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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报道主流媒体报道

（一）半岛电视台：转折点：乌克兰战争考验着摇摇（一）半岛电视台：转折点：乌克兰战争考验着摇摇

欲坠的中美关系  欲坠的中美关系  

最近几天，美国的几位高官试图使中国放弃对俄罗斯特殊

军事行动的支持，因为有报道称莫斯科已经向北京请求军事援

助。尽管中国官员淡化了这些报道，但专家表示，美国对中国的

公开施压活动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间对两国之间已经摇摇欲坠的关

系起到决定作用。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罗伯特 • 罗斯（Robert 

Ross）向半岛电视台表示“这有可能成为美中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自俄罗斯于 2 月 24 日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军事行动以来，中国公

开表达了中立立场，支持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并敦促双方“保持

克制”，缓和冲突。但在美国和中国高级官员周一进行了长达数

小时的会谈后，华盛顿警告称北京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或金融援助

将会产生“后果”。这一警告源自美国媒体援引未具名的美国官

员的话所作的报道——俄罗斯已请求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是，

北京似乎否认了这一指控。

美国官员一再强调，尽管俄罗斯继续轰炸乌克兰城镇，但它

的军事行动正面临挫折。联合国的数据显示，这场战争迄今已迫

使 300 多万人逃离乌克兰。罗斯说，如果中国决定支持俄罗斯在

乌克兰的行动，美国将以限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以及提高针对中

国的军事预算作为回应。罗斯表示，“中国人面临着一个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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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他们是否要与俄罗斯结盟反对欧洲和美国。如果他们选择结盟，

美国也会将中国视为其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并引起冷战。”

高级别会议高级别会议

紧张局势的加剧，促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 沙利文和中

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周一在罗马会晤。国务

院发言人内德 • 普莱斯（Ned Price）在会谈后表示，沙利文在会

谈中向杨洁篪“明确”表达了华盛顿的关切。

普莱斯接受采访时称：“我们正密切关注中国或世界上任何

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为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这场战争提供任何物

质、经济、金融、宣传及其他方面的支持。而且我们一直非常明确，

任何公开或秘密的支持都会产生后果。”

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后来在不愿透露姓名的情况下告诉记

者，沙利文与杨洁篪的会晤是一次“紧张的七小时会议”。

中国官媒新华社在周一会议后的一份声明中称“杨洁篪强调，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传播虚假信息、歪曲和诋毁中国立场的言行”。

在过去的几周里，中国对旨在谴责俄罗斯的联合国安理会提

案以及在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性优势通过的类似决议投了弃权票。

安全理事会的措施被俄罗斯否决。中国似乎相信俄罗斯在乌克兰

发现生物武器的指控，而这些指控被美国、欧洲和乌克兰官员驳

斥为俄罗斯方面的谣言。

中俄美关系中俄美关系

中国和俄罗斯有密切联系，2月初，两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2 年第 7 期 

3

重申了两国的伙伴关系，并表示反对北约的扩张，而这正是俄罗

斯全面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

同时，在过去几年中，中美关系受到了挑战，因为在前总统

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在外交政策中优先考虑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而且现任总统拜登全盘接受了这一立场。

在努力修补中美关系的同时，拜登政府去年与英国达成了向

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的协议，这激怒了中国。拜登还推动恢

复与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间的印太四国联盟，并于去年 9 月在

白宫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四国在会谈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

明，支持“源自国际法的自由、开放、基于规则的秩序，不畏胁迫”，

这显然是向中国发出的信息，而中国以斥责其为“排他性安全组织”

