后，俄罗斯更是成为美国举国上下的主要攻击
目标。但是 2019 年以来，特朗普当局把中国确定为头号对手，用主要精力遏制中国，
对俄关系开始松动趋缓。美国在贸易、金融、科技、人权、中国台湾、中国香港
等问题上向中国全面发难。为了孤立中国，美国开始拉拢俄罗斯。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此并不回避，他主张美俄改善关系，以使美中俄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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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关系趋于平衡。他写道：“对美国来说，理想情况是俄美和中美关系都好于中
俄关系。”a 另一方面，基辛格主张美中管控分歧。他说，“我们有责任与中国
建立一种坦诚的关系，能开诚布公地与对方谈论所看到的危险和机遇……我们需
要形成一些关于世界演进发展的共同观念”。他认为，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也会
出现许多分歧，但双方应该学会管控分歧，在形势有可能出现创造性转机时，双
方要寻求和洞察到这种机会 b。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凯托学会高级研究员道格·班
多也在美国《国家利益》刊文，建议美国与俄和解，共同对付中国 c。美国一些
新闻媒体也加紧对中俄关系进行挑拨离间。
俄罗斯《独立报》援引华盛顿消息人士的说法，蓬佩奥 2019 年 5 月索契之
行的目的之一“是离间俄中关系，找到克里姆林宫和白宫能够合作对付北京的领
域”。“但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于索契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
毅时，莫斯科的官方立场得到了清楚阐述：中俄合作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d
俄罗斯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美国战略和策略的改变使得俄罗斯在大国博弈
中处在比较有利的地位，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回旋余地和灵活主动性有所加强。
随着俄美关系略有所缓和，俄罗斯国内由西方控制的一些媒体、亲美学者和
专家也重新活跃，贬低中国、唱衰俄中关系的报道和文章有所增加。
但是，美国拉拢俄罗斯的企图并不容易得逞。中俄关系没有这么脆弱。普京
总统在瓦尔代年会上说，俄中之间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的联盟
关系”e。2019 年 12 月 22 日，拉夫罗夫在俄罗斯第一频道《大博弈》节目中说：
“我们不会为了让美国人高兴，而恶化与中国的关系。”几天后，他又在谈及俄
对 2020 年俄美关系的期待时说，俄方将根据实际行动来判断特朗普政府有关与俄
进行建设性协作的意愿程度。鉴于美国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已启动的竞选活动，俄
方认为美政府内对俄持负面观点的人或试图再次在竞选活动中对反俄情绪加以利
用。如果美方继续采取不友好举动，俄方将进行回应。俄对俄美关系采取务实立场，
对两国关系不持过高期待 f。
a   《俄外长：不会为“取悦”美国而恶化与中国关系》，载参考消息网 2019 年 12 月 25 日，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653767919622003730&wfr=spider&for=pc
b   《基辛格：美中应妥善管控分歧 努力构建“坦诚以待”的双边关系》，载新华社网 2019 年 11 月 15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15/c_1125238393.htm
c   《美外交政策专家建议美俄对付中国 俄媒：纸上谈兵》，载《参考消息》2019 年 5 月 7 日。
d   《美国务卿见完普京后，传出离间中俄之声》，载《北京日报》2019 年 5 月 16 日。
e 赵华胜：《俄罗斯需要国际秩序吗？—— 2019 瓦尔代会议侧记》，载澎湃新闻网 2019 年 10 月 16 日，
https://m.sohu.com/a/347428092_260616
f   《 俄外长谈对 2020 年俄美关系期待：不期待，看行动》，载人民日报海外网 2019 年 12 月 27 日，http://
m.haiwainet.cn/middle/3541083/2019/1227/content_31689600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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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虽然亲西方的“知识精英”在俄罗斯始终存在，但他们在俄社会
中是少数，多数人更赞成和支持普京的“大欧亚主义”以及对华睦邻友好合作的
方针政策。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 2019 年 10 月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在俄建立
稳固友谊的国家中位列第一，超过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教育》网站
对 1 057 名学生调查的结果也表明，35.6% 的受访学生认为，俄中建立了友好关系。
而认为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日本友好的分别占 11.6%、9.4% 和 5.4%。
（二）俄欧关系改善对中欧合作的影响
俄罗斯与欧盟关系开始缓和与改善对中国的影响没有俄美关系松动产生的影
响那么大，但一定的影响还是有的。
1. 俄欧改善关系符合中国立场
中国欢迎俄欧关系改善，因为俄欧关系紧张对美国最有利，而不利于世界，
特别是欧洲和平与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中俄在发展与欧盟合作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中国与德、法、
意等欧盟主要国家保持着高水平合作。中国从一开始就反对美欧制裁俄罗斯的做
法，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中国永远不会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也不会参与”a。
因此，中国对德、法、意等欧洲国家缓和并改善与俄关系的立场十分理解，并予
以支持。
2. 俄欧关系缓和有利于促进中欧关系
近年来，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交流合作的良好格局。
中国同俄罗斯、欧盟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在中国看来，俄欧关系改善不仅
有助于欧洲大陆的安全、稳定与发展，而且有利于人类朝着多极世界方向发展。
如果俄欧加强合作，各自都发展得更好，对于中俄关系、中欧关系都将起到积极
和有益的作用。
多年来中俄相互协作，致力于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欧盟应该成为未来多
极世界的其中一极，因此，俄欧、中欧加强合作，是应有之义。
3. 俄欧关系改善不影响中俄在欧亚地区合作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面对西方国家的集体制裁，一直以欧洲为中心的俄
a   《习近平：中国永远不会支持及参与对俄罗斯制裁》，载人民网 2014 年 9 月 25 日，http://he.people.com.
cn/n/2014/0925/c192235-224323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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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外交开始“向东转”。那么，俄欧关系缓和是否会对俄罗斯的亚太外交产生
影响？加强“向东转”是否会停止或放缓？
第一，客观上来看，俄罗斯加大亚太外交的力度与乌克兰危机发生后西方的
