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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俄罗斯公共外交评析*

唐小松 程 帅

摘 要：俄罗斯在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搞好对俄公共

外交，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都有着重要价值。目前，中国的对俄公共外交已经形

成一套较为完备的体系，在组织体系、传播网络和品牌亮点活动等方面取得了不错成

绩。但从公共外交实施战线和操作形态两个理论视角看，中国对俄公共外交存在社会基

础仍需加强、文化交流方式有待创新、面临美国欧盟的竞争和俄罗斯“亲西方”利益集团

的挑战、常态公共外交与危机公共外交的有效协调有待加强等问题和挑战。中国应进一

步夯实社会基础、升级文化交流方式、管控对手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步在俄罗斯社会培养

“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升对俄公共外交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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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是对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大国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当前，中俄是“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双边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时期”①。在传统外交领域，双方的合作硕果累累。在公

共外交领域，双方领导层也非常重视，相关工作稳步推进。本文旨在梳理中国对俄罗斯的公共外

交现状的基础上，从公共外交实施战线和操作形态两个理论视角，剖析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对

今后中国对俄公共外交工作提出建设性思考。

一、中国对俄公共外交的价值

俄罗斯是中国实践“亲、诚、惠、荣”周边外交理念、构建“命运共同体”、顺利推进“一带一路”的

关键国家之一。适时开展对俄公共外交，对于增进两国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力度、深化人文交流，

进而提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意义重大。

第一，政治层面上，有助于增强中俄战略互信和合作。

一方面，有助于消除历史积怨，增强两国战略互信。中俄关系虽大为提升，但沙俄侵略中国大

片领土的史实、中苏对峙的历史记忆，毕竟给两国社会留下了心理阴影，两国人民之间也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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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研究”（项目编号：15AGJ008）的阶段性成果。

①《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0/11/c_122139266.htm，201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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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隔阂与不信任。如俄罗斯两名激进分子因不满中俄在黑瞎子岛上的划界，在“中俄界碑揭牌仪

式”前夕，就在会场举起过“岛屿——我们的”标语和黑白色“镰刀斧头”旗子，还散发了煽动民族敌

视情绪的传单①。对此，中俄双方携手开展了一系列青年交流、科学研究、电视传播和旅游往来等

方面的交流活动，取得了明显效果。目前，黑瞎子岛有望成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新亮点”②。

另一方面，有助于协调合作，共同应对西方宣传攻势。在安全议题上，中俄两国都面临着一些

共同问题，如边境线长、周边国家安全热点多、国内民族与宗教形势复杂、反恐任务艰巨，等等。这

些问题给了西方舆论诋毁两国形象的契机。如能通过有效的公共外交，让两国舆论形成相互合作

的局面，无疑有助于改变面对西方舆论时的被动局势。在这一领域，双方合作的潜力巨大。比如，

2014年 3月 1日，昆明火车站广场发生蒙面暴徒砍人事件，造成 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③。美国

CNN在报道中不但没有谴责暴恐分子，反而强调“汉族与维族的冲突”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俄

罗斯之声”援引学者的分析认为，西方媒体为“疆独”分子提供宣传平台，实际上就是暗中支持中国

分裂⑤。

第二，经济层面上，有助于化解误解，促进双方经济合作。

目前，两国政府对于双方经济合作的前景寄予厚望，并切实采取多种措施提升合作水平，但双

方经贸结构性矛盾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短期内难以改变，俄罗斯社会对于与中国经济合作的错

误认知也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双边合作上，“俄罗斯既希望加大能源合作，开拓中国市场，

