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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缘政治学一直长于地缘战略研究，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相当多的地缘战略专著

和论文。 这为开展对地缘战略的本体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西方批判地缘政治学、流行地缘政治
学和反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就得益于对经典地缘战略理论批判后的重构。 本文探讨的是地缘战略的
一个一般的理论问题——
—地缘战略制定原则。 采用文本分析法，通过深入分析国内外有关地缘战
略的文本，本文归纳、总结出地缘战略制定的五条原则：即地缘战略要立足于国家所处的全球地缘
环境；地缘战略要能同时服务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利益；地缘战略需要有明确的时空取向；地缘
战略需要体现明确的主体间性和地缘战略的实施需要考虑地缘位势制约。 结合地缘战略文本，对
每条地缘战略制定原则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解读，并简要阐述了其内涵和核心要点。 依据此原则，并
结合对当前全球地缘环境、中国利益与冲突的空间界定、中国权力的辐射范围以及主要竞争对手
分析，提出了中国当前的地缘战略——
—周边论。 最后简要地讨论了实施此战略的五个相关问题。
关键词：地缘政治；地缘环境；地缘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周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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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原则指说话、行事所依据的准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不同学科、不同
领域都不同程度发展出了各自的原则。 这些原则的提出为学科知识的传播、继承、实践和发
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此启发，本论文将探讨地缘战略的一个一般的理论问题——
—地缘战
略制定原则，即以古典和现代的地缘战略理论为文本，采用文本分析法从地缘战略理论文本
的表层深入到深层，从而发现那些隐藏在理论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地缘战略制定原则，并据此
提出中国的国家地缘战略。
地缘政治学自创立以来，一直偏重地缘战略研究，先后诞生了国家有机体论、海权论、陆
权论、文明冲突论、大棋局等古典和现代的地缘战略[1-4]。 世界主要大国英国、美国、德国、法
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在不同时期都不同程度上提出过地缘战略[5-7]。 同时，国外许多
学者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探讨了有关地区未来走向、国家间关系、国家边界等问题[8-10]。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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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 伴随中国总体经济实力上升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地缘环境和地缘格局变化，
国内学者加强了新时期地缘政治研究，研究重点主要涉及国外地缘政治研究进展[11-12]、国别
地缘战略及其变化[13-14]、中国的地缘环境与地缘战略[15-18]。
纵观国内外地缘政治学发展， 地缘政治学在地缘战略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
成果。 这些成果使开展对地缘战略本体的研究成为可能，同时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西方地
缘政治学近期发展的思路就是以社会批判理论为指导，以经典地缘战略理论为文本，通过重
新解读文本而发展起批判地缘政治学[19]、流行地缘政治学和反地缘政治学[20-22]。 国内也有部
分学者以地缘战略理论为文本，专门集中研究了地缘战略本身的相关问题，如程广中指出其
研究的是地缘战略的一般理论问题， 即在对中外地缘战略实践史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归纳出
地缘战略的一般规律[23]。 胡志丁等则通过对四个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即国家有机体论、海权
论、陆权论和边缘地带论的历史分析，挖掘了隐含在四个经典地缘战略中的主体间性[24]。 但
是总体而言，对地缘战略本体的理论研究过少，特别是地缘战略是如何制定的，其中隐含着
哪些原则？这与当前国内外撰写的相当数量的地缘战略书籍和论文极不匹配，容易使人不得
要领。 笔者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为国家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提供理论和地缘战略支撑。

1

地缘战略制定原则

1.1 解读的文本与归纳总结思路
用于探讨地缘战略制定原则的文本主要包括国内外不同学者的有关地缘战略专著和论
文，由于涉及地缘战略相关论文数量巨大，在此不一一列出，部分论文见参考文献，涉及主要
中外著作见表 1。 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收录在王恩涌、王正毅、楼耀亮等人编著的《政治地
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中。 专著选择的标准是：一是要涵盖国外经典的地缘战略，如陆权
论、海权论、边缘地带论等；二是要涵盖不同时期不同大国的地缘战略，包括美国、俄国、日
表1

