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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国家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
①

——白俄罗斯第六届全国人民大会 推动国家现代化作用分析
葛音 李燕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明斯克 220072；中国 社科院 大学国际关 系学
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 白 俄罗 斯第六 届全国人民 大 会 于 2021 年 2 月举行 ，距白 俄罗斯第
六次总统大选仅隔半年。白俄罗斯社会因对选举结果不满而引发“选举抗议”
带来的动荡尚未完全消除，因此，此次大会被视为政府与社会各界至关重要的
对话平台，其意义不亚于 白俄罗斯建国后举行的首次人民大会 ，受到各方高度
关注。白俄罗斯第六届全国人民大会是白俄罗斯国家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
将对白俄罗斯未来 5-10 年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宪法改
革、总统权力分配、国家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
关键词： 白俄罗斯 五年计划 宪法改革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基础学者研究项目“‘一带 一
盟’对接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XJ2020004）的阶段性成果.
白俄罗斯第六届全国人民大会于 2021 年 2 月 11-12 日举行，恰逢中国农历
新年。与以往相比，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民大会，共有约 2700 人参加，其中
2400 名人民代表来自全国 6 州及明斯克市，涵盖各行业和社会各阶层，包括工
人、农民、企业家、学生、退休人员，以及来自文化媒体行业、工会、政党和
地方议会等的代表。这次大会被视为关乎白俄罗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或将为国家现代化带来“新气象”：2020 年白“大选抗议”影响巨大，被视为
卢卡申科执政以来面临的最大 政治危机，本次全国人民大会正是危机后政府与
民众乃至反对派展开对话的 重要平台；大会涉及宪法改革议题，与总统权力分
配、国家管理体制改革等内容相关，社会各界与外部世界高度关注；本次大会
制定了 2021-2025 年社会发展 规划， 审议未来 五年 政治 经济社会发 展方向 ， 与
白俄罗斯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并涉及后疫情时代白与俄、欧、中等国关系前景。
这些都是白俄罗斯国家现代化的新探索，其实践效果值得关注。
①

白俄罗斯全国人民大会 （Всебелорусское народное собрание）
，是白俄罗斯政府和其他管理机构代表、
企业负责人和劳动者，科学家和文化工作者的代表大会。这是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重要的民主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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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危机推动白俄罗斯第六届全国人民大会召开
白俄罗斯第六届全国人民大会的背景特殊，其召开时间距白俄罗斯第六届
总统大选只有半年，卢卡申科虽成功连任，进入执政第 26 年，但受新冠疫情、
俄白关系、反对派抗议等影响，堪称困难重重。卢卡申科在大选前就承认，“当
下的竞选是最困难的选举之一”i，形势格外严峻：首先，新冠疫情及经济形势
不 佳增 大了 竞选 难 度 。 自 2000 年 以 来， 白 俄 罗 斯经 济 一 直发展 平 稳 。 虽然
2008 年经济危机一度导致其发展低迷，乌克兰危机后的西方对俄制裁也给白经
济带来“连带性”打击，但白经济基本保持平稳有序发展。2020 年春，新冠疫
情发生后，白俄罗斯 未采取全民隔离， 而是实行 “群体免疫”，疫情期间还有大
量人员在岗工作，这保证了其经济没有因疫情而完全中断。但受世界经济大环
境影响 ，经济仍有 一定程度 下降 。据白国家 统 计委员会 数据 ，2020 年 前三季
①

度白俄罗斯 GDP 同比下降了 1.3%，第四季度有所上升，全年 GDP 同比下降了
0.9%。2020 年全年通货膨胀率达 7.4%ii，属 严重 通货膨胀。其 次， 反对派社 会
影 响较大。 自 2008 年 起， 白俄罗 斯 国内形成 了 两 个主要反 对 派组织，一 个是
“欧洲白俄罗斯运动”组织 ，另一个是“说真话运动”，尽管这两个反对派组
织的领导者或被拘捕或退出选举，没有对 2020 年大选构成威胁，但本次大选前
国内 又 形成 了 新 反 对 派 ， 其领 导 者 包 括白俄罗 斯 天然气 工 业 银 行 前行 长 维克
多· 巴巴 里科 、原国家高 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瓦列里·齐 普卡洛 、知 名网络博主
谢尔盖·季哈诺夫斯基，他们都宣布参加竞选。当然，这三位因故未能通过总统
候选人资格审查。但谢尔盖·季哈诺夫斯基的夫人季哈诺夫斯卡娅获得竞选资格，
其他几位落选者的竞选团队核心成员都加入其麾下，结果季哈诺夫斯卡娅获得
了 9.9%选票，成了卢卡申科的主要竞争对手；再次，外部形势复杂。大选前白
俄罗斯与“盟友加兄弟”俄罗斯因油气价格问题以及白从美国购买石油出现不
愉快，加上白国家安全部门抓捕 33 名“瓦格纳”俄籍雇佣兵，导致两国关系十
分复杂。而准备参加竞选的巴巴里科、齐普卡洛、季哈诺夫斯基和实际竞选者
季哈诺夫斯卡娅分别与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立陶宛等国有联系，其竞选背
景扑朔迷离，也引发各种猜测。
尽管内外矛盾交错、困难重重，卢卡申科还是赢得大选，获得连任。俄、
中、土、哈、越等国元首都对他表示祝贺，不过欧盟、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
家却不承认白大选结果，认为其“不自由、不公平”，还对白部分官员进行制
②

