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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 — 東亞安全的閥門 

 

 
2010 年 11 月﹐我和幾個韓國來的朋友一起﹐在北京朝陽門外

朝鮮開的“海棠花”餐廳吃飯。民族風格濃郁的包間裡﹐牆上掛

著朝鮮生產的液晶電視﹐播放著朝鮮的電影歌曲。幾個韓國人坐

下後就不住地東張西望。氣質高雅的朝鮮女服務員﹐對中國人以

同志相稱﹐而對韓國人﹐雖然語言沒有隔閡﹐卻帶出一種深深的

戒備﹐說起話來惜字如金﹐簡單介紹了菜品﹐點過菜後就飄然而

出。韓國朋友都是男性﹐其中最年輕的戴維不斷向門口張望﹐每

次朝鮮女服務員進來﹐他都要找茬和對方說話。而朝鮮女服務員﹐

也不時在門外用動聽的嗓音﹐哼出一段段優美的音調﹐引得韓國

男士們一直都豎著耳朵吃飯。 
飯後﹐我們聊起朝鮮﹐韓國人認為朝鮮人非常與眾不同﹐不

願和外部接觸。同一個民族﹐卻只能在千里以外的異國相見﹐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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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得一驚一乍﹐真是造化弄人﹐唏噓間﹐延坪島的炮聲又起﹐

東亞地區在 2010 年﹐一個風波接著一個風波。眼看冷戰都過去近

30 年﹐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未爆彈”仍然時刻驚擾著東亞的和

平與穩定。 
自冷戰結束以來﹐東西德和平統一﹐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旗

易幟﹐古巴孤懸一隅﹐中國﹑越南經濟改革步步深化﹐整個社會

主義運動處於低潮期的大背景下﹐朝鮮強敵環伺﹐更加孤立﹐在

原體制下強撐下去。權利火炬在父子間傳承有序。38 度線如陷入

時間黑洞一般﹐劍拔弩張成為常態。2010 年朝韓之間爆發了天安

艦事件和炮擊延坪島事件。雙方自李明博上臺後﹐雖然齟齬不斷﹐

但驟然昇溫的朝韓衝突﹐特別是在 2008 年美國金融危機後﹐東亞

經濟依然保持繁榮發展﹐東亞各國人心思定的環境下﹐實在是令

人不得不深思其中的疑惑。 
朝鮮半島的安全是東亞安全密不可分的一部份﹐沒有朝鮮半

島的長遠安全﹐就沒有東亞的長遠安全。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

國的繁榮穩定﹐是東亞各國持續長期繁榮的重要條件。 
 

 
2010 年天安艦事件﹐中日釣魚島爭端和炮擊延坪島事件都劇

烈地衝擊了東亞安全環境。一時間﹐黃海戰雲密佈﹐各國軍演大

戲﹐你方唱罷我登場。美國更如魚得水﹐親調 F-22﹐全世界唯一

服役的第四代戰機﹐駕臨半島上空﹐華盛頓號航空母艦跟回家串

門似的進進出出﹐最多時三艘航空母艦齊聚東亞﹐和日本演完和

韓國演﹐對別人家的事﹐一點兒都不見外﹐生怕動靜不夠大﹐還

命令華盛頓航母戰鬥群﹐特意在 6 月 14 日沿著東海﹑黃海﹑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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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遊弋了 3700 公里。結果朝鮮迎著美國的餘威炮擊了“護

國演習”中的韓國軍隊﹐直接導致兩名韓國陸戰隊員死亡﹐東亞

的安全形勢﹐在毫無緩和的情況下﹐再次急轉直下﹐三次探底﹐

國際上譴責朝鮮挑釁和要求中國管束朝鮮的言論﹐蜂擁而至﹐朝

鮮被指責為東亞和平最大的威脅。 
就綜合國力來說﹐根據韓國統計廳 2011 年 1 月 5 日完成的《朝

鮮主要統計指示》報告中指出﹐2009 年韓國的國民總收入已經是

朝鮮的 37.4 倍﹗1 目前朝鮮人口 2292.8 萬人﹐不到韓國 4854.4 萬

人的一半﹐2004 年朝鮮國內生產總值 208 億美元﹐而韓國是 9710
億美元﹐朝鮮的國防預算 23 億美元﹐韓國是 271 億美元﹐這一數

字甚至超過朝鮮的國內生產值﹗2 單從數字上看﹐如果說韓國對朝

鮮構成了鉅大的威脅﹐可以理解﹐但非說朝鮮對韓國甚至日本也

構成了威脅﹐那威脅的物質基礎在哪裡﹖威脅的目的又是什麼﹖

當國際主流媒體（其實就是西方媒體）大聲斥責朝鮮威脅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考慮一下﹐西方對朝鮮﹐該嚇的也嚇了﹐該談的也

