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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 地区研究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分析层

次ꎮ 随着地区研究不断深入ꎬ 在分析国家对外行为时引入地区因素则是一种比较

新的尝试ꎮ 目前ꎬ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外交行为已是国内外政界及学界关注的热

点ꎮ 为了加深中国的中亚外交研究及凝聚更多的学术共识ꎬ 本文以解释中国的中

亚外交哲学取向为核心议题ꎬ 通过引入地区极性和现状偏好两个自变量ꎬ 分析中

国中亚外交哲学与上述两个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 在国际体系

存在一定压力且单元决策风险存在着不确定的条件下ꎬ 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

与地区极性、 国家对现状偏好呈正相关ꎬ 即依据地区极性强弱变化、 现状偏好是

受益 (或损失) 以及依据风险从高到低的不同程度ꎬ 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倾

向于在进攻性、 进攻—防御性或防御—进攻性、 防御性之间选择ꎮ 通过案例检

验ꎬ 本文假设都得到了较好的支持ꎬ 同时也发现ꎬ 从苏联解体到 ２０１６ 年间ꎬ 中

国的中亚外交哲学在大部分时间段里倾向选择中等风险ꎬ 即在进攻—防御或防

御—进攻性之间徘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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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斌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ꎮ

自拉采尔 “生存空间论” 提出以来ꎬ 地区研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

的内容ꎬ 与之相关的国家权力与空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ꎬ 并随着研究议题

的深入ꎬ 地区研究的边界不断扩大ꎬ 其中就包括从地区出发或者以地区为支点搭

建国际秩序的理论①ꎮ 但是ꎬ 地区研究在学界并不均衡ꎬ 北美、 西欧和东亚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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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较快及与大国 (尤其是美国) 的安全利益密切相关而被广泛关注①ꎮ 相

比之下ꎬ 有关中亚地区的研究却十分薄弱ꎬ 需要在减少莫衷一是的研究局面上做

更多工作ꎬ 为此亟待进一步提高对中亚地区的学理研究ꎮ 与规范性研究相对滞后

不符的是ꎬ 近年来中亚地区政治发展迅速ꎬ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日本等大国与

中亚国家互动频繁ꎬ 已对中亚地区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ꎬ 其中就包括中国提出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ꎮ 在国际社会看来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在一定意

义上标志着中国对中亚外交的新变化ꎮ 有关中国中亚外交的研究ꎬ 国内外学界已

有很多真知灼见ꎮ 然而ꎬ 受制于方法论的不同ꎬ 现有成果在探索中国中亚外交上

还存在较大不足ꎮ 鉴于此ꎬ 本文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 以新古典现实主

义为基本理论范式ꎬ 通过地区极性和现状偏好两个自变量ꎬ 探讨中国的中亚外交

哲学是如何变化的ꎮ

一　 有关中国中亚外交的理论取向:
地缘政治论、 权力论、 制度效应论

　 　 近年来ꎬ 随着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不断提高ꎬ 国内外有关中国对中亚外交的

研究逐渐增多ꎮ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ꎬ 国内外有关中国中亚外交的研究成果大

致可以分为地缘政治论、 权力论和制度效应论等三种范式ꎮ
首先是地缘政治论ꎮ 欧亚大陆历来都是地缘政治研究的焦点ꎬ 该理论最早起

源于欧亚大陆的学者———瑞典的鲁道夫契伦和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拉采尔②ꎮ
与大多数国际政治理论一样ꎬ 地缘政治拥有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ꎬ 包含诸多学

派ꎬ 其中一些偏应用研究ꎬ 另一些则是纯粹的理论研究③ꎮ 布热津斯基是当代著

名地缘政治学者ꎬ 他认为ꎬ “欧亚是个棋盘ꎬ 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

过ꎮ 同样ꎬ 中国无疑也是一个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ꎮ 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

地区大国ꎮ 它可能有更大的抱负ꎬ 因为在历史上是一个主要强国ꎬ 把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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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全球的中心ꎮ 中国的各种选择已经开始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ꎬ 而它

的经济发展势头必将使它有更强的物质实力和更大的雄心ꎮ”①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

着中国的不断崛起ꎬ 在既有研究中ꎬ 比较典型的有关中国中亚外交的观点有: 一

是因经济快速增长ꎬ 中国欲与美国、 俄罗斯一起成为中亚地缘政治主要力量的意

图十分明显②ꎻ 二是通过发展与中亚关系ꎬ 中国希望保持稳定的能源供应和维护

西部边疆安全ꎬ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ꎬ 哈萨克斯坦将有可能成为中国中亚外交中的

关键伙伴③ꎻ 三是针对可能影响中亚地缘政治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ꎬ 有学者认

为ꎬ 经济因素是中国在中亚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动力ꎬ 其次是国家安全的需要ꎮ
此外ꎬ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有可能改变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ꎬ 原因是保护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④ꎮ 直观地看ꎬ 上述观点都存在着一定的合

理性ꎮ 然而ꎬ 如果仔细推敲ꎬ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地缘政治论仍然停留在似是而非

的状态ꎬ 理由是地理本身是一个不变参数ꎬ 但国际政治却与之相反ꎮ 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ꎬ 早期地缘政治理论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缺陷ꎬ “拼凑物质世界的事实和规

律ꎬ 以证明政治要求的正确性ꎬ 支持政治观点”⑤ꎮ 在国际政治实践中ꎬ 早期地

缘政治论更多是为了解释英国、 沙俄、 德国、 法国、 美国等列强战略利益扩张的

需要ꎬ 而不是客观地解释全球地缘政治进程ꎮ 实际上ꎬ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ꎬ 有

很多因素都可能促使权力政治发生变化ꎬ 例如地区事件导致大国关系突变、 原本

无核武器国家成为有核武器以及国际恐怖主义日趋严重等ꎮ 显然ꎬ 如果不加限定

地从地缘政治的视角讨论中国中亚外交ꎬ 那么就会存在着解释力不足的问题ꎮ
其次是权力政治论ꎮ 在中国中亚外交研究中ꎬ 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论因其较

强的解释力而被广为应用ꎬ 并形成三种主要观点: 一是中国的中亚外交更偏好于

威胁制衡ꎮ 作为既得利益者ꎬ 中国的中亚外交会选择与俄罗斯合作ꎬ 制衡共同的

威胁ꎬ 即当中俄两国既没有能力阻止共同的安全威胁ꎬ 也不愿意对方成为对手阵

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ꎬ 第４３
页和 ５９ ~ ６０ 页ꎮ

Ｐａｒｋ Ｓａｎｇ Ｎａｍ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ｓ ａ Ｋｅｙ Ｐ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１ꎬ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

Ｒｏｕｂｅｎ Ａｚｉｚｉａｎ、 Ｅｌｎａｒａ Ｂａｉｎａｚａｒｏｖａꎬ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ｉｓｅ: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Ａ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２

ＳＡＦＥＲ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ｔ ａ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Ｊｕｎ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ｆｅｒ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 ｕｋ / ｗｈｅｒｅ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美〕 詹姆斯多尔蒂、 小罗伯特普法尔次格拉夫等: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版)»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１９０ 页ꎮ



中亚与地区研究　

营中的一员时ꎬ 中俄两国都有意愿合作共同制衡潜在的威胁①ꎮ 例如ꎬ 上海合作

组织是中国对中亚外交的重要平台ꎬ 通过该平台中国不仅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安

全问题展开了合作ꎬ 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中亚地区

的影响力ꎮ 二是中国的中亚外交更偏好于权力制衡ꎮ 作为崛起国ꎬ 中国的中亚外

交会谋求更大的权力ꎬ 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存在着 “软竞争”②ꎮ 例如ꎬ 有学

者认为ꎬ 针对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ꎬ 俄罗斯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启动了欧

