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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与中东安全事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

在理念层面，中国维护共同安全，坚持公平正义，捍卫多边主义，倡导
综合治理，主张求同存异。在实践层面，中国积极推动有关各方政治对
话，开展外交斡旋和大国协调，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和人道主义援助。展
望未来，在参与中东安全事务中，中国既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又需要
各部门统筹协调；既要顺势而为，又要主动谋划；既要尊重对象国主权，
又需要建设性介入；既要参与冲突解决的“上半场”，又要参与和平建
设的“下半场”，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中东地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
胁，为中东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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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和中东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体量不同，但在国际舞台上
* 本文系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对阿拉伯国
家整体外交研究”（项目编号：19AGJ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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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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相互同情、相互支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大致可
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9 年为第一阶段，中国从反帝、反殖民主义和反对
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出发，支持中东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巴勒斯坦
正义事业；1979—2012 年为第二阶段，中国在两伊战争、海湾危机、巴以问
题、苏丹达尔富尔等热点问题上，本着“谨慎参与、量力而行”的原则，选
择性参与中东安全事务；2012 年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为第三阶段，中国参与
中东安全事务从“有所作为”到“积极有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
标，以提供安全公共产品为手段，以综合安全治理为路径，在中东安全事务
中的外交话语权不断提高。新形势下，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或将更加深入，
有必要对近期中国所提解决中东安全问题的理念主张进行梳理，并总结中国
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实践经验，这对在中东地区探索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颇有借鉴意义。

一、中国解决中东安全问题的理念主张
中东是全球“安全赤字”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恐怖主义、分裂主义、
极端主义、内战、领土争端、教派矛盾、国际冲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地缘政治博弈、难民危机、传染病等传统和非传统热点问题盘根错节，加上
外部力量推波助澜和武装干涉，导致各种安全问题久拖不决。中国作为负责
任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参与中东安全事务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理念
主张。这些理念主张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又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全球安全治理观的集中体现。
（一）维护共同安全
目前中东地区存在两种安全观——传统安全观与新安全观。前者以西方
大国为代表，信奉“丛林法则”，追求绝对安全，通过扩充军备、建立排他
性军事联盟来打压“敌人”，以武力促安全，以军事联盟保障安全；[1] 后者

[1] 孙德刚、张丹丹：“以发展促和平：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理念创新与路径选择”，
《国际展望》2019 年第 5 期，第 113-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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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代表，主张摒弃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倡导“共同安全”，认为只
有铸剑为犁、建立集体安全架构才能确保可持续安全。2016 年出台的《中国
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指出：新时代中国倡导在中东实践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支持阿拉伯和地区国家建设包容、共享的地区集体合作安
全机制，实现中东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1] 这份文件是“共同安全”理念的
集中体现。2016 年习近平主席在开罗阿盟总部发表演说时指出：“我们在中
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
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2]
这是中国政府超越传统安全理念、倡导共同安全的重要宣示，得到地区国家
的广泛欢迎。
共同安全是一种包容性更强的安全观，通过建立战略互信来避免“误判”，
从而减少军事冲突的风险。中国在中东奉行不结盟政策，与冲突各方保持密
切沟通，了解各方的安全关切，是天然的“传话者”和“斡旋方”，主张通
过“安全共同体”来建立“命运共同体”。2018 年 7 月，习主席在出席中阿
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指出：“域外力量应该多做劝和促谈的
事，为中东和平发展提供正能量。要摒弃独享安全、绝对安全的想法，不搞
你输我赢、唯我独尊。”[3] 中东安全问题久拖不决，背后原因很多，其中重
要的一条是有些国家以牺牲他者的安全为代价来维护自身安全。中国呼吁中
东域内外国家超越“传统安全”，从“共同安全”的新理念出发和平共处，
应对共同挑战，如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实现共享安全。
地区各国不应为私利而拉帮结派、建立排他性军事集团、寻求“赢者通吃”，
否则走传统安全的老路只会导致原本地方化的冲突国际化、多边化和白热化，
结果任何一方都难以获得安全。

[1]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14 日，第 13 版。

[2]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 —— 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人
民日报》2016 年 1 月 22 日，第 3 版。
[3]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 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
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10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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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公平正义
中国认为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中东安全问题解决的重要原
则。中国从中东安全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而不是从冲突方与中国的亲
疏关系出发制定政策，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精神，提出符合各方长
远利益的折中方案。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在中东安全论坛上指出：“构建
中东安全，要以公平正义为基础。《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和国际共识所承
载的公平正义，是一切安全解决方案的灵魂。”[1] 中国呼吁大国着眼于中东
和平与安全的大局和未来，不要在中东安全问题上扮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而应在冲突解决中同情弱势一方，扶弱抑强，秉持公正，伸张正义。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和平的根源性问题。巴以不能实现和平，以色列和
其他国家的安全就不会有保障，中东也不会有持久和平。习主席指出，中国
人民历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我们呼吁有关各方遵守国际共识、公正处理
巴勒斯坦有关问题，支持召开新的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支持探索创新中
东促和机制，以“两国方案”和“阿拉伯和平倡议”为基础，推动巴以和谈
尽快走出僵局。[2]2019 年 11 月习主席在联合国“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
纪念大会的贺电中再次指出，全面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巴以两国和
平共处、共同发展，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3] 中国与巴以双方均保持友好
关系，中国发起的“中巴以三方对话机制”坚持公平正义，受到各方赞赏。
在 2020 年 2 月美国提出的“中东和平新计划”受到普遍冷遇的背景下，中国
提出的解决巴以问题的“四点主张”，更显公平正义。
（三）捍卫多边主义
中东地区冲突牵动大国地缘政治的神经。有些国家在中东安全博弈中奉
行单边主义，不仅未实现自身安全，反而加剧地区动荡。如特朗普政府不顾

[1] 陈晓东；“中东安全挑战与中国的解决方案”，《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1 期，
第 9 页。
[2]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 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
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3] “习近平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人民日报》2019 年
11 月 28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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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的关切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在事先不与巴勒斯坦沟通的情况下
单方面推出“中东和平新计划”，这种“毁约”、“退群”和“强加于人”
的单边主义做法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誉，而且造成中东地区国家集体焦
虑。中国坚持多边主义，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讨论中东安全问题，阿盟、非盟、
海合会等地区组织也应发挥积极作用。[1] 中国强调，域外大国和中东地区国
家不应将陷入冲突的动荡国家视为“被治理”对象，而应和东道国一道在多
边框架内共同商讨安全问题。正如习主席所说：“中东很多事情盘根错节，
大家要商量着办，不能一家说了算，一家说了也不可能算。”[2] 这是中国在
中东安全问题上坚持多边主义理念的重要体现。构建中东安全，要以多边主
义为平台。唯有坚持多边主义，坚定地反对单边行径，充分凝聚共识，照顾
彼此关切，倡导包容和解，方能纠偏止错、化危为机、行稳致远。[3]
在多边主义理念指引下，中国积极倡议并参与金砖国家轮流举办的五国
中东问题特使会议，开展集体对话和磋商，商讨中东问题解决方案。[4] 中国
参加伊朗核问题维也纳会谈、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
进程等，都是多边主义理念的体现。中国认为，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问
题的解决，离不开以联合国为主的多边谈判框架。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杨洁篪也强调中东热点问题的多边主义解决思路：“作为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中方一直积极支持和推动利比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5]

[1]

钟声：“中东安全治理需要多边主义”，《人民日报》2019 年 12 月 2 日，第 3 版。

[2]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 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
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3]

陈晓东：“中东安全挑战与中国的解决方案”，第 10 页。

[4] “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出席金砖国家中东事务副外长级磋商”，外交部网站，
2019 年 7 月 6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xybfs_673327/
xwlb_673329/t1679100.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
[5] “杨洁篪就出席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向媒体吹风”，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 月 20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xybfs_673327/xwlb_673329/t1734332.shtml。
（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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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倡导综合治理
中国认为，中东地区冲突具有复杂的内外部、主客观根源，包括地缘政
治的结构性矛盾、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思
想的渗透等，故需要综合施策。21 世纪以来，美国主导更迭了阿富汗、伊拉
克和利比亚三国政权，试图以自上而下的“民主”输出方式推动和平与发展，
最终往往导致外部嫁接的政治制度“水土不服”。中国坚持自下而上的综合
治理，政治和解、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基础教育等多管齐下，维护相关方
国内和地区稳定。
中国不赞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一治理理念，而认为中东地区
安全问题（如巴以问题）的解决是个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国家、地区组织、
社会团体和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性，通过军事信任、政治对话、经济发展、
社会改革、去极端化等“组合拳”实现安全。2016 年习主席在阿盟总部发表
演说时指出：“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只有让
青年人在发展中获得生活的尊严，在他们的心中，希望才能跑赢失望，才会
自觉拒绝暴力，远离极端思潮和恐怖主义。”[1] 这表明，中东安全问题的解
决需要依靠国际维和、政治、经济、教育、人道主义援助和去极端化等综合
手段。在中东冲突解决过程中，中国政府认为应当标本兼治，从民族和解、
防扩散、应对跨境难民、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加强公共卫生
治理等综合途径出发解决问题。
理念不同，大国行为也不一样。在反恐问题上，2019 年美国宣布击毙“伊
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及多名骨干，声称中东反恐取得了重大胜利。[2]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伊斯兰国”在动荡地区又开始蠢蠢欲动。
中国主张在反恐问题上综合施策，包括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协调下联合打击
恐怖主义，通过国际发展援助为中东青年人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加强网络
安全和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因地制宜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如果反恐一味强调
[1]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 —— 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

[2] Jeanine Santucci, “Donald Trump Announced an ISIS Leader Was Killed in a US Raid.
Who Was Abu Bakr al-Baghdadi?,” USA Today, October 2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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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暴制暴”而不去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土壤，恐怖主义
有朝一日必将卷土重来。
（五）主张求同存异
中国在中东冲突解决过程中坚持求同存异原则。“求同”，即扩大“同”
的内容，密切矛盾双方的联系；“存异”，即减少或遏制“异”的扩张，削
弱分离的力量。“求同”与“存异”是统一的整体，“同”的增强能够减弱
“异”的张力，“异”的减小能够增强“同”的引力，故“求同”与“存异”
共同形成矛盾化解的有效结构。[1]
首先，中国政府认为，在中东安全事务上，尽管各国立场和理念不同，
但存在共同安全利益，应“求大同”。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各方要始终
心系合作，多做共赢的加法和乘法，把一股股发展努力汇聚起来，优势互补，
共享繁荣。”[2] 反恐是有关各方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尽管冲突各方立场严重对立，但是停火、止战、反恐是大家共同需要的，只
有坚持对等谈判、求同存异，才能扩大合作的基础、凝聚共识。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以来，中东部分国家超越政治分歧、共享抗疫经验，这有助于下一步
合作的推展。
其次，中国主张中东冲突方应弥合分歧，“存小异”。尽管各方不可能
在原则问题上轻易做出让步，但可以“先易后难”，先从各方分歧较小、容
易在短时间内产生积极成效的问题寻找突破口，如停止暴力冲突、脱离接触、
交换战俘、派驻联合国维和部队、举行政治会谈、加强人道主义救援等。中
国坚持求同存异，为推动美伊两国减少分歧并达成伊朗核协议作出了重要贡
献。2018 年，中国努力促成也门胡塞武装与联合国也门特使之间的会谈，
为胡塞武装从荷台达撤军、确保联合国救援物资安全抵达也门作出了独特贡

[1] 杜洁：“试析中国共产党外交思维的三重境界”，《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 年第 3 期，
第 142 页。
[2]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 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
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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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1]，促成了也门危机的降温，使各方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达成了共识。
最后，中国主张安理会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应寻求合作的公约数。由于
中东热点问题涉及世界大国和地区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安理会常常陷入分
裂，形成美英法和“俄罗斯 +”两大阵营。中国在中东冲突解决问题上从事
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其政策立场既不同于西方大国，也与俄罗斯不完全
一致。中国主张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管控分歧，预防危机的进一步升级。[2]

二、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实践探索
中国在参与中东安全事务中形成的一系列理念主张，源于中国中东外交
的丰富实践。新时代，中东在奥斯曼帝国瓦解近一百年后又迎来新的百年变局，
中东地区安全格局深度调整，中东国家内生性安全问题与大国地缘政治博弈
相互交织，热点问题久拖不决，地缘政治博弈强势回归，2020 年以来新冠肺
炎疫情又接踵而至，各种安全倡议乏善可陈。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期待中
国在全方位参与中东经济治理的同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中东安全治理、
贡献安全公共产品；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促进中东冲突
“软着陆”的新途径。
在实践中，中国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与国际社会
一道为中东安全问题的解决出谋划策、贡献智慧。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在参与中东安全事务过程中加强顶层设计，大国协调机制、特使机制、
维和机制、护航机制、人道主义援助机制等不断完善，围绕中东热点问题解
决、发展促和平、集体安全、反恐、难民问题、海上通道安全、无核武器区、
公共卫生等广泛议题与域外大国、中东地区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密切的伙
伴关系网，相关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

[1] Guy Burton, “Chinese Conflict Management in Libya, Syria and Yemen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13, No.1, 2019, p.30.
[2] 孙德刚：“中国在安理会参与中东的冲突解决：原则、路径与实践”，《世界政治
研究》2019 年第 2 辑，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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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动政治对话
中国在中东安全事务中积极推动政治对话，与中国的“共同安全”理念
一脉相承。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用起来，中东国家
一起做有来有往的邻居。化解分歧，关键要加强对话。武力不是解决问题之道，
零和思维无法带来持久安全。对话过程虽然漫长，甚至可能出现反复，但后
遗症最小，结果也最可持续。冲突各方应该开启对话，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
在推进政治解决上形成聚焦。[1] 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叙利亚危机
到也门冲突，从索马里内战到利比亚战争，中东诸多冲突都证明，以军事手
段解决中东安全问题（类似于“西医”疗法），成本高、风险大、成效差，
甚至酿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以政治对话手段解决中东冲突问题（类似于“中
医”疗法），尽管见效慢、难度大，但风险低、副作用小。
2019 年，海湾地区发生多起海上油轮遇袭事件，中国政府呼吁有关各方
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危机。当年 7 月，习主席在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
德会谈时强调，有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不要打开潘多拉盒子，而要在相
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化解冲突。中方愿同阿方及国际
社会一道，为维护海湾地区和平稳定贡献力量。[2] 9 月，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后，习主席再次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复杂敏感，
有关各方要保持冷静克制，在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对话、谈判等和平方式
妥善解决彼此矛盾分歧，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3] 在中国和国际社会共
同努力下，海湾地区危机出现缓和的积极趋向。
2020 年 1 月初，美国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高级指挥官苏莱
曼尼实施定点清除，伊朗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海湾
地区局势骤然紧张，美伊结构性矛盾再次激化。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指出，
中东地区热点频发，紧张局势明显加剧。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

[1]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 —— 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
[2] “习近平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9 年 7 月 23 日，
第 1 版。
[3] “习近平会见伊拉克总理阿卜杜勒 - 迈赫迪”，
《人民日报》2019 年 9 月 24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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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始终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稳定的促进者、中东发展的贡献者。[1] 中
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呼吁美伊双方保持克制、开展政治对话，避免“以暴制暴”，
促进了海湾地区的冲突降级。
在利比亚，近年来民族团结政府与“国民军”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爆发
持续冲突，甚至局势有失控的危险。2020 年 1 月，杨洁篪在参加利比亚问题
柏林峰会上指出，中方一贯主张利比亚问题只有通过政治途径才能真正得到
妥善解决，军事手段没有出路。应该着眼利比亚人民根本利益，立即实现全
面停火；着眼利比亚国家前途命运，尽快重启对话和解。[2] 中国在参与中东
热点问题解决的多边舞台上反复强调，政治对话是化解中东冲突的关键要素，
也是中东和平与安全的必由之路。
（二）开展外交斡旋
中国在中东冲突中坚持公平正义，为开展富有成效的外交斡旋奠定了
基础。中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就事不就人”，甚至对个别国家
的过激行为提出善意批评，但不针对这个国家政府或人民，也不会影响中国
与对象国的整体合作。因此，中国同伊朗与沙特、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逊尼
派与什叶派、君主制与共和制国家、亲西方的“温和联盟”与反西方的“抵
抗联盟”等均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绝大多数地区国家也欢迎中国在中东安全
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开展外交斡旋。2002 年、2007 年、2014 年和
2016 年，中国根据西亚北非形势的发展，分别设立中东问题特使、非洲事务
特别代表、阿富汗事务特使和叙利亚问题特使。中国特色特使机制不断成熟，
成为中国开展外交斡旋的重要机制。
中东问题特使是中国针对发展中地区热点问题设立的第一个特使。新时
代，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在巴以之间的斡旋更加频繁，曾多次召开巴以和平人

[1] “王毅：始终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稳定的促进者、中东发展的贡献者”，新
华网，2020 年 1 月 9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1/09/c_1125440146.htm。（上
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8 日）
[2] “杨洁篪就出席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向媒体吹风”，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 月 20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xybfs_673327/xwlb_673329/t1734332.shtml。
（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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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座谈会和中巴以三方对话，出访中东和世界主要大国，积极参加中东问题
多边会议，阐述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2019 年 10 月，中东问题特使翟
隽刚上任不久就会见阿盟秘书长盖特，访问埃及、沙特和伊朗，出席德黑兰
对话论坛，积极开展外交斡旋。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在促进苏丹和南苏丹和解、实现达尔富尔和
平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2019 年苏丹局势陷入动荡后，中国非洲事务特别
代表许镜湖多次出访苏丹，在苏丹各派别和国际社会有关各方之间开展外交
斡旋。[1] 许镜湖还应邀出席苏丹《宪法宣言》签字仪式，与联合国、非盟、阿盟、
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协调立场。[2]
2016 年中国政府根据中东形势发展需要设立叙利亚问题特使一职，这是
新时代中国与时俱进、积极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中国政
府叙利亚问题特使解晓岩多次出访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参与建立金砖国家
叙利亚问题特使协调机制，参加联合国叙利亚问题日内瓦会议、“阿斯塔纳
进程”和“索契进程”等，并出席欧盟和联合国主办的“支持叙利亚及地区
未来”布鲁塞尔国际会议 [3]，增强了中国在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
（三）开展大国协调
开展大国协调是中国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
中国历任特使都与各大国和大国集团保持沟通。中国在世界大国和中东地区
大国两个层面展开战略和政策协调，强调大国应摒弃以往的“权力竞争观”，
树立大国“责任观”和“贡献观”，即大国在中东安全问题上肩负特殊使命，
理应作出主要贡献。

[1]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镜湖访问苏丹”，外交部网站，2019 年 5 月 9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xybfs_673327/xwlb_673329/t1662085.shtml。
（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5 日）
[2]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镜湖出席苏丹《宪法宣言》签字仪式”，外交部网站，
2019 年 8 月 19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xybfs_673327/xwlb_
673329/t1689923.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0 日）
[3] “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解晓岩出席‘支持叙利亚及地区未来’布鲁塞尔国际会议”，
外交部网站，2019 年 3 月 5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xybfs_
673327/xwlb_673329/t1645818.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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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积极与美、俄、欧、英等世界大国和大国集团加强战略协调。
时至今日，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都建立了中东问题对话和协调机制。2018 年
12 月，时任外交部亚非司司长邓励同欧盟对外行动署中东北非总司长真蒂利
尼举行中东事务司局级磋商；同月，部长助理陈晓东同俄罗斯副外长博格丹
诺夫在北京举行中俄副外长级中东事务磋商；2019 年 5 月，外交部亚非司司
长王镝同俄罗斯外交部中东北非局局长金夏克举行中俄外交部中东事务工作
组磋商；2019 年 11 月，翟隽特使访美，就中东局势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1] 2020 年 1 月，陈晓东同英国首相国际事务顾问兼国家安全助理
顾问夸里通电话，提议中英共同推动中东局势尽快降温。[2] 中国在大国之间
开展双边和多边协调，促进了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
其次，中国积极与中东地区大国加强政策协调，为中国加强在中东安全
领域的对话奠定了基础。2016 年 1 月，习主席在访问沙特时指出，要加强双
方在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重要多边机制中的沟通和协调。2019 年 6 月，习
主席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时指出，中方愿同伊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
织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3] 2019 年 7 月，习主席在同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将共同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在地区事务中保持沟通与协调，共同推动政治解决有关热点问题，
为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
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5]

[1] “ 中 国 政 府 中 东 问 题 特 使 翟 隽 访 问 美 国”， 外 交 部 网 站，2019 年 11 月 14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xybfs_673327/xwlb_673329/t1715812.shtml。
（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0 日）
[2] “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应约同英国首相国际事务顾问兼国家安全助理顾问夸
里 通 电 话 ”， 外 交 部 网 站，2020 年 1 月 6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
zzjg_673183/xybfs_673327/xwlb_673329/t1729782.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8 日）
[3]

“习近平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人民日报》2019 年 6 月 15 日，第 2 版。

[4] “习近平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9 年 7 月 3 日，第 1 版。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 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57-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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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述两个层面的大国协调，中国在参与中东安全事务中构建了全球伙伴
关系网。在有关伊朗核问题与巴以、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反恐、
难民、禁毒、公共卫生等问题的磋商与协调进程中，大国之间的合作基础得
到增强，中国与美、俄、欧、英之间的战略对话机制日益完善，中国还与中
东地区大国加强政策对话，在金砖、上合等框架下建立中东问题协调机制，
并在亚丁湾护航过程中与印度、日本、韩国等亚洲大国建立联演与护航机制。
（四）提供安全公共产品
中国在中东安全问题上主张运用综合手段，包括维和、斡旋、政治对话
和安全援助等，积极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向中东
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下降，加上中东新的热点问题不断出现，中东地区出现
了“公共产品赤字”。与西方大国部署军事基地、培养代理人、争夺势力范
围不同，中国在中东部署有限的军事力量不针对任何国家，无意开展地缘政
治争夺，而是为了提供安全公共产品，这有助于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中东安全。
2015 年 3 月，也门安全局势恶化，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赴也门亚丁湾海域，直
接靠泊交战区域港口，安全撤离 621 名中国公民和 279 名来自巴基斯坦、埃
塞俄比亚、新加坡、意大利、波兰、德国、加拿大、英国、印度、日本等 15
个国家的公民 [1]，向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安全公共产品。
新时代，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安全公共产
品。2015 年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中国决定设立为期 10 年、总额 10 亿
美元的中国 - 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加入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2] 近
年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并派驻 1000 多名维和人员，任
务区包括：位于耶路撒冷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位于黎巴嫩南部哈尼
亚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位于南苏丹的“联合国苏丹特派团”，

[1]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全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9 年 7 月 24 日，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60314/1660314.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20 日）
[2]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 在第七十届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9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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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联合国 - 非盟苏丹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以及位于
西撒哈拉的“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中国还以其他形式向联合
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提供安全服务。2014 年，中国海军根据联合国安排，为
销毁叙利亚化武行动承担护航任务。201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
基地正式投入使用，中国在中东和非洲之角执行反海盗、维护红海—阿拉伯
海等海上通道安全、为各国商船提供护航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中国在中东“求同存异”理念的体现。中国呼吁域
内外大国，尤其是资金雄厚的富国主动承担责任，把人道主义救援作为建立
战略互信、开展安全合作的突破口。
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难民署、近东救济工程处等密切
合作，积极为中东难民和战乱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救助。2016 年，习主席宣布：
中国向巴勒斯坦提供 5000 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并将为巴勒斯坦太阳能电站
建设项目提供支持；中国再向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利比亚、也门提供 2.3
亿元人民币人道主义援助，提供 3 亿美元援助用于阿拉伯国家执法合作、警
察培训等项目，帮助中东国家加强维稳能力建设。[1] 2018 年，中国宣布再
向叙利亚、也门、约旦、黎巴嫩人民提供 6 亿元人民币援助，用于当地人道
主义和重建事业。中国还将同中东国家探讨实施总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的其他
援助项目。[2] 中国用实际行动说服有关冲突各方加强对叙利亚、也门等国难
民和平民的经济救助，并在此过程中求同存异，逐步化解分歧。
除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中国还呼吁国际社会相向而行，围绕人道主
义发展援助拓展合作领域，为冲突解决铺平道路。2018 年 11 月，非洲事务
特别代表许镜湖出席在意大利举行的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时指出，着眼利比
亚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国际社会应帮助利比亚开展重建，改善民生。中国
将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利比亚恢复国家安全稳定和促进发展，为推动利比
[1]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 —— 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

[2]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 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
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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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早日走上正常发展轨道做出贡献。[1] 中国认为，无论在叙利亚、也门还是
在利比亚，尽管冲突方政治立场不同，但是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上容易
达成共识，且将能带动其他领域的安全合作。

三、进一步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思考
新时代，中东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热点问题积重难返，新冠肺
炎疫情下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不断涌现，传统大国提供安全公共
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下降。中国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出发，积极承担大
国责任，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主动性不断增强。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在参与
中东安全事务中完善决策体制，加强统筹协调，创新冲突解决思路，增强联
合提出安全倡议的能力。
（一）既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又需要各部门统筹协调
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涉及多个部门，往往存在各自为政、
“九龙治水”、
协调能力不足等问题，影响了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效果。国家安全委员
会和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中央按照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局部署，
加强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决策机制不断完
善。2018 年成立的国家国际开发合作署增强了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另外，外
交部特使机制、国防部维和机制、跨部委援助机制还需要更好地实现统筹。
在参与中东安全事务过程中，也需要促进各部委、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
国内与驻外机构之间的协调，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在参与中东安全事务中推
进“大外交”和“大外事”。
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在参与中东热点问题解决
过程中利用好外交“工具箱”，既维护中国在中东的相关发展合作权益，又
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在中东的经贸合作与参与中东

[1]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镜湖出席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外交部网站，
2018 年 11 月 16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xybfs_673327/xwlb_
673329/t1613737.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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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务基本处于割裂状态，未来需要建立议题联系，丰富中国与中东国家
战略合作的内涵，把经济合作议题与中东安全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两
条腿走路”，打好“组合拳”。在发展经贸合作的同时，加大参与联合国在
中东的维和行动，增强对象国安全能力建设，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加强中国
在中东的领事保护，提升中国在中东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减少中东国家的
相互战略猜疑，消除“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威胁论”的影响。
（二）既要顺势而为，又要主动谋划
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和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但中
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属于风险规避型，以参与多边危机管控为主。过去无论
从维和、向中东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还是参与伊朗核问题多边谈判，中
国基本上是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工作，具有“顺势而为”的特点。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在坚持联合国多边主义的基础上，还需要单独或者联
合其他若干方主动发起安全倡议，在中东冲突解决中提升“主动谋划”的能力。
2018 年中国邀请英、法等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联合国代表和其他国家代表参
会研讨利比亚问题的解决出路。2019 年 11 月召开“中东安全论坛”，也是
中国主动发起倡议、引领中东地区冲突解决方案的重要实践。[1] 中国关于中
东安全问题的解决理念受到各方赞赏，如新安全观、结伴不结盟、综合治理、
以发展促和平、求同存异等，如何将这些理念化作具体可落地的方案，制定
可操作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将考验中国的主动谋划能力。
（三）既尊重对象国主权，又需要建设性介入
尊重中东国家主权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重要前提。20 世纪 90 年
代末以来，西方抛出“人权高于主权论”，以“保护的责任”为由，在中东
加大军事和政治干预力度，不仅未能给本地区带来和平，反而酿成更多的流
血冲突。2018 年 7 月，习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指出：“我
们要坚守主权原则，反对搞分裂割据。”[2] 2020 年 1 月，杨洁篪在出席利
[1]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东安全论坛”，《解放军报》2019 年 11 月 26 日，第 4 版。

[2]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 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
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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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问题柏林峰会时指出，中方在利比亚问题上始终尊重利比亚主权、独立
和领土完整，坚持在联合国主导下，推动“利人主导、利人所有”的政治解
决进程。[1] 中国认为，中东当事国在中东安全问题上最有发言权，应该在中
东安全事务中尊重当事国主权；域外大国不应居高临下，喧宾夺主，甚至越
俎代庖替中东国家选择方案。
在尊重对象国主权的同时，未来中国应根据自身优势和实力，在更大
范围内建设性介入中东安全事务，提出更多的创新思路。建设性介入，就是
中国和国际社会提供安全援助的“正能量”，而不是为了私利而加剧矛盾和
冲突。如中国支持部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负责任的保护”（Responsible
Protection）这一理念，主张将国际干预和以军事手段促进政权更迭严格区
分开来，加强对外部军事行动过程及干预结果的监督和检查 [2]，超越了西方
“保护的责任”理念，受到中东国家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
在与对象国政府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中国与反对派接触并在政府与反对
派之间开展外交斡旋，不仅没有破坏对象国主权，反而维护了其主权、预防
分裂。中国多次邀请叙利亚反对派代表团访华，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
开展斡旋。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与苏丹政府和各党派充分沟通，积极劝
和促谈。中国呼吁伊拉克联邦政府和库尔德地方政府开展直接对话。中国与
也门、黎巴嫩各派力量之间保持接触，敦促各方以政治手段化解分歧。以上
举措体现出中国对中东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尊重，中国对不干涉内政原则
的与时俱进理解，以及建设性介入的强大生命力。
（四）既参与冲突解决的“上半场”，又参与和平建设的“下半场”
中国以往在危机爆发初始阶段（即冲突解决的“上半场”）执行超脱政策，
主动出访、开展斡旋和提出危机解决方案的主动性不强。新时代，中国成为

[1] “杨洁篪就出席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向媒体吹风”，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 月 20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xybfs_673327/xwlb_673329/t1734332.shtml。
（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30 日）
[2] Courtney J. Fung, “Separating Intervention from Regime Change: China’s Diplomatic
Innovations at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regarding the Syria Crisis,” The China Quarterly, No.235,
September 2018, pp.70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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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利益攸关方——中国是中东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能源进口国，在中东
冲突解决第一阶段日益扮演重要角色。如 2019 年 9 月沙特石油设施遇袭后，
习主席应约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强调中方对沙特石油设施遭遇袭击予
以谴责，认为这一事件给海湾地区局势和国际能源市场带来了冲击，希望事
件得到全面、客观、公正调查。[1] 2020 年美国和伊朗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后，
中国主动开展斡旋、劝和促谈，并积极出席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这些都表明，
未来中国在中东冲突解决的“上半场”将进一步增加参与度。
在和平建设的“下半场”，中国与后冲突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日益
频繁。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基建大国”，中国将在战后重建阶段积极参与后
冲突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发展促和平。中国对伊拉克、阿富汗、埃及等
国的投资，带动了这些国家的就业，有助于对象国维护稳定。未来，在中国
与中东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应加强安全治理经验的交流内容。经过 70
年的发展，中国在国内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周边与大
多数邻国解决了划界问题。对于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与有关国家建立了危
机管控机制，使分歧不干扰各方合作的大局。中国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统
筹发展和安全、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
传统安全，这些对中东国家很有借鉴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等，对于中东多民族、多教
派国家维护总体安全亦颇具参考价值。
（五）既参与传统安全治理，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治理
传统安全治理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存量，非传统安全治理是中国
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增量。中国以往主要参与中东传统热点问题的解决，通
过联合国维和、军事护航、外交斡旋、发展援助等综合手段，参与中东地区
传统安全治理，促进了传统安全问题的冲突降级，缓和了地区紧张局势。近
年来，以恐怖主义和传染病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应在相
关领域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提出中国的理念与主张。

[1] “习近平应约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人民日报》2019 年 9 月 21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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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恐问题上，尽管中东各国对于恐怖主义概念和恐怖组织的认定存在
分歧，但中国与中东主要国家一致认为，应摒弃“文明冲突论”，倡导“文
明对话论”；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不应将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和宗教相挂钩，
在反恐行动中不应执行双重标准。中国应与中东国家促进去极端化经验交流，
加强联合反恐训练，交流反恐情报，切断恐怖组织融资渠道，联合打击网络
恐怖主义，增强中国参与中东非传统安全治理的能力。
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中国也应主动发出倡议，与中东各国一道参与完
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2020 年初，中东各国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提供了重要物质和精神支持。3 月以来，中东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暴
发后，中国向伊朗、伊拉克、苏丹、摩洛哥等多国派出医疗队，援助呼吸机
和口罩，建立新冠肺炎检测中心，赠送防疫手册，召开防疫视频会议，介绍
抗疫经验，这些已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加强公共卫生合作、构建中东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实践。

【完稿日期；2020-7-7】
【责任编辑：曹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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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 *
吴志成

〔提

刘培东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

突出，全球发展赤字问题也愈加严峻，全球发展总体不充分、发展空间
不平衡、发展动能不充足、发展援助不完善和发展环境不理想是其具体
表现。全球发展赤字问题主要源于全球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国家治理失
效的扩散、现有发展机制的内在缺陷、发展模式西方化的逆反效应以及
个人主义在西方膨胀等。对此，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有助于凝聚全球发展
共识、提升全球发展效能的重要举措，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促进全球发展机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加强国
际对话交流，以实际行动为应对全球发展赤字难题贡献了中国力量。
〔关 键 词〕全球治理、全球发展赤字、国家治理、中国发展经验
〔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刘培东，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0）4 期 0020-22
[1]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内问题的全球化效应不断强化，全球发展
赤字治理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日益紧迫的核心议题。深入剖析全球发展面临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重大课题“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项目
号：16ZZD031）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研究”（项目号：18VZL01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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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和挑战，阐释全球发展赤字的表现、成因和中国治理实践，不仅有助
于深刻认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对于推
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全球发展赤字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愈演愈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
显上升，全球发展赤字有增无减。这种全球发展赤字是全球化负面效应未能
得到有效管控，全球发展获益小于成本支出或实际收益不及预期收益，进而
制约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其实质是全球发展获益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对可
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全球发展赤字主要表现为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全球发展总体不充分。一是总量不充裕，欠发展问题突出。作为
推动全球发展的“主力军”，发达国家经济繁荣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
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
多数发达国家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全球发展总量增长不足。作为全球发展的
“低地”，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是全球发展增量的关键。然而，除了中国
等少数国家外，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持续低迷，一些国家陷入停滞甚至
倒退的困境。二是质量不高，高质量发展缺失。发展体量与质量是全球发展
的一体两面，全球发展总体不充分还表现在全球发展质量不高。一方面，发
展方式亟待优化。传统发展方式强调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突出能源、劳动
力等生产性要素的作用，造成经济增长低效，无助于全球生态改善。另一方面，
发展成果的共享性不足。全球发展问题需要各国合作解决，发展成果也应由
多数人共享。现阶段，全球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和共享性严重不足，以智能手
机使用为例，多数发展中国家拥有智能手机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远低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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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59%），坦桑尼亚仅为 13%。[1]
第二，全球发展空间不平衡。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2]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国家间发展鸿沟拉大，发展失衡问题更为突
出。一是个体发展不平衡，全球贫富差距扩大。世界银行发布的《国民财
富的变化 2018》报告显示，高低收入国家的人均财富比从 1995 年的 47:1
扩大到 2014 年的 51:1，[3] 2017 年全球最富有的 1% 人口拥有全球财富的
82%；[4] 1980 年至 2016 年，全球最富有的 1% 人口攫取了全球财富增长总量
的 27%。[5] 与此同时，世界上仍有约 2 亿年轻人每天生活标准低于 2 美元，
8 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6] 1987 年至 2017 年，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现象
愈加严峻，[7] 全球每 10 人中有 7 人生活在收入不平等加剧国家。[8] 二是国
家发展不平衡，不同领域和地区发展失衡加剧。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所
带来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PM2.5（细颗粒物）造成的死亡人数逐年上升。
2015 年，空气严重污染导致近 650 万人患病或死亡，占当年全球死亡人数的
十分之一。[9] 2016 年，在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方面，152 个国家中有 112 个
[1] Jacob Poushter and Caldwell Bishop, eds., “Smartphone Ownership on the Rise in Emerging
Economies,”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018,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8/06/19/2smartphone-ownership-on-the-rise-in-emerging-economies/.（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9 日）
[2]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9 年 4 月 27 日，
第 3 版。
[3] Glenn-Marie Lange and Quentin Wodon, eds., “The Changing Wealth of Nations 2018:
Build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World Bank, 2018, p.45.
[4] Diego Alejo Vázquez Pimentel and Iñigo Macías Aymar, eds., “Reward Work, Not
Wealth,” January 2018,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reward-work-not-wealth.（ 上 网 时 间：
2020 年 4 月 9 日）
[5] Facundo Alvaredo, Lucas Chancel, eds.,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World Inequality
Lab, Summer, 2018, https://wir2018.wid.world/.（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9 日）
[6]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5: Scaling up Investments in Decent Jobs for
Youth,”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 Geneva: ILO, 2015, pp.6-8.
[7] “Tackling Inequality,” IMF Fiscal Monitor, October 2017, https://www.imf.org/en/
Publications/%20FM/Issues/2017/10/05/ﬁscal-monitor-october-2017.（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9 日）
[8] Ricardo Fuentes-Nieva and Nicholas Galassso, “Working for the Few: Political Capture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Oxfam Policy Paper, January 2014,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
working-few.（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9 日）
[9] Glenn-Marie Lange and Quentin Wodon, eds., “The Changing Wealth of Nations 2018:
Build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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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了事”，[1] 即使是欧洲发展的“领头羊”德国，其内部不同区域经济
发展、公民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东部地区只有 6 个县市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2 万欧元，西部地区则有 284 个县市超过这一指标。[2]
三是全球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断拉大。体量较小的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出
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现象。1995 年至 2014 年，世界财富总额从
690 万亿美元升至 1143 万亿美元，增长近 66%，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财富
增长率仅为 1%。就财富总额而言，2014 年高收入国家的财富总额占世界财富
的 72%，同期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低收入国家则仅为 7%。[3]
第三，全球发展动能不充足。经济发展是全球发展的基本动能，世界经
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4] 当前，全球发展赤字也突出表现为推
动全球持续发展的动能不足。一是全球经济复苏艰难。2008 年金融危机给全
球发展蒙上阴影，经过十余年调整，西方国家经济缓慢回暖，全球发展不确
定性依然突出。2020 年至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维持在 3% 左右，全球经
济增速进入金融危机以来最缓慢时期。[5] 二是全球创新发展停滞不前。创新
是引领全球发展的第一动力，全球发展依靠创新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
也根植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大，全球创新增长面临
巨大障碍。首先，创新研发投入比例明显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研发支出的
投入比例与国家创新能力呈现正相关性。2019 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2016 年
至 2019 年，全球创新研发支出“高投入”趋势明显减弱。[6] 其次，
“知识霸权”
逐渐抬头。创新知识的流动性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全球经济增
长放缓，知识保护主义抬头，给全球创新网络和创新知识的传播增加阻碍。

[1]

Diego Alejo Vázquez Pimentel and Iñigo Macías Aymar, eds., “Reward Work, Not Wealth”.

