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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1 世纪的国际形势和中东地区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未来国际
格局和中东格局将呈中美两极态势，国际博弈将主要在中美之间展开。美国的
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在国际问题和中东问题上呈现出焦躁矛盾心态；中国
的实力和影响力持续上升，在参与国际和中东事务上表现出谨慎的犹豫心态；
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态度复杂，总体上将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面
对中东的持续动荡、美国霸权、“伊斯兰国”威胁、俄罗斯重新介入中东事务
等问题，中国如何介入中东事务，如何应对“伊斯兰国”威胁，是否需要在中
东建立支轴国家，中国的中东战略如何破题，均面临诸多选择难题。中国可以
通过发布具体的中国中东战略报告，向世界明确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立场，提出
解决中东问题的中国方案，以此实现中国的中东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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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战略安全局势呈现出新特点，国际格局处于快速分化重组过
程中，国际秩序正在重建。中国正步入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在国际社会中
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中国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
与世界事务，提前投棋布子。中东地区作为世界三大战略地区之一，是中国
主要的能源来源地，也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衔接地区，牵涉
中国广泛的国家利益。“随着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越来越多，中国作为世界
大国的身份认知在中东正在逐步形成”①。 因此，中国需要在中东进行战略
谋划和布局，以维护并拓展国家利益，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国际环
境和条件。为此，中国要善用当前国际局势，选择合适的中东战略。笔者拟
从国际格局变化的趋势入手，分析中美和亚欧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心态，探
讨中国中东外交面临的战略难题，并就此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国际格局两极态势与中东格局新趋势
进入 21 世纪，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国际局势激烈动荡，大国间利益结
构出现重大变化。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战略关
系正成为塑造国际格局的核心动力，未来国际格局将呈现中美两极态势。从
历史上看，两极的出现是世界历史循环发展的逻辑所致。国际格局的历史演
变表明了两极结构的周期性循环。威斯特伐利亚战争是以神圣罗马帝国为首
的宗教力量和以法国为首的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较量，拿破仑战争是法国和
反法同盟两大力量中心之间的角逐，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协约国”和“同盟
国”之间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三国同盟”和“三国轴心”间的冲
突为主，冷战期间又出现“西方阵营”和“东方阵营”的对抗。由此可见，
未来世界的两极化依然是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之一，历史上的两极周期性循
环可能再次上演。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过程中，中国是最有可能挑战其霸

①

Degang Sun and Yahia Zoubi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Revolts in the Arab World: A
Case of Pragmatic Diplomacy,”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9, No. 1, 2014,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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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地位的国家。① 单极化是暂时的，也是不稳定的。②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
两极格局可能重现。
从实力对比上看，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的相对实力呈总体下降趋势，
中国的相对实力呈总体上升趋势。③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或者
即将成为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的第二个超级大国”，“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是最有可能威胁乃至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 ④。美国的单极体系正
在走向终结，中美两极趋势日益明显。“中美两极化”并不否认中国与美国
的实力差距，两国彼此之间实力的不均衡并不是两极出现的障碍。例如，冷
战时期的美、苏两国，苏联在综合国力上与美国有很大差距，但不可否认其
超级大国地位。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苏联的实力还未及美国的一半，但此
时世界已进入美苏两极格局。与此同时，两极与霸权并不必然冲突，两极体
系同样可以存在霸权。如果不久的将来的确形成了中美两极，也并不意味着
美国霸权地位的丧失。美国继续保持其霸权地位并不妨碍中国或者其他任何
一个大国崛起为新的一极，成为“极”的门槛低于成为霸权的门槛。 ⑤
从战略关系角度来看，自二战结束后，美国便在欧亚构建了广泛的同盟
体系，包括北约、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澳同盟等。美国为其盟友提供安
全保障，与其盟国形成了军事网络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由于采取不结盟
政策，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盟友，”⑥ 中朝同盟关系早已名存实亡。但中
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并具有不同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这种战
略伙伴关系没有条约义务约束，谋求加强彼此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①

