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论   战后国际战略格局  

马克思  1848 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

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

部生产力还要方正刻本仿宋简体多，还要大。……”同样是资产阶级，

在前后 31 年的时间跨度内几乎接连（间隔 20 年）发动了两次世界大

战，将曾经的富庶繁华寰宇变成了一片瓦砾。尤其是二战，给 20 世纪

中叶以来的世界带来了深远的、决定性的影响。“战后秩序”“二战成果”

等无不制约着世界各国的国际行为。  

对当今世界的任何分析都不能脱离世界政治经济整体格局，而这

种格局则是在 1945 年就定格在二战尾声的黑海之滨克里米亚，那个名

为雅尔塔的小镇。现代世界纷繁复杂国际关系的源头就在这里。“一带

一路”所提及的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



 

 

潮流，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都与雅尔塔

存在种种渊源。雅尔塔，准确地说是雅尔塔会议，是“一带一路”论域

的逻辑原点。  

第一节   雅尔塔会议  

一、雅尔塔会议概述  

雅尔塔会议又称克里米亚会议，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

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 1945 年初，战争的胜负形势已成定局：世

界反法西斯同盟将最终赢得这场战争。美、英、苏等二战实力大国开

始急切地关注战后谁来“主宰世界”、谁是新世界的主角等刻不容缓的大

事。美、英、苏三国于  1945 年 2 月 4 日至 11 日，在风光迤逦的苏联

克里米亚半岛南部雅尔塔举行了一次决定世界格局和历史进程的重要

会议。这次会议有力地锁定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也为建立战

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  



 

 

二、雅尔塔会议的背景  

二战同盟国与轴心国两大阵营的优势易位是举行雅尔塔会议的直

接背景。1939 年的二战初期，以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阵营及其芬

兰等仆从国阵营气焰甚高，英、美、苏等同盟国暂取守势；但到了 1942

年，战局开始逐渐逆转，同盟国不管在欧洲的东、西两线还是在东方

的太平洋战场都取得了巨大胜利。  

三、雅尔塔会议上的三巨头  

 

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斯大林  



 

 

围绕在雅尔塔谈判桌上的三巨头分别是苏、美、英三国的领袖：

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  

（1）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苏联）。1917 年  11 月  7 日，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的二月政府，取得十月革

命的胜利，成立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

1922 年  12 月  30 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共同

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仍然相对落

后。20 世纪初，俄国虽号称世界工业国家第五，但与美国、德国、英

国和法国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资本主

义国家。同时，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严重依赖

外国（特别是法国）资本。由于运行困难，沙皇俄国政府不得不向外

国大举借债，使俄国的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对于十月革命的成功，西方国家如芒刺在背。1918 年 3 月 9 日，

英、法、德、日等  14  个协约国纠结起来开始武装干涉苏俄，直到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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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外国干涉军全部被逐出苏俄领土，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都未

能与“贫弱”二字脱离关联。然而，时至 1945 年，苏联在苏德战争中

不但没有被击垮，反而浴血重生，主导了欧洲东线战场，向西直逼

莱茵河畔，敲响了纳粹德国的丧钟，让全世界刮目相看，成为世界

反法西斯阵营中令英、美忌惮的强大力量。凭着反击纳粹德国的战

力、战绩和威望，苏联得以与英、美并列为三巨头，共同坐到雅尔

塔的谈判桌上。  

（2）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美国）。美国本土有幸躲过了两次

世界大战的蹂躏，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均未受战争破坏，可用于战

争的战略物资极为丰富。1941 年，随着法西斯势力的不断强大，美国

出于自身安全和利益的考虑，改变其原本中立的态度，动员强大的经

济力量、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了一系

列重大胜利：1942 年取得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使太平洋战场形势发

生扭转，美军由战争防御转为进攻；1944 年 6 月，美国与英国在诺曼

底成功登陆，成功地开辟了第二战场，开始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大



 

 

反攻，与苏联红军遥相呼应，形成了东西夹击德国的战略态势，加速

了结束二战的进程。在二战的最后阶段，美国为减少胜利时刻的伤亡，

急于希望苏联能够助其一臂之力。  

（3）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英国）。英国在二战中遭受了

严重的打击，失去了“日不落帝国”的光辉。仅以其引以为荣的皇家海

军为例，损失的各种水面舰只就多达 341 艘，位居各参战国损失舰只

之首，结束了皇家海军雄霸世界海洋 350 年的历史。在战争的打击下，

英国从世界一流国家滑向二流国家。不过，借着英国昔日的余威，丘

吉尔并不显得过于萎靡。  

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围坐，各有各的算盘。苏联携战场胜势，

志在谈判桌上攻城拔寨，毫无惧色；美国财大气粗，志在按美利坚蓝

图打造战后世界；英国惴惴诺诺，志在保住最后的底线，哪怕是做出

某些必要的牺牲。  



 

