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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制裁案”和俄罗斯与西方
关系的未来

冯绍雷

　 　 内容提要:因“黑客干预”美国 ２０１６ 年大选而触发的 ２０１７ 年“对俄制裁案”ꎬ是当前

国际格局转型和大国关系迅速而微妙变化背景下发生的一场重要国际争端ꎮ 这场争端

不仅体现了当下国际国内事务进程的高度交织ꎬ反映出国际转型期的诸种特征ꎬ而且将

深刻影响今后较长时期内美欧与俄罗斯的相互关系ꎮ 本文从长时段进程与当前危机的

相互结合、国际政治中被忽视的“情感因素”、危机处理的“合宜性”等角度进行分析ꎬ以

期全面把握和客观深入解读这场危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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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特朗普刚刚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世界舆论为之一震时ꎬ不少国际学者预言:

美俄关系走向将是 ２０１７ 年国际局势发展的热点ꎮ 虽然ꎬ而后的美俄关系远不如某些

预测那么乐观ꎬ但这一对双边关系确实成为国际事务中受到舆论热炒的焦点之一ꎮ 不

仅在美俄国内激起巨大反响ꎬ同时ꎬ也对整个西方和俄罗斯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ꎮ 此

后一年多来ꎬ被认为最耸动视听的关键性事件ꎬ乃是“通俄门”、“黑客干预”、美国随之

发起的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以及由此引发的纷争ꎮ

美俄“制裁”危机涉及国际国内相当复杂的原因与背景ꎮ 这场危机所激发的各种

严重后果ꎬ有的已经暴露ꎬ有的还在不断酝酿中ꎮ 但是ꎬ鉴于这场危机所蕴含的深层动

因、非同寻常的危机处理过程及其多方面的广泛影响ꎬ本文试将这一波初显阶段特征、

但仍处于不断变动中的进程ꎬ作一初步归纳和分析ꎬ力图揭示其所蕴含的机理和背景ꎬ

梳理处于急剧变动中的各方意愿和选择ꎬ探讨这一危机影响之下大国关系的可能路径

与前景ꎮ



一　 美俄“制裁”危机的过程、背景与缘由

美俄“制裁”危机的爆发ꎬ从外部来看ꎬ乃是迅速变换中的国际力量对比的一个鲜

明体现ꎻ从内部来看ꎬ则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内阶层结构和利益集团影响消长的一个总

体反映ꎮ 从稍长历史阶段作一回顾ꎬ可以看到ꎬ这依然是冷战式意识形态沉渣泛起、各
国和各方地缘政治目标对峙、国际转型期的“帝国综合征”复发、国内事务和对外战略

的错综交织、各国精英与民众的心态变迁等各方面因素相互交织之下的产物ꎮ 问题在

于ꎬ上述各类动因和背景ꎬ都已经存在很长时段ꎬ为什么所有这些因素都在 ２０１６ 年年

末之后的这一年时间内集中爆发? 是什么因素促使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ꎬ接
连不断地把美俄关系中的各类已有的问题推向风口浪尖ꎬ并不断加以扩散?

冷战终结后ꎬ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开始于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ꎮ 围绕 ２０１６ 年美国

总统大选的“黑客干预”ꎬ美国对俄罗斯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制裁ꎮ 其中ꎬ以 ２０１７ 年 ７－８
月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ꎬ并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的 “对俄制裁法案”最为严厉ꎮ

可见ꎬ“美对俄制裁案”有长时段历史发展趋势、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利益ꎬ甚或

思想范畴争议等方面的深刻背景ꎮ 同时ꎬ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变化多端ꎬ曲折复杂ꎮ
笔者认为ꎬ如果能将这两者ꎬ即“对俄制裁法案”事件过程和上述宏大背景的长时段叙

述相互结合起来ꎬ或许有可能对当下扑朔迷离的事态描绘出一个更清晰的图景ꎮ 从以

上视角出发ꎬ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侧面ꎬ展开对美俄“制裁”危机的背景与缘由的探

讨ꎮ
(一)“黑客干预”、“通俄门”和“对俄制裁案”的大体过程

早在 ２０１５ 年秋天ꎬ美国大选尚未正式开始之际ꎬ美国联邦调查局称ꎬ已经发现了

民主党总部电子邮件系统被黑客入侵的迹象ꎮ 当时ꎬ这一信息几经辗转ꎬ民主党负责

部门直到几个月后才获得正式报告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美国情报机构开始指责俄罗斯通

过黑客干预美国大选ꎮ 美俄双方、特朗普和民主党之间围绕此事展开激烈辩论ꎬ直至

１１ 月 ８ 日大选结束ꎬ特朗普当选总统ꎮ 然而ꎬ关于黑客入侵一事的争论ꎬ非但没有告

罄ꎬ相反是波澜迭起ꎮ 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总统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发表声明:因大选

期间“利用黑客手段入侵美国政治团体”ꎬ对俄罗斯国家情报总局和联邦安全局等两

个机构宣布实施制裁ꎬ宣布驱逐 ３５ 名俄罗斯外交官ꎬ并收回俄罗斯在美国两处房产的

使用权ꎮ 奥巴马表示:“我们是在对俄罗斯政府私下或公开多次发出警告后ꎬ才采取

这些行动的ꎮ 这是对违反国际行为规则、伤害美国利益的行为所做出的必要且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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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ꎮ”①一般认为ꎬ奥巴马制裁令对此后事态的升级埋下深深的伏笔ꎮ 其中的用意之

一ꎬ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来牵制新任总统特朗普对俄政策的可能的重大调整ꎻ之二ꎬ通过

“通俄门”和“俄罗斯黑客干预案”为民主党希拉里克林顿的败选挽回面子并留待未

来的机会ꎻ之三ꎬ进一步全面打击普京政权ꎬ特别是为即将开始的俄罗斯总统大选打进

楔子ꎮ
特朗普在美国国内建制派一片怀疑和批评声中正式就任后未到两周ꎬ刚刚上台的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因私下会见俄罗斯大使ꎬ并误导副总统彭斯”而被宣布

辞职ꎮ 围绕着特朗普竞选团队在大选期间与俄方交往的种种事端ꎬ一时被冠以“通俄

门”的流行语激起轩然大波ꎮ 不久ꎬ新上任的司法部长塞申斯因曾与俄方交往ꎬ被要

求回避有关的调查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９ 日ꎬ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也因所谓“通俄门”调查

事件ꎬ被特朗普解除职务ꎬ成为当时的爆炸性新闻ꎮ 直至特朗普团队的关键人物、一直

大力主张发展对俄关系的班农也被彻底清除出总统顾问班子ꎬ以及特朗普家族成员接

连遭到审查ꎮ 这一连串涉人事变动ꎬ把有关“俄罗斯黑客干预美国大选”和“通俄门”
的争议推向了美国国内乃至国际舆论的漩涡中心ꎮ

７ 月初汉堡峰会之际ꎬ美俄总统的首次会见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ꎮ 舆论尤为关注

的是ꎬ普京和特朗普在 ７ 月 ７ 日进行超出原定时间的两个多小时正式会见之后ꎬ又在

招待各国元首的晚宴期间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私下会见”ꎮ 这是各国参会政要都能

看得到ꎬ但是听不见他们谈话内容的引人注目的会见ꎮ 这一次会谈期间ꎬ仅一位俄方

翻译在场ꎬ并没有任何美方的翻译、记录或官员参与ꎮ 本来ꎬ美国舆论对特朗普和俄罗

斯方面交往已充满疑虑ꎬ而汉堡会议的上述信息更是大大激怒了建制派及相关媒体ꎮ
也正是在此期间ꎬ特朗普民意支持率大幅下跌ꎮ 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

于 ７ 月 １０－１３ 日所进行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从 ４ 月份的 ４２％降低到 ３６％ꎬ５８％
的民众对特朗普表示不信任ꎬ其中 ４８％对其行为持极端负面评价ꎻ近 ４８％认为ꎬ特朗

普执政期间美国的全球地位被削弱ꎻ６０％的受访者认为ꎬ俄罗斯曾企图干预美国大选ꎻ
三分之二美国人不信任特朗普与普京会谈时的举动ꎮ②

上述一连串事态的变化ꎬ一步一步地营造着要求美国政府进一步对俄施压的舆论

环境ꎮ 事实上ꎬ两党议员早已开始联合行动ꎬ并于 ６ 月 １２ 日提交制裁法案ꎬ不仅主张

对俄罗斯与伊朗、朝鲜一同实施制裁ꎬ而且力主法案被通过之前不得放松已有因克里

３　 “对俄制裁案”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

①

②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Ｐｒａｉｓｅｓ ‘ｖｅｒｙ Ｓｍａｒｔ’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 ｆｏｒ ｎｏｔ Ｅｘｐｅｌｌｉｎｇ Ｕ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ꎬ ３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ｃｏ.ｕｋ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９ / ｏｂａｍａ－ｅｘｐｅｌｓ－３５－ｒｕｓｓｉａｎ－ｄｉｐｌｏ￣
ｍａ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ｃｋｉｎｇ－ｒｏｗ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Сергей Строкань.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отступает по всем фронтам / / Коммерсантꎬ Ｄａｉｌｙ №１２７ꎬ １７ июля
２０１７ꎬ Ｃ.６.



