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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议题

东亚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之关系*
——一种机制视角的分析

王胜今

张景全

【 内容摘要 】 军事同盟是东亚区域合作构建迟缓的症结所在 。 但共存一域
的两种机制——军事同盟和东亚区域合作，其各自的地缘政治特征存在冲突。军
事同盟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壑 ， 而区域合作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
伴 ； 东亚军事同盟具有双边-非对称性结构特征 ， 强调同盟内部观念的同一性及
同盟与他者的差异性，而区域合作是一种多边结构的构建，强调观念的包容性。
双边同盟很难汇聚多边利益 ， 而双边 - 非对称性的同盟结构 ， 使次级同盟成员处
于绝对劣势，在增强其对主导盟国的依赖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其政策选择度。军事
同盟与区域合作构建均具有谋求利益与安全的功能。但军事同盟强调现实的、短
暂的安全利益，以军事合作为特征。区域合作则兼顾现实和未来的中长期利益，
以全面合作为特征。军事同盟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参与同盟的国家，区域合
作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本区域的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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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东亚区域合作一直备受关注，历经有年，但至今互信未立，步履维艰。
个中原委，可谓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区域内互信不立、东亚区域合作构建迟缓
的主要症结在于区域内存在的军事同盟。北约与欧盟的经验研究表明，互信问题
都存在，唯有程度不同之分 ；历史问题都存在，唯有现实的和解程度之分 ；文化
观念的差异都存在，唯有相互认同或冲突的程度不同。为什么东亚区域合作的构
建至今仍深深纠缠于历史问题和民族主义，挣扎于互信不立？究其原因，东亚军
事同盟的结构、功能、成员构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由于东亚区域内存在
强调以共同观念与共同安全利益为基础，以双边 - 非对称性为结构，以排斥、甚
至对抗本区域内成员为功能的军事同盟，严重阻碍了本区域历史问题的化解、文
化观念的认同以及区域经济利益的真正融合。因此，如何认识军事同盟与东亚区
域合作的关系就成为东亚区域合作推进到今天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①
另外，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其亚洲“再平衡”倚重同盟，人们在关注同
盟带来的安全冲击的同时，亦有必要审视同盟对长期推进的区域合作的影响。
笔者认为，机制（regime）是一个有益的分析视角。机制是指“国际关系特定领
域行为体预期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② 它也
可以指系统化的制度。机制可以通过汇聚成员国预期，提供信息，降低协议交易
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从而促进国际合作。③ 不可否认，我们处于日益机制化的时代。
事实上，军事同盟是一种机制。阿诺德 • 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认为，军事
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所做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④ 小
约瑟夫 • 奈（Joseph S. Nye, Jr.）认为 ：
“同盟是指主权国家为了确保共同的安全而
① 国内外不乏论及两者关系的学人，其观点大致可分为冲突论、互补论和吸收论三种。冲突论认
为，基于巨大的意识形态、文化、历史以及国家利益差异，东亚现存的军事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从根
本上是冲突的。参见Christopher M. Dent and David W. F. Huang, eds.,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Learning
from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New York : Routledge Curzon, 2002。互补论认为，基于北约与欧洲共同体的
经验，东亚现存的军事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可以相互补充，同盟有利于后者的构建。参见William Tow,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The Korea Peninsula as a Test Case,” in Kwang Ⅱ Baek, ed.,
Comprehensive Security and Multilateralism in Post-Cold War East Asia, Seoul: Kore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8, p. 200。吸收论认为，军事同盟的存在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应引导同盟的积极作用，抑
制其消极作用，在构建东亚区域合作中消化、吸收同盟。参见张蕴岭：《东亚合作和共同体建设：路径
及方式》，载《东南亚纵横》，2008年第11期，第3-5页。可见，学者们日益关注军事同盟对东亚区域合
作构成的巨大影响，但鉴于两者互动的复杂，有必要进一步对此展开具体的论述。
②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3.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133页。
④ Arnold Wolfers, “Alliances,”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p. 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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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之间建立起来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① 军事同盟汇聚了特定国家的愿望，在
参与国之间达成了一系列的军事合作的程序，包括确定同盟关系的条约（公开或
未公开），同盟参与国法律地位，同盟磋商与协作，同盟具体合作领域等的规则、
制度。东亚区域合作也是一种机制的构建。② 所谓东亚区域合作，是指东亚地区的
参与者在区域身份及利益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规则制约的命运相关的区域性国
际社会。
“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
从而组成一个社会，
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
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③ 可见，东亚区域合作过程与东亚
区域合作机制构建过程如影随形，区域合作依托和趋向均指向区域合作机制。然
而，随着机制的不断生成，机制之间出现了相互矛盾和冲突，机制的发展和兼容
成为困扰机制化时代的难题，
“机制困境”随之产生，同盟与区域合作便关涉其中。

