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9日 发布

登入 新手指南 免费注册 您的反馈

中国/政经

文章
日期

2011年11月29日 07:20 AM

中国必须改进地区外交政策
作者：Trusted Sources中国研究总监 乔纳森 芬比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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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密集召开的一系列亚太地区峰会确实清晰地显示出全球实力平衡的转移，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也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然而，相比阎学通提倡的“仁政”，这些峰会还从一个更根本
的层面上引出了一些重要问题。（至于“仁政”的提法，在涉及中国时也值得玩味。）
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中，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中国所陷入的麻烦之深。在邓小平时代，伴随
着经济增长，中国一直奉行着“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这个原则现在已被抛弃。然而在各种利益
集团——从军队到出口行业游说团体——纷纷施加影响的情况下，北京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前后
一致的地区性外交政策，更遑论全球性外交政策。外交部似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中国声称，在该地区致力于推行全面合作，与东盟(Asean)维持灵活的关系，不过中国在与邻
国交往时却通常奉行双边交往的做法。中国坚持声称拥有南海的全部主权，这与其他国家的领土
主张构成冲突，尤其是越南和菲律宾。中国渔船发生了一系列海上碰撞，而这些碰撞的舆论背景
是共产党官方小报《环球时报》(Global Times)的强硬民族主义言论。尽管冲突规模很小，但此

警惕法国倒向极右
中国医改计划才刚开头
更多

类撞船事件，以及更深层次的对海底能源蕴藏的争夺，只会提醒较小的东亚国家（且不论日本和
韩国），其国家安全需要依赖美国。在一些例子中，中国已经促使它们拥抱在一起。
奥巴马政府的关注点转移到亚太地区，也使中国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自从希拉里•克林

美国对缅政策不应针对中国

顿(Hillary Clinton)去年将美国称作地区的“常驻大国“，并声称南中国海的航海自由符合美国的国

全球化：美国海军的角色

家利益以来，这种趋势就开始显现。奥巴马最近努力推动不包括中国在内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

希拉里：美国将回报缅甸改革

伴协定(TPP)，这传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即美国有意将1945年后加强东亚战略基础的努力，拓
展到经济领域。在狭义的东亚地区之外，美国正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取得北京难以取得的成绩。
要出现马凯硕所说的那种合作进程，中国就必须首先整顿其聒噪的外交部，提升其竞技水
平。而这种建议北京既不会喜欢，也不会觉得
容易。

作者是研究服务公司T
研究总监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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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qidadao123 来自江苏省

1. 儒家进入中国政治思想中心
2. 重新看待中美关系

来自加拿大 [ thinktwicegood ] 的原贴:

美国在全球驻军，为所欲为，多次肆意发动战争，它听过谁的声音

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把枪口架在中

3. 媒体札记：倡导“好风气”
4. “世界工厂”透不过气了

国家门口，美国让步了吗
中国的外交策略比美国强多了，最起码，当年那种情况下，都能让非洲兄弟抬着进入联合国，更别提美
国几次被投票赶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全球口头上到处推行人权的国家，至今不敢加入海牙国际公

5. 希拉里：发展中国家要警惕某些援助国
6. 中国公务员工资不高
7. Lex专栏：警惕中国垄断太阳能市场

约，何等讽刺！

8. 中国制造业向高端转型
南中国海谁在鼓噪 毫不奇怪，无非是西方国家和南海领土直接冲突国家，前者担心自己失去全球的实
际统治力，后者担心不能在南海争议区肆意采油

9. 全球化：美国海军的角色
10. “汉奸”的复杂性
更多排行榜

不要人云亦云
你还真以为是非洲兄弟把你给抬进联合国的啊

看看投反对票的都是那些国家 Australia澳大利亚, 大

洋洲 Bolivia玻利维亚, 南美洲 Brazil巴西, 南美洲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中非, 非洲 Chad乍得,非洲
Costa Rica哥斯达黎加, 北美洲 Dahomey达荷美（贝宁）, 非洲 Dominican Republic多米尼加共和国,
北美洲 El Salvador萨尔瓦多,北美洲
Gabon加蓬, 非洲 Gambia冈比亚, 非洲 Guatemala危地马拉, 北美洲 Haiti海地, 北美洲
Honduras洪都拉斯, 北美洲 Ivory Coast象牙海岸（科特迪瓦），非洲 Japan日本, 亚洲