 

第二节   雅尔塔会议内容  

一、雅尔塔会议的基本内容  

（一）分割德国  

如何处置战后的德国是雅尔塔会上的重点内容。英国为了巩固自

己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在会上主张不过分分割德国，甚至主张分一部

分占领区给法国，以维护欧洲的整体利益；而苏联则为了防止德国恢

复元气再次挑起战争，主张大力分割德国。在此节点上，英苏争执僵

持不下，最终由美国罗斯福居中调解。当然，美国为将来有遏制苏联

向西觊觎的桥头堡，也并不主张将德国分割得过分弱小。几番讨价还

价后，斯大林最终勉强接受了让法国分享占领区，但要求法国不能加

入盟国对德的管制委员会中。最后商定，战后德国由英国、法国、苏

联和美国四国分区占领。  

（二）波兰问题  

波兰问题主要是波兰与苏联的边界是否为“寇松线”以及波兰政府



 

 

组成问题。在疆界问题上，苏联政府反对美英提出的将“寇松线”作为边

界的主张，斯大林希望将在《俄波停战协定》中苏联失去的西乌克兰和

白俄罗斯归还给苏联。在涉及苏联主权领土问题上，因触及苏联的实际

利益，斯大林的态度极为坚决，寸步不让。最终，三国就波兰疆界划分

问题勉强达成妥协：“波兰的东部边界以“寇松线”为准，西部疆界的最后

确定留待和会解决。” ①

（三）成立联合国问题  

 而对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鉴于波兰的优势地理

位置，为防止波兰出现亲苏倾向以便于苏联西扩，美英主张在伦敦流亡

的波兰政府能够重返波兰掌权。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拒绝，没有丝毫回

旋余地。结果，会议没有真正解决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  

战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维持世界秩序，是美国积极参加此

次会议的真实目的。罗斯福企图以此来确立美国战后在国际上的中心

地位，按美国的意志主导世界；而丘吉尔则一心想巩固自己在欧洲的

                                              
①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国际条约集  1945— 1947》 [M]，北京：世界知识

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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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优势地位，主张在国际性组织下建立地区性组织，以便英国能够

独立操纵欧洲事务（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意图）；苏联则认可战后建立

新的国际性组织，因为它符合苏联的利益。但三国在细节上依旧存在

分歧，苏联认为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三个同盟国在战争中牺牲

很大，故提议将他们加入联合国创始国之中。罗斯福认为这有利于苏

联扩充自己在联合国上的影响力而不同意此提议。在几经磋商后，三

国最终同意将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决定

美国、英国、苏联、法国、中国五国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确定了

其权利和具体行使形式，其中包括一票否决权。由此不难看出苏、美、

英借联合国操控战后世界、推行强权政治的意图。  

（四）远东问题  

主要是关于中国的问题。美国为了减少自己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中

的人员伤亡，以中国为利益诱饵，劝诱苏联出兵，给日本法西斯以最

后一击。于是，英、美、苏在会上讨论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



 

 

治条件问题。三方一致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

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的作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 1904 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依

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

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

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

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中国国民政府

的同意。根据斯大林的提议，罗斯福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①

                                              
①  汉隽、丁利刚：《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会议》 [M]，北京：商务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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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雅尔塔会议的性质  

（一）占领战后的德国  

作为对发动战争罪行的惩罚，雅尔塔会议确定了占领战后德国的

目标和方案。按照占领方案，可基本排除德国再次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二）三巨头“共赢” 

最为满意的当数苏联，它收回了当年沙俄在中国的利益，可谓赚

得盆满钵满；其次是美国，它掌握了战后世界秩序的主导权；最后，

英国保住了昔日“日不落帝国”的面子，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没有受

到实质性的动摇。雅尔塔会议的获利顺序表明，苏联、美国不分伯仲，

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国家利益的争斗最终导致苏美站到了对立面，各自

成为所属阵营的核心和领袖。英国貌似“陪客”，但保住了香港殖民地在

它看来也不枉此行。  

（三）中国蒙冤  

                                                                                                                                        
馆， 1988 年版，第 61 页。  



 

