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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50 年中越建交以来，其双边关系经历了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的同志加兄弟的蜜月期，也走过了二十世纪七八十

年代的兵戎相见的对峙期。1991 年，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

之后两国关系逐步发展，不断提升，从传统睦邻友好到全面

合作战略伙伴，总体上呈现稳步前进的态势。但是，在中越关

系的发展过程中，还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南海问

题、越南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世界大国的影响以及贸易逆

差等都还在制约着中越关系的发展。

一、南海问题是制约中越关系发展的最大隐忧

中越南海问题主要是中越对南海领域的南沙和西沙群

岛的争端问题。对于西沙群岛，虽然越南提出主权要求，但是

越南并没有充足的国际法及历史依据，并且目前西沙群岛完

全在中国的有效控制下。所以，中越南海问题主要是南沙群岛

争端。这个争端的核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权归属问

题，二是对该海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对于这两个方面，

中越双方一直争执不下。对于主权归属问题，众所周知，中国

是最早发现并命名南沙群岛、最早开发并经营南沙群岛、最早

并持续对南沙群岛行使管辖的国家。所以，中国对南沙群岛拥

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其实，在 1974 年以前双方在主权归属上

是不存在争端的，但是随着上世纪 60 年代南海被发现拥有

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量之后，越南就开始染指南海问题。
1975 年，越南开始非法占领我国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截止

到目前，越南已经陆续占领了中国南沙群岛的 30 多个岛礁，

除岛礁外，越南还非法将我们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南沙海域

划入自己的版图。[1]

对于南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因为南海问题的复杂

性，中国曾提出解决南海问题的指导原则，即“搁置争议，共

同开发”。而越南的做法却是“搁置争议，私自开发”。1986
年，越南在南沙打出了第一口出油探井。近年来，越南还将南

沙海域划分为上百个油气招标区，与美国、俄罗斯、法国、英
国、德国等不断签订勘探、开采石油与天然气合同。截止到

2008 年，越南已从南沙油田中开采了逾 1 亿吨石油、1.5 万

亿立方米天然气，获利 250 多亿美元。[2]

南海问题牵涉到国家的主权，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我国

政府历来在不同场合和条件下反复重申：“南海诸岛自古以

来就是中国领土，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

辩的主权，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和采取任何方式加

以侵犯。”[3]而越南在这个问题上也比较强硬。越南方面有关人

士曾声称在南沙问题决不放弃“一寸土地”并“不惜一战”。
2011 年 6 月，随着中越南海问题的升级，越南国家总理阮晋

勇强势宣称越南全党、全民全军以最强决心“保护”南沙，并随

后在南沙进行了实弹演习，以此显示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强

硬态度。围绕南海问题，中越之间矛盾很大，而且这些矛盾在

短期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到目前为止，中越双方还没有找到

解决南海问题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所以说，南海问题是制

约中越关系发展的最大隐忧。

二、越南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制约中越关系发展

的主要因素

无论越南承认与否，在中国古代，从秦朝到清朝末年这长

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越南与中国的关系是一千年郡县，一千

年藩属，这期间中越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对于这两千年的中

越关系史，越南一直耿耿于怀，纠结于心。即便在二十世纪五

六十年代，中越关系还处于蜜月期之际，越南仍对过去的那段

历史念念不忘。1955 年，越南刚刚拿到中国提供的 8 亿元人

民币的援助，在越中友好协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越南时任副

会长陈辉燎就说道：“在秦始皇以后……中国便开始了对南方

各个弱小国家的侵略。从那个时候起，面临着中国封建统治者

的长期征伐，越南人民展开了长期抵抗。”[4](P217)二十世纪六七

十年代，越南的《历史研究》等刊物更是连续发表文章，历数过

去越南民族反抗中国封建王朝的战争，片面宣传中国封建统

治者“侵略”越南的历史。直到现在，越南的历史教科书中仍然

有相当多的篇幅是有关民族英雄抗击“北方（即中国封建王

朝）侵略”和“残暴统治”的内容。不少越南人认为不能忘记这

段历史，而且要“以古鉴今”，“时刻警惕越南周边的安全环境、
防范历史重演”。这种极端偏颇的历史观激发了越南人民极端

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在牵涉到南海问题等主权争端的时候，

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就会表现得异常强烈。2011 年 6 月，

随着南海问题的升温，大批越南民众聚集在中国大使馆外，高

呼口号，反华示威。由此可见，由于历史积怨，越南有着极端的

民族主义情绪，而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又诱发了他们的

仇华心理，这也是制约中越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

三、世界大国的影响是制约中越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

纵观建交以来中越关系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历史，可以看

出，中越关系的发展经常受到第三国的影响。冷战期间，中越

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苏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面

对中苏交恶，越南逐渐奉行一种亲苏远中的政策，中越两国

渐行渐远。在苏联的支持和挑唆下，越南入侵柬埔寨，驱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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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1950 年中越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在制约中越关系发展的因素中，南海问题、越南极端的

