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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

王　琛∗∗

内容提要 在企业管理学中,“利基”被引申为用以研究中小企

业如何开拓市场的“利基战略”等理论概念,这一概念在国际关系理

论中被发展为“利基外交”,一般被借以研究冷战后中小国家的外交

特征.按照综合国力来分析,东南亚国家属于中小国家行列,因此东

南亚国家在冷战后所采取的外交具有中小国家的“利基外交”的特

征.但同时,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具有两个符合自身需求的特

征,一是以东盟等地区性机制为支柱,作为开展外交的“根据地”,即
以地区主义的方式来“寻求利基”;二是发挥自身优势、外交专长或者

大国平衡战略等方式来扩展自身的外交空间,即“见缝插针”式地“拓
展利基”.通过寻求、拓展“利基”,东南亚国家赢得了生存发展需要

的外交空间并扩大了自身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东南亚国家 外交 利基外交 企业

管理学 中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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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国际关系发生变化,全球化与跨国主义得到发展,但同时非传统

安全问题、地区热点问题等也越来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并不能完全掌

握地区问题、热点问题的主导权,需要与中小国家展开合作,与此同时,大国之

间就某一问题、议程存在分歧矛盾,中小国家则能借机展开外交,从中获利.
冷战后国际关系的这些变化,给予中小国家发挥其自身优势,主动开展外交提

供了机遇.东南亚国家基本上属于中小国家行列,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

大多符合自身安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地区和平、地
区合作做出了贡献.东南亚国家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活跃度不断上升,因此,
学术界对东南亚国家的研究也是热情不减,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然而,学
术界虽然对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外交特征的研究进行了各种探讨,但仍有一些

问题值得探讨.
目前,关于东南亚国家外交特征的研究,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大国平衡外交

视角进行分析.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迈克尔利弗(MichaelLeifer)认
为,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战略中是以权力制衡为核心,通过制衡来维护自身的安

全.① 然而,有学者对利弗的观点进行批驳,认为东南亚国家的平衡战略不仅

仅是权力的平衡,更是为了防止大国权力竞争所带来的冲突.② 但美国哈佛大

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陆伯彬(RobertS．Ross)认为,中美在东南亚地

区的博弈使东南亚国家形成不同的战略选择,中南半岛的陆上国家选择追随

中国战略,而海洋国家则拉住美国来制衡中国.③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国

防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香农托(ShannonTow)在陆伯彬的研究上做出改

进,增加对中小国家对外战略中维护自身独立的研究,她认为,陆伯彬过于简

化中小国家的行为,但对东南亚战略分化的描述基本上认同前者的判断.④ 米

尔斯海默则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引起周边邻国的警惕,包括新加坡、越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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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Leifer,ASEANandTheSecurityofSouthＧEastAsia,London:Routledge,１９８９;MiＧ
chaelLeifer,ed．,TheBalanceofPowerinEastASIA,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１９８６;Joseph
ChinyongLiowAndRalfEmmers,eds．,OrderandSecurityinSoutheastAsia:EssaysinMemoryofMiＧ
chaelLeifer,London:Routledge,２００６．

KhongYuen Foong,“Making Bricks withoutStrawsin AsiaＧPacific,”ThePacificReview,
Vol．１０,No．２,１９９７,pp．２８９Ｇ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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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Vol．２６,No．３,２００４,pp．４３４Ｇ４５９．



东南亚国家会与美国一道来制衡中国.① 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与贸易教

授康灿雄(DavidC．Kang)则持与之相反的观点,他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认
为东南亚国家会采取“顺应”或“追随”中国的战略.②

在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中,东盟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因此,很多学者从地区

主义和地区制度构建的视角,透过东盟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进行研究.③ 在这

些研究中,也有学者强调观念、认同、规范及社会化等方面在建构东盟机制和

东南亚的地区秩序中的作用,④东盟成员国“关于共同利益、规范和身份认同的

一致是非民主的东南亚长期保持国家间和平的主要因素”.⑤ 但是,也有学者

认为,东南亚地区秩序在制度化建设方面容易受到大国竞争的限制,特别是中

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对东盟塑造地区秩序有很大的影响.⑥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大国关系下的东南亚国家的外

交、地区秩序构建等方面,但在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外交的主动性特征越来越

凸显,尤其是在地区热点问题和国际部分议程中表现越来越主动,甚至是发挥

主导作用,通过这些问题议程扩大自身的外交空间和影响力,获取更多的国家

利益.那么,冷战后东南亚国家是如何主动开展外交谋取自身利益、扩展外交

空间的? 这些外交举措哪些特征? 这些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而关于这方

面的研究,有学者借用金融学中的“对冲战略”(Hedging)这一概念,分析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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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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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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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J．Mearsheimer,“Can ChinaRisePeacefully?”TheNationalInterest,Oct．２５,２０１４,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anＧchinaＧriseＧpeacefullyＧ１０２０４,２０１７Ｇ１２Ｇ２４．

SamuelP．Huntington,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 WorldOrd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１９９６;DavidC．Kang,“Getting Asia Wrong:theNeedforNew Analytical
Framework,”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２７,No．４,２００３,pp５７Ｇ８５;DavidC．Kang,ChinaRising:
Peace,PowerandOrderinEastAsia,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HelenE．S．Nesadurai,Globalization,DomesticPoliticsandRegionalism:
TheASEANFreeTradeArea,Routledge,２００３;GeraldTan,ASEANEconomicDevelopmentandCooperＧ
ation,EasternUniversitiesPress,２００３;EeroPalmujoki,RegionalismandGlobalizationinSoutheastAsia,
Palgraqve,２００１;EstrellaD．Solidum,ThePoliticsofASEAN:AnIntroductiontoSoutheastAsianReＧ
gionalism,Singapore:EasternUniversitiesPress,２００３．KripaSridharanandTCA．SrinivasaＧRaghavan,
RegionalCooperationinSouthAsiaandSoutheastAsia,Singapore:ISEAS,２００７;庞中英:«东盟与东亚:微
妙的“东亚地区主义”»,«太平洋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２９—３７页;韦红:«地区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合

