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俄军事关系七十年: 回顾与思考

王海运

【内容提要】 中俄建交 70 年，两国军事关系经历了从结盟到对抗，再到有

限合作、全面合作的曲折过程。新俄罗斯时期，中俄军事关系的发展同时在多个

领域展开，成为两国战略协作的重要促进因素。从对中俄军事关系发展历程的回

顾，可以得出一系列重要结论。两国元首关于将中俄关系提升为 “新时代中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决策高瞻远瞩，必须坚定不移地践行。有必要将两国关

系提升为“肩并肩、背靠背、手拉手、心连心”的 “准同盟关系”，将两军关系

推升为“特殊友军关系”。为此，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首先要增信释疑，消除

“中国威胁论”和“俄罗斯不可靠论”的消极影响。在深化中俄军事关系上，两

国应当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
【关 键 词】 中俄关系 中俄军事合作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准同盟关系”
【作者简介】 王海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俄战略协作高端智库常务理事，

中俄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

军事关系是国家关系中最具战略性、实质性、标志性、带动性的领域。俄罗

斯是军事大国，历来将军事关系置于国家关系的核心位置。70 年中中俄关系起

起伏伏，军事关系一直是重大影响因素。因此，研究中俄关系不能不关注两国间

的军事关系。
由于军事关系具有较强的机密性，学界在谈论中俄关系时往往绕着走，不能

不说是一大缺憾。笔者大半辈子研究中俄军事关系，将近 10 年作为中国武装力

量驻苏联和俄罗斯的代表，直接参与了两国军事关系的运筹、军事合作的推动。
但是，退休后这些年受到条件限制，对中俄军事关系的关注减少，这里只能粗线

条地作些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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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俄军事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俄建交 70 年，两国军事关系经历了从结盟到对抗，再到有限合作、全面

合作的曲折过程。其间，既有风和日丽也有阴云密布，既有友好合作也有剑拔弩

张。中俄军事关系 70 年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 一)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苏结盟时期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苏联率先给予外交承认，两国

随即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49 年 12 月底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1950 年 2 月两国

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宣布建立军事同盟关系。《条约》第一条即为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

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①。
中苏缔结军事同盟，是两国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经过长期内

战、满目疮痍的新中国而言，这是捍卫人民民主政权、加速恢复国民经济的战略

选择。对于苏联来说，则是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应对帝国主义阵营对苏冷战、抵

御北约军事压力的战略举措。中苏军事结盟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在维护安全

利益上相互给予支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全力维护以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安全。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加深，各领域合作迅速展开，

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
此后几年里，尽管由于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两国间不时发生争吵，但是

总体上保持了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对新中国的经济建

设、国防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在苏联援建的 156 个大型项目中，44 项为军工企

业，包括陆海空各种主要装备的制造厂。中国核武器的研发，是以苏联技术为基

础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中朝人民浴血奋战赢得的，同时也与苏联在

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密不可分。可以说，中苏两国两军间的紧密合作，给新中国

的军事安全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巨大的正能量。
从 1956 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开始，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日益加剧。

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作了题为 《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
的秘密报告，从七个方面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批判、全盘否定。对此，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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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 ( 1949 年10 月 ～1951 年12 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年版，第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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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不予认同，两党关系出现裂痕。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在军事安全领域损害

中国国家主权的行为，更是激起了中国的反弹: 苏联以维护共同安全为由要求在

中国领土上开设军用长波电台、在中国领海组建联合舰队，被中国视为企图在军

事上控制中国; 而苏联则认为，在同盟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常备设施理所当然，换

言之，“苏联是在保护中国”。显然，中苏在对 “军事结盟”内涵的理解上特别

是在让渡主权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随着分歧的加剧，50 年代后期两国关系的 “蜜月期”结束，但是军事同盟

关系仍在，中苏仍然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

( 二) 20 世纪 60 ～ 70 年代的中苏对抗时期

到了 60 年代，中苏间的矛盾冲突逐渐发展至军事对抗、战略对抗，给双方

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性影响。
在 7 600 公里的共同边界上，苏联百万大军压境，不时挑起事端。部署在蒙

