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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期《区域动态》涵盖泽连斯基访美、哈乌同盟条约、俄罗斯—中亚关系、纳卡冲突四

个专题。

在泽连斯基访美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媒体红色春天通讯社的社论文章《泽连斯基

访美是如何结束的？》，作者是该通讯社评论员安东·阿布拉莫夫。泽连斯基此次访美希望

从美国获得更多军事、财政支持，美国也明确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俄乌冲突短期内不会

走向谈判。

在哈乌同盟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媒体红色春天通讯社的采访文章，受访对象是俄

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后苏联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坦尼斯拉夫·普利钦。

2021年 12月 6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签署了《同盟关系宣言》。时隔一年，

2022年 12月 22日，两国总统在乌首都塔什干共同签署两国边界划定条约，此外，哈国外

交部称准备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关于同盟关系的条约草案。两国关系会否更近

一步？意图解决哪些问题？对此在本文中展开分析。

在俄罗斯—中亚关系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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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章，作者是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教授、后苏联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康

斯坦丁·库里列夫。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在处理对俄事务上同样秉承一种实用主

义，学者以联合国投票为研究对象，剖析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上的同与不同。

在纳卡冲突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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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访

文章《没有俄罗斯就不可能解决卡拉巴赫问题》，受访对象为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

学院国际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国际分析》杂志主编谢尔盖·马尔克多诺夫。自 2022年 9

月起，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动作频繁，在国际局势动荡的背景下，阿塞拜疆希望在土耳其的

支持下，将优势把握在自己手中。俄罗斯、西方等调解方的作用甚微，和平条约的签署前景

不明。

专题一 泽连斯基访美

泽连斯基访美以何种结果结束？

当地时间 12月 2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突访”华盛顿，与

拜登举行会谈，并在国会发表讲话。泽连斯基此次访美目的是什么？他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又

意在何为？美乌两国总统召开的联合新闻发布会透露了什么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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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连斯基的访美行程

泽连斯基并不直接指挥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他离开一天或者一周都不会对乌克兰产生很

大的影响。而在访美期间，他其实也可以访问美国的主要城市，会见乌克兰侨民和国会议员，

参加一些著名的电视节目，但这些都没有发生。乌克兰总统仅在美国呆了一天就启程回国，

他在美国虽然也大受欢迎，但美国对他的接待与通常接待一位好朋友或受尊敬的盟友国家领

导人的方式截然不同。所以，乌克兰总统此次冒险访美是为了什么？取得了什么结果？

为了安全，泽连斯基先从基辅前往波兰，而后从波兰乘坐美国空军的军用运输机飞往美

国。这位乌克兰领导人的访美日程与此前访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大有不同，没有名人晚宴和

昂贵的礼物，泽连斯基在访问期间仅与拜登举行会谈，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随后与拜登举

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会见了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互换礼物环节，泽连斯基向

拜登赠送了一枚英雄勋章；在国会演讲期间，泽连斯基向国会赠送一面签满乌克兰前线士兵

姓名的乌克兰国旗。这仿佛是美国需要他参加一个有新闻价值的场合——说一些什么，再呼

吁一些什么。

乌克兰希望获得更多的军事、财政支持

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明确提到了他的诉求——希望美国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对俄采取更多的制裁手段。拜登在 12月 21日召开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

在与俄乌冲突中帮助乌克兰，提供近 20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爱

国者”导弹防空系统。他强调，有了爱国者导弹，基辅将能够击落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表示，泽连斯基此次访问的真正目的是在美国国会推动向乌克兰提供

45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但泽连斯基并没有在国会获得完全支持，有个别国会议员认为数以

千亿计的美元应该用于造福美国，而不是乌克兰；还有超过半数的共和党议员拒绝出席乌克

兰总统的演讲，213名共和党议员中只有 86人参加了会议。

美国记者汤姆·尼古拉斯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泽连斯基匆匆赶往华盛顿，

是因为他担心共和党即将在美国众议院进行的改选，共和党成员向民众承诺将严格控制流向

乌克兰的每一分钱。俄罗斯“Iarex”国际专家团发表的社论文章称，泽连斯基此次访美的

主要目标，即在美国两党中保持对乌克兰局势的共识，并未实现。

《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称，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泽连斯基试图向国会证明乌

克兰正在为民主而战，而所有迹象表明，他并没有成功，白宫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说服泽连斯

基结束冲突并启动谈判进程。

美国的立场左右着局势变化

尽管美国高呼支持乌克兰、支持民主，但美国甚至都不把基辅看作独立的伙伴。泽连斯

基飞往美国的方式就像一个处于管理职位的下属办事员去见高级老板：只是拍拍背、献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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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旗，就欢欣鼓舞。