[2]

田园：“德国东西部发展仍不均衡”，《光明日报》2019 年 11 月 18 日，第 12 版。

[3] Glenn-Marie Lange and Quentin Wodon, eds., “The Changing Wealth of Nations 2018:
Build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p.45.
[4]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18 日，第 3 版。

[5] “OECD Economic Outlook (2019),” Issue 2, No.106, 2019, https://www.oecd-ilibrary.org/
economics/oecd-economic-outlook-volume-2019-issue-2_9b89401b-en.（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9
日）
[6] Cornell University, INSEAD and WIPO (2019), “The Globe Innovation Index 2019,”
Ithaca, Fontainebleau, and Geneva, July 2019, p.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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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全球创新鸿沟依然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依然不足，全
球创新鸿沟或将继续加深。三是全球合作发展意愿减弱。贸易是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当前，在全球经济发展不景气背景下，国家合作发展意愿减弱，
突出体现在经济和生态领域。西方大国内顾倾向严重，美国肆意挑起“贸易
战”，严重损伤全球经济发展合作共识。部分西方国家无视环境问题的严峻性，
破坏通过艰难谈判达成的全球合作议程。特朗普政府执着于“本国利益第一”，
肆意退出各种国际条约、协定，严重损害全球发展的制度基础。
第四，全球发展援助不完善。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贫困问
题成为全球发展的核心议题，“有发展而无增长”的局面屡见不鲜，全球发
展援助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备受质疑。一是援助有效性不足广泛存在。西方发
达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发展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援助比例一度达
到全球发展援助的 90%。[1] 然而，随着国际发展援助项目的实施，受援国不
仅没有实现相当水平的发展，甚至出现“越援越贫”现象，全球发展援助的
有效性不足。这种经济层面的发展援助降低了非洲产品的出口能力。[2] 1970
年至 1998 年是非洲接受官方发展援助的高峰时期，其贫困率从 11% 增至
66%，国际发展援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3] 二是援助不可持续性愈加明显。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援助机构开始关注援助的可持续性问题。发展援助的
不可持续被认为是发达国家数量庞大的资源未能在受援国发挥相应作用的重
要原因。[4] 美国国际发展署评估，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 212 个教育项目中，
仅有 22 个项目达到可持续性的部分指标。世界银行研究也表明，在发展中国
家实施的 550 个援助教育项目中，高达 50% 的项目不可持续。[5] 新兴国家参
与国际发展援助也出现这种“援助怪圈”，即在援助国人员和物资充裕的情

[1]

李小云、徐秀丽等：《国际发展援助》，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年，前言第 2 页。

[2] Dambisa Moyo,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nother Way for
Afric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p.10.
[3] 李志伟：“发达国家对外援助‘钱景’尴尬”，《人民日报》2016 年 4 月 27 日，
第 21 版。
[4] Nhi Quyen Le, An Analysis of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Project “Industri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Viet Tri City”, Denmark: Roskilde University Center, 200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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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王妍蕾等：《国际发展援助》，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年，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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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一部分援助项目表现良好，一旦援助国资源离开，项目就逐渐荒废，
导致援助效果大打折扣。[1]
第五，全球发展环境不理想。随着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发展
环境恶化，国家间、国家与区域集团间非正常关税战频发，贸易保护主义长
期化趋势明显。[2]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二十国集团（G20）经济体实施了
约 1500 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3] 特朗普上台伊始便对中国发起所谓“301
调查”，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贸易规则之上，严重破坏了国际贸易规则和秩
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美经贸摩擦久拖不决将导致约 4550 亿美元损
失。美国与欧盟的贸易战则使德国 2019 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环比下降 0.1%。[4]
美国宣布结束对印度普惠制贸易待遇，印度随之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 28 种产
品征收最高达 120% 的报复性关税。[5] 日本与韩国关于电子产品的贸易纠纷
不断升级，甚至将对方移出贸易白名单。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也产生
贸易争端。

二、全球发展赤字的主要原因
全球发展赤字的产生与演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可
以从全球化弊端、国家治理失效、发展机制缺陷、发展模式不适和西方个人
主义膨胀等五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全球化发展的负面影响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在促进全球发展、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导致
[1] 徐继峰、秦路：“中国援助非洲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可持续发展建议”，《世界农业》
2011 年第 12 期，第 87-88 页。
[2] 徐秀军：“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市场与治理赤字的政策根源”，《世界经济与
政治》2019 年第 10 期，第 101 页。
[3] OECD, “OECD Economic Outlook (2019),” Issue 2, No.106, 2019, https://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oecd-economic-outlook-volume-2019-issue-2_9b89401b-en.（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9 日）
[4] 荣民：“贸易保护主义为全球经济敲响警钟”，《中国贸易报》2019 年 8 月 22 日，
第 1 版。
‘
[5] “美印也打起贸易战：印太’战略被搁置？”，
《新京报》2019 年 6 月 17 日，第 A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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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鸿沟、分配不公、生态破坏等负面效应，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低迷背景下，
全球化负面效应加剧了全球发展赤字问题。一方面，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相
对获益问题使得全球发展收益初次分配的差距过大；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
中国内博弈与跨国力量相互交织，使得推动全球发展再平衡的政策趋于失灵。
第一，加剧全球发展失衡，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全球化有利于促进
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而在全球普遍获益的大背景下，个体之间的相对获益存
在差异，拥有技术、资本、人才等发展资源的个体易于凭借优势获得全球化
发展主导权和发展收益的大部分。在相对收益悬殊的国际现实下，弱势群体
将自身损益归咎于全球化本身，助长了逆全球化思潮发酵，增加了全球发展
的困难。一是经济发展失衡加剧，全球贫富差距加大。在资本驱动下，全球
化过于重视发展总量的增加，忽视了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在全球发展下行压
力增大的背景下，全球化负面影响被放大，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发展失衡严重，
全球良性发展难以为继。二是生态发展失衡加剧，环境治理形势紧迫。全球
化以提高经济利益为重要关切，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当下，以经济发展为重的
全球化的盲目性愈加显现，加剧了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三是文化发展失衡加
剧，文明冲突被激化。随着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多数国家认识到要尊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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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个别西方国家基于经济优势地位和实力影响，散布“文
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激化了不同文明的矛盾。
第二，加剧全球利益分配不均，国家主义强势回归。作为维持社会公平
的主体，国家可通过再分配政策将发展不平衡控制在合理区间。而在全球化
负面效应冲击下，跨国力量频频介入，在国内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施加影响，
使国内再分配政策难以发挥应有效力，利益调和机制作用递减，社会失衡不
断发展，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得势。此外，作为维持全球和平发展的关键力量，
国际组织通过国际合作调和国家间利益失衡，积极维护全球可持续发展，而
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使国家间矛盾冲突趋于表面化、激烈化，损害了全球利益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
出版社，2017 年，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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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机制的效用。面对国际合作式微的现实，狭隘的国家主义强势回归，对
全球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贸易保护行为嚣张、国际生态合作遇阻、退
群废约行为增多等正是全球化负面效应的真实写照。
（二）国家治理失效的扩散
全球化的最大挑战源于国家政策。[1] 有效的国家治理在全球发展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全球发展的良好前景由各个国家较好地实现发展目标而达成，
同时，全球发展产生的问题也经由各个国家扩散，部分国家治理失效、影响
外溢成为全球发展赤字加剧的国内根源。
第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治理失效增加全球发展赤字的复杂性。作为全球
发展问题的“多发地”，发展中国家治理失效是全球发展赤字加剧的重要因
素。随着世界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国内治理失效带来的危机和挑战会
外溢到世界各地，影响全球发展进程。恐怖主义蔓延、极端贫困难以根除等
世界性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失效。这种治理失效使
得国际社会推动全球发展的政策内化失效。面对全球风险和全球问题，全球
治理主体通过创设发展议程、制定发展规划、提供发展援助等行动，通过国
际合作将发展政策内化落实到“问题国家”，促进解决发展赤字问题。但是，
发展政策内化不仅需要国际发展援助，更需要特定国家采取相应的治理行动。
大量事实表明，部分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导致了全球发展政策内化的
失败。
第二，部分发达国家治理失效削弱全球良性发展动能。作为推动全球
发展的主要力量，当前一些发达国家治理体系的适应性不足，治理政策和行
为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导致社会冲突和治理矛盾激化，甚至成为推动全
球发展的“负担”。一是经济治理失效造成西方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低迷。
2008 年金融危机给多数发达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经过十多年的恢复与
发展，经济增长仍处于较低水平，甚至出现负增长现象。国内经济长期不景
气使得这些国家大规模减少国际发展援助资金，原本就没有达到联合国规定

[1] Joseph S. Nye, “Globalization’s Democratic Deficit: How to Mak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ore Accountable,” Foreign Affairs, Vol.80, No.4, 2001, p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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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发展援助更加捉襟见肘。二是社会治理失效激化国内矛盾，民粹主义
进一步扩散。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减效，
制度创新迟缓，贫富差距扩大，逐渐陷入治理危机。[1] 经济极化反过来激化
社会矛盾，加深政治分歧，助长民粹主义。特朗普竞选成功就是民粹主义抬
头的典型表现，其执政后固执坚持“美国第一”原则，相继退出多个国际组织，
在全球范围内发动贸易战，给全球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
（三）现有发展机制的内在缺陷
国际社会已日益融为命运共同体，任何全球风险和全球问题都难以仅仅
依靠单个国家解决，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然而，现有全球发
展机制存在诸多内在缺陷，缺乏有效凝聚全球合作、破解发展赤字的充分效能。
第一，代表性不足导致合法性缺失。现有全球发展机制多由发达国家主
导构建，西方国家拥有绝对的话语主导权、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多数
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然而，全球发展问题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现有
机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表达渠道。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80%，[2]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
均贡献率超过 30%。[3]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
崛起背景下，现有全球发展机制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仍由发达国家掌握，全球
发展议程难以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引发国际社会对现有发展机制合
法性的质疑。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占成员国总
数近四分之一，却只拥有 5.6% 投票权。[4] 经过多次改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在主要机制中投票权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美国始终掌握着一票
否决的压倒性权力，治理机制的合法性不足。特朗普政府相继退出多个国际

[1] 吴宇、吴志成：“全球化的深化与民粹主义的复兴”，《国际政治研究》2017 年
第 1 期，第 56-57 页。
[2] 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26 日，
第 2 版。
[3] 郭同欣：“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13 日，
第 9 版。
[4] 吴志成、何睿：“全球有效治理缘何如此艰难？”，《当代世界》2013 年第 7 期，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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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使其本就备受质疑的合法性基础进一步削弱。
第二，约束性不强制约有效性发挥。随着全球化进程走向深入，全球风
险和全球问题日渐增多，更需要国家间协同合作进行治理。国际机制建立的
前提是主权国家让渡部分国家权力，其效力的发挥也依赖国家的合作行为。
但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公益的抉择中，国家往往将维护本国利益作为优先选项，
忽视国际机制的相关安排，甚至将对抗甚至退出机制作为博弈筹码。同时，
多数国际机制在处理成员拒绝遵守相关约定的问题上可采取的应对手段较为
单一，国际合作长期处于相对低效状态。例如，在全球发展援助上，西方发
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长期达不到联合国规定比例，贫穷国家发展资源
紧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单方面退出经过多方努力、共同协商达
成的《巴黎协定》，给全球气候治理造成恶劣影响。
第三，公平性不够难以形成发展合力。作为决策机制的核心环节，表决
制度是国际机制效率提升、作用发挥的关键。[1] 现有的全球发展机制多是二
战后形成的，建立之初是针对部分欧洲国家，之后扩展到广大发展中国家。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对世界发展的贡
献越来越大。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倾听发
展中国家声音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而在现有全球发展机制中，关键职位和职
能部门大多由发达国家垄断。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际操作中，
加权（份额）票具有决定性意义，从而使拥有加权票的发达国家拥有一票否
决权，弱小国家的发言权受到极大压制，也不利于解决发展问题的多边合作。
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发达国家往往从地缘竞争视角看待发展问题，肆意将新
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发展的政策议程“政治化”，严重损害全球发展合作共识。
（四）发展模式西方化的逆反效应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认为其发展模式具有普适性，甚至将现代化等同
于西方化，借助其全球影响力强推西方发展模式。发达国家的全球优势地位
和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迫切心理相结合，致使一些国家盲目照搬西方发展
模式。事实上，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
[1]

饶戈平：《国际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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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 西方发展模式在全球推广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不仅未能推动
相关国家现代化进程，还衍生出许多新的全球发展难题。
第一，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作为西方发展模式的体现，“华盛顿共识”
的核心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将这种模式和共识教条地照搬到背景条
件迥异的发展中国家，必将导致严重水土不服。20 世纪 90 年代初，深陷经
济困局的拉美国家率先接受“华盛顿共识”，相继推行经济自由化、市场化
改革。尽管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在初期经历了小幅经济增长，但在世
纪之交却陷入经济危机，经济全盘西化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失业增加、
腐败丛生等社会并发症加剧了国家发展困境。据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拉美
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不到 3%，低于“华盛顿共识”实施前
年均 5% 左右的增长率。[2] 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曾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休
克疗法”，希望通过私有化、自由化实现经济发展，结果导致严重的通货膨
胀和经济衰退。
第二，引发严重政治动荡。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将发展模式简单界定
为三权分立、选举制度、政党政治，[3] 在世界范围内强推所谓“民主模式”，
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干预别国政治发展进程，引发严重政治危机。“颜色革
命”“阿拉伯之春”等社会运动使部分中东国家被动地实行表面的国家民主
化，给中东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据统计，西方国家推进的“民主运动”，
致使突尼斯、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国仍处于动荡之中，造成 140 万人死亡、
1500 万人沦为难民，以突尼斯为例，其虽建立了所谓民选政府，但国家经济
发展陷入长期停滞，2010 年以来人均 GDP 下降了 400 美元。[4] 政治发展模式
被动西方化的逆反效应造成中东国家持续动荡，引发全球难民问题、人道主
义危机、恐怖主义等问题，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
[1] “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光明日报》2013 年 3 月 20 日，第 1 版。
[2] 余东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经济转型”，《山东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1 期，第 94 页。
[3] 张小波、刘世强：“发展研究的理论范式演进、反思及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 年第 2 期，第 171-172 页。
[4] “埃及总统：‘阿拉伯之春’致 140 多万人死亡”，《环球时报》2018 年 1 月 19 日，
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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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主义在西方的膨胀
个人主义膨胀是西方世界面临的突出难题。作为西方价值观的核心，个
人主义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甚至被称为“美国人的
第一语言”。[1]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推行西方
价值观，个人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在国际关系领域，托马斯·霍布斯推崇的“丛
林法则”堪称个人主义的极端演绎，约翰·洛克提倡的个人主义政治观则成
为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流派的思想渊源。
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全球共同挑战增多，全球发展需要超越个人
主义的共同体意识。而在西方世界，个体利益形成的张力往往割裂全球意识，
成为制约国际合作的障碍。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个体利益矛盾
和冲突逐渐增多，在资本推动下，执着于个体利益的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个
人利己主义、阶层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等个人主义“变体”在全球范围
发酵，成为全球发展赤字的思想诱因。[2]
第一，个人利己主义增加了全球发展的社会阻力。在资本逐利性驱使下，
个人利己主义极端化倾向明显，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唯一关切，盲目追求个
体利益的发展，无视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在全球化
进程作用下，这种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不满情绪在全球扩散蔓延，助推了逆
全球化运动，削减了全球发展的社会共识和国家凝聚力。
第二，阶层利己主义危害国内发展秩序。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在国家内部
突出表现为阶层利己主义。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经过社会分化组合
为相应阶层，不同阶层共存于国家统一体中。随着不同阶层的利益矛盾、冲
突增多，执着于特定阶层利益的利己主义膨胀，引发极端社会事件，如美国
枪击案件频发、英国脱欧争议、法国“黄背心运动”、非洲族群冲突等。社
会撕裂引发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
第三，国家利己主义破坏全球发展进程。全球发展源于国家发展，全球

[1] [ 美 ] 罗伯特·贝拉、理查德·马德逊等：《心灵的习性》，周穗明、翁寒松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90 页。
[2]

邵士庆：“西方民主为什么如此霸道”，《人民论坛》2018 年第 27 期，第 2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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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解决也依靠国家间合作。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在国际层面表现为狭隘的
国家利己主义。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得势。自由、公正的国际贸易体系是全球
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部分西方大国无视贸易自由化的全球利益，片面
追求本国短期经济利益，肆意发动贸易战，严重危害了世界经济发展，也搬
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二是国际生态合作艰难。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1] 然而，特
朗普政府无视气候变化的全球风险，退出《巴黎协定》，拒绝履行生态环境
保护的国际义务，缺席有关气候问题国际会议，拒绝在 2019 年联合国气候行
动峰会中发言，给全球生态环境合作造成恶劣的示范效应。

三、治理全球发展赤字的中国努力
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发展赤字问题也愈加严
峻。“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
中国不能缺席。”[2]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
举世瞩目，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目前最成功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其实，
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增长乏力、动能不足、生态失衡、贫困问题等难题，在
中国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发生或正在应对和治理中，中国发展本身也是在不断
解决各种问题中砥砺前行。中国有足够的智慧、能力和经验治理发展赤字，
为国际社会应对发展挑战作出更大贡献。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全球发展共识
面对全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全球性挑战，面对利己主义、民粹主义思
潮的肆虐和国家主义的强势回归，中国倡导世界各国凝聚全球发展共识，开
展全球性发展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创新全球发展理念，夯实合作发展的思想基础。面对复杂的全球
发展形势，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一系列推动全球发展的新观点。

[1]

习近平：“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人民日报》2019 年 4 月 29 日，第 2 版。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六年新年贺词”，
《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1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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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共商”强调治理主体的平等性，就是以平等
协商的理念增强治理行为的可行性和透明性。
“共建”突出治理过程的开放性，
就是以开放包容的理念打破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形成推动发展的治理合力。
“共享”体现治理目标的互利性，就是以合作共赢的理念打造公正普惠的全
球发展格局。二是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发展观。以创新发展增强合作
动力，为破解全球经济发展困局开出中国药方。以开放发展扩展合作空间，
坚持倡导自由贸易体系，致力构建多边贸易体制，以开放的胸怀提振全球发
展信心。以联动发展深化合作共识，形成利益共赢的全球经济发展联动体系，
实现共同发展。以包容发展增强可持续性，以全球合力缩小国家间发展差距，
增强全球发展的共享性和普惠性。三是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新型义利观。
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1] 以正确义利观凝聚发展共识。
坚持“以义为先”，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反对恃强凌弱、以大欺
小的无理行为，维护国际公平公义。坚持“义利兼顾”，推动国际关系朝着
双赢、多赢、共赢的方向发展，用国际合作发展的“公利”巩固共同体意识，
构建共同繁荣的利益共同体。
第二，倡导新型国际关系，凝聚和平发展的国际共识。面对西方根深蒂
固的零和冷战思维，中国提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主张通过对话协商管控矛盾，依托合作实现共赢，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凝心聚力。首先，以“相互尊重”反对强权思维，用平等性和包容性
指导国际关系基本实践，反对霸权行为，筑牢国际合作的思想根基。其次，
以“公平正义”强调国际交往的公义性，以公平突出平等，以正义促进法治。
最后，以“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坚持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和共享性，反
对零和博弈，实现共建共享。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一
步阐明了新型国际关系的要义，为全球良性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第三，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筑牢共同发展的合作根基。中国已与世
界上 110 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其中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达 60 对，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打造了遍
[1]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4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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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球的“朋友圈”。[1] 根据双边合作的紧密程度，伙伴关系网络可分为“友
好”“合作”“战略”三个层次。[2] 其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堪称双边伙伴关系的典范。根据地域范围划分，伙伴关系网络由地区和国
际两个层次组成，地区层次的伙伴关系主要包括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
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非战略伙伴关系等。通过构建伙伴关系，协调推进
与不同类型国家关系全面发展，扩大各方利益交汇点，不断增进团结合作，
巩固壮大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
第四，打造双边多边命运共同体，深化包容发展的全球意识。中国积极
倡导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形成辐射全球的命运共同体网络。首先，
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愈加稳固。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
持大周边与小周边统一谋划，[3] 中朝、中缅、中柬命运共同体日益紧密。其次，
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焕发生机。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南南合作，中巴、中非、
中拉、中阿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最后，大国命运共同体逐渐成形。大国是
国际合作的关键，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积极发展同俄罗斯、
德国、英国、法国等大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大国合作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实践。
（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激发全球发展动能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巨大、全球持续发展动能严重不足的现实，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
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全球发展增添新
动力新能量。多年的建设实践证明，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
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
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4]
[1] 杨洁篪：“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奋力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求是》2019
年第 17 期，第 24-34 页。
[2] 肖晞、马程：“中国伙伴关系：内涵、布局与战略管理”，《国际观察》2019 年第
2 期，第 81 页。
[3] 吴志成：“中国周边外交需更加重视战略谋划”，《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1 期，
第 25-26 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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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共商共建共享”打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作为解决全球发展
问题的基本方式，国际合作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碎片化
的全球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始终从发展的视角看问题，把“共商共
建共享”作为发展合作的基本原则，致力于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坚持打造开
放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中国迄今已同 154 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签署 173 份合作协议，“一带一路”成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1]
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 6.469 万亿美元，为当地创造
24.4 万个就业岗位，有力促进了沿线国家发展。[2] 世界银行报告表明，“一
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能够为超过 3000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提供帮助。[3]
第二，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将创新驱
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打造富有活力的“创新之路”。一是创新合作网
络日益完善。中央部委完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着力对口援助，社会力量开
展民间合作，多层次、宽领域、多主体的创新合作网络不断充实。成立“一
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出台“数字丝路”国际科学计划，联合研究成
为“一带一路”创新合作的重要方式。二是创新合作项目落地生根。作为“一
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科技园区合作促进了沿线国家间科
技创新交流和技术对接。目前，“一带一路”国家级科技合作基地超过 700 家，
8 个国家级科技园区正在稳步推进，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孵化中心遍地开花。[4]
三是创新合作交流紧密。通过留学生、科学家短期科研、发展中国家技术培
训班、国际杰出青年计划等人文交流计划，为沿线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
第三，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包容的发展模式。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
者，中国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

[1]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
献与展望》（2019），外文出版社，2019 年，第 6 页。
[2]

“继续拓宽开放共赢之路”，《光明日报》2018 年 8 月 27 日，第 11 版。

[3] World Bank Group, “Belt and Road Economic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ransport
Corridors,” Advance Edition, World Bank, 2019, p.9.
[4] 黄军英：“‘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大有可为”，《光明日报》2019 年 5 月
2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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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1] “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落实，
始终贯穿开放包容理念。一是准入门槛开放，不以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为限，
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表现出鲜明的开放特征。二是议程设置包容，以“战略
对接”为主要抓手，无论国家大小、社会制度如何，通过开放性协商都能达
成适合的发展议程。三是贸易投资便利，以“五通”为主要内容，坚定支持
自由贸易体制，通过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共建“一带一路”
将使沿线国家贸易往来增加 4.1%，[2] 全球和“一带一路”经济体贸易额增幅
有望分别达到 6.2% 和 9.7%。[3]
（三）促进发展机制改革，提升全球发展效能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国际发展机
制仍以西方为重心，少数西方大国把持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代表性严重不足。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国积极
推动全球发展机制民主化、公平化进程，助力破解全球发展机制困境。
第一，推动现有发展机制改革。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增加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发展机制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增强现行
发展机制的适应性，更好地推动全球发展。中国主张在现行发展机制框架内，
通过相应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提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发展机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加入世贸
组织之初，中国就多次呼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进行必要改革。
2010 年，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合力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
过改革方案，促使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性。
第二，创设全球发展新机制。面对世界发展不平衡加剧，中国积极推动
创设区域乃至全球发展新机制。一是引领金砖机制发展。作为新兴经济体对

[1]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18 日，第 3 版。

[2]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
献与展望》（2019），第 19 页。
[3] World Bank Group, “Belt and Road Economic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ransport
Corridors,”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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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协商的重要平台，金砖机制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
金砖机制的创始成员国，坚定支持金砖机制化进程，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厦
门峰会提出“金砖 +”合作模式，拓展了金砖合作的全球朋友圈，开启了金
砖合作的第二个“金色十年”。二是建立多边金融机构。资金融通是发展中
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战后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由发达国家主导，带有
明显的不公平和工具性特征，难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中国发起成立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致力
于解决发展中国家融资难的现实问题，为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
展发挥着关键作用。
第三，深化不同机制合作。随着全球发展机制增加，机制碎片化倾向明显，
机制间功能重叠、竞争加剧等现象降低了机制效能。[1] 中国积极充当桥梁和
纽带，促进弥合机制分歧，推动不同机制合作。一是以机制协商实现合作发展。
近年来，中国促成金砖峰会与 G20 峰会平行举行、[2] 推动金砖机制与欧盟相
关机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通过加强不同机制沟
通协商，实现机制功能最大化。二是以机制互补实现合作发展。面对功能重
叠问题，中国强调新老发展机制可以通过机制互补实现共同发展。如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着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有效补充了亚洲开发银行在基建领
域的弱势。三是以机制对接实现合作发展。不同发展机制的具体形式可能不同，
但实质都是促进地区发展与稳定。中国倡导通过机制对接，实现共同发展。
“一
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对于加强国家
间合作意义重大。
（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增强全球治理能力
全球发展赤字是国家治理失效的外化和表现。国家治理失效或产生发展
问题外溢为全球问题，或导致解决发展问题的全球合力内化失败，使得全球
发展治理更加艰难。因此，全球发展赤字的根源在于国家治理失效，其有效
[1] 吴志成、董柞壮：“国际制度转型与中国的应对”，《当代世界》2016 年第 5 期，
第 11-12 页。
[2] 杨洁勉：“二十国集团的转型选择和发展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1 年第 6 期，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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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也有赖于国家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现代化，在有效解决国内发展矛盾的同时，也为全球发展贡献了中国
智慧和力量。
一是以政府治理现代化提高行政效能。政府治理能力决定国家治理效能
的发挥，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作用突出。一方面，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促进政府治理模式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治理目标从“管理一切”
到“管得好”转变。十八大以来，中国各级政府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革，推出一千五百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1]
另一方面，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国家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忽略任何
一个领域都可能给国家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中国政府以职责体系科学化、合
理化为核心，坚持政府职能的动态协调，促进了国家良性发展。进入新时期，
面对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态势，中国政府把生态环境保护置于政府履职的关键
位置，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为中国乃至全球发展营造了良
好国际环境。
二是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化解利益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治理
以人民为中心，从具体国情出发不断调适治理模式，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2]
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表现为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的多元性。在治理主体上，
坚持政府主导为前提，积极调动社会主体治理积极性，引导个人、企业、社
会团体参与社会治理，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治理方式上，综合
运用法治、德治和自治三种手段，实现治理方式的科学化、民主化和高效化。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夯实“法治”根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发挥德治功效。深入推进基层自治，走好社会治理的“最后一步”。
三是以全球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全球发展合力。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对
于治理全球发展赤字至关重要。全球治理能力主要是为有效解决全球问题而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
3-4 页。
[2]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 年 11 月 6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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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素质和技能，具体表现在硬能力、软能力和巧能力三个
方面。[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
的第一要务，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治理硬能力大大增强。中国
也高度重视软能力建设，通过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
等中国方案，有力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与此同时，
以中国经验和智慧为引领，积极为全球经济治理、减贫合作、反腐合作等贡
献智慧，不断提升全球治理巧能力。
（五）加强国际对话交流，分享中国发展经验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
储备国和第一大工业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中国发展为世界提
供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蕴含的东方经验
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借鉴。与西方国家强推自身发展模式不同，中
国不“输出”模式，也不要求别国“复制”中国做法，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
和各国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2] 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共同治理全球发展
赤字。
第一，在合作共建中分享发展理念。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一系列发展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在合作共建具体项目中与国际社会分享。一是“以
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人民是国家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二是渐进探索的发展理念。“摸着石头过河”
曾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启示，试验园区建设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坚持“试
验——推广”探索式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三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
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3] “一带一路”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始终坚持成员的平等性、过程的参与性和结果的公平性。
第二，在交往互动中交流发展经验。近年来，中国通过举办论坛、博览
会等方式，积极向谋求发展的国家分享经验。一是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包括
[1] 吴志成、王慧婷：“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的中国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
第 7 期，第 4 页。
[2]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2 日，第 2 版。

[3]

（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524 页。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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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成立十九大精神对外宣讲团、出版《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外文版等交流活动。以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为例，中国积
极倡导并参与相关会议讨论，并将其作为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配套活动，
为相关国家分享治国理政经验创造新平台。二是政党建设经验交流，包括举
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大会、中国—中东欧政党对话会、中缅政
党对话会、中美政党对话会等交流活动，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
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1] 以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大会为例，近 300 个政党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大会，讨论政党发展、
国家建设的经验。三是合作发展经验交流，包括“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
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形式多样的论坛交流活动。
以“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为例，由中国倡导建立的固定化交流机制，通
过与会国家发展经验的交流分享，提升沿线国家发展的持续性。
第三，在具体领域共享发展经验。中国“不输出”发展模式，而是积极
与各国共享解决发展难题的中国经验。一是分享精准扶贫减贫领域经验，包
括成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举办中国扶贫国际论坛
等。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为例，通过建立国际减贫培训体系、国际减贫交流
活动，已经为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4000 多名减贫工作者提供培训，为非洲和
拉美地区的贫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2] 二是交流环保领域经验，包括成立中
非环境合作中心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举办中国环博会等。以第 20 届中国
环博会为例，共有 25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参会展商达 2047 家，[3] 为世界环
境保护提供了中国经验。三是共享反腐领域经验，中国通过设立 G20 反腐败
追逃追赃研究中心，深化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发表《北京反腐败宣言》，与
世界共享中国反腐经验。

[1]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2]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网站，http://www.iprcc.org.cn/Home/Index/index.html。（上网时间：
2020 年 4 月 10 日）
[3]

40

“亚洲最大环保展今在沪开幕”，《新民晚报》2019 年 4 月 15 日，第 A06 版。

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

四、结语
当今世界面临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和发展问题相关。[1] 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
推动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全球发展形势依然严峻，全球发展赤字问题
治理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阻碍全球发展的制约因素并未消解。非传
统安全威胁凸显，爆发局部冲突的可能性增加，贸易摩擦更加频繁，保护主
义持续发酵，全球发展环境存在恶化风险。另一方面，促进全球发展的积极
力量不断成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推动
全球发展的有生力量，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西方世界内部分化明显，
支持全球发展的力量逐渐增强。全球发展共识愈加强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赢得人心。未来，全球发展赤字问题治理任重道远，国际社会仍需共同努力，
中国也必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实际行动不断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历
史担当。

【完稿日期：2020-6-12】
【责任编辑：李

静】

[1] 习近平：“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1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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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认知与应对 *
赵明昊

〔提

要〕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战略界

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负面认知突出，认定“数字丝绸之路”在经济利益、
技术发展、军事和情报安全、国际标准和规则、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其构
成挑战，反映了美国战略界日益从“数字地缘政治”视角审视对华政策。
为应对“数字丝绸之路”，美国从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强化对中
国企业打压、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国协作等方面多管齐下，并通过推动“经
济议题安全化”、挑弄意识形态分歧等方式压制中国的“数字影响力”。
美国将东南亚视为制衡“数字丝绸之路”的首要区域，不断细化充实“印
太战略”框架下的相关机制和举措，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和网络安全
等领域与日本等国协同推进对华竞争。尽管美国的制衡措施会对“数字
丝绸之路”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受限于国内国际各方反对因素，美国
难以实现其压制中国经济和技术影响力的目的。
〔关 键 词〕“数字丝绸之路”、中美关系、大国竞争、印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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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认知与应对
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促进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深化数字互联互通具有积极影响，受到国际社会普
遍肯定和支持。[1]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
战略界对“数字丝绸之路”的关注日益上升并形成若干负面认知，普遍认为“数
字丝绸之路”对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利益构成重大挑战，并就如何在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治理规则等领域强化对华竞争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言。
在实践层面，特朗普政府推出“数字互联互通与网络安全伙伴关系”
（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Cybersecurity Partnership,DCCP）等机制，力图以“全
政府”“全社会”方式加大对“数字丝绸之路”的制衡。梳理分析美国对“数
字丝绸之路”的认知以及对，对于把握“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国际环
境具有现实意义，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美国在“数字时代”推进对华战略竞争
的策略、手段与特征。[2]

一、美国对“数字丝绸之路”的主要认知
近年来，特朗普政府以“大国竞争”为导向大幅调整美国对华战略，尤其
是显著加大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制衡，如推动实施“自由开
放的印太战略”（下文称“印太战略”）、设立国际发展融资公司、制造渲染
“债务陷阱论”等针对中国的负面论调。[3] 在此背景下，作为“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丝绸之路”受到美国战略界的突出关注，美国
战略界对“数字丝绸之路”普遍抱持疑虑和偏见，相关负面认知日益增多。[4]
第一，担心中国企业借助“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进一步强化商业和技术

[1] 方芳：“‘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国际环境与路径选择”，《国际论坛》2019 年第
2 期，第 61-66 页。
[2]

阎学通：“数字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世界政治研究》2019 年第二辑，第 4-8 页。

[3] 赵明昊：“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制衡”，《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 年第 12 期，第 17-25 页。
[4] John Hemmings and Patrick Cha, “Exploring China’s Orwellian Digital Silk Road,”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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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对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技术领导地位”造成损害。美国战略和国际问
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哈丁（Brian Harding）对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
滴滴出行等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地区的经营情况进行分析后称，这些企业得到
中国政府在融资等方面的支持，能够以较低成本为当地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
务。哈丁认为，在大数据、物联网、海底电缆、云计算、电子商务、在线支付、
数字金融等领域，中国企业已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这将直接影响苹果、脸书、
谷歌、推特、优步等美国企业在相关国家的商业利益。[1] 此外，美国相关人
士担心“数字丝绸之路”将侵蚀美国在 5G、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
而这些技术对于未来数十年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2] 新美国安
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卡尼亚（Elsa Kania）称，“‘数字丝绸之路’将使中国
公司、标准和基础设施占据国际信息技术生态系统的中心，它会成为中国施
展全球影响力的渠道。”[3] 在美国战略界看来，通过参与“数字丝绸之路”
合作，中国企业将扩大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并在此基础上加快强化自身的技
术研发以及商业应用能力。[4] 他们担心，中国推动相关国家实行数据本地化
等政策，致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在当地的运营成本上升，从而使中国企业
获得更多“不公平竞争”优势；“数字丝绸之路”与“中国制造 2025”以及
其他中国政府推动的产业和技术政策相互联动，中国企业将借助“数字丝绸
之路”建设提供的政策支持，对相关国家科技企业进行并购，招募当地科技
人才，进而在世界更大范围内推广中国技术标准，强化中国对“数字时代”

[1] Brian Harding,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and Southeast Asi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February 15, 2019,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s-digital-silk-road-andsoutheast-asia.（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8 日）
[2]

“The Geopolitics of 5G,” Eurasia Group White Paper, November 15, 2018, pp.18-19.