作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等.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王正毅校,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９０页.
TimoKivimaki,“TheLongPeaceofASEAN,”JournalofPeaceResearch,Vol．３８,No．１,２００１,

p．５,转引自王子昌:«国外东盟研究:方法与观点»,«东南亚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２９页.
MarkBeesonandDianeStone,“PatternofLeadershipintheAsiaＧPacific:A．Symposium,”The

PacificReview,Vol．２７,No．４,２０１４,pp．５０５Ｇ５２２;WhasunJhoandSooA．Chae,“HegemonicDisputes
andLimitsoftheASEANRegionalForum,”PacificFocus,Vol．２４,No．２,２０１４,pp．２３７Ｇ２５９．



亚国家在面对冷战后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它们是如何主动规避、抵消、转化

安全风险的.① “对冲战略”主要是研究防范风险、维护自身安全,这只是东南

亚国家外交的主动性表现的一个方面,对于以上问题的解释还存在不足,因
此,有必要引入其他相关概念来更深入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关于以上所

提出的问题,笔者认为,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符合“利
基外交”(NicheDiplomacy)的特征,本文为此引入“利基外交”等相关概念对这

些问题进行探讨,并通过借用企业管理学中相关概念,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对
“利基外交”等概念作相关的补充完善,在此基础上对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外

交进行探讨.

一、“利基外交”的内涵及相关研究

“利基外交”中的相关概念是从企业管理学等学科中引申发展而来,因此,
对“利基外交”的分析,需要对“利基”“利基战略”等相关理论概念进行追溯和

探究.

１ “利基”的相关概念分析.“利基”是对英文单词“niche”的音译,“niche”
原意是指“神龛、壁龛”,后被引申为狭小、合适的空间位置或者合适的工作,有
拾遗补阙或见缝插针的意思,在生态学中的意思为“生态位”,是指每个个体或

种群在种群或群落中的时空位置及功能关系.② ２０世纪中后期,这一概念被

企业管理学借以引申,发展为“企业生态位”“利基市场”和“利基战略”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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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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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的研究主要有:KuikChengＧChwee,“TheEssenceofHedging:MaＧ
laysiaandSingaporesResponsetoaRisingChina,”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Vol．３０,No．２,２００８,
pp１５９Ｇ１８５;JeongseokLee,“HedgingAgainstUncertainFuture:TheResponseofEastAsianSecondary
PowerstoRisingChina,”PaperPreparedfor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ScienceAssociationXXIIWorldConＧ
gressofPoliticalScience,Madrid,Spain,July８Ｇ１２,２０１２;EvanS．Medeiro,“StrategicHedgingandthe
FutureofAsiaＧPacificStability,”TheWashingtonQuarterly,Vol．２９,No．１,２００５,pp１４５Ｇ１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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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黎洪:«越南对华实施对冲战略的利

害关系研究»,«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７期,第４９—５９页;唐小松、刘江韵:«论东盟对中美的对冲外交困境

及其原因»,«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１６—２２页;史田一:«地区风险与东盟国家对冲战略»,«世界

政治与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７４—１０２、１５８—１５９页;温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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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页.

«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对“niche”一词的来源进行了说明:该词起源于１７世纪初,源自法语,字
面意思为“凹槽”,也有“nicher”(筑巢)之意,源自拉丁语“nidus”(鸟巢)一词,参见«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４３５页;«剑桥国际英语词典»中对“nichemarket”做出解释:“利基市场

是经济中的一小部分贸易领域,通常涉及专业产品.”参见«剑桥国际英语词典»(英汉双解),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６８８页.



关理论.① 在企业管理学中,“利基战略”一般是指中小企业通过专业化经营

来占领这些市场,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所采取的策略.② 从“niche”的词

源本意到生态学的借鉴,再到管理学加以发展,形成相关的理论,说明“利
基”在学科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借鉴和发展,也证明了本文跨学科研究的可

行性.
“利基”在国际关系领域被引申为“利基外交”,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中等国

家(middlepowers),一般是指在全球某些特定的问题议程上,中等国家能够发

挥主导作用,因此要予以强化,以获取甚至比大国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也有人

将之翻译为“专长外交”或“小众外交”.③ 目前,国内学界暂时没有专门文章或

著作对“利基外交”进行阐述,而国外学者对“利基外交”的研究较为深入.“利
基外交”这一概念由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部长加雷斯埃文斯(GarethEvans)与
前外交官布鲁斯格兰特(BruceGrant)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所提出的,④他们认

为,“利基外交”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此类中等国家在国际上和自身熟悉的领

域内实施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外交行为.⑤ 也有学者认为,“利基外交”是中小国

３０１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

①

②

③

④

⑤

MichaelT．HannanandJohn．Freeman,“ThePopulationEcologyofOrganization,”American
JournalofSociology,Vol．８２,No．５,Mar．,１９９７,pp．９２９Ｇ９６４;MichaelT．HannanandJohn．Freeman,
OrganizationalEcolog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９．

关于中小企业的“利基战略”的研究可参见康荣平等:«冠军之道:利基战略设计与实施»,北京:中国

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２００６年版;陈德富:«我国中小企业利基战略:调节因素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成都:电
子科技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年６月等;H．E．Aldrich,OrganizationsandEnvironment,
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１９７９;R．MilesandC．Snow,OrganizationalStrategy,Structure
andProcess,NewYork:McGrawＧHill,１９７８;D．Miller,P．H．Friesen,PortersGenericStrategiesand
Performance,WorkingPaper,McGillUniversity,Montreal,１９８４;M．Porter．CompetitiveStrategy,New
York:FreePress,１９８０.