美国现在相当公开地向俄罗斯表明，到底是谁向基辅提供了武器，并且正在向基辅提供

武器，谁是乌克兰冲突中的“决策中心”。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已经表明，军事对抗将

继续下去。

俄罗斯独立报社论文章称俄乌冲突对西方国家有利，因为它可以为西方国家采取的反俄

政策辩护，为其在经济领域的单方面行动辩护，西方国家可以在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等领域提

出条件，因此，美国和欧盟继续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新武器并为基辅提供资金，不考虑结束冲

突。《国会山报》专栏作家哈兰·乌尔曼表示，乌克兰可能会重蹈阿富汗的命运，美国会为

了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这位分析家还表示美国应该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以便在与俄罗斯

的和平谈判中获得更有利的条件。

可以说，目前看不到任何俄乌冲突结束的先决条件。

（张韵迪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红色春天通讯社（ИА Красная Весна）2022年 12月 23日文章《Чем завершился визит

Зеленского в США》（泽连斯基访美以何种结果结束？），作者为该通讯社评论员安东·阿布拉莫夫（Антон

Абрамов）。

原文见：https://rossaprimavera.ru/article/6cfbd92b

补充信息

[1] 《西方需要乌克兰的冲突》（Запад нуждается в конфликте в Украине）,

https://www.ng.ru/courier/2022-12-25/11_8624_conflict.html

[2] 《泽连斯基国会演讲：华盛顿的争议反应》（ВЫСТУПЛЕНИЕ ЗЕЛЕНСКОГО В КОНГРЕСС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АЯ РЕАКЦИЯ ВАШИНГТОНА）, https://iarex.ru/news/88087.html

专题二 哈乌同盟条约

哈乌想通过同盟条约解决什么问题？

在中亚遇到大规模能源危机的背景下，12月 21日至 22日，应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

济约耶夫邀请，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对乌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深化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战略伙伴关系和同盟关系进行讨论，以及增加贸易量、推动互利的工业项目合

作。

能源危机亟待解决

11月和 12月寒冬到来，中亚各国都陷入了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哈萨克斯坦巴甫洛达尔

州埃基巴斯图兹市供暖系统发生事故，多数住房没有供暖，政府投入近 10亿坚戈以应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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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情况，并从俄罗斯引入电力资源满足国民的用电需求；乌兹别克斯坦为保障居民用气，暂

停工业企业生产，政府逮捕了一批不当分配天然气的官员，民众因能源供应不足组织抗议游

行。此前俄罗斯提议建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方天然气联盟”，这样的

提议也引起哈乌两国内部“独立卫士”的不满。但是必须明确的事实是，乌兹别克斯坦只能

从俄罗斯购气，毕竟邻国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已经找到了买家——另一个邻国中国。

对于俄罗斯提出的三方联盟，乌兹别克斯坦表示不感兴趣。在此次哈乌两国元首的会晤

中，会更多讨论双边问题，但是在能源领域，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合作潜能

不大。哈萨克斯坦本身存在天然气短缺的问题，北部和东部地区的供气甚至需要从俄罗斯进

口，向东哈萨克斯坦还要通过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向中国供气，因此哈萨克斯坦没有能力

弥补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短缺，两国需要开发新的合作项目与方案。

合作潜力有待挖掘

在这样的局势下，哈乌两国元首的会晤承担着解决切实问题的重任。托卡耶夫与米尔济

约耶夫就两国确定同盟关系进行探讨，巩固 2021年 12月签署的《同盟关系宣言》，在法律

层面对其进行确认。在草拟的《同盟条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两国的合作义务，例如当一国

认为存在第三国武装袭击威胁的情况时，双方需立即进行磋商。这一约定是两国关系深化的

体现，但是合作义务水平并不高，与集安组织框架下规定的国防安全行动相比，哈乌之间的

磋商并不代表具体的行动。

会谈期间，两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区域合作潜力，签署了价值 80亿美元的一揽子投资

协议和贸易合同，设定了将贸易额提升至 100亿美元的任务。2021年乌兹别克斯坦是哈萨

克斯坦第六大贸易伙伴，占哈国对外贸易的 3.8%，而哈萨克斯坦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大贸

易伙伴，居于中国和俄罗斯之后。

发展问题尚未解决

两国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但是聚焦具体领域，深化合作存在障碍。

在物流运输领域两国都比较落后。中亚国家内部以及与俄罗斯的道路联通都是在苏联时

代建造的，铁路和公路虽然还在使用，但是需要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

斯坦都是全球运输链条中的一环，并不存在竞争关系，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修建的铁路穿过吉