加藤嘉一：中日须跳出“先
谈历史”思维

去往管理层，女性要更主
动

《中国股事钩沉》

马丁 沃尔夫

《第一时间解读》

露西•凯拉韦

《朝九晚五》

约翰•奥瑟兹

和国 伊拉克共和国 马里共和国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 尼泊尔王国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也门

《2011:中国纪事》

戴维•皮林

民主人民共和国 刚果人民共和国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塞拉勒窝内共和国（今译“塞拉利昂”）

《中国公司观察》

卧底经济学家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 苏丹民主共和国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南

《媒体札记》

吉莲•邰蒂

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赞比亚共和国 阿富汗 奥地利共和国 比利时王国 不丹王国 博茨瓦纳共

《市场的边界》

吉迪恩•拉赫曼

《生活经济学》

约翰•加普

《CMRC朗润经济评论》

菲利普•斯蒂芬斯

共和国 伊朗 爱尔兰共和国 以色列国 意大利共和国 肯尼亚共和国 科威特国 老挝王国 阿拉伯利比亚

《钱体育》

斯特凡•斯特恩

共和国 马来西亚联邦 墨西哥合众国 蒙古人民共和国 摩洛哥王国 荷兰王国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 挪

《第三眼》

约翰•凯

威王国 秘鲁共和国 波兰人民共和国 葡萄牙共和国 卢旺达共和国 塞内加尔共和国 新加坡共和国 瑞

《中间论坛》

克莱夫•克鲁克

典王国 多哥共和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共和国 土耳其共和国 乌干达共和国 乌克兰苏维埃社

《剃刀边缘》

塞缪尔•布里坦

《琐碎的冲突》

约翰•普伦德

《远观中国》

亲爱的经济学家

尬。中苏反目，我们想利用中国来牵制苏联。但碍于台湾的面子，又不想背上背弃盟友的骂名。还

《经济观察者》

卢克•约翰逊

好，我们欧洲的盟友很好的理解和支持了我们的工作。

《法与商道》

钱眼太太

Khmer Republic高棉（柬埔寨）, 亚洲 Lesotho莱索托, 非洲 Liberia利比里亚, 非洲
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 非洲 Malawi马拉维, 非洲 Malta马耳他, 欧洲 New Zealand 新西兰， 大洋洲
Nicaragua尼加拉瓜, 北美洲 Niger尼日尔, 非洲 Paraguay巴拉圭, 南美洲 Philippines)菲律宾, 亚洲
Saudi Arabia沙特阿拉伯, 亚洲 South Africa南非, 非洲 Swaziland斯威士兰, 非洲 United States美国, 北
美洲 UpperVolta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 非洲 Uruguay乌拉圭, 南美洲 Venezuela委内瑞拉, 南美洲
Zaire扎伊尔【刚果(金)】，非洲.
投赞成票的国家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 缅甸联邦 锡兰（今斯里兰卡） 古巴共和国 几内亚共和国 赤道几内亚共

和国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布隆迪共和国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喀麦隆联邦共和国 加拿大
智利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丹麦王国 厄瓜多尔共和国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
帝国 芬兰共和国 法兰西共和国 加纳共和国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冰岛共和国 印度

会主义共和国 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76票，35票反对，17票弃权。反对票中大部分是非洲国家。欧洲的反对票只有一票，美国在欧洲的
传统盟友，以及受美国影响的国家，基本上都投了赞成票。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处境很尴

美国碍于台湾面子，提出了另一份中国进联合国的方案，即允许联合国存在两个中国的重要问题。

《碳之道》

这份提案比 两阿提案 更早的进入表决议程 结果以 55票赞成 59票 15票弃权落败。令人瞩目的是 美

《智库》

培生集团

国的传统盟友除卢森堡、葡萄牙和希腊外，都投了赞成票，或弃权。

《中外对话》

金融时报英文版

《网络江湖》

DK中国

《我是书虫》

纽约金融学院

这是建立在基辛格访华，尼克松访华的日子也确定下来的国际大背景下的。
我们能进联合国，说白了也就是专了美苏冷战的空子，什么非洲国家抬进联合国，免了吧。

Edexcel

转发微博(1) | 回复 | 支持(67) | 反对(9)
1129 09:37

余日 来自广东省广州市

要学会交朋友，先要提高自身修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身本为兽，自然只有狐朋狗
友。
转发微博(1) | 回复 | 支持(52) | 反对(13)
1129 10:20

