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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南洋：美中在东南亚的战略竞争

一、引言

美中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正全面展开，而东南亚地处
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之处，战略价值极大，自然是必争
之地。那么，美中竞争有哪些维度？双方各有哪些优劣
势？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前景如何？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文社”于 2021 年 12 月 4 日在
Clubhouse上举行了一次自由开放的讨论，“文社”发起
人成朝庭（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候选人）与马来西亚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胡逸山进行了丰富而深刻的讨论，以
下是部分讨论内容的文字实录。

二、中老铁路及其地缘经

济和政治影响

听众甲：
一带一路最新的项目是中国和老挝高速铁路，习主席非
常重视。我觉得规格很高，是中国国家主席和老挝国家
主席共同视频出席的活动。今年习主席视频出席的活动
很少，一次是和美国总统，然后有 1~2次和欧盟。现在
习主席视频出席中老铁路开通仪式，说明非常重视。对
中老高铁的地缘经济，或者地缘政治的含义，您有什么
看法？

成朝庭：
我觉得那个项目挺厉害的，意味着中国的西南跟东南亚
的大陆部分连起来。东南亚实际上是有两部分，一部分
是大陆部分，就是跟中国相连的中南半岛，包括越南、
老挝和泰国这几个国家；东南亚还有海上部分，就是菲
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它们与亚洲大陆是
分隔的。

实际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项目，远远不只
是中老铁路。现在有一个说法叫陆海通道，就是说要通
过铁路把东南亚跟欧洲连起来，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和菲律宾这样的海上的国家，也要跟欧洲连起来。
中老铁路只是陆海通道的一部分。

这个规划是很宏大的，会产生很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
在经济和技术方面，陆海通道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可
以做到这一点。把东南亚，不管是大陆部分还是海上部
分，都跟整个欧亚大陆、跟欧洲、跟西欧连接在一起，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关键是地缘政治上的难度很大。
原因是，如果中国主导建设了这么一条铁路，意味着中
国的影响力会大大增强，东南亚很可能就会成为中国的
“势力范围”，至少会成为美国眼中的中国“势力范围”，
所以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不会有那么顺利的
事情，这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博弈。

当年德国要修柏林-巴格达铁路，那时候德意志帝国和奥
斯曼土耳其帝国关系比较好，所以他们要修建这一条铁
路。但这个项目却引起英国极大的紧张，想尽办法来阻
止。因此，英德竞争就升级到一个新的层次，英国就认
定德国是其主要挑战者。最后是什么结果？就是第一次
世界大战。所以说“一带一路”，尤其是在东南亚的项目
进展，也有类似的可比性。当然，这不是说一定会爆发
武装冲突乃至世界大战，但是一定会引起两个超级大国
博弈的升级，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听众乙：
其实中老铁路就是中南半岛铁路网的一部分，最后应该
是要通到马来西亚的，和马来西亚东海岸的高铁是会连
通的。但是那个项目，其实就是被美国用一些颜色革命
的手段阻止了。马来西亚搞了政党轮替以后，原本已经
签署的合同被取消了。对于这一点，美国 CSIS智库在
东南亚的相关人员在公开场合直接宣称，是他们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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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反对派送上台，就是为了要把铁路项目停掉。核
心目的就是防止中国从陆地上直接把物资沿着铁路运
输到马六甲海峡的另一侧。如果那个铁路项目顺利实
施，马六甲海峡作为一个重要通道的战略意义就消失
了，所以，美国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因此，现在印
度就很重要，印度还掌握着安达曼·尼科巴群岛，这是马
六甲海峡西面最重要的前哨，马六甲海峡西侧的出口，
就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

三、安全靠美国，经济靠

中国？

听众丙：
刚才您讲到军事上的合作，对美国而言，经济上应该也
有好处，比如可以卖武器。不光是政治上的好处，还可
以卖一些军火给马来西亚等国。

成朝庭：
为什么美国会采取这种军事的方式？其实这与历史有
关。历史上，美国跟东南亚有很强的防务关系。美国在
二战后创建了一个国际秩序，在西欧有北约集体安全机
制，在亚洲，美国就没有成功建立起集体安全机制。当
然，美国也想建立，而且有过尝试。北约全称是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美国在中东就搞了个中央条约组织。在东
南亚，美国搞了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其实
也是模仿北约的，就是说，美国试图在东南亚也搞一个
类似于北约的集体安全体系，只是效果并不显著。

