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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南海领海争端加剧以及中国与

日俱增的经济影响，一直在激化

亚细安内部的分歧。各成员国立场的差异，

从今年六月和七月分别在云南和老挝举办

的多国会议上可见。亚细安成员国当时要

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建立基本共识所面对的

困难特别明显。今年九月在万象举行的亚

细安－中国高峰会议上，各方似乎也只能暂

时回避异议，再度同意遵守已有的海军《海

上意外相遇规则》(Code	for	Unexpected	

Encounters	at	Sea，简称CUES)。除非亚

细安成员国正视并着手整合其组织的内部

运作和操作，这个历经冷战和后冷战时期

的东南亚区域组织恐怕会面临被现实淘汰

的可能。为了开拓亚细安的未来，成员国或

许需考虑如何推动内部协调、理顺决策过

程，甚至调整心态接受其他东南亚区域组

织的存在等改革方向。

革新，或许是让亚细安、区域内成员国

及其区外伙伴国更有能力处理东南亚内部

和周边当前种种挑战的关键。现有的亚细

安体制起源于冷战期间东南亚非共产国家

的利益考虑，也因此反映了许多当时的需

求，包括刚刚去殖民地社会对领地、领海

控制的敏感，应对外部势力介入内政的威

胁等。连该组织的不同中文名称也带着冷

战的影子。中国官方会把亚细安称为“东南

亚国家联盟”或“东盟”，这是因为北京把

这些非共产党政府当作与社会主义国家敌

对的资本主义联盟的一份子。台湾则称之

为“东南亚国家协会”或“东协”，这虽然

比较接近组织英文名称的本意，不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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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因为要强调自己的主体性和与中

华文化圈的差别，而以英文译音“亚

细安”自称。

不过再怎么说，一个缺乏能力面

对现况，难以在不同议题上找到共

鸣，甚至分裂的亚细安，不但会削弱

成员国在区域和国际上的影响，也

会让大国在区域内的角逐更加直接、

摩擦更加激烈。这可能会提升区域不

稳定的机率。以往以“亚细安为中心”

