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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对印太战略的认知与反应:
“ 中等国家” 的地缘引力平衡策略
周方冶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近年来ꎬ针对美日印澳等国推动印太战略引发的地缘政治压力ꎬ泰国形成了“中等国家”
及对印太战略“必要但非关键的次区域支点”的自我定位ꎮ 泰国认为ꎬ印太战略的根源在于地区秩序
重塑ꎬ将会增加地区安全风险ꎬ但也会为跨区域联通与发展提供动力ꎬ并将推进国际规则的制度化建
构ꎮ 于是ꎬ泰国采取了“以中美为主轴ꎬ保持地缘平衡ꎻ以日印为两翼ꎬ分散大国引力ꎻ以东盟为根基ꎬ
提升抗风险能力”的积极地缘策略ꎬ试图通过保持地缘引力结构的动态平衡ꎬ从而趋利避害ꎬ甚至化
危为机ꎮ 对此ꎬ中国有必要重视泰国的次区域支点作用ꎬ防范政治风险ꎬ补齐安全短板ꎬ巩固经济优
势ꎬ拓展文化纽带ꎬ稳步推进中泰战略合作的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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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印太战略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动下ꎬ开始成为印度洋 －太平洋地区各主要国家及部分域

外大国的重要议题ꎮ 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印度、法国等国都相继出台了各有侧重的印太战略(或印
太构想)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第三十四次东盟峰会在轮值主席国泰国首都曼谷闭幕ꎮ 会议通过«东盟印度
洋－太平洋展望»(以下称«东盟印太展望»)ꎬ从而正式阐明了东盟国家的印太共识ꎮ[１] 那么ꎬ作为地处
印度洋与太平洋交界处的美国盟友与东盟创始国ꎬ泰国对印太战略如何认知? 如何反应? 本文将对
此加以探讨与分析ꎮ

一、泰国应对印太战略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在学术研究中ꎬ泰国通常会被列入“ 小国” 范畴ꎬ其著名的“ 风中竹” 外交更被视为小国外交典
[２]

范ꎮ

但在泰国外交实践中ꎬ并不认同“小国”身份ꎬ而是将“中等国家”作为国际交往与地缘博弈的出

发点ꎮ 对此ꎬ泰国总理巴育占奥差在 ２０１５ 年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ꎬ“我们经常
期望大国帮助小国ꎬ但鉴于大国与小国之间差距不断扩大ꎬ我们决不能忽视中间力量ꎮ 中等国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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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可以成为大国与小国的重要纽带ꎮ” [３]
尽管泰国所指称的“中等国家”并不是像澳大利亚或韩国那样拥有较高综合国力门槛的“中等强
国”ꎬ而是采取了更为宽泛的模糊界定ꎬ以使其能被涵盖在内ꎬ但其在概念运用过程中所体现的地缘政
治能动性与自信心ꎬ特别是对“ 大国 / 小国” 二分法使其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不满与抵
制ꎬ却是清晰可见的ꎮ 巴育政府在«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２０１８ － ２０３７)» 第二部分“外交事务” 中明

确提出ꎬ在未来 ２０ 年国际与地区格局面临重大变革的情况下ꎬ泰国作为“中等国家”要发挥积极作用ꎬ
进而维护国家利益ꎬ促进地区稳定与发展ꎮ[４]

印太战略是美日印澳等国共同推动的地缘政治博弈“大棋局”ꎬ其目标旨在跨区域重塑地缘战略
格局ꎬ因此对泰国而言ꎬ无论其是“小国”抑或“中等国家”ꎬ都无力在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博弈中觊觎
主导者的棋手位置ꎬ唯有成为审时度势以求在地缘政治变局中趋利避害的“无奈受众”ꎮ 不过ꎬ相对独
特的地理位置ꎬ以及长期以来积攒的地缘政治筹码ꎬ还是有助于泰国避免陷入完全被动的“小国”棋子
困境ꎬ有可能作为印太战略必要但非关键的次区域支点ꎬ保留相当程度的“中等国家” 能动性ꎬ甚至跻
身拥有一定影响力的次级合作者ꎮ 具体来看ꎬ泰国在印太战略中的立足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从地理位置来看ꎬ泰国将成为印太战略的必要环节
尽管当前域内外大国(中等强国)都在讨论印太战略ꎬ但相关国家对“印太”地区的概念界定却并
不完全一致ꎬ特别是对“印度洋西部到中东及非洲东海岸”是否涵盖在内ꎬ各国存在较大差异ꎮ
其中ꎬ美澳等国主张的是“印度＋太平洋”的概念界定ꎮ 根据美国国防部 ２０１９ 年«印太战略报告»

的概念界定ꎬ印太地区是指“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西海岸”ꎬ并未包括“印度洋西部到中东及非洲东海
岸”ꎮ[５] 对美国而言ꎬ中东地区是其全球战略布局的关键环节ꎬ如果在地缘政治上与印太发生联动ꎬ就
有可能引发不确定性风险ꎬ甚至改变中东地区的既有格局ꎮ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７ 年«外交白皮书»的概念界
定与美国相近ꎬ印太地区是指“ 通过东南亚连接的印度洋东部到太平洋地区ꎬ包括印度、北亚与美
国”ꎮ[６] 其中ꎬ北亚主要包括中国、日本与朝鲜半岛ꎮ 作为中等强国ꎬ印太概念涵盖“ 印度 ＋ 太平洋” 的
广袤地区已经是澳大利亚的影响力极限ꎬ主客观上既无力也无意将“ 印度洋西部到中东及非洲东海
岸”纳入其战略视野ꎮ

与此相对ꎬ日本与印度等国倾向于“印度洋 ＋(西) 太平洋” 的概念界定ꎮ 对日印两国而言ꎬ“印度

洋西部到中东及非洲东海岸”在国家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ꎬ不仅是石油与天然气等战略物资的主要来
源地ꎬ而且是拓展海外市场的关键目的地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肯尼亚召开的第六届东
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ＴＩＣＡＤ)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ꎬ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设想ꎬ明确表示
“日本有责任促进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亚洲与非洲交往ꎬ使之成为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ꎬ不受武
力侵扰或威慑的富饶之地”ꎮ[７]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十七届香格
里拉对话会上对“印太构想”进行全面阐释时ꎬ明确指出印太地区是“从非洲海岸到美洲海岸” 的“自
然区域”ꎮ[８]
从地理位置来看ꎬ泰国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两洋交汇之地ꎬ东南紧临太平洋海域最西端的暹罗
湾ꎬ西南直面印度洋海域东部的安达曼海ꎮ 历史上ꎬ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曾是连通两洋贸易的重要陆
路商道ꎮ[９] 尽管随着海上贸易发展ꎬ两洋贸易的枢纽早已转移至马六甲海峡ꎬ但泰国兼顾两洋的地理
位置并未改变ꎮ 这使得无论印太战略的范畴是“印度＋太平洋”抑或“印度洋＋(西)太平洋”ꎬ泰国都处
在地缘政治博弈的战略要冲ꎬ使得泰国无可避免地将会成为印太战略的必要环节ꎮ

美国在«印太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ꎬ“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安全合作关
系ꎬ对于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必不可少”ꎮ[１０] 对此ꎬ泰国有所预判并做出了应对ꎮ 巴育政府在上文
提及的«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３７)»第二部分“外交事务”中强调指出ꎬ未来 ２０ 年大国力量
在本地区的战略博弈很可能进一步加剧ꎬ将会对泰国产生日益显著的“站队”压力ꎬ必须采取有效举措
 ７２

保持外交平衡战略ꎮ[１１] 事实上ꎬ这也正是泰国在 ２０１９ 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努力开展外交斡旋ꎬ
协同印尼推动东盟国家达成共识ꎬ并在此基础上出台«东盟印太展望»的重要原因ꎮ
(二)从陆海分野来看ꎬ泰国并不是印太战略的关键要冲
尽管在当前的印太战略影响下ꎬ泰国很难置身事外ꎬ但与冷战时期作为美国盟友坚守“ 反共” 前
沿ꎬ从而在越南战争及越南侵略柬埔寨事件中承受地缘政治重压的被动局面相比ꎬ却是有显著差异ꎮ
从地缘政治博弈的侧重点来看ꎬ当前的印太战略更多聚焦于海权而不是陆权ꎬ海洋权益与海上安全成
为各大国(中等强国)的角力关键ꎮ[１２] 从现阶段来看ꎬ印太战略在东南亚地区引发的首要风险是在南
海与马六甲ꎮ 这就为泰国从容规避地缘政治博弈的风口浪尖ꎬ提供了有利条件ꎮ
泰国在地理上兼顾两洋ꎬ但在地缘政治上长期以来都是以陆权为主的半岛国家ꎬ海上力量较为薄

