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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媒体报道一、主流媒体报道

（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北京冬奥会“闭环”是（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北京冬奥会“闭环”是

迄今最艰巨的新冠防疫方案。能起作用吗？ 迄今最艰巨的新冠防疫方案。能起作用吗？ 

距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两周，奥运场馆外，条幅和装饰品已

经就绪，同时也安装了长长的金属栏杆和岗亭，与首都北京分隔

开来，需出示官方认定的新冠安全通行证才能入内。新冠疫情暴

发两年以来，北京对外国人入境设置有较为严格的防疫措施，如

今却准备要迎接数以千计的外国参赛选手、官员、记者和后勤人

员，其中一些人所在国家中传染性极强的新冠病毒变种奥密克戎

病毒正在肆虐。中国政府能否保障冬奥会不受新冠影响顺利进行、

北京不暴发任何大规模感染是“病例动态清零”政策面临的最终

考验。中国一直采取严格的“病例动态清零”措施来应对新冠疫情，

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一直以来都非常低，政府宣称这体现了中国

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然而这也使人们感到一定程度的活动不便，

外国人入境也要执行相应的防疫程序。中国政府冬奥会期间也采

取了同样严格的措施，为了防止疫情传播，政府封锁了整个冬奥

会区域，称之为“闭环”。

这次冬奥“闭环”可以说是迄今最艰巨的防疫方案。全美

篮球协会（NBA）也曾采取过类似的做法，当时它在佛罗里达州

奥兰多的迪士尼世界建立了一个隔离区，确保球员和工作人员在

2019-2020 赛季最后阶段的安全。但中国的“闭环”却不是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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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级的任务。NBA 的“闭环”容纳了来自22支球队的350名球员，

而北京的“闭环”将容纳来自世界各地约 11000 名参与人员，他

们将穿梭于相距 180 公里的三个赛区。维持这个“闭环”需要大

量的人力、周密的计划、严格的执行，而奥密克戎病毒则加剧了

挑战。最近抵京的奥运航班中，包括机场和闭环内都已经检测到

了新冠病毒。国际奥委会 (IOC) 周三发表声明表示，到目前为止，

抵京后检测为阳性的比例为 1.53%，闭环内常规检测为阳性的比

例为0.02%，但并未明确说明两个场景中检测为阳性人员的总数。

“迄今为止，所有感染病例均发现在抵京后 5 天内，因此都是输

入病例，是在抵京前感染了新冠病毒，闭环内并未发生感染。”

据北京冬奥会官方应用程序显示，截至周五，包括运动员、

官员、国际奥委会成员和媒体在内的 2000 多名参与者已经抵京。

成千上万的中国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已经在闭环内呆了至少几天，

甚至可能几周。以下是对闭环如何运作的分析。

闭环的运作闭环的运作

从落地的那一刻到离境，参与者的活动将限制在“闭环”内。

在华期间，他们将在和大部分中国人没有任何接触的情况下竞赛、

工作、吃饭和睡觉。“闭环”由一系列的体育场、会议中心和 70

多家酒店组成，位于北京市中心，用栅栏和外界隔开，由警察严

密把守。闭环内甚至配备自己的交通系统，4000 辆专车供参与者

出行使用。闭环并非是一个巨大的奥运泡泡，而是由微型泡泡相

互连接组成的网络，集中在三个区域：北京市中心、位于郊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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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区和邻省河北省的张家口。冰上比赛和开闭幕式将在北京市

中心举行，高山滑雪比赛将主要在延庆举办，北欧滑雪、自由式

滑雪和单板滑雪比赛将主要在张家口进行。这三个区域由高铁和

高速公路连接起来。为了保持距离，火车车厢也要分隔开，而服

务于闭环的奥运公交将行驶在特别的标记车道。非奥运车辆如果

使用这类车道，司机将会被罚款。

有关部门保障闭环完整的力度非常大，中国政府提醒市民，

如果奥运车辆发生撞车事故，不要急于提供帮助。本月早些时候，

北京交通部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万一与冬奥会专用车

辆发生交通事故，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不要与车辆或车内人员

接触，等待专业人员到达现场。”闭环内的运动员、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也不与观众接触，观众有自己的专车和入场通道。北京奥