亚经济联盟ꎬ 试图对冲中国在中亚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ꎮ 此外ꎬ 因战略互信不

足ꎬ “中俄轴心” 会因俄罗斯自身实力的变化而出现变数③ꎬ 中国的中亚外交也

有 “取代俄罗斯成为中亚地区主导国” ④的意图ꎮ 三是中国中亚外交更偏好于利

益制衡ꎬ 即中国更重视自己在中亚的经济利益ꎬ 并不介意俄罗斯在中亚国家政

治、 安全问题上占据优势ꎮ 同时ꎬ 中国参与的所有牵涉中亚地区冲突的事务都将

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俄罗斯的利益⑤ꎮ 权力政治论还解释了俄罗斯对中国中亚外

交的态度ꎬ 即为了平衡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在这个地区的扩张ꎬ 并保持俄罗斯在中

亚地区的主导地位ꎬ 俄罗斯在一定限度内接受中国在中亚的存在ꎮ 尽管权力政治

论在分析中国中亚外交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ꎬ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ꎮ 首先ꎬ 在理论

分析层次上ꎬ 既有研究大都以国家中心主义为视角ꎬ 缺少单元与体系之间的互

动ꎮ 事实上ꎬ 作为国际政治中的基本单元ꎬ 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是与体系的变化

密切相关的ꎬ 也就是说在不同性质的国际体系下ꎬ 因自身实力和外部威胁的认识

不同ꎬ 中国对中亚外交是不同的ꎮ 其次ꎬ 在对国家行为方式的判断上ꎬ 既有研究

没有厘清中国对中亚外交到底是追求权力最大化ꎬ 还是要维持均势ꎻ 是进攻性政

策ꎬ 还是防御性政策ꎮ 第三ꎬ 大部分既有研究在分析中国对中亚外交上缺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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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素的分析①ꎬ 而心理环境因素是国家选择对外行为的价值判断ꎬ 也就是说

在通常情况下决策者根据他们的主观意象进行决策ꎬ 而这种意象是由决策者的认

知过程决定的②ꎮ
最后是制度效应论ꎮ 长期以来ꎬ 制度效应论都是中国中亚外交研究中的主流

范式ꎬ 尤其在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ꎬ 制度效应论充斥了大部分研

究ꎬ 并成为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中亚外交的理论工具ꎮ 主要观点有: 一是

通过务实合作ꎬ 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将会平衡ꎬ 经济发展将更加健康ꎬ 而

政治冲突将会越来越少ꎮ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ꎬ 俄罗斯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
“一带一路” 和欧亚经济联盟中合作就能解决这个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③ꎮ 同

时ꎬ 美国学者也表达了类似观点ꎬ 并认为中国已逐渐成为中亚地区公共产品的重

要提供者ꎬ 美国应把中国当成其 “新丝路计划” 的一部分ꎬ 支持中国在推动中

亚地区发展方面的努力④ꎮ 二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化为中国推进其中亚外交提

供了机会ꎮ 有学者认为ꎬ 正是因为依靠规范的力量ꎬ 中国利用上海合作组织逐步

地吸引了中亚国家ꎬ 并在中亚地区扩大了自身影响力⑤ꎮ 可见ꎬ 制度效应论的内

在逻辑是ꎬ 国家行为在国际关系中不是机械地由国家平衡各方社会利益来决定

的ꎬ 它还受到不断变换的制约因素的影响ꎬ 而这种制约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对外行

为ꎬ 其中就包括国家选择国际合作的行为ꎮ 这是因为在国际舞台上国家运用的权

力会因制度而得到调节ꎬ 制度所具有的调节、 规范、 标准和管理功能可以帮助国

家应对不确定性和追求最佳利益⑥ꎮ 但是国际机制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并不意味着

参与国之间就是平等的关系 (即便存在协商一致的原则)ꎬ 大国在机制的建立和

维护中依然发挥着主导性作用⑦ꎮ 虽然制度效应在解释中国对中亚外交方面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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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ꎬ 但制度效应的存在是有一定条件的ꎮ 如果合作收益为零或者合作风险增

大ꎬ 那么制度所产生的效应是不存在或者是十分微弱的ꎬ 如奥尔森的 “集体行动

困境” 理论ꎮ 另外ꎬ 在纯粹冲突 (比如战争) 环境下ꎬ 制度也是不必要的ꎮ 制

度效应不仅仅能产生正面效应ꎬ 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产生负面效应ꎬ 也就是说

国家之间交往紧密也会增加冲突频率ꎮ 实际上ꎬ 因国家实力差距较大ꎬ 相当数量

的中亚国家都更倾向于选择 “搭便车” 或者 “追随” 大国ꎬ 这在地区安全合作

中表现得十分突出ꎮ 那么ꎬ 中亚国家 “搭便车” 或 “追随” 的行为会给大国在

控制成本与扩大收益上带来更多难题ꎮ 如果不计成本地向中亚地区提供更多的公

共产品ꎬ 那么大国行为也会被束缚ꎬ 尤其被那些国内政治稳定基础较差的弱国拖

累ꎬ 其所带来的问题也有可能被其他大国所利用ꎮ 因此ꎬ 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制度

效应论很难准确反映出国家选择对外合作行为的内在逻辑ꎮ
综上所述ꎬ 虽然地缘政治论、 权力政治论和制度效应论等理论工具广泛应用

于中国中亚外交哲学的讨论ꎬ 但都存在着解释力不足的问题ꎬ 主要原因有: 一是

理论假定建立在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之上ꎬ 即确定性条件之上ꎬ 而在现实中不

确定性则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内在本质ꎻ 二是理论界限过于模糊ꎬ 缺乏严格的、 系

统的排伪处理ꎬ 概念的可操作性不强ꎻ 三是在国家对外行为上缺少层次分析ꎬ 尤

其是不能把地区层次与单元层次结合起来ꎮ 总之ꎬ 有关中国中亚外交的讨论需要

尝试性地寻找 (或合成) 新的理论工具来弥补既有研究中的不足ꎮ

二　 影响中国中亚外交哲学取向的基本因素:
基于不确定性条件

　 　 通过上文论述ꎬ 我们可以发现ꎬ 如果不加限定地讨论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

学ꎬ 那么在理论中很难出现科学共同体ꎮ 这是因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ꎬ 即便是同

一研究主题ꎬ 也会随着研究范式的不同而不同ꎬ 所以如果要想建立科学共同体ꎬ
那就需要尽量遵循同一研究范式ꎮ 即便如此ꎬ 在同一研究范式内ꎬ 也会因假定前

提的不同而出现不同ꎮ 为了促进知识的向上增长ꎬ 我们需要在特定理论范式下讨

论中国中亚外交哲学ꎮ 为此ꎬ 我们需要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厘清外交哲学的

基本概念ꎻ 二是厘清不确定性与中国中亚外交哲学的关系ꎻ 三是厘清选择新古典

现实主义作为理论范式的原因ꎻ 四是厘清地区极性、 现状偏好与中国对中亚外交

的内在逻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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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概念的界定——— “外交哲学”
作为特定概念ꎬ “外交哲学” 在国内外学界没有形成共识①ꎮ 为了能形成较

为清晰的定义ꎬ 我们需要从外交的基本属性来定义 “外交哲学”ꎮ 陈乐民认为ꎬ
外交是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家集团同外界打交道时的政治ꎬ 办外交时依据的政

策便是 “外交政策”ꎬ 即 “对外政策”ꎮ “大国或强国的外交有两重任务: 一是尽

量保护自己的利益ꎻ 二是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影响ꎮ 小国或弱国则只有尽量保护自