一 机制 ：军事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尽管军事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都依靠机制运行，但在探讨东亚区域合作遭遇
军事同盟阻碍之前，首先要分析军事同盟机制的特殊性。
首先，军事同盟与一般性机制产生的环境存在不同之处。众所周知，两者均
产生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学者们普遍认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特征。
例如，罗伯特 • 基欧汉（Robert Keohane）便认为，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
都承认国际体系的本质在于没有中央政府。④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内，没有超
越一切行为体的“世界政府”
来为其提供保护或愿意为其实现利益提供帮助。于是，
行为体之间达成一系列原则、规范和决策程序，即构建机制，以求达到某种功效。
尽管有商榷余地，但还是有学者认为，“在一个自助的体系中，各国为了确保自身
的安全，要么保持中立要么加入同盟”。⑤ 因此，军事同盟作为一种机制而成为行

① [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五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② 本文所指的东亚，包括了东北亚及东南亚。东亚区域合作现存的涵盖该区域的机制主要包括东盟
+3、东盟+1等。
③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第10-11页。
④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7.
⑤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
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76页。

· 118 ·

2013 年第 3 期
为体的选项之一。马丁 • 怀特（Martin Wight）指出，
“联盟是实现共同利益的机制”。
①

但是，军事同盟与一般性机制产生的环境毕竟存在不同。最为显著的不同是，军

事同盟的产生往往与战争、冲突或国际危机有关。而一般性机制的产生则比军事
同盟产生的国际环境要宽泛得多，事实上，随着对相互依存的强调，在和平时期，
机制的大量生成尤为引人注目。
其次，军事同盟涉及的领域主要是国际间的安全和军事领域。同盟是“为维
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
联合，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的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明确地确认”。② 布
鲁斯 • 拉西特（Bruce Russett）
、哈维 • 斯塔尔（Harvey Starr）认为，“联盟是国家
感到有共同的敌人或者共同的安全问题而进行的正式合作，这种合作一般是在特
定的有限的时期以内”。③ 可见，军事同盟主要涉及安全及军事领域，即军事同盟的
实质是多国之间为了共同的安全利益而承诺采取共同的军事合作。
而机制（regime）涉及的领域显然比军事同盟涉及的领域宽泛。
“传统上，
regime 的意思是：
‘管理和统治社会的一种方式’
”
。
“按照其次一个限制较严的用法，
regime 界定为 ：
‘据以组织一个机构的一套法律或行政管理条款’
。regime 的概念移
植而用于研究国际政策时，可以或指据以形成地区或世界秩序的体制框架的一套原
则、规则和政治惯例，或指非常具体的合作程式”
。④ 王逸舟认为，
“不管运用到什么
领域，各种 regime 含义的要点是共通的，即 ：一是旨在促进福利（增加好处）
，二
是权威式的安排，三是系统性完整性”
。⑤ 王杰等也认为，机制强调权威性，它希望
通过管理、
安排的方式达到这一结果，
即通过主动、
人为的设计、
运作实现上述目标。⑥可见，
基于不同的利益指向会有不同的机制，机制所涉及的领域涵盖了国内到国际社会带
有内在规律性、权威性以及系统性安排特征的诸多领域。
再次，军事同盟与一般意义上的机制在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不同。尽管军事
同盟在国际关系演进中不断被运用，但由于它产生的具体国际环境、涉及的领域
以及事关参与国重大的利益得失，因而在国际社会中往往并非被广泛而公开地予
