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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水、 能源、 粮食既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又是全

人类基本人权发展的现实需要ꎮ 水与能源天然禀赋非对称以及农业用地的生态脆

弱性导致中亚面临 “水—能源”、 “能源—粮食”、 “水—粮食” 的多重互动冲突ꎮ
而气候变化的整体性干扰ꎬ 中亚安全纽带极易与政治、 经济、 恐怖主义、 极端主

义等其他领域的安全议题相纠缠ꎬ 互为因果ꎬ 安全议题间呈现出明显的 “集聚效

应”ꎮ 中亚各国奉行独立的资源政策ꎬ 安全纽带治理陷入闭环ꎬ 需要外来大国基

于共赢理念的斡旋和积极引领ꎬ 打破治理僵局ꎮ 中国参与中亚安全治理既是 “一

带一路” 中保障战略利益、 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重要着力点ꎬ 也是外部压力推

动的必然选择ꎮ 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经验、 制度及政治优势ꎬ 与中亚国家进行

安全协同治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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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安全观念中ꎬ 环境资源的稀缺与获得主要建立在国家权力关系和地缘

政治基础上ꎬ 而在新安全观念中ꎬ 基于人类安全的相互合作和全球治理则是分析

框架的中心ꎮ 新的环境资源安全研究不仅局限于环境和冲突的因果关系ꎬ 更强调

不同资源安全种类的传导效应和联系机制ꎮ 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ꎬ 孤立的环境安

全让国家间成为一个相互影响与依存的命运共同体ꎮ 全球多个地区在水、 能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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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影响、 制约并极具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安全纽带ꎬ 而这一安

全特征在中亚尤为突出ꎮ 咸海地区的干旱将触发一种 “生态多米诺效应” (ｅｃｏ －
ｄｏｍｉｎｏ ｅｆｆｅｃｔ)ꎬ 它最终制造了一个 “中亚地区经济、 社会和生态都逐渐严重退化

问题”①ꎮ 同时ꎬ 中亚地区以双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为主ꎬ 即同时源起于国内和

国外ꎬ 特别是源起于与边疆接壤的跨境地区的安全威胁ꎬ 具有以下特征: 威胁产

生主体与诱发因素具有内外联动的双重性、 威胁扩散与影响具有内外共生的双向

性、 威胁应对与治理的复合性、 易与军事武力相交织而与传统安全相转化ꎮ 在这

种背景下ꎬ 中亚地缘形势和水资源、 能源和粮食安全密切相关ꎬ 面临着水资源绝

对短缺和能源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ꎮ 中亚地区大部分水资源集中在主要河流的上

游国家ꎬ 而油气和战略资源开发却集中在下游国家ꎬ 上下游之间的能源与水资源

分布的地缘政治使得国际合作成为可能ꎬ 水能互易也对中亚粮食安全有重要影

响②ꎮ 水、 能源、 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ꎬ 但是将其作为一个系统进行

分析则少之又少ꎮ 以单一资源为中心的资源整合研究ꎬ 不仅无法满足以 “多资源问

题治理” 为导向的资源治理需求ꎬ 且难以有效应对生态环境、 经济和人口的变

化③ꎮ 因此ꎬ 在水资源—粮食—能源安全纽带的视角下探讨中亚地区安全问题具

有很大的必要性ꎬ 也有利于中国中亚安全治理合作模式的调整与改进ꎮ

一　 “水—能源—粮食” 安全纽带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一) 缘起: “资源整合” 安全治理理念与模式需求张力扩大

在传统的资源安全治理体系构建中ꎬ 通常存在着各自为政的割裂和碎片化问

题ꎮ 尽管国际领域形成了大量资源安全治理规则体系ꎬ 但相互嵌构的联系治理观

却迟迟没有形成ꎬ 这种碎片化的治理认识论局面正在逐渐被打破ꎮ

１ 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治理融合

环境安全对资源安全的传导性影响推动了资源安全治理整合进程ꎮ 达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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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ｂｅｌｋｏ) 强调 : “环境安全是作为一个跨国性概念而出现的ꎬ 其核心是强调主

要由人为因素导致的环境恶化和耗竭对个体、 团体、 社会 、 国家、 自然生态系

统和国际体系的整体安全构成了根本威胁ꎮ” ①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ꎬ 各种资源同

时受到影响ꎬ 使得各国之间的资源安全联系更加紧密ꎮ 气候减排压力与经济发展

间的相互制约又进一步加强了环境、 资源两种安全维度之间的联动性ꎮ 当前ꎬ 环

境资源问题存在着两种认知话语体系ꎬ 一种是环境资源综合管理话语ꎬ 另一种为

环境资源的安全话语②ꎬ 资源安全联系性认知论优势在于强调的是整个系统的有效

性ꎬ 通过部门间整体性的决策ꎬ 减少单独部门决策时因对自身利益权衡而对其他部

门造成的消极外部性ꎬ 避免一个部门的获益以另一个部门的损失为代价ꎬ 例如不能

通过高能耗来实现对水资源的治理ꎮ 同时ꎬ 系统决策还能减少部门或议题间相互沟

通的交易成本③ꎮ 因此ꎬ 资源安全治理的孤岛范式在环境安全影响下ꎬ 逐渐从各

部门间相对割裂的模式转变为一种综合系统的跨部门跨学科的纽带式模式ꎮ

２ 资源安全治理领域碰撞与矛盾加剧

由于资源分布不均ꎬ 可耗竭性、 负外部性、 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同ꎬ
不同资源安全治理领域的碰撞与矛盾逐渐突出ꎮ 基于国家对资源控制和全球贸易

规则的现行治理体系不能适应资源可持续和公平发展需要ꎬ 应加强全球范围内跨

领域资源安全治理合作④ꎮ 托马斯迪克逊、 杰西卡孟修斯等人重视全球人

口、 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稀缺性矛盾 (需求稀缺、 供应稀缺和结构性稀

缺)ꎬ 认为传统理论面临着三个困境: 一是以分离研究为主ꎬ 注重对单个领域的

供求均衡分析ꎬ 忽视了资源本身的延展性和交换性 (如石油换食品案例)ꎬ 也忽

视了全球资源 “不可分割” 的容量限制和整体挑战ꎻ 二是传统理论无法解释全

球资源安全的发生机制ꎬ 特别是局部资源均衡情况下产生的资源冲突现象 (如在

水量充沛的跨界河流所出现的水冲突案例)ꎻ 三是虽然围绕水、 粮食和能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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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建立了很多单独领域的国际制度ꎬ 但这些制度缺乏相互联系ꎬ 有些则存在原

则、 规范和规则上的冲突ꎬ 有些则基于不同议题联系而出现治理冲突①ꎮ 也有学

者从 “战略安全化” 视角论述资源安全治理整合的必要性ꎬ 认为国际河流流域

使得所有沿岸国家间产生了一种依赖性治理环境ꎬ 水的使用、 粮食安全间的协同

与经济增长密切关系ꎬ 沿岸国家应该共享一个经济和政治相互依存的网络环境ꎮ
若无法协同ꎬ 这些相互依赖关系往往会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ꎬ 甚至威胁生存状

态②ꎮ 因此ꎬ 基于全球化背景下资源部门间发展趋势加强和国家间安全战略协同

需要ꎬ “资源整合” 安全治理理念与模式的需求不断扩张ꎮ

(二) 形成: “水—能源—粮食” 安全纽带成为资源整合治理典范

水资源、 能源、 粮食作为重要的安全三部门ꎬ 由于其相互影响的自然属性较

为突出ꎬ 成为国际社会推动资源安全治理的典范ꎮ 布罗姆维奇 ( Ｂｒｅｎｄａｎ
Ｂｒｏｍｗｉｃｈ) 等人把达尔富尔地区的 “能源—粮食—水” 协同关系与内战、 人道

主义行动相结合ꎬ 提出冲突的解决是建立在水资源—粮食—能源协同关系的安排

之上③ꎮ 玛哈祖比 (ＭａｈａＡｌ － Ｚｕ’ ｂｉ) 和诺埃尔基奥 (Ｎｏｅｌ Ｋｅｏｕｇｈ) 认为阿拉

伯地区农业方面的政策制定、 项目和计划的实施与管理ꎬ 需要从现在的 “孤岛方

法” 向 “结合方法” 过渡④ꎮ 斯瓦图克 (ＬａｒｒｙＡ Ｓｗａｔｕｋ)、 卡什 (Ｃｏｒｒｉｎｅ Ｃａｓｈ)
和安德鲁斯斯皮德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Ｓｐｅｅｄ) 等认为ꎬ 水、 能源和粮食相互影响ꎬ 重

要的是通过此种相互传导特征ꎬ 加强整体性传导性安全建设⑤ꎮ
此外ꎬ “水资源—能源—粮食” 安全纽带问题在一系列国际论坛中得到充分

讨论与发展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最先

提出研究不同资源相互连接关系问题ꎬ 会议提出 “水—能源—健康—粮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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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ｅｎｄａｎ Ｂｒｏｍｗｉｃｈꎬ “Ｎｅｘｕｓ ｍｅｅｔ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Ｄａｒｆｕｒ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ｏｏｄ ｎｅｘｕｓ” .

