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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频出手

近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异常活跃。除
了确定将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之外，美
国也在增强自己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在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美国正在将
60%的海上力量向太平洋地区转移。

俄罗斯卫星网8月4日援引美国太平
洋司令部消息称，美国防部十年来首次
向太平洋地区派出一支 B-1“枪骑兵”
战略轰炸机中队。飞机将于8月6日抵达
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并取代
B-52 轰炸机。美方还将向基地派出约
300名空军官兵维护飞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称，
飞机将从关岛基地起飞在南海和朝鲜半
岛地区进行巡逻。CNN评论说，美国想
借机告诉中国，尽管北京在该地区有领
土诉求，但美国意在保障国际水域和空
域的“飞行和航行自由”。

此外，据美国 《星条旗报》 网站 7
月 29日报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题
为“亚太再平衡 2025：军事力量、存在
与合作伙伴”的报告中建议，美国应该
向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增派一艘航空母
舰。报告指出，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和
空军、海军以及导弹部队的壮大，使得
美国海军增强在该地区存在——尤其是
航母战斗群越来越有必要，并建议美国
海军在2019年做出这一决定。

在亚太地区，美国频繁刷存在感。
7 月 16 日至 20 日，美国副总统拜登

拜访了澳大利亚。“美澳要建‘太平洋统

一战线’”，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以此
为题报道称，拜登强调了美国在太平洋
地区的存在，称美澳是维护区域稳定的
重要力量，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日
本、韩国等国家得以发展。拜登表示，
美澳两国计划加强联合训练，为太平洋
地区出现挑战做好“万全准备”。

渲染“中国威胁”

美国不忘造势。
《简氏防务周刊》报道称，根据美国海

军分析中心最新报告，中国大陆将在未来
4年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大陆海军
舰艇总数将高达 270艘以上。届时美国海
军的舰艇总数将下降至 260艘左右，中国
作战舰艇数将超越美国。军事专家、解放
军少将尹卓就此表示，此份报告有意“捧
杀”中国，渲染“中国威胁论”。

“美国人所谓世界最庞大的海军，只
是数量最多。从技术力量来看，中国要
超过美国还需要很多年。但是美国就是
要渲染‘中国威胁’，其目的是遏制中
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方秀
玉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美国要做世界第
一，谁超越都不行。”

分析指出，近来，美国加快了构建
由其主导的亚太军事新秩序的步伐。这
种新秩序的特点已经比较清晰：一是美
国力主成为主导者；二是以日本、菲律
宾等国为马前卒，替美国“摆平”不利
因素；三是适时利用越南、印度等国之
力加快推进速度；四是约束俄罗斯、中
国，但也与之保持适当关系。

“近几年，美国国内对华政策一直有
两种声音：以拉为主和以压为主。从

‘萨德’入韩来看，美国国内对华强硬一
派的声音显著增强了。”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任卫东接受本报采访
时说。

自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以来，美
国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卖力渲染和其
在亚太的频频动作让该地区热点频出。
东海、南海、朝鲜半岛……不安定因素
明显增加。

随着“萨德”入韩的宣布，“新冷
战”魅影开始徘徊在东北亚上空。有专
家直白地指出，“新冷战”是与美国实施

“亚太再平衡”战略相伴而生的，后者为
因，前者为果。在“新冷战”时期，美
国将大力强化美日韩同盟体系，并使之
成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最为重要的
一环。以美日韩同盟体系为轴心的美国

“亚太再平衡”战略力量的形成，标志着
“新冷战”在东北亚美方阵营已经构成。

“TPP之死”

经过 5 年多的谈判，去年 10 月，美
国、日本等 12个国家就 TPP协定达成一
致。TPP 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
站8月4日发表文章称，奥巴马会见新加
坡总理李显龙时解释道：TPP 将巩固美
国在环太平洋经济圈和国际事务的领导
地位，是美国重返亚洲外交政策的经济
保障协议，也是对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
中国的重要平衡力量。

但是，如今，TPP 面临死亡的命运。
《金融时报》专栏文章指出，两党候选人均
已表示反对 TPP。这意味着，这两个人无
论谁入主白宫，都相当于承诺了要终止
TPP。

《纽约时报》也指出，反对经济全球
化，让工作机会回归美国，成了大选期
间选民的主流声音。国会两党领袖也都
表态，今年参众两院不审议 TPP。经济
学界有人形容，TPP 现在的状况，有如