后来美国就改变了策略，因为东南亚跟西欧国家不一
样。西欧国家在文化上相近，地理上相连，在政治上是
采取相同的制度，在军事上都受到苏联的威胁，所以美
国很容易就建立起一个北约。但是东南亚太多样化了，
差异太大了，在文化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差异都太大，
所以很难搞起一个类似于北约的组织。后来美国就建立
所谓“轴辐体系”（Hub-and-Spokes System），即以美
国为中心，通过五对双边关系来建立起一个防务体系：
即美日、美韩、美泰、美菲，再加上美澳。美国就像一
个 Hub，居于中心地位，所以拥有天然的优势。

现在，美国当然要运用这些优势，就是说，美国在政治
和军事层面相对于中国有巨大的优势。中国在东南亚，
政治上影响还不足够巨大，在军事上也没有太大的影
响。中国主要是跟老挝和柬埔寨关系比较好，也许包括
缅甸，即东南亚的大陆部分。但是老挝和柬埔寨是两个

很小很弱的国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并不大。

对于东南亚的一些大国，像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和马来西亚，中国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可能还不
够强。中国的影响力主要还是经济方面，但这不代表中
国不想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有所作为。我觉得中国还是有
所谋划的，但是历史基础比较弱。中国跟柬埔寨关系比
较好，军事交流就会比较多，老挝情况应该类似。总体
而言，中国在东南亚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因为这是可以
利用的手段，也是比较强的。将来中国可能会逐渐加大
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投入，尤其是在柬埔寨和老挝这两
个国家，以及缅甸。

而美国则会巩固与其传统军事盟友的关系，而对于经济
领域的短板，美国需要补齐。所以，坎贝尔在接受澳大
利亚洛伊研究所采访的时候，就说在 2022年会有很多
连续的新动作。另外，欧盟和日本可以为美国分忧解难。
美国是日本的安全保护提供者，而日本实际上在经济上
是非常强大的，日本在东南亚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实际
上超过中国。日本正悄无声息、不显山露水地在东南亚
进行投资，因为东南亚对日本也非常重要。而对于欧洲，
坎贝尔在接受洛伊研究所采访时候说，美国跟欧洲国家
几十年来并肩战斗，这一切不是没有意义的。他的意思
是，欧洲盟友会与美国密切协作，分担美国的领导责任。
所以，美国的优势在于拥有强大的盟友，而中国现在主
要是靠自己一家。总之，中国加强在政治军事维度的投
入，而美国及其盟国则试图补齐经济领域的短板。由此
可见，美中双方的竞争，实际上是升级了，而不是缓解
了，这一点需要注意到。

当然，这种竞争如果能够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不要爆发军
事层面的冲突，其实也是件好事，至少对当地国家而言
是一件好事。因为现在大家竞相提供资本和项目，当地
国家就有更多的选择。

听众乙：
我补充一下，我就在印尼。中国对于东南亚国家在政治
上的影响力，可能大家一般不太注意，但事实上中国对
东南亚国家的内部政治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而且甚至到
了可以左右政局的程度。事实上，在马来西亚和泰国这
两个国家，其实在政治领域，中国并不是没有影响力，
甚至可能大过美国。在印尼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因为印
尼本身的政治势力就比较分散，很容易受到外部各国的
影响。但是这也成了它的一个优势，即成为一个非常中
立的国家，不会有明显排他性的做法。

然后再看菲律宾，其实中国的政治影响也是存在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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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不小。但是美国对菲律宾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
菲律宾的中美角力是比较激烈的，未来菲律宾大选的动
向非常值得关注。美国对于菲律宾在杜特尔特这个时期
的种种表现应该说是不满意的，因为杜特尔特的（亲中）
政策不符合美国的整体战略利益。所以，美国一定会对
菲律宾的这届大选投入很大的精力。

