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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着肉的木偶

大国安全：重构世界岛
在世界地图上，把“丝绸

的“世界岛” 的心脏地带和

之路经济带”主干线和“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 主干线示

“边缘地带”的战略要地。 这
个新的“一带一路”经济圈，

意 图 联 系 起 来 看 ，“一 带 一
路” 主干路线就构成了一个

是一个发展的命题， 更是一
个安全的命题。“一带一路”

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新的
经济圈， 这个新的“一带一

是历史的重演还是一种全新

路”经济圈，正好覆盖了传统

下了深思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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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防范到国内应对
“一带一路”建设构想，无疑是中
国实现全球化全方位开放格局以
及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一招高妙
之棋，也是中国又一次出发和腾飞
的新的起点。

的创造？ 这个问题给人们留

从国家总体安全观视角考量，中国
需要对可能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与评
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预警预防与应急
应对。
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是
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和敌人， 一方面，
我们要在国际社会，凝聚“共生、共存、
共活”的“优态共存”和“共享安全”的共
识，共同应对极端宗教势力和国际恐怖
主义对全球和人类的安全威胁，另一方

从心脏地带到边缘地带
站在全球历史和大国兴衰的角度看，无论是
“世界岛”的心脏
地带和“
边缘地带”以及海洋甚至未来的太空，都成为大国争
夺和博弈的焦点。
1919 年， 英国地缘战略家华

缘地带。 并预测二战后，苏俄是欧

尔福德·麦金德爵士把欧、亚、非三
大陆统称为
“
世界岛”，把东欧视为
“心脏地带”。 他提出“心脏地带
论”，认为
“
控制了东欧就等于控制
了
‘
心脏地带’，控制了
‘
心脏地带’

亚大陆最大强权， 中国则是东亚
的强权。 德国要靠法国与东欧（包
括俄国）平衡，而英美必须维持欧
亚大陆的海上与空中掌控权。 而
欧洲，中东与远东的边缘地带，将

就等于控制了‘世界岛’，控制了
‘
世界岛’就等于控制了世界”。

是战后战略意义最高的地区，而
美国必须确保这些区域之中不会

二战后， 美国地缘政治战略
学者尼古拉斯·斯帕克曼， 针对

出现强权。
从“世 界 岛 ” 的 心 脏 地 带 到

“心脏地带”概念，提出“边缘地带
论（Rim land）”。 他认为，
“
两次世

“边缘地带”，再到全球化海外帝
国战略重心的位移，站在全球历

界大战都是发生在‘边缘地带’，
而且边缘地带在经济上、 人口上

史和大国兴衰的角度看，无论是
“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

都超越‘心脏地带’。 因此，控制了
‘边缘地带’就等于控制了欧亚大

带” 以及海洋甚至未来的太空，
都成为大国争夺和博弈的焦点，

陆， 控制了欧亚大陆就等于控制
了世界的命运。 他在过世前还提
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世界各政体
连结在一起， 所有的海洋也连结
在一起，所有天空也连在一起。 所
以，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会影
响邻近地区，终而连结全世界。 而
人类的海洋活动能力， 可能造成
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结构即“海外

特别是就未来发展趋势而言，高
速公路、高铁和航空技术水平的
大幅提升，全球陆上和空中交通
货物运输的比重已上升到 55%，
特别是地处亚洲中心地带的 中
国新疆，陆上和空中交通运输距
离东西南北距离大大缩短，同时
由于中国经济总量与大国崛 起