实现俄罗斯能源出口多样化，但又担心沦为中国的能源和原料供应地，阻碍俄罗斯产业的优化升

级；既希望向中国出口武器装备，以赚取外汇，但又担心中国军力的发展会威胁俄罗斯的远东领土

安全”⑥。在区域合作层面，俄罗斯诸多专家对“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抱有疑虑，

担心“这对俄罗斯自身利益尤其是俄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⑦。

因此，除了官方外交外，投入更多精力搞好对俄公共外交，从舆论层面解疑释惑，有助于保障

两国经济合作的良性运转。例如，中国在圣彼得堡投资建设的“波罗的海明珠”住宅项目⑧，曾被当

地居民误解为“资本和人口的入侵”，甚至引发街头游行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将项目

企业的领导纳入访俄代表团，与圣彼得堡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增信释疑，产生了积极效果，很多议

员表示“在立法大会审议此项目时将投赞成票”⑩。

第三，社会文化层面上，有助于消除隔阂，推动民间相互理解。

总体上，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呈现积极发展态势，但因为语言、宗教、传统和民族性格等方面

的差异，文化隔阂依然存在，双方边民“常走动但不亲近”，“只是商业贸易上的伙伴关系，希望他们

①《不满中俄黑瞎子岛划界 俄激进分子闹事遭审判》，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04/427236.html，2009-04-08。
②《黑瞎子岛有望成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新亮点》，http://finance.sina.com.cn/j/20110720/122110179221.shtml，2011-07-20。
③《新华网评：从“淡化”暴恐报道看西方媒体的新闻虚伪》，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4-03/02/c_119567462.htm，

2014-03-02。
④ Ralph Ellis,“Knife-wielding Attackers Kill 29, Injure 130 at China Train Station”, CNN, March 3, 2014, http://edition.cnn.com/2014/
03/01/world/asia/china-railway-attack/.
⑤《俄媒：昆明暴恐事件背后或有外国势力》，http://v.3g.ifeng.com/news/sharenews.f?aid=79231968&vt=5，2014-03-04。
⑥《理性分析俄罗斯“向东看”战略 正视俄罗斯对中俄合作的疑虑》，http://www.chinaru.info/zhongejmyw/jingmaotegao/37995.shtml，
2015-11-19。
⑦ 李秀蛟：《俄罗斯智库专家对“一带一路”的评价》，《西伯利亚研究》2015年6月。

⑧“波罗的海明珠”是上海实业集团联合百联、锦江、绿地、上海工业欧亚发展中心等申城优势企业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市投资的

大型多功能社区建设项目。参见《市人大常委会发挥对外交往优势,促进经贸合作 为了摘取“波罗的海明珠”》，《上海人大》2005
年第8期。

⑨《章新新:推动问题解决、促进中俄关系是媒体责任和价值所在》，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6-25/7366638.shtml，2015-
06-25。
⑩《市人大常委会发挥对外交往优势,促进经贸合作 为了摘取“波罗的海明珠”》，《上海人大》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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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购物和消费，谈不上更多的了解和好感”①。俄罗斯社会流行的关于中国的偏见②，对中俄民间交

往也造成了不利影响。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曾向媒体表示，“类似‘唐人街’的单一民族聚居区将

滋生犯罪土壤，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莫斯科坚决反对建立”③，还声称“那些俄语说得不好、完全是

另外一种文化传统的人，最好待在自己国家”④。开展对俄公共外交，能以各种形式让俄罗斯民众

“近距离地、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善”，进而“深化两国人民之间

的相互理解，为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舞台”⑤。

二、中国对俄公共外交的发展特征

整体来看，中国对俄公共外交以和俄方的良性互动为主，力图通过合作建构一种积极、正面的

国家形象，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体系，取得了不错成绩。

第一，组织体系较为合理。

首先，在中国对俄公共外交的组织体系中，政府主导的特征十分明显，公共外交活动主要依托

国家元首和中国驻俄使领馆来开展。2014年2月，习近平主席到访索契，参加第二十二届冬奥会

开幕式，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在境外的“体育外交”；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报》发表

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深情回顾中俄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战斗中，

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友谊，指出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中俄两国人民更将携手前进，同护和平，共

