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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军 王 博

［摘要］ 战略互信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问题，军事安全互信是战略互信的基础。本文系统梳理了当前中美军事安

全互信缺失的主要表现，客观、辩证地分析了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缺失的原因，从弥合两国战略思维差异、加强相互了解、增进相互理

解，尊重核心安全利益、维护共同利益、开展良性互动、加强情感交流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加强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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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人所共知，但两国关系发

展始终是步履蹒跚、一波三折。究其根源，就是两国缺

乏应有的战略互信。习近平强调指出，“把增强互信的

必要性置于中美两国需要更加成功应对的一系列挑战

之首”。〔1〕为实现双边战略互信，双国试图通过战略对

话增信释疑，但“每年两国政府机构会举行 60 多场政

府间对话。……却未能使任何一方建立对对方长远目

标的信任，相反，甚至可以说缺乏互信的问题正日趋严

重。”〔2〕出现如此结果，关键是两国缺乏军事安全互信。
因为军事安全关系，是衡量、评判双边关系稳定度、成

熟度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军事安全关系不稳定，双边

关系就没有保障。中国外长王毅在 2013 年 9 月 20 日

会见美国防长哈格尔时明确指出:“两军关系是中美关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安全互信是中美战略互信的

基础。”〔3〕有鉴于此，梳理中美军事安全缺乏的表现，分

析两国军事安全互信缺失的原因，探索加强两国军事

安全互信的对策，对夯实构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

重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
持续发展将大有裨益。

一、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缺失的表现

构建军事安全互信关系，涉及到对互信问题进行

战略定位、提供安全保证、理解对方意图、确立共同利

益、推动安全良性互动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首先，中美对互信的重要性的定位存在严重分歧。
中国认为，中美矛盾分歧的根源就是缺乏战略互信，应

把战略互信置于战略首位和基础性地位，强调只有互

信，其他问题、矛盾才会迎刃而解。美国则强调战略意

图和战略能力的透明，主张通过具体问题上的合作赢

得互信。“美国一直把追求透明作为与有核国家关系

再确保的方法”，〔4〕“对中国来说，更大透明是更大相互

信任的副产品。”〔5〕这种分歧反映到双边军事安全关系

时，中国认为没有信任，就没有透明，军事安全就不可

能得到根本保障。美国则认为，没有透明，只能增加

互疑。
其次，双方缺乏对应安全保证。相互提供安全保

证是互信的前提和基础，但中美在安全利益范围和安

全关注度上差异很大，相互指责对方没有提供安全保

证。中国认为，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

一、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稳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

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美国非但没有向中国提供可信

的安全保证，反而图谋西化、分化、弱化中国，美国还是

中国与周边相关国家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争端升温、矛
盾激化的始作俑者。美国优先关注的安全问题是防核

扩散、反恐等问题。核扩散确实对中国是一种威胁，但

却不如对美国那样严重。中国坚决支持打击任何形式

的恐怖主义，主张国际反恐合作，美国却在此问题上采

取双重标准。
在核安全问题上，早“在 2008 年的中美第四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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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对话上，中国就对美国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