在国内的研究中,“利基外交”一般是在相关论著中有所提及,并没有详细阐述.参见戴维来:«中等

强国崛起于国际关系的新变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１２—１１３页;戴维来:«中等强国的国

际领导权问题初探»,«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５４页.
“正是加雷思埃文斯(GarethEvans)在担任中等国家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时提出了‘利基外交’

这一概念,在埃文斯看来,这个术语本质上的意思就是专业化(specialization).”参见 GarethEvansandBruce
Grant,AustraliasForeignRelationsintheWorldofthe１９９０s,Melbourne:MelbourneUniversityPress,
１９９１,p．３２３;AlanK．Henriksen,“NicheDiplomacyintheWorldPublicArena:TheGlobal‘Corners’of
CanadaandNorway,”inJan．Melissen,ed．,TheNewPublicDiplomacy:SoftPowerinInternationalReＧ
lations,UK: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０５;GarethEvansandBruceGrant,AustraliasForeignRelationsin
theWorldofthe１９９０s,Melbourne:Melbourn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５,２nded.

GarethEvans,“MiddlePowerDiplomacy,”EdgardoBoeningerMemorialLecture,Santiago,２９
June,２０１１,http://www．gevans．org/speeches/speech４４１．,html,２０１７Ｇ１２Ｇ８;GarethEvansandBruce
Grant,AustraliasForeignRelationsintheWorldofthe１９９０s,Melbourne:MelbourneUniversityPress,
１９９５,２nded．



家利用本国的软实力和国际机制,使本国风险最小而利益最大化.① 进入２１
世纪后,对“利基外交”的研究 也 越 来 越 深 入.荷 兰 学 者 简梅 里 森(Jan
Melissen)对加拿大和挪威通过公共外交来寻求“利基”进行分析,她认为,

“在全球化时代里,‘利基’专业化的外交不能被限制在边缘地带.‘利基外

交’即使不能全部满足整个世界公共外交领域,但能够在(专业)舞台上发挥

作用”.② 从外交政策实践方面来看,近年来“利基外交”越来越受到重视,这

一外交行为模式让中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不凡的表现”,③甚至有评

论文章认为德国这样的国家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也应该采取“利基外交”

的模式.④

２ 学界对“利基外交”的研究.目前,对“利基外交”研究较为系统的学者

当属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F．库珀(AndrewF．Cooper),他

在«冷战后中等国家的“利基外交”»一书认为,冷战终结给其他国家创造了施

展外交的舞台,尤其是中等国家寻求“安全方面的细分利基”(securesegmenＧ
tedniches)的潜在能力被挖掘出来.⑤ “利基外交”关注的是单个国家通过政策

整合和实施来有选择性地识别并占领利基空间的能力.⑥ 库珀等人认为,冷战

后,无论传统中等国家还是新兴中等国家都在国际关系中“寻求利基”,实施

“利基外交”,维护自身的安全、经济利益,并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谋求自身的

话语权.库珀为了区分不同类型的中等国家外交的特征,将中等国家的“利基

外交”分为两种模型框架,并构建两种分析框架,对中等国家的“利基外交”的

特征进行分析.首先,库珀的第一种分析框架是基本框架,是对传统中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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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HeatherA．Smith,“NicheDiplomacyinCanadianHumanRightsPolicy:EthicsorEconomics?”in
RosalindIrwin,ed．,EthicsandSecurityinCanadianForeignPolicy,Toronto:UBCPress,２００１,pp．７７Ｇ
９４．

AlanK．Henriksen,“NicheDiplomacyintheWorldPublicArena:TheGlobal‘Corners’ofCanada
andNorway,”inJan．Melissen,ed．,TheNewPublicDiplomacy:SoftPowerinInternationalRelations,
UK: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０５,p．８４．

目前,对“利基外交”的评价都比较积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韩国问题专家斯考特斯奈德(Scott
A．Snyder)就认为韩国的“利基外交”表现不凡.参见ScottA．Snyder,TheUNSustainableDevelopment
Goals:AnOpportunityforNicheDiplomacybyMiddleＧPowerKorea,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SepＧ
tember２３,２０１５,https://www．cfr．org/blog/unＧsustainableＧdevelopmentＧgoalsＧopportunityＧnicheＧdiplomaＧ
cyＧmiddleＧpowerＧkorea,２０１８Ｇ０５Ｇ０８.

SebastianHeilmann,“NicheDiplomacyatWork,”BerlinPolicyJournal,April２７,２０１５,https://
berlinpolicyjournal．com/nicheＧdiplomacyＧatＧwork/,２０１８Ｇ０５Ｇ０８．

AndrewF．Cooper,“NicheDiplomacy:A ConceptualOverview,”in Andrew F．Cooper,ed．,
NicheDiplomacy:MiddlePowersaftertheColdWar,London:Macmillan,１９９７,pp．４Ｇ９．

Ibid．,p．９．



进行分析,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挪威等国家.库珀将这些放置于两个相

互交叉的轴线上,以突显其“利基外交”的特点,并将之成为“中等国家再定位”
(RelocatingMiddlePowers).如图１,纵轴表示外交操作程序的形式,两端分

别为“冒险”决策形式和“常规”决策形式;横轴表示外交的活动范围,两端分别

为“扩散”型和“离散”型.库珀认为,澳大利亚的利基外交从其公共外交和风

险的承担上看属于“冒险式”,在活动范围上属于“离散型”,在少数国际议题上

寻求利基;而加拿大与之相反,属于“常规式”和“扩散型”,加拿大强调国际机

制建设和管理技巧,并在广泛的国际议题上寻求“利基”,如推动世贸组织的建

设、参与«国际海洋公约»、人权问题上支持女权运动等.①

图１　中等国家外交行为的基本框架

资料来源:AndrewF．Cooper,ed．,NicheDiplomacy:MiddlePowersaftertheCold
War,p．１０.

