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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政策: 美国南海政策解读
①

信 强

〔内容提要〕针对纷争不断的南海主权争端，美国多年来形成了对主权

争议不选边站队、反对妨碍航行自由、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三不”政策。

但是近年来，随着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不断在南海寻衅滋事，南海紧张局势持

续升温。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惧，美国开始积极地介入和干预南海事务，在

旧有的“三不”政策基础上，对其南海政策做出两项直接针对中国的调整，

即反对以历史依据提出主权声索和反对以双边谈判的形式协商解决南海争

端，从而形成了美国针对南海的“五不”政策框架。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

略的背景下，美国日益偏离其对南海主权争议的“中立”立场，在偏袒菲律

宾和越南等国挑衅行为的同时，公然挑战中国多年来坚持的南海政策立场，

导致南海主权争端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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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菲律宾和越南两国在南海频频挑起事端，导致南海主权争议不断升

温。面对日趋紧张的南海局势，美国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机，开始积极地介

入和干预南海事务，并有针对性地对其南海政策做出调整，挑战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声

索，制衡中国在南海展开的维权行动，从而导致中美在南海的战略博弈日趋激烈。

① 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人对拙稿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谬概由作者负责。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项目“中美战略博弈与东亚海洋争端之解决”、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冲突

与合作: 中国海军战略转型与中美海上安全关系”及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一“旧三不”政策: 美国南海政策溯源

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是随着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

等国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不断蚕食和侵占我南沙岛礁，南海主权争议逐渐成为国

际舞台上一个牵涉到五国六方的热点议题。对于日益凸显的南海争端，作为一个举

足轻重的域外大国，美国的政策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①自 20 世纪 70 年代

中越( 即南越) 首次在南海爆发军事冲突以来，美国在数十年间逐步确立了其南海政

策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具体而言，美国的南海政策可归结为以下“三不”政策。

首先，对主权争议“不选边站队”。在冷战期间，美国的战略焦点集中于美苏全

球争霸，对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关注则是遏制共产党领导的北越政权，防止印支半岛被

“赤化”，因此对南海岛礁归属问题并未予以重视。例如，早在 1956 年 6 月，美国参

谋长联席会议便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南海主权争议与美国利益相关性低”，美国“不

会在中、菲、越领土争端各方之间选边站，而是要做一个中立的仲裁者”。②尤其是自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中美关系迅速缓和，对于时隐时现的南海主权争

议，美国多次申明对各方所提出的领土主权声索“不持特定立场”，基本上保持了较

为中立的态度，尤其不愿为南海问题而影响与中国联手抗苏的关系。1974 年 1 月，

在中国与南越政权爆发西沙海战并收复西沙诸岛之际，面对阮文绍 ( Nguyen Van

Thieu) 政府要求美国介入并提供援助的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南海争端

“应由争议各方自行予以解决”，断然拒绝了“盟友”南越政府的求援。③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独霸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尽管中美关系摩擦不断，但是

美国对于南海争端“不选边站队”的基本立场并未出现根本改变。1992 年 7 月，美国

国务卿詹姆斯·贝克( James Baker) 公开表示: “美国并未针对南沙群岛主权争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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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立场。”① 1994 年 7 月 26 日，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 Strobe Talbott) 在

东盟部长级会议上表示，虽然东南亚地区一个正在逼近的挑战位于南海，但是“美国

对各方的领土要求不表示立场”。② 1995 年 2 月，针对中菲之间的“美济礁事件”，时

任美国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 Warren Christopher) 不顾菲方的一再要求，始终

拒绝对事件“表明立场”。③ 1995 年 5 月 10 日，美国国务院就南沙群岛问题发表正式

声明，再次明确宣称:“美国对各方针对南海岛礁及珊瑚礁岩所提主权声索的合法性

不持立场。”④

进入 21 世纪以来，尽管中、菲、越等国围绕南海问题的争议时有发生，但是美国

仍然延续了其“不选边站队”的政策。2010 年 7 月 23 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

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 ASEAN Ｒegional Forum) 上宣称，对于由南海地形

地貌而产生的领土归属争议，美国不持立场。⑤ 2014 年 2 月，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

务卿丹尼尔·拉塞尔( Daniel Ｒussel) 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也再次表示，对于

各方针对南海岛礁的主权要求“美国不持立场”。⑥ 2014 年 5 月 13 日，国务卿约翰·

克里在与王毅外长通话时表示，在南海领土主权归属问题上，美国不持立场，不选边

站，也无意进行评判。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尽管美国官方立场并未发生改变，但是随着美国介入

南海问题力度的加强，美国不断拉高直接针对中国的批评调门，并日益明显地偏袒菲

律宾和越南等国。美国对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种种无理要求和挑衅行为予以鼓励

和纵容，均显示出它对南海主权争议“不选边站队”的立场已然出现偏转。

第二，南海争议不得妨碍“航行与飞越自由”。由于南海水域汇集了多条极为繁

忙的国际航道，在它周围更是分布着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龙目海峡等海上咽喉要

冲，对于美国及其盟国日本、韩国等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价值。因此，早在冷战时

期，尤其是在苏联海军进驻越南金兰湾之后，确保对上述海峡的控制、南海航道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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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航行自由”，便是美国南海政策最重要的战略考虑之一。冷战结束后，美国也