① [英]马丁•怀特著，[英]赫德利•布尔、[英]卡斯滕•霍尔布莱德编：《权力政治》，宋爱群译，北
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②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 (Fall 1900), p. 104.
③ [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版，第83页。
④ [瑞士]皮埃尔•德•塞纳尔克朗：《规制理论与国际组织研究》，陈思译，《国际社会科学杂
志》，1994年第4期，第18页。
⑤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9页。
⑥ 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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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同。阿诺德 • 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认为，任何结盟都不可能是绝对的
好事，在某些情况下，结盟对国家力量而言是一种损害而不是一种补充，而且，
任何未来提供援助的承诺都具有不确定性。国家有可能被盟国拖入不利于本国的
冲突之中。① 因此，国家对军事同盟都极为慎重，对军事同盟的认同往往出现在国
家感到威胁临近或战争之时。由于机制涉及宽泛的领域，并且越来越强调合作，
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对机制的认同因机制的不同而异，各国对强调广泛合作的机
制往往采取认同的趋势。
可见，军事同盟涉及领域的敏感性——安全与军事，产生环境的迫切性——往
往与战争、冲突或国际危机有关以及对其认同的慎重性甚至排斥性——无论是对于
参与主体还是非参与者而言，都表明军事同盟是一种特殊的机制。
尽管军事同盟是一种特殊的机制，但它深嵌于区域合作的构建之中，即同盟
与区域合作有共存现象，无论是举步维艰的东亚区域合作构建，还是日趋成熟的
欧洲区域合作，人们都看到了军事同盟的身影。然而，人们注意到军事同盟与东
亚区域合作的地域同一性之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共存一域的两种机制，它们的
地缘政治特征存在着冲突。
军事同盟的地域特征表现为，邻国之间倾向于互相敌视，而邻国的邻国往往
被视为盟友。马丁 • 怀特认为，“大国毗邻而居则相互敌对，这是一条普遍的规
律。”“如果你的邻国是你的‘天然敌人’，那么与你邻国相邻的其他国家则是你的
天然盟友。”② 小约瑟夫 • 奈也指出，“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理位置和距离可
以极大地影响国家的行为。因为邻居之间接触比较多，发生摩擦的机会也比较多，
这就难怪在 1816-1992 年间，世界上大约有 50% 的军事冲突是发生在邻国之间。
如果一国感到自己受到邻国的威胁，那它会根据‘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这个古老的格言行事。我们经常可以在无政府体系中找到此行为模式的例子”。③
区域合作的地域特征表现为邻国之间相互友善，这是区域合作与区域共同体
开启与实现的条件，也是其构建的结果。随着经济相互依赖日强，邻国的邻国其
利益所失亦为己之所失，因此，地理位置接近的国家会逐渐倾向友善，由以邻为
壑发展为以邻为伴。可见，同处一域的两种机制，地缘政治特征迥然。
由于同盟机制的特殊性以及同盟独特的地缘政治思维，促使同盟参与国很少
从所在地区固有矛盾出发来制定该地区的政策，往往把地区内涉及民众及国家长
① Arnold Wolfers, “Alliances,”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 269.
② [英]马丁•怀特著，[英]赫德利•布尔、[英]卡斯滕•霍尔布莱德编：《权力政治》，第106-107页。
③ [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五版），第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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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福祉的利益置于次要位置，因而存在不利于区域合作和区域共同体建设一面。

