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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和美韩同盟：“弱军事化”为导向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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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日和美韩同盟关系的建立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大国竞争需

要。尽管当前同盟内部争执不断，但美国已把中俄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希望借同盟力量提升竞争优势，日本

与韩国也希望借此服务地缘战略利益，美日和美韩同盟将继续发展下去。 与此同时，美日与美韩同盟面临

越来越大的压力，增大了中美关系发生“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不利于朝鲜半岛问题对话解决，阻碍日韩

两国提升对华关系，使同盟内部面临越来越大的张力。美日和美韩同盟“弱军事化”则是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的安排。 为此，中国应积极推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促进中日和中韩关系稳定发展，并处理好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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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拥有近八百

个军事基地①，在韩国与日本的驻军则是其重要

组成部分。日韩两国所处的东北亚地区大国博弈

集中、安全局势复杂，美国近年来不时发出从该

地区撤军言论。 2017年 8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

普的战略顾问班农指出，“如果能实现朝鲜实质

性的‘弃核’，美国可以讨论撤军问题”②。 2018年

3月，特朗普声称，“如果不能解决好贸易问题，他

考虑从韩国撤军”③。 近年来美日矛盾不断，两国

关于冲绳普天间基地“噪音扰民”问题的矛盾已

持续多年。 2019年 11月，美国媒体透露特朗普政

府欲要求日本支付 80亿美元左右的军费， 为此

前的 4倍。 同期，围绕驻韩美军军费分担问题美

韩分歧严重，美国又传出“将考虑撤走一个旅的

驻韩美军”。 这些观点遭到日韩两国强烈不满，两

国越来越质疑美国的安全保护诚意④。 美国在日

本和韩国的驻军影响不仅局限于东北亚，也投射

到其他地区，比如驻扎在日本横须贺的第 5舰队

潜艇部队以中东为主要防区。 美国在该地区的驻

军走向不仅对东北亚安全局势有深远影响，而且

对相关地区局势也有重要影响。 本文主要通过考

察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建立军事同盟的逻辑来分

析其未来趋势，并提出“弱军事化”建议。

一、美日和美韩同盟的地区意义

美国与日本和韩国同盟关系的建立既有偶然

性因素推动，也有必然性因素使然。 偶然性在于美

国占领与改造日韩两国之初并没有完全想到要建

立牢固盟友关系⑤，而是随着此后相关事件爆发逐

渐走向同盟关系。 冷战爆发和中苏结盟成为美日

同盟建立的直接诱因⑥，朝鲜战争则使美国迅速终

止了从韩国撤军，转向建立紧密美韩同盟⑦。 所谓

必然性使然则表现在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均是在

冷战背景下建立的，美国的目的在于与苏联争夺霸

权及所谓“遏制社会主义制度蔓延”⑧。

日本与韩国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重要

性有所不同，日本是最重要盟友，韩国是重要盟

友。 “美政府将它海外军事基地分为四类，其中，

日本是一级 ‘战力基地’， 韩国是二级 ‘战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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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⑨。 相比于美日同盟的地区与全球意义，美

韩同盟从表面上看更侧重于朝鲜半岛，但实际并

非如此。 其一，美韩同盟从建立之初就具有地区

意义。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之所以投入巨大资源，

主要认为这可能是苏联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前奏。 ⑩1953年 7月 27日各方刚签订《朝鲜停战