始终坚称，各国之间的主权争议“不得妨碍在该水域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从事

合法商业活动”。例如，早在 1992 年 6 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便针对南海问题指出:

“美国的立场是涉及主权争议的有关国家，应该和平解决彼此间的分歧，通畅无阻的

航运应予维护。”① 1995 年 5 月，克林顿政府针对中菲“美济礁事件”发表声明，宣称

在南海“维护航行自由是美国的基本利益。所有船只和飞机在南海不受阻碍地航

行，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是必不可少的”。这

是美国政府首次公开声称南海航行自由涉及美国的“基本利益”。②同年 8 月，国务卿

克里斯托弗在文莱再度表示，世界航运量的 1 /4 要通过南海这一重要的海洋通道，亚

太国家面临确保南海地区航行自由与稳定的挑战，而维护航行自由是美国的“基本

利益”。③

尽管美国一再宣称，对航行和飞越自由的维护是为了“保障航行安全”与“全球

通商自由”，但其真实意图则是以此为借口，为它称霸全球海洋空间而服务。多年

来，美国一直凭借其超群的海空军实力，对世界众多临海国家实行近距离海空侦察，

而面对部分国家的反对和抵制，“不得妨碍航行和飞越自由”便成为美国最常用的挡

箭牌，甚至以此为名对其他国家合理合法的海洋维权行为横加指责。④尤其是随着近

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对此充满疑惧的美国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海空侦察，并导致

2001 年 4 月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以及 2009 年 3 月美国“无瑕号”间谍船遇阻等一系

列事件的爆发。此后，美国开始频频以“维护海上航道安全”为借口，积极介入日益

升温的南海问题。在“无瑕号”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斯考特·马歇

尔( Scot Marciel) 含沙射影地声称，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受到威胁”，因此美国必

须采取“更积极的”南海政策。⑤ 2010 年 7 月，国务卿克林顿在越南河内公开宣称，

“南海航行自由、亚洲海洋公域( maritime commons) 的开放及对国际法的遵守事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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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利益”。① 2010 年 9 月，第二届美国 － 东盟峰会在纽约召开，会后发表的联合

声明，重申在南海要“确保航行自由、和平解决争议以及商业活动不受阻碍”。② 2011

年 7 月 24 日，国务卿克林顿在与印尼外长马蒂·纳塔莱加瓦( Marti Natalegawa) 会面

时指出:“我们必须支持自由航行和不受阻碍的贸易，因此每个国家的船只和商品通

过南中国海的权利是毫无疑问的。”③ 2014 年 2 月 5 日，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国会众

议院作证时再次明确宣称:“作为拥有全球贸易网络的海洋国家，确保航行自由及合

法的商业活动不受阻碍，事关美国国家利益。”④

第三，不得单方面改变现状。尽管南沙诸岛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领土，但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瓜分和侵占了南沙多处岛礁，并不断在南海

挑起事端，使南海领土主权争议成为全球海洋事务中“最具爆炸性、最危险也最难以

解决的议题之一”。⑤由于担心一旦南海局势陷入紧张，将损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地缘

政治和经济利益，因此美国一直声称反对单方面采取行动，尤其是以武力或威胁使用

武力为手段，来解决南海争端。1994 年 10 月，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 William

Perry) 在中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时便声言: “如果在南沙群岛的领土争端爆发为冲

突，它有可能对地区稳定造成破坏性打击，而且可能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至关重要

的海上交通线构成威胁。”⑥ 1995 年 5 月 10 日，美国国务院就南沙群岛问题发表的

声明也明确宣称:“南海海域单边的行动与反应模式已然加剧了本地区的紧张态势。

美国强烈反对使用武力和以武力威胁解决领土争议，并要求各方克制，避免采取导致

动荡的行动。对于维持南海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拥有持久的利益。”⑦

近年来，由于菲律宾、越南等国变本加厉地在南海问题上挑衅生事，遭到了中国

日益强劲的反击，美国担心随着南海紧张局势的不断升温，中国有可能会运用强大的

综合实力，改变南海现有格局。为此，美国政府高层一再出面表态，反对单方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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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或是采用胁迫方式解决南海争端。2010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

( Ｒobert Gates) 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宣称:“南海海域安全不仅对周边

有关国家有着重要意义，对在亚洲地区有重大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国家同样非比寻常。
……美国政府一贯不站在争端的任何一方，但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以及妨碍航行

