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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曼罗夫王朝建立之

后， 前三任沙皇统治时期，俄

罗斯实现了持续和稳定的发

展。 这让俄罗斯人的野心急剧

膨胀， 在 17 世纪俄罗斯基本

完成了对西伯利亚的扩张。

1689年，俄罗斯的边境推进到

了黑龙江北岸。 另外，沙皇阿

列克谢支持乌克兰的哥萨克

对抗波兰，基辅、斯摩棱斯克

等地也成了俄罗斯控制的区

域。

17 世纪，尼康牧首试图引

进纯粹式的希腊东正教仪式

和教规，导致了俄罗斯东正教

痛苦分裂。 对外扩张和宗教分

裂让俄罗斯没有太多的精力

兴建建筑，现在能看到的这一

时期的建筑也就是莫斯科圣

处女诞生教堂和波克洛伐教

堂等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建筑。

17 世纪末，最重要的事情

莫过于彼得大帝的亲政，到 18

世纪彼得大帝执政后，俄罗斯

首次定位俄罗斯帝国。 这位精

力旺盛、 野心勃勃的大帝，后

来开创了一个让欧洲战栗的

时代。

�������1689年，彼得大帝亲政后，

为欧洲工业文明作出贡献，用

铁腕在俄罗斯推行了现代化改

革，如在经济方面，彼得大帝鼓

励工商业的发展， 农奴制也最

终形成。 为了鼓励西方工艺和

技术的引进， 他把许多西方技

术人员带入国内， 还派遣许多

年轻人到东欧去学习。

在政治上，他建立了完整

的中央集权统治，并建立了一

支强大的海军， 用于对外扩

张，著名的海军部大楼就是海

军的总部。 彼得大帝夺得了里

海的出海口，并为了争夺波罗

的海同瑞典进行了北方战争。

后来他在从瑞典人手里夺得

的土地上建立了圣彼得堡，并

迁都于此。 为了对抗瑞典，他

还在圣彼得堡修建了彼得保

罗要塞。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

创者，这位大帝还在新首都修

建了一系列宫殿，如闻名遐迩

的夏宫、冬宫，为她的妻子修

建了叶卡捷琳娜宫，并修建了

彼得保罗大教堂。 他的陆军元

帅还修建了有着“小凡尔赛

宫”之称的库斯科沃庄园。 也

正是在彼得大帝时期，基日岛

建族群开始兴建。 这一切都象

征着一个崭新的、让欧洲开始

害怕的俄罗斯诞生了。

彼得大帝去世之后，他的

妻子成为了俄罗斯帝国第一

任女沙皇， 即之后的彼得二

世。 安娜女皇和伊丽莎白女皇

继承了彼得大帝的遗产，莫斯

科大学就是彼得大帝追求欧

洲科学的余音。 伊丽莎白统治

时期， 基本保持了政局的稳

定，斯莫尔尼修道院就建于这

一时期。 但是作为一个刚刚崛

起的大帝国，强烈需要一个有

力的统治者来赢得自己在世

界上的地位。

�������伊丽莎白的儿子彼得三世

即位后不得人心，1762 年叶卡

捷琳娜发动政变， 废黜了彼得

三世。 叶卡捷琳娜大帝适应了

俄罗斯对强势统治者“召唤”的

需要，她与彼得大帝有许多相

似之处，雄心勃勃，着眼于将

俄罗斯建成一个对外开放的

强国。 在位期间，她进行了一

系列的改革， 镇压了普加乔夫

起义。 但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

最重要的政绩还是在南方和西

方得到相当大的新疆土， 与土

耳其进行了两次“俄土战争”，

参与瓜分了波兰。 之后，叶卡捷

琳娜大帝成为叶卡捷琳娜宫真

正的主人， 并对它进行了彻底

的改建， 这一切显示了这位大

帝自我的骄傲之情， 她还修建

了著名的国家大剧院， 某种程

度上这也是她推动俄罗斯进一

步强盛的明证。 而元老院广场

（后来改名十二月党人广场），

更像是她对俄罗斯贡献的无声

展示。

1796 年， 叶卡捷琳娜去

世，她的儿子保罗一世在即位

后没几年就被谋杀了，这位短

命的沙皇在位时期兴建了后

来被称为“驯马场广场”的广

场。 之后，亚历山大一世即位，

他进行了几项改革，国家也非

常稳定，在他统治的前几年修

�������尼古拉一世即位后，俄罗斯的

发展进入了长达 30 年的停滞期，

即使波及整个欧洲的 1848年革命

也没能冲击到这片土地。 而他糟

糕的外交政策导致了克里米亚战

争的爆发，俄罗斯最终战败。

1855 年，亚历山大二世即位。

他进行了“伟大的 1861 年改革”，

尽管这次改革有着诸多的不足，

但还是最终使俄罗斯走上了资本

主义道路， 并且这次改革也让俄

罗斯的国力有所上升。 国家历史

博物馆和圣彼得堡滴血大教堂的

修建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这次改

革还是给俄罗斯带来了诸多益

处。

在亚历山大二世 1881 年被刺

杀之后， 即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对

革命者和自由主义者进行了残酷

镇压，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

的传播已不可阻挡。 1903 年，“布

尔什维克党” 的成立预示着社会

主义的太阳就要在俄罗斯升起。

��������在“布尔什维克党” 成立之

后， 就意味着俄罗斯革命形势的

巨变。 尼古拉三世性格懦弱，在他

即位后的 10年，日俄战争爆发，俄

罗斯惨败。 1905年，伴随着战争的

失败， 俄罗斯国内危机也迅速发

展。 1905年工人和平请愿被镇压，

全国抗议浪潮此起彼伏， 并陷入

了混乱，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这次

革命被列宁称作是“十月革命的

一次预演”。 之后，首相斯托雷平

实行了包括废除土地赎买等一系

列顺应民意的政策， 让政局稳定

下来，虽然后来他被暗杀，但俄罗

斯还是取得了比较稳定的发展。

