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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对华对冲战略
———缅甸是个例外？＊

彭　念＊＊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中小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对外部威胁或风

险的认知以及领导人的战略偏好决定了国家的对冲行为。缅甸长期处于中

美经济竞争或中美经济竞争向安全竞争过渡的国际环境，有较大空间实施

对冲战略。与中国的地理邻近性、相互交恶的历史经历以及对华高度依赖

给缅甸带来了自主性受损的高政治风险，迫使其采取措施规避风险。缅甸

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佛教文化传统以及 “中立主义”外交实践共同塑造

了缅甸用经济外交手段应对外部威胁或风险的战略偏好。在这种背景下，

缅甸既与中国紧密接触以维持政权统治、抵御西方压力，又通过扩大经济

合作、多样化外交关系和拓展防务合作来平衡中国影响力、降低对华依

赖。未来，缅甸可能进一步靠近中国以应对西方压力，同时借助有限的外

部力量来最低限度平衡中国影响力。

【关 键 词】　中国　缅甸　中美竞争　 “一带一路”　罗兴亚

ＤＯＩ：１０．１６６０８／ｊ．ｃｎｋｉ．ｎｙｙｊ．２０２１．０１．０７

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华对冲战略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但鲜有

研究触及缅甸。基于此，本文试图探究冷战后缅甸对华对冲战略的形成以

及实施。本文的论述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简要概述东南亚国家对华对冲战略

＊　本文为２０２０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东南亚民粹主义兴起对南海争端的影响及对策研

究”（项目批准号：２０ＣＧＪ０４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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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及缅甸案例的选取；第二部分界定对冲战略的实施条件及形式；

第三部分考察缅甸对华对冲战略的具体实施；第四部分分析缅甸对华对冲

战略的主要动因；第五部分预测缅甸对华对冲战略的发展前景。

一、缅甸案例的选取

近些年来，“对冲”经常被用来概括包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

度尼西亚 （下文简称为印尼）、泰国等在内的诸多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政策。①

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与中国存在领土争

端的国家，或是新加坡、泰国等美国的 （准）盟友②，鲜有研究涉及缅甸。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那些既不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又不是美国 （准）盟

友的东南亚国家，比如缅甸，就没有对华实行对冲战略呢？

针对这一问题，国内文献较少涉及。目前仅有张伟玉认为，缅甸无论

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安全领域，抑或在具体议题或事件上，都将十分谨慎地

在中美之间对冲，且更多地向中国倾斜。③ 但她并未详细解释缅甸对华对冲

的动因和表现。国外学者的分析也较少。丹尼·罗伊 （Ｄｅｎｎｙ　Ｒｏｙ）认为，

缅甸的对华政策有对冲成分，因其既包含对华接触，又寻求通过改善与印

度、日本的关系来部分抵消对中国的过度依赖。④ 西奥西阿利 （Ｊｏｈｎ

Ｃｉｏｒｃｉａｒｉ）声称，由于面临失去自主性的风险，缅甸在与中国有限结盟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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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雯、吕蕙伊：《东南亚五国对华制衡差异的分析———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１８页。

比如，近五年来国内学者张宇权、冯甜恬、王栋、陈世凤、吕军、温尧、史田一、陈庆

鸿、刘丰、陈志瑞等分析了菲律宾、越南、新加坡、泰国及印尼的对华对冲战略。参见张宇权、冯

甜恬：《新加坡对华 “对冲战略”的实践与失衡》，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３

期，第１２９～１３６页；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 《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第４０～４５页；陈世凤：《应对大国崛起：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评析》，《外交

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６３～１０１页；吕军：《印度尼西亚对华对冲战略分析》，《江南社会学院学

报》，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３６～４０页；温尧：《东南亚国家的对华对冲———一项理论探讨》，《当代亚

太》，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５～２２页；史田一： 《地区风险与东盟国家对冲战略》， 《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７４～１０２页；陈庆鸿：《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评析》，《当代亚太》，２０１５年

第６期，第１３３～１５４页；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

义的解释》，《当代亚太》，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４～２５页。

张伟玉：《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变化趋势》，《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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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华对冲。① 菲奥里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Ｆｉｏｒｉ）和帕萨里 （Ａｎｄｒｅａ　Ｐａｓｓｅｒｉ）在

分析缅甸对华对冲战略时指出，缅甸一方面通过扩大与其他国家的接触来

降低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另一方面又致力于维持与中国的紧密关系来获

取最大利益。② 这些研究对于对冲战略以及缅甸对华政策都是有益探索，但

未能建构国际关系中对冲行为的有效分析框架，没有厘清缅甸对华对冲战

略的根本动因和实施过程。简言之，现有研究尚未有效回应以下三个至关

重要的问题：缅甸是否对中国实施对冲战略？如何实施？为何对冲？本文

尝试就上述问题进行解答，以进一步明晰对冲战略的适用范围，并填补国

内学界对缅甸对华对冲战略的研究空白。

二、对冲战略的界定

对冲战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但关于对冲

战略的定义、动因及手段争论颇多。③ 基于此，本文试图重新界定对冲战略。

（一）对冲战略的争论

目前，学界关于对冲战略的定义存在诸多分歧。第一类观点认为，对

冲战略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管理行为，旨在抵消外来风险、防止风险转化为

威胁。④ 第二类观点认为，对冲战略是一种特殊或有限的结盟战略，旨在降

低安全威胁或风险。⑤ 第三类观点认为，对冲战略是相互抵触的混合政策工

７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ａｃｋｅ，“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ｏｌ．１９，Ｎｏ．３，２０１９，ｐ．３８３．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Ｆｉｏｒｉ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　Ｐａｓｓｅｒｉ，Ｈｅｄｇｉｎｇ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　Ｎｅｗ　Ａｇｅ　ｏｆ　Ｎｏｎ－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Ａ，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８，Ｎｏ．５，２０１５，ｐｐ．６８６－６８７．
目前，学界关于对冲战略最全面的分析请参见：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ｏｌ．１９，Ｎｏ．３，２０１９．

ｙｓｔｅｉｎ　Ｔｕｎｓｊ，“Ｈｅｄｇ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ｉ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２０１０，ｐｐ．３２－３３；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ａｃｋｅ，“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ｐｐ．３７７－３８０．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ａｃｋｅ，“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ｐ．３７８．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具，旨在最小化风险或威胁、最大化收益。① 第四类观点认为，对冲战略是