制裁有关，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俄处境迫使俄进行外交政策调整。但是，5 年多来
俄对外政策调整取得了明显效果，不仅通过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巩固了其在中
亚地区的地位，而且通过举办“东方经济论坛”等举措加强了与中国、印度、日
本及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关系，创造了俄外交“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新局面，俄不
会轻易改变“向东转”政策。
第二，俄努力与欧盟国家改善关系，主要是要打破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以美
国为首的美欧同盟对俄的高压和制裁局面，使俄与西方关系回归正常。这与俄中
在欧亚地区的合作并无矛盾。早在欧盟制裁俄罗斯之前，中俄就建立了上海合作
组织，在欧亚地区开展安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
带”倡议后，中俄 2015 年 5 月开始致力于“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合作对接。即使俄欧关系转圜，也难以改变中俄在欧亚地区的既定合作方针。
近年来，俄罗斯正在竭力推动普京总统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这是普
京总结俄罗斯独立以来的外交实践、审时度势确定的新战略。俄获得独立后，虽
然想融入欧洲，但是欧盟并不愿意接纳俄，所谓“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里斯本的
欧洲大厦”，不过是俄罗斯的一厢情愿而已。欧盟对俄经济制裁短期内很难取消，
即使制裁取消后，也难以回到 21 世纪头一个十年俄欧共同致力于建设“四个统
一空间”的水平。这也是俄转而把欧亚地区作为外交重点的重要原因 a。
对俄来说，好好经营欧亚地区是一个既务实又有前景的战略。而在实施“大
欧亚伙伴关系”计划中，对华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普京认为，“欧亚
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互补性，它们之间的和谐将为大欧亚伙伴关系
奠定基础”b。因此，俄欧关系缓和不会改变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战略，
其与中国合作的趋势将继续发展。
4. 俄欧合作不影响中俄能源合作
有人担心俄欧关系缓和会影响中俄能源特别是天然气合作。继 2019 年 12 月
2 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开始通气后，两国有关部门正在研讨增加东线管道
供气、建造“西线天然气管道”以及敷设中俄蒙天然气管道的可能性。无论是俄
a 吕萍：《俄罗斯的“欧洲梦”断与“重返欧洲”——乌克兰危机以来俄欧关系浅析》，载《俄罗斯学刊》
2019 年第 6 期。
b Совещение послов и постоя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России，19 июля 2018 года，http://www.kremlin.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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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恢复经乌克兰天然气管道向欧洲供气，还是敷设“北溪 -2”管道，都不会对
中俄天然气合作产生影响。可以预料，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特别是天然气合作不
会因为俄增加对欧供气而减少。
5. 俄乌之间打破僵局有利于中乌加强合作
应该指出，如果俄罗斯继续缓和与乌克兰的关系，将使中乌关系得到改善和
加强。乌克兰危机之前，中乌关系发展比较顺利。2013 年 12 月乌前总统亚努科
维奇访华，两国签署了《中乌友好合作条约》《中乌关于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
系的联合声明》，并批准《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规划（2014—2018 年）》。但是，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国为了维护和发展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适当拉开了与乌克兰的距离。虽然基辅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了很大的热忱，
愿意在海港、交通运输、农业等领域开展合作，但是中方顾及俄方感受，拒绝了
乌方的很多建议。两国之间的高访也暂时中断。2019 年 12 月 17 日，联合国以
简单多数票通过了乌克兰“就占领国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逐步军事化表示严重关
切”“要求俄罗斯部署的军队从克里米亚半岛撤出，归还半岛”的提案。虽然中
国和俄罗斯一起投了反对票，然而该决议终以 66 票支持、19 票反对、72 票弃权
而获得通过。俄乌缓和关系对于北京和基辅改善关系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2019 年俄罗斯与美国、欧盟关系打破僵局，开始有所松动与缓和。
这是俄罗斯外交的一个亮点，说明俄罗斯自 2014 年以来的外交努力开始取得一
定程度的进展。2020 年俄与美欧关系很可能将继续转圜，以便更好地应对当前世
界面临的国际安全、地区冲突等棘手问题。但是，在美国总统大选、欧盟忙于具
体实施“英国脱欧”事务的背景下，俄美、俄欧关系的改善将是很有限的，它们
之间的矛盾与竞争依旧很大，难以回到 15 年前的相互友好状态。俄美关系的有
限缓和将对中俄关系产生某些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俄美国内对中国不友好的势
力蠢蠢欲动，企图挑拨中俄关系，破坏中俄友谊，利用这个机会遏制中国发展。
然而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比较坚实的基础，难以撼动。而俄欧关系的
松动与缓解则对中俄、中欧合作都有积极影响。中国对俄欧恢复友好合作关系抱
积极态度，乐见其成。俄罗斯与欧洲、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发展将并行不悖，各得
其所。长远看，这将有利于多极世界的形成与发展。
（责任编辑  李淑华 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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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зменения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и с США
и ЕС и их влияние на Китай
Ван Сяньцзюй
【Аннотация】После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на Украине
в 2014 году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США и Европой достигли самой
низкой точки со времен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Однако Россия с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терпением скорректировала свою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сначала она начинает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в Сирии, чтобы продвинуть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затем в 2019 году наступает потепление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 США и Европой.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в таких областях, как гонка
