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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在全球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中国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那些它几
乎没有影响力的地区，而且要在基本上由别国建立的体系下谋求发
展。中国的利益遍及全球，与美国的接触越来越多。与此同时，

中国意识到，美国既非明确的竞争对手，亦非确定的敌人，但美国显然是世
界第一大强国。在中国面对的诸多外交政策挑战中，最根本的一条是 ：如何
在崛起的过程中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或者作为亚洲第一强国招致不必要的负
担。这一挑战在东亚与中东之间的地区尤为明显 ；在美国看来，这一地区是
名副其实的世界彼岸。

亚洲局势风诡云谲，挑战尤其严峻。虽然

可以肯定的是 ：美中如何处理双方在中东

一些观察家认为美国在中东和亚洲通往中东地

和亚洲通往中东地区的共同利益，这不仅是全

区的持久存在是理所应当的，但实际上，美方

球范围内美中关系的一项 重 要 指 标 ， 还 有 力

握有众多选择 ：在中东和亚洲通往中东地区，

地影响着两国更广泛的关系。该地区的地缘

美方可以作为中国宏伟抱负的补充，也可以选

政治将对整体地缘政治的未来情景产生深远

择与之针锋相对 ；可以打上深刻的美国烙印，

影响。

也可以决定把美方的切身利益放到别处。同

本文开篇介绍了美中两国政府过去处理中

样，中国在进入该地区时也有多种方式可以选

东问题的方式，然后阐述中国在该地区兴起的

择 ：可以为了推进中方的利益设法改变地区格

利益。接下来，依次分析两国的共同目标和所

局，也可以接受现状 ；可以同时在区内发展经

奉行的差异巨大的策略 ；中国对该地区政府的

济、外交和军事实力，也可以主要集中发展经

号召力和中国影响力的局限性 ；中国面临的较

济 ；可以致力打造广泛的多边国际交流框架，

为紧迫的任务，即确保中东利益与中国自身利

也可以强调双边关系。

益之间的缓冲空间。此项分析部分涉及解读美

4

国在亚洲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国在航海路线上
的军事存在如何迫使中国另辟陆上通道。后面
部分分析了美国战略向海上转移会对中国的安
全造成哪些深远影响，以及如何推动中国更积
极地在亚洲宣扬“中国秩序”— 一种各方广泛
接受、又符合中国利益的秩序。在结论部分，
分析了中国在其全球利益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必
须面对某些新的现实。

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推行其特有的世界
大国战略。与欧洲不同，美国从未试图建立广
阔的殖民地网络，或者锁定美国海外投资者的
优势。在十九世纪，
当欧洲列强争夺世界
版图时，美国政府还
忙于本土的人民安居
事业，远离以欧洲为
中心的财富与权势之
争。到二十世纪中叶
美国在世界舞台崛起
时，美国的战略不是

到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在世界舞
台崛起时，美国的战略不是争
夺控制权，而是制定一套所有
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在竞争
中应当遵守的通用准则。

争夺控制权，而是制
订一套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在竞争中应
当遵守的通用准则。欧洲国家是通过确立直接
统治增强国家实力，而美国的做法是间接的。
美国的战略 — 即便是坚定的反共政策也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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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意在促进国际稳定、

高可预见性和透明

联盟击退了伊军。美国的目标是秩序，而非控

度。这种意图包含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相应

制。同样，自 1979 年以来美国与伊朗的对抗，

地涉及军人和商人。虽然由此形成的体系和许

反映了美国希望维持地区稳定，并挫败伊朗要

多规则自然会偏向美国的利益和行为，但美国

打破由美国主导的现状的企图（尽管在伊朗看

并非唯一的受益者。所谓“美式和平”最终是

来，美国的战略一定程度是为了孤立和削弱伊

一套不断发展的共同规则，而不是坚持由美国

朗）。

主导的定局，而美国的盟友也在“美式和平”

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在中东地区扮演的角

的庇护下蓬勃发展。这种做法有助于巩固受各

色越来越混淆。区内有些势力希望改变现状，

方默许的美国领导地位，因为这确实符合广泛

致使多国政府向美国寻求保护。与此同时，美

的共同利益。

国与专制政权盟友之间的密切关系，世俗自由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挺进中东地

主义的承诺，以及对以色列的支持，常常让美

区，当时是明显的冷战格局，即美国的战略显

国被视为一个傲慢、不讲道义的强权国家，在

然以军事为主，经济为辅。美国和盟友力量试

公共辩论中俨然成为邪恶的化身。美国自认为

图增进西方利益，因而占据油田，确保航运通

是中东地区的泛民主力量，支持民众获得更多

道的安全，防止原先的封建和殖民地社会倒向

话语权并加大对专制政权的问责。但这种观念

共产主义阵营。以色列的安全是一项重要任

未得到认可，普遍的看法较为负面。大部分政

务，但并非压倒一切的任务 ；美国追求和平局

府认为美国是一个天真但又必不可少的伙伴 ；

面，不仅为了阻止苏联在对立阵营中站稳脚

公众则大致认为美国社会有时候值得称道，但

跟，也是为了推动美国的抽象经济利益。在半

美国政府是可鄙的。

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多次调整战略重心 ：有
时更多以国家为中心，有时更关注基层民众 ；
有时侧重经济，有时侧重军事。但是，美方总
是声称看重中东的战略价值。

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
中国处理全球事务的一般方式与美国迥然
不同。即使在历史鼎盛时期，中国也只是一个

冷战结束后，中东仍然对美国具有重要的

地区大国，而非世界大国。中国从未寻求扩张

战略意义 ；美国并不担心外部势力插手，而是

领地或制定国际事务规则。十五世纪郑和下西

担心中东地区自甘堕落，并损害美国的利益。

洋抵达波斯湾和红海时，他没有像欧洲航海家

1990 年，在伊拉克军队悍然入侵科威特后，美

一样为明王朝开疆拓土。中国在征服周边领土

国迅速出兵保卫沙特油田，并组织广泛的国际

后，也只是要求 — 并获得邻国的朝贡，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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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表现出称雄全球的渴望。相反，那些渴望扩

