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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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俄两国为实现复兴而实施的
重要战略。二者不仅存在地缘交叉，而且功能近似；尽管如此，二者又各具
特色，存在本质性的区别。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二者可以且必须形成一种通
过良性竞争实现稳定的复合型共生关系。为了实现与欧亚联盟的共生发展，
中国应在设计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充分考虑俄方的利益和欧亚联盟的制度设
计，有针对性地安排自身的制度框架，并在积极参与已有规划项目的同时，
提出独具自身特色的发展规划，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
济带在功能上的过度重复，增强二者的互补性，提高二者的共生动力。此外，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还应重视人文交流，增进民族间的彼此认同，减少因
误解而造成的非必要冲突和竞争，从而推动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实
现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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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联盟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俄两国为实现复兴而实施的重要地区
一体化战略。由于二者所覆盖的区域有较高的重合度，因此必须深入考察其
相互关系：二者是彼此排斥还是相互共生？其关系模式将对地缘政治、地缘
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然而，既有研究更多聚焦于对欧亚联盟和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单个战略剖析，如各自的特点、优劣势及发展前景等，对二者的相
互关联少有关注。 ① 基于这一出发点，本文尝试分析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相互关系，并提出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关建议。

一、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异同
欧亚联盟战略是在苏联解体，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
态面临巨大变革，急需重新定位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它是一项以 1991 年成
立的独联体为基础的分阶段地区一体化计划。其首要目的是联合前苏联加盟
共和国，实现平稳过渡，从而达到共同发展。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整个欧亚大
陆的统一，建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大欧洲”。
尽管“欧亚联盟”的概念最早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 1992 年
提出，但凭借其特殊的地缘优势，俄罗斯迅速成为该进程的推动国。俄罗斯
认为，要实现上述宏伟目标，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建立统一的经济联
盟，以便在当今高度竞争的世界中维护所有参与国的利益、保证各国的社会
和经济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二，保护各参与国家的经济主权，
这在当今世界中只有通过深化经济合作才能实现；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
下，加强各主要经济体的合作，不仅有助于促进平等，而且还可避免由单独
经济力量中心所造成的麻烦。据此，俄罗斯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建立欧亚联盟
的长期计划。截至 2014 年，该计划已经实施了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统一经
济空间、中亚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合并以及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关税联盟等步骤。目前，俄、白、哈已于 2014 年签署了建立欧亚经济
①

目前仅有少量文献直接讨论二者相互关联，例如可参见赵华胜：《浅评中俄美三大战略
在中亚的共处》，载《国际观察》2014 年第 1 期；Тулешов Валихан.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оридор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 способен предопределить основную парадигму развития Евразии.
http://maxpark.com/community/768/content/237553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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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协议，并于 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为欧亚联盟的全方位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3 年 9 月 7 日在哈萨克斯
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的，是在因经济全球化加速急需加强国家间
高效沟通背景下，以古丝绸之路概念为基础提出的一种新型跨区域合作机制。
按照规划，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接充满活力的亚太经济圈，贯穿资源丰富的
中亚地区，西联经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志在打造世界最大、最具发展潜力
的经济大走廊。该战略不仅是我国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
势提出的跨区域经济合作的创新模式，是新时代对古老丝绸之路的复兴计划。
同时与其他国家提出的丝绸之路计划相比，它具备最佳的客观条件与更高的
战略价值，具有巨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符合区域内各国发展需求和欧亚区
域合作的大势，其前景未可限量。 ① 因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是国际战
略与国内政策有机结合的综合性治理体系。
作为共同面向欧亚大陆的发展战略，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
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似之处。一方面，二者所覆盖的区域有重合。2011 年，时
任俄罗斯联邦总理的普京提出了将欧亚地区重新一体化的新方案，并命名为
欧亚联盟计划。该计划以独联体作为实施平台，志在实现以欧亚思想为基础
的后苏联地区一体化。尽管普京一再强调欧亚联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未来
将吸引更多的亚洲和欧洲国家加入，甚至实现“大欧洲”体系，但现阶段其
覆盖的对象仍以俄、白、哈等为主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特别是在乌克兰危
机爆发后，中亚各国对欧亚联盟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则是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基本依托来构建，其对象主要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中
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
及观察员国（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和印度），并可进一步将该组
织的对话伙伴国（斯里兰卡、白俄罗斯、土耳其）和轮值主席国的客人（土
库曼斯坦、独联体、东盟）纳入体系之中。可见，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
济带在中亚地区存在地域重合，二者之间包含共同的成员，而且二者之间存
在的地缘交叉现象在体系构建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①