四、东南亚国家的选择

胡逸山：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要看精英之间
的博弈。个别精英有没有获得一些外国的支持？应该是
有的？但也不会因为某个外国的支持，这些精英就特别
受到欢迎。至于有没有收到钱？我们就无从知道了，因
为有很多方式可以处理，将来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成朝庭：
中国和美国在东南亚的争夺，可以看美国著名的中国问
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写的一本书。这本
书是 2020年出版的，非常详细，标题就是《大国相遇
之处：中国和美国在东南亚》（Where great powers
meet: Amercia and China in Southeast Asia）。这本书
写得很好，对于中国和美国在东南亚的激烈竞争，每一
个国家都有涉及。这本书的结论是“竞争性共存”，就是
说中国和美国可以 coexistence，但当然是有竞争的。

东南亚实际上是中国和美国战略竞争的一个焦点，这是
一个事实。当然中美在东南亚的博弈是很复杂的，不能
说中国和美国就可以决定东南亚的命运。没有那么简
单，东南亚自己也有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东南亚自己
的选择才可以决定其命运，不能说是完全由外部大国所
决定的。

胡逸山：
对，的确是这样。因为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主要是东南
亚沿海的一些国家，尤其是之前已经有一定程度发展的
国家，比如说亚洲四小龙，自身已经是整个国际产业链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坦白说，一些南美和非洲的小国
很大程度上必须靠外国的捐助和援助，而东南亚的情况
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如果你要影响马来西亚，你得
把整个芯片厂搬来这里，然后你就可以说话大声点。对
于另外一些国家，可能两箱钞票就搞定了。在东南亚的
绝大多数国家，不是说不可能，但是比较困难。

成朝庭：
东南亚国家当然很清楚，现在印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

地区对中国和美国都非常重要。因此，中国和美国都投
入巨大的资源，中国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入手，但是不代
表中国在政治这个领域就没有影响力，在军事上就无所
作为，中国肯定也会加大在这两个领域的投入。

美国传统上主要是在政治和军事这两个领域有很大的
影响力，但是美国现在也会在经济维度补上自己的短
板。按照坎贝尔的说法，美国在 2022年会有连续的动
作。他特意说明，QUAD（美日澳印四国集团）其实有
很多活动是与经济和科技联系在一起的，还包括疫苗外
交，其实不完全是军事方面的内容。还有 AUKUS（澳
英美），大家的理解是一个防务联盟，因为美国和英国
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但实际上 AUKUS有很多
关于科技方面的内容，像人工智能、5G和量子计算，
他们是密切协作的。

从东南亚当地精英的角度出发，他们对中美竞争的升级
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因为大家很关注东南亚是不是
会选边站队。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东南亚不会选边站队，
东南亚会实行 Hedging（对冲）战略。但是我觉得也没
有那么简单，很多时候还是有一些偏向。您是怎么分析
的？

胡逸山：
我想可能是这样，不过我所讲的，可能对中美两方都有
一些冒犯。先说中方，因为中国时常口口声声说，从来
没有侵略外国。技术上来说也许是对的，但是无可否认
的是，中共建政以来，尤其在 1950、1960和 1970年
代，甚至 1980年代，对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针对当地
政府的内战，中国多多少少都有支援或参与。比如说马
共在很大程度上和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接受中国的援助。
所以这些东南亚国家在军事上、在战略上、在政治上会
比较偏向美国，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有没有侵略过
这些国家？没有。但是有没有支持这些国家的内部叛乱
（从这些国家的角度来看）？绝对是有的，包括提供武
器和训练等等。

对于美国方面，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口惠而实不至”。
当然无可否认，在 1970、1980和 1990年代，美国对
东南亚的投资是非常巨量的，所以造就了马来西亚半导
体芯片工业，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从大约 2000年以
来，美国在东南亚的投资就大幅度缩减。前几年，在特
朗普的伟大领导之下，呼吁“美国第一”，要美国厂商回
流。东南亚国家位处东西方交通要道，他们要做生意，
要生产。没有投资，没有生意，没有生产，那么东南亚
这些国家自然在经济上就和你越走越远。东南亚和海地
这样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跟某些非洲的鸡肋国家是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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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是不是？所以，东南亚国家要“口惠”，而“实”也
要至，就是指经济方面也要有实惠。

