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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坛

“冰上丝路”能否为北极合作确立新方向
■张耀

冷战结束以来，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北极问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的焦
点问题之一。目前，北极地区的形势演变出现
了一些新的趋势和动向，北极治理和合作进程
也在曲折中前行。

北极地缘风波再现

冷战结束后，北极地区似乎一度成为全球
治理和国际合作的模范试验区。然而近年来随
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及西方国家与
俄罗斯关系的逐渐逆转和恶化，使北极再次成
为地缘政治对峙的焦点之一。

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跌入冷战后的最低点。作为北极海岸线最长的
国家，俄罗斯把北极地区作为实施自己海洋战
略的重点， 不断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组
建了多个“北极旅”。美国及其欧洲盟国也大幅
度加强了其在北极地区的军事部署。 美国、加
拿大、丹麦、挪威都部署和加强了其专门的北
极部队及其装备。去年末，北约在靠近北极地
区的挪威海域组织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

的军事演习。俄美双方在北极近乎出现了剑拔
弩张的态势。

北极治理面临“瓶颈”

与北极地区地缘矛盾重新凸显相伴随的，

是北极合作和治理遇到的“瓶颈”。诚然，多年
来在北极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北极治理和
合作已取得不少成就，但目前这个进程似乎有
减速迹象。

首先是北极治理和合作进程目前还缺乏
有效的、 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国际治理机
制。 目前北极理事会是代表性最广泛的机制，

但它仅仅是论坛性组织，并不具备国际组织的
法律属性。由于北极理事会无法被赋予主导型

作用， 导致其他各种专门机制难以相互协调，

各自为政。比如北极经济理事会、北极海岸警
卫队论坛等这些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极地安全
搜救等重要领域的机制都是独立运行的。

其次是北极国家在北极治理与合作进程中
的理念和政策相对保守和内向， 使得北极域外
国家的关切和诉求难以获得表达和得到重视。

北极治理和合作进程最初的驱动力是气候
变化、能源需求、航运前景以及全球化与全球治
理理念的推广， 但是最近这些问题都出现了新
情况。由于一些国家不负责任的退出，使全球应
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出现了波折； 世界能源市场
的动荡和能源价格不断走低使开发北极能源的
需求也不再紧迫； 世界经济的低迷不振使国际
航运业也处于萧条之中；另外，一些国家的民粹

主义、 极端保守主义也使得全球化和全球治理
进程出现逆流， 这些都使目前的北极治理与合
作进程在前进中遇到瓶颈。

“冰上丝路”或成合作亮点

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
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就有专家认为未来北
极地区的合作与发展可以与“一带一路”倡议
结合起来。 在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之后，2017

年，中俄两国领导人共同提出了“冰上丝绸之
路”的概念，以促进北极地区的合作发展。

“冰上丝绸之路”概念提出后，得到一些北
极国家的欢迎，俄罗斯领导人在多次和中国领
导人会晤时都强调两国要推动和加强“冰上丝

绸之路”的建设与合作。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在访
华时也与习近平主席共同表示要积极探讨在北
极航道开发等项目上的合作机遇，共建“冰上丝
绸之路”，促进亚欧大陆互联互通。2017年 4月挪
威首相索尔贝格访华时，对中国参加北极事务给
予了积极评估，并期待挪中进一步增强在北极的
科学和研究合作。冰岛更是在多年前就已经与中
国签署了北极合作协议。2018年， 中国与俄罗斯
在北极雅马尔天然气田的合作获得了新的重要
进展，在北极航道基础设施建设上也达成了不少
合作意向。

“冰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开放性的倡议，摒弃
地缘政治思维，倡导合作共赢理念，可以各种方式
与相关各国的发展规划对接。“冰上丝绸之路”倡议
是包容性的合作倡议，与各国其他的合作机制和规
划并行不悖。在当前北极地区地缘政治冲突再起波
澜、 北极治理与合作进程出现瓶颈现象之际，“冰
上丝绸之路” 倡议以及相关国家在此框架下的合
作，倒不失为当前北极合作的一个亮点，也可能成
为未来北极治理与合作的新的选择和方向。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海洋和极地研
究中心主任）

新闻分析

波罗申科现年 53岁，知名政客和商人，当
地人称“巧克力大王”。2014年 5月，乌克兰提
前举行总统选举，波罗申科当选，任期 5年。

波罗申科承诺，如果成功连任，将继续推
动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进程，借助外交努力
实现领土完整。不过，波罗申科卷入一起军用
物资倒卖风波，面临竞争对手的攻击。

季莫申科 58岁，两度出任乌克兰总理，比
波罗申科早一周宣布角逐总统职位。 她抛出
“新方针”竞选纲领，推动新宪法，向地方政府
放权、铲除腐败，承诺提高工资、改善民生、改
革医疗卫生体系等。

季莫申科宣布，她领导的最大反对党祖国党
与其他盟友一道，将在议会动议弹劾波罗申科。

喜剧电视演员泽连斯基在一部热播电视
剧中扮演“总统”而为人知。“明星效应”和特立
独行不断推高他的民意支持率。

他呼吁支持者在他的竞选网站和社交网
络“脸书”账号留言，推荐总理、外交部长、国防
部长等人选。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不一定能
笑到最后，但眼下人气最旺。 （东方 IC供图）

