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学!月!刊!!!!!!!!!!! !"#$年!!第#" 期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的南海政策!

王 巧 荣

"摘!要#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对南海的政策立场逐步发生变化%去&中立化'倾向日益明显%甚至走向
直接介入$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南海政策的变化与南海局势发展变化直接相关%更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
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相关$美国插手南海问题对亚太区域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也必将对中国和平发展
的国际环境构成直接威胁$防止中国所处国际环境因中美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的冲突而恶化%将是未
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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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

!/奥巴马第一任期美国南海政策开始出现变化端倪
长期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奉行&中立'政策%美国政府也多次表示对南海主权争端的具体事宜

不持立场$!"")年)月!(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美国的南沙群岛与南海政策.%对于美国坚持的南
海政策的原则立场进行了明确阐述%声称美国强烈反对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争端%敦促所有争端方
保持克制%避免采取破坏南海区域稳定的各种行动$美国在南海的长久利益是维护南海区域的和平
与稳定%美国在南海的根本利益是维护航行自由$所有船只和飞机在南海无障碍通行对包括美国在
内的整个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繁荣是必要$美国对南海的岛屿(岩礁(环礁的法律属性不持立场$但美
国对于在南海海域任何与包括!"*#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不一致的海洋主张和限制
海洋行动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年$月之前%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基本坚持了这一立场$这一
立场使美国在南海争端中作为&离岸平衡者'%在维护南海局势稳定和美国与各声索国的关系特别是
与中国的关系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年!月%奥巴马执政不久%南海争端问题因周边国家不断挑战中国南海权益而升温$#(("
年#月%菲律宾国会通过领海基线法案%将中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
月)日%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登上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宣示马对该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月!
日%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在两艘越南海军舰艇的护卫下%视察了位于越南和中国南海之间的白龙尾
岛%并挑衅说,&我们不会让别人侵犯我们的领土(领海和岛屿$我们不会对任何人作出一寸土地的让
步$'$)月&日%马来西亚和越南联合向联合国相关委员会提交了#((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试图
在联合国框架内侵害中国南海权益$)月$日%越南又单独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南海&外大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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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界案'%声称其拥有+#&(公里长的海岸线并对中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享有主权!$#(!(年后%周边
国家对中国南海主权侵害的事件持续发生$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中国政府加大在南海区域执法巡
航的力度$#(!(年,月!)-#*日%中国海监组织国内有关单位%随海监*+(*!船对黄岩岛(南海南
部(西沙西部(北部湾湾口等海域进行了定期维权巡航执法工作调研%并在中国海疆最南端的曾母暗
沙投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碑"$#(!(年,月初($月上旬和下旬%中国海军在南海进行三次军事
演习$期间%#(("年+月初%美国白宫(国务院发言人及国防部指称中方有关船只对在南海国际水域
活动的美国海军监测船&无瑕号'进行&骚扰'#%中美间发生了&无瑕号事件'$&无瑕号事件'及南海
争端的升温引起美国的关注%一些人主张美国应有更为清晰的南海政策$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
事务局助理国务卿帮办斯科特!马西尔*C@452>7@=13+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及太平洋小组
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谈到这两个问题时说%从战略层面上%这两件事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对于自身
海洋权益的主张越来越强势%而美国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同意甚至不能理解中国对海洋法的解释)并指
出%&无瑕号事件'及南海争端是非常事件%需要美国有非常的政策来应对$$

#(!(年$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越南河内召开的东盟论坛外长会议期间%就南
海问题发表讲话%$讲话重申了此前美国关于南海政策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增加了新的内容%具体表
现,一是在南海寻求更广泛的利益%声称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国家利益'不仅包括航行自由%而且
还包括海洋公有空间的使用(合法商业行为不受阻碍%以及对国际法的尊重等内容$讲话称%美国不
仅与东盟成员国和东盟地区论坛参与国共享上述利益%而且与所有海洋国家及广泛的国际社会都共
享上述利益$二是主张多边合作解决南海问题$美国支持争端各方通过外交合作而不是协迫解决各
种领土争端$三是强调权利主张应与国际法相一致%所有声索方应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寻求各
自对领土及其附带权利和海域权利主张$在南海海域声索的权利%只能以海洋地物的特征为依据&$
这里虽没有直接点中国的名%但有些内容有针对中国的味道$尽管希拉里在讲话中再次强调美国在
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的中立立场%但是由于其主张海洋管辖权主张的合法性问题%这确实增加了美国
介入南海争端的可能性$此后%美国通过增加对东盟的援助%积极参与美国3东盟峰会(东亚峰会及
东盟防长会议等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并极力把南海问题引入会议议题%逐步推动南海问题的多
边化(国际化$与此同时%为配合其亚太战略的调整%美国积极在南海海域进行军事安全部署$