弱ꎬ更多是近海巡逻与防御ꎮ 泰国海军大约 ６.６ 万人ꎬ仅为陆军的 １ / ３ 左右ꎮ 事实上ꎬ从 １９５１ 年海军
支持左翼运动发动“曼哈顿”政变被陆军镇压ꎬ甚至旗舰都被炸沉后ꎬ海军在军人集团内部就一直处于
弱势地位ꎬ缺乏话语权ꎮ[１３] ２０ 世纪后期ꎬ泰国曾提出打造“蓝水海军” 的战略规划ꎬ试图将海上力量投
射到远洋地区ꎬ并为此购置了东南亚迄今为止唯一的航空母舰“差克里纳吕贝特” 号ꎬ但在 １９９７ 年
航母交付之时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ꎬ从而使财政困顿的泰国被迫放缓了海上力量的现代化进程ꎮ “差
克里纳吕贝特”号航母也因为缺乏舰载机而失去军事威慑力ꎬ更多的是承担非传统安全的抢险救灾
职能ꎮ
从当前美日印澳等国推动印太战略的举措来看ꎬ海权博弈的拉拢对象更多聚焦于越南、菲律宾、
印尼、马来西亚等南海主权声索国ꎬ泰国处于相对次要地位ꎮ 美国«印太战略报告» 强调ꎬ除了既有军
事盟友ꎬ也要“进一步增强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伙伴国的安全合作”ꎮ[１４] 美国国会研究服
务局在«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印太战略:国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报告中ꎬ着重分析了印尼与越南ꎬ却
很少论及泰国ꎮ[１５] 美国兰德公司的«日益深厚的亚洲安全合作网络:在印太地区深化美国盟友及合作
伙伴的防务关系»报告更是坦言ꎬ泰国“确有其地缘意义ꎬ但在印太战略视角下缺乏活力与网络合作”ꎬ
结果成为报告中唯一未被专章讨论的美国亚洲盟友ꎮ[１６]
由于在地理上与南海和马六甲都保持着安全距离ꎬ因此ꎬ除非泰国重提开凿克拉地峡修建运河以
贯通两洋的百年战略构想ꎬ从而主动卷入海上航道的战略要冲博弈ꎬ否则在当前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
博弈中ꎬ更多的将会是协作方ꎬ而不是直面冲突的当事方ꎮ 于是ꎬ巴育政府在 ２０１９ 年出台的«国家安
全政策与计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２)»中ꎬ一方面强调指出ꎬ本地区存在大国博弈引发冲突的安全风险ꎬ另一方
面却对地区冲突可能导致的泰国安全风险表现淡然ꎬ相关应对政策与计划的优先度排序ꎬ不仅赶不上
保持国内政局稳定与平息南疆分离运动ꎬ甚至还要落后于环境、能源、食品等社会安全问题ꎮ[１７]
(三)从功能定位来看ꎬ泰国着眼于发挥次区域支点作用
作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ꎬ泰国拥有强烈的外交自信ꎬ并且坚持在本地区战略格局调整过
程中主动应对ꎬ力求趋利避害甚至化危为机ꎮ 这也是泰国从二战到冷战再到后冷战时期ꎬ始终能在大
国博弈的罅隙间求存并取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ꎮ 对泰国而言ꎬ此次在印太战略影响下的跨区域地
缘战略格局调整ꎬ既是改变现有发展环境的重要不确定性外部冲击ꎬ也是提升国际地位、摆脱“中等收
入陷阱”的重要契机ꎮ 为此ꎬ巴育政府强调指出ꎬ针对国际与地区新形势ꎬ外交工作要遵循“５Ｓ” 原则ꎬ
通过举国协同( Ｓｙｎｅｒｇｙ)ꎬ整合政府各部门力量ꎬ并推动私营部门与学界共同参与ꎬ完善国际规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ꎬ提升国际影响力(Ｓｔａｔｕｓ)ꎬ切实保证泰国安定(Ｓｅｃｕｒｉｔｙ)与可持续发展(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ꎮ[１８]

尽管泰国很难超越“中等国家”的综合国力限制ꎬ但其七千多万的人口规模、东南亚第二的经济总

量、中南半岛唯一的中等收入国家、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国、印度“东进”政策的重要对接方、日本在东
南亚的首要投资目的地ꎬ以及首都曼谷作为国际交通枢纽与国际组织聚集地等ꎬ还是为其提供了充足
“筹码”ꎬ从而有助于发挥次区域支点的重要作用ꎮ 对此ꎬ泰国现任政府颇为自信ꎮ 巴育上将在 ２０１９
 ７３

年“还政于民”举行大选并连任总理后的国会施政报告中提出ꎬ泰国将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建设
性作用ꎬ并成为东盟维护地区安定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心ꎮ[１９]

二、多元化背景下泰国对印太战略的利弊认知
印太战略的产生发端于地缘政治与经济变动的客观影响ꎮ 对此ꎬ澳大利亚政府在 ２０１３ 年的«国

防白皮书»中指出ꎬ之所以要将“印太”作为单一的地缘战略概念ꎬ主要基于 ３ 方面原因:一是中国作为
全球性大国的持续崛起ꎬ二是东亚地区在全球经济与战略中的权重增加ꎬ三是印度将随着时间推移崛
起为全球性大国的发展趋势ꎬ以及受此影响ꎬ印度洋正成为战略重要性日益增加的区域ꎮ[２０] 与此相
似ꎬ日本从 ２０１３ 年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到 ５ 年后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ꎬ都在反复强调中印

等新兴大国强势崛起对原有国际与地区格局的深刻改变ꎬ以及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太平洋及印度洋
的持续转移ꎮ[２１]
不过ꎬ尽管面对相同的地缘变局ꎬ但是域内外各大国(中等强国) 的主观认知各不相同ꎬ因此在确
定各自印太战略过程中ꎬ难免会在战略目标、布局、手段与方案等各方面产生分歧甚至矛盾ꎬ并在贯彻
落实过程中相互掣肘ꎮ 对于“中等国家” 泰国而言ꎬ各大国(中等强国) 在印太战略中的非一致性ꎬ以
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元化背景ꎬ使其有可能在大国博弈的罅隙间趋利避害ꎬ甚至化危为机ꎮ
具体来看ꎬ泰国对当前“印太战略”发展趋势的认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印太战略的根源是地区秩序重塑ꎬ将会增加泰国面临的地区安全风险
尽管从布局来看ꎬ美日印澳等国的印太战略都涉及诸多领域ꎬ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诉求ꎬ但
就其本质而言ꎬ皆根源于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对原有地区秩序改变的不确定性担忧ꎮ 由于地缘政治与
经济变动的大趋势难以逆转ꎬ因此各大国(中等强国)都试图在地区秩序重塑过程中抢占更有利地位ꎬ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合作制衡与约束中国的战略共识ꎮ
作为原有国际与地区秩序的领导者ꎬ美国对自身影响力下降的感受最深刻ꎬ其反应也最强烈ꎬ因

此在对华遏制方面表现得最积极最强硬ꎮ ２０１７ 年ꎬ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将中国界定为“ 战略竞
争对手”与“修正主义国家”ꎬ认为“中国试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ꎬ拓展其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
的适用范围ꎬ并以有利中国的方式重构地区秩序ꎮ” [２２] ２０１８ 年美国国防部发布« 国防战略报告» 指出
“中国正在借助军事现代化、影响力操控、以及掠夺式经济胁迫邻国重构于其有利的印太秩序ꎮ 随着
经济与军事实力持续攀升ꎬ中国正在通过举国体制推行长期战略主张权力ꎬ并将继续推进军事现代化
进程ꎬ从而在近期寻求印太地区霸权ꎬ并在未来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导权ꎮ” [２３] ２０１９ 年美国«印太战略报
告»在讨论“印太战略”格局面临的挑战时ꎬ将“修正主义国家” 中国列为四大挑战首位ꎬ指责中国“军
事现代化及强制性行动”ꎬ以及“利用经济手段谋求战略利益”ꎬ从而将影响甚至取代美国在印太及全
球的主导权ꎮ[２４]
日本与澳大利亚作为美国传统盟友ꎬ都是美国主导下的原有国际与地区秩序受益者ꎮ[２５] 对此ꎬ澳

大利亚在 ２０１７ 年«外交白皮书»中指出ꎬ澳大利亚是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重要受益者ꎬ支持美国的全
球领导地位高度符合澳大利亚的根本利益ꎬ因此ꎬ澳大利亚要“继续坚定地支持美国的国际领导”ꎬ并
与具有相似观念的国家合作ꎮ[２６] 不过ꎬ作为中等强国ꎬ澳大利亚的印太战略更多体现为“保底” 立场ꎬ
避免在地区秩序重塑的进程中被边缘化ꎬ因为不是觊觎领导地位ꎬ再加上对华经贸合作对其而言意义
重大ꎬ因此在推进印太战略的过程中ꎬ特别在对华政策方面是否紧随美国采取强硬立场时ꎬ经常表现
得摇摆不定ꎬ甚至会在政策言论与行动之间存在明显差距ꎮ[２７]
相比之下ꎬ日本的印太战略在首相安倍晋三主导下ꎬ表现出明确且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与行动策

略ꎮ 尽管安倍晋三在 ２０１７ 年正式提出“印太战略”后ꎬ又于 ２０１８ 年将表述调整为“印太构想”ꎬ但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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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日本在中美两国竞争日趋激烈时所采取的战术调整ꎬ并未改变其核心意图ꎮ[２８] 对日本而言ꎬ印太
战略一方面是要在美日同盟框架下ꎬ重塑美国的地区秩序主导地位ꎻ另一方面则要在地区秩序的重塑
过程中ꎬ使其成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同盟体系下衍生的“印太” 次级准同盟体系的“ 二把手”ꎬ提升
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话语权ꎬ从而为战略自主打好基础ꎮ[２９] 因此ꎬ日本的印太战略具有应对中国崛起
的“特定指向性”ꎬ以防范在美国影响力衰退过程中ꎬ中国趁势填补地区权力真空甚至主导“ 印太秩
序”重塑进程ꎬ从而呈现明显的战略竞争色彩ꎮ[３０]
印度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ꎬ并不认同美国主导下的印太秩序ꎬ而是试图在地区秩序重

塑过程中ꎬ借势拓展战略利益和影响力ꎮ 对此ꎬ印度总理莫迪在 ２０１８ 年香格里拉峰会上强调ꎬ“印度
并未将印太地区视为一个战略、一个排他性的俱乐部ꎬ也不是一个寻求支配权的集团ꎮ 我们也绝不会
认为其针对任何一个国家ꎮ” [３１] 不过ꎬ印度对中国崛起引发的印太地区权力转移ꎬ以及中国在印度洋
的影响力扩大存在深刻疑虑ꎬ因此尽管无意与中国发生对抗或战争ꎬ但也不愿看到中国主导地区秩
序ꎮ[３２] 这就使得印度“印太构想”与美国“印太战略”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存在趋同ꎮ[３３]
对于印太战略引发的大国博弈风险ꎬ泰国有着清醒认知ꎬ甚至有知名学者将之直接解读为“新冷
战”ꎮ[３４] 巴育政府在«国家安全政策与计划(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中强调指出ꎬ美国当前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地
缘战略挑战ꎬ将在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Ｑｕａｄ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 Ｑｕａｄ)框架下进一步深化

安全合作ꎬ从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ꎬ甚至引发冲突与摩擦ꎬ使泰国在保持地缘平衡的问题上变得更困
难ꎬ并会面临更为严峻的不确定性安全风险ꎮ[３５] 与此同时ꎬ巴育政府在«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２０１８
－２０３７)»第一部分“安全事务” 中明确要求ꎬ“泰国必须致力于维持与各国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关系平
衡”ꎬ应对全球多极化进程中的不稳定性安全风险ꎮ[３６]