刘胜湘等：《国家安全：理论、体制与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35 页。
②

[美]詹姆斯•费伦：《两极格局的形成与国际政治的不平等：对话肯尼斯•沃尔兹》，

郭昭君、靳海涛、张番红译，《国外理论动态》2013 年第 2 期，第 4 页。
③

杨原、曹玮：《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世界经济与政

治》2015 年第 8 期，第 32 页。
④

同上，第 30 页。

⑤

Edward D. Mansfield, “Concentration, Polar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1, 1993, pp. 115-116.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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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和“一带
一路”倡议会进一步加强这一关系网络。目前，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两
极关系，即以美国为中心的紧密的同盟关系体系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松散的战
略伙伴关系体系，以美国为中心的海洋国家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国家间隐
现微妙的对抗。
中美新型两极关系是相对于历史上原有两极关系而言的。原有两极关系
的主要特点是“结盟、冲突、对抗、零和博弈”。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维也纳体系，还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都没有逃脱这一历史
宿命。中美新型两极关系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衍生而来，因此包含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①，但又
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双边关系的一种形式，
只涉及中美两国；而中美新型两极关系是全球性的战略关系结构，不仅仅涉
及中美。中美新型两极关系是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
经过国际关系力量的重组、演化和发展而来，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其
主要特点是结伴不结盟、竞争不对抗、不搞军备竞赛、不谋求势力范围。一
是结伴不结盟。原有两极体系都是一方的结盟体系针对另一方的结盟体系，
而中美新型两极关系的核心是双方不是一种结盟式的对抗关系。尽管美国在
全球各地建立了不同的多边和双边结盟关系，但中国对外明确宣布要做到真
正的不结盟，中国只结伴，不仅与俄罗斯、欧盟等结伴，也愿与美国结伴。
二是竞争不对抗。原有两极体系是一种军事对抗和政治对抗。从一战到二战，
再到冷战，不是“热战”就是“冷战”，都是对抗式的两极体系。中美新型
两极关系会超越这种“战式”对抗关系，将走出一条新的两极关系道路，即
竞争不对抗之路。三是不搞军备竞赛。原有的两极体系从一开始出现就进行
着日益升级的、不可逆转的军备竞赛，双方对抗关系不断恶化，直至两极体
系解体。中美新型两极关系将不搞针对对方的军备竞赛，中国没有针对美国
的军事力量优势来与其进行军备竞赛。中美之间将建立一种“增进互信、防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4/11/12/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
resident-xi-jinping-joint-press-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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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风险、管控危机”的新型军事关系。① 四是不谋求势力范围。原有两极体
系实际上是争夺世界市场、谋求势力范围的斗争，如冷战时期美苏不仅把拉
美、东欧视为自己的后院，而且在全球各地谋求各自的势力范围，造成世界
分裂。中美新型两极关系将摆脱这一历史怪圈。从 2012 年 2 月开始，习近
平主席就反复强调，“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② 中
国不排斥美国。2017 年 4 月，蒂勒森访华时明确表示，“美方愿本着不冲
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③ 美国也不排斥中
国。只要中美两国彼此相互尊重，以合作共赢为目的，世界将构建一种中美
新型两极关系。
俄罗斯试图恢复其大国地位，极力防止美国单独构筑任何地缘政治秩序
的考虑有利于世界两极结构的形成。④ 一个巧合的事件是 2017 年 6 月 5 日，
黑山共和国加入北约，北约东扩仍在持续。2017 年 6 月 9 日，印度和巴基
斯坦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这是该组织第一次实现扩员。两个组织的
扩员似乎加剧了两极趋势的发展。
国际格局的两极化趋势会影响地区结构的两极化发展。例如，冷战时期
美苏的两极对抗导致欧洲和东亚分裂为两个不同的阵营，中东各国在 20 世
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也被迫在美苏之间选边站队。因此，当今世界格局的中
美两极化趋势也会导致中东地区格局向两极化发展。冷战结束以后，中东是
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此后，美国通过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
强化其在中东地区的单极霸权，然而美国的霸权并没有因战争而变得稳固，
相反其霸权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
“伊斯兰国”的崛起；二是俄罗斯重新武力介入中东；三是中国崛起。“伊

①

《中国的军事战略》，中国国防部网站，2015 年 5 月 26 日，http://www.mod.gov.
cn/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_7.htm。
②
《习近平：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中国新闻网，2012 年 2 月 13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2-13/3665577.shtml。
③
《 蒂 勒 森 东 亚 “ 三 国 行 ” 结 案 报 告 》 ， 新 华 网 ， 2017 年 4 月 9 日 ，
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17-04/09/c_136184520.htm。
④
Stephen Blank, “Russia’s New Presence in the Middle Ea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37, No. 2, 2015, 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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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国”崛起打乱了美国急于谋求稳定中东的计划，① 俄罗斯通过打击“伊
斯兰国”重新介入中东事务是美国始料未及的，中国崛起正日益影响着中东
地区格局的变迁。可以说，“进入 21 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中东的
影响在多个领域都开始衰落” ②。
未来中东格局的变化趋势主要取决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个大国之间
的角力，具体而言，主要与“伊斯兰国”、俄罗斯介入中东事务的意愿和中
国崛起的可持续性有关。从“伊斯兰国”来看，以其为代表的中东恐怖主义
会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实力，这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单极体系会进一步消解。
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俄罗斯介入中东事务的意愿取决于其介入的成本、国内
局势和外部世界对俄罗斯的支持等因素。目前来看，除叙利亚、伊朗等极少
数国家外，还没有国家真正支持俄罗斯介入中东事务。而俄罗斯目前的经济
状况也不支持其加大对中东的介入力度，因此俄罗斯深度介入的意愿不足。
未来，俄罗斯只是扮演搅局者的角色，③ 其真实的意图是通过重返中东以缓
解因克里米亚问题招致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的压力。从中国崛起来看，如果
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中国的崛起将具有持续性。中东格局将出现
美国霸权的进一步衰落和中国持续性崛起造成的影响力增加，与此伴随的将
是美国介入中东的意愿呈总体下降趋势，而中国介入中东的意愿会逐渐增
强，中东有可能出现中俄共同反对美国霸权的趋势，进而出现以美国为一方
和以中俄为一方的两极竞争态势。事实上，与中美相比，中俄在中东事务上
的立场更为接近。2017 年 4 月 13 日，美国突然轰炸叙利亚空军基地使这一
趋势更为明显。2017 年 5 月 20—23 日，特朗普访问中东期间在沙特首都利
雅得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举行首脑会晤，
6 月 7 日即发生卡塔尔
“断
交”风波，中东地区出现了阵线更加明显的两极，即美国支持的以沙特为代
表的逊尼派和俄罗斯支持的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中国虽然与逊尼派、什
①

Luis Simón, “Seapower and US Forward Presence in the Middle East: Retrenchment in
Perspective,” Geopolitics, Vol. 21, No. 1, 2016, pp. 115-147, p. 140.
②
③

王猛：《美国中东霸权的发展演变及启示》，《西亚非洲》2014 年第 5 期，第 103 页。
Pavel K. Baev，“Russia as Opportunist or Spoiler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0, No. 2, 2015,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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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派同时保持着友好关系，但中美全球性的战略竞争将会把中国推向俄罗斯
一方， ① 俄罗斯为了应对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压力也自然会向中国靠近。
“中国与俄罗斯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进入中东，并与伊朗和土耳其建立关
系，”② 说明中俄关于中东事务的立场更加接近。伊朗是上海合作组织观察
员国，中国已表态支持伊朗加入该组织。③ 沙特与伊朗的对抗也有可能演变
为中美在中东有影响力的代理人的交锋。 ④
由此可见，未来世界格局和中东格局将可能出现两极化趋势，博弈的主
线将在中美之间进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与中美两国同时保持着不同程度
的双边关系、结盟关系、伙伴关系等，在战略、安全、经济、地缘等方面对
中美两国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需求。然而，在中美两极格局态势下，世界各国
面临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的困境，是中立，还是靠近中国，或是靠近美国，
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中国的中东战略无疑也会受此影响。

