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隨筆

站在十字路口上： 
朝鮮半島與東亞和平

● 李南周

一　克服朝鮮半島分裂 
體系的可行性

一直以來，朝鮮半島的「分裂體

系」在加劇東亞冷戰體制的同時， 

也威脅到韓國和朝鮮的正常發展1。

然而，自1987年以來，朝鮮半島的

分裂體系經歷了一系列積極的變化。

1987年6月民主化大抗爭以後，隨着

韓國民主化的開展，韓國內部支撐分

裂體系的一些重要基礎受到動搖，韓

國人普遍認為應該把克服分裂體系當

作一個重要的國家目標2。受此影

響，1987年通過直接選舉出任總統

的盧泰愚，雖然屬於保守派，但在任

內曾經積極推進與社會主義國家建交

以及改善南北關係。儘管國內外存

在不少阻礙因素，其間也經歷了許多

曲折，但這一努力一直持續下來，並

於2000年6月15日成功奠定了朝鮮

半島歷史上的里程碑——南北首腦

會談的召開。以此為契機，南北雙

方共同推進了金剛山旅遊項目、開城

工業園區等合作計劃，民眾開始期盼

沒有分裂、和諧合作的時代即將到

來。也就是說，即使朝鮮半島分裂

體系在冷戰體制瓦解過程中一度處於

動盪不安之中，但韓國和朝鮮還是抓

住了機會，加快了朝鮮半島轉化為更

加人性化之社會的步伐。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此後的歷史

發展並沒有如人心所願。朝鮮半島

的核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尤其自2008年以來韓國李明博政府

上台之後，南北局勢急劇陷入了僵

局：雙方不再進行建設性的對話，取

而代之的是對立和對抗。由此，朝

核問題日趨惡化，直到2016年9月，

朝鮮已先後進行了總共五次核試驗

（其中四次是2008年以後進行的）以

及四次遠程火箭發射。對此，韓國

政府採取的應對之舉是將最後一個南

北合作項目——開城工業園區關閉

起來。

不僅如此，在2016年1月初朝鮮

進行第四次核試驗之後，不少韓國媒

體報導稱，韓國和美國將於3月份的

「關鍵決斷」（Key Resolve）聯合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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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觀察．隨筆 演習中，計劃實行有關謀殺朝鮮首腦