何茂春、张冀兵：《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人民论坛网，2013 年 12 月
26 日，http://fj.rmlt.com.cn/2013/1226/2055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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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二者部分功能相近。普京在《欧亚新一体化规划——今日诞
生的未来》一文中指出，
“欧亚联盟要发挥连接欧洲和亚太的有效桥梁作用”。①
同时，从其所制定的四步构建路线，即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欧亚经济
联盟—欧亚联盟可知，欧亚联盟首先侧重于经济一体化，旨在建立统一的经
济空间，实现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形成共同的交通服务市场和统一的交通运
输体系，建立共同的能源市场，进而为欧亚地区的政治一体化铺平道路。与
欧亚联盟相似，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也非常强调自身的经济属性。为此，中国
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目标设定为要建成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交通运输网
络，消除贸易障碍，缩短货运时间，增加各国本币结算贸易规模，并且在此
基础上加强政府间的沟通，促进文化交流，从而最终实现习近平主席所提出
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目标。
可见，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国家间的互联互通方面，两项发展战略
的功能是相近的。
欧亚联盟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似不等于同质，并不能抹杀各自的独
特性。事实上，这两项战略也有着本质区别。第一，二者的理论基础各异。
欧亚联盟计划源于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外交思想。俄罗斯的欧亚主义起
源于 19 世纪下半叶的地缘政治理论，并于 20 世纪 20 年代一度成为俄罗斯的
主流政治思想之一。欧亚主义者强调俄罗斯文明介于欧亚之间的独特性以及
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中心地位，认为“若是去掉这一中心，该大陆的其他部
分，它的整个区域体系（欧洲、西亚、伊朗、印度、中国和日本）就会变成
‘散架的宫殿’”。 ② 后来受内部分裂以及苏联意识形态教条化所累，欧亚
主义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归于沉寂，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才再度复兴，并形
成了以亚历山大·普尔耶维奇·杜金为代表的“新欧亚主义”政治流派。而
该政治流派在进入 21 世纪后逐步占据俄罗斯政治思潮的主流。
“新欧亚主义”
者强调与邻国的合作关系，在外交方面秉承地缘高于血缘的务实原则。因此，
他们主张加强与近邻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希望建立一个以欧亚主义为思想基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 – 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izvestia.ru/news/502761.
②
П.Н.Савицкий: 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 Предчувствия и свершения.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Евразийцев//www.nevmennandr.net/eurasia/index.php. 转引自张艳杰、李翠竹：《践行新欧
亚主义思想——俄罗斯外交新走向》，载《学术交流》2013 年第 1 期，第 72 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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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主义国家联盟。
基于“新欧亚主义”政治主张，俄罗斯在欧亚联盟构建计划中始终强调
其核心地位，突出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之间的地缘联系，并以欧
亚区域中心独特的地理、自然、文化、历史等为基础，致力于发展既不同于
欧洲（大西洋主义），也不同于东方（如泛斯拉夫主义）的欧亚独特经济、
政治道路。 ① 同时，正是因为建构在“新欧亚主义”思想之上，所以虽然普
京一再强调欧亚联盟是各国互利共赢，遵循平等、主权和自愿原则的开放性
组织，但是欧亚联盟仍然带有明显的大国主义，并表现出强烈的扩张意识。
与欧亚联盟强调俄罗斯的地区核心地位以及复兴俄罗斯大国地位不同，
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
求共同发展”作为体系构建的基础，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体系内部
各主体的地位平等、优势互补，希望借助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平台实
现各国的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因此，与欧亚联盟相比，新丝绸
之路经济带更具包容性。
第二，由其理论基础差异而来的，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终极
目标不尽相同。作为复兴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重要措施，普京政府不仅追求欧
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更强调各国价值观的统一，并希望最终将欧亚联盟打
造成以俄罗斯为主导的超国家实体，使其成为可与美国、欧盟、中国并立的
强大一极。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则志在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 ② 的精神，强调互联互通的功能，以促进各国贸易和投资便
利化、能源合作、人文交流、实现和谐发展为目标。
第三，基于不同的目标，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路径和体
系模式也存在差别。为了实现欧亚地区特别是后苏联空间的高度一体化，建
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突出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地位，欧亚联盟的构建模
式更倾向于劝说型博弈下的国际制度安排，通过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来建
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统一经济、政治、军事、海关、人文和文化空间的国际
组织。此外，由于欧亚联盟事实上是俄罗斯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美国霸
①