促发展”⑥。中国驻俄大使馆设有新闻和公共外交处，专司对俄公共外交事务，以及与当地媒体的

沟通合作。地方的外事机构依托友城资源，也积极开展对俄罗斯的城市公共外交。据统计，中俄

现有友好省州25对、姊妹城市93座⑦，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

其次，中国对俄公共外交的组织体系中，同样活跃着大量的非政府行为体。如中国俄罗斯友

好协会(简称中俄友协)对推动中俄文化交流、增进中俄人民友谊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

年来，企业的参与也正式成为中国对俄公共外交新的亮点。2014年，完美世界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与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举办了网络游戏新品发布会，让中国文化通过网络游戏这个轻松的平

台走向俄罗斯的千家万户⑧。2016年，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与文化部合作的“中共莫斯科六大会址

常设展览馆”建成，习主席发来贺辞，强调展览馆的建成和开放“为中俄两国人民架起了一座增进

理解、深化友谊的新桥梁，必将推动两国人民为中俄友好合作谱写新篇章”⑨。

第二，传播网络日臻完善。

目前，中国的中央媒体如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已经登陆俄罗斯，开展形

式丰富的媒体传播活动。如人民日报与塔斯社、俄罗斯报等俄主流媒体积极开展高层互访活动⑩，

为“一带一盟”战略合作奠定基础；人民网俄罗斯代表处在与俄罗斯亚洲工业家与企业家联盟共同

① 刘长敏：《中俄东部边界近距离观察与思考》，《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期。

②《傲慢与偏见：某些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误解》，透视俄罗斯网，http://tsrus.cn/shehui/2015/11/27/543115，2015-11-27。
③《莫斯科市长反对建“唐人街”》，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310/20131000350489.shtml，2013-10-16。
④《莫斯科市长：建“唐人街”后果严重》，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3_10_17_179375.shtml，2013-10-17。
⑤《俄罗斯人缘何喜欢“中国年”：汉文化颇具震撼力》，http://www.chinaqw.com/news/200707/30/81481.shtml，2007-07-30。
⑥《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07/c_1115208956.htm，2015-05-07。
⑦ 中俄友城的统计数据摘自《世界各国与我国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一览表》，参见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官网，http://www.cifca.
org.cn/Web/WordGuanXiBiao.aspx。
⑧ 龙小农、韩蕾：《2014年中国对俄公共外交综述》，载《中国公共外交发展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54
页。

⑨《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http://news.sina.com.cn/o/2016-07-05/doc-ifxtscen3340311.shtml，2016-07-05。
⑩《共创中俄媒体发展新未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27/c_127956578.htm，2015-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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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首期媒体沙龙①之后，致力于推进中俄媒体沙龙机制化，同时开展各种品牌推广活动；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俄语台与俄罗斯多家主流媒体保持密切合作，陆续举行“中俄友谊之旅”、《你好，中国》

等大型多媒体文化项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俄罗斯报社合作协议》的签署更是拉开了2016年度

“中俄媒体交流年”的序幕②；中央电视台联合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以及中亚国家的11家媒体，制作播

出了《欧亚新闻联播》③，并重视利用俄罗斯本土社交媒体开展对俄罗斯民众的定向传播，等等④。

地方层面的媒体传播也有声有色。东北地区的地方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俄文报刊和杂志，比较

有影响力的有《远东经贸导报》、《伙伴》以及《大陆桥》⑤；黑龙江电视台每周向俄罗斯远东地区播出

俄语节目《你好，俄罗斯》，介绍中国的民俗民情，传播中华文化⑥；新疆电视台设立了驻俄罗斯办事

处，“专门制作播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节目内容”，其提交的“中俄记录片

展”更是被列为2016年度“中俄媒体交流年”的重点项目之一，等等⑦。

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国媒体的合作已经走向机制化，这也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对俄公共外交

的传播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两国已经签署落实了多达19项的合作协议，“包括联合采访、