美国南海政策的新变化使南海周边一些国家看到有机可乘%借机进一步使其在南海海域非法所
得&合法化'%使南海争端进一步激化与升级$#(!!年&月"日%中国渔船遭越南武装舰船非法驱赶%
导致其中一艘渔船的渔网与在现场非法作业的越南油气勘探船的电缆缠绕在一起被拖曳%中国渔船
被迫剪断渔网%双方才脱离接触$越南把此事歪曲为&中方精心策划准备的(蓄意的行动'%向中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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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国海军监测船在中国专属经济区活动事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人民日报.%#(("年+月!#日%第,版$
&东亚海洋问题与主权争端'*&2>7=5=E1X66?16><0C4M171=J<59L=6F?516=<Q>65'6=>'+%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
副助理国务卿司科特!马西埃尔在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与太平洋事务次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K165=E4<9
C@452>7@=13L1F?59'66=65><5C1@715>79%Z?71>?4TQ>65'6=><><0_>@=T=@'TT>=76%C5>51E1<5Z1T4715G1C?I@4EE=5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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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美国的南沙群岛与南海政策.的声明%声称,美国在南海的基本利益是维护航行
自由$所有船只和飞机在南海无障碍通行对包括美国的整个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繁荣是必要$美国对南海的岛屿(岩礁(环
礁的法律属性不持立场$但美国对于在南海海域任何与包括!"*#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不一致的海洋主张
和限制海洋行动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越南河内国家会议中心的讲话'*&8=33>79N40G>E.3=<54<N1E>7H6>5_7166'M>=3>I=3=59%

W>5=4<>3.4<M1<5=4<.1<517'+%越南河内#(!(年$月#+日*8><4=%]=15<>E%A?39#+%#(!(+$G55F,//\\\/65>51/J4M/61@71R
5>79/#(("#(!+@3=<54</7E/#(!(/($/!,)(")/G5E%#(!( ($ #+/#(!& (* #&$



出抗议!%并以强硬的姿态相对抗$&月!+日%越南在其中部海岸附近某海域举行持续&个小时的实
弹演习%并警告各种船只远离该海域"$#(!#年,月!(日起%中菲舰船在黄岩岛对峙月余$&月中
下旬%越南采取一系列小动作%再度挑起南海紧张局势$先是派战机对南沙群岛一些岛礁进行了所谓
&巡逻侦察'#%紧接着于&月#!日越南国会通过-越南海洋法.%把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包含
在所谓越南&主权'和&管辖'范围内$%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越南对上述地区的主权$与此同时%越南在
南沙南岛礁上用瓷片制作巨幅越南国旗%借此宣誓其对南沙和西沙的主权%$菲律宾不甘寂寞%在菲
方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海中业岛上开办了一家小型幼儿园%并于&月!)日举行了揭牌仪式&$面对菲
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频频挑衅%为维护中国南海权益%&月#!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三沙市%辖
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美国对日益紧张的南海局势也感到担忧$#(!#年
*月+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就南海问题发表正式声明$声明中除重申美国在南海问题
上已经公开声明的主张外%不顾中国只是为维护自身权益而被迫做出的反制措施这一实事%指责中国
在黄岩岛制造事端%并强调中国设立三沙市和在南海部署新的军事力量是与通过外交手段合作解决
分歧的努力背道而驰%并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至此%美国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的立
场去&中立化'倾向开始显现$

尽管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国南海政策主张开始出现去&中立化'倾向%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美
国在南海问题上还是坚持其传统立场$其主要原因是美国此时正处于其亚太战略调整期%而且中东
问题(美国政府债务问题(医改问题和两党争斗问题等对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步伐构成严重
制约%因而%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相对比较谨慎$

