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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强国梦为何磕磕绊绊
乌克兰和俄罗斯近日在刻赤海峡的冲
突，引发人们对乌克兰国力和国运的议论。
乌总统呼吁北约派军舰抗俄、动员 20 万预
备役“防御国土”，让很多人感慨：曾经拥有
航母的乌克兰为何沦落到今天的地步？有
“欧洲粮仓”
“欧亚棋盘上的重要地带”之称
的乌克兰曾是“苏联工业布局最完整的加盟
共和国”，现在是欧洲领土面积第二大国，人
均 GDP 却跌落到世界第 130 位上下。夹在俄
罗斯和西方争斗之间、不断上演“寡头模式”
和“广场革命”，这些外因和内因让乌克兰民
众很无奈。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可以目睹
一个伟大乌克兰的诞生。”这是乌克兰前总
理、
现乌克兰祖国党主席季莫申科等人的
“强
国梦”
。
然而她为参加明年大选提出的竞选口
号
“乌克兰的未来在欧盟，
乌克兰的安全在北
约”
被看成是
“复制粘贴”
主要竞争对手、
现总
统波罗申科的立场。这或许表明，无论谁赢，
乌克兰的发展之路都将继续经受考验。
独立 27 年，
由乐观到悲观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有着千年历史
11 月 21 日，在乌克兰日托米尔附近，乌克兰总统
的比切尔修道院里，彼得·斯托雷平的墓前
波罗申科（前左）出席空降部队演练。 新华社/路透
一年四季鲜花总是不断。这位沙俄晚期著名
政治家说过一句名言：
“给我20年的内外安定
独 立 27 年 后 ，2017 年 乌 克 兰 人 口 比
法国学者雅克·萨皮尔看来，
处在俄罗斯与西
局面，
俄国将会令世人刮目相看。
”
可惜的是， 1991 年下降 20%。如果考虑到克里米亚和东
方夹缝中的乌克兰，
只有在俄与西方达成真正
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的第三年——1911 年 9
部两个州脱离乌克兰中央政府控制，年轻人
和解之时，
才有望脱离忽东忽西的战略困局。
月，
斯托雷平作为首相陪同沙皇尼古拉二世视
外流出国等因素，人口减少超过 1000 万。大
其次，乌克兰独立以来，在转轨过程中
察乌克兰时在基辅市中心遇刺身亡。
斯托雷平
量的乌克兰人选择去周边国家打工，东部地
形成独特的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模式，普通
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埋葬他的地方后来成为
区的乌克兰人一般多选择去俄罗斯，而西部
民众并未从转轨中真正获益。乌克兰 zn.ua
“苏联工业布局最完整的加盟共和国”
。
地区的人则更愿意去波兰、匈牙利、德国、奥
新闻网今年一篇题为“乌克兰 2018：失败原
1991 年，刚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乌克兰
地利等国。
因与成功机会”的评论文章认为：乌克兰失
共和国踌躇满志，从上到下都对国家和个人
2017 年末，乌克兰首任总统克拉夫丘
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无法消除阻碍经济发
的前途感到十分乐观。苏联解体前夕，乌克
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对现在这个
展、将国家和经济逼到破产边缘的腐败的官
兰面积仅占全苏联的约 3%，却创造了全苏
状况当然不满意，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
僚—寡头体系。文章强调，乌克兰仍有复兴
联 25%的生产总值。1990 年，乌克兰向整个
下滑；腐败问题尚未克服；还有克里米亚问
的可能，因为国际社会不会允许在欧洲大陆
苏 联 供 应 的 食 品 比 例 是 ：糖 83% 、通 心 粉
题解决之道也十分艰难……国家处于非常
长期存在一块失控的、不断溢出灾难的土
86%、植物油 55%、糖果 52%、肉类 25%。曾任
困难的地步”
。
地。无论是无法正常运转的低效率政治模
苏联《劳动报》驻乌克兰记者站首席记者的
乌克兰向何处去，
乌克兰向何处去
，
先看明年大选