(二)印太战略将为跨区域联通与发展提供动力ꎬ有助于泰国产业结构升级
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博弈ꎬ不仅涉及安全领域ꎬ而且涵盖经济领域ꎮ 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增长区
域ꎬ印太地区的发展红利与主导权成为域内外大国( 中等强国) 的重要目标ꎮ 近年来ꎬ中国“ 一带一
路”倡议有序推进ꎬ并日益得到沿线国家的普遍认可与拥护ꎬ从而引起美日等国的质疑与忌惮ꎮ 于是ꎬ
印太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竞争的博弈手段ꎬ尤其是其将基础设施领域的
投融资作为主要内容ꎬ更是与“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存在明显的同质色彩ꎮ[３７]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美国贸易发展署(ＵＳＴＤＡ)与日本经济产业省(ＭＥＴＩ)签署合作备忘录ꎬ旨在为印太

地区提供高品质能源基础设施解决方案ꎻ同时ꎬ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ＯＰＩＣ)、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ＪＢＩＣ)和日本出口与投资保险公司(ＮＥＸＩ)签署谅解备忘录ꎬ旨在为印太地区提供高品质的美日基础
设施投资替代方案ꎮ[３８]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美国商会主办的“印太商业论坛” 上发表演讲ꎬ宣布提

供 １.１３ 亿美元作为“美国对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经济承诺的定金”ꎬ以支持印太地区数字经
济、能源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项目ꎮ 具体包括:数字连通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倡议(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

ｔｙ 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计划从 ２５００ 万美元初期投资起步ꎬ改进伙伴国家的数字连通ꎬ扩大
美国技术出口ꎻ亚洲能源增进发展和增长倡议(Ａｓｉａ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ｎｅｒ￣
ｇｙ)ꎬ促进安全可持续的印太能源市场ꎻ基础设施交易及援助网络(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ｓ￣
ｔａ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促进符合国际商定原则的印太优质基础设施建设ꎮ[３９]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ＤＦＡＴ)以及

澳大利亚出口金融与保险公司(ＥＦＩＣ)签署谅解备忘录ꎬ旨在落实“印太基础设施投资三边伙伴关系”
(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ꎬ促进印太地区私人投资ꎬ推动新
的符合公开、透明与财政可持续等国际标准与发展原则的重大基建项目ꎬ提升数字连通性与能源基础
设施ꎮ[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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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第六届美国－东盟峰会上宣布了新的“美国 －东盟智慧城
市伙伴关系”(Ｕ.Ｓ. －ＡＳＥＡＮ 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建设项目ꎬ首期投资为 １０００ 万美元ꎬ旨在促进东
盟国家城市系统的数字化转型ꎬ以及提高美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商业参与度ꎮ[４１]

与此同时ꎬ美国国会于 ２０１８ 年通过« 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开发法案» (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ｔ)ꎬ要求美国通过提供信贷、资本及其他金融支持ꎬ在欠发达国家促进
以市场为基础的私营部门发展和包容性经济增长ꎮ 根据该法案ꎬ美国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与国际开
发署下属的发展信贷管理局及私人资本与微小企业办公室合并ꎬ成立国际开发金融公司(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ꎬ从而使美国的国际开发融资规模从 ２９０ 亿美元增至 ６００ 亿美元ꎬ以
更好刺激私营部门投资ꎬ扩大美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影响力ꎮ

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ꎬ日本在地缘安全层面的对外战略受到限制ꎬ因此在地缘经济方面表现得

更为积极和主动ꎮ 早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日本即在伊势志摩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
伙伴关系:投资亚洲的未来”计划ꎮ 同年 １１ 月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ꎬ进一步
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实施细则ꎮ ２０１８ 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
略”主要举措时ꎬ明确要求“通过基于国际标准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来强化连接性ꎬ追求经济的繁
荣”ꎮ[４２]
此外ꎬ值得留意的是ꎬ尽管国内基建相当落后ꎬ但矢志成为“全球大国” 的印度在“ 东进” 政策下ꎬ

同样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话语权表现积极ꎬ并与日本形成积极互动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印度总理莫迪访日
期间ꎬ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提出“亚非增长走廊”计划ꎬ旨在通过建立保障工业和运输的基础设施ꎬ促进
包括非洲在内的印太地区经济发展ꎮ[４３]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第五十二届非洲发展银行年会在印度召开ꎬ莫迪
在开幕式致辞中力推“亚非增长走廊”ꎬ并重申了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承诺ꎮ[４４]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访印时ꎬ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联合推动“亚非增长走廊”计划ꎮ[４５]

对泰国而言ꎬ印太战略在地缘经济层面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引发的大国博弈ꎬ虽然难免会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不确定性风险ꎬ但至少在当前阶段对中小国家是利好ꎬ使其有可能搭乘大国发展的
“顺风车”ꎬ并在大国博弈下以更优惠条件获得难能可贵的发展资源ꎮ 巴育政府强调ꎬ中国在推动“一
带一路”倡议以联通亚非欧经贸与投资ꎬ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则推动印太战略ꎬ双方都在争取对中小国
家的影响力与话语权ꎬ泰国要平衡与各方关系ꎬ并要积极利用地理优势ꎬ将国家经济政策与互联互通
相结合ꎬ从而在地缘政治的大国博弈下获得增长动力与发展契机ꎮ[４６]

尽管泰国作为曾经的东亚“四小虎”ꎬ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１９８８ 年就已超过 １０００ 美元ꎬ跨入中

等偏下收入国家ꎬ并在 １９９６ 年首次超过 ３０００ 美元ꎬ距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门槛仅半步之遥ꎮ 不过ꎬ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却使得泰国经济遭受重挫且复苏乏力ꎬ直到 １０ 年后的 ２００７ 年才得以跻身中等
偏上收入国家ꎮ 时至今日ꎬ泰国面临贫富分化严重、环境污染、能源匮乏、老龄化社会、人才与技术储

备不足、基础设施陈旧等结构性难题ꎬ难以凭借国内资源促成泰国 ４.０ 产业升级ꎮ 对此ꎬ巴育政府明确
指出ꎬ泰国必须抓住地缘经济格局调整的历史机遇ꎬ利用大国博弈的相互竞争态势ꎬ把握互联互通与
地区产业链重塑的契机ꎬ引入外部资源ꎬ促进创新产业发展ꎬ提升区域交通与物流枢纽地位ꎬ使泰国成
为“未来 ２０ 年亚洲的贸易和投资中心”ꎬ进而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难题ꎬ达成“充足经济理念下的安
全、繁荣、可持续的发达国家”发展愿景ꎮ[４７]

(三)印太战略将推进国际规则的制度化建构ꎬ有利于泰国维护国家权益
近年来ꎬ美国特朗普政府高举“美国优先” 旗号在国际事务上相继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巴黎协定、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约等的“退群”

单边行径ꎬ不仅引起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中小国家疑虑ꎬ而且也使得日澳等美国传统盟友深感不
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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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ꎬ日澳等国积极推动印太战略的形成与发展ꎬ相当程度上也是试图对美形成引导性约束ꎬ

避免美国在单边主义道路上渐行渐远ꎮ 澳大利亚在 ２０１７ 年«外交白皮书» 中明确指出ꎬ“推动和维护
国际规则”是对澳大利亚的安全与繁荣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重要目标ꎮ[４８] 而日本在国际规则制度化的

建构方面ꎬ则有更进一步的战略利益诉求ꎬ旨在借此协助美国成为印太地区规则的制定者和管理
者ꎮ[４９]
作为发展中大国ꎬ印度高度重视依托国际规则体系维护和提升本国利益ꎮ 莫迪在阐释“ 印太构
想”的讲话中多次提及国际法、国际规范、国际规则等ꎬ既包括安全领域航行自由ꎬ也涵盖经济领域互
联互通和贸易多边主义ꎮ[５０] ２０１５ 年印度海军的新版海洋安全战略报告ꎬ更是反复强调“ 国际法和规
范”ꎬ并特别提及 ２０１４ 年与孟加拉通过仲裁解决海上划界争议ꎮ[５１]

对于中小国家而言ꎬ尽管长期以来在大国主导下形成的国际规则体系并不完善ꎬ依然存在诸多不

公正不合理的缺陷与弊端ꎬ但国际规则的制度化运作ꎬ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小国家提供利益保
护ꎬ避免其受到霸权国家与强权政治的肆意侵害ꎮ 巴育政府认为ꎬ基于国际法与国际规则的制度化体
系是“中等国家”泰国维护国家利益最重要的“防护装甲”ꎮ[５２] 为此ꎬ巴育政府在面对印太战略推进国
际规则重塑的情况下ꎬ特别强调外交事务中国际规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的战略规划:一方面要求国内与国际
接轨ꎬ敦促国内公私部门遵循国际规则ꎬ承担国际义务ꎻ另一方面要求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磋商与制定ꎬ
提升泰国影响力与话语权ꎬ进而在国际规则体系重塑过程中争取有利地位ꎮ[５３]

三、印太战略下泰国的地缘平衡策略
从殖民时代以来ꎬ泰国就一直奉行“ 大国平衡” 的地缘策略ꎬ不仅在英法博弈的罅隙间保持了独
立ꎬ成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ꎬ而且在美日英中等大国间纵横捭阖ꎬ度过了从二战到冷战的困
难时期ꎬ非但未曾遭受严重的战乱或冲突影响ꎬ综合国力还稳步提升ꎬ并曾一度成为冷战结束初期的
亚洲“四小虎”ꎮ 于是ꎬ面对印太战略引发的跨区域地缘变局ꎬ巴育政府理所当然的再次选择了“大国
平衡”的传统策略ꎬ并试图以“５Ｓ” 的外交工作原则为指引ꎬ发挥地理优势ꎬ主动参与地区秩序重塑进
程ꎬ从而拓展生存空间ꎬ为实现“充足经济理念下的安全、繁荣、可持续的发达国家”的中长期愿景谋求
更有利的外部条件ꎮ
为了更直观把握泰国“大国平衡”策略的行为逻辑与现实状况ꎬ本文将通过“地缘引力结构”示意

