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TEMPORARY WORLD  4

特别关注
Close-up

如何认识当前的亚太局势？
当前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亚太地区都对世界有着最大的影响，亚太地区的局势
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除了亚太经济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极大权重之外，亚
太地区既是中美矛盾的交汇点，也是利益的交汇点，中美在亚太的博弈及合作
动向牵动全球；而在南海事关中国国家核心（领土）利益，中国必然越来越主
动出牌；东北亚险象环生，当前虽不致形成美日韩—中俄朝的大对抗结构，但
缺乏区域性合作协商、协调的东北亚地区关系有让局势失控的风险。据阻生
乱、生战是中国在该地区外交的首要目标定位和努力方向。

■   张蕴岭／文

无论是经济，还是安全，亚太地区都对世界有着最大的影响，鉴于此，亚太地区的局势发

展最令人关注。中国地处亚太，一方面在该地区有着重大的经济与安全利益，另一方面，

作为大国，本身也对局势变化有着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因此，如何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亚太地

区的局势至关重要。

危机阴影下的经济

自 2008 年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最长的危机，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贸易和投

资，都出现大幅度萎缩，专家们对近期前景的预测也不乐观，有的甚至担心会陷入“长期停滞”。

目前，亚太经济仍处在危机阴影的笼罩之中，下行压力和金融风险挥之不去。2015 年，经济增

长速度由上年的 2.9% 降到 2.7%，预计 2016 年难有改善，2015/2016 年要比前两年下降 5% 以

上。作为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尽管率先走出危机，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但动力不足，放缓趋

势明显，特别是经济政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投资放慢，贸易下降，增长放慢，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调整进入深水区，特别是需求结构的调整，

对国内和外部市场的影响都很大；日本经济仍处于长期的基本停滞状态，尽管安倍政府竭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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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放出多支箭，力图激活增长动力，