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心态
在美国出现相对衰落，中国持续崛起，国际格局和中东格局加速出现两
极化趋势的背景下，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对外战略也在不断调整，包括中美
两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均表现出不同的心态。
（一）美国的焦躁矛盾心态
国际政治具有周期性，国家的崛起与衰落是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因
素。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了五个霸权周期：葡萄牙周
期、荷兰周期、两个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⑤ 每个霸权周期平均为一百年左
①

Michael C. Hudson, “Geopolitical Shifts: Asia Rising, America Declining in the Middle
East?” Contemporary Arab Affairs, Vol. 6, No. 3, 2013, p. 464.
②

唐志超：《中东新秩序的构建与中国作用》，《西亚非洲》2014 年第 5 期，第 65 页。

③

“China Says Iran Membership of Shanghai Security Bloc to be Discussed at Summit,”
Reuters, June 5, 2017,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sco-iran-idUSKBN18W0CD.
④

《 美 媒 ： 中 东 断 交 纷 争 考 验 中 国 外 交 》 ， 参 考 消 息 网 ， 2017 年 6 月 9 日 ，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7/0609/2102528.shtml。
⑤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pp. 9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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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霸权的兴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国际关系的发展史表明，
霸权国家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和瓦解。美国的霸主地位于二战后得以
确立，基于百年霸权周期理论，美国的霸权周期为 1945—2045 年，也就是
说，美国的霸权体系将于 21 世纪上半叶开始衰落，21 世纪中叶解体。现实
中，美国的实力逐渐呈相对下滑趋势。“‘9·11’事件暴露了美国军事实
力的脆弱性，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的金融霸权和经济霸权受到了极大
削弱，美国霸权的统治根基发生动摇” ①。美国当前处在百年霸权周期的末
期，表现出一种继续称霸世界而实力又不足的焦躁矛盾心态。 ②
美国的这种焦躁矛盾心态在其对外战略报告中有所体现。在美国实力相
对衰落的背景下，面对欧洲、亚洲和中东三大战略区域，美国既想保持欧洲
战略重点，又试图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东亚，还希望能够主导中东。2015 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一个强大的欧洲是我们应对全球安全挑战、
促进繁荣和坚守国际规范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③。北约同盟体系对实现美
国国家利益与安全目标必不可少，美国并不想放弃欧洲这一战略重点。然而，
为了抓住亚太地区潜在的巨大发展机遇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美国不得不
将其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向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转移。2011 年 11 月，奥巴马
（Barack Obama）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 ④ 2012 年 1 月，美国再次强
调“亚太地区再平衡”⑤。2015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又一次提出继续加
快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⑥ 这些都显示出美国急切希望通过对全球战略
布局的区域性调整，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到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然而，美
①

刘胜湘、邬超：《从霸权稳定论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东北亚论坛》2015 年

第 5 期，第 74 页。
②

同上，第 78 页。

③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ebruary 2015, 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
uploads/2015/02/2015.pdf.
④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White House, November 17,
2011,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
-australian-parliament.
⑤
DoD, Sustaining U.S.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th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 2,
http://archive.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 _Guidance.pdf.
⑥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5,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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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俄罗斯并不放心，尤其是在俄罗斯 2014 年吞并克里米亚并继续支持乌
克兰东部分裂主义之后，美国表示维护“欧洲安全和反对领土侵略的国际规
则和规范不能想当然” ①。
更为严重的是混乱的中东对美国安全战略重心的转移形成牵制。美国既
希望打乱中东，又急于稳定中东。② 因为一个动荡的中东可以抑制伊朗、土
耳其等地区大国的崛起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有效防止其对美国主导地
位的威胁。然而，在综合实力相对削弱的情况下，为了尽快将全球战略重心
转移到对美国更为重要的亚太地区，搭乘亚太经济“便车”，确保其在该地
区新一轮战略角逐中居于优势地位，美国又力图避免深陷中东，渴望尽快稳
定中东，以便抽身。2013 年 9 月 24 日，奥巴马在联大的发言中强烈要求国
际社会“多边使用武力” ③。执政不久的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在中
东全面开火，并于 2017 年 4 月 7 日对叙利亚进行巡航导弹轰炸，同时选择
中东作为其上任后首次外交出访的目的地，这些都暗示了美国急于稳定中东
的战略心态。
（二）中国的谨慎犹豫心态
面对国际战略局势的风云变幻，中东、中亚、东亚等地区动荡不安，美
国通过武力手段不仅没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历史在
这一转折时期将中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中国
表现出一种谨慎犹豫心态。
自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进入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中国自身对如此快
速变化的世界地位缺乏心理准备。由于中国在近代遭遇西方的群体性侵略，
二战结束后又经历内战消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遭受西方的集体性制
裁和国内动乱，加之人口众多，尽管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实际
上中国的弱国心态并未改变。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国际上的
地位不断提升，但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战略与政策依然被动和消极。中国仍
①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 25.
Ibid., p. 26.
③
“Obama UN Speech Transcript 2013,” Politico, September 2013, http://www.politico.com/
story/2013/09/obama-un-speech-transcript-2013-097261.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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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对自身崛起的深入战略思考，缺乏清晰的战略谋划，对崛起的国内外制
约因素考虑不足。① 中国在崛起问题上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中国在国家崛起过程中拥有与实力相适应
的国际地位，需要在区域事务和国际事务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由于缺乏心
理准备，中国在外交上的应对显得仓促。例如，在 1999 年 5 月中国驻南斯
拉夫使馆被炸和 2012 年 9 月日本制造“钓鱼岛闹剧”等事件上，中国的外
交应对都显示出临时性特征。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上任后，
中国的外交战略更为系统，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思考和谋划也更为理性。
战略文化的内敛性特征使中国在军事上以防御为主。中国虽然也重视国
防建设，但没有军国主义的文化基因。中国的战略文化核心元素是和为贵、
慎用武、重防御和自我约束。中国古代修筑长城，新中国成立后声明“不首
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始终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
人”，这些行动和立场具有鲜明的防御性。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先后提出互
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和谐世界”和“总体国家安全观”
的思想；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实行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军
事战略，中国率先提出从不谋求地区乃至世界霸权。另外，中国战略文化的
内敛性特征也往往使中国被动参与国际事务，而不是主动介入，因此鲜有中
国主导世界事务的情形。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是中国少有的主导地区事
务的一个案例，但是中国参与“六方会谈”是在韩国、美国反复呼吁，朝鲜
认同的基础上，才同意作为协调人身份化解朝核危机。
中国国内的现实状况也使其在参与国际事务中有所顾忌。在国际事务和
国内事务的排序上，中国的国家战略始终是国内事务优先于国际事务。中国
是发展中国家，实力有限，且面临很多国内问题。例如，愈益严重的贫富差
距、日益增多的社会性事件、严重的官僚腐败、体制的僵化、社会阶层固化
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
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其核心是要通过制度改革解决国内社会公
平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问题。中国面临的严峻国内社会问题对其在国际事务中
①

