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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全观视野下的中阿安全合作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钱 学 文
摘 要：新安全观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多种内涵，主张互
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追求 双赢 和 多
赢 结果。中国倡导的以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为核心，构建 和谐世界 的和平外交新理念，不仅适
用于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也完全适用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按照新安全观积极开展中阿安全合作，把与阿拉
伯国家的对话和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符合双方利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中阿关系是一种经过时
间考验的、真诚的、彼此信赖的关系，这是中阿合作的历史积淀，也是今后继续深入开展合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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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一直是我们合作、依靠的同盟军。过去，在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
以及台湾、西藏、人权等问题上，中国曾得到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时至今日，国际形
势和世界阵营已发生巨变，处于弱势地位的阿拉伯各国若要坚持主权平等，维护民族权益，就必须
团结起来，加强合作。近年来，中国通过建立中阿合作论坛等重要举措，把与阿拉伯国家的对话和
合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面临的军事威胁和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20 世
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们把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称为传统安全观，把军事威胁称为传统安全
威胁，把军事以外的安全威胁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的主要参考指标是国家间的军事实力
差，彼此具有互斥性，因此世界各国大都视他国的强大军事实力为威胁，这种思维方式也使一些国
家常将他国视为对手或是敌人。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于传统安全威胁而言的，是指军事威胁以外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
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如恐怖暴力活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蔓
延、海盗活动、跨国犯罪、非法移民、生态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等。从
从范围看，主要有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在国际交往趋向全球化条件下，
非传统安全实际上是国家面临的新型安全问题与国民权利与意志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地位上升的一种
①
表现，是国家安全观随国际关系发展而不断完善的必然现象。
在对待安全问题上，存在着新旧两种观念。旧安全观把安全几乎等同于军事安全，但应对非传
统安全威胁，是一个系统工程，单凭武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必须更新安全观念。历史经
验证明，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安全。只有树立全新的安全观念，才能应对日益增多的
非传统安全威胁。近年来，中国倡导的以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为核心，构建 和谐世界
的和平外交新理念，不仅适用于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也完全适用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建设一个
和谐的世界，就是要坚持包容精神，尊重文明的多样性；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
① 安宏滨：
《军事观察：单极霸权下的非传统安全》[J]，人民网//军事//强军论坛，
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078/36211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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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要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努力消除相互的
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和睦，让世界更精彩；要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
关系民主化。
新安全观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多种内涵，
主张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
追求 双赢 和 多赢 佳绩，而旧安全观皆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来谋求自身的 绝对安全 ，
突出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利益，把安全看成是一场 零和游戏 ，你赢我输，你得我失，甚至不
惜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与之相反，新安全观主张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通过科学发展求安全。总之，树立起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新安全观念，有
利于妥善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
２１世纪，和平、发展与合作虽已成为时代潮流，但人类依然面临不安全因素的严峻挑战，一方
面霸权主义、局部战争等传统安全威胁仍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
全威胁如 ９ １１事件、非典、禽流感以及印度洋海啸等灾难的不时发生，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
发展。
二、产生阿拉伯安全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资本改变了传统的积累和扩展模式，突出表现为从对领土的 直接