李兴：《普京欧亚联盟评析》，载《俄罗斯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167 页。
习近平：
《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新华网，2014 年 6 月 5 日，http://news.xinhuanet.
com/politics/2014-06/05/C_111100387.htm。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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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主义的强烈回应，所以采取以对抗为目的的结盟体系模式。而立足于共同
发展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功能是收集信息、汇聚行动者的预期、降低
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并为了合作的稳定需要成员之间达成有效的分配协
议。 ① 因此，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构建过程中更倾向于协调型博弈下的国际
制度设计方案，通过务实灵活的双边合作和小多边合作方式建立一个结构更
松散、包容性更强的结伴共生体系。
第四，相较欧亚联盟，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各国中享有更高的接受
度。尽管构建欧亚联盟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同时受益于苏联的遗产，拥有
一定的建设基础，但由于其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表现出与美国在中亚展
开地缘博弈的明显态势，所以引起了中亚地区各国的担忧，对其持观望甚至
排斥态度。其中对欧亚联盟态度最消极的乌兹别克斯坦于 2008 年退出欧亚经
济共同体，而土库曼斯坦和格鲁吉亚则分别于 2005 年和 2008 年退出独联体，
这些举动被认为是变相地表示中亚国家对欧亚联盟建设的抵制。2014 年发生
的乌克兰危机不仅导致俄乌关系破裂、俄欧关系紧张，更加大了欧亚联盟建
设的阻力，使一些中亚国家对该机制的热情降低。目前，实际参与构建欧亚
联盟的国家只有俄、白、哈三国。除此之外，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等国对
欧亚联盟持较为积极的态度，而其他国家则持消极观望态度。
反观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其在中亚以
及欧洲各国中获得了更多支持。首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适逢其时。
欧洲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急需加强与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亚太地区的联系。
同时由于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俄罗斯在东西方交流中的地缘优势被削弱。在
此背景下，中国凭借地缘优势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迎合了各方需求，减
少了机制构建中的阻力。其次，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
与各国建立了普遍的政治互信，加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和
非排他性的制度设计使得该构想更容易获得各方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分别在 2014 年 3 月访问欧洲、5 月上海亚信峰会以及 9 月赴塔吉克斯坦杜尚
别参加上合组织峰会时，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并

①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66、169 页。
102

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复合型共生关系分析

获得了各国广泛支持。
虽然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存在地缘交叉、部分职能相近的情况，
但不能简单地将欧亚联盟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归结为同一类战略，更不能由
此认定二者是同性相斥、单纯竞争的关系，因为二者之间还存在本质性的区
别。从社会共生论的视角看，二者之间是共生与竞争并存的关系。

二、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生与竞争
总体来看，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
二者围绕资源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并在斗争与妥协中生成、维持和演化
出包含资源交换型、资源分享型以及资源竞争型在内的复合型共生关系。这
一复合型共生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二者的共生关系，二是与共生
相伴随的二者相互竞争关系。
“共生”概念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由德国微生物学家笛拜瑞（de Bary）
于 1879 年提出。笛拜瑞最初对“共生”的解释是“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
后世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和深化“共生”概念，并逐步形成狭义和广义
两重涵义。其中，狭义的“共生”专指生物之间的组合状况和利害程度的关
系。 ① 此后，“共生”理论特别是狭义的“共生”概念被人文学科研究者所
借用，并发展出各种新的理论。
在美国，芝加哥经验社会学派由生物共生论衍生创立了人文区位学，并
将竞争引入共生理论中，认为竞争是实现共生的必要手段。该学派主张，社
区作为一个共生系统，其区位秩序的本质是在竞争中通过自身的调整达到一
定的社区平衡状态，而这种平衡是社区共生系统运行的基本目标，然而随着
环境条件的变化，社区平衡被打破，形成新的不平衡，并再次通过内部调整
实现共生系统的新平衡。
日本学者则将生物共生论引入政治学，力图以民主政治来解读共生，并
提出了“圣域” ② 的概念，并认为只有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承认相互的
①

