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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一体化与美国的战略应对 3

信　强

　　【内容提要 】　面对冷战结束后东亚经济一体化所取得的一系列长足发展 ,为了防止美国被

排除在该进程之外 ,尤其是为了遏止任何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成为该进程的主导者 ,以维护美国

在东亚巨大的现实利益以及对东亚地区秩序的主导权 ,美国在三个方面做出了战略部署和政策

调整。首先在安全领域 ,美国通过加强和调整与日、韩等国的同盟关系 ,巩固既有的以美国为中

心的“轴辐安全结构 ”。其次在经济领域 ,美国大力推动双边贸易协商 ,通过与东亚国家签署自由

贸易协定 ,积极参与并试图主导东亚经济整合进程。最后在意识形态领域 ,美国鼓吹“民主价值

观外交 ”,力图以意识形态划线构建符合美国价值理念的“价值观同盟 ”,以影响东亚一体化的价

值规范。由此构成了冷战后美国以“霸权护持 ”为主旨的“三位一体 ”的东亚战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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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后 ,东亚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东亚区

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引发了全球越来越多的

关注。早在 1990年 ,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

就提出了建立“东亚经济圈 ”的构想。1997年爆发

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东亚各国深切地认识到加强合

作互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于是东亚各国开始积极

寻求建立新的区域性经济 /金融合作机制。①其中包

括日本提出的创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AMF) ”的

倡议、2000年 5月《清迈倡议 》的签署以及 2002年 1

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提出的建立“东亚共同体 ”

的设想等 ,均体现了东亚各国试图通过区域合作对

抗经济 /金融风险 ,提升共同福祉的政策意图。

近年来 ,东亚一体化进程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

目的成就 ,其中尤以经济一体化成果最为显著。例

如 , 1997年 12月 ,首届东盟 10国和中、日、韩 3国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 ,标志着以“10 + 3”为主体

的东亚合作机制的产生。2003年 ,东盟领导人在东

盟峰会上倡议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 (AEC) ”。在

金融合作领域 , 2003年 6月 ,东亚及太平洋央行行

长会议组织 ( EMEAP)发行了首期十亿美元的亚洲

债券基金。2007年 5月初 ,“10 + 3”财长会议原则

上同意建立一个共同的外汇储备库 ,以防止重蹈亚

洲金融危机的覆辙。即便是在一向极为敏感且鲜有

建树的安全合作领域 ,围绕着朝核问题而展开的六

方会谈也被很多人视为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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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曙光。

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以及经济相互依赖程度

的迅速提升 ,为东亚一体化的不断深化提供了强大

的动力。尽管东亚一体化在过去的 20年间取得了

长足进步 ,但较之于北美和欧盟的地区一体化进程 ,

东亚一体化的发展程度依然严重滞后。究其原因 ,

固然有东亚各国自身的因素 , ①但是美国对东亚一

体化发展的战略疑虑及其在冷战后一系列有针对性

的战略布局和政策应对 ,也对东亚一体化的进一步

深化造成了重要的制约。那么美国对东亚一体化的

战略认知是什么 ? 其基本的利益诉求是什么 ? 又出

台了哪些具体的政策加以应对 ? 本文将对上述这些

问题予以解答。

一　霸权护持 :“三位一体”的
美国东亚战略

　　针对美国如何应对东亚一体化这一问题 ,学者

有不同的诠释 ,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观

点主要关注美国在双边层次上的安全、经济政策应

对 ,例如 ,美国与该地区盟国安全关系的巩固和扩展

以及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推动等。② 第二种观点

则主要关注美国对亚太多边机制的政策演化 ,例如 ,

美国对泛太平洋一体化组织的态度和政策变化 ,美

国与亚太经合组织关系的演变过程等。③ 然而 ,通

过对美国近年来相关政策的考察 ,我们可以发现美

国应对东亚一体化的战略经历了全面而深刻的调

整 ,其中不仅仅包括安全战略的整合和经济关系的

巩固 ,还包含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强化 ,从而构筑

起了一个系统的战略应对框架。

随着冷战的结束 ,美国成为独霸全球的唯一超

级大国。如何运用美国的超强国力以长期保持其在

全球的“领导地位 ”,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

以及制定对外战略的基点。④ 例如 ,在 1994年初 ,

克林顿政府在其发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 》中便声称 :“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至关