组委本周宣布，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冬奥会门票将不再对

外出售，而是由有关部门发放。

“跳”进闭环内“跳”进闭环内

中国防控疫情的决心十分坚定，因此参与人员进入闭环内也

是一个挑战。任何进入闭环的人都必须全程接种疫苗，否则在抵

京后需要额外隔离 21 天才能进入闭环。出发前 14 天开始，参与

者必须限制与他人的接触，以避免感染新冠病毒，还必须使用应

用程序上传自己的体温，每天填报健康状况。出发前，参与人员

必须接受两次新冠病毒检测。获准在北京降落的国际航班非常有

限，因此大多数参与者不得不乘坐特殊的包机。抵达后，身着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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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服的工作人员将在场等候，他们将接受再一次检测，然后由警

察护送，由指定的巴士送到酒店。

闭环里什么样？闭环里什么样？

一旦进入闭环，参与人员必须接受一系列严格的防控措施。

他们每天都要接受新冠检测，而且必须全程佩戴口罩。新冠病毒

的感染风险极高。检测呈阳性的参与人员将立即退出奥运会。有

症状的患者将送往指定医院治疗，无症状患者将送往隔离点。直

到所有症状消失、连续两次检测呈阴性后，参与人员才能回到闭环。

与 NBA 和北美职业冰球联赛（NHL）等体育赛事的检测手段相比，

北京冬奥会的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也更加严格，灵敏度更高。

检测一旦呈阳性也会影响到队友和同事。任何不戴口罩与感

染者接触超过 15 分钟的人都被视为密切接触者，之后每天将接受

两次检测。中国政府并未透露到底有多少工作人员将进入“闭环”

系统。成千上万的中国志愿者和组织者、医护人员、司机、清洁

工和厨师等工作人员已经在闭环之中。第一批志愿者是来自北京

一所大学的 16 名学生，他们于 1 月 3 日首架奥运航班抵达之前进

入“闭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工作。中国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需要在冬奥会期间留在闭环内，将因此在闭环内以同事团聚的形

式共同迎接农历新年。这是中国最大的节日，也是家人团圆的最

重要时间，有些人把农历新年比作圣诞节、感恩节和元旦之和。

离开“闭环”前，他们还必须在指定地点接受 21 天的严格隔离。

中国官方宣称闭环内部采用了创新技术，以避免冬奥会参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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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新冠病毒。在冰球比赛场馆，工作人员将全天佩戴腋下温度计，

如果有人的体温超过 37.3 度，温度计就会发出警报。在主媒体中

心的一个“智能餐厅”里，机器人在玻璃板后面制作中餐、西餐

以及鸡尾酒，餐食由自动机器人手臂从天花板送出。

闭环能起作用吗？闭环能起作用吗？

国际奥委会表示，在抵达人员中及早发现感染病例，证明“闭

环”正在起作用。它在声明中说：“迄今为止的所有数据都表明

每日进行 PCR 检测、隔离和密接政策保障了闭环非常安全，里面

没有感染病例。”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

延忠表示，奥运闭环中如果出现病例并不令人意外，甚至不可避免。

他说：“奥密克戎病毒传染性极高，我认为冬奥期间一定会发生

感染。问题是，偶发的感染是否会导致闭环内疫情爆发，甚至蔓

延到闭环外，引起整个城市及城市外的爆发。”他补充说，他对

中国的病例清零是否能够取得成功持“谨慎乐观”态度，他用到

了“前所未有的严格措施”表述。本月早些时候，北京的某社区

发现了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政府迅速封锁了一座办公楼和一个居

民区。此后还发现了几例德尔塔病毒感染病例。有关部门警示称“中

国面临国内和输入病例的双重压力”，但语气依然自信，北京奥

组委官员黄春上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总体形势仍在控制之中。”

他补充说，尚无计划封锁北京或改变冬季奥会新冠疫情的防控政

策。

作者：Nectar Gan，Steve George, 2022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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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尤茜媛