裁 。大选后一个月，北约即在立陶宛靠近白边境地区组织名为“图布鲁克遗产
白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官网为 https://www.belstat.gov.by/.
2020 年 10 月 2 日，欧盟宣布针对白部分官员进行制裁，他们涉嫌对示威者施暴、伪造总统选举结果，
还把白内务部长和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等 40 名官员列入制裁名单；11 月 6 日，欧盟扩大对白制裁名单，
对卢卡申科本人、其子——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维克托·卢卡申科等 15 名白政府官员进行制裁；12 月 17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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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的军演，来自美、法、捷、立陶宛、拉脱维亚等 11 国的军队参加，其防
空目标针对俄罗斯等周边国家。更大的问题还在白国内：大选当日就出现了民
众抗议，之后抗议持续不断，从明斯克到全国，最多时一天有几十万人在街上，
对于人口不到 1000 万的国家来说规模不小，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场声
势浩大的“大选 抗议 ”发生 原因，既有对 卢卡申科的“审美疲劳 ”和选举“舞弊”
的怀疑，也有对白强力部门 “武力镇压”抗议的不满，还有部分民众对政府的
社会福利政策不满。此外，白俄罗斯 作为一个完 全内陆国家，与俄 、乌、波 、
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接壤，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也较复杂。而反对派借助外
部资 金支持 ，在白社交和娱乐 平台（ 如 Youtube、Tiktok、Telegram、VK 等 ）
投放大量未经审核的视频和新闻，展开“宣传攻势”，误导普通民众尤其是年
轻人，也带来极大破坏力。结果，白“大选抗议”一度成了全球关注的重大事
件。
为平息抗议、稳定形势，白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多手段并用控制
疫情。政府在疫情严重的几个地区展开大中型医院改造，学习中国经验，建设
方舱医院，解决床位不足问题。最初因措施得力， 2020 年 8 月单日新冠感染数
一度清零。但“大 选抗 议 ”又 使疫情恶化 ，2020 年 11 月达到巅峰， 政府不得
不实行严格管理，要求民众在公 共场合必须戴 口罩。白俄 罗斯 还是全球第一个
购买俄“卫星-V”新冠疫苗的国家，2020 年底就开始大规模接种。由于政府始
终努力控制，疫情逐渐好转；其次，采取“疏导和平抗议+镇压暴力行为”策略。
“大选抗 议”爆发初期，虽然参与者众多，但暴力行为极少，还有女性手持鲜
花表达意见。政府对此类活动 多采取默许态度。后来出现了袭警、爆炸等暴力
行动，政府严厉镇压，并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将局面稳定下来；再次，与
俄罗斯一道反击外部反对势力 。针对北约军演，俄、白、塞尔维亚联合组织了
“斯拉夫兄弟会 2020”军演，作为“回敬”。俄总统普京还声明，若白遭受外
部军事威胁并向俄提出请求，俄将根据集安组织协约与俄白联盟条约，为白方
提供全面安全保障和援助。
经过内外多措并举，2021 年初白俄罗斯国内局势基本稳定。不过，原有社
会矛盾和选举带来的冲突并没有完全平息，发展经济，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以
政党建设推动民主政治等都是国家当前主要任务。这首先要求修改宪法，同时
也需要把民众意见突出的社会问题以全国人民大会形式汇总，提出解决办法，
编入 2021-2025 年社会发展规划。 由此，第 六 届全国人 民 大会 召 开。其主 要目
标，是把大会作为一个上层政治精英与社会各界对话的平台，完善国家民主政
日推出第三轮制裁名单，对白政府副总理西瓦克、国家广电公司董事长埃斯蒙特等 29 名官员和 7 位法人
进行制裁。除限制入境外，欧盟还宣布冻结他们在欧盟司法管辖范围内的财产，并禁止欧盟成员国公民和
实体向其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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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协商解决当前各种社会问题，并根据新形势完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成果，着手制定今后几年国家发展规划，力争克服危机，保证经济社会稳定与
快速发展。

