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中吉乌铁路实现历史性突破的背
后，突破了哪些阻碍？这将为各方带来怎
样的影响？
答：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前夕，吉

尔吉斯斯坦总统发言人宣布中吉乌三国
在上合框架内签署铁路合作协议。中方
承担吉尔吉斯斯坦铁路段的可行性报告，
计划于2023年 6月1日前完成。发言人
声称，新铁路走廊将成为欧亚大陆桥的南
部支线，打开进入东南亚、西亚和中东市
场的通道。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目标就

是实现交通道路相通，以实现商品货物能
够经铁路运输在欧亚大陆两端流通。目
前，已投入营运的铁路线路有两条：北线
是从中国东北三省穿越西伯利亚抵达莫
斯科，再进入欧盟国家；中线是从江苏连
云港通往新疆，经过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
斯、波兰等国进入德国和荷兰。中欧班列
就是通过这条欧亚大陆桥将大量中国产
品运往欧洲市场，并将众多的欧洲产品运
往东方。南线目前尚在规划中，即从深
圳、广州通往西南地区，再经南亚、西亚进
入欧洲。
这些欧亚大陆桥大多是将中国铁路

网与前苏联铁路网连结起来，搭建横跨欧
亚大陆的铁路运输线，并没有新建铁路
线。但中吉乌铁路线不同，这是一条新建
的现代化铁路线，将采用新的国际标准，

实现中吉乌铁路运输一体化的目标。中
吉乌铁路全长总523公里，从新疆喀什出
发，经过吐尔尕特山口或伊尔克什坦进入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再往西通过贾拉拉巴
德，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抵达终点站安集
延。中方路段有213公里，吉方路段约
260公里，乌方境内约50公里。中吉乌铁
路将提供从中国经中亚到中东，进而进入
欧洲的货物运输新通道。对吉尔吉斯斯
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来说，由于货物距离和
时间的缩短，该项目将提其在国际过境运
输市场上的竞争力。
然而，中吉乌铁路规划至今25年迟

迟不能启动，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是吉尔
吉斯斯坦存在不确定因素。这些年来吉
尔吉斯斯坦政局不稳，总共换了5位总
统、20多位总理，这自然影响其宏观决策
的延续性。此外，吉尔吉斯斯坦存在南北
利益集团的矛盾，各方力争铁路在自己区
域内修建，致使项目难以落地；其次是资
金和轨距问题。整个铁路建造预算可能
近百亿美元，吉尔吉斯坦希望中国承担路
段的建设费用，但中国坚持国际融资，多
方出资。铁路轨距上，中国主张采用
1435mm国际标准，而吉尔吉斯斯坦因担
心国内铁路的接轨问题，坚持采用

1521mm的前苏联标准；第三是俄罗斯的
顾虑，缘由不言而喻。
不过，现在中吉乌铁路合作协议达

成，并计划明年启动该项目，这意味着上
述障碍已经克服。一是中吉乌铁路纳入
上合组织峰会的框架，表明该项目获得上
合组织成员国最高层领导的背书，尤其是
俄罗斯的支持。二是吉尔吉斯斯坦近年
来政局稳定，扎帕罗夫总统对中吉乌铁路
的态度也比较积极。此前，吉尔吉斯斯坦
南部局势动荡，有可能对穿越吉南部地区
的铁路线形成一定的冲击。扎帕罗夫总
统如今意识到这条铁路有助于打通该地
区与外界的交通联系，拉动吉尔吉斯斯坦
南部的经济发展。三是各方在资金和轨
距等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俄乌冲突爆
发以来，欧亚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有
关各方重新调整战略，从大局出发，不再
拘泥于细节，以实现建成中吉乌铁路的战
略目标。
对于中国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

终是外交政策的基石，而经济发展则是实
现中亚地区发展与稳定的主要抓手。在
未来岁月，中国应进一步充分利用上合组
织的平台，将其打造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
典范。