自由。”① 2010 年 7 月，国务卿克林顿重申，美国“支持所有争议方通过合作性的外交

进程，而非胁迫手段，解决形式各异的领土争端。”② 2014 年 2 月，助理国务卿拉塞尔

也再次表示:“我们坚决反对使用恐吓、胁迫或武力来实现领土要求。”③

虽然美国貌似公允地要求南海争端各方均不得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但是

在实际操作层面，美国却一方面对菲律宾、越南等国整军经武的行为视而不见，不断

向菲律宾等国出售先进的舰艇和飞机等武器装备，以帮助强化后者“保卫南海”的能

力。另一方面，美国又不断炒作“中国海军威胁论”，试图将中国塑造为以武力改变

现状的“单边行为者”。更有甚者，中国即便只动用海警等公务执法力量展开的维权

行动，也屡屡遭到美国的诋毁和指责。例如 2014 年 3 月，菲律宾试图向其非法盘踞

的仁爱礁运送建筑材料，因而遭到中国海警船只的驱离。针对中菲在仁爱礁的对峙，

4 月 3 日，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却批评中国采取“单方面的恐吓措施”，并要求“提出领

土要求的各方有义务断然停止恐吓、强制和其他非外交或超越法律的手段”。④

2014 年 5 月 2 日，中国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部署 981 深海钻井平台，招致越南方

面的恶意骚扰和无礼阻挠。5 月 6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珍·普萨基( Jen Psaki) 公

开声称:“根据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历史，中国方面将石油钻井平台搬到南海是挑衅

性行为，不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⑤时隔仅一天，普萨基再次表示:“中国决定在

与越南有争议的水域首次建立石油钻井平台，并有许多公务船相伴，这种做法具有挑

衅性，引起局势紧张。这一单方面行动看起来是中国更广泛的行为模式的一部分，旨

在推进它对有争议领土的主权要求，其方式有损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⑥ 5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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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 Jay Carney) 再次毫不隐讳地指责中国以“非和平方式”

损及地区和平稳定:“我们认为此举( 中国在西沙设立钻井平台) 具有挑衅性，它破坏

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即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些争端和保持该地区的整体稳定。”①

2014 年 7 月 11 日，助理国务卿帮办迈克尔·富克斯( Michael Fuchs) 在华盛顿

发表演讲，指责中国“挑衅性的单方面行为”有违国际法，并提出“不再夺取岛礁与设

立前哨站、不改变南海的地形地貌、不采取针对他国的单边行动”的三项具体建议，

这是美国首次明确要求争议各方“冻结”在南海的行动，虽然貌似公允，但其矛头所

指向的则是中国在南海展开的填海造岛行动。②

二 “新两不”政策: 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

多年以来，上文所述“三不”政策构成了美国南海政策的基石，总体上得到了历

届美国政府的遵循和贯彻。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

发展，菲律宾、越南等国日益感到“时不我待”，因此频频在南海问题上出招挑衅，试

图巩固甚至进一步扩大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导致南海局势日趋紧张。与此同时，对

中国崛起深感焦虑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始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对中国加以

牵制。纵观近年来美国政要一系列政策表态和宣示，可以发现奥巴马政府在延续既

有“三不”政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项新的政策诉求，从而形成了美国针对南海的

“五不”政策框架。

首先，反对以历史依据来主张主权。中国是最早发现、开发和管辖包括南沙群岛

在内的南海诸岛的国家，其历史可以上溯数百年，甚至近千年，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

主权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事实上，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管辖从未遭到其他国家的挑战。毋庸置疑，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主张是在

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并为历代中国政府所坚持，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

据。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一贯主张必须“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来协商

解决南海争议，反对罔顾历史，片面地以现行的国际海洋法为唯一依据来处理和解决

南沙主权争议。

然而，美国多年来却屡屡刻意强调国际法的适用性，一再声称对于南海争议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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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却对中国所主张的历史依据和历史

权利“选择性失明”。例如，在 1995 年 5 月针对中菲“美济礁事件”的政府声明中，美

国便回避历史源流，而只是宣称“对于任何不符合国际法，包括 1982 年《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的海上主张或是对海上行为的限制，美国均表示严重忧虑”。①此后，美国历

届政府也均单方面突出国际法的适用性，而绝口不提历史依据对于解决南海主权争

端所应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更为严重的是，自奥巴马上台执政以来，美国的南海政策开始出现一个新动向，

即从刻意忽视“历史依据”，转为公开提出质疑和反对以历史依据来支持主权声索。

2009 年 7 月，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罗伯特·谢尔( Ｒobert Scher) 在参议院作证时

便声称，中国基于历史权利对南沙和西沙提出的领土主张“没有得到国际承认”。②

2010 年 7 月，国务卿克林顿则公然宣称，“我们坚信声索国应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的规定来追求其领土主张。根据国际习惯法，对南海海域的合法的声索只能

基于对地形地貌的合法的声索。”③ 2013 年 6 月，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帮办约瑟夫·

尹( Joseph Yun) 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

ternational Studies，CSIS) 发表演讲，声称美国对南海争端的一个主要立场就是不承

认历史依据对领土主张的效力。④

随着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的挑衅行动招致中国的强硬回击，美国对中国基于

历史依据所提出的主权主张发起了新一轮攻势，并将其攻击目标集中锁定在中国在

南海划设的“九段线”，挑战中国对南海主权声索的基础。2014 年 2 月 5 日，助理国

务卿拉塞尔在国会作证时对“九段线”公开发难，指责中国“不顾来自邻国的反对，既

未对‘九段线’做出解释，其主权声索本身也缺乏明显的国际法基础，但却不断试图

对‘九段线’内所涵盖的水域施加控制”，从而使得南海地区变得“不确定、不安全和

不稳定”。拉塞尔又进一步指出: “根据国际法，对南海海洋权益的主张必须以地形

地貌特征为依据。中国不基于地形地貌，而是使用‘九段线’来宣称拥有海上主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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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做法都是不符合国际法的。”最后，拉塞尔亮出了美国的政策底牌，即美国认为