“钉子钉入棺木”。
《金融时报》专栏文章称，奥巴马和

希拉里当初是把 TPP 作为美国“重返亚
太”战略的经济支柱来兜售的。而如
今，TPP 就要死了，这将对美国的全球
领导力造成巨大打击。

携全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之威，
美国在亚太煽风点火，搅得地区不安。
而反观美国国内，民众开始越来越不满。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公共事务研究
中心 8 月 1 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
85%受访人认为，国家比过去更深陷政治
分裂；80%认为，美国人在最重要的价值
观上意见大为分歧；超过半数人认为，
美国的好日子已是过去时。而今年喧闹
的美国大选似乎更加剧了这种状况。美
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历史学者罗伯逊认
为，美国情况不妙，几乎无法预见未
来，现在国家的分裂状况甚至和 19世纪
中期美国爆发南北战争前差不多。

大声喊着“重返亚太”、矛头直指中
国的美国或许该反思一下了：是时候抛
弃零和思维，调整心态，重新认识这个
世界了。

今年 1 月，美国著名中国
历史学家宋怡明教授接替欧
立德教授成为哈佛大学费正
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新主任。宋
怡明以研究族谱和地方史见
长，主要著作有《实践亲缘关
系：明清家族组织研究》、《冷
战岛屿：金门前线》等。

宋怡明说：“我很小的时
候，母亲给了我一本儿童读
物，里面极其生动有趣地讲
述了一只小鸭子在长江游泳
的故事，时隔多年我依然清
楚记得其中的段落，那是中
国留给我的初始印象。”

于是，进入大学的他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国际关系和
中文作为自己的选修课程，
并在毕业后取得了“罗德奖
学金”，前往牛津继续攻读博
士，选择了“中国学”作为
自己的研究方向。

“在牛津读博期间，我的
导师科大卫教授鼓励我到中
国来，投入田野调查，并且
引导我接触到华南学派，也
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人类学
派。我能在哈佛任教，原因
之一就是大家把我看做是华
南学派的宣传者。将华南学
派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介
绍给美国的历史学界是我的
责任。”宋怡明说。

随后，为了进一步解释
清楚现代中国的很多问题，
宋怡明又选择了明史作为重点研究的方向。他表
示，中国研究已经在各个学科呈现“普及化”，也就
是说中国学已不仅仅限于“中国问题专家”。但是，
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语言的了解，可以帮助学者更
进一步的理解中国，也就是说传统的汉学还有它的
价值。这也正是费正清中心的宗旨。

“我现在有个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在界定一个
理论是否能被称之为大‘理论’时，一定要看该理
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情况，不然不能算是解释人类
行为的理论。其次，将中国作为个案，来发展新的
理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作为新任的费正清中心主任，宋怡明也担负着哈
佛大学中国研究“领头人”的重要角色。对于自己的这
份重担，他表示，费正清中心将更深入地发展数字人
文科学，利用大数据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同时更加
积极地引导公众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将中心的研究
贡献给公众以供参考。另外，费正清中心也将开展一
个名为“世界上的中国”研究项目，重点会研究中国与
非洲、中国与印度以及美国的华侨。

“从国际关系和历史状况来看，中国崛起是世界
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他对中国的未来发展
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我认为中国经济既不会崩溃，又
根本不会给世界造成威胁，因为无论是从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还是从中国现实来判断，都可以得出这样
的结论。我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走对
了，但是说到将来，我认为中国仍然需要不断地开放、
不断地推进改革、不断地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
临的难题，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中国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

1人
巴基斯坦内政部6日发表声明说，巴政府当天在伊斯兰堡逮

捕了一名非法入境的美国人。这名美国人曾于2011年被巴政府
驱逐出境，并被列入入境“黑名单”。

21名
阿富汗内政部7日发表声明说，阿军方在过去的一天中共击

毙21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另有13名武装分子受
伤，数个“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藏匿点被摧毁。

1名
联合国7日说，联合国驻马里维和部队当天在该国北部遭

袭，导致1名乍得籍维和人员死亡、4名维和人员受伤。联合国
秘书长潘基文当天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这起袭击。

97例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5日就沙门氏菌疫情发出警示公

告说，自6月份以来，澳大利亚境内沙门氏菌感染病例多达97
例。经过对送检食品的化验，澳新食品标准局确认，澳大利亚
北领地种植的红土甜瓜携带沙门氏菌。

14名
印度警方5日说，一伙武装分子当天在东北部阿萨姆邦科格

拉恰尔地区一个市场内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平民丧生，20
多人受伤。目前，受伤人员已在附近医院接受治疗，仍有4名袭
击者在逃。

（均据新华社电）

重返亚太重返亚太，，美国扮演美国扮演““破坏者破坏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红红

★环球热点★环球热点

自喊出“重返亚太”的口号以来，美国一直

坚持执行这一战略。在美国有意无意的挑拨下，

某些国家甘当“马前卒”，导致东海、南海、朝

鲜半岛热点频出，严重危害地区稳定。如今，作

为该战略经济支柱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面临“死亡”危机，美国国内民众对现状与

前途都表现出极为不满，忙着“搅乱”亚太的美

国或许该反思自身了。
美国空军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机群战略轰炸机机群。。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费
正
清
中
心
新
主
任
宋
怡
明
认
为
—
—

