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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
京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专访。

当地时间5月31日晚，在出席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峰会并对中国进行
国事访问前夕， 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在莫斯
科克里姆林宫接受了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台长慎海雄的独家专访。 普京讲述了他对
习主席的印象，回答了他在《国情咨文》中提
出的“俄罗斯梦想”与“中国梦”的异曲同工之
处， 展望了中俄关系以及上合组织扩员后的
前景，并就“一带一路”建设、朝鲜半岛等国际
热点、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等作了回答。这
是普京就任新一届总统后首次接受国外媒体
专访， 也是普京总统首次在克里姆林宫接受
中国媒体的专访。以下为专访内容：

慎海雄：尊敬的普京总统，感谢您接受中
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专访。5月7日，您宣誓
就任俄罗斯新一届总统。 我所在的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的相关平台对就职典礼进行了直播
和报道。您第四次发表就职演说的感觉，跟前
几次有什么不同？

普京： 我想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民致以最
良好的祝愿。我们知道，我们在中国有很多朋
友， 说明中国人民对这个典礼乃至对俄罗斯
都有很大的兴趣。 我想向中国人民致以最良
好的祝愿，祝愿每个中国家庭幸福安康！至于
就任新一届俄罗斯联邦总统， 您大概也看到
了我所说的。 我们最优先的发展方向是推动
国家可持续发展、确保经济增速、发展创新型
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卫生医疗、教育，当然还
有保障安全。

作为一个坚持国际法原则、 尊重伙伴利
益的国家，我们自然同时也会确保自身利益，
我们会重点关注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鉴于此，我想说，我们十分重视同传统上
可靠的伙伴、盟友和朋友的合作，毋庸置疑，
这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慎海雄：我注意到，从今年的《国情咨文》
开始， 您就在不同场合讲述您的 “俄罗斯梦
想”。当前，中国人民正在奋力实现习 近 平
主席提出的 “中国梦 ”。您提出的 “俄罗斯梦
想”与“中国梦”有何异曲同工之处？

普京：俄罗斯和中国是邻邦。几百年来我
们彼此对话， 拥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根
基。这并非偶然，我们作为邻邦，在近几十年
来建立了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关系。 这种关
系的确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之上。

我们在2001年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这个条约仅仅是基础，也是如今我们筑
起两国关系大厦的根基， 而大厦每年都在绘
就日新月异的色彩，不断筑成新的楼层，大厦
越建越高，越建越牢。这绝非偶然，这就是说，

我们在建设各自国家、 如何对待人民等方面
的诸多共识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这非常重要。

如果借用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的讲话，
什么最重要？中国国家主席是怎样讲的？———
提高人民生活。 达成目的可以有多种方式方
法，但是目标是共同的。在俄罗斯，除了提高
我们公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不可能有第二个
目标。据此，我们也在思考，如何构建俄中关
系，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并保障外部安全，以现
代创新、数字经济、基因技术、现代和谐社会
和国家以及经济治理为抓手， 加强新型经济
建设。所以我们的共同点很多。我相信，只要
付出努力，就会做出新的成绩。

慎海雄：过去一年里，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
的次数最多，与习近平主席会见了五次。中国民
众对于您授予习主席俄罗斯国家最高勋章印象
深刻。能不能谈一下您对习主席的印象？

普京： 也许习主席是唯一一个和我庆祝
生日的国家领导人。 我还没有和哪位外国同
事建立过这种关系、或做出类似的安排；但和
习主席做到了。我那个生日我们过得很简单，
关于这些我公开说过，也没有什么秘密。不瞒
您说，我们喝了杯伏特加，切了点香肠之类。
当时，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习主席陪我
过了生日。评价习主席，我想从这件事谈起。

他平易近人，待人真诚。但同时他也是非常
可靠的伙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与习主席
就某事进行磋商，我从己方立场出发，我知道
他也从己方立场出发， 我们总是朝着履行各
自义务的方向努力。这是第一点。

