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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期《区域动态》涵盖俄乌冲突、波兰导弹事件、哈萨克斯坦总统大选、吉尔吉斯斯坦

取消集安组织联合军演四个专题。

在俄乌冲突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独立报》的社论文章《对基辅来说，赫尔松是

特洛伊木马似的陷阱》，作者是该报专栏评论员娜塔莉亚·普里霍德科。11月 9日俄罗斯

下令特别军事行动部队撤离赫尔松地区并转移到第聂伯河左岸。各方对这一决定都充满疑问，

乌克兰和西方军事专家均关心下一步作战计划。作者对比各方人员的观点意见，对战事发展

做出分析。

在波兰导弹事件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Iarex”国际专家团社论文章《谁将把波

兰从基辅政权手中拯救出来——政治家还是军队？》，作者为“Iarex”新闻网政治编辑部

主编、领土和区域规划与发展专家斯特列米洛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就导弹落入波兰境内

造成平民死亡事件，西方国家不希望卷入俄乌冲突，也不希望冲突局势升级。波兰总参谋长

安德热扎克将军表示，不支持乌克兰就是将波兰推向战争。而这种话语是否能在真正面临威

胁时保卫波兰尚不得而知。

在哈萨克斯坦总统大选方面，专题内容选自哈萨克斯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评论文

章《哈萨克斯坦人认可“公正哈萨克斯坦”理念》，作者是该机构专家阿尔曼·托克图沙科

夫。11月 20日哈萨克斯坦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根据 21日结果显示，托卡耶夫赢得选举，

他将继续推进自己在 6月 5日全民修宪公投时提出的战略构想。本文作者对哈萨克斯坦未来

的内政外交变化进行分析。

在吉尔吉斯斯坦取消集安组织联合军演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独联

体与中亚国家新闻”文章《吉尔吉斯斯坦正在远离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作者为该新闻网

评论员伊凡·阿尔比舍夫。在塔吉发生边境武装冲突的背景下，吉尔吉斯斯坦单方面宣布取

消原定于 10月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集安组织联合军演，这一举动被视为对俄罗斯和集安

组织的不满和示威，今年来吉尔吉斯斯坦多次与美国就军事合作和援助展开磋商，可以看出

吉尔吉斯斯坦希望在俄美两国之间获得最大利益的企图。

专题一 俄乌冲突

对基辅来说，赫尔松是特洛伊木马似的陷阱

俄军撤离赫尔松的决定令基辅当局措手不及。不久前指出乌军正在放缓军事行动的军事

专家针对此事做出严重警告——“空城可能变成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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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撤军赫尔松？

11月 9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向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苏罗维金下令，要求

从赫尔松地区撤出部队向第聂伯河东岸转移。对此乌方首先表现出难以置信，乌克兰总统顾

问波多利亚克在推特发文称，“相比俄罗斯上演的电视声明，我们更相信自己的情报数据，

仍有大量军队留在赫尔松。”

不过随后在视频中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向赫尔松南部地区推进。同时他也强

调，“敌人不会白白送我们一份大礼，不会释放善意。这是我们抵死战斗的结果。”乌克兰

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敌人每一个所谓善意姿态的背后，都有我

军付出的巨大努力。正如俄军从基辅、哈尔科夫和蛇岛撤退一样，此次撤离赫尔松也是乌军

积极作战的结果。”他还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赫尔松方向摧毁了后勤路线和补给通道，

重击了敌人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俄军除了逃跑别无选择。”

馅饼还是陷阱？

俄罗斯从第聂伯河右岸撤离显然引起了乌克兰对“赫尔松陷阱”的担忧。乌克兰军事专

家日丹诺夫认为，俄罗斯特种部队可能会穿着便装藏在城市里，利用在居民区提前设置的攻

击点，伪装出平民抵抗乌军的假象。他指出，“俄军可能把赫尔松变成一个陷阱，因此乌军

不可正面拿下赫尔松，而需要制定一些特别的计划。”

俄军的突然撤离让人始料不及。日丹诺夫在之前发表的军事评论中指出，由于缺少必要

的装备和武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军事行动正在放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克·莱德在

