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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报道主流媒体报道

（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西方谴责俄罗斯时，中（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西方谴责俄罗斯时，中

国采取不同态度 国采取不同态度 

周一，中国驻联合国特使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加

剧紧张局势”，但并未谴责俄罗斯直接承认乌东两个亲俄地区为

主权独立国家。随着俄乌危机加剧，中国正陷入复杂的境地，试

图在日益密切的中俄关系与一贯秉行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外交

政策之间寻求平衡。周一晚上，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中

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发表简短声明称，北京欢迎并鼓励所有外交

解决方案的努力，并补充说，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双方

的所有关切。“乌克兰局势发展到目前状况，是一系列复杂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一贯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立

场，主张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安理会会议召开之际，世界各国领导人正急切试图缓和乌克

兰局势，当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俄方支持的两个分离地区独立，

并下令俄军进入时，俄乌局势发生了迅速转变。西方官员表示，

此举将为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提供借口。几周以来，俄罗斯

一直表示不会入侵乌克兰，并在安理会会议上为其行动辩护，称

其努力“保护、保全生活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

共和国 (DPR 和 LPR) 的人民”。

在纷至沓来的谴责声中，俄罗斯希望与中国拉近关系。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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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前，普京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面。峰会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友好没有止境，

合作没有禁区”。西方很难忽视这次中俄团结的宣示。周五，欧

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 • 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慕尼

黑安全会议上谈到中俄最近的联合声明时，发表了一番言辞激烈

的言论，暗示中俄试图以“强者为尊”取代法治。

中国一直坚称，对话与和平解决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但专家

表示，北京方面将谨慎行事，以免招致国际社会的责备，只会谨

小慎微地“走钢丝”。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

院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副教授吴木銮（Alfred 

Wu）表示 :“中国不想介入，也不想发表强硬声明，这样就不会

惹恼美俄。”他补充说，北京一面希望避免西方对俄制裁，一面

还要“避免给人留下公开支持俄罗斯的印象”。

之前，中国曾敦促乌克兰危机有关各方重返明斯克协议。明

斯克协议指的是 2014 和 2015 年乌东冲突后俄乌与多国达成的协

议，该协议维护了基辅对俄乌边境的控制。周六，中国外交部长

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所有国家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大卫 • 萨克斯（David 

Sacks）说：“直到最后一刻，中国还在强调重返明斯克协议的必

要性，而普京公开撕毁了这一协议，并基本上无视了中国处理危

机的建议”。

大卫 • 萨克斯认为，在中国领导层的讨论中，“北京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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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与俄罗斯结盟的长期成本展开激烈辩论。中国对俄罗斯的密切

关系将招致美国和欧洲的进一步抵制，而这正是中国想要避免的。”

尽管中俄不是军事盟友，但两国在面对他们认为的西方阵营对其

国内事务进行干涉时，一直呈现出一致对外的团结，抵制美国主

导的制裁，并经常在联合国投票时行动一致。2 月 4 日发布的联

合声明强调了这一点，声明中虽未提及乌克兰，但中国支持俄罗

斯对西方的核心要求，中俄双方都“反对北约继续扩张”。

美国俄亥俄州威顿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

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于滨表示，鉴于北约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

影响力，中国也对北约感到担忧。他说：“所以，中俄对以美国

为首的北约在欧亚两洲的看法趋同，这是 ( 北约 ) 采取日益主动

姿态的结果。”

周一晚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与中国外长

王毅就朝鲜局势发展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进行了通话，

据美国国务院一份简报的声明说 :“国务卿强调了维护乌克兰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性”。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王毅对乌克兰局势表示“关切”。

王毅在电话中表示 :“中方对乌克兰局势的发展表示关切”、“任

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王毅说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维护。”他补充说，乌克兰目前的局势与

明斯克协议的拖延“密切相关”。而美国在周一的安理会会议上

也呼吁各国选择立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 • 托马斯 • 格林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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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 (Linda Thomas-Greenfield) 表示，这场酝酿中的危机与每个

联合国成员国都有利害关系。“这是采取集体行动的时刻，”她说，

“任何保持观望的人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作者：Simone McCarthy, 2022 年 2 月 22 日

翻译：张猛

（https://edition.cnn.com/2022/02/22/china/china-ukraine-russia-

reaction-united-nations-intl-hnk/index.html）

（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冬奥会成功举办，中国（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冬奥会成功举办，中国