一种权衡之策，旨在最大化经济收益同时避免自主性丧失。②

关于对冲战略的动因，学界有三条解释路径。第一类观点从体系层面

出发，认为大国竞争的不确定性是国家采取对冲战略的最主要原因。③ 第二

类观点从单元层面出发，认为国家对外部风险或威胁及实力对比的认知、

对收益和自主性的权衡、获取外部援助的难易是国家采取对冲战略的最主

要原因。④ 第三类学者从体系—单元层面出发，认为大国竞争的性质和强度
（经济政治竞争或军事安全竞争，强对抗体系或弱对抗体系）、大国权力分

配和关系变化等体系压力和地缘政治环境、国内形势、领导人对风险或威

胁的认知、国家战略偏好等国内因素共同决定国家的对冲战略。⑤

对冲战略的主要手段是接触和平衡。前者主要包括全面接触、捆绑接

触或束缚、有限搭便车。全面接触指一国致力于加强与大国之间的经贸、

政治及安全合作，即便双方存在政治分歧。捆绑接触或束缚指通过将对手

纳入制度性框架 （如国际性或地区性组织或机制）之内，对其形成制度性

和规范性约束，或与对手建立并维持有规律的机制化接触渠道来管控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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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ｉｄ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ｐ．４９３－５０３；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

为例》，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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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ａｌｌｅｒ　Ｐｏｗｅｒｓ，”ｐｐ．４２２－４２８；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

现实主义的解释》，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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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存在的问题。① 有限搭便车指一国有选择地在部分问题上与大国进行

政策协调，以避免过度依赖大国而丧失自主性。② 后者分为硬平衡／软平衡、

内平衡／外平衡、拒绝大国主导。这分别指强化与他国的防务合作以及升级自身

国防力量／深化与他国的经济、外交和社会联系以及参与地区和国际多边组织、

发展国内国防力量／提升与他国的合作水平、引入域外国家介入地区事务，发展

自身实力以及强化共同外交立场来防止单一大国主导地区及全球秩序。③

（二）对冲战略的运用

现有文献关于对冲战略讨论充分，但问题犹存。首先，对冲战略不应

局限于规避安全风险／威胁，也可以包括应对政治风险和扩大收益。正如林

达伦 （Ｄａｒｒｅｎ　Ｊ．Ｌｉｍ）和慕克吉 （Ｒｏｈａｎ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所指出的，即便在安

全威胁缺失的背景下，国家也面临大国竞争所带来的风险和机会，因而倾

向于采取对冲战略来既获取收益，又规避自主性丧失的政治风险。④ 因此，

对冲既可以是国家面临安全风险或威胁时规避风险、降低威胁的最优政策

选项，也可以是国家在与对象国合作时避免丧失自主性、最大化收益的最

优政策选项。其次，单一的体系或国内因素都难以合理解释对冲行为。比

如，即便面临相似的地区安全环境和不确定的中美权力转移进程，老挝和

柬埔寨等东南亚小国并没有采取对冲战略，而是选择追随中国。⑤ 再比如，

如果国家面临激烈的大国安全竞争乃至对抗，则其必须 “选边站”，不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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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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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ｅｔｎａｍ’ｓ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ｐ．３４５－３４９；Ｋｕｉｋ　Ｃｈｅｎｇ　Ｃｈｗｅｅ，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Ｒｉ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Ｖｏｌ．３０，Ｎｏ．２，２００８，ｐｐ．１６７－１６８．

Ｋｕｉｋ　Ｃｈｅｎｇ　Ｃｈｗｅｅ，“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Ｒｉ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ｐｐ．１６８－１６９．

Ｋｕｉｋ　Ｃｈｅｎｇ　Ｃｈｗｅｅ，“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Ｒｉ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ｐｐ．１６９－１７０．

Ｄａｒｒｅｎ　Ｊ．Ｌｉｍ　ａｎｄ　Ｒｏｈａｎ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Ｈｅｄｇ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ｍｉｄ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４９３．

Ｓｅｅ　Ｂｒａｎｔｌｙ　Ｗｏｍａｃｋ，“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Ｍｉ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ｎｄ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６，Ｎｏ．２，２００３，ｐｐ．９２－１１９；Ｈｅｎｇ　Ｐｈｅａｋｄｅｙ，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ｕｍ　Ｇａ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３１，Ｎｏ．２，２０１２，ｐｐ．５７－８５；Ｊｏｈｎ　Ｄ．Ｃｉｏｒｃｉａｒｉ，“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Ｐａｔｒ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２１，Ｊｕｎｅ　１４，２０１３，ｐｐ．１－３９，ｈｔｔｐｓ：／／ｐａｐｅｒ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ｓｏｌ３／

ｐａｐｅｒｓ．ｃｆ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２２８０００３；Ｍａｒｔｉ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Ｆｏｘ，“Ｌａｏ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Ｄａｊｉｔ　Ｓｉｎｇｈ

ｅ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２００９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ＳＥＡＳ－Ｙｕｓｏｆ　Ｉｓｈａ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９），ｐｐ．１４１－１６９．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威胁认知和风险有多高，也不管其国内形势如何变化。此外，相对实力并
不能决定一国是否选择对冲战略。例如，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远比中菲小，

但中美依然彼此对冲对方。① 因此，只有将体系压力与国内因素联系起来才
能合理解释国家的对冲行为。再次，由于对冲战略既可以是风险管理战略，

也可以是收益扩大战略，其不仅包括规避风险政策措施 （平衡），也应包括
扩大收益手段 （接触）。因此，与对象国的接触和平衡对象国是对冲战略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发展自身军事力量不应被归结为国家的对冲行为。

毕竟，不管国家是否对冲，都有动力增强自身军事实力。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试图做出一些修正。首先，对冲本质上是对象国
应对外部安全风险／威胁或政治风险的一种外交战略，包含接触与平衡两大
类相互抵触的政策工具，旨在规避风险、扩大收益。其次，对冲战略是客
观和主观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客观因素指对象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决定
对象国是否能够采取对冲战略。外部环境分为大国经济竞争主导型和大国
安全竞争主导型。对冲战略只有在大国经济竞争主导型或大国经济竞争主
导型向大国安全竞争主导型过渡的外部环境中才有实施的可能性。否则，