帝国”。 斯帕克曼认为，美国最大
的风险， 就是让任何国家控制边

中国未来发展呈现出无可比 拟
的重要性。

面，要借助“上合组织”与“亚信峰会”共
同反恐、维护安全的抓手，共同努力，配
合协作，为地区和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创
造和平和谐的国际安全新秩序，为中国
周边和地缘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生态的
改善做出大国应有的贡献。
中国和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以
及欧洲等利益博弈与竞合,也是不可回
避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日赶
美，以霸权主义零和博弈冷战思维逻辑
度中国和平发展大国君子之腹的事比
比皆是，在国际社会制造和传播“中国
威胁论”一时间甚嚣尘上。 这就要求我
们，一方面要在国际社会大力宣扬传播
中国“亲诚惠容”“优态共存”“合作共
赢”的和合主义外交理念和国际伦理价
值观，另一方面，以综合国力和国防实
力的提升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以不惹事
不怕事和准备打仗打胜仗的强军作为，
争取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
“一带一路”建设构想，无疑是中国
实现全球化全方位开放格局以及基于
国家安全战略的一招高妙之棋，也是中
国又一次出发和腾飞的新的起点。 就像
下围棋， 必须要有大局和全局观念，急
所当然是必争之地，但看似不重要甚至
无用的一个和几个落子，往往为腾挪闪
击和取舍进退留下铺垫和妙手，有时甚
至是胜败的关键。

又占尽天时地利，所以，这对于
实现大国安全，就要用和合主义取代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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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安全到个体安全
所有的安全观，目的都在于解决人类、国家和地区、个人所面临的存续和发展以及幸福与否的安全威胁难题。
人们尤其是学界对安全内涵

结束后人们对国家安全 的 综 合

到每个个体的人都进入了安全范

是多元而复杂的， 既有来自传统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以及安全理论的系统认知，形成了
不同的安全认知和不同的安全观。
中国古代先贤对安全的认知
存于零散的典籍和语录，如《易经·
系辞下传》曰：
“
危者，安其位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
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
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
家可保也。 ”这里讲的其实就是安
全，而且主要讲的是国家安全。 而
源于现代国际关系的国家安全概
念和理论被学界分为传统国家安

性、 理性化认识归于非传统安全
观。 二者的区别在于，传统国家安
全观的安全主体是国家， 安全范
围主要包括政治、军事和外交，其
政权巩固、领土、领海、领空以及
外交主权不受侵犯和威胁成为评
估安全与否的衡量尺度。 而非传
统安全观， 一是在安全主体上既
包括国家， 又增加了国家上位和
下位范围， 同时强调人的个体安
全和类安全，这样，经济、金融、能
源、生态、臭氧层、雾霾、粮食、食

围， 随着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深
入，意识、心态和心理安全也进入
了关注视野，内源性、外源性、双
源性、 多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等
概念相继产生，和合共生、优态共
存、 共享安全的中国非传统安全
理念和理论也新鲜出炉。
从传统安全观到非传统安全
观， 再到非传统安全观演进演化
出的诸如可持续安全观、 综合安
全观、 共享安全观等新安全观以
及许多理念理论创新， 目的都在

安全方面的威胁， 也有非传统安
全方面的的威胁； 既有国内自身
面临的安全困境与难题， 也有国
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安全困境和难
题； 既有综合而全面存在的安全
显性焦点命题， 也有长期历时性
安全保障的隐忧。 所有这些纷繁
复杂隐显并存、 远忧近患叠加的
安全挑战， 需要中国拿出举措得
当、应对自如、切实可行的国家安
全方略。
而中国的国家总体安全观，

从非传统安全观和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视域看， 显然， 经济安
全、能源安全、社会安全、国际安
全、文化安全、心态安全、人的安
全也进入了我国国家安 全 的 范
围，内源性、外源性、双源性、多源
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等概念与和合
共生、优态共存、共享安全的中国
非传统安全理念和理论开阔了我
们认知“一带一路”国家安全的视
野， 而可持续安全观、 综合安全
观、 共享安全观等新安全观对安

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
一般认为， 把冷战结束前人
们对国家安全的理论、 观点和认
识归于传统国家安全观， 而冷战