协定》，8 月 8 日两国便通过草签《美韩共同防御

条约》正式建立同盟关系。

其二，美国在韩国驻军以陆军为主，与在日

本以海军和空军为主的驻军形成互补，构筑起美

国东亚地区军事同盟的两翼。 当前，美国陆海空

和海军陆战队四大军种在韩国和日本均有驻军；

在韩国驻军中， 陆军近 1.8 万人， 空军近 8000

人，但海军仅为 333人左右；在日本驻军中，海军

和海军陆战队近 4 万人，空军近 1.3 万人，而陆

军仅为 2511 人左右輥輯訛。 2010 年“天安舰”事件后

多次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参与美韩联合军演的

美国航母战斗群基本都来自于驻日美军基地，多

次到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上空飞行的侦察机均是

从驻日美军冲绳嘉手纳基地出动起飞的輥輰訛。

其三，近年来美韩强化军事同盟有明显施压

中国的意图。一方面，自 2010年 11月 28日韩美

首次在中国近海黄海举行联合军演起，此种联合

军演渐渐常态化，这显然是在给中国施压。 针对

韩美首次在黄海的联合军演，中国曾在一个月内

五次表示反对輥輱訛。 另一方面，美韩联合军演不仅

规模越来越大，而且演习武器越来越先进，美国

动辄出动数万军人参与，参与武器包括核动力航

母和 F-35 最尖端隐形战机以及 B-1B、B-2、

B-52H等战略轰炸机。考虑到朝鲜和美韩巨大的

军事差距， 美国如此大动干戈除威慑朝鲜外，显

然也是在威慑周边其他国家輥輲訛。

同时，部分由于顾忌中国反应，朴槿惠之前

的韩国几届政府在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

统上一直采取模糊立场。 但在朝鲜 2016年 1月

进行第四次核试验背景下，2 月 16 日韩国时任

总统朴槿惠表示要研究部署该系统，7 月 8 日美

韩正式宣布部署决定。 2017 年 3 月 7 日“萨德”

系统部分装备运抵韩国，4月 26日投入运行。 考

虑到朝韩最远距离不足 1000 公里，“三八线”距

离首尔更是不足 50公里、 距离韩国最南部济州

岛也不到 500 公里，一旦战争爆发，朝鲜对韩国

进行致命打击的武器是射程 1000公里内的近程

导弹和大炮等，而非中程导弹，因而作为拦截中

程导弹的“萨德”系统其真实目标显然并非仅是

朝鲜。

2009 年上台的奥巴马政府明确视中俄为美

国最重要对手，特别是将焦点放到中国上。 奥巴

马在 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 “美国不能成为

世界第二”，并同时两次指出中国发展多么迅速，

要突出对华防范輥輳訛。 在 2011年的国情咨文中，奥

巴马在指出美国面对严峻威胁的同时四次提到

中国的发展迅速輥輴訛。 奥巴马政府随后推出亚太再

平衡政策，其关键是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

统加强军事力量輥輵訛，其真正目标不言而喻。 同时，

在部署“萨德”过程中韩国政府并非完全被动。韩

美同盟被韩国视为最重要的外交关系，这不仅是

应对朝鲜的安全考虑， 也是提升其影响力的需

要。 围绕 2016年美国大选而出现的“孤立主义”

倾向曾让韩国极为担心，朴槿惠政府希望借助美

国将最先进武器部署在韩国来巩固美韩同盟。

二、美日和美韩同盟继续发展的逻辑

联盟维护主要取决于共同利益与联盟管理。

国家利益则是当代国家之间发展关系的根本动

因輥輶訛，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能否延续首先要看其

是否符合各自国家利益。 对美国而言，半个多世

界以来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尽管保护了日

韩两国利益，但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考虑始终

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主要服务于大国竞争需要，

旨在借此继续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继续强调同盟关系的

重要性。 2010 年奥巴马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

略报告中特别指出，“美国、地区及全球安全的基

础仍建立在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上” 輥輷訛。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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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防务评估中将 “联盟体系”

