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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对东亚地区主义态度的演变与未来走向
卜永光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冷战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对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构成挑战。关于如何看待和应对
这种挑战，美国国内存在不同观点。冷战后美国对东亚地区主义的态度在经历了较为强硬的抵制
和“仁慈的忽视”两个阶段后，大致正在逐渐从“逆我者亡”的武断做法向“参与塑造，为我所用”策
略转变。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和奥巴马上台后，由于世界和地区环境的变化以及美国政策发
生的某些积极转变，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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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者们提出了“开放性地区主义”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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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峰会、东亚共同体等机制的态度、趋势或政

享性地区主义”的概念，但地区主义的“地区性”

策建议等问题，成为学术界和战略家讨论的热点

本质，决定了其在成员身份范围和合作中优惠政

话题。在看待美国与东亚地区主义关系的问题上，

策的给予上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某种排斥地区外国

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家的特性，因而冷战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是美

1、冷淡说

国维持在该地区霸权地位遇到的新的挑战。在美

美国参议员外交委员会资深东亚事务专家弗

国的一些战略家看来，“今后，美国可能不得不

兰克·杰诺兹认为，与中东局势、反恐、防止核

决定如何对付谋求将美国赶出欧亚大陆的地区联

扩散等任务相比，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引

盟”，他们认为这个联盟可能会是以中日为轴心的

起美国太多关注，只要不触及自身根本利益，美

东亚联盟，“并可能利用某种形式的‘亚洲主义’

国对东亚国家开展地区合作的态度基本是冷淡的。

作为联合反美的学说。”

[1](P.72-73)

美国对东亚地区主

[2](P.121-136)

兰德公司研究员伊万·麦艾文也指出，美

义的回应，无疑会对东亚地区化进程带来重要影

国的政策制定者对东亚地区整合进程与这一过程

响。

中产生的多边机制大体上没有特别关注，并认为
其对美国国家利益而言是利弊并存的。[3](P.349-364)

一

2、挑战说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里德·博

随着东亚地区主义进程的深化，美国与东亚

格斯登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后“许多亚洲人决心

地区合作的相互塑造关系，特别是关于美国对待

不再受华盛顿束缚”；东亚地区主义甚至可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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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脱离美国的‘独立宣言’”，其发展可能

展是美国在该地区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在对其

朝着地区化集团甚至“另一个欧盟”演变，从而

应对问题上，相关政策主张存在较大分歧，但主

对美国的地区利益构成重大挑战。[4]

张采取参与、融入和塑造策略的观点占据多数。

3、塑造说

二

2006 年 11 月，斯坦利基金会和美国战略与国
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关于亚洲地区主义与地区
架构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综合与会学者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经济、政治、安全

意见的基础上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美国与

环境伴随着地区合作进程发生了持续的变化，美

东亚地区主义是一种相互影响和塑造关系，提出

国的东亚政策及其对东亚地区主义的态度也随之

为了应对来自东亚的挑战，美国应该强化与日本

调整。美国对东亚地区主义的态度既有一以贯之

等国的双边同盟、加强与东亚地区联系，进而确

的基本立场或连续性，又呈现出一定的变化。

保东亚合作机制对美国开放等政策建议。

[5]

1、冷战结束至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

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在 2009 年 11 月公布了一

地区主义进程中的“掣肘”

份名为《美国在新亚洲》的政策报告，认为东亚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出于对抗苏联和遏制中

地区主义的发展是影响美国在该地区未来领导地

国的战略考虑，在积极支持欧洲国家联合自强的

位的重要因素，美国必须加大对多边机制的参与，

同时，在东亚也支持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国家进

积极主动地对东亚地区主义进程施加影响，防止

行合作，积极筹划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

东亚地区合作影响到美国的地区利益。[6](P.1-10)

试图组建亚洲版的“北约”。冷战的结束使东西

4、参与说

方对峙的局面瓦解，尽管东亚朝鲜半岛等地区仍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主席拉

然保留着冷战遗产，美国出于包围社会主义国家

尔夫·科萨是东亚地区主义进程的积极关注者，

而支持东亚联合的动机还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在他看来，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与美国利益密切

