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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14 年初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充分反映出美俄两大国的地缘战略
优势与劣势。美国认为克里米亚入俄是俄罗斯对冷战结束的报复，但美国在
诸多限制条件下不敢轻易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打击，暴露出其海权的有限性。
俄罗斯虽然在冷战后国力下滑，但应对乌克兰危机这样的周边地缘政治博弈
仍游刃有余，体现出其传统陆权的优势，并希望利用本次危机阻止甚或扭转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不断在东欧压缩其战略空间的态势。由于军事冲突得以控
制，美俄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地缘战略博弈发展到地缘经济领域。俄罗斯利用
乌克兰对其经济依赖的加强，对乌东部地区实施援助。美国则派出专家帮助
乌克兰实施经济改革，促使其进一步倒向西方，同时与欧洲共同加强对俄罗
斯的制裁。面对乌克兰危机中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的新态势，中国应当积极谋
划自身周边外交，落实新一届政府提出的一系列周边外交和经济倡议，扩大
经济影响，维护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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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4 年的“橙色革命”到 2014 年国内动乱的迅速升级，充分体现出
乌克兰危机的历史延续性和必然性。应该看到，这两次危机并非孤立事件，
而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一次整体危机的不同阶段，本文旨在考察 2014 年以来乌
克兰危机的一些特殊现象，希望从地缘战略理论层面进行总结。乌克兰危机
是长期积累的国内政治认同危机、地区发展差异以及大国地缘战略博弈共同
作用的结果，但从本质上看背后是美国这个海上强国和俄罗斯这个陆上强国
地缘战略实力的全面较量，因此应该透过危机深入考察美俄地缘战略博弈的
新变化。西方地缘战略理论发展至边缘地带理论以来几近陷于停滞，原因之
一是美俄两国先天地理条件所限。美国海权虽然强大，但对于遥远的欧亚大
陆中心地带依然鞭长莫及，在当前国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更显得力不从心。
虽然俄罗斯国力也大不如苏联时期，但在周边陆权领域依然表现出强大的防
守能力。这种海陆二元对立的传统地缘战略态势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体现得
淋漓尽致，但同时又表现出新的特点。
西方地缘战略理论发展停滞不前的另一原因是冷战时期美苏二元对立的
经济体系将海陆两强地缘战略固化下来，但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的世界市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正逐渐打破这种二元对立，将海陆强国更
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地缘经济力量由此崛起。传统地缘战略中“你输即我赢”
的零和博弈正转变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非零和博弈，贸易、投资、
金融、产业布局、能源通道、自贸区安排等多种经济要素已成为大国地缘战
略的重要内容。从这一理论视角观察，可以发现乌克兰危机已经由初期的地
缘政治博弈转变为美俄两国全面的地缘经济博弈，这不仅预示着乌克兰危机
和美俄关系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也为中国运筹周边地缘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乌克兰危机暴露美国海洋霸权限度
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主导的当代世界，海权一直是许多战略家推崇的
对象，他们认为英美两国之所以能建立全球霸权是由于拥有强大的海权。但
是海权是有限的，并非拥有强大的海军就能称霸世界。马汉在《海权论》开
篇就谈到“海军对那个时代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影响”，但也承认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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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环境、
疆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性和政府性质。 ① 在此基础上，海洋强国形成
了自己特有的战略目标，并巧妙地使用战略资源以实现此目标。以鼎盛时期
的英国为例，其作为海洋霸权国的主要目标包括：第一，保护英吉利海峡防
止外敌入侵；第二，保护英国海外贸易和鼓励殖民地发展；第三，阻止任何
欧洲强国取得欧陆霸权。 ② 美国在继承英国海洋霸权的基础上，将选择性干
预作为当代一种重要战略思想。在罗伯特·阿特看来，这种战略要求美国把
战略资源特别是军事资源投到最重要的地区，包括欧洲、东亚和中东，并只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比如为了生死攸关的利益，或者阻止某国内部
大屠杀。当民主国家提出要求时则应进行低成本、快捷的干预，并将自己置
于有较少利害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之外。 ③
根据此战略可以发现美国在本次乌克兰危机中与俄罗斯战略博弈时的一
些优势：第一，占据国际法和道义优势。克里米亚入俄的最关键问题是俄罗
斯对一个主权国家领土的强行改变，有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
则的嫌疑。尽管有科索沃独立在先，但这未必意味着俄罗斯拥有可以改变其
他主权国家领土的权利。如果这一行为得到普遍认可，那么干涉内政和领土
变更就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规范”
，这是对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严
重挑战，美国正是借此争取到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
第二，亲西方势力掌握乌克兰政权。西方国家长期对乌克兰亲西方势力
给予资助，使其能够发动政变推翻亚努科维奇政府。目前以波罗申科为总统
的乌克兰政府表达了明显的亲西方意愿，希望加入北约。波罗申科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在与来访的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会晤后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上说，乌克兰当局制定了为期至少 6 年的计划，以便乌克兰通过不懈努力能
够符合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标准。他指出，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提出的改革要求