二 结构 ：军事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结构（structure）一直在国际关系的分析中居于显著位置，它主要是指力量与
观念的分布，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现实具有巨大的塑造作用。本部分将关注的研究
对象是军事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的结构。
从力量分布的层面来看，东亚同盟体系与东亚区域合作的结构是不同的。众
所周知，东亚现存的军事同盟主要包括：日美同盟、韩美同盟、菲美同盟、泰美同盟。
这个庞大的同盟体系结构有两个特点 ：其一，双边性，即每一个同盟均以两个同
盟主体的合作方式独立运行 ；其二，非对称性，即各个同盟都呈美国主导态势。
东亚军事同盟的结构是双边的，而区域合作的构建需要多边的合作。双边军
事同盟不利于汇聚多国利益与意愿，甚至身处双边同盟中的两个东北亚同盟当事
国日、韩都很难合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东北亚区域合作以至东亚区域合作的构
建缺乏轴心国的驱动。事实上，东亚经济轴心国家基本处于东北亚，要么一方处
于同盟之中与身处同盟之外的另一方相对抗，要么分处不同双边军事同盟之中难
以合作，本该承载驱动力的东北亚国家因军事同盟的存在而耗散了区域合作的内
部驱动力。欧洲的经验告诉我们 ：欧洲各国都是在单边、双边政策失败后，才选
择多边政策来解决广泛的区域问题。
东亚军事同盟的非对称性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双边 - 非对称性结构使
美国的东亚盟国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势，即“美国不可或缺论”。曾任日本东亚共同
体评议会议长的伊藤宪一便认为，“从经济上看，东亚经济依赖于美国市场。东亚
的稳定没有美军的存在是不能考虑的”。① 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一针见血地指
出，“在战后日本的意识当中，所有事物的根基都存在着日美安保，如同思考停留
在那里一样，说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都建立在日美安保的基础上也不过
分”。以日本一度热议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为例，该构想都纠结于军事同盟，
都无法回避美国因素 ：第一，虽然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但主张发展对中关系，并
有可能构筑东亚经济体。第二，同样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但从对中国的评价出发，
认为东亚共同体的构筑是困难乃至不现实的。第三，认为应该重新考虑日美同盟

① [日]西口清胜：《东亚共同体的构筑与日本的战略》，刘晓民译，载《南洋资料译丛》，2006年第3
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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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论，通过加强与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合作关系来构筑东亚共同体。① 这也反证
了该结论 ：非本区域国家美国利用同盟的双边 - 非对称性结构对东亚区域合作加
以控制，东亚区域合作和共同体建设表现出明显的受制于外的特征。
诚然，人们也会以北约与欧洲区域合作为例来佐证军事同盟存在推进区域一
体化的一面。但是，一旦某一特定区域内国家与非区域内国家结盟，并且非区域
内国家在军事同盟中占有绝对优势，那么，军事同盟的结构样式对区域合作的不
同作用将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其原因在于，处于双边 - 非对称性结构中的区域内
同盟参与国与处于多边 - 非对称性结构中的区域内同盟参与国相比，前者更加依
赖处于绝对强势的非本地区盟国，而在同盟框架下对盟国的依赖程度越强，其政
策选择的自由度越小。同时，处于多边 - 非对称性同盟结构中的参与国可以利用
数量与规模的优势，减少对强势盟国的依赖度，增加政策选择的自由度，从而推
动所在区域的合作及共同体建设。
从观念层面来看，军事同盟强调观念的差异性，而区域合作建设强调观念的
包容性。区域合作建设强调的观念是对某一具体地理空间的归属感或自我对某一
具体地理空间的身份确定，这种认同是一种涵盖区域的包容性过程。在探讨阻碍
东亚区域合作建设的因素时，人们往往会提及东亚文化、观念的多样性。东亚固
然存在着多样的文化和观念，但笔者认为东亚亦存在利于区域合作建设的观念优
势。例如，区域合作需要有集体认同观念，在东亚，具有广泛的集体认同观念。
发人深思的是，具有个人认同观念的欧洲何以建立了具有集体认同观念的区域合
作？而具有广泛集体认同观念的东亚却何以挣扎于“东亚集体认同”的困境之中？
现实的情况是，随着美国主导的东亚军事同盟体系的运行，对同盟国之间共
享自由、民主、人权、法制与市场经济的强调愈发强烈。军事同盟对观念的强调，
便导致了对差异性的强调，从而使军事同盟更加具有排他性，严重抵消了区域合
作建设的观念优势，不利于强调包容观念的东亚区域合作。2005 年，日本前小泉
政权外相町村信孝便宣称，如果东亚国家都能够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价值观
来结合，“将来也许能够形成一个经济与政治的统一体。但是，东亚的情况是若干
个国家价值观不同，我不认为会一下子走到那儿”，“尤其是中国，今后在政治上
怎样发展还有不确定部分，要成为共同体的成员，还要看共同的价值观”。②
目前，在东亚存在着这样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以军事同盟及其观念推动东

