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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世界和俄罗斯的选择：瓦尔代的新声音
石靖

2021 年 10 月 18 日，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十八届年会在该活动的传统举办地索契开幕。本次年会的主题是“21

世纪全球动荡 ：人、价值观和国家”。会议日程包含对以下问题的讨论 ：
“国际社会在疫情时代的心理状态”“现代条件下非自

由的权宜之计和国家控制的界限”“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和国际努力”“为夺取技术最高点而进行的国际竞争”“俄罗斯
和世界的意识形态转变”“俄罗斯克服危机的经验”。

传递俄罗斯官方声音的瓦尔代年会依旧保持了其专业性、高质量的信息输送机制。国家的官方代表、来自俄罗斯以及世

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在紧凑的会议日程中，围绕当下俄罗斯的核心关注以及世界的热点问题发表观点。在疫情仍在全球持续的

背景下，会议的讨论与成果被打上了鲜明的“变（化）”“动（荡）”标签。本文的目标是，在丰富的会议日程中抽离出俄罗斯
对于变化甚至动荡世界的看法，梳理其视角下的应对逻辑和前瞻性观点。

一、疫情时代与“未来的回归”
“只需要仔细看看现在，未来就会不言自明。一个满脑子想着未来、但不活在现实中的人是愚蠢的。他或是撒谎，或是会

讲谜题一样的东西。”这是 2021 年瓦尔代年会报告《疫病流行时代的第二年 ：未来的回归》开篇的一段引用，作者借用是想

表达透过疫病时代的现实看向未来。在俄罗斯学者的视角中，所谓“未来的回归”是当下疫病流行的后果之一，这一概念的

哲学根基在于不可逆性被打破，在似乎理所应当的发展路径中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意外事件，从而彻底改变了我们曾经信奉或
是预见的很多内容。

未来如何回归，乍一听便会吸引不少人的注意，因为该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深奥的闭环。20 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情况让不

少人确信“未来已至”：在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有关国家的制度或是秩序观通过联通世界进行传导，其目标是在现
实中验证“未来”就在不远处。在撰稿者看来，不论在全球化当中的积极角色是谁，还是哪一种流转在其中的制度和理念占

据了上风，就全球化浪潮本身而言，或许不是所有人的胜利就不能被称作是完美的设计。2020 年初疫情开始暴发蔓延，造成

严重且持续的后果便是“被关闭的全球化”。

好在科技实力的支撑为处于疫情之下的世界建立了联系网络，不至于在困境中使曾经具有高度依赖的个体、国家、地区

等彻底成为“孤岛”。但是“被关闭的全球化”是世界仍在面对的现实，疫病流行的暴发和持续的确使世界难以立刻习惯板块
化和碎片化的生活，曾经自在联通的全景感知被暂停了。报告认为，当下世界中发生的问题证明了所谓“不可逆转”是不存

在的。但是当疫病限制不再必要时，是不是会再次实现世界生活状态的逆转，俄罗斯人的看法似乎并不在倡导全球化的频道
之上。真正开放的世界已经不是现在和未来的内容，疫情之下以国家为单位的同时关闭，或许是真正全球化的最后一幕。

事实上，当代俄罗斯的保守形态和趋势是先于疫病大流行存在的，对于国际体系以及俄罗斯在其中的角色一直是持有自

己的观点。当克里姆林宫决定选择自主的欧亚路径之后，我们看到的版本通常是俄罗斯与欧美观念的对冲和行动上的碰撞。
自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视角下的全球化无疑被政治和安全因素限制，可供莫斯科活动的世界空间在危机时代已经被局促
不短时间。在跌宕的世界秩序中，特别是作为全球化工具制裁的对象，俄罗斯的认知逻辑很难保持平顺，反而会去关注那些
逆全球化的证据表象。在一部分俄国人看来，当前情状事实上已经是逆全球化，甚至体现出世界分化的表现和趋势。

疫情来袭造成了一系列无法逆转的后果，一些在国际层面旧有的机制或许难以为继。在未来面前，各国政府以及人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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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自己的命运，未来的蓝本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取决于每一份子。在世界秩序的走向再次被议论之时，将国家主见置于

通过旧有机制联通世界的实践之前，是俄罗斯当下的鲜明观点。虽然在表述上不尽清晰，但莫斯科对于世界层面的秩序骨架
仍旧痴迷，并不遗余力地向外输送观点。“未来的回归”的意涵到底是什么，瓦尔代论坛的撰稿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

