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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 ２０１６ 年台湾民进党面对
南海问题可能的作为

王志鹏

［内容提要］ 自 ２００８ 年至今台湾在马英九的任内， 维护两岸和平稳定， 针

对南海问题坚持强调拥有主权， 并提出 “南海和平倡议”； 此期间大陆方面， 虽

然不断呼吁希望两岸能够共同维护南海的 “祖权”， 不过并无明显的进展； 这样

的态势， ２０１６ 年若由民进党执政之后， 可能会有所改变； 原因就在于， 民进党

内部人士， 已经公开出现 “放弃南海 Ｕ 形线和太平岛” 之类的言论， 此类论调

是否会成为民进党 ２０１６ 年执政之后的主流观点， 尚不得而知， 但是一旦确定成

形， 对于过去的努力都将被推翻， 将对未来两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 民进党、 太平岛、 南海主权、 南海和平倡议

［作者简介］ 王志鹏， 台湾预备役海军上校，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

南海诸岛系由我国最早发现、 命名、 使用并纳入领土版图。 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之后， 中华民国自日本手中收复南海诸岛。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生效的 《旧
金山和约》 及同日签署的 《中日和约》 及其他相关国际法律文件， 确认原由日

本占领的南海岛礁均应回归中华民国。①

马英九自 ２００８ 年上任之后， 维护两岸和平稳定， 针对南海问题坚持强调拥

有主权， 并提出 “南海和平倡议”。 不过， 这样的态势， ２０１６ 年若由民进党执

政之后， 或许将会有所改变。 本文试图以政策模拟方式推估可能发生的转变，
并进一步分析可能产生的影响， 藉此提供两岸关切南海问题的人一个应该高度

关注的潜在议题。

一、 马英九任内面对南海的策略

马英九自 ２００８ 年上任以来， 对于南海争议坚持一贯主张秉持 “主权在我、
搁置争议、 和平互惠、 共同开发” 的基本原则， 与其他当事方共同开发南海资

源， 也愿积极参与相关对话及合作机制， 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 共同维护区域

和平及促进区域发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马英九于第二任就职典礼的中外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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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海和平倡议》， 请见台湾外交部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ｖ ｔｗ ／ Ｎｅｗ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ｓｐｘ？ ｎ ＝
６０４ＣＢＡＡ３ＤＢ３ＤＤＡ１１＆ｓｍｓ＝ ６９５９４０８８Ｄ２ＡＢ９Ｃ５０＆ｓ＝ ３ＢＥＣ４３９Ｄ５Ｆ６Ａ９ＣＥＥ，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上再次明确表示， 对南海问题的原则是 “主权在我、 搁置争议、 理性和平、 共

同开发”；①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提出 “南海和平倡议”： 第一， 自我克制， 维

持南海区域和平稳定， 避免采取任何升高紧张情势之单边措施； 第二， 尊重包

括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之相关国际法原则与精神， 透过对话协

商， 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共同维护南海地区海、 空域航行及飞越自由与安全；
第三， 将区域内各当事方纳入任何有助南海和平与繁荣的体制与措施， 如协商

建立海洋合作机制或订定行为规范； 第四， 搁置主权争议， 建立南海区域资源

开发合作机制， 整体规划、 分区开发南海资源； 第五， 就南海环境保护、 科学

研究、 打击海上犯罪、 人道援助与灾害救援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建立协调及合作

机制。
基于此倡议， 希望与相关各方共同努力， 实践倡议的理念与精神， 解决南

海争议、 开发南海资源， 使南海与东海一样， 均成为 “和平与合作之海”。②

二、 近年台湾坚持南海主权与维权的作为和态势

（一） 多次重申拥有南海主权

台湾外交部针对南海议题， 仅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为止， 共发

布至少 ５ 次以上新闻稿， 重申以 “主权在我、 搁置争议、 和平互惠、 共同开发”
的基本原则， 呼吁各方和平协商， 解决争议。③

（二） 强化太平岛防卫能力

过去， 台湾海巡署系以 “碧海操演” 与海军每半年一次执行南沙太平岛运

补兼巡戈任务， 按往例编组三艘舰艇， 由海巡舰、 海军成功级飞弹巡防舰与中

和级战车登陆舰， 前往南沙太平岛执行锚泊、 运补与登陆的既定操演。④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台湾国防部发布新闻稿指出： “有关东、 南沙地区守备能力提升所需

要的武器装备选项及后勤维保事宜， 将依据海巡署需求， 配合检讨办理。 国防

部与海巡署已经达成人员训练、 武器替换、 装备维保、 弹药处理等共识； 目前

驻守南沙海巡士兵， 岛上驻防前已由陆战队兵源选充与代训， 期使防区守备官

兵能达到 ‘等同陆战队坚强战力’， 进而确保国土安全。”⑤ 如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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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英九： 南海 “主权” 在我、 和平解决》， 请见中国评论新闻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ｒｎ－ｗｅｂａｐｐ ／ ｄｏｃ ／ ｄｏｃＤｅｔａｉｌＣＮＭＬ ｊｓｐ？ ｃｏｌｕｉｄ＝７＆ｋｉｎｄｉｄ＝０＆ｄｏｃｉｄ＝１０２１１４６３６，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０日。

《南海和平倡议 》， 台湾： 外交部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ｖ ｔｗ ／ Ｎｅｗ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ｓｐｘ？ ｎ ＝
６０４ＣＢＡＡ３ＤＢ３ＤＤＡ１１＆ｓｍｓ＝ ６９５９４０８８Ｄ２ＡＢ９Ｃ５０＆ｓ＝ ３ＢＥＣ４３９Ｄ５Ｆ６Ａ９ＣＥＥ，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中央社： 《立委： 国军应恢复驻军太平岛》， 载 《台湾： 旺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Ａ８ 版。
洪哲政： 《不回避紧张， 我海军月底赴南海操演》， 载 《台湾： 联合晚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Ａ６ 版。
“国防部说明某平面媒体报导 《国防部将提供武器给太平岛驻守部队， 月底并将在南海军演》 内

容与事实不符新闻稿”， 台湾： 国防部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ｎｄ ｇｏｖ ｔｗ ／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ａｓｐｘ？ ｃｎｉｄ ＝ ６５＆ｐ ＝ ４８１７４，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日， 由陆战队代训的海巡新兵即由左营军港登船前往南沙， 此次运补舰队由海

军成功级舰、 中和级战车登陆舰与海巡署伟星舰等 ３ 舰组成。① 后续执行至今，
并且增加海军巡逻密度， 从每月一航次增加到二航次， 必要时可达三航次； 同

时提升南沙驻军火力， 以凸显台湾实质占领南沙群岛的历史事实。② 不过， 针对

台湾立法院提议国防部就太平岛部署 “剑一” 陆射型、 “剌针 ＤＮＳ” 或 “海丛

树” 等防空飞弹进行研究时， 国民党立委林郁方指出， 美国在台协会 （ＡＩＴ） 随

即要求外交部安排拜会， 以反恐管制为由， 表达美国反对包括美制 “剌针” 飞

弹进驻太平岛。③ 但是近期依据媒体报导， 台湾国防部另外设法， 同意陆军研拟

的代号 “剑影计划”， 规划由中科院以 ２ 年时间完成增程型野战防空飞弹系统

（射程约 １３ 公里）， 建立这套防空系统的考量是随时可机动支援太平岛的防务。④

（三） 研拟恢复太平岛驻军

台湾有立法委员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就开始要求南沙太平岛重新先恢复驻军。⑤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国民党立委陈镇湘表示， 太平岛应再加强夜战与反突袭演练；
民进党立委蔡煌琅则认为， 将持续推动陆战队重返南海， 若全部部署太敏感，
愿意支持 “先回东沙、 再到南沙” 的阶段性作法。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有台湾立

法委员于立法院质询时， 再提出太平岛防务是否该重新由海巡署移交给国防部

的建议。⑦

（四） 立法委员与政府官员持续登岛宣示主权

如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国民党立法委员林郁方、 陈镇湘与詹凯臣搭乘 Ｃ－１３０
军机前往太平岛考察防务， 抵达后并搭乘海巡艇环绕太平岛一周， 并在离中洲

岛礁不足百公尺的水域宣示主权。⑧

（五） 太平岛兴建灯塔

台湾航港局于太平岛兴建的灯塔塔身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塔高 １３ ７ 公尺，
光程 １０ 浬， 规划为全自动无人看守灯塔， 遇故障时， 能起动备用系统， 航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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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绍轩、 王光慈： 《海军每月两巡， 凸显实质占领》， 载 《台湾： 联合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Ａ１０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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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０ 版。

洪哲政： 《立委： 我驻南沙军力， 美方明显介入》， 载 《台湾： 联合晚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Ａ１０ 版。

朱明： 《南海战云启动剑影计划， 太平岛将进驻飞弹》， 载 《台湾： 风传媒》，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ｏｒｍ ｍ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２６２４，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２４ 日。

中央社： 《立委： 国军应恢复驻军太平岛》， 载 《台湾： 旺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Ａ８ 版。
许绍轩： 《巡东沙， 立委： 先回东沙再到南沙》， 载 《台湾： 联合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Ａ４ 版。
张国威： 《美再示警南海， 我太平岛防务无碍》， 载 《台湾： 旺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Ａ１１ 版。
许绍轩 《宣示主权， 立委登太平岛慰劳驻军》， 载 《台湾： 联合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 Ａ１２ 版。



每年定期派员巡视及维护。①

（六） 太平岛先建码头， 后括机场跑道

太平岛新建码头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底前完工， 码头主体外侧船席水深可达 ８
到 １２ 公尺， 内侧则有 ６ 公尺深， 联络道船席也有 ４ 公尺水深， 可泊 ３０００ 吨大型

舰艇， 海军评估现役一级作战舰艇在使用本身水电情况下， 约可在太平岛泊靠 １
至 ２ 星期。② 太平岛机场跑道则已进行强化工程， 跑道旁新设 ２ 组 ２５００ 加仑的

直立式航空燃油储油槽已注油启用， 搭配两组新设的输油、 加油系统， 空军太

平分队已有为台湾飞抵太平岛的任何军用机执行地面快速加油作业的能力。 跑

道性能与塔台导航功能都将大幅提升， 能指挥更多不同类型的军用机同时停驻

依序起降， 据研判未来 Ｆ－１６、 Ｐ－３Ｃ 和 Ｃ－１３０ 都能够进驻。③

（七） 太平岛一旦失陷， 将立即派兵收复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美国战略之页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ａｇｅ） 指出， 台湾曾透露面对南

海问题， 已经组建了一支应援部队， 如有需要该部队可在 ４ 小时内抵达， 部队

将搭乘一架或者多架 Ｃ－１３０ 运输机， 并由 Ｆ－１６ 战机执行护航。④ 台湾国防部制

定有 “卫疆” 作战计划， 一旦太平岛遇袭， 海军陆战队要在第一时间应援； 即

使失守， 也要执行 “规复” 作战立即夺回。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台湾海军实施卫疆

操演， 共出动 ６ 艘作战舰、 两百多名陆战队员 （包括 ４ 艘巡防舰、 １ 艘补给舰、
１ 艘船坞登陆舰， 舰上搭载两个连的陆战队， 以及 ２０ 辆 ＡＡＶ－７ 两栖突击车， 还

舰载 Ｓ－７０Ｃ 直升机和无人侦察机） 陆战队员先利用胶舟摸上岸进行侦察， 主力

部队随即抢滩。⑤

（八） 对于两岸于南海合作的争论

对于两岸是否能够在南海合作， 亦有若干的争论， 如台湾前新闻局长杨永

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在美国华府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 Ｃｌｕｂ， ＮＰＣ） 发表演讲时指出：
“现阶段两岸互动以经济议题优先， 台湾目前不会与中国大陆讨论高度敏感的南

海议题。”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国民党立委吴育升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 两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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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太平岛建灯塔， 强化宣示主权》， 载 《 台湾： 中央社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ａ ｃｏｍ ｔｗ ／ ｓｅａｒｃｈ ／
ｈｙｄｅｔａｉｌｗｓ ａｓｐｘ？ ｑｉｄ ＝ ２０１５０８１６００３４＆ｑ＝％ｅ５％ａ４％ａａ％ｅ５％ｂ９％ｂ３％ｅ５％ｂ３％ｂ６，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６ 日。
洪哲政： 《海军将测南沙码头航道， 建碑否？ 府长考》， 载 《台湾： 联合晚报》， ｈｔｔｐ： ／ ／ ｕｄｎ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ｓｔｏｒｙ ／ １ ／ １２２６４１９－ 《海军将测南沙码头航道－建碑否？ 府长考》，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 日。
洪哲政： 《我太平岛航空燃油槽注油， 战机来回有解》， 载 《台湾： 联合晚报》， ｈｔｔｐ： ／ ／

ｕｄｎ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ｓｔｏｒｙ ／ １ ／ １１４６３６４，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Ｃ－１３０ｓ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ａｇ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ａｇｅ ｃｏｍ ／ ｐｒｉｎｔ ａｓｐｘ？ ｓｅｃ＝ｈｔｍｗ＆ｂｉ ＝

ｈｔａｉｒｍｏ＆ｆｎ＝２０１２０５１６，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陆战队南海操演 近年最大规模》， 载 《台湾： 联合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Ａ１０ 版。
刘永祥： 《新闻局长杨永明： 不与大陆谈南海议题》， 载 《台湾： 联合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Ａ１７ 版。



和缓， 可先从 “九二共识” 累积起， 以处理两岸领土争议问题； 他认为， 两岸

应透过海基、 海协两会会谈签署协议， 共同处理南海、 钓鱼台争议， 对我最有

利。①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６ 日台湾中央日报网络版社评指出： “无论从政治、 经济或外

交立场， 两岸都有共同维护南海主权、 共同开发南海资源的必要， 深盼两岸当

局搁置争议、 释出善意， 尽速将南海议题纳入两岸协商。”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布

鲁金斯研究所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访问学者、 政大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 在

哈德逊研究所 （Ｈｕｄ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举行的 《台湾在亚洲崛起秩序中安全吗？》
（Ｗｉｌｌ Ｔａｉｗａｎ Ｂ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ｓｉａｎ Ｏｒｄｅｒ？） 研讨会中分析指出： “台湾

不会与大陆联手介入区域领土纠纷。” 并引述马英九的说法： “所有有利于亚太

地区安全和平的做法都会支持， 台湾不会与中国互议在亚洲的争议领土问题，
台湾愿意与他国合作， 共同开发和探索海洋资源”。③ 然而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

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翁明贤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指出： “两岸合作处理南海问题

现在有发展的空间， 台湾应扮演积极角色， 主动促成两岸专家学者到东沙岛、
太平岛举办论坛交换意见； 先从非官非民、 学术性、 低层次的角度开始， 慢慢

进入到非传统安全的海上合作、 气象监测等领域问题。 由于台湾目前被排除在

现行东南亚区域安全机制以外， 如果中国能另起炉灶， 倡议多边外交来建构南

海问题讨论、 解决机制平台， 也让台湾参与， 两岸的军事政治对话会更顺利进

行。”④ 另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台湾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连建辰表示， 因为双方及

多方的认知不同， 两岸在法律上一同合作声索南海不太可能。 两岸难以共同声

索南海， 因为双方的认知及各方的法律都有所不同， 举例来说， 大陆宣称的是

“九段线”， 台湾宣称的是 Ｕ 形线 （十一段线）。⑤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国安局长杨

国强于立法院面对质询时表示： “针对南海问题， 两大之间难为小， 台湾要亲美

又要和陆， 若选边站会面临加剧压力， 因此建议台湾不要表达立场， 要做最佳

平衡砝码。”⑥

（九） 太平岛海洋基线未定， 台湾海军将派船进行测量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台湾立法院通过决议， 同意海军司令部 《达观号海洋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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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晓霞： 《吴育升促两会签协议， 处理钓鱼台争议》， 载 《台湾： 旺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Ａ８ 版。
《本报社评－共同维护南海主权宜纳入两岸协商》， 载 《台湾： 中央日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ｄ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ｔｗ ／ ｃｄｎｅｗｓ＿ ｓｉｔｅ ／ ｄｏｃＤｅｔａｉｌ ｊｓｐ？ ｃｏｌｕｉｄ＝ １１０＆ｄｏｃｉｄ＝ １０１８９９３１４，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６ 日。
中央社： 《学者： 台无意介入周边领土纠纷》， ｈｔｔｐ： ／ ／ ｉ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ｉｂｅｒｔ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ｔｗ ／ ｌｉｖｅ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ｐｈｐ？ ｎｏ＝６３８１１０＆ｔｙｐｅ＝％Ｅ５％９Ｃ％８Ｂ％Ｅ９％９Ａ％９Ｂ＆Ｓｌｏｔｓ＝Ｌｉｖｅ； “Ｗｉｌｌ Ｔａｉｗａｎ Ｂ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ｓｉａｎ Ｏｒｄｅｒ？”， Ｈｕｄ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Ｍａｙ ／ ９ ／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ｄｓｏｎ ｏｒｇ ／ ｉｎ⁃
ｄｅｘ ｃｆｍ？ ｆｕｓｅａｃｔｉｏｎ＝ｈｕｄｓｏｎ＿ ｕｐｃｏｍ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ｉｄ＝ ９４０＃，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翁明贤： 两岸合作处理南海， 台湾应积极》， 中国评论新闻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ｃｒｎ－ｗｅｂａｐｐ ／ ｄｏｃ ／ ｄｏｃＤｅｔａｉｌＣＮＭＬ ｊｓｐ？ ｃｏｌｕｉｄ ＝ ９３＆ｋｉｎｄｉｄ ＝ ８０１０＆ｄｏｃｉｄ ＝ １０２１０５０８１，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张国威： 《声索南海， 外交部称两岸不会合作》， 载 《台湾： 旺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Ａ４ 版。
张国威： 《中美较劲， 国安局长： 建议台勿选边》， 载 《台湾： 旺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Ａ８ 版。



量舰 （ＡＧＳ－１６０１） 主要海测装备换装更新计划》 预算台币 １ 亿 ７， ２１８ 万 ３ 千

元， 达观号军舰主要海测装备换装更新后， 应前往南海 （含太平岛） 海域执行

海测任务， 以提升海军对该海域环境资料搜集之精度、 广度与频度， 有效支援

海军日后的反潜与护航任务。①

　 　 三、 ２０１６ 年大选前民进党出现 “放弃南海 Ｕ 形线和太平
岛” 言论

　 　 近年来， 民进党内部对于南海问题， 出现了相当不同的论述变化。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一位亲绿的台湾助理教授包淳亮于新加坡 《联合早报》 撰文， 指称越

南发生的反华暴动导致台商受灾， 认为太平岛与一般台湾百姓并无多少利害关

系， 每年还要支付数亿维持费用在这个 “鸡肋”， 所以台湾应该把太平岛这个

“不良资产” 卖给大陆！ 对此言论， 有若干严厉批评其为 “卖台”！ ②

然无独有偶又有民进党的政客扬言 “放弃论”， 据报导指出， 民进党前国安

会副秘书长张旭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３ 日出席台湾安保协会主办的国际研讨会， 接受

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台湾 ２０１６ 年换了政府之后就有这种可能， 因为民进党

的人， 包括本人， 都已经表示台湾应该调整我们对南海领土的主张， 国民党政

府 １９４７ 年在二次大战后所提出的九段线或十一段线的立场， 跟今天台湾的政府

没有关系； 如果民进党执政， 我相信， 我们愿意重新考虑。”③ 而曾任民进党前

国安会副秘书长和国防部副部长的柯承亨也在同一场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

出： “民进党正在思考是否要放弃台湾当局以现有的 Ｕ 形线为界线对南中海主权

的主张； 以前所谓的历史的水域跟我们实质上的控制还是有区别的。 据我所知，
民进党的朋友在南海问题上事实上也在做一个内部的检讨。 至于检讨的方向，
我想未来可能会比较清楚。”④

对此， 国民党立法委员林郁方则严厉抨击： “世界上的国家只有在打了败

仗、 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会被迫放弃领土主权，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 在没有打

败仗的情形下， 主动放弃这么大面积的海域主权； 他不敢相信 ‘号称最爱台湾

的政党’， 竟然会有这种想法， 希望民进党能悬崖勒马。”
详细审视这些民进党的学者与政客的观点和作为， 与少部分美国学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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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立法院第 ８ 届第 ６ 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 １４ 次全体委员会议纪录》， 《台湾立法院公报》， 第

１０３ 卷第 ７３ 期委员会纪录， 第 １２９ 页。
《学者： 太平岛对台湾形同鸡肋， 何不卖给大陆？》， 文汇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ｗｅｎｗｅｉｐｏ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７ ／ ＩＮ１４０５２７００４４ ｈｔｍ，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
《民进党再执政， 将放弃南中国海主张》， 《台湾主流观点》，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ａｉｗａｎ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ｔｗ ／

ｅｔｎ ／ ｎｅｗ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ｈｐ？ ｉｄ ＝ ２５７１８２８，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
《民进党再执政， 将放弃南中国海主张》， 《台湾主流观点》，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ａｉｗａｎ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ｔｗ ／

ｅｔｎ ／ ｎｅｗ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ｈｐ？ ｉｄ ＝ ２５７１８２８，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



的观点不无关系， 在同场举办的 “美国重返亚洲与区域安全” 国际研讨会上，
美国在台协会 （ＡＩＴ） 前处长司徒文 （Ｓｔａｎｔｏ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ｎｔｈｏｎｙ） 在会中， 引述美

国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罗素 （Ｄａｎｉｅｌ Ｒｕｓｓｅｌ） 的说法， 指我方主张南海

领土所有权时， 应依照国际海洋法规范， 采地缘延伸原则认定。 司徒文指出：
“台湾应该放弃可笑、 不合理的南海九段 Ｕ 型线的主张。”① 张旭成和柯承亨不

过是做了极为密切的相互呼应！

　 　 四、 推估分析 ２０１６ 年民进党面对南海问题可能的倾向和
作为

　 　 倘若 ２０１６ 年台湾民进党执政， 针对南海问题的政策若决定不改变， 则将仍

保持前述现状， 或许在执行上会些微改变， 但大体将继续维持两岸关系。 倘若

决定改变， 则可能存在三种选项： 其一， 为 “放弃固有的 Ｕ 形线”； 其次是， 出

售或放弃 “太平岛”； 再者， 就是前二种选项都进行。 然而， 无论是选择 “放弃

固有的 Ｕ 形线” 或是 “放弃太平岛”， 都必然会面临困难的 “修宪” 问题或争

议； 但是民进党也有可能忽视修宪强行推动， 而无论是 “决定修宪” 或是 “回
避修宪”， 其背后真正的目标都在于换取 “政治利益” 或争取 “关键军售”， 最

终目的迈向 “隐性台独” 或 “法理台独”。 （参考图 １）

图 １　 ２０１６ 年之后民进党面对南海可能的政策推估
资料来源： 作者分析汇整

现行台湾所使用的南海 Ｕ 形线 （十一段线）， 系于 １９４７ 年由中华民国行政

院内政部方域司所公布之 〈南海诸岛位置图〉 划列； 而九段线系中国与越南两

国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北京签署 《北部湾划界协定》， 去除了原 Ｕ 型左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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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雅筑： 《我主张南海九段线， 司徒文： 不实际》， 载 《台湾： 联合报》， 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１４日， Ａ１２版。



的二段线。 中华民国 （台湾） 早已是民主法治的国家， 对于 “领土” 的决定亦

应遵从 《宪法》， 对于 “南海十一段线 “和” “太平岛” 的 “放弃之说”， 端视

其是否为我宪法规范定义的 “固有疆域”， 如果是则必须依宪法而为， 如欲否定

亦应依宪法而改变之。
推估分析民进党若想改变南海主权 （包含放弃 Ｕ 形线和太平岛） 的论述方

法基本有二， 最直接必须的方法就是 “修改宪法”， 其次是 “回避修宪争议， 以

行政能力强行推动”， 此其中一存在若干手段和影响。 （参考图 ２）

图 ２　 ２０１６ 年之后民进党放弃南海可能作为的推估
资料来源： 作者分析汇整

针对 “修宪” 问题， 依据原有中华民国宪法第 １７４ 条： “宪法之修改， 应依

下列程序之一为之： 一、 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之提议， 三分之二之出

席， 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决议， 得修改之。 二、 由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

之提议， 四分之三之出席， 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 拟定宪法修正案， 提

请国民大会复决。 此项宪法修正案， 应于国民大会开会前半年公告之。”① 然自

废止国民大会之后， 该条文经过修改， 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 １２ 条： “宪法

之修改， 须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 四分之三之出席， 及出席委员

四分之三之决议， 提出宪法修正案， 并于公告半年后， 经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

举人投票复决， 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半数， 即通过之， 不适用宪法第 １７４
条之规定。”②

对于 “南海主权” 问题， 依据原有的中华民国宪法第 ４ 条： “中华民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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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民国宪法》， 请见台湾法务部官网， 民国 ３５ 年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 日国民政府令公布， 民国

３５ 年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国民大会通过， 民国 ３６ 年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施行。
《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 请见台湾法务部官网， 民国 ９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修正。



土， 依其 ‘固有之疆域’， 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 不得变更之。”① 不过， 自废

止国民大会之后， 该条文经过修改， 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 ４ 条： “中华民国领

土， 依其 ‘固有疆域’， 非经全体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 全体立法委员四分

之三之出席， 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 提出领土变更案， 并于公告半年后，
经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投票复决， 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半数， 不得

变更之。”② 因此， 虽然 “修改宪法” 变更对 “固有疆域” 的诠释， 是最直接必

须的方法； 不过， 这个方法 “门槛很高、 不易通过”， 且在提案修法的过程中，
必然引发朝野冲突和民间舆论的反弹， 很可能会产生高度的政治危机。 因此，
民进党若想采取此法必会考量， 不过采取此方法所隐含的另外一个政治效益，
那就是形成 “法理台独”。

若是 “回避修宪争议， 以行政能力强行推动” ， 就 “放弃 Ｕ 形线” 部

分， 则可暗中与美国协商， 目的换取政治利益， 若美国同意或默许， 则民进

党可视环境和态势采取 “公开声明” 或 “低调默认” 等不同强度的方式。
针对 “太平岛” 的部分， 则选择处理的方式依据可能性与可行性分析至少

有三： 首先是罗织民意假藉理由， 协议交由美国 “托管” ； 其次是协议交由

美国进行 “出售” （如菲律宾或越南） ； 再者即最后没有任何办法， 决定

“直接放弃” 。 无论民进党选择上述任何一种方式推动， 其所隐含的另外一

个政治效益， 那就是形成 “隐性台独” ， 并可以继续逐步向 “法理台独” 或

“显性台独” 迈进。
此外， 无论民进党可能采取的是 “修改宪法” 或 “回避修宪争议， 以行政

能力强行推动” 方法， 都会遭受到 “违宪” 的严厉批评， 甚至可能因此引发政

治危机； 不过， 民进党很可能会将此过错推给国民党。 针对南海 “Ｕ 形线” 的

部分， 依据台湾行政院于 １９９９ 年官网所公布的示意图 （参阅图 ３）， 在该图的左

下角述明 “固有疆域界线”， 此即符合宪法所规范的立场； 不过， 不知曾几何时

该官网已经悄悄地改为 “传统 Ｕ 形线” （参阅图 ４）； “固有疆域界线” 和 “传
统 Ｕ 形线”， 存在明显不同的意涵， 等同 “法理主权坚持” 和 “归类历史意

义”， 这二种层次将差之千里。③ 民进党若执意推动其 “放弃论”， 一旦引发强

烈的批评和议论， 大可藉此将责任推给过去的国民党， 并美其言为 “萧规曹随”
而已。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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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中华民国宪法》， 请见台湾法务部官网， 民国 ３５ 年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 日国民政府令公布， 民国

３５ 年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国民大会通过， 民国 ３６ 年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施行。
《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 请见台湾法务部官网， 民国 ９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修正。
国民党应该追究是谁将此改变。
此观点之议论， 感谢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法律研究所高圣惕教授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７ 日所给予的指

导， 以厘清官方所公告信息之前后差异性与其中所存在的意涵。



图 ３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台湾官方
公告第一批领海基线、 领海及

邻接区外界线示意图
资料来源： 台湾行政院官网

图 ４　 现今台湾官方公告第一批领海
基线、 领海及邻接区外界线示意图

资料来源： 台湾行政院官网

另， 民进党另外一种比较奇特的想法， 其出现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民进党所提出的

第八号的国防蓝皮书之中： “民进党将寻求与外国进行双边或多边相关联合演训之

机会， 并规划兴建一艘 １ 万吨级医疗舰， 用于提供国内离岛居民与外国民众在平

时与灾时的医疗协助， 也规划将太平岛建设成为海外人道救援与灾害防救任务的

前置基地。”① 不过， 这个想法亦偏离实际， 主要因素有三： 首先， 台湾国防预算

有限； 其次， 即使寻找到经费耗时建立， 能否投入南海国际人道救援仍令人存疑？
再者， 预期无效用的投资浪费强力执行， 结果却证实可能会引起民怨。

五、 该推估可能性与产生的影响

（一） 民进党朝 “台独” 迈进一步

针对南海问题， 无论民进党采取的是 “修改宪法” 或 “回避修宪争议， 以

行政能力强行推动” 的方法， 其都回避不了现行的 “违宪” 争议； 民进党若仍

坚持执意挑战这样的门槛或是运用 “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 之法， 都是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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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蔡英文： 《国防政策蓝皮书第八号报告： 人道救助与灾害防救》， 《台湾： 新境界文教基金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第 ６、 １０、 ４８ 页。



“台独” 的征兆。
（二） 维护共同 “祖权” 或 “祖产” 立论将被推翻

自 ２００８ 年后大陆不断呼吁两岸共同维护南海祖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呼吁： “面对

当前的南海问题， 两岸军人应该共同捍卫 ‘祖权’ 有所作为， 共同捍卫祖

宗留下的共同财产。” 罗援表示， 他不用 “主权” （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 而是用 “祖

权” ， 因为那是祖宗留下的， 两岸都有权利、 义务、 责任， 共同维护好祖先

留下的财产。①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郑剑在 《中国评论月

刊》 发表 《海峡两岸南海合作路线图》 专文， 该文指出： “在南海问题上，
有关国家采取的是分化政策， 阻挠两岸联合， 进而削弱整个中华民族在南海

区域的力量； 无论被拉还是被打的一方， 都不是他们真正的盟友， 在对方的

军事战略和战备计划中， 两岸绝对都是其军队演练想象中的假想敌， 归根究

底两岸与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 超越准军事力量的接触、 交往、 合作，
实现两岸南海守军互访， 具有重大象征意义。 即便是小规模、 不定期的， 只

要走到这一步， 也完全有资格在历史上写下重重一笔。” 并说明两岸在维护

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 海峡两岸必须合作别无选择， 理由有： 首

先， 这是民族的大义。 中华民族历来讲究守土有责， 祖宗留下的山头一个也

不能丢； 其次， 两岸有共同的利益； 第三， 两岸都是有关国家的对手； 第

四、 是两岸民众有共同的呼声； 第五， 两岸有共同的主张： 大陆方面主张

“主权属我、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 台湾方面主张 “主权在我， 共同开

发” ； 第六， 两岸合作可以极大地改善南海地区的战略态势。 并表示阻碍两

岸合作存在若干因素， 最大破坏因素是外来干涉， 且关键是要防止以下四个

倾向： 一是利用南海问题谋求以外的利益。 二是惧于他国态度退缩却步。 三

是鼠目寸光的短期行为。 四是因互不信任而对对方留有余地。 此外， 建议依

照 “先易后难、 由低到高、 先民后军、 循序渐进” 的原则， 提出 “十步走”
的路线图， 推进南海议题合作： 第一步， 开展南海问题学术研究； 第二步，
统一南海问题对外宣传话语； 第三步， 合作调查开发南海资源 （以上三步，
都是两岸立即可以做而且应当做的） ； 第四步， 建立两岸南海守军人道互助

协作机制； 第五步， 建立两岸南海情报信息共享机制； 第六步， 两岸准军事

力量联合训练演习； 第七步， 两岸准军事力量联合巡航维权； 第八步， 实现

两岸南海守军互访； 第九步， 两岸军事力量共同训练演习； 第十步， 建立两

岸一体化南海军事防御体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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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少将： 两岸有义务和责任共同捍卫祖权》 ， 请见环球网 ｈｔｔｐ： ／ ／ ｔａｉｗａｎ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０－０８ ／ １０１３６２５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

《北京专家： 南海有危机， 两岸必须合作》， 《中国评论月刊》，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ｃｒｎ－ｗｅｂａｐｐ ／ ｄｏｃ ／ ｄｏｃＤｅｔａｉｌＣＮＭＬ ｊｓｐ？ ｃｏｌｕｉｄ＝ ７＆ｋｉｎｄｉｄ＝ ０＆ｄｏｃｉｄ＝ １０２２２３０３６，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９ 日。



罗援少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参加浙江大学举行的第七届两岸发展论坛时指

出： “国共合作的机遇已经有了， 即中华民族的 ‘祖产祖权’ 受到了侵蚀与掠夺。
针对南海问题， 两岸应该抛弃前嫌， 共赴国难； 两岸尽管政治制度与见解不同，
但双方有一个最大公约数， 就是同根同祖， 都是炎黄子孙， 同属中华民族。” 并提

出四点建议： “首先， 两岸应共修南海史， 两岸应该以一个声音来说话， 现在两岸

的学者各有研究， 但在对外表态时没有形成合力； 其次， 两岸应该共同开发南海

的海洋资源； 第三， 两岸对口的执法力量应该进行合作； 第四， 两岸的军队在维

护中华民族的 ‘祖权’ 上应该相互策应， 要形成一个配合机制； 最后， 两岸关系

应该喊响三个口号， 第一个口号是， 两岸共同捍卫祖权； 第二个口号是， 中国人

不打中国人； 第三个口号是， 中国人更不能容许外国人打中国人。”①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罗援少将再次提出五点建议︰第一， 在钓鱼岛和南沙维

权行动中， 两岸军人或海警人员可以联合巡航， 或者默契策应， 或者提供各自

掌握的水文气象信息， 或者提供后勤保障， 但绝对不能 “打横炮”， 做令亲者痛

仇者快的事； 第二， 两岸可以经过协商， 在 “海协会”、 “海基会” 框架内分别

设立 “钓鱼岛事务办事处”， 负责钓鱼岛渔业作业、 科学考察、 经济开发事务的

管理和海难、 空难事务的处理， 对钓鱼岛行使实际管辖权； 第三， 两岸召开钓

鱼岛和南海问题研讨会， 对外公布我们中华民族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的历史证

据和法理依据， 特别是台湾方面应该借助这个平台， 对外公布当时林遵舰队从

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南海岛礁的法律依据以及当时国民政府设立十一道线 （现
九段线） 的战略考虑及依据； 第四， 两岸可以合资在南海共同开发， 既然台湾

方面可以将资金投向大陆， 也应该可以将资金投向海洋， 在那里两岸共同科学

考察， 共同开发， 共同建立旅游点； 第五， 在两岸军队协防条件尚不成熟的情

况下， 可以在黄埔同学会的框架内， 利用两岸退役将领的宝贵资源， 进行一些

务虚的探讨， 比如一些预案设想， 图上作业、 计算机推演等。② 这样的呼吁至今

仍不间断， 即使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马英九任内八年期间未有任何积极的进展， 一

旦 ２０１６ 年民进党执政确定选择 “放弃论”， 则将永久切断并推翻此 “祖权论”。
（三） 太平岛将由 “极为安全” 翻转为 “极度危险”
针对南海问题， 过去由于大陆方面多次强调希望两岸能够共同维护 “祖权”

或 “祖产”， 因此对太平岛的 “善意” 多于 “敌意”。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前国安局

长李翔宙上将在立法院， 接受国民党立法委员林郁方质询： “……大陆于南海造岛

的速度令人怵目惊心， 相关的南薰礁、 东门礁、 华阳礁等岛屿， 整个填海造陆完

成之后， 太平岛就被它包在怀里……当华阳礁、 赤瓜礁、 南薰礁完工之后， 就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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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罗援： 《两岸军事互信应下点雨了》， 请见中国评论新闻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ｈｇｐｌ ｃｏｍ ／ ｃｒｎ－ｗｅｂａｐｐ ／
ｄｏｃ ／ ｄｏｃＤｅｔａｉｌＣＮＭＬ ｊｓｐ？ ｃｏｌｕｉｄ＝ ９３＆ｋｉｎｄｉｄ＝ １００９２＆ｄｏｃｉｄ＝ １０２７１１４３９，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罗援： 《两岸应携手共卫祖权》， 请见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８１ ｃｎ ／ ｂｉｇ５ ／ ｒｄ ／ ２０１４－１０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６１８１５７５ ｈｔｍ，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备宣布一个南海的防空识别区， 这样一来以后 Ｃ－１３０ 要进太平岛是不是要跟它通

报？ ……你担不担心？” 李翔宙则回答： “我确实很担心”。① 对此， 个人曾经撰文

批评前国安局长李翔宙上将犯了 “主观本位主义” 和 “现实战略结构” 认知上的

错误， 大陆的现行南海的作为或许对周遭国家产生 “危机” 和 “威胁” 感， 但是

对台湾实质占领的太平岛而言， 反而可能是 “助力”， 何来 “包围” 之说！② 但是

当民进党真的选择放弃南海之际， 大陆被迫必须有所实质回应， 原有合作的善

意很可能会完全转变， 那太平岛就将由 “极为安全” 翻转为 “极度危险”。
（四） “统一” 的宪法将转变为 “台独” 宪法

鲜少有人注意到， 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一部倾向 “统一” 的宪法 （即使

经过若干次修改）。 检视于民国 ３５ 年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 日国民政府所公布的

“中华民国宪法” 原条文共 １７５ 条内容中， 未曾使用 “自由地区” 与 “大陆地

区”； 然而于民国 ９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所公布的 《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

文》 内容中， 却出现 ９ 次 “自由地区” 和 １ 次 “大陆地区” 的词汇。 使用 “自
由地区” 和 “大陆地区”， 此亦即符合目前 “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的论述，
民进党自然深度了解， 因此自然会想尽办法进行任何方式的 “修宪”， 目的就在

于将此部宪法改变为 “台独” 宪法。
（五） 大陆的任何反应和作为， 都可能被民进党作为对美筹码

假设 ２０１６ 年民进党获得政权之后， 也确实决心采取上述分析的任何作为，
这迫使大陆方面不论任何时间和层次， 都必须要有所回应， 然这些回应只要稍

有值得批评之处， 必然会成为民进党向美国进一步要求的筹码 （其大可不必在

意美国认同与否）。

结　 语

当然如果 ２０１６ 年国民党能够持续执政， 或许针对南海仍维持现行不变， 或

是缓慢进一步近两岸合作的措施， 毕竟如果 ２０１６ 年民进党没能够胜选， 那上述

一切推举分析都将空谈 （也就是莞尔一笑）。 不过， 倘若 ２０１６ 年大选后， 民进

党取得台湾政权， 对于未来南海问题是否会采取上述的 “放弃” 途径， 确实尚

不得而知； 针对作者以上的论述和分析， 必然有许多两岸专家和学者表达强烈

不认同的见解， 其中论述原因不外有二： 其一， 就是蔡英文再大胆也不会如此；
其二， 就是美国也绝对不会支持。 对此， 个人必须明确表达， 系针对目前所见

的公开信息， 进行最坏的模拟分析与评估， 当然个人也不希望上述的任何一项

分析成真， 毕竟这样的情况对台湾与两岸关系的危害， 实在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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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立法院第 ８ 届第 ６ 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 ９ 次全体委员会议纪录》， 《台湾立法院公报》， 第 １０３
卷第 ６４ 期委员会纪录， 第 ２５２－２５３ 页。

王志鹏： 《国安高层对大陆南海战略的错误认知》， 《东方日报》，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ｓｕｎ ｃｏｍ ｈｋ ／ ｔｗ ／ ｂｋｎ ／
ｃｎｔ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２０１４１０２０／ ｂｋｎｔｗ－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０００４１８４０５－１０２０＿ ０４４１１＿ ００１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２０日。



台湾的法治向以 “法不诛心” 为基础， 如今这类台湾政客之言论效能也仅

止于此， 是否真正代表蔡英文的心思或是民进党的核心想法确实尚不得知。 在

未有实质作为之前， 尚不能以法处 “违法卖台” 来论断。 然诚如张旭成所说的：
“国民党政府 １９４７ 年在二次战后所提出的九段线或十一段线的立场， 跟今天台

湾的政府没有关系。” 这其实这说明了他内心可能完全没有 “中华民国”， 而只

存在其认知欲建立的 “台湾国”， 因此对现行的 《中华民国宪法》 可以忽略或漠

视， 而对于台湾本岛以外的领土则皆可抛弃。 此外， 此类台湾政客在 ２０１６ 年大

选之前提出如此 “放弃” 南海之说， 其意涵可能主要不外乎有二： 其一， 积极

配合呼应美国的观点， 此类似的行径， 不过期待能够获得美国支持， 赢得 ２０１６
年大选重获政权， 以及获得政权之后发展的基础； 其二， 迫不及待对民进党中

央表态， 积极输诚效忠， 期待自己未来能够分享到权位和权力！
再诚如唐湘龙先生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撰文公开的批评： “一个切割历史，

否定 ‘中华民国’ 正当性的民进党， 要如何维护 ‘中华民国’ 名下 ‘台湾’ 与

‘南沙’ 关系的现状？ 如今的 ‘中华民国’ 已成为台湾和南沙藕断丝连的那根细

丝； ２０１６ 年如果政党轮替， 对南沙的感情脐带就算切割完成了。 就等于是向太

平岛道别吧。 那个 ‘台湾’ 也曾经沾光的 ‘中华民国’ 辉煌年代。”① 亦诚如苏

起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撰文所批评的： “２０１６ 年不是蔡英文的 ‘维持现状’， 而

是 ‘改变现状’。”②

两岸面对南海问题的最佳合作契机在马英九任内的八年显然已经丧失，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国民党主席暨参选人朱立伦公开表示， 针对南海问题， 马英九

所提出的南海和平路线或倡议， 将会是他延续的方向。③ 惟 ２０１６ 年倘若民进党

取得政权， 面对南海的情况必然不会再如马英九时期的缓和； 未来民进党倘若

真的能够针对南海采取任何放弃的手段， 其终极目的不外乎 “台美政治利益”
和 “美台军售筹码”； 此手段一旦成功， 也等于可以比照复制在东海 （钓鱼台）
和台湾海峡 （金门、 马祖、 东引） 上； 此不仅仅可能冲击未来两岸关系， 甚至

也将深刻牵动中美试图形成的 “新型大国关系”。 因此， ２０１６ 年两岸关系的重

大考验， 不在 “台海”， 而是 “南海”。④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１０－２７］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２７］

［责任编辑： 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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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唐湘龙： 《别装了， 向南沙说再见吧！》， 台湾 《今日新闻》， ｈｔｔｐ： ／ ／ ｍ ｎｏｗ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ｎ ／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８ ／ １８５９７９３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苏起： 《从大小三角看， 维持现状》， 台湾 《联合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 版 Ａ１４。
黄忠荣： 《朱立伦： 延续马英九总统南海和平倡议》， 台湾 《旺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６ 日， 版 Ａ１０。
黄介正： 《南海， 明年两岸关系第一考题》， 台湾 《联合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 版 Ａ１５。



机制外单边规则执行与冲突管控
———以美国航行自由项目的行动层面为例

祁昊天

［内容提要］ 机制外霸权的规则执行会引发潜在的冲突， 而美国航行自由项

目的军事行动宣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却不引发冲突， 行动层面的自约束是降低

冲突爆发可能的主要因素。 沉没成本与文化内化使得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宣示

形成了长期化的自维持， 而常态化与长期化的航行自由项目可能为美国带来议

程设置权， 这一情形既有可能继续约束冲突的发生， 也会侵蚀沿岸国的权益。
［关键词］ 机制外霸权　 航行自由　 危机冲突管控　 中美关系　 行动互信

［作者简介］ 祁昊天， 乔治城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

从行动层面入手， 本文试图讨论美国航行自由项目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Ｎ） 的危机与冲突隐患， 及其约束机制。① 航行自由 （军事） 行动宣

示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或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ｓ， ＦＯＮＯＰｓ 或 ＦＯＮＯＰ）
作为美国外交、 安全政策中的一项长期化、 制度化的政策， 有别于其在许多其他

外交领域的做法。 作为二战后、 冷战后绝大多数国际机制的发起者与实际维护者，
美国的霸权②体系有赖于这些机制的良好运转。 但是在国际海洋法机制中， 美

国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参与者。 作为机制外的霸权， 其单边规则执行的做法涉

及他国主权等敏感领域， 加上军事力量的介入， 是潜在的国际安全不稳定因

素。 但是从历史上看， 由 ＦＯＮＯＰ 引发的激烈摩擦却十分罕见， 原因何在？ 本

文不考察 ＦＯＮＯＰ 及相应外交博弈的法理问题， 而主要聚焦军事行动层面。
本文将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霸权 （或强权） 与机制的关系入手， 在

文献回顾基础上对 ＦＯＮＯＰ 的影响进行设问； 第二部分简要梳理航行自由项目的

概貌； 第三部分从数据切入行动层面的讨论； 第四部分讨论 ＦＯＮＯＰ 在行动层面

自带的冲突约束机制； 第五部分通过苏美与中美的回顾， 讨论目前在冲突和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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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中文文献及报道中一般译为 “自由航行计划”， 笔者认为根据美国政

府和军方的习惯译为 “项目” 也许更加贴切。
本文中所谈到的 “强权” 或 “霸权” 不存在价值判断， 只表示中性的国际或区域体系中实力

政治的主要参与者， 及相应规则的主要制定和推行者。



机管控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六部分作为结论， 延伸对美策略的讨论。

一、 机制外霸权的规则强制

（一） 霸权与机制： 文献简述

霸权并不是国际合作的充分或必要条件， 但当霸权存在时， 机制可以成为

其推行规则的途径。① 一种类型的机制强调单方面作用： 如军事同盟中的主导国

家； 霸权稳定论中霸权国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提供公共产品； 霸权在提供公共

产品之外对他国进行威压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和 “征税” （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霸权国基于经济

合作外生性的考量防止他国搭便车等等。② 另一类型的机制强调相互约束， 如体

现为多边主义的内嵌自由主义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或霸权通过机制将权力

分散化， 取得更持久的合作等。③机制既可以通过权力结构中主要行为体的推动，
也可以通过利益与文化的内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发生作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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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 “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３９： ４
（１９８５）， ５７９－ ６１４；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Ｄａｖｉｄ Ｌａｋ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
ｍ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３７： ４ （１９９３）， ４５９－４８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Ｒｉｄ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５： ２ （１９８１）， ２４２－２５４；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Ｊｏａｎｎｅ Ｇｏｗ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ｓ， Ｅｘｃｌｕｄａｂｌｅ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 Ｅｐｉｔａｐｈ ｆｏｒ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４１：
３ （１９８９）： ３０７－２３４； Ｊｏａｎｎｅ Ｇｏｗａ ａｎ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Ｄ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７： ２ （１９９３）， ４０８－４２０

