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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亚洲安全观”从理念转化为行动需要基于亚洲历史经验的规

范框架和制度安排.文章将亚洲区域整体作为核心分析层次,阐明了二战后

亚洲区域合作实践进程中所积累的以 “亚洲方式”为核心的 “亚洲经验”,包

括区域自主、不干预、非武力、尊重主权、共识性决策和非正式的渐进主义

等.以这一宏观区域实践为背景,文章提出一种亚洲大国协调和合作安全相

融合的 “一轴两翼多节点”的 “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路径.其中, “一轴”

着眼于区域总体安全的亚洲大国协调; “两翼”即上海合作组织等 “中亚中

心”和东亚峰会等 “东盟中心”的合作安全;“多节点”即各种次区域或微区

域合作机制.三者分别构成这一区域安全新架构的 “基点”、 “重心”和 “支

点”.文章在最后阐明了亚洲区域安全合作进程中的 “中国经验”,包括 “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上海精神”、“软安全”、“软法律”、主权平等及尊重多样

性等,揭示了 “中国经验”与 “亚洲经验”的共生关系及中国在 “亚洲安全

观”制度建构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关 键 词:亚洲安全观　亚洲方式　 “东盟方式”　 “中国经验”

作者简介:郑先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

中心副教授

　　２０１４年５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亚信峰会上提出了 “亚洲安全

观”倡议,该倡议提出两年多来,已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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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普遍认为,“亚洲安全观”为亚洲以 “创新性安全理念”构建 “区域安全

合作的新架构”提供了重要的观念基础.① 学界和政界对 “亚洲安全观”的

研究随之迅速兴起并呈不断增长之势.截至目前,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

方面:一是结合当前亚洲区域安全形势,阐明 “亚洲安全观”提出的现实必

要性和重要意义;二是结合中国的外交理念和传统文化,阐明 “亚洲安全

观”的思想来源;三是结合习近平讲话文本及亚洲安全合作实际,对 “亚洲

安全观”的规范内涵和核心特征进行解读;四是结合亚洲区域安全及安全合

作的未来发展,对 “亚洲安全观”的实现路径及其所面临的现实障碍进行分

析;五是运用 “亚洲安全观”分析亚洲特定的区域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法.②

总体来说,已有研究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倾向性和重要的缺失,主要包括:过

分强调 “亚洲安全观”中的 “中国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作为其重要

实践基础的区域层面的 “亚洲经验”;在阐述 “中国经验”时,没有将其置

于与中国紧密相关的更大范围的亚洲区域合作实践进程之中,从而忽略了区

域合作中 “中国经验”和 “亚洲经验”所产生的共生关系;聚焦于从当前实

际阐明 “亚洲安全观”的实践经验和规范内涵,既明显忽略了对亚洲区域安

全合作历史经验的考察,也没有对未来 “亚洲安全观”的实现提出切实可行

的制度性安排.实际上,“亚洲安全观”既是基于长期以来亚洲国家区域安

全合作的实践经验,又是中国在周边区域安全合作中所倡导和践行的 “新安

全观”的 “升级版”,即它是区域安全合作的 “亚洲经验”和 “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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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的主旨讲话»,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２日,第２版.
代表性成果参见程国平:«亚洲安全观:引领亚洲安全合作新方向»,载 «求是»２０１４年第

１４期,第５７~５９页;姜志达:«亚洲新安全观及其秩序意涵:规范的视角»,载 «和平与发展»２０１４
年第５期,第１~１１页;李洪才、杨光海:«亚洲安全观的依据、来源和实施路径»,载 «和平与发

展»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６~２６页;赵可金:«亚洲新安全:从理念到行动»,载 «前线»２０１５年第１
期,第４３~４５页;薛福岐:«从亚信峰会看习近平的亚洲安全观»,载 «人民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第２８~３０页;杨鲁慧:«共同安全:凝聚亚洲新型安全观»,载 «理论视野»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６３~
６６页;何兰:«“亚洲新安全观”的渊源、理念及其意义»,载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１４年第１０
期,第５０~５３页;黄日涵、丛培影:«亚洲安全的思想内涵及其世界意义»,载 «前线»２０１４年第７
期,第５９~６１页;王公龙:«中国亚洲安全观的理论创新»,载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６
期,第９０~９７页;王伟华:«基于亚洲新安全观的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方案»,载 «国际展望»２０１４
年第６期,第７１~８９页;王彪:«浅析构建亚洲新安全观与安全机制的原因»,载 «经济研究导刊»

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２８８~２８９页;韩爱勇:«东亚安全困境与亚洲新安全观的启迪»,载 «国际问题研

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５１~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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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聚合体”,体现出亚洲解决自身诸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 “东方智

慧”.①

鉴于此,本文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在解读亚洲区域安全合作实践进

程中所积累的 “亚洲经验”的基础上,剖析 “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的经验

和规范基础及 “一轴两翼多节点”的现实路径,并将中国置于这一区域合作

实践进程,阐明区域安全合作中的 “中国经验”及其在 “亚洲安全观”制度

建构中的关键作用.

一、“亚洲经验”:“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的实践基础

按照伊曼纽尔阿德勒 (EmanualAdler)等人的定义,“实践”是具有

社会意义的有规律的行动,这类行动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行动者的适当绩效,
同时包含并展现出特定的背景知识和话语.② 从这个角度讲, “亚洲安全观”
的提出既是针对当前亚洲所面临的日益区域化的传统和非传统重大威胁的一

种现实回应,又是基于亚洲区域合作既有经验的一种信念表达,具有现实性

和经验性的双重基础.本文主要从经验角度分析 “亚洲安全观”的区域实践

基础.
当代意义上的亚洲区域合作始于二战后泛亚洲主义的兴起.这一区域意

识框架内的合作实践正式发轫于１９４７年３月和１９４９年１月在印度新德里召

开的两届亚洲关系会议.该会议虽未能持续下去,却在规范层面上推动了亚

洲区域自主意识的萌芽和不干预、协商、共识等原则的初步形成.这些原则

经由１９５４年４月和１１月 “科伦坡国家”(ColomboPowers)③ 举行的两次首

脑会议,到１９５５年４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首届亚非会议 (即万隆会议)
进一步完善并最终确定下来.其集中体现就是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所阐

明的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主要包括:尊重基本人权;尊重所有国家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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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东方智慧开启 “亚洲安全观”»,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１日,http://

wwwgovcn/xinwen/２０１４Ｇ０５/２１/content_２６８３８７０htm.
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国际实践导论和理论框架»,载伊曼纽尔阿德勒、

文森特波略特主编:«国际实践»,秦亚青、孙吉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８页.
“科伦坡国家”是指在时任锡兰 (今斯里兰卡)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 (JohnKotelawala)

的倡议下,由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尼和锡兰５个亚洲国家为应对印支危机的不断升级而启动

的一个松散的非正式国家集团,因首届峰会于１９５４年４月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而得名.