诺，美国迄今没有作出这一承诺。”〔6〕近来美国有学者

建议美国也对中国作出对等承诺，但却要求中国不对

美国发动网络攻击和太空战。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坚

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绝不承诺放弃武力，美国不

仅坚持履行所谓协防台湾的义务，而且要求中国放弃

武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必然会伤害中国与

美国合作的兴趣。在岛屿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中

国坚称“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

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

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苦果。”〔7〕美国却“坚持把中美战略约束应

用于联盟，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在任何领域不能攻击

美国的盟友”，〔8〕否则，美国将进行报复。
第三，双方对对方意图、动机缺乏真正了解。加深

相互了解是减少战略误判、增进互信的重要举措，中美

相互间却存在疑虑。美国“怀疑中国想以牺牲美国影

响和利益为代价成为主宰东亚的强权。……怀疑中国

正在试图空洞化美国的优势地位。”〔9〕即使对中国释放

出来加强互信的政策也被作出“阴谋论”的解读，中国

申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美国却认为是“中国特别

是解放军，可能想要的是把相互约束限定在不首先使

用核武器……，选择在空间和网络空间首先打击。”〔10〕

针对中国适度发展的军力，美国指责中国正在进行着

阻止美军靠近中国台湾海峡和沿海地区所谓“拒止战

略”。中国虽然不承认这一概念，但“拒止”能力或“反

介入”能力，是中国维护和平、反对战争所必需的一种

能力和决心，是主权权利一部分。中国视美国的亚太

再平衡、战略东移，就是“遏制”、包围中国，且“由于美

国‘再平衡’战略，使得其伙伴包括日本、菲律宾 以及

越南挑战中国利益。”〔11〕“美国却认为再平衡是确保世

界最重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增长……，视加强其联盟

作为一种努力使盟友确信美国是坚强恐可信的。”〔12〕

美国担心中国控制西太平洋，中国担心美国控制中国

在地区的行动自由和区域外的自由; 中国认为美国消

除中国对核冲突升级的担心是不充分的，美国认为中

国消除太空战和网络战的担心也是勉强的。总而言

之，“中美关系中不同的利益和竞争性冲动是足够强

的，以致于无论什么安排，一方判断是有利的，另一方

可能产生怀疑。”〔13〕

第四，美国对中国国家利益缺乏足够的认同与尊

重，未能体现共同利益优先原则，导致中美难以形成良

性互动。信任理论的出发点是互动。军队之间的良性

互动则是军事安全关系的起点，但是中美军事安全领

域的良性互动关系迄今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美国只关

注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确保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以

及热点地区稳定、反恐等安全利益，并要求中国为此发

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对中国维护政治安全、人民安

全，反对分裂、打击恐怖主义、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等一

系列核心安全利益和重大安全关切不仅缺乏充分认同

与尊重，相反却横加干涉，成为中国实现民族统一、主

权完整的主要障碍。以太空安全为例，美国认为其有

权利用太空支持军事作战，是和平行为，却批评、指责

别国拥有同样的权利。
美国也没有展示出维护共同利益的诚意。美国一

再强调中美进行安全再确保、双边进行战略约束符合

双方共同利益。表面上看，这有利于维护中美关系稳

定，有利于抑制双边矛盾激化、冲突升级，实际上却包

含着维护对中国军事优势的图谋。因为美方提出的再

确保集中在核武器、太空战和网络战等领域。美国在

常规武器方面拥有明显优势，而在上述三个领域它虽

然拥有一定数量、技术优势，但也因为对上述领域的高

度依赖增加了美军的易受攻击性，使中国很容易达成

与美国的战略平衡。美国提出在上述领域进行战略约

束、安全确保，旨在进一步凸显美国常规武器优势，束

缚住中国手脚，增加美国干涉与中国相关事务的能力。
而它对中国主张放弃冷战思维，实现共同安全、集体安

全、合作安全却兴趣不大，或者言行不一、口惠而实

不至。
第五，美国对华政策行动不理性、不客观、不公正。

避免中美发生冲突和冲突升级是两国共识，但当共识

化为行动时，美国表现出单边主义。美国核武器数量

是中国的几十倍，却关注中国为数有限的核武器，视中

国核现代化为威胁，并“正在努力定位中国的核武器。
……用空基雷达追踪中国的移动导弹，用海上情报搜

集系统追踪中国的核潜艇。”〔14〕为充分展示核安全合

作诚意，中国很早就对美国专家开放核实验室和试验

场，美国却用莫须有的《考克斯报告》诬蔑中国窃取美

国核技术，拒绝中国专家的对等访问。事实上，连参观

过中国核实验室的美国专家都承认，中国核武器完全

是自主研发，根本不存在“窃取”问题。中国坚持最小

化的核威慑政策，美国部署在太平洋的核潜艇和关岛

的战略轰炸机上瞄准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却一直在增

长。在防核扩散问题上，“华盛顿要求北京同意放弃对

印度的限制，允许其出于和平利用核能的目的进行国

际合作，但不同意中国给予巴基斯坦同样的待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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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国内的对华敌意也影响着中美军事安