米亚争端发起的对俄制裁ꎮ 汉堡峰会上的事态更是为建制派做出强硬决定而火上浇

油ꎮ ７ 月 ２５ 日ꎬ美国众议院以 ４１９ 票同意、３ 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ꎬ批准了此前两党之

间多时未能达成协议的一项法案ꎬ发起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新制裁ꎮ 紧接着ꎬ７ 月

２７ 日ꎬ参议院以 ９８ 票同意、２ 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ꎬ通过了该制裁法案ꎮ① ８ 月 ２ 日ꎬ
实际上已没有太多其他选择的特朗普ꎬ不得不勉强签署这一法案ꎬ美俄关系又一次跌

入冰点ꎮ
随着对俄制裁法案的逐步执行ꎬ９ 月底ꎬ特朗普签署法令延长向包括俄罗斯在内

的一系列国家的文化教育交流提供资助的禁令ꎮ １０ 月 ２７ 日ꎬ美国国务院宣布对 ３９
家俄军火企业进行制裁ꎮ １１ 月 ２８ 日制裁案生效后ꎬ美国财政部又进一步宣布冻结俄

罗斯 ９ 家实体和 ２１ 名个人的资产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ꎬ美国财政部发布“克里姆林宫

报告”ꎬ提出一份至少涉及 ２１０ 人的名单ꎬ暗示美国可能会制裁这些“与普京总统关系

密切的人”ꎮ ２ 月中旬ꎬ负责调查俄罗斯干预大选问题的美国特别检察官米勒首次以

“企图非法干扰美国的政治程序”为由ꎬ对 １３ 名俄罗斯公民及三家俄罗斯机构提出正

式指控ꎮ 对此ꎬ前俄罗斯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库德林的

看法是:鉴于当前事态发展ꎬ美国对俄制裁“可能延续十年”ꎮ②

与此同时ꎬ美国“通俄门”调查不断升级ꎬ１０ 月底特朗普竞选团队前主席马纳福特

被起诉ꎬ竞选外交顾问帕帕佐普洛斯宣布承认隐瞒与俄方人员联系的事实ꎬ包括特朗

普的长子和女婿库什纳都成为媒体紧密跟踪和爆料的对象ꎮ 特朗普的民意支持下降

到 ３０％左右的水平ꎮ 面对“通俄门”调查的升级ꎬ特朗普多次反击ꎬ痛批“通俄门”调查

是对他的政治迫害ꎬ表示相信普京所说没有干预美国大选是“真心话”ꎮ③

对人们普遍关心的俄方是否确实参与黑客入侵问题ꎬ一直到 ２０１７ 年深秋ꎬ也即对

俄制裁案确立之后几个月ꎬ美国媒体和政府也未对此作出公开和事实充分的说明ꎮ 直

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底ꎬ美国社交媒体“脸书”、“推特”和“谷歌”才向参议院汇报“它们的

平台是如何被俄用来干涉美国政治的”ꎬ公开所谓“俄罗斯渗透”的证据ꎮ 然而ꎬ早在

制裁法案被通过之前的 ５ 月 ３１ 日ꎬ普京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的采访时就对黑客干预

大选问题作过说明ꎮ 他指出:“西方媒体提到了俄罗斯黑客ꎮ 但他们的根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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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 / ２７ / ５３９８６４０４８ / ｒｕｓｓｉａ－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ｈｅａｄｅｄ－ｔｏ－ｔｒｕｍｐｓ－ｄｅｓｋ－ｗｉｌｌ－ｈｅ－ｓｉｇｎ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Андрей Резчиков. США навязывают России общение на языке санкцийꎬ ВЗГЛЯДꎬ ３０ сентября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ｖｚ.ｒ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７ / ９ / ３０ / １５４２６０.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访问ꎮ

“Ｍｏｃｋｉｎｇ Ｔｒｕｍｐ Ｄｏｅｓｎ’ｔ Ｐｒｏｖｅ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Ｇｕｉｌｔ”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３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
ｂｌｏｇ.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ｍｏｃｋｉｎｇ－ｔｒｕｍｐ－ｄｏｅｓｎｔ－ｐｒｏｖｅ－ｒｕｓｓｉａｓ－ｇｕｉｌｔ.ｈｔｍｌ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特朗普总统说得完全正确:可能这并非来自俄罗斯ꎬ而是有人插了一个有俄罗斯公司

名字的 ＵＳＢꎮ 如今在虚拟世界做什么都行ꎮ 俄罗斯从未发动黑客袭击ꎮ 我们不需要ꎮ

没有好处ꎮ 那些输掉选举的人一心通过指责俄罗斯插手来补救对自身现状的绝

望ꎮ”①在另一个场合ꎬ普京还曾说到ꎬ这可能是俄罗斯“爱国主义者”所为ꎮ② 但是ꎬ并

非如«华尔街日报»评论文章所认为的ꎬ这是间接地承认这一事项ꎮ 相反ꎬ普京强调ꎬ

这是在大选失败之时ꎬ类似于曾经出现过的把一切罪过都嫁祸于犹太人的历史教

训ꎮ③ 一年来ꎬ俄罗斯政府从议长、外交部长到总统新闻发言人等所做的多项声明ꎬ断

然排除任何俄罗斯官方参与黑客袭击的可能ꎮ

无论关于黑客入侵美国大选进程的调查会有怎样的结论ꎬ犹如在历史上的诸多重

大疑案ꎬ很可能会是一场延续很长时间、难有共识和明确结论的控辩ꎮ 问题在于ꎬ未等

到美方单边调查结果最终公布ꎬ这项制裁法案就已仓促出台ꎮ 这一迹象似乎说明:事

实本身已不再那么重要ꎻ而有关黑客入侵激起的激烈辩论、由此引起的舆论和政治压

力ꎬ以及通过制裁等手段确保美国现行体制的安全ꎬ才是关键所在ꎮ “后真相”的时代

特征在“对俄制裁案”中表露无遗ꎮ

(二) “对俄制裁案”的背景与缘由

鉴于“黑客干预”、“通俄门”和“对俄制裁案”相关内容与过程异常复杂ꎬ尤其还

包含着大量未被公开披露的内幕信息ꎬ因此ꎬ有必要从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下来审视

深刻影响当下国际政治转型的这一重大事件ꎮ

(１)“黑客干预”和“对俄制裁”是转型期国际政治现象的独特反映

随着新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生变化ꎬ越来越多的舆论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国际政

治的历史性转型正在到来ꎮ 其一ꎬ原有国际规范以及维系该国际规范体系的国际权威

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伴随着“黑客袭击美国大选”这一罕见现象ꎬ一方面ꎬ

出现了来自俄罗斯和相当部分国际力量对新世纪西方霸权现象的抵制和不满ꎻ另一方

面ꎬ一直自以为能号令天下的西方政治体制居然脆弱到经不起网络黑客的砰然一击ꎮ

其二ꎬ国际转型期重要特征之一———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的紧密关联性ꎬ首先体现于

西方的头号大国美国ꎮ ２０１６ 年美国总统大选ꎬ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和民主

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曾围绕俄罗斯问题展开激烈争论ꎮ 前者主张改善对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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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对俄制裁、对普京持相当肯定的态度ꎻ而后者则主张对俄采取全面强硬立场ꎮ 在

上述不同政治理念的对垒中ꎬ“黑客袭击”和“对俄制裁”自然非常容易被推上前台ꎮ

其三ꎬ在“后真相”时代ꎬ高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条件使得国际转型期的主权、党争、意识

形态和对外战略的博弈充满了前所未见的戏剧性色彩ꎮ 西方的传统媒体影响大幅衰

退ꎬ公众人物以一己偏好哗众取宠ꎬ传统政党政治和宪政体制面临巨大挑战ꎬ作为头号

大国的美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出现重大裂痕ꎬ包括支撑着西方现代化进程数百年来的强

劲意识形态传统走向式微ꎮ 这一切都反映在“对俄制裁案”中ꎮ 其四ꎬ维系霸权的典

型手段———结盟关系ꎬ也成为当下事态的一个重要推手:美国通过制裁ꎬ离间并防范欧

洲与俄罗斯可能出现的接近ꎬ但遭到了欧洲主要大国的批评ꎻ以对俄制裁方式ꎬ对紧密

合作的中俄关系“敲山震虎”ꎬ但结果却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不为所动地进一步深化ꎮ

鉴于以上诸种现象的相互叠加和相互交织ꎬ“黑客干预”、“通俄门”和“对俄制裁案”

不失为国际范式转变中复杂情势的一次集中体现ꎮ

(２) 美国国内政治的急剧分化是美俄“制裁”危机的重要缘由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ꎬ普京按惯例举行每年一次的大型记者招待会ꎮ 招待会上ꎬ俄

罗斯公共广播电视台的一位记者曾向普京提到:奥巴马曾说ꎬ在美国共和党的选民中

对普京的支持率达到 ３７％ꎮ 所以ꎬ民主党阵营甚至认为ꎬ普京影响了美国大选ꎮ 对于

这一提问ꎬ普京当场就表示:逾三分之一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俄罗斯总统这并非他自己

的功劳ꎬ“这一切都表明ꎬ美国现政府自身存在制度性问题”ꎮ 普京说:“民主党不仅输

掉了总统大选ꎬ还输掉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ꎬ这难道也是我干的吗?”①

无论外界对普京上述立场作何评论ꎬ无可置疑的事实是ꎬ美国内部分化严重ꎮ 至

少ꎬ就对俄立场而言ꎬ美国大体分成了三派意见:第一派ꎬ特朗普及其亲信曾大力主张

对俄调整关系ꎬ暗中赞赏普京治理国家的成效ꎬ但其支持者较少ꎻ第二派人数不多ꎬ主

张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导向ꎬ同时也批评俄罗斯的外交内政ꎬ但主张以理智和合作态度

对待俄罗斯ꎮ ２０１７ 年年底之前的蒂勒森及其执行团队可以作为代表ꎬ在某种程度上ꎬ

甚至还包括基辛格和刚刚过世的布热津斯基等“前朝老臣”ꎮ 在种种压力之下ꎬ这一

派希望美国对俄关系有所建树ꎬ但难以成事ꎻ第三派拥有建制派精英、国家强力部门、

相当一部分传统媒体的支持ꎮ 这一派内部流派众多ꎬ但总的说来ꎬ不仅倾向于严厉惩

处俄罗斯ꎬ而且更倾向于把美俄关系议题视为美国国内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ꎮ②

６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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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立场的分野ꎬ从根本上说ꎬ反映的是特朗普和美国建制派之间的深刻矛盾ꎮ

建制派阵营大将、曾是新保守主义派“旗手”的罗伯特卡根和一批前官员、学者、智

库和媒体专家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以布鲁金斯学会的名义发表研究报告ꎬ提出“二战以来

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的两党合作外交政策ꎬ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外交政策之一”ꎬ但目