談了﹐該制裁的也制裁了﹐朝鮮半島的安全局勢依然動盪。就中

日之間動口不動手的默契和祖國大陸與臺灣關係回暖的情況看﹐

朝鮮半島安全環境﹐是東亞各國和平發展的最大隱患。 
外界認為﹐朝鮮政權父子相傳﹐在現代政治中屬於不合法的

權利體系﹐因此為了確保政權的穩定﹐朝鮮必須不斷挑釁國際社

會﹐引發動盪才能確保國內人民不斷感受到外部壓力﹐從而始終

保持與政府的高度一致。但就朝鮮來說﹐最艱難的“苦難行軍時

期”是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即隨著蘇聯解體和特大自然災害帶

                                     
1 王剛﹕〈韓朝經濟規模相差 37 倍〉﹐《環球時報》2011 年 1 月 6 日﹐第 11 頁。 
2 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年鑒》編輯部﹕《世界軍事年鑒 2008》﹐解放軍出版社 2008
年﹐第 148﹑1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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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衝擊﹐3 而所謂政權的合法性問題﹐不止朝鮮一個國家存在﹐

比如沙特阿拉伯。如今仍然帝制﹐政教合一﹐沒有憲法﹐禁止成

立政黨。4 但卻是美國“親密盟友”﹐而伊朗在中東算得上最民主

的國家﹐但其政體沒有使其避免被遏制的命運﹐反而是哈里發們

能在這個世界地緣政治上風口浪尖的區域﹐三妻四妾的活著﹐朝

鮮為什麼就非要自慚形穢﹐做賊心虛﹐四戰之地和孤立無援是朝

鮮父子相傳的環境條件﹐不是想出來的﹐而是逼出來的。難道還

要的四處主動挑釁﹖5 
自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建國以來﹐特別是蘇聯解體以後﹐

朝鮮的國家安全一直受到嚴重的外部威脅。朝鮮戰爭結束後﹐1958
年朝鮮提議“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半島”﹐中國人民志願軍響

應號召撤出﹐美軍則一直駐留在韓國。一呆就是半個世紀。韓國

在 20 世紀 90 年代後﹐經濟和軍事裝備上完全超越朝鮮﹐美國依然

駐軍﹐如乙支焦點一類的演習頻密﹐保持著對朝鮮的鉅大壓力。6 目
前朝鮮現役部隊 110.6 萬人﹐韓國 68.7 萬人。朝鮮在現代戰爭中

至關重要的空軍訓練嚴重不足﹐裝備低劣﹐朝鮮空軍只有 20 架第

                                     
3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大使館﹕《朝鮮經濟概況》2010 年 7
月（http﹕//kp.china-embassy.org/chn/cxgk/cxjj/t288437.htm）。 
4 新華網﹕《沙特阿拉伯的政治》（http﹕//news.sina.com.cn/c/2006-04-19/13519663 
325.shtml）。 
5 1974 年朝鮮成為世界上唯一的無稅國﹐雖然貧窮﹐但是朝鮮實行全民免費醫療﹐

每個公民每年享受三次免費體檢。朝鮮人的平均壽命從解放前的 30 多歲延長到

74.5 歲。全國實行 11 年制免費教育。（崔志鷹﹕《朝鮮半島》﹐同濟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第 268 頁）非要說這樣的國家缺乏合法性﹐那世界上戰亂不斷﹐人民流離失

所的民主國家就合法﹖ 
6 2002 年第二次朝核危機期間﹐五角大樓即已製定出以心理戰和經濟封鎖為主要

手段的“5030 作戰計劃”﹐設想由美韓兩國主動在朝韓邊界進行無預警的大規模

演習﹐同時自海上封鎖朝鮮的對外通道﹐迫使朝鮮全國長期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迅速消耗其有限的戰爭潛力尤其是燃料儲備﹐使其內部開始崩潰（劉怡﹑吳征宇﹕

