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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合作观，并从利益、信任、沟通、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双层

博弈”等要素入手，试图构建起整体性合作理论框架。以此为基础，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有利因素是经

贸相互依赖与文化领域相近相通，但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分歧明显。在信任建设上主要依赖经济合作机制

与文化交流，远未触及政治与安全领域，仍处于较低层次。政府间沟通正大力推进，但民间沟通存在巨大

不对称性。经济合作并没有促使相关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上升，应客观评估经济合作限度。为推进与周

边国家合作，中国要借助文明和文化相似与相通的有利条件，加大政治与安全领域对话，并逐步将其机制

化；扭转与周边国家沟通上的不平衡问题，增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客观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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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合作理论与中国周边合作

王俊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东城 1000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大

力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中国推进的“一

带一路”倡议其起点与落脚点也主要在中国周边。

“习近平总书记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

两只翅膀，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

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国家”［1］。可

以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攸关“一带一

路”倡议下国际合作的实现前景，攸关中国周边外

交的成败，也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本

文旨在通过讨论“整体性合作理论”分析框架，对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进行考察与评估。

一一、、研究议题与分析视角研究议题与分析视角

与“冲突”一样，“合作”是国际关系的另一最

基本议题，也“一直是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

重点”［2］。有学者特别指出，在和平时期“国际合

作”是“国际威望”的主要来源，而“国家间竞争焦

点其实是‘国际威望’”［3］，因此和平时期一国国际

地位的提升主要靠国际合作［4］。但相比于“冲突研

究”，有关“国际合作”的研究十分匮乏，主要原因

在于实践上合作的难度制约了理论上的探讨。“什

么事情是国际社会上国家间最想，但却是最难的

事情呢？那就是国家间的合作”［5］。基欧汉

（Robert Keohane）也感叹：“合作是很难表述的，其

各种各样的根源是多方面的，而且相互交织在一

起，这使合作成为一个艰难的研究主题。没有一

个明智的人会把合作选定为自己研究领域中的研

究主题”［6］。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指

出，“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

而且可能永远如此”［7］，指的也是国际合作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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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平发展背景下针对周边合作的研究

更为重要与紧迫。随着中国向民族复兴的目标迈

进，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笔者曾结合近代历史上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实

现崛起时在对外战略上的经验教训，认为崛起国

在实现崛起时应坚持“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双

重心，并且一定要在牢固确立地区大国前提下再

放手走向世界，且在走向世界的任何时候都应牢

固确立地区大国地位［8］。就此可见，十八大以来中

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也是使命使然。2013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

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9］。分析当

前周边合作是做好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前提。

二二、、已有理论均难以解释国际合作已有理论均难以解释国际合作

的产生的产生

国际关系理论中并没有专门的国际合作理

论，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

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上，其有关国际合作的

理论可简化为霸权合作论、制度合作论和合作文

化论［10］。

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

状态，国际合作难以建立，唯一可能性是在霸权下

的合作，且这个霸权国“愿意提供国际公共物

品”［11］。其理论逻辑是：国内合作之所以能实现是

由于存在具有权威的中央政府，且中央政府愿意

提供公共产品，因而如果在国际社会中能存在一

个起到绝对主导作用的国家也即霸权国，且该国

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国际合作就能建立起来。这

种合作理论因而被称为“霸权合作论”。所谓“英

国治下的和平”和“美国治下的和平”都是这种合

作理论的表述。吉尔平（Robert Gilpin）对此指出，

“由于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则应由一个霸

权国家来做‘世界警察’，维护自由经济制度”［12］。

这种合作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假设一

脉相承，强调“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13］，主张国

家间合作前景源于权力结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在其著作《西方战略》中指出，“一个国家在国际上