的「斬首行動」。對此，2月23日朝鮮

人民軍最高司令部發表重大聲明稱：

「一旦參加所謂『斬首行動』和『鑷子

式打擊』的敵人特戰兵力和作戰裝備

有絲毫的動靜，朝鮮革命武裝所有的

強大戰略及戰術打擊手段將投入事先

徹底壓制的先發制人的正義作戰行

動。」一年之後，朝鮮在2月發射了導 

彈，韓國和美國在2、3月間進行了大 

規模聯合軍演。南北關係由此急轉直 

下，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也隨之升

高，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愈發加劇，

有人說甚至比冷戰時期還要嚴重。

南北之間的緊張局勢不斷升温， 

給韓國國內的情況帶來了不少變化。

比起統一、和平，以國家安全為主題

的話語更受人們的關注，發揮着巨大

的影響力。安全與國防是所有國家

都極其重視的課題之一，但是最近 

韓國國內有關國家安全的言論都存 

在着一個共通點：將朝鮮看作邪惡 

國家，根本不是合作的對象。這與 

二十一世紀初的情況有很大不同。

確實，朝鮮在繼續加強核能力的同

時，還發起過猶如延坪島炮擊事件等

軍事挑釁，這助長了韓國民眾仇視朝

鮮的心理。問題在於韓國的保守派

政府利用這種情況大打「反北」（反朝

鮮）牌，透過壓制反對派從而加強其

政治勢力和執政基礎；甚至出於政治

需要，保守派在最近南北對立的升級

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外界

不太注意的問題，但為了正確理解朝

鮮半島形勢的變化，卻不能忽視這方

面的因素。這種惡性互動加劇了安

全困境，從而使韓國的安全陷入了更

加嚴重的危機之中。在朝鮮半島僵

局變本加厲的情況下，人們開始對

「克服分裂體系」這一目標的可行性

產生了質疑，周邊地區對朝鮮半島局

勢的看法也愈來愈悲觀。

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朝鮮半

島將難以實現和平與可持續發展。

不僅如此，還會大大影響到東亞地區

的和平與合作。不少實例已充分證

2016年2月朝鮮不理國際反對發射衞星後，韓國關閉雙方合作開設的開城工業園區。（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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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南北局勢得不到改善，不僅固化