己的利益一条ꎮ”② 美国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则认为ꎬ “外交是通过和

平手段促进国家利益的工具ꎮ 外交的任务在于ꎬ 必须根据为追求各种目标实际具

有或潜在具有的强权来决定它的各种目标ꎻ 必须顾及其他国家的目标ꎬ 以及它们

为追求这些目标实际具有或潜在具有的强权ꎻ 必须决定这些不同目标在各种程度

上是相容的ꎻ 必须使用适合于追求它的各种目标的手段ꎮ”③ 英国著名外交学家

Ｒ Ｐ 巴斯顿认为ꎬ 外交是国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代表及其他行为者ꎬ 运用通

信、 个别的会谈、 交换观点、 说服、 访问、 威胁和其他相关的行动来阐明、 协调

和维护特殊的和更广泛的利益的手段④ꎮ 通过上述论述ꎬ 我们认为ꎬ 外交的基本

属性是国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政治工具ꎬ 而外交哲学实际上是国家在对外行为中

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其国家利益所选择的价值取向ꎮ 不过ꎬ 不少国内学者更愿意把

“外交哲学” 定义得更为中性ꎬ 更倾向于从思想、 信念、 国家观和世界观等要素

进行表述⑤ꎮ 还有一些中国学者直接把中国的外交哲学投射进外交实践中进行思

辨性分析⑥ꎮ 除此之外ꎬ 因系统论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关系理论中ꎬ 在外交哲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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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上出现了体系论与还原主义相互结合的分析框架ꎬ 特别是新古典现实主义

的兴起ꎬ 弥补了新现实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在分析国家对外政策上的不足ꎮ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ꎬ 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国际体系 (自变量) 以及国家等单

元要素的政策和行为为中介变量之上的因变量ꎮ 通过上述分析ꎬ 本文把外交哲学

可以大致定义为ꎬ 在特定国际体系下ꎬ 国家在对外行为中维护或实现其利益的价

值取向ꎮ

(二) 不确定性与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取向

“不确定性” 是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领域的重要概念ꎮ 与之相近的概念有哲

学上的偶然性和数学上的随机性ꎮ 在决策研究不确定性中关注两个方面: 一是人

所不能及的客观不确定性结果ꎻ 二是与决策主体行为相关的个体特征要素ꎮ 在决

策行为学中ꎬ 对于不确定性情境理论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不确定性环境对个体

的影响上ꎬ 可分为三种类型: 状态不确定性、 效果不确定性以及反应不确定性

(见表 １)①ꎮ

表 １　 “不确定性” 的类型及相关定义

不确定的类型 不确定性的定义

状态不确定性
对于环境的可变动的结果ꎬ 以及影响环境变动的因素间的关系缺乏
了解

效果不确定性 对于环境改变及组织变动间的因果关系缺乏了解

反应不确定性
对环境的变动无法提出可能的应急方案ꎬ 或无法预测反应行为的可能
结果

从外交哲学定义和本文研究对象来看ꎬ 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属于外交决策分

析ꎮ 如果按照不确定性分类表ꎬ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状态不确定性ꎬ 即假定中国对

中亚地区力量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缺乏了解的前提下ꎬ 中国中亚外交哲学取向

是如何变化的ꎮ 关于外交哲学取向ꎬ 如果从原理论上划分ꎬ 可以分为自由主义、
现实主义和批判主义ꎻ 如果从政治思潮上划分ꎬ 可以分为修正主义、 保守主义

(或新保守主义)、 激进主义等ꎮ 为了避免不同的分类给研究带来认识上的困惑ꎬ
本文选择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分析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的基本理论范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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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论范式的选择———新古典现实主义

研究中选择特定的理论范式可以减少认识上的分歧ꎬ 并扩大为在同一理论范

式下的共识ꎮ 在现实主义理论家族中ꎬ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结合了古典现实主义和

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发展起来的ꎬ 目的是为了弥补新现实主义在国家对外政策

分析上的不足ꎬ 也是目前现实主义理论中分析国家对外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之一ꎮ
具体而言ꎬ 新古典现实主义就是把国际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的变量集合起来ꎮ 其

基本假设是ꎬ 对外政策是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之内及两个层次之间复杂互动

的结果①ꎮ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ꎬ 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对外政策动机产生的原因

不是为了寻求自身安全ꎬ 而是试图应对、 寻求、 控制和塑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ꎬ
原因是国家无力准确预知国际体系变化、 大国崛起或衰落以及战争等因素所带来

的结果或对其负面的影响ꎮ 在不确定的条件下ꎬ 为了解决安全困境或维持现状ꎬ
当面对外部威胁时ꎬ 处于自助体系中的国家除了选择相互制衡的外交政策外ꎬ 也

可能会选择与体系中的其他单元相互合作的对外政策②ꎮ
作为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ꎬ 中国的对外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体系和国内

政治的双重影响ꎮ 例如ꎬ 在变动中的国际体系中ꎬ 中国在中亚地区推动了诸如丝

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阿富汗问题四方机制、 中阿巴塔四国反恐协作机制等倡议或

机制ꎬ 并在单元层次上推动 “一带一盟”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 对

接、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哈萨克斯坦 “光明大道新经济计划” 对接等ꎮ 所以在理

论适用性上ꎬ 新古典现实主义能够解释中国的中亚外交ꎮ

(四) 地区极性、 现状偏好与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

在国际政治中ꎬ 一国对外政策的价值选择通常是外部和内部因素互动的结

果ꎮ 结合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范式ꎬ 国际体系的极性 (概念解释见下文) 是外

部因素中最为常见的ꎬ 而且也是相对稳定的变量ꎬ 国家实力高低则是内部因素最

为常见的变量ꎮ 不过ꎬ 绝对封闭的国家的国内政治有时受国际体系的影响较少ꎬ
但在国际政治现实中ꎬ 这种现象非常极端ꎬ 并不适用于崛起中的中国ꎮ 此外ꎬ 由

于国家实力高低变化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ꎬ 国家通常对自身实力的变化存在着

现状偏好 (具体解释见下文)ꎬ 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取向ꎮ 受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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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响ꎬ 在通常情况下ꎬ 作为因变量的中国外交哲学因国际体系的极性和国家

实力的变化而变化 (见图 １)ꎮ

图 １　 影响中国外交哲学取向的因素

尽管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从属于中国外交哲学的一部分ꎬ 但国际体系的极性

并不直接作用于中国的中亚外交ꎮ 因为国际体系的极性存在着间接及滞后的效

应ꎬ 也就是说在当前以美国霸权为代表的单极体系中ꎬ 单极体系效应并不直接作

用于中亚地区ꎮ 当前ꎬ 俄罗斯依然是中亚地区的主导力量ꎬ 加上中国在中亚地区

影响力的不断提高ꎬ 单极体系效应较少地直接作用于中亚地区ꎮ 这不仅能够解释

美国把 “大中亚计划” 调整为 “新丝绸之路计划” 的原因ꎬ 也能够解释美国在

２０１４ 年从阿富汗撤军后把其中亚政策的优先方向从反恐为主调整为反恐和经济

合作并重ꎮ 实际上ꎬ 中国对特定地区的外交哲学取向是不同的ꎬ 例如与中亚地区

相比ꎬ 东南亚地区受单极体系影响较深ꎬ 美国在东南亚的实际影响力要远远大于

中国和俄罗斯ꎮ 在东南亚国家中ꎬ 菲律宾是美国的盟国ꎬ 而新加坡、 泰国与美国

有着非常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ꎮ 所以ꎬ 我们可以看出ꎬ 在国际体系未发生质变的

前提下ꎬ 国际体系的极性未在特定地区直接发生作用ꎬ 发挥系统效应的是地区极

性ꎬ 尤其是在一个或多个大国存在的地区ꎮ
在进一步讨论前ꎬ 我们需要厘清两个关键性概念: 地区极性和现状偏好ꎮ
地区极性的概念来自于国际关系中的系统分析ꎮ 系统是指系统单位之间如何