的,分量越小，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压力就越大”［14］。

这就回到现实主义核心假设上：所有国家外交的

出发点均是为了争夺权力，权力越大越能维护国

家利益。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更多是对现

实主义的补充，这在其研究起点上可以看出来

——“在霸权衰落以后或不存在绝对霸权国的国

际体系中，国际合作还会产生或继续吗”？新自由

制度主义认为新现实主义没能回答这个问题。新

自由制度主义对此回答是肯定的，认为正是由于

国际制度的存在，霸权后的合作是可能的。新自

由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相同点是均认为国际社

会是无政府状态。不同点在于：（1）新自由制度主

义对国际合作充满乐观，“国际关系实质是合作，

是国际社会为建立秩序而进行的努力”［15］；（2）新

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合作源于国际制度，“国际

制度是产生、维持国际合作的主要因素”［16］。

霸权合作论和制度合作论都可归属于理性主

义，从“国际无政府状态推导出国家自助体系和国

家工具理性，以效用最大化和战略博弈来解释国

际合作”［17］。建构主义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理性主

义前提假设，认为无政府性是国家在互动中建构

起来的文化，可能是霍布斯文化，也可能是洛克文

化或康德文化。因此，它并不必然派生出权力政

治，也并不必然派生出国际合作，这要看是什么样

的 无 政 府 文 化 。 建 构 主 义 代 表 人 物 温 特

（Alexander Wendt）认为，“之所以出现合作是因为

当今国际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而不是霍布斯文

化。洛克文化减弱了体系的自助特征，因此也减

弱了被利用的代价。即使国家间的合作被利用，

国家的生存也不会因之出现危险”［18］。

建构主义强调“认同”重要性。认为国际合作

“不仅仅是个体利益得到了实现，也因为他们有着

对合作规范的忠实和认同感”［19］。建构主义还强

调“塑造”的重要性，认为洛克文化被充分内化后，

反复合作就会促进行为体进行合作的思维习惯，

“自我暂时的新的身份就会得到加强，导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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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假以时日，就会出现双方内化集体身份的

现象”［20］。建构主义这种合作论因而被称为“合作

文化论”。“建构主义理论中没有一个因素永恒不

变，一切都处于建构和被建构的过程中”［21］。

上述理论均试图剖析合作产生的动因从而推

进国际合作，但回到现实，发现均缺乏解释力。对

现实主义而言，一个大国拥有较大力量优势，确实

存在一定条件下“逼迫”另一个国家进行合作的可

能性。但从国际关系现实看，权力或者“霸权”未

必就能带来国际合作。以美国与伊朗和朝鲜的关

系为例，美国强大的实力并没能成功“逼迫”两国

与其合作。2018年以来美朝对话更多是朝鲜战略

重心转移、第三方斡旋、特朗普总统的个性等各种

因素的结合。有时大国本身甚至就是国际合作的

破坏者，这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相关国际合

作能很好地看出来。2017年以来，美国先后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

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

制度主义者同样难以解释合作的生成机理。

一方面，约束性不强始终是国际机制重要特点，即

使对于像欧盟这样的“类国家”或“超国家”组织，

面对英国“脱欧”也束手无策，更遑论能靠其约束

“合作”。像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机制更有成为

“清谈馆”趋势；另一方面，双边签订的一些合作机

制的稳定性屡屡被某些国家的“选举制度”严重破

坏。比如，中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已建立起 90多
个制度框架，但进入特朗普政府后这些框架聊胜

于无。归根结底，制度仅是合作工具和平台，它可

以促进合作，但难以直接带来合作。米尔斯海默

在这方面的评价较为公允，“制度仅仅反映了国家

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它没有独立的品质，只是对国

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反映”［22］。

建构主义者认为“交往密切”就会塑造“认同”

