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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危中有機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蘇曉暉

2012 年，中國周邊安全環境中
的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領土爭端驟然

升溫；美國 「亞太再平衡」戰略加速實施
；北約從阿富汗撤軍計劃引發恐怖勢力抬頭

；地區軍備競賽加速。儘管面臨諸多挑戰，中
國仍有可能挖掘周邊環境中的積極因素，推動建
設和諧周邊，維護戰略機遇期。

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惡化
其一，領土爭端成為中國周邊安全環境中最

突出的挑戰。相關國家挑戰中國領海主權的膽量
與步伐明顯加大。日本執意推動 「購島」鬧劇。
菲、越動用軍艦武力襲擾中國漁民，引發黃岩島
事件。越南公務船在南海追擾正常作業的中國漁
船，空軍戰機對南沙群島島礁進行所謂 「巡邏偵
察」。越南國會審議通過了《越南海洋法》，把
中國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包含在其所謂 「主權和
管轄範圍」內。

相關國家還極力推動領土爭端國際化。日要
求美確認釣魚島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範圍之內。
時任日外相的玄葉光一郎出訪法、英、德，加強

對釣魚島問題的宣傳，企圖獲取歐洲國家的支持
。黃岩島事件發生後，菲總統訪美，美菲舉行了
外長和防長 「2+2」會談，爭取美國支持。菲越
要求東盟國家劃線站隊。在菲、越推動下，部分
東盟國家對南海問題關注度提升，推動制定 「南
海各方行為準則」。

其二，美加速推展 「亞太再平衡」使中國面
臨更為複雜的周邊環境。 「亞太再平衡」戰略的
核心是在 「規範」中國走向的基礎上重塑亞太秩
序，旨在謀取長遠戰略優勢和地區主導權。美明
顯強化了地區軍事存在和介入能力。美已在澳洲
實現了永久性的軍事存在；試圖構築美日韓 「三
邊軍事同盟」；以部隊輪換或租用等方式進入了
蘇比克、金蘭灣、樟宜等要地；計劃將反導系統
部署到亞洲；在亞太進行軍事演習的規模與頻率
均創新高。

美還致力於打造由其主導的地區經貿合作框
架。美力推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墨
西哥和加拿大在今年加入TPP談判，泰國、日本
等國也表示出興趣。美還向緬甸、柬埔寨等國拋
出經貿誘餌。

另外，美在拉緊與日、韓等傳統盟友關係
的同時，加強與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蒙古
等國的關係，並開始拉攏一批小國。美國務卿
希拉里．克林頓首次訪問南太平洋島國，出席
島國論壇。

其三，在北約計劃從阿富汗撤軍背景下，地
區恐怖主義勢力抬頭。塔利班組織接連發動了春
季攻勢和夏季攻勢，既對阿富汗、巴基斯坦世俗
政權構成威脅，也威脅到中國西部安全。

其四，地區軍備競賽升溫。朝鮮不顧國際社
會反對兩次試射衛星，引起美日韓戒備。韓美達
成協議，延長韓導彈射程。印度試射 「烈火-5」
遠程導彈，成為少數的擁有洲際彈道導彈的國家
之一。印加大軍購投入，由此觸發巴基斯坦加強
軍備。越南和菲律賓為爭奪南海主權，也意欲加
快軍事現代化。

中國有望 「化危為機」
儘管周邊環境更加複雜，中國仍面臨若干機

遇。未來，中國將繼續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奉行
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

美難以構築針對中國的 「包圍圈」。美一腳
陷在中東，一腳邁向亞太，難以東西兼顧。美戰
略投入、國防開支受到 「財政懸崖」、政治極端
化等國內因素制約。地區國家不願在美中之間劃
線站隊，而希望在兩國之間保持平衡，最大限度
從兩方獲益。

中美在亞太具有開展合作的基礎。隨中
國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擴大，美在加大對華防
範的同時也需要考慮對華合作。中國已經提出
了建設 「新型大國關係」的倡議，旨在打破了
歷史上大國對抗衝突的傳統邏輯，探索新興大
國和守成大國關係的新模式。美已對此做出積
極回應。未來，中國將進一步明確其內涵和手
段，與美共同落實該理念。事實上，中美已在
探索合作方式。兩國開展了為阿富汗培訓青年
外交官的合作項目。

中國與東盟合作前景廣闊。美力推TPP，
有超過半數的東盟成員國決定參加或準備參
加談判。東盟擔心自身遭到邊緣化甚至分
化。因此，東盟希望中國支持其在地
區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中通社 26 日消息：
埃及全國選舉委員會 25 日宣布，埃及分兩階段舉
行的新憲法草案公投獲得通過，不過投票率僅有三
成左右。埃及總統穆爾西周三簽署法令，使新憲法
生效。