前建制派受到了“粗暴对待”ꎬ特朗普的做法可能使美国变为一个“超级流氓政权”ꎮ①

而更为全面地对特朗普对俄立场展开理论上尖锐批评的ꎬ则是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

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ꎮ 在他看来ꎬ特朗普对普京的

赞扬乃是“对自由民主的朋友和独裁的竞争对手”不加区分ꎮ 伊肯伯里提出:特朗普

修正主义思想非常危险ꎬ因为它攻击支撑美国全球地位的核心理念ꎬ包括国际主义、对

外开放贸易、对多边规则和机构的支持、崇尚多元文化和开放性、坚持民主国家所具有

的独特的协作精神ꎮ② 伊肯伯里和卡根的尖锐批评表明ꎬ特朗普政权和建制派在观念

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对立ꎬ意味着支持美国国际地位的理论原则的核心力量已经受

到挑战ꎮ

特朗普与建制派之间的深刻矛盾最直接的表现之一ꎬ是这位新任总统和美国议会

之间争夺外交主导权的斗争ꎮ 与 １９７３ 年相似ꎬ当时的国会制定了«战争权力法»ꎬ以

制止总统在没有得到议会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发动战争的权力ꎮ 而这一次ꎬ参众两院通

过的对俄制裁法案实际上是要限制总统可能取消对俄制裁令的权力ꎮ “国会想减少

总统自由行使权力的余地”ꎬ这才是美俄制裁危机的关键之所在ꎮ③ 与此同时ꎬ共和民

主两党围绕 ２０１６ 年选举结果的争论事关两党政治前途ꎬ总统与媒体、信息情报系统之

间的尖锐分歧ꎬ则进一步反映出美国政治系统内部的深刻矛盾ꎬ所有这些纷争与角逐

都会趋向于在一场树立外敌的博弈中寻找出路ꎮ

(３)“对俄制裁案”是美国本身的“帝国忧患综合征”的集中反映

为什么是“对俄制裁案”ꎬ而不是任何其他国际事件成为牵动俄美关系全局的主

线之一ꎬ值得做进一步的解释ꎮ

首先ꎬ俄罗斯不仅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以强硬姿态直接回应美国的巨大压力ꎬ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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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世纪开始以来ꎬ就一直坚定并强劲地在各个领域抵制美国的霸权ꎮ 虽然美俄之间

综合国力差距巨大ꎬ但美国耿耿于怀的还是俄罗斯足以威胁本国的军事力量ꎮ 自特朗

普主张对俄调整关系以来ꎬ俄罗斯方面在有所呼应的同时ꎬ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ꎬ毫不

放松国防力量建设ꎮ 正当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美国两党议员联合提出对俄制裁的关键时刻ꎬ
美国国防部情报局提交了一份题为“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建立一支支持大国雄心的军

队”的报告ꎮ 该报告指出ꎬ俄罗斯国防开支出现惊人增长ꎬ已达到后苏联时代的最高

纪录ꎮ 美国«外交政策»期刊网站发表“五角大楼:俄罗斯对美国是一大威胁”的评论

文章ꎬ认为这篇报告“描绘了一个视自己为与美国针锋相对、并且拥有强烈愿望令这

个国家再度成为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领导者的俄罗斯”ꎻ文章分析道:“正当特朗普总

统在盛赞俄罗斯总统普京ꎬ而且ꎬ据报道他正忙于与普京举行首次会晤前准备向莫斯

科让步ꎬ此时国会却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更为强硬的方针”ꎮ① 国防部情报局的这

份报告目的明确ꎬ就是要在“对俄制裁案”和“通俄门”等事件的关键时刻ꎬ为建制派提

供“炮弹”ꎮ 直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把俄罗斯视为“竞争对

手”ꎬ其主要的背景就在于俄罗斯从不示弱的立场ꎬ加之拥有能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军

事战略力量ꎮ 就此来看ꎬ作为最大“国际反对派”的俄罗斯ꎬ被美国建制派看作最主要

的打击对象ꎬ是难以避免的ꎮ
其次ꎬ从竞选开始后特朗普团队所持政治立场正表现出从意识形态的保守派转向

文明保守派的微妙变化ꎮ 这一趋势为美国建制派中的新保守主义、传统自由主义等多

种势力所难以容忍ꎬ也直接导致了“对俄制裁案”的形成ꎮ 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观ꎬ强
调把美国与苏联(俄罗斯)之间的较量视为自由和集权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ꎮ 从

共和党议员麦凯恩到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都持有此说ꎮ 而特朗普在就任演说

中突出强调的“文明世界”而不是“自由世界”的提法ꎬ虽仍语焉不详ꎬ但其总体政策思

路的变化———从坚持美墨边境筑墙ꎬ到夏洛茨维尔冲突表态中坚持不批评白人种族主

义ꎬ从一再强调首要战略任务是“打击伊斯兰国”ꎬ到颁布反对接受穆斯林人群向美国

移民的禁令等等表现———折射出其对种族问题的复杂态度ꎮ 此外ꎬ对美国建制派而

言ꎬ更难以接受的是ꎬ曾经是特朗普战略设计师的班农明确提出:普京和欧盟的全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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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不同ꎬ他重视“主权”ꎬ而这些使他成为美国的文明之战中的宝贵盟友ꎮ① 一方面ꎬ

班农虽已离职ꎬ但特朗普本人在没有班农辅佐的情况下ꎬ也未必会全然改变其立场ꎬ包

括已经明确载入“就职演说”中的政治倾向ꎮ 另一方面ꎬ尽管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明确

把普京的政治立场与特朗普划清界限ꎬ卢基扬诺夫就曾经断言ꎬ普京和特朗普是完全

不同的两种类型的政治家ꎮ② 但客观上ꎬ俄罗斯在欧洲各国的广泛影响依然存在ꎮ 在

美国建制派的眼里ꎬ特朗普与普京立场的“相互接近”、普京在欧洲盟国和新兴国家中

的政治影响的扩展ꎬ将会削弱美国意识形态中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政治影响ꎬ也会导致

建制派阵营的进一步分化ꎮ 意识形态、文明认同与残酷政治斗争的相互交织ꎬ是“通

俄门”和“对俄制裁案”的一个深层背景ꎮ

再次ꎬ对冷战后国际关系演进的历史稍作回顾ꎬ可以看到ꎬ尽管东西方冷战式对抗

已经结束ꎬ奥巴马也曾经公开表示:冷战无胜负ꎻ但事实上ꎬ美国从未真正“从政治上

接受俄罗斯”ꎬ这是美国发起“对俄制裁案”的又一深层动因ꎮ 带有官方性质的«美国

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网站早在 ２０１６ 年年底苏联解体 ２５ 周年之际就刊登了詹姆斯

戈登盖尔的一篇文章ꎬ题为“解体二十五年之后”ꎮ 作为一篇对当代重大历史问题的

总结性文章ꎬ作者这样写道:“四分之一世纪之后ꎬ曾在 １９９１ 年圣诞节感受到的那种狂

欢情绪早就烟消云散ꎮ 冷战后的进程对美俄关系而言并不是以大欢喜的结局收场ꎬ这

一关系目前处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最低点ꎮ 但是ꎬ我们不应该表现得很吃惊ꎬ而

应当认识到这种关系急转直下的种子ꎬ其实在更早时候就在双方萌芽了ꎮ”作者进一

步明确地指出:“尽管克林顿和叶利钦之间有过‘熊抱’ꎬ但美国从未完全接纳过俄罗

斯ꎮ 美国从一开始就在防范俄罗斯的复仇ꎮ 尽管向叶利钦政权提供援助ꎬ但美国的决

策者仍然担心一旦民族主义者掌权ꎬ俄罗斯就有可能重新崛起为一个敌人ꎻ毕竟ꎬ苏联

曾是美国长达 ４０ 年的主要对手ꎮ 目前俄罗斯最高层仍然涌动着强烈的反美情绪ꎬ特

别是在军方、情报机构以及议会内部ꎮ 美国官员提防着莫斯科可能朝着另一种方向转

变ꎮ”③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间ꎬ全球出现一系列重大国际变化ꎬ包括英国脱欧、欧洲难民危机、

９　 “对俄制裁案”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

①

②
③

Ｐｅｔｅｒ Ｂｅｎｎｅｔｔꎬ“Ｗｈｙ Ｔｒｕｍｐ’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Ｐａｒｔｙ Ｉｓ Ｅｍｂｒａｃｉｎｇ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
ｔｉｖｅ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ｉ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ꎬ ｂｕｔ Ｄｉｖｉｄｅ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Ｐｕｔｉｎ’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ｓ ａ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ｎｅｍｙꎬ ｏｒ ａ Ｄｅ￣
ｆｅｎ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Ｗｅｓ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２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
ｖａｔｉｖｅ－ｓｐｌｉｔ－ｏｎ－ｒｕｓｓｉａ / ５１０３１７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Конец не начавшегося романа /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ꎬ №７７ꎬ １２ апреля ２０１７ꎬ Ｃ.８.
Ｊａｍｅｓ Ｇｏｌｄｇｅｉｅｒꎬ“２５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ａ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ＳＲ Ｓｔ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Ｌｅｓｓｏｎ ｆｏｒ Ｕ.Ｓ.－Ｒｕｓｓｉ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３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ｓ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ｗｏｒｌｄ－ｒｅｐｏｒ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６
－１２－２３ / ２５－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ｓｏｖｉｅｔ－ｕｎｉｏｎ－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ｏｒ－ｕｓ－ｒｕｓｓｉ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冲突久拖未决ꎬ而中俄合作稳步推进等等ꎬ都令美国建制派日益为

其领导地位受到挑战而感到焦虑ꎮ 此时加速并加大对俄罗斯施压ꎬ以儆效尤ꎬ看来是

一个能够得到美国有关利益集团深层考量并予以支持的举措ꎮ
(４)“胜利者”的傲慢与偏见严重伤害了“失落者”的尊严

冷战终结以来ꎬ国际政治理论与大国关系实践中多少被忽略了的一个重要范畴ꎬ
乃是“尊严”ꎮ 特别是大国交往中的相互尊重和对于各自“尊严”的维护ꎮ 美国国际关

系理论学者理查德内德勒博近年在其所著«国际关系文化理论»这部影响广泛的

著作中提出:除了利益、财富、权力和安全等追求以外ꎬ与自尊、荣誉、美德、地位、荣耀、
威望等范畴相关联的“精神”乃是国际行为体的重要动机ꎮ 当时代的变迁使得财富、
权力甚至安全等目标已不能完全和充分地作为衡量和体现个人和社会群体成就的标