了東亞地區政治、軍事的分裂狀態，

甚至令各國的改革計劃變得難上加

難。因此，韓國、朝鮮乃至東亞各

國都應該研究這個問題：人們對「克

服分裂體系」提出的質疑是否有根

據？如何才能克服這種悲觀情緒並再

次推動克服分裂體系的步伐向前邁

進？筆者先從目前分裂體系的變化入

手展開討論，並進行評價。

二　朝鮮半島回歸到冷戰 
分裂體系？　　

近年來，不少人認為朝鮮半島分

裂體系日趨固化，其主要原因是韓國

和朝鮮之間在政治和軍事上針鋒相

對。朝鮮大力開發導彈、核武器，

韓國與美國對此做出軍事反應，這 

已經形成了惡性循環，難以排除爆發

核戰爭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南北

雙方都在否認對方的合法性，甚至還

利用朝鮮半島的對立局勢來維護自己

在國內政治的既得利益。從表面上

來講，這種「對抗性相互依存」的關

係是冷戰時期發展的分裂體系的主要

特徵3。不過，現在朝鮮半島的分

裂體系並非處於穩定狀態，而是仍然

處於劇烈動盪的狀態。

首先，朝鮮不顧外界的一致反

對、堅持開發核武器本身，就顯示出

了目前分裂體系的不穩定性。1990年 

代初，冷戰結束、韓俄（當時的蘇聯） 

建交、韓中建交使朝鮮陷入了孤立狀

態。朝鮮開始對其安全感到嚴重憂

慮。為了確保國家安全，朝鮮開始

積極考慮開發核武器4。在1994年

的日內瓦會議和2005年的六方會談

上，朝鮮之所以同意就無核化達成協

議，是因為在當時的協議中包含了能

夠為朝鮮解除安全憂慮的方案，但兩

次協議最終都沒能落實。其主要原

因之一，是由於在美國、韓國社會裏

所謂「朝鮮崩潰論」一直發揮着重要

作用。協商以失敗告終後，剩下的

唯一選擇就是：韓國對朝鮮進行制

裁、施壓，朝鮮則加強發展導彈和核

技術，以加強核能力作為回應。這

麼一來一往，繼續加劇了朝鮮半島分

裂體系的不穩定。

數年前，國際政治學界曾一度 

圍繞着「擁有核武器能否穩定政治局

勢？」的話題進行過爭論5。主張

「核武器能帶來穩定」的學者認為，

由於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間若發生核

戰爭將導致「同歸於盡」，因此反而

不會發生軍事衝突。事實上，朝鮮

也聲稱，他們的核技術在朝鮮半島扮

演着阻止戰爭發生的角色。但我們

決不應以為歷史上從未發生過核戰，

就意味着未來也不會發生。此外，

上述的主張有更為嚴重的理論上的漏

洞：若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間發生戰

爭，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其災難性

的後果會比過去歷史上任何一場戰爭

都要恐怖。尤其在缺乏最基本的安

全保障機制的朝鮮半島，發生軍事衝

突的可能性會不降反升。譬如，針

對朝鮮加強核技術，美國與韓國聲稱

不排除發動先發制人式攻擊的可能

性，這很有可能導致雙方的戰略誤

判。因此，目前的朝鮮半島局勢比冷 

戰時期更加不穩定，是因為當時南北

軍事力量都比較落後，而且採取軍事

行動時會受到美蘇的制約——美蘇

都不太願意看見朝鮮半島再次發生大

規模軍事衝突。

其次，目前韓國和朝鮮內部的變

化，也難以使分裂體系穩定下來。最 

c160-201611014.indd   121 17年3月30日   上午11:57



122		觀察．隨筆 近數年，韓國政府特別是其內部的極

端保守勢力利用同朝鮮的對立試圖抑

制韓國民眾的不滿情緒，並鞏固自己

的政治地盤。然而，2016年4月舉行

的國會議員選舉給極端保守勢力的計

劃加大了難度。當時，由於朝鮮進

行第四次核試驗並發射衞星、韓方關

閉開城工業園區等因素，朝鮮半島局

勢緊張而動盪。按理說，這種局勢

會給朴槿惠政府和執政黨帶來很多好

處，但韓國執政黨在國會選舉中一敗

塗地。其原因之一是韓國政府與執

政黨激化朝鮮半島軍事的緊張局勢

後，卻無法提出任何解決方案，使國

民對政府與執政黨的「無能」深感不

滿6。當時，朴槿惠政府面臨這樣

的局面：要麼調整朝鮮政策，要麼採

取更高壓的手段來壓制民眾的不滿情

緒。由於朴槿惠政府不甘罷休，因

此進一步加強對朝鮮的政治軍事攻

勢。7月初，韓國政府決定部署薩德

導彈防禦系統，也與這種政治策略有

着密切關聯。

在10月1日「建軍節」六十八周年 

的紀念講話中，朴槿惠總統說：我們

打開大門給朝鮮人民，追求希望和人

生，期望他們隨時前來韓國的自由領

土。這等於呼籲朝鮮人民起來反抗

金正恩政權。但在南北之間的交流

渠道被統統封鎖的情況下，這並不會

產生甚麼積極效果，只會使朝鮮半島

局勢變得更加危險。朴槿惠可能希

望這種局勢出現，以便壓制國內的反

對勢力。

從10月中旬開始，隨着與朴槿惠 

有關的醜聞陸續曝光，韓國政府逐漸

陷入癱瘓狀態。值得關注的是，引發 

這一連串政治醜聞的朴槿惠「閨蜜」

崔順實，有可能對關閉開城工業園區

的決定產生過影響。據傳聞，崔順

實說過朝鮮在兩年之內將會崩潰，而

且這個說法對朴槿惠的一系列決策產

生了影響。最近在韓國出現的動盪

是很不幸的，但萬幸的是朴槿惠政府

的冒險行動被控制住。不過，這對

以後朝鮮半島局勢將會產生甚麼樣的

影響，現在仍難以預料。

另一方面，在朝鮮也能發現類似

的現象：金正恩為了鞏固政權，也在

利用與韓國、美國的對立關係。朝

鮮冒着與中國的關係走下坡路的風

險，一意孤行地推進導彈、核武器的

開發。在朝鮮內部，為了阻止一切挑 

戰勢力的出現，反覆進行了領導班子

的更迭（2017年2月發生的金正男被

刺案也有可能與此有關）。但僅靠這

些舉措，是難以保障目前體制的穩定

運作的。現在不像冷戰時期那樣可

以利用「對抗性相互依存」的關係成

功地確保政權穩定，因為像蘇聯或中

國等一些戰略後盾已經消失，並且這

種策略的發展空間變得愈加狹窄7。

該戰略在短期內可能有成效，但從長

遠角度考慮，反而會削弱朝鮮的政治

和社會基礎。

總之，無論從南北之間的互動， 

還是從南北雙方的內部動態來看，朝

鮮半島分裂體系沒有朝穩定方向發

展。在動盪不安的分裂體系難以轉

換成和平格局的情況下，採取不負責

任的隨機應對方案，只能讓南北關係

反覆出現倒退。目前，朝鮮半島分

裂體系站在了抉擇的路口：是無視災

難性衝突？還是尋求解決方案？最

近，這個問題對東亞地區變得極其重

要。韓國政府決定部署薩德導彈防

禦系統以後，中國和俄羅斯都明確表

示將對此採取應對措施。這些互動

有可能導致中俄和美國之間的戰略性

對抗。這一切都表明，東亞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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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走向新冷戰的勢頭。至少，東

