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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条崎岖的发展之
路。有时中苏关系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因为两国分享了
类似的国内社会目标和国际目标。然而也有时候两国之间
发生了公开的冲突。了解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历史渊源有助
于弄清楚两国之间目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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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渊源
首次报道的两国之间的冲突要追溯到 17 世纪 80 年
代，当时都声称对北部共同边界拥有主权的俄国和中国发
生了冲突。在此之前，两国很少有接触。俄国确立了在西
伯利亚地区的存在，主要是通过已经占领了西伯利亚森林
地区并宣称拥有该地区主权的俄国冒险家的努力。约在
1640 年，西伯利亚哥萨克人进入阿穆尔河流域并占领了
该地区，阿穆尔河位于西伯利亚太平洋的最南端，这一区
域之前在历史上是由满族人控制的。2 与此同时，满族人
正在攻打中国并在 1644 年最终取得了胜利。他们的胜利
结束了明朝的统治，并建立了清朝。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
朝代，对中国的统治一直延续到 1911 年。
满族很快在他们新占领的土地上遇到了麻烦，因为
军阀割据再次在中国各地出现，国家治理被证明是一项艰
巨的任务。随后，满族人几乎忽略了俄国人在阿穆尔河流
域定居，直到 17 世纪 80 年代才发现。当时双方发生了一
系列冲突，其中俄国人在和军事作战能力优越的满族人之
间的战争中多次失败。随后，俄国人在 1689 年签署了《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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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楚条约》，同意撤出该地区。结果中
国以占领阿穆尔河流域而告终。1

白俄军队和布尔什维克红军之间的内
战。五年后（1922 年），苏联正式成立。

到 19 世纪中叶，世界格局发生
了重大变化。由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
片战争中与外国军队发生了公开的武
装冲突，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不像过去
那样位于世界前列。此外，中国未能实
现军事现代化和工业化。目前其在军事
以及经济方面都落后于其他国家。因
此，外国政府知道中国在军事方面已不
再会构成威胁，便开始实施他们针对中
国的计划。例如，作为在第二次鸦片战
争中军事冲突的结果，俄罗斯从中国夺
走了阿穆尔河的左岸地区，并于 1860
年在这新占领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主
要的太平洋港口。4 到 1911 年，中国
已经从一个曾经的强国沦落为一个在
军事和经济方面都落后的弱国。

在苏联成立后不久，俄国人开始
向中国大陆的一个名为国民党的中国
派别提供支持。当时中国处于动乱状
态，多个竞争组织争权夺势。这些组织
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党，当时该党与一
个名为中国共产党（CPC）的小规模
组织结成联盟。国民党最终在 1928 年
掌握了政权。在国民党胜利后，苏联和
中国首次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这
种关系从一开始就不稳定，两国在后续
十年中因一系列边界冲突发动了多次
战争，直到日本侵华。因为要联合对付
共同的敌人，两国停止了彼此之间的敌
对行为来阻止日本人的侵略。苏联领导
人约瑟夫•斯大林和国民党领导人蒋介
石组成联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后
来证明他们之间的联合是短暂的。战争
结束后，双方又开始了对抗。此外，二
战结束后中国又陷入了蒋介石领导的
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之间的
内战。最终，1949 年中国共产党取得
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成
立。之后不久，苏联和中国签署了联盟
条约。2