此外，欧洲地区合作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欧盟整体

相关，美国应该有条件支持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

实力的增强使其成为美国在世界经济贸易舞台上

并积极介入其中，以维护自身的地区利益。

[7]

的重要对手。美国日益感受到来自欧洲的经济威

5、适应说

胁，“认识到过去纵容西欧的经济一体化似乎是一

斯坦福大学教授唐纳德·埃默森 2010 年 3 月

种错误，是历史的教训。”[9](P.106) 这一认知使美国

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东亚地区主义已经

在对待冷战后东亚地区主义问题上采取了更为审

发展到新的阶段，并深刻改变了该地区的面貌。

慎和保守的态度。

与实施激进的变更相比，他更倾向于主张美国对
东亚地区主义孕育的合作机制应该进行“创造性
地适应”。

[8](P.12)

1990 年 12 月，马哈蒂尔提出了建立“东亚经
济集团”（EAEG）的倡议。这一构想中的“东亚”
基本囊括了太平洋西岸的所有东亚国家，却没有

后三种说法都认为东亚出现的地区主义与美

将美国纳入其中。他认为“东亚国家也应该建立

国利益紧密相关，强调美国应该积极关注、主动

自己的经济联合体”，“以和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力

参与和有效应对。“塑造说”强调的重点在于以美

抗衡”。[10] 这当然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前

国的意志影响地区主义进程 ；
“参与说”强调加入

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回忆录中坦承克林顿政府

机制本身的意义 ；
“适应说”则认为影响东亚地区

的反应是“全力扼杀”马哈蒂尔的提议，尽管美

主义的重点应该是融入和适应现有机制。总体而

国“在公开的场合对该想法态度温和”。[11](P.296)

言，美国国内主流观点均认同东亚地区主义的发

1991 年，贝克提出了“太平洋共同体”
（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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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和“扇形结构”（fan-spread）的概念，

一个稳定的亚洲符合美国的利益。此外，尽管美

其“扇形战略”设想以美国为基轴，美日同盟为

国抵制了日本在 1999 年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

支撑，美、韩、东盟等联盟为射线，使美国力量
[12](P.1-18)

（AMF）设想，但对于东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大形势

这一颇为形象的战

下的联合自救行为，美国在自己不肯救援的情况

略描述，把美国置于亚太经济的核心地位，也由

下，难以找到合理的借口一概加以阻挠。此时公

此形成美国在冷战后亚太经济合作中的一个基本

开和全面抵制东亚国家的合作，可能会在该地区

战略。

激起反美情绪 ；二是这一阶段中发生的“9·11 事

跨过太平洋向西辐射。

在 1989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立之初，

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重大影响。小布什

美国虽加入其中，但对这个松散的多边组织并没

政府在此后几年中因致力于反恐而对东亚国家加

有表现出太大兴趣。马哈蒂尔关于“东亚经济集团”

强地区合作的行为有所懈怠与容忍。美国对东亚

[13](P.2-3)

1993 年在

“10+1”、“10+3”，甚至东亚峰会等地区合作机制

克林顿的倡议下，APEC 第一次召开首脑会议。美

实际上都没有进行有效的反对，或者用艾伦·佛

国试图将这一机制改造为自己主导下推行其亚太

罗斯特（Ellen L. Frost）教授的语言来形容，美国

战略的工具，以便在世界三大经济区竞争中占据

对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地区合作采取了一种“仁

有利地位。此后，美国一直主张在 APEC 框架下

慈 的 忽 视 ”（Benign Neglect）。[15](P.339-341) 当 然， 默

推进亚太范围内而不是在东亚内部的经济合作。

许或“仁慈的忽视”并不等于赞同，但却是这些

的设想使美国提升了对它的关注。

为避免美国的反对，1995 年东盟年会对马哈
蒂尔的倡议进行了改造，提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

机制能够得以建立的重要前提。
当然，美国对东亚地区主义进程一直抱有戒

（EAEC）的设想，目的在于讨论本地区各国感兴趣、

心，这使美国在面对东亚地区合作加速推进时，

利益相关的问题。但即便对这样一个松散的地区

既不肯积极支持，又难以找到正当理由予以阻止，

组织，美国仍然表示不满。马哈蒂尔后来表示它

却仍然不忘经常对东亚地区合作中偏离美国设计

[14]