地缘战略制定原则的解读文本

Tab.1 The interpreted text of geopolitical strategy formulation principle
作者

著作名称

[英]哈·麦金德

历史的地理枢纽

[美]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和平地理学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美]索尔·科恩

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

[意]朱利奥·杜黑

制空权

[中]王恩涌、王正毅、楼耀亮，等

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

[中]丁力

地缘大战略：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其战略选择

[中]蒲宁

地缘战略与中国安全环境的塑造

[中]尼古拉·查强、沈伟烈、蒲宁

地缘战略与大国安全

[中]程广中

地缘战略论

[中]朱听昌

中国地缘战略地位的变迁

[中]徐博

冷战后俄罗斯亚太地缘战略

[中]卢兵彦

和平崛起 - 中国迈向世界大国的地缘战略

[中]程铭

日本的地缘政治思想与地缘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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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印度和中国。
对所列有关地缘战略专著和论文进行归纳总结的思路或步骤大致如下： 一是通读不同
时期经典地缘战略和大国各时期的地缘战略专著和论文； 二是对比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国家
的地缘战略， 分析隐藏在不同地缘战略中的共性和异性； 三是借鉴批判性论文或解读性论
文，从不同的视角，再次解读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地缘战略；四是归纳总结地缘战略制定原
则，并与各时期提出的地缘战略进行匹配分析，检验提出的地缘战略制定原则是否与地缘战
略相符。
1.2 制定原则
1.2.1 原则 1：地缘战略要立足于国家所处的全球地缘环境
此条原则也可以表述为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地缘环境分析。 地缘战略的全球视角最早
被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阐述出来，即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因而也就成为一
个完整的政治体系[1]。 然而，由于拉采尔、马汉、麦金德等经典地缘战略家为了突出其战略的
科学性和普适性， 达到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目标在其地缘环境分析中故意隐藏了以国家为中
心的视角。 麦金德对枢纽地区所做的地缘环境分析其实是分析英国在欧亚大陆所面临的俄
国的挑战与威胁，马汉、拉采尔则分别分析的是美国和德国当时所面临的地缘环境[25]。 地缘
战略的制定要对全球地缘环境进行分析几乎被所有研究地缘战略的学者达成共识， 但是以
国家为中心的视角则被忽视或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由此导致时有出现照搬经典地缘战略
理论或是借鉴西方学者对当今全球地缘环境的分析用于指导中国的地缘战略设计的案例。
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地缘环境分析必须要区分两种“全球地缘环境”：一种是能够对所
有国家地缘战略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的全球地缘环境，如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26]；另一种是
以国家为中心的，以全球视野所归纳总结的服务于特定国家的全球地缘环境，如斯皮克曼对
战后全球地缘环境所做的分析[27]。以上两种全球地缘环境对国家制定地缘战略都至关重要，
不可偏废。 特别是后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地缘环境如何分析，没有固定模式，但确是国
家制定其地缘战略的基石[28]，而地缘战略反过来又影响国家的安全环境[29]。根据对地缘战略
文本的挖掘分析，我们认为至少应该从两个视角和两个尺度进行分析，两个视角是指空间视
角和权力视角，从宏观尺度分析国家利益空间分布、国家间空间冲突、国家实力的变迁和国
家权力短板效应，从中观尺度分析国家国内外国情、国家实力地位和国家战略目标[25]。 由此
形成立足于国家、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特殊的全球地缘环境。
1.2.2 原则 2：地缘战略要能同时服务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利益
地缘战略的制定具有生存与安全的目标，但从来不是简单地为了争霸或称霸，同时也是
为了发展经济，只有在确保生存与安全时能够服务于经济，地缘战略才具有生命力。因为，人
口与财富是军事权力的原动力[41]，无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注定在地缘争夺中失去
竞争力。马汉为美国提出海权论就是为了通过发展海军确保美国海上贸易安全，保护海外殖
民统治，而麦金德为英国提出陆权论同样是为了英国在南亚的殖民统治，服务于经济利益。