准的时候ꎬ对于自尊和荣誉的精神追求ꎬ就会不期而至ꎮ 勒博认为:“当精神居于主导

地位时ꎬ且行为体借助荣誉、地位或自主权来寻求自尊ꎬ行为体为了实现某些目标ꎬ时
常愿意冒险ꎬ甚至牺牲自身或其政治单位ꎮ”①无独有偶ꎬ在美国的俄罗斯学者出版的

专著«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明确提出ꎬ俄国对外关系史上起到巨大

作用的一个范畴ꎬ就是“尊严”ꎮ 无论是 １８１２ 年抗击法国拿破仑的入侵ꎬ还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顶住希特勒大军压境的压力、力挽狂澜、最后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光辉业

绩ꎬ都是因为“尊严”这个范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ꎮ 正是这种出自于独特历史环

境中养成的对于民族的、国家的乃至于人种的、个人的尊严和荣誉的追求ꎬ使得俄国人

能够在难以想象的极其艰难条件之下ꎬ绝地反击ꎬ战胜顽敌ꎮ②

资深的俄罗斯前外长伊格尔伊万诺夫在“美对俄制裁案”被炒作得如火如荼之

时ꎬ曾经发表了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ꎮ 他认为:“华盛顿发起的最新反俄制裁是史无

前例的ꎮ 其内含的杀伤力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ꎬ将会远远超出美俄关系范畴ꎮ”这位

老外长依据其丰富的经验ꎬ意味深长地指出:“过去几年中ꎬ俄罗斯对欧洲进程的反

应ꎬ更多的是出于情感而非实用主义态度ꎮ 如果看一看俄罗斯是如何回应欧洲对它在

乌克兰危机中所采取行动的谴责ꎬ这一点就更为明显ꎮ 当最初的怨恨变成了一场激烈

的运动ꎬ它使每个人相信ꎬ欧洲的价值观ꎬ以及与欧洲有关的一切ꎬ都与俄罗斯天生地

格格不入ꎮ 而俄罗斯则代表着一个独立的文明ꎬ应该标示出自己的道路ꎮ 俄罗斯与欧

洲的关系陷入僵局ꎬ若干重要领域的互利合作倒退了好几年”ꎮ③ 伊万诺夫清晰地挑

０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ꎬ陈锴译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７ 页ꎮ

[俄]安德烈Ｐ齐甘科夫:«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ꎬ关贵海、戴惟静译ꎬ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ꎮ

Игорь Иванов. В поисках общего дома /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ꎬ №１７５ꎬ ０９ августа ２０１７ꎬ Ｃ.１０.



明了:“情感因素”乃是近年来俄罗斯处理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关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因素ꎮ
如果说ꎬ这位老外长的表述比较含蓄和留有余地ꎬ那么俄罗斯瓦尔代论坛学术委

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则更为直接:特朗普上台以后ꎬ美俄关系“幻想破灭”的首要原

因ꎬ在于美国对俄罗斯的“轻视和不够尊重”ꎮ 他评论道:“特朗普完全按照自己的宗

旨行事ꎮ 无论竞选还是大选前ꎬ其政治言论的主旨都是———我们应当得到尊重(指美

国)ꎮ 如果有人不尊重我们ꎬ就强迫他们尊重ꎮ 打击叙利亚基地意在向所有人表明ꎬ
混乱和谦让的时代已经结束ꎬ美国也在参与博弈ꎬ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不能当其不存在ꎮ
在这方面ꎬ特朗普和普京的心理如出一辙”ꎮ① 卢基扬诺夫在其他场合也从相反的角

度证明ꎬ围绕着民族和国家尊严的情感因素ꎬ始终左右着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的对外

政策走向ꎮ 早在“美对俄制裁案”发生的一年多前ꎬ他就撰文指出:“为使俄美关系进

入另一个阶段ꎬ需要转变视角ꎬ克服冷战后出现的惯性ꎮ 对美国来说ꎬ这个惯性是高高

在上的傲慢观念ꎬ即俄罗斯无权‘固执己见’ꎬ应当接受自己的区域性国家的地位ꎮ 而

且ꎬ其边界线不是由俄罗斯说了算ꎬ而是在更重要的玩家所允许的范围内ꎮ 对俄罗斯

而言ꎬ这个惯性是把一切不幸怪罪到美国头上ꎬ虽有些痛苦但几乎相信美国占据了统

治地位ꎮ 这种潜藏的情结也是根源于冷战的结束”ꎮ 他更明确地补充道:“俄罗斯应

放下自卑情结ꎬ不要再力图证明自己ꎮ”②在卢基扬诺夫看来ꎬ俄罗斯人的“自卑情结”
正好就是渴望“尊严”与“荣誉”的另一面ꎮ 而且ꎬ这种卑怯和自傲相辅相成的心态在

美国也有同样的表现ꎮ 正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所指出的ꎬ对于美国而言ꎬ其高傲自

大的另一面ꎬ就是在“黑客案”、“通俄门”直至“对俄制裁案”中表现出来的“恐俄症”ꎮ
他认为:“俄美关系因‘恐俄症’而在走下坡路ꎮ”③

其实ꎬ美国学者中也不乏头脑清醒者ꎮ 哈佛大学谈判项目高级研究员布鲁斯阿

林曾在“美对俄制裁案”的白热化阶段撰文指出:在美俄关系中ꎬ“我们从一个又一个

案例中看出ꎬ不单单是利益ꎬ而且人类基本情感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ꎬ并导致着一

个又一个的行动和心理反应的循环ꎮ 普京总统感到气愤的是ꎬ美国向来只想给予俄罗

斯的不是盟国而仅是‘附庸’的地位”ꎮ 他还特别强调:“亚伯拉罕林肯有句名言:
‘我不喜欢那个人ꎬ但我必须要更好地了解他’ꎮ 即使在我国内战最激烈最痛苦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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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ꎬ林肯自己也能人性化地善待南方人ꎬ称他们是‘犯了错误的同胞’ꎮ”①

对国际关系中“尊严”、“荣誉”等一类范畴如何影响国际行为体的思想与行动作

出严格科学判断ꎬ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ꎮ 但是ꎬ围绕“美对俄制裁案”问题ꎬ各方资深

外交官和学者所提出的应该从“人类基本情感”着手分析原因的观点ꎬ具有重要意义ꎬ
尤其是在后冷战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之下ꎮ 既然ꎬ很难仅仅以武力争胜ꎬ那么围绕

“尊严”和“荣誉”一类的精神需求就很容易成为日常国际交往的重要内容ꎮ 同时ꎬ身
处现代信息社会的环境中ꎬ巨量而异常迅速的媒体传播ꎬ使得“尊严”、“荣誉”以及包

括“颜面”和“形象”等这样一类通常未必被充分重视的问题ꎬ也成为国际竞争中的一

个重要方面ꎮ 因此ꎬ美俄双方在新老媒体上事关双方颜面和形象尊严的口舌之争ꎬ就
不由自主地代替了当年战场上的殊死搏斗ꎮ

二　 ２０１７ 年美俄“制裁”危机的若干特点

与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多次制裁相比ꎬ２０１７ 年 ７－８
月间启动的这一轮制裁反映了当下美俄双方以及国际政治变化的若干新态势ꎮ

(一)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

２０１７ 年度新一轮对俄制裁法案ꎬ②较之前所有对俄制裁措施的政治态度更为明

确ꎬ涉及范围更为广泛ꎬ执行措施要严厉得多ꎬ 具体的程序性规定也更为周详ꎮ
第一ꎬ该法案强调ꎬ２０１７ 年对俄制裁案是对自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和 １２ 月、２０１５ 年 ４ 月、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等奥巴马时期发起的一系列对俄制裁案的延续ꎬ当
然也包括特朗普已胜选之后民主党政府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对俄实行的最近一轮制

裁案的所有内容ꎮ
第二ꎬ该法案明确表明ꎬ是按照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中所指明的“针对俄罗斯总

统普京于 ２０１６ 年命令发起的旨在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有影响力的行动”ꎬ才决定采取

相应的一系列制裁措施ꎮ 作为美国国会正式通过的单边制裁法案ꎬ指名道姓地把俄罗

斯总统普京作为“罪魁祸首”ꎬ可见其积怨之深ꎮ
第三ꎬ该法案特别明确地规定了一系列针对可能发生的美国总统旨在改变制裁法

２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①

②

Ｂｒｕｃｅ Ａｌｌｙｎꎬ“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ｕｓｔ Ｔｈｉｎｋ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ꎬ Ｊｕｎｅ ２２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ｒｇ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ｄｅａｌ－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ｍｕｓｔ－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２１２８０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Ｈ.Ｒ. ３３６４ꎬ Ａｎ Ａｃｔ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ｒａｎꎬ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ꎬ ａｎｄ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ꎬ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ｓ. 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ｉｌｌｓｔｈｉｓｗｅｅｋ / ２０１７０７２４ /
ＨＲ３３６４.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案内容的限制ꎮ 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在任何拟议行动之前ꎬ须向合宜的国会相关委员会

详细报告所有行动的内容、目的和原因等事项ꎬ并具体规定:如果总统的行动涉及美国

对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的任何重大改变ꎬ以及改变对俄制裁法案中对俄罗斯有关人员

和机构的制裁内容ꎬ必须首先分别向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报告ꎬ举行听证ꎬ并需经过

相应程序的同意ꎮ 而美国国会可以在 ３０－６０ 天的时间内拒绝总统的上述任何改变ꎮ

实际上这是对美国总统的外交权力ꎬ特别是对俄决策的权力做了重大限制ꎮ

第四ꎬ该法案针对所有具有以下行为的人员和机构进行制裁ꎬ其中包括:代表俄罗

斯政府破坏美国网络安全ꎻ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管道进行一定程度的投资ꎻ与俄罗斯国

防和情报机构进行“重大”交易ꎻ承诺或协助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ꎻ“重大”腐败行为ꎻ

为叙利亚政府提供武器支持ꎮ 另外ꎬ在提出制裁法案的美国两党议员看来ꎬ俄罗斯政

府任何国有资产私有化可能不公平地给政府官员或合作人带来好处ꎬ因此ꎬ在一年内

对此类私有化进程投资或促进投资 １０００ 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或者机构实施制裁ꎮ 由此