①

参见[美]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论》，秦翠红译，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
章。
②
威廉·S·迈尔特比：《全球战略的起源：英国（1558—1713）》，载威廉森·莫里、麦
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和战争》，时殷弘等
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8 页。
③
[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2、
145 页。
52

乌克兰危机与大国地缘战略新态势

在很大程度上与加入北约的要求是一致的。 ①
第三，北约的军事威慑。虽然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但北约在东欧前沿
的存在仍然是威慑俄罗斯的强大力量，可以防止俄罗斯采取进一步军事扩张
行动。
尽管有上述优势，但对美国而言，要加大对乌克兰危机的干预力度仍有
困难。一般而言，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实施还必须基于三个条件：第一，坚实
的国内经济基础；第二，庞大且稳定的联盟支持；第三，打击对象都是中小
国家，并且不与主要大国进行正面交锋。这三个条件构成了美国基于海洋霸
权进行军事干涉的前提，只有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或至少两个条件，美国才有
可能进行军事干预。原因在于，坚实的国内经济基础为美国提供了足够的战
争经费，庞大且稳定的联盟支持可以分摊战争成本、减少美军伤亡，同时获
得国际合法性。因此，扩大盟友数量不只是出于经济考虑，即使在美国霸权
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如此，如二战后初期的朝鲜战争和乔治·布什总统时期
的海湾战争。最后，选择小国而避免与大国正面交锋显然符合美国“低成本、
快捷”干预的原则。因此，作为海洋霸权国家，美国的军事干预相当程度上
依赖强大的海军和空军的远程投放能力，以对目标进行密集高强度的空中打
击为主要手段。但是，这些因素在本次乌克兰危机中都不存在。
首先，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当前的美国经济已无法支撑一场如此远距
离的大规模军事行动。2014 年 3 月 5 日，正值美俄就乌克兰危机博弈处于高
度紧张状态之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 2015 年度国防预算。虽然总
数仍然高达 4,956 亿美元，但与 2014 年相比有所下降，特别是在阿富汗战争
进入尾声的背景下，海外战争经费还将下调。总体来看，该预算的主题还是
精简人员，提升美军灵活反应能力，在地缘政治上则仍将“亚太再平衡”战
略置于突出位置。 ② 但美国国防部高官也表示，由于国防预算压力，美国的
“重返亚太”战略根本“不可能发生”。 ③ 2014 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负增长
2.9%的表现也从侧面证明了经济不振对于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之初采取军事行
①

《波罗申科称将通过公投决定是否加入北约》，载《大众日报》2014 年 11 月 25 日。
White House, “The President’s Budget for Fiscal Year 2015,” http://www.whitehouse.
gov/omb/budget/.
③
“DoD Official: Asia Pivot ‘Can’t Happen’ Due to Budget Pressures,” Defense News, March 4,
2014, http://www.defensenews.com /apps/pbcs.dll/article?AID=2014303040022.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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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掣肘。尽管第三季度经济增长 5%，失业率下降，但美国服务业和房地产
市场依然低迷，2014 年底消费增长更多是节日消费拉动，美国经济是否正式
步入复苏轨道并不清晰。 ① 在此背景下，处于奥巴马政府安全战略次要地位
的乌克兰就更缺少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
其次，同样由于金融危机，美国的欧洲盟友深陷经济困境。其中最为重
要的德国是俄罗斯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俄罗斯超过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和原油
销往德国。所以，德国不想在经济危机时损害与俄罗斯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
也不会对俄采取强硬政策。 ②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负责俄罗斯问题
的美国前国家情报官员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
美国在选择武力应对乌克兰问题上确实处于两难境地，而且欧洲盟友普遍希
望寻求政治解决。③ 2015 年 1 月 10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就
乌克兰问题再次通电话，两国领导人再次强调愿继续推动乌克兰东部问题和
平解决。 ④ 之后俄、德、乌、法四国外长会议的召开充分体现出欧洲国家不
愿意受限于美国，希望独立与俄罗斯协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意图。这使得美
国很难获得一个庞大而稳定的联盟。而这一点对于英美这样的海权国家来说
又至关重要，“因为历史上英国历次重大战争的胜利不仅归功于英国的制海
权，同样归功于英国的大陆盟国为此作出的不懈努力。”⑤ 这一点对于今天的
美国同样适用。
最后，之前美国进行空中打击的国家大都不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尽管
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但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现实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看，
其与俄罗斯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实际上其本身更倾向俄罗斯。换言之，
美国如果空袭克里米亚就等同空袭俄罗斯，而且不得不在远离本土的情况下，
单独与俄罗斯这样一个强大的陆上强国正面交手，这显然不符合美国作为海
①