略强调互惠互利，对安全问题则轻

淡写。

张的国家却乘中国没落之际入侵，让中国意识

中国的崛起气势恢宏，各方纷纷猜测其

到放眼看世界的重要性。整个十九世纪，欧洲

终极战略。当代的美国战略思想家广受中国古

列强在东亚建立殖民地，并在鸦片战争后（美

典军事理论家的著作影响，其中许多人认为，

国也参与）强迫中国当局设立租界。二十世纪

目前中国的无为主义不过是一种坚忍，背后并

初，日本的扩张让中国雪上加霜，随后数十年

不尽是善意。他们经过研究中国历史发现，贯

里中国一直闭门造车，直到 1949 年发生共产主

通中国思想的脉络并非和平共处，而是相机而

义革命。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

动 1。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克制对国际舞台的野

摆脱孤立政策时，一整套战后国际规则已经奠

心，并不表示胸无大志，恰恰是在韬光养晦。
不过，纵然熟识中国的分析师，也很难看

定。中国在此后的飞速崛起并未对这些规则
出挑战，而是充分利用了这些规则。中国的崛

透中国领导人的真实意图 — 如果中方确有

起没有创建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而且中方也

相关计划。万象更新，形势一日千里，中国政

绝不轻易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中国的明确战

府的组织机构又是如此庞大而复杂，更难以琢

1. 示例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所著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中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
顿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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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年原油进口量（按原产地 *）

十亿美元

2004/2009/2014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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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北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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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tlas.media.mit.edu/en/visualize/tree_map/hs92/import/chn/show/2709/2014/

北美

南美

)

磨，导致究竟是意图、现实、抑或幻觉无从分

还有回族，而回族与汉族在大多数方面没有明

辨。即使中国确有长期战略，也无法判断该计

显区别。过去几个世纪，也有少数中国穆斯林

划是否能够在持续的和平环境下获得成功，更

前往麦加朝圣，但在民航开通以前，这种朝圣

不用说能否经受住战争的考验。

之旅非常罕见。中国学生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
在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正常留学，且人数较少。

中国在中东的利益

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联系。

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存在时

在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对中东

间相对较短，范围也较窄。几个世纪以来，中

地区的反殖民运动有一种情感联系，特别是在

国与中东地区的文化联系很少，主要是通过伊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殖民运动高潮期，但

斯兰教。丝绸之路的历史远远早于伊斯兰教，

这种情感联系更多是一种政治象征主义。1956

但中国旅客本身很少走丝绸之路。到中世纪时

年，埃及总统贾迈勒 • 阿卜杜 • 纳赛尔正式在外

期，穆斯林商人已经在中国港口建立飞地，但

交上承认中国，导致西方国家撤走对阿斯旺水

在中东地区却没有中国城。中国有几个不同的

坝项目的援助以及后期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国有

穆斯林团体 — 不仅有讲突厥语的维吾尔族，

化。纳赛尔此举所表达的政治立场，对埃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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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关系几乎没有实际影响。同样，中国驻

总增长的 43% 3。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中国国内

阿尔及尔大使馆设在戴高乐的故居亦非巧合，

生产总值增长不到 8%，与早前多年两位数的增

这无疑打了阿尔及利亚原殖民宗主国法国的一

长率相比，属于偏低水平 4。

记耳光。中国在换取阿拉伯世界的支持方面付

第二条途径是工业产品贸易。海湾合作委

出较少，故有人认为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意义

员会（GCC）是中国增长最快的贸易伙伴之一，

并不是特别重要。

但增长不限于能源进口。中国向海湾合作委员
过去二十年，随着中国在世

会出售各种工业产品，贸易额增长迅猛。据经

界舞台的地位

升，局势已

济学人智库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将成为全

经改变，中国越来越多地参

球对海湾合作委员会出口第一大国，出口额在

年，中国

与中东事务。中国的直接参

2013 年基础上翻一番，达到 1,350 亿美元 5。龙

与主要是在经济领域，通过

城商场 (Dragon Mart) — 位于迪拜近郊的一家

在中东地

下列三条途径。迄今为止，

大型商场，充当了无数中国厂家和批发商的大

最重要的途径是能源。中

卖场；近期商场面积扩大了两倍，商铺超过 200

国直到 1993 年才成为石油

万平方英尺（即 46 英亩）6。目前大约 250,000

几乎完全

净进口国，但中东地区一直

中国人在迪拜生活，不过，其中一部分是为来

是中国过半数进口石油的来

自非洲和欧洲的客户服务，这些客户倾向于在

以国家为

源。中国持续增长的石油需

中东地区与中国做生意，而不是直接前往中国。

求令其寻求供应多元化的努

第三条途径是基础设施和其他工程承包。

力收效甚微，因为进口总量

中国从国内兴起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中

在迅速增长，来自中东以外

积累了大量专业技能，并应用到中东地区新兴

地区的供应增量变得微不足道。仅在 2013 年

的城市建设需求上。中方建筑公司素以廉价和

至 2014 年期间 2，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就增加了

速度见称，这可以给当地领导人创造快速发展

9%，而中国石油需求的增长占到全球石油需求

的政绩。2010 年至 2016 年期间，中国在中东

过去二十

区的活动

中心。

2.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中国》
（报告全文），第 10 页
http://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analysis_includes/countries_long/China/china.pdf.
3. 同注释 1。
4. 世界银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度增长百分比）”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5. 经济学人智库，
《海湾合作委员会贸易和投资流向》（2014 年），第 9 页。
6. Andrew Scott，
《新馆开业后 Nakheel 在龙城商场的商铺翻三番》，阿联酋国民报，2015 年 11 月 10 日。
http://www.thenational.ae/business/retail/nakheel-triples-retail-space-in-dragon-mart-with-opening-of-extension.
7. 美国企业研究所，
《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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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投资和合同金额总计超过 600 亿美元 7，

