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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全球化、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格局发生了深
刻演变。“中国方案”应运而生，以期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创新
完善国际秩序，促进东西方文明融合，并向世界传递中国应对全球性
挑战的信心。过去 ５ 年，中国为构建全球治理理论体系、补充完善全
球治理机制、改革相关治理规则、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等贡
献了智慧和力量，有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
展 ；今后则面临着引领世界走出低增长困境、破除传统大国地缘政治
博弈的惯性、促使东西方意识形态竞争趋于融合等挑战。归根结底，
深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攸关国际秩序的基础，也关乎中国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理应为
之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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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
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１］ 从全球治理领域来看，过去 ５ 年，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发展经验和全球化现状出发，从中华文明的深厚
积淀中，在国际上提出一系列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合作观，为应对
全球性挑战拿出“中国方案”，使中国成为“全球治理进程中最为活跃、最
为积极的力量”。［２］ 今后，中国仍将深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实践中
完善“中国方案”，不断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一、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动力源泉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
深刻变化，全球治理领域重新洗牌，传统的治理理念和模式遭遇挑战。国
际社会期待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有助于中国增强在
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中国方案”应运而生。
（一）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短板”突出，难以为全球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一
是传统主导力量严重失衡。过去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的美欧西方国家受结构
性问题困扰，经济发展失速，社会矛盾尖锐，民粹主义和分裂主义崛起，
国家陷于内部纷争和分化。这些国家未能充分改革和调整自身，却把矛头
指向全球化，转向退避自保或自顾不暇，无心且无力参与全球治理，助长“反
全球化”思潮成为全球治理的干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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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九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的 报 告》， 新 华 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２０１７－１０／２７／ｃ＿１１２１８６７５２９．ｈｔｍ。
［２］《王毅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本质 ： 推动更多国家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ｚｈｄ／ｔ１５０３０９９．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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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全球治理机制相对滞后。经过多年发展，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大
幅提升，已实质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的结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
市 场 和 发 展 中 经 济 体 早 在 ２００８ 年 时 即 占 到 世 界 ＧＤＰ 总 量 的 ５１．１％， 超
过了发达经济体大约 ４８．９％ 的占比。［１］ 预计 ２０１７ 年这一差距还将扩大到
５８．２％∶４１．８％。［２］ 其中，中国占世界 ＧＤＰ 的份额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２．０％ 增加
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７．７％。发展中国家整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８０％。这
些国家提出新的治理诉求，并开始协调政策，带动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
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但传统治理机制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七国集团等未能反映新格局的新要求，代表性和包容性不足。
三是全球治理规则碎片化发展，一些关键领域存在治理赤字。随着国
际利益多元化和深度融合，全球治理疆域不断扩大，行为体成倍增加，行
为意图更为复杂。由于相关努力一般是临时性的，且限于特定的伙伴和议
题，全球治理在“多元治理”驱动下缺乏系统性、综合性的解决方案。２０１７
年以来，全球经济治理和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面临“群龙无首”的危险局面。
核安全、国际恐怖主义等新兴议题因强权政治而损失公正。网络安全、极地、
海洋等治理赤字地带则在“倒逼”一些国家和组织仓促应对。全球治理体系
陷入窘境，前进方向亟待明确，从而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性保障。
（二）创新完善国际秩序
全球治理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
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
的地位和作用。［３］ 作为全球治理的物质载体，国际秩序或相关制度性安排既
［１］ ＩＭ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ｕｂｓ／ｆｔ／ｗｅｏ／２０１６／０１／ｗｅｏｄａｔａ／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 ＩＭ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７，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ｐ． ２２１．
［３］《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 ２７ 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０／１４／ｃ＿１２８３１８６５２．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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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反映出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务必公正合理，发展出一套能够为世界
国家共同认可和遵循的规则，从而有助于全球治理有序推进，使国家间关
系保持相对稳定和可预见的良性互动状态。
当前，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美欧等西方国家都对现行国际秩序强烈不
满，对秩序变革的诉求和动力空前强大。美国本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缔
造者和受益者，但它面对全球经济转型之困，饱受经济失望和政治沮丧之苦，
质疑自身从现行秩序中吃亏太多、获益太少，有所“回撤”，以至于有西方
媒体预警称，“西方社会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根基发生动摇”“世界正处
于旧秩序分崩离析的危险时刻”。 ［１］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承认战后国际秩序对于维持和平、促
进繁荣、推动全球化等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批判现行秩序在政治上缺乏包
容性、经济上缺乏公平性、安全上存在双重标准，认为它没有反映世界的多
极化趋势，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圈子俱乐部”［２］，因此可改善的余地很大。
对中国而言，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不仅是为了支持发展中国
家坚持多边主义而非单边主义、倡导法治而非丛林法则、践行国际关系民主
化而非强权政治的努力 ；同时，这也关系到中国在创新完善国际秩序框架过
程中，获得与自身力量和利益相符的发言权和发展空间的重要课题。
（三）促进东西方文明融合
文明对话犹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它是一国外交主张的民心基础。
然而，在以“西方中心论”为指导的现行国际体系中，西方文明始终带着自
以为是的优越感，不断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心理发生冲突，迄今未找到与
其他文明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的路径。可以说，当代许多问题——包括全

［１］ Ｍｕｎ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Ｐｏｓｔ－Ｔｒｕｔｈ， Ｐｏｓｔ－Ｗｅｓｔ， Ｐｏｓｔ－Ｏｒｄｅｒ？ Ｍｕｎｉｃ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 ｐ． ６．
［２］ 傅莹：《在共同的屋顶下——中国的全球秩序观》，观察者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ｕａ
ｎｃｈａ．ｃｎ／ｆｕｙｉｎｇ／２０１５＿１１＿１３＿３４１１２１＿ｓ．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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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中东地区陷于战乱
和失序、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融入西方”的失败，等等——均与文明之间
缺乏交流、沟通、融合有直接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６ 日在华沙发表演讲时，告诫称“西方社
会面临严重威胁”，誓言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西方”，“西方价值观和西方
文明必胜”。［１］ 这表明，美国一方面仍然沉浸在“世界老大，舍我其谁”的
自满和自负中，另一方面也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臆想外部威胁丛生，决意
打击任何对手。从根本上讲，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政治逻辑仍然是二元对立、
零和博弈。这种“非友即敌”“非得即失”“非合作即对抗”的观念已经越来
越与全球平衡发展不合拍。
东西方文明融合需要一座沟通的桥梁，超越历史传统、文化语言、意识
形态、社会制度等障碍，在交锋交流中共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
作为中华民族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的中国梦理念，在国际上重新激活“万物
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努力把中
国塑造成平衡西方文明的一种力量，并做出庄严的承诺——“我们尊重文明
“面对深陷苦难和战火
多样性……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２］ ；
的人们，我们要有悲悯和同情，更要有责任和行动……将尽己所能向面临困
境的人们伸出援手”［３］，等等。中国将以更具包容性的文明视角和更具远见
的战略思维，重新平衡国际格局，最起码让这个世界不再一分为二或者一边
倒，进而推动东西方文明在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相互砥砺中比肩前行。
［１］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 Ｋｒａｓｉńｓｋｉ Ｓｑｕａｒｅ， Ｗａｒｓａｗ， Ｐｏｌａｎｄ， Ｊｕｌｙ 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７／０７／０６／ｒｅｍａｒｋ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ｐｅｏｐｌｅ－ｐｏｌａｎｄ－
ｊｕｌｙ－６－２０１７。
［２］ 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发表 ６０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４－
０６／２８／ｃ＿１１１１３６４２０６．ｈｔｍ。
［３］ 习近平 ：《２０１６ 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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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递中国信心
“中国方案”是国际社会对华期待上升和中国信心崛起共同作用的结
果。曾几何时，一些西方国家动辄呼唤“中国责任”，把这当作所谓“规范”
中国发展走向的紧箍咒。时至今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里，中国
成为稳定的源泉。近 ５ 年来，中国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为世界
经济复苏做出了突出贡献。全社会在“四个自信”的激励下，迸发创新活力，
不断结出创新成果，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对国家发展前景更乐观，
普遍相信下一代人会比自己生活得更好。正是普通中国人攻坚克难、实现
理想的命运，成为中国信心的最佳诠释。
这种信心传递到外交层面，表现为 ：一是中国姿态更加开拓进取，勇
于担当——对国际议程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塑造 ；对国际分歧不是含
糊其辞，而是拿出态度；对国际合作不是“唯经济论”，而是向综合维度扩展；
总之，以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积极争取各国对中
国的理解和支持，但不强加于人。二是中国话语更加刚柔相济，坦荡恢弘——
通过融会贯通中外人文经典，并辅以哲学思辨，将国际公认的外交准则同
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品牌、中国声音、中国形象得到越来越
多的认可。”［１］ 三是“中国方案”更加务实亲民，包容合作，中国完全有信心
打破西方模式对全球发展的垄断，“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
方案”［２］，“给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
供全新的选择”。［３］

［１］ 《为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精神指引和文化滋养 ——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文
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人介绍加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情况》，《光明日报》，
１０ 月 ２１ 日，第 ６ 版。
［２］《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０７／０１／ｃ＿１１１９１５０６６０．ｈｔ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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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２０１７－１０／２７／ｃ＿１１２１８６７５２９．ｈｔ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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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路径探索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经有能力从“抓住机遇”谋发展，转向“创造
机遇”和“分享机遇”共发展，希望把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传递给各国
人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深入引领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成为中国自觉的大国担当。
（一）构建全球治理理论体系
全球治理理论体系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外交理论创新的重点，是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吸
纳学习”到“合作互鉴”的升华，也是吸引诸多发展中国家从“向西方取经”
转向“到东方探宝”的重要原因。５ 年来，党中央基于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准
确解读和对人类未来发展的严肃反思，在国际上发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
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真诚呼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
包括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丰富和平发展战略思想，坚持正确义利
观，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起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倡
议等等 ［１］，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
由上述构成的中国方案根本不同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产业革命和殖民
扩张老路，也根本不同于当下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市场为驱动的新
自由主义模式，而是站在世界甚至全人类的高度，追求全球共同发展，拓
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支持共建“一带一路”
［１］ 王毅 ： 《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开拓前进》，《学习时报》，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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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陆续写入上海合作组织声明和数份联
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决议，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重
要里程碑，表明中国方案既为世界带来了更多活力，也从世界获得了更大
合力，能够引领各方形成共识，进而扩大合作面。
（二）补充完善全球治理机制
当前全球治理领域的国际政治实践多为问题驱动型，没有发展出一套
相对独立和集中的整体性权力结构，全球治理机制兼具广泛性和不均衡性。
中国在维护和建设现行制度的同时，也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形成了一些具
有中国特色的思路和方法。首先，中国认为联合国是反映全球治理现状的
一面镜子，应做全球治理的引领者，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
体系。［１］ 其次，中国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近年
来新生的国际机制的转型进程，在其中边实践边完善，助推亚太区域合作
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还借助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博鳌亚洲论坛、亚洲
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平台，以及由东盟主导的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机
制等，推进地区安全机制建设，为未来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２］ 第三，中
国倡导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创了发
展中国家组建多边金融机构的先河。中国与它们之间新型关系的核心在于
“助力但不控制，公共而不私有”［３］，明显有别于世界银行的管理和运行模
式，彰显了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强的全球治理能力，对国际经济
金融体系加快改革形成压力。由此可见，中国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

［１］《王毅 ： 联合国应做全球治理的引领者》，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
ｃｎ／ｗｅｂ／ｗｊｂｚ＿６７３０８９／ｘｇｈｄ＿６７３０９７／ｔ１４９５７９９．ｓｈｔｍｌ。
［２］《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国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ｖ．
ｃｎ／ａｕｔｈ／２０１５－０５／２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５８６７２３．ｈｔｍ。
［３］ 宋国友 ：《参与全球治理，中国走出新路》，《环球时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第 １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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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现有体系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
但也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三）改革全球治理规则
当今全球治理面临诸多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现行治理体系的主导者
从根本上把它作为实现本国利益优先的工具，推行政治目标。２０１７ 年以来，
美国多次要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等为减少所谓“全
球失衡”做出努力，放弃对支持贸易开放的承诺，减少对中等收入国家的贷
款项目，删除在财政上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使国际制度沦为美国国
内经济议程的附属品，重创全球治理体系。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利
益和议程是面向全球的，今后还“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
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１］，完全有能力让世界更加认
真地倾听自己的声音。
从全球治理主体看，中国主张，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更好，不能由
一家说了算，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从原则看，各方应共
商共建共享，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就重点领域而言，对外开放
不是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建设共享的百花园 ；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独
奏，而是各国合唱。中国还提出核安全观、海洋合作观、网络空间秩序等
国际公共安全观念，呼吁让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非“相互
角力的竞技场”；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相互补台、好戏连台”。
从改革方向看，应更好地维护扩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提升新兴市场国
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
５ 年来，中国重视开展主场外交，不断走近国际政治舞台中央，主动为

［１］ 习近平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 —— 在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７ 年年会开幕
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０１／１８／ｃ＿１１２０
３３１５４５．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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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建章立制。通过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亚信峰会、
二十国集团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
重要活动，中国向世界全面阐述“亚太梦”，正式提出中国的亚洲安全观和
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各国共商未来发展战略的对接，启
动“金砖 ＋”的扩容机制，既贡献中国方案，展示中国风采，又在实践中参
与和塑造国际规则。在推动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上，中国恪守以《联合国宪
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坚持公道，推动阿富汗政治和解，
调停吉布提—厄立特里亚争端，在中东劝和促谈，致力于通过谈判和平解
决南海争端，发挥了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此外，中国在国际危
机事件面前的担当和快速反应广受赞誉，例如，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
急送淡水为马尔代夫首都救急、购买柬埔寨大米为其财政纾困等，都表达
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朴素情怀。
（四）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发言权
大国关系左右国际战略形势演变，是国际政治的主线，也是中国外交
的关键着力点。由于全球治理客观上主要是大国合作治理，因此，中国仍
应在重要事务上妥善处理美国、欧洲等传统大国的关系，做好大国之间的
协调，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格局，避免对抗和摊牌，这对于推动
全球治理转型至关重要，也有助于中国发挥更大的实际作用。同时也要看到，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既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又是国际权力
体系转移的重要方向。［１］ 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加快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转移，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同步增强。中国作为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快速发展的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治理诉
求和主张，并且已在协调彼此政策，应当顺应历史潮流，继续支持扩大发
［１］ 黄仁伟 ：《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新特点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机遇》，载《当
代世界》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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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发言权。为此，中国奉行“对话不对抗，结伴
不结盟”，重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并在全球治理实
践中，提出了能够代表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有助于维护全球公正的一系
列主张。这包括，支持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推
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与投票机制改革，使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票权和
代表性有所增加 ；以各种双边或地区性的基金，资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 ；通过债务减免、援助等，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饥荒、
难民、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挑战。

三、“中国方案”面临的挑战
“中国方案”回应了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同时也引起质疑。美欧等西方
传统大国仍然从二元对立的逻辑出发，把中国发挥更大国际作用视为对它
们的“挑战”。美国媒体坦言，“中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巨变实在令人费解”，
“中国方案能否造福世界仍需拭目以待”。［１］ 具体看，中国方案主要面临以
下三方面挑战。
（一）引领世界走出低增长困境
“中国方案”的国际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生命力和
经济增长的活力，以及中国能否成为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增长困境的重要
力量。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经济也
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正在通过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化压力为动力，推动本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正是在国内发展思路的基础上，
特别是作为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国际延伸，
［１］ Ｅｓｗａｒ Ｐｒａｓａｄ，“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Ａｉｍｓ ｔｏ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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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和路径主张，增强了对
全球治理发展领域的影响力。
然而，美国一些政客和选民出于政治偏见或误解，把本国的经济困难
特别是分配制度不公这笔账算在中国头上，把中国梦视为对“美国梦”的挑
战，并“将之与美国的海外力量减退及国内生活水平下降联系到一起”。 ［１］
相当一部分人还诬称中国在非洲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加剧当地贫富差距，
属于“新殖民主义”［２］，宣称“不允许中国用经济实力摆平一切”。［３］ 随着中
国经济步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唱衰”中国的人也更为活跃，质疑中国
发展前景。客观上，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相对下降、自动化应用的
普及等，支撑中国方案的经济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这仍将在相当程度上
依靠实践来界定，实践先行，成果检验，理论跟进。
（二）破除地缘政治博弈的惯性
早在 ２０１１ 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就告诫美国参议院 ：
“中美正在
全球展开影响力之争”，“两国竞争的不只是道义领导力问题，还是直接的
地缘政治问题”。［４］ 从那时至今，美国学界一直避谈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
平衡”战略对亚太安全的剧烈搅动，刻意淡化特朗普外交的不确定性对地缘
政治的冲击，而是把矛头指向中国，认为由于中国“寻求把自身塑造为一个

［１］ Ｐｅｔｅｒ Ｈａｒｒｉ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ｎ＇ｔ Ｒｅａｄ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８，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ｒｇ／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ｎｔ－
ｒｅａｄｙ－ｃｈｉｎａ－９７５５．
［２］ Ｂｒｏｏｋ Ｌａｒｍｅｒ，“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Ｎｅｗ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ｙ ２， ２０１７．
［３］ Ｐｒｅｓ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ｘ Ｗ． 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Ｎｅｗ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ｌ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ｏｕｓｅ， Ｓｙｄｎｅ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Ｊｕｎｅ ５，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ｒｅｍａｒｋｓ／２０１７／０６／２７１５７１．ｈｔｍ．
［４］“Ｃｌｉｎｔｏｎ ｓａｙｓ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Ｉｎｓｉｄｅ 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１， Ｉｓｓｕｅ １０， Ｍａｒｃｈ ９，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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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分量相当、或者更甚于美国的亚洲领导者”，侵蚀了美国自冷战以来
从未受到挑战的东亚主导权，导致东亚局势有发生冲突的危险。［１］ 中国发
起“一带一路”倡议和创建亚投行，被怀疑具有地缘政治扩张功能，是一个
“旨在加强中国全球实力和合法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议程”，“最终目标
是将欧亚大陆变成一个堪比并且最终超过欧洲——大西洋地区的经济和战
略区域”。［２］ ２０１７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基于“美国优先”、退出《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政策和行动，被西方媒体进一步
解读为美国把世界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中美“权力交替论”
“霸权共享论”
及“真空填补论”不绝于耳。
由于美国带着强大的地缘政治认知和行为惯性，坠入自己的地缘政治
陷阱而无法自拔 ［３］，中美在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上立场差距大，政策协调难
度大，竞争的倾向强于合作。这导致中美围绕中国方案的较量往往超出全
球治理议题本身，两国做出任何重大决策和行动都会触动地区乃至国际格
局，形成新的互动方式，确立新的规则，奠定各自在新秩序下的地位与作用，
相关政策评估和抉择极其审慎，中美在地缘政治层面呈现的胶着状态恐将
持续相当长时间。
（三）意识形态竞争与融合
新中国从成立、改革开放到和平发展，一直是在西方各种错判中前行的。
从中国“崩溃论”
“威胁论”到“责任论”，关于中国的政治预言一个接着一
［１］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Ｃ．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ｋｅ Ｒｏｏｍ， Ｍａｋｅ
Ｗａｙ， ｏｒ Ｍａｋｅ Ｈａｙ，”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２０，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ｃｆｒ．ｏｒｇ／
ａｓｉａ／２０１５／０５／２０／ｔｈｅ－ｄｅｂａｔｅ－ｏｎ－ｕ－ｓ－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ｋｅ－ｒｏｏｍ－ｍａｋｅ－ｗａｙ－ｏｒ－
ｍａｋｅ－ｈａｙ／．
［２］ Ｇｉｄｅｏｎ Ｒａｃｈｍａｎ，“Ａｎ 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３， ２０１７．
［３］《傅莹 ：美国坠入自己的地缘政治陷阱》，观察者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ｕａｎｃｈａ．ｃｎ／
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ｗｓ／２０１７＿１０＿１８＿４３１３８２．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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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破产。这既是西方国家对华意识形态偏见的结果，也反映出西方主流学
者对中国国情、中国制度及中国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耐心和包容，甚至
把否定中国作为鼓动和团结其国内多数力量的权宜之计。随着中国以自身
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带动中国价值理念、发展道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形
成强有力的示范效应，中国方案“叫板”西方模式已成现实。对此，美国等
西方国家仍不情愿承认和接受。 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看
重的“发展”议题对西方国家吸引力有限，并非其首要关注，后者转而利用
“民主”议题，在思想和舆论领域对中国进行政治攻击。如何定义和实现民
主越来越成为新一轮国际意识形态之争的主题。
事实表明，西方民主并非是能解决所有问题、建构共识和培育政治共
同体的美好制度 ［１］ ；而中国民主思想和文化能否被世界所接纳，仍然要看
中国方案能否跟上时代发展，能否包含国际共性，能否在表达对本国本民
族发展和利益关怀的同时，也体现出对世界和人类共同发展利益的、充分
的人文关怀。［２］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意识形态之争不至于演化为像冷战时
期美苏之间那种压倒一切的对抗性质，避免那种毁灭性的“相互埋葬理想”，
那么，东西方制度竞争在碰撞、交流中走向互鉴、融合不失为探索未来国
际秩序的一条可行道路。

四、前景展望
归根结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对国际权力再分配的确认，关乎全球
正义，攸关国际秩序的基础。随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的关键时期，
［１］ 范勇鹏 ：《西方制度，从不是“谁上台都差不多”》，
《环球时报》，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第 １４ 版。
［２］ 徐坚编著 ：《文明的再造与复兴 —— 历史大视野下的战略机遇期》，北京 ： 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版，第 ４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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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全球治理转型中的“中国方案”
中国发挥更大作用属于水到渠成。当然，由于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大而不
倒”，总体上仍在合理有效运作，中国能做的主要是拾遗补缺。在一些重点
领域，可联合更多国家，推动一些有限改进或改革。在一些新领域、新问
题上，特别是在网络、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赤字地带，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
理应发挥引领作用，对此责无旁贷。
从长远看，中国提出全球治理方案需处理好外交和外宣、国内和国外、
短期利益与长远目标之间的关系。一是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对话能力。这并
非是对话力量和技巧的问题，而是体现了战略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博弈，应
当把中国方案的价值维度作为与国际社会对话的重点内容和方向。二是统
筹国内外两个大局，凝聚中国合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是，服
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
有利的条件。三是着眼长远，对国际舆论场上的一时褒贬或输赢不能短视。
中国的全球外交经验仍然不足，国家实力转化为国际权力的过程尚未完成，
打造国际合作本来就“众口难调”，西方国家作为现行的全球治理主导力量
还普遍对多边解决方案耐心不足。这就需要中国在提方案时既要坚持原则
立场，也要预留一定灵活，围绕中国的战略目标营造出充分的缓冲空间和
回旋余地，兼具前瞻性和包容性，以期团结更多合作伙伴。

【收稿日期 ：2017-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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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朝鲜半岛形势回顾
杨锡联

【内容提要】２０１７ 年以来，朝鲜不顾联合国的制裁，加速核导开发步伐，
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这使得朝鲜半岛有关国家的战略底线发生碰撞，形
势异常敏感严峻复杂——朝鲜与联合国的对抗加剧 ；美朝相互威胁升级，
双方针锋相对 ；
“萨德”在韩国部署完毕，美韩与中俄的战略对抗凸显。
半岛形势濒近危局，但并未失控，朝核问题处于关键节点。在解决朝核
危机问题上，路线分歧已上升为大国战略博弈，无核化机制被利用为战
略博弈的平台，而通过制裁、施压解决朝核问题的方式值得反思。有关
国家在努力探寻朝核危机的破解方案。
【 关 键 词 】朝鲜半岛形势 朝核危机 “萨德”入韩 战略安全
【作者简介】杨锡联 ，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7) 06-0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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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朝鲜半岛形势回顾
２０１７ 年，朝鲜半岛频频向外传递危机信息，半岛局势成为国际社会关
注的焦点。朝鲜半岛有关国家的战略底线发生碰撞，多种矛盾激化。美国
和韩国政府更替，对半岛政策出现调整。朝鲜核导开发取得重大进展，试
核射导的频度增加。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３ 个对朝制裁决议，朝鲜与联合国
的对抗加剧。美朝相互威胁升级，双方针锋相对。“萨德”在韩国部署完毕，
美韩与中俄的战略对抗凸显。半岛形势濒近危局，但并未失控，朝核问题
处于关键节点。

一、朝加速核导开发步伐，同国际社会的对立加剧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 日，朝鲜进行了第六次、也是最近两年内的第三次核试
验，这是迄今为止威力最大的一次核试验，朝方宣布为“成功的氢弹试验”。
截至 １１ 月，朝鲜共进行了 １５ 次弹道导弹试射，共发射了 ２０ 枚导弹。２０１７
年，朝鲜实现了导弹型号多样化，试射了“北极星 －２”
“火星 －１２”
“火星 －１４”
中程弹道导弹和“火星 －１５”洲际弹道导弹。朝导弹射程有所提升，７ 月份
发射的“火星 －１４”导弹最大射高 ３，７００ 多公里，射程约 １，０００ 多公里 ；１１
月份以高角度发射的“火星 －１５”洲际导弹，射高达 ４，４７５ 公里，飞行距离
９５０ 公里。朝称“火星 －１５”射程可以达到美国本土。朝鲜导弹机动发射能
力增强。２０１７ 年，朝鲜从境内 ９ 个不同地点实施了发射。１１ 月底，金正恩
正式宣布，朝鲜“完成了国家核武力开发的历史大业，实现了建设导弹强国
的伟业”。［１］
针对朝鲜加速核导开发的举动，联合国安理会在 ３ 个月内通过了 ３ 个
对朝制裁决议——第 ２３５６ 号（６ 月 ２ 日）、第 ２３７１ 号（８ 月 ５ 日）、２３７５
号（９ 月 １１ 日）安理会决议。３ 个制裁决议旨在掐断朝鲜的外汇资金链，
［１］《朝鲜洲际导弹已突破一万公里，“火星 －１５”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变数？》，凤
凰网，ｈｔｔｐ：／／ｗｅｍｅｄｉａ．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４０２８２６２１／ｗｅｍｅｄｉａ．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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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阻止朝鲜核导开发。３ 个决议引发了部分国家（如日本、欧盟）对朝鲜
的单边制裁，以及墨西哥、秘鲁、科威特、西班牙、意大利 ５ 国采取了驱
逐朝鲜大使的措施。
朝鲜对国际制裁做出激烈反弹。朝鲜对联合国安理会多项涉朝决议表示
反对，重申其追求拥核国家地位的坚定决心。朝外相李勇浩称，朝鲜的最终
目的是在核能力上与美国达到平衡态势，追求拥有核武器国家地位已成为朝
鲜的“宿命”。［１］ 这使朝鲜与联合国处于僵局状态，同国际社会的对立加剧。

二、2017 年半岛无生战之危，但时时有生事之虞
（一）美朝相互威慑升级，半岛局势持续紧张
特朗普上台后，一改奥巴马时期的“战略忍耐”政策，把解决朝核问题
提升到了优先地位。美朝之间相互刺激的心理战攻势和相互威胁的军事行
动同时升级。美朝之间爆发了空前激烈的心理战攻防，朝以“核打击”和美
以“打击核（核设施）”相互刺激，并且都引入了“先发制人打击”的作战概
念。美国威胁解决朝核问题包括军事选项，特朗普发出了要以“烈焰和怒火
彻底摧毁朝鲜”的威胁。朝鲜则声言“考虑以‘火星 －１２’中程导弹对关岛
周边进行包围射击的作战方案”。特朗普和金正恩隔空对骂，甚至恶语相加。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９ 日特朗普在联大发表演讲，称金正恩是“火箭人”，后来发
展到骂金正恩为“独裁者”、
“有病的狗崽子”。９ 月 ２１ 日，金正恩则发表声明，
称特朗普是“爱玩火的恶棍、流氓、老疯子”，一定要让特朗普为其狂言付
出代价。
朝鲜半岛的相互军事威摄，几年前就已经常态化，２０１７ 年则进一步升级：
美韩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４ 月的“关键决心”演习和 ８ 月的

［１］《朝鲜外相 ： 若美国实施“斩首”行动 朝鲜只能先发制人》，中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
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０００／２０１７０９２４／３１５０８２９５．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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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支自由卫士”演习）；美国增加航母、Ｂ１Ｂ 战略轰炸机等战略武器赴朝鲜
半岛演习的频度，并将演习区域向前推至靠近半岛的非军事区 ；同时，美
韩实际演练了对朝实施“斩首”行动和打击核设施的作战行动。美国不外乎
三重意图：一是诱使朝鲜先打第一枪；二是长期困扰疲惫朝鲜，消耗其实力，
促其内部生乱 ；三是向中俄展示实力，威吓中俄。而朝鲜则以试核射导回
应美韩的威胁，并实际演练了对韩朝争议岛屿的夺岛演习。美朝相互威慑
的言行和实际的战争准备措施，推高了半岛紧张局势，造成了国际社会对
局势失控的忧虑。
（二）朝鲜半岛并无生战之危
美朝之间的相互刺激非常可笑，双方并非真正要开打，实际上都在虚
张声势，战争并非一触即发。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美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
半岛军事分界线上板门店警备区美军哨所，确认了“外交手段优先，军事选
项为外交提供后盾”的基本立场，并向朝鲜喊话，“美国的目标不是战争，
是完全、可验证、不可逆转的无核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升级对朝动武
的威胁言论，只不过是战争讹诈。
朝鲜一直交替使用“模糊战术”和“边缘战术”，与国际社会周旋。朝
在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核试后，就宣布已成为“有核国家”；２０１６ 年第四次核试后，
更是宣布已成为“核强国”；第六次核试后，宣布“已完成了加装到洲际弹
道导弹上的氢弹试爆”。但无论如何，其核导作战能力尚威胁不了美国，也
没有形成实际使用核武器的战略。中俄关于解决朝核问题“军事手段不能成
为选项”的警示，韩国坚决反对半岛再次生战的立场，强烈地制约了美国的
战争讹诈行径。
（三）朝鲜半岛确有生事之虞
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混乱，政出多门，言行不一。美国务院正式表
明对朝战略为“四不”承诺，即“不谋求朝鲜政权更迭和崩溃 ；不谋求加速
半岛统一 ；不谋求在停战协定军事分界线以北驻军的借口 ；不谋求加剧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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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人民痛苦”。但美国对朝鲜的单边制裁、高强度施压和外交孤立等实际行
动，则是致力于将其逼入死角。由此可见，美国不会放弃搞垮朝鲜政权的
目标。即使朝核问题获得解决，美国还有多个理由搞垮朝鲜政权——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美国针对朝人权问题发动单边制裁，将朝 ７ 人、３ 机关列为
制裁对象 ；１１ 月 ２０ 日，美政府宣布将朝再次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因此，朝鲜半岛只要不摆脱冷战体制，就无法消除作为热点的基因，随时
都有生事之虞。

二、美加大战略推进，半岛战略安全局势恶化
（一）美国在韩完成“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美韩与中俄的战略对抗的
因素增长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美韩达成美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协议。特
朗普执政后，美国唯恐在韩国政权更迭之际，“萨德”部署进程生变，借口
朝核导威胁增长，加速了在韩“萨德”部署进程。韩国文在寅政府上台后，
先是虚晃一枪，以“对萨德部署基地实施环境评估”和“完成国内立法程序”
为由推迟部署，后以朝核导威胁加重为由，决定“临时部署”。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驻韩美军完成了在韩国部署“萨德”程序，６ 部发射架和 Ｘ 波段雷达
全部到位，随即投入作战运用。美韩加速“萨德”入韩进程，意在测试中国
的战略定力，让中国接受美国在亚太地区巩固战略地位的现实。“萨德入韩”
只不过是第一波，此后美国战略安全领域对中国的威胁强度还将增加。
“萨德入韩”对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一是打破了地区战略平衡，损害
中俄战略安全利益，对中俄构成战略威胁，中俄与美韩之间的战略对抗加剧。
二是为日本扩大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开了路，日本开始推进引进陆基“宙斯
盾”反导系统，并向美申请引进“战斧”巡航导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反导
体系将告完成，地区战略平衡将受到严峻挑战，地区军备竞赛升级不可避免。
年内，中俄两军举行三次“反导问题联合吹风会”，强烈敦促美韩重视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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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安全关切，撤出相关设备。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１６ 日，中俄两军在北
京举行“空天安全 －２０１７”第二次首长司令部联合反导计算机演习。三是推
高半岛紧张局势升级。朝鲜以“萨德”的威胁为由坚持拥核，美韩以朝鲜拥
核为借口坚持部署“萨德”。“朝核危机”和“萨德危机”相互叠加，半岛紧
张局势难以缓和。
（二）解决核问题的路线分歧上升为大国战略博弈，无核化机制被利
用为战略博弈的平台
美朝直接对抗的升级，足以证明朝核问题的核心是美朝矛盾 ；其主要
当事方是美国。美国本应对朝鲜半岛无核化负主要责任，但却抛出“中国责
任论”，并对中国发动“次级制裁”。美国既要中国“承包”朝鲜弃核的责任，
又要中国“承担”包庇朝鲜不弃核的责任。美国对朝对中双施压，既压迫朝
鲜弃核，又压迫中国加大对朝制裁的力度，蓄意将朝核问题由美朝矛盾转
化为中朝矛盾，扩大中朝之间对立对抗，破坏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国与中国“合作”之意不足，而“博弈”之心有
余，实现半岛无核化路线上的分歧被人为地扩大。美国并不全面、完整地
执行安理会相关涉朝决议，其既包括对朝制裁，也包括呼吁恢复对话两个
组成部分。但美日韩只强调制裁，每个时期均找出理由拒绝对话。对于六
方会谈这一由中国主导的多边机制，美国采取了抽象地肯定支持、具体地
拆台设阻的两面手法，纠合日韩两国另起炉灶，拼凑应对朝核问题的“三方
共助体制”，架空了六方会谈机制。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
骄横地表示 ：
“美方不打算重返六方会谈。美方希望中俄发挥更大作用并向
美方表明，他们和美方一样关注朝核问题。”［１］ 美国把朝核问题解决进程受阻，
归咎于中国主张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立场，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蹩脚逻辑。

