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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ing Through the Focus

俄罗斯强势重返中东及其战略影响
唐志超
内容提要 由于中东陷入大规模动荡和失序，加之美国的战略收缩所带来的权力真空，俄
罗斯借助叙利亚战争重新成为中东的主要博弈力量。俄重返中东对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构成重
要挑战，“美退俄进”格局悄然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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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

旗帜，大力支持地区民族民主运动，

愈演愈烈，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一系

从中东大规模退却，其影响力

培育了一大批地区盟友，如埃及、叙

列国际和地区问题展开新的激烈交

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如今俄借助叙利

利亚、利比亚、巴勒斯坦、伊拉克、

锋， 中 东 成 为 重 要 外 交 斗 争 舞 台。

亚战争强势重返中东，完成了由战略

南也门、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其

当时，有专家声称俄罗斯正在“重

收缩到战略扩张的逆转，叙利亚战

在中东的影响达到了历史顶峰。

争成为俄罗斯与中东关系史上的转
折点。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始，埃及总

统萨达特弃苏投美、苏联入侵阿富汗
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重挫苏联在中东的

叙利亚战争 ：历史转折点
一、俄罗斯在中东有着传统影响力

返中东”[1]，但实际上这并非真正意
义上的重返。

2000 年普京上台后，俄中东政

“9 · 11”事
策仍保持着较大连续性。

声誉和地位，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开

件、2003 年伊拉克战争以及 2011 年

始走下坡路。1990 年南北也门统一，

初“阿拉伯之春”爆发，俄中东盟友

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苏联在中东再

和伙伴在美国强大压力下，加速脱离

两大衰落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伊朗）

遭重击。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俄

俄罗斯。从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利比

的领土，并多次发动战争，以开疆辟

罗斯实力急剧下降，不得不从中东大

亚卡扎菲弃核后最终仍被推翻，到也

规模收缩，其传统盟友和伙伴或倒向

门前总统萨利赫先是成为美反恐伙伴

奥斯曼帝国领土，沙俄与欧洲列强一

西方或面临西方重压，以美国为主导

后又被抛弃，再到叙利亚巴沙尔政权

，即如
手酿成了所谓的“东方问题”

的中东新秩序确立。1992 年，作为苏

岌岌可危，俄在中东的影响力降到了

何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问题，并引发了

联时期在中东及地中海地区重要军事

历史最低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导致奥斯曼帝

威慑的地中海舰队遭解散。俄军在叙

国轰然倒塌。同时，沙俄和英国还分

利亚保留了其在中东的最后一个军事

别在伊朗建立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第

。俄大规模退却，
基地（塔尔图斯港）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与西方阵

既与其实力衰落直接相关，也与叶利

缩的触底反弹点。2011 年初，叙利亚

营围绕土耳其、伊朗等地展开激烈争

钦在执政初期推行全面融入西方的外

内战爆发。由于外部势力对叙反对派

夺，构成冷战起因之一。冷战期间，

交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不过，在叶利

武装支持力度不断增大，巴沙尔政权

美苏在中东展开激烈争夺，使中东形

钦政权后期，由于北约加紧东扩，俄

面临很大压力，在此背景下，俄罗斯

成两大阵营。苏联高举反殖反帝反霸

与西方关系逐步恶化，加之车臣问题

坚定支持巴沙尔政权。这主要出于两

在沙俄时期，俄就一直觊觎中东

土。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围绕瓜分

二、叙利亚战争根本扭转了俄在
中东影响力的下滑趋势
叙利亚战争是俄在中东新一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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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俄罗斯驻叙利亚赫迈米姆空军基
地宣布，他已下令俄罗斯开始从叙
利亚撤军。图为当日，在叙利亚拉
塔基亚省，俄罗斯总统普京（后
排中）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后
排左）在俄驻叙空军基地一同检阅
军队。

点考虑 ：一是俄在叙有着重要利益。

这是冷战结束后俄首次在苏联范围之

发生逆转，改变了力量对比，稳固了

叙是俄传统盟友，也是其在中东的最

外采取军事行动。俄决心出兵，主要

巴沙尔政权，重塑叙利亚战争。第二，

后一个铁杆盟友。叙利亚塔尔图斯是

受三个因素推动 ：一是巴沙尔政权面

俄充当国际反恐的领导，
有力推动“伊

俄罗斯在中东及地中海地区的唯一军

临险境，必须出手相助 ；二是“伊斯

斯兰国”极端组织走向覆灭。俄国防

事基地 ，也是其在苏联范围之外的

兰国”对巴沙尔政权以及俄国家安全

[2]