“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与 “中国经验”□　

权和领土完整;承认种族平等和大小国家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使用集

体防务安排为大国特殊利益服务;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

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通过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促

进相互利益和合作等.① 这些原则和会议所奉行的共识性决策程序、求同存

异的原则及会议所凝聚的团结、友谊、合作的氛围后来被人们称为 “万隆精

神”.②

与此同时,亚洲国家通过对域外大国倡议或主导的跨区域合作的参与或

抵制,如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 (后改为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
“科伦坡计划”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等,进一步推动了这些原则和协商一致决

策程序的 “地方化”,③ 最终形成以区域合作求和平的 “亚洲方式”.按照迈

克尔哈斯 (MichaelHaas)的解释,这种 “亚洲方式”主要包括六种因

素,即亚洲问题亚洲解决、文化平等、共识性决策、非正式的渐进主义、政

治重于执行和泛亚洲精神等.④ 在具体的实践中,“亚洲方式”下的亚洲区域

主义关注经济发展、拒绝多边军事合作等.⑤ 前者导致亚洲区域合作从一开

始就将经济发展与安全稳定结合起来,试图通过经济发展实现国家政治和社

会稳定及政权安全;⑥ 后者导致多边军事合作始终无法纳入代表性区域多边

合作框架之内,即使是少数亚洲国家参与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亦因印度、印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FinalCommuniquéofthe AsianＧAfrican Conference,April２４,１９５５”,in George Mc
TurnanKahin,TheAsianＧAfricanConference:Bandung,Indonesia,April１９５５,Ithaca:Cornell
UniversityPress,１９５６,pp８４Ｇ８５

参见 VolkerMatthies,“The‘SpiritofBandung’１９５５Ｇ１９８５:ThirtyYearsSincetheBandung
Conference”,Intereconomics,Vol２０,No５,１９８５,p２０７;李绍先、何希泉等:«“万隆精神”及

新时期的亚非合作»,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４７~４８页.
参见 Amitav Acharya,WhoseIdeas Matter? Agencyand Powerin Asian Regionalism,

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pp６０Ｇ７４.
参见 MichaelHaas,TheAsian WaytoPeace:AStoryof RegionalCooperation,New

York:PraegerPublishers,１９８９,pp１Ｇ２１;MichaelHaas,AsianandPacificRegionalCooperation:

TurningZonesofConflictintoArenasofPeace,NewYork: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１３,pp２５Ｇ４０.
参见 Amitav Acharya,WhoseIdeas Matter? Agencyand Powerin Asian Regionalism,

pp３１Ｇ６８;Amitav Acharya,“Multilateralism:Is Therean AsiaＧPacific Way?”Analysis,Vol８,

No２,１９９７,pp５Ｇ１１.
参见LalitaPrasadSingh,ThePoliticsofEconomicCooperationinAsia:AStudyofAsi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１９６６,p１８２; Amitav
Acharya,TheQuestforIdentity:InternationalRelationsof Southeast As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１,p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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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尼西亚和缅甸等亚洲重要国家的不参与乃至公开反对而最终解体.① 这些

跨区域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区域性和开放性相结合.这主要体现在其

合作框架既追求基于亚洲独特性的区域身份认同,又在成员上吸引有意愿的

域外国家参加,以致形成一种外向型和泛区域的 “开放的区域主义模式”.②

万隆会议召开后,泛亚洲主义渐趋削弱,而东盟领导的东南亚次区域主

义渐成亚洲区域合作的重心.通过自身组织化建设,东盟在区域合作 “亚洲

方式”的基础上形成了东南亚区域合作特有的 “东盟方式”,即一系列国家

间关系的行为准则的实质性规范和基于协商、共识决策的程序规范.前者主

要包括不干涉他国内政、非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和领土

完整及区域自主等,又称为 “东盟规范”;后者涉及审慎性、合宜性、非正

式、务实主义、共识建设和非对抗的谈判风格等,又称 “东盟风格”.由此,
形成了东盟区域主义中的 “软区域主义”和 “灵活性共识”两大核心特征.③

“东盟方式”与作为其母体的 “亚洲方式”一起,形成当代亚洲区域合作实

践所积累的独特的 “亚洲经验”.④

冷战结束后,东盟正式启动其框架内的多边安全合作,并通过东盟地区

论坛、“１０＋１” (即东盟与外部国家伙伴关系)、 “１０＋３” (东盟＋中日韩)
和东盟防长扩大会等 “东盟中心”的区域安全架构,在东亚乃至亚太多边安

全机制中扮演领导角色,并推动东盟框架内合作安全创新性制度框架的形

成.这种合作安全强调安全的多维度 (即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社

会等多个安全领域),多层次 (包括国家、次国家、区域、次区域、区域间

和全球等),多个行为体 (涉及国家、政府间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和市场组

织等),以及安全实现的非军事途径及决策程序和核心原则上的 “东盟方式”

—８—

①

②

③

④

参见 Amitav Acharya,WhoseIdeas Matter? Agencyand Powerin Asian Regionalism,

pp５１Ｇ５４,６１Ｇ６８.
参见孙建党:«科伦坡计划及其对战后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援助»,载 «东南亚研究»２００６年

第２期,第２２页;KunikoAshizawa,Japan,theUS,andRegionalInstitutionＧBuildingintheNew
Asia:WhenIdentityMatters,NewYork: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１３,pp５９Ｇ６０.

参见 AmitavAcharya,“Ideas,Identity,andInstitutionＧBuilding:Fromthe‘ASEAN Way’

tothe‘AsiaＧPacificWay’?”ThePacificReview,Vol１０,No３,１９９７,pp３２８Ｇ３３３.
参见郑先武:«万隆会议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第４７~５３页.



