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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决定部署萨德的战略考量与战术安排
——兼谈部署萨德对东北亚地区关系的影响

2016年7月8日，韩美联合对外宣布，决定在韩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韩国部署萨德既有深刻的
战略考量，也有相应的战术安排。然而，韩国部署萨德存在可能的战略误判，并会对东北亚地区
的战略平衡造成负面影响。

■   董向荣／文

进入 2016 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加剧。2016 年 7 月 8 日，韩美联合

对外宣布，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这是韩国系列回应措施

中最关键的一环。对东北亚地区局势乃至中美俄大国关系来说，部署萨德是具

有重要影响的决定。对美国来说，完成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而美国在中俄家门口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远远超出了韩国自身防卫需求，直接

打破了既存的战略平衡，中俄也将坚决予以回应。那么韩国是基于什么样的战

略考量和战术安排才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2016年7月8日，在韩国首

尔，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

室室长柳济（右）和驻

韩美军第8军司令官托马

斯·汪达尔联合宣布决定

在韩部署“萨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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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部署萨德的战略考量

韩国的政策调整主要是基于朝鲜

第四次核试验后恶化的安全局势。尽

管此前韩国已经与美国在各个层面讨

论了萨德问题，但决定部署的直接原

因和导火索还是朝鲜第四次核试验。

2016 年上半年对朝鲜来说实在是忙碌

的半年。1 月 6 日，朝鲜进行了第四

次核试验后，又进行了卫星发射、潜

艇导弹试射等活动。韩国的危机感日

益加深，因此不得不做出安保外交政

策的重大调整，这些政策变化集中体

现在 2 月 16 日朴槿惠总统的国会演

讲中。朴槿惠认为，朝鲜就像一辆没

有刹车的汽车，在核武化的路上狂奔。

韩国必须加强国防，才能应对可能的

危机。不仅如此，因为朝鲜已经进行

了四次核试验，当前又在加速提升运

载能力，威胁骤增。韩国方面认为，

当前是阻止朝鲜核武化的最后机会，

如果现在还不着手全方位遏制朝鲜，

提升防御能力，那么将对韩国安全造

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在外部威胁不断加深之际，韩国

对于安全的渴望日益强烈。韩国政府

和执政党必须做点什么，才能不负国

内支持者的期望，从关闭开城工业区

到部署萨德，乃一脉相承。特别是在

2016 年 4 月 13 日的国会选举中，韩

国执政党新世界党惨败，把国会第一

大党的宝座输给了共同民主党。韩国

政府和执政党的压力空前，从顾虑重

重、犹豫不决，转向积极回应美国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强化韩美同盟，

应对朝鲜威胁。

韩国《中央日报》在 2016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针对国会议员的调查结

果，总共 300 名议员中，有 217 名应

答。调查主要针对是否部署萨德的问

题，四个选项分别是：绝对不能部署

萨德；如果中国不同意，不要引进萨

德；引进萨德，寻找恢复和补救韩中

关系的对策；必须引进。受访的 92

名执政党新世界党国会议员中，包括

徐清源、金武星、罗卿媛等 78 人（占

84.8%）选择了第三项，即先引进萨

德，再补救韩中关系。[1] 韩国政府对

外宣布部署萨德决定的当日，朴槿惠

设午宴招待 100 余名执政党议员，午

餐后与各位议员一一握手问候的时间

长达 80 分钟。应该说，部署萨德的

决定是朴槿惠与执政党充分沟通的结

果，他们认为短期内中韩关系会受到

损害，韩国应努力寻找修复中韩关系

的方案。

强化韩美同盟的决定，不仅得到

了执政党的支持，也得到了在野党内

部分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在前述国会

调查中，共同民主党金钟仁等 36 名

在野党议员也选择了第三项。金钟仁

在采访中指出，“如果没有美国，不

知道哪一天韩国就将不复存在了”。

在回答“难道没有必要在中美之间做

好均衡外交吗？”的提问时，他反问

道，“我们现在的外交水平下谁有搞

均衡外交的能力？”[2] 在无法实现均

衡外交的情况下，韩国只能告别战略

模糊，坚定地选择美国。有可能出马