进而促进“合作”也缺乏解释力。仍以中美关系为

例，目前中美间交往的密切程度远高于冷战时期，

但两国合作非但没有增进，反而各种“脱钩论”盛

行。这就好比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交往密切并非就

一定能导致合作一样，国家间交往密切尽管有利

于合作产生，但是也并非一定能带来合作。

三三、、整体性合作理论框架的提出整体性合作理论框架的提出

综上可见，现实主义强调“权力”、自由主义强

调“制度”、建构主义强调“认同”与“塑造”，都没能

充分解释国际合作。其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理论

的高度简约性决定了一种理论往往只强调国际关

系某一方面，而实际的国际关系则是复杂的。每

一种范式对安全合作问题的思考都存在着成就和

缺失”［23］。现实中推动国际合作实现的不仅仅是

某个因素，而是一系列因素，这表明构建起整体性

合作理论的重要性。所谓“整体性”就是“把研究

对象看作由各个构成要素形成的有机整体，从整

体与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对象

的特征和运动规律，研究对象整体性质”［24］。这里

的“整体”绝非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内部各种因

素相互作用与有机统一，它要大于各部分之和。

探究国际合作的构成要素可从相关定义中找

到启示。基欧汉将国际合作定义为“作为政策协

调过程的结果，当一国政府遵从的政策被另外国

家的政府视为能够促进他们自己目标的相互认识

时，政府间合作就会发生”［25］。俞正梁教授认为国

际合作“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全面或局部的协

调、联合等协力行为，是一种相互适应，它是基于

各行为主体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利益或目标的基

本一致或部分一致”［26］。这里的“合作需要有目

标”“合作需要有共识或默契”“合作需要协调与沟

通”等均属于国际合作所需的基本要素。

第一，合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

也就是说国际合作和国家间战争等的目的是类似

的，均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而已。按照主流国

际关系理论，“追求国家利益、实现国家利益是所

有国家外交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外交的目

的”［27］，这当然也是国家间建立合作关系的出发点

与落脚点。很难想象哪个国家进行国际合作不是

为了国家利益。国家也是理性人，国家有不同的

部门，包括大量的情报部门搜集信息等，在推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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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时，目的都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如果认为