古国的苏军第 39 集团军 10 余万官兵、4 300 余台坦克装甲车辆，更是直接威胁

到中国首都北京的安全。两国紧张对峙，两军剑拔弩张，最终导致了 1969 年的

边境武装冲突，将两国关系推向了大规模战争的边缘。苏联领导层甚至有人提

议，要对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①。
中苏关系特别是军事安全关系的严重恶化，给中国造成了极大战略压力，中

央不得不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

针，不得不大搞“山、散、洞”“大三线、小三线”建设，甚至提出了 “大打、
早打、打核战争”的口号，整个国民经济一度转向战时轨道，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国际战略方面，中国则由“联苏抗美”转向“联美制苏”，形成了以苏联为共

同对手的中美“准同盟关系”。
中苏关系的恶化、中美两大国的联手合作，使苏联同样陷入了极大的战略被

动。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罗高寿将这一时期称之为 “毁灭性的没有前途的对抗时

期”②。俄罗斯另一前驻华大使拉佐夫称，仅在中苏边境部署百万大军，直接军

费开支就高达 2 000 多亿卢布，折合 3 000 多亿美元。有充分理由认为，与中国

的军事对抗、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态势的变化，是导致苏联走向衰落、最终解体的

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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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郴山: 《1969 年珍宝岛冲突: 苏欲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载《文史参考》2010 年第 8 期。
王海运、李静杰总主编: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 外交卷)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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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此种两败俱伤局面，主要是苏联推行霸权主义、迷信军事施压所致，同

时不可否认，中国的诸多战略判断与应对举措失误特别是对苏军事关系处置不

当，亦是重要原因。

( 三)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苏关系缓和时期

1982 年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1986 年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陆续释放

出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信号①。随着戈尔巴乔夫 “新思维”的推行，苏联对华战

略出现重大调整，中国亦改变了 “以苏划线”的国际战略，淡化了意识形态因

素对国家关系的影响，两国间的军事对抗逐步降温。
1989 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问题上作出了重要承

诺②。“三大障碍”均集中在军事安全领域———从中苏边境撤军，从蒙古撤军，越

南从柬埔寨撤军。邓小平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指导方针，戈尔巴乔夫

表示赞同，两国关系宣布实现正常化。1991 年 5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苏

联，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协议: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和平解决一切争端; 就裁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和加强军

事领域信任举行谈判; 积极发展经贸与科技合作; 苏联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

场; 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③。至此，中苏关系真正成为正常国家关系。

随着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军事安全关系得到有效管控，弥漫在两国间的战

争阴云消散。消除后顾之忧后的中国，才得以 “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大胆

实行“沿海开放”，“军队过紧日子”方针才得以提出。可以说，没有中苏关系

特别是军事关系的正常化，难有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及

新的相互关系准则的确立，亦为两国关系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奠定

了重要基础。

( 四) 90 年代至今的中俄军事关系持续深化时期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新俄罗斯独立建国。中国在第一时间里承认俄罗

斯联邦为苏联的唯一继承国，两国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中俄关系持续深化、节节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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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钱其琛: 《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 页。
吴跃农: 《从“塔什干讲话”到“海参崴讲话”———中苏关系正常化历程》，载《党史纵览》

2011 年第 8 期。
王海运、李静杰总主编: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 外交卷) ，第 2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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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12 月 17 日至 19 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次访华，两国签署了《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等 24 个重要文件，确认

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两国关系从“正常国家关系”提升为“友好国家关系”。
1994 年 1 月，叶利钦总统致信江泽民主席，提议中俄建立 “面向 21 世纪的

建设性伙伴关系”，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响应。
1996 年 4 月，叶利钦总统再次访华，两国领导人决定将中俄关系提升为

“平等信任的、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①。需要指出，“战略协作”有

别于“战略合作”，要求在重大问题上采取更加紧密的协同行动②。按照当时参

与中俄关系运作的外交部欧亚司前司长周晓沛的理解，“所谓 ‘战略协作’，就

是在双方关切的重大核心问题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应对挑战、维护地区

和世界的和平稳定”③。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两国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的不断深化，中俄关系相

继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并且提

出了“进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任务。2019 年 6 月，习

近平主席访俄，两国元首签署《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宣布两国关系“进入新时代”。
两国领导人高度评价新世纪的中俄关系 “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誉之为 “新