部长绍伊古表示，自 2015 年 9 月底

开始实施空袭以来，俄军完成逾 9000

唯一军事基地，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构成严重威胁。普京总统称，有 2500

二是俄汲取利比亚战争的教训，反对

多名俄籍极端分子前往叙利亚参加极

架次空袭任务，消灭 2000 多名恐怖

政权更迭，并担忧由此可能带来的连

端组织，出兵在战术上也是御敌于国

分子。第三，俄在叙利亚问题上发言

锁反应，忧虑西方支持的“颜色革命”

门之外。三是从化武危机到“伊斯兰

权提升，实现了由美主导向由俄主导

的扩散。为此，俄罗斯决心打破以往

国”危机，充分显示奥巴马政府不愿

的格局转换。

在南斯拉夫、利比亚等地节节退缩的

深度介入叙利亚，这为俄提供了机遇。

守势，从乌克兰到叙利亚开始对西方

在俄军帮助下，叙战场态势逐步向有

主导者。军事上，俄是反恐主力之一，

利于叙政府军的方向变化，叙军取得

在叙保持了最大规模的军事存在 ；安

采取强势反击。从 2011 年至 2015 年

9 月，俄主要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
支持叙政府，并七次在安理会否决关
于叙利亚战争的提案。

2014 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一系列重要军事胜利。2017 年 9 月，

俄军方宣布已解放“伊斯兰国”所控

俄罗斯事实上成为叙利亚问题的

全上，俄构建联盟，主导建立四大“冲
，缓和了叙政府军与反对
突降级区”

制的 85% 以上的领土。随着“伊斯

派的军事冲突 ；政治上，俄另起炉灶，

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基本被

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推动建立新的

异军突起，加之叙反对派武装的双重

消灭，2017 年 12 月 11 日，普京访问

夹击，巴沙尔政权不断损兵失地，处

叙利亚，宣布俄军已完成使命并开始

为重要的是，俄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强

撤军。

大外溢效应，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地区

境 艰 难。2015 年 7 月， 叙 政 府 正 式

请求俄出兵相助。2015 年 9 月 30 日，
”为名
俄罗斯以“打击‘伊斯兰国’
正式出兵，直接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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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在政治和
军事上取得重大成果
第一，俄直接军事介入使叙战局

。更
政治进程——“阿斯塔纳进程”

国家对俄的态度与政策，俄在中东事
务上的发言权获得极大提升。可以说，
叙利亚战争成为俄重返中东、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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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转向战略扩张的转折点。

全面重返 ：扮演主要玩家角色
冷战结束后，中东的基本格局是
美国主导，俄罗斯充当配角。如今，
俄罗斯再度成为中东主要域外玩家，

的建立。2016 年 12 月，俄土伊三国

伙伴。四是俄竭力恢复在利比亚的传

，就叙利亚停火
发表《莫斯科宣言》

统影响。俄积极与利东部实力派武装

事宜达成一致并充当协议保证国，推

“利比亚国民军”司令哈利法 · 哈夫塔

，
“改变了
动建立了“阿斯塔纳进程”

尔建立关系，2016 年哈夫塔尔两次访

。
地区战略平衡”

“俄罗斯在利比亚的存在为西方
俄，

[4]

与此同时，俄与昔日旧盟友关系

。[6]
带来了新的挑战”

不仅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还广泛

得到显著加强，强化与传统盟友叙利

交友，拓展全面合作领域，其在中东

亚、埃及、阿尔及利亚的伙伴关系，

日渐疏离，俄罗斯还在美地区盟友体

影响力达到了后冷战时代的顶峰，而

加强战略合作。一是俄埃关系“正在

这一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

。
复兴”

2014 年 2 月，埃及前军方

系中打进楔子。其中，俄罗斯与美国
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盟友以色列、土

俄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的强势立场以

领导人塞西以国防部长身份访俄，这

耳其、沙特三国关系的改善和增强

及直接军事介入所带来的强大外溢效

是其推翻穆尔西政权后首次出访。同

有着战略性意义。近年来，以色列与

[5]