与“美国实力优势”和“美军人力资本与尖端技

术”并列为美国可依靠的三大优势輦輮訛。 2017 年特

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和

西欧盟友以及与日本和韩国盟友使得美国更有

竞争力輦輯訛。 2021年，拜登在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次

赴国务院演讲时指出，“盟友是美国最伟大的资

产”，他还专门提到日本和韩国的重要性輦輰訛。

美国之所以如此重视盟友，主要看重其有利

于通过军事投射能力应对所谓“地缘战略威胁”、

维护全球领导地位。美国 1991年正式提出“世界

大国，全球投射”的口号輦輱訛，首次正式指出“全球投

射能力” 对于美国担当世界领导地位的关键价

值。 2012 年美国政府报告指出，“军事基地是投

射军事力量的重要手段，旨在增强军事基地使用

国的遏制能力”，“一国硬权力在空间上的分布情

况（军事力量部署在国内与国外）至关重要，海外

军事基地能够有效提升一国军事硬权力，使其力

量出现倍增效应”輦輲訛。

面对近年来实力对比上出现的“东升西降”，

美国愈加强调全球领导地位 。 特朗普政府在

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经过我的努

力， 美国重新领导世界”，“如果美国不领导这个

世界，那么其他对我们不利的国家就会填补这个

空间，危害美国利益”。 輦輳訛2021 年 2 月，拜登在国

务院演讲时指出，“美国要迅速恢复在世界上的

领导地位”輦輴訛。 同年 3 月，拜登在出台的《国家安

全战略临时指南》中指出，“美国要领导这个世界

并非为了自我感觉良好， 而是为了维护美国利

益”輦輵訛。 未来决定美国是否继续和日本、韩国发展

联盟关系的关键，要看美国是否认为该地区存在

与其竞争全球领导地位的对手。

当前美国政府继续视中俄两国为最重要的

战略竞争对手。 2021年 2月，拜登用大量篇幅论

述俄罗斯与中国的所谓“危险性”，并将中国称为

“最严重竞争对手”。 輦輶訛2021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

发布的广受瞩目的报告《长电报：美国新的对华

战略》指出，“中国的军事规模、经济规模、价值观

等，已影响到了美国利益的每个层面，而且这个

影响是当时的苏联难以比拟的”，“未来 20 年美

国最重要对手是中国”。 輦輷訛

在如何应对中俄的所谓“威胁”上，美国有不

少高官认为“中俄采取的是迅速占领同时‘反（美

国）介入’的‘既成事实战略’，考虑到全面战争并

非中俄愿望，因此美国军事安全定位是‘维持现

状、同时能迅速打赢一场局部战争’，争取时间至

关重要”，“因此，保持与盟友关系至关重要，尤其

是东亚盟友”。 輧輮訛2021 年 1 月美国大西洋理事会

发布的报告也指出，“盟友在美国对华战略上不

是可有可无的资产， 而是至关重要”，“美国重视

盟友并非因为喜欢它，而是需要它”。 輧輯訛

冷战期间，美国驻扎在日本佐世保、横须贺

及厚木的海军和空军部队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付

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并威慑朝鲜。当前，太平洋舰

队实力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完整地被俄罗斯继承

下来，因而俄罗斯仍是美国驻日海空军部队的主

要遏制目标。

日本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主要驻扎着美国

海外侦察机部队，这是他们对中国进行情报搜集

的重要支点，驻有空军第 82 侦察机中队、第 353

特种作战大队， 以及第 390情报中队和第 18联

队情报分队。 2001 年 4 月 1 日中美南海撞机事

件中的美军侦察机 EP-3就来自于这里。 冲绳基

地从地理上看是美国最接近于中国的军事基地，

处于对华军事部署的最前沿。日本佐世保基地位

于九州岛西北岸，是日本第二大军港，属于日本

距离我国最近的大型海军基地。

关于美韩同盟，驻韩美军司令艾伯拉姆斯于

2019年 2月 12日更直接指出，“（美韩同盟）除对

朝鲜形成充分威慑外，还将阻挡中国影响力”輧輰訛。

自 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以来， 美国最关心

的问题之一就是其军事同盟走向。 “对于和朝鲜

商谈停战协定转变为和平机制，美国最为担心的

是此举会影响到在韩国驻军。 ”輧輱訛既然美韩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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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威慑所谓“朝鲜威胁”，那么，随着半岛问