型大国关系的典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1 年 7 月中俄签署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永远做好

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根本指导原则以国家间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确

认“相互没有领土要求”，为两国关系的持续稳定、不断深化奠定了重要的法律

基础④。可以看出，军事安全关系在两国战略协作不断深化中始终都是十分重要

的促动因素。
新俄罗斯时期中俄军事关系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一是军事技术领域。
早在苏联解体前的 1990 年，出于缓解经济困难的考虑，苏联政府即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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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海运、李静杰总主编: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外交卷) ，第215 ～220 页。
“协作”一词系俄军军语“协同动作”，要求按照任务、方向、时间、地点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其要求远高于“合作”。
周晓沛: 《中俄关系高水平运行来之不易》，载《参考消息》2018 年 12 月 12 日。
习近平: 《共创中俄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15 周年纪念大会

上的讲话》，http: / /www.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6 － 06 /25 /c_1119111894.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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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与中国开展军事技术合作。笔者当时担任中国驻苏联使馆陆海空军副武官，

主管两国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推进工作，与当时的苏联军工主管部门多有接触，曾

经陪同中国军事工业代表团考察苏联十几个军工城，重点了解苏联军事技术的发

展状况，形成了一些合作意向。

中俄两国间的大规模军事技术合作大体是从 1993 年开始的。为了改变我军

武器装备的落后状况，中央军委决定大批量引进俄罗斯新一代军事技术装备。从

T － 72 坦克、БТР 装甲输送车、БМ － 21 多管火箭炮、C － 300 防空导弹，到现代

级驱逐舰、基洛级潜艇，再到苏 － 27、苏 － 30 战斗机，覆盖面很广、规模很大。

这一合作对我军几大 “杀手锏”建设、应对台海危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保障作

用，对两国政治关系的拉动作用也十分明显。在那些年内，中央军委、总部首长

频繁访问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一直是双方会谈的重头戏，中国驻俄使馆还为此

设立了专门的军技合作代表机构。

需要指出，当时的中国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军事技术封锁，俄罗

斯几乎成了我军先进武器装备的唯一来源。

二是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领域。

新俄罗斯建立伊始，在两国边界问题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的基础上，两军立即

开始了“相互裁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谈判”①。笔者有幸参与了这一谈判。期

间，双方虽然不时发生激烈争执，但是均表现出化解边境地区军事紧张局势的强

烈意愿。作为这一谈判的早期收获，1996 年，以中国为一方，以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为另一方的 “五国两方”会谈，达成

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实现了五国元首的首次上海会

晤，形成了“上海五国”机制。1997 年，“上海五国”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元首

会晤，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决定五国同时裁减

共同部署在边界两侧各 100 公里纵深内的军事力量，大幅降低边境地区军事活动

强度，并且建立定期核查机制②。自此，中国同俄罗斯及中亚三国漫长的共同边

界，由军事对抗的前沿变为友好往来的纽带。 “上海五国”机制的形成，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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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91 年 5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访问苏联，签署了第二个《中苏联合公报》，
决定就裁减边界地区军事力量及加强信任举行谈判。1992 年 3 月下旬，中苏边境裁军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
的谈判开始。详见王海运、李静杰总主编: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 外交卷) ，第 210 ～ 212 页。

刘振民: 《在纪念中、哈、吉、俄、塔五国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二
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https: / /www. fmprc. gov. cn /web /wjbxw_673019 / t1355176.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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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夯下了关键性的基石。
三是军事教育领域。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在两国元首的支持下，中俄两军达成了在军事教育领

域加强合作的协议，我军开始向俄罗斯数十所军事学院规模性派遣军事留学生。为

加强管理和保障，中央军委在驻俄使馆武官处增设了“军事留学生管理组”。
21 世纪初，我军同时在俄军院校接受培训的军事人员最多时达到 200 余人，

这还不包括为接收军事装备而大批赴俄培训的飞行员、舰员及其他军事技术人

员。这些从营级到师级的优秀中青年军官，经过俄罗斯军事院校的培训，在我军

现代化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在我军高中层指挥员中，有留学俄罗斯经

历者占相当大的比重。
四是联合军事演习领域。
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始于 2005 年。在此之前俄方已多次表达开展联合军演的