由于“被‘有心人’阻挠而无法落实”。

在这一阶段，美国出于维护其地区霸权的需

轨道的行为予以警告和敲打。特别是伊拉克战争
后，美国对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关注有所恢复。

要，对东亚地区内的合作采取了较为强硬的反对

2005 年东亚峰会的召开被视为东亚地区主义进程

立场，使东亚地区主义在实践中遭遇挫折。

中取得的重大进展，美国则对东亚峰会将其排除

2、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至 2008 年金融危机和
奥巴马上台 ：
“仁慈的忽视”

在外感到忧心忡忡。2004 年 8 月，鲍威尔在接受
日本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美国不认为有成立“东

在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大部分时间

亚共同体”的必要。对于酝酿中的东亚峰会，“如

中，美国大体采取了一种隔岸观火、坐视不理的

果美国同该地区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在各个方面都

态度。这让亚洲国家认识到，只有加强地区内的

不会遭到损害，那么各国可以自由加入这一组织”，

合作才能抵御在全球化中面临的风险，并直接导

但他同时警告“虽然主权国家有权这样做，但其

致了 1997 年 12 月“10+3”合作机制的诞生。

行动不应该损害朋友间良好而牢固的关系”。[16] 时

这 一 阶 段， 美 国 由 于 以 下 两 点 原 因 对 东 亚

任国务卿的赖斯在 2005 年表示“对东亚峰会的封

地区合作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一是亚洲金融危机

闭性和排外性感到忧虑”。[17] 赖斯同年在日本演讲

带来的冲击为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合适的

时也强调“经济的开放性、政治的开放性，以及

理由或正当性、合法性。在金融动荡、东亚不稳

我们从全球高度增强这种开放性的努力”是亚太

定的局势下，东亚地区合作有利于东亚各国联合

区域稳定与繁荣的根本，明确提出“我们支持一

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有利于东亚地区的稳定，而

个开放的世界，而不是封闭社会或经济体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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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排他

力和更坚定的承诺和接触的信息”；[21] 同年 7 月，

性的强国俱乐部”。[18]

希拉里专门造访东盟机构，在泰国喊出了“美国

2006 年 11 月，小布什政府提出建立“亚太自

回来了”的响亮宣言，并代表美国签署了《东南

由贸易区”
（FTAAP）主张，被视为美国对东亚地

亚友好合作条约》（TAC），为其加入东亚峰会铺平

[19](P.51)

区整合所发起的一次“较为全面的综合回应”
。

道路。2009 年奥巴马访问日本期间，在东京的演

这表明美国“仁慈的忽视”是有限度的。在第二

讲中自称是美国第一个“太平洋总统”，强调要致

任期内（2004-2008 年），小布什政府增强了对东

力于加强美国参与东亚事务的力度，“要让每个美

亚事务的关注，试图将在东亚内部合作道路上愈

国人知道，我们共同拥有这一地区的未来”，其对

行愈远的东亚地区主义纳入美国主导的亚太区域

东亚峰会的态度与前任政府相比也发生了引人注

合作的框架之内。

目的变化，宣称“美国希望能够加强与东亚峰会
更为正式的接触，因为它在应对我们时代面临的

三

挑战方面发挥了作用”。[22] 此外，在对华政策上，
奥巴马上台后一再表示不让分歧和摩擦影响中美关

小布什政府“突出单边、倚重双边、忘了多边”

系大局，
在 2009 年 11 月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中，

的外交政策以及其任期内在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上

双方表示要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挑战”
，
“支持

的无所作为，在美国国内学术和舆论界一直受到

构建和完善开放、包容、共赢的地区合作框架”
。[23]

很多批评。与布什推行“单边主义”不同，奥巴

这意味着太平洋两岸两个最重要的大国在推动地

马政府更为强调国际合作和多边外交，对地区多

区合作问题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

边合作机制总体而言也更为积极。早在参加总统

奥巴马政府对“东亚共同体”这一更为紧密

竞选之初的 2007 年，奥巴马就在《外交》杂志发

的地区合作机制构想，表现出一种相对宽容的态

表了被认为概括了其竞选纲领的《重塑美国的领

度。2009 年 10 月 14 日，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导》一文，在谈到亚洲政策时，提出美国在东亚“不