之间的关系，政府寻求与商界精英、学术界和

其中包括麦加轻轨铁路、直通印度洋的阿联酋

公民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建立直接关系。相比之

输油管道、以及巴林的 40,000 套住房等招牌

下，中国乐于接受中东地区的现状。虽然中方

项目。随着中东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物质匮乏

也担心中东地区缺乏应对国内社会、经济和政

对引发“阿拉伯之春”抗议活动的作用，以具

治挑战的必要能力，但中国政府似乎并不信任

吸引力的价格实现快速的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

反对派组织，把政府军看作能够遏制恐怖主义

（通常还有中国政府的财力支持），这前景着实

和其他混乱局面的唯一力量。2011 年的阿拉伯

诱人。
过去二十年，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几乎

起义让中国措手不及，新兴的民粹主义者指责
中方向被推翻的独裁者

供援助。不过，如今

完全以国家为中心。中国政府热衷于中东国家

强势的地区铁腕人物已回归，中国官方似乎松

的大型公共部门，并热衷于与国家机构签订贸

了一口气，但中方也谨慎地避免完全切断与反

易协议。美国在海外的活动则通常超出国与国

对派组织的对话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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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美元

2005-2015 年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投资（按行业 *）

年份
能源、资源和公用事业

*

制造业

服务业

农业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中美两国在中东的战略

者对于安保投资的敌视。某些中国官员私下表

从根本上说，美国与中国在中东地区不
存在天然的冲突。稳定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而且两国为营造现状投入甚巨。一方面因为美
国致力于在中东建立开放市场体系，为此投入
了数十亿美元，而中国从中受益匪浅。值得一
的是，中方企业在伊拉克的投资超过 160 亿

示，对美国参与中东地区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感
到满意，因为派驻中东的美军越多，能针对中
国部署的美军就越少。例如，美国海军通常有
三支航母战斗群执行日常任务，由于美方承诺
在中东保持一支航母战斗群，那么在太平洋很
难随时部署一支以上航母战斗群。

美元 8 ，中国已成为该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战略似乎与在本土

一 9 。但是，让中国受益的是，不仅避免了在

周边的大有不同。在远离本土的地区，中方乐

安保领域的类似投资，更避免了那些反对现状

于在美方势力的阴影下活动，但中方对美方在

8. 同上。
9. Dexter Roberts，
《伊拉克危机威胁中国的石油投资》，彭博商业，2014 年 6 月 17 日
http://www.bloomberg.com/bw/articles/2014-06-17/iraq-crisis-could-threaten-chinese-oil-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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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AMER HILABI/AFP/GETTY IMAGES)

东亚地区的势力越来越警惕。中方对美方势力
的警惕至少有两种解释 ：中方认为东亚理应是
中国的势力范围，担心美方试图利用中国周边
国家遏制中国。中方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与美方
的争议，反映出中国对美国海军力量的默许完
全是情势所迫。对于中方的警惕，也可能有第
三种解释 ：中方认为东亚地区完全是中国海军
的活动范围，而且中国是区内绝对的军事和经
济强国，毋须美国来维持东亚地区的秩序。在
中东地区则不同，那里各种潜在威胁丛生，当
地政局异常复杂、往往难以捉摸，而中国军队
在这样远离本土的地区也难以发挥作用。

中东战略的差异化
即使美中两国在安全、稳定和贸易等领域
存在共同利益，但各自的战略却迥然不同。许
多差异的根源在于 ：美方在过程上投入巨大，
而中方则注重结果。关注过程并非一条贯穿美
国对外政策的主线，但正逐步成为一贯方针。
在冷战初期，美国官员通过推动土地改革和经
济发展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人民抵御共产主
义的诱惑。如果封建主义使共产主义更具吸引
力，照此逻辑推理，消灭封建主义符合美国及
其盟国的战略利益。众多美国政府机构通过各
种方式帮助改善海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

12

从 1949 年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所承诺
的国际技术援助，到 1961 年《对外援助法》对
援助内容的大规模重组 10。即便如此，美国仍
试图与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专制政府建立
密切关系，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抵制共产主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在越南战场
惨败以及公众批评中央情报局在冷战中的紧急
措施，这不仅对美国外交政策

出了“道义”

上的要求，而且更尖锐地批评了现实政治主义
对美国长期利益的损害。冷战的结束对这种争
论造成两方面的影
响。首先，普遍的论
调是西方之所以在冷
战中取得胜利，是因
为制度的优越性。传
播自由主义制度成为
一项安全要务，因为
通常认为民主国家之
间不会爆发战争

11

中国没有表现出在全球传播
福音的特质，似乎也不渴望
世界认同中国意识形态或文
化的优越性。

，

更通俗的说法是 ：
“两个都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
不会开战”12。
其次，在半个世纪以来首次摆脱关乎存亡
的安全威胁之后，美国及其盟友认为不必再支

10. 参见 Jon B. Alterman，
《埃及与美国对外援助，1952-1956 ：希望破灭》
（纽约：帕尔格雷夫 • 麦克米伦出版社，2002
年），第 21-38 页；Robert A. Packenham，
《自由主义的美国与第三世界》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73 年）。
11. 示例见 Bruce Russett，
《把握民主和平：后冷战世界的原则》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 年）。
12. Thomas Friedman，
《外交“巨无霸”I》，纽约时报，1996 年 12 月 8 日
http://www.nytimes.com/1996/12/08/opinion/foreign-affairs-big-mac-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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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恶棍领导人。随着后冷战世界的新战略框架

