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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协调、合作、稳定的正确轨道

推动中美关系回到

协调、合作、稳定的正确轨道 *

郑泽光

[1]

一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中美关系的历史经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是中

美相处的正确之道；美方应纠正一个时期来的负面言行，同中方一道推动两

国关系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面临建交以来少有的严峻复杂局面。

一个时期以来，美方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言行，

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内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偏见，不遗余力诬蔑

攻击中国，不择手段阻挠中美交往合作。其言行违背基本事实，误导美国民众，

对两国人民共同利益造成严重挑战。针对上述情况，中方多次公开阐明原则

立场，已经并将继续作出必要回应，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中美关系的历史经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是中

美相处的正确之道。有着 5000 多年文明、历经无数惊涛骇浪的中国，今天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定力和韧性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稳步实现自己的奋斗

目标。

面对中美关系复杂严峻局面，我们坚持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根本

利益出发，本着善意和诚意，努力推动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的中美关系。美方应停止挑战中方核心利益。美方任何强加给中方的霸

凌和不公都会遭到坚决反击，任何阻挠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都注定要失败。

  *　本文为 2020 年 7 月 15 日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在同美国工商界人士视频座谈会上的

致辞，部分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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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中美智库媒体论坛上发表讲话，清楚阐述了中方

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提出激活和开放所有对话渠道、梳理和商定交

往清单、聚焦和开展抗疫合作三点建议。美方应予认真考虑，纠正错误，停

止负面言行，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协调、合作、稳定的正确轨道上来。

二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和世界各国带来巨大冲击。美方应停

止把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停止对中国搞污名化，为两国抗疫合作营造

有利条件。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和世界各国带来巨大冲击。中国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取得了疫

情防控重大战略性成果。这凝聚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体现了中国领

导人的远见卓识和非凡领导力。中方在防控疫情过程中始终保持公开透明，

及时同国际社会分享信息，为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积极开

展抗疫国际合作。

在这里，我要感谢中国美国商会及其会员企业。在今年 2 月中国疫情防

控最艰难的时刻，中国美国商会和会员企业以各种方式向中方提供慷慨捐助，

充分体现了商会及会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疫情

在美国蔓延后，中国许多省市、企业和社会各界踊跃向美国友好州市、企业

和各界人士提供捐助。我们为美国在华采购大量医疗物资提供便利。

目前美国疫情仍在扩散升级。我们愿同美方开展抗疫合作，共同拯救更

多生命。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把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停止对中国搞污名化、

“甩锅”推责，把精力真正用到抑制美国疫情上来，并为两国抗疫合作营造

有利条件。

三

中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正步稳蹄疾继续推进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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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扩大开放；中方欢迎外国企业扩大对华投资与合作的承诺不会变。

当前中国正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我们在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同时，积极推进“六

稳”、“六保”, 并在财政、税收、金融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中

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工业、

服务业实现增长，消费、投资持续改善，主要经济指标比一季度明显好转。

国际资本市场和投资者普遍看好中国经济走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经

济前景也作出乐观预测。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因疫情而停滞，而是步稳蹄疾地继续推进。2018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中国将在扩大开放

方面采取的四项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

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两年多来，这些举措不断落地

并产生积极成效。

中国平均关税税率已降至 7.5%，超过所有发展中大国，接近发达国家水

平。今年 1 月我们再次下调包括日用消费品、重要药品、先进技术设备在内

850 余项商品关税。我们不断扩大金融业、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基础设

施等领域市场准入，连续四年大幅压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自由

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事项分别由 93 项和 122 项减至 33

项和 30 项。中国 2019 年 7 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有关

举措》，现在中国金融业已实现全面对外开放。我们正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并将在中西部地区增设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我们颁布了《外商

投资法实施条例》，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当今世界，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中国

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不会变，欢迎外国企业扩大对华投资与合作

的承诺不会变。我们将继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对各

类所有制企业、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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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美方应停止对中国企业的各种限制和打压，为两国企业开展互利合作营

造公平竞争环境。中方一如既往支持美工商界抓住机遇，扩大对华投资合作，

实现互利双赢。

中美经济处在不同发展水平，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国开展经贸合作是国

际产业分工决定的，也是两国企业和消费者的选择。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

互利双赢，这已经为大量的事实所证明。最近，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发表报

告再次指出了这一事实。该报告结论指出：美国消费者从中美贸易中得到了

巨大利益，中美贸易帮助而非伤害了美国制造商和工作，美国制造业工作机

会流失、美国工人失业与从中国进口关联度不大，中国遵守世贸规则并不比

美国差。

中方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承诺和行动是认真的，同时协议的执

行需要双方共同作出努力，美方应停止对中国企业的各种限制和歧视性做法，

为落实协议创造有利条件。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疯狂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

只会倒逼中国加快自主创新，促进中国高科技产业更快发展，使美国企业失

掉本来可以拥有的市场份额和合作机会。美国内那些鼓吹人为割裂与中国经

济联系的人，违背了基本常识和经济规律，损害的是两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根

本利益。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歇斯底里的反华鼓噪，停止损人害己的做法。

中国美国商会是一个有 100 多年历史的团体，商会会员企业多年来扎根

中国，亲眼目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性变化，亲身感受中美经贸合作

给双方带来的巨大利益。你们是中美关系的推动力量和桥梁纽带。我们继续

欢迎美国工商界来中国投资兴业，支持两国企业开展互利合作。希望美国工

商界抓住机遇，同中国企业加强合作、共同发展、实现双赢。

　　

【责任编辑：李  静】



5

中国的新国际秩序观与战后国际秩序

中国的新国际秩序观与战后国际秩序

     姚  遥

〔提   要〕 战后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规范与机制。受强权政治和垄断资本的侵蚀破坏，战后

国际秩序许多合理成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的新国际秩序观尊重战

后国际秩序的本原设计，旨在推动国际秩序回归《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原则。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与

创新。

〔关 键 词〕国际秩序观、战后国际秩序、自由世界秩序、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姚遥，外交学院“一流学科建设卓越骨干学者”、国家软

                                    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0）5 期 0005-14

近年来，面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和创新全球治理机制的不懈努

力，一些西方政客出于种种目的，对中国秉持的国际秩序观妄自揣度甚至恶

意曲解，声称“中国正在挑战现行国际秩序”。2015 年 11 月，美国时任国

防部长卡特提出，中国“正在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釜底抽薪”。[1]2018 年

10 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宣称，中国正在“试图按照自己的喜好改造现行国际

[1]　“Pentagon Chief Ash Carter Says Russia and China Are Potential Threats to Global Order,” 
CBS News, November 8, 2015, http://www.cbsnews.com/news/defense-secretary-ash-carter-russia-
endangering-world-order/.（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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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1] 2019 年 10 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进一步妄言，中国正在以强制

力量“威胁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2]

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始终强调做现行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表明“不

会去推翻当年自己亲手建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也无意另起炉灶、再搞

一套”。[3] 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场合反复强调要“维护战后国际秩序”。[4]2020

年 9 月 10 日，《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立场文件》发布，强调坚定支

持多边主义，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

化。[5]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深化，世界正处在动荡变革期，如何在

纷乱的国际舆论中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在政策和学理层面阐明中国倡导的

新国际秩序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战后国际秩序的本原设计

中国领导人及学者在谈论国际秩序时，时常会使用“战后国际秩序”与“现

行国际秩序”的表述，这二者之间有一定联系，但在不同语境下也有明显差别。

一方面，“战后国际秩序”是确定的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一般来说，

狭义的“战后国际秩序”重点强调的是国际政治安全秩序，是在世界反法西

[1]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October 4,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
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7 日）

[2]　Michael R. Pompeo, “The China Challenge,” October 30, 2019, https://sv.usembassy.gov/
secretary-pompeo-the-china-challenge/.（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7 日）

[3]　“王毅：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新华网，2015年 6月2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27/c_1115742829.htm。（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7日）

[4]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国政府网，2014 年 9 月 3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4-09/03/content_2744972.
htm；“习近平：中俄立法机构要共同维护好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新华网，2014 年 9

月 23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3/c_1112597812.htm。（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7 日）

[5]　 “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立场文件（全文）”，新华网，2020 年 9月 10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10/c_1126479553.htm。（上网时间：2020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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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战争胜利前后，战胜国携手创建的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有时亦被称为“战后和平秩序”。2015 年 1 月习近平

主席会见法国总理瓦尔斯时就强调“要携手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和平秩

序”。[1] 有学者将“战后和平秩序”的核心归纳为：大国合作；求同存异、

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尊重民族自决；建立联合国。[2] 而广义的“战后国际

秩序”，不仅包括政治安全秩序，同时也包括经济秩序，特别是建立在世界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机制基础上的经贸金融秩序。总体

而言，中国政策界所谈论的战后国际秩序，侧重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

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的政治安全秩序及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规范与国际机制。

另一方面，“现行国际秩序”受各方博弈影响而存在变化。对于二战结

束时设计的国际秩序，有学者认为其并未真正实现过，而现行的一些国际秩

序也并不全部产生于二战的终结，因此现在人们常常谈论维护战后秩序，是“把

概念上的和运作中的两种秩序混为一谈了”。[3]这种看法有其道理但稍显偏激。

二战结束时设计的国际秩序未能完全实现确是事实，但若说其完全未实现则

言过其实，对战败国的惩罚、联合国的建立应该说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现行国际秩序”的基础。也有学者认为，“战后国

际秩序”是指“二战后在美国、苏联和其他主要战胜国的主导下，为避免战争，

谋求世界持久和平、稳定和繁荣，各国通过协商谈判建立的，以联合国体系

为核心的，以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为行为准则的，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演进的国

际秩序”。[4]这种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理解基本属于广义范畴，但由于其“随

着时间推移不断演进”的界定，我们难以将其与“现行国际秩序”区别开来。

毋宁说，“现行国际秩序”是源于“战后国际秩序”并经过不同力量博弈而

[1]　“中法要携手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和平秩序”，人民网，2015 年 1 月 31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131/c70731-26483284.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月 7日）

[2]　刘晓莉：“维护战后和平秩序的核心”，《人民日报》2015 年 6月 30 日，第 22 版。

[3]　黄仁伟、黄丹琼：“现有的国际秩序到底来自何处”，《世界知识》2015年第 17期。

[4]　贾庆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年看战后国际秩序”，《群言》2015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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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在全球发挥实际作用的机制与规范，目前正处于转型之中。由于“现行

国际秩序”是各种力量博弈后的产物且面临多重冲击与挑战，所以各国对其

看法存在明显差异。有人认为它总体上依然是由美国主导、以自由主义为特

征的“自由国际秩序”[1]，有人则强调西方影响的式微并称之为“后西方秩序”。

而中国所认可的“现行国际秩序”，则是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银行等相关国际机制构成的多边主义国际框架。[2] 可见，受不同立场和

站位影响，各方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知与界定存在一定主观性。

战后国际秩序的本原设计旨在固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体

现了国际正义的原则和国际社会的愿望，国家武力扩张行为受到空前制约，

人类基本价值对国际规范的影响大幅增加，非西方国家的诉求得到更多的重

视。[3] 因而，战后国际秩序的合理性与进步性毋庸置疑。中国作为战后国际

秩序构建的重要参与者，以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为出发点，坚持不扩张原则，

以公平正义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支持建立强有力的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制

度核心，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实行大国合作和大国发挥特殊作用的原则；支

持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4] 可见，从原则立场到具体实践，中国所极力维护

的对象主要是相对狭义的“战后国际政治安全秩序”。

战后国际秩序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西方主导

的国际体系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其并非表面上所呈现的均势与平等，而是

首先将整个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作为殖民强权的主权国家，另一边是不被

[1]　“自由主义”是美国认知中战后国际秩序的应然特征。比之“自由国际秩序”，“自

由世界秩序”在美国官方话语中更为常见，以“世界”取代“国际”，某种意义上凸显了主权

国家以外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与“自由主义”标签背后的跨国资本

利益相互呼应。参见 “Pompeo Promises New Liberal World Order,” Ron Paul Forums, December 
5, 2018, http://www.ronpaulforums.com/showthread.php?529022-Pompeo-Promises-New-Liberal-
World-Order&p=6718270。（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7 日）

[2]　傅莹：“坚持合作安全、共同发展、政治包容，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

民日报》2017 年 5 月 16 日，第 8版。

[3]　贾庆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年看战后国际秩序”。

[4]　陈新生、吴鑫：“中国在构建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努力”，《学习时报》2015 年 10

月 19 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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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具有主权地位的殖民地、保护领、托管地、势力范围等弱势民族。[1] 经

过二战，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列强的实力显著下降，德日等法西斯战败国受

到严厉惩罚和约束。为了防止殖民地争夺引发战争，也为了回应世界人民的

进步愿望，由世界各国共同认可的《联合国宪章》贯穿着主权平等原则，“国

家不论大小、强弱，一律主权平等”成为最根本的国际秩序基石。与此前的

国际秩序相比，弱小国家不再被西方列强视作可以任意处置的“主权例外”，

其标志即是被赋予联合国会员国地位。作为对“主权平等”原则的补充，“集

体安全”“大国协商”等原则也成为战后国际秩序规范的重要内容。

联合国是战后国际秩序设计的最重要标志，其逻辑出发点是即便不存在

一个“世界政府”，只要能够把国际机制设计好，世界事务也和国内事务一

样是可以管理和协调的。[2] 保罗·肯尼迪认为，“联合国的建立者创建了一

个新的世界秩序”，其包容性与 1648 年之后、1815 年之后甚至 1919 年之后

都不同，“因为此时所有大国都参与了进来”。[3] 联合国体现了民族国家理

念和多边主义原则的“世界政府”理想，反映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

求和平、谋发展的强烈愿望，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无疑具有历史的进

步性。继国际联盟之后，联合国成为第二个全球性集体安全保障体系。实行

集体安全是为了威慑侵略行为，使任何有意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忌惮于其他

国家的集体反制。联合国是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解决

本地区问题时可在其授权之下发挥作用。

保持大国之间的协商一致，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另一重要规范。战后，反

法西斯同盟中的五大国被公认为作出了更突出的历史贡献、具有更强大的客

观实力，因而也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国际责任。联合国安理会实行五个常任理

事国“一票否决制”，其初衷是为了保证大国协商一致、避免矛盾冲突，因

[1]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25.
[2]　陈玉刚：“国际秩序与国际秩序观”，《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4 年第 1 期，第

1-11 页。

[3]　[ 美 ] 保罗 • 肯尼迪：《联合国：过去与未来》，卿劼译，海南出版社，2008 年，

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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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更多意味着责任，而非特殊的权利。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战后国际秩序依然主要基于西方为主的人类历史

经验，特别是战后经济秩序基本由美西方主导，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设

计过程中，该秩序也并非通过民主程序，而是由少数大国发挥主导作用，因

而不可避免存在某些负面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便会制约甚至损害战后国际秩

序有效发挥积极作用。

二、战后国际秩序遭到破坏

虽然战后国际秩序的本原设计反映了各国对主权平等、集体安全、大国

协调等重大原则的普遍认同，但在强权政治和垄断资本共同作用下，战后国

际秩序的许多原则在实践中被架空或遭到破坏，从而导致现行国际秩序出现

了诸多弊端。

（一）强权政治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

二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终结了列强主导的全球殖民体系，

然而，强权政治并未成为历史。一些新兴强权滥用实力与优势，变相复辟弱

肉强食的旧思维与旧规则，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形成了干扰、破坏。

第一，少数大国主导战后安排破坏了联合国的主权平等原则。二战期间，

有关战后安排的决定大多在美苏英三强之间或由其主导召开。三国时常无视

当事国的主权和意愿强行拟定国际条约、划分势力范围，与《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背道而驰。例如，划分战后欧洲和远东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协定》

主要在美苏之间展开。即便是名义上被列为“五强”之一的中国也时常被排

除在外，诚如中国政府谈判代表顾维钧所言，许多条约由二、三或四强起草

和签署，“我为其不民主的性质感到震惊”。[1]

第二，美苏冷战破坏了集体安全与大国协商等国际规范。1947 年冷战爆

发，美苏两极对抗取代国际合作。美苏借助组建区域性军事集团，形成了绕

[1]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中华书局，1987 年，第 6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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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联合国机制、有违集体安全原则的排他性军事同盟和单方面安保体系。[1]

美国背离《联合国宪章》的集体安全原则，缔结了一系列区域性同盟条约，

在世界战略要点大肆建立军事基地并直接驻军。[2] 苏联亦如法炮制，在除中

国和朝鲜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直接驻军。[3]

美苏冷战也使大国协商名存实亡。美国不顾苏联等国的反对，推行其单

独占领日本的政策，主导对日和约草拟与签署，苏联拒绝在《旧金山和约》

上签字，中国国共两党均未被邀请参加旧金山会议。联合国成立之初，会员

国数量较少，美国依恃其强大实力操控了投票机制。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研

究室主任凯南曾言，“我们的立场隐含着一种理论，那就是归根结底联合国

不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而只是 51个国家抵制苏联的工具而已”。[4] 由于美

国的阻挠，新中国曾长期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冷战期间，美苏各自利用权势对弱小国家实施控制和干涉，主权平等

原则依然受到践踏。美苏都想把亚非拉国家置于各自控制之下，“不断对

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5] 牛津大学教授文安立（Odd 

Westad）指出，冷战是以与殖民主义稍有差别的各种方式对殖民主义的延续，

“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反对形式上的殖民主义”，然而它们在第三世界的所作

所为却“与它们的直接前任——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工

程——极为相似”。[6]

第三，美国以建立“自由世界秩序”为幌子偷梁换柱、党同伐异。1991

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所谓“冷战胜利者”，这种简单化的胜负标签“使得

美苏几十年来对第三世界的灾难性干涉的后果被遮蔽、淡化了”。[7] 冷战结

[1]　周琦、张永义：“从美国霸权看联合国集体安全的悖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6 年第 4期，第 2页。

[2]　王玮：“美国联盟体系的制度分析”，《美国研究》2013 年第 4期，第 34-51 页。

[3]　李佑任、马建光：“俄罗斯海外军事基地变迁”，《解放军报》2015 年 3月 27 日，

第 5版。

[4]　[美 ]乔治 •凯南：《凯南日记》，曹明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 年，第 247 页。

[5]　《邓小平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346 页。

[6]　[挪威 ]文安立：《全球冷战》，牛可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年，第 409 页。

[7]　同上，第 4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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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美国强权陷入了单极霸权幻想，试图构建“美国治下的和平”，途径

即是建立“自由世界秩序”。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支柱有三：其

一，干预全球局势的超强军力和同盟体系；其二，操控世界经济运转的制度

设计和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其三，自我标榜的“普世”价值

体系和一系列配套观念。“美国所领导的‘世界秩序’是西方秩序的延伸，

虽然它与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有重叠，但也有明显不同：它在安全上

以军事同盟体系为支柱，将军事同盟体系成员的安全利益凌驾于非同盟国家

的安全利益之上；在政治上则谋求按照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模式改造非西方

成员。”[1]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联合国也是可用则用，不可用则弃置一边。

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对中国并不包容，中国在安全利益上受到美国

军事同盟体系的排斥，在价值观念上被视为“异类”。一些不认同甚至挑战“自

由世界秩序”的国家还被打上“流氓国家”的标签，美国伺机对其进行政权

更迭等武力改造。

（二）垄断资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侵蚀破坏

强权政治并非战后国际秩序的唯一挑战。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某种凌

驾于主权甚至强权之上的资本力量日益崛起，其无视主权独立与公平正义原

则，试图打破一切主权国家的边界和壁垒。在此过程中，垄断资本与美国强

权之间从相互依附到相生相克，共同对战后国际秩序进行侵蚀破坏。

第一，跨国资本嵌入国际机制，控制了一些关键性国际组织。跨国垄断

资本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力量，并没有政治实体存在，也没有直接的暴力

机器，其警察力量是美国及其领导下的军事同盟。跨国垄断资本对国际机制

施加影响，最显著的结果便是催生了形形色色充斥于主权国家之间的非国家

行为体。这些由垄断资本控制的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成为国际机制中不可忽视

的新角色：首先，一些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贸易组织等，负责出面协调主权国家的政府决策（当受到新兴市场国家的

有力反制后，资本力量即筹划另立新的国际机制）；其次，一些国际行业协会、

[1]　傅莹：“坚持合作安全、共同发展、政治包容，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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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和会计机构等，负责监督市场主体的执行效果；最后，一些起宣传和教

化作用的社会组织，如传统基金会等智库、芝加哥大学等高校、三边委员会

等非政府组织，构成了葛兰西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堡垒，是跨国垄断资本的

社会防线。[1] 甚至在某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管理已名存实亡，错综复杂的

非正规经济组织开始填补真空，它们在书本上不见记载，也不受政府控制”。[2]

跨国资本在治理世界时，还不断借助所谓“公民社会”向主权国家施加影响，

迫使其通过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法案和政策。

第二，跨国资本改造国际规范，试图冲破主权国家的保护壁垒。冷战结

束后，跨国资本逐渐取代民族资本，出现了列宁所说的“一个包罗一切企业

和一切国家的，唯一的世界托拉斯的方向”。[3] 与民族资本由内向外地对外

扩张不同，跨国资本由外向内地横冲直撞，挑战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传统国际

体系。不论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国际体系，还是美国妄图主导的单边国

际体系，都在跨国资本的冲击下面临主权危机，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规范—

—主权原则受到根本性威胁。一些跨国公司成为垄断资本的化身，为冲破主

权壁垒身先士卒。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揭示，跨国公司通过金融跨国网络从事

“无国界经济活动”，“超越了民族国家能力可及的范围”。[4] 通过生意往来，

跨国公司将分隔两地的领土联系起来，突破了各种政治规范与文化习俗的限

制，也威胁到了政府代表人民执行政策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致使主权国家逐

步丧失了对其领土的控制权。[5] 此外，跨国垄断资本还试图操控国际经济组

织以冲击主权国家。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揭示，一些国际组

织以贷款为诱饵，实质上通过四个步骤——“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价

[1]　李滨、陈光：“跨国垄断资本与世界政治的新变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

第 6期，第 120-144 页。

[2]　[美 ]理查德 •巴纳特、约翰 •卡瓦纳：《跨国企业与世界新秩序 ：经济全球化的

浪潮》，彭志华、陈秀君译，海南出版社，1999 年，第 7页。

[3]　《列宁全集》（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44-145 页。

[4]　袁明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83 页。

[5]　[ 美 ] 理查德 • 巴纳特、约翰 • 卡瓦纳：《跨国企业与世界新秩序 ：经济全球化的

浪潮》，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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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失去了经济主权。[1]

第三，跨国资本甚至凌驾于传统强权之上，促使国际秩序的变化方向更

趋复杂。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某种“管制的资本主义”（即凯

恩斯主义），一些政治经济学者将其概括为“镶嵌型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以表明市场进程和企业活动仍处于政治和社会的约束网络之

内。[2] 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政府的作用仍被着重强调，各国普遍采取“金

融抑制”政策，严格限制私营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业务，跨国流动资本受到严

格管控。[3] 然而，自 1973 年美国陷入滞胀危机，垄断资本开始在全球范围内

寻找新的增值渠道，日益直接凌驾于主权国家甚至强权国家之上，使得资本

和强权的地位发生了彻底反转。正如大卫·哈维所言，“金融势力和国家权

力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但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垮台显然意

味着民族国家向金融资本交权”。[4]

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操控权实际上逐渐从美国强权

转移至跨国资本之手。“新自由主义就是将一切金融化。”[5] 在跨国资本的

嵌入式治理下，强权国家也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政府精英被资本绑架，社

会大众被福利绑架，金融危机的爆发风险与日俱增。美国政治机制日益被资

本力量操控，并最终因去工业化、金融失控、国力下降、民利受损而陷入了“主

权危机”，并催生出了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的反弹和反制。知名学者罗伯特·基

欧汉指出，真正被忽视的问题是——“资本劫持了全球化，也劫持了‘自由

世界秩序’”。[6] 其结果是，所谓“自由世界秩序”，“既不自由，也不‘世

[1]　Gregory Palast, “Stiglitz vs. The Bloodsuckers: IMF’s Four Steps to Damnation,” The 
Observer, April 29, 2001.

[2]　[ 美 ] 大卫 • 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第

11-13 页。

[3]　[英]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顾薇、金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第 21-24 页。

[4]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Culture Chan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p.3.

[5]　[美 ]大卫 •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第 38 页。

[6]　Jeff D. Colgan and Robert O. Keohane, “The Liberal Order is Rigged: Fix it Now or Watch 
it Wither?,” Foreign Affairs, Vol.96, No.3, May/June, 2017, pp.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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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更非秩序”。[1] 美国政治学家伊恩·布雷默预判：“美国领导的以自

由主义为标签的国际秩序行将结束，且将一去不返。”[2]

由于70年多年来破坏性因素如影随形，联合国的各项机制不乏力匮之处，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也并未得到完全彰显，国际关系中种种不公不义

的现象时有发生。但不能因此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过时了，问题恰

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认真履行；也不能说经济全球化是错

误的，只能说跨国垄断资本从少数人立场出发为经济全球化设定的目标和路

径是错误的。

三、中国新国际秩序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合理内核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提出：“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

家才能的终极挑战。”[3]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

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近些年，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具备影响

和推动现行秩序规则变革的能力，开始关注全球均衡发展等问题，关注国际

社会对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的合理需求。一些国家因此把中国看作现行国际

秩序的挑战者，这完全是对中国意图和实践的误读或恶意抹黑。中国参与了

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和建造，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

国领导人一再强调要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并指出“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

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

更容不得推倒重来”。[4]

从本原设计看，战后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迄今仍无法超越。“我

[1]　[美]理查德•哈斯：“安息吧，‘自由世界秩序’”，澎湃新闻，2018年 3月 25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41537。（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2 日）

[2]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Order: Ian Bremmer Speech at 2019 GZERO Summit,” Eurasia 
Group, November 18, 2019, https://www.eurasiagroup.net/live-post/end-of-american-order-ian-bremmer-
2019-gzero-summit-speech.（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7 日）

[3]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486页。

[4]　“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人民网，2018 年 7 月 25 日，http://cpc.
people.com.cn/n1/2018/0726/c64094-30170246.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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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现在所处的国际体系是 70 多年前先辈们在二战的废墟上搭建起来的，凝聚

了各国的共同心血，也汇集了人类的集体智慧。它就像一座精心设计的大厦，

最核心的基石是多边主义，最重要的支柱就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众多国际机

构。70多年过去了，它出现了一些老化和破损，但是依然在为我们遮风挡雨，

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 中国要

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或改革现行国际秩序，目标是使《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

原则得到切实贯彻实施。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曾指出：“时至今日，《联

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没有过时，仍是解决各种国际问题的善策良方；

当今世界很多动荡和乱局，其根源都是因为没有落实甚至违背了这些宗旨和

原则。”[2] 因此，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纠偏，推

动完成《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未竟之功。“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另起

炉灶，而是修整完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改革创新，使其更加适应形势的

发展，更加符合各国的需要，更加跟上时代的步伐。”[3]

现行国际秩序“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受制于设计者们的局限”，因此“国

际秩序的再平衡并非一场意外，而是历史的必然”。[4] 国际秩序的再平衡主

要是改革其不合理或不适应时代形势发展的成分，而不是抛弃那些反映人类

进步诉求、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合理内核。“好的国际秩序应能包容所有成

员方的利益，目前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虽然在效率和执行力上都不完

美，但已是接近人类公平理想的国际框架。同时，这一国际秩序必须进行自

我完善，需要激发其改革的内生动力。中国并不想在现行国际秩序之外另搞

一套，而是希望看到一个共同的‘世界屋顶’，这个‘世界屋顶’足够宽广，

[1]　“王毅：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国际体系”，人民网，2017 年

3 月 8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308/c1002-29131720.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7 日）

[2]　“王毅：联合国也应不忘初心，坚定维护宪章宗旨和原则”，新华网，2016 年 11

月 28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11/28/c_1120008043.htm。（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0 日）

[3]　“王毅：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国际体系”。

[4]　阮宗泽：“国际秩序的再平衡并非一场意外”，环球网，2017 年 11 月 16 日，

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K5KCs?w=280。（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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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多样性，包容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国家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对

现行国际秩序的完善和发展，需要既有沿袭也有创新、既有建构也有解构。”[1]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如何使国际秩序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和多数国家利益，

实现以联合国为核心、以主权平等和多边主义为基石的重构？中国给出的方

案即是“两个构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国际关系是“世界秩序重构的中国方案”，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基本路径。新型国际关系与传统国际关系不同，其包含三个关键词，一是

相互尊重。强调的是要摈弃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

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

尊重各国根据各自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国家内政。二

是公平正义。强调的是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

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要尊重彼此关切、照顾彼此利益，捍

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制定平衡反映

各方利益和关切的国际规则，确保各国发展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三是合作共赢。强调的是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

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世界各国无论大小，都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

理关切，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

合点，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

发展，让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新型国际关系是对过去 400 年

以资本主义强权政治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关系和以意识形态阵营对峙和冷战思

维等为重要特征的两极体系国际关系格局的超越，充分体现并发展了战后国

际秩序的合理精神内核，体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

家对崭新的国际秩序的期待。[2]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目标和归宿，其核心内涵是建设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政治上，要

[1]　傅莹：“坚持合作安全、共同发展、政治包容，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郭树勇：“新型国际关系：世界秩序重构的中国方案”，《红旗文稿》2018 年 3月。



18

《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5 期

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

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安全上，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

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

经济上，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

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

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

文明优越。在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

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上述原则不但囊括了战后国际秩序所关切的政治安全与

经济发展议题，而且还照顾到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生态环境挑战

等新问题，为人类社会走向大同世界指明了前进方向。

四、结语

中国的新国际秩序观强调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维护，这既是对战后国际秩

序本原设计的尊重，也是对战后国际秩序本原精神的回归。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世界

进入动荡变革期。[1] 面对大变局，世界期盼因应国际形势发展、回应各国人

民呼声的新秩序。中国新国际秩序观顺应时代发展变化以及人类普遍关心的

议题，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在推进新国际秩序观进程中，中国

一方面要不忘初心，继承和弘扬二战精神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另

一方面要反对强权政治和垄断资本，切实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完稿日期：2020-9-13】

【责任编辑：姜胤安】

[1]　“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立场文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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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疫外交”：成效与启示 *

     周鑫宇

〔提   要〕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通过多边、双边和公共外交等

形式，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在国际舆论中的不利局面，增强了国际社会

对中国的了解和信心，巩固和发展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的抗疫外

交体现出了一些引人关注的创新和经验。在疫情后时代的大变局中，中

国需要继续创新外交举措，重视东亚地区在疫情中呈现出来的合作潜力，

用地区合作推动全球化迈上新台阶；积极推动建立更强有力的全球卫生

治理体制，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进一步强化总体外交协调能力，

提升国际话语权。

〔关 键 词〕抗疫外交、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外交、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周鑫宇，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0）5 期 0019-16

[1]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一度成为国际舆情关注的中心。中国外交不

仅担负着为国内抗疫争取支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任务，而且

还要同各种将中国抗疫污名化、政治化的图谋作斗争。因此，中国抗疫外交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冷战后全球主流媒体意识形态演变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舆论对策研究”（18ZDA320）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外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任冬旭为本文所作的贡献。文中疏漏由作者本人负责。



20

《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5 期

内涵 [1] 丰富，处境复杂，其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值得对其予以关注。

一、中国“抗疫外交”的主要举措

中国作为最早暴发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之一，[2] 受到冲击最早、

面临的国际政治压力最大。中国抗疫斗争的首要目标是结束国内的疫情传播，

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经贸人员往来，克服疫情带来的连锁政治经

济影响。这一时期外交工作最紧迫的目标则是在诸多不利的外部条件下回应

舆论压力，维护国家形象、开展国际合作、巩固外交关系，有效稳定和改善

国际环境，为国内抗疫和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局面。随着 2020 年 4

月中国国内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抗疫外交也实现了阶段性的

主要目标。这期间中国的外交工作庞杂细致，包括很多内容，以下仅从多边

外交、双边外交、公共外交三个角度选择作者认为最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的

问题加以分析：

[1]　在相关研究领域，国内外比较成熟的概念包括西方学者提出的“灾难外交”和中国

学者谈论较多的“卫生外交”“救援外交”等。“灾难外交”指在重大公共安全危机发生以

后，受灾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和衍生的外部政治经济威胁，需要及时开展多方面

的外交行动，以维护国家形象、稳固政治关系、改善经济环境等。参见 Ilan Kelman, Disaster 
Diplomacy: How Disasters Affect Peace and Conflict, Abingdon: Routledge, 2012。“卫生外交”“救

援外交”等概念主要被国内学者用来分析一个国家通过参与国际灾难救援、公共卫生合作而

推动外交关系发展的行为。参见赵磊：“公共卫生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学

习时报》2020 年第 5 期；张清敏：“外交转型与全球卫生外交”，《国际政治研究》2015 年

第 2 期；周庆安：“救援外交需畅通国际渠道”，《环球时报》2008 年 6 月 16 日。中国的抗

疫外交包含了以上两个方面：自 2020 年 1 月开始抗疫斗争，到 2020 年 4 月武汉解除封城、

中国国内大流行得到控制，这一阶段所开展的外交主要符合西方所说的“灾难外交”概念。

2020 年 4 月以后，随着中国疫情的基本结束、世界各国疫情的大范围暴发，中国外交转入比

较典型的“卫生外交”“救援外交”。两个阶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都值得分析研究。由

于学术界以往对中国卫生救援外交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再加上到本文完稿之时全球疫情尚

未结束，许多重要的变化才刚刚开始发生，因而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抗疫外交”的第一阶段，

兼顾第二阶段的相关发展。

[2]　到本文截稿时间为止，新冠肺炎疾病的最初暴发地（特指集中大规模疾病感染的出

现）还没有定论。从各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泰国在 1 月上旬向世界卫生组织正式

报告了新冠肺炎疾病的确诊病例；到 1 月中下旬，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主要东

亚国家和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都有疫情报告。相比之下，中国等东亚国家

最早受到大规模疫情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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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多边协调

在重大风险关头，中国外交最重要和有力的举措之一是同世界卫生组织

开展及时沟通和密切合作。武汉疫情暴发之初，西方多国对中国采取了撤侨、

断航等措施，西方媒体和部分政客大肆炒作中国疫情中的一些问题，发动对

中国的政治攻击。中国一时间在国际上处于被动状态。外媒的炒作搅动国内

舆论，加剧了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应激反应和信任缺失。如何传递真实信息、

获取国际信任、帮助稳定国内民心，是抗疫外交面临的头号任务。而世界卫

生组织作为中立、客观、专业的第三方权威机构，是实现这一外交目标最重

要的合作对象。从时间线来看，中国在发现疫情的第一时间就向世卫组织通

报了相关信息。1 月 29 日，在中国国内疫情进入高峰的至暗时刻，世卫组织

总干事谭德赛访问中国。此后，国际专家组又对武汉和其他重要中国城市的

疫情进行了深入考察。中国开放透明的姿态赢得了世卫组织的肯定，后者在

国际舆论中及时发出客观、权威的声音。[1]2 月 29 日世卫组织发布的《中国

- 世卫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对新冠肺炎病毒

的来源及暴发作了科学的说明，认可了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2] 世卫组织认

可和支持中国的抗疫工作，中国也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除了及时和

持续地向世卫组织通报信息、配合参与世卫组织的相关研究和调查项目，中

国还增加了对该组织的资金支持。中国和世卫组织之间建立起的合作和信任

关系成为了国家“灾难外交”案例中的典范。 

此外，中国还充分利用各种多边外交场合推动国际社会合作抗疫。在 2

月中旬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外交部

副部长秦刚、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等都与会介绍中国抗击疫情的工作、回应

西方的疑问和抹黑，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3 月 26 日，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

[1]　Donald G. McNeil Jr, “Inside China’s All-Out War on the Coronaviru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04/health/coronavirus-china-aylward.
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7 日）