得益于美国与其地区盟友间关系

应。当前俄罗斯与中东国家关系空前

年 8 月，塞西再次访俄，这是其当选

俄罗斯关系正达到有史以来的最佳状

活跃，政治、军事、安全、经贸、投

总统后首次出访非阿拉伯国家。埃俄

态，双方在地区事务以及军事、反恐、

资、能源和旅游等领域合作全面推进，

重建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建立了“2+2”

经贸、文化等领域保持密切合作。以

（防长 + 外长）高级对话机制，并在

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访俄，仅在 2017

军事、经贸、能源、旅游、农业等和

年就两次访俄，并至少六次与普京进

反恐合作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行电话交谈。同时，在土耳其与美欧

除核电站项目外，双方还积极探讨在

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土

普京个人对中东事务给予高度重

埃及建立“俄罗斯工业园”以及埃与

成为新战略伙伴。俄土关系数个世纪

视，2012 年以来已十次出访中东国

欧亚经济联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

来一直充满宿怨。二战结束后，土耳

家。 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地区热点

“俄罗斯工业园”计划投
合作方案。

其加入西方阵营，并长期充当西方牵

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双方高层交往非
常频繁。
一、俄罗斯加强与中东国家的政
治合作关系

[3]

问题上多有介入，在伊朗核问题、叙

资 70 亿美元，
是俄第一个境外工业区。

利亚问题、巴以问题、利比亚和解、

埃外交正由昔日的“弃苏投美”转向

入 21 世 纪 后， 随 着 普 京（2000 年 ）

也门战争、卡塔尔—沙特外交危机、

“弃美投俄”
。二是俄与伊朗战略合作

和埃尔多安（2003 年）相继上台执

制和遏制苏联或俄罗斯的桥头堡。进

库尔德问题等地区问题上积极发声，

持续深入。鲁哈尼总统自 2014 年以

凸显其独特的作用。而俄与涉及地区

来四次访问俄罗斯，而俄不仅在叙利

冲突的对立各方均保持广泛的接触与

亚问题上与伊朗开展紧密的政治和军

2011 年，两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

对话，为其发挥独特作用提供了良好

事协调与合作，还扩大与伊朗在军事、

立了由两国元首主持的“俄土合作高

的政治基础。

核能及经贸等方面的合作，向伊出售

。虽然双方在叙利亚问题
级理事会”

俄罗斯还通过一系列合作机制和

“S-300”防空导弹系统。俄不仅支持

上存在严重分歧，双边关系受土击落

平台的建设，在地区重建新的盟友体

，还有意吸纳
伊朗加入“上合组织”

俄战机事件严重冲击，但很快重回正

系和伙伴网络。借助叙利亚战争，俄

其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三是俄积极重

轨。普京与埃尔多安频繁会晤，仅

构建了两个联盟体系 ：一个是俄罗

建与伊拉克的合作关系。冷战时期，

在 2017 年就会晤八次，双方在叙利

斯、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四国联盟。

俄伊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伊拉克战争

亚问题上由对抗走向合作。俄还在土

后，俄在伊拉克影响力遭严重削弱。

实施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如修建核

情报中心，共享有关“伊斯兰国”的

近年来，双方在反恐、军事、石油和

电站，兴建“土耳其溪流”(Turkish

情报。另一个是俄罗斯、土耳其和伊

投资等领域开展合作，俄企业在伊拉

朗缔结三国联盟，主导了叙利亚问题

克投资额高达几十亿美元。普京强调，

400”导弹防御系统等，加深了彼此的

“阿斯塔纳进程”以及叙“冲突降级区”

伊拉克是俄在中东地区长期、可靠的

战略合作。

2015 年 9 月，四国联合在伊拉克建立

政，俄土关系逐步升温。2010 年，双
。
方同意建立“全方位优惠伙伴关系”

Stream) [7] 天然气管线，以及出售“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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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取得历史性突破。2015 年 9 月，沙