参加 2017 年总统大选的共同民主党

前代表文在寅，于 7 月 12 日通过脸

书表示，要对部署萨德的决定进行重

新讨论 [3]。由于核心政治人物之间的

分歧，共同民主党目前还没有形成在

萨德问题上一致的政党立场。第二大

在野党国民之党立场鲜明，要求通过

国会合议、国民投票等方式慎重处理

萨德问题。

韩国之所以不认为中国会对韩国

采取严厉制裁，主要原因如下：第一，

基于“观察”后的“学习”。作为后

发国家，韩国的学习能力很强。此次

韩国的参照系主要有两个：一是 2012

年钓鱼岛事件后中国采取的对日抗议

和制裁措施。韩国称中国限制对日本

出口稀土，国内爆发大规模反日游行。

二是朝鲜进行核试验之后中国的制裁

措施。韩国方面认为，朝鲜进行了四

2016年7月21日下午

萨德选址地韩国庆尚

北道星州郡郡民2000

多人在首尔火车站前

举行抗议示威，强烈

抗议韩国政府部署萨

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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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核试验，中国也只是在联合国安理

会决议的范围内进行了某些象征性的

制裁，实际上并没有特别严厉的制裁。

中国对日、对朝制裁不过如此，对韩

国也不会太严重。第二，尽管韩国经

济对中国的依存度较高，但是当前中

国的经济形势也不乐观，经济制裁是

双刃剑，中国经济很难承受，因此中

国不会对韩国采取强硬措施。第三，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生效，这是双

边经济关系的重要稳定器，关系恶化

的空间有限。此外，中国是 WTO 成

员国，必须在国际规则范围内处理相

关事务，中国也曾表示要做“负责任

的大国”等等。基于以上种种原因，

韩国政府豪赌：韩国完全可以对中国

说“不”，但中国不会严厉报复韩国，

遂决定部署萨德。

韩国部署萨德的战术安排

第一步：与美国私下接触，暗

中进行协调。韩美开始讨论在朝鲜

半岛部署萨德问题，由来已久。到

2014 年，萨德已经成为一个热点问

题。2014 年 6 月 3 日《京乡新闻》报

道称，驻韩美军司令官柯蒂斯在韩国

国防研究院演讲时表示，美国在推进

萨德部署韩国。该报道同时认为，由

于部署萨德将使韩国实质上加入美国

主导的导弹防御体系，中俄对此高度

敏感，韩国政府将不得不面对安全困

境。该报引用中国新华社在同年 5 月

29 日的警告称，韩国接受部署萨德将

使中韩关系成为牺牲品。韩国国防部

发言人当日表示，“美国国内还在就

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等美方正式向韩

国提出协助时韩国政府层面再讨论此

事”[4]。这就是韩国政府所谓“没提

出、没讨论、没决定”（The 3 No’s 

– No request，No consultation and No 

decision）政策，其实质是在台面上

保持战略模糊，桌底下与美国在各个

层面保持沟通。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

2016 年初朝鲜核试验和卫星发射试验

之后。 2015 年 3 月，朴槿惠正式任

命前国防部长官、本届政府首任安保

室长金章洙为驻华大使。这是中韩建

交 20 多年以来首位军人出身的韩国

驻华大使。中国隐约感觉这位可能是

“萨德大使”，专门负责协调萨德可能

引发与中国之间的矛盾问题。

第二步：在基本谈妥之后，韩国

把萨德问题摆上了桌面。2016 年 2 月

7 日，在朝鲜卫星发射试验数小时后，

韩国国防部表示，韩国和美国一致认

为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和发射远程导

弹，证明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

弹道导弹对韩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

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决定

正式着手讨论在韩国部署“萨德”系

统事宜。中国紧急召见朝鲜和韩国驻

华大使，以示抗议。俄罗斯也对此强

烈抗议。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迟迟未

能出台。韩国遂指出，如果能通过制

裁实现无核化，韩国根本不需要部署

萨德。这是典型的缓兵之计。

第三步：联合国 2270 号决议通

过后，韩国心愿已了，再次变脸，迅

速决定部署萨德。2016 年 7 月 8 日，

韩美对外公布决定部署萨德，回应赞



CONTEMPORARY WORLD  32

成对朝制裁的中俄。中俄的感觉是，

韩国“在中俄背后捅刀子”。

韩美为何选在此时公布萨德部署

决定？美国方面的考虑是，从南北两

个方向对中国施压。韩国方面的考虑

是，对中国来说，南海问题比“萨德”

问题更为重要。韩国认为，因为南海

仲裁案的结果已经非常可以预期，预

计届时裁决出台将给中国造成巨大压

力，中国将会花费主要精力应对仲裁

无暇东顾。韩国趁机可以把“萨德”