[2]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port of the WHO-China Joint Mission on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February 29, 2020,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
who-china-joint-mission-on-covid-19-final-report.pdf.（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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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四点倡议，把多边抗疫外交继续推向高潮。[1] 此

外，中国通过“10+1”“10+3”等地区合作机制，团结周边国家共同开展抗

疫合作。2 月 20 日，在中国 - 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上，中方建

议推动中国与东盟卫生、检疫、交通、出入境等部门密切协调，探讨建立中

国 -东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中国 -东盟防疫物资储备中心。4月 14日，

东盟 10+3 机制举办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会议发表了联合声

明，提出了 18 项目标共识，制定了“疫情区域联防联控”和“经济区域一体

化”为双轨推动方案。[2]

（二）开展双边沟通与合作

在双边外交中，最引人瞩目的首先是“首脑电话外交”。1 月 20 日之后

的三个月左右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同多个国家的元首通电话超过

50 次，[3] 介绍中国抗击疫情的情况。其中，与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沙

特等国家还进行了不只一次的通话。这种特殊形式的首脑间“电话外交”，

就其密度和内容来说创下了中国外交史上的一项记录。首脑外交推动了最高

层面的战略沟通，也为外交部门和各驻外使馆的具体工作打下了基础。

此外，医疗卫生援助合作也是中国抗疫双边外交的重要方面。疫情暴发

之后，多个国家对中国开展了援助，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对华援助使用了带有

东方文化特色的表达。[4] 中国随后也“礼尚往来”，营造出带有文化韵味的

[1]　“Extraordinary G20 Leaders’ Summit Statement on COVID-19,” March 27, 2020, https://
g20.org/en/media/Documents/G20_Extraordinary%20G20%20Leaders%E2%80%99%20Summit_
Statement_EN%20(3).pdf.（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8 日）

[2]　黄钰钦：“‘关键时刻’10+3开启特别会议 中方三点倡议助区域合作‘双轨驱动’”，

中国新闻网，2020 年 4 月 15 日，www.chinanews.com/gn/2020/04-15/9157766.shtml。（上网时

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3]　“‘50+1’通电话，都和这件大事有关”，新华网，2020 年 5 月 16 日，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5/16/c_1125994633.htm。（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24日）

[4]　日本驻华大使馆：“来自日本各界的支援物资抵达武汉市，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当地市民雪中送炭”，2020 年 2 月 17 日，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00_000455.
html；中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中国 10 省市将积极调剂口
罩，确保首批向韩国 500 万只的出口”，2020 年 3 月 9 日，http://kr.chineseembassy.org/chn/
sgxx/t1753657.htm；中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和在伊某中资向伊
朗捐赠 5000 人份核酸检测试剂盒”，2020 年 2 月 26 日，http://ir.chineseembassy.org/chn/sgzc/
t1749681.htm；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马学军研究员赴伊朗援助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2020 年 3月 2日，http://www.chinacdc.cn/yw_9324/202003/t20200302_213979.html。（上
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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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氛围，增强了民间亲近感。值得关注的是，3 月初中国就开始了成规模

的对外援助。彼时国际疫情正处在暴发初期，中国国内疫情所带来的物资人

员压力刚刚有所缓解。可以说，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在“第一时间”进行的。

从受援到回援，这种国家之间的彼此援助不但展现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真诚意愿，也反映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各国落地生根。以欧洲为

例，意大利是欧洲疫情出现最早、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 3月 12 日

开始多次向意大利派出支援团队，是第一批主动支援意大利的国家——当时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疫区，这时开展的对外援助可以说是“患难与共”。

中国的援助获得了意大利官方和民间的感谢。 [1] 此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

莱恩分别以英文、法文、德文三种语言录制视频讲话，感谢中国为欧盟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支持。捷克总统泽曼在电视讲话上感谢中国，因为中国是

唯一一个为捷克提供医疗物资援助的国家。塞尔维亚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中

国医疗支援团队到来。乌克兰卫生部副部长代表乌克兰政府为中国送来第三

批紧急抗疫物资表达感激。[2] 在政府间外交的推动下，城市和地方层面上的

双边医疗卫生合作案例更是数不胜数。

（三）创新开展对外宣介和公共外交

西方“灾难外交”理论非常强调国际舆论的作用。武汉疫情暴发之后，

中国面对的不仅是一般的国际形象和信任危机，还包括特殊的、带有政治目

的的“舆论战”。反击西方的刻意抹黑、增进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抗疫的准

[1]　Jacopo Barigazzi, “Italy’s Foreign Minister Hails Chinese Coronavirus Aid,” Politico, 
March 13, 2020,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italys-foreign-minister-hails-chinese-caronavirus-
aid/；“意大利官员：感谢中方的慷慨帮助”，《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 年 3 月 12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0927276354451938&wfr=spider&for=pc。（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4 日）

[2]　“Von der Leyen Says EU Grateful for China’s Support,” XinHua News, March 19, 2020,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03/19/c_138895724.htm; “China Sends More Medical Aid 
after Czech President Appeals for Help in Its Fight against COVID-19,” CGTN, March 20, 2020,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3-20/Czech-president-thanks-China-for-support-in-fighting-
COVID-19-pandemic-P0qSr9QOL6/index.html; “Serbian President Kisses Chinese Flag as Support 
Team Arrives,” CGTN, March 22, 2020,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3-22/Serbian-president-
kisses-Chinese-flag-as-support-team-arrives--P3FlpiEMBa/index.html；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中

国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抗疫物资”，2020 年 4 月 2 日，http://www.cidca.gov.cn/2020-04/02/
c_1210541635.htm。（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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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识是中国公共外交责无旁贷的任务。

中国抗疫公共外交最具有突破性的动作是“推特外交”。2 月 14 日，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发出了第一条推特。此后，华春莹的推特账号在疫情

期间持续发文，其推特账号甚至用日语表达对日本疫情的关心。中国外交部

另一位发言人赵立坚也使用推特发声，引发较大关注。部分驻外使馆也开始

运用新媒体。例如，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张霄在“脸书”上发表言论，用

更加适应社交媒体环境的个人语言风格而不是外交官的公务语言，反驳西方

的抹黑。[1] 还有不少使馆利用自己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宣传疫情期间的国际援

助和民间友好行为，其中不乏感人的故事和细节。中国外交官和驻外使馆利

用社交媒体平台、以带有个人语言风格的方式、针对重大焦点问题发声，证

明中国在抗疫外交期间开始把国际社交媒体放入公共外交“工具箱”。

疫情期间，中国驻外使节纷纷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介绍中国疫情的实

际情况，回应国外社会普遍存在的疑问，抓住西方舆论报道中出现的种族主义、

事实不清等问题，予以反驳和回击。[2]

除接受媒体采访以外，中国驻外使馆的公共外交还包括同各国意见领袖

的沟通。例如，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疫情期间除了多次登上媒体，还走访英

国的主要智库，交流中国的立场。[3] 相较而言，西方智库比媒体更重视宏观

[1]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张霄大使脸书：别再甩锅找替罪羊，是时候给

国际社会一个交代”，2020 年 3 月 14 日，http://kz.chineseembassy.org/chn/sgxx/sgdt/t1755938.
htm。（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7 日）

[2]　中国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馆：“王晰宁公使就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召开

中澳媒体记者会”，2002 年 2月 5日，http://au.china-embassy.org/chn/sghdxwfb/t1740433.htm；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mbassador Liu Xiaoming Gives Exclusive Interview on CGTN’s Global Business,” March 
28, 2020, 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eng/dshdjjh/t1763001.htm；中国驻意大利共和国大

使馆：“李军华大使就新冠肺炎疫情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直播专访”，2020 年 2 月 21 日，

https://www.fmprc.gov.cn/ce/ceit/chn/sbdt/t1747705.htm；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吴

恳大使接受德国《青年世界报》专访实录（下）”，2020 年 3 月 5日，http://de.china-embassy.
org/chn/dszl/dsjscf/t1752525.htm；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驻法国使馆发言人对法国媒体

针对使馆质疑的回应”，2020年4月1日，http://fr.china-embassy.org/chn/ttxw/t1764464.htm。（上

网时间：2020 年 4 月 4 日）

[3]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Keynote Speech by H.E. Ambassador Liu Xiaoming at the Chatham House: Pull 
in the Same Direction and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March 2, 2020, 
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eng/dshdjjh/t1751448.htm.（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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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政策影响。刘晓明在英国智库的讲话主要涉及战略学者关心的国际秩

序问题等，相比媒体采访注意调整了侧重点。中国外交官与国外智库的接触，

更有利于对方精英层客观全面认识中国抗疫，进而影响当地舆论。

中国外交官员主动接触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社交媒体开设账号、直面

舆论挑战、更加直率地表达观点、有意识地运用差异化的身份和具有个性色

彩的语言，这在中国公共外交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抗疫外交所

激发出的重大改变。

二、抗疫外交的效果与经验

中国的抗疫外交不仅助力国内疫情防控阻击战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重大战

略成果，而且在维护中国国际形象、巩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对于世界各国的灾难外交具有启发意义。

一方面，抗疫外交的举措有效改善了国际舆论，世界各国对中国抗疫的

了解和信心增强。疫情暴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展开舆

论攻击，这些攻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首先是政治妖魔化。例如

攻击中国政府掩盖疫情，隐瞒真实数据；[1]指责中国政府封锁言论、封锁城市，

限制个人自由，并牵扯到涉疆、涉港等问题，宣称中国政府力量不受限制，

是世界性威胁。[2] 也有一些研究断言中国将发生持续的政治危机。[3] 其次是

[1]　Nick Wadhams and Jennifer Jacobs, “China Concealed Extent of Virus Outbreak, 
U.S. Intelligence Says,” Bloomberg News, April 1,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
articles/2020-04-01/china-concealed-extent-of-virus-outbreak-u-s-intelligence-says.（ 上 网 时 间：

2020 年 4 月 2 日）

[2]　Sheena Chestnut Greitens, Myunghee Lee and Emir Yazici, “Understanding China’s 
‘Preventive Repression’ in Xinjiang,” The Brookings, March 4,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
blog/order-from-chaos/2020/03/04/understanding-chinas-preventive-repression-in-xinjiang/; Motoko 
Rich, “Why Asia’s New Wave of Virus Cases Should Worry the World,”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31/world/asia/coronavirus-china-hong-kong-singapore-
south-korea.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 日）

[3]　Kevin Rudd, “The Coronavirus and Xi Jinping’s Worldview,” Belfer Centre of Harvard 
Kennedy School, February 8, 2020,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coronavirus-and-xi-
jinpings-worldview.（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5 日）



26

《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5 期

经济妖魔化。西方媒体和智库夸大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打击世

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1] 宣扬中美经济“脱钩论”，如宣称“冠状病毒

的最大影响在于，西方国家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美国和西方仍可以蓬勃

发展”等。这些言论与中美贸易战挂钩，呼吁美国降低和中国的相互依赖。[2]

最后是文化妖魔化。西方部分主流媒体和大量自媒体也把攻击的矛头瞄准中

国文化、中国人，比如利用食用野生动物、政治文化等问题渲染“新东亚病

夫论”，[3] 煽动对中国人的排斥、歧视、隔离。[4] 西方的政客、媒体、自媒

体编织了一个话语大网，中国的国家形象面临严重恶化的风险。

抗疫外交对此予以回应，引导国际社会正确理解中国疫情，支持中国的

抗疫斗争，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建立信心。随着中国公共外交活动的展开，

也伴随着西方国家国内疫情和政情的变化，西方主流媒体涉华舆论开始多元

化，理性看待中国的声音增加。为了评估这一变化，我们对《纽约时报》和《华

尔街日报》两份国际主流媒体 2020 年 1 月 10 日至 3月 10 日涉及中国疫情的

文章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在中国疫情暴发的初期，美国两家主流媒

体的对华负面报道占据绝对优势；在 2 月到 3 月之间，美国两家媒体对华的

[1]　“China’s Economy Faces Virus Aftershocks from Lost Jobs to Debt,” Bloomberg 
News, March 26,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3-25/five-charts-show-
the-economic-risks-that-china-is-now-facing; Daniel Russel, “The Coronavirus will not be Fatal 
for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ut It Will Strike a Heavy Blow,” March 17, 2020, https://
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coronavirus-will-not-be-fatal-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it-will-
strike-heavy; Philip Citowicki, “Domestic Vulnerabilities Lie behind China’s Aggressive Expansion,” 
Australia Lowy Institute, February 14, 2020, http://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domestic-
vulnerabilities-lie-behind-china-s-aggressive-expansion.（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 日）

[2]　Richard N. Haass, “Why the Coronavirus Should Change the Way We Think about China,” 
American Committee of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11, 2020, https://www.cfr.org/article/why-
coronavirus-should-change-way-we-think-about-china Bernard Moreland; “Coronavirus’ Greatest 
Impact Reveals U.S. and West Can Thrive with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February 15, 2020,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20/feb/15/coronavirus-
greatest-impact-reveals-us-and-west-ca/.（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5 日）              

[3]　Walter Russell Mead,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3,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is-the-real-sick-man-of-asia-11580773677.（上

网时间：2020 年 3 月 5 日）

[4]　Yi-Zheng Lian, “Why did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Start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2/20/opinion/sunday/coronavirus-china-cause.
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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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报道明显下降，中立的报道占据了主流，正面报道也有上升。[1] 在上述

观察期内，中国的疫情还没有得到全面控制，而美国的疫情也尚未全面暴发。

这期间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态度出现转变，可以基本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

证明中国公开透明的信息传递和全方位的沟通外交努力产生了效果。

进入 4 月以后，西方主流媒体把主要矛头转向国内，集中向特朗普政府

应对疫情不力开炮。虽然美国朝野在对华态度上至今仍然不够理性和客观，

但是要像在 1 月和 2 月那样一味抹黑中国、甩锅中国已经没有市场了。短短

几个月间，美国就失去了自以为是、指指点点的心态，转而用焦虑和恐惧的

眼光看待中国的恢复和发展。根据我们对西方智库的研究，4 月以后欧美主

流智库也开始批评西方正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而相比之下，中国正从

疫情中恢复过来，同时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国家，这表明中国正在逐步获取全

球疫情防控的话语权。[2]中国从一个“失败国家”形象几个月内迅速转化为“成

功国家”的形象，这在灾难外交的历史中也堪称经典。这种国际认知的变化，

首先是中国国内抗疫成功本身带来的，但跟中国通过多边、双边和公共外交

手段开展的沟通也有关系。

另一方面，抗疫外交的举措有效稳定和发展了伙伴关系网络，有助于争

取最大层面的支持。疫情中的国家关系打破了“西方”与“非西方”、“美

国盟友”与“传统友好国家”的界限，也给中国外交关系网络提出了新的要求。

武汉疫情暴发以后，各国对华态度分化明显。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攻击态

度使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一度趋于恶化。但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并非铁板一

[1]　文章评判标准如下：“正面”表示文章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各领域活动展现信

心；“中立”则在文中未涉及对中国的政治倾向，只对中国的国内外行动作了客观描述；“负

面”则在文中有针对中国的批评和污蔑。 

[2]　Kurt M.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The Coronavirus Could Reshape Global Order: China 
is Maneuvering fo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s the United States Falters,” Foreign Affairs, March 18,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3-18/coronavirus-could-reshape-global-
order; Daniel F. Runde, “Competition or Coordination: Coronaviru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SIS, 
March 27, 20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ompetition-or-coordination-coronavirus-developing-
world; Chad P. Bown, “COVID-19: China’s Exports of Medical Supplies Provide a Ray of Hope,” 
PIIE, March 26, 2020,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covid-19-
chinas-exports-medical-supplies-provide-ray-hope.（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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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欧洲的舆论虽然出现了一些和美国相似的声音，[1] 但总体来说相对克制，

在政策层面对中国也相对中性。而在东亚国家中，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虽

然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却对中国保持相对友好的姿态。再加上巴基斯坦、

俄罗斯等传统友好国家的支持，中国和周边国家在疫情期间出现了守望相助、

彼此支援的亲近氛围。 

中国的抗疫外交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政府的积极回应，中国同欧

洲、非洲、中亚等地区的合作都有加强，中国同东亚邻国的抗疫合作尤为引

人瞩目。东亚是最早受到疫情冲击的地区之一。到 5 月为止，东亚国家染病

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病死率都普遍低于其它国家。这证明疾病的传播得到

了更有效的控制。这样的表现跟东亚地区国家的国内政治理念、管理政策、

文化传统都有一定关系，也跟东亚地区在疫情冲击下表现出来的国际团结分

不开。这种团结在多个层面上表现出来。首先是政治信任。疫情出现之后，

东亚国家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指责。与国际疫情发展中出现的争吵和杂音比

起来，东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合作是主流。其次是政策协调。东亚国家在第

一时间就针对防止疫情输入问题开展协调，并迅速通过多边机制将政策协调

覆盖到多个功能领域。这些合作为东亚地区织起了一道相对统一的防护网，

虽然疫情虽然最早冲击东亚，但其传播却在地区内部得到了最好的控制。最

后是国家和国民间的相互援助。东亚的区域内援助是及时的、双向的、立体的、

全方位的，国家政府、城市、民间社会共同参与其中。以上所列举的东亚地

区在疫情中表现出来的良好国际秩序，跟中国的外交努力有关系。

在国内疫情集中暴发的最艰难时期，中国的抗疫外交能够取得上述成效，

[1]　Yu Jie, “Centralization is Hobbli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Chatham 
House, February 6, 2020,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centralization-hobbling-
china-s-response-coronavirus; Elliot Wilson, “Coronavirus Returns to Bite China Again,” Euromoney, 
March 20, 2020, https://www.euromoney.com/article/b1kv4pxb6yhjts/coronavirus-returns-to-bite-
china-again; Emma Graham-Harrison and Lily Kuo, “China’s Coronavirus Lockdown Strategy: 
Brutal but Effective,” The Guardian, March 19,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
mar/19/chinas-coronavirus-lockdown-strategy-brutal-but-effective; Jeremy Culley, “China Records 
Just One Domestic Coronavirus Case after Enforcing Ruthless Lockdown,” Daily Mirror, March 18, 
2020, https://www.mirror.co.uk/news/world-news/china-records-just-one-domestic-21711082.（上网

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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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卓越的政治领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外交传统积淀和优秀的外交

团队等因素分不开。中国抗疫外交不应被视为特殊个例，它代表着一个大国

在重大国际公共危机中的外交反应模式。通过和近年来类似的“灾难外交”

案例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中国抗疫外交取得成效的普遍经验。

我们可以和最近的两场国际公共卫生危机进行对比。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等州暴发并蔓延，造成了国际性的恐慌。

世卫组织对该病毒进行研究后，宣布该病毒的杀伤力远不如过去引发全球灾

难的流感病毒。然而，此轮流感在 2010 年春夏之交才最终被遏制住，疫情导

致 6080 万人感染、27.4 万人住院、3万到 9万人死亡，[1] 但总体来说没有对

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外交环境带来太大的冲击。这是美国强大的外交话语权和

软实力作用的结果。

而对于软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来说，挑战就要大得多。巴西于 2015 年

上半年出现寨卡病毒疫情。由于里约奥运会将在该年内举行，疫情的暴发一

度动摇了国际社会的信心。为了消灭传染源，巴西开启从上到下的“灭蚊总

动员”行动。此外，巴西政府建立疫情上报机制，向感染者免费发放驱蚊药物。

由于巴西政府后续措施有效，世卫组织解除了巴西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安全事件”定性。里约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最终扭转了不利于巴西的国际

舆论。

从中国、美国和巴西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国际公共安全危机出现时，

最大的国际挑战来自于危机得到有效控制之前的“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

之内，积极有效的外交活动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经验包括：

一方面，与权威的国际组织建立良好沟通，取得其支持。世卫组织在几

个案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传统上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更弱。但在危机之中，如果采取开放透明的

姿态，主动向国际组织提供信息，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得国际组织的理解和支持。

[1]　“2009 H1N1 Pandemic,”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June 11, 2019, 
https://www.cdc.gov/flu/pandemic-resources/2009-h1n1-pandemic.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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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以中国、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也在不断提升在国际议程中的话语

权，和国际组织建立更深入的合作，支持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一次危机的

暴发，也是这类合作的新起点。

另一方面，及时开展真诚的战略沟通。相关国家应该在第一时间将真相

告诉国际社会，有针对性地回应谣言和猜测。中国和美国在两次危机事件中

的反应很快，而巴西相对迟缓的沟通则遭到了诟病，也使自己一度陷入形象

危机之中。对外沟通的信息要真实，不必进行“无所不能”的夸张宣传，也

不必刻意掩盖主要问题，方能取信于国际社会。

真诚的沟通还包括实际的合作。中国在抗疫外交中迅速开展对外援助，

取得显著效果。无论是经验和信息的分享，还是物资和人员的支持，及时的

对外援助让中国抗疫经验看得见、摸得着、用的上，能够给外国民众产生“获

得感”。相对于简单宣传“优势”“经验”，甚至发出“扬我贬他”的声音，

这种具有普适性、可操作性和“低政治”色彩的沟通和合作，对提升中国形

象有更好的效果。美国在流感疫情中一度呈现出的傲慢姿态就遭到了国际社

会的批评。而一些西方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也陷入了危机，其“疫情外交”

却失去章法，单边主义、自我优先的外交姿态削弱了软实力，对外沟通流于

言论、缓于行动，进一步加剧了其外交局面的被动。

三、面向抗疫外交新阶段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结束，其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冲击才刚刚开始。中

国外交还要继续面对疫情所引发和凸显出来的各种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有可

能成为国际关系历史进程中的突变点。必须对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国际政治矛

盾 [1] 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才能有效把握“疫情后时代”[2] 的国际环境特征。

[1]　限于篇幅和本文所主要讨论的外交类主题，以下主要分析狭义的国际政治问题，不

涉及经济等其他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之间相互联系。

[2]　“疫情后时代”（The Time after Pandemic）和“后疫情时代”（Post Pandemic 

Time）有所不同。前者是指疫情暴发之后的时代特征，包括了疫情流行期间。而后者从语言

习惯上一般泛指疫情结束后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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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抗疫外交中的经验应该凝结为面向中长期的政策发展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国际政治的固有矛盾。在疫情冲击下，世界各国因

其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政治需求做出反应，就像在原有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投入

一份催化剂，放大了国际环境的正面和负面因素。疫情凸显了中国外交所面

临的深层次挑战，包括：

一是对中国的政治偏见主导了西方政策思维。疫情再次充分地展露了西

方国家对中国抱残守缺的思维模式。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脱胎于冷战。

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大约有四十年历史处于非彼即此、非资即社的意识形态斗

争中。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至今影响着西方大国及其部分民众，使其在看待

中国问题上呈现出“泛政治化”和“情绪化”的非理性特征。无论是把中国

疫情的暴发归结为中国的政治邪恶，还是把本国疫情的暴发归结为中国的罪

责、要向中国索偿，这样的言论在常识中都是荒谬的，但在西方社会中却大

有市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越来越成为西方国家心理上的一个参照物：

中国的“专制”映照出西方的“民主”；中国的“崛起”映照出西方的“衰落”。

各方面的政客都在利用中国“讲故事”，作为政治话术的一部分。中国由此

深深卷入西方国内政治的语境中，被参照、扭曲和抹黑。疫情为这类政治“故

事”提供了近在眼前的、活生生的“论据”。这是中国国际环境需要面对的

长期问题，也是疫情“舆论战”的主要背景。未来，疫情的持续冲击会让西

方思想界继续炒作所谓“制度竞争”的问题，辩论“法西斯主义崛起”和“民

主制度的韧性”等题目。[1] 这种思维和话语陷阱不打破，中国越成功、反而

越容易被贴标签，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就越被动。

二是大国政治竞争加剧。疫情暴发于一个较为特殊的历史关口，即美国

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抗疫斗争和抗疫外交的成功加剧了美

国的不自信和不安全感，结合其国内政治，刺激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

频频玩火。这证明稳定中美关系处在多重的矛盾和两难中。在疫情带来的长

[1]　Francis Fukuyama, “The Pandemic and Politic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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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冲击中，美国心态会更加患得患失，中美关系还将面临较长时期的波动局面。

由于美国的超强地位，中国与欧洲、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大国的关系都会

受到美国的影响。怎样在美国所推动的大国竞争中，实现务实有效的大国合作，

是中国在疫情后时代面临的重大挑战。在未来的抗疫外交中，中国既要承受

疫情本身带来的风险，还要应对美国开展大国竞争的挑战，既要把世界对中

国的预期稳定下来，又要把中美关系稳定下来。

三是国际制度的严重缺陷。新冠肺炎疫情也再次暴露出国际多边机制存

在的问题。二战以后建立的国际制度以国家自发合作、协调谈判为基础，旨

在实现三种功能：提供公共产品、降低交易成本和稳定政治预期。冷战结束

以后，美国突出的地位导致“霸权稳定论”的逻辑甚嚣尘上，相信国际秩序

需要仰仗美国来维持，这导致了国际合作机制的内在缺陷。重大公共安全危

机出现以后，国际制度的软弱暴露无遗。[1] 世卫组织更多发挥的是建议性而

非约束性作用。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更多的是国家间双边的互援互助，而非

全球层面上多边的、有组织的公共物品供给。在降低交易成本上，一些国家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但不愿意公布与疫情相关的信息，甚至故意传递错误

信息、混淆视听。在中国和早期出现疫情的国家已经及时提供科学信息的情

况下，一些国家仍然不相信、不重视，延误了早期防疫的时间窗口。在这样

的条件下，各国也很难通过国际机制建立对彼此行为的稳定预期。尤其是特

朗普政府的执政风格及美国国内大选期间的激烈党争，让外界对美国的行动

方向没有把握。各个国家缺乏沟通、协调、信任，除了东亚等少部分地区以外，

全球治理合作机制在疫情的大考下整体是失败的。世卫组织不但无法充分发

挥作用，还遭到质疑和打击，美国甚至以世卫组织偏袒中国为由停止了对世

卫组织的拨款，将大国竞争的逻辑纳入全球治理机制中，更加动摇了国际制

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伊兰·凯尔曼在《灾难外交》一书中认为，“灾情出现后，相关的因素

势必会影响一国的外交工作，但是长期来看，灾情相关因素会逐渐消减，一

[1]　孙吉胜：“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变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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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外交行动会逐渐恢复正常，所以一国的外交行动必须综合考虑灾情期间

的特殊背景与灾情结束后的普遍背景。”[1] 长期来看，抗疫外交不只是为了

应对疫情，也不只是为了反击西方的攻击、在短期内减少国家利益的损失，

还要化危为机，在疫情所带来的大变局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

际秩序和国际环境向更理想的方向转变。在大国合作和全球治理处于低潮的

背景下，中国外交可从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用东亚地区合作带动全球合作。突如其来的疫情就像一场海啸，

冲击着每一个国家。可是在东亚的这一段堤坝上，国家没有被冲散，反而愈

发团结，合作的范围越来越大，合作的水平越来越高。很多西方学者认为，

新冠疫情将加速世界权力的中心向亚洲转移。[2] 东亚国家在疫情中的表现确

实给风雨飘摇的国际政治带来了希望。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人类要应对健

康安全危机、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和政治挑战。要克服这些挑战，国际合作

必须跨上新的台阶。而矛盾总是在局部中突破，东亚地区有可能把全球化引

向新的高度、开启新的阶段。现有的东盟 -中日韩、中国 -东盟、中日韩三国、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地区机制需要整合和提升，东亚区域合作

的制度设计必须要能够应对困扰当前这个时代的政治挑战，比如民粹主义、

国家利己主义，还有权力政治和大国竞争，这意味着必须为贫富分化、国际

经济和贸易不平衡、移民和文化冲突等时代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凝聚不同国

家、族群、阶层对于新阶段全球化的最广泛共识。为此，东亚合作可能需要

借鉴欧盟早期的发展道路，在各个领域广泛探索“功能主义”的务实合作路径，

发展在农业、金融贸易、旅游业、文化产业、健康产业、科技、能源、环境

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全方位的功能性合作机制，发挥灵活和务实的政治技巧，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第二，积极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强化。一方面是克服政治化

的问题。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确立本意是为了提高各国应对卫生危机的能力

和水平，却逐渐成为少数大国谋求政治目标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克服治理的

[1]　Ilan Kelman, Disaster Diplomacy:How Disasters Affect Peace and Conflict, p.128.
[2]　Francis Fukuyama, “The Pandemic and Politic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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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和集团化势头。世卫组织一直以来严重依赖成员国的自愿捐款，而绝

大多数捐款都被捐助国及其伙伴指定了具体用途。这种自愿捐款机制削弱了

世卫组织本来具有的权威，反倒促使各成员国根据具体的议题和利益进行分

化和抱团，世卫组织的协调性和行动力也被大大削弱。未来中国应进一步以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观念为引领，广泛构建国际共识，最大程度联合其他

国家和各方面力量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改革。

第三，继续创新开展公共外交，打破西方主导的思维定势。成熟的公共

外交不只是宣传，还需要在外交实践中建立“话语意识”，用新思维来引领

共同的外交实践。西方国家广泛运用网络直播等新形式抓住国际话语权。从

罗马教皇直播宗教礼拜，到美国艺人 Lady Gaga 与世卫组织联合发起线上音

乐会，类似的活动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在国际社会传播了正面形象、无形之中

提升了影响力和好感度，同时也在试图为全球合作营造舆论氛围。像“网上

直播”这样的新媒体形式在中国的发展很快，在技术和实践上甚至超过多数

发达国家。疫情发生后，中国在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中还曾尝试过成功

的直播活动，但是把这些技术优势和实践经验运用到公共外交方面还不多。

这也需要观念的突破和思维的创新。国际社交媒体是抗疫外交的重要赛场。

西方国家已经普遍把舆论主战场向社交媒体转移。特朗普甚至被认为用“推

特治国”。西方政府和官员的社交媒体账户语言简单直接，任何人都能读懂。

中国公共外交必须进一步适应这样的环境。要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形成力量，

中国的公共外交就不能仅靠政府和官员唱独角戏。从国外来看，疫情中的社

会慈善组织、医疗机构、科研实验室、宗教团体、医生教师等都是重要的自

媒体。这些民间主体应该取代政府主体成为国际社交媒体活动的主角。在民

间主体“给力”的情况下，政府的国际社交媒体账号可以“退居二线”，有

选择地转发社会主体的传播品，协助扩大舆论影响，实现进退有余、相互配合。

【完稿日期：2020-9-1】

【责任编辑：肖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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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日关系总体保持改善发展势头，两国当以管控分歧、拓展合作

为共同努力方向。研究新时代中日关系，应就不同侧面进行针对性与系统性

*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日

本外交‘国际协调主义’研究”（项目编号：20XHN03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问题研究》

编辑部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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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执政党在涉及大政方针的战略决策中均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从制度化建设新时代中日关系的视角总结中日执政党间的协

调行动与对话机制的发展规律，分析其成功的经验与面临的问题，有利于研

判中日关系发展趋势并更好地服务于两国发展良好关系的大局。

一、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的启动与特质

在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实践中，两国执政党均比较重视发挥政党外交的积

极作用。作为负责政党对外交流的专门机关，中国共产党下设对外联络部，

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下设国际局。“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于2004年正式启动，

旨在通过党际交流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该机制框架下，双方高级

别代表携党内重要成员定期互访，交换意见，增信释疑，酝酿共识。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成功搭建之后，从 2006 年至今，交替在中国和日

本举行了八次会议，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至第四次交流机制会议的

时间为 2006 年至 2009 年，从小泉纯一郎内阁末期到自民党政权下野前夕；

第五次至第八次交流机制会议的时间为 2015 年至 2018 年，因两国关系逐渐

解冻而重启，并随着中日间关系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其内容。除民主党执政的

2009 年至 2012 年 [1] 以及中日关系陷入低谷和僵局的 2013 年至 2014 年，两

国执政党间均有定期交流。

第一次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于 2006 年 2月在北京举行，双方在“坦

诚直率”的气氛中讨论了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2] 第二次会议

于 2006 年 10 月举行，主要内容为落实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互惠关系，

促进双方合作。[3] 第三次会议于 2007 年 11 月举行，主要内容为推进多层次

[1]　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民主党另有定期交流机制。参见李广民、欧斌：“从与日本民主

党的交流看中共政党外交”，《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2期，第 101-106 页。

[2]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06年 2月23日，

第 4版。

[3]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在东京举行”，中新社，2006年 10月 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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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构建信赖关系，推进较大范围多层次对话，日方代表团还获得了时任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接见。[1] 第四次会议于 2009 年 2月举行，会议主题为双

方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2] 第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举行，下设三个分会议，主题为“加强政策沟通、扩大互利合作”。[3]

第六次会议于 2017 年 8 月举行，主要内容为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

合作、深化政策沟通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方代表团还与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会面。[4] 第七次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举行，双方围绕政治、经济和人文交

流专题进行了探讨，习近平主席会见了日方代表团。[5] 第八次会议于 2018 年

10月举行，会议主题与上次会议相同。[6] 在第七、八次会议期间，通过了《中

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共同倡议》。此外，中日双方原计划在 2019 年 11 月

举行第九次执政党交流机制，但因故取消。[7]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经历了十余年时间的历史积累，在推进两国关

系中发挥出难以替代的作用，形成了一些较稳定的内容，即交流机制会议的

特质。第一，制度化程度高，延续性强。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建立于日本小

泉政权末期，自此这一机制成为了双方之间联络的重要桥梁。从第一次会议

至今，日本经历了八任首相，执政党两次更迭，中日关系也经历了震荡起伏，

但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于此期间得以大致保持，体现了这一机制的制度化和

延续性。第二，参与层级高，代表性强。从第一次会议以来，中方领队为中

[1]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新华社，2007年 11月 23日电。

[2]　周兆军：“中共更成熟自信融入国际社会 形象开明开放”，中新社，2009 年 7 月 2

日电。

[3]　傅巍然、李博、雷光程：“政治引领把握关系大局，交流合作共谋双赢前景——中

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五次会议侧记”，《当代世界》2016 年第 1期，第 29-32 页。

[4]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六次会议在日举行”，《人民日报》2017 年 8 月 10 日，

第 3版。

[5]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在福建举行”，《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8日，

第 3版。

[6]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八次会议在日举行”，新华网，2018 年 10 月 12 日，http://
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0/12/c_129970298.htm。（上网时间：2019 年 10 月 18 日）

[7]　『朝日新聞』「二階氏、訪中取りやめ」、2019 年 10 月 29 日、https://www.asahi.
com/articles/DA3S14235479.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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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或具有相当职位经验官员，日方领队则为自民党和公

明党的干事长或政调会长，均为党内高层，且双方代表团团长还能与对方国

家首脑会谈，足以起到沟通两国高层的作用，更体现出交流机制的级别之高。

除领队外，双方每次交流还有大量党员、议员随行，在各自负责的领域亦可

充分交换意见，体现出广泛代表性。第三，交流富有诚意，内容务实。就历

次会议的内容看，都能直击当时两国间关系中的最主要问题，达成一定共识，

并给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从 2006 年至今，围绕中日关系的一系列重大议题，

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争端、“毒饺子”事件、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在交流机制会议上均

有充分讨论，体现出这一系列会议的务实风格。第四，在会议上双方都对两

国关系有着正确认识，会议内容和会议本身可以准确反映当时中日关系的发

展状况。在历次会议中，两方首先都会对当时中日关系做出基本判断，作为

前段时间两国关系的延续和双方会谈的起点，同时也代表了双方对当时双边

关系的态度，而这些判断往往与双方外事部门或高层对两国关系的判断相一

致。此外，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本身的内容和举办时间也会受到两国关系的

影响：若关系紧张，则会议内容侧重于交换意见、凝聚共识；如关系缓和，

则侧重于推进各领域合作。

二、发挥的作用与面临的挑战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因其制度化程度强、参与人员层级高、探讨内容实、

可准确反映中日关系真实状况等自身特质，在中日关系发展进程中发挥着独

特作用，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政党属于社会团体的一种，是国家内部代表一定人群和一定政治观点的