上合组织吸引力再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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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陆钢

9月14日至16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撒
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应邀
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乌
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进行
国事访问。此访意义重大，各界高度关
注。本期“论坛”特请专家解读。

问：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问中亚两国并
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有何重要意义？
答：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各国外交活动都受

到影响，很多重要国际会议都改成视频会议，各
国领导人主要通过线上活动进行交流。上合组
织也不例外。2020年第20次莫斯科上合峰会
以视频会议举行。2021年第21次杜尚别上合
峰会以线下方式进行，但中俄印等国领导人仍
以视频方式与会。直到刚刚在乌兹别克斯坦历
史名城撒马尔罕举行的第22次上合峰会，所有
成员国、部分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领导人
方能前往参加，这一机会着实不易。
与以往相比，2022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

化，各种力量对比和分化组合从不间断。除了
新冠疫情继续存在外，俄乌冲突引发了欧洲和
欧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大裂变，中国的立场引人
注目。在这样的情势下，中俄领导人出席上合
峰会并举行双边会谈，自然为国际舆论所高度
关注。
从中国的视角看，上合组织和中亚地区始

终是中国的重要外交战略资源。这是后冷战时
代中国获得的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苏联时期，中国通
往西边的战略空间是堵塞的。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纷
纷独立，中国西部形成新的地缘政治板块。中国抓住这
个历史机遇，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在解决中苏边界
安全问题的基础上，中国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共同建立
了上海合作组织，随即在欧亚地区打开新的外交战略局
面。中国获得了稳定的油气资源供应基地，也通过“一带
一路”倡议邀请中亚国家共同参与地区经济建设。
在后疫情时代，不少上合组织成员国面临着如何与

变革中的世界市场、国际秩序再度接轨融合的问题，中国
可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以及4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
经验，鼓励成员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努力推
动上合组织朝着建立自贸区的方向发展，在相互尊重主
权、互不侵犯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成员国的各自优势，实
现贸易、资金和人员等市场要素的自由流通。同时，要始
终坚持上合是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不是军事对抗组
织的性质，维护中国西部地区战略稳定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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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变局中更需强化中德关系的韧性

近期，德国减少对华经济依赖
的声音甚嚣尘上。然而，并非所有
德国政客和企业家都企图撼动中
德友谊之船。两种声音和路线正
经历拉锯战，哪种考虑将占上风还
有待观察。

多元声音
德国政府内部对华立场多元，

其新政府联合协议可见一斑。这

份协议强调德国“在伙伴、竞争及
制度对手的维度下建构对华关
系”。一方面，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经济部长哈贝克希望将中德经贸
关系引向竞争方向，强硬呼声高
涨。另一方面，德国对华接触战略
的声音仍占主导。德国总理朔尔
茨表示：“去全球化是行不通的，是
死路一条。”朔尔茨虽承认着眼于
多元化的供应链，但支持深化与中
国的经济联系。其外交和安全政
策顾问普洛特纳也认为，要“尽可
能降低与中国的系统性竞争水
平”。今年3月底，社民党议会党团
主席穆策尼奇也表示，不应错误地
将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比较，德国对
俄“以贸促变”政策的失败不代表
对华政策的失败。
知识界和企业界对中德经贸

关系走向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德

国科隆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示，德
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中
国经济对德国的依赖程度。德国
IFO经济研究所指出，如果德中爆发
贸易战，德国的损失将是“脱欧”给
英国带来损失的6倍。德国中国商
会2022年1月的报告则表示，虽然
德企在华乐观情绪有所下降，但德
企普遍认为离不开中国市场。

为何生变？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声

音？首先，德国进入深刻反思的阶
段。德国内部发起了一场针对德
国前总理默克尔政策的“拨乱反
正”，甚至有观点认为默克尔对华
政策已经失败。目前的德国缺少
“默克尔式”的权威领导者，联合政
府尚处于磨合期，对华政策更加多
元、复杂。