民族主义情绪、世界大国的影响以及中越贸易逆差等仍然是关键所在。这些制约因素使居于复杂国际形势下的中越关系更加

具有不确定性。未来中越双方能否积极扩大合作、缩小分歧，将直接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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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并在中越边境伤害中国边民，挑起事端，最终导致 1979 年

中越战争的爆发。战争刚一结束，“由苏联提供的大量的战争

物资，包括一些精制武器，就被运至中越边界地区”。[5](P107)而

越南方面也是公开地表示“越南与苏联的军事团结、友谊和

合作是其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的胜利保证”。与此同时，越南

还积极联手苏联在南海开发油气。1980 年 6 月，越南与苏联

签署协议合作勘探开发位于越南南部大陆架上的油气资源，

1981 年还协议成立了越苏联营石油公司。直到现在，仍有大

量的俄罗斯和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专家在其“白虎”油
田工作，越苏油气联营公司已成为东南亚第四大采油公司。

冷战结束后，美国因素越来越多地影响中越关系的发

展。近年来，美国欲重返东南亚，加强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

力。面对中国迅速发展的事实，美国开始加强防范和制衡中

国。美国看到了越南在牵制中国中的战略价值，将越南成为

其重返东南亚的战略支点和围堵中国的一枚重要的棋子。而
越南为了固定自己在南沙群岛的经济利益，努力推动南海问

题国际化，积极迎合美国的介入。为了各自的利益，美越两国

捐弃前嫌，积极合作。2010 年 7 月 23 日，第 17 届东盟地区论

坛外长会议在越南河内举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会议上表

示了美国对南中国海的关注与兴趣，称南海岛屿领土争议事

关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插手南海问题使越南“挟美自重”，在对

华政策上更加强硬，这显然不利于中越关系的发展。
当前，除了美国因素，日本因素对中越关系的影响也不

容忽视。冷战后，日本随着自己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谋求成

为世界政治军事强国的意愿强烈，面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日

本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牵制中国成为日本对华战略的

一部分，加之南海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位置，日本也积

极介入中越南海争端。2007 年 11 月，日本经济产业省所属

的国有石油公司与国营的越南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协议，合

作开发南海附近的油气资源。[6]2010 年 12 月，首次“日越战

略对话”在河内举行，双方就南沙群岛问题交换了意见。2011
年 10 月，日本防卫相与越南驻日大使在会谈中指出：为确保

船只在南海海域的“安全航行”，日本将和越南加强合作。并

且日本方面还表示：希望与越南在各种领域进一步发展合作

关系。日本的积极介入使南海问题更加复杂，使中越关系的

发展面临更多的障碍。

四、中越贸易逆差是影响中越关系发展的经济因素

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以来，中越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但

同时，越南对华贸易逆差也急剧上升，尤其是最近几年，越南

对华贸易逆差明显增长。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越南对华贸

易逆差 2007 年为 86.85 亿美元，2008 年为 107.8 亿美元，

2009 年为 115.54 亿美元，2010 年为 126 亿美元。逐年上升的

对华贸易逆差使一些越南人感觉自己吃亏了，因此提出了应

对措施，即限制进口与扩大出口。限制进口主要包括三层含

义：第一是鼓励越南企业集中投资生产与中国的进口商品相

比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扩大国内市场份额，以替代中国的进口

商品。第二是从原来的从中国进口转为从别的国家进口。第三

是使用各种技术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直接限制从中国进口商

品。如2009 年，越南老街口岸对中国磁砖进口突然暴增，于

是，越南工贸部紧接着便规定：自 2010 年 6 月 1 日起，越南

老街海关对从中国进口的各类瓷砖征收 20- 40%的进口税，

包括老街国际口岸和边民互市点（此前为免税）。
在限制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同时，越南还积极地鼓励本国

企业扩大出口。如越南政府及时为本国企业提供出口信息，

指导越南企业与中国有实力的公司进行贸易交往，建立稳定

和长期的出口商品销售和客户网络，尽可能利用大型销售集

团和超市采购越南商品并在中国的超市销售。[7]

尽管越南采取种种措施应对贸易逆差，但是，由于中国

商品的性价比较高，竞争力较强，加之越南进行的工业化建

设需要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物资，因此，短期内中越之间的贸

易逆差将难以改变，而越南为缓解贸易逆差而采取的种种限

制从中国进口的措施显然不利于中越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
因此，中越贸易逆差也是制约中越关系发展的一大因素。

综上所述，南海问题、越南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世界大国

的影响以及中越贸易逆差是制约中越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

对中越关系的发展有着极其严重的干扰，并且在某些情况

下，这些因素还会互相交织，使中越关系更加复杂。未来中越

双方能否积极解决双边敏感问题，尽力避免制约双边关系发

展的因素出现将直接关系到中越关系的健康发展。短期内中

越关系发展面临的问题不可能解决，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中越

关系的全部。双方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地缘上的相近、意识形

态上的相似以及面临的相同的发展任务使两国在未来应该

会沿着正常的轨道前进。因此，未来的中越关系将会在矛盾

中合作，在磨合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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