组织。不同于政府，政党虽然参与政治，但并不当然地拥有代表主权国家的

地位。因此，和两国其他人民团体间的交流一样，政党间交流会带有民间性，

故而在两国间关系僵化、政府间不便交流之时，两党之间的来往空间仍然存

在。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诞生于两国关系低潮期的小泉纯一郎时代，期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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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两国间高层交往陷入停滞，“政冷”已成为学界共识 [1]。中日执政党交流

机制在此时启动，就是想借助政党外交的灵活性，为两国间僵化的关系提供

转圜空间。此后中日之间的摩擦，无论是所谓的“毒饺子”事件，还是东海

争议问题的处理，在该交流机制中都得到了坦率且有效的讨论，双方得以获

知对方看法，减少了战略误判。在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争端等问题爆发后，

这一机制都能帮助两国关系“往来不绝”甚至“起死回生”，在恢复和发展

中日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不仅有上述“存异”功能，也有“求同”之效。在

该交流机制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是长期稳定的执政党，而日本自民党截止

到小泉时期，自创党以来也仅有八个月丢掉过执政党地位，因此两党对两国

的政策制定都起着决定性作用。以第八次交流机制会议的双方代表团团长为

例，中方代表团团长宋涛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二阶俊博曾任运输大臣、经济产业大臣。中日执政

党交流机制虽然表面上看是两个政党之间的交流，但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不亚

于政府间来往。因此，在两党之间达成的共识，很快就可转变为两国间的合

作项目。如在受历史认识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比较险恶的 2006 年 2 月举办的

第一次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中，双方除了阐述自己立场，交换意见之外，

也就两国共同研究历史、发掘客观真相达成了共识，可以说是这一机制达成

的第一个成果。[2] 在最近一次交流机制会议上，双方成功举办了中日“一带

一路”合作国际示范区宣介会，为会议成果落实提供了新的例证。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具有的灵活性，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即

相对于中日政府部门的直接对话，其更不易受到两国之间关系的影响，可以

在诸多对话框架之前先行启动，作为两国关系转暖的“助推器”。而两党之

间达成的共识，又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转换为两国政府间的一致意见，并取得

实质性成果。从第一次交流机制会议开始，参会的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政要

[1]　刘江永：“中日关系‘政冷经温’的症结与出路”，《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 4期，

第 28 页。

[2]　「日中戦争の検証『多国間で』提言」、『朝日新聞』2006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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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这一机制有高度的评价。在历次会议上，日方代表在发言开头都承认其

为推动两国间关系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第四次执政党交流机制会

议上，日方代表评价称其已经成为中日关系平稳发展的“稳定器”、落实两

国领导人共识的“助推器”、处理双方摩擦的“减震器”[1]，由此可见，日

本政界上下对该机制的评价总体也是正面的。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灵活性强，是补充两国间高级别交流的有利平台，

但不可否认的是，该机制尚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容易受到日方政坛变动和中

日关系整体情况的影响。虽然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系因两国间关系紧张而生，

并在期间起到了缓和两国间关系的作用，但它对外界因素变化并非完全免疫。

在双方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日本国内政治情况发生变化之时，这一机制将

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阻碍其发挥应有作用。虽然自民党长期在日本

执政，并形成了一套“党政不分”的制定政策的“潜规则”，“党意”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转化为国家政策 [2]，但其领导地位并非由法律或者制

度保证，自民党一旦在众议院选举中失去多数，就会从执政党沦为在野党，

首相之位也将由其他政党的党首出任。由于在野党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力

有限，因此自民党“在野”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日本自民党间的交流即失去

了大部分意义，不得不停摆。日本政坛变动的难以预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缺乏稳定性。比如，2009年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败，

史无前例地丢失了国会第一大党的位置，执政党地位和首相宝座拱手让于获

胜的民主党，而后者因为和中国共产党另有渠道而放弃了中日执政党交流机

制。在 2012 年底自民党重新取得大选胜利、取得执政党地位后，这一机制的

重启才成为可能。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面临的另一风险，在于两国关系整体的变化。虽然

[1]　周兆军：“中共更成熟自信融入国际社会 形象开明开放”，中新社，2009 年 7 月 2

日电。

[2]　ジョン・C・キャンベル『自民党政権の予算編成』（真淵勝訳）、勁草書房、2014年；

奥健太郎『自民党政治の源流：事前審査制の史的検証』、吉田書店、2015、117-248 頁；薮

野祐三『現代日本政治講義――自民党政権を中心として』、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19、78-

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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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机制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有推动作用，但其发挥功效亦须两国关系的一定

基础作为依托。当中日关系温度下降至无法维持政党间交流的程度之时，这

一机制就会随之熔断，难以发挥作用。比如，安倍在二次执政后启动了筹划

已久的国家外交与安全战略转型，以追求“正常国家化”乃至“军事、政治

大国化”的“安倍路线”代替了日本二战后一直奉行的“重经济轻军备”的“吉

田路线”，推行“价值观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联合美国和其他美国

盟友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和打压。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当局对缓和中日关系

自然兴趣寥寥，甚至反而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在安倍二次执政初期，

中日关系跌至前所罕见的冰点。正如河野洋平所言，2012 年底自民党战胜民

主党重新掌权，标志日本开始转变以和平主义为基石的政策，选择了与中国

对抗的道路。[1] 因此，两国间绝大部分交流渠道悉数停摆，中日执政党交流

机制亦并未因为自民党重新成为执政党而恢复，而是被继续冰封。直到 2015

年底，中日两国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又经过一系列磋商，中日关系出现从谷

底回升的迹象之后，这一机制才随之解冻。随着两国关系从实现转圜并重回

正轨，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也基本实现了定期召开会议。

由于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其虽能为两国间关系转暖

和强化提供有力支持，但并非是改善中日关系的治本之策。究其原因，一方

面是参与机制双方代表层级较高，需要双方工作层的相互交流与共识作为出

发点；另一方面，此机制本身未触及中日关系矛盾的深层次根源，只是为解

决矛盾提供了平台。从这两方面来看，虽然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较双方首脑

和高级官员互访更能体现出基层性和初始性，但依然是推动中日关系走向合

作协调的一个中间变量。两国在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战略互信，并在重大问题

上的分歧达成初步共识之后，这一机制才可以随之启动，作为双方保持交流、

交换意见、达成进一步共识和合作意向的平台，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而

改善了的两国关系又反过来成为交流机制得以顺畅运行的保证。由此可见，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的重要性体现于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沟通渠道，

[1]　河野洋平『日本外交の直言——回想と提言』、岩波書店、2015 年、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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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并非解决问题本身的手段。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对改善中日关系的影响是

间接性和中间性的，它是两国联系的桥梁和改善关系的催化剂，但是否对该

机制加以利用，则受到两国对外战略、区域环境等更深层次因素的影响。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的间接性还体现在其与中日其他政府部门间联络机

制的差距上。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的非官方性提供了其他交流机制所难以比

拟的灵活性，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其未完全代表政府，参会者的身份与实际

外交决策者多少有所不同，所以其转化为两国实际合作需要另外步骤，可能

造成交流机制达成的效果较该机制会议所形成共识在时间上延迟或实际上有

所折扣。另外，其他交流机制可以在政府范围内实现交流内容的综合与意见

互通，而执政党交流机制难以与政府主导的其他机制实现完全协调。

最后，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的不足之处还在于其未与日本政党间形成广

泛联合。日本虽然长期由自民党执政，但依旧是多党制议会国家，主要在野

党如国民民主党、立宪民主党 [1]、日本共产党亦发挥着一定作用。中国共产

党与自民党外的诸党派虽然普遍保持着良好关系，并有常态化和成体系的交

流，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各行其是、难以协调的缺陷。

三、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的发展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时指出，政党在

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不同

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2]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作

为两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取长补短，继续

为改善中日关系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新时代下的中日关系应继承近期的良

好势头继续发展，夯实合作基础，扩展对话领域。

[1]　国民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均由曾经执政的原日本主要在野党民主党分化整合而成。

[2]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

2017 年 12 月 2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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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继续发扬灵活性，构建多层级、宽领域的交流模式

两国间的高层外交往往以基层的交流为基础。双方关系冰封的时期，尤

其需要交流信息、防止误判、汇聚共识。参与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对话的并

不只是政党的领导者，在中方还有党和政府对外联络工作的基层干部，在日

方还有政党中负责具体政策制定的中坚议员，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构成了

中日之间相互谅解乃至互信的基础。正如吉田重信所言，中日关系的基础仍

是脆弱的，因此发展中日关系就要巩固基础，凝聚共识，搁置争议，寻求在

矛盾问题上的相互谅解。[1] 未来，双方应扩展各层级人员往来，维持如执政

党交流机制等上下多级别并行的交流渠道，保证各层级工作人员的交流渠道

畅通。

此外，中日应采取更加广泛的交流方式，促进在两国利益相关、优势互

补的领域达成合作。最近两次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中被频频提到的在“一

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正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天儿慧指出，中日关系的当务之急是创造共同利益，两国应在经济、环保、

能源和资源问题上展开更多合作。[2] 入江昭认为，日中关系的根本应该是文

化关系，日本应当避免与中国的军事对抗，走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路线。[3]因此，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应继续坚持该机制所商议题的广泛性，并带动中日间其

他交流机制的健康发展，促进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

（二）积极构建两国互信，增强机制稳定性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虽然是两国试图构建互信的产物，但其本身也会受

到中日两国的政治大环境影响。一旦大环境恶化，该机制就会效率降低乃至

完全停摆。为构筑更为高效、持久的沟通渠道，中日两国有必要在一些基础

议题上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互信，保证双方之间沟通机

制的稳定。

中日两国一系列交流机制的稳定性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政府对

[1]　吉田重信『不惑の日中関係』、日本評論社、2012 年、110 頁。

[2]　天児慧『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3 年、218-220 頁。

[3]　入江昭『日中関係 この百年』（興梠一郎訳）、岩波書店、1995 年、184-1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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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战略和政策的影响。日本政府能否坚持与邻为善，保持中日关系发展势头，

仍有一定不确定性。如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方面，日本虽有某种程度上

的积极表达，并参与搭建了两国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但却始终未曾明

确表态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国开展合作，体现出对中国的信任不足。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不仅难以完全脱离中日关系的大环境影响，其本身

的稳定性也依然有待加强。双方都需要在未来的交流机制会议上进一步找到

合作空间和利益契合点，管控分歧令其不至于影响全局，在保证两党可以稳

定交流的基础上拓展两国关系，将两国互信提升至更高水平。

（三）拓展建设执政党与在野党交流机制，谋求提升与日本全体党派关系

执政党交流机制由“执政党”和“机制”所带来的半官方性和工具性质

虽然难以改变，但依然可以从两国执政党间的合作基础出发，努力实现中国

共产党和日本全体党派关系的整体提升，增强这一渠道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催

化”和“转化”效率。中国共产党在党际交往中不能完全放弃在野党，一方

面，在野党人士的“政治包袱”更少，在灵活性上较执政党成员更胜一筹，

如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日本在野党政治家充分发挥了其灵活性的特色，

在没有外交关系的两国间作为非正式的行为体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可谓

功不可没。[1]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在野诸党已经形成了较好的交流

现状，而这些政党依然存在掌握政权的可能，因此实现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执

政党、在野党交流机制的大联合，可为中国与日本间跨党派、跨政权合作提

供基础，更有利于维护中日关系的长期稳定。中国共产党与日本主要在野党

民主党 2007 年即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2016 年民主党与另一在野党维新党

合并为日本民进党后，中联部亦邀请其党首冈田克也访华。[2] 2018 年日本

民进党分裂为国民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与日本共产党、维新党等其他在野

党组成了选举、议会斗争中的“共同战斗”阵营，中方可考虑适时调整对日

[1]　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中公新書、2011 年、58-64 頁。

[2]　“宋涛会见日本民进党常任顾问、前党首冈田克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网站，

2016 年 11 月 3 日，https://www.idcpc.org.cn/bzhd/wshd/201912/t20191216_114492.html。（上网

时间：2020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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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野诸党的合作体制。

四、结语

中方高度重视政党外交，今后仍会积极推动建设新型政党关系，进一步

发挥政党关系的政治引领作用。[1] 安倍首相曾在国会答辩中明确表示中日执

政党交流机制“对改善中日关系有巨大贡献”[2]。尽管安倍已宣布辞职，但

其丰厚的制度性遗产和个人影响力犹存，无论继任者是谁，至少在短期都难

以从根本上摆脱“安倍路线”。[3]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作为安倍时期的政

治传统和两国关系的重要补充，今后将如何继续发挥其积极角色，其作用与

效力尚待观察。目前，中日之间的领土、历史、安全互信等问题虽为客观存在，

但和平与合作已成主流共识，这无疑对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的强化提出了新

的任务和要求。在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中，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势必将扮演更

加重要的角色。发展对日政党外交，不仅可以提升两国政党间关系，也可为

中国共产党党际外交积累成功经验。作为执政党长期稳定的国家，中日两国

发展政党外交有着更特殊的重要意义。如何将这一机制的成果建设好、维护好，

将对未来中日两党领导人与参与者提出新考验，也是检验日方新领导层改善

对华关系诚意及其持续性的试金石。同时，中方也应继续保持对外交往优良

传统，为进一步改善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双、多边关系提供新的、更加广阔

的交流与合作平台。

【完稿日期：2020-9-3】

【责任编辑：曹 群】

[1]　“宋涛：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开创党的对外工作

新局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网站，2019 年 11 月 1 日，https://www.idcpc.org.cn/bzhd/
bnhd/201912/t20191213_102324.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9 月 1 日）

[2]　国会会議録：第 196 回国会、衆議院予算委員会、第 11 号、2018 年 2 月 14 日。

[3]　张勇：《摆脱战败：日本外交战略转型的国内政治根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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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加勒比“一带一路”合作：

进展、挑战与深化路径

     步少华

〔提   要〕 中国与加勒比国家开展“一带一路”合作起步晚，推进快，

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顶层设计渐显乏力、经济合作韧性仍

待强化、合作有待精细化以及美国干涉力度加大等挑战。下一阶段，双

方应继续高举中加命运共同体旗帜，加强次区域合作机制建设，深化创

新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处理域外干扰因素，推动中加合作实现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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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同各国、各区域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

机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国与加勒比国家 [1] 关系近年来突

飞猛进，各领域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但由于加勒比地区距中国遥远，地缘

位置特殊，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黑天鹅”效应不断放大，中加互联互通建

设仍面临不少挑战。为此，有必要立足中加友好关系，以“一带一路”合作

为抓手，以构建中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统筹因应疫情变局，打造领域更宽、

结构更优、动力更强、质量更好的中加合作新格局。

[1]　 本文所涉及的加勒比概念涵盖“大加勒比”地区，包括加勒比共同体所有成员国及

古巴、多米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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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加“一带一路”合作早期收获

绝大部分加勒比国家支持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自 2018 年 5 月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率先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以来，本地区除巴哈马外的所有中

国建交国均已签署有关协议，签约率显著高于拉美地区平均水平。中加“一

带一路”合作已从理念走向现实。

（一）政治互信持续增强

近两年多来，双方领导人保持密切接触，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在此基础上，

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伙伴关系网络得以持续扩容升级，2018 年 5 月与多米尼

加成功建交，2019 年 11 月与牙买加、苏里南先后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和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加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要关切问题上注重相互

理解与支持，加勒比国家在涉台、涉港、涉疆问题上给予中国大力支持，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进口博览会，中国亦对巴哈马、多

米尼克等罹受风灾国施以紧急援助。中加次区域合作也取得进展，发布了首

份《中国与加勒比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会议联合声明》[1]，中国外长

还首次访问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 [2]。司法合作领域亮点纷呈，首届中加反腐

败执法合作会议成功召开，中国还同格林纳达、苏里南达成引渡及司法协助

合作。此外，中国与域内各国在气候变化、多边贸易、落实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组织竞选等国际和多边领域保持密切沟通协作，共同

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二）经济务实合作日益强化

一是经贸合作日益紧密。2019 年，中国与加勒比建交国货物贸易额突破

7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4%。[3]2018 年，中国对加勒比建交国直接投资存量

[1]　“中国和加勒比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会议成功举行”，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

馆网站，2019 年 10 月 30 日，http://gd.china-embassy.org/chn/zxhd/t1711755.htm。（上网时间：

2020 年 5 月 5 日）

[2]　“王毅会见加共体秘书长拉罗克”，外交部网站，2018 年 9 月 23 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wjbzhd/t1597980.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5 日）

[3]　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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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9.5%。[1] 中国对加勒比各国援助力度与发展塑造

能力也不断增强，包括与域内大部分国家新签《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协助

制定格林纳达国家发展战略规划、首个中加共建高水平工业园在特多落地等。

中国与格林纳达、巴巴多斯、多米尼克等国农业合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中

国还与联合国发展合作署等在本地区积极开展第三方国际合作，不断探索地

区经济合作新模式。[2] 二是基础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有序推进。中国在加勒

比地区融资承建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遍地开花，极大缓解了本地区的基建“赤

字”局面。加勒比国家还积极参与中国主办的中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资金

融通水平不断深化。苏里南、牙买加等国积极申请使用中拉合作基金等中国

对拉融资举措，中国 -苏里南本币互换协议于 2019 年顺利续签。

（三）人文交流进一步深化

一是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国与多米尼加、巴哈马新签航空运输协议；

与多米尼加建交进一步促进双方人员交流；继巴巴多斯、巴哈马、格林纳达

之后，苏里南成为本地区对华又一全面互免签证国家。二是汉语教学、新闻

文化合作全面铺开。本地区已建成 9 所孔子学院和 2 间孔子课堂，密度之高

全球少见。中国国际新闻交流中心下设的加勒比分中心于 2018 年启动，搭建

起中加新闻媒体交流机制化平台。[3] 此外，在各国举行的丰富多彩的“中国

大使杯”文体赛事、中华文艺演出、中国电影节、赴华“寻根”等活动也极

大提升了域内民众的对华认同感。三是地方政府合作持续巩固。重庆、河南、

广东、浙江、湖南等省市与加勒比国家积极展开接触，探索搭建务实合作新

平台。第二届中拉地方政府合作论坛在华成功举办，加勒比国家积极参与。

（四）全球治理合作成效显著

除了传统的“五通”合作外，中加“一带一路”合作的外延同时也在向

[1]　据中国商务部公布数据统计。

[2]　“驻多米尼克大使卢坤会见 UNDP 加勒比地区代表索利曼”，中国驻多米尼克国大使

馆，2019 年 11 月 12 日，http://dm.chineseembassy.org/chn/zdgx/t1715594.htm。（上网时间：

2020 年 5 月 4 日）

[3]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举行中国国际新闻交流中心加勒比分中心 2018 年项目开班仪

式”，中国公共外交协会，2018年4月5日，http://www.chinapda.org.cn/chn/xhdt/t1548977.htm。（上

网时间：2020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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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治理新领域拓展。在气候变化与防灾减灾合作上，

中国大力援助飓风受灾国重建。中加还将共建“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

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助力地区各国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

在公共卫生合作上，中国援助医疗队及“光明行”眼科专家组、“和平

方舟”号医疗船受到加方热烈欢迎。援助多米尼克、苏里南、特多等多国医

院项目顺利交付使用，中加还就加强热带疾病防治合作达成共识。值得注意

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加双方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在年初中国抗

击疫情最困难的时候，加勒比各国政要政党、社会各界均以不同形式给予中

国慰问支持，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援助。中国各界亦在疫情好转后投桃报李，

通过专家视频会、物资援助等方式伸出援手。经此一“疫”，中加命运共同

体建设已驶入快车道。

二、合作面临的挑战

随着中加“一带一路”合作逐步深化，一系列内外挑战也随之浮出水面，

新冠肺炎疫情更为双方合作平添不确定因素。

（一）缺少次区域合作机制支撑，顶层设计渐显乏力

在次区域层面开展合作曾经是中国发展与加勒比国家关系的主线。在

2011 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成立之前，中国与加勒比国家合

作主要遵循双边关系与次区域合作并行推进的路径。以中国 - 加勒比经贸合

作论坛成立为标志，中加次区域合作迎来高速发展时期，成为推进中加全面

合作的重要补充。2005 年，在中国政府倡议下，中国 - 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

成立。该论坛以促进双方经贸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为宗旨，是中国和加勒比

国家间级别最高的经贸对话机制。除经贸议题以外，论坛还涵盖了能力建设、

环境保护、文教卫生等诸多领域。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倾向于在跨区域合作中寻找体量、规模较

为相近的合作对象，中欧、中非合作的成功经验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一

政策取向。中国政府 2008 年发布的第一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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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表明中国意在发展能对标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整体合作，囿于其时

在拉美缺少一个像欧盟、非盟一样的天然对接伙伴，中拉整体合作迟迟没有

登场。2011 年拉共体的成立为双方开展整体合作铺平了道路，时任中国总理

温家宝于 2012 年 6 月访拉期间明确倡议成立中拉合作论坛，2013 年初，中

国同拉共体“四驾马车”国家外长定期对话机制建立。2014 年 1 月，拉共体

第二届峰会通过《关于支持建立中国 - 拉共体论坛的特别声明》，为中拉开

启整体合作进程奠定了基础。201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巴西期间同拉

共体成员国领导人举行历史性的首次集体会晤。2015 年 1 月，中拉论坛首届

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2016 年发布的第二份《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

件》则首次明确，坚持整体合作与发展双边关系相互促进是推进中拉关系的

战略路径，亦是构建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中的重要支柱。[1] 至此，

经过多年酝酿，整体合作终于上升为中拉合作的主导模式。

在整体合作效果大幅彰显的大背景下，中国 - 加勒比等中拉次区域层

面合作面临弱化已在所难免。中国 - 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于 2011 年召开第

三届后停开至今，当前部分加勒比国家的官员学者甚至表示对此机制闻所未

闻。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对话机制于 2004 年召开第五次对话

会后，时隔 14 年才在 2018 年举行第六次对话。中国与安第斯共同体（La 

Comunidad Andina）政治磋商与合作机制亦于 2004 年举行第二次磋商后再无

下文。

在自上而下的总体布局中，如何避免中拉整体合作变成“大国俱乐部”、

如何照顾好加勒比等地区小国参与度及获得感的难题始终难以有效破解。尽

管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提及要给予加勒比特殊待遇，[2] 第二份对拉政策

文件亦表示将对加勒比等小岛屿国家需求予以必要的照顾，[3] 但落实效果似

乎并不显著。在整体合作中，政策分配向大国倾斜、小国陷于失语甚至边缘

[1]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国 - 拉共体论坛网站，2016 年 11 月 25 日，

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chn/zywj/t1418582.htm。（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4 日）

[2]　“中国 -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中国 -拉共体论坛网站，2015 年

1月21日，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chn/zywj/t1230231.htm。（上网时间：2020年5月4日）

[3]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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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在欧拉整体合作中，加勒比国家就曾抱怨，认为欧

盟明显对与南美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展现出更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加勒比

国家的利益关切则日益变得无足轻重。[1]

令人不安的是，近年来拉美一体化的碎片化程度日益加剧，作为主推进

器的中拉整体合作也逐渐显露出机制性动力不足的问题。自成立以来，拉共

体似乎始终未能取得类似于欧盟、非盟的凝聚力和影响力。2017 年，拉共体

在多米尼加召开第五届峰会，参会代表甚至仅及半数。[2] 而因涉委内瑞拉矛

盾激化等问题，地区首强巴西甚至已暂停参与该组织活动 [3]。中拉整体合作

的拉共体“引擎”面临失速。在缺少拉方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中国

和加勒比国家沟通渠道顺畅、制定行之有效的中加合作政策已对双方合作构

成挑战。

（二）经济合作韧性仍待强化

中加经贸合作总量的逐年递增的确令人欢欣鼓舞，但双方贸易投资等领

域存在的不足与挑战亦不容忽视。

在货物贸易领域，长期的对华逆差始终是加勒比各国的一块“心病”。

体量小，再加上较差的自然资源禀赋，导致加勒比国家在对华贸易上相较南

美大陆国家要面对更加严重的不平衡。据统计，自 2013 年以来，加勒比建

交国对华贸易逆差占全年对华进出口总额比重始终保持在 60% 以上高位，在

2015 年甚至达到惊人的 80%。不仅如此，商品贸易结构的不平衡性也愈加严

重。在2009—2018年间，中国对加方出口的“主要按材料分类的制成品”“机

械和运输设备”“杂项类成品”三类商品占年度贸易总额的比重始终维持在

70% 左右。但同期，加勒比国家对华出口的“食品及活畜”“除燃料外的非

[1]　Annita Montoute et al., “The Caribbean in the European Union – Community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 Partnership,” EU – LAC Foundation, December 2017, https://
eulacfoundation.org/en/system/files/caribbean_study_en.pdf, p.76.（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4 日）

[2]　王慧芝：“中拉论坛建设成就、问题及前景”，《当代世界》2018 年第 9期，第

54 页。

[3]　“Brazil Sits Out Leftist Latin American Nations’ Body on Anti-Democracy Fears,” Reuters, 
January 17,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brazil-diplomacy-celac/brazil-sits-out-leftist-
latin-american-nations-body-on-anti-democracy-fears-idUSKBN1ZF2U9.（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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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未加工材料”这两类仅有的拥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商品的比重却呈逐年下

降之势。[1] 中加双方的贸易互补性正面临弱化。

在投融资及工程承包领域，中国也面临着不小的阻力。在牙买加，中国

拟融资承建的集装箱码头项目因该国环保主义者抗议而被迫搁浅，而中企投

资的铝厂项目也因污染问题遭周边居民投诉而暂停升级。在圭亚那，中企融

资承建的国际机场项目因种种问题而长期处于搁置状态。在巴哈马，中国融

巨资承建的度假村项目深陷法律诉讼泥潭，甚至连带导致该国主权信用评级

被降级。除了上述操作层面的问题，高企的公共债务水平更是构成了结构性

挑战。据报道，加勒比各国平均公共债务占比早在 2018 年即已高达 73.3%，

远超发展中国家 50.8% 的水平。[2] 在此背景下，部分加勒比国家已经开始对

中国的优惠性援助贷款表现出排斥心理，比如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在 2019 年

结束访华回国之后即宣布“不再接受任何中国的新贷款”，转而聚焦公私合

作伙伴关系（PPP）模式来减轻本国债务。[3] 这对于优惠贷款占比超半数的中

国对外援助 [4] 来说并非利好消息。

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为中加经济合作带来了新的负面影响。一是在建工程

项目被迫延宕。特多总理罗利指出，疫情可能会对中企在特承建的干船坞、

工业园等项目造成影响。[5]二是打击对华大宗商品出口。疫情对特多、牙买加、

圭亚那等地区能源 / 资源型国家的对华大宗商品出口负面影响很大。作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减少消费和生产，无疑会直接影响特多的液化天然气

[1]　笔者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公布数据统计。

[2]　IMF, “Riding the Storm: Fiscal Sustainability in the Caribbean,” January 31, 2020, https://
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20/01/31/Riding-the-Storm-Fiscal-Sustainability-in-the-
Caribbean-48950.（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

[3]　“Jamaica Has China to Thank for Much-needed Infrastructure - But Some Locals Say It 
Has Come at A Price,” CBC News, November 30, 2019, https://www.cbc.ca/news/world/china-power-
belt-and-road-caribbean-jamaica-1.5374967.（上网时间：2020 年 7月 21 日）

[4]　“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4 年 7月 10 日，http://
www.scio.gov.cn/zfbps/ndhf/2014/document/1375013/1375013.htm。（上网时间：2020年9月9日）

[5]　“TT under Threat,” Newsday, February 28, 2020, https://newsday.co.tt/2020/02/28/tt-under-
threat/. （上网时间：2020 年 7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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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甲醇出口，[1]牙买加对华出口的铝土矿、铝材等大宗商品也受到严重波及。[2]

三是来自中国的原材料、中间产品等断供，对地区各国的制造、建筑、采矿

等关键产业造成全方位冲击。比如，因来自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设备及关键人

员流动被打乱，巴哈马的海上石油钻探计划已遭推迟。[3]

（三）加勒比国家的独特异质性对中国政策制定提出高要求

加勒比各国体量小，矿产能源等资源不够丰富，地缘位置特殊，极大依

赖于旅游业等服务产业，其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迥异于南美大陆国家，更

看重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等经济社会韧性（Resilience）

领域建设，对南美大陆国家高度重视的贸易平衡、产能合作等传统议题相对

关注较少。这种分野及悬殊的体量对比，导致了加勒比国家在拉共体的议程

设置上实际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比如在 2016 年于厄瓜多尔召开的拉共体峰

会上，加勒比共同体（及尼加拉瓜）就威胁称，如果不写入其所关注的气候

变化议题，就不会允许已得到其他大国支持的会议宣言获得通过。[4] 可见，

虽然加勒比国家身处拉美板块，有时候却表现得与南美大陆国家稍显疏离，

反而是对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岛国在内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甚至是

非加太集团（ACP）[5] 国家表现出较强的认同感。比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

动中，加共体并没有将自己与拉美其他国家捆绑起来，而是选择了与非加太

集团、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合作并发表共同声明，向全世界展示了其共同

[1]　Office of the PM of T&T, “Prime Minister Dr the Hon. Keith Rowley’s Parliament Statement 
on COVID-19,” March 13, 2020, https://www.opm.gov.tt/prime-minister-dr-the-hon-keith-rowleys-
parliament-statement-on-covid-19/.（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8 日）

[2]　“PIOJ Weighs Potential Impact of COVID-19 on Economy,” The Gleaner, February 28, 
2020, http://jamaica-gleaner.com/article/business/20200228/pioj-weighs-potential-impact-covid-19-
economy.（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2 日）

[3]　“Coronavirus COVID-19: Bahamas Petroleum Delays Well Drilling,” Offshore 
Technology, March 13, 2020, https://www.offshore-technology.com/news/bahamas-petroleum-delays-
well-drilling-coronavirus/.（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8 日）

[4]　Annita Montoute et al., “The Caribbean in the European Union – Community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 Partnership”. 

[5]　即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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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的团结和意志。[1]

对中国而言，将加勒比国家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的能力，是检验“一

带一路”倡议全球适用性的重要晴雨表。[2] 加勒比的独特异质性对中国实施

更加差异化、精细化的“一带一路”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 , 亦是对中国国际

公共产品供给及全球治理能力的考验。不得不承认，当前中国和加勒比国家

在国际公共产品供需对接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国的传统优势似乎在加

勒比存在“水土不服”，而加勒比国家又不能提供中国所需的资源与市场。

即便是在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虽然加勒比各国确实存在不小的基建“赤

字”，但其日益攀升的债务水平对日后中国的投融资前景构成了不小的挑战。

此外，加勒比地区呈现出高度的差异和模糊性。除了割裂为英语、西班

牙语、法语、荷兰语四种语言区外，加勒比国家还涵盖海岛、南美大陆及中

北美洲三种认同圈层。一体化核心加共体由英语加勒比国家主导，且未含古

巴、多米尼加，难以实现完全代表性。法属圭亚那、圭亚那、苏里南、多米

尼加及伯利兹等还分别涉及欧洲、南美洲、中美洲等不同的一体化机制。同

时，该地区还存在众多自治国、半自治国、海外省等政治实体，殖民色彩难消。

这都对中国制定精细的地区政策提出更高要求。

（四）美国负面影响持续增大

由于加勒比地区与美国地缘相邻，美国始终高度关注该地区的地缘战略

价值，长期将其视为本国的“第三边界”（The Third Border）或“柔软的

下腹部”，不容他人“染指”。面对近年来中国在地区的介入态势持续增强，

美国再次祭出其“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加大遏华力度。一方面，美国大肆污

蔑中加合作，渲染“中国威胁论”恐吓加勒比国家。特朗普及多名高官已明

[1]　“Joint Statement by the Head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States, 
the Caribbean Community, and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 on the COVID-19 Pandemic,” 
CARICOM, May 18, 2020, https://caricom.org/joint-statement-by-the-heads-of-the-organisation-
of-african-caribbean-and-pacific-states-the-caribbean-community-and-the-pacific-islands-forum-
secretariat-on-the-covid-19-pandemic/.（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25 日）

[2]　“澳媒：加勒比国家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倡议”，参考消息网，2019年 7月 28日，

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90728/2386573.shtml?bsh_bid=5127369454。（上网时间：

2020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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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宣称要重拾“门罗主义”，并试图通过召集加勒比五国（多米尼加、圣卢

西亚、海地、巴哈马、牙买加）参与的庄园会议来“对抗中国的掠夺性经济

行为”。[1] 美国驻牙买加大使塔皮亚（Donald Tapia）甚至污蔑中国只对本

地区的矿产和港口感兴趣。[2] 还有美国学者指出，中国参与加勒比事务是对

美国介入台湾和南海问题的有意报复，甚至称其为本世纪西半球的最大地缘

事件，将推高本地区新冷战的风险。[3] 在政治安全领域，美国在涉台及涉华

多边议题上轮番施压加勒比国家，甚至采取召回使节的方式向多米尼加等国

表达对其与台“断交”的不满；[4] 指责中国在地区多国推广威胁性较隐蔽的

5G 和安全监控项目，并要求各国尽早引入 5G 安全审查。此外，美国还抹黑

中企利用国家资本打压美企，窃取项目，破坏社区与环保，并常常陷入“承

诺疲劳”进而导致项目停摆。在人文交流领域，美国诋毁中国推广孔子学院

和扩大党际、议会、媒体、学界人员交流的行为是“共产党洗脑行径”，有

悖于本地区民主自由传统。

另一方面，美国极力加大对加勒比各国诱拉力度。一是扩大投资规模。

2019 年，美国正式出台“美洲增长倡议”（América Crece），试图撬动更

多美国私营资本投资本地区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已有美国学者指出，该倡

议实为美国对抗中国在西半球影响力的软权力工具，[5] 对冲“一带一路”意

图明显。而牙买加已成为首批加入该倡议的加勒比国家。二是强化机制性联系。

[1]　“Caribbean Islands Becoming Hot Spots for Chinese Investment,” Roll Call, March 25, 
2019, https://www.rollcall.com/2019/03/25/caribbean-islands-becoming-hot-spots-for-chinese-
investment/.（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

[2]　“Why Jamaica Wants to Call Time on Chinese Borrow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7, 2019,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38095/why-jamaica-
wants-call-time-chinese-borrowing.（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2 日）

[3]　Scott B. MacDonald, “The Shifting Tides in Caribb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amaic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Americans, December 19, 2019, https://theglobalamericans.
org/2019/12/the-shifting-tides-in-caribbean-international-relations-jamaica-china-and-the-united-
states/.（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5 日）

[4]　“不满拉美三国与台‘断交’美国下令召回大使”，环球网，2018 年 9 月 10 日，

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KcqwA。（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2 日）

[5]　Lisa Viscidi and Sarah Philips, “Countering China through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Global Americans, March 31, 2020, https://theglobalamericans.org/2020/03/countering-china-
through-infrastructure-investments/.（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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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2019—2020年定为“加勒比年”，其间除举办“加勒比盆地安全倡议”

成立十周年活动外，还新制定“美国 - 加勒比韧性伙伴关系”计划以深化防

灾减灾合作，并将此二者统合进2017年实施的“美国-加勒比2020接触战略”

中，形成更加完整的对加政策框架。同时，还完成对该战略的中期审查并发

布报告，动作不断。三是重视在此次疫情中加强对加勒比的公共卫生援助。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通过“美国 -加勒比韧性伙伴关系”框架向

巴巴多斯、牙买加、圭亚那、特多及加勒比公共卫生署提供了 300 万美元一

揽子基金用于应对疫情。[1]

三、中加“一带一路”合作深化路径

为更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日益增加的全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未来中加“一带一路”合作应继续以构建更紧密的中加命运共同体为统领，

打造新时代平等、互助、创新、开放、惠民的中加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一）加强中加次区域合作机制建设

