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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全球治理和中国全球利益的扩

展,太平洋岛国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那么,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

经历了怎样的发展,目前现状如何,存在哪些不足,未来前景如何? 国外的太

平洋岛国研究对中国有何启示和借鉴? 为此,本刊特约记者王海媚专访中国

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国际研究部主任、中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岛国研究

分会副会长陈晓晨.陈晓晨还兼任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特聘高级研

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等职,研究领域包括全球治理与

太平洋岛国研究,主持多个国家部委与太平洋岛国相关的课题,如“２１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南太平洋方向建设路径研究”等,著有«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历史变

迁的逻辑»等.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太平洋岛国
研究:历史、现实与未来

———陈晓晨研究员访谈

陈晓晨　王海媚

一、太平洋岛国研究的背景与整体概况

王海媚(以下简称王):对国内学界而言,太平洋岛国似乎还显得比较陌

生,您能做一些简单介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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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晨(以下简称陈):对国内学界来说,①太平洋岛国(又称“南太平洋岛

国”“南太岛国”等,可简称“南太”)及其构成的太平洋岛国地区(又可称“南太

平洋地区”)仍然是一个非常新的研究对象,②长期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中国

学界总体上对它了解还比较少.因此,首先要对这个研究对象有个大体认识.

太平洋岛国地区有三个鲜明特点:

第一,“偏”———这是一个全部由岛国组成、地缘上偏远的地区.这个地区

的社会演进独特,迄今为止,还远远谈不上充分了解,有不少问题领域的知识

甚至可以说还是空白.

第二,“小”———这是个由小国组成的地区.太平洋岛国陆地面积仅占全

球陆地总面积的０．４％,总人口更是仅占全球的０．１５％.“小而遥远”导致很多

问题,包括国家实力有限、治理能力弱、国际博弈能力差等,还导致太平洋岛国

研究(又称“南太平洋地区研究”,也可以简称“南太研究”)不容易受到重视.

但是,“小”却并不等同于“简单”,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小而复杂”的地区,需要

全面细致研究.

第三,“新”———这是全世界最晚被纳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新”地区.③

太平洋岛国虽国小民寡,但在联合国也是“一国一票”.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更是给这些岛国带来巨大的“海洋红利”.可以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

的主权原则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共同塑造了今日的太平洋岛国地区.

王:国外学界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状况如何?

陈:目前,国外学界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主要力量还是西方,特别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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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们在这里主要评述以国内的出版社、期刊、硕博士论文、会议、课题等为成果载体进行学术活动的

学者,包括外籍人士,但不包括主要在国外进行发表和学术活动的中国学者;主要评述我国大陆学界的太平

洋岛国研究,但港澳台学界的研究也是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部分出版物参见何登

煌:«太平洋岛国风情与风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蔡育真:«澳洲对中美在南太平洋权力竞逐

之回应»,台北:致知学术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关于“太平洋岛国地区”“南太平洋地区”“太平洋地区”等概念辨析,国内外学界众说纷纭,数十年来

经历了概念的演化、分野与动态调整,这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参见徐秀军:«地区主义与地区秩

序:以南太平洋地区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５页;梁甲瑞:«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

作: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２页.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学者和机构使用“太平洋岛国地区”指称这个空间,不过也有不少学者和机构沿用“南太平洋地区”的概

念,这本身就是太平洋岛国研究界的一个学术争议.
正如越来越多的研究注意到,早在几千年前,生活在今天中国境内的“百越先民”与南太平洋岛屿之

间已经有联系,参见吴春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述评»,«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吴春明、曹峻:«南
岛语族起源研究中的“四个误区”»,«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３期.因此,“新”地区仅仅指的是被纳入威斯

特伐利亚体系的时间.



美、日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统称“澳新”).即使对西方学界来说,南

太平洋岛屿也是直到晚近才进入研究视野———在西方学术已经形成体系的时

候,这个地区还保留有大量原始社会及其传统.在此背景下,人类学成为早期

研究南太平洋岛屿的重要学科———至今仍然是整个太平洋岛国研究学术史最

重要的学科之一.田野研究与融入式观察是重要研究方法,孕育了«萨摩亚人

的成年»«新几内亚人的成长»和«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等一批人类学经典著

作,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美国自然

史博物馆馆长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

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等人类学家.这些都是南太平洋岛屿人

民对人类知识的重大贡献.这种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是西方学界太平洋岛国研

究持续到今天的总体基调,留下丰厚的学术史积淀.

１９４７年,南太平洋委员会(SPC)成立,宣告现代意义上的南太平洋地区形

成,也可以被视为西方现代南太平洋地区研究的起始.结合科学网(WOS)数

据库,辅以引文空间软件(CiteSpace)的研究数据分析,可以将由此至今的太平

洋岛国研究(侧重人文和社会科学)笼统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阶段:早期起步时期(１９４７—１９７０年).这段时期的太平洋岛国研究

刚刚起步,尚未形成规模.在数据上,表现为以“南太平洋”或“太平洋岛屿”为

题名(下同)的社会科学成果数量很少,而且并非每年都有.在非常有限的成

果中,关于人口与公共卫生的研究最多,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西方学界的学术兴

趣重点,另一方面也折射了西方国家维持殖民统治或推动有序自治的政治需

要.这一时期出现了芝加哥大学教授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密

歇根大学教授罗伊拉帕波特(RoyRappaport)等人类学学者和«波利尼西亚

的社会分层»«献给祖先的猪»等人类学名著,反映出社会科学领域当时在经历

由“点”到“面”的趋势.在地区政治领域,较有代表性的是长期从事澳大利亚

对南太平洋岛屿领地工作的澳大利亚外交官托马斯弗莱(ThomasFry),他

在«澳大利亚观察»(AustralianOutlook)创刊号首篇文章介绍了南太平洋委员

会.① 当然,这还不是系统性的学术研究.

第二阶段:稳步上升阶段(１９７１—１９９０年).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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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P．Fry,“TheSouthSeasConference,１９４７,”AustralianOutlook,Vol．１,No．１,１９４７,pp．６Ｇ
１０．«澳大利亚观察»是今天大洋洲重要学术期刊«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AustralianJournalofInternaＧ
tionalAffairs)的前身.



来越多的南太平洋岛屿独立建国,整个地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１９７１年,南

太平洋论坛(SPF)成立;美苏冷战逐渐扩展到这个地区;纷纷独立后的太平洋

岛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这一阶段太平洋岛国研究稳步发展,在数

据上体现为从１９７１年以后每年都有成果发表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研究

内容上,有关文化、传统和现代化等领域的研究明显上升,与美国有关的研究

更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研究主题之一.人类学依然发挥着基础学科作用,但

更多结合了现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代表作有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约

翰康奈尔(JohnConnell)的«侨汇与农村发展:南太平洋的移民、依赖与不平

等».在地区政治领域,出现了最早的系统性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澳大利亚

塔斯马尼亚大学副教授理查德赫尔(RichardHerr)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

教授格里高利弗莱(GregoryFry)分别基于其博士和硕士论文的研究.４０
多年来,两位学者一直活跃在太平洋岛国研究界,笔耕不辍,代表着这个领域

的顶尖水平.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尤其是末期,一大批研究成果集中出现,地缘

政治成为重要研究主题,而且美国学者或美国智库驱动的研究激增,从侧面反

映了美国在冷战后期对太平洋岛国重视程度上升.国际太平洋岛国研究学术

共同体初步建立.