题和平解决和朝鲜“威胁”逐渐消失，美国为何还

担心同盟受到影响呢？原因就在于它从来不仅仅

是为了应对所谓朝鲜“威胁”。 由此可见，尽管近

年来美国国内出现了一定的“孤立主义”的倾向，

但主流观点认为应加强海外驻军以应对所谓“中

国挑战”輧輲訛。

韩国和日本同样存在与美国延续军事同盟

的强大动力。 对韩国而言，既是出于在半岛仍处

于分裂和对峙情况下保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同时

也希冀借此提升其在地区与全球层面的战略地

位。韩国总统金大中曾明确表示：“对列强环绕的

朝鲜半岛来说，驻韩美军是为维护国家防御必要

的选择，即使统一后，韩国仍需美军驻守。 ”輧輳訛文

在寅政府上任不到两个月就开始访美，创造了韩

国总统就职后最快访美记录。他在访美期间表示

“没有美军就没有我”輧輴訛，明确发出巩固美韩同盟

的信号。 日本对于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也高度重

视。 2016年 11月 17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仅

一周，日本时任首相安倍就赴美国拜访，成为首

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来拜访的外国领导

人。 2020 年 11 月 9 日，拜登在“争议声”中当选

为美国总统， 日本首相菅义伟 11 月 12 日就致

电对其祝贺。 2021 年 4 月 15-18 日，菅义伟访问

美国， 这是拜登上任后首位面对面会见的外国

领导人。 日本除“追随强者”战略文化外，也甚为

重视地缘政治。 日本视中国为“最大安全威胁”
輧輵訛， 一方面希望通过与美国同盟关系 “平衡”中

国，这在 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表现

得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希望提升战略地位，其在

近年来所力推的区域合作构想如“印太”战略等

， 以及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都

得到了美国明确支持。

从联盟管理角度看，“根据联盟成员间协调

方式差异，可分为利益协调式管理、制度规则式

管理和霸权主导式管理” 輧輶訛。 “如何管理亚太联

盟，美国大体采用了强制、利益交换和权威三种

方式。 ” 輧輷訛美国是在当年日本与韩国一片废墟的

基础上对其改造后与其建立同盟关系的，有条件

有能力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影响塑造两国，“如

果有必要， 美国会毫不犹豫采取主导方式” 輨輮訛。

2009 年日本鸠山由纪夫政府按照民众呼声要求

美国研究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美国对此则非常

强硬， 时任国防部长盖茨亲自访日进行施压，最

终鸠山政府只得接受美军继续留在冲绳县的立

场，并在内外重压下下台。 这件事对日本政府起

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此后无论是民主党政

府的菅直人、野田佳彦，还是自民党的安倍执政，

在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都不敢再提出有悖于

美国的立场”輨輯訛。

文在寅 2017年 5月当选韩国总统后希望采

取对朝柔和政策，将经济和安全分开推进，但在

面对当时特朗普政府对朝“极限施压”政策以及

“朝鲜先弃核再考虑解除制裁” 政策时却遭受巨

大牵制。 2020 年 1 月 14 日，文在寅举行记者会

谈及将开放韩国散客访朝旅游探亲的构想，1 月

16日美国驻韩大使就公开表示该构想可能引发

打破对朝制裁的误会輨輰訛， 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在

美国的压力下，文在寅政府在对朝政策上无任何

实质性进展。 正因为如此，2019年以来朝鲜明确

表示不再与韩国对话；2020 年 6 月 16 日， 朝鲜

炸毁朝韩共同联络办事处。

综上可见，从联盟管理角度看，美国手段多，

必要时会直接采取施压主导方式迫使日韩不脱

离其战略轨道。无论从共同利益视角还是从联盟

管理角度看，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都将继续维持

下去。 同时，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面临越来

越大的压力，如何基于共同利益视角找到符合各

方利益的政策方向呢？

三、“弱军事化”符合各方利益

所谓“弱军事化”，是指以驻军数量和武器

部署为标志， 驻军人数较少， 武器部署水平较

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强军事化”，即有较大规模

的军队进驻和较高规模的武器部署。 美日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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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韩同盟“弱军事化”，意指美国在日本和韩