二、第六届全国人民大会以加速国家现代化为目标
白俄罗斯第六届全国人民大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共 1.7 万份提案iii，大会主旨
是“团结，发展，独立”iv，来自明斯克、戈梅利、布列斯特、格罗德诺、维捷
布斯克、莫吉廖夫六州和明斯克市的 2400 名代表齐聚共和国宫。总统卢卡申科
发表了长达 4 小时的讲话，强调，2021 年将是决定性的一年，白俄罗斯处于国
家和社会发展关键时期，本次大会意义非凡，可等同于独立后的首届人民大会。
从客观效果看，这次大会由于内外形势推动，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制定了
比较切合国家实际、以实现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计划。
1. 经济政策以解决民生为先
卢卡申科首先总结了经济建设成就。过去五年，作为一个中欧小国，白俄
罗斯积极参与世界进程，发起多项全球合作计划，是欧亚经济联盟中粮食保障
程度最高的国家，还是世界第五大乳制品出口国。在基础设施领域，已建成投
产一个大型核电站，同时通过优化道路建设，本国物流业 得以快速发展 。在科
技创新和绿色发展方面，引入多项国际绿色行业标准，并在太空、核以及生化
领域取得长足进步。在体育文化方面，白俄罗斯冰球闻名于世，并在 2019 年成
功举办了欧洲运动会。得益于医疗系统的良好运转，白人均寿命位列独联体国
家 第 二 ， 人 类 发 展 指 数 排 名靠 前 。 按购买 力 平 价 计 算 ， 上个五 年 计划 中人均
GDP 增长 14%，2020 年达到 2.02 万美元水平v。国家总体就业率稳定，实际工
资增 长超过 1.3 倍 ，价格增幅得到 合理调控 。医疗水平 较为发达 ，人均 预期寿
命 74.5 岁，在全球母亲境遇指数中排名第 25①。白俄罗斯 在世界教育指数中排
名前 30。商业管制与企业负担较小，在 2020 年世行《世界营商环境报告》中，
白俄罗斯在 190 个国家中排第 49 位vi。新冠疫情对经济体量不大的白俄罗斯冲
击 不 小， 有 机构预测 ， 疫情后白 可能出 现 经济 崩 溃 。 但 实 际上 ， 2020 年 GDP
降幅不到 1%vii ，关键经济 指标 保 持 2019 年 水平 ，相 对于 多数国家 这已 是很 好
的结果。卢卡申科表示，疫情之后，白经济还将遵循渐进式发展规律，不会为
图“快”而“造假”viii。
为克服疫情及国内抗议带来的影响，白俄罗斯第六届全国人民大会通过了
2021-2025 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确定了五年目标的优先事项，包括“幸福家庭、
①

根据慈善组织救助儿童会《世界母亲状况》2015 年报告排名，白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中排名第一，超过
了波罗地海国家，甚至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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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地区、知识环境、国家伙伴”①等四个目标。该规划旨在通过经济现代化，
高效运用社会资本，为人才发展创造条件，保障社会稳定和公民福利增长。为
此，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与民生相关的具体政策措施：强化家庭政策及民族健
康政策，提高民众 生活质量；创 造新产业和舒 适的 生活环境，发展非首都非核
心圈的基础设施，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加强工业发展，革新传统工业、发展高
新技术、深化原材料加工；加强土地集约利用，加深农产品和食品生产合作，
引进高科技数字化设备，提高农业竞争力；发展过境物流，扩大国内外旅游市
场，提高社会服务质量，使服务业得到有序发展；整合先进信息和生产技术，
提高人口“数字素养”，力争实 现向数字社会转型目标；实施积极的对外经济政
策，扩大对新兴市场出口，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发展独联体、欧亚经济联
盟框架内互惠经济合作；有效分配资源，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均衡发展国
有和私有部门；保护国有企业，保障工人就业率；公平定价，合理收费，提高
劳动就业率，保障民众收入等。
这次大会特别重视民众福利水平的提高。卢卡申科指出，白俄罗斯农业、
社会及公共住宅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工资偏低，部分体制内工作人员如教师、医
生等收入不高，白政府争 取在 2025 年前将 医生工资提高到 全国平均工资的 1.5
倍，将教师、护士、文化行业社会工作人员工资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白全国
月平均工资已达到 500 美元ix，根据大会召开前的大型社会调查，超过 60%的民
众在疫情发生后愿意付出更多努力提高收入 。为达到这一目标，白政府将大力
投资新兴产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使民众勤劳致富。物价调控也是白社会政策重点之一。 前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白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5%-6%的正常水平x，国家相关部门还将继续监管物价，降
低低收入群体生活负担。疫情期间，白政府与中俄方面达成疫苗供应协议，进
行大规模免费疫苗接种，并提高疫苗研发水平，逐步实现自主生产，以应对未
来可能发生的其他疫情。
人口危机是东欧部分国家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白俄罗斯独立前，受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阿富汗战争打击，人口数量曾出现断崖式下 跌。独立后，新
人口调控政策于 1992 年开始执行，主要目标是增加多子女家庭的数量。白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措施，如设立“家庭资本”②、保障多子女家庭教育、医
①