第三阶段:调整阶段(１９９１—２００８年).冷战结束后,域外大国对太平洋岛

国的兴趣衰退,西方大国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投入有所减少,这直接体现在成

果数量呈震荡走势,增速有所下滑,如２００１年的期刊文章数量尚不及１９９０年.

国家治理、全球化等成为这一时期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突出主题.在地区政治

领域,地区安全合作成为一大主题,尤其是在“９１１”事件和巴厘岛恐怖袭击

事件之后.２００３年,澳大利亚领导的旨在通过干涉恢复所罗门群岛正常秩序

的地区援助所罗门群岛特派团(RAMSI)成为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地区政治议

题,得到广泛研究.

第四阶段: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０９年至今).全球治理的新问题尤其是２００８
年肇始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和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给太平洋岛国带来了深刻影

响,促使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出现新变化.在此背景下,太平洋岛国研究也进

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在数据上体现为２００９年以来成果数量激增.在研究内

容上,气候变化及相关议题成为这一时期的最“热”的研究主题.在研究类型

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愈发紧密结合,在数据上体现

为“政策”作为关键词的比例显著提升.在地区政治领域,弗莱和赫尔仍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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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学者崛起,包括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教

授乔安妮沃莉丝(JoanneWallis)、新西兰梅西大学高级讲师安娜波尔斯

(AnnaPowles)等.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澳新学者还是逐渐崛起的太平洋岛国

本土学者,都更加注重太平洋岛国自身的主体性.目前,美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和英国是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四个最主要的国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西

兰奥克兰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下设东西方中心)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是

最具影响力的四所高校.这是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目前的情况.①

日本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自成体系,是澳新美英以外重要的太平洋岛国研

究大国.１９４５年以前日本的南太研究主要是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殖民统治和侵

略战争.战后,日本的南太研究逐渐恢复.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日本学界对太

平洋岛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国际政治研究明显增多.１９７９年,在时任日

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指示下,一个以日本权威智库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ERC)董

事长大来佐武郎为首、由政府官员和学者共同组成的智囊团“环太平洋连带研

究小组”组建起来,次年完成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报告,提出对环太平洋地

区面向２１世纪的一系列外交战略构想,地理范围主要是今天的亚太地区,但

也涉及一些太平洋岛国.② 同年,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出版«南太平

洋的现实与国际合作»报告.③ 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日本国立情报研究所(NII)

数据库收录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成果数量达到顶峰.进入２１世纪后,成果数量

有所下滑,但仍保持着较高水平.日本太平洋岛国研究的一大特点是海洋研

究实力强,包括渔业与海洋生物学、海底矿产、海洋法等领域,近年来在海洋环

境与气候变化问题上持续进行研究.此外,日本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界在对外

经济援助研究上非常下功夫,在方法上注重实证研究.各个时期的代表学者

有长期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工作的松崎孝雄(MatsuzakiTakao)、上智大学教

授矶崎博司(IsozakiHiroji)、惠泉女学园大学教授上村英明(UemuraHideaＧ

ki)、日本安全保障危机管理学会主任研究员和田大树(WadaDaiju)、大阪学院

大学教授小林泉(KobayashiIzum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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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建峰、王桂玉:«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太平洋岛国研究趋势展望»,«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田凯:«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日澳倡议与亚太地区秩序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版,第６０—７４页.
総合研究開発機構:«南太平洋の現実と国際協力»,東京:アジア太平洋研究会１９８０年版.



图　国外太平洋岛国研究(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成果概况

数据来源:科学网(WOS)①

注:２０１９年的成果统计尚不全.

王:西方学界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有哪些方面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陈:通过进行研究文献与学术史回顾,并辅以数据分析,可以将西方学界

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经验概括为:基础研究先行、注重田野调查、政策需求推

动、多个领域交叉、学术智库兼备、传承积累持续.具体包括:

第一,西方学界尤其是澳新美英学界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整体倾向是学

科领域交叉多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学术

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能够维持平衡,但在时间轴上,自然科学先于社会科学、

基础研究先于应用研究、学术研究先于政策研究.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从起步阶段就注重田野调

查,获取“当地知识”.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当然,“西方中心主义”也大

量存在,削弱了这种传统.但“立足南太”多少可以抑制“西方中心主义”和理

论脱离实际的情况,尽管有时候这也导致一些研究走向了经验主义.

第三,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成果发表数量与太平洋岛国本身的变化

非常同步,二者密切相关.有理由认为,地区研究受到政策需求的推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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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６日,被访者在科学网数据库中搜索题名包含“SouthPacific”或“PacificIsland”的人文

社科类文献录得.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数量大大少于所有文献,主要原因是大量文献并不以“南太平

洋”或“太平洋岛”为题名.不过,以此为题名搜索,有助于发现哪些研究文献以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整体为研

究对象.



过,政策需求对地区研究的推动并不仅仅体现在政策研究,而是体现在学术研

究和政策研究的综合上.

第四,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主题既有延续性,又有时代性.例如,人口

与健康是从殖民时代一直延续到当代的重点领域,现代化与国家治理是整个

地区进入“后殖民时代”以来的重点.而热点问题如２１世纪初的地区安全问

题及当代的气候变化问题,都与这些基础性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形成交叉研

究领域.

第五,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类别既有学术研究,也有智库研究,二者协

同并进.美国和日本智库在因应具体问题、制定整体战略和推动学术研究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西方学者既有扎实的历史积累,又能跟踪最新的热点

问题,既有学术能力,又有政策敏锐度,政策界、外交界与学术界之间也有“旋

转门”和较为畅通的交流渠道.

第六,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在几十年时间里不断积累,西方研究界形成

一批长时间扎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顶尖学者,产生了像弗莱和赫尔这样的公

认的学术权威.年轻学者不断成长,在继承已有知识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方法

与视角,推动了学术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学术共同体不断扩大并延续下

去.这些经验可以成为当前建设太平洋岛国地区国别研究的“他山之石”.

当然,中国学界与西方尤其是澳新美英学界研究太平洋岛国的出发点有

根本不同,因此研究路径也自然不尽相同.而且,西方学界的太平洋岛国研究

尚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经验研究有余、解释分析不足;还原主义有余、结构分析

不足;西方视角有余、客观公正不足等.有理由相信,新兴的中国太平洋岛国

研究既可以从西方学界汲取经验,也有潜力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西方学界不足.

二、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王:请您介绍一下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是如何兴起的?

陈:太平洋岛国研究在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研究领域.与西方相比,

成规模、系统性的研究近年来才开始出现.整个２０世纪,国内的太平洋岛国

研究成果很少,而且以知识介绍为主,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队伍,更谈不上形

成学术共同体.当然,在零星的研究中,还是可以发现一点规律:这些研究受

太平洋岛国所在地区形势及其与中国的关联度驱动.