重要 ”, ⑤美国要努力确保“21世纪成为美国的世

纪 ”。⑥ 小布什总统在其 2006年国情咨文中也明确

指出 :美国必须“通过领导世界来建设我们的繁

荣 ”。⑦ 2008年 11月 4日 ,赢得总统选战的奥巴马

发表胜选演说 ,宣称“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新曙光

即将来临 ”,并一再强调要重振美国的“国际领导地

位 ”。⑧

作为当今霸权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和最大的受益

者 ,如何维系自身霸权领导地位及其所建立的霸权

体系 ,是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念兹在兹的“最主要

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目标 ”。⑨ 为了实现“美国治

下的和平 ( Pax Americana) ”,美国不仅要致力于“利

用美国的优势地位建立和巩固美国占据绝对主导地

位的单极霸权世界 ”,同时也要坚决“抑制其他国家

试图谋求霸权的挑战倾向 ”。�瑏瑠 例如 ,美国 2002年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便明确指出 ,美国绝不容许欧

洲、东北亚、中东和西南亚等“关键地区落入与美为

敌的国家控制之中 ”,从而意味着美国会竭尽全力

防止出现一个足以对美国区域乃至全球霸权发起挑

战的新兴地缘政治强国 ,以避免国际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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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不利于美国的根本性改变。

就东亚地区而言 ,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以及

东亚诸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东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

的地位日益凸显 ,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也与

日俱增。尽管自冷战爆发以来直至今天 ,美国始终

是主导该地区安全、政治、经济格局的“领导国家 ”,

其地位和影响力亦非东亚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可以比

拟。然而 ,面对东亚各国加强区域内自主合作意愿

的持续增强以及中日两国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积极

参与和推动 ,尤其是建设“东亚共同体 ”这一目标的

提出 ,则引发了美国对东亚一体化发展方向及其结

果的疑虑。面对方兴未艾的东亚一体化进程 ,美国

所关切的是这一进程将对其在东亚的利益产生什么

样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 ,是否会

有一个地区大国依托东亚一体化进程强势崛起 ,挑

战美国在东亚的领导权 ? 其次 ,东亚一体化是否会

改变和破坏既有的、由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格局 ?

最后 ,美国是否会被排斥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之外 ,或

是被边缘化 ,进而损害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利益 ?①

而其中的关键则在于 ,美国绝不希望看到有任何一

个地区强国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 ,进而削弱甚至颠

覆美国在东亚的区域霸权地位。

东亚一体化至今缺乏一个公认的“盟主 ”或者

“领导者 ”,可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也是制约一体

化得到迅速推进的重要因素。放眼整个东亚地区 ,

有资格挑战甚至取代美国“东亚霸主 ”地位的“领袖

国家 ”无外乎中、日两国。但是从美国历届政府的

政策行为来看 ,显然美国对于日本的疑虑并不十分

严重。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首先 ,由于美日同

盟的存在 ,使得美国对于日本的国家决策拥有无可

争议的影响力 ,美国有足够的信心确保日本不会过

度偏离美国的政策轨道。其次 ,尽管日本是排名世

界第二的经济体 ,但是自 20世纪 90年代经济泡沫

破灭以来 ,日本经济复苏乏力 ,经济实力也随之大打

折扣。最后 ,由于日本与东亚诸国在历史问题上的

纠葛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 ,东亚各国对于日本的战

略意图存有严重的戒心 ,进而严重束缚了日本影响

力的扩张。

而相较于日本 ,美国对中国的疑惧和防范意识

则不可同日而语。早在冷战结束之初 ,各种版本的

“中国威胁论 ”便不时在美国朝野各界引发喧嚣。

在美国部分高层决策人士看来 ,在后冷战时代 ,能够

有条件和潜力在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对美国

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屈指可数 ,而中国不仅拥有成

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资源禀赋 ,更“顽固 ”奉行与美国

迥异的政治意识形态 ,因此美国对中国必须严加防

范。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崛起 ,军事现代

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也与日俱

增 ,从而导致美国对中国的疑惧日益加深。例如 ,美

国 1997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便曾明确指出 :“在

2015年以后 ,将有可能出现一个地区性大国或全球

匹敌的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中国有潜力成为这

样的竞争对手。”②而于 2002年出台的小布什政府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则直截了当地指出 :“中国正

在寻求可以威胁到亚太邻国的军事力量 ”,并有可

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竞争对手 ”。③ 甚至连曾提出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这一概念的美国前副国务

卿佐利克也毫不讳言 :中国崛起是美国所面临的

“最主要的挑战 ”,美国为此必须做好两手准备 ,甚

至进行必要的遏制。④

正是基于上述战略认知 ,面对蓬勃发展的东亚

一体化进程 ,如何防止任一国家 (尤其是中国 )借助

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迅速崛起 ,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