仍不见成效；东盟地区的经济受外部

形势的影响很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

长放慢，本来东盟进入共同体建设的

新阶段，会产生新的拉动力，但由于

缺乏有效措施，内部的活力仍然不足。

亚太经济恢复活力需要深化开放

与合作。长期以来，亚太经济构建了

相互连接与促进的增长链，亚太经合

组织（APEC）确立了实现亚太投资、

贸易自由化与合作的目标（茂物目标），

然而，面对新的挑战，亚太地区合作

的凝聚力却变弱，美国领衔“跨太平

洋协定”（TPP）谈判，搞新规则制定，

打乱了地区协调与合作的大框架，连

连推出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损害了市

场开放的精神。在东亚地区，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正

在进行，预计 2016年年底完成，这将

可能为东亚经济提供新的驱动力。为

了推进亚太一体化进程，2014 年在北

京召开的 APEC 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启

动了亚太自贸区（FTAAP）议程，但是，

推动该进程的合力不足，尤其是奥巴

马政府，倾力推动 TPP，很明显对其

他议程兴趣缺乏。由此看来，重启亚

太开放与合作发展进程的共识和动力

都显不足。不过，2016年的 G20领导

人会议在中国召开，核心议题是推动

全球经济增长，这次会议有望为亚太

地区经济走出危机阴影提供助力。

令人担忧的中美战略博弈

中美关系是当前最令人关注，也

是最令人担心的。近年来，特别是

2016 年以来，两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升

级，似有对抗的趋势。自宣布实施“亚

太再平衡”和“重返亚洲战略”以后，

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大动作越来

越多。在经济领域，美国领衔 TPP 谈

判，美国奥巴马公开宣称，美国要领

导制定规则，不能让中国领导制定规

则，两党总统候选人都发誓，一旦当

选，将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安全领域，

美国派阵容强大的海空力量到南海示

威，鼓动菲律宾单方面对中国提起仲

裁诉讼，拉拢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提

升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作为应对，在

经济上，中国加快自贸区战略实施，

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

系（RCEP）谈判，推动成立亚投行，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安全上，

扩建南海岛礁，在南海和东海海域进

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对在韩国部署萨

德提出严厉警告。不少人担心，中美

之间的战略博弈升级，有可能会引发

冲突，如果中美对抗升级，特别是发

生冲突，必然会殃及整个亚太地区。

美国之所以这样急迫和大张旗

鼓，有多重原因。在经济上，自身发

生的大危机让美国感到进行“战略调

整”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其中最为迫

切的是，面对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的竞争，必须领衔制定新规则，通过

提高他者进入市场的规则门槛确立新

竞争优势；在安全上，中国综合实力

的快速上升，让美国担心会被排挤，

危及其主导地位，于是，一方面把更

多的海空力量调转西太平洋地区，另

一方面制造乱局，由此获得积极介入

的机会，像中日、中菲、中韩之间的

关系紧张，台前幕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很明显，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安全

与地区关系上，美国都把中国列为最

主要的竞争者和对美国利益及地位的

最直接威胁，这凸显了美国战略设计

和行为的对抗性。

面对这样的态势，如何看待中美

关系？现实地看，这种战略对抗性具

有很大的风险，一旦失控，或者发生

突发事件，就可能爆发冲突。不过，

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多面关系，受到多

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有博弈对抗的一

面，也有协商合作的一面，有剑拔弩

张的一面，也有坐下来对话达成共识

的一面。中美是两个有着很大不同，

战略目标矛盾，且又相互依赖的大国，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两国所要面对

和处理的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事实

上，也正是因为这个，才有必要与可

能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中美新

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是“相互尊重，

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中国

主动提出倡议，尽管美国当局没有公

2016年6月20日上午，中美海军在西

太平洋举行战术机动演练。图为参加

“环太平洋-2016”联合军演的中美

海军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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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表态接受，但事实上是明白的，因

为，这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除

此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

亚太地区既是中美矛盾的交汇

点，也是利益的交汇点。在这个地

区，中美的确有着不同的利益定位与

运作。美国要保地位、保圈子、保利

益；中国要拓展利益、开拓空间、重

构秩序。为此，美国要搞再平衡，中

国要破解美国的遏制。但是，中美双

方也有基本认知：博弈不可避免，但

也需要寻求共同参与空间。因此，可

以看到，中美之间一面是剑拔弩张，

一面是坐下来进行战略对话、进行互

访，即便在军事安全领域，两国也没

有完全“隔山喊话”，既有高层互访，

也有联合军事演习。

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并不是两国

关系的全部，中美关系也不是亚太地

区发展的全部。对于中美关系，要有

综合、全面的认识和对策，事实上，

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就是在博弈与合

作之间寻求平衡。与此同时，亚太地

区建立起了多种机制，它们在制约美

国的过度行为，为中美对话合作搭建

平台方面起到积极的平衡作用。因此，

总体而言，中美发生“新冷战”或者“热

战”的意愿和条件并不具备，博弈与

合作的双轨导向仍将持续。

被热炒的南海争端

南海争端本来是中国与东南亚当

事国之间的事，但是出于各种原因，

南海问题已经国际化了，出现了多方

力量的博弈，而且博弈呈常态化和长

期化的特点。

鉴于南海事关中国的核心（领土）

和重大（安全）利益，随着综合实力

的提升，必然越来越主动出牌。在新

形势下，中国需要有作为，对南海地

区局势有更强的掌控力。尽管中国提

升掌控力不是为了图谋称霸，而是为

了捍卫自己应有的利益和推动地区新

合作秩序的构建，但由于涉及到其他

各方的利益，必然会引发竞争和斗争，

有时甚至会出现险局。

美国搞“重返亚洲”和“亚太再

平衡”，把南海选作战略突击点。美

国通过宣扬中国改变秩序、“称霸”