[3] Elsa Kania, “Securing Our 5G Future: The Competitive Challenge and Considerations for
U.S. Policy,”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 Security, November 2019, p.10.
[4] Andrew Kitson and Kenny Liew, “China Doubles Down on Its Digital Silk Road,”
Reconnecting Asia Analy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14, 2019,
https://reconnectingasia.csis.org/analysis/entries/china-doubles-down-its-digital-silk-road/.（ 上 网 时
间：2020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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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力。[1]
第二，担心中国通过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在相关国家加大数据收集，
从而在情报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2] 新美国安全中心亚
太安全项目主任克莱曼（Daniel Kliman）等认为，随着中国企业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承建数字基础设施和运营数字经济，它们可对当地政府、民众、
商业和金融机构的数据进行控制，并将这些数据提供给中国政府，这对美国
和相关国家而言是一种战略性风险。[3]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和不扩散事务
的助理国务卿福特（Christopher Ford）公开称，由于中国存在相关法律规定，
中国企业会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利用“数字丝绸之路”合作从事网络间谍活动，
中国企业将成为情报工具。[4]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尤为关注中国企业在美国盟
国和伙伴国的相关活动及其安全影响，他们提及的重点案例包括华为公司在
泰国开发 5G 测试平台、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在菲律宾承建海底光缆项目、
阿里巴巴运营新加坡电子商务公司来赞达集团、海航创新金融集团支持泰国
承接中国 - 东盟跨境资金流动项目等。此外，美国还关注中国企业承建的涉
及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国的海底光缆项目，认为该项目横跨南亚和东非地区
并将延伸至欧洲国家，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具有重大影响。[5] 美中经济

[1] Barry Naughton, “Chinese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Digital Silk Road: The Case of
Alibaba in Malaysia,” Asia Policy, Vol.15, No.1, 2020, pp.27-32;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The 2019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November 2019, pp.211-214.
[2] William Pacatte, “Competing to Win: A Coalition Approach to Countering the BRI,”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2019, p.10.
[3] Daniel Kliman, “Time for Congress to Establish a US Digital Development Fund,” The
Hill, November 10, 2019; Clayton Cheney,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Strategic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Exporting Political Illiberalism,” Issues & Insights Working Paper, Vol.19, WP8,
July 2019, pp.14-15.
[4] “Huawei and Its Siblings, the Chinese Tech Giant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Remarks by Christopher Ford at Multilateral Action on Sensitive Technologies
(MAST) Conference, September 11, 2019, https://www.state.gov/huawei-and-its-siblings-the-chinesetech-giants-national-security-and-foreign-policy-implications/.（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6 日）
[5] John Hemmings, “Reconstructing Order: The Geopolitical Risks in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Asia Policy, Vol.15, No.1, 2020, pp.10-11; Wendy Wu, “US And Allies Urged to Increase
Digital Investments in Asia to Counter China’s Belt and Road Tech Project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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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白嘉玲（Carolyn Bartholomew）、对外关系委员会高
级研究员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等认为，“数字丝绸之路”框架下的
这类项目带来的信息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中国可以通过窃听海缆通讯等方式
获取情报。[1]
第三，认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是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一部分，
将在军事安全领域对美国带来复杂严峻的挑战。[2]2019 年 12 月，罗纳德·里
根研究所发布报告指出，以往技术创新模式往往是“先军用、后民用”，而
在当今时代，商业技术会“界定技术创新的前沿”，“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涉及大量具有军事安全应用潜力的商业技术。[3] 参与“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的很多中国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其中美国尤为关注人工智能技术，认
为中国企业在算法、云计算、人机交流等领域处于世界前沿，中国军方试图
借此打造针对美军的“非对称优势”，推进人工智能的武器化。[4] 此外，美
国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主任斯伯丁（Robert Spalding）等高
度关注“数字丝绸之路”框架下的智慧城市建设，认为中国企业在相关国家
开展的“智慧城市”建设以及对“城市大脑”的推广具有重大的安全影响，
这些项目涉及传感器、无人驾驶、计算机视觉等一系列可应用于军事领域的
先进技术。[5] 美国专家还担心，中国政府通过“一带一路”科技人才交流项

[1] Carolyn Bartholomew, Testimony before U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Customs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Hearing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une 12, 2019,
p.5; Stewart Patrick and Ashley Feng, “Belt and Router: China Aims for Tighter Internet Controls
with Digital Silk Road,”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ly 2, 2018, https://www.cfr.org/blog/beltand-router-china-aims-tighter-internet-controls-digital-silk-road.（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8 日）
[2] Dean Cheng, Walter Lohman, James Jay Carafano and Riley Walters, “Assessing Beijing’s
Power: A Blueprint for the U.S. Response to China over the Next Decades,” Special Report, No.221,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February 2020, p.34.
[3] Ronald Reagan Institute, “The Contest for Innovation: Strengthening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 in an Era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December 2019, pp.7-8.
[4]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The 2019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November 2019, pp.218-220.
[5] “Chinese Could ‘Weaponize Cities’ If It Controlled 5G Networks, Retired US General
Say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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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推进“军民融合”战略，从全球延揽科技人才，促进军民两用技术的创新。[1]
兰德公司资深专家蔡斯（Michael Chase）、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布朗（Rachel
Brown）等认为，“数字丝绸之路”框架下的北斗系统建设等合作，将有助于
中国军方提升导弹定位定时等能力，还会使中国军方进一步掌控沿线国家的
数据信息，从而增强其 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
侦察系统）能力，这将对美国和相关国家军队之间的“互操作性”造成损害。[2]
第四，担心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合作推广有关数字经济和网络
治理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进而在国际规则和规范、意识形态层面对美
国构成挑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数字和网络政策项目主任西格尔（Adam
Segal）等认为，在构建和维护全球网络空间秩序方面，美中之间存在根本性
差异。其称，美国支持自由、开放和负责任的网络治理，而中国则宣扬“互
联网主权”概念，倡导数据存储、处理和传输的本地化，并严格控制互联网
内容。美国和中国在网络空间秩序方面的冲突难以调和，世界或面临网络空
间“冷战化”（即分裂为不同的互联网体系）问题。[3] 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
会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海明斯（John
Hemmings）等认为，中国试图利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推广“中国模式”，
越南、印尼、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在接受中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同时，
会复制中国在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的管理规定；中国通过开设“网络管

[1]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The 2019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pp.213-214.
[2] Michael Chase, “The Space and Cyberspace Componen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Nadege Rolland ed.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g the Silk Roads, NBR Special Report, No.80, S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September 2019, pp.31-32; Rachel Brown, “Beijing’s Silk Road Goes Digital,”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6, 2017, https://www.cfr.org/blog/beijings-silk-road-goes-digital.（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8 日）
[3] Adam Segal and Tang Lan, “Reducing and Managing US-China Conflict in Cyperspace,”
in Travis Tanner and Wang Dong ed., US-China Relations in Strategic Domains, NBR Special
Report, No.57, S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April 2016, pp.46-53; Lora Kolodny,
“Former Google CEO Predicts the Internet Will Split in Two-And One Part Will Be Led By China,”
CNBC, September 20, 2018, https://www.cnbc.com/2018/09/20/eric-schmidt-ex-google-ceo-predictsinternet-split-china.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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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培训班”等方式，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员和相关企业人员的培
训，向其推广中国的网络管理政策实践和经验，这些国家在拥有一定网络基
础设施条件后可能会采取中国的“社会信用评分”等政策。[1] 美国相关人士
诬称中国通过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合作，帮助柬埔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
津巴布韦、阿联酋等国扩大对本国社会的监控，以“智慧城市”“安全城市”
建设推广“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治理模式，损害
公民隐私权和言论自由。[2]

二、美国应对“数字丝绸之路”的主要策略
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对华战略竞争不断深化，日益彰显全面性、跨域性和
全球性等特征，力图将对华经济围堵、技术封控、军事安全遏制与意识形态
打压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在“数字丝绸之路”问题上得到集中体现。一
方面，特朗普政府通过推动实施“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等计划，
加快构建应对“数字丝绸之路”的“全政府”机制，并完善相关的资源配置；
另一方面，美国智库专家围绕如何在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更加有力地制衡中
国提出政策建言，加紧谋划新的举措。概而言之，美国应对“数字丝绸之路”
的主要策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Evan Medeiros, “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2, No.3, 2019, pp.100-101; John Hemmings, “Reconstructing Order: The
Geopolitical Risks in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Asia Policy, Vol.15, No.1, 2020, pp.15-16; Daniel
Kliman and Abigail Grace, “Power Play: Address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Strategy,”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September 2018, pp.12-13.
[2] 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n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98, No.5, September/October
2019, p.98; Robert Spalding, “Data Security in a 5G World: Why It Matters More than Ever,”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March 16, 2020,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data-securityin-a-5g-world-why-it-matters-more-than-ever/；Dalibor Rohac, “The Digital Silk Road,”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June 10, 2019, https://www.aei.org/articles/digital-silk-road/; Anna Mitchell and
Larry Diamond, “China’s Surveillance State Should Scare Everyone,” The Atlantic, February 2,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2/china-surveillance/552203/.（上网时间：
2020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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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等计划为主轴，增强美
国政府内部的跨部门协调。2018 年，特朗普政府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提出
“数字互联互通与网络安全伙伴关系”计划，希望借此促进所谓“开放的、
具有互操作性的、可靠的、安全的”网络，增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数字未
来”的塑造能力。[1] 为推进这一计划，特朗普政府成立了涵盖不同部门的工
作组，由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的代表构成。其中，美国
国际开发署在推进该计划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其充分运用自身技术能力以及
与各国既有的广泛联系，推动美国与相关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扩大美国科
技产品的对外出口。美国国际开发署下设的“全球发展实验室”（Global
Development Lab）等机构是相关职能的主要承担者。[2] 美国商务部实施的“亚
洲通”（Access Asia）计划则将数字经济作为重点，推动美国企业加大与相
关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此外，美国商务部还设立了“智慧城市：地
区和社区的出口机遇”（Smart Cities: Regions and Communities Export
Opportunities）项目。[3] 美国贸易发展署（USTDA）主要聚焦支持美国的中
小型数字技术企业。由于特朗普政府对“数字互联互通与网络安全伙伴关系”
计划投入的财政资源有限，其试图通过深化跨部门协调，集中精力推动那些
具有战略价值的数字经济项目，相关项目由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情报部
门共同商量决定。
第二，加大对美国企业以及盟国和伙伴国家企业的支持力度，针对中国
支持的“数字丝绸之路”项目提供“替代性选择”。[4] 一是着力发挥“国际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November 4, 2019, pp.19-20,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11/Free-andOpen-Indo-Pacific-4Nov2019.pdf; Daniel Kliman, “Time for Congress to Establish a US Digital
Development Fund,” The Hill, November 10, 2019.（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26 日）
[2] USAID, Digital Strategy (2020-2024), April 2020, p.26, https://www.usaid.gov/sites/
default/files/documents/15396/USAID_Digital_Strategy.pdf.（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6 日）
[3] Alice Ekman, China’s Smart Cities: The New Geopolitical Battleground, Paris: The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cember 2019, p.24.
[4] Barry Naughton, “Chinese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Digital Silk Road: The Case of Alibaba
in Malaysia,” Asia Policy, Vol.15, No.1, 2020, pp.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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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融资公司”等机构作用，帮助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家的企业在相关国
家获取更多涉及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等业务的商业合同。[1] 二是美国商务部
在相关国家设立“数字业务使馆专员”（Digital Attaché）职位，部分专员
从美国科技公司征召并履行任期制服务，他们在促进相关商业往来的同时，
还为驻在国寻求治理问题的数字解决方案提供支持。[2] 三是通过美国财政部
“技术援助办公室”下设的“政府债务和基础设施融资”（Government Debt
and Infrastructure Finance）等项目，帮助相关国家实施债务管理并发展
其国内资本市场，以增强这些国家对西方私营企业和投资者的吸引力。[3] 为
了强化与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方位竞争，美国在产业支持方面注重加大
统筹运作力度，力图将电信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智慧城市等产业融合推进。
此外，有专家建议美国政府倡导设立“数字发展银行”或促进数字发展的专
门基金，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框架下成立美欧日三方合作基金，
成立由 OECD 国家企业负责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向那些致力于推动西方网络
治理规则的信息技术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使它们能够在发展中国家的项目竞
标中与中国企业展开有力竞争。[4]
第三，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国家政府的协调与合作，注重在技术标准、国
际规则等层面加大对中国的制衡。特朗普政府通过设立“敏感技术多边行动”
（Multilateral Action on Sensitive Technologies, MAST）等机制，推动
盟友和伙伴国对华为、中兴等中国相关技术企业进行限制，建立所谓“谨慎
联盟”（Coalitions of Caution），力图维持其在半导体制造设备等产业领

[1] Patrick Cronin et al., “Contested Spaces: A Renewed Approach to Southeast Asia,”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rch 2019, p.16.
[2]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Digital Attaché Program Information,” https://www.
trade.gov/digital-attache-program-0.（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6 日）
[3] Ely Ratner et al.,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December 2019, p.29.
[4] Sam Parker and Gabrielle Chefitz, “Debtbook Diplomacy: China’s Strategic Leveraging of
Its Newfound Economic Influence and the Consequences for US Foreign Policy,” The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May 2018, pp.48-49; Daniel Kliman,
“Why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a Digital Development Fund,” 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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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技术优势。[1]2019 年 5 月，美国等 32 个国家在捷克布拉格召开 5G 安全
会议，将中国政府和企业排除在外，会议通过的“布拉格提案”暗示中国企
业和设备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强调要考虑产品供应商所在国家的治理模式。[2]
美国专家建议，可通过采取“地区性策略”与盟友和伙伴国联手压制中国数
字技术企业的影响力，包括美国和日本共同支持东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增加对日本和印度倡导的“亚非增长走廊”计划的支持力度、美国和沙
特等国利用海湾合作委员会框架增强对中东地区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的掌控
力。此外，还有美方人士建议从技术标准和规则角度加大对中国企业压制，
一方面，以“东盟 - 澳大利亚数字贸易标准倡议”“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等
为基础，将反对数据本地化、支持企业采取加密技术等条款扩展到美国与其
他国家商签的贸易协议，进而影响国际数字贸易规则；[3] 另一方面，美国可利
用在新加坡设立的“亚洲优质基础设施中心”等机构，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设立高标准，提升相关国家应对来自中国的“数字风险”及“5G 陷阱”的能力，
未来还可与阿联酋等国合作设立“中东和印度洋地区优质基础设施中心”。[4]
第四，从技术援助、情报分享、舆论塑造等入手，增大中国在相关国
家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合作的成本。特朗普政府在 2018 年设立“美国
支持亚洲经济增长”（U.S.-Support for Economic Growth in Asia）机
制，由美国财政部技术援助办公室与美国贸易和发展署“全球采购倡议”
（Global Procurement Initiative）等部门，为相关国家在与中国企业商签

[1] “Coalitions of Caution: Building a Global Coalition Against Chinese Technology-Transfer
Threats,” Remarks by Christopher Ford at FBI-Department of Commerce Conference on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Export Control, September 13, 2018.
[2] “Conference on 5G Seeks United Approach amid Huawei Security Warn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4, 2019.
[3] Matthew Goodman et al., “Delivering Prosperity in the Indo-Pacific: An Agenda for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019, pp.8-9;
Ely Ratner et al.,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p.32.
[4] Daniel Kliman and Abigail Grace, “Power Play: Address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Strategy,”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September 2018, pp.25-27.

51

《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4 期
合同等方面提供所谓“技术援助”。[1] 美国通过“基础设施交易和援助网络”
（Infrastructure Transaction and Assistance Network）、“交易咨询基
金”（Transaction Advisory Fund）、“全球基础设施协调委员会”（Global
Infrastructure Coordinating Committee）等机制，支持伙伴国强化基础设
施项目的法律框架、提高项目的透明度、对项目计划进行重审以确保不存在
隐匿的长期成本，对中国与相关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发展合作关系加大
牵制。[2] 此外，新美国安全中心副总裁拉特纳（Ely Ratner）等建议，加强
美国在数字时代的“战略传播”和“信息行动”能力，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收集相关情报和建立数据库，以更大力度帮助相关国家了解中国“数字丝绸
之路”的风险性和危害性；利用非政府组织加大对相关国家官员和媒体人士
的培训，从增强当地“政治韧性”的角度抗衡中国的“数字影响力”；与相
关国家合作，搜集中国企业不合规经营或其他违法活动证据，在必要时对中
国企业施行“长臂管辖”，加大对阿里巴巴等特定中国企业的制裁，限制中
国政府对本国企业的政治和金融支持，有效放缓中国“数字扩张”的步伐。[3]
美国还试图采取“差异性”竞争策略，在妇女赋能、增强数字包容性（digital
inclusion）等方面促进具有美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合作，以使美国的项目与中
国的项目形成区别，增强对相关国家的吸引力。[4]

三、案例：美国在东南亚对“数字丝绸之路”的制衡
近年东南亚国家在数字经济方面实现较快发展并具有广阔前景，其拥有
超过 3.6 亿网民，2019 年东盟地区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1000 美元，到 2025 年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2] Anita Prakash, “Indo-Pacific Connectivity Needs Support for Good Governance,” The
Jakarta Post, December 9, 2019.
[3] Ely Ratner et al.,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pp.40-43; Daniel Kliman and Abigail Grace, “Power Play: Address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Strategy,” pp.26-2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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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Kliman, “Why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a Digital Development Fund,”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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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增至 3000 亿美元。[1] 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东南亚是中国推进“数字丝绸
之路”建设的重点地区，东盟的市场规模及其拥有的巨量数据，以及东盟的
地缘战略地位，决定了美国必须在该地区与中国加大竞争力度。[2] 从现实看，
特朗普政府将东南亚视为应对“数字丝绸之路”的重中之重，加快与东盟构
建多层次合作协调机制，并通过“美日数字经济战略伙伴关系”等机制加大
与盟友和伙伴国协作，在东南亚地区联手制衡中国的“数字影响力”。[3]
第一，通过“美国 - 东盟互联互通”框架下设立的“创新互联互通”计
划，对东盟国家展开“数字外交”。“创新互联互通”计划包括“数字经济
系列活动”“美国 - 东盟信息与通讯技术工作计划”等内容。美国通过“数
字经济系列活动”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与东盟国家政府官员和商业界人士加
大接触力度，如安排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开展巡回演讲、在东盟国家举办主题
研讨会、与东盟电子商务协调委员会（ASEA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Electronic Commerce）合办相关活动等。“美国 - 东盟信息与通讯技术工作
计划”由美国国务院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共同负责，主要项目包括由美国电信
研究所针对东盟国家政府官员和商业界人士开展培训，培训内容涉及无线技
术、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云服务等。[4] 此外，特朗普政府还通过国际开发署
下设的“数字亚洲加速器”（Digital Asia Accelerator）、美国 - 东盟商
会举办的“数字政策磋商论坛”（Digital Policy Consultative Forum）等

[1] Amalina Anuar, “ASEAN’s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Division, Disruption,” RSIS
Commentary, No.046, March 18, 2019, p.1-2; Jason Thomas, “Southeast Asia’s Internet Economy
Booming,” The ASEAN Post, October 8, 2019.
[2] Brian Harding and Kim Mai Tran, “US-Southeast Asia Trade Relations in an Age of
Disruption,” CSIS Brief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2019,p.6; Prashanth
Parameswaran, “ASEAN’s Role in a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Insights & Analysis, Wilson
Center, September 2018, pp.2-4; Andrew Scobell et al., At the Dawn of Belt and Road: China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alifornia: The Rand Corporation, 2018, pp.300-302.
[3] Simone McCarthy, “Can China Outsmart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ace to Build Smart
Cities in Southeast Asi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25, 2019.
[4] 参见美国驻东盟使团网站，https://asean.usmission.gov/wp-content/uploads/sites/77/DigitalEconomy-Series-One-Pager.pdf，https://asean.usmission.gov/innovationconnect/#collapse1。（上网时间：
2020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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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加大与马来西亚、泰国等国中小企业的接触，并借此利用商业界力量
影响东盟国家政府的政策制定。[1]
第二，以“美国 - 东盟智慧城市伙伴关系”构建为政策重点、以网络
安全为主要抓手强化与东盟关系。2018 年 11 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宣布推进
“美国 - 东盟智慧城市伙伴关系”建设，该倡议主要与同年 4 月成立的“东
盟智慧城市网络”（ASEAN Smart Cities Network）进行对接，重点支持 26
个东盟国家城市，具体项目涉及智能公共交通、城市水资源处理、数据中心
等领域，谷歌、亚马逊等美国企业广泛参与其中。[2] 特朗普政府将网络安全
作为美国对东盟政策的优先领域之一，并专门设立“美国 - 东盟网络政策对
话”（ASEAN-U.S. Cyber Policy Dialogue）机制。2019 年 10 月，该机制
在新加坡举办首次年度会议，双方讨论的内容涉及 5G 技术、数字经济、网
络能力建设等方面。美国还注重加大对“东盟网络能力发展项目”（ASEAN
Cyber Capacity Development Project）等东盟既有机制的影响力。[3] 值得
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将新加坡作为美国对东盟数字发展施加影响的关键
力量，针对“美国 - 新加坡针对东盟的网络安全和技术援助项目”（U.S.Singapore Cybersecurity Te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 for ASEAN）、
“第三国培训项目”（Third Country Training Program）机制以及“东盟
- 新加坡网络安全卓越中心”（ASEAN-Singapore Cybersecurity Centre of

[1] Michael Michalak, “How ASEAN Can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Data Privacy Conundrum,”
The Business Times, April 4, 2019.
[2]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EAN:
Expanding the Enduring Partnership,” November 3, 2019, https://www.state.gov/the-unitedstates-and-asean-expanding-the-enduring-partnership/; Kim Mai Tran and Andreyka Natalegawa,
“Supporting Southeast Asian Smart Cities is Critical for the Reg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21, 2018, https://www.cogitasia.com/supportingsoutheast-asian-smart-cities-is-critical-for-the-region-the-united-states/.（ 上 网 时 间：2020 年 2 月
25 日）
[3] Prashanth Parameswaran, “What’s Behind the New US-ASEAN Cyber Dialogue?,” The
Diplomat, October 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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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ce）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帮助东南亚国家维护其“数字边境”。[1]
第三，注重在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网络空间治理等方面加大对东盟的引
导，炒作中国对东盟数字生态体系带来“威胁”。虽然近年东盟数字经济实
现快速发展，但在规则制定方面仍存在需要完善的空间。[2] 美国力图使东盟
及其成员国接受“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二十国集团数据治理议程”等倡导
的有关原则和规则，美国驻东盟使团与缅甸等国围绕数据治理等问题进行磋
商，具有一定官方色彩的美国 - 东盟商会针对落实“东盟数字数据治理框架”
（ASEAN Framework on Digital Data Governance）等对东盟大力施加影响。[3]
为在“数字治理”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华施压，美国政策界人士着力渲染中国
在东南亚带来的“数字风险”。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克罗宁（Patrick
Cronin）等称，“当中国科技公司在东南亚数字生态系统中的存在日益增长，
该地区各国社会将遭遇北京试图塑造其内部信息环境和扩展地缘政治野心的
高风险”，美国需与相关国家合作应对中国在数字空间的“影响力行动”，
尤其是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网络空间相对自由的国家，
以反击中国释放的“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4]
第四，将日本作为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应对“数字丝绸之路”的
首要伙伴，不断深化与日本的分工协作和相互借重。2019 年 5 月，特朗普
访问日本期间，双方同意建立“美日数字经济战略伙伴关系”（Japan-U.S.
Strategic 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JUSDEP）。该机制旨在深化美日

[1] Bhaswati Guha Majumder, “Singapore and US Sign New Deals: Cybersecurity Training
and Bilateral Exchange of Tax 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December 4, 2019.
[2] Amalina Anuar, “Indo-Pacific Economic Vision: Role of US-ASEAN Digital Diplomacy,”
RSIS Commentary, No.145, September 6, 2018, p.2.
[3] Mark Manantan, “US,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Cooperation: Building a Data Governance
Blueprint,” Asia-Pacific Bulletin, No.505, April 30, 2020, pp.1-2; U.S. Mission to ASEAN, “Digital
Economy Series Event on Cyber and Data Governance with Myanmar,” February 5, 2020, https://
asean.usmission.gov/digital-economy-series-event-on-cyber-and-data-governance-with-myanmar/;
US-ASEAN Business Council, “Digital Data Governance in ASEAN: Key Elements for a Data
Driven Economy,” August 2019, pp.3-5.（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0 日）
[4] Patrick Cronin et al., “Contested Spaces: A Renewed Approach to Southeast Asia,”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rch 2019,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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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数字经济等问题在第三国的合作，尤其是美国希望利用日本方面的资金
和能力建设项目推动美国自身的相关倡议，如“数字互联互通与网络安全伙
伴关系”“美国 - 东盟智慧城市伙伴关系”。[1] “美日数字经济战略伙伴关系”
的主要着力点包括：一是促进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创新，运用所谓“最佳实践”
推动东盟国家城市的数字转型。如通过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标准和技术研
究院发起的“全球城市团队挑战”（Global City Teams Challenge）项目，
美日在促进东盟国家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展开协作。二是推进 5G 网络和海底光
缆等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确保相关产品的供应链安全，在
全球信息通讯技术标准制定方面维护美日等国的主导权。三是在网络安全能
力建设方面加强美日合作，推进“网络安全卓越中心”建设，围绕网络安全
问题共同举办研讨会，加大对相关国家官员和企业界人士的培训。四是提出“利
用数字互联互通促进人权”，打击数字保护主义和所谓“威权政府”对数据
的非法使用，推动数据的自由流动、保护隐私和知识产权。如美日合作推动
“APEC 跨境隐私规则”（APEC Cross Border Privacy Rules）建设。[2]
除上述举措之外，美日战略界还谋求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联手制衡“数
字丝绸之路”的力度。第一，美国“国际发展融资公司”与日本国际协力银
行等机构合力支持美日以及伙伴国家的科技类企业在东南亚国家扩展业务，
并且更加重视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数字经济产业（如在线支付等），
从而与中国企业展开有力竞争。[3] 第二，更加重视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人力资
源开发。有美国专家建议，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应支持美国大学与
日本相关机构合作，面向东南亚国家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提供人工智能等方

[1]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dv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 Global Partnership,” May 27, 2019, https://www.state.gov/president-donald-jtrump-and-prime-minister-shinzo-abe-advance-the-united-states-and-japans-global-partnership/.（ 上
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8 日）
[2] 参见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s://www.mofa.go.jp/files/000482895.pdf。（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8 日）
[3] Nir Kshetri, “China’s Emergence as the Global Fintech Capital and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Asia Policy, Vol.15, No.1, 2020, pp.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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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技术和职业培训。[1] 第三，美国将进一步利用日本与东盟之间的既有合
作机制扩展美国在数字领域的影响力，如东盟 - 日本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中心
（ASEAN-Japan Cybersecurity Capacity Building Centre）。第四，鉴于
美国和韩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在围绕东南亚数字经济发展加大合作，美日
或推动建立“美日韩”“美日澳”等促进数字经济的多边机制，以更好地整
合盟友力量，加大对中国的制衡。[2]

四、美国制衡“数字丝绸之路”的前景和影响
虽然美国对“数字丝绸之路”采取了制衡举措，但也面临诸多制约性因素，
美国难以推进旨在压制中国经济和技术影响力的“数字冷战”。[3]
首先，特朗普政府对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的中国企业进行打压，在美国
内部引发一定争议。特朗普政府将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参与“数字丝绸之路”
的中国科技类企业列入“实体清单”
（Entity List），全面强化对华出口管制，
极力限制美国等相关国家企业与之商业往来，试图在 5G 等关键领域削弱中国
实现技术进步的产业基础。这一做法招致高通、谷歌、苹果等美国企业的不满，
认为此举不仅会直接冲击美企的供应链、商业利润和市场份额，还将使其在
全球技术标准制定等方面受到不利影响。[4]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商务部不断
加大对华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的做法在美国政府内部也引发一定争议。有美国

[1]

Patrick Cronin et al., “Contested Spaces: A Renewed Approach to Southeast Asia,” p.22.