合作所带来的未来收益会远远大于今天背叛或不

合作行为所带来的收益，他自然会选择合作”［28］。

为了便于下文的分析，此处将国家利益分为“经济

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四个

方面［29］。

第二，合作的前提是具备基本的信任关系，国

家间合作很难想象是在没有基本信任关系的前提

下建立起来的。尽管许多学者曾论证过国家间信

任关系难以建立甚至并不存在［30］，但国家间合作

作为兼具人文与社会科学特点的国际关系学科的

研究对象，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逻辑非常类似，信

任是前提条件。只是不同于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

系更多偏向于情感，国家间信任关系是由其他因

素替代而已。美国学者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

金迪斯（Herbert Gintis）从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

心理学和生理学上探讨了合作的起源问题，认为

“社会亲情和强烈的互惠心愿相辅相成，这些要素

作用于群体内选择和群体间选择，产生有利于人

类发展的合作行为”［31］。国际关系学界普遍认为，

“信任对促进合作非常重要”［32］，“信任关系更容易

促使国家采取国际合作方式解决问题”［33］。由此

可见，各国是在利益驱动下，以信任为前提寻求合

作的平衡点。比如 2018年以来美国和朝鲜在各自

利益驱动下都有通过对话解决朝鲜半岛相关问题

的诚意，但由于双方基本的信任关系仍然没有建

立起来，尽管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了三次会晤，但

实质性问题解决举步维艰，两国工作组的磋商甚

至迟迟未能建立，其原因正在于此［34］。

由于国家间信任关系难以建立，作为替代品，

机制等合作框架应运而生。合作的前提是“双方

的政策均被认为阻碍对方目标的实现，为了实现

己方目标，己方必须通过政策调整，但同时这种政

策调整也帮助对方实现了目标”［35］。这表明合作

要求双方必须均调整各自政策，否则己方合作有

可能遭到对方背叛，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在缺

乏协议强制执行的预期下，行为体由于担心对方

背叛，出于安全考虑不会选择合作行为”［35］。因

此，国际机制就非常重要，它从根本上是为了促进

国家间信任而产生的。所谓机制是“被相关国家

已经接受的一系列共同的期望、规则、规定、计划、

组织能力和财政义务等”［36］。其作用在于：（1）作

为“粘合剂”，构成合作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会“减

少不确定性并使期望保持稳定”［37］。“欺骗者会面

临声誉代价，因为受到欺骗的国家会把欺骗者的

行为告诉其他国家”［38］；（2）作为“催化剂”，它会通

过信息传递的便捷性等减少国家间合作的成本。

第三方介入也能促进甚至替代信任关系建

立。这里第三方因素需要兼具利益与影响力两个

条件。国际关系中，介入的第三方如果没有利益

涉及，就很难让当事国信服其会真心实意并始终

如一担当调停者，担心其背信弃义。同时，第三方

如果没有相应的影响力，也难以让当事国信服其

具备替代信任的能力。说到底，第三方介入之所

以能促进甚至替代当事国之间信任的建立，原因

就在于其承担了失信的“担保者”角色。2018年以

来，朝鲜和美国之所以没有建立起信任关系，一方

面在于双方关系缺乏双边或者多边机制约束，另

一方面在于迄今为止担当斡旋者角色的韩国对朝

鲜和美国都缺乏实质性影响力。

第三，合作的进程要素是沟通。“无政府社会

中国家间持续性对话沟通将有助于化解矛盾，增

进合作”［35］。一方面，好比生活中陌生人一见面就

建立信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信任关系的建立必

须通过沟通；另一方面，合作所需要的确保对彼此

信息的了解与把握，也要求国家间加强沟通。“在

现实生活中，很多互动以策略行动开始，以沟通行

动结束，或者说策略行动难以避免地转变为沟通

行动”。“沟通理性就是行为体通过对话寻求言语

行为的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的理性”［35］。

国家间沟通方式林林总总，但总体上分为政

府间对话和民间交流互动两类。政府间沟通最常

见和最正式的是外交部长间谈判，但实际上除此

之外，上至首脑会晤下至工作组日常磋商均属于

政府间沟通。而且除外交部门外，还有经济、国

防、文化等领域的政府间沟通，不只是外交部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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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在形式上最能代表国家间政府沟通而已。民间

交流的范畴也越来越广，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

是留学生与出国旅游①。

第四，国际合作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

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双层博弈”中实现的。

因而要处理好国内政治与“第三国因素”，这其实

也是沟通的主要目的。实际上，国内政治对促进

国际合作有着重要影响［39］。国内政治可分为官僚

政治与社会因素，后者又可分为智库、舆论、利益

集团等。“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上述内部因素对外

交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国际合作。

比如 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开

启“邓小平时代”，紧接着“1978年中国决定实施改

革开放政策，这无疑是一场大变革。对外开放具

有双重含义：一是解决‘当务之急’，即为经济发展

进行融资、创建平台和为商品寻求外部市场。二

是转变发展理念，不再坚守自力更生的封闭型思

维方式，而是通过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生产分工体

系和世界市场体系，利用内外两个资源、两个市场

加快发展”［40］。其直接结果就是推进了国际合作。

改革开放前中国之所以在国际关系上常强调“斗

争”或“反对”而非合作，与当时我国对世界许多问

题的认识有直接关系［41］。改革开放后，中国摒弃

了传统意识形态对外交事务的束缚与影响，也打

开了国际合作的新局面。实际上，2018年以来，朝

鲜与美国、韩国、中国等对话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加

强也与朝鲜在国内将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直接相关。

同时，国家间合作还受到“第三国因素”影响。

由于全球化与地区化带来各国间相互依赖，国家

间合作几乎都会一定程度上涉及第三国利益。第

三国因素之所以能影响合作的建立，往往在于其

利益与影响力。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比如对

于 2018年以来朝美对话与关系缓和，作为第三国

因素的中国与韩国对此积极推动，扮演了“积极”

角色。为了避免“消极”因素发生，国家间合作时

要注意不能破坏第三国的利益，这再次印证了“好

的外交政策要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同时应符合相

关国利益”的道理；或者第三国因素介入时不至于

具备破坏合作的能力，这需要合作方影响力要超

过第三方因素。

综上，国际合作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在建立基本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外交谈判等方式

积极沟通，在复杂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双层博

弈”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就此可见，现实主义

“霸权合作”强调的是在国际社会信任缺失背景下

用“霸权”替代信任，新自由主义“制度合作”强调

的是用“制度”替代信任，两者要解决的其实都是

如何填补国际合作中的信任缺失问题。而建构主

义“交往合作”强调的更多是国际合作进程要素的

沟通重要性。三者都是仅仅强调了国际合作的某

一要素，没有把握住国际合作的复杂性与完整性。

根据整体性合作理论框架就可以对一般的国

际合作进行评估。比如，对国家利益的契合度（也

即合作的诚意问题）、信任的建立情况（机制与第

三国斡旋）、沟通情况（政府间沟通与民间沟通）、

图图1 国际合作的建立示意图

① 智库交流也是民间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智库在许多周边国家兼具官方身份，甚至就是政府部门的组成部

