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硕： 面对中国崛起 美国须进行心理调适

Page 1 of 2

马凯硕： 面对中国崛起 美国须进行心理调适
2013年07月10日

国大李 光耀公 共政策 学院院 长马凯 硕指出 ，过 去 十多二 十年里 ，中国融入而 非挑 战 现有的 国
际体系， 创造了 大国 崛 起而世 界体系 保持稳定的地 缘政治 奇迹。 世界还 有10 年到20 年这一 段“非
常宝贵 ”、能 够影响 中国的窗 口机 会。

面对 崛 起的中国，美 国需要 进行三 项痛苦 的心理 调适 — —接受 中国 不 久后成为世界 经济老 大
的 前景， 停止在 中国 海 域进 行 挑衅 性军事巡 逻， 并且扪心 自问有 没有扮 演好“ 负责任 利益相 关
者”的角 色，有 没有中 国提供 一个 大国的好 榜样 。
慧眼中 国环 球论坛进 行到第 二天， 昨天有 三场论 坛与 对 话的 题目，都 围绕 中国的 对外关系 。
主角是 中国 ， 但国 大 李光耀 公共政 策学 院 院长马 凯硕 的两次 发言，更 集中于 对美 国喊话。 他
在 上午的讨论 与中午午 餐对话 中提出 ，美 国 没有 对中国崛 起做好 心理准 备，而 恰恰也 是美国 ，才
是 能够 影响中 国崛起方 式的唯 一最重 要外在 因素。
马凯硕认为，当前中国的行为和想法还是得像老二，在许
多方面它也还是老二；但是10年后，它的行为与想法，就
会是老大了。（邝启聪摄）

马凯硕 在午餐 对话 上阐述 说，过 去 十多二 十年里 ，中国融入而 非挑 战 现有的 国际 体 系，创 造
了 大国 崛 起而世 界体系 保持稳定的地 缘政治 奇迹 。 而今， 世界还 有10 年到20 年这一 段“非 常宝

贵” 、能够 影响中 国的窗 口机会 。
他 说：“ 当前中 国的行 为和想 法还是 得像老 二，在 许多方 面它也 还是老 二；但 是10 年 以后，它的行 为与 想 法，就会是老 大了。 ”
“ 10年 后的中 国将采 取什么 样的行 为，取 决于我 们 现在 对它发 出 的信号。我 们需要利 用这 段时间 ，来创 造 一个 对美国 、 中国 ， 以及世 界其他
国家 来说， 都是双 赢的国 际秩序 。”
拥 有多年 外交官 经验， 曾任新 加坡常 驻联合 国代表 的马凯 硕，也 不客气 地提出 ，最大 的阻力 来自华 盛顿。
他 强调， 如果美 国不愿 意中国 钻国际 法的空 子，美 国就应 该领头 修补这 些漏洞 ；如果 美国不 希望中 国在海 权争议 中采取 挑衅的 姿态， 美国就
应该 加入联 合国海 洋法公 约。如 果美国 不希望 10年、 20年 后，中 国海军 在纽约 、加州 附近的 海域巡 逻，美 国就应 该停止 在中国 的海岸 巡逻。
西 媒以上 对下的 态度
可 能刺激 中国成 “暴龙 ”
他 也批评 西方媒 体总是 用以上 对下的 态度， 不断地 刺激中 国。他 指出， 当中国 正经历 痛苦、 困难的 国际与 国内转 型时， 外界的 不断刺 激可能
使中 国成为 一个“ 暴龙” （Ang ry d rago n）。
在 讨论与 交锋过 程中， 马凯硕 的观点 遭遇到 质疑与 挑战。 对话会 主持人 、世界 经济论 坛前总 裁斯马 亚（C laude Sma dja ） 就提问，当 中国取
得了 今天的 地位， 它有理 由要求 强化自 身的利 益，因 此马凯 硕认为 中国会 继续积 极融入 现有世 界体系 ，这个 想法是 否现实 ？
同 场的美 国芝加 哥大学 中国研 究中心 主任杨 大利也 含蓄地 反驳说 ：“如 果所有 主要课 题的答 案，都 可以在 华盛顿 找到（ 该多好 ）。”
至 于马凯 硕主张 “不刺 激”中 国的说 法，杨 大利的 看法是 ：“我 们不能 通过避 免批评 中国， 来给中 国帮忙 ”。
他 认为， 在中国 成为世 界重要 角色时 ，它也 需要反 省，中 国人正 在学习 聆听外 界的批 评，认 真了解 其他人 是如何 看待中 国。至 于中美 关系，
他也 提醒说 ，不要 低估了 美国为 融入中 国而付 出的努 力，而 且美国 的努力 也在加 大。不 久前的 两国领 导人的 “庄园 对话” ，就说 明两国 都同意 ，
即使 看法有 分歧， 中美也 必须合 作。与 此同时 ，杨大 利看到 中国最 近在军 事透明 度方面 ，有了 一些提 升。
他 说：“ 如果没 有外在 压力， 我不认 为中国 会自动 对外开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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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过，他 相信， 当中国 还在摸 索立足 点，当 国内还 在为价 值观与 信仰问 题激烈 辩论时 ，中国 不会那 么容易 就升到 世界老 大的地 位。中 国政府
面对 的中产 阶层“ 求变” 心理、 人口老 龄化、 环境恶 化等内 部挑战 也不容 低估。
将 种种挑 战结合 考虑， 杨大利 认为： “未来 10年， 中国 可 能会 更专注在 国内 问 题上。 ”
慧 眼中国 环球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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