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笔谈

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的影响

编者的话

黄 平

( 《欧洲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对于欧洲 /欧盟来说无疑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乌克

兰想进一步摆脱俄罗斯并加入欧盟，这个计划由来已久，但因为克里米亚归属问题而

引发如此严重的危机，是许多人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的。难道这又会再现欧洲 100 年

前曾经发生的小地方引发大问题的历史故事吗? 冷战结束后，整个欧洲沉浸在和平的

气氛中，虽然与俄罗斯的关系仍很复杂，但是多数人并没有预料到在冷战结束不到 25

年的时间里，欧亚大陆会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在乌克兰危机之前，人们的主要

目光，要么聚焦在中东，要么集中在亚太。“9·11 事件”以来，中东乱局不断，冲突此

起彼伏。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以及后来的“阿拉伯之春”，不但没有平息原有的矛

盾反而火上浇油，引发了当地派系之间、部族之间、国家之间更多的冲突。随着所谓的

美国“重返”( 或“再平衡”战略的实施) ，亚太地区过去几十年来基本维持的安全秩序

和发展格局被搅乱，美国、中国和日本等国在该地区如何博弈，已经成为世人担心的议

题。在这种背景下，似乎突然之间蹦出了个“克里米亚何去何从”的问题，并引发了俄

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美欧与俄罗斯之间日益紧张的态势。不仅欧

洲一体化进程，连欧洲本身的和平也似乎一下子成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又迎来了新的欧洲理事会、新的欧盟委员会和新的欧洲议会。

新任的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议长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上任伊始，他们怎么面对这个局面，如何互相协调，无疑是一个新的考验。何况，

欧洲的经济还没有走出本轮危机以来的阴影，一些欧洲国家的就业和移民的压力还如

此之重。面对乌克兰危机，欧洲与美国如何呼应，它们怎样共同( 或有区别地) 对待俄

罗斯? 欧洲怎样在世界政治的版图中找到 /找准自己的位置，欧亚大陆如何在世界多

级化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积极而不是消极的作用? 以上种种，都是欧洲和从事欧

洲研究的学者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本期所刊发的一组笔谈，主要根据《欧洲研究》编辑部最近召开的一次专家圆桌

会上学者们的发言整理而成。虽然经过作者的审核和修改，但由于篇幅原因，只收录

了他们的部分真知灼见( 不代表编辑部的观点) 。这组笔谈只是一个关于乌克兰危机

及其对欧洲影响的探讨的一个小窗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利用这个窗口参加讨

论。

乌克兰危机长期延续的原因和影响

冯绍雷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乌克兰危机是新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国际事件之一，不仅影响着欧亚政治格局的重

塑，而且牵动了全球秩序的重构。从长远的影响来说，由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对世界事

务中关键性问题的重新认知，比如文明冲突、地缘政治、国内与国外事务中的合法性、

区域进程与大国关系、和平时期的军事联盟、大国间的缓冲地区乃至国际权力转移进

程的长期态势等，足以搅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国际变迁与纷争。所有这些问题的关

键之所在，是究竟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欧洲与国际秩序。

冷战结束以来，大概仅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9·11 事件”等这样的重大事

件，堪与乌克兰冲突相比。就这些事件而言，其主要的当事者是超级大国———美国与

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和个别伊斯兰国家。乌克兰危机则不同，从形式上看，这是乌克

兰与俄罗斯之间的一场恶斗。但是，究其实质，这是俄罗斯与几乎所有西方对手，包括

欧、美、日等国之间的一场重大较量。显然，在地处欧陆文明结合部地区的俄罗斯、乌

克兰等国之间发生的这样一场重大冲突，要比与远在重洋的安全岛———美国本土，或

某一个伊斯兰国家的较量，无论就事态的复杂程度，还是参与国家的数目，包括所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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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mpact of the Ukraine Crisis on Europe
HUANG Ping FENG Shaolei WANG Xiangsui XING Guangcheng DING Yifan
ＲUAN Zongze WU Zhicheng FENG Zhongping ZHU Xiaozhong ZHANG Hong
A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geopolitical crisi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the Ukraine Cri-
sis will have impacts not only upon the reshaping of the Eurasian political architecture，but
up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order． In this context，the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invited some Chinese expert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s of the Ukraine crisis from a
wide range of perspectives including economy，politics，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y believe that the Ukraine crisis is a product of the cultural conflict and game of geopoliti-
cal power． The crisis has resulted in the big contraction of Ukrainian economy and slowdown
in Ｒussian economic growth，which further hit the weak European economy． In addition，the
incorporation of Crimea into Ｒussia has dramatically changed the European geopolitical fabric
and the post － war European order，posing severe challenges to Europe’s security，the big-
gest of which is how to cope with its relations with Ｒussia． As the crisis in Ukraine escala-
ted，the EU has imposed a series of sanctions towards Ｒussia，leading to a de － facto con-
frontation between the EU and Ｒussia． However，in the long run，in order to maintain stabil-
ity in Europe，the EU shoul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European security framework with
Ｒussia as its equal partner． And in addition，the EU’s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s still far from being materialized，which can be seen from the attitudes of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owards Ｒussia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broke out．

43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Ukraine’s Choice
CHEN Xin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three formats of integration emerged in Europ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showing that different driving forces could produce different re-
sults． The COMECON which was created mainly out of political reasons was dissolved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contrast，due to its openness，the EFTA，motivated o-
riginally by trade promotion，still keeps its vitality despite the continuous encroachment of
its market by the EU． At last，the EU，an organization targeted at both political and e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