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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经营与“危险盟友”的关系?
———澳美同盟机制探析∗

师小芹∗∗

内容提要 长期结盟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重要支柱.与美国

结盟的国家如何经营跟美国这样一个“危险盟友”的关系,也在一定

程度上塑造着同盟的最终状态.作为位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国

家,在经营澳美同盟时,澳大利亚还面临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坚持

亚太地区身份还是作为美国的同盟国、是否坚持和维护本国的独立

性、对澳美同盟基石的认知等四重张力的影响.澳大利亚通过调整

自身战略和部队部署态势配合美国战略调整的需求以巩固美国对地

区的投入;同时,积极主动打造既与美国关联又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地

区网络,来对冲美国意愿不足或者无能为力的情况.澳大利亚在经

营澳美同盟时表现出的判断、意图和机制有助于理解其他美国盟友

的国际行为特征.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澳美同盟 澳大利亚 美国 同盟

管理 多重网络

在过去几年中,中澳关系急剧恶化.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变了,不断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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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威胁论”的号角,极力巩固澳美同盟在其战略中的核心位置,不断扩大针

对中国的澳美合作.中国则认为,澳大利亚不遗余力要担当美国的“副警长”
是中澳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澳美同盟特别是澳大利亚在澳美同盟问题上的

立场和政策,已经成为影响中澳关系的至关重要因素.作为澳美同盟中较弱

一方,澳大利亚在同盟关系中居于被动追随的位置,还是在同盟中仍发挥着不

可忽视的主动作用,关系到能否准确研判美国同盟关系的变化,也关系到对澳

政策的判断和调整.
本文拟对澳大利亚管理澳美同盟的机制加以研究.“危险盟友”一词系从

前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MarcolmFraser)与现澳大利亚驻越南大

使馆二等秘书凯恩罗伯茨(CainRoberts)处借用而来.① 美国并不是一个与

澳大利亚事事都一致的强大盟友,相反,美国可能会或明或暗地推进“美国第

一”,忽视或者侵害澳大利亚的利益.它是一个必须依赖的盟友,也是一个危

险的盟友.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政策、澳大利亚的外交关系和澳大

利亚国内各种争论的综合分析,提出澳大利亚虽然坚持澳美同盟中心,但它又

处在多重网络相互牵扯的张力之中.澳大利亚既要处理中国崛起的新战略环

境,又需要在加强澳美同盟的同时处理澳大利亚与中国、澳大利亚与印太地区

之间在过去数十年间成长起来的紧密关系;澳大利亚既要拉住美国,又要塑造

美国和平衡美国.这造成即使澳大利亚表面上看起来与美国步调相当一致,
但它对其自身利益的判断、对于战略手段的选择和对国际规范的认知,都仍然

与美国有所差异.本文通过分析澳大利亚如何建设和经营澳美同盟机制,希
望深化对澳大利亚的了解,以便更好地应对中澳关系和全球战略格局的挑战.

一、澳美同盟的基本环境发生巨变

澳大利亚所处的亚太地区或者说印太地区,历经数百年首次成为世界政

治经济军事的重心.澳大利亚前所未有地被卡在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军事

盟友之间.任何中美之间的合作、竞争、冲突或者战争,都会对澳大利亚的关

键利益产生影响,这与过去有巨大不同.２０２０年,澳大利亚总理斯考特莫里

森(ScottMorrison)在«国防战略白皮书(更新版)»发布会上声称,“自柏林墙倒

塌至全球金融危机间我们曾经享有的友好的安全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不像过去那样友好的战略时代.印太地区是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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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的战略竞争的中心.中美关系往好了说也只能说是撕裂的”.① 对于

一直随美国征战的澳大利亚来说,最大变化在于征战的地点或该地点对于澳

大利亚的意义发生改变.在过去,征战地点对澳大利亚自身并不具有生死攸

关的利益.澳大利亚鞍前马后,主要是为了向美国证明自己是忠诚可靠的盟

友,以换取在澳大利亚危急时刻能够得到美国的保护.② 而今天,澳大利亚下

一次随美国出征的地方极可能是对自己具有生死攸关利益的地区.
第一,中国崛起打破了澳美同盟的“前提假设”,即美国强大,中国弱小.

澳大利亚想要维持美强中弱的“稳定”局面变得极为艰难,急剧变动中的中美

关系将持续成为澳大利亚安全环境的核心变量.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经济总

量有可能超过美国,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增长.在亚太地区,美国的相对实力

也在下降.无论在台湾海峡还是在南海地区,中美相遇时彼此很难做出让步,
紧张可能升级为冲突.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也成为澳大利亚的困境.

自２０１３年以来,曾任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高级顾问的休怀特(Hugh
White)一直在推动澳大利亚探讨“澳大利亚的选择:中国还是美国”问题.③

２０１８年,怀特在由澳大利亚安全与政策研究所(ASPI)主办的杂志«战略家»上
发表题为«澳大利亚关于中国的真正的选择»的文章,认为澳大利亚面临的问

题不是中国不喜欢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部长、中国觉得澳大利亚的«外国干涉

法»冒犯到它或者中国正在建设新的武装力量或者在南海的争端,而是“中国

想要在东亚取代美国而澳大利亚不希望这样”.问题的核心是澳大利亚承认

不承认中国的领导地位问题.澳大利亚不能再假装可以让美国人来收拾摊

子,默默期待中国会放弃野心、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④

２０２０年,澳大利亚总理暗示他对于澳中关系的终极目标是“愉快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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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coＧexistence),尊重彼此的主权与制度”.莫里森总理还抱怨说美国政