亚洲，不仅获得了话语权，而且树立

了“秩序保卫者”的身份。美国利用

盟友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性疑虑

甚至恐惧，有效借南海问题获得了扩

大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的“合理性”。

一些与中国有争议、有矛盾的国家也

利用美国向中国施压，与美国的行动

契合。近年来，在南海与中国存在争

端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加大了

应对力度，在其所占岛屿上进行了很

多建设，并自划专属经济区，拒阻中

国。这些国家在能力不足以与中国直

接对抗的情况下，选择了以下战略：

一是守住已占地盘，二是拉外部势

力介入。国际舆论容易“同情弱者”，

往往把中国置于“失道者”的地位。

菲律宾双管齐下，既抢占话语权（对

中国提出仲裁诉讼），又拉美国介入

（提供军事基地），但在军事上又尽可

能避免与中国直接对抗；越南的胃口

最大，在切实加强对所占地盘守护的

同时，拉多国介入，组成联合阵线，

对中国施压，但也避免与中国直面对

抗；而马来西亚一直采取“低调周旋”

策略，在保持与中国关系稳定的同时，

加强对所占岛屿的开发利用。显然，

争端相关国家的主要战略是：一是维

护领土占有现状不被中国突破；二是

拉外部力量制约中国对海域的控制。

南海问题有着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复杂

的现实基础，涉及的是国家核心利益

的领土与海权问题，不仅争端当事国

利益和诉求矛盾交叉，而且与域外国

家也有着割舍不断的利益渊源。因此，

解决起来非常困难。特别是，南海问

题已经国际化了，受到外部因素的影

响很大。在南海争端上，中国坚持通

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坚持当事国谈

判解决争端的立场是可以得到国际社

会主流舆论和政治支持的。但是，坚

守“双边谈判”的立场会遇到现实的

障碍，因为在岛礁和海权掌控和诉求

上，各方有交叉。因此，未来可以考

虑提倡“双边谈判与多方协商”的双

轨原则，前者为主，后者为辅，这与

中国提倡的“大双轨”原则，即中国

与当事国直接谈判与中国与东盟合作

维护大局相配搭。

南海是国际航运大通道，保持

南海的开放、航行自由和安全涉及中

国同其他国家的利益，避免争端升

级，特别是避免发生战事，符合大家

的利益。中国应是为南海地区国家和

其他利益相关国家提供航行畅通和航

行安全“公共产品”的主要国家。这

种“公共产品”一则包括提供维护地

区安全的力量与部署，二则包括为地

区服务的设施、设备和信息等。作为

前者，中国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同

时，还可以主动倡议建立南海安全合

作机制，有些领域在中国与东盟的关

于《南海各方行为守则》里已经提出，

需要得到更好的落实；作为后者，中

国已经宣布，在南沙岛礁上扩建的设

施将为各国提供公共服务，建立的灯

塔、海啸预报中心、医院等是开放的。

目前，这样的公共产品还未真正发挥

效能，人们对中国的承诺还在观察，

应该尽快启动，将来还应该大幅度增

加公共产品的数量，把他们打造成为

开放合作的样板。有些机构，如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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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招聘国际医护人员参与，许多方

