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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彼得一世在北方大战前的外交策略

尚 德 君

(辽宁大学历史系,辽宁沈阳 110036)

内容提要: 本文从彼得一世的外交策略入手, 着重分析并论证了彼得一世执政时面临的严峻形势,南下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北上政策的确立与北方同盟的建立三个问题。指出正是由于彼得一世在北方大战前灵

活的外交策略, 奠定了北方大战胜利的基础, 使俄国成为欧洲列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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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大战在彼得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1721

年,北方大战结束后,俄国由内陆国家变成一个濒海

帝国。在北方大战前, 彼得充分利用其高超的外交

手段,施展外交才能,利用当时欧洲错综复杂的国际

关系,构建北方同盟,为打败瑞典奠定了基础。本文

就北方大战前彼得一世外交策略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彼得一世执政时所面临的形势

17世纪俄国面临十分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

英国和荷兰在 17世纪下半叶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

走上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道路。其它欧洲国家, 如

法国、瑞典、丹麦,虽然还保存着封建制度,但农奴制

早已销声匿迹。与他们相比, 俄国则是一个经济十

分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外有强敌威胁,国家发展

遇到了非常不利的外部条件。 鞑靼 蒙古持续

二百四十余年压迫就是俄国落后原因之一。! ∀经济

最发达地区已被波兰与瑞典两个入侵者破坏殆尽。

 要医治入侵者带来的创伤,挽回掠夺造成的损失,

几乎要花五十年时间。! # 同时, 俄国又是一个远离

海洋的内陆国家。在北方, 瑞典控制着波罗的海东

部沿岸地区和港口,堵住了俄国通过波罗的海进入

大西洋的道路; 在南方,土耳其占据着黑海北岸及克

里木半岛, 封锁着俄国到黑海的出路。俄罗斯辽阔

领土事实上被切断了和海洋的联系。唯一起着海上

大门作用的是阿尔汉格尔斯克 白海上的一个港

口。 沙皇这样大的一个帝国,只有一个港口作为出

海口,而且这个港口又是位于半年不通航,半年容易

遭到英国进攻的海上, 这种情况使沙皇感到不满和

恼火。因此,他极力想实现他先人计划 开辟一

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 ∃西部波罗的海和南部黑海

关闭俄国的对外贸易。 然而俄国必须有个出海口,

否则她将与世隔绝,经济与文化发展就会停滞不前,

对外贸易就会仰存洋商鼻息。! %

二、南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彼得上台后面临两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土耳其

和瑞典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意味着一场夺取海上出

路斗争,前者是通往黑海,后者为通往波罗的海。彼

得一生活动都是围绕这两个出海口进行的,是通过

战争实现的, 所以克留切夫斯基曾说过,  彼得的全

部生涯都在作战。! &彼得充分认识到 俄国需要的
是水域!, ∋彼得一世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是争夺水

