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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兵-撤兵”与俄罗斯在叙利亚
*
地缘政治目标的实现
马建光 李佑任

【内容提要】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第五年，俄罗斯正式出兵叙利亚，成为打击
“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通过军事行动，俄罗斯成功阻止了恐怖活动的进一步蔓
延、提升了自身国际影响力、在困境中绝处逢生。当前，中东地区矛盾依旧纷繁复
杂，多方势力持续深度博弈，俄罗斯两次宣布从叙利亚撤出部队，展现了其军事外交联动运用的“巧实力”，获得了战略红利、实现了部分既定地缘政治目标。然
而，俄罗斯长期介入叙利亚与美国及西方展开地缘博弈，对其国家振兴无疑是一个
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叙利亚持续动荡的局势及域外大国的深度介入，使俄罗斯虽两
次宣布撤兵，却从未真正撤出，围绕叙利亚及中东地区主导权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还将在各大国间反复上演。随着普京开启其第四个总统任期，俄罗斯在解决叙利亚
危机、破除西方制裁、振兴国家经济等问题上依然面临严峻挑战，这需要普京和俄
罗斯精英阶层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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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兵-撤兵”与俄罗斯在叙利亚地缘政治目标的实现
叙利亚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七年多了。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俄罗斯以反
恐的名义、通过直接军事介入，帮助一度风雨飘摇的巴沙尔政权收复大片国土、稳
固执政地位。以此为契机，俄罗斯恢复了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在重塑大国形
象的同时，一举成为把握叙利亚乃至中东地区事态发展的“操盘手”。尤为值得注
意的是，此番出兵叙利亚，俄罗斯两次宣布“撤兵”，令人颇感意外。本文尝试从
地缘政治视角出发，分析俄罗斯两次撤兵的行为逻辑，理清其与俄罗斯在叙地缘政
治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 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的思想溯源
从地理上看，俄罗斯是一个难以自我防卫的国家，其以莫斯科为首的中央核
心区缺乏山川、海洋等天然屏障的庇护，唯一可以仰仗的只有恶劣的气候，然而这
种防御方式具有天生的“自残性”，不利于俄罗斯的生存与进一步发展。因此，独
特的国家地缘条件使历代俄罗斯的统治者在地缘政治层面均倾向于“以攻代守”。
回顾俄罗斯维护国家安全、与他国开展地缘博弈的历史，可以总结出四种行为模式：
抢占战略要地、争夺出海口、创造安全缓冲带及避免两线作战。① 过度的扩张使俄
罗斯拥有了横跨欧亚且幅员辽阔的疆土，这使其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天然属性从未依
其意识形态、集团利益、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俄罗斯自始至终都是全球地缘政
治中的大陆枢纽国家，② 俄罗斯也因此长期把地缘安全放在极为突出的位置，并在
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议题上更关注地缘博弈。
历史上，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地缘难题是如何获得一个“不冻港”，以进一步
拓展自己的地缘战略空间、深度参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背景下的国际分工，这要求
俄罗斯必须南下寻找温暖的出海口。为此，俄国历史上被称为“大帝”的两位君主
——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先后数次南下进攻奥斯曼及波斯帝国，以获得对黑
海、里海的控制权。特别是在夺取了里海西岸、南岸的大量土地后，俄罗斯首次将
触角伸向中东。三百年的大国外交历程让俄罗斯熟练掌握了地缘博弈之道，俄国历
任统治者在此后均不断向南渗透，从始自尼古拉一世、终于尼古拉二世时期与英国
在中东、中亚一带展开的“大博弈”、到苏联时期美苏在中东通过“代理人战争”
① 柳丰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西部安全环境与西部安全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博士论文，2002 年，第 1 页。
② 顾志红：《事实与真相——俄罗斯地缘政治与外交》，长春：长春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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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的角力，中东始终是俄参与地缘博弈的重要舞台。苏联解体后，实力大不如前
的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基本处于战略守势，与历史上沙俄强势的“南下扩张”不可同
日而语，但俄维护其在中东地区既有战略利益的决心始终未曾改变。
关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走向，苏联解体后的俄精英阶层主要持以下三种地
缘思想：融入西方的大西洋主义思想、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新斯拉夫主义思想和走
温和“中间路线”的新欧亚主义思想。 ① 普京自 2000 年上台以来，其地缘政治思
想一度游走于三者之间，但俄罗斯目前认为，随着近 15 年来美国加强了对俄罗斯
的战略围堵并力图从民族、领土等方面削弱俄罗斯的国家认同感、破坏俄经济发展，
俄罗斯需要谨慎发展与美国及西方的关系，并考虑长远影响及后果。② 由此，大西
洋主义已经被逐渐边缘化，普京当前秉承的地缘政治思想主要基于新欧亚主义，同
时不拘泥于固定理论、根据实际需要有选择性地和新斯拉夫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一
套“不左不右、时左时右、论为实用”的俄罗斯特色地缘政治思想。
从理论的实际应用上看，出兵叙利亚就是普京特色地缘政治思想的具体体现。
2015 年 9 月 30 日，应巴沙尔政府的邀请，俄空天军开始对叙境内“伊斯兰国”恐
怖组织目标发动空袭，这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俄军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海外用兵。俄罗
斯此番出兵叙利亚，既有打击恐怖组织的现实考量，又有调动大国关系、维护俄罗
斯战略利益的地缘政治考量。“新欧亚主义”学派的奠基人、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
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在其代表作《地缘政治学基础》中这样写道：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并未充分发挥麦金德提出的‘心脏地带’的作用，若俄罗斯
想在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博弈中获得有利地位，就应当向东方进军，实现与突厥
民族和东方国家的联合，对抗代表‘海洋文明’的西方国家。”③ 在实践层面，“新
① 苏联解体之后，在俄罗斯首先兴起的是大西洋主义，其目的是让俄在地缘和意识形态上
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却忽视了俄所处的周边环境和自身实力，极大地损害了俄国家利益，特别
是北约在巴尔干和东欧地区的扩张使俄地缘战略空间被不断压缩，这使叶利钦在其第一个任期结
束后基本放弃了大西洋主义，转而接受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新斯拉夫主义。新斯拉夫主义认
为，俄应继续发挥其“独特的历史使命”，不能像大西洋主义主张的那样将自己弱化为“普通民
族国家”，而应继续一种“帝国统治”的形式恢复“强国地位”，统一斯拉夫民族共识，是为俄
在融入西方社会的努力遭到挫折后重走“民族主义道路”的主要体现，为俄地缘政治空间的恢复
和改善提供了理论指导。新欧亚主义出现在 20 世纪末期，其主张俄在地缘和文明类型上属于“欧
亚文明”，由于以西欧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对俄罗斯的“欧亚文明”进行不断挤压，俄应在
地缘上与亚洲、伊斯兰文明进行结盟，形成反对西方文明挤压的“欧亚联盟”，保持自身的文明
独立性。参见顾志红：《事实与真相——俄罗斯地缘政治与外交》长春：长春出版社 2010 年版。
② Александр Шарковский，“Россия в кольце недругов,”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5.01.2016.
③ А. Г. Дугин, Основ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Москва: Арктогея, 1997, C.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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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主义”的另一位领军人物、俄国立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谢尔
盖·卡拉加诺夫（Sergei Karaganov），其现担任普京的经济和外交顾问，对普京
的地缘战略亦有较大的影响。从目前来看，俄深度介入叙利亚局势、与土耳其、沙
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建立了较以往更为密切的联系，均证明了普京基于“新欧亚主
义”的地缘价值取向。