胡守钧：《社会共生论》（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序第 2 页。
日本学者黑川纪章认为，“圣域”一词包含信仰、民族传统和文化等内容，详见胡守钧：
《社会共生论》（第二版），序第 5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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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域”才能实现共生。此外，日本学者尾关周二还以共生、异质性与共同、
同质性相互补充的理念为基础提出了“共同的共生、共生的共同”理论，认
为只有这样才能既避免因消极强求同质化而造成的共同性关系减弱，同时又
抑制共生关系中生存竞争的不利影响。
在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则在“共生”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
“契洽”的概念。而另一位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胡守钧教授则研究并提出了社
会共生论的基本原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有互斥性，又有互补性；人人平
等是共生的前提；斗争—妥协是共生的方式；法律是共生的度；社会发展是
共生关系的改善。同时，社会共生论还主张，每个人皆享有生存和发展的权
利，但是并不保证每个人都成功；而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的竞争以及环
境所给的机会；同时社会共生论还提倡合法竞争，认为在公平、合法竞争环
境下人人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可以构成共生态。 ① 此后，胡守钧教授进一步提
出国际共生论，力图从社会共生论视角观察国家之间（包括国际组织之间、
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等）各种互动关系，分析各种国际问题之成因，探索化
解国际问题之方法。 ② 他认为国际组织不仅本身是一个社会共生系统，同时
还作为主体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形成共生关系，并最终构成国际社会大共
生系统。
根据上述有关共生理论的论述，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完全可以
发展一种共生关系。首先，从理论角度看，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
间满足了实现共生的基本条件，二者之间具备了构成共生关系的基本要素。
根据社会共生理论，任何社会共生关系至少由主体要素、资源要素、约束条
件等三大部分构成。主体以资源作为纽带，在共同遵守一定约束条件的情况
下构成共生关系。 ③ 按照上述理论，欧亚联盟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即是共生
关系中的两个主体，而中亚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广阔的商贸、安全、人文
合作空间则构成了共生关系中的资源要素。此外，现有的双边、多边协议以
及国际法是共生关系主体都必须遵守的约束条件。由此可见，欧亚联盟与新
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可以构成共生关系。
①
②
③