分，因此这里就不再专门探讨。 73



国内政治（官僚政治与社会因素的支持情况）与第

三国因素（积极或者消极）等要素进行合理赋值，

就可以较为准确的分析朝美对话合作的前景。由

此可见，整体性国际合作理论要比泛泛的讨论国

际合作更具有学术与政策价值。

据此可将国际合作分为以下类型。第一，利

益结构对立的合作与利益结构一致的合作，后者

比前者更容易建立起合作关系。“参与者的利益越

是冲突，他们就越有可能背离对方，合作也就越难

以形成或维持。相反，利益越是一致，合作就越是

成功”［42］。在与第三国关系上，根据利益结构不

同，可区分为符合其他利益攸关国利益的合作，以

及与其他利益攸关国利益相悖的合作，显然前者

更容易建立起来，后者需要处理的复杂因素更多，

建立难度更大。第二，有合作机制的合作与缺乏

合作机制的合作，前者不仅比后者更容易实现，而

且合作的质量与稳定性都更高。第三，经过充分

沟通的合作，以及随机性的合作与强制性的合作。

尽管随机性合作也可能是不约而同的合作，但显

然经过充分沟通的合作更为稳定，随机性的合作

更容易破裂；而相比于在威慑下的强制性合作，沟

通带来的合作则更具公平性和持久性①。

第四，得到国内支持的合作，以及国内反对的

合作，前者更容易建立且更稳定；有效处理好第三

国因素的合作也比没有有效处理好第三国因素的

合作更为稳定。

四四、、中国周边合作分析中国周边合作分析

以整体性合作理论为框架，中国周边合作具

有以下特点。第一，在利益关系上，中国在经贸方

面是周边国家中除阿富汗、不丹、尼泊尔、老挝、文

莱外所有其他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周边

国家存在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就第三国因素而

言，最大因素当属美国因素。以 2017年为例，该年

度美国前30大进出口伙伴中有10个在中国周边，进出  

口总额为1.21万亿美元，占到美国前30大进出口伙伴

总额的35.5%②。而2017年这几个国家或地区与中

国的进出口总额为 2.06万亿美元，占中国当年贸

易总额的 50.2%③。中国、周边国家（地区）、美国三

者间形成了比较紧密的利益互相依赖关系。实际

上，由于亚洲多数国家的快速发展，如果考察中

国、周边国家以及欧洲等其他第三方因素的关系，

也会得出类似结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

购买力会进一步增强，中国国内市场仍将呈现继

续扩大趋势。预计未来 5年中国的进口额将超过

美国，世界终端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转

移。2018年 11月，中国举办了首届国际进口博览

会，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宣布，“预计未来 15年，中国

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 30万亿美元和 10万
亿美元”［43］。这一庞大的采购计划充分证明了中

国市场的规模。中国、周边国家以及其他第三方

已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和经济利益

共同体，为中国加强周边合作带来了机遇。

在文化方面，中国与诸多周边国家在历史上

形成了比较类似甚至共通的文化，彼此交流紧密。

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非常频

繁，几乎涵盖了所有周边国家，而且逐步在实现机

制化。

但在政治利益方面，如果以政治制度进行对

比，中国周边国家尚有越南、老挝、朝鲜坚持社会主

义制度，这说明制度竞争仍然存在；在安全领域，一

① 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将是否由沟通产生的合作总结为三种形式，即心照不宣或默契型（tacit）合作、谈判型

（negotiated）合作和强迫型（imposed）合作，参见：Helen Milner，“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World Politics，vol.44 .April 1992，pp.466-496. 笔者认为这里的随机性合作与威慑性合作并非

不进行沟通，只是沟通的形式与程度不同而已，因为如文章中所述，不管什么形式的合作，最终必然回到沟通上。

②参见美国商务部网站，https：//www.trade.gov/mas/ian/build/groups/public/@tg_ian/documents/webcontent/tg_ian_003364.pdf