［１］《美方宣称：不打算重返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新浪网 ｈｔｔｐ：／／ｍｉｌ．ｎｅｗｓ．ｓｉｎａ．
ｃｏｍ．ｃｎ／ｄｇｂｙ／２０１７－０３－１７／ｄｏｃ－ｉｆｙｃｎｐｖｈ４７８０５０１．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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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强化在半岛的战略布势，冲击地缘政治格局的稳定
特朗普政府否定了前任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但并没有
改变以朝核威胁为切入点、以美韩同盟为依托，强化其在亚太地区战略布
势的根本企图。特朗普的对朝鲜半岛政策，在构建亚太地区同盟关系网络、
军事基地网络、导弹防御体系和美军事力量前沿部署四个方面，均沿袭了
奥巴马的政策。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４８ 届美韩安保会议（ＳＣＭ）上，美韩达成“将研究
在韩长期轮换部署美战略武器”的协议。据韩军透露，美韩考虑选择两种
方案 ：一是美国在半岛轮换部署 Ｆ－２２、Ｆ－３５Ｂ 战机 ；二是向半岛定期出动
Ｂ－１Ｂ 轰炸机、核动力航母，并增加其出动次数。［１］ ２０１７ 年，美军通过联合
军演已实现了部分战略武器轮换部署计划。在 １０ 月份举行的美韩第 ４９ 次
国防部长会议上，美国又承诺在韩国及周边地区部署更多的战略武器。美
国这一承诺，成为其增加亚太地区军事部署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韩方透露，
美军战略武器最快将在年底前在半岛完成轮换部署。［２］ 美国此举进一步完成
了其在东北亚地区的攻势型战略布势，对地缘政治格局稳定造成新的冲击。

四、无核化进程处于关键节点，朝核问题并非“死结”

（一）无核化进程处于关键节点
一是朝鲜问题相关国家的战略底线激烈碰撞，核僵局一时难以打破。
朝核问题的核心是朝美矛盾，其本质是安全问题。但美国并不承认这一现实。
朝鲜拥核的意志更坚定，无意改变其核导开发与经济发展并进的基本路线。
［１］《韩高官：美或在半岛循环部署 Ｆ－２２ 和 Ｆ－３５Ｂ 战机》，环球网，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２０１７－０９／１１２９３１５９．ｈｔｍｌ。
［２］《美军 Ｆ２２ 战机年前或进驻朝鲜半岛 中国外交部回应》，新浪网，ｈｔｔｐ：／／ｍｉｌ．
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７－０９－２９／ｄｏｃ－ｉｆｙｍｋｘｍｈ７７６７００７．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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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对朝制裁手段的使用已经达到极限。
二是制裁施压解决朝核问题的方式值得反思。２００５ 年第四轮六方会谈
发表的《９·１９ 共同声明》浓缩了包括朝鲜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国家共同的安
全关切和意愿，六方会谈机制成为一个以多边对话机制解决地区性危机事
态的范例。可惜的是，随着美韩政府的更迭，从 ２００９ 年起，六方会谈机制
瘫痪。过去的 ９ 年中，半岛无核化进程脱离了对话协商轨道，主要以制裁
施压的方式维持。从 ２００６ 年安理会针对朝射导通过 １６９５ 号决议起，安理
会共通过了 １０ 个涉及朝鲜核导开发的决议，除第一个 １６９５ 号决议外，有
９ 个决议包含了对朝实施制裁的方案。朝鲜 ３７ 个实体和 ４４ 名个人被列为制
裁对象。美日还对朝鲜实施了单边制裁。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分 ７ 次将
４９ 个涉朝团体和 ５６ 名个人列入制裁名单，８ 至 １１ 月，美国每月发动一项
对朝制裁。日本的对朝单边制裁对象共 ７２ 个团体、８１ 名个人。美国的制裁
对象中还包括了中国和俄罗斯的数家企业。但是，制裁和施压并未能阻止
朝鲜的核导开发意志，其核导开发正是在制裁和施压中快速发展，而且随
着制裁力度一次比一次增强，朝鲜的核导能力一步一个台阶地发展。
９ 年来，半岛无核化进程陷入“制裁—核试—再制裁—再核试”的恶性
循环之中。其主要原因 ：一是缘于朝鲜对拥核保安全的迷信，置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于不顾，挑战核不扩散体制 ；二是缘于美国对制裁施压手段的迷
信，拒不放弃对朝敌视政策，并试图以朝核问题为抓手对中国实施战略遏制。
事实证明，制裁、施压的方法解决不了朝鲜弃核问题，其能否使朝鲜回归
对话协商的轨道尚存疑问，而因此造成朝鲜人道主义危机的可能性更大。
（二）朝核问题并未成为“死结”
首先，国际社会以外交和政治方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识正在扩大。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７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争
取尽早找到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办法。９ 月 １０ 日，默克尔重申，德国愿意
直接参与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可以参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模式处理。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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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朝核问题困难重重，但有关国家正在探讨解决办法，不排除打破核僵
局的可能性。
其次，中俄提出了客观可行的“路线图”。中国和俄罗斯出于“推动一
揽子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半岛问题，实现东北亚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共同
战略目标，以中方“双轨并行”思路、“双暂停”倡议及俄方“分步走”设想
为基础，共同提出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路线图”。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中
俄外交部发表了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合声明——“中俄共同倡议”。该倡
议与 ２００５ 年六方会谈发表的“９·１９”共同声明中各方达成的共识完全一致，
同时也反映了朝鲜半岛当前的客观现实，为解决有关各方最紧迫的安全关
切，通过对话实现半岛无核化和维护半岛及地区和平与安全，提供了客观
公正、现实可行的方案。
第三，朝鲜在达到拥核的阶段性目标后可能调整对话策略。朝鲜从未
放弃与美直接对话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朝鲜一直交替使用“模糊战
术”和“边缘战术”。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金正恩在指导“火星 －１２”导弹发
射时称，朝鲜的“国家核武力量几近终点”，同时又表示朝鲜的“最终目标是
实现与美国实质性的实力均衡”。“几近终点”是朝鲜自己的判断，“与美国
实力均衡”的标准也由朝鲜自定，都有很大的伸缩性。这种伸缩性为恢复美
朝对话的外交策略调整预留了空间。从 ９ 月 １５ 日起，朝鲜核导活动停止了
７５ 天。１１ 月 ２９ 日，朝鲜重新恢复发射导弹，并宣布“完成了国家核武力开
发的历史大业，实现了建设导弹强国的伟业”。这似乎可以解读为朝鲜在达
成阶段性目标后，可能考虑改变“朝核问题不能回到谈判桌上”的立场。
第四，美国并没有关死美朝对话大门。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美国务卿蒂
勒森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优先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核问题。９ 月 ２８ 日，
美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重申，“美对朝鲜施压旨在
将朝拉回谈判桌”。 １０ 月 １０ 日，美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强调，外交手段仍
是美国在处理朝核问题上的首选方式。美朝仍然保持着接触渠道。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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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美朝之间调停，美朝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五、中韩关系中的“萨德危机”仍未完全了结

（一）“萨德危机”起因于韩国适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改变对
部署“萨德”的立场
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并不是朝鲜核导开发引来的。早在 １９９８ 年，
美国就已要求韩国加入“战区导弹防御体系”（ＴＭＤ），当时朝鲜的核导弹还
没成气候。１９９８—２０１４ 年，韩国一直坚持不加入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
理由之一就是“避免刺激周边国家”。［１］ 朴槿惠政府上台后，一改韩国过去
１５ 年的立场，“从韩美同盟层面出发”和为了“维护韩美同盟的军事实力”，
同意驻韩美军部署“萨德”。韩国立场的转变，对美韩达成部署“萨德”协
议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二）韩国在中韩外交交涉中，以“模糊战术”敷衍中国
中国反对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的立场是一贯的。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中旬，
中美两国外交部官员先后访问韩国，围绕部署“萨德”陈述各自立场，做韩
国的工作。此后，在 １ 年半的时间里，中国在不同的级别，就“萨德”问
题向韩国进行多次外交交涉。韩国一直用“三无”
（无邀请、无协议、无决定，
ｔｈｒｅｅ ＮＯ ：Ｎｏ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Ｎｏ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政 策 搪 塞 中 国。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习近平主席向韩国总理黄教安表示，希望韩方重视中方的合
理安全关切，慎重妥善处理美在韩部署“萨德”问题。但仅过 ９ 天，美韩即
于 ７ 月 ８ 日发布了就美在韩部署“萨德”达成的协议。中韩关系因此受到撕
裂性创伤，脱离了健康发展轨道。

［１］ 杨锡联：《２０１６ 年朝鲜半岛形势回顾与展望》，载《和平与发展》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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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韩关系回暖，“萨德”问题并未了结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中韩两国外交部就阶段性解决“萨德”问题达成
一些共识。１０ 月 ３０ 日，韩国外长康京和做出了“三不承诺”，即“韩国政府
不加入美国的反导体系 ；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为三方军事同盟 ；韩
国政府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系统”。“三不”之外还有“一限”，即“限制
‘萨德’，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
中韩两国外交沟通的积极意义在于：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和“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两项原则，并重申“继续通过一切外交手段推动解
决朝核问题”的共同立场。
但是，韩国的“三不承诺”并未使“萨德”危机画上句号。“三不承诺”
没有实际意义，也无法验证。即使韩国承诺不加入美反导体系，但是部署
在韩国的“萨德”系统毫无疑问是美国反导体系的组成部分。落地韩国的
“萨德”系统是由美国操作，是否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韩国说话并不算
数，它也不能为美国的行为“打保票”。而且，美国对韩国做出的“三不承诺”
也并不认同。１１ 月 ２ 日，美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表示，“并不
认为韩国康京和外长的发言是最后的决定”，“对韩国会否放弃这三个领域
的主权表示怀疑”。［１］
中韩关系似乎翻过了一页，但“萨德”危机并未了结，韩国能否兑现承诺，
妥善处理“萨德”问题，仍存变数。“萨德”对中国构成的战略威胁依然存在，
中俄与美韩的战略对抗仍将继续。

【收稿日期 ：2017-12-04】

［１］《文在寅：美国是韩国的同盟，但日本并不是》，凤凰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
ａ／２０１７１１０６／５２９９４８９７＿０．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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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文化转型与两岸关系 [1]
潘亚玲
【内 容 提 要 】特朗普的当选标志着美国当代政治文化转型的正式启动。
该转型的基本动力源于美国霸权衰落、体制僵化和观念演变，推动其
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行为的极端化发展，并强化了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怀
疑。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对其外交战略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大致包括
现实主义的霸权衰落管理、理想主义的霸权重建和冒险主义的中国崛
起管理三个方面。在这一外交战略调整之中，台湾地区因其特殊地位
可为美国提供“四两拨千斤”的重要筹码。尽管“一个中国”原则是中
美关系的重要基础，但不能低估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极端主义要素，
大陆在应对美国政治文化转型、外交战略调整对两岸关系的潜在冲击
时，应当做好更为全面、宏观和长远的战略准备。
【 关 键 词 】特朗普政府 政治文化 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 两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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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文系笔者承担的 ２０１７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回潮研
究”
（１７ＢＭＺ０９０）的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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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的历史视角看，美国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从短期看，在冷战结束后不到 ３０ 年的时间内，美国经历了从“历史的终结”
到“恐惧合众国”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ｒ）的大起大落，冷战结束后的“历史
假期”
（ｈｏｌｉｄ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１］ 已然终结，美国的霸权地位正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挑战 ；从长期看，自建国直到冷战结束，尽管时有起伏，但美国始终
是一路高歌，从一个新建的弱国发展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进入 ２１
世纪后的种种发展似乎表明，美国国运的基本态势正发生历史性的转变，
即可能从兴盛转向衰落。对于这一潜在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字路口”，
美国人并非茫然无觉，相反，美国政治、社会各层面均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唐纳德·特朗普在 ２０１６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可以被视作一个标志性的
事件——它不只是政治制度层面的重大变化的表征，更是深层次的美国政
治文化转型的产物。当代美国政治文化转型从根本上源于其霸权相对衰落、
政治体制僵化和社会观念演变，具有明显的极端化特征，表现为政治价值
观和政治行为的极端化，对政治制度的高度怀疑和不信任。由此而来，尤
其是必须应对自身霸权的相对衰落，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也势所必然，进
而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两岸关系。笔者认为，政治文化转型背景下的美国外
交战略调整可能包含三个要素，即现实主义的霸权衰落管理战略，理想主
义的霸权重建战略及冒险主义的中国崛起管理战略。其中每个要素都会涉
及大陆中国，进而对两岸关系产生影响——特别是美国可利用台湾地区在
中美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强化自身的谈判地位。尽管“一个中国”原则是中
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但大陆必须充分认识到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极端化倾
向，并据此做好充分的战略准备。

［１］ Ｇｅｏｒｇｅ Ｗｉｌｌ，“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Ｏｕｒ Ｈｏｌｉｄａｙ ｆｒｏ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ｅｗｉｓｈ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 ２００１， ｈｔｔｐ：／／ｊｅｗｉｓｈｗｏｒｌｄ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ｍ／ｃｏｌｓ／ｗｉｌｌ０９１２０１．ａ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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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根源与特征
面对唐纳德·特朗普在 ２０１６ 年美国大选中的异军突起，大多数理论家、
观察家和评论家都有一种无力感。［１］ 在笔者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特朗
普崛起所代表的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不够理解。无论是“茶党运动”和“占
领华尔街运动”，还是 ２０１６ 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等，
很大程度上都是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表征。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相对实
力的变化，其政治制度的僵化与政治极化以及公众对上述发展的观念变化，
才是推动这一转型的基本动力。
（一）导致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其冷战结束后的
霸权相对衰落。尽管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绝对实力始终处于稳步上升
之中，如其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从 １９９０ 年冷战结束时的 ５．７５ 万亿美元增
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７．９４７ 万亿美元，人均 ＧＤＰ 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３ 万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６ 万美元 ［２］，但美国的霸权仍很大程度上相对地衰落了。例如，
金砖五国在 １９９０ 年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总量的 ７．８７％，到 ２００７ 年就
快速上升至 １３．４７％，到 ２０１５ 年更是占到全球的 ２２．２６％。［３］ 正是这一经济
实力的此消彼长，导致西方世界普遍对美国霸权的延续感到悲观，认为美
国统治的时代正在终结，因为“其余世界”
（ｔｈｅ Ｒｅｓｔ）正在崛起，它们在组
织其社会、生产财富等方面都表现更佳。［４］ 这种相对衰落不仅展示出一种“世
［１］ Ｃａｒｌｏｓ Ｌ． Ｙｏｄａ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Ｄｏｎａｌ Ｔｒｕｍｐ＇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ｙ，”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ｒｃｈ １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ｉｒ．ｉｎｆｏ／２０１６／０３／１９／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ｙ／．
［２］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ｌａｓｔ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ｉ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ｄａｔａ．
［４］ Ｆａｒｅｅ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ｅｎｇｕｉｎ， ２００９； Ｆａｒｅｅ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Ｈ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ａｎ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８７， Ｎｏ． ３， Ｍａｙ／Ｊｕｎｅ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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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历史性趋势”，更凸显了美国自身的问题，［１］ 如美国经济竞争力持续削弱，
特别是基础设施老化和教育质量下降，社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 ［２］，联邦财政
状况正变得日益危险，等等。
（二）美国的政治制度僵化与政治极化，为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提
供了制度环境。尽管在其建国之初，美国的政治制度结合了欧洲传统和美
国创新，成为引领西方民主制度发展的榜样。但在过去的 ２００ 多年里，美
国的政治制度并未作重大更新，相反，各种权势集团、利益集团日益强大，
各种政治制度、选举安排等日益僵化，总体上导致了美国政治制度僵化与
政治极化。一是政党极化及其导致的政策僵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系列
调查，在 １９９４—２０１４ 年间，民主党变得更加左、共和党变得更加右 ：２０１４
年有 ９２％ 的共和党人趋于极端，而 １９９４ 年时这一比例为 ６４％ ；在民主党
一端，２０１４ 年有 ９４％ 的趋于极端，１９９４ 年时为 ７０％。［３］ 二是政治极化向
整个社会蔓延。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也显示，在 １９９４—２０１４ 年间，美国人
中持极端政治立场的比重已经从 １０％ 增加到 ２１％ ；中间派则大幅缩水，从
１９９４ 年的 ４９％ 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９％。［４］ 同时，美国的人口地理也显示出
一种明显的社会对抗化趋势。选民在国内依据政治态度而有目的的迁移，
导致了地区性的态度极化，南部地区在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上，

［１］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甚至超过 ４％，但此后一路下跌，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跌至 ３％ 以下，进入 ２１ 世纪后甚至跌至 ２％ 以下。参见 ［ 英 ］ 安格斯·麦
迪森 ：《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 章。
［２］ Ｇｉｌｌｉａｎ Ｂ． Ｗｈｉｔ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ｉｓ ａｔ ａ ３０－Ｙｅａｒ Ｈｉｇｈ，”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ｍ／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２０１４／１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ｒｉｃｈ－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ｐｏｏｒ－ａｔ－３０－ｙｅａｒ－ｈｉｇｈ／３８３８６６／．
［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Ｊｕｎｅ １２，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ｐｒｅｓｓ．ｏｒｇ／２０１４／０６／１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ｐｕｂｌｉｃ／．
［４］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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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北地区、西海岸、中西部地区尖锐对立，与山区州也有重大差异。［１］
（三）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及相应的观念变化，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政
治文化的当代转型。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１９６０ 年时美国仍是一个
黑白分明的国家，其中白人占 ８９％，黑人约占 １１％，另有极少数的其他种
族或族裔团体。但在 １９６５ 年《移民与国籍法案》颁布之后，亚洲新移民和
拉丁美洲新移民涌入，使得这一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自 １９７０ 年起，美国
日益转变为一个多种族和多族裔的社会。到 ２０００ 年，非西班牙裔白人占到
美国人口的 ７０％，黑人和西班牙裔各占约 １２．６％，亚裔增加到 ４．１％，土著
美国人也增长到 １．２％。根据评估，美国人口的种族和族裔多样性在未来 ４０
年里仍将继续发展。到 ２０５０ 年，美国将是一个“少数中的多数”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国家，非西班牙裔白人将占 ４９％，西班牙裔占 ３０％，黑人占 １４％，
亚裔占 ９％，土著美国人占 １％，土著夏威夷及其他太平洋岛屿人占 ０．４％。［２］
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正在改变美国选民并重塑美国政党。例如，新兴选民
大部分支持民主党，成为奥巴马两届总统大选获胜的重要原因。［３］ 在 ２０１６
年总统大选中，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支持特朗普的选民
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且种族偏白，年龄偏大，其 ９１％ 的支持者为白人，
５８％ 的支持者是男性。更具体地说，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于德国裔、
斯堪的纳维亚裔、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４］
［１］ Ｉａｎ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００６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３， ２０１１， ｐｐ． ５１２－５３３．
［２］“Ａ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ｉｄｃｅｎｔｕｒｙ，”Ｕ．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４，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ｎｓｕｓ．ｇｏｖ／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ｂ０８－１２３．ｈｔｍｌ．
［３］ Ｒｕｙ Ｔｅｉｘｅｉｒａ，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Ｋｅｎｙ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Ｍａｒｃｈ ８－１０， ２０１０．
［４］ Ｊａｙｍａｎ，“Ｔｈ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Ｐａｒｔ １：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Ｕｎｚ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Ｍａｒｃｈ １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ｚ．ｃｏｍ／ｊｍａｎ／ｔｈｅ－
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ｐａｒｔ－１－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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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主要包括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三个层次。［１］ 尽
管可能仍处于刚刚启动的阶段，但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确在三个层次都有
明确表现，并有较为明显的极端化特征。
第一，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主要表现为其政治价值观的极端化发
展，“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其代表产物。出于对美国未来发
展的怀疑和焦虑，茶党运动强调一种极端的民粹主义 ：一方面，坚决主张
限制联邦政府权力，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州政府，压缩国家债务，减少政
府开支，降低税收 ；［２］ 另一方面，强调自力更生、反精英主义和骄傲的个
人主义。由于政治现实简化为“我们对他们”
“善对恶”的对抗，茶党运动陷
入了极端主义和绝对主义，使其无法长期延续。与茶党运动相比，占领华
尔街运动是另一种形式的极端民粹主义，更多是种进步主义、无政府主义、
既具破坏性又具乌托邦情怀的运动，基于一种无力感和幻灭感，它将社会
公正、参与民主和集体主义等话语提升到政治文化的前台。［３］ 占领华尔街运
动最经常使用的口号是不平等和“１％”，其他还包括“政治金钱”
“公司贪婪”、
教育获得等。［４］ 因为其极端的民粹主义性质，占领华尔街运动一开始便陷入
两难 ：要么放弃传统的选举战略和立法改革的政治进程，这本身注定是腐
败的和无望的；要么尝试复苏强大的自由主义国家，但这正是他们所反对的。
表面上，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或更为
［１］ 有关政治文化内涵的讨论，可参见 ［ 美 ］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 ：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英 ］
安德鲁·海伍德 ：
《政治学》，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美 ］ 迈克尔·布
林特：
《政治文化的谱系》，卢春龙、袁倩译，丛日云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等。
［２］ Ｒｏｎａｌｄ Ｐ． Ｆｏｒｍｉｓａｎｏ， Ｔｈｅ Ｔｅａ Ｐａｒｔｙ：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 １．
［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ａｚ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５， ｐｐ． １９６－１９８， ２０１－２０２．
［４］ Ｐｅｎｎｙ Ｌｅｗｉｓ，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Ｌｕｃｅ， ａｎｄ Ｒｕｔｈ Ｍｉｌｋｍａ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 Ｂｏｔｔｏｍ－
Ｕｐ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ｙ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Ｍｕｒｐｈ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０１３， 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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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的霸权衰落所触发的，但它们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美国人政治价值观
体系的极端化发展原因。在 ２０１６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也极其高明地
利用了茶党运动与占领华尔街运动背后的政治价值观极端化发展。一方面，
反精英主义或反建制主义、“白人至上”等都是“特朗普现象”的重要特征，
因此部分茶党人士将此次大选视作茶党复兴的重要机会，但由于特朗普并
不代表真正的保守主义，这也使茶党运动陷入尴尬境地。［１］ 另一方面，特
朗普借用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而改变了该运动没有聚焦、没有纲领、
没有遗产的状况，从而一举获得成功。［２］
第二，美国政治行为朝向道德化、极端化方向发展。对美国而言，冷
战结束“似乎暗示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为之奋斗了”。［３］ 许多人都在为丧
失敌人而悲叹 ：由于敌人的明晰性，冷战“有种优雅的简单”，而新世界“更
为流动、更为无形、更为模糊”。［４］ 所有这些都使美国人陷入一种焦躁不安
之中，四处寻找新的“敌人”，美国的政治行为由此朝向更为道德化和极端
化的方向发展。美国在“９·１１”后建立了各类临时性的“志愿者联盟”，以
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以充满冒险主义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预防性地管理
［１］ Ｓｅｔｈ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Ｔｒｕｍｐ Ｔｒａｉｎ Ｄｅｒａｉｌｓ Ｔｅａ Ｐａｒ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Ｔｉｍ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１６／ａｕｇ／３／ｔｅａ－ｐａｒｔｙ－ｐｕｓｈｅｄ－ｔｏ－
ｔｈｅ－ｓｉｄｅ－ｂｙ－ｔｒｕｍｐ－ｊｕｇｇｅｒｎａｕｔ／； Ｄａｖｉｄ Ｍ． Ｄｒｕｃｋｅｒ，“Ｔｅａ Ｐａｒｔｙ Ｓｏｕｒｓ ｏｎ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 Ｊｕｌｙ １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ｃｏｍ／ｔｅａ－ｐａｒｔｙ－ｓｏｕｒｓ－
ｏｎ－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５６８５５２．
［２］ Ｂｌａｋｅ Ｆｌｅｅｔｗｏｏｄ，“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ｃｃｕｐｙ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Ｅｌｉｔｅ，”Ｔｈｅ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
ｂｌａｋｅ－ｆｌｅｅｔｗｏｏｄ／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ｏｃｃ＿１＿ｂ＿８１９８４０４．ｈｔｍｌ； Ｒａｃｈｅｌ Ｍａｒｓｄｅｎ，“Ｔｒｕｍｐ
Ｉｓ Ｓｕｃｃｅｅｄｉｎｇ Ｗｈｅｒｅ Ｏｃｃｕｐｙ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Ｆａｉｌｅｄ，”Ｔｏｗｎｈａｌｌ， Ｍａｒｃｈ 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ｔｏｗｎｈａｌｌ．
ｃｏｍ／ｃｏｌｕｍｎｉｓｔｓ／ｒａｃｈｅｌｍａｒｓｄｅｎ／２０１６／０３／０２／ｔｒｕｍｐ－ｉｓ－ｓｕｃｃｅｅｄｉｎｇ－ｗｈｅｒｅ－ｏｃｃｕｐｙ－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
ｆａｉｌｅｄ－ｎ２１２７１６４．
［３］ Ａｎｄｒｅｗ Ｊ． Ｂａｃｅｖｉｃｈ，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ｍ： Ｈ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ｒｅ Ｓ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Ｗａｒ，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 １８２．
［４］ Ｊａｍｅｓ 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Ｎｅｗ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Ｎｅｗ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 ８５， 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ｐｐ．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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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权势转移 ［１］ 等等，都是其外在体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道德化与极
端化发展更多体现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对美国“道德危
机”的讨论和归因 ［２］，进而指责美国公众因为“丧失了团队精神”从而“放
纵对消费的追求”［３］，甚至直接将道德衰败、社会颓废等罪名扣到美国公众
头上。此类道德化和极端化的政治行为，在 ２０１６ 年总统大选中表现得淋漓
尽致，特别是在特朗普身上。［４］
第三，美国人对其政治制度体系的怀疑度显著上升。一是对自身国家
发展的信心明显下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公布的一项调查
报告显示，美国人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预期普遍较为悲观。就整体而言，悲
观比例达到 ４９％，比乐观的人多出 ５ 个百分点。其中，顽固保守派极度悲
观（７９％），商业保守派也相对悲观（５９％），尽管坚定的自由派中也有高
达 ７０％ 的人持乐观态度。 ［５］ 二是对美国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日益持怀疑态
度。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后，有超过 ７０％ 的人相信美国的国家
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但到 ２０１６ 年，则有超过 ７０％ 的人认为是错误的。 ［６］
三是对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的信任度总体偏低。美国公众对奥巴马总统
［１］ 张春 ：
《管理中美权势转移 ：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期，第 ７９－８０ 页。
［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 Ｍａｉｅ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Ｊｕｌｙ／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９４．
［３］ Ｊａｍｅｓ Ｋ． Ｓｅｂｅｎｉｕ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Ｇ．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ｇｅｎｄａ，”ｉｎ Ｇｒａｈａｍ Ｔ．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Ｔｒｅｖｅｒｔｏｎ ｅｄｓ．，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ｔｏ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ｏｒｔｏｎ， １９９２， ｐ． ８４．
［４］ Ｍａｒｙ Ｄｕｄｚｉａｋ，“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Ｍｏｒ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２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２０１６／０７／２３／ｏｐｉｎｉｏｎ／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ｍｏｒ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ｈｔｍｌ； Ｍａｒｃ Ｊｏｆｆｅ，“Ｂｅｈｉｎｄ Ｔｒｕｍｐ＇ｓ Ｒｉｓｅ： Ａ Ｆａｌｓ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Ｆｉｓｃ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ｆｉｓｃａｌ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Ｃｏｌｕｍｎｓ／２０１６／０３／２９／
Ｂｅｈｉｎｄ－Ｔｒｕｍｐ－ｓ－Ｒｉｓｅ－Ｆａｌｓｅ－Ｓｅｎｓｅ－Ｃｒｉｓｉｓ－Ａｍｅｒｉｃａ．
［５］“Ｂｅｙｏｎｄ Ｒｅｄ ｖｓ． Ｂｌｕ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Ｊｕｎｅ ２６，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ｐｒｅｓｓ．ｏｒｇ／２０１４／０６／２６／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ｂｅｙｏｎｄ－ｒｅｄ－ｖｓ－ｂｌｕｅ／．
［６］ Ｐｕｂｌｉｃ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Ｏｖ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Ｍａｙ ５， ２０１６， ｐ．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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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度自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开始下滑，一直持续到特朗普当选 ；自 ２００６ 年
以来，认为国会两院政策倡议将引领国家迈向错误方向的比例始终在 ５０％
以上 ；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也自 ２０１１ 年起下跌，自 ２０１５ 年起不信任度开
始超过信任度。 ［１］ 四是对美国是否仍然伟大的信念日渐动摇。皮尤研究中
心的调查显示，２０１４ 年，只有 ２８％ 的美国人相信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
大多数美国人选择相信美国只是其中之一，而还有 １２％ 的人甚至认为，有
比美国更加伟大的国家。 ［２］ 最后，美国人对本国的世界地位和作用也不再
那么笃定。２０１３ 年，首次有超过半数（５３％）的人认为美国相比 １０ 年前
不那么重要了，这是自 １９７４ 年以来的第一次；尽管这一数据之后有所回落，
但到 ２０１６ 年仍保持在 ４６％。 ［３］ 而且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参与国
际事务极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糕”，２０１４ 年这一比例为 ４０％，到 ２０１６
年进一步上升为 ４９％。 ［４］

二、美国政治文化转型与外交战略调整
迄今为止，美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轨迹都是一种线性向上的模式。进入
２１ 世纪后，美国第一次面临着发展轨迹的逆转或者说国运衰落。由于长期
处于顺境中，突然陷入逆境极易出现迷惘、慌张和混乱。就此而言，当前