Ｊｏｈｎ Ｒｕｇｇｉ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６： ２ （ １９８２）： ３７９ － ４１５；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ｕｒ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ｊｏｒ Ｗａｒ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关于不同类型机制对于不同因素的强调， 分别参见， 权力：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 Ｋｒａｓｎ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６： ２ （１９８２）， １８５－
２０５；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ｒｉｅｃｏ，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ｅｓ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２： ３ （１９８８）： ４８５－５０７； 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Ｔｈｅ Ｆａｌｓ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１９： ３ （１９９５）： ５－４９； Ｊｏｓｅｐｈ Ｍ Ｇｒｉｅｃｏ，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ｅｓ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２： ３ （１９８８）， ４８５－５０７；
利益：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Ｏｒａｎ Ｙｏｕ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ｉｔ，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ｔｅｉ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ｒ⁃
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ｉｎ ａｎ ａｎａｒｃｈ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３６ （Ｓｐｒｉｎｇ １９８２）： ２９９－３２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ｐｓ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３７ （１９８４）， １－２３；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ｘｅｌｒｏｄ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３８： １ （１９８５），
２２６－２５４； 观念： Ｒｉｓｓｅ－Ｋａｐｐｅｎ， “Ｉｄｅａｓ ｄｏ ｎｏｔ ｆｌｏａｔ ｆｒｅｅｌｙ：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４８： ２ （１９９４）， １８５－２１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ｒａｍｓｃｉ，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ｉｓｏｎ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７１） 



但无论是哪种机制， 都伴随三个基本难题。 一是机制规则的遵守 （ ｃｏｍｐｌｉ⁃
ａｎｃｅ） 与执行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①遵守与执行是两个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规则的执

行并不重要②， 但另一些研究认为机制本身在保障承诺方面是先天不足的， 因而

执行者的介入便很重要。③执行能够进一步提高透明度、 增加未来贴现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缓解承诺难题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提高违规的代价。 此外， 当机

制的规则本身可能存在模糊空间时， 规则的遵守与执行便会更为复杂。
最后， 虽然霸权并不是合作的充分或必要条件， 但是规则的执行却需要明

确的参与主体。 当霸权国未正式参与某领域的国际机制时， 笔者称之为 “机制

外霸权”， 而这一霸权若在 （单边） 推行相应规则， 便出现笔者称为 “机制外霸

权的规则执行” 问题。
（二） 机制外霸权与单边规则执行

以是否参与机制和规则执行与否作为两个指标， 我们可以将强权国家的选择分

为四种情况： 不作为、 孤立主义、 霸权稳定、 机制外规则 （单边） 执行。 在第一种

情况下， 霸权国作为机制参与者和领导者， 并未起到维护机制的作用， 最终可能

导致机制的功能丧失与机制内利益分配失衡， 典型的例子包括国联战争预防框架

的失败。 第二种情况也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情况， 但与前者不同的是， 强权选择了

超脱于机制以外， 也就是这一强权选择放弃成为机制内霸权， 如一战后的美国。

强权、 霸权的选择 机制内 机制外

不参与规则执行

机制内霸权不作为

案例： 国联战争预防框架的失败

孤立主义强权

案例： 美国不加入国联

执行规则

以霸权为核心的多边安全机制

案例： 春秋时期以维护联盟秩序为

目的的干涉； 海湾战争等

机制外霸权的单边规则执行

案例： ＦＯＮＯＰ
　

７１

机制外单边规则执行与冲突管控———以美国航行自由项目的行动层面为例


①

②

③

Ｄｏｗｎｅｓ ｅｔ ａｌ ， “Ｉｓ Ｇｏｏｄ Ｎｅｗ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Ｇｏｏｄ Ｎｅｗ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５０： ３ （１９９６）， ３７９－ ４０６； Ｂｅｔｈ Ｓｉｍｍｏｎ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４： ４ （２０００）， ８１９－８３５

Ａｂｒａｍ Ｃｈａｙ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ｉａ Ｈａｎｄｌｅｒ Ｃｈａｙｅｓ， “ Ｏｎ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７： ２
（１９９３）， １７５－２０５； Ｊａｍｅｓ Ｆｅａｒｏｎ，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５２： ２ （１９９８）， ２６９－３０５

Ｇｅｏｒｇｅ Ｄｏｗｎｅｓ ｅｔ ａｌ ， “Ｉｓ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ｎｅｗ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ｇｏｏｄ ｎｅｗ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５０： ３ （１９９６）， ３７９－ ４０６； Ｅｍｉｌｉｅ Ｈａｆｎｅｒ－Ｂｕｒｔｏｎ， “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Ｈｏｗ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５９ （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０５）， ５９３ －
６２９； Ｓａｒａ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Ｈｅｎｓｅ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１： ４ （２００７）， ７２１－７３７



　 　 第三种情况是比较 “正常” 的机制与霸权组合， 历史上的例子很多， 如中

国春秋时期的霸权政治。 吕思勉先生认为 “霸” 为 “伯” 的假借字，①霸权国即

兄长之国。 钱穆认为 “霸者标义， 大别有四”： 尊王、 攘夷、 禁抑篡弑、 裁制兼

并。② 尊王， 便是霸者代天下共主周天子行维持 “国际” 秩序和理念的职责； 攘

夷， 带领诸侯抵御体系外的安全威胁； 第三和第四其实都是 “维稳”， 维护或重

置诸侯国内部政治稳定。 根据部分当代学者的观点， 这几种职责的效果可一体

衡量， 而霸者的干涉又可再做细分。③ 当代霸权国通过联合国授权所采取的军事

干涉也属于这种情况。
最后一种情况， 是较为特殊的组合： 一方面， 强权未正式参与机制； 另一

方面其利益与意识形态却与该机制存在诸多重叠， 并以单边方式强制推行相

关规则。 这时的霸权是名义的 （ ｄｅ ｊｕｒｅ） 外部行为人、 实际的 （ ｄｅ ｆａｃｔｏ） 的

利益攸关方， 美国的航行自由项目与行动宣示便是一例。 美国不是 《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 （ＵＮＣＬＯＳ） 的签署国， 但却以其对公约的解释进行单边 “维

护” 行动。
这种规则执行从道义与利益上都带来潜在冲突： 在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

上可被视作僭越， 在权力与权利的分配上则可被视为侵犯与挑衅。 航行自由

项目一经公布便遭到了多国指责。④而美国也在 ＵＮＣＬＯＳ ＩＩＩ 谈判期间暂停了

ＦＯＮＯＰ， 以免刺激与会各国。⑤在美军内部， ＦＯＮＯＰ 可能引发冲突很早便是

共识。⑥

（三） 机制外单边规则执行的冲突性

这种潜在冲突与几个因素相关。 首先， 机制规则本身存在模糊性， 规则的

出现与演进是动态的过程， 机制内国家对于规则的理解与应用是不同的。 例如

在 ＵＮＣＬＯＳ 定稿前的最后谈判中， 是否加入领海无害通过的预先通知、 批准条

款引发了很大的争论， 最终要求通知或批准的国家做出了让步。⑦ 许多国家依然

对无害通过原则有不同的阐述与实践： 要求预先通知的国家包括印度、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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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吕思勉： 《吕著中国通史》，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第九章。 王家范考证认为吕

说不妄， 王家范： 《中国历史通论》，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１４５ 页。
钱穆： 《国史大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６ 年， 第二篇第四章。
关于职责效果的衡量， 参见徐进： 《春秋时期 ‘尊王攘夷’ 战略的效用分析》， 《国际政治科

学》， ２０１２ ／ ２ （总第 ３０ 期）， 第 ３８－６１ 页。 陈琪与黄宇兴认为春秋时期的干涉可分为维护联盟、 稳定宗法

秩序、 瓜分霸主遗产等六种， 而这几大类中有六成以上的实际干涉属于机制内对规则的维护， 《春秋时期

的国家干涉》， 基于 《左传》 的研究”， 《国际政治科学》， ２００８ ／ １， 总第 １３ 期， 第 ３３－７３ 页。
参见： Ｕ Ｎ Ｄｏｃ Ａ ／ ＣＯＮＦ ６２ ／ ８５ （ １９７９） ； Ｕ Ｎ Ｄｏｃ Ａ ／ ＣＯＮＦ ６２ ／ ＳＲ １１８ （ １９７９）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Ａｃｅｖｅｓ， “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Ｈａｓｔ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９ （ １９９５ ／ ９６） ２５９－３２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ｒｋｉｎ， Ｓｐｙ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 Ｍａｙ １， １９９８
Ｔｈｏｍａｓ Ａ Ｃｌｉｎｇａｎ， Ｊｒ ，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Ｐｏｓｔ⁃ＵＮＣＬＯＳ ＩＩＩ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４６ Ｌ ａｗ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４６： ２ （１９８３）， １０７－１２３



韩国、 芬兰等 １０ 余国； 需要预先批准的国家包括中国、 菲律宾、 越南、 伊朗、
巴基斯坦、 罗马尼亚等 ２０ 多个国家。①

其次， 霸权以 “局外人” 身份单边推行规则， 名不正而言不顺， 缺乏法理

与道义上的合理性， 美国内部尤其是军方也有声音要求重新考虑 ＵＮＣＬＯＳ。② 航

行自由对美国不止是意识形态问题， 更是利益需要， 美国海空力量作为其全球

霸权的武力支柱， 保持全球到达能力是战略和行动层面共同的需要。 而利益的

诉求则必然激化其与沿岸国的矛盾。 机制本身所保留的模糊性为各国预留了不

同解释的空间， 霸权国的单边干预则将其政治化、 公开化、 甚至军事化， 引发

他国不满甚至导致摩擦和冲突， 尤其考虑到 ＦＯＮＯＰ 所针对的主要问题与主权

有关。③

马汉与柯白的海权思想分别影响着美军的海洋控制与力量投送思维， 这在

目前美国海军的观念中主要体现为， 如 《２１ 世纪海权的合作战略 （２０１５） 》 及

其相关条例如 《海军行动概念 ２０１０ （ＮＯＣ１０） 》、 《海战 （ＮＤＰ１） 》 等。④ 这些

文件的问题是对于战时行动与和平时期武力使用及非战争军事行动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Ｗａｒ， ＭＯＯＴＷ） 的内涵差异缺乏明确界定， 航行自由与行

动自由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的界限可能出现混淆。⑤

在强调了所有上述因素后， 本文的问题 （ ｐｕｚｚｌｅ） 在于， 美国 ＦＯＮＯＰ 历

史上引发的军事化冲突非常之少 （类似 １９８６ 年针对利比亚的锡德拉 ／苏尔特

湾冲突是极少的特例）， 不仅如此， 其引发的外交交锋也是不多的。 原因

何在？
一种解释可以是现实主义的， 即 ＦＯＮＯＰ 所针国家的实力均落后美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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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ｉｓｓｉ Ａｇｙｅｂｅ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ｅ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ａｐｅｒ ９， ｈｔｔｐ： ／ ／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ｌａｗ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ｅｄｕ ／ ｌｐｓ＿ ｐａｐｅｒｓ ／ ９； 数

据核对可参照：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ｃｅ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Ｌｉｍ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Ｊ Ａｓｈｌｅｙ Ｒｏａｃｈ
＆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Ｓｍｉｔｈ，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ｌａｉｍｓ， 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 １９９６

如： Ｊａｍｅｓ Ｋ Ｇｒｅｅｎ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ｖｙｓ Ｆ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Ｎｅｗｐｏｒｔ， Ｒｈｏｄｅ Ｉｓｌａｎｄ， １９９２； Ｊａｍｅｓ Ｈ Ｄｏｙｌｅ， Ｊ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Ｖｏｌ ７２ （１９９７）， １７－３８； Ｗａｌｔｅｒ Ｆ Ｄｏｒａｎ， “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２ ＬＯ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 １０： ３ （１９９５）， ３３５－ ３４７；
Ｄｅｎｎｉｓ Ｍａｎｄｓａｇｅｒ， “Ｔｈｅ Ｕ 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Ｖｏｌ ７２ （１９９７）， １１３－１２７

见附录数据。
Ｕ Ｓ Ｎａｖ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ｅａｐｏｗｅ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１５； Ｕ Ｓ

Ｎａｖ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 Ｎａｖ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２０１０：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１０；
Ｕ Ｓ Ｎａｖ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Ｎａｖａｌ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１０

Ｉｖａｎ Ｔ Ｌｕｋｅ， “Ｎａｖ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ｅａｃｅｔｉｍｅ：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Ｌｉｔｅ’ ，”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６： ２ （２０１３）， １１－２６



但这种解释存在几个问题： 首先， 国美强于其他国家本就是常量， 很难确定其

解释力； 其次， 相对实力作为一个总体结构性因素， 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操作层

面美国与沿岸国的矛盾很少出现激化， 即便是外交层面的口角； 此外， 如果我

们可以把冷战期间的苏联作为美国势均力敌的对手， 又该如何解释美苏之间围

绕 ＦＯＮＯＰ 问题的相对平静？ 著名的 １９８８ 黑海撞船事件常被作为美苏对抗的案

例之一， 但详细审查其过程及结果后便会发现， 这一事件的对抗性并没有那

么强。①

总之， 笔者认为相对实力这个结构性因素固然有其相关性， 却无法很好地

为我们解惑。 本文将关注重点转向行动层面， 笔者认为 ＦＯＮＯＰ 在行动层面 “自
带” 的政治与军事管控机制降低了冲突发生与升级的可能性。

二、 航行自由行动宣示

航行自由是一种观念， 主要基于西方航海、 经济和军事扩张的历史而产生，
是海洋国家对沿岸国家的要求。 与此同时， 它更是利益的诉求， 是海权与陆权

对抗的某种历史阶段性结果。 在美国， 航行自由也是一种政策， 美国政府从

１９７９ 年开始， 经过自卡特到小布什数任政府逐渐完善了 “航行自由项目”， 以

宣示其海空军事力量在全球的机动权利与权力。②

航行自由项目主要由美国国防部与国务院合作开展， 包括三个方面： 军事

行动宣示； 外交抗议； 国防部或国务院对外咨询磋商。 其中行动宣示正如一位

美国海军总军法官私下所言， “是典型的 ‘打人打脸’ 行动， 其目的就是让人们

知道谁才是老大。 至少在 ＦＯＮ 的问题上， 美国就是不折不扣的世界警察。”③

ＦＯＮＯＰ 不只针对敌对国家， 也针对盟国 （如日本、 韩国、 加拿大、 澳大

利亚等）。
美国防部每年都会公布过去一财年 ＦＯＮＯＰ 所针对国家及 ＦＯＮＯＰ 理由， 不

过行动的具体时间与位置是保密的， 也不会公开针对某一国家的具体行动次数，
而只标明一年内单次或多次行动或是否在前一年进行了同类 ＦＯＮＯＰ。 虽然通过

其他渠道我们对于 ＦＯＮＯＰ 的次数能够得到部分信息， 但很遗憾， 全面和精确数

据是没有的。 根据已有数据， 我们知道美国在盟国的 ＦＯＮＯＰ 执行次数少于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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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Ａｃｅｖｅ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ｔ Ｓｅａ： Ｕ 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６８， ２４３－２６２

几任政府的重要相关文件以时间顺序包括： １９８２ 年第 ７２ 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 １９８７ 年第 ２６５ 号

国家安全决策指令， １９９０ 年第 ４９ 号国家安全指令， １９９５ 年总统决策指针 ／ 国家安全委员会 ３２、 ３３ 号文

件， ２００３ 年参谋长联席会议 ＣＪＣＳＩ ２４２０ ０１Ａ 文件 （ “美国航行自由项目及敏感区域报告” ）， 国防部

２００５ＤｏＤＤ Ｃ－２００５ １ 文件 （ “美国海上航行与飞越权利计划” ）
Ａｍｉｔａｉ Ｅｔｚｉｏｎｉ，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Ｐｏｌｉｃｅｍａｎ，”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１－１７



盟国或敌对国家。 这很自然， 除了现实政治的因素外， 从法理角度而言美国的

盟国更有可能与其持有同样立场。
具体而言， ＦＯＮＯＰ 针对的所谓 “过度海洋主张” 主要包括：①历史主张； 不

合乎 ＵＮＣＬＯＳ 的领海基线划定； １２ 海里领海内不允许军用舰船、 潜艇、 飞行器

在未经申请或许可的情况下无害通过， 无论领海是否与国际航道重叠； 超过 １２
海里的领海主张； 对专属经济区内军事行动等非资源类行动的限制； 对群岛海

运线进行限制等。
现有文献对于 ＦＯＮＯＰ 的关注重点在于航行自由在法理与政治方面的演进，

以及美国政策层面的发展。 这类文献很细致地梳理了几个重要问题： 航行自由

理念的历史与法理源头； 美国航行自由项目的政治源头； 美国航行自由项目的

历史演进； 美国航行自由项目的法理地位等。②

本文关于机制外单边规则执行却不导致冲突的设问是目前文献尚未足够重

视的。 另外， 现有文献缺乏对于行动层面的系统梳理， 而这恰恰是考虑此问题

的突破口。

三、 行动层面数据及总体趋势

本文所采用的 ＦＯＮＯＰ 行动层面数据主要根据美国国防部过去 ２４ 年官方信

息整理而成， 如前所述， 该数据的记录单位是 ＦＯＮＯＰ 所针对国家。 具体数据参

见附录表 １ 与表 ２， 表 １ 为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 年美军所有 ＦＯＮＯＰ 行动情况， 表 ２ 为针

对中国的 ＦＯＮＯＰ。
根据附录表 １， 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些趋势： 首先， ＦＯＮＯＰ 行动整体密度

下降； 第二， 在大的下降趋势中， 近年来有所回升； 第三， ＦＯＮＯＰ 的重点领域

从领海问题向专属经济区 （ＥＥＺ） 转移； 第四， ＦＯＮＯＰ 的区域重点逐渐向亚太

倾斜。
从大趋势来说， 整体下降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 ＦＯＮＯＰ 针对国的行为趋近

于美国标准； 二是美国兵力受限。③冷战后随着美军舰船数量的下降， 前方各大

联合司令部、 舰队司令部时常抱怨缺乏足够力量维持 ＦＯＮＯＰ 的密度。 美军认为

只有常规化的行动宣示才能证明 ＦＯＮＯＰ 不是挑衅性的， 因为只有非常规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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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７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 １９８２
如： 曲升： 《美国 ‘航行自由计划’ 初探》， 《美国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０２－１１６ 页； Ｊ

Ａｓｈｌｅｙ Ｒｏａｃｈ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Ｓｍｉｔｈ，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ｌａｉｍｓ ，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１２； Ｄｅｎｎｉｓ
Ｍａｎｄｓａｇｅｒ， “ Ｔｈｅ Ｕ 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Ｖｏｌ ７２ （１９９７）， １１３－１２７；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Ａｃｅｖｅ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Ｈａｓｔ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９ （１９９５ ／ ９６）
２５９－３２６； Ｊａｍｅｓ Ｈ Ｄｏｙｌｅ， Ｊ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Ｊａｍｅｓ Ｋｒａｓｋ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４００



部署才带有明显的军事示威意涵。①

小趋势方面， 无论是以美国国防部年报数据为准还是其他渠道的个别年份

次数信息， 都可看出增加趋势。 如 ２０１３ 年美军进行了 １９ 次 ＦＯＮＯＰ， ２０１４ 年

为 ３５ 次， 上升 ８４％。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５ 次 ＦＯＮＯＰ 中， 有 １９ 次在美军太平洋司令

部的责任区 （ Ａｒｅａ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②这也能证明 ＦＯＮＯＰ 的重点在向亚太

转移。
针对领海的 ＦＯＮＯＰ 数量下降是另一趋势。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０４ ／ ５ 年， 美军

ＦＯＮＯＰ 行动主要集中在领海主张、 进入领海的要求、 无害通过的规定等。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４ 年， 行动重心则集中在 ＥＥＺ 方面， 如 ＥＥＺ 内军事行动的限制和规定、 进

入 ＥＥＺ 的规定、 ＥＥＺ 上空管辖权等。
在针对中国的 ＦＯＮＯＰ 方面， 中美两国的立场差异集中在两方面。 ＥＥＺ 方

面， 美国认为所有船只可在无许可的情况下通过专属经济区与领海， 军用舰船

可在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正常军事行动， 如演习、 侦察、 测量、 飞行器起降等。
领海方面， 美国坚持只要军用舰船或飞行器不进行以上军事行动， 不对沿岸国

产生威胁， 则构成无害通过且无需预先知会或得到许可。
中国对于 ＥＥＺ 通行的要求基本等同于领海内无害通过， 外国军用舰船与飞

行器不得进行演习或侦察。 而在领海内， 外国舰船、 军机的无害通过必须事先

得到许可。③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后一问题的立场正在发生改变， ２０１５ 年夏末中

国海军编队通过阿留申群岛一事， 美国绝大多数舆论与一些华人学者解释为在

美国领海无预先通知的无害通过。④ 中国的官方解释是编队在塔纳加海峡这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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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Ｇｅｏｒｇｅ Ｖ Ｇａｌｄｏｒｉｓｉ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Ｇ Ｋａｕｆｍ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ｎｇ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３２ （ ２０００ ／ ０１），
２５３－３０２； Ｊａｍｅｓ Ｋ Ｇｒｅｅｎ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ｖｙｓ Ｆ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 Ｃｏｌ⁃
ｌｅｇｅ， Ｎｅｗｐｏｒｔ， Ｒｈｏｄｅ Ｉｓｌａｎｄ， １９９２

Ｍｉｒａ Ｒａｐｐ－Ｈｏｏｐｅｒ， “Ａｌｌ ｉｎ Ｇｏｏｄ ＦＯＮ： Ｗｈｙ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ｓ Ｕｓｕ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 ２０１５－１０－１２ ／ ａｌｌ－ｇｏｏｄ－ｆｏｎ

中国相关的主要法律文件包括： １９９２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１９９６ 年 《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海基线的声明》， １９９８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２００２ 年 《中华人民共和

国测绘法》， ２０１２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的声明》， ２０１３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航空器识别规则公告》。
如， 张锋： 《南海强硬派或正中美国下怀， 国际法应创造性为我所用》，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１３８８０５２； 张锋： 《为什么说美军在南海宣示 “航行自由” 没什么大不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１３８５３８４； Ｓａｍ ＬａＧｒｏｎ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ｒｓｈｉｐｓ Ｍａｄｅ ‘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Ｕ 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ｆ Ａｌａｓｋａ，”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ｕｓｎｉ ｏｒｇ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０３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ａｒｓｈｉｐｓ－
ｍａｄｅ－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ｐａｓｓａｇ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ｕ－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ｏｆｆ－ａｌａｓｋａ； Ｍｉｓｓｙ Ｒｙａｎ ａｎｄ Ｄａｎ Ｌａｍｏ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ｖａｌ ｓｈｉｐｓ ｃａｍｅ ｗｉｔｈｉｎ １２ 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ｍｉｌ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ｉ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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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航道行使了过境通行权，① 这样的话将其与南海情形进行类比便是不合适的。
否则， 从法理上是不严谨的， 从政治上也是不明智的。

根据附录表 ２ 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美军每年针对中国的 ＦＯＮＯＰ 基本都是多
次， 且行动密度越来越高。 过去 ２０ 余年针对中国的 ＦＯＮＯＰ 主要集中在 ＥＥＺ 和
领海通过预先许可这两项，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美军拉森号抵近渚碧岛的行动，
从某种角度便可被解释为领海无害通过。

基于 ＵＮＣＬＯＳ 第二部分第二节第十三条和第五部分第六十条， 美国认为军
用舰船和飞行器在沿岸国 １２ 海里范围内不可进行侦查、 测量等军事行动， 根据
第八部分第一二一条， 低潮高地与岩礁、 岛屿拥有不同的国际法地位， 不拥有
领海， 人工建筑与扩建是否可以改变海洋地物的性质， 如能否提高低潮高地的
法律规格也是争议焦点。② 在 １０ 月 ２７ 日之前， 这是外界对于美军 ＦＯＮＯＰ 针对
点的普遍看法， 认为此次行动将挑战领海问题本身， 而事实上拉森号在渚碧礁
附近并没有进行军事行动， 正如一些学者的分析， 渚碧礁可被认作临近沙洲的
领海基点， 因此根据 ＵＮＣＬＯＳ 第十三条， 美军行动不是挑战渚碧礁是否拥有领
海， 而是挑战中国对于领海通过的预先批准要求。③

四、 行动层面分析与冲突管控

在以上美军 ＦＯＮＯＰ 数据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行动层面对美国与
他国博弈的影响。 ＦＯＮＯＰ 的具体执行流程属于保密信息， 前文注释 １７ 中所提到
的相关文件， 无论是国家安全指令还是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文件， 都或是
在公开版本中对具体流程做了加密处理， 或是干脆没有公开。 不过根据美军
ＦＯＮＯＰ 行动的历史和已知决策机制要点， 我们依然可以梳理其行动层面与危机
冲突管控有关的基本情况。

通过对 ＦＯＮＯＰ 行动层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冲突管控因素： 一是
ＦＯＮＯＰ 的设计对侵略性的约束； 二是 ＦＯＮＯＰ 执行本身的内在矛盾； 三是
ＦＯＮＯＰ 执行的常态化及其对美国与沿岸国博弈方式的影响。

（一） ＦＯＮＯＰ 被重重条框和习惯限制， 降低了其侵略性

１ ＦＯＮＯＰ 在法律上十分谨慎。 ＦＯＮＯＰ 是一项专业性和政治性都非常强的任
务， 从航线的选择， 航行中的舰、 机操作， 到与沿岸国拦截或伴航舰机的沟通，
美军的官兵培训要具体到关键战位， 每一个指令和操作都可能影响美国的信号
是否准确表达。 每一级相关军事单位都会安排军法官提供法律咨询， 从最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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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国防部例行记者会文字实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ｄ ｇｏｖ ｃｎ ／ ａｆｆａｉｒ ／ ２０１５－０９ ／ ２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６２６５４２＿ ２ ｈｔｍ。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ｓ ／ ｔｅｘｔｓ ／ ｕｎｃｌｏｓ ／ ｕｎｃｌｏｓ＿ ｅ ｐｄｆ； 中文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ｌａｗ ／ ｓｅａ ／ ｌｏｓ ／ 。

Ｂｏｎｎｉｅ Ｓ Ｇｌａｓ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Ａ Ｄｕｔｔｏｎ， “Ｔｈｅ Ｕ Ｓ Ｎａｖｙ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Ｓｕｂｉ
Ｒｅｅｆ： Ｄｅｃｉｐｈｅｒｉｎｇ Ｕ Ｓ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ｈｔｔｐ：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ｒｇ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ｔｈｅ－ｕｓ－ｎａｖｙ％Ｅ２％８０％９９ｓ－ｆｒｅｅｄｏｍ－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ｓｕｂｉ－ｒｅｅｆ－１４２７２



的编队或单艘舰只， 到舰队及飞行联队， 到作战司令部、 区域联合司令部， 再
到最高层的参谋长联席会议。 美海军舰艇及海军航空兵一线指挥人员需要严格
遵守 《海军行动法律指挥官手册》。①任务执行过程中， 哪些战术动作可以采取，
哪些必须禁止， 都有严格规定。

２ ＦＯＮＯＰ 的决定不是单向的， 沿岸国家和任务范围的筛选必须经过自下而
上与自上而下的双向过程， 有时甚至是往复的。 虽然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期向军
队发送政策性信件， 从原则上鼓励一线部队展开行动宣示， 但是美国最高决策
层几乎从未下达关于地点和时间的具体建议。② 相反， 这些行动建议都是首先来
自基层司令部。 此外， 这一过程还涉及军队的平行机构如外交系统、 环保机构
的预闻甚至监督权， 如 ＦＯＮＯＰ 的政策部分由参联会战略计划与政策 （Ｊ－５） 主
任负责， 行动部分由行动 （ Ｊ－３） 主任负责，③ 但在政治敏感区域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 ＰＳＡ）， 则必须有国务院的介入。④

３ 因此从社科方法论角度而言， 当我们考察 ＦＯＮＯＰ 时不能只关注那些确实
发生了的。 在美军历史上， 大多数 ＦＯＮＯＰ 提议是被否决的。 在安全决策圈内，
反对 ＦＯＮＯＰ 的声音主要可能来自驻外使馆、 外交系统高层、 军方高层、 以及五
角大楼参谋人员。⑤ 也就是说， 对于 ＦＯＮＯＰ 最为积极的支持声音来自拥有
ＦＯＮＯＰ 经验的部队， 而华盛顿和目标国首都的高层文官、 军官由于不熟悉
ＦＯＮＯＰ 行动的协调、 法律、 紧急情况处理等问题， 在是否执行 ＦＯＮＯＰ 的问题
上偏于保守。 这也体现在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白宫与军方之间关于是否在南海中国岛
礁 １２ 海里以内进行 ＦＯＮＯＰ 的矛盾。⑥

（二） ＦＯＮＯＰ 的执行存在一些内在矛盾， 抑制了其挑衅性

１ ＦＯＮＯＰ 的博弈逻辑是通过军事存在发出政治信号， 而保密与低调却是美
国其执行过程的一大特色。⑦ 美军历史上大多数 ＦＯＮＯＰ 并非明目张胆、 锣鼓喧
天地展开。 甚至很多目标国家只有通过五角大楼财年终上交总统与国会的公开
报告， 才得知美军曾在其专属经济区甚至领海展开过行动宣示。⑧ 不过对于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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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ｖｙ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Ｕ 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ｏｒｐ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Ｕ Ｓ Ｃｏａｓｔ Ｇｕ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７

Ｄｅｎｎｉｓ Ｍａｎｄｓａｇｅｒ， “Ｔｈｅ Ｕ 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Ｊａｍｅｓ Ｋｒａｓｋ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ｘ⁃

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４０３
Ｊａｍｅｓ Ｋ Ｇｒｅｅｎ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ｖｙｓ Ｆ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 Ｃｏｌ⁃

ｌｅｇｅ， Ｎｅｗｐｏｒｔ， Ｒｈｏｄｅ Ｉｓｌａｎｄ， １９９２
同上。
Ａｕｓｔｉｎ Ｗｒｉｇｈｔ， Ｂｒｙａｎ Ｂ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Ｅｗｉｎｇ， “Ｏｂａｍａ ｔｅａｍ，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ｔ ｏｄｄｓ ｏｖｅｒ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ｂａｒａｃｋ⁃ｏｂａｍａ⁃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ｖｙ⁃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ｏｄｄｓ⁃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１２０８６５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Ｒ Ｃｏ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１： ４ （１９８８）， １０７－１１８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Ａｃｅｖｅ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Ｄｅｎｎｉｓ Ｍａｎｄｓａｇｅｒ， “Ｔｈｅ Ｕ 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



目标， 美国自会辅以高调的舆论造势， 如 ２０１５ 年秋天在南海。
２ 部门间利益和认知的差异加强了 ＦＯＮＯＰ 的保守倾向。 联系到前面所说的

决策过程， 美军常常主动规避沿岸国的主张领域， 或绕行或不采取可能被视为
挑衅的战术动作。 从美国立场而言， 这抵消了 ＦＯＮＯＰ 的功能性， 从冲突管控角
度， 则降低了危机出现和升级的可能， 如 ＰＳＡ 的建立。 ＰＳＡ 在 ＦＯＮＯＰ 行动层面
带来了连锁反应， 为了防止误入 ＰＳＡ， 一线指挥官常常 （主要在不甚紧要的地
方） 采取保守措施， 在 ＰＳＡ 基线以外再划出数十公里 （常为 ８０ 公里左右） 的
缓冲区， 而更大规模的编队如航母攻击群则又会在此基础上额外设置向外延伸
１６ 至 ２５ 公里的缓冲区。① 这种自我约束的行为从美国角度有悖于 ＦＯＮ 项目的宗
旨， 但是它无疑降低了潜在摩擦发生的机会。

（三） 虽然在国际上有反对声音， 在美国国内也有各种限制与顾虑， 但无疑
已在重点区域形成常态化与长期化，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的情形并不是

ＦＯＮＯＰ 的执行方式

美军认为 “军事存在” 的常态化是贯彻其国际法立场、 推行美国利益的基
础， 否则便可能出现 “过度海洋主张” 的先例与默许， 这对于规则的执行是不
利的。 从附录数据可以看出， 针对某一特定目标的某一特定 “过度海洋主张”，
美军会在一段时间内进行反复、 连续的行动， 如对于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
峡的政策、 中国对专属经济区上空的管辖权、 印度对专属经济区军事行动的要
求、 菲律宾群岛水域的领海问题、 加勒比与非洲国家的领海主张等。

这种常态化虽然增加了美国与 ＦＯＮＯＰ 针对国家交锋的机会， 却同时可能抑
制冲突的发生。 美国在挑衅与约束之间的平衡向对方释放了一种信号， 一条明
确的红线—在侵犯对方的同时， 美国为自己划的红线。 这种信号的明确性在首
次或最初若干次交锋中也许不甚明朗， 但是随着互动次数的增加， 双方都经历
了学习过程。 这种对美国与沿岸国博弈方式的塑造， 可以理解为一种独特的政
治议程设置权 （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这一点对美国是有利的， 因为随着被侵犯
方进入美国的节奏， 适应了 ＦＯＮＯＰ 的方式， 便有可能帮助美国达成巡航常态化
目的。 换言之， 常态化的 ＦＯＮＯＰ 作为一种广义的机制具有自维持 （ｓｅｌｆ⁃ｅｎｆｏｒｃｅ⁃
ｍｅｎｔ） 甚至自加强 （ｓｅｌ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的特点。

下面将结合案例探讨美国与 ＦＯＮＯＰ 针对国之间行动层面的 “默契”， 并结
合美苏围绕 ＦＯＮＯＰ 斗争的经验， 探讨中美之间行动互信的建立与完善。

五、 案例分析： 行动互信

“行动互信” 在军事领域原本是指战术层面同袍之间的信任、 能力匹配、 认知
接近等特质， 是审视军事效率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的一种视角。②笔者这里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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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ａｍｅｓ Ｋ Ｇｒｅｅｎ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这一概念是比较新的， 其在军事领域的使用范围尚不是很广， 美军的相关研究始于 Ｎｉｃｏｌｅ Ｂｌａｔ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 Ｎｅｗ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ｉｃ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Ｎａｖａｌ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ｌｌ，
２００４。



的 “行动互信” 有别于这一概念， 是指国家之间在行动层面所拥有的联通性和可
预期性。 虽然国际关系中充满不确定性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但是行为的可预期能够避
免不必要的摩擦与冲突， 这一点在军队之间的互动更加重要。 笔者用这一概念与
国际关系学界、 政策界常用的 “战略互信” 进行区别与对比。 相对于战略互信难
免的 “咬文嚼字”， 行动层面的互信需要更加实打实的联通与互动机制。

（一） 黑海撞舰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与美国参

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罗在华盛顿发表了 《关于防止危险性军事行动的联
合声明》。 一年后， 克罗与新任苏联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在莫斯科签
署了 《防止危险军事行动协议》， 但就在美苏取得军事互信机制历史性进展的不
久前， 苏联领海刚刚上演了号称 “冷战最后事件” 的苏美撞舰。

１９８８ 年 ２ 月 １０ 日， 美第六舰队巡洋舰约克城号、 驱逐舰卡隆号驶入黑海，
苏联随即派遣护卫舰宁静号与护卫舰 ＳＫＲ⁃６ 号监视美舰并执行驱逐任务。 ２ 月
１２ 日， 美舰驶入苏联领海， 苏舰开始对美舰进行驱离。 警告无效后苏联海军高
层下达了撞击驱离的命令。 对峙一共持续了一个小时， 苏舰始终未能迫使美舰
提前驶出苏领海， 美舰基本保持原定航向与航速直至完成通过， 四舰均无人员
伤亡。 整个过程， 苏联态度坚决， 美国也十分谨慎。 撞击之外， 苏联未采取其
他威胁性的战术动作， 而美舰则将航向航速保持在 “无害通过” 可接受的范围，
双方均保持了克制。①

１９８３ 年， 苏联颁布 《苏联领海、 内海与港口的外国军舰航行与停靠规则》，
规定只有国际航道才可算作无害通过的许可海域， 外国军舰可在波罗的海、 鄂
霍次克海、 日本海的苏联领海内无害通过， 而黑海则没有适用的航道。 这是苏
美在黑海出现摩擦的原因之一。

这一 “冷战最后事件” 的降温十分迅速， 撞舰之后五个月美苏军队高层便
对如何加强危机协调达成了新的共识。 这是苏美军舰首次在苏联领海内的 “肢
体接触”， 也是最后一次。 事件降温后， 除了前面提到的军事行动协议之外，
１９８９ 年， 美苏两国签订了 《关于无害通过的国际法规则的联合的共同解释》。
而根据这一解释， 苏联完全改变了以往的国际法立场， 放弃了之前对于预先通
知与批准的要求。②

在 １９８８ 年撞舰事件之前， 美苏已有数十年海上摩擦的经验， 形成了一整套
沟通机制与相处习惯。 危机管控与协调机制的建立对于两国 “斗而不破” 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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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Ａｃｅｖｅ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Ｄｅｎｎｉｓ Ｍａｎｄｓａｇｅｒ， “Ｔｈｅ Ｕ 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Ａｃｅｖｅ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ｔ Ｓｅａ： Ｕ 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６８， ２４３－２６２；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Ｊｕｄａ，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ｂｙ Ｗａｒ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２１： ４ （１９９０）， １１１－１１６；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ｗｉａｔｋｏｗｓｋａ，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ｂｙ ｗａｒｓｈｉｐｓ： Ａ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Ｊｕｄａ，”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２１： ４ （１９９０）， ４４７－４５０



了重要作用。 １９７２ 年， 美苏签署 《关于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故的协定》
（ＩＮＣＳＥＡ）， 为两国提供了平时沟通与危机时协调的机制及行为准则。 １６ 年后的
撞舰事件中， 局面虽然一度紧张， 但双方行动都受到了这一机制的约束， 而事
件的迅速降温也得益于这一机制： 双方在对峙中采用了彼此明了的沟通方式，
减小了误判的可能； 双方一线部队均在政府和军队高层的严格节制下； 双方指
挥官能够直接沟通； 事件中两国军事、 外交沟通机制畅通， 国际内部军事、 外
交部门协调顺畅； 最为重要的是， 以 ＩＮＣＳＥＡ 和之后 《美苏防止危险军事行动协
议》 为代表的框架都不寻求解决战略与政治问题， 而是聚焦在行动层面。①

（二） 中美行动互信
中美海上军事互信与磋商机制的基础， 是签订于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９ 日的 《关于

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 （或称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协定》、
英文缩写 ＭＭＣＡ）。 ＭＭＣＡ 借鉴了 ＩＮＣＳＥＡ 的经验， 但仍有一些缺陷。②

一是较易受到总体政治关系的影响。 美苏 ＩＮＣＳＥＡ 机制是国与国级别， 除了
苏联入侵阿富汗这种大规模战争外， 两国两军之间的制度性磋商与协调始终没
有中断。 ＭＭＣＡ 则是部委级别， 很容易因中美两国整体关系的变化而波动。

再就是中美两军交流在行动层面的实质内容仍然偏少， 冲突预防措施失效
后的危机管控、 沟通与善后程序等均有待完善。 参与 ＭＭＣＡ 磋商的中美代表缺
乏一线部队人员， 其结果是军事行动与军事外交割裂， 两条管道在各自国内缺
乏协调， 在两国之间缺乏协商。

近些年的中美海空相遇事件便体现了预防与反应机制的有待加强。 如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南海 “无瑕号” 事件， ５ 月在黄海中国渔船与美舰 “凯旋号” 的对峙， ６ 月菲
律宾海域中国潜艇撞上美舰麦凯恩号的拖曳声纳阵列， ２０１３ 年美舰考本斯号抵近
侦察辽宁号航母并遭到黄岗山号登陆舰拦截， 以及频繁发生的中美空中相遇。

这一情况正在改变， ２０１５ 年美濒海战斗舰沃斯堡号在南海海域与衡水号相
遇， 双方通过及时有效的沟通降低了误判可能。 ２０１５ 年美舰拉森号抵近渚碧礁
时， 中方军舰先后对其进行了 １０ 余天的伴航， 除了 １０ 月 ２７ 日当天相对紧张的
气氛外， 中美一线官兵实则保持了轻松的交流， 日常对话中还包含了每日饮食、
家乡、 节假日计划等内容，③这是非常职业的表现。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中美签署了两个互信机制， 即 “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
信任措施机制” 和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两国又分别针对
这两个机制签署了 “军事危机通报” 与 “空中相遇” 附件。 根据最近两军舰机
相遇来看， 中美的默契正在提高。 中国军队在捍卫国家权益的基础上， 对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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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ｏｈｎ Ｈ ＭｃＮｅｉｌ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ｏ⁃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Ｕ Ｓ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６８ （１９９４）， ５７５－５８１

张愿， 胡德坤： 《防止海上事件与中美海上军事互信机制建设》，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第 ９６－１０８ 页； 钱春泰：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初析》，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 第

８－１１页； 蔡鹏鸿： 《中美海上冲突与互信机制建设》，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３０－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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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应十分到位且足够克制。 而美军也越来越注意重点培养熟悉南海及其他中
国周边海域 ＦＯＮＯＰ 任务相关领域 （如中国装备性能、 训练水平、 地理、 水文、
法律等） 的指挥官、 舰员、 机组。

结　 论

机制外霸权的规则执行带来潜在的危机冲突， 但 ＦＯＮＯＰ 却很少引发军事危
机甚至外交冲突。 本文主要分析了它在行动层面的自我约束以及美国与行动目
标国互动对冲突的抑制。 自 ２１ 世纪初以来， 中国逐渐成为美国 ＦＯＮＯＰ 的重点
对象， 了解美国 ＦＯＮＯＰ 自身的约束机制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行动意涵、 采取
更优策略十分重要。 在此基础上的行动互信是进行冲突与危机管控的重要一环。

不过在危机预防以外， 我们还应注意另外两个问题： 一是 ＦＯＮＯＰ 的长期化
与常态化， 二是与此相关的权益维护。 ＦＯＮＯＰ 的常态化极有可能在中美两国之
间形成某种 “议程设置权”， 一方面虽可能有助于避免冲突出现， 另一方面却会
造成对中国权益的实际侵蚀。

美苏在黑海的焦点是外军无害通过领海问题， 而中美在南海的分歧则是更为
复杂且深层次的问题。 苏联在 ８８ 年撞舰事件之后在国际法的解释方面做出了重大
让步， 这是值得反思的。 与黑海相比， 南海的情况更加复杂， 不仅牵涉周边国对
他国通过领海的要求， 还涉及海洋地物及周边海域定性的争议。 中国一些观察人
士在评论中美分歧时， 不应落入唯法条文本论和某一种解释系统的陷阱， 忽视国
际上对国际法解释的诸多争论与模糊地带， 如直接采纳某种海洋地物不具有领海
的说法或使用 “人工岛” 之类模棱两可的词汇。 在应对美国这些行动方面， 中国
面对着大量的国际舆论压力与法律陷阱， 苏联的无条件让步不足取。

国际法既是用来约束武器的批判， 也可以是批判的武器， 将一切国际问题
降维看作实力政治的观点既无理也失义。 但同时， 国际法体系既是对权力政治
的约束， 也是实力政治的结果， 它不是 “不言自明” 的真理， 却可能处处存在
带有政治意图的话语陷阱。 因此， 在与美国的相互中， 不仅需要行动互信， 更
需要 “行动自信”。 如何有效协调这两方面， 超出了本文所能讨论的范围， 将是
下一步探索的方向。

附录 １

附录 ２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责任编辑： 鲁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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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面临 “伊斯兰国” 影响的
内外环境分析①

廖成梅　 杨航

［内容提要］ 国内恐怖极端主义发展态势严峻和阿富汗北部局势不稳是中亚

地区面临较高的 “伊斯兰国” 威胁的内外环境背景因素。 “伊斯兰国” 威胁在中

亚地区的主要表现包括， “伊斯兰国” 中亚籍人员数量不断增加； 高职位军人和

政治人物受到 “伊斯兰国” 的影响； 社交网站是 “伊斯兰国” 向中亚进行宣传

和招募人员的主要途径。 目前， 中亚面临的来自 “伊斯兰国” 的现实性威胁主

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回流的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 “伊斯兰国” 军事行动的

中亚籍人员， 二是和中亚国家相邻的阿富汗北部地区的 “伊斯兰国” 力量渗入

中亚南部地区。 其中与阿富汗相邻的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面临的来自 “伊斯兰国” 渗入的威胁风险较高。
［关键词］ 中亚地区　 “伊斯兰国” 恐怖极端主义　 阿富汗

［作者简介］ 廖成梅，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杨航， 新疆大

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自从 “伊斯兰国 （Ислам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 成为国际舞台上的焦点问题

以来， 关于 “伊斯兰国” 可能对中亚地区造成影响的讨论一直不断， 并且近期

日益增多。 中国社科院的分析报告指出， “伊斯兰国” 在中亚国家的影响已是事

实存在。 应当说中亚地区当前面临的内外环境是导致该地区受到 “伊斯兰国”
的影响的主要背景因素。

一、 中亚地区恐怖极端主义发展态势严峻

中亚地区面临较高的 “伊斯兰国” 威胁的内部土壤就是愈发严峻的恐怖极

端主义发展态势。
（一） 中亚国家恐怖极端势力发展现状

目前， 恐怖极端势力在中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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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廖成梅主持的新疆大学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项目 “吉尔吉斯斯坦宗教极端主义发展态

势与影响研究” （项目编号： １４ＸＪＲＣＧＣＡ０００１）； 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 新疆大学－清华大学中亚发展研

究中心项目 “中亚国家政治发展信息数据库 （一期） ” （项目编号： ＺＹＹＪ２０１４Ｂ５） 的阶段性成果。



第一， 不断出现新的组织。 中亚地区恐怖极端活动情况严峻的其中一个表现

是在该地区活动的恐怖极端组织数量不断增加。 例如， 吉尔吉斯斯坦在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８ 年之间有 ８ 个恐怖极端组织被禁止活动， 具体包括： “伊扎布特 （Хизбут⁃
Тахрир－аль－Ислами） ”、 “伊斯兰圣战联盟 （Группа джихадаСоюз Исламского
джихада） ”、 “基 地 组 织 （ Аль － Каеда） ”、 “塔 利 班 运 动 （ Движение
Талибан） ”、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 Ислам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 “库尔德工人党 （Курд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конгресс） ”、 “东突厥斯坦

解放组织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 “乌兹别克斯

坦伊斯兰运动 （ИсламскоедвижениеУзбекистана）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１０ 月之间，
又有 ５ 个新出现的组 织 被 禁 止 活 动， 分 别 是： “统 一 教 会 （Церковь
объединения） ”、 “扎伊舒里－马赫迪 （Жайшуль Махди） ”、 “准特－阿里哈里发

（Джундь－аль Халифат） ”、 “安萨尔－安拉 （Ансаруллох） ”、 “阿－塔克菲尔瓦里

黑加拉 （ Ат － Такфир Валь － Хиджра） ”。 ２０１４ 年， 极端组织 “阿克罗米亚

（Акромия） ” 也被禁止活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十月区

法院认定 “伊斯兰国” 是恐怖极端组织。 目前， 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法律禁止活动

的极端和恐怖组织共有 １５ 个。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哈萨克斯禁止 “基地组织”、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乌

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库尔德工人党” 在其境内活动。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哈萨

克斯法院禁止 “安萨尔联盟 （АсбатАль－ансар） ”、 “灰狼党 （БозГурд） ”、
“穆斯林兄弟会 （ БратьяМусульмане） ”、 “伊斯兰圣战联盟”、 “真主旅