③源自联合国统计署商品贸易数据库，https：//comtrade.un.org/data/74



方面由于经贸与安全的紧密关系，中国经济实力的

增长显然会增大中国在周边安全问题上的影响力。

但与此同时，经济影响力的扩大也可能增加相关国

家对中国使用经济手段服务于安全目标的担心，影

响相关国家对中国在安全领域的角色认同，这在

“萨德”问题对中韩关系的影响上可以看出。但不

管怎样，随着中国军事实力增长与经济影响力上

升，周边国家普遍意识到中国在安全上越来越重

要，希望加大与中国在安全方面的交流；但另一方

面，由于中国与某些周边国家还存在领土争议，部

分国家甚至担心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后的走向。因

此“很多亚洲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亚太盟国仍然倾向

于接受美国的安全保障以平衡中国的影响”［44］。

第二，在合作机制方面，如表 1所示，中国与周

边国家已建立起大量合作机制，尤其值得关注的

是这些机制几乎都是冷战结束后建立的，反映出

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希望增进互信与加强合作

的共同期盼。此外，可被视为新型合作机制的“一

带一路”倡议是在中国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周边

外交的背景下推出的，“一带一路”相关的合作机

制也能服务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

表 1可见，除中日韩合作与湄公河委员会外，

上述其他合作机制成员国都在 5个以上，都有大国

小国等不同类型的国家参与，而且均由共同利益

自发走到一起，这也带动了国家间合作的“第三方

介入”。上述机制无疑增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合

作的信任基础。但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

合作机制除了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外，

基本都倾向于经济合作。东盟地区论坛虽然主要

讨论安全问题，但由于过于松散，约束力不强，对

国家间信任关系建立的作用十分有限。这里只有

上海合作组织经常开展包括反恐军事演习在内的

安全合作，对于促进彼此互信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第三，在与周边国家沟通上，十八大以来，中

国与周边国家在官方沟通上比较频繁，这主要源

于中国政府前所未有重视周边外交。“一带一路”

倡议也带动了官方层面的沟通。与此同时，民间

沟通的不对称性较为突出，这造成周边国家对中

表表1 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的相关合作机制

东亚峰会

中日韩合作

东盟地区论坛

亚洲合作对话

南亚区域
合作联盟

湄公河委员会

大湄公河次区域
经济合作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

亚洲相互协作与
信任措施会议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

成立时间

2005年

1999年

1994年

2002年

1985年

1995年

1992年

2014 年

2001年

1992年

1996年

功能定位

区域合作

区域合作

安全对话

经济合作

区域合作

经济合作

经济合作

经济合作

安全合作

政治对话

经济合作

成员国及中国参与情况

东盟10国、中国、日本、美国等18国。中国领导人出席了历届峰会。

中国总理出席了历次领导人会议。

中国、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等27国。重要会议中国均参加。

中国、日本、韩国、蒙古等34国；中国领导人多次参加，中国外长或
代表出席了历届外长会议以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外长餐会。

中国、日本、韩国、缅甸、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伊朗、毛里求斯。
2005年11月原则同意中国为观察员。2006年8月正式接纳中国为
观察员。中国外长或者副外长出席了历届峰会。

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1996年，中国成为对话伙伴。中国虽多
次强调重视同其合作，但还没有正式表露过要加入湄委会的意向。

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各层
次、各领域项目的规划与实施。

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2014年由中国倡议成立，中
国高度重视，参加了历届领导人会议和各层次的会议。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印度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等4个观察员国，阿塞拜疆等6个对话
国。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
加了各层次、各规模的会议与活动。

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埃及、印度、伊朗等27个。中国高度重视，
并于2014年5月至2018年9月担任主席国。

中国、阿富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巴基
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格鲁吉亚。有部长
会、高官会、行业协调委员会、专门工作组四大工作机制，中国积极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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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认识的片面性。以旅游为例，2017年中国公民