图加以分析ꎮ 如图 １ 所示ꎬ在印太战略影响下ꎬ泰国(中心位置的最小黑色圆点)当前主要面临中美日
印的地缘引力(黑色箭头)影响ꎬ并在此基础上依托东盟(中心位置的灰色区域)形成动态平衡ꎮ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ꎮ

图 １ 印太战略下泰国的“地缘引力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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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地缘引力”是指大国(或中等强国) 在地缘战略博弈中ꎬ通过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式
与中小国家形成互动ꎬ从而持续影响双边关系的结构性牵引状态ꎮ 对此ꎬ有必要从以下方面予以理
解:
首先ꎬ地缘引力的强度主要取决于双方体量ꎮ 如果作为施力方的大国(中等强国) 的综合国力越
强ꎬ那么在地缘关系中拥有的体量也就越大ꎬ所产生的地缘引力也就越强ꎮ 不过ꎬ由于地缘引力是建
立在互动基础之上ꎬ因此作为受力方的中小国家体量ꎬ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地缘引力的强度上限ꎮ

其次ꎬ地缘引力存在拉近双方距离的自我强化作用ꎮ 如图 １ 所示ꎬ虚线同心圆代表的是施力方的

地缘影响力辐射范围ꎬ其影响力从中心到外围逐层递减ꎮ 如果受力方在地理位置、经济命脉、安全保
障、文化传统等方面越靠近施力方ꎬ那么所受到的地缘引力作用也就越明显ꎮ 事实是ꎬ如果受力方并
未受到反方向的其他地缘引力影响ꎬ那么在施力方的地缘引力作用下就会沿着虚线同心圆从外围向
中心靠拢ꎬ并在持续增强的地缘引力作用下形成对施力方的战略依附ꎮ
再次ꎬ地缘引力具有结构性的持续效果ꎮ 地缘引力是施力方与受力方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互动的结构性体现ꎬ其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双方互动过程中的最优环节ꎬ而是会受到其他环节ꎬ尤其
是薄弱环节的“短板效应”影响ꎮ 因此ꎬ对施力方而言ꎬ增强地缘引力是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ꎬ难以一
蹴而就ꎮ
从“地缘引力结构”的角度来看ꎬ泰国在应对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变局中ꎬ采取的是“以中美为主
轴ꎬ保持地缘平衡ꎻ以日印为两翼ꎬ分散大国引力ꎻ以东盟为根基ꎬ提升抗风险能力”的策略选择ꎮ 具体
来看ꎬ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保持中泰与美泰的地缘平衡

美泰两国于 １８１８ 年建交ꎬ并于 １８３３ 年签订«友好通商条约»ꎬ从而开始正式往来ꎮ[５４] ２０１８ 年ꎬ泰

美举行了盛大的建交 ２００ 周年庆典ꎮ 相较于中泰关系可以上溯到汉代的 ２０００ 多年交往历史ꎬ美泰关
系并不算悠久ꎮ 不过ꎬ１９ 世纪美泰关系发端之际ꎬ却是中泰关系由盛转衰的变乱之时ꎮ 从 １８５２ 年泰
国(时称暹罗)停止“朝贡”到 １９７５ 年中泰建交的 １２０ 多年间ꎬ中泰关系持续走低ꎬ甚至在朝鲜战场上
兵戎相见ꎮ[５５] 与此相对ꎬ美泰关系则总体呈上升趋势ꎬ尤其在二战结束后ꎬ曾是日本“盟国” 的泰国在
美国支持下成功摆脱“战败国”的不利地位ꎬ从而有效抵制了英国借严惩泰国之机重返中南半岛的战
略意图ꎬ并为美泰两国在冷战时期的战略合作铺平道路ꎮ
冷战期间ꎬ泰国面临来自美国的地缘引力持续增加ꎮ 在政治领域ꎬ泰国在美国引导下ꎬ形成了明
确的“反共”官方意识形态ꎬ并成为中南半岛的冷战前沿阵地ꎮ 在安全领域ꎬ作为前东南亚条约组织
(ＳＥＡＴＯ)成员国ꎬ美泰两国于 １９５４ 年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亦称«马尼拉条约»)ꎬ从而成为
军事盟国ꎮ 尽管东南亚条约组织于 １９７７ 年解散ꎬ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对美泰两国依然有效ꎬ并

与 １９６２ 年泰国外长塔纳特科曼(Ｔｈａｎａｔ Ｋｈｏｒｍａｎ)与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Ｄｅａｎ Ｒｕｓｋ) 签订的
«塔纳特－腊斯克公报»共同构成冷战时期美国对泰国的安全承诺基础ꎮ 在经济领域ꎬ美国为泰国提供
了大量援助和投资ꎬ其中仅 １９４６ 年至 １９６６ 年间ꎬ就有约 １０ 亿美元用于经济和军事援助ꎮ[５６] 在文化领
域ꎬ美国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援助项目ꎮ 据统计ꎬ到 １９８７ 年ꎬ泰国已有超过 １.１ 万名学者和公务员赴美
接受深造ꎮ[５７]

不过ꎬ随着越南战争结束ꎬ美泰与中泰之间地缘引力强弱走势出现首轮变化ꎮ 一方面ꎬ美国于

１９７６ 年从泰国撤军ꎬ迫使泰国直面中南半岛的越南地缘压力ꎬ从而严重影响了泰国对美国的战略信
任ꎻ另一方面ꎬ中泰建交后双边关系回暖ꎬ尤其是在应对越南侵柬事件过程中的相互配合ꎬ有力提升了
两国政治互信ꎮ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ꎬ促使美泰与中泰之间地缘引力强弱走势出现第二轮变化ꎮ 美

国方面的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ꎬ放任西方公司低价掠夺性收购泰国优质资产ꎬ引起了泰国社会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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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不满ꎻ与此相对ꎬ中国方面承受重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道义担当ꎬ以及“中泰一家亲” 共克时艰
推动经济复苏的历史记忆ꎬ成为中泰关系步入“快行道”的重要助力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中泰之间地缘引力持续走强ꎮ 泰国在东盟国家中最先与中国签署« 关于二十一世

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ꎬ最先与中国落实蔬果零关税的早期收获计划ꎬ最先设立中国文化中心ꎬ最先
与中国建立防务安全磋商机制并开展联演联训ꎮ 与此相对ꎬ美泰关系却由于美国对泰国内政的粗暴
干涉而持续走低ꎬ从而导致美泰与中泰之间地缘引力强弱走势出现第三轮变化ꎮ 对此ꎬ有泰国学者不
无酸楚地形容到ꎬ“今天暹罗小姐(泰国)已经做好准备ꎬ离开‘山姆大叔’ (美国) 投身北京‘阿哥’ (中
国)的怀抱”ꎮ[５８]

目前ꎬ美泰与中泰之间地缘引力正处于强弱转换的拉锯阶段ꎮ 总体而言ꎬ尽管中泰关系进一步走
强ꎬ而美泰关系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ꎬ[５９] 但是ꎬ美泰之间的地缘引力存量特别是在安全领域的优
势明显ꎬ使得中泰之间要依托增量优势改变地缘引力的既有关系格局ꎬ依然面临诸多挑战ꎮ 具体来
看ꎬ美泰与中泰的地缘引力变化ꎬ以及泰国的地缘策略选择ꎬ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政治领域ꎮ 冷战期间作为美泰共识基础的“反共” 理念不复存在ꎬ当前更多的是泰国政治权
力核心的“铁三角”军人集团、王室 － 保皇派、曼谷政商财阀奉行“ 泰式民主” [６０] 与美国主张“ 西式民
主”之间的结构性分歧ꎮ

美国在 ２０１４ 年巴育政变上台后ꎬ采取了强硬的抵制立场ꎬ不仅暂停了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

(ＩＭＴ)和外国军事融资(ＦＭＦ)项目下的数百万美元援助ꎬ而且大幅减少了双边高层互访ꎮ ２０１５ 年初ꎬ
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Ｄａｎｉｅｌ Ｒｕｓｓｅｌｌ) 访泰期间ꎬ甚至在朱拉隆功大学
演讲中公开批评巴育政府ꎮ[６１] 特朗普上台后ꎬ美国在民主人权方面的意识形态立场有所缓和ꎮ 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ꎬ美国高级官员接连访泰ꎬ重申双边关系重要性ꎬ并讨论正常化进程ꎮ 同年 １０ 月ꎬ泰国总
理巴育应邀访美ꎬ从而为美泰关系有序回暖铺平道路ꎮ

不过ꎬ由于美国在印太战略下并未放弃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输出ꎬ美泰政治互信的裂痕很难彻底弥

合ꎮ ２０１７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ꎬ美国要继续做“全世界自由和机会灯塔”ꎮ[６２] ２０１８ 年的
«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更是明确授权自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３ 年每年拨款 ２.１ 亿美元ꎬ促进印太地区的民
主、公民社会、人权、法治、透明度等ꎮ[６３]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美国政府出台了“印太透明度倡议”ꎬ旨在推动
印太地区的公民社会、法治以及透明、公正和负责任治理ꎮ 为此ꎬ美国国际开发署开始将援助工作重
点集中在“促进选举过程的可信度”“支持媒体的独立和信息的可信性” “保护人权ꎬ包括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支持问责和透明ꎬ包括反腐败ꎬ加强法治”及“加强公民社会”等方面ꎮ[６４]

于是ꎬ随着 ２０１９ 年巴育上将在“还政于民”后举行的大选中连任总理ꎬ开启“泰式民主”的新阶段ꎬ

泰美双方在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摩擦再次浮现ꎮ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力量支持反政府的
“塔纳通派系”ꎬ质疑泰国民主选举的合法性与公正性ꎬ不仅在塔纳通宗龙伦吉接受司法审查时ꎬ通