意愿。笔者作为中国驻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总代表，也曾多次向国内建议接受俄方

提议，通过与俄军举行联合军演，了解、借鉴俄军，深化两军友谊和两国关系。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联合军演迟迟未能启动。

2005 年，我军在此问题上的思维出现重大调整，主动提出要同俄军开展联

合军演，而且是大规模联合军演。当中央军委代表团向俄军总参谋部提出这一建

议时，对方颇感愕然、犹豫。次日，我军首长会见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时，俄方

表态出现大幅度调整，明确提出希望搞成大规模战略性联合军演，甚至表示可以

派出战略核潜艇及航空母舰参演。据俄方透露，这是伊万诺夫国防部长与普京总

统连夜商定的。显然，俄方是从深化两国两军关系的大局出发作出这一战略性决

策的。于是才有了 2005 年夏自海参崴至黄海和胶东半岛的中俄 “和平使命”大

规模联合军演。笔者现场观摩，激动不已。
此后，中俄两军联合军演逐步实现了机制化，演习地域也从两国的 “家门

口”逐步扩展至日本海、南海、波罗的海、地中海，从俄西伯利亚大草原扩展至

我国内蒙古训练基地，演训领域由陆空、陆海空扩展至信息安全、联合反导、网

络安全等新兴领域，演习级别则从战役战术演习提升至战略演习。
中俄联合军演对于两军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对于我军实战能力的提高、战

略威慑力的增强，均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其中，俄军 “东方 － 2018”战略演

习，我军应邀派出 3 000 余人、百余台军事技术装备参演，对于两军关系的提

升，乃至国际安全关系的调整，均产生了战略性影响。中俄联合军演常态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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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合组织以打击“三股势力”为主要内容的联合军演也起到了重要带动作用。

五是国际军事安全领域。

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反对动辄武力相向、应对美日在中俄共同周边

“生乱生战”、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以及在反恐、维护网络安全、制止

太空军事化、推动世界各国摈弃冷战思维、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安全模式等问题

上，中俄两军均进行了广泛的战略协作，这些合作对于促进两国国防建设、稳定

地区安全形势、引领新世纪的全球安全治理，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因

为此，中俄关系被誉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压舱石”。上合组织军事安全领域合作

的发展，亦与中俄军事关系的持续深化密不可分①。

六是军事理论研究领域。
20 世纪 80 年代，我军实现了由“大陆军作战理论”向 “空地一体机械化作

战理论”的质的提升，其中大量借鉴了苏军的 “大纵深立体作战理论”。笔者当

时主抓苏军军事理论研究，在引进苏军 “大纵深立体作战理论”方面做了一些

推动工作。后来，我军军事理论发展为 “高新技术条件下的信息化作战理论”，

尽管借鉴美军较多，但是俄军仍是重要参考对象，大批赴俄军事留学生在其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

笔者一向主张，我军现代化建设、军事改革以及高技术条件下军事理论的构

建，应当在大力弘扬我军光荣传统的基础上重点借鉴俄军，而不是处处模仿美

军。这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其一是物质基础。我军现代化武器装备大多来自俄军，我军自主研发的武器

装备也基本上与俄军武器装备属于同一体系。武器装备是军事行动的物质基础，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队的战役战术。

其二是作战对象。我军与俄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同为美军及其军事同盟体系。

俄军数十年将美国为首的北约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所形成的军事理论研究成果十分

丰硕，非常值得我军借鉴。

其三是地缘条件。中国同俄罗斯基本上都属于大陆型国家，两国军队也基本

上都属于以陆地为地缘依托的大陆型军队。这与作为海洋型、扩张型国家的美国

的军队有着极大的不同，从而决定了我军军事理论构建的借鉴对象主要应是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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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合 组 织 安 全 合 作 取 得 重 要 成 果》，http: / /www. mod. gov. cn / jmsd /2018 － 06 /08 /content _
4816382.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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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美军。
其四是作战性质。我军与俄军均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军事行动均具有防御性