二 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的战略意图
叙利亚危机是 2011 年“阿拉伯之春”深度发酵的结果。然而在 2011 年，俄罗
斯高层针对“阿拉伯之春”的反应与西方基本同步——在联合国，俄不仅没有否决
美国主导下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安理会决议，时任俄总统迪米特里·梅德韦杰
夫甚至还在 2011 年多维尔 G8 峰会上指出，卡扎菲政权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卡扎菲必
须下台。① 这种表态是以当时俄与西方国家关系缓和为大背景的，双方此时刚踏上奥
巴马提出的“重启”双边关系之路，无意因中东的“民主春天”恶化合作气氛。②
然而，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的表态则与梅德韦杰夫明显不同，他强烈谴责了美国主
导下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安理会决议，称其为“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再现”。③《克
里姆林宫里的手下们》一书作者米哈伊尔•济加尔（Mikhail Zygar）就表示，普京
把卡扎菲的死视为前车之鉴，并由此坚定了一个信念：（向西方）软弱与妥协是不
可行的。 ④ 随着 2012 年 5 月普京再度当选总统，俄罗斯开始不断酝酿深度介入叙
利亚危机。
（一）对地缘安全议题的“再塑造”
俄罗斯认为，当今国际格局处于深度重构期，正是俄罗斯积极拓展外交空间、
争取话语权、构建影响力、重塑大国地位的绝佳时机。