胡守钧：《社会共生论》，载《湖北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第 11-12 页。
胡守钧：《国际共生论》，载《国际观察》2012 年第 4 期，第 35 页。
胡守钧：《社会共生论》（第二版），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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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实践角度看，俄罗斯与中国在两个制度安排上预留了共生的空
间。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是以地跨欧亚的俄罗斯为中心、向东西两个方向辐射
的体系。而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则是以盘踞东亚的中国为中心，自东向
西推进的体系。可见二者在地缘上有一定的互补性，这为实现共生创造了可
能性。同时，尽管“欧亚”一词包含欧洲与亚洲，但在欧亚联盟的设计中未
将西欧和东亚包括在内，这也为与以东亚为基础向外辐射的新丝绸之路经济
带之间实现共生留出了空间。同时，中国在制定和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
程中也考虑和照顾俄罗斯的利益，这也为二者的共生提供了条件。此外，欧
亚联盟是俄罗斯谋求打破单极世界格局、对抗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一
项重要举措。正如普京在 2014 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主旨发言中讲到的
那样，“世界体制的单极模式已经行不通”， ① 世界多极化已成为历史的必
然趋势。俄罗斯提出欧亚联盟计划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动这一进程，因此欧
亚联盟具有可共生性，这也为二者形成共生关系奠定了基础。
最后，同样在实践层次上，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存在共生的实
际需要，因为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保证各自的存在。俄罗斯的欧亚联盟与中
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构建过程中都要承受来自体系内部的阻力及外部的
压力。例如，在构建欧亚联盟的过程中要解决欧亚地区各国发展水平不平衡、
对一体化立场不一致的问题；主导国俄罗斯的经济带动力不强的问题；消除
体系中其他国家对俄罗斯借欧亚联盟计划实施扩张、推行大国主义的担忧
等。 ② 此外，还要面临外部势力主要是美国对其施加的压力。 ③ 而中国在构
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也同样需要解决经济结构不均衡、传统及非传
统安全问题、“中国威胁论”等问题，并面临来自外界的压力。中俄两国作
为两个制度的主导国恰恰拥有对方解决自身问题所需要的资源。例如，俄罗
斯拥有的能源、土地、军事实力等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解决新丝绸之
В.Путин: Выступление «Укрепление доверия в эпоху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http://news.
kremlin.ru/news/21080.
②
俄罗斯一直以来采取展示“肌肉”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维持在独联体中的主导地
位，并以美国式的“胡萝卜”（廉价能源、经济援助）+“大棒”（施加政治压力、“断
气”、经济制裁、武力威胁）的方式逼迫后苏联时期的各“小兄弟”国家遵从自己的主张。
③
美国在 2011 年推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旨在推动以阿富汗为核心的连接南亚与中亚的
经济一体化和跨地区贸易，试图将中亚从现在的地缘板块中永远分离出去，从而阻止俄罗
斯欧亚联盟的构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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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经济带构建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而中国拥有的资金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
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俄罗斯作为欧亚联盟主导国的经济实力不济的问
题。所以，在内外压力下，中俄两国应携手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使欧亚联盟
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资源交换型共生关系，从而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
尽管从理论和实践上看，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都可以并且必须
实现共生。但要实现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可持续共生，就必须很
好地理解共生与竞争的关系。第一，理论上，共生并不排斥竞争，相反竞争
是迈向更高层次的共生的必要保障。共生是同一系统的平等主体在一定约束
条件下达成的共同存在的平衡状态，但它也是随着条件的改变而变化的相对
平衡状态，其中最重要的变量是主体间的竞争。因为竞争是改变原有共生平
衡条件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实现新的、更高层次平衡状态的必要途径，所
以竞争是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实现共生的客观要求。只有通过
良性竞争才能达到更高水平的平衡。从社会共生论的角度看，对于平等主体，
只有经过利益博弈在纳什均衡点处形成的共生关系才比较稳定。 ① 因此，欧
亚联盟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两个平等的制度，必须通过相互竞争和彼此
制衡来形成相对稳定的共生关系。
第二，两个国际组织间的竞争也是其内部各小国的诉求。例如，欧亚联
盟中的哈萨克斯坦虽然是最早提出“欧亚联盟”概念的国家，但其在一体化
过程中的主权让渡问题上始终存在疑虑，担心由于缺乏制衡，俄罗斯将借助
该联盟在欧亚地区获得霸权地位，从而严重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样，在
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各沿途小国也担忧中国会借此进行“人口扩
张”和“经济扩张”，不利于本国的发展。所以它们希望通过欧亚联盟和新
丝绸之路经济带，甚至更多制度间的相互约束和彼此制衡来达到保护自身利
益不受地区大国损害的目的。
第三，欧亚联盟的排他性也会导致二者的相互竞争。俄罗斯在设计欧亚
联盟计划之初将西方和中国作为竞争的对象，并认为西方和中国对后苏联精
英的引力是造成该地区分裂的原因之一， ② 因此俄罗斯致力于建立统一、独
①

胡守钧：《社会共生论》（第二版），第 63 页。
Г.А.Воронченкова, И.В.Шатров ：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Евроазиатский) Союз – Союз не
экономик, но ценностей.// http://www.nirsi.ru/163.

②

106

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复合型共生关系分析

特的欧亚价值观体系与之对抗。而且俄罗斯仅以那些“无处可去”而非持“二
选一”立场的国家作为欧亚联盟成员国的发展对象

①

也表明其具有较强的排

他性。这种排他性将导致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的恶性竞争，增
加二者的共生阻力，不利于二者的和谐发展，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
由欧亚联盟的排他性导致的竞争对其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的共生关系造
成的消极影响。
因此，无论是积极的确保可持续共生目标的实现，还是相对中性的克服
制度设计缺陷，还是更为消极的小国制衡大国目的，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共生关系中必然伴随着竞争。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看，最重
要的是如何通过竞争，实现与欧亚联盟的更高层次的共生。