вооружений,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все
еще обостряется. По мере приближения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 в США
в 2020 году появляется все большая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 в отношении того,
может ли тень "Рашагейта" вновь повлиять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ЕС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табильны,
стороны рассчитывают улучшить отношения и укрепи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Некоторые смягчения и намеки на готовность к диалогу, появившиеся
в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после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 на
Украине в 2019 году, повернули в 2020 году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ЕС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потепления"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а политики
СШ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возможно, также окажет некотор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о не окажет сущ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целом. Выход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з тупика и укреплени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ЕС отвечает
позиции и интересам Китая, который настроен весьма оптимистично.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я-ЕС;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заимное влияни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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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Changes in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 on China
Wang Xianju
Abstract: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broke out in early 2014,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reached their lowest poin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ut Russia, with its strategic forbearance, has adjusted
its foreign policy, first to break the a deadlock in the battlefield in Syria and
then to ease tension in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Europe in 2019. Russian and
American leaders met, foreign ministers exchanged visits, and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negotiations on extending the new START treaty.
Meanwhile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still wrestling fiercely in the fields
of arms race, regional conflicts and cultural restrictions. As the US'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20 is approaching, there is great uncertainty about whether
the "Russia-gate" shadow may affect Russia-US relations again.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 are relatively stable and both sides have the desire
to improve relations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The issue of Ukrain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Russia-EU relations. Afte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Ukraine in 2019, there are some signs of relaxation and dialogu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which will make the Russia-EU
relations continue to develop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detente and cooperation
in 2020. The adjustment of US's policy towards Russia may have some impact
on Russia-China relations, but it will not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the overall
Russia-China relations. It is in China's interests to break the deadlock in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and to strengthen Russia-EU cooperation.
Keywords: Russia-US relations; Russia-Europe relations; China-Russia's
cooperation; mutu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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