波罗申科 季莫申科 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在多次民调中领先，三位主要竞争者各有缺陷，可能引发二轮投票

乌克兰周日大选，这位喜剧演员能获胜吗
■本报记者 安峥

乌克兰会成为下一个“反建制派”局外人
大获全胜的国家吗？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
27日如是发问。本周日，乌克兰将迎来新一届
总统选举。在最近多次民调中，现年 41岁的喜
剧演员泽连斯基一马当先，甚至把现任总统波
罗申科和前总理季莫申科都甩在身后。

“在政治动荡和安全感匮乏的当下，世界
正逐渐习惯这种惊人的胜利。” 美国罗格斯大
学乌克兰问题专家亚历山大·莫蒂尔指出，人
们已经在美国（特朗普当选）、法国（马克龙当
选）和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崛起）看到了这种情
况。这根接力棒可能正在传给乌克兰。

又一个“特朗普”？

这是乌克兰自 2014年遭遇一系列动荡以
来的首次总统选举。

5年前的 2月， 时任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
在独立广场事件中下台， 逾 100人在街头冲突
中丧生。同年，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地区，乌
克兰东部顿巴斯发生冲突。数周以后，乌克兰最
富有的寡头之一、 糖果业大亨波罗申科在提前
举行的总统大选首轮投票中赢得近 55%的支
持，上演了较为罕见的“一锤定音”（如果无人得
票率超过 50%，将举行第二轮投票）式选情。

5年后的今天，新一届总统大选即将开幕，

候选人名单上赫然印着 39个名字。“许多人希
望在 10月议会选举前扬名立万， 参加总统竞
选能获得知名度，”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乌
克兰问题专家安德斯·阿斯伦德表示。

舆论普遍认为，大部分人都是陪跑，真正
的较量将在现总统波罗申科、前总理季莫申科
和喜剧演员泽连斯基三人之间展开。多项最新
民调显示，泽连斯基人气领先（20%—25%）。彭
博社指出， 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政治素人，唯
一的“政治经验”是在热门电视剧《人民公仆》

中扮演平民总统。 如今， 他的目标是把剧本
“演” 成现实。 排在他身后的是总统波罗申科
（支持率约 11%），以及“祖国”党领导人、前总
理季莫申科（得票率为 8%—10%）。

手握政治资源、 现年 53岁的在任总统为
何比不过一名喜剧演员？有观点称，泽连斯基
凭借三件法宝———民众的幻灭感、自己的新面
孔、没有任何的政治“包袱”———吸引选民，有
点像“乌克兰版特朗普”。

“泽连斯基依靠社交媒体展开一场巧妙的
现代竞选，”阿斯伦德表示，270万社交媒体“粉
丝”是其天然票仓，他正在吸引 40岁以下选民
的支持。他没有详细的施政计划，但也不是一
个民粹主义者，他更像马克龙，而不是特朗普。

路透社认为，不是对手多强大，而是自己
太糟糕。尽管波罗申科取得了一些可以夸耀的
成绩———欧盟批准免签旅行；国内改革已经开
始；政府仍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纾困计划

中； 国防开支占 GDP的比例从 3%提高至 5%

———但许多乌克兰人仍然贫穷，关键的经济领
域（能源和重工业）仍掌握在寡头手中，权力大
到足以操纵价格并吓退挑战者。于是，他们对
国家的政治幻想破灭，反对当权派。

另有观点指出， 选民对泽连斯基的支持
或许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不理性。他的“无竞
选纲领”只比其他总统候选人“可有可无”的
纲领略显怪异而已。无论是经济发展、公共治
理、结束东部地区冲突，还是处理克里米亚问
题， 其他候选人几乎都没有提供切实可行的
策略。

“他们都有缺陷”

“三个人的支持率其实都不高，即使是领先
的泽连斯基支持率也才 20%多，远低于确保首
轮投票获胜的水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
员李新指出，这说明三个候选人各有各的问题。

波罗申科的表现的确无法让人满意———

俄乌关系恶化，入欧未能兑现，最近又卷入军
火交易丑闻。他打着“语言、军队和教堂”的口
号开展竞选活动，这种保守的议程在乌克兰年
轻一代中非常不受欢迎。

祖国党领导人、前总理季莫申科虽说也是
乌克兰政坛知名人物，但一直以来，绝大多数
民众认为，她不适合从政。美联社指出，季莫申
科以民粹主义者、不妥协的激进女性“人设”吸
引着支持者。但事实上，她是来自乌克兰旧体
制的政治精英， 很难摆脱已有的刻板印象，支
持者往往是老年人，农村人。

至于泽连斯基，李新认为，其草根出生，贴
近群众，但被视为经验不足。彭博社的报道也
说，在西方外交官眼中，他仍是个谜。

一位驻布鲁塞尔的欧盟外交官表示，泽连
斯基没有完整的竞选纲领和施政计划， 给人留
下的印象是不重视实质内容。 英国风险咨询公
司“特尼奥情报”分析师丹德指出，他不仅缺乏
政治经验和影响力， 也缺乏驾驭乌克兰政治体
系的能力。