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ꎮ 当系统分析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政治研究时ꎬ 衍生出了国际

体系ꎬ 而国际体系是当代国际政治中进行层次分析的核心概念ꎮ 在全球层次上ꎬ
国际体系被国际政治学者看成一个或多个层次ꎬ 其中包括国家、 个人和其他单位

构成的系统ꎮ 因此ꎬ 一般意义上ꎬ 极是指行为体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实力分布状

况①ꎬ 而极性则是指受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影响ꎮ 国际体系因国家间实

力差异而出现不同结构ꎬ 即单极、 两极、 多极体系②ꎮ 由于国际体系存在着间接

及滞后效应ꎬ 在国际体系的总体特征下还存在有着巨大差异的地区系统或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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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ꎬ 也就是说全球性和地区性权力在变化过程中ꎬ “一致性” 和 “非连续性” 会

同时产生影响①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尽管存在着结构性压力ꎬ 大国关系常常是通

过特定的地区环境、 结构体系和秩序的过滤发挥出来ꎬ 而且其变化的可能性与未

来的前景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地区的变化与发展所影响②ꎮ 地区极性则是指ꎬ 受

国家实力影响且只在特定地区发生作用的地区性权力结构ꎮ 依据不同的角度ꎬ 有

关国家实力的测量指标很多ꎬ 但人口数量和财富水平可以作为测量国家实力的简

化指标ꎮ 因为拥有大量人口的富裕的对手通常能建立起令人胆寒的武装力量③ꎮ
与国际体系有相似之处ꎬ 地区性权力结构将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化而变化ꎬ 在特定

地区形成单极、 两极或多极的地区性权力结构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单极、 两极或多

极的转换并不是瞬间完成的ꎬ 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ꎮ 就目前而言ꎬ 中亚地区

极性仍然处于单极ꎬ 但在发展趋势上则呈现出因俄罗斯国家实力的衰退ꎬ 加上中

国、 美国、 日本、 欧盟、 印度、 土耳其等在中亚地区影响力不断提高ꎬ 中亚地区

极性有从强单极向弱单极方向发展的趋势ꎮ
何为现状偏好? 由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ꎬ 国家对外政策取向通常属于风险

决策ꎮ 在风险决策中ꎬ 等量的损失和获益之间是不对称的ꎬ 即存在着损失厌恶效

应 (ｌｏｓｓ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ꎬ 并由此导致了禀赋效应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④ꎮ 由于损失厌恶

和禀赋效用的存在ꎬ 人们在决策中就存在现状偏好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ｂｉａｓ)ꎬ 即具有维

持现状的倾向ꎮ 于是ꎬ 在国家对外决策中相对于收益ꎬ 国家更厌恶损失ꎬ 即国家

更关注可能失去的现状⑤ꎮ 一些研究结果也表明ꎬ 与改变现状相比ꎬ 国家更偏好

于维护现状ꎮ 首先ꎬ 国际关系中利益不对称可能会激发国家维持现状的动机ꎮ 由

于价值观、 领土、 地缘环境等相对稳定的要素构成了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ꎬ
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立国家的地区支配权⑥ꎬ 当国家通过地区支配权获得更多

收益时ꎬ 为了保持既有收益ꎬ 国家更倾向于维持既有优势ꎬ 即保持利益不对称存

在ꎮ 其次ꎬ 国家更偏好于维护现状也可能是出于突出国家在谈判中维持优势地位

的需要⑦ꎮ 再次ꎬ 出于国际威望和国内政治的需要ꎬ 国家也可能会偏好维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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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ꎮ 此外ꎬ 还有两种因素也会导致国家产生维护现状偏好: 一是除直接受决策者

影响外ꎬ 一定数量或质量的公众事件会导致国家产生损失厌恶和现状偏好ꎻ 二是

如果在某种确定损失结果出现的情况下ꎬ 也可能刺激个体为了避免损失而冒风

险ꎮ 例如迫于公众压力及竞选总统的需要ꎬ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伊朗人质事件中美

国卡特政府冒险决策实施营救人质ꎮ
那么ꎬ 如何理解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取向? 根据中国古籍记载ꎬ 中亚在历史

上属于西域的一部分ꎬ 中国与中亚在两千年前就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ꎮ 然而在历史

演进过程中ꎬ 从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到清代的外藩关系ꎬ 古代时期中国与中亚关系起

伏较大ꎮ 当中亚的希瓦汗国被征服后ꎬ 沙皇俄国便成为中亚地区的主导力量ꎮ 十月

革命胜利后ꎬ 突厥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 (首都设立在塔什干) 取代了沙皇俄国

时期的突厥斯坦总督区ꎮ 不久之后ꎬ 伴随着苏维埃俄国联邦制原则的确立、 苏联成

立宣言和联邦条约的通过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 以及 １９２４ 年的民族划界ꎬ 土库曼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今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今乌兹别克

斯坦)①、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今塔吉克斯坦)、 卡拉 －吉尔吉斯自治州

(今吉尔吉斯斯坦) 等中亚五个国家于 １９３６ 年相继以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身份加入

苏联ꎮ 从新中国建立至中亚五国独立之前ꎬ 中国的中亚外交实际上被涵盖在对苏联

政策之中ꎮ 在两极格局下ꎬ 中国对苏联政策经历了友好合作、 分道扬镳、 联美反

苏、 双边关系正常化等阶段ꎮ 苏联解体后ꎬ 国际体系从两极转变成单极ꎬ 中国与独

立后的中亚五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ꎮ 随着国际环境和大国关系的变化ꎬ 中国与中

亚国家关系不断发展ꎬ 都建立了不同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ꎬ 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取

向也出现了变化ꎮ 可见ꎬ 作为因变量的中国ꎬ 其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是随着自变量

(地区极性和国家现状偏好) 而变化的 (见图 ２)ꎮ

图 ２　 影响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的因素

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ꎬ 我们可以把中国的中亚外交哲

学取向划分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ꎮ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

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对权力的认识上ꎮ 防御性现实主义倾向于保持防御—进攻的

１２

① １９２４ 年民族化界出来的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于 １９３２ 年加入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ꎬ 现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自治共和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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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ꎬ 而进攻性现实主义更倾向于追逐权力的最大化ꎮ 在国家对外政策选择上ꎬ
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ꎬ 防御性现实主义一般会选择大国

合作或推卸责任的政策ꎬ 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会选择积极的扩张政策①ꎮ 通过结

合防御性现实主义、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假设和外交决策风险水平 (由高

向低) 不同ꎬ 我们大致可以把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取向分为 ４ 种选择: 强进攻

性、 弱进攻性、 强防御性和弱防御性ꎮ 在此基础上ꎬ 我们能够推断出中国对中亚

选择强进攻性的外交哲学取向是最强的风险寻求行为ꎬ 弱防御性的外交哲学取向

则显示了最低风险的接受 (最强的规避风险) 行为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的风险类型

弱风险 强风险

防御性外交哲学 １ ２

进攻性外交哲学 ２ ４

根据风险水平ꎬ 强进攻性和弱防御性分别属于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的两

个极端ꎬ 在两个极端中间属于中等风险水平ꎬ 即防御 － 进攻性 (或进攻 － 防御

性) 外交哲学取向ꎮ 由此ꎬ 我们可以根据由高向低风险水平ꎬ 把中国对中亚外交

哲学取向分为三类: 进攻性、 进攻 －防御平衡性和防御性ꎮ
为了实现上述概念的可操作化ꎬ 我们将对进攻性、 进攻 － 防御平衡性、 防御

性等概念进行定义ꎮ 进攻性外交哲学取向主要是指国家对外政策倾向于追求权力

最大化的行为ꎬ 具体表现有: 寻求全球及地区霸权、 对外政策通常选择强制和胁

迫、 最大限度占有世界财富、 建立军事同盟或建立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多边合作ꎻ
防御性外交哲学取向是指国家对外政策更倾向于选择维持均势ꎬ 即守住既有权力