资超过 32 亿美元。”16 2010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

的形成，美国国内有意见认为，美国应坚定成

战略中明确 出：

为维护世界正义的力量 — 即便以美国的短期

美国支持向海外推广民主和人权，因为尊

利益为代价。这种观点可以部分追溯至美国历

重这些价值观的政府更加正义、和平、合法，

史上的例外论，究其根源，美国在十九世纪登

而且在海外成功推广这些价值观也有利于美国

上世界舞台的进程是由传教士主导，而不是由

的国家利益。那些保护普遍权利的政治制度基

军队主导。拿破仑将“文明教化使命”作为与

本上更加稳定、成功和安全。17

国家权力有明确联系的政府任务。在美国，公

中国没有表现出在全球传播福音的特质，

众热衷于福音布道，而且福音布道素来有深厚

似乎也不渴望世界认同中国意识形态或文化的

的社会根基 13。

优越性。此外，中国人民也不求越过国家政权

由于上述两股思维，民主化与治理在几十

成为世界上一支积极力量。中国政府在外交政

年来一直是美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组成部分。自

策领域的举措完全局限于国家利益，并认为与

1990 年起，在历届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中，

其他国家政府的密切关系有利于增进自身的

把治理与安全联系起来是一条重要原则 14。奥

国家利益。中国在半个多世纪前倡导的“和平

巴马政府在“民主、人权和治理”的指导思想

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

下 15，在 64 个国家开展了 350 多个项目，并于

土完整，还坚持互不干涉内政 18。中国政府在

2015 年 9 月宣称“美国是世界公民社会的最大

发展相关问题上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支持者，自 2010 年以来为推进公民社会建设投

时，比美国政府更加关注政府之间的对话。中

13. 参见 William R. Hutchison，《派往世界的使者：美国的新教徒思维与海外传教》（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
年）。最近的例外论案例出自州长 Mike Huckabee。他批评奥巴马总统“越来越像一个全球主义者，而不是美国人”，并
声称“否定美国例外论，本质上就是否定美国的内心和灵魂。”Ben Smith 和 Jonathan Martin，《新的战斗：做一个美国
人意味着什么》，Politico，2010 年 8 月 20 日，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0/08/the-new-battle-what-it-means-to-be-american-041273.
14. 美国国际开发署，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民主、人权和治理战略》
（华盛顿特区：美国国际开发署，2013 年），第 9 页
http://pdf.usaid.gov/pdf_docs/PDACX557.pdf.
15. 美国国际开发署，
“互动地图”http://map.usaid.gov/?s=DHRA.
16.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
《资料单：美国对公民社会的支持》，2015 年 9 月 29 日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ﬁce/2015/09/29/fact-sheet-us-support-civil-society.
17. 白宫，《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0 年 5 月，第 37 页，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ﬁ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iliao_665539/3602_665543/3604_665547/t180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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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与其他某些国家一致认为，非政府组织

的呼声被听见了，埃及将从此改变。” 19 与美

（NGO）部门可能成为反对派和社会不安定因素

方截然不同，中方对此次起义持警惕态度。中

的温床，因而不鼓励、也不允许像其他国家一

国政府不但没有表示庆贺，而且试图限制国内

样的公民社会。美国的做法则不同。虽然美国

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因为担心会在国内诱发类

政府肯定是伙伴国政府的奥援，并注意避免为

似的起义。2011 年阿拉伯反抗运动的结果不甚

恐怖组织

供支持，但它也积极寻求公民社会

明朗，看起来中方在中东地区面临一个正在发

的其他行动者参与政府计划，而且经常谨慎地

酵的大问题。现状被打破之后，中国不仅会失

采纳那些不招当局欢迎

去在诸如利比亚和埃及等地失去作为伙伴的政

的意见。

府，而且那些认定与中国有利益冲突的新兴革

美中两国在中东地区的

命团体还变成中国的敌人。20

中国已经或
很快会在中
东地区发挥

战 略 差 异 ， 在 2 0 11 年
整个阿拉伯世界爆发反

中国的号召力

抗运动之际表现得尤为

中东地区的动荡已回复正常，安全部门官

明显。美国政府迫不及

员重新掌控了局面。因此，美国失去了当权者的

这种判断为

待地把抗议活动视为非

信任 ；中国则因为对别国国内事务保持中立而重

民主政权不可持续的证

获青睐。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美中之间两种不

时尚早。

明。尽管白宫没有支持

同的战略在世界许多地区暗暗较劲，美方坚持

重要作用，

抗议者 , 但赞赏态度是 “附加条件”的双边关系，而中方不关心那些束
显而易见的。2011 年，在得知美国长期以来的

缚美国政策的内部因素。当然，美方的绝对实

盟友、埃及总统胡斯尼 • 穆巴拉克下台后，奥

力超过中方，包括经济实力、技术实力、以及

巴马总统表示 ：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有幸见

军事装备，但中方通过与美方不同的做法，可

证历史性事件的机会是很少的。现在正是这样

以获得美方无法获得的军事和经济资源。

一个重要的时刻。埃及人民发出了呼声，他们

对于那些美国试图排挤的国家（如伊朗），

19. 白宫，《总统讲话》，2011 年 2 月 11 日。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ﬁce/2011/02/11/remarks-president-egypt.
20. 示例见《中国不断发展的外交政策：利比亚困境》，发表于《经济学人》，2011 年 9 月 10 日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28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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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美元

中亚国家每年来自中国的进口贸易额 *

哈萨克斯坦

*

吉尔吉斯斯坦

2006

乌兹别克斯坦

134

塔吉克斯坦

2015

土库曼斯坦

156

中国代表全球事务中的一股平衡力量。对于那

怨恨美国对他们的利益怀有敌对倾向。在这些

些认为美国正在背弃老朋友的国家（如沙特阿

问题上，中国都是白纸一张，中东各国可以从

拉伯和埃及），中国是美国无法忽视的竞争对

头

手，也是他们获得美国非卖品的渠道。几乎所

国官员不附加条件，也不进行道德说教 ；他们

有的中东国家都认为，中方在中东地区发挥更

不会抱怨立法机关束缚了手脚，也不要求签署

大作用对他们是有利的，尽管各自对中国的期

和核实一堆合规文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

望有所不同。

国，已成为比较繁琐的合作伙伴，而中国承诺

对于中东地区，中国的号召力很大程度

绘他们所期盼的另一番大国关系蓝图。中

建立更直截了当的关系。

上体现在中国不带来负担，而非中国能负担什

中国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在过去数十年取

么。这种情况类似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在中

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这无疑有所帮助。

东地区受到欢迎，当时中东各国正寻求摆脱英

展望未来，中国可能仍是世界上化石燃料需求

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长期以来，

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而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