占有 到重视市场控制和价值观念渗透为主的 有效控制 的过渡。虽然军事实力仍然是辅助经济
竞争的重要条件，但资本在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占据了更直接和更显著的地位。当西方经济模式
楔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时，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大大增加了各国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与发展机会的不平衡，
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因此更加分散、更加广泛，从而造成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激增。
非传统安全问题一般都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超越了传
统安全以各国疆界为主的地理空间，具有跨国性；二是超越了传统安全主要限于军事领域的样式，
具有多样性；三是改变了传统安全威胁由矛盾积聚到冲突爆发的渐进方式，具有突发性；四是国家
无论贫富，都直接或间接地面临威胁，具有普遍性；五是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伴而生，相互交织，相
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能相互转化，具有互动性；六是既有人为因素，也有不可抗力的作用，
如恐怖主义行动和国际犯罪是人为造成的，而流行疾病或自然灾害则不完全是人为因素所致，具有
成因不确定性；七是须通过国际合作予以解决，具有解决之道的必然性。阿拉伯国家所处的中东地
区历来是世界大国激烈争夺的重点，地区矛盾错综复杂，局势诡谲莫测，力量消长无常，变化多端。
长期以来，无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非常突出。产生和形成阿拉伯地区安全问题的历史背景和
原因较为复杂，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１．在阿以冲突中，由于阿拉伯方面一直得不到公正对待，因而存在着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地
区矛盾，为地区局势的恶化留下严重隐患。二战后，中东地区共发生了五次阿以战争。以色列在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支持下，越战越强，地盘越战越大。阿拉伯方面则越战越弱，人心越战越散，
伊斯兰教固有的凝聚力在阿拉伯兄弟国家之间日渐式微。由于个别大国在阿以冲突中长期奉行双重
标准，从私利出发，严重忽略阿拉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从而导致一些弱势群体采取极端手段进行
抗争。国际秩序不公，结出恐怖主义恶果在所难免。
２．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更多不安全因素。阿拉伯国家分为富、中、贫三种类型，基本根据拥
有的石油资源划分，其中的石油生产国，都是单一的石油经济。近二三十年来，阿拉伯产油国为改
善本国的经济结构，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改革，但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随着时间的推
移，阿拉伯国家逐渐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冲击。面对有限的机遇，更多的挑战，阿拉伯国家间的贫
富差距不断加剧拉大，有些中等国家甚至陷进了被边缘化的漩涡不能自拔。极端的贫穷和落后，对
现实强烈不满的思想，催生了某些民众的绝望心理和铤而走险的心态，从而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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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赖以生存土壤和空间。也许可以说，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与发展机会不平衡是
当代中东阿拉伯国家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症结，若没有广泛、平等而有效的国际安全协作机制制
约，阿拉伯国家非传统安全领域潜在的巨大风险恐怕难以消除。
３．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不得不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介入和冲击。
这一次它处在了东西方势力的交汇中心，因而必须正视国内外政治和经济中的所有不公正现象，以
及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统一与断裂的矛盾，以便从容应对挑，求得新的整合与发展出路。从理论上
说，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其他文化的关系，应该是相互沟通与激荡，而不
是对立，但实际上要超越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局限决非轻而易举，特别是对于一个自以为正拥有世界
上最优秀文化的民族更是如此。结果，文化上的差异造成价值观的严重对立，思想上的僵化与固步
自封导致行为上的盲从与激进，从而诱发出更多的安全问题。
４．防范机制不健全，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长期得不到遏制。全球化在为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
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如经济金融风险时起时伏，跨国犯罪日益猖獗，天灾人祸频
频发生，传染性疾病传播范围和速度明显增大等。尽管阿拉伯国家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至今仍
未形成系统的防范机制。一些经济落后、政治动荡、战乱不断的国家，经济发展严重畸形，民主制
度不健全，宗教纷争，民族分裂，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国家安全，甚至导致国家或地区权力失效。
这些国家或地区在战乱、致命性疾病、贫困、粮食缺乏、饮用水污染等威胁国民基础生存权利的问
题得到解决前，非传统安全性因素不会对国家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力，国家政要对维持政权稳定、
加强对武装力量的控制远超过对国民意志、人权问题的考虑。这些国家或地区因而容易成为世界范
围内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策源地。
以上不难看出，阿拉伯国家的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具有明显的跨国蔓延性，它突破了单
纯的国家安全范畴，表现为安全的区域化。其次，由于威胁来源隐蔽、多样、复杂，爆发时间和地
点不确定，因而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和很强的蔓延性，以一国之力常常难以应付，因此必须相互合作，
共同应对危机和挑战。从以往的经验看，一国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能力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
他成员利益，属双赢模式。在中东，这一模式基本确立了安全协作化在反恐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
阿拉伯国家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加剧的原因，一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二是伊斯兰教被妖魔化。
