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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苏联时期俄乌关系中的历史、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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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同源于东斯拉夫人，双方在宗教、文化上
都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少差别。西乌克兰由于受波兰长期统治，在文
化上与俄罗斯的差别就更大。300 多年来，乌克兰曾是俄国与苏联的一部分，
经历了“俄罗斯化”过程，同时也有苏联时期大清洗、大饥荒等痛苦的经历，
卫国战争期间，一些乌克兰人还曾与德国合作反对苏联。这些历史、文化因
素使乌克兰东西部在对俄关系上有明显差异，也在苏联解体后与俄罗斯的关
系中引起了一系列争议甚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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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后，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之间的摩擦和争议不断，不仅成为两国
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地区问题的热点。在一些涉及双方利益的问题
上，如克里米亚的归属、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的租赁、天然气供应等，两
国唇枪舌战，政府、议会、公众、媒体都卷入其间。但这些问题的激化程度
有限，持续时间不长。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两国之间关于历史文化
的争议和冲突。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是东斯拉夫民族，在文化方面有明显的相似性，
而且有 300 多年同属一个国家的历史。但双方在文化上也有不少差异，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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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历史经历中又存在着不少分歧和矛盾。这些问题随着两国的独
立，一下子爆发出来。客观地讲，争议主要是由乌克兰方面提出的。主要表
现是：强调乌克兰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的差别，以说明它们是不同的，而不是
相近的；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提出质疑和新的解释，认为帝俄、苏联时
期所编写的历史叙述没有反映乌克兰真实的历史，乌克兰在帝俄和苏联时期
处于不平等地位，中央政权对乌克兰实行了多方面的不平等、甚至是殖民主
义的政策，乌克兰的历史必须重新编写，等等。这些观点广泛出现在学术研
究成果、媒体乃至官方文件中，形成了一股重新塑造乌克兰历史的社会潮流。
为了首先在青少年中建立新的历史-文化观，乌克兰政府在独立伊始就开始
编写新的乌克兰历史教科书，上述观点成为主导思想。应该指出，这一过程
及其生产品明显具有反俄罗斯、否定苏联的特征，成为乌克兰相关内外政策
的文化支撑，并在乌克兰的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来，本文就对这一情况做一概
要的分析。