府现在看待盟友只有一个视角,即美中关系的视角.① 而美国当前对华政策的

终极目标显然不是“愉快的共存”.美国设想的是另一种共存:在将冲突风险

保持至最低位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强硬、紧张、全方位的竞争,保留一些有共

同利益的双边和全球合作.
在中美双方都不太会轻易让步的情况下,双边关系甚至有可能滑入两极

对抗,政治、经济和社会进一步“脱钩”,同时冲突的风险大涨、双方充满敌意并

进行更严厉的彼此戒备.如果澳大利亚想要生存,竞争共存的道路必然很狭

窄且困难重重,而澳大利亚才刚刚踏上这条道路.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澳大

利亚需要认真考虑在变动中的全球秩序中的位置.②

第二,可能发生战事的地区将移至澳大利亚的利益攸关地区.未来澳大

利亚有可能随美军出征的地区是自身所处的地区,而非欧洲或者别处.继

２０１６年发布«国防战略白皮书»后,２０２０年,莫里森在«国防战略白皮书(更新

版)»发布会上也讲到,“印太地区是不断上升的战略竞争的中心.这一地区不

仅将塑造澳大利亚的未来,而且日益成为这个时代全球竞争的焦点地区.围

绕领土争端的冲突正在上升,如中印冲突、南海和东海领土争端.误判和冲突

的风险都在上升”.③ 在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的澳英美三方会议上,莫里森再次

强调澳大利亚所在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特别用“我们的地区”
这个词:“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安全环境的变化)不仅是技术和机会方面的翻

天覆地的变化,也是我们的地区翻天覆地的环境变化引起的,而这些变化在五

年前还一点儿苗头也没有.”④历史上澳大利亚参加了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几次

战争,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但在出兵考虑中并非因为战事发生在亚洲

地区,而更多是考虑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同时,澳大利亚长期在身份上纠结自

己是“亚太国家”还是“位于亚太的国家”.所以,将亚洲视为“我们的地区”具
有不同以往的意味.

战事是否可能发生在自己的关键利益区,这在战略判断和制定上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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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义.此前,澳大利亚与亚太地区利害关系尚未如此紧密,无论是与英军还

是与美军并肩在亚太地区之外作战,澳大利亚的终极关怀并非战争的最终结

果,也非具体的作战对象如土耳其、伊拉克、朝鲜和阿富汗的最后结局.实际

上,澳大利亚的终极战争目标是让强大的盟友—先是英国继而是美国,意识到

澳大利亚的忠诚.当然这并不是说澳大利亚并不企图从这些战争中直接获

利,而是说如果没有盟友存在,澳大利亚很有可能不会介入这些战争.总体

上,由于这些战争不是澳大利亚发动的,不是应对那些直接威胁澳大利亚安全

的敌人,所以,澳大利亚可以满足于做一个追随者.
随着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加之亚洲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澳

大利亚在国际关系上出现了一个“本土化”进程,即它与亚洲而非欧洲的联系

变得更加紧密.先是日本,后是中国,成为澳洲经济最重要的伙伴.澳大利亚

与亚洲地区的双向经济关系占到澳大利亚进出口总额的２/３,亚洲地区对澳大

利亚自然资源、农业产品、教育、旅游和其他专业服务的强劲需求是澳大利亚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澳大利亚前１５名贸易伙伴中,有１２名位于亚洲.日

本、中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也在快速增长.截至２０１７
年底,这几个国家和地区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存量达到１８６０亿澳元,而美国是

１９００亿澳元.① 澳大利亚也倡导了一些重要的地区机制,如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AsiaＧ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APEC).此外,它还是东亚峰会的成

员国之一.
相比之下,在欧洲和美洲,澳大利亚的地位和影响力要小得多.亚洲既是

澳大利亚寓居其中的地理区域,又是一个它可以居于相对重要位置的区域.
在战略核心利益区,仅仅满足于当一个追随者是不现实的.当整个安全和防

务重心调整到亚太地区,特别是澳大利亚航线集中穿过的西太平洋地区之际,
澳大利亚的战略计算必然发生变化.从２０２１年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开始越来

越明确、公开地表达澳大利亚将不会置身于地区战事之外.２０２１年４月,澳大利

亚国防部部长彼得达顿(PeterDutton)认为“台湾战争”的风险不应被低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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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达顿甚至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台湾战事,澳大利亚不加入是不可想

象的.①

二、澳大利亚调整安全战略和部署态势

为了回应上述安全环境的巨变,澳大利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出现了一

些新动向.
第一,担忧美国承诺的可靠性.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实

行“前沿防御”战略,支持美国军队的前沿部署.② 澳大利亚“前沿防御”战略的

逻辑是,只要美国享有优势,澳大利亚就是安全的.这是澳大利亚跟随美国出

征的原点———即维持美国的优势.但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恶

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安全环境.中国购买１/３的澳大利亚出口商

品,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却被澳大利亚的盟友美国视作战略竞争

对手.
在两难之中,澳大利亚的利益与价值观承受着来自各个方向的考验.澳

大利亚再次被迫重新思考自己的国家利益究竟是什么.前任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麦德卡尔夫(RoryMedcalf)提出,澳大利亚需要统一协调

国家安全战略,有机整合澳大利亚的国防现代化、印太伙伴关系网络、内政部

和国家情报办公室的行动.③ ２０２１年８月中旬,美国撤出阿富汗事件再次刺激

澳大利亚思考其国家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异同.
让澳大利亚最难安心的是美国的保护到底能达到何种程度.１９５１年签署

