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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出口迅猛增长的同
时，一系列俄农产品也进
入了中国。
俄罗斯受西方制裁融
资 受 阻，中 国雪 中 送 炭 。
2017 年前三季度中国对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胡晓光
俄直接投资增长 34 . 1% ，
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 在中国对主要经济体投资中名列前茅。两国政府确定
和富有建设性，中国对新的多极世界哲学的发展做出 了投资合作第四轮 73 个重点项目。俄远东发展部长加
重大贡献。
卢什卡 2017 年 12 月表示，中国企业对远东地区投资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政治研究和预测中心主任 了 40 亿美元，占该地区投资总额的 7% 和外国投资总
维诺格拉多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中国的成功和 额的 85% 。
俄旅游署署长萨福诺夫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游
历史经验，使其有理由为世界提供以合作共赢为基础
俄民众对华认知改变
” 客每年在俄消费 22 亿美元，这是俄重要的经济动力。
的中国方案。
中国对许多国家来说是鼓舞人心的榜样。
俄罗斯是近 500 年来出现的公认的九个世界大国
“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副书记热列兹尼亚克参 此外，中国客流的增长带动了俄 50 多个相关产业的发
之一，充满荣耀的历史造就了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自 加了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展，
大幅增加了就业和自主创业机会，推动了旅游产品
豪感、优越感和尊重强者、敬佩英雄的彪悍性格。俄民
制造，
促进了中小企业发展和产品出口。
众对华认知悄然改变，
对中国友好度创新高，
印证的是
欧亚开发银行总经济学家、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
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
走向伟大复兴，中国前所未有
研究项目主任利索沃利克对本报记者表示，
中国在恢复
地走入世界舞台中央。
俄经济方面已经发挥足够重要的作用。两国贸易增长，
农产品对华出口增加，
有助于俄对本国出口部门结构实
曾亲眼目睹苏联兴衰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
现多样化。
中国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也对原材料价格提供
诺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感叹：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支撑。
他预计，
今后几年中俄投资合作将继续增长。
在 40 年前居世界第十位，而现在已经处于第二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
中国有近 7 亿穷人，而现在中国农
高度重视对华“战略对接”
村贫困人口降到 4000 多万。此外，今天中国拥有世界
中共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的新时代、新征程，给中俄
最多的国家外汇储备(3 万亿美元)。中国进入了太空，
科技领域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
关系带来重大利好。
久加诺夫说：
“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成为
普京 2017 年 10 月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
上说，中共十九大报告证明，中国在加速奔向未来。他
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领导者。今天，就连中国的对
中国企业在俄罗斯投资建厂，为当地人创造了大
评价中国经济“前景很好”，中国绝对是拉动世界经济
手都承认这一点。”
量就业岗位。图为在卡卢加州的福耀玻璃俄罗斯有限
的引擎。
近年来，中俄联合举办了“国家年”
“语言年”
“旅游
(吴壮 摄)
11 月，
在亚太经合组织岘港会议期间，普京在记
年”
“青年友好交流年”
“媒体交流年”大型国家级活动， 公司，中俄员工在车间检验玻璃产品。
巩固了两国关系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中俄人员往 对话会，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中国共产党、观察中国。他 者会上表示，俄将参考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中期发展目
“对我们而言，这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是我们
来每年超过 300 万人次，互派留学生和交流人员每年 表示，俄方对中国在中共治理下发生的诸多变化充满 标。他说：
超过 8 万人次，这一数字还将不断上升。
敬意，正认真研究中国改革的经验。
最大的贸易伙伴，
理解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将如何前行，
中国和俄罗斯彼此成为对方民众心目中最友好的
朝哪个方向迈进极为重要。在年均增长超过 6% 的条
“转向东方”寻找新机遇