⑤

依据这种积极参与的“机

① “Медведев заявил, что Каддафи должен уйти,” МИА 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 27.05.2011,
https://ria.ru/arab_ly/20110527/380736183.html.
② 姜毅：《评析俄罗斯在中东的机会主义外交》，载《西亚非洲》2016 年第 3 期，第 8 页。
③ Evan Osnos, David Remnick and Joshua Yaffa, “Trump, Putin, and the New Cold War,” The
New Yorker, March 6, 2017.
④ Mikhail Zygar, All the Kremlin’s Men：Inside the Court of Vladimir Putin, New York City:
Public Affairs, 2016, p.78.
⑤ Oleg Barabanov, Timofey Bordachev, Fyodor Lukyanov, Andrey Sushentsov, Dmitry Suslov
and Ivan Timofeev, War and Peace in the 21 st Century：A New International Balance as the Guarantee
of Stability, Veliky Novgorod : Valdai Discussion Club,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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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思想，普京及其幕僚认为，既然美国可以通过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
的军事行动打击那些它认为有威胁的政权，那么俄罗斯同样可以寻找这样一个机会
来证明自己在地缘安全议题中“不可或缺”的谈判地位，阻止西方国家在该议题上
的“为所欲为”。① 鉴于西亚北非局势基本处于西方国家主导之下，叙利亚危机成
为俄为数不多、可资介入的安全议题，是俄扭转地缘外交被动局面的不二良机。
在外交层面，2013 年叙利亚战场上开始频繁出现化学武器攻击行为，引起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鉴于美国曾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
俄罗斯便积极斡旋、抢先出牌，提出“化武换和平”方案，为巴沙尔政权赢得了宝
贵的喘息之机，占据了外交上的道义制高点，遏制了美国对巴沙尔政权采取进一步
军事行动的可能。
在军事层面，俄于 2013 年夏天恢复了解散二十年之久的地中海分舰队，并以
在叙利亚北部塔尔图斯港的海军第 720 技术补给基地为中转站，通过海运向叙利亚
输送了相当数量的特种部队，稳固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而当“伊斯兰国”
的出现开始让叙政府军面临西方、反对派和“伊斯兰国”的三重绞杀、被压缩在地
中海东岸狭小地带时，俄罗斯在千钧一发之际从幕后走到台前，向巴沙尔政权施以
直接援手，巩固了其在中东的地缘支点，维护了其中东的战略利益，成功重置了叙
利亚及中东地区的地缘安全议题。
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是自普京 2012 年再度当选总统后，俄罗斯开展的一次影
响中东形势走向、调动大国关系、维护自身战略利益的重大行动。俄罗斯抓住国际
社会对“伊斯兰国”威胁及难民潮的恐惧心理，高调介入叙利亚局势并成功吸引了
国际社会的关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俄罗斯在地缘安全上的被动局面，转而成为中
东地区地缘安全议题的主导者。
（二）对“颜色革命”扩散的坚决抵制
在“阿拉伯之春”如火如荼的同时，2011 年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爆发的大规
模反政府游行示威，使克里姆林宫在苏联解体后，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颜色革命”
的直接威胁，并初步认识到了西方“混合战争”的威力。普京一手提拔的军中心腹、
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大将就指出，信息资源是一种最
有效的武器，通过信息技术和舆论操控，可以对国民的思想意识施加广泛而有针对

① Evan Osnos, David Remnick and Joshua Yaffa, “Trump, Putin and the New Cold War, ” The
New Yorker, March 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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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影响，并挑起其不满与反抗情绪，让一国事态在数天内发生反转， ① 这对俄倡
导的“主权民主”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加深了俄对西方的怀疑与不满。彼时，作为
安理会“五常”之一，俄需要用自己手中宝贵的否决权表明自己对“主权民主”的
支持及对“颜色革命”的反对，它在安理会数次否决西方向巴沙尔政权施压的决议，
并坚持各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反对域外力量以武力或威慑干预叙利亚内政。②
然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借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
裁，俄罗斯在外交层面对“颜色革命”的反制措辞成效锐减，甚至濒临道德的悬崖。
这使俄重新认识到，以武力为核心的“锐实力”或许是表明态度更好的选择，于是
在 2015 年俄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总统》当中，普京这样说道：“我认可一
位名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句善言加一把枪带来的好处远比善言本身要多’。”
这种态度很快便体现在了俄出兵叙利亚的行动中，并取得了显而易见的积极效果。
一如俄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大将在 2017 年 5 月 24 日接受俄罗斯联邦上议院质
询时所言，俄军介入叙利亚内战“完成了地缘政治任务，境外势力推翻合法政权的
企图被阻止，‘颜色革命’的连锁反应被中断。”③ 俄罗斯对“颜色革命”鲜明的
抵制态度，因出兵叙利亚得以彰显，而“颜色革命”的扩张趋势亦被阻止。
（三）对“伊斯兰国”势力蔓延的高度警觉
俄罗斯选择出兵叙利亚的直接原因还在于对“伊斯兰国”势力愈发膨胀的警
觉，这也是俄出兵叙利亚的“官方理由”。自 2014 年发迹以来，“伊斯兰国”
扩张速度之迅速、影响范围之广阔已经让俄当局不得不加以重视。早在 2015 年 3
月初，俄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r）就曾表
示，
“伊斯兰国”已经与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分离势力武装分子建立了联系，④ 意
味着对俄产生威胁的恐怖势力开始“里应外合”。而到了同年 7 月 24 日，“伊
斯兰国”正式宣布在俄北高加索地区建立了新的行政单位——“高加索州”，⑤ 这
被俄当局视为赤裸裸的挑衅，也进一步坚定了俄当局出兵叙利亚肃清恐怖活动

① Валерий Герасимов, “Гибридная война требует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ого оружия и
научного обоснования,” http://vpk-news.ru/articles/29579.
② 姜毅：《评析俄罗斯在中东的机会主义外交》，载《西亚非洲》2016 年第 3 期，第 8 页。
③ Александр Тихонов, “Курсом обновления,”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26.05.2017.
④ Н．Патрушев, “ИГИЛ налаживает контакты с боевиками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 Interfax,
05.03.2015, http:/ /www.Interfax-religion.ru/? act=news＆div=58064．
⑤ “В ИГИЛ объявили о создании филиала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 Life, 24 июня 2015,
https://life.ru/15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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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的决心——俄认为，同在本土地区打击恐怖分子相比，在叙利亚发动境
外反恐行动付出的牺牲和代价会小得多，一场在中东地区消灭恐怖分子的战役将
给俄带来长远的利益。① 尽管俄军在叙利亚战场上的打击目标并不仅限于“伊斯
兰国”，但打击行动对“伊斯兰国”的重创是显而易见的，受到了很多国家特别
是为难民问题所困扰的欧洲国家的欢迎。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欧盟中的传统
“反俄”国家，波兰对俄在叙军事行动的评价非常积极，波兰官方人士称赞俄军
的行动是“首次针对‘伊斯兰国’行之有效的打击”。 ②
在多重动机的牵引下，俄罗斯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开始空袭叙境内“伊斯兰
国”目标，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西亚地区他国领土上实施的首次大规模军事行
动，使世人明白俄帮助了叙合法政府，证明俄站在法律与公正的一边，标志着俄罗
斯作为一个强国重返世界舞台。 ③