质，尽管在战役战术上均可能采取某些攻势行动。这与美军军事行动主要是海外

进攻，也有着极大的不同。
其五是军事理论基础。如上所述，我军现代军事理论体系的构建，曾经广泛

借鉴了苏军和俄军。特别是建国初期，我国军事院校都是在苏联援助下组建的，

不仅接受了大批苏军顾问、教官，就连教材、军语也都全部译自苏军。后来俄军

推出的“非接触战争理论”和“混合战争理论”，对我军现代条件下作战理论的

形成也有着重要影响。另外，两军的军事战略思维，例如避免两线作战、注重发

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等等，也有着广泛的相通之处。
当然，由于两国国情军情有着很大不同，对俄罗斯军事理论只能是借鉴，而

不能照搬。与此同时，对其他大国包括美国的军事理论也应深入研究，吸取其有

益经验。

二 中俄军事关系发展的历史启迪

从以上对中俄两国军事关系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第一，中俄军事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对于两国的战略环境，特别是安全环

境影响极为重大。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和则两利，斗则两败。搞好了，可以互为

战略纵深、战略依托、战略支撑; 反之，则可能互为战略前沿、战略威胁、战略

重压。在中苏中俄关系史上，既有因睦邻友好而共同获益的宝贵经验，亦有因相

互对抗而两败俱伤的深刻教训。
军事上有一条基本规律，就是要力避 “两线作战”，中国和俄罗斯均认同这

一规律。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 “塞防与海防孰重孰轻”的激烈争论，长时间

陷入两者难以兼顾的战略困境。中俄军事关系从对抗到合作的历史，完全可以证

明尊重这一规律的极端重要性。
新的历史时期，为了经略海洋、应对主要来自海洋方向的战略威胁，中国必

须进一步扩大陆上地缘战略纵深，其中筑牢互为陆上战略依托的中俄军事关系至

关紧要。对于俄罗斯来说，同样存在避免两面受敌，筑牢应对北约军事压力的地

缘战略后方的战略需要。
世界进入由单极霸权向多极制衡过渡的 “准多极时代”，中美、俄美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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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进入集中爆发期。美国已明确将中俄锁定为 “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主要战

略挑战”，遏制围堵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应对霸权势力日益严峻的战略威胁，中俄

必须努力打造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以中俄为核心凝聚一切反霸力量。考虑到中国

军事力量快速提升同时又擅长进行纵横捭阖的战略运筹，俄罗斯军事实力强大同时

又敢作敢为，两国加强军事安全合作，定能生成对美国霸权的强大战略钳制能力，

对于两国应对美国可能挑起的军备竞赛、军事对抗的战略价值尤为突出。
第二，中俄军事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直接关系到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能否持续。可以说，没有两国军事安全领域的良好关系，就不会有重大国际问

题上的战略协作、核心利益上的相互维护，中俄关系也不可能发展成为 “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更不可能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和 “全球战略稳定的

压舱石”。如果两国在军事安全问题上磕磕碰碰，在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

作也会失去战略基础。大幅提升中俄军事关系，更是“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必行之举。
第三，中俄军事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对于两军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影

响。如上文所述，在新一代武器装备研发、新条件下军事理论构建等方面，俄军

均具有独特的优势，应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借助对象。考虑到西方大国至今

仍然坚持对中国进行军事技术禁运、俄军先进武器装备研发取得令人瞩目的进

展，深化对俄军事技术合作，实现联合研发、优势互补，对于我军尽快实现新一

代军事技术的重大突破、应对美国可能挑起的军备竞赛，现实意义尤为突出。
对于俄军来说，与我国加强军事合作，充分利用我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高新

军事技术、制造业能力及资金优势，亦是加速提升国防现代化水平的便捷路径。
第四，中俄军事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对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大