Ａｌ － Ｚｕ’ ｂｉꎬ Ｍ ꎬ Ｋｅｏｕｇｈꎬ Ｎ “Ｗａｔｅｒ －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ｏｏｄ ｎｅｘｕｓ ａｔ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Ｊａｂａｌ Ａｌ － Ｎａｔｈｅｅ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Ａｍｍａｎ ”ꎬ Ｊｏｒｄａｎꎬ ２０１５

Ｌａｒｒｙ Ａ Ｓｗａｔｕｋꎬ Ｃｏｒｒｉｎｅ Ｃａｓｈꎬ “Ｗａｔｅｒꎬ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Ｗａｔｅｒ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ｉｌｏ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ｔｏ ‘Ｎｅｘｕ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Ｒｅｇｉ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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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 倡议ꎮ 同时ꎬ 该倡议也进一步推动水、 能源、 健康、 粮食、 生物多样性

这 ５ 个主题成为采取行动的重心和优先推动力ꎮ 安全纽带真正进入美国及西方国

家决策领域则始于 ２０１０ 年ꎬ 由美国进步中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ｅｎｔｅｒ) 最先

提出ꎬ 后来成为奥巴马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①ꎮ ２０１１ 年ꎬ 世界经济论坛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将缺乏对纽带关系的理解视为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重大挑

战ꎮ 同年ꎬ 波恩气候变化大会 (ｔｈｅ Ｂｏｎ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② 提出水、 能源和粮食三位

一体安全的 “纽带” 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和必要的转变路径ꎮ 斯德哥尔摩环境

研究所 (ＳＥＩ) 也发布了一份关于 “纽带安全关系” 的报告ꎬ 作为 ２０１２ 年里约

峰会的背景材料③ꎮ 欧洲学术界也在推动对这种资源环境安全纽带的研究ꎮ 欧盟

认为ꎬ 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素ꎬ 水、 能源和土地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跨大

西洋委员会和亚太经社理事会将土地、 能源、 粮食、 水和矿物质视为关涉人类安

全最为重要的资源④ꎮ “里约 ＋ ２０”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于 ２０１２ 年举办ꎬ 绿色

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以及消除贫困成为了该峰会的聚焦点ꎮ “里约 ＋ ２０” 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报告 «实现我们憧憬的所有人的未来» 和之后的 «更新的全

球发展伙伴关系» 都提到把能源、 粮食和水的关联性 (ｎｅｘｕｓ) 纳入绿色发展议

程⑤ꎮ 此外ꎬ 经合组织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 日通过了 «经合组织水治理原则»ꎮ 报告

指出ꎬ 水治理政策是复杂的ꎬ 健康、 环境、 农业、 能源、 空间规划、 区域发展和

减贫等对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都与水关系紧密ꎬ 要促进水治理的有效性ꎬ 需要采

取诸多措施ꎬ 鼓励通过实施有效的行业间协调ꎬ 特别是水、 环境、 卫生、 能源、
农业、 工业、 空间规划和土地使用之间的协调ꎬ 实现政策的连贯性⑥ꎮ 近两年

来ꎬ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报告和 ２０１９ 年特别评估报告均指出ꎬ 水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Ｑ Ｍ Ｄｕｒｏｙꎬ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 Ｆｏｏｄ － Ｅｎｅｒｇｙ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Ｎｅｘｕ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Ｃｈｏｉｃｅꎬ Ｖｏｌ ４９ꎬ Ｉｓｓ ２ꎬ Ｏｃｔ ２０１１ꎬ ｐ ３５５ － ３６６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Ｆｏｏｄ －
Ｅｎｅｒｇｙ －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ｘｕ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ｒｇ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１０ / ０７ / ｐｄｆ / ｈａｑｓｐ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２ － ０３ － ０２

Ｂｏｎｎ ２０１１ Ｎｅｘｕ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ｔｅｒ －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ｏｏｄ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ｕｓｅｒ＿ ｕｐｌｏａｄ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ｂｏｎｎ２０１１＿ 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ｐｄ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ｘｕ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ｅｉ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ｇｌｏｂａｌ －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 ｉｎ － ｔｈ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ｐｏｌｉｃｙ － ｎｅｘｕｓ －
ｔｈｅ － ｃａｓｅ － ｏｆ － ｂｉｏｆｕｅｌｓ － ｉｎ － ｔｈｅ － ｅｕ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

ＵＮＥＳＣＡ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ꎬ “Ｗａｔｅｒꎬ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Ｎｅｘｕ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ｅｓｃａ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Ｗａｔｅｒ －
Ｆｏｏｄ － Ｎｅｘｕｓ％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ＵＮＤＥＳＡꎬ “Ｔｈｅ Ｕ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ａｓｋ Ｔｅａｍ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ｄｅｓａ / ｐｏｌｉｃｙ / ｕｎｔａｓｋｔｅａｍ＿
ｕｎｄｆ /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ｔｍｌ

ＯＥＣＤ: “经合组织水治理原则”ꎬ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 日ꎮ



中亚 “水—能源—粮食” 安全纽带: 困境、 治理及中国参与　

资源—能源—粮食关系影响人类基本安全和生存条件ꎬ 全球气候变化增加了水、
能源和粮食三要素互动关系的不确定性ꎬ 导致全球水资源—能源—粮食生态系统

更加脆弱①ꎮ

(三) 发展: “水—能源—粮食” 安全纽带的多层级安全内涵

从水—粮食—能源安全纽带内涵发展来看ꎬ 包括内部关联安全、 外部关联安

全、 生态安全、 地缘政治安全多元层次ꎮ

表 １　 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的安全层次

类别 含义 案例

内部关联安全 三要素之间双双关联 水—能源ꎻ 能源—粮食ꎻ 水—粮食

外部关联安全
外部要素对安全纽带的额外
影响

水—粮食—能源—Ｘ 关联安全模式

生态安全
资源要素与生态环境系统的
互动

气候系统—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

地缘政治
资源分布地理差异下的地缘
政治冲突

中东、 非洲、 中亚、 南亚、 东南亚等

１ 要素内部双双关联

从内部要素来看ꎬ 包括水—能源、 水—粮食、 能源—粮食多种两两关联互动

模式ꎮ 就水—能源而言ꎬ 水和能源的联动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ꎬ 几乎所

有类型能源的生产过程都离不开水ꎻ 另一方面ꎬ 水的生产、 循环和环境处理等也

离不开能源②ꎮ 虽然用于能源生产的水量仅为全球水源消耗的 ８％ ꎬ 但是ꎬ 能源

的生产过程会对水质造成影响ꎬ 特别是地下水资源③ꎮ 欧洲学者将投入产出分析

９８

①

②

③

参考 ＩＰＣＣꎬ ２０１９ꎬ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 ＩＰＣＣ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ｌ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ꎬ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ｆｌｕｘ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ｐｃｃ ｃｈ / ｓｉｔｅ / ａｓｓｅｔｓ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ｉｔｅｓ / ４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ＳＰＭ＿ Ｕｐｄａｔｅｄ － Ｊａｎ２０ ｐｄｆ ＩＰＣＣꎬ ２０１４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４: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ＩＩ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Ｕ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ꎬ “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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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ｆｆ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ｘｕｓꎬ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ｏｎｎ ２０１１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ｅｘｕｓꎬ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ｅｆ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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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Ａ) 和生态网络分析 (ＥＮＡ) 相结合ꎬ 分析国际能源贸易中体现的能源与水