对象国要么追随目标国，要么制衡目标国。

主观因素包括对象国的风险认知和战略偏好②，决定对象国是否愿意采
取对冲战略。风险认知包括来自目标国的安全威胁或依赖目标国所带来的
自主性受损的政治风险。当对象国面对高度外部风险时，其必须采取风险
规避措施。这包括通过搭便车来顺应风险，或通过对冲／制衡来抵御风险。

当对象国面对中低度外部风险时，其有可能采取中立、推诿、躲避等维持
现状措施。对象国的战略偏好可以分为三类：调和主义战略偏好，其主要
依赖外交、经济手段、跟随强者、平衡联盟行为以及其他低强制性政策；

防御性战略偏好，其主要依赖外部边界上的被动防御；进攻性／扩张主义战
略偏好，其主要依赖越过边界的进攻性、预防性、先发制人的或使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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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ｅｅ　Ｅｖａｎ　Ｓ．Ｍｅｄｅｉｒｏ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２９，Ｎｏ．１，２００５，ｐｐ．１４５－１６７；Ｒｏｓｅｍａｒｙ　Ｆｏｏ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ａ　ＵＳ－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ｄｇ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８２，

Ｎｏ．１，２００６，ｐｐ．７７－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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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力量实施惩罚性行为。① 当对象国偏爱采取低强制性政策时，其很有可

能采取对冲战略。反之，如果对象国偏向防御性战略偏好，其很有可能采

取中立、推诿、躲避等维持现状措施；如果对象国偏向进攻性战略偏好，

其就有可能采取制衡、结盟等改变现状措施。对象国战略偏好受地缘战略

地位、传统战略文化、国家战略实力、竞争对手行为的影响而处于变动过

程中。当对象国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显著提升时，其有可能从防御性战略偏

好向调和主义甚至是进攻性战略偏好转变。当对象国的传统战略文化发生

重大改变时 （比如外族入侵统治），其战略偏好也会发生改变。当对象国的

国家战略实力显著上升时，其有可能偏向调和主义乃至进攻性战略偏好。

当竞争对手采取防御性行为时，对象国很有可能偏向防御性战略偏好。反

之，对象国很有可能转向进攻性战略偏好以应对竞争对手的进攻性行为。

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假设如下：对象国处于大国经济竞争主导型或

大国经济竞争主导型向大国安全竞争主导型过渡的外部环境，面临高度外

部风险且偏爱低强制性政策时，就很有可能采取对冲战略。缅甸处于大国

经济竞争主导型或大国经济竞争主导型向大国安全竞争主导型过渡的外部

环境，面临过度依赖中国的高政治风险，且偏爱低强制性政策，因此缅甸

对华实施对冲战略。

三、缅甸对华对冲战略中的接触与平衡属性

冷战后缅甸对华战略呈现出接触与平衡兼具的双重属性。接触属性表

现为缅甸与中国开展紧密经济合作、获取中国的政治支持和外交保护以及

武器装备，以巩固执政地位、抵御西方压力。平衡属性表现为缅甸强化与

东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务实合作以及改善与西方的关系来平衡中国

影响力、降低对华依赖。

（一）缅甸对华战略中的接触属性

１９８８年缅甸军方接管国家政权后即面临西方国家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外

交孤立，中国成为缅甸全力拥抱的最主要合作伙伴。为获取来自中国的经

济及军事合作、政治支持和外交保护，缅甸主动与中国进行全方位接触。

在贸易领域，缅甸大幅增加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与中国签署边贸协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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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晓燕：《战略文化与国家行为———江忆恩战略文化理论述评》，《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６

年第７期，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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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边境贸易正常化，并设立多个边境贸易区以及边境经济合作区，使缅

中双边贸易和边境贸易急剧增加。截至目前，中国是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缅双边贸易占缅甸外贸总额的比例在２０１０年之后长期维持在２０％以

上。① 中缅边贸占缅甸边贸总额的比例在军政府时期超过５０％②，并在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财年达到峰值 （７９．７９％）。③ 在投资领域，缅甸鼓励中国企业

投资水电、矿产、油气、交通基础设施及制造业领域，中国在缅投资急剧

增长。军政府时期中国对缅投资占缅甸吸引外资总额的平均比例达

４０．３８％。④ 尽管中国对缅投资在密松大坝暂停后急剧下滑，但自２０１５年起

又开始大幅回升。⑤ 缅甸还成立实施 “一带一路”指导委员会，签署中缅经

济走廊备忘录，参与澜湄合作，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积极参与中国主

导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机制。

在政治领域，缅甸与中国保持频繁的高层互访、政党互访以及议会交

流，以获取中国对缅民主转型、民族和解及罗兴亚难民问题的支持。军政

府时期，缅甸最高领导人丹瑞 （Ｔｈａｎ　Ｓｈｗｅ）曾在任内三次访华，获取中

国对２００３年 “七步走民主路线图”、２００８年宪法公投以及２０１０年大选的支

持。缅甸还获得中国对２００８年纳吉斯风暴的救灾援助，以及对２００９年

“果敢事件”的默许。２０１１年民选政府成立后，总统吴登盛 （Ｔｈｅｉｎ　Ｓｅｉｎ）

四次访华寻求中国对缅甸新政府以及缅北和平进程的支持。２０１６年民盟政

府成立后，总统吴廷觉 （Ｈｔｉｎ　Ｋｙａｗ）在上任一年之后即访问中国，国务

资政昂山素季 （Ａｕｎｇ　Ｓａｎ　Ｓｕｕ　Ｋｙｉ）也四次出访中国，继续获取中国对民

２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根据缅甸数据信息服务中心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的数据整理所得。

ｈｔｔｐ：／／ｍｍｓｉｓ．ｇｏｖ．ｍｍ／ｓｕｂ＿ｍｅｎｕ／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ｔａｔＤｂＬｉｓｔ．ｊｓｐ？ｖｗ＿ｃｄ＝ＭＴ＿ＺＴＩＴＬＥ

Ｄａｖｉｄ　Ｉ．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Ｈｏｎｇｗｅｉ　Ｆａｎ，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Ｍｙａｎｍ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ＮＩＡ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２１７．
据缅甸商务部网站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８日发布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７～２０１８财年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

至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１日），缅甸边贸总额达８４．６３９６亿美元。其中，中缅边贸额为６７．５３９５亿美元，

