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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新闻

安全对话在即

俄与美国、北约
隔空“喊话”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
国11日协调立场，为次日在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
与俄罗斯对话做准备。据路
透社报道，俄方预期在会谈
中要求北约作出不把乌克兰
等国纳入北约等安全承诺。
俄方称，会谈将迎来双方关
系的“真相时刻”。

北约做准备

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
议定于12日在布鲁塞尔北约
总部举行，以期缓解双方因
乌克兰问题等紧张的关系。

近期，美国和乌克兰不
断渲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威胁，俄方则强调局势持续
恶化是因北约不断挤压俄罗
斯安全空间。俄外交部去年
12月提交两份涉及美国等西
方国家安全承诺的文件草
案，要求北约不在“乌克兰及
其他东欧国家、南高加索和
中亚国家”开展军事活动、不
接纳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
北约等。

路透社以北约成员国外
交官为消息源报道，北约准
备与俄方谈判增强军事演习
的透明度和避免意外冲突。

北约外交官说，无法接
受俄方去年12月提出的诸多
要求，包括缩减北约活动规
模至上世纪90年代水平以及
承诺不再接纳新成员国。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珍·
普萨基11日说，北约与乌克
兰的关系仅涉及乌克兰和30
个北约成员国，“不由其他国
家说了算”。

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
说法，12日的对话将是2019
年以来，俄罗斯和北约高级
别代表团首次在北约-俄罗
斯理事会框架下在欧洲讨论
安全保障议题。

近年来，北约与俄罗斯
关系持续走低。去年10月，
俄方宣布暂停俄驻北约及北
约驻俄相关机构的工作，回
应北约当月初驱逐俄方外
交官。

俄罗斯希望出结果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
米特里·佩斯科夫11日说，10
日的俄美安全对话以“公开、
直接方式”展开。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
尔盖·里亚布科夫10日在瑞
士日内瓦与美国副国务卿温
迪·舍曼举行新一轮俄美战
略稳定对话。对话以闭门形
式举行，从会后双方释放的
信息可以看出，对话没有取
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佩斯科夫11日说，俄方
想要快速出结果，“没有什么
明确的最后期限，没有人设
置最后期限，只有俄方表明
立场。俄方不会满足于这种
进程无休止拖延下去”。

俄罗斯12日与北约在布
鲁塞尔对话后，还将于13日
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奥
地利首都维也纳对话。

据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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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难觅共识

这一轮会晤是双方的第
三轮对话，主要围绕乌克兰局
势等议题展开。去年6月，美
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
京在日内瓦会晤后发表联合
声明，宣布两国将就军控和降
低冲突风险等开展双边战略
稳定对话。去年7月和9月，美
俄已在日内瓦举行了两轮
对话。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
亚布科夫在对话结束后介绍
情况时表示，北约在法律层面
保证不再东扩、不在俄边境部
署打击性武器、北约将军力部
署恢复至1997年俄与北约签
署基本关系文件时的状态，这
是俄方最核心的安全关切，但
俄不认为美方愿意在这些关
键问题上作出令人满意的
决定。

里亚布科夫说，俄方需要
的是理智的、有法律意义的保
障，保障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永
远不会成为北约成员国，这对
俄罗斯而言是一个关键的国
家安全问题，俄方不能容忍在
解决这个问题上拖延。

美方率团参与对话的常
务副国务卿舍曼会后表示，美
方在对话中“断然拒绝”了俄

方提出的一系列安全提议，包
括要求北约不得吸收乌克兰
为成员、终止与乌方安全合作
等，相关提议有悖于北约的

“开放门户”政策。
分析人士指出，俄美双方

在安全对话前后透露的消息
表明，此次对话未能取得进展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避重
就轻，试图回避俄罗斯的核心
安全关切。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日前曾表示，此次对话可以
为双方恢复《中导条约》奠定
基础。里亚布科夫对此回应
说，俄美安全对话不能只涉及
恢复《中导条约》，还应将其他
俄方高度关注的话题纳入讨
论，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达成
共识更加必要和迫切。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
项目主任季莫费耶夫表示，此
次安全对话无法取得实质性
进展并不出乎意料。俄方清
晰传达了自己的立场，但美方
并未准备好讨论俄方关心的
问题。

《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
杂志主编卢基扬诺夫撰文指
出，俄美安全对话没有取得突
破，双方在谈判思路上存在根
本性差别。

近期俄罗斯与以美国为
首的北约围绕乌克兰问题矛
盾不断加剧。俄乌两国在边
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人员
和装备。北约和乌克兰不断
渲染俄罗斯“入侵”威胁，俄方
则强调局势持续恶化是因为
北约不断挤压俄罗斯安全空
间。为缓和紧张气氛，俄罗斯
外交部去年12月向美方提交
了俄美安全保障条约草案和
俄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措
施协议。