过外交人员在法院外声援的方式公开政治“站台”ꎬ而且在塔纳通领导的未来前进党被宪法法院强制
解散后ꎬ仍通过国际舆论公开质疑泰国司法公正ꎬ从而引起巴育政府强烈不满ꎮ
与此相对ꎬ中国政府坚持“互不干涉内政” 原则ꎬ始终相信泰国人民有能力也有智慧解决政治分
歧ꎮ 近年来ꎬ中泰两国高层互访不断ꎬ有力提升了两国间的政治互信ꎮ 尽管中泰两国的政体与国体有
所差异ꎬ但并未成为影响政治领域双边关系发展阻碍ꎬ而且为相互借鉴与学习彼此的执政经验提供了
有利条件ꎬ并有可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形成更广泛的观念共识ꎮ 对此ꎬ美国亚洲基金会在报
告中深感担忧ꎬ认为“泰国政策制定者正在受到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影响和吸引”ꎬ从而在价值观与意
识形态上日益远离美国的传统影响ꎮ[６５]

(２)安全领域ꎮ 近年来ꎬ中泰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ꎬ不仅军方高层往来密切ꎬ而且

务实合作有序落实ꎬ特别是联演联训、装备技术、多边安全等方面交流合作成效显著ꎮ ２０１５ 年ꎬ中泰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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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代号“猎鹰打击”的首次空军联合演习ꎬ从而成为两国继 ２００７ 年首次陆军联合演习(代号“ 打击”)

与 ２０１０ 年首次海军联合演习(代号“蓝色打击”)之后的又一重要进展ꎮ 与此同时ꎬ中泰两国在军购方
面也是成果斐然ꎮ 泰国军方不仅采购了价值 ２.３ 亿美元的 ５０ 辆 ＶＴ － ４ 主战坦克ꎬ价值 １０ 亿美元的 ３
艘 Ｓ －２６Ｔ 常规潜艇ꎬ以及 ＶＮ１ 轮式装甲车、０７１Ｅ 型船坞登陆舰、ＣＸ － １ 反舰超音速巡航导弹、ＣＭ －

７０８ＵＮＢ 海鹰潜射反舰导弹等各类武器装备ꎬ而且在梭桃邑军港建立潜艇基地ꎬ以及在东北地区建立

武器组装与维修基地ꎬ以构建中式装备的后勤保障系统ꎮ[６６]

不过ꎬ相较于中国在对泰安全合作方面取得的增量进展ꎬ美泰安全合作即使受到双边关系的负面
影响ꎬ但在存量方面的既有优势依然显著ꎮ

首先是组织优势ꎮ 美泰两国目前每年要举行包括“金色眼镜蛇” 在内的 ６０ 多次双多边联合军事

演习ꎬ其深度广度精度都不是中泰合作所能比肩ꎮ 如此规模的防务合作得以有序开展ꎬ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庞大的美国驻泰机构提供协调与配合ꎬ尤其是美泰联合军事顾问小组(ＪＵＳＭＡＧＴＨＡＩ) 的重要作
用ꎮ 该机构成立于 １９５３ 年ꎬ主要负责沟通、协调和落实美泰联合军演、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外国军
事融资、人道主义排雷以及军事医疗交流等项目合作ꎮ 该机构的办公场所并不在美国大使馆ꎬ而是位
于泰国皇家武装部队设施内ꎬ其负责人还兼任泰国国防部高级官员ꎮ[６７] 作为冷战遗产ꎬ此类机构在很
大程度上早已嵌入泰国军方运作的组织网络ꎬ并在其中长期发挥着信息辨识、人员筛选、资金输送、利
益协调等重要作用ꎬ从而保证了美泰安全合作的脉络畅通ꎮ
其次是体系优势ꎮ 美泰安全合作经过冷战时期的长期磨合ꎬ已呈现体系化特征ꎮ 泰国防务从军
事理论ꎬ到武器装备ꎬ再到实操条例ꎬ都具有深刻的美式烙印ꎮ 为此ꎬ美国从冷战时期就开始持续培训
泰国军官ꎮ 越南战争时期ꎬ美国每年培训的泰国军官多达 １５００ 名以上ꎬ冷战后期的培训规模有所下
降ꎬ但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依然保持在每年 ３５０ 名左右ꎮ[６８] ２１ 世纪初ꎬ曾接受过美国培训的泰国军官

累计已多达 ２.１ 万名ꎮ[６９] 泰美安全合作体系化ꎬ一方面使泰国契合了美国在«印太战略报告»中对盟友
提出的“互操作性”要求ꎬ另一方面也使泰国在安全合作中难以调整方向ꎮ 即使采购了中式装备ꎬ但要
做到无缝接入现有防务体系ꎬ泰国军方将面临诸多“兼容性”的现实难题ꎬ需要相当长时期的磨合与调
试ꎬ从而客观上限制了中泰安全合作的发展步伐ꎮ[７０]
再次是沟通优势ꎮ 泰国军官的第二语言基本都是英语ꎬ而不是汉语ꎮ 尽管近年来汉语学习人数
增加ꎬ但在泰军中的适用范围依然相当有限ꎮ 事实上ꎬ即使是来华参加汉语培训的军事人员ꎬ归国后
也很难有效运用并保持其语言能力ꎮ 尽管对军方高层交往而言ꎬ语言沟通不是问题ꎬ但在更广泛交流
与合作过程中ꎬ特别是联合军演中ꎬ语言沟通不畅的限制性就会表现得相当明显ꎬ严重限制“互操作
性”的有效提升ꎮ[７１]
针对中美两国在印太战略下的地缘安全博弈ꎬ泰国在安全领域试图采取有引导的对冲策略ꎬ既要
积极获取与中国安全合作的增量红利ꎬ又要努力保持与美国安全合作的存量收益ꎬ并在此基础上ꎬ引
导两国将竞争转向泰国最关心的非传统安全领域ꎬ以形成更有利于泰国的次区域安全态势ꎮ

为此ꎬ泰国在巴育总理访美后ꎬ随即订购了美国价值 ８ 千万美元的 ４ 架黑鹰直升机与 ６０ 辆翻新

Ｍ１１２６“斯特瑞克”装甲输送车ꎬ以及价值 ４ 亿美元的 ８ 架“小鸟” 轻型武装侦察直升机和 ５０ 架“地狱
火”导弹和先进制导火箭ꎮ[７２]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美泰两国在时隔 ７ 年后更新了«美泰防务同盟共同愿景声明»ꎬ从而为印太战

略推进过程中的双边安全合作提供了原则指引ꎬ并开宗明义的指出防务合作旨在保证“印度洋 －太平
洋地区的稳定、繁荣与可持续发展ꎬ以维护具有包容性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ꎮ[７３] 但是就在同
一天ꎬ泰国也与中国签署了«国防部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ꎬ并表示希望以 ２０２０ 年两国建交 ４５ 周年为
契机ꎬ推动“两军继续加强联演联训、装备技术、多边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ꎬ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
阶ꎮ”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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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经济领域ꎮ 有关美泰与中泰之间地缘引力的强弱判断ꎬ“经济上靠中国ꎬ安全上靠美国” 是流

传甚广的形势描述ꎮ 相较于迄今为止美泰在安全领域依然难以动摇的存量优势ꎬ中泰在经济领域持
续性的增量红利ꎬ已经积聚并转化为足以与美泰分庭抗礼甚至更胜一筹的存量底蕴ꎮ

如表 １ 所示ꎬ从贸易来看ꎬ虽然 ２０１９ 年泰国对华出口与对美出口相比还略有差距ꎬ但在双边贸易

总额方面ꎬ中泰贸易总额已经远远超过美泰贸易总额ꎬ并稳居除东盟外的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ꎮ 从投
资来看ꎬ虽然美国在 ２０１９ 年外国直接投资头寸中的占比略高于中国ꎬ但在年度批准总额方面ꎬ中国对
泰投资呈现显著优势ꎮ 事实是ꎬ相较于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时ꎬ中国对泰直接投资头寸
已经翻了一番ꎬ而同期美国对泰直接投资头寸仅增长了 ２１.４％ꎬ年均增幅不足 ４ 个百分点ꎮ 从消费来
看ꎬ２０１９ 年中国游客的人数甚至超过东盟ꎬ相较于美国更是超过 ４ 倍ꎬ从而稳居泰国第一大海外旅客
来源国ꎮ

表 １ ２０１９ 年泰国与主要国家(地区)经贸往来情况
国家(地区)

中国

美国

日本

印度

东盟

双边贸易总额(亿美元)

７９５.００

４８６.５０

５７７.８０

１２１.５４

１ꎬ０７９.２８

７１.２３

１８７.１４

９３４.１８

５.６５

４７６.０９

泰国出口额(亿美元)
外国直接投资头寸(亿美元)
外国直接投资年度批准总额(亿泰铢)

２９１.７２
７３８.１０

海外旅客人数(万人次)

１ꎬ０９９.５

双边贸易总额占比(％)

１６.４６
２.６５

泰国出口额占比(％)
外国直接投资头寸占比(％)
外国直接投资年度批准总额占比(％)
海外旅客人数占比(％)

１１.８５
２６.１８
２７.６２

３１３.４３
１４５.７８
１８０.６

２４５.５８
８８０.６７

７３.３３
７.２６

６２９.０４
２９９.８５

１１６.８

１９９.６

１０.０７

１１.９７

２.５２

２２.３５

６.９６

３４.７５

０.２１

１７.７１

４.５３

２.９３

１２.７３
５.１７

９.８７

３１.２４

２.９８
０.２６
５.０２

数据来源:泰国(中央)银行网站ꎬ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ｏｔ.ｏｒ.ｔｈ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ꎮ