全互信的建立。“一些美国政治家不能完全放弃冷战

思维并力图使中国成为想象中的敌人”，〔16〕美国民众

对中国战略信任普遍缺失。据《今日美国报》报道，

2014 年 2 月 20 日公布的一份盖洛普民调显示，“中国

已经取代伊朗成为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头号敌国”，〔17〕

“敲打中国几乎成为美国国内的一种时尚，好像今天美

国的所有麻烦都是中国造成的。在美国这种毒化和极

化的国内气氛下，希望美国有冷静心态和合理的中国

政策是不可想象的。”〔18〕

二、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造成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美双方都负有一定责任，但主要责任在美国。
第一，两国战略思维与战略文化差异。中美两国

的思维差异“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传统中医与西医之间

的差异。当出现疾病症状时，中医诊断是整体身体出

现了问题，药方通常是治疗整个身体而不是仅仅治疗

某个具体病症部位。西医对待同样疾病的方式则不

同，通常是仅仅用具体的药物、治疗，或者是如果需要

的话则动手术治疗生病的部位。”〔19〕表现在中美军事

安全互信关系上，中国强调确定总体原则、大方向之后

再解决具体问题，也就是应把互信置于首要位置，美国

强调就事论事，强调具体问题上的合作，然后再推进

互信。
第二，两国对双方力量对比新格局产生的心理不

适应症。一方面，美国不能以理智的心态，正视中国综

合国力增强、特别是两国军事力量差距缩小的现实与

发展趋势，担心中国挑战其领导地位，唯恐霸权地位丧

失，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国家利益不

断拓展，中国对威胁增加也不适应。同时，中国维权意

识愈益增强，维权行动更加积极主动和坚决，这不仅被

周边国家解读为“威胁”，也被美国理解为“军事冒险主

义”。伴随着国力增强，中国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也

不断增强，民族主义有所上升，彻底洗刷近代百年民族

耻辱的愿望日益迫切，任何国家有损中国民族尊严、损
害中国利益的行为，都会激起强烈反弹。而美国以战

略东移为典型代表的一系列对华政策、行动及其产生

的效果，被解读为对中国遏制、包围，旨在阻止中华民

族的复兴进程。在双方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两国在构

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军事关系过程就难以形成良性

互动。

第三，美国对华政策存在的“五种表现”，〔20〕直接

伤害了中美军事安全互信关系的建立。一是美国对华

政策中始终充斥着“使命意识”，其自认为美国是上帝

“选民”，坚信把美国式民主自由体制、美国式价值观与

道德观向世界推广，是上帝赋予的“使命”，自负美国有

“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这是对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挑