#/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在南海问题的介入日深
奥巴马连任后%伴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逐步推进%美国政府对南海问题的关切度日益加强$

自#(!+年下半年起%美国政府频繁对南海问题表示严重关切和担忧%其对南海问题的立场也逐渐由
模糊转变为清晰%由&中立'转变为明显的&选边站'%甚至是直接介入$

#(!,年#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塞尔*L><=13N?6613+在
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听证会时%对美国的南海政策进行了最为详细的论述$
他对美国关于东海及南海争议岛礁的主权争端不持立场的含义进行了如下明确解释,第一%对于与任
何权益声索有关的行为%美国坚决反对在领土声索时使用恫吓(强制或武力)第二%所有的海洋权益声
索必须与国际习惯法相一致%即所有海洋权益主张必须依据海洋地物特征或与国际海洋法相一致$
当美国不支持任何一个声索方反对另一方时%美国确信在南海海域不是依据地物特征声索的海洋权
益本质上是有缺陷的$在坚持上述及美国长期倡导的航行自由原则的同时%美国反对所有给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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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享有的合法利用海洋的权利(自由造成侵害的权益声索!$罗塞尔在谈美国的南海政策时还谈到
如下值得注意的几点,一是详细列举近两年中国在南海的各项行为%并特别指出这些行为将会导致该
区域局势的不稳定$二是明确指出中国&九段线'与国际海洋法不相符%不能作为在南海主张海洋权
益的合法基础$三是美国坚定支持菲律宾寻求国际海洋法庭仲裁与中国的南海争端%并称赞菲律宾
树立了以和平(非强制方式解决争端的典范$#(!,年!#月)日%美国国务院发布-海洋界限,中国的
南海主张.报告%进一步对中国&九段线'做出否定性的评价%声称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既不明确也
不连贯"$如此%美国的南海问题政策远远偏离其长期坚持的&中立'立场%导致其随后在介入南海问
题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美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政府持续指责中国的南海政策%措词激烈$

#(!)年!月至#(!&年$月%美国政府在一切可能的场合通过政府(军方高官表态(官方发言人
讲话(国会决议案等%批评中国单方面强制改变南海局势的现状%指责中方危害地区稳定$#(!)年!
月#!日%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与菲律宾副外长加西亚在共同会见记者时对南海问题表示关切%并
称大国不能欺负小国#$)月+(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涉南海问题回答记者提
问时说%中方在南海的行动与国际准则和规范不&合拍'$美方对南海岛礁军事化前景及可能带来的
误判和冲突风险深感忧虑%并声称中国将水下岩礁变成机场不能获得主权$$$月#!日%美国助理国
务卿拉塞尔在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五次南海问题年会上讲话时%对中国关于南海问
题的原则立场提出质疑%而对菲律宾单方面将中菲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的行为却大加赞赏%$

#(!&年!月,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表示%美国对中国飞机在南海争议岛屿试降表示担
忧%并称,&我们对中国在南海永暑礁停降飞机的决定表示担忧$在这一争议地区的新跑道上开启航
行将加剧分歧(威胁地区稳定$'&#月!$日%美国务卿克里称%中国在南海有争议岛屿这样那样的军
事化活动证据充足%这违背了中国不对南海进行军事化的承诺$他表示美国对此严重关注%将就此与
中国进行进一步的(非常严肃的交涉'$

第二%强化美国在南海区域的军事存在%扩大与南海周边国家的防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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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海洋争端'*&2>7=5=E1L=6F?516=<Q>65'6=>'+%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美
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亚洲和太平洋次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L><=13N/N?6613'66=65><5C1@715>79%Z?71>?4TQ>65'6=><
><0_>@=T=@'TT>=76%K165=E4<9Z1T4715G184?61.4EE=55114<Y471=J<'TT>=76C?I@4EE=55114<'6=>><05G1_>@=T=@+%华盛
顿#(!,年#月)日*;>6G=<J54<%L.%Y1I7?>79)%#(!,+$G55F,//\\\/65>51/J4M/F/1>F/736/7E/#(!,/(#/##!#"+/G5E%