中东各国政府对美国的干预愤恨不已，民众则

材料（例如，化肥、石化产品、塑料和铝材）

16

沙特的海外留学生 *

中国
美国

*
VIDEazMNrof7XKzqsgphuZyB160120.shtml

2016

1
30
2015

11

http://arabic.cntv.cn/2016/01/20/
16

市场也随之增长。 21 其他地区的能源销售前景

赖会让它极为关注该地区的局势。一旦美国不

就没有这么乐观。节能措施使欧洲的石油进口

再依赖中东石油 — 即使是暂时的，许多国家

下降 ；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会认为美国急于切断与中东地区的联系。美国

但节能措施和非传统油气产量也减少了中东对

开始讨论“重返亚洲”战略，给许多中东国家

美国的石油出口。事实上，随着国内产量的增

传达了一个信号，即美国正不顾一切地从中东

加，美国最近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

抽身。中国越来越依赖中东地区的能源，与中

然气生产国。22

东的联系逐渐增强，这让中东各国政府和人民

中东国家向来认为，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

相信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日渐衰落。

21.《中国化石燃料市场》，研究与市场公司，2015 年 4 月
http://www.researchandmarkets.com/research/wk2fch/fossil_fuel.
22.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2014 年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碳氢化合物生产国》，2015 年 4 月 7 日，
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cfm?id=2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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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曾在冷战中抵制苏联在欧洲

中国影响力的局限性
然而，对未来的预期往
往会干扰对现状的理解。中
国已经或很快会在中东地区
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判断为
时尚早。中国对该地区的推

的影响力，这段历史可作为有益
的参考，但一定程度上又与中国
在亚洲的影响力问题全然不同。

动作用，往往使人们低估了
美中之间在军事和外交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中
国在中东地区的实力要赶上美国，可能还需要
数十年的时间。

中东地区对中国的适应程度远不如对美国，因
为美国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开始向该地区深
入渗透。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语言和文化，
讲普通话的无神论者在阿拉伯世界步履维艰。
而不论在中东还是世界其他地区，美国的起步
时间远远早于中国。全球教育的典范是哈佛大
学，而非北京大学 ；人们渴望的电脑是“苹
果”，而非“神舟”；司机希望拥有“吉普”，
而非“长城”SUV。在声望和创新理念方面，
美国把持光鲜亮丽的领域，而中国工人负责辛
苦地制造产品。中东地区可以买到廉价的中国
供给穷人的。中国本土

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当然，中国的精英阶层追
求西方品牌（包括很多在中国本土生产的西方
品牌）。这种情况表明，亲西方文化可能还要持
续一段时间。

面对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以及美国在该地
区的主导地位，中国政府短期内的本能反应是

更广泛的文化因素也会削弱中国的影响。

产品，但这些产品是

中国周边

限制对中东关系的极速发展，放慢发展对中东
关系，作为深化与邻国关系的某种延伸。中亚
是相对没有争议的地区，因而成为中国尝试争
取的处女地。更重要的是，亚洲作为中国通往
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伙伴（不只是中东地区，
还有欧洲）的门户。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目前还不是很明
晰，但最初侧重于贸易联系和模式。中国是所
有近邻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与世界上大
多数国家的贸易往来都在增长。中国的西进战
略早在习近平 2013 年宣布“一带一路”倡议
的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从 2005 年到 2014 年
底，中国与中亚的五个前苏联成员国（即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高加索国家（即亚
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贸易额翻了
十倍，主要是得益于能源贸易。23

2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地区经济展望：中东和中亚》，世界经济和金融调研，2015 年 10 月，第 55 页，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reo/2015/mcd/eng/pdf/mreo1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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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然明白，在其扩大影响力的过程

上又与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问题全然不同。首

中一个关键变量就是邻国默许中国的崛起。除

先，苏联是通过明目张胆的军事行动向欧洲推

了中亚地区，中国的很多邻国都与美国关系密

进，而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因此，

切，这一方面是沿袭了冷战时期形成的关系，

对于那些正努力从战争中恢复的东欧国家，变

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所致。数万美

化有些突然。相比之下，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军驻扎在韩国和日本，两国每年与美国发生

更加微妙，极少掺入军事因素，而且大趋势是

的贸易额超过 1,000 亿美元 24 。而美印关系升

亚洲国家似乎普遍真诚地欢迎与中国的密切关

温，加上印度对中国的地区野心素有猜疑，也

系，这部分是因为日益密切的贸易关系的重要

可能对中国的西进道路形成扼制，特别是海路。

性。曾经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对苏联在欧洲的活

美国曾在冷战中抵制苏联在欧洲的影响

动一致持警惕态度，而如今美国的亲密盟友面

力，这段历史可作为有益的参考，但一定程度

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则表现出愈加

24. 美国人口调查局，
《与日本的货物贸易》，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880.html ；美国人口调查局，
《与韩国的货物贸易》，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8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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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态度。事实上，中国是亚洲大多数美国

和安全等维度）的容忍程度。迄今为止，双方

盟友的最大贸易伙伴，并且许多亚洲国家深深

一直基于共同利益寻求发展建设性关系 25。例

抵触那种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思维。

如，美方鼓励中方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

现在的情况与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欧盛行的“铁

同样，美方也支持中方致力于维护全球安全，

幕”思想已然格格不入。

譬如派遣 3,000 多名维和人员参加联合国在全
出一套不同于美国及

球范围内的 10 项任务 26。美国似乎没有干预中

其盟国的替代体系，而中国则主张其体系具有

国与巴基斯坦（包括建设瓜达尔港口）和斯里

互补性。中国为了尽量降低对中国影响力的反

兰卡建立密切关系，也没有干涉中国在吉布

应可谓煞费苦心，中方坚决主张只是寻求符合

建设海军和航运设施（美国已经在吉布

双方国家利益的双赢局面。中国表现出的谦逊

海军基地）。

其次，苏联显然在

态度起到尽可能化减敌对势力的作用。

设立

然而，美国似乎正在设法对抗中国的扩

第三，由于民族和文化的纽带关系，美国

张，至少保留对抗能力，特别是在海洋领域。

认为其与欧洲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许多美国人把

美印双边关系不断发展正是这一战略在军事和

欧洲现状的任何改变视为一种威胁。虽然美国公

经济领域的体现。另一方面，美方还撮合日本

民中亚裔（特别是华裔）人数越来越多，但亚洲

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海军关系。美方加强与澳

文化对美国人来说仍然比较疏远。在美国居住的

大利亚的军事合作，巩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

亚洲人对中国在亚洲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警惕，

区的存在，这也反映出美方对该地区格局的判

也低于欧洲裔美国人对苏联影响力的警惕，故美

断。有关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军事承诺的新

国国内对遏制中国崛起的呼声较小。

概念似乎正在广泛传播，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该术语毫无意义 27。在经济方面，美国试图阻