以及该组织“注定失败”作为回应。包括在台湾和中国南海问题

上，北京与华盛顿及其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

尽管中国南海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声称拥有主权，但中国的主权主

张几乎涵盖了中国南海的全部。 

五角大楼和美国议员在通过今年7777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时，

特别提到了针对中国的目的。美国缅因州鲍登学院政府和亚洲研

究系副教授克里斯托弗 • 赫林（Christopher Heurlin）认为：“中

国十分希望乌克兰的冲突能够把美国的注意力和美国资源从亚太

地区引开。所以，中国当然会尽可能充分利用当前的形势，因为

如果美国的军事关注点及其欧洲盟友的注意力更多地聚焦俄罗斯，

而较少地指向中国，中国将从中受益。”但如果中国旨在延长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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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的战争，美国官员已威胁会对北京实施制裁。“对华制裁当

然是可能的，”对于制裁的前景，赫林对半岛电视台表示，“但

要困难得多。因为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的规模要大得多。显然，

美国与中国做生意的企业要多得多。因此联系中美经济关系来看，

实施对华制裁的外交政策，代价会更加高昂。”

“这场战争对中国没有好处”“这场战争对中国没有好处”

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因乌克兰战争而面临经济损失，因

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已经对俄罗斯的银行、政府官员和富有的精

英人士等进行了迅速而全面的制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二表示

“中国不是危机的一方，更不希望受到制裁的影响”。一些美国

官员还强调，不支持俄罗斯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并且敦促中国

官员利用对俄罗斯政府的影响力来结束冲突。美国副国务卿维多

利亚 • 纽兰上周对美国国会表示“美国与中国定期接触的目的是

强调这场战争对中国不利，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

影响来结束这场战争，至少帮助促进对人道主义走廊的建设”。

罗斯同时认为，归根结底，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明确表明

不希望参与战争。但与美国的会谈是紧张的，因为北京像所有大

国一样不喜欢受到威胁。“尽管会谈气氛紧张，但美国在会议上

没有对中国的行为提出任何指责，所以似乎很明显，中国目前还

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使得美国担心其会对俄罗斯提供过度支持。”

作者：Ali Harb，2022 年 3 月 15 日

翻译：李晓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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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3/15/turning-point-war-in-

ukraine-tests-shaky-us-china-relations）

（二）《卫报》：美国官员担心，中国已决定向俄罗（二）《卫报》：美国官员担心，中国已决定向俄罗

斯提供经济援助斯提供经济援助

美国官员担心，中国已决定在俄乌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经济

和金融支持，并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装无人机等军事物资。

中美高官在罗马的会晤长达 7 个小时，“激烈”讨论俄乌局势。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 沙利文向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杨洁篪阐述了美国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的理

由，并指出莫斯科以外交手段解决危机来掩护其军事行动准备，

而目前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也显出颓势。参加会晤的美国代表团

其实并非期待与中国外交官谈判，而是希望他们向北京传递美方

的信息。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说，“这是一场长达7小时的紧张会晤，

它既反映了当前的紧张局面，也反映了我们保持沟通渠道公开的

承诺……这次会议不是为了讨论具体事务或得出结果，只是为了

坦率、直接地交换意见。”当被问及会晤是否成功时，这位官员

回答说 :“我想这得看你如何定义成功，但我们认为，在美中之

间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双方存在分歧的领域。”

然而，罗马会晤结束后，美国人悲观地认为，中国政府不会

轻易改变支持莫斯科的想法。另一名熟悉谈判情况的美国官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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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关键是先让中国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但我们并未看到任