的领导地位和既得利益 ,遂成为美国制定和推行其

东亚政治、安全、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为此 ,美

国在三个方面展开了相应的战略部署和政策调整。

首先是在安全领域 ,美国在维持和强化原有双边军

事同盟的同时 ,通过与部分东亚国家拓展安全合作 ,

进一步巩固以美国为核心的“轴辐安全结构 ”。其

次是在经济领域 ,美国开始加强双边贸易协商 ,积极

谋求与东亚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 FTA ) ,以防止

美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被边缘化。最后是在

意识形态领域 ,美国大力鼓吹所谓的“民主价值观

外交 ”,试图构建符合美国政治规范和价值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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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同盟 ”。由此构成了美国以“霸权护持 ”为

主旨的“三位一体 ”的东亚战略框架。

二　强化“轴辐结构”:

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

　　在冷战期间 ,尽管东亚地区始终是美苏争霸的

前沿阵地之一 ,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 ,东亚

始终没有形成类似于北约和华约组织的集体安全机

制 ,取而代之的则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一系列双边军

事同盟 ,进而形成了以所谓的“轴辐结构 ( hub and

spokes) ”为特征的亚太安全格局。冷战结束后 ,美

国依靠超群的军事实力 ,在东亚地区庞大的前沿军

事存在及其所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 ,在亚太安全问

题上始终握有特殊的话语权 ,并对东亚地缘安全格

局的演变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长期以来 ,美国将其在东亚地区的双边军事同

盟视为地区安全政策的支柱 ,也是美国维护其战略

利益 ,影响地区安全事务的重要途径。为此 ,美国始

终对维护同盟体系给予高度关注。例如在 2005年

3月美国防部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 》中 ,便将“增强

联盟和伙伴关系 ”列为新世纪美国四大战略目标之

一。① 2006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也明确

指出 :拥有众多盟国是美国最大的优势和资源之一。

而为了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设想 ,就必须保持与欧

洲以及亚太地区长期盟友的密切合作关系。② 冷战

结束后 ,为了巩固美国在亚太地缘安全格局中的霸

主地位 ,美国确立了“以前沿存在为基石 ,以双边同

盟为支柱 ,以多边安全机制为补充 ”的亚太安全战

略 , ③以进一步强化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轴辐结

构 ”,同时牵制东亚各国建立地区合作安全机制的

努力。

(一 )加强和巩固原有双边军事同盟

在冷战期间 ,为了在亚太地区建立遏制中苏两

国的“反共防波堤 ”,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泰国和菲律宾等国缔结了一系列双边军事

同盟。在上述诸多同盟关系中 ,尤以美日同盟最为

重要 ,被美国视为“支柱中的支柱 ”,“美国亚洲安全

政策的基石 ”。④ 冷战结束后 ,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指

导方针、功能定位和战略重心进行了重大调整 ,以使

该同盟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新形势下美国的战略需

求。其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 ,加强美日同盟既可以确

保美国在东亚的前沿军事存在 ,而且可以提升美国

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 ,进而确保美国在东亚的安

全霸权。其次 ,利用同盟体制 ,美国可以限制和防止

日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发展成为“自行

其是 ”的军事强国。最后 ,借助美日同盟 ,美国可以

有效牵制和平衡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 ,对抗所谓的

“中国军事威胁 ”。

基于上述考虑 ,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大力

强化美日同盟。例如 , 1995年美日两国建立了防长

和外长“2 + 2”安全保障协商机制 ; 1996年 4月 ,美

日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 》,将同盟的功能

定位由单纯的防御转变为对地区乃至全球事务进行

干预。1997年 9 月 ,两国发表《日美防卫合作指

针 》,再次扩大了美日同盟的活动范围和职能 ,建立

了相互协同和联合作战的安全保障体制。⑤ 九一一

事件后 ,美国又积极鼓励日本调整“专守防卫 ”的军

事行动原则 ,力求将美日同盟缔造为全球性同盟 ,以

更有效地配合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⑥

在强化美日同盟的同时 ,美国还调整和加强了

与澳大利亚、韩国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例如 , 1996

年美澳两国通过了《澳美安全联合宣言 》; 1998年 ,

美韩修订并续签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2001年

7月 30日 ,美澳两国防长举行会晤 ,提出建立美、

澳、日、韩“四国安全磋商机制 ”,以应对“地区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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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 ”。① 在美国的支持下 , 2007年 3月 ,日澳两国

签署了《安全保障联合宣言 》,宣称将在涉及共同战

略利益的事务上加强合作与磋商 ,从而标志着以美

国为核心的亚太地区三方安全同盟的形成。

(二 )拓展与东亚诸国的军事安全合作

为了应对未来在东亚地区可能面临的挑战 ,美

国也清醒地认识到 ,在依靠既有的军事同盟之外 ,还

“必须透过加强合作及强调共同安全利益的方式 ”,

大力加强与该地区非盟国的安全合作 ,以建构起一

个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网络。② 为此 ,美国也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拓展美国与东亚国家的军事交