幸福家庭：在人民身心健康的基础上，加强传统家庭观念，关爱儿女和老人；强大地区：提供舒适安全
的生活与劳动环境，发达的社会基础设施，提高资本流动性，投资新兴高效行业；知识环境：提供高质量
并可负担得起的教育，发展个人潜力，发展科学。建设新型教育系统，培养高素质公民，使其掌握完全满
足经济需求的技能和能力；国家伙伴：加强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国家与商业间的对话以及互信。
②
白俄罗斯政策规定，拥有三名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将获得名为“家庭资本”的奖励 1 万美元。子女满 18
周岁后，这笔奖励可用于改善家庭住房条件、子女教育条件，享受社会服务，或储蓄在完整家庭中母亲
（继母）退休金账户、单亲家庭父母一方的退休金账户上，也可提前用于购买保育服务等。2018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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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权 利 等 。 不过 ， 因 经济下滑 ， 近 年 来 出 生率 下降 ， 人口呈 现负 增 长， 20172019 年人口 总数降至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水平 xi ， 生育率基本维持在 1.7‰ xii，
低于世代更替标准 2.1‰。这次大会提出了一项“多子女”计划，包含多项生育激
励措施，如给无工作经验但育有四个子女的家庭主妇发放退休金，扩大“家庭资
本”使用范围，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等。白俄罗斯人口发展目标是将人口总数提高
1.5-2 倍，达到 1500-2000 万左右。 xiii 卢卡申科强调 ， 即便未来需要调整 某些 社
会福利政策， 也不会改变 人口及住房政策，以保证民众生有所养、安居乐业。
维护国民家国观念，保护本国传统也是本次白俄罗斯全国人民大会的重要内容。
卢卡申科表示，保护历史和传统是民族延续的基础，需要更多地关注教育及文
化问题，避免文化侵蚀。同时，要保护年轻人的创造力和活力，大力发展体育
运动行业，使人民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享受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
从上述国家发展规划与社会经济政策看，白俄罗斯经济发展仍将以建设福
利国家为目标，以国家项目建设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现
代工业、绿色农业、数字经济、过境物流、旅游等行业发展带动国家整体现代
化水平的提高，并为解决就业和民生问题提供更大空间。政府力图通过新兴产
业发展，为国家经济登上新台阶创造技术和人力条件。同时，也对传统产业进
行了大规模现代化改造，努力保持较高水平的投资回报率。独立以来，白国有
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始终占经济总量的 70%左右，一些反对势力和西方国家提
出批评，认为白国家垄断经济，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卢卡申科指出，经过此
次调整后，国家经济结构已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兴行业，非国有经济份额
已接近 50%。从政策导向看，白政府有意降低国企占比，力图通过经济成分多
元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民生产业发展带动产业格局的科学化、合理化，
把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实现绿色发展结合起来，快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最
大程度地保证就业。眼下，这些政策措施还在制定和初步落实阶段，但无疑将
对国家管理、社会治理、民生改善、全民福利的提升有极大促进作用。这是白
俄罗斯探索适合自身条件的独立发展道路的新尝试。
2.以政党建设推动现代民主政治发展
发展民主政治，发挥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修订宪法，限制总 统
权力，是第六届全国人民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卢卡申科在报告中提出，“必须
使决策中心尽可能靠近民众”，以便有效实现政府和民众的双向反馈。这次大会
提议，要确保各个社会阶层参与国家重要政策方针的制定与执行，还确认白俄
罗斯全国人民大会是通过立法巩固其特殊法律地位的最高人民代表形式。白俄
日，白俄罗斯银行（Беларусбанк）内开设了 47405 个“家庭资本”相关存款账户，总存款金额达到 4.74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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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将继续完善《公务员法》，提高对公职人员的职责与能力要求，以消除腐
败和官僚主义。卢卡申科承认，目前总统权力过于集中，如果未来权力转移到
受外国势力扶持的人身上，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毁灭 性打击，因此，必须限 制总
统权力。当然，白仍将沿用总统制，而新一代总统必须由人民选出。与此相关
的宪法改革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大会确认， 成立宪法委员会，该委员会包
括国家机关、法律界、各经济部门和社会领域的代表。该委员会于 2021 年内拟
定有关修订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的提案，并将在年内进行公开讨论，于 2022 年