中国人民最终受够了清朝的统
治，想要进行变革。允许外国人在中国
自由出入，以及允许进入越来越多的港
口，加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掉了香
港以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损失了阿
穆尔河，这些事件超出了中国人民的忍
受范围。此外，中国被迫向侵占其领土
的西方人支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这
对于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的的人民来说
是不能接受的。君主世袭制在反抗斗争
中灭亡，中华民国成立。2
六年后（1917 年），俄国发生了
革命，名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共产主义组
织在后来名为十月革命的运动中占领
了莫斯科。这掀起了一场反共产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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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苏联
扮演者中国老大哥的角色。治理国家对
于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新任务，他主要依
靠苏联教他如何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来
管理国家。苏联提供方案，设备和技术
人员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工业化
和现代化。但是这种帮助和中国的预期
相比具有很大差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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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大林在 1953 年去世
后，尼基塔•赫鲁晓夫上台。没过多久
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发生矛盾，彼此争
夺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和外国的共产
主义运动的控制。此外，中国对莫斯科
严重失去了信任。中国认为莫斯科已经
走软 并放弃了很多最初促使他们联合
起来的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讲，他们认
为苏联正越来越走向西化。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当赫
鲁晓夫被他在中国看到的情况警觉后，
1959 年他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
举行了一次峰会。中国政府当时在意识
形态方面表现得越来越顽固，尤其是在
对待西方国家方面。赫鲁晓夫不赞成中
国这种表现，认为中国过分坚持其声明
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对待西方国家方
面，这样可能最终会引发战争。结果他
选择取悦西方国家。因此，俄国违背了
其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并拒绝
在中国与印度（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
一个国家）的边界争端中支持中国。这
些事件惹怒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苏联
对于西方国家变得越来越安抚性的表
现。此外，由于当时笼罩在核战争的阴
云之中，为了避免爆发战争苏联变得不
那么激进，苏联想与西方国家处于平衡
的对抗状态，例如在柏林。对于在中国
国内失去支持的毛泽东，莫斯科对于西
方国家的软化立场在政治方面是合乎
适宜的。因此，批评和疏远苏联在政治
方面给他带来的好处是让他将他的对
手描述为外国势力的代表并在他的领
导下实施国有化的情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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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当毛泽东指责赫鲁晓夫
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的退让是赫鲁
晓夫从冒险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时，
两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此外，根
据汉学家理查德•沃茨的介绍，俄国在
印度与中国开展短时交战期间公开支
持印度，中俄关系以及中国和华沙条约
国家之间的关系跌至冰点。两国之间的
关系在若干年后也没有得到改善，其中
在 1967 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
兵包围了苏联驻中国北京大使馆。
此时中国向俄国提出了所有以前
的冲突和受到的不平等。两国相互憎
恨。中国政府想重谈过去的条约和协
议，包括沙俄强迫软弱清政府接受的现
有的中苏边界问题。苏联断然拒绝讨论
此事以及其他事项，两国之间的紧张关
系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1968 年，
苏联增加了中国边界地区的兵力部署，
一年之后两国之间发生了短暂的边界
冲突。
次年毛泽东意识到他处于多方势
力的包围之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
际上。他公开与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
（苏联和美国）进行对抗，对经济和政
府提高人民生活标准能力不满的中国
人民对其产生了很多内部异议。如果毛
泽东要在政治上幸存，他需要找到一个
解决方案。在作出了苏联是中国最大的
威胁的决定后，由于苏联在地理位置上
靠近中国且军事力量强大，他决定与苏
联的超级对手美国建立关系。1971 年
7 月，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北京，
次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中国会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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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苏联不甘示弱，不久也与理查
德•尼克松总统举行了会谈，以便在三
个国家之间建立一种三角关系。在尼克
松和毛泽东会面后，中国停止了对其他
国家的革命组织的直接支持，并在次年
支持通过协商来结束越战。中国发现其
正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着改变，这种改
变就是其早期指责苏联发生的改变。5

前首先推行经济改革。1991 年，随着
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联邦的成立，共产
党的统治宣告结束。相比之下，邓小平
1978 年上台后，在不削弱共产党统治
的前提下，他首次提出了经济改革的计
划。随着苏联的灭亡和俄罗斯联邦的成
立，两国之间的关系转好并从那时一直
保持良好。2, 5

随着 1976 年毛泽东的去世和邓
小平的最终上台，中国新的领导阶层降
低了对反修正主义的关注，转而集中精
力关注经济发展。因此两国之间的紧张
关系得以缓和。但是这种紧张关系没有
消除。1979 年中国入侵越南，越南是
苏联在该地区内的唯一的盟友。三年
后，由于担心苏联密谋围堵中国，当苏
联和阿富汗开展战争时中国积极支持
反苏穆斯林力量。这对于阻挠苏联的入
侵起到了作用并在之后数年中削弱苏
联体系产生了辅助影响。2, 5 直到 1982
年勃列日涅夫发表了针对中国的和解
演讲后，两国才开始恢复外交关系。