流与合作。

首先是通过大规模军售和军援提升军事合作。

例如 ,在 1992年美国向新加坡出售价值近 3. 5亿美

元的 12架 F - 16战斗机 ,随即又向印度尼西亚出售

了 2架 E - 2C“鹰眼 ”预警机和警戒雷达。其次 ,美

国频繁与东亚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数量与规模

均呈现上升趋势。例如 ,仅在 1999年美国与东南亚

各国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便达 14次之多。而美菲

“肩并肩 ”军演、“平衡活塞 ”军演以及美、泰、新三国

“金色眼镜蛇 ”军演等系列联合军事演习甚至已成

为年度“必修科目 ”。再次 ,开展多边军事外交活

动 ,积极筹划建立“亚太版 ”北约。即以调整后的美

日同盟为核心 ,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等盟国 ,

并着力加强美国与印度的战略合作 ,以“遏制中国

势力的扩张 ”。例如 ,借反恐之机 ,美国在 2002年 8

月与东盟签署了《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联合宣言 》,与

后者在情报互享、武器销售、军事培训等领域展开深

入合作。此外 ,美国也对东亚目前唯一的官方多边

安全对话和合作机制 ———东盟地区论坛 (ARF)表

现出浓厚兴趣 , 2002年和 2003年 ,美国国务卿鲍威

尔两次参加 ARF的相关会议。最后 ,通过签署双边

协议获得对东亚地区的“军事准入权 ”。1998年 2

月 ,美国与菲律宾签署《关于访菲美军待遇协议 》,

菲律宾苏比克海军基地和马尼拉港重新对美开放 ;

1999年 11月 ,美国获得了租用新加坡樟宜基地的

许可 ; 2003年 ,美国与马来西亚达成了“开放天空 ”

协议 ,随后又与文莱达成“允许美军舰机进入辖区 ”

的协议。与此同时 ,美国还积极改善与越南的双边

关系 ,并提出了租借金兰湾的设想。③ 如此种种 ,均

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东亚安全格局的主导权。

三　“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先导”:

美国的东亚经济战略

　　美国历来将“拥有进入关键市场与战略资源产

地的权利 ”界定为“永恒的国家利益 ”。④ 近年来东

亚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以及巨大的人口规模所蕴涵

的庞大潜在市场 ,自然引起了美国强烈的关注。早

在 1993年初 ,克林顿政府便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

共同体 ”的倡议 ,随即又发起召开了首届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其主要目的

就是要积极参与和领导东亚乃至太平洋地区经济的

发展 ,创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而就美国的东亚

经贸政策而言 ,则经历了一个由强调“多边主义 ”向

注重“双边主义 ”转变的过程。

(一 )从“多边 ”迈向“双边 ”:美国的政策转折

为了参与和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美国曾

一度对以 APEC为代表的亚太多边机制寄予厚望 ,

但是事实证明却成效不彰。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多

边机制往往更为强调成员间的共识和最低共同标

准 ,而亚太地区各国由于彼此国情和经济发展程度

差异太大 ,加之各种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盘根错节 ,很

难达成广为各方所接受的政策共识。其次则是由于

多边协调涉及多个行为体 ,其协商交易成本必然远

远高于双边机制 ,由此导致包括 APEC在内的多边

机制很难解决诸多迫切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⑤

而相较于多边机制运作的软弱乏力 ,以自由贸

易协定为代表的双边经济合作以及互惠安排则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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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广泛青睐。①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 ,东亚地区也出

现了新一轮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浪潮。2004年 10

月 7日 ,温家宝总理在第七次“10 + 3”领导人会议

上 ,正式提出了“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

性 ”的建议。在中国的影响下 ,日本也与泰国、新加

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先后签署了类似于 FTA

的“经济伙伴协定 ( EPA ) ”。目前 ,中、韩、日三国已

分别同东盟确定了建立双边 FTA 的基本框架 ,中

韩、日韩也各自开始了双边 FTA的谈判 ,中日之间

FTA的谈判也正在酝酿之中。② 以 FTA为代表形式

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得到了迅猛发展。

面对东亚地区层出不穷的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

立 ,加之美国所极力倡导的 APEC多边机制成效乏

善可陈 ,导致美国开始逐渐将政策重点转向双边协

商和双边机制的建构 ,其中尤以美国对建立双边自

由贸易协定的积极推动最具代表性。

(二 )以双边 FTA为先导 :美国的经济参与战略

为了防止在不断深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被边缘化 ,美国在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智