件下，
中国无疑会在近年内坐上全球第一的位置。这是
国家之一。
俄罗斯著名民意调查机构
“社会舆论”
基金会
在
俄罗斯认为，在面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 必然的。”他表示：
“我们必须弄清楚，应该如何不断调
今年 7 月的民调结果显示，62% 的俄罗斯公民认为，
俄罗斯与各国的双边关系中，
与中国的关系最友好。
背景下，
要想取得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
必须抓住中 整自己的对华工作：我指的是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计
俄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教研室主任马斯洛夫教授 国提供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划，
以及如何将它与中国的丝绸之路计划、与中国发展
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据他观察，这几年俄罗斯人开始
俄高等经济学院发展中心研究所副所长米罗诺夫 邻国关系的战略相对接。”
12 月 13 日，一场题为《新时代 新思想 新征
更为认真地看待中国，对华认知也更加深入。他说，以 对本报记者表示，
在恢复俄经济增长方面，
对华合作意
前中国被视为生产廉价商品、开展廉价旅游的国家，今 义重大。早在 2012 年，普京就在一篇署名文章中明确 程——
— 十九大之后的中国与中俄关系》研讨会在塔斯
天中国被视为俄罗斯经济伙伴和政治伙伴，被视为能 提出：让
“俄罗斯经济之帆乘上中国风”
。
社举行。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卢贾宁在发言中表
2016 年，
俄著名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布 示，
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命运、愿意与俄分享对世界命运
中共十九大为深化中俄关系指明了方向，俄中互为
的“转向东方”战略研究报告认为，
“转向东方”已被视 对方唯一“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这充分体现了俄中两
所承担的责任的大国。
“转向东方”是与时俱 国关系的特殊性，表明俄中两个世界大国的关系已经
民调机构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调查发现，俄罗 为俄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部分。
“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为俄今后的生存和发展寻找新 达到了
斯人对华好感度在 2005 年到 2014 年间显著上升，到 进，
2017 年正面评价仍然占主导地位。
12 月 14 日，
苏联时期形成的中 的可能性。
普京在年度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对中
国是危险邻居的形象已成历史，中国已成为俄民众心
俄罗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支持者、重要参 共十九大通过的决议给予高度的积极评价。他说，决议
与者和关键合作伙伴，也是受益者。
据俄《生意人报》报 阐述了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关系建设的积极发展议
中最友好的国家之一。
“一带一路”项目框架内 34% 的投 程。这与俄罗斯对本国发展、国际关系和俄罗斯在世界
该中心研究部主任利沃夫对本报记者说：
“俄公民 道，从 2017 年初起，
视中国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俄罗斯人对邻国中国的 资流向俄罗斯。
上的地位所提出的看法完全吻合或非常接近。
中国驻俄大使李辉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视俄为
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卢贾宁认为，俄中经济
经济高速发展感到欣喜，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些羡慕。”
利沃夫说，中国是一个有力量解决几乎一切问题 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并出现了不少喜人的新趋势。 中国外交优先发展方向，视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国家形象，
在俄民众心中不断得到强化。
“我相信，只要紧跟时代步
俄对华出口中非原料商品比重近年来增加到了 35% 的最主要、最重要战略伙伴。
在俄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彼得罗夫斯基眼中，中 至 40% ，这种转变过去简直难以想象。在俄机械设备 伐，
乘势而上，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一定大有作为。”
2017 年 12 月 14 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年度大
型记者会上说：
“我充分相
信，
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俄
全国共识。
俄中在长期历史
前景里仍将是战略伙伴。
”
当前，俄中关系前所
未有地好，
俄罗斯前所未有地重视对华合作，中国的形
中国对俄民众的吸引力，
象在俄百姓心目中日益高大。
也攀上了新高度。调查数据显示，2017 年俄罗斯最友
好和亲近国家榜单上，中国首次超越了传统的
“头号朋
友”
白俄罗斯，
跃居第一位。