品、大规模疫情、核武器、太空、文
化、跨国贩毒犯罪、恐怖主义、分
离主义等传统安全范围以外的所
有对人类、国家、地区与区域、小

于解决人类、国家和地区、个人所
面临的存续和发展以及幸福与否
的安全威胁难题。 当下中国面临
的国家安全的困境和难题、 焦点

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以政治安
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
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
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走出一条

全的历时性与共时性、 安全的全
面系统性、安全主体间的相关性，
也带给我们对“一带一路”建设的
更深层认识。

从零和博弈到和合主义
中国正在以和合主义话语重拾和构建新的国际话语体系，一个新的国际安全新秩序也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而建立。

新疆，特别是新疆南疆，历来就是
“东突”疆独势力制造动乱暴恐进行分
裂破坏活动的重灾区， 随着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建设， 中国向西开放的陆路
门户将大开，而新疆正好又是与“三股
势力” 活动猖獗的中亚国家接壤和邻
近的边疆地区，因而，新疆极有可能成
为中亚甚至西亚中东宗教极端和国际
恐怖势力渗透破坏的重点地区。 所以
中国在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战略
构想的过程中， 必须特别注意建立抵
御“三股势力”渗透的工作机制，尤其
是要筑牢防范“三股势力”和“东突”疆
独势力内外勾连进行分裂破坏的钢铁
长城。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既要按
市场法则和规律办事，同时又要特别注
意根据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要注
意宏观计划调控向边疆和少数民族倾
斜，通过共同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共同致
富，切实做到惠民生，聚民心，增强边疆
各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的认
同感和向心力，要特别防止唯经济效益
而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的片面经济
行为。
同时，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
还要注意处理好西部省份东联与西出
的平衡关系。 西出是国家整体的战略构

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印度洋和
我国南海的重要通道，不言而喻，
马六甲海峡也成为中国海上的能

马六甲海峡的能源运输通道，陆
上还有四条， 一条是从俄罗斯到
大庆的东北油气运输通道， 一条

油气能源安全通道， 维护我国能
源安全的重大举措。
美国正在实施亚太再平衡

方亮”的道理。 因为冲突和对抗
的零和博弈以及大规模 的 战 争
灾难并不是最佳选项， 避 实 就

际话语体系，随着这个新的国际
话语体系的构建，一个新的国际
安全新秩序也将随着中 国 综 合

想，中东西部要优势互补，拧成一股绳，
共同西出进取，开拓市场和扩大出口贸
易，促进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 而在

源运输生命线。 显然，马六甲海峡
成为未来敌对国家海上围堵中国
并在非常时期钳制中国能源进口
生命线的砝码和撒手锏。 如何应

是从缅甸到我国云南省的西南通
道。 其余两条都在新疆，其中巴基
斯坦瓜达尔港到新疆喀什、 哈萨
克斯坦里海港口城市阿克套到新

虚、腾挪闪击、你活一块我活一
块的“共生、共存、共活”的围棋
思维，正是中国传统文明和智慧
的和合主义消解西方零 和 博 弈

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提 升 而 建
立，这一点从“一带一路”战略构
想的国际回应、 认可与共鸣，特
别是由中国主导和参与的“上合

对马六甲困局， 成为中国的能源
安全之虑。
大家知道， 中国除了海上经

疆的省会乌鲁木齐， 都处在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区域， 由此可
见，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建设

战略，既盛气凌人，更咄咄逼人。
中国确立了与其不冲突、不对抗
的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的 外
交军事策略，问题在于，作为中
国， 必须找到与美国不冲突、不
对抗的实招，而建设“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正应了“东方不亮西

的“霸道”的最好体现。
因此， 今天的中国正在以和
合主义话语重拾和构建 新 的 国

组织”“亚信峰会”成员国、准成
员国以及观察员国的日 益 广 泛
和增多得到佐证。

西部与中东部联系联合上，要通过经济
抓手，建立密不可分的利益联系，并通
过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各民族心理文
化上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从而建立经济
上和文化上的血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从而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
同，进而实现边疆稳定和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