看来ꎬ美国对于俄罗斯国内私有化进程的立场也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ꎮ

第五ꎬ新制裁法案还提出ꎬ要求按照美国国务卿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指令ꎬ由财

政部长提交有关年度报告ꎬ针对接近普京本人和执政精英的俄罗斯核心政治人物和寡

头ꎬ将其年度收入水平ꎬ包括夫人、子女、家长等亲属状况ꎬ以及所有这些人士的公司股

份、投资、商业利益、资产、创收、连带海外开设企业的状况一一查明上报ꎮ 同时ꎬ制裁

法案呼吁限制俄罗斯在欧洲和欧亚地区的影响ꎬ要求美国总统必须提交关于“受俄罗

斯政府监控和资助的媒体”报告ꎬ说明这些媒体如何在欧洲和欧亚地区国家政治选举

中发挥影响ꎬ包括支持政党、候选人、游说集团及非政府组织的信息ꎮ 此外ꎬ国会还通

过了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度的名为“反俄罗斯影响基金”的 ２.５ 亿美元专用预算ꎮ①

就对俄制裁法案的内容来看ꎬ以下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其一ꎬ该法案的严厉程

度大大超过以往ꎻ其二ꎬ该法案几乎是一个专门针对美国总统本身的明确而周详的权

力限制ꎻ其三ꎬ该法案不仅是针对某一事件ꎬ而是对俄罗斯整个普京体制的系统性打

击ꎮ

(二)俄罗斯在高压之下的克制和隐忍

自从有关俄罗斯干预大选的信息被披露以来ꎬ美国政界和媒体的口诛笔伐接连升

温ꎮ 尤其在 ２０１７ 年春“通俄门”事发后ꎬ美国朝野舆论不断“发烧”ꎮ ７ 月两院通过对

俄制裁法案ꎬ美国反俄舆论升温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ꎮ 相形之下的一个鲜明反差是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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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冷静态度ꎮ 实际上ꎬ特朗普参选并提出调整对俄政策的意向以来ꎬ无论是俄罗斯

政府官员还是民众ꎬ无论是议会党团还是媒体学界ꎬ反应都比较稳健谨慎ꎮ 俄罗斯受

压多年ꎬ对一度可能出现的美俄关系缓转ꎬ未必真会无动于衷ꎮ 但自特朗普参选总统

这幕大戏一开场ꎬ不仅俄罗斯主流精英一再告诫舆论ꎬ美国大选的不确定因素殊多ꎬ美

俄关系调整的前程艰难ꎬ不容乐观ꎻ甚至议会党团中的日里诺夫斯基、久加诺夫等非执

政党领导人都一再表示:“不要美国人一有表示ꎬ我们马上就跟着转ꎬ显得俄罗斯无足

轻重”ꎮ①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奥巴马宣布对俄制裁之时ꎬ俄罗斯不仅没有对应的回击ꎬ普京反而

邀请美国外交官和家人到克里姆林宫做客共迎元旦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参议院通过制裁案

的当天ꎬ普京表示:“如你们所知ꎬ我们已足够地耐心和克制ꎮ 但我们需要作出回应ꎬ

不能无休止地容忍(美国)对俄罗斯蛮横无理的行为ꎮ”他说:“我们一直等待了很长时

间ꎬ也许事情会朝向好的方向发展ꎬ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会发生ꎬ但看起来好像不会在不

久的将来发生变化———我决定ꎬ现在是表明我们不会无动于衷的时候了ꎮ”②尽管俄方

充分意识到:“这早已不仅仅是新一轮制裁ꎬ而是对整个普京政权的更为严厉的态

度ꎮ”③但普京所使用的词语ꎬ从“等待”到“无动于衷”ꎬ从“也许”到“向好发展”ꎬ似乎

都不像在遭受无端打击下的激烈反应ꎬ而是力图把反应烈度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ꎮ 舆

论注意到:俄罗斯的反制措施ꎬ实际上是半年之前本该对奥巴马的制裁做出的一个迟

到的反应而已ꎮ 尽管俄罗斯的失望不言而喻ꎬ但俄方舆论始终寄希望于未来的转机ꎮ

正如俄罗斯联邦议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切夫所表示的:“继续恶化不可避免ꎬ

但是ꎬ并非没有出路ꎮ”俄罗斯评论家斯塔诺瓦亚认为ꎬ在这一时刻ꎬ克里姆林宫还是

希望在美俄之间ꎬ“不要烧断(保持交往的)桥梁”ꎮ④

直到 ８ 月 ２ 日特朗普正式签署对俄制裁法案之后ꎬ梅德韦杰夫总理通过“脸书”

发表了措辞尖锐激烈的评论:“希望与美国新政府改善关系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ꎬ

“一场全面贸易战将被引发”ꎮ 他特别强调:“特朗普政府以最丢脸的方式将其行政权

力拱手让给国会ꎬ表现出了完全的无能”ꎻ还警告:由于“制裁法案经整个法律程序而

形成ꎬ除非奇迹发生ꎬ这一法案将在今后几十年中发挥作用ꎬ因此ꎬ俄罗斯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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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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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一方面的表述ꎬ可参见 ２０１６ 年底至 ２０１７ 年初ꎬ俄罗斯国家杜马几次会议之后有关党团领袖的媒
体采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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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将会非常紧张”ꎮ 虽然ꎬ梅德韦杰夫的声明措辞强硬ꎬ但还是可以观察到ꎬ俄罗

斯总理是以个人“脸书”信息的形式ꎬ而非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发表自己的观点ꎮ 同

时ꎬ梅德韦杰夫“脸书”声明发表后ꎬ俄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明确做了补充说

明ꎬ除了已有的反制裁措施ꎬ俄方将不会有任何新的反制裁举措推出ꎮ 外长拉夫罗夫

又进一步声明:“我们还是要对俄美两国在所有互利和有利于国际安全、包括地区冲

突领域的合作ꎬ持开放态度ꎮ” ①这包括在 ２０１７ 年秋后美国宣布有关限制和制裁俄罗

斯在美使领馆和外交人员活动ꎬ以及对«今日俄罗斯»等俄罗斯媒体作出处罚决定之

后ꎬ俄罗斯的对应举措相对还是不那么激烈ꎬ仅限于就事论事ꎮ 总体看来ꎬ在美国异常

严厉的制裁措施之下ꎬ俄罗斯的克制和隐忍ꎬ成为本次“制裁”危机的一个特点ꎮ 同时

值得指出的是ꎬ一旦对美国执意推出“对俄制裁案”不抱幻想ꎬ俄罗斯对包括战略武装

力量在内的全面重新部署ꎬ同样也显示出强硬对抗到底的决心ꎮ
(三)“对俄制裁案”引发进一步的国际分化

鉴于“对俄制裁案”不仅针对俄罗斯一家ꎬ而且广泛涉及欧亚、中东、欧洲地区的

相关国家ꎬ因此ꎬ法案公布之后ꎬ其他许多国家反应强烈ꎮ
首先ꎬ这一对俄制裁法案ꎬ把俄罗斯与伊朗和朝鲜置于同一层面ꎬ比之奥巴马曾把

俄罗斯并列形容为伊斯兰国、埃博拉病毒等“三害之一”ꎬ有过之而无不及ꎮ 俄罗斯评

论家苏斯洛夫提出:最新的对俄制裁法案ꎬ“事实上ꎬ把俄罗斯捆绑在一个与朝鲜和伊

朗在一起的新的‘邪恶轴心’之内ꎬ这是一个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新冷战格局的提升ꎮ
虽然ꎬ新的制裁不会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比早先的一揽子计划更大的损害ꎬ但是ꎬ这一举

动标志着美国国内外政策和整个国际体系的一个分水岭”ꎮ 为什么对俄制裁法案会

成为这个分水岭呢?② 美国新制裁法案把俄罗斯、伊朗、朝鲜归为同一类惩处对象ꎬ大
大强化了人为进行敌我画线的恶劣倾向ꎬ从而成为提升“新冷战”现象的一个突出标

识ꎮ
其次ꎬ“对俄制裁案”出台前后ꎬ欧洲盟国表现出对这一法案的强烈不满ꎮ 欧盟委

员会主席容克(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Ｊｕｎｃｋｅｒ)在一个措辞严厉的声明中抨击华盛顿ꎬ他说:“美
国优先并不意味着欧洲的利益无关紧要ꎮ (欧盟委员会)今天得出结论ꎬ如果我们的

关切没有得到充分考虑ꎬ我们随时准备在几天之内采取适当行动”ꎮ 德国外交部发言

人马丁舍菲尔斯(Ｍａｒｔｉｎ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星期三(２６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制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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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事关德国工业对俄制裁不应成为美国维护产业政策利益的工具ꎮ”法国外交部

也发表声明表示:对俄新制裁是“治外法权”ꎬ“违反国际法”ꎻ“这项法案如果生效ꎬ无

论美国是否受到影响ꎬ都有权采取措施针对欧洲自然人或法人ꎮ 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美

国立法(或任何其他立法) 跨境影响ꎬ我们需要修改国家立法和完善欧盟的应对措

施ꎮ① 苏斯洛夫指出:“这是又一个前所未见的变化ꎮ 此前ꎬ反对多边主义的口号ꎬ主

要来自与美国传统体制并无太多关系的‘麻烦制造者———特朗普’ꎮ 但是ꎬ现在局面

又一次倒转了过来ꎬ国会山的建制派似乎成为颠覆传统大西洋盟友关系的祸首ꎬ而特

朗普反倒变成为一个‘传统的’总统———关心美国公司和美国盟友的利益ꎮ 这再一次

的颠倒说明:几十年来ꎬ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在实施国际制裁方面一向有着严格协调其

政策的传统ꎬ包括 ２０１４ 年以后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对俄罗斯制裁ꎻ但是ꎬ这一次ꎬ美

国和欧盟之间几十年来第一次因国际制裁问题而出现分裂ꎮ 这是大西洋关系崩裂的

又一个清晰证明ꎮ”②他指出的美国传统伙伴关系领域出现的混乱迹象ꎬ预示着人心向

背的重大变化ꎮ

事实上ꎬ“多中心世界”加速形成ꎬ其直接原因就在于“美国传统的建制派完全没

有准备好接受这一事实ꎬ也完全不准备去认真反思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大选失败的真正原