“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俄全国共识”

在俄罗斯感受中国影响力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中国问题
专家奥勒·德林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就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等问题发表
看法。他认为，
中国的发展模式聚焦稳定
和共同富裕，
值得他国借鉴。

稳定和共同富裕是总目标
《参考消息》：您如何理解中国的发
展道路？中国模式能否给其他发展中国
家提供经验？
德 林 ：什么是道路？西方人的观念
是，
你从一处走到另一处，
道路应该是直
接通往目的地的路径。
而在中国，道路的
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道路，是你对
自己所走的路径的发现。中国道路的独
特之处在于，
总是能关注当下的问题。我
遇到一个困难，然后根据现有的所有因
素进行研究并制定解决方案。
时代在变，中国共产党不断地调整
自己的政策。中国的道路是一种很特别
的政治战略，允许对新的发展变化采取
迅速而有弹性的应对措施。稳定和共同
富裕是两个长远的总目标，我称之为中
国的“国家理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和政
策战略，中国模式是可以在其他国家复
制的，尤其是那些希望保持政权稳定并
增加社会总财富的国家。当然还需要其
他因素，例如社会根深蒂固的勤劳和勤
但很多其他
学美德，
这在中国非常普遍，

“中国模 式 ”有 很多独特优势
——
— 专访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奥勒·德林
□本报驻柏林记者

国家却相当缺乏。
《参考消息》：您认为究竟什么是中
国特色？
如果
德林：很难清晰定义中国特色。
真要定义的话，
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征：
有
宏大的目标，有灵活性，管理社会多样
性，有国家理性，
即认识到自己能做什么和
想做什么。
中国政治的一个优点是总能倾
听基层的声音，
也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个人创造力推动社会发展
《参考消息》：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为
什么会这样？
德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
发展中国家不被允许实现自身发展。它
们的发展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老
牌的西方殖民国家告诉它们应该如何发
展，但是社会财富和价值的源泉是个人
的创造力和社会的多样性。你不能告诉
人们如何才能创造，而是应该让他们自
己去发展，然后你收获发展的成果，
并加
以管理。也就是你将所有这些个人的创
造力和发展成果引导朝着一个共同的目

任珂

标前进。这种模式让德国和其他欧洲国
家变得强大，
社会有多样的文化和技艺。
但是我认为现在德国和欧洲正失去一些
这样的多样性。
而中国正像欧洲这样在发展。中国
没有基督教的束缚，更加灵活，个人创造
力也充满了多样性。为什么中国能在 40
年内变得如此强大？首先中国摆脱了人
为的束缚和障碍，然后人们能做他们所
能做的事情，这也是邓小平改革的基本
含义。其次，当发展之后，对这些发展成
果进行管理，
也就是管理这种多样性。
中国成功的这个模式，
是其他很多发
也是这些发展中国
展中国家没有理解的，
家无法继续实现发展的原因。
不论是在西
方还是在东方，
发展都不能自上而下地获得。
第二个原因是，殖民主义的影响仍
未褪去。
殖民主义不仅是一个标签，还深
刻影响了被殖民国家人民的精神状态和
思想，以及法治体系、国家结构、教育体
系甚至国家边界。殖民主义的影响如此
深远，西方国家仍然从老的殖民地贸易
和经济结构中获利。
《参考消息》：现在发展中国家如何

才能实现发展？
德林：允许人民能做他们最擅长做
的。应该构建一个让基层民众免费获得
的公民社会教育体制。经济必须有创造
力，
支持个人贡献。

中国权力运行体制更灵活
《参考消息》：西方社会现在仍有哪
些优势？
德林：社会的多样性是西方社会的
一大优势。我们 ( 西方 ) 仍然有一个受教
育程度很高且很有创造力的中产阶级以
及强大的公民社会文化。
然而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困难。首
先，我们对如何构建让民主体制正常运
转需要的条件没有足够的重视。我们并
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模式。我们的教育
体系不能很好地支撑民主体制。
其次，我们过于注重程序正义。例如
德国有好几个政党，每四年选举一次。然
而这样的民主程序并没有完全将人民包
含在内。这就是为什么德国选择党能突
然崛起，它利用了人们的不满情绪。
这种每隔几年的权力轮换制度，限
制了政治议题，我们无法有长期的规划，
或者重大的政策。中国在这方面有优势，
有自己独特的权力运行体制，更加灵活，
而且不用过于注重轮换周期。
·责编 宋宇·ckxxzk@xinhuanet .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