的«美澳新太平洋安全条约»所做出的安全承诺与北约盟约第五条不同,它的

同盟义务是第四条:“各方认识到太平洋地区发生的任何对其中一方的武装攻

击都威胁到各自的和平与安全,各方宣布它将按照本国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

应对共同的危险.”即该条约只是表明在受到武装进攻时,各方应该“一起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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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并“按照各自的宪法程序行动”,并没有直接表明要出兵协防.① 因而,美澳

新同盟与北约和美日同盟不同.美澳新同盟并没有提供共同防御的义务,这
造成了澳大利亚防务规划者持续不断的焦虑.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在澳英美三

边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花了这么多钱后,澳大利亚能否得到

像北约第五条那样的保证.总理莫里森回答说,我们不追求北约第五条那样

的条款,美 澳 新 同 盟 能 够 服 务 好 我 们 的 利 益,«澳 英 美 三 边 安 全 协 定»
(AUKUS)将三方合作提升到新的水平上.② 但是,在«澳英美三边安全协定»
中,目前尚不清楚如何界定三国的条约义务.

澳大利亚与盟友的利益分岔并不是第一次出现.１９０２年英日同盟的签署

及１９０４—１９０５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取胜,就曾让澳大利亚人思考:澳大利亚

在这个国际三角关系中到底居于何处.③ 中美关系恶化和美国战略的调整,再
次把澳大利亚置于一个非常难处的国际三角关系中,澳大利亚需要高超的技

巧来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更需要对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途径的思考.虽然

美国与澳大利亚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时有共识,但是,澳大利亚能否确保美

国“安全地”与中国竞争或者在与中国竞争时实现澳大利亚的利益?④ 澳美两

国纵使在战略目标上一致,在战略手段上也未必一致.
第二,澳大利亚开始以一种“本地区”视角看待澳美关系.过去,澳大利亚

安全关切的排序依次是紧邻(immediateregion)、南太、亚太地区和全球.这个

排序总体上显然是首先假设美国维持了整个地区的安定,澳大利亚只需操心

周边紧密邻接地区的事务即可.现在,澳大利亚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在将中

国置于中心地区来看待后,澳大利亚与这些地区的关系都变成以澳中美关系

为牵动轴了.如果说过去澳大利亚如何看待印尼主要取决于双边关系和澳大

利亚对于近邻地区安全环境的塑造考虑,那么,今天澳大利亚与印尼的关系就

必须以澳美关系、澳中关系和美中关系为参照系了.它不希望印尼与中国更

亲近,也不希望它与美国关系影响到它与印尼的关系.亦即澳大利亚突然发

现自己要处理一种复杂的网络关系;而在过去,澳美关系、澳大利亚与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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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关系是可以相对独立地发展的.
在２０２０年«国防战略(更新版)»发布讲话中,莫里森总理提请听众注意中

美之外的力量.他说,“并非只有中美两国可以决定我们的地区是否走向自由

贸易、投资和合作并带来稳定和繁荣. 日 本、印 度 和 韩 国,东 南 亚 国

家———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和太平洋国家都有动能,都要做出选择,
都可以发挥.澳大利亚亦如此”.① 与２０１６年相比,澳大利亚调整了地理区域

的排序,澄清了它赋予优先次序的“紧邻”地区为从东北印度洋,穿过海陆东南

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至西南太平洋这一地区.② 在«２０１６年国防白皮书»中则

泛指北部通道、东南亚和太平洋.③ 可以看出,澳大利亚试图不与美国戴同一

副眼镜.相反,在其视野中,不仅澳大利亚所处的地区要放在澳美关系中加以

考虑,且澳美关系也一定要关注澳大利亚所处的地区的情况.
第三,澳大利亚战略态势由“前沿防御”转向“前沿部署和威慑性部署”.

澳大利亚防御态势正从“前沿防御”(forwardingdefence)向“前沿部署”(forＧ
wardingdeployment)和“威慑性部署”(deterringdeployment)转型,主动性和

进攻性有所增强.有三件事可为佐证:一是重视北部地区,主要是北领地地区

的部署和建设;二是加强在西澳大利亚的防务建设;三是建设自己的远程打击

能力.当然,最明显标志是刚刚确立的核动力潜艇舰队建造计划.
在上述方面,澳大利亚的政策落实进展很快.(１)目前,澳美在位于北领

地达尔文(Darwin)的罗伯逊军营(RobertsonBarracks)、西澳大利亚斯特灵基

地(HMASStirling)和印度洋上的可可斯群岛(CocosIslands)的合作都将扩

大.④ 罗伯逊军营可能会变成永久性的联合基地,容纳更多美国海军陆战队,
并成为组织中心.同时,达尔文美国海军陆战队轮换部署演习还将扩大成多

边演习,将其他国家或者盟友包括进来;(２)在达尔文建设美国出资的商业化

运作的战略军事燃油储备;(３)作为美国印太总部电子战、太空战和导弹防御

网络的一部分,西澳大利亚的科嘉瑞纳(Kojarena)澳军国防卫星通信地面站

(ADSCGS)正在扩建以容纳美国移动目标通信系统(USMobileUserObjec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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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System,MUOS)和 共 享 的 宽 带 全 球 卫 星 通 信 (WGS)系 统 设 施;
(４)２０２０年,美澳双方在南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双方承诺使海上合作定期

化,并扩大合作至多边.２０２１年８月,美国印太司令部“２０２１年全球大规模演

习”(LSGE２１)在南海进行,澳军参加.可见,澳军在战略态势调整时非常注意

与美军实现一体化.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还正在将其战略态势从主要为联盟行动服务的防御