亞的和平與繁榮遇到了冷戰體制瓦解

後最大的挑戰。

三　推動朝鮮半島局勢的
大轉型　　　　

即使朝鮮半島分裂體系面臨歷史

性的重大抉擇，美國和韓國政府對朝

鮮依然執著於軍事和制裁方案。一

直以來，韓國政府大力宣稱：韓國對

朝鮮的制裁十分奏效。然而，現實

卻與此背道而馳。在韓國保守派上

台後，朝鮮一共進行了四次核試驗。

若南北關係愈趨惡化，韓國政府就以

中國為藉口，稱中國不對朝鮮進行積

極制裁。總而言之，制裁至今仍無

法阻止朝鮮研發核武器，反而引發了

朝鮮的軍事冒險主義。現在，韓國

和國際社會需要冷靜思考一下，這場

競爭到底對誰有利？朝鮮半島分裂體

系走向危局的迹象日益凸顯，韓國和

國際社會更加迫切需要以推動局勢大

轉型的智慧以及長遠規劃，來阻止危

局深化並克服分裂體系。

本文所講的「克服分裂體系」並

不單純地意味着民族統一，更不是指

一方吃掉另一方的統一。若全然不

顧南北之間在政治體制和生活水平 

上的不同，以「統一是我們民族的願

望」這一口號盲目地強調統一，不僅

無法讓人們接受「克服分裂體系」這

一重大課題，甚至事與願違。並且， 

若無視南北之間的軍事對立，甚至彼

此試圖吃掉對方，將會導致軍事衝

突，給朝鮮半島人民帶來巨大的災

難。因此，克服分裂體系應該是一個 

漸進而漫長的過程。同時，韓國和

朝鮮在通過協商逐步地、階段性地實

現統一的過程中，應該將分裂體系所

造成的各種內部弊病逐一清除掉。

只有這樣，才能使朝鮮半島人民生活

在可持續的和平社會中。缺少其中

任何一個條件，不論韓國還是朝鮮，

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都只是天方夜譚 

而已。

那麼，何為克服分裂體系的現實

方案？筆者認為，南北雙方的內部改

革應該由各方自主決定。然而，為

了更加順利地進行改革，最重要的一

點是：採取適當的措施化解軍事對

立，從而讓南北接受友好合作精神。

在這樣相對和諧的環境下，雙方可以

自主地進行內部改革並使南北之間的

交流與合作擴大和制度化。朝鮮人

民的人權狀況應得到改善，但應然和

實際絕不是一回事。不為創造適當

的條件做出努力，而只是採取向朝鮮

政府施加壓力的做法，難以達致改善

朝鮮人權狀況的效果，反而會成為使

朝鮮半島局勢更形惡化和複雜化的主

要因素。從分裂體系的角度來看，

南北的內部改革和朝鮮半島的整個局

勢是緊密相連的。

最近朝鮮與韓國、美國的對立加

劇，不少人擔憂這一分裂體系即將面

臨更大的危局：不僅南北的內部改革

將會大大倒退，雙方並有可能爆發大

規模的軍事衝突。然而，在如下時

刻出現了一線希望：朝鮮在進行第四

次核試驗之前，於2015年年底和美

國私下談論過有關簽訂和平條約的事

宜。朝鮮進行第四次核試驗之後，

2016年2月，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提出

推動朝鮮半島無核化和將停戰機制 

轉換為和平機制的建議。其實這並

不是前所未有的設想，2005年六方會 

談發表的《9．19共同聲明》（《第四

輪六方會談共同聲明》）就明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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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觀察．隨筆 「直接有關方將另行談判建立朝鮮半