〈細細的紅線 從延坪島炮擊到沖繩軍演〉﹐《現代艦船》2011 年 01B﹐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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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戰機（米格-29）﹐米格-21 和米格-23 共 172 架﹐訓練時間也

因為能源緊張而一降再降﹐7 韓國與米格-29 同級的戰機﹐其中空

地兼備的 F-15K 就有 40 架﹐還能製造 F-16﹐F-16C 有 104 架﹐F-16D
有 49 架。美軍駐韓還有 90 架戰機﹐其中有 40 架 F-16。8 陸軍方

面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韓國已經裝備和美國 M1A1 同等技術含

量的 K1A1 坦克﹐同時研製出了更先進的 K2 坦克﹐而朝鮮最新研

製的坦克也只能達到早期蘇製 T-72 型坦克的技術水平。朝鮮陸軍

的機械化水平比較高﹐但同樣受到油料的限制﹐使得戰爭潛力大

打折扣。朝鮮的火炮和導彈的數量鉅大﹐但持續作戰能力有限﹐

在沒有制空權的情況下﹐在戰場上很容易被摧毀。常規軍事上﹐

朝鮮毫無勝算﹐非常不安全。 
冷戰已逝﹐如果說東西德的和平統一﹐建立在蘇聯解體的大

背景下﹐朝鮮為什麼不能盡釋前嫌﹐改革開放﹐緩和與韓﹑美﹑

日的關係呢﹖首先東西德之間沒有過如同朝韓那樣的激烈戰爭﹐

同時東德在華約國家內經濟一直位居前茅﹐有討價還價的資本還

是次要原因﹐本來東西德價值觀就很一致﹐東西德分裂是美蘇冷

戰強加於人。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是﹐中美關係不但緩和﹐而

且共同對抗蘇聯。在中國老百姓普遍品嚐可口可樂之前﹐中國軍

隊就已經使用上美國的 S-70“黑鷹”型直昇機。在這個安全大背

景下﹐中國作為一個對西方具有戰略意義的大國﹐可以有選擇地

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從來都是雙向的﹐先特區後全國﹐先試點後

普及﹐最起碼在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中國不存在腹背受

                                     
7 從朝鮮叛逃到韓國的李哲秀表示從 1986 年加入朝鮮空軍以來﹐整整十年的總飛

行時數約 350 小時﹐而韓國空軍飛行員平均年飛行時數是 150~200 小時（〈朝鮮空

軍力量揭秘〉﹐《世界軍事》2011 年 2 期﹐第 31 頁）。 
8 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年鑒》編輯部﹕《世界軍事年鑒》第 149﹑1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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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的問題﹐而當時的臺灣雖然富有但並不強大。這樣的條件是朝

鮮可望而不可及的。 
1993 年﹐朝美爆發第一次核危機﹐是朝鮮在冷戰後體察美國

對朝政策的試金石﹐顯然美國極度缺乏誠意﹐不斷藉故拖延輕水

反應堆的建造和重油的援助﹐給朝鮮經濟造成了更大的損失。朝

鮮不得不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劍走偏鋒。態度不斷強硬﹐研製核武

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運載工具。美國對待印度﹑巴基斯坦﹑

朝鮮核問題上的雙重標準﹐中國表示過質疑﹐美國人的回答很簡

單﹐印度是民主國家﹐而巴基斯坦是軍政府（穆沙拉夫時期）﹐朝

鮮是社會主義獨裁政府﹐言外之意就是出身不好活該。從美國的

回答可以看出﹐朝鮮在政治上非常不安全。9 
朝鮮核問題﹐之所以把中﹑俄﹑美﹑日﹑韓全部吸引在一起﹐

是因為朝鮮半島一直是大陸地區抵禦外部（海洋）勢力介入的關鍵

屏障。在中國歷史上﹐外部勢力侵入中國﹐常以朝鮮半島為立足點﹐

直接輻射我國東北華北地區﹐對於俄國來說﹐其遠東利益﹐更是在

日本明治維新後﹐受到來自朝鮮半島和滿洲關東軍的直接威脅。對

於大陸國家來說﹐朝鮮半島的安危確實是唇亡齒寒的關係。 
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利益﹐在冷戰時期是遏制社會主義國家的