一、乌克兰东西部不同的历史—文化进程
公元 9 世纪由古斯拉夫部落建立的基辅罗斯，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的
起源。那时的古斯拉夫部落还没有分化，因此可以把基辅罗斯的居民称为俄
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共同祖先。
在弗拉基米尔一世统治时期，基辅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繁荣昌
盛，由此奠定了今天俄罗斯、乌克兰共同的文化基础。公元 988 年，弗拉基
米尔将基督教正教定为国教，此举确定了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共同的宗教信
仰。宗教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是绝大多数人的精
神归属，它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方向。因此可以说，俄罗斯文明的
摇篮是基辅罗斯，而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则是俄罗斯文化的第一个历史里程
碑。
东正教对于俄罗斯文明的起源贡献巨大，它所使用的“古教会斯拉夫语”
及相应的文字，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最早使用的文字。迄今为止最早记载
俄罗斯历史的文献《往年纪事》（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就是用这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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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写成的。此外，俄罗斯最早的文学、艺术以及法律等等，都是在东正
教会的推动下出现的。由于基辅罗斯对于俄罗斯文明的重要作用，俄罗斯人
把乌克兰的基辅视为俄罗斯文明的起源，称基辅为“俄罗斯诸城之母”
。
12 至 13 世纪，由于种种原因，基辅罗斯逐渐灭亡，在其地域内兴起了
两个中心，一个是罗斯西南的加利西亚 ① -沃伦公国，另一个则是罗斯东北的
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公国。13 世纪 20 年代，蒙古人打进了东欧，使弗拉
基米尔-苏兹达利公国沦为金帐汗国的属国，征服了包括罗斯人在内的斯拉
夫人，但罗斯西南部的加利西亚-沃伦公国并没有被征服。“‘在这个强大的
公国存在着另一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它在上百年的时间里继续着古罗斯的
传统。” ② 因此，从政治与文化传统延续的意义上讲，加利西亚-沃伦公国成
了基辅罗斯的直接延伸。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是乌克兰进入领土-文化分裂
的时期：乌克兰西部（即加利西亚-沃伦）已和罗斯其他地方（包括东乌克
兰）在政治文化上开始有了差别。东部逐渐受到蒙古-鞑靼人越来越深的影
响，而西部则较多地保留了古罗斯的政治文化。1340 年，波兰入侵加利西
亚，使乌克兰逐渐沦为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一部分，此后波兰对乌克兰的统
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 ③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上述过程中，波兰统
治下的西乌克兰是天主教的领地，而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对立深化了东西
乌克兰之间的文化-历史差异。 ④
1648 年春天，乌克兰人首领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发动了反对波兰统
治的大起义。在经历了数年的战争而无法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以赫梅利尼茨
基为首的乌克兰上层，选择了与俄罗斯联合以摆脱波兰人统治的道路。1654
年 1 月，双方签署了著名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实现了合并。尽管有关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目的、内容、结果等，目前在俄乌双方之间进行着
① 加利西亚地区，包括现在乌克兰西南部的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
克 3 个州，其首府为利沃夫市。
② Mikhail Molchanov. Political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n-Ukrainian Relations,
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62-63.
③ 赵云中：
《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5-66
页。
④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риентации Восточн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Украины. http://rozvalua.
livejournal.com/248796.html（上网时间 2013-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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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争论 ① ，但是，协议之后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这一基本事实却
无法否定，这成为乌克兰历史和俄乌关系中最重大的转折点。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签订十多年之后，1667 年 1 月，莫斯科公国和
波兰签订了《安德鲁索沃条约》，将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正式划归波兰统
治，而东岸则划给了俄罗斯。两岸乌克兰人各有自己的首领—盖特曼，但分
别由波兰和俄罗斯批准。乌克兰的这一次领土-政治分裂，使乌克兰的文化
失去了统一的空间，东西乌克兰在文化上分别受俄罗斯和波兰的影响，表现
出越来越多的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现今乌克兰南部虽和东部一样有着亲俄情结，但二者的
历史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历史上说，今日乌克兰的南部沿海地区从来都不
是乌克兰人的“历史活动区域”。18 世纪末之前，这一地区一直被克里米亚
汗国所占据。18 世纪末，俄国通过战争兼并了这一区域，占领了包括克里
米亚在内的广大黑海沿岸地区，并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俄罗斯人、乌
克兰人来此地定居。这使南部的敖德萨州、尼古拉耶夫州、赫尔松州、扎波
罗热州以及克里米亚共和国的人民在今天仍保持着对俄罗斯的亲近之情，也
使他们在 2010 年乌克兰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对主张与俄保持友好关系的亚努
科维奇的支持率平均高达 70%以上 ② 。
1793 年，俄国第二次瓜分波兰，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波多利、沃伦、
布拉茨拉夫和基辅等四个省）被划入俄国。1795 年第三次瓜分波兰时，俄
国又得到了东部沃伦。此时，俄国已控制了乌克兰土地的 80%，但乌克兰最
西部（现今乌克兰的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外喀尔
巴阡、布科维纳 5 个州）仍然在俄国的疆土之外。1917 年十月革命之后，
苏俄境内的乌克兰失去了以前沙俄所领有的沃伦和罗夫诺地区（这些西乌克
兰领土被波兰占据），而奥匈帝国以前所占领的乌克兰最西部领土则处于波
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的控制之下。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9 月中
旬，苏联按照之前与德国的秘密协定，出兵占领了波兰东部，也就是现乌克
兰的最西部，包括利沃夫、沃伦等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逮捕了原政权、
① 沈莉华：
“俄罗斯与乌克兰历史恩怨解读”，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 年第 1 期。
② 数据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Ukrainian_presidential_election,_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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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的许多领导人，没收了天主教会的财产，限制其活动。苏联和德国一同
瓜分波兰的做法，激起了西乌克兰人的愤怒和反抗。应该指出，苏联对西乌
克兰西部（波兰东部）的占领，使乌克兰基本处于了一个国家之内。但是，
由于此前历史上领土分裂而造成的东乌克兰、西乌克兰以及西乌克兰西部之
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却不可能因领土合并而消失。苏联时期，它就逐渐有
所表现，至苏联解体以及乌克兰独立后，更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
总之，历史上乌克兰民族的生活地域长期处于分割状态，西部主要受波
兰的影响，欧洲文化从波兰、奥地利、匈牙利进入西乌克兰，而东部主要受
俄罗斯的影响。这使东西乌克兰不仅在文化上出现差异，而且在价值观、意
识形态等方面也表现出不同。这一情况使乌克兰在独立后重建民族国家和民
族文化的过程中面临重大挑战，而与俄罗斯的关系则成为问题的核心。下面
就对此进行分析。

二、乌克兰东西部对俄罗斯态度的差异
①

民族凝聚力是综合国力中更为基础和持久性的构成因素 。但对乌克兰
来说，由于其东西部经历了几乎完全不同的历史，因此乌克兰到现在都还没
有铸造出较为统一的民族凝聚力，而其间俄罗斯又起了决定作用。这一点也
突出地反映在乌东西部对俄所持的不同态度上，西部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波
兰统治，但一直对波兰人当年的压迫记忆犹新；而经历了长时间俄国统治的
东部却一直有着明显的俄罗斯情结。
对于乌克兰这样一个刚刚取得独立、在别人的统治下生活了 700 多年的
民族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快确立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民族认同和精神。
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这需要重建。而现实是，俄罗斯文化在东乌克兰
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对于乌克兰这一新独立、且在历史上与俄罗斯有不少恩
怨的国家来说，减少或清除俄罗斯的文化影响（主要在东、南部）是可以理
解的，这有利于确立乌克兰独立的民族-文化精神。当今世界，文化在国际