域,夺取出海口。

这一时期俄国政府奉行的对外政策完全是从俄

国地主、农奴主阶级和新兴商人势力的利益出发的,

同时也顺应了 18世纪初俄国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

收稿日期: 2000- 10- 30

90



关系变化所决定的。18 世纪是俄国封建统治日益

巩固时期。这时,在封建生产关系内部,资本主义因

素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在原始资本积

累的过程中,俄国产品逐渐进入世界市场。因此封

建地主阶级迫切要求迅速改变俄国内陆闭塞状况,

夺取出海口;新兴商人阶级则要求发展贸易, 加强同

西欧市场的联系。俄国地主商人要把农副产品和手

工业产品运销国外牟取暴利, 要求夺取出海口。大

商人、大企业主为了发财致富, 也渴望扩大海外贸

易,加强殖民掠夺,要求沙皇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打通

出海口。波得一世上台后, 即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

新兴商人阶级利益,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实现他们的

要求。彼得一世毫不掩饰他的战略目标:北面,打败

劲敌瑞典,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西面, 打败波兰, 夺

取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 南面, 战胜奥斯曼帝国及

其藩属克里木汗,夺取黑海出海口。

彼得一世一上台即把夺取黑海作为首要目标。

17世纪的时候, 黑海与两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博

斯普鲁斯海峡)已经成了奥斯曼帝国的 内湖!,地理

位置极为重要,  谁掌握着这两个海峡, 谁就可以随

意开放和封锁通向地中海的这个遥无角落的道路。

如果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 能否指望它敞开这些

大门,让英国象过去一样,闯入俄国贸易范围呢? 土

耳其特别是达达尼尔海峡在贸易上的意义就是如

此。很明显,商贸经过这些黑海大门是否完全自由,

不仅决定着十分广泛贸易的命运,而且决定着欧洲

和中亚之间基本联系的命运, 从而也就决定着在这

个广大地区恢复文明的基本手段的命运。! (彼得清
楚认识到,如果能把土耳其控制起来,对于俄国挤进

欧洲强国之列, 将是决定性的一步。所以他一上台

就制定了南下政策, 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

欧洲以英法为首,各国早在 17世纪 90年代, 围

绕着西班牙王位而展开外交争吵已经十分尖锐。列

强忙于争夺西班牙遗产而无暇顾及俄国, 这就为俄

国夺取出海口实施南下政策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

境。而黑海对于土耳其同样重要。据当时一位外交

官的典型说法, 奥斯曼帝国政府保护它,  象保护一

位谁也不敢染指的纯洁无疵的处女一样。苏丹宁肯

准许别人进入他的后宫, 也不会同意别国船只航行

在黑海海面上。不过在土耳其倒霉时候, 那就另当

别论了。! )这样俄土之间战争就不可避免。1695

年 1月,彼得一世派遣部队南下进攻亚速。由于俄

国人没有舰队, 也准备不足,第一次远征失败。回到

莫斯科后, 彼得一世总结了经验教训, 开始组建舰

队。他有一句名言:  只有陆军的君主是只有一只手

的人,而同时也有海军,才能成为两手俱全的人。! ∗

1696年 5月初,俄国陆海军挥师南下, 发动了第二

次对亚速的进攻, 此次获得了胜利,占领了亚速。占

领亚速和建立塔甘罗格保证了俄罗斯在亚速海上的

霸权,取得了向黑海扩张的基地。这样彼得南下政

策取得了初步成功,为此后扩张奠定了基础。

三、北上政策确立与北方同盟建立

在第二次进攻土耳其的同时, 彼得还采取步骤

结成欧洲各国反土耳其同盟。1697 年俄国、奥地

利、威尼斯缔结了一项为期 3年进攻鞑靼人和土耳

其人的同盟条约。1697年 3 月彼得率领高级使团

出访西欧各国,其外交目的是广泛联合欧洲强国,扩

大并巩固反土耳其同盟,  以巩固昔日的友爱,完成

整个基督教共同事业,削弱神圣十字架的敌人

土耳其和苏丹、克里木汗和一切奥斯曼匪徒,使基督

教国君们更加繁荣。! +

但是,大使团巩固反土耳其的目的并未达到。

考察期间,彼得同奥地利、荷兰等国进行了谈判, 但

并未成功。 俄国的同盟国奥地利和威尼斯打算同

土耳其媾和,立即引起彼得疑虑:同盟国实行它们背

着俄国外交当局采取的议和行动, 势必以牺牲俄国

的利益为代价。! 这样, 彼得清醒地估计了当时西

欧的形势:西欧诸强正在忙于为西班牙巨大领土而

展开激烈争夺, 而这种争夺缘于西班牙王位问题。

西班牙在 17世纪中同法国长期斗争失败后,丧失了

过去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变成了二等强国。到 18世

纪初已经那样衰弱,因而产生了法国、奥国和英国如

何瓜分西班牙领土的问题,实际上是英法间争夺海

上和殖民地霸权的第一次大冲突。

俄国原先的盟友 奥地利为了与法国争夺西

班牙王位与土耳其接近,它和威尼斯背弃了 1697年

2月与俄国签订的同盟条约, 背着俄国于 1698 年 5

月与土耳其媾和, 缔结和约,这样原来的反土耳其同

盟名存实亡了。英国对外政策一直是 大陆均势政

策!,为了防止法国过于强大威胁自己, 并且作为海

上强国,英国和荷兰关心同土耳其通商,正要准备西

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拒绝参加彼得的反土同盟。

彼得针对欧洲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很快

得出了结论: 英荷两个海军强国正沉溺在对法作战

狂热中。高级使团谋求英荷两国援俄反土希望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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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影,也不能指望它们会给予财政和技术方面援助。