国的驻军人数应逐渐减少， 美国武器部署水平

应越来越低， 最终只有少量美军存在和较低水

平美国武器部署。

美国当前明确界定同盟关系的有 55 个輨輱訛。

2020 年数据显示，美国有 16 万军人被派往国外

军事基地驻扎輨輲訛， 其中超万人以上的有日本

（53732）、德国 （33959）、韩国 （26416）、意大利

（12249）， 美国在日本和韩国驻军总数占到美国

国外驻军总数的 48%輨輳訛。 从对外军售情况看 ，

2017-2019年韩国和日本购买美国武器分别达到

20.21 亿美元和 18.52 亿美元， 在购买美国武器

的国家排名中分别占到第 3位和第 5位。前 5位

还包括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輨輴訛。 沙特和

阿联酋军力薄弱 ， 美国在澳大利亚驻军只有

1085 人， 这些国家购买美国大量军事武器似乎

理由充分輨輵訛。 意大利和德国同期购买美国武器金

额仅为 7.9 亿美元和 0.18 亿美元， 分别占到第

13位和第 61位輨輶訛。 美国盟国中只有韩日两国既

驻扎大量美军，又购买大量美国武器，典型反应

出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的“强军事化”程度，同时

也表明在美国盟友中绝大多数是政治盟友，实际

驻军人数不多和武器部署水平不高，符合“弱军

事化”特点。 本文不拟就“弱军事化”概念与标准

精确界定，只从态势上指出从符合本地区包括美

日韩在内的各国共同利益看，美国与日本和韩国

的同盟关系应越来越向政治化方向发展，越来越

弱化军事色彩。

其一，美国在该地区的较强军事存在是中美

“信任赤字”主要根源之一，“弱军事化”则有利于

中美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经过特朗普政府四年

执政，中美“信任赤字”有增无减，不仅政府高呼

中国为威胁，战略界也高度质疑中国意图，认为

快速发展的中国正在“取代”美国輨輷訛。 美国对华战

略打压使得中国战略界不得不将其视为中华民

族复兴的最大障碍。导致中美信任赤字有增无减

的因素很多，这里笔者认为美国介入中国周边是

最主要根源之一。

崛起国周边地区是崛起国实现崛起最为关

注的地带輩輮訛，崛起国判断霸权国意图往往以其在

崛起国周边的行为为依据， 对中国而言尤其如

此。 中国周边有 2.2 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和 1.8

万多公里的海界，陆海边界上与某些国家还存有

领土纠纷，“周边形势错综复杂”輩輯訛。 其中，东北亚

地区是涉及中国诸多核心战略利益的关键周边

次区域，不仅大国林立和热点问题集中，而且毗

邻中国政治、经济以及人口中心。 美国在该地区

的大量军事存在， 并不时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使中国不得不高度怀疑美国对华意图。当前中美

关系已进入“临界点”，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符合

两国利益，为此从美国角度就需弱化在该地区的

军事存在。

其二，“弱军事化”有利于美国通过对话解决

朝鲜半岛问题。 面对 2016年以来朝鲜核导迅速

发展，特别是理论上已具备对美国本土核打击能

力， 再加上美国根深蒂固不信任朝鲜政权輩輰訛，美

国迫切希望尽快遏制住朝鲜核导发展步伐，为此

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甚至三次面见朝鲜领导人

金正恩，朝鲜同期也释放出了对话解决的一定诚

意輩輱訛。 拜登政府上台后， 虽然还未明确公布对朝

政策，但他多次强调“外交手段解决地区问题”的重

要性，将“外交”视为解决安全问题的第一选择輩輲訛。

要想通过外交对话实现朝鲜弃核，朝美就需建立

基本信任，美国在韩国大量驻军和部署大量先进

武器，以及与之频繁举行的联合军演，是造成朝

美信任赤字高居不下的主要根源輩輳訛。

2018 年以来在朝鲜将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

建设并停止核武器和洲际导弹试验的背景下，美

韩强化军事同盟的行为只会固化朝鲜的“美国敌

意”认知和强化“拥核”心理。考虑到所谓“受骗心

理”和迷信制裁效果，拜登政府近期预计不想减

缓对朝制裁。 这种背景下，暂停联合军演和停止

向韩国输入先进武器， 有助于美国维持对话局

面，推动朝鲜弃核。 2018年以来美朝对话取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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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恰恰得益于美韩同盟弱化了军事色彩等。美韩

弱化军事化的行为也有利于提升中美与俄美的

信任关系，有助于推进半岛问题解决上所急需的

国际合作輩輴訛。 由此可见，美韩同盟“弱军事化”既

有利于推进朝美实质性对话，又有利于推动大国

合作，是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前提条件。

其三、“弱军事化”有利于日韩两国提升与中

国的关系。日韩两国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视为最

重要外交关系的同时，随着中国实力增强，两国

均希望提升对华关系。 在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

如何处理对美同盟与对华关系的张力成为日韩

两国外交的难题。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中

国并非完全反对。 2012 年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帕

内塔在中国访问时明确指出：“在这里和中国领

导人的会谈使我深受鼓舞，他们明确表示美国在

亚太地区存在对他们不是威胁，反而有利于该地

区的繁荣与安全。 ”輩輵訛日本和韩国作为主权独立

的国家选择与美国结盟， 中国当然无权干涉，但

中国坚决反对日韩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针对中国，

“‘萨德’入韩”之所以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制约中

韩关系发展的最大负面因素， 根本原因就在于

此輩輶訛。 如果日韩两国希望提升与中国的关系，那

就需要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上逐步“弱军事化”，

降低中国顾虑。

其四，“弱军事化”能缓解美国对日本和韩国

“控制”与“反控制”的张力。近些年美国在自身经

济优势下降情况下希望日本在军事上“正常化”，

以此分担美国军事成本。 但“日本军事‘正常化’