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北京表示，目前亚洲

会局限于目前的双边协议、不定期峰会或者朝核

地区的合作机制众多，但任何重要机制都不应该

问题六方会谈之类的安排，而将致力于创建一个

将美国抛置在外，他承认“东亚共同体”设想“非

更为有效的制度框架。我们需要同东亚国家建立

常重要”，明确表示“美国是一个活跃分子，我们

一个内涵丰富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促进该地区

会参与其中。”[24] 这与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对东亚经

的繁荣与稳定。”[20](P.15)

济集团的强烈抵制和小布什政府在东亚峰会酝酿

奥巴马上台后，改变了小布什政府对东盟、

阶段即对其表示警惕和疑虑有着明显的不同。对

东盟地区论坛（ARF）等东亚地区机制的忽视态度，

于这一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给予积极

转而表态积极支持，其“回归亚洲”的态势非常

评价，强调“中方乐见美国为地区和平、稳定与

明显。2009 年 2 月，希拉里在演讲中宣称，“亚洲

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25] 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也

在今天和将来都是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地区”，“人

做出积极回应。在创建新的地区合作机制问题上，

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相互依赖所带来的紧张和

东亚国家和美国之间出现了一种良性互动的态势。

危险，但我却更愿意把我们的紧密关联看成是一

这对东亚国家推进地区整合而言，无疑是有利的。

种机遇”，“我们做好了倾听亚洲声音的准备”；声

与此同时，美国的学术界和智库也出现很多

称其不久后赴东亚访问将“与亚洲领导人进行合

关于美国要重视东亚地区主义带来的挑战，并对

作，解决对太平洋地区和任何其它地区具有同样

东亚地区机制进行积极参与和主动塑造的呼吁。

威胁的金融危机”，“准备带去美国希望作出更有

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在 2009 年年底发布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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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在亚洲美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 ：亚洲

合作机制知名度大增。2010 年 3 月，美国正式与

人正在通过增强亚洲身份认同来重塑这一地区”，

成员国启动了相关谈判。作为第一个加入该协定

复杂的合作网络“正在深刻改变东亚地区的国际

的大国，美国的举动可以被视为奥巴马政府应对

关系”，在东亚，“地区主义已经成为（亚太）新

日益发展的东亚地区主义的又一举措，也可以说

[26](P.10)

兴多边框架中独立的一层”。

该报告甚至用

是小布什 FTAAP 政策的延续。这表明，奥巴马政

“美国醒来”（Wake up，America）作为章节标题，

府在“回归亚洲”、重视多边机制、对东亚地区主

呼吁“美国必须加大参与和塑造亚洲机制的力度”，

义态度出现松动迹象的同时，美国希望以亚太合

以维护自身的地区利益。该报告还对奥巴马加入

作机制融合东亚地区主义的立场并没有根本改变。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作出积极评价，认为美国

总体而言，面对 2008 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新形

已经开始觉醒。著名学者唐纳德·埃默森教授也

势，奥巴马政府在对待东亚地区主义的态度上出

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出奥巴马政府应尽快加入东亚

现一些新的特点。在对待东亚地区主义的应对手

峰会的政策建议。

[27](P.16-19)

另一方面，正如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

法上，与此前相比，奥巴马政府更加注重通过主
动接触和参与其中进行引导、影响和塑造。当然，

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重要转折点，2008 年开始的、

奥巴马的东亚政策仍然在形成和演变之中，其态

在规模和程度上远远超过前者的全球金融危机为

度变化与其说是一种立场的改变，毋宁说是一种

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东

策略和手段的调整，因为决定美国对待东亚地区

亚的地区整合开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亚洲金

主义态度的地区利益和其施加影响要达到的基本

融危机，当前东亚“10+1”、“10+3”、“清迈协议”

目标都未发生根本改变。

等合作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当年危机促生的。
然 而， 由 于 亚 洲 金 融 危 机 并 不 是 发 生 在 美 国 本