付碧莲：《美国经济复苏之谜》，载《国际金融报》2015 年 1 月 12 日。
Paul Hockenos, “Angie the Good Cop: Why Germany Can’t Afford to Get Tough on Russia,”
Foreign Policy, March 5, 2014,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4/03/05/angie_the_
good_cop_merkel_putin_ukraine.
③
Fiona Hill, “What Costs Can U.S. And its Allies Impose on Russia?” NPR, March 3, 2014,
http://www.npr.org/2014/03/03/285119906/what-costs-can-u-s-and-its-allies-impose-on-russia.
④
《俄德领导人强调继续推动乌克兰东部问题和平解决》，新华网，2015 年 1 月 11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1/11/c_1113949049.htm。
⑤
吴征宇：《海权的影响及其限度——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思想》，载《国际
政治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106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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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霸权国的利益。
总之，海权的内涵远不止于在海洋上的权力，而且必须考虑权力的限度。
乔治·凯南就曾警示美国决策者：
“当谈论责任时，必须考虑我们国家能力的
限度和承担责任的成本。必须认识到世界上有些问题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
即使参与进去也没有多少帮助，因此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
”① 由于海洋国
家依赖海洋，因此才更需要以强大的国内经济基础作为坚实后方，以团结的
盟友相互依靠，最后选择攻击成本最小的对手进行速战速决式的军事行动，
这些都构成了凯南所说的美国国家能力的限度，并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暴露
无遗。相反，作为陆上强国的俄罗斯，虽然在盎格鲁—撒克逊海洋文明主导
的世界中略显颓势，但当面对乌克兰危机这种周边地缘战略博弈时，其传统
的陆权优势则被彰显。

二、乌克兰危机彰显俄罗斯传统陆权优势
麦金德曾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指出：
“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
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
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
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现在
俄国……占领了原有德国掌握的在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它的现代铁路
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②
麦金德作为海洋性国家的学者，却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欧亚大陆深处，
认为拥有强大陆权的国家才能赢得世界，这充分体现了 20 世纪初期英国基于
海上优势的世界霸权开始衰落之时产生的危机感和对新兴陆权国家优势的畏
惧。基于麦金德的论述，今天俄罗斯相对于美国的地缘战略优势集中表现在，
前者依托横跨欧亚大陆的领土面积，集中资源牢牢控制周边地区战略要冲，
以坚定的政治意愿和强大的军事能力对任何可能侵犯其边境的敌人保持足够

①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Military,” in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178.
②
[英]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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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靠的战略威慑，并在必要时予以坚决回击。这一战略的前提基础在于
俄罗斯拥有独一无二的广袤国土，这既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战略纵深，也大大
增加了其海外扩张的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英、美、日等海洋国家具
有天然海洋屏障，乌拉尔山以西的俄罗斯核心地区紧邻战事多发的欧洲东部
边界。因此，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漫长边界和近
邻地区不受侵犯。相对于普通面积的大国而言，俄罗斯仅此一项任务就需要
耗费大量的资源和精力。
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在崛起过程中没有像西方列强一样争夺海外殖民地，
而是扎扎实实地向周边地区扩张，并不断夯实自己的周边安全地带。自“贱
卖”阿拉斯加之后，
“俄国人（不管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的版图）基本都在目
前的版图边界内外徘徊，其目标都是为了获得不冻港出海口。但不管其如何
冲撞，几百年来，俄国的领土范围迄今没有在向西方向走出波罗的海，向南
“俄
方向走出黑海和阿富汗，向东方向也未伸入西太平洋的东海”
。① 这说明，
罗斯的扩张能力基本为其巨大的版图所销蚀，其国家扩张能力的极限大体与
其国家版图相吻合。在这个规律下，俄罗斯国家版图与其扩张能力正好成负
相关的关系，即俄罗斯的扩张因其巨大的国家版图而不堪一击，而大版图又
使俄罗斯人的自卫即守土能力坚如磐石。
”②
俄罗斯强大的守土能力历史上曾在面对拿破仑和希特勒的进攻时体现得
淋漓尽致，现在又重现于和美国较量的乌克兰危机中。苏联解体后，俄罗斯
以周边地区为安全战略第一目标，并始终将独联体国家视为其安全的首要保
证。普京总统更表示，在苏联版图上“深化一体化进程”是俄罗斯“外交政
策的核心内容”
，并对独联体国家实行“芬兰化”政策，即允许其国内政治制
度各异，但在外交上必须倒向俄罗斯，否则就像对格鲁吉亚一样果断出兵。③
为此，俄罗斯试图通过关税同盟、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经济和安全一体化
措施将独联体建设成为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联邦，一方面独联体其他成员高