三、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生竞争模式
无论是从一般性理解还是具体实践操作来说，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复合型共生关系，都可能因其复杂而难以掌握。在复合型共生关系模
式下，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生关系可能因资源交换、分享不合
理以及资源过度竞争而被动摇。因此，如何在保证双方利益、实现共同发展
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恶性竞争成为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共生关系
维持和演进的关键。为此，可以从以下方面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设计：
第一，充分考虑欧亚联盟已经开始推行的各项发展规划项目，以合理分
享资源为目的积极参与其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双方的互补优势，避免利益冲
突和过度资源竞争，促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联盟的共生。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可以积极参与欧亚联盟的欧亚开发银行、《丝绸之路 亚欧贸易》
国际跨境计划等各项规划项目。以俄哈两国的《丝绸之路 亚欧贸易》国际跨
境计划为例，该计划以中国作为主要对象，其中涵盖我国北京、上海、成都、
广州、乌鲁木齐等多个城市，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路线和功能方面存在一
定程度的重合。 ② 因此，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计与实施中应与该计划实
①

同上。
该计划以在 2011—2015 年的五年内复兴以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占主导地位的陆路丝绸
之路北线为目的，致力于实现将中国和独联体各国的商品经由此路运往俄罗斯、乌克兰、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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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接，充分利用该计划所创造的国际贸易环境和物流基础，节约自身的构
建成本，提高效率，加快项目的建设速度。同时，不追求以新丝绸之路经济
带替代《丝绸之路 亚欧贸易》计划及其主导权，而应推动二者的协调共生、
合作共赢。此外还应支持《丝绸之路 亚欧贸易》计划中诸如为中小国家提供
贸易优惠等尊重小国权益的主张。 ① 因为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障我国海外利益
的安全，也有助于树立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减少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
建过程中的阻力。
第二，扩展丝绸之路的含义，进一步完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架构设计，
开发新的路线及合作方式，使其在与欧亚联盟的共生关系中拥有对方所需要
的资源，从而增强自身竞争力，在与欧亚联盟的共生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
虽然李希霍芬最早提出的“丝绸之路”仅指中国经中亚与希腊—罗马社会的
交通路线。但此后“丝绸之路”一词被广泛使用，其内涵逐渐丰富，外延不
断扩展。时至今日，丝绸之路已成为泛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
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路线的总称。 ②
因此，不妨利用丝绸之路概念的延展性，在拓展现有路线的同时，开发
新的线路。目前，俄哈两国所致力于恢复的陆路丝绸之路北线只是数条陆路
丝绸之路中的一条，而且其方案中还存在站点局限、形式僵化等问题。 ③ 因
白俄罗斯和欧盟，是中国、独联体、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欧盟各国
的国际贸易 提升的 基础。See Менждународная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Великий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Торговля Азия-Европа»// http://proffessionali.ru/soobschestva/ shelkovyj_pu
t_torgovlya_aziya_evroppa/mezhdunarodnaya_transgranichnaya_programma_velikij_30799779/.
①
Менждународная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Великий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Торговля
Азия-Европа»// http://proffessionali.ru/soobschestva/shelkovyj_put_torgovlya_aziya_evroppa/m
ezhdunarodnaya_transgranichnaya_programma_velikij_30799779/.
②
陈鹏：《路途漫漫丝貂情——明清东北亚丝绸之路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3 页。
③
根据规划，复兴后的陆路丝绸之路北线的站点设置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乌鲁木
齐（中国）；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巴甫洛达尔、希姆肯特、日德萨、萨雷阿嘎什、阿克
苏肯特、塔拉兹、奇加纳克、巴尔喀什、卡拉干达、科克什塔乌、科斯塔内伊（哈萨克斯
坦）；比什凯克、纳伦、伊塞克湖（吉尔吉斯斯坦）；特多伊茨克、马戈尼托格尔斯克、
车里雅宾斯克、叶卡捷琳堡、乌法、喀山、下诺夫哥罗德、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莫斯科、斯摩棱斯克（俄罗斯)；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基辅（乌克兰）；奥尔沙、明斯克、
布列斯特（白俄罗斯）；华沙、柏林、汉堡、科隆、慕尼黑（欧盟）等地，其中以哈萨克
斯坦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城市为主，对欧亚地区整体经济的带动力有限。此外，该规
划中所串联的欧盟城市仅包括波兰的华沙和德国的几个城市，缺少法国等其它主要欧盟国
家的参与，其联通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而且该计划主要采取传统的陆路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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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将恢复陆路丝绸之路其他线路，如将西南线和东北线纳入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规划方案中，并且注重各条线路之间的联通，串联更多的国家和地
区。同时，在货物的运输方式上，除了铁路、公路等传统的陆路运输方式外，
还可以根据所运输货物的特点以及沿途的地理地貌特征采取管道运输、内河
航运、公路—水路联合运输等方式，缩短货物运输时间。并且可以进一步顺
应国际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潮流，构建网络丝绸之路，搭建第三方跨境网络
支付平台，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摆脱对西方国际支付体系的依赖，增加各国本
币贸易规模，促进货币流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带动沿途各国民间商贸往来，
促进各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此外，可以加强海陆联运体系的建设，将新丝绸
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结合，构建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的
丝绸之路网，使其在实现网状伙伴关系外交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在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应加强人文交流，增进文化认同，
提高国家软实力。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采访中多次表示中俄之间的关系处
在历史的最好阶段，但是俄罗斯从未放弃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在制定欧亚
联盟计划时，俄罗斯将中国作为与西方并列的主要竞争对手，并且在俄罗斯
国内也不断出现“中国威胁论”、“黄色威胁”等言论。这些都说明，俄罗
斯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大同”思想及“和”的主张缺乏认识，没有看到这些
思想在抵制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和推动世界多极化方面，与其自身的欧亚
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双方未完全达到承认“相互的圣域”① 的程度。因此，
为了消除误解和隔阂，树立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应加强人文交流。为此，
不仅可以我国为主导，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加强国家之间的双边文化
交流，并且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提高各国普通民众的参与度，还可以参与
到欧亚联盟体制下的各项文化交流计划