２４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０年 第４期



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屿的研究第一次集中出现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帝

国主义在步步侵华的同时,与西方列强围绕南太平洋岛屿的争夺趋向白热化,

引起了胡道维、马存坤和王宗武等人的注意.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对太

平洋战场的军事形势非常关注,也对南太平洋岛屿的地理、历史、人文、国际局

势等开展了一定研究.② 当时的研究围绕时局而起,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结束而逐渐告一段落.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屿之间的联系

很少,相关研究也几乎不可见.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南太平洋岛屿纷纷独

立建国,特别是随着它们独立后开始与中国建交,研究需求开始出现.引介翻

译和概述介绍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研究形式.④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美苏围绕太平洋岛国的冷战加剧、南太平洋岛屿的

独立进程与法国在南太平洋岛屿及相关水域的核试验等引发了国内学界的关

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分析色彩较强的文章,例如«初析美苏在南太平洋的

新角逐»等,可以被视为新中国对太平洋岛国学术研究的初创代表作之一.⑤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今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机构组织研究力量跟踪分析

这一地区的形势,代表学者如万树玉、周戎等.⑥

冷战结束后,太平洋岛国所在地区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在１９８９年

成为南太平洋论坛的对话伙伴国,与太平洋岛国的联系进一步加深.这一时

期出版了更多介绍性书籍,开始涵盖宗教文化等领域.⑦ １９９４年,中国社会科

学院澳大利亚新西兰南太平洋研究中心成立,这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太平

洋岛国研究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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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胡道维:«太平洋诸岛之谜(一)»,«国闻周报»１９３４年第４８期;胡道维:«太平洋诸岛之谜(续)»,«国
闻周报»１９３４年第４９期;马存坤:«委任统治地问题»,南京:拔提书店１９３４年版;王宗武:«委任统治问题»,
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

景清陶:«旧史钩沉:萨摩亚群岛的争夺»,«政治月刊»１９４２年第３期;沈昌明:«萨摩亚群岛全貌»,
«国民新闻周刊»１９４２年第３１期;端朋:«新几内亚的今昔»,«申报月刊»１９４３年第１２期;于大千编译:«太平

洋岛屿志要»,重庆:读书出版社１９４４年版.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的作品包括严懋德:«太平洋诸岛概观»,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４６年版;储玉坤:«太平洋

岛屿的托管问题»,«东方杂志»１９４７年创刊号;曾松友:«巴布亚民族论»,«南方杂志»１９４７年第１期.
叶进:«南太平洋的万岛世界»,北京:海洋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万树玉、刘月明:«初析美苏在南太平洋的新角逐»,«现代国际关系»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周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张建中:«大洋洲土著艺术»,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董启宏:«大洋洲宗教与文化»,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当然,整个２０世纪的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都非常零散初步.究其原因,

恐怕是太平洋岛国与中国距离(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遥远,关联总体不大,研

究动力不足.仅有的几个时间节点,如美日争夺南太平洋岛屿、美苏在南太平

洋的冷战等,都是对中国利益产生冲击的重大事件,反过来说明２０世纪国内

学界对太平洋岛国的研究主要是对这些冲击的反应.当这些冲击消失之后,

南太平洋自身的潮起潮落就与中国没有太大关联了,相关研究也就基本告一

段落,缺乏持续研究与传承.这使得站在２１世纪门槛上的中国的太平洋岛国

研究面临“先天不足”的问题,甚至可以近似地视为“零基础”.①

王: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进展如何?

陈:进入２１世纪后,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开始真正起步,逐渐形成一个研

究领域.这２０年时间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奠基阶段和起步发展

阶段.这表明,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尽管研究基础不足、起步低,但发展势

头迅猛,呈现出逐段加速发展的态势.从研究成果、研究力量与学术共同体建

设三个维度去考察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进展:

(一)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萌芽阶段(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

整体而言,这一阶段是２１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领域建设的萌芽阶段,

学术研究成果初显,专门研究人员初现,学术共同体也开始酝酿.

在研究成果方面,著作数量开始增多,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汪诗明、苏

州科技学院教授王艳芬的«太平洋英联邦国家:处在现代化的边缘»是第一本

规范性强的学术专著.② ２００５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华完成了国内

第一本以南太平洋岛屿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③

在研究力量方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２００５年

成立南太平洋研究中心,这是继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全国第二家设置太平洋

岛国专门研究机构的科研单位.学术共同体开始酝酿,但由于研究人员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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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作成、孙雪岩:«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综述»,«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
汪诗明、王艳芬:«太平洋英联邦国家:处在现代化的边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此

外,这一时期与太平洋岛国有关联的著作可参见翟兴付、仇晓谦:«萨摩亚»,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版;翟兴付:«萨摩亚华侨华人今昔»,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版;徐明远:«南太平洋岛国和地

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胡平仁:«宪政语境下的习惯法与地方自治:萨摩亚方式的法社会学研

究»,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王晓凌:«南太平洋文学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王华:«萨摩亚争端与大国外交１８７１—１９００年»,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５年.



少,还远远谈不上形成一个研究领域,而更多是在“亚太研究”“太平洋研究”等

范畴下开展研究活动.①

(二)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奠基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２００６年是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一个里程碑.首届中国—太平洋岛国

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召开,标志着“走出去”战略扩展到太平洋岛国,中国—太平

洋岛国(下称“中太”)合作开始提速.太平洋岛国在中国学者眼中渐渐显得不

再那么“遥远”,越来越进入研究视野.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

研究成果稳步增长,研究力量逐渐扩大,学术共同体呼之欲出.

第一,研究成果稳步增长.王华的博士论文于２００８年出版.② ２００９年,徐

秀军完成博士论文«地区主义与南太平洋地区秩序的构建»,这是国内最早系

统研究太平洋岛国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此后于２０１３年出版.③ 北京外国语

大学英语学院教授韩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赵

江林编著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列国志»系列第一本关

于太平洋岛国的,可以说去除了中国系统观察世界视角中的一个盲点.④ 此

外,与太平洋岛国有一定相关度的著作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

员吴安其的«南岛语分类研究»和苏州大学教授王宇博的«移植与本土化:大洋

洲文明之路»等.⑤ 这一阶段的专门研究型论文稳步增长,显示出研究专业水

平更高,也说明期刊编辑部对太平洋岛国研究文章更加重视,尤其是«太平洋

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刊发了太平洋岛国研究专辑.