“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与 “中国经验”□　

和 “东盟规范”.① 在具体的实践中,这种合作安全倾向于协商、保证、透

明、预防和相互依存,而不是对抗、威慑、保密、修正和独来独往;它强调

建立在 “相互承认彼此利益”基础上的 “合作性参与”,即通过共识而不是

强制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实际上,它是 “综合安全观”和强调包容原则及

拒绝威慑为基础的 “共同安全观”的混合体.② 这种通过对话和协商而不是

军事和强制手段来增强区域安全与稳定的独特的 “和解性或包容性方法”,
被称为 “东盟安全模式”.③ 由此,东盟在发展自身安全方法的同时,建构起

亚洲区域安全事务中摒弃正式承诺或集体安全机制及集体防务组织的区域主

义,显示出与亚洲早期区域主义互动的规范观念及其成果的基本连续性.④

而 “东盟方式”不但成为 “亚洲区域主义中东盟中心的一种标志”,⑤ 而且成

为区域政策制定者改进其社会化进程的 “一种有用的符号”,推动了代表亚

太区域认同建构的 “亚太方式”的形成,由此赋予 “东盟方式”和 “亚太方

式”或 “亚洲方式”类似的核心特征.⑥

与此同时,亚洲亦出现一些与安全相关的泛区域或跨区域多边合作框架,
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和亚信会议等.上海合作组织一开始就将共

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等 “三股势力”作为核心议题.它设立

了一个区域反恐机构作为协助成员国打击 “三股势力”的专门机构,并签署了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从而将反恐合作组织化和法

律化;签署实施了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把上海合

作组织提出的政治原则、安全协作和各领域合作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使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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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见郑先武:«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３９~３０９页.
参 见 David B Dewitt,“Common,Comprehensive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Pacific

Review,Vol７,No１,１９９４,pp１Ｇ１５; Hiro Katsumata,“The Role of ASEAN Institutes of
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inDevelopingSecurityCooperationintheAsiaＧPacificRegion”,

Asi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１１,No１,２００３,pp９８Ｇ９９.

HiroKatsumata,ASEAN’sCooperativeSecurityEnterprise:NormsandInterestsinthe
ASEANRegionalForum,Basingstoke: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０９,pp７９Ｇ８１

AmitavAcharya,WhoseIdeasMatter?AgencyandPowerinAsianRegionalism,pp９４Ｇ９５
TakeshiYuzawa,“TheFallacyofSocialization? RethinkingtheASEAN WayofInstitutionＧ

Building”,in RalfEmmers,ed,ASEAN andtheInstitutionalizationof EastAsia,London:

Routledge,２０１１,p８５
参见 AmitavAcharya,“Ideas,Identity,andInstitutionＧBuilding:Fromthe‘ASEAN Way’

tothe‘AsiaＧPacificWay’?”pp３１９Ｇ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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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员国间处理相互关系和多边关系的法律基础.① 在实践中,上海合作组织

在决策程序上亦是以协商一致和非正式的讨论为基础,不采用更具法律意义的

投票表决方式,并坚持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国家边界不可破

坏,互不侵犯,不干涉内政,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

求在毗邻地区的单方面军事优势及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在相互理解及尊重每

一个成员国意见的基础上寻求共识等原则,② 已形成一系列管理成员国关系的

共同价值和规范,即以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

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 “上海精神”.③ 由此,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推动世界

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形成一种 “新型国家间关系的典范”.④

亚太经合组织虽是亚洲域外大国倡议创立的,但在东盟国家和中国等亚

洲国家坚持下仍采用了与 “亚洲方式”基本一致的原则.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在

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强调,该组织是 “外向的”
“非正式协商论坛”.⑤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在韩国汉城 (首尔)举行的第三届亚

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 «汉城宣言»,确定了其运行模式和活动领

域,强调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基于互利原则,尊重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体

制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平等尊重所有参与方的

观点,对开放的对话和共识建设负责;其活动聚焦于可以产生共同和相互利

益的经济领域.⑥ 由此,亚太经合组织与东盟原则保持一致,共识性原则被

奉为其核心决策规范, “开放的区域主义”亦首次出现在其官方文件中.⑦

１９９９年９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七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重申,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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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５~７１页.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０２年 ６月 ８日,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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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 作 组 织 成 立 宣 言 », 中 国 外 交 部 网 站,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http://www

fmprcgovcn/web/gjhdq_６７６２０１/gjhdqzz_６８１９６４/lhg_６８３０９４/zywj_６８３１０６/t４４９９shtml.
参见王健:«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进程研究:地区公共产品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版,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AsiaＧ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APECDocuments:MinisterialMeetings,１９８９Ｇ２００７,Seoul,

Korea:RegionalCooperationDivision,MinistryofForeignAffairsandTrade,２００７,pp１９Ｇ２３
Ibid,pp３７Ｇ３９
NickBisley,“APEC:AsiaＧ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in Mark Beesonand Richard

Stubbs,eds,RoutledgeHandbookofAsianRegionalism,New York:Routledge,２０１２,pp３５３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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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一体化奉行 “非约束力和各成员自愿履行”的原则.① 经过２０多年的

发展,亚太经合组织已形成保持开放的区域主义 (即开放性)、经济合作渐

进求成和逐步演变的进程 (即渐进性)、合作的共识性决策 (即共识性)以

及自愿遵约 (即自愿性)等典型的自身特性.②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在上海举行

的第九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发表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反恐声明»,
首次引入非传统安全议题.③ 自此,该组织开始强调经济与安全相关领域的

区域合作,成为讨论经济安全和环境问题的多边平台,在合作议题上显示出

“一个半”(“一”是经济议题、“半”是安全议题)的制度设计新趋向和以经

济促安全的 “经济—安全关联”新特性.④ 亚太经合组织已成为亚洲区域安

全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就亚洲区域安全问题进行对话和磋商的论坛,亚信会议的主要目标

是通过制定旨在增进亚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多边信任措施来加强合作.⑤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亚信会议制定了 «“亚信会议”成员国相互关系原则宣

言»«阿拉木图文件»等一系列基础性和纲领性文件,形成了自身的国家间

关系原则和区域安全规范,包括主权平等、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领土完

整、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相互尊重、理解与宽容、协商一

致决定等.在机制建设方面,它坚持论坛性质,不急于推进制度化,而是遵

循协商一致、低制度化与循序渐进原则.⑥ 在实践中,亚信会议以非传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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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izingBeijing’s “Good NeighbourPolicy” ,New York:Routledge,２０１０,pp３６Ｇ４０;

William TTow and Brendan Taylor,“Emerging RegionalSecurity Architecture: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inWilliamTTowandChinKinWah,eds,ASEANＧIndiaＧAustralia:TowardsCloser
EngagementinaNew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Studies,２００９,p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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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魏玲:«小行为体与国际制度:亚信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与亚洲安全»,载 «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８５~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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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合作作为信心建设的优先领域,并规定了信心建设措施的四个优先落实领

域,包括经济、环境、人文及其他新型威胁和挑战.① 这使得亚信会议无论

从理念上还是实践上 “明显遵循新安全观”,并与 “亚洲安全观”高度吻合,
从而 “为亚洲安全新架构的建立提供了启示与经验”.② 因此,作为亚洲区域

安全合作的重要实践进程,亚信会议所推动的安全领域的合作对于亚洲未来

区域安全架构 “具有重要的塑造意义”.③

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和亚信会议与 “东盟中心”的东盟地区论

坛 “１０＋３”“１０＋１”和东盟防长扩大会等一起形成一种 “制度复合体”构

成的 “多阶梯”“多层次”的亚洲区域安全架构.④ 对源于冷战时期的亚洲区

域合作探索而言,这些区域安全合作实践既具连续性又有创新性,从而进一

步强化了区域安全合作制度设计上的 “亚洲经验”,包括共识性决策程序、
非约束力和自愿的责任、政府间主导和弱授权、不干预的强规范及软安全议

题等.⑤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区域合作的 “亚洲方式”.正如习近平所言:
“亚洲国家率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同非洲国家一道,在万隆会议上