［１］“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ｏｌｌ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ｃｏｍ／．
［２］“Ｂｅｙｏｎｄ Ｒｅｄ ｖｓ． Ｂｌｕ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Ｊｕｎｅ ２６，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ｐｒｅｓｓ．ｏｒｇ／２０１４／０６／２６／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ｂｅｙｏｎｄ－ｒｅｄ－ｖｓ－
ｂｌｕｅ／．
［３］ Ｐｕｂｌｉｃ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Ｏｖ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Ｍａｙ ５， ２０１６， ｐ． ５９．
［４］“Ｂｅｙｏｎｄ Ｒｅｄ ｖｓ． Ｂｌｕ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Ｊｕｎｅ ２６，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ｐｒｅｓｓ．ｏｒｇ／２０１４／０６／２６／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ｂｅｙｏｎｄ－ｒｅｄ－ｖｓ－
ｂｌｕ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Ｏｖ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Ｍａｙ ５， ２０１６， 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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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政治文化转型可能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远比历史上任何一次转型
都要重大。由于这一转型的核心动因是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结合其政治
文化转型的极端化倾向，因此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可能包括三个关键要素，
即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冒险主义。
（一）现实主义的霸权衰落管理战略
尽管对美国霸权是否衰落仍存在重大争论，但一个明显的事态是，美
国决策界和思想界已经将霸权相对衰落当作是其外交战略决策的重要假设
或前提之一。［１］ 尽管如此，美国并无相应的历史经验，而历史上可供参考
的经验也并不多，大体可分为先发制人式打击、战略收缩及霸权禅让三种。
就美国目前的战略环境而言，战略收缩是最为现实和节约的战略选择 ；再
加上美国自身的地理优势，现实主义地管理霸权衰落，无疑是相当经济的
战略选择，同时某种程度也有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战略作为参照。
通过战略收缩以管理霸权衰落，有着重大的现实可行性 ：首先，美国
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其拥有战略收缩或扩张的极大自由 ；其次，美国霸权衰
落的相对性而非绝对性，决定了现实主义地管理霸权衰落是可行的 ；最后，
因为以上因素的存在，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针对衰落霸权的制衡联盟很难形
成，客观上有利于美国现实主义地管理霸权衰落。
就战略目标而言，现实主义的管理霸权衰落战略追求一种目标区间方
法，其最高目标是在竭力维持霸权的基础上寻求再度称霸 ；最低目标则是
尽可能延长美国霸权并实现体面衰落。这一目标区间方法能够为美国外交
带来经济霸权相对衰落所最需要的战略灵活性、经济性和实用性 ：一是可
无需顾及外部环境，而在战略突进与收缩之间灵活选择 ；二是可根据自身
战略资源，最为经济地开展战略调整 ；三是可实用主义地追求其战略目标，
［１］ 相关讨论可参见潘亚玲：《应对霸权衰落：美国中长期战略前瞻》，载《美国研
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４５－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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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避免霸权衰落极可能陷入的战略僵局。
就战略机制而言，现实主义的管理霸权衰落战略强调国内的战略动员
机制和国际的战略成本分摊机制，以实现对战略成本的有效管理。
就政策方法而言，现实主义的霸权衰落管理战略强调审慎与务实，即
战略实用性。事实上，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的诸多战略举措已经表现
出这一特征。而特朗普的从商经历，将会更加凸显这一实用主义精神。
（二）理想主义的霸权重建战略
尽管由于霸权衰落导致可用战略资源趋于紧张，但美国在制度、规范
等方面仍占据主导优势，这从美国阻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和世界银
行的改革中就可见一斑。因此，一种既节约战略资源、又能最大限度地发
挥美国尚余优势的战略方法，便是将战线从经济霸权竞争转向制度霸权与
规范霸权竞争，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理想主义的。
就战略目标而言，理想主义的霸权重建战略有助于美国在无须增加战
略投入的情况下实现双重战略目标 ：一是维持甚而强化自身的制度霸权与
规范霸权 ；二是为经济霸权的相对衰落争取更多的战略缓冲，进而重建美
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具体而言，这一战略包含三个具体目标 ：一
是防御性地维护其在全球政治—安全机制与规范中的引领地位，主要体现
在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改革方面 ；二是进攻性地全面升级国际贸易—投资
规则，尽管美国已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ＴＰＰ），但美国正通过双边性
贸易和投资谈判来设定对美国有利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 ；三是选择性地
抢占全球治理规范的道德高地，这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相当明显，特朗
普政府的选择性会更强。
就战略机制而言，理想主义的主导地位重建战略强调伙伴关系网络的
进一步完善。相对经济霸权而言，制度霸权与规范霸权更需要强有力的伙
伴关系网络提供保障。为确保“使美国重新伟大”，美国事实上在建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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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圆似的三环伙伴关系网络，其核心是美国的同盟体系，中圈则是与其
他民主的中等强国的伙伴关系，外圈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
就政策方法而言，理想主义的主导地位重建战略更多强调外交手段创
新。这事实上是对美国国内外交手段的创新，或对美国外交决策和执行逻
辑的改造，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外交地方化，即地方行为体参与国际
交往的数量和频率都在快速增加，尤其体现在全球气候外交领域 ；二是外
交私有化，即诸多私人行为体在美国外交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特别
是美国的私人安保公司的发展上 ；三是外交族裔化，即利用其移民社会的
独特优势，利用移民或促进、或阻碍美国与相关族裔故乡的关系。［１］
（三）冒险主义的中国崛起管理战略
为了简化战略复杂性以及实现最大程度的战略经济，处于战略焦躁期
的美国将矛头指向了崛起中的中国，试图通过预防性地管理中美权势转移，
遏制美国认为的最大潜在挑战者的“威胁”，从而实现霸权护持目标。
就战略目标而言，冒险主义的中国崛起管理战略旨在通过一套政策体
系，预防性地管理中美权势转移，既实现战略节约和战略集中，又实现短
期见效、振奋民心的目标。这套政策体系在奥巴马时期是“亚太再平衡”战
略 ；特朗普总统一度试图建构美俄合作，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在遭遇失
败后其总体战略尚不明朗。对美国而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及其快速崛起，
带来一种根本性的两难 ：一方面，美国所推动和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不仅服务于美国资本的扩张需要，还使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受益，为后者
提供了进一步融入自由主义秩序的机会 ；另一方面，美国从一开始就担心，
崛起的中国将拒绝在美国规则的基础上参与博弈，最终成为自由主义秩序
体系的破坏者而非支持者。［２］ 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快速崛起在不断压缩美国
［１］ 参见潘亚玲：《亚裔美国人游说与中美关系》，辽宁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２］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Ｌ 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ｙｕ Ｐｕ， “Ａｆｔｅｒ Ｕｎｉ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Ｕ．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１， ２０１１，
ｐｐ． ４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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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中国的战略耐心，进而促使其冒险主义战略的加速出台。
就战略机制而言，冒险主义的中国崛起管理战略试图建立一个可控的
地区对抗机制，使中国深陷于与周边邻国的纠纷中，设法中断中国的战略
机遇期，从而阻止中国的全面崛起，达到管理中美权势转移的愿景目标。
美国所试图构建的可控性地区对抗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美国直接卷
入地区安全互动，并刻意保持体系的适度不稳定，默许甚至纵容其盟国制
造地区不稳定，以试图遏制中国崛起，这主要体现为美国目前对南海争端
的推波助澜 ；二是考虑到冲突甚或战争并不符合亚太地区及各国的实际利
益，因此美国试图将不稳定因素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主要强调如何突破因
中国实力强大而来的反介入 ／ 区域拒止战略，以及通过战略对话减少战略模
糊性并提升战略互信度。
就政策方法而言，冒险主义的中国崛起管理战略尽管强调“两面下注”
（ｈｅｄｇｅ），但更多是从传统的“离岸平衡手”向地区“均势操盘手”的转变——
这或许是其最为危险的地方。美国对华战略的两面性在冷战结束后的历任
政府中均表现得非常明显，特朗普也不例外。随着美国日益强调“两面下注”
中的强硬对抗甚或遏制一面，一个重大危险正在浮现，即美国可能从传统
的“离岸平衡手”向亚太地区“均势操盘手”转变。由于试图推动可控性地
区对抗机制的建构，美国一方面需要继续扮演传统的“离岸平衡手”、搅动
亚太地区的安全互动态势，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深度介入，以确保地区
对抗的可控性。这体现在美国特别是特朗普在南海问题、朝鲜问题、对俄
关系等的立场自相矛盾上。回顾均势发展史，大凡一国放弃其“离岸平衡手”
角色，转而成为“均势操盘手”，其霸权命运很快宣告终结，英国、俄罗斯
都是典型。［１］ 由此而来，美国的这一潜在转变，不仅对美国霸权有着潜在的
［１］ 相关的经典论述可参见 Ｌｕｄｗｉｇ Ｄｅｈｉ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Ｆｏｕｒ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ｕｌｌｍ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ｌｆｒｅｄ Ａ． Ｋｎｏｐｆ， １９６２。

-39-

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重大影响，更可能诱发体系性的战略风险。

三、美国政治文化转型与两岸关系
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核心动力在于对自身霸权相对衰落的认知，而中
美权势转移则位居这一相对衰落的核心 ；由此而来的美国外交战略调整也
将应对中国崛起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其政治文化转型的极端化
倾向的推动下，可能采取冒险主义的中国崛起管理战略。这样，中国内政
外交中的各种“薄弱环节”均可能成为美国管理中国崛起的工具，台湾问题
尤其便于美国利用。换句话说，当代美国政治文化转型及相应的美国外交
战略调整，可能推动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很可能重拾先前特别
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美国对大陆和台湾政策的诸多要素，并赋予其新的历
史意义与内涵，给中国可持续性地崛起和处理两岸关系带来新的挑战。
两岸关系一向是美国对大陆和台湾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砝码，只是其意
义对大陆和台湾而言是不同的。由于马英九执政时期的两岸关系相对稳定，
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做文章的空间并不大，加上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事实上在上升，因此奥巴马政府时期总体上并没有
拿台湾问题大做文章。但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蔡英文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
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分歧正重新凸显。尽管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蔡英文过境美国
访问巴拿马期间，美国政府并未有明显的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动作，但
随着奥巴马总统接近任期结束，各类小动作不断。其中，最严重的便是奥
巴马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签署包含美台高层军事交流内容的《２０１７ 财年国
防授权法案》。奥巴马政府显然意识到，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及两岸关系对
于美国管理中国崛起的机会，进而出现了所谓“最后的疯狂”。对此，中国
外交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等均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必须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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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奥巴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最后的疯狂”有其深层次的战略考虑，既
利用台湾问题迎合特朗普可能的对华政策调整，也借此为在对俄关系上为
特朗普制造麻烦增添筹码。总体而言，奥巴马总统的战术是成功的。
特朗普在当选后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并没有
提及台湾问题，这暗示着其拿台湾问题做文章的可能。同年 １２ 月 ２ 日，特
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中国外交部王毅外长、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发言人均重申中方的一贯立
场，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国有关方面信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
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谨慎、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中美关
系大局受到不必要的干扰。［１］ 同月 １２ 日，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又称，完全
理解“一个中国”政策，但不明白美方为什么必须受该政策束缚，除非美中
就贸易等其他议题达成协议。对此，大陆再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
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２］ 尽管中美双方围
绕该原则持续交锋，但特朗普直到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０ 日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
才正式表态，“充分理解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高度重要性。美国政
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３］ 但美国白宫网站的相关消息却旁生枝节，称
是“应习近平主席要求，尊重‘一个中国’政策”。［４］ 而 ４ 月初的习特会气
氛相当不错，台湾问题并未成为中美领导人讨论的焦点，似乎暗示着台湾

［１］《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答记者
问》，外交部，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ｄｈｄｗ＿６７３０２７／ｔ１４２１０８４．ｓｈｔｍｌ。
［２］《国台办新闻发布会辑录（２０１６－１２－１４）》，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ｗｙｔｂ．ｇｏｖ．ｃｎ／ｘｗｆｂｈ／２０１６１２／ｔ２０１６１２１４＿１１６５３３６３．ｈｔｍ。
［３］《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外交部，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ｙｘ
ｗ／ｔ１４３７４０４．ｓｈｔｍｌ。
［４］ “Ｒｅａｄ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Ｃａｌｌ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
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７／０２／０９／ｒｅａｄｏｕｔ－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ｃａｌｌ－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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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重要性又一次下降。
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内，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起起伏伏，晦
暗不明，使预判该问题未来的走势相对困难。因此，有必要结合美国政治文
化转型和特朗普及其政府的特性，思考美国对大陆和台湾政策的未来走向。
笔者认为，尽管其最终组合模式仍有待观察，但以下三个要素仍相对明显 ：
一是现实主义的回避战略。考虑到中国崛起的速度和中美在诸多领域
日益深入的相互依赖，避免过度挑战中国的政策红线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
的敏感神经，本着现实主义的霸权衰落管理战略的精神，美国可能在两岸
关系上采取一种对其最为有利的“模糊政策”。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美国
政治文化的转型，极端化手法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外交中的常态。因此，
即使是在两岸关系问题上采取模糊政策，特朗普仍可能采取一种回避战略，
如同其一直避免直接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一样，而是会说“应习近平主席
要求”。这样的战术可以使美国在可能的情况下为自身寻找脱身借口，即特
朗普本人从未承认过“一个中国”原则 ；当然其对蔡英文或台湾当局也如是，
即他从未亲口承诺过什么。现实主义的回避战略有两大战略优势，一是不
为未来的任何政策变化预设框架，二是不因台湾问题而触犯中国。这很大
程度上符合现实主义的霸权衰落管理战略的内在要求，特别是战略经济原
则。
二是理想主义的联系战略。特朗普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接受采访时
曾暗示，在中美未就贸易等问题达成协议前，美国或许可以不受“一个中
国”政策束缚。这事实上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议题联系战略——试图使“一个
中国”原则成为谈判筹码，从而与中国达成某种交易 ；同样，这也能成为与
台湾交易的筹码，迫使台湾当局对美作出更大更多的让步。尽管从特朗普
经商经历的角度看，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拿来作交易，但就中美关系
的基本结构和美国对两岸政策的路径依赖看，联系战略明显过于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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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空想主义。对中国政府而言，国家统一或“一个中国”原则根本不在
可与特朗普交易的项目清单上 ；对美国而言，特朗普所继承的是一个正处
于相对衰落通道之中的美国，尽管中美间的相互依赖并不完全对称，但美
国并不拥有具有决定意义的筹码，可迫使中国政府在原则性问题上让步。
因此，理想主义的联系战略虽符合理想主义的霸权重建战略的逻辑，但却
难以诉诸实践。
三是冒险主义的侵蚀战略。从特朗普当选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两岸政
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冒险主义的侵蚀战略，即不断地通过各种动作试探中
国的政策底线，同时试图利用这一系列的试探动摇美国自身政策的传统立
场，或打破在“一个中国”政策上的“路径依赖”。在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大
背景下，这一战略冒险极可能在美国对两岸政策中占据主导。尽管，中国
方面尽可能降低这一冒险主义的冲击，特别是在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后，
将这一战略冒险举动称作“台湾当局的小动作”，但却不能忽视特朗普举动
背后的冒险性和疯狂性。如何既理性、又得当地回应特朗普对华、对两岸
战略的极端化和冒险主义倾向，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政府亟待破解的
政策难题。
综合而言，当代美国政治文化转型及相应的美国外交战略调整，可能
对美国对华政策、两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从政治文化转型的角度看，美
国围绕“一个中国”原则的价值认知似乎正在动摇或至少遭到侵蚀，相应的
制度性安排也正遭到破坏——特别是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中国与美国
围绕台湾问题的政策沟通困难等，相关的政策行为也渐趋极端 ；而从外交
战略调整的角度看，美国的两岸政策也同样包含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冒
险主义要素，但冒险主义很可能成为“主流”。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认为，根本上源于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以特朗
普当选为标志，美国政治文化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 ；由此而来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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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战略也必然作出相应的调整。尽管可能存在某种时间差，但二者的一
个共性是其极端化或冒险主义倾向，这也将相当明显地体现在美国对大陆
和台湾的政策上，必将对两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一段时间的两岸关系可能开启一个新的模式 ：自 １９９６ 年直至马英
九执政时期，中美台三方关系更多是台湾一方在走极端，美国往往对台湾
当局的极端主义和冒险主义选择性利用，大陆则是艰难但坚定地维护“一
个中国”原则 ；在经过马英九时期约 ８ 年的“外交休兵”与两岸和平发展之
后，中美台三方关系出现了一个新变化，即未来极可能是特朗普政府不停
地走极端、打擦边球，台湾当局则在一旁鼓噪，而大陆的政策空间大为压缩，
政策压力大为增加。
在此背景下，大陆需要以更为宏观的战略视野思考相应的应对方略，
而非简单重复“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重要性和“政治正确”性 ：一是要从
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的视角，思考如何与美国内部的进步力量配合，推动美
国政治文化转型朝向更为温和、更为包容和更为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而
非鼓励其极端化与冒险主义 ；二是从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
强化美国方面对中美相互依赖的认知，更好地理解中美可交易项目的边界，
缓解其“高管治国”的理想主义乃至空想主义 ；三是强化自身建设、推进两
岸合作，压缩甚至消除美国在两岸关系问题上采取冒险主义战略的空间。

【收稿日期 ：201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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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深层
动因及对华影响
张昆鹏
【 内容提要】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宣示作为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施政方
针，它的本质既不是重回“孤立主义”，也非“国家主义”的转向，而是
对美国利益内部排序的一次简约而不失深刻的重大调整。在其背后反映
着美国内外形势所面临的深层质变，尤其是“政治正确”与阶层固化给
美国社会内部带来的分裂。新政府的“美国优先”施政方针，将广泛影
响美国在经贸、安全、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对华政策。思考未来的
中美关系发展，中国既要坚持“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的大战
略，又应充分意识到中美关系中依然存在竞争甚至是冲突的一面。因此，
需统筹协调四大对话机制，细化每个机制下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问题，
进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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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优先”的提出及其本质
（一）特朗普对“美国优先”的解释与考虑
“美国优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ｒｓｔ）的概念是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特朗普在赢得共和党
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后在其对外政策阐述中提出的。从这场演讲的语境当中
看，“美国优先”的含义至少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美国的国内利益优先 ；美国
与美国人的安全利益优先 ；美国工人的就业、收入与安全优先。这三重“优
先”在特朗普同年 １０ 月在葛底斯堡发表的“执政百日计划”演说中再次得到
强调，特朗普提出了保护美国工人的 ７ 项措施，并要重振（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社区
安全法”与“国家安全法”
。［１］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的就职演说中，他再次提及“美
国优先”时说 ：
“任何一个关于贸易、税收、移民、外交事务的决定，都将为
美国工人和美国的家庭而做出”，并提出了两条非常简单的原则 ：买美国货
（ｂｕ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雇美国人（ｈｉｒ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 单从字面的含义看，将“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ｒｓｔ”翻译成“美国优先”并非十分恰当，因为“ｆｉｒｓｔ”与“ｐｒｉｏｒｉｔｙ”相比，翻译
成“首先、第一”更为确切。然而从特朗普演讲的具体语境来看，无论是使用
两个词汇的哪一个，其意义都是相同的。但作为政治口号，“ｆｉｒｓｔ”显然要比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更为生动、明快，更符合特朗普的语言风格。同时，在政治上也塑
造了奥巴马政府未将美国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形象，打击了政治对手。
（二）各界对“美国优先”含义理解的历史性误读
从目前各界对于“美国优先”的分析来看，其政策含义存在两种有细微
差异的理解。第一种理解认为“美国优先”即“孤立主义”。英国《金融时
报》首席政治评论员菲利普·斯蒂芬斯撰文称 ：
“美国优先”的实质是“美
［１］《特朗普发表“葛底斯堡演说”畅想“百日新政”》，凤凰网，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ｆｅｎｇ．ｃｏ
ｍ／ａ／２０１６１０２４／１４９５７５２１＿０．ｓｈｔｍｌ。
［２］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Ｔｈｅ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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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独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ｌｏｎｅ），即美国的意愿向“孤立主义”回摆，不仅其承担
“美国治下和平”
（Ｐａｘ Ａｍｅｒｉｃａ）责任的意愿下降，而且更倾向于制定自己
的贸易规则。［１］ 第二种理解认为，“美国优先”意味着美国将由“全球主义”
转向“国家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２］，强调“民族国家仍然是幸福与和谐的真
正基础”［３］。执政后，特朗普一方面要求美国的大企业将投资和就业留在国
内，并积极邀请国外的大企业赴美投资 ；另一方面正式签署法令废止了“跨
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
（ＴＰＰ）协议，并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要求重新谈判。
这些具体的政策做法被视作特朗普“国家主义”转向说的佐证。但是，考察
美国的历史以及当下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以上两种关于“美国优先”的判
断都难以成立。
笔者认为，“美国优先”的政策含义不可能是“孤立主义”。“孤立主义”
的确立源自于华盛顿的《告别辞》，其要义在于告诫当时的美国，要尽最大
的可能避免卷入欧洲的政治和安全问题，应将精力投入到美国的发展、建
设之中。当时，美国的国力有限，凭借大西洋的天险才得以在英国的敌视
中生存下来，若在此时直接介入欧洲内部的争夺，这在战略上无疑是极其
危险的。随着大陆扩张的完成，美国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主动介入国际事务，
１９４１ 年的《租借法案》标志着美国彻底打破“孤立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
美国的孤立主义从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１ 日《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以后就一去不
复返了。”［４］ 美国主导的战后安全体系设置、庞大的盟友体系、广泛分布的
［１］ 菲利普·斯蒂芬斯 ：
《美国优先，还是美国独行？》，ＦＴ 中文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ｔｃ
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ｓｔｏｒｙ／００１０７１０３４？ｐａｇｅ＝ｒｅｓｔ。
［２］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ｉｋｅｔｔｙ，“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ｓｔ＇ ｂａｃｋｌａｓｈ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ｉｋｅｔｔ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ｉｒｓｔｐｏｓ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ａｎｄ－ｒａｃｉｓｔ－ｂａｃｋｌａｓｈ－ａｇａｉｎｓｔ－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ｔｈｏｍａｓ－
ｐｉｋｅｔｔｙ－３０４８８１４．ｈｔｍｌ．
［３］《特朗普 ：中国尊重强国，我们已经失去他们的尊重》，观察者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
ｏｈｕ．ｃｏｍ／ａ／７２５５５０１０＿１１５４７９。
［４］ 余万里：
《解析美国外交中“新孤立主义”现象》，载《国际观察》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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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资本……诸多因素早已将美国的利益同世界的政治、安全问题紧密地
融合在了一起，战后虽有数次“孤立主义”思想的回潮，但美国始终没有回
到“孤立主义”，而且在根本上已不存在回到“孤立主义”的客观条件。［１］
“美国优先”的政策含义也不是由“全球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因为
美国一直以来所坚持的都是“国家主义”，所谓“转向国家主义”的判断根
本不具备逻辑前提。美国之所以积极地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并不是因为有
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具有强大工业力量的美国需要打破进入各
国市场所面临的障碍，凭借自身的工业优势来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而
在此次大选当中，特朗普之所以打出“反全球化”的旗帜，是因为众多的
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的利益在全球化中受到了损害。因此，无论是此前主张
的“全球化”，还是当下的提出的“美国优先”，两者是同构的，均是“国家
主义”的变形。
（三）“美国优先”在本质上是对利益排序的调整
国家利益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具有多种的内容和形式。
因此，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排序。时代背景、自身实力、
主观偏好等等，任何一个具体条件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利益排序的结果。
“美国优先”作为政治人物竞选口号的背后，反映出其对利益排序调整的
新诉求。从特朗普竞选中的宣示以及上任后的政策出台来看，其所谓“美
国优先”的真正政策含义，是将处理美国内部的问题（包括安全、就业、
经济增长、移民等）的排序优先于处理美国外部的问题（例如对盟友的义
务）。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要求政府对外部利益的保
护要服务于国内利益，当外部利益与国内利益的保障需求产生冲突时，应
优先保护国内利益。

［１］ 石斌：
《美国“新孤立主义”的神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第 ５７—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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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出“美国优先”的深层动因
根据皮尤调查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特朗普之所以能赢得大选，关键
在于获得了大批底层失意者的支持 ［１］，故而许多观察者将特朗普的胜利归因
于民粹主义的兴起。［２］ 然而，单凭民粹主义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释“美国优
先”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多民众的支持，而且精英与民粹的简单二分反倒是
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更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评断，“美国优先”意味着美国
调整了自二战以来的基本战略利益排序的大方向，如此深刻变化的背后必
然有其深层次的内外动因。
（一）经济发展的长期乏力催生“美国优先”
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政策，直接表达了对奥巴马政府执政 ８ 年来
政绩的不满，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发展的长期乏力。在奥巴马政
府执政的 ８ 年当中，始终致力于推动经济的自由化与贸易的全球化，而
美国社会的底层民众却未能切实地体会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由此
引发了底层民众对政府的高度不满。 ［３］ 与此相反，美国大型的金融财团与
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根据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在 ２０１６ 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公司在国外市场持有的资金高达 ２．５ 万亿美元，
［１］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ｔｈｅｌ ａｎｄ Ａｍｙ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 “Ｔｒｕｍｐ，Ｃｌｉｎｔｏｎ
ｖｏｔｅｒ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ｏｒｇ／２０１７／０１／１８／ｔｒｕｍｐ－ｃｌｉｎｔｏｎ－ｖｏｔｅｒ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ｉｒ－ｍａｉｎ－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ｓ／．
［２］ Ｋａｚ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ｒｕｍｐ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９５（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７－２４；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 Ｒｏｎａｌｄ ＆ Ｐ．Ｎｏｒｒｉｓ， Ｐｉｐｐａ Ｎｏｒｒｉｓ，“Ｔｒｕｍｐ， Ｂｒｅｘ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ａｖｅ－Ｎｏｔ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ｃｋｌａｓ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ｋ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ｍｐ－ｂｒｅｘｉｔ－ａｎｄ－ｒｉｓｅ－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ａｖｅ－ｎｏｔｓ－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ｂａｃｋｌａｓｈ．
［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ｉｍｏｃｋ，“Ｈ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２０１７／０１／１０／ｈｏ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ｃｈａｎｇ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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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美国 ＧＤＰ 的 １４％。 ［１］
在贫富分化加剧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的前提下，经济增长无法转化为有
效的经济发展，反而导致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为数众多的底层
民众将美国经济增长机会的流失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在 ２０１４ 年福克斯新
闻的一次民调数据中，高达 ８２％ 的受访者表达了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２］
奥巴马曾尝试推动医保改革来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质量，尽管扩大了覆盖
人群的范围，但却急剧加重了个人医保费用的支出。［３］ 选民很快用选票回
应了奥巴马所称的“成长的阵痛”——在 ２０１４ 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一
举控制了参众两院，奥巴马成为了“跛脚鸭”总统。然而，在新的医保法
案获得议会通过前，美国人民的“阵痛”仍将延续。在经济领域，针对美
国产业的空心化问题，特朗普呼吁重振美国制造业并为美国公民提供优先
的就业机会，此举令大量低技能失业者获得了对未来的希望。因此，特朗
普选择以“美国优先”为竞选口号，一方面直接表达了对奥巴马政府的不满，
打击民主党的竞选士气 ；另一方面也呼应了占大多数的底层选民改善生活
质量的诉求。
（二）深层次社会问题的长期积累引发“美国优先”
除了经济发展乏力之外，“政治正确”与阶层固化掩盖了美国深层次社
会问题在内部的发酵，为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政策孕育了土壤。
一是美国内部长期以来的“政治正确”压抑了社会中诸多不满情绪，特
别是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性别歧视等长期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大

［１］ 钱童心：《大公司会响应特朗普号召回流美国？》，第一财经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ｉ
ｃａｉ．ｃｏｍ／ｎｅｗｓ／５１８３１４２．ｈｔｍｌ。
［２］ Ｆｏｘ Ｎｅｗｓ Ｅｘｉｔ Ｐｏｌｌ，“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ｂａｍａ，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ｓ ＧＯＰ ｗａｖｅ，”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ｏｘｎｅｗｓ．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１１／０５／ｆｏｘ－ｎｅｗｓ－ｅｘｉｔ－ｐｏｌｌ－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ｂａｍａ－
ｅｃｏｎｏｍｙ－ｋｅｙ－ｇｏｐ－ｗａｖｅ．ｈｔｍｌ．
［３］ Ｍａｒｋ Ａ Ｈａｌ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ｏｒｄ，“Ｏｂａｍａｃａｒｅ：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Ｃａｒｅ Ａｃｔ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ｈｔｔｐｓ：／／ｓｐｈ．ｕｍｉｃｈ．ｅｄｕ／ｓｅｐ／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ｐｄｆ／Ｈａｌｌ％２０２０１４．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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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非法移民一方面为美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另一方面
也带来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毒品与暴力犯罪。［１］ 在应对这些问题时，美
国政府高举“政治正确”的旗帜，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在矛盾的
长期积累中，人们内心对“政治正确”的鄙夷就越来越强烈，直至要去触犯
它的禁忌。
二是美国内部的阶层固化，导致大量的底层失意者缺乏向上流动的空
间，而美国的政治家一直不敢或者是不愿意去正视这个问题的存在。法国
经济学家皮凯蒂对美国自 ２０ 世纪以来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美国收入
前 １０％ 的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持续扩大，而且经济增长所产生收益的
绝大部分为前 １％ 的富人所分享。［２］ 相比贫富差异的分化，“代际流动性”
是反映阶层固化更直接的证据。白宫官方数据绘制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３］
显示，美国社会的阶层固化相比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更为严重。在任何一个
国家，教育都是不同阶层间流动的重要渠道，而美国严重分化的教育体制
无形中充当了阶层固化的帮凶。［４］ 在特朗普的演说中，他将矛头一再指向建
制派精英，并声称自己将保护（那些弱小的）美国人民。“政治正确这种西
方意识形态既是一种面对他者虚伪的冒犯动作，同时也是掩盖唯物主义条
件的逻辑。”［５］ 专栏作家史蒂夫·托巴克认为，“政治正确”正在毁灭美国梦，
它不仅无法给美国社会带来真正的反馈，而且还会营造出一个充满厌恶和
［１］ Ｈａｒｒｉｓ Ｃａｓｅｙ Ｔ． ａｎｄ Ｂ． Ｆｅｌｄｍｅｙｅｒ，“Ｌａｔｉｎｏ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ｏ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ｒｉｍ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２．１ （２０１３） ．ｐｐ．２０２－２１６．
［２］ ［ 法 ］ 皮凯蒂著：《２１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３０１－３０２ 页。
［３］ Ｄａｖｉｄ Ｖａｎｄｉｖｉｅｒ，“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Ｇａｔｓｂｙ Ｃｕｒｖｅ？”ｈｔｔｐｓ：／／ｏｂａｍａ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ｇｏｖ／ｂｌｏｇ／２０１３／０６／１１／ｗｈａｔ－ｇｒｅａｔ－ｇａｔｓｂｙ－ｃｕｒｖｅ．
［４］ Ｐｕｔｎａｍ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ａｎｄ Ａ． Ｍｏｒｅｙ， Ｏｕｒ ｋｉｄｓ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ｒｅａｍ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２０１５．
［５］ 方武 ：
《遭遇口诛笔伐的“政治正确”究竟遮蔽了什么？》人民论坛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ｒｍｌｔ．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６／０９１８／４４０２３９．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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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的文化氛围。［１］ 特朗普打破“政治正确”的禁忌，鼓舞了被其压抑的社
会群体——他们不仅限于底层的失意者。
（三）外部战略压力上升与霸权效用递减促成“美国优先”
缺乏从事政治活动经验的特朗普更倾向于以交易思维分析问题，通过
对美国对外战略总体的“成本—收益”衡量，“美国优先”成为了理性选择的
必然结果。
首先，美国对外战略扩张产生了严重的财政负担。克林顿任期结束时，
联邦政府拥有 ２，０００ 多亿美元的财政盈余 ；但在奥巴马任期结束时，联邦政
府的债务已超过了 １９ 万亿美元。债务危机固然是源自美国政治体制的缺陷 ［２］，
但过度的对外扩张则是重要的直接诱因——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美
所实际支出的成本远高于官方的数据。［３］ 尽管奥巴马政府艰难地完成从阿、
伊两国的撤军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外战略扩张的收缩。相反，奥
巴马政府只是修正了美国的大战略方向——重回大国竞争，将中国的崛起
视为最根本的战略威胁。
其次，霸权效用递减、经济民族主义回潮与强人政治的交汇，令特朗
普政府感觉到必须改变策略。 ［４］ 战后，在全球形成了一个联合国主导下的
脆弱的多元政治体系 ［５］，美国霸权在冷战争霸的历史过程中因苏联的解体

［１］ Ｓｔｅｖｅ Ｔｏｂａｋ，“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 ｉｓ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ｒｅａｍ，”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ｏｘ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ｍ／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２０１５／０４／０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ｉｓ－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ｒｅａｍ．ｈｔｍｌ．
［２］ Ｂａｆｕｍｉ Ｊｏｓｅｐｈ，“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ｓｃａｌ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Ｆｏｒｕｍ １０．３（２０１２）， ｐｐ．７０９－７４０．
［３］ 参见斯蒂格里茨等著 ：
《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卢昌崇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
［４］ 莱昂内尔·巴佰迪米、吉莲·邰蒂 ：
《特朗普 ：空谈对美国无益》，ＦＴ 中文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ｓｔｏｒｙ／００１０７２０６９？ｐａｇｅ＝４。
［５］ ［ 美 ］ 克里斯托弗·蔡斯 － 邓恩：
《全球的民主赤字及其解决》，王金良编译，载《学
习与探索》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第 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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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达到巅峰，随后其对于外部世界的效用开始了一个递减的过程。庞大盟
友体系的维系与世界性公共产品的供给，需要海量战略资源的支撑，作为
世界霸主，美国除了需要保护自身的安全与海外利益外，还必须承担起对
盟国安全的责任。此外，由于 ２００８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经济民族主义的
回归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势头，与之相伴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强
人政治的抬头。
再次，中国的崛起在战略上令美国感觉到巨大的压力。甚至一些持极
端观点的人将中国视为对美的“致命”威胁，如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
得·纳瓦罗就在其书中称 ：
“亡于中国，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真实威胁。作
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并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快
速地转变为这个星球上最高效的刺客。”［１］ 在美国看来，中国将“一带一路”
作为国家战略积极推动，将严重威胁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利益。无论是
中国积极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还是追求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努力，都使得
美国必须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

三、“美国优先”的对华政策影响
尽管美国面临着越来越复杂、严峻的挑战，在奥巴马眼中美国依然是
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是民主的典范、自由世界的领袖。 ［２］ 但在特朗
普眼中，美国已经失去了“伟大”，恐怖犯罪、移民冲击、海外战争、精英
的腐败以及不公平的贸易等，严重破坏了美国的秩序与法律 ［３］。因此，他
［１］ Ｐｅｔｅｒ Ｎａｖａｒｒｏ ａｎｄ Ｇｒｅｇ Ａｕｔｒｙ， Ｄｅａｔｈ ｂ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ｌｌ ｔｏ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２０１１， ｐ．１．
［２］ 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 Ｒｅｎｅｗ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８６， ２００７，
ｐｐ．２－１６．
［３］“Ｆｕｌｌ ｔｅｘｔ：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２０１６ ＲＮＣ ｄｒａｆｔ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ｃｏｍ／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６／０７／ｆｕｌｌ－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ｔ－
ｒｎｃ－２２５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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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呼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在对利益排序调整的过程中，美国的国内利益，
特别是安全、经济与就业被置于最高的优先等级。在新的利益排序格局下，
美对外政策必将在整体上呈现出战略收缩的态势，改变自冷战结束以来近
３０ 年的战略扩张态势。对美国而言，“美国优先”改变的不仅是其对外战略
态势，更在深层次上冲击着美国精英的心态，使他们对复兴的中国格外敏感。
中国是美国外交政策长期以来重点关注的战略对象，因此“美国优先”必将
广泛地影响甚至塑造美国未来的对华外交政策。
（一）经贸领域，更为严苛的经贸政策与积极的引资政策并存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升，中美在经贸领域的竞争性也日渐增强。“美
国优先”的政策则意味着公平交易、自由贸易等一般原则必须服务于美国的
国家利益，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角色正由规则的维护者向破坏者转变。
首先，美国将对中国采取更为严苛的贸易政策，提高对来自中国的商
品的征税额度，同时要求中国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在特朗普看来，中国在
中美贸易中大额的贸易顺差是不公平贸易导致的结果，他在竞选中甚至宣
称，要增加中国商品 ４５％ 的关税。［１］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６ 日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
园会晤后，美国务卿蒂勒森在稍后的公开评述中明确指出 ：
“对双方（中美）
都公平的经济关系高居我们优先事项的清单上。”［２］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特
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审查所谓的“中国贸易行为”，
包括中国在技术转让等知识产权领域的做法。［３］ １８ 日莱特希泽宣布，美国
正式对中国发起“３０１ 调查”。