① 骆郁廷等著：
《文化软实力：战略、结构与路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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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往大国赖以崛起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等国家硬实
力相对而言会越来越受到限制，文化、制度及政策等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国
家在世界舞台拓展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对于那些独立时间不长的
国家来说，当务之急就是确立自己的文化优势，不要让自己的国民仍被其他
的文化所吸引。乌克兰的做法是普遍的，而不是个案。
（一）东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态度
俄乌自 1654 年合并以来，俄罗斯人和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人，已在
同一个国家里生活了 300 多年。300 年来，俄罗斯在文化上力图使乌克兰人
用俄语，并有大批俄罗斯人移民到乌克兰；苏联时期的中央政府更是在“民
族融合”、
“创建苏联人民”的口号下在乌克兰推行俄罗斯化。而共同的历史
记忆更使东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怀有深深的“兄弟之情”。总之，这一切都
在如今的东乌克兰刻下了浓重的俄罗斯痕迹。
在乌克兰东部，一些与俄罗斯接壤的乌克兰土地，甚至在历史上就直接
由俄罗斯来管辖。乌克兰东北的哈尔科夫就是一个例子：哈尔科夫地区原本
就是莫斯科公国的西南边疆。从 16 世纪末开始，乌克兰人为躲避战乱及波
兰地主的压迫开始迁入此地，使之在 1796 年成为斯洛博达乌克兰。也就是
说，这一地区虽大部由乌克兰人居住，但原本就不归乌克兰盖特曼管辖，而
是受俄国控制。因此该地虽属于乌克兰并且大多居民是乌克兰人，但缺少乌
克兰民族主义。农奴制改革后乌克兰不同地区的反应也说明了东部地区对俄
罗斯的信任。在 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后，俄国普遍发生了农民骚动。单就
乌克兰来说，第聂伯河西岸地区冲突较多较广，在东岸和南部则相对较少。
这说明，由于俄国在西岸长期依赖原来的波兰贵族进行统治，造成西岸乌克
兰人对俄认同程度不高；而东岸和南部的乌克兰人由于长期受俄罗斯的影
响，对俄已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认同。
卫国战争初期，红军在乌克兰地区遭受惨败，但东乌克兰人（指 1939
年之前苏维埃乌克兰版图上的乌克兰人）没有向德国人投降，他们在苏联政
府的领导下对德国法西斯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抵抗，表现出对苏维埃国家的忠
诚，这与西乌克兰的情况形成了强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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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即使到了苏联行将解体时，东乌克兰人也没有表现出积极的独立
①

愿望。到 1989 年末，大部分乌克兰人也并不支持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 。
当时在顿巴斯虽然也发生了罢工，但工人的要求是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
②

等经济方面的，他们对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即“鲁赫” ）的一些代
表是非常不信任的。1990 年 1 月，
“鲁赫”号召乌克兰人仿效波罗的海国家，
手拉手组成人链进行抗议，结果，45 万乌克兰人走上街头，汇聚到连接利
③

沃夫和基辅的道路上， 但链条没有向东继续延伸。这说明东乌克兰人在当
时仍倾向于与俄罗斯组成联盟，对独立运动并不支持。
在现今乌克兰的 4600 多万人口中，俄罗斯族占 17.3%，人口约为 800
多万，他们大都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并且许多人都在俄罗斯有亲戚。
可以说，如果苏联不解体，那持续了 300 年的俄乌一体化还会以更高的水平
在乌东、南部发展下去，但苏联的崩溃使得这一进程戛然而止。300 年的俄
罗斯化使俄语在乌克兰东部尤其是东南一些州的使用率为 20%-50%。在
1954 年才划归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俄罗斯人所占比例高达 58.5%（2001 年
乌克兰人口普查数据），以俄语为母语的居民更是达到 77%（2001 年乌克兰
人口普查数据） ④ 。
独立以后，为了重建民族文化和国家认同，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
力推广乌克兰语，同时限制俄语的使用，这无疑削弱了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我们看到，在独联体国家中，尽管乌克兰俄罗斯人最多，使用俄语的人口最
多，但俄语却没有国家语言的地位。这种状况对于东、南部人，尤其是那些
俄罗斯族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在心理上极不愿意用乌克兰语替代俄
语。乌克兰政府去俄罗斯化的语言-文化政策，受到俄罗斯及乌国内相当一

① [美]保罗·库比塞克著：
《乌克兰史》，颜震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第 143-144 页。
② 鲁赫（Народный Рух Украины）：乌克兰人民争取改革运动，1989 年成立。
③ [美]保罗·库比塞克著：《乌克兰史》，第 146 页。
④ 数据来源：About number and composition population of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http://2001.ukrcensus.gov.ua/eng/results/general/language/Cri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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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的反对 ① 。经过讲俄语居民多年的争取，乌克兰议会迟至 2012 年 7
月才通过了《国家语言政策基础法》
。规定在俄罗斯族人不低于人口 10%的
地区，俄语具有地区语言（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язык）地位，这样的州在乌克兰
27 个州中有 13 个。对于乌克兰这样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政府应该认识
到，“真正完整、和谐的民族国家应当是愿意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的所有民
族共同缔造、共同拥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单独缔造、单独拥有的国家。”
②