库珀的第二种分析框架是分析新兴中等国家的扩展框架.库珀认为,这
些新兴的中等国家的外交行为已经超越了基本框架,譬如马来西亚、阿根廷、
印尼、韩国等这些新兴中等国家在寻求利基时的外交行为,在形式和范围上符

合前一种分析框架,但其自身有着明显与前者不同的,因此,需要一种扩展的

框架来进行分析.如图２,库珀依旧采用第一种框架的模式即十字形模型,纵
轴表示外交行为的类型为强度,两端分别是“好斗式”和“随和式”,横轴则表示

外交活动的关注点即目标,用“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分别表示两端.以马

来西亚为例,马来西亚在国际社会上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尤其是它对美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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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drewF．Cooper,“NicheDiplomacy:A ConceptualOverview,”in Andrew F．Cooper,ed．,
NicheDiplomacy:MiddlePowersaftertheColdWar,London:Macmillan,１９９７,p．１０．



取的“对抗”政策,以此来寻求“利基”,外交行为类型上马来西亚“好斗型”.在关

注点上,马来西亚紧紧依靠着东盟这一地区组织,具有明显的地区主义导向.

图２　中等国家外交行为的扩展框架

资料来源:AndrewF．Cooper,ed．,NicheDiplomacy:MiddlePowersaftertheCold
War,p．１７.

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相关研究相对较

少.除库珀主编的书中对以马来西亚作为案例对“利基外交”进行分析外,新
加坡学者莫莉卡巴雷若 安东尼(MelyCaballeroＧAnthony)等对新加坡在水

务方面的“利基外交”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新加坡近年来在水外交上展现

出‘利基外交’特征,通过水资源管理方面的专门知识转化为一种外交手段,加
强其区域和国际地位和影响.”①因此,对东南亚国家“利基外交”的研究相对比

较单薄,有待进一步探讨.从“利基外交”等相关概念的引入和发展历程来看,

借鉴这一概念能够更好地解释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如何发挥自

身优势,在地区问题、热点问题上发挥外交的主动性甚至是主导性,同时也为

研究东南亚国家在冷战后的外交战略提供一种新视角.

二、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
“寻求利基”到“拓展利基”

　　从国家综合实力方面,东南亚国家基本上属于中小国家,但在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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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elyCaballeroＧAnthonyandP．K．Hangzo,“Singapore:NicheDiplomacythroughWaterExpertＧ
ise,”EASTASIAFORUM,Jan．３１,２０１３,http://www．eastasiaforum．org/２０１３/０１/３１/singaporeＧnicheＧ
diplomacyＧthroughＧwaterＧexpertise/,２０１８Ｇ０５Ｇ０８．



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在维护地区秩序、发展地

区经济等方面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制定

了符合自身的国内政治经济战略,也得益于东南亚国家所采取主动的外交战

略.东南亚国家通过主动地开展外交不仅维护了自身安全,促进了经济发展,
而且通过东盟等地区机制构建起一套以“东盟方式”(ASEAN way)为核心的

规范,“通过制度的力量和规范的作用对大国的地缘政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

响”,①并且在地区热点问题和部分国际议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

扩大了东南亚国家的外交空间和影响力.

(一)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分析框架

在对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分析前,需要对相关理论和概念进行阐述,
以更好地为本文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在企业管理学中,中小企业的“利基战略”理论认为,“目标市场的更加细

分,它根据对目标市场的分析,利用企业自身特有的条件,在竞争对手获利甚

微或力量薄弱的小块市场,选择一个合适的产品或服务,集中全部资源,进行

利基市场培育,通过为消费者提供具体的、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使该种需求

获得最大的满足,在局部形成必胜力量后,以多种途径建立壁垒,强化其竞争

优势”.② 利基战略的目标是在一个产业小的范围内获得实际的垄断地位,免
遭竞争和他人的挑战,通过差异化和专业化取得竞争优势.③ (参见图３)

图３　中小企业的“利基战略”路线图

资料来源:王莉:«利基战略与中国后发型企业国际化成长路径分析»,«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第４１页.

与中小企业的“利基战略”类似,中小国家的“利基外交”首先就是要考虑

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自身所拥有的优势,也

７０１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

①

②

③

朱琨:«小国政治的艺术:读‹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博览群书»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
１０２页.

王莉:«利基战略与中国后发型企业国际化成长路径分析»,«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第
４１页.

陈德富:«我国中小企业利基战略:调节因素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企业管理

专业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年６月,第１２页.



就是“判断利基”.然后,找到符合自身的外交方式即“寻求利基”的方式,以此

来维护自身基本的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小国家通常会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发挥

自身优势,并与其他中小国合作,发挥地区主义或者多边主义,在多边场合寻

求基本的外交空间,维护基本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中小国家在“寻求利基”
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利基”的外交,在一般情况下,中小国家“拓展利基”的方式

也是利用其自身的优势,在地区议程或者专业议程中取得主动权甚至主导权,
维护地区安全、经济等方面的秩序,并在大国关系发生变化时为自身谋求更多

的利益和更高的国际地位.这就是冷战后中小国家的“利基外交”的基本特

征.(参见图４)

图４　冷战后中小国家的“利基外交”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此外,根据加拿大皇后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理查德诺莎尔(KimRichＧ
ardNossal)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斯塔布斯(Richard
Stubbs)在分析马哈蒂尔时期的马来西亚的外交时,借用加拿大外交官和国际