何相关的迹象。他们已经决定提供经济和金融支持，今天他们又

强调了这一点。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将来会将这种支持推进

到什么程度。”俄罗斯向中国采购的军事清单上首要的就是武装

无人机和各类弹药，但任何军事装备的转让都不是简单的事。这

名官员说，“中俄双方都明白，他们的系统并不兼容，这个问题

很棘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称，俄罗斯军方还

要求提供口粮包，在这场比预期更持久、更艰难的冲突中，这表

明俄军实际还存在着严重的后勤问题。

俄罗斯最迫切需要的是经济和金融援助，因为自 2 月 24 日

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极具

破坏力的制裁。俄罗斯面临着债务违约的巨大风险，周三将到期

支付两笔利息，不过将有 30 天的宽限期。俄罗斯无法动用其全部

的 6400 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但它仍持有部分人民币储备，

因此北京就有机会介入，并提供即时援助。华盛顿对于分解中俄

结盟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俄伙伴关系是由

双方高层推动的。这位美国官员表示，“这确实是中国的计划。

他们完全支持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更多的猜疑会

降低这种关系的水平，但中俄领导人对于美国霸权的观点是高度

一致的，并决心共同结束美国主导全球的时代。如果中国确实支

持俄罗斯与西方摊牌，那么拜登政府将会把重点转向说服盟友，

尤其是欧洲的盟友，让他们重新考虑与北京的关系。沙利文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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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前往巴黎与法国政府进行会晤。这位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

认为，关键是要与欧洲进行细致周密的对话和讨论，研究中国此

举到底透露出什么样的全球政策和优先事项。”“我们的目标基

本上是谨慎地与中国接触，让欧洲盟友充分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但如果 ( 中国 ) 很明确地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那我们就可以顺水

推舟。”

作者：佚名，2022 年 3 月 15 日

翻译：张猛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mar/15/china-has-already-

decided-to-send-economic-aid-to-russia-in-ukraine-conflict-us-officials-

fear)

（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外交电报显示，中（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外交电报显示，中

国已表示出一定的意愿向俄罗斯提供军事和金融援助国已表示出一定的意愿向俄罗斯提供军事和金融援助

一名西方官员和一名美国外交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美国掌握的情报表明，中国已表示有意愿向俄罗斯对

乌军事行动提供所要求的军事和金融援助，并已经向北约盟国传

达上述信息。一些美国知晓上述情报的官员告诉 CNN，目前还不

确定中国是否打算向俄罗斯提供这种援助。但一位高级政府官员

说，在罗马召开的一次长达 7 小时的会议中，拜登的高级助手警

告与之会晤的中方官员，如果中国支持俄罗斯，将对中国产生“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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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和后果”。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就在拜登努力孤立和惩罚

俄罗斯的时候，美国官员日益担忧中俄之间正在深入发展的伙伴

关系。尽管有官员表示中国对俄罗斯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发生的事

情感到震惊，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准备停止对俄贸易。这让

美国官员不禁担心中国可能会对俄罗斯施以援手，俄罗斯从而可

以延长这场血腥冲突，同时也会巩固这个与美国直接竞争的中俄

联盟。

在一份外交电报中，美国向其欧洲和亚洲的盟友转达，中国

已经表达了援助俄罗斯的意愿，俄罗斯已经向中国提出军事支持

的请求。这份电报没有明确指出中国是否已经提供了援助。一位

官员还说，美国在电报中警告说，中国可能会否认它愿意提供援助。

两位消息人士称，俄罗斯请求的援助包括预先包装好的、不易腐

烂的军用食品包，美国称之为“现成口粮”。这表明俄罗斯面临

后勤保障问题，军事分析家和官员说上述问题阻碍了俄罗斯在乌

克兰的军事推进，并引发了对俄罗斯军队基本准备情况的质疑。

俄罗斯补给车队经常无法满足前方部署部队的需求，公开资料显

示，随着军事行动的深入，已有俄罗斯军队闯入杂货店寻找食物

的情况。其中一个消息来源表示，中国可能愿意满足俄罗斯的食

品保障需求，因为如果提供武器的话，将被西方视为严重的挑衅。

一位消息人士说，中国领导层在如何回应俄罗斯的援助请求

方面并不完全一致。两位美国官员说，中国希望避免因援助俄国

导致经济方面的后果，这可能会限制其帮助俄罗斯。多名官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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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 CNN 表示，乌克兰战争为北约重新注入活力，中国对此感到

不安。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一些中方官员确实担心中国的介

入可能会损害其所依赖的与西方的经济关系。”美国官员也在关

注中国是否以其他形式为俄罗斯提供一些经济和外交援助，比如

在联合国投弃权票。 

在罗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 沙利文和美国代表团，与

中国高级外交官杨洁篪会面时，“非常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对中

国“在俄乌冲突发生后对俄罗斯的支持的关切，以及这种支持将

对中国与美国及其遍布世界的伙伴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影响。”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 • 普莱斯在周一的美国国务院简报会上说：