在10日的对话当中，里亚
布科夫强调，俄罗斯无意“进
攻”乌克兰，也不可能这样做。

舍曼说，美国欢迎通过外
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但只
有在俄罗斯采取切实措施降
低俄乌边境紧张局势的条件

下，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才能取
得实质进展。如果俄“进一步
入侵”乌克兰，将付出沉重代
价并面临严重后果。

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
织（欧安组织）秘书长托马斯·
格雷明格表示，美俄这种会面
和交流传递出一种积极信号，
但双方的分歧“没有快速解决
方案”。“新一轮对话将是双方
阐明共同关切、交流共同期望
的机会。同时，让所有欧洲国
家尤其是直接相关国家尽快
参与对话也非常重要。”

日内瓦国际与发展研究
所教授基思·克劳斯表示，美
国的确试图重新调整与俄罗
斯的关系，但这将是一个漫长
而缓慢的过程。

按照计划，俄罗斯将在本
周内先后与美国、北约和欧洲
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
举行对话。舆论普遍认为，此
次的俄美安全对话最为关键，
将为接下来的两场对话定下
基调。俄与北约对话可视为
俄美对话的扩大版，俄与欧安
组织对话则是在更大范围探
讨欧洲未来的安全前景。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对话
有助于稳定俄美关系，但俄与
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缺乏战
略互信，多重因素令俄西矛盾
难以得到根本改善。尽管各
方正在密集展开对话，但短期
内矛盾恐难化解，各方政治博
弈将持续。

一方面，西方国家内部对
俄态度不一。季莫费耶夫表
示，参与谈判各方的立场各不
相同且难以协调，谈判进程或
将非常艰难。围绕欧洲安全
问题的谈判将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
分歧导致美国难以与俄罗斯
就安全问题达成一致。美国

哈密尔顿学院教授艾伦·卡夫
鲁尼表示，美国国内不稳定的
政治局势实际上束缚了美国
政府手脚，给其外交活动留下
了非常有限的空间。即便美
国政府代表团同意与俄罗斯
缔结安全保障协议并说服其
盟友也参与其中，这份文件也
无法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
批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
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勇
慧认为，如果俄美间根本性矛
盾不能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双
方关系很难发生实质性改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
研究员欧汉龙表示，美俄关系
恶化或将导致双方在乌克兰
局势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对话
受阻。

俄罗斯政治信息中心主
任穆欣说，美国需要与俄达成
安全协议，但不可能像俄方希
望的那样尽快给出明确答复，
因为那意味着美国需要放弃
舆论过渡期而立即公开地“屈
服于”俄方要求。

前景不容乐观

双方针锋相对

拜登想把乌克兰变成“豪猪”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
月7日发表作者戴维·伊格内
修斯的一篇文章，题为《拜登
想把乌克兰变成一只“豪
猪”》。

文章指出，美国及其盟友
怎样才能帮助乌克兰变成“豪
猪”——— 一个让俄罗斯军队难
以消化的棘手国家？近几周
来，作为遏制俄罗斯努力的组
成部分，美国空军在乌克兰东
部上空部署了B-52轰炸机和
RC-135侦察机。

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开始
仔细考虑如何用训练和包括

“毒刺”防空导弹在内的武器
来支持乌克兰的叛乱活动。
根据兰德公司分析师詹姆斯·
昆利文在1995年设计的一个
公式，要想征服这样一场叛
乱，俄罗斯需要为每1000名乌
克兰人派出20名俄罗斯战斗

人员。这意味着俄罗斯要派
出大约88 . 6万人的占领部
队———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
它衡量了镇压暴动的难度。

为了加强乌克兰的抵抗
能力，美国和北约最近几周已
经派遣团队查看空防、后勤、
通信和其他重要情况。

北约已经讨论过在俄罗
斯发动入侵后让部队前移的
计划，这会让俄罗斯不那么
安全。

文章认为，这场较量是对
决心的考验，普京或许认为，
与相对不受欢迎并且领导着
一个严重分裂国家的美国总
统拜登比起来，他拥有巨大优
势。但被混乱的阿富汗撤军
所受到的批评刺痛的拜登，会
努力避免在乌克兰重蹈覆辙。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中
新网等

为期一天的美俄新一轮战略稳定对话1月10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与美国常务
副国务卿舍曼分别率两国代表团出席。本轮对话持续了8个小时，但双方在谈判主要问题上未取得进展。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对话能够举行，说明俄罗斯有意愿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更长远的安全合作
架构。对话难以取得进展的症结在于，美国未能积极回应俄罗斯提出的一系列安全关切。若无法有效解决
这些问题，未来俄美对话前景同样难言乐观。

舍舍曼曼 里里亚亚布布科科夫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