在继续巩固原有中拉整体合作与双边关系并行互促结构的同时，充分考

虑当前拉美一体化进程碎片化及分化停滞的新态势，清醒认识拉共体在引领

拉美一体化上面临弱化和失速的局面，更加重视与拉美有代表性的次区域组

织开展合作。尤其要重视加勒比地区这一总体友华的“天然盟友”，继续用

好中加建交国外交部磋商、中加经贸合作论坛等已有机制，深化与加共体、

加勒比国家联盟、加勒比开发银行、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等的机制性合作。欧

盟在这方面的做法可资借鉴，比如其在保持欧拉峰会整体合作机制之余，亦

不忘与南方共同市场、加勒比论坛（Cariforum）等次区域组织持续深入开展

合作。

（二）调整中加经济合作模式，防范供应链“脱钩”

中国应加速推进经济合作新模式、新业态。一方面，为更好应对各国“债

[1]　The U.S. Embassy in Barbados, “U.S. Increases Global COVID-19 Contribution; CDC 
Response in the Caribbean,” April 25, 2020, https://bb.usembassy.gov/u-s-increases-global-covid-19-
contribution-cdc-responds-in-the-caribbean/.（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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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高筑”对中加发展援助合作造成的影响，中国应加强对牙买加、巴巴多斯、

格林纳达等重债国债务可持续性研判，积极调整发展援助方式，适当照顾加

勒比国家在将脆弱性标准融入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方面对中国的长期诉求，[1]

同时以危促机，倒逼中国国内优质民营资本、新金融机构等更多通过 PPP 等

新模式投资该地区未来高达300亿美元的基建缺口。[2]此外，也可尝试运用“债

务—环境交换机制”（Debt for Nature Swap）等新融资工具来帮助地区国

家应对债务问题和气候变化双重挑战。另一方面，重视培育地区数字经济新

业态。尽管加勒比文化总体上不太热衷于电子商务，但此次疫情已开始倒逼

加勒比各国重视并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投入。[3] 比如东加勒比国家即借疫情加

速实施其与世界银行合作制定的“加勒比数字转型计划” ；[4] 牙买加、苏里

南等多国加速完善电子支付体系，特多甚至宣布要在 2022 年前将自身打造成

数字化国家。[5] 中国应加大对本地区数字经济新基建投资力度，力推加勒比

数字经济转型，加快构建中加“数字丝绸之路”。

与此同时，中国应重视加勒比地区贸易及供应链变化动向，疫情变局或

将催生更基于区域内（Intra-regional）的贸易和供应链体系。巴巴多斯政

府官员即强调，发展中国家必须深化地区内贸易合作，打造更协调、更有韧

性的价值链，以应对全球经济变局。[6] 尽管加勒比国家并非中国主要贸易伙

[1]　“CARICOM, China Discuss Strengthened Cooperation in Margins of CELAC Forum,” 
CARICOM Today, January 25, 2018, https://today.caricom.org/2018/01/23/caricom-china-discuss-
strengthened-cooperation-in-margins-of-celac-forum/.（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

[2]　“China’s Murky Trail in the Caribbean,” Newsday, December 26, 2019, https://newsday.
co.tt/2019/12/26/dreams-deals-and-debt/.（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

[3]　“Caribbean E-Commerce Gets a Boost From COVID,” The BVI Beacon, May 21, 2020, 
https://www.bvibeacon.com/caribbean-e-commerce-gets-a-boost-from-covid/.（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

[4]　“Caribbe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ject Conducted Its First Virtual Mission for St. 
Lucia,” St. Lucia News Online, April 30, 2020, https://www.stlucianewsonline.com/caribbean-digital-
transformation-project-conducted-its-first-virtual-mission-for-st-lucia/.（上网时间：2020年5月3日）

[5]　“PM: Stay the Course with Govt,” Newsday, July 24, 2020, https://newsday.co.tt/2020/07/
24/pm-stay-the-course-with-govt/.（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2 日）

[6]　“Exploring the Unique Impact of Coronavirus on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Forbes, 
March 31, 2020, https://www.forbes.com/sites/daphneewingchow/2020/03/31/exploring-the-unique-
impact-of-coronavirus-on-small-island-developing-states/#16a2026d2e17.（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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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和全球供应链关键环节，但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小型发展中国家群体，其示

范效应值得关注。同时，亦应注意到的是，区域内贸易的提升必然对地区交

通联通等便利化措施提出更高要求，这无疑为中国继续同加勒比各国开展基

础设施建设合作打开了新的市场。

（三）深耕社会人文合作

对于加勒比地区的小型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强应对公共突发事件、气候

变化的经济社会韧性已刻不容缓。鉴此，在未来合作中，中国应更加秉持正

确义利观，突出以义为先、义利并举，在做好传统经贸领域互联互通建设的

基础上，加强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力促“一带一路”合作提质增效。在社

会治理领域，更多聚焦气候变化、防灾减灾、海洋合作、可持续发展、打击

有组织犯罪等议题，将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真正落到实处。在人文交

流领域，促进中加教育领域交流，研究解决双方学历学位相互认证问题，破

解留学交流体制障碍，重视与西印度大学（UWI）、各国智库建立访学等交流

机制，培养区域研究人才。

（四）提升公共卫生合作水平，打造中加“健康丝绸之路”

中国应做好合作应对疫情的常态化准备。一方面，中国可继续向本地区

有需要的建交国提供抗疫物资援助并满足各国的采购需求。当前，国际抗疫

斗争已进入疫苗分配与接种阶段，中国可将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的疫苗作为

国际公共产品，通过自身援助体系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

国际组织的疫苗采购分配机制，满足加勒比国家需要。另一方面，助力加勒

比国家妥善应对金融、极端天气等威胁。由于地区流动性因旅游业和侨汇受

重创而陷入枯竭，中国可通过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多边机制适当满足部

分加勒比国家的债务减让需求。同时，做好对巴哈马、多米尼克等飓风易受

灾国的紧急援助准备。此外，在国际层面，中加双方应继续共同支持世界卫

生组织（WHO）在国际抗疫中发挥应有作用，坚定反对把疫情政治化、病毒标

签化。

此外，中国应着力提升中加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合作水平。在地区层面，

加强公共卫生机制性合作。加勒比地区疫情显示出国际组织在本地区公共卫

生等突发事件应对中所作的贡献不容小觑，尤其是加勒比公共卫生署、泛美



59

中国- 加勒比“一带一路”合作：进展、挑战与深化路径

卫生组织 [1] 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鉴此，中国应在提升与加共体合

作的框架统领下，推动卫健部门与加勒比公共卫生署建立健全定期协调磋商

机制，打造中加公共卫生合作双边与次区域双轮驱动模式。

在国家层面，中国应继续巩固原有的以派遣医疗队和援建医院为主，辅

以提供紧急医疗援助、治疗眼科等特殊疾病、派遣医院船巡诊等方式的对加

医疗援助手段。同时，发挥中国政府奖学金、赴华培训等机制优势，扩大对

各国医疗人力资源培训规模，同时有针对性地援助域内小国加强实验室、重

症监护室等医疗基础设施建设。

（五）稳妥应对干扰因素

随着中加合作持续深入发展，美国在本地区对中国的极限施压将呈抬头

之势，域内国家被迫选边站队恐将成为常态。对此，中国应坚定不移深入推

进中加互利共赢伙伴关系建设，以实实在在的合作消解美国的零和偏见。可

尝试创新方式，探索与联合国组织、欧盟国家甚至是美国在本地区开展第三

方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强化中加合作的开放性，巩固多赢局面。但同时，对

美国的无端指责和构陷行径应予坚决回击，不仅要加强在当地媒体发声力度，

讲好中加合作和中国抗疫故事，反击美国对中国的全方位污名化企图，还要

严防美国对牙买加等域内国家大行分化拉拢手段，并借所谓“2019 年台北法

案”和“美洲增长倡议”在本地区涉台问题及“一带一路”务实合作上从中作梗。

【完稿日期：2020-9-1】

【责任编辑：姜胤安】

[1]　James Hospedales, “Caribbean Public Health: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 The 
Lancet, July 1, 2019,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pub/article/PIIS2468-2667(19)30102-1/
fulltext.（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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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南亚政策转向及前景

     刘  卿

〔提   要〕 经过近两年调整，美国东南亚政策逐渐成型，从着重双边

转向双多边并重，从强调安全转向政经并举，从聚焦海洋转向海陆并进，

从手段相对单一转向更加多元化。未来，不管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当

政，美国都将通过增加对地区投入、推进美式民主等方式继续强化东南

亚政策，但其能否达到预期政策目标仍受诸多因素制约，尤其是美国霸

权与东盟“中心性”之间的矛盾。美国自身能力和所能够投入的资源今

非昔比，若不能在平等基础上尊重东南亚国家利益，强行控制东南亚，

将其作为地缘战略竞争工具，则美国东南亚政策可能成为“烂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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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历来是美国地缘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其推进亚太战略的桥头堡。

然而，特朗普上台之初并无整体的亚太战略，也没有具体的东南亚政策，因

而倍受美国战略界诟病。经过近两年调整，特朗普政府最终确定以“印太战略”

取代亚太战略，重新强化东南亚政策。系统梳理美国东南亚政策出现的新变化，

有利于理解美国“印太战略”的具体落实，把握美国东南亚政策未来走向。

一、美国东南亚政策转向

近两年，特朗普政府越来越认识到东南亚在其“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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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全方位加强对该地区投入，呈现出四个重大“转向”。

（一）从着重双边转向双多边并重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一改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多边政策，高调宣布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是美国首次强烈表现出对多边贸易协定、

原则和法律秩序的不尊重，令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不满。特朗普

对带有“亚太符号”的东亚峰会也不够重视，2017 年 11 月访问菲律宾，却

并未参加此后召开的东亚峰会。

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后，特朗普政府在强调与东南亚国家双边关系重

要性的同时，越来越倾向于有选择地利用地区多边机制。2018 年 1 月，特朗

普政府发布首份《国防战略报告》，对“印太”概念的地理含义、战略目标

做出界定。2019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推出《印太战略报告：做好准备、巩固

伙伴关系和深化网络化区域建设》，标志美国“印太战略”正式出炉，进入

实施阶段。[1] 该报告指出，东南亚是美国盟友和伙伴聚集之地，将强化同菲

律宾、泰国的同盟安全合作，扩大同新加坡的伙伴关系，加强与越南、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老挝和柬埔寨的安全关系。美国副总统彭斯、国

务卿蓬佩奥、代理防长沙纳汉、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等高官密集访问东南

亚，借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香格里拉对话会，推销“印太战略”。

2020 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背景下，美国依然频密开展对东南亚

外交活动。4 月，在美国倡议下，美国和东盟外长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合作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重振东盟国家与美国合作信心。7 月，蓬佩奥就南海

问题发表声明，否定中国在南海合法权益，一边倒地支持越南、菲律宾等国

南海主张，强化其与东盟及东盟成员中南海争议当事国的关系。8 月，蓬佩

奥接连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外长举行电话会谈，要求对方支持美国

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美国与东盟就新冠疫情举行线上高级别磋商，国务院

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达伟借机就南海问题对中国发

难，游说东盟与美国一同对华实施制裁。

[1]　2018 年 4 月，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黄之瀚（Alex N.Wong）

解释“印太战略”时，把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首年称为介绍这一战略观念的一年，把第二年、

第三年和第四年称为这一战略的制订和实施之年。仇朝兵：“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

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美国研究》2019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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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还试图在东亚峰会之外新建由其主导的多边机制。美国

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提升为部长级别，而此前这一机制维

持在司局级官员层面。2019年 9月，四国外长举行首次对话会。2020年 3月，

美国以应对新冠疫情为名，召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越

南举行七国副外长级对话会。此后，七国每月举行一次碰头会，日渐机制化，

会议议题也超出了疫情通报本身，还涉及供应链合作、经济恢复方案等。七

国副外长级对话会实为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的扩大版，即以“四边安

全对话”为骨架，向东北亚和东南亚扩员，以期组建新的战略框架。8 月，

美国副国务卿史蒂芬·比根表示，四国将于 2020年秋天在印度德里举行会谈，

届时将邀请韩国、越南和新西兰加入“四边安全对话+”，比根将其描绘为“美

国意图在‘印太’成立一个小北约，以防范‘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1]

（二）从强调安全转向政经并举

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即要求重置美国与亚太国家尤其是主要贸易伙伴

之间的贸易安排。美国挥舞关税大棒，迫使日本、韩国等国做出让步。东南

亚国家均是中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中国、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的贸

易优惠，也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主要援助对象，因而“美国

优先”政策在东南亚国家看来实为“一毛不拔”。2018年8月，美国政府以“审

查普遍优惠制度适用资格”为由，计划剥夺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免税权”，

将东南亚国家纳入“剪羊毛”清单，致使美国经济影响力在东南亚骤降。

这一时期，美国主要在安全领域加强在东南亚地区存在，通过制造地区

紧张局势，增加东南亚国家对美安全依赖，从而将这些国家纳入自身战略轨

道。美国鼓噪“中国威胁论”，增加在南海“航行自由”频次，强化实战演练，

对南海介入力度明显加大。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在南海共进行了四次“航

行自由”行动，特朗普上台后则增加到每季度两次。2019 年 2 月，美国与东

盟 10 国在泰国东部海军基地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军演，“搜寻、核查及合法

监控”可疑船只。美国海岸警卫队“伯索夫”号和“斯特拉顿”号以增强南

海沿岸国“渔业执法领域能力建设”为名进入南海，被“美国之音”称为“美

[1]　 胡波：“‘亚洲版北约’难成，但须高度警惕”，《环球时报》2020 年 9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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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南海的新工具”，显示美国介入南海手段向多层次方向发展。[1] 此外，

美国还加大了对东南亚军售力度，2019 年 5 月宣布将向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菲律宾及越南出售 34架“扫描鹰”无人机；8月，向泰国出售 60辆“斯

特赖克”装甲运输车。美国通过上述举措提高与东南亚国家军事安全合作水平，

强化在东南亚地区军事存在，构筑“印太战略”的东南亚支点。[2]

2018 年年底以来，美国东南亚政策明显转向“政经并举”。除了延续安

全介入，还强调保持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落实全面经济合作框架。近两年，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额呈逆势增长趋势。2018 年，美国成为柬埔寨、越南、

菲律宾第一大出口市场。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越南在美国进口服装中所占

份额已经从 16% 上升到近 21%。[3] 此外，借助奥巴马时期美国与东盟签订的

《美国 - 东盟互联互通》政策声明，特朗普政府与东南亚国家达成新的投资

计划。2018年11月，美国与东盟发布《美国 -东盟关于网络安全的联合声明》，

促进美国在该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投资。美国还提出与东盟国家建立智慧

城市伙伴关系倡议，与新加坡就推动智慧城市合作签署谅解备忘录。

为促进贸易和投资，特朗普政府组建新的涉外金融协调机构，调动国家

和社会各层面资源与力量，为私营企业扩展印太业务提供支持。[4] 2018 年

10 月，美国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发展

信贷管理局（DCA）及私人资本和微小企业办公室合并，组建成为美国国际开

发金融公司（IDFC）。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成立后，国际开发融资规模从

295 亿美元增加到 600 亿美元，并被允许在美元投资有风险的地区以当地货

币进行投资。此举是自 1971 年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2004 年成立千年挑

战公司和 2003 年启动“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以来，与美国对外援

助、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目标高度相关的涉外政策最全面、综合性最强的一

[1]　萧强等：“以‘执法’为幌子，美国海岸警卫队到南海‘挑事’”，《环球时报》

2019 年 6 月 13 日。

[2]　铁流：“美国印太战略的东南亚支点”，《中国青年报》2019 年 6 月 20 日。

[3]　Malcolm Cook, “Southeast Asia’s Growing US Market,” September 4, 2019, https://www.
iseas.edu.sg/media/commentaries/southeast-asias-growing-us-market-by-malcolm-cook/.（上网时间：

2020 年 8 月 30 日）

[4]　蔡祖丞：“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在东南亚的实施及其反响”，《战略决策研究》

2019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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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改变，被认为是“50年来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商业贷款的最大规模调整”。[1] 

同年 11 月，OPIC 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及澳大利亚出口融资保险公

司（EFIC）签署了三方谅解备忘录，建立“基础设施投资三边伙伴关系”，

以期推进与印太地区各国政府合作，对接地区国家优先关注的基础设施项目。

该伙伴协议允许三国简化在能源、运输、旅游以及基础设施方面联合投资的

流程。

美国政府为企业加快进入东南亚搭台唱戏。2018 年 7 月，美国商会主办

“印太商业论坛”，重点讨论如何促进私营部门参与印太投资的政策，蓬佩奥、

商务部长罗斯、能源部长佩里、国际开发署署长格林、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总

裁和首席执行官沃什伯恩、进出口银行代理总裁和主席格瑞什等悉数出席。

格林表示，国际开发署将在开发领域发挥催化作用，优先促进所在国政府经

济刺激政策改革，清除私人投资障碍。

在美国政府引导下，美国互联网公司加快在东南亚进行投资和并购活动，

拓展移动支付、网络银行等业务。2019 年 8 月，脸书（Facebook）旗下的

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 和印尼出行服务商 Go-Jek、移动支付提供商 DANA、

OVO 及印尼国有银行曼底利银行谈判，计划使用印尼的数字钱包来开展在该

地区业务。2020 年 6 月，谷歌在雅加达建立谷歌云平台数据中心。7 月，谷

歌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商议，准备对东南亚电商

平台 Tokopedia 投资 5 亿～ 10 亿美元，扩张销售网络。此外，微软和亚马逊

等互联网公司也纷纷在东南亚寻找合作伙伴，期望借助当地品牌拓展“超级

APP”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2]

（三）从聚焦海洋转向海陆并进

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主要围绕海洋，工作重心也落在海上东盟国家

身上。美国亚洲战略以“印太”取代“亚太”，强调海上亚洲对美国地缘战

略的重要性，隐含以海上亚洲对冲陆上亚洲。东南亚是海洋和大陆的结合部，

在美国战略罗盘中处于关键位置。美国在东南亚国家推销其“印太战略”，

[1]　陈顺殷：“值得高度关注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中国金融网，2018 年 10月 9

日， http://www.cnfinance.cn/blog/article.php?uid=36&id=2117。（上网时间：2020年 8月 30日）

[2]　“淘金东南亚：谷歌淡马锡拟向电商 Tokopedia 投资 10 亿美元”，腾讯网，2020

年 7月 4日 , https://tech.qq.com/a/20200704/003681.htm。（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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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做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国工作，力促东盟向美国战略靠拢。

为加紧进入陆上，美国以“湄公河下游倡议”（LMI）为平台，炒作水

资源问题，试图挑起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争端。2018 年 7 月，蓬佩奥在出

席东盟部长级会议期间表示，美国要与柬埔寨、越南、老挝、泰国和缅甸强

化 LMI 合作计划。同月，韩国在老挝东南部承建的“桑片 - 桑南内”水电站

副坝发生坍塌，美国官员在发表评论时无端指责中国，称中国在上游的举措

对湄公河产生了“负面影响”。2019 年 8月，在第 12次 LMI 部长级会议上，

蓬佩奥无端指责中国在湄公河上游修建大坝、疏浚河道等行为。2020年 4月，

蓬佩奥在美国 - 东盟抗击新冠疫情外长视频会上声称，“上游建造水坝单方

面改变了湄公河径流量，将对流域数千万人的生计造成灾难性影响”。[1] 9月，

美国将 LMI 升级为美国 - 湄公河伙伴关系，并举行首届部长级会议，加强对

华“水舆论”攻势。

美国加强同湄公河国家卫生合作。2019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与泰国公

共卫生部门合作建立了区域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在东南亚地区共享有关新

型传染病的信息和资源。美国还为湄公河国家举办疾病防控培训课程，介绍

如何应对新型流感威胁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加大“抗疫外交”，

宣布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向柬埔寨、泰国、缅甸分别提供 200 万、270 万、

1850 万美元援助，用于疫情风险防范与管控。[2] 

（四）从手段相对单一转向更加多元化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以“大国竞争”作为战略核心，主要精力集中于

大国，忽视了中小国家。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以相对获益最大化

作为对外政策主要目标，不愿投入新的资源来维持并更新美国领导力，不愿

深度介入地区纠纷。因此，在特朗普执政初期，美国对东南亚国家重视不够，

只是通过几次象征性高层访问维护在该地区的重要双边关系。特朗普两次东

[1]　转引自张励：“新冠疫情下美国掀湄公河水舆情风云”，《世界知识》2020 年 12 期。

[2]　“U.S. Provides Additional COVID-19 Support to Increase Thailand’s Case Identification, 
Rapid Response,” April 28, 2020, https://th.usembassy.gov/u-s-provides-additional-covid-19-support-
to-increase-thailands-case-identification-rapid-response/; “Millions of People in Myanmar Benefit 
from U.S. Assistance on COVID-19,” July 22, 2020, https://mm.usembassy.gov/millions-of-people-
in-myanmar-benefit-from-u-s-assistance-on-covid-19/.（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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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之行都是顺途访问，2017 年 11 月先后访问东北亚的日韩中，继而访问

越南和菲律宾，出席了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主要是为了解决贸易问题。2018 年 6 月访问新加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举行首次会谈，主要旨在解决东北亚朝核问题。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从研究、规划向执行层面推进，美国东南亚政策

从务虚转向务实，在立法、援助等方面多管齐下，加快转型。

一是加快立法进程。2018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政府和国会密集出台相关

法律，涉及海事安全、防务合作、贸易关系、青年领导人培养等问题。特朗

普连续签署了三个重磅法案：“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把“东南亚海

事安全倡议”（MSID）授权延长五年，并更名为“印太海事安全倡议”，将

东南亚作为援助和培训的重点区域，该法案还要求国防部长尽快向国会提交

“印太稳定倡议”（IPSI）五年计划，以强化美国在该地区军事能力；“更

好地利用投资引导开发法案”试图改革美国开发性金融能力，从信贷等方面

鼓励私营部门在海外开发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在欠发达国家促进以市场为

基础的合作，推进包容性经济增长，拟据此扩大在东南亚国家投资；“亚洲

再保证倡议法案”提出在东南亚建立新的反恐伙伴关系计划，加强在南海联

合军演，强化地区国家海事意识，同时大力提升与地区国家经济伙伴关系，

以《2016—2025 年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为参考，扩大在该地区能源基础

设施投资。

美国国会加快针对东南亚的立法程序。为表达对柬埔寨首相洪森连任的

不满，众议院先后通过“2018 柬埔寨民主法案”“2019 柬埔寨民主法案”，

对“破坏柬埔寨民主”的当政个人进行制裁，包括实行限制签证、冻结其在

美财产。[1] 2019 年 9 月，众议院通过“东南亚战略法案”，全面系统强化

同东南亚的接触战略，包括统筹在该地区正在进行和计划推进的倡议清单，

[1]　Ted S. Yoho, “Cambodia Democracy Act of 2018,” July 26, 2018, https://www.congress.
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754?q=%7B%22search%22%3A%5B%22Cambodia+Democracy
+Act+of+2018%22%5D%7D&s=2&r=27; Ted S. Yoho, “Cambodia Democracy Act of 2019,” July 16, 
2019,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3081?q=%7B%22search%22%3A%5B
%22Cambodia+Democracy+Act+of+2018%22%5D%7D&s=1&r=2.（上网时间：2020 年 8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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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权和民主、强化法治等。[1] 2020 年 6 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

过决议，强调利用美国与东南亚青年领袖伙伴关系推进印太战略，重申以“东

南亚青年领袖倡议”（YSEALI）为平台，在东南亚推进美国软实力、促进良治。[2] 

此外，另有十几项决议和法案也在积极推进过程中，在众议院等待进入立法

程序的包括：“2019 南海东海制裁”（H.Res.3508）、“安置东南亚难民”

（H.Res.952）、“推进美越伙伴关系”（H.Res.1018）、“越战期间越南难

民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历史意义”（H.Res.941）、“2019 柬埔寨贸易法案”

（H.Res.1376）。在参议院等待进入立法程序的包括：“推进美越伙伴关系”

（S.Res.607）、“推进美国东盟伙伴关系”（S.Res.406）、“2019 南海东

海制裁法案”（S.Res.1634）。[3]

二是强化定向援助。特朗普上台后，白宫发布“美国优先：使美国再次

伟大的预算大纲”，主张大幅削减对外援助预算，取消和合并相关援助账户。

在国会反对下，援助的预算规模虽得以维持，但政府在如何分配问题上有较

大裁量权。为推进印太战略，特朗普政府减少对中东、中美洲等地区援助，

重点投放东南亚地区。

在军事援助方面，2018 年 8 月，蓬佩奥在东盟地区论坛宣布将向印太地

区提供近 3 亿美元新援助，项目涵盖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其中 2.9 亿美元通

过“国际军事援助计划”用于强化海洋安全、人道主义救援、灾难防护与维

和能力建设，850 万美元为“国际毒品与执法”基金。同年 12 月，特朗普签

署“亚洲再保证倡议法”，计划5年内累计投入75亿美元（每年拨款15亿美元），

以推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活动，深化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1]　Ann Wagner, “H.R.1632 - Southeast Asia Strategy Act,” Congress, July 3, 2019, https://
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1632?q=%7B%22search%22%3A%5B%22H.
R.1632+-+Southeast+Asia+Strategy+Act%22%5D%7D&s=4&r=1.（上网时间：2020年 8月 30日）

[2]　Jeff Merkley, “S.Res.392,” Congress, October 31, 2019,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 
congress/senate-resolution/392?q=%7B%22search%22%3A%5B%22southeast+Asia%22%5D%7D&
s=1&r=1.（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30 日）

[3]　Mike Gallagher, “South China Sea and East China Sea Sanctions Act of 2019,” Congress, 
June 26, 2019, https://www.congress.gov/search?q={%22congress%22:[%22116%22],%22source%2
2:%22all%22,%22search%22:%22southeast+Asia%22}&searchResultViewType=expanded&pageSiz
e=100&pageSort=relevancy.（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30 日）



68

《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5 期

新加坡和越南的安全伙伴关系。[1]

在人权促进援助方面，“亚洲再保证倡议法”要求驻印太使领馆强化人

权促进工作，国务院需在 90 天内向国会提交有关东南亚促进人权、民主和良

治的报告；从 2019 年到 2023 年，每年拨款 2.1 亿美元，通过民主基金会和

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促进印太地区民主，充分利用大学、社区和多边机制，

强化公民社会、人权、法治、透明度和责任；此外，计划拨专款支持印太青

年领袖倡议，包括 YSEALI、东盟青年志愿者项目及其他人文交流项目。[2]

在技术援助方面，2018 年 7 月，蓬佩奥向地区国家推出“数字互联互通

与网络安全伙伴关系”倡议，初期投资 2500 万美元，用于改善伙伴国的数字

互联互通，扩大美国技术出口机会。彭斯访问新加坡期间，两国达成一项网

络安全技术援助项目，承诺利用美国技术提升东盟成员国网络安全。2019 年

2 月，美国贸易与开发署为菲律宾信息与通信技术部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支持菲律宾国家宽带网络计划，促进其改善信息基础设施。

三是操纵非政府组织。为服务东南亚外交战略，美国利用智库、功能性

非政府组织（NGO）等有选择性地散布信息，左右当地舆论氛围。美国政府资

助“影子智库”发布所谓“专业报告”，炒作湄公河水资源问题，为美国推

进湄公河战略服务。[3] 通过 LMI 在泰国成立“当地希望机构”（PACT），运

作“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计划”（SIP），就水资源、能源和粮食问题在湄公

河下游国家进行活动。SIP 资助美国“地球之眼”和全球环境卫星应用公司

撰写涉湄公河研究报告。2020年 4月，为配合蓬佩奥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地

球之眼”和全球环境卫星应用公司发布“在自然条件下（无坝畅流）湄公河

上游水流量监测”报告，声称基于科学数据分析，湄公河上游大坝建设严重

[1]　Kevin McCarthy, “H.R.6888 -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 Congress, September 
25, 2018,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6888/text.（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30 日）

[2]　Kevin McCarthy, “H.R.6888 -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
[3]　“影子智库”由政府资助设立或者接受政府项目资金，这些智库标榜不涉政治、

价值中立，实则为政府推销政策，带有明显的政治偏好。Matthew P. Funaiole, “An Upswell 
of Solidarity: China’s Mekong Dams Face Online Backlash,” April 24, 2020, https://www.csis.org/
analysis/upswell-solidarity-chinas-mekong-dams-face-online-backlash。（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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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游水量和环境。该报告发布在 LMI 支持设立的“湄公河水数据倡议”

（MWDI）网站上，并被翻译成五种文字。[1] 驻当地的《纽约时报》、美国之

音等媒体记者引述史汀生中心、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智库专家的“专业评

论”，指责中国上游建坝是责任源头，引导当地媒体形成共振，放大舆论效应。

美国政府利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

（AMTI）炒作涉海议题。AMTI专门研究亚洲海洋问题尤其是东海、南海问题，

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岛礁、港口、船舶高清卫星图片后，结合国际和地区形

势对图片进行判读，撰写学术报告。AMTI 资金源于 CSIS 的韩国、日本项目

和布热津斯基地缘政治学研究所，以及日本、菲律宾等国政府和部分企业捐助。

特朗普政府炒作“南海岛礁军事化”时，AMTI 往往在第一时间提供舆论炮弹，

成为南海舆论的主要操盘手。AMTI 实为美国政府的“影子工具”，从其报道

可以了解美国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2]

二、美国调整东南亚政策原因

美国认为，东盟在未来国际格局中作用上升，需要将其纳入“印太战略”

轨道。此外，随着中美竞争加剧，美国试图“推回”近年来中国在该地区日

益增长的影响力。

（一）东盟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上升

东南亚历来是美国亚太地区的战略重点，其重要性仅次于美与日、澳地

区同盟。特朗普政府将亚太战略调整为“印太战略”后，需要改变对东南亚

的重视不足。从概念、合作实质内容上重置与该地区国家关系，同时改变在

该地区的政策推进策略。根据美国的“印太”定义，东盟不再是亚太一体化

的中心，而是“印太战略”的风暴眼。2019 年 6 月 , 沙纳汉在香格里拉对话

[1]　“Recent Reports,” April 10, 2020, https://www.mekongwater.org/reports.（上网时间：2020

年 8月 30 日）

[2]　“About AMTI,” https://amti.csis.org/about/.（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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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称，“印太是我们的优先战区，我们正在该地区投入大量资源”。[1] 

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指出，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紧密连结，东盟国家处

在结点位置，是海权国家挺进大陆的前哨站。美国以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

定义东盟，重新审视“谁控制了边缘地区 , 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

治含义。[2] 东南亚地处国际海洋交通要道，拥有优良港口和具有开发潜力的

军事基地，美国控制东南亚一带海洋，就可以威胁亚洲大陆，切断大陆国家

与海洋国家联系通道。特朗普政府经过系统谋划后，将东南亚作为推进“印

太战略”的桥头堡和打通两洋与海陆连接的关节点。

除了战略位置重要性突出，东盟国家的经济体量和影响力也在日益提升。

东南亚拥有 6.5 亿人口，自然资源丰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东南亚经济

发展迅速，成为世界新兴工业化地区，在世界经济重心转移至东亚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支持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2019 年，东盟十国

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 3万亿美元，整体经济规模仅次于德国，超过英国、

法国。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兴起，东盟后发优势进一步体现，在未来世界经

济格局中地位将不断上升。特朗普政府如不在贸易和投资上加强对东南亚的

投入力度，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将被弱化，不利于美国整体战略推进。

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集体认同越来越强，东盟成为抱团的地区主义代

表。东盟是区域合作倡导者和引领者，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磋商平台和

凝聚共识作用，已经成为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东盟“中心性”

标志着东盟在外交和战略上独立性增强，美国急需通过对东南亚政策系统调

整，争取其对“印太战略”的支持，至少不能任其成为推进“印太战略”的阻力。

（二）与中国竞争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近年来，中美在东南亚影响力呈此消彼长之势，美国担心中国对东南亚

影响增长对美不利，力图将中国影响“推回”。

2019 年初，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发布《东南亚现状：2019

年调查报告》显示，73%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该地区经济影响力最大，且相

[1]　Dzirhan Mahadzir, “Shangri-La: Shanahan Stresses Continued U.S. Role in Indo-Pacific,” 
June 1, 2019, https://news.usni.org/2019/06/01/shangri-la-shanahan-stresses-continued-u-s-role-in-
indo-pacific.（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30 日）

[2]　N. 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Co., 1944, p.43.