埃及全國選舉委員會主席馬阿提5日當晚在開
羅召開的記者會表示，這次公投的選民投票率為
32.9%。他說，埃及有資格參加公投的選民約5200
萬人，其中有1700多萬人參加了投票。在1600多
萬張有效票中，約有1069萬張贊成票，其餘約600
萬張反對票佔所有有效票的36.2%。

馬阿提說，公投的整個過程在來自各司法機構
法官的全面監督之下進行的。最高選舉委員會已經
對所有就公投提出的投訴進行了調查審理，對一些
被證實違規操作的投票站的結果予以剔除。

但是，埃及主要反對派 「全國拯救陣線」指稱
，這次公投充滿舞弊行為，一些地區還爆發暴力衝
突。他們表示，要繼續鬥爭，反對新憲法，將對這
次公投的結果提起上訴。該組織領導人薩巴希稱，
考慮到低投票率因素，公投結果所傳達出的真正信
息是這部新憲法沒有得到足夠的認同，難以成為埃
及未來建設的基礎。

埃及新憲法草案由伊斯蘭人士為主的制憲委員會制定，由
於制定過程過於倉促並且條文存在爭議，引發埃及境內伊斯蘭
與世俗派爆發激烈對抗，族群撕裂。新憲法由制憲委員會提交
給總統之後，穆爾西隨後宣布，新憲法草案境內公投於15日
和22日按地域分兩階段舉行。新憲法草案在25日獲通過，為

在兩個月內舉行議會下院選舉掃清了道路。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6日表示，中方希望埃及繼續

有序推進政治過渡進程，保持政治、社會穩定。美國國務院也
呼籲埃及總統穆爾西應發揮橋樑作用，推動對話消除各政治力
量間的分歧。

【本報訊】據美聯社得克薩斯州 26
日消息：自 14 日美國康涅狄格州紐敦鎮
小學槍殺案發生以來，總統奧巴馬就提出
減少槍支暴力的方案，還呼籲強大的槍會
加入。但是，提倡控槍人士面臨一個規模
龐大的主流集團的反對。對他們來說，槍
是他們生活的中心，不管是出於愛國心，
還是出於個人安全，或僅僅是作為消遣。

達夫．布爾德特在得州理工大學對
面開設一家戶外探險商店，他說他對槍
支的愛好與歷史有關，而不是與戶外運
動有關。

他說： 「這跟打獵沒關係。大家都說
： 『我可以理解擁有一支打獵的步槍，但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擁有 AR-15 自動步槍
。』憲法第二修訂案的理念，是保護個人
擁有槍支的權利。不要忘記，美國革命是
平民士兵打贏的。至今，它依然是我們軍
事防衛的基石之一。我們有一支完全志願
的軍隊。」

當布爾德特女兒從得州理工大學商學
院畢業之後，卻到了他的商店內工作，並
且用零件組裝自己的 AR-15 自動步槍，
並用它來打野豬。他說： 「射擊是一種樂
趣。」

很多人都這樣認為。機械工程師布萊
克．史密斯說，就連十多歲少女也這麼認
為。在全國射擊比賽上，史密斯遇到一群
十三、四歲的少女，她們自稱是 「紅粉佳
人」，用高殺傷力步槍瞄準目標。

另一些人說，自由擁有槍支的理由，
也包括確保安全。

得州賴布恩小鎮的標本製作師莫斯說
： 「在我看來，很簡單明白，擁有槍支的
人愈多，至少在家裡擁有槍支，對犯罪的
阻嚇力就愈大。」莫斯擁有超過 30 支槍

，他每天早晨都帶一群狗，肩上懸吊獵槍，在自家
的牧場上狩獵。

他憶述說，有一天他站在郵政局裡，聽見一名被
通緝嫌疑犯在附近徘徊。他立即想到郵局櫃後的女
職員。他說： 「我第一個念頭是， 『你如何保護自己
？』」

談到槍支，莫斯說： 「我已很習慣有槍了。你從
小到大，就一直有槍支相伴，你喜歡槍，你接受你可
以擁有槍支的事實。這是一種基本權利。這是一種全
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62歲的斯彭格勒24日在紐約州韋伯斯特鎮安大略湖畔
，縱火燒一棟房屋和一輛汽車，引誘消防員來後對他們開槍
，造成兩死兩傷，另有一名路過的休班警員受傷，槍手隨後
吞槍自殺。警方25日在斯彭格勒位於湖畔的住宅，發現另
外一具燒得焦黑的遺體，懷疑屬於槍手67歲的失蹤姐姐謝
麗爾，不過遺體身份仍有待法醫鑑識。當局懷疑謝麗爾也遭
到斯彭格勒槍殺，從而令死在他槍下的人數升至3人。這場
火災燒毀了斯彭格勒周遭的7棟房屋。