擴展﹐冷戰後﹐由於半島牽一發而動全局的地緣位置﹐則使美國

在半島利益更加多元化。在冷戰時期﹐朝鮮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

主義在遠東地區對抗的最前沿﹐現在更是美國遏制有威脅大國崛

起的前線﹐還被小布什冠以“邪惡軸心”及“支持恐怖主義”國

                                     
9 朝鮮在 20 世紀 90 年代後一直呼籲用和平條約替代停戰協議﹐但美國對此置之不

理﹐繼續對朝進行軍事威懾﹑政治攻擊﹑外交孤立和經濟制裁（阮建平﹕《戰後

美國對外經濟制裁》﹐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第 2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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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行列。10 朝鮮在地緣環境上﹐一直就不安全。 
 

 
朝鮮曾經在中蘇交惡的早期﹐偏向中國﹐蘇聯和東歐國家一

度停止了對朝鮮經濟和軍事援助﹐結果朝鮮迅速陷入危機﹐顯然﹐

以 20 世紀 60 年代的中國國力無法支持朝鮮的發展﹐1966 年蘇聯

和朝鮮簽訂了 1966~1977 年經濟與技術合作協定﹐而朝鮮甚至一

度召回了駐華大使。11 在蘇聯的幫助下﹐朝鮮建立起了完整的工

業基礎﹐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均用電達到了初等

發達國家水平﹐城市化率高達到 70％﹐糧食不但可以自給自足而

且還能出口賺取外匯。北朝鮮和蘇聯遠東形成經濟圈﹐朝鮮的農

產品﹑海產品﹑礦產品出口遠東﹐遠東的石油﹑化肥進入朝鮮。 
蘇聯解體後﹐失去經互會保障下的朝鮮經濟陷於崩潰。但朝

鮮沒有崩潰﹐朝鮮國內的穩定﹐來自於朝鮮人民曾經享受過比較

好的物質生活﹐清楚國家現在的困難並不是單純的體制問題。冷

戰時期﹐朝鮮的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鉅大發展﹐糧食產量逐年提

高﹐到 1984 年達到了年產一千萬噸的水平﹐人均八百斤﹐蘇聯解

體後﹐則下降到四百萬噸左右﹐只能滿足朝鮮最低限的糧食需求。

同時隨著蘇聯解體﹐朝鮮原有的外貿基本停滯﹐1990 年蘇朝貿易

25.6 億美元﹐1991 年朝俄貿易額急劇減少到 4.7 億美元。12 蘇聯

                                     
10 盡管 2008 年 10 月 11 日﹐美國宣佈暫時將朝鮮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隊”的名

單中刪除﹐但仍然保留了以其他名目實施的絕大部分制裁措施（阮建平﹕《戰後

美國對外經濟制裁》第 206 頁）。 
11 李元燁﹕《中美兩國的朝鮮半島政策演進歷程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第 97 頁。 
12 鳳凰網﹕《朝鮮經濟發展史及政策得失》（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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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體對朝鮮的安全﹑經濟都產生了不可逆轉的破壞。 
如今的朝鮮孤家寡人﹐韓國虎視眈眈想成一統。美國天天破

口大罵朝鮮是邪惡軸心﹐欲除之後快。日本則老賬沒清﹐新賬不

斷。再看大陸上﹐中國自改革開放後﹐一直“韜光養晦”。俄羅

斯太平洋艦隊窮得只剩下骨架﹐自保尚還可以﹐在北約和歐盟東

擴的大形勢下﹐拓展勢力範圍也不可能以東亞為優先。 
可以說﹐冷戰後朝鮮沒有走上改革的道路﹐也沒有被韓國統

一﹐更沒有崩潰﹐應該是一個“意外”﹐面對這個“歷史終結”

的絆腳石和東亞經濟發展的不穩定因素﹐朝鮮夾在資本主義國家

和奉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尷尬在所難免。 
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最大威脅毫無疑問是美國。雖然

中國一直給朝鮮輸送急需的工業和農業產品﹐力圖保持朝鮮局勢

穩定。13 但是﹐與美韓兩國建立在頻密的演習﹑軍援的同盟形式

相比﹐中國與朝鮮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實在很單薄﹐14 同
時中國自身的實力也確實很難與美﹑日﹑韓的聯合相抗衡。中國