现实说明，东乌克兰的文化倾向影响着该地区居民的政治选择。如前文所

述，在历次选举中，这些地区的民众多投票支持亲俄的地区党，可以说是地
区党稳固的“票仓”。总之，历史‐文化差异严重影响着东西部居民的政治选
择。表 1 是一项对乌克兰西、中、南、东四个地区居民地缘政治选择的调查
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亲俄倾向自西向东递增，而亲欧倾向递减，明显表现
出历史‐文化差异的作用。
表1

乌克兰居民地缘政治取向的地区差异（%）

乌克兰各地区
西部
中部
南部
东部
强烈反对
54.7
30.6
7.5
8.5
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
难以回答
18.3
22.0
8.6
11.0
强烈支持
26.9
47.5
83.6
80.6
强烈反对
11.7
13.9
24.8
24.8
乌克兰加入欧盟
难以回答
28.1
37.7
41.8
39.0
强烈支持
60.2
48.4
33.4
36.3
资料来源：Шульга М.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селения и безопосность
Украины. Киев: ООО «Друкарня «Бізнесполіграф» , 2009. С.57.略有删节。
您对下列观点：

（二）西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态度
18 世纪末俄国合并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不包括乌最西部的加利西亚）
后，波兰地主仍保留着庄园与地位，在官方机构中仍使用波兰语，甚至许多

① 例如在九十年代中期，乌克兰政府的语言政策使得西乌克兰俄语族群的父母不可能让
自己的孩子接受俄语教育。于是，加利西亚的这些俄语族群就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家
长委员会”，他们要求政府兑现少数族裔可用自己的母语教育孩子的权利。
②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第 3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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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也还是波兰人，帝俄并未在这里实行俄罗斯化。直到 1830 年波兰起义
①

后，俄国政府才意识到波兰民族意识的“危险性” ，并开始在第聂伯河西
岸的乌克兰推行俄罗斯化，但当时波兰人在西乌克兰的影响力已经根深蒂
固。19 世纪 30 年代，西乌克兰有四百多万乌克兰农奴和近十万人的特权阶
层，即贵族和神职人员，其中大多数为小地主、大地主庄园的管家、土地承
②

租人等，这些人几乎清一色是波兰人 。也就是说，尽管西乌克兰在当时已
并入俄国 50 多年，但此地的管理阶层几乎仍是波兰人，这使得西乌克兰人
的俄罗斯化并不明显。由于没有尽快确立俄罗斯文化对于西乌克兰人的优
势，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认同感至今没有东部强。
还有一种情况发生在 19 世纪 60 年代奥地利统治下的西乌克兰西部，即
加利西亚地区。当时，这里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亲俄派，他们认为，奥地利
正持续衰落，加利西亚总有一天会落入俄国之手。因此，和俄国结盟才是上
策。19 世纪中后期，在东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的乌克兰人中，
曾经一度出现过一股不强的亲俄力量。例如，在 1907 年加利西亚地区的选
举中，亲俄罗斯派曾获得 2 个席位（乌克兰政党赢得了 22 个席位）,但他们
毕竟是少数。
一战初期，俄军攻入乌克兰最西部，在加利西亚破坏乌克兰人的社会和
文化，并将许多民族主义者流放西伯利亚，这使西乌人对俄罗斯的那一点好
感完全消失。随着一战后乌克兰最西部归入波兰，波兰的反苏倾向又给予这
里的乌克兰人很大影响。1939 年，该地区被苏联吞并，由于苏联的错误政
策，许多西乌克兰人在 1941 年欢迎德军的到来，希望能获得比苏联统治更
好的境遇。1943 年，有不少于 7 万的加利西亚青年进入德国党卫军的志愿
军团“加利茨亚”（Галиция）。同时，一支为抗击苏军而组织的队伍——乌
克兰起义军（UPA）也首先在沃伦成立。而在二战即将结束、苏军就要重返

① 这种“危险性”更多地体现在宗教上。由于长期受波兰统治，许多第聂伯河西岸乌克
兰人转而信奉具有浓厚东正教色彩的天主教——东仪天主教。但 1830 年，该教派上层领
导了波兰民族大起义。在起义被镇压后，俄查封了东仪天主教会，并将其教区转交给俄
罗斯东正教会。资料来源：Анисимов В,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А, Дятлов В.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католицизм в Украине (Краткая хроника событий). Україна Православна. 25.06.2004.
② 赵云中：《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第 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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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最西部时，许多西乌克兰人跟随着德国人向西撤退。总之，两次世界
大战使最西部的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恶感急剧增加，再加上西乌克兰本身所
处的西方文化环境与俄国完全不同，这些都使得现今许多最西部的乌克兰人
对苏联-俄罗斯怀有一种仇恨和蔑视的心理。基辅和西乌克兰的各种民族主
义政治家们认为，俄国和俄国人在文化上属于外国，在政治上则属于敌对一
①