占缅甸边贸总额的７９．７９７％。《２０１７～２０１８财年中缅边贸额仍居首位》，中国驻曼德勒总领馆经商

室，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ｊｙｊｌ／ｊ／２０１８０４／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７３４４０２．ｓｈｔｍｌ

根据缅甸数据信息服务中心的数据整理所得。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ｍｓｉｓ．ｇｏｖ．ｍｍ／ｓｕｂ＿ｍｅｎ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ｔａｔＤｂＬｉｓｔ．ｊｓｐ？ｖｗ＿ｃｄ＝ＭＴ＿ＺＴＩＴＬＥ

比如，中国对缅投资年度流量从２０１１年的４３．４５亿美元下降至２０１３年的０．５６亿美元，但

在２０１５年回升至３３．２３亿美元，２０１６年为４．８３亿美元，２０１７年达１３．９５亿美元，２０１８年为３．０２

亿美元。以上数据均来自缅甸数据信息服务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ｍｓｉｓ．ｇｏｖ．ｍｍ／ｓｕｂ＿ｍｅｎｕ／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ｔａｔＤｂＬｉ　ｓｔ．ｊｓｐ？ｖｗ＿ｃｄ＝ＭＴ＿ＺＴＩＴ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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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政府、和平进程和罗兴亚难民问题的支持。此外，缅甸联邦巩固和发展

党及民盟主要负责人也数次出访中国，学习中国的治党和反腐经验。一些

少数民族政党也在近年来访华，希望中国在缅甸民族和解进程中发挥作用。

缅甸联邦议会人民院前议长瑞曼 （Ｓｈｗｅ　Ｍａｎｎ）及现任缅甸总统温敏
（Ｗｉｎ　Ｍｙｉｎｔ）也数次到访中国，与中国签订议会交流协议。

在军事领域，缅军历任总司令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都出访过中国，并与

中国签署多项购置武器装备及培训缅甸军官的协议。目前，中国是缅甸最

主要的武器供应国和外国军事培训地之一。自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１９年，缅甸从

中国进口大量的装甲车、战斗机、军舰、导弹及雷达等各类先进武器装备，

总额达３２．０５亿美元。① 同期，缅军还派遣大量军官及军事技术人员赴中国

军事机构接受培训，邀请中国军事技术人员升级及建设境内重要军事基地，

发展缅甸国防工业。缅甸海军还参加了中国—东盟 “海上联演—２０１８”，并

邀请中国军舰访缅，提升中缅海上军事合作水平。缅军还寻求中国对其缅

北军事行动的支持，希望中国施压民地武参加和谈，签署全国停火协议，

与中国一道维护边境和平与稳定。

（二）缅甸对华战略中的平衡属性

在保持对华接触的同时，缅甸也逐步增加经济伙伴、多样化外交关系、

拓展防务合作，以平衡中国影响力，同时重新审查甚至暂停部分中国投资

项目，指责部分中国公民介入缅北冲突，邀请他国参与解决罗兴亚难民问

题，减轻对华依赖。在贸易领域，东盟是缅甸最大的进出口来源地和最大

贸易伙伴。缅甸还长期维持与中国、泰国、新加坡双边贸易的 “三足鼎立”

局面。② 此外，缅甸不断扩大与日本和印度的贸易往来，以平衡中国的经济

影响力。军政府时期日本受西方对缅经济制裁压力大幅减少对缅贸易，但

自２０１０年之后快速恢复对缅贸易，成为缅甸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同期，缅

甸加强与印度的贸易往来，印度成为除中国、泰国、新加坡之外缅甸最重

要的贸易伙伴。２０１１年之后缅甸大幅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美国及欧盟相

３４１

①

②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交易数据库 （ＳＩＰＲＩ　Ａｒｍ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数据整理所得。ｈｔｔｐ：／／ａｒｍｓｔｒａｄｅ．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ａｒｍｓｔｒａｄｅ／ｐ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ｓ．ｐｈｐ
根据缅甸信息服务中心的数据，１９９０～２０１８年缅甸与中国、泰国、新加坡的贸易总额分

别为９４４．５亿美元 （出口４１６．１亿美元，进口５２８．４亿美元）、８２３．３亿美元 （出口６０３．８亿美元，

进口２１９．５亿美元）、５８５．６亿美元 （出口１１５．６亿美元，进口４７０．０亿美元）。以上数据均来自缅甸

数据信息服务中心。ｈｔｔｐ：／／ｍｍｓｉｓ．ｇｏｖ．ｍｍ／ｓｕｂ＿ｍｅｎｕ／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ｔａｔＤｂＬｉｓｔ．ｊｓｐ？ｖｗ＿ｃｄ＝ＭＴ＿Ｚ

ＴＩＴ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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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解除对缅经济制裁，并给予缅甸贸易普惠制待遇，缅美、缅欧贸易额急

剧攀升。２０１９年缅美双边贸易总额为１０．６５亿美元，是２００９年 （０．０３亿

美元）的三百余倍。① ２０１９年缅甸与西欧和北欧国家的贸易总额达２９．６３
亿美元，是２００９年 （１．４８亿美元）的二十多倍。②

缅甸长期与新加坡和泰国保持紧密的投资合作关系。新加坡是缅甸最

大的投资国之一，泰国仅次于新加坡和中国，还是缅甸三大经济特区———

土瓦经济特区的外来投资国。③ 缅甸还积极吸引印度、日本、韩国和东盟国

家的投资。印度在缅投资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间增长了７倍，总量达到２．２２
亿美元。④ 印度还通过投资大量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工程与中国竞争，邀请缅

甸加入印度主导的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组织，企图以此平衡中

国在缅经济影响力。⑤ 日本对缅投资自２０１１年后急剧增加，并主导投资了

缅甸三大经济特区之一的迪洛瓦经济特区。截至目前，共有中国、泰国和

日本三国投资缅甸三大经济特区，凸显缅甸在经济领域平衡中国影响力的

意图。此外，缅甸还加强了与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以及欧美国家的

投资合作，以进一步拓宽其外资来源渠道。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６年越南对

缅投资达１３．８亿美元，超过中国成为缅甸第二大外资来源国。⑥

长期疑华的缅甸军政府领导人还试图接近域内外国家，尤其是东南亚

国家，以降低来自中国的威胁。⑦ １９９７年正式加入东盟后，缅甸优先发展

与东盟的关系。正如丹瑞在１９９８年７月所说，东盟是缅甸的亲密朋友，其

他国家是远方的朋友。⑧ 通过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关系，举办东盟峰会及

４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根据缅甸数据信息服务中心的数据整理所得。ｈｔｔｐ：／／ｍｍｓｉｓ．ｇｏｖ．ｍｍ／ｓｔａｔＨｔｍｌ／ｓｔａｔＨｔｍｌ．ｄｏ