在中蘇關係交惡後期﹐和朝鮮疏遠。1994 年中國撤走駐板門店的

軍事代表﹐此後在朝鮮再無一兵一足。冷戰時期﹐朝鮮的安全一

直由蘇聯負責﹐朝鮮的武器庫裡﹐絕大部份是蘇製裝備﹐朝鮮心

中很清楚﹐和美國對抗﹐必須依靠實力強大的蘇聯﹐而不是中國。

韓國的軍力雖然自冷戰結束後強於朝鮮﹐但朝鮮半島地幅上密集

                                                                                                           
Weichengchaoxian/200907/0726_7506_1269464.shtml）。 
13 朝鮮石油進口需求的 50~90%﹑糧食進口需求的 50~70%都來源於中國（阮建平﹕

《戰後美國對外經濟制裁》223 頁）。 
14 根據條約第二條規定﹕締約雙方保證共同採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國家對締約

一方受到任何國家對締約雙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締約一方受到任何一個國

家的或幾個國家聯合的武裝進攻﹐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

全力給於軍事及其他援助（阮建平﹕《戰後美國對外經濟制裁》第 2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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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和工業設施﹐著實經不起機械化戰爭的摧殘﹐更不可能承

受核戰爭的後果。同一個民族雖然敵對多年﹐但都是大國博弈的

棋子﹐主人不讓動﹐棋子自己是不能動的。俄羅斯和日本目前都

是主要圍觀者﹐沒有足夠的實力單獨去趟這渾水。 
美國是唯一能夠決定朝鮮國運的國家。作為大國博弈後的一

枚棄子﹐朝鮮如果想活下去﹐就要摸透博弈勝利者美國的意圖。

美國冷戰前後對蘇聯和朝鮮都不遺餘力地圍堵與遏制。同時朝鮮

也很清楚﹐冷戰結束後﹐自己作為東亞的一個小國﹐原本應該如

同東歐諸國般易幟﹐但是韓國不是西德﹐朝鮮更不是東德。朝﹑

韓雙方都沒有足夠的財力和物力支撐這種鉅大的變故。同時﹐南

韓對朝鮮的極端敵對政策也使得朝鮮不敢貿然統一。 
美國失去蘇聯這個對手後﹐在東亞面臨著非常尷尬的局面。日

本被美國的貨幣政策搞得經濟停滯 20 年﹐同時自民黨獨大的“55
年體制”崩潰﹐左派的民主黨上臺﹐主張中﹑美等距離外交和沖繩

撤軍。韓國 1997 年金融危機﹐吃過美國的大虧。民族獨立慾望強

烈﹐一直希望收回戰時軍事指揮權﹐一旦收回﹐美﹑韓軍事同盟

的質量必然大打折扣。中國的現實威脅從來都沒有西方宣傳的那麼

可怕﹐日本和韓國與中國共處千年﹐比誰都清楚這一點。15 
美國在東亞面臨著全面收縮﹐在 2010年之前﹐美國駐日本的

兵力不斷向關島收縮﹐駐韓國的兵力不得不去阿富汗救火。眼看

第一島鏈形同虛設。一旦失去對東亞這個世界新經濟增長引擎的

                                     
15 至少從歷史上看﹐中國很少像蘇聯那樣採取過明目張膽的軍事帝國主義作法。

中國偉大的軍事理論家孫子強調在心理上而不是通過作戰削弱敵人。一直到最近﹐

中國對地區霸權的爭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孫子的理念。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放棄

了經濟上自給自足的政策。今天﹐中國與亞洲的經濟聯繫根深蒂固﹐而且人們希

望這種聯繫能夠持續下去（小池百合子﹕〈用結盟遏制中國是錯誤的〉﹐《環球

時報》2010 年 12 月 28 日﹐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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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也就很難再製造出 1997年那樣的金融

風暴﹐更難在東亞推動經濟掠奪。 
中國威脅論是張長期支票。金融海嘯後﹐中國經濟一枝獨秀﹐

東亞國家和中國的經貿關係早已上昇到戰略層面。而朝鮮威脅論

是現金交易﹐只要使朝鮮保持足夠的威懾力﹐就可以使得美國在

東亞始終拉住韓國和日本﹐同時可以有效牽制中國的關注點。 
美國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朝鮮不明白嗎﹖朝鮮幾次三番想和