71

美国东南亚政策转向及前景

信中国的综合影响力将会超过美国；近半数受访者表示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将使东盟“更靠近中国的轨道”；60%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从一年前已经开始衰减；对于美国作为东南亚地区安全提供者的角色，三分

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不太认同或不认同。2020 年 6 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调查报告显示，过去 10 年间，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影响力明显上升，

已经超过美国，未来 10 年这一趋势或将持续；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已

超越美国，未来 10 年，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经济影响力差距将继续拉大。[1] 

为了改变中美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变化态势，美国以诱压东盟、贬损中

国为手段，试图削弱、“推回”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蓬佩奥出任国务卿

以来，美国通过双多边渠道加大对东南亚国家施压力度，要求地区国家选边

站队。2019 年 6 月东盟峰会召开前夕，美国公开要求东南亚国家做出“正确

选择”，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在美国 -东盟商会 35 周年

晚宴上称，东南亚国家在美中两国之间要选择独立、自由、公平、开放的伙

伴关系。这使地区国家倍感压力，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回应

表示，不要强迫东南亚国家在美中两国间选边站队。与此同时，美国还对东

南亚国家极力拉拢，沙纳汉强调美国军事资本技术优势对地区国家是机遇，“美

国正在迅速发展至关重要的技术，以遏制和战胜未来的威胁”，“与我们进

行协同作战行动的合作伙伴，作为区域安全网络的一分子，将能够使用这些

技术中的大部分”。[2]

美国在东南亚展开对华舆论攻势，竭力抹黑中国。2020 年 7 月，蓬佩奥

发表声明，歪曲南海有关客观事实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声称

中国对南海权益声索“不合法”。美国驻东南亚使领馆机构参与抹黑中国行

动，美国驻柬埔寨、越南、泰国、缅甸等国使馆官员通过接受当地媒体采访、

发表媒体文章等方式，在中美贸易关系、新冠疫情、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

等问题上构陷中国。

[1]　Michael Green, Amy Searight, “Powers, Norms, and Institutions: The Future of the Indo-
Pacific from a Southeast Asia Perspective,” June 2020,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
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624_Green_PowersNormsandInstitutions_WEB%20FINAL%20
UPDATED.pdf.（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30 日）

[2]　转引自谢瑞强等：“美代理防长：呼吁亚洲盟国再增加安全开支”，澎湃网，2019

年6月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583517。（上网时间：2020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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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主导对外事务官员调整

蒂勒森任国务卿时期，国务院权力被“边缘化”。特朗普干涉国务院人

事安排，亲自“指点江山”，甚至在发布“禁穆令”等重大外事决策上跳过

国务院。国务院士气低落，很多东南亚高级外交官职位长期空缺。蒂勒森开

展亚洲外交倾向于“问题导向型”，重点应对处理朝核危机、南海问题。

蓬佩奥任国务卿以来，国务院在对外事务方面的权力得到强化，加快了美

国东南亚政策推进。蓬佩奥外交风格倾向于“战略主导型”，全力推进特朗普“印

太战略”。2018年 7月，蓬佩奥在美国商会主办的印太商业论坛上发表题为“美

国的印太经济愿景”的演讲，从经济角度对“印太战略”进行定义，宣布促进

美国在该地区进行私人投资的经济倡议，包括“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伙伴

关系”“亚洲EDGE：通过能源促进开发与成长”和“基础设施交易与援助网络”

等。同年 8 月，蓬佩奥访问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三国，推销“印太战略”

并加快推动这一战略落地。蓬佩奥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使国务院在对外决策过

程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蓬佩奥将主管美国情报系统的经验用于国务院，重新设

计人事架构，提振士气。国务院加快补缺在东南亚高级外交官职位，2019 年 7

月，拉非克 • 曼苏尔被任命为驻新加坡临时代办，德索姆伯被提名为驻泰国大

使，2020 年 5 月，西布里被任命为驻缅甸使馆临时代办。

三、美国东南亚政策走向

美国东南亚政策服务于其全球战略。在“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

推动下，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已完成从欧洲、中东向印太的转移，显示共和、

民主两党在总体战略问题上的高度契合，合力在印太推进全新的战略框架。

东南亚在该战略框架中的地位明显提升。未来，无论是特朗普连任，亦或拜

登主政，美国均将加力运筹这一地区，使其成为美国地区战略的前沿地带。

美国将继续增加对地区多边投入。一是加强对地区经济多边机制的利用。

如果拜登胜选，在贸易问题上将延续民主党相关政策做法，加入“全面与进

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如若特朗普连任，或将在东亚推进建

立一个排斥中国的经济安排，如以美日澳基础设施投资三边伙伴关系为基础，

在东南亚优先开展相关项目。二是推进建立地区安全多边机制。以印太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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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外长会议为基础，推动“四边安全对话”扩员，网罗同盟国，有选择地增

加对话伙伴，将主要地区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多边安全架构当中。

未来，美国还将加大对东南亚国家民主促进力度。特朗普政府在人权等

方面对菲律宾、柬埔寨、缅甸等国施压，但并未将促进民主作为外交重点。未来，

美国将继续在东南亚推进美式民主价值观，如果拜登主政，对该地区民主促

进投入将进一步加大。

尽管美国不断加码东南亚，欲将其打造成“印太战略”的重要依托，但

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还受诸多因素影响。

（一）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相关政策的反应

“中心性”是东盟自身定位的关键，是其在区域安全架构、区域秩序安

排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护身符”。对成员国来说，东盟“中心性”是保护该

地区不受外国干预的必要条件。东盟利用自身独特的角色定位，有效维护地

区国家与域外国家的互动关系。然而，美国“印太战略”是美国利益优先在

印太地区的延伸，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削弱东盟“中心性”，令其失去在解决

地区秩序安排问题上的主导地位。正因如此，东盟推出自己的“印太展望”，

以区别于美国“印太战略”，未来双方在地区秩序主导权问题上尚存矛盾。此外，

美国试图在安全秩序方面新建安全多边机制，势必引起东盟国家警惕，双方

在安全机制方面亦存在矛盾。上述两组矛盾决定美国在东南亚政策的有限性。

多年来，东盟一直努力寻求战略自主，不被大国政策所左右，在处理大

国关系过程中游刃有余。面对中美竞争，东盟希望以美国平衡中国，防范中

国在地区坐大，同时也不愿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棋子，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东南亚问题专家库尔兰基克认为，东南亚国家对特朗普

政府的地区政策有着多方面怀疑，美国推销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概念

过于二元化，多国担心美国可能迫使其在中美之间公开做出选择。[1] 为此，

东南亚国家努力增加自身政策灵活性，在两国之间寻求平衡。例如，在 5G 问

题上，面对美国不断的游说与压力，东盟主要国家依然表示在建设 5G 通信网

络过程中持开放态度。

[1]　薛雍乐：“蓬佩奥携亚太新投资计划访东南亚，美国地区政策引多方怀疑”，澎湃网，

2018 年 8 月 3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15579。（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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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东盟国家内政的干预也可能引发后者对美政策反弹。特朗普政府

在选举、人权和民族宗教关系等议题上，不断触碰东南亚国家敏感神经，频

繁干涉菲律宾、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内政，招致这些国家强烈不满。

为防范美国利用经济手段“敲竹杠”，东盟国家也努力强化自身经济独立性。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三国央行启动本币交易直接结算计划，以期减

少金融系统对美元的依赖性。印度尼西亚央行行长阿古斯表示，“目前 94%

的出口业务和 78% 的进口业务使用美元结算，上述计划有助于三国的国际金

融业务结算货币多元化”。[1]

在安全领域，地区国家力避被美国“基地化”。美国驻菲律宾军事基地

升级改造一再延迟。2018 年 12 月，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称，已经指示

国防部对《菲美共同防御条约》进行审查，以决定对该条约进行维护、加强

或废除。2020 年 2 月，杜特尔特宣布将终止与美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

但后来又暂停中止。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宪法禁止外国在本国设立

军事基地，这些国家舆论对美国驻军问题总体上持否定态度。[2]

（二）美国对东南亚的资源投入

与过去能够依靠庞大市场资源换取地缘政治利益不同，今天的美国在全

球市场份额降低，贸易优势减少，与贸易伙伴摩擦增多。在“美国优先”政

策指导下，美国对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在针对中国、日本、欧盟等主要贸

易伙伴的同时，也对东南亚国家“敲竹杠”，尤其是对美出口顺差较大的泰国、

马来西亚、越南。2018 年 4 月，美国财政部发布贸易伙伴国和地区货币政策

汇率报告,泰国被认为符合“监视对象”的条件。2020年 8月，美国财政部称，

2019 年越南国家银行净购入价值约 220 亿美元外汇，将越南盾的实际有效汇

率压低了 3.5% 至 4.8%，暗示或将越南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与地区国

家的贸易摩擦风险加大，相关国家经济增长将面临较大压力。[3] 对此，东南

[1]　“印尼农业拒绝美国数以亿计的美元投资后，或将加快去美元化”，2018年 5月 8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9878825300648415&wfr=spider&for=pc。（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30 日）

[2]　铁流：“美国印太战略的东南亚支点”，华夏经纬网，2019 年 6 月 20日，http://www.
huaxia.com/thjq/jswz/2019/06/6141298.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30 日）

[3]　葛岩：“贸易保护升级 泰国将被美国盯上？”，中国贸易新闻网，2018年 4月 19日，

http://www.chinatradenews.com.cn/content/201804/19/c16586.html。（上网时间：2020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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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国家将采取对冲措施 , 包括推进贸易伙伴多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稳定

本国经济。

美国严重的债务问题限制了其对东南亚的投入。2020 年 8 月，美国国债

首次突破 26万亿美元，相当于 2019 年美国 GDP 的 121%，自 2020 年初以来，

美国国债总量增长近 3 万亿美元。美国公司债务规模为 3.9 万亿美元，几乎

占全球的一半。美国债务高企引发国际社会担忧，2020 年 7 月，国际评级机

构惠誉发布报告，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认为在疫情暴

发之前，美国公私债务和赤字高企就已“腐蚀”美国的主权信用。[1] 美国陷

入自己的“债务陷阱”，在东南亚推进的相关项目面临资金紧张问题。

（三）中国与东盟合作进展

美国在推进其东南亚政策中，重要目标之一是离间中国与东盟关系，压

制中国影响力增长。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近 30 年，双方关系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内涵丰富、活力充沛，逐渐形成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文

化和精神。中国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处理与东盟关系，尊重东盟“中

心性”及其在地区合作中的引领地位，以既有双边合作成果为基础，升华双

边关系。

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对外界因素影响

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2019 年，中国连续 11 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2020 年，在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下，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势而上，上半年东盟超

过欧盟，历史性地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凸显了双边贸易极强的韧性和

巨大的潜力。目前，双方正致力于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迈向更为紧密的中国 - 东盟命运共同体，双方正在以《中国 - 东盟战略伙伴

关系 2030 年愿景》等顶层设计为指引，打造双方第四份行动计划，为下一个

五年合作做出规划。

中国和东盟坚守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精神，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推进

包容性发展。双方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中日韩合作、东亚峰会等合作机

制中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合作。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关系久经考验，在应对国际

[1]　郭庆娜：“创历史纪录！美国国债总额超 26 万亿美元”，参考消息网，2020 年 6

月 13 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200613/2412963.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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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印度洋海啸、汶川大地震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守望相助。2020 年，

在新冠肺炎疫情袭击下，双方相互支持，共克时艰。共同的理念和共同的情怀，

支撑双方深度合作。中国 -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东亚发

展的重要动力和地区稳定繁荣的重要支柱。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强行推进冷战

思维的集团主义，离间中国 - 东盟关系以达到其地缘政治目的，必将引起东

盟国家警惕。

中国与东盟关系总体向好，但也应看到，中国同部分东盟国家在个别问

题上尚存矛盾和分歧，处理失当可能成为美国渲染“中国威胁论”、离间中

国 - 东盟关系的口实。另外，如若美国加大威逼利诱，一些期望在中美竞争

中渔利的国家或将铤而走险，为美国火中取栗。

四、结语

在特朗普政府加快推进落实“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东南亚政策出现

重大转向。美国重新强调东南亚重要性，一方面旨在谋求地区国家对该战略

的支持，另一方面弥补“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在印太地区代表性和合法性不

足问题。只有将东盟纳入战略轨道，美国“印太战略”才能形成闭合链条。

鉴于美国大战略转向大国竞争，无论特朗普连任或是拜登入主白宫，美国都

将强化对该地区的进入和掌控。

美国东南亚政策虽剑指中国，但中国并非其东南亚政策的全部。美国在

东南亚地区安全、外交和经贸利益交织，随着该地区战略地位日渐重要，美

国提升关注也在情理之中。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地理相邻，有

着两千年之久的交往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关系密切；美国发展与

东南亚国家关系，需要尊重中国与这些国家发展睦邻关系。美国如以地缘政

治竞争为目的，以“冷战”思维迫使东南亚国家选边站队，剥夺其自身外交

独立性，反而会引发东南亚国家反感。美国推进东南亚政策，应着眼促进美国、

东盟、中国三方良性互动，相互包容，共享地区繁荣与稳定。

【完稿日期：2020-9-7】

【责任编辑：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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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近年来，日韩关系持续紧张，两国间历史纠葛、领土争端、

经贸摩擦等日渐加剧，“战略分歧”所起深层规范作用愈益明显。日韩

战略分歧是由双方围绕结构性要素的矛盾而生成并加剧的，其作为新的

基础变量从深层结构影响着日韩关系的发展走向，具体表现为对朝路线

造成双方基本的安全政策分歧，两国围绕中国崛起在地缘战略上不断形

成分歧，而“特朗普冲击”下的同盟管理导致两国分歧不断加重。由于

内外因素作用，日韩逐步走向战术性缓和是大概率事件，但两国关系要

真正实现结构性的改善与升级，则需要通过调整战略参数、重建政治共

识等来消解战略分歧，这一进程势必曲折而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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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日韩关系虽有一定的缓和与改善迹象，但仍处于 1965 年邦交正

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借助近年中日韩三方平台互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互助

之需，日韩关系被认为有望加速得到解冻、回暖，然而现实却是双方仍在僵持、

对峙而不愿言和、走近，以至于进入 2020年春夏后再次发生令人愕然的争执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本‘军事崛起’与我国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17AGJ00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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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摩擦。对于日韩关系紧张，国际关系及区域问题学者一般将历史对立与认

同差异、围绕领土及经贸等的现实利益冲突这两大主客观因素作为主要解释

变量。[1] 然而，这些变量只能解释事态的一部分，它们并非两国关系中所有

重要的因果要素，在复杂的国际变局与地缘形势下，这些矛盾与摩擦也往往

是结果而非动因。不可忽视的是，日韩关系的对立构图与因果逻辑正发生某

些重要的深层变化，战略分歧正在使日韩关系迟迟难以摆脱困局并走向正常

化，更不用说顺利步入曾被乐观预测的“准联盟”状态。战略分歧是围绕国

家间关系的关键性结构要素（如安全政策、地缘构思、同盟治理等）的战略

层级矛盾而造成并加剧的。就日韩关系而言，抽象的文化与认同差异、具体

的现实利益冲突，可以刺激但没有生成结构性的战略分歧。日韩关系的核心

及深层部分出现裂隙，不但使当下两国的困难局面错综复杂，也使将来的双

方关系走向面临变数。

一、“朝鲜因素”造成日韩基本安全政策分歧

至少在表面上，朝鲜在日韩安全政策与话语体系中扮演着结构性因素的

角色，对朝政策也直接影响着日韩的安全合作走向。日韩对待朝核问题的温

度差——尤其是韩国进步派和日本保守派执政时的政策差异，往往引发两国

之间的战略分歧与互疑。两国在有关威胁性质认知和有效应对措施方面存在

分歧，朝鲜因素虽都被双方视为制定安全战略之时的重要理由，但日韩的任

何一方以此为由大幅改变安全战略也可能使对方处于不利地位，这就增加了

对彼此战略走向的不确定感以及相互疑虑。情势恶劣时，两国甚至有时倾向

于将对方视为围绕朝核问题的另一种潜在安全风险因素，这种相互分歧与双

向互疑给双边关系造成了某种规范和基调，并导致各层级的持续误解。

（一）日韩对“朝鲜威胁”的认知差异

自 21世纪初日韩领导人与朝鲜领导人开启会晤后，两国对“朝鲜威胁”

[1]　知网（CNKI）数据显示，进入 21 世纪后的 20 年里，研究日韩关系的学术论文或时

评文章近百篇，但基本以论述日韩历史纠葛、现实利益合作或冲突（包括岛屿争端、经贸摩擦）

为主，未见专门以“战略分歧”或“战略性的结构矛盾”为主题或主要切入点撰写的论文。



79

战略分歧与日韩关系困局

性质的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安全对策在不断反复变化。小泉纯一郎与金大中

分别于 2000 年 6 月、2002 年 9 月访问朝鲜，这也是两人作为日韩领导人首

次访问朝鲜，这些访问导致进入 21世纪后朝鲜在两国国内的形象发生了重要

转变。2000 年的韩朝峰会让许多韩国人相信，南北之间应该有对话和谈判的

政治空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情绪由此生成、高涨并延续至今。[1]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朝峰会披露出的日本人绑架事件，强化了日本公

众对朝鲜的负面印象。从那以来，朝鲜在日本的形象一直是负面阴暗的，无

论是民主党组阁还是自民党组阁，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试探总是在缺乏灵活

性中草草收场。朝鲜及“绑架问题”是日本最敏感和政治化的外交政策议题，

任何一位首相都不大容易力推日朝关系正常化。

随着对朝认知的不断转变，日韩对各自传统安全原则也在持续进行重新

评估，两国公共政策辩论的基调越来越倾向于质疑有关“朝鲜威胁”的本质

和核心假设，这给两国关系带来了种种影响。例如，“朝鲜认知”的大幅更

新使得首尔考虑替代性安全战略选择的余地和合法性得以扩大，但在日本，

即使在进入 21世纪第二个 10年期末尾以及 2018 年美朝举行历史性首脑会晤

后，调整对朝政策仍然难以得到新的“合法性”背书。这暴露出日韩在如何

看待“朝鲜威胁”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

冷战时期，日韩的安全政策指向受到冷战思维和美国对外战略的支配，

双方的社会观念也相对稳定、趋同。冷战结束后尤其近 10年左右，两国的对

朝认知差异和政策调整错步，是导致双方安全焦虑不断上升、关系不断震荡

和复杂化的根源之一。简而言之，两国都不确定对方相关战略调整的指向与

终点究竟落在何处。因而，日韩相互猜测对方意图和能力的趋势日益明显，

对对方未来安全轨迹也变得越来越敏感。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后，两国

尤其对地区新安全环境的看法越来越不同。2019 年 1 月，文在寅政府发布的

首份《国防白皮书》删除了“北朝鲜是敌人”的语句，对朝鲜作战之际假定

使用的“大规模惩罚报复作战计划”（KMPR）的措辞也消失了。[2] 可见，朝

[1]　「朝鮮半島問題の地政学的分析と我が国の対応」、世界平和研究所、2003年 3月、

http://www.iips.org/research/data/bp296j.pdf。（上网时间：2020年 8月 15日）

[2]　「韓国国防白書、「北朝鮮は敵」外して」、『中央日報』日本語版、2019年 1月 16日。



80

《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5 期

鲜核武计划并没有完全压制住一种底流，即韩国人仍然认为朝韩统一是可取

的并也是可行的。所以，在日韩两国的战略话语体系中，一种常见的相互分

歧与猜疑是，对方正以变化的朝鲜因素为借口，有意削弱原有的共识性安全

原则和机制，而这些曾为日韩维持昔日良好双边关系提供了基础。[1]

（二）韩国对日本涉朝安全政策的疑虑

总体上，韩国人通常认为日本在处理半岛问题时没有资格采取直接的强

硬措施，日方若采取强硬外交立场或发表挑衅性声明，都会被认作日本正在

转向“右倾”或者无意为自己的历史责任充分道歉。进入新世纪后，韩国媒

体不时主张，日本修订其和平主义安保法制时使用的主要理由，就是朝鲜绑

架日本公民事件——利用公众的“受害者心态”及受害国家身份和认同，使

日本不仅能对朝鲜采取更坚定的立场，从长远来看还能对地区安全采取更强

硬武断的措施。

例如，2002 年小泉首相访问平壤后，日本政府对朝鲜日益强硬的态度，

在绑架问题上的“过度关注”和对侵略历史的相对忽视，引起了韩国媒体的

强烈关注——多指责日方夸大绑架问题和其他与朝鲜有关的案件，以使其真

正隐藏的“再军事化”野心合法化。日本对朝强硬姿态被认为是日本政府和

右翼民族主义者精心策划的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利用社会情绪和公众压力，

为实现隐蔽议程而祭出“借口清单”。当时韩日两国相关调查统计显示，60%

以上的受访者对日本扩大安全角色持负面看法。韩日都较为一致地认为，朝

鲜半岛确实是大国博弈和地缘争斗的“通道”，然而，两国强调这一“历史

教训”的立场和心情却是相反的，韩国人认为日本一直在利用地缘政治的借

口觊觎朝鲜半岛，妄图将其作为实现势力扩张和大陆野心的跳板。[2]

其后，韩国历届政府多少都持有类似的观点和警惕感。例如，在 2004

[1]　DongJoon Park ,“The US, Japan and South Korea Should Shelve GSOMIA,” September 
19,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9/the-us-japan-and-south-korea-should-shelve-gsomia-for-
now/.（上网时间：2020年 8月 15日）

[2]　武貞秀士「韓国の脅威認識の変化と軍近代化の方向」、『防衛研究所紀要』第６

巻第１号（2003年９月）、38-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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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日韩峰会上，卢武铉敦促日本“理性”和“客观”地对待朝鲜。[1]2006

年 7月，朝鲜发射大浦洞 -2导弹后，日本单方面对朝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

而韩国总统办公室（青瓦台）则表示：没有权威断定在该地区需要进入紧急

状态，因为这些导弹没有瞄准特定国家，没有理由过分关心这个被打破平静

的黎明，就像日本人正在做的事情。[2] 当一些日本官员敦促其政府考虑将针

对发射基地的先发制人打击作为未来政策选项时，青瓦台则发表声明称：这

揭示了日本意图重新武装的性质，我们对此强烈警惕，这些威胁性的语句将

危及东北亚和平。[3]

至今，怀疑日本在利用朝鲜作为“再军事化”借口的言论在韩国仍不时

出现，并不太可能于短期内消失。与此相关，日本整军强兵、推进修宪等动向，

在韩方看来是日本欲再次“展示肌肉”的战略野心的体现。“安倍依靠民族

主义政治基础以及努力消除和平宪法限制，使日本恢复‘正常化’大国地位，

这也使日韩关系变得复杂。”[4] 对于日本2003—2004年间通过“有事法制”、

2014年解禁“集体自卫权”行使、2015年通过“新安保法”、近年发展攻击

敌方基地能力以及打造“多维联合防卫力量”等动向，韩国都鲜明地发表了

警惕和疑虑之声。[5]

（三）日本对韩国涉朝安全政策的疑虑

在日本，保守派媒体及主流精英层往往批评并担心：日韩同属关键的“民

主阵营”，但韩国易被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所左右，视朝鲜为潜在的统一伙伴

而非直接威胁，“泛朝鲜民族主义”可能会通过进步派政府导致韩国改变对

冷战盟友日本的立场，韩国对朝软弱且友好的姿态会导致日美韩合作削弱以

[1]　山本健太郎「国交正常化から 50 年の日韓関係」、『レファレンス』2015年 5月号、

56頁。

[2]　船橋洋一『ザ・ペニンシュラ・クエスチョン―朝鮮半島第二次核危機』、朝日新聞社、

2006年、465-466頁。

[3]　同上，466頁。

[4]　Frank Jannuzi, “Out of Tune: Japan-ROK Tension and U.S. Interests in Northeast Asia,” 
October 9, 2019,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out-of-tune-japan-rok-tension-and-u-s-interests-in-
northeast-asia/.（上网时间：2020年 8月 15日）

[5]　「70年ぶり戦争ができる日本に」、『中央日報』日本語版、2015年 9月 19日；「日

本、先制攻撃できる国野心」、『中央日報』日本語版、2017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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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区域环境恶化，这可能给日本带来负面的安全影响。[1]

在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等进步派执政时期，日本的这种担忧表现得

最为明显。例如，卢武铉曾承诺将延续“阳光政策”的精神，一度公开反对

美国提出的在韩重新部署美军基地的要求，而这是布什政府军事转型计划的

一部分，也涉及驻日美军整编。对此，日本主要媒体在评论有关卢武铉的对

朝“囿和政策”及其对美日韩关系的潜在影响时，表露了显而易见的焦虑和

不满。不仅如此，日本决策层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担心过如下三种类型的

典型事态：第一，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等在处理朝鲜核导危机的最佳方

式上与日本存在严重分歧；第二，卢武铉宣布韩国将在该地区包括在中美日

关系中扮演更中立的“平衡者”，而朴槿惠和文在寅则无意参与日本的对华

“价值观外交”及地缘政治包围；第三，卢武铉、文在寅等容易受到朝鲜非

常有效的影响，日韩围绕美朝会谈及韩美朝互动也有不同目标。在日本，以

上这些被认为是韩国为了寻求国家利益而造成对日不利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

也为日韩关系面临更多困难埋下了伏笔。[2]

安倍二次执政期间，日本对文在寅的疑虑和不信任由于重大事件的连续

发生而达到了一个顶点。美国东亚问题专家詹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

指出，日韩“危机符合一种可预见的模式，即一个进步的政府往往对朝鲜更

温和，对日美更敏感”。[3] 日方观察人士的看法则更直接而激昂：文在寅政

权下，南北朝鲜的和解、同族论日益高涨，政权中枢的“反日反美民族主义”

观根深蒂固。[4] 日本前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的见解可谓显示了“军方”

的一种观点：“同文同种的南北朝鲜走向统一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但像文在

寅政权这样接近北朝鲜的政权，过去没有过。对日本来说最坏的前景就是北

朝鲜主导完成统一，出现了反日的拥核国家。如果这样的话，日本将大幅改

[1]　Murata Koji, “Japan-South Korea Relations: Current Status and Issues,” July 12, 2006, 
http://www.esuj.gr.jp/jitow/205_index_detail.php.（上网时间：2020年 8月 15日）

[2]　木村幹「日韓関係修復が難しい本当の理由」、2013 年 12 月 20 日、https://www.
nippon.com/ja/in-depth/a02701/。（上网时间：2020年 8月 15日）

[3]　DongJoon Park, “The US, Japan and South Korea Should Shelve GSOMIA”.
[4]　黒田勝弘「韓国の「旭日旗」批判は歪んだ対日戦勝史観の産物だ」、『SAPIO』

2018年 11・12月号、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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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防卫战略。”[1]而韩国国内的保守派及部分精英亦认为，文在寅“亲北疏美”，

低估朝鲜构成的威胁，将与朝鲜交往优先于加强与日本的安全和经济联系。

“文在寅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致力于与平壤恢复友好关系，就朝鲜问题而言，

韩国与中国的作法更为一致。”[2]

2018 年 12 月，韩朝为落实之前的首脑会谈协议而在朝鲜开城工业园区

举行了南北道路连接工程开工仪式，日本保守派评论家就此指出，在美国加

强对朝制裁的情况下，韩国向本应强烈敌对的军事独裁国家俯身谋求和解的

同时，不知为何却对自由主义阵营的友邦日本采取了敌对高压姿态。[3] 2019

年 9 月，文在寅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中对金正恩委员长致力于无核化进

行了积极评价，表示已到了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新决心和努力积极响应的时候。

对此，日本主要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指出：文在寅演

讲的异常之处是其基调违反了联合国制裁决议的精神，其讲话透露出韩朝统

一后“假想敌国”不可能是中国或俄罗斯，只有日本。[4]

二、 日韩围绕“中国崛起”加深地缘战略分歧

解析日韩关系，地缘政治因素不容忽视。对海陆权重、大国竞争等不同

的安全考量导致了日韩战略重点的分化。中国崛起给日韩都带来了巨大的地

缘政治冲击，但造成的效果却有微妙差别。总体上，韩国对中国崛起的适应

度、搭车热情要高于日本，其作为半岛国家不乏在海陆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

需要——虽然也经常为此面临困扰和矛盾。日本自我定位为“海洋大国”，“联

海制陆”的战略取向明显，对韩国的“事大主义”及“亲中向陆”不免抱有

疑虑和警惕。近 10 年来，日本的涉华地缘战略及“价值观外交”中很难觅见

[1]　河野克俊・村田晃嗣「専守防衛を再考せよ」、『Voice』2019年 12月号、46頁。

[2]　Jae Ho-Chung, “South Korea’s US-China Conundrum,” October 10, 2019, https://www.
eastasiaforum.org/2019/10/10/south-koreas-us-china-conundrum/.（上网时间：2020年 8月 15日）

[3]　潮匡人「レーダー照射、韓国に道理を説いても無駄である」、2018年 12月 29日、

https://ironna.jp/article/11559。（上网时间：2020年 8月 15日）

[4]　大前研一「トランプと文在寅はとんでもない大統領だ」、『週刊ポスト』2018 年

11月 30日号、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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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位置和角色，而韩国在地缘政治经济政策上的大胆举动往往会引起日

本保守势力的忧虑和批评。两国在涉华地缘战略方面难以对接与合作的矛盾，

时有发生并不时加重。

（一）日本的涉华战略与日韩矛盾

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与历史经验仍然主导或影响着日本部分保守派的战

略思维样式。日本长期以来对朝鲜半岛的理解根植于明治时代的地缘政治战

略，认为其是“指向日本的匕首”，是中国等大陆势力投射力量的历史通道。

这种理解仍然广泛存在于与安全相关的叙事体系中。[1] 日本认为，近年来围

绕朝鲜半岛的国际局势发生剧变即东亚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中国的重新崛起。“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在经济上日本比韩国强大许多，

但现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扁平状态，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很高，相对

而言日本的重要性下降了很多。”“韩国外交最近看起来发生了轻视日本、

重视中国的变化”，这背后应具有应对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理由。[2]

由于日韩关系恶化、中国崛起、美国奉行孤立主义，东亚秩序处于不稳

定状态。因此，“安倍政府的外交基本方针，就是以东亚安全环境的稳定为

目的而形成对华包围网，安倍首相自身肯定也是将中国认定为最需警戒的对

手”，“朝鲜半岛自古以来较之日本更深受中国的影响”，“抑制中国的大

国扩张需要将美国、韩国拉入其中”。[3] 然而，事与愿违，当今日本战略界

及安全政策界总是难免担忧：随着中国崛起并逐渐恢复区域主导地位，韩国

可能会与大陆邻国“结盟”或倒向大陆怀抱，抛弃与美国的传统联盟结构，

在地缘政治上转而反对日本，从而成为日本安全的负担。日本“厌韩”派势

力批评韩国时经常使用的话语就是“事大主义”，始终担心韩国重回历史上

的“亲中事大主义”：“韩国正站在历史的分歧点——是与日美一起作为海

洋国家生存下去，还是与中国携手作为南北统一的大陆国家存在下去？现状

[1]　Rechard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6.

[2]　宫家邦彦「半島国家の悲しき世界観」、『Voice』2014年 11月号、76頁。

[3]　井上寿一「歴史の忘却が東アジアを救う」、『Voice』2019年 12月号、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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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在寅政权可能选择后者。”[1] 类似的担忧较多体现于思想保守的政治家、

媒体、学者和公共政策精英的安全叙事，而他们在日本的政治光谱中占据着

相当重要的位置。近年来，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提出，日本将不得不考虑驻

韩美军缩减及撤军危机的现实性，主张复活美国在朝鲜战争前夜在日本和半

岛之间所划的“艾奇逊防线”，日本的防卫必须扩大到五岛列岛和对马岛，

包括考虑对朝鲜半岛的防卫。[2]    

与怀疑韩国“亲中事大主义”一体两面的，是日本的“蔑视韩国”观。

有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半岛国家很难自主决定事情，即使向半岛投入资源，

其回报也非常令人担忧；半岛总是夹在中俄日等强国之间，奉行“事大主义”

并随时改变立场，对半岛抱有过高期待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据大国力量的增

减而不断改变立场是半岛国家的宿命，应该抓住与美中俄这些地区大国的关

系，日本外交中的韩国比重相对较小才符合国家利益。[3] 应该说，当日韩关

系处于二战后最低点的时候，这种声音和观点在日本战略界和政策界并不少

见。

实际上，日本一系列重大的涉华外交与安全战略构想，也都是绕开韩国

设计和推进的。这既是因为韩国不愿意参与公开牵制和明显包围中国的美日

战略，也有日本方面判定韩国“靠不住”和“分量不够”的原因。从“自由

与繁荣之弧”和“民主安全菱形”到日本版“印太战略”甚至再到TPP（CPTPP）

等诸般构想，其中都难以发现韩国的位置和角色，日本政府近年来基本是将

韩国排除在其倡导的区域战略或秩序的合作伙伴之外。从 2015年开始，日本

《外交蓝皮书》分别删除了以往强调的日韩“共享价值与利益”以及“韩国

是共享战略利益的最重要邻国”等表述。非但如此，安倍 2018 年提出“战后

外交总决算”这一宏大战略性对外构想时，开始急剧恶化的日韩关系却首先

成了短板和“拦路虎”。

[1]　河野克俊・村田晃嗣「専守防衛を再考せよ」、『Voice』2019年 12月号、45頁。

[2]　用田和仁「 脱韓国へ  対中作戦で米陸軍・海兵隊が陸自と一体化」、2019 年 3

月 12 日、https://news.goo.ne.jp/article/jbpress/politics/jbpress-55716.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15日）

[3]　松川るい「問題は日韓関係ではない、韓国自身である」、2019 年 01 月 5 日、

https://ameblo.jp/matsukawa-rui/entry-12430952173.html。（上网时间：2020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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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国的涉华战略与韩日矛盾

当进步派执政时，例如卢武铉、文在寅时期，韩国在地缘政治以及大国

关系处理上更容易与日本发生矛盾，尤其是与日本保守右翼政府产生对立与

摩擦。朴正熙、全斗焕、李明博等保守派执政时期，日韩关系显得相对较为

顺利但也时有不和谐。例如，卢武铉执政时顶住重重压力，要求收回美军指

挥权、推进自主国防，同时作为东亚“平衡者”开展对中美两国的均衡外交，

这在当时引起了日本的不满和警惕。文在寅作为卢武铉的秘书长，在政策指

向方面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卢武铉的遗志，例如其政府有意保持对海陆方向的

平衡和对冲，并曾表示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为

三方军事同盟等。日本媒体和政治家尤其是右翼保守势力，担心这样的趋势

会导致未来日美退出半岛而中国恢复对“统一朝鲜”的传统影响力：“最大

的悲剧是韩国现政权真的相信，改善对中朝关系可以与日美韩同盟合作并行

不悖。”[1]亲日的美国学者亦撰文指出：“日本高级官员和决策者越来越相信，

韩国进步派政府决心改变该地区的权力平衡”，“文在寅政府将追求与朝鲜

统一的梦想，而统一后的朝鲜将在中国主导下转而反对日本”。[2]                                                

从朴槿惠到文在寅时期，韩国方面一直对安倍的政治倾向与近邻政策持

有疑虑和戒备。朴槿惠虽为保守派人士，但日本认定其有意“亲华拒日”，

如其在有关东亚历史问题上推行中韩“共斗”、顶着压力出席中国阅兵、推

动了中韩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合作等。日本前驻韩大使武藤正敏认为，

朴槿惠并不反日，但因为过于重视中国导致轻视和怠慢日本，并且拘泥于“历

史问题”，所以日韩关系并不良好。[3] 2015 年，中日韩三国政府领导人会

晤时隔 3年半再次重启，与李克强总理的正式访韩相比，安倍对韩国则是“工

作访问”，没有受到期待中的外交礼遇，这也算是日本与韩国乃至与中韩两

国因历史问题造成关系“温差”的一种体现。

[1]　宮家邦彦「近未来の韓国・台湾と日本」、『産経新聞』、2019年 7月 26日。

[2]　Daniel Sneider, “The Downward Spiral in Japan-Korea Relations: Will Washington Pay 
Attention?,” January 14, 2019, 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260149.（上网时间：2020年 8月 15日）

[3]　武藤正敏「朝鮮半島情勢と日韓関係」、2016 年 5 月 26 日、http://www.kiip.or.jp/
societystudy/doc/2016/20160526_gaikourejyume_MutooMasatoshi.pdf。（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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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至 2016 年的一年左右时间内，韩国推动或完成了多项让日本

难以“放心”的地缘政治及经济重大事务：（1）跟随除美国以外的西方主要

国家加入了亚投行，并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就积极支持和参与；

（2）在朝韩发生激烈危机后、韩美重启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之际，朴槿惠参加

了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阅兵仪式并与习近平主席并肩站在

天安门城楼；（3）中韩自贸区落地，韩国达成先于日本进入中国市场的目标。

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同期美日主导的 TPP 协议却未将韩国包含在内，这

表明日韩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并没有在同一轨道上运行。朴槿惠试图以“模糊”

战略使韩国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但在中日之间则明显地采取了具有倾向性

的政策。对韩国外交政策这种“向陆漂移”，日本学界和政策界表达了明确

的忧虑和批评。虽然因“萨德”入韩事件导致中韩关系出现矛盾摩擦，但日

本仍有人认为：文在寅政府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再加上它为追求统一而优先

考虑与朝鲜“后台”的关系，使其难以不向大陆靠拢，并且基于这些原因，

最近几届韩国政府——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在讨好中国 [1]；2017

年韩国官方发出包括“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为三方军事同盟”等的“三

不承诺”，等于站队中国，这可以说是日本安全的重大威胁 [2]。 

三、美国的同盟管理加重日韩战略分歧

理论上讲，美国霸权及其同盟管理、日美韩三边互动原本是消除日韩战

略分歧、加强相互协作的有效方式。[3] 鉴于日韩双方的互信受到如此严重的

破坏，“如果这两个疏远的邻国想要恢复和谐，那么美国的介入是必不可少

的，传统上，韩日两国对美国的信任超过了对彼此的信任”。[4] 然而，特朗

[1]　Takuya Matsuda, “Geopolitics Redux: Explaining the  Japan-Korea Disput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November 7, 2019,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9/11/
geopolitics-redux-explaining-the-japan-korea-dispute-and-its-implications-for-great-power-
competition/.（上网时间：2020年 8月 15日）

[2]　室谷克実「レーダー照射に驚きと戸惑い」、『zakzak』、2018年 12月 27日。

[3]　李枏：“同盟管理的两难困境：以美日韩三边关系为例”，《当代美国评论》2019

年第 3期，第 78-79页。

[4]　Frank Jannuzi, “Out of Tune: Japan-ROK Tension and U.S. Interests in Nor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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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对同盟的轻视及管理失策，使得三边平台运转极为不畅，反而造成韩日两