（ASEAN	Centrality）的考虑虽然有

很多局限，不过它却是一个方便建立

共识和推动合作的最低门坎。但是，

当下容许这样运作方式的政治条件

似乎不再存在，则剩下的只是一个

成员国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点的组织，

要求这样的亚细安一如既往地化解

紧张局势、舒缓棘手决定，恐怕将越

来越困难。

很可惜，亚细安成员国现在对于

调整组织的运作一般仍然保留过多。

这可能削弱亚细安及成员国面对当前

政治挑战的能力。亚细安成员国依

旧坚持完全的共识、高度自主和互不

干扰，以亚细安为区域合作的中心，

以及在中美争端之间保持中立的立

场。这种状况导致亚细安对一些课题

不是毫无作为，就是只能偶尔地草草

应付了事，部分成员国甚至一味强调

自己的国家利益，无视于集体的一致

行动。其结果是使亚细安在快速转型

的区域环境中显得无所适从，无法作

出任何积极有效的因应。

漫无方向漂浮中的亚细安

在冷战结束之际，亚细安当时无

疑是东南亚、甚至东亚主要的区域

国际组织。成员国之间顺利的合作

和与中美的长期协调，在1989年成功

迫使越南放弃对柬埔寨长达十年的占

领。90年代初，亚细安开始推动区域

合作。这包括在经济方面携手组成	

“亚太经济合作”论坛（Asia-Pa-

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简称	APEC），在政治方面带头建立

亚细安区域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简称ARF）。亚细安也同时

通过构建ASEAN+3（中、日、韩）、	

ASEAN+1（中国）等平台，强化自身

在区域政治、经济互动和协商中扮

演的角色。90年代末，	原来的成员

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

律宾、新加坡和泰国，还更进一步欢

迎之前敌对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

对外封闭的缅甸加入亚细安。

不过90年代末，也是亚细安动量

开始削弱的时候，组织内部的分歧也

跟着越来越明显。1997-98年发生亚

洲金融风暴，亚细安成员国在是否

重新考虑先争取组织内部共识再行

动的惯例上产生摩擦。有些政府认

为亚细安不该过度约束国家自主性，

在完全达成共识前，相同观点的成员

国可以一起先行采取主动	。另外一些

政府则认为在亚细安议题上，各成员

国应该共同进退。这两个观点间的分

歧一直没有能有效地化解或舒缓。因

此，90年代末之后，亚细安在推动更

进一步合作时，往往碰到不少阻力。

部分成员国即使在公开场合，对“亚

细安区域经济体”（ASEAN	Eco-

nomic	Community，简称AEC）、“亚

细安区域安全体”（ASEAN	Security	

Community，简称ASC）、及“亚细安

社会文化体”（ASEAN	Social-Cul-

tural	Community，简称ASCC）等

进一步的区域合作计划，反应相当

冷淡。亚细安在推动约束各方行为

的“南海行为准则”上的进度也非常

缓慢。2000年后较有效的亚细安合

作计划，如“亚细安－中国自由贸易

协议”(ASEAN-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ACFTA)、“亚细安

＋”架构（ASEAN+	frameworks）、	

“清迈倡议多边化”货币交换机制

（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

alization，简称CMIM）、湄公河合作

等，大多似乎是由亚细安外部的伙

伴国推动的。至于2000年后东南亚

区内贸易大量增长与“亚细安自由贸

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简

称AFTA）项目的发展有多大关系，专

家一般还未定论。

到2010年后，亚细安成员国之间

对于如何面对区域性挑战的异议变

得更加严重。亚细安成员国在2012年	

的高峰会议上，因为无法同意是否公

开提起南海主权争议，造成亚细安无

法在会后发出联合声明。这是该组织

历来第一次无法表示最基本的共识。

马来西亚在2015年亚细安国防部长会

议上，也因为成员国在南海议题上无

法做出一致决定，所以以主席国名义

发出会后声明。这个以主席声明代替

全体成员国联合声明的举动，很明显

地把处理差异和对外掩盖争议的责任

放在每年轮替的主席国手中。因此，

亚细安工作的进展很可能变得更加

依赖主席国的组织能力，而由于亚细

安成员国在组织能力上的差别极大，

亚细安今后所能完成的合作恐怕会随

着主席国的更换，面对很大的起伏。

对菲律宾企图让联合国海洋法仲

裁法官界定中国在南海海域权限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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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亚细安其他成员国同样表示不冷