① [日]西口清胜：《东亚共同体的构筑与日本的战略》，载《南洋资料译丛》，2006年第3期，第
4-5页。
② 刘江永：《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与东亚合作前景》，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2期，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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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区域合作的构建，从“东亚共同体”构想到亚洲“新秩序”，从《美韩自由贸易
协定》、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到“美
国的太平洋世纪”，无不显现这样的逻辑。
2004 年 6 月，日本外务省提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三个阶段，其中之一是培育共
同体意识。
“根据毛里和子教授的分析，应该是以民主和人权为基础，形成东亚共同
的价值观和原则，并维持日美同盟的安保价值和在经济领域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亚
细亚地区合作体系。这是日本政府迄今为止对东亚共同体内涵的明确表述”
。① 伊藤
宪一和田中明彦也提出，“日本所要实现的东亚共同体必须设想为美国介入东亚及
进一步发展日美关系的共同体”。“此外，东亚共同体旨在成为实行自由、民主主
义、法制等各种价值的共同体，这与美国的东亚政策的各种目标也是一致的。在
这个设想中实现前述日本的‘价值’在使对美关系和对亚洲关系并存上起到决定
性的重要的作用”。这既“露骨地显示了其实际状态就是对美考虑这一点”，也明
确了其“自由和民主主义、基本人权的尊重、法制等的价值也必须在东亚共同体
中得到实现”的含义。② 2011 年 1 月，前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
中心（CSIS）发表演讲，四次提及亚洲“新秩序”（new order）
，“今天对日本和美
国而言，最优先的工作是尽最大努力构建亚太地区的新秩序”。“事实上，今天急
迫的需要是在该地区建立‘机制基础’（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日美之间有一
些具体的日程以构建该地区的机制基础。”其一，扩大并强化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
。其二，亚太经合组织。在该框架下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及自由贸易区的
下一代机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以强化美日关系。其三，在成熟的民主及
市场经济国家间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已建立包括安全与经济的合作体系。③ 可见，
作为东亚地区最为持久的同盟政策执行者日本，其对地区秩序及机制的倡导和构
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均基于同盟、利用同盟。
2011 年 11 月，希拉里 • 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发表《美国的太平
洋世纪》的演讲 ：
“我们批准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继续为建立一个具有约束
力的、高质量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而努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将把整个
太平洋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汇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 21 世纪贸易