合作拍摄、共同办展、合作出版专刊特刊、项目建设等内容，涵盖了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等业

态”⑧。

第三，品牌活动亮点突出。

在中俄人文交流机制的推动下，中国在对俄公共外交方面打造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品牌活

动，其中最耀眼的当属孔子学院以及“大型国家级品牌年”系列活动。

经过近10年的发展，孔子学院在俄罗斯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汉语教学品牌，有力地促进了中

华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截至2015年，俄罗斯共有孔子学院17所，孔子课堂5所，注册学员17837
人，在欧洲位列第三，仅次于英国和意大利⑨。在孔子学院的不懈努力下，汉语在俄罗斯的地位大

大提升，甚至已经成为俄罗斯专业人士的一项必备技能，俄罗斯的经济学家、律师、教师、外交人员

等专业人士在取得本专业资质时都要学习汉语⑩。

近年来，“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等国家级主题年活动的成功

举办，促进了两国广大民众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以“旅游年”为例，2013年“中国旅游年”在

俄罗斯成功举办，后续效果持续显现，俄罗斯“社会意见基金会”的调查显示，2015年有将近 1/5
（19%）的俄罗斯人将中国作为境外旅游的首选，比2014年提高了6%。2015年俄罗斯来华游客人

①《<中俄经贸合作框架下企业与媒体的互动>首届媒体沙龙在莫斯科举行》，http://tv.people.com.cn/n/2012/1203/c214237-
19769993.html，2012-12-03。
②《国际台与俄罗斯报社签署合作协议》，http://www.sarft.gov.cn/art/2015/5/13/art_112_26447.html，2015-05-13。
③ 丁勇、杨懿俊：《浅析<欧亚新闻联播>栏目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对外传播》2015年7月。

④《央视网海外社交平台总粉丝量突破 3000万》，http://www.cctv.cn/2016/03/23/ARTIdpruK6b7VopTq7c6Rc0y160323.shtml，2016-
03-23。
⑤ 罗兵：《Google搜索呈现俄语受众对中国的兴趣指向——基于Google关键词指数的受众分析》，《当代传播》2013年第2期。

⑥《<你好，俄罗斯>节目对俄传播中国文化》，http://yule.sohu.com/20070730/n251310275.shtml，2007-07-30。
⑦《杨洪新：新疆电视台在“一带一盟”对接中将实施五方面举措》，http://www.scio.gov.cn/ztk/dtzt/34102/34333/34341/Document/
1473361/1473361.htm，2016-04-01。
⑧ 李汶羲、侯丽军，《聚焦“一带一盟”中俄媒体话合作》，http://www.scio.gov.cn/ztk/dtzt/34102/34333/34339/Document/1473149/
1473149.htm，2016-03-30。
⑨ 孔子学院官方网站：《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2015》，第70-72页，http://www.hanban.edu.cn/report/2015.pdf。截至2015年，英国

共有孔子学院/课堂156所，注册学员127100人，在欧洲位列第一；意大利共有孔子学院/课堂50所，注册学员22172人，位列第二；

俄罗斯共有孔子学院/课堂22所，注册学员17837人，位列第三。

⑩ [俄] 阿·列·维尔琴科：《20-21世纪之交的俄中教育、科技领域合作：现状、问题与前景》，云继洲译，载王奇主编《中俄战略伙伴

对话：现状、问题、建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539页。

《习近平同普京举行会谈》，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6-06/26/c_135466466.htm，2016-06-26。
 参见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网站，“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уг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мира”，22 Мая，2015，http://fom.ru/Mir/1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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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高达158.23万，约占欧洲来华游客总数的1/3（32.35%）①。

三、中国对俄公共外交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俄罗斯民众的对华好感度和信任感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2009年以来

保持积极趋势。俄罗斯“社会意见基金会”的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有60%的俄罗斯人对中国抱有