①

张文木：《俄罗斯国家兴衰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3 期，第 18 页。
②
同上，第 20 页。
③
[美]利昂·阿伦：《“普京主义”：重建俄罗斯地缘战略目标》，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5 月 16 日，第 136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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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依赖俄罗斯，另一方面俄罗斯又不必进行领土扩张，在形式上类似于欧盟
（EU）的东欧经济共同体（EEC）
。①
而在独联体国家中，乌克兰既是俄罗斯文明的发祥地，在现实中又是俄
罗斯重要的安全缓冲区，克里米亚不仅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重要象征——黑
海舰队——驻地，而且在 1918 年就曾划归俄罗斯，到 1954 年为纪念乌克兰
哥萨克与俄罗斯结盟 300 周年才被划归乌克兰。但克里米亚人口中俄罗斯人
仍占绝对优势，虽然乌克兰语是其官方语言，但绝大多数人认为俄语是其母
语，在民族情感上完全倒向俄罗斯，连刚刚出狱就赴乌克兰一线号召反俄的
俄罗斯石油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都直言，克里米亚对俄罗斯人来说是圣地。
因此，与乌克兰的关系也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② 克里米亚俨然成
为俄罗斯的核心国家利益。因此，普京在克里米亚全民公投前两周就已经通
过最小范围的“战时内阁”会议做出决定要将其纳入联邦， ③ 这充分说明其
志在必得的决心和信心。
同时应该看到，美国以民族自决为由强行推动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
对于俄罗斯人占绝大多数的克里米亚而言起到明显的“示范”作用，也成为
这次普京回应西方的有力武器。普京在批准克里米亚入俄的讲话中指出：
“克
里米亚政府还有科索沃这一先例，这一先例是我们的西方伙伴自己制造的，
亲手制造的，它和克里米亚现在的情况完全一样。他们承认科索沃从塞尔维
亚独立出来是合法的，并向所有人证明，科索沃独立不需要得到任何中央政
府的允许。
”④ 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在乌克兰危机上美国坚持“后民族国家”
的自由主义理念，而普京则坚持现实主义理念，因此俄罗斯是维护国家利益
的防御性行为，危机的错误在西方。 ⑤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才会在乌克兰危
①

J. Bugajski, Cold Peace: Russia’s New Imperialism,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Praeger, 2004, p. 55.
②
Bertil Nygren, The Rebuilding of Greater Russia: Putin’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CIS
Count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49.
③
Harriet Alexander and Yekaterina Kravtsova, “Vladimir Putin Held Secret Meeting to Agree
Crimea Annexation Weeks before Referendum,” Telegraph, March 20, 2014,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vladimir-putin/10712866/Vladimir-Putin-held-secr
et-meeting-to-agree-Crimea-annexation-weeks-before-referendum.html.
④
普京：《就克里米亚独立并加入俄罗斯发表的演讲》，观察者网，2014 年 3 月 19 日，
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4_03_19_214922_s.shtml。
⑤
John J. Mearsheimerk,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Foreign Affairs, August
30, 2014,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1769/john-j-mearsheimer/why-the-ukraine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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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爆发初期比美国更加从容应对，包括秘密接纳亚努科维奇，及时在西部边
境进行军事演习，并通过媒体向世界展示普京总统视察部队时的自信形象，
然后由联邦委员会通过总统出兵提案，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采取行动。最后
的结果是，俄罗斯并未采取大的军事行动就掌握了对克里米亚的绝对控制权，
将自己的力量恰当维持在最能发挥作用的边界上，直至最后通过公投收回克
里米亚。在夯实西南边境安全基础上，俄罗斯并未过度使用武力走出黑海，
而是表示没有意图出兵或兼并克里米亚，希望与西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
特别是保持与乌克兰的经济联系。至此，普京总统在与西方的博弈中保持了
明显的主动性，以至于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在国会严厉批评时任美国国
防部长哈格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对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行
动因严重情报失误导致反应不及。 ①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曾指出，
“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
尽管大国民族主义的减退和意识形态的淡化已减少了全球政治中的情感成
分，核武器又大大地限制了武力的使用，基于领土考虑的竞争仍在世界事务
中占主导地位，只是现在的方式往往比过去文明了一些。在这种竞争中，地
理位置仍是决定民族国家对外政策优先目标的出发点。国家领土面积的大小
也仍是衡量其地位和力量的主要标准。
”② 可见，即使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
主导的 21 世纪初期，领土政治依然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尤其在涉及国家
安全时，依托自身地缘优势争取主动对于大国来说仍然显得格外重要。俄罗
斯在这次与美国的地缘战略博弈初期之所以能够胜出，正是由于其充分发挥
了陆上强国擅长运用周边地缘政治的优势。在准确评估美国国力下降和乌克
兰仅属于其边缘利益的基础上，对克里米亚这样的核心利益以高调军事威慑
方式表现出坚决捍卫的决心，但又不过度使用权力，同时在危机中始终与西
方国家保持对话，既展示了建设性的一面，又将俄罗斯的意图准确传递给对
手。在军事冲突得以控制的前提下，世界市场带来的复合相互依赖和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联动效应使美俄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博弈转向了地缘经济领域，这
crisis- is-the-wests-fault.
①
“Hagel, McCain Clash Over Intel on Russia Invasion; Budget Proposal Questioned,” Defense
News, March 5, 2014, http://www.defensenews.com/apps/pbcs.dll/article?AID=2014303050023.
②
[美]兹比格纽·布尔津斯基：《大棋局：美国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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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拓展了传统地缘战略的内涵，也预示着美俄战略博弈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三、乌克兰危机与美俄地缘经济博弈
地缘经济学认为，
“在新的地缘经济时代，国际争端的起因及其对抗手段
一般都限于经济范畴；即使经济摩擦转化为政治冲突时，解决冲突的手段也
往往借助于经济武器。……以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冲突，这就限制了冲突升
级的范围，即限定在双方经济风险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甚至要考虑到全球和
区域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
”① 因此，考虑到美俄在黑海直接军事对抗的成本
将超出两国甚至国际社会的承受范围，从长期来看，由于不能确定对俄罗斯
直接经济制裁的有效性， ② 美俄将围绕乌克兰展开深入的地缘经济博弈，主
要表现在通过加大援助、投资、贸易和金融便利、派出专家指导改革等方式
帮助乌克兰恢复经济，以增强对其未来发展的控制力。
实际上普京十分看重经济在外交中的作用，他在 1999 年被任命为总理时
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解决当时俄罗斯的金融问题。2006 年，普京总统曾向俄
罗斯安全部门指出，军事安全的水平直接取决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
并在向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发表年度演说时反复强调社会经济的恢复对于更积
极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并得到俄罗斯社会精英的赞同。 ③ 2013 年 2 月，普
京针对美国推行第二阶段导弹防御部署在俄国防部会议上表示，俄罗斯的战
略优先次序是欧亚一体化发展、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在上合组织及“金砖国
家”框架内深化伙伴关系。 ④ 这说明在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战略已成为俄罗
斯与美国博弈的重要手段。具体到乌克兰，俄罗斯更具有天然优势。由于地
理上紧邻，在苏联时期又长期进行不对等分工，目前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经济
①