（Лашкар－И－Тайба） ”、 “社会变革协会 （Обще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ых Реформ） ”、
“塔利班运动”、 “伊扎布特” 在其境内活动。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哈萨克斯坦禁止

“奥姆真理教 （АумСинрике） ”、 “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 活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禁止 “准特 － 阿里哈里发” 活动。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禁止 “塔布里 · 扎马特

（Таблиги Джамаат） ” 活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哈萨克斯坦把 “伊斯兰国”
列入恐怖极端组织名单中。 截至目前， 根据法院判决禁止在哈国境内活动的恐

怖极端组织有 ２０ 个。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塔吉克斯坦依法禁止 “基地组织”、 “穆斯林兄弟会”、 “塔利

班运动”、 “塔布里·扎马特”、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

运动”、 “真主旅”、 “自由塔吉克斯坦 （Свободный Таджикистан） ” 在塔境内

活动。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塔最高法院宣布 “伊扎布特” 为极端组织， 将其确定为打

击对象。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塔吉克斯坦最高法院通过决议， 将 “伊斯兰国” 列

为恐怖组织， 禁止其在境内活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塔吉克斯坦宣布塔吉克斯

坦伊斯兰复兴党为恐怖极端组织， 禁止其活动。
第二， 活动趋于活跃。 中亚各国近年来普遍表现出恐怖极端主义活动加剧

的趋势。 ２０１１ 年， 吉尔吉斯斯坦警方仅在奥什州就拘留了 ３２ 名 “伊扎布特”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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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起诉刑事案件 ２４ 起， 查获 ６３５０ 份宗教极端主义书籍。 ２０１２ 年， 奥什州内

务局第十处起诉了 ３４ 起涉及宗教极端主义组织领导的刑事案件， 执法人员收缴

了超过 ２００００ 份书籍和光盘。 ２０１３ 年前 ９ 个月， 吉国警方共逮捕了 １６９ 名极端

宗教组织成员。 另外， 一些恐怖极端组织的支持者人数不断增加， 最近几年

“伊扎布特” 仅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支持者数量就增加了 ３ 倍， 人数大约为

２５０００ 到 ３５０００ 余人， 主要是在奥什、 贾拉拉巴德和巴特肯州。
据有关数据统计， 仅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间， 塔吉克斯坦判决有罪的 “伊扎布

特” 成员总数就为 ２９９ 人。① ２０１１ 年。 塔吉克斯坦法院对 １６８ 名极端分子嫌犯进

行有罪判决， ２０１０ 年进行这样的判决的极端分子数量为 １５８ 人。 而在 ２００９ 年，
极端分子被判获罪的数量仅为 ３７ 人。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哈萨克斯坦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 在哈萨克斯坦并没有在

社会生活中要推行伊斯兰规则和建立神权政治的政党或组织。③ 然而到 １９９７ 年，
受到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影响， 在哈萨克斯坦出现了宗教极端主义的苗头。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哈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穆萨耶夫发表讲话指出， 当前在哈萨克斯坦

的确存在宗教极端势力活动， 而且形势正在逐年严峻。④ ２００７ 年， 在哈萨克斯坦

教育部和科学部的支持下， 哈萨克斯坦的年轻人协会在国家的南部地区进行了

社会调查。 在阿拉木图和奇姆肯特市的大学生中进行的研究表明， 在 ２５０ 个人

中大约有 １ ／ ３ 的人认为， 近十年宗教极端团体在哈萨克斯坦积极进行活动， １ ／ ８
的人表示遇到过宗教极端思想通过网络和人群聚集地散发传单， 展开宣传。 纳

扎尔巴耶夫总统在近些年也承认， 哈萨克斯坦面临来自于欧亚近邻的宗教极端

主义的威胁。⑤

第三， 向强力部门和政府部门蔓延。 目前， 在中亚恐怖极端主义支持者的

行列中出现了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 军人等。 在吉尔吉斯斯坦， “伊扎布特” 利

用吉国较为自由的环境， 大量地与各阶层的人接触， 加紧对强力部门和政府部

门的渗透， 不断扩大影响范围和领域。 一些政府官员、 内务部工作人员、 军队

官兵等受到影响。 奥什边境巡逻队军士阿卜杜拉﹒莎木西迪诺夫和马尔克思﹒

姆赫西诺夫受到极端主义派别 “塔布里·扎马特” 成员易卜拉依木·阿萨迪拉

耶夫的影响， 在同事中传播 “塔布里·扎马特” 思想。 奥什警备队的拉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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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Ｎｅａｒｌｙ ３００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Ｈｉｚｂｕｔ－Ｔａｈｒｉｒ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ｉｎ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Ｊｕｌｙ
２０，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ｆａｘ－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ｃｏｍ ／ ？ ａｃｔ ＝ｎｅｗｓ＆ｄｉｖ＝ １０４， 登陆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ｓ ｃｏｎｖｉ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Ｊｕｎｅ ２６，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ｆａｘ－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ｃｏｍ ／ ？
ａｃｔ ＝ｎｅｗｓ＆ｄｉｖ＝ ９４６６， 登陆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

“Султангалиева А Эволюцияислам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Ｊｕｎｅ 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 － ｃ ｏｒｇ ／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ｃａｃ－０５－１９９９ ／ ｓｔ＿ ０６＿ ｓｕｌｔａｎｇａｌ ｓｈｔｍｌ， 登陆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７ 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透视》， 时事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７７ 页。
“Назарбаев Н А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Алматы， ２００３，” Ｍａｙ ２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ｋｏｒｄａ ｋｚ ／ ｆｉｌｅｓ ／ ｋｒｉｔｉｈ＿ ｄｅｓｅｔｉｌｅｔｉｅ＿ ｒｕｓ ｐｄｆ， 登陆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萨尔巴耶夫少校也是 “塔布里·扎马特” 的支持者。①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吉尔

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透露， 该国一名前议员因涉嫌帮助恐怖分子， 当天在

吉首都比什凯克被捕。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反垄断委员会主席彼得·斯沃伊克认为， 以前存在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 在后者崩溃后其位置被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取而

代之， 在全球一极化和缺乏替代品的条件下意识形态真空将继续由极端思想填

补。 他指出， 如果哈萨克斯坦继续拖延对自身的定位， 未来极端化进程会加剧。
他指出， 近期在哈萨克斯坦有许多商业代表和政治人物受到影响。 独立政治学

家马克西姆·卡兹纳切耶夫认为， 在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代表中已经有一些人

不掩饰自己的极端思想， 而且正是由于缺乏合法反对派， 从而滋生了对极端思

想的兴趣。②

（二） 中亚恐怖极端活动加剧的背景因素

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 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的真空、 外部恐怖极端势力的

宣传与渗透是导致中亚极端主义活动日益加剧的三大主要因素。
第一， 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从宗教中寻找寄托。 独立后，

中亚国家由于面临着政治、 经济转轨的双重任务， 因此社会政治、 经济形势格

外复杂。 有学者认为， 中亚地区恐怖极端活动加剧主要和该地区严峻的政治腐

败和贫困问题有关。
在吉尔吉斯斯坦， 因腐败问题导致反宗教极端活动的措施落实不到位。 例

如， 生活在奥什州诺卡特区的乌萨尔﹒乌卢﹒苏莱门积极宣传 “圣战” 思想，
鼓动年轻人加入 “圣战者” 宗教极端组织， 并且多年与伊塞克湖州和比什凯克

的该组织成员保持联系， 他先后招募了超过 １５０ 名年轻人， 并把他们送往国外。
受害年轻人的父母多次找到执法机关， 但执法机关未采取任何行动。 一些民众

说原因是乌萨尔﹒乌卢﹒苏莱门用美元封住了当地执法者的嘴。③ 在塔吉克斯坦

也有类似现象， 宪法中宣布的世俗的、 法律的和民主的国家思想目前在社会中

并没有完全得以实施， 腐败已经渗透到塔吉克斯坦所有的公共生活领域中。
另外， 未能就业或失业、 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前途迷茫且贫困的年轻人是恐

怖极端组织宣传的重点对象。 塔吉克斯坦国家经济基础本来就差， 国土面积

１４ ３ 万平方公里， 是中亚最小国家， 全国一半地区海拔高于 ３０００ 米， 可耕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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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Т Айткеев， “Сотрудники УВД поДжалалабадскойобластипополняютрядырелигиозныхэкстремист
ов （ письмо），”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ｎｔｒａｓｉａ ｒｕ ／ ｎｅｗｓＡ ｐｈｐ？ ｓｔ ＝ １３７９５２５４００， 登陆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

А Муминов Радикальноерешение， “Начнетсялимассовыйпереходвоенныхиз ЦА насторонуИГ？”
Ｊｕｎｅ ７，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ｎｔｒａｓｉａ ｒｕ ／ ｎｅｗｓＡ ｐｈｐ？ ｓｔ ＝ １４３３６５４４６０， 登陆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

К Чекиров： “Кыргызстан－экстремизмцветет и пахнет，” Ｊｕｌｙ ３１，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ｎｔｒａｓｉａ
ｒｕ ／ ｎｅｗｓＡ ｐｈｐ？ ｓｔ ＝ １３７５２９４０８０， 登陆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



积不足 ７％， 资源匮乏、 经济结构不完善， 独立后又陷入内战， 使其成为中亚地

区经济最不发达国家。 最近该国经济又出现下滑， ２０１４ 年塔 ＧＤＰ 较上年下降

０ ７％。 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２０１５ 年塔国 ＧＤＰ 实际增速将降至 ３％， 通胀

率将达到 １２ ８％， 塔吉克斯坦大多数居民都生活在贫困之中。 吉尔吉斯斯坦的

经济情况一直也很糟糕，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较低， 因为缺乏原油等矿产， 又是

内陆国家， 没有工业， 农业也薄弱， 居民只能去俄罗斯打工， 但在全球金融危

机以及乌克兰危机以来对俄罗斯实行的经济制裁的背景下，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

受到影响， 外出打工人员也减少， 普通居民生活压力日益沉重。
在上述背景下， 处于中亚转型社会中的贫困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走向宗教。

据悉， 在塔吉克斯坦出现了以下趋势： 大约占居民总数的 ６５－７０％的贫穷人口，
为了解决各种社会和其他问题， 去找毛拉的次数逐渐增多。

第二， 缺乏良好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的年轻人容易成为恐怖极端组织操纵

的对象。 ２０１２ 年， 塔吉克斯坦研究机构在塔吉克斯坦所有地区的 １５００ 名居民之

间进行的研究证明， 过去 １０ 年塔吉克斯坦居民的世俗教育水平显著降低。 居民

世俗教育水平下降的指标使该机构的研究学者尤为担心， 由于缺乏良好的世俗

教育， 大多数年轻人或是文盲 或者见识短浅， 这成为塔吉克斯坦现代社会

的严重问题之一。 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塔吉克斯坦居民研究伊斯兰教的兴趣

急剧上升， 这体现在频繁去清真寺、 热衷于获得宗教教育等方面， 塔吉克斯坦

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缺乏良好的宗教教育。
吉尔吉斯坦宗教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在吉尔吉斯斯坦

只有少部分宗教人士接受过专门的神学教育， 大部分宗教人士的神学教育水平

低下。 二是民众， 尤其是年轻人对传统伊斯兰教的了解很少。 宗教极端主义者

正是利用这两点混淆视听， 招募年轻人到他们的行列。
在哈萨克斯坦， 也存在对宗教教育规定未能很好落实的问题。 哈萨克斯坦

颁布了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保障信仰自由和完善国家宗教关系大纲》， 其中建议， 建

立宗教教育体制， 从中小学开始为宗教领域事务培养高水平的专家， 其中还规

定了将宗教学校纳入国家教育体系， 在中学大纲内将 《宗教学》 列为必修课程。
电视中新建了伊斯兰频道， 大众传媒中宗教专题的出版物数量增加。 但是大纲

没有取得预料中的效果， 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中学生的 《宗教学》 教材质量差，
其中因为关于一些宗教理论和实践问题存在争议， 导致教材受到大量的批评。
宗教专题的出版物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很小。 这些负面因素致使宗教知识水平不

高的人很容易受到宗教极端组织的影响。
第三， 外部恐怖极端势力的宣传与渗透。 应当说， 中亚地区恐怖极端活动

的出现和发展与来自外部世界的恐怖极端组织的宣传和渗透息息相关。 例如，
目前在中亚地区最为活跃的、 影响最大的、 成员最多的极端组织 “伊扎布特”
是在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后， 由于独立初期的中亚社会状况混乱， 国家管控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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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渗透至中亚国家。 乌兹别克斯坦是 “伊扎布特” 在中亚的第一个落脚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对 “伊扎布特” 进行了严厉打击， 其成员

转移至中亚其他国家。 １９９７ 年前后， “伊扎布特” 进入吉尔吉斯斯坦。
另一个宗教极端组织 “塔布里·扎马特” 运动也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

即独立后不久开始出现在吉尔吉斯斯坦， 最初的传教人员主要是外国人， 但是

不久传教者队伍中开始出现许多吉尔吉斯斯坦本国居民。 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

未禁止其存在， 该运动在吉尔吉斯斯坦合法开展活动， 影响逐渐扩大。
（三） 中亚国家政府采取的去极端化措施

第一， 完善宗教领域的立法。 在恐怖极端活动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中亚国

家普遍意识到缺乏宗教领域的立法是恐怖极端组织比较容易运作， 难以防止其

非法活动的原因之一。 因此， 中亚国家纷纷开始完善其宗教领域的立法。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９ 日， 哈萨克斯坦通过 《反极端主义活动法》， 为哈萨克斯坦打

击极端主义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 该法案明确

了 “极端主义活动” 的概念， 并将极端主义分为 “政治极端主义”、 “民族极端

主义” 和 “宗教极端主义” 三种类型。 根据这项法案， 哈萨克斯坦不仅可以对

本国的极端主义组织进行认定， 还可以将在哈国领土上从事极端主义活动的外

国和跨国组织定性。 反极端主义活动法案进一步明确了哈萨克斯坦国家和政府

各有关部门在打击极端主义活动中的职责范围。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吉尔吉斯斯坦也

通过 《反极端主义活动法》。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签署了新的反恐法案， 禁止涉嫌参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的个人入境。 新

反恐法案签署之前， 哈萨克斯坦限制涉嫌参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的个人

入境一直缺乏法律依据。 新反恐法生效之后， 有关部门将根据所掌握的信息，
严格禁止相关人员入境。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的哈萨克斯坦新刑法加大对其国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力度。 依据新刑法规定， 成立恐怖组织并充当

该组织头目者， 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外， 将判处 ８－１５ 年的监禁； 参与恐怖主义

活动的个人， 除没收个人财产外， 将处以 ６－１２ 年的监禁； 故意散布恐怖主义虚

假信息者， 将会被判处 ６ 年监禁； 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工具宣扬极端和恐怖主义

的人员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①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塔吉克斯坦讨论修补

《打击恐怖主义法》 等草案。②

第二， 重视宗教教育。 从独立时起， 哈萨克斯坦的宗教团体就开始组建宗

教学校， 从事宗教教育， 在宗教机构办培训班等。 哈萨克斯坦从最初完全不知

道如何对宗教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做出反应， 发展到后来逐渐开始形成宗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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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哈萨克斯坦国际通讯社： “新刑法加大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犯罪惩治力度，”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ｆｏｒｍ ｋｚ ／ ｃｈ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７３３８５２， 登陆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ｋｈｏｖａｒ ｔｊ ／ ｅｎ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ｆｉｇｈ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登陆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４ 日。



育方面的政策轮廓。 首先， 从世俗国家的原则出发， 哈萨克斯坦的法律不允许

在社会性学校中进行宗教教育， 父母如果有意愿可以把孩子送到经过国家登记

的专门从事宗教教育的学校， 宗教教育不应当给学生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带来伤

害。 其次， 规定宗教团体只有在国家教育和科学部的允许下才可以从事教育

活动。
近期哈萨克斯坦在宗教教育方面的举措主要有： 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

负责组建高水平的宗教学者、 社会学家和教师编写组来撰写宗教和宗教学史教

材， 以保障国家各教学机构涉及宗教主题的教学书籍； 主要负责各级教育机构

的宗教文化教育； 在大学培养精通宗教事务、 并且善于宣传和推广宗教具有全

人类价值的神学家和社会学家； 建议各级教学机构在遵守宗教间和民族间和谐

和多元化原则上举行宗教主题的竞赛、 比赛， 对国家的宗教节日 （库尔班节和

复活节） 的宗教和文化意义进行解释等。
第三， 进行反恐怖极端活动的国际地区合作。 恐怖极端组织通常在除中亚

之外的其它地区和国家中都存在分支机构， 因此加强与有关国家在情报共享、
警力协作、 跨境打击等方面的双边或多边合作， 是中亚地区打击恐怖极端组织

破坏活动的途径之一， 其中上海合作组织是重要的合作框架。
早在 １９９８ 年， “上海五国” 就发表了 《阿拉木图声明》， 首次将打击恐怖主

义列入合作范围； １９９９ 年， 协调各国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 “比什凯克小组” 正

式成立；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

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 《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界定了 “三股势力” 的内容， 并表明了打击 “三股势力” 的决心。 从 ２００２ 年

起， 上合组织框架内已经成功举行了 １１ 次双边或多边联合演习， 在国际、 地区

和国内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尤其是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在

福建省厦门市成功举行了 “厦门—２０１５” 网络反恐演习， 这是上合组织首次举

行针对互联网上恐怖主义活动的联合演习， 这次演习深化了上合组织的反恐机

制， 有利于成员国查明和阻止利用互联网从事 “三股势力” 活动。
然而， 上合组织在安全合作方面还存在诸多制约性因素。 目前中亚五国普

遍存在经济、 安全危机， 各国也都希望通过上合组织积极展开合作， 改善地区

和国内的经济和安全状况， 但是自独立以来， 中亚国家奉行多边外交原则， 先

后成为独联体、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 除了塔吉克

斯坦， 其余四国又都是北约和平伙伴关系国， 上合组织只是中亚国家发展对外

关系的一种力量， 且并非主导力量。 面对这些区域性组织， 上合组织应当如何

协商好安全合作， 更好发挥职能成为重中之重。 其次， 上合组织的机制建设仍

不完善。 虽然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已经签订了多项文件， 但很多都缺乏具体实施

内容。 例如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上合组织批准了 《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
但 ５ 年过去， 上合组织的扩员问题仍然没有落实， 备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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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范和打击恐怖极端主义势力， 中亚国家也在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

组织框架内积极推动跨国安全合作。 １９９９ 年， 独联体国家就签署了 《独联体国

家联合反对国际恐怖活动纲领》 和 《独联体反恐怖中心章程》， 并成立了 “国防

部长俱乐部”。 ２０００ 年， 独联体在莫斯科成立了 “独联体反恐怖主义中心”， 之

后几乎每年 “独联体反恐怖中心” 都会举行反恐怖演习。 主要包括 “独联体南

方盾牌—２０００”、 “独联体南部盾牌—２００１”、 “独联体南部盾牌—２００２”、 “里海

反恐—２００５” 等。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长尼古拉·博尔

久扎表示， 集安组织成员国计划 ２０１５ 年举行一系列快速反应部队、 快速部署部

队和维和部队演习， 并且批准了在集安组织框架下加紧开展打击极端主义和恐

怖主义活动工作的决定。
此外，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欧安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纳伦州举行了 “纳

—２０１３” 反恐演习。 该演习旨在提高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反恐作战能力和加强国

家军火管控能力。

二、 阿富汗是 “伊斯兰国” 东进到中亚地区的必经之路

阿富汗局势是中亚地区面临较高的 “伊斯兰国” 威胁的外部环境。 俄罗斯

安全局局长波特尼科夫称， 转投 “伊斯兰国” 的阿富汗武装分子对中亚地区构

成越来越大的风险。
（一） “伊斯兰国” 在阿富汗境内的活动

据资料显示， “伊斯兰国” 组织成员秘密渗透入阿富汗的行动已持续较长时

间， 目前开始宣布控制了一些地方， 正如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所作的一样。 “伊
斯兰国” 在阿富汗的武装人员近 ３０００ 人。①联合国 ２１０５ 年 ９ 月发布一份报告显

示， “伊斯兰国” 不断在阿富汗 “抢占山头”， 已在阿富汗 ３４ 个省份中的 ２５ 个

吸引并招募成员。 “伊斯兰国” 武装人员控制了阿富汗东部四个省的部分地区，
并逐步向该国最大城市之一的贾拉拉巴德推进。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阿富汗北部的塔

利班组织和 “伊斯兰国” 武装人员又开始积极活动， 先是夺取了达尔卡德县

（Даркад）， １１ 月底， 又进攻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塔哈尔省的霍扎巴霍乌丁县

（Ходжабаховуддин）， 其它周边地区也很紧张。 因为害怕该组织武装人员， 很多

阿富汗家庭离开自己的家园。 该组织人员的目的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

建立 “伊斯兰国” 的新省， 也会包含几个中亚国家。② “伊斯兰国” 成员在阿富

汗的活动不仅和美英军队撤出阿富汗有关， 同时也和塔利班运动的内部分裂有

关。 许多塔利班的成员和其他组织的拥护者都和 “伊斯兰国” 有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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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ＩＳＩＬ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ｎｅａｒ ３， ０００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ｋｉ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５６６４１７， 登陆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Ｍ Ａ Ｒａｎａ： “Ｗｈａｔ 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ｍｅａｎ ｆｏｒ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Ｊｕｌｙ ３， ２０１４， ｗｗｗ ｄａｗｎ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１１６７９９， 登陆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 日。



据英国路透社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报道， “伊斯兰国” 利用电台在阿富汗东

部进行招募。 该广播被称为 “哈里法之声”， 共 ９０ 分钟长， 每天播报， 内容主

要是采访、 信息和 “伊斯兰国” 宣传歌曲。 阿富汗官员担心如果这些广播传播

开来， 越来越多因战争和紧张经济形势而带来绝望情绪的人员会加入 “伊斯兰

国”。 据俄罗斯卫星网 １２ 月 ２４ 日报道， 阿富汗议员哈吉·卢特富拉·巴巴在接

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称， “伊斯兰国” 利用直升机向阿富汗楠格哈

尔省运送恐怖分子。
（二） 阿富汗北部局势紧张对中亚国家的影响

阿富汗紧张局势加剧， 隶属塔利班的大量激进组织聚集在该国北部边境地

区， 其中一部分已经打起了 ‘ “伊斯兰国” ’ 的旗号， 这导致 “伊斯兰国” 武

装人员渗入中亚的危险大增。 阿富汗北部局势的变化使中亚国家极为不安， 中

亚国家纷纷采取措施保护本国免受可能来自阿富汗的极端组织的攻击， 尤其是

在与阿富汗相邻的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
在阿富汗北部局势再次恶化之后， 土库曼斯坦对相邻的阿富汗阿法利亚布

省和朱兹詹省塔利班武装力量积聚的形势深感不安， 开始从土库曼斯坦的其他

地区向土库曼斯坦－阿富汗边境增派军官和预备役人员数量， 调派军事装备等。
土库曼斯坦列巴普州和马累州南部地区居民称居民区上空军用直升机飞行密集。

塔吉克斯坦采取一系列了措施。 首先， 塔吉克斯坦通过法律使屏蔽互联网

和移动通信合法化。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塔吉克斯坦议会批准 “反恐怖主义法”
修正案， 国家安全委员会获得在进行反恐行动时封锁互联网和电话通讯的合法

权利。 塔吉克斯坦下院议长说， 最近三个月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频繁活动，
包括巴黎、 埃及、 阿富汗和其它国家发生的事件， 要预防此类事件在塔吉克斯

坦发生， 通过的 “反恐怖主义法” 修正案保证国家信息领域不受到干扰。
塔吉克斯坦当局不仅担心来自阿富汗的塔利班或 “伊斯兰国” 武装人员渗

透带来的外部威胁， 还担忧国内的极端分子。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４ 日， 塔吉克斯坦国

防部副部长纳扎洛佐达策划发动对国防部中央机关和瓦赫达特市内务部的恐怖

袭击事件， 对该国安全形势造成冲击。 塔吉克斯坦政府称， 纳扎洛佐达为塔吉

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成员， 之后塔总统拉赫蒙称， 对瓦赫达特市内务部机构发

起武装进攻的是 “伊斯兰国” 恐怖组织的武装分子， 其中有 ４６ 名该市居民。 据

此，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塔吉克斯坦当局认定 “伊斯兰复兴党” 为极端组织， 禁止其

活动， 逮捕该党的主要成员。
乌兹别克斯坦开始举行反恐演习。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

布哈拉州开始为期两天的在恐怖主义威胁、 自然和人为紧急状况下行动战术演

习， 目的是为了检验执法机关在居民面临安全威胁的情况采取必要措施的准备

程度以及协调所有部门的行动能力。 据乌国执法机关信息来源介绍， 这类演习

计划在全国所有地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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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新闻部门告知， 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激进伊斯兰

派别 “萨拉菲组织” 在中亚许多国家合法和半合法地积极开展活动， 在哈萨克

斯坦可以观察到萨拉菲主义的发展。 哈萨克斯坦当局也开始逮捕和审判 “伊斯

兰国” 恐怖极端分子。 近期， 已有 ３ 名哈萨克斯坦公民被认定传播极端宗教思

想， 呼吁加入在哈萨克斯坦禁止活动的国际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 阿斯塔纳也

有居民因宣传恐怖主义被判刑。

三、 “伊斯兰国” 威胁在中亚地区的主要表现

目前， 虽然还不能说 “伊斯兰国” 已渗透入中亚地区， 但来自 “伊斯兰国”
的风险在中亚地区有着各种表现。

（一） “伊斯兰国” 中亚籍人员数量不断增加

从 ２０１３ 年 “伊斯兰国” 影响力逐步扩大时起至今， 关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

参与 “伊斯兰国” 军事行动的中亚籍人员数量不断增长。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莫斯科中东研究所主任萨坦诺夫斯基根据调查结果指出， 大

约有 １００ 名吉尔吉斯斯坦人、 ２５０ 名哈萨克斯坦人、 １９０ 名塔吉克斯坦人、 ５００
名乌兹别克斯坦人和 ３６０ 名土库曼斯坦人在为 “伊斯兰国” 效力。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吉尔吉斯斯坦内务部第十局局长玛姆别塔利耶夫指出， 目前

去叙利亚作战的吉尔吉斯斯坦人有 ３５２ 名。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专家亚瑟·米德别克

夫指出， 有 ５００ 多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为 “伊斯兰国” 效力而

作战。①

２０１４ 年末， 哈萨克斯坦情报部门评估， “伊斯兰国” 中来自哈萨克斯坦的

武装人员有 ３００ 人左右。 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 哈萨克斯坦去往叙利亚 “伊斯

兰国” 武装人员控制地区的 ３００ 人中有一半是妇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塔吉克斯坦报道， 一名塔吉克斯坦人被任命为 “伊斯兰国”

控制的拉卡省的行政长官。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中亚网上报道， 有 ２００ 多名塔吉

克斯坦人在叙利亚作战。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国际危机组织智库认为， 塔吉克斯坦人

中有 ２００－５００ 人加入了 “伊斯兰国”。 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初塔吉克斯坦安全机关发

布的资料， 有 ７００ 多名塔吉克斯坦人卷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 “伊斯兰国” 组

织， 其中 ３００ 人已丧生。 迄今为止确定为 “伊斯兰国” 参战的 ４１７ 名塔吉克斯

坦人的身份， 就卷入武装冲突的 ３９４ 人已提交刑事诉讼的 ３７０ 起。②

根据已有的数据， “伊斯兰国” 中来自中亚地区成员人数最多的是来自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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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ｅｄｅｔｂｅｋｏｖ：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ＩＳＩ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 ７０ ｍｌｎ ｆｏｒ ｍａｓ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ｃｔ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ｎｇ ２４ ｋｇ ／ ｎｅｗｓ－ｓｔａｌｌ ／ １７８１６６－ｎｅｗｓ２４ ｈｔｍｌ， 登陆

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 日。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семеро лоботрясов осуждены завывешивание флага ИГ，”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ｎｔｒａｓｉａ ｒｕ ／ ｎｅｗｓＡ ｐｈｐ？ ｓｔ ＝ １４４９２５３８６０， 登陆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干纳谷地的乌兹别克斯坦人。 据俄罗斯情报部门的数据， 在 “伊斯兰国” 武装

人员中有 ２５００ 名乌兹别克人。
这些中亚籍人员一旦抵达叙利亚， 就会进入两大阵营。 第一个是 “阿勒颇

乌兹别克军 （Ａｌｅｐｐｏ Ｕｚｂｅｋｓ） ”， 它由几个小旅组成， 并且由乌兹别克族所领

导， 是一个独立的暴力极端组织， 据点位于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 第二个是这

些中亚籍武装人员加入据点位于利亚的拉卡和伊拉克的摩苏尔的 “伊斯兰国”。
（二） 高职位军人和政治人物深受 “伊斯兰国” 影响

在塔吉克斯坦， 高职位军人和政治人物直接与 “伊斯兰国” 有牵连。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塔吉克斯坦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表声明， 全球通缉塔内卫部队指挥官古

尔穆罗德﹒哈里莫夫， 原因是他加入了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哈利莫夫 ４０ 岁，
曾在美国受训， 他在网络视频中煽动在俄罗斯的塔吉克斯坦人加入 “伊斯兰

国”。 哈利莫夫事件引发了担忧， 即会不会引发中亚军人大批地加入 “伊斯兰

国”。 独立政治学家马克西姆·卡兹纳切耶夫认为， 在中亚军人和政治精英代表

中也未能避免极端主义影响的增加， 塔吉克斯坦军官哈里莫夫事件说明被认为

是政体稳定支柱的军人也不能认同严重的腐败、 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均。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４ 日， 塔国国防部副部长阿布杜哈里穆﹒纳扎尔佐德与其 １３５

名跟随者策划和实施了对国防部中央机关和瓦赫达特市内务部的恐怖袭击。 之

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称， 对瓦赫达特市内务部机构发起武装进攻的是 “伊
斯兰国” 恐怖组织的武装分子。

（三） 社交网站是 “伊斯兰国” 向中亚进行宣传和招募人员的主要途径

应当说， 目前在中亚面临的 “伊斯兰国” 威胁主要来自社交网站。 “伊斯兰

国” 武装人员在社交网站中有个人的博客和帐户， 由来自中亚地区的武装人员

用中亚国家居民能理解的语言来进行宣传。 除此之外， “伊斯兰国” 还专门成立

定位于后苏联空间的网络媒体组织， 除了用英语和阿拉伯语， 还用俄语由来自

该地区国家的年轻人进行广播。 例如 “伊斯兰国” 招募人员利用 Ｖｋｏｎｔａｋｔｅ 和

Ｏｄｎｏｋｌａｓｎｉｋｉ 两个网站来对吉尔吉斯斯坦人和塔吉克斯坦人进行招募。①

“伊斯兰国” 宣布的一些价值观从表面上看符合全人类的价值， 例如， 禁

毒、 反对酗酒、 抵制腐败等， 中亚的一些居民对此有所感应。 除此之外， “伊斯

兰国” 在社交网站上的宣传主题在改变。 以前几乎都是残酷的武装人员以及可

怕的绞刑场景。 近期， 反映居民生活的视频、 照片居多， 宣传内容更多元： 有

爱情类的， 有居民觉得有趣的挂满枪支的猫的图片， 有武装人员和儿子在游泳

池游泳的照片等。 “伊斯兰国” 组织成员在社交网站上传播各类信息资源， 抵制

这些资源越来越困难。 例如存在技术上的困难， 虽然一些社交网站有一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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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ｎｎａ Ｄｙｎｅｒ， ＡｒｋａｄｉｕｓｚＬｅｇｉｅ ， ＫａｃｐｅｒＲęｋａｗｅｋ：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Ｇｏ？ 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ｓｕｍｅ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Ｎｏ １９ （１２１）， ｐ ６



能自动屏蔽非法内容， 但只对英语和俄语有效， 不适用其他语言。
（四） 中亚国家的恐怖极端活动呈现重新抬头的趋势

受中亚国家的严格管控以及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打击塔利班军事行动的影

响中亚恐怖极端组织的活动一度处于安静时期。 但近年受 “伊斯兰国” 在中东

和阿富汗活动态势的影响， 中亚地区的恐怖极端活动呈现出重新抬头的特点，
暂时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

首先， 中亚的恐怖极端组织被吸纳进阿富汗的 “伊斯兰国” 队伍的可能性

增大。 目前，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是给整个中亚地区带来威胁最大的恐

怖组织之一。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乌伊运” 公开表示支持 “伊斯兰国”，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又宣誓效忠该组织， 以期从 “伊斯兰国” 获得资金、 武器以及培训。 中亚

的其他恐怖极端组织， 例如， 安萨尔 （Ансоруллах） 和其他组织也有可能步乌

伊运的后尘。 此外， “伊扎布特” 组织成员在吉尔吉斯斯坦不仅为 “伊斯兰国”
招募武装人员， 还宣传叙利亚战争和呼吁建立哈里发国家。

其次， 中亚各国的恐怖极端活动呈现多发的趋势。 虽然乌兹比克斯坦国政

府对社会各领域进行了严密管控， 但是恐怖极端组织的活动仍时有发生。 ２０１５
年年初， 塔什干两所小学以及布哈尔市中被不明人士挂上了类似于 “伊斯兰国”
的黑色旗帜， ２０１４ 年类似的旗帜也在塔什干的一座桥上出现。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由

于在中小学和大学校园粘贴传单， 宣传 “伊斯兰国” 思想， 塔什干州的一名 １８
岁男孩被判 ９ 年监禁。 ２ 名妇女由于在社交网站上呼吁在乌国建立哈里发分别被

判处 ５ 年和 ８ 年监禁。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 １０ 月， 在塔吉克斯坦南部城市努列克

（Ｎｕｒｅｋ）、 库利亚布 （Ｋｕｌｏｂ） 和西南部城市沙热图兹 （Ｓｈａｈｒｉｔｕｚ） 先后发生三

起因举 “伊斯兰国” 的旗帜而被捕的事件。

结　 语

目前根据对掌握的材料的分析和研判， 对中亚地区面临的来自 “伊斯兰国”
的安全威胁主要有以下两点判断。

一是中亚面临的来自 “伊斯兰国” 的现实性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

回流的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伊斯兰军事行动的中亚籍人员， 二是和中亚国家

相邻的阿富汗北部地区的 “伊斯兰国” 力量渗入中亚南部地区。 目前看来， 后

者的风险高于前者， 即外部威胁高于内部威胁。 中亚学者说， “伊斯兰国” 中亚

籍人员重返家乡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开始反对本国政府的圣战活动。 吉尔吉斯斯

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有一派的看法是不用拘留和控制从 “伊斯兰国” 的回国人

员， 他们在叙利亚打过仗对其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影响。 回到故乡的年轻人在吉

尔吉斯斯坦首先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 挣钱养活自己， 所以这些回国人员之前

的经历没有造成太大的危险。 塔吉克斯坦学者认为， 之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

战， 目前回到塔吉克斯坦的人员数量不大。 总而言之， 中亚地区国家认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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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 军事行动的回国人员给本国安全带来一定威胁， 但威胁不大。
二是与阿富汗相邻的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面临的来自

“伊斯兰国” 渗入的威胁较高， 与阿富汗不相邻的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的

风险相对较低。 有学者认为， 中亚地区面对 “伊斯兰国” 安全威胁的最薄弱环

节应当是土库曼斯坦， 主要原因一是该国军力薄弱，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土库曼斯坦通

过的军事学说认为， 土库曼斯坦面临的基本威胁不是来自外部， 而是来自国内，
该国显著削减了武装力量人员数量。 因此， 土库曼斯坦对于外部威胁的安全保

卫能力， 尤其是在陆地边界上， 是极为薄弱的。 二是由于土库曼斯坦奉行积极

中立的外交政策， 因此没有任何保障其安全的双边和多边国际机制，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以及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都没有

与土库曼斯坦就集体安全保障进行沟通协调的机制。 有外国媒体称， 土库曼斯

坦与阿富汗交界处的形势会危及到整个中亚和里海地区的安全。
塔吉克斯坦面临的 “伊斯兰国” 安全风险也很高。 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

界线很长， 而且多是山地， 本国经济军事力弱， 同时塔阿边境阿富汗一侧 “伊
斯兰国” 力量的活动活跃， 边境控制和防卫压力大， 但是借助于俄罗斯在塔吉

克斯坦的军事基地的军事力量以及多边的安全合作机制，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

面临的安全威胁。
在此还有学者认为， 美国为了能进驻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战略设

施， 可能会利用 “伊斯兰国” 来搅乱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当中亚地区的社

会政治局势开始混乱和不稳定， 或者进入更严重的冲突阶段， 美国可能会利用

“伊斯兰国” 对中亚造成安全威胁的借口， 以用北约提供帮助的名义派遣北约军

事力量进入中亚地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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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自由制度的完善： 内涵、
主体与动力①

———基于对海洋政治历史的研究

曹文振　 李文斌

［内容提要］ 海洋自由是现代海洋秩序的原则之一， 其内涵包括和平时

期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称 《公约》 ） 赋予各国在不同海域不同程度

的权利； 以及战争时期， 在规范海上封锁基础上， 中立国船只自由航行和贸

易的权利。 从海洋政治的历史演进来看， 先后有四个部分进入海洋自由完善

的进程之中： 提出海洋自由原则、 界定海洋自由的权利边界、 否定私掠与海

盗以及完善战时海洋自由。 和平时期的海洋自由常常被一些国家曲解和利

用， 战时海洋自由在二战之后被迫中断。 从历史来看， 权力斗争伴随海洋自

由制度完善的整个过程， 海洋大国则发挥了主体作用。 具体来说， 当权力斗

争没有导致权力转移时， 海洋大国会促使海洋霸主修正既有制度， 或否定海

军大国的不合理行为来完善海洋自由制度。 当权力斗争导致权力发生转移

时， 霸权在海洋大国间的转移推动海洋自由制度的合理部分不断被引入、 继

承、 积累和固化。
［关键词］ 海洋自由　 内涵　 海洋大国　 权力斗争

［作者简介］ 曹文振，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国际问题研

究所所长； 李文斌，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现代海洋秩序是以 １９８２ 年 《公约》 为基础的， 海洋自由又是 《公约》 体现

的重要原则之一， 可见海洋自由对海洋秩序的重要意义。 海洋自由并非霸权的

代名词， 而是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但一些海权大国垄断着海洋自由的话语权，
它们利用海洋自由中利己的部分， 却对利它的部分讳莫如深， 对中国的正当行

为横加指责， 恶意渲染中国危害航行自由， 限制军舰的无害通过、 军事活动和

科学研究的自由。 美国防长卡特在 ２０１５ 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借航行自由否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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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南海岛礁的主权①， 同年 １０ 月美国又派 “拉森号” 进入中国岛礁 １２ 海里

内， １２ 月美军两架 Ｂ－５２ 战略轰炸机又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空

域， 此外美国国防部和新闻发言人多次表明将派军舰或飞机维护南海航行自由，
这些事例说明航行自由进一步成为美国介入南海争端， 制衡中国的武器。 本文

通过理顺海洋自由完善的历程， 还原海洋自由的真实内涵， 进而找出其完善的

主体与动力， 通过考察海洋大国如何在权力斗争中完善海洋自由制度， 为中国

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一些建议。

一、 海洋自由制度的完善历程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新航路开辟后， 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缓和矛盾， 垄断海洋

贸易和航道。 两国于 １４９３ 年将教皇子午线定为瓜分殖民地的分界线， １５２９ 年又

签订 《萨拉哥斯新条约》， 完成了亚洲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 葡萄牙通过占有重

要海峡和港口实现对航道的控制。 “葡萄牙人开通好望角航线后， 即进行香料贸

易， 他们在里斯本设立了印度公司， 主管这一航线上的贸易。”② 葡萄牙甚至拍

卖垄断某种贸易的 “特许权航线”， 这种垄断海上航线和贸易的行为遭到了各国

的反对。 随着历史的发展， 有四个部分内容进入海洋自由完善的历程之中。
（一） 提出海洋自由原则

在通过尼德兰革命成为 “海上马车夫” 之后， 荷兰借助格劳秀斯提出的

“海洋自由” 反对西葡两国对海洋的垄断。 格劳秀斯在 １６０９ 年发表的 《论海洋

自由》 中指出： “本文旨在证明荷兰人有权航行到东印度， 有权与那里的人民进

行贸易活动”③。 荷兰为反对葡萄牙提出的海洋自由原则得到各国的认可， 顺应

了发展对外贸易的潮流， 海上航道的排他性也逐渐降低。
英国海权崛起后， 实施垄断贸易的 《航海条例》 并对殖民地实行重商主义

政策， 损害了欧洲其它国家自由贸易的权利。 法国、 荷兰和西班牙等国采用私

掠和袭商战反对英国对贸易的垄断， 甚至公开挑战英国霸权， 通过支持美国独

立削弱英国海权。 随后， 英国在建立以印度为核心的殖民帝国期间， 逐渐调整

政策， 通过 《巴黎海战宣言》 将 “海上航行自由” 列入国际法， 并推行 《谷物

法》， 这是英国由重商主义和贸易垄断向贸易自由转变的标志， 顺应了各国对自

由贸易的需求。 此外， １９０７ 年海牙国际法会议和 １９５８ 年海洋法会议都承认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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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海洋自由原则， 《公约》 最终对海洋自由进行了系统的确认和规范。
（二） 界定海洋自由的权利边界

格劳秀斯提出的海洋自由是一种绝对的自由， 虽然促进了自由贸易， 但很

容易侵犯沿海国的主权安全， 因此许多沿海国通过扩大管辖权来限制海洋自由，
崛起的英国尤其积极。 １６３５ 年英国学者约翰·塞尔登 （Ｊｏｈｎ Ｓｅｌｄｅｎ） 在发表的

《闭海论》 中提出 “领海主权” 概念， 反对荷兰凭借 “海洋自由” 侵犯他国主

权的行为， 英国借此要求通过英吉利海峡的船只向英国国旗致敬。 １８ 世纪 ３０ 年

代， 英国又率先提出毗连区制度， 法国和美国进行了效仿。① 这些主张在 １９５８
年的 《领海与毗连区公约》 以及 １９８２ 年 《公约》 中不断修正。 《公约》 的重要

贡献在于， 取消了 《领海及毗连区公约》 规定毗连区属于公海的提法， 将毗连

区由 １２ 海里延至 ２４ 海里②； 确立了专属经济区制度， 把海洋划分为领海、 毗连

区、 专属经济区和公海四部分， 在不同海域规定了不同程度的海洋自由。 如果

说公海自由是 《公约》 对格劳秀斯主张的继承， 那么在领海、 毗连区和专属经

济区对海洋自由的限制， 就是对其主张的修正与完善。
（三） 否定私掠与海盗

英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通过鼓励海盗和私掠对西班牙、 荷兰等国的贸易进行

打击。 其它国家也利用海盗打击英国的贸易， 这阻碍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损害

了各国利益。 英国通过 《巴黎海战宣言》 废止私掠船制③， 消除了英国贸易的最

大威胁， 并通过维护海上安全与秩序， 提供公共产品缓解海上矛盾， 实现了十

九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 此后， 认定私掠非法与打击海盗成为各国共识， 历次

条约也将打击海盗列为各国的义务。 《公约》 再次通过 “登临权” 和 “普遍管

辖权” 为打击海盗和海上非法行为提供了依据。
（四） 完善战时海洋自由

二战前， 以维护中立国贸易为核心的战时海洋自由的逐步完善。 １５８８ 年

英国打败西班牙的 “无敌舰队” 后就频繁使用海上封锁。 英国在英法七年战

争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实施的海上封锁， 导致英国空前孤立， 也使英国海权

遭受巨大挫折。 １８５６ 年英国在 《巴黎海战宣言》 中承认 “除战时禁制品外，
中立国旗保护敌货”， 虽然未具体说明禁制品的种类和范围， 但这有利于战时

中立国的自由贸易。 在 １９０７ 年海牙国际法会议中， 各国通过了 《关于海战中

限制行使捕获权公约》 和 《关于中立国在海战中的权利和义务公约》 等， 由

于英国不愿放弃战时对各国货物进行检查的特权， 《关于建立国际捕获法院公

约》 未能生效。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否定了德国的潜艇战， 一战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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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艇作战的规则相继出台①。 英国还多方面完善海上封锁： 通过战时的临时制

度适当照顾中立国自由贸易的权利， 如一战时的自由港和海上封锁部和二战时

的检查基地、 敌国出口商品委员会和航行证制度； 加强与海洋大国在护航和封

锁方面的合作———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逐渐由独立封锁向多国合作封锁演变，
二战初期英法两国在北海和地中海对德国封锁合作的加强以及美国协助下的大

西洋护航及封锁体系②， 不仅减少了实施封锁的阻力， 还促使海上封锁更加

完备。
二战前， 美国积极完善战时海洋自由。 美国早期对海洋自由原则的维护体

现在对美国中立国地位和权利的捍卫上。③ 一战后威尔逊在 “十四点计划” 中指

出： 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 在领海之外各国绝对的航海自由应得到保证，
只有为执行国际条约， 通过国际行动才能对某国全部或部分关闭海洋。 “这实际

上是要求英国保证战时海洋自由， 意味着否定英国在战时随意临检和缉捕敌对

国船只的权力”④。 但是， 作为航海自由原则的主要保护者和执行者， 英国 “在
战争时期干涉中立航行， 而在和平时期继续坚持这些原则”⑤， 具有事实上的例

外权。 尽管英国没有表示接受这一原则， 但该项原则促使她在二战中逐渐考虑

中立国权利， 并规范海上封锁。 二战后， 美国在规范海洋封锁的基础上更加照

顾中立国的权利并沿用英国依靠大国合作维持海洋秩序的战略。 美国在 “全球

海上伙伴关系倡议” 和 《２１ 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 中强调与盟国及伙伴国的

合作，⑥ 借此规避运用海权的阻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立国自由贸易的权

利， 推动了战时海洋自由的完善。 但随着二战后美国成为海洋霸主， 她逐渐中

断了对以维护中立国权利为核心的战时海洋自由的完善。 美国拒绝批准 《公
约》， 并通过扩大和平时期海洋自由的权利边界和内容来保障其军事力量的全球

机动， 通过弱化战时海洋自由巩固美国在战时实施海上封锁及军事打击的权力，
共同保障美国的海洋霸主地位。 由此， 二战后海洋自由逐渐偏离了原来发展的

轨道， 沦为美国维护海洋霸权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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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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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洋自由的内涵

海洋自由是格劳秀斯首先提出的， 受时代的局限， “格劳秀斯一而统之地认

为只要是海洋都应当是自由的”①。 这种无限制的自由很容易侵犯其它国家的权

益。 随着历史的发展， 《闭海论》、 《领海与毗连区公约》 以及 １９８２ 年 《公约》
等著作和法律制度不断规范这种绝对的自由。 海洋自由制度的完善既是海洋国

家与沿岸国权利的平衡， 也是海洋霸主与新兴海洋强国权力的分配与妥协。 这

些权力互动使得海洋自由从一个细小且绝对化的国际原则， 演变为一个包括各

种国际准则、 法律和惯例的国际制度。 随着海洋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海洋法

已经分为和平时期的海洋法 （ 《公约》 ） 和海战法②。
（一） 和平时期的海洋自由

“海洋应只用于和平目的” 是 《公约》 的准则之一。 和平时期海洋自由正是

以 《公约》 为基础的。 《公约》 的基本原则包括： 便利国际交通、 公平利用海洋

及其资源、 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保护。③ 《公约》 及其确立的海洋法全面而

系统地完善了传统海洋自由， 是海洋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石④， 是海洋自由长期