三 初次撤兵：收获与遗存的问题
出乎意料的是，在正式出兵仅半年后，普京在 2016 年 3 月 14 日宣布将从 3
月 15 日起撤出驻叙俄军主力部队，其常驻兵力缩减至 3 000 人，海空作战力量明
显减少而陆上作战力量保持不变，空袭强度也明显降低。
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深度调整的情形下，俄罗斯实现了哪些地缘政治目标？
在普京宣布撤兵的背后，俄又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笔者认为，俄军初次“撤出”
叙利亚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预期目标基本达成

撤兵理所应当

俄罗斯在叙军事行动五个月以来，通过高强度空袭基本达成了预期的地缘安全
目标。首先，俄罗斯成功挽救了巴沙尔政权，从根本上扭转了叙战场态势，为叙政
府军的地面军事行动赢得了优势和主动，其实际控制区由先前的 30%增至 45%，
巴沙尔政权基本稳固并渡过了生存危机。对俄罗斯而言，巴沙尔政权就是俄在西南
地区有效的安全屏障，出兵叙利亚阻止了宗教极端势力向俄北高加索地区的渗透，

① Анатолий Цыганок, Война В Сирри. M.: Москва АИРО-ХХI, 2016.C.8.
② Борис Долгов, Омар Махмуд, “Сири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позиции России и стран ССАГПЗ”,
РСМД, 8 ноября 2015, http://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siriyskiy-konfliktpozitsii-rossii-i-stran-ssagpz/?sphrase_id=7299543.
③ Анатолий Цыганок, Война В Сирри. M.: Москва АИРО-ХХI, 2016.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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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破解了美国在该地区对俄形成战略合围的意图。 ①
其次，俄罗斯增强了自身在中东的地缘影响力，在基本实现“把控”巴沙尔政
权的基础上，与两伊建立了更加牢固的联盟，特别是俄罗斯、叙利亚、伊拉克和伊
朗四个国家组成的四方情报中心的建立，让俄拥有了长期介入中东的信息来源和情
报资本。利用此次出兵，俄罗斯还巩固了在叙利亚塔尔图斯的物资技术保障基地，
并实现了在叙利亚拉塔基亚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长期驻军，使俄即便在部分撤兵后
也拥有了随时“返场”的空间，有利于俄对中东局势的及时介入。
最后，俄罗斯通过军事介入叙利亚造成在叙稳定军事存在的既定事实，借此在
以难民问题为代表的诸多议题上与欧盟达成了默契，迫使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俄
罗斯展开有限合作，推动叙冲突各方的停火与政治和解进程。尽管俄出兵叙利亚没
有实现“以打促和”的初衷，但也基本形成了“以打促谈”的局面，一定程度上打
破了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面临的外交僵局，为与西方国家在叙利亚乃至乌克兰
问题上进行沟通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多重现实考虑驱使俄罗斯部分撤兵
在预期目标基本达成的前提下，俄罗斯的撤兵行动还基于一定的现实需要。首
先，俄秉承的“积极机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大交易”的逻辑，它希望用强硬军
事介入搭配后续的撤兵行动、以“一张一弛”的手段换取西方国家在对俄制裁问题
上的妥协以及俄与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在 2015 年 12 月俄国
情咨文发布会上，普京公开释放出合作的信号，他一改乌克兰危机以来的抨击西方
之风，转而着重强调合作反恐的重要性。② 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通讯院士、军事预测
中心主任茨加诺克就曾预测到：鉴于俄军在叙的大部分任务已经完成，日内瓦谈判
开始之时就是撤兵的最佳时机，这可能会使谈判在更加平和的气氛中进行。③ 正如
茨加诺克所言，2016 年 3 月 13 日，普京致电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探讨叙利亚局势，
两天后便下令撤兵。这充分表明俄希望通过撤兵进一步缓和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关
系，以缓解对立、增进信任，摆脱战略困境。
其次，俄罗斯需要巴沙尔政权同意按照俄式方案，以和平手段解决危机。在俄

① 毕洪业：《出兵、撤兵：普京的叙利亚战略考量》，载《世界知识》2016 年第 13 期，
第 37 页。
② Путин,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3декабря 2015,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864.
③ Анатолий Цыганок, Война В Сирри. M.: Москва АИРО-ХХI, 2016.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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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兵叙利亚后，巴沙尔一度想凭借俄军强大的空海火力一鼓作气收复全部失地，但
这势必将把俄拖入战争泥潭，阻碍俄深度布局中东。因此在 2016 年 2 月 18 日，俄
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在安理会公开批评了巴沙尔“收回整个叙利亚”的态度，认
①