初全民公开投票。白俄罗斯还将重新分配国家机构的权力，包括中央与地方政
府和自治机构的权力分配，加强政党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支持民间社会解决
特定的社会经济问题，采纳创新举措，充分发挥青年创造力；制定爱国主义教
育计划，维护白俄罗斯人民传统精神和道德价值观等。
在政党制度上，白俄罗斯一直实行无政党的垂直管理。这次大会提出，要
加强政党建设，未来由议会和政党为不同群体的利益服务。白俄罗斯目前共有
15 个政党，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可分为左翼、右翼和中间政党。左翼政党包括白
俄罗斯共产党、白俄罗斯“公平世界”、白俄罗斯农业党、共和国劳动与正义党、
白俄罗斯爱国党，这些党 派主张维护个人劳动利益，支持集体所有制。白俄罗
斯中间政党统称为社会民主党派，包括白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格罗马达 ”、白俄
罗斯社会民主党、人民认同社会民主党和白俄罗斯绿党，这些党派支持温和社
会改革。白俄罗斯右翼政党即自由党派，包括自由民主党、公民联合党、白俄
罗斯人民阵线-保守基督党和白俄罗斯人民阵线党，这些是主要反对党，经常提
出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此外，白俄罗斯社会体育党和共和国党立场较为
模糊。目前，白俄罗斯各政党正式成员从 1.2-5 万人不等。各政党最重要的政治
活动是提名代表参加白俄罗斯国民议会代表院（下院）、地方议会代表院的选
举和总统选举，以及参与各级选举委员会和选举观察团的工作。2018 年，共有
来自 7 个政党的 458 名代表被选举为第 28 届全国地方议会代表，2019 年有来自
5 个政党 的 21 名代表被选入共和国第七届国民议会代表院。 xiv从数量上看，白
俄罗斯现行政党数量不少，但并未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在国家政治和社会治
理中 的参 与度 也 有限 。 比 较 而言 ， 公共联盟 和 工会影 响 较大。 据统 计， 截至
2020 年 1 月 1 日，白俄罗斯境内共注册了 2995 个社会团体和 25 家工会。其中，
白俄罗斯 工会联合会、共和国社会团体“白色罗斯 ”、白俄罗斯共和国青年联盟
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先锋组织影响最大。白俄罗斯工会联合会是唯一联合了全白
所有行业工会的国家工会中心，成员超过 400 万；“白色罗斯”拥有超过 19 万成
员，联合了 8 千多家基层组织；而白俄罗斯共和国青年联盟则有 40 万青年盟员，
先锋组织拥有超过 66 万的儿童和青少年成员。xv只是这些都不是政党，而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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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转移、群众政治动员和确保现有政 治制度合 法性方面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
用。眼下政府开始着手统计现有政党情况 ，未来不排除组建如“统一白俄罗斯
党”这样的政党，以参加竞选。而白俄罗斯社会民主联盟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反
对党。白各界普遍认为，未来 5-10 年内，国家将由无政党的垂直管理转为政党
治理模式，总统将由各政党代表选民选出。同时，鉴于目前扁平化国家管理权
力集于总统 一身，为避免发生“ 总统投敌”式的“颜色革命”危机，白政府将重
新分配中央与地方权力，地方政府或自治机构将获得更多自主权。
3.外交政策以保证国家独立为目标，坚持多元化
2020 年，白俄罗斯外交形势比较复杂。由于大选前后的动荡，白俄罗斯一
度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如卢卡申 科所说，白俄罗斯仍处于“欧洲中心 之争 ”的
“绝对高地”xvi， 全球大国都想 将白纳 入其影响 范围 。大选面临外部 势力干涉的
严重威胁，西方势力不断触及白俄罗斯“国本”，其破坏形式已不仅仅是“颜色革
命”，甚至堪称“闪电战”。卢卡申科总结外部势力的意图：经济上，要在白推行
大规模私有化，清除其弱势企业，再把造成的大批失业人员“另行安置”。限
制俄企在白从 事基础设施建设，对波、美、立陶宛企业则不加 限制。将国有农
用土地对外抛售；在政治和军事上，外部势力要求白与俄划清 界限，退出全部
由俄主导的区域组织，在俄白边界重设管制，关停“俄罗斯在白军事基地”，
由白方自行构建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禁用俄语出版书籍资料，禁播俄语新闻
和文化节目等；外交上则完全转向西方，推动白 加入欧盟，转投北约“怀抱”。
卢卡申科指出，这一切不符合白俄罗斯的根本利益。所谓“民主观念”和“全球主
义”，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为愚弄和控制他国专门炮制出来的，根本目的是使其自
身利益最大化，这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尤为明显。白俄罗斯经受住了内外考验，
各行业、各领域运作正常，但本国主权和稳定仍受到威胁和挑战。
卢卡申科宣告，即便形势严峻，白仍将继续奉行多边外交政策，并积极参
与地区与世界和平进程。未来白俄罗斯还将继续奉行多边外交，保持对外关系
（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平衡和多样性，不把他国列为敌对目标，坚持以和平方
式解决争端，力求保障国家安全、政治稳定、主权完整，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
定做出贡献。俄罗斯、欧盟、中国等仍是白俄罗斯未来重要合作伙伴。希望欧
亚经济联 盟提高国家间合作效率 ，扩大规模，并积 极与中国“一带 一路”倡议对
接。关于中白关系，卢卡申科强调，两国关系有其特 殊性 ，中国是白外交战略
中的“远弧 线国家” ，两国 虽相 距遥 远，但中国是白 负责任 的合作伙伴 ，是“远
①