同上注。

根据缅甸数据信息服务中心的数据，１９９０～２０１８年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在缅甸的投资总

额分别为１９７．４亿美元、１０９．２亿美元、２０３．９ 亿美元。ｈｔｔｐ：／／ｍｍｓｉｓ．ｇｏｖ．ｍｍ／ｓｕｂ＿ｍｅｎ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ｔａｔＤｂＬｉｓｔ．ｊｓｐ？ｖｗ＿ｃｄ＝ＭＴ＿ＺＴ　ＩＴＬＥ

以上数据均出自缅甸数据信息服务中心。ｈｔｔｐ：／／ｍｍｓｉｓ．ｇｏｖ．ｍｍ／ｓｔａｔＨｔｍｌ／ｓｔａｔＨｔｍｌ．ｄｏ＃

Ｎｉａｎ　Ｐｅｎｇ，“Ｂｕｄｄｉｎｇ　Ｉｎｄｏ－Ｍｙａｎｍ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ｉｓｉｎｇ　ｂｕ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５０，Ｎｏ．４，２０１９，ｐ．５９７．
《上财年入缅外资新加坡居首》，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参赞处，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５

日。ｈｔｔｐ：／／ｍａｎｄａｌａｙ．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ｊｍｘｗ／２０１７０４／２０１７０４０２５６３９４４．ｓｈｔｍｌ

Ｒｅｎａｕｄ　Ｅｇｒｅｔｅａｕ　ａｎｄ　Ｌａｒｒｙ　Ｊａｇａｎ，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Ｂｕｒｍａ：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ｍｅｓｅ　Ｐｒａｅｔｏｒ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ＮＵ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１６８．

Ｒｅｎａｕｄ　Ｅｇｒｅｔｅａｕ　ａｎｄ　Ｌａｒｒｙ　Ｊａｇａｎ，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Ｂｕｒｍａ：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ｍｅｓｅ　Ｐｒａｅｔｏｒ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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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东盟举办的系列会议，缅甸获取了东盟对其民主转型、和平进程和罗

兴亚难民问题的支持。尤其是缅甸允许东盟在罗兴亚问题中发挥调解作用，

并邀请菲律宾外交官罗萨里奥·马纳洛 （Ｒｏｓａｒｉｏ　Ｍａｎａｌｏ）加入调查委员

会。此外，前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大岛贤三 （Ｋｅｎｚｏ　Ｏｓｈｉｍａ）也被邀请参加

该委员会。由此可见，缅甸试图通过引入东盟和日本介入罗兴亚难民问题

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缅甸还通过支持印度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强化缅印经贸合作以及合作打击藏匿在缅甸境内的印度反政府武装来推动

印缅经济和军事合作，并获取印度的外交支持，试图在中印之间维持平衡。

从２０００年开始，缅甸主动加强与俄罗斯的政治交往，以降低中国在缅影响

力、获取武器供应以及外交庇护。① 作为缅甸最主要的外援来源国，日本成

为缅甸平衡中国经济影响力的重要国家。自２０１０年大选后缅甸积极改善与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以降低对华依赖，这成为缅甸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外

部因素。② 此外，缅甸还加强了与韩国、孟加拉国及巴基斯坦等国的合作，

以进一步多样化外交关系。

冷战结束后缅甸加强与俄罗斯、印度和东欧国家的武器交易、军事交

流、军事演习以及军事培训，以减轻对中国的军事依赖。２０００年以前，来

自中国的武器占缅甸进口武器总额的８６．２１％，俄罗斯仅占４．２９％。但

２０００年之后，来自俄罗斯的武器占缅甸进口武器总额的比例急速上升至

４２．８９％，与中国的４３．３５％相差无几。③ 同时，缅甸还从以色列、乌克兰、

印度、塞尔维亚、白俄罗斯进口大量武器。缅甸武器来源日趋多样化，对

中国武器的依赖大幅减轻。缅甸还积极强化与俄罗斯及印度的军事高层互

访，签署防务合作协议，派遣军官赴俄、印接受军事培训，参加印度主导

的 “米兰”联合军演，允许俄、印军舰访缅，以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

影响力。此外，随着缅甸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双方防务接触也逐步展开。

目前，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都在缅甸开设军事代表处。④ 美

国还通过国际军事教育训练、外国军事财政和国防授权法案等机制来扩展

５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Ｌｕｄｍｉｌａ　Ｌｕｔｚ－Ａｕｒａｓ，“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Ｍｙａｎｍａｒ：Ｆｒｉｅｎｄｓ　ｉｎ　Ｎｅｅｄ？”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３４，Ｎｏ．２，２０１５，ｐ．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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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深与缅甸的防务接触，试图以此影响缅军的意识形态。① 不过，由于罗

兴亚难民问题的干扰，西方国家不仅暂停了与缅甸军方的合作与援助，还

制裁缅军高官，双边防务合作遇阻。

四、缅甸对华对冲战略的动因

（一）中美经济竞争主导型外部环境

冷战结束后世界总体处于和平状态，影响东南亚局势稳定的美苏争霸

落下帷幕。部分东南亚国家内部的反政府武装活动也大幅减少，经济发展

逐步成为世界以及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发展潮流。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均致

力于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强劲的经济关系，两国在东南亚的竞争逐渐被经济

利益所主导。② 不过，自美国提出 “重返亚太”战略以来，中美在东南亚的

竞争逐渐由经济领域蔓延至安全领域，两国逐步展开越来越全面的战略竞

争。一方面，美国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谈判主导地区经贸

规则制定，企图抑制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张。在特朗普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宣布退出ＴＰＰ之后，美国又抛出 “印太战略”来与中国的 “一带一路”竞

争。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特朗普在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峰会时正式

提出 “印太”概念，表示要与印太国家发展公平互惠的强劲贸易关系，支

持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对 “印太”地区进行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并