的关系ꎮ 在混合单元 ＩＯＡ 的基础上ꎬ 描述了能量与水的并行关系①ꎮ 就水 － 粮食

的联动关系而言ꎬ 水是粮食生产最为重要的资源ꎬ ８０％ ~ ９０％的水消耗被用于粮

食生产②ꎮ 珍妮索尔等分析了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干旱或半干旱国家中ꎬ 虚拟

水、 粮食安全和贸易之间的关系ꎮ 该地区国家应对由水不足引起的粮食挑战的能

力也是参差不齐的ꎬ 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组合在一起ꎬ 有可能给原

本已经十分紧张的水资源带来很多的负担ꎬ 这也要求推动水资源管理可持续

化③ꎮ 就能源—粮食的联动关系而言ꎬ 能源被用于粮食的加工、 运输、 化肥制造

以及抽取水源灌溉农田ꎬ 能源的生产过程对于粮食作物的种植环境影响ꎬ 部分粮

食可用于生物燃料的制造ꎬ 但过多的玉米等粮食作物用于能源生产被认为是推高

全球粮食价格的重要因素ꎮ 俄学者马泽达米尔纳斯卡在 «从国家粮食安全到全

球治理» 一文中ꎬ 对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决策模型ꎬ 他

认为美国推动的 “生物乙醇” 计划ꎬ 加剧了粮食需求与能源需求之间的矛盾ꎮ
从资源的紧张程度来看ꎬ 相关观点认为水资源匮乏将成为水—能源—粮食安全纽

带的核心问题ꎮ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ꎬ 水资源供应缺口将达到 ４０％ ꎬ 水资源安全有强

烈的社会稳定后果④ꎮ

２ 外部关联安全

水—能源—粮食协同关系内涵不仅是三要素之间相互依存ꎬ 而且还涉及不同

地理维度 (地区、 国家和全球)、 时间维度 (历史、 现在和未来) 以及多种安全

风险 (政治、 经济和社会) 多种影响因子的复杂驱动ꎮ 例如奥尔贾伊 (Ｏｌｃａｙ)
在 «水资源的全球治理: 一个实践者的角度» 一文中提出ꎬ 当前影响水的最重

０９

①

②

③

④

Ａｋｏｂ Ｇｒａｎｉｔꎬ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Ｌｉｎｄｓｔｒöｍ＆ Ｊｏｓｈ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Ｖａｌｕｅ Ｗａ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Ａｐｒｉｌ － Ｍａｙ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２２ － ２６

ＵＮＥＳＣＡ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ꎬ Ｗａｔｅｒꎬ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Ｎｅｘｕ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ｅｓｃａ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Ｗａｔｅｒ － Ｆｏｏｄ －
Ｎｅｘｕｓ％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Ｓｏｗｅｒｓꎬ Ｊｅａｎｎｉｅꎻ Ｖｅｎｇｏｓｈꎬ Ａｖｎｅｒꎬ Ｗｅｉｎｔｈａｌꎬ Ｅｒｉｋａ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１０４ ３ － ４ꎬ Ｆｅｂ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５９９ － ６２７ ꎬ Ｍａｒｔａ
Ａｎｔｏｎｅｌｌｉ ａｎｄ Ｓｔｅｆａｎｉａ Ｔａｍｅａꎬ “Ｆｏｏｄ －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

ＵＮＥＳＣＡ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ꎬ Ｗａｔｅｒꎬ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Ｎｅｘｕ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ｅｓｃａ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Ｗａｔｅｒ － Ｆｏｏｄ －
Ｎｅｘｕｓ％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ꎬ ＡＤＢ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
Ｆｏｏｄ － Ｅｎｅｒｇｙ Ｎｅｘｕ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ｖｉｉｉ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３０４０９ /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 ａｂｏｕｔ －
ｗａｔｅｒ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ｐｄｆ



中亚 “水—能源—粮食” 安全纽带: 困境、 治理及中国参与　

要决定往往是在水以外的领域产生①ꎮ 就涉及外部要素整体而言ꎬ 托马斯弗里

德曼 (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基于全球化的社会经济生态技术系统 (ＩＳＥＥＴ) 分析方

法ꎬ 指出应该从制度、 社会、 经济、 技术等基本要素推动能源、 粮食和水等领域

整合系统研究框架②ꎮ 具体而言ꎬ 梅雷迪丝佐达诺 (Ｍｅｒｅｄｉｔｈ Ａ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 等

强调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影响全球水资源安全③ꎻ 卡尔波兰尼指出ꎬ 全球自由

市场制度一旦无限扩张ꎬ 会动摇安全纽带生存发展的基础④ꎻ 梅雷迪丝佐达诺

(Ｍｅｒｅｄｉｔｈ Ａ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 等认为ꎬ 人口激增、 经济发展和持续转变的区域价值观

等诸多因素都反映了水资源安全矛盾产生背景的多元性ꎬ 他们认为探究世界水安

全问题应当从全球、 地区和功能的三个不同视角整合出发⑤ꎮ 当然ꎬ 外部因素是

一个较大的范畴ꎬ 仍然在不断扩大ꎮ 托尼阿兰 (Ｔｏｎｙ Ａｌｌａｎ)、 马丁凯勒茨

(Ｍａｒｔｉｎ Ｋｅｕｌｅｒｔｚ) 和埃卡特沃尔茨 (Ｅｃｋａｒｔ Ｗｏｅｒｔｚ) 的研究介绍了水—粮食—
能源安全相互关联的概念和操作机制ꎬ 他们认为水—粮食—贸易次纽带已经被有

效地概念化了ꎬ 但能源—气候变化次纽带及水和能源次纽带融合成大纽带的理论

化过程尚未完成ꎬ 水—粮食—贸易和能源—气候变化两个次纽带必须融合成一个

现在还没有被很好地理解的宽泛纽带⑥ꎮ

３ 气候变化与水—粮食—能源生态安全纽带

气候对人类维持生产和再生产具有重要影响ꎬ 气候变化因此成为直接沟通环

境与安全问题的联结点⑦ꎮ 水—粮食—能源在资源领域相互影响甚至竞争ꎬ 以三

者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安全远非单纯的非传统安全问题ꎬ 水—粮食—能源安全纽带

因为全球气候变化而尤为突出ꎬ 使得三者关系更为紧密ꎮ 迭戈罗德里格斯

(Ｄｉｅｇｏ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安娜德尔加多 (Ａｎｎａ Ｄｅｌｇａｄｏ)、 安东尼娅索恩 (Ａｎｔｏｎｉａ
Ｓｏｈｎｓ) 重点关注了能源—水系统中的气候变化因素ꎬ 他们认为气候变化加剧了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Ｏｌｃａｙꎬ Üｎｖ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２００８
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Ｌｅｘｕｓ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ｅ Ｔｒｅ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ｃｈｏｒꎬ

２０００ ｐｐ ２ － ７
Ｍｅｒｅｄｉｔｈ Ａ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ꎬ Ａａｒｏｎ Ｔ Ｗｏｌｆꎬ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３４９ －３６６
〔英〕 卡尔波兰尼ꎬ 黄树民译: «巨变: 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版ꎬ 第 ３７ ~ ４９ 页ꎮ
Ｍｅｒｅｄｉｔｈ Ａ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ꎬ Ａａｒｏｎ Ｔ Ｗｏｌｆꎬ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３４９ － ３６６
Ｔｏｎｙ Ａｌｌａｎꎬ Ｍａｒｔｉｎ Ｋｅｕｌｅｒｔｚꎬ Ｅｃｋａｒｔ Ｗｏｅｒｔｚꎬ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ｏｏｄ ｎｅｘｕ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ｎｅｘｕ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
傅聪: «气候变化的安全意涵: 溯源、 概念及启示»ꎬ 载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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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能源之间的潜在关联ꎬ 增加了不确定性ꎬ 也增加了风险ꎬ 如果现在不解决ꎬ
将对发展产生威胁并使人们进一步陷入贫困ꎮ 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ꎬ 气候变