在经济发展领域，阿拉伯国家非传统安全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日渐扩大。
一些自然资源条件较差的国家在经济上长期得不到良性发展，经济成果很不理想。众所周知，从北
非地区往欧洲的非法移民问题，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地中海南北两岸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的。从现
实看，只要世界上存在贫穷、边缘化和被排斥的国家和弱势民族，和平与安全就成问题。解决这一
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要加强国际合作，采取切实措施促进世界经济秩序合理化，给予贫穷国家平等
利用资源和分享财富的权利，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社会经济。在伊斯兰教及伊斯兰文化方面，阿拉伯
人的传统宗教及其社会文化被妖魔化，长期得不到公正对待，这显然是中东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不
断加剧的重要原因。对于中东地区频频发生的暴力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如果统统不加分析地、简单
地将其归咎于伊斯兰教，显然有失偏颇。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存在了 1400 多年，其文化传统根深蒂
固，阿拉伯人民在自己世代繁衍生息的土地上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有权继承并发扬自己的伊斯兰文明。阿拉伯人民的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应该得到最起码
的尊重，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推行西方式民主化进程，强暴阿拉伯人民的民意。这种做法只能使中东
局势更趋复杂化，而不利于中东局势的改善。世界文化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没有
高下之分，也不存在相互冲突的必然性。不同文明之间只要能以平等和兼容的精神相处，就能实现
和谐共处。各种文化和文明都有权在遵守现代法制和尊重其他文化和文明的前提下，保持自己的文
化特性和独立性。
三、中阿安全合作
3

Create PDF with GO2PDF for free, if you wish to remove this line, click here to buy Virtual PDF Printer

《阿拉伯世界研究》２
０
０
６年第 ２期（总第 １
０
３期）

中阿安全合作的主体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这是双方合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时
代赋予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其宗旨和目标是，让中阿双方成为平等互信、对话协作的合作伙伴。通
过树立互利、互信、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以对话增进互信，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谋求稳定，
①
共同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在中阿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当前，非传统安全合作正在逐渐改变旧安
全观，促进中国倡导的以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为核心的新安全理念的落实和推广。中国国
家主席胡锦涛在一些重大国际场合，多次阐述建设 和谐世界 的构想，受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
高度评价。阿拉伯国家和中国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一致，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一直在为维护
世界和平与安全做不懈的努力。21 世纪的世界在和平与发展领域面临包括恐怖主义和贫困在内的许
多严峻挑战。中国领导人从东方文明的传统思想出发，提出富有创造力的 和谐世界 构想，为国
际社会的未来勾画出了祥和、繁荣、安宁的美好远景。这一切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奠定了
②
良好的周边环境基础，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软国力。
1、合作动因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安全协作占首要地位。处在重要历史关口的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周边战略的
组成部分，在经济现代化和错综复杂、利害交错的安全需求驱使下，强烈希望快速推动区域一体化
的协作进程。当前，阿拉伯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有：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兼具传统安全
性质）、核扩散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跨国性非法人口流动、巴勒
斯坦难民、石油走私、海盗出没、艾滋病流传等问题。阿拉伯方面认为，阿拉伯地区的安全问题
无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有效的解决，是多种不合理因素造成的，因而
特别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广泛、平等而有效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阿拉伯方面还认为，中国是建设
世界未来的中坚力量之一，中国政府不仅对自己的国民，而且对全世界的发展都负有责任；建设 和
③
谐世界 的构想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理念， 阿拉伯国家愿意
在 求同存异 的原则下谋求共识，并在共识的基础上积极实践，共同为更美好的未来世界努力。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长期以来一直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积极努力。中国经济的腾飞，综
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不仅使许多阿拉伯朋友叹为观止，也使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在世界新秩
序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2、合作方式
探索与阿拉伯国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合作方式，发展有阿拉伯特点的对话与协作方式，富有现
实意义，却又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由于阿拉伯各国的意识形态、政经体制和文化传统具有强烈
的伊斯兰特性，因此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时不能硬性采用西方国家的模式，应在充分尊重阿拉伯国
家主权与伊斯兰文明的前提下，采取耐心的说服方式。阿拉伯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由来已久，有