亲”，更似“近邻”。2020 年底，白中战略合作关系被西方国家作为攻击借口，个
①

白俄罗斯外交政策中，“远弧线国家”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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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西方国家还警告卢卡申科要远离中国，不要帮助中国扩大其在欧洲中心的影
响力。卢卡申科认为，多年前，当白俄罗斯受到欧美国家大规模经济制裁时，
中 国对白 敞开市场 大门， 无 条件支持白经 济发展， 白任何时候都不能“ 恩将仇
报”。中白两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是正确的，两国指导方针基本吻合，这也是进
一步加强双边关系的基础。中国对白提供了切实援助，如援建住宅、重要基础
设施等。下一步，白还将推动中国大型企业和银行扩大在中白工业园的 业务和
投资总量，积极开拓中国市场。中方已开放白农产品、食品和工业品进口，数
百家白农企获得了中国市场准入资质，预计 2021 年白对中国出口额将增加 7 亿
美元，达到 10 亿美元水平。
围绕中白关系议题，中白工业园管委会主任亚历山大

亚罗申科在大会代

表发言时，肯定了中国在当今世界遥遥领先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活力。他认为，
白俄罗斯已与中国这一冉冉升起的“地球之星”建立起牢 固且开放的关系， 两国
是“铁哥们”。中国对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是白第 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俄
罗斯，双边年贸易额已达 50 亿美元。白对华出口商品结构在不断优化中，尤其
是农业领域成果丰硕。中白在金融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正在开展高水平合作。
与 2015 年比较， 目前中国 对白直接 投资已 翻倍 ，贷款 45 亿美 元建设大 型工程
项目，在白援建项目总投资额也超过了 5 亿美元。xvii 中白工业园在两国项目合
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节点平台之一，也是白全球定位的
重点标尺。鉴于中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亚罗申科提议修订白俄罗斯 2015 年第
5 号《关于发展与中国双边关系 》总统令 xviii，优化双边合作路 线图，大力推动
双边在服务贸易、投资、铁路、旅游、医疗、金融等领域的合作。
关于白与俄欧的关系， 卢卡申科强调，俄罗斯仍将是白未来主要经济合作
伙伴 与战略盟友 ，当然 ，发展与欧盟的关系也很关键 xix。当白 面临一系列外部
势力攻击时，俄方给白提供了重要援助，两国将基于互利互惠、相互尊重继续
合作，在俄白联盟条约、集安组织条约、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框架内继续开
展战略合作。未来， 白将逐步推进政治改革，俄白合作也将稳步深化，确保白
政权合理分配、交接平稳、国内局势稳定，并深化两国联盟。白与欧盟边界是
白所有边界中最长的，双方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不过，
由于反对派和“大选抗议”等问题，欧盟和美国指责白俄罗斯，还宣称制裁。
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因为反对派和抗议示威活动在波、德、法、比、荷等国
都有，美国抗议者还“攻陷”了国会大厦，那 些政府都 没有 受到 任何指责 。因
此，西方国家也无权对白内政发号施令。不过，白仍将欧盟视为重要贸易、经
济和投资伙伴，主张与美方正常对话并发展双边关系，与亚、非、拉美等“远弧
线”地区国家继续发展双边关系。白仍将努力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在国际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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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大会还讨论了国家安全问题。卢卡申科强调，白俄罗斯自己能够保障自身
食品、人口、科技及环境安全，军事力量也能保证国家领土安全。不过，白需
要加强国家信息安全建设，维护国家“信息主权 ”。白在边 界地区建立了网络 部
队和针对北约的网络中心，以应对北约邻国的现代信息战略与技术攻击。对于
国内舆论环境而言，由于当今即时通讯网络和搜索系统十分发达，若不进行管
理，外部势力可能 有机可乘，利用社交媒体 和大量未经证 实的信 息误导民众。
过去 5 年，白信息领域犯罪数量增加了 10 倍，卢卡申科号召民众提高信息辨别
力，维护“信息主权”，以应对新形势下的数字攻击。
从外交政策看，经历了 苏联解体后巨 大的社会震荡 ，在艰苦发展二十多年
后，白俄罗斯多元外交政策在保证国家独立、主 权与领土 安全、多向外经贸合
作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2020 年总统大选，给白与俄欧的关系带来极大考
验。拜登执政后，美对俄政策明显强硬，连带欧盟对俄政策也有很大改变。夹
在俄罗斯与美欧之间的白俄罗斯，面临国内政治改革、经济恢复等重大任务，
还受到外部干扰，可谓内外形势都不十分有利。在此情况下，保证国家安全、
主权独立与完整成为外交第一要务。在所有对外关系中，中白关系最为稳定，
是白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外交关系之一。

