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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半岛问题成为当前热点中的

热点，半岛发生不测的风险增大。中

国是朝鲜核问题的直接攸关方，局势

如何发展，向何处发展，关系中国的

重大利益。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中国

都必须发挥重大的导向力，不能让局

势失控，不能生乱、生战，并为朝鲜

半岛 走出困局发挥特殊 影响力。 

  

 全 面认识半岛问题的 渊源 

  

 半岛问题是二战和冷战的后遗

症。二战和冷战在朝鲜半岛制造了两

个主体——朝鲜和韩国，这两个主体

互不认可、互不接受，都标榜自己是

正统，都想由自己来代表朝鲜民族，

都想由自己来统一整个半岛，南北主

体之争是半岛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

根源。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

韩国实现了经济腾飞后，生活水平较

高，自认为、也被一些国家认为代表

主流政治，因此，以韩国模式实现统

一的冲动更强；而北方则更强调民族

性和自主性，要以维护政治独立性为

基础，实现民族统一。1991年南北同

时加入联合国后，成为一个民族组成

的两个独立的国家。1992年中国与韩

国建交，认同了南北各自为独立国家

的政治框架。但是，根植于朝鲜半岛

内层的主体认同问题，仍然不时随着

南北关系和半岛局 势的变 化而发酵。 

 半岛问题紧张的根源撇不开美

国因素。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军本应

撤出朝鲜半岛，但一直没有撤，而且

一直把韩国作为重要的盟国和前沿基

地。9.11之后，美国政府宣布朝鲜为

“邪恶轴心国家”，将其与伊拉克、

伊朗等并列。而在看着伊拉克、利比

亚的当权者被美国消灭后，朝鲜领导

人加快了发展核武器的速度，并把它

当作保护政权的盾牌。

2003年起，中国开始推动以消除

朝鲜核武器和构建半岛和平为宗旨的

六方会谈，在几轮会谈之后，激烈的

对抗局势得以缓和，并签署了相关协

议。但是，由于美国对朝鲜的基本政

策没有进行调整，朝鲜也没有真正做

好弃核的准备，最终，2009年朝鲜宣

布退出会谈，达成的协议也被弃置。

之后，美国继续加大对朝的压力，朝

鲜则不断提升核武水平。朝鲜半岛

局势不仅陷入困境，而且形成危局螺

旋升级。美国要求朝鲜先弃核，朝鲜

却要求美国先改变政策，韩国政治则

不时转向，目前又回到 靠美制 朝的老

路。 

 对朝鲜当政者来说，核心的问题

是保政权，而在其看来，政权稳定的

最大威胁来自美国，因此，朝鲜一直

希望与美国单独达成交易，让美国做

出让步和承诺。不过，这看来只是一

厢情愿。从美国当政者来说，其核心

问题是维护自己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

益和主导地位，理想的结果是，要么

朝鲜发生政治改变，要么朝鲜倒向美

国一侧，让美国对朝政策进行根本性

调整很难。因为朝鲜半岛局势紧张、

南北方的对抗不会威胁美国本土，反

而为其提供了运作空间，成为其“重

返亚洲”、长久在半岛存在的理由和

 可加利用的借口。  

  

 朝核问 题为什么重要 

   

 现实发展表明，成为“拥核国

家”是朝鲜的国策，不是权宜之计。

从形式看，拥核似乎是朝鲜维护政权

的主要工具，但从本质看，拥核是朝

鲜做“强大国家”的依托。对此，我

们要有深刻的认识。既然朝鲜拥核是

既定国策，就很难轻易改变它，所以

有必要从更大的视野加以认识，以更

大的战略设计来解 决问题 。 

 对朝核问题我们要从两个大局来

认识，一是国际大局，即全球核不扩

散机制；二是地区大局，即东北亚安

全局势。有人提出，朝鲜是一个独立

的主权国家，搞核武器是它的权力。

但是，国际核不扩散原则和体系不允

许，核扩散危及世界安全。在当今世

界，一个国家要跨过核门槛、拥有核

武器，并不难。如果任凭发展，世界

上很多国家都可以拥有核能力，甚至

一些集团也可以轻易获得核武器。一

旦核武器成为“大棒”可以被随意挥

舞，世界就将处在核阴影之下，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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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恐怖组织拥有了核武器或者核

材料，风险就更大。根据《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美、俄、英、法、中五

国是核武器的合法拥有者，其他国家

都不行。在笔者看来，这是国际社会

的一种威权性约束与治理，以此来维

护世界的核不扩散基本原则。朝鲜拥

核显然违反了国际核不扩散的基本原

则，因此不能得到承认。从地区大局

来看，朝鲜拥核改变了南北之间的安

全平衡。朝鲜战争时期和冷战期间，

美国的核武器曾运进过韩国，后来撤

走了，并且美国也不容许韩国自行发

展核武器。朝鲜拥核，必然刺激韩国

要发展核武器，这有可能导致半岛的

核武化。不仅如此，朝鲜拥核还会引

起日本要拥有核武器。一个被核武装

的东北亚是不可以接受的。由于美国

的存在，朝鲜半岛南北力量失衡，朝

鲜认为这对其威胁很大。但在笔者看

中国不仅要坚决反对朝鲜拥核，而且

有参与监督 的权利 。 

 还必须考虑的是，朝鲜在受到

越来越大压力（包括制裁、美韩军演

等）的情况下，进行冒险盲动的可能

性会增加。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

必然生战、生乱，且有发生核灾难的

巨 大危险。 

   