島永久和平機制。」然而，該方案時

隔十年再次被提及，具有十分重大的

意義。因為這提醒了我們：要達成

朝鮮半島無核化這一目標，不應一味

地要求朝鮮改變其態度，跟隨其後的

工作應該是朝鮮半島安全格局的重

組，尤其是要化解朝鮮對國家安全的

不安情緒，這才是朝鮮半島無核化的

出發點。

當然，目前朝鮮主張「核武與經

濟並進路線」，並拒絕參與一切以朝

鮮無核化為前提的對話機制。在可

見的未來，這樣的僵局很可能變得更

為嚴重，甚至會出現類似於1994年

第一次朝核危機時期戰爭一觸即發的

情況。當時，美國準備轟炸朝鮮寧邊 

核設施。現在，朝鮮的核能力遠遠超 

過了1994年，不久便可以通過核彈

頭的輕量化、小型化和洲際導彈的研

發，擁有將核彈頭打到美國的能力。

美國對此決不會置之不理，並將再次

考慮採取軍事行動。1994年，美國

因懼怕戰爭引起災難性的人命與財產

損失，而於同年10月通過協商與朝鮮

達成了《日內瓦協議》；現在，美國面

對擁有核武器的朝鮮，對話的必要性

顯然遠遠大於1994年。

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對朝政策還沒有明確。他過 

去曾揚言，需要用強力手段改變朝鮮

的行為，但在競選中卻表示，為了解

決問題將會見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他 

的對朝政策很可能不同於導致現在僵

局的奧巴馬（Barack H. Obama）政府的 

所謂「戰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 

而是試圖積極尋求化解衝突、解決朝

核問題的方案。這可能使朝鮮半島

陷入更大危機，但同時會給朝鮮半島

和相關國家帶來解決問題的轉機。

確實，目前很多人對朝鮮的看法

與1994或2005年的時候大不一樣。

不少人主張朝鮮的行為不可預測，沒

法與之進行建設性對話。對朝鮮內

部的情況不好說，但朝鮮的對外策略

和核戰略具有高度的預測性。朝鮮

一直聲言若它的安全受到威脅，就會

採取研發核武器等保衞措施。可見， 

朝鮮進行核試驗並不是不可預測的 

行為。2016年9月，朝鮮進行第五次

核試驗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刊登的一篇文章即指出，金正

恩的行為看起來很狂熱，但具有相當

的合理性8。不僅如此，過去的經

驗也告訴我們，朝鮮和相關國家（特

別是美國）曾進行認真對話，至少停

止了核試驗等的挑釁行為，而恰恰所

有的核試驗都是在中斷這種對話的期

間進行的。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各方

有意願，通過對話協商可以找到中止

現在的惡性循環並打破目前僵局的辦

法。為此，即使將朝鮮半島無核化

定為最終目標，也不能將無核化作為

對話的前提，因為朝鮮堅決拒絕參與

這種對話。在協商渠道被堵塞的情

況下，如果要達到朝鮮半島無核化，

只有兩種途徑：要麼動用武力，要麼

打垮朝鮮政權，而這將會給朝鮮半島

乃至東亞地區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

至今，雖然各國口頭上強調無核化原

則，但美國和韓國政府一味推行毫無

可行性的方案，結果導致了朝鮮持續

加強核能力。因此，要真正達到無

核化的目標，需要富有創意的方案。

筆者認為這需要以下三個步驟：

在第一階段，應以大幅減少韓美

聯合軍事演習作為承諾，來換取朝鮮

停止核試驗和導彈實驗，以此營造良

好的對話氛圍，進而解決問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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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階段，各國應重啟與朝鮮