无论如何，所抱有的期盼都应当是具备正向特点。正如报告结语所述，在破碎的规则和制度面前，放弃“野蛮生长”，放弃“人
人为我”，是国际政治在未来阶段的主要任务。

俄罗斯对 20 世纪末及 21 世纪初世界秩序持有鲜明的本土观点 ：俄国人不认为冷战之后的世界秩序会被奉为未来的典范，

其“独一无二”的特性主要是基于参与者的善意。疫情暴发前，2019 年的瓦尔代论坛年会便汇集了与会者关于世界秩序前景

的讨论，得到的主流观点是，在一段混乱转型时期后将建立一个特定的秩序。2020 年的讨论逻辑基于之前的基础，仍紧扣关

于世界秩序议题的思索。疫情之年的会议报告《多样世界的乌托邦：历史如何延续》是“未来回归”的前置蓝本，世界“失序”
已是现实，重大危机孕育着新的可能，而想象中的乌托邦会是比旧秩序更有前景。短短两年中的三次探讨，实际上跨越了或许

我们回头再看都会为之惊叹的不同时代。从“失序”到“想象中的乌托邦”、再到“未来回归”，透过深奥且复杂的逻辑表述，
俄国人对世界秩序的思考所透露出的明确指向是，一个更为符合其理想和美好的未来。

瓦尔代年会传递出的声音已经被外界解读为理解俄罗斯看法、预测俄罗斯行为的重要线索。从近几年的会议内容以及研讨

成果来看，会议传递出的声音并不全是直白且具体。在索契发出的与莫斯科耳熟能详的口径相并行的前瞻性观点，是以贯穿历史、
放眼世界秩序全局的思维模式呈现的。不论措辞如何，瓦尔代声音令外界印象最深刻的是 ：当代俄罗斯对于世界秩序的观点有
另外的版本，莫斯科对当下世界秩序的状态存在担忧，俄罗斯人正在为潜在的危机筹划和准备。

二、2021 瓦尔代声音的细节
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给外界的印象总是肃穆的成分更多，所释放的信号以及话语术也通常带有鲜明“北方”特色。在广

袤的北方大地上寻找一块适合引起世界注意的发声地，所见证的内容既体现俄罗斯的观念、其速度又能先于庄严政令的颁布，
索契被赋予的特别意义甚至超过了不少厚重的俄国北方都市。瓦尔代年会与俄罗斯南部边疆的结合，其中不免寄托了俄罗斯
精英希望走出俄国传统地域的理念，既向外展示俄罗斯国家地域环境的多样性，也为莫斯科希望向外界传递的声音提供了不
同的却又适宜的场景。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的固定嘉宾，他的发言通常被安排在会议日程的最后一天。在经历了去年

疫情时期的特别线上发言后，普京又在今年 10 月 21 日回到了位于索契“玫瑰庄园”的主会场。较定位为“未来回归”的会

议报告文本，同样谈及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普京在全会发言的表述则更为明晰。在普京看来，30 年前结束军事―政治和意识形

态对抗，是人类进入新阶段的前提。“自那时起，找寻新型平衡的工作便已展开，巩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领域的
关系，和作为世界体系的支柱。我们仍在寻求这种支持，但需要承认的是，我们尚未找到它。”这便是俄罗斯权力核心视角下
的世界秩序状态，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必须适应恒定的变化、不可预测性以及恒定的中转传递，但是似乎这也没有发生。

国家是世界秩序中的结构性单位。普京在发言中明确指出了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疫情中的世界

再次验证了国家的职能。回顾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所谓“国界变得不合时宜、主权成为繁荣的障碍”之类的说法不时会

闯入大众视野。在俄罗斯人看来，或许真正的完全开放以及主权、国界让位于“全球化”是包含一些利益逻辑的 ：当试图利
用他人的竞争优势时，自然会选择支持边境开放和消除阻隔 ；而当利益实现或是取得巨大成果，当事人的选择会是恢复关闭
边境。身处全球化中的主体会选择利用其中利己的规则，做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所有人都是全球化世界的参与者，也都亲
眼看到了发生的一切，自然也理解这一过程中的细节。

革命不是摆脱危机的途径，而是加剧危机的方式。对于世界秩序的真实状态的理解会有多种版本，但无论是俄罗斯的认

知中的动荡不安、失序，亦或是另外一些国家极力维护优势、强调既有规则，还是在客观视角下就事论事，潜在的变革对所
有涉事方而言都存在未知性和不可预测性。在变革中小心行事，谨慎自保是符合逻辑的做法。俄罗斯国家在 20 世纪经历了两