记者会上也表示，“尽管有各种关于当地居民撤离的报道，但美国国防部并没有观察到有大

量的人员撤出。”俄军的撤离在乌方看来充满疑点。

《祖国军械库》杂志（журнал «Арсенал Отечества»）编辑列昂科夫指出，不少乌方人

士发言称赫尔松是给乌军准备的特洛伊木马，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进入赫尔松不是一件易事。

“说俄军不战而逃的人是在胡言乱语”，列昂科夫认为俄军在撤离途中发生过战斗，“敌人

不会给我们三天的窗口期让我们一枪不发地安稳撤退，因此俄方的撤军必然伴随着炮击和军

事冲突。且乌军在进入空城时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俄军提前在街区和道路埋好地雷或是隐

蔽攻击。这也是为什么当西方军事专家要求乌克兰迅速占领这座废弃城市时，乌克兰选择保

守策略，避免过于急躁的军事行动。”

战争的转折点？

尽管并不清楚战术背后的意图，乌克兰方面仍将俄军撤离赫尔松一事视为战场的转折点。

泽连斯基宣称，“乌军重掌赫尔松具有重大意义，其影响堪比二战期间的诺曼底登陆。”乌

克兰领导层似乎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从赫尔松的解放胜利到纽约的外交胜利”，泽连斯

基对未来的走向充满信心，呼吁同胞继续战斗以彻底解放领土。在 G20峰会召开前，泽连

斯基提出了自己的“和平方案”——俄方撤军并停止敌对行动、宣布战争结束、释放所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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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人员等十条提议，他表现得比平常更加激进。政治学家米尔金认为，乌军进入赫尔松后俄

乌谈判的可能更加渺茫，因为乌军相信自己可以赢得战争，那就不会止步。

不过即便乌军能够顺利进入赫尔松，仍将面临大量问题。乌军进驻赫尔松时，城中应有

10万以上的人口。尽管乌军在此前管理基辅和哈尔科夫等地时积累了一些组织和保障的经

验，但由于乌克兰自身资源有限，难免会出现物质保障层面的问题。此外西方对和谈的态度

也不容忽视，欧盟和美国的援助决定了战事的进程。11月下旬战场前线趋于稳定，越来越

多的国家试图将交战双方带到谈判桌前。

（张淼煜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独立报》（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022年 11月 10日文章«Херсон кажется Киеву троянским

конем»（对基辅来说，赫尔松是特洛伊木马似的陷阱），作者为该报专栏评论员娜塔莉亚·普里霍德科

（Наталья Приходко）。

原文见：https://www.ng.ru/cis/2022-11-10/1_8587_ukraine.html

补充信息

[1] 《泽连斯基提出了一个和平方案——为了继续战争》（Зеленский предложил формулу мира –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https://www.ng.ru/cis/2022-11-15/5_8590_ukraine.html

[2] 《俄乌谈判：美国的动机和俄罗斯的利益》（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отивы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и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https://eadaily.com/ru/news/2022/11/10/rossiysko-ukrainskie-peregovory-motivy-amerikancev-i-interesy-ros

sii

[3] 《西方正在推动基辅与莫斯科谈判》（Запад подталкивает Киев к переговорам с Москвой），

https://eadaily.com/ru/news/2022/11/10/rossiysko-ukrainskie-peregovory-motivy-amerikancev-i-interesy-ros

sii

专题二 波兰导弹事件

谁将把波兰从基辅政权手中拯救出来——政治家还是军队？

当地时间 2022年 11月 15日，一枚导弹落在了波兰卢布林省东部地区靠近乌克兰边境

的普热沃杜夫村内，造成两名平民死亡。

是谁想升级战争局势？

事件发生后，导弹是否由俄罗斯发射引起各方关注，俄乌两国则相互指责。在初步调查

结果出炉后，波兰总统杜达称这是一次“不幸的意外”，没有理由相信是一次“袭击”。

https://eadaily.com/ru/news/2022/11/10/rossiysko-ukrainskie-peregovory-motivy-amerikancev-i-interesy-rossii
https://eadaily.com/ru/news/2022/11/10/rossiysko-ukrainskie-peregovory-motivy-amerikancev-i-interesy-rossii
https://eadaily.com/ru/news/2022/11/10/rossiysko-ukrainskie-peregovory-motivy-amerikancev-i-interesy-rossii
https://eadaily.com/ru/news/2022/11/10/rossiysko-ukrainskie-peregovory-motivy-amerikancev-i-interesy-ross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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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此事的调查便渐趋平息，证明导弹极可能是乌克兰方面发射。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基一直想让国际社会相信导弹不是乌克兰发射的，这一回应实际上惹恼了北约成员国的领导