尔吉斯斯坦，这条铁路也会扩大乌兹别克斯坦的出口机会。两国在物流运输方面的真正限制

在于落后的基础设施无法支持短期交货、稳定的过境支付以及符合关税标准的运输。目前两

国运输的货物量不多并不是因为货物少，而是由于港口、渡口和铁路的承载能力有限，因此

哈乌两国急需在物流运输领域谋求共同利益。

两国在产业领域的合作也非常有限，缺少高水平的产业支持。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

坦均需要外国投资，两国在国际市场竞争发展资源。因此哈乌两国在产业领域的发展需要引

入第三方合作伙伴、投资者和技术提供者，自身的合作前景并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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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21年 12月两国发布《同盟关系宣言》后哈萨克斯坦政治学家鲁斯塔姆·布尔纳

舍夫（Рустам Бурнашев）的评价，他认为尽管哈乌两国首次考虑将关系提升至同盟层级，

但这不代表双边关系取得严肃意义上的突破，两国高层保持良好的政治互动，但是企业、区

域的合作存在诸多严重问题。当前两国深化合作还面临许多问题，可能签署的《同盟条约》

是基于务实主义的考量，但其前景和效果有待观察。

（张淼煜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媒体红色春天通讯社（Красная Весна）2022年 12月 22日文章《Ка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хотят

решить Узбекистан и Казахстан союзническим договором?》（哈乌想通过同盟条约解决什么问题？），受

访对象为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后苏联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坦尼斯拉夫·普利钦

（Станислав Притчин）。

原文见：https://rossaprimavera.ru/article/52010839

补充信息

[1] 《专家意见：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能否建立国家联盟》（Могут ли создать Союз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Узбекистан и Казахстан. Мнение эксперта）,

https://knews.kg/2021/12/14/mogut-li-sozdat-soyuznoe-gosudarstvo-uzbekistan-i-kazahstan-mnenie-eksperta

[2] 《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将推动联合天然气项目》（Узбекистан и Казахстан будут продвигать

совместные газовые проекты）, https://www.ng.ru/cis/2022-12-22/5_8622_asia.html

专题三 俄罗斯—中亚关系

从联合国投票看中亚国家内部真实关系及对俄真实态度

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政客们经常在公开场合宣称彼此之间的深厚友谊和伙伴

关系。但是状况发生时，各国会以自己的方式行事。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也保持了类似的关系：

关于战略伙伴关系的论调与实用主义并存，在与俄罗斯保持接触的同时尝试与莫斯科的对手

成为朋友。

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康斯坦丁·库里列夫认为，各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表现具有特殊的研

究意义，即便是在联合国功能减弱的当代世界，各国的投票权仍不可低估。对任何国家而言

在联合国投票都是展现国家态度的关键时刻，一个国家可以在其他场合宣誓效忠合作伙伴和

邻国、宣扬盟友关系，但当外交官来到联合国面对全世界投票决议时，考虑的因素更加复杂。

因此，研究联合国的投票表现有利于理解国家真正的外交政策意图。在康斯坦丁·库里列夫

任教的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开展了专项研究，统计自 1992年至 2016年后苏联地区国家的投

票，尤其关注中亚国家的投票表现。该研究采用以下计分方式：两国均投“赞成”、“反对”

或“弃权”，计为 1分；一国投“赞成”或“反对”，另一个国家弃权或者未参加表决，计

https://rossaprimavera.ru/article/5201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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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5分。该研究通过赋分计算，评估各国综合投票重合度，分析该地区投票重合度最高的

联大会议数量。

统计结果显示，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内部的投票重合情况比较统一。塔吉

克斯坦是最支持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三个国家之一；最支持塔吉克斯坦的三个国家

是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最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的三个国家分别是塔吉

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然而在中亚国家中，仅有吉尔吉斯斯坦进入最支持哈

萨克斯坦的 TOP3国家行列，同时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投票重合度最高的联大会议数

量也最多，达到了 6场。

然而有关俄罗斯的统计结果不是很乐观，俄罗斯不是中亚各国最支持的国家，甚至没有

进入前三名。无论是参与俄罗斯主导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

斯斯坦，还是坚持单独行动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联合国表决时与俄罗斯的投票

重合度均不高。在统计投票重合度最高的联大会议数量时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俄罗斯仍