1914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一战”末期，俄罗斯先后爆发

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而

“十月革命”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

历史发展进程。 经历了内战和新

经济政策之后， 社会主义在俄罗

斯建立起来。 1922年，以俄罗斯为

主体成立了“苏联”。 苏联建立了

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 并进

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一

跃成为世界第二强国， 第聂伯河

水电站和艺术气息十足的莫斯科

地铁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成

果，同时在艺术层面上，国家大剧

院被赋予了红色色彩。 20 世纪初

一批著名的文学大师相继离世，

苏联政府因此建立了诸如托尔斯

泰庄园博物馆此类的纪念性博物

馆， 来缅怀享誉整个 19世纪的俄

罗斯文学大师。

在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高度

集中的政治体制导致了一系列严

重的事件发生， 给自身带来了巨

大的伤害。 一大批优秀的军官被

清洗和军事失误导致了苏联在

“二战”初期的惨败，但是苏联人

民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抗争， 在经

历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后， 终于取

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二战”对

苏联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战后苏

联迅速恢复。 被统称为“莫斯科七

姐妹” 的建筑就是恢复时期的成

就， 苏联不可思议的恢复速度让

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

但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弊

端日益显露， 与美国的全球争霸

等诸多因素让这个超级大国越来

越力不从心。 尽管，赫鲁晓夫、勃

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先后进行

了改革， 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尽管苏联的成就是有目共

睹的，出现了像“奥斯坦金诺电视

塔”等著名建筑，但是整个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还是陷入了积

重难返的境地， 联邦国家也岌岌

可危。

�������20 世纪末期苏联政局急剧动

荡，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俄罗斯

重新成为独立的国家。 经历了叶

利钦的过渡后， 俄罗斯艰难地度

过了苏联解体后的“阵痛期”，走

向了现代。 1995年，为了纪念第二

次世界大战胜利 50周年， 俄罗斯

修建了著名的胜利广场。 这个锋

芒毕露的国度在怀念自己英勇过

去的时候， 也在世界宣告着新的

俄罗斯强势归来。 俄罗斯的现代

建设在新世纪也取得了巨大成

就， 像凯旋宫这座著名的公寓建

筑， 既显示了俄罗斯对过去辉煌

的追寻，又表明了其建设国家、重

返世界大国的决心。

俄罗斯的历史伴随着世界的

发展还在继续， 在这个世界走向

“同化”的过程中，俄罗斯仍然保

留了卓尔不群的气势。 这个国家

鲜明的“熊” 性让它始终引人注

目。 毫不掩饰的国家个性或更多

地体现在国家行为中， 而不是众

多新建的人文建筑之中， 但是人

文建筑仍是我们认识俄罗斯的一

个很好窗口。

彼得大帝的统治

叶卡琳娜大帝和拿破仑入侵

建了圣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和斯莫

尔尼宫， 不过随后他就不得不为

阻止拿破仑的入侵而寝食难安

了。

1812 年， 拿破仑率军大举进

攻俄罗斯， 俄罗斯人运用正确的

战术并借助天气的帮助， 艰难地

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军队，

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救世主

大教堂和莫斯科凯旋门以及圣彼

得堡的纳尔瓦凯旋门就是纪念这

场战争而建。

1825 年，亚历山大一世去世，

随后继位的尼古拉一世镇压了著

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之后，叶

卡捷琳娜大帝开创的进取精神和

改革风气消失殆尽， 俄罗斯的发

展进入了一个停滞的阶段， 等待

着新的变革的到来。

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父子的统治

红色俄罗斯

现代俄罗斯

彼得大帝

圣彼得堡彼的保罗大教堂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

奥斯坦金诺电视塔

十七世纪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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