黄仁伟：《地缘理论演变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庆典特刊，
第 23 页。
②
阮建平认为，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整体效果在不断下降，本文认
为在美国经济还未摆脱金融危机背景下，这一规律也适用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可参见
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5-97 页。
③
Jeffrey Mankof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p. 33.
④
《普京：美以反导试探北约东扩直接触及俄国家利益》，中国新闻网，2013 年 2 月 28
日，http://www. chinanews.com/gj/2013/02-28/46020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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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非常严重，这从双方的贸易关系可见一斑（表 1）。
表 1：2000—2011 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边货物贸易比重（%）
俄占乌出口
乌占俄出口
俄占乌进口
乌占俄进口
比重
比重
比重
比重
2000

23.96

4.76

41.65

8.18

2001

22.39

5.18

36.63

7.15

2002

17.54

5.48

37.1

5.3

2003

18.69

5.59

37.56

5.83

2004

17.83

5.88

40.19

6.26

2005

21.88

5.09

35.54

6.23

2006

22.55

4.94

30.61

5.62

2007

25.7

4.5

27.28

5.96

2008

23.5

5

22.7

5.57

2009

21.35

4.54

29.1

4.76

2010

26.09

3.4

36.44

6.63

2011

28.95

3.46

35.27

6.18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网站两国贸易数据计算整理制作，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statis_bis_e.htm?solution=WTO&path=/
Dashboards/MAPS&file=Map.wcdf&bookmarkState={%22impl%22:%22client%
22,%22params%22:{%22langParam%22:%22en%22}}。
表 1 显示，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出口和进口比重都远远超出乌
克兰对俄罗斯的比重，二者形成了一种严重不对称的经济依赖关系。虽然俄
罗斯从乌克兰进口大量农产品，但乌克兰也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给。因
此，乌克兰在双边经济关系上对俄罗斯缺乏实质性的影响，若以能源为主要
标志，俄罗斯则享有极为显著的经济优势。① 早在 2001 年，普京就十分重视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经济控制力，据称当时有 60%的乌克兰企业与俄罗斯公司

①

宋国友、高群博：《经济地理、政治版图与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权力效用——以俄罗斯阻
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9 期，第 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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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2001 年 11 月，俄罗斯与乌克兰签署自由经济区协议。到 2002 年，乌
克兰 50%的产业已经为俄罗斯资本所有。 ① 基于这一绝对优势，俄罗斯可以
在乌克兰未来经济重建中掌握主动权，尤其是可以进一步利用能源杠杆通过
乌克兰通道撬动整个欧洲地缘政治经济。尽管乌克兰和欧盟也可以通过增加
过境费和开辟新能源通道进行反制，但短期内俄罗斯仍将是欧盟最主要的能
源供给国。
在本次危机中，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Dvorkovich）曾表示，俄罗
斯希望与乌克兰企业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 ② 俄罗斯政府还表示向克里米亚
投资 400 亿卢布用以支持其工业和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主要包括与国防工
业、机械制造和船舶维护（包括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舰船）相关的企业。 ③ 乌
克兰东部地区武装独立后，俄罗斯与其进一步加强了联系，从 2014 年 8 月开
始向该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015 年 1 月 8 日，第十一批共 1,400 万吨援
助物资送达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其中包括食品、药品、急需品以及为
孩子们准备的俄罗斯东正教圣诞节礼物。 ④ 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国家自
主性和权力集中的强调将有利于俄罗斯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因为“纵观俄历
史，彼得大帝和斯大林时期都非常重视向先进国家学习，但均没有条件获得
先进国家的帮助。但恰恰在这两个被视为‘最专制’的时期，却是俄国家发
展最迅速的时期。
”⑤ 这将为乌克兰经济提供更多机遇，俄乌经济一体化程度
也将进一步提高。
对于美国而言，由于在地缘关系中处于劣势，只能以增加援助和派出专
家作为其加强对乌克兰经济控制的主要手段。在危机发生后不久，美国官方
就曾表示向乌克兰提供 10 亿美元贷款担保以缓解因削减能源补贴对民众造成
的影响，同时还将派出专家帮助乌克兰国家银行稳定金融系统和市场，同时
①