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在推进区域合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相互尊

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这些都为正确处理国家关系、
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⑥ 正是基于这种 “亚洲经验”,
“亚洲安全观”一经提出便得到亚洲国家的广泛认同和支持.该倡议提出后

—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CICA Secretariat,“Cooperative Approach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 CICA CBMs”,

Bangkok,March１４,２００７,http://wwwsＧcicaorg/pagephp? page_id＝４５３&lang＝１
参见强晓云:«从安全理念的演变看亚信会议框架下的安全合作»,载 «国际展望»２０１５年

第４期,第３８~５４页.
魏玲:«小行为体与国际制度:亚信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与亚洲安全»,第９８页.
参见StephanHaggard, “TheOrganizationalArchitectureoftheAsiaＧPacific:Insightsfrom

theNewInstitutionalism”,inMilesKahlerandAndrewMacIntyre,eds,IntegratingRegions: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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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被写入上海亚信峰会发布的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

海宣言»,成为会议达成的 “上海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２０１４年９月,
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１４次会议签

署的发表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亦表示,各成员国将

“发展全面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安全”.②

就此,“亚洲安全观”已经被纳入亚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实践

进程.所有这些均为 “亚洲安全观”的制度建构奠定了根本性经验和规范

基础.

二、“一轴两翼多节点”:“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的现实路径

亚洲区域合作尤其是安全领域的相关合作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并形成了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径和颇具自身特色的 “亚洲经验”,从而为

“亚洲安全观”的履行提供了宝贵的集体智慧.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化

和区域化日益加深所带来的区域安全的综合化和复杂化,亚洲区域安全形势

日益严峻,老问题主要表现为传统安全问题热度依旧乃至继续升温,如朝核

问题、南海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及日俄北方四岛 (俄方称南千岛群岛)争

端等;新问题主要表现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增多,如环境与能源安全问

题、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金融危机等.对此,已有区

域安全合作机制明显难以应对.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缺乏一个总体的多边安全制度平台.就安全的核心地域指向而言,

目前与亚洲区域安全相关的重要多边合作机制表现出明显的次区域导向,如

上海合作组织主要指向中亚及其周边; “东盟中心”的区域安全机制主要指

向东南亚及其周边.就安全的核心议题而言,多针对特定的安全议题,如上

海合作组织侧重于打击 “三股势力”;亚信会议侧重于建立信任措施;东盟

地区论坛侧重于信任措施建设和预防性外交;其他 “东盟中心”机制则侧重

于非传统安全议题等.这使得亚洲虽有诸多区域安全机制但无法应对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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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海宣言———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

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１日,http://wwwfmp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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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急需解决的所有问题.这种分散的特定议题指向亦使亚洲区域多边安全合

作通常与经济合作分开进行,以致出现安全与经济相分离的二元结构,在区

域合作的功能上出现明显割裂,从而造成 “两个不可持续”,即发展的不可

持续和安全的不可持续.前者使 “以经促政”的区域合作机制的政策空间和

战略效果降低,亚洲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明显减弱;后者使特定国家的威胁

感和恐惧感随着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持续增强的趋势.① 这客观上需

要构建一种基于区域独特性,具有一定内聚性、结构性和协作能力,能够体

现多种安全需求和议题综合性的总体区域安全架构.②

二是应对区域热点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亚洲已有的多边安全机制的功

能主要是危机避免而非危机管理和危机解决.在传统安全领域,亚洲仍没有

明确的冲突解决机制,加之区域安全机制所具有的共识性决策、不干预、自

愿遵守和无约束力及重进程、轻结果等特性,使得这些机制的指令及其发布

方式绝大部分是倡议性的而非控制性的.③ 这样,亚洲已有多边安全机制很

难实质性解决诸如政权不稳定、金融危机、国家间冲突等严重的安全问题;

对与大国攸关的区域热点问题更是鞭长莫及.④ 出现这一情况的另一重要原

因是没有一个总体的防务合作框架.目前的亚洲区域防务合作局限于特定的机

制,且呈现出严重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指向的割裂.这主要体现在,主要

运用于传统军事目标的防务合作仍依赖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军事联盟;主要

运用于非传统安全目标的防务合作主要依赖于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防长扩大会

议及小多边的 «五国防务安排»(FivePowerDefenceArrangements).⑤

三是大国未能在现有多边机制和热点问题的解决中发挥集体领导作用.

在亚洲已有多边安全机制中,中国、美国、俄罗斯和东盟等利益攸关者在不

同的机制和不同的议题领域分别扮演着各自的领导角色,如中国和俄罗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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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TTow and Brendan Taylor,“Emerging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An
AustralianPerspective”,pp１２Ｇ１６

SeeSengTan,MultilateralAsianSecurityArchitecture:NonＧASEANStakeholders,pp９Ｇ１２
参见 Jörg Friedrichs,“EastAsian RegionalSecurity”,AsianSurvey,Vol５２,No４,

２０１２,pp７５４Ｇ７７６.
又译为 «五国联防协议»或 «五国防御协议»,是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

西亚缔结的多边军事协议,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５~１６日在伦敦签订,同年１１月１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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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美国在亚太军事联盟体系及其他防务合作领域、东盟在东亚

或亚太区域安全架构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等.近年来,在中国崛起和美国 “转
身亚洲”的大背景下,中美这两个亚洲 “最重要的安全缔造者”在区域合作

领域的相互兼容性和互补性越来越低,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将军事联盟

体系置于优先地位,并以非正式色彩更浓的多边进程作为亚洲区域安全架构

的核心组成部分.这导致亚洲区域安全制度建设呈现出明显的 “竞争性架构

远景或蓝图”.① 这种 “分散的领导”亦导致亚洲区域安全架构建设中的主导

权之争,以致出现各种不同合作机制和框架之间相互竞争乃至彼此拆台.②

这种集体领导的缺失亦是亚洲已有多边安全机制应对热点问题能力不足的一

个重要原因.鉴于此,马必胜强调: “没有区域内大国的共同支持,区域合

作便不可能实现,新的倡议也不可能得到发展.”③ 赵可金亦指出: “如何提

高多边安全制度的有效性,将是今后亚洲安全架构的一个支柱.”④

面对这一现实,亚洲迫切需要针对这些 “问题性”去探索一条既不能过

于脱离区域安全合作的现实水平,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这种现实的制度建

构路径,而建立一种以大国协调为 “基轴”、以 “中亚中心”和 “东盟中心”
的区域安全架构为 “两翼”、以其他区域—次区域或微区域合作机制为 “节
点”的 “一轴两翼多节点”的新的区域安全架构可谓一种比较稳妥的选择.
其中,“中亚中心”区域安全架构主要是上海合作组织和亚信会议.两者源