的經濟合作與社會文化交流項目，並

積極推進朝美關係和朝日關係的正常

化。在這個過程中，朝鮮應承諾無

核化為自己的目標。

在第三階段，美日與朝鮮實現關

係正常化之後，應在所定期限內採取

包括簽訂和平協議在內的有關朝鮮半

島無核化的措施。關於這些措施，

各國在談判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應提

前達成一致共識。

要達成上述目標，各方都應該做

出一定的讓步。美國和韓國在短期

內容忍朝鮮擁有核武器。同時，朝

鮮要放棄擁有核武器的主張，並承諾

若條件具備就推行無核化的措施。

事實上，這樣做的難度還是很大，但

若不互相做出讓步，就會給所有當事

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如果各方能

夠正視這一點，朝鮮半島才可以站在

新的起跑線上。

為了打破目前的僵局，韓國應承

擔起重要的角色。過去的歷史表明， 

韓國有充分的能力阻止南北局勢惡化

並營造良好的對話環境。遺憾的是， 

最近兩任韓國政府採取與此背道而馳

的做法。2016年12月9日，韓國國會 

投票通過了彈劾朴槿惠總統的議案，

憲法法院在2017年3月10日通過議

案，朴槿惠成為韓國首位被彈劾下台

的總統。雖然此彈劾案和政府的對

朝政策並沒有直接關係，但在今年 

成立新政府的過程中，對朝政策勢 

必成為一個很關鍵的焦點。韓國的

保守派將會堅持其一貫態度，用對 

朝強硬路線作為吸引選民的手段。

韓國民眾已經認識到，這條路即使 

說起來痛快但其實是一條死胡同。

因此，現在迫切需要的是能夠解決 

僵局的新思維並以此說服韓國民眾 

的努力。也就是說，目前韓國社會面 

對的重大課題，莫過於盡快形成以

「克服分裂體系」為目標的政治力量，

並讓他們推動韓國和朝鮮半島局勢的

大轉型。

四　建構嶄新的區域合作
模式　　　　　

朝鮮半島分裂體系發生變化，也

將給東亞秩序帶來不少影響。2010年 

以來，東亞地區的矛盾和分歧與日俱

增。究其原因，南北的不穩定局勢是 

其中之一。如果在朝鮮半島克服分裂 

體系的過程比較順利，日本國內就不

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右傾現象。比如， 

2010年在韓國西海（中國稱「黃海」）

海域發生的天安號沉沒事件促成了鳩

山由紀夫內閣向美國作出妥協，承諾

讓美軍基地繼續留在沖繩。不久，

首相鳩山本人宣布辭職，他的東亞構

想也隨之破滅。如果朝鮮半島停戰

機制被新的和平機制所取代，這會讓

東亞地區出現新的安全合作秩序，中

美之間的分歧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擴

散到整個東亞地區。從2010年開始， 

在朝鮮半島形勢走下坡路的同時，東

亞地區也出現了中日領土糾紛、南海

問題等一系列爭議的升級。這一切

並不是偶然的。

導致這種情況的最主要原因是， 

無論在朝鮮半島還是東亞地區，還沒

有發展出一個能夠代替冷戰體制的新

的和平體制。特別是在東北亞地區， 

當朝鮮的「不安全感」高漲時，沒有

出現覆蓋整個東北亞地區的新的合作

機制，反而使朝鮮更趨孤立。朝核

問題就是最直接的後果，它對整個東

亞地區都產生負面的影響。事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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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觀察．隨筆 展到這種地步，其最大的責任還是在