改革金融机构提升民间投资，以作为附加诸多限制条件的政府主导型投资

的替代选择。③ ２０１８年７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Ｍｉｋｅ　Ｐｏｍｐｅｏ）宣布将

提供１．１３亿美元支持印太国家数字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④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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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美国又提出 “蓝点网络” （Ｂｌｕｅ　Ｄｏ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计划，试图统筹政

府、民营部门和民间社会资源以促进公开透明、符合国际标准和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①

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实施 “亚太再平衡”和 “印太战略”来加强与

中国的安全竞争。自２０１１年美国提出 “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美军在亚

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持续强化，双边和多边安全联盟网络不断拓展。美国还

积极介入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在东海和南海的海洋领土争端，开始

在南海争议海域开展 “航行自由行动”，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特朗普上台

后，美国不仅加大在南海的 “航行自由行动”和军事演习力度，提升与南

海争端国的防务合作水平，公开反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还积极推动

实施 “印太战略”，牵头组建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 （Ｑｕａｄ），全力升级与

中国的安全竞争。② 尽管如此，中美战略竞争才刚刚开始。③ 随着 “印太战

略”的深入实施，④ 中美在战略安全领域的竞争将愈演愈烈，并有可能主导

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

由此可见，冷战后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逐渐由经济领域扩展至安全领

域。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双方在安全领域的竞争

日益加剧。这也导致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从经济竞争为主向安全竞争为主

过渡。在这种背景下，缅甸处于大国经济竞争主导型或大国经济竞争主导

型向大国安全竞争主导型过渡的国际环境，具备实施对冲战略的外部条件。

（二）缅甸面临高外部风险

从地理上看，中国是缅甸周边最强大的邻国，中缅边境线长达２０００多

公里，且与民族冲突频发的缅北紧密相连。１９８８年缅甸军政府掌权之后，

中国被缅甸视为最主要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合作伙伴和外交庇护国。１９８９

７４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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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向是美日印澳将首次举行海上联合军演。参见：张卉：《澳大利亚将参加今年美日

印海上联合军演 赵立坚：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应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环球时报》，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２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４０ＭＶｚＴｎＤｘＢＭ； 《快讯！印度宣布：澳大利亚

将参与美日印海上联合军演》，环球网，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９日。ｈｔｔｐｓ：／／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０ＬｔＶｙｘｌｘｒＸ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年３月，军政府第一秘书长钦钮 （Ｋｈｉｎ　Ｎｙｕｎｔ）在会见中国驻缅大使程瑞

声时称，缅甸支持中国反对外部干涉的立场，并希望加强中缅友好关系。①

１９９１年８月，军政府主席苏貌 （Ｓａｗ　Ｍａｕｎｇ）率团访问中国时表示，中缅

两国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相似攻击，因此中缅应加强友好合作。１９９４年１２
月，军政府主席丹瑞在会见来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时感谢中国对缅甸

的外交支持，并呼吁强化中缅合作。１９９６年中缅签署第一份联合公报，双

方同意推动经济和科技领域合作。然而，这一时期有关中国在缅甸可可岛
（Ｃｏｃｏ　Ｉｓｌａｎｄ）建设军事基地的传闻增多，缅甸担心中国借此推进印度洋战

略，从而将其拖入大国角逐漩涡之中。② 为此，缅甸主动邀请印度军方赴可

可岛参观，并承诺不允许外国军队利用缅甸领土开展军事活动，以缓解外

部安全风险。

１９９７年军政府改组后仍希望借助中国的经济和防务合作以及政治支持

来抵抗西方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不过，缅甸也对中国在缅影

响力扩张心神不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减轻对中国不断上升的依赖。③

２００７年１月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公开要求缅甸认真听取国际社会和东

盟的建议、加快包容性对话和改革进程、支持联合国特使的调解。④ 不过，

缅甸没有顺应中国，而是在９月镇压了游行示威的僧侣，引发国际社会的

严厉谴责。１０月，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首次投票支持联合国关于缅甸

人权状况的议案。⑤ 此后，中国主动斡旋缅甸领导人与联合国特使甘巴尼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Ｇａｍｂａｒｉ）的会谈，并呼吁缅甸政府与反对派进行政治对话。然

而，缅甸政府不仅与甘巴尼不欢而散，还将民盟排除出制宪会议。由此可

见，缅中紧密合作也给缅甸带来了自主性受损的高政治风险，从而迫使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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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缅甸理解同情我政府立场》，载 《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６日。

彭念、张棋炘：《冷战后印缅海上军事安全合作评析》，《战略安全研析》，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第２４页。

Ｄａｖｉｄ　Ｉ．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Ｂｕｒｍａ／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Ｖｏｌ．２１，Ｎｏ．２，１９９９，ｐｐ．２９４－３００；Ａｎｄｒｅａ　Ｐａｓｓｅｒｉ，“‘Ａ　Ｔｅｎｄｅｒ

Ｇｏｕｒ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ｃｔｕｓ’：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Ｍｙａｎｍａｒ’ｓ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ｎ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９４７．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ｙａｎｍａｒ，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ｏｔｅｓ　ｂｙ

Ｃｈｉｎａ，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ＳＣ，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２，２００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ｐｒｅｓｓ／ｅｎ／２００７／

ｓｃ８９３９．ｄｏｃ．ｈｔｍ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５／１：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Ｍｙａｎｍａｒ，”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２００７．ｈｔｔｐ：／／２００１－２００９．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ｐ／ｉｏ／ｒｌｓ／ｏｔｈｒ／９３３８３．ｈｔｍ



　 东南亚国家对华对冲战略

甸采取措施规避风险。

吴登盛上台后缅甸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２００９年年底，美国
放弃对缅敌对政策，转而主动接触缅甸政府，美缅关系不仅迅速解冻，而
且大幅改善。缅甸面临的来自美国的外部威胁大为减轻。与此同时，缅甸
一方面与中国构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日益担忧中国干涉
其国内事务，以及新政府执政基础被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华情绪削弱。① 这些
内外环境的新变化推动缅甸迅速靠近美国，以平衡中国影响力。此外，缅
甸军方怀疑中国介入２０１５年年初果敢同盟军对政府军的袭击行动，不仅公
开批评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为果敢叛军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医疗帮助，② 还
让炮弹落入中国境内造成人员伤亡。③ 中国随后首次在中缅边境举行军事演
练，以防止缅北军事冲突外溢至中国境内，并对冲突各方形成武力威慑，