好感②，2015年这一数字则上升至80%③。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当前俄罗斯社会对中国

的正面认知尚不稳定，在2016年1-2月的追踪调查中，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俄罗斯人又减少了8个百

分点④。这说明中国对俄罗斯的公共外交依旧任重而道远。本文拟从公共外交的实施战线和操作

形态这两个视角进行分析。

从实施战线角度，公共外交可分为合作性公共外交、竞争性公共外交。合作性公共外交强调

有关行为体在重大一致利益议题上的良性互动与协调，是一种谋求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公共外交行

为；竞争性公共外交与之相对，强调有关行为体在竞争性利益议题上的博弈与争夺，是一种谋求自

身合理利益最大化的公共外交行为⑤。从操作形态角度，公共外交可分为常态公共外交和危机公

共外交。与常态公共外交不同，危机公共外交指国际行为体“在已经或者可能即将处于危机状态

的情况下，通过应急的公共外交，树立正面形象，塑造国际话语权，以化解其不利影响，实现自身的

利益最大化，具有突发紧迫性、利害重大性和灵活敏感性三大特征”⑥。两者在具体目标、实施过程

和操作结果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异。从这两个视角来看，中国对俄公共外交的以下问题和挑战值得

重视。

第一，对俄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仍需巩固。

中国媒体在俄罗斯的吸引力不够。比如，CCTV俄语频道在俄罗斯的认知度较低，竟有高达

81.9%的观众从未听说过⑦。原因首先在于频道产品的开发没有针对俄罗斯的受众，不少传播内容

只是将中文节目简单地翻译成俄文而已⑧；其次是缺乏互动性以及对俄罗斯受众兴趣的精准把握，

“我说你听”单向传播模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⑨。

俄罗斯来华留学生未得到足够重视。2015年俄罗斯来华留学生人数有16197人，在来华留学

的生源国中位列第5位⑩。这一群体蕴藏着对俄公共外交的巨大潜力，但目前国内高校对他们的重

视明显不足。据调查，俄罗斯留学生对所就读的中国学校普遍缺乏归属感，对校园氛围的满意度

只有32.9%；36.8%的俄罗斯留学生对中国食堂的就餐环境感到不满意；对校园社交生活的满意度

仅20.7%，与中国学生交集少、沟通渠道不畅。

双方社会之间的不信任感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一方面，部分俄罗斯人继承了历史上对

中国的优越感，“大国情结”根深蒂固，难以适应自身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迅速崛起，心存失落甚至

① 2015年1-12月份来华的欧洲游客共计489.14万，其中俄罗斯来华人数高达158.23万。参见《2015年1-12月入境旅游外国人

人数（按目的分）》，http://www.cnta.gov.cn/zwgk/lysj/201601/t20160118_758408.shtml，2016-01-18。
②《调查结果：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对中国持有好感》，http://ru.people.com.cn/n/2014/0618/c355954-25164907.html，2014-06-18。
③ 参见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网站，“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уг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мира”，22 Мая，2015，http://fom.ru/Mir/12170。
④《民调：72%的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抱有好感》，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2/05/c_128704552.htm，2016-02-05。
⑤ 黄忠：《新形势下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公共外交》，《拉丁美洲研究》2015年第2期。

⑥ 黄忠、唐小松：《危机公共外交初探》，《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

⑦ 戴莹、付饶：《央视俄语频道在俄罗斯的观众期待度调查》，《电视研究》2010年第11期。

⑧ 罗兵：《Google搜索呈现俄语受众对中国的兴趣指向——基于Google关键词指数的受众分析》，《当代传播》2013年第2期。

⑨ 戴莹、付饶：《央视俄语频道在俄罗斯的观众期待度调查》，《电视研究》2010年第11期。

⑩《2015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数据发布》，http://www.moe.edu.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604/t20160414_238263.html，2016-04-
14。
 蒋晓杰、黑嘉鑫：《从俄罗斯留学生跨文化学习适应看高校国际化建设进程》，《教育与职业》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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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触，这从旅居俄罗斯的华人所遭受的诸多不公平待遇就可以看出①。另一方面，基于对俄罗斯