利、秘鲁等亚太国家协商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 ,

也在着力加强同东亚国家的双边经贸合作。2003

年 5月 6日 ,美国与新加坡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

美国由此迈出了与东亚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

第一步。2007年 4月 2日 ,美国与韩国正式达成自

由贸易协定。该协定被认为是 1994年《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 》生效以来美国与外国达成的最重要的自

由贸易协定 ,标志着美国长期置身于东亚区域合作

进程之外的局面从此改变。与此同时 ,美国近年来

也一直在积极推动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而备受瞩目的美国与日本的

相关协定也正在讨论之中。③

对于在东亚区域整合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东

盟集团 ,美国不仅与东盟部分成员国加强了经贸往

来 ,例如 ,在 2006年 5月和 7月美国分别与柬埔寨

和越南签署了《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 》和《双边市场

准入协议 》,而且美国也在不断深入与东盟整体的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05年 11月 ,布什总统与东

盟七国领导人发表了《关于增进东盟 - 美国伙伴关

系的联合声明 》,试图推动美国 - 东盟关系的进一

步机制化。2006年 7月 ,国务卿赖斯与东盟十国外

长共同签署了《实施增进东盟 —美国伙伴关系的行

动计划 》。一个月后 ,美国又与东盟围绕简化办事

程序、鼓励贸易流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达成

《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 》,为双方达成全面自由贸易

协定奠定了基础。④ 为了能够更为深入地参与东亚

经济合作 ,影响东亚经济整合的未来 ,维护以美国为

中心的亚太经济秩序 ,美国甚至在 2006年 11月的

APEC会议上提出了建立由 2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

的“亚太自由贸易区 ”的构想 ,俨然成为东亚乃至整

个亚太地区新一轮 FTA浪潮的领导者。

(三 )争夺主导权 :美国推动 FTA的动因分析

由于担心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持怀疑甚

至是反对的态度。例如 , 2004年 7月 14日 ,美国国

务卿鲍威尔提出 ,东亚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

“不应破坏美国同亚洲朋友之间良好而且稳固的关

系 ”。而针对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 ”(“10 + 3”) ,

鲍威尔则明确表示美国“至今不相信有必要达成新

的协议 ”。⑤ 但是 ,自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 ,东

亚各国已然认识到地区整合的必要性 ,在东盟倡导

下 ,“10 + 1”、“10 + 3”和部长级会议等多层次合作

框架纷纷建立 ,东亚合作迅猛推进。美国被迫开始

逐渐调整政策 ,通过签署双边 FTA等方式大力拓展

与东亚各国的经贸合作 ,以积极介入东亚经济整合

进程。美国政策的明显转变 ,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多

重动因。

第一 ,防止东亚经济发展被中日两国主导 ,威胁

美国的区域经济霸权。日本对东亚经济整合的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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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日两国对东亚经

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加深 ,导致美国日益担心东亚形

成一个由中国或日本主导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集

团 ,从而使其对东亚的经济主导权受到严峻挑战。①

第二 ,防止东亚形成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 ”的

经济集团。美国在东亚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东亚

诸国不仅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 ,同时也

是美国最大的公债拥有者。仅以 2007年为例 ,美国

与东亚的贸易额约为 9 600亿美元 ,约占美对外贸

易总额的 24%。② 在美国十大贸易伙伴国中 ,东亚

国家占据了 4席位置。③ 美国公债持有者的前 5名

全在东亚 ,共计 11 750亿美元 ,是美国自己所持的

15倍。④ 鉴于美国与东亚紧密的经济联系 ,历来将

自由贸易视为经济发展引擎的美国希望借助双边

FTA的签订 ,融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进而构建一

个对美国全面开放的东亚市场网络。

第三 ,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地缘 /安全战略。美国

对 FTA伙伴的选择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其全球地缘战略的考量。正如美国前

贸易代表佐利克所指出的 :美国之所以积极推动自

由贸易协定谈判 ,就是因为它有助于“将商务、经济

改革、发展、安全和自由社会有力地联系起来 ”。⑤

利用双边 FTA,美国不仅“可以惠顾其忠诚的盟

友 ”,或是“惩罚其薄情的朋友 ”,也可以借此加强与

签约国的政治、安全和外交联系 ,进而以之为杠杆影

响和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地缘战略格局。⑥

美韩、美新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标志着美国政

策调整迈出了成功的一步。而事实上 ,美国的 FTA

政策也得到了东亚各国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究其原

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 ,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对美国