三、结论：实现国家现代化任重道远
如 前述 ， 白俄 罗斯第 六 届人民 大 会是在 新冠疫 情 、 经济 下 滑 、 “大选抗
议”、外国插手等多种情况交织的复杂局面下召开的，不仅要探讨后疫情时代
的经济恢复、民众福利水平提高等经济社会问题，也要解决政治体制、政党作
用、国民参政议政等国家民主政治问题。同时，还需要对东西方的外部关系进
行重新梳理，以保持多元外交关系，为本国发展提供最佳外交环境。如能够科
学、合理地解决这一系列严峻复杂的社会问题，白俄罗斯国家现代化建设无疑
将迈上一个新台阶。而若不能合理解决哪怕其中的几个问题，都可能对国家未
来发展带来严重消极后果。因此，对此次大会的反响、大会各项任务如何落实，
都可上升到国家政权现代化层次来认识。眼下，白政府在恢复经济、保证民生、
推动政党建设、完善国家民主政治、保持平衡外交等方面正积极努力地工作。
在推行国家工业现代化方面，中白工业园和白俄罗斯经济特区作用正在提
升。卢卡申科执政以来，十分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尤其重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
治理和改革开放方面的经验和成就。他表示，“中国已取得巨大进步，并在多
个领域 成为世界领袖 。我们需要 向中国学习 ”xx 。中白工业园是中国目前在海
外开发面积最大、合作层次最高的经贸合作区。2018 年，中白工业园被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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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头号区域经济特区，也是目前欧亚联盟框架内海关政策便利程度最高、
关税和税收优惠程度最大的经济特区。中白工业园将高端装备制造业、物流、
中医药、康养、环保、创新产业等作为优先发展领域xxi，截至 2020 年底，共有
11 国的 68 家企业入园，协议总投资额超过 12 亿美元。xxii其中，中资企业占比
超过 60%，涉及机械、电子、电信、商贸物流等多领域。为支持科研创新、促
进科创成果转化，中国援建的中白科技成果产业化创新中心于 2020 年底投入运
营。中白工业园开发公司还联合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招商局资本、白俄对
外经 济银 行等共同成立 了 2000 万美元的专项 “ 星火计划 ”xxiii ，用于孵化培育
科研项目。白方通过设立中白工业园这个“经济特区”，对社会经济管理进行
“超前探索”。白总统颁 布多项总统令，赋予入 园企业 一系列优惠政策 ，实行
“一站式”服务，高效管理。最新总统令批准在中白工业园设立公共保税区，
允许保税区产品在园区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间自由流动。免除入园企业进口关
税和增值税、不动产税、土地税等一系列税收，降低企业负担和劳动成本。白
俄罗斯将中白工业园视为本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试验区，其目标不仅是打
造“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加深与中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还希望
借鉴中国科技发展经验，确立白创新发展方向，并把园区建设成功经验分享给
欧亚经济联盟的其他自由经济区，使园区成为独联体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此外，白俄罗斯还有 6 个经济特区，分布在布列斯特、
戈梅利、明斯克、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格罗德诺六州，共 有 440 家企业，
来自全球 30 个国家，投资额约 70 亿美元，从业人员 13.5 万人，各经济特区享
有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和海关便利措施，部分特区已开始推广中白工业园成功
经验。xxiv
2020 年，由于疫情这只“黑天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 ，作为经济体量
小、资源缺乏、对俄能源依赖程度较高的白俄罗斯，经济发展受到疫情总体环
境限制。经历了疫情冲击，在保证疫情防控又不中断经济活动情况下，群体免
疫政策能够保证疫情好转、经济没有出现很大下滑，本身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成
就。在疫情没有完全结束、“大选抗议”后社会尚未完全稳定情况下，白政府
着手改革，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降低国有经济比重，提高社会福利，大力改
善民生。这些措施对于独立后始终坚持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白俄罗斯而言，无