① 魏志江、崔学松：《日本学界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基本观点》，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年1月28日。
② [日]西口清胜：《东亚共同体的构筑与日本的战略》，载《南洋资料译丛》，2006年第3期，第
4页。
③ Seiji Maehara, “Opening a New Horizon in the Asia Pacific,”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
us/juk-1101/speech1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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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美国将继续阐明，作为一个地区，我们必须不仅追求更多的增长，而且要追
求更好的增长。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还涉及我们将秉持和捍卫什么样的
价值观的核心问题。开放、自由、透明、公平的意义远远超出商业领域。在政治
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美国也像在经济领域中一样倡导这些价值观”。“这个地区有
许多国家和我们一样致力于增进民主和人权，特别是我们的条约盟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这五个盟国是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努力的支点，
半个多世纪以来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① 2012 年 3 月，希拉里 • 克林顿表
示，“我们正在亚洲加强同盟，发起新的战略对话和经济倡议，创建并加入重要的
多边机制，籍此强调美国是并将保持是一个太平洋国家。”② 可见，美国正在试图通
过军事同盟及其主张的观念来推进东亚区域合作，以美韩同盟为依托缔结《美韩
自由贸易协议》，以美日同盟为依托倡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亚太地区
依托基于共同观念的同盟体系打造具有价值观指向的“统一的 21 世纪贸易区”。
无疑，利用军事同盟硬权力以及以软权力——观念——为标准进行划线，对
东亚区域合作的阻碍作用是极为明显的。区域合作的构建需要观念，但需要可公
约的和开放的观念。当以特定集团的观念注入区域合作之时，这些观念将成为区
域内行为体合作行动的分界线而不是合作行动的起跑线。

三 功能 ：军事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机制的设计与运行需要服务于某种功能（function），对于军事同盟与区域合
作而言，两者都具有谋求利益与安全的功能。
首先，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均基于利益并服务于利益。两者均基于共同的利
益。但是，军事同盟往往强调现实的、短暂的安全利益，以军事合作为特征。区
域合作则兼顾现实和未来的中长期利益，以全面合作为特征 ；可见对两者而言，
不仅共同利益的内容不同，而且共同利益的性质也不同 ：面对紧迫的共同威胁而
谋求共同的安全是一种消极的共同利益，面对共同长期的区域发展而谋求整个区
域的联合是一种积极的共同利益。
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均以具体的机制谋求捆绑利益、实现目标。军事同盟的
运行需要一系列机制，由于这些规则、制度和条约均涉及重大的国家利益，因此，
①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1/176999.
htm.
② 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Global Chiefs of Mission Conference, ” http://
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3/1856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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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同盟机制具有极强的刚性，带有封闭性、排他性及强制性特征，注重强制性
地对同盟参与国感兴趣的区域制定规则。区域合作的实现，也需要一系列的机制，
包括通过缔结条约、协定而构建自由贸易区、关税联盟、共同市场等组织形式。
由于区域合作的内容覆盖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等诸多领域，合作的环境主要
是和平与稳定时期，因此这些条约、协议以及组织都相对具有柔性，带有合作性、
开放性及自愿性特征，注重在合作、开放及自愿的基础上为参与区域制定规则。
其次，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都具有通过机制运行来提供一种公共产品——安
全——的功能。但是，军事同盟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参与同盟的国家，区域合
作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本区域的全体成员，至少后者的安全消费者群体是向本
区域开放的。一方面，军事同盟对区域合作具有重大的塑造作用，利于同盟内成员
的区域一体化。正如北约与欧洲一体化所昭示的那样 ：
“总体上，欧盟像是一个国家
安全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
。安全问题一般都会被优先解决，然后才是经济
一体化。由于德国的分裂、
北约创立以及德国被承认，
萨尔区回归德国以及后来希腊、
西班牙和葡萄牙独裁政权的垮台，甚至再加上苏联解体，欧盟才可能出现并有了后
来的扩展。只有当这些地缘政治问题用‘一次性’协议解决了，才能涌现出随后一
波波的经济多边一体化浪潮”
。① 北约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安全产品。
另一方面，由于军事同盟提供的产品——安全，其“消费者”主要限于同盟
的参与者，非同盟参与者可能有限参与“消费”，更可能视军事同盟为其安全的主
要威胁来源，从而不利于军事同盟成员与本区域内非同盟成员的区域一体化。事
实上，正如前文所述，处理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的关系恰恰是后者构建的症结。
不幸的是，同盟参与者往往坚信这样的思维：同盟能够提供安全产品，而不论其“消
费者”是谁 ：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由与美国结成的双边
地区安全网络维持的，形成了一种轴 - 辐（hub- and -spokes）结构。冷战结束后，
美国的双边同盟已经从关注特定威胁（specified threat）发展为关注地区安全。东
亚的双边安全条约，除了它们的传统角色外，已经具备了为地区安全提供公共产品
的特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基于并寻求补充而不是替代亚洲现存双边和特殊
关系的努力是值得赞赏的。任何被理解为削弱美国双边安排的努力，尤其是那些寻
求减弱或替换美国至关重要的双边安全同盟的努力，必将被现在和将来的华盛顿
政府所反对”。 ②“地区稳定更倾向于与机制化的同盟（institutionalized alliance）
① [美] 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选择>对亚洲地区一体化的启示》，赵晨译，载《国际政治研
究》，2008年第2期，第64页。
② Ralph A. Cossa and Akihiko Tanaka,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D.C. :
The CSIS Press, 2007, pp. 10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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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伴，而不是与特殊的和非正式的安排（ad hoc and informal arrangement）为伴。
因为美国受益于地区稳定，它应该维持持续的同盟”。①“我们多年来建立的联盟
有助于提供使亚洲各国的繁荣发展成为可能的安全保障”。②