Nygren, The Rebuilding of Greater Russia, p. 58.
“Russia Interested in Stable Cooperation with Ukrainian Enterprises, Crimea-Dvorkovich,”
Interfax, March 11, 2014, http:// www.interfax.com/news.asp?y=2014&m=3&d=11&pg=2.
③
《俄罗斯投资 400 亿卢布支持克里米亚国防工业》，中国国防科技信息网，转引自俄罗
斯国际文传电讯社，2014 年 3 月 13 日，http://www.dsti.net/Information/News/87496。
④
《俄罗斯向乌克兰提供第 11 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新华网，2015 年 1 月 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1/08/c_ 1113930552.htm。
⑤
季志业：《从现代化战略看俄罗斯战略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庆典特刊，
第 85 页。
②

61

20 15 年 第 2 期

帮助改革能源部门。① 2014 年 12 月，美国又加大对克里米亚的制裁，禁止向
克里米亚地区投资并从这一地区进出口货物、服务和技术。 ② 这说明美国非
常看重在乌克兰危机中经济制裁的针对性，希望削弱俄罗斯在其传统势力范
围的影响。
另外，地缘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密切联系，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机制也
成为其与俄罗斯展开地缘经济博弈的重要手段。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危机发生后立即表示已做好援助乌克兰的准备，世界银行也宣布向乌克兰提
供 30 亿美元援助。奥巴马总统更明确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站在援助乌
克兰的前沿，通过大规模金融和技术援助帮助乌克兰进行坚定的市场化导向
的改革，以尽快恢复经济。 ③ 其次，不排除美国利用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规
则优势直接支持乌克兰对刚加入的俄罗斯提起贸易诉讼。最后，以争夺世界
货币控制权为核心的“币缘政治”已成为左右当代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
的重要杠杆， ④ 而美元霸权并未因金融危机而丧失，仍是世界储备货币，这
为美国通过人为调控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打击俄罗斯提供了条件。新任美
联储主席耶伦上台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以及美元升值预期都为油价
下跌提供了空间，这对俄罗斯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带来的冲击不可小觑。
总之，美国作为典型的海洋霸权国家，其本质并非只是拥有强大的海军，
西班牙、俄罗斯、德国、法国都曾拥有强大海军，为什么只有英国和美国建
立了真正意义上持久的全球霸权，因为“对于世界经济的主导能力和制度创
新能力是决定海权能否长久存续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
。⑤ 美俄围绕乌克兰展
开的地缘经济博弈，归根到底还是两个国家的制度创新能力以及以此为基础
的本国对世界经济掌控能力的较量，这也是在后冷战时期美俄意识形态对抗
的本质。

①

The White House,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Ukraine,” March 4,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3/04/fact-sheet-international-support-ukraine.
②
《美国实施投资禁令 加大制裁克里米亚》，载《新华日报》2014 年 12 月 21 日。
③
White House,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Ukraine”.
④
王湘穗：《币缘政治：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4 期，
第 11 页。
⑤
刘中民：《关于海权与大国崛起问题的若干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12
期，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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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乌克兰危机的全球地缘战略影响
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俄关系略有好转，但由于西方国家在本次乌克兰
危机中越过了俄罗斯的底线，导致西方与俄罗斯关系再次跌入谷底，由此对
全球地缘战略态势造成的影响值得关注。
第一，美国地缘战略调整牵动全球地缘格局。
“重返亚太”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主要对外战略，但乌克兰危机彻底改
变了奥巴马上任之初的全球地缘态势。对美国而言，欧洲突然面临着比亚太
地区更紧迫的传统安全威胁，这使得“世界都在盯着美国是否会‘重返欧
洲’
”
。 ① 目前来看，2014 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同时掌控参众两院的局面使
奥巴马总统在剩下的两年任期内很难在东欧与俄罗斯全面较量。但从长期来
看，如果奥巴马卸任后共和党重新执政，不排除美国会将战略重心再次向欧
洲倾斜。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自冷战结束以来，凡是共和党执政时期的东欧地区
都是美国的重大利益，否则美国就不会在冷战结束之初花费大量资金防止东
欧国家退回到共产党国家，乔治·沃克·布什总统时期也不会积极在东欧部
署导弹防御系统。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共和党人罗伯特·盖茨所说，
“西方
国家对抗普京掌控俄罗斯周边国家野心的唯一途径就是打一场战略性持久
战。这意味着通过采取行动使俄罗斯人明白，普京的世界观、目标及其为达
到目标所采用的手段，久而久之将大大削弱并孤立俄罗斯。”② 如果这一设想
成为现实，美俄将进行一场包括政治、外交、军事、金融、能源、科技、文
化等多领域、全方位的博弈，双方战略意志将经受严峻考验，国际能源、安
全、金融等体系也会受到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
克里米亚入俄后就表示，北约应该回到欧洲与俄罗斯对抗的前沿，承担其冷
战时就已确立的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的责任。 ③ 奥巴马总统也在当时首次远赴
欧盟和北约总部布鲁塞尔参加美欧领导人峰会，并在演讲中高调重申美欧的
①