美國單獨會談﹐希望能夠和美國簽訂和平條約﹐就是因為朝鮮清楚﹐

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美國能夠保障她的安全。哪怕是與虎謀皮。因

此自覺或不自覺地配合美國上演這場大戲﹐是朝鮮安身立命的根

本。當然玩這種高危的遊戲﹐不是什麼小國﹑窮國都玩得起的。從

朝鮮和伊朗核問題上看﹐美國對伊朗步步緊逼﹐對朝鮮則是雷聲大

雨點小。朝鮮自己沒有能力製造核武器的核心部件﹐需要進口。但

幾乎是被完全封鎖的朝鮮﹐獲得了足夠的製造核武器的部件。當然

這可能是陰謀論的一個部分。但事實是朝鮮在連半滴石油都沒得出

口﹐經濟極度窘迫的情況下﹐把原子彈造出來了。2006 年朝鮮第

一次核試驗﹐此時伊朗還忙著提純呢。有了核武器﹐日本﹑韓國的

常規力量就徹底喪失了優勢﹐中國破天荒支持制裁朝鮮﹐俄羅斯估

計要翻翻當年的檔案﹐看看是不是自己造下的餘孽。 
天底下什麼都可能是假的﹐只有核爆是真的﹐因為政治是經

濟的集中體現﹐軍事是政治的延續﹐核武器則是這一切的休止符﹐

這武器完全顛覆了人類的戰爭觀。今天仍是終極武器。 
 

 
朝鮮問題成了一個真問題﹐所謂真問題就是在克林頓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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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還等著看朝鮮自己完蛋。因為在封鎖下﹐這個結果只是時間

問題。但朝鮮有了核彈這種超人氣武器﹐那就另當別論了。日本

這種被原爆過的國家就別說了﹐韓國經濟騰飛也就 80 後的事﹐首

爾其實不用核彈來對付﹐朝韓邊境的大炮就足夠了﹐整個韓國 37
倍的優勢﹐瞬間就能成劣勢。核彈的威力很大﹐一旦在韓國使用

就真 NO BODY 了﹐這還不包括韓國所擁有的 20 座核電站遭到襲

擊後﹐可能造成鉅大的核災難。16 韓國﹑日本老百姓都是收入過

萬美元的富裕群體﹐民主制度選票在握﹐怎麼能眼睜睜看著自己

的幸福生活面對如此赤裸裸的威脅﹐對政府官員的壓力自然不

小。因此﹐朝鮮成為韓國和日本的眼中釘﹑肉中刺。同時﹐朝鮮

問題也就成了美國調動日韓的指揮棒﹐整個東亞朝鮮鬧﹑美國罵﹑

韓國哭﹑日本跳﹑中國安撫﹑俄羅斯看戲。 
朝鮮能看清楚的問題﹐韓國﹑日本自然也能看清楚﹐中國和

俄羅斯都是老江湖﹐自然也不傻。大家裝傻充楞這麼玩著﹐花的

都是老百姓的錢。按理說這麼玩下去﹐除了外交和國防開支不斷

上漲外﹐各國官員人模狗樣地出入高檔會議場所聊大天﹐耽誤耽

誤功夫也沒什麼﹐誰讓東亞經濟好﹐折騰得起呢。問題是這樣玩

下去﹐東亞就喪失了和平穩定的基礎﹐完全是零和博弈。 
美國陪朝鮮玩火不單純是為了要挾日﹑韓。在金融手段席捲下﹐

這兩個國家不堪一擊。朝鮮問題越鬧越大﹐目的是支持東亞美國駐

軍的合法性﹐最終目標還是中國。近期﹐中國漁民衝撞日﹑韓兩國

海岸警衛隊的事情﹐不管是不是巧合﹐都在事實上造成了中韓﹑中

日之間的芥蒂﹐同時西方媒體不斷強調中國外交日趨強硬的趨勢﹐

                                     
16 張憲﹑孫秀萍﹑陳明﹑柳直﹕〈多國為半島失控做軍事準備〉﹐《環球時報》2010
年 12 月 16 日﹐第 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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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維基解密中陸克文的反華講話﹐17 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在中