人，北约国家的一名外交官表示：“没人指责乌克兰，但乌克兰人正在用谎言摧毁我们对他

们的信任。”西方国家不希望将北约卷入俄乌冲突中，也不希望冲突局势升级。

不少人认为此次导弹事件可能影响波乌关系。对此，波兰外交部副部长马辛·普希达克

兹表示，意外事故不会改变波兰与乌克兰的关系。波兰总统府国际事务办公室主任雅各

布·库莫奇也表示，华沙和基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普热沃杜夫村的悲惨事故而变得紧张。

波兰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方

波兰总参谋长拉杰蒙德·安德热扎克将军在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发言，态度明确，

“‘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必须获胜，这是我们的任务。”这位波兰军事战略家

将乌克兰称为“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就最近波兰卢布林省遭受导弹袭击一

事发表了评论：俄罗斯正在升级战争，战争波及的范围离北约的边界越来越近了。安德热扎

克表示，冬天临近，不只是说寒冷的季节，而是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寒冬”正在接

近边界。

“胜利属于乌克兰”的话语对那些关心媒体和选民注意力的公共政治家来说是有益的，

这也正是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领导所持的观点和态度。正如波兰总理马特乌斯·莫拉维

茨基所说，“今天唯一一种将波兰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是波兰远离乌克兰：如果我们不支持

乌克兰，那么它将陷入对俄罗斯的巨大依赖，然后战争就会自己找上门来。”而对于总参谋

部的军事长官，人们则有不同的期待，人们期望看到不加夸大的事实、数字和符合逻辑的解

释：什么威胁国家安全，如何遏制这些威胁以及如何预防。安德热扎克表现出迎合讨好政治

“上级”的姿态，这可能是由于他与波兰国防部长马里乌斯·布拉斯恰克的关系并不融洽，

这使得这位将军需要随机应变、左右逢源。

此前，总参谋长的判断显示了他的“地缘政治勇气”。在 2019年接受立陶宛门户网站

ZW.LT 的采访时，他表示，“波兰的领土防卫是为了确保国家（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边

界不给我们造成任何特别的问题，在具体行动中我们将开展合作。”在今年 10月与波兰政

府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斯瓦沃米尔·登布斯基的谈话中，安德热扎克强调：“在与北约成员

国军队总参谋长们的谈话中，我们经常谈到我们的条约责任区。我不断让他们研究北约东侧

的地图，并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战略反应区应从莫斯科经斯摩棱斯克、明斯克和华沙延伸至

柏林和汉堡，从白海经赫尔辛基、塔林、利沃夫、敖德萨、布加勒斯特延伸至土耳其博斯普

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

危急时刻谁来保卫波兰？

但这个圈子里谁是波兰的盟友，谁又是潜在的威胁？答案是多种多样的。战略与未来中

心的政治军事战略专家亚切克·巴尔托夏克博士考虑到俄罗斯与乌克兰政权之间的冲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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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波兰将面临与德国的激烈对抗。他表示，波兰下意识地认为它将从乌克兰冲突形势中获益，

但这种政治层面的认识中包含很强的共和的象征主义和乌拉爱国主义精神，而柏林则根据劳

动分工来调整这一切：如果冲突暂停，“德国人将重建乌克兰和俄罗斯，并对我们（波兰）

施加规则”。

曾在前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办公室担任安全分析员的莱塞克·西库尔斯基博士则认

为主要危险在东部方向：波兰外交政策将导致其走向战争，因为如果基辅政权遭到削弱，美

国将对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向乌克兰提供直接援助。如今，波兰遭受基辅政权的导弹

坠落袭击致使两名平民伤亡，因替斯捷潘·班德拉辩护和否认沃伦大屠杀而臭名昭著的乌克

兰前驻德国大使安德里·梅利尼克被任命为乌克兰副外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对于波兰