１０６２.７

２５.５５
１０.６４
２６.７０

泰国在经济领域基本奉行市场经济原则ꎬ虽然在政策层面遵从“充足经济”理念的指导原则ꎬ并会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贸易与投资壁垒ꎬ但总体而言较少对中泰与美泰的经济合作产生影响ꎮ 面对印太
战略引发的地缘战略博弈ꎬ泰国在经济领域将表现得更为积极进取ꎮ 具体而言ꎬ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是在基建方面ꎬ巴育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寄予厚望ꎬ但同时也支持美日印澳在印太战略下
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ꎮ 虽然对美日等西方国家“口惠而实不至” 做法司空见惯ꎬ但泰国还是试图借印
太战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东风ꎬ在对华合作中获取更有利的谈判态势与优惠条件ꎮ
其次是在贸易方面ꎬ泰国正通过电商渠道努力搭乘中国开放内需市场的“顺风车”ꎬ旨在为泰国特
产品打开销路ꎬ从而提升政府扶贫开发的效果与能力ꎮ 与此同时ꎬ巴育政府也在以印太战略的协同配
合为对价ꎬ争取推进美泰自由贸易协定ꎬ从而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ꎮ
再次是在投资方面ꎬ泰国正努力成为国际与地区产业链重构以及中美经贸“脱钩”的获益者ꎬ以承
接更多产业转移ꎮ 不过ꎬ泰国对低端产业设置了较高门槛ꎬ以避免进一步恶化国内劳工短缺与环境污
染问题ꎬ但在人才与技术储备方面的结构性短板ꎬ使得泰国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市场化吸引力有限ꎮ 因
此ꎬ巴育政府试图借印太战略的地缘博弈态势ꎬ提升国家政策层面的产业承接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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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ꎬ巴育政府一方面积极推动泰国 ４.０ 对接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ꎬ并提出了东部经济走廊

(ＥＥＣ)与粤港澳大湾区成立合作机制的发展诉求ꎻ[７５] 另一方面以对华合作为筹码ꎬ推动对美合作并
取得初步成效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美国驻泰大使迈克尔德松布莱(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ｅｏｒｇｅ ＤｅＳｏｍｂｒｅ) 到任ꎮ 作

为近半个世纪以来首位政治任命的驻泰大使ꎬ德松布莱曾长期在亚洲从事美国及西方公司投资法律
服务ꎬ他在履新时明确表示ꎬ将更多关注美泰经贸合作特别是能源与数字经济领域ꎬ以协助美国及西
方公司对泰投资ꎮ[７６]

(４)文化领域ꎮ 中美两国在文化领域对泰国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非对称性ꎬ各自在不同方面表现出

相对优势ꎮ 一方面ꎬ得益于源远流长的中泰交流与合作ꎬ中国文化在泰国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烙印ꎬ
尤其是大量融入泰国本土的华人移民ꎬ使中国文化嵌入了泰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ꎮ
另一方面ꎬ冷战期间密切的美泰关系ꎬ使泰国在传统农业国家转型成为新兴工业国家进程中ꎬ特
别是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ꎬ深受美国影响ꎬ从而使泰国现代文化尤其是城市文化弥漫着鲜明的美国色
彩ꎮ 对此ꎬ美国亚洲基金会在有关“美泰关系”的调研报告中ꎬ颇为自信的表示ꎬ泰国年轻人依然被美
国“生活方式”所吸引ꎬ标志着最初在越南战争时期建立的“软实力” 得以有效延续和演化发展ꎬ其中
“包括好莱坞电影ꎬ美国音乐表演ꎬ星巴克咖啡和咖啡馆文化ꎬ谷歌、脸书和社交媒体ꎬ苹果产品和技术
创新趋势ꎬ以及耐克和其他公司的健身时尚等”ꎮ[７７]

不过ꎬ调研报告也不无忧虑地指出ꎬ近年来中国在泰国持续提升文化影响力ꎬ从而使美国在争取

泰国新生代精英阶层的博弈中渐落下风ꎬ有可能在中长期失去当前的文化优势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泰国赴
美留学生人数从 ２０００ 年的近 １.２ 万ꎬ大幅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不足 ７ 千ꎬ而在中国留学的泰国学生人数则
超过 ２.７ 万ꎬ此外还有 ３.７ 万中国学生在泰国留学ꎬ以及多达 １７００ 多名汉语教师与志愿者在泰国工
作ꎮ[７８]

泰国政府原则上尊重多元文化ꎬ泰国社会传统上相对开放包容ꎬ即使是较为小众的亚文化在泰国
也能获得颇为宽松的发展空间ꎮ 不过ꎬ作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ꎬ泰国在坚持本土文化主体性
方面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立场ꎮ 任何可能影响传统泰族文化内核的外来文化ꎬ都会引起保守力量特
别是王室－保皇派与军人集团的质疑甚至不满ꎮ 拉玛十世哇集拉隆功国王继位以来ꎬ泰国保守力量在
复兴“国王－宗教－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力度明显提升ꎮ

对泰国而言ꎬ文化领域的地缘引力存在“天花板”ꎬ难以发挥关键性的牵引作用ꎬ更多是为政治、安

全及经济领域的地缘引力提供辅助ꎬ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与摩擦ꎮ 事实上ꎬ如果从提升地缘引力可
持续性的角度来看ꎬ当前中泰与美泰在文化领域都已形成有效支撑ꎬ但要在印太战略的地缘博弈下发
挥更大作用则相当困难ꎬ甚至会遭遇源自泰国保守力量的不确定性风险ꎮ
(二)增强日泰与印泰的地缘关系
对于“中等国家”泰国而言ꎬ无论是中泰关系ꎬ还是美泰关系ꎬ其紧密抑或疏远的尺度把握主动权

都不在泰国一方ꎬ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立场ꎮ 这就使得在图 １ 中ꎬ泰国要在单一维度上有效
平衡中泰与美泰之间的地缘引力相当困难ꎬ甚至是不可能达成的策略目标ꎮ 近年来ꎬ美国为巩固在安
全领域的存量优势ꎬ持续谋求“重返乌塔堡空军基地”ꎬ[７９] 以形成覆盖中南半岛甚至中国西南的战略
威慑ꎻ与此同时ꎬ中国在经济领域持续加大合作力度的做法也引起争议ꎬ甚至成为政治反对派攻讦巴
育政府“在经济上过度依附中国” 的不信任案议题ꎮ[８０] 于是ꎬ在图 １ 中ꎬ依托多元维度的地缘引力ꎬ以
合力方式约束“中泰－美泰”在单一维度上的地缘引力失衡ꎬ从而保持地缘引力结构的动态稳定ꎬ也就
成为当前泰国在印太地缘博弈下的必然选择ꎮ

不过ꎬ虽然多元维度的地缘引力普遍存在ꎬ但要在印太战略下对“中泰 －美泰”产生实质性影响却

不易ꎮ 例如ꎬ澳大利亚虽是印太战略“四边对话”支点国家ꎬ但其“中等强国”的综合国力有限ꎬ并且在
地理上也远离泰国ꎬ地缘引力相对有限ꎮ 更关键的是ꎬ澳大利亚对印太国家的重要性排序是美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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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日本、印尼、印度和韩国ꎬ之后才提到东盟ꎬ泰国甚至都不在其战略视野之内ꎮ[８１] 与此相仿ꎬ英法等
国的印太战略重心也都与泰国关联度不高ꎬ因此很难成为泰国塑造地缘引力平衡的有效助力ꎮ[８２]

如图 １ 所示ꎬ泰国在印太战略下ꎬ主要是依托日泰与印泰关系为两翼ꎬ保持地缘引力结构的动态

平衡ꎮ[８３] 泰国的地缘策略选择ꎬ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以下主客观因素:
其一ꎬ日本与印度都有各自“大国”诉求ꎬ有助于形成区别“中泰 －美泰”的多元维度ꎮ 多元维度最
为关键的是要在受力方周边存在分散的施力方ꎬ从而形成多角度的地缘引力ꎮ 日本与印度在国家战
略层面都具有坚定且持久的“大国”诉求ꎬ并将目标锁定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ꎮ 印度始终强调要做“有
声有色的大国”ꎬ而日本也从未放弃成为“正常国家”ꎮ 在印太战略下ꎬ日本追随美国ꎬ但根本意图是要
在印太秩序的重塑过程中成为“二把手”ꎬ因此其对泰国的地缘引力与美国存在一定偏移ꎻ印度则从未
打算屈居美国之下ꎬ始终坚持要在印太地区成为单独一极ꎬ因此其对泰国的地缘引力很大程度上将区
别于中国与美国ꎮ 这使得泰国有可能在“中泰 －美泰” 的主轴之外ꎬ引导形成日泰与印泰的稳定两翼
(见图 １)ꎮ

其二ꎬ日本与印度都与泰国存在高强度的地缘引力ꎬ足以对“中泰 －美泰”形成战略牵制ꎮ 在地理
位置上ꎬ日本与印度都地处亚洲ꎬ分别位于泰国的东西两侧ꎬ尽管日本是在东亚 －太平洋区域ꎬ而印度

是在南亚－印度洋区域ꎬ都与东南亚的泰国分处不同区域ꎬ但却是泰国周边除了中国之外最符合近邻
范畴的“大国力量”ꎬ拥有影响地缘政治格局的综合国力ꎮ

从双边关系来看ꎬ印度与泰国有着长达 ２０００ 多年的悠久交往历史ꎬ周边国家中唯有中国可以比

肩ꎮ 印度文化全面渗透到泰国社会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各个环节ꎬ从而为相互理解与认知提供了重要
的前提条件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泰国在“西望” (Ｌｏｏｋ Ｗｅｓｔ) 政策下有效对接印度“ 东向” 政策ꎬ从
而成为印度进入东南亚的重要枢纽与门户ꎮ[８４] 莫迪政府将“东向” 政策提升为“东进” 政策后ꎬ泰国的
对接作用进一步增强ꎮ 印泰两国共同参与推动的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ＢＩＭＳＴＥＣ)等
多边机制ꎬ已成为连接南亚(印度洋) －东南亚(太平洋)的重要合作平台ꎬ正在发挥日益显著的沟通与
协调作用ꎮ[８５]

日本与泰国交往起步较晚ꎬ但也可以上溯到 １６ 世纪的大城王朝时代ꎮ 二战时期的日泰军事同盟

关系ꎬ以及冷战时代同为美国盟友的阵营关系ꎬ都为日泰各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ꎮ[８６] 长期以来ꎬ
日本一直都是泰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ꎬ无论是在贸易方面ꎬ还是投资方面ꎬ日本都在泰国拥有显著存
量优势(见表 １)ꎮ 曼谷街头随处可见的日本车、日餐厅、日文标牌等ꎬ更直观展示着日本对泰国的广
泛影响力ꎮ