事务研究院资深学者约翰W．霍姆斯(JohnW．Homles)提出的“中等国家的

国家能力”(Middlepowermanship)等概念,①提出中等国家的国家能力包含五

个内在关联的特征,即范围、类型、关注点、形式与平台.从范围上说,虽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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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中等国家的国家能力”的概念可参见JohnW．Homles,“IsThereaFutureforMiddlepowerＧ
manship?”inJ．KingGordon,ed．,CanadasRoleasaMiddlePower,Toronto:CanadianInstituteofInterＧ
nationalAffairs,１９６６,pp．１３Ｇ６８;RobertW．Cox,“Middlepowermanship,Japan,andFutureWorldOrＧ
der,”InternationalJournal,Vol．４４,No．４,Autumn,１９８９,pp．８２３Ｇ８６２;这一概念在此处特别是指一种外

交政策 行 为 的 类 型,特 别 是 指 中 等 国 家 的 外 交 政 策 行 为.Kim Richard NossalandRichardStubbs,
“MahathirsMalaysia:AnEmergingMiddlePower?”inAndrewF．Cooper,ed．,NicheDiplomacy:Middle
PowersaftertheColdWar,p．１４９．



能与大国的利益遍布全球范围,但中等国家能够参与到广泛的国际事务当中,
而且常常会超越其所在地区的范围;从类型上分析,中等国家一般是国际问题

的积极参与者,甚至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专业性方案;从关注点上看,中等国

家十分关注降低国际冲突以保障自身的利益;最后从形式与平台上分析,中等

国家外交政策采取的是依靠多边主义或者地区主义,借助国际机制或者多边

国际组织来发挥自身优势.① 随着冷战后新兴中小国家的兴起,在这些新兴国

家在外交方面的表现也满足这个五个特征的内涵,而这五个特征也与库珀所

构建的分析框架所阐述的内容相一致,因此,能够作为笔者研究的理论依据.

据此分析,笔者认为,中小国家的“利基外交”就是“寻求利基”到“拓展利

基”的过程,其最终目标仍然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在应对

国际环境变化时为维护自身利益,采取通过地区合作方式来维持地区秩序,以
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也是东南亚国家“寻求利基”的特征.在此基

础上,东南亚国家在地区秩序、制度及规范的建设和推广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加上东南亚国家的地理位置使其拥有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这些

使得东南亚国家能够通过各种外交手段在地区议程、专业议程上发挥自身优

势来扩展利益,即东南亚国家“拓展利基”的特征.

根据库珀对中等国家的分析框架及五个关联特征等相关研究,笔者构建

二维分析框架(参见图５),由于东南亚国家在外交战略的范围上无法与大国相

比较,且基本上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议程及东南亚地区相关的问题相关,这
就与关注点有相同意义,因此,“范围”这一特征可不做考虑.本文将从类型、

关注点、形式与平台四个特征出发,构建起二维单向分析模型对东南亚国家的

外交战略逻辑进行分析.从横向上看,东南亚国家需要基本形式与平台来“寻
求利基”,与其他中小国家相类似,东南亚国家的外交较多依靠的是多边平台、

地区平台,通过这些平台来为自己谋取基本的外交空间,或是在这些平台上获

取外交机会,来谋求基本的安全和发展利益.从纵向上分析,由于东南亚国家

的自身优势或者把握外交时机的能力存在差异,因此,东南亚每个国家的“利
基外交”都有不同类型,关注点也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发挥各自的优势来

“拓展利基”,拓展符合自身的外交空间,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以谋取更多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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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imRichardNossalandRichardStubbs,“MahathirsMalaysia:AnEmergingMiddlePower?”in
AndrewF．Cooper,ed．,NicheDiplomacy:MiddlePowersaftertheColdWar,pp．１４９Ｇ１５１．



图５　本文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从“寻求利基”到“拓展利基”

随着冷战后国际关系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东南亚国

家对国际环境及对自身认知也发生变化,因此,它们在外交上也需要改变.东

南亚国家需要对国际关系变化及其自身进行基本判断,从而确定“寻求利基”
的方式,进而寻求到符合自身的外交策略,在地区乃至全球中拓展自己的外交

空间,扩大国际影响力,以谋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

１．冷战后国际关系变化与东南亚国家自身认知的改变

除泰国外,东南亚国家基本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冷战时期它

们都受到两极格局的强大压力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和威胁,因此,这一

时期东南亚国家在安全生存方面十分脆弱.在经济技术方面,东南亚国家主

要依靠大国的经济援助和贷款,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对大国的依赖

性也十分明显.随着冷战结束,大国关系发生变化,苏联的解体使得“东盟各

国实际已经不存在来自任何外部大规模入侵的威胁,它们已经不需要美国的

军事保护了”.① 在面对中国崛起,美国的霸权,以及日本和印度等大国影响

时,东南亚国家采取“务实的且不带意识形态的政策,欢迎这些大国的贸易与

投资为东盟所带的利益.在保证东南亚地区的战略自主性及东盟成员国最大可

能独立性的同时,东南亚国家也寻求自身与大国之间相互关联和互惠互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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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曹云华:«东南亚区域合作»,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１１页.
K．V．KasavanandDaljitSingh,eds．,SouthAsiaandSoutheastAsia:RespondingtoChanging

GeoＧpoliticalandSecurityChallenges,NewDelhi:KWPublishersPvtLtd．,２０１０,p．２２．



冷战结束也促使东南亚地区内部发生变化,柬埔寨问题得到解决,越南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进行“革新开放政策”融入国际社会等一系列变化,使东南亚内部

的威胁得到解决.进入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各国国内政治日趋稳定,东南亚国

家的安全脆弱性大大降低,虽然在１９９７年金融危机后出现波动,但这些国家

的生存安全状态基本稳定.联合国、东盟等国际组织发展也给东南亚国家创

造了施展自身的外交战略的平台,使它们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进行重新认知.东南亚国家借助东盟这一地区组织,在地区秩序中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
冷战后国际环境变化和东南亚国家对自身认知的变化,给东南亚国家提