更有甚者,荷、英两大海上强国自已也想到利用奥地

利军事力量,因而背着高级使团秘密充当土奥和谈

的牵线人。奥土两国签订了和约,两个海上强国就

能利用奥国陆军力量打击法国。彼得认识到, 要改

变奥地利政府与土耳其媾和意图, 事实上已不可能。

鉴于此,彼得充分施展他灵活外交手段,将俄国外交

政策作了重大调整, 从南下到北上,彼得将目光盯住

了波罗的海。

 亚速夫远征后,占领瑞典人统治下的波罗的海

的沿岸地区,成了俄国对外政策基本任务。!  波罗

的海地理位置对于发展俄国经济极为重要。为了发

展俄国经济,巩固和扩大俄国的国际影响,就必须全

力去占领波罗的海沿岸, 这样才有利于同西欧各国

建立更加便利联系。然而到 17世纪上半叶, 瑞典达

到了它所期望的, 即确立了在波罗的海的霸权。根

据 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瑞典收获最多。波罗

的海实际上已成 瑞典湖!了。瑞典大国政策破坏了
关心波罗的海贸易的俄国、波兰、德国、丹麦等国的

切身利益,致使沿岸国家与瑞典关系紧张。因此, 瑞

典与这些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要有新的军事冲突。

彼得正确地分析了波罗的海周围国家形势, 看

到波兰、萨克森、丹麦、普鲁士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同瑞典存在领土纠纷, 而英荷法为争夺西班牙这块

肥肉不能给瑞典提供有力援助。彼得意识到要打败

瑞典,必须利用北欧各国矛盾,建立北方同盟, 孤立

瑞典并主动与土耳其修好,安定南方。

1698年 8月 3日,彼得一世在从维也纳回国途

中,会见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

两人秘密交换对外政策意见, 原来他们有一个共同

敌人,那就是瑞典,这样就为未来北方同盟奠定了基

础。1699年 11月 11日,俄萨正式结盟。奥古斯特

二世还应允促使波兰也正式加入俄萨联盟。

俄萨联盟的建立,促进了俄国、丹麦接近。彼得

亲自出马,同丹麦使节进行谈判, 双方利益一致, 会

谈进展神速, 二国结盟指日可待。1699年 11 月 26

日,俄国又同丹麦订立条约,规定一方受到瑞典侵犯

时,另一方必须援助。

这样反对瑞典的北方同盟建立了。与此同时,

彼得充分施展其外交手段, 1699年瑞典使团到了莫

斯科,想强使俄国同意与瑞典签订一个永久和约。

为了麻痹瑞典使团,消除其警惕性,彼得特地举行了

盛大欢迎会接见来使, 给了该使团表面上的荣誉和

重视。谈判结果,签订了从前拟订俄瑞条约 卡

尔迪斯条约,维护俄瑞友好关系。不过,为了争取主

动,彼得一世拒绝宣誓。

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瑞典,安定南方,彼得主动与

土耳其修好。俄罗斯、萨克森、丹麦三国组成反瑞典

同盟形成以后,彼得采取各种办法加速与土耳其媾

和。出使君士坦丁堡的杜马秘书乌克拉英采夫公使

团在俄罗斯舰队示威支持下, 取得胜利。1700年 7

月签订了君士坦丁堡条约,俄国取得亚速及周围地

区, 1700年 8月 19日,即在彼得与土耳其政府签订

和约后,俄罗斯向瑞典宣战。

总之, 彼得一世在北方大战前清醒地看到了当

时 17世纪末欧洲国际形势变化:一方面波兰 萨

克森企图夺回利夫兰, 丹麦企图夺回斯科尼亚, 同瑞

典矛盾日益加剧, 彼得利用这些矛盾构建了北方同

盟,并麻痹孤立了瑞典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另一

方面,瑞典的同盟国 法、英、荷等国因忙于西班

牙王位继承战争, 在军事和物质上不能帮助瑞典,为

彼得一世进攻瑞典, 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提供了有

利条件。彼得采取灵活外交政策由南下到北上, 构

建北方同盟,并且与土耳其修好, 安定了南方,取得

了战略上优势。终于于 1709年获得波尔塔瓦大捷,

于 1721年签订,尼什塔特和约−。

战后, 彼得一世得意洋洋地说:  我们已经从黑
暗走向光明,过去我们在世界上是默默无闻,现在已

受人尊重。! 彼得灵活外交政策在使俄国从弱国走

向强国的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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