业的影响不容小视。一旦需要被迫武力解放台湾，美日军事同盟必然作出强烈反

应，尽管其同我直接交战的几率不高，但是实行军事威慑、军事挑衅、军事封锁

恐难避免。在此情况下，只要俄太平洋舰队、远东战区的军事力量稍有动作甚至

按兵不动，美日军队就不敢大举南下。
在先进军事技术装备补充方面，俄罗斯更是可能成为中国唯一外部来源。在

油料供给方面，考虑到马六甲海峡被封锁及对我进行石油禁运的巨大危险，俄罗

斯所能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容低估。如果美国在联合国对我发起经济制裁，拥有安

理会否决权、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重大影响力的俄罗斯，亦可望发挥重要作

用。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强大，对于俄罗斯维护国家安全亦可产生强大助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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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有助于俄罗斯集中力量应对主要来自西部战略方向的军事威胁。

第五，中俄军事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对于新时代全球安全治理的意义同样

十分重大。中俄两国在军事安全上协同行动、相互支撑、互成掎角、互为拱卫，

不仅有利于维护两国、共同周边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稳定，而且有利于抑制美国

霸权挣扎的非理性和极端性，推动新时代的全球安全治理走向多边共治、稳定有

序。特别是对于维护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机制和以不干涉主权国家

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准则，对于我在作为 “世界老二”、似强未强的整个历史

阶段避免被拖入军备竞赛和新的冷战、确保可持续崛起，对于俄罗斯应对来自美

国所主导的北约的军事威胁，乃至维护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安全稳定，均

有望产生巨大助力。

中俄加强军事合作，对于上合组织深化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共同周边地区的

安全稳定，则亦有望发挥“推进器”的重大作用。

三 进一步深化中俄军事关系的着力方向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70 年两国关系风雨兼程、砥砺前行，成为互信程度

最高、协作水平最高、战略价值最高的一对大国关系”; 或者如普京总统所言，

“当前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

范”①。两国元首关于将中俄关系提升为 “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决策高瞻远瞩，必须坚定不移地践行。

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大国复兴之梦，中俄作为战

略处境高度相近、战略理念高度相通的两个新兴大国、大邻国，不仅要切实践行

“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庄严宣示，而且要切实做到 “守望相助、深度融通、

普惠共赢”，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走向新时代。

为了落实中俄两国元首关于 “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宣示，

建议在继续坚持 “结伴而不结盟”基本方针的同时，尽快将两国关系推升至

“肩并肩、背靠背、手拉手、心连心”的“准同盟关系”。“准同盟关系”的基本

内涵可以理解为“不承担条约义务的紧密战略伙伴关系”。用习近平主席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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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与普京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期间举行会谈》，载《新华每日电讯》2019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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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即为利益与共、责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或是用普京总统的话来说，即

是“彼此视为紧密盟友的特殊关系”① 和“战略盟友关系”②。
打造相互支撑、紧密协同的“准同盟关系”，是新时期、新条件下对我军在

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 “统一战线”法宝的发展与弘扬，是中俄两国在反法西斯

战争中并肩作战积累的宝贵经验的实践运用，更是应对霸权挑战、维护国家安

全、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迫切战略需要。而要构建 “准同盟关系”，必须将两军

关系推升为“特殊友军关系”: 在军事战略上相互扩大透明度，确保战略互信;

在军事部署上“背靠背”，构成犄角之势; 在军事行动上 “肩并肩”，紧密协同;

在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改革上，相互借鉴、相互促进; 在军事技术上，联手研

发、加速突破。
为达此目标，双方需要共同努力，首先要增信释疑、消除 “中国威胁论”

“俄罗斯不可靠论”在两国的消极影响。要加强智库研究，为高层决策提供具有

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要加强社会舆论引导，共同抑制两国极

端民族主义势力和亲西方势力的喧嚣，排除各种干扰，夯实两国两军关系的民意

基础。对于外部势力干扰破坏中俄两国两军关系的舆论战、抹黑战，中俄有识之

士应当起而批驳。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安全形势复杂严峻，中俄军事力量现

代化建设任务紧迫艰巨，在深化两国军事安全关系上，应当胆子更大一些，步子

更快一些。既要有坚定的意志，又要有果敢的行动。还要放眼全球、合纵连横，

以中俄战略协作为凝聚核心，以上合组织作为基础性平台，打造最广泛的世界反

霸统一战线、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共同维护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确保

两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从历史到现在到可以预见的未来，中俄军事关系在两国关系中都