门洪华：《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应对》，《国际观察》2004 年第 3 期，第 9-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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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会造成很大的牵制。这也是中国长期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一种谨慎
犹豫心态的国内根源。
中国的谨慎犹豫心态会影响中国对外战略尤其是中东战略的思想和行
动。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提升，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
中东事务的兴趣和积极性会提高，中国的中东战略会进行适度调整。
（三）其他欧亚国家和地区的复杂心态
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及其日益形成的中美战略关系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
区会产生很大影响，英、法、德、澳、日、韩、印、俄、东盟等对中美有着
十分复杂的心态。当中美博弈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基于各自安全、战略、经
济方面的考量，它们将在中美之间做出艰难的战略选择。
欧洲的英、法、德三国与美国存在很深的经济依赖关系和军事同盟关系，
加之它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因此这些国家在总体上会紧跟美国。但每个国
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心态。英美长期保持“特殊关系”，英国曾一度将英美
之间的这种关系视为维护英国大国地位的有效途径和战略资产。① 因此，维
护和发展英美“特殊关系”成为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然而，英国又担
心继续维持这种关系会使自己失去自主性和独立性，因而对美国主导的国际
行动会采取选择性参与，不再无条件追随美国。法国则对美国怀有矛盾心理，
一方面，法国想借法美联合反恐和军事合作，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及其在欧盟
内部的地位，以抗衡德国在欧盟内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法国担心
奉行“亲美”政策会使其受到美国过多的牵制。德国既想利用美国来提升自
身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又对美国独霸欧洲心存
忌惮。在 2017 年 5 月底特朗普参加七国集团（G7）峰会期间，英法德与美
国在军费、经贸和气候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甚至公开宣称，欧美“互相完全依赖对方的时代已经结束，欧洲人
要靠欧洲自己” ②。
①

陈志瑞：《“桥梁”，还是“跟班”？——英美特殊关系再探》，《世界知识》2002

年第 24 期，第 2-3 页。
②

张旌：《默克尔：欧盟“依赖”英美时代结束》，《解放日报》2017 年 5 月 30 日，

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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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德与美国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三国疏远美国，并谋求加强与
中国的关系，同时借中国快速发展之势加强合作，以此平衡美国，这也是英
法德在美国极力阻止的情况下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
英法德与中国拥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而且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对中国
进行过侵略，因此对中国的崛起心存担忧，与中国在政治上保持着一定距离。
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三国既与美国有很深的经济关系、军
事关系和相同的价值观，也与中国存在很深的地缘和经济关系，因此，三国
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异常重要。澳大利亚视美澳同盟关系为自身安全之所
系。 ① 澳大利亚 2016 年国防白皮书再次强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澳大利
亚安全和防卫计划的核心”②。但是，从 2010 年起，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
的贸易伙伴。2014 年 11 月签订的《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使彼此经济依赖进
一步加深。这种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需要中国的二元结构使澳大利亚外
交政策陷入空前的选择困境。“澳大利亚一方面要承担与美国的同盟义务，
同时又必须尽量避免刺激中国，影响中澳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 ③。
日本将美日同盟视为维护自身安全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依靠。④ 日
本通过强化美日同盟关系来应对东亚局势的不确定性，利用美国“亚太再平
衡战略”拓展地区战略空间，通过巩固和深化美日同盟关系来排挤中国。⑤ 日
本希望借力美国化解中国崛起对其带来的战略压力。与此同时，日本又担心

①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3 版），门洪华译，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5 页。
②

Australia 2016 Defence White Paper (Canberra: Department of Defence, 2016), p. 121,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 Docs/2016-Defence-White-Paper.pdf.
③

喻常森：《21 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
《当代亚太》2016

年第 4 期，第 83 页。还可参见 Jian Zhang, “Australia and China, the Challenges to Forging a
‘True Friendship,’ ” in James Cotton and John Ravenhill, eds., Middle Power Dreaming: 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 2006-2010,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1。
④