因ꎬ当然ꎬ也不会允许对国内和国际议程中的任何过失有任何反悔和体察之心”ꎮ③

(四)对俄制裁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宪政之争

８ 月 ２ 日ꎬ特朗普正式签署对俄制裁法令之前ꎬ观察家们曾有不少分析:其一ꎬ特

朗普如果断然否决新的制裁法案ꎬ会是一个严重的失误ꎮ 因为ꎬ这是绝大多数两党议

员投票支持的国会制裁法案ꎬ特朗普的否决毫无疑问会被推翻ꎮ 一般情况下ꎬ美国总

统不会想以破坏自己权威的方式升级美国的政治危机ꎻ其二ꎬ这是新一轮的“通俄

门”ꎮ 但是ꎬ特朗普的最亲密盟友及其家庭成员在被指控与俄罗斯“勾结”的情况下ꎬ

不想成为“俄罗斯保卫者”ꎬ也不试图修改法案或彻底将其埋葬ꎮ 这只会使特朗普处

于困境ꎬ甚至遭弹劾的可能性更大ꎻ④其三ꎬ另有人建议:让制裁法生效然而不附加总

统的签名———但这又会给人造成印象ꎬ似乎特朗普比较软弱ꎬ并且是束手无策ꎮ

因此ꎬ对特朗普来说ꎬ目前的做法可能是一个别无出路的选择:一方面签署法律ꎬ

不至于因此而与整个国会系统的两党议员闹翻ꎻ另一方面ꎬ通过发表一份总统声明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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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而理性地表明自己的立场ꎮ 尽管ꎬ此举也会激怒对手ꎬ但与其他选择相比ꎬ可能显得

较为有利、体面、平衡和留有余地ꎮ 人们发现ꎬ不仅这份总统声明经过律师的精心制

作ꎬ而且ꎬ相当接近国务卿蒂勒森有关对俄制裁问题经过深思熟虑的表态ꎮ

特朗普在声明中明确表示:“我赞成采取严厉措施惩罚和阻止德黑兰和平壤流氓

政权的不良行为ꎮ 我也支持表明ꎬ美国不会容忍干涉我们的民主进程ꎬ我们将支持我

们的盟友和朋友反对俄罗斯的颠覆和不稳定ꎮ”他说:“这就是为什么ꎬ自上任以来ꎬ我

已经颁布了对伊朗和朝鲜的新的严厉制裁ꎬ并支持现有的对俄罗斯的制裁ꎮ”同时ꎬ特

朗普话锋一转:“由于这是首次推出这一法案ꎬ我担心国会的许多方法ꎬ正在不恰当地

侵害行政权力ꎬ使美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ꎬ并伤害了我们欧洲盟友的利益ꎮ”①

特朗普特别强调:“该法案仍存在严重缺陷ꎬ特别是因为它侵犯了行政部门进行

谈判的权力ꎮ 经过七年的讨论ꎬ国会甚至无法就医疗保健法案进行谈判ꎮ 通过限制行

政执行权的灵活性ꎬ这项法案将使得有利于美国的交易难以推进ꎬ反而推动中国、俄罗

斯、朝鲜更紧密地走到一起ꎮ 我们的宪法制定者们把外交事务交到了总统手中ꎮ 这项

法案将证明ꎬ这是一个智慧的选择ꎮ”他表白道:“尽管有这些问题ꎬ我还是出于民族团

结的考量而签署了这项法案ꎮ 因为ꎬ它代表了美国人民希望看到俄罗斯采取措施改善

与美国关系的意愿ꎮ 我们希望两国在重大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ꎬ以使这些制裁将不

再必要ꎮ 此外ꎬ该法案向伊朗和朝鲜发出了明确的信息ꎬ即美国人民不会容忍他们的

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ꎮ 美国将继续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密切合作ꎬ以监控这些国家

的恶意活动ꎮ”②

特朗普相当自信而又不无揶揄地表示:“我确实建立了一个价值连城的真正伟大

的公司ꎮ 这是我当选的很大一部分原因ꎮ 因而ꎬ作为总统ꎬ我可以比国会做得更好ꎮ”

看来ꎬ相对于对特朗普的漫无节制的简单批评ꎬ这位新任美国总统还是交出了一张比

较能够应付国内各方挑战的答卷ꎮ 第一ꎬ特朗普的这一声明并没有直接和具体地批评

俄罗斯ꎬ这意味着ꎬ声明暗含的意思是:俄罗斯并没有足以值得被进行制裁的行动ꎮ 同

时ꎬ这份声明明确把俄罗斯区别于朝鲜和伊朗ꎮ 特朗普显然认为ꎬ后两者应该被处罚ꎬ

而俄罗斯则不然ꎮ 第二ꎬ该声明在字里行间中暗示ꎬ特朗普政府将寻求避免过度严格

执法的措施ꎬ以免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和美国的欧洲盟友的利益ꎮ 面对美国国内企业

和欧洲企业对制裁的一片反对声ꎬ显然ꎬ特朗普的表述与美国国会通过的制裁案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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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ꎬ更在于挽回人心ꎮ 第三ꎬ美国总统声明中最重要之点ꎬ乃是明确表示制裁法侵犯了

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特权———美国总统才是国家外交政策的领导者ꎮ 不少评论认为:

特朗普签署法案完全不意味着放弃与国会的长期较量ꎮ 其一ꎬ有关国会和总统之间的

外交决策权力之争ꎬ始终会伴随整个“制裁案”而发生作用ꎻ一旦府院之争难以休止ꎬ

最高法院出面干预是极有可能出现的局面ꎮ 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宪政制度也难料会

发生怎样的变化ꎮ 其二ꎬ特朗普不会甘心于这场府院之争中所受到的牵制ꎬ不会放弃

一切反击的可能性ꎮ 与此同时ꎬ“通俄门”的黑箱依然是特朗普头上的悬剑ꎬ特朗普团

队和家族成员一个又一个被调查出局和限制自由ꎬ并非是好兆头ꎬ至少预示着 ２０１８ 年

中期选举的血腥搏杀正在拉开帷幕ꎮ

从特朗普对制裁案所作的正式反应来看ꎬ行政当局和国会之间的这场宪法大战实

际上已经拉开序幕:问题已经远不仅限于是否需要对俄罗斯继续进行制裁ꎬ甚至也不

仅仅关涉到底是美国总统还是国会具有更大的外交决策权ꎬ还在于美国大选的结果是

否导致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美国决策模式的改变ꎮ

三　 “制裁”危机对未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走向的影响

在探讨“美对俄制裁案”会对未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ꎬ以及对国际转型带来何种

影响这一问题之前ꎬ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ꎬ乃是国际制裁的合宜性ꎬ而后才是这类制裁

的效用问题ꎬ包括对俄罗斯以及今后大国关系的影响ꎮ

(一)关于“对俄制裁案”合宜性问题的思考

关于国际制裁问题ꎬ国际学术界有不少研究和争议ꎮ 与本题相关的主要是以下三

个问题ꎮ

第一ꎬ关于国际制裁的目的性ꎮ 学界大体上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认为: “制裁是

针对一个或多个国家采取的强制性措施ꎬ试图强迫目标国改变政策或者至少表达制裁

国对目标国政策的一种观点ꎮ”①另一种观点认为: “制裁是一种通过威胁或处罚影响

不法行为者的消极措施ꎮ” ②这两种观点的区别在于ꎬ后者针对的是“不法行为者”ꎬ而

前者并没有强调受制裁国家的行为是否“非法”ꎬ而只是“试图强迫目标国改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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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表达制裁国对目标国政策的一种观点”ꎮ 自 １８ 世纪中叶以来ꎬ制裁更多地被认

为是一种通过惩罚来改变一种行为的手段ꎬ被制裁者是否违反法律ꎬ不再是制裁的前

提条件ꎮ① 换言之ꎬ无论受制裁对象国的行为是否合法ꎬ并不妨碍实行国际制裁ꎮ 国

际法领域的现状在国际制裁问题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争议空间ꎮ

第二ꎬ国际制裁的功能性问题ꎮ 相当长时期内在西方制裁研究领域居于主流地位

的“实力政治路径”理论ꎬ基于现实主义政治原则ꎬ持有这样的见解:制裁越有力、对制

裁目标国须施加足够有杀伤力的惩罚ꎬ才能促使对象或者自己实行自我约束ꎬ或者在

民众压力之下要么改变现行政策、要么被民众推翻ꎬ以实现制裁的目的ꎮ “公共选择

路径”下的国际制裁理论认为:鉴于被制裁的对象一般为复杂结构的行为体ꎬ因此ꎬ需

要精准选择制裁对象ꎻ选择的依据是以民主还是集权体制这样的意识形态划分方式ꎮ

第三种“决策分析路径”ꎬ对制裁国ꎬ侧重于分析决策者和决策集团策动、制定、中止、

结束制裁的动因ꎻ而对被制裁国ꎬ侧重于研究受制裁国的抗拒意志、对策和潜能ꎮ② 总

体而言ꎬ传统的制裁研究把侧重点放在制裁目的、制裁有效性、制裁时长、制裁后果等

功能性问题之上ꎮ 换言之ꎬ对国际制裁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是否合宜的问题ꎬ也并

没有形成多少共识ꎮ

第三ꎬ从国家行为实践的历史来看ꎬ在国家间的交往中ꎬ采用强制性经济制裁或行

政制裁的做法ꎬ已经是作为发起制裁国认为受到不公或非法待遇时相当惯用的手段ꎮ

迄今为止ꎬ还没有任何新颁行的国际法能够对此加以禁止ꎮ 问题在于ꎬ冷战结束之后

的现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大量使用经济强制制裁以惩罚对手ꎬ似乎制裁已经成为一种

公认的各国都可以接受的国际规则ꎮ③ 但实际上ꎬ制裁措施的运用ꎬ还存在大量争议ꎮ

国际制裁具体功能问题的研究虽需要具体而实证的考察ꎻ一国对于另一国实行制

裁或者反制裁ꎬ国际法的规范也的确没有提供普遍接受的共识ꎮ 但是ꎬ如果忽略了首

先需要关注国际制裁的合宜性问题ꎬ那么ꎬ在冷战后国际局势和大国国内局势异常复

杂的条件下ꎬ其后果是难以估量的ꎮ

“美俄制裁案”过程中的合宜性考量尤其不容忽视ꎮ 当一国内部政治进程ꎬ特别

是在大选或政治更替这样的关键时刻ꎬ一旦受到外来干预ꎬ无疑有必要严肃而坚决地

９１　 “对俄制裁案”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Ｋｉｍ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ｏｓｓａｌꎬ“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Ｌｅｙ￣
ｔｏｎ－Ｂｒｏｗｎ ｅｄ.ꎬ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６ꎬｐ.１１ꎻ转引自简基松等: “美国
对俄罗斯经济制裁之国际法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ꎮ