（https://edition.cnn.com/2022/01/21/china/beijing-winter-olympics-

covid-quarantine-explained-mic-intl-hnk/index.html）

（二）《金融时报》：俄罗斯和中国计划建立新的世（二）《金融时报》：俄罗斯和中国计划建立新的世

界秩序界秩序

北约威胁克里姆林宫，如果俄罗斯袭击乌克兰，那么北约将

对其实施“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制裁。但是，随着乌克

兰危机达到沸点，西方国家孤立和惩罚俄罗斯的努力，可能会因

其庞大邻国——中国的支持而受到削弱。当普京前往北京参加 2

月 4 日的冬奥会开幕式时，这位俄罗斯总统将会见他最重要的盟

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 12 月普京和习近平之间的一

次通话中，这位中国领导人支持俄罗斯的要求，即乌克兰绝不能

加入北约。十年前，这样的关系似乎不太可能存在：中国和俄罗

斯既是激烈竞争的对手，也是密切合作的伙伴。但经过一个两国

均与美国存在持续冲突的阶段之后，习近平对普京的支持反映出

两国的利益和世界观越来越趋于一致。据中国媒体报道，习近平

曾向普京表示，“某些国际势力在民主和人权的幌子下，任意干

涉中国和俄罗斯的内政”。习近平对普京说的这番话明确传达出

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美国正密谋破坏和推翻其政府的信息。对于

哈萨克斯坦最近爆发的骚乱，普京指责美国试图在这个与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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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接壤的国家发起一场“颜色革命”——即试图更迭政权的

抗议运动。中国高级部长也持有相同的言论。在中俄两国看来，

哈萨克斯坦的骚乱符合一个模式。克里姆林宫长期以来一直认为，

美国是 2013-2014 年乌克兰独立广场运动的幕后黑手，并导致一

名亲俄领导人下台。中国也坚称，外国势力——也就是美国——

是 2019 年香港大规模骚乱的背后力量。 

普京和习近平也明确指出，他们认为，美国的最终目标是推

翻俄罗斯和中国政府，而当地所谓的“民主力量”则是美国的特

洛伊木马。然而，俄罗斯和中国的雄心远非止步于自我防卫。双

方领导人都认为，“颜色革命”对中俄的冲击，源于当前世界秩

序的根本缺陷——制度、观念和权力结构的组合，而这种存在缺

陷的秩序决定了全球政治如何发挥作用。因此，他们有创建新世

界秩序的共同决心，以便更好地实现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正

如他们现任领导人所定义的那样。俄罗斯和中国经常抨击的当今

世界秩序的两个特征是“单极性”和“普世性”。简单地说，他

们认为目前的国际秩序赋予了美国过多的权力——并且他们决心

改变这一点。“单极性”意味着，在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只剩下

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与普京总统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外交政策

思想家费奥多尔 • 卢科亚诺夫认为，单极性“使美国有能力且有

可能在世界舞台上做任何它认为合适的事情”。他认为，1991 年

的海湾战争开启了美国霸权的新时代——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组

建了一个全球联盟，将萨达姆 • 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军队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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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科威特。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干

预，包括 20 世纪 90 年代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军事干预。北约

在 1999 年轰炸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该事件长期以来一直

是俄罗斯认为北约不是一个纯粹的防御性联盟的论据。北约的炸

弹也袭击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这是中国政府不会忘记的

历史事实。  

在纽约和华盛顿遭受 911 恐怖袭击后，北约援引《公约》第

5 条——共同防御条款——入侵了阿富汗。卢科亚诺夫说，美国

再一次展示了它“强有力地改变世界”的意愿和能力。但美国在

阿富汗的失败——以 2021 年夏季从喀布尔的混乱撤军为标志——

给了俄罗斯希望，使他们认为由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

卢科亚诺夫认为，喀布尔被塔利班攻陷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不

亚于柏林墙的倒塌。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也在思考类似的问

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写道，“中国认为，其大

国地位的崛起赋予了它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新角色的权利——这一

角色无法与美国毋庸置疑的国际主导地位相调和。”和卢科亚诺

夫一样，阎学通认为“由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正在消逝……取而

代之的将是一种多极秩序。”对于俄罗斯和中国来说，建立一个

新的世界秩序不是仅靠蛮力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一场思想之

战。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推崇普世人权的理念，而俄罗斯和中国的

思想家则主张应该允许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明”以不同的方式

发展。弗拉迪斯拉夫 • 苏尔科夫曾是普京的一位颇有影响力的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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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曾谴责俄罗斯“为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份子而不断做出徒劳