然没有进入前三名，即对于中亚国家来说，与俄罗斯表态一致的联大会议次数不多。

根据统计结果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中亚国家来说俄罗斯退居二线。在联合国投票时，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与巴西和南非的态度更为接近，巴西和南非均是上

述三个中亚国家投票重合度最高的国家。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中亚国家中仅有吉尔吉斯斯坦进入投票重合度最高的三个国家之列。而美国和印度在本次统

计中缺席，无论是统计投票重合度还是表态一致的联大会议数量，美国和印度都没能进入前

列。出人意料的是，在第 59届至 61届联大会议期间，沙特阿拉伯和哈萨克斯坦的投票重合

度较高。因此可以认为，在参与联大会议投票时，中亚国家的做法是与国际主要国家保持相

等的距离，避免破坏与任何国际事务参与者的关系，中亚国家更愿意单独投票。统计结果反

映出这一事实——俄罗斯几乎不在前列，中国的存在微乎其微，美国毫不显眼。

近期在联大会议上出现针对俄罗斯的较为敏感的国际议程，例如“关于通过谴责俄罗斯

2014年在乌克兰行动的决议”，独联体国家中只有白俄罗斯表示反对该项决议，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弃权，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参与投票。中亚国家

的表现基于一以贯之的多向外交思维，既表现出对俄罗斯的忠诚，又不触碰西方国家可能施

加制裁的底线。

美国致力于推动中亚国家在经济上与俄罗斯脱钩，从而解构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在目

前的情况下中亚国家处境艰难，新的国家秩序正在形成，“集体的西方”正在衰弱，而由俄

罗斯、中亚及其他欧亚大陆国家组成的“集体的非西方”正在形成。新对抗性两极的形成是

不可逆的，在此背景下，中亚曾经秉持的多向外交需向更务实的方向转变。

（张淼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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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14 日文章《КАК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ТНОСЯТСЯ К РОССИИ И ДРУГ ДРУГУ: АНАЛИ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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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ОЛОСОВАНИЯ В ООН》（从联合国投票看中亚国家内部真实关系及对俄真实态度），作者为俄罗斯人

民友谊大学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教授、后苏联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康斯坦丁·库里列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Курылев）。

原文见：

https://ia-centr.ru/experts/konstantin-kurylev/kak-strany-tsentralnoy-azii-na-samom-dele-otnosyatsya-k-rossii-i-dr

ug-drugu-analiz-golosovaniya-v-oo/

补充信息

[1] 《后苏联空间地缘政治多元主义现象定量研究》（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й анализ феномен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люрализм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https://cyberleninka.ru/article/n/kolichestvennyy-analiz-fenomena-geopoliticheskogo-plyuralizma-postsovets

kogo-prostranstva/viewer

*康斯坦丁·库里列夫教授及其团队研究报告全文，内有详细统计报告及数据。

专题四 纳卡冲突

没有俄罗斯就不可能解决卡拉巴赫问题

距 2020年 9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已经过去近两年的时间，

但现在随着俄乌冲突局势的恶化，阿塞拜疆似乎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趁俄罗斯忙于跟乌克

兰交战之际，阿塞拜疆的军队再次进入纳卡地区，设置了观察哨，封锁了拉钦走廊，纳卡地

区又出现新态势。本文采访了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国

际分析》杂志主编谢尔盖·马尔克多诺夫。

阿塞拜疆在对外政策上的活跃

在马尔克多诺夫看来，不应过分夸大阿塞拜疆的“周期性”活跃。

在 2020年 9月 27日至 11月 9日的第二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结束后，在阿塞拜疆

的外交优先事项高加索方向上，阿方一直奉行一个原则：重新冻结冲突是不可接受的。阿利

耶夫近期也多次提到要在年底前彻底结束冲突。尽管巴库现在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但在阿

塞拜疆国内和国外侨民中还存在不少对阿总统阿利耶夫的批评声音：2020年 11月的胜利是

不完全的成功，甚至被称作“偷来的胜利”。在斯捷潘纳克特市宣布成立所谓的“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共和国”（阿尔扎赫共和国）的国家仍然存在。

阿塞拜疆在外交上的强硬态势

阿塞拜疆一贯对任何国家的不友好行为做出严厉反应，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

11月 30日，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了谴责阿塞拜疆 9月 13日至 14日对亚美尼亚的侵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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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决议，而后阿利耶夫拒绝参加 12月 7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因为法国总统埃马纽

埃尔·马克龙计划出席该会议。

伊朗对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在其边界周边加强联盟表示不满，阿塞拜疆与土耳其都为突厥