其三ꎬ日本与印度在政治领域的包容立场ꎬ有助于缓和泰国在印太战略下的价值观压力ꎮ 印太战
略在美国主导下ꎬ具有相当鲜明的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取向ꎮ 对此ꎬ日本表现得较为中庸ꎮ 一方面
表态支持美国立场ꎮ ２０１３ 年日本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调指出ꎬ“维护以尊重自由、民主和基本
人权及法治等普遍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日本的国家利益所在”ꎮ[８７] ２０１７ 年ꎬ首相安倍晋三在提
出“印太战略”后的首次施政演讲中ꎬ明确表示要在落实印太战略过程中“ 与共同拥有自由、民主、人
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保持合作”ꎮ[８８] 但另一方面在落实过程中相对温和ꎬ特别是在对泰关系
中表现明显“包容”ꎬ并未因泰国保守派政变夺权且奉行“ 泰式民主” 而影响与巴育政府的交流与合
作ꎮ[８９] 与此相比ꎬ印度总理莫迪的表态更为直接ꎬ明确主张要在印太战略下倡导“包容” 立场ꎮ[９０] ２０１４

年泰国发生政变后ꎬ印泰双边关系不仅未受到任何影响ꎬ高层互访如期举行ꎬ而且各领域交流与合作
还进一步深化拓展ꎮ[９１]
从日泰与印泰的双边关系发展来看ꎬ尽管总体上都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积极推进ꎬ但就成效
而言ꎬ还是有所侧重ꎮ 其中ꎬ印泰关系更侧重于安全领域ꎮ 事实上ꎬ尽管近年来印泰之间经贸合作呈
高增长态势ꎬ但无论增量还是存量都相对有限(见表 １)ꎬ并且印度经济基础较为薄弱ꎬ面临诸多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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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难题ꎬ因此其市场潜力与人口红利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很难有效转化为泰国经济增长动力ꎮ 例如ꎬ
早在 ２００３ 年就开工的印缅泰国际高速公路建设项目ꎬ[９２] 时至今日也未能全线贯通ꎮ 与此相比ꎬ印泰
两国在安全领域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成效要更为显著ꎮ 双方早在 ２０１２ 年就签署了«防务合作
谅解备忘录»ꎬ近年来更是在平叛与反恐行动、海上联合巡逻、抢险救灾、联演联训等方面进一步加强
双多边合作ꎬ从而为促进南亚(印度洋) －东南亚(太平洋)的跨区域安全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ꎮ[９３]
日泰关系则更侧重于经济领域ꎮ 近年来ꎬ日本在东南亚海上安全能力建设方面动作频仍ꎬ甚至尝
试向泰国推销 Ｐ －１ 反潜机和 ＵＳ －２ 水陆两用飞机ꎬ[９４] 以及 ＦＰＳ －３ 地面防空雷达ꎬ[９５] 从而也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日泰安全合作ꎮ[９６] 不过ꎬ由于受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职能限制ꎬ再加上日本地缘博弈更多聚
焦于南海主权声索国ꎬ因此泰国在对日安全合作方面积极性不高ꎮ 但在经济领域ꎬ泰国呈现出强烈的
对日合作意愿ꎮ 这主要表现在 ３ 方面:一是利用日本降低对华经贸依赖度的产业链调整契机ꎬ吸引更
多日资企业从中国转移到泰国ꎮ[９７] 二是借助印太战略下中日协调的有利态势ꎬ努力争取中日第三方
市场合作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ＥＥＣ)项目落地ꎮ[９８] 三是在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以
及日印合作的“亚非增长走廊”框架下ꎬ加紧推进中南半岛的东西经济走廊与南部经济走廊建设ꎮ[９９]

其中ꎬ东西经济走廊是从越南岘港出发ꎬ由东向西经过越南、老挝、泰国、缅甸 ４ 国ꎬ最终到达缅甸

毛淡棉港并隔海连通仰光ꎻ而南部经济走廊则是从越南胡志明市出发ꎬ由东南向西北经过越南、柬埔
寨、泰国、缅甸四国ꎬ途经金边、曼谷等大城市群ꎬ最终到达缅甸土瓦港ꎮ[１００] 如果两条经济走廊都能建
成并发挥预期作用ꎬ将会使泰国成为连通印度洋与太平洋的陆海大通道枢纽ꎬ从而为其成为“未来 ２０
年亚洲的贸易和投资中心”创造有利条件ꎮ

(三)依托东盟提升地缘风险应对能力
地缘引力结构的稳定性ꎬ相当程度上与受力方的体量相关ꎮ 相同强度的地缘引力作用下ꎬ受力方

体量越大ꎬ施力方牵引效果就越弱ꎬ受力方也越有可能保持稳定ꎬ反之亦然ꎮ 如图 １ 所示ꎬ作为“中等
国家”ꎬ泰国在地缘引力结构中的体量有限ꎬ因此很容易受到施力方的地缘引力影响ꎬ即使通过多元维
度相互牵制ꎬ最终达成动态平衡ꎬ从而避免在单一维度上过度偏向任何一方ꎬ但在调适过程中很容易
受到地缘格局变化的不确定性影响ꎮ

于是ꎬ对泰国而言ꎬ依托东盟提升体量ꎬ从而由图 １ 中的最小黑色圆点拓展为灰色区域ꎬ也就成为

其在印太战略引发的地缘格局变动中有效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重要策略ꎮ 为此ꎬ巴育政府不仅在«国
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３７)»反复强调东盟重要性ꎬ而且还在 ２０１９ 年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加
强东盟工作的具体目标与方案ꎮ[１０１] 总体来看ꎬ泰国在印太战略中的东盟策略ꎬ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ꎬ努力提升东盟凝聚力与竞争力ꎮ 东盟作为一个地区组织ꎬ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曾创
造过“奇迹”ꎮ 东盟对内坚持“东盟方式”ꎬ在维护成员国主体地位和坚守不干涉原则的基础上ꎬ通过
协商合作凝聚共识ꎬ使得战乱贫困的东南亚地区走向和平、稳定与发展ꎻ对外以“东盟为中心”ꎬ努力摆
脱对外部大国的依附ꎬ在大国的竞争中寻求发展ꎬ甚至通过“ 小球推动大球” 引导地区合作发展ꎮ 但
是ꎬ“东盟方式”也使得东盟在一体化进程中面临阻碍ꎬ难以取得预期成效ꎮ
随着印太战略下的地区秩序重塑压力上升ꎬ东盟作为“中小国家的松散联盟” 将很难为泰国提供

有效的风险防范助力ꎮ 于是ꎬ为提升东盟的凝聚力与竞争力ꎬ泰国在 ２０１９ 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
间ꎬ通过与印尼默契配合ꎬ促成了东盟国家共识ꎬ并在此基础上发布了«东盟印太展望»ꎬ从而有效提升
了东盟在印太战略下的话语权与影响力ꎮ[１０２] 其中ꎬ最为关键的是重申了东盟“ 中心地位”ꎬ即在推进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构建地区政治与安全架构、处理域内外大国关系、以及地区议程设置和秩序塑
造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ꎮ[１０３]
其二ꎬ积极争取在东盟内部的主导地位ꎮ 尽管是东盟创始国ꎬ泰国在东盟发展进程中却相当低

调ꎬ更多的是扮演“和事佬”的沟通与协商角色ꎮ ２１ 世纪初ꎬ前总理他信西那瓦执政期间ꎬ泰国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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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上表现得积极进取ꎬ但随之而来的国内政治动荡ꎬ特别是 ２００９ 年“红衫军” 围攻东亚领导人系列
峰会会场的严重事件ꎬ导致泰国国际形象与地区声望受到沉重打击ꎬ使得泰国外交再次回归保守ꎮ

近年来ꎬ巴育政府在外交上再次表现出较强的进取性ꎮ[１０４] 这一方面是在印太战略下地缘政治风
险上升ꎬ使得泰国迫切需要更多的外部助力ꎻ另一方面也是缓解国内政治压力需要ꎬ旨在提升“泰式民
主”体制下的政府威望与保守力量话语权ꎮ 于是ꎬ争取东盟主导权ꎬ也就成为泰国巴育政府的重要目
标ꎮ 对此ꎬ巴育政府在«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３７)»中表示ꎬ泰国在地理上处于东盟中心ꎬ发
挥着东盟枢纽的重要作用ꎮ[１０５] 并在 ２０２０ 年«美泰防务同盟共同愿景声明»中明确指出ꎬ“本联盟支持
泰国在东盟及其他国际安全论坛发挥领导作用”ꎮ[１０６]

巴育总理在 ２０１９ 年连任组阁时ꎬ不仅在派系竞争压力下ꎬ留任了外交部长敦帕马威奈ꎬ而且在

开展东盟工作方面给予全力支持ꎮ 从成效来看ꎬ巴育政府在泰国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ꎬ积极推动
功能性合作ꎬ特别是通过«曼谷宣言»促进东盟联合打击海洋垃圾ꎬ成立东盟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对话中
心、东盟积极老龄化与创新中心、东盟军事医学中心、东盟灾害紧急后勤系统、东盟 －日本网络安全能
力建设中心、东盟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培训中心、东盟文化中心等合作机构ꎬ以及促成东盟国家联合
申办 ２０３４ 年足球世界杯等ꎬ切实发挥了引领作用ꎬ有助于提升其在东盟内部的话语权与影响力ꎮ[１０７]

其三ꎬ以湄公河流域为支点增强掌控力ꎮ 泰国地处中南半岛ꎬ因此在地缘政治上与南海问题关联

甚少ꎬ至多是再次扮演“和事佬”的传统角色ꎮ 从有利角度来看ꎬ这有助于泰国在印太战略引发的地缘
博弈中规避直接风险ꎮ 但是ꎬ对于试图在地缘秩序重塑过程中成为东盟领导者的巴育政府而言ꎬ却是
缺失了重要杠杆ꎬ难以调动各方资源为其提供战略支持ꎮ 于是ꎬ湄公河流域成为泰国在印太战略下纵
横捭阖的首选支点ꎮ
事实上ꎬ中南半岛的湄公河流域早已成为外部大国的地缘博弈角力场ꎬ各类区域合作安排架床叠
屋ꎬ日本推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ＧＭＳ)、印度推动的湄公河 －恒河合作倡议( ＭＧＣ)、中国推动的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ＬＭＣ)、美国推动的湄公河下游倡议(ＬＭＩ) 等ꎬ彼此竞争甚至相互掣肘ꎮ[１０８] 这对
泰国而言ꎬ既是风险挑战ꎬ也是战略机遇ꎮ