的行为ꎬ 具体表现有: 在各方都能接受的范围内维持权力均势、 追随或搭便车、
推卸责任、 绥靖、 多选择弱制度化水平的双边国际合作ꎮ 进攻性外交哲学取向虽

然可能获得更多权力ꎬ 但也面临更高风险ꎬ 即获得权力的成本过高ꎬ 并可能诱发

其他大国或弱国集团制衡ꎮ 防御性外交哲学取向虽然也存在风险ꎬ 但在程度上要

低于进攻性外交哲学取向ꎮ 进攻 －防御平衡性外交哲学取向介于进攻和防御性两

者之间ꎬ 这种情况也划分为两种ꎬ 一种是偏防御性ꎬ 即当国家没有足够能力选择

追逐权力最大化ꎬ 以及权力处于收益或未受到确定性损失时ꎬ 国家的外交哲学取

２２

① 刘丰、 张睿壮: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ꎬ 载 «国际政治科学»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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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更倾向于选择防御—进攻平衡性ꎬ 目的是维持权力现状ꎻ 另一种是偏进攻性ꎬ
即当国家没有足够能力追逐权力最大化ꎬ 以及权力有从收益状态转向损失状态

时ꎬ 国家的外交哲学取向就更倾向于进攻—防御平衡性ꎬ 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多权

力损失ꎮ
为了提高本研究主题的信度和效度ꎬ 在进一步分析前还需作以下假定ꎮ 因为

只有在特定条件下ꎬ 我们所选择的自变量才能够大概率地与因变量建立较为紧密

的逻辑关系ꎮ
假定 １ꎬ 在无政府状态下ꎬ 生存是国家最主要目标ꎮ
假定 ２ꎬ 世界处于变化中的单极体系中ꎬ 中国与国际体系联系紧密ꎬ 中国

属于体系中正在崛起的大国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崛起过程中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

明显ꎮ
假定 ３ꎬ 当前国际体系存在间接及滞后效应ꎬ 中亚存在地区极性并有从强

单极向弱单极方向发展的趋势ꎬ 即俄罗斯是中亚地区的主导国ꎬ 但俄罗斯的主

导力有由强向弱的发展趋势ꎮ
假定 ４ꎬ 国家对维护现状有偏好ꎬ 也就是说相对于收益ꎬ 国家更厌恶损失ꎬ

即国家更关注可能失去的现状ꎮ
假定 ５ꎬ 本文的分析更适合于中国和中亚地区ꎬ 因为当前中国在中亚地区

政治中扮演着重要作用ꎬ 并对中亚地区秩序有直接影响ꎮ 当然ꎬ 我们也不否认

中亚国家的作用ꎮ
假定 ６ꎬ 由于国际环境不同ꎬ 中国的外交哲学取向也会有很大不同ꎮ 在同

时满足上述六个前提后ꎬ 本文可以据此推导中国中亚外交哲学取向的因果机

制ꎮ 根据上文所述ꎬ 我们认为ꎬ 存在国际体系压力的条件下ꎬ 中国在选择中亚

外交哲学时ꎬ 既要考虑地区极性因素ꎬ 也要考虑其国家权力收益的变化ꎮ 另

外ꎬ 由于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存在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ꎬ 所以ꎬ 本文通过

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衡量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ꎮ 在客观上ꎬ 可以从综合

实力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军事实力、 人均受教育程度)ꎻ 在主观上ꎬ 可以从

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政策、 领导人讲话、 双边及多边协议等方面来衡量ꎮ 根据假

定ꎬ 我们认为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 (选择进攻性、 防御性或进攻 － 防御

性) 受地区极性和现状偏好的影响ꎮ 当地区极性呈现强单极时ꎬ 中国对中亚外

交哲学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进攻性的ꎻ 当地区极性呈现弱单极时ꎬ 中国对中亚

外交哲学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 (见图 ３)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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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

结合上文ꎬ 我们可以对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取向作出三种理论假设:
假设一 (Ｈ１)ꎬ 当中亚地区极性表现为强单极时ꎬ 因权力失衡ꎬ 中国在中亚

地区的现状偏好处于损失占优ꎬ 为制衡权力失衡而改变现状ꎬ 中国对中亚的外交

哲学更具进攻性 (强风险)ꎻ
假设二 (Ｈ２)ꎬ 当中亚地区极性表现为弱单极时ꎬ 因地区霸权被制衡ꎬ 中国

在中亚地区的现状偏好处于收益占优ꎬ 为了保持收益而维持现状ꎬ 中国对中亚的

外交哲学倾向防御性 (低风险)ꎻ
假设三 (Ｈ３)ꎬ 当中亚地区极性从强单极转向弱单极时ꎬ 因地区霸权有可能

被制衡ꎬ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现状偏好从损失占优向收益占优变化ꎬ 为了保持收益

而维护现状ꎬ 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更倾向于防御—进攻性 (中等偏低风险)ꎻ 相

反ꎬ 当中亚地区极性从弱单极转向强单极 (或与国际体系极性同步) 时ꎬ 因地

区霸权有可能被增强ꎬ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现状偏好从收益占优向损失占优变化ꎬ
为保持收益而维持现状ꎬ 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更倾向于进攻 －防御性 (中等偏强

风险)ꎮ
通过上述论证ꎬ 我们认为ꎬ 地区极性和国家对现状偏好是影响中国中亚外交

哲学取向的主要原因ꎮ 在符合本文基本假设的基础上ꎬ 我们选择上海合作组织作

为案例进行检验ꎮ 之所以选择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本研究的案例ꎬ 是因为ꎬ 一是中

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始国和推动者ꎻ 二是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对中亚外交的重

要平台ꎻ 三是上海合作组织是从 “上海五国机制” 上发展起来的ꎬ 作为案例具

有较长的时间周期ꎬ 有较强的可信度和有效性ꎮ

三　 案例检验: 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政策

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的上海合作组织是在 “上海五国机制”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建

立) 基础上发展而来ꎮ 实际上ꎬ “上海五国机制” 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是冷战结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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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的结果ꎬ 但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终结ꎬ 国家仍然竭尽所

能地寻求自我保护ꎮ 冷战结束最为显著的变化是超级大国数量从两个减少到一

个ꎬ 即国际体系从两极转变为单极ꎬ 美国因苏联的不存在而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超级大国ꎮ 与此同时ꎬ 原先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也因苏联的解体而出现了变

化ꎬ 加上中国不断崛起ꎬ 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心理不断增强ꎮ 无论美国如何强调自

己对外行为 (尤其在东亚地区) 不是为了遏制中国ꎬ 但在中国看来ꎬ 美国就是

为了遏制中国崛起ꎬ 破坏中国发展及统一进程ꎮ 因此ꎬ 鉴于美国在当前国际体系

中的位置ꎬ 以及美国对中国的防范行为可以被认定是国际体系的压力 (符合本文

假定 １ 和 ２)ꎮ
在地区极性方面ꎬ 新中国成立后ꎬ 受中苏关系影响ꎬ 中国西部一直承受着来

自中亚方向的安全压力ꎮ 直到 “上海五国机制” 建立ꎬ 才减轻了中国西部的安

全压力ꎮ “上海五国机制” 启动得益于中苏关系正常化ꎬ 是在苏联解体、 单极格

局形成的大背景下建立的ꎮ 另一方面ꎬ 随着苏军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撤离阿富汗和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撤离越南后①ꎬ “边境军事力量问题” 变成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的关键ꎮ
早在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ꎬ 中苏双方就 “边境地区

军事力量的部署举行谈判ꎬ 以期符合睦邻友好关系与平等协商解决边境问题” 达

成了共识ꎬ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两国签署 «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