历史积累和共识凝聚的一次井喷。 传统的海洋自由反映的是权力分配和大国的

利益， 《公约》 界定的海洋自由则偏向于国际民主， 是各国协调和妥协的产物，
虽然大国仍起到重要作用， 但其权力受到了限制， 小国的利益得到了体现。 如

果说传统的海洋自由更加强调自由， 那么 《公约》 强调对自由的限制与规范。
《公约》 将海洋划分为领海、 毗连区、 专属经济区和公海等海域， 在不同海

域海洋自由的程度和内容不同。 《公约》 规定的公海自由包括航行自由、 飞越自

由等⑤， 各国在公海享有比较绝对的海洋自由； 在专属经济区， 《公约》 保障了

沿岸国对资源的主权权利， 船舶拥有除资源方面的一切公海权利， 但要顾及沿

岸国的主权和安全； 在毗连区， 《公约》 侧重于保障沿岸国的主权安全， 船舶受

沿岸国在海关、 财政、 移民和卫生方面的管辖， 进一步限制了航行自由； 在领

海， 各国的海洋自由被限定为无害通过权。 因此， 《公约》 界定的海洋自由包括

航行自由、 飞越自由、 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自由、 建造国际法所容许的人工岛

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 捕鱼和科学研究等各项自由。 从公海逐渐向领海过渡，

８４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忠法： “ 《海洋自由论》 与格老秀斯国际法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比较法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３４ 页。

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海战法规和惯例属于战争法的组成部分， 不应被纳入海洋法的体系， 本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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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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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自由不断受到沿岸国管辖权的限制， 海洋自由的权限和内容不断缩小， 但

无论其内容如何减少， 《公约》 仍在原则上肯定了航行自由， 并最终在领海将航

行自由限制为无害通过权。 可见， 航行自由是海洋自由中最核心的内容。 虽然

《公约》 对海洋自由发展意义重大， 但它许多折中和模糊的规定也使海洋自由，
特别是航行自由饱受争议。 海上强国强调海洋自由原则并期望得到最大化的自

由， 而沿海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其主权权利与安全”①。 海洋自由的完善通过不断

限制海洋自由的权利边界实现， 是海洋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协调。
海上自由作为 “国际水域自由” 的延伸， 就是指最大限度地行使海洋权利

而不损害国际法规定的沿海国家主权。② 众多发展中国家也通过国内法对 《公
约》 模糊的部分进行了完善， 如中国规定在毗连区拥有安全管辖权， 军舰在领

海的无害通过需 “事先批准”③。 笔者认为， 和平时期的海洋自由是指各国在不

损害国际法和沿海国国内法的基础上， 最大限度利用海洋的权利， 主要包括

《公约》 规定的公海航行自由、 飞越自由、 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自由、 建造国际

法所容许的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 捕鱼和科学研究等各项自由， 其中航

行自由是最核心也最具争议的内容。
（二） 战争时期的海洋自由

纵观历史， 海洋自由的完善不仅包括和平时期更包括战争时期。 通过否定

私掠与海盗、 规范封锁与反封锁， 战时海洋自由得到逐步发展， 但仍然难以遏

止战时海上封锁对中立国自由贸易权的侵犯。 《公约》 只对和平时期的海洋自由

进行了完善， 却对军事活动进行了回避， 导致战时海洋自由存在缺陷。 如果说

和平时期的海洋自由以 《公约》 为基础， 战争时期的海洋自由则由海战法或国

际习惯决定。 “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都可以提出和平

利用海洋方面的主张， 在海战及其战场方面的问题上， 则属于寡头垄断的领域，
只有超级海军大国、 有悠久海战传统和经验的国家才有真正的发言权。”④

历史上， 对海战行为规范的条约包括 《巴黎海战宣言》、 １９０７ 年 《海牙公

约》、 １９０９ 年的 《伦敦宣言》、 以及 １９９４ 年 《圣莫雷宣言》 等， 这些制度虽然

难以落实， 但却通过不断的凝聚共识， 演变为习惯法。 二战后， 美国为运用海

洋霸权， 执行战时封锁， 弱化了对战时海洋自由的完善， 中立国的权益常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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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 李楠主编： 《中国、 美国与 ２１ 世纪海权》， 北京： 海军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１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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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侵犯。 但是， 战争时期交战国的行为并非是无序的， 而是受战争法的约束。
区分原则和军事必要原则是战争法的两项重要原则， 此外战争法中规定中立国

的权利和义务包括自我约束的义务， 防止的义务和容忍的义务。 容忍义务是指，
交战国应容忍中立国与敌国保持正常的外交和商务关系以及其他不违背中立法

的一般规则的行为等。① 海战法也属于战争法体系， 因此这些规定也适用于

海战。
一些学者认为海战法属于战争法的体系， 而非海洋法体系， 海战法对完善

海洋秩序的重要作用也常常被忽视。 随着海上矛盾和冲突的日益凸显， 仅仅依

靠和平时期的 《公约》 难以维持海洋秩序， 海战法亟需被纳入海洋法体系， 战

时海洋自由也应被纳入海洋自由的内涵和完善进程。 “航行自由源于海洋自由。
作为 《公约》 规定的六大海洋自由权利之一， 它被视为一项最核心和不可剥夺

的海洋权利， 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 都是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的。”②

因此， 战时海洋自由应该是海洋自由的题中之义。 笔者认为， 战争时期的海洋

自由是指中立国利用海洋航行与贸易的自由， 这要求交战国在规范海上封锁或

反封锁的基础上， 保障中立国的合法权益。
总之， 海洋自由是指各国在尊重国际法和沿海国国内法的基础上， 最大限

度利用海洋的自由， 主要包括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 利用海洋进行贸易的自由，
以及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的自由等。 海洋自由包括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两个维

度， 和平时期的海洋自由主要指 《公约》 规定的公海航行自由、 飞越自由、 铺

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自由、 建造国际法所容许的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 捕

鱼和科学研究等各项自由， 其中航行自由是最核心的部分； 在领海、 毗连区、
专属经济区的海洋自由是受到限制的、 相对的， 对国际海底区域的开发也是受

到联合国限制的。 战争时期的海洋自由主要指中立国利用海洋进行航行与贸易

的权利。
从世界海洋政治历史演进来看， 海洋自由在和平时期的权利边界常常受到

西方国家的曲解和利用， 霸权国倾向于扩大海洋自由的概念， 认为领海之外都

是公海， 都可以自由航行， 不承认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 从而最大限度

地谋取自身的不正当利益； 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倾向于限制海洋自由的范围， 维

护自身在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公海的正当利益。 战时海洋自由以维护中立国自

由贸易权利为核心， 但其发展遭到了美国的刻意弱化和中断。

三、 海洋自由制度完善的主体： 海洋大国

　 从海洋政治的历史来看， 在影响并塑造海洋秩序的过程中， 拥有强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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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海权国家往往发挥着决定作用。 海权是一国对海洋自由甚至海洋秩序施展

影响的核心因素。 马汉在 《海权论》 中指出了影响一国 “海权” 的 “六大条

件” （地理位置、 自然结构、 领土范围、 人口、 民族特点、 政府的特点和政策）
和海权的三要素 （产品、 海运、 殖民地）。① 马汉之后， 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海

权概念进行了界定。 科贝特在 《海上战略若干原则》 中提出了 “制海权” 概念，
认为 “海战的永恒目标必须是直接或间接地夺取制海权或阻止敌人夺取制海

权”， “除了控制以商业或军事为目的的海上交通线外， 制海权没有任何意

义”②。 由于当时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仅仅局限于其交通手段， 因此科贝特的观点

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 但他指出了制海权的关键在于控制海上交通线， 并且通

过严谨论述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势——— “制海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制海权往

往处于争夺的状态”③。 《海权论》 之后， 关于海权的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但是这些学者没有注意到拥有海权的国家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海洋大国，

另一类是海军大国。 海军大国是指那些具有强大的海上力量， 但其力量已远远

超越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海上利益需求的国家。 海洋大国是指具有强大的海上力

量， 并且形成了海洋经济与海上力量的良性循环， 其海上力量与维护国家安全

与海洋权益的要求相契合的国家， 海洋霸主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海洋大国。 海军

大国仅仅是海洋大国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海洋经济与海上力量的良性循环是海

军大国进化为海洋大国的关键。 相比海军大国， 海洋大国具有巨大的优势：
（一） 海洋大国与海军大国相比， 其海权的增长模式高效可持续， 稳定的海

权使得其对海洋自由制度的影响也更加持久深刻

海洋国家的海洋经济为海上力量的维持与发展提供了支撑， 可以调动更多

资源发展海上力量。 “与纯粹的海军国家相比， 海洋国家在建设海军方面要容易

得多， 因为海上贸易能转化为海上力量， 这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战争方式， 也

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海洋大国比纯粹的海军大国占优势。”④ 海洋大国海上力量

的存在与维护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需要相契合， 为其海上力量的持续发展提

供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撑， 海洋大国的海权也更加稳定。 由于一国形成海洋经

济与海上力量良性循环的周期较长， 建立一支海军相对就更加容易， 因而历史

上常常出现盛极一时的海军大国， 但由于缺乏政治与经济上的支撑， 这些海军

大国短暂兴盛之后又迅速衰败， 如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海军、 威廉二

世与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海军、 以及前苏联海军。 从表面看， 这些海军大国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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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往往是被战争或政权更迭所中断， 但实际上是由于缺乏海洋经济的支持， 这

些国家在发展与需求不符的海军时就已经显示出疲态， 在后期大部分主动放弃

海军建设或军备竞赛。
（二） 海洋大国与海军大国相比， 前者与海洋自由完善的趋势相耦合， 而后

者与海洋自由的完善相矛盾

首先， 它们发展海上力量的目的不同， 虽然两者都强调对重要航道和海峡

的控制， 但海洋大国的出发点是维护自由贸易， 有利于海洋开放； 海军大国的

出发点则是服务于权力斗争， 强调占有和管辖， 往往会限制海洋自由。 其次，
海洋国家依赖海上贸易和稳定的海洋秩序， 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海权位于全球

化的中心， 陆权和空权则不然， 因为全球化体系主要是建立在海洋运输的基础

之上”①， 因此海洋国家之间存在更多的共同利益， 协调合作成为它们互动的主

要方式。 而海军国家对海上贸易依赖较少， 它们更可能通过激进的方式挑战现

有海洋霸主。 这也是美国同德日等国在崛起过程中通过不同方式挑战英国主导

权的原因之一。 从历史来看， 荷兰、 英国、 美国对海洋自由的完善起了关键的

作用， 它们在完善海洋自由的时期都是海洋国家； 相比之下海军国家的主张往

往是消极的： 法国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的实施的私掠和大陆封锁、 德国在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发动的无限制潜艇战， 以及前苏联海上控制与扩张， 都成为

了海洋秩序完善的对象。
（三） 海洋大国具备成为海洋霸主的可能， 海洋主导权总是在海洋大国之间

转移

莫德尔斯基指出， 从地理大发现以来， 只有葡萄牙、 西班牙、 英国、 法国、
荷兰、 俄国 （苏联）、 美国、 德国和日本称得上是全球大国。 其中葡萄牙、 荷

兰、 英国和美国在全球性战争中取得胜利， 成为了世界领导者。② 这四个国家在

崛起的过程中都是海洋国家， 海军国家总是在全球战争中失败。 鉴于只有海洋

大国才能在全球战争中获胜最终成为海洋霸主， 因此海洋大国是成为海洋霸主

的必要条件。 随着海洋大国的海上力量与海洋经济良性循环的不断发展， 海洋

大国在具备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后就成为了海洋霸主。 海洋霸主属于海洋大国，
是在海洋秩序中取得主导地位的海洋大国。

海洋大国的这些优势使它成为完善海洋自由制度的主体。 党的十八大报告

虽然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 坚决维护国家海

洋权益， 建设海洋强国”③， 但我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并不完善， 且存在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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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 应以海洋大国为发展目标， 推动形成海洋经济

与海上力量的良性循环。

四、 海洋自由制度完善的动力： 权力斗争

从历史来看， 权力斗争伴随海洋自由完善的始终， 可以说海洋自由的发展

和完善是权力斗争的产物。 权力是国际关系背后的关键动力。① 经典现实主义认

为缺乏强制力的国际法是 “弱法”， 摩根索认为 “国际法从产生之初就是某种副

产品， 依赖于权力”②。 新现实主义者也把权力作为国际政治的核心要素之一，
沃尔兹认为 “强国以自己需要的方式利用制度， 就像他们对法律的解释一样，
国际制度大致反映国家实力分布的基本状况”③， 它们是 “展现权力关系的竞技

场”④， 但也应注意到国际制度不但能体现权力结构， 还具备一定的独立性。 制

度主义者认为， 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并不容易， 但一旦建立起来， 它们就具有了

自己的生命， 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 较少依赖于缔造者和成员国的意志。 “霸权

对一些国际机制的创设起了关键作用， 但霸权是否存在对这些机制的维持并不

必然就是关键的”⑤。 海洋自由作为一种涵盖国际法、 国际准则、 惯例和规范的

国际制度， 不但是权力的体现， 而且具备一定的独立性， 可以进行自我修正、
积累和完善。 那么海洋大国是如何通过权力斗争发挥其在完善海洋自由过程中

的主体作用？ 海洋自由制度又是如何在权力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下面就从

权力斗争是否导致权力转移的这两种情况进行论述：
（一） 当权力斗争没有导致权力转移时， 权力斗争促使海洋自由制度不断克

服其不公正的部分： 它促使海洋霸主通过修正既有制度或否定海军大国的不合

理行为来完善海洋自由

１ 权力斗争促使海洋霸主修正既有制度。 海洋大国基于国家利益提出的合

理主张或对不合理制度的不满， 使得海洋霸主维持秩序的成本提高， 海洋霸主

若想维持主导权就必须对秩序中的不合理制度做出调整， 这种调整从海洋霸主

的利益出发又分为两种情况：
当海洋大国提出的要求符合海洋霸主的利益时， 海洋霸主会通过肯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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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来做出调整。 １７ 世纪英国在 《航海条例》 中规定 “贸易只能在帝国内进

行”， 限制自由贸易， 遭到了法国、 荷兰和西班牙等国的反对， 它们通过袭商

战和私掠打击英国贸易， 还通过支持美国独立削弱英国霸权。 随着工业革命

完成， 英国工业和商品竞争力大幅提高， 贸易自由也日渐符合其利益， 英国

逐渐放弃重商主义， 通过 《巴黎海战宣言》 使航海自由成为国际准则， 废除

《航海条例》 并推行 《谷物法》， 逐步确立了自由贸易制度， 实现了 １９ 世纪的

英国治下的和平。 再如， 在 １９８２ 年 《公约》 的制定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主张

的专属经济区制度之所以能最终实现， 也是因为这一主张与美国的利益诉求

相契合。
当海洋大国的主张符合大部分国家的共同利益， 但削弱了海洋霸主的权力

和利益时， 海洋霸主迫于压力往往既不承认也不反对， 而是采用模糊政策或进

行选择性的承认， 以便其灵活运用权力。 但是这种对制度选择性的承认也为制

度的完善奠定基础。 《巴黎海战宣言》 规定 “除战时禁制品外， 中立国旗保护敌

货”， 有利于保障中立国的权利， 但英国拥有对禁制品的解释权， 使得这一规定

存在漏洞， 两次海牙会议和 １９０９ 年 《伦敦宣言》 就是为此召开和签署的， 英国

国会最终没有批准 《伦敦宣言》， 致使涉及禁运的规定非常模糊①， 但是各国对

海战中行为规范是得到公认的： “封锁必须是以有效的方式在敌国港口外进行，
以便对中立国的商船航运也具有约束力； 只能没收中立国的禁运货物”②。 一战

后， 虽然英国没有肯定各国要求规范海上封锁保护中立国贸易的诉求， 但二战

期间， 英国在运用海上封锁时的克制， 说明它逐渐照顾到中立国自由贸易的权

利。 再如， 《公约》 对船舶在领海无害通过行为的规范， 以及在毗连区和专属经

济区对沿岸国主权和安全的顾及， 都限制了美国的军事机动， 虽然美国没有批

准 《公约》， 但在实践中默认 《公约》， 并没有过多行使 “例外权”。
２ 海洋霸主通过否定海军大国的不合理行为来完善海洋自由制度。 一战前，

德国过分发展海上力量， 除了希望依托海军扩展殖民地， 也是对英国海上威慑

和封锁的过激反应。 德国 １９００ 年的海军法案指出， “德国要保护海上贸易和殖

民地只有一种方式： 一支强大的战列舰舰队”③ 德国作为传统陆权国， 发展战列

舰不是要挑战英国霸权， 而是希望在战时摄止或排除英国的海上封锁， “德国为

促使英国恪守中立而创建了海军舰队”④。 但是， 德国在海洋自由成为普适原则

的情况下， 为反制英国的海上封锁， 实施了极端的无限制潜艇战， “驶入封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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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国家的商船都将被击沉”①， 虽然打击了英国贸易， 但严重侵犯了中立国

的权利。 尽管无论英国的封锁， 还是德国的反封锁， 都损害了海洋自由， 但极

端且缺乏灵活性的无限制潜艇战导致美国参战， 加速了德国的失败。 一战后无

限制潜艇战受到英国主导的国际法的限制， “１９３６ 年德国也成为 《伦敦协议》
的签约国， 声明应废除使用潜艇攻击商业运输的方法”②。

（二） 当权力斗争导致权力发生转移时， 海洋自由制度在完善过程中具备了

不断叠加的功能： 权力斗争推动航海自由制度的合理主张不断被引入、 积累、
继承、 固化， 且过程不可逆

１ 潜在的海洋霸主在崛起过程中提出的合理主张， 在其成功崛起后会被引

入海洋自由制度， 实现对旧制度的修正与完善。 崛起的海洋大国在对霸权进行

挑战时， 为了迎合国际舆论并获取支持， 会让自己的主张更接近普世价值。 需

要指出的是， 这些主张可能会超出其利益需求， 甚至在未来会妨碍其权力的运

用。 海洋大国在成功崛起后， 为了减少建立新秩序的阻力， 会在权力互动中主

动或被动的逐步默认那些普适性的主张， 使其最终成为新秩序的一部分。 荷兰

在挑战西班牙海洋霸权时提出的海洋自由原则兼有合理部分与不合理部分： 一

方面， 贸易和航行自由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另一方面， 它没有顾及沿海国

家主权和安全， 成为炮舰外交和威慑的依据。 荷兰取得霸权后， 这一原则得到

“打包” 确立， 合理部分对旧秩序进行了完善， 不合理部分也被纳入新秩序。 英

国于 １７ 世纪中叶打败荷兰后， 不但没有否定海洋自由， 还通过 《巴黎海战宣

言》 肯定了 “海上航行自由原则”③， 保留了海洋自由原则中的合理部分， 并将

其固化为国际准则。 最重要的是， 英国通过引入 “领海主权” 原则对海洋自由

原则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规范。 此后， 海洋自由原则被逐渐修正， 最终 １９８２ 年

《公约》 通过领海、 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等制度系统的限制了海洋自由的权利边

界， 使其成为一种相对的自由。 纵观历史， 海洋自由原则、 领海、 毗连区等制

度都由崛起的海洋大国率先提出， 然后在它们成为海洋主导国后得到默认并逐

渐积累， 最后固化为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
２ 海洋主导权在海洋大国间转移的过程中， 权力斗争促使海洋自由制度中

的合理内容被不断继承和固化， 海洋自由制度中的合理内容甚至具备了超越其

独立性之外的不可逆性。 权力发生转移后， 一方面， 崛起的海洋大国在成为海

洋霸主后会承认旧秩序中已成为共识的原则和规范， 以此获得合法性。 “赢得大

战胜利的国家在运用新近获得的权力时， 倾向于采取制度化举措约束自身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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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展， 以赢得较弱国家对其领导地位的默许， 从而 “锁定” 其在大战中获得

的有利地位”①。 另一方面， 各个海洋大国与新的海洋霸主存在广泛的权力互动，
制约着海洋霸主的行为， 使其不能随意否认妨碍自己权力运用的国际惯例， 因

此旧秩序中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规范具有了强大的独立性， 甚至是不可逆性。 “国
际机制的原则、 规则、 制度和程序， 对于各国政府是有益的， 能够降低交易成

本。 当国际机制以这样的方式运行时， 其所扮演功能的价值就会上升”②， 这种

有益的国际制度具有强大的惯性。 海洋自由的完善正是合理的国际制度不断叠

加的过程。 以战时海洋自由的完善为例， 由于滥用海上封锁， 英国在美国独立

战争时空前孤立， 它不得不在 《巴黎海战宣言》 中承认中立国货物不得随意拿

捕， 但条约在规定禁制品方面的缺陷为英国实施海上封锁提供了便利。 在海牙

国际法会议中， 虽然英国没有肯定中立国在战时自由贸易的权利， 但它在两次

世界大战时期， 通过调整海上封锁， 开始主动考虑中立国的利益。 首先， 英国

通过一系列临时政策来减少海上封锁对中立国贸易的侵犯。 其次， 英国承认了

法国和美国的海上地位和势力范围， 通过合作来减少封锁的阻力。 二战后美国

成为海洋霸主， 虽然美国逐渐弱化并中断了对战时海洋自由的完善， 但它继承

了英国依靠大国合作维持海洋秩序的战略， 建立囊括更多国家的海洋联盟， 谨

慎使用海上封锁， 来规避运用海权的阻力。 由此来看， 尽管美国在二战后为利

用海洋自由服务国家利益， 逐渐弱化并曲解了海洋自由的本意， 但二战之后的

美国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战时海洋自由， 从英国到美国战时海洋自由的不

断发展， 正是战时海洋自由的合理部分不断被继承， 积累与固化的结果。

结　 论

２１ 世纪以来， 虽然美国相对衰落， 但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海上主导权仍然会

长期维持， 由于中国处于海权快速发展并面临复杂海洋争端的时期， 会根据自

身利益对海洋秩序进行引导和塑造， 守成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权力互动难以避免，
现有海洋霸主为维持地区平衡或世界主导权甚至会介入中国周边争端， 迟滞中

国的崛起。 面对这种情况， 中国在坚持和平崛起的前提下， 应主动应对同守成

海洋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 海洋自由是一种超越历史的客观存在， 在受到霸权

国家的曲解和利用之后， 具有了霸权的底色。 随着中国海洋利益的扩展并逐渐

走向海洋， 中美利益逐渐趋同， 中国需要借助海洋自由制度来维护我国海洋权

益， 我们要做的不是另起炉灶， 而是对海洋自由概念进行还原和完善， 使它体

现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中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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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想对海洋自由制度进行合理塑造， 必须首先塑造自身的身份。 中国

在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过程中应明确： 中国将朝着海洋大国而非海军大国的方

向发展， 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要与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及海洋经济的需求相适

应， 通过海洋经济助推海上力量的发展， 形成海洋经济和海上力量相互促进的

良性循环。 “身份的变化不但是一个难题， 还是一种机遇”①。 海洋大国的身份必

然会扩大中国与既有海洋大国的共同利益， 建构与它们在维护海洋自由方面的

共同利益认知， 推动与海洋霸主的协调合作， 减少中国建设海洋强国过程中的

阻力。
在完善海洋自由制度的战略布局上， 一方面， 中国应重点完善和平时期的

海洋自由。 首先， 中国应对和平时期海洋自由的内涵进行还原， 为中国维护海

洋权益的行为提供支撑。 和平时期的海洋自由， 特别是航行自由是在尊重国际

法和沿岸国国内法基础上利用海洋的权利， 是一种有限的自由。 其次， 中国应

进一步完善 《公约》， 通过协调逐渐明确 《公约》 中模糊的规定， 弥合中美对海

洋自由解释的差异。 另一方面， 中国应逐步完善战时海洋自由， 参加并推动

《圣莫雷宣言》 等海战法的制定和签署， 通过主张中立国自由贸易的权利， 规范

海上封锁的实施， 将海战法纳入到海洋法体系中。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以中国

今日的处境衡量， 或许与美国当年一样， “战时商业自由” 一类的叙事是中国最

为需要的。 它满足了目前中国最为关心的问题———能源生命线、 贸易航线、 海

洋资源开发和利用、 保护商船的力量相对弱小等”②。 对战时海洋自由的完善不

但能维护中国海洋贸易的合法权益， 减少海上贸易的风险， 更能在面对别国封

锁时通过中立国贸易获取必要物资， 维护中国国内的安全稳定， 因此在这方面

有必要未雨绸缪， 预作筹划。
最后， 中国在实施海洋强国战略， 特别是与既有海洋霸主进行权力互动的

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通过提出符合国家利益和海洋秩序发展趋势的新理念来构建中国发展

海权的合法性， 迫使既有海洋强国修正不合理的海洋秩序。 如： 将战时海洋自

由引入到完善海洋秩序的过程中。
二是在进行权力斗争时， 要约束自身行为， 权力互动的方式不要违背海洋

自由制度， 尽量避免军事冲突。
三是随着中国海权的崛起， 应通过提出合理主张或承担相应责任， 推动海

洋自由制度的完善。 具体来说， 以本国利益为基础， 并结合霸权国的利益提出

的主张容易被海洋霸主接纳和默认， 同时能减少海洋霸主对中国崛起的疑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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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 结合本国利益和海洋秩序发展的趋势来提出对海洋自由的修正主张， 容

易获得世界各国的支持， 从而迫使霸权国对既有秩序作出修正。
四是随着中国海权的崛起， 要根据国家利益， 有选择地将中小国家的利益

诉求引入海洋自由完善的过程之中， 推动符合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惯例、 规

范和制度的不断积累和固化； 要适时默许或接纳海洋自由中已成为各国共识的

部分。
五是在修正和完善海洋自由制度时， 要考虑到中国未来可能成为海洋主导

国， 一些主张可能会在未来妨碍中国海权的运用， 因此提出的主张要适度且留

有余地。
总之， 中国在坚持和平崛起的基础上，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权力转移的趋势，

恰当地同既有海洋大国展开权力互动， 坚持不懈地进行有理、 有利、 有节的斗

争， 努力争取和维护自身的主权和权利， 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切可以争取

的力量， 完善海洋秩序和治理， 维护本地区和全球和平发展的大环境， 实现中

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１１－１６］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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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领土争端解决中的默认

宋　 岩

［内容提要］ 在领土争端解决中， 国际法庭不仅考虑当事国对争端领土提出

的主权主张， 还会考虑一国对另一国主张的态度。 面对他国的竞争主张， 拥有或

主张主权的一国不抗议或不反应， 这种情形将可能构成默认。 在判断一国是否默

认他国主张时， 需要考虑三个条件： 第一， 该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国的主张；
第二， 该国应当并且能够反应以维护其权利； 第三， 该国保持沉默或者没有及时

抗议。 默认并不是判断主权归属的独立权利来源， 但可以支持和强化根据其他法

律依据得出的结论。 在例外情况下， 默认他国以主权者名义对领土实施的行为，
可能导致主权的变更， 关键在于判断当事国是否通过行为达成了新的合意。

［关键词］ 默认　 知情　 抗议　 合意

［作者简介］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２０１２ 级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在领土争端解决中， 国际法庭在阐明实施规则方面发挥了比国家实践更大
的作用。① 到目前为止， 国际法院作为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司法机构，
已对 １５ 个领土争端的实质问题做出了判决。 通过分析司法实践可以发现， 在领
土争端解决中， 不仅要考虑当事国对争端领土提出的主权主张， 还需要考虑一
国对另一国主张的态度。 多数研究往往较为重视前者， 而忽略后者。 然而， 是
否作出反应， 能否及时反应以及作出何种反应， 对于领土争端解决同样具有价
值。 国家关于争端领土的行为很少完全一致， 有可能会忽视、 过晚反对甚至承
认对方的主张， 有时表达了权利观点之后却反悔， 承认、 默认和禁止反言使此
种前后不一致具有法律意义， 在领土和边界争端中发挥了突出作用。② 特别是，
面对竞争国对领土所提出的主张， 拥有或主张主权的一国却保持沉默， 将有可
能削弱该国的主张， 甚至使已经取得的主权丧失。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除了需要重视对领土积极展示主权和加强管理之外， 还需要及时对他国的竞争
主张进行及时有效的抗议和采取必要的措施。 另一方面， 如果能够认定其他国
家默认了我国的领土主张， 对于未来解决领土争端必然有所助益。 本文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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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默认的含义、 构成要件以及在领土争端解决中的作用。

一、 默认的含义

默认的字面意义是指默示合意或同意， 在面临危及或侵犯权利的情形时，
国家表现为不作为， 没有通过积极的方式表明其同意或认可的意思表示， 对于
一般需要积极回应以表明反对的情形， 默认的表现形式是沉默或者不抗议。① 在
１９８４ 年加拿大和美国 “缅因湾划界案中”， 国际法院认为默认的概念 “是指通
过单方行为表示的默示承认 （ ｔａｃｉ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另一方可以将其理解为同
意。”② 简言之， 对于要求进行抗议的情形却没有抗议或者没有及时抗议， 则有
可能构成默认。③因此， 默认不同于承认， 它是一个消极概念。 虽然其表现为不
作为或不抗议， 但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推定国家做出了同意的意思表示。 如
２００８ 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白礁、 中礁和南礁主权案” 中， 国际法院认为沉默
也可能意味着表示 （ｓｉｌｅｎｃｅ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ｓｐｅａｋ）， 只要另一方的行为需要回应。④

有必要对相关国家的默认和国际社会的普遍默认进行区别。 在领土争端解
决中， 一个或几个与领土存在关联国家的默认是证明主权归属的重要证据， 而
国际社会的普遍默认对于判断和认定国际法的新发展具有意义， 普遍默认可能
使来源存在争议的实践合法化， 一系列的默认甚至可能赋予违法的领土取得合
法性。⑤ 国家的普遍默认使之前违反国际法或缺乏国际法规制的情形合法化， 从
而产生新的国际法规范， 有学者将其称为 “国际法的立法过程”， 默认的价值在
于承认合法性和赦免不法性， 提供更为客观和实际的判断标准。⑥ 在 １９５１ 年英
国诉挪威 “渔业案” 中， 国际法院认为挪威 １８６９ 年和 １８８９ 年划界法令的颁布
和实施都没有引起他国的任何反对。 此外， 这些法令是对明确和统一制度的实
施， 该制度本身获得了普遍容忍的利益， 这构成历史性巩固的基础， 使相关法
令对其他国家具有强制力。 直线基线制度是由于挪威海岸特殊的地理情况； 在
争端产生之前， 持续和持久的实践已经巩固了此种方法， 各国政府的态度表明
它们不认为该方法违反了国际法。⑦ 因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默认， 赋予了新的直线
基线制度合法性， １９５８ 年 《领海和毗连区公约》 以及 １９８２ 年 《海洋法公约》
都以国际法院在 “渔业案” 中的意见为基础规定了直线基线制度。 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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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取得无主地主权的情形， 如果先占发生的时间过于久远， 关于领土的法律
地位可能存在争议， 在这种情况下， 默认可以提供帮助以确定先占发生之时领
土的真实法律地位。① 在 ２００８ 年 “白礁、 中礁和南礁主权案” 中， 当事双方关
于白礁是否是无主地存在争议， 国际法院认为白礁不是无主地， 应当属于马来
西亚的被继承国柔佛。 理由之一就是在整个柔佛古国的历史中， 没有证据表明
存在对新加坡海峡地区中岛屿的相竞争主张， 从 １６ 世纪初到 １９ 世纪中期， 没有
其它国家曾主张过白礁主权。②

二、 默认的构成要件

（一） 知情
对于需要作出抗议或反应的情形， 一方保持沉默或不作为将有可能构成默

认。 由于当事方不可能对不知情的情况作出反应， 因此， 知情是构成默认的先
决条件。 为了防止不合理和不公平地推定默认， 应当设置必要的保障措施进行
限制， 不能认为一国默认了竞争主张， 除非能够证明该国实际或应当知道该主
张。③ 这意味着作出权利主张或事实表示的一方应当满足公开性的要求， 此种公
开性对于判断默认的意义重大。④ 如果主张权利的一方秘密地对争端领土实施主
权行为， 故意掩盖其行为， 另一方没有作出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在 ２００８ 年 “白
礁、 中礁和南礁主权案” 中， 马来西亚提交了一份海军司令部制定的内部保密
文件， 附有若干张说明领海外部界限的海图， 其中一张海图表明白礁、 中礁和
南礁位于马来西亚领海中。 新加坡则提交了海军的 《作业说明》， 在白礁附近指
定了巡航区域。 国际法院认为马来西亚海图以及新加坡说明都属于另一方无法
获知的单方行为， 相关文件是保密的， 直到提起诉讼时才公开， 因此不予考
虑。⑤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 对争端领土作出主权主张的一方是否应当承担正式通
知其他相关当事方的义务。 在 １９２８ 年美国和荷兰 “帕尔马斯岛” 案中， 仲裁员
认为， 对有人居住的领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秘密行使国家权力是不可能的， 荷
兰没有义务通知其他国家在岛上建立了宗主权或者对其展示主权。⑥ 在 “阿拉斯
加边界案” 中， 英国主张完全不清楚美国根据其自身对条约的解释而实施的行
为， 对此， 美国律师提出 “这些行为并不是秘密为之， 而是具有公开性。 对于
公开出版的文件， 现今所有的政府 （特别是世界强国） 一般都会知晓……１８６８
年国会对 《购买条约》 进行了漫长的讨论， 难以推测驻华盛顿英国官员对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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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知情。 相反， 作为其政府警觉和有能力的代表， 可以合理地认定他完全知
情， 可以确定其秘书会关注官方出版物上的任何信息。”① 因此， 作出主权主张
的一国没有积极义务正式通知其他利益相关国， 只要不故意掩盖其行为即可。
如果持续和平的主权展示已存在了充分长的时间， 对于任何认为自己拥有主权
或主张主权的国家， 根据当地的情况， 足以使其合理确定是否存与其实际拥有
或主张权利相反的形势。② 根据具体事实， 比如争端领土上有人口定居、 国家的
一贯立场和利益、 问题的敏感性等， 国家能够也应当关注和获知其他国家对相
关领土的主张。 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 以某个行为是秘密进行为
抗辩理由， 将更难获得支持。

另一方面， 由于争端领土地处偏远或无人居住， 在特定情况下， 一方可能
无法获知对方的主权主张或发觉自身权利受到损害， 此时没能作出适当反应并
不一定构成默认。 在 １９５９ 年比利时和荷兰 “某些边境领土主权案” 中， 荷兰提
出的第 ３ 项权利主张是： 如果认为 《１８４３ 年划界条约》 确定了争端土地的主权，
并且没有因为错误而无效， 那么荷兰从 １８４３ 年以来对争端土地行使的主权行为
取代了条约产生的法律权利并确定了荷兰的主权。③ 荷兰提出的对争端土地实施
的主权行为具体包括： 土地转让登记； 建造房屋； 出生、 死亡、 婚姻登记； 征
收土地税； 诉讼； 公告出售土地； 适用荷兰法律； 颁布铁路许可等。 然而， 国
际法院认为荷兰主权行为的效力必须结合背景考虑， 争端领土是比利时飞地，
被荷兰领土包围， 因此， 比利时难以发现主权受到损害或者对争端土地行使主
权。 大部分荷兰所依据的行为属于当地官员行使的日常和管理行为， 是荷兰将
争议地区纳入调查的结果， 与边界条约相悖。④ 因此， 比利时没有对荷兰实施的
主权行为作出反应并不构成默认。

在领土争端中， 当事方常以不知情为由抗辩不作为， 对此国际法庭将分析
案件的具体情况， 采取较为严格的标准进行审查， 甚至推定其知情。 在 １９５１ 年
“渔业案” 中， 英国政府辩解不知道挪威适用的直线基线制度。 然而， 国际法院
并没有接受英国的观点， 因为作为对北海渔业存在重要利益的沿海国， 作为关
注海洋法， 特别是维护海洋自由的传统海洋强国， 英国不可能忽视挪威的
《１８６９ 年法令》。 此外， 《１８８９ 年法令》 再次重复了挪威的实践。 再次， 挪威关
于 １８８２ 年 《北海渔业公约》 的态度也会引起英国的注意， 挪威拒绝遵守该公约
显然提出了其海域划界的问题， 特别是关于海湾， 挪威使用的直线基线违反了
公约规定的最长长度。 英国之后采取措施确保挪威遵守公约则清楚地表明， 英
国知道并关注该问题。 对事实的了解、 国际社会的普遍容忍、 英国在北海的立
场、 对相关问题的自身利益以及长期的弃权， 无论如何都能证明挪威有权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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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实施其制度。① 在国际层面上， 对于涉及国家具有特殊和普遍保护权利的行为保
持沉默或不作为， 在一定条件下， 将导致权利的丧失。 以可以谅解的忽视为借口，
表明对一国官方立法或类似行为不知情， 将很难说服法庭， 其难度与国家保护其
权利所本应表现出的责任感和警惕度是相对应的。 很难相信， 在面对损害其权利
的行为， 如果国家希望保留该权利， 会在没有完善理由情况下保持沉默， 提出抗
议几乎是本能的防御机制。② 在领土争端中， 更可能推定知情， 原因在于： 一方
面， 难以想象恶意进行的占有能够长期秘密进行而不为人知； 另一方面， 领土问
题一般具有高度敏感性， 国家出于维护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将特别关注
他国的相关行为和态度， 尤其是在与他国存在领土争端的情况下。

（二） 应当并且能够抗议
在 １９６２ 年柬埔寨诉泰国 “柏威夏寺案” 中， 国际法院指出： “应当并且能

够表 达， 沉 默 意 味 同 意 （ Ｑｕｉ ｔａｃｅｔ ｃｏｎｓｅｎｔｉｒｅ ｖｉｄｅｔｕｒ ｓｉ ｌｏｑｕｉ ｄｅｂｕｉｓｓｅｔ ａｃ
ｐｏｔｕｉｓｓｅｔ）。”③ 并不是所有的沉默都能构成默认， 首先必须明确在什么情况下应
当有所反应。 有学者认为， 在收到某一情形的通知或者该情形已经普遍知晓后，
如果根据特别协议或者普遍实践， 对于该情形， 国家本能够或者应当作出抗议，
一国保持沉默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为默认或者放弃主张。④

在领土争端中， 面对他国对争端领土明确的主权主张， 无论表现为何种形
式， 包括声明或以主权者名义进行的行为等， 无法想象如果国家希望维护和保
持其领土主权却保持沉默， 此时不抗议则很可能构成对他国主张的默认。⑤ 在
１９６２ 年 “柏威夏寺案” 中， １９３０ 年暹罗前内政部长、 时任暹罗皇家研究院主席
的 Ｄａｍｒｏｎｇ 亲王访问柏威夏寺， 该访问是亲王经暹罗国王同意进行的考古考察
的一部分， 因而具有半官方性质。 当亲王到达寺庙时， 受到了法国代表的正式
接待， 并且当场还悬挂有法国国旗。 国际法院认为， 亲王不可能无法理解具有
此种性质接待的含义， 无法想象还存在能够更清楚地确认柬埔寨权利的方式。
该场合需要有所反应， 但泰国却没有做任何事情。 整体分析该事件， 法院认为
泰国默示承认了柬埔寨的主权。 在面对明显竞争的主张， 此种场合要求作出反
应以确认或保留权利， 泰国却没有以任何方式作出反应。 清楚地表明泰国事实
上不认为其具有任何权利———这完全符合她长期关于附件 １ 地图及所示界线的
态度， 也表明了她不打算主张权利， 再一次表明泰国接受了法国的主张， 或者

３６

论领土争端解决中的默认


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ｖ Ｎｏｒｗａｙ ｃａｓｅ， ｐｐ １３８－１３９
Ｉ Ｃ ＭａｃＧｉｂｂ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ｃ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３１， １９５４， ｐ １８１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ｅａｈ Ｖｉｈｅａｒ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ｖ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Ｍｅｒｉｔ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６２， ｐ ２３
Ａｎｚｉｌｏｔｔｉ， Ｃｏｕｒｓ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ｅｎｃ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Ｇｉｄｅｌ， １９２９）， ｐ ３４４ Ｉｎ Ｉ Ｃ ＭａｃＧｉｂ⁃

ｂ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ｃ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３１， １９５４，
ｐ １７０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Ｄｉｓｔｅｆａｎ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Ｔｉｔ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Ｃａｓｅ Ｌａｗ”， Ｌｅｉｄ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１９， ２００６， ｐ １０５９



接受了地图所绘边界线。①

尽管如此， 如果一方并没有对争端领土作出明确和具体的主权主张， 则
没有必要对此作出反应， 这需要分析主张的具体程度以及提出主张的背景。
在 ２００２ 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利吉坍和西巴丹岛屿主权案” 中， 为了
确定英国和荷兰签订的 《 １８９１ 年条约》 所确定的边界线是否超过塞巴迪克
岛东海岸并向以东海域延伸， 印度尼西亚提出， 荷兰曾向其议会提交了关于
该条约的 《解释性备忘录》 并附有一张地图， 在该地图上有一直线延伸至
塞巴迪克岛以东海域， 英国驻海牙公使将该地图提交了英国政府， 但是没有
引起任何反应。 因此， 印度尼西亚主张英国默认了该地图。 国际法院认为
《解释性备忘录》 并没有提到对东部海域中岛屿的处置方式， 特别是没有提
到利吉坍和西巴丹岛。 《解释性备忘录》 没有对所绘直线进行说明， 荷兰议
会也没有对此进行讨论。 此外， 所附地图没有显示两个争议岛屿。 案件的诉
讼文件中也没有表明利吉坍和西巴丹岛在条约缔结之时是英国与荷兰之间的
争端领土。 因此， 法院不认为该线之所以延长是为了解决塞巴迪克岛以东海
域内的领土争端， 从而导致利吉坍和西巴丹岛划归荷兰。 荷兰政府从未将
《解释性备忘录》 和地图转交英国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 对备忘录所附地图
上的直线没有反应不能视为对该线的默认。② 在该案中， 之所以没有构成默认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荷兰的主张不清楚， 《解释性备忘录》 和所附地图以及其他诉
讼文件都没有具体提到利吉坍和西巴丹岛， 这表明两国在划界条约签订之时并
不知道两个争议岛屿的存在， 更谈不上对其作出明确的主张。 在 ２００８ 年 “白
礁、 中礁和南礁主权案” 中， 新加坡提出了 １９７１ 年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新
加坡通过的 《关于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中合作的联合声明》 以及 １９７７ 年
政府间海事咨询组织大会通过的新制度， 主张马来西亚在通过相关文件之时，
都没有明确或保留对白礁的主张。 然而， 国际法院并没有支持新加坡的主张，
理由是相关文件与领土无关， 只是关于航行便利和安全， 主要是为了实施航行
分道制度、 进行联合水文调查、 促进环境保护， 并不是关于领土权利， 对于本
案没有意义。③ 因此， 即使马来西亚没有对相关文件提出保留或抗议， 也不能认
为其默认放弃对争端领土的权利。

除了应当有所反应之外， 还需要证明当事方能够作出反应。 在 １９６２ 年 “柏
威夏寺案” 中， 法国送交泰国的附件 １ 地图将柏威夏寺标记在柬埔寨一侧， 泰
国有多次机会向法国当局提出关于附件 １ 地图的问题。 首先是 １９２５ 年和 １９３７ 年
法国代表印度支那与暹罗对 《友好、 通商和航行条约》 进行谈判。 在许多条款
中， 双方确认了已有边界。 特别是 １９３７ 年谈判， 仅仅发生在 １９３５ 年泰国对其边
界地区进行自主调查两年之后， 如果泰国认为附件 １ 地图存在问题， 是能够在
谈判中提出的。 二战结束后， 法国同意建立法国－暹罗调解委员会， 委员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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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是对泰国修改 １９０４ 年和 １９０７ 年边界条约的投诉和意见进行调查并提供建
议。 １９４７ 年， 委员会召开会议， 对于泰国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提出修
改柏威夏寺地区边界的要求。 但事实上， 虽然泰国对多个地区的边界提出意见，
唯独没有提到柏威夏寺地区， 甚至还向委员会提交了一张标明柏威夏寺位于柬
埔寨的地图。 国际法院认为， 对于泰国提出其它问题而却忽略柏威夏寺问题的
事实， 唯一的解释就是泰国已接受附件 １ 地图所示边界， 无论该边界线是否与
分水线一致。①

（三） 没有抗议或没有及时抗议
抗议是指一国对另一国作出的正式通知， 表明其反对后者作出或计划作出

的行为， 提出抗议的国家以此表明其不承认抗议所反对行为的有效性， 没有默
认该行为已经造成或威胁造成的形势， 并没有意图放弃自身权利。② 在领土争端
中， 抗议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他国对争端领土提出的主权主张或对自身权利的
侵犯， 没有提出抗议则有可能构成默认， 从而影响自身的主权主张。 简言之，
对需要抗议的情况保持沉默， 将可能推定为默认， 而提出抗议将阻断默认。 除
此之外， 抗议的意义还体现在对有效控制的判断方面， 有效控制强调对争端领
土持续及和平地展示国家主权， 而判断和平性最直接的标准就是考察在行为实
施后是否在合理期间内受到抗议。③

关于作出抗议的主体， 一般认为抗议必须由政府做出或者代表国家的人员
做出。 抗议是为了保护抗议国权利， 因此， 有理由认为抗议应当遵循与国家取
得权利所依据行为相同的条件， 对于通过非官方渠道事后没有获得政府批准的
抗议， 将不具有法律效力。④ 在美国和英国 “阿拉斯加边界案” 中， 关于 １８８８
年 ２ 月信件的效力， 当事方存在争议。 该信件包括了一份加拿大和美国官员的
会谈报告， 两位官员代表各自政府进行地理调查， 但是都没有得到授权代表政
府解决边界争端， 加拿大官员提出了对边界问题的某些意见。 之后， 该信件同
其它与争端相关的文件一同提交了国会。 英国认为， 加拿大官员代表了政府，
其意见代表了政府的意见。 对此， 美国认为， 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 一国政府
放弃正常的外交渠道， 而只由没有授权的个人向另一没有授权的个人提出质疑，
这种情况十分值得注意。 政府不会对如此重要的事项采取此种松散和非正规的
方式处理。⑤

抗议还应当清楚明确， 与争议问题直接相关， 不能只使用一般和模糊的用
语。 在 １９５３ 年英国和法国 “明基埃和埃克荷斯案” 中， １８７５ 年英国发布国库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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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命令书， 泽西成为海峡群岛的一个港口， 埃克荷斯岩礁被纳入港口范围内。
国际法院认为该法案显然表明， 英国在主权争端产生之前的时期里对埃克荷斯
的主权。 １８７６ 年法国政府对此提出抗议， 理由是该法案违反了 １８３９ 年 《渔业条
约》。 对此， 英国指出， 法国的抗议只与渔业问题相关， 而没有涉及领土主权，
所以没有构成对英国的有效抗议。 国际法院支持了英国的观点， 认为此种抗议
无法影响法案作为主权展示的性质。①