國不斷發展的背景下﹐東亞平衡被打破﹐美﹑日﹑韓﹑澳對中國的

戒備越來越強。一旦時機成熟﹐新的冷戰呼之欲出。如果說是冷戰﹐

中國算是命好了﹐實際上西方對中國的意圖﹐就是把中國變成一個

符合西方價值觀的﹑市場完全開放﹑大選隨便干涉的國家。為了這

個理想﹐幾代白人前仆後繼﹐拋頭顱灑熱血﹐前有拿賠款建清華的

善舉﹐後有老布什苦口婆心勸說改名更張﹐2008 年經濟危機後﹐

還不忘了濫發美元衝擊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市場﹐通過製造大規模通

貨膨脹來破壞中國外匯管理制度﹐軟硬兼施啊﹗ 
東亞各國都深受美國金融掠奪的侵害﹐但由於複雜的地區安全

局勢及與美國密切的經貿交往﹐特別是對中國未來發展的不確定

性﹐只能忍痛靜觀其變。如果說中國的核心利益是維持一個安定健

康的成長環境﹐那麼必須化解（反擊為時尚早）美國咄咄逼人的攻

勢。因此﹐朝鮮問題的性質就變了。維護朝鮮的安全﹐使朝鮮去核

的同時發展經濟﹐融入東亞﹐是東亞穩定﹑和平發展的基礎﹐是影

響東亞人心向背﹐打破美國離間東亞各國關係的必要手段﹐是團結

東亞各國打破美國金融投機的前題。更重要的兩條是﹐美國與韓國

放棄敵對政策﹐世界給朝鮮一個和平的環境﹔中國在保證朝鮮主權

完整的情況下﹐讓朝鮮經濟進入中國東北的合作圈。 
 

 
1992 年 4 月﹐楊尚昆主席赴朝參加金日成主席 80 壽辰﹐同時

                                     
17“維基解密”披露去年（2009 年）3 月時任總理的陸克文在會見美國國務卿希拉

里時曾告誡美國“必要時應對華動武”（陳言﹑郭孝偉﹕〈澳爭議陸克文“對華

用武”言論〉﹐《參考消息》2010 年 12 月 8 日﹐第 3 頁）。 



 

 13

告訴朝鮮﹐中國準備與韓國建交。金日成聽後回答“現在朝鮮半

島處於微妙時期﹐希望中國能協調中韓關係和朝美關係﹐請中方

再多做考慮。”18 蘇聯解體對朝鮮已經是晴天霹靂﹐中韓建交更

是雪上加霜。所謂處理好中韓與朝美的關係﹐無疑朝鮮把中國提

高到了和美國同樣的高度﹐希望不要因為建交問題而使朝鮮完全

孤立。中國是東亞穩定的定海神針﹐即便是在國力尚弱的建國和

改革開放初期也是如此。 
東亞國家之間本身不但沒有任何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且經貿

往來密切﹑頻繁。現在的衝突﹐完全是外部力量意圖控制東亞而

一手造成的。韓朝衝突﹑釣魚島的歸屬都是外來勢力製造的矛盾。

隨著全球經濟美國化的進度加快﹐特別是美國現階段將戰略重點

從歐洲轉向東亞。東亞和南中國海的局勢明顯複雜化。雖然李明

博政府上臺後提出過“無核﹑開放﹑三千”19 的政策構想﹐但作

為美國附庸的韓國自己沒有權利單獨實施這個策略﹐同時朝鮮和

美國之間的不信任﹐更使朝鮮很難對棄核和開放有好的預期。朝

鮮的第一個特區設在中朝邊界﹐就非常說明問題。20 朝鮮對中國

的信任遠遠大於同一民族的韓國﹐2010 年天安艦事件後﹐金正日

把卡特晾在一邊﹐到中國進行訪問﹐也能說明中朝關係超越一般

國家關係。 
朝鮮經濟改革的道路比較曲折﹐經歷過很多失敗﹐但一直沒

                                     
18 葉永烈﹕《揭秘朝鮮》﹐東方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9 年﹐第 318 頁。 
19 三千是指在十年內讓朝鮮的人均年收入達到三千美元以上（崔志鷹﹕《朝鮮半

島》﹐同濟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第 3 頁）。 
20 2002 年 9 月 23 日﹐中國公民楊斌被任命為新義州特區的首任特首﹐2002 年 11
月下旬﹐朝鮮通過《開城工業區法》﹐開城工業區為第二特區﹐而其管理比新義州

相比嚴格的多﹐楊斌宣佈在新義州三權分立﹑免關稅﹑免簽證﹑外幣使用自由﹐

成為一個自由港（葉永烈﹕《揭秘朝鮮》第 3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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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斷過對經濟改革道路的探索。2011 年 1 月 15 日﹐朝鮮成立了