出境旅游突破 1.3亿人次，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

游客源国地位。中国已成为泰国等 10个国家的第

一大入境旅游客源地，其中除南非和马尔代夫外，

均属中国周边国家。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前十大

目的地国家除美国和马尔代夫外也全部属于周边

国家［45］。但是，2017年中国入境外国游客人数仅

4294万人次，仅为中国出境游人数的三分之一左

右［45］。巨大的反差，使得某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

印象就是“财大气粗”甚至“咄咄逼人”。如果更多

的周边国家游客能到中国各地特别是西部走走看

看，会有利于对中国形成客观的评价。

第四，国内支持情况可用政府是否由选举产

生和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民意等指标显示。当前，

绝大多数中国周边国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舆论自

由和不同程度的民主选举。以 2017年周边国家民

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为例，俄罗斯为 70%、澳大利亚

为 64%、印度尼西亚为 55%、菲律宾为 55%、新西兰

为 49%、韩国为 34%、印度为 26%、日本为 13%、越

南为10%①，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图景。其中韩国、印

度、日本、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均为中国，这表

明紧密经贸关系难以直接转化为友好关系或其他

领域的合作关系。

在第三国因素上更为复杂，仅以美国为例，在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外军事出口额前 5名的

国家中，中国周边占到 3个，在前 45名国家和地区

中，中国周边占到 14个，占到中国周边国家的三分

之二，出口总额占美国 2017—2018年出口总额的

31%②。同时，在中国 20个周边国家中，6个有美国

驻军，其中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总数占到美国国

外驻军总数的 48%，在澳大利亚的驻军也近 3000
人［46］。美国与周边国家的“强军事化”尽管是其传

统的同盟关系延续性使然，但也反映了美国对中

国的“围堵”意图。

美国未来不仅在军事层面不会离开中国周

边，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提升存在。2019年 8月 3
日，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表示，

“有意在亚洲部署新型陆基常规中程导弹”［47］。同

期而言，即使在中美两国相互依赖较深的经贸领

域，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也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

并公开施压中国周边相关国家以便共同向中国

“发难”。其背后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

已将中国由“潜在的对手”重新界定为“现实的对

手”［48］，加大从中国周边对中国的围堵。根源在

于，“当美国看到一个地区中有一个大国蓬勃发

展，它本能的反应是将这一大国看作是自己的对

手，因此美国会不遗余力地同中国周边的小国加

强合作，来禁锢和压制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力”［49］。

结语结语

尽管合作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但国际合作的理论研究在国际关系中并没有得到

应有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整体性合作理

论框架，以此分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并得出

比较复杂的图景。这表明中国当前所处的周边处

境是优势与短板并存，呈现出发展不同步的情况。

为弥补短板：第一，中国应充分利用经贸合作与文

化交流的优势，这仍是当前与未来很长一段时期

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现实基础与最大有利条

件；第二，要加大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

作，并逐步将其机制化；第三，要扭转与周边国家

沟通上的不平衡性，为此应促进外国游客入境和

鼓励更多中国学生到亚洲国家留学深造等；第四，

针对周边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偏低，加大与

周边国家青年、智库、媒体的交流合作等。同时，

在与周边国家合作时要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其风

土人情。针对美国因素，也需考虑如何实现中国、

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利益对接。

① 参见：Global Indicators Database，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69/

② 资料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武器交易数据库（Arms Transfers Database）参见：http：//armstrade.sipri.

org/armstrade/page/value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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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靖 之）

Integrity Cooperation Theory and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WANG Junsheng

Abstract: Analyzing cooperation theories in exis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terature firstly, this article

constructed an analytic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ity Cooperation Theory based on factors

involving interest, trust, communication,“two-level games”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uilding on this,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mutual interdependence of economic interests and close exchange of

culture are conducive to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but far more such effort needs to be

done in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fields. In terms of trust building,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mainly relies on economic and cultural mechanisms, and is far from touching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mechanisms, which are being treated at a much lower level. Communica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is

vigorous while a huge asymmetry still exists in civil communication. The close economic cooperation failed to

promote the favor degree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therefore, the effect of spillover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cannot be exaggerated. The final part of this article also puts forward targeted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utilizing the similar background of culture, enriching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dialogue, and correcting the

imbalance of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Keyword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Integrity Cooperation Theory, Environment of Neighborhoo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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