异于一次疫情“黑天鹅”推动的强制性经济改革，方向值得肯定。不过，改革
措施落地还取决于国家经济政策和国内经济环境，也受外部总体经济环境影响，
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反对派宣称 2020 年总统选举结果不合法，不断要求
重新选举，社会舆论对“无政党垂直管理”也有不满，要求加强政党政治，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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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很大。苏联解体以来，多数独联体国家政党发展经历了非党化——政党多样
化——多党竞争的历程，白非党化阶段因管控严格而延长，眼下已开启多党竞
争过程。根据国家治理一般规律，白俄罗斯很快将进入政党多样化发展时期。
白政府承诺努力推动政党建设，目前已从修宪入手，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未来
总统竞选有可能以政党领袖身份进行。由此，因个人原因被取消参选资格的可
能性将大大降低，白总统选举至少在形式上将更加民主。当然，为避免多党倾
轧、无序竞争、党派清算，白政府目前还比较谨慎地推进该进程。从维护国家
稳定和社会安全角度看，眼下卢卡申科总统还是保证白政局稳定、社会发展的
重要领导者。他执政二十多年给白俄罗斯带来的变化已经证明，他的市场社会
主义理论与他领导下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践，对国家发展最有效。若因总统权力
受限，或重新选举，卢卡申科失去领导权，白俄罗斯能否保持政局稳定将很难
预测。
在外交上，尽管因 2020 年“大选抗议”，白俄罗斯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
其一向推行的多元化外交平衡政策也被反对派及其背后的外国势力打破，但白
俄罗斯保证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基本主张没有改变，至少在卢卡申科担任总统期
间不会改变。
总体看，白俄罗斯第六次人民大会是在内忧外患背景下召开的，在内外矛
盾交织、国家安全与稳定面对极大风险、国家发展道路面临新选择情况下，这
次大会肩负重任。大会通过的改革措施部分是原来计划中的，还有些是被动出
台的。客观地说，通过一次全国人民大会改革“跨越式”实现国家现代化显然
不可能也不现实。白俄罗斯国家在市场社会主义道路上还需要整合并调动社会
各方力量，要完全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法治化、社会民主化、外交多元化，
还有诸多工作要做。

New Exploration of Belarusian Stat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x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Belaru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te
Ge Yin

Li Yan

Abstract: The Sixth Belarusian People's Congress was held in February 2021, just six
months after the 6-th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Belarus. Therefore, the People's
Congress is regarded as a crucial platform for dialogu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all social sectors. As important as the first people's congress held after the founding of
Belarus, the Sixth Belarusian People's Congress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all
partie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six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Belarus is a
new exploration of Belarusian Stat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will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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