不热的态度。既使2016年7月在仲裁

团做出影响包括亚细安成员在内的

许多东亚国家的裁决，同时引起中国

极度不满后，亚细安也从未表示任何

代表全体成员国的共同立场。能见到

的，只有个别成员发布应该遵守国际

法的新闻稿。新加坡外长在今年7月

面对国会询问时，也曾承认要在南海

仲裁上找到共同的亚细安声音，以及

要建立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是

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新加坡是现

任的亚细安－中国协调国。

亚细安内部的合作，除了南海以

外，也包括比较简单的议题，不过该

组织在这些方面的进展仍然有限。	

缅甸罗兴亚人在2012年和2015年，

因为政治迫害被逼以海路逃难，造

成大量人在海上遇难时，亚细安及其

人权委员会的委员们都不做声。亚细

安虽然有成员国共同签署的烟霾行

动计划和一份2002年签署的共同协

议，一当烟霾开始笼罩东南亚的时

候，整体组织一样束手无策。亚细安

在处理这些相对单纯的挑战时的表

现，实在让人难以期待亚细安会在处

理如南海争端等较为棘手的议题上，

有多少实际进展的可能。

潜伏的裂痕

尽管各成员国的精英们不乏一定

的共同理念，亚细安整个组织的合作

基础最终还是为了方便和当前利益。

组织内部的整合始终相当有限。亚细

安成员国的优先选择其实还是一时

的合作，虽然对外表现共识的模样，

不过总在幕后追求临时的相互妥协。

碰到难题时，更是如此。这种互动过

程呈现出来的一个现象，往往是整

个组织和成员国都不肯表明任何明

确的立场。亚细安及其成员就是希

望这样模糊带过分歧，减少纠纷、避

免在大国之间做出任何明确选择，以

此维持亚细安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

位”。简单来说，这就是所谓“亚细安

方式”（ASEAN	Way）的主要关键。

在不同亚细安成员国对于合作课

题存在态度差异的背后，是个别成员

国从自己国家利益出发的考虑。置身

于东南亚大陆的亚细安成员，一般比

较愿意放弃临海国家关心的航海权

和南海争议上的亚细安共识，换取中

国对于陆地领土纠纷、河川事务和经

济整合等方面的谅解。低收入的成员

国会更愿意为了如天然资源或者物品

外销、基础建设上的援助，放弃与其

他亚细安国家的共同进退。中高收

入的成员，会更容易为了外来资本或

制造和服务外销市场，而舍弃与其

他亚细安国家的统一阵线。类似的

考虑和行为有碍于亚细安的内部整

合及合作。

中国的影响力和因此而产生的大

国竞争，更进一步加大了亚细安内部

承受的压力，使该组织更难发起任

何倡议。中国所提供的市场、投资、

游客、低利息贷款等机会，提升了注

重与中国双边交流的获益，也相对提

升了处理复杂亚细安内部政治的机会

成本。同时，中美、中日关系的紧张也

让亚细安更难把握内部的运作。既使

某个亚细安成员国声称没有选择向任

何一方靠拢，他们在行为上有意无意

总会有些偏袒。即使保持中立，也可

能对某个大国比较有利。这种局面

很容易让亚细安整体的方向显得模

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在当下的亚

太政治局势中，无论是亚细安整体，

还是个别成员国，要与在东亚活跃的

大国维持良好关系，都必须随时随刻

担心自己的举动会不会在一个复杂、

易变的环境下，触犯不同大国的利

益。亚细安及其成员想要左右逢源、

面面俱到，谈何容易。

寻找新视角

当然，按部就班仍然会给亚细安

及其成员一定的保障和回报。强调

通过对话逐步建立共识确实对舒缓

紧张局势和避免争端升级，甚至促

成共同立场会有所帮助。亚细安成员

国之前的领土纷争，长期没有爆发或

成功地以第三方裁决的方式解决，证

实了这个组织在协助成员和平处理纠

纷的实际作用。如泰缅边界、泰柬边

界有时发生的武装冲突，不但非常罕

见，规模也不大，可以算是例外。另

外，亚细安内外的长期经济交流、经

商，也无疑帮忙带动了经济发展和物

质生活的改进。

亚细安面临的一大挑战并不是以

往的作法已经失灵，而是之前熟习的

运作方式因为环境的改变，面对边际

收益递减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收益

递减的问题。对亚细安及其成员国而

言，这意味着这个组织在合作和运作

上需要寻找新突破。亚细安的成员国

与伙伴国必须超越现有的工作模式，

研发出一套更符合今天更有争议性、

矛盾和不确定性的东亚局势的新模

式。在东南亚和东亚有利益的政府

和国家或许要冒一些风险，开始脱

离熟悉的互动方式，在实际互动方

针上大胆地想象和进行试验。这可

能要包括考虑如何投入资源以扩大

亚细安的整体运作实力和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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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改革、以及慎重考虑整个组织将

来的走向。

东南亚诸国在思考亚细安前景的

时候，可以多思考自己要的是一个怎

样的区域和区域组织。其中的选择

包括发展一个更能带领区域政治、

经济、安全发展的机制，也包括以其

他合作关系取代亚细安，甚至最终把

亚细安整个组织予以淘汰。若要强化

亚细安的话，现有成员国可以考虑决

策过程中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以多

数或超级多数决议代替共识。另外一

个可能是强化现有的亚细安秘书处，

使它有能力辅助协调工作，帮忙克服

集体行为困境。

各东南亚国家当然也可以选择降

低亚细安在区域内的中心地位。亚细

安可以重组，而翻新后的亚细安可以

依据次区域、大陆－临海国家、国家

收入等条件作为组织原则。让亚细安

成员国各自与组织外的伙伴在不同议

题上加深合作，由此走向最终取代亚

细安的方向当然也是一个可能。这些

不同的选项未必互斥，也有在不同可

能性之间折衷的可能，不过亚细安成

员国在作出抉择前，务必小心考虑在

区域内外如何拿捏自主性、合作的范

围和组织能力等条件。

一个合作运转良好、更能处理争

议的东南亚，将会是一个更稳定、安

全和经济繁荣的区域。建立这样的

环境，一个可靠、具备相对独立性的

区域合作和危机管理机制是不可或

缺的，这样才能稳住不同利益的冲撞

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和摩擦。例如

一个有效的海上和空中行为准则，有

可能协助中美在南海的争端上自我约

束，避免紧张局势升温，同时削弱南

海主权争议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大

大降低擦枪走火的机率。这些种种

获益或许可以增强亚细安成员和伙

伴国参与互动和合作机制的动机。

要促使更成功的合作和区域稳

定，亚细安成员国务必冷静和清醒

地思考亚细安作为区域组织的缺陷

和未来，在重大议题上采取果断的行

动。这个方向并不排除以其他更有效

的方式取代亚细安现有的中心位置。

东南亚各国政府和领导层是否有能力

和意愿去追求改革还是一个未知数，

东南亚的跨国合作和安全因此仍不

确定。一位东南亚国家的前任资深

外交官员曾把亚细安形容成一头牛，

他说期望牛能做马的工作是异想天

开、浪费时间。这个观察忽略了亚细

安这头牛可能是病了，需要休息和治

疗，也没有考虑到在一个有拖拉机的

世界，牛以往的功用和效率已经不符

合时代和环境的要求。只有认真探

讨亚细安、东南亚、东亚的现况和未

来，才能让区域国家顺利解决现在

面对的挑战。

作者为新加坡政治学学者

本文改写自作者此前在美国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智库刊登的文章 

“ASEAN and the Risks of Business as Usual”

要促使更成功的合作和区域稳定，亚细安的东南亚成员国务必
冷静和清醒地思考亚细安作为区域组织的缺陷和未来，在有必要
的议题上采取果断的行动。这个方向并不排除以其他更有效的方
式取代亚细安现在所有的中心位置。东南亚各国政府和领导层是
否有能力和意愿去追求改革还是一个未知数，东南亚的跨国合作
和安全因此仍不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