性力量转变为一支威慑力量,①强调提高澳大利亚国防军的杀伤力,以在其紧

邻地区领导实施军事行动.２０２１年初,澳大利亚宣布采购用以装备其“霍巴

特”级驱逐舰的“战斧”巡航导弹、装备空军的联合防区外空地增程导弹.２０２１
年３月３１日,澳大利亚宣布加速发展“国家导弹”或者“主权导弹”,亦即澳大利

亚自己的制导导弹.②

从防御性力量到威慑力量的提法转换意味深长.近年来,澳大利亚的评

估认为其北部与亚洲之间的宽阔空间已经难以构成有效的屏障或者防线.考

虑到澳大利亚军队的数量劣势,能够抵消屏障丧失的办法之一是提高自己的

远程打击能力.澳大利亚发展远程打击力量有四个考虑:一是席卷全球的武

器射程增长的自然扩散.远程武器不再是尖端技术,在他国武器射程增长之

后,澳大利亚的防御前线自然要往远处延伸;二是作为不接受美国在其领土部

署远程打击力量的理由,部分考虑是担心刺激中国,认为自己发展远程武器好

过接受美国部署远程武器;三是弥补澳军数量过少,而防御范围过广的劣势;
四是对美国延伸保护能力的保留.

澳大利亚在军事态势上的动向十分清楚,即一方面加深同盟一体化,另一

方面也在启动建设自主威慑能力,以提高其在同盟中的分量.

三、在四重张力中经营澳美同盟

虽然澳美同盟近两年在不断深化,但这些深化并非线性发展.澳美同盟

是位于国际关系网络中的同盟关系,身处以下四重张力之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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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

目前,中澳关系进入建交以来冰河期,最根本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对美国亦

步亦趋,至少中国方面是这样认为的.中澳关系至２０１５年时达到高峰,澳大

利亚一度想在中美之间发挥桥梁作用.２０１４年,中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同年,在澳大利亚的居间邀请下,中美澳三国在澳大利亚进行了首次联

合军事演习.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中澳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同年,澳大利亚不

顾美国反对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
Bank,AIIB).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还将达尔文港租给中国岚桥集团９９年,
这象征中澳信任达到一定高度.双边经济关系也一度极为繁荣活跃.据澳大

利亚外交通商部２０１８年统计,澳大利亚出口的３０．６％是去往中国,价值１２３３
亿美元.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相当于后面五个出口市场的总

和.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也相当于其从第二至第五大进口国的

总和,总额达７１３亿美元,占澳大利亚进口额１８％.① 在澳大利亚每年９００万

海外游客中,中国游客达１４０万人次.② 中国留学生是澳大利亚高校的“现金

奶牛”,撑起了澳大利亚名牌大学学费收入的１５％—２５％.③

但岚桥集团的达尔文港租赁协议引起美国的关注,在澳大利亚国内也引

起骚动,使澳大利亚认识到它需要维持中美平衡的微妙处境.④ 很快,２０１６年,
澳大利亚政府阻止了向中国控股公司出售澳洲电网(AUSGRID);２０１６年还发

生了指控工党议员接受华裔澳大利亚商人献金事件,澳大利亚对华疑虑上升,
心态走向悲情对抗.２０１７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Ｇ
colmTurnbull)声称有外国(指中国)干涉澳大利亚内政,并声称澳大利亚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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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面前要“站起来”.① １１月,澳大利亚发布«外交政策白皮书»,重申独立自主

的外交政策.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澳大利亚新的«外国影响和干涉法»在议会通

过,该法案具有历史性意义.８月,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华

为和中兴公司参加澳大利亚国家５G网络建设.２０２０年４月,澳大利亚牵头要

求国际调查新冠疫情起源;澳大利亚认为此举是自己在国际上独立行事的标

志.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９日,澳大利亚紧随美国之后,向联合国递交报告,否认中国

在南海的主张有法律基础,被美国驻澳大使夸赞为“在地区发挥了领导作

用”.② ２０２０年,澳大利亚还暂停与中国香港地区的引渡协议.中国则对澳大

麦、牛肉、红酒、煤炭等采取提高关税或者暂停进口措施.２０２１年,中国无限期

暂停中澳战略与经济对话.２０２１年９月,澳英美三方核动力潜艇协议宣布之

后,中国认为这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行为,将导致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和国际战

略平衡与稳定的威胁.③ 但是,对于预想中的中国的怒火,莫里森在核协议签

订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公开邀请中国领导人与我讨论这些问

题,这个邀请一直在那儿”.莫里森还说,国家按照自己的战略利益做出决定

和建设自己的国防能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是这样做

的.言下之意,中国不应该恼怒.澳大利亚的这种反应令中国更为愤怒.④

目前,随着澳大利亚北领地战略位置的上升和更多美军力量进驻的前景

出现,岚桥集团租赁协议的前景也不乐观.澳大利亚正在重新评估这一协议,
有可能会撕毁协议,或者对岚桥集团的作业施加限制.⑤

澳大利亚方面对于中澳关系恶化的解读是因为中国“杀鸡给猴看”,认为

中国通过对经济上最依赖它的发达国家,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副警长”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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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重手而警告其他国家.更直率的评论是中国的怒火不仅仅是针对澳大利亚

那套政治言词,而是澳大利亚在全球势力均衡博弈中的立场.① 也就是说,澳
方认为中国的意图是终结澳美同盟.