思思
考
中
国
问
题
要
有
大
局
观

考
中
国
问
题
要
有
大
局
观

张

梅

8 月 5 日，在英国爱丁堡，参加

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的中国小演员在

街头表演。爱丁堡夏季艺术节中的

3 个重头戏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爱

丁堡边缘艺术节和爱丁堡军乐节 5

日开幕。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和爱丁

堡边缘艺术节将于 8 月 29 日闭幕，

爱丁堡军乐节将于 8 月 27 日结束。

新华社记者 郭春菊摄

爱丁堡艺术节开爱丁堡艺术节开幕幕
中中国国小演员献艺小演员献艺

俄伊阿三国峰会推动地区合作
郭维毅

土耳其大规模集会反对未遂政变

数

字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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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人们手举土耳其国旗参加集会。土耳
其主要政党7日在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上月发生的未
遂军事政变，表达团结一致应对危机的决心。 新华社/法新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于8月8
日访问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俄罗斯、伊朗和阿塞拜
疆三国领导人在巴库举行会谈。据悉，三方将就地
区政治热点、能源和交通领域的问题进行讨论。

能源与反恐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
示三国首脑峰会将有机会使得三方在应对经济危
机和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合作更为紧密。

能源领域的合作是三国峰会的重要议题。三国
领导人会谈后，专门听取了三国的能源部长的报
告。三国都是这一地区的产油大国，世界石油价格
的下跌使得三国都面临较为严重的经济问题。中国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许勤华认为：“三国合
作控制生产份额，保持全球能源市场供需平衡，稳
定石油价格，将成为此次峰会的关键议题。”

同时，反恐也是三方合作的重要领域。据塔
斯社报道，俄罗斯在峰会上提出打击国际恐怖主
义的信息共享。乌沙科夫说：“这一措施将有效打
击三国间的武器、人员和毒品的走私。”普京说：

“恐怖主义不应该存在双重标准，不能把恐怖分子
划分成‘好的’和‘坏的’。”中国社科院俄罗斯
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主任吴宏伟认为：“西

方不认可俄罗斯等国打击国内恐怖分子。俄罗斯
等国一直对此不满，认为不应该对恐怖分子做出
区分。”

互相需求

三国在能源领域相互需求，吴宏伟认为：“世
界能源价格处于较低位置，三国在维持国际能源
市场稳定方面有共同的需求。”伊朗和阿塞拜疆都
是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许勤华表
示：“在乌克兰目前无法保证能源运输安全的情况
下，阿塞拜疆作为重要的能源途径国，对于俄罗
斯的地位就不言而喻。”同时，伊朗正在谋求恢复
能源大国地位，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伊朗外长
此前曾表示伊朗希望与其他产油国合作，恢复市
场地位。许勤华认为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也有助
于俄罗斯在能源供应市场上增强话语权。

对于反恐合作，许勤华认为，“地区上连成一
片的三国有需求合作打击跨国恐怖主义。”然而，
她认为俄罗斯真正的需求并不仅在打击恐怖主
义。“俄罗斯在战略上受到更大的压制，因为北欧
国家近期开始向北约靠拢。”据日媒报道，北约峰
会日前决定将首次在波罗的海三国部署部队。许
勤华表示，“俄罗斯需要寻找议题加强国际合作，

突破外交上的包围和压力”。同时，刚刚走出国际
制裁的伊朗和面临领土争端的阿塞拜疆也都需要
俄罗斯的合作。

前景乐观

对于三方合作的前景，许勤华认为：“俄罗斯
会比较积极推动合作，三国合作有助于全球能源
市场和地区局势的稳定。”官方也纷纷对合作前景
表达了乐观。阿塞拜疆外交部表示，阿塞拜疆和
伊朗对双方在交通、能源和反恐等领域上的合作
感到满意。

同时，吴宏伟认为，三国在地区关键议题上
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比如在里海的大陆架划分的
问题上，俄罗斯、伊朗和阿塞拜疆都是里海沿岸
国。吴宏伟认为：“如果能够顺利解决划分问题，
可以合作开采里海丰富的能源，合作前景会比较
看好。”

除了能源与反恐，有分析指出，三国峰会也
将推动北方—南方国际运输走廊项目。俄罗斯、
伊朗和阿塞拜疆已经就这一项目进行了多年的准
备。乌沙科夫表示：“北方—南方国际运输走廊是
三方首脑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这一项目将极大
促进地区间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