刘建伟:“国际制裁研究:路径、议题及不足”ꎬ«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ꎮ
Ｓａｒａｈ Ｐ. Ｓｃｈｕｅｔｔｅꎬ“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Ｒ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ｃｔ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３５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Ｉｎｔ’ ｌ Ｌ.Ｊ. (２００１)ꎬ ｐ.２３１ꎻ转引自简基松等:“美国对俄罗
斯经济制裁之国际法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ꎮ



加以反对ꎮ 但从现有处理来看ꎬ在俄罗斯政府是否参与“黑客干预大选”问题上双方

还存有尖锐分歧ꎬ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公开表示相信俄方辩驳理由的情况下ꎬ都不

分青红皂白地以前所未有的“全面制裁”＋“精准制裁”方式对俄施压ꎮ 这说明ꎬ这一类

制裁一定程度上更在意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ꎬ或是显现西方国家居高临下、以制裁作

为合法工具维护其霸权和优势地位的未曾言明的动机ꎮ 圣彼得堡大学康斯坦丁库

德雷教授认为:“对俄制裁法案ꎬ在国际制裁方面创造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先例ꎮ 首先ꎬ
由美国行政部门实施的国际制裁现在具有了法律效力ꎮ 此外ꎬ该法还规定了一种扩大

制裁的机制ꎬ可以对第三国的法人和个人实施制裁ꎬ事实上这些国家的个人与俄罗斯

的关系并不适用于美国法律ꎮ 但该法律规定:不迟于这一法律颁布之日起 １８０ 天内ꎬ
此后每年美国政府各部门和机构将向国会提交报告ꎬ提出对俄罗斯著名政治家、官员、
商人和某些家庭成员实施个人制裁的理由ꎮ 法律并没有说明这些报告中提到的所有

人都会自动受到制裁ꎬ但实施制裁的机制是显而易见的ꎮ 毫无疑问ꎬ报告中提到的所

有人的国际活动都会遇到一些困难ꎬ而对他们实施的制裁可能是长期的ꎬ甚至是终生

的ꎮ”①

这里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制裁的公正性问题ꎬ也即是否有必要对类似的对一国内部

政治进程的外来干预ꎬ都要实施一视同仁的制裁? 专门研究谈判问题的哈佛大学教授

布鲁斯阿林曾坦言:“过去苏联人从未指责华盛顿干预他们的选举活动ꎬ因为ꎬ那时

候苏联不存在认真严肃的选举ꎮ 现在ꎬ俄罗斯人指责美国 １９９６ 年侵犯了他们的主权ꎬ
当时ꎬ美国人确实帮助叶利钦转败为胜ꎬ最终登上总统宝座ꎮ”这位教授补充道:“华盛

顿在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中继续支持他们看中的反对派ꎮ
俄罗斯人认为:乌克兰发生的‘颜色革命’是美国支持的异常‘政变’ꎮ”②这位哈佛大

学教授至少提出了一个难以规避的问题:如果俄罗斯黑客干预了美国总统大选ꎬ当受

处罚ꎬ那么ꎬ如此之多主权国家最高层的政治更替都确凿无误地受到了美国的干预ꎬ那
么ꎬ究竟该如何处置? 应该基于所谓现实主义“实力政治”的原则ꎬ谁更强大ꎬ谁就有

权利对他者实施制裁? 或者应该基于“公共选择路径”的原则ꎬ通过划分“民主”和“集
权”体制来解决纷争? 显然ꎬ在国际法领域对于国际制裁还存有大量争议、在“黑客干

预”、“通俄门”等一类案件还有大量事实有待廓清ꎬ特别是在国际转型期如此复杂的

国际国内多种利益交织的背景下ꎬ制裁措施的合宜性问题ꎬ事关重大而不容忽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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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俄制裁法”将如何影响俄罗斯内外进程?
２０１７ 年夏天美国通过的对俄制裁法ꎬ标志着美国在最高层次上以最为集中的方

式ꎬ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ꎬ对俄持有对立和压制的态度ꎮ
首先承受压力的是俄罗斯经济部门ꎬ尤其是能源部门ꎮ 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变化

是ꎬ冷战结束以后ꎬ美欧一直把俄罗斯能源部门视为合作伙伴ꎬ而不是竞争对手ꎮ 争议

只是集中在俄罗斯天然气价格问题ꎬ甚至乌克兰危机之后ꎬ西方制裁只是集中于限制

俄能源企业的设备进口ꎮ 但是ꎬ页岩气革命之后ꎬ美国已经开始出口自己的液化天然

气ꎬ俄罗斯能源公司正成为它的直接竞争对手ꎮ 现在的争议问题已经不是价格问题ꎬ
而是通过制裁整个取代俄罗斯能源的出口ꎮ

来自西方的第二个打击是阻断俄罗斯的海外资金链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时ꎬ制裁主

要表现为对俄罗斯海外融资能力的限制ꎬ据估算大约有 ６００ 多亿欧元筹资来源在当时

被切断ꎮ ２０１７ 年美国的对俄制裁法案不仅出于经济原因ꎬ而且出于安全考量ꎬ对所有

进入国际市场的俄罗斯企业ꎬ不分国有、私有一律采取限制措施ꎬ冻结银行账号、封锁

贷款机会ꎬ进一步加深了俄投融资的困难ꎮ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布了关于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俄产能下滑的报告ꎬ透露在这 ２５ 年里俄全国固定资产损失幅度堪

比二战期间损失ꎬ为了弥补这些损失ꎬ需要投资的总额达 ２７－２８ 万亿卢布(合 ４０００ 多

亿美元)ꎮ “对俄制裁案”在金融领域对俄罗斯的打击ꎬ至少使俄罗斯在今后一个相当

长时段内难以摆脱危机ꎮ①

对俄制裁的经济后果显然受到政治影响的推波助澜ꎮ 从较长趋势来看ꎬ“对俄制

裁法”改变的是冷战结束以来美俄双方再也不把对方视为敌人的基本原则ꎮ 在圣彼

得堡大学康斯坦丁库德雷教授看来ꎬ“不再敌对”这一原则是 １９８９ 年美苏马耳他会

晤、１９９２ 年戴维营宣言所多次强调的ꎬ也是 １９９７ 年俄罗斯与北约基本文件中所规定

的立场ꎮ 而今的“对俄制裁法”则把俄罗斯视为与伊朗和朝鲜一样的敌人ꎮ②

从外交和战略方面而言ꎬ“对俄制裁法”不仅承担责任保护北约和欧盟盟友ꎬ而且

制裁法确认将帮助所有希望加入北约的国家:西巴尔干国家、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

克兰ꎮ 库德雷认为ꎬ文件尽管没有直说ꎬ但是很显然ꎬ美国会把这些国家发展成为虽不

是北约正式成员但属于共同体的一分子ꎮ 美国国会宣布ꎬ将永远不承认俄罗斯合并克

里米亚ꎬ并要求莫斯科撤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ꎬ改变对乌克兰东部和德涅斯特河沿

岸的政策ꎬ并停止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ꎮ 这一清单比早先要求俄罗斯执行«明斯克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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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作为规范和解除制裁的条件要多得多ꎮ①

诚然ꎬ俄罗斯经济的巨大潜能、普京继续主政后政治持续稳定的能力ꎬ包括俄罗斯

强劲的军事战略实力和外交领域的丰厚积累都会有力抵御美国的制裁ꎮ 但在一个较

长时期内ꎬ俄罗斯内外环境都处于外部沉重压力之下ꎬ不利于俄罗斯复兴和国际地位

的恢复ꎮ 诚如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所言ꎬ俄美关系是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最大的失

望ꎮ② 俄罗斯人———从精英到平民———的尊严和心理所受的打击ꎬ也都会在一个较长

的时期内影响其对美国和西方关系作出调整的可能ꎮ

(三)对俄制裁案多大程度上影响美、欧、俄关系走向?

美对俄制裁案生效后ꎬ显然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会受到全面的影响ꎮ 在美俄关系下

降到冷战后历史最低水平的同时ꎬ备受关注的欧俄关系将如何发展呢? “对俄制裁

案”在对俄打击的同时ꎬ对俄罗斯与欧洲ꎬ特别是与德国的能源合作给予限制ꎬ这将在

多大程度上ꎬ给欧俄关系带来调整的机会呢?

一方面ꎬ直至 ２０１８ 年初ꎬ都不乏欧洲人士对美制裁俄罗斯的批评之声ꎮ 建立于

１９５２ 年的德国东方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人沃尔夫冈比歇勒认为:“自 ２０１４ 年对俄实

行制裁以来ꎬ俄罗斯与欧盟方面共损失了超过 １０００ 亿欧元的资产ꎮ 其中俄罗斯承担

了 ６０％ꎬ而欧盟承担了 ４０％的损失ꎮ”在美国财政部“克里姆林报告”提出可能遭受制

裁的 ２００ 人名单之后ꎬ这位商界领导人进一步表示:“希望冲突能够降级ꎬ只通过外交ꎬ

而不是制裁来解决分歧”ꎮ③ 俄前外长伊万诺夫也曾有明确的评论:“欧洲主要国家的

政客们对美国宣布新一轮制裁并没有保持沉默ꎬ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很清楚ꎮ 实际

上ꎬ这和俄罗斯并没有太多关系ꎮ 相反ꎬ倒是特朗普政府凸显并加剧了美国及其欧洲

盟国的根本利益分歧ꎮ”④

但是ꎬ另一方面ꎬ自乌克兰危机到“对俄制裁案”ꎬ一直有看法认为ꎬ美国对俄制裁

伤及欧洲利益ꎬ因此ꎬ欧洲国家ꎬ特别是与俄罗斯共建北方管道的德国ꎬ会带头对美国

的制裁提出挑战ꎮ 然而ꎬ事实进程还是较之这样的简单推理要复杂得多ꎮ 多年以来ꎬ

欧洲与美国虽然相互间猜忌与批评不断ꎬ大西洋盟友关系也确实在衰减过程中ꎬ但毕

竟还得以维持ꎮ 而问题的另一面ꎬ欧洲国家在经历内部深刻动荡之际ꎬ仍然对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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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政治影响扩展保持警惕ꎬ也继续实施乌克兰危机后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措