贸易伙伴

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 1985
年成为苏联主席后，他着力修补苏联和
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减少了位于中
苏边境和蒙古的苏联驻军，从阿富汗撤
军，搁置了边界划分事宜（这是 1969
年以来双方一直有争议的问题），并恢
复了双边贸易。1989 年戈尔巴乔夫访
问中国，试图进一步消除两国之间的分
歧。苏联领导人还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
他在他的国家内推行国内政治改革的
计划。中国私下认为这一计划很愚蠢。
但是，他们认为有必要在推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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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
伴。2012 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
882 亿美元。但是对于两国来说该贸易
额约为与欧洲贸易额的四分之一，
2012 年中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额共计
5460 亿美元，俄罗斯与欧盟的双边贸
易额共计 3940 亿美元。但是两国已经
设定了 2015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1000
亿美元以及 2020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2000 亿美元的目标。8 目前，由于中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以及俄
罗斯丰富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便利的
出口目的地，中俄合作主要集中于能源
领域。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外交关系部
长维克托•卡拉什尼科夫表示，俄罗斯
向中国出口的产品的 70%是原材料，
例如石油，黄金和木材。而中国的出口
产品主要是汽车和化工产品。8
2006 年，俄罗斯和中国同意修建
从西西伯利亚至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预
计年产量为 380 亿立方米。但是因双
方之间的价格谈判而导致建设推迟。俄
罗斯想按照与欧洲买家价格相同的价
格向中国出售天然气，但是中国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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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降低价格。为了试图促使俄罗斯降
低价格，中国开始从哈萨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口天然气。中
国预计到 2015 年将从该地区进口 600
亿立方米天然气。3, 6
过去，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武器
出售方面进行过合作。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俄罗斯武器
的主要买家，2005 年的购买额达到最
高的 40 亿美元。2012 年，中国从俄
罗斯购买了价值 21 亿美元的武器，并
可能会从俄罗斯购买更先进的武器，例
如阿穆尔潜艇，苏-35 战斗机，以及
S-400 防空武器系统。但是，去年双方
将在全球武器销售方面的合作转移到
注重各自的方向之上。作为世界上第二
大武器进口国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五
大武器出口国之一，市场份额为 5%。
尽管与俄罗斯 26%的市场份额相比中
国的份额很小，但是与 2007 年 2%的
市场份额相比上升很快。此外，几乎中
国出口的一半的武器卖给了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不购买俄罗斯的武器，因为俄
罗斯向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对手印度
出售武器。6
未来
各方对他们之间关系的重视程度
在以下事实中最能体现出来：中国新任
主席习近平选择俄罗斯作为其正式出
访的第一站，而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去
年连任俄罗斯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首个
出访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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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巨
头，在三十年内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增
长，2012 年的 GDP 增长率平均为
7.8%。此外，中国正在进行从世界工
厂到全球增长的主发动机的转变。相比
之下，2012 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为
3.5%，至今仍停滞不前。未来俄罗斯
想增加向中国的能源输出，以便减少对
欧洲的依赖。俄罗斯的目标是将其目前
每年向中国输出 1500 万吨石油的目标
增加一倍，以及在以后 30 年内每年向
中国提供 700 亿立方米天然气。7 确立
目标后，俄罗斯石油公司同意将其向中
国输出的石油量增加到目前的三倍，从
每天 300,000 桶增加到 1 百万桶，从
而使俄罗斯向中国的石油出口量达到
中国目前从沙特进口的进口量。这将使
中国更加依赖于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使
俄罗斯的出口多样化并减少对欧盟的
依赖。此外，来自东方资本公司的克里
斯蒂娜•桑德克莱夫介绍说，需要注意
的是这些能源供应将主要来自东西伯
利亚和俄罗斯的远东，来自这些地区的
管道与向西方的管道不一定都是连接
着的。事实上，天然气管道的建设正在
经由阿尔泰山而在东部路线而不是西
部线路上进行开展，这对于俄罗斯要为
中国或欧洲之间的“摇摆供应商”来说
是更加困难。针对俄罗斯市场，这意味
着位于该国东部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
将销售给中国并会给在该地区具有业
务的俄罗斯公司带来收益。对于中国，
俄罗斯能源合同有助于保证该国未来
的经济增长，这依赖于来自国外的能源
供应。中国承认能源安全是其外交政策
的主要驱动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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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hornhillcapital.info/ 。 如 有 关 于 本 简 报 ， 其 他 简 报 或 博 文 的 任 何 问 题 ， 请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
info@thornhillcapital.net。

Miromar Lakes, FL 33913 USA

T. 239.823.1151

F. 239.590.3026

www.thornhillcapita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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