但是，这一原则并没有获得共识，违背这一原则的国家往往要付出沉重代价。 纵观俄罗
斯历史，就是一部国家扩张史，其地缘战略制定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得暖港出海口就是与大国
对抗争霸。其结果要么是俄罗斯人的退缩，要么是俄罗斯国家的灾难[42]。德国在一战、二战中
制定的地缘战略过于强调服务于政治目标，而忽视经济利益，导致德国的两次大失败[11]。 美
国的“
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缺乏成效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战略目标过于政治化，好在日本、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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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宾、韩国承担了大部分美国海外驻军成本，直到奥巴马任期最后几年才突然意识到必须回
归经济，才大力推进 TPP。
1.2.3 原则 3：地缘战略需要有明确的时空取向
地缘战略需要有明确的时空取向是指地缘战略具有时效性和空间性， 这是由原则 1 国
家所处的全球地缘环境变化所致。 地缘战略的时效性是指在不同时期国家需要不同的地缘
战略，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一成不变的万能地缘战略。 1898 年马汉为美国提出的是海权论，
而到 1944 年斯皮克曼则为美国提出边缘地带论[30]，边缘地带理论在冷战中为美苏对抗发挥
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冷战后，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科恩等地缘战略家又分别为美国提出文明
冲突论[3]、大棋局[4]和多极世界模式[31]等地缘战略。另外，从尼古拉·查强、徐博和程铭撰写的
三部著作可以看出，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印度等强国的地缘战略都随着时间而发生改
变[26,32,33]。
空间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34]，空间传统是地理学的四大传统之一[35]，而空间分析则是政
治地理学的重要思维方式，在地缘政治学中得到了充分使用[36]。 麦金德作为一名地理学家，
最早将空间及空间分析应用于地缘战略中，首次将全球划分为枢纽地区、内新月形地区和外
新月形地区。随后，杜黑[37]、斯皮克曼、亨廷顿、科恩等地缘战略家继承和发展了空间思想。地
缘战略的空间取向主要体现在对特定空间争夺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空间分析。 麦金德的历
史地理枢纽分析的是英俄百年斗争以及由于俄国的扩张所导致英俄在欧亚大陆的争夺，马
汉、杜黑、斯皮克曼等都是如此。 地缘战略的空间性是由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国家利益所处的
地理位置决定的。
1.2.4 原则 4：地缘战略需要体现明确的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是 20 世纪西方哲学深刻反思主体性哲学的危机而
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概念。主体间性是指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间的交互关系，强调主体间具有
某种共同接受的东西，具有物质性、实践性、社会性和历史性[24]。地缘战略的主体间性主要是
指地缘战略理论预设了地缘体间空间争夺过程中的“自我”与“他者”，对地缘战略争夺的空
间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而地缘战略的成效亦取决于地缘体间对地缘战略实施内容的共识。
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提出的时间正好是德国人口迅速增长时期， 而欧洲其他国家人
口增长缓慢，其理论中的主体间性中“自我”与“他者”就是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38]。马汉的海
权论中的主体是美国与英国、麦金德的陆权论中的主体是英国与俄国，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
带论、科恩的多极世界模式、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则都是美国与欲控制欧洲大陆的强国。 地
缘战略中主体的明确以及地缘战略的空间取向， 极易导致主体间对地缘战略争夺空间的重
要性的共识。 英国欲长期控制南亚地区，而俄国欲通过扩张找到出海口，由此导致英俄在阿
富汗、东北亚地区的战争。同时，为了达到地缘战略实施效果或建立国家间的联盟，地缘战略
必须及时公开以便形成主体间共识。 冷战时期美国围堵战略以及新时期的重返亚太战略都
充分说明了这点，为了战略对手的应战美国几乎都是及时高调公布其地缘战略，而其实施效
果的差异最终也是由地缘战略的主体间性所致（具体分析见参考文献 38）。 中国所在全球地
缘战略地位的变迁也是由于地缘战略中的主体发生变化所致[39]。
1.2.5 原则 5：地缘战略的实施要考虑地缘位势制约
地缘位势是指国家权力在不同地区空间分布的大小[40]。 地缘战略由于具有明确的空间
取向，这也是由地缘战略的主体间性所致，由此导致地缘战略的实施受其地缘位势的影响。