看重国内观众感受看重国内观众感受

在冬奥会上，人们一直在讨论两个主办城市——一个是在严

实封闭起来的空间里举办奥运，另一个则在室外，且生活如常。

但在过去的两周内，中国也向世界展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冬奥

会——对中国来说，2022 年北京冬奥会是远超预期的巨大成功，

但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仍是一个评价两极分化的事件，这不仅预

示着中国国力的崛起，还预示着中国愈加自信，做好了应对批评

的准备。

在奖牌榜上，中国队获得了 9 枚金牌，共获得 15 枚奖牌，

取得了冬奥会历史上最好的成绩，排名超过了美国队。国际奥委

会的数据显示，截至周三，中国有近6亿人通过电视收看了奥运会，

占中国人口的 40%。与前几届奥运会相比，虽然美国观众的收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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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明显下降，但中国观众的增加可能会使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成为

历史上观看人数最多的冬奥会之一。

去年 12月，美国及其盟友宣布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原因是美国所谓的中国涉疆政策。但除了开幕式上西方领导人的

缺席之外，在现场几乎感受不到抵制活动的影响。密苏里大学圣

路易斯分校 (University of Missouri-St.Louis) 研究中国体育和奥运

会的专家苏珊 • 布劳内尔 (Susan Brownell) 评论道：“外交抵制的

问题在于，你不能写没去北京的人的事。冬奥会一旦开始，就做

不了文章了。我一开始就预测，人们肯定会慢慢淡忘外交抵制，

然后头条全是体育新闻。人们只会留下这些记忆——至少对普通

观众来说是这样。我觉得现在很大程度上这已经成为事实了。”

转守为攻转守为攻

但是，中国没有等着政治争议慢慢消退，而是转而采取攻势，

对批评予以回击。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奥运开幕前的火炬传递阶

段，有一位火炬手是一名中国士兵，他曾参加过一次中印边界冲

突，那次冲突造成了双方的伤亡。第二天，在精心设计的开幕式上，

开幕式导演组选用了一位不知名的维吾尔族越野滑雪运动员——

迪尼吉尔 •• 依拉穆江，在开幕式的最后点燃了奥运主火炬，为开

幕式画上了象征性的句号。在外国看来，此举被视为中国有意为之，

目的就是要回击那些批评中国涉疆人权的言论。

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奥组委发言人严家蓉被问及

台湾代表团是否会出席星期天的闭幕式。严家蓉曾是前中国驻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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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代表，她在答问中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我想说的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者：佚名，日期：2022 年 2 月 21 日

翻译：张猛

(https://edition.cnn.com/2022/02/20/china/china-winter-olympics-

domestic-success-intl-hnk/index.html)

（三）美国政治新闻网：透明度监督机构：慕尼黑安（三）美国政治新闻网：透明度监督机构：慕尼黑安

全会议中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全会议中存在“严重”利益冲突

美国政治新闻网对伊辛格主席进行报道后，提高全球性会议

诚信的呼声鹊起。透明国际首席执行官丹尼尔 • 埃里克森表示，

有迹象表明即将离任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沃尔夫冈 • 伊辛格，

利用慕尼黑安全会议促进其个人商业利益的行为“十分严重”，

该会议需要采取措施防止今后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埃里克森周日

在会议现场接受巴伐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称：“这些指控是严重的，

慕尼黑安全会议应该认真对待。这种幕后交易应该成为过去式。”

 埃里克森回应了美国政治新闻网上周对利益冲突证据的详细

报道，事关伊辛格作为非营利性年会主席的角色和他与赞助商及

其他与该活动有关的人之间的无数商业活动。伊辛格在另外接受

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有关利益冲突的意见是“荒谬的”，他的“良

心十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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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安全会议被认为是外交政策和安全界最重要的交流活

动。在对乌克兰等全球热点问题进行了三天讨论，以及美国副总

统卡米拉 • 哈里斯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人发表主旨演讲后，

该会议于周日落下帷幕。几位与会者称，伊辛格的商业活动以及

争议给会议带来的阴影在会上引发了激烈讨论。  

伊辛格在今年召开会议前表示，他将在今年的会议结束后将

活动的日常运作移交给继任者，但将继续作为董事会主席参与其

中。埃里克森呼吁伊辛格的继任者克里斯托夫 • 豪斯根展现出“更

高的诚信”，以确保避免会议相关的利益冲突进一步加深。  

作者：Matthew Karnitschnig, 2022 年 2 月 20 日

翻译：李晓易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transparency-munich-security-

conference-wolfgang-ischinger-business/)