自中亚及其周边,俄罗斯、中亚及亚洲西部国家在其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其安全指向的重点亦是这一区域.“东盟中心”区域安全架构均源自东南亚,
东盟国家及亚洲东部国家在其中占据更重要位置,其安全指向的重点亦是这

一区域.“多节点”是分布在东南亚、东北亚、南亚和中亚等次区域,具有

明显地域指向和特定安全领域指向的与安全相关的各类次区域和微区域合作

机制.这一总体性区域安全架构可以实现新的亚洲大国协调机制与已有的各

种合作安全机制的对接,从而形成一种区域安全合作的新型混合模式,可称

之为 “合作安全框架内的大国协调”或 “大国协调基础上的合作安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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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William TTow and Brendan Taylor,“Emerging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An
AustralianPerspective”,pp６Ｇ１０

高程:«周边环境变动对中国崛起的挑战»,第４１~４２页.
马必胜:«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地缘经济的需求与地缘政治的限制»,刘静烨译,载 «国

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８４页.
赵可金:«亚洲新安全:从理念到行动»,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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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实现 “亚洲安全观”的基础性制度建构之路.
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安全机制,大国协调特指在全球或区域体系内有重

要影响的大国按照特定的共有规范、通过会谈协商解决共同的安全问题的制

度化安排.在这里,“特定的共有规范”主要体现在: (１)一致性.大国在

共识性决策程序指导下,主动通过会谈协商解决重大安全问题,努力避免单

边行动. (２)合法性.既要求除非经过合法的程序,各国不能随便改变现

状,又要求大国行为需得到本区域各国的广泛认可.(３)责任性.大国既应

把彼此间达成的合作框架视为一种有约束力的国际责任,又要承担起维持区

域安全与稳定的主要责任.(４)包容性.既不排除在某一地区有重要影响的

任何大国和与特定安全问题相关的中小国家,又不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５)自我克制.各大国既奉行温和的对外政策,不寻求对外扩张,又能在重

大的利益纷争中将和平手段奉为上策.① 这些 “特定的共有规范”赋予体系

内的大国一种 “集体意图”或 “共享目标”,使它们能够为管理世界政治而

开展 “协调性联合行动”,进而创建一种 “全球治理的国际公共权力”,这是

一种 “就它们共同的公共利益攸关问题做出权威决定的中心”.②

从 “共有规范”看,大国协调机制非常适合于当前亚洲区域安全合作的

核心理念和自我特性.从核心成员看,亚洲大国协调的可能成员可以包括与

亚洲区域安全事务密切相关的所有重要国家,即如休怀特 (HughWhite)

所言,“为了使这一机制长期存在,所有符合条件的大国都应该被吸纳进

来”.③ 从现实情况看,亚洲大国协调成员的最合适备选是二十国集团和东亚

峰会的共同成员,即由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韩国、印度尼西

亚和澳大利亚这八个国家共同组成一个 “亚洲八国集团”.其制度平台的现

实选择是东亚峰会.在接纳美国和俄罗斯成为成员国后,东亚峰会已经包括

与亚洲区域安全事务密切相关的所有大国,为这些大国就共同关心的安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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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郑先武:«东亚 “大国协调”:构建基础与路径选择»,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

５期,第８８~１１３页;休怀特:«中国抉择:美国为什么应与中国分享权力»,樊犇译,世界知识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８２~１９２页;The２１stCenturyConcertStudyGroup,“ATwentyＧFirstCentury
ConcertofPowers:PromotingGreatPowerMultilateralismforthePostＧTransatlanticEra”,Peace
ResearchInstituteFrankfurt(PRIF),２０１４,pp５２Ｇ６０.

参 见 Jennifer Mitzen,Powerin Concert:The NineteenthＧCentury Originsof Global
Governance,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２０１３,pp１Ｇ５.

休怀特:«中国抉择:美国为什么应与中国分享权力»,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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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沟通和协商提供了一种持续和稳定的 “核心区域制度”.由此,东亚

峰会为形成可以容纳上述 “所有重要行为体”的大国协调提供了一种 “有用

的支持性工具”.① 其制度平台最理想的选择是新建一个由 “亚洲八国集团”

成员组成的 “亚洲峰会”,就亚洲区域核心的安全问题进行高层商谈并谋求

共同方案、展开联合行动,从而构成这一区域安全新制度架构的“基点”.

具体而言,亚洲大国协调肩负着两个关键任务:一是能够对区域热点问

题和突发性区域或全球危机做出积极应对,并采取有效的行动,以缓解乃至

化解这些热点或危机;二是能够在可能引发国际冲突和危机的特定安全领域

制定具体的预防性或控制性规范与规则,以便从根源上消除突发性冲突与危

机区域扩散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它能够根据安全议题的紧急性、重要性

和解决可行性而及时做出必要的反应,并能够为某一特定领域的安全议题展

开协调,寻求可行的联合行动,如打击恐怖主义、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

与能源安全以及海上安全等.② 其根本目标是,不但能够抑制大国之间的军

事冲突,而且可以通过接受其他国家的合法性权益、承认各国的安全相互依

赖而保持政治均衡,从而便利于相关安全领域的共同行动,并能够为开展其

他治理问题的共同行动创造前提条件.从运行方式看,亚洲大国协调可以独

立运行,亦可以通过授权以 “委托—代理”方式在已有多边安全机制中采取

行动.考虑到亚洲区域安全合作的实际情况,上述所有运行方式都不是对已

有多边安全机制的取代,而是对它们的一种重要补充,亦即其根植于能够获

取诸弱小国家合法性承认的 “更宽泛的多边主义框架”.③ 这就要求亚洲大国

协调这一 “轴心”能够很好地融入已有的多边安全机制之中,并与这些机制

所构建的 “两翼多节点”的合作安全实现有效的对接.

在这一对接中,“两翼”是重心.两者所处的亚洲西部和东部均是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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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SandyGordon,“CanIndiaandChinaCoexistinanAsianConcertofPowers?”EastAsia
Forum, October ２７, ２０１１, http://wwweastasiaforumorg/２０１１/１０/２７/canＧindiaＧandＧchinaＧ
coexistＧinＧanＧasianＧconcertＧofＧpowers/;RyoSahashi, “SecurityArrangementsintheAsiaＧPacific:A
ThreeＧTierApproach”,p２２８.