［１］ Ｃｏｌｉｎ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Ｔｒｕｍｐ： ｌｅｔ＇ｓ ｓｌａｐ ａ ４５％ ｔａｒｉｆｆ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ｈｔｔｐ：／／ｗｗ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ｓｉｄｅｒ．ｃｏｍ／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４５－ｔａｒｉｆ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ｍｐｏｒｔｓ－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１．
［２］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ｍｍｉ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ｒｅｍａｒｋｓ／２０１７／０４／２６９５４０．ｈｔｍ．
［３］《 特 朗 普 授 权 审 查 美“３０１ 调 查 ”伤 害 到 底 有 多 大 》， 新 华 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７－０８／１５／ｃ＿１１２１４８７８１８．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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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美国将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开展有针对性的“３３７ 调查”［１］，并要
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中国的钢铁、轮胎等行业的企业都曾遭遇过
美政府“３３７ 调查”的“精确狙击”。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经贸问题
处于最高优先等级。会谈中，特朗普指责中国政府的干预严重影响了美国
经济，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强调互惠性市场准入的需要，要求中国采取具
体的措施来平衡美工人面对的竞争环境。［２］
再次，美国将出台更为便捷的投资政策以吸引中国的投资，特别是能
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投资。在大选中为特朗普投票人群的一个整体性特点，
就是“无知的老白男人”，这与美国的失业群体具有相当高的重合度。［３］ 因此，
吸引外资以扩大美国国内就业，必定是特朗普的重点施政方向。虽然，钢
铁、煤炭等传统行业存在高污染、高能耗的绿色发展问题，但是其行业特
点及相关产业链条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解决底层失业者的就业需要。在
特朗普首次访华签署的 ２，５３５ 亿美元大单中，能源、汽车与飞机占据绝对
比例。其中，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与美国弗吉尼亚州签署的投资框架总额高
达 ８３７ 亿美元。 ［４］
（二）安全方面，传统安全领域的竞争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存
在传统安全领域，尽管特朗普曾数次变换党籍，但在国家安全和军事

［１］ 王殿华、付明月 ：
《美国发起“３３７ 调查”的新特点与中国应诉之策》，载《对外
经贸实务》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第 １３—１５ 页。
［２］“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ｂ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Ｍｎｕｃｈｉ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Ｒｏｓｓ ｏ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７／０４／０７／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ｍｎｕｃｈｉｎ－ａｎｄ－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ｒｏｓｓ．
［３］“无知的老白男人”是指投票给特朗普的人群具有低学历、高年龄、白人、男性
的特点。参见 ：Ｓｙｌｖｉａ Ａｌｌｅｇｒｅｔｔｏ ａｎｄ Ｄｅｖｏｎ Ｌｙｎｃｈ，“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ｉｎ ｔｏｕｇｈ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Ｍｏｎｔｈｌｙ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３３（１０），２０１０， ｐ．８．
［４］《中美 ２５３５ 亿美元超级大单 多家央企“唱主角”》，ｈｔｔｐ：／／ｃｃｎｅｗ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ｎ１／２０１７／１１１４／ｃ１４１６７７－２９６４４７８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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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上他将“会像那些尚武好斗、信仰‘原始实力’的共和党人那般行事”
。［１］
新一届美国政府的亚太安全政策尚未出台，但特朗普的高级顾问早在选前
就已经揭示了其未来亚太安全战略的根本手段——以实力促和平。［２］ 在特朗
普访华前后，美国 ３ 艘航母史无前例地同时聚集到东北亚海域，并且分别
同日、韩举行海上联合军演。尽管中美同意建立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平台，
但仍不能排除特朗普政府采取较“亚太再平衡”更为强硬的政策的可能。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即便是偏保守的美国军方学者也积极主张中美合
作。“美国必须适应当代安全环境变化的现实，认识到华盛顿并不总是能够
发挥国际领导作用。只有与其他国家通力合作，甚至认同其他国家的领导
地位，美国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３］ 非传统安全以“人的安全”
为概念核心，其安全视野站在人类整体安全利益的高度，大大超越了国家
的边界 ［４］，这种内在的包容性为国家间的合作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当今世
界大国的议程设置上，诸如国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跨国网路犯罪等，
直接侵害具体国民利益的全球性议题越来越多。相比传统的国家安全而言，
非传统安全缺少确定的可供打击对象，尤其是“独狼”式的恐怖主义活动直
接威慑到个体的心灵。中美都共同面临非常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合作
既是双方的共赢，同时也符合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原则。
（三）政治实践方面，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更趋灵活
在中美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不会明确使用“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
但在实质内容上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符合“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具体政策 ；

［１］ 时殷弘 ：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世界和中国的含义》，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０ 页。
［２］ Ｇｒａｙ Ａ． ａｎｄ Ｎａｖａｒｒｏ Ｐ．，“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ｓ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６， ７．
［３］ ［ 美 ］ 帕特里克·克罗宁、亚伯拉罕·丹马克 ：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 ：美中未
来合作领域》，宋莹莹译，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０ 年第 ８ 期，第 ５０ 页。
［４］ 朱锋：
《“非传统安全”解析》，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９—１４６ 页。

-56-

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深层动因及对华影响
用美方的话语表述即“追求建设性的、结果导向型的中美关系”。［１］ 国务卿
蒂勒森访华期间，传达了特朗普“为美中关系未来 ５０ 年的发展确定方向”
的想法 ［２］ ；两国元首会晤时，习近平主席同样也提出，“中美关系今后 ４５ 年
如何发展？需要我们深思，也需要两国领导人作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
当”。［３］ 中美两国都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国内改革任务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全
面深化改革，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美国则需缓解由大选引爆的长期积累
的内部矛盾，以凝聚力量实现美国的“再次伟大”。一旦中美关系彻底陷入
冲突与对抗，不仅会严重损害两国的利益，同时也不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的
和平与稳定。美国家安全委员会所称的亚太国家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
上依靠美国”是错误的。［４］ 它未准确地反映出亚太国家在平衡中美关系时的
独立性追求。新加坡就曾公开表态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之间“二选一”，这实
际上也代表了大部分亚太地区国家的想法。
昔日，尼克松为赢得美国的战略优势而展开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今天，
特朗普更没有理由去拒绝来自大洋彼岸的握手。无论是基于中美自身的利
益考虑，还是从亚太区域的整体利益出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都具有
必要性与现实可能性。只要中美的政治实践在总体上不背离“新型大国关系”
架构下的战略目标，即便双方在个别具体问题上出现较为激烈的摩擦，也
不足以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方向。中美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后确
立了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为避免中美关系走向冲突、对抗提供了一套高
效能的沟通管道。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衅。
［１］“Ｕ．Ｓ． ｐｕｒｓｕ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ｎｉｏｒ Ｕ．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ｅｎｇｌｉｓｈ／２０１７－０３／１４／ｃ＿１３６１２７５５３＿４．ｈｔｍ．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ｙｘｗ／ｔ１４４６８７６．ｓｈｔｍｌ。
［３］《 中 美 关 系 ：有 千 条 理 由 搞 好， 没 有 一 条 理 由 搞 好 》， 解 放 日 报 网，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ｊｆ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ｊｆｒｂ／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０４／０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８５１．ｈｔｍ。
［４］《中方回应美国“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言论》，中国新闻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ｎ／２０１２／１２－１２／４４０３３７８．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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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对华外交的文化心理方面，将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与重塑
长期以来，美国在对华外交中一直以“拯救者”的心态看待中国。然而，
从“普世价值”到“美国优先”的变化，反映了相当数量的精英对美国文化
的不自信。现实中，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熔炉论”被打翻在夏洛特维尔的种
族主义骚乱中。“熔炉”的熄火是一场美国文化内部的失败 ［１］，这与以亨廷
顿先生为代表的战略观察家所担忧的美国文化遭受外部冲击之间存在本质
差异。［２］ 再加之美国政治由两党间的竞争性政治异化为否决性政治，令美
国人对（政治）文化的自信受到了进一步冲击。另一方面是中美经过 ４０ 多
年的交流，美国社会对中国有了全新的了解，以傅满洲、陈查理为代表的
标签化的中国人形象已经成为历史，代之以李小龙、成龙、姚明等为代表
的新中国人形象。中国形象的标志性变革当属 ２００８ 年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
它吸引了国际媒体对中国极为广泛的报道，完成了一次中国形象在世界范
围内的更新。而同年，美国则爆发了波及多国、影响至今的金融危机。文
化自信受到动摇的美国会更愿意倾听中国的声音，新的文化心理为解决中
美关系中的问题塑造了一个良好的软环境。中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创的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将在新创设的“社会与人文对话”机制中
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加以延续。中美间的文化交流开始转入更为均衡
的轨道，推动中美文化的双向交流将会成为一个新常态。美国文化自信的
动摇也为中美关系带来一个不利的副产品 ：战略心理的敏感性很容易导致
中国正常的行为被放大化。例如，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岛礁建设，被美国视
为对“航行自由”的严重挑战，公然派舰艇进入到有关海域进行巡航，以
彰显所谓“航行自由”。
总之，面对“美国优先”所可能产生的种种变化，中国都应当从整体
［１］ 张杰、袁媛、孙茹 ：
《美国“熔炉”不熔 ：奥巴马政府时期拉美裔移民问题探究》，
载《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８２—９７ 页。
［２］ ［ 美 ］ 亨廷顿著 ：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 ；北京 ：新
华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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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局的高度出发，坚持对美国合作的大战略不动摇。战后 ７０ 多年，在
高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带动下，整个世界已经通过发达的交通、金融、
信息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全球性公共
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
“美国优先”
政策将会大大压缩美国在全球治理议题上的战略资源投入，令全球治理赤
字进一步加剧。中国战略学界在评估“美国优先”政策对世界影响时有一个
基本的共识，即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一个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的世界不符合包括中美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故而“与美国合作是战
略，不是策略和权益之计”。［１］ 在具体的策略选择上，中国应善于利用美国
宪法赋予各州的独立性，通过与地方各州的良好合作形成对中美关系的正
反馈，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旗帜下，中美关系的“未来之问”需
要两国来共同回答。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 ：
“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是一次成功的历史性访问，此次两国元首会晤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
发展明确了方向、规划了蓝图。”［２］ 一言以蔽之，“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大局，
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既要高瞻远瞩，也需要脚踏实地”。［３］

【收稿日期 ：2017-10-20】
【修回日期 ：2017-11-21】

［１］ 牛军 ：
《与美国合作是战略，不是策略和权宜之计》，载《美国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１４—１１８ 页。
［２］《特朗普访华取得“成功 ＋”效果 为中美关系规划蓝图》，中国新闻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ｎ／２０１７／１１－１０／８３７３１４３．ｓｈｔｍｌ。
［３］《中美元首会晤，习近平主席一番话发人深省》，人民网，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０４０９／ｃ１００２－２９１９７７０２．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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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内政外交变动及对
中东格局的影响
郑东超
【内容提要】 近年来，土耳其内政外交进入转型期。内政方面，通过修
宪公投，变革政治体制，由议会制转为总统制，总统成为实权派。土
耳其政府利用“７·１５”军事未遂政变，清除了以“居伦运动”为代表的
政治异己，军队力量的政治话语权弱化，国家权力集中化趋势愈发明显。
与此同时，土耳其外交也进入了调适期，实行多维度外交政策，传统
的亲西方政策逐渐弱化，“向东看”政策日益凸显，在地区奉行积极主
义。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大国，其内政外交变化对正在转型中的中东地
区具有重要影响，为正在重塑中的地区格局增加了不确定性。
【 关 键 词 】埃尔多安 土耳其 美土关系 俄土关系 中东局势
【作者简介】郑东超，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7) 06-00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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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阿拉伯之春”运动后，中东地区格局进入大混乱、大调整、
大重组时期。在这场地区风暴中，一些国家遭受重创，致使政权更迭，进
而冲击到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土耳其作为中东地区的大国，国内政
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安全总体无虞。近年来，土耳其内外政策经
历转型，其产生的溢出效应对中东地区格局的塑造产生了多重影响。本文
拟在阐述土内政外交变革的基础上，分析这些变化对中东地区格局的影响。

一、土耳其发生历史性的政治变革
目前，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是土耳其执政党。该党自 ２００２
年上台执政以来，给土耳其带来了两个重要变化 ：一是使土政局保持了较
长时期的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国内政治环境 ；二是正发党具有
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其宗教政策与传统的世俗化政策产生激烈碰撞，造
成土社会政治认同碎裂化。“７·１５”未遂军事政变和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的修宪公
投，是土政治进程中的重要事件。目前，在现任总统埃尔多安的强力推动下，
土已完成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变革。
（一）推行政治改制，实行总统制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土耳其举行修宪公投。正发党目的很明确，即修改宪法，
为土耳其实行总统制和埃尔多安继续掌握国家权力扫清道路。埃尔多安任
土耳其总理十余年，作风强势，树立了“政治强人”的形象。一些西方媒体
和学者甚至认为他具有“专制倾向”，影响了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当选土总统后，埃尔多安提出了“新土耳其”概念，力主实行总统制，
通过改制，将政治权力从总理转移至总统，以保证自己大权在握，并称议
会制已在“等候室”。［１］ 但政治改制在土耳其国内激起强烈的反对声浪，多
［１］ Ａｙｄｉｎ Ａｌｂａｙｒａｋ，“ Ｅｒｄｏｒａｎ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ｉｎ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Ｏｕｔｃｒ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ｏｄａｙｓｚａｍａｎ．ｃｏｍ／ａｎａｓａｙｆａ＿ｅｒｄｏｇａｎ－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ｉｎ－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ｅｓｐｉｔｅ－ｏｕｔｃｒｙ＿３８０１９５．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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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野党派明确表示反对。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土耳其举行议会大选。受改制影响，
正发党在大选中票数未过半，失去单独执政的地位，陷入窘境。在各主要
政治力量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再次举行议会大选，正发党才重新获得议会
半数以上席位，得以继续单独执政。
尽管正发党最终得以单独执政，但仍难以通过议会渠道实现总统制。
要使议会通过改制议案，必须获得议会 ５５０ 个席位中的至少 ３６７ 席的支持，
但正发党在本届议会中仅有 ３１７ 个席位。通过议会改制的道路行不通，只
能诉诸公投改制。鉴于其深厚的民众基础以及丰富的引导民众经验 ［１］，对正
发党而言，通过全民公投修改宪法，具有可操作性，把握较大，但诉诸修
宪公投仍需要至少 ３３０ 位议会代表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正发党需要在
议会中寻找政治联盟，以补齐空缺票数。因此，正发党做议会其他政党的
公关工作，并有所斩获。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土耳其第三大政党民族行动党同意
支持总统制，前提是正发党要满足其政治诉求。当年 １１ 月中旬，正发党与
民族行动党达成共识，两党结成临时政治联盟，保证了修宪公投提案在议
会中的通过。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土耳其迎来了重要历史时刻，举行修宪公
投。修宪的最终获得通过，使得土实行总统制具有了法理基础，而议会制
则暂时离开了土耳其的政治舞台。
（二）国家权力架构发生变化，军政关系进入新态势
埃尔多安利用未遂军事政变和实行总统制，重塑国家权力机构。在未
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发动了大范围的肃清运动，即使是军方力量也未
能幸免于难。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土耳其发布军事法令，宣布了一系列对土
军队系统进行改组整顿的重大措施，其中包括 ：陆海空三军改由国防部直
接领导 ；内阁副总理、外交部长、司法部长以及内政部长将参加每年举行
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 ；关闭所有军事院校，成立新的国防大学，直属国
［１］ Ａｌｉ Ｂａｙｒａｍｏｇｌｕ，“Ｔｕｒｋｅｙ Ｍｏｖｅｓ Ｆｕｌｌ Ｔｈｒｏｔｔｌｅ Ｏｎｅ－Ｐａｒｔｙ Ｓｔａｔｅ， ”Ｎｏｖ． ２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ｐｕｌｓ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２０１６／１１／ｔｕｒｋｅｙ－ｍｏｖｅｓ－ｆｕｌｌ－ｔｈｒｏｔｔｌｅ－
ｔｏｗａｒｄ－ｐａｒｔｙ－ｓｔａｔｅ．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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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 ；全国所有的军队医院将由卫生部直接管辖，不再隶属于军队 ；以往
隶属于武装部队的宪兵和海岸警卫队改为由内政部领导 ；曾被叛乱分子使
用过、位于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空军基地和兵营将被关
闭。 ［１］ 而军队中的多个重要职位也被安插了亲埃尔多安的人士，其权力影
响深入渗透。通过这些举措，埃尔多安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传统土耳其文
职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强弱关系。这反映出埃尔多安在国内的强势地位——
不但有能力平息政变，还有足够的能力将自己的政治意志在国内实施。
（三）土耳其民主化进程遭受质疑
关于此次未遂军事政变对土耳其民主进程的影响，争议较大，主要体现
在欧洲和土耳其对政变及后续行动的争论上。
在欧洲看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民主化进程，土耳其仍没能通过军事政
变的考验。从出现军事政变和政变后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看，土耳其的民主
政治还不成熟，很脆弱，与欧洲预想的民主相去甚远。而且在处理军事政变
的后续问题上，埃尔多安政府也采取了非民主的方式，数次宣布进入紧急状
态，不经司法程序逮捕异己人士，且波及的范围甚广，包括军队、司法、教育、
媒体等诸多方面。仅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一天，因涉嫌与居伦有牵连，土耳
其政府共逮捕了 １，６８４ 名官员，其中包括 １４９ 名将军。同时，土政府还关闭
了 ３ 大新闻社、１６ 家电视台、２３ 家广播电台、４５ 家报纸、１５ 家杂志、２９ 家
出版社。这在欧盟看来，是与民主人权背道而驰的。在接受“俄罗斯卫星新
闻网”的采访时，德国的土耳其问题专家本德·利特克表示，如果埃尔多安
利用这些手段推动政治发展，土今后将再也无法奢谈民主。［２］“新美国研究
中心”客座研究员埃尔迈拉·贝拉斯里则认为，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很快，但
相应的政治进步并没有跟上，国家制度和法治基础都比较薄弱，在野党无法
［１］ Ｍｅｔｉｎ Ｇｕｒｃａｎ，“ Ｈｏｗ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ｓ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ｔ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ｕｇｕｓｔ ８， ２０１６，ｈｔｔｐ：／／
ｗｗｗ．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ｐｕｌｓ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２０１６／０８／ｔｕｒｋｅｙ－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ｆｏｒｍｓ－ａｒ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ｈｔｍｌ．
［２］《美媒 ：埃尔多安最终的政治议程是什么？》，头条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ｏｕｔｉａｏ．ｃｏｍ／
ｉ６３０９５４４１４０８１６２５３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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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执政党分庭抗礼，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出现失衡。［１］
面对欧洲的指责，土耳其针锋相对，强调自己是军事政变的受害者 ；
作为盟友的欧洲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同情，向政变中的受害者表示慰问，反
而对土横加指责，不分场合地强调法治 ；土政府的举措在法律层面上并无
不妥，是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采取的整肃措施。［２］
（四）社会政治认同的分裂趋势加剧
自 ２００２ 年正发党上台执政以来，土耳其在经济上取得很大成绩，成为
新兴国家的重要代表 ；但在政治上不断呈现出保守态势，推行了一系列带
有伊斯兰化色彩的政策，给外界一种伊斯兰教回归的印象。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土议长伊斯米尔·卡赫拉曼公开宣扬，土耳其应实行伊斯兰教法，终结世
俗化。该言论在土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土政府不得不出面澄清，这是议长
的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政府。而面对巨大的社会舆论，议长本人也收回了
上述言论。但这究竟是议长个人的口无遮拦，还是政府的试探之举，这在
土变化莫测的政治环境下一时难辨真伪，不能不引起外界的种种联想。
自 １９２３ 年共和国成立至今，土耳其推行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并成为
中东国家世俗化的“样板”。笔者以为，即使发生军事政变，土耳其全面伊
斯兰化的可能性也不大。目前，这些伊斯兰化的政策主要还是集中在日常
生活方面，在政治上并未触碰世俗化和政教分离的“底线”。即使是埃尔多
安本人，也不敢轻易在政治领域抹杀世俗化，其中原因有二。
一是这将引发土国内的思想大混乱。凡是到过土耳其的人都知道，大
街上经常悬挂着凯末尔的巨幅画像。这体现出凯末尔已经超越了各党派之间
的分歧，是国家伟人的象征，成为国家凝聚政治共识的最大保证。如果从根

［１］ Ｍｉｔｃｈ Ｈｕｌｓｅ，“Ｗｉｌｌ Ｅｒｄｏğａｎ＇ｓ Ｃｒａｃｋｄｏｗｎ Ａｆｔｅｒ Ｆａｉｌｅｄ Ｃｏｕｐ Ｃｈｉｌｌ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ＥＵ
Ｄｒｅａｍ？ ”Ｊｕｌｙ ２６， ２０１６。
［２］“Ｅｒｄｏｇａｎ Ｓｌａｍ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ｏｖｅｒ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ｏｕｐ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Ｊｕｌｙ ２０， 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ａｉｌｙｓａｂａｈ．ｃｏｍ／ｗａｒ－ｏｎ－ｔｅｒｒｏｒ／２０１６／０７／２９／
ｅｒｄｏｇａｎ－ｓｌａｍｓ－ｔｈｅ－ｗｅｓｔ－ｏｖｅｒ－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ｃａｓｕａｌｔｉｅ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ｃｏｕｐ－ａｔｔｅｍ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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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动摇凯末尔的建国根基，无疑会使土耳其政府面临难以预料的国内压力。
二是土耳其将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土耳其纳入北
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认可土耳其的政治道路，认为其符合西方国家的希望。
如果土耳其从根本上颠覆凯末尔的政治理念，美国很可能会进行干预，以
防止土过于偏离到美国难以容忍的政治范畴。此外，土耳其一旦重新全面
伊斯兰化，就等于放弃了自建国以来实行的“脱亚入欧”战略，彻底封死了
其加入欧盟的可能。因此，埃尔多安公开走上政治伊斯兰道路的可能性并
不大。他在土国内采取的具有伊斯兰化色彩的举措，更多的是将伊斯兰教
作为争取民众支持的工具，而不是真正将其纳入土政治议程。

二、土耳其外交发生转型
在埃尔多安大刀阔斧推动国内变革的同时，土外交也有新动向 ：与传
统的美欧关系渐行渐远，脱美、脱欧迹象显露 ；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
迅速扭转因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击落俄战机而引发的负面影响，外交“向东看”态
势明显 ；奉行地区积极主义，扩大自身地区影响力。
（一）土耳其仍视美为重要盟国，但不满情绪正在积累
美国在土耳其外交中占有重要位置。自 １９５２ 年加入北约后，土耳其与
美国结为盟国，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唯一具有法理基础的盟国。但近年来，
土美关系渐生嫌隙，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美国对土耳其政府提出的引渡居伦的要求置若罔闻。“７·１５”军
事政变后，土政府认定政变的幕后主导者为在美定居的居伦，因此，引渡
居伦的问题成为土美关系中经常龃龉的焦点。居伦是土耳其资深的伊斯兰
学家，在土国内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他还曾与埃尔多安合作，组成埃
尔多安—居伦政治联盟。２０１３ 年，由于“加齐公园事件”及当年的政治腐败
案，两人公开反目，居伦成为埃尔多安的主要政敌。此次军事政变发生后，
土耳其政府要求美国协助将居伦引渡回国，但美国对此不予配合。鉴于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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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的美籍身份，美国要求土政府拿出相关证据，并须经美国法律程序审定，
此举引起土耳其不满。土总理耶尔德勒姆表示 ：
“居伦问题是对土耳其和美
国之间友谊的检验，任何支持居伦的国家都不是土耳其的朋友”。土外长卡
乌索戈鲁公开批评美国，“坚持要求安卡拉拿出居伦策划政变的有力证据，
而实际上政变本身就是证据”。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埃尔多安访美，与美总统特朗
普会晤，希望美国在居伦问题上有所退让。但事实证明，特朗普与奥巴马
在该问题上立场相同，埃尔多安无功而返。１０ 月，土耳其与美国发生了“签
证危机”，两国先后暂停了向对方国家发放非移民签证，个中原因也与居伦
问题有关。土耳其逮捕了美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的一名土籍雇员，理由
是该雇员与居伦分子有联系。有土耳其学者指出，此次政变给土耳其外交
政策造成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将向不稳定的方向发展，并
且引发土国内反美主义的高涨，削弱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质量和效果，
削弱北约内部对抗俄罗斯的力量。［１］
二是“库尔德问题”使土美关系蒙上阴影。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排在
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之后的第四大民族，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
叙利亚和伊拉克，一直追求自治甚至独立。库尔德问题在土耳其尤为突出，
特别是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政府将其视为影响国家统一的主要威胁。此外，
土耳其还密切关注域内其他国家库尔德人的动态，防范其对本国库尔德问
题造成负面影响，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是土耳其关注的重点。２０１４ 年，“伊斯
兰国”崛起。美国将打击该恐怖组织作为其在中东地区的优先目标，而叙利
亚库尔德武装被美国视为对抗“伊斯兰国”的主力，为其提供大量武器、经
济援助。２０１７ 年，特朗普再次下令加强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军事支持。
这招致土耳其的强烈不满，认为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
党的分支，要求美停止对库尔德武装的援助，但遭到美国的再次拒绝。
［１］ Ｓｉｎａｎ Üｌｇｅｎ，“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Ｃｏｕｐ， ”Ｊｕｌｙ
１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ｏｒｇ／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ｕｒｋｅ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ａｉｌｅｄ－ｃｏｕｐ－ｂｙ－ｓｉｎａｎ－ｕｌｇｅｎ－２０１６－０７？ｂａｒｒｉｅｒ＝ｔｒ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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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耳其与欧洲渐行渐远，但仍坚持加入欧盟的既定政策
脱亚入欧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遗留的外交战略遗产，目前土耳其与
西方靠近、融入西方的战略仍未改变。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在土耳其政府举办的外
交使节年度会议上，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并未改变成为欧盟成员国的优
先外交政策，欧盟仍旧是土耳其的外交战略选择。［１］ 但未遂军事政变以及土
耳其实行总统制，对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造成较大负面影响。政变直
戳土欧之间最为敏感的脆弱之处，双方在政治价值观上的认知错位暴露无
遗，这恶化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在入欧问题上，土欧之间存在“温差”：土耳其有与欧洲靠
近的主观战略诉求，入欧热情高涨 ；欧盟却总是拒土以千里之外，难以满
足其战略诉求。究其原因，民主人权问题是横亘在土欧关系之间由量到质
的障碍。欧盟认为，土民主自由和人权状况等价值观的实践水平尚未达到
欧盟标准，要求土耳其继续推行改革。
此次政变后，土耳其政府为巩固政权、清除政治异己，暂时中止了实
施《欧洲人权公约》，在国内进行大面积整顿。［２］ 土耳其政府的这些做法以
及改制行为，与欧盟倡导的民主人权价值观大相径庭，欧盟对土耳其的做
法持保留态度。尽管《欧洲人权公约》第 １５ 条规定 ：
“允许缔约国在战时
或出现其他威胁到国家存亡的重大紧急状态，并且在该国的局势绝对有必
要采取这种措施的情况下，可以暂时中止权利。”但欧盟仍认为，埃尔多安
绕过甚至超越法律，以政令施政，与民主理念不符。此外，欧盟对土耳其
恢复死刑强烈反弹。土耳其于 ２００４ 年废除死刑，这是其民主改革的重要成
果。此次，如果重新恢复死刑，在欧盟看来这是土耳其在民主人权上的倒退。

［１］“ＵＳ－Ｔｕｒｋｅ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Ｇａｉｎ Ｐａ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ｕｍｐ Ｔａｋｅ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Ｓａｙｓ，”Ｊａｎ． 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ａｉｌｙｓａｂａｈ．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０１／０９／ｕｓ－ｔｕｒｋｅ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ｇａｉｎ－ｐａｃｅ－ａｆｔｅｒ－ｔｒｕｍｐ－ｔａｋｅｓ－ｏｆｆｉｃｅ．
［２］《德媒 ： 紧急状态令后 土耳其暂时中止欧洲人权公约》，网易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
１６３．ｃｏｍ／１６／０７２２／２１／ＢＳＫ１ＳＲ２８０００１４ＪＢ５＿ａｌｌ．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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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欧洲学者认为，“成功的政变将结束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但后政变时代
的报复措施，也将严重扭曲国家治理”。 ［１］ 在这种背景下，尽管土欧已经在
难民问题上达成协议，但计划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前实现土耳其公民赴欧免签
的目标仍已成为泡影。
（三）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升温
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向东看”政策步伐加速。土耳其政府认为，美欧不
能站在土利益角度处理问题，转而向非西方国家寻求支持，这是土俄关系
升温的大背景。未遂军事政变后，俄罗斯明确表示支持埃尔多安政府。俄
总统普京在政变后的第一时间与埃尔多安通电话，表达了对土耳其政府的
支持，这成为土俄修复外交关系的开端。此后，俄土两国在中东地区事务
上不断加强协作，尤其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几乎完成了 １８０ 度的大
转弯，并加入了俄主导的“阿斯塔纳叙利亚和平进程”。土耳其希望借助与
俄罗斯的合作关系，重新回到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中心。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在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斡旋下，叙利亚当局与主要反对派武装签署停火协议，
并同意启动和谈，持续近 ６ 年的叙利亚内战终于迎来转机。同年 １１ 月，埃
尔多安还提出，希望加入上合组织。
但对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的回暖，土耳其舆论并不乐观。土耳其国防工
业专家阿达·莫夫鲁特格鲁认为，土耳其在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发展与俄罗
斯的关系，是在做给西方国家看，因此双方关系不会上升至盟友层面。［２］ 土
学者也并不看好土耳其加入上合组织的前景。土耳其研究北约的教授穆斯
塔法·凯巴洛格鲁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土耳其不会退出北约，上合组织
不会成为北约的替代者。［３］ 土耳其《今日报》专栏作家塔斯吉提伦指出，每
［１］ 郑东超 ：
《“７·１５ 军事政变”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选择》，载《当代世界》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第 ６５ 页。
［２］“Ｔｉｍｕｒ Ｇｏｋｓｅｌ， Ｉｓ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ｌｌ Ｔａｉｌ， ｏｒ Ｗｉｌｌ ｉｔ Ｓｐｌｉ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ＮＡＴＯ？ ”Ｎｏｖ．
３０，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ｐｕｌｓ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２０１６／１１／ｔｕｒｋｅｙ－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ｈｔｍｌ．
［３］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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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耳其与欧盟关系处于不睦时，埃尔多安就会抛出“上合组织牌”，以引
起西方国家重视土耳其的角色。［１］ 笔者倾向认为，土耳其向俄罗斯外交转向，
很大程度是策略上的，而非战略性的 ；土与西方国家关系、土与非西方国
家关系，两者意义不同，不可等量齐观。
（四）土耳其奉行积极的地区外交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大国，希望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是由
于自身力量有限，土耳其应对地区事务尚力不从心。以叙利亚问题为例。
自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一直试图充当主要角色，在危机初
期曾协调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间的关系。之后，土耳其立场鲜明地要求巴
沙尔下台，站在美国一边。但在国内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开始疏
远美国，而与俄罗斯、伊朗拉近距离，并且试图与俄伊两国共同主导叙利
亚局势。有美国专家认为，土耳其可能会在叙利亚问题上让步，放弃要巴
沙尔下台的立场，以换取俄罗斯对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支持。［２］
土耳其还积极介入海湾国家事务。２０１７ 年 ６ 月，爆发卡塔尔断交危机，
土耳其迅速做出反应，积极发声，站在卡塔尔一边为其解围。土耳其试图
通过在中东国家和域外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辐射自身的地区影响力，凸
显其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土耳其与伊朗的关系升温较快。土耳其发生了未
遂军事政变后，伊朗表达了支持埃尔多安的立场。鲁哈尼在与埃尔多安的
通话中指出，这次政变是对土耳其国内外孰敌孰友的检验。［３］ 这种支持埃尔
多安的坚定立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形成鲜明相比，显得弥足珍贵。２０１７ 年，
［１］“Ｔｉｍｕｒ Ｇｏｋｓｅｌ， Ｉｓ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ｌｌ Ｔａｉｌ， ｏｒ Ｗｉｌｌ ｉｔ Ｓｐｌｉ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ＮＡＴＯ？ ”Ｎｏｖ．
３０，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ｐｕｌｓ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２０１６／１１／ｔｕｒｋｅｙ－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ｈｔｍｌ．
［２］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Ｍａｎｋｏｆｆ，“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ｒａｐｐｒｏｃｈｅ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ｔｕｒｋｅｙ／２０１６－０７－２０／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ｔｕｒｋｅｙｓ－ｒａｐｐｒｏｃｈｅｍｅｎｔ．
［３］ Ｆｅｈｉｍ Ｔａｓｔｅｋｉｎ，“Ｗｉｌｌ ｆａｉｌｅｄ ｃｏｕｐ ｐｕｓｈ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Ｉｒａ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ｐｕｌｓ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２０１６／０７／ｔｕｒｋｅｙ－ｃｏｕｐ－ａｔｔｅｍｐｔ－ｍａｙ－ｐｕｓｈ－ｅｒｄｏｇａｎ－ｉｒａｎ－
ｒｕｓｓｉａ．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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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总参谋长历史性地访问土耳其，商讨两国的军事合作，两国关系向好
发展。此外，土耳其与以色列经过谈判，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
笔者认为，以“７·１５”未遂军事政变为时间节点，土外交进入了新的调
适期。土耳其政府在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进行再平衡，而这种再平衡
并非战略层面，而是政策层面的。短期看，土耳其不会偏离亲西方的战略方
向，但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信任度呈下降趋势——土耳其的积极融入和欧盟的
冷眼相向，导致土战略目标和现实之间差距较大。长期看，在入欧前景堪忧、
与欧盟价值观冲突逐渐显现的背景下，土耳其也许会寻求超越“脱亚入欧”
的战略选择，奉行“去盟友化”政策，发展与欧洲的新型外交关系。
土耳其将增强与非西方国家关系，加重其在土耳其外交中的分量。因
此非西方国家不会对土民主人权状况横加指责，土耳其也可借此拓展本国的
国际外交活动空间，以弥补因与西方国家间的龃龉而遭受的外交损失。但
应强调是，土耳其提升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并不是战略转向，并不是以非
西方国家代替西方国家，而是在遭遇西方国家冷落后从外交上寻求新着力
点的举措。从目前看，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军事层面，土耳其都不
会与美欧国家离得过远。同时，土俄关系也并非完全乐观。在土耳其库尔
德问题上，俄罗斯并不是完全支持土耳其，仍留有回旋余地。［１］ 在全球化时代，
继续以非东即西或非西即东二元对立思维，是难以厘清土耳其外交走向的。