化下的安全纽带最为脆弱①ꎮ 同样ꎬ 西尔维娅李 ( Ｓｙｌｖｉａ Ｌｅｅ) 指出ꎬ 气候、
水、 粮食和能源的相互关联性意味着一个部门无法单独应对这些挑战ꎮ 一个领域

的问题对另一个领域具有直接影响ꎬ 所以需要综合分析因果关系ꎬ 全面理解相关

利益交换以及跨越部门的协调措施ꎮ 我们应该加强系统的适应能力并提高我们的

预测能力②ꎮ 约阿希姆冯布劳恩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ｖｏｎ Ｂｒａｕｎ) 从信息共享需要角度ꎬ
认为水、 能源、 粮食、 环境 (气候) 等存在着重要协同作用ꎬ 需要配套实施自

然资源管理、 粮食的气候变化适应和缓解政策、 能源和粮食贸易体制改革、 资源

储备和全球信息共享等制度建设③ꎮ 此外ꎬ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发布的

«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威胁» 以及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会 ２００７ 年发布的 «气
候变化: 一个安全风险» 等报告都强调气候导致的淡水资源的恶化、 粮食减产和

资源竞争等引发冲突ꎬ 其中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增加ꎬ 全球安全挑战增大④ꎮ

４ 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地缘政治之维

地缘是理解水—能源—粮食协同治理的重要视角ꎬ 水—能源—粮食的 “争
夺” 成为各国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战略的重要问题ꎮ 从全球地缘政治来看ꎬ 水、 能

源以及粮食不仅在不同区域地理分布上具有较大的差异ꎬ 也在区域内部存在地缘

差异ꎮ 厘清世界范围内水、 能源与粮食之间的地缘政治特点ꎬ 对于构建“水—能

源—粮食” 协同治理制度具有较大的价值ꎮ 通过特定地缘探讨安全纽带问题成为

一种重要趋势ꎮ 赛德横木佐德 (Ｓａｉｄ Ｙｏｋｕｂｚｏｄ) 的研究指出ꎬ 在使用过时灌溉

２９

①

②

③

④

Ｄｉｅｇｏ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ꎬ Ａｎｎａ Ｄｅｌｇａｄｏꎬ Ａｎｔｏｎｉａ Ｓｏｈｎｓꎬ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 ｆｏｏｄ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Ｎｅｘ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ꎬ １３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ｘｕｓ”.

Ｓｙｌｖｉａ Ｌｅｅꎬ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 ｆｏｏｄ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Ｎｅｘ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ꎬ
１０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ｖｏｎ Ｂｒａｕｎꎬ Ｒｅｇｉｎａ Ｂｉｒｎｅｒꎬ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１ (２)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２６５ － ２８４.

Ｃｈｒｉｓ Ａｂｂｏｔｔꎬ 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 ｉｎｔ / ｒｗ / ｌｉｂ ｎｓｆ / ｄｂ９００ｓｉｄ / ＫＫＡＡ － ７Ｂ７２ＨＴ / ＄ ｆｉｌｅ / Ｆｕｌｌ ＿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ｏｐｅｎｅｌｅｍｅｎ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ｓ 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ｂｇｕ ｄｅ / ｗｂｇｕ＿ ｊｇ２００７ ＿ ｅｎｇｌ ｐｄｆ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４ Ｔｈｅ ＣＮ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７ꎬ ｈｔｔｐ: /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ｎａ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ａｎｄ％２０ｔｈｅ％
２０Ｔｈｒｅａｔ％２０ｏｆ％２０Ｃｌｉｍａｔｅ％ ２０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ｄ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ｓ 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Ｔｈｏｍａｓ Ｆｉｎｇａｒ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ｏ ２０３０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ｎｉ ｇｏｖ /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ｉｅｓ / ２００８０６２５ ＿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ｐｄ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ｂｇｕ ｄｅ /
ｗｂｇｕ＿ ｊｇ２００７＿ ｅｎｇｌ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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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中亚ꎬ 粮食安全取决于灌溉ꎮ 随着新土地的开发ꎬ 中亚地区有必要获取目

前没有的可用水资源ꎮ 在目前的灌溉技术水平下ꎬ 中亚地区面临着水资源短缺问

题ꎬ 而且干旱年份农田的供水急剧减少ꎮ 因此ꎬ 要保证中亚地区的粮食安全ꎬ 需

要提高用水效率①ꎮ 邓克尔曼 (Ｄｕｎｋｅｌｍａｎ)、 克尔 (Ｋｅｒｒ) 和斯瓦图 (Ｓｗａｔｕｋ)
对东非地区的粮食和营养安全进行了分析ꎮ 他们指出ꎬ 粮食安全必须超越产量ꎬ
转向对营养的分析和强调ꎮ 如果营养成为重点ꎬ 那么所谓的粮食生产本地化采水

做法可能会复兴ꎬ 这将同时促进粮食和水安全②ꎮ 利兹汤普森 (Ｌｉｚ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系统分析了小岛屿国家的资源纽带ꎬ 探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形成 “能源—粮食—
水安全关联方案” 并进行实施的好处和可能的方法③ꎮ 在安全纽带中ꎬ 地缘政治

与跨境水权政治成为研究重点ꎮ 相关学者提出了冲突论、 融合论及霸权论ꎮ 冲突

论认为国家之间的水资源争逐无可避免会导致武装冲突ꎮ 融合论则指出河谷流域

的国家能通过沟通而建立起互惠互利的水源共享与管理机制ꎮ 霸权论认为河谷中

的强国能主导水源和水制度ꎮ 此外ꎬ 从地缘政治冲突程度来看ꎬ 迈克尔克莱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 Ｋｌａｒｅ) 认为容易获取的、 低成本资源已经逐渐耗竭ꎬ 水、 粮食和能

源等会导致主要大国的地缘竞争④ꎮ 丹比萨莫约认为耕地、 水、 能源与矿产品

是基本生活与生产的基础ꎬ 而伴随世界资源需求的剧增ꎬ 严重的资源稀缺必将导

致全球进入下一个时期: 可耕地、 水、 矿产品及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平均价格将迈

入永久性上涨的高速路ꎮ 鉴于资源稀缺性造成的全球局势紧张ꎬ 更多的国家和个

人参与到资源的争夺中ꎬ 极端情况下资源的严重短缺甚至会直接引发战争⑤ꎮ
综上所述ꎬ 资源安全治理的范式逐渐从各部门间相对割裂的模式转变为一种

综合系统的、 跨部门的纽带式的模式ꎮ 安全纽带范式的优势在于ꎬ 纽带模式强调

的是整个系统的安全治理有效性ꎬ 认为通过部门间整体性的决策ꎬ 可以减少单独

部门决策时因对自身利益权衡而对其他部门造成的消极外部性ꎬ 避免一个部门的

获益以另一个部门的损失为代价ꎮ 安全治理过程中ꎬ 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所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ａｉｄ Ｙｏｋｕｂｚｏｄꎬ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Ｌａｒｒｙ Ａ Ｓｗａｔｕｋꎬ Ｃｏｒｒｉｎｅ Ｃａｓｈꎬ “Ｗａｔｅｒꎬ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２: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ｒｅ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Ｒａｉｎｆ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 .
Ｌｉｚ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 ｆｏｏｄ － 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 Ｎｅｘ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ꎬ

１１ Ｔｈｅ Ｎｅｘｕｓｉｎｓｍａｌｌｉｎｓ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 Ｋｌａｒｅꎬ “Ｔｈｅ Ｒａｃｅ ｆｏｒ Ｗｈａｔ’ ｓ Ｌｅｆ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ｒａｍ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Ｌａ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３ － １９
Ｍｏｙｏꎬ Ｄａｍｂｉｓａ Ｗｉｎｎｅｒ ｔａｋｅ ａｌｌꎬ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ａ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ｉｔ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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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资源要素ꎬ 既是国民生活所需ꎬ 又是国家安全战略需要ꎬ 加上三者存在天然联