施ꎮ 俄欧关系并没有因“对俄制裁案”而发生戏剧性的改变ꎮ 俄罗斯资深战略家曾经

断言: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调整不太可能在最近的三四年中发生ꎮ① 但与此同时ꎬ俄

罗斯与欧洲出于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ꎬ依然处于相互之间斗而不破的状态ꎮ

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ꎬ随着双方经济逐渐复苏ꎬ俄欧双边贸易增长了四分之一ꎬ俄罗斯贸易

流转的一半份额是面向欧洲ꎮ 俄罗斯提交和获得申根签证的人数ꎬ依然处于第一位ꎮ

来自俄罗斯的赴欧洲留学生依然超过世界上任何地区ꎮ 尽管欧俄双边关系僵持ꎬ但文

化、教育、科技合作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ꎮ 总之ꎬ美国“对俄制裁案”既没有阻止大西

洋联盟的传统合作的渐趋松弛ꎬ也没有遏制住欧洲希望发展与俄罗斯合作的总趋势ꎮ

未来的俄罗斯与欧洲关系将会出现怎样的前景呢? 虽然对欧俄关系预测的文献

不在少数ꎬ但是相形之下ꎬ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科尔图诺夫教授最近提出以四

种场景为基础的预测ꎬ较为全面地勾画了在 ２０１８－２０２４ 年这六年之中的未来事态发

展的线索和路径ꎬ也较富创意地描画了多种取向的未来前景ꎮ 这四种趋向虽然都不是

实际的进程ꎬ却在过去和未来的内外事务的对接中ꎬ在不同外部环境和各自主观意志

的驱动下ꎬ存在着可以被转化成为现实的可能性ꎮ 同时ꎬ未来欧俄关系很难会是这四

种模式的纯粹搬演ꎬ而是会在四种模式提出的事态发展的机理之下出现各种变异和转

型ꎮ

科尔图诺夫教授提出的第一种预测是:“无人主导的空间”ꎮ 其内涵为:在今后六

年中ꎬ俄欧有可能不准备对所面临的挑战作出任何具有历史意义的回应ꎮ 欧盟依然虚

弱、涣散、成员之间矛盾凸显ꎬ无力推进真正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改革ꎮ 欧盟最主要国

家———德国将会更多聚焦于内部事务ꎬ而不是欧洲共同事务ꎮ 俄罗斯将尽一切可能避

免冒险ꎬ而把艰难的结构性改革推迟到 ２０１８－２０２４ 年这一政治周期的交替阶段ꎮ 至

于出现有利的能源行情、力求适应全球经济变化、优化进口替代政策和大部分居民支

持继续实施社会政治稳定政策等目标ꎬ很可能会是整整下一个十年的俄罗斯的努力方

向ꎮ 在这样的条件下ꎬ推动欧俄合作的意愿受到限制ꎬ在较长时段内ꎬ会是俄欧双方

“各自短拙之处的互相平衡”ꎮ 当然ꎬ俄罗斯希望弱化来自欧洲的制裁ꎬ但 ２０１８ 年难

有起色ꎮ 因为制裁仍是推动欧盟政治统一的为数不多的象征ꎮ 欧俄共同的邻居———

乌克兰将会“遭殃”ꎬ甚至即使是顿巴斯获得暂时的停火ꎬ欧俄关系也没有多大发展空

间ꎮ 欧盟方面没有多少资源可用来投入乌克兰的“马歇尔计划”ꎬ而乌克兰加入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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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几乎不可能实现ꎮ 俄罗斯也尽量与这位难以预测并怀有敌意的邻居保持距离ꎮ

欧盟实际上并不希望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发挥显著的影响ꎮ 因为在这一领域ꎬ还是美国

发挥关键的作用ꎮ 倒是在与中国合作这方面ꎬ欧洲和俄罗斯可以走得更近ꎮ

科尔图诺夫提出的第二种预测:“新冷战:强大的欧洲 ｖｓ 惰性的俄罗斯”ꎮ 这一预

测包含着这样的场景ꎬ双边关系权重自然会偏向欧洲ꎮ 但前提是ꎬ欧盟领导人能够扭

转欧盟分化的颓势ꎻ英国顺利完成与欧盟的谈判ꎬ并依然是欧盟的好伙伴ꎻ先前的民粹

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会遭受失败ꎻ欧洲政党政治体系能够有所起色ꎻ欧盟能从美国获

得部分“战略自治”ꎻ欧盟经济将更富于创新和竞争力ꎮ 而俄罗斯如果依然按照上述

第一种情景演进ꎬ那么ꎬ欧洲将会采取“遏制”战略来对待俄罗斯ꎬ欧洲会加大与乌克

兰、外高加索和中亚等地的合作ꎬ甚至会在叙利亚、伊朗乃至朝鲜半岛事务中进一步发

挥影响ꎮ 而俄罗斯居民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心态就会继续强化ꎬ欧洲在全球和地区事

务中的力量上升和俄罗斯的衰退将不可避免ꎮ

科尔图诺夫提出的第三种可能前景:“分裂的欧盟 ｖｓ 改革的俄罗斯”ꎮ 在这一模

拟前景下ꎬ欧盟依然处于优柔寡断、分裂涣散的局面ꎮ 而俄罗斯改革则取得突破性进

展:公共管理大幅改善ꎻ腐败减少ꎻ企业活跃ꎬ每年经济以 ４－５％的幅度增长ꎬ在某些方

面俄罗斯成为世界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带头人ꎮ 俄罗斯实力的恢复大大拓展了它在欧

亚空间的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得到巩固ꎬ并向欧洲地区扩展ꎬ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双边关

系都能稳定ꎬ欧洲对俄制裁减轻ꎮ 同时ꎬ俄罗斯将稳步向东方转移ꎬ中俄间的不平衡发

展将会逐渐缩小ꎬ“大欧亚”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会深化ꎬ中俄的发展对欧盟内部

离心倾向的刺激会增大ꎮ 俄罗斯在区域和全球事务中的力量上升ꎮ 这时ꎬ平衡的权重

倒向俄罗斯ꎮ 俄罗斯的增长和欧盟的下滑将会同步发生ꎮ

科尔图诺夫所描绘的第四种场景是指“两个大欧洲的同时并存:稳固的欧盟 ｖｓ 改

革的俄罗斯”ꎮ 这一组预测指的是可能出现一个克服自身困难、增加了自信的稳固的

欧洲ꎬ同时面对一个经过改革焕发了力量、雄心勃勃谋求发展的俄罗斯ꎮ 实际上ꎬ这一

情况在新世纪短暂的时间里ꎬ并非没有出现过ꎮ 即在新世纪之初ꎬ地缘空间急剧扩展

的欧盟与在世界能源价格行情暴涨中获利的俄罗斯曾迎头相撞ꎮ 历史表明ꎬ这种情况

并非不能重演ꎮ 但是ꎬ当下的欧盟经历了内外危机ꎬ已经没有了早年地缘空间和“普

世价值”扩张时的志得意满ꎬ而俄罗斯历经打击ꎬ丧失了支持高速经济发展的能力ꎮ

这种相同的境遇反而会推动双方开始在经济领域合作ꎮ 因此ꎬ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

性:一个重新稳固的欧盟和一个经过改革焕发活力的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一

起)ꎬ成为大欧洲相互联系和支撑的两根支柱ꎮ 尽管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有着诸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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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不均衡ꎬ但随着改革的推进ꎬ这种不均衡会逐渐缩小ꎻ俄罗斯会充满自信地承认一

个强大而稳定的欧盟ꎻ而欧盟则会把欧亚经济联盟作为自己的天然伙伴ꎮ 届时ꎬ乌克

兰也会在欧洲两大巨人之间发挥真正的桥梁作用ꎮ 当然ꎬ这一前景不会在 ２０２４ 年前

到来ꎬ还需要好几个十年的时间ꎮ 无论进展快慢ꎬ欧盟和俄罗斯将不仅在地区事务ꎬ而
且会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ꎮ①

虽然ꎬ科尔图诺夫的预测带有大胆想象的成分ꎬ但四种预测的推演逻辑ꎬ确实并非

空穴来风ꎮ 关键还是取决于欧俄关系实施的内外环境ꎮ 一方面ꎬ美俄关系依然是一个

左右欧俄关系走向的十分重要的因素ꎮ 不太乐观的判断是ꎬ在以“对俄制裁案”为路

标的美俄关系于相当长时段内难以恢复的情况下ꎬ欧俄关系很难有令人欣慰的进展ꎮ
另一方面ꎬ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前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所指出:当“欧洲依然是

美国在全世界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者和最大的盟友群”的时候ꎬ“８８％的德国

人说ꎬ德国的首要防御伙伴应该是欧盟而不是美国”ꎻ“６２％的德国人对美国持负面看

法”ꎮ② 显然ꎬ这样一种局面还会对俄罗斯与欧美整个西方关系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ꎮ
总体来看ꎬ“对俄制裁案”还在推进和实施过程中ꎬ这一事件无论对美国宪政体制

沿革还是对即将到来、几无悬念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带来何种影响ꎬ也无论会怎样左右

大国关系的合纵连横以及作用于未来国际秩序的重构ꎬ都是新世纪国际变化中值得深

入观察的一个重要领域ꎮ 因为ꎬ这一事件进程聚合着国际国内复杂演变中许多新因

素ꎬ比如网络空间的作用、“后真相式”的政治行为特征以及国际政治中久违了的“尊
严”和“荣誉”这一类被遗忘的人类情感因素ꎮ 而且ꎬ在这样的崭新背景之下ꎬ原来行

之有效的国际机制的功能或者处于式微ꎬ或者几乎归零ꎬ甚至产生难以逆料的结果ꎬ比
如国际制裁、传统价值观念形态和管理模式ꎬ以及传统的结盟关系ꎻ其中包括传统的战

争形态都发生了变异ꎮ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面目全非的、难以辨认方向的新时期

的渐渐来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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