三、土耳其内政外交动向对中东格局的影响
在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塑造的演变进程中，土耳其扮演了双重角色 ：
作为中东地区的大国，土耳其与域内大国竞合互动，是塑造中东地缘政治
棋局的“博弈者”；从大国博弈的维度看，土耳其与美俄等世界大国相较，

［１］“Ｗｉｌ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 ｍａｋｅ Ｔｕｒｋｅｙ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ｙｅｒ？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ｐｕｌｓ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２０１７／０１／ｔｕｒｋｅｙ－ｒｕｓｓｉａ－ｗｉｌ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ｉｅｓ－
ｍａｋｅ－ａｎｋａ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ｙｅｒ．ｈｔｍｌ＃ｉｘｚｚ４ＵｚＸ１ｙＡ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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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综合国力不对称的明显劣势，因此它又是中东地缘政治棋局上“棋子”。
因此，土耳其内政外交的变化对中东地区格局走向具有多重影响。
从国家角度看，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大国，对域内其他大国而言自成一
极。它在中东国家中人口最多，同时经济总量与军事实力都雄踞榜首。作
为奥斯曼帝国的主要继承者，土耳其仍怀有恢复往日大国的雄心。近年来，
土国内政局有所波动，“土耳其模式”的吸引力下降，其软实力也相应减弱，
影响了其地区作用的发挥。
从地区角度看，土耳其是塑造地区格局的主要参与者。从域内地区大
国关系看，土耳其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它是地区唯一与所有国家都保持
正常关系的大国，与其他三大国——沙特、伊朗、以色列，双边都不存在
难以化解的矛盾。其受掣肘对冲的阻力较小，在参与地区事务上立场相对
超脱，回旋余地较大。无论是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阿拉伯民族和波斯
民族之间，还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土耳其是动态平衡的主要力量。
在涉及中东地区地缘重组问题上，土耳其具有很强的塑造力，典型的案例
是伊拉克库尔德问题。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举行独立公投。该独立公投对中东
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巨大，如果成功，可能会肢解伊拉克。土耳其是中东
地区库尔德问题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的库尔德人的
任何独立倾向，都是对土耳其领土主权的威胁。因此，土耳其予以坚决反对，
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加以阻止，以防止库尔德民族在中东地区改变现状。
土耳其与美俄关系的亲疏将影响两国对中东格局的塑造力。２０１６ 年
前，不存在土耳其在美俄间选边站队的问题——土耳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
的传统盟友，是美国盟国体系上的重要一环，土明确支持美国。目前，该
问题则具有较大讨论空间——美土关系渐生裂隙，相互信任下降，土正与
美国渐行渐远，而与俄罗斯越走越近。这导致美国在推行中东地区战略时，
土耳其成为不容忽视的不确定性因素。无论是叙利亚问题，还是遏制伊朗，
土耳其并未随美起舞，而是与俄罗斯、伊朗走得更近。甚至有专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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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正在形成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三边关系。
从塑造中东地区格局的博弈角力看，美国和俄罗斯都要拉拢土耳其，
以增强本国对中东格局的塑造力。就土美关系而言，同为北约成员国是美
国对土耳其的最大牵引力，也可以说是美土同盟关系的“压舱石”；但是美
国在库尔德问题、居伦问题上屡踩土耳其的“底线”，大幅降低了土耳其对
美国的信任，使土对双方同盟关系的性质产生怀疑。就土俄关系而言，改
善与俄罗斯关系，是土耳其对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存在和影响力扩大的认可，
而俄罗斯也能充分理解土耳其的核心关切 ；但消极的一面是，土俄关系持
续升温缺乏深厚的历史基础，历史上两国对抗多、和睦少，这将影响两国
的政治互信。实际上，面对美俄两强，土耳其选边站队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美俄这场针对土的“拔河比赛”中，土耳其的倾斜方向对美俄塑造中东地
区具有较大影响。［１］
总而言之，由于发生未遂军事通政变和实行总统制，土耳其的政治框
架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军队的实力逐渐式微，难以对埃尔多安以及正发
党构成实质性威胁。埃尔多安不仅把控政治权力，对军队、司法等机构也
有很大影响。在外交上，土耳其利用多元的地缘位置、多种文明交汇的特
点，游走于东西方之间，以扩大本国的外交空间，呈现出不东不西、亦东
亦西的特质。在这种内政外交背景下，土耳其将继续在地区扩大自身影响力、
追求域内的一极力量地位，塑造于己有利的地区格局。但鉴于中东地区形
势复杂多变，以及土耳其自身国力的有限性，其在塑造中东地区格局上只
能是参与者，而无法成为主导者。
【收稿日期 ：2017-09-25】
【修回日期 ：2017-12-03】

［１］“Ｔｉｍｕｒ Ｇｏｋｓｅｌ， Ｉｓ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ｌｌ Ｔａｉｌ， ｏｒ Ｗｉｌｌ ｉｔ Ｓｐｌｉ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ＮＡＴＯ？ ”Ｎｏｖ．
３０，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ｐｕｌｓ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２０１６／１１／ｔｕｒｋｅｙ－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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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外交策略新特点及对我
“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李云鹏

【内容提要】阿拉伯世界剧变之后，土耳其深度介入以叙利亚问题为核
心的新一轮中东地缘战略博弈。随着叙利亚问题的演进，冒进的外交策
略让土耳其疲于应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库尔德、难民、反恐等一
系列国内外问题接踵而至，叠加共振。与此同时，近两年土耳其与美国、
欧盟的关系急剧恶化。基于此，在“后叙利亚危机”时代，土耳其开始
大幅调整外交策略，并表现出“向东看”的趋势。土耳其改善了与俄罗
斯的关系，并表现出对中国与亚太的浓厚兴趣。历史上，中土同是古丝
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目前，两国又同为新兴经济体。“一带一路”倡议
使中国与中亚、欧洲的经贸联系更加密切，也使土耳其能够更充分地发
挥其地缘战略优势，而中土合作也表现出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安全层面
延伸的趋势。
【 关 键 词 】中土关系 土耳其外交策略 “一带一路”倡议
【 作者简介】李云鹏，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7) 06-00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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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地处欧亚之交，被布热津斯基称之为欧亚大陆的“支轴”国家，
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国家。长期以来在国父凯末尔的
定位下，土耳其一直是一个区域守成国家，并将西方视为外交的重点。但
继承奥斯曼帝国衣钵的土耳其在外交决策的潜意识里，兼具“东方”与“西
方”两种属性。自 ２０１１ 年的阿拉伯世界剧变之后，土开始深度介入中东博弈，
但随着大国介入与博弈加剧，土身处风口浪尖，却又束手无策。为摆脱困境，
在“后叙利亚危机时代”，土开始将其外交大幅向东转，并表现出不同以往
的特征。其焦点除了中东与俄罗斯外，还包括中国与亚太。土耳其对中国
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表示了希望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的愿望。这无疑为中土进一步深化合作提供了主客观条件，其中“一带一路”
倡议无疑是双方的战略契合点。

一、阿拉伯世界剧变后土耳其外交策略的转变
２０１１ 年的阿拉伯世界剧变之后，土耳其的外交策略出现了明显调整。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政府认为，经过了 ２１ 世纪头 １０ 年
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土有能力在这场中东乱局中把握时机，有所作为。
因此，土改变了长期奉行的“零问题外交策略”，深度卷入了以叙利亚问题
为核心的新一轮中东地缘政治博弈，这也是土外交新一轮“向东看”的开始。
（一）冒进时期（２０１１ 年 ３ 月—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先是积极协助西方推翻了
利比亚卡扎菲政权 ；随后又高调介入埃及乱局，呼吁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
克下台，大力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紧接着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化
友为敌，强势介入叙利亚乱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巴沙尔政权横加指责，
要求其进行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包括允许叙境内存在反对派、释放政治
［１］ 这一时期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阿拉伯之春”爆发之时，止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美国、英
国宣布终止对叙利亚北部反对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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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等。土还单方面宣布断绝与叙政府包括外交在内的一切联系 ［１］，并开始
对叙进行经济制裁，在土叙边境频繁举行军事演习。随着叙利亚内乱演变
为内战，土不遗余力地支持叙境内的各反对派武装，如叙利亚全国委员会
（ＳＮＣ）、叙利亚自由军（ＦＳＡ）和胜利阵线（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Ｎｕｓｒａ）等带有浓厚
宗教色彩的伊斯兰逊尼派武装。一时间，土俨然成了叙反对派武装的大本营，
其中反对派主力自由军的总部就驻扎在土哈塔伊省。［２］
在国际舞台上，土耳其与美、法、英等西方盟友保持密切合作，试图
在中东地区扮演“政治导师”及“倒巴”急先锋角色。土多次呼吁美国更大
程度地介入叙利亚问题，并与美一道高调为叙利亚自由军提供武器装备与
军事训练。２０１２ 年，土积极响应由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领衔的联合国工作
小组对叙利亚和平进程的斡旋，同年与法国一道主导了“叙利亚之友”会议，
在国际社会上掀起了“倒巴沙尔”浪潮。与此同时，土还同卡塔尔、沙特等
区域盟友展开合作，两度配合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对叙问题的
调查。此间，土还积极同与自己立场对立的俄罗斯、伊朗展开对话，不希
望因叙利亚问题影响到自己在能源、经济层面与俄伊两国的合作，并对说
服两国放弃对巴沙尔政权的支持抱有幻想。
这一时期，土耳其的外交策略与正发党政府之前的“零问题外交”战略
背道而驰，甚至与土耳其共和国自立国起长期奉行的国家安全战略

［３］

相悖。

［１］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Ｐｈｉｌｉｐｓ，“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ａｇｍｉｒｅ：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Ｓｙｒ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６ ２０１２．
［２］ Ｙｅｚｄａｎｉ Ｉ．，“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ｂｅｌｓ： Ｔｏｏ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Ｕｎｒｕｌｙ，”Ｈｕ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 ２０１２．
［３］ ２０ 世纪初，由于奥斯曼帝国贸然地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导致土耳其差点四分
五裂，因此，土耳其自 １９２３ 年成立共和国以来，便采取了较为保守、孤立的外交策略，
尤其是对外用兵更是慎之又慎。基于此，土耳其没有实质性地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土耳其为了能加入北约曾参加了朝鲜战争，但遭到惨败，这次教训在当
时土耳其社会引起哗然，更加重了土耳其的保守与孤立。谨慎地参与国际事务，不到
迫不得已不轻易对外出兵，已成为土耳其长期以来的安全思维惯式，有学者称之为“宝
贵的孤独（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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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在土耳其介入叙利亚危机的最初冒进时期，其在地区乃至国际
社会的影响力似有所提升，然而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危机也正在悄然酝酿。
（二）中期疲于应付时期（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６ 年 ６ 月）［１］
在此期间，土耳其前期外交策略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在国际社会上
空前孤立。２０１３ 年以来，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碎片化、宗派化特征日益明显，
叙内战烈度不断升级，性质逐渐演变为代理人战争与反恐战争的双轨并行，
多方力量在此激烈博弈。叙反对派内部已严重分化，其中“基地”组织的升
级版“伊斯兰国”强势登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俄罗斯突然军事介入叙利亚 ；同
时，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介入也日趋公开化 ；美国、沙特等土耳其
传统盟友在叙问题上与土日渐分道扬镳，土正一步步滑入“叙利亚深渊”。
２０１３ 年以来，“伊斯兰国”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而土耳其对该组
织的策略却十分耐人寻味。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间，土对“伊斯兰国”
持或明或暗的支持态度，希望其能充当削弱叙政府军与库尔德武装的力量。
为此，土为“伊斯兰国”提供武器支援与经济支持，开放土叙边境以便于来
自全球 ８０ 多个国家的“圣战分子”进入叙利亚，并在土叙边境为其提供医
疗保障 ［２］，土甚至对“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在其东南部偏僻地区招兵买马
也持默许态度。［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伊斯兰国”在土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安卡拉
火车站爆炸案，此后土国内恐袭活动不断。该爆炸案是土对“伊斯兰国”策
略转变的分水岭，此后，土开始同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展开实质性合作，
打击“伊斯兰国”。但是，土对“伊斯兰国”的打压力度仍很有限，主要是允
许国际反恐联盟使用土叙边境的因吉尔力克空军基地对“伊斯兰国”实施空

［１］ 这一时期始于 ２０１３ 年来以“胜利阵线”、“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宗教武装的
兴起而止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埃尔多安向普京致去道歉信。
［２］ Ｔｒｅｍｂｌａｙ Ｐｉｎａｒ，“Ｔｕｒｋ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 ｔｏ Ｉ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ｐｕｌｓ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２０１４／１１／ｔｕｒｋｅｙ－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ｉｓｉｓ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ｈｔｍｌ．
［３］ Ｋａｐｌａｎ Ｈｉｌａｌ，“Ｃｈａｒｇｉｎｇ Ｔｕｒｋｅｙ ｆｏｒ ＩＳＩＳ，”Ｄａｉｌｙ Ｓａｂａｈ， ２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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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 ；尽管土在土叙边境部署了重兵，但并未向叙挺进，而仅对该地区的“伊
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与库尔德武装进行了炮击。
库尔德民主政党联盟（ＰＹＤ）及其附属武装人民保卫军（ＹＰＧ）在叙
北部与“伊斯兰国”的作战中日趋活跃。土耳其始终认为这两者与库工党存
在密切联系，因而将两者视为眼中钉。但从 ２０１４ 年起，美国开始为库尔德
武装提供大量武器、经济援助，并将其视为对抗“伊斯兰国”的主力。面对
日益强大、活跃的库尔德武装，土耳其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一方面，
土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允许库尔德武装过境 ［１］，并支持其在叙利亚科巴
尼、曼比季等地的战斗 ；另一方面，土又担心库尔德武装坐大，并和土境
内的库工党形成串联之势，因而在边境频繁炮击库尔德武装。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以来，俄强势军事介入叙利亚，将众多叙反对派武装视为
重点打击对象，这严重损害了土的利益，并打乱了土对叙的战略布局。因此，
土一直在寻求机会对俄进行报复。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土击落一架俄战机，使本
就紧张的土俄关系一时间剑拔弩张。击落战机事件看似是一个孤立的偶然
事件，但却是俄土在叙长期利益尖锐对立、军事上又存在擦枪走火风险背
景下的一个必然结果。自 ２０１５ 年起，美国政府多次指责土耳其对“极端组织”
的包庇行为，而土耳其则对美国支持叙库尔德武装表示不满。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土耳其指责美国暗中参与了发生在土耳其的未遂军事政变 ［２］，此后，关于因
吉尔力克空军基地的使用问题又在土美间闹得沸沸扬扬。［３］ 同时，土耳其与

［１］ 土耳其对此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每周仅在固定的时间内允许库尔德武装沿固
定的路线过境土耳其。
［２］ 按照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的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参与到了土耳其政变的谋
划之中。美方对此矢口否认。不少土耳其媒体曾揣测，叙利亚问题是诱发美参与土政
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３］ 因吉尔力克空军基地位于土耳其靠近叙利亚的南部边境，它是美国主导的国际
反恐联盟对叙利亚发动空袭的最重要的基地。此外，美军在此驻有人员 １，５００ 人，并部
署有大约 ５０ 件核武器。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土耳其曾要求美军撤离此基地，并曾进行过断电，
但最终美军并未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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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关系也因为叙利亚难民问题、免签问题而蒙上了阴影。
在区域内，伊朗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对抗加剧，２０１５ 年，两国角力场
已经由叙利亚、伊拉克进一步延伸到了也门内战，两国国内的主流媒体也相
互进行攻击，双方的战略分歧难以把控，战略互信逐步丧失。沙特与土耳其
在叙利亚、埃及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分歧也越来越大——土、沙双方在限制“伊
斯兰国”发展、支持叙反对派、叙未来走向等问题上均存有争议，焦点尤其
集中于叙“穆兄会”。该组织倡导叙未来多元化、平民化、非宗族化的“穆
斯林社会”理念，也被称为“政治伊斯兰”。这迎合了土对未来叙利亚的设想，
却被沙特视为是对其所提倡的以部落、宗族、君主制为核心的瓦哈比教派
价值观念的严重冲击。在埃及穆尔西政权垮台之后，土迅速与埃及塞西政
权交恶。在巴以问题上，土耳其也指手画脚，高调提出“土耳其方案”，支
持巴勒斯坦，导致 ２０１０ 年以来因加沙搜船事件持续低迷的土以关系再度雪
上加霜。这一时期，仅卡塔尔对土耳其激进的中东政策表示支持。

二、“后叙利亚危机”时代土耳其外交转向的深层动因
中东局势历来波诡云谲，变幻莫测，土耳其卷入阿拉伯世界乱局后仅
仅 ５ 年，其国内外的形势已发生剧变，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令土耳其政
府难以应付，长期以往，土世纪之初良好的发展态势终将成为泡影。在此
大背景下，土耳其渴望在外交上有所突破，以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具体
分析，土耳其外交转向主要有以下动因 ：
（一）叙利亚战局的发展。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叙利亚战局开始悄然生
变，叙政府军在战场上日益占据主动。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开始，大马士革、哈马、
霍姆斯、塔尔图斯等地已基本被叙政府军控制，随着同年 １２ 月叙政府军收
复阿勒颇，土耳其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叙局势的影响基本局限在叙北
部地区，推翻巴沙尔政权已不现实，甚至土所支持的叙反对派武装也很可
能会被消灭殆尽。在此客观形势下，土外交策略如果再不有所改变，其前

-78-

土耳其外交策略新特点及对我“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期在叙的苦心经营很可能将付诸东流。
（二）库尔德人问题的再凸显。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的第四大民族，人
口约 ３，０００ 万 ［１］，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与叙利亚四国，其中在
土耳其的人口数最多，约为 １，３８２ 万。［２］ 一战后，根据《洛桑条约》［３］，库尔
德民族被分割在上述四个中东国家。此后近 １００ 年里，库尔德人追求建立
独立民族国家的梦想屡屡遭到土耳其、伊拉克等国的压制和泯灭。２０１４ 年后，
受叙危机升级及其外溢效应的严重影响和冲击，土政府与国内库尔德人的
矛盾再度升级。同年底，土东南部库尔德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
动，库尔德人对自身遭受“伊斯兰国”猛烈攻击而政府不作为的做法及其欲
“借刀杀人”的意图深表不满。库工党也因此中止了与土政府的和谈，再度
走上武力对抗政府的道路。２０１４ 年以来，土发生了 ２０ 余起与库工党相关的
恐怖袭击案件，造成了数百人丧生。土政府也以空袭、派兵搜剿、边境炮
击等方式予以报复。同时，土国内库尔德政党与正发党政府之间在“伊斯兰
国”、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土国内库尔德人权利等诸多问题上的分歧愈演愈
烈。２０１７ 年初，正发党政府甚至逮捕了十余名库尔德政党议员及两名库尔
德政党领导人。同年，埃尔多安为了“修宪”成功，多次演讲攻击库尔德人
威胁土社会安全，煽动民族对立情绪，双方间的这场冲突烈度为本世纪以
来所未有，“和平进程”已成泡影。
同时，中东新月地带的碎片化趋势日益凸显。无论是伊拉克巴尔扎尼
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还是叙利亚库尔德政党民主联盟，都趁势而起，试
［１］ 唐志超：
《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 页。
［２］“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Ｔｕｒｋｅｙ，”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ｉａ．Ｇｏｖ／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ｇｅｏｓ／ ｔｕ．ｈｔｍｌ．
［３］《洛桑条约》全称为《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和约》。１９２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以英国、法国、
意大利、日本、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 － 斯洛文尼亚国等 ７ 个协约国为一方，
以土耳其为另一方在瑞士洛桑缔结。条约确立了现代土耳其的疆域。土虽然放弃了其
在阿拉伯地区的领土和塞浦路斯，但保留了东色雷斯，同时取消了亚美尼亚的独立和
库尔德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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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填补伊叙部分地区的权力真空。另外，中东地区各库尔德组织的联动性
增强，并对政治权益的诉求不断提高。尤其是该地区库尔德武装在打击“伊
斯兰国”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合法性日益被国际社会所认可，西方国家不
断加大对库尔德人的支持力度，这势必会对土境内的库尔德人产生联动效
应。尤其是 ２０１６ 年来，许多阿拉伯人在“伊斯兰国”从土叙边境地区溃退
时也随之纷纷逃离，致使叙、伊部分地区出现了有利于库尔德人的人口结构。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伊拉克库区更是不顾国际社会（以色列除外）反对，强行推
动“独立公投”。这无形中对土耳其国家完整构成了严重挑战。
（三）难民问题。在叙利亚危机初始的 ２０１２ 年，土接纳的叙难民不过
１０ 万人。２０１３ 年，“伊斯兰国”在中东开始疯狂攻城掠地，叙难民数量也随
之激增。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土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卢表示，在土耳其的叙利亚
难民总数已达 ３５５．１ 万人（占土总人口的 ４．３％）。［１］ 叙危机以来，土为安置
难民共花费了超过 ２５ 亿美元。大量的难民给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还
对土国内政治安全构成威胁。在叙难民中，有许多库尔德人与什叶派的阿拉
维派，他们多被安置于库尔德人与阿拉维派集中的土叙边境省份。土政府担
心，叙库尔德人的长期滞留将改变土国内、尤其是部分地区的人口结构，再
加之其如果与境外的库尔德人问题形成联动效应，将会引发土国内库尔德人
更大的政治诉求，并激化边境地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２］
（四）反恐问题。反恐问题是叙利亚危机衍生的又一严峻挑战。据土内
政部称，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土政府禁止了 １４５ 个国家的 ５．２ 万名疑似涉恐人
员入境。此外，难以计数的恐怖分子随着大批叙难民涌入土境内，有的甚
至已在土社会中潜伏下来，严重威胁社会安全。早在 ２０１５ 年，土耳其国家

［１］ 对于具体的难民数量，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据与土耳其内政部的数据有微小
的差距，并且难民署还尤其指出叙利亚难民中未成年难民的比例超过 ５０％。
［２］ 崔守军、刘燕君 ：《土耳其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应对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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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局（ＭＩＴ）即声称已有 ３，０００ 名“伊斯兰国”的“圣战”分子从伊拉克或
叙利亚潜入土境内 ［１］，他们把部分国家驻土外交机构作为袭击目标。２０１５
年来，以“伊斯兰国”为首的恐怖组织不断在土各地制造恐怖袭击，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并通过散发涉恐、涉暴的“圣战”书籍与音像制品等，在土东
南部贫困地区等大搞极端意识形态渗透，对土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冲击
和影响。此外，“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还直接在土东南部部分贫困地区招
兵买马，建立起了零星的“伊斯兰国”武装组织。土耳其认为，目前对其国
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除“伊斯兰国”与库工党外，还有人民保卫军与“居
伦运动”
（FETÖ），而在叙利亚危机之前“伊斯兰国”、人民保卫军与“居伦
运动”在土都未曾出现，库工党也没有目前活跃。
（五）动荡的国内政局。外交既是内政的延续，又会反作用于内政。自
２０１３ 年的加齐公园暴乱事件及埃尔多安内阁涉贪腐调查案以来，土社会日
益分裂，新旧矛盾不断激化。土国内以共和人民党（ＣＨＰ）为首的反对党对
政府“激进”的外交策略深为不满，甚至执政的正发党内部也颇有微词，带
有库尔德色彩的和平民主党（ＢＤＰ）更是多次指责政府的叙利亚政策。２０１５
年的安卡拉爆炸案后，土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更是时有发生，民众要求政
府从叙利亚问题中抽身，致力于解决社会安全、经济、就业等问题。２０１５
年，土 ＧＤＰ 出现了 １０ 年未遇的负增长，随之而来的议会大选冲击了长期
以来正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大选首轮选举中，正发党虽获得了多数票，
却因得票率低而不能单独组阁，被迫进行第二轮选举。尽管正发党最终得
以单独组阁，但此时土社会、政坛均已不再稳定，反对埃尔多安政府的多
种政治力量在不断积蓄，也终于酿成了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的未遂军事政变。该政
变实际上已表明，在土耳其社会、政府、军中乃至正发党内部已有部分人
对土政府内政外交强烈不满。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埃尔多安推动修宪公投，将国
［１］“３０００ ＩＳＩＳ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ｏｒｓ ｍａｙ ｅｎｔｅｒ Ｔｕｒｋｅｙ， ｐｌａｎ ｔｏ ａｔｔａｃｋ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ｔａｒｇｅｔｓ，”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ｒｔ．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３３８３９－ｉｓｉｓ－ｔｕｒｋｅｙ－ａｔｔａｃｋ－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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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由议会制改为了总统制。公投获得了通过，但却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社
会的分裂以及民族的矛盾。

三、土耳其外交策略转向的特点与表现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信，就击落战
机事件道歉。这标志着土外交转向的开始，一方面土耳其以更加务实的态
度看待叙利亚问题，采用更加灵活多样的干预手法达成战略目标；另一方面，
土耳其外交整体布局大幅度“向东转”，为历史上所罕见。
（一）直接使用军事手段维护土耳其的地区利益
从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起，土耳其开始频繁地直接使用军事手段介入地区事
务。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可分为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在叙利亚的“幼发拉底盾牌”军事行动。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土突
然发动代号为“幼发拉底盾牌”的军事行动。该军事行动给土带来了巨大的
战略红利 ：
（１）在叙北部建立了一个约 ２，０００ 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从“伊
斯兰国”和人民保卫军手中夺取了约 ２４０ 个村镇，其中包括一些具有战略意
义的城镇，如杰拉布卢斯、阿扎兹、达比克等。（２）歼灭了大量敌对武装，
共消灭“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约 ２，５００ 人、人民保卫军约 ５００ 人，俘虏上述
两组织人员共计 ６００ 人。
（３）彻底粉碎人民保卫军欲将三个重要据点阿弗林、
曼比季与阿扎兹串连成片的企图，土建立的“安全区”像一把尖刀插入到了
库尔德人控制区，对阿弗林、曼比季形成进攻态势。（４）数千名的叙利亚
难民从土返回到了叙利亚的“安全区”，且社会秩序已逐渐恢复。埃尔多安
此次对叙用兵，既可转移各方注意力，又能为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的修宪全民公投
造势，可谓一举两得。同时，军事行动也为土耳其后来的政治谈判积累了
本钱，如今部分“冲突降级区”的雏形就来自于土的“安全区”。
第二阶段是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伊拉克库区强行推动独立公投后，土耳其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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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包括与伊朗、伊拉克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军事介入叙利亚西北重镇伊德利卜等。这一阶段的行动保护了土支持
的反对派武装免于被叙政府军歼灭，同时也形成对叙西北部叙利亚人民保
卫军的合击态势。与此同时，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与卡
塔尔陷入断交风波时，土耳其果断决定向卡塔尔派驻军队。据多家外媒报道，
土首批军队已经进驻卡塔尔，下一步土还将扩大在卡的军事存在，对卡提
供军事援助与军事训练。土的这一举动无疑为土仅剩的地区盟友卡塔尔打
了一针强心剂，也借机扩大了自己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
（二）改善俄土关系，以期在叙利亚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起，土俄关系迅速升温，双方都需要彼此提供战略支撑 ：
一方面，土亟需在国际社会中寻求支持，以从“叙利亚泥潭”中脱身 ；另一
方面，随着美俄在叙的博弈日趋激烈，美国不断在东欧增兵，俄希望在地缘
政治上能有所突破，打破西方的围堵态势。基于此，俄土之间有着充分的现
实利益合作基础。在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俄土已举行了数轮双边会谈，双方在
能源、贸易、反恐等问题上深化了合作，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２０１６ 年
末，俄土共同促成了叙利亚停火协议。２０１７ 年 １ 月，俄罗斯、土耳其、伊
朗共同发起了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该会谈迄今已举行了 ５ 轮。会谈
内容主要是划定了双方在霍姆斯以北，伊德利卜、大马士革以东，阿勒颇
等地区的势力范围，并商讨建立一些冲突的缓冲区域。从实际结果看，土
俄间进行了一定的利益交换，也确实推动了叙利亚问题的实质性解决。比如，
俄默许了土在叙北部所划定的“安全区”及土对库尔德武装的打击，但作为
交换，土须将阿勒颇省的反对派武装撤到“安全区”内。土在巴卜地区的军
事行动能得到俄空军支援，叙政府军能较为轻松地收复阿勒颇，均是双方
前期会谈落实的成果。此外，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土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将以贷款
形式从俄罗斯购入 Ｓ－４００ 防空导弹，并表示土有自由选择防御武器的权力。
作为北约盟国，土不顾美国施压与警告，购买俄最为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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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显示出其日趋独立的防卫政策，二则显示出俄土合作的新高度。
（三）与西方关系进一步交恶
“后叙利亚危机”时代，土耳其与西方关系不断交恶，战略互信严重丧
失。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未遂政变后，土一直指责美国暗中参与了政变，并要求美
引渡旅美的土宗教人士居伦，但美方一直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引渡。此后，
两国又因美为库尔德人提供武器援助存有严重分歧。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土半官
方的阿纳多卢通讯社曝光了美在叙北部库尔德区的 １０ 个秘密军事基地，美
对此十分气愤，称此举为“公开的背叛”。同年 １０ 月，土美又陷入外交危
机——一名美驻土使馆前雇员因被土政府怀疑参与了 ２０１６ 年的未遂政变而
被逮捕，美随即进行报复，暂停了对土的非移民签证 ；土则针锋相对，对
美进行了对等的报复措施。这次土美间的外交危机前所未有，是土对美近
年来长期不满的宣泄，其结果则使土美关系雪上加霜。除了官方层面，土
民间也表现出愈发严重的反美情绪。土卡迪尔哈斯大学民调显示，土将美
视为主要威胁的人数比例已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４．１％激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６６．５％。［ １］
２０１５ 年以来，土欧关系就因欧盟拒绝履行对土免签承诺、叙难民问题
等蒙上了阴影。２０１６ 年，土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对国家机构进行了“清洗”，
这招致了欧盟的严厉批评。埃尔多安对欧盟干涉土内政也深感不满。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土的“修宪”及其衍生事件又引发了土与德国、荷兰、法国等欧
盟国家的外交风波。当年 ７ 月，欧洲议会最大政党“欧洲人民党”党团主席
曼弗雷德·韦伯表示，欧盟应当终止土加入欧盟的谈判。９ 月，德国总理默
克尔也表示应终止土加入欧盟的谈判。与此相对，埃尔多安 ２０１７ 年则多次
在接受媒体采访或公开演讲中高调批评欧盟。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目前土
与西方的关系已处于历史冰点，并且具有不可逆性。目前，土欧双方，无
论官方层面还是民众层面都表现出对立的情绪，在这种大背景下土加入欧
盟几乎是不可能的。
［１］ 李小青 ：《土耳其狂泄美驻叙军事基地秘密》， 载《环球军事》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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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视亚太地区
２０１６ 年以来，土耳其对亚太地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先后与中
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建立或深化了战略伙伴关系，
并把中国置于最优先位置。２０１６ 年，中土贸易总额为 ２７７．６ 亿美元，中国成
为土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土耳其最大的进口国。２０１５ 年，土投资 ２６ 亿美元，
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国之一。土对“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合作
组织均表现出颇高的热情，埃尔多安总统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先后
两次到访中国，分别参加了 Ｇ２０ 杭州峰会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与习
近平主席进行了会谈。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外交部长王毅访土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土
外长恰伍什奥卢访问中国，进一步落实了双方元首前期会谈的成果，双方在
能源、经济、文化、反恐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２０１７ 年以来，土外
长还到访了越南、日本 ；与缅甸、柬埔寨、文莱、老挝等东盟国家建立了外
交关系，实现了对东盟成员国的使馆全覆盖。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土耳其正式成为
了东盟对话伙伴国。土还积极参加亚洲合作对话（ＡＣＤ）、亚信会议（ＣＩＣＡ），
并与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１］ 近年来，尤其是 ２０１５
年 Ｇ２０ 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之后，土与亚太地区国家间的经贸发展迅速。而
在 ２０１６ 年的 Ｇ２０ 杭州峰会之后，除了经济领域，土在政治上也表现出向亚
太地区靠拢的倾向，埃尔多安已多次提到欧盟不再是土耳其的唯一选择。

四、土耳其外交布局转向对我“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一）土耳其外交布局向东看
土耳其共和国外交思想的渊源是凯末尔主义的六大原则 ［２］，凯末尔对
土耳其的定位是一个区域守成国家而非区域扩张国家，拒绝对外输出泛突
［１］“Ｔｕｒｋｅｙ＇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ｔｒ／ｔｕｒｋｅｙ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ｅｎ．ｍｆａ．
［２］ 凯末尔主义的六大原则是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
与改革主义。