“不是基于地形地貌而提出的南海主权要求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 fundamentally flaw-

ed) ”，并要求中国必须“根据国际法对‘九段线’加以澄清或是调整原有立场”。①这

是美国政府首次公开宣称“九段线”不符合国际法，其实质就是否定中国一直以来所

主张的历史依据，这标志着美国的南海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 月 17 日，国务卿克里

访问印尼时再次非难中国对南海的“九段线”声索，并呼吁“以国际法为基础”解决领

土主权争端。②

其次，反对以双边谈判的形式协商解决南海争端。由于南海争端涉及周边多个

国家，而且各国彼此之间的领土主张和权益诉求也矛盾重重，互不相容，因此中国一

直主张通过与相关国家展开双边谈判来解决领土争议，并坚决反对域外大国以任何

借口插手南海事务。但是由于担心无力在双边谈判中面对强大的中国，菲律宾、越南

等国一直谋求将南海争议多边化，以便更有效地与中国进行抗衡。就其手段而言，主

要有以下两点。首先是试图联合所有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东盟国家形成“统一战

线”，甚至图谋以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东盟 + 中国”( 10 + 1) 的框架下展开多边谈

判，进而增强其与中国讨价还价的资本。其次则是拉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

等域外国家介入，向中国施加压力，以迫使中国接受以多边谈判的方式协商解决南海

争端。

近年来，菲律宾、越南等国的这一图谋得到了美国日益积极的响应，其中一个最

为明显的迹象就是，尽管美国明知南沙争端只涉及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四个东盟国

家，东盟其余六国与南海争议并无瓜葛，但是美国却一再鼓动和怂恿东盟协调对华政

策和立场，试图将整个东盟裹挟进来，建立以东盟为一方，中国为另一方的南海问题

磋商平台和机制。出于这一目的，美国政要近来频频表态，公开反对中国以双边谈判

方式解决南海争议的立场，并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与整个东盟展开多边

谈判。

2010 年 7 月，国务卿克林顿宣称，美国“支持所有争议方通过合作性的外交进程

而非胁迫手段，解决形式各异的领土争端。……我们鼓励各方就全面的行为准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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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协议”。①克林顿此番讲话的实质，就是否定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双边协商方案，意

欲推动建立由东盟 10 国共同参与的南海问题多边解决机制。2013 年 6 月 5 日，美

国代理助理国务卿帮办约瑟夫·尹在华盛顿指出，美国对南海争议的主要立场之一

就是支持东盟团结为一方，防止单独面对中国，抵制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② 时隔仅

两周，丹尼尔·拉塞尔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任命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示，任何一方单方

面坚持只进行双边协商的说法是“不可接受的”。美国“无法接受”中国提出的仅与

其他主权声索国展开双边协商的做法，与之相反，美国强烈支持东南亚国家“作为一

个共同体”参与协商，并制定解决争端的“行为准则”。③ 2014 年 2 月，拉塞尔再次表

示，美国反对举行双边谈判的主张，“支持东盟和中国协商建立有效的行为准则”，为

此，美国业已“努力发展地区性制度和机构，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

( ASEAN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Plus) 、东亚峰会，以及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 Ex-

panded ASEAN Maritime Forum) ”，期望借助这些论坛“落实国际法，并在各成员国之

间建立合作”。④美国政要的上述种种言论表明，美国亦深知菲律宾、越南等国难以

“单独面对中国”，因此积极反对中国长期坚持的双边谈判立场，其政策实质就是要

将南海争端国际化和多边化，使美国有更多的机会对有关国家施加影响，干预南海问

题的解决。

三 多管齐下: 美国应对南海争端的举措

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美国的南海政策数十年来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从最

初的不介入，发展为有限介入，再发展为目前的积极介入。尤其是面对中国与菲律

宾、越南等国围绕南海权益展开的新一轮激烈博弈，美国日渐偏离其最初的中立立

场，在新的“五不”政策框架下，以多种手段借机加大对南海争端的干预力度，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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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返亚太”、制衡中国的战略目标。

首先，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安全合作，“吓阻”中国使用武力单方面改变现

状。在南海周边国家中，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实力均独占鳌头，远非菲律宾和越

南等国可比，因此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寻衅滋事之时，也时刻担心会招致中国的

强力反击，付出惨重代价。而美国为了拉拢菲律宾、越南等国，一方面不断强调“反

对使用武力”，另一方面也采取实际行动，深化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安全合作，提高