#(!, (# ()/#(!& !( ("$
美国国务院海洋与国际环境(科学事务局,&第!,+号海洋界限,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诉求'*c<=510C5>516L1F>75E1<54T
C5>51%Z?71>?4TP@1><6><0X<517<>5=4<>3Q<M=74<E1<5>3><0C@=1<5=T=@'TT>=76%&B=E=56=<5G1C1>6W4/!,+%.G=<>,2>7=5=E1
.3>=E6=<5G1C4?5G.G=<>C1>'+%#(!,年!#月)日*L1@1EI17)%#(!,+$G55F,//\\\/65>51/J4M/04@?E1<56/47J><=[>5=4</

#+,"+&%#(!, !# ()/#(!& !( ("$
&美菲双边安全对话会后记者会'*&c/C/-_G=3=FF=<16Z=3>517>3C1@?7=59L=>34J?1_7166.4<T171<@1'+%#(!)年!月#!日菲
律宾马尼拉钻石酒店*L=>E4<084513%2><=3>%_G=3=FF=<16%A><?>79#!%#(!)+$G55F,//\\\/65>51/J4M/F/1>F/736/F76/#(!)/

#+&#,&/G5E%#(!) (! #!/#(!& !( (*$
&美国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讲话,区域安全框架,所有国家崛起的地方'*&C1@715>794TL1T1<61CF11@G%XXCC
CG><J7=RB>L=>34J?1,5'N1J=4<>3C1@?7=59'7@G=51@5?71;G171QM1794<1N=6162'+%#(!)年)月+(日新加坡*C=<J>F471%2>9
+(%#(!)+$G55F,//\\\/01T1<61/J4M/W1\6/CF11@G16/CF11@GR]=1\/'75=@31/&(&&$&/==66R6G><J7=R3>R0=>34J?1R>R71J=4<>3R61R
@?7=59R>7@G=51@5?71R\G171R1M1794<1R7=616%#(!) () +(/#(!& !( (*$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第五次南海问题年度会议上的讲话'*&L><=13N/
N?6613N1E>7H6>55G1Y=T5G'<<?>3C4?5G.G=<>C1>.4<T171<@1'+%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年$月#!日$

G55F,//\\\/65>51/J4M/F/1>F/736/7E/#(!)/($/#,)!,#/G5E%#(!) ($ #!/#(!& !( (*$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年!月,日每日新闻发布会'*&A4G<%=7I9%CF4H16F1764<%L>=39_7166Z7=1T=<J%;>6GR
=<J54<%L.%A><?>79,%#(!&'+$G55F,//\\\/65>51/J4M/7/F>/F76/0FI/#(!&/(!/#)(")(/G5E%#(!& (! (,/#(!& !( (*$
&约翰!克里与波兰外长维托尔德!瓦什奇科夫斯基的谈话'*&A4G<%1779N1E>7H6;=5G_43=6GY471=J<2=<=6517;=5430
;>6[@[9H4\6H='+%#(!&年#月!$日华盛顿条约厅$G55F,//\\\/65>51/J4M/61@715>79/71E>7H6/#(!&/(#/#)#)$+/G5E%

#(!& (# !$/#(!& !( (*$



美国以&航行自由'为借口%不断派遣军舰(军机在南海海域执行所谓的巡航任务$#(!+年+月!
日起%美国最新型濒海战斗舰&自由'号在南海执行了长达!(个月的首次作战部署%期间%奉命在南海
地区进行常规标准化的巡逻%运用舰上的雷达(侦察系统和舰载28-&(N直升机等设备展开了全面
侦察!$#(!,年!#月%美海军濒海战斗舰&沃斯堡'号又被派往新加坡%执行为期!&个月的部署任
务"$#(!)年)月!!日%&沃斯堡'号驶近南海南威岛%受到中国海军护卫舰紧密监视#$此后%美军
不断升级其在南海海域的军事行动$#(!)年!(月#$日至#(!&年!(月#+日%美国军舰先后,次闯
入中国南海相关领海及毗邻区$#(!&年&月!*日%在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结果即将公布之际%美国
&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和&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在菲律宾海展开防空(海上侦察%以及远程攻击演
习$$此外%美国一再诱压盟国或伙伴国%在南海搞针对性极强的&联合军演'和&联合巡航'$#(!)年
,月#(-+(日%美菲在南海水域进行!)年来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年+月%美菲在南海
进行了第一次联合巡航%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利!卡特表示%美国将与菲律宾继续进行联合巡航$他还
表示%年度&肩并肩'演习结束后%参加军演的美军)架'-!(.雷霆攻击机(,架其他型号的战机及
#((名飞行员及机上战斗人员将继续留在菲律宾%停驻克拉克空军基地%协助训练菲律宾军队%以提
升两军的海空联合行动能力&$美国还通过-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支持东南亚国家海上能力建
设%试图从海上围堵中国$