面可作为推动中国—东盟海上合作的

重要议题和内容，作为共建南海合作

机制的平台。围绕南海问题的博弈、

竞争还会持续下去，但是周旋的空间

也很大，中国在南海维护国家利益的行

动要把区域战略与全局战略紧密联系起

来，把握好两个大局，即和平发展环境

的大局和与东盟合作关系的大局。

南海问题成为热点，因菲律宾单

方向常设仲裁法院提出仲裁诉讼和美

国的大力介入而升级，特别是，仲裁

法庭公布所谓最终裁决结果后，人们

担心局势会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

爆发战争。然而，其后，不但冲突没

有升级，反而出现了降温。特别是，

中国与东盟外长发表关于全面有效落

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联合声明，

强调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

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

并且呼吁“其他国家尊重《宣言》所

包含的原则”，并没有提及仲裁庭的

仲裁结果。事实证明，南海局势大局

还是可控的，维护地区稳定有着很大

的共识。

险象环生的东北亚

冷战虽已结束，但东北亚的“热

战”还没有降温，这主要是指：朝鲜

南北对抗还在升级，美国加强军事和

同盟体系布局和日本修改和平宪法，

特别是朝鲜决意做核大国、提升导弹

发射能力，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

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端激化，让东北

亚的局势险象环生。

朝鲜半岛问题成为当前热点中的

热点，发生不测的风险增大。冷战结

束后，美国政府宣布朝鲜为“邪恶轴

心国家”，与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

并列。伊拉克、利比亚的当权者被美

国消灭，这迫使朝鲜领导人加快了发

展核武器的速度，把核武器作为保护

政权的盾牌。中国推动以消除朝鲜核

武器和构建朝鲜半岛和平为宗旨的六

方会谈，让激烈对抗的局势得以缓和，

曾签署了协议。但美国的对朝基本政

策没有大调整，朝鲜也没有真正做好

弃核的准备，结果达成的协议被弃置，

美国继续加大对朝压力，朝鲜继续提

升核武水平。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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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朝鲜则要求

美国先改变政策，韩国政治不时转向，

目前又回到靠美制朝的老路。

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和对抗不会威

胁美国本土，反而为其提供运作空间

和长久存在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

朝核问题反倒成为美国“重返亚洲”

的理由和可资利用的工具。令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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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冒险盲动可能性增加，由此生战、

生乱的可能性增加，且有发生核灾难

的巨大危险。为此，中国反对朝鲜拥

核，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大力推动

六方会谈机制，力图实现半岛对抗的

软着陆和寻求构建东北亚和平机制。

但是，朝鲜半岛问题的根子是美国的

政策和南北对立，中国的努力也因之

受到很大限制。实际上，美国对朝政

策不仅仅是对朝敌视，还有其在朝鲜

半岛，及至整个东北亚的利益布局、

同盟体系和影响力存在，更有如何应

对中国综合力量提升的长远考虑，所

以，要美国改弦易辙绝非易事。从这

个角度来看，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尚

需时日，首要的是防止生乱、生战，

在险象环生的危局中，寻求均衡点，

创造降温、协商与合作的环境。不过，

目前创建这样的环境难度不小，美在

韩部署“萨德”让地区关系格局发生

新的转变，引发中韩关系发展的变数，

增加了朝鲜半岛发生冲突的风险。

中日关系的前景仍不乐观。一则，

两国围绕钓鱼岛、东海资源开发和安

全机能力提升进行的争斗还会继续。

同时，日本把中国作为主要威胁的政

治意愿仍然很强，政策设计与运作也

很有针对性，这使得与中国的矛盾超

越双边。比如，日本加强对美国重返

亚洲战略的支持力度，卖力鼓动南海

仲裁，利用多种场合鼓噪“中国威胁”

等，使中日关系罩上阴影。

在东北亚，原本建立了多个区域

合作机制，如六方会谈机制，目前已

停止多年；还有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也是因为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走走停

停，难以发挥作用。比较活跃的却是

由美国领导，日韩参加的军事同盟机

制，这种形势令人担忧，人们甚至担

心，东北亚陷入美日韩——中俄朝的

新对抗。笔者认为，这样的大对抗结

构不会成型。但是，缺乏区域性合作

协商、协调的东北亚地区关系有让局

势失控的风险。

东北亚是中国的重大利益攸关

区，曾多次让中国陷入战争旋涡，因

此，拒阻生乱、生战是中国在该地区

外交的首要目标定位和努力方向。今

后，中国会在这个方向付出更大的努

力。但一个巴掌拍不响，和平与合作

需要多方配合，共同承担责任。其实，

在一个多重利益交织的地区，风险顶

置，往往也促使各方冷下来思考，探

求避险的出路。因此，对东北亚的局

势发展还是需要冷静观察，防止媒体

过度炒作，助推局势升级失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

际研究学部主任，中国亚太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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