其次，德国进入激烈讨论的阶
段。经济安全、经济韧性和多元化
是各国关注的热门话题。德国将
于今年底出台的首份对华战略文
件。这份文件连同即将出台的德
国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将成为判断
德国对华新战略的新的风向标和
战略指针。为此，德国内部各种声
音希望占据上风，力图影响德国对
华战略制定过程，并为德国对华新
战略定调，渐显从理性到价值观判
断、从合作到脱离、从经济优先到
强化安全审查的转变。
最后，德国进入深度恐惧的阶

段。乌克兰危机深刻刺激了德国
对外相互依存的战略，尤其是对俄
罗斯的原材料和能源依赖极大暴
露了德国的脆弱性。在新冠肺炎
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双重压力下，
德国经济走向衰退，经济正在萎

缩。如果衰退持续更长时间，德国
经济可能真正陷入经济危机。面
对乌克兰危机，德国深受党派政治
掣肘，也深陷美国捆绑困境，犹如
高空走钢丝。

路在何方？
去全球化、脱钩论、保护主义

等口号在欧洲不绝于耳，但脱钩或
去全球化等论调具有误导性。对
于德国等高度依赖开放与自由贸
易的国家而言，全球化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目前，德对中国的认知赤字增

加，对华疑虑增多，价值观色彩明
显。但是，德国同中国脱钩是不现
实的，毕竟中国市场是德国经济繁
荣的基石之一。此外，德国减少对
华经济依赖将是复杂的过程，理性
政治将重回德国对华战略的轨道。

问：伊朗正式加入上合组织，对于亚
欧大陆地缘政治格局有怎样的影响？
答：伊朗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博弈

的重要角色。
一是因为伊朗本身的体量。伊朗人

口接近一亿，面积相当于德英法三国和
乌克兰面积的总和。在伊朗辽阔的土地
下隐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其石油储量
仅次于加拿大名列世界第四。伊朗又是
欧佩克组织第二大石油输出国，而石油
是战后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武器，其分
量不言而喻。
二是因为伊朗独特的政教合一体

制。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至今，伊朗
社会因内外承压充满着张力，在国内外
都有强烈的突破现实束缚的渴望。
三是因为伊朗的地理位置。伊朗位

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北接里海，南临

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属于海陆复合型国
家，周边有七个各具特色的邻国，又与沙
特隔海相望。伊朗的任何动作，都会对
周边地区形势产生影响。
四是伊朗与美国的紧张关系。1979

年的德黑兰人质危机严重冲击美伊关
系，并成为美伊关系的死结。自那时起，
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导
致伊朗空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却无法与
国际社会进行正常的经贸交流，以至于
国家发展停滞，生活物资匮乏，百姓贫困
加剧。因此，伊朗急于打破国际孤立局
面，通过加入上合组织，与成员国等国家
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并借助上合组织的
框架，稳定周边地区关系，增加与美国博
弈中的政治分量。
伊朗早在2008年就提交了加入上合

组织的申请，随着伊朗与上合各成员国

的长期磨合，了解加深，上合组织终于接
纳了伊朗。这是否会增加西方世界的疑
虑，影响恢复伊核协议履约的谈判呢？
2015年7月14日，伊朗在维也纳与

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及德国达
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该协议获得联合
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伊朗承诺不提炼丰
度5%以上的浓缩铀，停建阿拉克重水反
应堆，以换取六国不追加新制裁并松绑
部分现有制裁。
然而，随着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单方

面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伊朗也以停
止履行伊核协议第五阶段作为反制。目
前，恢复伊核协议的谈判仍在进行。而
在加入上合组织后，伊朗总统莱希在赴
美参加联大会议前夕接受美媒采访时表
态称，伊朗恢复履约的前提条件是必须
有担保机制，以确保美国不会再度退出
伊核协议。那么谁来担保呢？上合组织
是否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呢？这是一
个观察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