 

最冤枉的是中国：稀里糊涂而且不由分说地丢外蒙、丢铁路、丢

香港，而背后下手的正是仍号称“亲密盟友”的三巨头，他们拿中国的

利益做了一番幕后交易，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中国抗战持续时间最长，在 1931 年到 1941 年长达 10 年的时间里，

中国在孤军抗击日本法西斯。三巨头对中国抗战作出了“经典”的评说。

斯大林说，正是由于中国捆住了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才使得美国在对

抗德国法西斯入侵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丘吉尔说，如果没有中国，

将会有 15 个甚至 20 个师团的日本兵进攻印度……罗斯福说，假如没

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将会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南下澳洲，

西进印度，和德国法西斯在中东会师。而阻止这一切事情发生，只有

中国。 ①

《雅尔塔协定》对中国影响深远。这项协定实质上是苏美两国基于

 

可悲的是，对这样一个关键性重要盟友，三巨头赐予中国的却是

一纸割肉的《雅尔塔协定》。  

                                              
①  http://history.sohu.com/20161101/n4719748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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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利益的政治产物。协定制定前期一直是美苏两国首脑进行接洽和

商议，只是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前夕，才将一份两国已经签署的协定

交给丘吉尔签字。虽然整个过程丘吉尔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讨论，

但出于对自身百利而无一害的考虑，他还是签署了这一协定。从整个

秘密协定的签署过程和结果来看，它就是一场强权政治压迫羸弱民族

的悲剧，为美苏战后推行大国强权政治进行了一场实际演练。尽管中

国是二战同盟国的重要战略伙伴，承担着东方战场的主要压力，作用

不可忽视，但囿于政治经济实力，中国外交的地位只能处于被动地位。

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利益至上原则、拿他国利益做交易的海盗

做法在此次会议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四）协定的即时影响  

《雅尔塔协定》的每一条内容都是美、苏、英三国大国利益的体现，

是美国和苏联两国安排战后世界的一次面对面磋商，是美、英、苏三

国分割战后果实，划分世界版图的一次成功尝试，是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的产物。通过此次会上对战后利益的安排，美国在战争中所获取

的利益以法律条款形式确定下来，为其后来称霸世界、干预世界各国，

乃至做“世界警察”提供了“正当”的法律依据。苏联通过此次协议中的利

益商洽成功地改变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受排挤的国际角色，以大国姿

态“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巩固了其在二战中争取来的利益和威望，

给苏联战后拥有与美国同等主宰世界的权力颁发了“许可证”和“授权

证”。  

第三节   协定在更广阔时空中的影响  

一、雅尔塔会议的世界意义  

雅尔塔会议是二战中一次重要的国际性会议，它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反法西斯战争事业做出了重大的历

史贡献，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真理报》曾就雅尔塔会议作出了如

下评价：雅尔塔会议证明了“三大国的同盟不仅拥有历史上的昨天和胜



 

 

利的今天，而且还拥有伟大的明天” ①

                                              
①  谢沃季扬诺夫：《美国现代纲史》 [M]，北京：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577 页。  

。这一评价折射出了雅尔塔会议

划时代、跨世纪的历史意义。  

与凡尔赛会议不同，雅尔塔会议是在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

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增强了国际反法

西斯统一战线，加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步伐，减少了战争给各国人

民带来的损失。而雅尔塔会议后所确立的世界版图，改变了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形成了美苏两极阵营，增强了社会主义世界影响，

进而遏制了美国的战略扩张意图。同样，经过二战和雅尔塔会议，各国

间形成了维护和平的战略共识，强调和平的重要性，认识到战争所带来

的破坏性。而雅尔塔会议后成立的世界性组织，如联合国，进一步表明

各国有追求和平的意愿，也为保障世界和平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可见，

雅尔塔会议基本解决了二战后关于世界安排及世界和平的主要问题，对

战后维护世界稳定、促进世界各国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增 量 再 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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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无论从雅尔塔会议召开的目的、过程

还是结果来看，其实质都是美、英、苏划分战后世界版图，确立美苏

两国国际政治中心地位，建立以美国、苏联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的一

次会议。尽管从它产生的结果看对整个战后世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这依旧不能改变其本质属性：这次会议为奠定战后美苏两极为中心

的世界格局，也为战后美苏争霸开了先河。  

二、雅尔塔体系的世界影响  

（一）雅尔塔体系的确立  

二战后，根据雅尔塔会议等国际会议所制定的国际安排和基本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