-85-

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厥主义、泛奥斯曼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他认为，这些虚无的主义并不能
给土耳其带来实际的利益，反而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与敌意。凯末尔在
１９３１ 年曾提出“国内和平，国际和平”［１］ 的主张。基于此，长期以来土外
交的重心一直是欧洲与美国，它并不愿介入复杂的中东局势，对于中亚及
亚太的事务更不感兴趣。但自厄扎尔时代土耳其便时不时“向东看”，到
正发党时代又有了进一步演进。正发党外交理论的奠基人、曾任土总理的
达乌特·奥卢在其所著的《战略纵深》（Ｄｅｒｉｎｌｉｋ Ｓｔｒａｔｅｊｉｋ ）一书中，全面、
系统地阐述了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并专门详细探讨了土在中亚、中东的战
略优势。他指出，“土耳其的外交战略方向除了欧盟，也应将俄罗斯与中国
作为战略储备”。 ［２］
２１ 世纪的头 １０ 年，土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曾在 ２０１０
年被认为是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２０１６ 年其 ＧＤＰ 总量已位居全球第
１７ 位。土与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被称为“展望五国”［３］“薄荷四国”［４］“金
钻 １１ 国”［５］“迷雾四国”［６］。此外，埃尔多安于 ２０１６ 年未遂政变后的政治“清
洗”以及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的成功修宪后，具有温和伊斯兰色彩的正发党仍将长
期一党独大，土的外交政策将保持长期的延续性。与此同时，世界政治经
济新秩序正在形成，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推动世界经
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与之相对，西方世界尤其是欧盟，近年来对土耳其的

［１］ 这句话的土耳其语原文为“Ｙｕｒｔｔａ ｓｕｌｈ， ｃｉｈａｎｄａ ｓｕｌｈ”
。 凯末尔于 １９３１ 年提出，后被
写进土耳其 １９６２ 年与 １９８２ 年的宪法，至今土耳其军方许多将领仍然将这句话悬挂于办公
室内。这句话的要旨在于别国不应干涉土耳其的内政，反之土耳其也不应该插手别国的内
政，不同国家应达到集体安全，共同致力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
［２］ Ahmet, Davutoğlu. Derinlik Stratejik. Küre Yayınları,Istanbul. 2001 s420.
［３］ 展望五国（ＶＩＳＴＡ）即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
［４］ 薄荷四国（ＭＩＮＴ）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土耳其。
［５］ 金钻 １１ 国（Ｎｅｘｔ－１１）即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
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
［６］ 迷雾四国（ＭＩＳＴ）即墨西哥、印尼、韩国、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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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不断下降，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的欧债危机与 ２０１６ 年的英国脱欧，都曾
引发土社会对自己多年来苦苦追寻加入欧盟的反思。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埃尔多
安曾毫不避讳地坦承，土正在认真考虑加入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长
期来看，土不愿再无条件地成为西方的棋子，它向东转的趋势会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愈发明显，这无疑为中土关系向更深层面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二）地缘战略视角下的中土“一带一路”相关合作
土耳其地跨欧亚大陆，连接欧洲、中亚与西亚，还据守着黑海通往地
中海、爱琴海的咽喉要道。布热津斯基称其为欧亚大陆的“支轴”国家，也
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国家。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土的“中
枢国家”
“桥梁国家”特征日益凸显 ［１］，地缘战略优势愈发明显。基于此，
土耳其曾在 ２００８ 年提出过“新丝路”倡议（Yeni Ipek Yolu Girişimi），其旨
在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促进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的贸
易投资。但受限于土自身经济能力以及当地基础设施状况，这个项目一直
进行得不温不火。此后，土又提出“中间走廊”计划（Ｏｒｔａ Ｋｏｒｉｄｏｒ Ｐｒｏｊｅｓｉ），
主要是基于交通设施建设，打通从里海经过土耳其、阿塞拜疆到中亚与中
国的通道，促进沿途地区经济发展。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
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和责任共同体。土耳其是“陆上丝绸之路”倡议中的重要国家，从土穿过
到达欧洲，是相对安全且成本节约的路线。自 ２０１３ 年中国的“陆上丝绸之
路”提出伊始，就得到了土耳其政府、学界、媒体、民间团体等的热烈响
应，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从政治层面看，“一带一路”倡议都像是给土开
出的一剂良方。“一带一路”倡议与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存在高度的
战略契合。“中间走廊”计划最重要的项目是“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
［１］ 昝涛：
《历史视野下的土耳其梦——兼谈“一带一路”下的中土合作》
，
载《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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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项目。该项目起点为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途径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
最后到达土耳其东北边境城市卡尔斯。与之相配套，巴库海港将与哈萨克
斯坦的重要海港阿克套港、土库曼斯坦的最重要海港巴希港相连接。项目
的完成可将土耳其与中亚地区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土自身并不是一个资
源丰富的国家，加强与中亚的连接将能使中亚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更便捷
地输入土耳其。中亚一直是土耳其想要经略的重要地区，但限于自身国力，
对该地区的影响多局限于语言与文化层面。土的“中间走廊”计划若能与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相对接，与中俄的合作，
将能有效扩大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对中国而言，该项目能大大提升从中国
到欧洲的铁路货运量。
同时，中土合作的横穿土耳其东西的埃迪尔内—卡尔斯高速铁路项目
已经启动 ；宗古尔达克省的黑海港口菲利约斯港及伊兹米尔的爱琴海港口
恰达尔勒港与梅尔新港已经在建设。高速铁路与港口建设将更加强化土“中
枢国家”的地位，埃尔多安曾高度评价称上述项目都是具有历史性的。“中
间走廊”计划已与“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形成高度战略对接。土耳其最大的
贸易伙伴分别是欧盟与中国，位于土的西侧与东侧，两者都拥有巨大的市
场。“一带一路”倡议，使土可以弥补自身资金、技术、资源方面不足的劣势，
更充分发挥其地缘战略的优势。
除了经济利益外，“一带一路”倡议也将中土间的合作推向安全层面。
土腹地紧贴当前动荡的新月地带，处在国际反恐的第一线。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演讲时，埃尔多安首先提到的是土在当今
国际反恐中的重要作用，此后他才提到了经济合作问题。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土
外长恰伍什奥卢在与外交部长王毅会晤后表示，土将把“东突”恐怖组织“东
伊运”列为土政府监控的恐怖组织名单，“土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在
土领土上或是土控制的地区从事危害中国利益的活动”。［１］ 会后，两国还签
［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ｕｒｒｉｙｅｔ．ｃｏｍ．ｔｒ／ｄｏｇｕ－ｐｅｒｉｎｃｅｋ－ｃｉｎ－ｔｅｒｏｒｅ－ｋａｒｓｉ－ｉｓｂｉｒｌｉｇｉｎｅ－ｈａｚ－４０３６６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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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了反恐合作协议，这在两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也是中土互信加深的表现。
土东南部地区相对落后，也是“陆上丝绸之路”投资的重要地区，而近年来
该地区深受恐怖主义危害，安全形势恶化。随着中国对土基础设施等项目
投资的增加，中土间的反恐合作将有着愈发重要的意义。此外，加强与土
的安全合作，将有助于打掉“东突分子”在土耳其的“庇护所”，切断其与中
亚及中国西北地区的联系，有效防止其对中国的渗透。未来，若中国参与
叙利亚北部地区的重建工作，也同样需要与土的反恐合作。
总之，土耳其的外交转向为中土两国进一步扩大合作提供了可能，而“一
带一路”倡议则让双方找到了合作的战略契合点。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土
耳其“向东看”的曲折性与复杂性。土耳其是北约国家，囿于国内政治及西
方影响，不会一蹴而就转向东方。当前，土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会
引发中美间的对抗还存有一定疑虑 ；历史上，在“东突”问题上土也曾出
现反复性，可以预见未来中土关系也必然会出现摩擦与波折。这些同样值
得我们警惕并注意。
基于此，当前中土之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中方应向土进一
步阐明中方和平发展的理念与决心，打消土当前存在的一些战略疑虑。同时，
双方应建立起多领域的长期对话机制。在经贸领域，双方尤其是中方应更
加注重经济互补，夯实长期合作的基础 ；在人文领域，两国的媒体应加大
对对方的正面宣传力度，增进两国民众对彼此的了解，同时鼓励双方的文
化及旅游交流 ；在反恐领域，双方应关注对方的重要利益关切，并尝试建
立起反恐情报共享机制。
从全球看，时代的大势、现实的利益与历史的联系终将决定中国与土
耳其在未来有着更为广阔的合作前景。

【收稿日期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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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战略 :
评估纬度及政策启示 [1]
房乐宪

吴学锐

张越

【内容提要】可持续发展理念自上世纪 ８０ 年代末得到国际社会重视以来，
发达国家率先推出了各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ＮＳＤＳ）。本文通过考
察欧盟国家层面的横向政策协调机制、垂直协调机制、评估过程、监督
与评价指标、参与机制等，试图系统认识欧盟在成员国层面推进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现状及内涵特征，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思考欧盟
国家经验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 关 键 词 】欧盟 可持续发展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战略评估机制
【作者简介】房乐宪 ，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 ／ 欧盟研究中心教授、和平与
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学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张越，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7) 06-0090-18

［１］ 本文系 ２０１６ 年度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指向性课题“欧盟社会改
革创新发展新趋势及中欧相关领域合作”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 ２０１７ 年国家留学基金管
理委员会公派访问学者出国留学基金支持。

-90-

欧盟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战略：评估纬度及政策启示

一、欧盟推进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简要背景
随着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发展，在社会经济领域，国际社会面临广泛
而紧迫的挑战和危机 ：国家间经济差距持续扩大 ；依然存在棘手的发展中国
家贫困状况和时常爆发的全球性传染病 ；更重要的是，工业化国家对资源的
过度消耗，导致一系列环境恶化，诸如气候变暖、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枯竭
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等。这些问题与发展相辅相生，既是过往不节制发展的
可怕后果，也是决定未来人类社会能否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由此，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得到了显著提升，可持续发展议题
也被提上国际议事日程。１９８７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ＷＣＥＤ）（也称
布伦特兰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系统定义了可持续发
展的基本含义 ：
“可持续发展是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代
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１］ 报告还特别指明了可持续性所蕴含的三个维度 ：
环境、社会与经济维度，这三个维度互为依存、互相补充，并且需要尽可
能地整合到政策之中。［２］ 在此基础上，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
（ＵＮＣＥＤ），即里约地球峰会（Ｒｉｏ Ｅａｒｔｈ Ｓｕｍｍｉｔ），出台了《２１ 世纪议程》

［１］ ＷＣ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２］ 这种区分非常必要，因为长久以来存在两种将可持续发展概念狭隘化的倾向。一
是将其等同为生态现代化（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认为技术革新和企业家的作用促成
社会变革。虽然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生态保护与现代化技术，但生态现代化的说法仍然将自
然视为永久的可开发的资源储存库，没能正确表现出资源有限性与人类急剧增长的消费需
求之间的矛盾关系。二是将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政策混同，但实际上二者在政策目标、治理
方式上有明显差异——政策目标上，前者着眼于重塑消费模式、降低资源利用的强度，而
非后者强调的单纯保护环境 ；治理方式上，可持续发展要求很强的政府承诺，同时需要能
够独立运行的政府机构来完成这一宏观的“元政策”（ｍｅｔａ ｐｏｌｉｃｙ），其对国家能力的需求
是单薄的环境政策所不能比拟的。参见 ：Ｓｕｓａｎ Ｂ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Ｋａｔａｒｉｎａ Ｅｃｋｅｒｂｅｒｇ ｅｄ．， Ｉｎ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ＥＣＰ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ｐｐ．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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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ｎｄａ ２１），成为新千年促进世界性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蓝图。该议程被认
为是国际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分水岭 ：首次将环境和发展视为可持续发展互
相依存的两个部分 ；［１］ 敦促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合作，按照环发会议各项决
定的执行情况，特别是按照《２１ 世纪议程》的决定，推出相应的国家战略，
以保障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２］
《２１ 世纪议程》强调灵活性，认为从原有的模式脱离出来、发展出有
国家自身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更为有效。［３］ 然而，它却忽略了设定国家发
展目标、提供具体战略规划。由此导致此后 １０ 年各国仍旧停留在国际层次，
徘徊在讨论日程设定、实施方法等形式上的问题，而国家战略实践却鲜有
成效。［４］ 直到上世纪末，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才在欧洲部分国家展开，
而也仅是出台一系列环境政策与计划，远未达到联合国要求的“协调的、高
度参与的、重复的、周期性的行动进程”这一标准。因此，２００２ 年联合国
召开可持续发展约翰内斯堡峰会（ＷＳＳＤ），要求各国开始准备其国家可持
续发展战略（ＮＳＤＳ），并在 ２００５ 年之前着手实施。有了时限与纲领，ＮＳＤＳ
才正式具备了在各国议程中的优先性，并得以正式起步。此次峰会上，欧
盟开始扮演起可持续发展战略领域的领导者角色，试图证明自身对该议题
的承诺并非空头支票。［５］ 随后 ５ 年，所有欧盟成员国都相继推出各自国家可
持续发展战略。２００６ 年，欧盟开始评估各成员国与欧盟层面的可持续发展
［１］ Ｓｕｓａｎ Ｂ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Ｋａｔａｒｉｎａ Ｅｃｋｅｒｂｅｒｇ ｅｄ．， Ｉｎ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ＥＣＰ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ｐ．１．
［２］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ｄａ ２１．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９２，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８．７．
［３］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ｉｌｌ， Ａｌａｎ Ｔｅｒｒｙ ａｎｄ Ｗｅｎｄｙ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ｅ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ｃａ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ｈｇａｔｅ， ２００６， ｐ１．
［４］ Ｂａｒｒｙ Ｄａｌａｌ－Ｃｌａｙｔ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ａｓ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ｏｏｋ．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ａｎ，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１－１３．
［５］ Ｊｏｈｎ Ｂａｒｒｙ， Ｂｒｉａｎ Ｂａｘｔｅｒ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ｕｎｐｈｙ 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Ｙ：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４， ｐ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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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并根据结果做出相应修订，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与欧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对接，使该战略在共同体层面与国家层面都
有一以贯之的制度保障。２０１０ 年，欧盟在新一轮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评估
基础上，出台了著名的《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将“智慧型增长、可持续型增长
和包容型增长”定为新的发展模式，并成为欧盟层面、成员国层面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指导纲领。［１］
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经多年探索，对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认识
逐步达成一些基本共识 ：
（１）整合经济、社会、环境部门 ；
（２）多样性利
益攸关者的参与、有效合作，透明与可信性 ；
（３）国家主导，具有与社会
行为体共享并持续完善的时间表 ；
（４）实施战略的能力不断提升 ；
（５）关
注优先性、结果和一致的实施方式 ；
（６）与财政预算和投资密切联系 ；
（７）
持续监管与评估。［２］ 此外，该战略核心包括四个维度特征 ：横向性（牵涉水
平方向的不同政策部门）；垂直性（跨越各级政府的政治行政层次）；历时
性（经历长时间的过程）；社会性（跨越公共的、私人的社会部门，以及学
术界和市民社会的参与）。［３］

二、欧盟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涵特征
一定意义上，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可被视为一种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１］ 智慧型增长，发展以知识与创新为基础的经济 ；可持续型增长，促进资源节约、
绿色以及具备竞争力的经济 ；包容型增长，以高就业经济带动社会凝聚融合。参见 ：

“ＥＵＲＯＰＥ ２０２０：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ｓｍａｒ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ｆｅｓｍｅ．ｏｒｇ／ｅｕｒｏｐｅ－２０２０－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ｓｍａｒｔ－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
［２］ Ｊａｍｅｓ Ｍｅａｄｏｗｃｒｏｆ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７， ２００７，ｐｐ．１５２–１６３．
［３］ Ｎｉｓｉｄａ Ｇｊｏｋｓｉ， Ｍｉｃｈａｌ Ｓｅｄｌａｃｋｏ ａｎｄ Ｇｅｒａｌｄ Ｂｅｒｇ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ＥＳＤ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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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为目的的治理。欧盟曾在 ２００１ 年发布一份关于治理的
白皮书，定义了良好治理的性质 ：开放性、参与性、可信性、有效性、整合性。［１］
除应符合良好治理要求外，因涉及议题领域广泛，如何衡量其发展亦是检
验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否是良好治理的重要参照。一般地，有效的国家
可持续发展战略应具如下要素 ：
（１）使用软性政策工具，即采用新型的政
策工具替代既往的命令式 ／ 控制式政策指令，新政策工具包括市场激励（如
碳税）、信息提供平台等 ；
（２）多样性的参与，也称作网络化治理，即允许
各类行为体（尤其是非国家行为体）参与议题的各个环节 ；
（３）加强地方
层次的参与，实现多层级治理，不同层级政府部门在议题决策上形成紧密
协作关系 ；［２］（４）结构化的指标系统，提交各阶段发展计划和报告，帮助
监督战略进展 ；
（５）具备监督与评估环节，独立的监督主体要对战略实施
进程进行实时监测，并负责提供相应改进建议。［３］ 此外，国家可持续发展战
略应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横向协调机制、垂直协调机制、指标系统、监督与
评估系统及参与机制。这不仅使其构成一个完整的战略链条，更能分别对
应善治所要求的开放性、参与性、可信性、有效性和整合性目标。
（一）横向协调机制及内涵
鉴于各国经济、社会、环境政策仍相互独立的现状，国家可持续发展
战略特别需要能引导各方面的政策协作、并使这种合作持久化的机制。该
机制不仅能在部门间合理分工，还能用制度性力量消解部门间政治冲突，
形成部门间良性互动，凝聚指向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１］ ＣＥＣ，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 （２００１）４２８， ２５ Ｊｕｌ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２００１．
［２］ Ｓｕｓａｎ Ｂ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Ｋａｔａｒｉｎａ Ｅｃｋｅｒｂｅｒｇ ｅｄ．， Ｉｎ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ＥＣＰ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ｐ．３０．
［３］ ＯＥＣＤ，Ｇｏｏ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ＥＣＤ： Ｐａｒｉｓ， ２００６， 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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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主要机制类型。根据欧盟国家目前的发展现状，各国缺乏整齐划一
的横向政策协调机制，具有不同层次的机构设置。一般来说，可以将各国
横向协调机制归类为三种形式 ：政治层面的部门间协作、行政管理层面的
部门间协作、混合体制。
政治层面的部门间协作 ：该形式的协作以高层级政府（一般为中央政
府）的政治家（总理或部长）为主导，他们组成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
目标的特别委员会或内阁，统筹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各部门、各领域政策过
程。典型案例有 ：德国 ２００１ 年设立“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由联邦总理
直接牵头，聚合 １０ 个部门高层领导，也被称作“绿色内阁”。该委员会负责
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及改革，并参与监督环节。它已不单单是协调机制，
更是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导性力量，被视为确保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成功的关键因素。奥地利也有一个类似机构——“可持续奥地利委员会”，
该委员会受联邦总理府和农林环境及水务部联合主管，为可持续发展的专
家流动提供了高权威性的平台。此外，２０１０ 年欧盟发布的报告显示，爱尔兰、
拉脱维亚、西班牙（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１］ 以及与欧盟联系紧密的挪威
等都设立了类似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高层级政治层面发挥引领作用。
由于这些委员会的高权威性，其不仅能够较为有效地协调部门间冲突，
也能使各阶段量化目标具备一定的强制性，进而得到执行。更重要的是，这
些机构设置充分显示了欧洲国家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意志和政治承
诺，这就为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改进与深化提供了政治保障。
但是，能够在中央政府层面做出如上努力的欧洲国家尚属少数，更多
国家采取了下列两种更少政治承诺、更具普遍性的协调方式。
行政管理层面的部门间协作 ：该类型的协作更多是由国家环境部门主
导，吸收其他部门人员参与其中。协作围绕处于议题非优先的环境部门展开，
因此整个协调机制也体现较少的政治承诺。即使如此，欧盟各国在行政管
［１］ 小组的代表都来自高层级政府不同部门，并受总理办公室的经济部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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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层面的部门间协作也展现出不同等级的差别，高程度的协作可能发展出
较完善的联系网络，而不成熟的协作甚至可能缺乏正式的机构或机制。在
此方面发展较好的国家以芬兰为代表。芬兰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由国家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Ｆｉｎｎ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ＦＮＣＳＤ）负责，但该委员会并非由中央政府直属，而是由环境部主管，由
大约 ２０ 个部门官员组成，分管各自领域的专家协调工作 ；委员会每年召
集 ８ 到 １０ 次会议，较好地履行了作为联系网络的职能。没有固定横向协
调机制的国家则以希腊为代表，其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没有特定机构负
责，而是被置于国家政策协调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治下，实际操作上各部门自行其是，协作方式、会议制
度都缺乏明确规定。希腊的例子体现了不充分的部门间协调和不完善的政
策整合，并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进程的重要阻碍。［１］
混合体制 ：混合体制是指政府设立可持续发展专门委员会，并吸纳社
会行为体参与政策过程，包括非政府组织、商业界、学术界和市民社会等。
以捷克为例，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政府可持续发展专门委员会统筹，该
委员会属于行政层面的部门间协作方式，但其创新之处在于允许社会各领
域代表参与到委员会内部不同工作小组，对战略各环节提出代表各自领域
的利益诉求。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国也相继采纳了这种混合
体制。混合体制保留了行政层面部门间协作的性质，但增加了政策决策的
参与度，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横向政策协调机制的有益探索。
２． 主要功能作用。各成员国横向政策机制的层次与结构不同，决定了
它们扮演的角色作用也不尽相同。横向机制大致有三类作用。
协调作用 ：增强政策一致性是机制的首要目的。协调作用着重体现在
［１］ Reinhard Steurer and André Martinuzzi, “Towards a New Pattern of Strategy
Form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First experiences with National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urop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23(3): 45547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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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对政治层次的协作，机制一般依赖政府行动计划及
政府规划的特定措施，来指导各部门工作 ；对行政层次的部门间协作，机
制只在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上做出协调，主要鼓励各部门制定自己的
行动计划、审计制度。
建议作用 ：该作用集中表现在政策草案和报告制定环节。由于囊括诸
多领域和部门，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政策制订过程中体现各方争取自身
利益的属性，而此过程无形之中也为汇集各方智慧做出了贡献 ：各领域和
部门的专家参与到协作中，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赋予符合特定领域现实
的成分，在目标制订、日程设置、措施实施等方面增强了战略的可行性。
监督和评估作用 ：根据横向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国家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各个环节都受其管控。虽然存在独立的监督和评估机构，但机制本身
在这方面的作用也很显著。首先，是制定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时的信息收集，
各国负责横向协调的委员会不仅敦促各部门提供信息，同时对信息进行甄
别与筛选；其次，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过程需要实时向委员会反馈问题，
以便不断修正与改进。因此横向机制在政策制定与实施环节发挥一定的监
督和评估作用。
（二）垂直协调机制及内涵
治理概念既强调开放性，也强调多层级参与度，即去中心化（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去中心化是指权力和决策核心或者转移到其他单位和组织，或者
转移到下一层级。去中心化意在增强政策和战略对本地经济、社会等状况
的适应性，并优化本地治理结构，使政策对市民的需求更具回应性。 ［１］ 机
构的去中心化表现在欧盟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即横向政策协调机制，而
向下的去中心化则对应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垂直协调机制。
鉴于可持续发展战略本身外延的广泛性，所以单凭中央政府集中权力
[1] Barry Dalal-Clayton and Stephen Bas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
Resource Book, London: Earthscan, 2002, 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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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形式上的政策规划远远不够。一国之内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必然牵涉不
同层级政府 ；同时，将地方政府纳入其中，也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开展。
一方面，相比于中央政府统筹全局，地方政府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覆盖面更小、
决策规模更小，因此对于结构内部和社会的变革需求反应更快 ；另一方面，
让地方政府介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模式的探索，比中央政府直接下
达强硬行政命令风险相对更小，因为地方政府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试水”。
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既往将地方政府视作单纯执行中央政府命令官僚机构
的做法，并不利于政府从“支配”向“治理”转变，尤其在可持续发展这一
要求高参与度的议题上更是如此。因此，欧盟国家在实践中也逐渐意识到，
设立垂直政策协调机制、赋予地方政府一定自主性是十分必要的。［１］
总体上，欧洲国家的垂直政策协调机制呈现三种发展程度 ：
（１）较完
善的垂直机制 ：即各层级政府之间有紧密合作，其中奥地利、德国、英国、
以及与欧盟有紧密联系的瑞士等国最典型。此外，正努力强化各级政府合
作的国家也可归于此类型，如比利时、拉脱维亚。（２）已发展到一定程度
的垂直机制 ：即各级政府的合作更多表现为特定议题的政策协商，以捷克、
爱沙尼亚以及与欧盟联系紧密的挪威等为代表 ；
（３）尚未发展垂直机制 ：
各级政府仅处于共享信息这一低层次合作状态，保加利亚、丹麦、希腊、
西班牙等皆属此列。
总之，垂直协调机制不仅有助于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央—地
方政府之间的政策整合度，更能促进不同的地区通过该机制共享成功治理
的经验，进而带动发展不足的地区参与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这些
地区面临高积极性的地区为它们设立的日程，因此被迫参与进来。从更长
远看，良好的垂直协调机制有助于增强一国上下对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政治意志。［２］
［１］ Ｂｏｂ Ｅｖａｎｓ， Ｍａｒｋｏ Ｊｏａｓ， Ｓｕｓａｎ Ｓｕｎｄ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Ｋａｔｅ Ｔｈｅｏｂｏｌｄ，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ａｎ， ２００５， ｐ．２６．
［２］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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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过程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并非由来已久，可持续发展的治理仍属比
较新的议题，国际社会尚缺乏完善成熟的可以普适的治理模式。由此，各
国在实施过程中能否实时分析、评估进展，适应本国国情，及时发现新的
问题与挑战，也是决定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否成为一项好的治理的关键。
经过不断探索，欧盟国家如今基本已建立了分析与评估机制。综观各国状况，
分析与评估主要以三种形式出现 ：
内部评估 ：即在政府部门内部对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评估。原则
上由专门负责评估进程的机构负责，但大部分成员国的做法是让负责国家
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制定与统筹实施的相关部门一并负责分析与评估。除
少部分国家（如捷克与英国）由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ＮＣＳＤ）全权负责
之外，大多数都由中央政府、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政府下属部门主导
评估过程 （ 如德国、奥地利、西班牙、芬兰等 ），间或引入个别部委、统计
机构作为辅助（如拉脱维亚、比利时、法国等）。各成员国的评估周期也不
尽相同。一些国家设定每年二次的分析与评估频率，主要依靠发布进展报
告的形式，例如奥地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等 ；部分国家则采取一年一次
的评估周期，如比利时、英国等 ；但也有国家的评估周期比较长，例如德
国的评估是四年一次。
外部评估 ：相比于较普遍的内部评估形式，引入外部评估机制的国家
寥寥无几。其通行做法大致分为两种——有些国家负责国家可持续发展战
略分析和评估的机构授权委托给私人顾问（如瑞士）；有的则授权委托给独
立的研究者（如奥地利）。由于评估主体本身不受国家可持续战略的利益牵
连，因此，这种外部评估形式更具独立性，同时也在专业性上相较内部评
估更有优势。但这种机制没有固定的模式，也缺少常态化的周期，故也存
在效率不足、连贯性不足的缺陷。
同行评估 ：更具备创新性的评估机制是同行审查 ／ 评估，即欧盟其他成
员国对一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状况进行分析与评审。目前，法国、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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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以及与欧盟联系紧密的挪威都采取了这种做法。２００７ 年，挪威邀请
一组瑞士专家对本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策略进行评估，并得到一位乌干
达代表的协助，最终发布了“挪威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同行评估报告”。对评
估国来说，这种自下而上的评估形式可接纳各层级政府代表、社会行为体
参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同行评估背后的逻辑是通过评估别国进展，来
发现好的治理模式并互相分享。因此，这是有助于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治
理进步、同时有利于欧盟可持续发展战略整合性的有益尝试。但遗憾的是，
同行评估仍然是非正式化的，其动议是国家自愿发起，因此采取同行评估
的国家数量也很少。
分析与评估机制有助于及时发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的问题，
在促进该战略的可持续化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多年实践中，各国暴露出一
些共性问题，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太过宽泛、可供选择的方式有限，授权
的制度未能建立，缺乏相关行为体的参与渠道等。正是通过评估机制，各
国政府才逐渐认识到增强政策整合度、修正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以适应国
情和新形势的重要性，认识到细化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时间表）、将评估周
期常态化的重要性。 ［１］
（四）监督与评价指标
通常来说，战略预期与战略实践总是存在落差，而在可持续发展战略
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首先是其内含的三个维度（社会、经济、环境）之间
的矛盾，表现为国家内部经济、环境和社会部门的部门间政治和利益纠纷 ；
其次是多层次治理的困难，即如何保证地方政府足够的自主性与建立充分
的国家战略整合度之间的平衡 ；最后是可持续发展的议题本身牵涉诸多领
域和行为体，确保战略目标落实到各领域的行动、行动达到目标要求，这

［１］ 以上内容参阅：ＮｉｓｉｄａＧｊｏｋｓｉ， Ｍｉｃｈａｌ Ｓｅｄｌａｃｋｏ ａｎｄ Ｇｅｒａｌｄ Ｂｅｒｇ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ＥＳＤ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ｐｐ．３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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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考验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治理的一大关键。因此，建立并健全一套衡
量指标、监督系统，对追踪发展进度、吸取经验教训以及应对可能的战略
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对提高战略透明度与可信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１］
完善的监督系统应包含三方面要求。一是战略计划与决策应首先建立
在可靠信息数据基础上，信息要如实反映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趋势与
困难，监督系统要对这些信息进行审查与辨别。二是部门间权责应当明确
界分，战略计划应写明哪些东西可被监督、受谁监督以及何时监督 ；部门
应受机制的制衡，保证行动的合理分工、效率和透明度。三是利益相关者、
社会行为体有权利知晓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信息与进展，监督系统需要
定期进行政务公开。
欧盟各国的监督环节基本是由政府负责，非政府机构主导的监督机制
尚不多见。此外，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较大程度地参与了监督，因为由
制定战略的机构实时监控战略实施更具有效率。然而，仅靠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的监督是不完善的，各利益相关者评估、监督自己制定的战略并不具有
客观性。所以，多数欧盟国家采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与国家统计部门合作
的方式，一方面数据与信息共享，另一方面联合管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发布监督报告。报告发布的周期大多为每年一次（意大利、斯洛文尼亚等）
或每年两次（奥地利、德国、爱沙尼亚等）。其中，主要的指标为经济、社会、
环境三方面的要素 ：各国人均 ＧＤＰ、研发支出、二氧化碳排放量等。
此外，各国内部相关机构间的协作方式也各具特色。例如，英国设立
特别行动小组参与战略修订 ；丹麦则引入其国家环保局协助发布监督报告。
但应当承认，欧盟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监督机制尚不完善，葡萄牙、罗
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甚至还没有成型的监督机制。各机构协作方式是监
督的内容，监督报告中所用到的指标，则是监督的关键。在很长时期内，

[1] OECD-DAC, The DAC Guidelines: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uidance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ommittee, 2001,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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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各国并没有统一标准，基本是因国而异。指标的量化上，各国一般依
据国内现状自主制定 ；指标的数量上，指标少的可能仅有十几个，比如法
国采用 １５ 个，而指标多的可能达到百余个，如意大利采用 １５０ 种、匈牙利
采用 １５５ 种（多数国家设置 ７０—１００ 个指标，平均为 ８０ 个）；指标类型上，
有国家沿用基本的经济、社会、环境要素，也有国家增加了创新型指标，
例如爱尔兰和意大利选用的“绿色 ＧＤＰ”、“生态足迹”等。［１］
虽然各国衡量指标不同，但都存在一个共性问题——整合这些单独指
标的困难。每项指标只涵盖特定领域的状况，如何在监督和评估中将这些指
标有机结合成为一大难题。如果设置更宽泛的指标，实际衡量会遇到麻烦。
欧盟各国正努力寻找解决方法，逐步向结构化的指标体系过渡。结构化的指
标体系由欧盟统计局（Ｅｕｒｏｓｔａｔ）这个更具全局统筹性的机构设立，采用此
指标体系有助于本国内评估、监督的统筹工作，更易与欧盟可持续发展战略
相呼应，并与其他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统一起来。也有国家（如丹麦和比利
时）注意吸收公众的意见选取指标。［２］ 因此，各国评价指标也在不断修订之中。
（五）参与机制
参与一直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成为可持续发展作
为治理的重要特性。各国在建立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横向、垂直协调
机制、评估、监督系统同时，也在践行参与性的原则。然而这些参与更
大 程 度 上 是 政 府 所 属 的 官 僚 机 构 的 跨 部 门 参 与， 社 会 行 为 体 能 否 参 与、
如何参与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实施环节，一定意义上也是决