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 1, 2010, p. 26.
⑤
Jeffrey A. Bader, “U.S. Policy: Balancing in Asia, and Rebalancing to Asia,” Brookings
Institution,
p.
14,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u-s-policy-balancing-in-asia-andrebalancing-t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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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推动亚太地区的“中美共治”，出现日本既遭到美国“遗弃”，又遭受
中国“敌视”的状况。 ①
中美两国是韩国对外关系中的首要考量因素。美韩同盟是韩国外交的基
石，韩国与美国已建立了高度的战略互信。1992 年 8 月，中韩建交后两国
关系不断升级，已经从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笔者认为，
萨德系统问题虽然在当前对两国关系造成一定干扰，但是长期而言不会影响
中韩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局）。② 因此韩国“一直担忧在中美两个大
国之间寻求平衡的战略会引发战略不信任：与美国走得太近，可能引起中国
的误解；与中国走得太近，又可能招致美国的不快” ③。韩国在与中美两国
交往中尽可能把握安全距离，既不刺激美国，也不刺激中国，在中美之间寻
求平衡，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不“选边站队”，十分谨慎地在中美之间做出战
略选择，同时维系与中美两国的战略合作，④ 实行“联美和中”的平衡战略。
印度和俄罗斯是中国在南、北两个方向的近邻。印度出于“借美抑中”、
改变“印弱中强”格局和巩固南亚地区主导权，进而实现世界大国目标的考
量，希望与美国发展比较密切的战略关系。然而，出于国家利益、历史文明
的自豪感和保持民族文化连续性的考虑，印度又不愿充当美国防范中国的战
略棋子。印度“非常珍视自身主权和独立，绝不会参与有可能丧失外交自主
性的活动” ⑤。印度既不会“联华抑美”，也不会“联美制华”，而会争取
同时发展与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
当前中俄两国是天然的战略伙伴，因为两国同时受到美国的战略压力。
俄罗斯为了走出外交困境和争取更大的外交回旋空间，积极发展与中国的战
①

刘胜湘等：《国家安全：理论、体制与战略》，第 255-256 页。

②

刘胜湘、李明月、戴卫华：《从中国的联合国投票看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社会

主义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143 页。
③
④

刘胜湘、邬超：《从霸权稳定论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第 77 页。

Jae Ho Chung, “South Korea between Eagle and Dragon,” Asian Survey, Vol. 41, No. 5
2001, p. 779.
⑤
Richard Rossow, Toru Ito, Anupam Srivastava, and Brad Glosserman, “A Trilateral Whose
Time has Come: U.S.-Japan-India Cooperation,”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21,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trilateral-whose-time-has-come-us-japan-india-cooperation
-11508?page=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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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关系。俄罗斯需要利用中国来遏制美国的霸权主义。然而，俄罗斯在与中
国发展关系的同时，始终对中国保持警惕。俄罗斯担心中国在中亚和远东地
区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会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因此持续发展与印度、越南的
军事合作关系以牵制中国。俄罗斯同土耳其、伊朗在叙利亚设立安全区，将
中国排除在外，这反映了俄罗斯防范中国的心理。
东盟国家对中美两国表现出矛盾心态。一方面，东盟各国希望通过与中
国的经贸往来促进自身发展，但担心中国崛起对其造成威胁；另一方面，东
盟各国希望美国在安全上防止中国崛起对其造成威胁，但担心被美国长期钳
制。东盟基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考虑，整体保持中立，希望利用中美之
间的矛盾使双方相互制衡，东盟则在两国之间寻求平衡，通过东盟方式治理
亚太。但是越南等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国家则更希望利用美国来制衡中国。
综上所述，在当前国际格局和中东格局出现中美两极的趋势下，世界不
同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心态。美国因相对衰落而引发的焦躁心态与中
国在崛起中的谨慎犹豫心态形成鲜明对比。在中美实力差距逐渐缩小、博弈
日趋激烈的情形下，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会在不同程度上在中美之间进
行战略选择。英、法、德、日、韩、澳会因为结盟关系总体上选择靠近美国，
俄罗斯选择靠近中国，印度会保持中立，东盟内部将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
甚至分裂为不同阵营。由此，世界会因中美分裂而分裂。中东地区也会进一
步分化，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联酋等逊尼派主导的国家会和美国走得更近，
伊朗、叙利亚等什叶派主导的国家会更加依赖中国和俄罗斯。

三、中国中东战略面临的难题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称霸中东。这导致以基地组织为核心的反美势力
在中东出现，并在 2001 年制造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借机发动阿
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从而催生了更为极端的“伊斯兰国”，导致中东地
区混乱不堪、战乱不断。随着海外利益的日益扩展，中国越来越需要中东地
区实现稳定，“一带一路”将进一步扩展中国的中东利益，由此，中美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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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的博弈将日趋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在中东地区实施大国
外交，首先需要破解以下三大难题。
（一）如何介入中东事务
中东是当前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是“群龙治水”之地，“是主要大国
力量碰撞、不同治理模式相互比拼的竞技场和试验田” ①。在现阶段及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东仍将是国际局势中最不稳定的根源之一。暴力冲突、
政治阴谋和经济崩溃的相互交织导致该地区安全形势复杂。② 自海湾战争以
来，中东事务一直由美国独霸。美国对中东局势的直接干涉，尤其是对伊拉
克的战争和对叙利亚局势的干涉加剧了中东教派纷争，导致极端组织不断出
现。2015 年 9 月，在俄罗斯轰炸叙利亚恐怖组织后，美国颠覆叙利亚政权
的希望基本落空。2017 年 5 月，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签署在叙利亚设立
安全区的协议，美国被排除在外。可见美国对中东的掌控力呈下降趋势。在
此背景下，美国希望在中东问题上与中国加强合作。然而美国对中国介入中
东事务又心存芥蒂，担心中国分享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美国仍不愿中国
在中东坐大，想方设法排挤中国” ③。中东历来是大国博弈的主战场，是美
国全球三大战略重点地区之一，美国一直将中东视为其“势力范围”，一时
还难以容忍中国成为解决中东问题的主角，尤其是注重政治和谈的中国方案
与重视武力解决的美国方案相悖，这更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担忧。
面对一个无序的、混乱的中东，中国是观望还是介入？中国在中东有着
重要的经济、战略和安全需求，中东地区持续的冲突事件会威胁中国的石油
供应、贸易投资和人员安全。因此，一个动荡不安的中东并不符合中国的国
家利益，中国难以采取观望态度，只能选择介入。但是，目前美国依然主导
着中东事务，俄罗斯也再次强势重返中东，④ 中国如何介入、以什么方式介
入将影响中东地区格局的走势。
①