像進行 「戰爭任務」
韋伯斯特鎮警察局長皮克林25日說，斯彭格勒持有一

把左輪手槍、一把獵槍和一把點223口徑的大毒蛇半自動步
槍，還有大批子彈組成的 「彈藥庫」。12月14日康涅狄格
州紐敦鎮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兇手使用的步槍，就是同款口
徑的大毒蛇步槍。皮克林表示， 「他配備了裝備去發動戰爭
，殺害無辜的人。」皮克林說，槍手明顯是針對首批到場的
消防員，顯然像進行 「戰爭任務」。不過，斯彭格勒有重罪
前科，理應不能擁有槍支。

調查人員周二也在調查兇手要犯下殘酷罪行的原因。雖
然皮克林拒絕透露字條的詳細內容，但念出其中一句為 「我
仍然必須準備就緒，看能燒掉鄰近多少房子，並做我最愛做
的事情是殺人」。據悉，槍手留下的兩、三頁字條是使用打
印機打印，並沒有說明犯案動機，只是漫無邊際地亂寫，不
過警方發現部分線索，或有助於解決犯案動機。

姐弟彼此厭惡極深
在調查中，斯彭格勒與姐姐的惡劣關係細節也慢慢浮現

。有親戚說，兩人很可能是因為母親身後遺留下來的房子而
起爭執。

兩人前鄰居魏奎勒斯表示，這對姐弟對彼此厭惡極深，
各自住在房子的一側。魏奎勒斯說，斯彭格勒非常孝順。當
他的母親愛琳住進附近療養院時，斯彭格勒每天都去看她。
魏奎勒斯表示， 「他恨姐姐，但很愛媽媽。」斯彭格勒在
1980年殺害92歲的祖母時就欺騙他的母親，說他是在樓梯
底發現祖母死亡。

愛琳在今年 10 月 7 日過世之後，謝麗爾告訴一名親戚
，因為在繼承房子上面可能有些問題，她聘請了律師。那名
親戚說： 「我察覺到兩人在母親死後就要爆發爭執。」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紐約時報》26
日消息：美國紐約州警方25日表示，設縱火陷
阱誘殺2名消防員的槍手斯彭格勒在家中遺留字
條，稱自己 「我最愛做的事情是殺人」 。警方也
在他的住宅發現燒焦的人體遺骸，可能屬於兇手
的姐姐，懷疑也是被斯彭格勒所殺。

【本報訊】據中通社莫斯科 26 日消息：俄羅
斯航天部門 26 日表示，韓國和俄羅斯聯合研製的
「羅老」號（KSLV）（見圖）火箭計劃於 1 月 26

日發射。
「羅老」號火箭11月29日發射失敗。由於韓

國生產的火箭第二級出現問題，發射前 17 分鐘自
動裝置停止運行。韓方決定對火箭這一部分進行額
外的檢查。

早在 2009 年 8 月 25 日，韓國就首次嘗試發射
「羅老」號，火箭點火雖然成功，但整流罩分離異

常，導致未能將衛星送入預定軌道。2010年6月10
日 「羅老」號再次發射，但在升空兩分多鐘後與地
面失去聯繫，隨後爆炸墜毀。原定於上月 29 日下
午4時進行的 「羅老」號第三次發射，在發射前17
分鐘時因二級火箭出現異常而被迫中斷。

據俄新網報道，法新社援引首爾科學部發言人
的話報道，在對系統的檢查過程中，發現電流消耗
量過大，這可能會導致短路。並決定 12 月不發射
火箭，因為在排除故障之後測試火箭可能需要一個
多月的時間。

上個月 30 日，韓國和俄羅斯的技術團隊將
「羅老」號的一級和二級火箭進行了分離，目前正

在查找發生異常現象的原因，同時還對在發射運行
階段記錄的遙感勘測資料進行分析。俄羅斯和韓國
2004 年 10 月簽訂合同，研製輕量級運載火箭系統
，被稱為 「羅老」號。 「羅老」號是兩級運載火箭
，其中一級由俄羅斯製造，二級由韓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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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下月再發射羅老號

▲美國紐約州韋伯斯特鎮消防局副局長（右二）和警局負責人（左）在25日的記者會上展示死傷消
防員和警員的照片 美聯社

▲消防員24日在處理火災之後的現場 路透社

▲一名埃及選舉職員22日在憲法公投之後展示不合格的選票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