joe1234567 来自香港

中国的崛起必然引起周边国家的猜忌和担忧，必然引起与大国在自然经济政治资源的争夺和冲突。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外交面临新的困境和艰难就在所难免。但是由于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以D的
利益为导向，而不是国家利益为导向，拒绝拥抱普世价值，也是外交面临问题的重要原因。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47) | 反对(12)
1129 09:50

wmingluo 来自IANA保留地址

中国的外交战略这十年来基本上是失败的，从来没有经营地缘政治的外交战略
中国在十年前就应该积极参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军事等外交合作，特别是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中国应该实行下亚洲版的“马歇尔计划”从经济政治上更紧密的联合在一起，淡化南海主权的架构，
共同开发，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稳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立起泛中华的经济贸易同盟，中国与各
国都实现共赢，中国也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目前的外交战略缺乏地缘政治的远见，处处树敌，以至于当今这种尴尬的境地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44) | 反对(14)
1129 10:24

liyouweir 来自云南省玉溪市

在一个号称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大国，出现官办文宣与外交政策的低级冲突。一是突现了吾辈嘴大
舌长的书生老传统；二还是一个能力问题一一一主导者们的选拔任用旳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34) | 反对(12)
hamyku 来自北京市

1205 13:30

崛起的中国对亚洲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及作用,已让一些国家感到不适应,说到底就
是已触及到一些国家的原有的利益.作者所说的所谓"中国所陷入的麻烦之深"皆源于此,实
则也不尽然,近一段时间,南海上菲律宾的提议得不到东盟国家的响应,印度拒绝加入美澳战
略联盟就已看出了一些端倪,美国西方所想的是一回事,能否如其所愿则是另一回事...
中国现今的经济地位在亚洲及世界都瞩目的,我还能记得前几年,中国推迟中欧峰会,温家宝
在欧洲刻意绕过法国的采购之旅之时,当时新任的欧盟主席说过一段话,经济制裁已不适合
对现今的中国了,否则欧洲的物价会上升40%.既如此,对中国依赖更深的亚太经济呢?所以,
我们不必看谁的眼色,改变地区外交政策,只有不断发展自己,完善自己.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0) | 反对(0)
苏两妻 来自上海市

1204 14:52

“共产党官方小报《环球时报》”，这个定位真是精确！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1) | 反对(0)
maruba 来自广东省汕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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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广东省广州市 [ 余日 ] 的原贴:

要学会交朋友，先要提高自身修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身本为兽，自然只有狐朋狗友。

社区

培生教育

会员信息中心

Pearson VUE

会议活动

Pearson PTE

金融速读训练

企鹅中国

图辑

FT睿杂志

RSS
Twitter官方帐户
新浪微博官方帐户
手机站
邮件服务
我的评论
管理收藏

来自加拿大 [ thinktwicegood ] 的原贴:

典型的“体制党”，美国的支持专制之类的国家比中国多了去了，翻看中东的历史和拉美的历
史，
中国政府承认人权不完善，但总归在进步，
美国政府这边在关塔那摩虐囚，（奥巴马上台前信誓旦旦要关闭和调查披露，现在影子都没
有），那边又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美国向世界输出的炸弹和军火可比人权多多了！！

中国那么好，为什么那么多人逃离中国，然后用嘴巴爱国
究竟这些人在逃离中国后一直在吃外国的社保呢

还是在为腐朽的资本主义添砖加瓦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11) | 反对(4)

maruba 来自广东省汕头市

1130 14:18

来自浙江省杭州市 [ wsq003 ] 的原贴:

南海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不妨拖一拖。先维持现状。等中国经济再发展十年二十年，谈判
筹码就更多了。

按照这种压迫程度，还能再发展20年

真要把中国人都榨成人干么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3) | 反对(3)

thinktwicegood 来自加拿大

1130 07:44

来自广东省广州市 [ 余日 ] 的原贴:

要学会交朋友，先要提高自身修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身本为兽，自然只有狐朋狗友。

典型的“体制党”，美国的支持专制之类的国家比中国多了去了，翻看中东的历史和拉美的历史，
中国政府承认人权不完善，但总归在进步，
美国政府这边在关塔那摩虐囚，（奥巴马上台前信誓旦旦要关闭和调查披露，现在影子都没有），
那边又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美国向世界输出的炸弹和军火可比人权多多了！！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8) | 反对(9)
thinktwicegood 来自加拿大