田文林：《“一带一路”与中国的中东战略》，《西亚非洲》2016 年第 2 期，第 138

页。
②
③
④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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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Blank, “Russia’s New Presence in the Middle East,”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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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伊斯兰国”的威胁
“伊斯兰国”是一个极端暴力的恐怖主义组织，它利用叙利亚、伊拉克
战乱迅速崛起，使中东乱局进一步恶化，给中东地区的民众带来了难以承受
的灾难。“伊斯兰国”不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也对中国的利益和
安全造成损害。
“伊斯兰国”虽鲜有直接对中国实施暴力恐怖活动，但其在中东、南亚、
东南亚等地区的残暴行动，加剧了地区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动荡，使中国面临
巨大的安全风险，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使中国的海外利益和
经济与能源运输安全，以及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人员、财产安全受到挑战。同
时，在“伊斯兰国”的鼓动下，中国国内一些“东突”极端分子直接参与“伊
斯兰国”的恐怖活动，对中国边疆安全、内地稳定构成严重挑战。 ① 因此，
中国需要消除“伊斯兰国”威胁。而且，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
国理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积极反对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国际恐怖主
义，与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因此，面对日益猖獗的“伊
斯兰国”，中国不可能采取隔岸观火的姿态。
中国需要考虑如何介入中东消除“伊斯兰国”威胁的进程，稍有不慎会
引起穆斯林群体对中国的反感，如此不仅无法消除“伊斯兰国”的威胁，反
而会引火烧身。② 尤其是在当前美国、俄罗斯已对“伊斯兰国”使用武力的
情况下，中国面临如何应对“伊斯兰国”的选择困境。由于美俄在打击“伊
斯兰国”问题上的分歧，中国是与美国合作，还是与俄罗斯合作，或是坚持
政治解决，这是一个选择难题。
（三）缺乏支轴国家
支轴国家对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具有关键意义。一是支轴国家在地缘
或实力地位上，能够对一个国家实现某一战略目标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二
是在一定的国家群体中，战略支轴国家具有较强的地区影响力，可以起到一
种示范作用，一国能够通过发展与支轴国关系带动与周围国家整体关系的发
①

Marion Van San, “Striving in the Way of God: Justifying Jihad by Young Belgian and
Dutch Muslims,”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38, No. 5, 2015, p. 330.
②

Khalil Osman, Sectarianism in Iraq,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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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三是支轴国家通过对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可起到阻止某
些国家进入某个地区的作用。① 在中东地区，以色列是美国的支轴国家，叙
利亚是俄罗斯的支轴国家，但中国缺乏这样的支轴国家。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支轴国家。美国之所以在四次中东战争中极
力支持以色列，是因为看中了以色列的地缘位置及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
盾，美国通过全力支持以色列达到了分裂阿拉伯国家的目的。由此可见，以
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关键的一枚棋子。将以色列作为支轴国家，有利于
美国制衡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并全面控制中东。
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支轴国家。叙利亚地处亚、非、欧三大洲
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俄罗斯的中东战略实施有重大影响。叙利亚与
巴以冲突、中东地区反恐及库尔德民族问题等密切相关，作为俄罗斯中东战
略的主要支轴，其对恢复和扩大俄罗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
义，对俄罗斯的中东利益起到保护作用。② 俄罗斯借助打击“伊斯兰国”等
极端恐怖组织，既可以形成包括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的“什叶派之弧”，
“进而扩大俄罗斯在中东地缘政治版图中的影响力，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
优势地位形成制衡”③，又可以缓解俄罗斯因克里米亚问题带来的西方压力。
2017 年 5 月，俄罗斯提出在叙利亚建立安全区的建议，并得到多方认可，
第四轮阿斯塔那和谈就建立四个安全区达成协议，这将进一步强化俄罗斯对
叙利亚乃至中东地区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中东战略又面临一个选择难题，即中国是否要像美
俄一样在中东地区建立支轴国家。当前，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主要是经济
主导的伙伴关系，难以继续深化，双边关系相对脆弱。这种关系是中国—中
东伙伴关系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也部分解释了阿拉伯国家对 2017 年 5 月
①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5 页。
②

Con Coughlin, “Syria is to Russia What Israel is to America,” Before It’s News, July 11,
2012,
http://beforeitsnews.com/alternative/2012/07/syria-is-to-russia-what-israel-is-to-america
-2379581.html.
③

毕洪业：《叙利亚危机、新地区战争与俄罗斯的中东战略》，《外交评论》2016 年第
1 期，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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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相对消极的原因。因此，维持
目前的战略伙伴关系可能无法实现中国的中东战略目标。有了支轴国家，中
国在中东就会有超越战略伙伴关系的“密切伙伴”，中国在中东就会获得撬
动中东事务的“杠杆”，中国推进中东战略就会有一个重要的地缘战略支撑。
由此可见，中国的中东战略面临的难题与美国称霸中东的战略、“伊斯
兰国”的威胁和中国自身战略的不足有关。美国称霸和干涉中东导致局势动
荡、秩序混乱，“伊斯兰国”乘势猖獗活动，中国中东战略面临重重困难。

四、关于中国中东战略的思考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东在中国国家战略
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在政治上是中国重要的战略依托，经济上是中国的
重要市场，安全上是中国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① 中
东已成为检验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区域。然而，
“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
中国始终与中东地区的各种争端和冲突保持着适度的距离，中国中东外交在
很大程度上服从于对美外交” ②。这显然与中国日益上升的大国地位相悖，
也不符合国际格局的中美两极化发展趋势。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中东外交
稳步推进。由于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不存在像与东亚国家一样复杂的地缘政
治纠纷和领土、海洋争端，中国在中东地区有可能实现地区外交的突破。中
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需要一个地缘上的跳板和新方向，在东亚和太
平洋战略受阻的背景下，要求中国实施迂回战略，要“西进”，适度介入中
东事务，这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需要，也是中国持续和平发展进程的必然趋势，
同时也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③
第一，制定明确的中国中东战略，赢得主动，避免被动应付。中国在中
①