而言出现负面发展态势，谁能保卫波兰——政治家还是军队？

（张韵迪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Iarex”新闻网（ИА REX）2022 年 11 月 20 日文章«КТО СПАСЕТ ПОЛЬШУ ОТ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 ПОЛИТИКИ ИЛИ ВОЕННЫЕ?»（谁将把波兰从基辅政权手中拯救出来——政

治家还是军队？），作者为“Iarex”新闻网政治编辑部主编，领土和区域规划与发展专家斯特列米洛夫斯

基·斯坦尼斯拉夫（Стремидловский Станислав）。

原文见：https://iarex.ru/articles/87673.html

补充信息

[1] 《“没有人想要升级” 西方并未将导弹袭击波兰归咎于俄罗斯》（«Никто не хочет эскалации». Запад

не стал обвинять Россию в прилете ракеты в Польшу），

https://thebell.io/nikto-ne-khochet-eskalatsii-zapad-ne-stal-obvinyat-rossiyu-v-prilete-rakety-v-polshu

[2] 《德国呼吁乌克兰承认波兰爆炸事件》（В ФРГ призвали Украину признаться во взрывах в Польше），

https://expert.ru/2022/11/18/v-frg-prizvali-ukrainu-priznatsya-vo-vzryvakh-v-polshe/

[3] 《欧洲议会谈到乌克兰送给普京的“礼物”》（В Европарламенте рассказали о «подарке», который

Украина сделала Путину），

https://expert.ru/2022/11/24/v-yevroparlamente-rasskazali-o-podarke-kotoriy-ukraina-sdelala-putinu/

专题三 哈萨克斯坦总统大选

哈萨克斯坦人认可“公正哈萨克斯坦”理念

11月 20日，哈萨克斯坦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本次选举将成为托卡耶夫总统致力于推动

的国家治理系统深度改革的起点。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托卡耶夫再次获得了大多数

选民的支持。他主张多边外交，在国际对抗加剧的背景下，各国需更加明确地排列优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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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卡耶夫——众望所归

托卡耶夫的胜选是公众期望的结果，他最终以 81.31%的得票率获胜。在本次竞选中，

甚至没有可以与托卡耶夫相较量的候选人，可以说今天哈萨克斯坦没有人可以挑战托卡耶夫

的领导地位。对托卡耶夫来说，发起提前选举是确认其领导人地位、争取公民支持和结束权

力交接的最佳机会。

胜选之后，哈萨克斯坦前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首任总统网发表贺词，“衷心祝贺您在

哈萨克斯坦总统选举中取得令人信服的胜利。这场胜利证明了您作为国家元首至高无上的权

威，证明了人民对您大规模改革和新举措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您在国家独立受到威胁时表现

出的毅力、决心和智慧的认可。”

改革目标——“公正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的改革首先面向国内。自独立后国家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存在系

统性缺陷。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政府的低效是一月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新冠病毒疫情加

剧了社会危机。综合来看，在政治、经济和司法领域积累了大量问题，这些都是改革的重点

方向。

总统提出“公正哈萨克斯坦”理念，这一想法涵盖了所有改革领域，具有极高的普遍性。

为了在政治和法律层面体现“公正”的原则，宪法修正案中首先明确加强公民权利保护和扩

大人权监察员作用，第二提出巩固议会地位，第三要求加强地方政府作用，第四是打破政治

权力垄断与增强竞争。所谓“公正哈萨克斯坦”指团结的国家、实现普遍福利的社会，因此

主要措施集中在刺激发展、鼓励竞争和公平分配财产方面。“公正哈萨克斯坦”是托卡耶夫

总统提出的新战略构想，得到了大部分国民的支持。据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宪法改革

的期望很高。6月 5日修宪公投的结果也表明，77.18%的公民支持修正案。

延续多边平衡外交

哈萨克斯坦会延续此前的多边平衡外交政策，继续秉持和平、互信与合作的价值观。外

交工作的优先任务是保障安全、吸引投资、发挥运输和过境潜力以及促进出口。哈萨克斯坦

是联合国、欧安组织、上合组织、集安组织、独联体、突厥国家组织、亚信会议等多边机制

的成员国，尽管不断有言论称哈萨克斯坦将退出欧亚经济联盟和集安组织，但实际上参与这

些组织符合哈萨克斯坦在经济和安全层面的国家利益。

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表态是国家关系的试金石，揭示了谁是托卡耶夫总统的真正盟友和对