式，还是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这些并不是
斯坦尼斯拉夫这样告诉记者：
“苏联时期乌
“我们最了解自己的历史和优势，现在
乌克兰独有的症状，只是失去免疫力的乌克
克兰被称为‘全苏联的奶牛，有些乌克兰生
需要的是慢慢发展自己，恢复或者说变成欧
兰，成了“病情最重”的病人之一。文章还呼
产的副食品甚至在基辅都买不到，却专门定
洲的一个强国。”乌克兰前总理、现乌克兰祖
吁国际社会应致力于帮助乌克兰“恢复健
向输送给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大家都说不是
国党主席季莫申科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
康”，并根据乌克兰的经验和教训解决世界
苏联在养活乌克兰，而是乌克兰在养活着整
样表示。她还强调，在乌克兰成为强国的过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个苏联。
”
程中，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
乌克兰的寡头模式兴起于私有化高歌
“大家想着凭借乌克兰肥沃的黑土地，
有俄罗斯媒体近日分析，俄乌在刻赤海
猛进的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家独立初期，
雄厚的经济基础、工业基础、科研基础，以及
峡爆发军事冲突的时机或与乌克兰明年 3
那些接近国有经济资源的企业管理层和政
高素质的人口，用不了 20 年我们就会崛起
月 31 日举行总统大选有关。目前，乌各派政
府官员以私有化之名，在一片混乱中完成对
成为东欧的德国。”这位乌克兰同行和大多
治势力都喊出响亮口号，提出解决当前国家
国有资产的瓜分。一夜之间，乌克兰出现一
数同胞以及乌克兰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的
困境的方案。现总统波罗申科的竞选口号是
个被人称作“寡头”的超级财富阶层。寡头们
想法一样，认为乌克兰条件这么好，如果没 “军队、语言、信仰。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是
先是控制国家的经济资源，随后又逐渐卷入
有苏联这个包袱、不再向整个联盟源源不断
乌克兰！”季莫申科的竞选海报上写着“乌克
政治，或亲自出马在政治体系中担任议员、
地输血，日子只会越过越好！独立之初，乌克
兰新的征程，每个人有新的机会”。西部右翼
高官，或寻找代理人实现其政治意图。以前
兰确实有着足够的自信。1992 年乌克兰人
政党干脆打出“乌克兰的未来——没有寡
总统亚努科维奇背后的寡头阿赫梅多夫为
口 5200 万，粮食产量 4000 万吨。乌克兰当时
头”这样对底层民众颇有号召力的口号。现
例，这个一度以 46 亿美元资产位列福布斯
的人均 GDP 甚至接近中国人均 GDP 的 4
任最高拉达议员、激进党党首利亚申科更是
全球财富排行榜 359 位的寡头在乌克兰拥
倍。乌克兰还继承了部分“苏联遗产”：大量
被指照抄普京的竞选海报口号——“强有力
有能源、电信、银行、媒体业务、零售业、房地
的部队、武器装备及战略储备物资，其中包
的总统，强有力的国家”
。
产等领域 100 多家企业的控股权。亚努科维
括 78 万名现役军人、6500 辆坦克、7150 辆装
谈到大选，民间组织“乌克兰选民委员
奇领导的地区党的历次选举，用该党副主席
甲车、1500 架飞机、350 艘军舰、1272 枚洲际
会”主席阿列克谢·科谢尔认为，乌克兰政治
亚历山大·叶弗列莫夫的话说，阿赫梅多夫
导弹、2500 枚战术核武器……刚独立的乌
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从地方选举到全
都给予“非常认真的支持”
。
克兰一跃成为欧洲第二军事大国、世界第六
国大选，竞选承诺最后都很难以具体的立法
权力和财富觥筹交错的背后，则是普通
大武器出口国。更令世界艳羡的还有与军队
步骤形式实施。乌克兰未来究竟向何处去？ 民众的被剥夺感，特别是人们看到几个邻国
同时接收的苏联军工体系，3594 家军工企
2019 年大选之后，或仍将没有答案，而没有
的生活都好于自己。在这样的背景下，每次
业遍布乌克兰全境，军工企业职工多达 300
答案本身就是一种答案。
针对当权者的所谓革命，都能在乌克兰燃起