为这与俄做出的外交努力背道而驰，并强调叙必须依照俄式方案才可能化解危机。

不 出 一个月，普京以撤兵这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向巴沙尔政权施压， 打消其借俄之
手在战场上力挽狂澜的念头，巴沙尔也被迫依照俄的规划签署停火协议。
最后，在中东各派尖锐对立、俄当时国内经济形势较为严峻的情形下，撤兵是
俄为避免陷入战争泥潭所做的一种努力。俄虽在事实上助两伊、黎巴嫩和叙利亚形
成了一条地缘上的“什叶派之弧”，却从未公开为什叶派“站台”。俄更希望充当
一个有公信力的“调解人”，成为中东地缘势力关键一方的同时又不至于深陷其中。
此外，俄出兵叙利亚虽竭力控制开支，但根据普京 2016 年 3 月 17 日的讲话，俄在
叙军费开支达到了 330 亿卢布（约 5.6 亿美元）② ，迫使俄在 2016 年削减了军费支
出。因此通过这次撤兵，俄意图摆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负担，使自身得以“轻
装简从”地博取谈判筹码、塑造地区安全议题、保持在叙影响力。
（三）俄初次撤兵未能解决的问题
尽管普京通过有限撤兵向西方国家及阿拉伯世界表达了善意，然而这次“先兵
后礼”的撤兵之举除助俄抢占道义制高点、推动和谈进程外，取得的实际成效却较
为有限。
第一，俄撤兵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叙利亚局势，但并未改变俄与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在叙利亚、中东乃至东欧的全方位战略博弈态势，对改善双边关系的作
用极为有限。在美国“遏俄、弱俄”大方针长期存在的前提下，美拒绝在放弃对俄
制裁和与俄在乌克兰、叙利亚问题上合作这二者间做“选择题”，并在 2016 年 3
月 3 日宣布延长对俄制裁，表明其不会改变对俄既定政策。俄美在叙利亚问题上依
然保持有限的合作，但美借乌克兰问题对俄实施孤立和制裁的策略没有改变。
第二，自日内瓦停火协定生效以来，叙各派势力间的不信任度有增无减，域外
势力也蠢蠢欲动，叙陷入分裂的事实、各方势力错综复杂的局面难以改变。特别是
在俄军部分作战力量撤出之后，叙战场局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叙政府军立足
不稳，部分重要城市“得而复失”。作为俄在中东地区当时的唯一战略支点，亦是
① “Я думаю, что нам верят,”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8.02.2016.
② “Путин рассказал, что операция в Сирии обошлась России примерно в 33 млрд рублей,”
ТАСС, 17 марта 2016, http://tass.ru/politika/274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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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破解西方封堵的重要突破口，叙战场形势的波动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俄
撤兵行动的效果，迫使俄罗斯在撤出部分力量后又向驻叙俄军重新“输血”。
第三，自俄罗斯宣布撤兵后，极端组织针对俄境内重要目标的恐怖袭击有增无
减。就在普京宣布撤兵后不到半个月，2016 年 4 月 3 日，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
的地铁站便遭到了炸弹袭击，导致 14 人死亡、50 多人受伤。此外，从 2016 年 7-8
月，俄强力部门在莫斯科郊区一带连续抓捕了数名“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及忠实信
徒，据其交待，他们均是从来自叙利亚的“伊斯兰国”上线人员处接受恐怖袭击指
令，袭击的目标主要是莫斯科、圣彼得堡两市的主要交通设施、大型商场等人口密
集区。这表明，俄境内主要大型城市已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重点目标，俄在叙的反
恐行动任务远未完成，俄军的重返不可避免。
综上，俄罗斯在 2016 年首次宣布撤兵表明，解决叙利亚问题已不能绕开俄罗
斯，其有关叙政治进程的意见及在叙利益成了谈判桌上的固定议题，就连奥巴马都
表示，商讨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应保证俄罗斯和伊朗的正当权益。① 撤兵不等于撤
出，俄再也不会放弃在中东利益和力量的存在。在继续支持巴沙尔政权的基础上，
俄通过灵活的“攻-撤”军事外交，成功推动叙利亚危机迈入了政治和谈阶段。然
而，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扑朔迷离的叙利亚局势始终令俄不安，从事态的后期发
展上看，2016 年的首次撤兵行动更像是一次例行的战术轮换，俄在叙重新部署了
新的作战力量，这也为 2017 年底的第二次撤兵埋下了伏笔。

四 再次撤兵下的“变与不变”
2017 年 11 月，普京突然表示叙利亚 98%以上的领土已被政府军控制，俄叙联
合反恐战争即将结束， ② 而就在当月 23 日，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宣称将
“大幅缩减在叙驻军”；半个月后，普京自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首次访叙，
并借机在赫梅米姆基地宣布从叙撤出“主要军事力量”。 ③ 至此，俄自 2016 年后
的再次撤兵计划正式浮出水面。
① “Обама снял 40-летний запрет на экспорт нефти из США,” NEWSru.com, 19 декабря
2015, http://www.newsru.com/finance/19dec2015/therewillbeexport.html.
② “Путин：под контроле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х войск почти 98%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ирии,” ТАСС,
21 ноября 2017, http://tass.ru/politika/4746258.
③ 陈宇：《从叙利亚“凯旋”后，俄罗斯的中东战略将走向何方》，载《世界知识》2017
年第 24 期，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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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次撤兵一年半后，显而易见的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实际驻军并未有明显
减少，相反，为进一步巩固前期军事行动的成果，大量新式装备、精锐部队被相继
投入到叙利亚战场。那么，从 2016 年 3 月 15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3 日，俄在叙又
实现了哪些地缘政治目标？在撤兵的初衷上有哪些变与不变？这背后的政策目标
和战略走向，引人关注，值得思索。
（一）打击成效更加显著