手。总统竞选结束后，中亚的四个邻国均向托卡耶夫发来贺电，并通过电话进行了交谈，这

些亲密对话是一个积极信号，表明哈萨克斯坦与中亚邻国的合作将会进一步加强。随后中国

国家主席与俄罗斯总统也发来贺电，强调继续推进中哈之间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俄哈

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也相继发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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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一些关键国家态度微妙：欧安组织指责“选举没有体现出竞争性和透明度，缺

乏多元化”，欧盟和美国都对这一评价表示认可。对此俄罗斯驻哈大使阿列克谢·博罗达夫

金做出评价称，“欧安组织的评估是政治化的表现，具有偏见。哈萨克斯坦人民选出了一位

决心维护国家主权、关键利益和同盟关系的领导人，而不是对西方有利、忠于西方的领导人，

欧安组织对这一结果不满。”大选前，托卡耶夫总统还遭到西方媒体、政客和专家的指责与

攻击，据博罗达夫金称，“西方国家试图从经济和文化方面将哈萨克斯坦从俄罗斯手中夺

走。”

（张淼煜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哈萨克斯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олитики）2022年 11月

21 日 文 章 «КАЗАХСТАНЦЫ ПОЗИТИВНО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 ИДЕЮ "СПРАВЕДЛИВЫЙ

КАЗАХСТАН"»（哈萨克斯坦人认可“公正哈萨克斯坦”理念），作者为该机构专家阿尔曼·托克图沙科

夫（Арман Токтушаков）。

原文见：https://iwep.kz/#/posts/637b9459bfc8dd06d1a4d510/#header

补充信息

[1] 《纳扎尔巴耶夫祝贺托卡耶夫在哈萨克斯坦总统选举中获胜》（Назарбаев поздравил Касым-Жомарт

Токаева с победой на выборах главы Казахстана），

https://ehonews.kz/nazarbaev-pozdravil-kasym-zhomart-tokaeva-s-pobedoj-na-vyborah-glavy-kazahstana/

[2] 《祝贺胜利：谁对托卡耶夫在选举中的成功感到不满？》（ПОЗДРАВЛЕНИЯ С ПОБЕДОЙ: КТО

НЕДОВОЛЕН УСПЕХОМ ТОКАЕВА НА ВЫБОРАХ?），

https://ia-centr.ru/experts/marsel-khamitov/pozdravleniya-s-pobedoy-kto-nedovolen-uspekhom-tokaeva-na-v

yborakh/

[3] 《俄罗斯驻哈萨克斯坦大使解释欧安组织对选举的负面评价》（Посол России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объяснил

негативную оценку выборов со стороны ОБСЕ），

https://eurasia.expert/posol-rossii-v-kazakhstane-obyasnil-negativnuyu-otsenku-vyborov-so-storony-obse/

[4] 《哈萨克斯坦大选期待“自上而下的革命”》（Казахстан после выборов ожидает «революция

сверху»）, https://www.ng.ru/cis/2022-11-20/5_8594_kazakhstan.html

专题四 吉尔吉斯斯坦取消集安组织军演

吉尔吉斯斯坦正在远离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10月 9日，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单方面取消了原定于在吉尔吉斯斯坦巴雷克奇市举行

的集安组织联合军演“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2”。这一举动在专家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比什凯克正在“试探”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可能性。本文作者表示，向美

https://eurasia.expert/posol-rossii-v-kazakhstane-obyasnil-negativnuyu-otsenku-vyborov-so-storony-ob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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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偏移对吉尔吉斯斯坦来说几乎没有好处：五角大楼无法向吉国提供与该国数十年来从集安

组织获得的相同水平的军事和技术支持。

吉尔吉斯斯坦缘何取消联合军演？

吉尔吉斯斯坦没有对取消集安组织联合军事演习作出解释。但与此同时，吉尔吉斯斯坦

总统扎帕罗夫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出席 10月 7日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表现出强硬姿态。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扎帕罗夫的举动是在表达他不愿意与塔

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坐在同一张桌子上。9月 14-17日，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边境发

生武装冲突，双方均有较大规模人员伤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两国在边境问题上发生冲突。