[2] Lindsey For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y 2020, pp.10-11; “5G Capacity Building Workshop for ASEAN Takes
Place,” US Mission to ASEAN, May 24, 2019, https://asean.usmission.gov/5g-capacity-buildingworkshop-for-asean-takes-place/.（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8 日）
[3] Marc Champion, “Digital Cold War,” Bloomberg, December 13, 2019, https://www.
bloomberg.com/quicktake/how-u-s-china-tech-rivalry-looks-like-a-digital-cold-war.（ 上 网 时 间：
2020 年 2 月 26 日）
[4] Adam Behsudi, “US Chip Firms Fear Trump’s Screws on Huawei is Bad for Business,”
Politico, February 10, 2020,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2/10/us-chip-firms-feartrumps-screws-on-huawei-is-bad-for-business-113222; Nicol Lee, “Navigating the US-China 5G
Competi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2020, 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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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官员认为，限制美国企业与华为的商业往来将损害美国企业利益，从
而导致企业研发经费下降，不利于美国保持技术竞争力。[1] 此外，有美国战
略界人士担心美国推进对华产业和技术“脱钩”会对美国自身利益造成反噬，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
等人指出，美国政府的相关做法将使自身的“创新生态系统”受到严重损害。[2]
其次，虽然特朗普政府以信息安全等为由施压美国盟友和伙伴国对中国
企业进行限制，但后者并不愿完全跟随美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财长姆努
钦等高官游说 60 多个国家禁止华为参与各国 5G 建设，尤以英国、德国等为
重点。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Ben Wallace）称，特朗普及其政府核心成员在
2019 年 12 月举行的北约会议期间曾警告英国若批准华为进入其 5G 市场，美
国将减少与英国的情报共享。[3] 然而，美国的施压并未奏效，迄今仅有澳大
利亚、新西兰、日本、越南等少数国家做出禁止使用华为设备的决定。2020
年 1 月底，英国正式宣布允许华为有限参与本国 5G 建设。此外，德国等其他
欧洲国家也不认同特朗普政府的“技术冷战”，一方面，它们感到美国渲染
的所谓“安全威胁”缺乏真凭实据；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技术、成本控制
等方面具有优势，美国无法提供有力的“替代方案”。[4] 正如德国内政部长
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所言，德国反对将华为排除在本国 5G 建设之外，
如果没有华为参与，德国 5G 建设进程可能会放缓 5~10 年。[5] 德国专家呼吁
[1] David Lynch, “Pentagon Nixes Proposal to Toughen Limits on US Sales to Huawei,”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4, 2020.
[2] 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Shirk, 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 Policy, New York: Asia Society, February 2019, p.8, 22.
[3] Zak Doffman, “Trump’s Most Critical Huawei Threat Just Confirmed in ‘Surprisingly
Outspoken’ Interview,” Forbes, January 12, 2020, https://www.forbes.com/sites/zakdoffman/2020/01/12/
trumps-most-critical-huawei-threat-just-confirmed-in-surprisingly-outspoken-interview/#5882241448d1.
（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8 日）
[4] Federica Russo, “Virus Crisis Will Open Doors to Huawei 5G in Europe,” Asia Times,
April 30, 2020, https://asiatimes.com/2020/04/virus-crisis-will-open-doors-to-huawei-5g-in-europe/.
（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2 日）
[5] Elena Pavlovska, “Germany’s Interior Minister Oppose Huawei Exclusion,” New Europe,
January 20, 2020, https://www.neweurope.eu/article/germanys-interior-minister-opposes-huaweiexclusion/.（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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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就数字经济及其政治安全影响问题加强对话，避免陷入“数字堑壕战”。[1]
最后，发展中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对美国的做法并不认同，担心被“数
字军备竞赛”的阴影笼罩，不愿成为美国加大对华遏制打压的牺牲品。[2] 东
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数字经济方
面有着巨大需求，希望借此打破发展困局，并应对城市化等带来的社会和治
理难题。[3] 有专家注意到，美国所强调的“信息安全”并不是这些国家政府
和民众的首要关切，而且美国往往夸大了这类威胁，“要是在脆弱的系统和
昂贵的系统之间做选择的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会选择前者”，美国制造
的恐惧阻挡不了“数字丝绸之路”。[4] 虽然美国不断炒作中国科技企业窃取
非盟情报等话题，但非盟仍决定继续强化与华为公司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领域的伙伴关系。[5] 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国家也希望在
5G、智慧城市、远程医疗、自动驾驶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6] 面对中美
数字竞争带来的压力，东盟试图通过“数字融合框架行动计划”（Digital
Integration Framework Action Plan），推进东盟统一市场建设，处理不同

[1] Annegret Bendiek et al., “Preventing Digital Trench Warfare between the EU and China,”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January 3, 2019, https://www.swp-berlin.org/
en/point-of-view/2019/preventing-digital-trench-warfare-between-the-eu-and-china/.（ 上 网 时 间：
2020 年 2 月 18 日）
[2] Andre Wheeler,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the New Frontier in the Digital Arms Race?,”
Silk Road Briefing, February 19, 2020, https://www.silkroadbriefing.com/news/2020/02/19/chinasdigital-silk-road-dsr-new-frontier-digital-arms-race/. （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26 日）
[3] 黄玉沛：“中非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机遇、挑战与路径选择”，《国际问题研究》
2019 年第 4 期，第 51-57 页；楼项飞：“中拉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挑战与路径选择”，《国
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51-55 页。
[4] Jonathan Hillman, “Fear Will Not Stop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Financial Times, July
11, 2019; Paul Triolo, Kevin Allison, Clarise Brown and Kelsey Broderick, The Digital Silk Road:
Expanding China’s Digital Footprint, Eurasia Group, April 2020, pp.2-7.
[5] Abdi Dahir, “The African Union is Doubling Down on Deepen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Huawei,” Quartz Africa, May 31, 2019, https://qz.com/africa/1632111/huawei-african-union-signdeal-to-boost-5g-ai-cloud-computing/.（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8 日）
[6] Stuart Lau, “ASEAN Nations Will Consider Huawei as 5G Supplier Despite Security
Questions, Official Say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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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则和体系相关融合的问题，减少“分裂的数字经济”所带来的风险。[1]
虽然美国对“数字丝绸之路”的压制不会遂其所愿，但也不应忽视它带
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一是缩限中国企业的商业合作空间。美国将会继续加
大对欧洲等盟友的压力，英德等国内部的一些势力也试图在数字经济和网络
安全领域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如部分英国保守党议员要求在 2023 年前完全禁
止华为参与该国 5G 建设。[2] 美国政府的阻力还会影响中美两国企业的既有合
作，如中国浪潮集团与美国 IBM、思科公司等曾在 2017 年 11 月建立合作机制，
共同支持“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智慧城市建设。[3] 二是强化相关国家在中美
之间“选边站队”的困境。美国在数字领域加大对华战略竞争尤其是“经济
议题安全化”的做法，给东南亚、非洲国家带来日益显著的压力，可能会导
致未来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发展陷入分立（bifurcation）或“巴尔干化”局面，
增大相关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成本。[4] 三是破坏围绕数字发展进行国际多边合
作的基础和氛围。美国日益从数字经济与地缘政治互动关系的角度加大对“数
字丝绸之路”制衡，凸显零和对抗的色彩。在这一趋势影响之下，世界贸易
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下的数字经济合作将面临更大阻力，或会成为
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力场，使“数字失序”
（digital disorder）问题更趋突出。[5]
四是加剧规则标准层面的大国竞争。美国对“数字丝绸之路”的制衡越发重
视规则和标准制定问题，担忧中国将政府力量与产业优势相融合以在全球范

[1] Amalina Anuar, “ASEAN’s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Division, Disruption,” RSIS
Commentary, No.046, March 18, 2019, p.3.
[2] Dan Sabbagh, “Boris Johnson Forced to Reduce Huawei’s Role in UK’s 5G Networks,”
The Guardian, May 22,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0/may/22/boris-johnsonforced-to-reduce-huaweis-role-in-uks-5g-networks.（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24 日）
[3] Alice Ekman, “China’s Smart Cities: The New Geopolitical Battleground,” The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cember 2019, p.25.
[4] Kristin Shi-Kupfer and Mareike Ohlberg, “China’s Digital Rise: Challenges for Europe,”
MERICS Papers on China, No.7, April 2019, pp.45-46.
[5] Global Business Policy Council, “Competing in an Age of Digital Disorder,” A.P. Kearney,
June 21, 2019, https://www.kearney.com/web/global-business-policy-council/article/?/a/competingin-an-age-of-digital-disorder.（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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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推进“中国标准”。[1] 为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深化对华战略竞争，
美国试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国
际标准化组织（ISO）等机构中的影响力，对冲中国在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方
面的努力，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等也在就如何应对中国在信息技术标
准领域的挑战加紧研拟对策。[2]

五、结语
在以大国竞争为核心的战略导向下，美国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认知充
斥冷战思维和政治偏见，其对“数字丝绸之路”的制衡，不仅与针对中国的
经济和技术竞争紧密相关，而且还与美国在意识形态、国际机制等层面的对
华施压形成联动，具有全政府、跨域性等特征。然而，“数字丝绸之路”合
作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响
应和支持，它不会因一些势力的阻挠而止步不前。中国需要努力引导美国客
观看待“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精准、深入地对接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
同合作对象的需求，妥善应对“数字地缘政治”等新的难题，注重与东盟、
欧盟等各方在数字贸易、数据治理规则制定方面加大协调，继续合作探索开放、
包容、共享的数字经济发展之道。

【完稿日期：2020-6-13】
【责任编辑：姜胤安】

[1] Alan Beattie, “Technology: How the US, EU and China Compete to Set Industry Standards,”
Financial Times, July 24,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0c91b884-92bb-11e9-aea1-2b1d33ac3271.
（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16 日）
[2] Paul Triolo, Kevin Allison, Clarise Brown and Kelsey Broderick, The Digital Silk Road:
Expanding China’s Digital Footprint, Eurasia Group, April 2020, p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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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印度认为中美紧张关系会持续并对多极世界格局构建产生

影响，对其自身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印方据此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包
括通过“议题联盟”“不对称通融”等方式深耕美国，应对中国崛起；
重塑与邻国发展伙伴关系和宣扬“印度方式”，削弱“一带一路”向心
力；加强与美在印度洋合作和“印太”塑造，防止中国主导该地区；宣
称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但效仿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与地
缘战略上的积极应对相比，印度对中美竞争引发全球经济动荡和利益重
组的准备不足、应对有限。未来，印度“深耕美国、应对中国”的战略
不会根本改变，但大国关系变动、新技术较量、印度国内经济改革前景
不明等因素使印度应对中美竞争长期影响存在变数。中国在警惕印美地
缘战略互动的同时，应着眼大局，妥善管控分歧，并利用印度在经济、
技术上的政策不确定性争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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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美战略竞争正成为影响国际体系发展的新变量。对中国而言，除了要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印度的印太战略与中国的对策研究”
（项目编号：18YJCGJW010）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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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美国全面施压，还有必要掌握其他国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相关认知与立
场。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也是崛起中的地区大国，在中美竞争加剧背景
下，美国对其积极拉拢，导致印度在地缘战略变局中的权重和地位明显上升。
莫迪政府重新评估自身所处国际环境并做出政策反应，不仅将对中印关系的
走向产生影响，还有可能通过印美关系和印中关系传导至中美关系。为更加
有效管控中美竞争和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印发展伙伴关系，中国有必要全面了
解印度对中美竞争的认知和应对，以及时做出政策调整。

一、印度对中美竞争的认知
特朗普上台后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中美关系的主流从合作走向竞争，
发展至今脱钩甚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上升。[1]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
断升级并扩展至其他领域，印度政府加强了对中美竞争态势的研判和评估。
2019 年 5 月，莫迪总理任命前外秘苏杰生（S. Jaishankar）担任印度外交部长，
负责接手对美贸易谈判和建立与中国更为紧密的关系。外界认为，在中美贸
易摩擦和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莫迪、苏杰生和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
瓦尔（Ajit Doval）组成的“三驾马车”将为印度制定强有力的外交政策增
添分量和战略深度。[2] 苏杰生上任后多次就中美竞争问题发表看法，印度国
内讨论热烈。综合来看，印度对中美竞争的基本认知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美紧张关系会持续并影响多极世界格局构建。印度国内主流判
断是：中美竞争已从贸易摩擦升级为科技、安全、人员交流等各个领域的全
面竞争；中美竞争有其必然性，两国紧张关系短期内不会纾解，对世界格局
影响深远。[3] 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Shivshankar Menon）认为，美国
[1] 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
第 3 期，第 7-20 页。
[2] Rezaul H. Laskar, “US, China Ties Key Tasks for S. Jaishankar,” June 1, 2019, https://www.
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us-china-ties-key-tasks-for-s-jaishankar/story-TldFYoIiM1Km98jRi
LqzWM.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3] Smita Purushottam, “US-China Geotechnology Race and the Lessons for India: Importance
of Indigenous Technologies in Enhancing Indian Defence Capabilities,” ICS Occasional Paper,
No.24, February 2019, https://www.icsin.org/uploads/2019/02/05/b57720af41345138ec4a73830943b
c8f.pdf; Jagannath Panda, “India’s Strategic Moments in US-China Tug-of-War,” October 21, 2018,
http://www.asianage.com/360-degree/211018/indias-strategic-moments-in-us-china-tug-of-war.html.
（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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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会任凭中国崛起为地区大国并取代其在亚太
地区主导地位，中国也不会为了顺从美国而停下崛起步伐。中美结构性矛盾
将越来越突出，世界格局有可能走向两极。[1] 由于这与莫迪政府构想的“多
极世界”相去甚远，[2] 印度国内对中美“脱钩”风险和体系分化表示担忧。
第二，中美竞争将带来一系列区域性和全球性后果，包括大国地缘竞争
在区域和全球的加剧、全球贸易秩序面临危机、全球政治进入科技战时代等。
印度国内高度关注中美在南亚博弈，认为中美竞争加剧了大国在印太、中东、
欧亚大陆的利益交锋和地缘竞争。在世界经济方面，印度战略分析家拉贾·莫
汉（C. Raja Mohan）认为，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和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
级触发了国际贸易秩序危机，全球产业链面临重组。[3] 印度国内对新技术的
关注也空前高涨，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问题已成为中美贸易持续紧张升级
的前沿和中心，全球政治将在 2020 年至 2030 年迎来科技竞争时代。[4]
第三，中美竞争对印度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在回应印度对中美竞争的看
法和立场时，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任何国家间摩擦都意味着风险和机遇，
印度政府的目标是管控风险并将机遇最大化”，“对于印度这样有着强烈独
立传统的大国来说，我们总是抱着在艰难环境中寻求最优结果的意识在世界

[1] 观点摘录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 • 梅农大使在外交学
院所做的题为“印度和亚洲地缘政治：过去与现在”的主旨演讲。
[2] 莫迪在 2018 年 6 月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强有
力 的 多 极 世 界 来 应 对 时 代 挑 战”，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Government of India,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June 1, 2018, https://www.mea.gov.in/
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
June+01+2018。（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3] C. Raja Mohan, “Raja Mandala: In His Second Term, Modi Must Deal with Turbulence
Unleashed by Trump’s Challenge to Global Trading Order,” May 25, 2019, https://indianexpress.com/
article/opinion/columns/narendra-modi-mea-foreign-policy-us-india-relations-bjp-5747307/; Smita
Purushottam, “US-China Geotechnology Race and the Lessons for India: Importance of Indigenous
Technologies in Enhancing Indian Defence Capabilities”.（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4] C. Raja Mohan, “Techno-Politics: Focus on China’s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ies,”
October 9, 2019,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techno-politics-focus-on-chinasfacial-recognition-technologies-6060824/;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s Speech at the 4th Ramnath Goenka Lecture, 2019,” November 14, 2019, https://mea.
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2038/External+Affairs+Ministers+speech+at+the+4th+Ramnath+
Goenka+Lecture+2019.（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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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处”。[1] 印度战略界通过重新评估自身在中美竞争态势中的利益和地位，
认为印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存，机遇更大，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机遇。首先，
从印美中三边来看，印度地位的上升将为其在美中两边获益带来更大机遇，
美国制衡中国的需求上升将强化印度的战略重要性，这可能改变印度在印中
不对称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特别有助于“遏止”中国在印度周边“扩张”速度。
当然，印度也面临中美竞争带来的动荡和不确定因素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
其次，从对外战略来看，机遇将首先出现在战略方面，并可能外溢至经济和
技术方面。印度在经济和技术上的获益具有不确定性，有不少分析甚至认为
中美竞争给印度经济方面的积极影响是“边缘性”（marginal）的。[2] 2019
年 7 月印度国家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减少对美出口并没有直接导致印
度对美出口额的大幅增加。2019 财年印度对美总体出口增长了 9.46%，但对
中国的出口增长了 25.62%。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对美纺织品出口方面，尽管印
度在 2019 年前 5 个月有所增长，但越南和孟加拉国对美出口增长幅度比印度
要大得多。该报告结论是，印度从中美贸易摩擦中获益甚微。[3] 但在战略方
面，中美竞争有望为印度寻求应有地位提供更多回旋余地。[4] 最后，中美在
印度后院（邻国区域）的竞争并不必然限制印度的战略空间，反而可能有助
于印度重塑周边。邻国是印度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圈”（the first circle
of priority），其对印度重塑地缘政治愿景的战略意义在于它是影响更广泛
周边地区（extended neighbourhood）的关键因素。[5] 近年来中国在这一地
[1] Anirban Bhaumik, “India to Take Its Own Side in US-China Conflict,” June 6, 2019,
https://www.deccanherald.com/national/india-to-take-its-own-side-in-us-china-conflict-738464.html.
（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2] Amiti Sen, “India Not to be Directly Affected by US-China Deal as It Gained Little from
the Fight,” January 16, 2020, https://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economy/india-unlikely-to-bedirectly-affected-by-us-china-trade-deal/article30574609.ece.（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3] State Bank of India, “Indian Exports Increasing More to China (Low Base) than to USA
(High Base) amidst US-China Trade War,” SBI Ecowrap, No.27, July 29, 2019, https://www.sbi.co.in/
documents/13958/126691/Ecowrap_20190729.pdf.（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4] Sanjana Mohan, “India Gears up to play the Great Indo-Pacific Game,” December 29, 2019,
https://www.dailypioneer.com/2019/sunday-edition/india-gears-up-to-play-the-great-indo-pacificgame.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5] K. Yhome, “‘Neighbourhood First’ Policy in the Changing Regional Geopolitics,” September
26, 2019,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neighbourhood-first-policy-in-the-changing-regionalgeopolitics-55887/.（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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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影响力的快速上升让印度感到“核心内圈”的战略利益受到威胁，因此乐
见美国印太战略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1] 中美在印度洋和南亚的竞争
为印度夯实印美战略合作基础、制衡中国以及重塑与周边小国关系提供机遇。

二、印度的应对举措
为应对中美竞争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印度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目前看
主要集中于战略层面，但在利用和回应地缘经济动荡、全球贸易秩序危机和
新技术竞争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则建树不多。
（一）深耕美国，应对中国崛起
2019 年 4 月，苏杰生提出，印度的政策将以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接触为
指导，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目标是“深耕美国（cultivate the US）[2]、应
对中国（manage China）”。[3] 该表态改变了辛格政府在中美之间谨慎平衡
的“不结盟 2.0”战略，[4] 转向更加坚定地与美国全方位接触和合作，努力
争取美国对印度核心利益支持，主动影响、培育甚至改变美国利益和政策，
使之更加贴合印度的诉求和期待，同时忍耐美国不符合印度利益的行为，通
融处置与美国利益分歧。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对印度发展和安全
的“威胁”。
印度的综合实力较弱，印美中三边关系不是典型的“三角关系”。印
度一直以来不是从战略三角的思维制定对美和对华政策的，而是倾向于以
一种互不干涉（exclusive）的方式与主导国（美国）和崛起大国（中国）
[1] Rajesh Rajagopalan, “Evasive Balancing: India’s Unviable Indo-Pacific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6, No.1, 2020, pp.75-94.
[2] 关于“cultivate the US”的中文翻译，学界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字面上翻译为“培
育美国”，但印度并没有培育美国的能力，很多时候它是被动的，故建议译为“诱导美国”，
意指在某些领域或议题上引导美国做出符合印度利益的选择。还有学者建议翻译成“深耕美
国”，该译法较为中性，故本文选用此译法。
[3] Rajesh Soami, “Solving the Huawei Conundrum, the Middle Path,” August 27, 2019,
https://www.vifindia.org/2019/august/27/solving-the-huawei%20conundrum-the-middle-path.（ 上 网
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4] 吴琳：“印度对华认知变化与谨慎平衡政策——基于《不结盟 2.0》报告的解读”，
《国际论坛》2014 年第 5 期，第 4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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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并与这两个国家开展“战略合作”。[1] 随着印度威胁认知的变化、
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对自身实力不足的承认，印度过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
化。[2] 为应对中国这一最大的竞争对手给印度发展和安全所带来的“现实威
胁”，印度加强了对华政策的美国因素考虑和对美政策的中国因素运用。通
过“议题联盟”（issue-based alignment）、“不对称通融”（asymmetric
accommodation）等方式深耕美国便是印度为软制衡中国崛起所采用的政策。
中国和巴基斯坦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日趋紧密的战略合作和经
济合作刺激印度越来越将中巴关系视为重大威胁。为削弱中巴战略合作对其
带来的不利影响，印度在处理与巴基斯坦相关的议题时，开始尝试引入美国
因素，考虑美国对牵制中国和削弱中巴关系的作用。具体策略上，印度选择
在跨境恐怖主义、中巴经济走廊等核心关切的问题上与美国结成“议题联盟”。
2019 年 5 月，印度与美、法、英等西方国家说服中国解除将马苏德·阿兹哈
尔（Maulana Masood Azhar）列名提议的技术搁置，安理会 1267 基地组织制
裁委员会将马苏德列入黑名单，这被印度国内视为一次成功的外交行动。[3]
为抵制中巴经济走廊，印度在外交、舆论上“双管齐下”，构筑孤立中国的联盟，
一方面同意复活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简称“四边对话”），渲染“一带一路”的“单边色彩和
经济掠夺”，另一方面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炒作“债务陷阱”
“账簿外交”
“债
务帝国主义”等论调，对中国及“一带一路”进行软制衡。
尽管印美贸易摩擦涉及的美国从印进口额（不超过 50 亿美元）远远比
不上中美贸易摩擦，被印度学者称为“不具实质性损害”[4]，但美国对待战

[1] C. Raja Mohan, “The Evolution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Alyssa Ayres and C. Raja Mohan, eds., Power Realignment in Asia: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AGE Publications Pvt. Ltd, 2009, p.271.
[2] 胡娟：“印度对中国的‘软制衡’战略：动因、表现与局限”，《南亚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18-33 页。
[3] “Masood Azhar’s Listing as Global Terrorist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Says UNSC,”
May 21, 2019,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world/azhars-designation-as-global-terrorist-hailedas-significant-achievement-by-unsc-members-5740019/.（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4] Swaran Singh, “US-India Trade War Is More Myth than Reality,” Global Times, June 4,
2019,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53095.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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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伙伴（印度）与战略对手（中国）的方式如出一辙（即极限施压）。印美
不断紧密的战略合作并没有避免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印发难，这让印度感到
困惑和不满。[1] 然而在行动上，印度选择对美“不对称通融”，即实力对比
中较弱一方通过妥协和让步，以通融而非对抗的方式适应较强一方诉求。具
体表现为：2018—2019 年期间在美国增加钢铝的进口关税和取消印度“普遍
优惠关税制度”最惠国待遇的双重施压下，印度方面保持了克制，将该举措
描述为“不幸的”，仅认为其是谈判失败的结果；印度宣布对美国杏仁、苹
果和金属产品征收价值 2.4 亿美元关税予以反制，但实际上多次推迟了对这
部分关税的征收，为美国的让步创造空间；对于美国要求其开放乳制品、医
疗器械和其他商品市场的步步紧逼，印度也只进行了悄悄抵制。[2] 2020 年 2
月美国在特朗普访印前夕宣布取消印度发展中国家地位，这意味着印度希望
恢复普惠制贸易地位的愿望落空，印美短期内难以达成有限贸易协议。尽管
如此，莫迪在特朗普首访印度期间高调表示，“印美关系不再只是另一种伙
伴关系，这是更远大、更紧密的关系”[3]。显然印度在处理与美国的贸易摩
擦时，更加着眼于全盘考虑，在美国将贸易摩擦的矛头对准中国之时，印度
不愿将印美矛盾扩大化或引起国内对美抵制，破坏其因中美竞争获得的巨大
机遇。在实力偏弱的时候，保持忍耐以换取中美竞争给印度长期发展带来的“机
会窗口”，是印度当前的现实选择。
（二）重塑与邻国发展伙伴关系，宣扬“印度方式”
印度认为中美在其邻国区域日益激烈的博弈为其强化印美战略合作和制
衡中国在周边小国的利益拓展提供了机遇，当务之急是利用这些外部有利条
件并充分发挥其政策杠杆作用。目前看印度选择了三个外部条件加以利用：
一是美国在南亚力推“印太”战略以抗衡中国的地缘“扩张”，二是中国被
[1] Akshay Sinha, “The Trade War has Come to India. Is It Ready for It?,” September 3,
2019, https://intpolicydigest.org/2019/09/03/the-trade-war-has-come-to-india-is-it-ready-for-it/.（上
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2]

Swaran Singh, “US-India Trade War Is More Myth than Reality”.

[3]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PM’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Namaste Trump Event in
Ahmedabad, Gujarat,” February 24, 2020, https://www.pmindia.gov.in/en/news_updates/pms-openingremarks-at-the-namaste-trump-event-in-ahmedabad-gujarat/?comment=disable.（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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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打压、战略压力增大，三是周边小国寻求与包括美、中、印在内所有主
要大国合作发展互联互通的强烈需求 [1]。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印度进行了三
方面的策略应对。
首先，借助美国印太战略对冲“一带一路”的契机，加紧密切与邻国的
高层互访和全方位合作。[2] 近年来中印两国在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
等国的竞争加剧，印度一改过去拒绝外部干预的做法，降低了对西方势力介
入南亚的敏感度，其目的是为了制衡中国。[3] 2019 年美国开始向南亚国家
“推销”印太战略，随着尼泊尔外交部长 2018 年 12 月访问华盛顿，美国国
防部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约瑟夫·费尔特（Joseph H.Felter）
2019 年 2 月访问加德满都，美国印太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之间的竞争在
尼泊尔浮出水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见尼泊尔外长时讨论了尼泊尔在美
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中的作用，并希望尼泊尔在选择合作项目时考虑
到公平交易与竞争原则。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费特尔访问尼泊尔期间进一步
对尼施压，诋毁中国的投资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非尼泊尔的利益，还拨款拟
推动电力传输项目，促进尼印电力贸易。[4]
美国印太战略牵制“一带一路”符合印度的利益。在此背景下印度一方
面与美国达成共识，在印度洋地区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另一方面借
机进一步密切与邻国的高层互访和双边合作。印美领导人在 2020 年 2 月特朗
普访印期间发表的《联合声明：印美广泛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展望和原则》
中明确提出，“美国支持印度在印度洋地区发挥安全、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
的净提供者作用，印美承诺在该地区发展可持续、透明、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印美将寻求第三方发展合作，莫迪总理还对美国提出的打造“国际高标准”、
引领印太地区基础设施的“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的概念表达了

[1] Kamal Dev Bhattarai, “Nepal’s Predicament: Stuck between the Indo-Pacific and BRI?,”
March 19, 2019, https://southasianvoices.org/nepal-predicament-between-indo-pacific-bri/.（上网时
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2]

K. Yhome, “‘Neighbourhood First’ Policy in the Changing Regional Geopolitics”.

[3] Ashok K. Behuria, Smruti S. Pattanaik & Arvind Gupta, “Does India have a Neighbourhood
Policy?,” Strategic Analysis, Vol.36, No.2, 2012, pp.229-246.
[4]

Kamal Dev Bhattarai, “Nepal’s Predicament: Stuck between the Indo-Pacific and B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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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1] 2019 年是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的大选年。该年 6 月，莫迪连任总
理后的首次海外访问便选择了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足见印度对加强与这两
个邻国高层交流的重视。苏杰生也在同一时段访问不丹作为其出任外长后的
首访目的地，为莫迪总理 8 月的访问做准备。2020 年 2 月，苏杰生到访孟加
拉国，为莫迪总理 3 月访问（因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而取消）做准备。南亚国
家领导人应邀到访印度的频率也很高。2019 年 5 月，尼泊尔总理夏尔马·奥
利（KP Sharma Oli）访问印度并参加莫迪总理的就职典礼。10 月，孟加拉
国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访问印度。11 月，戈塔巴亚·拉贾
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当选新任斯里兰卡总统后便将印度作为首访
国家，仅隔 3 个月，莫迪又邀请刚刚就任斯里兰卡总理的马欣达·拉贾帕克
萨（Mahinda Rajapaksa）访印。除了密集的高层互动以外，印度还加快了与
邻国的双边合作：在一年之中与孟加拉国启动了十多项双边合作项目，涵盖
蓝色经济和航海事务、和平利用核能、太空研究、网络安全、液化天然气进口、
职业培训、社会设施等多个领域。[2] 与尼泊尔探讨铁路和水路项目在内的广
泛问题 , 印度还决定援助 32.4 亿卢比与尼共同开辟全长 69 公里的输油管道，
这将是南亚地区建造的第一条跨境石油管道。[3]
其次，利用中美竞争挤压中国在南亚的重要合作伙伴——巴基斯坦。印
度认为中国与巴基斯坦共同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是为了围堵印度，将中国视为
打破南亚战略平衡的破坏性力量。中美竞争给莫迪提供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机
会，即借中国被美国打压之机、在特朗普对巴政策变化之前，趁势改变克什

[1]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Joint Statement: Vision and Principles for India-U.S.
Comprehensive Glob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February 25, 2020,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2421/Joint_Statement_Vision_and_Principles_for_IndiaUS_Comprehensive_
Global_Strategic_Partnership.（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2]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Translation of Prime Minister’s Remarks at Video
Inauguration of Bilateral Projects during Official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of Bangladesh on 5 October
2019,” October 5, 2019, https://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1909/Translation_of_
Prime_Ministers_remarks_at_video_inauguration_of_bilateral_projects_during_the_official_visit_of_
Prime_Minister_of_Bangladesh_on_5_Octo.（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3] “India-Nepal Ties Grow in 2019 with High-Level Visits,” December 30, 2019, https://
www.deccanherald.com/national/india-nepal-ties-grow-in-2019-with-high-level-visits-789910.html.
（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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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的游戏规则。[1] 2019 年 8 月 5 日，印度政府发布总统令，宣布废除赋
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的宪法第 370 条款和宪法附则 35A 条款，成立
所谓“查谟和克什米尔”与“拉达克”两个中央直辖区。印度单方面宣布废
止宪法赋予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改变了建国以来对克什米尔政策的基
本原则及赋予的法律地位，导致印巴关系急剧恶化。为稳定事态，中国和巴
基斯坦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重启闭门会议讨论克什米尔问题，印度则联合美国、
欧洲和俄罗斯等国阻止安理会对该提案讨论。[2] 印度还借势向中巴喊话，要
求中止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中巴经济走廊活动。
最后，复兴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简称环孟
加拉湾经合组织），提出“印度方式”，通过制度和规范的方式构建区域互
联互通网络，削弱“一带一路”的影响力。面对中美在南亚的互联互通模式
竞争，南亚国家选择大国平衡，与所有主要大国开展合作。这给印度带来了
政策运作的空间。为了削弱“一带一路”的合作效应，印度试图利用其在南
亚的传统优势，即地缘、历史、宗教文化、经济联系和区域制度优势，重新
激活地区一体化机制。为此，印度一方面笼络除巴基斯坦以外的南亚各国，
复兴环孟加拉湾经合组织，与邻国重启“互联互通、商业和交往”一体化倡
议，试图建立环孟加拉湾经合组织框架下的区域互联互通网络，增强南亚国
家对“一带一路”的离心力。另一方面提出“印度方式”，强调印度作为地
区“平衡者”和“稳定器”区别于中国及其“一带一路”合作模式的规范优势。
2020 年 1 月，苏杰生在第五届瑞辛纳对话（Raisina Dialogue）上提出“印
度方式”（India Way），[3] 其内涵包括：印度作为“决定者和塑造者”（a
[1] Panos Mourdoukoutas, “India Is Changing the Game for China and Pakistan in Kashmir,”
September 12, 2019, https://www.forbes.com/sites/panosmourdoukoutas/2019/09/12/india-ischanging-the-game-for-china-and-pakistan-in-kashmir/#7f095cf54b91.（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张家栋、武兵科：“印度的克什米尔政策：从稳定优先到主权优先”，《现代国际关系》
2019 年第 10 期，第 42-49 页。
[2] Shishir Gupta and Yashwant Raj, “China Isolated on Jammu and Kashmir in Informal
UNSC Talks,” Hindustan Times, January 16, 2020,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world-news/
china-raises-kashmir-at-unsc-stung-by-silence-from-others/story-Hcao0nsZuVmUg99qWoslXJ.html.
（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3] 东亚合作中的东盟中心性为东盟应对大国竞争提供了有利的规范和制度工具，“印
度方式”强调的规范涵义借鉴了“东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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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der and shaper）而非旁观者，积极塑造地区和国际进程；利用印度的
影响力加强协商，成为地区的安全净提供者（a net security provider），
为互联互通做出贡献。[1]
（三）扩展与美在印度洋合作，积极塑造“印太”概念
印度学者拉杰什·拉贾戈帕兰（Rajesh Rajagopalan）认为，印度在印
太的主要目标是防止中国主宰该地区。印度领导人并没有明确表示这一点，
但这是其政策的基本逻辑。[2] 2017 年“四边对话”召开后，印度官方正式
接受“印太”概念，但在表述上含糊其辞，刻意与美国“印太”立场保持距离。
然而，近来印度一系列动向表明，其在“印太”问题上的利益目标逐渐清晰：
加强与美国在印度洋合作，从地理概念、合作议程和机制联系三个方面积极
塑造“印太”。这一变化与中印关系波动起伏、中美竞争加剧几乎同步发生，
反映了印度对自身利益界定的变化和相应政策调整：遏止中国在印度洋“扩
张”，借助美国印太战略实现自身利益拓展。
第一，加强与美在印度洋合作。2019 年 12 月，印美第二次“2+2”对话
会在华盛顿举行。与首次会议不同，此次会议协议清单突出强调印美在印度
洋地区合作：美国同意参加 2020 年在印度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海域举行的
“米兰”多国海军演习；印度将加强与美国中央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合作，
将战略合作拓展到美印太司令部以外；探讨在印度洋信息融合中心（IFC-IOR）
派驻美国联络官，推动印美在印度洋的海洋安全合作；2019 年印美首度举行
“老虎凯旋”三军联合军演，以后每年举行；承诺开展联合活动，培训印太
国家维和人员，等等。[3]
第二，推广印度的“印太”概念。印度对“印太”有着自己的定义。与

[1] Manish Chand, “Defining the ‘India Way’ in Global Relations, the Jaishankar Way,” January
16, 2020, https://www.indiawrites.org/india-and-the-world/defining-the-india-way-in-global-relationsthe-jaishankar-way/.（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2] Rajesh Rajagopalan, “Evasive Balancing: India’s Unviable Indo-Pacific Strategy,” p.76.
[3] Richard M. Rossow, “A More Balanced U.S.-In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CSIS Commentary,
December 20, 2019, https://www.csis.org/analysis/more-balanced-us-india-strategic-partnership;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Second India-U.S. 2+2 Ministerial Dialogue,”
December 19, 2019,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2227/Joint_Statement_on_
the_Second_IndiaUS_2432_Ministerial_Dialogue.（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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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印太界定（从印度洋西海岸至美国东海岸的广大区域）不同，印度的
定义包括整个印度洋，因为它担心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扩张”。[1] 近来
印度又借助主办第六届“印度洋对话”和第十一次“德里对话”的机会，以“印
太：通过扩大地理范围重新想象印度洋”和“推进印太的伙伴关系”为主题，
推动地区国家将西亚作为“印太”组成部分的共同认知。苏杰生对“印太”
的最新定义是涵盖“海湾、阿拉伯海岛国、印度次大陆、东南亚、澳大利亚、
新西兰、太平洋岛屿以及非洲的东部和南部海岸”的广泛区域。[2] 关于印美
在“印太”概念界定上的差异问题，莫汉提出，为全面应对中国挑战，美国
的“印太”概念在拓展，正日益与印度趋同。[3] 若果真如此，将意味着印度
“深耕美国”初见成效，印美很有可能加大在印太的协同力度，共同应对中
国的挑战。
第三，引领“印太”海洋安全议程。2019 年 11 月，印度在东亚峰会期
间启动“印太海洋倡议”（Indo-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被认为是
基于印度印太愿景的行动计划。莫迪总理提议，“在包括减塑在内的保护海
洋环境、加强海洋安全、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能力建设和公平分享资源、
减少灾害风险、加强科学技术和学术合作、促进自由公平互利的贸易和海运
等各领域开展合作”。[4] 2020 年 2 月 6 日，印度与澳大利亚、印尼共同主
办第四次东亚海洋安全会议并启动海上安全和减灾议程。
第四，主导印度洋和太平洋合作机制联系。在第六届“印度洋对话”和
第十一次“德里对话”上，印度外交部还邀请了东盟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
盟（IORA）国家官员和学者参加，旨在整合东盟主导的东印太机制和环印度

[1] Rajesh Rajagopalan, “Evasive Balancing: India’s Unviable Indo-Pacific Strategy,” p.78.
[2]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Valedictory Address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at
11th Delhi Dialogue,” December 14, 2019, https://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2212/
Valedictory_Address_by_External_Affairs_Minister_at_11th_Delhi_Dialogue_December_14_2019.
（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3] 观点源自 2020 年 1 月笔者对拉贾 • 莫汉的访谈。
[4] Dipanjan Roy Chaudhury, “India’s Indo-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 Aims Maritime Security
Pillar for Inclusive Region,” November 21, 2019,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
defence/indias-indo-pacific-oceans-initiative-aims-maritime-security-pillar-for-inclusive-region/
articleshow/72153070.cms.（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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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联盟为载体的西印太机制，实现跨平台协作。[1]
（四）宣称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但效仿美国对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面对中美竞争给全球经济体系带来的影响，印度的心态较为复杂。印度
不满特朗普政府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破坏性做法，因而选择与中国、俄罗斯等
大国共同呼吁和倡导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但由于看重短期效应，印度借
美国极限施压中国之机，效仿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尽管莫迪更加重视对美关系，但在特朗普政府破坏全球经济秩序和自
由贸易体系的问题上，印度选择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保持政治协调。
2019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
双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并在全球多边机制框架内
加强协调。[2] 印度继续推动中俄印机制，同样是为了应对特朗普对全球经济
秩序带来的根本性挑战。[3]
在全球产业链重组和新技术竞争带来的机遇面前，印度却远未做好充分
准备，导致其为了增进短期利益，选择效仿美国对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投
机做法。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印度国内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上升，担
心处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中国可能扩大对印出口。[4] 为加强本国制造业，减
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特别是轻工业产品，如纺织品、玩具和灯具等家用物品，
印度想方设法对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设置障碍。2018 年年初以来，印度对中
国浙江义乌灯具的订单量同比下降了 50%。两国长期存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也加剧了印度对于中国加大对印出口的担忧。
[1]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Welcome Remarks by Minister of State for External
Affairs at Ministerial Session of 6th Indian Ocean Dialogue and 11th Delhi Dialogue (December
13, 2019),” December 13, 2019, https://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2211/Welcome_
remarks_by_Minster_of_State_for_External_Affairs_at_Ministerial_Session_of_6th_Indian_Ocean_
Dialogue_and_11th_Delhi_Dialogue_December_13_2019.（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中
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并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网站，2019 年 10 月 14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20/xgxw_677226/
t1707563.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2 月 20 日）
[3] Harsh V. Pant, “The US-India-China ‘Strategic Triangle’: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Dimensions,” India Review, Vol.18, No.4, 2019, p.345.
[4] Zhang Hongpei, “India Follows US Example of Trade Protectionism against China,”
Global Times, July 31, 2018,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13251.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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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还启动了对华经济接触的风险评估。印度议会常务委员会发布
了一份关于中国对印度工业威胁的报告，全面概述了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
竞标和倾销给印度制造业造成的损害，特别是中国在电信和信息通信技术领
域具有的巨大战略优势，以及中国“掠夺性定价策略”导致不可持续的贸易
失衡等。对于美国人担忧的中国经济发展损害美国经济，印度也开始思考与
中国竞争的机会有多大。也就是说，印度国内已将是否加强与中国经济接触
作为一个议题进行讨论，这是以前不曾出现的。[1]
新冠疫情进一步加速了印度在经济上的“去中国化”。疫情爆发后，印
度出台了贸易、投资、市场准入等多项保护主义政策，减少对华经济依赖，
并加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繁荣网络”，[2] 力促美国企业加大对印投资，谋求
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占得先机。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促使印度在对华部
分经济脱钩方面走得更远。