各国应对中国的军事能力，以“吓阻”中国使用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

仅以美菲关系为例。近年来，美国一直在向菲律宾出售甚至“赠送”武器装备，

以提升其羸弱的海空军力量。2011 年 11 月 16 日，国务卿克林顿与菲律宾外长阿尔

伯特·德尔·罗萨里奥( Albert del Ｒosario) 签署《马尼拉宣言》，旨在加强两国密切

有效的军事合作，以应对包括海上安全在内的地区和全球挑战。2011 年 12 月，美国

出售给菲律宾的首艘“汉密尔顿”级大型巡逻舰正式加入其海军战斗序列，而这艘

3000 余吨的巡逻舰旋即成为菲律宾海军的旗舰。2012 年 5 月，美国再次向菲律宾交

付了另外一艘该级别巡逻舰，以帮助它提高海军战斗力，并承诺在未来还将再交付两

艘这样的军舰给菲律宾。2012 年 6 月 12 日，美国宣布将向菲律宾提供一套陆基监

视雷达，协助菲律宾建设一个“国家海岸监视中心”，以对南海进行侦察和监视，帮助

菲律宾建设“最低限度的可靠防御态势”。① 2013 年 12 月 17 日，国务卿克里到访菲

律宾，决定向菲律宾安全部队提供 4000 万美元的新援助，以帮助菲律宾在南海争议

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保护菲律宾“领海不受侵犯”。2014 年 4 月，美菲签署为期十年的

《加强防御合作协议》，美军将通过“轮换”部署的方式，在苏比克湾等战略要地实现

“半永久性”驻扎，这标志着美菲军事合作迈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

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也是美国帮助提升菲律宾军事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例如，

2012 年 4 月，正值中菲两国在黄岩岛展开激烈对峙之际，美菲两国在南海举行“肩并

肩”( Balikatan) 联合军演，约 4500 名美军士兵和 2300 名菲律宾士兵参加了此次大规

模军演，主要目的就是增强两国在传统和非传统军事训练中的互动与合作。2013 年

9 月 18 日，美菲两国又在南海展开代号为“费比莱克斯 14”( Phiblex14 ) 的两栖登陆

演习，此次演习地点距离黄岩岛只有 135 海里，双方共有 2300 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参

加，旨在提升两军协同作战能力和战备，以应对所谓的“地区紧急状况”。2014 年 6

月 26 日，美菲两国在距离黄岩岛只有 137 海里的苏比克湾附近海域启动为期一周的

“战备与训练合作”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两国共有 1500 名军人、五艘军舰参加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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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习科目包括海上联合作战、两栖登陆、海上巡逻和侦察飞行、战斗救援等，训练菲军

能够“发现、拦截和消灭”敌方舰船，加强双方在“面对中国威胁时”的两栖作战、特种

作战和信息共享的协作能力。①

其次，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鼓动和支持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鉴于南海

在亚太地缘政治中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加之南海航道对于亚太乃至全球贸易运输的

重要性，维持和保障在南海海域的航行自由无疑符合周边所有国家的利益。也正因

为如此，美国屡屡打着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与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一唱一

和，在国际间大肆炒作中国“海上威胁论”，动辄指责中国在南海维护自身合法海洋

权益的行为“妨碍航行和飞越自由”，并以此为借口，积极拉拢日本、澳大利亚等域外

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以共同抗衡中国的“海洋扩张”。

与美国的上述政策调整相呼应，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开始日益积极地介入

南海事务。例如，原本鲜少对南海问题公开表态的澳大利亚，近年来却紧跟美国的政

策步调，频频插手南海事务。2011 年 6 月，澳菲两国在堪培拉举行部长级会谈，双方

专门就南海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联合声明中声称支持菲律宾的立场，要求遵照《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领土争端。② 2011 年 7 月 9 日，正当南海紧张气氛不断升

高之际，澳大利亚海军会同美日海军在文莱附近海域举行了军事演习，这是三国首次

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2011 年 7 月 22 日，澳大利亚外长陆克文( Kevin Ｒudd) 与到访

的国务卿克林顿会晤，针对克林顿此前所称南海“涉及美国国家利益”，陆克文则回

应称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同样关乎澳大利亚的切身利益”。③ 2011 年 9 月 14 日，美

澳外长和防长“2 + 2”年度会谈于美国旧金山举行，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声

称:“与国际社会一样，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保持和平与稳定、尊重国

际法，以及畅通的合法商贸方面，拥有国家利益。”两国反对任何一方“以胁迫或武力

推进主权声索或是干扰合法的经济活动”，要求各方保持克制，以和平方式解决

争端。④

在中菲黄岩岛事件之后，2012 年 9 月 10 日，澳大利亚外长鲍勃·卡尔( Bob

·26· 美国研究

①

②

③

④

“US，Philippine Troops‘Assault’Beach，”June 30，2014，available at: http: / /news． xin． msn． com /en / region-
al /us － philippine － troops － assault － beach － 4．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Philippines-Australia Ministerial Meeting，Canberra，June 16，2011，available at: ht-
tp: / /www． foreignminister． gov． au / releases /2011 /kr_mr_110616a． html．
Karlis Salna，“Ｒudd Keen to See South China Sea Ｒow End，”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July 22，2011，availa-
ble at: http: / /news． smh． com． au /breaking － news － world / rudd － keen － to － see － south － china － sea － row －
end － 20110722 － 1hsrp． html．
“Australia-United States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 AUSMIN) 2011 Joint Communique，”September 15，2011，a-
vailable at: http: / /www． state． gov / r /pa /prs /ps /2011 /09 /172517． htm．