美国在亚洲的战略
中国战略家必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美国对中国的西进战略（大致包括经济、外交

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筹建
工作，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倡议旨在跳
过中国深化美国与东亚的贸易关系。

25. 参见 Andrew Erickson，
《更强的愿望与更强的能力：中国的国际安全行动主义》，新美国安全中心，2015 年 5 月，
http://www.cnas.org/sites/default/ﬁles/publications-pdf/CNAS_MoreWillingAndAble_ﬁnal.pdf.
26. 联合国，
《联合国代表团详细国别报告：报告月份：2015 年 10 月 31 日》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contributors/2015/oct15_3.pdf.
27. Chengxin Pan，
《“印 — 太平洋”与亚洲地区秩序下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焦虑》，发表于《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期刊》，
2014 年第 4 期第 68 卷：第 453-469 页，http://dx.doi.org/10.1080/10357718.2014.88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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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美国在中东和南亚地区都有强大

如果美国愿意，它仍具备在印度洋、甚至南中

的军事存在，中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追赶。

国海瓦解中方海上行动的强大实力。同样，美

同时，中国的贸易关系不断深化、经济持续增

国在亚洲罗织盟友的能力也让中国相形见绌。

长和消费上升，无疑让它成为吸引众多亚洲政

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本土与亚洲相距甚远，另

府和企业的合作伙伴。中美之间存在一定的互

一方面亚洲各国相信美国并不谋求在该地区的

补性，很明显，美国已在该地区部署了大量兵

主导权 28。当前形势有助于维护中国的利益，

力，故中国只需部署较少的

但未来则不一定。

当前形势

兵力即可。美国海军已确保
印度洋的航行自由，即使经

为其在各种安全环境下的利益服务，必须得美

有助于维

由这条航线的很多贸易活动

国默许中国向印度洋扩张，不然就需要制定克

是对华贸易。诚然，区域贸

服美国阻挠的策略。目前看来，中方应重点争

易体系的运行有赖参与国达

取美国的默许，确保美中海军之间的紧张关系

利益，但

成共识，但离不开美国的军

局限在南中国海。中方没有把握继续赢得美方

事庇护和外交支持，这些因

的默许。诚然，中国确实成功推动了中美经济

未来则不

素共同推动了稳固的多边

合作，使两国之间不大可能爆发严重的紧张局

合作。

势。中方为了铺平扩张之路，另一做法是强调

在美国的作用下，中国既得

中国不会谋求超出必要范围的军事地位，注重

到安全保障，又要面对风

寻求“双赢方案”，并愿意付出巨大代价确保中

险。在和平时期，中方可以从安全、可预见的

方合作伙伴的利益。中方是要暗示，中国的发

贸易环境中受益。现有体系到底对中方利益有

展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是一种和谐关系，

多开放，从中方成功投资于伊拉克石油行业一

而不会对美国

事可见一斑 — 此前美国开展了大规模军事行

法在中国的近邻国家很少

动，而中国并未参与。但是，中国对于现行体

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系能够经受住极端条件的考验不抱多大信心。

阵营划分拉近了美国与韩国和日本的关系，美

护中国的

一定。

中国若要在短期内

高地区大国的地位，

出挑战。但是，“双赢”的说
及，其中包括一些

28. Richard Wike、Bruce Stokes 和 Jacob Poushter，《全球公众支持美国打击 ISIS，但批评 9/11 之后的虐囚行为》，皮尤
研究中心，2015 年 6 月 23 日，http://www.pewglobal.org/ﬁles/2015/06/Balance-of-Power-Report-FINAL- June-23-20151.pdf.

世界彼岸

21

海上石油贸易路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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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对抗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而部署的大

向中方倾斜。其次，中亚各国作为曾经的苏联

批军事力量，如今成为克制中国冒险行为的堡

成员国发展相对落后，并且对俄罗斯怀有矛盾

垒。中国积极主张海洋权利，显然是为了确立

心理。中亚各国急需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而

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中国在这两方面的实力都强过俄罗斯。中国还
可以让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相互牵制，因为两者

陆路交通的吸引力

都可以为中国

供通往欧洲的路线。俄罗斯铁

中国发现发展陆路交通受到的阻力要小得

路采用与众不同的规格，这促使中方开发绕过

多，原因如下。首先，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

俄罗斯的铁路线，或者迫使俄罗斯对中方货物

系越来越紧张，这排除了美俄两国联合孤立中

运输给予运费优惠。

国的可能，并促使俄罗斯迫切需要在东方维持

中国含糊的陆路方案给自身带来巨大的好

积极的关系。由于俄罗斯的经济衰落和人口老

处。目前，“一带一路”倡议还没有明确的路

龄化导致国力下降，俄中双边关系的天平逐渐

线图，也没有参与国家的名单。鉴于潜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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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的许多政府和企业深信中方的计划将来会