战，对中国政治安全构成威胁。二是美国对中国存在

“线性思维”、“权力政治”，美国固守所谓“修昔底德陷

阱”，认为崛起的中国，势必挑战美国霸权，必取美国而

代之。循着这一思维，遏制中国就成为重要政策之一。
兰德公司指出，美国“最终目标是推进中国民主化，并

通过和平方式的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1〕三

是美国对华政策行动上不时表现出“强权干预”。纵观

美国对华历史，即使在美国强调对华进行接触与合作

的时代，也没有真正放弃其对华进行遏制、包围的政

策，零零总总的对华强权政策，不仅直接威胁、侵害了

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

民族情感。四是美国对华推行“平衡政策”、“分裂主

义”。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长期推行所谓两岸平衡政

策，干扰、阻碍中国的统一进程; 在西藏、新疆地区，美

国是策动分裂、骚动的主要推手; 在钓鱼岛与南海争端

问题上，美国公然为相关国家打气。种种迹象表明，

“美国就是要制造一个分裂的亚洲”，“美国战略东移，

转向亚太，就是针对中国，只不过不好明说而已。”〔22〕

美国政策突破了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安全底线，跨越

一个国家利益的红线。五是美国奉行“绝对主义”，追

求美国利益最大化、绝对化。凡是“中国正在往美国所

想象的方向发展时，美国就高兴，两国的关系也就会表

现出密切; 但当美国感到中国的发展方向与美国所想

象的背道而驰时，美国就悲愤，两国关系也就自然转

坏。”〔23〕在维护国家安全时，美国把本国的安全利益凌

驾于中国安全利益之上。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谋求

维持并扩大对中国的军事优势。在亚太安全问题上，

美国“继续追求自以为已经存在近百年的太平洋霸权，

而且明确表示不会重走英美海上争霸到伙伴关系的模

式，不能容忍中国在西太平洋获得应有的权益。〔24〕总

之，美国长期以来对华政策的目标就是绝对优势、绝对

安全、绝对利益，乃至绝对统治。
第四，中国对中美军事安全互信关系建立存在“三

个不足”。一是对中国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安全战略

偏重于战略性、原则性，系统、全面的阐述不足，加之中

国特色的话语表达，导致美国对中国的理论、方针、政

策缺乏准确了解，容易产生误读、误判。二是中国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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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家权益的原则坚定性宣示与采取实际行动的有

机配合不足。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出于维护双边关系

大局、地区安全稳定和世界和平发展的战略考量，充分

展示合作诚意，在出现分歧、矛盾时通常在行动上表现

得比较克制，这导致美国及有关国家产生了中国软弱

可欺的错误印象，不时采取触及中国战略底线的行动。
三是中国对美国决策层、智库，特别是美国社会、民众

深入宣传、传播中国和平战略理念与政策的力度、深

度、广度尚且不足，有效的针对性举措不多，导致美国

对中国方针政策不够了解，甚至产生一些负面印象。
最后，外部因素起到解构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的负

面作用。国家间任何领域关系的建立，不可避免地会

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促进双

边关系，反之，则会起到破坏作用。中美军事安全互信

关系就受到周边国家影响。一方面，周边国家出于自

身目的，利用各种场合，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散布各种

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破坏中国形象，对于美国对中国

的认知、判断和决策产生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周边相

关国家利用与美国的伙伴关系、盟国关系，在与中国的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中挟美自重、拉美压华，而美

国为履行所谓安全承诺，偏袒、纵容相关国家侵害中国

权益的政策、行动，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关于美国就是要

遏制、包围中国的判断。

三、增强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的对策探索

构建中美军事安全互信关系，是一项长期的、复杂

的系统工程，需要两国站在战略全局高度共同努力。
第一，弥合两种战略思维的差异。思路决定出路。

两国不仅要正视彼此思维差异，不可强加于人，应承认

两种思维各具特色，互有优劣，都对处理与发展国家关

系有利，进而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收优势互补、标本

兼治之效。本着“用政治交流为技术交流提供必要的

政策支持，并用技术交流致力于双边战略关切”〔25〕的

思路，把中美军事安全互信放到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

系的框架下之下进行谋划，形成战略信任是基础、具体

合作是路径的双边关系发展模式。
第二，要准确定位战略信任的目标。目标定位规

定和引领着战略的方向，合理的目标是战略实施的关

键。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的目标必须准确定位。信任是

分层次的，基于价值与情感基础上的国家互信是最高

层次的，却是罕见的，何况中美两个制度、社会、文化、
价值迥异的国家。事实上，中美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

易受攻击性不能被消除，只能被缓解”，〔26〕中美对双边

军事安全互信不能期望太高，只能追求建立在诚实、相
互确保的基础上，追求不回避矛盾、竞争，但是不走向

冲突的互信，不要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三，双方应加强对对方利益的理解，以核心安全