成朝庭：
我觉得胡教授刚才回顾这一段历史真的是非常好，非常
有必要。实际上中国和美国跟东南亚的关系都是很复杂
的，都没有双方的宣传叙事那么高大上、那么美好。实
际上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还是非常有戒心的，尤其是在政
治和军事方面。您刚才提到马共，其实中国当年还支持
了印尼共产党，当时印尼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三大共产
党，仅次于苏共和中共，印尼共产党的很多党员是华裔；
还有缅甸共产党，背后的主要支持力量也是中国。

胡逸山：
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些国家可能（对中国）有意见。

成朝庭：
对，所以这些国家对中国有戒心。虽然后来邓小平没有
搞输出革命，但是很多国家可能也认为，中国只不过换
成用经济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一带一路”，
他们可能也有这种理解。很多国家可能非常依赖中国的
投资，比如柬埔寨，欠中国债务占 GDP的比例非常之
高，所以美国也发明了“债务陷阱”这个概念。很大程度
上，像柬埔寨这样的小国，在经济上实际已经高度依赖
中国了，而经济上的依赖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影响。

胡逸山：
柬埔寨的例子可能比较特殊，因为洪森政府是一个威权
政权，是一个强人政权。西方一般对这种政权是很有意
见的，催促他赶快民主选举，应该下台，等等。你催我
搞民主，如果你又大量投资，我勉强也能接受。但是你
不可以口惠而实不至，就是说你指责我不民主，又要我
下台，但却没有投资，没有投入；而另外一方（中国）
不逼我下台，又有大量投资，那么我的选择是自然而然
的。

五、印太经济框架 vs. 一
带一路

成朝庭：
对，我觉得您说的“口惠而实不至”是说到点子上了。美
国在经济方面，不知是意愿不足还是能力不足，在东南
亚的投入肯定是不够的。我觉得美国现在已经认识到这
个问题，坎贝尔近期在接受澳大利亚 Lowy研究所采访

时说得很明确，美国会在印太地区创建“印太经济框架”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但是这个经
济框架的具体内容，现在还不是很清楚。美国想跟中国
争夺东南亚，但如果没有真金白银，像您说的“口惠而
实不至”，那么他们就会在这一场争夺中，至少在经济
这个维度会处于下风。所以美国在想一些办法，但是具
体会采取什么动作，目前还真不是很清楚。

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是大手笔的，中国确实有这个能
力，中国控制的国有银行，比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
银行，还有中国工商银行，都是国有银行可以很方便地
在东南亚贷款、投资，这确实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胡逸山：
第一，美国的信息非常不清晰，非常混淆，各种各样的
框架，还有一个蓝点网络计划（Blue Dot Network），
可是到现在还看不到实质进展。第二，即便是有一些投
资，西方常常有很多要求，比如要对少数族裔有所帮助，
要造就女性就业机会，不能对环境造成伤害，等等。所
以，大家即便是要你的钱，也要得很辛苦，要得很勉强。
假如有一方不需要那么多条件，我们肯定倾向那一方。
西方人基于自己的理念，认为全世界也很喜欢他们那套
东西。其实全世界未必都很喜欢，我们要的主要是你的
钱，然后造就一些就业机会，等等。

听众甲：
我认为肯定是美国能力不够，不是意愿不够。因为美国
以前搞对苏冷战，它不是这么搞的，它以前拿出真金白
银搞马歇尔计划，现在，美国在东南亚明显就是拿不出
钱来。

我看最近美国搞的两个联盟，都是有地缘政治色彩的。
我觉得美国在印太地区，就是要搞供应链联盟，在欧洲
也搞一个，然后这两个可能会联系起来。其实美国的目
的就是 decoupling（脱钩），但是脱钩不是完全的，还
有就是再挂钩（recoupling），就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讲的。这两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取决于是什么产业。
对于军工行业就要脱钩，但如果是美国还需要的、不那
么关键的行业，就跟中国再挂钩，这两个进程是同时进
行的。然后在东南亚，美国一定是与日本一起建立供应
链联盟。