四

土，美国按照其自身利益和对金融危机原因的判
断，试图掌控东亚地区对金融危机的应对和治理，

卡赞斯坦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更为地区

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时东亚地区合作的阻碍

化的世界体系”，但亚洲和欧洲仍然是“美国霸权”

因素 ；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重心却在美国，美国

下的地区。美国霸权塑造了地区结构的基本面貌，

更多的已经不是一个施救者而成了被救助的对象。

“一种垂直的关系将地区核心国家与美国、地区与

由于东亚国家与美国存在紧密的贸易联系，特别

次地区、美国与各国地区之间联系起来”，使地区

是中日两国，不仅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且

不再是封闭性的，而是成为一个多孔化地区（porous

是其外债持有量最多的国家。因而，东亚国家的

regions），美国采取的不同地区政策“对于欧洲和

态度直接关系到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成败。美国

亚洲的地区主义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28](P.1,62) 二

自己也要求东亚国家与其“同舟共济”。在这种情

战后欧洲联合的经验和冷战后东亚的实践均表明，

况下，美国难以反对东亚国家联合应对金融危机

美国的态度对于地区主义的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

的举措，甚至可能暂时缓和与东亚国家的经贸纠

美国对东亚地区主义的态度在经历了抵制、“仁慈

纷，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东亚国家的联合自救行

的忽视”两个阶段后，正在向积极参与和融入塑

动。

造的方向演化，在手法上也大致逐渐抛弃了对待
2009 年 11 月，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将加入

地区机制“逆我者亡”的武断，转向以寻求其“为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
，使这

我所用”为主，进而达到分享东亚地区整合成果

一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个中小国家

和约束地区主义发展方向的目的。如何平衡美国

于 2006 年发起，最初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的贸易

霸权与东亚地区主义的关系，在霸权阴影下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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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主义成长的空间，是东亚国家深化地区合作

了一定的历史机遇。促使美国对东亚地区主义态

面临的重大挑战。2008 年金融危机和奥巴马上台

度向积极方向演化，不仅取决于霸权国自身，也

以来，世界和地区环境的变化以及美国政策发生

有赖于东亚国家的智慧和努力。

的某些积极转变，为东亚国家进行这种平衡提供

[ 参考文献 ]
[1]

[2]

[3]

[ 12 ]

[ 美 ] 布热津斯基 . 大棋局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a Pacific Community[J].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1998.

1991.

Jusuf Wanandi and Tadashi Yamamoto. East Asia at a

[ 13 ]

国的亚太战略调整与亚太经济合作 [J]. 世界知识，

Exchange, 2008.

1993（22）.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5]

[ 14 ]

[7]

南洋商报，2002-10-08.
[ 15 ]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Its Implication to

Asia Regionalism: Trend and Response[A]. Beijing:

East Asia[M]. Beijing: May 4-5, 2009.

World Affairs Press, 2005.

Fred Bergsten. The New Asian Challenge[EB/OL]. http://

[ 16 ]

journalists[EB/OL].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

St Michaels and Maryland. Building an Open and

former/ powell/remarks/35204.htm, 2004-08-12.
[ 17 ]

Congress[R].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March 2007.

.Reports and Issue Briefs, 2005-12-07.

Evan A. Feigenbaum and Robert A. Manning. The United

[ 18 ]

Condoleezza Rice delivers remarks at Sophia

States in the New Asia[R].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

university[EB/OL].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

50, November 2009.

rm/2005/43655.htm, 2005-03-19.

Ralph A. Cossa. The Emerging East Asian Community:

[ 19 ]

张振江 . 亚太自由贸易区 ：美国战略与中国应对 [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4).

[ 20 ]

Donald K. Emerson. Regionalism and US policy: the case

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J].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4, 2007.

[ 21 ]

Hillary Clinton. U.S.-Asia Relations: Indispensable

2010-03-19.

to Our Future[EB/OL].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

姜文学 . 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新特征与大国战略 [M].

rm/2009a/02/117333.htm, 2009-02-13.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 11 ]

Bruce Vaughn. East Asian Summit: Issues for

Regional Architecture Project. Policy Dialogue Brief,

for creative adaption[R]. RSIS Working Papers No. 193,

[ 10 ]

Colin L. Powell holds a news conference with Japanese

www.iie.com/publications/wp/00-4.pdf, 2000-03-01.