问题抛出，中国很难做出反应。况且，

中俄已经对联合国 2270 号决议投了

赞成票，所以可以不用考虑中俄的外

交反应。然而，韩国的这种企图，不

仅不能减轻中俄的反应力度，反而加

重了中国对韩美携手包围中俄的愤怒。

为首先应对来自国外的抗议，韩

国并没有立即公布具体部署地点。部

署萨德的决定公布后，韩国原先发布

的四个部署候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抗

议活动，向韩国政府施压。直到 7 月

13 日获知最终部署地并不是这里，他

们才大舒一口气，终于没有在我们家

部署！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摇身一

变，从反对部署萨德转而支持萨德。

韩国政府这一招虽不光彩，但是有一

定效果。7 月 13 日韩国国防部公布了

部署地庆尚北道星州郡，当地居民奋

起抗议。7 月 15 日韩国国务总理黄教

安等前往星州郡，试图说服当地居民

支持部署萨德，遭遇水瓶和鸡蛋的袭

击，不得不取消演讲计划。7 月 21 日，

星州郡居民数千人到首尔举行抗议示

威。韩国政府多次警告有外部势力、

“不纯势力”介入到星州郡居民的反

抗示威中，严格控制抗议活动规模。

韩国战略考量中可能的误判

在部署萨德的战略考量中，韩国

政府肯定认为，部署萨德对韩国国家

利益、政党利益乃至总统本人的影响

“利大于弊”。但事实未必如此。

首先，韩国人口最密集、地理位

置最重要、面临朝鲜威胁最严重的地

区是首都圈，这一地区并没有被包括

在防御范围之内。首尔、京畿道、仁

川等在内的首都圈，总人口约2000万，

占韩国 5080 万总人口的四成。萨德

好比一件防弹背心，只是保护了身体

的躯干部分，核心的头部暴露在保护

范围之外。对此，韩国政府解释称，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爱国者导弹在首

都圈的防御更有效，所以将增配爱国

者导弹加强防御。也就是说，除了防

弹背心之外，还需要增加头盔的厚度。

本以为萨德是全方位无缝隙立体防护

衣，到最后只剩下一个背心。

其次，萨德导弹并不是无所不能，

在其所涵盖的区域范围内，有效性也

是备受质疑。韩国国防部长韩民求最

近成了国民关注的热点，他曾表示，

萨德能够回击朝鲜潜射导弹（SLBM），

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迄今为止，萨德

系统的长处在于雷达系统，其回击导

弹的有效性只是基于美国单方面的实

验数据。韩国国土狭窄，山地多，气

象条件变化快，在这样的战场环境下

有多大的回击效用无从得知。韩国庆

南大学金东叶教授指出，“这期间政

府和国防部对国民啰啰嗦嗦承诺了那

么多，实际上都无法实现，结果都沦

为谎言”[5]。萨德的长项在于雷达系统，

因此这也更让中俄怀疑韩美的意图。

再次，萨德的负面效应很难让

韩国国民放心。由于电磁辐射等问题

以及担心被导弹锁定为打击目标，星

州郡居民坚决抗议在自家庭院部署萨

德。7 月 13 日，星州郡爆发了大规

模抗议。韩国国防部原准备让国防部

次官前往星州与郡守面谈，结果被郡

守拒绝。参加完集会后的星州郡居民

两百余人分别乘坐五辆大巴前往国防

部。国防部次官把“星州”说成“尚

州”，不得不道歉。国防部长官韩民

求向当地居民鞠躬表示，关于电磁波

的问题，绝对安全，对此他可以亲自

去体验。长官可谓苦口婆心，当地居

民并不买账。韩国在野党国会议员在

质询时也指出，既然政府认为萨德系

统是“有效的”“必需的”“环境友好

型的”，为什么长期持模糊态度？！

部署萨德所造成的地区影响非常

负面。尽管韩国一再否认，但是部署

萨德意味着韩国实质性地加入了美国

主导的全球导弹防御体系。这对中美、

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影响巨大，中俄

将不得不加强战略部署。俄罗斯可能

会在远东地区部署导弹部队，加大在

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增强战略威慑。

通过部署萨德，韩国一举破坏了与中

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的外交关系。韩

国认为部署萨德只是本国安全防御问

题，这是对问题性质的严重误判，严

重低估了部署萨德摧毁韩中关系、韩

俄关系的杀伤力。中俄对萨德做出什

么样的反应，取决于中俄对萨德破坏

战略稳定的定性，而不是基于韩国对

萨德纯粹是自身防御用的“轻描淡

写”“避重就轻”。

事实上，在部署萨德的问题上，

韩国一直无视中国的关切，并一厢情

愿地认为韩中关系不会受到严重影

响。在韩国决定部署萨德不久前的 6

月 29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

韩国总理黄教安，就中国的安全关切

做出了说明，可见中方的高度重视。

决定部署萨德表明，韩国无视中国的

安全关切。由此，自 1992年建交以来，

中韩官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很可能暂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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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段落，刚刚建立的政治信任很可