次重大变故，所以说俄国的经验是历史照进现实的典型案例一点也不为过。由冷战以来的世界秩序问题推至 30 年前，令普京
本人最为遗憾、最希望改变的事件，其原因被归结为，“当时一个潜在的非常强大的大国，没有走上灵活但必须深思熟虑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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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道路。”在普京看来，任何激进式的变革主张，在与对人类潜力可能造成伤害面前都是不值得的。

在当今脆弱的世界里，坚实的道德、伦理、价值观支持之重要性与日俱增。与俄领导人在莫斯科发言的风格略有不同，

瓦尔代年会的文字和现场内容都更体现出政策背后的俄罗斯思想。普京表示，价值观是每个国家文化和历史发展的独特产物，
不同价值观交互是有益的，但这一过程必须是有机的。身处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前景条件下，尝试实现价值观独裁则会使局

势更为复杂激烈，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普京没有点名，但“自认为是进步旗舰”的“西方国家”毫无疑问是其所指的对象。
于当代俄罗斯而言，所依靠的是自己的精神价值观、历史传统和体现多民族元素的文化。

温和的保守主义是最合理的行为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保守主义仍然是俄罗斯在当下的选择。坚持保守主义是俄罗斯

的事实，但是对同样一件事物，不同主体的观点和结论会有差异。在普京看来，基于对世界结构崩溃的判断，理性且温和保
守主义毫无疑问是俄罗斯的正确选择，正因为周遭体系的危险和风险成倍增加，俄罗斯会继续在世界重建的较长阶段保持如
此观点。在俄罗斯人眼中，一些初露端倪的危机事件就会被解读为具备更大量级的潜在伤害，与此同时在外界看来甚至会有
危言耸听之感。普京的解释是，“这些不是投机性假设，而是我们（俄国人）遭遇困难、有时甚至是悲剧故事的教训。”

从莫斯科到索契，俄罗斯领导人更加深入阐释了俄罗斯对于世界秩序的认知，更为直白地向外界传递了俄罗斯将会如何

行动的线索。与在莫斯科不同的是，普京能够在互动交流的场合中利用一些线索，更生动地传递出超过莫斯科释放信息速率

的重要内容 ；而与莫斯科相同的是，所传递的信息内容仍然是俄罗斯官方认可的脚本，虽然在表述和内容组织形式上存在差

别，但置于更广阔的思维空间中的内核没有变化。相比瓦尔代年会报告的讨论，普京则从世界秩序过渡至对俄罗斯国家的探讨。
他将俄罗斯的洞见具象化，从领导人的视角传递出国家在当下世界秩序中应发挥的角色作用。可以预见的是，普京所谈到的
国家为先、温和的保守主义观点将会影响到俄罗斯的政策逻辑，将在未来通过对外战略逐渐释放影响。

结语
俄罗斯的所思所想在其理念维度之上是讲得通的，对于世界秩序的疑问和担忧，原因在于 30 年的特别阶段恰好连起了记忆

中的死结和后续俄罗斯国家历史最新章节的跌宕情节。尽管在外界看来，新千年之后的俄罗斯依旧和曾经的自己一样难以理智

地被理解，但习惯了世界秩序不同版本的莫斯科在当下表现出更多的务实和理智。他们在努力呈现行为背后的动机、以及动机
之内的逻辑，不论效果是否如同预期，但主动让外界知晓自己内心活动的设计已相当令人惊喜。

从近年来的议题设计和讨论情况来看，俄罗斯的主办者当欣喜于对世界秩序的看法的判断。过去的一年多时间，世界因

疫情来袭经历了更为复杂棘手的挑战，俄罗斯则愿意相信世界秩序的脆弱会因此雪上加霜。后冷战时代，俄罗斯认为“是时

候长大”的原因在于新阶段中秩序的不正常状态，而所谓“成长”的目标指向就是找到一个俄罗斯可以接受的选项。从这个意
义来说，瓦尔代声音传递的故事情节，仿佛是在新的时代下，阅历满满的俄国一直做着自其诞生就习以为常的事情 ：应对危
机——排除危险，赢取机遇。