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协议»ꎮ 然而ꎬ 国际格局从两极转向单极的速度超出了中

国的预期ꎮ 从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１ 年年底ꎬ 波兰、 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 民主德

国、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执政党倒台ꎬ 政权更替ꎬ １９９１ 年 “８ １９”
事件加速了苏联解体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ꎬ 俄罗斯联邦、 乌克兰、 白俄罗斯三个

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别洛韦日森林里秘密召开会议ꎬ 宣布

苏联作为一个 “地缘政治体停止存在”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ꎬ 原苏联 １１ 个主权共和国

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签署议定书ꎬ 决定创建 “独立国家联合体”ꎬ
以替代苏联ꎬ １２ 月 ２５ 日苏联最终解体ꎮ 此后ꎬ 以中国为一方ꎬ 俄罗斯、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联合代表团 ( “四国联合代表团”)
为另一方ꎬ 就边境军事领域互信和边界划分等问题进行磋商ꎮ 在 “四国联合代表

团” 中ꎬ 除俄罗斯外ꎬ 其他国家都属于政治地理意义上的中亚国家ꎮ 作为苏联历

５２

① 在国际社会的努力和推动下ꎬ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ꎬ 柬埔寨四方代表与参加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国际
会议的 １８ 国政府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ꎬ 签署了 «柬埔寨和平协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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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遗产的继承者ꎬ 俄罗斯不仅继续主导着中国与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

斯坦、 塔吉克斯坦的边境谈判ꎬ 而且通过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独联体ꎬ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启动)、 签署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和在部分中亚国家保

留军事基地等措施继续在中亚地区扮演着主导国的角色ꎮ 虽然美国是单极体系中

唯一的超级大国ꎬ 但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没有在中亚地区直接形成主导力 (符合

本文假定 ３)ꎮ 通过相互磋商和让步ꎬ 中国与 “四国联合代表团” 就边境军事互

信和边界划分等问题达成共识ꎮ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 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签署了 «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互信

的协定»ꎬ 并确定了 “上海五国机制” ( “上海五国”)ꎮ
在 “上海五国” 建立之前ꎬ 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并不佳: 一是受西

方国家制裁ꎻ 二是台海局势紧张ꎻ 三是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相继陷入内战ꎬ 中亚

地区安全与稳定问题突出ꎮ 在国内ꎬ 受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 极端主义的影响ꎬ
境内外 “东突” 势力在新疆进行分裂活动①ꎮ 中国的现状偏好总体上是损失占

优ꎬ 除与中亚地区主导国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外②ꎬ 中国选择建立 “上
海五国”ꎮ 尽管在制度化水平上ꎬ “上海五国” 属于弱义务的多边合作机制ꎬ 但

合作内容是以解决边境军事互信和国界问题为核心ꎬ 在一定意义上这属于一种风

险规避行为 (符合假定 ３ 和 ４ 以及假设 １)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前ꎬ “上海五国” 总共举行了 ６ 次元首级会晤ꎬ 会谈内容

从传统安全 (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 逐渐扩大到非传统安全 (打击宗教

极端势力、 民族分裂势力、 国际恐怖主义)ꎬ 并加入了新的合作内容ꎬ 即促进地

区经济合作ꎮ 会晤形式也从五国两方会谈变为五国五方会谈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ꎬ 此

外ꎬ 中亚大国乌兹别克斯坦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 “上海五国” 元首会晤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ꎮ 在这期间中国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没有消除ꎬ 只是得益于中美

关系的正常化而有所缓和ꎮ １９９６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马

尼拉会晤时表示ꎬ “美国愿意同中国建立一个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③ꎮ 随后ꎬ 江

泽民主席于 １９９７ 年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ꎮ 这是时隔 １２ 年后中国国家元首第一

次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ꎮ 访问期间ꎬ 中美就建立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达成

６２

①

②
③

«新疆的发展与进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０９ － ０９ /
２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６１５７７２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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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ꎮ 促进中美关系缓和的因素很多ꎬ 其中伊拉克武器核查问题 (１９９１ 年开

始)、 俄罗斯对北约东扩 ( “和平伙伴计划”) 反应、 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开始) 等都增加了中美合作的可行性ꎮ 但是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中国驻南斯拉夫

大使馆被炸、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中美南海撞机事件、 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考克斯报告” 等负面因素造成了双方关系的恶化甚至退步 (符合本文假定 １ 和

２)ꎮ 与此同时ꎬ 中俄关系不断发展ꎬ 其中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签署的 «中俄睦邻友好合

作条约» 是一份比较重要的法律文件ꎬ 因为中国最大的官方媒体把这份有效期

２０ 年条约看成是指导新世纪中俄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①ꎮ 俄罗斯也面临着来自

国际体系的压力: 一是北约东扩ꎬ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波兰、 匈牙利和捷克正式成为北约

新成员国ꎻ 二是美国向中亚地区渗透ꎬ 美国国务院在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出台了中亚新

战略ꎬ 其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宣布中亚对美国是具有切身利益的地区ꎮ 显然ꎬ 共同

制衡来自单极体系的压力是中俄关系趋密的战略基础ꎮ 在中亚地区ꎬ 俄罗斯则通

过多种措施巩固主导地位ꎬ 具体做法有先后与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

克斯坦签署了 «保障独联体南部共同边界协议» «俄哈联合保卫外部边界协议»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联合防空防天协议» «２００１ 年前军事合作刚要» 等双边或多

边军事合作协议等ꎮ 然而ꎬ 受自身实力下降的影响ꎬ 从苏联解体到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前ꎬ 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总体上呈下降趋势ꎬ 但俄

罗斯依然是中亚地区的主导国ꎮ 以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年人均 ＧＤＰ 为例 (２００５ 年美元不

变价ꎬ 取中位数)ꎬ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ꎬ 俄罗斯年均 ＧＤＰ 是 ３ ４６０ 美元 (中位

数)ꎬ 哈萨克斯坦年均为２ ０５６美元ꎬ 而同期中国年均只有 ９１９ 美元②ꎮ 根据斯德

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统计 (２０１４ 年美元不变价)ꎬ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年俄罗斯军费开支年

平均 ３２３ ５４ 亿美元ꎬ 中国军费开支年平均 ２９８ ５７ 亿美元③ꎮ 因此ꎬ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年中国对 “上海五国” 政策在整体上属于进攻性的ꎬ 即通过加强与地区性主导

国间的制度化合作规避或消除权力失衡而带来的损失 (符合本文假设 Ｈ１)ꎮ
在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ꎬ 俄罗斯对中亚政策作了一定调整ꎮ 为恢复在中亚

地区传统影响力和制衡美国的新中亚战略ꎬ 普京政府选择了进攻性的中亚政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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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加强与中亚国家军事合作ꎬ 包括签订军事技术合作条约及协

定、 举行联合军演、 成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等ꎻ 二是通过加强

能源领域合作促进与中亚国家经济关系ꎬ 具体措施包括: 组建 “欧亚经济共同

体”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恢复与土库曼斯坦中断三年的天然气合作、 加强了与乌兹

别克斯坦在油气方面的合作、 与哈萨克斯坦共同开发田吉兹油田并控制其外运

权ꎻ 三是加强与中亚国家政治关系ꎬ 在一些中亚国家扶持友俄政权ꎬ 比如ꎬ 与乌

兹别克斯坦签署 «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对纳扎尔巴耶夫和拉赫蒙给予政治支

持、 扶持吉尔吉斯斯坦亲俄政权等等①ꎮ 尽管来自单极体系的压力不同ꎬ 但俄罗

斯和中国都需要寻找更多的外部力量来制衡这种压力ꎮ 同时ꎬ 中国、 俄罗斯两国

也十分清楚ꎬ 除不断加强自身实力外ꎬ 双方都是可以彼此借助的外部力量ꎮ 在中

俄两国合作中ꎬ “上海五国” 机制是唯一比较成熟的地区性合作机制ꎬ 加上中亚

国家也有较强的合作意愿ꎬ “上海五国” 机制成员加上乌兹别克斯坦最终决定把

“上海五国” 机制升级为上海合作组织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符
合本文假设 Ｈ１)ꎮ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不久ꎬ 由于九一一事件发生ꎬ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军事力