Insights, Vol.5, No.9, 2005.

[9]

Ellen L. Frost. U.S. Policy Responses to East Asia
Regionalism[C].in Zhang Yunling (ed.), Emerging East

Should Washington be Concerned? [J]. Issues and

[8]

东亚经济核心组织胎死腹中，东协＋３取而代之 [N].

International Peace. 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Inclusive Regional Architecture for Asia[R]. Asian

[6]

陈鲁直 . 克林顿为何倡议召开西雅图会议 ?——美

Crossroads[M].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s Studies at

[4]

James Bake.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 22 ]

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t Suntory

芮成钢专访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 [EB/OL]. http://

Hall[EB/O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

www.cctv.com/english/20040114/101987. shtml, 2004-

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suntory-hall,

01-14.

2009-11-14.

王缉思，倪峰，余万里 . 美国在东亚的作用 ：观点、政

[ 23 ]

中美联合声明 [N]. 人民日报，2009-11-17（2）.

策及影响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08.

[ 24 ]

Kurt M. Campbell. Press Availability in Beijing,

75

States in the New Asia[R].

China[EB/OL]. http://www.state.gov/p/eap/rls/
rm/2009/10/130578.htm, 2009-10-14.
[ 25 ]

15/content_12240211_1.htm, 2009-10-15.

Donald K. Emerson. Regionalism and US policy: the case
for creative adaption[R].

马朝旭就美方关于东亚共同体表态、中非合作等答
问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0/

[ 26 ]

[ 27 ]

[ 28 ]

[ 美 ] 彼得·卡赞斯坦 . 地区构成的世界 ：美国帝权
中的亚洲和欧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Evan A. Feigenbaum and Robert A. Manning. The United

（责任编辑 如月）

·学术信息·

扩大国家影响是一项综合性的国家战略工程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傅梦孜在发表于《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1 期的《关于中国国际影响
力问题的若干思考》一文中认为，扩大国家影响是一项综合性的国家战略工程，涉及面十分复杂，其中
至少包括这样四个方面 ：一要强化中国市场的磁场效应，二要全面建设性参与国际事务，三要首重周边，
经营周边，四要掌握传媒主动，积极发展软实力。文章指出，一个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终究不只是出
口能力，也包括与之匹配的巨大进口能力。目前，由于金融危机，美欧产能下降近四分之一，需求也同
步缩小，世界对中国通过促进消费增加对外部的需求充满期待，甚至热议“为中国制造”。一些敏锐的国
际政治家认为，内需扩大是中国终结贫困并推动世界经济恢复高增长的最好机会。扩大中国需求或国内
消费，既需藏富于民，更需要全面完善社保制度，加大医疗、教育、养老投入，合理促进收入再分配。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在于自身的发展与转型，为此需要进一步削减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
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绿色产业、低炭产业。文章还指出，当今的世界权力结构趋于扁平化，参与
国际事务的主体增多、角色多元，尤其是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势将触动国际秩序与机制
的规整。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的各类机制还会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置身其外只能弱化自身影响。在
这种情况下，一个崛起的中国尽可不厌其烦地参与其中或对话沟通，阐述自身立场，为中国国家利益博
弈，并充分鼓励忠实于中国国家核心价值观与理念的公共外交。文章强调，周边之于大国可谓战略之依托，
没有周边的稳定与繁荣，中国不会有持续的安定与发展，因此要首重周边，经营周边。中国周边国家国情、
政情不一，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加之内外力量聚集搅合，地缘环境复杂。建立稳定、发展与和平的安全
环境，中国仍需要进一步显示战略勇气与自信，稳步推进既有合作局面，坚定抑制地区紧张事端，强化
互利共赢的合作精神，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其他大国展开地缘政治经济博弈。文章还指出，崛起大国总会
引起外部的猜疑与不安，因此，扩大宣传面、掌握话语权就十分必要，否则可能被误导和误解。中国话
语权的扩大绝非仅限于政府发言人所赋职能，公民教育、媒体引领、学术沟通、文化教育交流、民间社
团组织的培育等均需要发展并体现其中。
（田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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