参见郑先武:«东亚 “大国协调”:构建基础与路径选择»,第１０８~１１０页.
参见郑先武: «大国协调与国际安全治理»,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６２

页;韩爱勇:«东北亚大国协调与复合型安全架构的建立»,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４８~
４９ 页;The２１st Century ConcertStudy Group,“A TwentyＧFirst Century ConcertofPowers:

PromotingGreatPowerMultilateralismforthePostＧTransatlanticEra”,p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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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最集中的区域,且热点的性质有所不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前者

重点是 “三股势力”;后者重点是海上安全,涉及能源、环境保护、海上通

商、打击海盗、海上反恐和人道主义救援等多个方面,是当前该区域热点问

题的 “聚集区”和 “高发区”.① 在这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峰会分别是

现有可利用的最重要的区域性制度资产.从核心成员看,在上海合作组织

中,中国和俄罗斯一直起着 “双领导”作用.２０１５年７月在俄罗斯召开的乌

法峰会上,上海合作组织决定启动接纳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成员国的进程,两

国的加入不但可以增强区域大国在该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会更加便利

于大国在该组织框架内协调共同立场、谋求联合行动.东亚峰会不仅可以作

为亚洲大国协调运行的最现实的制度平台,而且可以与 “东盟中心”的区域

主义进程实现 “合成”,最终形成一种 “复合区域主义”.② 从这个意义上讲,

基于大国协调的 “两翼”合作安全的共同推进,既可以凸显亚洲西部和东部

两大次区域的安全重点,又可以确保整体的区域协调行动,从而形成一种可

以在地缘安全上实现 “海陆合和”的主导性力量.这不仅有利于化解亚洲及

周边海洋大国与欧亚大陆国家间的战略对抗,减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争夺

和冲突,还有利于发挥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和桥梁作用,

促进亚洲及周边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和睦合作和彼此交融.③

“多节点”是亚洲大国协调与已有合作安全机制有效对接的 “前沿地

带”.从合作机制看,“多节点”既有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南盟)、东盟和中

日韩三边合作等区域组织或其他次区域合作机制,又有大湄公河次区域合

作、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图们江开发区、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

(东盟东)增长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 (东盟南)增长三角和印尼—

马来西亚—泰国 (东盟北)增长三角等 “自然经济区”或 “增长区/三角”,

以及中蒙俄经济走廊、孟中缅印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中亚经济走廊等

新型经济合作区.随着亚洲经济区域化的纵深化发展和区域安全的日益综合

化,这些以发展为导向的微区域经济合作已成长为一种跨越各国边界的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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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梁等:«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海上安全环境»,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２１~３３４页.
参见何包钢:«亚洲的大国协调与复合地区主义»,张建译,载 «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第６７~７６页.
刘江永:«海陆合和论:“一带一路”可持续安全的地缘政治学»,载 «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５期,第４~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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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互动层次,并日益承担起主要的安全角色:它们既有助于实现跨境安全

治理,又对促进经济/发展—安全关系发挥着独特作用.① 这些微区域合作机

制与上述次区域组织和次区域合作机制一起,不但在特定地域和特定安全问

题的解决中发挥着重要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因其具有地缘上的中间

性、接近性及数量上的密集性等显著特征,可将各个节点、次区域和重要行

为体联结起来,形成一种亚洲区域合作 “网络簇”中的一个个 “支点”,从

而构成亚洲区域安全架构中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②

三、“中国经验”:“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中的中国作用

在 “一轴两翼多节点”的 “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中,无论是大国协调

还是合作安全,中国均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这既由中国在亚洲的地理位

置、综合实力和安全利益所决定,更由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中所积累的 “中
国经验”及其在 “亚洲经验”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在地理上,中国是唯一

一个联结中亚、南亚、东北亚和东南亚等亚洲次区域的国家,且位于亚洲西

部和东部两种安全格局的交汇处,是亚洲名副其实的中枢国家,可以把 “两
翼多节点”联结成一体.在综合实力上,中国近年来的军事和经济能力都有

明显上升,短期内虽难以与美国比肩,但因地缘上的有利因素,作为 “域内

核心大国”,常在非传统安全相关的重大区域危机的应对中处于关键位置,

如化解１９９７年东亚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等.而且,中国崇尚和

践行合作安全理念,倚重多边主义,其观念性权力 (ideationalpower)处于

优势地位.③ 中国的地理位置和综合实力又赋予其在亚洲广泛的安全利益及

安全诉求,包括争取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和以公平开

放的区域合作架构实现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并进的可持续安全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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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瀛泉、郑先武等: «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区域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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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带一路”可持续安全的地缘政治学»,第７~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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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经验上看,作为 “亚洲经验”的一部分,区域安全合作的 “中国

经验”主要是从中国与作为整体的亚洲区域、亚洲内部的次区域和亚洲与特

定域外成员构成的跨区域三个层次的互动中积累起来的.在实践中,这三个

层次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总体的亚洲区域合作进程中的 “中国

实践”.从历史渊源上看,这一实践源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中国倡导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双边化和多边化.１９５４年４月,中国与印度签署关

于西藏问题的协定,首次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 “五项原则”.同年６月,
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时,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会谈并相继发

表联合宣言和联合声明,再次确认了上述原则,包括:相互尊重彼此领土完

整与主权,互不侵犯,不干涉他国内政,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处等.这就是

后来著名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召开前夕,这些原则已成为

中国、印度、缅甸、印尼、越南、柬埔寨和苏联等国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的

指导性原则.① 在万隆会议上,中国政府奉行 “寻求团结而不是争吵”、 “寻
求共同的立场而不是制造差异”及 “拥有相互理解与尊重、相互同情与支

持,而不是相互怀疑与恐惧、互相排斥与敌视”等包容性立场和观点,从而

促进了 “求同存异”原则的形成,并以此为根本性的 “共识性一致”的基

础,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整体融入会议所确立的 “万隆十原则”,有助

于支持并延伸体现在 «联合国宪章»中的 “普遍规范”.② 这些原则后来又成

为东盟所倡导和推动的东南亚及亚洲/亚太区域合作的指导性原则.比如,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第三届 “１０＋３”首脑会议发布的 «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强

调,他们将 “按照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东
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处理他们的相互关系”;③ ２００１年７
月,第八届东盟地区论坛颁布实施的重要文件 «东盟地区论坛预防性外交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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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Russell HFifield,The Diplomacy of Southeast Asia,１９４５Ｇ１９５８,New York:

Harper,１９５８,pp５１０Ｇ５１１; Roeslan Abdulgani,The Bandung Connection:The AsiaＧ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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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６９~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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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Ｇ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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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原则»,明确将 “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等

“体现在 «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的

公认的国际法和国家间关系基本原则”作为东盟地区论坛预防性外交的 “核
心原则”.① 由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