万人。2017 年 12 月，记者随国内一个代表团
三大原因打烂一手好牌
熊熊火焰。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的另一个严
参观位于基辅郊外的安东诺夫飞机制造厂，
“欧洲粮仓”
“苏联工业布局最完整的加
重后果是令国家错失发展机遇。乌克兰的工
一位国内来的领导从机舱登梯进入安-225
盟共和国”、欧洲领土面积第二大国，得天独
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主要是苏联时代的遗产，
超大型军事运输机驾驶室时连声说：
“了不
厚的乌克兰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一手好牌打
苏联解体后因其寡头经济的垄断属性，在新
起，真了不起！”
成了这样？很多分析家首先提到的是，冷战
一轮的全球生产链条重组中安于现状，并没
这架 1988 年试飞成功的以“梦想”命名
结束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并未彻底和解，双
有为需要再工业化的乌克兰找到一个合适
的大飞机见证着乌克兰曾经的辉煌。但 30
方在独联体地区的角力长期客观存在，而乌
的位置，
导致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滑。
年过去了，近两年乌克兰人均 GDP 全球排
克兰在或东或西的战略选择中进退失据，沦
第三是历史形成的东西部差异阻碍了
名已滑落到 130 位上下，在欧洲倒数第二， 为俄与西方新冷战的战略角力区。当波兰、 乌克兰民族的内部整合，导致国家认同感降
仅超过摩尔多瓦。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
匈牙利、波罗的海三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
低，并激化了乌克兰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任
示，乌克兰家庭人均收入更是低至 1135 美
等国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相继加入北约后，紧
何一个进入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的乌克
元，仅相当于俄罗斯的 1/6。从乌俄两国政
贴着俄罗斯腹地且拥有 1400 万以俄语为母
兰政党，只要看其在东西部地区的得票率，
语人口的乌克兰，任何一个轻微的向西方示
就可以将其定义为东部党，还是西部党，或
府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3 年末，乌克兰
平均退休金约为 160 美元，而同期俄罗斯的
好的举动都会触发俄罗斯高度敏感的神经， 者说俄语地区党，还是乌语地区党。由于乌
平均退休金约 400 美元。以前基辅和莫斯科 “橙色革命”
如此，
“广场革命”
更是如此。
克兰各地在历史上加入现代乌克兰国家早
的建筑不相上下，如今后者因多了不少新建
乌克兰《政府信使报》评论员斯塔尼斯
晚的不同，以及此前归属国家和民族的差
拉夫·普罗卡普丘克对记者感叹，波兰过去
异，文化和语言冲突一直是乌克兰难以弥合
筑而更显活力。
乌克兰人憧憬的好日子并没有随着国
被称为“欧洲的走廊”
“东西方拉锯角力的战
的裂痕。这不仅投射在国内政治中，同时也
家的独立接踵而来。经过解体后的激进私有
场”，可现在乌克兰取代了这一角色，而且在
对与周边国家关系造成了严重困扰。俄乌
化和经济改革，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几轮拉 “西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014 年俄乌冲
之间围绕乌克兰境内俄语地位问题的争端
锯，以及备受瞩目的“橙色革命”和“广场革
突发生后，乌克兰不但将加入欧盟和北约确
自不待言。然而，在乌克兰西部和南部同样
定为国家战略，甚至决然退出了独联体。在
也面临着类似问题。
据《环球时报》
命”
，乌克兰的境况日渐颓然。

俄乌冲突难降温
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 5
日确认，俄军正在黑海海域和克里米亚东部演