无益的尝试”。根据苏尔科夫的说法，相反，俄罗斯应该接受这

样一种观点，即它已经“吸收了东方和西方文化”，拥有一种“混

合思想”。与此类似，中国的亲政府思想家认为，儒家思想和共

产主义的融合意味着中国将更加重视集体利益。他们认为，中国

成功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例子，体现了中国将更加重视集体行动

和集体权利的优越性。 

中国和俄罗斯认为，当前世界秩序的特点是，美国试图将西

方关于民主和人权的理念强加于其他国家，必要时甚至会实施军

事干预。相反，俄罗斯和中国所要求的新世界秩序将建立在多极

化格局之上。美国将接受俄罗斯和中国等国际政治中存在的多极

力量，并将放弃其对所谓颜色革命的支持。乌克兰危机是一场关

于未来世界秩序的斗争，因为它的焦点正是这些问题。对普京来

说，乌克兰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俄罗斯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俄罗

斯的安全需求应使其有权否决乌克兰加入西方联盟——北约的任

何意愿。莫斯科还要求成为俄语使用者的保护者。对美国来说，

这些要求违反了当前世界秩序的一些基本原则，特别是有悖于一

个独立国家定义自己外交政策和战略选择的权利。乌克兰危机也

关系到“世界秩序”，因为它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影响。美国很清楚，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将为中国

树立一个先例。如果普京政府成功入侵乌克兰，那么，感受到美

国主导时代的终结，中国政府武统台湾的吸引力将上升，中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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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面临的来自易激动的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也会升级。俄罗斯和

中国显然对当前的世界秩序有相似的抱怨。不过，中俄政府的策

略也存在重要的不同，俄罗斯目前比中国更愿意承担军事风险。

但其最终目标可能更保守。对俄罗斯来说，在叙利亚、乌克兰和

其他地方动用军事力量，是在否认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关于俄罗斯

现在不过是一个地区大国的说法。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德米特里 •

特里宁认为，“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如果俄罗斯不是一个大国，

那它什么都不是。”俄罗斯渴望成为世界强国之一，中国却在考

虑使国家更加强大，在美国人看来这似乎是要取代自己世界头号

强国的地位。伊莉莎白 • 伊凯诺是《中国眼中的世界》的作者，

她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彻底改变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中，

美国势力退出太平洋，它将仅仅是一个大西洋大国。由于印太地

区现在是全球经济的核心，这实际上将使中国成为“第一”。白

宫中国问题学者拉什 • 多西在他的著作《长线游戏》中提出了类

似的观点。他引用了许多来自中国的信息，认为中国目前显然旨

在成为美式的全球大国。

中俄两国雄心的不同，反映出两国经济潜力的差异。俄罗斯

目前的经济规模大致相当于意大利，它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富来支

撑对全球霸权的争夺。相比之下，当以某些标准来衡量时，中国

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和出口商，

其人口为 14 亿，大约是俄罗斯的 10 倍。因此，对中国来说，立

志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非不现实。虽然中俄经济潜力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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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使得中国最终比俄罗斯更雄心勃勃，但也在短期内使前者更加

谨慎。普京试图动用军事力量来改变欧洲的力量天平，这有点像

赌徒的绝望。特列宁认为，看到北约扩张到曾经的苏联集团的大

部分地区后，普京将乌克兰视为他的“最后一站”。相比之下，

从中国方面来看，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机会和历史都

站在中国这边。中国还有许多扩大影响力的经济手段，这是俄罗

斯所不具备的。中国的一个标志性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这

是一个庞大的由中国出资的基础设施国际项目，覆盖中亚、非洲、

欧洲和美洲。  

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中国也利用其贸易实力来扩

大其全球影响力。本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已经启动，这是亚太地区一个庞大的新自由贸易区，包括中国和