另有评论指出，乌克兰最成功的喜剧明星
注定不会活在“真空”中：他的工作室曾与多家
俄罗斯公司密切来往， 他的一个重要合作方则
是乌国内数一数二的寡头科罗莫伊斯基。“他到
时候会不会成为一名傀儡？”

“他们都有缺陷，”一名驻基辅的西方外交
人士说。外媒认为，最后可能还是现任总统在
第二轮投票中（如果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选票
过半， 将在 4月 21日对得票领先的两名候选
人进行第二轮投票）胜出。

国家陷入两重分裂

“总统竞选活动正是对政治现状的控诉，”

英国伯明翰大学国际安全教授斯蒂芬·沃尔夫
指出， 大多数候选人都采取民粹主义策略，民
众对政治体系信任度极低（只有 16%的乌克兰
人信任总统），这个国家深陷分裂之中。

有评论认为，从竞选活动看，裂痕主要体
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地理上的，另一个是代
际上的。

从地理上说，自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一

直享受和承受着来自俄罗斯和欧洲两边的争
取和压力。如今这种“东西”分裂仍然存在。一
方面，“乌克兰化” 政策和经济由盛到衰的变
化，加深了南部和东部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不信
任。在那里，现任总统支持率仅为 6%至 8%。另
一方面，在乌克兰西部，现任总统仍是他们的
首选，他鲜明的反俄保守立场仍然奏效。

路透社称，与普通乌克兰人相比，西部选
民更关心战争， 而不是不断上涨的公用事业
费。乌克兰政治分析人士奥格涅·吉瑞涅夫说，

以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首位总统列昂尼德·克拉
夫丘克为例，“当他在东部地区旅行时，人们问
他袜子的价格、汽油是否会降价；当他到达西
部时，只有一个问题———这个国家是否会完好
无损。”

不过，多少有点让人费解的是，在此次乌
克兰大选中，东西部精英之间的直接竞争并不
明显。斯蒂芬·沃尔夫认为，部分原因是，东西
部地区也在忙着搞“内讧”，瓜分选票，他们都
同样感受到来自泽连斯基的威胁。

第二个分裂是代沟。法新社称，泽连斯基垄
断了乌克兰所有地区 18至 40岁人群的支持，

也在 40至 50岁年龄段处于领先地位。在 50至
60岁年龄段， 他仅略落后于现任总统波罗申
科。然而，在 60岁以上的人群中，他根本得不到
任何支持。 而季莫申科收割了一大批老年人的
好感。

“国家的分裂是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重要问
题。”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
究员胡键指出，这个问题也必然引向乌克兰民
众对俄罗斯的“爱恨情仇”。

乌克兰恐难“融入”西方

■本报记者 安峥

有评论称，自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政
治一直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钟摆运动。

欧盟的矛盾与担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新指出，

从历史上看，乌克兰前两任总统基本奉行两
边平衡的外交方针；但第三任总统尤先科明
显亲西方，要求加大码入北约；第四任总统
亚努科维奇最初也想平衡发展，但在欧盟的
“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
联盟”方案面前，他最终选择了俄罗斯，结果
他被赶下台；反俄总统波罗申科取而代之。

本次大选不同，三位主要候选人都持亲
西方、反俄罗斯的立场，只是亲西方的程度
有所差别而已。

“钟摆”如果不再摇摆，对乌克兰意味着
什么？ 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
任、研究员胡键指出，自苏联解体后，乌克兰
历次政治危机都表现为亲俄罗斯还是回归
欧洲的选择上：从 2003 年“颜色革命”到始
于 2013年的危机，再到克里米亚事件，这都
是乌克兰政治“选边站”所引发的国家悲剧。

从这个角度看，政坛集体“向欧洲看齐”，乌
克兰政治上的危机也就化解了，只剩下正常
的政党政治角逐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乌克
兰真能“融入”西方。

路透社指出，一方面，欧盟是矛盾的。它
一心希望看到乌克兰成为能够抵御俄罗斯
攻击的防线，但西方的团结始终脆弱：意大
利、希腊、匈牙利等与莫斯科联系密切的国
家，一直渴望修复它们的经济关系。另一方
面，欧盟也是担忧的。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分析师斯特凡·迈斯特指出， 德国领导人认
为，为乌克兰打开北约大门将进一步恶化他
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共同防御的承诺可能会
让他们卷入与俄罗斯的公开冲突。“在这个
问题上，美国和盟国或多或少达成了共识。”

解决民生问题是关键
“事实上，当前乌克兰民众面临的最大

问题不是向西、向俄的选择问题，而是政治
人物的注意力不能回归到提高民众生活水
平上来。”胡键指出。

乌克兰能否解决国内的难题，不单由乌
克兰人自己决定。胡键认为，这取决于欧盟、

北约两大组织的态度，也取决于俄罗斯与欧
洲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互拥抱，还取决于俄罗
斯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乌克兰“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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