系性ꎬ 因此成为国际热点讨论对象ꎮ 安全纽带整合治理路径在我国还处于初期植

入阶段ꎬ 为结合实证分析ꎬ 本文主要选取中亚地区作为研究区域ꎬ 通过对该地区

安全纽带的研究ꎬ 为我国与该地区安全纽带合作奠定理论基础ꎮ

二　 中亚地区的 “水—能源—粮食” 安全纽带

(一) “水—能源—粮食” 安全纽带的相互转化和传导

１ 水资源在中亚安全纽带中占据中心地位

水是中亚国家的生命线ꎬ 水资源的稀缺严重制约了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ꎬ 水

资源分配的矛盾阻碍了中亚一体化的进程ꎬ 而且还隐含着很大的安全风险ꎮ 中亚

地区地域广阔ꎬ 人口集中分布在阿姆河、 锡尔河及其支流上游和中游的绿洲地

带ꎬ 以及下游灌溉区域和三角洲地带ꎬ 而人口的聚集区域多被沙漠所包围ꎮ 中亚

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ꎬ 降雨量少 (小于 ３５０ ~ ４００ 毫米 /年)ꎬ 湿度极低 (夏季为

２２％ ~４０％ )ꎬ 蒸发量高 (最大 １ ７００ 吨 /年)ꎬ 太阳辐射丰富①ꎮ 中亚地区水资源

分布严重失衡ꎬ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合计约占地区内水量的 ９１％ ꎬ 具有

绝对优势ꎬ 其他国家则不到 １０％ ②ꎮ 加之全球变暖导致降水的减少以及帕米尔高

原冰川减少③ꎬ 都加剧了中亚地区的水稀缺ꎮ

２ 水资源—粮食之间纽带安全传导效应

水资源的减少首先对粮食生产造成影响ꎬ 水资源的稀缺严重限制了中亚灌溉

农业的发展ꎬ 进一步加大了中亚地区的粮食安全隐患ꎮ 从近代中亚农业发展历史

来看ꎬ 中亚地区的粮食生产扩大化进程严重破化了中亚地区的水文系统ꎬ 造成几

乎不可逆的影响ꎬ 目前各国面临严峻的农业用水压力 (见表 ２)ꎮ 落后的水利基

础设施、 低效的水资源利用率和粗放的粮食生产方式共同限制了中亚地区粮食产

４９

①

②

③

Ｖ Ａ Ｄｕｋｈｏｖｎｙ ａｎｄ Ｇ Ｓｔｕｌｉｎａꎬ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ｉｎ ｉｎ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Ａ Ｍａｄｒａｍｏｏｔｏｏꎬ
Ｖｉｃｔｏｒ Ａ Ｄｕｋｈｏｖｎｙ ｅｄｓ ꎬ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１

杨恕、 王婷婷: «中亚水资源争议及其对国家关系的影响»ꎬ 载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ꎮ

据计算ꎬ 自 １９３０ 年至今ꎬ 由于气候变暖ꎬ 中亚地区约有三分之一的冰川已经消失ꎮ 数据来自
ＵＳＡＩＤ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ｉｓｋ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ｐ 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ｌｉｍａｔｅｌｉｎｋｓ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ｒｉｓｋ －
ｐｒｏｆｉｌｅ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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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提升ꎬ 加剧了各国的粮食安全隐患ꎮ 哈萨克斯坦是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ꎬ 也

是水—粮食—能源安全纽带问题恶化的最大受害国ꎮ 乌兹别克斯坦粮食基本自

给ꎬ 但其境内的阿姆河、 锡尔河三角洲地带已出现了严重的沙漠化现象ꎬ 并且乌

国的灌溉用水受到上游国家的制约ꎬ 与上游国家的发电用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结

构性矛盾ꎮ 比如ꎬ ２００８ 年的极端干旱天气对于塔吉克斯坦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严

重打击ꎬ 其 ３４％的农村人口没有粮食保障ꎬ 其中 ５４ 万人严重缺乏粮食ꎬ 城市中

的 ３３％人口缺乏粮食ꎬ 约 ２０ 万人严重缺粮①ꎮ 此外ꎬ 农牧业是中亚的支柱产业ꎬ
但中亚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较低ꎬ 以灌溉农业为主ꎬ 水资源的浪费、 污染现象十分严

重ꎮ 阿姆河和锡尔河的过度引流、 引灌ꎬ 最终导致咸海区域的荒漠化和生态危机②ꎮ

表 ２　 中亚国家农业用水压力水平预测

国家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４０ 年

吉尔吉斯斯坦 ４ ９１ ４ ９２ ４ ９３

哈萨克斯坦 ４ ７９ ４ ７７ ４ ７９

土库曼斯坦 ４ １３ ４ ３８ ４ ７６

乌兹别克斯坦 ３ ９７ ４ ２６ ４ ３０

塔吉克斯坦 ３ ３０ ３ ３６ ３ ４２

　 　 注: 压力等级: 低级: ０ ~ １ 分ꎻ 低 － 中级: １ ~ ２ 分ꎻ 中 － 高级: ２ ~ ３ 分ꎻ 高级: ３ ~ ４ꎻ 超高级: ４ ~
５ 分ꎮ

资料来源: ＦＡ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２０１７ ｐ ４４

３ 粮食—能源之间纽带安全传导效应

粮食部门还面临着能源部门的用水竞争ꎮ 一方面灌溉农业尤其是水泵灌溉需

要大量的电力作为保障ꎮ 例如ꎬ 塔吉克斯坦 ４４％ 的农业生产依赖于水泵灌溉ꎬ
水泵需要稳定的电力供应ꎬ 农业用电量约占全国总用电的 ２１％ ꎬ 是第三大耗电

部门ꎬ 而塔国 ９０％以上的用电依赖于水电③ꎮ 另一方面ꎬ 能源开采和炼化同样需

要大量的水源作为保障ꎬ 部门间的用水竞争难以调节ꎮ 从扩大粮食生产对水资源

的影响来看ꎬ 中亚地区面临水资源稀缺的进一步威胁ꎮ 当前水—粮食—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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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涛: «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潜在风险的多元化趋势»ꎬ 载 «国际安全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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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带问题对各国的挑战不断增大ꎬ 如农业在各国的地位不断提高ꎬ «哈萨克斯

坦 － ２０５０战略»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农产品加工业综合体发展战略规划» 将发展粮食

作为七个主要任务之一ꎮ 塔吉克斯坦也制定了能源、 交通和粮食三大战略①ꎮ

４ 资源分配非对称性下的水资源—能源纽带冲突

中亚地区除上游国家发电用水与下游国家农业灌溉用水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

结构性矛盾外ꎬ 水能分配不均也加剧了水—能源安全纽带矛盾ꎮ 水资源是中亚最

为稀缺的资源ꎬ 在中亚广袤的区域内ꎬ 仅有阿姆河和锡尔河ꎬ 两条主要河流ꎬ 地

区内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是荒漠ꎬ 水源相对充足的国家为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斯坦ꎮ 相反ꎬ 中亚地区能源储量为全球的 １２％ ②ꎮ 哈萨克斯坦有丰富的石油资

源ꎬ 在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蕴藏大量的天然气资源ꎮ 可见ꎬ 水资

源、 能源资源分配不均ꎬ 导致了不同国家掌握的资源话语权不同ꎬ 加上协同制度

不完善ꎬ 在水能价格上无法达成一致ꎬ 导致资源互换链难以稳定持久ꎮ

(二) 气候变化下中亚 “水—能源—粮食” 安全纽带的整体传导性

大量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已构成了潜在的安全威胁ꎬ 气候变化并非冲突的直接

诱因ꎬ 往往是冲突的催化剂③ꎮ 中亚是一个内陆地区ꎬ 气候形态多样ꎬ 从干旱的

沙漠到高降水的山脉ꎬ 地区内国家间和国家内部气候差异明显ꎮ 中亚是受气候变

化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ꎬ 相关报告认为ꎬ 气候变化在中亚地区导致的变暖程度将

超过全球平均水平④ꎮ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ꎬ 气候变化将会

导致中亚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不断加剧、 生态环境日趋脆弱ꎬ 水—能源—粮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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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纽带挑战在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尤为突出ꎮ 具体而言ꎬ 气候变化会导