战场推进到达“顶点”

与首次撤兵时相比，到普京第二次宣布撤兵之时，俄军在叙战场上取得的成绩
已是今非昔比。根据俄空天军总司令苏罗维金上将 2017 年 12 月的汇报，俄军在历
时两年的反恐行动中协助叙政府军解放了被极端组织控制的 6.7 万平方千米领土及
上千个城镇，夺回了 78 口油田、气田，消灭了极端组织 3.2 万余人，摧毁了近 1.3
万件各类武器装备，在多个重要地区转守为攻。基于此，俄军此次共撤出 25 架各
类战机以及部分工兵和医护人员。① 由此看出，第二次撤兵时，俄已在打击“伊斯
兰国”的行动中歼灭其主要力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确立了巴沙尔政权在叙国内
最强一极的既定事实。
不过，随着“伊斯兰国”溃退，土耳其军队开始挺进叙西北部阿夫林地区，美
国也以库尔德人为基础在叙北部部署了“边境部队”，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先前“伊
斯兰国”的势力地区。而作为俄地缘博弈的主要对手美国，自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
在对俄政策上表面趋于强硬，摆脱了早期对俄出兵“不知所措”的境况。根据 2017
年底的公开资料，美在叙驻军实际已达 2 000 人，美国防部长马蒂斯还表示，美保
留在叙驻军是为了避免新的“伊斯兰国”出现。② 尽管俄、叙在道义上并不认同美、
土的军事行动，然而就既定事实而言，俄军能继续挺进的战场空间已极为有限，靠
军事手腕可获得的利益也已接近“天花板”，俄当前最首要的任务是要把胜利果实
固化成现实政治安排。③ 如是，继续维持现有大规模兵力已无助于战场局势的推进，
撤兵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二）两次撤军彰显俄式外交手腕功力
在两次撤兵之间，俄在外交工作上做足了准备，为第二次撤兵奠定了基础。首
① “Суровикин доложил Путину об итогах операции в Сирии,” 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 11.12.2017,
https://ria.ru/syria/20171211/1510655435.html.
② “Лента новостейПентагон назвал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контингента США в Сирии,” ТАСС, 28
ноября 2017, http://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4763679.
③ 陈宇：《从叙利亚“凯旋”后，俄罗斯的中东战略将走向何方》，载《世界知识》2017
年第 24 期，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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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俄借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之机主动释放善意，在情报层面给予埃尔多安政府以
帮助，化解了土军击落俄战机以来封冻的俄土关系，并将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之一
的土耳其拉入俄主导下的叙利亚问题解决阵营，在北约内部成功插入一枚“楔子”
的同时，软化了土此前对巴沙尔政权及俄出兵叙利亚的强硬反对态度。
其次，俄凭借首次撤兵的惯性再抛地缘安全议题。2017 年 5 月，俄在建立“叙
利亚停火调节中心”的基础上聚集叙冲突各方展开“阿斯塔纳会谈”，在叙西北部
伊德利卜省、中部霍姆斯省、首都大马士革郊区和叙南部地区各划一片“冲突降级
区”，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派兵监督停火，割裂“伊斯兰国”组织暴力活动的同
时，维持了自身作为叙利亚格局主导者的权威地位。
最后，随着美国加大了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俄罗斯维持现有兵力只会升级
与美对抗，不利于俄改善自身处境。因此，俄以撤兵来间接约束巴沙尔“收复全
国”的意图，同时部分默许土军开入阿夫林地区攻击美扶持的库尔德武装，在巴
沙尔政权-美国-土耳其-库尔德力量之间创造了一种相互制衡的局面，继续游离
于“裁判”和“棋手”的角色之间，以较小的代价平衡叙地区局势。这表明，鉴
于俄已通过外交与军事双重手腕的作用确立了其在中东地缘格局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地位，适时、有限的撤兵并不会削弱俄在中东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相反，
俄罗斯可以利用撤兵不断制造新的议题和条件，尽最大努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
化，为地缘博弈增添筹码。
（三）两次撤兵背后的“变与不变”
回顾俄罗斯两次撤兵，其始终不变的底线是：在叙作战撤兵不撤出，对叙事务
介入不卷入。这种战略逻辑是基于俄罗斯有限的国力，是普京“不忘初心”的具体
表现——推动俄罗斯成为主导中东地缘安全议题的主要外部力量和局势仲裁者，而
与第一次撤军相比，俄罗斯再度宣布撤兵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其一，与首度撤兵相比，第二次撤兵时俄罗斯周边地区整体形势不确定性增加。
在西部，乌克兰危机不断发酵，至今没有出台可行的解决方案，俄罗斯因此受到的
制裁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而在远东，朝鲜半岛局势大起大落，在不断升温后又陡然
降温，日本对待“北方四岛”问题的态度日显强硬，俄罗斯对此高度紧张。这要求
俄罗斯必须均衡部署其军事力量，并要在适当时机调整战略重心，关注俄罗斯边境
及周边地区安全威胁。俄叙并不接壤，“伊斯兰国”对俄国家安全的威胁也因俄罗
斯强力出兵而被减弱，因此第二次撤军是俄罗斯根据地缘形势和国家安全需要、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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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军事部署的必然选择。
其二，与首次撤兵的出发点相同，俄罗斯依然希望通过撤兵追求自身在道
义上的绝对制高点，寻求有关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的理解。由于俄军的撤出，
美国军事介入叙利亚局势、支持库尔德武装便“师出无名”，尤其是在未来，
叙国内局势一旦出现反复，舆论压力便将理所当然地落在美国一方，俄也可以
借此塑造自身“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俄进一步施展自身国际影响
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进一步聚拢人心、有针对性地发出俄罗斯的声音，改善
俄面临的外交困境。
其三，二次撤兵之后三个月即是俄罗斯新一届总统大选，在距选举开幕不到半
个月时，普京在 2018 年 3 月宣读了新一版的国情咨文。其中，成功的在叙作战行
动和优势的核力量虽被提及，却远非国情咨文的主旨内容。相反，普京提出要将民
众关注的社会福利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并把其当做个人及“统俄党”长期执政的正
当性来源。① 毕竟，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地缘政治目标”是一个太过遥远的词汇，
他们更关心贴民声、接地气、具有落实可能的政策，而第二次撤兵便是普京迎合民
意的开篇之作。不出所料，普京成功连任。
综上，两次撤兵展现了俄罗斯外交-军事手腕的成功联动。无论是从叙国内局势
演变，还是从俄罗斯和地区国家关系进展上看，俄罗斯祭出的“组合拳”都证明了
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下，俄式外交在战术设计上的合理性、执行能力上的有效性。②
苏联解体以来，普京时代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取得的成果，超出以往，超乎想象。