供了“寻求利基”的基础,并能够以此“拓展利基”,为自身谋取更多的外交空间

和国家利益.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基本形

式与平台,东南亚国家依靠地区主义,即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主义形式与平台

来“寻求利基”.和中小企业尤其专长的利基和局部优势的“根据地原则”一
样,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战略注重地区主义,特别是东盟的成立和发展,
在东南亚国家维护地区秩序与安全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东南亚国家营造

了良好的地区和国际关系环境.东南亚国十分重视东盟,以东盟为中心的地

区主义机制成为东南亚国家“寻求利基”的基本方式;第二,“拓展利基”的类型

与关注点.东南亚国家采取不同路径来拓展自身的“利基”,但终归到底都是

一种“见缝插针”.中小企业无法与大型企业进行全方位争夺,但可以利用自

身优势来争取大企业不重视或不感兴趣的“利基市场”,培养企业自身的市场

与品牌.东南亚国家借助地理位置优势、自身的软实力、大国竞争中的缝隙

等,通过这些方式来“拓展利基”,在地区热点问题、部分国际问题上能够扩大

自己的影响力,为自身的利益与发展谋取外交空间.

２．“寻求利基”的形式与平台:地区主义

全球化发展带来地区主义的兴起,“国际体系的新兴国家发现,地区主义是

一个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它使其能够避免遭受大国对其主权和自主权的干预.
地区主义也被第三世界国家当作是实现共同经济和政治互信的方法”.① 东南亚

各国领导人认为国际体系是弱肉强食的,虽然这一认识各国并未达成一致,但
对外部威胁的这一认知是东南亚地区主义法治的主要推动力.② 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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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主义的形式与平台主要是东盟以及与东盟相关一系列地区性的国际组

织,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以东盟为中心,推动东南亚地区乃至东亚

地区的安全、经济合作,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东南亚国家在“寻求利基”的过程中,最基本路径是通过地区主义来实现,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维护地区安全秩序,二是地区经济发展合作.东盟成

立的目的是东南亚国家为解决自身生存和安全问题.１９７６年,东盟五国签订

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被视为维护地区团结与和平的法宝,东盟希望将此

条约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更大范围,将其作为构建新“地区”国家间关系的法制

基础.① 冷战结束后,在构建和维护东盟地区主义安全秩序的框架下,东南亚

国家解决柬埔寨问题、印支半岛安全问题,扫除了影响自身发展的地区安全隐

患,而后又将东盟发展扩大,在１９９７年吉隆坡峰会上,提出构建东盟共同体.

２００３年,东盟发表«东盟协调一致宣言II»(theDeclarationofASEANConcord
II,BaliConcordII),提出２０２０建成东盟共同体,通过加速建立东盟共同体来

促进东盟一体化,将强化东盟在地区发展架构上作为驱动力的中心地位.在

菲律宾第十二次东盟峰会上,东盟领导人决定提前到２０１５年建立东盟共同

体,包括政治安全共同体(APSC)、东盟经济共同体(AEC)与东盟社会文化共

同体(ASCC),其中政治安全共同体的构建目标是为了保证东南亚各国间及与

世界其他国家和平相处,建设一个民主和谐的国际环境.② 东南亚国家之间通

过地区主义保证各自安全关切,寻求符合自身的利基,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

在与周边大国交往时也通过地区主义,发挥自身的地区优势,推行“东盟方

式”,促进大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以主导地区事务,寻求利基来维护自

身的利益.东南亚国家通过１９９４年创办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将东南亚这

些中小国家同周边大国联系在一起,促成东南亚国家与大国进行安全合作,防
止单一大国控制该地区,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利益.正如迈克尔利弗所说,

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不仅使其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官方级别的安全框架,也
是小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起不同寻常的领导角色的体现.③ 另外,东南亚国家

与中日韩建立“１０＋１”和“１０＋３”合作机制,虽然这二者起初是为经济合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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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但也扩展到安全领域,使东南亚的安全地区主义(securityregionalＧ
ism,也可译为安全区域主义)扩展到东亚,不局限于东南亚,从而使东南亚国

家的安全多一层保障.东南亚国家通过东盟、东盟地区论坛、东盟政治安全共

同体、与中日韩的合作机制等地区主义机制,利用地区主义寻求到自身安全方

面的“利基”,并为寻求经济方面的“利基”打下了基础.

其次,东南亚国家推动地区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在经济方面“寻求利

基”.东南亚国家的地区主义一开始主要是维护自身安全所实施外交战略.

虽然在东盟成立后,成员国之间进行着经济合作,但在冷战时期,“东盟国家间

的经济关系主要是竞争性的而非互补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也相当底.
东盟国家各自的工业发展程度不等”.① 随着冷战结束,加之全球化加速

经济发展的时代来临,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时,东南亚国家无法单独面对挑

战,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必然,推动区域一体化,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考虑就是提高自身讨价还价的能力”.② １９９２宣布设立东

盟自由贸易区(AFTA)开始加速合作,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发展,东南亚国家的

经济发展状况也得到提升,虽然期间受到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并

未阻止东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进入２１世纪后,东盟国家进一步推动自由贸

易区的建设,不仅局限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降低关税、进行零关税的自由贸

易,还推动“１０＋１”“１０＋３”自由贸易,与周边的地区大国分别建立起自由贸易

区,以推动自身的经济发展,并且通过地区主义机制寻求利基,发挥自身优势,

使东南亚国家在与大国的经贸关系中取得对等的地位甚至是主导作用.２００８年

金融危机后,东盟承诺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２００９年东盟国家签订«东盟商

品贸易协定»(theASEANTradeinGoodsAgreement,ATIGA),２０１２年«东盟全

面投资协定»(ASEANComprehensiveInvestmentAgreement,ACIA)生效,２０１１年

采用«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theASEANFinancialIntegrationFramework).③ 随