量以反恐为名进驻阿富汗ꎬ 在打击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然

而ꎬ 中俄两国对作为中亚地区新外部势力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军事力量存在较

大担忧ꎬ 尤其是俄罗斯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普京总统访美时与布什总统发表了建立俄

美新关系的联合声明ꎬ 宣布 “任何一方都不把另一方视为敌人或威胁的来源”ꎬ
“两国已经走上了 ２１ 世纪新型关系的道路ꎬ 这种关系建立在信守民主的价值观、
自由市场和法律至高无上的原则基础上”②ꎮ 然而时隔不久ꎬ 美国布什政府调整

了对外政策ꎬ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出台 “先发制人” 战略ꎬ 并逐步形成了 “布什主义”ꎬ
即通过先发制人、 变更政权、 单边主义ꎬ 追求控制他国的外交政策ꎮ 在对华政策

上ꎬ 美国布什政府牵制和挤压中国的意图明显增强ꎬ 出现了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

敌手的发展趋势③ꎮ 尽管俄罗斯还能对中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ꎬ 但 “布什主义”
已直接或间接对原苏联地区产生了影响ꎬ 发生格鲁吉亚 “玫瑰革命”、 乌克兰

“橙色革命”、 吉尔吉斯斯坦的 “郁金香革命”、 乌兹别克斯坦的 “安集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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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格冲突等ꎬ 美国还加强了对古阿姆集团 (持 “亲西疏俄” 立场) 的支持ꎬ 并

适时提出了 “大中亚计划” 及其升级版 “新丝路计划” (２００９ 年) 等ꎬ 其中美

国 “大中亚计划”① 在这一阶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布什主义” 不仅给中

国和俄罗斯带来了国际体系上的压力ꎬ 也对美国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ꎮ 例如ꎬ 美

国丢失了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汉纳巴德空军基地 (即 Ｋ２ 基地)ꎬ 并促使乌兹别克

斯坦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ꎮ 在美国对中亚政策受挫的同时ꎬ 俄

罗斯则趁势加强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力ꎮ 例如ꎬ 在安全领域ꎬ 俄罗斯增加驻坎特空

军基地的人数、 鼓动吉尔吉斯斯坦提高美国玛纳斯空军基地的租金、 俄罗斯获得

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机场的使用权等ꎻ 在经济上ꎬ 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

联系ꎬ 包括控制中亚油气资源的出口、 推动建立 “欧亚电力市场” 和 “欧亚核

集团” 等②ꎻ 在软实力上ꎬ 通过侨务政策吸引中亚俄侨回归、 控制中亚国家的劳

工移民、 从舆论上支持中亚地区俄侨、 通过制定国家对外推广战略改善俄罗斯在

中亚国家的国家形象③ꎻ 在处理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关系上ꎬ 俄罗斯也从防御性

转向进攻性政策ꎬ 即力图通过制度束缚ꎬ 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限定在上海合

作组织框架下ꎮ 尽管中亚国家存在 “去俄罗斯化” 现象ꎬ 但通过上述措施ꎬ 以

及中亚国家地处亚洲内陆腹地和苏联历史遗产的影响ꎬ 俄罗斯阻止了自己在中亚

国家影响力的快速下降ꎬ 基本维持了自己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ꎮ 对于中国而

言ꎬ 上海合作组织不仅是中国进入中亚的重要平台ꎬ 也是实现中国国家利益 (制
衡大国关系中的不利因素、 确保中国西部安全和保持稳定的能源供给)④ 的重要

渠道ꎮ 中国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建设ꎬ 在地区反恐、 增进成员国间睦邻友好、
建立常设机构等方面取得较多成果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 通过设立观察员和对话伙伴

国制度ꎬ 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ꎬ 特别是 «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

员条例» (２００９ 年) 的通过ꎬ 为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拉开了序幕ꎮ 在现状偏好方

面ꎬ 中国更倾向于收益占优ꎬ 其原因在于ꎬ 一是经济收益明显ꎬ 从上海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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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国 ＧＤＰ 年增长率为 １０ ０７％ (俄罗斯同期增长率为

６ ３％ )①ꎬ 到 ２０１０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ꎬ 拥有全球最大的经常账户盈

余和外汇储备 (其外汇储备接近三万亿美元)ꎬ 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②ꎻ 二是提

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ꎬ 中国和平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与周边国家建立 “与邻为善ꎬ 以邻为伴” 的关系ꎻ 另一方面

中国的崛起不是要挑战或者取代世界霸权强国ꎬ 而是争取应有的平等的大国地

位ꎬ 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③ꎮ 根据上文所述ꎬ 因地区极性处于从强到弱ꎬ 且中国

现状偏好处于收益占优的情势ꎬ 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取向更倾向于防御—进攻型

政策 (符合本文假设 Ｈ３)ꎮ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④ꎬ 其中美国重返亚太战略

影响最大ꎮ 同期ꎬ 美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而陷入冷战结束以来的冰点ꎮ 中亚地区

也出现新变化ꎬ 一是地区极性趋向多极ꎬ 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有继续下降的趋

势ꎬ 美国和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有所上升ꎬ 但美国影响力要大于中国ꎻ 二是大国

及其他国际政治行为体启动或推出了新的中亚战略ꎬ 例如美国启动了 “新丝绸计

划” (２００９ 年)ꎬ 俄罗斯推动建立欧亚经济联盟 (２０１５ 年)ꎻ 三是上海合作组织

正式启动了扩员程序 (２０１５ 年)ꎮ 在单元层次ꎬ 除中美俄三国领导人受国际经济

环境和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ꎬ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ꎻ 受经济结构、 能源价

格低迷和西方制裁的三重影响ꎬ 俄罗斯经济增长出现下滑的趋势ꎻ 美国经济则持

续复苏ꎮ 对于中俄美三国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ꎬ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ꎬ 从中长期来

看ꎬ 美国的经济将继续运行在中低速的发展轨道上ꎬ 中国将维持中高速增长⑤ꎮ
此外ꎬ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中俄美人口年均 (中位数) 增长率分

别为 ０ ５％ 、 ０ ２％和 ０ ８％ ꎬ 其中中国的人口基数最高ꎬ 其次是美国ꎬ 但如果结

合出生率、 不同年龄阶段占总人口的比例、 粗死亡率、 高等学校入学率等指标比

较中俄美三国人口ꎬ 可以得出美国人口整体水平最好ꎬ 其次为中国ꎬ 再次为俄罗

斯⑥ꎮ 很显然ꎬ 如果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下ꎬ 在中长期内美国很有可能保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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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国的地位ꎮ 此外ꎬ 在原有的双边磋商机制的基础上ꎬ 美国与中亚国家在

２０１５ 年建立了 Ｃ５ ＋ １ 的多边对话模式ꎬ 这将有助于提升美国通过国际政治经济

合作中的 “制度霸权” 扩大美国在中亚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ꎮ 根据目前的

国家实力及其发展趋势ꎬ 中俄关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足以制衡来自美国的结构性

压力ꎬ 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ꎬ 因俄罗斯地区领导力的大幅度下降ꎬ 未来

１５ 年美国将可能在中亚地区取代俄罗斯的主导地位ꎮ 总体而言ꎬ 中亚地区极性

在中短期内将继续保持向多极化发展的势头ꎬ 在中亚地区权力结构中ꎬ 俄罗斯主

导性地位可能会被不断弱化ꎬ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影响力将有大幅度上升ꎬ 中国

的影响力可能发展缓慢ꎮ 中国外长王毅公开表示ꎬ “中国是国际和地区秩序的维

护者、 建设者和贡献者ꎮ”① 这实际上是对国际社会宣称ꎬ 中国不挑战现有国际

秩序ꎮ 在现状偏好方面ꎬ 除中亚地区极性可能出现的变化外ꎬ 受不稳定的中美关

系以及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放缓的影响ꎬ 中国表现出从收益占优向损失占优变化的