第二,研究力量逐渐扩大.这一阶段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就是更多关于太

平洋岛国研究的机构建立.２０１０年,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研究所

更名为南亚东南亚大洋洲研究所,翟崑任所长,下设南太平洋研究室.２０１１
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培育区域和国别以及国际教育研究基地的通知»,给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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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太平洋研究”与西方太平洋岛国研究界的“太平洋研究”内涵存在很大不同.
后者主要指对太平洋岛国的综合研究,前者研究的则是包括太平洋沿岸国家在内的更大的地理范围,有时

甚至不包括太平洋岛国,近年来把太平洋岛国包括进来的意识才逐渐加强.
王华:«萨摩亚争端与大国外交(１８７１—１９００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徐秀军:«地区主义与南太平洋地区秩序的构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

年;徐秀军:«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以南太平洋地区为例».
韩锋、赵江林编著:«巴布亚新几内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吴安其:«南岛语分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王宇博:«移植与本土化:大洋洲文明之

路»,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洋岛国研究带来一股强劲的发展动力.２０１２年５月,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

心建立,主要研究范围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太平洋岛国,喻常森为主要负

责人.同年９月,聊城大学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成立(后更名为太平洋岛国

研究中心),是国内首家专门以太平洋岛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陈德

正为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大洋洲研究培育基地也开展了活动,刘树森为主

要负责人.一些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此时也将研究范围更多扩展到太平洋岛

国.在上述这些研究机构与学者的带动下,到２０１４年前后,国内太平洋岛国

研究界初步形成了２０—３０人的研究队伍,其中骨干力量大约８—１０人.①

第三,学术共同体呼之欲出.２０１４年４月,全国首届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

论坛在聊城大学召开,包括驻外使节、专家学者在内等各界人士８０多人与会,

提交会议的论文３０余篇.虽然这一阶段尚未形成密切的学术合作,但学术交

流已经在开展,国内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学术共同体呼之欲出.

(三)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发展阶段(２０１４年至今)

随着中国逐渐走向全球,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开始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包括太平洋岛国.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外交、贸易、投资、旅游、人文交流

(包括高等教育交流)等往来联系与南南合作越来越密切,太平洋岛国与中国

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近.另外,太平洋岛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重要性日渐提

升,其独特价值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从２０１５年３月起,南太平洋方向正式被纳入“一带一路”主要方向之一.

“一带一路”南太平洋方向建设是整个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由“冷”转“热”的外

部背景.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复杂环境,中国和太平洋岛国之间仍存

在“了解赤字”“信任赤字”,与太平洋岛国共建“一带一路”还面临着诸多困难.

不过,由此断定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是“政策驱动”就以偏概全了.② 学界的研

究能力不断提升、学术兴趣不断拓展是太平洋岛国研究发展壮大的内在持久

推力.随着中国学者对地区理论研究越来越深入,对近邻东南亚、南亚及远至

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广泛,全球视野日渐拓宽,太平洋岛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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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包括前面提到的韩锋、翟崑、喻常森、陈德正、刘树森等机构部门负责人以及汪诗明、王华、宋秀琚、
徐秀军等学者.

这种观点参见 DenghuaZhang,“PacificStudiesinChina:Policies,StructureandResearch,”The
JournalofPacificHistory,Vol．３５,No．１,２０２０,pp．８０Ｇ９６.



然也吸引一些中国学者投入其中.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进入起步和迅速发展的新阶段,研究

成果丰硕,数量迅速增加,成果形式多样,研究力量初具规模,学术共同体也初

步形成.

第一,研究成果丰硕.首先,近几年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成果数量迅速增

加.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梁甲瑞的«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

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域外国家对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战略研

究»、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石莹丽的«萨摩亚的历史与现实»和

陈晓晨的«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历史变迁的逻辑»是这个领域最新的学术专

著.① 喻常森编著的«国际社会对太平洋岛国援助的比较研究»、主编的«地区

主义在南太平洋»(英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② 钱乘旦总主编的«世界现代

化历程:大洋洲卷»也涉及太平洋岛国.③ 此外,还有一些知识介绍型或政策建

言型图书.④ 除上述专著外,研究太平洋岛国的博士论文还有姜芸的«澳大利

亚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援助研究»和张程锦的«中国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

等.⑤ 硕士论文数量大幅度增长,其中一些质量上乘.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等

高校对大洋洲留学生的培养更是给国内高校的硕士论文带来了更多本土视

角.论文数量大幅度增长,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其次,成果形式逐渐多样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新列国志太平洋

岛国诸卷»已涵盖全部１４个太平洋岛国,发挥了“资料库”的功能.中山大学

大洋洲研究中心编撰的«大洋洲发展报告»蓝皮书系列已经成为连续跟踪太平

洋岛国研究的权威报告.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编撰的«太平洋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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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梁甲瑞:«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梁甲瑞:«域外国家对太平

洋岛国的外交战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石莹丽:«萨摩亚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陈晓晨:«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历史变迁的逻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年版.
喻常森编著:«国际社会对太平洋岛国援助的比较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YuChangsＧ

en,ed．,RegionalisminSouthPacific,Beijing,China:SocialScienceAcademicPress,２０１８.
钱乘旦总主编,王宇博等:«世界现代化历程:大洋洲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包括刘善庆等编:«海丝明珠:南太平洋十四岛国“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吴平等编:«太平洋岛国国情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大
洋洲能源互联网研究与展望»,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２１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构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新型合作关系»,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等.
姜芸:«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援助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学

位论文,２０１８年;张程锦:«中国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９
年.



研究»集刊目前已出版四辑,成为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成果汇聚地.该中心还建

成了目前国内最大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线下和线上资料库,部分缓解了资料困

难的问题.重大课题、基金项目、智库报告、媒体评论、研究产品与服务等多种

形式的成果共同构成了新形势下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多层次成果体系.①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总结梳理研究成果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历届

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都成为对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进展的“盘点”.

２０１４年４月,时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绍先等学者在第一届论坛上

对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进行综述.② ２０１６年９月的第二届论坛

上,汪诗明再次进行综述并前瞻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感慨“二十

年甚至十年前,国内学术界恐怕连对岛国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念头都没有”.③

在２０１８年８月的第三届论坛上,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建峰、

王桂玉提交的研究报告中谈到,相关研究论文从２０１３年的２９篇增至２０１４年

的６４篇,此后数年保持上升趋势.④ 而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又出现了不少新

的成果和研究动向,已经到了再次“盘点”的时候.这从侧面说明国内太平洋

岛国研究的成果建设进入了“快车道”.

第二,研究力量初具规模.在这一阶段,已有的专门研究机构不断发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

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福建农林大学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中

心、北京邮电大学南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等专门研究机构先后成立.国内的

澳大利亚研究机构和大洋洲研究机构也更多将研究范围延伸到太平洋岛国.

同时,更多并非专门以太平洋岛国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机构也加强了对太平

洋岛国的学术研究、政策研究与国际交流,包括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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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５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首次有关于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项目获批.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均有太平洋岛国研究项目获批.２０１６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开

招标“一带一路”建设２０１６年专项课题“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太平洋方向建设路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中标.
李绍先:«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论坛主旨报告»,载李喆主编:«太平洋岛国的历史与现实:

“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王作成、孙雪岩:«２０世纪以来中国

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综述».上述研究的初步成果在首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上首发.
汪诗明:«国内太平洋岛屿国家研究趋势前瞻»,«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９期.该研究的初步成果

在２０１６年９月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上首发.
刘建峰、王桂玉:«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趋势展望»,«国际观察»２０１９年第１期.该

研究基于２０１８年８月获取的数据,并在当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上首发.