（四）《外交政策》：北京可能在台湾问题上效仿俄（四）《外交政策》：北京可能在台湾问题上效仿俄

罗斯的做法 -乌克兰危机应该重新聚焦对此的思考罗斯的做法 -乌克兰危机应该重新聚焦对此的思考

随着俄罗斯逐渐开始全面入侵，美国的注意力会顺理成章集

中在乌克兰上，但应注意到中国可能会效仿俄罗斯的战略。虽然

华盛顿对中国突然武统台湾的争论颇多，但北京可能会通过威胁

使用武力制造政治军事危机。如果美国不想被打得措手不及，应

该从今天起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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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目标是实现与台湾的统一，同时避免美国的阻挠。尽

管中国可能以武统台湾来实现这一目标，但不一定需要这样做。

中国可能会对类似于香港回归的结果感到满意，即由一个更顺从

的台北政府接管并做出让步，加强中国对该岛的控制。事实上，

中国可以武统台湾的事实使得中国政府更可能使用施压和政治策

略使之就范。中国政府出台一项法律，规定台湾为达成统一和避

免战争所需要采取哪些步骤，这并非不可想象。

北京面临的的挑战在于，与香港不同，台湾是一个与大陆海

峡相隔地理独立的地区，而且中国当局并没有像在香港那样已经

立足台湾。因此，为了克服这些障碍，中国必须策划一场危机，

通过战争威胁迫使台湾做出让步。为了帮助台湾，华盛顿在危机

期间需要做出可信的外交和军事决策——但这些决策目前还不可

行。事实上，如果中国效仿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的做法，华盛顿

可能会完全措手不及。

亚洲没有北约。北约是以反对侵略并影响侵略者对风险评估

为主要目的的大型联盟。尽管北约没有对乌克兰作出军事承诺，

但俄罗斯仍然必须考虑北约对其军事行动可能作出的反应。相比

之下，没有任何国家——更不用说任何多边联盟——对台湾有类

似的承诺。美国是最接近这一描述的国家，但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

它不承认台湾为一个国家，因此与台湾领导人的政治联系非常有

限。这将使危机中的政策协调变得极为困难。最后，美国目前仍

未正式承诺保卫台湾，因此军事合作也受到严重限制。美国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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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的军队不开展联合军演，也没有采取其他必要步骤为联合战斗

做准备。

与之相比，美国国防部和北约已经对乌克兰军队进行了训练，

并对其非常了解。美国外交官来往于包括基辅在内的欧洲各国首

都，以争取各方面针对俄罗斯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并进行惩罚性

经济制裁的协调。普京必须考虑到这一切。然而对台湾来说，尽

管日本正在改变其政策，但面对危机的联合准备工作几乎不存在。

针对中国的联盟行动不是中国主要担心的问题。 

虽然美国不会很快恢复与台湾的军事联盟，但它现在可以采

取一些外交和军事措施，在不违背其不单方面承认台湾为国家的

承诺的情况下，防止台北当局的倒台。

首先，华盛顿可以训练一支小规模的美国军队，为危机出现

后第一时间登陆台湾做好准备，帮助保护其领导人，融入前线部队，

并确保台湾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国战略的重心在于台湾当局的

政治意愿。美国军队在危机初期的存在对台湾当局来说是一个巨

大的心理安慰，可以避免北京使危机升级。部队规模不必过大，

也不必特别具有挑衅性。

美国可以从现在开始将少数能讲中文的美军长期嵌入台湾的

关键部队。这只不过是扩大现有项目的规模。华盛顿还可以增加

驻扎在其在台协会的海军陆战队保安人员的数量。此外，美国可

以开始在台湾岛上暗中预置后勤物资和军火，供美国和台湾部队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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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还应该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就应对台湾危机展开战

略讨论和桌面演习。盟国领导人不仅要熟悉可能的军事应对，还

要熟悉其他外交、经济和互联网战略，以便在中国进行武统时对

其进行孤立、惩罚和实施经济制裁。华盛顿在台湾问题上的新共

识意味着美国在中国武统时几乎会自动作出军事应对，但历史和

目前的危机表明，美国总统总是希望首先行使非暴力的威慑手段。

他们需要做出好的选择，否则更有可能做无用功。

思考全面的威慑方案是必要的，因为美国总统需要在危机以

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时随机应变。例如，除了采取其他政治和军

事措施外，中国可以命令解放军封锁台湾，而华盛顿可能要对台

湾军队进行补给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国家安全官员需要与

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共同演练上述场景。

尽管并非所有步骤都需要公开进行，但这些步骤听起来可能

过度具有挑衅性。不过，采取微小措施为可能是历史上最复杂的

危机之一做更好的准备，即便受到中国的外交抗议也无妨。

台湾的孤立状态使其特别容易受到类似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

的恐吓和胁迫活动的影响。如果要帮助台湾，美国需要以更具创

意和更加积极的方式对中国的行为做出外交、经济和军事方面的

应对。

作者：Dan Blumenthal，2022 年 2 月 18 日

翻译：李晓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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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2/18/taiwan-ukraine-beijing-russia-