1130 07:32

来自加拿大 [ thinktwicegood ] 的原贴:

美国在全球驻军，为所欲为，多次肆意发动战争，它听过谁的声音

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把枪口架在

中国家门口，美国让步了吗
中国的外交策略比美国强多了，最起码，当年那种情况下，都能让非洲兄弟抬着进入联合国，更别提
美国几次被投票赶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全球口头上到处推行人权的国家，至今不敢加入海牙国
际公约，何等讽刺！
南中国海谁在鼓噪 毫不奇怪，无非是西方国家和南海领土直接冲突国家，前者担心自己失去全球的
实际统治力，后者担心不能在南海争议区肆意采油
来自江苏省 [ shenqidadao123 ] 的原贴:

不要人云亦云
你还真以为是非洲兄弟把你给抬进联合国的啊

看看投反对票的都是那些国家 Australia澳大利亚, 大洋洲

Bolivia玻利维亚, 南美洲 Brazil巴西, 南美洲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中非, 非洲 Chad乍得,非洲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 北美洲 Dahomey达荷美（贝宁）, 非洲 Dominican Republic多米尼加共和国, 北美洲 El
Salvador萨尔瓦多,北美洲
Gabon加蓬, 非洲 Gambia冈比亚, 非洲 Guatemala危地马拉, 北美洲 Haiti海地, 北美洲
Honduras洪都拉斯, 北美洲 Ivory Coast象牙海岸（科特迪瓦），非洲 Japan日本, 亚洲
Khmer Republic高棉（柬埔寨）, 亚洲 Lesotho莱索托, 非洲 Liberia利比里亚, 非洲
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 非洲 Malawi马拉维, 非洲 Malta马耳他, 欧洲 New Zealand 新西兰， 大洋洲

Nicaragua尼加拉瓜, 北美洲 Niger尼日尔, 非洲 Paraguay巴拉圭, 南美洲 Philippines)菲律宾, 亚洲 Saudi
Arabia沙特阿拉伯, 亚洲 South Africa南非, 非洲 Swaziland斯威士兰, 非洲 United States美国, 北美洲
UpperVolta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 非洲 Uruguay乌拉圭, 南美洲 Venezuela委内瑞拉, 南美洲 Zaire扎伊
尔【刚果(金)】，非洲.
投赞成票的国家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 缅甸联邦 锡兰（今斯里兰卡） 古巴共和国 几内亚共和国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
伊拉克共和国 马里共和国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 尼泊尔王国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也门民主人民共
和国 刚果人民共和国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塞拉勒窝内共和国（今译“塞拉利昂”） 索马里民主共和
国 苏丹民主共和国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
共和国 赞比亚共和国 阿富汗 奥地利共和国 比利时王国 不丹王国 博茨瓦纳共和国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布隆迪共和国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喀麦隆联邦共和国 加拿大 智利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
主义共和国 丹麦王国 厄瓜多尔共和国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帝国 芬兰共和国 法兰西共和国 加
纳共和国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冰岛共和国 印度共和国 伊朗 爱尔兰共和国 以色列国 意
大利共和国 肯尼亚共和国 科威特国 老挝王国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马来西亚联邦 墨西哥合众国 蒙古人
民共和国 摩洛哥王国 荷兰王国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 挪威王国 秘鲁共和国 波兰人民共和国 葡萄牙共和
国 卢旺达共和国 塞内加尔共和国 新加坡共和国 瑞典王国 多哥共和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共和国
土耳其共和国 乌干达共和国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
76票，35票反对，17票弃权。反对票中大部分是非洲国家。欧洲的反对票只有一票，美国在欧洲的传统
盟友，以及受美国影响的国家，基本上都投了赞成票。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处境很尴尬。中苏反
目，我们想利用中国来牵制苏联。但碍于台湾的面子，又不想背上背弃盟友的骂名。还好，我们欧洲的
盟友很好的理解和支持了我们的工作。
美国碍于台湾面子，提出了另一份中国进联合国的方案，即允许联合国存在两个中国的重要问题。这份
提案比 两阿提案 更早的进入表决议程 结果以 55票赞成 59票 15票弃权落败。令人瞩目的是 美国的传统
盟友除卢森堡、葡萄牙和希腊外，都投了赞成票，或弃权。
这是建立在基辛格访华，尼克松访华的日子也确定下来的国际大背景下的。
我们能进联合国，说白了也就是专了美苏冷战的空子，什么非洲国家抬进联合国，免了吧。