能被摧毁。萨德对中韩关系的影响，

可能远不止于中国访韩游客减少、中

韩贸易额下降等经济领域。

此外，一旦部署萨德，半岛无核

化将更加困难。韩国原本希望通过部

署萨德确保自身安全，同时对朝鲜施

加压力，迫使朝鲜弃核，但是部署萨

德事与愿违，将破坏域内大国对半岛

无核化的共识和努力，半岛无核化的

动力很有可能就此丧失。不仅如此，

部署萨德还将进一步刺激朝鲜加速核

武装。7 月 19 日朝鲜又发射三枚导弹

即是一例。部署萨德使半岛局势更加

紧张。

未来东北亚地区关系的走向

韩国学者金东叶指出，“部署萨

德的决定发布后，围绕半岛的地区秩

序会陷入何种混乱还不得而知。对朝

制裁局面不翼而飞，而且竟然出现了

对韩制裁的戏剧性局面。原来在东北

亚地区没什么存在感的俄罗斯，也扬

言要在远东地区部署导弹，插手萨德

新变局。正在谋求修宪的日本也瞅准

时机采取动作。不知道为局势所困的

金正恩是否终于舒了口气。”[6]

韩国保守派部分人士认为，萨德

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在 2016 年 7

月 21 日国家安保委员会会议上，朴

槿惠表示，“我最近也受到无数非难

和指责。此时若总统因此摇摆不定，

国家安全就无从谈起。我将为维护国

家安全尽最大努力，不会屈服于任何

非难”。[7] 当时朴槿惠还表示，当前

有部分政界人士主张取消部署萨德的

决定，如果在部署萨德之外还有能保

护韩国国民不受北方导弹攻击的方法

就提出来。[8] 韩国在野党则认为需要

在国会、国民中形成共识。如不能尽

快完成部署，萨德有可能成为 2017

年总统选举的重要议题。

部署萨德对于美国的导弹防御体

系的完成至关重要。但是，对韩国来

说，麻烦才刚刚开始。从萨德系统的

运营费用、国内理念争端、国民对政

府的不信任，到首都圈的防御难题、

与中俄关系恶化，使半岛分裂固定化

等等，一系列后续难题等着韩国政府

去解决。不仅如此，部署萨德的决定，

甚至可以说是不顾半岛和平统一、无

视国民安危的决定，更多的是保护驻

韩美军设施的非战略性决定。

韩国一直希望实现统一。韩国

的任何重大决定都应以和平统一为核

心。萨德问题的源头是美国的全球战

略防御，直接的近因则是朝鲜核试验。

韩国被美国和朝鲜牵制着如此仓促地

决定部署萨德，与和平统一的根本目

标背道而驰。在半岛统一的过程中，

周边国家的作用相当重要。韩国要实

现无核化，确保半岛统一对东北亚地

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绝

不会对周边国家形成威胁。韩国需要

持续对外阐明和实践这一重要理念。[9]

作为一个中等国家，韩国影响力

与周边主要大国难以相提并论。在此

背景下，韩国需要做的是“半岛问题

的地区化、韩国化”，而不是把原本

就难解的问题进一步“大国化”“全

球化”，鲁莽引发和介入大国在地区

和全球层面的纷争。在维护既有韩美

同盟关系的同时，应进一步深化中韩

关系；在深化韩美关系时，不触动中

国的安全底线，不应使中国感到韩国

在与美国联合对抗中国。

在已经宣布了部署萨德决定的情

况下，韩国有三种可能的选择：尽快

部署、推迟部署、不部署。比较有利

的选择是迫于国内压力而对部署萨德

的决定进行再议。在此过程中，韩国

国内舆论充分形成共识，韩国政府也

可以拿萨德牌继续对中俄施压。但是，

当萨德一旦完成部署，靴子落地，韩

国将不再有谈判的余地，直接站在了

中俄的对立面，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

境将进一步加剧，中俄和美日韩的对

立将通过继续武装，建立新的战略平

衡。

（第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

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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