5期

胡志丁

等：地缘战略制定原则与中国地缘战略

5

麦金德因为俄国的扩张对英国在南亚的殖民统治构成严重威胁， 进而为作为岛国的英国提
出陆权论。麦金德虽然为英国的战略指明了方向，甚至在日俄战争中英国选择帮助日本对抗
俄国，但是英国却明显感到力不从心。 因为英国的强项在海军，海军虽然加强了英国权力的
辐射范围，但是却无法有效对抗陆上强国。马汉正是看到了这点，才为美国提出了海权论，因
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是海权强大的英国。
二战快要结束时，斯皮克曼通过分析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参与战争的过程，正确地找出
了作为海洋霸主的权力短板，进而为美国提出了边缘地带论。 冷战时期，凯南继承了斯皮克
曼的理论，采用以围堵的方式，选择冷战而不是热战，最终拖垮了苏联。 在这期间，美国由于
忽视地缘位势的影响，派兵入境韩国作战，从而导致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科恩、布热津斯基
考虑到美国权力的有限性，分别为美国提出了多极世界模式和大棋局，进而将美国的权力集
中在主要的空间范围，但是仍然过于高估了美国的权力，由此导致美国多次重返亚太却效果
不明显。
1.3 各原则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与地缘战略推导
以上提出的地缘战略制定的五原则存在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形成一个整体。根据
以上原则顺序基本能够推断出国家的地缘战略。 原则 1 是基础层，原则 2 是目标层，原则 3、
4、5 则是制约层。
通过对国家所处的全球地缘环境进行分析， 基本能够确定国家所处的复杂国际网络体
系中等级、结构、位置以及国家的权力大小和利益空间分布。在此环境下，可以确定当前及未
来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目标，而国家制定的地缘战略必须要能同时服务于政治、军
事和经济目标。要实现国家的这些目标就必然要挑战相关国的利益，即使没有威胁到霸权国
的利益，霸权国也将感受到来自挑战国政治和军事层面的威胁。因此就决定了地缘战略中的
“
他者”和
“自我”。“他者”以及“他者”的特异性决定了地缘战略制定需要考虑主体间性。 同
时，受国家地缘位势所限，国家地缘战略并不需要兼顾全球所有国家的利益。
对于已经确定的地缘战略，可以采用反推验证，即对照地缘战略的制定原则逐一验证。
例如地缘战略所指的核心竞争国家是否正确，地缘战略能否有助于化解国家的主要矛盾，所
制定的地缘战略涉及空间范围是否符合国家的地缘位势，能否同时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军事
和经济利益等。

2

中国地缘战略——
—周边论

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除非一国可能获得明显的核优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全球
霸主。大国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地区霸主，并可能控制在陆地上与之毗邻或易于到达的
另一地区”[42]。尽管
“
霸主”的提法未必妥帖，但
“帝国总是有边界的”，且需为国家的长治久安
谋划，这是对所有国家当前地缘战略制定时的全球地缘环境的最好表述，同时也为当前国家
地缘战略指明了空间取向（原则 1）。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主要经济和实力中心加速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国际地缘格局正
在向
“两超多强”，甚至“
两极地缘格局”发展[43]。 2015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10 万亿美元
大关，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 2 倍，超过整个欧元区总和，是印度的 5 倍[44]。
2013 年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额超过与欧美贸易之和①。 如果以地区为单元划分中国与世界
① 资料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2013lh/2013-03/09/c_1149625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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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贸易额，亚洲一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最大的地区，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
额总量长期保持在 50%以上，欧洲与北美洲地区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在小幅下降（表 2）。
与此同时，亚洲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迅速增加，2015 年甚至超过 80%，而欧洲与北美洲
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正好相反，从 2000 年的 23.5%降到 2015 年的 5.46%。 当前中国与日
本在东海以及与菲律宾、越南在南海等地区仍然存在岛屿归属和海域划分争端，与印度边界
仍未划定，朝核危机、美在韩部署“萨德”、缅北冲突、台独、港独、新疆暴动等等，这些问题依
然困扰着中国，也是中国周边不稳定的地缘环境现状。 因此，中国周边地区既是中国经济利
益最集中的区域，同时又是国家间冲突、矛盾最为激烈之地（原则 1、2、3）。
表 2 中国同各地区对外经济贸易所占比重
Tab.2