除此之外， 在抗议的时间方面， 国家应当及时抗议， 如果抗议过晚也有可
能丧失抗议的效力， 从而构成默认。 在 １９６０ 年洪都拉斯诉尼加拉瓜 “１９０６ 年仲
裁裁决案” 中， １９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西班牙国王对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作出裁决，
之后， 尼加拉瓜对外向洪都拉斯及西班牙表示对该裁决的满意和接受， 在其内
部的各种文件和会议中也对该裁决表示认可， 直到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尼加拉瓜才
首次质疑该裁决的有效性。 对此， 国际法院认为尼加拉瓜已通过明确的声明和
行为承认裁决有效， 不能再反对裁决的有效性。 在知晓裁决全文后多年内尼加
拉瓜没有质疑裁决的有效性， 更加证实了法院的结论。② 在 １９９２ 年萨尔瓦多和
洪都拉斯 “陆地、 岛屿和海洋边界争端案” 中， 关于明古尔拉岛 （Ｍｅａｎｇｕｅｒａ）
的主权， 两国的争端最早出现在 １８５４ 年， 萨尔瓦多通过外交照会抗议洪都拉斯
向外国出售岛屿， 主张该岛属于萨尔瓦多。③ １８５６ 年， 萨尔瓦多政府在其官方公
告中公开了关于岛屿的报告， 提到调查部门将调查岛上的空地； １８７９ 年， 政府
公告宣布将对岛上空地进行拍卖， 洪都拉斯没有对相关公告有所反应或抗议。
从 １９ 世纪晚期开始， 萨尔瓦多在岛上的存在开始逐步强化， 对岛屿实施多种主
权行为， 但是同样没有受到洪都拉斯的反对和抗议。 此种情况一致持续到 １９９１
年， 洪都拉斯首次通过外交照会抗议萨尔瓦多政府在岛上的活动。④ 对此， 分庭
认为在萨尔瓦多长期对岛屿实施主权行为之后， 洪都拉斯的抗议过晚， 无法影
响洪都拉斯构成默认的推定。⑤ 在 ２００８ 年 “白礁、 中礁和南礁主权案” 中， 新
加坡主张通过调查白礁领海中的海难和船舶失事事件， 它和英国对白礁行使了
管辖权。 新加坡最早调查的时间是 １９２０ 年， 之后分别在 １９６３ 年、 １９７９ 年、
１９８５ 年到 １９９３ 年对若干起事件进行了调查。 法院认为该行为有力地支持了新加
坡的主张。 直到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也就是决定将争端提交法院审理的 《特别协议》
生效之后， 马来西亚才首次抗议此类行为。⑥ 在上述三个案件中， 从最开始出现
需要抗议的情形到当事方实际抗议的时间间隔分别为 ６ 年、 １３７ 年以及 ８３ 年，
这表明缺乏界定抗议不及时的确切标准， 对该问题的判断具有灵活性。 尽管如

６６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ｈｅ Ｍｉｎｑｕ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ｃｒｅｈｏｓ ｃａｓｅ （Ｆｒａｎｃｅ ／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５３， ｐ ６６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Ａｗａｒｄ Ｍａ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Ｋｉｎｇ ｏｆ Ｓｐａｉｎ ｏｎ ２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０６ （Ｈｏｎｄｕｒａｓ ｖ Ｎｉｃａｒａ⁃

ｇｕ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６０， ｐｐ ２１２－２１３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Ｅｌ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 Ｈｏｎｄｕｒａｓ：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ｉｎｔｅｒ⁃

ｖｅｎｉｎｇ），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２， ｐ ５６８， ｐａｒａ ３５２
ｉｂｉｄ ， ｐ ５７０－５７１， ｐａｒａ ３５７； ｐ ５７２， ｐａｒａ ３５９； ｐ ５７５， ｐａｒａ ３５９
ｉｂｉｄ ， ｐ ５７７， ｐａｒａ ３６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ａｓｅ， ｐｐ ８２－８３， ｐａｒａｓ ２３１－２３４



此， 与通过主权行为逐步强化领土主权的方式相比， 根据仲裁裁决能够更明确
地判断领土主权归属， 因此需要尽快甚至立刻提出抗议， 所以在 “１９０６ 年仲裁
裁决案” 中， ６ 年之后提出抗议就过晚。 同样， 对于非常紧急的情况， 比如对方
通过武力占领领土， 则需要尽快提出抗议。 在媒体和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 可
以很便捷地获知国家对于领土的行为和态度， 这就要求更及时地对不利主张和
行为提出抗议， 否则将有可能承担默认的风险。

关于抗议的形式， 有学者认为仅进行外交抗议并不足以阻止默认， 还应
当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抗议可能只是暂时阻止了默认。① 也有学者认为， 只
有当提出抗议的国家能够说服国际法庭， 对于后来提交的问题， 在当时的情
况下， 抗议是主张权利的唯一可行方式， 否则一般要求国家采取进一步措
施， 以证明反对侵犯其权利的严肃性和善意。② 在 １９１１ 年美国和墨西哥
“Ｃｈａｍｉｚａｌ 仲裁案” 中， 美国主张， 除了根据条约的权利之外， 还依据时效
取得了部分争端领土， 从 １８５４ 年条约签订直到 １８９５ 年建立边界委员会， 美
国对争端领土进行了持续和无争议地占有。 边界委员会认为美国的占有并不
具有时效权利的特征， 无法认为美国的占有是持续和无争议的。 美国公民对
领土的实际占有以及当地和联邦政府所实施的政治控制一直受到墨西哥的抗
议。 在私法中， 可以通过诉讼中断时效， 但是不能适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
除非为此目的建立国际法庭。 墨西哥政府在合理期间内向边界委员提出主
张， 并且在该日期之前， 已通过抗议进行了所有合理需要的行为。③ 由于当
时并不存在相关国际法庭和国际组织， 所以墨西哥仅进行外交抗议就足以保
护其权利， 然而， 随着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进步， 有两个发展可能影响外交
抗议的效力。 首先是 《非战公约》 以及 《联合国宪章》 第 ２ （ ４） 条的产
生， 广泛禁止在国际关系中威胁或使用武力， 因此， 国际法庭不要求使用武
力或展示武力作为抗议的手段。 第二个发展是国际机构的产生和建立， 常设
仲裁法院、 国际联盟、 常设国际法院以及之后联合国、 国际法院以及各种国
际法庭的建立， 表明存在类似于国内法的必要机制以中断时效。④

尽管国家除了受约定的限制， 并无将争端提交国际组织或国际法庭的义务，
但提交国际机制可以清楚地表明国家的态度， 最大程度地避免构成默认的风险。
比如在 １９９４ 年利比亚和乍得 “领土争端案” 中， １９７７ 年利比亚占领奥祖地带
（Ａｏｕｚｏｕ）， 乍得向非洲统一组织 （ＯＡＵ） 提出申诉， ＯＡＵ 建立特别委员会解决
该争端， 这表明早在将领土问题提交国际法院 １２ 年之前， 乍得就已提出过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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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１９７１ 年乍得向联合国大会抗议利比亚干涉其内政外交； １９７７ 年抗议利比亚
对奥祖地带的侵占； １９７７ 年、 １９７８ 年以及 １９８２ 年到 １９８７ 年， 乍得向联合国大
会抗议利比亚入侵其领土。 １９７８ 年乍得国家元首通知安理会， 利比亚至今未向
ＯＡＵ 提出任何文件说明其对奥祖地带的主张并且没有参加专家委员会。 乍得常
驻代表请求安理会主席召开紧急会议， 考虑当时存在的极其严重的情形。 １９８３
年、 １９８５ 年以及 １９８６ 年， 乍得反复向安理会提出申诉。 国际法院认为， 所有的
情况都表明， 乍得关于边界的立场是一致的。①

三、 默认在领土争端解决中的作用

（一） 不能作为独立的权利来源
通过分析国家实践以及国际法庭的判例， 同意的表示是确定领土主权归属

的重要因素， 对法律或事实的所有形式的承认都具有显著证据价值。② 也有学者
认为默认构成判断领土主权归属的权利来源。③ 因此， 在领土争端中， 当事方会
提出大量证据证明对方构成默认。 尽管如此， 很少有案件是完全依据默认判断
领土归属， 需要考虑主张的具体程度以及作出背景， 需要结合其它法律依据才
能确定主权的归属。 在大部分情况下， 默认只能作为证明主权的证据， 而不是
权利的来源。④

虽然默认可能导致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禁止反言的适用， 但并不是所有的默
认都具有此种法律效力。 禁止反言是指一方作出或同意某种表示， 另一方在随
后的行为中依赖该表示而导致自身受到损害或使对方获益， 那么作出该表示的
一方不能改变其立场。⑤ 在 ２０１５ 年毛里求斯诉英国 “查戈斯海洋保护区仲裁案”
中， 仲裁法庭总结了可以援用禁止反言的条件： 第一， 国家通过言辞、 行为或
沉默作出了明确和一致的表示； 第二， 此种表示是通过得到授权能够对争议问
题代表国家的人员作出的； 第三， 援用禁止反言的国家受该表示诱导进行了对
其不利的行为， 受到了损害或者向表示国让与了利益； 第四， 此种依赖是合法
的， 国家有权依赖该表示。⑥ 只有当满足了上述条件时， 表示方的默认才具有禁
止反言的效力， 特别是需要证明一国因信赖而遭受损害， 这从严格意义上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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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禁止反言和默认。① 而在许多情形中， 意图通过默认取得权利的国家并没有丧
失利益， 相反， 损害由另一方承担。 如果不存在当事方地位的变化， 表示的效
力是作为证据， 因前后不一致的实践而弱化当事方的主张， 而不是作为有拘束
力的禁止反言。② 在具体案件中， 必须谨慎地对待禁止反言原则， 不能随意推定
存在禁止反言， 一国对于某一法律问题明示或默示地采取了态度， 如果对于所
有此种情形都适用禁止反言原则是存在风险的。③

（二） 确认根据其他法律依据得出的主权归属结论
虽然仅凭默认可能无法确定领土的归属， 但当事方的表示， 无论是明示

的还是默示的， 都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当事方的意见和态度， 具有弱化一方主
张或者支持另一方主张的价值， 从而确认或强化根据其他法律依据得出的
结论。④

在条约解释方面， 缔结条约之后， 当事方的作为与不作为可以明确模糊
不清用语的含义， 表明当事方对各自权利和义务的理解。⑤ 在 １９９４ 年 “领
土争端案” 中， 利比亚主张 《 １９５５ 年条约》 并没有确定两国之间的边界，
但是在此之后， 法国和利比亚或者乍得和利比亚签订的相关协议都没有对
《１９５５ 年条约》 确定的边界提出异议。 比如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利比亚和乍得签订
了类似 《１９５５ 年条约》 的新条约， 其中涉及了边界问题。 新条约第 １ 条和
第 ２ 条提到了边界， 但没有表明存在任何不确定性。 如果关于边界存在重大
争端， 在 《１９５５ 年条约》 签订 １１ 年之后必然会反映在新条约中。⑥ 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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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行为表现的默示承认， 另一方可以将此解释为同意， 而禁止反言则与阻止学说相关……相同的事实

与默认和禁止反言都相关， 除了关于损害的存在， 所以可以将这两个概念作为同一制度的不同方面进行

考虑。 ｉｂｉｄ ， ｐｐ ３０４－３０５， ｐａｒａｓ １２９－１３０
Ｄ Ｗ Ｂｏｗｅｔｔ， “Ｅｓｔｏｐｐｅ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ｃ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３３， １９５７， ｐ １９４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３， ｐｐ ４１－４２ 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 法官在 “柏威夏寺案” 的单独意见中提出了过于重视禁止反言原则

的警告， “然而， 如果一方已经通过行为或其它方式表明其承担义务或接受义务约束， 对于此种情况， 阻

止原则或禁止反言原则的适用是完全没有必要或不恰当的， 尽管在实践中， 经常使用该原则来描述此种

情况。 如果 Ａ 已经承担了特定义务或接受了特定文件的拘束， 那么不能现在否认该事实， 不可出尔反尔。
这意味着 Ａ 不能因为否认该事实的存在而逃避义务。 换言之， 如果 Ａ 的否认被证明是虚假的， 就没有必

要考虑阻止或禁止反言主张。 阻止和禁止反言规则是为了排除否认可能是真实的情况———无论正确与否。
因此， 该规则的适用必须受到限制。 应当适用阻止或禁止反言规则的情况是， 相关当事方没有作出承诺

或没有接受义务 （或者对此存在疑问）， 但是当事方的行为及其后果导致其不能否认存在此种承诺或应当

受到约束。” Ｔｅｍ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ｅａｈ Ｖｉｈｅａｒ （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ｖ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ｒ Ｇｅｒａｌｄ 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６２， ｐ ６３

Ｊ Ｇ Ｍｅｒｒｉｌｌｓ，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 Ｌｅｉｄ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１３， ｐ ８９３

Ｉ Ｃ ＭａｃＧｉｂｂｏｎ， “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ｃ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３１， １９５４， ｐ １８２

Ｌｉｂｙａｎ Ａｒａｂ Ｊａｍａｈｉｒｉｙａ ／ Ｃｈａｄ ｃａｓｅ， ｐｐ ３４－３５， ｐａｒａ ６６



在 《１９５５ 年条约》 签订后的多年内没有提出异议， 意味着它接受了 《 １９５５
年条约》 确定了两国的边界。

默认的强化作用还突出反映在有效控制规则的适用过程中。 有效控制规则
是指通过权衡和比较当事方对争端领土所实施的主权行为， 将争端领土判予能
够做出更优势主张的一方。① 一方对争端领土和平持续地行使主权行为， 结合另
一方对这些行为的默认， 可以有效地证明争端领土的主权归属， 这两个方面的
结合最终实现了有效控制规则的适用。 在国际法院审理的所有适用有效控制规
则的案件中， 都考虑了这两个方面。 如 １９３３ 年丹麦诉挪威 “东格陵兰法律地位
案” 中丹麦的主张， 根据领土占有的国际法规则， 缺乏抗议是一个因素， 与公
开、 和平和长期的主权展示相结合， 将构成完善和充分的权利。② 在 ２００２ 年
“利吉坍和西巴丹岛屿主权案” 中， 在权衡和比较当事方对争端领土实施的主权
行为之后， 法院认为， 虽然马来西亚对两个争端岛屿实施的主权行为有限， 但
是涉及多个种类， 涵盖相当长的时期， 并且表明了行使国家职责的意图。 在另
一方面， 法院认为不能忽视在相关行为进行之时， 印度尼西亚以及荷兰从未表
示过异议或抗议。 特别是 １９６２ 年和 １９６３ 年印度尼西亚甚至没有向北婆罗洲殖民
地或马来西亚当局提出灯塔是建在属于印度尼西亚的领土上， 即使认为灯塔只
是为了航行安全， 这种行为也是异常的。③ 考虑到双方的作为与不作为， 法院认
为利吉坍和西巴丹岛属于马来西亚。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 ２００７ 年尼加拉瓜诉洪
都拉斯 “领土和海洋争端案” 以及 ２０１２ 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 “领土和海洋争
端案” 中， 对方当事国对争议岛屿实施的以主权者名义的行为， 尼加拉瓜虽然
明确知晓相关行为却保持沉默， 综合考虑这两个方面， 国际法院没有支持尼加
拉瓜的主张。④

（三） 例外情况下导致领土主权的变更
在领土争端中， 默认不仅能起到确认和强化已有权利的作用， 更具影响力

的作用在于变更领土主权， 这是当事国主张或抗辩默认的最主要原因。 领土不
仅可以获得， 也可以通过与领土取得基本一致的方式丧失： 领土可能通过明示
声明或行为而丧失， 比如割让条约或接受分离； 通过侵蚀或自然地理活动而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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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常设国际法院在 １９３３ 年丹麦诉挪威 “东格陵兰法律地位案” 指出： “不依据具体的行为或权利

（比如割让条约）， 而只是基于持续地主权展示而主张主权， 必须表明存在两个相关要素： 作为主权者行

事的意图和愿望， 以及对此种权威的具体行使或展示。 审理领土争端的法院必须考虑的另一个情况是，
其它国家对此主权提出主张的程度， 对于多数国际法庭审理的领土主权的案件， 会存在对主权的两个相

竞争主张， 法庭必须裁决哪一个更强。” Ｓｅ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ｖ Ｎｏｒｗａｙ）， Ｊｕｄｇ⁃
ｍｅｎｔ， １９３３， Ｐ Ｃ Ｉ Ｊ ， Ｓｅｒｉｅｓ Ａ ／ Ｂ， Ｎｏ ５３， ｐｐ ４５－４６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ｖ Ｎｏｒｗａｙ），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１９３３，
Ｐ Ｃ Ｉ Ｊ ， Ｓｅｒｉｅｓ Ｃ， Ｎｏ ６２， ｐ １０１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ｃａｓｅ， ｐ ６８５， ｐａｒａｓ １４８－１４９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ａｎｄ Ｈｏｎｄｕｒ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Ｓｅａ （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Ｈｏｎｄｕｒａ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７， ｐ ７２１， ｐａｒａ ２０８；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２， ｐ ６５７， ｐａｒａ ８４



失； 或者因默认时效而丧失。① 也就是说， 即使领土上存在确定主权， 另一国对
该领土持续及和平地展示主权， 原权利所有国对此保持沉默， 那么它可能因此
而丧失主权， 而另一国取得领土主权。 此种情形类似时效学说， 但国际法庭在
绝大多数领土争端中， 会尽量避免分析时效的法律地位以及明确指出根据时效
作出裁判， 而更倾向于借助默认进行分析。② 对于时效权利的形成， 默认是必要
和重要的因素， 因为该类权利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是否具有合法性， 而
合法性则取决于受到不利影响的国家对争议实践的默认程度。③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领土秩序， 国际司法实践强调合法权利的重要性，
如国际法院分庭在 １９８６ 年布基纳法索和马里 “边界争端案” 中强调合法权利的
优先地位， 主权行为只能起到补充、 解释和证实的作用， 而不得超越合法权
利。④ 诚然， 国家可以根据其自由意志通过正式的行为变更领土主权， 比如签订
领土或边界条约， 但在特定条件下， 原权利所有国默认他国以主权者名义实施
的行为也可能导致领土主权的变更， 这已得到了国际司法实践的肯定。

在 １９５９ 年 “某些边境土地主权案” 中， 荷兰主张其实施的主权行为已经取
代了比利时根据 《１８４３ 年边界条约》 的权利。 国际法院并没有直接驳斥荷兰的
此种主张， 而是指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比利时是否因未主张其权利并且默认荷
兰的主权行为而丧失主权。⑤ 该案虽然最终认定比利时没有默认荷兰的主权， 但
表明即使存在条约支持的权利， 默认也有可能变更领土主权。 与该案类似的情
况是 ２００２ 年喀麦隆诉尼日利亚 “陆地和海洋边界案”， 关于争端地区之一巴卡
西半岛的主权， 国际法院认为 １９１３ 年 《英德协议》 第 １８ 条到第 ２２ 条已经确定
了该地区的边界， 巴卡西半岛属于后来的喀麦隆。 关于尼日利亚主张的构成以
主权者名义的行为， 包括建立学校、 提供医疗卫生设施以及征税等， 国际法院
认为主权行为表明权利归属一国还是另一国的法律问题， 不同于主权行为能否
取代已确定条约权利的问题。 而与本案更相关的法律问题是： 是否应当认为喀
麦隆作为权利所有国的行为构成默认， 丧失了独立时继承的条约权利。⑥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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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Ｎ Ｓｈ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６ｔｈ ｅｄ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
５２１

Ｊａｍｅｓ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Ｂｒｏｗｎｉ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８ｔｈ ｅｄ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 ２３０

Ｄ Ｈ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 ２７， １９５０， ｐ ３５３

“有效控制在案件中的作用是复杂的， 分庭必须分各种具体情形中仔细衡量有效控制的法律效

力。 如果行为符合法律， 有效管理补充了保持占有原则， 有效控制的作用只是确认源于合法依据的权利

的行使。 如果行为不符合法律， 也就是不具有合法权利的国家有效管理争端领土， 应当给予权利持有方

优先性。 如果有效控制不与任何合法权利同时存在， 必须考虑有效控制。 最后， 如果合法权利不能准确

表明与其相关的领土范围， 有效控制将发挥关键作用以说明如何在实践中解释适用合法权利。” Ｓｅ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Ｂｕｒｋｉｎａ Ｆａｓｏ ／ Ｍａｌｉ），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６， ｐｐ ５８６－５８７， ｐａｒａ ６３

Ｂｅｌｇｉｕｍ ／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ｃａｓｅ， ｐ ２２７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ｖ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Ｇｕｉｎｅａ 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２， ｐｐ ４１４－４１５， ｐａｒａｓ ２２２－２２３



本案的关键在于判断权利所有国是否放弃了权利。 法院一方面分析了喀麦隆的
活动， 包括征税、 颁布碳氢化合物许可、 与尼日利亚的海洋划界谈判等活动，
表明喀麦隆没有放弃权利。 另一方面， １９９４ 年对于尼日利亚的军事活动， 喀麦
隆立刻提出抗议。① 虽然在主权行为方面， 喀麦隆只是偶尔对巴卡西半岛进行间
接的管理， 投入的资源十分有限， 在数量、 种类和时间上都不及尼日利亚， 但
是只要存在有限的活动就表明喀麦隆没有放弃权利。 虽然权利所有国的默认可
能变更主权， 但是默认的判断标准十分严格， 需要证明当事国存在放弃权利的
意图， 但只要权利所有国对争端领土展示主权或提出抗议， 即使主权行为十分
有限， 就不能认定它放弃了权利。

在 １９９２ 年 “陆地、 岛屿和海洋划界争端中”， 分庭认为根据保持占有原则②

确定的边界线可以因为独立之后的裁决和条约而发生改变， 就会产生边界线是
否可能因其它方式而发生变化， 比如承认和默认。 分庭的意见是， 在原则上没
有理由认为这些因素不能适用， 如果存在充分证据表明当事方实际上明确接受
了变更保持占有边界线的位置或者至少是接受了关于边界线位置的某种解释。③

这表明之后的行为是有可能改变根据合法权利确定的边界线。 法庭不认为适用
保持占有原则将永久冻结内部行政边界。 国家可以通过协议改变边界， 也可以
通过作为或者不作为默认有别于 １８２１ 年独立时的边界。④

２００８ 年 “白礁、 中礁和南礁主权案” 是根据原权利所有国态度变更领土主
权的典型案件， 同时也是存在争议的案件。 在该案中， 国际法院首先确定了在
１８４４ 年计划修建霍士堡灯塔之前， 马来西亚的被继承国柔佛拥有对白礁的原始
权利， 但同时指出， 仍需要判断 １８４４ 年之后马来西亚是否继续拥有对白礁的主
权或者主权是否转移新加坡。 为此目的， 法院需要参考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对相
关事实进行评估， 相关事实主要包括双方当事国在相关期间内的行为。 法院认
为， 主权转移可以通过当事方之间的合意实现， 合意的形式可以表现为条约，
也有可能是默示的， 产生于当事方的行为， 国际法并没有规定固定的形式， 而
是强调当事方的意图。 关于他方对争端领土所实施的主权行为， 需要反应却没
有反应， 则可能发生主权转移。⑤ １８４４ 年之后， 英国和新加坡的行为在许多方面
是作为霍士堡灯塔运行者而实施的， 但是它们所进行的事故调查、 控制访问、
安装海军通信设备以及填海计划都是以主权者名义的行为。 马来西亚及其被继
承国对相关行为从未表示过抗议， 也从未对具有此种性质的更早期行为进行反
应， 尽管马来西亚已经注意到了所有的行为 （除了安装海军通信设备之外）。 此
外， 从 １８５０ 年 ６ 月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柔佛当局及其继承国没有对白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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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ｂｉｄ ， ｐｐ ４１５－４１６， ｐａｒａｓ ２２３－２２５
保持占有原则 （Ｕｔｉ Ｐｏｓｓｉｄｅｔｉｓ Ｊｕｒ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的核心在于确保取得独立时的边界线， 该边界线是

指归属于同一主权的不同行政管理部分或殖民地之间的界线， （在殖民地获得独立后） 适用保持占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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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任何行为。 甚至马来西亚官员 ７０ 年代对白礁进行官方访问时需要新加坡的许
可； ６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的官方地图也表明其认为新加坡拥有白礁主权。 本案最重
要的事实是： １９５３ 年新加坡殖民秘书询问白礁的法律地位并咨询相关信息， 柔
佛代理州秘书的回信清楚表达的立场是柔佛不主张白礁所有权， 该事件对于法
院作出最终结论具有重大意义。 法院认为， 这些相关事实， 包括当事方的行为，
表明当事方关于白礁主权观点的趋同演化， 最终的结论是， 特别考虑到新加坡
及其被继承国以主权者名义的行为， 结合马来西亚及其被继承国的行为， 包括
不抗议不回应， 到 １９８０ 年为止， 白礁的主权已经转移新加坡。① 在该案中， 之
所以已经确定的马来西亚主权转移， 主要原因是柔佛及马来西亚通过明确的行
为表明放弃主权以及承认对方主权的意图， 不仅完全不对白礁展示主权， 也没
有反对新加坡实施的主权行为， 甚至明确地表示不主张白礁权利。

鉴于上述司法实践， 通过实际行使国家权威以及原权利所有国对主权变更
的默认， 国家可能超越先前的权利所有国而取得对领土的权利。② 也就是说， 对
领土实施主权行为的国家可能在权利方面超越具有 “书面” 权利的国家， 如果
能够认定后者同意变更主权。③ 如果当事方明确或通过共同的行为清楚地表明改
变了已有权利， 这反映了当事方的共同意志， 因此， 即使条约确定了边界， 也
并不必然构成划界的终点。④ 此种情况相当于当事方通过行为达成了新的合意，
取代并变更了之前的合意。 国家作为平等独立的国际法主体， 具有根据其意志
创设权利和义务的能力， 应当尊重此种自由意志， 保护另一方的合理信赖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 主权变更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可能难以明确指出主权变更
的准确日期， 需要综合考虑当事方所持意见的发展和变化。⑤

尽管如此， 同时也可以发现， 发生主权变更的标准十分严格， 必须满足特
定的条件。 相关条件如此严苛， 以至于实践中只在极少数案件中， 国际法庭认
可默认的此种效力。 即使国际法庭认为条件已得到满足， 仍然存在持相反意见
的学者和法官。 因此， 根据目前的实践， 只能认为默认在例外的情况下具有导
致领土主权变更的效力。 国际法院在 ２００８ 年 “白礁、 中礁和南礁主权案” 中指
出： 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 国家领土主权以及主权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具有核
心价值， 这对于法院评估当事方的行为非常关键。 正因为此， 任何根据当事方
行为导致的领土主权转移， 必须通过该行为以及相关事实得到清楚并毫无疑问
的展示。 特别是涉及一方实际上放弃了部分领土主权的情形。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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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领土主权的具体条件， 西玛法官和亚伯拉罕法官认为， 对于存在
原始主权国的情形， 无论国家权力的行使多么持续和有效， 如果不能确定原始
主权国同意割让相关领土或者默认将领土让与事实上行使权力的国家， 都不能
导致主权的转移。 没有此种同意或者默认， 原始权利不能被割让， 即使另一国
持续和有效地行使权力。① 因此， 虽然意图取得权利的国家所实施的主权行为是
必要的， 但主权变更的核心在于判断原权利所有国的态度。 原权利所有国是否
默认了他国的主张非常关键， 而只要它仍对争端领土展示国家权力或提出抗议，
即使该行为相当有限， 也足以表明它没有放弃权利。② 另一方面， 即使另一国的
主权行为非常充分也只能被视为非法行为， 无法取代原权利所有国， 这体现了
对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

结　 论

默认是一个消极概念， 在面临权利受到危及或侵犯时， 国家不作为， 对于
需要抗议或作出反应的情形却保持沉默， 在这种情况下， 推定国家作出了同意
的意思表示。 在领土争端中， 面对他国对领土的主张， 无论表现为何种形式，
包括明确的声明或以主权者名义进行的行为等， 拥有或主张主权的一国不抗议
或不反应， 将有可能构成默认。 在判断某一具体情形是否构成默认时， 应当考
虑 ３ 个要件， 包括： 知情、 应该并且能够抗议、 没有抗议或者没有及时抗议。
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 考虑主权主张的公开性和具体性、 争端领土的具体
情况、 主张作出的背景进行判断。 虽然在领土争端解决中， 当事方会提出大量
证据证明对方构成了默认， 但少有案件完全依据默认作出裁决， 并不是所有的
默认都能具有禁止反言的法律效力， 因此， 默认不是判断主权归属的独立权利
来源。 尽管如此， 默认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当事方的意见和态度， 从而弱化一方
主张或者支持另一方主张， 确认或强化根据其他法律依据得出的结论。 在例外
情况下， 默认可能导致已经确定的领土主权发生变更， 这也是当事国主张或抗
辩默认最主要的原因。 即使领土上存在确定主权， 对于另一国对该领土持续及
和平的权力展示， 原权利所有国不抗议或采取进一步措施， 那么它可能因此丧
失主权， 而另一国取得主权， 这相当于当事国通过行为达成了新的合意。 虽然
意图取得主权的国家所实施的主权行为是必要的， 但主权变更的核心在于判断
原权利所有国的态度， 而只要它仍对领土展示国家权力或提出抗议， 即使此种
行为相当有限， 也足以表明该国并没有放弃权利， 而另一国的主权行为即使非
常充分也只能被视为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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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内对中国在
印度洋开展活动的争论及分析①

［印度］ 拉迪普·帕卡拉提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聚焦印度国内对中国在印度洋的行为的争论。 作

者首先介绍了印度和中国各自对印度洋地区 （ ＩＯＲ） 的基本认识。 这对于理解

印度国内对印度洋的普遍认识至关重要。 然后， 作者叙述了印度议会对中国

在印度洋活动的争论， 尤其重点阐释了不同议会成员 （ＭＰｓ） 对此活动的议论

和疑问， 以及印度政府的回应。 最后， 作者分析了全球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

纸——— 《印度时报》 在过去几年对此问题的报道， 以解读印度国内的观点。
通过研究对中国较为关注的印度国内智库和研究机构的观点与看法， 本文给

出了自己的结论。
［关键词］ 印度国内争论　 中国　 印度洋　 活动

［作者简介］ 拉迪普·帕卡拉提 （Ｒａｊｄｅｅｐ Ｐａｋａｎａｔｉ）， 印度金德尔全球大学

金德尔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博士

印度是如何从战略层面、 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上认识印度洋的？ 同中国相

比， 印度是如何认识其在印度洋地区的作用的？ 现任政府和前几任政府在政治

上有哪些传承和转变？ 本文重点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一、 印度对印度洋的基本认知

本部分将通过探讨印度迄今为止采取的具体措施来分析其对印度洋的主要

观点。
印度认为印度洋对于自己具有战略重要意义， 其重要性可从以下几个事实

看出： 第一， 印度洋地区包括了 ３６ 个沿海国家和 １４ 个相邻内陆国家， 人口超过

２６ 亿， 占世界总人口的 ４０％； 第二， 超过 ８０％的全球石油海上贸易都从印度洋

咽喉地区经过， ４０％的石油海上贸易经过霍尔木兹海峡， ３５％的经过马六甲海

峡， ８％经过曼德海峡； 第三， 据估计， 全球大约 ４０％近海采油来自于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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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１１９ 个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中， ４７ 个是印度洋地区国家。①

印度对印度洋的看法与印度国防部制定的国防因素和国防责任息息相关，
在 ２００４ 年出台的 《印度海军作战学说》 （ Ｉｎｄｉａ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中有清晰

的表述。 保卫国家安全是印度首要的海洋利益。 保卫国家安全不仅在于保卫

沿海地区和岛礁领土安全， 同时也包括保卫专属经济区 （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ＥＥＺ） 的利益和贸易， 为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良好环境。 贸易是印

度的生命线， 因此， 不管在和平时期、 紧张局势或敌对时期， 维持海上航道

（Ｓｅａ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ＬＯＣｓ） 畅通是印度首要的国家海洋利益。 作为

印度洋地区最大的国家， 印度有责任保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 这对维护其自

身安全有很大影响。② 除了国内对印度洋地区的战略考量， 印度通过环印度洋

地区合作联盟 （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ｉ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ＯＲＡ）
和印度洋海军论坛 （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Ｎａｖ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ＯＮＳ） 积极加强和其他沿

海国家的联系。
印度对印度洋地区的理解可追溯到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的建立。 印度洋

地区－东盟地区论坛是印度洋沿岸国家自发成立的区域合作组织， 于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在毛里求斯成立， 旨在推动区域经济和技术合作， 扩大贸易和投资。 现在共

有 ２０ 个成员国———澳大利亚、 孟加拉共和国、 科摩罗、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

朗、 肯尼亚、 马来西亚、 马达加斯加共和国、 毛里求斯、 莫桑比克、 阿曼、 塞

舌尔、 新加坡、 南非、 斯里兰卡、 坦桑尼亚、 泰国、 阿联酋和也门。 ６ 个对话伙

伴国———中国、 埃及、 法国、 日本、 英国和美国。 ２ 个观察员———印度洋研究组

（ＩＯＲＧ） 和环印度洋旅游组织 （ＩＯＴＯ）。③ ２０１１ 年， 环印联盟决定集中推进环印

度洋地区合作联盟下的六个优先合作领域： 一是海事安全与治安； 二是贸易和

投资； 三是渔业管理； 四是减危减灾； 五是学术合作和科技合作； 六是促进旅

游和文化交流。
为促进印度洋地区海军合作， ２００８ 年印度提出创立 “印度洋海军论坛”

（ＩＯＮＳ） 的构想。 “印度洋海军论坛” 是自发性成立的， 旨在通过为地区相关的

海洋议题提供一个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平台， 以增强印度洋周边沿海国家海

军的合作。 通过 “印度洋海军论坛”， 努力促进海军专家对话畅通， 就未来发展

方向达成共识并形成可能合作的方式。 “印度洋海军论坛” 每两年举办一次， 前

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４ 年分别在阿联酋迪拜、 南非开普敦和澳大利亚珀

斯举行。 论坛主旨如下：
１ 促进对海洋安全有影响的印度洋相关议题和事件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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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ＤｅＳｉｌｖａ－Ｒａｎａｓｉｎｇｈｅ， Ｓｅｒｇｅｉ ２０１２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Ｍａｙ ２９， ２０１２

ＩＮＢＲ ８，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Ｎａｖｙ）， ２００４， ｐｐ ６３ – ７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ａ ｇｏｖ ｉｎ ／ Ｐｏｒｔａｌ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 ＩＯＲＡＲＣ ｐｄｆ



２ 加强印度洋所有国家和地区解决当前和未来海洋安全和稳定问题的能力；
３ 建立和促进一系列海事的跨国协商合作机制， 已解决和缓和地区相关的

海洋安全问题；
４ 在规则、 战略、 程序、 组织体系和后勤体系、 合作方式方面， 增进协同

工作能力。 并制定条款， 保证快速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①

迄今为止， “印度洋海军论坛” 已有 ３５ 个印度洋地区国家海军加入。 下届

论坛将在孟加拉共和国举行。

二、 利用印度洋开发蓝色经济

除了强调印度洋地区内的海洋安全问题， 莫迪总理提出了 “蓝色经济”
的理念， 目前已在印度洋地区内推行。 印度官员表示， “蓝色经济” 理念认为

海洋是环保、 可持续利用、 拥有丰富石油和矿物质资源、 生物勘探、 可持续

性能源供应和海上航运的 “发展空间”。 这也是印度和塞舌尔、 毛里求斯、 斯

里兰卡、 孟加拉以及缅甸的合作的特点。② 例如，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莫迪出访孟加拉

时， 和孟加拉总理谢赫·哈西娜共同见证了达卡大学和印度科学和工业研究

委员会 （ Ｉｎｄｉａ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东盟地区论坛） 签

署谅解备忘录 （ＭｏＵ）， 两者决定就孟加拉湾的海洋学进行共同研究。 印孟签

署谅解备忘录之后， 中国也表示愿和孟加拉签署 “蓝色经济” 相关的谅解备

忘录。③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印度在果阿举办了 “首届环印联盟蓝色经济对话”。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在毛里求斯举办了首届 “环印联盟蓝色经济部长级会议”， 更多侧重

于讨论 “蓝色经济” 理念。 会议上， 印度提出发展 “蓝色经济”， 各国要加强投

资， 同时要加强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２９ 日， 印度和非洲联盟

委员会举办了 “第三届印非峰会”。 会上， 印度强调了 “蓝色经济” 的重要意

义。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萨纳， 作了题为 “２１ 世纪的印非： 全面伙伴关系的规模

和合作领域” 的演讲。 他表示， 维护和平稳定、 反恐、 海洋安全、 水文地理研

究和发展 “蓝色经济” 均是印度和非洲各国可以合作的领域。④ 峰会达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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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ｈｏｓｈ， Ｐ Ｋ ２０１２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Ｎａｖ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Ｕｎ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３６： ３， ３５２－３５７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Ｇｉｖｅｓ Ｎｏｄ ｆｏｒ 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ｓ ＮＤＴＶ，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７，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ｄｔｖ ｃｏｍ ／ ｉｎｄｉａ－ｎｅｗｓ ／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ｇｉｖｅｓ－ ｎｏｄ － ｆｏｒ － ｂｌｕ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 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ｓ－ １２２９３６５
Ａｌｓｏ， ｈｔｔｐ： ／ ／ ｐｉｂ ｎｉｃ ｉｎ ／ ｎｅｗｓｉｔｅ ／ Ｐｒｉｎｔ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ｓｐｘ？ ｒｅｌｉｄ ＝ １２８４９６

ｈｔｔｐ： ／ ／ ｂｄｎｅｗｓ２４ ｃｏｍ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１２ ／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ｉｎｄｉａ － ｄｅａｌ － ｏｎ － ｂｌｕ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ｗａｋｅｓ －
ｕｐ－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ｉａ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ｍｕｃｈ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ＮａｖｔｅｊＳａｒｎａ，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ｍ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ｉｍｅｓ ｉｎｄ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ｄｉａ－ｒｅａｄｙ－ｔｏ－ｐａｒｔｎｅｒ－ａｆ⁃
ｒｉｃａ－ｉｎ－ｍａｒｃｈ－ｆｏｒｗａｒｄ－ｎａｖｔｅｊ－ｓａｒｎａ－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 ／ ４９３７９６７８ ｃｍｓ



“２０１５ 德里宣言”， 明确表示印度和与会的 ５４ 个非洲国家在多个领域都将建

立合作， 包括 “蓝色经济” 上的合作， 其主旨是： “推进 ‘蓝色经济’ 合

作， 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 强调在发展可持续性渔业、 与非法捕鱼

作斗争、 海洋资源管理、 探索非海生性资源、 海洋地理研究、 推进生态旅

游、 发展可再生能源、 通过早期预警实现减灾减危、 控制污染和其他沿海和

海洋研究上实现更亲密的合作。”① 新德里国家海洋基金会主任， 维杰·萨

胡加， 在理解发展 “蓝色经济” 的潜在和实际方法时表示， 建议囊括印度

洋地区国家间所有的共同地区参与其中。 这些地区包括： 印度－马尔代夫－
斯里兰卡－塞舌尔－毛里求斯； 印度－巴基斯坦－阿曼－伊朗； 印度－孟加拉－
缅甸和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共有地区。② 莫迪几乎出访了以上

所有地区。
为实现 “蓝色经济” 的目标， 印度迈出的重要一步是进行水文地理研究。

在南印度洋坠毁的马航 ＭＨ３７０ 事件充分暴露了其缺乏对海洋深度的知识。 据

说， 人类对地球海底地形的了解还不及对火星地形的认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 印度已经具有对深海海床活动、 水文地理调查和气候预测等方面进行科研

活动的能力。
印度对塞舌尔和毛里求斯的水文地理有极丰富的调查研究。 印度海军也给

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的水文地理调查提供了合作。 自 ２００３ 年开始， 毛里求斯和塞

舌尔进行了合作调查， 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③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莫迪出访塞舌尔时

再次重申了这一点。 他交给塞舌尔群岛海岸警卫队 （ 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ｓ Ｃｏａｓｔ Ｇｕａｒｄ，
ＳＣＧ） 四份最新版的有助于航海安全的印度洋水文地理地图。④ 印度和塞舌尔的

国防合作也包括海军训练、 水文地理学和海洋领土意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ＭＤＡ） 的合作。 作为能力建设项目的部分内容， 印度支援塞舌尔一

部导弹快艇和一架多尼尔运输机。
印度政府水道测量首席专家、 海军中将 ＳＫ Ｊｈａ 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印度在

水文地理调查上的角色可简要概括为： “与印度海军加强同他国海军保持良好关

系、 构建海域内友谊桥梁的政策一致， 自 １９９３ 年开始， 印度海军调查舰队在印

度洋地区的水文地理调查活动受国防部 ／印度海军司令部的部署。 在印度洋地

区， 印度被视为水文地理调查领域的区域重要力量。 在印度政府海军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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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ｌｈｉ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ａ ｇｏｖ ｉｎ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ｏｃｓ ／
２５９８０＿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ｐｄｆ

Ｓａｋｈｕｊａ， Ｖｉｊａｙ ２０１５ 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ｄ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０ （１）： ３９－４９
Ｖｉｎｅｓ， Ａｌｅｘ ２０１１ Ｉｎｄｉａ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Ｉｎ Ｅｍｍａ Ｍａｗｄｓｌｅｙ＆ Ｇｅｒａｒｄ

ＭｃＣａｎｎ （Ｅｄｓ ）  Ｉｎｄｉ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Ｆａｈａｍｕ ／ Ｐａｍｂａｚｕｋａ：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 １９３－１９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ｆｓｒ ｏｒｇ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 ｉｎｄｉａ－ｄｏｎａｔｅｓ－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ｒｔｓ－ｓｅａ－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ｇｅｔｓ－ｂｉｇ－ｂｏｏｓｔ ／ 



方针的指导下， 印度通过进行水文地理调查、 海啸时期减灾和给印度洋地区各

国提供定期训练提供相关援助。 这些行为提升了和多个国家的双边关系， 尤其

是和斯里兰卡、 马尔代夫、 塞舌尔、 阿曼、 莫桑比克、 肯尼亚、 印度尼西亚

等国。”①

除了聚焦于 “蓝色经济” ， 印度海军数量正以合理速度增长， 包括人力

资源发展已成为海上商业的一部分。 人们认为， 印度要想在本世纪的海洋领

域保持竞争优势， 需要更进一步推动海军发展。 尽管莫迪强调印度在印度洋

地区扮演的重要角色， 他同时也意识到印度洋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 他在出

访印度洋地区各国的第一站毛里求斯时做出了这样的阐述： “我们要意识到
∙∙∙∙∙∙

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印度洋地区也是利益攸关
∙∙∙∙∙∙∙∙∙∙∙∙∙∙∙∙∙∙∙

。 印度和他们的联系紧密
∙∙∙∙∙∙∙∙∙∙

， 主要
∙∙

是通过对话
∙∙∙∙∙

、 出访
∙∙

、 训练
∙∙

、 能力建设和经济伙伴关系实现
∙∙∙∙∙∙∙∙∙∙∙∙∙

。 我们的目标是：
寻求建立一个互信和透明的环境； 所有国家尊重国际海洋法律法规； 对双方

利益敏感； 海洋议题的和平解决途径； 以及增进海洋合作 （着重号为作者

添加） 。”②

三、 印度对中国战略介入印度洋问题的基本看法

中国在印度洋地区进行活动不仅在于其在印度洋地区有巨大国家利益， 同

时因为其意识到印度仅凭自身无法维护印度洋的安全。 随着索马里海域海盗行

为愈发猖獗， 威胁到全球最重要的海上航道， 这点认识愈发清晰。 即使有人考

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 会认为派遣潜艇执行打击海盗任务也会对印度构成威胁。
事实上， 中国在亚丁湾执行了十余次打击海盗任务， 甚至在利比亚、 埃及和叙

利亚执行了多次撤离和救援任务。
在近期回应议会提出的问题时， 印国防部长表示，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开始，

中国在亚丁湾部署了海军军舰作为部分打击海盗的护卫力量。 迄今为止， 中国

共进行了 １８ 次任务。 在海外执行任务期间， 作为打击海盗的护卫力量， 中国军

舰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两次拜访塞舌尔。 此外， 数支他国海军和多边部

队也在亚丁湾进行了打击海盗任务。”③

此外， 他还表示 “近来， 印度、 中国和日本同意在亚丁湾的打击海盗行动

中增强三方海军舰队的合作。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合作护卫计划开始开展。 一方

海军作为三个月的 ‘参考海军’， 首先提出三个月的护卫计划。 其他两方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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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海军’ 的日程进行调整配合。 按字母顺序排列， ‘参考海军’ 每三个月轮

次担任。”①

中国参与印度洋地区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的海军力量正在不断增强， 刺激

其海洋力量的增长， 具备了海洋大国实力。 正如印度海军正在努力推进现代化，
中国也在努力实现海军现代化。 ２０１２ 年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 “辽宁舰” 的问世

就是其努力实现海军现代化的清晰表现。
中国打造海军现代化不仅包括制造 “辽宁号”， 同时也包括多项制造武器项

目。 包括： 反舰弹道导弹 （ＡＳＢＭｓ）、 反舰巡航导弹 （ＡＳＣＭｓ）、 对地攻击巡航

导弹 （ＬＡＣＭｓ）、 地对空导弹、 水雷、 有人驾驶飞机、 无人驾驶飞机、 潜艇、 航

空母舰、 驱逐舰、 巡防舰、 小型护卫舰、 巡逻艇、 两栖舰、 反雷措施 （ＭＣＭ）
舰、 水下补给舰、 医疗救护舰、 以及支持 Ｃ４ＩＳＲ （指挥、 控制、 通信、 计算机、
情报及监视与侦察） 系统。②

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活动吸引了印度国内观察者的目光。 他们称之为 “珍
珠链” （参见图 １）， 即中国不仅扩大其军事实力， 同时沿着中东到中国南部的

海洋航道建立战略关系。③ 对印度而言， 最让其警觉的是， ２００８ 年中国计划给斯

里兰卡投资建设汉班托特港口。 同时， 中国计划挖深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口。 两

者都让印度感觉已被中国包围。 印度认为， 因为中印边境争端缺乏进展， 中国

正在探求新的方向来宣告主权。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第一次出访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

时， 提倡创建 “海上丝绸之路”。 这一提议受到印度一些观察者的质疑。 他们认

为， 中国正试图给 “珍珠链” 印上商标。④ 中国投资 ４００ 亿美元支持沿途的基础

设施建设。 “海上丝绸之路” 是中国对前几年提出的 “一带一路” 战略和四国经

济走廊的补充。 这应该是中国在其作为大国 “和平崛起” 期间从战略上维持其

“意义不明”。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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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的 “珍珠链”
资料来源： Ｈａｒｓｈ Ｖ Ｐａｎ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ｖ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Ｃｈｉｎａ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８－４－１０， Ｍａｙ ３， ２０１０。

四、 印度对中国战略介入印度洋的 “质疑”
本部分将说明议会两院中对中国的质疑。 第一节归纳了印度对中国海事活

动的争论。 印度对中国最担忧的和最乐意接受的是什么？ 重点讲述了中国在印

度洋的行为、 中国和斯里兰卡以及其他印度洋地区沿海国家的合作、 中国 “一
带一路” 战略、 中国在孟加拉湾的合作和活动。 第二节讲述了印度政府对疆界

争端的争论。 本文将对疆界议题和海洋议题的争论进行对比， 尤其集中比较中

国在两个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节将对两国的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探讨， 并