美国的几个战略盟友，例如日本、澳大利亚等，而美国并未参与

其中。是否允许进入中国市场，赋予了中国一个俄罗斯不具备的

影响力工具。但渐进主义会奏效吗？或者，俄罗斯和中国是否需

要某种戏剧性的时刻来创建他们所寻求的世界新秩序？历史表明，

世界新治理体系通常是在某种地震性政治事件之后出现的，比如

一场大战。当前世界秩序的安全和机构架构，大多是在二战结束

时或战后出现的，当时联合国（UN）、世界银行（world Bank）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总部均设在美国。关税及贸

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于1948年生效。北约成立于1949年。《美

日安保条约》于 1951 年签署。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共同体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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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51 年。冷战结束后，华沙条约组织等苏联支持的机构瓦解，

北约和欧盟扩张到俄罗斯边境。中国于 2001 年加入关贸总协定的

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和中国建立“世

界新秩序”的雄心是否也需要一场战争才能实现。在核时代，与

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太危险了，除非各方都存在严重误判（这通常

是有可能的），否则不会发生。

然而，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会觉得，他们能够通过代理战争实

现自己的雄心。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的绝对胜利可能意味着一种

新的安全秩序正于欧洲浮现，这涉及俄罗斯事实上的“势力范围”。

中国对台湾的成功武统将被广泛解读为美国主导太平洋的时代结

束的标志。届时，该地区许多目前指望美国来确保自身安全的国家，

如日本和韩国，可能会选择适应中国主导的新秩序。或者，在美

国的默许下，新的世界秩序可能会被建立起来。在拜登政府入主

白宫的情况下，这一结果似乎不太可能出现，除非美国在乌克兰

问题上于最后一刻做出一些重大让步。但特朗普有可能在 2024 年

重返白宫。至少在修辞上，他似乎对中俄世界观的某些方面表示

赞同。这位美国前总统有时诋毁北约，并暗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

是搭便车的。他的“美国优先”哲学避开了关于美国在全世界“支

持自由”的使命这一传统言论。有时，特朗普也很坦率地表达对

普京和习近平的钦佩。而且，作为一名自称的交易撮合者，特朗

普赞成有关势力范围的观点。 

不过，俄罗斯和中国似乎不愿意坐等特朗普重返白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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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就连特朗普的共和党中也包括许多意图与中俄两国对抗的

鹰派。无论如何，在 2024 年 11 月的下一次总统选举前的这段时

间里，可能会发生许多事情。从普京迫使乌克兰发生危机的意愿中，

可以明显看出俄方的不耐烦。建立一个有利于俄罗斯的世界新秩

序的前景可能取决于他在乌克兰的赌博是否成功。但即使普京未

能在乌克兰实现他的目标，崛起的中国也将确保美国领导的世界

秩序所面临的威胁不会消失。 

作者：Gideon Rachman，2022 年 1 月 23 日

翻译：阮诗雨

(https：//www.ft.com/content/d307ab6e-57b3-4007-9188-ec9717c60023)

二、顶级组织与智库二、顶级组织与智库

外交政策研究所：中国将如何应对乌克兰危机？ 外交政策研究所：中国将如何应对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可能会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中方将如何应

对 ? 近年来，中俄关系有所加强，普京和习近平定期举行峰会，

两国军队也举办了联合演习，在一些国防工业方面双方也进行了

合作。中俄如今之间的关系比从斯大林和毛泽东时期以来任何时

候都更紧密。中俄持有共同的看法 , 美国是中俄外交政策的主要

挑战。俄罗斯一名高级官员在 2021 年 12 月告诉媒体，两国关系

现在“超越了联盟”。与此同时，中国官媒公开支持俄罗斯，称

当前的乌克兰危机源于美国“利用北约作为工具来蚕食和挤压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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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的战略空间”。