具有“压舱石”“推进器”的重大作用，必须置于两国关系的核心位置，周密谋

划、大力推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升，服务于两

国新时代的全球战略运筹，服务于两国的伟大复兴。
(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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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http: / /www.
kremlin. ru /events /president /news /57556

2019 年 6 月普京总统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俄中是战略盟友，但是没有成立军事同
盟”。详见《北京日报》2019 年 6 月 8 日。



SUMMAＲIES

The China － Ｒussia Ｒelations in 70 Years Li Jingjie
Generally，the China － Ｒussia relations in the past 70 year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The initial China － Soviet Friendship League has only lasted for 10 years，
and afterwards the two countries were in the midst of dispute and confrontation for most
of the time. China had made some mistakes in its diplomacy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but the historical monuments are also achieved. The China － Ｒussia strategic cooperation
has pushe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to the best period in history.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 Ｒussia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draw wisdom from history，maintain and develop the China －
Ｒussian relations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From the Precious Mutual Aid Alliance to the Costly Comprehensive Confrontation———
Ｒethinking the Evolution Path and Lessons of China － Soviet Ｒ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Yu Hongjun
In the early 1950s，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formed strategic alliance because

of their like － mindedness. The Soviet Union offered a lot of support and assist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hina’s economy and culture. Due to the trend of“taking
the Soviet Union as a teacher”，the Soviet model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hinese
society. After the death of Stalin，disagreement was voiced in the communist parties i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n it developed into an ideological debate in the 1960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60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eveloped into
comprehensive confrontation and both sides paid a heavy price for this. Accordingly，the
global power structure and strategic pattern also changed a lot. In the late 1970s，China
reassessed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and the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ing China － Soviet relations gradually
emerged. In the mid － 1980s，the Soviet Union’s domestic and external policies were
comprehensively adjusted. Until the Soviet Union was nearing its end， the relations
betw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were finally normalized in terms of the policy of
“closing the past and opening up the future”
The China － Ｒussia Military Ｒelations in 70 Years: Ｒeview and Ｒeflection

Wang Haiyun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Ｒussia，their military relations have experienced a tortuous process. They have gone
through alliance to confrontation，and then to limited coope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During the New Ｒussia period，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 Ｒussia military
cooperation has been simultaneously carried out in various fields，which result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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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the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 Ｒussia military relations，a series of important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The
decision by the two heads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a － Ｒussia relations to“China －
Ｒ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is far －
sighted and must be succeeded in a long term. It is necessary to upgra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a“quasi － alliance relationship”in a form of“side by
side，back to back，hand in hand，and heart to heart”，and to promote their military
relationship to the “special friendly relations” . To this end，it is necessary for both
sides to work together. First，we should increase the mutual trust，dispel the doubts，
and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China threat theory”and“Ｒussia unreliability
theory”. Next，in the deepening of China － Ｒussia military relations，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be more courageous and step up the pace.

Historical Ｒeview and Ｒeflection on the 70 Years of China －Ｒussia Naval Cooperation
Chang Latang ＆ Liu Kui

2019 i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Since 1949，the China － Ｒussia naval cooperation has experienced a honeymoon
period and the subsequent setback and break off. In general，the China － Ｒussia naval
cooperation is featured by long term，wide range，depth and high level. It involves high －
level exchanges，technical cooperation，personnel training，joint training，joint escort
and acade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shows a positive，stable，pluralistic and
deepening tren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China － Ｒussia
naval cooperation in the past 70 years，and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nav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pening a New Era of China － Ｒussi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Ｒ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a － Ｒussia ( the Soviet Unio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n the Past 70 Years

Liu Huaqin
Taking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s the time nod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ort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 － Soviet and China － Ｒussi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and shows their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in terms of legal basis，
cooperation mechanism，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two － way direct investment and
cooperation of border areas. Looking into the future，we will adhere to the diplomatic
principles of China － Ｒussia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we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continue to innovate and build a new cooperation model which is rule － based
and market － oriented.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the development ideas，
attach greater importance to rules than to projects，and make up the institutional
weaknesses of cooperation. In other words，the cooperation path must lay emphasis on
system construction besides project cooperation. And we must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and comprehensively exp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fields of agriculture，service trade，manufacturing and high technology，which help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a － Ｒussi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provide l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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