试图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 关于印中合作问题

尽管印中关系经常表现为对立状态， 有必要指出两国的本质关系是合作。
三项重要协定奠定了合作关系的基础， 并阐明了印中互信和建立安全措施的

决定性因素。 包括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北京签订的 《潘查希拉协定》 （ ｔｈｅ
Ｐａｎｃｈｓｈｅｅ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７ 日在北京签订的 《在边境实际控制线保

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ｌｉｔ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在新德里签订的 《关于在中印

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ｉｅｌ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① 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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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为中印解决领土争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尤其是它呼吁印中边界争端应

通过和平友好的协商解决。 基于以上协定， 印中双方决定任命特别代表成立

边界争端协商机构。①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２４ 日， 第 １８ 轮特别代表级对话在新德

里举行。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中国总理温家宝访印期间， 中印签署 《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

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实施办法的议定书》。 双方重申要履行 １９９６
年 《潘查希拉协定》 的规定， 尊重实际控制线， 共同努力保卫边界和平安定。
协定还提出中国军区和印度陆军司令部， 以及双方的训练、 运动和文化机构进

行互访交流。
自 ２００７ 年， 印中发起联合军演。 第五届印中联演 “携手－２０１５” 近日在中

国昆明落下帷幕。 此次联演更侧重于反恐联演和 “人道主义援助及减灾”。 中国

观察代表团团长， 陆军上将周小舟表示， 此次联演对中印双方深化合作以及建

立更亲密的发展伙伴关系意义重大。 此次军演有助于扩大双方军事合作范围，
增进反恐操练的交流， 促进双方理解和互信， 进一步增强两国军方的友好关

系。②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中印海军联演在中国青岛举行。
可以看出， 印中在能源领域具有相似地位———煤炭资源丰富， 而石油和天

然气极度依赖进口———因此在国际市场购买时， 双方有必要进行合作。 ２００６ 年

印度石油部长艾亚尔 （Ｍａｎｉ Ｓｈａｎｋａｒ Ａｉｙａｒ） 出访北京， 他呼吁中印在能源领域

进行合作， 受到中国国家级智库———中国能源战略中心主任夏义善 （ Ｘｉａ
Ｙｉｓｅｈｎ） 的支持。 他表示， 印中对石油和天然气的盲目竞争 “不利于双方”，
“因此， 双方有必要进行多边合作以共担风险、 降低成本。”③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和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签署了 《中印石

油、 天然气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内容包括： 上游勘探和开采， 石油产品和石

油化学产品的提纯和销售， 绿色能源的研究开发、 保护和升级。 鼓励第三国联

合开采和贸易， 降低成本。
基于此， 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ＣＮＰＣ） 为主要股东， 中印达成了在

苏丹联合要价的协定， 目前已在操作中。 包括对北苏丹一个石油区块和南苏丹

两个石油区块的联合要价。 另一个项目是缅甸一个陆上通道的开发， ＯＶＬ
（ＯＮＧＣ Ｖｉｄｅｓ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和 ＣＮＰＣ 联合参与。 中国学者也强调中印之间合作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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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 而非竞争。① 印度某前任副部长表示， 印中合作缓慢的主要原因是 “双
方石油公司在进行原油购买时没有信息沟通”。② 此外， 中印合作的都是诸如苏

丹、 伊朗等较麻烦的案子。 考虑到美国， 中国希望减少负面影响。③

在石油勘探和开采方面， 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ＵＮＣＬＯＳ） 规定， 中

印签订合同共同开采印度属有的部分海域。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

（ＣＯＭＲＡ） 和国际海床管理局 （ＩＳＡ） 就西南印度洋脊的多金属硫化矿的勘探签

订了一份期限 １５ 年的合约。 印度被 ＵＮＣＬＯＳ 授予 “先驱投资者” 身份， 可勘探

中印度洋盆地约 ７５０００ 平方公里海域的多金属结核。④ 因为西南印度洋脊地处公

海， 不受任何国家管辖， 作为 ＵＮＣＬＯＳ 的成员， 印度坚持中国在西南印度洋脊

的开采活动需在 ＩＳＡ 的规定下进行。
中国对印度国营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ＯＶＬ 在南中国海的项目有部分反对意见。

印度议会回应道，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Ｏｉ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ＮＯＯＣ） 在南中国海开发了 ９ 个石油区块供中外共同开发， 一个区块的部分是

由 ＯＶＬ 和一家越南公司合作开发的。⑤

印度表示， 其在越南海岸线附近的南中国海海域进行油气勘探和开采是纯

粹的商业行为， 不具备任何政治含义。 印度曾数次重申其观点： 尊重国际法

的规定， 支持资源开采、 海上运输和航行自由。 印度呼吁， 南海相关争端国

应根据相关国际法律法规和平解决领土争端。 在当前中国和菲律宾仲裁案中，
印度再次重申了依据国际法律法规， 包括 １９８２ 年 《国际海洋法公约》， 以和

平方式解决争端， 避免产生武力威胁和冲突的重要性。 印度和菲律宾重申根

据 ２００２ 年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２００２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迅速得到判决结果以及全面高效地实施 《宣言》
的重要性。⑥

重申此观点时， 印度外交部长表示， 印度在越南海岸线附近的南中国海海

域进行油气勘探和开采是纯粹的商业行为。 “印度在南海争端上的立场是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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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移的， 并在多次双边论坛和多边论坛中都有重申。 支持国际水域的航行自

由， 以及争端各国需依据国际法， 包括 ＵＮＣＬＯＳ， 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

争端。”①

（二） 关于印中边界纠纷问题

中印边界纠纷是印度议会议员讨论的最重要的议题。 报道称中国侵犯印

度领土； 中国沿着中印边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印度在边境国家内建设基础

设施。 下议院议员指出中国宣称对阿鲁纳恰尔邦拥有主权， 让他们深感

担忧。
与中国在印度洋的活动进行对比， 议员更关注与中国一直以来的陆地边界

争端。 例如，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 ４ 月， 中国军队进入印度领土； 以及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在国际季风会议上， 部分议员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并表示高度关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印度前外交部长辛哈在议会上提出中国侵犯印度领土的议题后， 议会

进行了长时间地讨论。 辛哈面对中国侵犯印度领土的报道时情绪十分激动， 他

表示 “中国正在蚕食实际控制线， 并计划重新制定一条。”② 引发此辩论的一个

主要事件是印度国内大幅报道， 称中国在位于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 （ＬＡＣ） 上

的德普桑盆地搭建帐篷事件。
目前， 中印并没有双方公认的 ＬＡＣ。 中印对边界某些地区的实际控制线各

有看法。 由于对 ＬＡＣ 的观点不同， 双方按照各自观点在实际控制线上巡逻， 因

此均需承担责任。 印度对此的回应是， 经常在与中方的 ＬＡＣ 上通过包括边界员

工会议、 旗会等既定机制和中印边界事务协商协调工作机制采取侵犯行为， 并

且这些行为都符合中印签订的协议的规定。
此外， 辛哈指出 ＬＡＣ 尚未确定的本质原因， 并提出印度政府的三种回应。

“一是通过特别代表机制找到中印边界争端的方法。 二是创建更多机制。 一旦出

现侵犯和敌对时， 双方都可进行干预并最终解决争端。 另外， 我们政府非常确

定的一点是， 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在边境地区建设基础设施， 我们也将继续在边

界地区强化我们的设施建设。 这个政策毫无疑问。 我们强化技术设施的能力毋

庸置疑。 我们对此不会做任何妥协。”③

当时的国防部长安东尼表示， “中国比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更加先进和优

越。 我们只是在追赶他们。 这是历史问题。 印度独立后， 多年坚持贯彻 ‘最好

的国防是不建设边界’ 这一政策。 没有建设的边界比建设良好的边界更安全。
因此， 印度多年未在边界地区修筑公路和机场。 在此期间， 中国在边界地区不

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因此， 他们的基础设施水平已在我们之前。 我承认，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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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基础设施的质量和建设能力都远超我们。 这是历史原因。 但在过去 ２０－２５ 年，
印度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错误， 调整了边界政策。 现在， 我们也在增强建设边

界的能力。”①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在下议院讨论印中关系的会议上， 反对派议员争论道，
面对中国侵犯印度领土的事件时， 印度应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遭到其他议员

的反对。 他们认为， 印度对中国的回应应基于和平意图， 而不应该做出攻击姿

势。 在这次争论中， 时任印度外交部长的克里希纳指出， ２０１０ 年， 印度将庆祝

和中国建交 ６０ 周年。 尽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双方外交关系曾出现倒退， 但当前

中印关系已得到深化。 从最高层领导人深化互动、 举办特别代表会议和两国国

防加深交流就可看出。
中国就中印边界进行了争论。 在东部， 中国宣称对印度阿鲁纳恰尔邦约

９００００ 平方公里的领土拥有主权， 然而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约 ３８０００ 平方公里的

印度领土也在中国控制下。 此外，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 ２ 日， 中国和巴基斯坦签署了所

谓的 “中巴边界协定”。 巴基斯坦非法割让给中国其占据印度的克什米尔地区

５１８０ 平方公里的领土。
议会提出了另一个中国宣告主权的地区———阿鲁纳恰尔邦。 阿鲁纳恰尔邦

是印度领土， 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反对亚洲开发银行 （ＡＤＢ） 董事会

将印度作为中国国别合作伙伴战略 （ＣＰＳ） 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间的发展伙伴， 原

因是印度的 ＣＰＳ 要求给阿鲁纳恰尔邦地区的洪涝和河流侵蚀管理项目提供技术

及资金援助。 印度政府向中国明确表示， 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领土，
并向亚行及在亚行董事会中有执行董事的成员国， 即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印度尼西亚、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德国和意大利表明： 首先，
ＣＰＳ 不是政治文件， 并且不会评判任何国家领土的合法性； 其次， 亚行宪章禁

止亚行评估除经济问题外的其他提议和立场， 中国因为政治原因拒绝国别合作

伙伴战略的提议明显违背了亚行宪章。②

此外， 中国抗议总理莫迪和前总理辛格访问阿鲁纳恰尔邦。 过去几年

间， 中国大使馆尝试向来自阿鲁纳恰尔邦的印度公民发放另纸签证。 之前，
中国也是给来自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居民发放另纸签证。 这是印中关系一个负

面议题。
除了阿鲁纳恰尔邦的领土争端， 中国给缅甸在孟加拉湾安装监察和通讯系

统提供援助。 在这过程中， 中国员工及船只拜访了缅甸海军基地。 当受到质疑

时， 中国表示其重点关注了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满足印度的战略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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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需求， 同时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这些地区包括： 查谟和克什米尔、 喜马偕尔

邦、 北安恰尔邦、 锡金和阿鲁纳恰尔邦。 他同时指出， 印度政府不允许他国政

府或机构干涉其在本国领土进行经济建设。①

（三） 关于印中贸易逆差问题

另一个让议会担忧的问题是印中贸易逆差。 当看待印中两国贸易时， 可看

出贸易向利于中国的方向失衡。 中国向印度出口的主要是诸如电信和能源等快

速发展领域的工业制品， 而印度向中国出口更多是初级产品、 原材料和中间商

品。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和 ２０１５ 年中印贸易总额分别为 ７３４ 亿、 ６５８ 亿、 ６５９ 亿

和 ５５２ 亿美元， 贸易逆差为 ３７２ 亿， ３８７ 亿， ３６２ 亿和 ３６７ 亿美元。 印度曾表示，
对中国出口商品需承担巨大关税， 农产品面临非关税贸易壁垒， 其他商品的市

场也有限。 在进口方面， 印度表示中国大量倾销本国产品。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印度

反倾销暨联合税总署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Ａｎｔｉ － Ｄｕｍ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ｌｉｅｄ Ｄｕｔｉｅｓ，
ＤＧＡＤ） 曾对中国 １７１ 个进口产品进行调查， 并对其中 ７５ 个产品规定了发倾销

措施。
在近期回应印中贸易逆差问题时， 外交部长斯瓦拉杰对此表示担忧， 并指

出应当采取行动克服贸易逆差。 她表示， “为刺激出口并解决日益扩大的贸易逆

差， 印度政府必须实行一揽子措施， 包括进行市场调查以找出具备出口潜能的

产品线， 在双边会议和机构对话中主动提出关税问题和非关税贸易壁垒问题，
通过各种刺激措施和产品以及市场特定刺激机制等措施增加出口。 长期以来，
印度意识到必须降低双方贸易逆差， 以及双方经济合作的可持续性和谐发展。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中印经贸联合小组第 １０ 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上， 双方重

申了扩大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规模和领域的决定。 并且， 双方同意积极采取

措施缓解双边贸易不平衡， 解决影响可持续性发展的现有贸易结构的不平衡。
两国签署了 ‘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 将把未来五年缓解双边贸易不平衡列为

中印经贸合作主要目标之一。”②

分析议会的争论可以看出， 中印争端最首要的问题是边界问题。 抛开边界

争端， 印度政府一以贯之地强调和中国合作。 另一个印度政府尚未提及的相似

的担忧是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活动。 议一般而言， 地区的领土争端总是由该地

区国家自行解决。 相似的问题还有沿海地区。 之后会进一步探讨。
尽管印度意识到中国和印度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 印度并未采取行动抵制

中国对其邻国施加的影响。 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关系曾因斯里兰卡国内暴动一时

降至冰点， 现在已经融冰。 这表明印度在斯里兰卡重获立足之地。 再者， 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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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的不断增强， 这在下节中将具体阐述， 表明印度正在逐步恢复并增强

其海事能力， 以应对中国意图明显的挑战。

五、 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开展活动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

本节的分析主要来源于全球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 《印度时报》 过去

几年间的报道。 报道涵盖了上届政府和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的现任政府两段时期。 在看

待两届政府执政时期的表现时， 报道对议会对中国的争论进行了补充。 报道主

要聚焦莫迪出访， 印度海军演习和其 “东向行动政策”。 另一个焦点是军队， 尤

其是印度海军的现代化需求。 报道还集中讲述了印度对自身在印度洋地区扮演

角色的意识形态上的细微转变。
（一） 印度政府高度重视印度洋地区问题

亚太地区是推动 ２１ 世纪发展的强动力。 但印度洋的和平稳定决定其进程快

慢与否。 因此， 印度洋从未像现在这样吸引世界的目光。①

这是总理莫迪在多次出访和接待来访国家领导人时发表的诸多言论中的一

则。 莫迪清晰地强调了印度洋地区是一个关键的海洋安全问题。 在出访塞舌尔、
毛里求斯、 斯里兰卡； 以及在与孟加拉、 缅甸、 诸如莫桑比克和肯尼亚等位于

印度洋盆地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交谈时， 莫迪坚持， 印度洋地区是全球关注的

焦点。
除出访美国、 中国或澳大利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１４ 日， 莫迪对塞舌尔、 毛

里求斯和斯里兰卡进行了战略访问。 此次同时计划出访马尔代夫， 但由于其国

内政治动荡， 不得不取消。 在其出访第一站， 莫迪提出 “蓝色经济” 理念。 “蓝
色经济” 理念现在得到更好的阐述和实施。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 印度支持塞舌尔当选政府， 避免了塞舌尔国内发生政变，
扮演了一个维护安全的温和的守护者角色。② 自 １９９０ｓ 早期开始， 印度加强了和

塞舌尔的合作。 现在， 印度海军在塞舌尔执行打击海盗巡逻和水文地理研究。
同时， 印度支援塞舌尔人民国防军武器， 并提供训练帮助。 通过发起和建立海

岸监视雷达站 （ＣＳＲ）， 印塞加深了双方合作关系。 这是印度洋沿岸 ３２ 个海岸监

视雷达站的其中之一。 目的在于提高印度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情报、 侦察、 监

视能力和海洋领土意识。 ２００８ 年孟买遭受恐怖分子袭击时， 其表现出能力和意

识的严重缺乏。
在谈到印度和塞舌尔的海洋安全合作全面伙伴关系时， 莫迪表示， “印塞海

洋安全合作能确保塞舌尔美丽海岛和周边大片水域的安全。 塞舌尔也能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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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印度洋地区的和平安定做出贡献。”①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 莫迪结束对塞舌尔的访问， 前往下一站毛里求斯。 和毛

里求斯签订了关于阿加莱加群岛的 ＭｏＵ， 支持毛里求斯建立和升级基础设施以

提升海空联络。 印度同时和塞舌尔签订协议， 支持其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 的基础设

施建设。 两份协议清晰表明了印度对维护印度洋安全的承诺。
此次出访中， 莫迪宣布印度建造的海岸船 Ｂａｒｒａｃｕｄａ 正式服役。 他表示，

Ｂａｒｒａｃｕｄａ “是我们共同承诺维护印度洋———我们共同的家园的和平稳定的标

志。”② 和塞舌尔和毛里求斯的两份协议表明， 印度积极在两国进行水文地理研

究， 以及对经济发展潜力的考量。
随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１４ 日， 莫迪拜访了斯里兰卡。 这是自 １９８７ 年后印度

总理对斯里兰卡的单独双边访问。 这次访问表明在斯里兰卡新总统西里塞纳执

政后双边关系的一次转变。 上任总统拉贾帕克萨同意中国公司建造汉班托特港，
让印度大为恼火。 因为印度视中国建造汉班托特港为其实现印度洋 “珍珠链”
的其中一步。

除了访问邻国，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莫迪出访孟加拉国。 莫迪和孟加拉总理谢赫

·哈西娜在根据海牙国际仲裁法庭 （ＰＣＡ） 的裁决和平解决印－孟海洋疆界问题

上达成一致。③ 裁决中对印孟边界终点的确定和领海海疆的决定得到了一致同

意。 裁决的一个有趣的结果是， 印度呼吁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解决中菲南海争

端。 而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菲律宾向 ＰＬＡ 提交了仲裁， 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受了其

仲裁请求。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菲外长 Ａｌｂｅｒｔ Ｆ Ｄｅｌ Ｒｏｓａｒｉｏ 访问印度， 印度外

长斯瓦拉杰对其仲裁诉求简要表达了观点， “印度支持西菲律宾海 ／南中国海争

端的和平解决。”④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印孟海洋边界的裁决和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印孟签订的 《陆地

边界协议》 （ＬＢＡ） 在孟加拉国内产生了良好影响。 ＬＢＡ 解决了印孟飞地， 如孟

加拉领土内包含的印度领土以及印度领土内包含的孟加拉领土， 的历史遗留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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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扩大海军联演规模与范围

印度在印度洋积极对抗中国海军， 尤其是中国潜艇。 除了加强本国海军

现代化建设， 印度积极和他国海军进行联合军演。 ２０１５ 年印度和亚太关键

国家， 从澳大利亚、 日本和印度尼西亚至斯里兰卡、 泰国、 缅甸和新加坡，
举行和筹划一系列海军联合演习。 此外， 印度和美国、 英国、 俄罗斯和法国

分别定期举行名为 “马拉巴尔” （Ｍａｌａｂａｒ） 、 “康坎” （ Ｋｏｎｋａｎ） 、 “因陀罗”
（ Ｉｎｄｒａ） 和 “伐楼拿” （ Ｖａｒｕｎａ） 的联演。 印度和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等

国家举行全面海军演习。 全面联合军演与日本首相安倍提出的 “民主安全

保障之钻” ， 即澳、 印、 日、 美结成的安保同盟，， 共同维护印度洋－太平洋

地区的和平稳定， 形状如同钻石。①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上半月， 安倍对印度进行

访问。 两国发表了题为 “共同建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繁

荣” 的 ２０２５ 特别战略及全球伙伴关系展望。 展望建议进行印－日－美和印－
日－澳三边对话。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５ 日， 美总统奥巴马访问印度期间， 和印度发布了 《美印亚太

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展望》， 寻求联合亚太和印度洋地区， 引起了中国的关

注。 《展望》 被视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的自然联合。 在接下来的 ５ 年

中， 《展望》 主要通过加强地区对话， 与地区内较关键的其他国家进行三边对话

协商， 深化地区合作， 巩固地区论坛， 寻求更多的多边合作机会， 寻找美印发

展能力的领域以促进地区整体的和平和繁荣等方式实现。 美国这一举动可能具

有威胁性。 因为美国已经宣布将重点转向亚洲， “调整了其对亚太地区的外交政

策， 并鼓励其他亚太之外的伙伴采取同样行动。”②

２００７ 年， 在被问及印美合作 “是否多名美国官员和印度海军， 包括海军司

令就包括海洋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举行多次会议”③ 时， 时任的国防部长没有直接

回应， 只是表示印度有计划和美国进行更多海事合作。 需要强调的是， 自 ２００５
年两国签订核能合作协议后， 美印合作进一步加深。 而 《美印亚太和印度洋地

区联合战略展望》 的签订是美印十年合作的顶点。
在印度的各种双边和多边合作中， 海军演习的主流是印美 “马拉巴尔” 海

军联演。 “马拉巴尔” 自 １９９２ 年开始， 每年定期举行。 仅在 １９９８ 年印度进行

“Ｐｏｋｈｒａｎ ＩＩ” 核试验后， 有过短期的中断。 ２００７ 年， 日本加入。 自此， “马拉巴

尔” 成为三方联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第 １９ 次海军联习在孟加拉湾举行， 内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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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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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反潜斗争， 空中防御， 搜寻和救援战略等。① 安倍访印期间曾表示， 日本希

望成为 “马拉巴尔” 联合军演的一员， 希望 “马拉巴尔” 一直是三方联合， 不

再是双边联合。
作为全面高端的联合军演， “马拉巴尔” 旨在促进各方海军合作和协调能

力， 同时提高海上非战斗性疏散、 减灾和监察能力。 今年的联合军演加入了三

方航空母舰、 驱逐舰、 直升机和长距离海上侦察机参与其中。 中国对 ２０１５ 年的

“马拉巴尔” 也更为敏感。 因为，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４ 年联合军演都是在

日本沿岸水域进行。 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莫迪访问中国时表示今年军演参与国将不

包括日本。 但日本还是参与其中。 这也是 《美印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展

望》 的表现。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印澳第一次举办海军联合演习， 代号为 “澳印演习” （ＡｕｓＩｎ⁃

ｄｅｘ）。 这是安全合作框架下两国加强国防合作的明显迹象。 该框架有七个目标：
举办外交政策交流和协调年度峰会； 计划和协调国防政策； 反恐和打击跨国犯

罪； 保卫边境、 沿海和海岸； 裁军、 不扩散核武器、 民用核能建设和海洋安全；
灾难管控和维和； 地区和多边论坛合作。② 安全合作框架意义重大。 因为自莫迪

上任后前六个月内就访问了澳大利亚， 并积极加深和澳大利亚的友好关系。 这

是自 １９８６ 年当时的印度总理甘地访澳后， 印度总理的第一次访澳。 双方高层缺

乏沟通曾对两国关系具有负面影响。③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国防关系稳步前进， 双方军队定期举行联合军演， 军

队进行互访。 在双方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提下， 自 ２００２ 年， 每两年一

次， 印度和印尼海军进行海上边界 （ＩＭＢＬ） 联合巡逻 （ＣＯＲＰＡＴ）， 旨在保证印

度洋重要海域、 商业海运和国际贸易安全。 联合巡逻加强了双方海军的互相理

解和协调工作能力， 为起诉从事非法活动的船只制定措施， 增强搜寻援救能力

以及污染控制能力。④ 今年， 双边联合军演规模扩大， 每方增加了一艘战舰和一

艘护卫舰。 这是继合作搜寻 ＭＨ３７０ 后， 双方在合作上的又一次进步。
印度计划在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举办 “国际舰队检阅”。 上一次举办是在 ２００１ 年。

迄今为止， 共有 ４６ 个国家同意参与， 预计可增至 ５０ 个。 此次活动将于孟加拉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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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８２８－２４ｙｎ８ ｈｔｍｌ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ｄｒａｗ Ｉｎｄｉａ ｉｎｔｏ ｔｉｇｈｔｅｒ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ａｌ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
ａ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８，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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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 与印度 “东向行动政策” 一脉相承， 旨在各国海军彼此熟悉， 促进友谊，
进行领域内交流。①

（三） 推动军事现代化

印度积极推动海军实现现代化。 ２０１１ 年， 印度投资约 ５００ 亿美元用于购买

战舰、 潜艇、 海上歼击机和海上飞机。②

国内各个造船厂共有 ４６ 艘舰艇正在制造， “维克拉姆帝亚” 号航母正在检

修， ３ 艘 “塔尔瓦” 级隐身护卫舰也在俄罗斯制造。 海军实现现代化需要具备 ２
艘航母、 ６ 艘潜艇、 ７ 艘导向导弹驱逐舰、 ４ 艘反潜巡洋艇、 ９ 艘海军近海巡逻

船、 ８ 艘两栖船， 共需花费 １００ 亿美元。 印度海军还有 ７ 艘隐身护卫舰和 ６ 艘

２００ 吨级隐身护卫舰正在 ＭＤＬ － ＩＮＳ Ｓｈｉｖａｌｉｋ， ＩＮＳ Ｓａｔｐｕｒａ 和 ＩＮＳ Ｓａｈｙａｄｒｉ 制造。
印度海军水下力量薄弱， 为增强其水下能力， 印度进行了 Ｐ７５Ｉ 项目， 在国

内制造 ６ 艘核驱动隐形潜艇， 同时也鼓励了 “印度制造” 运动。 还有 ６ 艘驱逐

舰正在位于孟买的马扎冈造船厂制造。 其中第 １ 艘潜艇 “Ｋａｌｖａｒｉ”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建成， 目前正下水试航。 海军还购买了舰载战斗机、 海上巡逻机、 多用途直

升机和间谍机。 印度向俄订制的 ４５ 架米格－２９Ｋ 舰载战斗机已出厂 ２３ 架， 将会

用于 “维克拉姆帝亚” 号航母。 向美国订制的 １６ 架 Ｐ－８Ｉ 远程侦察机已有 ５ 架

出厂。
另一个增强印度海军水下作战能力的方法是反水雷舰艇 （ＭＣＭＶｓ） 的购买

计划。 国防部原计划从韩国购买， ２００８ 年由于韩国 Ｋａｎｇｎａｍ 公司通过代理获得

投标， 违背了印度法律规定的海外防卫公司不允许采取这种行为这一条款， 因

此交易取消。③ 印度国营公司 ＧＳＬ 正在寻求和具备这种技术的国际公司合作， 建

造 １２ 艘反水雷舰艇。 合作公司将在韩国 Ｋａｎｇｎａｍ 公司、 意大利 Ｉｎｔｅｒｍａｒｉｎｅ 公

司、 西班牙 Ｎａｖａｎｔｉａ 公司、 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Ｌｏｃｋｈｅｅｄ Ｍａｒｔｉｎ）、 德国

Ｔｈｙｓｓｅｎｋｒｕｐｐ 公司和两个俄罗斯造船厂中产生④。
印度正计划向日本订购 １８ 艘 ＳｈｉｎＭａｙｗａ ＵＳ－２ｉ 两栖舰。 该两栖舰出现于印

１９

印度国内对中国在印度洋开展活动的争论及分析


①

②

③

④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ｅｅ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ｃｕｒｔａｉｎ ｒａｉｓｅｒ： ６ ｋｅｙ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ｏ ｋｎｏ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ｍ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ｉｍｅｓ ｉｎｄ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ｄｅｆｅｎｃ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ｅｅｔ－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６－ｃｕｒｔａｉｎ－ｒａｉｓｅｒ－６－
ｋｅｙ－ｔｈｉｎｇｓ－ｔｏ－ｋｎｏ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 ／ ４９３７５８１４ ｃｍｓ

ＲａｊａｔＰａｎｄｉｔ Ｒｓ ３Ｌ ｃｒ ｐｌａｎ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Ｉｎｄｉａｓ ｎａｖａｌ ｍ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１１ ｈｔ⁃
ｔｐ： ／ ／ 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ａ ｉｎｄ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ｉｎｄｉａ ／ Ｒｓ － ３Ｌ － ｃｒ － ｐｌａｎ － ｔｏ － ｂｏｏｓｔ － Ｉｎｄｉａｓ － ｎａｖａｌ － ｍｉｇｈ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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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联合军演。 ＵＳ－２ｉ 两栖舰是用于海空搜寻和援助的， 也可在紧急时期运载 ３０
名荷弹士兵抵达 “热点地区”。 该两栖舰能帮助后勤迅速抵达位置遥远但极为关

键的战略地区， 如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① 如果交易达成， 日本将会继续给印度

提供舰艇， 因为日本正在缓慢打开国际武器市场。 ２０１２ 年， 美印签订了 《美印

双边国防贸易和技术倡议》 （ＤＴＴＩ）， 印度海军实现现代化进一步强调了 ＤＴＴＩ 的
重要性。 《倡议》 在向美国订购约 １３０ 亿美元订单的基础上， 进一步寻求扩大和

美国在各级别的国防采购和技术合作。 《倡议》 提出， 印度可寻求美国帮助建造

自己的航母。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印度举行情景等级反应和操练 （ＴＲＯＰＥＸ） 测试海军现代化

成果， 以促进海军在东海岸和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的作战能力， 抵制中国在印

度洋地区采取的战略行动。 东部舰队和西部舰队———分别由 Ａｎｉｌ Ｃｈａｗｌａ 和 Ａｔｕｌ
Ｊａｉｎ 司令坐阵———在孟加拉湾聚集， 进行 “海陆空” 全方位对抗演习。② 作为对

中国和马来西亚号召的回应， 在多国部队联合搜寻失事的 ＭＨ３７０ 时， 印度派遣

了 ５ 艘战舰和 ５ 架飞机， 包括一架新购买的 Ｐ－８Ｉ 远程侦察机和一架 Ｃ－１３０Ｊ 大

力神运输机。③

（四） 转变思想观念？
尽管现任国家民主联盟 （ＮＤＡ） 政府和前任团结进步联盟 （ＵＰＡ） 政府在

实际行动中有所传承， 但其意识形态上还是明显的转变。 尽管国大党 （ Ｉｎｄ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领导下， 印度在印度洋地区具备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 印度

人民党寻求发表更具决定性的外交政策主张。 ５ 年前， 印度基金会作为 “独立的

研究中心” 成立。 在关于其一系列报道中， 《印度时报》 发现， 印度基金会在政

府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④ 印度人民党 （ＢＪＰ） 成员担任其会长， 受到印度民

族主义组织 ＲＳＳ 的拥护。
印度基金会指出， 印度外交政策遵循五大核心： 互相尊重， 对话沟通， 邻

国繁荣， 国家安全和保持传统。 中国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的专家

周波也表示同意这一观点。 在 《中国日报》 的一篇报道中， 周波表示， 印度无

需担心中国潜艇在印度洋活动。 中国在印度洋有巨大国家利益， 印度仅凭自身

恐无法维护印度洋安全。⑤ 同样， 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系副教授， 大校赵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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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印度将印度洋视为自己的后花园， 那它如何解释俄、 美、 澳海军在印度洋

自由进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炜表示， 当多数潜艇

出动时， 中国会通知邻国， 以减轻担忧、 加强互信。①

尽管双方各有主张， 但事实是， 印度邀请中国参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举办的 “国
际舰队检阅”。 中国已接受邀请， 计划派一艘潜艇和舰艇人员参加。 此次合作表

明可以期待印中在未来几年进行联合军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一支由一艘驱逐舰、
一艘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船组成的中国舰队前往美国进行友好访问。 中国舰队参

与 “国际舰队检阅” 也会增进印中之间的友好关系。

结　 语

尽管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活动让印度担忧， 但印度国内在采取实际行动增

强各方面能力时， 总体强调与中国合作。 尽管 １９６２ 年印中关系出现倒退， 但印

度意识到中国天生的巨大力量。 通过重申 《潘查希拉协定》， 印度希望通过和平

方式解决和中国的边界问题。 印度同时希望加强和中国军事上的交流， 已增强

互信， 有利于解决地区问题和全球问题。 印度海军实现现代化意味着给印度增

加了超过 ７５００ 公里的海岸防卫力量， 符合印度战略意义和经济依利益。 要评估

印度国内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活动， 其争论是一以贯之的， 并没有改变。
本文以对开头问题的回答作为结束。 印度是如何从战略角度、 政治意义和

经济利益上看待中国的？ 《印度海军作战学说》 明确表述了其战略利益， 其经济

利益和政治利益则分别通过海上运输航道和 “蓝色经济” 实现。 此外， 印度也

和周边国家， 如斯里兰卡、 孟加拉、 塞舌尔、 毛里求斯和缅甸深度合作， 以保

障这些利益。
印度是如何看待其在印度洋的角色以及中国在印度洋的角色？ 印度清晰认

识到中国在印度洋有其国家利益， 中国通过打击海盗联合巡逻和联合军演加强

和印度合作以保障其在印度洋的利益。 在更现实的层面上， 印度通过实现海军

现代化以抵制中国 “珍珠链” 的包围， 以及双边和多边海军联合演习来增强海

军能力。 印度上任政府和现任政府的政策上有哪些传承和改变？ 总体而言， 传

承更多一些， 包括和中国解决边界争端以及和他国的贸易不平衡上， 政策相对

一致。 但现任政府在思想观念上有了细微的转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１１－１５］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３０］

［责任编辑： 谈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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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权崛起与国际体系的冲突：
历史与启示

孙文竹

　 ［内容提要］ 华盛顿体系是一战后在远东亚太地区建立集体安全架构的一种

尝试。 华盛顿体系的成立， 也使日本首次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参与到国际体

系当中。 然而， １９３４ 年底， 日本相继退出 《九国公约》 和 《五国海军军备条

约》， 导致华盛顿体系最终于 １９３６ 年崩溃。 日本海军对日本这一时期的国家战

略走向和外交路径选择、 特别是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态度和政策有着较为重要

的影响。 本文探讨了日本加入华盛顿体系的背景与过程、 华盛顿体系与日本海

军之间在理念、 战略目标和决策机制之间的冲突、 日本海军及文官群体之间围

绕华盛顿体系而进行的妥协与斗争。 研究这一问题， 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历

史案例的理解， 也可以为当前中国的海权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 华盛顿体系　 日本　 海权战略

［孙文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１９２２ 年华盛顿体系的成立， 使日本首次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参与到国际

体系当中。 盛行于当时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潮深刻地感染了日本的政治家：
日本全权代表之一币原喜重郎认为， 华盛顿体系的成立标志着 “权谋术数的政

治谋略和侵略的时代今天已经完全过去， 外交正沿着正义和平的大路前进。”①

然而， １９３４ 年底， 日本相继退出 《九国公约》 和 《五国海军军备条约》，
导致华盛顿体系最终于 １９３６ 年崩溃。 那么， 应当如何理解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

态度转变呢？ 理论上， 对国家行为的解读需要考虑多种变量及它们之间的相互

作用。② 而通过对历史的梳理， 不难发现， 日本的海权战略对这一时期的国家战

略走向和外交路径选择、 特别是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态度和政策有着较为重要

的影响。 本文试图对这种影响做一一说明和解释。 研究这一问题， 不仅有助于

我们加深对历史案例的理解， 也可以为当前中国的海权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在战前日本历史中，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到 ３０ 年代前半页相对来说是较为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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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期。 研究日本海权战略的既有成果， 或将重点放在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前

后， 或将重点放在 １９４０ 年前后，① 而对这一时期关注较少。 杰克·斯奈德在

《帝国的迷思》 当中， 对明治至昭和前期的日本战略做了较为全面的简要探讨，
认为这一时期日本相对较高的政治民主化程度， 有效地抑制了精英集团通过互

助将战略推向过度扩张， 从而使日本战略与 １９３７ 年之后有着显著的不同。②

然而， 通过对日语历史文献的梳理， 本文发现， 在西太平洋实现海军的优

势存在， 从而能够对美国进行 “区域拒止”， 并进而排除美国对东亚事务的干

预， 始终是日本海军的根本战略目标。 １９２２ 年加入华盛顿体系， 并没有使这一

目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尽管华盛顿体系所要求的 “集体安全”、 “协调外交”
等新原则， 的确对包括海军省在内的日本政府及文官产生了影响， 但由于明治

日本政体的特殊性， 军队在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的选择方面有着特殊的影响力，
政府无法以正式途径对战略加以干预， 华盛顿体系并没有使日本的海军战略目

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随着华盛顿体系提出的军备限制趋于严格， 海军与政府

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 最终， 日本海军通过政治斗争， 彻底排除了政府对战

略的 “干预”， 使华盛顿体系最终解体。 接下来， 本文将分别探讨日本加入华盛

顿体系的背景与过程、 华盛顿体系与日本海军之间在理念、 战略目标和决策机

制之间的冲突、 日本海军及文官群体之间围绕华盛顿体系而进行的妥协与斗争，
最后提出结论。

一、 日本加入华盛顿体系的背景与经过

一战之后， 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俄德两大传统强国遭

到削弱， 英法两国也仅能勉强维持其原有势力范围， 日美两大新兴强国矛盾趋

于激化。 英国开始倾向于放弃日英同盟， 而日本自身并不具备与美国进行军备

竞赛的经济能力。 在一战后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潮的推动之下， 主要大国共同

建立 “华盛顿体系”， 试图用集体安全的形式维护地区和平， 减少各国的军备开

支和安全成本。 在主张以经济手段取代军事手段进行国际竞争、 倡导对英美

“协调外交” 的日本文官政府看来， 这种安排是符合日本利益的； 海军大臣加藤

友三郎等人亦主张， 从日本的实际国力出发， 应当放弃先前以美国为假想敌的

海上军备标准， 通过华盛顿体系的条约限制维持安全现状， “以外交能力弥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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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１２２ 页。



事资源的不足”①。 基于这种考虑， 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成立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 仍然坚持军事手段是国家首要战略工具的日本军队则并不接受这种看法。
日本加入华盛顿体系、 接受海军军备限制的行动背后， 隐藏着海军与政府及国

际体系之间的深刻矛盾。
（一） 一战后日本面临的战略局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日本在战略局势上主要面临着两大不利之处， 其一

是与美国的海军军备竞赛日趋升级， 财政不堪重负； 其二是在俄德衰落、 日美

矛盾凸显的背景之下， 英国开始流露出放弃日英同盟、 转而与美国携手制衡日

本的意图。
美日两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始于 ２０ 世纪之初。 １９０６ 年 １０ 月， 元老山县有朋

提出 “攻势国防” 目标， 要求排除英、 俄、 美、 法对日本继续向中国扩张的可

能制约， 争夺远东地区优势地位； 适应这一目标， １９０７ 年首次制定 《帝国国防

方针》 时， 日本海军在相应的 《国防所要兵力》 当中提出了以达到美国海军兵

力 “七割” （即十分之七） 为目标的所谓 “八八舰队” 计划。 １９１８ 年， 由于第

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消失、 中俄两国相继发生革命等国际局

势变化， 《帝国国防方针》 进行了第一次修订。 考虑到欧洲战事的实际状况， 负

责修订的陆海军领导层认为， 未来战争将呈现举国动员的持久战形态， 在海军

方面， 除原有的 “八八舰队” 之外， 还要增加八艘舰龄在八年以内的战列舰，
即所谓 “八八八舰队” 计划。②

此时， 相继获得夏威夷和菲律宾的美国也正寻求在西太平洋方向的扩张，
开始积极鼓吹对华 “门户开放” 政策， 海上军事存在迅速增长。③ 至 １９０９ 年，
美国海军军力已经从 １９０１ 年的世界第五位跃升至世界第二位。④ １９１６ 年， 美国

总统威尔逊宣布， 美国将建成一支 “不次于任何一国的海军”。⑤

然而， 无论是 “八八舰队” 还是 “八八八舰队”， 都显然超过了当时日本经

济的承受能力， 进一步同美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更是日本无力承担的： 为实现

“八八舰队”， 日本海军预算占全部国家预算比例需要常年维持在百分之二十以

上， 到 １９２１ 年甚至超过了国家预算的三成，⑥ 严重威胁了日本的国家财政。 即

便如此， １９２１ 年日本的海军预算仍然只能勉强超过美国海军预算的三分之一，

６９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石川泰志， 『海軍国防思想史』， 東京： 原書房， ２００５， ９１ 頁。
野村実， 『日本海軍の歴史』， 東京： 吉川弘文館， ２００２， １０１ 頁。
Ｔａｄｏｋｏｒｏ Ｍａｓａｙｕｋｉ， “Ｗｈｙ Ｄｉｄ Ｊａｐａｎ Ｆａｉｌ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ｏｆ Ａｓｉａ？”，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Ｗｏｌｆｆ ｅｄｓ，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Ｚｅｒｏ， ｖｏｌ ２，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５， ｐ３００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ｏｕｉｓ Ｎｅｕｍａｎ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Ｊａｐａｎ，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３， ｐｐ１１６－１２０
Ｓａｄａｏ Ａｓａｄａ， Ｆｒｏｍ Ｍａｈａｎ ｔｏ Ｐｅａｒｌ Ｈａｒｂ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Ｎａｖ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Ｎａｖ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５２
Ａｓａｄａ， Ｆｒｏｍ Ｍａｈａｎ ｔｏ Ｐｅａｒｌ Ｈａｒｂｏｒ， ｐ２９７



所能维持的舰队力量约为美国一半， 且美国的海军预算仅为全部财政预算的八

分之一强强。①

另一方面， １９２１ 年， 第三次日英同盟到期， 两国面临着是否续订条约、 以

何种形式继续条约的问题。 美国表示， 希望英国能在远东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

致， 而不是支持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利益。 在英联邦内部， 加拿大等国也坚决反

对续订日英同盟。 作为折衷， 英国提出希望召开日、 英、 美、 中四国参加的太

平洋会议， 商讨包括海军军备限制在内的各种问题。②

（二） 华盛顿体系的性质与特点

从华盛顿会议的召开经过和会上签署各项协定的文本来看， 华盛顿体系是

一战后因美国推动而流行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潮的典型产物。 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在华盛顿会议的开幕式上， 美国总统哈定就曾宣称： “…愿我们所有人勠力

同心， 少为战争做一些准备， 多享受一些未来的和平…我们应当共同行动， 消

除疑虑的根源……当文明本身遇到关键考验时， 只要国家领导人之间进行诚实

坦率的交流， 就可以带来更可靠的保证。③”
这种理想主义假定， 和平是各国共同的最高愿望； 因而， 体系成员国团结

起来反对的不是特定的国家或国家群体， 而是抽象的 “战争行为”。 基于此， 华

盛顿体系试图在远东亚太地区建立一种集体安全架构。 在这一架构中， 公开的

多边条约取代了日英同盟、 日俄协约及日美 《兰辛－石井协定》④ 等先前各大国

之间通过秘密谈判而缔结的利益交换约定。 《四国条约》 表示， 英、 美、 日、 法

四缔约国希望 “确保一般和平”， 相互尊重彼此在太平洋及太平洋岛屿属地上的

权利， 在发生分歧时努力通过外交途径或缔约国会议解决， 共同应对任一缔约

国可能受到的侵略。⑤ 《九国公约》 则共同承诺， 尊重中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
遵守机会均等原则， 为中国树立稳定的政权提供适宜环境。⑥

由于华盛顿体系所反对的是 “战争行为” 本身， 则各国的军备自然成为体

系限制的对象。 为华盛顿体系的基础， 英、 美、 日、 法、 意缔结了 《五国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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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 “以安全平等原则为基础限制海军军备”， “确立了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平

衡”， 实现了 “在于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安全和和平有密切关系的国家之间建立

集体合作体系， 从而消除侵略的诱因。”① 然而， 通过国际体系进行协商， 对各

国的战略目标进行限定而非调整， 进而甚至在 １９２７ 年以 《非战公约》 的形式要

求各国宣布 “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 实际上使华盛顿体系迥异于以往

“大国协调” 式的国际体系。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 华盛顿体系与以 “战而能胜”
为目标的各国军队之间， 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其设想的国际秩序必须以

一定的国内秩序为保障： 只有在各国政府都具备 “和平的良好意愿”， 且能够对

军队进行有效控制时， 集体安全才有可能成立并得以维持。
实际上， 华盛顿海军军备会议上， 按 “维持现状” 的核心原则提出的英美日

主力舰 “５ ∶ ５ ∶ ３” 比例， 不仅违背了日本海军会前提出的 “在维持对英、 对美均

衡的前提下不必坚持建造八八舰队， 但海军军力必须保持在对美七割以上”② 的要

求， 从而受到海军专任代表加藤宽治等人的坚决反对， 在美国海军方面也引起了

巨大的争议： 后者认为， 日本海军主力舰的实际力量仅为美国的一半， “５ ∶ ２ ５”
或 “５ ∶ ２ ７” 的比例才是合适的， “５ ∶ ３” 的 “六割方案” 已经对日本做出了让

步， 而以美国同意太平洋岛屿非要塞化、 日本保留接近完成的战列舰 “陆奥” 为

条件让日本接受这一方案， 则无异于 “软弱退让”； 只是在国务卿休斯 “以政治大

局为重” 的考量之下， 美国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妥协。③ 但是， 对于国内秩序与美国

有着明显差异的日本而言， 类似矛盾的处理要困难得多。
另一方面， 华盛顿体系反对以武力手段改变亚太国际关系现状， 也就意味

着帝国主义列强近代以来一直进行的领土扩张将不再合法， 这与日俄战争后日

本元老提出的 “攻势国防” 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尽管在菲律宾、
中国等地有着重要利益的美国即便在无条约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接受日本的海军

力量达到美国的 “七割”、 实现西太平洋对美 “区域拒止”，④ 但在日本海军看

来， 旨在维持现状的华盛顿体系， 无疑在美国的亚太存在之外， 为日本的海权

崛起又增加了一层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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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体系究竟是 “国际政局的新纪元”① 还是 “将日本束缚于东洋的枷

锁”？ 日本与这一体系之间， 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冲突？ 换言之， 大国地位已经得

到国际体系公认的日本， 其崛起是否一定要以军事、 特别是海军手段来实现？
这些问题的答案， 取决于 “日本未来的国家利益为何”， 而在这一点上， 日本政

府和陆海军队之间， 显然有着不同的理解。
（三） 日本政府与军队的战略认识差异

明治维新之初， 日本的国家目标确定为 “富国强兵” 和 “使日本实力得到

列强承认” （即 “列强化” ）。② 到日俄战争之后， 这两大目标业已基本实现，
近代化成果为日本带来的 “扩张红利” 也逐渐消耗殆尽， 日本国内围绕未来国

家战略走向开始有所分歧， 在陆军 “北进”、 海军 “南进” 的声音之外， 逐渐出

现了政党政府 （文官） “停止扩张”、 “协调外交” 的主张。
一战末期， 由于政党势力逐渐上升、 元老势力下降， 政友会会长原敬担任首

相。 原敬积极主张 “协调外交”， 认为 “在 ２０ 世纪之今日， 征服领土等行径确已

成为落后时代潮流之粗暴举措”， 应当 “在对美协调的外交框架下通过以经济为

主、 军事为辅的国际协调外交处理和解决中国问题”， “在外交上顺应世界大势”。③

这种观点将和平和发展视为日本的首要国家利益， 认为日本国际影响力的

加强主要应当通过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进行。 因此， 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在收到华