第二，老实说，他和许多其他国家领导人
一样，力求实现工作成果最大化，为本国人民
谋福祉。

他是一位出色的喜欢分析问题的人，和
他探讨国际议题和经济问题很有意思。因此，
他对我而言， 是位合适的合作伙伴和可靠的
好朋友。

慎海雄：再过几天，您将前往中国青岛参
加上合峰会，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上合
组织扩员的情况下， 您觉得如何让上合更加
具有“行动力”？

普京：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初是一个行
事低调的组织，旨在首先解决中国、俄罗斯及
苏联前加盟共和国的边界问题。

我们给自己定下了———我重申一遍———
很低调的任务， 但是在解决这些小范围问题
过程中逐渐地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意
思是，除了解决边境问题，我们携手可以取得
更宽范围、更大的成就。

上海合作组织开始发展。 印度和巴基斯
坦正式加入并正式工作后，很明显，上海合作
组织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组织。 这是一个很明

显的事实。因为你看，上合组织成员国占世界
GDP的四分之一，占世界人口的43%，占全球
领土的23%。这些都是巨大的资源，真的非常
可观。再加上亚洲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印
度的经济增长步伐， 我们俄罗斯也将努力提
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以确保我们所需的增
长。这些再加上军事潜力，这是巨大的力量，
我们当然不是为了对抗别国， 而是为了保障
我们各国之间、 其他国家间的全面多方位的
合作，为合作提供必要条件；无论这些国家位
于何处、在任何一块大陆。

联合这些国家的强大力量， 无疑将成为
我们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 并将成为影响世
界局势的因素。我相信，这将会是积极的影响
因素。

慎海雄： 中国青岛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
市，这个城市的海鲜和啤酒都不错，您会去体
验一下吗？

普京：是的，非常乐意品尝。我喜欢海鲜
和啤酒，但是会尽量少喝一些。我很想尝尝，
也一定会这么做。

慎海雄 ：今年是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的
第五年，习近平主席曾说，他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您怎
么理解这一关乎全球福祉的理念？

普京：我们一直支持这个倡议。习近平
主席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结合了经济、人
文的部分。 倡议最主要的部分当然是发展经
济和基础设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益、重要
且有前景的倡议。 这个倡议与我们建设欧亚
经济联盟的努力相吻合。 而且不久前，5月17
日，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在哈萨克斯坦首都
阿斯塔纳签署经贸合作协定。 这份协议虽然
没有涉及降低关税的问题， 但却涵盖了其他
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贸易政策、技术规定和
植物检疫管制等方面。事实上，我们正在为消
除双方经济协作发展的限制因素迈出非常重
要的一步。

但是我们认为， 习近平主席的倡议更具
全球性。 其目的是促进与所有国家和大陆之
间的合作发展。 我们则在欧亚经济整体合作
方面有所倡议。我认为，这两者结合起来能够
带来好的结果。我们了解这样做的重要性，比
方说在基础设施方面， 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国
合作伙伴对北方航道工程非常有兴趣。

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合
作方向，我们在工业合作方面和铁路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同样有非常好的合作计划。这些都是
非常大的、非常有前途的合作方向，而这些合
作无疑会成为我们进一步合作的基础。

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中国是第一贸易伙
伴国。去年，中俄进出口总额增长到870亿美

元，其中前四个月增长与前年全年相同。这是
非常好的增速，我们应当继续保持和增长。

慎海雄：在您新近发布的施政纲领中，民生
领域和数字经济给我印象特别深。 俄罗斯和中
国在这些方面可以展开哪些深层次合作？

普京：这确是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我们
知道， 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在现代经济形
态以及诸如数字经济这样的有发展前景的领
域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毫无疑问，这与未
来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紧密相关， 如自动化
和人工智能。

当今世界主要的发明尤其是前景光明的
发明，都发生在科技领域。显然，生物学、遗传
学以及其它方面在该领域取得成功的人士，成
为世界发展的领军人物。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合
作的传统领域，而且我们还将与中国朋友们在
当今以及未来重要发展领域共同努力。

我们也有相关意向。我们有计划，也有深
入研究。 我们知道， 中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
绩，如物联网和电商贸易。不过，这对于近期
发展来说，包括中国和俄罗斯，还完全不够。
我们需要发展数字技术和工业， 发展基础设
施、能源，包括电能、可替代能源。届时不仅能
够， 而且也必须转化科研成果， 并取得新成
果。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毫无疑问将
领跑世界。我们将为此努力。