利益为导向，进行安全确保。“一个强有力的人并不必

然是一个攻击性的人”，〔27〕中美应理性看待对方国力

和军力发展。
美国要理解的是，“13 亿中国人的中国发展将对世

界产生巨大影响，这是正在进行中和不可阻挡的。积

极适应这种现实将为美中合作提供广阔的空间”，〔28〕

“如果中国对维持国际体系做出了更大贡献，中国会希

望在未来国际秩序演变中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29〕

“中国军方正在投送军事力量去更远的地方并将继续

这样做。这种变化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将有

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需要保护。但保护中国人民和中

国海外利益的行动不应该被看作是中国防御性战略走

向进攻性的一种改变。”〔30〕中国发展可靠的、可信赖的

第二打击战略能力的努力，是基于避免新中国历史上

遭受核胁迫历史重演的考虑，是中国长期坚持的最低

核威慑政策的必然要求。只有当遭受到核讹诈及极其

严重的军事威胁时，中国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处理

绝大多数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时，中国不会使

用核武器。在常规武器和军事基础设施方面，“尽管中

国通过了更大的军事开支和在基础设施上的重要投

资，诸如在交通和空间设施，已经缩短了对美差距，但

( 中 美 军 力 ) 不 对 称 性 在 可 见 的 将 来 仍 然 继 续 存

在。”〔31〕只要中国军力继续处于劣势地位，“中国方面

更多地关注美国战略意图的透明，如美国导弹防御、空
海战，以及其他武器和概念发展的真实目标”，〔32〕发展

“一种或更多种形式的进攻性力量以削弱美国常规军

事优势，由此降低中国被胁迫、遭受失败和耻辱的疑

虑”，〔33〕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常需求和逻辑必然。
中方应理解的是，“美国政治左派和右派都对提升

中美关系感兴趣，前者强调和平，后者强调商业。美国

几乎没有胃口试图阻挠中国的崛起，运用联盟和武力

包围中国，启动中美冷战。”〔34〕但美国为维护其东亚地

区至关重要的利益，“将维持其地区军事存在和安全关

系。这在美国内部没有战略或政治争论”，〔35〕但“似乎

没有明显的兴趣依靠核威胁阻止中国常规进攻”。〔36〕

美国会继续关注中国核武器规模、现代化水平方面的

军事能力透明，尤其是中国的太空战、网络战能力。谋

求与中国在网络战、太空战领域进行战略约束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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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将是美国对华军事安全政策的重点。
战略互信前提是安全保证，关键在于降低对方的

易受伤害性。中美必须确保不伤害对方的核心安全利

益。“中国需要美国确保，美国不追求西化中国，肢解

中国，不阻止中国崛起为一个全球大国。……不助长

其盟国采取鲁莽行动。美国需要中国确保，中国不在

战略核武器数量上与美国匹敌，中国不发展能使美国

亚太盟国失去能力的核战争理论。……中国不追求伤

害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37〕要实现安全确保，双边要

注意采取共同行动，而不是强调对方做什么，必须以实

际行动取信于对方，否则，互信就是一句空话。
第四，强化对对方安全利益的认同与尊重，维护共

同利益。中美领导人都需要以宽广视野和勇敢精神看

待两国战略利益，不应为个人利益或短期利益所劫持

或困扰，既要认同和尊重对方军事安全利益，也要合作

维护共同利益。
在尊重对方军事安全利益方面，美国必须正视战

略优势萎缩的现实，严肃考虑美国在关键战略领域主

导地位不复存在时如何和中国相处，不苛求与中国对

等、同等交流，着力回答中国安全关切，减少中国采取

对抗措施的动力，获得中国信任，赢得中国积极回应。
在军事力量建设上，“美国应该更加宽容、慷慨和更有

信心地对待中国的军事发展”，〔38〕承认和接受中国核

心报复能力的合法性，认识到中国作为弱势一方，“保

持一定程度的核武器数量和部署的模糊有助于阻止武

器竞赛和保持双边战略稳定。”〔39〕“美国常规军事优势

刺激美国的潜在和现实对手把目标聚焦于美国的战略

脆弱性”，〔40〕“只要美国在诸如外层空间、网络空间、导
弹防御和全球快速打击等先进领域追求新的军事能

力，就不应对中国试图进行类似试验感到惊讶”，〔41〕中

国发展反卫星武器和网络战能力，遏止和避免被美国

伤害，是中国正当权利。中国方面也应充分考虑到美

国对世界的领导权和地区安全诉求，特别是其对防扩

散与反恐的高度关注，理解美国履行对盟国的安全承

诺与其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之间的关系，并在核安全、
网络安全、太空安全等战略领域加强与美国的合作。