第三%进一步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
自#(!+年年末菲律宾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仲裁案后%美国从多方面对菲律宾这种单方行为给予

鼓励和支持%希望以此带动其他南海声索国也采取类似的做法$在#(!&年上半年%随着海牙国际仲
裁庭对菲律宾南海案裁决临近%美国从舆论上(外交上对中国施压%试图迫使中国遵守仲裁结果$#
月!*日%美国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埃米!西赖特*'E9C1>7=JG5+%在华盛顿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应当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站在菲律宾和其他东盟有关声
索国后面并大声疾呼%这是国际法%这点非常重要%它对所有各方都有约束力$如果中国不遵从仲裁
法庭就菲中在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作出的不利判决%美国及其盟友将让中国付出代价)$$月!+日%
南海仲裁案临时法庭公布南海仲裁结果第二天%当记者问美国是否担忧在南海仲裁公布结果后中国
不遵守国际法时%白宫新闻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中菲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公约.中
有关条款对于仲裁程序有明确的规定%因而%美国认为仲裁结果是最终的(有约束力*$美国试图以
国际道义的名义对中国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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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海军濒海战斗舰部署新加坡!意在&搅局南海'.%-新民晚报.%#(!+年+月$日%Z#版)-美高调公布濒海战斗舰巡逻南
海!曾靠近中国岛礁.%-中国青年报.%#(!,年!月!!日%第+版$
-&沃斯堡'号濒海战斗舰.%-深圳特区报.%#(!,年!#月,日%'"版$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美舰驶近南海岛屿.%-人民日报.*海外版+%#(!)年)月!,日%第!版$
&美国双航母打击群齐下西太平洋'*&K\4.>77=17C57=H1U74?F6L4?I31L4\<=<;16517<_>@=T=@'+$G55F,//\\\/@$T/<>R
M9/E=3/210=>/W1\6/L=6F3>9/'75=@31/*(#")+/5\4R@>77=17R657=H1RJ74?F6R04?I31R04\<R=<R\16517<RF>@=T=@%#(!& (& !*/

#(!&!( ("$
-美菲军演规模创!)年之最.%-南方日报.%#(!)年,月#$日%第'!#版$
&美菲防长在马尼拉举行联合记者会'*&A4=<5_7166.4<T171<@1I9C1@715>79.>7517><0C1@715>79U>[E=<=<2><=3>%_G=3=FR
F=<16'+$G55F,//\\\/01T1<61/J4M/W1\6/W1\6RK7><6@7=F56/K7><6@7=F5R]=1\/'75=@31/$#!&*$/̀4=<5RF7166R@4<T171<@1RI9R
61@715>79R@>7517R><0R61@715>79RJ>[E=<R=<RE><=3>RFG=3=%#(!& (, !,/#(!& !( ("$
该倡议是#(!)年)月+(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会上提出的%旨在改进这些国家探测(理解(应对南海地区海上
和空中活动以及共享相关信息的能力%最终建立一个定期更新的通用共享态势图%以使相关国家能够达成共识%统一行动$

#(!&年财年%美国为该倡议拨出了为期)年(耗资,V#)亿美元第一年的拨款$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年#月!*日晚间分析'*&KG1QM1<=<J.CXC,'FF3126A?=@1%C'2CX'E%.>3=T47<=>C5>76N1M=6=R
510: 2471'+$G55F6,//\\\/@6=6/47J/><>396=6/1M1<=<JR@6=6R>FF316R̀?=@1R6>E6R=R>ER@>3=T47<=>R65>76R71M=6=510RE471%#(!&
(# !*/#(!& !( !!$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乔希!欧内斯特#(!&年$月!+日举行新闻发布会'*&_7166Z7=1T=<JI9_7166C1@715>79A46GQ>7<165%