“这包括中国与我们在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关系。”

随着乌克兰首都基辅所遭受的轰炸更加激烈，以及俄罗斯的

兵锋向西推进，人们担心中国可能卷入这场战争。有迹象表明，

俄罗斯的武装部队正受到乌克兰战士的阻挠，这加重了俄罗斯对

外援的需求。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周一告诉记者，乌克兰军队

在战争中“有效打击了俄罗斯的后勤和维持能力”。美国相信，

俄罗斯对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军事训练中心的导弹袭击，不会影响

美国向乌克兰军队输送武器的努力。

消息人士说，拜登正在努力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

他可能很快就会前往欧洲与盟友进一步磋商，不过截至周一，还

没有确定行程。拜登政府也在考虑加快重新安置与美国有联系的

乌克兰难民。拜登可能很快就会面对来自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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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压力，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在周三的美国国会联席

会议上发表讲话。

美国关注中国如何应对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美国关注中国如何应对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

美国官员表示，在会议开始前，他们预计杨洁篪会将中国描

绘成一个中立的伙伴，愿意帮助促进俄乌会谈，以结束敌对行动。

中国在过去几天加大了外交努力，包括上周中、法、德三国领导

人举行视频会晤，旨在表明愿意在危机中担任更积极的角色。

鉴于中国最近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美国对中国的这些努力秉

持怀疑态度。上周末，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掌握的信息显示，俄

罗斯曾向中国请求军事援助，包括无人机支持，因为其军事行动

的进展慢于俄方的预期。中国和俄罗斯政府都公开否认俄罗斯提

出过这一请求。

沙利文周日告诉 CNN，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支持是一个“令人

关注的问题”。他说：“我们在密切关注，看中国在多大程度上

向俄罗斯提供何种形式的支持，包括物资支持或经济支持。这是

我们的一个关切。而且我们已经向中国传达，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不会允许任何国家补偿俄罗斯在经济制裁中的损失。”美国官员说，

他们认为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和俄军的战场表现感到不安，

自两周多前冲突开始以来，俄军经历了后勤和战略挫折。官员们说，

中国领导层在北京远观局势，对中国情报部门未能预测此次冲突

感到措手不及，尽管美国几周前就已经发出了俄罗斯入侵的警告。

沙利文周日在 CNN 说：“中国可能对此没有充分了解，因为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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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对中国撒了谎，就像他对欧洲和其他国家撒谎一样。”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使中国不得不权

衡继续支持俄罗斯对其国际声誉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已经降至

30 年来最低，与欧洲或美国的经济决裂可能会让其雪上加霜。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美国官员认为现在是与中国接触的紧急

时刻。在过去几周里，美国和中国官员一直保持着定期接触，包

括在俄乌冲突前的接触。

普莱斯说，美国正在“非常密切地关注中国和其他国家，对

俄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无论是物资支持、经济支持还是金融支持。

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支持都会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他拒

绝对有关外交电报的报道发表具体评论。他补充说：“我们已经

非常清楚地传达给中国政府——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不会允

许任何国家补偿俄罗斯的损失。”

普莱斯将中国对俄乌军事冲突的反应描述为有些“矛盾”。

他说：“我前几天读到一个中国官员的声明，称俄乌局势复杂。

但这没有任何复杂之处，这就是赤裸裸的侵略。”

俄罗斯发动对乌军事行动使其与中国的关系陷入动荡之中俄罗斯发动对乌军事行动使其与中国的关系陷入动荡之中

去年 11 月，拜登和习近平举行了近三个小时的虚拟会晤，

沙利文周一在罗马同杨洁篪的会晤原本是习拜会的后续行动。拜

登和习近平举行虚拟会晤时，美国官员也开始警告俄罗斯军队在

乌克兰边境大规模集结。根据一份中方报告，在那次会晤中，习

近平警告拜登，将世界划分为相互竞争的集团将“不可避免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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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灾难”。然而，和拜登为加强各国对美关系的所有行动相比起