在维护共同利益方面，中美军事安全领域的共同

利益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是维持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

的安全稳定，双方都不追求亚太地区霸权。在地区安

全稳定方面，华盛顿和北京需要对能够影响美中关系

稳定的朋友和其他国家施加约束性影响，既防止他们

为了自己的利益影响或破坏中美关系大局，也要避免

对他们承担有损中美关系大局的义务。在军事安全方

面，关键是要避免对方产生不安全感，不要使对方感受

到自己的劣势、易受伤害性被对方利用，“只要美国和

中国继续追求确定和利用对方能力的易受伤害性，在

两国首都对任何协作都会产生重大的抵制。”〔42〕中国

也要认识到，当中国虚弱时容易受到伤害，而当中国致

力于高技术武器现代化时，也会增加中国的易受伤害

性，因为“技术进步使之更廉价、更容易地伤害另一个

国家，或者说，即使最强大的掌控那些技术的国家，也

变得更加易受伤害。”〔43〕中国国防和军队信息化的加

速发展进程中，必然增强对各种信息化平台的高度依

赖，其脆弱性、易受伤害性也随之提升，维护网络、太空

等关键领域的安全符合两国、两军的共同利益。
第五，确立能力区别、对等行动原则。更大权力就

拥有更大责任。基于中美军事实力对比，美国应该在

双边军事安全互信关系构建中承担更大责任，采取更

加积极、主动的行动。其一，双边对等尊重安全利益，

即在安全范围上以维护中国安全利益对应美国国家安

全利益，以核心利益对应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对应重大

利益，一般利益对应一般利益，相互不能以低等级安全

利益对应高等级安全利益，更不能要求对方对超出双

边关系的第三方提供安全承诺。其二，双方拥有同等

军事发展权。不能说美国发展武器装备是为了维护地

区和世界和平，中国就是威胁。美国应充分尊重中国

建设与其综合国力地位相匹配的国防和军队的诉求，

具中国军事实力与其太平洋战区军事实力实现战略平

衡的心理准备与预期。其三，在军事战略安全方面对

等回应。美国不要企图进行单方面战略制约，不要想

在核武器、卫星战、网络战领域束缚住中国手脚，谋求

自己的核、常优势。“如果美国坚持使用其核武库作为

其地位的象征，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44〕既

然美国的核哲学是把核武器作为其世界领导地位的象

征，就应允许中国保持核威慑。美国只能追求与中国

一对一的安全承诺。其四，容许有限透明。无论是出

于战略方针，还是理性决策的考虑，中国都不可能主动

对美国发起军事打击。但考虑到中美客观存在的冲突

潜因，在中美军事实力不对称的背景下，为有效捍卫国

家权益，中国适当保持战略武器的不透明，防止全方位

透明丧失第二次战略打击能力，是处于弱势国家的必

然选择，美国应充分理解中国的立场。
最后，加强中美情感交流。情感是关系的纽带。

“民族主义、荣誉、恐惧和其他人类情感与权力考量一

道塑造着国家的行为，”〔45〕加强情感交流对增进双边

军事安全互信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美中领导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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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问自己: 我们做的将使一个社会疏远另一个社会

吗? 追求的目标值得吗? ……关键点是每一方必须在

一些举措上适应对方的观点和敏感性，特别是民众的

观点和敏感性。”〔46〕双方应本着眼未来、不纠缠过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推进情感交流。
从美国方面来说，首先，要对中国有客观评判，正