［１］ 其 他 国 家 的 独 特 指 标 ：爱 沙 尼 亚 和 斯 洛 文 尼 亚 选 用 人 类 发 展 指 数（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环 境 空 间 指 数（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ｐａｃｅ）、 真 实 储 蓄 率（Ｇｅｎｕｉｎｅ
Ｓａｖｉｎｇ Ｒａｔｅ） 等 ；荷 兰 发 展 出 衡 量 国 家 可 持 续 收 入 的 指 数（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奥地利则尝试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认知程度纳入到指标里。参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Ｃ
ｓｔａｆ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 ｐ．１８．
［２］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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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优劣的关键要素。参与度的提升对国家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裨益是多方面的。
首先，提高战略合法性。参与度的提升能使相关利益得到充分表达，
并增强战略开放性。一方面，战略在制定环节容许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
能让各领域的利益诉求得到尊重和表达 ；另一方面，战略实施及其结果公
开向公众呈现，使他们参与评估与监督环节，可巩固社会信任，加强其合
法性，否则在实施中将饱受争议而失去战略稳定性。
第二，提升战略科学性。科学性与技术性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实
施的良好基石，仅靠政府官僚机构的封闭决策是不够的，还要考量社会行
为体（如媒体、高校甚至普通个人）意见，通过借鉴使决策尽量减少短板 ；
允许广泛参与，让各方利益得到表达，使战略全方位覆盖各个维度，对提
升科学性有重要作用。
第三，提高社会承载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而社
会并非单方面承受国家施加的战略压力，同时会有自身回应，甚至是抵触
反应。因此，需要让社会更包容地接受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佳办法是
扩大社会参与度，让行为体切实参与到战略制定、实施等各个环节，使战
略成为群策群力的结果而非一种行政命令 ；参与过程也是社会在学习可持
续发展的过程，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提高，自然更能接受国家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需要。［１］
欧洲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中社会参与体现为两大类方式 ：
一是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直接利益关涉的行为体的参与。他们大
多可直接参与到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或是作为委员会的组成部分，或是以
委员会内独立的咨询机构形式存在，皆可对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负
责部门提出意见建议。在一些国家（如芬兰），这些行为体还被要求提出自

[1] William M. Lafferty ed.,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hallenge of Adapting Form to Function. Cheltenhan: Edward Elgar, 2004, pp.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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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方案，这些方案会被吸收进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
略之中。此外，能够参与的社会利益相关者有哪些，各国不尽相同。比如
法国和葡萄牙，强调地区性的、省级的社会代表的参与 ；拉脱维亚强调代
表少数派利益的群体的参与机会 ；其他国家则仅仅允许关键性领域的社会
群体参与。
二是采用公众咨询 ／ 协商的方式。该意义上的参与者更为广泛，原则上
甚至媒体、高校、乃至个体都可参与其中，其优势是将政策公开与提高参
与度的目标用一种方式就同时满足。此种案例见于比利时与荷兰等国，这
些国家向公众询问有关意见建议，再将信息反馈到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以供参考 ；法国也将公众意见纳入环境章程、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计划
草案。但必须承认，通常公众的意见并不能发挥类似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
方案那样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是边缘化的。此类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面
临的难题，是战略的开放性要求和决策选择的精确性之间的矛盾，这个困
难尚未得到很好解决。［１］
总之，欧盟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参与机制还处于发展中，新近趋势
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努力扩大参与面，使自身更独立于政府的行政命
令 ；同时，各国政府也在寻求扩大参与，提升战略合法性，强化对国家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主导。不可否认，社会正被允许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此类战
略之中，社会也更积极参与其中。［２］

［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Ｃ ｓｔａｆ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 ｐ．１０－１１．
［２］ Ｎｉｓｉｄａ Ｇｊｏｋｓｉ， Ｍｉｃｈａｌ Ｓｅｄｌａｃｋｏ ａｎｄ Ｇｅｒａｌｄ Ｂｅｒｇ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ＥＳＤ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ｐｐ４９－５０． 另外参阅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Ｐｉｓａｎｏ， Ｋａｔｒｉｎ Ｌｅｐｕｓｃｈｉｔｚ ａｎｄ Ｇｅｒａｌｄ Ｂｅｒｇ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ＥＳＤ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 ｐｐ．２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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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的问题及主要启示
欧盟国家逐渐深化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理解，也发展了较为成熟的战
略机制。特别是横向协调机制、垂直协调机制、评估指标、监督系统、参
与机制的建立，不仅构成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较完整的行动过程，而且紧
扣可持续议题要求的整合性、开放性、参与性、有效性等原则。欧洲各国
的实践正努力将其转变为一项良好治理。但欧盟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远未达到完美，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社会行为体主人翁意识仍然不足。根据欧盟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发展状况的调查，各方势力的参与度并不高，非政府参与者即使参与到战
略进程，也仅仅将自己视为建议者，真正的主角仍是政府。但是可持续发
展本身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从长远意义上看，主体应该是社会行为体，
政府更多意义上是受委托的机构。社会行为体之所以主人翁意识不足，说
明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未来，仍需动员整个社会更
多力量投入到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行为体主人翁意识和自下而上的行动
模式应受到更多重视。
二是整合性与长期规划缺失。虽然欧盟内部成员国的横向、垂直协调
机制已经建立，但各成员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仍是分散的各自行动组合。
正如有分析指出，可持续发展各个维度的目标仅仅是罗列在一起，远称不
上是一个整合的战略，甚至相冲突的战略目标也不鲜见。［１］ 此种现实产生的
另一问题，就是长期发展规划也未能真正统一。因此在提升整合度上，欧
盟成员国仍任重道远。
三是相关国际合作仍然不足。在成员国发展适合自身状况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之时，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应当与欧

［１］ Ｊａｍｅｓ Ｍｅａｄｏｗｃｒｏｆ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５２－１６３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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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互呼应、相互协调。但各国都只强调一国内的
战略整合，并未真正重视国家间战略经验的共享，也忽视了欧盟可持续发
展的战略框架的指导，导致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变得越发封闭，甚
至成为一国的战略试验。实际上，理想的可持续发展治理不仅需要各国切
实落实到自身的国家战略之中，更需要国际间的共享与合作 ；不仅需要推
广好的经验，同时也寻求挑战和困难的集体解决。［１］
欧盟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战略面对的主要挑战，仍然是战略预期与战略
实践之间的差距。但应指出的是，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展历程并不长，
欧盟国家也表现出努力改革的姿态，故有理由对未来的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
欧洲国家较早意识到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已初步形成比较合理
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治理模式。面对可持续发展这个具有全球性意义的重大
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探索完
善适合自身国情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欧盟推进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战
略实践的主要启示有 ：
（１）要重视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培育。意识对于指导实践具有重要作用。
形成全社会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意识，不仅有利于政府推动国家层面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出台，更有助于全社会群策群力投入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建
设。提高可持续发展意识，一方面需要国家充分考察他国，尤其是发达国
家的成功经验，探寻建立相关战略协调机制，以机制推动、推广可持续发
展理念 ；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社会行为体自身的学习能力，积极参与到国
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进程，在参与中提升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进而
提升整个社会的承载力。两个方面双向互动，形成良性沟通模式，既促进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合法性，又减少战略实施阻力、保障其稳定性与延
续性，并真正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可持续性。
（２）要关注战略整合度建设。欧盟国家经验表明，整合可持续发展概念
［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Ｃ ｓｔａｆ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 ｐｐ．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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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的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中心问题。这些
国家设立的横向协调、垂直协调机制比较有效地将不同领域、不同行政层次
的部门组织到相关战略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等环节，相关机制设置的一些经
验值得思考借鉴。特别是横向、垂直协调构成的经纬网络能够最大程度地覆
盖可持续发展各个相关领域和议题，有助于对它们的全方位审视、评估和监督。
此外，注意可持续发展的指标选取问题。欧盟各国指标标准不统一，给
整体评估和监督带来困难。重要启示是 ：建立一套结构化指标系统十分必要，
这不仅有助于使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切实可行的具体行动追
求，而且会让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展具体可见，并有利于不断改革与创
新。当然，这样的系统化指标需要各相关部门协同磋商议定，使其反映的是
具有包容度的现状，并适当考量新型指标，应对新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
（３）继续扎实推进参与度及相关平台建设。参与性与公开性都是可持
续发展内生的要求，也是良好治理的关键因素。欧洲国家已经将其参与度建
设置于较优先的位置，例如规划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努力包含社会行为体
参与战略决策与实施，并鼓励公众参与协商、质询环节。其他值得借鉴的参
与方式还有：建立论坛、外延机构，帮助提升公众参与意识、参与的知识水平；
拓展参与平台，例如设置“可持续发展对话平台”、工作小组，促进专家自
由流动、增加社会利益表达机会等。总之，可持续发展本身是全社会的课题，
不能因为政府作出的战略决策，就忽略了社会积极参与的必要性。
需要注意，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本质上体现了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过
程，借鉴欧洲国家经验同时，也要注重本国国情，结合可持续发展状况，制
定可行性的战略规划与合理的衡量指标，尤其注意辨别发展速度快慢地区的
区别，避免“一刀切”做法 ；具体实施要注重横向配合与纵向协调，尽量将
传统的行政命令扭转为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共同治理 ；另外要对可持续发展
战略实时评估与监督，适应社会高速发展的现实需要，及时应对新挑战。
【收稿日期 ：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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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 [1]
—— 格陵兰“独立化”及其地缘价值
肖 洋
“冰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亚欧、亚美的洲际全方位、多领域
【内容提要】
合作框架，更是北极暖化背景下催生的重大战略构想，其鲜明的地缘
空间特征，必然依托于战略支点的鼎持。“冰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
既是洲际经济互补的必然要求，更是大国战略资源投放的重新布局。格
陵兰作为大西洋与北冰洋的战略要冲，是唯一连接亚欧、欧美环北冰洋
航道的枢纽地区，同时具有极强的经济发展潜力，是“冰上丝绸之路”
名副其实的战略支点，已经引起各国决策者的高度关注。然而，当前格
陵兰的独立化倾向，将是北极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最大变数。格陵
兰政府选择的“渐进式独立”道路，不仅是由于自身地广人稀、经济落
后的妥协成果，也是一种从丹麦公民到格陵兰公民的心理调适过程。
【 关 键 词 】冰 上丝绸之路 格陵兰 北极治理 独立北极航道
【作者简介】肖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极问
题研究中心主任，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512/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7) 06-0108-16

［１］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极地区国际组织建章立制及中国参
与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 ：１４ＣＧＪ００９）的阶段性成果，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青年
拔尖个人项目（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２６８３３ＺＳ０６）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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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冰洋的暖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北极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新场域。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访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时，提
出“共同开展北极航道开发与利用合作，打造‘冰上丝绸之路’”。［１］ 作为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新举措，“冰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不仅反映出中国参
与北极经济开发的热忱期望，同时也展示了中俄、中欧深化战略性协作的
地缘导向。“冰上丝绸之路”的实施取决于北极航道的通航愿景，而北极航
道兼具经济与战略价值，将对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那么，
这里隐含的问题是 ：途径北冰洋连接欧洲的“冰上丝绸之路”，哪里才是中
国应予以关注的战略支点？虽然俄罗斯是中国开展北极外交的重要伙伴，
但北冰洋沿岸 ５ 国排斥中国等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的基本立场从未改
变，这使得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以维护在北极的合理利益诉求 ［２］。
而独立化进程日益加速、且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的格陵兰，是未来北极地缘
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最大变数，亦是“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本文尝
试以此为突破口，进行前瞻性解析。

一、格陵兰支撑“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凭借
要理解格陵兰对“冰上丝绸之路”的支点地位，首先应深入解析“冰上
丝绸之路”的理念内涵。“冰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并非偶然，其概念构思源
于 ２０１５ 年中俄总理第 ２０ 次会晤联合公报 ：
“加强北方海航道开发利用合作，
开展北极航运研究。”［３］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 日，由发改委和国家海洋局共同发布
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报告，积极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
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ｙｘｗ／ｔ１５０６５８４．ｓｈｔｍｌ。
［２］ 柳思思 ：
《“近北极机制”的提出与中国参与北极》，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６—２７ 页。
［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
《中俄总理第二十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全文）》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ｙｘｗ／ｔ１３２５５３７．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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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蓝色经济通道”，［１］ 标志着中国将北极航道正式纳入到“一带一路”战
略框架之中。事实上，“冰上丝绸之路”是基于“蓝色经济通道”的地缘扩
展——前者包括北极东北航道和西北航道，实现东亚与西欧、北美的连接 ；
后者局限于东北航道，连接东亚与西欧。显然，如果将“一带一路”战略的
地缘空间狭义理解为亚欧非三大洲，则必然会将“冰上丝绸之路”绑定俄罗
斯境内的“北方海航道”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就必然形
成对俄罗斯的过度依赖，这无疑会加剧中国北极战略的脆弱性。在中美欧
共同支撑世界经济格局的现状下，“一带一路”战略不可能、也不应该忽视
美洲，尤其美国和加拿大亦是举足轻重的北极大国。因此，笔者认为，“冰
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视野应囊括整个北半球，通过北极东北和西北航道，实
现东亚、西欧、北美三大经济区的互联互通。从这个战略高度来看，俄罗
斯不再是“冰上丝绸之路”的唯一支点 ；中国需要审慎探寻“冰上丝绸之路”
的其他支点，甚至包括潜在支点，以此作为中国全面参与北极事务的立足点。
由此，格陵兰作为亚欧大陆和北美大陆的要冲之地，理应进入中国参与欧
美亚大国北极战略博弈的决策视野。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格陵兰独立化进程开始加速。２００８ 年，格陵兰通
过了自治公投，开始实施旨在完全脱离丹麦统治的“渐进式独立”战略。其
本质是不追求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独立，而是通过夯实独立基础、塑造具
有格陵兰本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国家身份，逐渐实现独立，并“去丹麦化”。
总体而言，谋求平等的丹—格关系、开放矿产资源开发，是格陵兰影响北
极政治经济格局、支撑“冰上丝绸之路”的两大战略凭借。
（一）丹麦—格陵兰关系的“平等化”
１２６２ 年，格陵兰被纳入挪威王国版图。后因战争、黑死病等原因，造
成挪威人口大量减少，挪威王国被迫将中央政府、大学等迁往哥本哈根，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７－０６／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０３９８５．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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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丹麦—挪威联合王国，国家权力逐渐被丹麦国王掌握。１８１４ 年在拿破
仑战争中失败后，丹麦国王与瑞典签署了《基尔条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Ｋｉｅｌ），将
挪威割让给瑞典，但将挪威的三个属地 ── 格陵兰、冰岛和法罗群岛划为
丹麦的殖民地。随着 １９４４ 年冰岛共和国成立，如今丹麦王国的领土由丹麦、
格陵兰和法罗群岛组成。根据丹麦 １９５３ 年宪法规定 ：丹麦王国的主权事务
由丹麦政府和议会负责，格陵兰与法罗群岛的自治权由丹麦法律而非国际
条约确定。［１］ 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分别于 １９４８ 年和 １９７９ 年成为丹麦的自治领。
当前丹—格关系的现状是 ：格陵兰拥有自然资源管理权、司法、警察
权以及部分对外交往权 ；丹麦在格陵兰的防务与外交事务上拥有决定权。
可以说，格陵兰自治已经物化为一个走向彻底独立的过程，这既是丹麦与
格陵兰长期博弈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是丹麦无法继续对格陵兰实施殖民式
管理的必然结果。
格陵兰的独立进程始于上世纪 ７０ 年代。１９７３ 年，格陵兰跟随丹麦加入
欧共体，但很快发现自己的渔业权益受到遥远的丹麦和欧共体的控制。这
一事件促使格陵兰在 １９７９ 年通过《地方自治法案》。该法案赋予格陵兰有
限的自治权，而丹麦议会则完全控制格陵兰的内外政策、安全和自然资源，
并规定了格陵兰可以从丹麦领土中分离出去的规则——首先，格陵兰人需
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进行独立决议 ；其次，丹—格双方需达成协议，以处
理独立事宜 ；第三，协议需要被双方议会共同批准，并举行第二次全民公
投对独立决议进行认可。［２］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格陵兰举行自治公投，７５．５％ 的合法选票赞成从
丹麦手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权。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格陵兰的自治地位开始生效，

［１］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ｍ．ｄｋ／＿
ａ＿２７５２．ｈｔｍｌ．
［２］ Larsen FB, “The quiet life of a revolution: Greenlandic Home Rule 1979–1992,”

Études/Inuit/Studies, Volume 16, No.1/2, 1992, pp.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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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立法权和司法权、金融监管与审计权、对矿产资源开发和海空事务
的管辖权，并与丹麦分享格陵兰油气开发的收益，格陵兰语取代丹麦语成
为官方语言，是日即为格陵兰的国庆日 ［１］。丹麦则控制格陵兰的外交、防务
和货币政策，每年给格陵兰自治政府 ３４ 亿丹麦克朗的补助金，但随着格陵
兰矿业收入的增加，补助金被逐年削减。时至今日，格陵兰成为一个内政
完全独立，只有防务、外交事务暂由丹麦代管的国际行为体。自此，北极
治理国际化与格陵兰的矿产资源开发已经成为促使格陵兰继续提高自治水
平、直至实现最终独立的可持续性动力。
丹麦之所以如此慷慨地赋予格陵兰对自然资源的所有管理权和内政自
主权，尤其还是在各大国将北极视为战略要地的背景下，主要缘于丹麦缺
乏应对格陵兰独立化的能力。与俄美加等北极大国相比，丹麦在处理格陵
兰的外国利益纠葛和原住民议题方面的经验与能力不足。这不仅包括丹麦
对格陵兰仍坚持家长式管理，试图长期垄断格陵兰的内外事务，例如向格
陵兰派遣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影响格陵兰的立法活动 ；还因为随着北极
暖化，格陵兰前所未有地集聚了众多的域外利益。在外部战略压力倍增与
内部管辖权失衡的双重压力下，丹麦已经无法阻挡格陵兰的离心趋势。作
为缓兵之计，只有赋予格陵兰有限的主权权益，而不是继续凌驾于其上，
丹麦才能保住管辖权，维护丹麦对格陵兰、法罗群岛的领导地位。
实际上，格陵兰需要的远不止形式上的自主，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能
否具有独立建国的可持续实力。稳定的经济是格陵兰获得政治独立地位的
基础，坦率说，依靠矿业开发来获得独立的资金及就业机会，已经成为当
前格陵兰自治政府的唯一选择。此外，还需要灵活处理国际关系的智慧，
而这恰恰是格陵兰自治政府的能力短板。丹麦在外交和安全方面的经验会
使格陵兰在地区建设进程上受益，而格陵兰要实现“渐进式独立”的最佳选

［１］ Ｍａｒｋ Ｎｕｔｔａｌｌ，“Ｓｅｌｆ－Ｒｕｌｅ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ｕｉｔ
ｓｔａｔｅ，”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８，Ｎｏ．３／４，２００８，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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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无疑是实事求是地与丹麦达成一个妥协性的分工协议。［１］ 这样既可以集
中精力增强格陵兰的实力，又不会因过早打破北极的安全稳定而独自面临
巨大的国际压力。如果格陵兰过早宣布独立建国，丹—格双方的冲突将迫
使域内外国家在新的北极地缘格局中选择支持对象，相对于将面临巨大地
缘政治风险的格陵兰而言，丹麦无疑更受青睐。因此，维持当前丹—格之
间的这种双赢局面对羽翼未丰的格陵兰是有利的。
（二）开放矿业开发
“冰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愿景，就是低风险开发北极航道沿线的矿产资
源，尤其是在那些兼具地缘政治价值、且接近消费市场的矿产富集区。格陵
兰被誉为“世界矿藏的聚宝盆”，不仅有储量巨大且品质较高的铁矿、红宝
石矿、金矿和油气资源，还有极其丰富的稀土资源和铀矿资源。其中，可凡
（Ｋｖａｎｅｆｉｅｌｄ）地区的稀土矿总量为 ６．１９ 亿吨，位居世界第二。［２］ 格陵兰未来
的经济独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矿产资源开发，在全球传统矿产资源逐渐枯竭
的背景下，采取“以矿促独”的策略符合格陵兰的现实利益，且由于远离亚
欧大陆的安全风险区，使得格陵兰相较于俄罗斯更拥有地缘比较优势。
当前，格陵兰政府的矿业政策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鼓励外国企业到格
陵兰进行矿业勘探，借外资来完善格陵兰的矿业地图。如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成立联合专家组，对格陵兰的稀土矿与铅锌矿进行大规模的潜力评估，划
设开采愿景区，并在 Ｏｒｅ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ｙ、Ｍｉｎｅｘ 等国际矿业学术期刊上刊登
格陵兰自然资源的储量与开采情况。二是积极参与国际矿业商务会议，以
提升格陵兰在国际矿业界的知名度。如格陵兰政府从 ２０１１ 年起，连续派
遣代表团参加澳大利亚勘探商与交易商大会 （Ｄｉｇ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ａｌｅｒ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加 拿 大 勘 探 与 开 发 者 协 会 年 会（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
［１］ Ｌｉｎｄｒｏｔｈ Ｍ，“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ｆｏｒｕｍ，”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Ｖｏｌｕｍｅ ４６，Ｎｏ．４，２０１１， ｐ．５４４．
［２］ 黄文斌、吴西顺等：
《欧洲稀土矿产资源形势》，载《地质论评》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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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ＰＤＡＣ）和中国国际矿业大会（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ｎｇ），举办
格陵兰矿业项目的推介会，宣传格陵兰的矿业资源特点及投资招标信息。
此外，为了增强自主矿业开发能力，格陵兰政府大力扶持本土矿业公司，
其 中 包 括 格 陵 兰 矿 业 和 能 源 公 司（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ＭＥ）、
艾凡那资源开发有限公司（Ａｖａｎｎａ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坦伯里兹矿
业 公 司（Ｔａｎｂｒｅｅｚ Ｍｉｎ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Ａ／Ｓ）、 明 特 豪 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MT
Højgaard Greenland）等。迄今，格陵兰已经发放了近 ２００ 个固体矿产矿业
权证书，勘探地域主要集中在其西南沿海地区。
事实上，在 １９７９ 年丹麦与格陵兰就《地方自治法案》的协商谈判中，
地下资源的归属问题就成为双方围绕“地方自治委员会”的代表权进行激烈
角逐的主要原因。该法案最终确认了格陵兰人获得了“支配格陵兰自然资源
的基本权利”，并且其自治政府有权否决那些违背自身利益的资源开发项目，
进而使得资源分配和资源控制权从丹麦转移到格陵兰。［１］ 然而，为了维护丹
麦的利益，丹—格双方在格陵兰资源开发事宜上保持着密切的战略性对话。
丹麦政府在涉及国外投资（尤其是在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方面）承担更多
的监管责任，并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保留更多的投票权。在“一个丹麦”
的前提下，格陵兰可依据《地方自治法案》自主管理其自然资源，丹麦则
协助其开展矿业外交。由于格陵兰自治政府缺乏对外交往的经验和抗风险
能力，因此丹麦这种做法可以为格陵兰的大规模矿业开发提供一层保护伞，
避免其遭遇因国际政治风险误判而导致的经济困难。
目前，格陵兰急于摆脱丹麦的控制而获取短期经济独立，并没有审慎
评估这对格陵兰的长远发展会产生何种风险。虽然格陵兰有权管理其自然
资源，但矿产开采不仅是潜在的巨大收入来源，更是事关格陵兰完全独立
的重大问题。因为格陵兰铀矿和稀土等开采公司一般是丹麦国营公司或是

［１］ Ｒ．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Ｓｅｅｎ Ｆｒｏｍ ａ Ｆｏｒｍｅｒ Ｃｏｌｏｎｉｚｅｄ Ａｒｅａ，”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２， Ｎｏ．２， １９９５， ｐ．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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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来自丹麦的投资，因此，格陵兰必须找到完全能够替代丹麦的国家，
以避免独立时对丹麦本土的过度依赖。

二、格陵兰对接“冰上丝绸之路”所面临的现实考验
格陵兰在“冰上丝绸之路”上发挥支点作用，还面临三方面的考验 ：是
否具备经济独立的能力，是否具有独立建国的政治共识，能否应对独立后
的北极地缘政治变局？此外，格陵兰精英和民众还高度关注地区安全形势，
尤其是当英国“脱欧”后，欧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未来演变趋势对像格陵
兰这样的小型社会影响较大。
（一）格陵兰经济独立化困境
如今，格陵兰与丹麦的矛盾焦点已经转向了矿产开采这个经济潜力和
国际需求量巨大的领域，尤其是在全球对稀土资源的争夺日趋白热化的背
景下。格陵兰矿业开发面临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受制于丹麦的经济补贴。当前，格陵兰的主要经济活动是采摘浆果、
渔业和狩猎行业，大部分财政运转资金来自丹麦的补贴。丹麦认为，格陵
兰可以选择独立，但丹麦也将停止拨付这些补贴和援助 ；格陵兰若想倚靠
丹麦的“输血”来获得独立，其矿业开发规划则需得到丹麦的允许，并优先
由丹麦本土企业来实施。这就意味着，无论格陵兰独立与否，其经济命脉
依然牢牢控制在丹麦手中。长期以来，丹麦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对格陵
兰实行矿业开采特许证制度，对开采铀等核原料实施“零容忍”政策 ；以保
护环境为名，对海上石油开采也实行严格的控制。［１］ 这种贸易保护色彩严重
的投资模式，导致格陵兰依靠矿业吸引外资、进而带动本土经济发展的战
略规划长期受制于丹麦的政治掣肘。

［１］ Ｍａｒｋ Ｎｕｔｔａｌｌａ，“Ｚｅｒｏ－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ｓ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ｏ．２， ２０１３， ｐ．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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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劳动力不足。格陵兰政府试图通过大规模的矿产开发来实现经济
独立，这就必然直面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格陵兰的领土面积排名位于世界
的第 １２ 位，但人口却只有 ５．６ 万人，并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呈现持续下滑的趋势。
平均失业率为 ９．４％，在 １５—６４ 周岁的人中，７０％ 的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１］
２０１２ 年，格陵兰议会通过了大规模矿业开发项目法案，要求项目预期价值
必须超过 ５０ 亿丹麦克朗，这导致将有 ２ 万人的劳动力缺口。而要解决劳动
力不足的问题，就需要丹麦通过相关务工移民法案。格陵兰力求将移民调
控权纳入自治法案之内，但丹麦议会对此寸步不让，希冀通过阻止格陵兰
的立法完善，以延迟其独立进程。这表明，丹麦对格陵兰的社会经济发展
仍有较强的影响力。此外，由于外国企业具有自主的招聘权，这很可能导
致外籍工人占据着高薪的工作与核心岗位，而当地人因缺乏职业技能而只
能从事低薪的工作。因此，从长远来看，大规模的矿业开采将从根本上改
变格陵兰社会的人口结构，本土居民有可能被边缘化。［２］
三是矿业开发对格陵兰本土经济的拉动力有限。很长一段时间内，以
因纽特人为代表的格陵兰本土居民无法接受矿业恶劣的工作环境。相比较而
言，大部分从事矿业工作的格陵兰工人都选择了短工期工种，只有少数人选
择了长工期工种。这是因为矿业工作的轮班制与格陵兰人的日常生活习惯、
传统文化相差甚远。格陵兰人极其重视与家人团聚，而且坚持打猎、捕鱼等
民族传统。对于格陵兰人来说，只要能挣到养家糊口的钱就足矣，而不必长
时间工作。所以，一旦丹麦政府放开短期务工签证，格陵兰矿业的从业人员
很可能由外籍工人主导，而他们只需上缴国家税而不用上缴地方税，且不会
在格陵兰岛长期居住，因此，他们的工资收入也不会作为基本消费需求而参
与到格陵兰社会资金流动中去，从而难以有力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１］ Ｂｉｒｇｉｔｔｅ Ｈｏｌｆｍａｎｎ，“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ｃｔｉｃ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ｐ．２．
［２］ Ｓｔｕａｒｔ Ｋｉｒｓｃｈ，“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Ｍｉｎｉｎｇ，”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４，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ｐｐ．８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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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格陵兰政界对独立建国的认知冲突
一是格陵兰独立过程中存在国民界定冲突。例如，以民粹主义著称的
格陵兰民主党（Ｄｅｍｏｋｒａａｔｉｔ）是唯一反对就《地方自治法案》进行全民公决
的政党。该党认为，大部分格陵兰本土精英受到的是丹麦语教育，对格陵
兰本土文化认同较少，且大多不会讲格陵兰语，是不合格的格陵兰人。因此，
格陵兰的独立实质上是在由一群“不合格的格陵兰人”领导，而真正会说格
陵兰语、严格遵守传统狩猎文化的格陵兰原住民却被边缘化在建国大业之
外。［１］ 这样，独立后的格陵兰不过是在丹麦代理人控制下的附庸国而已。因此，
社会自由民主联盟强调，与其过早从自治走向独立，不如先从内部进行格
陵兰人的集体身份构建，将格陵兰语、狩猎文化、格陵兰人与北极自然环
境的和谐关系作为建国的三大文化基础。这就造成在格陵兰独立的过程中，
出现国民界定的困境，难以从“民族—国家”向“公民—国家”进行身份转变。
二是格陵兰各政党对独立后的丹—格关系的期望不同，无法达成共识。
在当前格陵兰的政坛上，作为执政联盟的第一大党前进党（Ｓｉｕｍｕｔ）属于温
和型政党，主张通过“第三条道路”实现格陵兰的独立 ；团结党（Ａｔａｓｓｕｔ）
和民主党（Ｄｅｍｏｋｒａａｔｉｔ）属于保守型政党，认为即使格陵兰完全独立后，
也应与丹麦保持牢固的友好关系 ；因纽特人党（Ｐａｒｔｉｉ Ｉｎｕｉｔ）和因纽特人共
同体（Ｉｎｕｉｔ Ａｔａｑａｔｉｇｉｉｔ）则属于激进型政党，力主格陵兰与丹麦断绝任何联系，
实现完全独立。由于丹麦在征服格陵兰后签署了很多歧视性法案，受南非
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启发，使得格陵兰新一代精英力主通过断绝与丹麦的
关系，来洗刷历史上的不平等待遇，同时获得公正平等的国家地位。事实上，
随着格陵兰本土精英构建更为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体系，格陵兰社会的民
粹主义思潮已经走向低谷，格陵兰独立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１］ Ｓｈａｄｉａｎ Ｊ．，“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ｅｓ： 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ｕｉ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６， Ｎｏ．３， ２０１０，
ｐｐ．４８８－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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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极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复杂化
一是丹麦出台北极战略，加强了对格陵兰的军事与经济管控力度。从
军事层面来看，格陵兰是丹麦在北极的唯一领土，一旦格陵兰独立，丹麦
则失去作为北极国家的地理依靠。因此 ２０１６ 年 ５—６ 月，丹麦外交部和国
防部先后出台了《变革时期的丹麦外交与防务》和《国防部未来在北极的
任务》两份报告，强调丹麦王国作为“北极超级大国”的地位 ［１］，通过三大
途径将格陵兰纳入本国北极战略的总体规划 ：一是强化北极联合司令部的
指挥权威，增强格陵兰（努克）—法罗群岛（托尔斯港）之间的协同作战
能力 ；二是更新格陵兰军事基础设施 ；三是以图勒空军基地为基础，强化
美丹军事同盟关系。
在经济层面，丹麦开始重视格陵兰的地缘经济价值，丹麦养老基金
（Ｄａｎｉｓｈ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ｆｕｎｄｓ）对格陵兰矿业进行开发投资。报告《变革时期的丹
麦外交与防务》建议通过建立“北极投资银行”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来
增强丹麦的北极招商引资能力。格陵兰虽然拥有高品质的铀储量和稀土资
源，但在开发此类战略矿产时就涉及到了仍在丹麦中央政府管控下的安全
领域，例如，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丹麦政府与格陵兰自治政府签署了有关格
陵兰铀和其他反射性物质的出口管制与安保协议 ［２］，加强了对格陵兰战略性
资源的管控力度。
二是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看到了格陵兰
的战略地位，于 １９４６ 年试图以 １ 亿美元购买该岛，遭到丹麦的拒绝。冷战
伊始，格陵兰图勒空军基地（Ｔｈｕｌｅ Ａｉｒ Ｂａｓｅ）就成为美国北极战略的重要