“大国沙文主义”的历史记忆，部分中国人始终对俄罗斯怀有戒心，并有一定程度“基于现实的优越

感”，不利于双方的交往。

第二，中国必须做好应对欧美和俄罗斯国内特殊利益集团挑战的心理准备。

美国和欧洲诸多舆论对中国频频攻击，挑拨中俄关系。一是借周边安全问题抹黑中国形象。

南海仲裁结果出来后，西方媒体极力渲染菲律宾的“正义”和“可怜”，在俄罗斯拥有 500万受众的

BBC②将中国刻画为一个“依仗自身崛起的实力，拒不接受国际仲裁法、欺凌小国”③的国家。二是唱

衰中俄经济合作的前景。《金融时报》评论称，中国发起的地区整合将北京置于与莫斯科冲突的道

路上，因为俄罗斯一直都在游说这里的各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④。《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莫斯科和

北京现在可能还是合作伙伴，但中亚可能会成为双方警惕和不信任的来源⑤。甚至，中俄边境上一

座尚未完工的大桥竟也荒谬地成为西方媒体论证中俄关系“依旧维持在奇怪的空洞状态”的证

据⑥。

出于政治斗争或维护私人利益的需要，俄罗斯的利益集团喜欢拿中国说事，给中俄合作制造

困难。他们会通过自己掌控的媒体资源来影响舆论，比如在《独立报》有股份的金融寡头别列佐夫

斯基，和控制《生意人报》的传媒大亨古辛斯基，均和西方国家有着密切联系。在中石油参与竞拍

“斯拉夫石油公司”的股份时，《独立报》就发表题为《中国威胁——出售“斯拉夫石油公司”可能让

国家付出惨重代价》的文章，称“如果俄罗斯石油对西方公司来说是滚滚财源的话，那么对中国则

是战略利益”⑦。该收购计划的最终夭折与这种利益集团的负面报道密不可分。

第三，中俄之间常态公共外交与危机公共外交的有效协调有待加强。

俄罗斯与美国关系微妙，与欧盟关系冷淡，与多个邻国矛盾重重，其周边也存在诸多潜在军事

冲突热点。在围绕俄罗斯与其周边国家所爆发武装冲突的国际舆论交锋中，中国回应的力度仍存

在欠缺，导致国际形象受到伤害。比如，“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声明“事出有因”的表态，

“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推动通过对话协商政治解决有关分歧”，并强调中国坚持的是“中方一向秉持

的外交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场是客观、公正、公平、和平的”⑧。然而，由于常态公共外

交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没有及时转型做出相应的危机公关，中国官方的立场被俄罗斯媒体

普遍曲解为“作壁上观”，“重演俄格战争期间的历史”⑨，它们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别有用心，“希望

冲突延续尽可能长的时间，从而拖住美国重返亚太的脚步”⑩。美国媒体也趁机大做文章，称中国

① 金雁：《龙熊同窗：俄罗斯为什么“不高兴”？》，http://focus.news.163.com/09/1215/10/5QIOKH9300011SM9.html，2009-12-15。
② BBC,“Russian Channel Launches on Telegram Messenger”, 24 November, 2015, http://www.bbc.co.uk/mediacentre/latestnews/2015/
bbc-russian-telegram.
③ BBC,“South China Sea: China Defiant as Tribunal Backs Philippines”, 12 July, 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
36777348.
④《西方媒体眼里中俄正在争夺中亚》，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5-12-30/100894276.html，2015-12-30。
⑤ The Washington Post,“In Central Asia, Chinese Inroads in Russia’s Backyard”, December 27,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world/asia_pacific/chinas- advance- into- central- asia- ruffles- russian- feathers/2015/12/27/cfedeb22- 61ff- 11e5- 8475-
781cc9851652_story.html.
⑥ 卿滢：《从一座未完工的大桥里外媒想寻找中俄关系裂隙》，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6-07-27/100971522.html?
utm_source=baidu#gocomment，2016-07-27。
⑦ 顾小清：《俄罗斯也冒出“中国威胁论”》，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68/8280/780332.html。
⑧《外交部:乌克兰局势走到今天这一步事出有因》，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4-03-03/content_11324527.html，
2014-03-03。
⑨《俄报称中国面对乌克兰危机“作壁上观”》，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318/362100.shtml，2014-03-18。
⑩《俄：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所持立场的真实目的》，http://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50205/19280743.html，2015-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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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冲突的最大赢家”①，渔翁得利，并进一步渲染中国的野心，指出“在这个全球