三、印度应对中美竞争的政策走向
印度对中美竞争的战略应对并不均衡。莫迪政府对地缘政治变局做出了
较充分应对，但似乎没有准备好应对特朗普总统引发的地缘经济动荡和对全
球贸易秩序的挑战。[3] 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美竞争的态势很有可能会持续，
在这种背景下，印度“深耕美国、应对中国”的基本战略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这是因为印度将长期处于中美印三边关系中实力较弱的地位，在中印关系中
的结构性问题（即边界争端）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美国希望印度在制衡中国
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情况下，中国仍将被印度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和现实威胁，
[1] Smita Purushottam, “RCEP Meet: How India can Gain from US-China Trade War,”
October 11, 2019, https://www.businesstoday.in/current/economy-politics/rcep-meet-india-cangain-from-us-china-trade-war-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indian-industry/
story/384046.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2] “Trump Administration Pushing to Rip Global Supply Chains from China, Says Officials,”
Reuters, May 5, 2020,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business/trumpadministration-pushing-to-rip-global-supply-chains-from-china-says-officials/articleshow/75545316.
cms.（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3] C. Raja Mohan, “Raja Mandala: In His Second Term, Modi must Deal with Turbulence
Unleashed by Trump’s Challenge to Global Trading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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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则是牵制中国崛起和实施软制衡的最重要的“天然盟友”。基于这种
身份定位，印度将进一步发展对美关系，牵制中国崛起对印度发展和安全的
挑战。在印度看来，中国的挑战是恒定的，长期存在的，而美国与印度的利
益分歧和美国内政外交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是有限的，可改变的。这需
要印度在对美政策上有所作为，深耕拓展。但印度能否把握中美竞争给它带
来的战略机遇，还取决于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大国关系变动、新技术发展
和较量、印度国内经济改革的表现，等等。相较于大国关系变动对印度战略
的冲击，印度在经济和技术领域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
（一）大国关系变动挑战印度对美、对华政策
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印度的长期利益所在。[1] 印度之所以将中国视为
主要竞争对手和现实威胁，是因为中印两国同为崛起大国，又是在领土问题
上存在争议和战争记忆的邻国，中国快速崛起继续拉大与印度之实力差距导
致印度对塑造国际环境前景趋于悲观。因此，为了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环境，
印度必定要制衡中国，避免其在能源、贸易、安全、传统“势力范围”等核
心资源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美国就是缓解这一悲观预期的最重要的准联盟
对象。研究发现，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以合作为主时，印度易采取不结盟政策；
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以对抗为主时，印度易选择结盟。[2] 因此，中美关系的
未来走向将对印度应对中国的政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短期来看，中美战略
竞争趋向常态化不可避免。[3] 但长远来看，中美关系走向存在多种可能，一
是彻底“脱钩”，最终形成“新冷战”对峙局面。二是双边矛盾在两国有意
识的管控中缓慢发展，爆发危机的风险不断积累。[4] 其走向一方面取决于美

[1] Madhu Bhalla, “From the Inside Out: The Policies and Diplomacy Shaping,” India Quarterly,
Vol.74, No.3, 2018, pp.1-9.
[2] 李莉：“印度偏离不结盟及其动因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7 年第 1 期，第
1-35 页。
[3] 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第 7-20 页；韩召颖、黄钊
龙：“从‘战略协调’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的演进逻辑”，《国际观察》2020 年第 2 期，
第 66-91 页；安刚、王一鸣、胡欣：“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国际安全研究》
2020 年第 2 期，第 23-48 页。
[4] 樊吉社：“中美关系正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中国网，2020 年 3 月 6 日，http://
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20-03/06/content_75780852.htm。
（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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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内各派博弈，另一方面更取决于中国的应对。[1] 美国政
治经济形势和国内各派的博弈不仅会影响中美关系走向，也将给印度把握美
国利益和“深耕美国”增加不确定性。
美俄关系的走向也会对印度对美、对华政策形成挑战。俄罗斯是印度在
冷战时期的准盟友，共同反美防华。后冷战时期的印度与俄罗斯依然维持着
高水准的战略合作，防务关系尤为紧密。出于战略自主的考虑，印度对俄罗
斯的重视将不会亚于美国。印度不断加强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合作，绝非是以
削弱与俄罗斯的传统关系为代价的。因此，印美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美俄
关系走向的影响。美俄关系趋冷、冲突升级，中俄关系将更加紧密，印度则
不得不在美俄之间左右摇摆，“深耕美国、应对中国”的政策效果必将大打
折扣。美俄关系若转暖，则将显著缓解印度两难困境。
另外中印在部分关键领域的关系变动也会对印度的战略认知和政策选择
产生一定影响，当然，“应对中国”的基本面不会根本改变。中印双方对贸
易不平衡问题的处置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若该问题能得到较好解决，
将为印度应对中美竞争赢得更加通融的政策空间；若解决不好，则有可能加
剧印度与中国地缘经济竞争，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经济依赖也将更大，
不利于印度的长期利益。
（二）新技术较量考验印度战略应对能力
在科技领域，美国对欧洲、加拿大、印度等国抵制中国 5G 产品准入的
强力施压，使印度与其他国家一样难以抉择，这可能是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2]
当前，印度尚谨慎表态，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为了评估印度在该问题上
的利益，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大范围竞争局面，印度选择对多种因素进行
综合考量，包括政治、经济、网络安全等。由于 5G 技术发展前景和对印影响
尚不确定，加之多种因素之间存在复杂关联性，印度政府在是否抵制华为公

[1]

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第 7-20 页。

[2] Elizabeth Roche, “China Prepared for What They Wanted to Become, India should Start:
Jaishankar,” January 6, 2020, https://www.livemint.com/news/india/china-prepared-for-what-theywanted-to-become-india-should-start-jaishankar/amp-11578327962271.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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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进入印度市场上非常谨慎。2019 年底，印度电信部长首次表态开放华为公
司在印试验，但未来合作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印度政府内部一直存在反对华
为参与 5G 建设的声音。印度科学家也曾明确表示，“印度应立即与除中国之
外的所有国家供应商共同开展 5G 试验工作”。另外，最新的许可仅限于印度
5G 试验而非部署，这些试验只是用于检查“潜在的漏洞”，华为公司最终能
否参与 5G 部署还是未知数。[1]
随着新技术推陈出新，中美科技竞争将不仅局限于信息技术领域，双方
在人工智能、外层空间探索等方面较量将更加激烈，这将考验印度战略应对
能力和决断。这些挑战至少包括三方面：第一，美国的战略决心在多大程度
上施加给印度，将影响印度的政策取向；第二，由于技术、互联互通在某种
程度上超越其本身范畴，具有战略意义，印度能否对快速发展的新技术影响
作出全面评估和科学理性决策；[2] 第三，在战略考量和经济利益之间做出权
衡并非易事。受上述三方面因素影响，印度政策走向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三）国内经济改革前景不明增大印度应对难度
在特朗普政府冲击之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陷于停滞甚至后退，世贸组
织机制前景不明，区域化自贸协定相互竞争，新兴国家高速发展不持续不均衡，
与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中美贸易摩擦短期看已阻碍了世界经济稳定和发
展，其长期影响还未完全显现。新冠肺炎大流行进一步冲击印度经济，使之
下滑严重。印度未来受全球性经济衰退和经济动荡的影响将更大。
对于如何应对地缘政治动荡和全球贸易体系危机，印度国内大致有三类
看法：印度传统主义者认为，坚持多边主义是应对之道，建议通过动员 77 国
集团对抗美国单边主义，这部分人具有较强反美情绪，不满美国不公正对待；
印度现实主义者认为，世界贸易正迎来新的关口，而印度的宗旨并不是捍卫
世界贸易组织。印度每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已超过 1 万亿美元，印度的责

[1] 王恺雯：“印度允许华为参与 5G 试验，华为致谢”，观察者网站，2020 年 1 月 1 日，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0_01_01_530162.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2] Elizabeth Roche, “China Prepared for What They Wanted to Become, India should Start:
Jaishan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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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应是保护自身贸易权益，这对印度人民的经济福祉至关重要；[1] 莫汉等人
从战略高度看待印度的战略应对，认为“印度应有目的地探索与美国互让的
可能性，抓住美中贸易摩擦后全球生产链的重新安排”，“没有什么比务实
调整印度贸易战略和改革谈判结构更能塑造印度未来的全球轨迹”；[2] 印度
中国研究所也在报告中提到，“在发挥经济或科技在整体国家安全战略中的
作用方面，印度缺乏协同思维，既得利益集团和进口游说团体阻碍了旨在恢
复制约印度高科技制造业和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政策的实施”。[3] 换言之，印
度国内经济改革才是关键。
事实证明，印度改革国内经济体制迫在眉睫。疫情之下，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IMF) 大幅下调了印度经济预期。IMF 在 2020 年 4 月份的预测数据中
表示：印度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 1.9%，然而 6 月份直接下调
至 -4.5%。[4] 原因可能是印度的疫情还在持续，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印度
不成熟的经济体制能否经受疫情冲击并迅速恢复表示怀疑。另外，印度对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态度从积极转向消极进而发展到如
今强硬地表达对中国的不满和对自我利益维护的坚定意志，也暴露出印度对
其国内经济体制的底气不足。RCEP 是有利于印度发展的至关重要的经济合作
载体，也是可能对中美竞争产生政策杠杆效应的自贸安排，长远来看，印度
加入 RCEP 有助于增强其应对中美竞争的能力。然而，印度却在最后时刻退出
RCEP 谈判。目前莫迪的改革仍然处于表层，像土地所有权改革、振兴制造业、
减少农民和农业补贴以及吸引外资、削减政府财政赤字等仍没有大的突破，
亟需进行结构性改革。印度学者指出，早先提出类似挑战的自由贸易协定并
未导致国内贸易结构重组，反而使印度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的贸易逆差在 8
年内翻了一番，2018 财年飙升到 1040 亿美元。为了从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

[1] C. Raja Mohan, “Raja Mandala: In His Second Term, Modi must Deal with Turbulence
Unleashed by Trump’s Challenge to Global Trading Order”.
[2]

Ibid.

[3] Smita Purushottam, “US-China Geotechnology Race and the Lessons for India: Importance
of Indigenous Technologies in Enhancing Indian Defence Capabilities”.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IND。（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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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庞大的经济发展中获益，创造更高的国内价值、就业和增长，印度需
要进行治理改革、扩大本土采购、加大真正本土化和更高的研发投资。如果
未来 3 年可以做好准备，印度将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加入 RCEP 和任何其他自由
贸易协定。[1]
因此，总的来看，印度在较长时间内将保持“深耕美国、应对中国”的
基本战略不会改变，这是由印度实力地位和中美持续竞争所决定的。大国关
系的变动会对这一战略的实施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动摇其根本。相对于战
略层面的稳定性，印度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挑战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印度国
内对于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机遇还不够明确，新技术较量、国内经济改革前
景不明等因素也增加了印度应对中美竞争长期影响的难度。若没能解决好这
些问题，印度将很难将战略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益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印度选择战略投机的风险有可能因国内政局动荡和经
济表现不佳而增大，对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将损害印度的长期利益，
既无助于解决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也难以充分利用中美竞争所带来的新经济
环境和新技术条件发展自己。

四、结语
中美竞争作为一个体系性变量，正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变化和各国内政
外交。莫迪政府高度重视对中美竞争发展和影响的研判与评估。目前看，印
度有关中美竞争发展前景和体系影响的认知相对温和、理性和中立，在对印
影响的认知方面则更加务实、进取甚至突破传统外交思维，比如认为印度与
美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受中美关系发展影响，这显然与过去的认知
不同。在外交应对上，印度将“深耕美国”和“应对中国”作为长期政策目标，
将“深耕美国”视为“应对中国”的重要政策杠杆，这无疑会强化中印关系
的竞争性和对冲性。出于战略自主的考虑，印度不会完全倒向美国，但印度
在中印边界、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政策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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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中美竞争的认知与应对
行动值得关注。中国应做好“两条腿走路”的准备，一方面对印方损害中国
核心利益的行为予以坚决反制，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另一方面积极
寻求两国利益交汇点，推动务实合作，做大共同利益蛋糕。
当前中美博弈加剧，中印关系动荡，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影响还在持续。
在此背景下，中印应着眼大局，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
歧。正如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在中俄印外长视频会晤上的讲话所言，“中
俄印同为坚持战略自主的全球性大国，我们应把握好互为伙伴、互为机遇的
总体合作态势，从助力三国发展振兴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共同利益出发，
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好双边关系中存在的敏感因素，维护好相互关系的大局，
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1] 具体落实到行动上，应在
中印领导人战略引领下，妥处边境事态加强沟通协调，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
平与安宁；协调促进多边主义，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加强抗疫合作，共同推动
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联手应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
社会风险。

【完稿日期：2020-6-30】
【责任编辑：李

静】

[1]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在中俄印外长视频会晤上的发言”，外交部网站，2020
年 6 月 23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791656.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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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随着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对华认知趋于

负面，对华强硬的保守主义派系掌控对华决策，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全面
竞争态势。在右翼反华势力掌控对华决策以及“大选年”“疫情年”的
双重政治效应叠加的背景下，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政策进一步加强。未来
一段时期，随着保守主义阵营与共和党重组的演进发展，共和党对华政
策的民族主义、霸权主义色彩将进一步加深，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政策可
能朝着更为强硬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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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右翼保守主义势力聚合在共和党旗帜下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外交。在对华
政策方面，历届共和党政府总体较为理性务实，以接触合作为主要政策方向。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共和党政府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既与特朗
普个人执政风格相关，亦缘于其执政施策所依赖的保守势力。本文从保守势
力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视角，通过分析共和党政府对华政策的历史演进，对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朝鲜半岛新形势下我国东黄海权益维护研究”（项目
批准号：18VHQ00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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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
特朗普政府及共和党对华政策走向做出判断。[1]

一、右翼保守势力影响下的对华政策
在美国两党政治图谱下，右翼保守主义势力相对于左翼自由主义势力而
存在。自 20 世纪 30 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到 60、70 年代美国国内民权运动，
乃至 21 世纪初美国政治高度极化，共和党、民主党日益为右翼保守势力、
左翼自由势力所分别占据，成为两大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政治势力。在政治
哲学与国内政策主张上，自由主义者从西方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人类
理性出发，认为人类有能力改造社会并使之不断进步，强调政府在此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保守主义者质疑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认为治国理政的核心是
坚守美国建国以来形成的市场经济原则、
“小政府”理念、白人基督教等传统。
在对外政策上，自由主义者从普世价值角度出发，推崇人类自由平等，重视
全人类利益，关注气候变化、跨国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把改造国内社会的逻
辑延伸到国际社会，基于“康德—威尔逊”理想主义传统，认为通过国家间
经济相互依赖、民主制度扩展、国际制度与法制等，能够使国际社会超越无
政府状态，实现和谐。而保守主义者多从民族国家角度出发，视美国国家利
益、世界霸权地位为重中之重，笃信国际政治丛林法则，对国际组织与条约
持质疑态度，强调硬实力手段的重要性。右翼保守势力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
尤其是在对外政策上，大致可分为五大派系。[2]

[1] 国内学界已从国际体系层面、特朗普个人因素层面对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
的内涵、动因、影响做了一定的探讨，主要研究包括吴心伯：“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关系的
抱负与局限”，《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2 期；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
美关系转型”，《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3 期；韦宗友：“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
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美国研究》2018 年第 4 期；尹继武：“特朗普的个性特质
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分析”，《当代美国评论》2018 年第 2 期。
[2] 除了本文所述的保守主义派系外，孤立主义保守派也曾是共和党重要的保守主义派
系，此派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曾对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但自二战后美国
成为世界霸权国以来，其在共和党内地位日趋边缘，近年来在国会议员罗恩·保罗、兰德·
保罗父子领导下影响力有所上升，但仍不是能够左右共和党政府政策的主流派系，加上其与
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的关联度不大，所以未加以深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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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保守派聚焦国家安全，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出发，超越意识形
态因素，基于地缘政治、权力制衡等谋划政策，认为捍卫美国安全的关键是
要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平衡，重点防止在亚太、欧洲、中东三大核心地区
出现地区性霸权国家，进而危及美国安全，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代表人
物有尼克松、基辛格、老布什等。
国防保守派亦被称为国防鹰派，同样秉持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维，相比
现实主义保守派推崇强大军力及海外军事联盟的重要性，国防保守派倾向于
综合使用经济、外交、军事等多种手段，其政策倾向缘于现实利益，由军方、
军工企业、国会议员构成的军工利益集团往往通过夸大美国威胁、塑造假想敌，
从而在高额国防预算中获得巨大利益。代表人物有前参议员麦坎恩、前国防
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
新保守派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从左翼自由主义势力中分裂出来的，该
派聚焦意识形态因素，笃信美国例外论，主张在全球推进西方制度模式，缔
造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倾向于以武力手段达成目的，这与左翼势力差异
明显。代表人物有“历史终结论”提出者福山等人。
社会文化保守派也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因素，但与新保守派基于人性追求
与普世价值而推崇西方制度模式不同，社会文化保守派从宗教、族裔、文化
等因素出发，认为西方之所以为西方，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关键在于文明的
存续与发扬光大。该派将文明与意识形态因素相关联，扩展至宗教、族裔等
因素，对内通过堕胎、移民等社会文化议题强化国民身份认同，对外则确保
对所谓异类文明的压倒性优势，从“文明冲突论”[1] 出发对其他文明的发展
高度警惕乃至遏制打压。基督教福音派为主的宗教右翼既是该派系的主力军，
也是共和党重要选民基础，通过选举政治极大地影响着共和党政府外交政策。
代表人物有“文明冲突论”提出者亨廷顿、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
前众议长金里奇等。
商业保守派秉持保守主义经济理念，对内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

[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1993,
pp.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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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对外主张贸易投资自由化，以最大限度攫取经济利益。大金融、大商业、
大企业是该派骨干力量，长期作为共和党重要“金主”，推动共和党政府施
行亲资本的政策。代表人物有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前副国务卿佐利克等。
长期以来，上述五派势力共同影响、塑造着共和党政府对外政策。在对
华政策上，自尼克松政府打破中美关系坚冰，开启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以来，
除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的短暂时间，历届共和党政府对华政策均较为理性务
实，以对华接触合作为大方向。从右翼保守势力影响的角度来看，主要缘于
保守势力总体较为正面的对华认知，以及对华决策被高度支持中美关系发展
的保守主义派系所掌控。比如，冷战时期，尼克松政府、福特政府、里根政
府任内，各派保守势力从不同角度出发都将发展对华关系视为战略机遇，对
华决策大权亦被基于地缘战略利益对中国认知最为正面的尼克松、基辛格、
黑格等现实主义派、国防保守派所掌控，对华政策遂朝着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推进战略安全合作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前后，老布什政府时期，由于国际形
势剧变以及中国国内政治风波，保守阵营内部共识虽不复存在，但基于中国
自身大国地位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中美实力悬殊，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以
及“历史终结论”下对中国政治转型的乐观预期等因素，保守势力对于中国
的认知总体仍较正面。加之老布什、斯考克罗夫特等对华理性务实的现实主
义“知华派”主导对华政策，遂顶住美国内政治压力，中美关系大局得以维持。
后冷战时期，小布什政府上任之初，除商业保守派外，各派保守势力均将中
国视为美国 21 世纪的主要潜在威胁，来自国防保守派、现实主义派、新保守
派的拉姆斯菲尔德、赖斯、沃尔福威茨等“鹰派”干将主导对华政策，导致
小布什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对华政策脱离接触合作轨道。“9·11”
事件爆发后，美国推动全球反恐战略，加之 2001 年中国“入世”与中美经济
关系的深度发展淡化了中国崛起的“负面效应”，各保守势力对华认知又发
生了积极变化。随着经贸因素在美国对华决策中的重要性上升，新保守派、
国防保守派关注点被中东、反恐等问题所牵扯，以财政部长保尔森、副国务
卿佐利克为首的商业保守派开始主导对华政策，重回接触合作轨道并朝着促
使中国深度融入国际体系、成为“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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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右翼保守势力对华战略认知的发展变化
从右翼保守势力影响共和党政府对华政策的历史可以看出，右翼保守势
力总体对华认知趋于负面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经历了充分量的积累后，世界大变局发展态势在特朗普政府
上台前后日益凸显。相较以中国为“领头羊”的非西方力量的加速崛起，美
国与西方深陷系统性危机而衰落之势加剧，秉持美国利益至上、对美国实力
地位与制度文明等有着超强自信的右翼保守势力难以接受，对于失去世界霸
权的战略焦虑感与时空紧迫感空前加强。尤其是当前在以人工智能、5G 等新
兴技术为牵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对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治理模
式、战争战备形式产生革命性影响，加速了大国实力消长，各派保守势力对“领
头羊”中国的认知趋于负面。
国防保守派、现实主义保守派将中国视为美国在地缘政治与安全领域的
主要威胁。在其看来，在地缘政治回归、大国竞争的时代，中、俄等“修正
主义”大国要打破地区乃至全球力量平衡，“修正”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地区
与世界秩序，从而取代恐怖主义等成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俄罗斯被其视
为短期威胁，虽能制造危机，但不会成为像中国那样势均力敌的对手与长期
性战略威胁。[1] 而中国实力快速增长带来的安全挑战更为紧迫：一是中美在
西太平洋地区军力差距缩小、“一带一路”向全球推进的地缘挑战；[2] 二是

[1] Elbridge A. Colby and A. Wess Mitchell, “The Age of Great-Power Competition: H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Refashioned American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1, 2020,
p.119; “Planning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hreats of the Future,” Aspen Security Forum, July 20,
2019, https://archive.org/details/theaspen-Planning_for_Critical_and_Emerging_Threats_of_the_
Future.（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9 日）
[2] “Military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aintaining Americas Edge,” Aspen Security Forum,
July 20, 2019, https://archive.org/details/theaspen-Military_Competition_with_China_-_Maintaining_
America_s_Edge; “Planning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hreats of the Future,” Aspen Security Forum,
July 20, 2019, https://archive.org/details/theaspen-Planning_for_Critical_and_Emerging_Threats_of_
the_Future.（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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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进步对美国军事科技优势地位的挑战；[1] 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
政治效应及其安全挑战，包括中国以市场、投资与援助等经济手段谋求政治
影响力，以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供应链依赖所导致的安全威胁。[2] 国
防保守派鼓噪中国威胁更为卖力，奥巴马政府时期，财政减支导致军费大减，
反恐战争弱化且恐怖主义等低端对手难以拉动军费大幅增长，美国国内厌战
情绪加剧，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干预难以为继，为了国防预算持续稳定增加，
国防保守派在利益驱动下着力将中国塑造为强大的高端军事对手。
社会文化保守派、新保守派将中国视为意识形态与文明领域的主要威胁。
福山等人认为，西方制度与文明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中，美国作为领导者，
其自身制度陷于“功能衰退”，自由市场经济造成经济社会空前不平等，权
力制衡的民主制度被党派与利益集团所挟持，政治议程难以有效推进，西方
制度与文明的吸引力随着西方实力地位的整体性衰落而下降；中、俄等“威
权国家”强势崛起，一些“转型国家”“脆弱民主国家”出现“民主倒退”，
整个世界重新陷入意识形态与文明竞争之中。[3] 两派势力在对自身制度与文
明高度焦虑、不自信的同时，从维护美国西方在制度文明领域的霸权地位出
发，将中国视为美国在全球意识形态与文明竞争中的头号对手。[4] 基于这一
战略定位，他们在全球范围对中国进行抹黑、施压，炒作中国以所谓“锐实力”
渗透海外，以“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输出所谓“威权模式”，甚至在美国

[1] Robert O. Work and Greg Grant, “Beating the Americans at their Own Game An Offset
Strate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9.
[2] “Regaining the Strategic Advantag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
Conversation with Michael Griffin,” Hudson Institute, April 13, 2018, https://www.hudson.
org/research/14284-full-transcript-regaining-the-strategic-advantage-in-an-age-of-great-powercompetition-a-conversation-with-michael-griffin.（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30 日）
[3]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4, 2016, pp.58-68; Larry Diamond, “Democracy Demotion,” Foreign Affairs, Vol.98, No.4, 2019,
pp.17-25.
[4] “Planning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hreats of the Future,” Aspen Security Forum, July
20, 2019, https://archive.org/details/theaspen-Planning_for_Critical_and_Emerging_Threats_of_the_
Future.（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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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制造反华“红色恐慌”，[1] 并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于全球意
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炒作所谓中国“数字威权”模式。这一系列动作背后，
是其对于中国在上述领域社会治理能力加强、治理模式渐具世界示范意义的戒
惧，担忧美国丧失对互联网这一“开放空间”“民主高地”的主导权。[2] 两
派势力中，社会文化保守派对华敌意更强，金里奇在其新著《特朗普对决中国》
里宣称，中国是美国建国 243 年来继纳粹德国、苏联等之后的第五个重大威胁，
中美之争是基于制度与文明完全对立基础上的你死我活、不容妥协的斗争。[3]
社会文化保守派仇视中国，背后不乏为了西方与美国文明存续而刻意将中国塑
造为敌的考虑。冷战结束初期，亨廷顿等保守派元老就曾指出，美国与苏联均
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要避免重蹈苏联国家解体的覆辙，使美国与西方文
明传承下去，需要有强大的异类制度与文明的敌人，从而使美国人同仇敌忾，
在爱国情感中强化基于西方文明与制度之上的国民身份认同。[4]
商业保守派对华认知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
特别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上升，不仅成为世界最重
要的消费市场，而且朝着世界产业链中高端进军。此种发展态势所导致的利
益结构变迁促使商业保守派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一方面，仍将中国市场视
为美国最大的机遇，2030 年世界 40% 的中产阶级将在中国，任何美国公司要
想生存，必须与中国做生意；[5] 另一方面，将中国视为长期挑战，中国向高
科技领域进军，使中美经济互补时代结束，两国经济竞争性进一步加强，虽

[1] Larry Diamond and Orville Schell, China’s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Publication, 2019, pp.5-13.
[2]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Global Threat To Free Speech,” Hearing Before 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April 26, 2018.
[3] Newt Gingrich, Trump Vs China: Facing America’s Greatest Threat, Hachette Book
Group, 2019, https://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documents/hearings/CHS-Digital%20Authoritarianism%20hearing.pdf.（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10 日）
[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5, 1997, pp.28-49.
[5] “Can American Business Succeed in China,” Aspen Security Forum, July 20, 2019, https://
archive.org/details/theaspen-Can_American_Business_Succeed_in_China.（ 上 网 时 间：2020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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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美国仍将在高科技领域占据绝对优势，但从长期看，在中国政府产业政策
支持下，中国企业将基于巨大市场规模之上的成本优势与不断增强的科研能
力相结合，并以更具性价比的产品抢占海外市场，令美国优势面临严峻挑战。[1]
近年来，这种对于中国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的担忧，不仅反映在美国商界对“中
国制造 2025”的关注上，而且弥漫于美国多个主要产业。华尔街担心中国互
联网金融对其传统信用卡业务的冲击，美国航空业界担心“中国商飞”发展
使其得以趁波音飞机失事、质量被诟病之机抢占国际市场，谷歌、脸书等互
联网巨头忧心于百度、腾讯等将中国互联网经济规模、海量数据与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加以结合，挑战其世界主导地位。

三、民粹主义保守派崛起下右翼保守势力
派系影响力变化
除了右翼保守势力总体对华认知发生变化，各派系影响力变化也是特朗
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原因。
民粹派异军突起，与社会文化保守派、国防保守派一道，成为特朗普执
政施策、谋求连任最重要的依赖力量。民粹派脱胎于右翼保守阵营内对共和、
民主两党精英阶层不满的反建制派力量，代表人物包括班农、纳瓦罗、罗斯、
莱特希泽等人，其支持者多为身处美国内陆、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较低、受
经济全球化冲击较大、信奉基督教的白人平民。在政策主张上，民粹派有着
强烈的白人民族主义倾向，其认为精英阶层已沦为“全球主义者”“利己主
义者”“多元文化主义者”，导致西方基督教文明与资本主义制度陷于深重
危机中，因此要求还政于民，对内重塑资本主义制度使财富分配更加平均，
加强移民管控以强化基督教白人社会的纯净性；对外强调公平与互惠贸易，
减少国际制度对美国利益的侵蚀，使制造业与就业岗位回归美国，并从崇尚
武力的“杰克逊主义”传统出发，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与军力建设。民粹派将

[1]

“Can American Business Succee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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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为美国精英阶层的“合谋者”与美国面临的最迫切挑战，认为中美经
贸问题导致了美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引发了毒品滥用、社区崩溃等经济
社会问题，还令中国获得尖端科技，影响美国的长期福祉与国家安全，如不
调整对华政策，中国将在未来 25 年至 30 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遂
亟须与中国打一场经济战。[1] 在政策主张与选民基础上，民粹派与社会文化
保守派、国防保守派多有重叠之处，这也成为三派势力在特朗普政府内共谋
政策的前提与基础。事实上，特朗普作为政治实用主义者，顺利执政并再次
当选总统是其首要关切，除了依赖民粹派及其信众力量外，亦须借助建制派
力量。社会文化保守派，特别是以基督教福音派为主的宗教右翼，是特朗普
重要的选票来源，因而为其所倚重。国防保守派在强大国防上与特朗普及民
粹派政策主张一致，尤其是在特朗普对现实主义派、新保守派主张的自由国
际主义外交政策嗤之以鼻，并因“通俄门”等事件对由这两大派系掌控的国
务院、情报部门心存芥蒂情况下，自然成为特朗普在国家安全与外交方面得
以借助的建制派力量。
与此同时，长期对共和党政府政策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对中美关系起
积极作用的商业保守派，在共和党内的地位与政策影响力大幅下降。2016 年
大选时，为赢得中低收入阶层选民支持，特朗普即对商业保守派大肆抨击。
2017 年上台之后，政策分歧日益显露，特朗普在移民、贸易等方面的政策严
重冲击商业保守派的价值理念与现实利益，两者关系趋冷并拉开距离。长期
支持共和党的美国商会、“科赫”网络等组织明确表示，2020 年大选不再支
持特朗普与共和党，而特朗普身后的“金主”本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企业、
大商业、大金融势力，而是来自美国内陆的油气、博彩、军工利益集团，因

[1] Walter Russell Mead, “Steve Bannon Isn’t Going Awa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3, 2017; Peggy Noonan, “Does Steve Bannon Have Something to Off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5-16, 2017; Robert Kuttner, “Trump’s Embattled Strategist Phones Me, Unbidden, to Opine
on China, Korea, and His Enemi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The American Prospect, August 16, 2017;
Peter Navarro and Greg Autry, 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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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对商业保守派亦毫不妥协。[1]

四、右翼保守势力影响下的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
在保守势力对华认知趋于负面以及民粹派、国防保守派、社会文化保守
派等华强硬势力掌控对华政策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形成了
对华全面竞争政策格局。这一政策调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特朗普上台初期，较倚重有执政经验与权力根基的共和党建
制派势力，库什纳、姆努钦、科恩、马蒂斯、麦克马斯特等出任要职，这一
人事安排及其背后的建制派政策路线极大地影响了特朗普政府上台初期的对
华政策。尽管班农、纳瓦罗在进入白宫后即将应对中国威胁作为最重要议题，[2]
但在与建制派斗争中，民粹派落于下风，商业保守派、国防保守派掌控对华
政策，加之 2017 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亦使美国仍需对华合作加以应对。
特朗普政府这一阶段的对华政策总体上回到了共和党传统路线，未将竞选期
间的强硬言论付诸实施。在库什纳等人推动下，中美元首实现互访，双方建
立四大高层对话机制，启动中美百日行动计划等，美方继续通过接触合作以
解决对华分歧。与此同时，在国防保守派、现实主义派推动下，特朗普政府
率先在地缘政治与安全领域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了对华竞争的一面。早就对
奥巴马政府在地缘上对华“软弱”不满的两派势力，亦迫不及待地实施对华“战
略推回”、在印太地区加强对华力量制衡，重启美军南海“自由航行”并增
加航行频次、使之常态化，[3] 推动出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等。
第二阶段，2018 年初开始，由于 2017 年在减税等重要政策议程上取得

[1] Josh Dawsey and Michelle Ye Hee Lee, “Koch Network Tells Donors It will again Decline
to Support Trump in 2020,” The Washington Post, Jaunary 25, 2019; Tory Newmyer, “Trump v. U.S.
Chamber Shows Just How much Washington Is Changing,”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2, 2019.
[2] Robert Kuttner, “Trump’s Embattled Strategist Phones Me, Unbidden, to Opine on China,
Korea, and His Enemi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The American Prospect, August 16, 2017; Peter
Navarro, “Why the White House Worries About Trade Defici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7,
2017.
[3] Gordon Lubold and Jeremy Page, “U.S. Set To Boost Patrols in Disputed Wate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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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加之美国经济向好，特朗普执政信心和权力基础得到加强，在治国理
政方面、尤其是经济政策上对商业保守派等建制派势力依赖下降，转而着眼
于 2018 年中期选举、2020 年大选，开始兑现 2016 年大选承诺、回应民粹派
及其选民诉求，以期夯实选举根基。在民粹派关注的贸易、移民等议题上，
特朗普采纳民粹派政策路线，疏远建制派。对华经贸政策上，民粹派取代商
业保守派成为特朗普最倚重的力量。对华安全政策上，麦克马斯特、马蒂斯
等国防保守派，通过主导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战略文
件的制定与执行，继续掌控政策。在这两大对华强硬势力影响下，加之美朝
领导人历史性会晤、朝鲜威胁紧迫性下降，特朗普政府推翻了以接触合作为
主的对华政策路线，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等文件明确政策调整方向，宣布
美国对华接触合作政策已告失败，中国成为美国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应举
全政府之力与中国进行长期全面战略竞争。[1] 基于民粹派、国防保守派的政
策偏好，重点在地缘政治与安全、经贸两大领域推进政策调整。经贸领域成
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战场，商业保守派虽着力稳定中美经济关系，但民粹派政
策影响力更胜一筹。2018 年 3 月，在纳瓦罗、罗斯建议下，特朗普以中国为
主要对象国宣布对钢、铝征收关税，拉开对华贸易战序幕。白宫经济委员会
主任科恩虽积极努力，但因未能挽回局面愤而辞职。[2] 随后，号称“将美国
蓝领工人而非跨国公司利益放在首位”、认为让中国“入世”是重大战略失
误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主持完成中国对美知识产权侵权调查后，说服特
朗普对 500 亿美元中国高科技产品课以 25% 关税。[3] 此后，为避免中美贸易
战升级，财长姆努钦为首的商业保守派促使特朗普同意与中国谈判，但纳瓦
罗、莱特希泽等民粹派立场强硬，主张以贸易战威胁迫使中国实施经济“结
构性改革”，甚至通过实施关税使外资企业离开中国，在令制造业与就业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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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USA,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February 2018, https://dod.
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 上网时间：
2020 年 4 月 15 日 )
[2] Michael C. Bender, “In White House Trade War, The Free Traders Los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0-11, 2018.
[3] Bob Davis, “The Man Behind Trump’s China Figh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7-8, 2018.