会不可避免地推动其政治‘正常化’，这在提高

日本利用价值同时也会增大美国管理成本” 輩輷訛。

美韩同盟同样存在张力。长期以来，美国借助半

岛局势适度紧张强化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与控

制韩国的做法越来越引发韩国不满。因此，韩国

在半岛事务上一方面希望借助美国影响力，另

一方面则又担心美国介入过深 。 “尤其是自

1988 年韩国总统卢泰愚提出 ‘朝鲜半岛问题当

事方解决原则’后，此后历届韩国政府均致力于

这一目标。 ”輪輮訛2017 年以来，韩国积极与美国协

商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并逐步在收回美军驻

韩国军事基地， 这与美国控制韩国与主导半岛

问题解决步伐相悖。

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发展始终处于变化之

中，基本态势是由美国单方面主导向日本和韩国

更多自主性方向发展，这主要由于日本和韩国实

力增强，对美国全球利益贡献增大，两国“反制”

美国的能力提升。 因此，尽管较长一段时间仍难

以改变“美主日仆”“美主韩仆”的本质性特点，但

日韩两国要求同盟关系更趋平等的呼声在增大，

美国联盟管理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解决出路则在

于“弱军事化”，增强政治色彩的协调性。

四、中国应积极推动“弱军事化”实现

尽管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走向 “弱军事化”

既符合包括美日韩在内的地区各国利益，也符合

该地区正在变化的实力格局趋势，但从当前现实

看，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军事化色彩则在增强

而非弱化。 这表明，实现美日和美韩同盟关系的

“弱军事化”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作为利益攸关国

的中国也应积极推动。

其一， 在朝鲜半岛问题解决上应更积极主

动，夯实美韩同盟与美日同盟“弱军事化”的基

础。应对所谓来自朝鲜的“威胁”一直是美韩同盟

和美日同盟加强军事化的借口。 2018 年以来朝

鲜半岛局势大幅缓和， 但 2019年以来不仅实质

性问题难以解决， 而且朝美分歧有加大趋势輪輯訛，

当前半岛局势发展处于关键期。如果半岛问题迟

迟得不到解决，甚至局势再度紧张，美国必然会

以此为借口强化与韩国和日本同盟的军事化色

彩。反之，如果半岛问题得到解决，不仅美日和美

韩同盟强化军事化的理由站不住脚，而且日韩两

国追求独立的情绪也会增大。半岛问题解决也符

合中国利益。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不希望看到

核扩散。 考虑到该地区领土、历史问题以及权力

平衡因素等，朝鲜半岛不能实现无核化几乎肯定

会刺激韩国和日本等国也发展核武器。 同时，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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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半岛问题解决后可以使中国在该方向大大减

轻安全压力，能推进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等在内

的国际合作。

目前朝美分歧主要在于“谁先迈出第一步”，

解决出路在于继续推进美朝直接对话背景下引

入国际合作， 这不仅可以弥补美朝信任缺失，而

且由于半岛问题属于地区问题， 也需要国际合

作。 当前主要是韩国在斡旋，但仅靠其斡旋效果

有限。 同时，解决半岛问题是中国在地区与国际

社会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契机。在当前半岛局

势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方案也不

应缺席。由此可见，围绕半岛问题的国际合作，中

国“责无旁贷”輪輰訛。 中国应扭转观念，转“审视”为

“积极介入”，同时以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机制

构建并行推进的“双轨制”方案为基础，积极推进

国际合作实现，为此可考虑建立中美朝韩四方会

谈和中美朝韩俄日六方会谈两个工作组分别承

担上述目标， 前者聚焦于半岛和平机制构建，后

者聚焦于半岛无核化。因此将来应同时推进三个

对话：朝美对话、四方会谈、六方会谈。

其二，促进中日和中韩关系发展，让日韩两

国在推动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弱军事化”上无后

顾之忧。 随着中国实力增强，日韩两国对中国发

展意图还存在较大顾虑，这是两国强化与美国军

事同盟的主要原因。当前中韩关系与中日关系都

处于发展关键期。中日韩三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上的守望相助， 展示了地区合作的巨大潜力。