推动冲突降级。缅甸在边境地区面对的来自中国的军事压力急剧增大。

民盟执政后缅甸面临的外部环境又发生新变化。一方面，美国借罗兴
亚难民问题对缅甸政府施压，并对缅军进行制裁，美国再度成为缅甸面临
的主要外部威胁。另一方面，中国强调尊重缅方意愿并以建设性方式参与
缅甸和平进程，鼓励在缅投资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缓解缅甸反华情
绪，④ 支持并为缅甸政府妥善解决罗兴亚危机提供必要援助，赢得缅甸政府
及民众的好感。中国还积极支持缅甸抗击新冠疫情，主动提供抗疫物资，

承诺优先向缅甸等湄公河流域国家提供疫苗。中国成为缅甸解决国内问题
和应对外部压力的主要合作伙伴。尽管如此，缅甸对来自中国的高债务负
担的担忧日益加深。昂山素季曾表示，缅甸充分认识到 “一带一路”的好

９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ｕｎｇ　Ａｕｎｇ　Ｍｙｏｅ，“Ｍｙａｎｍａｒ’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３４，Ｎｏ．２，２０１５，ｐ．２１．

Ｋｈｉｎ　Ｋｈｉｎ　Ｅｉ，“Ｍｙａｎｍａｒ　Ｓａｙｓ　Ｋｏｋａｎｇ　Ｒｅｂｅｌｓ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Ｈｅｌｐ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ｉｄｅ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ＦＡ，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６，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ｆａ．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ｎｅｗｓ／ｍｙａｎｍａｒ／ｙｅ－ｈｔｕｔ－ｋｏｋａｎｇ－０２２６２０１５

１６２４００．ｈｔｍｌ

Ｗｉｎ　Ｍｉｎ，“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ｓ　ｉｎ　Ｍｙａｎｍａｒ’ｓ　Ｋｏｋａ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ＶＯＡ，Ｍａｒｃｈ　１８，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ｖｏ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ａ／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ｓ－ｉｎ－ｍｙａｎｍａｒ－ｋｏｋａ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２６８５９０１．ｈｔｍｌ

笔者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９日在仰光与缅甸仰光大学教授金妙祖 （Ｙｉｎ　Ｍｙｏ　Ｔｈｕ）的访谈。她

表示，缅甸精英担心反对中国投资会影响缅甸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因此他们倾向于看重中国投资

对缅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希望能够继续吸引中国投资。此外，由于中资企业日益注重履行社会

责任，缅甸民众的反中国投资倾向有所减退。目前反对中国投资的主要是一些环保组织和部分当地

小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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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但也意识到可能面临的挑战，例如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的金融风险。①

不仅如此，缅甸国内还掀起 “债务陷阱论”，试图利用将债务问题政治化、

赋予中国投资以政治战略利益等方式掩盖中缅经济走廊的实在益处，干扰

民众对于中缅经济走廊的客观判断。② 此外，在密松事件影响下缅甸民众仍

然 “隐含着对中国投资的偏见”③。实际上，自民盟上台后缅甸国内非政府

组织及克钦地区社会组织不仅一直鼓吹密松大坝的严重危害性，反对政府

重启密松大坝，还通过媒体发声、写联名信、游行抗议等多种形式要求中

国彻底停止密松大坝项目。④ 由密松大坝所引发的反华情绪将严重威胁民盟

的执政地位。最后，缅军与缅北民地武的军事冲突时有升级，对缅中边境

地区和平稳定和双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也在中缅边境

举行陆空联合实兵实弹演习，以震慑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相关军事行

动。不过，随着缅军主动提出临时停火建议以及新冠疫情的爆发，缅北停

火期限数次延长，军事冲突有所减弱，缅甸在边境地区面临的来自中国的

军事压力大为减轻。

（三）缅甸的调和主义战略偏好

缅甸的调和主义战略偏好由其地理环境、宗教文化、历史经验和外交

实践共同决定。缅甸与中印相邻，既扼守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出海口，也是

南亚与东南亚的汇合处。这种独特的地缘地位既有利于缅甸在大国之间
“左右逢源”，又容易使其卷入大国竞争。正如缅甸前总统吴努 （Ｕ　Ｎｕ）在

１９５０年所说： “看一下我们的地缘地位：泰国在东边，中国在北边，印度

在西边，南边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我们就像是在仙人掌中的一个葫

芦。”⑤ 正因如此独特的地缘地位，缅甸逐步形成了 “中立主义”外交传统，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李晨阳、孟姿君、罗圣荣：《“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主要内容、面临挑

战与推进路径》，《南亚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２７页。

李晨阳、孟姿君、罗圣荣：《“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主要内容、面临挑

战与推进路径》，第１２７页。

李晨阳、孟姿君、罗圣荣：《“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主要内容、面临挑

战与推进路径》，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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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ａｎｍａｒ：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ＩＣＧ　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２８，２００１，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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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与大国保持距离以避免卷入大国竞争，又从大国竞争中获益。① 缅甸的佛

教信仰，包括慈爱、平常心、“中间道路主义”使得缅甸得以避免采取过度

激进或过度逃避的外交政策。② 正如缅甸外长觉迎１９５１年所言，“我们不会

做任何激怒中国的事情…我们必须找到有效方式来避免介入大国纷争。”③

而缅甸长期以来所倡导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是其避免大国竞争的主

要外交原则。比如，丹瑞１９９６年曾说，“我们国家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并且维护与世界各国的建设性关系。”④ 此外，缅甸既反抗外国压迫

又在大国之间 “走钢丝”的历史经验塑造了其追寻独立自主外交的战略文

化。⑤ 这意味着缅甸既不会与大国结盟，也不会主动冒犯大国。吴努在

１９５５年曾表示 “缅甸与大国结盟即意味着缅甸被大国统治。任何与大国结

盟的缅甸政府都将失去人民的支持和信心。”⑥

从外交实践来看，缅甸倾向于通过经济外交等低强制性手段来应对外

部风险／威胁。冷战时期，缅甸同时获取美苏两国的经济援助，又与两国保

持较为均衡的对等关系以避免卷入美苏争霸竞赛。军政府时期，缅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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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有学者将缅甸的 “中立主义”外交政策分为 “积极中立主义”和 “消极中立主义”。前者