国的裂痕不断加大。例如，围绕朝核问题，近年韩朝、美朝之间展开多轮互动，

引人关注，但日美韩“非均衡”的涉朝互动尤其日本被置身于事外，极大地

引发了日本不安及其对韩国的疑虑。事实上，外界都已注意到，特朗普在朝

鲜及其领导人身上花费的“心事”，远远超过在处理该地区盟国关系上投入

的精力。正如美国知名日本问题专家希拉·史密斯（Sheila Smith）所作评论：

“日韩关系恶化，美国对此的参与度低下也是重要原因。如果是过去的美国，

对自己的同盟国日本和韩国，从早期阶段就介入了。对同盟国的管理能力低

下，导致了日美韩关系的结构性变化。”[1]美国的东亚问题专家车维德（Victor 

Cha）曾有如下论断：当美国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显得薄弱时，日韩倾向于搁

置分歧并进行合作。[2] 然而，由于新的国际大变局以及地缘政治动态的影响，

这一论断似乎正失去历史效力。

（一）日本被韩美置于“朝核会谈”之外与日韩矛盾

安倍首相长期以来一直坚称，将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要求其实现无核

化。日本虽然是六方会谈成员之一，但在朝核问题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朝鲜半

岛事务中只是个次要角色，既不是朝核问题直接当事方，手中更缺乏影响半

岛局势走向的筹码。因此，“绑架问题”成了日本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最有

利抓手。特别是 2018年初以来，朝鲜半岛形势接连发生戏剧性变化，朝鲜与

中、韩、美、俄频繁互动，但日本基本被排除在外，日本舆论对安倍政府应

对无方指责不断。在此情况下，安倍更要不停地加大利用绑架问题，以显示

政府在朝核问题上的作为。日本一些人希望，安倍能够抓住正确时机，从施

压转向对话，并在解决朝鲜无核化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但安倍显然没有充

分利用这些机会。

与安倍的作法相反，文在寅捕捉到金正恩发出的对话信号后迅速行动，

并积极充当美朝沟通的“中间人”角色。2018 年初，金正恩提议派遣朝鲜

[1]　Sheila Smith, “Seoul and Tokyo  No Longer on the Same Side,” July 1, 2019, https://www.
cfr.org/blog/seoul-and-tokyo-no-longer-same-side.（上网时间：2020年 8月 15日）

[2]　Victor Cha, “Abandonment, Entrapment, and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Kore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 June 2000, Vol.44(2), pp.26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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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仅仅月余，朝鲜高官和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Mike Pence）在开幕式上即相邻而坐。2018 年 3 月，韩国总统府国家安全

室室长郑义溶在白宫出人意料地宣布美朝将举行峰会。尽管日本官方坚称与

美韩保有沟通并有效掌握事态发展，但有证据表明，这些重大动向显然让日

本政府感到十分意外。[1] 同年 4 月，文在寅组织了韩朝板门店峰会，并为其

后的美朝峰会作铺垫。韩朝同年晚些时候又举行了两次峰会，而 2018年之前

朝韩两国领导人只在 2000 年和 2007 年会晤过两次。更引人注目的是，金正

恩和特朗普于 2018年 6月、2019年 5月在新加坡和越南分别举行了首脑会晤。

2019 年 7 月，特朗普在访问韩国之际，突然跨过“三八线”与金正恩会晤。

据日媒报道，安倍对此也是不知详情。[2] 美朝之间的各种互动事实，给了韩

国更多转圜余地来维持对朝活动而不必过多顾虑日本的反应。尽管这些活动

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与韩国关系紧张的日本，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其中，

韩朝合作和美朝接触一度形成令日本无比尴尬的演进势头。

其实，在朴槿惠执政后期，韩日2015年达成《慰安妇协议》、2016年签署《军

事情报保护协定》后，双方关系有所好转，2017 年也有过较为融洽的合作。

2017 年全年与半岛有关的不稳安全环境，以及特朗普鲁莽的对朝强硬言论，

为日韩提供了很大的合作动力。日韩双方都赞成对朝鲜实施严厉制裁、情报

共享以及与美国举行三边军事演习，安全合作的紧迫需求看似一度抑制了两

国之间一直存在的历史问题。

日韩新近对朝鲜的战略观点发生重大分歧始于 2018 年初，文在寅政府

通过“冬奥外交”开始对朝缓和关系，而日本对朝鲜的政策则基本没有改变。

在特朗普决定与金正恩接触后，日韩的战略考量很快显现分歧，文在寅接受

了开启韩朝和解的挑战，但对安倍来说，日本被绑架者的问题比朝鲜核威胁

更重要。这种战略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削弱了日韩在安全领域进

行合作的能力，同时也降低了双方妥善处理历史问题的政治动机。从过程看，

[1]　辰巳由紀「米朝会談と日米「安倍トラ」関係の盲点」、2018 年 3 月 24 日、https://
www.newsweekjapan.jp/stories/world/2018/03/post-9810.php。（上网时间：2020年 8月 15日）

[2]　松尾貴史「板門店で米朝首脳会談　安倍総理の「蚊帳の外」感」、『毎日新聞』

2019年 7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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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既没有参与美朝无核化谈判，也没有参与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谈判，

而仅仅要求特朗普和文在寅代表日本向金正恩提出绑架问题。日本一直试图

对朝保持强硬立场，却处于被种种涉朝议程尴尬地排除在外的边缘化境地。

安倍政府不得不适当缓和其既有的强硬政策，比如 2018年 4月发表“外相声

明”，表示欢迎文在寅推动无核化进程，然而“韩国政府对日本此类关切感

到不屑一顾，不认为日本是朝鲜半岛的参与者，也不觉得有必要缓和对日关

系”。[1] 首尔对平壤的举动淹没了东京的存在感，韩朝撇开日本互联互动，

既令安倍不快，也使其非常焦虑。

（二）霸权缺位、同盟失治与日韩分歧加剧 

2018 年至 2019 年，日韩之间频繁发生的事件，既是经年互信严重缺失

造成的后果，也反过来重又加剧了双方的分歧与互疑。短短一年有余，“慰

安妇”问题、“强征劳工”赔偿、韩国国际观舰式旭日旗悬挂、火控雷达照

射、出口管制及贸易战、韩国一度宣示废弃《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

等重大摩擦事件接踵发生。这些事件大多与安全议题有关，即与战略或政治

层面的矛盾有关。例如，关于韩国政府试图废弃 GSOMIA，安倍表示将敦促韩

国遵守约定，恢复两国互信关系。[2] 即便是贸易争端与出口管制，安倍政府

使用的理由也是“安全保障”——声称其限制向韩国出口战略物资的决定源

于担忧韩国缺乏监管的国家安全体制。[3] 而文在寅政府对此的理解则完全针

锋相对：日方此举在于打击韩国未来发展，给韩国的对朝政策制造障碍，动

摇韩日安全合作基础。[4] 2019年 9月，河野太郎外相针对日韩“强征劳工”

赔偿争议发表文章，文中也不忘点出“安全”问题，指出韩国完全看错了东

[1]　Daniel Sneider, “The Downward Spiral in Japan-Korea Relations: Will Washington Pay 
Attention?”.

[2]　「GSOMIA破棄　安倍首相の発言全文」、『読売新聞』2019年 8月 23日。

[3]　事实上这与占领尖端产业优势与科技制高点，特别在当前形势下的宏观国家安全密

切相关。

[4]　「GSOMIA 破棄  文在寅政権が極端な決定に走ったワケ」、2019 年 8 月 23 日 、

https://www.iza.ne.jp/kiji/world/news/190823/wor19082320310027-n1.html?obtp_src=www.iza.
ne.jp。（上网时间：2020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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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亚的安全形势。[1] 这似乎是在描绘日韩关系对立的一幅新构图：过去的日

韩矛盾主要是围绕历史问题的争执，政治上双方一直在摸索妥协的着陆点，

能做到这点是因为日韩安全合作体制已经相对稳固，但目前日韩关系紧张导

致军事合作机制这一基础亦出现裂痕，战略层面出现了不祥的迹象。

也许正因如此，2019 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在介绍区域国别安全合作

的顺序时，将韩国从之前的第 2 位降格到了第 4 位，这一降级处理引发了韩

国外交部的抗议。[2] 1月 15日，韩国公布《国防白皮书》，与之前版本相比，

省略了“韩日分享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基本价值观”的提法，并将原来与韩

国进行军事交流国家的顺序日中俄改为中日俄。[3] 由于韩国一度中断和日本

分享情报导致日韩之间缺乏情报交流，致使日本无法掌握朝鲜导弹的具体动

向。据日媒报道，受制于地理条件及技术原因，日本在 2019年 5月以后多次

未能探测到朝鲜发射的多枚新型导弹轨道。[4] 

这种局面对美日韩区域安全合作是一个打击，被认为对美国在亚洲的同

盟架构凝聚力也造成了连带损伤。[5] GSOMIA 曾被华盛顿吹捧为对美国在亚

洲的辐辏同盟体系的重要软件更新：通过允许绕过美国“枢纽”并彼此直接

共享军事情报，为日韩提供了一条直接途径，让两国分享有关朝鲜和该地区

其他安全问题的情报，同时象征性地巩固了对中国的三边压力。[6] 但近年来，

当美国的两个盟友存在严重分歧并影响到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时，出现的最

大问题是“特朗普政府没有显示出足够的意愿在帮助改善两国关系方面发挥

[1]　Kono Taro, “The Real Issue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Is Trust,” September 4, 2019, 
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view/japan-south-korea-trade-spat-boils-down-to-trust.（上网时间：

2020 年 8月 15日）

[2]　「安保協力、韓国を四番目に降格　19年版防衛白書」、『朝日新聞』2019年 9月

28 日。

[3]　B. O. 基斯塔诺夫：“当代日韩关系困境与展望”，《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 7期，

第 47页。

[4]　「北朝鮮新型ミサイル、探知できず」、共同通信社、2019年 9月 23日。

[5]　Troy Stangarone, “Korea’s Dispute with Japan Spills into National Security,” August 27,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8/koreas-dispute-with-japan-spills-into-national-security/.（ 上

网时间：2020年 8月 15日）

[6]　Brian Kim, “GSOMIA and the Shadow of ‘Lee-Myung-Park-Geun-Hye’,” September 10,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9/gsomia-and-the-shadow-of-lee-myung-park-geun-hye/.（上网

时间：2020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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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华盛顿并没有积极寻求在盟友之间进行斡旋，而是基本上站在

旁观者的角度并把这个领域留给了中国”。[1] 

日韩关系螺旋式下降且迟迟未能触底反弹，正因其共同盟友美国较之以

往更多地处于“无作为”位置。正常情况下，美国会介入调停，强烈鼓励其

两个重要的亚洲盟友在外交及安全问题上保持合作。[2]实际上，2015—2016年，

面对因历史问题大闹分歧的日韩关系，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包括直接斡旋劝说

在内的诸多措施来调和两国矛盾。当然，特朗普政府面对这一局面也并非毫

无作为。例如，特朗普 2019 年 7月曾透露，如果日韩双方都有意愿，或许美

国会介入调停双方关系。特朗普还曾表示不希望韩国废止 GSOMIA，也不希望

日本将韩国从“白名单”中移除，但美国的声音似乎被忽略了。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2019年 7月 31日在泰国曼谷与日韩外长会谈时曾表示准备解劝两国。

助理国务卿史迪威在国会亦曾表态称，为解决日益恶化的日韩关系，美国将

积极参与调停。然而，问题不仅是特朗普政府的调停意愿不足，美国的领导

作用与同盟承诺也受到了日韩的怀疑。据报道，日韩外相对蓬佩奥敦促他们

结束分歧并没有做出积极响应，“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不仅表明了这两个

盟国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或许更重要的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作用正

在减弱”。[3] 意愿与能力均显不足的美国“霸权治世”及其同盟管理，使日

韩的战略分歧与安全互疑有增无减、难以止跌。

日美韩共同的安全议程主要是围绕着共同的“朝鲜威胁”。然而，特朗

普不反对韩国对朝鲜的和解政策，美韩也没有打算放弃绕过日本与朝鲜接触

的外交策略，“重视盟友关系的奥巴马政府将韩日关系视为美国的战略要素，

而特朗普政府则将韩美关系与美日关系割裂开来，分而视之”[4]。这些因素

[1]　Bonnie S. Glaser, “How an Alliance System Withers,” September 9, 2019, https://www.
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9-09-09/how-alliance-system-withers.（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15日）

[2]　Daniel Sneider, “The Downward Spiral in Japan-Korea Relations: Will Washington Pay 
Attention?”.

[3]　Motoko Rich, Edward Wong and Choe Sang-Hun, “As Trade Conflict Worsens Japan-
South Korea Relations, U.S. Takes a Step Back,”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2019.

[4]　Daniel Sneider, “The Downward Spiral in Japan-Korea Relations: Will Washington Pay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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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刺激或加深日韩的战略分歧与安全互疑，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难解。当

日韩越来越对维持良好关系失去耐心和信心，当观察人士倾向于认为日韩缓

和紧张局势已前景暗淡时，热衷于“退群卸责”的特朗普政府是否真有意愿

和决心阻止其东亚的两个关键盟友之间的关系恶化和僵化，目前看仍是疑问。

四、结语

日韩关系时冷时热、经年曲折，从 2018 年秋季起，一路恶化至今，被

认为坠入 1965 年建交以来的最坏状态。不过，日韩两国目前虽仍看似态度强

硬，但也并非置双边关系彻底破局而不顾。实际上，日方已在对韩出口管制

及经济制裁上留口子、开绿灯，韩方也投桃报李，在日韩 GSOMIA 于 2019 年

11 月到期后表示同意继续维持效用。然而，进入 2020 年后，即使在新冠肺

炎疫情亟需日韩合作的背景下，双方之间仍旧爆发风波并严重损害到脆弱的

关系改善进程。这是综合矛盾使然，而战略分歧这一结构性因素在其中具有

关键影响。如果日韩希望为修复关系奠定基础，那么两国必须通过妥善处理

各自基本安全政策、主要地缘战略、同盟体系协调等问题，包括理顺与朝鲜、

中国乃至美国的复杂关系，来重新调整双边关系的战略参数并消除战略分歧。

基于共同利益及形势压力，在双方努力及美国施压撮合下，在中日韩合作进

程等积极因素推动下，日韩关系逐步走向一种战术性缓和是大概率事件。但是，

鉴于复杂的国际变局及地缘竞争，双方的战略分歧与互疑短期内难以消除而

且有激化之可能，重建政治共识与互信可谓任重道远，这种基本态势决定了

两国真正改善关系将面临曲折复杂的前景。

【完稿日期：2020-9-2】

【责任编辑：曹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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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危机与美土关系的疏离 *

     宫小飞  石  斌

〔提   要〕 近年来，伴随叙利亚危机的爆发和演变，美土这对北约盟

友却在经历不断疏离的过程，双方围绕叙利亚危机中的优先目标、库尔

德人问题以及土俄关系等重大议题龃龉不断。美土关系的疏离既是双方

地区战略冲突所致，也是两国内政分别变化的结果，并受到国际格局变

迁的深刻影响。美土疏离将分化美国的中东同盟体系，加剧中东地区紧

张局势，影响中东地缘战略格局的未来走向。尽管近期美土关系看似止

跌回升，但两国疏离的趋势和本质并未改变。在维持同盟框架前提下，

各自的现实利益需求成为美土两国关系互动的根本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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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跌宕起伏的中东地区局势中，美土关系及其走向影响重大。近年来，

围绕叙利亚危机和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美土这对曾经同仇敌忾的北约盟友“麻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及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

研究”（编号：15AZD02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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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不断”，从合作渐次疏离，走向分歧和冲突。土耳其多次以终止美土盟友

关系要挟美国让步，美国国内也一度掀起将土耳其踢出北约的讨论。[1] 全面

分析美土关系疏离的动因及其影响，有助于理解叙利亚局势的变迁和中东地

缘战略格局的未来走向。

一、美土在叙利亚危机中的矛盾

长期以来，土耳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冷战期间，在

对抗苏联的共同目标下，美国和土耳其在北约框架内维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美国给予土耳其经济和军事援助，土耳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遏制苏联的

重要屏障。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土耳其在美国全球

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美土关系并未松动。1996 年，土耳其和以色列签

订军事协议，双方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并一度成为美国中东同盟体系的重

要支柱。21世纪以来，随着土耳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阿拉伯强国的普遍衰弱，

土耳其在中东坐大，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日益增加。2003 年，土耳其大国民议

会拒绝了美国借道土耳其开辟伊拉克北方战场的请求，成为美土关系的转折

点。此后，尤其是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美土围绕危机期间的优先目标、库

尔德人问题以及土俄关系等重大议题龃龉不断，两国关系疏离呈现出长期化、

深层次、全方位的发展态势。

（一）优先目标上的分歧

2011 年 3 月，叙利亚爆发反对巴沙尔政权的大规模内战。美国和土耳其

深度介入叙利亚局势。起初，在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共识下，美土在援助叙利

亚反对派武装、制裁巴沙尔政权上保持了基本一致。2014 年“伊斯兰国”崛

起后，美土在叙利亚局势中的优先目标出现严重分歧。

“伊斯兰国”坐大后，反恐取代政权更迭成为美国在叙利亚的首要目标。

一方面，美国开始直接介入叙利亚局势。奥巴马政府拉拢盟友组建反恐联盟，

[1]　Doug Bandow, “Time to Kick the Islamizing Turkey out of NATO,”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July 25, 2019, https://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time-to-kick-the-
islamizing-turkey-out-of-nato/.（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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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另一方面，美国对巴沙尔政

权的态度发生变化。奥巴马政府认为巴沙尔政权的倒台将使叙利亚陷入分裂

和失序，为极端组织的扩张提供机会。为集中力量反恐，奥巴马政府降低了

在推翻巴沙尔政权上的声调。在土耳其看来，推翻巴沙尔政权比消灭“伊斯

兰国”更为急迫。尽管“伊斯兰国”的扩张已对土耳其构成威胁，但“伊斯

兰国”是反巴沙尔阵营中的一支劲旅，打击“伊斯兰国”将削弱反巴沙尔阵

营的力量。此外，土耳其认为巴沙尔的“暴政”及其引发的叙利亚内战是“伊

斯兰国”崛起的根源，消灭“伊斯兰国”必须标本兼治。[1] 因此，土耳其将

推翻巴沙尔政权作为优先目标，游说美国把叙利亚政府军和“伊斯兰国”同

时列为空袭对象，但未得到美国响应。

美土在优先目标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打击“伊斯兰

国”问题上，土耳其不愿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2014 年 9 月，美国国务卿克

里访问中东，推动沙特、土耳其等 11个中东国家加入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

土耳其是唯一未在反恐联合公报上签字的国家，并拒绝了美国和北约使用其

军事基地打击“伊斯兰国”的请求。第二，在土叙边境管控方面，美国认为

土耳其未能有效管理土叙边境，对“伊斯兰国”的崛起负有责任。2014 年 10

月，美国副总统拜登暗指土耳其故意放松对土叙边境的管理，致使大批跨国“圣

战者”经土耳其进入叙利亚，拜登的言论引发了美土之间的外交风波。[2] 第

三，在缓冲区问题上，美国不愿支持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设立缓冲区的提议。[3]

为削弱巴沙尔政权、缓解难民涌入压力，土耳其多次呼吁美国和北约在叙北

部设立缓冲区。在美国看来，设立缓冲区超出了美国的反恐责任，将引发美

军同叙利亚政府军的直接对抗。2015 年 7 月，在土耳其配合美国反恐后，奥

[1]　Kilic Kanat and Kadir Ustun, “U.S.-Turkey Realignment on Syria,” Middle East Policy, 
Vol.22, 2015, p.91.

[2]　Sebnem Arsu, “Biden Apologizes to Turkish President,”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4, 2014, https://www.nytimes.com/2014/10/05/world/europe/turkish-leader-demands-biden-apology.
html?auth=login-email&login=emai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5 日）

[3]　缓冲区是隔离交战双方的非交火区，缓冲区内禁止一切空中飞越和地面军事行动。

设立缓冲区需要强大的空军力量和巡逻部队作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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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政府依然拒绝了土耳其关于设立缓冲区的提议。[1] 

（二）库尔德人问题上的冲突

随着叙利亚局势的升级，以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及其武装“人

民保护军”（YPG）为代表的叙利亚库尔德力量趁机崛起，美土在库尔德人问

题上立场相左，加剧了双方之间的矛盾。

对美国来说，库尔德力量是击败“伊斯兰国”的可靠盟友，同“民主联盟党”

合作有助于拓展美国在叙利亚的势力范围、牵制俄罗斯和伊朗的地缘扩张、

避免美国过度卷入叙利亚局势。长期以来，库尔德因素是影响土耳其内外政

策的重要变量，土耳其担忧周边国家的库尔德力量同其国内分离主义组织“库

尔德工人党”（PKK）形成联动。在土耳其看来，美国扶持的“民主联盟党”

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埃尔多安担心“民主联盟党”在叙北

部坐大将使叙利亚、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力量连成一片，在土耳其南部形成“库

尔德走廊”，激发国内库尔德人的独立情绪。因此，土耳其将“民主联盟党”

列为打击对象，要求美国将该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出于反恐需要，奥巴马

政府拒绝了土耳其的认定要求，并同“民主联盟党”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2]

结盟。[3] 在奥巴马政府的支持下，“叙利亚民主军”占据了幼发拉底河以东

的叙利亚领土，并在控制区内建立“北叙利亚民主联邦”。

特朗普上台后，将打击“伊斯兰国”作为美国在中东的优先目标，强化

了对“叙利亚民主军”的支持，激化了美土在库尔德人问题上的矛盾。2017

年 10 月，在美军的支援下，“叙利亚民主军”攻占“伊斯兰国”老巢拉卡，

使库尔德人获得空前的国际关注和支持。2018 年 1 月，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

宣布同“叙利亚民主军”共同组建边境安全部队，以防“伊斯兰国”再起。

为回击美国，土耳其发动“橄榄枝”军事行动，占领了库尔德武装控制的阿

[1]　Josh Rogin, “U.S. Shoots Down Idea of Syria Safe Zone,” Bloomberg, July 29, 2015,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5-07-28/u-s-shoots-down-idea-of-syria-safe-zone.
（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6日）

[2]　“叙利亚民主军”是由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下属武装组织“人民保护军”

主导的反对派武装。

[3]　“Obama didn’t Keep Promises of Cooperation against PKK, Erdoğan says,” Daily Sabah, 
April 20, 2017, https://www.dailysabah.com/diplomacy/2017/04/20/obama-didnt-keep-promises-of-
cooperation-against-pkk-erdogan-says.（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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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林地区，并威胁对有美军驻守的曼比季发动进攻，增加了美土爆发直接军

事冲突的风险。为缓和同土耳其的关系，2018 年 12 月，在和埃尔多安通话

后，特朗普不顾国家安全团队的劝阻坚持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但因军方和国

会中建制派力量的反对，美国撤军进程不断受阻。2019 年 10 月 5 日，埃尔

多安向美国发出进攻库尔德人控制区的“最后通牒”。[1] 为避免同土耳其发

生直接冲突，白宫次日再次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并对土耳其在叙发起的军事

行动持“不支持、不参与”态度。但迫于国内压力，特朗普随后要求埃尔多

安停止进攻库尔德武装并威胁对土耳其实行制裁。与此同时，美国国会通过

决议，将 1915 年至 1923 年奥斯曼帝国杀害约 150 万亚美尼亚人的行为定性

为种族灭绝。[2]2019 年 11 月，美国军方宣布重启同“叙利亚民主军”的反

恐合作。[3]2020 年 7 月，在白宫的支持下，美国一家石油公司同“叙利亚民

主军”就开发叙利亚东北部石油达成合作协议。[4]

（三）土俄走近加剧美土疏离

由于美土分歧的不断扩大，土耳其转而向俄罗斯靠拢。叙利亚危机初期，

土耳其的“反巴”战略同俄罗斯的“挺巴”政策相冲突，双方因“战机事件”

险些擦枪走火。[5] 2016 年 7 月，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为土俄关系改善提供

了契机。在政变爆发前，俄罗斯向土耳其输送情报，协助埃尔多安挫败政变。

2016 年 8 月，埃尔多安访问俄罗斯，双方关系转入快轨发展。在叙利亚问题

[1]　Ali Kucukgocmen, “Erdogan Says Turkey to Launch Military Operation in Northeast 
Syria,” Reuters, October 5,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security-turkey-usa-
idUSKCN1WK053.（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8 日）

[2]　Catie Edmondson and Rick Gladstone, “House Passes Resolution Recognizing Armenian 
Genocide,”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9,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29/us/politics/
armenian-genocide-resolution.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8 日）

[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Forces Reset in Syria, ISIS Struggles to Reform,” 
November 27, 2019,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story/Article/2028815/us-forces-reset-in-syria-
isis-struggles-to-re-form/.（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9 日）

[4]　Amberin Zaman, “US Oil Company Signs Deal with Syrian Kurds,” Al-Monitor, July 30, 
2020,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20/07/us-oil-company-deal-syria-kurds-kobani-
turkey-russia-sdc-sdf.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8 月 5 日）

[5]　2015 年 11 月 24 日，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并拒绝道歉，引发俄罗斯报复。俄

罗斯指责土耳其同“伊斯兰国”进行石油交易，并中止了俄土核电、天然气管道等大型项目合作，

对土耳其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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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缓解美国和库尔德武装结盟带来的压力，土耳其同俄罗斯、伊朗宣称“维

护”叙利亚主权及领土完整，以换取俄罗斯对土耳其的支持。2016 年 12月，

俄土伊三国启动“阿斯塔纳和谈”，该机制成为联合国框架外协调叙利亚问

题的重要平台，其行动带有明显的美国指向。2017 年 5 月，俄土伊在叙利亚

共同促成四个冲突降级区的设立，限制了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在降级区内的

军事行动。此外，俄土伊三国元首多次发表联合声明，不接受以反恐为由在

叙利亚制造新现实的尝试 [1]、督促美国尽快落实从叙利亚撤军 [2]。在能源和

军售领域，2016 年 10月，俄罗斯和土耳其签订《土耳其溪天然气管道协议》，

该项目是土俄能源合作的标杆，既增强了土耳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也使

土耳其成为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重要枢纽，缓解了俄罗斯因俄乌关系

恶化面临的能源输出困境。2017 年 9 月，土俄就土耳其购买俄 S-400 防空导

弹系统（以下简称 S-400）达成一致，使双方之间的合作扩展到防务领域。

土俄多维度合作触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与现实利益。在美国看来，土耳

其的行为背离了其北约盟友的身份。作为北约成员，土耳其不仅在叙利亚问

题上同美国和北约唱反调，还购买美国主要竞争对手俄罗斯的 S-400。为迫

使土耳其放弃 S-400，美国以终止盟友关系威胁土耳其。2019 年 4 月，美国

副总统彭斯公开警告土耳其“要么选择 S-400，要么选择北约”。[3] 土耳其

针锋相对，副总统奥克塔伊在推特上反击美国“要么选择土耳其，要么选择

恐怖分子（指库尔德武装）”。[4] 2019 年 7 月，土耳其从俄罗斯接收第一

[1]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urkey, “Joint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s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Republic of Turkey,” April 4, 2018, http://www.
mfa.gov.tr/iran-islam-cumhuriyeti_-rusya-federasyonu-ve-turkiye-cumhuriyeti-devlet-baskanlari_nin-
ortak-aciklamasi_en.en.mfa.（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0 日）

[2]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s of Iran, Russia and Turkey,” February 14, 2019, http://www.president.ir/en/108077.（上网

时间：2020 年 3 月 10 日）

[3]　Umar Farooq, “US’ Pence: Turkey Must Choose between S-400, NATO,” Anadolu 
Agency, April 3, 2019, https://www.aa.com.tr/en/americas/us-pence-turkey-must-choose-between-s-
400-nato-/1441753.（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2 日）

[4]　Jeyhun Aliyev, “US must Choose between Turkey, Terrorists: Turkish VP,” Anadolu 
Agency, April 3, 2019, https://www.aa.com.tr/en/turkey/us-must-choose-between-turkey-terrorists-
turkish-vp/1441794.（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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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S-400 后，美国正式将土耳其排除在 F-35 战机合作项目之外。[1]12 月，

在土耳其启动S-400系统测试后，美国国会以S-400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

要求白宫根据《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CAATSA）制裁土耳其。[2] 美国

的威胁并未使土耳其屈服，埃尔多安以禁止美国使用土耳其军事基地、取消

北约在土耳其部署反导预警雷达为要挟向美国叫板。[3]

二、美土关系疏离的动因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美土关系原有的战略合作基础日渐削弱，双方在全

球、地区和双边层面的竞争与分歧加剧，这和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增强、

土耳其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美土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有关。

（一）国际格局变迁是深层根源

美土同盟关系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国际背景，是冷战两极格局对峙下的产

物。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土耳其出于安全需要加入北约，成为美国遏制战

略的重要一环。在美土非对称性同盟关系中，美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土耳

其服从美国的政治需要和全球布局，扮演美国的“跟班”角色。这一时期，

美土摩擦虽有发生，但具有偶发性和暂时性的特点，双方很快在对抗苏联的

目标下重归于好。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共同威胁的

消失并未动摇美土关系的基础，土耳其在美国构筑的单极格局中担当“战略

支点”角色，在遏制伊拉克、反恐等议题上积极配合美国。21 世纪以来，世

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朗。“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将恐怖主义视为

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美国深陷

战争泥潭，国家实力严重受损。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

[1]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by the Press Secretary,” July 17, 2019, 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s-secretary-64/.（上网时间：2020 年 3月 14日）

[2]　Lara Seligman, “U.S. Lawmakers Move to Punish Turkey for Buying Russian Missile 
System,”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10,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2/10/us-lawmakers-
move-punish-turkey-buying-russian-missile-system-s400/. （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4 日）

[3]　“Erdogan Threatens to Shutter 2 Strategic US Military Bases,” The Times of Israel, December 
15, 2019,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turkeys-erdogan-threatens-to-shutter-2-strategic-us-military-
bases/.（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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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权力优势，使国际力量对比更

趋平衡。

在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下，“一边倒”的亲西方战略无法满足土耳其的安

全需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同土耳其的国家利益相抵触，因此土耳其开始重

新审视其国家身份和单向度外交政策。一方面，土耳其不再紧盯西方，以更

加多元的视角理解其国家身份和地缘定位。土耳其前总理、外交部长达武特

奥卢 [1] 提出“战略纵深”思想，主张打破严格的洲际地理限制，从多维度的

地理和历史视角界定土耳其的国家身份。[2] 在达武特奥卢看来，土耳其不仅

是欧洲国家，同时是非洲国家、巴尔干国家、中东国家、黑海国家、地中海

国家、高加索国家、中亚国家、里海国家、红海国家和海湾国家，土耳其应

在不同地区发挥积极作用。[3] 达武特奥卢的“战略纵深”思想深刻影响土耳

其的对外政策。在担任外长后，达武特奥卢推出“与邻国零问题”和多维度

外交政策，在寻求加入欧盟的同时，积极提升同周边国家关系，推动土耳其

国家身份朝多元化方向转变。另一方面，土耳其采取更加平衡的外交战略，

不再对美国亦步亦趋，将中国、俄罗斯等其他大国视为平衡美国的重要资源。

近年来，每当土耳其加入欧盟受挫或美土关系紧张时，埃尔多安便以加入上

海合作组织要挟美国和西方。在军售问题上，当美国无法满足土耳其需要时，

土耳其频频发出从中国和俄罗斯购买反导系统的声音。在叙利亚危机中，美

土在库尔德人问题上发生冲突时，土耳其转而同俄罗斯、伊朗合作。土耳其

的大国平衡战略削弱了美土之间的战略互信，美国智库将土耳其视为“全球

摇摆国家”之一。[4]

[1]　艾哈迈特·达武特奥卢曾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政治盟友。2002—2016 年间，他

先后担任总理首席顾问、外交部长和总理职务，2016年因同埃尔多安发生分歧辞去总理职务。

2019 年 9 月，达武特奥卢退出正义与发展党，宣布组建“未来党”。

[2]　Michel Nawfal and Cengiz Candar, “Turkish Foreign Minister Ahmet Davutoglu: New 
Arab Legitimacy or Regional Cold War,”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42, 2013, p.95.

[3]　Ibid., pp.94-95.
[4]　Daniel M. Kliman and Richard Fontaine, “Global Swing States: Brazil, India, Indonesia, 

Turke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November 2012,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global-swing-states-brazil-india-indonesia-turkey-and-the-
future-of-international-order.( 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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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土中东战略冲突是直接原因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收缩是美国中东战略的主线。美国干预中东的能力

和意愿同时下降，民主改造中东的理想被弱化甚至抛弃，美国从伊拉克撤军，

并试图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抽身。同时，美国在中东仍面临着消除恐怖主义威胁、

防止中东被敌对大国控制、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等多重挑战。[1] 因此，在

中东收缩战线的同时，美国希望借助同盟体系和伙伴力量应对地区威胁，维

持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利益和主导地位。从土耳其方面看，综合实力的提升和

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的现实激发了土耳其的扩张欲望和地区雄心。2018 年，

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7713 亿美元，位居中东第二。[2] 与土耳其相比，

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等阿拉伯传统强国局势动荡，地区影响力严重衰减。

土耳其奉行“新奥斯曼主义”战略，试图借助土耳其在中东的硬实力优势和

奥斯曼帝国继承者的历史文化资源，填补地区权力真空。为此，土耳其以更

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中东事务，在叙利亚、利比亚、阿拉伯半岛和红海等原奥

斯曼属地拓展影响。美国的战略收缩和土耳其的雄心壮志形成鲜明对比。美

国希望北约盟友土耳其服从其利益需要，协助应对美国面临的地区挑战，维

持对美国有利的中东地区秩序。但土耳其不再甘于充当美国的“跟班”或“战

略支点”，而是积极谋求打造对土耳其有利的地缘政治新格局。

由于美土中东战略之间的冲突，双方在中东地缘政治议题上往往持相反

立场。在叙利亚危机中，秉持“战略收缩”的奥巴马政府不愿过度介入叙利

亚局势，在“伊斯兰国”崛起后坚持反恐优先，降低在推翻巴沙尔政权上的声调。

而奉行地区扩张战略的埃尔多安政府将推翻巴沙尔政权作为首要目标，将“伊

斯兰国”视为反巴沙尔政权的积极力量加以援助。为集中力量反恐，美国同

库尔德力量结盟，触犯了土耳其的核心利益。土耳其转而向俄罗斯靠拢，引

发美国的强力制裁。在伊朗核问题上，土耳其出于自身需要，指责美国退出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7, 
p.4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上

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3 日）

[2]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 
TR&view=chart.（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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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核协议”破坏地区稳定，不愿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全面制裁，在美国宣布

取消对伊朗制裁豁免后，土耳其继续保持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在巴以冲突上，

土耳其支持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批评特朗普政府偏袒以色列。

2018 年 5 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后，埃尔多安召回驻以、驻

美大使，带头抵制美国的迁馆行为，指责美国违反人类平等和正义精神，丧

失了在巴以冲突中的调停角色。[1]

（三）美土国内政治环境变化是重要刺激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有意识地发掘和利用国内的保守伊斯兰

力量，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外交，重塑了土耳其亲西方的国内基础和价值观。

出于政治需要，埃尔多安将美国为首的西方塑造成阻止土耳其崛起、挑拨伊

斯兰世界内部关系的“他者”，不断鼓动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给美

土纷争抹上了一层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增加了美土关系的不确定性。此外，

埃尔多安近年来的集权行动和土耳其的人权状况引发美国政界和学界的批评。

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美国国务院连续多年在《国别人权报告》

中批评埃尔多安政府借政变清除异己、限制言论和媒体自由、干涉选举和司

法公正。[2]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土耳其项目主任索内尔·恰普塔伊将埃尔

多安比喻成土耳其的“新苏丹”。[3] 2019 年 10 月 30 日，美国众议院外交

事务委员会主席艾里奥特·恩格尔在国会发表演讲，指责埃尔多安是“独裁

暴徒”，称其统治给土耳其的世俗、民主传统烙上刺眼的污点。[4]

从美国角度看，特朗普执政后，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和“有

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 指导美国外交。在处理同盟友关系

时，特朗普政府一味强调美国需要，精于利益计算，忽略盟友需求和感受，

[1]　Recep Tayyip Erdoğan, “Statement on Al-Quds,” May 13, 2018, https://www.tccb.gov.tr/
en/speeches-statements/558/94173/statement-on-al-quds.（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

[2]　宫小飞：“特朗普治下美土关系恶化及前景探析”，《和平与发展》2019 年第 4期，

第 101 页。

[3]　Soner Cagaptay, The New Sultan: Erdogan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 Turkey, I.B.Tauris, 
2017.