四 结论
不可否认，东亚存在着军事同盟阻碍东亚区域合作构建的观点，其分析也颇
具意义。例如，有学者指出，“是否由同盟或者地区主义来承担起亚太地区安全的
基础这一个问题，在冷战后崭露头角”。亚太区域主义认为，“同盟与区域主义不
相符合，同盟的持续存在被中国和朝鲜理解为是一种威胁，同盟应该被移除。反
对同盟的争论在过去十年经常被重提。从理论的视野来看，同盟基于威慑，于是
产生了对抗威慑的倾向，因此导致了对武器的需求和军备竞赛，这便恰恰使同盟
想要解决的问题得以永续存在。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同盟已经成为美国遏制中国
的工具并促使地区紧张。但其结论是，“最终，亚洲区域主义只有通过接受外部同
盟而不是挑战它们才能够生存和成功”。③可见，尽管存在军事同盟阻碍东亚区域
合作的观念，但面对持久而强势的军事同盟现实，军事同盟的支持者们仍然在向
人们推销这样的逻辑 ：军事同盟既为同盟参与国也为全地区提供安全产品。
总之，尽管相互依赖影响着国家的偏好和政策选择，尽管经济相互依赖正在
促使东亚萌生区域一体化的理想并使之执着向前，但由于军事同盟的存在，尤其
是美国依靠同盟强势“回归”，东亚安全相互依赖尚处于低水平、分散式的相互依
赖，甚至是相互对抗之中，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的功能存在交叉的同时也存在着
矛盾，这既解释了东亚区域合作遭遇军事同盟瓶颈的现实，也昭示我们应进行新
的思索 ：两者的功能应从提供利益与安全产品转向提供信任产品，以求化解机制
化时代出现的以各种机制兼容问题为特征的机制困境。
【收稿日期 ：2012-11-20】
【修回日期 ：2013-01-03】
【责任编辑 ：王湘林】

① Robert J. Art,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374.
②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
rm/2011/11/176999.htm.
③ Leszek Buszynski, “Alliances and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Report on the Regional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Forum, Singapore: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pp.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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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in all aspects. The beneficiaries of security goods provided by alliance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re different, the former is members of alliance,while the
latter is the whol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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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Yi
【Abstract】After Obama came into power, he put forward a new Asia-Pacific
strategy named “return to Pacific”. This policy not only consolidates the U.S. alliance
in this area, but also strengthen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is area through the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which aims to contain
the rise of China. Many scholars have analyzed this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ased on alliance econom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long with growing security effect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the economic effect
has also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would pose potential challenges to
China’s economic tie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which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China’s neighboring strategy. Such economic challenges and impact are more
dangerous and long-lasting than that in the security field, though not as obvious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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