（%）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different region(%)
进出口贸易额

时间

外商直接投资

进出口贸易额

外商直接投资

2000

2001

2000

2001

2005

2006

2005

2006

亚洲

57.7

56.5

62.7

63.2

56.8

55.7

59.2

55.6

非洲

2.23

2.12

0.71

0.70

2.79

3.15

1.77

1.93

欧洲

18.2

19.1

11.7

9.56

18.4

18.7

9.35

9.06

拉丁美洲

2.65

2.93

11.3

13.4

3.54

3.98

18.7

22.5

北美洲

17.2

17.2

11.8

10.8

16.2

16.2

6.18

5.85

进出口贸易额

外商直接投资

进出口贸易额

外商直接投资

时间

2010

2011

2010

2011

2014

2015

2014

2015

亚洲

52.7

52.2

73.3

77.1

52.8

52.9

82.5

82.4

非洲

4.27

4.56

1.21

1.41

5.15

4.52

0.85

0.46

欧洲

19.2

19.2

5.60

5.06

18.0

17.6

5.59

5.46

拉丁美洲

6.17

6.62

12.7

10.7

6.12

5.96

6.45

7.23

北美洲

14.2

13.5

3.79

3.08

14.1

15.5

2.73

2.40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得。

中国的人口规模、 经济总量与周边国家贸易额和军事实力被美国误认为对美国在亚洲
影响力构成了挑战。 美国欲防止中国“威胁”其全球利益，高调实施“重返亚太”、“亚太再平
衡”战略。 美国当前的地缘战略显然与米尔斯海默所阐述的全球地缘环境不符。 美国过于将
注意力和军事实力转向亚洲，而忽视权力的空间制约和经济基础，必将重蹈英国的覆辙。 但
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一方面加大力度促本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在韩部署“萨德”系
统，这将对中国的地缘战略目标的实现构成重大影响（原则 4）。
尽管中国海陆兼备，但“临海不滨洋”的海疆地缘环境特点使得中国军事实力长期偏重
陆军，而海军较弱，中国军事力量影响最为显著的地区就是中国周边。 最近几年中国加大了
对海军的投入，主要动因也在于中国走向世界的直接对手就是强大海权的美国。发展国家海
军确实有助于削弱美国的影响，但是在国防预算一定情况下，过于加大对海军投入将不符合
地缘战略服务于国家经济利益的目标，也不符合中国面对的复杂周边地缘环境现实。中国海
军发展的目标一是确保中国海运贸易安全， 二是确保在钓鱼岛之争以及统一台湾时发挥作
用，海军发展应以此为限[24]。
也正是因为美国为当前中国地缘战略制定中的竞争主体，其本土与中国远隔太平洋，而
美国强项在于海军。 从主体间性角度来看，考虑到中美在物质性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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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总量和海军实力，中国仍不适宜与美国爆发正面冲突，最好的处理方式仍然是韬光养晦，
以柔克刚。中国的经济利益在周边地区变的越来越多，而美国在中国的周边经济利益在相对
地持续下降。在中国周边爆发冲突只会影响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这与
地缘战略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则相违背。
结合地缘战略制定的五大原则以及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地缘战略就是周边论
（表 3）。 周边有两层含义：一是狭义的周边，是指与中国边界接壤的国家；二是广义的周边，
是指与中国距离较近的周边邻国，大致可以划分为东北亚地区的国家、东南亚地区的国家、
南亚地区国家和中亚地区的国家。 这些地区由于与中国距离较近，通过适度发展海军，配合
现有的空军、陆军，中国军事力量能够辐射和显著影响这些地区（原则 5）。 中国的地缘战略
的主攻方向或目标可以定为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和强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维
护中国国家安全和周边稳定（原则 2）。 为了达到削弱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影响，必须要从全局
设计，抓住核心国家、核心利益，淡化小矛盾、小纠纷。“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
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能够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贸
易联系，但是更多的是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增强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
响力。
随着世界经济和实力中心的转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将进一步扩大，这与 21 世纪
初中国贸易大部分集中在欧美地区形成鲜明对比。未来几年中国需要确实加强中日韩三国、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 - 中亚次区域等国家与地区间的经济合作，着力经营周边，营造和
表3
Tab.3