2014 年，乌克兰冲突爆发，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是推动

中俄关系更紧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俄罗斯寻求减轻克里米亚

事件后所受的国际孤立，而中国也意识到可以在能源等双边关系

问题上获利。然而，中国对乌克兰冲突的态度通常是避免偏袒任

何一方。中国将危机归咎于西方，高级外交官称是西方的“外国

干预导致了危机”，但并未承认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也不赞

成在顿巴斯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在联合国有关克里米亚问题的关

键决议上投了弃权票，而且中国并未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

同样，欧美对俄的制裁措施包括要求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在内的企

业遵守制裁要求，否则会切断其与美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银行体系

的联系，中国在口头上也拒绝配合这些制裁措施。

然而，不同于 2014 年，中国更加难以避免卷入这场不断升

级的危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如果升级，美国如何应对

将受到中国和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关注，将被视为美国能否有效应

对台湾海峡、中国东海或中国南海未来危机的信号。如果事态升级，

美国能否让俄罗斯付出实质代价，将被视为美国能否在亚洲也采

取类似应对措施的考验。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

统普京举行了多次会晤，习近平称普京为“最好的朋友”，中国

在乌克兰危机中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将被解读为中国自身能力和影

响力的信号。正因为如此，尽管乌克兰不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

但中国不会将乌克兰问题的新动态视为外交政策的边缘事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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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能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中国也因此可能卷入危机。和 2014

年不同，此番制裁将带给中国更大的压力，迫使其选边站。中国

决定是追随西方施加新制裁，还是帮助俄罗斯避免制裁，将决定

危机如何演进及制裁带给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的孤立程度。

评估中国的应对措施评估中国的应对措施

美国的金融制裁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长期问题。例如，美

国指控中国企业违反了美国对朝鲜和伊朗的制裁，澳门汇业银行

(Banco Delta Asia) 和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 (ZTE) 等大型中国

企业因违反制裁规定而面临罚款和业务限制。美国对中国企业施

压时，中国政府通常会让企业遵照美国的制裁规定，避免遭受美

国的罚款和法律诉讼。过去中国因此陷入了尴尬之地，因为它在

美国的制裁面前暴露了自己的软弱。例如，美国采取出口限制措施，

华为被迫出售荣耀业务，但是中国却并未采取反制措施。

美国和欧洲的官员曾公开威胁称，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

进一步军事行动，美国和欧洲会施加制裁，并采取出口管制措施，

如果真的这么做，中国将面临更加艰难的抉择。伊朗和朝鲜的经

济体量较小，中国大体上遵守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尽管明

显有例外，是一个相对容易的决定。因此，合规的成本很小。而

俄罗斯的经济体量要大得多，与国际的联系也更紧密。正因为如

此，相对严厉的美国制裁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将大得多。中国与

俄罗斯在贸易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金融领域也有些许联系，

因此中国不可能袖手旁观。中国政府要么拒绝美国的制裁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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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措施，要么帮助执行这些措施，要么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样，

中国都将被迫做出选择。

大多数专家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行动升级的话，中国

不太可能选边站。从政治和军事角度来看，这样选择是正确的。

然而，如果美国实施严厉的制裁，中国将无法避免面临艰难的抉

择。2014 年，美国和欧洲的制裁并未让中国陷入两难境地，中俄

贸易几乎未受影响，大部分资金流动也没有中断。这一次，如果

西方果真实施制裁，中国受到的影响将更大，无论是在经济方面，

还是在声誉方面。如果中国遵照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国的经

济影响力将显得不那么重要，而美国的金融实力将会增强。中国

的利益牵涉更多，因此在乌克兰危机中可能别无选择，只能违反

美国的制裁。如果这样的话，俄罗斯将在乌克兰危机中找到一个

珍贵的朋友，而西方可能会卷入一场双线金融战争。

作者：Chris Miller，2021 年 1 月 21 日

翻译：尤茜媛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2/01/how-will-china-respond-to-the-

russia-ukraine-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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