Carr) 在与到访的新加坡外长尚穆根( Shunmugam Jayakumar) 会晤时表示，澳大利亚

对南海争端“所造成的干扰”及其对亚太地区商业形象的全球影响感到忧虑，并强烈

敦促“各方遵循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①时隔仅数日，卡尔又在一场演讲中声

称，澳大利亚的“国 家 利 益 是 确 保 本 世 纪 的 伟 大 成 功 故 事———即 亚 洲 经 济 的 转

型———不会受到南海的战略竞争的扰乱”，澳大利亚拥有“采取行动并发挥影响力的

充分空间”，以促成南海争端解决方案的达成。② 2012 年 8 月 30 日，澳大利亚国防部

长史蒂芬·史密斯 ( Stephen Smith ) 访问越南，在与越南总理阮晋勇 ( Nguyen Tan

Dung) 会谈时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并鼓励和支持越南“加强在地区安全

中的作用”。③ 2014 年 5 月，澳大利亚防长大卫·约翰斯顿( David Johnston) 与美日两

国防长举行会谈，并在会后发表了“强烈反对以实力改变东海和南海的现状”的联合

声明。④

第三，分化和拉拢东盟共同对抗中国。多年来，尽管菲律宾和越南不断在南海寻

衅滋事，但是东盟其他成员国均保持了相对低调温和的立场，以免危及与中国的友好

合作关系。对于菲律宾、越南所鼓噪的以东盟为整体与中国对阵的主张，东盟多数国

家也不愿被它们两国“绑架”，无谓地与中国发生摩擦和冲突。例如，在 2012 年 7 月

于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系列外长会议上，菲律宾执意要将中菲黄岩岛

争端写入联合公报，试图把东盟联合公报变成南海问题的“人质”，但是菲方的主张

却遭到东盟多个国家的坚决反对。例如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副首相兼外长贺南洪

( Hor Nam Hong) 便明确指出:“南海问题是东盟内部一些国家与中国的问题，而不是

整个东盟的问题。”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导致 45 年来东盟第一次未能发表联合声

明。⑤

对于美国而言，它显然希望东盟能够在南海问题上形成一致的对华立场。为此，

奥巴马政府在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际，一方面大力提升与东盟的关系，试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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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南海问题在中国与东盟之间打入楔子，争取东盟向美国靠拢，在南海问题上形成对

华“统一战线”。2009 年 7 月，国务卿克林顿在访问亚洲期间，高调宣布美国加入《东

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开始。2009 年 11 月，首届“美国-

东盟峰会”在新加坡召开，奥巴马成为首位与东盟举行类似会谈的美国总统。继

2010 年 10 月国务卿克林顿代表美国正式参加东亚峰会之后，2011 年 11 月，奥巴马

成为首位出席东亚峰会的美国总统。2011 年 11 月，美国与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对南

海提出主权要求的东盟四国举行了海上联合军事演习。2013 年 8 月，国防部长查

克·哈格尔( Chuck Hagel) 在出席第二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时宣布，美国将加强对东

南亚国家的军事援助和军事培训力度，预算额度为 9000 万美元。美国加紧向东南亚

地区进行武器销售和技术转让，以便“东南亚国家更广泛地共享美国在防务领域的

技术和经验，并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安全领域的伙伴关系”。①

另一方面，鉴于东盟各国在南海问题上利益各异，与中国的关系也亲疏有别，美

国还综合利用安全、军事、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对部分在南海问题上持理性温和立

场的东盟国家展开攻势，试图推动上述国家转变态度，与菲律宾、越南等国一起挑战

中国的主权要求。例如，通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谈判来拉拢文莱、马来西亚

和新加坡等国，以此弱化中国对东盟的地缘经济影响力。通过支持缅甸“民主化”，

美国与缅甸关系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也使得中缅关系遭到削弱。通过对老挝和柬埔

寨等国提供经济援助，进而离间其与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例如，在 2010 年 11 月 1

日访问柬埔寨之际，国务卿克林顿就曾不顾外交礼仪，“警告”柬埔寨应该在整个亚

太地区建立“多元伙伴关系”，在经济和环境议题上保持对中国的独立，不要“过分依

赖中国”。②又如，对于印尼这个在东盟中影响举足轻重的大国，奥巴马政府于 2010

年 7 月恢复了与印尼特种部队中断了 12 年的军事合作，并签署《美国-印尼防务框架

协议》，为此后两国加强在军事训练、国防采购和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2010 年 11 月，奥巴马首访印尼，两国签署伙伴关系协定，决定在贸易、能源、国家安

全等领域展开合作，构建“全方位的伙伴关系”。2012 年 5 月，美国与印尼在印尼东

爪哇省附近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旨在增进双边军事合作和提高防御战术水平。

2013 年 8 月 26 日，美国又宣布向印尼出售八架总价高达五亿美元的“阿帕奇”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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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以支持印尼军事建设。