92

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
位回归美国的同时，使中美经济“脱钩”，并将中国逐出全球供应链体系，
从而迟滞中国发展。在对华贸易谈判中，上述两派矛盾公开化，姆努钦推动
中美达成协议的努力功亏一篑。[1] 特朗普政府于 6 月对上述中国产品实施第
一轮关税制裁；9 月，在莱特希泽领导下贸易代表办公室对 2000 亿美元中国
商品启动第二轮关税制裁，对华贸易战持续升级。中美关系整体氛围逐渐恶化，
并从经贸竞争向地缘政治与安全领域溢出，国防保守派乘势推动特朗普政府
加快政策调整，推出一系列竞争性举措强势，包括成立美国印太司令部以整
合资源推进印太战略，出台《核态势评估报告》以中、俄为打击对象强化核
战略能力，成立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以加强与“一带一路”竞争，拒绝邀
请中国参加 2018 年“环太平洋”军演而为两国军事关系“踩刹车”等。
第三阶段，2018 年 10 月，随着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重要涉华演说，社
会文化保守派、国防保守派、民粹派三大强硬势力合流，美国对华政策调整
向纵深推进，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与文明领域，打破了长期以来共和党政府相
对低调务实的传统。彭斯、蓬佩奥等社会文化保守派极大地塑造着对华政策，
作为国内宗教右翼领军人物，彭斯自诩“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保守派、
最后才是共和党人”，[2] 蓬佩奥号称要做“基督教领袖”，以对于上帝的信
仰与使命塑造美国外交。[3] 二人从狭隘的宗教观出发，对所谓“异类制度与
文明”的中国极为敌视。在其影响下，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不仅在涉疆、涉港、涉台等议题上大肆抹黑、施压中国，指责中国“干涉美
国民主政治”，将中美在地缘政治、经贸等领域一切纷争归因于中国政权性质，
并基于中美文明冲突设计对华战略。[4] 此外，国防保守派、民粹派也在其各

[1] Bob Davis and Peter Nicholas, “‘Get Moving’: President Goads Advise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8, 2018.
[2] Jessica Donati and Peter Nicholas, “Pence Takes On Big Role in Foreign Polic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0, 2019.
[3] Michael R. Pompeo, “Being a Christian Leader,” October 11, 2019, https://www.state.gov/
being-a-christian-leader/.（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17 日）
[4] Josh Rogin, “How Mike Pompeo Became Trump’s China Hawk,”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7,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how-mike-pompeobecame-trumps-china-hawk/2019/06/27/a166361e-991a-11e9-916d-9c61607d8190_story.html?utm_
term=.da4ebb257f6b.（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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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关注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经贸领域继续推动对华竞争发酵升级。首先是国
防保守派。随着“军火商”沙纳汉、埃斯珀取代马蒂斯等“将军帮”先后执
掌国防部，军工利益集团的利益被进一步放大，特朗普政府在安全领域接连
发布对华强硬举措，包括成立太空军、发展超音速武器、加强导弹防御、加
大对印太战略投入等。其次是民粹派。从中美元首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谈前夕
纳瓦罗抨击“华尔街”出卖美国利益并试图阻挠会谈达成协议，[1] 到莱特希
泽主持对华贸易谈判、强力对华施压导致 2019 年 5 月谈判失败、美国启动对
华第三轮、第四轮关税制裁，[2] 致使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进入 2020 年
大选年之际，尽管特朗普为塑造有利选情，推动重启中美谈判，但美国在经
贸领域对华强力竞争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经过多轮贸易制裁，美国仍对约
370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更具战略意涵的是，以美国“围剿”
华为为标志，民粹派一手导演的贸易极限施压蔓延至科技领域。在此过程中，
国防保守派、社会文化保守派亦大打出手，与民粹派成合流之势。

五、共和党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向
2020 年以来，随着“大选年”“疫情年”的双重政治效应叠加，在右翼
保守势力影响下，美国对华全面竞争的政策格局呈现进一步强化态势。在经
贸领域，美国中止联邦养老基金在华投资，贸易脱钩扩展到金融脱钩。科技
脱钩继续发展，美国对华为的“断供”由本土生产芯片扩大到全球，纳瓦罗、
罗斯之流借新冠疫情鼓噪在华制造业、医疗供应链等回归美国。在地缘政治
领域，美国在大中东地区保持战略审慎，避免因“斩首”苏莱曼尼而陷于对
伊朗的战争，履行与塔利班协议、从阿富汗撤军，从而集中力量在印太地区
对付中国，在涉台、涉南海议题上不断挑战中方红线，动摇中美关系政治基
础。对中美关系冲击最大的，当属右翼保守势力处心积虑欲借新冠疫情将中
美竞争引向意识形态与文明之战，在蓬佩奥、彭斯等策划下，从恶毒攻击“中

[1]

“Peter Navarro’s Politburo Playbook,”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3, 2018.

[2] William Mauldin and Vivian Salama, “Trump Plans New Tariffs on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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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亚洲病夫”，到冠以“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转嫁责任、激起美国
民众对华对立情绪，以及史无前例地驱逐中国驻美记者。上述种种卑劣行径，
一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模式优越性凸显、“抗疫”外交使中国国际影
响力增强，右翼保守势力对华忌惮乃至敌意上升；二是在新冠疫情冲击美国
经济、难以继续打“经济牌”的情况下，特朗普及右翼保守势力针对保守派
选民在族裔、经贸等议题上偏好，改打“中国牌”，调动大选选情。
未来一段时期，无论共和党继续执政，亦或下野，右翼保守势力仍将对
美国对华政策施以巨大影响。总体看，在美国保守主义阵营以及共和党重组
背景下，共和党对华政策将继续朝着民族主义、霸权主义方向发展。这一重
组使原本长期支持民主党的白人平民阶层日益进入保守阵营、成为共和党的
拥护者，而在经济政策上偏保守、社会文化政策上偏自由、对外秉持国际主
义路线的商业保守派选民，与共和党渐行渐远。共和党正由传统意义上由商
业大佬、政治精英掌控的“贵族党”，重组为主要由身处美国内陆落后地区、
信奉基督教的白人平民组成的“平民党”。这一选民群体推崇强大的国防与
安全，支持经济民族主义，笃信西方文明优越论等，对外具有强烈的白人民
族主义、霸权主义倾向，在美国选举政治以及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风潮下，
为回应这一选民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情感宣泄，共和党的对外政策将更加民族
主义化、霸权主义化。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全面竞争的对华政策，及其背后
保守势力总体对华认知趋于负面，民粹派等三派反华势力得以成为这一政策
的重要牵引力量，皆缘于此。随着美国保守主义阵营以及共和党重组的进一
步演进发展，共和党对华政策的民族主义、霸权主义色彩将进一步加深，其
对华全面竞争政策很可能继续朝着更为强硬的方向发展。
【完稿日期：2020-6-25】
【责任编辑：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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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代理人战争的跨地区影响及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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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近年来，在域内外大国、强国陆续介入下，利比亚战争转

化为代理人战争，动荡持续至今。利比亚交战双方欲解决“谁能统一全国”
问题，域外力量则聚焦“统一后的利比亚受谁影响”问题。从形势发展
脉络看，利比亚代理人战争已与西亚北非热点和域内外大国、强国地缘
战略角逐深度交织，助推西亚北非格局加速演变。利比亚战争既给本国
人民带来苦难，又使恐怖主义扩张蔓延，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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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比亚由动荡导致政权更迭进而陷入战乱以来，国内外学界研究论断
多限于“内战”范畴，未关注其鲜明的“代理人”属性。事实上，利比亚代
理人战争的国内冲突双方分属“民族团结政府”所辖武装和哈夫塔尔（Khalifa
Beiqasim Haftar）统辖的武装力量。“民族团结政府”得到联合国承认和土
耳其、卡塔尔的支持，哈夫塔尔依靠沙特、埃及、阿联酋等国力量，美国、法国、
意大利、俄罗斯等域外大国则在冲突双方分别下注。本文通过分析利比亚代
理人战争的发展脉络、性质、跨地区影响及未来走势，为学界研究利比亚战
争提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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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比亚代理人战争的发展脉络和性质
利比亚位于地中海南岸，与埃及、苏丹、乍得、尼日尔、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等国接壤，是北非重要阿拉伯国家。其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石油
储量居世界第 10 位，是欧佩克成员和世界主要产油国和出口国之一。
2011 年 2 月，西亚北非动荡波及利比亚，街头抗议演变为要求卡扎菲下
台的政治运动。2 月 17 日，利比亚各路反对派在班加西成立利比亚全国过渡
委员会（简称“国家过渡委”），美、法、英等西方国家迅即介入，旨在把
利比亚变为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实验场。在西方国家推动下，联合国安理
会通过 1973 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部分北约国家曲解该决议，
将设立“禁飞区”升级为推翻卡扎菲的军事行动。自 3 月 19 日开始，法、英、
美、加拿大、挪威、比利时等国家海空军陆续对利比亚政府军目标展开空袭，
支持反对派武装，迅速改变了战场力量对比。[1] 8 月 20 日，“国家过渡委”
所辖武装攻占首都的黎波里。10 月 20 日，卡扎菲在苏尔特被俘、遭虐后被
枪杀。至此，美、法、英等西方国家打着“保护的责任”（R2P）旗号推动的“政
权更迭”得手，开始对利比亚进行“民主改造”。
2011 年 11 月，在西方国家支持下，利比亚过渡政府成立，主要负责组
织全国选举。2012 年 7 月，利比亚举行国民大会（制宪议会 GNC）选举，穆
罕默德·尤素福·马格里夫当选议长，“国家过渡委”向国民大会交权。10
月，国民大会选举阿里·扎伊丹为临时政府总理。2012 年 7 月的国民大会虽
经民选，但被“穆斯林兄弟会”利比亚分支控制，其政党形态是“正义与建
设党”（JCP），其武装力量形态是“利比亚革命行动部队”（LROR）。在“正
义与建设党”强势推动下，国民大会于 2012 年至 2014 年间竭力打压世俗主
义力量，引导国家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社会过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
于 2013 年 5 月通过《政治隔离法》，禁止卡扎菲时期曾经在政府机关任职

[1] “West Says Libya Campaign on until Gadhafi Goes,” China Daily, April 15, 2011, https://
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11-04/15/content_12331365.htm.（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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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继续担任国家公职，无论其后来是否与卡扎菲政权反目。这一禁令涉
及大量政界、商界、学界和法律界人士，使他们无法在重建国家中发挥作用，
而这些人士均主张国家应走世俗主义道路。依据该法，马格里夫议长和扎伊
丹总理陆续被解职，由努里· 阿布萨赫明和阿卜杜拉·萨尼分别接任。二是
于 2013 年 12 月通过《校园沙里亚法决议案》，规定大学和中专校园实行男
女隔离，女生和女教师必须戴头巾。在此基础上，国民大会还着手起草在全
国实施沙里亚法的决议案。
穆兄会势力在利比亚政坛的崛起，引发国内世俗主义势力的不满和高度
警觉。在阻止国家走上原教旨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利比亚东部和西部世俗主
义势力结成统一战线，并在民众中造势。2014 年 6 月，利比亚再次举行议会
选举，新产生的国民代表大会（HOR，任期至 2015 年 10 月，此间其合法性得
到联合国承认）中世俗主义力量占据优势，大会通过的第一份决议案就是勒
令“利比亚革命行动部队”解散并交出武器。7 月 13 日，“利比亚革命行动
部队”向驻守的黎波里机场的世俗主义武装“津坦旅”发动代号为“利比亚
黎明”的进攻，很快夺取机场，进而控制首都。8 月，国民代表大会迁往东
部城市图卜鲁克，得到东部军阀哈夫塔尔的保护，并为哈夫塔尔控制东部和
“统一全国”披上“合法”外衣。与此同时，利比亚西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
义势力继续坚持国民大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扩编“利比亚革命行动部队”
“米
苏拉塔中央之盾”“沙利亚法支持者”等武装组织，以首都的黎波里和米苏
拉塔等重镇为依托，对东部地区展开试探性进攻，拟分阶段消灭世俗主义武装，
统一全国。至此，利比亚内战正式爆发。
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在利比亚坐大的情势，西亚北非有关国家采
取了不同的立场和应对策略。土耳其、卡塔尔迅速对的黎波里穆兄会政权提
供军事和财力支持。埃及、沙特、阿联酋等国则担心利比亚穆兄会政权统一
全境后会刺激本国穆兄会，危及自身制度安全，故对哈夫塔尔武装和国民代
表大会提供军事和财力支持，甚至出动空军支持哈夫塔尔武装作战行动。
针对利比亚战乱，联合国数次召开国际会议，斡旋两派停火及实现民族
和解。2015 年 12 月，在联合国主持下，东西两派在摩洛哥斯希拉特签署《利
比亚政治协议》，同意结束“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局面，组成统一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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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政府，在的黎波里履职。[1] 联合国方面接受穆兄会提名的萨拉杰（Fayez
el-Sarraj）出任民族团结政府总理。对于《利比亚政治协议》中的主要政治
安排，图卜鲁克国民代表大会原本同意，但在协议签署 5 天后表示不能接受，
认为联合国被利比亚穆兄会实施“政治绑架”，三类人选均不具代表性。《利
比亚政治协议》成为一厢情愿的协议。尽管如此，萨拉杰仍如期出任民族团
结政府总理，联合国承认民族团结政府为利比亚合法政府。
对于民族团结政府，东部哈夫塔尔割据武装并未放在眼里。[2] 早在
2014 年 2 月，哈夫塔尔就宣布的黎波里政权为“非法”，誓言消灭东部地区
忠于的黎波里政权的所有武装力量。同年 5 月 14 日，哈夫塔尔下令所辖部队
发起“尊严行动”（Operation Dignity）战场攻势，陆续夺取班加西、德尔
纳等重要城市，并空袭的黎波里米提加国际机场，以显示改朝换代的决心和
能力。2015 年 3 月，哈夫塔尔完成武装力量再整编，正式打出“利比亚国民
军”（LNA）旗号，地面部队主力扩至 6 万人，开始向利比亚西部逐步推进。
经过四年的攻城略地，哈夫塔尔部队于 2019 年 4 月初逼近苏尔特、米苏拉塔
等城市和首都的黎波里南部，并于 4 月底对首都展开围攻。2020 年 1 月，哈
夫塔尔部队攻占战略要津苏尔特，同时控制利比亚沿海几乎所有的输油港，
基本断绝了民族团结政府石油收入。3 月初，利比亚出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哈夫塔尔部队暂停对首都进攻。4 月初，民族团结政府在土耳其支持下，在
的黎波里以西和以南地区对哈夫塔尔部队展开反攻。[3] 4 月下旬，伊斯兰斋
月开始，但利比亚两派战端未歇。

[1] “Libya: UN Envoy Urges Endorsement of Political Agreement as Way forward for ‘Peace in
Unity’,” UN News, December 7, 2015,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5/12/517442-libya-un-envoyurges-endorsement-political-agreement-way-forward-peace-unity. （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5 日）
[2] 哈夫塔尔原为卡扎菲时期的政府军总参谋长，1987 年率部入侵乍得时被俘，因遭羞
辱和政治出卖转而致力于推翻卡扎菲。2011 年利比亚出现街头运动后，哈夫塔尔从美返回并
被推举为“国家过渡委”武装力量总司令。卡扎菲被推翻后，哈夫塔尔收编和改造了旧政权军队，
包括陆军、空军大部分和半数海军。此外，哈夫塔尔凭借沙特、阿联酋等国提供的雄厚财源，
从苏丹、乍得等国招募作战人员，同时高薪聘用俄罗斯瓦格纳保安公司特战队员，使其指挥
的部队从规模、战力、装备等方面远远压倒西部武装力量。
[3] “Libya’s GNA Forces Carry out Offensive on Haftar’s Forces in South Tripoli,” April 23,
2020, https://www.libyaobserver.ly/news/libyas-gna-forces-carry-out-offensive-haftars-forces-southtripoli.（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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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比亚战争发展脉络来看，其国内矛盾激化及战乱爆发的性质是西亚
北非范围内世俗主义与穆兄会势力的争斗，呈现出鲜明的“代理人”属性。

二、利比亚代理人战争与地区热点和诸强角逐深度交织
域内外国家出于不同战略需要，利用利比亚战乱或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经
济议程，或牵制战略竞争者，缓解自身在其他地区热点上的困境或压力，甚
至以利比亚战乱为筹码，谋求达成利益置换。
（一）沙特与土耳其战略角逐
经过“阿拉伯之春”及其余波的地缘政治洗牌，沙特跃升为阿拉伯世界
第一领袖，埃及接受现实并屈居第二。沙特依托这一地缘政治斩获，力图领
导伊斯兰世界，但遭到伊朗和土耳其的挑战。相较而言，来自土耳其的挑战
更具威胁。伊朗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扩展影响的努力，遇到美国及其盟友的
强大遏制，而土耳其虽与美国有矛盾，但美国并未放弃对其拉拢，因此土耳
其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扩展影响的阻力小于伊朗。土耳其与中东及其他地区
伊斯兰国家在经贸、投资等领域互补性较强，且制度、道路和治理层面的“土
耳其模式”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部分国家有较大吸引力，超越伊朗和沙特。
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统治伊斯兰世界核心地带近 600 年，其宗教与文化影响延
绵不绝。
自 2003 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以来，已连续 5 次赢得大选，
埃尔多安成为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强人。2017 年 4 月，正义与发展党推动修宪
公投成功，埃尔多安至少将执政到 2029 年。正义与发展党制定了两个雄心勃
勃的发展战略，即“2023 战略愿景”和“2053 战略愿景”，前者致力于在现
代土耳其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时，经济和综合国力进入世界 10 强，后者则欲
在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灭亡拜占庭帝国 600 周年之际，使土耳其跃
升为世界性力量，并在国际规制塑造和改革领域拥有独特话语权。两个战略
愿景均指出首先要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确定“利益边疆”。土耳其挑战沙特
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影响力就是在如上背景下展开的。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张对伊斯兰社会进行改良，在伊斯兰世界范围内

100

利比亚代理人战争的跨地区影响及走向
确立公平正义，因而对所有设立穆兄会分支的国家提供支持，构建合作，以
弘扬正义与发展党价值观，输出“土耳其模式”。沙特、埃及、阿联酋等国
视穆兄会为洪水猛兽，恐其危及自身政权和制度安全，因而在西亚、北非乃
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堵截土耳其扩展影响。
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以沙特、埃及、阿联酋等国为一方，以土耳其、
卡塔尔为另一方，在穆兄会历史地位和现实评价上的争斗愈演愈烈，主要角
力舞台是埃及、苏丹、利比亚。
在埃及，穆兄会一度夺权，由其推举的穆尔西出任埃及总统。土耳其宣
布与埃及穆兄会政府结为“伊斯兰民主轴心”。在穆兄会执政仅一年的时间内，
土耳其对埃及投资增加三倍，达到 50 多亿美元。为策应土耳其支持埃及穆兄
会，卡塔尔也向穆尔西政府提供了财政援助。2013 年 7 月，埃及武装部队发
动政变，推翻穆兄会政权，穆兄会主要领导人逃往土耳其。2014 年 6 月，塞
西当选埃及总统，土埃关系彻底恶化，埃及加入沙特领导的遏制土耳其联盟。
为支持塞西执政，同年 8 月沙特与阿联酋、科威特向埃及提供 120 亿美元紧
急援助。在沙特等国支持下，塞西执政地位日益巩固，挫败了土耳其支持埃
及穆兄会卷土重来的努力。
在苏丹，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长期执政的巴希尔为保持执政
地位，与苏丹穆兄会结为政治同盟。2011 年 5 月，土耳其与苏丹签订军事与
情报合作协议。2017 年 12 月，埃尔多安访问苏丹，与巴希尔共同宣布建立
土苏战略合作委员会，并签署涵盖能源、交通、金融、航运等领域的 12 项合
作协议。2019 年 4 月，巴希尔被推翻，土耳其接纳巴希尔两个弟弟和部分穆
兄会骨干“政治避难”，并将支持穆兄会的重点转向利比亚。
沙特一方在埃及、苏丹获胜，土耳其心有不甘，在利比亚加大投入，双
方斗争目前已呈白热化态势。从土耳其与利比亚关系来看，自从萨拉杰（有
土耳其血统）出任民族团结政府总理以来，土耳其借重联合国承认民族团结
政府这一有利因素，不断加强对该政府和利比亚穆兄会的支持，并与卡塔尔
在此问题达成合作。为应对自 2019 年 4 月以来哈夫塔尔指挥的“利比亚国民军”
对首都围困所形成的严峻局面，萨拉杰请求土耳其出兵援助，得到积极回馈。
11 月 27 日，土利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和地中海划界协议。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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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向利比亚出兵决议，迅速向利派遣军事顾问和特种部
队，加紧向萨拉杰指挥的穆兄会武装运送武器弹药，同时从叙利亚战场抽调
亲土雇佣军。[1] 截至 2020 年 3 月初，入利作战的亲土雇佣军已达 3000 多人。
他们具有在伊德利卜等省作战的丰富经验，熟悉游击战、运动战和街巷战，
很快稳定了首都战局。4 月初，亲土雇佣军和利比亚穆兄会武装联合发动黎
波里西部战役，收复苏尔曼、萨卜拉撒、阿贾拉特三城，加固了首都防卫。
（二）域外大国力图恢复传统影响
历史上，利比亚曾先后被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统治，美国也曾
在利比亚设立惠勒斯空军基地。卡扎菲时期，利比亚同意大利、法国继续保
持友好关系，意法两国在利比亚攫取了丰厚石油利益。卡扎菲对“洛克比空
难”作出赔付后，与英美关系得到缓和，英美资本陆续进入利比亚市场牟利。
卡扎菲倒台、利比亚陷入战乱后，西方大国出于不同利益考虑采取利己政策。
意大利石油巨头埃尼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利西部地区，故支持民族团结政
府。法国道达尔公司石油开采区块和主要石化企业位于利东部地区，也有部
分石油利益在西部，故总体上支持哈夫塔尔武装，同时与民族团结政府交往，
赞同推进利两派和解。美英表面上承认民族团结政府，但暗中支持哈夫塔尔
武装，原因包括：其一，哈夫塔尔武装的公开支持者是沙特、埃及、阿联酋
等美国地区盟友，支持哈夫塔尔就是支持地区盟友，既可挽回美国在库尔德
等问题上招致的“信誉损失”，又可加固美英特殊关系，更可积累筹码说服
地区盟友配合美国中东战略。其二，哈夫塔尔武装的作战对象是拥有穆兄会
背景的民族团结政府，而美英认定穆兄会滋生“基地”“伊斯兰国”“伊斯
兰祈祷团”等恐怖主义组织，对美英等西方国家及地区盟友构成威胁，故希
望通过支持哈夫塔尔武装在利比亚铲除穆兄会有生力量和社会基础。其三，
哈夫塔尔武装及其庇护下的国民代表大会系利比亚主流世俗主义力量，如果
统一全境并掌权，则更有利于西方国家在利比亚恢复传统影响、获取石油利益。

[1] “Crisis in Libya: A Proxy War between Big Powers,” China Daily, January 21, 2020,
www.chinadaily.com.cn/a/202001/21/WS5e2635c3a3101282172725a0.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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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比亚战乱与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争夺形成联动
2004 年，以色列首先在东地中海黎凡特海盆发现丰富天然气资源，探明
储量达 3990 亿立方米，远景估测储量 8400 亿立方米，进而展开系统性开发，
并邀美国德克萨斯诺博能源公司（Noble Energy）参与开发，先后建成塔马
尔、利维坦等气田，使以色列从天然气进口国变为出口国。[1] 以色列的天
然气勘探与开采行为，引发与黎巴嫩的专属经济区纠纷，但黎巴嫩系弱势一
方，其海洋权益主张得不到外部同情和支持。希腊、塞浦路斯也相继在东地
中海专属经济区发现天然气构造，并实施开发活动，但规模和产量远不及以
色列。以色列天然气开采活动初期，也曾与塞浦路斯产生纠纷，两国经过谈
判于 2010 年 12 月达成海上划界协议，明确了各自专属经济区。2013 年 2 月，
塞浦路斯将“阿芙洛狄忒”气田相关区块交给以色列公司开采，收益分摊，
双方天然气领域合作由此展开。有关国家在东地中海开发天然气资源引起土
耳其高度关注。从 2008 年起，土耳其也在东地中海相关海域展开勘探活动，
但始终未发现有价值的含气构造。2014 年之后，土耳其将勘探范围延伸到塞
浦路斯海域，称该海域属于土耳其大陆架组成部分，主张塞浦路斯须与“北
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2] 共享天然气开发权益。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争夺
拉开大幕。2019 年 1 月，以色列、埃及、约旦、希腊、塞浦路斯、巴勒斯坦
民族权力机构、意大利签署协议，建立起“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EMGF），
法国道达尔、意大利埃尼、美国埃克森等石油巨头竞相加入。2020 年 1 月，
法国成为该论坛正式成员，美国成为观察员国。“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旨
在构建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在天然气勘探、开发、运输、销售领域内的合作，
计划兴建连通欧洲、西亚、北非的天然气管道网，拟分阶段加以实施：第一
阶段，兴建连接希腊、意大利和欧洲腹地的海陆输气管道，逐步使欧洲摆脱
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第二阶段，为埃及—以色列输气管道扩容，增大以色

[1] “Israel Science & Technology: Oil & Natural Gas,”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
oil-and-natural-gas-in-israel.（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5 日）
[2]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位于塞浦路斯岛北部，尚未得到国际社会普遍
承认的政治实体。这个主要是由塞浦路斯岛上的土耳其后裔建立的政权，控制了岛上北部约
37% 面积的领土，并在 1974 年宣布独立建国，但只获得土耳其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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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对埃及的天然气供应量，巩固埃以和平与合作。未来，如哈马斯和杰哈德
在加沙势力被根除，亲以世俗主义力量在加沙夺权，则以色列还将满足加沙
地带用气需求。第三阶段，兴建连接以色列与约旦输气管道，巩固约以和平
与合作。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接受美国提出的“世纪交易”，以色列将
满足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国”[1] 的用气需求 , 并邀请沙特、阿联酋等国主
权财富基金参与东地中海天然气合作，以经济手段共促阿以关系全面突破。
2019 年 3 月 20 日，希塞以三国在特拉维夫草签兴建以色列经塞浦路斯通往
希腊的海底输气管道协议，美国务卿蓬佩奥出席仪式，高调表示支持管道建
设和三国合作。2020 年 1 月 2 日，三国在雅典正式签署协议。
为强力介入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争夺，2019 年 11 月 27 日，土耳其与利
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订海上划界协议，使土利成为“海上邻国”，且从法律
角度完成土耳其大陆架与利比亚大陆架的对接。协议扩大了土耳其在东地中
海的专属经济区范围，规定两国将在东地中海开展油气勘探开发合作。希腊、
塞浦路斯、以色列、埃及、法国、意大利等国坚决反对土利海上划界协议。
希腊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并否决土利协议，要求欧盟启动对土耳其大规模
制裁，支持希塞以输气管道协议。2020 年 1 月，法国“戴高乐号”航母作战
编队开赴东地中海，与希腊、塞浦路斯海军举行联合军演。至此，以美国的欧洲、
中东部分盟友为一方，以土耳其和利民族团结政府为另一方的东地中海天然
气资源博弈进一步升级。土耳其出兵利比亚、全力支持民族团结政府的动机
之一，就是为了保住土利海上划界协议，为土角逐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获得“合
法”依据。
（四）利比亚战乱成为土俄尝试利益置换的筹码
利比亚战乱与土俄利益置换的关联源自土耳其、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
的互动。2016 年 7 月土耳其挫败军事政变后，土美矛盾升级，土俄关系改善
并升温。为“抱团”应对美国压力，土耳其、俄罗斯与伊朗在中东热点问题

[1] 此时的“巴勒斯坦国”是“世纪交易”界定下的国家，所谓“领土”将缩小并被碎
片化，外交、国防、边界管控、海关等权力被虚化，完全受制于以色列，武装力量不允许有
任何重武器和防空武器，以色列在约旦河谷所有定居点将处于以色列主权之下，“巴勒斯坦国”
首都将设在东耶路撒冷郊外的阿布迪斯镇，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家园的权利将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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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展开合作。其中，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是三国合作的重点，2017 年 1
月三国开启“阿斯塔纳和平进程”。同年 9 月，第 6 轮阿斯塔纳和谈达成协
议，俄土伊将在叙利亚设立四个“冲突降级区”，其中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
由土耳其管理，待冲突降级完成后回归叙利亚政府主权之下。土耳其提出，
给土耳其预留两年时间用以清除域内恐怖组织。2017 年 9 月至 2019 年 9 月，
土耳其尝试收编和改造“沙姆解放组织”“伊斯兰军”“荣耀军”等恐怖或
极端组织，约一万多人归顺土耳其，但主力尚拒绝归降。2019 年 9 月初，俄
罗斯提醒土耳其应履行承诺，向叙利亚政府移交伊德利卜省主权。土耳其要
求延长时限，俄罗斯指责其食言。10 月初开始，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空中
火力支援下，分阶段陆续收复失地。战火蔓延下，近百万难民逃往土叙边界，
祈求土方收留。在此情况下，2020 年 1 月开始，土耳其开始向伊德利卜省增兵，
并以叙军攻势“催生难民”为由，要求俄罗斯约束叙军停止进攻。2 月中旬
至 3 月初，土军一面支持亲土武装（包括降土极端武装）向叙军反攻，一面
直接与叙军展开战斗，双方互有伤亡和装备损失。3 月 5 日，土俄元首在莫
斯科达成停火协议，俄罗斯约束叙军暂停进攻，土俄在 M4 公路两侧设安全区
并共同巡逻。停火协议生效后，叙军与反政府武装虽有零星冲突发生，但停
火总体上得到维持。
此间，土俄围绕利比亚和东地中海问题展开密集磋商，尝试达成利益置
换。1 月 8 日，俄土元首在伊斯坦布尔宣布，两国决定斡旋利两派实现停火。
1 月 13 日，利两派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间接会谈，民族团结政府总理萨拉杰
在停火协议上签字，东部军阀首领哈夫塔尔未签，土俄斡旋遇挫。1 月 19 日，
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召开，土俄元首和利两派领导人出席，但仍然无果。土
俄斡旋利比亚战乱的关切与要求不同，土耳其希望俄罗斯利用对哈夫塔尔的
影响，规劝其与民族团结政府停火、谈判并达成国家“共治”协议，免除民
族团结政府被推翻的危险，从而使土利海上划界协议存活。土耳其同时希望
俄罗斯参与土耳其大陆架天然气资源开发，拉俄入伙，与“东地中海天然气
论坛”周旋。俄罗斯希望土耳其交还伊德利卜，放手让叙军剿灭恐怖主义势力，
恢复在伊德利卜省行使主权。土耳其如退出伊德利卜，俄罗斯愿与土耳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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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推进利比亚问题政治解决。从双方要求看，达成交易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但俄罗斯面临一定困难，俄罗斯虽对哈夫塔尔有重要影响，但不具备决定性
影响，哈夫塔尔背后还有沙特、阿联酋和埃及支持。

三、利比亚代理人战争的跨地区影响
利比亚代理人战争涉及若干域外大国、域内强国和非国家行为体（恐怖
势力），正在产生跨地区影响。
（一）推升沙土角逐全域化和白热化
“全域化”指覆盖整个西亚北非地区，“白热化”指相当长时期内无降
温可能。俄土伊利益组合形成后，沙土地缘政治角逐明朗化。对于俄土伊三国，
沙特同美国一样，持高度警觉与防范态度。2017 年 6 月，沙特与阿联酋、巴
林、埃及等国与卡塔尔断交并实施陆海和部分空域封锁后，俄土伊利益组合
迅即给予卡塔尔有力支持，深化与卡塔尔在能源、经贸、投资和安全领域合作。
俄罗斯鼓励卡塔尔退出欧佩克，伊朗则向卡塔尔提供民生援助，土耳其延长
在卡塔尔驻军期限，扩大驻军规模，增强了卡塔尔应对沙特压力的信心与能力。
在俄土伊力挺卡塔尔的系列措施中，沙特对土耳其长期在卡塔尔驻军尤为戒
惧，它使沙特失去了必要时出兵推翻卡塔尔王室的可能，沙特对土耳其威胁
认定升级。2018 年 3 月，沙特王储小萨勒曼访问埃及，发表“邪恶三角”谈话 ,[1]
认定土耳其与伊朗和地区恐怖势力构成“邪恶三角”，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同时指责土耳其欲在中东重建“奥斯曼哈里发帝国”，号召阿拉伯国家挫败
土耳其图谋。为对沙特形成有力牵制，土耳其联手卡塔尔相继在索马里、苏
丹、吉布提、亚丁湾岛屿续建军港或军事基地，筑就了与沙特角逐的战略纵
深。沙土矛盾升至战略角逐层面，对沙伊（朗）地缘政治较量产生深刻影响，
使沙伊争斗的天平朝有利于伊朗的一面倾斜。由于沙特须同时应对伊朗和土

[1] “Saudi Prince Says Turkey Part of ‘Triangle of Evil’ - Egyptian Media,” March 7, 2018,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world/2018/03/07/saudi-prince-says-turkey-part-of-triangle-ofevil--egyptian-media/.（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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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挑战，使其资源调配窘境暴露，战略透支更为凸显。利比亚代理人战争
升级后，土耳其直接出兵，沙特推翻利比亚穆兄会政府的愿望基本落空，土
耳其将以利比亚为立足点，长期在北非确立影响。为配合立足利比亚，土耳
其与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北非国家关系也快速发展。多年来，沙特在北非
的影响远大于土耳其。而今，沙土在北非影响旗鼓相当。
（二）土耳其与美欧关系裂痕加深，催生欧洲内部龃龉
美国在利比亚代理人战争问题上支持沙特、埃及、阿联酋等盟友，在东
地中海天然气资源争斗中支持“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使土美关系旧怨未
解、又添新堵。美国与 2016 年土耳其政变不无关联，继续容留居伦，未彻底
抛弃叙利亚北部库族武装，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希腊，时常以“亚美尼亚
大屠杀案”对土耳其发难，在“卡舒吉案”上庇护沙特，粗暴干涉土耳其从
俄罗斯购买 S-400 防空系统等，皆为土美之间旧怨。土欧关系亦如此，德法
等国及欧盟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希腊和南赛，阻挠土耳其加入欧盟，渲染
“亚美尼亚大屠杀案”，指责土耳其“民主倒退”、“压制新闻自由”、“酷
刑泛滥”、“人权纪录不佳”等，而在利比亚问题柏林会议失败后，欧盟及
德法等国均指责土耳其违背“武器禁运”承诺，继续向穆兄会政府提供武器，
助燃利比亚战火蔓延。此外，欧盟支持希塞以海底输气管道建设，法、意、荷、
英等国公司参与建设，均引发土耳其严重不满。2020 年 2 月底，土耳其支持
叙利亚难民冲闯土希边界，试图对欧施压并报复。在欧洲列强内部，围绕该
支持利比亚哪一派，意法英之间出现严重龃龉，牵制了欧洲国家推进涉及地
中海合作的“巴塞罗那进程”。
（三）恐怖主义扩张蔓延
利比亚战乱为恐怖主义在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蔓延提供了机遇，并以利
比亚为跳板向非洲萨赫勒地区扩张。2014 年 11 月，“伊斯兰国”利比亚分
支在东部城市德尔纳宣布组建，发表“建立伊斯兰三省”[1] 宣言，发誓效忠
“伊斯兰国”哈里发巴格达迪，推举安巴里（Abu Nabil Al-Anbari）为头目。