国家，伊朗的突厥人口也非常多，德黑兰对此表达了担忧。对于伊朗的担忧，阿塞拜疆也采

取了强硬表态。但伊朗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没有影响到里海协议，可以说南北走廊和里海

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伊朗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关系。

阿塞拜疆的活跃是否与土耳其的支持有关

马尔克多诺夫表示阿塞拜疆的活跃离不开“土耳其之手”在背后的推动。自 2020年纳

卡冲突暂告段落时起，在土耳其的影响下，阿塞拜疆大众媒体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泛突厥主义、

新奥斯曼主义和恐俄情绪在逐渐升温。

安卡拉非常有兴趣加强其在高加索地区、中东、非洲、中亚的地位，加强突厥民族团结

的思想。此外，2023年土耳其将举行总统大选，土耳其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和发展有助于埃

尔多安连任，但土耳其国内有很多批评埃尔多安为了国际野心而牺牲国内政治的声音。

阿塞拜疆意识到国际局势的动荡，俄罗斯因乌克兰而分心，西方因与俄罗斯的对抗而分

心。在这种背景下，阿塞拜疆将百分百利用纳卡冲突为自己谋利，土耳其会在这方面支持阿

塞拜疆，但也这并不意味着埃尔多安会指挥阿利耶夫该怎么做。

谁来调解促成谈判？

马尔克多诺夫认为和平条约不会在短时间内签署。在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试图通过直

接或间接的方式在巴尔干和外高加索地区点燃“第二战线”。

对于调解工作，西方表现得十分活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表

示，尽管布鲁塞尔会议可能会中断，但欧盟将继续进行调解活动。11月 30日，美国常驻欧

安组织代表迈克尔·卡彭特指出，华盛顿欢迎欧盟在解决高加索问题上所做的努力，而欧安

组织明斯克小组已经名存实亡。他强调，纳卡冲突的双方与俄罗斯的谈判没有任何价值，只

有与西方一起行动才会有结果。

对于俄罗斯的调解作用，各方有不同的观点。对于日前发生的拉钦走廊封锁事件，俄罗

斯在卡拉巴赫地区的维和人员因优柔寡断受到双方批评，阿塞拜疆激进分子封锁拉钦走廊表

明阿塞拜疆与纳卡地区“俄罗斯维和人员”所谓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亚美尼亚总理帕希

尼扬也表示，卡拉巴赫的俄罗斯维和人员“没有履行他们的义务”——他们无法阻止“阿塞

拜疆的非法行动”。俄罗斯认为领土地位是由《阿拉木图宣言》决定的，俄外交部长拉夫罗

夫表示，双方已经同意，将共和国间边界承认为国家边界——也就是说根据占领地保有原则。

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西方也意识到，即使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能够以某种方式形成解决纳卡冲突的

国际机制，但这种机制也不会立刻发挥作用，而是需要一些时间。再者，即使很快签署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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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也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边界勘定、领土地位问题并没有消失，飞地仍然存

在，交通通讯需要疏通。

本文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纳卡冲突事件的调解方有多个，主要调解方俄罗斯

和欧盟目前还不能克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并恢复纳卡问题调解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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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6日文章《Карабахск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без России》（没有俄罗斯就不可能解决卡拉巴赫问题），受访对象为俄罗斯

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国际分析》杂志主编谢尔盖·马尔克多诺夫（Сергей

Маркедонов）。

原文见：https://ia-centr.ru/experts/sergey-markedonov/karabakhskoe-uregulirovanie-nevozmozhno-bez-rossii/

补充信息

[1] 《任何人都可以指责维和者》（Обидеть миротворца может каждый）,

https://www.kommersant.ru/doc/5736624

[2] 《媒体文摘：阿塞拜疆的反俄言论》（ДАЙДЖЕСТ СМИ: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АЯ РИТОРИКА 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Е）, https://iarex.ru/articles/88098.html

[3] 《土耳其影响：阿塞拜疆的反俄情绪正在升温》（ПРОВОДНИК ТУРЕЦКОГО ВЛИЯНИЯ: 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Е ПОДОГРЕВАЮТСЯ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Е НАСТРОЕНИЯ）,

https://iarex.ru/news/87954.html

[4] 《马尔克多诺夫：俄罗斯关于解决纳卡冲突问题的提议仍然是最有希望的》（МАРКЕД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В КАРАБАХЕ ОСТАЕТСЯ САМЫМ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М）,

https://ia-centr.ru/experts/sergey-markedonov/markedonov-rossiyskoe-predlozhenie-po-uregulirovaniyu-v-ka

rabakhe-ostaetsya-samym-perspektivn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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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