致中亚水资源进一步稀缺ꎬ 加剧分配矛盾ꎮ 而水资源的减少会影响地区内的粮食

和经济作物产量ꎬ 粮食减产会引发粮食价格上涨ꎬ 加剧地区内贫困人口的生计负

担ꎮ 为获得更多的粮食资源ꎬ 不仅要加大水资源的开发ꎬ 还要扩大对粮食贸易的

依赖ꎮ 气候变化还会加剧水资源的季节性变化ꎬ 冬季降雪减少、 夏季干旱频发ꎬ
存在激化上下游国家间发电、 灌溉的结构性矛盾的风险ꎬ 并且气候变化还会降低

和损坏发电、 运输等能源基础设施性能ꎬ 从而减少能源产能ꎮ 部门间对资源的竞

争将进一步加剧ꎬ 农业部门和能源部门将对水资源展开激烈竞争ꎬ 而地下水资源

开采和种植业的水泵灌溉又需要大量的电力供应ꎮ 加之中亚地区自然的生态脆弱

性、 不当的环境资源管理方式ꎬ 以及对于经济增长的诉求和政治不稳定性这几个

方面间的相互制约ꎬ 使得中亚 “水—粮食—能源” 安全纽带极易陷入一种 “闭
环” 状态ꎮ

图 １　 气候变化下水—粮食—能源安全纽带影响逻辑

此外ꎬ 除了气候变化对 “水—能源—粮食” 安全纽带产生冲击ꎬ 引发水、
粮食和能源间的联带反应外ꎬ 气候变化影响边界还包括一系列领域ꎮ 例如在技术

改进和治理水平滞后情况下ꎬ 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灾害会引发受影响群体对稀缺

资源的争夺ꎬ 增加环境难民的人数①ꎮ 社会和政治结构在气候危机前也将变得脆

弱ꎬ 危机将从自然资源环境领域传递至社会、 政治经济领域ꎮ 水是中亚水资源—
粮食—能源安全纽带中的始发点ꎬ 水资源的稀缺性极易引发 “生态多米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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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ꎬ 对于能源、 粮食的生产与分配更是具有直接的影响ꎮ 气候变化对于中亚

地区水—粮食—能源安全纽带是一种系统性的影响ꎬ 系统中的水、 粮食和能源

是最为重要的三个联带因素ꎬ 仅关注其中的一项往往会产生非预计后果ꎬ 同

样ꎬ 环境纽带对于安全的威胁也是系统性的ꎬ 包含了经济、 社会和政治多个维

度ꎮ 总之ꎬ 水—粮食—能源安全纽带极易与政治、 经济、 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

等其他领域的安全议题相纠缠ꎬ 互为因果ꎬ 安全议题间体现出了明显的 “集聚

效应”①ꎮ

(三) 安全纽带问题带来的协同治理困境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特殊ꎬ 生态环境脆弱ꎬ 政治关系敏感复杂ꎬ 中亚地区正面

临严重的安全纽带跨境资源合作挑战ꎮ
苏联时期重视对水—能源—粮食的计划管理ꎬ 以平衡上下游国家间在不同

季节产生的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问题ꎮ 位于上游的吉尔吉斯斯坦在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在锡尔河的主要支流纳伦河地区建立了蓄水库ꎬ 以调节下游粮食生

产用水ꎮ 根据苏联政府 １９８４ 年出台的 ４１３ 号决议ꎬ 上游国家要在夏季 (４ ~ ９
月) 释放 ７５％的水量ꎬ 冬季 (１０ ~ ３ 月) 释放不超过 ２５％ 的水量②ꎮ 鉴于吉尔

吉斯斯坦是能源稀缺国ꎬ 乌哈两国会在冬季向其供应化石燃料确保其供暖和电力

需求ꎮ
苏联解体后ꎬ 原有的资源分配问题由中亚五国各自行使主权ꎬ 矛盾冲突开始

显现ꎬ 国际合作也逐渐展开ꎮ 同时ꎬ 化石燃料价格迅速上涨且常常要求以硬通货

付款ꎬ 上游国家迅速从昂贵的化石燃料供暖转向了电热供暖ꎬ 从而增加了冬季水

电需求ꎬ 吉尔吉斯斯坦开始增加冬季排水量ꎬ 以满足其冬季电力需求ꎬ 并减少夏

季排放ꎬ 以便为下一个冬季储存水ꎮ 而在冬季ꎬ 河道和运河无法处理过多的水

量ꎬ 只能将其转移到一系列洼地中ꎬ 形成了艾达库尔人工湖ꎬ 既浪费了水源ꎬ 又

对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ꎮ
对于上下游国家在不同季节间的水与能源之间的矛盾ꎬ 各国开始实行国际合

作ꎬ 首先是区域内合作ꎮ 苏联解体后主要分为三个合作阶段ꎮ 第一ꎬ 是新千年初

平稳期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 年)ꎮ 锡尔河协定及一系列双边水能互换协定ꎬ 细化了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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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期上游水库的调度过程ꎬ 明确了上游国家向下游国家输送电力、 下游国家给

予上游国家能源补偿的规模及交付期限ꎮ 第二ꎬ 是合作停滞期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６
年)ꎮ 乌、 哈单方面中止执行锡尔河协定及年度水能互换协议ꎬ 从而使中亚跨国

界水合作再次陷入停滞ꎮ 第三ꎬ 是矛盾修复期 (２０１６ 年至今)ꎮ 米尔济约耶夫当

选乌兹别克斯坦第二任总统ꎬ 对乌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ꎬ 将深化与中亚各国合

作确立为乌外交政策的最优先方向ꎬ 这为中亚地区跨国界水合作的逐步恢复奠定

了政治基础ꎮ 其次ꎬ 是参与更广泛的国际合作ꎬ 然而各国参与国际治理意愿存在

差异ꎮ 如表 ３ 所示ꎬ 中亚各国在主要相关跨境水治理公约的参与方面较为滞后ꎬ
只有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了 «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ꎬ 只有哈萨克斯

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加入了 «关于跨界背景下的环境影响评价公约»ꎬ 哈萨克斯

坦、 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加入 «跨界水道与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ꎮ
跨境河流的水量、 环保、 水质等国际法在中亚地区并未得到普遍遵循ꎮ

表 ３　 中亚五国参与的相关跨境水治理的公约

国家公约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公约① × × × √ ×

赫尔辛基水公约② √ × × √ √

埃斯波公约③ √ √ × × ×

工 业 事 故 跨 界 影 响
公约④ √ × × × ×

　 　
事实上ꎬ 从治理有效性来看ꎬ 相关协议并未很好地落实与执行ꎬ 中亚地区的

环境能源治理始终处于低一体化和制度化状态ꎮ 这主要是因为ꎬ 各国间仍存在地

缘政治经济利益冲突ꎬ 相互间缺乏互信ꎬ 地区公利难以超越国家私利ꎬ 并通过水

９９

①

②

③

④

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是规范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问题的唯一的全球性公约ꎬ 该公约旨
在公平合理地利用国际水道、 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损害ꎬ 对计划采取的措施进行事先通知ꎮ

赫尔辛基水公约旨在通过促进合作ꎬ 确保跨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ꎬ 该公约希望预防、 控制减少
跨界影响ꎬ 以合理公平方式使用跨界水ꎬ 确保其可持续管理ꎮ 毗邻同一跨界水域各方须通过缔结具体协定
和建立联合机构合作ꎮ

埃斯波公约环境影响评估作为一项国家文书ꎬ 应对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并须由主管国家
当局作出决定的拟议活动进行ꎮ 各国应事先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国家提供关于可能对跨界环境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的活动的通知和相关资料ꎬ 并应在早期与这些国家协商ꎮ

工业事故跨界影响公约旨在保护人类和环境免受工业事故之害ꎬ 尽可能防止此类事故发生ꎬ 减少事
故的频率和严重性ꎬ 并减轻其影响ꎮ 它促进各缔约方在工业事故之前、 期间和之后开展积极的国际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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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源作为战略手段相互制衡ꎬ 甚至遏制彼此的发展ꎮ 塔吉克斯坦的罗贡水电站