方，这种思想在加利西亚尤其明显 。在加利西亚，游行示威者常常打出“打
倒莫斯科佬（Moskals,一种对俄罗斯人的蔑称）”、“从乌克兰的学校里清除
俄语！”这类标语。西乌克兰最极端的反俄情绪则集中表现在 2011 年的二战
纪念日上：5 月 9 日，在利沃夫的卫国战争纪念碑前，当地民族主义分子撕
毁了俄罗斯国旗、国徽以及花圈，并与老战士发生冲突。该市市长甚至称卫
国战争老战士是“俄罗斯的法西斯”，这引起了俄罗斯官方的正式抗议。此
事说明了该地区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情感取向。 ②
二战后，加利西亚地区（利沃夫、捷尔诺波尔等州）并入苏联，但并没
有大量俄罗斯人移民到该地区，这使当地保留了乌克兰语的学校和媒体，并
成为苏联境内“苏联色彩最淡”和“俄罗斯人最少和俄罗斯化最低”的地区。
③

总之，今天的西乌克兰西部是乌克兰最为欧化、同时也是对俄罗斯最不认

同的地区；而东部那些与俄国经历了三百多年共同历史的乌克兰人则与此明
显不同。

三、俄乌之间的外交-文化冲突
前文我们分析了，在乌克兰东西部之间的文化差异形成过程中，俄罗斯
是一个关键因素。而对俄罗斯的认知和态度的差别，又成为乌克兰东西部差
异的标志之一。伴随着乌克兰独立，乌克兰民族文化复兴也以各种形式展现
出来，其中，俄罗斯在乌克兰历史—文化中的一些被称为“负面”的因素成

① Mikhail Molchanov, Political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n-Ukrainian Relations,
pp.207-208.
② Беспорядки во Львове в День Победы: реакция, комментарии. http://ria.ru/trend/
lvov_vandalism_20110510/?ria= qdt06u5a4oa62pb423cgddsop3n8tacr
③ [美]保罗·库比塞克著：《乌克兰史》，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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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国家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并引发了双方的一系列争议甚至
冲突。
总体来说，俄乌之间的历史文化争议的内容，大致可以以乌克兰并入俄
罗斯为界划分为两部分。对于并入之前，争议主要涉及基辅罗斯在俄罗斯和
乌克兰民族起源中的作用和地位；乌克兰语和俄语的关系；《佩列亚斯拉夫
协议》等相关文献的内容、作用；乌克兰并入俄罗斯的历史环境、目的、后
果等。这些问题的争议主要在学术界，但其民族情绪和表达也在官方、公众
和媒体中广泛存在。双方学者还召开学术会议进行讨论。例如，2008 年 4
月 3-5 日，俄科学院欧洲所召开了俄乌关系史会议，俄乌学者就双方关系中
的一些重大问题做了研讨。 ① 以后莫斯科大学等也参与进来。虽进行了诸多
争论，但分歧并未减少。对于并入之后，也就是处于帝俄及苏联一个国家内
的历史文化过程，争议的内容则广泛得多，而且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倾向，
官方成为争议的参与主体。客观而论，争议是由乌方主动引发的，俄方主要
是应对式的反应。由于双方争议内容相当复杂，笔者无意对它做详细论述，
这里以外交领域为主做概略的介绍和分析。
乌克兰独立后就开始把与俄罗斯之间的历史文化问题纳入到法律、政策
范围加以处理，同时使其进入到外交领域。双方为了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编写、出版了大量的书籍、论文，同时举办各种学术会议，以宣传自己的观
点，扩大影响，并确立学术地位。在所有争议中，有关大饥荒的表达最为强
烈，乌克兰政府和一些学者多次发表意见，认为它是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
绝（геноцид）。2005 年尤先科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60 周年纪念活动时，
就呼吁国际社会承认 1932-1933 年的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并要
求俄罗斯为此道歉 ② 。大饥荒是 1932-1933 年在全苏范围内发生的一次灾难，
因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数百万人死于饥饿，其中，乌克兰死亡人数是各加
盟共和国中最多的。问题是，乌克兰为什么选择大饥荒作为最主要的问题来
①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Украина и Россия: история и образ истории.
http://ru.znatock.com/docs/index-4578.html （上网时间 2013-9-28）
② Ющенко требует от России извинений за "голодомор" и геноцид украинцев в 1932-33
гг. А почему не у Грузии? 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st=1126888380 （上网时间
2013-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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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对俄罗斯的责难呢？关于这一点，乌克兰官方甚至学术界都没有给出明
确的解释。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在大饥荒中，乌克兰死亡人数
最多，宣传大饥荒容易引起全民族范围内的共鸣；第二，把大饥荒塑造为“种
族灭绝”可以拉开与俄罗斯的距离，进而否定俄乌之间的文化-精神联系；
第三，大饥荒是一次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以此制造舆论有利于在国际上
赢得同情；第四，由于大饥荒发生在斯大林时期，可以把它作为否定斯大林
体制或社会主义制度的实例，更易在西方得到支持，有助于乌克兰融入西方。
大家知道，苏共二十大之后，在西方掀起了一股反斯大林体制、否定社
会主义制度的浪潮。其中，大清洗、大饥饿这类疮疤更成为首选的靶子。此
时，美国官方开始关注大饥荒，而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人散居群体在这
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 ① 。1958 年，基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属的国内安全法
案和其他国内安全法执行状况调查分委员会的质询，出台了题为《苏维埃帝
国：各族人民的监狱，对种族灭绝的研究，歧视和越权》的报告，其中说到
在乌克兰人为的饥饿中有 480 万到 800 万人死亡 ② 。1984 年 9 月，参议院开
始制定有关乌克兰大饥荒的法案和两个决议，类似的工作也在众议院进行，
并建议成立政府委员会，以搞清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发生的悲剧中的作用，并
使舆论界了解情况。初期计划要求委员会由 21 人组成，工作期限 3 年，从
政府预算中拨款 300 万美元。1984 年 10 月，委员会成立，成员减少为 15
人，工作期限减为 2 年，拨款减到 40 万美元。委员会成员中，参议员 2 人，
众议员 4 人，政府部门代表 3 人，以及乌克兰社团代表 6 人，委员会主席为
杰姆斯·梅斯（James E. Mace）。该委员会的结论是，大规模死亡是由人为
的饥饿造成的，斯大林及其亲信于 1932-1933 年在乌克兰实施了针对乌克兰