[1] 这三省指的是费赞省（Wilayah Fizan）、昔兰尼加省（Wilayah Barqah）和的黎波
里塔尼亚省（Wilayah Tarab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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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安巴里在美军无人机定点清除行动中阵亡，“伊斯兰国”利
比亚分支继而推举纳吉迪（Abdul Qader Al-Najdi）为新头目，继续领导“伊
斯兰圣战”至今。从 2014 年 11 月至 2019 年底，“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先
后发动德尔纳、班加西、苏尔特、塞卜哈等战役，上述城市都曾被局部控制，
其中苏尔特被占领达两年之久。此外，“伊斯兰国”利比亚分支曾先后控制
了利东部和中部海岸数个港口，用以接收物资和从伊拉克、叙利亚前来投靠
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立足后，奉行“本土化”
方略，在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跨境民族图阿雷格人中招募作战人员，为“伊
斯兰国”向萨赫勒地区扩张创造了便利条件。截至 2019 年底，“伊斯兰国”
利比亚分支主力已超 3000 人，成为“伊斯兰国”总部在伊拉克、叙利亚崩盘
后，外线地带第二大恐怖团伙，仅次于“呼罗珊省”（前敌指挥部在阿富汗，
主力 4000 余人）所统辖的武装力量。从 2015 年初开始，利比亚“沙里亚法
支持者”（Jama’at Ansar al-Shari’a）、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索马
里青年党纷纷表示归顺“伊斯兰国”、效忠巴格达迪。2019 年 10 月，美军
猎杀巴格达迪后，“伊斯兰国”教法学专家委推举库雷西（Abu Ibrahim AlHashimi Al-Qurashi）为新掌门人，上述组织再次表示拥戴。2019 年 10 月
至 2020 年 4 月，萨赫勒地区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恐怖主义势力活动猖獗，形
成本地恐怖势力攀附“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并成为“代
理人”的态势。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在谢考（Abubakar Shekau）领导
下，控制北方约贝州和博尔诺州，推行沙里亚法，针对“叛教者”和异教徒
烧杀抢掠，并向首都阿布贾和拉各斯等大城市渗透，成为“西非塔利班”。
在东非，“伊斯兰法院联盟”摇身变为“索马里青年党”，在迪里耶（Ahmed
Diriye）的指挥下，在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埃塞、肯尼亚等国实施跨境恐
怖活动。在马里，图阿雷格族恐怖武装依托“阿扎瓦德伊斯兰国”，配合“基地”
组织马格里布分支控制北方三个大区。2020 年 3 月 23 日，“博科圣地”在“伊
斯兰国”利比亚分支指导下，在乍得湖地区伏击乍得政府军，造成官兵 92 死
47 伤，缴获一批重型武器和弹药。这一时期，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政府军及
民众也频繁遭遇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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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从利比亚代理人战争走向看，东部世俗主义势力和西部穆兄会政权都欲
将对方除之而后快。从总体力量对比看，哈夫塔尔一派作为外部势力代理人
仍占优势，且拥有沙特、阿联酋雄厚的财力支持，招募人员、扩大部队规模
的空间较大。土耳其由幕后支持代理人转为直接出兵参战，扭转了民族团结
政府的战场被动，土耳其军无人机部队实施精准打击，使哈夫塔尔一派蒙受
惨重人员和装备损失，已基本抑制住哈夫塔尔一派的进攻势头。对此，哈夫
塔尔已要求阿联酋提供反无人机武器和更新无人机装备，以便再度向首都进
攻。值得注意的是，介入利战乱的外部势力均意识到，两派或将相当时期内
维持拉锯战态势，边打边谈、打打谈谈可能成为利比亚代理人战争的基本走
势。从利比亚国内矛盾及人心向背看，世俗主义力量逐步占据压倒性优势、
最终统一全国并掌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利比亚问题能够
得以政治解决，从而消除战乱给利比亚人民带来的灾难，恢复地区和平、稳定、
发展与合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联合国主持的利比亚问题和谈既应斡旋两
派谈判，也应敦促两派的支持方认清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利益，同时动员涉利
问题各方聚力反恐，推促利比亚和平的早日到来。

【完稿日期：2020-6-13】
【责任编辑：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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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的
思路及其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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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安倍晋三的“战后外交总决算”与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

治总决算”一脉相承，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显著的历史修正主义特质，
其实质是在外交层面由顺应“战后安排”向脱离“战后体制”转化，重
点是谋求日朝邦交正常化和日俄缔结和平条约，并推动中日“化竞争为
协调”，改变有碍历史修正主义的“冷战结构”。安倍基于日本国家利
益和修正主义历史观推行“战后外交总决算”出师不利，其所面临的困
境难以克服。日本只有顺乎“历史正义”才是“构筑新时代东北亚和平
与繁荣”的理性选择。
〔关 键 词〕战后外交总决算、日本外交、中日关系、日俄关系、日朝关系
〔作者简介〕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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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后外交总决算”作为安倍内阁提出的日本外交基本方针，有着不同
以往的内涵和“战略针对性”，其重点涉及日俄缔结和平条约、朝鲜半岛的“历
史及现实问题”和对华政策调整。安倍希冀以东北亚为中心改变“战后安排”、
重构地区秩序，虽其初衷暂未得偿所愿，且面临各种挑战，但展现出的历史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日本外交战略及中日关系研究”（编号：GJ082017-SCX-297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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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特质及取向值得高度关注。

一、“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提出
“战后外交总决算”是安倍于 2018 年 8 月在家乡山口县发表连任自民
党总裁竞选演讲时首次公开提出的。他强调将力争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
恩举行首脑会谈以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要就“北方领土”与俄罗
斯推进谈判以及调整对华关系，表示“完成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时刻已经到
来”。[1] 对此，日本有舆论认为，这是安倍为自民党总裁选举打出的口号而已，
并无切实的理念。然而，安倍念兹在兹，多次在重要场合反复强调“战后外
交总决算”，特别是在近三年的日本国会施政演说中都强调要进行“战后外
交总决算”，从而“开拓日本外交的新天地”[2] 和“确立日本外交新时代”[3]。
尽管安倍在谈到“战后外交总决算”时言辞并不完全相同，但核心一直
聚焦在外交层面彻底“清算”与相关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日方看来，
日韩之间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谈判已然达成共识。同时，安倍通过修改行使集
体自卫权相关法律，力图改变二战后日美同盟的“非对等性”，由过去美国
单方面保护日本安全转变为日美双向保护对方。[4] 这既是为了让美国默认将
来日本“修宪”等摆脱“战后体制”的政策及做法，也是在与美国完成“历
史清算”的第一步。在日方看来，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日本主办的七国集团
峰会期间顺访广岛原子弹爆炸地，安倍首相随后访问珍珠港，意味着日美已

[1] “安倍强调自民党修宪案提交下届国会”，共同社，2018 年 8 月 13 日，https://china.
kyodonews.net/news/2018/08/ffc5dfc1df3d.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4 日）
[2] 『平成 31 年 1 月 28 日第百九十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
首 相 官 邸 の ホ ー ム ペ ー ジ、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90128siseihousin.
html。( 上网时间：2019 年 5 月 17 日 )
[3] 『令和 2 年 1 月 20 日第二百一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
首相官邸の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20/0120shiseihoushin.
html。( 上网时间： 2020 年 4 月 23 日 )
[4] 吕耀东：“日本对外战略：国家利益视阈下的战略机制和政策取向”，《日本学刊》
2018 年第 5 期，第 26 页。

111

《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4 期
就“历史和解”达成共识。因此，安倍认为日本业已解决了与韩国、美国相
关的“历史问题”，而尚未解决的是与朝鲜、俄罗斯和中国的“战后遗留问题”。
2018 年 10 月 2 日安倍内阁出台的“国家政策及基本方针”较为清晰地道出
了“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内涵：“解决朝鲜的绑架、核与导弹问题，清算过去，
实现邦交正常化。解决日俄领土问题，签署日俄和平条约，同时推动日中关
系迈上一个新台阶”。[1] 安倍认为，
《旧金山和约》只解决了战后日本与所谓“民
主阵营”之间的战后处理问题，日本与俄罗斯（苏联）、朝鲜和中国之间的
战后遗留问题还未完结，无法走出二战的阴影。[2] 在安倍看来，只有解决了
日本对外关系中“战后”和“冷战”遗留历史问题，才能实现日朝邦交正常化、
解决日俄“领土问题”和日中关系“面向未来”。
安倍是日本保守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发扬者。二次执政上台伊始，安倍
便参拜靖国神社，并于 2015 年日本战败投降日前发表了历史修正主义集大成
的“8·14 讲话”，宣告“清算”和终结对中韩朝等受害国的无限度“道歉”。
安倍倡导的“战后外交总决算”，实际上是中曾根康弘“战后政治总决算”[3]
外交理念在 21 世纪的翻版。尽管中曾根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与安倍的“战
后外交总决算”所处时代不同、侧重点有异，但是两者力图摆脱“战后体制”
的历史修正主义理念具有继承性、历史连续性，可谓一脉相承。2019 年安倍
在致中曾根的悼词中指出，“中曾根举起‘战后政治总决算’旗帜，与里根

[1] 『平成 30 年 10 月 2 日政府の基本方針・計画等』、首相官邸のホームページ、
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18/1002kihonhousin.html。( 上 网 时 间：2019 年 1 月 9
日)
[2] 廉德瑰：“安倍想‘外交总决算’，难！”，环球网，2019 年 2 月 14 日，https://
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Ki1ca。（上网时间：2019 年 3 月 4 日）
[3] 20 世纪 80 年代，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主要是在反思“吉田主义”
的基础上，对二战后的日本“重经济，轻军备”内外政策的清算，是以新保守主义理念推动
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国家战略的全方位转型。中曾根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仍然使
用“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财阀”等词语来反映过去是落后于时代的错误，应该彻底
打开这个“历史枷锁”，而且有必要重新评价“大东亚战争史”和“东京审判”，尤其是要“从
世界史的角度上来评判大东亚战争”。参见刘江永、王新生：《战后日本政治思潮与中日关系》，
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57 页；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金苏城、张和平译，世
界知识出版社，1984 年，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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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密切配合强化日美同盟，加强与亚洲邻国关系，作为国际社会一员，承
担起维护世界和平和经济秩序重要责任，大大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1]
安倍比中曾根的保守主义理念更为“激进”，更热衷于修改宪法，其力求摆
脱“战后体制”成为“政治大国”的外交诉求更加突出，不遗余力将自民党
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付诸日本外交实践。

二、“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政策思路与尝试
安倍在自认为已解决美韩“历史问题”的基础上，将日朝邦交正常化、
日俄领土问题谈判及对华政策调整作为“战后外交总决算”的突破口。
（一）寻求日朝关系正常化
日朝邦交正常化议题是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的难点，关键在于如何
解决日朝历史遗留问题。在 2018 年朝鲜半岛局势趋缓的背景下，安倍曾称“不
会错过任何机会”，并表示将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会晤，“打破互不
信任的藩篱，解决绑架、核与导弹问题，清算不幸的历史，力争实现邦交正
常化”。[2] 安倍之所以力争在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同时解决“绑架问题”[3]，
是因为美国对朝政策的变动使日本看到缓和与朝鲜关系的契机。安倍不失时
机地将朝鲜核问题、绑架问题与“清算过去”作为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前
提条件，进行双边“战后外交总决算”，力求彻底抛弃日本殖民统治朝鲜的“历
史包袱”。
安倍预知“历史问题”难以绕开，就将“绑架问题”作为日朝关系正常

[1] 令和元年 11 月 29 日内閣総理大臣の談話『中曽根元内閣総理大臣の逝去について』、
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discourse/20191129comment.html。
( 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5 日 )
[2] “安倍发表施政演说称坚信修宪会达成广泛一致”，共同社，2018 年 10 月 24 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10/5d5396c9813c--.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11 日）
[3] 所谓“绑架问题”是日本方面声称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先后有 11 名日本人失踪，
指控这些失踪人员被朝鲜方面“绑架”，并且坚持将解决失踪人员问题作为日朝建交的先决
条件。朝方否认日方的指控，指责日方有意将失踪人员问题作为处理侵略历史问题的挡箭牌。

113

《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4 期
化谈判筹码。2018 年《日本外交蓝皮书》特意将绑架问题定位为“首要课题”，
重申不解决该问题就不可能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但朝鲜方面则称“绑架问题”
已经解决，强调对过去殖民统治的清算是朝日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先决条件。
为此，安倍转而想通过美国的“压力外交”促使朝方就绑架问题让步，但美
国却希望安倍能够“无条件”举行日朝首脑会谈，并称这样“或将大大有益
于朝鲜弃核以及绑架日本人问题的解决”。[1] 特朗普在 2018 年 10 月美朝首
脑会谈中提及了“绑架问题”，兑现了对日承诺。安倍也改变了把“绑架问题”
取得进展作为举行日朝首脑会谈条件的一贯方针，与美国对朝政策保持了一
致步调。[2] 2019 年 5 月特朗普访日期间，安倍表示希望在美国的协助下“无
条件”实现与金正恩会谈。日方试探性地提出以 2002 年《日朝平壤宣言》为
基础制定新的日朝首脑宣言，并将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写入新宣言。[3] 为了
促成绑架问题解决，安倍试图将此问题“国际化”，其在 2019 年 8 月举行的
七国集团峰会上强调将与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一同关注日朝“绑架问题”。实
际上，日本政府有意将日朝关系中的“绑架问题”解读为国际性人权侵犯问题，
力图以此淡化未来日朝邦交谈判中“殖民统治朝鲜半岛”历史的负面影响。
2019 年 9 月，朝鲜的朝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担当大使宋日昊在与金丸信吾为首
的日本访朝团会谈时表示，安倍所谓“无条件”与金正恩会谈方针“存在矛盾”，
实际上仍是要解决所谓“绑架问题”的立场。宋日昊认为“绑架问题已经解决”，
还重申了清算日本殖民统治是会谈先决条件的立场。[4] 这对于安倍的对朝“战
后外交总决算”来说不啻于沉重打击。不过，安倍在 2020 年的国会施政演说
时仍宣称：“为解决最为重要的绑架问题，我决心不带任何条件地与金正恩

[1] “美高官对日朝首脑会谈表示支持”，共同社，2019 年 5 月 25 日，https://china.
kyodonews.net/news/2019/05/78d4e9d1369f.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4 日）
[2] “ 特 朗 普 推 动 安 倍 转 变 对 朝 政 策”， 共 同 社，2019 年 5 月 26 日，https://china.
kyodonews.net/news/2019/05/04d1e5133458--.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5 日）
[3] “日本曾试探签署新平壤宣言意向”，共同社，2020 年 2 月 17 日，https://china.
kyodonews.net/news/2020/02/a65757af26d6--.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5 日）
[4] “朝鲜大使称安倍无条件与金正恩会谈方针存在矛盾”，共同社，2019 年 9 月 19 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9/c09530fd6bd9.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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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直接见面。”[1]
除“绑架问题”外，朝鲜核问题是安倍用来化解有关日本殖民统治朝鲜
半岛“历史问题”的另一重要筹码。安倍积极将朝鲜核问题列为日朝关系的
议题，表示必须推动朝鲜半岛全面无核化，促使朝鲜采取具体行动。鉴于特
朗普和金正恩已举行多次会谈，日本政府期待重启无核化谈判。在日方看来，
如无核化磋商取得进展，将有助于实现安倍与金正恩直接对话。日方甚至认
为，若美朝首脑会谈破裂，朝鲜或将期待接近日本，通过日本与美国沟通。
尽管安倍于 2019 年 6 月提出计划“无条件”举行日朝首脑会谈的灵活姿态，
但朝方坚称“必须清算过去的殖民统治”，反复批评日本，局面未出现转变。[2]
2019 年 11 月，宋日昊发表谴责日本的谈话，对日本将朝鲜发射的“超大型
火箭炮”视为弹道导弹表示不满。[3] 事实表明，朝方并未接受安倍将朝鲜核
问题与邦交正常化谈判相提并论的立场。
（二）寻求解决日俄领土问题
安倍的对俄“战后外交总决算”主旨在于尽快解决“北方领土”问题，
缔结日俄和平条约，“开创日俄新时代”。[4] 2018 年 11 月，安倍与俄罗斯
总统普京就以 1956 年《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速和平条约缔结谈判达成一
致，貌似找到了提升两国关系的“突破口”。安倍希望以此为依据与普京缩
小分歧，探讨日俄开展和平条约谈判的可行性。不过，安倍依然坚持“北方
四岛”主权归属日本，并以此为签订和平条约的先决条件。
由于二战后的历史原因及领土问题，日俄在签署和平条约问题上各执一

[1] 『令和 2 年 1 月 20 日第二百一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
首 相 官 邸 ホ ー ム ペ ー ジ、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20/0120shiseihoushin.
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5 日）
[2] “日本政府期待正式重启朝鲜无核化谈判”，共同社，2019 年 6 月 30 日，https://
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6/0a171030db7c.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5 日）
[3] “ 朝 鲜 大 使 发 表 谈 话 谴 责 安 倍 ”， 共 同 社，2019 年 11 月 7 日，https://china.
kyodonews.net/news/2019/11/436d8b96dbfe.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5 日）
[4] “安倍将开展‘外交总决算’，打造与中俄关系新时代”，共同社，2018 年 10 月 24 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10/f7943d6e53b4--.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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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日方要求归还“北方四岛”作为与俄方签订和平条约的先决条件。俄方
的立场是，“南千岛群岛已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方对其拥有无可
争辩的主权”。[1] 这样的领土主权分歧形成“死结”，导致二战结束以来的
日俄和平条约谈判一拖再拖。2018 年，安倍展现出推动日俄和平条约谈判和
解决双边领土问题的积极态度和信念，其曾就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日俄和平
条约谈判表示：“战争结束已 72 年，但还没有和平条约，这是异常状态。必
须想方设法打破这一局面”。[2] 对此，普京提议俄日可不设先决条件探讨签
署和平条约事宜，双方达成了基于 1956 年《日苏共同宣言》加速和平条约谈
判的意向。不过，俄方要求日方承认“南千岛群岛”为俄罗斯领土这个二战
结果，并表示这是和平条约谈判的前提，这使得日俄“两位首脑在任期间弥
合立场上的分歧变得几乎不可能”。[3]
安倍力求俄方认可“北方四岛”归属日本，以此作为改变“战后安排”、
摆脱“战后体制”的切入点。日方不愿提及“北方领土问题”的历史背景是
日本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失败的后果，而更强调苏联于二战末对日参战“占
领了北方四岛的所有领土”并于 1946 年将四岛“划入”自己的领土范围。[4]
日俄即便以 1956 年《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达成缔结和平条约谈判意向，也
依然绕不开“领土问题”对于日俄关系的困扰。俄方于 2019 年 7 月明确表示
俄日讨论的是和平条约，而不是移交岛屿问题。[5] 普京于 2020 年 2 月发表声明，
支持国内有关在宪法中规定禁止让渡俄罗斯领土的提议。[6] 日俄领土问题不
[1] “俄日谈判期间应考虑到苏联有关美军撤出日本的要求”，俄罗斯卫星网，2018 年
12 月 13 日，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812131027102795/。（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13 日）
[2] “安倍表明缔结日俄和平条约决心”，共同社，2018 年 2 月 7 日，https://china.
kyodonews.net/news/2018/02/4c6b486a605b.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11 月 11 日）
[3] “ 俄 罗 斯 向 日 本 归 还 两 岛 谈 判 告 吹”， 共 同 社，2019 年 7 月 2 日，https://china.
kyodonews.net/news/2019/07/1d39bc583b2a--.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6 日）
[4] 『北方領土問題とは？』、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hoppo/hoppo.
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20 日）
[5] “俄日讨论的是和平条约而不是移交岛屿问题”，俄罗斯卫星网，2019 年 7 月 18 日，
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907181029036896/。（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6 日）
[6]
“普京支持有关在宪法中规定禁止让渡俄领土的提议”，俄罗斯卫星网，2020 年 2
月 13 日，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2002131030650374/。（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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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两国缔结和平条约谈判的现实障碍，更加涉及到两国如何看待“战后安排”
的历史观分歧。
安倍有关“北方四岛”的主权诉求是“战后外交总决算”的重点所在。
在安倍看来，“北方领土问题”是二战形成的历史事实，日俄关系的改善将
对日本的领土诉求有利，发展两国关系对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具有特殊意义。
为此，安倍确曾“放下身段”打算出席 2020 年 5 月 8 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
75 周年红场阅兵仪式，以期赢得普京同意就“北方四岛”领土问题开展谈判。
安倍甚至计划以俄罗斯仅移交“北方四岛”中两个岛的“两岛解决”方案为
中心展开磋商。[1] 安倍“描绘的战略”是通过反复与拥有巨大权力的普京直
接谈判，促使其做出决断。安倍有意通过出席普京视为弘扬国威的重大庆典，
深化日俄首脑间的信赖关系。[2] 但当安倍得知莫斯科红场阅兵或改为二战胜
利日（2020 年 9 月 3 日）后便表态不会出席，并认为如此安排是针对日本于
1945 年 9 月 2 日签署无条件投降书。[3] 由此可见，安倍积极推动发展日俄关
系和“北方领土问题”谈判都是服务于“战后外交总决算”，其有关改变日
本战败国形象的既定目标和原则仍为难以逾越之“藩篱”。
（三）调整对华政策，寻求改善中日关系
安倍政府在“战后外交总决算”的理念下，提出“化竞争为协调”的对
华政策，缓和中日双边关系，既有顺应国内外变局的原因，更有重新定位“面
向未来”的中日关系之意向。
首先，恢复日中高层互访，迈出了构建双边“互信”的第一步。以《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为契机，日本以中日韩首脑会议主席国身份邀
请李克强总理访日，迈出了构建双边互信和维护东北亚共同利益的关键一步。

[1] “安倍在北方领土大会上称将踏实推进对俄谈判”，共同社，2020 年 2 月 7 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0/02/e31a122d9c35.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6 日）
[2] “安倍拟 2020 年 5 月访俄出席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庆典”，共同社，2020 年 2 月 7 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0/02/167890a23fca-5.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6 日）
[3] “莫斯科红场阅兵若 9 月 3 日举行安倍将不参加”，俄罗斯卫星网，2020 年 4 月 28
日，http://sputniknews.cn/75-victory-news/202004281031299669/。（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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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于 2018 年 10 月访华时表示，
“日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及各层级交往，
持续改善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妥善管控好双方分歧，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
系深入发展，共同致力于地区稳定与繁荣”。[1] 2019 年 6 月大阪 G20 峰会期间，
中日领导人就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进行了会谈和磋商。
其次，聚焦经贸合作。在安倍 2018 年 10 月访华期间，中日双方就在第
三国基建开发等方面推进合作达成了共识，并就重启货币互换协议、设立磋
商先进技术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创新合作机制”达成一致。在 2019 年 12 月
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安倍表示愿与中国等相关国家共同推动尽快签
署高水平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
判进程。
最后，加强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
响之初，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就明确表达了对中国抗疫行动的
理解和支持，并迅速着手对华援助口罩、防护服等防疫抗疫物资，展现出“山
川异域，风月同天”的睦邻之谊。[2] 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和公明党干事长
齐藤铁夫专程到访中国驻日使馆表达尽力协助抗疫的意愿，表明了加强中日
防疫抗疫合作的必要性 , 并募集了 12 万套防护服支援中国湖北等地。安倍在
2020 年 2 月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杨洁篪时表示，日中两国都处于抗击新冠疫情的困难时期，希望日中加强
协作克服困难战胜疫情。
“日方愿同中方加强信息共享、疫情防控等交流合作，
向国际社会发出携手应对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挑战的积极信号。”[3] 中国在本
国疫情缓解后，也尽己所能向日方提供帮助。两国在疫情面前向世人展现出
了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互助姿态。

[1]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外交部网站，2018 年 10 月 26 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t1607459.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2 日）
[2] “日本协调派包机接回武汉日侨拟支援防护服等”，共同社，2020 年 1 月 28 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0/01/7fa2850cc447-2-.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7 月 6 日）
[3]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杨洁篪”，中国驻日大使馆网站，2020 年 3 月 2 日，
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dt/t1751128.htm。（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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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日关系中所涉及到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及价值观冲突仍然客
观存在，其随时可能损害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体现于近来其涉港问题表态和钓鱼岛行政区改名等举动，导致中日两国间新
旧矛盾叠加，严重影响两国政治互信的可持续性。

三、“战后外交总决算”面临的困境
“战后外交总决算”是基于历史修正主义的对外关系理念，是对于“战
后安排”或“战后体制”的挑战，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多种制约因素。
首先，日本国内舆论质疑安倍提出“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动机和目的。
虽然安倍已多次表达推进“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决心，但对于解决“东北亚
留存冷战结构”问题却缺乏具体政策措施。日本在野党和舆论界纷纷质疑其“流
于表面”，是安倍为了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标志性台词”。日本政坛对
安倍推进“战后外交总决算”的落实状况不满，认为首相官邸主导的外交政
策“很有气势”，但执行起来却有难度。有日本媒体评论指出：安倍虽表示
愿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但综合解决相关问题的具体步骤却
迟迟未现，导致“战后日本外交总决算”给人模糊不清的印象。[1]
其次，日俄和平条约谈判与处理领土问题的矛盾难以化解。在安倍看
来，只有坚持日俄领土谈判，确定“北方领土”的主权归属认定，在解决日
俄领土问题的基础上签订和平条约，日本才能改变二战战败国形象。不过，
俄方不仅“重申在领土问题上不打算让步”[2]，还进一步指出美军可据《日
美安全条约》在日本任何地方设置军事设施乃是日俄缔结和平条约的障碍。[3]

[1] “安倍施政演说缺乏推进政策的具体措施”，共同社，2018 年 10 月 24 日，https://
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10/c37e9aa49b2f.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11 月 2 日）
[2] “普京称没有向日本移交北方四岛的计划”，共同社，2019 年 6 月 22 日，https://
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6/f2292cd1d3fe.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5 日）
[3] “俄总统发言人称目前不可能向日本移交岛屿”，共同社，2019 年 9 月 25 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9/3c4f583fdc56.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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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日本参加新一轮战略对话会
后表示，俄日无法就在日本境内部署美国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的问题达成一
致。[1] 事实表明，日俄首脑尽管达成以 1956 年《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进行
和平条约缔结谈判的意愿，但日俄和平条约谈判与处理领土问题的矛盾常态
化却日趋显现。这是由 1956 年《日苏共同宣言》文本内容所决定的，其中领
土问题是两国能否缔结和平条约不可回避的议题，这必然会影响日俄缔结和
平条约的进程。安倍力图改写《日苏共同宣言》中关于“和平条约缔结后将
齿舞群岛与色丹岛移交给日本”的次序，即以先行确认“北方四岛”主权归
属日本作为选项之一推进谈判。这样的立场显然与俄方将和平谈判与领土问
题分开来的立场相距甚远。尽管安倍与普京在 2019 年 6 月 G20 大阪峰会期
间就缔约和领土问题力争达成框架协议，但后因俄方态度强硬而遭放弃，双
方甚至对于可促进双边谈判的共同经济合作活动“也仍存在分歧”。[2] 连参
与对俄谈判的日方高官也表示日俄领土谈判“很难打开僵局”[3]，可见安倍
对俄“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前景不容乐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至
2021 年的北海道“日俄地方交流年”很可能会延期，其他有关谈判能否推进
亦未可知。
再次，日朝之间的“战后外交总决算”绝非坦途。在日朝双边问题上，
安倍有意依据《日朝平壤宣言》（2002 年）解决绑架问题与朝鲜核问题，并
力争与朝鲜进行邦交谈判。而朝方要求日本彻底清算过去殖民统治历史，并
向朝鲜做出道歉和赔偿。日本强调解决绑架问题与朝鲜核问题是重开日朝关
系正常化谈判的前提和首要议题，并以此作为牵制朝鲜关于日方应为“殖民
统治赔偿和道歉”立场的有力武器。事实上，朝鲜对于安倍的“如意算盘”
[1] “俄日未就在日本部署美国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问题达成一致”，俄罗斯卫星网，
2020 年 1 月 10 日，http://sputniknews.cn/military/202001101030427410/。（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6 日）
[2] “日俄首脑就最早秋季试行共同经济活动达成共识”，共同社，2019 年 6 月 29 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6/5abafadb4974.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5 日）
[3] “日本前安保局长称俄方要求和平条约不含领土问题”，共同社，2020 年 1 月 25 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0/01/39749b7361fc.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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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若指掌，朝方已多次表明“历史问题”是日朝邦交谈判难以绕开的主要议
题，朝方在未来的日朝谈判中很可能会提出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时期的“强
制动员”问题。[1] 因此，日朝关系基本不太可能会按照安倍“战后外交的总
决算”的意愿发展。朝方甚至认为“朝日间的关系别说正常关系了，目前是
一味恶化”。[2] 就连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指出，朝鲜重视与美国直接谈判，
“与日本改善关系的优先度不高”。[3]
最后，对华“战后外交总决算”并非中日关系改善之因，且为两国关系
良性发展增添隐忧。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明“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及“中日
四点原则共识”是维护双边关系的基础，强调其对于维护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尽管安倍政府提出了“化竞争为协调”的对华政策意向，
但仍需“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这个“压舱石”保障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可
以预见，安倍对华“协调”显然不会限于中日经济关系及区域经济合作，未
来还可能涉及中日关系中业已存在的诸多新旧问题。因此，坚持“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精神发展两国关系，对于中日关系至关重要。
此外，出乎安倍意料，韩国就“强征劳工问题”发难，打乱了其“战后
外交总决算”的战略部署。即使之前安倍曾“破天荒地向韩国承认‘慰安妇问题’
的国家责任”，但日本仍“面临‘强征劳工问题’可能被追究责任的压力”。[4]
2019 年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蔓延到了经贸、安全和政治领域，严重影响
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1] “ 强 制 动 员” 指 的 是， 日 本 政 府 在 1939 年 依 据《 国 家 总 动 员 法》 颁 布 国 民 征
用令，并将其适用于当时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民众。参见“朝鲜外相曾示意将对
日 提 出 殖 民 期 强 制 动 员 问 题”， 共 同 社，2019 年 1 月 12 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
news/2019/01/7ad807dfc7f7.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8 月 14 日）
[2] “ 朝 鲜 大 使 称 日 朝 关 系 一 味 恶 化”， 共 同 社，2019 年 9 月 18 日，https://china.
kyodonews.net/news/2019/09/9d65ae7859b6.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5 月 5 日）
[3] “日朝首脑会谈能否实现难以预见”，共同社，2019 年 10 月 25 日，https://china.
kyodonews.net/news/2019/09/efb7868d8e67.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 月 2 日）
[4] 刘建平：“战后日本领土的基本概念、问题发生及其国际处理规范”，《日本学刊》
2017 年第 6 期，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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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安倍的“战后外交总决算”与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一脉相
承，在对外关系层面皆表现出“历史修正主义”的特质。安倍的“战后外交
总决算”以“国家政策及基本方针”面目出现，打着改变“东北亚依然留存
着的冷战结构”“构筑新时代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基础”的“积极和平主义”
旗号，实质是力图改变“战后安排”，甚至谋求改变“二战结果”，其历史
修正主义意图显而易见。可以说，安倍的“战后外交总决算”就是力图以“历
史修正主义”实现日朝、日俄和中日关系的“大调整”，为修改“和平宪法”
和摆脱“战后体制”营造周边国家予以认可的国际氛围，大有从根本上模糊
二战反法西斯性质的意图。事实表明，日本并未能够与周边国家达成真正的
“历史和解”。安倍政府力图以“战后外交总决算”切割“历史问题”，反
而遭到相关国家的质疑和抨击。基于日本国家利益和修正主义历史观的“战
后外交总决算”受挫在所难免。日本与周边国家的领土或历史问题激化表明，
顺乎“历史正义”才是“构筑新时代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理性选择。

【完稿日期：2020-7-7】
【责任编辑：曹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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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政府的自主战略：进展与挑战 *
毕颖达

〔提

要〕文在寅政府的自主战略旨在实现“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

力求在努力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的基础上，不断提升韩国在朝鲜半岛事务
中的主导作用。这既缘于其进步派执政理念，也有基于韩国国内国际现
实政治的考虑。韩国实施自主战略增进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
稳定，拓展了韩国的外交空间和多边合作的外延。但美国仍是其最主要
的制约因素，加之韩国国内保守派的干扰和阻挠，自主战略的部分诉求
遭遇瓶颈。未来文在寅政府仍将坚持自主战略，从长远来看，解决朝鲜
半岛问题，维护地区格局稳定，都需要韩国保有足够的自主性。
〔关 键 词〕文在寅政府、自主战略、韩美同盟、韩国外交
〔作者简介〕毕颖达，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73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0）4 期 0123-15

[1]

文在寅政府上任后，推出了具有进步派特征的外交安全战略，总体上可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特朗普执政下的朝鲜半岛局势与我国对策研
究”（17BGJ027）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中国思想的引领与行动”（18ZDA129）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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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简要归纳为两大蓝图、三大目标、四大原则和五大任务。[1] 其内容具有鲜
明的追求提升国家自主的特征，可称之为自主战略。在这一战略实施下，朝
韩关系回升，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在朝鲜半岛事务中朝鲜民族的主体地
位也得到了加强。然而，伴随这一战略的推进，韩美同盟之间也出现了问题，
摩擦日渐公开化，美国对韩国推进自主战略的阻力也越来越明显。因此，研
究文在寅政府的自主战略及其实施情况，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韩国外交及朝鲜
半岛问题的理解，而且对发展中韩关系及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建设具有一
定现实意义。

一、文在寅政府的自主战略及实践
韩国所追求的国家自主，实际上是要改变安保上对美国过度依赖和外交
上对美国被动“追从”的处境，集中反映在韩美同盟政策、对朝政策和外交
政策上。文在寅政府执政后，把建设“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作为五大施
政目标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推出了自主色彩鲜明的三大外交安保战略，
即建立强大的安保与自主负责的“责任国防”、实现南北和解合作与朝鲜半
岛无核化、推进真正务实的外交并主导国际合作，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强化韩美同盟与提升独立防卫能力并行。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
与繁荣，需要有强大的安保力量为基础，因此在韩美同盟关系上，文在寅政
府继续坚持以韩美同盟为安保防卫的支柱，寻求扩大同盟的基础，强化联合
防卫态势，合理解决两国间的悬案问题，使韩美同盟超越军事同盟，发展成
为共享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价值的全球性战略同盟。[2]2017 年 6 月 28 日至
[1] 两大蓝图是指要实现“和平共存”与“共同繁荣”；三大目标：解决朝核问题建
设持久的和平机制、促进韩朝关系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半岛新经济共同体；四大战略：阶段性
全方位解决，并行推进韩朝关系与解决朝核问题，建立确保韩朝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体
系，通过互惠合作奠定和平统一的基础；五大原则：主导解决半岛问题，以强有力的安全实
力维护和平，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推进韩朝关系发展，重视与国民的沟通和达成共识，通过
国际合作推进半岛政策。参见『문재인의 한반도 정책』, 통일부 : https://www.unikorea.go.kr/
unikorea/policy/koreapolicy/koreanpeninsula/。（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 日）
[2] 국방부 :『한미동맹의 배경과 의의』, 국방부 홈페이지 : https://www.mnd.go.kr/
mbshome/mbs/mnd/subview.jsp?id=mnd_010701010000。（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 日）