韓國和朝鮮身上，但相關國家都只顧

追求本國的短期利益，其責任也不可

忽視。

首先，美國一直將「對朝敵對政

策」作為基本路線。美國認為一旦與

朝鮮的關係走上正常化道路，其在朝

鮮半島和東亞的軍事地位勢將受到一

定影響。因此，美國對建立和平體

制的態度是極為消極的。在美國提出 

「亞太再平衡」（Asia-Pacific rebalance） 

戰略之後，這種姿態變得更為明確。

日本曾經對朝表現出比較積極的態

度，但最近日本國內以抵抗朝鮮的威

脅為名朝向軍事大國的方向發展，因

此在更多時候將問題搞得更加糟糕。

與上述國家不同，中國一直與朝鮮維

持着友好關係，不願意把朝鮮當成威

脅國或敵對國，並希望朝鮮半島能保

持穩定局面。但在冷戰結束後，中

國因為考慮到國家內部情況，沒有為

建構朝鮮半島的新秩序扮演積極的角

色。雖然過去在朝鮮半島出現過短

暫的良好形勢，但是相關國家在東北

亞的惡性互動一直沒有停止。

就這樣，冷戰結束後，美國和東

北亞各國由於執著於短期利益，未能

化解彼此間的不信任。最終，它們

都得面對不願看到的後果，並陷入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除 

了朝核問題以外，中日領土糾紛、中

美競爭等各種危險因素在東亞地區蔓

延。這等於出現了所謂「競相逐低」 

的情況。在此情況下，分裂體系若

走向危局，其後果是難以想像的，甚

至東南亞國家也會被波及。目前，

東北亞的紛爭與東南亞的紛爭已經被

捆綁在一起，任何一方出現問題馬上

會波及到另外一方。最近中國政府

一再強調朝鮮半島發生軍事衝突的可

能性，也正反映出對上述威脅性因素

的警惕。不僅如此，美國也逐漸陷

入兩難：一方面，美國對朝鮮發展核

武器不能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因為

朝鮮快要擁有打到美國的實力；另一

方面，若要對朝鮮核設施發動軍事攻

擊，這很可能在朝鮮半島爆發大規模

戰爭，即便是美國這樣的大國也難以

承擔如此嚴重的後果。為此，美國

也需考慮跟朝鮮進行對話，但是對協

商能否獲得成功並沒有把握。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僵局

也難以維持下去。也就是說，相關

國家的戰略不應只停留在利用朝鮮半

島局勢來滿足自己的利益，而應從長

遠角度來考慮如何使朝鮮半島走出困

境。這就是朝鮮半島和平體制這一

主題備受人們關注並成為議論焦點的

原因所在。東亞各國應以此為契機， 

防止東北亞區域內出現軍事衝突，大

力推進建立互信的進程，並最終構築

嶄新的安全合作機制。

為此，目前刻不容緩的課題是， 

東北亞和東亞地區的各國作為一個命

運共同體，需要建立一種共同的認同

感。冷戰結束之後，不少東北亞和

東亞的領導人都提出過東北亞或東亞

共同體的設想。但最近十年中，區

內國家都出現了狹隘的國家利益觀和

民族主義代替共同體話語的趨勢。

現在有必要扭轉這種趨勢：首先，必

須摒棄「戰爭是解決政治矛盾的工

具」這一過時的想法。美國的處境雖

與其他東亞國家大有不同，但也不應

因其地理優勢而助長東亞地區的軍事

衝突，否則美國難以維持與其他東亞

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從長遠角度看

其自身也會陷入危機。因此，在這

一點上，美國也需要改變其既有觀

念。此外，東亞各國仍然存在着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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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的用軍事手段來解決國家之間分歧