(二)坚持亚太地区身份还是作为美国的同盟国

澳大利亚今天所面临的困境也源自它与亚太地区的紧密关系.澳大利亚

的选择不仅仅是选择中国还是美国的问题,也是选择地区还是美国的问题.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英国退出苏伊士运河以东和加入欧共体,导致澳大利亚

“失去”英国,不得不转而将注意力放在亚太地区,与日本签署了友好与合作条

约,并深耕东南亚地区,这造就了澳大利亚半个世纪的经济繁荣.目前,澳大

利亚第一大出口市场是中国(占澳出口的３２．６％),第二大出口市场是日本(占
到澳出口的１３．１％);第三位韩国是５．９％,第四位美国是５．３％,第五位印度

是４．９％.② 前五个贸易伙伴中有四个是亚洲国家.半个世纪以来,澳大利亚

是发达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和保持持续增长的.这与整个地区

的经济上升趋势是一体的.
相应地,澳大利亚也越来越具备“亚洲意识”.２０１２年,澳大利亚的外交白

皮书甚至名为«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③ 而且,经过多年努力,澳大利亚在地

区各种双边与多边架构中也取得一定的成就.通过这些网络,澳大利亚保持

了在亚太地区的活跃度和影响力.但特朗普政府四年的做法令澳大利亚感受

到美国东亚战略的胁迫性.美国的单边主义作风和咄咄逼人的方式,对盟友

和地区伙伴都带来强烈的挤压,如在驻地国支援经费问题上压迫韩国和日本;
在意识形态上问题上施压东南亚国家.特别是美国退出«跨太平洋经济伙伴

关系»(TPP),留下的国家只能先行签署条约.而中国与地区国家签署的«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也不包括美国,美国可能将来也不会加入.美

国过度强调竞争和对抗,漠视地区共同利益,忽略经济战略的做法,提醒澳大

利亚至少在经济上它与美国具有不同利益.
所以,至少在经济上,澳大利亚被夹在美国与地区之间.由于美国当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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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的最短板就是经济参与问题,有人建议澳大利亚利用自己当前对于

美国的重要性,引导美国回到地区经济规则建设中来.① 澳大利亚如何协助美

国从经济上回归亚太地区? 如果澳大利亚打中国牌,诱引美国重回亚太制定

经济规则和框架,则澳中美关系的紧张只会加剧而不会缓解.当前中国正在

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在此问题上,澳大利亚

提出了同意的条件.② 考虑到中国与地区经济关系的现状,澳大利亚如何利用

它在这一问题上的筹码,自然会被中国和美国双方,以及其他所有地区参与方

从政治角度进行解读.地区经济关系与地区安全关系的紧密联动,加大了澳

大利亚周旋于其中的难度.

(三)是否坚持和维护本国的独立性

澳大利亚在心理上“拒绝独立”有其历史渊源.澳大利亚的自主通常是不

得已的自主.从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建立独立防务,以及独立在亚太地区生

存,一直都令澳大利亚感到紧张.根深蒂固的“被抛弃”的恐惧仍然在影响着

澳大利亚的同盟政策.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英国抛弃,还是在东帝

汶国际维和行动时美国拒绝澳大利亚的支援请求,都成为澳大利亚战略调整

的第一驱动力.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时,澳大利亚方面就

大为担心,非常担心美国“退出”.
如何看待澳美之间的“合”与“离”? 著有«并肩作战»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历史系教授詹姆士库兰(JamesCurran)指出,长期以来关于澳大利亚是美国

可靠盟友的叙事应该重思,关于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威胁的叙事也应重思.在

过去漫长的、并肩作战的历史当中,澳大利亚和美国并不总是意见一致.将美

澳同盟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一场“战略赌博”.澳大利亚应该重视其与美国的

利益不一致之处,正视两国关系中的矛盾.③ 澳大利亚外交政策记者、现任洛

伊(Lowy)研究所国际期刊执行总编的丹尼尔弗里敦(DanielFlitton)在一篇

题为«是什么扼杀了“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１．０»的文章中披露,美国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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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上需要中国,决定暂时将“四边安全机制”冷却处

理.① 这足可印证美国议程的优先事项并不总是与澳大利亚一致.
甚至有人批评说,“如果你有一支设计用来支持美国的军队,你就会想用

它来支持美国.”有人则要求澳大利亚进行一场战略重启:无须离开同盟,但可

在同盟内更为独立.从法律上看,这一战略选择的可行性基础是,在澳新美同

盟下,澳大利亚并不是必须随美国出兵的;澳大利亚也没有义务接待美国驻军

或者购买美国战机;澳大利亚可以选择自己的政策,如一边反击中国的政治干

涉,一边可以不购买那些用来协助美国实施高烈度海战的两栖攻击舰等.②

澳大利亚政府的行为也表明它与美国并非完全一致.２０２０年,在被追问

关于澳大利亚是否与美国一起采取更具进攻性的自由航行行动,如在距离南

海争议岛屿更近的地方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等问题时,时任国防部部长雷诺兹

(LindaReynolds)表示,澳大利亚是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使用其航行自由权利

的,而并未直接回答是还是不是.当记者问及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会不会与

中国分手的问题时,时任澳大利亚外长佩恩(MarisePayne)表示,澳大利亚的

一切决定都是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出发的,也并未直接提到中国.③

刚离任不久的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Turnbull)的回忆录

披露了澳大利亚身处美中之间的微妙心态.特恩布尔表示,其政府从未派遣

海军舰艇进入中国南海岛礁１２海里之内,因为它担心被中国舰艇撞击或者导

致失能.他的考虑是:如果美国支持我们,那么中国人会后退.但如果美国不

管出于什么原因而犹豫不决,或者美国不愿或者没有能力立即进行干预,那么

中国将会取得巨大的宣传胜利,就会揭露美国是只纸老虎,不值得它的盟国依

靠.“所以我的判断是,考虑到地缘政治气候的多变,特别是在中美之间,我们

不值得去冒这个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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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说,澳大利亚有其国家尊严,也与美国有不同利益,也会时不

时考虑维护自己的独立,但它有更根深蒂固的恐惧,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

国同盟体系很少有国家退出的整个潮流的约束.如何在依赖美国保护的同时

维持自己的自主性,这一张力会是最微妙的一个.无人否认澳大利亚紧密地

追随美国,但澳大利亚在追随中的保留也不是没有.