来，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更会导致世界分成相互竞争的联盟。美国

情报部门发现中国对这一结果也毫无准备，中方反而认为俄罗斯

和欧洲各国的经济利益会阻止欧洲实施严厉制裁。这件事使得中

俄关系愈发复杂。今年二月，普京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

并出席冬奥会开幕式，当时发表了一份长篇文件（《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

声明》），习近平和普京宣布“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官员们说，

美国决定对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这使普京的出席变得更加重要。

中国对俄乌军事冲突的反应不断变化一直受到白宫的密切关

注——从否认会发生战争，到避免公开谴责，再到将自己作为可

能的调解人，白宫对中俄联盟的可能性表示高度关切。

乌克兰战争之前，一个加强地区安全的反美新联盟已经开

始形成，领域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但美国并不认为这种伙伴

关系已获得充分发展，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弗里 • 海因斯（Avril 

Haines）上周告诉议员们：“我们认为这些国家间的关系还没有

达到我们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水平。他们还没有达到那种合作水平，

我们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他们也不太可能达到我们和北约盟友之

间的关系水平。”

作 者：Kevin Liptak, Natasha Bertrand, Katie Bo Lillis, Kylie 

Atwood，Jeniffer Hansler，2022 年 3 月 14 日

翻译：周嘉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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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dition.cnn.com/2022/03/14/politics/us-china-russia-ukraine/

index.htm)

（四）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中国希望避免因（四）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中国希望避免因

俄乌战争而受到美国制裁俄乌战争而受到美国制裁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称，北京希望避免因俄乌战争而受到美

国制裁的影响。“中国不是这场危机的参与者，也不希望制裁影

响到中国，”王毅周一在与西班牙外长阿尔巴雷斯 (Jose Manuel 

Albares)讨论乌克兰危机时说，“中国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自从国际社会对俄罗斯企业和金融体系实施空前严厉的制裁以来，

他的言论被视为中国政府迄今发表的最明确声明之一。这些制裁

措施是对俄罗斯从 2月 24 日开始全面进攻乌克兰的回应。

在俄罗斯进一步推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之际，白宫警告中

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美国表示，美方担心如果战争继

续下去，中国作为俄罗斯的关键战略盟友，会设法缓冲制裁对俄

罗斯经济的破坏。市场参与者担心，中国企业可能很快就会被迫

卷入经济制裁，此前有报道称，莫斯科曾请求北京方面提供援助，

以支持其对乌军事行动。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一直拒绝

称其为“入侵”，并表示将与俄乌两国保持正常的贸易往来。中

国也没有加入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

“激烈”争论“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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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中国官员周一会晤，讨论了一系列双边问题，也包括

了俄乌战争议题。会晤在罗马举行，共持续了 7 个小时，一位高

级政府官员称会谈十分“激烈”。

美国警告说，在俄乌冲突期间，任何向俄罗斯提供支持的国

家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我们正密切关注中国或任何国家在多

大程度上为这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别无选择的战争提供物资、

经济、金融支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 • 普莱斯 (Ned Price)

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非常清楚

地向北京表示，任何此类支持都会带来严重后果。”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 • 西卢阿诺夫 (Anton 

Siluanov) 周日表示，俄罗斯指望中国帮助其抵御全球经济制裁对

莫斯科造成的影响。在与西班牙外长阿尔巴雷斯的谈话中，中国

外长王毅重申了北京的长期立场——反对联合国体系之外的任何

单边制裁。王毅说 :“中国一贯反对通过制裁解决问题，更反对

没有国际法依据、破坏国际规则、损害各国人民生活的单边制裁。”

作者：Sam Meredith，2022 年 3 月 15 日

翻译：张猛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wireStory/china-russia-chief-

strategic-partner-war-8329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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