五 俄罗斯两次撤军后实现的目标与面临的挑战
叙利亚危机爆发至今，各地缘政治势力此消彼长、分化组合，中东地区旧的地
缘政治格局已经分崩瓦解，新的格局尚处在襁褓之中。此时，俄罗斯第二次撤兵的
完成，在降低武装对抗强度的同时，也标志着新一轮的大国博弈正式开始。
通过进退有度、收放自如的撤兵行动，俄罗斯灵活展示了外交-军事相结合的
“巧实力”，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面临的外交僵局，使自苏
① В. Путин, “По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 марта 2018 год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957.
② 杨成：《普京外交的中东时刻——用有限家底塑造地区新秩序》，澎湃新闻，2017 年 12
月 14 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0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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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一度“礼仪”化的国际影响力被重新赋予了实际意义，俄罗斯也
基本实现了既定的地缘政治目标，让巴沙尔政权认识到俄在叙驻军就是其政权安全
的保证，证明了自己是其盟友值得信赖的靠山。
然而，事实证明，现代各种反复无常的冲突并不总能打开局面，反而经常会让
各种变化的发起者单独面对新的、不可预测的危险。① 尽管俄罗斯在两次撤兵完成
后已经在中东取得了不少成功，但随着中东局势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俄罗斯在中东
的战略布局开始向纵深推进，其面临的挑战随着撤兵开始不断增多。 ②
一是当前叙利亚战线动荡不安的局势迫使俄罗斯在撤兵后又要不断“返工”。
就在普京宣布“二度撤兵”后不到两个月，俄罗斯空天军一架苏-25 攻击机被名为
“征服阵线”的恐怖组织用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飞行员菲力波夫少校阵亡，这使
俄军不得不重新加强了对恐怖分子的肃清行动。俄军总参谋长格拉希莫夫大将在
2018 年 3 月 13 日俄国防部叙利亚战情工作会上就指出，尽管叙境内四个冲突降级
区有三个局势稳定，叙反对派针对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明显减少，但距首都大马士革
最近的东古塔地区形势依旧紧张，反政府武装活动猖獗，俄军被迫发起反击，在 3
月 12 日一天内击毙了 9 名武装分子。 ③ 回顾俄罗斯两次撤兵前后，利用“金蝉脱
壳”计化身为“温和反对派”的恐怖分子总是选择在俄撤兵命令下达后再点燃战火，
将俄军困在叙利亚战场，这间接导致俄罗斯两次撤兵行动都很不彻底。俄武装助阵
巴沙尔的根本目标是为了结束战斗、谋划新局，④ 然而战情的不断反复却始终让俄
军无法脱身，难以安心撤出，给俄罗斯增添了甩不掉的包袱。
二是介入叙利亚以来，面对愈发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俄罗斯把控局势、掌握
动向的难度开始增加。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在中东，敌人的敌人，还是
敌人。” ⑤ 随着美国在中东“一家独大”局面的瓦解，相互矛盾的地区势力迅速介
入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缺，俄罗斯作为其中一员，深谙乱中谋利之道，在问题出现的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Бартош, “Гибридные угрозы Запад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02.06.2017.
② 陈宇：《从叙利亚“凯旋”后，俄罗斯的中东战略将走向何方》，载《世界知识》2017
年第 24 期，第 32 页。
③ “Chief of Russian General Staff General of the Army Valery Gerasimov Assesses Situation in
Syria,” Ministry of Defen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arch 13, 2018, http://eng.mil.ru/en/news_
page/country/more.htm?id=12166194@egNews.
④ Анатолий Цыганок, Война В Сирри, Москва АИРО-ХХI, 2016.C.7.
⑤ Автор Антон Крылов, “Все приличные люди начинали в разведке,” Livejournal,
12.28.2016, https://aleks070565.livejournal.com/32278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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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阶段通过主动出击、设置议题掌握了地缘博弈的主动权，成功“入股”叙利亚
和中东局势并在“出兵-撤兵”间成为了“大股东”。然而，正如中东问题专家马拉
申科所说，俄罗斯处于没完没了的“陷阱”之中，难以促进各方就叙利亚问题达成
共识，也无力独自承担重建叙利亚的成本。 ① 俄罗斯囿于有限的综合国力无法成功
摆平其他“股东”，相反，作为曾经最大的“股东”，美国虽然部分“撤资”，却
依然保有足够的、干预叙问题进程的能力，一如美国中东研究所研究员萨阿卜（Bilar
Y. Saab）所言：“俄罗斯提供的是交易不是战略，它与中东多国的紧张关系依旧存
在，而深层的政治友好是美国才能提供的。” ② 俄罗斯虽完成了第二次撤兵，但与
美国及其他各方的深度博弈或才刚刚开始，特别是曾与俄罗斯有密切往来的前国务
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 2018 年 3 月 13 日被突然解职，使美对俄罗斯
政策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俄罗斯或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三是俄罗斯此前在叙行动积累的“民意红利”正在逐步削减。凭借出兵叙利
亚的果断行动，普京与他统率的“统俄党”成功渡过了俄罗斯经济最不景气的
2015 年。在 2015 年底，俄罗斯当时的民调显示，有近 66%的受访者支持俄在叙
空袭行动，而普京个人的支持率更是攀升至 86%。然而两年半后，多数俄罗斯民
众已从当初对大国运筹帷幄的雄心、对俄罗斯展现强大实力的热情中走了出来，
回归到对当下平民生活的深度思索中。一如 2014 年克里米亚回归之初，80%的俄
罗斯民众支持普京的决定，然而仅仅两年后，由于对国内经济形势全面恶化的不
满，俄罗斯民众开始改变对政府的态度。2017 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 60%的
俄罗斯受访者认为“国家对百姓民生关注的太少”。③ 即便是俄国内最激进的民
族主义分子，也开始反对普京长期出兵叙利亚，认为“俄罗斯真正的爱国者应该
在顿巴斯而不是与俄国无关的叙利亚战斗”。④ 这表明长期维持在叙利亚的高额
投入已经逐渐与民意背道而驰，普京和“统俄党”想要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就