① Украина отмечает День памяти жертв Голодомора. http://www.rbc.ua/rus/top/show/
ukraina-otmechaet-den-pamyati-zhertv-golodomora-24112012080000 (上网时间 2013-11-17)
② “The Soviet empire: prison house of nations and races; a study in genocide, discrimination,
and abuse of power”, Prepar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Senate, Eigh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by Joseph G.
Whelan, analyst in Eastern European affairs]. Washington: Govt. Print. Off.,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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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种族灭绝 ① 。1984 年，罗纳德·里根总统根据美国 111 届国会决议，宣
布 1984 年 11 月 4 日为“乌克兰 1933 年大饥荒纪念日”。1986 年，出版了
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的书《痛苦的收获—苏联的集体化和恐
怖 的 饥 饿 》（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书中对大饥荒作了全面介绍，认为它是人为的，目的是打
击民族主义和粉碎农民反对集体化的意图 ② 。类似美国的做法，在其他西方
国家中也有不少。关于这一问题，作者拟另文论述，于此不赘。
实际上，在乌克兰国内，大饥荒在独立之前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独立后更是波及更大的范围。历届乌克兰领导人都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
动员工具，这在尤先科时期表现得最突出。尤先科执政期间，乌克兰外交政
策更加西倾，对俄罗斯（苏联）的指责也更加激烈，大饥荒被工具化就更为
明显。尤先科以大饥荒为起因，在全国举行题为《乌克兰应记住，世界应承
认》的活动，其主要内容有：
1.创作相关记忆（历史）的国家书籍。在乌克兰所有遭受过饥荒的州，
在州和区国家机关的领导下成立协调小组，收集 1932-1933 年由于饥饿受难
和死亡的证据。这些协调小组指导着数以万计的地方小组的活动，它们在各
地、首先是农村搜集证据。参加人有教师、大学生、中小学生、图书馆和博
物馆工作人员、地方志学者、俱乐部主任等。
2.举办群众纪念活动“点燃蜡烛”、
“不灭的蜡烛”等，举办悼念集会和
演出，组织造型艺术和文学作品竞赛、学生作文竞赛，献花圈和鲜花，在中
小学开办纪念课程，建立纪念地，在博物馆、学校和图书馆办展览，设置十
字架、纪念标志、纪念塚，植树、建立综合纪念物等。
3.用立法手段确定大饥荒为种族灭绝，禁止对它做任何其他的解释。
4.通过国家出版基金，鼓励出版内容为 1932-1933 年大饥荒的学术研究