着东盟共同体加速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使得经济合作发生外溢,不再局

限于经贸关系,合作扩展到科学技术、能源、金融、旅游等各方面.④ “东南亚国家

３１１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

①

②

③

④

〔新加坡〕许通美著,阿米托夫阿恰良编:«探究世界秩序: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门洪华

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６３页.
王玉主:«东盟４０年: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机制(１９６７—２００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版,第１１９页.
ASEANEconomicIntegrationBrief,Jakarta,ASEAN Secretariat,June２０１７,p７,http://

asean．org/storage/２０１７/０６/AEIB_No．０１ＧJuneＧ２０１７_rev．pdf,２０１８Ｇ０５Ｇ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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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主义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例子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以及日

益增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为东盟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在

保护主义情绪高涨的浪潮中,东盟已经被视为开放地区主义的灯塔.”①由此可以

见,东南亚在寻求经济利基时所采取的是依靠地区主义,加强经贸合作,强化相

互依赖,以获取发展自身的经济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强化经济方面的“利基”.
东南亚国家通过地区主义这一基本形式与平台,寻求自身安全和经济方

面的“利基”,维护了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有效地应对外部和内部的挑战和威

胁.地区主义是东南亚国家“利基外交”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东南亚国家“利
基外交”中“寻求利基”的基石.

３．“拓展利基”的类型与关注点:“见缝插针”

“见缝插针”在企业管理学中主要是指中小企业避实击虚,不与大企业或

强者展开硬碰硬的直接竞争,而是选择大企业所忽视的、不愿做或不会全力去

做的业务范围,利用中小企业自身的优势、技术的专业化及细分市场,“见缝插

针”地寻求并扩展“利基”市场,从而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获取市场空间.在国

际关系领域里,中小国家如同市场上弱者一样,虽然它们没有实力与大国争夺

地区和世界领导权,但它们可以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国际经济政治领域得到

中心地位、外交专长或者在大国之间进行平衡,来获取外交主动权,扩展外交

空间,在国际关系中谋取符合自身的利益和话语权.虽然东南亚国家各自国

情不同,在“拓展利基”的类型与关注点各有不同之处,但它们所采取的外交方

式在总体上符合中小国家“利基外交”中的“见缝插针”特征,这一特征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东南亚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东南亚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

处,有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重要国际航道,又处于中国南部,与澳大利亚隔

海相望,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东南亚在处理与周边大国关系时能够加以利用,
从中获得利益.新加坡扼守国际重要航道———马六甲海峡,因此,新加坡的类

型与关注点在于借助地理位置优势实现经济发展,并且“独特的地理位置是新

加坡对外战略的重要砝码,新加坡‘大国平衡战略’的构思和实施与其地缘位

置高度相关”.② 印尼也因地处两洋交汇处,有众多重要的海峡航道,其对外战

略的关注点富有海洋性,特别是近几年佐科总统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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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的“海洋强国战略”强调四个外交重点:在外交和国际合作中突出印尼的海

洋身份;通过中等强国外交政策提升印尼的国际形象;扩大在印度洋、太平洋

地区的参与;加强公共外交.① 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展开外

交来“拓展利基”,譬如越南,与中国接壤,又有金兰湾出入南海,无论是冷战时

期还是在进入２１世纪后,越南都充分利用这一地缘优势.泰国地处中南半

岛,东南亚的中心地带,因此,泰国“通过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形成以中南

半岛各国为内环,以东盟为核心,以亚洲为外围的环形区域合作模式,担当本

地区(主要是中南半岛和东盟)的主导地位,成为该地区在交通、贸易、能源、旅
游等方面的中心和枢纽.”②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其中“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东南亚国家作为重点合作对象,很重要的原因是东南亚的

地缘战略位置,而“一带一路”也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拓展利基”机会和平台.
其次,在地区热点问题议程上主动发挥自身优势“拓展利基”,扩大自身的

国际影响力.如上文所述,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解决非

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国际合作,区域外大国也希望通过与东南亚国家合作解决

与己相关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就给了东南亚国家进行“拓展利基”的空间.
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利基”主要体现在反恐问题上.东南亚受恐怖主义威胁十

分严重,因此,东南亚各国在反恐议题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密切的合

作关系,“９１１”事件后,东盟国家加强了与美国等国的反恐合作,特别是几个

深受恐怖主义危害的国家,反恐成为这些国家外交战略中重要的关注点.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东盟首脑会议首次通过«东盟打击恐怖主义联合行动宣言»,该宣

言提出一系列“反恐行动计划”,强调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反恐斗中,要加强综合

性合作,就国际范围来说,联合国应起主要作用.③ 反恐战争使菲美之间的安全

合作关系迅速升温,用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话说,美菲在反恐战争

中已经是“军事同盟”.④ 菲律宾在反恐问题不仅仅依靠美国这个传统盟友,近
年来,杜特尔特采取对华友好政策也使得菲在反恐问题上得到中国支持.⑤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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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对美国全球反恐斗争的重要战略意义,所以,“９１１”事件后,布什政府主动

采取一系列行动向印尼示好,印尼也顺水推舟,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改善与美

国的关系.① 此外,印尼还借助其他方式或平台参与到该问题的议程设置之

中,２０１１年与澳大利亚合作成立东南亚能力建设工作组,加强印尼在打击极端

暴力犯罪利益相关者及在反恐问题上的信息共享等能力的建设;印尼积极参

与、举办其他的反恐平台,２０１５年４月,在棉兰举办“关于加强和管理极端暴力

罪犯的能力建设和培训研讨会”,以加强反恐的国际合作,扩大自身在反恐领

域的影响力.② 东南亚国家“拓展利基”的地区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南海问题.