慎海雄： 尽管平等的对话与合作是很多
人的愿望，但您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也就
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以及其他
一些方面的压力。 您认为俄罗斯同西方的关
系下一步的走向如何？

普京：我寄希望于积极良好的关系。但是
对目前的什么限制，还有制裁，我们并不觉得
惊讶，也吓不着我们，也永远不会让我们放弃
独立和主权的发展道路。

我的出发点是： 俄罗斯要么是个主权国
家，要么俄罗斯干脆就不会存在。当然，俄罗
斯人民总是会选择第一个。 我们没有别的办
法。但我们明白，西方国家正试图通过这些限
制和制裁达到一个目的， 那就是遏制我们的
发展。

我毫不怀疑， 这种企图， 套用律师的说
法， 叫做手段无效不能犯。 这一切都不会奏
效！遭受损失的，首当其冲，正是耍这个手腕
儿的人。我认为，理智终将获胜，所有非法的
限制， 损害世界经济发展的政策， 将逐渐消
解。 而我们会与所有合作伙伴实现关系正常
化，包括与美国，以及其他听命于美国、对我
们实施制裁的那些国家。

顺便说一句，正如我所说的那样，那些追
随美国行动的国家， 自己也开始受到了美国
对他们下手带来的损失。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

幸灾乐祸或者为了嘲讽，但这表明了，这些手
段不可能是万能的，它迟早会损害所有人，包
括发起人在内。归根结底，我希望我们与西方
国家的关系能够以某种方式正常化。

慎海雄： 今年以来， 在一些国际热点地
区，比如朝鲜半岛和叙利亚，虽然局势仍然都
不明朗，但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在解决国际争
端方面，俄罗斯希望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中俄
两个大国之间有什么样的合作空间？

普京：关于朝鲜问题，如同我们外交官所
说， 我们双方的立场非常相近或者可以说完
全一致。确切地说是后者。我们提出了解决朝
鲜半岛问题的“路线图”。最近一段时间，中华
人民共和国为地区局势缓和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对此很高兴并且会全力支持。

您也知道， 现在俄罗斯外长正在朝鲜访
问，并与朝方领导人举行会谈。

我们也看到，朝鲜的领导层，说实话，对
我而言也出乎意料， 为消除地区紧张局势做
出了空前的努力。 一是他们宣布停止导弹试
验，停止核试验。此外现在还炸毁了自己最大
的核武试验场之一。毫无疑问，这都是向我们
最终所想实现的无核化而迈出的重要步伐。

当朝方领导人提出， 要让他们完全无核
化，需要给之以绝对的安全保障，对此我表示
理解。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否则我们无法想
象会怎样， 尤其是在利比亚和伊拉克的那些
悲剧发生之后。 所有这些， 朝鲜人都历历在
目。所以，不言自明，他们要求得到保障。这些
保障具体是什么，落实保障的期限是多久，现
在还很难说。不过可以而且应该说的是，我们
要走缓和局势的道路，最终实现无核化。

非常遗憾，我们西方的伙伴，并没有停止
军演和军事行动，这不利于减压。无论如何我
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的明智和成熟的决
定，也就是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建立直接联系
的决定能得以落实，双方举行会见，我们也可
以期待会见取得积极成果。前面我提到过俄中
解决朝鲜问题“路线图”，下一步就是深化那些
促进朝鲜半岛局势缓解的各国关系。

下一步是所有感兴趣的国家， 特别是本
地区国家都能够多方位地参与安全保障的制
定。当然，我方一贯提议，现在也正在谈俄朝
韩三边经济项目。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我们说的是铁路建设项目， 假设说俄朝韩铁
路（中国也可以参与这个项目）。还有铺设天
然气管道。也可以考虑建设各种能源项目。未
来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进行三方合作、 四方合
作，现在需要的就是朝这个方向推动。我们都
非常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
恩的会谈成果， 我们也将尽最大的努力来促
成此次会见的成功。

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