现状偏好ꎮ 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在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实践中ꎬ 例如ꎬ 大力推动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ꎻ 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ꎬ ２０１５ 年中国已同几乎全部中亚

和南高加索国家签署建设 “一带一路” 合作协议②ꎻ 建立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

行ꎻ 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哈萨克斯坦 “光明大道” 新经济计划对接ꎻ 提出对

中亚国家的 “四个支持”ꎻ 提出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ꎬ 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

带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③ꎻ 同意启动印度、 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程

序ꎻ 积极参与解决阿富汗和解进程等ꎮ 实际上ꎬ 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起ꎬ 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已从防御—进攻平衡型转向了进攻—防御平衡型ꎮ 因为

作为一项地区间经济合作倡议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只是能让中国开拓更为广阔的

对外合作空间ꎬ 也将给中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ꎮ
综上可知ꎬ 当地区极性呈现强单极时ꎬ 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更倾向于选择进

攻型ꎻ 当地区极性由强单极转向弱单极时ꎬ 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更倾向于选择防

御—进攻型ꎻ 当地区极性弱单极逐步与国际体系极性同步时ꎬ 中国的中亚外交哲

学取向更倾向于选择进攻—防御平衡型ꎮ 不过ꎬ 在很多情况下ꎬ 中国对中亚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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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取向主要徘徊在防御—进攻型和进攻—防御型之间ꎮ 可以说ꎬ 中国对上海合

作组织发展的政策变化基本上支持了本文的假设ꎬ 即地区极性和现状偏好对中国

中亚外交哲学取向的影响ꎮ

结　 论

本文所要解释的问题是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是如何选择的ꎮ 选择这个问题的

原因ꎬ 一是适宜的中亚外交对中国推进 “一带一路” 意义重大ꎬ 二是弥补以往

中国中亚外交研究中的不足ꎮ 为了避免不同理论范式在本体论、 认识论和方法论

上的不同ꎬ 在本文中国中亚外交哲学是建立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和决策心理学

理论的既有成果之上ꎬ 通过地区极性和现状偏好两个自变量ꎬ 分析了中国中亚外

交哲学是如何选择的ꎮ 在国际体系存在一定压力且单元决策风险存在不确定性的

条件下ꎬ 当中亚地区极性表现为强单极时ꎬ 因权力失衡ꎬ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现状

偏好处于损失占优ꎬ 为了制衡权力失衡而改变现状ꎬ 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更倾

向于进攻性 (强风险)ꎻ 当中亚地区极性表现为弱单极时ꎬ 因地区霸权被制衡ꎬ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现状偏好处于收益占优ꎬ 为了保持收益而维持现状ꎬ 中国对中

亚的外交哲学更倾向于防御性 (低风险)ꎻ 当中亚地区极性从强单极转向弱单极

(或从弱单极转向强单极ꎬ 或与国际体系极性同步) 时ꎬ 受现状偏好 (或收益占

优ꎻ 或损失占优) 的影响ꎬ 中国中亚外交哲学更倾向于选择防御—进攻性 (或
进攻—防御性)ꎮ 通过案例检验ꎬ 本文发现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ꎬ 在绝大部分的时间段

里ꎬ 中国对中亚外交哲学选择了防御—进攻性 (或进攻—防御性)ꎬ 没有选择完

全防御性的外交哲学ꎮ 目前ꎬ 中国的中亚外交哲学有选择进攻—防御性的趋势ꎮ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ꎬ 在国际体系存在一定压力的前提条件下ꎬ 中亚地区极性

还没有形成弱单极ꎬ 即虽然俄罗斯的主导地位有变弱的趋势ꎬ 但美国的影响力不

断上升且有可能取代俄罗斯成为中亚地区的 “新单极”ꎮ 在中亚地区现实政治

中ꎬ 受中美、 美俄关系的影响ꎬ 中俄两国对于美国在中亚地区不断增加的影响力

已产生相当程度的压力ꎮ
总之ꎬ 在国际体系还存在间接或滞后效应的前提下ꎬ 地区极性和现状偏好在

中国中亚外交哲学取向上发挥着直接作用ꎮ 应用本研究的分析模型ꎬ 我们就能解

释为什么中国会接受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ꎬ 这是因为与中国崛起

密切相关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要穿越中亚地区ꎬ 俄罗斯依然在中亚地区发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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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性作用ꎬ 而当前国际体系对崛起中的中国有一定的压力且有不断增大的趋势ꎬ
加上中国国内经济增长放缓ꎬ 使得中国中亚外交更倾向于选择进攻—平衡性外

交ꎬ 目的是尽可能规避和平发展中的风险及损失ꎮ 同理ꎬ 可以解释中国对上海合

作组织扩员的动机ꎮ 在国际体系有一定压力的前提下ꎬ 中国同意上海合作组织启

动扩员程序ꎬ 一是出于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地区成员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考虑ꎻ 二是希望能提高及稳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ꎻ 三是改善与印度关系ꎬ 制衡

美国对中国的外部压力ꎮ 于是中国对中亚外交更倾向于选择进攻—平衡性外交ꎮ
不过ꎬ 出于对扩员后可能会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ꎬ 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进

程上更倾向于选择防御—进攻性政策ꎬ 目的是规避潜在风险或增加讨价还价的筹

码ꎮ 此外ꎬ 通过演绎本分析模型我们可以看出ꎬ 中国中亚外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面临着重大的挑战ꎮ 作为由共和党人组成的政府ꎬ 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哲学取向上

更接近新保守主义ꎬ 在外交方面ꎬ 特朗普政府更强调意识形态ꎬ 突出美国优越

论ꎬ 与传统保守主义相比政治风格属于进攻型的ꎬ 更偏好对美国眼中的 “专制和

极权” 国家打压ꎮ 在就任美国第 ４５ 届总统后ꎬ 特朗普开始履行其 “美国第一”
的竞选诺言ꎬ 把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作为指导其对外政策的原则ꎮ 特朗普的安全

政策直指中国ꎬ 除确保美国核威慑的统治地位和增加国防开支外ꎬ 利用台湾问题

压制中国ꎻ 在南中国海实施所谓的 “航行自由行动”ꎻ 强化 «美日安保条约»ꎻ
在韩国部署 “萨德” 导弹等ꎮ 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遏制政策的重点在亚太地

区ꎬ 但在中国看来自己的战略防御空间被挤压ꎬ 加上特朗普有可能在南亚地区选

择对中国围堵的政策ꎬ 这促使中国中亚外交从防御—进攻性转向进攻—防御性ꎬ
甚至向进攻性发展ꎬ 目的是规避更多的损失或安全压力ꎮ

尽管具有较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ꎬ 但中国中亚外交哲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研

究议程ꎬ 特别在推动中国对中亚外交的实证研究上还有很多系统性的工作去做ꎬ
这也是推动中国中亚外交理论发展的捷径ꎮ 中国是发展中的新兴大国ꎬ 处理好地

区政治使之更加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ꎬ 始终是中国外交研究的基本原则ꎮ 中亚在

未来很可能依然是一个地区性极为鲜明的政治板块ꎬ 这不仅意味着中国中亚外交

将面临更多的机会ꎬ 而且也是检验中国周边外交重要的试金石ꎮ
(责任编辑　 王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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