［１］ Ｋｏｎｇｅｒｉｇｅｔ Ｄａｎｍａｒｋ Ｕｄｅｎｒｉｇ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ｅｔ，“Ｕｄｒｅｄｎｉｎｇ： Ｄａｎｓｋ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 ｏｇ ｆｏｒｓｖａｒ
ｉ ｅｎ ｂｒｙｄｎｉｎｇｓｔｉｄ，”ｈｔｔｐ：／／ｍｏｂｉｌ．ｕｍ．ｄｋ／ｄａ／Ｕｄｅｎｒｉｇｓｐｏｌｉｔｉｋ／ａｋｔｕｅｌｌｅ－ｅｍｎｅｒ／ｄａｎｓｋ－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ｏｇ－ｆｏｒｓｖａｒ－ｉ－ｅｎ－ｂｒｙｄｎｉｎｇｓｔｉｄ．
［２］ 伍浩松 ：
《丹麦和格陵兰达成铀出口协议》，载《国外核新闻》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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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点，负责为 Ｂ－４７、Ｂ－５２ 战略轰炸机提供起降和加油服务。［１］ 如今，美军
在图勒驻有第 １２ 空间预警中队，负责管理 ＡＮ／ＦＰＳ－１２０ 相控阵雷达，严密
监视北极上空的所有飞行器，并向美国军方提供全球洲际导弹的攻击评估
报告，为美国和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军事基地提供后勤支援，执行美加丹三
国的北极联合巡查任务。随着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俄罗斯正式部署北极部队，美
国也随之扩大了在格陵兰的军事规模，通过设立弹道导弹预警系统，能够
在电离层发射恒定电波击毁试图飞越北极地平线的导弹，以进一步巩固北
约对俄罗斯的“双钳攻势”。［２］ 可以说，图勒成为美国对抗俄罗斯的军事集
结待命区，格陵兰也再次成为美俄北极对抗的前沿阵地。
三是北极航道开发推动国际航运格局的剧变。格陵兰地处北冰洋与北
大西洋的交汇处，东临丹麦海峡和冰岛，西接巴芬湾和加拿大北极群岛，
地处北极东北航道、西北航道与中央航道的交汇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格陵兰、冰岛与英国之间的水道——即“ＧＩＵＫ 缺口”已经成为美俄战略较
量的重要竞技场。近年来，美国、加拿大、丹麦、俄罗斯、冰岛、挪威都
在争夺北极航道的控制权，格陵兰作为北极三大航道的中心陆地，未来将
成为联结北美、北欧、东亚的枢纽。可见，北极航运的发展增强了格陵兰
的独立资本，但同时也为其“渐进式独立”带来大国染指的隐患。
综上所述，丹麦仍管理着格陵兰的外交与安全事务，特别是控制着其
经济命脉，使得格陵兰的独立进程无法单独进行。虽然，双方间的误解和
来自丹麦的潜在沟通障碍，将使格陵兰脱离丹麦寻求独立的意愿更为强烈，
但仓促独立又会对格陵兰自身带来巨大伤害，因此在尚未完全具备独立条
件的现状下，格陵兰自治政府将回归政治理性，实事求是地执行“渐进式
独立”战略。
［１］ Ｎｉｋｏｌａｊ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ＳＡＣ ａｔ Ｔｈｕｌｅ：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Ｐｏｌａ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３， ２０１１．
［２］ 肖洋 ：
《北约对俄“双钳攻势”的波罗的海拐点》，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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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格陵兰对接“冰上丝绸之路”的路径设计
格陵兰以矿业开发为基础的独立策略，必将选择一个需求稳定、经济
强盛且对格友好的合作伙伴。因此，积极融入中国主导的“冰上丝绸之路”
构想，充分发挥格陵兰作为欧亚美物流中转站、矿产出口区、极地科考区
的区位优势，符合格陵兰自治政府的战略利益。由于格陵兰并未参与《京
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因此格陵兰在大力实施自然资源战略、促进采矿
业这类高碳排放产业发展的同时，无须承担碳减排义务。在没有国际环保
压力的约束下，格陵兰自治政府将坚定执行北极矿业外交战略。［１］ 从当前全
球矿业贸易格局来看，格陵兰的北极矿业外交战略，主要遵循欧盟和东北
亚两大方向逐渐展开。
（一）格陵兰矿业外交的欧盟方向
格陵兰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使其成为欧盟最重要的战略性海外
领地 ：欧盟成员国芬兰与瑞典虽然都在北极圈内，但是两国都不能直接进
入北冰洋 ；拥有斯瓦尔巴德群岛的挪威毗邻北冰洋，但它不是欧盟的完全
成员 ；虽然未来冰岛可能加入欧盟，但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冰岛事实上
位于亚北极地区。因此，欧盟只有通过隶属于丹麦的格陵兰才能进入北冰洋。
随着格陵兰东海岸发现北极最大的油气田，格陵兰未来将成为一个重要的
油气供应商，这将关系到欧盟的能源供给安全。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欧盟委员会
副主席安东尼奥·塔贾尼访问格并发表联合声明，意图加强与格陵兰在稀
有矿产战略议题上的更多合作。
欧—格关系的新进展使一些格陵兰政治精英呼吁与欧盟进行更多的合
作。多名格政要大力支持使用欧元，以取代丹麦克朗。格陵兰的青年人普
遍具有亲欧倾向，尤其看重欧盟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的优势。同时，格陵兰
［１］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Ｈ． Ｐ．， Ｌｙｎｇｅ， Ａ．， Ｓｔｏｔｔｓ，“Ｌｅｓｓ ｉｃｅ， ｍｏｒｅ ｔａｌｋ：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Ｂｕｒｄｅｎｓ ｆｏｒ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ａｒｂｏｎ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２０１２， 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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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
商界和当前执政联盟中的民主党和团结党也持亲欧盟立场。
但即使欧盟与格陵兰已经相互表明要加强彼此间合作，但在稀有矿产
开发问题上，双方合作仍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中国实行稀土出口配额制
以后，格陵兰就成为欧盟进口稀土资源的最大替代地区。［１］ 为了防止格陵兰
的经济自主化过程受制于域外资本，自 ２０１３ 年起，欧盟多次建议格陵兰自
治政府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域外国家投资格陵兰矿产开发，并积极在北极
地区资源安全方面扮演建设者的角色，试图削弱非北极国家对格陵兰的经
济影响。然而，欧盟法律除了在贸易领域外，大部分不适用于格陵兰。
（二）格陵兰北极矿业外交的东北亚方向
如果说几年前格陵兰还只是美欧的矿业竞技场，那么如今东北亚国家作
为全球重量级选手已经参与到了北极矿业博弈之中，其中以中国与韩国为代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带团对格陵兰进行了访问，
并与时任总理库皮克·克莱斯特（Ｋｕｕｐｉｋ Ｋｌｅｉｓｔ）举行会晤。同年 １１ 月，
格陵兰工业和自然资源部部长乌·卡尔·贝特尔森参加中国国际矿业大
会，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２］ 从 ２０１２ 年至今，国家开发银行组织了中
国交通建设集团、鑫冶矿业投资公司、四川冶金地质勘探局等企业与格陵
兰石油矿产局进行沟通合作，鼓励有实力的民企积极参与格矿业勘探活动。
２０１５ 年，中国俊安公司成功接手伦敦矿业（Ｌｏｎｄｏｎ Ｍｉｎｉｎｇ）总价 ２０ 亿美元
的格陵兰 Ｉｓｕａ 铁矿项目，使之成为中国全资拥有的首个北极资源项目。该
项目是格陵兰政府北极矿业外交的重点工程，也是其实现完全独立的重要
经济基础之一。［３］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３ 日，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格陵
［１］ Ｍａｒｋ Ｎｕｔｔａｌｌ，“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２， Ｎｏ．１， ２０１２．ｐ．１１８．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
《徐绍史部长会见格陵兰工业和矿产资源部部长
乌·卡尔·贝特尔森》，ｈｔｔｐ：／／ｔｅｓｔ．ｌｃ．ｍｌｒ．ｇｏｖ．ｃｎ／ｔｄｚｔ／ｈｙｇｌ／ｇｊｋｙｄｈ／２０１２ｇｊｋｙｄｈ／ｌｄｈｄ／２０１２１
１／ｔ２０１２１１０４＿１１５３４８６．ｈｔｍ。
［３］ Ｎｕｔｔａｌｌ， Ｍ．，“Ｔｈｅ Ｉｓｕｋａｓｉａ Ｉｒｏｎ Ｏｒｅ Ｍ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Ｎｏｒｄｉ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４１， Ｎｏ．５， ２０１２， 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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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兰矿物能源有限公司 １２．５％ 的股权，并获得一名非执行董事的席位。［１］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金·吉尔森（Ｋｉｍ Ｋｉｅｌｓｅｎ）率领部长
代表团访华，表示“期望中国企业到格陵兰投资矿业和旅游业”。［２］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韩国时任总统李明博出访格陵兰，受到代表丹麦政府的
环境部长依达·奥肯、代表丹麦皇室的丹麦太子弗雷德里克接待。由于丹
麦与韩国是战略伙伴关系，同时韩国又是 Ｇ２０ 成员，韩国与格陵兰关系一
直较好。随后，格陵兰前总理库皮克·克莱斯特回访韩国，随访的还有格
陵兰工业和自然资源部长、教育科研部长及工商业代表。这是格陵兰政界
对韩国的首次正式访问。通过格陵兰教育科研部和韩国基金会之间达成谅
解备忘录，双方加深了教育和科研方面的合作。此外，本次访问还涉及气
候变化、环境问题、北极问题和韩国对格陵兰的贸易投资问题。

四、格陵兰支撑“冰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前瞻
近年来，格陵兰的独立化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这种北极地缘形
势的新变化，将彻底改变北极博弈现有的力量分布格局，给格陵兰与丹麦
的关系以及北极未来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新的挑战。从《地方自治
法案》出台至今，格陵兰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国家的基本要素，理论上随
时都可以宣告独立。无论是丹麦、欧盟还是其他非北极国家，对经济困难
的格陵兰进行经济投资，都会对北极地缘政治格局和全球能源安全领域产生
深远影响。美国、欧盟和日、韩等国都已认识到格陵兰独立带来的地缘价值，
未雨绸缪地加强了对格陵兰的研究工作。［３］ 笔者认为，随着格陵兰“渐进式
［１］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盛和资源关于控股子公司乐山盛和拟认购格陵兰
矿物能源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ｓｈｒｅ．ｃｏｍ／ｐｉｌｕ＿ｎｅｗｓ．ａｓｐ？ＩＤ＝１２８４。
［２］ 丹麦驻华大使馆 ：
《格陵兰部长代表团期加深同中国合作》，ｈｔｔｐ：／／ｋｉｎａ．ｕｍ．ｄｋ／
ｚｈ－ＣＮ／ａｂｏｕｔ－ｕｓ－ｃｎ／ｎｅｗｓ－ｃｎ／ｎｅｗｓｄｉｓｐｌａｙｐａｇｅ／？ｎｅｗｓＩＤ＝ＡＤ３９８３８Ｅ－０Ｅ９Ａ－４３７９－
８５ＥＣ－００７ＤＢＢ２４Ｅ５Ｄ７。
［３］ 赵宁宁、欧开飞 ：
《全球视野下北极地缘政治态势再透视》，载《欧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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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
独立”战略的深入执行，未来格陵兰除了完全独立之外，至少还存在四种可
能 ：一是与丹麦组成联合王国，签订具有时效的《丹麦—格陵兰联合法案》
（Ｄａｎｉｓｈ－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ｉｃ Ａｃｔ ｏｆ Ｕｎｉｏｎ），在法案到期后，丹麦承认格陵兰为完全
独立国家，即类似于 １９１８—１９４４ 年的冰岛；二是与丹麦签订《自由联系条约》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ｒｅ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格陵兰将拥有内政上的自治权和外交上的自
主权，但在防务、安全上由丹麦负责，即类似于美国与帕劳的关系 ；三是
与丹麦、法罗群岛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 ；四是作为丹麦王国的特别行政区，
具有高度自治权。根据当前格陵兰的社会发展现状，到 ２０２１ 年，即丹麦统
治格陵兰 ７００ 周年之际，可能是格陵兰宣布独立的一个历史时机。
将北极地区纳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既是全球气候政治博弈的时代
推动，亦是“一带一路”战略从温带向寒带进行空间扩展的大势所趋。“冰
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推进，理应契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地缘空间延展。由
此视之，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是“冰上丝绸之路”的奠基之举 ；而加强与
格陵兰的合作，则是中国借助“冰上丝绸之路”可持续参与北极事务的战略
布局。在格陵兰是否和如何“建国”的讨论中，实用主义日益占据上风。尽
管全球矿业资源价格暂时呈现下滑趋势，但从长远来看，格陵兰对于大国
政治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广袤的土地与丰富的资源，更在于其位于美欧战
略要冲的枢纽地位。尽管当前格陵兰无法承担快速独立的代价，但在北极
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由外力推动格陵兰独立也是可能的。
因此，中国需要谨慎考虑在未来 １０ 年内，北极地区出现一个弱小的格陵兰
国的可能，那不仅是第一个由全球变暖创造的主权国家，更将是“冰上丝绸
之路”成功实施的关键节点。

【收稿日期 ：2017-09-10】
【修回日期 ：2017-11-13】

-123-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Ｏ．６， ２０１７

ABSTRACTS
01 Probing into the “Chinese Solu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by Shen Yamei, Deputy Director and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Department for American Studie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multipolarization, the pattern of global governance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The “Chinese Solution” has emerged as the times require,
which is expected to lea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innovate and perfec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and send signals to the world that
China is confident in facing global challenges.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China has contributed both wisdoms and strength to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for global governance, supplementing and perfecting
global governance mechanism, reforming relevant governance rules
and raising the discourse power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have effectively push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direction of
becoming more fair and reasonable; while China will be confronted in
the future with challenges in leading the world out of the low growth
dilemma, breaking off the inertia of geopolitical game by major powers,
and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toward integration. In sum, as leading the deep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oncern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but also China’s realization of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of struggle and the great dream of Chinese rejuvenation, China
has every reason to play a bigger role in doing so.
16 A Retrospec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Situation in 2017, by by
Yang Xilian, Senior Advisor from Chin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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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Studies. The strategic bottom lines of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ave collided with each other, making the
situation sensitive, severe and complicated. The nuclear and missile
development of North Korea has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resulting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passing three resolutions to impose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which has intensified the confrontation of North Korea
against the UN. The threatening against each other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is escalating, with them locked in a tit for tat contest.
In the wake of THAAD deployment in South Korea, the strategic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South Korea on the one hand and
China and Russia on the other has become pronounced. Although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on the brink of war, it is not out
of control yet. The North Korea’s nuclear issue is at a critical junction,
with countries concerned making efforts to seek resolution to break the
deadlock of the nuclear crisi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27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by Dr. Pan Ya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from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The election of Trump
as the US president ha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ulture. The basic dynamic of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rooted i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hegemony,
institutional rigidif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concepts, which have
boosted the extreme development of its political values and behaviors,
and strengthened the suspic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will likely exert
great impacts on its diplomatic strategy, as it is seen in three aspects:
realistic management of hegemonic decline, idealistic reconstruction
of hegemony and adventurist management of the rising China. In this
adjustment of diplomatic strategy, Taiwan could be a “well-leveraged”
jetton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US because of its uniqu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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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the major foundation for Sino-US
relationship, the extremist elements emerging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China should
have more comprehensive, macro and farsighted strategic preparedness
to cope with the potential impact on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brought about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adjustment of the US diplomatic strategy.
45 The Deep-rooted Motivation of Trump’s “America First”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by Zhang Kunpeng, Doctoral Student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rump’s “America First” is the manifested policy objective of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whose nature is a major re-ordering of
domestic interests in a simple but profound way, rather than returning
to “isolationism” or turning to “nationalism”, reflecting the deep
qualitative change of the 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situation, especially
American social division brought about by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stratum solidification behind it. The “America First” policy of the
new US government will exert profound impacts on American policy
in economy, trade, security, politics and culture toward China.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future China-US relationship, China should not
only persist in the grand strategy that “cooperation is the only correct
choi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but also be fully aware of the fact
that there is still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Therefore, we should coordinate the four major dialog mechanisms in
a comprehensive way and refine the levels and issues of different areas
under them so as to formulate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60 Changes of Turkey’s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Pattern of theMiddle East, by Zheng Do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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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from Chin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World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Turkey is undergoing a period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y transition. In domestic politics, the president has
been much empowered through a referendum on constitution revision
to change political system form the parliamentary system to the
presidential system. The Turkish government has purged the political
aliens represented by the “Gulen Movement” by making use of the “July
15th” abortive military coup, ending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power of
the military much weakened and the trend of centralizing state power
becoming more outstanding. Meanwhile,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s
also undergoing a period of adjustment to pursue a multidimensional
foreign policy and activism in regional affairs, with its traditional proWest policy weakening and its policy of “Looking East” strengthened.
As a major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changes of Turkey’s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ies have important impacts on the Middle East in
transition, adding uncertainties to the re-shaping of the regional pattern
of the Middle East.
73 The New Features of Turkey’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Li Yunpeng, Doctoral Student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After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Arab world, Turkey has got deeply involved in the new round
of geopolitical game in the Middle East with the Syrian issue at the
cor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rian issue, rash diplomatic
policies have kept Turkey busy struggling with unexpected issues and
made Turkey pay dearly, as a seri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issues
such as the Kurds, refugees, counter terrorism have come up one after
another and interacted in concert. Meanwhile,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the EU have worsen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Given this, in
the era of the “post Syrian Crisis”, Turkey will begin drastic foreign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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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adjustment and has revealed the tendency of “looking East”.
Turkey has improved relations with Russia and been very keen on
China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history, both China and Turkey
were important countries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while they are now
emerging economi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rought China
closer to Central Asia and Europe economically, and offered Turkey
good opportunities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geostrategic advantages,
resulting in the China-Turkey cooperation extending from economic
level to political and security levels.
90 The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EU
Countries: Latitude Evaluation and Policy Revelation, by Fang
Lexian, Professor from Center for Europe/EU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Guest Research Fellow of CPDS; Wu Xuerui,
Graduate Student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Zhang Yue, Associate Professor from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ince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late 1980s,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taken the lead in working out their respective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NSDS). Based on observing and studying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policy coordination, the evaluation process, the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indexes, and th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of the EU member states,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and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romoted by the EU at the level of its
member states and analyze the existing shortcomings, based on which
to reflect on the revelation of the experiences of the EU countries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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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The Strategic Fulcrum of the “Silk Road on Ice”, by Xiao Yang,
Associate Professor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Arctic Studi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nd Guest Research Fellow of CPDS. The “Silk Road on
the Ice” is a comprehensive and multidimensional intercontinental
cooperation framework not only for Euro-Asia, but also for AsiaAmerica. Moreover, this emerging major strategic concep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rctic warming is distinctly characterized with
geopolitical space, which should necessarily rest on a strategic pivo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ilk Road on the Ice” strategy is not only
a natural demand of intercontinental economic complement, but also
a re-layout of strategic resources projection by the major powers.
Greenland, 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hub between the Atlantic and
the Arctic Ocean, is the only fulcrum area on the Arctic sea routes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as well as Europe and America, with great
economic development potentials, which is a strategic pivot in true
sense and has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decision makers of various
countries. Nevertheless, the independence tendency of Greenland will
be the biggest variabl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Arctic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pattern. The Greenland government has chosen the path of
“gradual independence”, which is not only a compromise to the facts
of its vast land with a spars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backwardness,
but also a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process for the Danish citizens to
become Greenland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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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ing into the “Chinese Solu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By Shen Yamei

I

n the domain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with
Comrade Xi Jingping at the core has proposed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o the world a series of views on development, security, civilization and
cooperation based on China’s experiences in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us quo
of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rooted in deep accumul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ffering a Chinese solution to cope with global challenges, which has made
China the “most active and positive force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governance”.
I. Dynamical Sources for the “Chinese Solution”
for Global Governance
As the world is in a period of great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adjustment,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comparison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global governance is reshuffling and traditional governance concepts
and models are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expecting China to play a bigger role in global governance, which has given
birth to the Chinese solution.
A. To Lea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re prominent,
which can hardly ensure global development. First, the traditional dominant
forces are seriously imbalanced. The US and Europe that used to dominate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have been beset with structural problems, with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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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evelopment stall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tensifying, populism
and secessionism rising, and states trapped in internal strife and differentiation.
These countries have not fully reformed and adjusted themselves well, but
rather pointed their fingers at globalization and resorted to retreat for selfinsurance or were busy with their own affairs without any wish or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which has encouraged the growth of “antiglobalization” trend into an interference factor to global governance.
Seco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mechanism is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
Over the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strength of emerging economie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which has substantially upset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tructure, as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a whole have made 80 percent of th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economic growth. These countries have expressed their
appeal for new governance and begun policy coordination among themselves,
which has initiated the transi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form “Western
governance” to “East-West joint governance”, but th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IMF and G7 failed to reflect the demand
of the new pattern, in addition to their lack of representation and inclusiveness.
Third, the global governance rules are developing in a fragmented way,
with governance deficits existing in some key areas.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in-depth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the domain of global
governance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with actors multiplying by folds and
action intentions becoming complicated. As relevant efforts are usually
temporary and limited to specific partners or issues, global governance driven
by requests of “diversified governance” lacks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there have been risks of running
into an acephalous state in such key areas as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climate change. Such emerging issues as nuclear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have suffered injustice because of power politics. The governance
areas in deficit, such as cyber security, polar region and oceans, have “reversely
forced” certain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to respond hastily. All of these have
made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rapped in a dilemma and call urgently for
a clear direction of adv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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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o Innovate and Perfec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Currently, whethe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or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Europe and the US are greatly
discontent with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as well as their appeals and
motivation for changing the order are unprecedentedly strong. The US is the
major creator and beneficiary of the existing hegemonic order, but it is now
doubtful that it has gained much less than lost from the existing order, faced
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glob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obsessed with
economic despair and political dejection.
Althoug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represented by China acknowledge
the positive role played by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in safeguarding
peace, boosting prosperity and promoting globalization, they criticize the
existing order for lack of inclusiveness in politics and equality in economy, as
well as double standard in security, believing it has failed to reflect the multipolarization trend of the world and is an exclusive “circle club”. Therefore,
there is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For China, to lea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not only supports
the effort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uphold multilateralism rather than
unilateralism, advocate the rule of law rather than the law of the jungle and
practice democracy rather than power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also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concerning whether China could gain the discourse
power and development space corresponding to its own strength and interests in
the process of innovating and perfecting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 To Promote Integration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Dialog among civilizations, which is the popular foundation for any
country’s diplomatic proposals, runs like a trickle moistening things silently.
Nevertheless, in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guided by the “WesternCentrism”,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always had the self-righteous
superiority, conflicting with the interests and mentality of other countries and
having failed to find the path to co-existing peacefully and harmoniously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 So to speak, many problems of today, including the growing
ga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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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the Middle East trapped in chaos and
disorder, the failure of Russia and Turkey to “integrate into the West”, etc.,
can be directly attributed to lack of exchanges,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civilization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Xi Jinping has raised the concept
of “Chinese Dream” that reflects both Chinese values and China’s pursuit, reintroducing to the world the idea of “all living creatures grow together without
harming one another and ways run parallel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one
another”, which is the highest ideal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triving
to shape China into a force that counter-balance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He has
also made solemn commitment that “we respect the diversity of civilizations
…… cannot be puffed up with pride and depreciate other civilizations and
nations”; “facing the people deeply trapped in misery and wars, we should have
not only compassion and sympathy, but also responsibility and action …… do
whatever we can to extend assistance to those people caught in predicament”,
etc. China will rebalance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from a more inclusive
civilization perspective and with more far-sighted strategic mindset, or at least
correct the bisected or predominated world order so as to promote the parallel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rough mutual learning,
integration and encouragement.
D. To Pass on China’s Confidence. Only a short while ago, some Western
countries had called for “China’s responsibility” and made it an inhibition
to “regulate” China’s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Today, China has become a
source of stability in a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full of uncertainties. Over the
past 5 years, China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recovery of
world economy under relatively great pressure of its own economic downturn.
Encouraged by the “four confidences”, the whol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has
burst out innovation vitality and produced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making
people have more sense of gain and more optimistic about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prospect. It is the heroism of the ordinary Chinese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realize the ideal destiny that best explains China’s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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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is confidence is passed on in the field of diplomacy, it is expressed
as: first, China’s posture is seen as more forging ahead and courageous to
undertake responsibilities ---- proactively 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s
rather than passively accepting them; having clear-cut attitudes o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rather than being equivocal; and extend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comprehensive and dimensional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onomy only”. In sum, China will actively seek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from other countries rather than imposing its will on others with
clear-cu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manner. Second,
China’s discourse is featured as a combination of inflexibility and yielding as
well as magnanimous ---- combining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diplomatic
principles with the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through digesting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humanistic classics assisted with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s to make “China Brand, Chinese Voice and China’s Image get
more and more recognized”. Third, the Chinese solution is more practical
and intimate to people as well as emphasizes inclusive cooperation, as China
is full of confidence to break the monopoly of the Western model on global
development, “offering mankind a Chinese solution to explore a better social
system”, and “providing a brand new option for the nations and peoples who
are hoping both to speed up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 independence”.
II.Path Searching of the “Chinese Solution” for Global Governance
Over the past years’ efforts, China has the ability to transform itself from
“grasping the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to “creating opportunity” and “sharing
opportunity” for common development, hoping to pass on the long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to the peopl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oward a more just and rational
end. It has become the major power’s conscious commitment of China to lea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n a profound way.
A.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for Global Governa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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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system of global governance has been the focus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s diplomatic theory innovatio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hich is not only the sublimation of China’s
interaction with the world from “absorbing and learning” to “cooper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but also the cause why so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turned from “learning from the West” to “exploring for treasures in the East”.
In the past 5 year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based on precis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ld pattern today and serious reflection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has made a sincere call to the world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oward a more just and rational end, and proposed
a series of new concepts and new strategies including engaging in major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eating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common destin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rooted in the principle of cooperation and win-win, enriching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sticking to the correct benefit view,
formulating the partnership network the world over, advancing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a way of mutual consultation, joint construction and
co-sharing, advocating the joint,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concept, and launching the gran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hinese solution composed of these contents, not only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ld road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olonial expansion in history, but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market-driven neo-liberalism model currently advocated
by Western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tands at the height of
the world and even mankind, seeking for global common development and
having widened the road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modernization, which
is widely welcom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 To Supplement and Perfect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urrently,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ractice in global governance is mostly problemdriven without creating a set of relatively independent, centralized and
integral power structures, resulting in the existing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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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zed as both extensive and unbalanced. China has been engaged in
reform and innovation, while maintain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existing systems,
producing some thinking and metho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irst, China
sees the UN as a mirror that reflects the status quo of global governance, which
should act as the leader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actively safeguards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the UN at the core. Second, China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ing process of such recently emerged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as G20, BRICS and SCO, perfecting them through practice, and
boosting Asia-Pacific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 is als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security
mechanism through the Six-Party Talks on Korean Peninsula nuclear issue,
Boao Forum for Asia, CICA and multilateral security dialog mechanisms led by
ASEAN so a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regional security framework.
Third, China has initi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IIB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of BRICS, creating a precede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set up
multilat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core of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m lies in “boosting rather than controlling” and “public rather than
private”, which is much different from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model of
the World Bank, manifesting the increasing global governance ability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exerting pressure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 to speed up reforms. Thus, in lea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hina has not overthrown the
existing systems and started all over again, but been engaged in innovating and
perfecting; China has proactively undertaken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but
has to do everything in its power and act according to its ability.
C. To Reform the Global Governance Rules. Many of the problems facing
global governance today are deeply rooted in such a cause that the dominant
power of the existing governance system has taken it as the tool to realize
its own national interests first and a platform to pursue its political goal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the US has for several times requested the
World Bank, IMF and G20 to make efforts to mitigate the so-called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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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balance, abandoned its commitment to support trade openness, cut down
investment projects to the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nd deleted commitment
to support the efforts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financially, which has mad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accessories of the US domestic economic agendas,
dealing a heavy blow to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On the contrary, the
interests and agendas of China, as a major power of the world, are open to the
whole world, and China in the future “will provide the world with broader
market, more sufficient capital, more abundant goods and more precious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while having the ability to make the world
listen to its voice more attentively.
With regard to the subject of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has advocated that
what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s better cannot be decided upon by any single
country, as the destiny of the world should be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In principle, all the parties should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consultation, joint construction and co-sharing, resolve disputes through dialog
and differences through consultation. Regarding the critical areas, opening to
the outer world does not mean building one’s own backyard, but building the
spring garden for co-sha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not China’s solo,
but a chorus participated in by all countries concerned. China has also proposed
international public security views on nuclear security, maritime cooperation
and cyber space order, calling for efforts to make the global village into a “grand
stage for seeking common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a “wrestling arena”; we
cannot “set up a stage here, while pulling away a prop there”, but “complement
each other to put on a grand show”. From the orientation of reform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better safeguard and expand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ncrease the influence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on
global governance.
Over the past 5 years, China ha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full court
diplomacy, gradually coming to the center stag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roactively establishing principles for global governance. By hosting such
important events as IAELM, CICA Summit, G20 Summit,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um and BRICS Summit, China has used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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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s to elaborate the Asia-Pacific Dream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world,
expressing China’s views on Asian security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discussing with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with the Belt and Road about the
synergy of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setting off the “BRICS
plus” capacity expansion mechanism, in which China not only contributes its
solution and shows its style, but also participates in the shaping of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through practice. On promoting the resolution of hot international
issues, China abides by the norms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and insists on justice, playing
a constructive role as a responsible major power in actively promoting the
political accommodation in Afghanistan, mediating the Djibouti-Eritrea dispute,
promoting peace talks in the Middle East, devoting itself to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through negotiations. In addition,
China’s responsibility and quick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crises have gained
widespread praises, as seen in such cases as assisting Africa in its fight against
the Ebola epidemic, sending emergency fresh water to the capital of Maldives
and buying rice from Cambodia to help relieve its financial squeeze, which has
shown the simple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 share the same breath and
fate with the people of other countries.
D. To Support the Increase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Voice.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emerging powers, are not only the
important participants of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but also the important
direction to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ystem is transferring. With
the accelerating shift of global economic center to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will and ability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have been correspondingly strengthened. As
the biggest developing country and fast growing major power, China has the
same appeal and proposal for governance as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lready began policy coordination with them, as China should comply with
historical tide and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increase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voice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To this end, China has pursu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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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of “dialog but not confrontation, partnership but not allianc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and
global partnership network, while making a series proposals in the practice of
global governance that could represent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be conducive to safeguarding global justice, including supporting
an open, inclusive, universal, balanced and win-w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romoting the reforms on share and voting mechanism of IMF to increase the
voting rights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financing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ough various bilateral or regional funds; and helping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respond to such challenges as famine, refugees, climate
change and public hygiene by debt forgiveness and assistance.
III.Challenges Facing the “Chinese Solution”
The Chinese solution meets the world expectations of China, which also
aroused questioning.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big powers of the US and in
Europe still have seen China playing a bigger international role as a “challenger”
to them based on binary opposition logic. The US media expressed flatly, “it
is really hard to understand how China has made so huge a change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we have to wait to see if the Chinese solution would
benefit the world”.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 Chinese solution faces challenges
mainly in three aspects.
A. In Leading the World out of the Low Growth Dilemma.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solution is, to a large extent, rooted in the vitality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vigor of its economic growth, as well as
depends on whether China could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leading the world
economy out of the low growth dilemma. Currently, the world economy is
sluggish in growth, with uncertainties and instabilities increasing, while China,
although also confronted with economic downturn, is promoting long-term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ts economy by sticking to the innovation-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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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dvancing structural reform on the supply-side and converting
pressure into driving force. Just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domestic development,
China has proposed the “five in one” overall layout and path proposition
for creating the huma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s an international
extension of its five major development concepts, namely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 and sharing”, which has enhanced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realm of global governance development.
Nonetheless, some politicians and voters in the US have attributed their
domestic economic difficulties and especially the unfair distribution system
to China out of prejudice and misunderstanding, seeing the Chinese Dream
as a challenge to the “American Dream” and “linking it with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overseas power and domestic living standard”. Quite a number of
people have even gone so far as to disparage that China is plundering resources
in Africa, damaging the environment, and intensifying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local societies, which can be termed as “neo-colonialism”.
They also asserted that “China cannot be allowed to smooth everything out with
its economic strength”. With the Chinese economy entering the new normal of
medium-low growth, those “bad-mouthing” China have become more active
and questioned China’s development prospects. Objectively speaking, with
China’s advantage in low labor cost relatively declining and the popularity of
automation application,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that supports the Chinese
solu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consolidated. This, to some extent, needs to be
defined by practice, following a process of practice first, tested by results later
and followed by theorization.
B. In Getting Rid of the Inertia of the Geopolitical Game. As early as 2011,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then Mrs. Clinton warned the US Senate, “China and the
US are engaged in a competition for influence globally”,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not only for moral leadership, but also directly related to
geopolitics”. From then on, the American academia has avoided talking about the
intense agitation of Obama’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and sedulously de-emphasized the impact of uncertaint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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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s diplomacy toward the geopolitics, while pointing the spearhead to China
and believing that as China “is seeking to shape itself into a leader of Asia equal to
the US or even stronger than the US”, the US dominance in East Asia that has never
been challenged since the Cold War is eroding, which has led to dangers of conflicts
in East Asia. China propos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establishing the
AIIB have been suspected to have ambition of geopolitical expansion and believed
to be “a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agenda intended to strengthen China’s
global power and legitimacy”, whose “ultimate goal is to turn Eurasia into an
economic and strategic bloc equal to or bigger than the Euro-Atlantic bloc”.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the policies and action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ased on “American First”, withdrawal from TPP and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have further been interpreted by Western Media as the US giving
up the world leadership to China, resulting in the clamor of “changing guar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haring the hegemony” and “filling in the vacuum”.
As the US has assumed strong geopolitic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al inertia
as well as fallen into the geopolitical trap of its own mak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on geopolitical and security issues are great, their
policy coordination is difficult and the tendency to compete is stronger than to
cooperate, resulting in the conte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over the Chinese
solution exceeding the issue of global governance itself. The stalemat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t the geopolitical level is likely to persist for a long time and
they will be very cautious in evaluating and choosing relevant policies, as any
major decision and action by them will upset the regional or even the global
pattern, form a new way of interaction, establish new rules, and determine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 and role in the new order.
C. In Ideology Competition and Amalgamation. New China has progressed
amid various misunderstandings and misjudgments by the West from its
founding to reforms and opening up, and to peaceful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prophecies about China from “breaking down theory” to “threat theory” and
to “responsibility theory” have failed one after another, which has not only
resulted from the Western ideological bias about China, but also reflected 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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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asic understanding, patience and inclusiveness of the Western mainstream
scholars about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systems and culture, who would
even go so far as to take negating China as a makeshift to incite and unite
their domestic majority. As China’s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ve demonstrated the Chinese values and development path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hinese solution is in reality “challenging” the
Western model.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powers are reluctant to recognize
and accept this fact. Since the Western countries are not interested in or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issue stressed by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they have instead launched a political offensive against China
by taking up the “democracy” issue in ideological and public opinion spheres.
As a result, how to define and realize democracy has more and more become
the theme of the new round of international ideology debate.
As facts show, Western democracy is not a perfect system that can resolve
all problems, build consensus and cultivate political community; while whether
or not the world would embrace the Chinese democratic thought and culture
depends on whether or not the Chinese solution c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be inclusive of international universals and also show humanistic concern
for the common development interests of the world and mankind, while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rests of its own nation. In this sense, as
long as the ideology debate does not evolve to overwhelming antagonism like
that between the US and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can avoid the
fatal aftermath of “mutual burial of each other’s ideal”, the system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dvancing toward a state of mutual learning and
amalgamation through collision and exchanges might be a way forward for
exploring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author is Deputy Director and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Department for American Studie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is
article was received on Nov. 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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