指吴努时期缅甸的外交政策，主要表现为同时与各个大国保持合作关系，但不明显偏向某一大国，

积极参与地区及国际事务，强调吸引外资和外援促进发展。后者指奈温 （Ｎｅ　Ｗｉｎ）时期缅甸的外

交政策，主要表现为远离大国竞争，撤出地区和国际论坛及组织，减少对地区及国际事务的介入，

强调自力更生，约束外国在缅影响力。Ｓｅ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Ｂｕｒｍ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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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ｒｅａ　Ｐａｓｓｅｒｉ，“‘Ａ　Ｔｅｎｄｅｒ　Ｇｏｕｒ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ｃｔｕｓ’：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Ｍｙａｎｍａｒ’ｓ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ｎ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ｐ．１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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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有限结盟来抵抗美欧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① 同时发展与

东盟、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来应对西方威胁，降低对华依赖。吴登盛时期，

缅甸通过改善对美关系来平衡中国影响力；推动与东盟、日本、印度的经

济合作，加入多边经济合作组织来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参与东盟地区论坛

等多边组织来缓解外部压力；深化与俄罗斯的防务合作来减轻对华军事依

赖。② 民盟执政时期，缅甸通过提升对华关系来减轻来自美国的外交压力，

但又深化与东盟、日本、印度及俄罗斯的关系来降低对华依赖。③

尽管如此，缅甸的调和主义战略偏好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缅甸地缘战

略重要性提升、宗教极端主义兴起、国家战略能力增强以及中缅边境军事

压力加大，缅甸的调和主义战略偏好曾一度呈现出向进攻性战略偏好转变

的倾向，导致其对华政策中的平衡属性快速上升、接触属性迅速下降。自

２００９年美国提出 “重返亚太”战略以来，缅甸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快速上

升。凭借地缘优势，缅甸迅速向美国和西方国家靠拢，主动加大平衡中国

的力度。此外，随着２０１１年缅甸成立民选政府，军方与反对派实现政治和

解，缅甸的国家战略能力显著增强，更有能力应对依赖中国所带来的自主

性受损风险。与此同时，各种政治势力，包括佛教极端主义日益复兴，拔

高了缅甸社会的反华情绪。④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不顾中国的反对单方面暂

停密松大坝，向国际社会展示缅甸的新形象。⑤ 最后，在民主化进程取得重

要进展之后，缅军在边境地区针对克钦独立军和果敢同盟军的军事进攻愈

发强势，导致缅军炮弹落入中国境内、军机也进入云南省境内，并造成中

国公民伤亡。对此，中国先是提出外交严正交涉，后在边境地区举行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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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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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来阻止冲突外溢和事态失控。由于中国的克制，缅军随后也采取了缓

和事态的措施，包括裁撤指挥作战的三个步兵师师长。

自２０１７年１月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缅甸在美国东南亚政策中

的战略地位急剧下降。① 同时，若开邦罗兴亚难民问题、缅北军事冲突以及

新冠疫情大爆发极大地削弱了缅甸的国家战略能力。这使得缅甸难以充分

调动国内外资源来平衡中国影响力，从而从根本上阻止了其调和主义战略

偏好向进攻性战略偏好转变。此外，尽管缅甸近年来的政治转型导致社会

高度自由化和碎片化，加剧民众宗教与族群理念的极端化，② 中国对罗兴亚

难民问题的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使得缅甸社会的反华情绪有所减弱。最后，

缅北军事冲突在２０１７年年初和２０１８年有所升级后渐趋平缓，缅军还主动

提出临时停火期。中国对此持欢迎立场，并加强了对边境地区的管控。在

这种情况下，缅甸又积极与中国加深接触，全力寻求中国的经济合作和外交

支持。总体而言，缅甸既没有采取高强制性政策，比如军事威慑、先发制人

的军事行动、军事同盟等惩罚性措施，又没有采取被动防御立场来消极应对

中国。相反，缅甸仍保持了调和主义战略偏好，倾向于通过经济和外交等低

强制性手段来减轻依赖中国的高风险，同时扩大与中国合作的收益。

五、缅甸对华对冲战略的演进方向

本文建构了一个包括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分析框架来理解国家的对冲行

为，并以缅甸为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只有在对象国同时具备客观和主

观因素时才有可能实施对冲战略。缅甸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也处于中美

经济竞争或中美经济竞争向中美安全竞争过渡的外部环境之中，具备实施

对冲战略的外部条件。同时，缅甸面临过度依赖中国所带来的自主性丧失

的高政治风险，偏爱运用经济外交等低强制性手段来规避风险。在这种情

况下，缅甸既与中国紧密接触以巩固政权统治、抵御西方压力，又通过扩

展经济联系、多样化外交关系和拓展防务合作来平衡中国影响力、降低对

华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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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缅甸对华对冲战略仍受外部环境、风险认知和战略偏好的影响，

并将呈现出接触中国的重要性上升、平衡中国的重要性降低的演进方向。

具体而言，未来随着中美战略安全竞争持续加码，美国将很有可能与中国

在东南亚进行强度不断加大的战略安全竞争，并有可能上升为战略安全对

抗。在这种情况下，缅甸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将由中美经济竞争主导型向中

美安全竞争主导型过渡逐步转变为中美安全竞争主导型的外部环境。缅甸

实施对冲战略的空间将被压缩，并面临越来越大的选边站压力。在风险认

知方面，囿于罗兴亚难民问题，美国很有可能延续其一贯的对缅施压政策，

从而继续成为缅甸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与此同时，随着中缅经济走廊的

推进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缅甸对华经济依赖将急剧上升。西方国家在罗

兴亚难民问题上 “围攻”缅甸也会迫使其提升对中国的政治外交依赖。疫

后缅北军事冲突可能升级，也会促使中国继续介入缅甸民族和解进程。因

此，缅甸仍面临过度依赖中国所带来的自主性受损的高政治风险。民盟再

度执政后缅甸将继续保持调和主义战略偏好，致力于通过经济政治外交手

段来应对中国。基于上述分析，未来缅甸将进一步靠近中国以抵御西方压

力和促进国内发展，同时借助有限的外部力量来最低限度地平衡中国影

响力。

（编　辑　毛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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