基本原则”.②

新千年之交,中国开始积极参与、主动倡导和努力推进亚洲区域、次区

域和跨区域合作机制建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之逐步被纳入这些多边

合作机制的规范框架.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政府以 “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与时俱进地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的外交理念, “新
安全观”的提出和实践就是其最重要的现实体现.在上述进程中,中国积极

倡导和推动的亚洲相关区域合作机制成为其最初和最重要的实验场及国际传

播的核心多边制度平台.
中国 “新安全观”首次在国际社会提出是在１９９７年３月在北京召开的

东盟地区论坛建立信任措施会间会上.随后,这一安全观开始在 “上海五

国”机制及后来的上海合作组织中予以实践并不断完善.中国积极推动启动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前身的 “上海五国”协商机制建设, “为该机制的健康运

行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并为该机制向正式国际组织过渡做出了自己特有的

贡献”.③ 在上海合作组织创立、完善和发展进程中,中国通过阐明以 “上海

精神”为核心的指导原则、推动制度化进展和对重大行动计划提供直接支持

等,从而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④ 由此,代表着中国对外政策特定核心原则

的 “上海精神”成为支撑上海合作组织进程的 “共同价值和规范”,并构成

其所创立的 “新型安全架构”的显著特征.⑤ 在安全方面,中国提出的重大

倡议和行动有:打击 “三股势力”议程;签署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和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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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中心;缔结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公约»,设立 “上
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举行总参谋长会晤;成立 “能源俱乐部”

和 “粮食安全合作机制”,确保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等.这些倡议和承诺均

已经或正在上海合作组织相关合作协定或行动计划中予以落实,如中国已率

先成立了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① 可以说,“上海五国”机制及上海合作组织

“主要是中国发起和推动的首个多边安全组织”,② 其发展进程成为中国 “新
安全观”的具体实践进程.③ 伊姆提亚斯胡塞因 (ImtiazHussain)等人指

出,“反映伙伴关系而不是联盟”的 “上海精神”已经 “将相互性上升为一

种原理和原则”,它反映了 “中国新安全观”的 “理念化” (spiritualization)
或者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所阐明的五项原则的 “重生”.④

与此同时,中国通过积极参加 “东盟中心”的合作机制及亚信会议和亚

洲合作对话等亚洲重要的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机制,并在其中日益扮演至关重

要的角色,为亚洲区域和次区域安全问题的解决制定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制度

与规范框架和难能可贵的行动计划,采取了广度和密度都不断增多的实际行

动,从而进一步完善了 “新安全观”.东盟地区论坛已成为中国践行、完善

和传播 “新安全观”的核心多边平台.２００２年７月,中国政府向东盟地区论

坛提交的 «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即是对中国 “新安全观”最系统

的官方解释.在实践中,中国始终广泛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各个领域的活动.

据统计,１９９６~２０１４年间,中国共主办了２０多场东盟地区论坛框架内的具

体活动,主要包括信任措施建设会间会、中国安全政策培训班、国防院校长

会议、军事后勤保障社会化研讨会、国防官员对话、毒品替代发展研讨会、
安全政策会议、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研讨会、反恐与跨国犯罪会间会、

核不扩散与裁军会间会、武装部队国际救灾法律建设研讨会、网络安全研讨

会和救灾会间会等.近几年,中国承担了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近１/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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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此外,中国还在该框架内提出详细的措施和倡议并将之转化为论坛的

具体议程,从而直接推动了论坛的发展.主要包括:热区卫生与热带病防治

军事医学研讨会、成立海洋信息资料中心以及武装部队国际救灾法律建设研

讨会等.中国的这些创新行动有利于强化东盟地区论坛的地位和作用并推进

其机制建设.① 由此,东盟地区论坛 “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决策咨询

场所及完善和展示新思想的范例”.②

在 “新安全观”实践中,中国逐步在区域和跨区域合作中形成了自身特

色.主要表现为:一是 “软安全”导向、全方位合作,即涉及的议题具有综

合性特征,包括政治、安全、经济、环境、社会与文化多个领域,但非传统

安全和发展合作是最重要议题.二是 “软法律”为主、多制度运行,即在组

织形式上,以政府间部长级会议或首脑会议等合作论坛或对话及磋商机制为

主,亦有工商论坛和研讨会等诸多非正式机制和少数正式的国际组织或永久

性机构;在政策工具和决策程序上,一般采用 “政策文件”、 “宣言”、 “声
明”、“共同倡议”和 “行动计划”等无约束力的 “软法律”和协商、共识的

“软制度”决策方式.对成员国而言,这些 “软法律”只是通过一系列承诺

来展示共同的义务,无须明确的允许、批准或禁止等行为定义其精确性,也

无须正式授权第三方来履行、解释或适用.③ 但这些共同的外交文件既为成

员国提供了联合外交政策的政治框架,也将成员国的意愿与承诺固定下来,
以此作为确保其履行公开、可靠的责任的规范性基础.这类似于亚太区域合

作中流行的 “东盟方式”或 “亚洲方式”.三是主权平等、尊重多样性.这

是指导中国区域和跨区域合作实践的核心政治基础,被称为是一种 “以主权

为基础的多边主义”.④ 其突出的现实表现是,中国不寻求建立霸权性军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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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联盟,亦不在贸易优惠安排和官方发展援助中设置任何政治条件.① 由

此,这种多边合作模式就与过分强调共同性及条件性的 “以价值观为基础

的”欧盟等西方大国/组织所主导的合作模式区别开来,从而形成具有自身

特色的区域和跨区域发展模式.② 所有这些都为 “亚洲安全观”的制度建构

提供了所必需的 “中国经验”.
“亚洲安全观”是中国政府在 “新安全观”基础上,结合此前确立的总

体国家安全观而提出的,它倡导各国奉行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

和可持续安全为核心的安全理念.这一安全观在外交理念和安全战略上与总

体国家安全观是相通的.③ 可以说,“亚洲安全观”既是对 “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和 “新安全观”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种 “区
域延伸”.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 “新安全观”及其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

和跨区域合作实践中所形成的自我特性,与 “东盟中心”区域安全架构中的

合作安全及 “东盟方式” “东盟规范”或 “亚洲方式”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尤其是 “上海精神”与 “东盟方式”和 “亚洲方式”在区域合作方法上 “共
享某些成分”并 “适用相似的原则”.④ 正如程国平所言, “亚洲安全观”理

念 “既继承了我国多年来主张的安全观精髓,又吸纳了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安

全概念,同时赋予了时代内涵,是对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和补充”.⑤

由此,区域合作的 “中国经验”与 “亚洲经验”相结合,共同成为 “亚洲安

全观”未来制度建构和中国进一步发挥作用的重要实践基础.
从大国关系来看,自１９９６年中俄首脑会晤机制启动以来,中国与俄罗

斯、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定期的高层战略对话机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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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对话机制以主权平等为核心指导原则的伙伴关系为基础,以地缘政治的稳