发展研究院等高校学术平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

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国内智库.还有一

些企业和社会机构以服务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做了一些太平洋岛国研究.① 聊

城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苏州科技大学成为这个领

域教学培养最集中的几所高校.部分机构业已成为集教学、科研、智库和国际

交流功能于一体的学术交流中心.太平洋岛国研究人员规模进一步扩大,目

前已形成５０—６０人左右的研究队伍,其中骨干力量约有２０—３０人.②

第三,学术共同体初步形成.２０１４年至今,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

已经举办了三届(其中,第三届论坛首次在太平洋岛国举行),中国大洋洲研究

高层论坛举办了两届,成为汇聚国内学界、提供交流平台的机制.学术交流不

断加强,跨机构的研究合作也有所进展.中国亚太学会、中国太平洋学会等学

会组织一直大力支持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发展,中国亚太学会大洋洲研究分

会、中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岛国研究分会的建立更是标志着学术共同体建设

的组织化、机制化.借助微信群等社交工具,这个领域的学者保持着日常交流

互动.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开始产生,学界开始通过媒体、公开讲

座、视频直播等形式帮助社会更好地了解太平洋岛国.国际交往也开始扩大,

中太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显著提升,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当地语言是

地区研究的基础,这在太平洋岛国研究中长期是个空白,但近两年也已有学生

学成归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聊城大学成立“一带一路”沿线非通用语研究中心,

重点研究对象是太平洋岛国及加勒比地区语言.２０２０年２月起,北京邮电大

学开设毛利语线上课程,开了国内高校太平洋岛国非通用语教学先河.这些

都说明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正在加紧补语言短板,未来可期.

总之,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是一个新领域,起点低但发展快.中太关系发

展与太平洋岛国研究共同进步,学术研究自身的发展逻辑特别是“人”的因素

起到内在持久作用.

目前,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快速发展,并且研究领域初步成型,但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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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包括但不限于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深圳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一带一路产业投资研究院

(深圳)有限公司等.
除了２０１４年左右就已经从事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学者外,近年来投入太平洋岛国研究或担任相关研

究机构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还有刘卿、周方银、高程、牛丽、张颖、王学东、费晟、王作成、吕桂霞、于镭、郭春梅

和陈晓晨等.此外还有沈予加、赵少峰、秦升、梁甲瑞等青年学者崛起.



到这一研究领域的迅速成长同时,也需要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学界的差距.另

外,与国内其他地区研究比较而言,太平洋岛国研究的起步晚于国内对其他发

展中地区的研究.例如,以东南亚地区研究为例,冷战结束是很重要的一道分

水岭,此后对该地区的研究进入新阶段,中亚研究更是如此.对非洲研究来

说,２００６年中非合作论坛是一个重要节点.对拉美研究来说,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８
年是两个节点.而对太平洋岛国研究来说,这个节点是２０１４年,也就是最近

几年才真正进入发展“快车道”.因此,太平洋岛国研究在国内的地区研究中

仍属于一个新领域,总体上还没有结束“摸着石头过河”①的阶段———当然,我

个人更倾向把这种状况称为“八仙过海”,处于积极探索尝试阶段.

三、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王:目前,国内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有哪些特点?

陈:国内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较为集中在几个重点研

究议题;二是研究路径上多学科并进、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共同发展、方法与

视角多样.

研究议题的几个重点包括:第一,中太关系研究.在目前的国内太平洋岛

国人文与社科研究中,这是最集中的研究主题.近年来,“一带一路”已经成为

中太关系研究主题的重中之重.例如,２０１９年以“一带一路”为主题或相关的

文章占已刊发文章的多数.其中,半数左右是关于中太共建“一带一路”的整

体分析,②也有部分文章深入到具体问题领域,如贸易、投资、发展援助、蓝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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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汪诗明在２０１７年如此形容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现状.参见汪诗明:«国内太平洋岛屿国家研究

趋势前瞻».
于镭、赵少峰:«“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新时代»,«当代世界»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金英姬:«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共赢之道»,«中国远洋海运»２０１９年第４
期;梁源:«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的前景»,«南海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４期;张颖:«试论“一
带一路”倡议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实施路径»,«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鲁鹏:«“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

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长江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３期;梁源:«“一带一路”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良性发展路径»,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９年第５期(下);陈晓晨、常玉迪:«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共建“一带一路”:价值、瓶
颈与举措»,«祖国»２０１９年第８期;史春林:«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回顾与展望»,«当代世界»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



济、旅游合作、体育合作、深海采矿合作、海洋治理合作、三方合作等.① 此外,

还有一些关于中太共建“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是非公开的课题与咨询服务等.

第二,围绕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

等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近年来,美国明显加大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战略

投入,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和特朗普上台后力推的“印太战略”都涉及

太平洋岛国,而且针对中国的意图愈发明显,这引起国内学界高度关注.② 其

中,梁甲瑞专门研究中美围绕太平洋岛国的博弈.③ 澳大利亚作为长期以来在

太平洋岛国地区地位极为特殊的国家,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对太平洋岛国的

政策和其中的中国因素都是太平洋岛国研究绕不开的研究主题.④ 国内学者

关注澳大利亚对中太关系的认知,⑤也试图考察澳太关系复杂性背后的政治逻

辑与历史逻辑.⑥ 另外,日本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也是中国学者非常重视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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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钟腾娇等:«南太平洋５岛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分析»,«福建商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２
期;王璐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太平洋岛国可持续发展投资:现状、前景和启示»,«云南财经大学学

报»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秦升:«以发展援助为支点打造新时期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发展的回

顾与展望»,«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２０１９年第５期;姜秀敏、陈坚:«论海洋伙伴关系视野下三条蓝色经济通

道建设»,«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第３期;杨闽芳、黄秀娟:«中国与南太岛五国双向旅游签

证政策变迁研究»,«科技和产业»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翟旭瑾:«浅析中国与巴新乒乓外交的成功经验与重要战略

意义»,«对外传播»２０１９年第４期;赵业新:«论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深海采矿合作»,«太
平洋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余姣:«人海和谐: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海洋治理合作探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汪诗明:«开放的区域主义与中澳在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合作»,«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１期.

安飞:«新世纪中美对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战略比较»,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３年;喻常森:«试析２１世纪初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亚太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王成至:«美国在南

太平洋推行“战略再平衡”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美国问题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肖欢、谢思强:«浅析美国在

南太平洋地区战略调整的动向与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２期;宋秀琚、叶圣萱:«浅析“亚太

再平衡”战略下美国与南太岛国关系的新发展»,«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秦升:«“印太”战略的南太平

洋攻势:现状、动力与前景»,«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梁甲瑞:«中国在斐济的国际影响力受何影响:以中美关系为外部因素的分析»,«南海学刊»２０１６年

第４期;梁甲瑞:«中美南太平洋地区的“软平衡”态势及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２期;梁甲

瑞、高文胜:«中美南太平洋地区的博弈态势、动因及手段»,«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６期;梁甲瑞:«中美共同

维护南太平洋地区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研究»,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７年;梁甲

瑞:«中美南太平洋地区合作:基于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视角».
刘卿:«澳大利亚强化南太政策:措施、动因及制约因素»,«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李德芳:

«“印太战略”视域下的澳大利亚—帕劳关系»,载陈德正主编:«太平洋岛国研究»(第三辑),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７—４６页.
张亮:«澳大利亚对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认知与反应»,«国际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肖洋:«一个“中等强国”的战略空间拓展“印—太战略弧”视阈下的澳大利亚安全重构»,«太平洋学

报»２０１４年第１期;高玉良:«澳大利亚与南太平洋岛国安全合作的必要性探析»,«大庆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５
第２期;高玉良:«澳大利亚与南太岛国安全合作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５年;
王思齐:«澳大利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托管(１９４６—７５)»,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６年;
姜芸:«太平洋岛国对澳大利亚地缘战略影响的历史考察»,«世界地理研究»２０１９第４期.