作为中南半岛的最大经济体与国际交通枢纽ꎬ泰国从未放弃对湄公河流域的资源整合ꎮ 对泰国
而言ꎬ周边国家不仅是廉价劳动力与能源矿产的来源地ꎬ更是重要的潜在市场ꎬ事关其克服“中等收入
陷阱”的中长期发展布局ꎮ 如果泰国能协调各方关系ꎬ促成湄公河流域合作发展的动态平衡ꎬ那么ꎬ不
仅将有助于依托外部大国资源投入推动当地发展ꎬ为泰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ꎬ而且将进一步提升泰
国在中南半岛的地缘影响力ꎬ为其与印尼等竞争东盟领导者夯实基础ꎮ
为此ꎬ巴育政府选择以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简称三河流域机制ꎬ
ＡＣＭＥＣＳ)为切入口推动合作ꎮ ２０１８ 年ꎬ泰国作为三河流域机制的首倡国和时任主席国ꎬ提出并促成
越老柬缅等参与各方通过了该机制建立 １５ 年来的首个 ５ 年总规划(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３)ꎮ[１０９] 随后ꎬ泰国开始
以此为支点争取大国的认可与支持ꎮ ２０１９ 年ꎬ李克强总理访泰期间ꎬ双方发表联合新闻声明ꎬ表示“泰
国欢迎中国成为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首批发展伙伴ꎮ 双方一致认为澜沧江 －湄公河合作同三河流
域经济合作战略本质上互补ꎮ” [１１０] 从而标志着巴育政府在协调次区域合作方面ꎬ开始迈出坚实步伐ꎮ

结语
从中长期来看ꎬ泰国虽为“中等国家”ꎬ但会成为印度洋 －太平洋跨区域融合的重要陆海大通道枢

纽ꎬ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南半岛地缘格局走势ꎬ并有可能在东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ꎮ 因
此ꎬ中国在开展周边外交工作的时候ꎬ有必要将泰国作为次区域支点加以重视ꎬ避免泰国当前对中国
相对有利的地缘引力平衡发生偏移ꎬ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有利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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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ꎬ中国对泰工作有必要“防范政治风险ꎬ补齐安全短板ꎬ巩固经济优势ꎬ拓展文化纽带”ꎬ以形
成更稳定且可持续的中泰战略合作关系ꎮ 具体来看ꎬ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ꎬ要在政治领域防范结构性风险ꎮ 既要警惕政治反对派上台后泰国可能出现“亲西方” 的立
场转变ꎬ也要防范美国故技重施ꎬ再次像冷战时期那样摒弃西方价值观支持“泰式民主”以争取泰国政
治保守派ꎮ 对此ꎬ有必要拓展对泰政治交流的层次与范围ꎬ尤其是要加强与其新生代地方豪强政治势
力的沟通与合作ꎬ夯实泰国对华合作的政治基础ꎬ自下而上形成有效制约ꎬ避免发生结构性的政治风
险ꎮ
其次ꎬ要在安全领域补齐机制化短板ꎮ 近年来ꎬ中泰安全合作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成效明
显ꎬ但在机制化水平上与美泰相比依然相去甚远ꎮ 从中长期来看ꎬ要进一步提升中泰安全合作水平ꎬ
必须在机制化方面多做工作ꎬ争取在常态化合作中培养默契ꎬ磨合提升双方的“互操作性”ꎮ

再次ꎬ要在经济领域巩固增量发展优势ꎮ 一方面要着力推进中泰高铁建设项目ꎬ依托中国 －中南

半岛经济走廊提升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ꎻ另一方面要加强泰国东部经济走廊与中国粤港澳大湾区
的新兴产业对接ꎬ通过国际与地区产业链重构ꎬ提升经济合作的精度与高度ꎮ
最后ꎬ要在文化领域拓展多元化纽带ꎮ 不仅要做好传统文化交流ꎬ更要重视引导泰国对中国现代
文化的理解与认知ꎬ讲好当代“中国故事”ꎻ不仅要开展官方文化合作ꎬ更要采取政府服务外包方式ꎬ做
好 １.５ 轨与二轨的民间文化交流与合作ꎬ开展“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互鉴ꎻ不仅要在人员往来特别是留

学生教育等方面扩大规模ꎬ更要加强精细化管理ꎬ形成可持续发展ꎬ避免引发不必要的误解与质疑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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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ｐｅｎｃｅ－６ｔｈ－ｕ－ｓ－ａｓｅａｎ－ｓｕｍｍｉｔ / .

[４２]«外交青書 ２０１８» ( 外交蓝皮书)ꎬ日本外務省ꎬ２０１８ 年ꎬ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 / ２０１８ / ｈｔｍｌ /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００＿０２.ｈｔｍｌ＃ｓ１０２０２ꎮ

[４３]“Ｉｎｄｉａ－Ｊａｐａｎ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ｔ ｏｆ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ｔｏ Ｊａｐａｎ”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ｍｅａ.ｇｏｖ.ｉｎ /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ｈｔｍ? ｄｔｌ / ２７５９９ / ＩｎｄｉａＪａｐａｎ＋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ｄｕｒ￣
ｉｎｇ＋ｔｈｅ＋ｖｉｓｉｔ＋ｏｆ＋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ｔｏ＋Ｊａｐａｎ.

8７

[４４]Ｎａｒｅｎｄｒａ Ｍｏｄｉꎬ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ｆＤＢ)ꎬ Ｇａｎｄｈｉｎａｇａｒ”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ꎬ Ｍａｙ ２３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ｍｅａ.ｇｏｖ.ｉｎ / Ｓｐｅｅ￣

ｃｈｅ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ｈｔｍ? ｄｔｌ / ２８４７８ / 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Ｓｐｅｅｃ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ｆｒｉ￣
ｃ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ＡｆＤＢ＋Ｇａｎｄｈｉｎａｇａｒ＋Ｍａｙ＋２３＋２０１７.

[４５]“日印首脳会談”(日印首脑会谈)ꎬ外務省ꎬ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ꎬ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ｓ＿ｓａ / ｓｗ / ｉｎ / ｐａｇｅ４＿
００３２９３.ｈｔｍｌꎮ

[５１]“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ｅ Ｓｅａ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 ( Ｎａｖｙ)ꎬ
２０１５.

[５４]“Ｕ.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ꎬ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１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

[５５]余定邦、陈树森:«中泰关系史»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８０－３４９ 页ꎮ

[５６]Ｍｏｓｈｅ Ｌｉｓｓａｋꎬ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Ｂｕｒｍ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７６ꎬ ｐ. ９４.

[５７]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Ｍｕｓｃａｔꎬ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６５.

[５８] สรชาต บารงสข(素拉差特·邦穆鲁萨克）: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พเศษ ไทย-จน ภมทศน ใหมการ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中泰特殊关系：
泰国外交新局势）,

มตชนสดสปดาห（民意周刊）, 2017 年 7 月 6 日, https://www.matichonweekly.com/column/article_43670。

[５９][７９] Ｋｉｔｔｉ Ｐｒａｓｉｒｔｓｕｋꎬ “ Ａｎ Ａｌｌｙ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ｅｓｌｅｙ ( ｅｄ.)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ｌｌ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Ｕ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ＡＮＵ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１５－１３２ꎬ １１７.

[６０]周方冶:«泰国政党政治重返“泰式民主”的路径、动因与前景»ꎬ«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ꎬ第 １－２８ 页ꎮ

[６１]“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ｆ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Ｄａｎｉｅｌ Ｒｕｓｓｅｌ”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Ｃｈｕｌａｌｏｎｇｋｏ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ꎬ Ｂａｎｇｋｏｋꎬ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６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ｔｈ.ｕｓｅｍｂａｓｓｙ.ｇｏｖ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ｆ－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ｄａｎｉｅｌ－ｒｕｓｓｅｌ / .

[６３]刘琳:«美国<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勾勒“印太战略”框架»ꎬ«世界知识»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ꎬ第 ４６ 页ꎮ

[６４]“Ｆｏｒｇｉｎｇ Ｊｕｓ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ＵＳＡＩＤꎬ Ｊｕｎｅ １９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２ꎬ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ｕｓａｉｄ.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１８６１ / ＵＳＡＩ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

Ｊｕｎｅ＿１９＿２０１９.ｐｄｆ.

[６５][７７][７８]“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ａｉ－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ａｉ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Ｗａｙ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ꎬ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ꎬ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Ｆｏｕｎ￣
ｄａｔｉｏｎ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２１ꎬ １２ꎬ １６－１７.

[６６][７２]Ｚａｃｈａｒｙ Ａｂｕｚａ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ｂｏｕｔ Ｉｔ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ꎬ Ｗ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ｗａｒｏｎｔｈｅｒｏｃｋｓ.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１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ａｂｏｕｔ－ｉｔｓ－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

[６７]“Ｗｈａｔ ｉｓ ＪＵＳＭＡＧＴＨＡＩ?”ꎬ Ｊｏｉｎ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ꎬ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ｓｍａｇｔｈａｉ.ｃｏｍ / ｍａｉｎ.
ｈｔｍｌ.

[６８]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Ｔａｗꎬ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ＵＳ ＩＭＥ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 ＲＡＮＤꎬ １９９４ꎬ ｐ. ２２.

[６９]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ｏｎｎｏｒｓꎬ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ꎬ ｉｎ Ｍ. Ｂｅｅｓｏｎ (ｅｄ.)ꎬ Ｂｕｓｈ ａｎｄ Ａｓｉａ: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１４２.

[７０]Ｔｈｉｔｉｎａｎ Ｐｏｎｇｓｕｄｈｉｒａｋꎬ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ｓ Ｔｗ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ꎬ 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ｅｃｔｏｒꎬ ＮＩＤＳ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 １６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９１－９２.

[７１]Ｊｏｈｎ Ｂｌａｘ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ｒｅｇ Ｒａｙｍｏｎｄꎬ “Ｔｉ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ｅｎｔｒｅꎬ ＡＮＵ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ｓｉａ ＆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ꎬ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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