地
缘
战
略
构
成

中国地缘战略：周边论

China’s geopolitical strategy: Geo-periphery theory

战略目标

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和强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维护中国

战略类型

防御性战略

战略力量

适度发展海军，确保中国海上贸易安全和中国周边海上安全，继续发

国家长久安全和周边稳定

展经济，确保经济持续增长
战略制约

周边矛盾较多、经济发展放缓、海军较弱，中日、中俄、中印等国家间仍
在隔阂和矛盾

原则 1：地缘战略要立足

原
则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全球霸主。 大国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地区

于国家所处的全球地缘

霸主，并可能控制在陆地上与之毗邻或易于到达的另一地区。 中国当

环境

前经济总量全球排名第二，
“
二超多强”或
“两极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原则 2：地缘战略要同时

适度发展海军，同时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加快中国与周边单边或多

服务于国家政治、军事、

边经济合作，通过经济合作、经济发展化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矛

经济利益

盾与冲突

原则 3：地缘战略需要有

当前中国处于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关键时期。 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贸

明确的时空取向

易额已经超过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额，钓鱼岛之争、南海问题、
朝核危机、韩国部署萨德、台独、疆独、缅北冲突等等，因此中国主要经
济利益与矛盾集中在中国周边地区

原则 4：地缘战略需要体

主体为中国与美国，美国强于海军，中国强于陆军。 美国与中国远隔太

现明确的主体间性

平洋，破坏中国的周边安定环境就是影响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

原则 5：地缘战略的实施

中国周边是中国军事权力辐射最为集中和影响最为显著的地区

需考虑地缘位势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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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周边环境[45]。 2015 年国家出台《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
景与行动》，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
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
合作架构[46]。“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强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往来，能够促进中国地缘战
略目标实现，中国地缘战略需借助“
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一步加大中国企
业走出去战略，夯实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只有在发展中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密经济
贸易网络，做到互利互惠，美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联盟将不攻自破。但是，由于
“一带一路”倡
议提倡包容性的全球化，其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不固定或过于宏大，而且偏重经济领域，因此
不应该将“
一带一路”倡议看成当今中国的地缘战略。