在美国的拉拢和分化之下，部分原本在南海问题上立场较为温和中立的东盟成

员国的政策近年来开始出现变化，这些国家有意与中国拉开距离，有些国家甚至与

美、菲、越等国遥相呼应，对中国的政策主张加以批评和指责。例如 2014 年 3 月 12

日，印尼军方将领首次对南海紧张局势表达强硬立场，认为中国把隶属于印尼的纳土

纳群岛( Natuna Islands) 的一部分划入南海“九段线”范围内的做法影响到了“印尼的

国家完整”。① 4 月 7 日，印尼外长纳塔莱加瓦首次要求中国对新版护照中纳入南海

“九段线”地图一事做出解释和澄清。4 月 25 日，印尼国民军司令穆尔多科( Moeldo-

ko) 撰文指责中国的“九段线”涵盖了纳土纳群岛的一部分，声称此举令印尼感到“忧

虑”，希望中国对此做出解释。②为此，印尼开始在纳土纳群岛周边加强军事部署，包

括升级空军基地，派驻苏-27 战斗机、苏-30 战斗机及“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以应对南

海发生不测事件。2014 年 6 月 24 日，应邀访美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参加美国对外

关系委员会举办的研讨会。在被问及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时，李显龙指出，对于南

海主权纠纷，“国际法必须在解决纠纷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还意有所指地声称: “以

一个必须在国际社会生存的国家而言，结果不能纯粹由大国说了算来决定。”③ 6 月

26 日，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登在白宫与李显龙会面，会后双方发表的声明指出: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对南海存在的一种破坏性行为模式的共同关切，并重申他们在

国际法、自由航行，以及和平解决海洋和领土争端等议题上的共同利益。”④

第四，推动制定约束中国的行为规则。面对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坚定意志和显

著增强的维权能力，美国日益担心中国有朝一日会对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挑衅行为予

以惩戒，甚至利用自身压倒性的力量优势，夺回被菲律宾、越南侵占多年的南海岛礁。

因此，美国与同样忧心忡忡的菲律宾和越南一直在积极鼓吹，要在 2002 年 11 月东盟

与中国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制定“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行为准

则，试图以此对中国的行动自由加以限制，以免中国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改变“南

海现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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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目的，美国近年来不断拉高调门，要求中国成为一个“遵守规则”的大

国。例如，2012 年 1 月奥巴马在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就曾意有所指地表示，中国

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无论在航海问题还是在贸易议题上，中国不

能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做法，而必须遵守游戏规则，这也是亚太国家所希望的”。①

2013 年 7 月，国务卿克里再次呼吁中国与东盟尽快制定行为准则:“我们十分希望在

制定相关行为准则方面取得进展，( 因为) 这个准则将有助于保障这个十分重要的地

区的稳定。”② 2014 年 2 月 17 日，国防部长哈格尔与商务部长彭妮·普利茨克( Pen-

ny Pritzker) 联袂撰文，声称亚太地区由于历史仇恨和领土争端而引发局势紧张，增加

不确定性，为此要求中国与地区内其他国家协同努力，在诸如海上和空中交通、太空、

网络安全和南海行为准则等重要方面制定明确的“游戏规则”。③ 2014 年 5 月 28 日，

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对美国外交政策发表演说，重申“在亚太，我们支持东南亚国家就

南海海上纠纷与中国通过谈判确立行为准则”。④时隔不久，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又出

面指责“中国在敏感且有争议地区的单边主义行为模式正在加剧紧张局势”，让邻国

“可以令人理解地感到恐慌”，从而将“损害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此同时，他又不忘

“规劝”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和崛起中的大国，应该坚持较高的行为准则。为实现经

济或物质方面的压制和胁迫而蓄意忽视处理分歧和争端的外交手段及其他和平方式

会破坏稳定，带来危险。”⑤

针对南海争端制定行为准则以避免意外事态本无可厚非，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在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行为准则之时，美国已然先行为“国际规则”设立了两个“标

准”。第一个标准就是相关规则必须通过多边谈判的形式达成。对美国而言，所谓

“多边”意指以下两种形式，即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加中国的“4 + 1”谈判机

制，而最佳方案则无疑是东盟加中国的“10 + 1”谈判机制。例如，早在 2011 年 7 月，

国务卿克林顿在与印尼外长纳塔莱加瓦会面时便敦促东盟“迅速地乃至紧急地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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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确定一套行为准则，以避免在南中国海重要的海上航线和领海上产生任何问

题”，她进而提议将南海问题纳入当年 11 月举行的东亚峰会的议程框架。①美国之所

以积极支持通过多边机制来谈判南海行为准则，根本原因就在于担心中国在双边谈

判中对有关国家“各个击破”，从而制定出有利于中国的南海“行为规则”。为此，美

国一直在力推东盟能够作为一个集团，成为中国的谈判对手，通过将南海问题最大限

度地多边化，以便借机发挥美国的影响力。

对于相关规则的制定，美国的第二个标准就是必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

本准则，甚至将之视为“唯一”准则。例如 2011 年 6 月 4 日，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