“國家經濟開發總局”﹐並且提出要在 2012 年打開強盛大國之

門﹗21 朝鮮正在恢復因蘇聯解體而帶來的破壞﹐目前朝鮮正在建

裝機容量達 30 萬千瓦的熙川水電站﹐同時還有金野江﹑禮成江﹑

漁浪川﹑白頭山青年﹑元山青年﹑金津江青年等電站在建。22 電
力的恢復和人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同時朝鮮還利用自身優勢﹐

有條不紊地引入外資﹑開放港口﹑輸出勞力。 
很多人對朝鮮經濟的復甦﹐帶有非常複雜的感情﹐害怕朝鮮

經濟的復甦﹐使朝鮮擁有更多資源用來製造“麻煩”﹐特別是核

武器和導彈。但正如古巴現任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所說“我們

要麼改正方向﹐要麼沉默。”23 在沒有蘇聯的時代裡﹐朝鮮只能

選擇開放。朝鮮的核武器是自衛性的﹐同時朝鮮的經濟改革和中

國對待朝鮮經濟改革的態度﹐是東亞區域安全和中國贏得東亞人

心的關鍵。西方媒體和學者一直希望把中國塑造成一個對朝鮮向

周邊國家惡意挑釁視而不見﹐而且不斷袒護的負面形象。24 進而

離間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為意識形態上孤立中國推波助瀾。 
我們面臨的客觀事實是﹐朝鮮已經從“苦難行軍”中走出來﹐

正在向改善民生和開放的道路上邁進。此時的中國應該抓住這個

                                     
21 莽九晨﹑魏萊﹕〈朝鮮要在 2020 年成為發達國家〉﹐《參考消息》2011 年 1 月

17 日﹐11 頁。 
22 白鶴鳴﹕〈朝鮮的水電之夢〉﹐《金融時報》（http﹕//www.ftchinese.com/Story 
/001036285）。 
23〈要麼改正方向﹐要麼沉默〉﹐《參考消息》2010 年 12 月 20 日﹐第 3 頁。 
24 在這種情況下﹐目前存在一個實實在在的風險﹕我們也許會面臨這樣一種局面﹐

即中國主張採取“反應不足”的行動﹐而這只會招致進一步的挑釁行為﹔同時美

國也許傾向於堅持要求作出另一種反應﹐而中國會認為這種反應是“反應過度”﹐

太過危險（布熱津斯基﹕〈美國和中國首次面臨重大考驗〉﹐《參考消息》2010 年

11 月 25 日﹐第 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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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幫助朝鮮改善外部環境﹐呼籲在朝鮮棄核的條件下與美國

簽訂和平條約﹐同時以和平條約保障朝鮮經濟改革﹐幫助朝鮮恢

復元氣。這樣將極大改善東亞的安全環境﹐真正維護朝鮮人民的

福祉﹐幫助韓國和日本避免最緊迫的核威脅﹐阻止核擴散（特別

是如果南北統一﹐核問題也被提前解決）﹐同時也從道義上推翻西

方的宣傳﹐更讓美國這個麻煩製造者暴露在陽光之下。 
朝鮮的統一大業如果是建立在“朝鮮崩潰”的大前提下的

“吸收統一”﹐中國在東亞的安全環境將極為被動﹐可能導致中

國不得不中斷經濟發展道路而全力維護國家安全。 
朝鮮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後﹐我軍第一次出境作戰。這場戰爭

在共和國歷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朝鮮也是在這場戰爭

中被挽救回來的勝利果實﹐她保障了中國東北邊境東南向長達 60
年的安全。但是由於冷戰後朝鮮經濟結構被破壞﹐國家被封鎖﹐

天災加上人禍﹐經濟異常困難﹐使得朝鮮老百姓的生活異常艱難﹐

因此國內甚至有人質疑抗美援朝的歷史作用。 
在朝鮮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上﹐要想撥亂反正﹐第一步是要讓

朝鮮老百姓過上更好的日子﹐正如學者溫鐵軍所說﹐解決朝鮮糧

食問題﹐最簡單可行的方法就是用朝鮮的絕對綠色的糧食換中國

經過化肥培育的糧食﹐以一換二就可以完全解決朝鮮百姓口糧和

牲畜飼料問題﹐互惠互利﹐市場前景廣闊﹐可使朝鮮的糧食從四

百萬斤迅速變成八百萬斤。配合朝鮮黨和國家領導人﹐改善民生﹑

發展經濟﹐逐步改革並且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