定为重要前提,旨在建构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已发展为中国与亚洲区域内

外大国之间互动的一种新模式.这些对话机制在处理双边安全议题的同时开

始在它们有共同利益的特定领域发挥 “区域协调者”的作用,形成一种大国

作为 “联合领导”的 “战略性区域主义”,① 从而为亚洲大国协调的创建提供

了重要的组织性框架和经验基础.
在合作安全机制建设方面,近几年来,中国正在致力于推进的 “丝绸之

路经济带”、“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 “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建设,并设立丝路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等,正逐步形成一些

重要的亚洲区域合作新机制.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中国与东盟启动首次国防部长

非正式会晤,倡议加强在人道主义救援、军事医学、维和、反恐、反海盗及

边防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并承诺愿与东盟国家于２０１６年在南海海域举行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联合训练”和 “海上搜救、救灾联合演练”,以共同

妥善处理争议、共同管控风险.② 这是在 “一带一路”建设大背景下,中国

试图通过与东盟合作履行 “亚洲安全观”,推动建设 “开放、包容、透明、
平等的区域安全合作架构”的新的重大努力,显示出中国试图在区域多边制

度框架内,通过军事力量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有限使用实现 “软安全”目

标,并愿意以密切沟通的方式来管理日益恶化的南海局势.更重要的是,这

些跨区域发展战略和新启动的区域多边机制不仅正从地理上将呈 “区域分

割”的亚洲西部和东部真正地联结起来,而且通过引入正式的法律表决程序

和注重结果的务实合作,尤其是积极提供亚洲区域安全护持所必需的安全保

证、多边机制及经济援助、基础设施和贸易优惠等区域公共产品,从而将亚

洲原来松散的进程导向的安全对话安排提升到更紧密制度化的、寻求结果的

合作安全组织.③ 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亚洲原有区域多边机制的局限与不

足,将有力扩大亚洲区域安全和发展所急需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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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JulieGilson,“DefensiveRegionalismintheEastAsia”,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

Vol３３,No１,２００７,p１６２
«中国—东盟国 防 部 长 非 正 式 会 晤 在 京 举 行»,中 国 国 防 部 网 站,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http://newsmodgovcn/headlines/２０１５Ｇ１０/１６/content_４６２４５１０htm.
参见ChienＧpengChung,China’sMultilateralCoＧoperationinAsiaandthePacific,p５５;樊

勇明、钱亚平等:«区域国际公共产品与东亚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０７~２５１页.



　□ 当代亚太　

“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①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中国外交特别是周边外交的新亮点.“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被视为 “欧亚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全新模式”,它

将助力建设统一的欧亚市场,促进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 “海上丝

绸之路”从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的立场出发,致力于解决亚洲所面临的问

题,以实现可持续安全.有印度学者认为,从安全的角度来看, “海上丝绸

之路”概念的提出 “正是亚洲共同安全观的体现”.② 这样, “亚洲安全观”

与 “一带一路”一道进一步强化了 “中国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

者、贡献者”的关键角色.③ 这种不断彰显的 “中国角色”将是建构以大国

协调为基础的亚洲合作安全机制的重要支撑,从而成为 “亚洲安全观”下

“一轴两翼多节点”区域安全制度建构的关键性因素和力量.正如有学者所

言,中国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和传统文化大国,对区域政治、经济

和安全进程具有重大影响,亦必将是塑造亚洲地区文化的积极力量.这将使

未来的亚洲区域主义呈现出鲜明的 “中国特色”.④

四、结　论

面对日益突显和复杂化的区域安全形势,以及现有安全机制次区域化且

缺乏有效性的现实情况,亚洲迫切需要一种着眼于整个区域、能整合现有多

边安全制度并赋予其更大有效性的整体安全理念和制度框架.中国政府的

“亚洲安全观”倡议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这一现实需要,目前的当务之急是

将这一安全观落到实处.这就要求我们在总结已有区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依照 “亚洲安全观”的核心理念对亚洲区域安全合作进行切实可行的制度设

计,以搭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安全新架构.本文即是在这方面做出的初步

尝试.

本文将亚洲区域整体作为核心分析层次,首先对二战后亚洲区域合作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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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第３５８页.
«“一带一路”承载希望与梦想»,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７月２日,第８版.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６月

２９日,第２版.
苗吉、李福建:«中国与亚洲地区主义»,载 «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０３页.



“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与 “中国经验”□　

其是多边安全合作的演变进程进行了分析,阐明了这一实践进程中所表现出

来的 “亚洲经验”,更重要的是 “亚洲方式”及孕育其中又对之强化的 “东
盟方式”和 “东盟规范”.这种区域合作的 “亚洲经验”构成 “亚洲安全观”
区域实践及制度建构所必需的经验性和规范性基础.基于这一宏观区域实践

背景,并结合亚洲现有多边机制的局限与不足及当前亚洲区域安全的实际情

况,本文提出一种亚洲大国协调和合作安全相融合的 “一轴两翼多节点”的

“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路径,并指出,着眼于亚洲区域总体安全的大国协

调的 “一轴”是这一制度建构的 “基点”,以上海合作组织等 “中亚中心”
和东亚峰会等 “东盟中心”多边机制为制度平台的 “两翼”是 “重心”,各

种次区域和微区域合作机制的 “多节点”是 “支点”.最后,本文对中国所

积极倡导、参与和推动的区域和跨区域合作的典型案例进行了解读,阐明了

这一 “中国实践”进程中不断彰显的亚洲区域合作的 “中国经验”———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多边化到 “新安全观”的区域化和跨区域化,再到

“上海精神”的确立及其所表现出的区域合作的 “自我特性”,直至 “一带一

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的跨区域多边机制建设进程,揭示了亚洲

区域安全合作实践进程中 “中国经验”与 “亚洲经验”的互动性和共生性,
以及中国在 “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亦即 “透过地区

关系视角进一步诠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①

总之,从实践角度看, “亚洲安全观”既是历史性的,又是现实性的,
更是创新性的.“历史性”要求这一实践必须基于已有的融合了 “中国经验”
的区域合作的 “亚洲经验”;“现实性”要求这一实践必须能够满足广大亚洲

国家解决区域安全问题的共同需求; “创新性”要求这一实践可以借助现有

的区域多边制度框架,创建一个真正涵盖全亚洲的统一的区域安全架构.三

者结合起来,能够共同构建起既具规范连续性又具制度创新性的 “亚洲安全

观”的区域实践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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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程:«历史经验与东亚秩序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视角»,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３
年第３期,第２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