的严重依赖。大多数的东亚国家均属于“出口导向

型 ”经济 ,而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及最主要的

最终产品消费国 ,美国也始终是东亚各国最主要的

出口市场 ,扮演着“最后买家 ”的角色。⑦ 如果能够

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无疑将为签约国的经济

发展提供巨大的助力。其次 ,“多米诺 ”效应。即在

竞争极为激烈的全球贸易体系中 ,一个新自由贸易

区的建立或现有自由贸易区成员的增加 ,将刺激那

些非成员与某些成员建立新的自由贸易区 ,以获得

成员的利益 ,避免被排除在外而造成福利损失。⑧

最后 ,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经研究证实 ,经济大国

与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将给后

者带来显著的福利增加。⑨ 就东亚地区而言 ,任何

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与美国相比均相差甚远 ,即便

是日本也相形见绌 ,因此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

必然将会给签约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四　构建“价值观同盟”:

美国的意识形态战略

　　在冷战爆发伊始 ,美国为了配合其遏制苏联、争

霸全球的基本战略 ,便不停地鼓吹要在全球推进民

主、自由 ,以“抵制暴政 ”和“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 ”。

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被很多美国决策精英归功

于“美国价值观的胜利 ”,也激发了美国要在全球范

围内推广自由民主制度的热情 ,以建构和巩固符合

美国价值观念的“市场民主国家共同体 ”,从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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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外交政策被抹上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一 )推广自由与民主 :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 ”

自老布什于 1990年 9月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

秩序 ”构想以来 ,如何拓展美国的价值观 ,最终按照

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 ”建立“一个政治经济自由、

人权和民主盛行 ”的国际体系 ,便成为美国核心战

略目标之一。① 例如在克林顿政府制定的“参与和

拓展战略 ”中 ,便公开声称要在“全球范围内保卫自

由和促进民主 ”,并将推进民主与拓展美国经济、维

护美国安全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

一。② 而“人权外交 ”、“人道主义干预 ”则成为美国

在全球推广美式民主价值观念 ,培植“世界自由民

主力量 ”的重要手段。

继克林顿之后 ,奉行新保守主义理念的小布什

政府则更加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 ”。

2002年 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便开

宗明义地指出 :“在 21世纪 ,美国握有把自由对所

有仇敌的胜利发扬光大的机会。美国愿意承担领导

这一伟大使命的重任 ,努力把民主和自由拓展到世

界各个角落。”③不仅如此 ,小布什政府还明确地将

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

鼓吹要抓住冷战后美国独霸全球的历史时机 ,把美

国的民主和价值观推向全球 ,甚至不惜动用武力

“强加 ”给他国 ,以此来加强和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

和全球霸主地位。④ 诚如国务卿赖斯所言 :“我们的

政策不仅被我们的实力所支撑 ,也被我们的价值观

所延续。美国历来就是让实力和原则联姻 ,把务实

主义和理想主义配对。⋯⋯只有构建一个反映我们

价值观的国际秩序 ,才是维护国家长久利益的最佳

保证。”⑤正是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 ,美国在 2003年

才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 ,公然出兵伊拉克 ,其战略意

图就是要在伊拉克复制一个奉行美式民主制度的新

伊拉克 ,重塑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

(二 )以意识形态划线 :美国与东亚“价值观同

盟 ”的构建

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 ,美国的意识形

态战略在其东亚政策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其具

体表现便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积极推行所谓的“民主

价值观外交 ”。美国一方面强调“自由和开放的价

值观 ”对维系美国与亚洲盟国关系的重要性 ,并成

功促成了美日、美韩、美菲、美泰同盟关系的调整和

加强 ;另一方面则通过鼓吹“与我们有着共同价值

观的亚洲国家可以成为我们的伙伴 ,与我们一起巩

固该地区的新民主政体和推进民主改革 ”, ⑥借机拓

展与东亚地区“民主伙伴 ”的关系 ,其中包括改善与

“亚洲新兴民主国家 ”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双边关系、

强化与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军事安全合作、与

韩国和新加坡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在传统的

东亚地理范围之外 ,美国还大幅加强了与印度和蒙

古的关系 ,甚至提出了“以促进民主价值观和民主

机制为目标的亚太民主伙伴关系计划 ”, ⑦以确保东

亚乃至亚太合作的制度建设不会有悖于美国的价值

和利益。

毋庸讳言 ,在美国上述种种政策行为背后 ,也隐

含着以推广民主、自由为名孤立和打压中国的深刻

意图。在美国看来 ,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仅

是一个与美式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异类 ”,更是对美

国主导的东亚地区秩序的重大威胁。首先 ,近 30年

来中国在保障政治、社会稳定的同时 ,顺利实现了经

济的飞速发展 ,为东亚乃至全球发展中国家树立了

一个成功的范例 ,甚至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所谓

“华盛顿共识”的激辩和质疑。其次 ,中国积极推行

多边主义的务实外交路线 ,不仅大大改善了与周边

国家的外交关系 ,也在世界舞台上建构起了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 ”的形象 ,尤其是与美国的单边主义