究对象.①

事实上,中太关系和地缘政治之间联系密切:中太合作加强被一些人视作

太平洋岛国地缘政治升温的一个因素;而太平洋岛国地缘政治尤其是西方国

家对中国的反制措施则对中太关系发展产生了阻力.这是一些研究国际关系

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太平洋岛国的逻辑出发点,也是政策界关注相关课题的

现实需求所在.这些都导致了中太关系与地缘政治成为目前国内太平洋岛国

学界关注度最集中的研究主题.

第三,太平洋岛国的历史与现代化进程研究.这一议题是汪诗明、王华等

最早一批太平洋岛国研究者关注的议题.“边缘化”是汪诗明用以形容太平洋

岛国现代化进程特点的准确概念.对殖民统治的历史考察能够探究岛国现代

化独特路径的深层历史成因.② 近年来,汪诗明以自然保护、生活质量等重新

定义“现代化”,用新视角审视太平洋岛国现代化进程.③ 王华则更加关注作为

一个整体的“太平洋世界”的太平洋史研究.④ 王华与费晟近期尤其关注太平

洋环境史.⑤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者开始“追本溯源”的历

史研究.

第四,关涉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气候变化研究.气候变化是太平洋岛国面

临的最大的国家生存与安全威胁之一,这是太平洋岛国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

的独特之处.因此,与其他地区研究相比,气候变化在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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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胡传明、张帅:«中日两国南太平洋岛国战略博弈评析»,«理论观察»２０１３年第１期;陈艳云、张逸

帆:«日本对南太平洋岛国 ODA政策的调整及其特点»,«东北亚学刊»２０１３第４期;冀斌超:«日本对太平洋

岛国援助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梁甲瑞:«日本南太地区战略调整及对

中国的影响»,«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宋秀琚、叶圣萱:«日本—南太岛国关系发展及中国的应对»,
«国际观察»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田士涛:«中日两国对南太平洋岛国外交政策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７年;林娜:«日本与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动机、进程及效用评析»;载陈德正主编:«太平洋岛国研究»(第
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６４—１８２页;王云翠:«海洋战略视阈下日本的太平洋岛国

政策变迁述略»,载陈德正主编:«太平洋岛国研究»(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
１８３—１９４页;王竞超:«日本南太平洋战略初探:历史渊源、实施路径与战略动因»,«边界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４期;陈祥:«日本的南太平洋外交战略演变与太平洋岛国峰会: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９第５期.

汪诗明:«论西南太平洋地区英联邦国家的政治体制»,«苏州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４期;汪诗

明:«论英国对西南太平洋岛屿的殖民统治模式»,«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汪诗明、王艳芬:«永新视角审视太平洋岛屿国家现代化进程»,«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王华:«太平洋史: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与转向»,«世界历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王华:«“太平洋世界”:

太平洋史研究的新路径»,«光明日报理论版»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第１４版.
费晟:«海洋史视域下的大洋洲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第１４版.



独特的重要性.２０１４年以来,国内学界也加强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涉及太平洋

岛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与“气候外交”、①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与灾害管

理合作、②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合作、③气候融资问题、④“气候难民”问

题等.⑤

第五,地区主义与地区合作研究.这是影响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的重要

因素.近年来,国内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增长.２０１７年４月,中山

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举办了“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大洋洲区域合作”工作坊,是

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一次集中探讨.而且,国内学界研究力量的壮大恰逢太

平洋岛国地区主义发生新变化,产生了一些能够跟上国际学术前沿乃至尝试

与前沿展开对话的成果.⑥ 在外延上,涉及地区海洋治理、⑦地区气候与灾害管

理合作等领域,⑧学界开始研究发挥关键作用的太平洋岛国论坛、⑨太平洋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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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彭朝:«南太平洋地区环境问题与岛国环境外交:兼论中国的回应»,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硕

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年;余姣:«太平洋岛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问题探析»,«战略决策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宋秀琚、鲁鹏:«浅析南太平洋地区灾害管理合作体系»,«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６期;吕桂霞、张

登华:«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变化现状及各方的应对»,«学海»２０１７年第６期;BillOlmi:«太平洋岛屿论坛中

的公共外交角色: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７年;李冰岩:«太平洋岛

国气候合作机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８年;刘伟:«南太平洋

岛国区域气候合作与国际机制研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９年.
黄博等:«中斐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与方向研究»,«南海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４期;余姣:«全球气候

治理格局下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气候治理合作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９年.

岳小颖:«南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融资的困境与启示»,«时代金融»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蔡畅:«图瓦卢“环境难民”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年;陈俊宁:

«小岛国气候难民问题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
徐秀军、田旭:«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当代亚太»２０１９

年第２期;陈晓晨:«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新发展:地区机制与影响评估»,«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XiＧ
aochenChen,“China,theUnitedStatesandChangingSouthPacificRegionalOrderinthe２０１０s,”ChinaInＧ
ternationalStrategyReview,Vol．１,No．２,２０１９,pp．３３０Ｇ３４３.

曲升:«南太平洋区域海洋机制的缘起、发展及意义»,«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２期;曲升:«近年来

太平洋岛屿区域海洋治理的新动向和优先事项»,载陈德正主编:«太平洋岛国研究»(第二辑),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７—６８页;梁甲瑞、曲升:«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的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太
平洋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宋秀琚、鲁鹏:«浅析南太平洋地区灾害管理合作体系»;吕桂霞、张登华:«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变化

现状及各方的应对»;BillOlmi:«太平洋岛屿论坛中的公共外交角色: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吉林大学公共

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７年;李冰岩:«太平洋岛国气候合作机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

发展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８年;刘伟:«南太平洋岛国区域气候合作与国际机制研究»,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９年.
鲁鹏、宋秀琚:«浅析太平洋岛国论坛对区域一体化的推动作用:兼论太平洋计划»,«国际论坛»２０１４

年第２期;陈晓晨:«‹太平洋计划›如何走向终结:以两份报告为中心的文本研究»,载陈德正主编:«太平洋岛

国研究»(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５１—７１页.