[4]　Eliot Engel, “Engel Turkey Sanctions Bill Passes House with Overwhelming Bipartisan 
Vote,” October 30, 2019, https://engel.house.gov/latest-news/engel-turkey-sanctions-bill-passes-
house-with-overwhelming-bipartisan-vote/.（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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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美国与盟友关系的紧张。美土关系疏离是“特朗普外交”冲击美国同盟

体系的集中表现。在未遂军事政变发生后，土耳其认定旅居在美的神学家法

图拉·居伦是幕后操纵者，并以参与政变为由拘捕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

和美国驻土使馆多位雇员。为迫使土耳其释放布伦森，特朗普政府对土耳其

采取了强有力的关税制裁报复，重创土耳其经济。在库尔德人问题上，特朗

普政府不顾土耳其反对，强化对库尔德武装的军事援助。[1] 在 S-400 问题上，

美国以施加经济制裁、停止对土军售、终止盟友关系等强硬手段，逼迫土耳

其让步。

三、美土关系疏离的影响及其限度

作为塑造中东局势的两大重要力量，美土关系疏离将对地区格局和安全

形势产生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分化美国的中东同盟体系。美土关系疏离加剧了土耳其同沙特关

系的紧张。特朗普执政后，为遏制伊朗扩张，欲在中东仿照北约模式建立中

东战略联盟（MESA），该设想包括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六国以及埃及和约旦，

却将土耳其排除在外。在土耳其看来，该联盟一旦成立将增强沙特的地区影

响力、影响土耳其南下进程。为阻挠该计划落地，土耳其积极拉拢卡塔尔，

离间海合会内部关系。2017 年 6 月，沙特、阿联酋等多国以卡塔尔支持恐怖

主义、亲近伊朗和破坏地区安全局势为由，宣布同卡塔尔断交，并对卡塔尔

实施封锁。埃尔多安第一时间发表讲话声援卡塔尔，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批准

土卡联合军演及土耳其向卡塔尔增兵计划。[2] 2019 年 11 月，埃尔多安宣布

在卡塔尔建成第二个军事基地，土耳其驻卡士兵已达 5000 余人。此外，自

2018 年 10 月以来，土耳其推动“卡舒吉遇害案”持续发酵，暗指沙特王室

[1]　John Haltiwanger, “Trump Calls Kurdish Journalist ‘Mr. Kurd’ during Freewheeling Press 
Conference,” Business Insider, September 26, 2018,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trump-mr-
kurd-kurdish-journalist-press-conference-2018-9.（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7 日）

[2]　Patrick Kingsley, “Turkey Throws Support behind Qatar in Rift among Arab Na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7,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6/07/world/europe/turkey-qatar-
support.html?auth=login-email&login=email.（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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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谋杀卡舒吉的幕后元凶，使土沙关系陷入尴尬境地。土耳其的举措激化了

土沙矛盾，同时挑拨了美国与海湾阿拉伯盟友之间的关系，严重影响了美国

遏制伊朗的战略效果。

其次，加剧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美土关系不仅关乎双方，还同叙利亚危

机、巴以冲突、反恐等地缘议题相互交织。某种程度上，美土同盟关系对中

东地区的稳定起到“安全阀”的作用，美土关系的疏离将使地区热点问题发

酵升温。在叙利亚危机中，美土围绕库尔德武装和叙北缓冲区问题纷争不断，

双方通过扶持各自代理人拓展势力范围，一度引发叙利亚局势的紧张升级，

严重干扰了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进程。在巴以冲突中，美国偏袒以色列，

土耳其支持哈马斯，伴随美土关系的疏离，土耳其借巴以冲突向美国施压，

加大了对哈马斯的声援力度，增加了巴以冲突的复杂性。在反恐问题上，土

耳其是美国在中东反恐的重要伙伴，美土关系疏离将削弱地区反恐力量，为“伊

斯兰国”等势力卷土重来提供机会。先前，美土在反恐问题上的分歧，严重

影响了国际社会围剿“伊斯兰国”的成效。2019 年 10 月，美国从叙利亚撤

军和土耳其发动叙北攻势，使库尔德武装关押的千余名极端分子趁机越狱，

给中东安全形势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最后，影响中东地缘格局的未来走向。当前，美俄博弈是影响中东局势

演变的主线。美国在中东收缩的同时，巩固与以色列和沙特的关系，加强对

伊朗的围堵。俄罗斯以叙利亚为支点，扶持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阵营。美俄之

间的博弈同地区强国竞争和焦点议题形成联动，推动中东格局的加速演进。

在此情况下，土耳其的立场成为影响美俄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关键。2016 年

以来，俄罗斯利用美土间隙扩大之机，积极拉拢土耳其，通过向土耳其出售

S-400 在北约内部打入楔子，削弱北约围堵俄罗斯的能力。[1] 土俄在叙利亚

局势中的协调客观上加速了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进程，俄罗斯和巴沙尔政权

借机收复叙北失地，成为叙利亚危机中的最大赢家。美土关系疏离促使美俄

博弈的天平向俄罗斯一方倾斜，尽管土俄关系因伊德利卜局势出现裂痕，但

美土关系短期内难有实质性好转，美土关系的疏离将深刻影响中东地缘政治

[1]　董漫远：“俄土伊组合的作用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 5期，第 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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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的未来走向。

尽管美土关系仍有持续疏离的可能，但双方依然存在广泛的合作基础，

美土同盟关系完全破裂的可能性不大。

第一，美土仍有相互借重的需要。对美国来说，土耳其有着重要的地缘

战略价值。首先，土耳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影响力是

美国和北约可以倚靠的重要战略资产。维持美土同盟关系，有利于美国和北

约插手中东事务和拓展军事投射范围。其次，美国的中东战略需要土耳其的

配合。美国在中东地区实行收缩战略，其依托以色列和沙特遏制伊朗的策略

难以奏效，在处理地区重大议题上明显吃力。美土关系稳定对于美国巩固中

东同盟体系、遏制伊朗和打击恐怖主义意义重大。此外，在美俄中东博弈加剧、

特朗普政府强调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美土决裂等于将土耳其推入俄罗斯怀抱，

使美国陷入不利处境。[1]

对土耳其而言，维持美土关系稳定同样十分必要。在安全上，土耳其离

不开北约集体安全机制。近年来，土耳其的周边安全环境持续恶化。叙利亚

危机一度外溢至土耳其境内，“伊斯兰国”残余力量和库尔德分裂势力多次

侵扰土叙边境；土耳其同希腊、塞浦路斯围绕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的争夺日

趋白热化；土耳其在叙利亚、利比亚、红海等国家和地区的扩张严重透支其

国家实力。面对重重威胁，北约集体安全机制是土耳其维护其自身安全的有

力保障，美土关系稳定是土耳其继续留在北约的前提条件。在经济上，土耳

其难以承受同美国完全“脱钩”的代价。如若美土闹翻，美国对土耳其的制

裁将重创土经济，并将影响美国的欧洲盟友同土耳其之间的经贸合作。2017

年以来，土耳其国内经济下行趋势明显，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2020

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使土耳其经济雪上加霜。土耳其保持国

内经济稳定离不开美国和欧盟的援助。

因此，基于相互需要，美土虽时有冲突，但双方仍保持克制和定期沟通，

给对方留有转圜余地。2019 年 10 月，土耳其发动叙北进攻后，特朗普政府

并未立刻发起对土制裁，而是派彭斯和蓬佩奥赴土耳其同埃尔多安谈判，最

[1]　宫小飞：“特朗普治下美土关系恶化及前景探析”，第 114-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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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美土达成协议避免了双方矛盾升级。为缓和美土关系，2020 年 4 月，土耳

其以“技术原因”推迟原定于当月启用 S-400 的计划。[1] 埃尔多安也致信特

朗普，呼吁美土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希望美国国会珍视美土关系的战略

价值。[2]

第二，土耳其奉行大国平衡战略决定其不会轻易倒向某一方。正义与发

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奉行大国平衡战略，这是土耳其在多强并列、相互竞

争的中东地缘政治环境中扩大外交空间的必然选择，也是土耳其自身实力提

升的体现。土耳其大国平衡战略的逻辑是，与美国维持同盟关系、寻求加入

欧盟的同时，发展与中国、俄罗斯等东方大国的关系，利用大国之间的相互

制衡，使土耳其保持最大程度的战略灵活，进而实现土耳其国家利益的最大

化。土耳其奉行大国平衡战略决定其不会完全倒向某一国，这对美土关系必

然产生双面影响：一方面，基于中国实力上升和俄罗斯重返中东的现实，土

耳其试图利用中、俄制衡美国，抵消美国施加给土耳其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

美国在中东和全球强大的军事影响力，使土耳其不可能彻底倒向中国或俄罗

斯，因为这将使土耳其丧失战略灵活性，并可能引发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强力

制裁，彻底阻断土耳其的后路。事实上，土俄在叙利亚危机、能源和军售方

面的合作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2020年 2月以来，随着土叙矛盾的升级，

土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为同俄、叙对抗，土耳其向美国和北约求援，请求

美国在土耳其南部部署爱国者防空导弹。[3] 由此可见，土耳其先前向俄罗斯

靠拢仅是权宜之计，并非要真正倒向俄罗斯。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中东战

略格局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迫使土耳其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否则美土关系不

可能脱离土耳其既定的大国平衡战略的总体框架。

[1]　Menekse Tokyay, “Turkey Postpones S-400 Missile Activation Date,” Arab News, April 
22, 2020, https://www.arabnews.com/node/1663066.（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7 日）

[2]　Daren Butler, “In Letter to Trump, Turkey’s Erdogan Urges Better U.S. Understanding,” 
Reuters, April 29,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turkey-usa/in-letter-
to-trump-turkeys-erdogan-urges-better-u-s-understanding-idUSKCN22B0V4.（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8 日）

[3]　Selcan Hacaoglu, “Turkey Seeks U.S. Patriot Missiles to Deter Russia in Syria,” Bloomberg,  
February 20,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2-20/turkey-asks-u-s-for-patriot-
missiles-to-deter-russia-in-idlib.（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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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美土关系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中东地区稳定和地缘格

局演变的影响颇大。从冷战时期的“铁杆盟友”，到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导致

双边关系“遇冷”，再到 2011 年叙利亚危机后的“持续疏离”，美土关系随

国际格局和地区形势的变化而波动，并深受两国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

近年来，埃尔多安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战略，积极提升土耳其在中东和国

际上的影响力，推崇大国平衡，“联俄制美”姿态明显。与此同时，美国在

中东采取收缩战略，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干预中东的能力和意愿同

时下降。在此情况下，美土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合作基础日渐削弱，双方利益

碰撞呈现常态化发展趋势，成为观察地区局势走向的重要视角，并在一定程

度上折射出全球格局与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展望美土关系的未来，在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增强、美国从中东持续收

缩和土耳其加速回归中东的背景下，土耳其的战略雄心势必与美国在中东地

区的利益发生更多碰撞，美土关系仍存在着较强的不确定性。基于相互需要，

美土同盟关系并不会完全破裂。在盟友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各自的现实利益

需求将成为美土两国关系互动的根本考量。

【完稿日期：20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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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较量日趋激化，维护多边主义已成为稳定

战后国际秩序、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中国将多边主义作为对外

政策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其对多边主义的积极立场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

誉。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称，中国是多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特朗普政府的联合国政策及中美互动研究”（项目编号：

18BGJ06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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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主义的一大中心支柱。[1] 联合国是战后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是中国

践行多边主义的主要平台。分析多边主义面临的危机以及中国关于多边主义

的立场和对联合国的外交，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外交（特别是参与全球治

理）的相关政策立场。

一、多边主义面临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摆脱两极对抗的桎梏，显示出强大活

力，成为国际社会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主要工具。作为最具普遍

性和代表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是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而《联合国宪章》

所确立的宗旨和原则已成为战后国际法的基础。当前，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

愈加需要各国合力加以应对。然而，正如古特雷斯所言，“正当最需要多边

主义的时候，多边主义却遭到冲击”。[2] 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尤其是欧美

国家的兴起，推动这些国家奉行国家利益至上论 , 对外采取单边主义和保护

主义政策，并导致大国竞争加剧，是当前多边主义面临的主要威胁。

其一，民粹主义浪潮危及多边主义的根基。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民粹主义浪潮席卷欧美国家。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赢得美国

总统大选，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标志性事件。随后，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在欧

洲主要国家的选举中大有撼动各国既有政治秩序的势头。[3] 尽管各方对民粹

主义的认知依然存在差异，这一思潮在国家对外政策上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对

全球化和国际合作采取消极态度。民粹主义思潮倾向于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

益对立，从而倒向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挑战并可能动

摇多边主义理念和秩序的根基。

[1]　联合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古特雷斯称赞中国为多边主义的一大中心支柱”，

2017 年 5 月 14 日，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2017/05/at-chinas-belt-and-road-
forum-un-chief-guterres-stresses-shared-development-goals/。（上网时间：2020 年 2月 25日）

[2]　António Guterres, “Address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5, 2018, https://www.
un.org/sg/en/content/sg/speeches/2018-09-25/address-73rd-general-assembly.（上网时间：2020 年

2月 25日）

[3]　林德山：“欧美民粹主义盛行的根源、影响及应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9年第 17期，第 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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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美国特朗普政府冲击多边机制的运作。多边机制是多边主义发挥

作用的主要载体，是多边主义理念和原则得到落实不可或缺的平台。特朗普

政府奉行狭隘的国家利益观，以美国利益至上为圭臬，对多边机制采取“合

则用、不合则弃”的机会主义政策，严重破坏了多边主义的互惠性基础。有

评论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多边主义的厌恶甚至到了颠覆二战后美国外交政

策传统的程度。[1]2017 年以来，美国终止或大幅削减了对联合国难民救济及

工程局、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绿色气候基金、联合国反恐办公室等机构的资

助，并宣布退出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及《巴黎协定》《全

球移民契约》《伊朗核协议》等多边机构和协定。此外，美国还阻挠世界贸

易组织（WTO）上诉机构新法官甄选程序致使其陷入瘫痪状态。这种拒绝多边

主义和轻视国际组织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多边机制作用的发挥，极大削弱了

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能力和意愿。[2]

其三，大国竞争加剧冲击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对于

多边体系发挥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可以从冷战期间和冷战后联合国

的不同表现得到充分展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发展的背景

下，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美国为了维

持其霸权地位，不断打压新兴国家，其 2017年底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就宣称，美国“重新进入大国竞争时代”，并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

对手。[3]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不顾中美长期形成的经贸合作纽带，对华

挑起贸易摩擦，并试图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孤立中国。2018 年以来，主要由美

国加征关税引起的贸易限制措施已经对多边贸易体系构成严峻挑战。[4] 这引

发国际社会普遍担忧世界会出现“大分裂”，从而“形成两个相互分割和相

[1]　Charles E. Morrison, “Tradition, Trump, and the Future of US Participation in 
Multilateralism,” in Christian Echle et al., eds., Multilateralism in a Changing World, 2018, 
p.35, https://www.kas.de/c/document_library/get_file?uuid=f3daf8b4-8354-3f53-7a56-
8da3f660e28a&groupId=252038.（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2]　毛瑞鹏：“特朗普政府的联合国政策”，《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 3期，第 37页。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上

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4]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nual Report 2019, p.106, https://www.wto.org/english/
res_e/booksp_e/anrep19_e.pdf.（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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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竞争的世界”。[1]

其四，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多边主义面临的困境。疫情防控和疫后重建为

国际合作提供了更大动力，对国际组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受疫情破

坏性影响，欧美国家的内顾倾向强化，其对多边主义的支持和贡献受到更大

的限制，突出反映在对全球治理参与热情的减弱，实质贡献下降。美国针对

世界卫生组织的停款、退群等消极做法以及挑起的所谓疫情扩散责任的纷争，

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应对疫情的能力，并在更大范围内恶化了多边合作面

临的环境。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难民危机、地区维和、可

持续发展等全球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受到削弱。

尽管面临巨大危机，维护多边主义仍是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面对新冠

疫情的冲击，多边主义支持力量呼吁，“绝不能将解释危机的话语权交给右

翼的民粹主义者，解决全球挑战的办法绝不能是自我封闭和追求本国的自私

利益，而应该是团结与国际合作”。[2]2020 年 3 月的二十国集团（G20）领

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就合力应对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危机达成共识，表

明国际社会的主流声音依然是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和协调维护国际秩序的稳

定。近年来，国际社会在舆论营造和实际行动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努力，极

力挽救了多边主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联合国机构层面的努力。多边主义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得到联合国会

员国的普遍重视。在会员国的推动下，联合国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引导国

际舆论表达对多边主义的支持。2018年 12月，在不结盟运动组织的倡议下，

联合国大会通过题为“多边主义和外交促进和平国际日”的第 73/127 号决

议。[3] 国际日的设立无疑有利于营造维护多边主义的良好氛围。2019年 4月，

联合国大会举行高级别全会隆重庆祝首个国际日。会议“概念文件”呼吁各

[1]　António Guterres, “Address to the 74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4, 2019,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peeches/2019-09-24/address-74th-general-assembly.
（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2]　Marc Saxer, “How Corona Broke the Syste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ociety, 
March 23, 2020, https://www.ips-journal.eu/regions/global/article/show/how-corona-broke-the-
system-4180/.（上网时间：2020年 4月 25日）

[3]　 联 合 国 大 会 决 议，A/RES/73/127，2018 年 12 月 9 日，https://undocs.org/zh/A/
RES/73/127。（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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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国：“必须振兴引领各国走过 70多年的国际规范和基于规则的体系，以

应对日益严峻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挑战。”[1] 此外，2019 年 6 月，联合

国大会通过了有关庆祝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活动安排的第 73/299 号决议，将

活动总主题确定为“我们想要的未来，我们需要的联合国：重申我们对多边

主义的集体承诺”。[2] 面对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2020 年 4 月，联合国大会

通过关于疫情的首份决议，强调战胜疫情必须依靠基于协调一致和多边主义

的全球行动。[3] 这些都鲜明表达了会员国促进多边主义和发挥联合国核心作

用的决心。

二是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发起“多边主义联盟”（Alliance for 

Multilateralism）。欧盟将多边主义视为关系自身存续的根本，为此在国际

社会积极主张促进多边主义的发展。[4]2019 年 6 月，欧盟理事会通过《欧盟

加强以规则为基础之多边主义行动的理事会结论》。[5] 同年 9 月，法国和德

国等在第74届联合国大会正式发起成立“多边主义联盟”，得到会员国的响应。

这一自愿性质的联盟提出三个方面的目标：维护基础性标准；改革现有国际

制度；推动强有力倡议，特别是在治理空白和不足的领域。[6] 发起者将这一

联盟作为提升成员国塑造国际体系能力的工具。2018年 7月，德国外长海科•

马斯（Heiko Maas）在日本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就表示：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1]　UNGA, “Concept Note: High-Level Plenary Meeting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to 
Commemorate an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Multilateralism and Diplomacy for Peace,” 
March 26, 2019, https://www.un.org/pga/73/wp-content/uploads/sites/53/2019/03/26-March-
International-Day-of-Multilateralim.pdf.（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2]　联合国大会决议，A/RES/73/299，2019 年 6 月 14 日，https://undocs.org/zh/A/RES/ 
73/299。（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25 日）

[3]　李晓宏、杨俊：“联大通过决议强化抗疫国际合作”，《人民日报》2020年 4月 4日，

第 3版。

[4]　Martin Selmayr, “Europe, Multilateralism,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 Conversation 
with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Martin Selmayr,”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6, 2019, p.11, https://www.brookings.edu/events/europe-multilateralism-and-great-power-
competition/.（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5]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Conclusions – EU Action to Strengthen Rules-
based Multilateralism,” June 17, 2019,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10341-
2019-INIT/en/pdf.（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6]　France Diplomacy, “Alliance for Multilateralism,”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en/french-
foreign-policy/united-nations/alliance-for-multilateralism-63158/.（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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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日本很难独自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但它们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规

则的遵循者”，为此，要通过汇聚力量力争成为“规则的塑造者”。[1] 出于

这一考虑，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大国未能获邀加入这一联盟。

三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捍卫多边主义的重要力量。多边体系是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团结协作维护发展权益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

保障。2019 年 6 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在 G20 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明确表

示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弱化 WTO作用的行为。[2] 同年 11月举行的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再次强调：“我们重申致力于应对多边主义当前面

临的重大挑战，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尊重包括《联合国宪章》

及其宗旨和原则在内的国际法。”[3]2020 年 9 月，中国政府公布关于联合国

成立 75 周年的立场文件，呼吁世界各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捍卫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并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多

重具体举措。[4] 在民粹主义上升、国际合作面临更大不确定性的时刻，新兴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加强多边主义作为一项共同的使命，以实际行动有力地

维护了国际秩序的稳定。

二、中国关于多边主义的立场

多边主义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用于描述多边国际合作及国家对外政策偏

好的词汇，然而不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中，人们对于多边主义都存在不

同的或者说各有侧重的理解。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

[1]　Federal Foreign Office of Germany, “Speech by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Heiko Maas 
at the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in Tokyo, Japan,” July 25, 2018, https://www.
auswaertiges-amt.de/en/newsroom/news/maas-japan/2121846.（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2]　“多国领导人在 G20大阪峰会期间表示支持多边主义”，人民网，2019年 6月 29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19/0629/c1002-31203167.html。（上网时间： 2020年 2月 25日）

[3]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巴西利亚宣言”，新华网，2019 年 11 月 15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1/15/c_1125233888.htm?baike。（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4]　《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立场文件》，外交部网站，2020 年 9 月 10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W020200910425553975697.pdf。（上网时间：2020年 9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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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开展关于多边主义的研究，他将多边主义界定为：“三个或更多国家组

成的团体内，通过临时安排或制度手段协调国家政策的实践。”[1] 然而，这

一定义被认为过于强调多边主义的形式，而忽视了多边主义的本质。美国学

者约翰·鲁杰（John Ruggie）提出，多边主义是“在‘普遍性’行为原则基

础上协调三个或更多国家关系的制度形式”。鲁杰还就此提出两个推论：一

是普遍性原则在逻辑上要求团体内的成员对不当行为范围的认识具有“不可

分割性”；二是多边主义在实践中能否取得成功，依赖于它是否会在成员间

产生“扩散性互惠”。[2] 由此，多边主义不仅规定成员间的合作形式，而且

对成员方共同获益的属性提出要求。

实践中，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倾向于将多边主义与特定的社会价值观相

联系。这尤以欧盟的观点最有代表性。欧盟强调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

义，并将之大致等同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3] 事实上，在欧盟看来，

维护多边主义就是维护自由国际秩序。这正是欧洲国家认为它们与中国在多

边主义概念的理解上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然而，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学者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所指出的，多边主义与自由国

际秩序并非是同一含义，“多边主义是指由《联合国宪章》所概述的多边合

作的广泛体系，而自由国际秩序则大体上是一种西方的世界秩序观，即‘民主、

人权、自由贸易和集体安全制度’”。[4]

多边主义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中国倾向于将多边主义理

解为一个共商的过程，目的是充分反映各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和诉求。2019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时指出：“要弘扬多边

主义，其核心要义是，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商量着办，不能由一国或少数

[1]　Robert O. Keohane, “Multilateralism: An Agenda fo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45, No.4, 1990, p.731.

[2]　John Gerard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3, 1992, p.571.

[3]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Conclusions – EU Action to Strengthen Rules-
based Multilateralism”.

[4]　Patrick Stewart, “Can an ‘Alliance for Multilateralism’ Succeed in a New Era of 
Nationalism?,” September 9, 2019,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28174/can-an-
alliance-for-multilateralism-succeed-in-a-new-era-of-nationalism.（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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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国家说了算。”[1]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主张各国通过国际合作和协调共同

参与制定全球公共政策的观点。此外，尽管认识到国际上对多边主义存在不

同理解，中国依然强调多边主义具有统一的共识性价值基础，更加强调多边

主义所具有的共性。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不管哪个版本的多边主义，

目标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2] 这反映出中国希望多边主义理念能够成为

团结各方的纽带，以促成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综合来看，中国对多边主义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包容性参与。作为一种制定国际公共政策的方式，多边主义强调

决策机制的开放和包容。中国认为，多边主义最基本的道理是，国际上的事

情要由各国商量着办，要按大家同意的规矩办，要兼顾各国利益和关切。[3]

为此，中国主张全球治理应当吸纳各国广泛参与，并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对

话和谈判来制定相关的规则。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坚定支持提高发展

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支持联合国全面改革，积极推动世

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投票权改革。

第二，发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

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是履行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中国认为，坚持多边主

义的关键在于维护好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维护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及以 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4]在《新

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中，中国政府高度强调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重

要性：“联合国在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联合国宪章》是维

护国际体系稳定、规范国家间行为的重要基石。”[5]

第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一贯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国家

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中国相信，多边主义的实现有利于增加中

[1]　杜尚泽：“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

2019年 11月 15日，第 1版。

[2]　姜波、陈晓航：“王毅出席第十四届亚欧外长会议”，《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7日，

第 4版。

[3]　钟声：“坚持多边主义是人间正道”，《人民日报》2019年 4月 12日，第 2版。

[4]　同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2019 年 9月 27日， 

http://www.scio.gov.cn/ztk/dtzt/39912/41838/index.htm。（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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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从而更好地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多边主义与国

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相一致，均明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此，多边

主义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及“和平权”。

第四，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国际关系的法治化建设是落实多边主义的

重要途径，一直受到中国的重视。2014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发表 60周年大会上就提出，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遵守国

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1] 中国强调应维护《联合国宪章》所确立

的国际法原则，包括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禁止

使用武力和履行国际义务等。此外，中国认为，适用法律不能搞双重标准、

不能亲疏有别；达成的国际协议不能动辄退出。

坚持多边主义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多边主义理念，

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优良外交传统，体现了中国对国

际公平正义的理解及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 

其一，中国的多边主义理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历来强调“和

合”理念，主张天下为公，推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古代就有葵丘会盟、张掖会盟等盛举，体现了中国求同存异、尊约守誓、

协商共襄的传统政治文化。[2] 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以和为贵”“协和万邦”

的国际观，奠定了中国人理解和支持多边主义的文化基础。

其二，中国的多边主义理念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优良外交传统。反对霸

权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新中国的外交传统。1954 年 6 月，中国分别

与印度和缅甸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

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

中国积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以事情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对多边组织的参与度不断提升，成

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进入新时代，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多边主义理念。

[1]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人民出版社，2014年，

第 11页。

[2]　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 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多边主义”，

《学习时报》2019年 10月 25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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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中国的多边主义理念立足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认识。战后国际秩序

的基本特征是国际制度作用的凸显，联合国等多边组织成为国家开展磋商的平

台，国际规范和国际法得到长足的发展，几乎渗透到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在

国家间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全球性风险越来越相互关联，产生系统性破坏影

响的可能性也随之上升。中国相信，多边主义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代表

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要求。

其四，中国相信多边主义有利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多边主义的坚定

支持在本质上是由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所决定的。中国的发

展离不开和平、稳定、开放、包容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坚持和平发展、

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就是要维护好自身的发展环境。”[1] 当前阶段，保护主

义和单边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致使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巨大挑战。维护多边主

义国际秩序、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符合中国的长远发展利益，是中国

作出的战略选择。

因此，中国高度认同多边主义理念和精神，并转化为行动上的自觉。这

尤其体现在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支持联合国的权威，力所能及地对联

合国作出贡献。

三、联合国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的主要平台

自 1971 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始终将联合国作为践行

多边主义和开展多边合作的主要平台。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在财政资助、

维和人员、发展理念等方面对联合国的贡献持续上升，显示出对联合国的高

度重视和支持。

其一，作出巨大财政贡献。中国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视为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的应有之义。[2] 认真履行会费缴纳义务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增

加对联合国的自愿捐款，是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具体体现。2000 年以来，中

[1]　刘仲华、暨佩娟、罗艾桦：“王岐山出席‘2019 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人民日报》2019 年 12 月 2 日，第 1版。

[2]　杨洁篪：“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人民日报》2015年 11月 23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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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持续上升，目前在联合国常规预算和维和预算的分摊

比例均居于各会员国的第二位。根据联合国大会 2018 年底通过的有关经费

分摊决议，2019—2021 年，中国在联合国常规预算中的分摊比例由 2016—

2018年的 7.921%跃升至 12.005%。[1] 同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

2019—2021 年的联合国维和预算中的分摊比例由 2016—2018 年的 10.24% 上

升到 15.22%。[2]

此外，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向联合国系统各机构提供自愿捐款。

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出席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宣布设立为期 10 年、总

额 10亿美元的中国 - 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彰显了中国致力于通过联合国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决心。根据联合国系统执行局协调秘书处（UNSCEB）

公布的数据，中国 2018年向联合国系统各机构提供的会费和自愿捐款总额达

到 13.26亿美元，在各会员国中位居第七位。[3]

在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阶段，发展筹资成为解决全球

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发展合作和落

实 2030年议程中发挥关键协调作用，不断加大对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捐款。据

统计，2013 年以来，中国对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出资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在不

计入用于中国本国发展事业的资源的情况下，年均增长率达到 33.8%。[4] 中

国已经成为向联合国发展系统出资最多的非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

DAC）国家。不仅如此，中国将按时足额缴纳国际组织会费视为一项国际责任

和义务，并将之纳入相关政府部门的绩效评估体系之中。[5]

[1]　联合国大会决议，A/RES/73/271，2019年 1月 4日，https://undocs.org/zh/a/res/73/271。
（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2]　联合国文件，A/73/350/Add.1，2018 年 12 月 24 日，https://undocs.org/zh/A/73/350/
ADD.1。（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3]　UNSCEB, “Total Revenue by Government Donor,” January 2020, https://www.unsceb.
org/content/FS-D00-02?gyear=2018.（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25 日）

[4]　Mao Ruipeng, “China’s Growing Engagement with the UNDS as an Emerging Nation: 
Changing Rationales, Funding Preference and Future Trends,”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2/ 2020, February 2020, https://www.die-gdi.de/uploads/media/DP_2.2020.pdf.
（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部 2019年部门预算》，2019年 4月， https://www.
fmprc.gov.cn/web/wjb_673085/zfxxgk_674865/xxgkml_674869/ysxxl_674871/P0201904025706489 
99673.pdf。（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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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应对中

发挥领导作用，积极响应联合国发起的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迄今，中国

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 5000 万美元现汇援助，向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物资援助，向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还与联合国合作在华

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1] 中国以实际行动展示了对联合国抗击

疫情工作的支持。

其二，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自 1988 年正式加入联合国维和行动

特别委员会并于同年首次派遣 20 名文职官员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

助团以来，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领导的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2013 年以来，中国籍维和人员呈现稳定增长

趋势，在联合国全部维和人员中的占比持续上升。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派出的 2545 名维和人员（其中女性 84 名）参

与了联合国在南苏丹、马里、黎巴嫩、达尔富尔、刚果民主共和国、西撒哈

拉、塞浦路斯和中东等八个任务区的维和行动。[2] 中国维和人员出色地完成

了各项任务，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1990 年以来，先后有

十余名中国士兵牺牲在了联合国维和一线。[3] 为了进一步支持改进和加强维

和行动，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时宣布，中国将加

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目前，中

国 8000 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和 300 人规模的常备维和警队在联合国完成注

册，已有 6 支维和待命分队晋升为三级待命部队。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待

命部队中数量最多、分队种类最齐全的国家。[4] 这些重要举措充分表明，中

国高度认可和重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作用，并致力于通过这一机制为实现国

际和平与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立场文件》。

[2]　UN Peacekeeping, “Summary of Contribution to UN Peacekeeping by Country, Mission 
and Post,” 2019, https://peacekeeping.un.org/sites/default/files/3_country_and_mission_15.pdf.
（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3]　罗铮等：“战友，你在我们心中从未远去”，《解放军报》2018 年 4 月 4 日，第

4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立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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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积极分享发展理念。贡献发展理念是中国支持联合国工作的一个

重要方面。理念往往是行动的先导，通过向世界展示和推介发展理念，中国

不仅提升了本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而且极大丰富和推动了全球治理理念

的发展和创新。联合国已经成为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

系的重要平台。与强调“美国优先”的狭隘国家利益论不同，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在本质上与多边主义高度契合，追求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同时，与零和博弈思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将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

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目标。在众多会员国的支持下，

联合国大会、安理会、人权理事会等多个机构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

合作共赢等理念作为其决议的指导思想。在分享发展理念的过程中，中国明

确反对输出发展模式，主张维护主权国家自主发展的权利，各国应根据本国

国情选择适合的发展道路。为此，在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过

程中，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但同时也强

调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将 2030 年议程与国家发展战略深入对

接。[1] 尊重各国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是坚持主权平等原则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也是落实多边主义的客观要求。

四、中国联合国外交的挑战及应对

新时期，在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指引下，中国对联合国的参与

和贡献力度不断增强，引导和塑造全球治理体系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然而，

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多边领域对中国的提防、打压和遏制不断升级，

导致中国的联合国外交面临新的复杂环境。为此，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落地生根、加大多边外交能力建设以及推动南北对话建设全球伙伴关系，应

成为中国联合国外交重点突破的方向。

近年来，多边领域成为美国打压和遏制中国的重点之一，中国对联合国

[1]　“李克强主持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主题座谈会并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国别方案》”，中国政府网，2016 年 9 月 20 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6-09/20/
content_5109892.htm。（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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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面临的困难有所上升。为了维持对多边机制的主导权，美国对新兴国家

参与国际组织和增加财政贡献持强烈戒备心理。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发展署出

台的《联合战略计划：2018—2022 财年》就表示：“其他国家增加对多边平

台的参与和财政贡献，可能会削弱美国实现关键政策目标的影响力。”[1] 美

国国会议员也不断提交针对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法案。例如，2019年 9月，

美国参议员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向国会提交报告，汇报“有关中国在国际组织

扩大影响的目标、范围和手段”。[2] 不仅如此，美国在联合国带头抵制中国

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等理念。2019 年 9 月，美国在联合国大会

投票反对“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A/RES/73/335）和“非洲冲突的原因及

促进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A/RES/73/336）等决议，其公开理由是这两

项决议包含了有关“合作共赢”的表述。[3] 此外，美国还污名化中国籍联合

国职员，竭力抵制中国公民担任联合国机构负责人。[4] 美国的遏制措施无疑

增加了中国对联合国外交的难度，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提升制度性权力的

努力面临更大的障碍。

此外，联合国的政治格局加速演化，分裂和对抗色彩浓厚。有研究显示，

近些年，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之间出现了更加激烈的

对抗，就决议达成共识的难度明显上升。[5]2017 年，安理会内否决权的使用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oint Strategic 
Plan, FY 2018-2022,” February 2018, p.47,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77156.
pdf.（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2]　Congressional Bills 116th Congress, “S.2528 - A Bill to Require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o Submit to Congress a Report on the Purpose, Scope, and Means of Expanded Chinese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September 19, 2019, https://www.
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2528?q=%7B%22search%22%3A%5B%22Todd+Youn
g%22%5D%7D&s=4&r=23.（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3]　联合国文件，A/73/PV.105，2019 年 9 月 10 日，https://undocs.org/zh/A/73/PV.105。
（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4]　Michael McCaul, “The United States Can’t Cede the U.N. to China: U.S. Leadership is 
Badly Needed at This Month’s U.N.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4, 2019, https://foreignpolicy.
com/2019/09/24/the-united-states-cant-cede-the-u-n-to-china/.（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5]　“In Hindsight: The Security Council in 2018,” UN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January 31, 
2019, https://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monthly-forecast/2019-02/in-hindsight-the-security-
council-in-2018.php.（上网时间：2020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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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6 次，是 1988 年以来的最高值；2019 年，安理会正式决定的数量降至

67 项，是 1991 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外，关于发展议程的研究也显示，全球

治理格局出现了以发达国家为一集团、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另一集团

的“集团化”倾向。[1] 新一轮联合国改革进程也呈现明显的南北分野。[2] 国

际力量集团化将导致国家间关系的固化，进而使国家落入对抗性思维，不利

于联合国团结各方力量应对共同的全球性挑战，也不利于会员国灵活地根据

事情的是非曲直确定对外政策。为此，中国应努力避免陷入集团对抗的思维

和格局之中。

联合国是中国多边外交的主要平台，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渠道，中国未来应着重从话语体系、能力建设、伙伴关系等三个方面加大