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 ,在历史上中国便一

直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领导者 ,中国的崛起是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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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中国再度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 ”,无疑也是美

国所严重关切和全力提防的一个问题。美国之所以

大力鼓吹和推动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价值观外交 ”,

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要借此拉拢“民主伙伴 ”,孤立

中国 ,以遏制中国影响力在东亚地区的不断扩展。

(三 )东亚各国的政策应对

无论是对“有原则的多边主义 ”的倡导 ,抑或是

对“价值观同盟 ”的鼓吹 ,美国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

“影响东亚合作的日程和价值规范 ”, ①以防止东亚

经济一体化背离美国的价值理念“脱序发展 ”,损及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基于各自国家现实利

益的考虑 ,美国的上述主张也得到了部分东亚国家

尤其是日、韩等盟国的积极响应。例如 ,早在 2005

年 8月 ,日本便提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需要“理念

上的方向性 ”,日本必须推动“自由、民主、人权 ”价

值在共同体的实现。② 在当年 12月召开的首届东

亚国家领导人峰会上 ,日本明确提出须以“民主、自

由、人权 ”作为共同体的价值观。随后 ,在日本和澳

大利亚等国的极力要求下 ,峰会后发表的《吉隆坡

宣言 》中声称东亚峰会“将是一个开放、包容、透明

和外向型的论坛 ”,并将“推动加强全球性的规范和

国际公认的价值观 ”。③ 2006年 11月 ,时任日本外

相的麻生太郎又提出了构建“自由与繁荣之弧 ”的

外交方针 ,将开展“价值观外交 ”、倡导建立“日美澳

印价值观联盟 ”列为日本外交的三大基轴之一。与

近年来美国不断改善和强化与印度的合作相呼应 ,

2008年 10月 22日 ,日印两国首脑在东京签署了

《安保联合宣言 》,并宣称未来两国将以“共同的价

值与利益 ”为基础 ,围绕打击海盗、确保海上通道安

全、反恐以及防灾等议题在亚洲地区展开广泛合作。

无独有偶 , 2008年 4月 ,韩国总统李明博在访

美时也提出了新时期“美韩同盟三原则 ”,即所谓的

“价值同盟、互信同盟和构建和平同盟 ”,并鼓吹由

于美、韩两国共享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价值 ,因

此两国应制定新的战略总体规划 ,建立更为成熟的

“价值同盟”,因为“只有拥有同样的价值和理想 ,同

盟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④ 如此种种 ,均反映出美

国所鼓吹和推动的“价值观外交 ”策略在东亚部分

国家的确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五 　结语

面对冷战后东亚一体化进程的蓬勃发展 ,美国

在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制定了“三位一体 ”的

一整套应对策略。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防止美国在该

进程中被边缘化 ,更重要的则是为了遏止任何潜在

的战略竞争对手成为该进程的主导者 ,从而威胁美

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由于美国同东亚诸多国

家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双边关系 ,加之美国所拥有的

超群的综合国力 ,因此美国的态度以及相应的政策

调整势必会对东亚一体化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

响。⑤ 然而 ,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

的不断加深 ,使得东亚各国通过开展区域合作以谋

求共同发展成为大势所趋。近日来愈演愈烈的金融

风暴不仅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 ,也再次

为东亚各国加强金融 /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

2008年 10月 24日 ,中、日、韩三国和东盟在北京达

成协议 ,决定于 2009年 6月前共同出资建立一项

8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 ”,并设立一个独立的

地区金融市场监管组织 ,以“加强地区合作和政策

配合 ”。⑥ 2009年 3月 1日 ,第 14届东盟峰会郑重

宣布要在 2015年将东盟建成“第二个欧盟 ”。事实

证明 ,继续深化和拓展东亚一体化进程是增进区域

内各国切实利益的明智之选 ,也必将不断得到提升

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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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 lementations and achievements. Strategic overall arrangement can be categorized by the threat, capability, and

geography. The key to strategic overall arrangement is the p roper handling of the focus of overall arrangement, the

selection of key points and the follow - up strategies for the delivery of power.