的趨向，因此必須作出改變。

事實上，歐洲在經歷兩次世界大

戰、特別是冷戰以後，在地區合作方

面進展得較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他們飽受過戰爭的痛苦。雖然東亞

同樣經歷過戰爭的苦難，但不像歐

洲，大部分東亞國家把當時的苦難歸

咎於外部勢力——主要是帝國主義。 

他們還是以受害者的角度看待戰爭與

和平問題，並為自己對帝國主義發動

的軍事反擊賦予合法性。若考慮當時 

的情況，這種說法無可非議。但現在 

的情況卻大不一樣。首先，一旦發生 

戰爭，就會給相關國家，甚至整個東

亞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其次，東亞國

家已不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並具備

着相當的綜合實力，足以用戰爭以外

的途徑應對來自外部的挑戰。因此， 

我們必須放棄用戰爭等武力手段來解

決國際問題的觀念，這正是建構地區

共同體的第一步。

其次，我們要致力尋求使東亞的

各種分界線變為合作帶的途徑。在

東亞地區，存在着一些因國家與國家

之間邊界不明而引起的分歧，這種分

歧很容易引起民族主義情緒。近年

關於南北之間分界線等東亞地區的各

種邊界紛爭，呈現持續惡化的趨勢。

2010年的天安號沉沒事件也正發生在 

南北分界線上。不論當時還是現在， 

所謂西海上的「北方分界線」問題隨

時會成為引起南北軍事衝突的導火

線。其他東亞地區的紛爭也常常與

如何劃清邊界的問題有密切關係。

這促成了民族主義壓倒東亞共同體 

主義的局面。若這種趨勢得不到逆

轉，東亞和平不僅遙遙無期，而且還

將受到更大的威脅。如果找到當事

國家都能接受的劃界方式，那當然再

好不過，但這種可能性不大。所以， 

我們要採取其他新的方案，比如用合

作帶代替分界線。這會有助於減輕民 

族主義的壓力，並為推動東亞或東北

亞合作創造有利環境。

要達到上述目標，需要有一種對

主權的新思維。目前民族主義在東

亞起到加劇國家之間糾紛和衝突的作

用。因此，如何減輕民族主義對國

家之間互動產生的壓力是不可忽視的

問題。超越民族國家或主權觀念在

現實中還不可能，但又不能被狹隘的

民族主義牽到連續不斷的紛爭之中，

這就要求我們創造嶄新的區域合作模

式，給主權賦予新的意義。通過克服

分裂體系推進朝鮮半島統一，是一種

有關行使主權的新的實驗。2006年 

6月朝韓雙方達成的《6．15共同宣言》 

（《南北共同宣言》）指出：「南方提出

的旨在實現統一的邦聯制方案和北方

提出的聯邦制方案具有共同點，今後

應該朝着這一方向促進統一」，並以

此規定了有關統一的方案。這意味

着朝鮮半島的統一要經過相當長的

「聯合國家」或者「複合國家」的國家

形式階段。這是一個新的實驗：既

不是統一為一個國家，也不是作為個

別的國家，而是兩個政治單位之間進

行交流與合作。在這一實驗過程中

的交流與合作，並不僅僅是南北之間

的，而很有可能發展成吸引諸多東亞

國家參與的一種比較開放的項目。

圖們江流域開發事業就是典型的例

子，它為東亞合作注入了新動力。

這種「複合國家」形式也能為東亞地

區所存在的其他主權糾紛（如兩岸關

係等）提供重要參考。除了「複合國

家」以外，最近關於帝國的討論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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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觀察．隨筆 構新的地區合作模式也有啟發意義，

不過，在仍未擺脫民族國家框架下進

行討論，也可能激化民族國家之間的

衝突bk。

總而言之，為了進一步推動東亞

合作，我們必需對「和平」和「主權」

有嶄新的思維。若考慮東亞各國所面 

臨的內外情況，這是難以做到的事。

如前所述，2017年3月10日，韓國憲 

法法院宣布通過彈劾總統朴槿惠， 

朴槿惠隨即被解除職務。最終，韓

國民眾用和平手段實現了直到數月前

完全想不到的政治變化。這為朝鮮

半島局勢的好轉提供了一線希望。

但為了爭取朝鮮半島和東亞和平，韓

國也好，東亞各國也好，都要有勇氣

挑戰被認為是難以做到的甚至不可能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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