① Commission on the Ukraine famine: Report to United States Congress “Investigation of the
Ukrainian Famine 1932-1933”,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8,
pp.ⅵ-ⅷ.
② Роберт Конквест. Жатва скорби. Советская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террор голодом. Кие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ыбидь, 1991. С.47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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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①
此外，尤先科还在美国国会、欧洲议会等国际场所发言，宣传大饥荒是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乌克兰官方也在国外会议和国际组织中开展承
认 1932-1933 年大饥荒的活动，例如：
2003 年 9 月，库奇马总统在 58 届联大发言，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
的倡议，纪念大饥荒中的受难者。同时乌克兰外交部和政府准备了 58 届联
合国大会的决议草案，内容是谴责大饥荒并承认它为种族灭绝行动。后经大
会辩论，最后通过了有美国等 25 国签署的《关于乌克兰 1932-1933 年大饥
荒 70 周年的联合声明》。声明没有承认大饥荒是种族灭绝，而是“乌克兰人
民的悲剧”，同时表达了对伏尔加河沿岸、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及其他前
苏联地区因饥饿而死亡的数百万俄罗斯人、哈萨克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们的纪
念（联大第三委员会文件，俄文版А/С.3/58/9）。之后又有 11 个国家在该声
明上签字（同前，A/C.3/58/9/Add.1） ② 。
2006 年 4 月 21 日，在莫斯科参加独联体外交部长委员会会议的乌克兰
外长鲍里斯·塔拉修克（Борис Тарасюк）提议，把承认 1932-1933 年大饥
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列入会议日程，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即提出反
对。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投了反
对票，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弃权，古阿姆的四个成员乌克兰、
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投了赞成票 ③ 。
2007 年 11 月 1 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4 届大会上，193 个国家通
过了《纪念乌克兰大饥荒牺牲者》的决议，但它没有承认大饥荒是对乌克兰
人民的种族灭绝 ④ 。
2008 年 9 月 24 日，由于没有获得支持，乌克兰代表团被迫在联合国人
① Георгий Касьянов.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истории в Украине. Из книг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стории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II»,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Фалька Бомсдорфа и
Геннадия Бордюгова. Москва: Фонд Фридриха Науманна. 2009. С.121-122.
② Сигизмунд С. Миронин. Сталинский порядок (разоблачая антисталинские мифы).
2007. С.85. http://www.greatstalin.ru/files/books/StalinKniga_Miron.pdf (上网时间 2013-11
-10)
③ Дмитрий ъ-Бондаренко, Ольга ъ-Березинцев. Бориса Тарасюка расстроил
правопреемник// Коммерсантъ Украина. №.70 (189). 25.04.2006.
④ ЮНЕСКО отказалась признать голодомор геноцидом// РИА «Новости». 01.1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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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委员会正式撤消了它此前提出的《纪念 1932-1933 年乌克兰大饥荒》的决
议草案 ① 。
2008 年 10 月 23 日，欧洲议会通过非法律性质的决议《以大饥荒周年
活动纪念乌克兰 1932-1933 年人为饥荒》（P6_TA-PROV(2008)0523），同时
呼吁乌克兰人民和有关国家寻找档案，进行深入研究 ② 。该决议同样没有承
认种族灭绝。
以上情况说明，尽管乌克兰政府力图把大饥荒是种族灭绝推向世界范
围，但国际社会并没有认可，这对一些乌克兰人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反俄情
绪无疑是一种否定。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乌各地区对大饥荒的态度是有明显
差别的，有研究指出，在西部、中部和北部，认为大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超过
80%，东部约 50%，而南部和顿巴斯则约为 40% ③ 。
以上我们介绍了乌克兰官方在大饥荒问题上的一些做法，显然，这是针
对俄罗斯的。俄罗斯一直强烈反对大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说法。2008 年 4 月，
俄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关于纪念苏联境内 1930 年代大饥荒死亡者的声明，
认为大饥荒是全苏联人民的灾难，它“没有，也不会有国际社会所认为的种
族灭绝的特征，不应成为当前政治投机的对象”④ 。2009 年，俄罗斯联邦档
案局、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历史文献司以及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和其他七个
国家级档案馆联合出版了《1929-1934 年苏联的饥荒：新文献》一书（俄文
名：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英文名：Famine in the
USSR 1929-1934.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该书编者的主要观点是：30
年代的大饥荒不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有中央和地
方当局的政策错误，强制集体化，在出现灾情后仍然大量出口粮食，严格限
① Український МЗС не коментує «провал затії України щодо голодомору». 25.09.2008.
http://human-rights.unian.net/ukr/detail/188441 (上网时间 2013-11-10)
②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23 October 2008 on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Holodomor, the Ukraine artificial famine (1932-1933). http://www.europarl.europa.eu/meet
docs/2009_2014/documents/ta/23/10/2008-%200523/p6_ta-prov(2008)0523_en.pdf ( 上 网 时
间 2013-11-10)
③ Голодомор 1932-33 гг был геноцидом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Армян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1.11.2013.
④ Госдума России: Голодомор-не геноцид. http://www.delfi.ua/news/daily/society/gos
duma-rossii-golodomor-ne-genocid.d?id=149931 （上网时间 2013-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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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灾民外逃等；苏共中央在了解到大饥荒的严重情况后，采取非常措施停止
了粮食出口，并向灾区提供大量粮食援助。 ① 俄罗斯这种以历史档案来说明
事实真相的做法，表现出其态度的客观性。可以和俄罗斯的情况相比的是哈
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在大饥荒中死亡了 150 万人，但哈萨克斯坦政府和民
众认为大饥荒是苏维埃政权的错误，没有把罪过归于俄罗斯人。纳扎尔巴耶
夫总统在 2012 年 5 月 31 日出席“1932-1933 年大饥荒纪念碑揭幕仪式”时，
要求人们不要把这个问题政治化 ② 。
综合以上，我们认为，虽然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外交-文化领域发生了不
少冲突，但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官方和精英层面。在对待俄罗斯及相关问题
的态度方面，乌克兰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并没有统一的意见。
对于一个具体问题来说，有多少人反对或支持，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在
介绍了诸多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负面态度的同时，我们认为也有必要指出，乌
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密切联系是不可能被否定掉的，这种联系
无论现在还是今后，都还会在俄乌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2010 年 4 月亚努
科维奇总统宣布不能认为 30 年代的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就是一
个证明。除此之外，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卫国战争、30 年代的大清洗等问题
上也存在着争议 ③ 。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①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Федеральнoe архивное агенство и др.
– М., 2009 [Компакт-диск], pp.15-18.http://www.rusarchives.ru/publication/famine/famine
-ussr.pdf（上网时间 2013-8-12）
②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Нурсултана Назарбаева на открытии
Монумента памяти жертв голода 1932-1933 гг. http://www.akorda.kz/pda.php?r=page/
view&sefname=vystuplenie-prezidenta-respubliki-kazakhstan-nursultana-nazarbaeva-na-otkry
tii-monumenta-pamyati-zhertv-golo&language=ru （上网时间 2013‐7‐13）
③ 以卫国战争为例，乌克兰人有两种的观点：一派是以东部的苏军老兵及其后代为主力，
他们的说法接近于苏联对战争的正统解释；另一派则以西乌克兰和基辅的一些民族主义
人士（他们至少曾短暂地协助过德国国防军）为代表，他们持反对苏联的观点，把卫国
战争中民族主义者抗击苏联的行为看作是“英雄般的斗争”，并无条件地将这当作真正的
民族解放运动。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就曾将“乌克兰英雄”奖章，颁给了卫国战争时与
纳粹合作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班杰拉。在 2011 年 5 月利沃夫发生了“胜利日风波”后，
俄罗斯对上述事件表示强烈谴责。详见 Mark Von Hagen, “Does Ukraine have a history?”,
Slavic Review, Vol.54, Autumn 1995, p.672; Mikhail Molchanov, Political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n-Ukrainian Relations, pp. 84；沈莉华：
“俄罗斯与乌克兰历史恩
怨解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 年第 1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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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民族国家在获得独立的一刻，就面临着确立自己民族文化优势地位的任
务，乌克兰也是如此。民族文化优势地位的确立，一方面需要以法律形式规
定国家语言，确定所信仰宗教的地位，规定有标志意义的国旗、国徽、国歌
等等；另一方面，需要制定专门的文化政策，对本民族的历史做出官方描述，
对语言、宗教的发展做出规划，确定本民族稳定的文化认同。然而，要完成
这一使命，乌克兰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如前文所述，由于乌克兰历史文化存
在着明显的东西部差异，又与俄罗斯及俄罗斯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
使得乌克兰在许多问题上必须在两难中做出选择。
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对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乌克兰东西部之间首先应该建立一种非政治化的民族认
同，这需要在语言、宗教、历史等方面建立共识，而不是把政治选择当做民
族文化的主要内容，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历史、文化问题政治化，不仅不利
于民族认同的确立，反而会引发新的问题，甚至加重民族的分裂。乌克兰是
一个在历史、文化方面被割裂的民族，在如何重建民族认同方面，需要更多
的思考。
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历史上和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同的民族起源和
几百年的共同历史使俄乌两族在各方面都颇有相似之处。但乌克兰由于西部
长期受欧洲影响，又常常表现出反俄情绪。另外，由于选举政治、“回归欧
洲”等多重因素影响，近年来乌克兰国内总是有一股“全面否定俄罗斯”的
思潮，这已经对乌克兰人民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影响。但这种思潮带有明显的
政治目的。歪曲历史、夸大俄乌关系中的民族因素，已对俄乌关系造成了危
害。在国家关系中，经常会发生一些矛盾或冲突，各种国际行为体也都在做
出努力通过各种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一般来讲，国家关系中的问题可以划分
为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几个层次。比较而言，文化层次的矛盾最难解决，
因为它形成的时间久，参与者范围广——从精英到民众，从政府到民间，往
往带有“全民”的特点。文化又涉及传统、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很强
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造成了文化冲突的难解性和长期性。从前文的分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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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尽管，乌克兰人，特别是东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历史上形成的联
系是不会被轻易否定掉的，而且这种联系仍在俄乌关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文化因素正在越来越多地以负面形态进入乌俄关系，
并不断扩大影响。如果双方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并共同采取措施加以消减，
那么可以断言，俄乌关系的良性发展就会变成不可期待的目标，并有可能发
展到两国关系中的其他方面，造成更多的麻烦。俄乌关系中的历史、文化因
素的变化及其作用值得持续关注。