发展论坛、①«瑙鲁协定»缔约国等地区组织,②关注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地区

主义的关系,③还将地区主义理论与太平洋岛国地区政治实践结合,乃至以太

平洋岛国地区案例发展理论概念的初步尝试.④

硕博士论文也可以反映研究主题的集中程度.在目前可见的４６篇专门

研究太平洋岛国的人文或社会科学类硕博士论文中,有１５篇专门研究中太关

系,１３篇专门研究美日澳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其中有４篇研究中国与美日澳

之间围绕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总之,上述这些是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重点研究议题,既有从研究对象

的本体出发,也有从观察者的认识和需要出发,代表了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个地

区的关注重点.

王:国内学界对太平洋岛国的研究路径呈现出什么特点?

陈:作为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在研究路径上的一个

特点是多学科并进.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太平洋岛国研究是个新领域,从硕博

士阶段就开始研究太平洋岛国的学者不多.⑤ 目前的研究者大多来自其他学

科,“出身”不同———有历史学出身,也有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出身;有从澳大利

亚研究或美国研究自然延伸到太平洋岛国研究,也有从旅游研究的角度切入,

还有的从国家战略与政策需要出发进入这个领域.到新领域后,自然还带着

各自学科领域乃至各自行当的习惯,因此,国内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从一开始就

呈现出多学科并进、多种思考方式共存的特点.

对比美国地区研究起步阶段的经验教训,地区研究需要外国语言文学、政

治学和世界史这三个至关重要的一级学科通力协作.鉴于大多数太平洋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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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吕桂霞:«全球化、区域化与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１８年第４期;陈晓晨:«全球

治理背景下的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成因、过程与影响»,«区域与全球发展»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王晓晴、吴锦仁:«瑙鲁协议成员国 VDS入渔模式及其对中西太平洋金枪鱼围网渔业的影响»,«渔

业信息与战略»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鲁鹏:«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三环模式”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

年;宋化龙:«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研究: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中的困境与选择»,南昌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５年.
徐秀军:«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南太平洋地区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１年第

３期;徐秀军:«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以南太平洋地区为例»;梁甲瑞:«过程建构主义视域下的南太平洋地区

的合作»,载陈德正主编:«太平洋岛国研究»(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８６—１０４页;
梁甲瑞:«安全复合体理论与南太平洋地区»,载陈德正主编:«太平洋岛国研究»(第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９—２６页;陈晓晨、常玉迪:«南太平洋的发展地区主义:概念、特征与进展»,«南海学

刊»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梁甲瑞、姜芸和鲁鹏可能是少数例外.



通用英语,目前,中国学界在学科背景结构上还较为齐全,具备进一步发展的

潜力.

从研究类型上看,目前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包括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学

术研究中也包括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本着不同目的的研究共同发展.从研

究方法上看,可以明显看到史学方法的描述性研究、社会科学方法的解释性研

究及综合方法的政策评估性研究的并存.更多研究可能并没有很强的方法论

意识.从研究视角上看,目前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界存在理论视角、历史视

角、现实视角、全球视角、本土视角和中国视角等多个视角.

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界还展开了一场关于“学理探究与经世致用”的非常

有益的讨论.这是２０１７年４月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新型智库揭牌仪

式及第五期学术工作坊的讨论主题,田肖红在«学理探究与经世致用:太平洋

岛国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一文中做了详细记录.与会学者探讨了太平洋岛国

研究对象、内容与研究路径的问题,有学者更强调基础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的

重要性,强调太平洋岛国研究要以人文为基础,认为目前的研究显得“急功近

利”,也有学者认为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向现状研究转移,有的学者

回顾了国际社会对特定问题的关注推动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有学者特别

强调作为中国的研究者对太平洋岛国的研究还必须从中国的角度看.我在讨

论中提出了“六个结合”,包括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研究供给与研究需求

结合、学理推断与问题导向结合、长期研究与短期研究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

研究结合、部分研究与整体研究结合.① 这场讨论的思辨性可能大于规范性,

虽然并没有(也不大可能会)随之形成一条公认的研究路径,但是给这个新兴

的研究领域带来很多启发,促使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继续推进太平洋岛国研

究,促进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走向繁荣.

王:您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在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存在哪些不足?

陈: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在短时间内能取得如此多的进展,总体是非常

值得肯定的.但从当前形势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需求、一个研究领域发展所

应达到的理想状况,以及与国内其他地区研究的发展状况相比较而言,目前国

内的太平洋岛国研究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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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期.



一些学者对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不足进行了总结和概括,这些意见似乎

集中在研究领域不平衡、基础研究不足的问题上.例如,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

旅游学院副院长王作成、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孙雪岩认为,国

内太平洋岛国研究“重应用轻基础,重区域轻国别”.① 汪诗明认为,“基础研究

是根基、源泉和动力,没有全面、细致和扎实的基础研究,其他类型的研究就如

同水中月、镜中花”.② 刘建峰、王桂玉认为,“国内较为重视太平洋岛国的应用

性研究工作,尤其是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议题获得普遍关注,但扎实的基础研

究非常稀少.”③这些意见都非常有道理,尤其是与前面谈到的西方太平洋岛国

研究相比,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在基础研究上着力确实远远不够.但除此以

外,我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还有以下几点不足:

第一,规模仍然太小,重视程度不够.这是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存在的最根

本问题.“学理探究与经世致用”的讨论是非常有益的,但目前的问题是“学”

与“用”均不足,无论学术研究还是政策研究、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需要努

力提升.仍然从评估研究进展的三个维度衡量:目前研究成果积累还太少;研

究人员、经费与各方面支持投入仍有限;学术共同体互动还只在起步阶段,太

平洋岛国研究在整个学术界仍然处在较为边缘的地位.

在研究成果积累方面,虽然近年来成果激增,但是历年总量积累还是太

少,尤其是在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横向比较下更为明显.例如,截至２０２０年２
月底在中国知网上以“非洲”为题名或关键词搜索中文期刊文献录得２６５５６
条,以“拉美”或“拉丁美洲”搜索录得１５８１６条,但以“南太平洋”或“太平洋岛

国”搜索仅录得４５２条,相差两个数量级,且其中绝大部分是自然科学或新闻

报道类文献.没有量的积累,恐怕很难有质的飞跃.

在研究力量方面,目前国内从事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学者有５０—６０人,研

究队伍已经初具规模,但其实这些研究力量真正投入到研究一线的程度参差

不齐,存在与本职教学与其他科研领域如何兼容的问题.相比之下,在澳新美

英日等国都有不少以太平洋岛国为主要乃至唯一研究方向的学者,有的甚至

是毕生研究太平洋岛国,这种研究投入程度是我们目前还达不到的.研究力

量还意味着经费、发表和各方面的支持,这是非常现实的.近年来,经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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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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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成、孙雪岩:«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综述».
汪诗明:«国内太平洋岛屿国家研究趋势前瞻».
刘建峰、王桂玉:«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趋势展望».



发表渠道和机制支持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各方面都逐渐认识到太平洋岛国研

究的重要性,但距离稳定的、可持续的研究还有很大距离.在学术共同体方

面,目前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已经初成,但存在重复研究现象,

机制化的分工合作有所欠缺,这需要加强信息交流,促进分工合作.