习。乌克兰海军当天宣布，成功试射新型巡航
导弹。与此同时，美军一艘驱逐舰驶近俄罗斯
海域。
分析人士认为，俄乌美三方“互秀肌肉”，
无益于缓解俄乌间紧张局势，且容易引发擦枪
走火，地区局势面临急剧恶化的风险。

【新闻事实
新闻事实】
】
俄罗斯国防部 5 日发表声明说，俄海军两
艘潜艇在黑海某海域演练了紧急部署、侦察、
跟踪和用火箭摧毁海上及沿海目标等科目；潜
艇艇员此后还将演练深潜和紧急浮出水面。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图
尔奇诺夫同日宣布，乌克兰海军当天在乌克兰
南部敖德萨州靶场试射了新型巡航导弹，8 枚
改进型 S-125 导弹成功命中 280 公里以外的黑
海水域目标。
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两架美军侦察机 3
日先后对刻赤海峡、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等地
区展开了数小时侦察。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麦克马尔 5
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
“麦坎贝尔”
号驱逐舰当天驶入俄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水
域，
以“挑战俄方过度的海洋主张”
。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还以 3 名不愿
公开姓名的美方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军已要
求美国国务院通知土耳其，可能会派一艘军舰
借道进入黑海。
北约成员国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 4 日在
布鲁塞尔举行外长会议，讨论黑海局势。北约
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称
北约已在黑海“扩大军事存在”，
“将继续维持
在黑海地区的存在”。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委员普什科夫 4 日回
应说，美国和北约应该清楚认识到黑海地区的
力量对比状况，若派军舰进入黑海海域，会导
致地区冲突急剧恶化，产生严重后果。

【深度分析
深度分析】
】
分析人士说，在黑海地区“秀肌肉”是俄罗
斯近年来常用的威慑手法，此次军演正值俄乌
海上冲突余波未平之际，无论是计划内还是临
时增加，都显露出对乌克兰浓厚的威慑意味。
有分析认为，对俄罗斯来说，尽量避免
进一步恶化与西方关系，为俄乌海上冲突降
温，或是重要考量，但在国家安全、主权等
问题面前，俄罗斯难以让步。对乌克兰而
言，国内经济持续低迷，明年 3 月将举行总
统选举，寻求加入北约的进程缓慢，这些因
素都强化了乌克兰方面打“反俄”牌的动机。
俄罗斯 《独立报》 认为，因为俄乌海上
冲突，欧美可能对俄进行激烈批评并实施新
一轮制裁，也可能致使北约舰艇更频繁进入
黑海。
法新社也分析说，俄乌海上冲突发生以
来，欧洲方面主要还是想要降温处理，防范
不可控因素，避免陷入俄乌敌对的陷阱之中。

【即时评论
即时评论】
】
自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经过多
轮多种形式的调解、谈判，克里米亚和乌克
兰东部危机仍难见曙光。
然而，俄乌冲突再度炒热，有引发擦枪
走火甚至触发热战的危险。要走出俄乌冲突
的困境，还需更多政治智慧。有关各方应保
持克制，防止事态升级，并通过对话协商方
式妥善解决分歧。

【背景链接
背景链接】
】
俄罗斯与乌克兰 11 月 25 日在黑海发生冲
突。双方就海上冲突说法不一。俄联邦安全
局和克里米亚边防部门说，乌方海军先后有 5
艘船只未经俄方许可试图穿越刻赤海峡，俄
方采取多种措施制止乌方这一“挑衅”
。
乌方海军新闻局则说，乌方海军 2 艘炮
艇和 1 艘拖船当天试图通过刻赤海峡大桥，
从黑海进入亚速海；俄方一艘舰艇故意撞击
乌方海军拖船，向乌方一艘炮艇开火，致使 6
人受伤；乌方海军 3 艘船只及船上 20 多人遭
俄方扣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