( Ｒobert Gates) 在新加坡表示，希望有关各方尽快商讨和制定处理南海领土争端的行

为准则，而解决南海争端的“指导原则应该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②美国之所以

如此重视该公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借此挑战中国所主张的南海“九段线”，否定

中国所拥有的“历史性权利”。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积极支持菲律宾向国际海洋法法

庭提起强制仲裁请求，要求法庭对“九段线”的“合法性”做出判定。③ 2014 年 3 月 6

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 Samuel Locklear) 在大西洋理事会

( Atlantic Council) 发表演说表示，如果中国认为南海“九段线”的宣示是正确的，就应

将全案送交国际法庭，并提出有力的证据来加以证明。④ 2014 年 4 月 3 日，助理国务

卿拉塞尔明确表示支持菲律宾的仲裁请求，声称此举能够促使中国“澄清围绕其主

权主张的一些歧义”。⑤ 2014 年 4 月 28 日，奥巴马在访问菲律宾期间再次公开宣称，

“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国际规则与规范得到尊重，也包括在那些存在海洋争端的地

区”，因此美国“非常支持”菲律宾针对中国提出的仲裁案。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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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海上摩擦和领土纷争不断的南海已经成为亚太地缘战略博弈的新焦点。对于南

海争端的发展走向，美国的政策行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随着时局的发展，美

国的南海政策也在经历着蜕变，由最初的“三不”政策调整为当前的“五不”政策。在

“重返亚太”的战略背景下，美国通过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军事与安全合作、鼓

动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分化和拉拢东盟成员国、推动制定符合美国标准的南海

“行为规则”等举措，软硬兼施，多管齐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尤

为重要的是，美国南海政策正日趋偏离其对南海主权争议“不选边站队”的“中立”立

场，不仅频频对中国合理合法的维权行为横加指责，对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挑衅行为

刻意加以偏袒，而且公然挑战中国多年来所坚持的南海政策立场。在美国的介入和

干预之下，南海已然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又一个重要战场。

信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 本文责任编辑: 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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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Obama's low job approval ratings，and the successful
GOP campaign strategies-helped Ｒepublican Party assume ma-
jority control of both chambers of U． S． Congress，and produced
strongly divided government． Consequently，the Washington
partisan stalemate will exist in a long term，and the newly-elec-
ted Congress will continue to battle with President Obama on vi-
tal domestic and foreign issues，which undoubtedly will distort
the national interest，leaving the nation to rethink about Ameri-
can democracy deeply and seriously． For U． S． China policy，
the Congress will still maintain as “discordant background
sounds”which disrupt the stead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 The divided government with Ｒepublican
majority in Congress will push forward the rebalancing strategy
toward the Asia-Pacific in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areas，
bringing unnecessary cost with trade，regional security and hu-
man rights issues to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Moreover，the shift
of key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and their leadership，key con-
gressional caucuses and congressional members related to China
will，to some extent，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negative in-
fluence of the 114th Congress on China issue．

“Five No's”Policy: The U． S． Adjustmen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Policy Xin Qiang ( 51)………………………………
Concerning the simmering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United States formulated“three no's”policy frame-
work in the past decades，specifically，no position-taking on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no impediment of navigation freedom，
and no unilateral change of status quo． However，with the cur-
rent rise of the ten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mong the claim-
ants，the United States has gradually adjusted its policies from
“three no's”to“five no's”by adding two new policies against
China's long-standing position，that is，the United States oppo-
ses sovereignty claims based on historical rights，and opposes
negotiating the disputes in bilateral ways． Under this new poli-
cy framework in the context of the“Ｒebalancing Strategy”ad-
vocated by Obama administration，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o
intervene active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nd enc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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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d the provocative behaviors of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which correspondingly intensified the maritime confrontations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China － U． S． FTA: Motivations and
Feasibility Pan Ｒui and Lou Yaping ( 69)…………………
Free Trade Agreements ( FTA) within /cross regions have con-
nected the whole world into a network system of FTA． By sig-
ning FTA with New Zealand，Chile and Switzerland，China has
achieved regional cooperation beyond Asia． In order to further
expand its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deepen its in-
volvement in world affairs，China should strengthen efforts to
make FTA negotiation with countries and regions of various lev-
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So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have FTA talk with the US． This ar-
ticle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and the motivation of FTA negotia-
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assess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both sides and possible influences of the FTA，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road map for promoting the FTA nego-
t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

Militarizing Trends of U． S． Africa
Policy Shen Zhixiong ( 80)………………………………
The new century has witnessed creeping militarization of U． S．
Foreign Policy，which is explicitly demonstrated by its policy to
Africa． Militarization of U． S． Africa policy has been on the
rise because of America's need of fighting Global War on Terror
and because of the substantially enhance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Africa in the world． The militarization also results from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America's national strength and do-
mestic politics． Militarization has become a common defining
feature of the Africa policies of both Bush and Obama Adminis-
trations，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dramatic increase of mili-
tary presence in Africa，increasingly over-reliance on military
strength to achieve their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corresponding
prominence of military in the decision-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Militarization of U． S． Africa policy has incurred more tur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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