A?39!+%#(!&'+$G55F6,//\\\/\G=51G4?61/J4M/5G1RF7166R4TT=@1/#(!&/($/!+/F7166RI7=1T=<JRF7166R61@715>79R̀46GR1>7<165R
$!+#(!&%#(!& ($ !+/#(!& !( !!$



二!美国积极插手南海问题的主因是维持其亚太霸权地位

长期以来%美国的南海政策服从(服务于其全球战略尤其是亚太战略$冷战结束后%美国亚太战
略的目标是防止在亚太区域出现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地区大国或国家集团%维护其在该区域的主导地
位$为此%美国在相当长时间内把中国作为潜在的战略对手%采取接触与遏制两手%力图使中国全面
遵守西方的基本规范%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中去$#(!(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
力的进一步提高%美国感觉到中国即将成为其亚太区域主导地位的现实挑战者$恰在此时%奥巴马政
府着手调整其亚太战略%先提出&重返亚太'%后改称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承诺将更多参与亚洲事务%
与传统盟国加强合作%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试图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奥巴马执政
期间%美国的南海政策主要是服务于这一战略$美国逐步强化对南海问题介入%主要目标如下$

第一%通过在南海海域的&炮舰政策'%遏制中国在南海影响力的提升$南海海域战略位置十分重
要$南海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是东亚各国进出印度洋到达南亚(欧洲(非洲的必经区域%地理位
置极其优越$南海还是世界第二大海上航道%仅次于欧洲的地中海%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型油轮及货
轮航行经过此水域%南海是东亚各国的&海上生命线'%同时也是东南亚各国对外贸易的主航道$南沙
群岛附近的航道也是美国西海岸与波斯湾之间的主要航道之一$从传统安全的地缘战略考虑%掌控
南海意味着掌控整个亚太的经济命脉和战略制高点$#(!+年以来%中国为了改善南沙群岛驻岛人员
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启动填海造岛工程%本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美国却认为%中国这些活动将直接
导致中国对南海控制力的增强%进而极大增强中国在亚太区域的地缘战略优势$这对美国在亚太区
域的主导权将构成致命的威胁$因而%美国试图通过多种努力阻止中国在南海海域影响力的扩大$

第二%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强化其亚太同盟体系$长期以来%美国在亚太区域构建的轴心辐
条式的同盟体系是维护其亚太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过去+(年%亚太地区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
经济的发动机%中国在其中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因而%美国的亚太盟国与中国保持了良好经济关系
及其他双边(多边关系%亚太区域呈现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崛起速度的加快%
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对日益走向崛起的中国感到不安$个别非法侵占中国领海主权的国家%担心其非
法所得会随着中国强大而不保%因而以只争朝夕的速度巩固它们在中国海域的掠夺所得%企图使它们
对中国领土主权侵占永久化$它们也希望借助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但美国在乌克兰问题(叙
利亚问题上的政策接连失败%美国的亚太盟国对美保护它们的意志有所怀疑$特别是%美国在欧洲(
中东利益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否得到贯彻落实%它们普遍感到担心%
忐忑不安$美国深知稳固亚太盟友关系对其亚太霸权地位十分重要%通过在南海问题上炒作&中国威
胁论'%加强在亚太区域的军事部署%化解其亚太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担心%以稳固其亚太霸权的安
全支柱$

第三%分化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平衡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世纪"(年代
中期以来%在睦邻友好外交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取得显著的进展$!""$年亚洲金融风
暴发生后%中国在自身面临严重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尽力向东盟有关国家提供
财政和金融支持%避免了东盟国家经济进一步恶化%树立了良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年!#月%
东盟国家邀请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参加东盟与中(日(韩首脑首次非正式会晤*即&!(g+'+"%中国领
导人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首次双边会谈*即&!(g!'+$中国-东盟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努力建立
面向#!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此后%在&!(g!'&!(g+'等以东盟为主导的多个区域合作机制的
推动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取得了全面发展%中国对东盟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得到空前的提高$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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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奥巴马#(("年!!月!,日在日本东京的讲话'*&N1E>7H6=<K4H94W4M1EI17!,%#(("'+$G55F,//\\\/F716=R
01<@9/?@6I/10?/%#((" !! !,/#(!& !( !!$
-江泽民将出席东盟3中日韩和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人民日报.%!""$年!#月+日%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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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看在眼里%嫉妒在心$南海问题事涉六国七方%其中有)个东盟国家%美国通过在南海事务搬弄
是非%煽风点火%可以达到离间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目的%进而平衡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日渐增长的
影响力$