成朝庭：
你说美国在东南亚能力不足，不像当年二战结束以后那
样大手笔搞马歇尔计划。其实也没有那么绝对，我觉得
美国能够调动的金融资源，即华尔街能够调动的金融资
本实际上是要比中国多的，美国掌握的金融资本远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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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中国。但是，有一些障碍导致美国无法很有效地投资。
一个是机制上的原因，毕竟美国不能像中国指挥国有企
业那样顺畅地命令私营企业；另外一点就是有些国家的
投资风险很高，还有腐败，governance的水平确实不
高。私人资本肯定首先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不
能够盈利，又有很大的风险，当然就不愿意来投资了。

我认为，美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美国这个国家的
执行力比较强，它一旦意识到问题以后，就会有一些实
际的措施。美国跟欧洲还不太一样，欧洲可能是夸夸其
谈、坐而论道，讨论很久，但没有实际行动。我相信坎
贝尔宣称的，美国会在东南亚加强经济方面的投入，现
在有一些实际动作。胡教授说蓝点网络没有什么进展，
但蓝点网络本身就不是一个投资型项目，不是像中国那
样要砸钱，而是要建立一个认证系统，即认证一些基础
设施项目是高质量的，那么那些私人金融资本自然就会
来投资。所以，蓝点网络主要是要建立一个认证系统，
不会直接带来投资，但是会间接带来。

另外，美国（西方）今年确实是启动了几个真金白银的
项目，一个是拜登宣布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另外一个是欧盟的“全球门户”项目
（Global Gateway）。欧盟的这个项目比中国的“一带
一路”要具体，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谁也说不清楚到
底投多少钱，到底有什么项目计划。总之，“一带一路”
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倡议，而欧盟“全球门户”比较具体，
即从现在起到 2026/2027年，投资 3000亿欧元。

另外一点，胡教授也说到点子上了。西方国家的项目不
是像中国那样不附加条件，而是价值观驱动的。不管是
“Build Back Better World”，还是“Global Gateway”，
都是如此，都是强调透明、法治、环保、女权和公民社
会。如何评价呢？我觉得见仁见智。一方面当地国家会
认为西方要求太苛刻，要满足很多条件，西方才会投资，
这确实是美国（西方）的一个障碍。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些条件也有其必要性。其实，“一带一路”项目也暴露
出很多问题，西方应该是吸取了“一带一路”的很多教训。
比如，中国企业是习惯走上层路线的，习惯跟当地精英
打交道，就可能会造成腐败问题。在中国国内的基础设
施建设，也是有很多腐败行为的。很多时候西方国家指
责中国把腐败向全世界出口，这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
理。跟第三世界国家当地精英打交道，必然会有一些腐
败的问题。

而且，中国也不擅长与“公民社会”打交道，因为在中国
国内也不存在所谓的“公民社会”问题，但是在中国以外
的地方，哪怕是一些非洲穷国，也有所谓的“公民社会”，

跟政府不完全是一回事。很多时候中国公司能搞定政治
精英和商业精英，但却搞定不了公民社会，所以就会产
生很多问题。

还有就是环保、创造当地就业机会和透明度等，确实也
是问题。中国现在自己也表示，要搞廉洁丝绸之路，要
搞和谐丝绸之路，这也表明中国意识到传统的做事方式
是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要一分为二，西方有很多条件，有其不利影
响，但是也有其必要性。我们知道，非洲国家是非常腐
败的，你在非洲搞一个项目，你跟当地精英达成了协议，
实际上就是你们双方有好处，但是当地老百姓不一定能
够得到实惠。比如有人会说，中国企业的投资没有给当
地创造就业机会，非洲国家只是得到了债务，因为中国
企业往往习惯于选用中国公司作为承包商。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一定不愿意为当地创造就业机
会，我觉得这里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很多时候是由于
中国的企业缺乏经验和能力。因为你如果要雇佣当地劳
动力，你必须对当地的语言、文化和做事的方式有深刻
的了解。很多中国企业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倾向于跟中
国的 contractor进行合作。都是中国人，沟通起来很方
便。但是，如果你没有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就会有很
多国家指责你，说你是来搞新殖民主义的。这不完全是
西方的指责，也不完全是受了西方的鼓动和挑唆。

总之，现在西方要跟中国竞争，这是好事，我觉得中国
应该把自己的心态放宽。有一个竞争对手出现，可以促
使自己改进，另外对当地国家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意
味着有两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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