(四)对澳美同盟基石的认知

对澳美同盟基石的认知是基于规则还是意识形态,澳大利亚一直表示它

对于地区国际关系的愿望是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澳大利亚政治领

导人也持续不断地强调,这一秩序是奠基于美国实力基础上的.澳大利亚前

总理特恩布尔的表述是:规则和机制体系是美国及其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灰烬上建立起来的,美国的战略性经济实力对维系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

持续稳定至关重要.①

现在的挑战是,当美国开始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时,澳大利亚的外交

又将基于何处? 如果澳大利亚想要美国同样遵守国际规则,澳美之间的张力

就会显现.２０１６年１月,特恩布尔总理游说美国通过«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

协议»(TPP)时告诉美国听众,美国不应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该着眼

于大局,维护其数十年来奠定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② 与美国相比,澳大利

亚政府对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热衷度较低,但对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

序”充满激情.对澳大利亚来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澳大利亚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对由国际法律、制度和规范组成的国际体系的偏好,
“自由主义”仅是澳大利亚偏好的这一体系的一个侧面,但澳大利亚钟爱的这

种秩序正在经受压力测试.澳大利亚领导人也一直清醒地意识到现实世界是

“基于规则加权力的秩序”.③ 在重回大国竞争的时代,澳大利亚“基于规则的

国际秩序”的倾向也承压日重.
澳大利亚给予意识形态的权重不像美国政府那样高,是因为它担心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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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会将东南亚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向反面,使地区陷入分裂,而地区的

分裂并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澳大利亚学者阿什利汤曾德(AshleyTonＧ
shend)批评说,价值观或者说意识形态战略是行不通的,澳大利亚的首要关切

应该是使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可持续、影响力扩大,而不仅仅是呼喊民主自

由的口号.他建议澳大利亚劝说美国降低其意识形态调门.① 但是,在澳英美

三边协议发布会上,总理莫里森却表示,协议的基础是“我们总是戴同一副眼

镜看世界.我们总是期望伙伴们做正确的事.与此同时,我们从不抛弃

彼此.我们总是在一起,从不孤独”.②

在上述四张张力网络的约束下,澳大利亚的最终期望是美国不要因为错

误的战略而最终在印太地区减少存在或者影响力下降.澳大利亚希望美国继

续强大,但美国与地区打交道的策略需要修正.至于澳大利亚想要一个什么

样的对华战略,它的选择受到上述四种张力的束缚,它将继续在这张网中挣

扎、艰难地寻找平衡点.

四、网住美国,平衡同盟

虽是澳美同盟中的小伙伴,但澳大利亚在主动塑造同盟方面从来不曾懈

怠过.③ 美国“印太战略”的形成,就有澳大利亚的很多贡献.④ 随着全球战略

重心移至印太地区,中美关系的好坏对澳大利亚极为重要,澳大利亚已经被牢

牢地卷入这一宏大竞争.在澳大利亚已经形成一种认知,即虽然美国靠不住

的风险在上升,但中国战略威胁到来的速度比之更快.澳大利亚必须做出更

多努力,以对美国决策施加最大限度的影响,同时反对美国退出.⑤ 这便是人

们看到的澳大利亚的“网络编织工作”,它打造了四张网络以抵消美国“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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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住美国和管理中国.
在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召开的美澳“２＋２”部长级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澳

大利亚外交部部长表示,“我们将把澳美同盟作为与其他国家深化友谊的基

础.将与既有伙伴国家进行紧密合作,包括‘五眼国家’、东盟、‘美日印澳四方

安全对话机制’、澳美日三边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和东盟高峰会.并将建立

新的群组,新的友谊,通过与共享‘开放、繁荣和安全的印太’国家结成网络来

增进安全”.①

为此,澳大利亚主要推动打造了四张网络.
第一张网是澳日美关系.２００７年,澳大利亚与日本签署一项安全合作声

明;２０１２年,双方签署信息安全协议;２０１４年,双方签署国防技术和装备转让

协议,澳日关系升级为特殊战略伙伴关系.２０１８年,澳美日签署三边基础设施

投资伙伴关系.２０１９年６月,澳日美三国国防部长会议后设立了一项战略行

动议程,以补充澳美和日美双边同盟关系,集中资源处理地区安全问题.②

２０２０年７月,澳美日三方国防部长举行线上会议,重申“共同承诺致力于增进

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表示要“促进强劲的三边防务合作和交流,为
支持建设自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太地区做贡献”,并通过三方联合防务倡

议继续在南太平洋的能力建设行动.③ 同年１１月,澳大利亚与日本签署防务

协定,允许对等访问、训练和作战,并关注南海问题.对日本来说,这是１９６０
年以来首次允许外军在其土地上存在.这是澳大利亚多年努力的结果.在过

去这些年里,澳大利亚一直在致力于加强与日本的关系,与日本一起力推“美
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２０２０年,莫里森总理宁愿付出回国后需要隔离的代

价,将疫情后的首次出访地选在日本,显示出澳大利亚对日本的重视.
第二张网是澳法印关系.在印度洋方向,澳大利亚积极促进与法国、印度

的三边关系.２０１８年５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澳大利亚悉尼一处海军基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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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说,提出“巴黎—德里—堪培拉轴心”.陪同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