美国出于地缘战略利益考虑%力图阻止中国取得在南海海域的控制权%遏制中国在亚太地缘战略
均势中的优势$可以预料%随着中国在南海陆域吹填工程初步完成%中国在南海控制权问题上的被动
局面将会逐步扭转%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政策取向%实质上是对中国在不远将
来确立对南海控制优势的担心%甚至是焦虑的一种反应$

三!美国插手南海问题对亚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把介入南海问题作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支点%其目的是对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中
国进行遏制$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插手和干预%造成南海局势持续紧张%对亚太区域和平与安全构成严
重威胁$

第一%美国在南海海域的军事挑衅行为%有引发中美两国在南海海域擦枪走火的可能$从#(世
纪$(年代起%中美两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在维护亚太区域和平与稳定方面存在广泛共识%两国为维护
这一局面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与合作%一直是维护亚太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因素$而美国一而再(再
而三派遣军机(军舰非法飞越(航行在中国南海!#海里领海和领空%对中国领土主权安全构成挑战%
也必将引发中国相关军事力量做出相应反制措施$针对#(!&年)月!$日抵近中国海南岛附近空域
实施侦察活动%中国#架军机依法依规进行跟踪监视$这种局面若反复出现%将大大增加两军间擦枪
走火的风险$如果发生误判%也极有可能升级为冲突$亚太区域两大国间的冲突必然危机到该区域
和平稳定的大局$

第二%美国介入南海问题激化了南海声索国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南海的紧张局势$南海争端
问题自#(世纪$(年代以来%虽然偶尔也成为区域国际关系中的敏感话题%但由于相关声索国的持续
努力%南海问题对于亚太区域和平与稳定大局的影响始终在可控的范围内$各方也在积极努力寻求
问题的解决$奥巴马执政第二任期间%美国企图把水搅浑%特别是美国在南海争端问题上&选边站'的
行为%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有关方关于南海问题的矛盾$由于有美国的撑腰打气%中国周边南海声索国
在南海问题上不仅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而且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扩军备战%加快在南海海域的军
事部署%使南海局势持续紧张$

第三%美国介入南海问题对于亚太区域的国际关系产生极端负面影响$苏联解体后%由于美苏两
极对峙的冷战格局结束%国际局势总体上走向缓和$与此同时%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亚太各
国利用全球化及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积极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促进经济发展$亚太区域各
国间逐步建立起一系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区域合作关系%使和平与合作成为
亚太区域国际关系主流$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拉帮结伙'对亚太区域和平与合作的国际局势造成严重
影响$美国为了使日本成为其遏制中国的&马前卒'%对于日本右翼势力放弃和平宪法的行为听之任
之%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年间%日本领导人利用各种机会炒作南海
问题%并通过与有关国家在南海海域进行联合军演(开展军事合作等加大对南海的军事介入%这必将
对中日关系带来不利影响$美国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东盟成员国面临在中美两国间&选边站'的
困境$这使亚太区域有陷入类似美苏冷战对峙格局的风险$

第四%美国介入南海问题加剧中美两国间的战略互疑$中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今世界第
一(第二大经济体%两个重要的有核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及解决
影响人类共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力$同时%两国在全球(地区及双边层面面临一系
列需要合作的议题$美国作为南海问题争端的局外国家%南海问题本不是中美关系中的议题%但是%
美国对南海问题越陷越深的介入%使之成为中美两国博弈的又一问题领域%加剧了中美两国间的战略
互疑%对两国在其他层面的合作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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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南海政策的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对策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的南海政策虽然有较大幅度的调整%但就其出发点而言%它仍是美国传统南
海政策的延续%主要目的是实现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战略利益$特朗普执政后%面临众多国内国际议
题%困难连连%其亚太战略迟迟没有出台$#(!$年!!月特朗普的亚洲之行%及#(!$年!#月!*日%