124

文在寅政府的自主战略：进展与挑战
30 日，文在寅访问美国，在韩美首脑共同声明中确认了强化发展韩美同盟
和就朝核问题进行密切协作的立场，强调要把韩美同盟发展成为“多元的综
合战略同盟”[1]。2019 年 11 月 15 日，在韩美共同发表的《未来韩美同盟国
防展望》之中，再次确认了韩国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
荣的“核心轴”(linchpin) 地位。[2] 在韩美同盟防卫实践中，文在寅政府一
改竞选时的公开约定，追加部署了 4 辆萨德发射车，配合美国的导弹系统建
设 [3]，以实际行动强化韩美同盟关系。
文在寅政府重视韩美同盟的同时，更加重视提升独自防卫能力。在其安
保战略中明确指出，要尽早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发展韩军主导的韩美联合
防卫的体制。[4] 积极提升自身防卫能力建设，特别是加强“韩国型 3 轴防御
体系” [5] 等重点防卫能力建设，以实现与国力相应的“自主国防”。2017 年
6 月韩美首脑会谈中就韩国主张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尽
早实现“基于条件的”战时作战指挥权转移。[6] 为落实这一决议，韩美双方
在 2018 和 2019 年度安保年会上就此展开了实质性协商，就向新的联合防卫
体制平稳转换、强化韩军防卫能力等问题进行积极协作。[7]
第二，坚持改善朝韩关系，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建立长效和平机制。
与以往政府不同，文在寅没有特别命名其对朝政策，而是使用了概括性的用

[1] 이영태 :“한 · 미 , 동맹강화 · 북핵공조 · 공정무역 확대 등 공동성명 채택 ,”
http://www.newspim.com/news/view/20170701000012。（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1 日）
[2] 국방부 :『미래 한미동맹 국방전망』, 대한민국 정책브리핑 : http://www.korea.
kr/news/pressReleaseView.do?newsId=156361160。（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19 日）
[3] 韩国公开表示推进韩国型导弹防御体系（KAMD）建设，当前的症结是该建设有无必
要及韩国政府能否下定决心的问题。参见韩献栋：“利益差异、战略分歧和韩美同盟关系的
再调整”，《东北亚论坛》2010 年第 1 期，第 28 页。
[4]

국방부 :『2018 국방백서』, 서울 : 국방부 , 2018 년 , 125 쪽。

[5] 韩国型 3 轴防御是指：监视打击能力（Kill Chain）、核心设施防御能力（KAMD）
和大规模惩罚报复能力（KMPR）。국방부 :『2018 국방백서』, 서울 : 국방부 , 2018 년 ,
53-54 쪽 참조。
[6] 김순기 : “[ 한미정상회담 채택 ‘공동성명 6 개분야’ 내용은 ]’북 , 비핵화 유도’
최대 압박 공조 ,” 『경인일보』, 2017 년 7 월 3 일 , 4 면。
[7] “제 50 차 한 • 미 안보협의회의 (SCM) 공동성명 ,” http://news.khan.co.kr/kh_
news/khan_art_view.html?artid=201811010333001&code=910302。（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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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韩国半岛政策”[1]，政策的内容在 2017 年 7 月 6 日文在寅柏林演说中被
正式阐释，强调尊重朝鲜的体制安全，追求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和平机制，
推进朝鲜半岛新经济构想，促进韩朝交流与合作。对于发展韩朝关系问题，
文在寅政府强调推动并固化南北对话机制，希望通过签署基本协议，使韩朝
关系发展和朝鲜半岛和平得以制度化。在纪念“三·一运动”一百周年的讲话中，
文在寅进一步强调：要掌握韩国在朝鲜半岛的主导权，终结朝鲜半岛残留的
冷战结构，建立新的和平合作秩序，创造持久的和平体制和经济合作共同体，[2]
这其中明显突出了“主导”和“自主”的意志。在无核化问题上，文在寅政
府从韩朝关系改善中获取动力，主导推进重启无核化协商，希望借此实现朝
鲜半岛和平的稳固化，进而为和平统一打下基础。实践中，在朝美协商遇到
困难时，文在寅政府在朝美间积极展开穿梭外交，促成了朝美河内峰会和板
门店朝韩美三方首脑会面，为无核化绘制行动路线图，推出了“入口论”和“出
口论”，[3] 并在综合朝美立场原则基础上强调“分阶段、一揽子解决”的立场。
第三，推进真正务实的大国外交，同时强化“东北亚 +”的多边合作。[4]
在中美日俄“四强”外交中除了重点发展对美同盟关系外，文在寅政府着重
发展对华关系，希望开展灵活多样的高层次外交，推动中韩关系摆脱萨德困
境，加强在无核化、自由贸易协定（FTA）等问题上的合作，通过重建信任使
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到切实发展。在对日关系上，文在寅政府希望在正
视历史的同时，发展未来指向的成熟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对俄关系上，文在
寅政府通过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战略沟通和强化经济合作，切实发展韩俄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发展“四强”外交的同时，积极推动多边合作，先后出

[1] 『문재인의 한반도 정책』, 통일부 : https://www.unikorea.go.kr/unikorea/policy/
koreapolicy/koreanpeninsula/。（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9 日）
[2] 대통령비서실 :『문재인대통령연설문집』제 2 권 ( 하 ), 서울 : 청와대 대통령비
서실 , 2019 년 , 256-263 쪽 참조。
[3] 文在寅政府主张的“入口论”和“出口论”，实际上与中国强调的“双暂停”、“双
轨并行”原则十分类似，即以冻结核、导为入口，以通过韩朝关系和朝美关系改善缔结半岛
和平体制为无核化的出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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외교부 :『2018 외교백서』, 서울 : 외교부 , 2018 년 , 17-18 쪽 참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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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了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旨在以韩国为“和平轴心”在东北亚构建和平、
合作的平台，推进主要国家间多边合作的制度化，同时作为超越东北亚的“繁
荣轴心”，升级与东盟和印度的关系，扩大和平与繁荣的空间。[1]

二、实施自主战略的动因
冷战后韩国政坛总体上分为进步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2] 李明博、朴槿
惠两任保守派政府任内采取对朝强硬政策但未能如其所愿，朝核问题不但没
有解决，反而越来越复杂，韩国国民不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安全感，相反不
断攀升的紧张局势使战争的危机更加严重。韩国保守派政府倒向美国寻求安
保的努力，不仅丢掉了韩朝关系，更搞僵了中韩关系，使韩国深陷安保利益
与发展利益处理失衡的困境。在此背景下，韩国国内政治结构发生变动，朴
槿惠被弹劾下台以及保守政党支持率一度跌至谷底，看似是因“亲信干政”
事件所致，实则是韩国社会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重新检视结果的呈现。而
文在寅恰恰是借此契机，发起追求正义与公平，向往国家、民族自主与独立
的“烛光革命”，并作为进步派代表成功竞选获胜取得政权。
文在寅作为进步派的代表人物，认为朝鲜半岛事务属于民族内部事务，
需要通过改善韩朝关系，增进民族和解与合作，由朝鲜半岛南北当事方自主
解决。[3] 文在寅政府的自主战略除了这一进步派施政理念的驱动之外，也与
[1] 청와대 :『국제협력을 주도하는 당당한 외교』, 청와대 홈페이지： https://www1.
president.go.kr/government-projects#page5。（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15 日）
[2] 关于韩国的进步派和保守派，很难找出一个明确的划分标准。长期以来，韩国学术
界和舆论界用“左翼”“左派”“右翼”“右派”来划分韩国政党和社会团体。进入 21 世纪
后，此类称呼逐渐被“进步”和“保守”所取代。虽然进步和保守难有一个准确的划分标准，
但从外在表现上有着明显的特征：进步派一般倾向于打破现状，而保守派则倾向于维持现状；
在对朝关系上，进步派一般站在同一个民族的立场上，倾向于通过改善对朝关系来解决半岛问
题，而保守派往往惯于从主导统一半岛的角度思考，一般对朝采取强硬压迫政策；在对美关
系上，进步派虽然强调立足于牢固的韩美同盟，但同时更加倾向于追求国家的行动自主，相
反，保守派则积极强化同盟，对美追随的色彩比较鲜明。冷战结束后，韩国的金大中、卢武铉、
文在寅政府属于进步派政府，而金泳三、李明博、朴槿惠被定性为保守派政府。
[3] 대통령비서실 :『문재인 대통령 연설문집』제 1 권 , 서울 : 대통령비서실 , 2018
년 , 261-263 쪽 참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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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所处的外交安全环境和国内政治密切相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第一，寻求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文在寅政府上任正值朝鲜半岛局
势剑拔弩张之际，李明博、朴槿惠两届保守派政府与美国共同对朝采取了高
强度制裁施压，造成朝鲜不断提升核导能力进行回应，因此承受了空前的国
际制裁 [1]，在“朝鲜崩溃论”不断扩散的氛围中，特朗普政府又高调展示武
力解决问题的姿态，一时间朝鲜半岛战云密布，韩国国家利益受到根本威胁。
在此背景下文在寅政府临危受命，一改前任政府以强硬高压姿态解决问题的
做法，多次公开强调“绝不允许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不希望朝鲜崩溃，不
推动吞并统一和人为的统一”[2]，此举措可谓一箭三雕：既对试图动用武力
解决问题的特朗普政府形成了有力制约，又对不断做出超强硬举动的朝鲜做
出安抚，也可以维护半岛和平为支点，密切联系在半岛问题上有共同需求的
国家。
第二，试图提升朝鲜民族在解决半岛问题上的自主性。在韩国保守派政
府对朝强硬政策之下，朝韩关系持续恶化，此前进步派政府推进的南北合作
项目纷纷中断，象征着民族纽带的开城工业园亦被关闭，朝韩关系几乎到了
完全断绝的地步，冷战后持续推进的民族和解与合作陷入困境，民族分裂倾
向日益鲜明。韩国保守派政府在安保上更加紧密地靠拢韩美同盟，并两度推
迟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而朝鲜则积极寻求在安全上加强与中俄的联系，朝
鲜半岛残留的冷战结构呈现出再次复生的征兆 ,[3] 朝韩间一度倡导的“南北
当事者自主解决问题”[4] 的原则离现实越来越遥远。这种局面违背了进步派
[1] 关于对朝制裁情况参见毕颖达：“朝鲜承受着多少国际制裁”，《世界知识》2019
年第 7 期，第 24-25 页。
[2] 박병용 : “문재인 ‘한반도 문제 주도적 해결’... 북핵 포기 촉구 ,” https://
www.voakorea.com/korea/korea-politics/3986084。（上网时间：2020 年 7 月 4 日）
[3] 참조 조갑제 : “신냉전 ( 新冷戰 ) 시대 , 문재인의 아슬아슬한 줄타기 ,”『월간조선』
2017 년 8 월호 , https://monthly.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nNewsNumb=201708100012。
（上
网时间：2020 年 7 月 4 日）
[4] 关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南北当事者自主解决原则”，早在 1972 年 7 月 4 日朝韩
达成的联合声明中就有明确的规定，主张以“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的方式解决朝鲜半
岛问题。此后在韩国提出的多个统一方案中都高度强调了这一原则，在 2000 年 6 月的《北南
共同宣言》等朝韩之间达成的多个正式文件中也有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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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的理念，为此文在寅政府适时提出了增进朝鲜半岛和平的战略，积极促
进重启南北对话，增进民族和解与合作，强化民族认同与连带感，努力实现
韩朝和平共处，在改善韩朝关系的同时争取主导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降低
外部势力的介入和减少对大国的依赖，确保朝鲜半岛事务中民族的主体地位。
第三，保持在韩朝关系与韩美同盟关系中的平衡。保守派执政时期，在
应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时，一般的做法都是紧靠韩美同盟，形成韩美密切协
调的局面，确保对朝鲜的压倒性优势，遏止来自朝鲜的“冒险冲动”。但强
化韩美同盟，特别是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升格的情况下，很容易发展成为对
韩美同盟的进一步依赖，国家自主性受损。文在寅政府上任后采用了不同的
安保战略，在强调立足同盟的同时，更加强调发展和增强自主防卫能力，以
确保主导解决半岛问题。在 2017 年 8 月 15 日“光复节”演说中，文在寅明
确强调“我们的安保不能只是依赖同盟国，朝鲜半岛问题应该由我们来主导
解决”[1] 的立场，表达了追求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的意愿。不仅如此，为了增
强自主行动能力，文在寅政府重新推动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以从制度上改
变韩美同盟不对称的垂直关系，确立平等互惠的同盟关系，进而希望在朝鲜
半岛问题上既能得到同盟的足够支持，又可避免过多的牵连和干扰。
第四，实现大国关系的均衡发展。韩国保守派政府执政后，在处理大国
关系中呈现出明显的对美倾斜姿态，在发展对华关系上也出现了明显的问题。
朴槿惠政府选择配合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其后果是中韩关系迅速恶化，而
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催动了大国对立的固化，韩国外交的自主性进一步受到制
约。文在寅政府希望通过积极发展与“四强”的关系，调整以往对美过度倾
斜的外交格调，有利于争取周边国家对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支持与合作。同时，
通过推进新南方政策和新北方政策，拓展多边合作的空间，增强区域内国家
的连带关系，努力构成“东北亚 +”责任共同体，并强化经济外交与战略开
发合作，以及加强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减少因同盟牵连造成的对美外交“追随”，

[1] 대통령비서실 :『문재인 대통령 연설문집』제 1 권 , 서울 : 대통령비서실 , 2018
년 , 261 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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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在中美等大国间进行选边的困境，进而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以国家利
益为基础发展自主外交。
第五，争取韩国国民在政治上的支持。伴随逆全球化风潮兴起，民族主
义大有抬头之势，在单一民族国家韩国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尤其是在韩国经
人均 GDP 迈入 3 万美元的背景下，韩国国民的自主意识和民族自豪感日益高
涨，提升相应的国际地位成为韩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追求中等强国地位
便是一具体体现。如前所述，朴槿惠政府时期韩国在外交安保上过度依赖美
国，不仅将朝韩关系、中韩关系推入低谷，还进一步固化了韩国对美“追随者”
的形象，这与韩国国民期待的民族荣耀和自豪感相去甚远。这种背景下，文
在寅政府提出了旨在提升国家自主性的外交安全战略，有利于在国内政治中
获得更多的支持，而国民的大力支持，又是提升国家自主性的基本动力源泉。

三、实施自主战略的成效与局限
2018 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文在寅政府实施的自
主战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助推半岛局势走向缓和。在中美朝韩多国间的密切互动下，特朗
普政府不再公开强调武力解决问题，韩美军演降调或延期进行，朝鲜也调整
策略，实际上冻结了核导试验，没有再行“出格”之举，朝鲜半岛局势已经
由 2017 年的战争危机状态转向相对稳定。这种局面与文在寅政府自主战略追
求的目标相吻合，因此从韩国的角度来看，其战略目标已基本达成。
在改善朝韩关系方面，文在寅政府立足相互尊重的原则，以 2018 年冬
奥会为契机，重新开启包括首脑会谈在内的南北对话机制，韩朝关系得到了
明显的改善。其中《板门店宣言》和《9 月平壤共同宣言》等政治文件的签署，
成为韩朝关系改善的明显标志，特别是作为附属协议《〈板门店宣言〉军事
领域履行协议》的签署和落实，有利于双方在军事上减少敌对，为韩朝实现
互不侵犯、和平共处奠定了基础，将韩朝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文在寅政府借助韩朝关系的改善助推重启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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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无核化协商，打破了近 10 年来的僵局。通过包括首脑会谈在内的多种交流
渠道，文在寅政府积极协调朝美，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朝美首脑会谈，会
谈中确立了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和改善朝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对于朝美无核
化实务协商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随着朝美敌对行动的缓解，“双暂停”局
面已在事实上形成。
第二，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有所进展，韩国自主防卫能力得到加强。通
过密切协商，韩美就归还韩国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达成了原则性共识，并同
意未来“韩美联合军司令部”司令由韩国四星级将军担任，美军派任副司令。
在实际落实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通过“韩美联合指挥所（Command Post
Exercise,CPX）”演习 [1]，韩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即“初步的运用能力”评价。
与此同时，文在寅政府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投入，[2] 并大量购入新型尖端武器
装备，增强自主防卫朝鲜核导威胁的能力。
第三，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大国间保持相对均衡的目标。文在寅政府积
极改善对华关系，作出“新三不”承诺：不追加部署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
的导弹防御体系、不推动同盟多边化，止住了中韩关系持续下滑之势。并且
随着包括两国元首、国防部长等在内的高层间密切互动，中韩在发展战略合作、
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以及维护多边体系等方面达成共识，两国关系日渐恢
复。中韩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有助于韩国在中美之间发展相对“均衡”的外交。
第四，外交空间得以拓展。在努力推进大国均衡外交的同时，文在寅政

[1] 根据韩美达成的协议，韩军在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之前，需要对韩军主导指挥联合
作战的能力进行检验，为此进行“韩美联合指挥部”演习。通过该演习，分三个阶段对韩军
的指挥能力进行评价，即“初步的运用能力” (Initial Operational Capability, IOC) 评价、
“完全的运用能力”(Full Operational Capability, FOC) 评价和“完全的任务执行能力评价”
(Full Mission Capability, FMC) 评价。如果一年通过一个阶段的评价，有望在文在寅政府
任期内实现战时作战指挥权回。具体参见 정희완 :“ ‘세 가지 조건’ 1 년 단위 검증 땐
문 정부 임기 내 전작권 전환 ,”『경향신문』,2019 년 4 월 2 일 , A3 면。
[2] 文在寅政府决定在任期之内将韩国国防预算的 GDP 占比由 2.4% 提高到 2.9%。
2020 年韩国国防预算已经突破 50 万亿韩元（近 500 亿美元）。참조 최현수 : “국방예산
‘GDP2.9%’… 文대통령 국방개혁 · 전작권 ‘실탄’ 마련 ,”『국민일보』2017 년 7 월 19
일 , 3 면；박성진 : “국방부 ‘전작권 , 올해 실질적 전환 단계 돌입’,”『경향신문』
2020 년 1 월 21 일 , A4 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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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积极推动多边外交。在东北亚，共同推动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谈，在经济、
贸易、金融及可持续开发等领域取得进展，并通过三国合作事务局推进多领
域合作项目，进一步提升了三国合作的制度化水平。特别是文在寅政府全力
推进新南方政策，强化了与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合作关系，为
韩国的投资和产业布局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韩国的影响力也随之得到提升。
然而文在寅政府自主战略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韩国国内国际多重因素
的制约，美国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制约因素，朝韩关系新变化以及韩国国内政
治等因素也干扰着这一战略的实施。
美国因素对文在寅政府的自主战略影响甚大。首先，美国并不真正支持
和配合韩国“自主国防”。从近年来韩美关系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以增大
安保压力等方式来动摇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决心。一是在防务费用分
担问题上向韩国施压。2019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要求韩国分担当时基准 5 倍
的防卫费用，由此韩美分歧不断公开化，同盟“龟裂说”抬头，对文在寅政
府造成了较大的政治压力。二是特朗普政府不断发出撤军信号，更进一步加
重了韩国的安保危机意识。而这种危机意识又促使韩国继续寻求美国的安全
保护，也意味着文在寅政府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门槛被大幅提高。三是关
于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美国不断释放否定信号。文在寅政府希望
在任期内实现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而美国政府和军方高层则强调，战时作
战指挥权的归还应有前提条件，即在韩国军队能够成熟地进行指挥并有效地
防御朝核威胁的情况下归还。[1] 很显然，“有条件”归还战时作战指挥权，
是一个模糊的定义，时间可以无限延长。四是美国还寻求增强联合国军司令
部的军队指挥职能，甚至发出消息称：“战时作战指挥权归还韩国后，联合
国军司令部仍将会继续掌握这种指挥权”。[2]
其次，美国严重制约韩国“主导”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机制建设。对

[1] 윤상호 : “송영무 ‘北비핵화땐 전작권 조기환수’…매티스 ‘조건충족 협력’,”
『동아일보』, 2018 년 6 월 29 일 , A8 면。
[2] 유강문 : “‘한반도 위기시 유엔사 역할’ 강조하는 미국…커지는 일본 개입
가능성 ,”『한겨레』, 2019 년 9 월 16 일 , 14 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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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在寅的朝鲜半岛政策，特朗普政府原则上支持，但不希望朝韩关系“超
前”发展，更不希望韩国突破限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在
朝核问题上固执己见，朝美协商难以走出僵局，致使文在寅政府的“驾驶员”
地位逐渐失去意义。二是将朝核问题与发展对朝关系联动，不允许韩国突破
制裁框架单方面发展朝韩间代表性交流合作项目，为防止韩国在朝韩关系上
“越界”发展，设立了“美韩工作组”[1] 调控双方对朝关系。尽管 2020 年初
开始，文在寅多次强调要“自主地”发展南北合作项目，但美国依然不放松
对韩国的制约，2020 年 1 月 16 日，美国驻韩大使哈里森不加掩饰地强调 :“韩
朝合作应通过美韩工作组来进行协调”[2]。三是对于宣布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采取慎重、消极姿态，不愿发表结束战争的政治宣言，而“新朝鲜半岛体制”
建立的基本条件是正式结束朝鲜战争。
最后，韩国的自主外交还受到美国因素的结构性限制。近年来，文在寅
政府在外交上频频遭遇来自美国的压力。除了棘手的防卫费分担问题外，在
韩国部署中程导弹、韩日纷争、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以及经贸等多个领域，
文在寅政府都承受着美国的巨大压力，最终韩美 FTA 不得不重新谈判，也不
得不以扩大巡航范围的间接方式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出军舰，文在寅政府本希
望美国出面调解韩日纷争，但却没有得到积极响应，相反在《韩日军事情报
保护协定》问题上遭到美国的巨大压力，被迫以“延期”的方式保留了该协定。
除美国因素外，朝韩关系的不稳定也对文在寅政府自主战略的实施造成
干扰。在美国的制约之下，文在寅政府一直无法突破对朝交流的限制，先前
达成的深入开展南北经济合作的约定未能付诸实践，朝鲜对韩国的批评越来
越尖锐，甚至直接批评文在寅“向外部势力乞求支持与合作”[3]，并单方面

[1] 2018 年 9 月朝韩发表《9 月平壤共同宣言》后，美韩两国建立“韩美工作组”（ROK-US
Working Group），其主要职能是针对半岛问题、无核化问题、朝美和朝韩间的所有悬案问题
进行协商。
[2] 정용수 : “해리스 , 韓 개별관광 추진 경고…北은 ‘금강산 철거’ 최후통첩 ,”
『중
앙일보』, 2020 년 1 월 17 일 , 1 면。
[3] 이제훈 : “북 ‘한 - 아세안 참석 어려워’…최룡해 · 김여정 특사 파견도 거
절 ,”『한겨레』, 2019 년 11 월 21 일 , 1 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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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了金刚山旅游区内韩国遗留的设施，对文在寅政府未能如约推进改善朝
韩关系表达不满。特别是 2020 年 6 月 9 日，朝鲜切断了与韩国的主要通讯联
络线路，随后又炸毁了位于开城工业园内的南北联络事务所大楼，并声称将
要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由此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文在寅政府的对朝
政策面临巨大压力，立足于改善韩朝关系的自主战略推进的源动力在日益弱
化。
此外，国内保守派势力的阻挠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在寅政府自主战
略的实施。韩国保守派一直批评文在寅的对朝政策是“乞求对话政策”，是在“为
朝鲜完成核武器开发赢得时间”。[1] 保守派强烈反对文在寅政府试图推进重
启开城工业园和金刚山旅游项目 , 并大多不看好韩朝关系。[2] 在解决朝核问
题上，保守派仍然坚持压迫基调，主张应像北约一样与美国共享战术核武器，
乃至自主发展核武器。[3] 在保守派的阻挠下，文在寅政府在推动自主战略上
难以汇集足够的国内动力。

四、政策展望
文在寅政府任期已过半，从客观上来看，其自主战略的推进总体上对于
朝鲜半岛问题、韩美同盟以及东北亚局势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未来如
不出现重大突发变故，文在寅政府仍将基本沿着先前设定的大方向推进其自
主战略。
在朝鲜半岛问题层面上，预计文在寅政府在余下两年的任期内仍将继续
秉承进步派的执政理念，最大化地推进朝韩交流与合作，稳固朝韩关系既得

[1] 김한솔 · 박순봉 :“여 ‘자주국방 · 대화가 최종 방법’ 야 ‘대화 구걸보다 국
제공조 먼저’,”『경향신 문』，2017 년 8 월 10 일 , A6 면。
이지혜 : “개성공단 · 금강산관광 ‘재개 해야’ ‘안돼’ 맞서 ,”『한겨레』,
[2]
2019 년 5 월 7 일 , 4 면。
이슬비 : “유승민 ‘나토식 핵공유 필요’…강경화 ‘전혀 검토안해’,”『조
[3]
선일보』, 2019 년 7 월 31 일 , A3 면；배명복 :“나토식 핵공유는 사실상의 전술핵 재배
치 ,”『중앙일보』,2019 년 12 월 19 일 , 29 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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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并大力促进无核化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设，提升在朝鲜半岛事务中
民族的主体地位，进而为共同民主党继续执政创造有利条件。实践已证明，
无论是在稳定朝鲜半岛局势和改善朝韩关系上的积极作为，还是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上取得的明显成效，都极大地提振了韩国民众的自尊心和荣誉感，它
与外力压迫之下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相结合，造就了文在寅的高位支持
率和共同民主党在国内政治角逐中的优势地位。[1] 因此，单单是出于国内政
治考虑，文在寅政府也将会继续努力维护半岛的局面稳定，寻求在解决半岛
问题上做出实质性成果。这种积极的接触政策，有助于朝韩关系和朝鲜半岛
整体局势保持基本稳定。
然而，在文在寅政府余下的任期内，要想在主导解决半岛问题上取得实
际成效可谓难度巨大，其中能否“软化”美国的制约是关键。如前所述，美
国通过“韩美工作组”制约韩国对朝政策实施进程，朝韩关系无法深入发展，
韩国依托同盟紧密协调来主导半岛事务的战略思考逻辑矛盾进一步突出，提
升国家“自主”行动的必要性再次彰显。在朝鲜强烈批评和不断施压的同时，
韩国国内对于“韩美工作组”的批评之声也日益高涨。[2] 这种情况下，文在
寅政府大幅调整了外交安保团队的负责人，努力探索改进“韩美工作组”的
运行方式，[3] 甚至尝试继续推进新一轮朝美首脑会谈。
尽管如此，美国能够给韩国让出多大空间，仍将对未来朝韩关系发展的
程度产生关键性影响。可以预见，特朗普不会主动关闭与朝鲜对话之门，甚
至不排除在大选前与朝鲜进行新一轮首脑会谈的可能，但对朝政策在当前的
立场上也不会出现大的改变。这种情况下，文在寅政府可能会做更多增进韩

[1] 2018 年 4 月 27 日，朝韩发表板门店宣言之后，文在寅的支持率一度超过了 80%。尽
管因朝核协商陷入僵局，朝韩关系再现颓势，文在寅支持率一路下行，但在成功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的情况下，文在寅的支持率再次攀升，超过了 60%，这在历任韩国总统任期后半段是难
得一见的。受此影响，2020 年 4 月 15 日进行的韩国国会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取得 180
议席的巨大胜利。
[2] 정철순 · 민병기 : “문정인 ‘美와 구속력있는 협의 하면 안돼’,”『문화일보』
2020 년 7 월 1 일 , 6 면。
[3] 이소희 : “강경화 ‘미국과 한미워킹그룹 문제의식 공유 ... 운영방식 개선 논
의했다’,” https://www.vop.co.kr/A00001498159.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7 月 5 日）

135

《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4 期
朝关系发展的努力，但与此同时，如何平衡韩美同盟制约与自主选择间的矛盾，
以及如何妥善应对朝鲜的施压行动，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而要处理好
这些问题，需要坚定的政治意志和高超的外交艺术。
在韩美同盟关系层面上，韩美同盟进入了调整与发展的关键期。文在寅
政府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发展自主国防，是改变同盟的安保与自主交
换属性和不对称状态的根本途径，因此不可避免地对美国主导的同盟战略造
成冲击，进而引发韩美关系不断出现矛盾和摩擦。特朗普政府对韩强硬勒索
式的防务费分担要求，以及自我中心主义的单边做法，刺激了韩国国民的民
族主义情绪，而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又成为韩国进一步追求自主的动力，
“4.15”
韩国国会议员选举结果与这种被激发的民族主义不无关系。在这种环境下，
未来文在寅政府将会继续以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为目标，更坚定地快
速推进自主战略，发展平等互惠的同盟关系。尽管未来韩美同盟会面临更多
挑战，除防卫费分担矛盾外，美国在韩国加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推动韩美
同盟多边化以及“印太战略”参与等问题上，韩美分歧也将会进一步显现，
但这并不意味韩美同盟会走向解体，因为文在寅政府追求的是发展平等互惠
的韩美同盟，而不是要解散韩美同盟，特别是在朝核问题长期存在的情况下，
维护稳定的韩美同盟仍将是韩国的重大安全课题。
在自主外交层面上，文在寅政府将继续推动均衡外交、多边外交。文在
寅政府在余下任期内在对华关系上应会继续努力维护“新三不”框架，确保
东北亚地区力量对比格局处于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这有助于韩国确保外交
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也可从中汲取力量助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符合韩国的
国家利益。在多边外交领域，文在寅政府继续积极推进新南方政策与新北方
政策。通过这些多边外交努力，不但有助于化解美国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的
压力，而且还可增强区域内部和次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从而进一步推动多
边秩序建设，对于拓展韩国的外交空间和提升外交的自主性、独立性有积极
意义。
然而，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美国因素对未来韩国的外交
制约将会越来越明显。在中韩关系层面，文在寅政府坚持的“新三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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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中韩关系，但可以预见，未来美国会通过调控半岛局势变化，
在“新三不”所指向的领域继续向韩国施加压力，要求韩国配合升级萨德系统，
推进在韩部署中程导弹和深化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而这些又都是中国高度
警惕的部分。在多边外交层面，文在寅政府力推的新南方政策同样遭到美国
的干扰。未来，美国可能会以包括扩容 G7 在内的多种手段，诱导韩国进一步
深度加入“印太战略”，韩国以多边外交扩大自主的追求，仍将受制于美国
设计的大国竞争框架的束缚。

五、结语
国家自主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属性。从长远来看，无论是解决朝鲜半
岛问题，还是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都需要韩国保有足够的自主性。但
鉴于韩美同盟的特殊性以及韩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韩国要实现真正的自主，
需要有一个清晰的前进方向和坚定的战略意志，也需要一个长期的、持续的
努力过程，这个过程是韩国的安保需求与其自主性追求两者之间张力变化的
过程，也是韩美同盟由不对称状态向平等互惠关系发展的过程。可以预见，
未来韩国在追求国家自主上不会停下脚步，韩美同盟仍将遇到挑战，韩美之
间的矛盾和摩擦还会不断发生，尽管如此，韩美同盟尚不至于走向解体，它
仍将长期持续，如何在维持同盟的情况下实现国家外交安全的自主，考验着
韩国政治家的政治远见和战略定力。

【完稿日期：2020-7-6】
【责任编辑：姜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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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Middle East Security Affairs in the New Era: Idea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SUN Degang & WU Sike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Middle East security affair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Conceptually,
China maintains common security, upholds fairness and justice, safeguards
multilateralism, advocates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and stands for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shelving differences. Practically, China has actively promoted political
dialogue, conducted diplomatic medi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provided public
goods in security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Looking ahead,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security affairs in the Middle East requires it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as well
as the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departments. China needs to seize the momentum and
pursue a proactive approach; respect the sovereignty of regional countries and engage
constructively; take part in both the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the peacebuilding. In this
way, China can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ddress the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threa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Global Development Deficit and China’s Governance Efforts
WU Zhicheng & LIU Peido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growing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world, the global development defic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It has
manifestations such as inadequate global development,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pace,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momentum, imperfect development aid and unsatis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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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global development deficit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the spillover of failed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inherent
weakness of the existing development mechanisms, the adverse effect of westernized
development model and the expansion of individualism in the West. To this end, China
has launch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measures to build consensus and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global development. China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romote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mechanism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dv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With these concrete actions, China has contributed
its share to tackl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deficit.

US Perception of and Response to the Digital Silk Road
ZHAO Minghao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escalat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US strategic experts have a negative perception of the Digital Silk Road, believing that
it poses challenges to US economic interest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ideologies. The US’ concern about the
Digital Silk Road is to count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its
China policy featuring the blocking of technology transfer, reflecting that US strategic
experts are viewing its China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geopolitics”. In
response to the Digital Silk Road, the US ha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tensified crackdown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and deepened cooperation with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Besides, in order to contain China’s “digital influence”, the US has coped
with economic issues with security thinking and stirred up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The US
regards Southeast Asia as the primary region in counterbalancing the Digital Silk Road,
constantly improves the mechanisms and measur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strengthens cooperation with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on digital
economy, smart cities, cyber security and other fields to compete wi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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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s View on and Response to China-US Competition
WU Lin
India believes that the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exerting
impact on shaping a multi-polar world and bringing a series of global consequences,
which is both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for India itself. In response, India has taken
a series of measures, including working with the US to counter China’s rise through
“Issue-based Alignment” and “Asymmetric Accommodation”; reshaping the partnership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to advocate the “India way” and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nhancing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in the Indian Ocean to
shape the “Indo-Pacific” concept to prevent China’s domination of the region; claiming
to support the global free trade system, but emulating the US’ protectionism against
China. Compared with its active geostrategic response, India is ill-prepared for the global
economic turmoil triggered b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future,
India’s strategy of “working with the US and countering China” will not be fundamentally
changed. However, India’s response to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China-US competition
remains tentative, given the changes in major-country relations, the competi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economic reform in India. While being alert to
the geo-strategic interactions between India and the US, China should focus on the big
picture, properly manage differences, and seek cooperation with India in the context of
India’s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policy uncertainties and the common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two sid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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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抗疫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新闻茶座会在京举行
5 月 14 日，我院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京联合举办“加强国际抗疫
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新闻茶座会。本次会议采用远程视频会议形式，人民
日报、新华社、凤凰卫视、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美国彭博新闻社和日本共
同社等 30 多家媒体的 50 余位记者参加。戚振宏院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我院“新
冠肺炎疫情形势下的中国与世界”系列报告主要撰写人与中外记者就中国与世界
如何共同应对疫情等相关问题进行坦诚深入交流。

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与上合组织秘书处
联合举行视频研讨会
5 月 15 日，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与上合组织秘书处联合举办“新冠疫情
下的世界局势与上合组织”视频研讨会。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邓浩受戚
振宏院长委托作主旨发言。专家们就疫情对国际局势的影响、中国在全球抗疫合
作和恢复世界经济中的贡献、上合组织在应对疫情中的作用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外籍特约研究员视频研讨会聚焦区域合作
6 月 23 日，我院外籍特约研究员视频研讨会在京举行。戚振宏院长出席会
议并作主旨讲话。我院学者与外籍特约研究员就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亚洲区域合
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及如何深化亚洲区域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