【Abstract】Russians and Ukrainians both belong to Eastern Slavs. Both
share many similarities in religion and culture in spite of few differences.
Dominated by Poland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West Ukraine differs more in
culture from Russia. During the past over 300 years, Ukraine has been part of
Tsarist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not only experiencing the “Russification”
but also suffering from the Great Purge and Holodomor. As a result, some
Ukrainians were accused of collaborating with Germany in fighting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Patriotic War. All these historic and cultural elements
have led to different attitudes of East and West Ukraine towards Russia.
Moreover, it also arouses many disput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ir relation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 Key Words 】 Russia-Ukraine Relationship, East and West Ukraine,
disputes
【Аннотация】Россия и Украина происходят от восточных славян, у
обеих стран много общего в религии и культуре, но есть и много различий.
Западная Украина из-за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лияния Польши в культурной сфере
силь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России.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более 300 лет Украина была
частью Росс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ошла процесс «русификации»,
испытала советские чистки, голод и другие болезненные переживания, во
врем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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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некоторые

украинцы

также

сотрудничали с Германией проти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Э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факторы привели к тому, что в вопросе отношений с Россией на
востоке и западе Украины существуют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вопросе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эти
явления вызвали серию споров и даже конфликтов.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Восточная и Западная Украина, споры
（责任编辑 肖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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