3

结论与讨论
采用文本分析法，通过深入分析国内外有关地缘战略的专著与论文，本文将地缘战略的

制定原则归纳为五条：1）即地缘战略要立足于国家所处的全球地缘环境；2）地缘战略要同时
服务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利益；3）地缘战略需要有明确的时空取向；4）地缘战略需要体现
明确的主体间性；5）地缘战略的实施需要考虑地缘位势制约。依据此原则并通过对中国地缘
战略环境的分析，为中国提出当前地缘战略——
—周边论。 提出战略是一回事，而如何实施此
战略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周边面临着众多复杂难解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相互交织纠缠在
一起，必须在顶层设计明确的情况下才能统一力量，化解难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大国的关系。这些周边大国涉及日本、韩国、印度、俄罗
斯。发展与周边大国的经济往来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是有益的，但是如果通过经济合作的利
益被周边国家用于发展军事实力对抗中国就是有害的。当中国经济总量偏小时，为了发展经
济可以不考虑合作的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问题，但是现在应该是时候考虑此问题了。中美当
前经济合作的最大障碍其实就是美国考虑的是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 韩国、印度与俄
罗斯的经济总量偏小，当前与之的合作更应该是考虑相对收益，而日本则要谨慎合作，要转
向考虑绝对收益。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稳定中国与北美、欧洲的对外贸易。政治问题的导火索往往是经济问
题，自 2000 年以来，中国与欧洲的进出口贸易额基本保持了稳定，与北美洲之间的进出口贸
易额在下降，但是欧洲与北美洲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却出现了锐减。这将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产生不良影响。因此，要密切关注中国与北美、欧洲地区的对外贸易，千方百计稳定贸易额和
扩大相互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继续保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不偏离轨道。 当前一股强硬甚至以战
止战的声音正在中国形成，并且通过回顾历史得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需要经历战争。但
是，真正的阅读大国兴衰史，大国争霸的战争只是加速了帝国的衰落，而不是改变了衰落。经
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止，才是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只有保持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才是崛起的
唯一之道。地缘战略真正取到的作用应该是为国家发展找准问题，是统一、协调解决经济、军
事、政治等交织在一起的核心难题。 缺乏地缘战略，既是经济强大仍有可能导致国家灾难的
发生。中国地缘战略周边论一方面既可以强化中国与周边的政治、军事、经济联系，又能够削
弱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影响，具有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协调统一国内多行为主体的行为。 地缘战略的实施与目标实现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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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内所有相关行为主体，而不仅仅是国家和军队的事情。 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目标指导，
极易导致国内不同行为主体的行为相冲突。 如何协调统一多行为主体的行为成为摆在当前
最为棘手的问题。 抗战题材作品不断涌现且持续播放，其想要达到目标是什么？ 民众自发的
抵制韩货、日货，而国家层面与韩国、日本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两者是否矛盾？ 这些不同行
为主体只有在明确国家地缘战略的基础上，将其行为统领在国家地缘战略之下，才能避免相
互冲突。
第五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当前周边热点问题， 包括缅甸北部少数民族武装与政府军的冲
突以及朝核危机下的“萨德”系统部署。 我们认为当前存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中央政府与地
方政府如何创造性介入缅北冲突[47]，既要防止冲突扩大后的恐怖袭击，还要防止战争的长期
战而不止。在调研、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央层面的做法与地方层面的做法背道而驰，可
能这与我们对此问题的整体态度和目标不明确有关。而后一个问题，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生
存与安全以及经济利益。当前处理方式不但危害了中韩之间的经济合作，而且对安全管控效
果并不明显，损害经济利益的后果就是影响政治、军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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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politics has been good at geopolitical strategy research, and it
has accumulated quite a lot of geopolitical strategy monographs and papers in
the process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Those monographs and papers provide a
rich material for the research on ontology of geopolitical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ritical geopolitics, popular geopolitics and Anti-geopolitics is reconstructed which is benefited from criticism of classical
geopolitical theo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a general theoretical issue of
geopolitical strategy that is the formulation principle of geopolitical strategy. Using text analysis,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ed
texts of geopolitical strategy, this paper induces and sums up the five formulation principle of geopolitical strategy: (1) geopolitical strategy should
base on the national global geopolitical setting; (2) geopolitical strategy
should serve the national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3)
geopolitic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liness and spatiality; (4) geopolitic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subjectivity; (5) geo-potential influences the geopolitical strategy. Combination of geopolitical strategy text, we
explain each geopolitical strategy formulation principle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y, and briefly expound its connotation and core points. According to
those principle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global geopolitical setting, the space of china’s interests and conflicts, the radiation
scope of china’s power and the main competitors of china, we put forward the
geopolitical strategy for china: geo-periphery theory. Finally we briefly discussed the five issues related to this strategy.

Key words: geopolitics; geo-setting; geo-strategy;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China; geo-periphery 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