较深的历史积淀和自身的根源，因此，解决这些问题须有阿拉伯国家的自身特点并符合阿拉伯各国
国情。处理好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容易，但朝此方向作不懈的努力，肯定有助于中阿团结合作精神的
凝聚。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国，对此应当有所贡献。可以相信，开展非传统安全领
域的合作不仅有利于解决威胁本身，加强各国之间的联系、沟通、理解与信任，也有利于强化我国
与周边战略国家的关系，促进中阿关系的正常发展。④
3、中阿合作论坛
———————
① 胡锦涛主席在亚洲峰会上的重要讲话
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 年 4 月 23 日。
② 刘箴， 和谐社会
当代国际关系理念的升华，光明日报，2006-2-19。
③ 同上。
④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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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原本就有多种合作模式，其中海湾阿拉伯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最为著名，兼
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性质。多年来，在中东地区，由于国际制衡力量相对薄弱，美国的单
边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以自身好恶划线的倾向愈演愈烈，其强行输出价值观和在处理中东问题时采用
双重标准等做法，不仅使中东局势更趋动荡，也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感。近年来，阿拉伯各
国普遍意识到了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主观上具有同中国加
强合作的强烈愿望。面对新的形势，中阿双方都深感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必要，都希望成为相互尊
重、相互支持的合作伙伴。几经努力，中阿合作论坛作为中阿双方进行集体对话与多边合作的有效
机制，现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典范，为中阿双方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提供了新的合作线
路和契机。
根据中阿双方签署的有关文件，中阿合作论坛的主要任务是，一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实现，
以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二在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场合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加强政策和立场的协调与
配合；三积极有效地应对全球化问题；四开展文明对话，促进相互理解与对话。值得指出的是，在
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中阿双方采取了求同存异的做法，比如在中阿合作论坛的宣言文件中，中国
坚持删去阿方草案中 将恐怖主义与人民反抗占领的权利区分开来 的表述，但保留了 拒绝将恐
怖主义同特定民族或宗教相联系 的内容。①2004 年 3 月 6 日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就中国外交工作和
国际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 真正的朋友应该可以 和而不同
阿拉伯国家是国际舞台上
②
一支重要力量，中国重视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另外，考虑到中阿双方的安全合作
事关双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双方因此特别强调，既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又要大力推动中阿在能源、教育、文化、新闻、人力资源、科
技、医疗卫生、环境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发展。２０
０５年 １２月 ２０日，
李肇星外长在接受《人民日报》 部长访谈 ，谈到 ２００
５年国际形势特点时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突
出。恐怖主义呈蔓延之势，海啸、飓风、地震、禽流感等灾病频发，给人类带来巨大损失。以全球
性的合作应对全球性的挑战，日益成为各国的共识。
在文化安全方面，过去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对话，
缺乏相互理解。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巨大鸿沟，使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文明长期不被正确认识和
对待，处于被边缘化、被忽视的地位。中阿合作论坛的建立显然为双方文明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一
种可靠的平台和方式。
近两年，随着双边交往的加强，双方在安全方面的利益交汇明显增多，除需要共同对付民族分
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外，中国公民在阿拉伯国家的安全问题也应受到重视。２０
０４年中国公民在伊
拉克、苏丹等中东国家遇到的绑架案和枪杀案曾一度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今后，随着中
阿合作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去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会越来越多，他们或旅游，或工
作，或参与投资开发，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国家的海外利益应该得到保障。
结 束 语
历史的经验证明，中阿关系是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真诚的、彼此信赖的关系，这是中阿合作
的历史积淀，也是今后继续深入开展合作的基础。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
也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必将对解决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课题、建设持
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从而使 ２１世纪真正成为 人人享有发展的世
③
纪 。
———————
① ［
埃］
侯赛因 伊斯梅尔，中阿合作论坛成立 变幻世界中的阿中关系［
Ｊ
］
，阿拉伯世界，２
０
０
４
（
１
）
，第 ４页。
② 外交部网站新闻《李肇星就中国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
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71602.htm。
③ 金锵：
《和平发展 开放发展 合作发展》
，人民日报 2006 年 2 月 10 日第 9 版思想纵横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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