A Rev isit of Systema tic Con structiv ism : A Perspective of M ethodology

Hu Zongshan　( 29)

The goal of systematic constructivism is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 mainstream schools and the reflective schools

and construct a kind of synthetical grand theory. In this p rocess,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vism has made great a2
chievements while there are still many p roblem s in its meta -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experience, such as the given

trap of identity, state and anarchy, the lack of agent - structure theory, its inability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p roblem s at hand and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tes, the lacking of study of experiences, etc. The under2
lying reason is that there have been many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and inconsistencies within the ontological theories

and between the ontology and substance theories. To p 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ystematic constructivism ,

we should deepen the m icro - theories in national identity and agents, p rovide more effective philosophical founda2
tion for the substance theory, and continuously imp rove the specific thesi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g iona l O rder in Southea st A sia dur ing the Process of Power Tran sition: Roles of the Un ited Sta tes , Ch i2
na and the Southea st A sian Coun tr ies

L iu Am ing　( 38)

The Southeast A sia holds a very important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for both the U. S. , as a global hegemony, and

China, as a rising regional power. W hile America has decades - long m ilitary, political and econom ic relationswith

this region, for most SoutheastA sian countries, the sustainable and rap id econom ic growth of China is a bliss for re2
gional p rosperity and peace. In recent years, the U. S. , p reoccup ied with Iraq and Afghanistan, has paid less at2
tention to this region. Meanwhile, China treats it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 sian neighbors from a strategic view2
point. A s a resul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o some extent, in the p rocess of power transition in Southeast

A sia, which will greatly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order.

Ea st A sian In tegra tion and the Stra teg ic Coun term ea sure of the U. S.

X in Q iang　( 47)

Facing the ever growing econom ic integration in East A sia after the Cold W ar, the US has been steadily managing

its strategic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p rotect its massive interests and p reponderance in this area, as well to con2
tain the emergence of any potential challengers. First, the US reinforces the“hub and spokes”regional security

structure by enhancing and adjusting bilateral alliances. Second, the US tries to dom inate the econom ic integration

p rocess by advocating b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and reach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East A sian countries.

Third, the US p lans to build“value alliance”framework based on American value standard by advocating“democ2
racy dip lomacy”, so as to influence the value and norm s of emerging East A sian community. The three app 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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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e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the US East A sian strategy for“hegemony p reservation”.

The U. S. Congress’Voting on Ch ina after the Cold W ar : A Groupth ink Ana lysis

L iL i　( 56)

A s a whole, the U. S. Congress’decision - making is a group decision - making, possessing the most basic condi2
tions for group think. After the Cold W ar, voting on China for human rights, religious and other political issues,

m ilitary and security issues and the Taiwan issue, the U. S. Congress has had common p reexisting factors, by which

group think is induced, including a dilemma of overload of hard work versus lim ited time, comp licated legislative

p rocess, and congressional members’cognitive lim itations of their own. Furthermore, the U. S. Congress also has

possessed special p reexisting factors, such as a high identity of ideology, negative domestic political atmosphere,

and lim ited understanding of China. Thus, after the Cold W ar the consensus voting behaviors of the U. S. Congress

in the China field has been a typ ical way of group think, and an individual congressionalmember’s realistic and ra2
tional voting is a m istake for collective decision - making, resulting in the illusion of“anti - China unanim ity”.

The D iploma tic Function s of Soc ia l O rgan iza tion s : An O bserva tion Ba sed on Ch ina - W est In teraction

L i Q ingsi　( 66)

A s the symbol and an important substance of the western advanced democracy, civil society is p laying an indispen2
sable and supp lementary role in it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W hile rehabilitating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2
nity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China has been constantly colliding and conflicting with the western civil society organ2
izations, which often pushes Chinese dip lomacy into a corner. The only solution is to rely on China’s own social or2
ganizations. To China who is determ ined to and increasingly capable of p laying the role of a responsible power, the

full - fledged social organizations will become staunch supporter for China to cope with external p ressure and con2
struct harmonious world, thus p laying a part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not p rovide an alternative.

The Im pact of Sub - pr im e Cr isis to In terna tiona lM onetary System

Zhang M ing　( 74)

Under dollar standard system, the continued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ults in the accumulation

of net foreign debt, which amp lifies the susp icion of other countries that whether US’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is

sustainable. The burst and deepening of sub - p rime crisis has been forcing US government to utilize huge fiscal and

credit sources to soften the impacts, which increases the debt burden of U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US dollar’s large

dep reciation. Therefore, the burst of sub - p rime crisism ight facilitate the readjustment of global imbala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n futur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he central role of US dollar

will be rep laced by the combined role of US Dollar, Euro and A sia currency, and IMF after successful reform will

continue to p lay a critical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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