要途径。阿尔及利亚、伊朗、叙利亚、

资领域，俄与土耳其、伊朗、埃及和

利比亚、伊拉克和埃及是俄武器在中

伊拉克的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土贸

特副王储穆罕默德访俄，双方在能源、

东的传统买家。近年来，俄在伊朗、

太空、基础设施建设、贸易等领域达

土 耳 其、 埃 及、 阿 尔 及 利 亚、 伊 拉

自冷战以来一直冷淡的俄沙关系

易额达到 300 多亿美元，每年访土的

俄 游 客 达 400 万 之 众， 土 55% 的 天

元的投资谅解备忘录。2017 年 5 月，

克、利比亚以及海湾国家都有重要斩

然气和 30% 的石油进口来自俄罗斯。

获。俄重返一度被西方占据的埃及和

近年来，土俄签署了价值数百亿美元

穆罕默德副王储再次访俄，并称“两

伊拉克军火市场。2013 年美暂停对埃

的“土耳其溪流”天然气管线建设和

成六份协议，并签署了价值 100 亿美

。 2017
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8]

年 10 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访俄。这
是沙特国王历史上首次访俄，具有里
程碑意义。访问期间，双方共签署了
14 份合作文件，涵盖油气、核能、交

15 亿美元军事援助后，俄罗斯迅速跟
进。2014 年 9 月， 双 方 达 成 价 值 35

亿美元的军事合作协议。2013 年以来，

俄向伊拉克出售了价值 50 多亿美元

的军火。俄已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军

核电站建设大合同。俄土还在积极探
讨建立自贸区。俄罗斯与埃及经贸关
系也有很大发展，2013 年以来俄埃双

边贸易额已翻倍，达到 50 多亿美元。

2017 年，俄罗斯取代中国成为埃及

事 装 备， 包 括 米 -35 和 米 -28N 直 升

择与俄走近，既与美沙关系调整有

机、苏 -25 攻击机“短号”反坦克导

的第一大食品进口来源国，埃及从俄

关，也有牵制俄罗斯与伊朗关系发展

弹系统、T-90 主战坦克。伊拉克也提

2016 年增加约 44% ；向埃及出口小

通、通信、农业等多个领域。沙特选

的因素。
二、借助叙利亚战争，俄罗斯加
强了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在一定

出购买 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
2015 年 1 月，俄国防部长 15 年来首

次访伊朗，并与其签署军事合作协议。

罗斯进口食品总额 17.3 亿美元，较
麦 780 万吨，占俄罗斯小麦出口总
量的四分之一。
在中东核能领域，俄取得一系列

程度上改变了中东乃至地中海、非洲

2015 年 4 月，普京总统签署法令，取

重要成果，与土耳其、伊朗、苏丹、

以及印度洋的安全格局

消俄向伊朗出售“S-300”导弹防御

埃及、约旦、阿联酋和沙特等国签署

系统的禁令。此举被视为有可能改变

了核能合作协议，在日益激烈的中东

包括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建立军事基

地 区 军 事 平 衡 的 行 动。

能源市场中占得先机。2013 年，拖延

地、重建地中海舰队、参与亚丁湾打

月俄军事介入叙利亚后，伊朗还罕见

已久的伊朗布什尔核电站一期完工并

击海盗军事行动、联合军演以及军售

地为俄空军提供过境通道和转场的空

投入运行。2014 年，俄与伊朗签署新

等。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解散了地中

军基地。值得一提的是，俄还打进了

的核能合作协议，俄同意为伊建设八

俄加强军事存在的途径有多种，

[11]

2015 年 9

海舰队。2013 年 3 月，俄宣布重建黑

长期被西方垄断的海合会成员国以及

个发电机组。2016 年 9 月，由俄建设

海舰队地中海分舰队。在叙利亚，俄

土耳其的武器市场，阿联酋、卡塔尔、

的布什尔核电站二期工程启动，造价

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存在，不仅对塔尔

沙特、土耳其等国纷纷采购俄军火，

约 100 亿美元。2010 年，俄与土耳其

图斯军港进行了改扩建，签署了长期

价值高达上百亿美元。尤其是土不顾

签署修建土第一座核电站协议，项目

租借协议，还新建了赫迈米姆空军基

北约反对执意购买俄“S-400”导弹

地。在埃及，2015 年 11 月，俄埃签

包括四座反应堆，价值高达 220 亿美

防御系统格外引人注目。继土耳其之

元，预计 2023 年投入运行。2012 年，

署了允许两国战斗机相互利用对方空

后，
沙特和卡塔尔也提出购买“S-400”