为了推动中日和中韩关系发展，既要继续推动政

府间合作，也要推动青年、智库、媒体等民间合

作；既要夯实已有的合作对话渠道，也应适时推

动新的对话渠道，2020 年 11 月中国外交部长王

毅访问韩国时两国达成外长和防长同时参加的

“2+2”对话机制就是一个很好的进展，中日之间

也应适时推动建立类似对话机制；既要推动双边

合作，也要将中日韩三边合作稳定化，避免受特

定事件干扰。 与此同时，还应适时推动“中日美”

和“中韩美”三边对话，实现中国与日韩两国及其

盟友的对接。

其三，处理好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为此可尝

试在东北亚地区推动构建“中美双领导体制”輪輱訛。 美

国推动强化与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同盟的主要动

力在于大国竞争需要，近年来明显表现为与中国

的竞争，这样如何处理中美在该地区的领导权问

题就成为能否推动实现美日与美韩同盟“弱军事

化”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一方面，随着中国实力

增长以及考虑到距离对力量的投放影响等， 中美

在东北亚地区的实力对比呈现越来越均衡态势輪輲訛。

另一方面，从中美意愿看，美国维持了半个多世

纪的领导权不可能拱手相让给中国，中国想在该

地区发挥更大作用难以撇开美国。对于该地区其

他国家来说，如果中美在相关安全问题上不合作

提供公共产品，该地区几乎所有安全问题均难以

解决。 由此可见，尽管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推动

构建“中美双领导体制”听起来比较理想化，但从

趋势看，美国让渡部分领导权从而和中国分享也

是大势所趋。 为此，中国应继续将工作重心放到

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上，进一步提升综合实

力；应通过区域合作和积极主动解决相关热点问

题等，加强该地区融合发展；持之以恒地通过多

层面沟通与机制化建设推进与美国合作的机制

建设；先易后难，以朝核问题解决为中美合作的

试金石，并逐步延伸到其他领域等輪輳訛。

五、结语

东北亚地区不仅是中国周边次区域中最具

战略意义的区域，而且也是影响国际格局走向最

为显著的地区。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与日本和韩

国的军事同盟左右着该地区安全局势走向，并深

刻影响着该地区区域合作。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

军事同盟的建立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

性是服务于大国竞争，偶然性是与当时时代背景

分不开。 当前中美竞争已处于临界点，两国均应

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同时，二战结束

已七十多年，国际环境与东北亚地区环境均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当年羸弱的中国、日本、

22



第 5 期

韩国等实现了经济腾飞与国家重建巨大成功，而

且中日和中韩关系由冷战对峙实现了大发展，俄

日与俄韩关系也具有类似特点，朝鲜正在进行国

家战略目标的重构。 这种背景下，美国与日本和

韩国的同盟关系如果不顺应趋势，由“强军事化”

向“弱军事化”进行调整，将有悖于包括美国在内

的各方利益。

注释：

①David Vine, “Where in the World Is the U.S. Military?”,

July / August 2015, https: // www . politico . com / magazine/

story/2015/06/us-mili tary-bases-around-the-world-119321.

② JESSE JOHNSON, Trump adviser Steve Bannon ope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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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Japan and US-ROK Alliance: The Logic and the Direction of
De-militarization

WANG Junshe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The building process of US-Japan and US-ROK alliance both improved by causal factors and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in

which the need of the US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plays a decisive role. Today US treats China and Russia as strategic rivals,

and Japan and ROK also have momentum to keep the alliance stable, so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Japan and ROK will

continue. Meanwhile,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Japan and ROK also is facing stressed. It will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Thucydides Trap between China and US. It is detrimental for Korea peninsular problem resolved through dialogue which US also

prefer for. It will impede Japan and ROK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 with China. Even more and more tension will happen in the

alliance system. The de-militarization is the arrangement conducive to every party in this region including US. By doing this,

China should actively to involve and push for the solve of the Korea Peninsular problems;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relations

with Japan and South Korea. Meanwhile, China should deal with the Sino-US relations well, in which dual leadership can be

promoted.
Key words: Northeast Asia; US-Japan military alliance; US-ROK military alliance; de-militarization; common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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