《世界盯着美是否“重返欧洲”》，载《环球时报》2014 年 3 月 28 日。
罗伯特·盖茨：《普京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华尔街中文网，2014 年 3 月 26 日，
http://cn.wsj.com/gb/20140326/opn190546.asp?source=MoreInSec。
③
Anders Fogh Rasmussen, “NATO is Back,” Foreign Affairs, March 21, 2014,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 /discussions/ interviews/nato-is-back.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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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价值观，表示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牢不可破”。① 这表明奥巴马任期
内美国可能会主要依靠盟友与俄罗斯对抗，但这又将引起双方利益摩擦，带
来新一轮大国关系的调整。
第二，俄罗斯与西方相互制裁的全球经济影响。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在军事手段受限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将经济制裁作
为应对俄罗斯的主要手段，并已经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与此同时，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暴跌。2015 年 1 月 10 日，纽约原油期货价
格跌至每桶 48.36 美元。与此相应，卢布持续走低，2014 年对美元贬值超过
45%。② 尽管油价下跌部分原因是全球需求不振所致，但确已严重冲击俄罗斯
的经济，不排除美国动用汇率工具进一步影响油价走势的可能。石油价格走
低的国际影响是降低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成本，但俄罗斯为增加石油出口总量
也会在亚洲寻找更多贸易伙伴。更重要的是，为了摆脱美元对石油的影响，
俄罗斯将加强与新兴国家合作推动“去美元化”进程，这将给国际货币体系
带来深远影响。总之，经济制裁始终是把双刃剑，对俄罗斯和西方来说都不
是长久之计，其延伸效应不仅可能改变大国经济关系走向，也可能会引发西
方世界内部的分歧。
第三，乌克兰危机考验美欧关系。
北约重返欧洲必将面临谁来主导欧洲安全的权力之争。冷战结束后，北
约东扩与欧盟东扩就是两个同时存在但又相互竞争的地缘战略。一方面，东
扩不断压缩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符合西方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东扩也
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分裂。欧盟认为东欧是欧洲的安全前沿，应由欧盟自
己主导，但美国认为欧盟集体行动能力有限，且不愿丧失对欧盟的领导权，
因此要求坚决履行对欧盟的安全保护责任，使北约走在东扩前沿。本次乌克
兰危机为美国和欧盟重新树立了共同对手，双方不仅在制裁俄罗斯方面协调
配合，还就进一步加强全面合作发表共同声明，其中特别强调要推进《跨大
西洋贸易与投资协议》谈判，尤其是加强美欧能源合作，希望与美国分享页
①