而不是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向东进发。

取得成功，这种含糊其辞让他们相信有机会参

巴里 • 波森认为美国独有的实力在于无人

与这项宏伟计划，尽管都不清楚计划的真正内

企及的“公域控制权”，即能够向全球任何地方

容。中方官员毫不掩饰地推销中国扩张的“双

迅速投送力量以捍卫权益 30。不过，有人会辩

赢”特点，结合这个飞速发展的经济大国所承

称保卫所谓“全球公域”所需的开支远非美国

诺的各种资源，增加了目标国家认可中国影响

能够承受的。一则，黑恶势力的活动范围非常

力的可能性。

有限。举例来说，虽然非洲之角和印尼群岛存

即使如此，海上航线的经济优势显著。走

在海盗问题，但仅限于比较靠近海岸的地区，

海路到欧洲的运费仅为陆路运输成本的三分之

并且处于各国海岸警卫队和海军的控制范围

一至一半，海上运量是陆路运量的近 30 倍 29。

内。至于索马里海岸长久以来的海盗威胁，国

美国与中国的陆地邻国之间的关系不如与中国

际协同行动（中国也参与）经证实非常有效，

在东南亚的海上邻国那样密切，但中国的经济

自 2012 年 5 月起再没有大型商船被劫持 31 。

增长逻辑要求重点发展海上贸易。

谈到保护公海航行自由，鲜有哪国海军会考虑
阻断海上通道，而那些有此能力的国家互相之

美国海上地位的潜在转变

间存在深厚的贸易关系，不大可能采取敌对行

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是，如果美国不

动，甚至可以说绝无可能。尽管美国政府官员

积极保护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海上

往往坚称美国对亚洲盟友负有承诺，并开始使

交通线，后果会如何。目前，美国海军在该地

用“印 — 太平洋”这样的术语来涵盖美国对整

区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 — 即使很多沿海国

个地区的承诺，但仍然有人坚定地认为美国对

家也部署了一些海军力量。尽管美国海军在该

亚洲的投入是一项耗费巨大的无用功 32。

地区没有大量的常驻部队，但派往阿富汗和海

对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还有另外两

湾地区的美军近一半从加州圣迭戈向西进发，

个方面值得深思。首先是美国能够向全球任何

29. Greg Knowler，《中 — 欧铁路开始令货主着迷》，2015 年 3 月 11 日，JOC.com,
http://www.joc.com/international-logistics/china-europe-rail-services-starting-turn-shippers’-heads_20150311.html.
30. 巴里 • 波森，
《公域控制权：美国霸权的军事基础》，国际安全，第 1 期（2003 年夏季刊），28 号：第 5-46 页。
31. 控制风险，《海上风险预测（2015 年）》，
https://www.controlrisks.com/~/media/Public%20Site/Files/Reports/MaritimeForecastReport2015.pdf.
32. 示例见 Christopher Prebel，
《美国丧失霸主地位之后的国家安全战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证词，2015 年 10 月 29
日，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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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迅速投送大规模的军事力量。虽然美国肯
定具备这种能力，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
在全球范围内部署行动的结果却是好坏参半，
人们对这些行动的效用

出了合理质疑。随着

不对称战争的工具愈发强
大，美国政府 — 乃至任
何政府通过军事行动迅速
取得决定性的政治结果的
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
另一方面是美国在
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各方
面维护全球总体秩序的角
色。美国已成为所有全球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是通
过强调经济外交和互利共赢
的前景加强实力，同时限制
其对硬性安全或加强经济治
理体系的投入。

事务的高级成员，既承担
着过多的负担，同时又谨慎地分配各种利益。
面对许多美国人倾向远离全球能源市场和移民
潮，加上人口老龄化、福利开支增加以及人们
一贯抵制加税导致预算挑战正在逼近，或有越
来越多的人呼吁美国别再倾注大量的血汗和金
钱为这个看似不知感恩的世界维持秩序。

中国秩序？
一个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中国主导的亚
洲秩序与美国及其盟国主导的秩序可能有哪些
差异。在某种层面上，差异可能不会像冷战时
期那样大 — 世界分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
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几乎赢得了经济领域争论
的胜利。虽然对于国有企业的适用范围仍有分
歧，但各国对判断活动效能的经济基准达成了

24

普遍共识。而我们发现自由市场体系与“中国

外发展独立的商业集群列为优先任务，也不限

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惊人的重合。从另

制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中国也不强调根治

一层面看，差异就出现了。美国在协商构建旨

腐败（尽管国内正在积极开展反腐败运动），只

在保障商品平等待遇的贸易体系上投入巨大，

是单纯追求国家经济利益，而且把其他国家视
为自愿的合作伙伴。

中国正在担心对待远离本土地区

一些中国观察家认为，随着中国
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全球贸易中

的传统战略已经不够。

的比重增加，中国已认同美国
制订的标准。这种观点认为，

还投资开发良治体系以及推广良治的全球性机

中国不是现状的破坏者，而是参与方。对比资

构。美国战略的核心是一种经济布道，其前

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争夺主导地位的冷战时期，

是相信美国模式是发展中社会走向繁荣的必由

情况确实如此。当今世界不存在重大的意识形

之路。特别是在冷战时期，美国自认为是自由

态之争。不过，美国的制度远不止是以利益为

世界的推动者和捍卫者，先后与暴政和共产主

动机，而是以促进竞争、透明和机会为愿景。

义世界针锋相对。

相比之下，中国的制度强调获胜的重要性 ；中

相比之下，中国的战略一直是适应现有

国的项目承包谈判中充斥着腐败和任人唯亲。

环境，而不是取而代之。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

例如，根据最近对世界各国的贿赂情况调查，

美国一样，中国不谋求形式上的帝国统治。但

透明国际判断中国公司在海外业务中行贿的可

与战后的美国不同，中国也不谋求意识形态霸

能性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俄罗斯公司，而且

权。相反，中国的扩张强调互惠互利的双边业

两者之间的差距极小，完全处于统计误差的幅

务协定 — 在越来越多的双边关系中，中方成

度内 33。2013 年，即中国将海外贿赂入罪两年

为更强势的一方。中方对广泛的共同责任机制

后，某批评家撰文指出，中国似乎从未开展海

持怀疑态度，转而推行较简单的“双赢”协定，

外贿赂调查，并暗示中国政府没有多大动力追

通常是在政府之间直接订立。中国没有把在海

究这类问题。 34 随着中国更加积极地走向世

33. 透明国际，《2011 年行贿指数》，第 6 页，http://www.transparency.org/bpi2011/results.
34. Samuel R. Gintel，
《打击跨国贿赂：中国的渐进方式》，威斯康辛国际法律期刊，31，2013 年第 1 期：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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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以及中国资金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