投入。

中国在联合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生

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对全球治理发展的重要贡献，也是构建新时

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指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地重在回应时代需要。

一是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多边主义高度契合的观点。站在新的历史方

位，维护多边主义已经成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突破口，应在维护和

加强多边主义的过程中提升国际社会对共同体建设的认同感。二是积极构建

多边主义的共识性内核，推进多边主义理论发展。尽管各方对多边主义的表

述和理解各有侧重，但其内核具有共通性，中国应在广泛吸收各方论述的基

础上构建和倡导多边主义的共识性认识。

多边外交能力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当前阶段尤其应提高参与重

大国际议程设置的意识和能力。长期以来，中国是国际规范的学习者和遵循者，

较少参与规范的制定。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联合国内专家小组

的数量大幅增加，且在联合国各工作领域发挥着推进国际规范发展的关键作

[1]　 王毅：“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及基本思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2016 年 9

月 29 日，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3-07/18/content_6131097.htm。（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25日）

[2]　毛瑞鹏：“古特雷斯联合国改革议程与中国的建设性角色”，《国际展望》2020 年

第 2期，第 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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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 但中国对联合国专家组的参与总体依然非常有限，应更加主动地参与

各类小组的工作，贡献中国的理念和方案。值得关注的是，2015 年，在联合

国秘书长潘基文的支持下，中国前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学贤大使参加了和平

行动高级别独立小组（HIPPO）工作，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更加平衡地反

映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此外，2018 年 1 月由中国资助完成的独立报告《改善

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安全环境》在联合国公布。[2] 这是中国向联合国提供理念

贡献的一种新尝试。中国应更加深入地参与联合国关于和平、发展、人权关

系的讨论，推动确立“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和平即人权”等重

要理念。

在联合国推进南北对话，应成为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的重要路径。发

展中国家是中国开展联合国外交的倚重力量。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发展权益

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需要在维护国家主权

原则、反对干涉内政、坚持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相互配合、

相互支持。同时，面对全球性的威胁和挑战，南北双方需要以更加包容的态

度看待彼此的关切和差异，坚持以结果为导向，努力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积极推动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在全球性挑战上的对话，努力促成南北共识，

也有利于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此外，随着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

发展议程等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面对的疑虑和质疑也会相应增加，主动

与西方国家开展对话，包括参与西方国家设置的一些开放性的磋商平台，有

利于增信释疑和更好地团结多边主义支持力量。

【完稿日期：2020-9-12】                                                             

【责任编辑：肖莹莹】

[1]　Sebastian von Einsiedel and Alexandra Pichler Fong, “The Rise of High-Level Panels: 
Implications for the New UN Secretary-General,”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Occasional Paper 9, January 2017, https://i.unu.edu/media/cpr.unu.edu/post/2348/OC_09-
Rise-of-High-Level-Panels-26-Jan-17.pdf.（上网时间：2020年 2月 25日）

[2]　Carlos Alberto dos Santos Cruz et al., “Improving Security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ers: 
We Need to Change the Way We are Doing Business,” December 19, 2017, https://peacekeeping.
un.org/sites/default/files/improving_security_of_united_nations_peacekeepers_report.pdf.（上网时间：

2020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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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联合国维和经历了从冷战时期以维持和平为核心任务，到

后冷战时期将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相结合的进化。自 2010 年以来，由

于冲突形态变化、干涉主义影响、安理会授权轻率和大国操纵等原因，

联合国维和发生了退化，从“维持和平—建设和平”模式退化到了“建

立和平—维持和平”模式。维和退化的本质是安全方法替代政治方法，

主导了联合国的冲突管理工作。联合国秘书长领导的改革还未解决维和

退化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既为联合国维和带来挑战，也是联合国扭转

维和退化趋势的机遇。中国应当积极推动联合国维和回归进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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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和（peacekeeping）是联合国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使命的重要手

段。自 1948 年开展第一项维和行动以来，联合国维和的理念和方法不断发生

变化。这些变化并非总是因循进化（evolution）的路径。在历经几十年的进

化之后，联合国维和在最近十年发生了明显的退化（devolution）。这主要

表现为维和行动偏离了基本原则，在一些地方陷入了既没有和平可以维持、

 *　本文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国际高端引智培育项目“跨文化管理与全球传播”的

成果，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战略选择研究”（项目编号：

16ZDA09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是作者自己的观点，不代表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维和警察

培训中心或其他官方机构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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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难以撤出的困境。在现有的退化模式下，联合国维和在行动层面使用先进

技术装备、加强情报能力建设以及开展强势安全行动等手段，都难以弥补政

治层面存在的缺陷。因此，关注联合国维和退化的现象、探究其背后的原因，

对于联合国维和改革以及中国更好地支持和参与维和事务都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

一、联合国维和的退化

冷战时期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是国家间冲突（inter-state 

conflict）。在冷战的阴影下，联合国在冲突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常见

的做法是在冲突双方之间部署维和部队和 / 或军事观察员，监督业已签订的

停火 / 停战协议的实施，为冲突的政治解决赢得时间。这一时期的维和行动

被称为传统维和行动，核心任务是维持和平，即维持一种如约翰·加尔通（Johan 

Gultung）所言没有战争或冲突的“消极和平”[1]（negative peace）。在这

样的维和行动中，联合国严格遵守三项原则，即同意原则、中立原则和非自

卫不使用武力原则，以避免卷入冲突。

冷战结束后，超级大国之间的对峙消失，安理会大国较之以前更容易达成

妥协，联合国在国际冲突管理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变大。同时，围绕民族、种

族和宗教等身份认同问题而引发的国家内冲突（intra-state conflict）开始

成为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冲突。联合国维和也因之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

在维持和平的同时建设和平（peacebuilding），帮助东道国消除引发冲突

的根源性问题以建设可持久的和平，目的是实现“积极和平”[2]。为了有效

干预复杂的国家内冲突，联合国更加灵活地运用维和原则，并在必要时将具

有强制和平（peace enforcement）性质的建立和平（peacemaking）任务授

权给区域或次区域组织，较好地避免了直接卷入冲突。

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到 21 世纪初，联合国已建立起包含冲突预防、

[1]　加尔通提出了“积极和平”和“消极和平”的概念。参见 Johan Galtung, “Twenty-Five 
Years of Peace Research: Ten Challenges and Some Respons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22, 
No.2, June 1985, p.141。

[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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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及建设和平四项要素的冲突管理制度框架。[1] 不难发现，

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期，联合国维和按照线性进化的路径，从以维持和平

为核心任务的传统模式，进化到将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相结合的多层面模式。

这样的进化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联合国在冲突管理方法上的探索和创新，赋

予了联合国维和以活力。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联合国维和开始偏离进

化的轨道，出现了退化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安全行动取代政治行动，成为联合国维和的主要方法。联合国维

和机制最大的创新是让军队这一自古以来的战争工具变为维护和平的工具。

在维和行动中，军事力量仅仅是政治行动的辅助工具。联合国曾于 20 世纪

60年代初通过军事手段介入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金）〕的国内冲突，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又试图在索马里通过强制和平解除当地军阀武装，但这两

项维和行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其中的教训提醒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维和行

动应当坚持以政治行动为基本属性。[2] 冷战时期的传统维和行动与后冷战时

期的多层面维和行动大多如此。然而，随着 2010 年以来执行稳定任务维和特

派团（简称“稳定特派团”）的建立，联合国维和行动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

安全行动的特征。

“稳定”（stabilization）原本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

的一个军事行动理念，起源于 1995 年北约在波斯尼亚部署的稳定部队，目的

是通过强制的军事手段建立和平。尽管早在 2004 年 5 月联合国就在海地建立

了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但这项维和行动的任务是在帮助维护东道国社会

稳定的同时建设海地国家警察机构，因此它的基本属性也仍然是“维持和平

—建设和平”模式的政治行动。2010 年 7 月，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

派团（简称“联刚特派团”）更名为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简

称“联刚稳定团”），标志着北约的军事行动理念正式进入联合国维和机制。

根据安理会第 1925 号决议，“联刚稳定团”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执行包

[1]　“Report of the Panel on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 UN General Assembly and 
Security Council document A/55/305 – S/2000/809, August 21, 2000, pp.2-3.

[2]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Independent Panel on Peace Operations on Uniting Our Strengths 
for Peace: Politics, Partnership and People,” UN document A/70/95 & S/2015/446, June 2015,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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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保护平民和支持刚果（金）实现稳定等任务。[1] 特别是“联刚稳定团”2013

年 3 月建立武装干预旅（Force Intervention Brigade）后开始执行解除盘

踞在刚果（金）东部反政府武装的任务，其安全行动的性质愈发明显。2013

年和 2014 年，联合国又先后在马里共和国（马里）和中非共和国（中非）这

两个陷入内乱的国家建立了稳定特派团。在马里，稳定特派团帮助脆弱的巴

马科中央政府向该国部落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盘踞的东北部地区推进管辖权；

在中非，稳定特派团帮助打击非法武装团体和藏匿在班吉的“战争贩子”。

联合国在南苏丹和阿卜耶伊的维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稳定行动。2011 年

南苏丹独立后，联合国建立南苏丹特派团（简称“联合国南苏团”），其初

衷是通过建设和平帮助新独立的东道国开展国家能力建设。2013 年 12 月，

南苏丹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之间爆发内战后，大量南苏丹人涌向联合国营地

寻求保护，其中不乏政治背景复杂的人士。联合国南苏团被迫做出改变，放

弃了建设和平的任务，在任务区各地建立起平民保护营开展平民保护（PoC）

任务。由于内战双方在政治和军事上长期僵持，平民保护营实际上成为牵动

南苏丹和平进程神经的政治庇护所，联合国南苏团只能通过维护平民保护营

里的稳定，为南苏丹内战的政治解决赢得时间。在苏丹与南苏丹存在争议的

阿卜耶伊地区，联合国于 2011 年建立了临时安全部队，也是希望通过安全手

段维护稳定，保护受暴力冲突影响的平民。

这五项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稳定特派团性质的维和行动，不但都可以使用

“一切必要手段”完成维和任务，而且武力使用从万不得已时的最后手段变

成了常用甚至是首要选择。为了增强稳定特派团的安全行动能力，联合国采

取了一些非常措施。例如，在刚果（金）部署的武装干预旅装备有火炮、肩

扛式发射器和“石茶隼”武装直升机等重型武器；在马里，以荷兰为首的西

欧国家将北约的军事情报理念和技术带入了马里稳定团，建立了配备有“阿

帕奇”武装直升机和高清成像无人机等先进装备以及专业情报人员的全源信

息融合处 (ASIFU)。这五项维和行动的规模庞大，维和人员数量占现有 13 项

维和行动中维和人员总数的 76.7%。[2] 因此，自 2010 年以来联合国维和大体

[1]　“UN Security Council document S/RES/1925,” May 28, 2010, https://www.securitycounci 
lreport.org/un-documents/document/DRC-S-RES-1925.php.（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 日）

[2]　根据联合国和平行动部的数据整理，https://peacekeeping.un.org/zh/troop-and-police-
contributors。（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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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已经呈现安全行动的特征。

挪威国际事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约翰·卡尔斯吕德（John Karlsrud）指出，

当前这些稳定特派团采取的不是维和行动，而是强制和平行动，表明联合国

维和已经进入了战争模式。[1] 他认为，决定维和行动性质最重要的因素有两

个：一个是武力使用是否有针对性，另一个是武力使用是否成为一种常态。[2]

尽管许多在 2010 年之前开展的维和行动也有武力使用的授权，但都很少指明

武力使用的具体对象，而且即便是开展强势的安全行动，也往往历时很短，

维和的政治行动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3] 而在刚果（金）、马里和中非的稳

定特派团不但有明确的武力使用对象，并且强势的武力使用行动都历时很长。

其二，没有和平可以维持。联合国维和历史还表明，维和行动成功的关

键条件之一是要有和平可以维持，即维和需要有一个基本和平的局面。冲突

后国家的和平局面通常是通过斡旋或者调解等和平的建立和平手段创造，有

时甚至需要通过非和平的建立和平手段——强制和平达成，理想的结果表现

为冲突各方签署和平协议并同意联合国建立维和行动。但自 2010 年以来，联

合国在非洲刚果（金）、马里、中非、南苏丹和阿卜耶伊五地建立的维和行动，

都没有或者很少有和平可以维持。

在刚果（金），围绕权力和资源的争夺使这个国家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

处于内战状态。在东部几个省，有包括“3 月 23 日运动”“解放卢旺达民主

力量”“真主抵抗军”在内 70余个武装组织在活动。[4] 这些武装组织拥有现

代化武器，大多拒绝参加和平进程，稳定特派团实际上陷入有着复杂国际背

景的国家内冲突当中。[5] 在马里，联合国第一次在恐怖主义肆虐的地方开展

[1]　John Karlsrud, “The UN at War: Examining the Consequences of Peace-Enforcement 
Mandates for th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the CAR, DRC and Mali,”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6, No.1, 2015, p.42.

[2]　Ibid., p.41.
[3]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New York: Peace 

Operations Training Institute, October 16, 2008, pp.34-35.
[4]　Jason K. Stearns and Christoph Vogel, “The Landscape of Armed Groups in the Eastern 

Congo,” Congo Research Group, CIC, December 2015, 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database/
country?iso3=COD.（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8 日）

[5]　Tatiana Carayannis et al., “Competing Networks and Political Order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Logics of Public Authority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DRC Synthesis Report, Conflict Research Programme,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Jul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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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行动，面对的不仅有部落分裂武装，还有“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

两大国际恐怖组织在非洲萨赫勒地带的分支。在中非，武装团体、民间自卫

组织和犯罪势力的暴力活动猖獗，稳定特派团难以改善该国的安全状况。在

南苏丹，内战随时可能重新爆发，特派团只能艰难地维持着平民保护营里的

和平。在阿卜耶伊，族群间暴力冲突的背后是苏丹与南苏丹两国在石油资源

上的争夺，联合国安全部队能够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上述几项维和行动没有和平可以维持，主要是由于这些行动既没有等到

冲突平息、也没有得到冲突各方一致同意，严重背离了“同意”和“中立”

两项维和原则。有学者指出，联合国建立稳定特派团的初衷是支持“合法的

政府”打击“非法的暴乱者”，进而帮助东道国恢复秩序并保护遭受暴力伤

害的平民。[1]然而许多陷入冲突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并非如此简单。刚果（金）、

马里和中非等国的乱局都有着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原因，维和特派团帮助东道

国政府维护稳定，必然使得一些冲突当事方认为联合国阻碍了他们实现正当

的利益诉求。

强制的安全行动不但难以完成制止冲突和保护平民的任务，还让维和人

员承受很高的安全风险。实践表明，维和行动越强势，维和人员因敌意行为

牺牲的人数就会越多。1948 年以来，因敌意行为牺牲维和人员数量出现的三

次高峰都与强势维和有关：前两次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和 20 世纪 90 年

代初联合国在刚果（金）和索马里开展强制和平行动期间；[2]2010 年以来出

现第三次高峰，与联合国在非洲开展几项执行稳定任务的维和行动有关。[3]

不同的是，前两次高峰都在 2~3 年后就随着强制和平行动的终止而结束，而

第三次高峰迄今已经持续约十年。这表明，在没有和平可以维持的地方维持

和平可能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的一种制度化实践。

[1]　Cedric de Coning,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Peace Operations,” 
presentation at the webinar hos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the Challenge of Peace Operations, 
April 29, 2020.

[2]　Carlos Alberto dos Santos Cruz, “Improving Security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ers: We 
Need to Change the Way We are Doing Business,” December 19, 2017, https://peacekeeping.un.org/
sites/default/files/improving_security_of_united_nations_peacekeepers_report.pdf.（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8 日）

[3]　何银：“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安全风险及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5期，

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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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维和人员的基本安全得不到保障，维和特派团的士气和部分出兵国

支持本国维和人员听命于联合国指挥的政治意愿都受到影响，这导致联合国

维和出现了一种罕见的现象：维和人员不得不经常蜷缩在守备森严的营地里。

在刚果（金）和马里等任务区，维和人员即便是呆在营地里也经常遭到暴恐

袭击；在南苏丹，维和人员通常只能在营区附近有限的范围内巡逻，而且即

便如此，他们的日常维和活动也经常遭到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刁难。这些现

象表明联合国维和正在丧失一项最基本的功能——显示和平的存在。无论是

在以监督停火协议为主要任务的传统维和行动中，还是在以建设和平为主要

任务的多层面维和行动中，维和人员佩戴蓝色的贝雷帽或者头盔，驾驶白底

黑字的车辆自由地在任务区活动，通过积极地显示存在，为冲突后的国家和

人民带来和平的希望。然而，当维和人员醒目的标识不再是安全的保障，他

们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联合国维和就已经发生严重的退化。

二、联合国维和退化的原因

维和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机制，其理念和方法受到国际格局、国际制

度体系、国际冲突形态和联合国的实践探索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过去十年来，

联合国维和从“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的模式退化到“建立和平—维持和平”

的模式，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非洲新一波冲突热点对联合国的冲突管理工作构成严峻挑战。

2010年以来，非洲陷入自 20世纪90年代之后最动荡的局面。在北非，突尼斯、

利比亚和埃及等原本较为稳定的国家在“阿拉伯之春”中陷入内乱，利比亚

更是在美西方的武力干涉下发生政权更迭并陷入长期内战。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索马里、刚果（金）和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持续多年的冲突尚未平息，马里、

中非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先后发生政变并陷入内乱。如前文所述，南苏丹独立

后并没有迎来和平，阿卜耶伊的族群间冲突也还在继续。此外，“基地组织”

和“伊斯兰国”两大国际恐怖组织竞相在非洲拓展地盘，非洲本土恐怖组织“博

科圣地”不但在尼日利亚活动频繁，而且在喀麦隆、尼日尔和乍得等国作乱。

不难发现，非洲出现的这一波冲突热点有几个特点：数量多，牵涉非洲大陆

十多个国家；分布范围广，包括马格里布、萨赫勒地带和大湖地区；冲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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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多样，既有国家间冲突，也有国家内冲突，甚至还有国际恐怖主义作乱。

新世纪前十年的经验表明，联合国若要在非洲冲突管理中发挥作用，需

要国际伙伴的大力支持。自 2010 年以来，联合国得到的国际伙伴支持已明显

减弱。一方面，非洲本土的冲突管理能力出现退化。2008 年金融危机对处于

全球产业链低端的非洲经济造成冲击，石油等矿产资源价格低迷，让非洲一

些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包括南非、尼日利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长

期在非洲安全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陷入财政困难，在安全事务上的

开支减少。在此背景下，非盟和几个次区域组织参与冲突管理的意愿和能力

都大不如前，因而难以大力配合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另一方面，欧盟

参与非洲冲突管理的积极性消退。在新世纪前十年里，欧盟曾经积极介入非

洲安全事务，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有：2003 年作为整体参加了由法国牵头在刚

果（金）东部恢复和平的行动，为“联刚稳定团”的建立创造了条件；2008

年十多个欧盟成员国向乍得和中非毗邻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出 3700 名军人，

有力地支持了联合国在达尔富尔的维和行动。然而，2008 年金融危机后，欧

洲一体化进程遭遇挫折，欧盟参与域外冲突管理的意愿减弱。没有了以非盟

和欧盟为代表的国际伙伴出面分担，联合国在应对非洲新一波冲突热点时显

得格外吃力。

其二，新干涉主义的影响。冷战时期，除了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强势干

预刚果（金）内战以外，联合国维和机制并没有明显受到干涉主义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在国际格局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开始以人道主义为借口，

频繁地借助联合国维和机制推行干涉主义理念。20 世纪 90 年代初联合国在

索马里的强制和平行动失败后，人道主义干涉因其范畴太过于宽泛而逐渐淡

出了联合国维和的话语和实践。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发生在卢旺达等

地的大屠杀引发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深刻反省，[1] 维和机制中开始出现一

些新的干涉主义概念。[2]1999 年安理会授权在塞拉利昂建立维和行动时，首

次将“平民保护”列入维和任务。2005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首脑会议

成果文件》提出“保护的责任”（R2P）概念，指出当一个国家不能保护其人

[1]　Ronald Hatto, “From Peacekeeping to Peacebuil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Peace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No.95, 2013, p.513.

[2]　阮宗泽：“负责任的保护：建立更安全的世界”，《国际问题研究》2012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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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且和平手段已经穷尽，

国际社会就有责任通过武力方式进行干预。[1]

2011 年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北约国家对利比亚发动旨在进行政权更迭的军

事行动之后，保护的责任开始招致越来越多的质疑。[2] 在此情况下，平民保

护就成为推行干涉主义最好的理由。不可否认，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是无辜

的平民，联合国有责任出面干预。但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推动下，平

民保护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概念，让

联合国维和背负难以承受的道义负担。当冲突爆发并造成人道主义危机时，

维和行动往往被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联合国不得不频繁地以平民保护为由

深度介入。上文所述 2010 年以来开展的五项“建立和平—维持和平”模式的

维和行动，都将平民保护作为核心任务。然而，在冲突并没有完全平息、没

有和平可以维持的地方开展强势干预行动，无论愿望多么美好，都难以避免

一个残酷的现实：既不可能完成安理会授权的任务，也浪费了宝贵的维和资

源。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将四分之三的资源都用于保护十多个平民保护营里

的二十余万人，却不能保护平民保护营外的几百万受到冲突影响的平民。[3]

其三，安理会维和授权过于轻率。过去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

参与全球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意愿减退，不愿利用自身的优势促进国际冲突

和平解决。加之平民保护已经成为政治正确，即便是要在没有和平可以维持

的地方开展维和行动，也没有哪一个常任理事国会轻易提出公开反对。在此

情况下，安理会很容易为了表现出政治上的团结，轻率地通过决议，将应对

一些棘手国际安全问题的包袱甩给秘书处。

安理会授权开展维和行动时的轻率表现在列出的维和任务清单越来越

长。例如，马里稳定团的任务包括从支持马里政府及各当事方落实和平协议，

到保护平民和促进人权等七大方面几十项；中非稳定团的任务包括从平民保

[1]　UN General Assembly, “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 UN doc.A/60/L.1, September 20, 
2005, p.31.

[2]　刘铁娃：“‘保护的责任’作为一种国际规范的发展：中国国内的争论”，《联合

国研究》2014 年第 1期，第 55 页。

[3]　该数据源于笔者 2018 年 12 月 4—16 日在朱巴对联合国南苏丹共和国特派团人员的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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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到安全部门改革等十多个方面一百多项。[1] 在没有和平可以维持以及平民

保护等建立和平任务占用了大部分维和资源的情况下，安理会无视维和特派

团的能力短板和任务区的现实，依然轻率地为维和特派团开出越来越长的任

务清单，表明联合国维和在战略决策能力上也出现了退化。

其四，法国的操纵。联合国当前负责维和事务的行动部门是和平行动部，

其前身是 1992 年成立的维和行动部。自 2000 年 1 月法国外交部派出的官员

让-马里·格诺（Jean-Marie Guehenno）出任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以来，

法国人就一直占据该部门负责人的职位。格诺主持维和行动部工作的十年里，

较好地平衡了法国的国家利益和自身作为联合国高级职员的职责。然而，政

治经验丰富的法国前驻华大使苏和（Herve Ladsous）于2010年接任格诺后，

法国开始更加积极地利用联合国维和机制实现法国的利益。苏和主政维和行

动部的 5 年里，联合国先后在刚果（金）、马里和中非 3 个法语国家开展具

有强制和平特征的维和行动。当前这三项大型维和行动无论是在维和人员数

量还是经费预算上，都占现有13项维和行动的一半以上。一些西方学者指出，

法国还竭力控制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非洲法语国家的维和活动。[2] 在刚

果（金），法国反对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独自开展维和行动，主张

将该次区域组织成员国派出的维和力量整合为由联合国指挥的武装干预旅；

在马里，推动联合国马里稳定特派团接管了非盟驻马里国际支助团（AFISMA）

的任务。2016 年马里局势进一步恶化后，法国力主 5 个萨赫勒地带法语国家

组建国际部队，在联合国马里稳定特派团框架之外执行反恐任务。过去十年来，

法国为维护自己在非洲法语国家的利益，鼓动联合国强势干预这些国家的冲

突，让联合国在没有和平可以维持的地方维持和平，这也是联合国维和发生

退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1]　UN, “MINUSMA: Mandate,” https://minusma.unmissions.org/en/mandate.（上网时间：

2020 年 5 月 28 日）

[2]　John Karlsrud, “The UN at War: Examining the Consequences of Peace-Enforcement 
Mandates for th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the CAR, DRC and Mali,” p.50; Bruno 
Charbonneau, “Intervention in Mali: Building Peace between Peacekeeping and Counterterrorism,” 
Journal of Contermporary African Studies, Vol.35, No.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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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对联合国维和退化的思考

联合国维和退化主要发生在潘基文担任秘书长期间。潘基文担任秘书长

之前没有在联合国系统任职的经历，不太了解维和政治。在联合国负责维和

事务的主要官僚机构被西方国家把持的情况下，即使潘基文认识到维和机制

出现的问题，也很难采取实际的改革行动。

2017 年 1 月，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接替潘基文出

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曾担任过葡萄牙总理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的经历，让他具备了联合国秘书长这个特殊职务需要的两项重要能力：

既懂得国际政治规则，擅长与各国领导人沟通交流和斡旋处理国际事务，又

深谙联合国官僚体制文化，能够在管理这个庞大的国际组织时做到内外通达。

古特雷斯上任后很快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强调冲突预防的

重要性，改革联合国国家工作队（UN Country Team）；重组秘书处负责和平

与安全事务的官僚机构；推出《以行动促和平》（A4P）倡议；[1] 对维和行动

进行瘦身，结束在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和海地的维和行动，并不断压缩非盟

-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规模。[2]

然而，古特雷斯担任秘书长 3 年多来，他所领导的改革还没有解决联合

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维和的退化。[3] 刚果（金）、马里、中非、南苏

丹和阿卜耶伊五项维和行动的任务性质和特派团规模都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

相反，2018 年秘书处还推出了《改善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改变行事方法势

在必行》的专家小组报告，提出革新维和行动的技术、装备和理念，并通过

[1]　联合国：“以行动促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共同承诺宣言”，2018 年 9 月，https://
peacekeeping.un.org/sites/default/files/a4p-declaration-cn.pdf。（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4 日）

[2]　源自笔者 2019 年 3 月在纽约对联合国和平行动部官员的访谈。

[3]　古特雷斯也认识到了维和退化的问题：“我敦促安理会成员国……请不要让（维和）
任务看起来像（挂满东西的）圣诞树。圣诞节结束了，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不可能完成 209 项
任务。若是做得太多，我们反而会分散精力并弱化（行动的）效果……一项维和行动不是一支
军队或者反恐部队或者人道主义机构。它是为（东道国）本土所有的政治解决创造空间的工具。”
参见 “Secretary-General’s Remarks to Security Council High-Level Debate on Collective Action to 
Improv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March 28, 2018, https://peacekeeping.un.org/en/secretary-
generals-remarks-to-security-council-high-level-debate-collective-action-to-improve-un。（上网时
间：2020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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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出击和预防式打击消除维和行动中的安全威胁。[1] 这实际上是确认并强

调了现有维和行动退化模式的合理性。这些情况反映了维和退化问题本身以

及整个联合国维和政治的复杂性。维和退化既与维和三原则相背离，也不符

合联合国及绝大多数会员国的利益，必须回到进化的轨道。要应对维和退化，

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其一，反对干涉主义和侵略行径制造冲突。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行

为体，联合国固然有责任使用包括维和行动在内的各种制度工具制止冲突并

保护平民，但这并非治本之举。造成冲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是外部势力对主权国家的干涉甚至侵略。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

亚等国的事例表明，打着反恐或者平民保护的旗号，以政权更迭为目的干涉

或入侵会让一些国家长期陷入冲突，并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和联合

国维和机制难以解决的国际安全“顽疾”。南苏丹和科索沃的教训说明，鼓

动和支持分裂势力，非但不能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冲突，反而可能造成更为

严重和持久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危机。因此，要想解决维和退化的问题，首先

需要反对干涉主义和侵略行径，不能容忍少数会员国及其牵头的军事联盟一

方面干涉甚至入侵他国制造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另一方面又将收拾残局的

艰巨任务交给联合国并指望其能够成功。

其二，安理会授权维和行动应更加审慎。在现有的几个稳定特派团已

经成为联合国维和机制沉重负担的情况下，安理会应当避免再授权开展类

似的大型维和行动。联合国维和机制中有许多制度性工具，维和行动仅仅

是其中一种。因此，安理会需要充分利用自身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合法性和

权威，更加灵活地运用斡旋、调解、大国协调和软性施压等手段促成冲突解

决或者建立和平，尽可能避免使用强制性手段。当出现必须通过多边安全行

动干涉的冲突时，应当将这样的任务授权给区域或次区域组织。在确有必要

开展维和行动时，应开展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并守住底线——在有和平可以

维持的前提下维持和平，避免开出冗长的任务清单并确保有退出策略（exit 

strategy）。此外，还应当避免维和行动的议程被个别大国操纵，成为它们

维护在前殖民地利益的工具。

[1]　何银：“反思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安全风险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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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加快推进维和改革与创新。尽管当前几项大型维和行动在非洲陷

入没有和平可以维持的困境，但要在短期内通过压缩行动规模或者变更任务

授权等方式谋求改变可能遭遇阻力。法国不会乐见联合国减少在非洲法语国

家维和行动的投入，也不会乐意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或者其他国家介入前

法属殖民地的安全事务。而且，由于平民保护已经成为一项政治正确的任务，

在和平进程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暴力冲突仍然频发的形势下，联合国放弃稳

定行动的做法必然面临国际舆论压力。在此情势下，联合国可以一方面推动

东道国的和平进程，另一方面鼓励区域、次区域组织积极介入维和行动，包

括授权并支持它们组建维和部队承担安全行动方面的任务。从长远来看，联

合国应当采用更加灵活的方法开展冲突管理，例如用经济、高效的小型维和

行动或者政治特派团取代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的大型维和行动。[1]

其四，加强联合国与非盟在维和事务上的伙伴关系建设。非盟在管理和

解决非洲冲突方面有文化、语言和地理上的优势。需要切实落实《联合国和

平行动问题高级别小组报告》提出的建议，加强联合国与非盟在维和事务上

的伙伴关系建设。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应当继续向非盟提供财政、物资和培训

援助，帮助其尽快建成非洲东、南、西、北、中五个地区的快速反应旅。[2]

应当总结非盟在达尔富尔和索马里等地维和的经验，利用非盟维和部队在武

力使用上的政治意愿和灵活性等优势，将必要的建立和平、恢复稳定的安全

行动任务经安理会授权给非盟，以便联合国可以更好地发挥在维持和平和建

设和平方面的优势。

四、结语

过去十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陷入了退化的困境，背负了平民保护等政

治正确任务的包袱。维和退化的趋势原本很难在短期内被扭转，但当前肆虐

[1]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eace Operations Review 2018,” 2018, p.5, https://
peaceoperations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18/05/gpor_Peace_Operations_2018_full_final_
WEB.pdf.（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 日）

[2]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Independent Panel on Peace Operations on Uniting Our 
Strengths for Peace: Politics, Partnership and Peopl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nd Security Council 
document A/70/95—S/2015/446, June 1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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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加速这一进程。疫情深刻地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和

安全生态，给陷入退化困境的联合国维和带来严峻挑战。疫情中，各维和特

派团几乎都处于瘫痪状态，维和人员长期不能轮换，许多人不得不居家办公，

包括巡逻、车队护送、要地驻守和平民保护在内的日常维和活动都受到影响。

疫情还让联合国维和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长期持续的疫情可能使一些脆

弱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形势恶化，成为急需联合国维和机制介入的冲突热点；

另一方面，疫情让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一些传统的主要出兵国和出资国可能

自顾不暇，进而减少对联合国维和的支持。在此情势下，联合国需要转变思维，

将新冠疫情给维和带来的挑战转变为推动变革的机遇。例如，可以逐步压缩

现有大型维和特派团的规模甚至改变任务范畴，推动维和行动向高效、灵活

的小规模模式过渡。这不仅会改变联合国维和退化的状况，而且还有利于其

适应后疫情时代新的国际形势。

中国是联合国的核心会员国和支持维和行动的中坚力量，联合国维和的

退化与中国坚持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相悖。中国应当积极推动联合国维和回

归进化轨道。在安理会，中国应当继续反对干涉主义和侵略行径，坚持维和

基本原则，主张在有和平可以维持的前提下维持和平。支持专家学者和非政

府组织深度参与维和事务相关的国际话语网络和政策咨询，为联合国维和事

务的变革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

 【完稿日期：2020-9-1】

【责任编辑：肖莹莹】

[1]　何银：“中国的维和外交：基于国际身份视角的分析”，《西亚非洲》2019年第 4期，

第 4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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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g China-US Relations Back to the Right Track of Coordination, Cooperation 
and Stability
 ZHENG Zeguang

China and the US both stand to gain from cooperation and lose from confrontation, a 
lesson from history of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right way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lies in mutual respect and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putting aside differences. The US should stop politicizing the disease, stigmatizing the 
virus, and smearing China. Instead, it should foster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China-
US cooperation against COVID-19. The US should stop restricting and cracking down 
on Chinese companies. It should provide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businesses of the 
two countries to cooperate for mutual benefits. China will press ahead with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as always, support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 in seizing the 
opportunities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an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o achieve win-win 
outcomes.

The Shift of America’s Southeast Asia Policy and Its Prospects
LIU Qing

After nearly two years of adjustment, the US Southeast Asia policy has gradually taken 
shape, shifting from focusing on bilateral relations to placing equal emphasis on both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ones, from emphasizing security to highlighting both politics 
and economy, from mainly paying attention to sea to focusing on both land and sea, and 
with the policy means changing from single to more diversified. In the future, whether 
Trump or Biden is elected,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its Southeast Asia policy 
by increasing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and promoting American democracy. 
However, whether it can achieve its expected objectives is still restricted by many factors, 
especiall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US hegemony and ASEAN Centrality. The 
United States’ own capabilities and resources that can be invested are not what it used to 
be. If it fails to respect the interests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but to forcibly control them and use them as a tool for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US 
Southeast Asia policy may become a “unfinished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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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Differences and Difficulties in Japan-South Korea Relations
WU Huaizhong

In recent years, Japan-ROK relations have been under constant tension, with historical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The role of 
deep normalization played by the “strategic differences” has become gradually obvious. 
Specifically, the strategic differences are generated and aggravated by the contradiction 
on structural elements, such as major security policies, geopolitical concep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alliance combination. As a new fundamental variable, it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Japan-ROK relations from the deep structure: first, “DPRK factors” 
and the policy towards DPRK caused the basic security polic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secon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en at odds over geostrategy on the rise of 
China; third, the alliance management under the “Trump shock” has led to the aggrav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Japan and the ROK. Due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t 
is highly likely that Japan and the ROK will gradually move towards tactical detente. 
However, to truly achieve structural improvement and upgrading of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two countries need to resolve strategic differences by adjusting their strategic parameters 
and rebuilding political consensus, the process of which is bound to face twists and turns.

The Devolution and Way Out of UN Peacekeeping
HE Yin

The core mission of UN peacekeeping has evolved from maintaining peace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to maintaining peace and building peace during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Since 2010, due to the changes in conflict forms, the influence of interventionism, 
the recklessnes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mandate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major powers, 
the practice of UN peacekeeping has been devoluted from the“maintaining peace—
building peace”model to the“building peace—keeping peace”model. The essence of 
the peacekeeping devolution is that the political approach was replaced by the security 
approach, which has dominated UN conflict management work. Reforms led by UN 
Secretary-General have not yet addressed the problem of peacekeeping devolution. The 
COVID-19 epidemic presents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UN to reverse the 
trend of peacekeeping develution. China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return of the UN 
peacekeeping to the track of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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