俄与阿联酋签署核能领域合作协议，

军基地和领空的协议，增加了俄在中

导弹防御系统，引起西方震动。对俄

根据协议俄将为阿第一座核电站提

罗斯蚕食美传统军火市场，美国已发

供铀燃料以及铀转化与铀浓缩服务。

东的落脚点。 2015 年 8 月，两国举
[9]

行了历史上首次海军联合演习 ；2016
年两国再次举行联合军演。据悉，苏

丹提出希望俄在苏丹境内建立军事基

地。[10] 若俄同意，将为俄进入非洲、
红海及印度洋提供重要跳板。
军售是俄向中东拓展影响力的重
24 CONTEMPORARY WORLD

出警告，并威胁要制裁埃及和伊拉克

2017 年 10 月，俄罗斯与沙特签署和

等国。

平利用核能合作政府间协议。2015 年

[12]

三、在经贸、投资和能源合作方
面，俄罗斯也取得积极进展

２月，俄罗斯与埃及就首座核电站建
设项目达成谅解备忘录。2017 年 12

俄 罗 斯 与 土 耳 其、 埃 及、 伊 朗

月，普京访埃并与塞西总统共同出席

和沙特的合作跃上新台阶。在经贸投

了埃首座核电站——塔巴核电站项目

2018.3
当代世界

的签字仪式。该项目总投资约 300 亿

此才有了俄在叙利亚的行动。[13] 三是

——————————

美元。这是俄埃两国最大合作项目。

一向尊重实力的中东国家日益认为，

Mideast Diplomacy”, Orbis , Volume 40, Issue 4,

2017 年 6 月，苏丹与俄签署和平使

用核能领域合作备忘录。同年 12 月，

俄罗斯是全球唯一能够且敢于挑战美
国的全球性大国，并具有敢于实施其

双方正式签署了原子能利用协议。此

战略和政策的意识和决心。为此，俄

外，俄罗斯与中东国家在传统油气领

对叙直接军事介入非但未激化地区国

域从竞争走向合作，作为非欧佩克产

家对俄的离心力，反而增加了对其的

油国的俄罗斯与沙特等欧佩克产油国

向心力。俄军事威慑力推动土耳其、

近年来在限产保价行动中开展紧密合

沙特等国的政策调整。前美国政府中

作，取得很好成效。

东问题特使丹尼尔 · 罗斯撰文称，为

何中东领导人有事去找普京而非奥巴

前 景
叙利亚战争是俄罗斯与中东关系
的重要历史转折点。俄出兵之初，俄

马，是因为俄虽在军事上逊于美国，
但它比美更愿采取行动，而这已改变
了中东的权力生态。

国内外有不少担忧，认为俄可能在叙

俄罗斯强势回归中东在一定程

重蹈阿富汗覆辙。不过，这一情形非

度上改变了地区格局，对美主导下的

但未出现，还让俄借机实现了重返中

中东安全秩序构成严重冲击。中东国

东、重获中东影响力的战略目标。俄

家纷纷转向俄罗斯，实际上隐含着对

出兵叙利亚成功遏制了俄在中东影响

“美退俄进”地区权力新格局的接受。

力持续下滑的颓势，保障和维护了俄

2017 年 9 月，以色列的一项民调显

在中东的利益，扩大了俄在中东的存

示，52% 的受访者认为，普京在中东

在，提升了俄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

事务中的影响力要大于特朗普，而认

重塑了俄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形象。当

为特朗普影响力大于普京的比例只有

前，俄在中东的影响力达到了冷战结

15%。

不过，对俄重返中东的实际

束以来的高峰。

影响也不应给予过高估计。俄出兵叙

[14]

俄罗斯在叙利亚战场以及整个

利亚，既有战略上的谋算，实际上也

中东取得出乎意料的战果，主要归因

是背水一战，是一场为扭转其在中东

于三个因素。一是俄罗斯强大的军事

持续下滑颓势的阻击战。普京创造了

实力以及高超的政治与外交技巧。二

“中东奇迹”
，对美构成严重挑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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