David Hudson, “President Obama Heads to Belgium, Speaks on U.S.-Europe Relations,” The
White House, March 26,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blog/2014/03/26/day-3-presidentobama-heads-belgium-speaks-us-europe-relations.
②
《卢布对美元已经贬值 45% 汇率跌穿“生死线”》，环球网，2014 年 12 月 16 日，
http://finance.huanqiu.com/view/2014-12/52442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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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气技术以降低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①
但是，欧盟与俄罗斯在贸易、银行和能源等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互制裁将使欧盟在 2014 年和 2015 年分别减少 400 亿欧元和 500 亿欧元的
收入，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3%和 0.4%。欧盟国家中，波兰、法国、荷兰
和德国将因俄反制裁措施承受不小的损失。正因为如此，在欧盟宣布对俄罗
斯制裁后不久，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就与普京总统通电话，双方同意就相
互施加的制裁措施在经济和能源领域保持沟通。 ② 2015 年 1 月 5 日，德国副
总理西格玛尔·加布里尔也表示俄罗斯的衰落对世界不利，应该停止对其制
裁。 ③ 考虑到欧俄贸易额远大于美俄贸易额，因此欧盟才是制裁俄罗斯的主
角，其中德国更是能和俄罗斯决定欧洲未来格局的关键国家。 ④ 因此，乌克
兰危机实际是美、俄、欧三方博弈，而欧盟态度消极将降低西方世界整体制
裁俄罗斯的有效性。
第四，俄罗斯东西平衡战略会提升欧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板块的地缘战略
分量，凸显亚洲地缘经济价值。
由于幅员辽阔，东西平衡一直是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如果美欧
因乌克兰危机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后者将与东方和南方经济伙伴走得更近。
本次危机中，在西方制裁俄罗斯之初，俄罗斯《权力》周刊就认为，加快发
展与亚洲的关系已被视为俄罗斯防范严厉的摧毁性制裁的主要举措。香港欧
亚资本投资公司合伙管理人谢尔盖·曼也认为，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是俄罗斯
能源、金属、化工等产品发展最迅猛的消费市场。为应对西方制裁，俄罗斯
或将以人民币或者卢布结算从中国进口果蔬。如此一方面可以满足俄罗斯果
蔬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加速“去美元化”进程。⑤ 2014 年 10 月，中
国与俄罗斯签订了 1,500 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这进一步推进了两
①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US Summit Joint Statement, March 26, 2014, Brussels, pp.
2-3,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c/141920.pdf.
②
《制裁反制裁 苹果奶酪惹了谁》，载《北京青年报》2014 年 8 月 13 日。
③
《德国警告西方称俄罗斯衰弱危及全球 反对进一步制裁》，中国日报网，2015 年 1 月 5
日，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5-01/05/content_19237701.htm。
④
Mitchell A. Orenstein, “Get Ready for a Russo-German Europe,” Foreign Affairs, March 9,
2014,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1018/mitchell-a-orenstein/get-ready-for-a-russogerman-europe.
⑤
《俄着力打造亚洲经济“支点”》，载《参考消息》2014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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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金融合作。
同时，中国目前是俄罗斯非独联体国家中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为平衡中
国的巨大贸易影响力，俄罗斯也积极发展与日本和韩国的贸易关系。另外，
印度是俄罗斯的主要武器贸易伙伴之一，中、俄、印已建立包括三国外长定
期会晤在内的合作机制，并且在外交方面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主张国际格
局多极化，因此同时与中印发展关系将是俄罗斯东西平衡战略的重要内容。
叙利亚和伊朗一直是美国对外战略中的棘手问题，为分散美国精力，俄罗斯
可能通过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等手段加强对上述两国的影响，为美国在中东
制造更多麻烦。
总之，俄罗斯的东西平衡战略将加强其与欧亚大陆东部与南部主要国家
的关系，由本次乌克兰危机引发的新一轮美俄博弈也将沿着欧亚大陆边缘地
带向东延伸。其中，美国将面临新的两难是如何在拉拢日本、韩国等制裁俄
罗斯和这些国家希望与俄罗斯发展贸易关系之间实现平衡。
第五，美、俄、欧博弈将为新兴国家发展带来机遇，加速国际格局转型。
俄罗斯作为金砖国家的一员，其领土扩张和西方国家的软弱回应本身就
是国际格局加速转型的重要表现。另外，西方国家终止俄罗斯八国集团身份
会使其更加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客观上为新兴国家合
作带来新动力，但在二十国集团内部会加深新兴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分歧，从
而降低该机制的行动能力。金砖国家银行的建立为五国合作提供了新平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基础，以金砖国家银行为基础，金砖国家不仅可以在应对
危机方面加强合作，而且还可以在能源、基础设施、科技研发等众多实体经
济领域展开广泛合作。俄罗斯人受邀担任金砖银行首任理事会主席，将为俄
罗斯创造更多机会加强与金砖国家的金融合作，抗衡美国利用货币霸权打击
俄罗斯经济，为两国地缘经济博弈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结 束 语
2014 年初以来的乌克兰危机与 2004 年的乌克兰危机具有明显的递进关
系，因此必须以一种长远的历史眼光将两次危机视作一次整体地缘战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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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同时，美国与俄罗斯在本次危机中展现的地缘战略博
弈新态势也给中国带来启示，即在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应当综合运
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手段维护周边安全。2013 年和 2014 年中国先后召开周
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都将周边外交和周边安全列为重要
议题。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丝绸之路
经济带”、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亚洲基础设施开发
银行等一系列周边外交和经济倡议，并将其纳入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下。
为更好地落实这些倡议，中国应该将政治与经济资源更紧密结合起来。
首先，应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国内深化改革和转变发展方
式的基础上，增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影响力。通过政府搭建框架，作
好规划，以产业为基础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密不可分的产业链，以自贸区和
多种区域经济安排为创新突破口，建立内外联动的市场体系，夯实互联互通
的物质和制度基础。
其次，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制度完善为保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坚定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增强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防止周边国家出现颜色革命
或境内外分裂势力相联合威胁国家安全。
最后，充分利用周边国家聚集的华人华侨资源，发挥其在经济、政治、
文化等多领域的优势，为中国建立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总
之，本次乌克兰危机体现出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的新态势，是影响中国和平发
展进程的新变量，需要跟踪观察、冷静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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