尔表示,将与法国和印度携手订立一项联合印太战略,制订具体的目标和行动

路线图.① ２０２０年９月,澳法印三国举行第一次三边外长会议,并计划定期会

晤.② １１月,两艘法国舰艇,包括一艘核攻击潜艇在西澳大利亚珀斯附近与澳

海军进行联合巡逻训练后驶往中国南海地区.２０２１年５月４日,澳印法三国

在 G７外长会周边举行会议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彰显其对印太事务的立场.③

２０２１年９月,因为澳大利亚撕毁与法国的潜艇建造合同,双边关系受到挫折,
但法国也没有太多选择,澳法印关系将持续下去.法国和澳大利亚都有清晰

的“中等国家”意识,它们期望通过中等国家之间的联盟在地区势力均衡游戏

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对它们与美国的关系形成补充.它们希望通过这种合作

向中国发出威慑信号,也在一定程度上抱有以此方式降低美中敌对的愿望.④

第三张网是澳日印网络.澳大利亚和日本同样是美国正式盟友,而印度

仍处于不结盟但愿意积极参与的阶段.相比于澳法印,澳日印关系发展相对

缓慢.２００７年,日澳签署了一项安全合作协议.２００８年,日本与印度签署了

类似协议,作为日本在对美同盟之外构建安全伙伴关系的尝试.２０１４年,澳日

关系升格为特殊战略伙伴关系.２０１５年,澳日印举行了第一次三边会谈.

２０２０年６月,澳印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了双边后勤支持协议,
互相向对方开放军事基地.印度邀请澳大利亚加入已经有日本和美国参加的

“马拉巴尔”军事演习.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日本分别与澳大利亚和印度讨论了合作

问题.⑤ ２０２１年４月,澳日印三方提出“供应链韧性”倡议,这是三国———不仅仅

是双边之间,加强共同训练、情报共享和能力建设方面前进的一步.除此之外,
澳日印最大的成果实际上是合力推动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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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意图拉住美国、网络美国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第四张网是澳大利亚—印度—印尼(AII)三边关系.由于印度和印尼都

不是美国的盟友,而且不出意外的话也不太可能与美国正式结盟,“中等大国

轴心”遂成为三边关系发展的基本理念.在澳大利亚战略利益区设定中,印尼

正位于其直接利益区弧带的正中心.在当前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下,作为印

太地区的两个中等强国,澳大利亚与印尼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具有越

来越多的共同利益.① 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澳大利亚需要与印尼在信息

和情报、海空通行等方面加强合作.印尼国防部门也认为澳大利亚是技术、技
能等的重要提供者.② 澳大利亚、印度和印尼三个中等大国共享海洋亚洲,且
与中国都不存在海洋领土争端,同时其利益都会受到南海局势的影响.通过

三个“中等大国轴心”,可以确保亚洲海洋处于法律和规则之下,确保各国的海

洋利益特别是应对因它们的地理位置而带来的大国竞争所产生的压力.③

此类“２＋１”合作形式,目前势头强劲.在澳大利亚看来,既不脱离美国的

支持,又能引进一些暂时的非正式盟友以扩大阵营,这在一定程度上既能作为

美国正式同盟的外延网络,反过来也能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和增强对美自主性.

五、澳美同盟的未来:旧关系与新特点

在印太地区成为全球战略重心的时代,澳大利亚在地理、政治和军事上都

成为一个关键国家.澳大利亚在同盟中的塑造力有所上升,特别是在推动同

盟发展的动机上,显然比过往人们理解的要更为复杂.澳大利亚将继续努力

管理澳美同盟:拉住美国、塑造美国和平衡美国.虽然总体上而言澳美同盟中

“美主澳从”的格局不会改变,但澳大利亚的能动性将对同盟双边、同盟与地区

之间的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内部的国际关系网络产生相当的影响.
第一,澳美同盟的密切程度将前所未有,且澳美同盟走向的决定者仍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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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拜登上台后,在很短时间内与澳大利亚方面通话,“重申美澳关系是地

区和平与稳定之锚”.① 拜登政府认为,盟友关系是它与中国展开竞争的独特

优势.２０２１年３月,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官库尔特坎贝尔(KurtCampbell)在
中美安克雷奇高级会晤前表示,美国不会只关注改善美中关系,美国会为澳大

利亚等盟国出头,要求中国改善中澳关系.② 美国政府这一举动在澳国内受到

热烈欢迎.③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出台的美国«全球态势评估»,突出了澳大利亚在美

国全球部署中的焦点位置.④ 而在９月１５日,澳英美三边核潜艇合作协议宣

布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莫里森总理称,虽然２０１６年没能与美国达成此类协议,
但却在２０２１年实现了,因为现在有这个条件了.这显然是暗示美国意图的转

变.⑤ 美国的政策一经调整,澳大利亚就撕毁了与法国的协议,没有什么比这

更能说明美国的主导地位了.
澳大利亚在先进武器和技术上对美国依赖很深,是美国最大的防务客户

之一.同时,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并不比对中国和亚洲低.澳大

利亚对中国的依赖集中于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但美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投

资国.截至２０２０年底,美国对澳投资是９２９４亿澳元(约合６５９８亿美元).相

比之下,中国仅是澳大利亚的第９大投资国,约为７９２亿澳元(约合５６２亿美

元).加上香港特区也总共才１５６７亿美元,与美国相比相形见绌.⑥ 美国也是

澳大利亚的最大对外投资地,澳美双向投资加起来高达１．４７万亿美元.⑦

澳大利亚防御态势的调整大致与澳美同盟加强是一体的.在２０２０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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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两次澳美“２＋２”部长级会议的推动下,①澳美军事同盟一体化的广度和