危机时期，北京将借机把他们的雄心壮志付诸行动”，等等②。

四、提升中国对俄公共外交的基本思路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对俄公共外交，制定有效的对策。

第一，夯实对俄合作性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

首先，应努力提升对俄媒体的吸引力。应根据信息时代媒体传播的新特点改进对俄传播方

式，比如，通过挖掘“大数据”，分析俄罗斯网民的特征和对中国的兴趣点，进而设计出更接俄罗斯

地气的文化产品；改进交流方式，在俄罗斯本土社交平台如VK上开设官方公众账号，增强与网民

的互动，等等。

其次，加强对俄罗斯在华留学生的管理，探索新的管理观念和模式。强化服务，增强俄罗斯在

华留学生对校园生活的满意度，建立中俄学生混合型生活社区，打破两国学生原有的相互隔离状

态，为他们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培养俄罗斯留学生对当代中国的感性认知，增强认同感。

再次，进一步培育促进两国交往的民意基础。一方面，继续向俄罗斯民众介绍真实的中国，向

他们传递中俄合作不存在“谁当头，谁追随”的信息，和平发展的中国梦与追求强国的俄罗斯梦也

是高度契合和相通的；另一方面，继续向国内民众介绍客观真实的俄罗斯，管控好相关媒体信息，

引导他们以自信和平等的心态与对方民众打交道，在具体的经济、移民、军事与科技合作等领域避

免泛泛而谈，应结合具体案例解疑释惑，消除不必要的舆论纠纷，突出在西方对中俄战略挤压的背

景下，双方合作的战略意义。

第二，有效管控竞争性公共外交的负面影响。

对于中俄关系上的负面炒作，中国必须敢于亮剑，更为积极主动地对俄罗斯社会发声。一方

面，应在澄清事实的基础上，指出正是西方国家的四处过度扩张才导致了亚太和欧洲地区出现了

诸多不稳定问题，中俄和其它诸多国家正是其中的受害者。不仅如此，西方的这种扩张不仅没有

达到效果，甚至连自身也深受其害。阿富汗、也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依旧在战火纷飞中，塔

利班不但没有被消灭，西方还多了一个新的对手“伊斯兰国”；欧美大国实力严重受损，经济发展困

难、社会矛盾丛生、民粹主义盛行，等等③。甚至连英国都启动了脱欧步伐，导致欧盟一体化陷入危

机。美国也是新孤立主义思潮再次兴起，全球化面临着新的危机与挑战。

另一方面，对于俄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对“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宣传，中国更应注意加强与俄

罗斯主流舆论的合作，多通过其智库、媒体与社会精英，传递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正能量。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前，“针对那些曲解误解、唱空唱衰‘一带一盟’对接的论调，针对那些宣称中

俄在欧亚地区必成竞争者的论调，两国媒体要协调立场、共同应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及时

发出客观公正的声音，不能让不实信息成为主导两国民众相互认知的信息源”，“要重点介绍对接

合作的重大项目，如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远东开发合作、西线天然气项目等，助推这些项目顺利