刘中民、朱威烈：《中东地区发展报告》，时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24 页。

②

刘中民：《中国如何在中东地区推进大国外交？》，《社会观察》2015 年第 4 期，第

53 页。
③

詹世明：《中国的“西进”问题：研判与思考》，《西亚非洲》2013 年第 2 期，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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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区有着广泛的利益，但总体上参与中东事务的程度不深，政治影响力有
限。中国在主观上也不太愿意深度涉入中东事务。① 近年来，随着国际地位
的提升，中国的国际责任感越来越强，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
声也越来越高，加之中国与中东的经济关系逐渐深化，需要重塑与中东国家
的新型国际关系。许多中东国家既希望借鉴中国发展模式，搭乘中国发展的
便车，也希望中国参与中东事务，以对美国有所制衡。所有这些迹象表明，
中国已经具备提出中东战略的时机和条件。中国应在战略上从消极转向较为
积极，从中美两极化趋势和整体对外战略的视角思考并制定中东的短期和中
长期战略，包括具体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中国中东战略的短期目标是保持能源通道畅通。中国可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加强与中东能源生产国和控制能源通道的港口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二是
通过人道主义援助和“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强化中国—中东能源合作机制。
三是长期保持在亚丁湾等战略通道海域的护航，确保通道畅通。四是建立和
开发港口，保证航道和航运畅通。五是实施能源运输通道的多元化战略，建
立陆上能源走廊。“如果不打通经中亚通往中东的管道，一旦战事一起，中
国将会非常被动；中亚地区是中国通向海湾的门户，一旦洞开，整个中国能
源战略就能实现实质性的大改观” ②。
中国中东战略的中期目标是稳定中东。中东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可以保障
能源的持续供应，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中国要成为中东和平的
“稳定器”和“助推器”。对于任何能够促进中东安全与稳定的建议，中国
不仅会积极支持，而且会全力参与。中国可就中东安全问题在既有大国协调
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方案，除几个主要大国外，应将沙特阿拉伯、伊朗、
以色列、土耳其等中东地区主要国家纳入协调机制，在机制上实现全球大国
和地区大国的结合，同时在机制内部针对不同的问题形成多层次的双边会谈
和多边会谈，从易到难，逐步推进。
①

Sun and Zoubi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Revolts in the Arab World: A Case of Pragmatic
Diplomacy,” p. 4.
②
《共筑新丝绸之路：中国构建新能源战略和外交走廊》，新华网，2004 年 11 月 4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11/04/content_2176807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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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东战略的长期目标是构建中国—中东“命运共同体”。中国—中
东“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安全和战略上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在经
济上，中国需要中东的能源，中东需要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在安全上，中国
与中东需要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如“伊斯兰国”和“东突”
恐怖势力；在战略上，中国和中东要合作反对中东霸权主义。中国—中东“命
运共同体”应坚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原则。中国和中东有不同的
文化，需要彼此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坚决摒弃零和博弈思维，秉持“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在此基础上，中国与中东才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
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最终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同时，从中东格局新趋势
的角度看，这也有利于消解美国在中东“拉帮结派”式的结盟战略。
第二，要善于利用美国的焦躁矛盾心态，尽可能延长战略机遇期，赢得
崛起时间。如何利用美国的焦躁矛盾心态，总体上应该做到既要与美国合作，
又要与其保持一定距离，要做到“斗而不破，争而不裂”，维持总体上的合
作局面。只有维持“不破不裂”的中美关系，才有可能延长战略机遇期。战
略机遇期越长对中国和平崛起越有利，对中国的中东战略实施也越有利。
中国正从一个地区性大国走向世界性大国，然而中国始终强调和平崛
起，既不会独霸世界，也不会和美国共同称霸天下。中国既不是美国的盟友，
也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位于两者之间的竞争者，竞争与合作并存。中美关
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应共享权力、彼此平衡，成为利益攸
关方。① 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虽无先例可循，但中美双方若能基于现
实、客观地接受彼此，相互尊重，加强对话沟通，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
可能的。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国中东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在中东问
题上，美国是塑造中东秩序的关键力量。美国在中东具有很大优势，不仅有
以色列，还有沙特、巴林、科威特等多个支轴性国家。然而，美国并不能完
全主宰中东事务，仅凭美国一己之力不可能解决中东乱局。因此，中美双方

①

“Remarks by Hillary Rodham Clinton,” Scoop April 10, 2012, http://www.scoop.co.nz/
stories/ WO1204/S00228/forrestal-lecture-at-the-naval-academ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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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加强在中东问题上的协调，摒弃传统的武力对抗方
式，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有效应对中东问题。
第三，积极支持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伊斯兰
国”的扩张不仅威胁中东地区安全，也给国际安全敲响警钟。打击“伊斯兰
国”不仅是维护中东地区安全所必需的，而且关乎国际安全。有鉴于此，中
国应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开展反“伊斯兰国”行动。在国内层面，有效制
止极端恐怖分子在新疆的破坏活动，彻底切断“东突”和“伊斯兰国”的联
系。“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
曾多次公然指责中国的新疆政策，号召中国的穆斯林效忠于他，不断加强对
新疆的极端宗教思想渗透，鼓动极端分子参加“圣战”。① 因此，中国需加
强边境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管控，防止恐怖分子偷渡、跨境流动，防止极端思
想、极端分子的渗透，防止国内外恐怖势力相互勾结。与此同时，中国应在
新疆改善民生并建立健康的宗教价值体系，从根本上抑制边缘群体向恐怖分
子转化，让“易感人群”主动拒绝极端主义思潮，提高对极端恐怖主义思想
的免疫力。在国际层面，坚定支持反“伊斯兰国”行动，支持联合国作为全
球反恐的主要平台，积极推动联合国参与中东地区的反恐预警机制建设和应
急机制建设，承担遏制和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责任。
但是，目前中国不太可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单独使用武力，因为使用武力
与《联合国宪章》“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基本原则相悖，
而且相关国家在使用武力时夹杂了私利。② 尽管“伊斯兰国”威胁不同于一
般的国家间矛盾和冲突，不宜套用国际原则，但是对其使用武力也会涉及国
家主权问题，需要征得“伊斯兰国”所在主权国家的同意和认可，或得到联
合国授权。但中国仍需要积极参与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中东恐怖主