① Йост Хилтерманн, “Война и мир: проблемы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ирии,”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10.02.2018,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voyna-i-mir-siriya/.
② Bilal Y. Saab, “What Does America Get for Its Military Aid?”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at-does-america-get-its-military-aid-24605.
③ [俄]伊戈尔·罗津：《民调结果：俄罗斯人认为经济比克里米亚重要》，透视俄罗斯，
2017 年 4 月 17 日，http://tsrus.cn/jingji/caijing/2017/04/17/657257。
④ Pavel Felgenhauer, “Death of Military Contractors Illuminates Russia’s War by Proxy in
Syria,”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Eurasia Daily Monitor,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deathmilitary-contractors-illuminates-russias-war-proxy-sy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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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调整原有的地缘战略方针，尽量以更小的、民众可以接受的代价撬动地缘政
治格局，并努力改善民生、回应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六 结论
对横跨欧亚的俄罗斯而言，周边安全与稳定高于一切；普京的再度连任，则
意味着“新欧亚主义”将继续发挥其影响力，俄与亚洲的联系会更加紧密，叙利亚
问题也将长期绑定俄美关系，成为双方地缘政治博弈中绕不开的话题。
对普京而言，转变将是艰难的，随着其个人第四个总统任期已经开始，国内
经济发展、民生问题和叙利亚问题同时摆在了他的面前，究竟如何取舍，是做“单
选题”还是“多选题”？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该如何体面收场？这一切都将考
验普京和“统俄党”高层的政治智慧，但对俄罗斯及普京个人而言，如何在地缘
政治竞争中占得先机、博取筹码将是他们始终关注的重要议题。当前叙利亚的和
平进程依旧艰难，土耳其、美国甚至法国等多方角力叙北部地区的情形下，俄罗
斯第二次撤兵或将“名存实亡”，在可预见的将来，人们还将看到俄罗斯宣布第
三、第四次撤兵。
普京第一个总统任期时的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曾指出：“从长远来看，
俄美两国都属于国际体系转型的利益受损者，并因此同属维持现状国家；因此，俄
要向世界展示的‘最新武器’不是军火，而是向西方‘伸出橄榄枝’。”① 伊万诺
夫中立而温和的表态或许表明，随着国内经济结构面临长期挑战，俄罗斯综合国力
指标日渐疲软，俄罗斯精英阶层开始对俄美以及与西方的关系有一种“再出发”的
思想意识,而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围绕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或许将变换方式，
以一种相对温和、军事介入较少的“新思维”继续下去，这或许将成为俄罗斯在叙
利亚及中东进一步获取地缘政治红利、维护国家安全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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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РОССИЯ–США.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противники, партнеры, союзники?”
24 октября 2017, p. 43, http://kvrf.milportal.ru/wp-content/uploads/2018/02/Rossiya-SSHA-Materialykonferentsi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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