盛顿会议的邀请时， 日本驻英、 法、 美大使对国际会议纷纷表示了积极的态度，
希望日本能够顺应 “世界大势” 和欧美舆论， “不再只是消极地拥护自己的立

场， 而是积极提出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安宁及日本国民未来的和平发展所需要的

各种议题， 并努力使之达成”， 甚至主动结束对华的军阀外交行动。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内阁决定 “欣然参加限制军备会议”， 在远东太平洋问题会议上则采取 “同
意处理国际问题的一般原则， 但避免会议涉及具体问题， 具体问题由相关国家

之间私下协商” 的做法，④ 试图尽可能保留其此前强行从中国获得的利益。
在海军军备问题上， 当时的日本大藏省官员、 后来曾担任日本首相及 １９３０ 年

伦敦海军会议日本首席代表的若槻礼次郎认为， 由于军舰技术经常更新换代， 与

英美之间的造舰竞争永远不会自然停止， 日本的财政无力支持此种竞争， 因而，
签订军缩条约、 停止军备竞争对日本来说更为有利。⑤ 实际上， 对于海军军备限制

的标准， 日本政府并未明确要求 “对美七割”， 而只是希望在 “东洋海面上……对

其他强大国家实际可能运用的兵力保持大概均衡”， 甚至一度提出， 只要能达到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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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军备的目的， 在确保太平洋及远东和平的基础上 “决心牺牲一切”。① 作为日本

的首席全权代表， 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也认为， 按照日本的经济能力， 放弃谈判，
恢复先前的造舰竞争， 只会进一步拉大日美之间的海军军备差距。 最终， 以 “实
现妥协” 为目的， 同为全权代表的日本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协助加藤友三郎设计

了日美各自让步的妥协方案， 日美谈判得以取得成果。②

日本政府的协调态度不仅表现在海军军备方面。 在与华盛顿会议同时进行

的中日交涉上， 币原喜重郎也表现出相当的合作态度， 中国因之得以收回了山

东主权， 废除了 “二十一条” 的部分内容。 币原认为， 在中国问题上坚持 “门
户开放” 和 “机会均等” 原则， 并非西方国家用来掣肘日本对华经济行动的阴

谋， 而是日本一直坚持、 也应当继续坚持的重要外交原则， 日本没有必要主张

对华 “优先权益” 或 “独占权益”， 通过 “公明正大” 的工商业竞争已经足以

让日本获得有利地位。③ 可以说， 日本文官政府对 “协调合作” 的积极态度， 是

华盛顿体系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础。
然而， 这种 “协调偏好” 却并没有被日本军方所接受。 后者相信， 只有以

武力手段扩大势力范围， 排除欧美国家对亚洲的影响， 才能实现日本的国家利

益。 以参谋本部为核心的日本陆军抓住一切机会向大陆扩张， 先是与英美共同

出兵西伯利亚， 后又试图利用英美撤兵的机会独占西伯利亚，④ 主张 “对中国政

策不应只以对英美协调为主， 而应遵照以日中提携为基础之自主性方针”， 坚决

反对华盛顿会议的裁军要求， 认为 “有必要平时以特别之设施为国防作准备”。
最终， 由于法国也反对裁减陆军， 华盛顿会议未能通过陆军裁军方案。⑤ 而海军

方面， 尽管加藤友三郎以其巨大威信使海军接受了裁军方案， 但在加藤宽治等

海军军人看来， 日本利益的实现仍然需要以日本海军有能力排除美国海军在东

亚的存在为前提， 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是 “美国之成功与日本之失败”，⑥ 军人应

当坚持自己的意见， 无需考虑外交和政治方面的问题， 只有日美在 “才能与能

力” 方面进行自由竞争， 才是公平的。⑦

从某种意义上说， 华盛顿体系与日本崛起之间的矛盾， 是 “否定战争的国

际秩序” 与 “军队拥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国内秩序” 之间的矛盾。 以海军军备扩

张为核心内容的 “日本海权崛起”， 一方面挑战了以集体安全为目标的华盛顿体

系， 与国际秩序发生了冲突； 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日本文官政府的协调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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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悖， 为日本的国内秩序带来了难题。 接下来， 本文将着重讨论这种冲突的具

体内容。

　 　 二、 华盛顿体系与日本海军的矛盾： 理念、 战略与决策
机制

　 　 总体上看， 华盛顿体系所要求的 “海军战略新原则”， 与日本海军的旧有传

统之间存在着三方面的矛盾： 首先， 前者强调 “合作” 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意

义， 认为国家间有可能通过合作化解冲突， 而后者强调的是国际关系的本质冲

突性， 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 前者要求海军战略以遏制战争为根本目

标， 而后者要求的是 “战而能胜”， 从而为日本的扩张而服务； 最后， 前者要求

政府对军备问题进行有效控制， 而后者坚持明治宪法中的 “统帅权独立” 原则，
认为军备及战略事务均应由军队自主决定。

（一） 理念矛盾： 追求权力与集体安全

从明治时期到昭和前期， 日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 大体上有两个特点， 其一

是强调东西方之间的异质性和冲突性， 其二是重视国家实力对国际秩序的决定性

作用。 以福泽谕吉为代表， 明治初期的日本精英主张， 只有日本像西方一样富强

起来， 才有可能保持国家的独立， 避免受到西方的干预。① 在导入西方文明之后，
日本还应当主导谋求日中朝 “共同振兴文明…不容西洋人在东洋鼾睡。”②

由于这种本质的冲突性， 国家安全必须且只能依靠自身的实力， 特别是军

事实力， 而不能信任国际机制的作用。 明治维新早期的领导者之一木户孝允就

曾指出： “……只要我国还缺乏军事力量， 国际法就是不能信任的……国际法只

是征服弱者的工具”。③

海军军人对国际关系的看法， 与上述观点大体一致。 巴黎和会结束之后，
日本海军曾研究海军军缩的可能性问题， 研究报告对海军实现军缩持悲观态度，
理由是难以平衡实际状况 （如各国建军精神、 既有军备水平、 国联规约承认的

地理位置等） 与各国主权平等原则之间的矛盾。④ 到 ３０ 年代伦敦会议前后， 即

便是冈田启介这样相对温和的海军将领， 也认为各国 “内心中只是将军缩当成

谎言而已”。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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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実， 『日本海軍の歴史』， １０１ 頁。
岡田啓介著、 岡田貞寛編， 『岡田啓介回顧録』， 東京： 中央公論社， １９８７， ５９ 頁。



然而， 一战之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立的基础， 恰恰是威尔逊式的理想主

义原则： 各国相互承认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通过公开外交和国际协议对可能

的战争行为加以约束， 减少冲突的可能性， 后来更宣布使用武力解决国际矛盾

的行为违反国际法。① 这种新理念与日本、 特别是日本军人对国际关系的旧有认

识发生了本质的冲突， 当美英等国试图通过国际体系， 使这种新理念成为其他

各国外交行动的实际指导原则时， 深层的冲突就被表面化了。
这种碰撞的结果之一， 是加强了日本对 “西方国家的压迫” 和 “美国的口

是心非” 的认定。 １９１９ 年， 伦敦会议后曾与加藤宽治频繁交往的右翼思想家北

一辉②发表 《日本国家改造方案》， 希望重建政权结构以摆脱西方的政治与经济

影响， 为 “东西方势力在亚洲的最终对决” 做好准备， 并最终将 “ 《凡尔赛和

约》 加诸亚洲的黑暗” 彻底消除， 以真正 “维护亚洲的和平与权力”。③

（二） 战略矛盾： “区域拒止” 与 “威慑之下的和平”
从明治初年开始， 旨在以朝鲜半岛为跳板、 进而在满洲及内蒙古获得经济

利权、 租借领土， 甚至实现政治支配的所谓 “大陆政策”， 一直是日本国家战略

的重要指导方针。④ 尽管陆海两军的军事战略在具体内容上存在着巨大而深刻的

分歧 （如 “南进” 还是 “北进” ）， 但实际上， 二者的根本目标均是为日本的

扩张而服务。
适应这一目标， 海军提出的战略实际上是一种 “区域拒止” 战略： 通过维

持日本海军在防御作战中的绝对优势地位， 使其他国家无法以海军为工具干涉

东亚地区局势， 从而达到从这一地区排除其他国家军事影响的目的。
这种战略最初由有 “日本的马汉” 之称的海军军官佐藤铁太郎提出。

１８９９ 年， 佐藤铁太郎少佐被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选中， 前往英美两国学习研

究海军战略。 １９０１ 年回国后， 佐藤写出 《帝国国防论》， 后扩充为 《帝国国

防史论》， 该书成为日本海军教育的经典著作， 对日后的海军军官群体产生了

巨大影响。⑤

作为马汉海权思想的信徒， 佐藤铁太郎主张， 由于资源有限， 不可能同时

拥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 作为岛国， 日本应当将主要资源投放在海军建设方

面。⑥ 按照马汉的观点， 获得海权的关键在于舰队决战中击溃敌方舰队。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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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本保障日本国家安全， 日本海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保持一支不弱于任何

敌人的强大舰队。①

佐藤认为， 特定国家的战略意图及其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是可以忽视的， 所

有其他国家都是潜在的敌人； 考虑未来海军力量水平时， 应以可能发生冲突国

家当中的最强者为标准。② 在 《帝国国防论》 中， 佐藤铁太郎将德国、 美国两国

并列为日本海军的两大想定敌国， 并指出， 应对两大想定敌国所需要的海军军

备大体相同。③ 同时， 日美海军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 “美国在东方

自由使用其权力， 其与日本的利益冲突将不可避免。” “阻碍我们对华贸易的国

家首先是美国， 只有我们的海军能够将其阻止”。④ 一战之后， 由于德国在东亚

不再拥有势力范围， 对美国海军的敌对想定也就成为贯穿战间期日本海军战略

的一条主线。
然而， 尽管日俄战争之后， 日本业已成为帝国主义 “大国俱乐部” 的成员

之一， 与英、 美、 法、 德等其他大国在国家利益上的重叠日益增加， 但在综合

国力、 资源、 技术及贸易等方面， 日本与欧美强国仍然有着巨大差距 （甚至连

日俄战争的战费都是依靠向英美两国借款筹措的）， 实现 “攻势国防” 实际上具

有相当的难度。 １９０７ 年 《帝国国防方针》 首次出台时， 日本海军军备的标准被

设定为 “在东洋 （即西太平洋） 对美国海军采取攻势的大概水平”。⑤

日本海军认为， 为维持西太平洋上的 “区域拒止”， 日本海军主力舰队的兵力

水平应当在美国舰队的七成以上。 佐藤铁太郎在 《帝国国防史论》 中指出， “进攻

舰队与邀击舰队 （防御方） 相比， 需要五成以上的兵力优势， 因此， 防御舰队有

必要确保想定敌国的七成以上兵力，”⑥ 他认为， 只有这样， 辅以地理优势和部署

谋略， 防御舰队方能遂行国防任务。 如果防御舰队与进攻舰队的比例小于十分之

六点六， 则战场局势对进攻一方有利。⑦ 因此，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保持海军军

备 “对美七割” （即十分之七） 一直是日本海军军备设想的重要出发点。
接受华盛顿会议 《五国海军条约》 的主力舰 “１０ ∶ １０ ∶ ６” 方案， 意味着一

旦日美全面战争真正爆发， 日本海军将无法依靠主力舰保证在西太平洋的优势

地位， 实现西太平洋对美 “区域拒止”， 日本在东亚的行动必须考虑美国的态

度， 任何事务必须首先通过政治途径协商解决。
加藤友三郎等人认为， 军备水平必须以国家工业和贸易能力为后盾， 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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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限的日本在和平时期必须满足于 “适应其国家实力的军备水平。”① 考虑到

日本的国力， 原有的海军战略目标是不合理的， 海军战略应当以 “维持现状”、
“避免日美冲突” 为首要目标， 将海军作为维护和平的一种威慑工具。 然而， 加

藤宽治及其他一些海军军官认为， 正因为日美之间存在巨大的国力差距， 日本

才应该在和平时期尽早进行战争准备， 军事战略考虑应当被提到最优先地位。②

华盛顿体系带来的 “不平等与束缚” 不仅损害了日本的 “国家声望”，③ 更是影

响到 “日本未来如何” 的 “前所未有之事”。④

（三） 决策机制矛盾： 军方自主与文官协调

近代日本国家的军事战略， 与其特殊的政治体制密不可分： 一方面， 明治

日本立国之初的特殊背景和后来的明治宪法将军事权力集中于天皇手中， 实际

上使军队在战略目标的选定方面具有了极大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 明治宪法对

“分权” 的强调， 使得议会、 政府、 枢密院、 法院、 军队等机构各个分立， 未对

军队的影响力提供有效的制衡机制， 从而， 军事政策的制定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可以较少考虑国家的经济能力等问题。

日本的近代化历程， 始自明治新政府对幕府和地方藩阀势力的两场战争，
因此， 军队在近代日本政治体制当中， 具有相当重要的政治地位。 １８７８ 年， 元

老山县有朋提出， 应当模仿德国的军政、 军令二元体制， 将军队的指挥事务

（军令） 从政府分离出来， 使军队直属天皇， 即所谓 “统帅权独立制度”。⑤

１８８２ 年， 明治天皇颁布 《军人敕谕》， 明确指出了军队直接从属于天皇、 独立

于国内政治的特殊属性。 １８８９ 年颁布的 《大日本帝国宪法》 则规定， 立法权由

帝国议会 （分贵族院和民选产生的众议院） 协赞天皇行使， 国务大臣 “辅拥天

皇而负其责任”， 司法权 “由法院以天皇名义依法律行使”， 枢密顾问 “应天皇

之咨询审议重要国务”， 而统率陆海军、 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 宣战、
媾和及缔结各项条约的权力则由天皇直接拥有， 不受议会制约。 这样， 就形成

了政治机构高度多元、 彼此分立制衡、 军事机构相对独立并高踞政治之上的一

种特殊的军政关系。⑥ １９００ 年开始实施的 “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 允许军队

通过陆海军大臣辞职、 或不向新政府提名相应大臣的方式， 迫使政府辞职或改

变政策， 从而拥有了对政府的 “一票否决权”。 尽管 １９１３ 年山本权兵卫政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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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 “现役武官” 的要求放宽到了 “现役及预备役武官”， 但军队由这一制度而

获得的政治影响力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机构之间的相对独立不仅发生在军队和政治机关之间， 也发生在军队的内

部： 在明治初期复杂的政治斗争之后， 军队逐渐形成了军政、 军令分立， 陆军、
海军分立的所谓 “四元体制”， 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在这

一体系当中， 有权统领所有机构的只有天皇一人； 但根据君主立宪制的 “君主

临而不治” 原则， 实际上没有任何力量有权干预陆海军的自主行动， 也无法将

这种 “四元体制” 统一到同一轨道上。① 这样， 在制定军事政策时， 陆海军部队

就分别享有相当的独立性， 且无需对政府或国会等政治机构负责。
因此， 加入华盛顿体系为日本创建了一种先例： 由政府主导签订， 之后由

议会、 枢密院、 军事参议会及天皇层层批准的国际条约， 有权对海军主导的军

备建设进行限制。 这样， 军事战略及军备建设就需要服从于国家实力及国际形

势， 军人的判断服从于政治家的判断。 理论上， 日本的海军战略也就不得不考

虑日美之间的国力差距， 将避免日美冲突而非扩张作为首要目标， 从而实现华

盛顿体系设想的集体安全。 但要从根本上保证这一新战略能够得以实施， 就必

须将政治手段置于军事手段之前， 对军队实行英美那样的 “文官统治”； 实际

上， 这正是加藤友三郎想要做的。②

但是， 华盛顿会议之后， 重病缠身的加藤友三郎未能对海军进行制度性的

改革。 山梨胜之进、 堀悌吉等一批当时较为年轻的海军军官接受了加藤友三郎

的观点， 认为 “海军军令部从战略－作战角度拟定的军备计划并非固定不可更

改， 而必须在广泛考虑所有因素的基础上取得海军省和海军军令部的同意”， 堀

悌吉甚至将军备视为涉及预算因而需要政府负责的 “政治事务”。 但在加藤宽治

等人看来， 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③ 随后， 海军省与海军军令部在人事上逐渐彼

此隔离， 到 １９３０ 年， 海军省的大部分重要职位都由有着丰富政治及行政事务的

军官担任， 海军军令部的官员则从舰队指挥官和参谋军官中选择，④ 后者在华盛

顿会议后为海军 “加强训练以弥补主力舰不足” 而投入甚多， 更加不愿在战略

上 “向英美让步”。⑤ 这样， 围绕未来海军战略的不同走向问题， 海军内部主张

支持政府、 维持现状、 回避对美冲突的 “条约派” 和主张军备自主、 积极扩张

的 “舰队派” 之间的分歧开始浮现。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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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华盛顿会议之后： 矛盾的调和与激化

华盛顿会议之后， 日本海军尽管接受了主力舰 “对美六割” 的军备限制， 削

减了军备支出， 但总体上看， 这一时期日本海军并未改变其原有的 “西太平洋区

域拒止” 战略目标， 而是设法用加强训练、 发展潜水艇部队等方式， 弥补因主力

舰限制而带来的资源不足。 １９２０ 年代国际、 国内局势的一系列变化， 为日本陆海

军自主执行其原有战略带来了深刻的危机。 一方面， ２０ 年代中后期中国国力的增

强、 美国对华影响力的提升， 都意味着日本支配中国的难度加大， 实现 “大陆政

策” 需要提供更强的军事能力。 另一方面， 从 ２０ 年代中期开始， 以宪政会上台、
实现成年男性公民普选等一系列事件为代表， 议会、 特别是众议院逐渐成为日本

政治体系的核心， 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 政党权力加强， 日本进入了

所谓的 “政党内阁” 时期： 从 １９２４ 年 ６ 月到 １９３３ 年 ５ 月， 相继上台的六届政府均

由众议院的优势政党或政党联盟组阁， 产生的五位首相全部为最大或第二大政党

的党首。① 宪法学家美浓部达吉宣称， 帝国议会的权力并非来自天皇， 而是 “代表

人民”， 其行动 “是国家最高意志的表示， 司法和行政机关并非与之平等， 而是在

其之下。”②这样， 明治宪法规定的政治力量相互制衡、 军事力量超然其上的政治架

构被逐渐打破， 一些陆海军高级将领也积极拉拢与政党人士的关系， 谋求退出现

役后参与政治活动， 在军队内部引起了批评。③

在这一背景之下， 以伦敦海军军备会议的对策为核心， 日本海军和政府之

间就 “是否严格坚持其他舰种对美七割” 的问题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前者认为，
只有严格坚持其他舰种对美七割， 日本海军才有可能实现 “区域拒止” 战略，
任何让步都将导致战略的失败； 后者则认为， 维护好日美关系， 可以不必坚持

“区域拒止”， 自然也无需咬定为实现这一战略而提出的军备标准。 最终， 围绕

战略问题而产生的矛盾上升为以 “政府和军队两者中谁有权决定战略” 为核心

的政治斗争， 造成了日本政治风向的右转和政党力量的衰弱， 为 ３０ 年代日本逐

渐放弃华盛顿体系与安全合作、 转向 “自主国防” 和 “自主外交” 拉开了序幕。
（一） 日本海军对军备限制的应对尝试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 掌管具体作战、 训练等事务的海军军令部并未调整其

“区域拒止” 的根本目标， 而是想方设法在未受条约限制的领域进行建设， 如加

强军人的训练强度、 加强夜战训练、 增建排水量小于 １００００ 吨的舰艇、 着力推

进航空兵及潜水艇等新兴海军技术的发展等等， 以求在资源削减的情况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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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的方式补足 “六割” 带来的劣势。 对此， 海军省和日本政府也并无能力

加以制约。 因此， 到 ２０ 年代末期， 《五国海军条约》 对日本海军的影响实际上

已经逐渐流于表面。
１９２３ 年， 在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参谋本部的主导下， 日本对 《帝国国防方

针》 进行了第二次改订， 美国被明确为日本的首要假想敌。 为克服主力舰 “六
割” 兵力为防卫作战带来的不利， 海军提出 “渐减作战”， 即在美国主力舰队进

攻的路线上， 以高速巡洋舰部队、 鱼雷艇部队等 “轻快部队” 及高速潜水艇部

队对美舰队进行反复攻击， 将抵达日本近海的美国主力舰队力量削弱到日本主

力舰队可以制胜的程度， 再进行舰队决战。①尽管当时的首相兼海相加藤友三郎

并不认可海军提出的军备方案， 但在陆海军参谋机构已经完成协商的情况下，
加藤也只能表示同意。②

１９２９ 年， 接受伦敦会议邀请后， 日本海军根据 《帝国国防方针》 第二次改

订时设想的对美作战方案， 向前首相若槻礼次郎、 海军大臣财部彪等全权代表

提出了 “大巡 （８ 英寸炮巡洋舰） 对美七割”、 “辅助舰总括对美七割”、 “自主

保有 ７ ８ 万吨潜水艇” 的三大原则， 并表示 “三大原则” 已经是实现日本国防

要求的底线， 决不能再退让一步。
（二） 伦敦会议与战略矛盾的激化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 伦敦海军会议正式召开。 此时， 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已经席

卷了英、 美、 法、 日等主要大国。 １９２９ 年上台的民政党 （由宪政会改组而成）
滨口雄幸内阁希望通过财政紧缩、 恢复金本位等政策对抗经济危机， 而这一经

济政策需要从英美两国获得大量贷款。 因此， 从经济、 外交两个层面看， 日本

政府都急需与英美实现协调， 积极推动海军军缩。③

与华盛顿会议相比， 文官在伦敦会议的谈判当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在会议

前期日美两方案差距过大、 会议濒于破裂的情况下， 日本驻英大使松平恒雄与美

国参议员大卫·里德承担了寻找妥协的实际谈判工作； 为 “排除干扰”， 这一私下

谈判直到形成最终方案才与海军进行沟通。 最终形成的 “松平－里德” 方案规定，
包括 ８ 英寸炮巡洋舰、 ６ 英寸炮巡洋舰、 驱逐舰及潜水艇在内， 日美海军非主力舰

的比例为 ６９ ７５％， 其中大巡洋舰的比例为 ６０ ２％， 但美国同意推迟其此类舰种的

动工时间， 使这一比例到 ３０ 年代末才能实现； 潜水艇方面则使日美均等。④ 若槻

礼次郎表示， 如果日本不能接受这一方案， 则意味着会议的破裂。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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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认为， 与坚持海军的 “三大原则” 相比， 会议的成功更为重要。 在

局面最初陷入僵局时， 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就曾在给若槻礼次郎的电报中表示，
“导向决裂一事对国家将来影响重大……切望阁下同财部全权代表协议， 拟定打开

局面的方案， 并通过安保 （清种） 大将的斡旋找到让海军部让步的方法。”① 以军

令部长加藤宽治为首， 日本海军对 “松平－里德” 方案提出了强烈的反对， 认为这

一方案与先前决定的 “三大原则” 相去甚远， 使日本不得不放缓建舰速度， 停止

新建潜水艇， 坐视美国新建大型巡洋舰， 不但无法实施军令部的年度作战计划，
甚至会影响未来的造舰能力。② 加藤认为， 若槻礼次郎等人不顾海军的精心准备，
无法对英美等国的干涉进行抗争， 背叛了日本的利益。③ 在海军中有巨大威信的东

乡平八郎元帅也表示， 如果不能坚持大型巡洋舰的 “七割” 标准， 就应该放弃谈

判。④ 处在政府和海军之间的海军大臣财部彪态度摇摆不定。
首相滨口雄幸表示， 内阁决不能允许会议决裂， 并宣称最终决定权掌握在

他本人手中，⑤ 这为加藤宽治和海军军令部将军备问题上升为 “统帅权干犯” 的

政治问题埋下了伏笔。
最终， 内阁会议同意全权代表接受妥协案。 加藤宽治对此极为失望， 表示

“如果接受美国方案 （即妥协案———作者注） 的话， 我不能承担作为军令部长在

用兵作战方面的责任”。⑥ １９３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日本代表团在 《伦敦条约》 上签

字， 华盛顿体系得以延续并发展。 然而， 在日本国内， 由海军军备问题引发的

军内、 国内政治斗争， 也就此进入高潮阶段。
（三） “统帅权干犯”： 伦敦会议后围绕海军军备问题的政治斗争

内阁决定接受 《伦敦条约》 并未让加藤宽治和军令部改变反对这一条约的

立场。 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在会见记者时明确表达了军令部对条约的不满， 海

军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⑦ 滨口雄幸对此大为光火， 认为军纪问题 “比
两艘巡洋舰更重大”， 要求末次信正辞职。⑧ 加藤宽治提出辞职， 之后又以军令

部的名义向海军省提交备忘录， 表示与政府决裂。⑨ 在不久后召开的帝国议会

上， 反对党政友会向政府提出发难， 认为政府在未经海军军令部同意的情况下

签署条约， 侵犯了明治宪法规定属天皇所有的 “军队统帅权”， 是为 “统帅权干

８０１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海野芳郎， 「ロンドン海軍軍縮会議 －日本の立場と主張」， ３６－４９ 頁。
Ａｓａｄａ， Ｆｒｏｍ Ｍａｈａｎ ｔｏ Ｐｅａｒｌ Ｈａｒｂｏｒ ， ｐ１１９
加藤寛治， 『海軍－加藤寛治日記』， ９１ 頁。
Ａｓａｄａ， Ｆｒｏｍ Ｍａｈａｎ ｔｏ Ｐｅａｒｌ Ｈａｒｂｏｒ ， ｐ１１９
岡田啓介， 『岡田啓介回顧録』， ６９－７０ 頁。
同上， ７４ 頁。
加藤寛治， 『海軍－加藤寛治日記』， ９４ 頁； 岡田啓介， 『岡田啓介回顧録』， ７６ 頁。
岡田啓介， 『岡田啓介回顧録』， ７８ 頁。
加藤寛治， 『海軍－加藤寛治日記』， ９６ 頁。



犯” 问题。① 这一问题触及到日本帝国政治制度的根本， 陆海两军高层、 枢密院

顾问、 军事参议官、 天皇周围近侍大臣等都对此表达了密切关注， 报界也展开

了激烈辩论。②

由于天皇本人对签订 《伦敦条约》 持积极态度， 军事参议会和枢密院最终

批准了条约， 条件是政府之后不得再次侵犯 “天皇的神圣大权”。③ 同时， 作为

军令部与海军省之间的妥协， 海军大臣财部彪免去了加藤宽治的职务， 并在条

约批准之后辞职， 海军次官和军令部次长则被双双免职， 以示 “承担责任”。④

然而， 条约问题的影响并未结束。 在围绕 “统帅权干犯” 问题进行的大辩

论当中， 日本政治风向明显右转， 政友会、 民政党内部均发生了分裂。 随后，
政党势力日趋衰落， 人们批评议会中的政治家们缺乏足够的道德意志和专业知

识， 不能引导日本度过困难时期， 认为陆海军专业军官应当在国防政策和军备

问题上获得更大的决定权。⑤ 海军则重复了其在华盛顿会议之后的手段， 并不尝

试改变其旧有战略目标， 而是试图通过发展航空力量等方式弥补条约对舰队力

量的限制。⑥实际上， 海军认为 《伦敦条约》 “严重妨碍了国防， 决不能允许其

长期持续。”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军事参议会在致天皇的答词中正式表示， 在

《伦敦条约》 １９３６ 年到期之后， 海军反对使之继续生效。⑦

１９３１ 年 “九一八事件”、 １９３２ 年 “五一五事件” 之后， 日本在国际上趋于

孤立， 国内政局陷入动荡， 政党内阁无法成立。 前海军大臣斋藤实组成 “举国

一致内阁”， 放弃先前的 “协调外交” 政策， 转向 “自主外交” 和 “自主国

防”。⑧ １９３３ 年， 支持伦敦海军条约的山梨胜之进、 堀悌吉等一批所谓 “条约

派” 高级军官， 被反对伦敦条约的 “舰队派” 海军大臣大角岑生编入预备役，
史称 “大角人事”。 同年， 海军军令部强压海军省通过 《省部事务互涉规程》，
彻底垄断军备事务。⑨ 至此， 政府已经再无希望约束海军的行动。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当伦敦会议之后的第一个修约机会到来时， 日本正式向英美提

出了 “海军军备平等” 的新要求， 主张各国在一个共同的最高限额之下自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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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力量。① 显然， 这一要求有利于日本实行 “区域拒止”， 以军事手段加强对东

亚的政治影响， 而对距离较远的英美更为不利。 在这一要求不出意料地被英美拒

绝之后， 日本宣布退出海军军备条约。②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五国海军条约》 与

《伦敦条约》 正式失效， 世界进入了海军竞赛的无条约时代。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在进行了近五年的无限制军备竞赛之后， 日本海军抓住 “日美舰队相对比例高于

七割” 的最后时机， 发动了珍珠港战役， 将日本帝国推向了最终毁灭的道路。

四、 结论和启示

本文探讨了 ２０ 世纪初日本海军建设与华盛顿体系试图建立的集体安全架构

之间的冲突： 尽管华盛顿体系确实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初限制了日本海军的军备

扩张，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后者承袭自 １９ 世纪末的战略目标， 即通过获得西

太平洋的海上区域优势为日本的扩张政策服务。 实际上， 在日本帝国特殊的军

政关系和政治制度下， 军队在军备和战略问题上的影响力没有得到制衡。 这样，
在政府配合国际体系， 积极推行 “协调外交” 的表面之下， 始终存在着战略扩

张的底色； 受到国际体系的压力， 政府试图将自身的战略影响力加诸军队之上，
结果导致了军方的强硬反弹。 最后， 政府被彻底排除在战略决策过程之外， 军

方摆脱限制继续推行原有的扩张政策， 直至最终失败。
这一过程当中的一些特点可以为当前世界各国、 特别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海

权建设提供若干启示：
（一） 海权战略的制定应当以国家的综合实力为基础

包括海权战略在内， 任何战略想要取得成功， 都必须事先对国家的综合实

力和安全环境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 所谓的 “国家利益” 与 “国家安全”， 其具

体内容应当来自对局势的审慎斟酌与冷静权衡， 而非一成不变的简单概念。
２０ 世纪前半期， 日本海权的崛起就遇到了战略目标僵化的问题。 与 １９ 世纪

末期相比， 一战之后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推行帝国主义式的 “大陆政

策” 都更为不利： 一方面， 美国在东亚地区获得了利益和势力范围， 也有决心

用海军对其加以保护， 作为海军建设的基石， 美国拥有远较日本雄厚的工业和

经济基础； 另一方面， 以华盛顿体系为代表， 一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原则， 已经

基本否定了大国以武力和战争方式获得领土和资源的正当性， 转而要求各国共

同为彼此的安全作出担保。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的海权建设继续以明治初期元老提出的 “攻势国防”、

海上 “区域拒止” 为根本目标， 显然是不明智的。 加藤宽治等人所没有 （或不

愿） 考虑的是， 如果将 “区域拒止” 视为神圣不可更改， 就等于将日本锁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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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条注定要与美国就东亚影响力发生冲突的轨道之上， 即便在和平时期， 日

本为此目标大力发展军备也很可能刺激美国加入军备竞赛， 使日本的安全环境

更加恶化。 不幸的是， 在明治日本 “统帅权独立” 的特殊体制之下， 持有这种

观点的海军高层军官有权独立制定海军战略， 而不受政府的干扰。
（二） 战略制定应当由权威机构统一主导

保证战略符合实际、 具有灵活性， 需要有一个强力的权威机构， 既具备通
观全局的长远眼光， 能够对战略进行 “顶层设计”， 也能将军政各方的利益和诉
求统合起来， 同时具有足够的资源推动战略的适时转变。

在日本海权崛起的过程中， 政府与海军之间、 海军内部不同派别之间， 对
日本未来战略走向的看法都是分裂的； 如果把观察范围稍稍扩大一点， 则可以
发现， 这种分裂也发生在政府与陆军以及陆军内部不同派别之间。 在缺乏能够
进行 “顶层设计” 的有力权威的情况下， 各个部门提出的战略无法得到有效的
协调， 在资源调配上各行其是， 容易使总体战略产生较强的 “路径依赖”， 或被
政治上地位较高、 拥有较多资源的群体 “垄断”。

在明治日本 “统帅权独立” 的军政制度之下， 海军军令部掌握着制定并执
行海上作战方案的大权。 然而， 由海军提出的海权战略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海
军既不掌握军事手段之外的其他战略工具， 也不愿优先考虑军事目标之外的其
他战略目标， 反而极力鼓吹国防的 “神圣性” 和 “特殊地位”， 以维护自身相对
于国内政治的独立性。 同时， 海军军令部的领导层在组织文化上也相对保守固
执， 不愿改变旧有的 “区域拒止” 及 “绝对安全” 目标以适应局势变化。 这样，
面对国际体系对海军军备提出的限制， 海军军令部先是努力调整加以应付， 在
国际限制进一步具体化、 应付不能成功的情况下则主张退出了事。 尽管文官群
体 （包括军队中一部分接近文官群体的军官） 表现出更为灵活的态度， 认为战
略目标必须反映日本面临的实际， 但明治日本的政治体制并未给文官提供约束
军队的强制力， 反而因盲目尊重军人的 “专业性” 而让后者具有了权威性的地
位： 甚至在昭和天皇本人赞同日本加入 《伦敦海军条约》 并主张使之延续的情
况下， 军事参议会仍然决定尽早让日本海军摆脱条约限制。 这样， 海军提出的
海权战略与文官群体提出的国家战略彼此不能兼容， 最终由掌握资源调配实权
的海军主导了海权战略， 适应体系要求的新型国家战略遭到了致命的破坏。

这里， 与斯奈德 “政治一元化和民主化抑制扩张， 政治卡特尔化加剧扩张”
的观察不同， ２０ 年代初日本选择加入华盛顿体系， 以合作这种新方式来维护自身
的国家安全， 并不是因为日本海军受到了 “大正民主” 的制约， 而是由于海军大
臣加藤友三郎既接受政府方面顺应国际体系的新型安全观念， 也有能力在一定程
度上约束海军的行动。 然而， 这种约束是不彻底的： 当海军设法通过非对称作战
方式弥补军备受到的条约限制， 以便继续追求旧有 “区域拒止” 战略目标时， 加
藤友三郎也无能为力。 ２０ 年代后期， 日本民主化大为发展， 政府与议会紧密联系，
产生了政党主导的 “强政府”， 但民众并不信任政府能够制定明智的国家战略， 反
而加剧了军队的危机感， 激化了军政矛盾， 成为军队 “暴走” 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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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应当以成熟的态度面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 避免战略的意识形态化

国际关系是由国家间的互动塑造的， 认为其 “本质” 属于和谐或是冲突都未免
过于片面。 从这种简单观念出发而制定的战略， 在制定者没有掌握资源的情况下缺
乏必要的说服力， 在制定者掌握了资源的情况下则往往会成为 “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一战之后日本海权崛起的过程当中， 文官政府所提出的 “合作路线” 属于前者，
海军坚持的 “攻势国防” 则属于后者。 最终， “攻势国防” 击败了 “合作路线”，
在摧毁华盛顿体系之后， 又通过挑起战争的方式验证了国际关系的 “冲突性”。

在这一过程中， 海权战略的 “意识形态化” 值得特别注意： 日本海军不但
坚信日美海军因两国在东亚的利益矛盾而发生冲突的必然性， 也坚信这种冲突
一定会以西太平洋舰队决战的形式进行， “日本海军舰队能够在决战中击败来袭
的美国舰队” 与 “日本在东亚的特殊权益得到保证” 之间被划上了等号。 从而，
海军拒绝考虑任何挑战这种信念的新观念， 将旨在维持现状的军备限制视为
“美国强加于日本的枷锁”， 甚至将华盛顿体系视为欧美国家压迫亚洲国家的阴
谋， 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排斥， 全然不顾日本国家经济能力的局限性及华盛顿体
系为日本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的确，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也存在其自身的问题： 仅从时间跨度上看， 这一
体系仅仅维持了不到二十年， 并不算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国际体系； 其指导原则
过于理想主义， 无法适应成员国各自的利益诉求和实力变化。 然而， 这一体系
树立的 “以武力手段解决国际冲突或追求国力扩张不具有正当性” 原则， 也的
确为一战后的国际社会所共同承认。 从这层意义上说， 日本海军在一战后仍坚
持马汉式的 “以舰队决战扩张国家利益” 观点， 属于一种 “时代错误”。 倘若日
本不拘泥于追求对东亚事务的排他性的绝对控制， 通过经济手段同样可以在这
一地区获得利益和影响力， 海军建设的目标也可以不限于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
根本没有实际发生的舰队决战， 而加强破坏 ／反破坏交通线等 “辅助性” 内容，
则日本海权战略将比既有情况更为稳健， 日本的国家命运甚至有可能得到改写。

综上， 新兴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 其 “既有战略” 和 “国际体系” 所要
求的 “规范行为” 之间， 在基本理念、 战略目标和所需的决策机制方面可能
会存在冲突， 这种冲突在需要调动大量国家资源的海权领域可能更为明显。
日本海权崛起的案例带来的启示是， 要将国家战略保持在合理的轨道之上，
就必须对国家实力和国际局势进行客观评估， 同时通过权威机构的 “顶层设
计” 统合各职能部门的诉求与资源， 保持战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避免为意
识形态所裹挟。 这样， 国家崛起和国际体系之间的冲突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
管控。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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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身份和历史：
从孟加拉湾到中国南海

高潮①

　 　 萨蒂斯·钱德拉和希芒舒·普拉布哈·雷： 《海洋、 身份和历史： 从孟加拉

湾到南海》 （Ｓａｔｉｓｈ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ａｎｄ Ｈｉｍａｎｓｈｕ Ｐｒａｂｈａ Ｒａｙ， Ｔｈｅ Ｓｅａ，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ｙ ｏｆ Ｂｅｎｇ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Ｍａｎｏｈ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 ２０１３， ３６０ ｐａｇｅｓ）

本书作者 Ｓａｔｉｓｈ Ｃｈａｎｄｒａ 是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中

世纪印度历史， 是印度知名的历史学家； Ｈｉｍａｎｓｈｕ Ｐｒａｂｈａ Ｒａｙ　 是贾瓦哈拉尔·
尼赫鲁大学教授 ， 主要研究航海和海洋联系以及印度考古史等。 本书分为十一

章， 第一章是个简介， 其他每一章都是一篇独立的论文， 出自于新德里尼赫鲁

纪念博物馆和图书馆下属的印度洋学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２３ 日所举办的 “海上文

化和传统的孟加拉湾” 国际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的目的是讨论从孟加拉湾到中

国南海周边国家的文化链接， 它涉及了众多印度行省和东南亚国家。 这一地区

的历史不单单是每个国家的历史， 而是拥有着共同的回忆， 比如贸易网络， 殖

民地遗产等。 讨论会从一个跨越国界的角度来看这一地区在殖民统治前的历史，
从雕塑， 建筑物风格， 以口相传的历史传统， 海上社会生活， 庆典和仪式等来

分析孟加拉湾沿岸的中世纪历史。 讨论会集中了研究内陆历史和海洋历史两大

群体的学者， 共同探讨这一个没有边境的文化历史。
在过去的 ５０ 年里， 印度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历史学家在探讨殖民地前历史的

时候， 往往只局限于自己的国家， 而他们更多的注重于陆地上的历史， 从而忽

略了海洋历史对这一地区重大的影响。 从泰米尔人 （南亚民族， 起源于南印度

和斯里兰卡东北部） 的碑文到中国的历史， 都大量记载了这一地区的海上贸易，
文化交流和宗教传播。 一直到殖民时期， 海洋对这一地区也起着无与伦比的影

响。 这本书集合了从南亚到东亚海上文化的各类文章， 从海上游牧民族， 内陆

航运和孟加拉地区， 造船的发展和研究， 跨地域的叙述和考古的开始和寻找起

源等方面介绍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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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南亚海上游牧民族及特性

在东南亚有很多土著， 以捕鱼为生， 他们常年漂泊在海上， 多数人以潜海

捕鱼为生， 因此被称为船民。
（一） 东南亚海上游牧民族的流动空间意识

空间意识对人类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代表着人类进化的一个历程。 人们渐

渐开始对自己活动区域有意识， 并开始提出自己所属的势力范围并告知他人。
对于海牧民族来说， 空间对他们的意义就是他们的活动范围， 因为生活在海上，
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移， 他们并没有固定的住处， 但是有固定的活动范围， 而

这个范围被周边的海牧人所认可。
莫肯人有好几种不同的方言， 每一个方言所属的部落拥有一个或一群小岛。

Ｉｖａｎｏｆｆ 识别出了 ５ 个主要部落群， 他们是 Ｄｕｎｇ （Ｒｏｓｓ ｉｓｌａｎｄ）， Ｊａｉｔ （Ｏｗｅｎ ｉｓ⁃
ｌａｎｄ）， Ｌｅｂｉ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ｍｐｉ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Ｎｉａｗｉ （ ｓｔ Ｊａｍｅｓ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ｈａｄｉａｋ
（Ｓｔ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ｉｓｌａｎｄ）。① Ｓｏｐｈｅｒ 则更加详细的列出了这 ５ 个族群所在小岛的名称和

位置②。 两个学者都确认了每个群都是以姓氏和亲属关系划分地盘的。 根据季节

的不同， 这些族群都会在他们部群所在的小岛间迁移。
Ｏｒａｎｇｅ ＬＡＵＴ 和莫肯人差不多， 但是他们的地域区分是靠口传的， 每个部落

的领地范围也是由亲属关系组成的， 而这种口传的领地划分会得到周边部族的

认同。 只要得到了当地首领的许可， 他们的领海和领地都是对外来人开放的。
他们会有规律性的举办仪式来强调对所属小岛和海域的主张。

巴瑶人 （Ｂａｊａｕ Ｌａｕｔ） 是讲 ｓａｍａ 语人中的一部分， 而 ｓａｍａ 也经常和地名结

合代表生活在这一带讲 ｓａｍａ 语的人。 比如 ｓａｍａ ｓｉｂｕａｔ 的意思是这一群人是来自

发源于 ｓｉｂｕａｔ 岛上说 ｓａｍａ 语的人。 这个族群的划分也同样根据亲属关系划分地

盘， 但往往都是以 ｓａｍａ 加地名来命名所属部群的名称。 一对结婚的夫妇算作一

个小单位， 长期的住在他们所属部群的岛屿中， 并且在不同季节可以随时的迁

移到双方所在部落的岛群中。 他们有自己固定的捕鱼区域， 周边关系好的家庭

往往组成一个小团队一起捕鱼。 因此， 在一些渔产丰富的地区， 经常能遇见其

他群体或家庭的渔船， 在这种情况下， 巴瑶人往往组成一个临时的小船队一起

捕鱼， 然后共享成果。
（二） 东南亚海上游牧民族缺乏固定领土意识

这些海牧民族对现有的国界没有很多归属感， 他们只是把这个国界定义为

现有的秩序， 往往是后天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而形成的， 而在他们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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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Ｉｖａｎｏｆｆ， ｅｔ ａｌ ， Ｍｏｋｅｎ： Ｓｅａ ／ Ｇｙｐｓ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ｄａｍａｎ Ｓｅａ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Ｂａｎｋｏｋ： Ｗｈｉｔｅ
Ｌｏｔｕ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Ｄａｖｉｄ Ｓｏｐｈ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ａ Ｎｏｍａｄ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７７



历史中， 这个国界是经常改变的。 在他们心中， 对区域划界是取决于他们自己

血缘关系所在的岛屿而划定的， 这个界线是在历史中慢慢形成的。 随着时间的

推移， 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张。 比如在十六， 十七世纪， 生活在缅甸

南部的莫肯人所在的区域逐渐变成连接中国， 印度和波斯湾的重要通道， 而沿

岸的驻扎地也成为当时不同势力的争夺对象。 到了 １８ 世纪， 随着殖民者的到

来， 沿海驻地和海岛的控制权也随之变化， 先是葡萄牙人， 后来英国人和日本

人都相继统治过这片区域。 曾经英国人希望这些海牧人能搬到陆地上居住， 但

是都没有成功。 在海牧民族心目中没有永有的国界， 那些都会随着路上的掌控

者改变而改变。 对这些部族关于地界或海界的划分对孟加拉湾的历史有着深远

影响。 由此看出想要分析这地区的历史， 单靠现有的国界来区分地域历史是不

行的。
（三） 东南亚海上游牧民族与前现代植物的扩撒

作者结合古植物学和语言学的分析方式， 通过对檀香木， 椰子树， 橘子和

它的其他变异品种， 姜和高良姜这几个植物的扩撒分析， 得出了以下结论。
在前现代的历史上， 这些植物都是源自于东南亚， 通过贸易， 航运等方式，
经过孟加拉湾或南海逐渐扩撒到印度以及中国， 随后逐步扩散到东非， 中东

和欧洲。 这些植物名称的叫法在扩散中并没有被改变原有的名字， 而是被当

地音译， 也就是以扩散目的地的语言来发他们本身的名字。 并不是每一个案

例都会这样， 作者也只找到了这几个的特别案例， 但是这个现象足以说明了

南亚在越洋的传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海上贸易和航行很早就出现在了东

南亚。

二、 欧洲人对前现代东亚海洋领域的研究

作者通过船舶建造的不同来分析前现代的科技传播过程。 主要的文献来自

于欧洲各个国家。
（一） 前现代东亚海洋领域概况

中国的传统造船是平底， 单层木质船壁和一个长方形的船舱。 而东南亚十

四世纪以前的传统船大致是 Ｖ 或 Ｕ 形船底， 捆绑和用椰子纤维制成的绳子缝合

的船板。 在南海， 主要指越南沿岸的造船技术是结合了中国和东南亚的技术，
混制而成。 韩国和日本的船舶基本和中国差不多。

在东亚， 海洋活动非常的活跃， 主要是运输， 贸易和海战。 有大量的文献

记叙了东亚， 东南亚和南亚在前现代时期的大宗商品的交易， 比如陶瓷， 纺织

品， 辣椒和香料等。 同事还有大量文献记录了伊斯兰向东派遣传教士， 对后来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发展和扩张起着重要作用。 文献指出了在前现代时期， 该

区域的贸易和人员流动就非常的活跃， 而且航海技术随着人员的流动和沟通还

在不断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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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越南海岸线

越南有着悠久的海洋传统， 海岸线长 ３２６０ 公里， 有着两大三角洲， 河流冲

积的平原盛产丰富的资源。 丰富的河流和狭长的海岸线为海上贸易奠定的坚实

的基础。 在造船技术上， 越南北部的船只深受中国船舶建造风格， 在九世纪以

前基本和中国的船一样， 但是后来受到东南亚的影响， 越南的船逐渐演变为中

国风和东南亚风的混合体。 区别于中国的船， 越南船更多的是 Ｖ 形细长船底。
因为有足够的大米， 近海渔业又很丰富， 越南没有过多的越洋形大船， 大部分

船都是适合沿岸和河流中航行的船型。 这篇文章通过船体的演变来讲述军事，
科技和农业的发展对船的作用和改变。 因为战争的需要， 越南发展出了一种混

合船底， 就是前面尖并且吃水较深， 而后面吃水较浅， 在船尾一侧有船舵的船。
这种设计能让船在不同的海岸线地形上快速登陆和停靠， 为当地人提供了大量

的便利。
（三） 水手、 商人和僧侣： 斯里兰卡和东面的海

作者通过三种人讲述了斯里兰卡的航海史， 他们分别是： 水手， 包含了造

船人等一切与航行有关的人员， 他们让互动成为现实中的一种可能性。 商人，
为航行提供资金， 他们从事贸易， 和其他国家商人签订合同， 让旅行有意义。
僧侣 ， 他们带着一种无形的资产， 想法， 知识， 文化和哲学， 在他们的传教过