②

中，充分利用欧亚联盟所构建的交

①

尾关周二：《共生的理想》，卞崇道等译，中央编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1 页。
为了实现意识形态方面的统一，俄罗斯意识形态研究院向俄罗斯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措
施，包括：制定一揽子法律文件以平衡欧亚联盟各国公民的社会和人文权力；制定国际传
媒网络发展规划，既包括现有媒体，也包含新建媒体，媒体的形式涵盖电视、广播、平面
媒体和网络等，该媒体网络将被用以宣传欧亚一体化思想；民间外交发展规划，包括政府
机构间的经验交流，非政府组织间的工作交往等；欧亚联盟成员国间的旅游以及各国国内
旅游发展规划；文化合作规划；科学合作规划；卫生、教育等社会范畴内的产业合作规
划，以拉近不同国家间的社会标准；超国家的监督和司法机构建设规划，以保护居民的权
利等。而这些建议中的部分措施特别是媒体方面的建议已经被俄罗斯政府采纳并实施，也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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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平台，实现两个体制之间的文化交流，增强二者的共生动力，减少因误解
而造成的共生阻力，维护共生关系的稳定，形成对抗霸权主义的集群竞争力，
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

结 束 语
综上所述，虽然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地缘上有交叉，且在功
能上相近，但在本质上又有区别，二者在依据的理论基础、所要达到的目标、
战略的实施路径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别。探讨二者的关系，既要看到其相互竞
争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和谐共生的一面，而且这种共生关系需要通过良性的
竞争更趋于稳定，并达到更高的水平。为了实现与欧亚联盟的共生及共同发
展，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设计中应充分了解欧亚联盟计划，明确其性质、制
度安排和已经取得的进展，有针对性地安排自身的制度，应在积极参与已有
规划项目的同时，推出独具自身特色的发展规划和交流项目。这样不仅可以
避免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功能上的过度重复，也将会增强二者的
互补性，并使双方拥有更多的共生资源，增强二者的共生动力。此外，在注
重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外，也不应忽视人文交流，应关注并增进持不同
价值观的民族之间的彼此认同，以便减少因误解而造成的非必要冲突和竞争，
从而推动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和谐共生。最后，欧亚联盟和新丝
绸之路经济带能否建立和谐共生的关系，不仅考验中俄两个大国的战略运筹
能力和智慧，也将对战略覆盖地区和国家的合作、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因此推动两大战略的和谐共生应该成为欧亚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目标。

[收稿日期：2014-08-29]
[修回日期：2014-11-11]
[责任编辑：陈鸿斌]

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就展现出其在国际传媒网络建设中的
成效。详见：Г.А.Воронченкова, И.В.Шатров：Евразийский (Евроазиатский) Союз – Союз
не экономик, но ценностей.// http://www.nirsi.ru/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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