在南海问题上,东南亚国家之间本身虽然存在争端,且与中国在处理此问题时

态度也不一致.东南亚国家借此问题在国际社会上寻求外交空间,扩展自身

利益.相关国家一方面保持与中国的争端,让此问题始终是地区热点问题;另
一方面,这些国家以弱者身份借机引入域外大国获得军事、经济的援助,这也

是这些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特征.越南和菲律宾就是最好例证,两国的

寻求利基外交战略恰好在此问题上表现十分突出.南海问题不仅盘活了越南外

交,而且进一步提升了越南的地缘价值———尤其是越南在美国、俄罗斯、日本、东
盟国家对华战略中的价值.③ 阿基若三世时期,菲律宾在南海地区与美国多次举

行军演,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法庭进行仲裁,虽未成功,但菲律宾借此问题获得

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支持;而杜特尔特政府未采取前任政策,力图改善与中国的

关系,从而获得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及其他援助.印尼虽然不是争端方,但
也希望在南海问题上发挥作用,进而谋求主导地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东盟各国

认为南海冲突是冷战后东南亚爆发冲突的热点地区,然而,印尼却在以非官方方

式来“管理南海地区潜在冲突”,防止冲突扩大,并且计划将其在南海问题上的倡

议作为实例,为东盟在管理地区冲突上做出榜样.④ 近几年,随着中国崛起,在南

海问题采取积极行动,引起美国等域外大国的关注并与中国在此问题上产生摩

擦,印尼在此问题采取平衡策略,希望中美之间保持相互制衡,“以维护东盟的团

结和在该地区问题上中心地位,从而维护印尼的利益”.⑤ 东南亚国家在地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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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发挥专长上所发挥利基战略远不止这两个问题,譬如湄公河流域区域治理

问题,老、缅、泰与中、美等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马来西亚和印尼作为

伊斯兰国家,在中东问题上能够发挥其他国家所不能发挥的作用,等等.①

最后,东南亚国家“见缝插针”特征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实施平衡战略,在
大国的“夹缝”中寻求“拓展利基”的机会.冷战时期,东南亚国家成立东盟不

仅是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也是为制衡越南谋求地区霸权,实现地区稳定.这一

时期,东南亚部分国家特别是东盟初始成员国,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制衡苏联,

防止苏联进一步控制东南亚.冷战结束后,东盟各国领导人对冷战后东南亚

地区局势的担忧.就区域外层次而言,主要体现在:中国、日本和印度可能填

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收缩和撤退后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并引发地区动荡和

灾难.② 为此,东盟国家希望通过与美国建立军事安全合作关系及建立东盟地

区论坛等手段,利用美国来制衡中国、日本甚至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随着中

国的快速崛起,大国关系和地区国际关系发生变化,中日在东亚、东南亚地区

进行竞争,美国推行“重返亚太战略”,并“决定加入东亚峰会并开始努力将其

变成一个重要的地区安全论坛,与日本、韩国及其他同盟国的安全关系明显加

强,以及深化与东盟１０个成员国的关系”.③ 当前,在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
议中,东南亚国家起到的作用十分重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机制也越来

越多,合作深度和广度也会加强.然而,双方也存在矛盾,随着合作的深入,美
国、日本、印度等国试图干涉,进而阻碍中国与东盟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进一

步发展,这使东南亚成为中美等大国博弈的主要地区.对此,东南亚国家发挥

大国平衡外交来为自身寻求“利基”,在大国竞争中维护自身的利益.“由于中

国崛起大国竞争及东盟地位弱化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且在对冲过程中

整体提升了各国和东盟的抗御力和吸引性权力,东盟保持住了地区合作框架

的支点地位在未来,东盟的对冲战略将会遇到更大的挑战,因为东盟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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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凝聚力仍然有待提高,然而地区风险尤其是大国竞争却正在急速上升.如

何应对新形势下不断衍生的困难,则是摆在东盟国家面前的长期挑战.”①总而

言之,面对周边大国时特别是中美两国在近年来关系发生变化时,“处在中美

两国大国之间,东南亚国家希望看到的最佳状况是中美良性竞争,可以获得双

方献出的‘殷勤’,得到实惠;而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是中美冲突,殃及东南亚

的‘城池’”.② 因此,东南亚国家在今后仍然会采取有限制衡的战略,适应中国快

速崛起后的“新常态”,谨慎应对中美关系的波动,维护自身的利益,以免自身成

为大国竞争、冲突的棋子,继续充当区域合作的“助推器”和“驾驶员”.③

东南亚国家在“拓展利基”的类型与关注点远不止以上三点,还有在人权

问题、意识形态领域、政权安全维护方面都在发挥着外交战略优势,但总体上

看,其逻辑特征是发挥自身专长,利用各种外交场合“见缝插针”来“拓展利

基”,维护国家利益.从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不断上升的活跃度和

影响力来看,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从“寻求利基”到“拓展利基”都
为自己的安全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地区和国际环境,也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

巨大的外交空间.

结　　语

冷战东南亚国家的诸多外交行为符合“利基外交”的特征.东南亚国家所

采取的“利基外交”,主动开展外交,拓展外交空间,谋取符合自身安全和发展

的国家利益.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的共同特征是以地区主义来“寻求利

基”,与此同时,它们采用“见缝插针”的形式来“拓展利基”.从冷战后东南亚

国家的“利基外交”中,不难看到冷战后国际关系变化,中小国家能够在国际舞

台上主动开展外交,甚至在部分国际议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扩展自己的影响

力,而中小国家的主动开展外交也将进一步推动国际关系的多元化和民主化,
推动地区和国际关系的和平发展.随着东南亚等地区中小国家在国际舞台越

来越活跃,这将进一步推动对中小国家的研究,同时也将推动对中小国家的

“利基外交”等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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