 中国的选择与 作为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中国

该如何选择？我有以下几点看 法。  

 第一，朝鲜去核、朝鲜半岛无核

化是我们的基本底线。现在韩国当局

没公开宣称拥核，美国也没向朝鲜半

岛进驻核力量，只有朝鲜在持续提升

核能力。所以反核、促朝鲜去核是我

们不可动摇的大战略、大政 策。  

 第二，发挥多重影响力，避免

生乱、生战是上策。朝鲜半岛在我们

家门口，我们在这里有历史的和现实

的利益。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让我们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今，不管发生

什么样的战争，我国仍不可能袖手旁

观。但在当前的形势下，收拾战局、

乱局难度更大、更复杂。因此，制止

生乱、生战是上策选择。我们要尽最大

努力寻求朝核问题的“软着陆”。六方

会谈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框架，但是，

不仅起死回生难，而且形势也发生了

很大变化。因此，应采取更加灵活的

策略，多方做工作，包括做朝鲜的工

作，促进接触，推动谈判，这种谈

判可以是双边、三边、四边、五边，

都持开放的态度，谈总比不谈好。不

过，也要有原则，不能有损害中国利

益的秘密协定，不能搞恶化局势的

“小动作 ”。  

 第三，继续推动中韩关系发展，

发挥“双杠杆”效能。与韩国建交是

我们下的一步大棋，无论从经济还是

来，朝鲜的安全关切与安全维护必须

靠另外的思路和安排来解决，而不是

靠拥核。这是一个大原则 和底线 。 

 另一个巨大的风险是，朝鲜拥

核，特别是不断提升核运送能力，让

美国感到了威胁。在一定条件下，美

国有可能动武，采取“决断行动”，

从而打破朝鲜半岛半个多世纪的“准

和平”状态，使地区局 势失控 。 

 从中国的角度考虑，朝鲜拥核及

由此带来的地区关系的改变会危及中

国的安全。从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中我

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朝鲜那边试验，

我们东北这边地震，学校被迫停课。

更 让 人 担 忧 的 是 ， 一 旦 发 生 核 事

故，中国整个东北地区都将受到严重

危害，这涉及我国的核心利益。朝鲜

核安全维护水平低，又退出了核不扩

散体系，没有相应的国际监督，发

生核事故的风险时刻存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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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考虑，都是大战略。中韩关系

具有“双杠杆”撬动作用：一是经

济，通过发展经贸关系，让韩国靠上

中国经济的大船，撬动朝鲜半岛（东

北亚）的利益天平；二是安全，通过

建立伙伴关系，撬动美国同盟关系的

框架结构。尽管韩国对华政策不时出

现摇摆，特别是在朝鲜有事（如核试

等）的时候，往往对中国产生怀疑，

民众中甚至会出现比较激烈的情绪，

但我认为中韩关系并不会发生逆向

转变。从中国的角度说，在新的形

势下，发展对韩关系的战略意义更

为突出，对韩外交要从大局着想，从

大的利益出发。中国对朝鲜半岛、

对朝鲜的战略与政策定位与韩国有

差异，面对朝鲜的核武化，韩国当

局在安全上更多地转向美国，在此

情况下，中国需要加强与韩国的沟

通与协商，开展高层次战略对话。

韩国国内政治受制于多种势力，也很

难向美国一边倒，在经济上，在朝鲜

半岛事务上，中国的作用无可替代，

中韩关系要经得住“震动与反复”的

考 验。  

 第四，中国要与美国寻求利益共

同点。中美对朝鲜的定位不一样，对

朝鲜半岛的定位也有很大的差异。尽

管如此，中美之间还是可以寻求到共

同利益点的。比如，在核不扩散问题

上的共同利益点，在维持地区大局基

本稳定上的共同关注点等。这些共同

点成为中美对话、协商和在应对危机

上开展合作的基础，同时对避免发生

对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朝核问

题很复杂，也很危险，中美应创造共

同应对危机和威胁的空间，推动双方

形成战略共识。另外，要坚决摒弃那

种认为朝鲜有核武可以用来对付美国

的简单思维，因为，朝鲜的核武器不

可以为我所用，它对我国造成的多重

威胁决不可以轻 视。    

5月2日，日本防卫相中谷元与

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举行了电话会

谈，就日本向菲律宾最多出租五架海

上自卫队TC-90教练机一事达成协

议。双方将加快步伐以正式签订合

同，如能实现，这将是日本首次向他

国转移自卫队飞机。实际上，这一事

件不过是近期日菲频繁互动的又一

个表现。在此之前，4月26日，日本

“伊势”号大型护卫舰（准航母）停

靠菲律宾苏比克湾。4月初，日本海

上自卫队的两艘护卫舰和“亲潮”号

潜艇也访问了苏比克湾。这是自2001

年以来，日本潜艇首次停靠菲律宾。

而今年2月29日，菲律宾国防部长加

斯明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还签署了一

项重要的军备合作协议——《关于防

卫装备转移和技术合作协定》，这是

日本首次与东南亚国家签署此类协

议。这一系列事态表明，日菲防务关

系正在迅速升温。

日菲防务合作迅速推进

早在阿罗约政府时期，日本与菲

律宾就决定建立“近邻间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阿基诺三世上任后，日菲

关系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

其中防务关系的发展尤为引人关注，

已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

至是主要驱动力。两国防务关系的发

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11年至2013年。

这一阶段日菲基本明确了战略伙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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