因此，在塔吉边境冲突的背景下，专家建议取消此次集安组织联合军演。

此外，吉尔吉斯斯坦对于俄罗斯授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对祖国有功”三级勋章表

示不满，认为俄罗斯在塔吉边界冲突中站在塔吉克斯坦一边。

取消此次联合军演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一次示威。扎帕罗夫一直渴

望将解决边界冲突的部分责任移交给集安组织，这在 2021年 9月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杜尚

别峰会上已经有所体现。然而，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后苏联研究中

心斯坦尼斯拉夫·普里钦指出的那样，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发生冲突的真正原因

与未勘定的边界、相关地区的联合用水及其他极具地区特点的问题有关，而这已经超出了集

安组织的职权范围。吉国领导人企图将本国没有准备好与邻国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转嫁给集

安组织，很难说集安组织框架下的机制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关于边境问题，普里钦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示，近期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达成关

于边界勘定的协议具有极高战略意义，但该成功案例的经验并不能用于解决塔吉边界冲突的

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在俄美两国之间寻求利益最大化

此外，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吉国的示威性姿态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俄罗斯联邦外交部莫斯

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研究所专家亚历山大·克尼亚泽夫将其归因于美国在中亚的积极外

交。早在今年 2月，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和其他强力机构就未来五年的联合军事合作事宜与

五角大楼官员进行了磋商。8月，吉尔吉斯斯坦参加了由美国驻塔吉克斯坦司令部组织的“区

域合作—2022”军事演习。

克尼亚泽夫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在俄美两国面前的随机应变看起来像是在讨价还价，希

望从俄美两国获得最有利的合作条件，但实际上，吉尔吉斯斯坦并不能从美国那里获得与俄

罗斯和集安组织向该国提供的相同规模的财政、军事技术和国际支持。

根据《集体安全条约》，俄罗斯数十年来一直在训练吉尔吉斯斯坦的武装部队。在

1993-2012年期间，吉尔吉斯斯坦武装部队的 400多名军官和 700多名学员通过了俄罗斯国

防部的培训。2013年，俄罗斯与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一份总额高达 1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供



区域动态（欧亚） 总第 47 期 2022 年 12 月期

9

应合同，俄罗斯承诺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直升机、装甲车、火炮、9K57型“乌拉甘”多管

火箭发射系统和其他军备。2022年 10月 10日，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地区成立了一个装

甲车维修基地，俄罗斯为此提供了价值 320万美元的设备。

在财政方面，俄罗斯也向吉方提供较大规模的支持和援助。2022年 1月，莫斯科与比

什凯克签署了一项 10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协议，用于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的预算。

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专家很清楚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俄吉盟友关系对本国的重要性。吉

尔吉斯军事专家托克托古尔·卡克切凯耶夫表示：“我们应该清楚地明白，集体安全条约组

织才是我们地区安全的唯一保障者，美国、中国和土耳其都不会帮助我们国家应对外部威

胁。”

（张韵迪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独联体与中亚国家新闻”（ia-centr）2022年 10月 11日文章«КЫРГЫЗСТАН

ДИСТАНЦИРУЕТСЯ ОТ ОДКБ?»（吉尔吉斯斯坦正在远离集安组织？），作者为该中心评论员伊凡·阿

尔比舍夫（Иван Арбышев）。

原文见：

https://ia-centr.ru/experts/ivan-arbyshev/kyrgyzstan-distantsiruetsya-ot-odkb/?ysclid=lat5w2ihx7661558409

补充信息

[1] 《普里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冲突不会在近期得到解决”》（ПРИТЧИН:

«КОНФЛИКТ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НЕ УДАСТСЯ

РАЗРЕШИТЬ»），

https://ia-centr.ru/experts/stanislav-pritchin/pritchin-konflikt-tadzhikistana-i-kyrgyzstana-v-blizhayshee-vrem

ya-ne-udastsya-razreshit/

[2] 《吉尔吉斯斯坦与俄罗斯关系走向破裂》（Киргизия идет на разрыв связей с Россией），

https://www.ng.ru/cis/2022-10-09/1_8560_kyrgyzstan.html?ysclid=lat5g3o17a794755593

注：本文所有内容均取自当地媒体，主要呈现地区内专家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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