①

刘青建、方锦程：《恐怖主义的新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5 年
第 4 期，第 124 页。
②
《工人日报：困境中的“反伊斯兰国联盟”》，人民网，2014 年 10 月 20 日，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1020/c1003-25868152.html。
122

2017 年第 5 期

义，因为这有利于提升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道义感召力” ①。同时，中国应
积极推动中东问题在多边框架下解决，这与美国的单边行动形成鲜明对比。
第四，建立非结盟性的支点国家，获得战略据点。中国崛起和开展大国
外交需要倚重战略支点国家，在中东地区也是如此。有了支点国家，中国在
中东就有了“根据地”，中国在中东的战略与政策才有可能更好地推进，也
才有可能在中美两极的发展趋势下使中国获得有利地位。当前中美在中东地
区的竞争实际上是结盟关系与伙伴关系的竞争，也是美国主导的传统大国关
系与中国主导的新型大国关系之间的竞争。美国拥有的是结盟性支点国家，
中国将寻找非结盟性的支点国家。中美合力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将可能使中东
地区的竞争演变为一种良性竞争。
此外，中国在中东建立支轴国家能够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中东关系，拓展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商贸合作，提升中国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力，还能维护中
国能源通道与海上生命线的安全，保障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能源的供应。
但是，中国在中东确立支点国家存在很大困难。一是中国寻找支点国家
可能受到美国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猜忌甚至阻挠，进而影响中国中东战略
的实施。二是中国难以在中东地区找到合适的支点国家。支点国家需要满足
如下条件：有利于能源通道畅通，与中国保持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中东地
区的和平与稳定，反对霸权主义。尽管如此，满足部分条件的伊朗、埃及是
中国在中东的潜在支点国家。因此，“中国应把埃及和伊朗作为中东外交的
重中之重” ②。伊朗是中国在中东制衡美国的战略力量，也是美国战略重心
转向亚太的牵制力量。③ 近些年，伊朗实施“向东看”政策，重点发展与中
国的关系，将中国视为其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伙伴，④ 而且伊朗扼守霍尔木
①

徐进：《世界政治中的感召力及中国的选择》，《世界政治与经济》2011 年第 3 期，

第 125 页。
②

吴冰冰：《中东战略格局失衡与中国的中东战略》，《外交评论》2013 年第 6 期，第

46 页。
③

Michael Mazza, “China-Iran Ties: Assessment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April 21,
2011, https://www.criticalthreats.org/analysis/china-iran-ties-assessment-and-implications-for-u-spolicy.
④

Jon B. Alterman and John W. Garvaer, The Vital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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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海峡，对中国的石油运输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伊朗越强大，美国
独霸中东的意图就越难实现，中国在当地回旋的空间就越大” ①。
埃及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另一个潜在支点国家。一是埃及拥有独特的地
缘优势，其境内苏伊士运河连接印度洋与地中海，每年承担全世界 14%的海
运贸易，② 对中国石油运输的影响不言而喻。二是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
展稳定。中埃之间几乎没有矛盾和原则性分歧，两国合作基础良好。而且中
埃一直以来密切合作、相互支持。三是埃及历届政府都坚定支持中国崛起，
坚持学习中国模式，将中国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埃及总统塞西在谈到“一带
一路”时表示，埃及愿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 ③
第五，实施分化战略，获得竞争优势。如何应对抱有复杂心态的欧洲、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和东盟是中国中东战略必须要考虑的
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对华、对美态度和政策并非固定不变，韩国“萨德”
问题和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与美国关系的逆转就是例证。因此，中国应该采
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具体而言，中国应联合俄罗斯、稳定印度、顺势引导东
盟、争取澳大利亚和韩国、警惕日本、团结欧洲。如果处理得当，中国有可
能在中东地区格局与地区秩序竞争中扭转劣势。
中俄之间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全球战略布局和地区问题上有很大的
合作空间。中印应该是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具有共同的发
展与战略需求。中国和东盟是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要本着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原则，坚定推行“亲、诚、惠、容”的睦邻外交，
顺势引导东盟。同时需要择机对蓄意利用美国与中国为敌的个别国家进行坚
决打击。中澳是全面合作关系，双方在经贸和安全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彼此
要进一步加强经济上的合作和安全上的互信。处于低谷的中韩两国依然是战
略合作伙伴，两国关系需要在修复中继续前行。日本将崛起的中国视为最大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8,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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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对手与潜在威胁，与美国的关系最为紧密。中国需要敦促日本致力于和
平发展，共建战略互惠关系。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要抓住中英关
系、中法关系和中德关系三个纲，纲举目张。最后，中国的中东战略应避免
全面出击，否则会四面树敌。在此基础上，才能扭转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劣
势，实现自身的中东战略目标。

结 束 语
当前的国际局势处于持续激烈变动之中，一个主要的趋势是中美两极态
①

势， 国际博弈的主线将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今后很长时间内世界各国
的外交战略将受到中美两国博弈的巨大影响。在国际格局两极态势的影响
下，中东地区格局将向中美两极竞争的趋势演变。中国中东战略将面临诸多
难题，中国的中东战略如何破题，笔者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出台具体的中国
中东战略报告，向世界明确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立场，提出解决中东问题的中
国方案。中国中东战略的推进将面临单边与多边、武力解决与政治解决、军
事方式与经济方式等方面的争论，其核心是美国方案与中国方案的争论，但
是，只要中国继续采取积极、审慎的参与战略，中国的中东战略定能取得实
效，同时，“中国模式可能成为取代美国模式的一个受欢迎的替代品”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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