#(!*年!月#((+!日%短短一个多月内美国先后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
特朗普的国情咨文三个官方文件%使特朗普的印太战略由模糊逐渐走向清晰$在特朗普的印太战略
中%中国被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把中国(俄罗斯与&流氓国家'&恐怖主义'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包
括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鉴于南海问题涉及美国在亚太区域重要的战略利益%未来美国南海政策仍
将是其实现其印太战略的一个抓手$

南海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同时更为关键的是涉及到领土主权和国
家核心利益%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绝没有退路$因而%中美在南海的博弈是战略性(结构性%也是难
以调和的$鉴于中美两国在当今世界国际权势结构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乃
至冲突升级%不仅影响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会对亚太区域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局势产生重
要影响%进而对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造成直接
的负面影响%因此%妥善管控分歧%防止中美间可能因南海冲突而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是今后一
段时间内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从长远战略眼光看待中美关系中的南海问题$随着中国在国际权势结构中地位不断提高%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也日益上升%利用一切机会抑制(延缓中国崛起的势头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
主要选择$近年来%日益凸显的南海问题为美国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
大型的国家%美国要遏制其发展趋势决非易事%除非中国自身发展出现问题%给美国提供了介入的机
会$南海无疑是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也有着重要影响%直
接影响中国的战略利益(发展利益及安全利益$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同国家利益实现要有轻重缓
急$南海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积贫积弱所致$南海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以实力
为基础$经过改革开放,(年的发展%中国的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共十九大
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了具

体战略部署$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5两个一百年2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可见%发展仍是中国当前第一要务%发展需要和平
稳定的国际环境$美国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发展环境制造障碍%试图扰乱中国的战略部署%对此%我
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第二%通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赢的睦邻关系%化解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戒备心理$东盟成员国
作为亚太格局中较小的国际行为体%在外交方面%一直都有在区域大国间搞平衡的传统%试图左右逢
源%在大国夹缝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力争取得更多的实惠$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东盟某些
国家感到莫名的紧张%特别是与中国有着海洋争端的个别国家更有时不我待的压力%这是国际权势结
构变化过程中弱小行为体的本能反应%这也是近年来南海问题再度紧张的主要原因$#(世纪"(年
代以来%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后%由于东盟地缘
上与中国接近%在地理上居于&海上丝绸之路'枢纽位置%东盟诸国是&海上丝绸之路'开展合作的主要
目标国$亚洲投资开发银行(丝路基金承诺为中国和东盟在公路(铁路(航运(油气管道等方面的互联
互通提供长期(低成本的资金%满足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缺口"$中国与东盟围绕共建#!世纪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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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合作取得了可喜进展$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开工建设%中泰铁路项目启动)中马&两国
双园'%中泰(中柬(中越(中老(中印尼等多个产业园区合作顺利推进)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
投入运行%港口物流信息中心(航线及航线服务项目启用%水上训练基地开工)中国-东盟信息港项目
加快建设$! 下一步应从进一步做实(做细上下功夫%在东盟真正树立起坚定走和平发展的形象%增
强对中国的信任$就南海问题而言%中方在一系列反制措施取得显著成效后%在没有来自其他声索国
明显挑衅的情况下%应在进一步巩固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在南海问题上继续坚持&双轨思路'%力争促
成有关声索国就南沙群岛争议岛礁(南海划界问题展开谈判%以减少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机会$

第三%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积极管控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分歧$美国介入南海问题
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中国取得南海控制权%进而对其在亚太区域的霸权地位构成威胁$这是美国国强
必霸冷战思维在作祟$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在世界各地存在着广
泛的国家利益%&航行自由'对于美国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而%美国在南海海域一再鼓噪&航
行自由'%虽然明显含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应对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
应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的原则%在适当考量美国在南海基本利益的基础上%明确地向美方表
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底线%防止双方出现误判%进而降低南海问题对中美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

第四%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行使中国南海的主权及管辖权$西沙群岛(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
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对这四个群岛及附近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主权国家固有的
权力和国际法赋予沿海国的权力%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中国海岛建设是基于国家战略(安全和发展利
益的考虑%要依据国家的发展战略制定合理的建设计划%并稳步推进%在中国在亚太区域和平与发展
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不要轻易改变发展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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