invasion/)

（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高级外交官表示，台湾（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高级外交官表示，台湾

以“关注和焦虑”态度关注乌克兰危机以“关注和焦虑”态度关注乌克兰危机

台北驻华盛顿代表萧美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正以“非

常关注和焦虑”的心情关注着乌克兰事件，但计划采取措施使武

统台湾对中国来说“十分痛苦”。萧美琴发表上述评论时，美国

国务卿安东尼 • 布林肯在周末的亚洲之行中警告称，其他国家正

在密切关注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可能会对太平洋

地区产生影响。

萧美琴表示，台湾当局希望乌克兰危机能够通过外交途径解

决。“和世界上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们正以极大的关切和焦虑关

注着这一局势。我们当然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缓和局势。但与

此同时，台湾有独特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环境，我们需要专注于我

们的当务之急，那就是加强台湾的自卫。”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上个月表示，台湾对乌克兰人的困境

“感同身受”。她下令成立特别工作组，研究俄罗斯和乌克兰之

间的紧张局势对台湾与大陆长期冲突的影响。前美国官员称，中

国将评估美国对俄罗斯的反应，作为华盛顿应对台湾危机的参考。

当被问及在莫斯科和北京最近的一份联合声明中，中国对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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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乌克兰问题立场的支持时，萧美琴称中俄两国的合作方式构

成了挑战。 

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完成台海两岸

的统一，必要时可使用武力。美国在 1979 年承认大陆政府是中国

的唯一政府，但拒绝支持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华盛顿还

承诺协助台北防务，但从未确切说明这意味着什么。

中国指责美国海军巡逻加剧了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

试图阻止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并通过向台湾出售战斗机和

其他武器装备挑起冲突。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事实是有历史和法律

依据的，代表了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准则。中国的统一是不可阻

挡的历史趋势，不会被任何人、任何力量或任何国家所改变。”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附近的飞行和其他活动旨在保护“一

个中国”的原则，并促进台湾海峡的和平，刘晓明在一封电子邮

件中说：“去年解放军在台湾岛周围的水域和空域进行定期巡逻

和演习。这些行动的目标非常明确：对岛内外势力勾结、挑战一

个中国原则的恶劣行径采取果断反制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切实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福祉，维护海峡和平与稳定。”

萧美琴表示，中国一直试图削弱台北，但没有采取直接的军

事行动，台湾当局称之为“灰色地带战争”。

上月，台湾不得不出动战斗机对飞入该岛防空区的 32 架大

陆军机进行警告。萧美琴称：“大陆也一直在对台湾发动网络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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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和心理战，旨在削弱我们的自卫决心，并试图在我们的社会

中播下分裂的种子。”去年，时任美国军方印太司令部司令的菲尔 •

戴维森上将警告美国官员称，大陆的目标是控制台湾，并可能在“未

来六年内”发动武统。

萧美琴说，台湾和美国正在进行“密切合作和接触，以加强

台湾的自卫能力”，目的是说服北京不发动武统。“我们没有资

格与大陆进行军备竞赛，”她说，“我们正在做的是以一种明智

和战略性的方式加强防御，以便有能力消除军事威胁。”

萧美琴说，在派遣运动员参加中国举办的奥运会时，台湾面

临着艰难的抉择。

台湾必须在其所谓对中国人权过往的关切与台北寻求在世界

舞台上得到认可的努力之间取得平衡。“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

常复杂的情况。”

台湾政府决定派出运动员，同时与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

家一起加入所谓外交抵制行动。

政府还必须考虑要确保“台湾继续在国际上参与其他活动和

国际体育赛事”的需要。

作者：Dan De Luce，Ken Dilanian，2022 年 2 月 18 日

翻译：李晓易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taiwan-watching-ukraine-crisis-

concern-anxiety-says-diplomat-n128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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