程中还伴随着大量的工匠和学者。
二千五百多年前， 佛教产生于印度， 传播于亚洲各国。 公元 ２４６ 年， 佛教

传入斯里兰卡， 此后一千多年中， 因得到历代王朝的护持， 佛教在斯里兰卡逐

渐兴盛起来。 公元十三世纪， 斯里兰卡国势日衰， 佛教亦开始走下坡路。 与此

同时， 斯里兰卡遭到南印度泰米尔人 （Ｔａｍｉｌｓ） 的侵略。 这些入侵者， 不仅掠夺

财宝， 而且对佛教也进行破坏。 十六世纪，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魔掌伸进了这个

国家。 首先入侵的是葡萄牙人。 他们是天主教徒， 对佛教进行破坏， 强迫佛教

徒改信天主教。 斯里兰卡由于屡遭外敌入侵， 佛教几乎被消灭。 当时的佛教是

名存实亡， 既无传戒人， 也无佛经。 因此斯里兰卡于 １７５３ 年 （有说 １７５０ 年）
派遣使团到泰国， 请泰国比丘到斯传戒， 并抄回佛经。 现在斯里兰卡的佛教，
就是从泰 国和缅甸传入的。

季风的发现使得来自波斯湾的商船得以经过斯里兰卡向北或继续向东， 从

而促进了斯里兰卡的贸易， 同样的来自东南亚商船会在南斯里兰卡停靠， 然后

穿越印度洋驶向马达加斯加和东非。
造船业的兴起： 首先是海港， 斯里兰卡天然的地理位置， 在历史上成为连

接东西的重要港口。 来自波斯湾的商船， 到后来的荷兰人， 英国人， 都会在斯

里兰卡停靠。 一部分向北进入孟加拉湾的印度沿岸， 一直到孟加拉国。 还有一

部分继续向东， 穿过马六甲海峡， 到印度尼西亚， 越南， 中国等。 斯里兰卡没

有自己本土的造船技术， 都是来自外来的。 而岛上南北的造船技术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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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造的船更倾向于沿着海岸线开的船， 而南部造的船更倾向于跨洋的大船。
一直到 ２０ 世纪初， 很多造船技术还被完好的保留下来。

三、 贸易、 宗教和政策

作者认为贸易、 宗教和政策都是驱动人们追逐海洋利益的主要动力因素，
只是不同的人们受到的主要驱动力不同而已。

（一） 孟加拉湾的葡萄牙人 １６３２－１８４０
葡萄牙人对孟加拉湾二百年的殖民统治有着深远的影响。 葡萄牙官方殖民

者在以果阿 （印度半岛西边中部） 为中心建立据点， 而葡萄牙私人贸易商， 探

险家， 叛变者则在以胡格利 （孟加拉国恒河入海口的主要城市） 和达卡 （ 孟加

拉共和国首都） 为中心的城市建立据点群。 尤其在孟加拉湾的这些葡萄牙据点

对当地的贸易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他们完美的结合了恒河流域和跨洋的贸易，
尤其是和葡萄牙在巴西殖民地的贸易往来。 由于在印度北部硝石 （用来做武器

火药） 的发现和大量生产， 让葡萄牙的武装更上一层楼。 葡萄牙人还打通了通

往中国的海上航线， 并在澳门建立据点， 大批的鸦片运往中国。 在十八和十九

世纪， 葡萄牙向巴西输送了大批纺织工和工匠， 用于巴西殖民地的贸易发展和

硝石的加工， 而巴西则向孟加拉湾输送可可和烟草等货物。 葡萄牙人对孟加拉

的另一个贡献是帮助英国人顺利的建立统治地位， 在十九世纪， 英国人逐渐占

领上风， 葡萄牙人对英国人的态度是非常友好和互利的， 大量当地的葡萄牙人

后代加入英国的军队和商队， 并和英国人通婚， 而二百年的殖民统治让当地人

也习以为常， 虽然有反抗， 但都遭到了无情的镇压。 这也为英国人顺利接手和

统治印度殖民地功不可没。
（二） 航海发现： 绘制孟加拉湾的地图

作者在这里要讲述两个观点， 第一就是最早的一批航海探险家不只有贸易

的利益驱动他们去发现新的地方， 宗教的传播也对航海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有记载最早的一拨是来自中国的佛教朝圣者， 他们的目的地是印度， 其中有碑

文记载的一支是通过海上经过孟加拉湾来到印度的。 第二个观点是十九世纪到

二十世纪西方殖民者对孟加拉湾周边的地图绘制有着卓越的贡献， 从最早的殖

民长 官 柯 林 马 辰 歇 （ Ｃｏｌｉｎ Ｍａｃｈｅｎｚｉｅ ）① 到 航 海 家 詹 姆 斯 瑞 内 （ Ｊａｍｅｓ
Ｒｅｎｎｅｌｌ）②， 他们对孟加拉湾沿岸的地图绘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以便其他殖民

者使用。
（三） 泰国的印度纺织业遗产

印度自古以来就盛产纺织品， 自从荷兰殖民统治后， 印度的纺织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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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大幅度提高， 荷兰人把生产好的纺织品装船， 运向海外。 十九世纪初期，
印度的纺织品被泰国皇家所青睐， 并加以改造为适合自己的特有样式和花式。
随后殖民者在泰国建厂制作纺织品并销售到东南亚大陆的各个地方。 这个一直

保持到二战后， 泰国当地华裔发明了本地的染色技术， 印度的纺织品才逐渐退

出舞台。 但是印度纺织品对泰国文化的影响很深远， 毕竟是一段历史遗产， 有

利于激发泰国人自身的创造力， 品味和想象力。

四、 口述的历史与非口述的历史

作者认为在战后的东南亚， 很多官方历史都是局限性， 狭隘的和缺乏远见

的。 主要原因是为了更好塑造现在的当权机构。 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文字记载

不是很发达， 很多地方的历史都是靠故事代代相传的。
（一） 关于宗教传播的口述历史

这篇文章作者收集了很多宗教故事， 先是佛教和印度教在印度的兴起并逐

渐传向东南亚。 随着十五世纪， 伊斯兰教开始逐渐在东南亚的海岛地区兴盛起

来， 但是随着殖民统治的开始， 当地很多居民被强迫信奉天主教。 而随着二战

的结束和东南亚国家的独立， 伊斯兰教又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此期间， 印度涌

现出了还几个伊斯兰复兴运动， 比如 Ｄｅｏｂａｎｄｉｓ， Ｔａｂｌｉｇｈｉｓ ａｎｄ Ａｈｍａｄｉｓ 等。 作者

在这篇文章主要关注的是 １９２７ 年由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ｌｙａｓ 开创的 Ｔａｂｌｉｇｈｉ ｊａｍｍａｔ 运

动。 这是由印度的穆斯林发起， 起源于德里周边的区域， 向全世界传播伊斯兰

教的一个运动。 当时在印度的 穆斯林首领害怕穆斯林会被印度教吞噬， 所以号

召大家向外推广穆斯林。 这个运动在 １９４６ 后开始向外扩张， 成功的在东南亚产

生巨大影响。 有很多住在东南亚的 Ｔａｂｌｉｇｈｉ ｊａｍｍａｔ 运动者认为印度才是他们发

源的圣地。 而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则认为东南亚的穆斯林是印度穆斯林的畸变，
不正统。 出于各种原因， 这一段历史并没有完全列入官方历史中， 但不代表它

不存在， 而是以口述的方式在传承历史。
（二） 关于横河流域航行的非口述历史

这篇文章主要讲现代史前的恒河流域的经济与航行， 重点强调下游潮湿的

恒河平原。 文章首先介绍了一下这地区复杂的政治历史。 然后根据荷兰船长的

航海日志来分析当时恒河流域的航行情况。① 作者认为荷兰船长的航行不会和当

地人有非常大的出处， 而且日志保存得非常完整， 可供后人查阅研究。
印度是文明古国， 曾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著名的 “恒河文明”。 河流对着前

现代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军事上， 它可以让部队快速的转移并从不同方

位出击， 在经济上她联系着整个流域和平原的各大重要城市， 由此该地区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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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非常的发达。 但是关于恒河流域贸易和航线的文字记录非常的稀少， 一直到

殖民者的到来， 他们的航行日志则非常详细的记录了恒河流域的航道和状况。
其中详细的记录了他们所使用的船只， 风向和水流。 而这些资料基本上和当地

人所拥有的大致相似。
荷兰舰队平常都是 ５０－６０ 艘船组成舰队， 最多时有 １１２ 条船。 一年两次从

巴特那 （Ｐａｔｎａ 印度东北部城市） 到胡格利 （Ｈｕｇｌｉ 孟加拉国西部胡格利河主要

港口， 向南流入孟加拉湾） 往返。 舰队有一本航行手册， 会传给新来的舰队长。
手册清楚的记录了航行中的各种规则以确保航行安全。 船一般都是用当地上等

的木材制作， 并记录了乘务人员和商品名字以及数量。 河流上行驶并不是没有

危险， 浅滩， 暗礁， 暗流都会对船造成威胁， 但是航行手册里都会指出， 而且

可以看出荷兰人也在不断寻找合适的安全的航道。
总的看， 本书主要研究前现代南亚和东南亚的历史， 从土著人文、 船舶构

架、 海上贸易、 文化宗教传播的角度来看待南亚历史。 作者是两名印度知名

历史学家， 此地区的特殊性和海洋的复杂性导致了很少有前现代史和以前的

详细文字记载。 但是他们用新颖的角度来看待这段海洋历史， 用跨学科的方

式来推演历史的演化和根源， 认为这个区域的历史很难用现有的国界去衡量，
要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看待。 传统航海的发展和后来长达几百年殖民统治的

影响， 使得这个地区的历史变得非常的特别。 也正是因为海岛众多， 航海和

贸易的发达使得这个地区文化宗教错综复杂， 相互影响， 从而形成了现在独

特的文化风貌。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２６］

［责任编辑： 王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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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研究 ２０１５ 年度论坛”
会议综述

李途①　 谈中正②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２４ 日，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以下简称 “南海中

心” ） 主办的 “中国南海研究 ２０１５ 年度论坛” 在南京大学召开。 论坛开幕式由

南海中心执行主任朱锋教授主持， 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杨忠教授出席并致辞。
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何炜副司长、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 国家海洋

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法官、 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Ｃａｒｔｙ 参

加开幕式， 并就当前南海的形势与热点问题作特别演讲。 本次 “南海研究年度

论坛” 围绕南海维权历史与法律、 当前南海安全形势评估与对策、 南海资源保

护与合作进程、 中国南海双轨思路及其对策、 “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与南海战略

这五项议题展开。 来自国内涉海部委、 研究机构、 高校等 ４０ 多家单位的近 １５０
位专家学者、 机构代表与博士生与会。 基本情况和主要观点如下：

一、 特别演讲

何炜副司长指出， 菲律宾打破了中菲之前关于南海问题低调处理的共识与

默契， 严重恶化了地区局势。 美国以南海问题为抓手， 积极推动 “亚太再平衡”
战略。 内外因素的交织导致南海问题升温。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不得不做出一

些维护自己主权的行为。 仔细观察每一个事件， 中国都不是主动作为， 而是被

迫应对。 他进一步强调， 威胁南海和平与稳定的真正因素是外部势力的介入。
在南海问题上， 我们一定要自己去解决问题， 自己通过协商谈判来管控危机。

吴士存院长总结了当前南海形势的五大特点： 一是呈现国际化、 多边化和

大国政治化； 二是倾向法律化和军事化； 三是相关国家间缺乏互信导致地区安

全机制缺失； 四是大国争霸、 小国抱团日益突出； 五是伴随着中美海权博弈时

代的来临， 美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 已经从以往单纯的外交介入， 转为外交和

军事双介入。 在此意义上， 中美南海冲突的可能性， 以及未来南海形势发展的

不可预测性在逐渐增加。 他认为目前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主要围绕三个方

面： 一是岛礁建设与反建设； 二是海域的控制与反控制； 三是军事化与反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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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化。
高之国所长从地区合作机制的角度提出了南海问题的应对之策。 从短期来

看， 中国要以坚定不移的岛礁建设这样一个不变， 应对南海仲裁和美舰机巡航

的万变。 从长期来看， 中国需要推动设立一个南海合作理事会， 改变目前中国

在安全合作机制上寄人篱下的被动局面， 从而牢牢掌握南海斗争的话语权、 主

动权和领导权。 他认为南海合作理事会应以 “北极理事会” 为范本， 组织结构

为主席国、 成员国和观察员， 下设两个机构———专业高官会和部长级会议———
以及六个工作组 （生态环境保护、 共同开发、 安全合作、 建立信任措施、 可持

续发展、 预防和应急）， 同时成立南海合作与发展基金， 作为南海理事会运行和

工作的一个机制性的资金来源和保障。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Ｃａｒｔｙ 教授分析了国际法的本质以及通过国际法解决南海争端的不

足。 他指出，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英国和法国的档案明确显示， 西沙和南沙群岛

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无疑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 但是二战结束后， 出于

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敌意， 美国在与日本缔结 《旧金山和约》 时并没有明确规定

将这些权利归还中国。 Ｃａｒｔｙ 教授进一步指出， 国际法在本质上是不完整的、 模

糊的， 容易受到地缘政治目标的操控， 不足以解决所有国际争端。 真正的、 完

整的法律秩序应该包含大国之间关于地区秩序的地缘政治共识。 最理想的南海

争端解决方案是中美之间形成共识并达成和解。

二、 核心议题

与会期间， 诸位专家学者围绕 “如何看待南海问题”、 断续线性质、 菲律宾

仲裁案、 中国南沙岛礁建设等几个核心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和辩论。
（一） 关于如何看待南海问题

范健指出， 要跳出南海考虑南海问题。 我们需要在国际大背景下来考虑南

海问题。 南海只不过是西方国家的抓手， 如果我们不在南海， 一定会在其他地

方与其他国家产生其他形式的国际冲突。 他还指出， 南海问题在表面上看来是

一种海权的冲突， 实际上反映的是围绕南海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博弈。 南海争

端的解决， 很大程度上不是靠军事， 而是靠经济， 也就是实体性规则和经济冲

突解决机制的构建。
高之国表示原则上同意范健的观点， 他认为， 在中国的内政和外交这两个

大格局中， 南海问题只是一个棋子， 我们国家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南海

问题会困扰我们十年， 我们要拿出十年的耐心和定力去应对它。
吴士存也认为， 南海形势出现阶段性的紧张态势， 但是我们要避免产生过

度的南海战略焦虑， 因为南海问题从产生、 发展演变到今天， 既涉及领土主权、
海洋权益， 又涉及资源开发， 已历经半个多世纪， 绝非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问

题。 在此意义上， 我们保持耐心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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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 “断续线” 的性质

刘绍文指出， 断续线实为南海的海疆国界线。 １９４７ 年的断续线是基于海底

地形地貌做出的划界， 有着科学的地质学依据。 经过 ６０ 多年的发展， 新旧断续

线在整体形态上保持一致， 但稍有出入。
余民才表示， 我们需要讨论断续线前后变化的法律意义是什么。 如果这个

问题解决不了， 我们仅仅讨论这个变化， 会被认为是人为因素太大， 主观的理

想太多。
傅崐成认为， 断续线虽然是国界线， 但不等同于陆地疆界线。 这个国界线

在当时 １９４７ 年国界线概念之下， 也是一个未定的疆界线。 断续线不是领海线，
只能定位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性水域界限， 是历史性权利的外部界限。

沈固朝也认为， 断续线不是领海线。 他指出， 国界线里面是大陆领土和岛

屿领土， 岛屿归属线构成国界线的一部分。 陆地线是国界线， 但在海洋内单方

面划设的未必是国界线。
（三） 关于中菲 “南海仲裁案”
吴士存指出， 如果仲裁庭做出了对中国不利的裁决， 可能会导致断续线名

存实亡， 引发周边国家抢占岛礁， 致使南海海域碎片化， 最终使得南沙争端的

解决方式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 他还指出， 从长远来看， 在南海问题短

时间内解决不了的情况下， 维持争议对中国有利， 但是未来中国要维持南海的

争议， 恐怕主要基于在中国所控制岛礁的实际存在， 而不能依赖断续线。
余民才认为， 尽管我国不参与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 “南海仲裁案”， 但应保

持以非正式参与的方式与仲裁庭发生互动。 这种策略对仲裁庭的程序产生了重

要影响， 但对仲裁庭的实体问题影响不大。 在面对可能不利的实体问题裁决的

法律战中， 我国可能处于不利地位。
（四） 关于南沙岛礁建设

何炜指出， 中国在南沙群岛部分进驻岛礁上的建设活动， 首先是为周边国

家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其次是为了维护自身安全。 周边国家在其实际控制的

南沙部分岛礁上的军事部署， 以及美国军舰在南海的武力炫耀， 意味着我们在

南沙群岛部分进驻岛礁必须具备一定的正当防卫功能。
李立新认为， 中国南沙岛礁建设的目的在于确保地区力量平衡， 实现南海

的和平与稳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必须加强军事力量进驻， 增强管控南

海危机的能力。 南沙岛礁建设完成后， 可以将中国的战略防御向南推进 １０００
公里。

高之国认为， 南沙岛礁建设堪称新中国建国以来维护我国领土主权与海洋

权益的 “神来之笔”， 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神来之笔”。 我们已经建成的

岛礁和机场， 已然成为也必定会成为维护南海权益的 “定海神针”。
吴士存指出， 尽管填岛让中国付出了一些代价， 但从长远来看， 岛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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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南海维权意义重大。 岛礁的建成有助于中国取得在南海的地缘政治优势，
有助于增强未来中国在南海方向的远程投射能力， 以及提升主导未来海上规则

和南海海上秩序的能力。 同时， 岛礁建设还有助于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

服务。
与会学者还就南沙岛礁建设完成后的下一步行动提出了建议。 殷勇指出，

对已扩建岛礁的规划， 应该军用、 民用相结合。 此外， 除了南沙岛礁建设外，
黄岩岛的岛礁建设也应提上日程。 高子川主张， 要尽早让南沙岛礁建设的成果

发挥公共产品的功能， 争取周边国家更多的理解和认同， 改善国际舆论的环境，
把南沙岛礁负面效应转成积极正面效应。 李立新提出， 下一步南海维权斗争的

重点是实施有效管控。 海警能力的提升以及岛礁建设的实施增强了中国有效管

控的能力。 他同时呼吁， 国际法学家应当为中国南海维权及海洋权益发展的正

当性与合理性提供更多的法理依据。
（五） 关于美国巡航南沙岛礁附近海域

邢广梅分析了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南沙岛礁 １２ 海里的性质、 意图和影响。 美

国以执行 “航行自由计划” 为名派军舰进入南沙岛礁 １２ 海里范围， 意在逼迫我

国亮明南海权益的完整主张， 挤压我国权益主张可能存在的空间， 造成我国海

洋权益实际可得大打折扣。
冯梁提出， 美国 “拉森号” 进入南沙岛礁 １２ 海里预示着， 南海的斗争将从

过去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之争演变为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 中美之间

的问题是海洋崛起国与守成国家之间的较量。 即使没有南海问题， 中美之间也

会有其他涉海问题。 中美南海博弈将是一种常态， 中国应该保持平常心， 继续

与美国保持高层之间的良好沟通， 努力做到有效管控分歧。
高子川认为， 美国巡航南海， 标志着美国南海政策的新发展： 政治外交上

从直接发难转向反对和牵制中国岛礁建设； 军事上从间接施压转向利用更多的

军事手段， 从幕后走向台前。 美军巡航南海的根本目的在于掌控南海规则制定

的主导权。 但是我们应当客观辩证看待美军巡航南海， 因为中美之间正常的军

事交流与合作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我们要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 保持中美

关系大局总体稳定。
胡波指出， 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大国介入南海的根本动机是增加中国的行

动成本。 这种介入， 更重要的是政治外交层面的， 尤其是外交和法理层面的。
中国在法理斗争方面最为被动， 在军事上尽管有压力， 但还是可以有效应对的。
中国可以接受中低烈度的对抗， 但不能实行战争边缘政策。 他还指出， 双轨政

策面临的挑战在于， 要不要涵盖域外利益相关方。 在非争端问题上， 应该承认

域外国家有一定的利益存在， 而完全漠视域外国家并不切合实际。 无论中国愿

不愿意多边化、 国际化， 南海问题事实上已经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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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热点问题

除了就以上核心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外， 与会学者们还就 “南海地区的安

全形势”、 “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 “地区国家的南海政策”、 “南海维权的规则

运用”、 “南海资源环境保护” 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张炜分析了当前南海安全形势的特点： 其一， 岛礁建设问题持续高热， 多

方联动置中国于风口浪尖； 其二， 美国公开实施干预，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战略

对抗性增加； 其三， 中菲仲裁案对我不利， 南海问题国际化程度加重； 其四，
中国自信应对徐图破局， 南海安全形势动静相宜。

鞠海龙提出， ２０１５ 年南海问题国际舆论呈现了双轴线多爆点的结构。 双轴

线分别是南海筑岛和中菲仲裁案， 使得南海问题一直维持着国际舆论热点的地

位。 现阶段， 中国被其他国家设置议题， 处于被动应战的状态。 随着南沙岛礁

建设的推进， 以及国际话语权和硬实力的增长， 中国可能在后一阶段产生一种

互动， 再转到中方设置议题、 西方来应对的状况。
江新凤分析了日本南海政策新动向。 她提出， 日本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

平衡战略， 从台后逐渐走向了台前， 充当仅次于美国的介入南海问题的域外大

国。 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之下， 日本有可能派飞机或者舰艇到南海地区进行巡

逻， 加大对南海的军事存在感。 冯梁对此表示认同， 认为日本干预南海事务的

意志决心与行动是不可阻挡的， 具体行动时间取决于日美关系及整个东海局势。
段廷志指出， 美日同盟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 ０ 版升级为 ２０１５ 年的 ３ ０ 版， 升级的

标志是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的调整。 美日同盟的升级对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形

势形成了挑战， 海上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增大。 为此， 中国首先要加强与英国、
澳大利亚的合作关系， 分化美日主导的多边联盟； 其次要加快国防与军队的改

革， 度过最危险的五年期。
何胜分析了 ９８１ 钻井平台事件以及中国实施南沙岛礁建设后， 越南的政策

动向。 他认为， 出于历史教训和现实需要， 越南还是会保持大国平衡政策， 不

会主动与中国闹僵。 未来南海还是处于一种复杂多变的状态， 如何统筹捍卫领

土主权和维护和平环境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此外， 在 “南海维权历史与法律” 议题中， 杨翠柏从历史性权利的角度论

证了中国在南海的油气资源勘探、 开发的权利。 他指出， 时际法特别重要， 而

我们目前在处理与菲律宾的争端中未能充分有效地运用时际法规则。 邵沙平指

出， 研究海洋问题， 首先要有一个大局观， 站在海洋安全、 国际安全的基础上

进行定位。 其次要有法治观， 除了 １９８２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外， 我们首先

应该认真研究 《联合国宪章》， 因为 《宪章》 明确规定了宪章义务优先的原则。
在 “南海资源环境保护与合作进程” 议题中， 陈徐均介绍了南沙岛礁权益

维护及技术装备保障问题。 刘永学介绍了通过遥感技术来提取南海范围内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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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平台数量的方法。 殷勇介绍了重要岛礁的自然属性及资源分布状况， 并分

析了南沙岛礁建设的战略地位及作用。 与会专家还就生态环境保护、 海洋保护

区设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四、 历史证据

与会学者们一致强调， 南海研究应加强跨学科合作， 尤其应加强历史佐证

和法律分析。 他们从历史角度分析了英国的海洋政策、 美国的外交政策、 海上

丝绸之路及其对南海维权的启示， 并特别强调了历史史料的研究和历史证据的

运用对南海维权的重要性。
陈晓律分析了英国的海洋意识与海洋政策对英国历史发展所起的不可替代

的作用。 在英国社会存在一种共识， 即相对于土地财富， 通过海洋贸易获得的

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是无限的。 统治精英阶层也存在一种共识， 即没有实力就没

有安全， 没有财富就没有实力， 而没有贸易就没有财富。 这也就使得英国的对

外政策具有某种见风使舵的灵活性， 国家利益至上， 除此之外均可妥协。
高艳杰通过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的 “印马对抗” 事件， 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

复杂性以及对南海问题的启示。 他指出， 中国应该首先考虑美国介入南海问题

的核心利益和底线是什么。 美国不会为了东南亚的领土或岛屿争端而卷入一场

不必要的冲突， 这是它的底线。 而且美国的南海政策并非一成不变， 中国应当

认识到这种变化的存在。
刘迎胜从中国和菲律宾关于 “南海 ／西菲律宾海” 之争联想到日本、 韩国关

于 “日本海 ／东海” 之争。 他提出， 用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名字来命名一片海

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并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对日本海的几个称谓。 中国是日本

海的毗邻国， 中国对于日韩关于 “日本海” 的争议不能不闻不问。
于文杰考察了中国南海周边国家民族文化及其历史遗产状况， 强调要整合

不同学科、 不同研究方法， 为学术研究和中国南海权益维护做贡献。
尤泽顺从历史沿革的角度论证了 “丝绸之路” 话语如何构建历史事实， 以

及影响人们的认知方式。 他指出， “丝绸之路” 话语对东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意

义。 中国更加强调商业和文化交流， 西方更为强调战争与征服。 它的启示意义

在于， 我们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来改进中国对外话语权， 更好讲述 “一带一路”
故事， 促进倡议的落实。

华涛在会上分享了两则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交流的阿拉伯史料， 强调了基础

性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并指出除了汉语史料外，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需要对阿拉

伯史料予以高度重视。
谢必震分析了加强海疆史料和地方志编纂的重要性。 他指出， 方志编纂从

过去到现在几乎都没有将关于钓鱼岛和南海的资料放进去， 反映了编者在领土

主权、 海洋权益问题意识的相对薄弱。 新编方志中应该补充完善领土主权、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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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权益资料， 以有利于未来的外交斗争。 沈固朝表示， 边疆不仅仅是一个地理

的概念， 更是一个文化历史经济的结合体， 我们在研究边疆的时候， 都少不了

地方志， 不仅是要写， 而且要利用。
黄瑶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了 ２０ 世纪 ２０－４０ 年代， 中山大学参与维护西沙群

岛主权活动的历史及其对中国岛礁主权维护的意义。 她指出， 中大领衔的对西

沙群岛科考和管理西沙群岛矿产行为是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行为， 在国际司法

判例中应该被视为国家对某一个领土进行有效控制的重要证据。
郭渊介绍了晚清至民国初年东沙观象台的建立以及运作情况， 为东沙群岛

是中国领土提供了历史证据。 他指出， 东沙观象台从建立到运作， 完全是在中

国主权控制之下的行为。
范健从法律角度指出， 在出示历史证据时， 我们一定要有法律思维。 在法

律诉讼过程中， 出示证据的目的是要超越对方的证据， 因此不宜轻易抛出证据。
在己方出示相关证据后， 对方寻找出更有力的证据， 这样的证据出示对自己反

而是不利的。
最后， 南海中心执行主任朱锋教授代表中心向与会专家、 学者对本次 “南

海研究” 年度论坛的重视， 及对南海中心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 他表示， 本次

“南海研究” 年度论坛议题的多样化、 内容的丰富性， 体现了南海中心的基本运

作架构， 文理协同、 军地协同、 校所协同、 校校协同。 各位专家学者所做的精

心准备和热情参与使得这次论坛达成了共识性成功， 希望明年的 “南海研究”
论坛能就新的议题进行更为深入和透彻的交流和对话。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０５］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２９］

［责任编辑： 王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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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ｐａｎ ｗｉｔｈｄｒｅ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ｉｔ ｈａｄ ｓｉｇｎｅｄ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ｉｎ １９３６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Ｎａｖｙ ｈａｄ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
ｆｌｉｃ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ｏ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Ｎａｖ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ｖｙ Ｓｕｃｈ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ｆｅｗ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ｖ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ｄａ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ａｐａｎ； Ｎａｖ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ｕｔｈｏｒ： Ｓｕｎ Ｗｅｎｚｈｕ， 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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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和中国南海
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全国性学术刊物 （双月刊）， 面向国内外发行， 内
容涵盖亚太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理论与实践， 重点突出亚太海洋领土争议、 海
上安全、 海上军事力量建设、 海洋法律与商业秩序、 海洋生态与环境保护等问
题与亚太安全之间的关系。 同时， 本刊也将聚焦亚太大国关系、 周边外交、 区
域热点等诸多现实问题。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旨在将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
结合， 中国国内研究与国际学术研究相结合， 及时刊登和发表上述问题领域内
的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以 “战略性、 创新性、 专业性和学术性” 为办刊宗旨，
设有 “亚太海洋热点透视”、 “亚太安全纵横”、 “一带一路建设”、 “周边动态观
察”、 “非传统安全聚焦” 等相关栏目。 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 坚持高标
准原则， 努力确保所刊文章的学术创新性。 为确保本刊的学术质量， 兹将本刊
投稿的有关事宜告知作者。

一、 论文的内容要求
１ 明确提出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２ 具有新观点、 新方法和新论据； ３ 中外文

引证丰富； ４ 观点鲜明， 逻辑清晰， 结论明确； ５ 文字通顺， 结构严谨。
二、 论文的形式要求
１． 文章须提供内容提要、 关键词及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的字数在 ４００ 字左

右， 简要概述所研究的问题与观点、 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文章的主要结论； 关
键词需提供 ３－５ 个； 作者简介须标明作者的工作单位、 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
邮箱、 所在城市和邮政编码。

２． 外国人名的翻译参照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７ 年出版的 《英语、 德语或法语姓名
译名手册》； 专业术语的翻译应以 《人民日报》 和 《新华社》 的翻译为准， 较
为生僻或可能引起歧义翻译应附原文。

３ 文章的注释应符合 《世界经济与政治》 刊物的规范要求， 具体参见该刊
的 《引文注释规范》 说明。

三、 其他事项
１ 来稿文责自负， 论文篇幅控制在 １ ２ 万字以内， 本刊有文字修改权； 恕

不退稿， 稿件寄出 ３ 个月后未收到用稿通知可自行处理， 请作者自留底稿； 文
章发表后作者获赠样刊 ２ 本。

２ 投稿一律寄编辑部收， 不要直接寄给个人， 以免丢失。 来稿请注明专投
本刊， 严禁剽窃、 抄袭行为， 反对一稿多投。 来稿一经采用， 即奉稿酬。

３ 投稿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将论文电子版发至编辑部电子信箱： ｎａｎｈａｉｂｊｂ
＠ ｎｊｕ ｅｄｕ ｃｎ

本刊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３５９２９０９ ／ ０１０－６８７４５１４１
传真号码： ０２５－８３５９７２１２ ／ ０１０－６８７４５６９７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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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行 动

宣示

过度领海主张

过度

领空

主张

安全

区

过度直线

基线

所有船只

进入领海

的预先许

可

核动力船

只进入领

海的预先

许可

军舰领海

无害通过

的预先许

可

军舰领海

无害通过

的预先通

知

军 舰 ／机
进入专属

经济区需

预先许可

军 舰 ／机
进入专属

经济区需

预先通知

所有船只

进入专属

经济区需

预先许可

专属经济

区军事行

动需预先

批准

专属经

济区内

禁止军

事行动

毗邻区

的管辖

权

专 属 经

济 区 上

空 的 管

辖权

将专属经济

区内外国测

量活动定为

犯罪的国内

立法

海峡、群岛、历史主张，
及其他

１９９１
年

安哥拉（２０ 海里），贝
宁（２００ 海里），喀麦

隆（５０ 海里），厄瓜多

尔（２００ 海里），利比

里亚 （２００ 海里），尼
加拉瓜 （２００ 海里），
秘鲁 （２００ 海里），塞
拉利昂 （２００ 海里），
叙利亚（３５ 海里）

多米

尼加

丹 麦， 多

米 尼 加，
海地，

缅甸

１９９２
年

巴西 （２００ 海里），刚
果（２００ 海里），厄瓜

多尔 （２００ 海里） ∗，
利比里亚（２００ 海里）
∗，尼加拉瓜（２００ 海

里）∗，尼日利亚（３０
海里），秘鲁 （２００ 海

里）∗，塞拉利昂（２００
海里）∗，索马里（２００
海里）

多米

尼加

∗

吉 布 提，
多米尼加

∗，阿曼，

缅 甸 ∗，
阿尔及利

亚， 柬 埔

寨， 佛 得

角，中国，
伊 朗， 马

尔 代 夫，
巴 基 斯

坦，苏丹

印度

１９９３
年

厄瓜多尔（２００ 海里）
∗，尼加拉瓜（２００ 海

里）∗，秘鲁（２００ 海

里） ∗，索马里 （ ２００
海里）∗

吉 布 提

∗， 阿 曼

∗， 柬 埔

寨， 毛 里

塔 尼 亚，
菲律宾

缅 甸 ∗，
柬 埔 寨

∗， 中 国

∗， 伊 朗

∗， 马 尔

代 夫 ∗，
苏 丹 ∗，
瑞典

埃 及， 印

度∗

阿曼（只承认无害通过，
不承认国际航道的借道

通过），菲律宾（群岛海

域为内海），印度（对马

纳尔湾的历史主张）

１９９４
年

厄瓜多尔（２００ 海里）
∗，秘鲁（２００ 海里）
∗，索马里 （ ２００ 海

里）∗

吉 布 提

∗， 柬 埔

寨 ∗， 毛

里塔尼亚

∗，

缅 甸 ∗，
柬 埔 寨

∗， 中 国

∗， 马 尔

代 夫 ∗，
苏 丹 ∗，
瑞典∗

埃 及 ∗，
印度∗

印度（对马纳尔湾的历

史主张）∗

１９９５
年

索马里（２００ 海里）∗

孟加

拉，
柬埔

寨，
马尔

代夫

孟加

拉，
柬埔

寨

吉 布 提

∗，阿曼，
菲 律 宾，
泰国，

伊 朗， 阿

曼

柬 埔 寨

∗， 马 尔

代 夫 ∗，
苏 丹 ∗，
索 马 里，
阿 联 酋，
也门

菲律宾（群岛海域为内

海）

１



续表

年份 ／
行 动

宣示

过度领海主张

过度

领空

主张

安全

区

过度直线

基线

所有船只

进入领海

的预先许

可

核动力船

只进入领

海的预先

许可

军舰领海

无害通过

的预先许

可

军舰领海

无害通过

的预先通

知

军 舰 ／机
进入专属

经济区需

预先许可

军 舰 ／机
进入专属

经济区需

预先通知

所有船只

进入专属

经济区需

预先许可

专属经济

区军事行

动需预先

批准

专属经

济区内

禁止军

事行动

毗邻区

的管辖

权

专 属 经

济 区 上

空 的 管

辖权

将专属经济

区内外国测

量活动定为

犯罪的国内

立法

海峡、群岛、历史主张，
及其他

１９９６
年

孟加

拉

∗，
柬埔

寨

∗，
缅甸

孟加

拉

∗，
柬埔

寨

∗，
缅

甸，
越南

菲 律 宾

∗， 孟 加

拉， 柬 埔

寨，缅甸，
埃 及， 伊

朗， 马 尔

代 夫， 阿

曼，越南

埃 及， 马

尔 代 夫，
阿曼∗

中 国， 印

度， 伊 朗

∗， 苏 丹

∗， 也 门

∗， 巴 基

斯坦，

菲律宾（群岛海域为内

海）∗

１９９７
年

索马里（２００ 海里）

孟加

拉

∗，
柬埔

寨

∗，
缅甸

∗

孟加

拉

∗，
柬埔

寨

∗，
缅甸

∗，

孟 加 拉

∗， 柬 埔

寨 ∗， 缅

甸 ∗， 吉

布 提， 埃

及 ∗， 伊

朗 ∗， 马

尔 代 夫

∗， 利 比

亚， 阿 曼

∗， 菲 律

宾∗，

埃 及 ∗，
马尔代夫

∗， 阿 曼

∗， 索 马

里

阿尔巴尼

亚， 阿 尔

及 利 亚，
印 度 ∗，
伊 朗 ∗，
马 耳 他，
斯 里 兰

卡， 苏 丹

∗， 阿 联

酋，也门

利比亚

古巴（飞行信息区内需

遵守空管调度），菲律宾

（群岛海域为内海）∗

１９９８
年

塞 拉 利 昂 （ ２００ 海

里），索马里（２００ 海

里），叙利亚 （ ３５ 海

里）

苏

丹，
阿联

酋，
也

门，
越南

菲 律 宾

∗， 沙 特

阿 拉 伯，
越南

塞 舌 尔，
索 马 里，
苏 丹， 叙

利 亚， 阿

联 酋 ∗，
越 南， 也

门∗

菲律宾（群岛海域为内

海）∗，缅甸（国际海域

上空管制）

１９９９
年

尼 加 拉 瓜 （ ２００ 海

里），塞拉利昂 （ ２００
海里）∗

巴基

斯

坦，
沙特

阿拉

伯，
苏

丹，
委内

瑞

拉，
越南

∗，
也门

∗

菲 律 宾

∗， 巴 基

斯 坦， 韩

国， 越 南

∗

罗 马 尼

亚， 斯 里

兰 卡， 越

南 ∗， 也

门 （核动

力军舰）
∗

塞舌尔

斯里兰卡（对马纳尔湾

的历史主张），越南（对
猪湾的历史主张；军舰

进入毗邻区需提前批

准；毗邻区内武器必须

在非操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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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
行 动

宣示

过度领海主张

过度

领空

主张

安全

区

过度直线

基线

所有船只

进入领海

的预先许

可

核动力船

只进入领

海的预先

许可

军舰领海

无害通过

的预先许

可

军舰领海

无害通过

的预先通

知

军 舰 ／机
进入专属

经济区需

预先许可

军 舰 ／机
进入专属

经济区需

预先通知

所有船只

进入专属

经济区需

预先许可

专属经济

区军事行

动需预先

批准

专属经

济区内

禁止军

事行动

毗邻区

的管辖

权

专 属 经

济 区 上

空 的 管

辖权

将专属经济

区内外国测

量活动定为

犯罪的国内

立法

海峡、群岛、历史主张，
及其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年

厄 瓜 多 尔 （ ２００ 海

里），萨尔瓦多 （ ２００
海里），巴拿马 （ ２００
海里），叙利亚 ＋ （３５
海里）

缅甸

＋，
柬埔

寨

＋，
印

度，
斯里

兰

卡，
台

湾，
委内

瑞拉

＋∗

孟 加 拉

＋， 缅 甸

＋， 柬 埔

寨 ＋， 菲

律 宾 ∗
＋，台湾，
越南＋∗

阿尔巴尼

亚， 阿 尔

及 利 亚，
克 罗 地

亚，印度，
马 耳 他，
斯里兰卡

∗， 叙 利

亚 ＋， 越

南＋∗

埃 及 ＋，
印度尼西

亚 ＋， 马

尔代夫

马来西亚 埃及＋
菲律宾（群岛海域为内

海）∗＋

２００４
年

厄瓜多尔（２００ 海里）
∗，秘鲁（２００ 海里）

缅甸

＋
∗，
柬埔

寨 ＋
∗

缅 甸 ＋，
柬埔寨 ＋
∗， 菲 律

宾 ＋ ∗，
伊朗＋

印度尼西

亚＋
菲律宾（群岛海域为内

海）∗＋

２００５
年

厄瓜多尔（２００ 海里）
＋∗

柬埔

寨 ＋
∗

柬埔寨 ＋
∗， 菲 律

宾＋∗

菲律宾（群岛海域为内

海）∗＋，印度尼西亚 ＋
（群岛航线），伊朗＋（限
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
阿曼（只承认无害通过，
不承认霍尔木兹海峡的

借道通过）

２００６
年

菲律宾 ＋
∗

台湾

菲律宾（群岛海域为内

海）∗＋，印度尼西亚∗
＋（群岛航线），伊朗∗＋
（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

行），阿曼 ＋∗（霍尔木

兹海峡通过需预先批

准），台湾 （军舰在 “领

海”无害通过时受限）

３



续表

年份 ／
行 动

宣示

过度领海主张

过度

领空

主张

安全

区

过度直线

基线

所有船只

进入领海

的预先许

可

核动力船

只进入领

海的预先

许可

军舰领海

无害通过

的预先许

可

军舰领海

无害通过

的预先通

知

军 舰 ／机
进入专属

经济区需

预先许可

军 舰 ／机
进入专属

经济区需

预先通知

所有船只

进入专属

经济区需

预先许可

专属经济

区军事行

动需预先

批准

专属经

济区内

禁止军

事行动

毗邻区

的管辖

权

专 属 经

济 区 上

空 的 管

辖权

将专属经济

区内外国测

量活动定为

犯罪的国内

立法

海峡、群岛、历史主张，
及其他

２００７
年

马来西亚

＋
马尔代夫

＋
印度 ＋，马

来西亚＋，
中国＋ 中国＋

印度尼西亚（限制群岛

海域航线）， 伊朗 ∗ ＋
（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

行），阿曼 ＋∗（只承认

无害通过，不承认霍尔

木兹海峡的借道通过），
台湾（军舰在“领海”无

害通过时受限），菲律宾

（群岛海域为内海）＋∗

２００８
年

伊朗＋
马来西亚

＋∗
缅甸＋ 缅甸＋

马尔代夫

＋∗

缅甸 ＋，印

度＋∗，马
来 西 亚 ＋
∗

缅甸 ＋，
中 国 ＋
∗，

中国＋∗，

印度尼西亚（限制群岛

海域航线）＋∗，伊朗∗＋
（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

行），阿曼（只承认无害

通过，不承认霍尔木兹海

峡的借道通过） ＋∗，菲
律宾（过度群岛基线）＋

２００９
年

利比里亚（２００ 海里）
＋，多哥

马来西亚

＋∗
马尔代夫

＋∗

印度 ＋∗，
马来西亚

＋∗

中 国 ＋
∗

中国＋∗

阿根廷（通过麦哲伦海

峡或接近领海通过时需

预先通知），伊朗（限制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
＋，阿曼（只承认无害通

过，不承认霍尔木兹海

峡的借道通过） ＋∗，菲
律宾（过度群岛基线）＋

２０１０
年

利比里亚（２００ 海里）
＋∗

柬 埔 寨

＋，越南，
日本

马来西亚

＋∗
柬 埔 寨

＋，越南

马尔代夫

＋∗

印度 ＋∗，
马来西亚

＋∗

柬埔寨

＋
中 国 ＋
∗

中国＋∗

印度尼西亚（限制群岛

海域航线） ＋∗， 伊朗

（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

行） ∗＋，阿曼（霍尔木

兹海峡通过需预先批

准） ＋∗，菲律宾（过度

群岛基线）＋∗

２０１１
年

厄瓜多尔＋

缅 甸 ＋，
中 国 ＋，
柬 埔 寨，
台 湾 ＋，
泰 国， 越

南＋∗

缅 甸 ＋，
中 国 ＋，
印 度 ＋，
伊 朗 ＋，
越 南 ＋
∗， 马 尔

代 夫 ＋，
伊朗＋

台 湾 ＋，
印尼＋

巴西＋
马尔代夫

＋∗

印度 ＋∗，
巴西 ＋，马

来 西 亚 ＋
∗

伊朗＋

缅 甸

＋， 柬

埔寨 ＋
∗， 越

南＋

缅甸 ＋，
中 国 ＋
∗

中国＋∗

阿根廷（通过麦哲伦海

峡或接近领海通过时需

预先通知） ＋，伊朗（限
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
∗＋，阿曼（霍尔木兹海

峡通过需预先批准） ＋
∗，印度尼西亚（限制群

岛海域航线）＋∗

４



续表

年份 ／
行 动

宣示

过度领海主张

过度

领空

主张

安全

区

过度直线

基线

所有船只

进入领海

的预先许

可

核动力船

只进入领

海的预先

许可

军舰领海

无害通过

的预先许

可

军舰领海

无害通过

的预先通

知

军 舰 ／机
进入专属

经济区需

预先许可

军 舰 ／机
进入专属

经济区需

预先通知

所有船只

进入专属

经济区需

预先许可

专属经济

区军事行

动需预先

批准

专属经

济区内

禁止军

事行动

毗邻区

的管辖

权

专 属 经

济 区 上

空 的 管

辖权

将专属经济

区内外国测

量活动定为

犯罪的国内

立法

海峡、群岛、历史主张，
及其他

２０１２
年

柬埔寨 ＋
∗，日本，
台 湾 ＋
∗， 越 南

＋ ∗， 菲

律宾＋

马来西亚

＋∗

中 国 ＋
∗， 印 尼

＋ ∗， 伊

朗 ＋ ∗，
越 南 ＋
∗， 马 尔

代夫 ＋∗
∗

台 湾 ＋
∗， 印 尼

＋∗

马尔代夫

＋∗

印度 ＋∗，
马来西亚

＋∗

伊朗 ＋
∗

柬埔寨

＋ ∗，
越南 ＋
∗

中 国 ＋
∗

中国＋∗

印度尼西亚（限制群岛

海域航线） ＋ ∗， 伊朗

（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

行） ∗＋，菲律宾（群岛

海域为内海） ＋， 阿 曼

（霍尔木兹海峡通过需

预先批准）＋∗

２０１３
年

柬埔寨 ＋
∗， 中 国

＋， 伊 朗

＋，台湾 ＋
∗， 越 南

＋∗

马来西亚

＋∗

中 国 ＋
∗， 马 尔

代夫＋∗

台 湾 ＋
∗， 越 南

＋ ∗， 印

尼＋∗

马尔代夫

＋∗

印度 ＋∗，
马来西亚

＋∗

伊朗 ＋
∗

柬埔寨

＋ ∗，
中国＋

中 国 ＋
∗

中国＋∗

印度尼西亚（限制群岛

海域航线） ＋ ∗， 伊朗

（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

行） ∗＋，菲律宾（群岛

海域为内海） ＋， 阿 曼

（霍尔木兹海峡通过需

预先批准） ＋∗，利比亚

（锡德拉 ／苏尔特湾历史

主张）

２０１４
年

尼加拉瓜（２００ 海里）
＋，秘鲁（２００ 海里）＋

中 国 ＋
∗， 厄 瓜

多 尔， 伊

朗 ＋ ∗，
尼 加 拉

瓜，韩国，
台 湾 ＋
∗，越南

马来西亚

＋∗

台 湾 ＋
∗， 阿 根

廷， 印 尼

＋ ∗， 尼

加 拉 瓜

（含进入

毗邻区）
＋，韩国

委内瑞拉

＋
马尔代夫

＋∗

巴西，印度

＋∗，马来

西亚＋∗

伊朗 ＋
∗

尼加拉

瓜 ＋，
斯里兰

卡

中 国 ＋
∗

中国＋∗

中国（防空识别区对于

无驶入领空意图外国飞

机的限制），印度尼西亚

（限制群岛海域航线） ＋
∗，印尼（领海附近不得

无故抛锚、停泊、航行）
＋，伊朗（限制霍尔木兹

海峡通行） ＋∗，利比亚

（锡德拉 ／苏尔特湾历史

主张），马尔代夫（群岛

上空外国军机通过需事

先批准） ＋，阿曼（霍尔

木兹海峡通过需预先批

准） ＋∗，菲律宾（群岛

海域为内海） ＋，＋ 同年

该国执行 ＦＯＮＯＰ 超过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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