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强调的，“中国经济力量和政治

影响力的增长是一个客观现实，美国必须适应之而不

是妖魔化中国。”〔47〕其次，不要把美国模式强加于中

国，更不要在两个社会中制造隔阂，中华民族从不抑

制、排斥外部先进文化与思想，但其显著特点是以我为

主体的、主动的、自主选择性学习，美国必须了解这一

特点，否则，必然会导致强烈社会反弹。再次，必须警

惕不要刺激中国的民族情感，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屈辱

历史是中国人难以抹平的伤痛，洗刷历史耻辱是中华

民族的“梦”，任何刺激中国伤痛的言行，都会激发强烈

的民族主义情感。
从中国方面来说，第一，要考虑美国在比较优势下

降大趋势下的心态失衡。“迅速发生的权力转移，是大

国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48〕鉴于美国国力下降的趋

势，中方要适当考虑美国作为失落者的心理承受力，不

宜刺激美国的情绪，防止其作出过激反应。第二，要充

分考虑到美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历史情结与利益关

系。第三，要充分考虑美国的决策特点，加强与美国各

阶层、团体和民众的情感交流，以达到增信释疑之目

的。第四，要适度控制中国民众的情感表达。随着中

国国力增强，中国民众自信心不断上升，但中国的国力

不仅被外国人高估，也被自己高估，因而不时出现一些

非理 性、极 端 的 言 行，对 此 要 加 以 积 极 引 导 和 有 效

管控。
总之，只有中美双方努力克服战略思维、文化上的

差异，在准确定位互信目标，全面了解对方战略意图的

基础上，切实认同、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真诚维护共同

安全利益，积极营造两国关系的社会氛围，并付诸实际

行动，两国追求军事安全互信的战略目标才能逐步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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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in the UK． It has played a different role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over the past 30 years or more．

26 The Ｒisk of Turbulence behind the Oil and Gas Boom in East Africa by Zhou Shuqing
Significant discoveries of oil and gas in East Africa have been attracting the hunters from world industrial circles during
the last decade． It seems that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could embrace a great developing opportunity． N evertheless，
a risk of turbulence behind the“oil ＆ gas boom”could prove to be true． The disputes between East African countries
based on the competition for oil and gas，and the disruptive activities aganist oil and gas by pirates and religious radical
forces are the fundamental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is region． Social division，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and conflicts
caused by the single-product economis system，combined w ith the ineffective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would make
these countries go out of control and get bogged down in unrest．

33 Trends in Global Nuclear Smuggling and Its Governance by G ao W anglai
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uclear age，nuclear smuggling has been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nuclear prolifera-
tion． With the spread of sensitive nuclear material and nuclear technology，nuclear terrorism has become a real global
security threat on the agenda of global nuclear security． Fighting nuclear smuggling is the first line of defense against
nuclear terrorism． The 21st century w itnesses four trends in nuclear smuggling: the scope of smugging is spreading to
the world，the proportions of nuclear fissile materials are relatively stable，the smuggling networks are more organized
and their methods are more professional．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improve governance of the issue
through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and on various levels，to cut off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errorist could have
access to nuclear fissile materials so as to eliminate the security risk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39 A Study of the Coordination of EU'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olicy by W ang Xinying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olicy is one of EU's important foreign policy tools，with the deep imprint of European in-
tegration． The basic idea of European integration，the nature of this unique super-state actor，the forms of organiza-
tion and operation mode and other factors determine the feature of strong coordination in EU's development coopera-
tion policy，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 ing three aspects: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EU'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olicy and other related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ies; the policy coordination between EU and the
Member States in the field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other in-
ternational donors． Such coordination features have important impact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trend of inter-
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as well as great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foreign aid policy．

Ｒ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45 A Study of the Issue of Sino-US Military Security Mutual Trust by W ang Zhijun ＆Wang Bo

Strategic mutual trust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n building new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security mutual trust is the basis of strategic mutual trus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absence of current Sino-US military security mutual trust and objectively and dialectically analyses the
causes of Sino-US military security mutual trust insufficiency． From the angles of bridg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trategic thinking，strengthening and enhancing mutual understanding，respecting each other's core se-
curity interests，safeguarding common interests，developing benign interaction，reinforcing emotion exchange，the
papa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strengthen Sino-US military security mutual trust．

52 Economic and Trade Ｒ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Current Situation，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
ges by W ang Fei ＆Wu Jinjia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in 1974 and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1993，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en stable． As members of the BＲICs and the G20，th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has become comprehensive and its significance is not limited to bilateral rela-
tio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prolonged global recession，the strategic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is impor-
tant for the recovery of global economy，as well as the Pan Pacific reg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operation． This
essay looks into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Brazil since 2000 and offers outlook on oppor-
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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