较有限。事实上，这样一个大型多边银行的作

越大的作用，一个问题逐渐浮现 ：中国是否会

用可能事与愿违，实际会对中方的行为形成制

利用其不断

高的国际地位袒护中方机构不守

约，而不是向海外输出中国的价值观。亚投行

国际标准，或者说中国是否会利用其不断扩大

有助于宣传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但作为一家

的国际影响力协助中方机构达到国际标准？

不受中方控制的多边机构，亚投行不大可能沦

在这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堪称

为中方投资亚洲的主要工具。为此，中方可能

特例，以往中国鲜有投资这样一家不受中方控

更仰赖丝路基金和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开展旨

制的多边机构。虽然中方最初可能把亚投行当

在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投资。

作中国的政策工具，但出人意料的是，亚投行

美国政府已公开要求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

成功吸引到 60 个创始成员国（其中 16 个来自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中国也已经表示要
欧洲），这意味着中方对亚投行的操控能力比

致力于打造“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26

当此全球形势急剧转型之

开支那么简单。中国在中东地区没有什

际，中国必须积极适应。

其盟友发生毫无胜算的对抗。很多人将

么突出的作为，这样可以避免与美国及

中国强势出击的动作解读为试图取代美
国的地位。此外，中国在远离本土地区
的防御能力与美国相比仍有几十年的差
有三条内涵：1) 不冲突不对抗，2) 相互尊重，3)

距。同样，美国帮助建立的全球经济体系（不

合作共赢。 35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阐述

限于中东地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归

“新型大国”的方式，特别是对于中东地区。在

属感，中国如试图颠覆这一体系，会被解读为

十九世纪，衡量大国的标准是一个国家能够控

侵略与野心的标志。美国建立的体系给其他国

制的范围。在二十世纪中后期，衡量国家实力

家保留了充足的获益空间，这种观念令美国受

的标准通常是主要通过制度安排影响和决定局

益 ；同样，中国在积聚国力的过程中并不独断

势的能力。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是通过强调

专行，这种观念也令中国获益。

经济外交和互利共赢的前景加强实力，同时限

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确需要积聚更强的

制其对硬性安全或加强经济治理体系的投入。押

国力。中国正在担心对待远离本土地区的传统

注中国的一方是指望其他国家将继续充分投入，

战略已经不够。从利比亚和也门撤离大批中国

以维持中国投资的价值，而中国不必耗费资源就

公民，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处决中国人质，

可以收割利益。在外交上，中国的愿望是与各种

以及中国公民在伊拉克长期面临安全问题，这

各样彼此敌对的势力保持积极的关系，而美国这

一切都在

样的大国则因为选边站激起仇恨。36

中国公民给祖国带来越来越重的领事责任，而

醒中方，也许是旅居海外的一百万

虽然中国因为推行该战略放弃了参与一

中国正在奋力应对 37。鉴于中国的外交使团有

些机构的机会，但获得的利益远不止是节省了

限，没有海外基地，与外国情报机构和执法机

35. 参见 Cheng Li 和 Lucy Xu，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满腔热忱与玩世不恭》，布鲁金斯学会，2014 年 12 月 4 日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4/12/05-chinese-pessimism-american-cynicism-great-power-li-xu.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2016 年 1 月，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331683.shtml.
37. Anjani Trivedi,《中国在海外推广其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华尔街日报，2015 年 8 月 6 日，
http://www.wsj.com/articles/china-takes-its-debt-driven-growth-model-overseas-1438882687.

世界彼岸

27

关的合作才刚刚起步，中国为日益增加的海外
国人

供保护的能力还远远不够。38

了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历史上许多世界大国都
是通过战争上位，如今则是在现有列强之间和
平交接。中东正处于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

新的现实

这种动荡不定也对世界列强产生深远影响。虽

当此全球形势急剧转型之际，中国必须

然我们对中东的动荡局势已经习以为常，原

积极适应。过去一个世纪，世界各国在中东地

本被认为是不稳定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

区的利益与化石燃料息息相关，而且自第二次

东，如果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就算是充满确定

世界大战以来，亚洲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仰

性了。政府力量衰弱，非政府势力冒起，以及

赖于中东的石油。随着全球化石燃料贸易格局

伊朗可能重回世界政治舞台，这种种因素都带

的转变，以及人们越来越关注化石燃料造成的

来深刻的不确定性。即便如此，仍难以想象在

环境影响，不确定性由此产生。尤其是对于中

未来 20 年，中国及其亚洲邻国将摆脱对中东

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中国国

能源的过度依赖。至于美国会如何保持国际地

内依赖燃煤发电造成了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但

位，也不甚明确。

如果改用天然气发电，将使中国更加依赖进口

从中方为加强对中东地区关系所做的努

燃料。同样，中国不断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带

力，可以窥见中国如何看待自身的国际地位。

动燃料需求增长，但中国的大部分运输燃料需

中国的中东战略不仅反映中国政府如何看待其

依靠进口，其中很多是来自中东地区。相比之

安全利益，还迫使中国就中美关系以及与美国

下，美国对进口燃料的依赖正在降低，尽管非

帮助建立的战后世界体系的关系做出选择。经

常规油气革命的持久性仍旧存疑。技术进步可

常被遗忘的是，中美两国必须就中东地区的安

以

高各国开发本国能源的能力，进而减少国

全问题做出多少选择，以及有多少选择尚未做

际贸易需求。相反，如果不能发展新技术，美

出。未来十年的行为模式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

国将在 20 年内重新成为国际油气贸易中心。

如何变化，将是关涉中国意图、美国意图、以

于是，中国经过一个不寻常的拐点，

高

及全球大国关系架构的最重要指标。

38. Mathieu Duchatel、Oliver Brauner 和 Zhou Hang，
《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逐步放弃不干涉政策》，斯德哥尔摩国际和
平研究所，2014 年 6 月，http://books.sipri.org/product_info?c_product_id=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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