第二,学术研究缺乏高度、深度与广度.学界关于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理论

高度仍然欠缺.虽然徐秀军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理论研

究,但从整体上看,如何在太平洋岛国这个独特性很强的研究对象上做出理论

创新,从“就事论事”上升到“就理论事”和“就事论理”,仍然是中国学界的不足

之处.此外,研究广度也需要进一步拓宽.不过,中国的太平洋岛国学界从起

步阶段就具有多样性,这是后续良性发展的基础.

第三,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结合还不够充

分.在现有研究中,尽管应用性研究成果占比高,但实际上能够对接政策需

求、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优秀政策研究仍然非常缺乏.相比之下,西方太

平洋岛国研究界业已形成学术研究与政策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不少学者本

人既做学术研究,也提供政策建议.打通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兼具两种角色

可能是太平洋岛国研究作为一个“小”领域、“小”圈子的自然现象,不失为一种

可供借鉴的研究路径.

第四,在研究途径与方法上,尚缺乏足够实证研究、实地调研与坚实的一

手资料和数据库支撑.现在赴太平洋岛国实地调研虽然比以前容易很多,但

仍然存在诸多困难,如交通不便、审批繁杂、费用高昂、报销困难等.在研究资

料方面,虽然已经建立起太平洋岛国研究智库平台,但这一建设刚刚起步,难

以满足不断扩大的研究任务的需求.

第五,课程设置、教材编撰和人才培养存在不足.目前,国内还没有开设

专门针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课程,也没有相关教材,教学与科研尚未充分对

接.虽然已有硕士毕业后继续深造、博士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的个案,但还没

有从根本上形成人才培养体系,这使得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可持续性尚未从根

本上建立起来.

第六,国际交流对话能力还较为欠缺,国际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严重不

足.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与学术话语权,使其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在太平洋

岛国地区的影响力相匹配,是目前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

亟须着手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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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推进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

王:您认为关于太平洋岛国研究有中有哪些值得丰富和发展的研究视角?

陈: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研究视角:

第一,本土视角:地区建构与主体性研究.太平洋岛国是一个独立构成的

地区还是从属于大洋洲或者更大范围的地区,太平洋岛国研究与大洋洲研究

之间的关系如何,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疑问的.这背后反映的是根本问题:到底

应当把太平洋岛国地区看作一个地区主体,还是一个客体? 这个地区主体性

更强,还是从属性更强? 这就需要从地区建构、地区认同与地区主体性的视

角,回到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去重新认识太平洋岛国地区.这对当前较多的以

大国博弈为视角的国际关系研究也是一种补充.也只有从本土视角去理解太

平洋岛国的主体性,才能真正从“认识南太”升华到“理解南太”.

第二,比较视角:比较地区研究.比较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

不妨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上将太平洋岛国地区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除进一

步认识其独特性外,也要考察其普遍性与共性.这有可能丰富我们的理论认

知,反过来更好地解释太平洋岛国地区.

第三,全球视角:全球治理研究.太平洋岛国面临的气候变化、海洋治理、

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都属于全球治理范畴,与我们息息相关.太

平洋岛国如何组织起来与其他行为体互动,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发挥作用,也可

以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第四,中国视角:共建“一带一路”研究.最后,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自

然还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与视角上.共建“一带一路”是当下中国与太平洋岛国

关系的大局,加强“一带一路”研究是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自然而然的重点

方向.不过,这并不是说一定要直接研究中太关系.对今后的太平洋岛国研

究来说,要把眼前的紧迫任务与长期的基础建设结合起来,把学术研究与政策

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共同为学术建设与政策需求服务.

王:您认为应采取哪些举措推进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

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需要,借鉴国外学界的经验,我认为,可以采取以下

具体措施:

第一,加大投入力度,形成各方面支持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局面.除相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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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自有经费和国家社科基金等支持外,可以在保持研究独立性的前提下积极

动员感兴趣的社会力量支持太平洋岛国研究.可以考虑加快«太平洋岛国研

究»«大洋洲研究»等集刊的出版工作,提高专业化水平,尽早形成这个领域的

专门期刊.

第二,形成研究合力,促进理论、历史与现实研究的结合,吸引多学科背景

的研究者加入.可以通过课题分包等方式汇聚不同机构、不同学科、不同专长

的学者合作研究.已有研究机构可以在某些领域持续积累,形成自身特色,机

构之间形成优势互补,加强信息交流,优化研究项目,减少重复研究的现象.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以目前我国在太平洋岛国面临的紧迫问题为抓

手,以现实问题带动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能够有的放矢,使智库研究提供的

方案能够切实可行.可以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机构、智库、决策层与职能部门、

地方政府、企业界与投资者之间的对接,鼓励政策研究者更多涉足太平洋岛国

相关的基础研究工作,也鼓励学术研究者更多了解实际需求.还可以进一步

研究参考日本“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建立跨界别、跨机构、跨学科的智囊

团队,向决策者提供既有全局视野、又能脚踏实地的咨询建议.

第四,鼓励深入一线,太平洋岛国的孔子学院、援外项目、中资企业等可以

成为中国学者赴太平洋岛国实地调研的“第一站”.希望高校和研究单位的涉

外行政与财务管理制度进一步改革,至少对太平洋岛国这样的交通不便地区

有所放宽.

第五,促进人才培养,条件好的高校可以尝试开设太平洋岛国研究课程.

在单个高校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可以更多采用联合培养模式,与国内外高校和

潜在用人单位更好对接.鼓励硕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乃至赴太平洋岛国

调研.

第六,下力度、下决心支持国际交流,鼓励中国学者积极开展与国际学术

界和政策界的对话.针对外界对我国对太平洋岛国外交较为集中的关注点,

如“债务陷阱”“大而无用”“环境责任”等,可以组织跨机构、跨学科乃至跨国的

专题攻关团队,以扎实的研究成果予以回应.

总之,对西方学界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经验要充分学习和借鉴,但也要认识

到,中国和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任务与出发点存在不同.因此,也不能生

搬硬套,而是要符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有针对性地

补短板,共同呵护国内太平洋岛国研究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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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您对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未来有哪些期许?

陈: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国内学界对整个世界的认识

更加完整.我国的地区研究对这个最晚被纳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新”地区

实现了初步覆盖.正如钱乘旦教授２０１６年在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高

层论坛上所说,“世界上每一块地方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都需要了

解”.① 随着中国学者的全球视野不断拓展,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太平洋岛国研

究的未来将更加广阔.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前面谈到的,三四十年前,正是出于应对现实的

政策需要,美国和日本学界对太平洋岛国加大了研究力度,并分别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和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集中爆发.今天,“一带一路”南太平洋方向的

推进,是否也会推动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大发展? 从近几年发展势头及研

究者学科背景的多样性上看,似乎已经有了这样的潜力.不过,要想将中国的

太平洋岛国研究更上一层楼,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加大投入,把“盘子”和“蛋

糕”做大.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就好像太平洋岛国的特色建筑“法雷”

(fale),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从不同的“门”走进这个研究殿堂.期待

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能够得到方方面面的更多支持,能吸引更多机构和学者

结合各自优势和需求为这个学术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

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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