其实你说了这么多，无非是将非洲改成了美苏争霸，你所说的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的外
交的高超技巧，因为“钻空子”的外交恰恰更需要技巧！！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4) | 反对(3)
xeretsim 来自北京市朝阳区

1130 04:13

来自广东省广州市 [ 余日 ] 的原贴:

要学会交朋友，先要提高自身修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身本为兽，自然只有狐朋狗友。

还有种说法叫做“趋炎附势”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1) | 反对(0)
haichuanheyi 来自江西省南昌市

1130 00:09

韬光养晦的结果就是南海诸岛、钓鱼岛、藏南越走越远。
不要指望一个国家在被自己革去一大块肉之后还能与自己和平相处。当1996年美国航母驶进台湾海
峡的时候，它就应该意识到总有一天中国航母会在太平洋上游弋。
中国的外交体制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但是别指望如果中国建立起比较正常的外交体制后会自愿的接
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那些枷锁。
在周边诸国肆无忌惮的挑衅之下，一个越“正常”的中国，肯定不是它们所设想的“越温驯”，而是在
国家利益上奉行现实主义，不再为那些虚无缥缈的道义而割让领土。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5) | 反对(3)
wsq003 来自浙江省杭州市

1129 23:11

南海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不妨拖一拖。先维持现状。等中国经济再发展十年二十年，谈判筹码就
更多了。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2) | 反对(2)
criticall 来自上海市

这么多裸官，你指望他们真的代表你的利益。

1129 20:08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8) | 反对(1)
fmailb 来自江苏省无锡市

1129 19:51

“共产党官方小报《环球时报》(Global Times)。”其实南方周末什么的也是共产党官方小报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4) | 反对(1)
palktao 来自广东省深圳市

1129 19:07

中国的软骨头外交班子，都是秉着老邓30多年前的僵化观点面对世界，这种民众代理人真是糟透
了。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6) | 反对(4)
lycmy1111 来自广东省深圳市

1129 17:08

一谈到国内，大家怨声载道
一谈到中美，大多数人指责美国
一谈到中美开战谁上前线，大多数人不吱声了。最根本的原因是不知道上前线是为了保卫
谁，难道是保卫那帮攫取民间血汗的利益集团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20) | 反对(2)
shenqidadao123 来自江苏省

1129 16:21

来自加拿大 [ thinktwicegood ] 的原贴:

美国在全球驻军，为所欲为，多次肆意发动战争，它听过谁的声音

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把枪口架在中

国家门口，美国让步了吗
中国的外交策略比美国强多了，最起码，当年那种情况下，都能让非洲兄弟抬着进入联合国，更别提美
国几次被投票赶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个全球口头上到处推行人权的国家，至今不敢加入海牙国际公
约，何等讽刺！
南中国海谁在鼓噪 毫不奇怪，无非是西方国家和南海领土直接冲突国家，前者担心自己失去全球的实
际统治力，后者担心不能在南海争议区肆意采油