从规划到投入建造几经波折ꎬ 电站投入使用后不仅能使塔国实现能源独立ꎬ 而且

在夏季发电高峰时还能实现电力出口ꎬ 一直遭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对ꎬ 乌曾采用

“能源战” “铁路战” “关税战”ꎬ 甚至武装冲突多种手段阻止工程建设ꎮ 因为罗

贡水坝在蓄水期将造成下游阿姆河水量的减少ꎬ 影响乌兹别克斯坦的灌溉ꎬ 而且

乌兹别克斯坦不愿意承担可能发生的地震引起的溃坝风险ꎬ 更有一部分原因是乌

不想就此使塔摆脱对其的能源依赖ꎮ
综上所述ꎬ 中亚水资源冲突与合作的历史悠久ꎬ “合” 与 “分” 使得中亚地

区面临地区动荡危机ꎮ 各国奉行独立的资源政策ꎬ 相互间缺乏沟通与协调ꎬ 即便

地区内存在多元治理行为主体以及产生了一定的协调机制ꎬ 中亚的环境资源治理

仍处于制度弱化的状态ꎬ 治理主体间的协调、 治理机制间的对接特别是议题间的

兼顾问题难以解决ꎮ

三　 中国—中亚安全纽带协同治理路径考量

如上可述ꎬ 中亚地区的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治理处于严重的赤字状态、
治理公共产品存在着供给竞争与不足的双重矛盾ꎬ 地区内始终难以内生出统一协

调的治理方案和机制ꎮ 中亚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不仅是国内治理重点ꎬ 也关

系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地缘安全ꎮ 中亚的环境威胁源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向ꎬ 共同

的边界和复杂的民族结构又使得国内矛盾极易国际化ꎬ 由此构成协同关系的国际

国内双重博弈格局ꎮ 中国是中亚地区安全最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ꎬ 确保中亚地区

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ꎮ 中国应积极参与中亚

地区的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治理且可以发挥引领作用ꎮ 从现实情况来看ꎬ 中

国引领治理中亚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ꎬ 但中国需要谨慎

谋划治理路径ꎮ

(一) 中国参与中亚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１ 中亚是 “一带一路” 中战略利益、 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从战略意义来看ꎬ 中亚地区作为重要的周边国家ꎬ 是中国的战略延伸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ꎮ 在战争等传统安全相对缓和背景下ꎬ 水、 能源、 粮食等非传统安全

在事实上已经影响了国际政治经贸格局ꎮ 中亚安全纽带关系的矛盾与冲突ꎬ 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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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中亚间外交产生重要影响ꎮ 从安全利益来看ꎬ 中国西部作为安全隐患非常

严峻的地区ꎬ 不得不考虑外部干扰因素ꎮ 虽然中国与中亚邻国达成了边界协议ꎬ
妥善地处理了传统安全问题ꎬ 但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在安全光谱中较为边

缘ꎬ 有待进一步提升ꎮ 同时ꎬ 环境因素与安全纽带因素间的传导、 诱发机制是不

应忽视的ꎬ 特别是中亚地区处于脆弱的环境状态中ꎬ 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在

环境脆弱条件下可能引发更多安全问题ꎮ 在 “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ꎬ 中方强

调与中亚地区进行绿色和低碳合作①ꎮ 但在现有合作规划中ꎬ “绿色和低碳” 成

分还有所欠缺ꎬ 中国应在中亚开展水—能源—粮食纽带安全合作ꎬ 重视相关基础

设施开发、 投资建设中加入更多的环境因素ꎬ 通过协调发展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关

系ꎬ 以环境治理促进发展、 以发展减缓冲突、 以发展促进和谐来突破中亚地区的

安全 “闭环”ꎮ 从经济利益来看ꎬ 中亚是中国重要的能源来源地ꎬ 是保障中国能

源安全的重要产地ꎬ 能源合作是当前正在开展的国际议程ꎮ

２ 大国对中亚的压力

历史和地缘特性决定了中亚本身是一个主体性不稳固、 依附性较强的存在ꎬ
加上草原帝国与农耕帝国等不同形式的文明与经济形态在此处交汇ꎬ 对立与融合

始终是中亚地区不变的属性ꎮ 中亚地区的各项治理议题都无法回避区外大国的参

与ꎬ 中亚特殊的地缘位置牵涉着多个大国的利益ꎬ 大国是中亚地区公共产品的重

要供给方ꎬ 而大国间的博弈和自利行为却使得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竞争或难以内部

化的特征ꎮ 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所处的地缘战略位置凸显出其重要的战略意义ꎬ
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竞争态势明显②ꎮ 俄对中亚跨国界水争端表面上持中立

态度ꎬ 实则注重上下游国家之间的平衡ꎬ 巧妙运用跨界水议题来维护自身的地区

利益ꎬ 并确保其最大化ꎮ 美国希望在确保既得利益基础上ꎬ 继续设法削弱中亚与

俄罗斯和中国的传统联系ꎮ 美国通过对中亚地区的不断投资和寻求影响力ꎬ 依靠

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来拉拢中亚各国ꎬ 从而建立起自身主导的地区新秩序ꎮ 此

外ꎬ 欧盟积极推动中亚跨界水合作ꎬ 希望通过调解争端促成中亚多边水协议和地

区水资源信息系统的建立ꎬ 将水治理和欧洲的大外交结合起来ꎬ 突出气候变化、
水数据和透明度合作ꎬ 对中亚区域推广欧盟水质和水金融治理模式ꎬ 水—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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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 (全文)»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８ 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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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腾飞: «美国与俄罗斯的中亚竞逐»ꎬ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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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纽带合作可以成为促进中亚地区一体化的有力抓手①ꎮ 在众多外部国家

政治干扰之下ꎬ 本不稳定的中亚内部更加撕裂ꎬ 导致中亚国际政治合作出现碎片

化局面ꎬ 从而增加了大国权力渗透空间ꎮ 中亚与大国在安全纽带合作策略上的转

变可能危及中国安全ꎮ

(二) 中国引领治理中亚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的可行性

首先ꎬ 中国在安全纽带可持续发展建设方面具有比较优势ꎮ 水—能源—粮食

安全纽带深受生态环境整体影响ꎬ 发展依赖于基础设施条件ꎮ 中国不断提出建设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创新型国家、 生态文明、 绿色发展等治理理念ꎬ
并在外交中加以实践ꎮ 中国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方面ꎬ 和中亚国家相比

有优势ꎮ 安全纽带协同治理横跨多个部门ꎬ 难度较大ꎬ 通过中国较为先进的可持

续发展治理理念与经验ꎬ 能够为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治理增添绿色领导力ꎮ
其次ꎬ 中国在协调水、 粮食和能源关系方面有自身发展模式ꎬ 积累了丰富经

验ꎮ 中国安全纽带国内建设已有开展ꎬ 能够为中国中亚合作提供经验ꎮ 从实践来

看ꎬ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于 ２０１２ 年全线开通后ꎬ 为处理好输出地农业用水流失引

发的粮食安全问题ꎬ 通过实施 “一降三补”、 “一免三补”、 取消农业税等措施协

调水与粮食间矛盾②ꎮ 从议程来看ꎬ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能源研究所等共同参与的 “水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

论坛”③、 世界资源研究所 (美国) 与能源基金会 (美国) 北京办事处等举办的

“生态文明、 低碳经济转型下的水—能源—农业纽带关系和协同管理” 议程都支

持开展水—能源—农业关联研究ꎬ 探讨了三大领域协同管理面临的挑战、 需要的

关键性措施和技术以及具体研究方法④ꎮ 从实践和议程动态两个层面都凸显出安

全纽带建设已有一定基础ꎬ 能够为西北地区与中亚开展安全纽带合作提供经验ꎮ
上海合作组织也为中国与中亚开展安全纽带协同治理提供了平台ꎬ 可节约合作机

制构建成本ꎬ 充分利用现有平台高效率处理安全纽带合作议题ꎮ
再次ꎬ 中亚地区内的环境治理机制碎片化程度较高ꎬ 处于制度低度发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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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陆钢: «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对中亚外交的反思»ꎬ 载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邓鹏、 陈菁、 陈丹、 施红怡、 毕博、 刘志、 尹越、 操信春: «区域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演化