推进，不断扩大利益交汇点，增加话语共通点，持续为对接合作赋予新活力、汇聚正能量”④。

第三，在做好常态公共外交的基础上，协调做好对俄罗斯的危机公共外交。

做好对俄罗斯的常态公共外交必须以尊重基本规律为前提。英国学者马克·莱奥纳多（Mark
Leonard）区分了常态公共外交的三个阶段：新闻管理、战略沟通以及关系建构。新闻管理以小时和

①《美媒：俄罗斯与西方冲突 中国成最大赢家》，http://news.sohu.com/20150215/n409034077.shtml，2015-02-15。
②《外媒：中国或成乌克兰危机“赢家”》，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314/360485.shtml#g354662=1，2014-03-14。
③ John J. Mearsheimer,“Donald Trump Should Embrace a Realist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7, 2016,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
donald-trump-should-embrace-realist-foreign-policy-18502?page=2.
④ 刘奇葆：《深化媒体合作互信 助推“一带一盟”对接——在第二届中俄媒体论坛上的主旨演讲》，http://www.scio.gov.cn/ztk/dtzt/
34102/34333/34339/Document/1473881/1473881.htm，2016-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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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计算，战略沟通以星期和月计算，而关系构建则要以年来计算①。以此为依据，可以为中国对俄

的常态公共外交制定出三个阶段的目标：短期目标上，着力提升两国媒体间合作水平，共同应对和

处理敏感的新闻事件，管控不良媒体报道的负面影响，消除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塑造一个总

体良好的舆论氛围；中期目标上，通过主动设置议题加强与俄罗斯社会的战略沟通和联系，传递中

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信息，在其精英和民众中塑造中国的良好形象；长期目标上，通过形式各异的公

共外交实践，使俄罗斯社会逐渐理解并认同中国关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让中国人

民更加深刻地理解俄罗斯；通过中俄人文交流机制等长期合作平台，促进中俄各层次的人员在不

断交往中打造“包容多元”的新型地区文化，建立起友好互信的关系。

可以预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类似乌克兰对峙、格鲁吉亚冲突与车臣战争等与俄罗斯

相关的军事冲突事件发生的概率仍很大；同时，在中国的周边地区，朝核、钓鱼岛、南海与缅甸地区

发生潜在安全危机事件的可能性也将长期存在。在应对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中国应当而且必须做

好相关的危机公共外交准备。应做好常态公共外交有效协调危机公共外交的应急机制，充分利用

常态公共外交积累的各种资源，集中进行一段时间的危机公关，防止关键时刻中国舆论在俄罗斯

社会中的集体失声。其中，社会舆论尤其应当注意对政府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进行补位。比如，在

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问题上，中国的中立立场并没有背离以往的外交路线，有俄罗斯学者断言，

“对西方，特别是美国而言，中国的外在中立更有利于俄罗斯。就像有媒体所指出的，中国是俄罗

斯沉默的盟友，这是由两国的地缘政治诉求和具体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②。对此，中国完全可以

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形式的活动，改变政府在舆论上被攻击的被动境地。

（责任编辑：潇湘子）

Review on Public Diplomacy of China toward Russia

Tang Xiaosong Cheng Shuai

Abstract: Russia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layout of Chinese public diplomacy to-

ward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mproving public diplomacy towards Russia, which not only h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value, but also has great significance on social cultural level. At present, China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system for developing public diplomacy to Russia, and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organization system,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brand activities. However,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implementation fronts and operating forms of public diplomacy,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or example, the social foundation still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way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eds to be innovative. And we are still facing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US and EU and the competition from Russian "pro-Western" interest groups. Thus, the effective coordi-

nation between the Normal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Crisis Public Diplomacy needs to be strength-

ened. Because of this, China should further consolidate the social basis, upgrading ways of cultural ex-

change, and control the negative impacts from competitors. And gradually cultivate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consciousness in Russian society, so that we can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public diplomacy towards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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