不要人云亦云
你还真以为是非洲兄弟把你给抬进联合国的啊

看看投反对票的都是那些国家 Australia澳大利亚, 大

洋洲 Bolivia玻利维亚, 南美洲 Brazil巴西, 南美洲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中非, 非洲 Chad乍得,非洲
Costa Rica哥斯达黎加, 北美洲 Dahomey达荷美（贝宁）, 非洲 Dominican Republic多米尼加共和国,
北美洲 El Salvador萨尔瓦多,北美洲
Gabon加蓬, 非洲 Gambia冈比亚, 非洲 Guatemala危地马拉, 北美洲 Haiti海地, 北美洲
Honduras洪都拉斯, 北美洲 Ivory Coast象牙海岸（科特迪瓦），非洲 Japan日本, 亚洲
Khmer Republic高棉（柬埔寨）, 亚洲 Lesotho莱索托, 非洲 Liberia利比里亚, 非洲
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 非洲 Malawi马拉维, 非洲 Malta马耳他, 欧洲 New Zealand 新西兰， 大洋洲
Nicaragua尼加拉瓜, 北美洲 Niger尼日尔, 非洲 Paraguay巴拉圭, 南美洲 Philippines)菲律宾, 亚洲
Saudi Arabia沙特阿拉伯, 亚洲 South Africa南非, 非洲 Swaziland斯威士兰, 非洲 United States美国, 北
美洲 UpperVolta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 非洲 Uruguay乌拉圭, 南美洲 Venezuela委内瑞拉, 南美洲
Zaire扎伊尔【刚果(金)】，非洲.
投赞成票的国家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 缅甸联邦 锡兰（今斯里兰卡） 古巴共和国 几内亚共和国 赤道几内亚共
和国 伊拉克共和国 马里共和国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 尼泊尔王国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也门
民主人民共和国 刚果人民共和国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塞拉勒窝内共和国（今译“塞拉利昂”）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 苏丹民主共和国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南
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赞比亚共和国 阿富汗 奥地利共和国 比利时王国 不丹王国 博茨瓦纳共
和国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布隆迪共和国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喀麦隆联邦共和国 加拿大
智利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丹麦王国 厄瓜多尔共和国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
帝国 芬兰共和国 法兰西共和国 加纳共和国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冰岛共和国 印度
共和国 伊朗 爱尔兰共和国 以色列国 意大利共和国 肯尼亚共和国 科威特国 老挝王国 阿拉伯利比亚

共和国 马来西亚联邦 墨西哥合众国 蒙古人民共和国 摩洛哥王国 荷兰王国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 挪
威王国 秘鲁共和国 波兰人民共和国 葡萄牙共和国 卢旺达共和国 塞内加尔共和国 新加坡共和国 瑞
典王国 多哥共和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共和国 土耳其共和国 乌干达共和国 乌克兰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 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76票，35票反对，17票弃权。反对票中大部分是非洲国家。欧洲的反对票只有一票，美国在欧洲的
传统盟友，以及受美国影响的国家，基本上都投了赞成票。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处境很尴
尬。中苏反目，我们想利用中国来牵制苏联。但碍于台湾的面子，又不想背上背弃盟友的骂名。还
好，我们欧洲的盟友很好的理解和支持了我们的工作。
美国碍于台湾面子，提出了另一份中国进联合国的方案，即允许联合国存在两个中国的重要问题。
这份提案比 两阿提案 更早的进入表决议程 结果以 55票赞成 59票 15票弃权落败。令人瞩目的是 美
国的传统盟友除卢森堡、葡萄牙和希腊外，都投了赞成票，或弃权。
这是建立在基辛格访华，尼克松访华的日子也确定下来的国际大背景下的。
我们能进联合国，说白了也就是专了美苏冷战的空子，什么非洲国家抬进联合国，免了吧。
转发微博(1) | 回复 | 支持(67) | 反对(9)
iceblast 来自天津市

1129 16:03

“北京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前后一致的地区性外交政策，更遑论全球性外交政策。”
我们建立起来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见钱眼开，和冷战时期态度一致的外交政策。
转发微博(1) | 回复 | 支持(8) | 反对(2)
匿名 来自北京市

1129 14:52

来自广东省中山市 [ 万年易水寒 ] 的原贴:

军方的言论还远不够强硬！很多铁血男儿在期待。

要打仗

你去吧。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9) | 反对(1)

blueswan 来自广东省深圳市

1129 14:44

必要时可以给缅甸泰国菲律宾印度捐校车啊。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6) | 反对(1)
匿名 来自天津市

1129 14:42

一，现阶段中国倚重的主要是经济纽带，让大家都来赚中国钱，虽然表面上挺和气的，但这种单一
的纽带很脆弱。
二，而目前的中国缺乏道义上的号召力，也就是人家说的价值观吸引力，都不认同你的想法，所以
也很难发挥政治影响力。
三，文化认同感，亚洲虽然越来越现代但古老的东方价值观念依然深入人心，这大概是目前我们可
以努力的反向吧，复兴文化传统增加亲和力长期来看能够增加人家对俺们的认同感。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4) | 反对(2)
cnyjjsu27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市

1129 14:25

国事如棋局，敌方架当头炮，我们不是一定要针锋相对的。国家竞争大部分时候是马拉松式的竞
争，只有导终点前（全面战争）的时候才是不顾一切全力一搏的。
转发微博 | 回复 | 支持(3) | 反对(3)
yupp 来自日本

1129 14:04

既不简单，也不容易，但已经没有时间再拖了！
转发微博(2) | 回复 | 支持(0) | 反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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