特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ꎬ 载 «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水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 变化环境下的水—能源—粮食纽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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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资源研究所: «生态文明、 低碳经济转型下的水—能源—农业纽带关系和协同管理»ꎬ 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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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ꎬ 同时不同于非洲、 湄公河地区治理机制具有的相对排他性ꎬ 中亚地区针对环

境治理持开放态度ꎬ 不仅有美国、 欧盟、 俄罗斯、 日本、 印度等大国的参与ꎬ 国

际组织也很活跃ꎬ 这些都使得大国在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具有很大的协调

空间①ꎮ 近些年ꎬ 中国积极参与中亚的非传统安全治理ꎬ 为中国发挥引领作用提

供了战略空间ꎮ 具体而言ꎬ 中国中亚安全纽带已有一定的合作基础ꎮ 例如在水合

作方面ꎬ 中哈两国达成了 «关于相互交换主要跨界河流边境水文站水文水质资料

的协议» 等系列文件ꎮ 中塔一致强调将落实双边合作协议ꎮ 中国与中亚间现有制

度合作体系为继续深化安全纽带治理奠定了良好法治环境ꎮ

(三) 中国中亚安全纽带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１ 坚持并贯彻绿色可持续发展思维

安全纽带的整合一部分受到环境的跨境公共特征影响ꎬ 另一方面也受到资源

瓶颈与分配约束的限制ꎬ 因此需要以可持续绿色发展思维作为安全纽带协同治理

的理念指导ꎮ 为避免重蹈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ꎬ 需要在安全纽带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间实现平衡ꎮ 首先ꎬ 在项目筹备期ꎬ 应进行充分的环境与社会评估

与分析ꎬ 尽早识别项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能源、 粮食、 水、 环境、 社会及其他风

险ꎬ 进而及早地在项目设计中纳入相对应的预防性措施ꎬ 帮助中国和中亚合作项

目中的利益相关方规避和应对环境和社会风险ꎬ 促进项目落实ꎮ 其次ꎬ 建设多元

化的中国中亚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人才队伍ꎬ 努力造就一支数量充足、 结构合理、
适应生态环境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政策研究人才队伍ꎬ 为利益攸关方参与能

源 －粮食 －水的三位一体安全机制国际合作提供决策支持ꎮ 再次ꎬ 对紧急公共环

境事件ꎬ 应提前进行制度预防ꎬ 以增强弹性应对能力ꎮ 建立跨境动态资源环境监

测网络与信息共享平台ꎬ 对跨境生态安全问题及时进行预警、 预测与评估ꎬ 增强

对跨境灾害和突发冲突的防范与处理能力ꎮ

２ 实现单向度向互动式议题设置转换

议题设置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②ꎮ 从以

往 “中国—中亚合作论坛” 议题设置来看ꎬ 为顺应国际经贸发展趋势ꎬ 近些年

集中于数字经济、 电子商务、 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经贸实务议题交流ꎮ 顺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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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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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红、 杨双梅: «大国协调与中亚非传统安全问题»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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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潮流、 设置前沿议题是双方面对当前格局的重大调整ꎮ 但是ꎬ 目前中国中亚关系

中ꎬ 跨境河流问题、 能源合作上的矛盾依然是双方合作的敏感地带ꎮ 为此ꎬ 应借

用已有合作论坛将三者安全纽带一并纳入议题范畴ꎬ 积极推广和塑造 “安全纽

带” 话语ꎬ 使安全纽带成为中亚地区主导的治理话语ꎮ 为节约议题设置成本ꎬ 已

有大量的平台可供运用ꎬ 如上合组织的环境、 农业合作机制ꎬ 联合国粮农组织

“粮食安全特别计划” 框架下的 “南南合作” 项目ꎬ 以及中国与中亚各国建立的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ꎬ 应在充分磋商的基础上ꎬ 注重水、 能源、 粮食三位一体

议题ꎮ

３ 以制度创新实现安全要素整合

除政治交流路径外ꎬ 实现三要素协同治理的国际法治路径同样重要ꎮ 三个领

域都已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国际法体系ꎬ 却很少有外溢效应的具体制度构建ꎮ 从制

度耦合角度来看ꎬ 就水与粮食制度关联构建而言ꎬ 劳拉曼森以及特雷西埃普

斯引用 “水足迹” 这一概念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ꎬ 实施水标签以制高虚拟

水含量的商品的贸易和消费来解决淡水短缺问题ꎬ 并且作为进口限制以及征税标

准的重要参考ꎬ 最终强化粮食生产过程中的水资源节约率①ꎮ 就能源与粮食关系

而言ꎬ 可以通过 “碳足迹” 制度创新ꎬ 增强食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透明

度ꎬ 实现食物生产过程中的绿色低碳化ꎮ 就水与能源而言ꎬ 主要是通过水能互换

制度实现两者协同ꎮ 当然ꎬ 三者耦合的角度具有多元性ꎬ 除了上述制度嵌构路径

外ꎬ 更多的制度创新需要不断尝试ꎮ

４ 以技术合作作为安全纽带协同重要支撑

水、 能源、 粮食协同治理离不开技术这一关键连接点ꎮ 首先是发展环境技

术ꎮ 由于三部门在气候影响下ꎬ 易受到生态要素制约ꎬ 发展环境治理技术可降低

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的生态威胁ꎮ 其次ꎬ 中国在加大技术援助的同时ꎬ 还应

在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视域里做好统筹规划ꎮ 具体而言ꎬ 为防止因为过度

的中国中亚农产品贸易问题带来区域水资源紧缺ꎬ 中国应该持续投资改善中亚落

后的农业水利基础设施ꎬ 帮助中亚国家升级改造水利基础设施ꎬ 进一步减少中亚

农业部门的用水需求ꎬ 提高中亚国家用水效率ꎮ 能源领域目前是中国与中亚国家

间合作进展较为突出的领域ꎬ 可以进一步深入和细化ꎬ 着重提高能源开采、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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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环境意识①ꎮ 在中亚油气合作中ꎬ 中国和中亚国家应该合作开发节水和

高效的能源开发技术ꎬ 大幅度减少中亚油气生产和运输中的高耗水现象ꎬ 并合作

提高中亚国家油气生产和运输中的环保标准ꎬ 减少碳排放ꎮ 中亚可再生能源生产

潜力巨大ꎬ 中国应继续大幅度加强中亚太阳能和风能领域投资ꎬ 通过能源互联网

技术ꎬ 整合中亚—东亚地区的电网ꎮ 在农业领域中国有很大优势ꎬ 应可以进一步

加强农业人才的交流、 培养ꎮ

５ 以流域尺度推进协同治理实践

以水为核心的资源矛盾是安全传递性的焦点问题ꎬ 水资源治理可作为中国引

领治理的切入点ꎮ 从国际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治理经验来看ꎬ 大多从流域出

发ꎬ 先构建流域机制ꎬ 再将能源、 粮食问题纳入其中ꎬ 包括欧洲莱茵河治理、 美

国五大湖流域综合治理等ꎮ 从中国既有流域治理经验来看ꎬ 以澜湄机制最为典

型ꎬ 需借鉴成功经验ꎬ 推进中国—中亚地区环境合作制度建设ꎬ 落实区域气候—
水资源—能源的协同治理ꎮ 中亚国家缺乏多边综合条约或协议ꎬ 目前以环境和可

持续发展为基础和目标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 (Ｌａｎｃａｎｇ － Ｍｅｋｏ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ＬＭＣ) 机制是亚太区域最具合作前景的新机制ꎬ 中国和中亚水治理合作可以以

“澜湄机制” (ＬＭＣ) 为蓝本ꎬ 从 “澜湄机制” “３ ＋ ５ ＋ Ｘ” 合作框架中借鉴可行

性方案ꎬ 为中亚地区和国家的气候变化—水资源—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商业、 技

术、 科学和政治的组合解决方案ꎬ 进一步推进气候—能源—水纽带视角下区域合

作机制的建立和深化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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