附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度报告 (2021, 2020) 中的名言引用
“只需要仔细看看现在，未来就会不言自明。一个满脑子想着未来、但不活在现实中的人是愚蠢的。他或是撒谎，或是
会讲谜题一样的东西。”——果戈里，与友人通信的片段，1846 年
“在违反了某个规则之后仍然能够全身而退，这是真正的智慧。如果你想遵守所有的小规则，那么你就有可能破坏大规
则。”——乔治 • 奥威尔《1984》
“这当然与古代那些混乱无序的选举不同，那时人们还不能预先知道选举结果，这在今天看起来是非常可笑的。把政府
盲目地建立在某个偶然因素之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几百年过去了，人们才明白这个道理。”——叶夫根尼 • 扎
米亚京《我们》
“如今，乌托邦似乎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变为现实，我们事实上正面临着一个很令人感到痛苦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
做才能避免乌托邦变为现实呢？乌托邦的确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我们正在朝这一方向迈进。也许，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在这个新时代里，有文化、有智慧的人们思索着该如何避免理想国度成为现实，他们希望回到那个不太完美却更加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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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去。”——尼古拉 • 别尔嘉耶夫《民主，社会主义与神权政治》
“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很少，他们的宪法决定了他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法律。他们对其他国家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那些国
家的法律以及对法律的解释过于冗长；他们认为强迫人们遵守如此冗长、神秘的法律条文是不合理的。”——托马斯•莫尔《乌
托邦》
“若获胜者心中没有公平正义，那么他所获得的胜利就是不完整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君主论》
“之前的 300 年并不坏，因为偷盗被人们视为一种表达个人自由的行为，而在猫人的全部历史中，自由一直是最高理想。”
（原注 ：猫科动物语言中的“自由”与中文的“自由”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猫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对他人加以利用、
采取不合作态度、制造混乱”）——老舍《猫城记》
“商人们成为了行政官员，而行政机构又变为了由持股人构成的公司。所有不能马上盈利的大公司以及成立目标不能被
那些狭隘、自私的商人们理解的大公司都倒下了。有政治洞察力和深谋远虑的人都在试图改善自己的风俗习惯，不与商业
目的直接相关（也就是无法带来商业利益）的一切都被称为梦想。”——弗拉基米尔 • 奥多耶夫斯基《无名城市》
“众所周知，细节能够造就美德和幸福，而粗略却是人类头脑中必要的恶。一个社会的支柱是由木匠和集邮爱好者（而
非哲学家）构成的。”——阿道司 • 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石靖，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区域为高加索及东欧。

1
2
3
4

5
6

7
8

9

XVIII Ежегод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https://ru.valdaiclub.com/events/own/xviiiezhegodnoe-zasedanie-mezhdunarodnogo-diskussionnogo-kluba-valday/.
俄国作家果戈里于 1846 年与友人通信中的段落。

XVIII Ежегод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https://ru.valdaiclub.com/events/own/xviiiezhegodnoe-zasedanie-mezhdunarodnogo-diskussionnogo-kluba-valday/.

Барабанов О., Бордачёв Т., Лисоволик Я., Лукьянов Ф., Сушенцов А., Тимофеев И. Время
взрослеть, или Оправдание анархии. Ежегодный доклад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Валдай», (30.09.2019), URL: https://ru.valdaiclub.com/a/reports/vremya-vzroslet-ezhegodnyy-doklad/.

Утопия многообразного мира: как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история. Ежегодный доклад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https://ru.valdaiclub.com/a/
reports/utopiya-mnogoobraznogo-mira-2020/.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XVIII Ежегод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https://ru.valdaiclub.com/events/posts/articles/vladimir-putin-xviii-ezhegodnoe-zasedaniemezhdunarodnogo-diskussionnogo-kluba-valday-stenogramma/.

普京在参加第五届全人民阵线媒体论坛“真实和公正”回答记者提问时的表态 ( 俄罗斯加里宁格勒，2018 年 3 月 2 日 )，«-Какое
событие, которое уже произошло в России, хотели бы изменить? -Развал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XVIII Ежегод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https://ru.valdaiclub.com/events/posts/articles/vladimir-putin-xviii-ezhegodnoe-zasedaniemezhdunarodnogo-diskussionnogo-kluba-valday-stenogramma/.
Там же.

10 Барабанов О., Бордачёв Т., Лисоволик Я., Лукьянов Ф., Сушенцов А., Тимофеев И. Время взрослеть, или Оправдание
анархии. Ежегодный доклад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Валдай», (30.09.2019), URL: https://
ru.valdaiclub.com/a/reports/vremya-vzroslet-ezhegodnyy-doklad/.

11 部分翻译版本来源：
《瓦尔代俱乐部：未完待续的历史——多元世界的乌托邦》，
《观察者网》，2020 年 10 月 24 日，可参见：https://m.guancha.
cn/ValdaiClub/2020_10_24_5691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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