深度都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１)双方开展了包括美军全部类型的空军战机

的部署训练、更为一体化的陆军合作,提高澳大利亚在其本土为双方提供海军

勤务和维修保养的能力;(２)双方签署秘密协议以提高双方在科技、战略能力

和国防工业基础上的一体化程度,以补充美国工业基地,确保澳大利亚能够持

久地提供印太防务供应链;(３)使澳大利亚拥有生产制导武器、爆炸性军火等

工业能力;(４)双方还将深化研发方面的合作,将在高超音速武器和电磁战合

作方面制订共同发展战略;(５)双方还承诺加大努力,优化出口控制,以便利技

术转让和保护.最后一点为双方将来对其他国家的军火出口留下了出口.
第二,澳大利亚将会不断努力编织托底澳美同盟之网.澳大利亚既希望

美国保持在印太地区的强大存在,又不希望美中走向重大冲突.澳大利亚更

倾向于保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秩序,通过这些制度、机制和规范来约

束、化解大国冲突,包括制约中国和平衡美国.但这是非常不容易完成的使

命:为拉住美国而采取的措施很容易“误伤”中国.有研究指出,前总理特恩布

尔在２０１７年突然对中国“发威”是出于对特朗普“美国第一”下美国忽视盟友

关系的回应,是为了大喊“中国威胁”来挽留美国.②

有一种建议是,在绥靖和挑衅中国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通过“有条件的

接触”,将中国接纳进多极印太体系之中.③ 这条道路能否成行,还要看接下来

几年的博弈.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詹姆斯库兰质问:澳大利亚对美国的贡献

要多少才足够? 过度依赖美国只会侵蚀自己的独立.澳大利亚的安全应该是

与亚洲一起,而不是针对亚洲.④ 但是,澳大利亚目前无法解决与亚洲一起,还
是针对亚洲/中国的问题.

还有一种较为遥远的前景是澳大利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大洲”.最近的澳

英美三边安全协定可以看作是一个最初的迹象,也许澳大利亚自己也尚未意

识到.澳大利亚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门户位置,如同英国位于欧洲大陆向

８７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２年 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JointStatementonAustraliaＧU．S．MinisterialConsultations(AUSMIN)２０２０,”Departmentof
Defense,U．S．,July２８,２０２０,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２２９０９１１/jointＧ
statementＧonＧaustraliaＧusＧministerialＧconsultationsＧausminＧ２０２０/,２０２１Ｇ１２Ｇ０３．

DavidBrophy,“AustraliansChinaDebatein２０１８,”TheChinaStory,Https://www．ThechinasＧ
tory．Org/Yearbooks/YearbookＧ２０１８ＧPower/ChapterＧ６ＧAustraliasＧChinaＧDebateＧInＧ２０１８/,２０２１Ｇ０７Ｇ０２．

RoryMedcalf,IndoＧPacificEmpire:China,AmericaandtheContestfortheWorldsPivotalReＧ
gion,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２０２０．

JamesCurran,“AnglosphereDreamingaDragonOurDefence,”FinancialReview,June１７,
２０２１, https://www． afr． com/policy/economy/anglosphereＧdreamingＧaＧdragＧonＧourＧdefenceＧ２０２１０６１７Ｇ
p５８１xj,２０２１Ｇ０６Ｇ２１．



海洋的咽喉地位;从大西洋两岸和太平洋两岸向中部合围,汇集于太平洋与印

度洋的交界处.澳大利亚完全可以既拉开与中国的距离,居中拉住英国和美

国,在欧亚大陆的外围划出一条巨大的弧形,成为全球新的“世界中心岛”.①

澳大利亚不是没有这个潜力.
但澳大利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太少,全国人口约２４００万人,仅相

当于北京市的人口.澳大利亚国防军规模也较小,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仅有员额

５８０５８万人.② 而澳大利亚国土面积为７６９万平方公里,是地球上第六大的国

家,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和巴西.不过,澳大利亚经济发达,其国

内生产总值排名常年在全球第１２位或第１３位,还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国.所

以,澳大利亚给自己的定位是“中等国家”.拥有如此庞大幅员和经济实力的

“中等国家”心态对澳大利亚的国际行为有深刻影响.澳大利亚是一定要有盟

友、伙伴或者朋友的,它也一定会将自己寓于某种形式的互助关系之中.
在情感上,我们也看到一度向亚洲倾斜的澳大利亚正在重新回调.澳大

利亚人总体上与中国在语言、文化、哲学、宗教和艺术上的链接较少.在情感

上,对华好感度在下降.２０２１年刚刚发布的洛伊研究所年度调查显示,６３％的

澳大利亚人现在从安全威胁角度来看待中国,比２０２０年急升了２２个百分点.
同时,澳大利亚人对英国、印度、美国和日本的好感在上升;高达８７％的人相信

日本和英国是负责任的国家;对印度的信任度也有６１％之高,比２０２０年上升

了１６个百分点;对美国的信任度现在是６１％,继续处于高位.７８％的澳大利

亚人继续认为,澳美同盟对澳大利亚安全非常重要或者相当重要.虽然仍有

５７％的人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在中美冲突中保持中立,但也有４１％的人认为澳

大利亚应该支持美国,而认为应该支持中国的仅有１％.③ 所以,莫里森总理以

澳大利亚人特有的直率称,跟美国与英国的三边安全协议令澳大利亚“不再孤

独”.在情感疏离和安全戒备的心态下,澳大利亚重新向着英美方向漂移而去.
因而,在可见的未来,澳大利亚不会从澳美同盟“独立”成为独立的大洲,

但它看到了美国撤退的风险和自己的潜力,将继续编网,以期托住、拉住美国,
同时减少对美国的深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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