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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日前公布的《能源发
展 战 略 行 动 计 划 （2014- 2020
年）》显示，未来 6年，中国计划
在南海海域内建一个千万吨级的大
油田。这是中国首次提出在南海建
大油田，是扭转局面的战略性举
动。且采油的同时，中国在南海的
填海造岛驻军计划迅猛推进。自
2013年底以来，中国在南海诸岛的
填海作业不断加速，施工岛屿的面
积也在迅速扩大。永暑岛主岛的面
积在 10月 16日就已达到大约 0.9平
方公里，成为南沙群岛第一大岛。
而到了11月17日，图片显示，目前
永暑礁填海区域面积已经超过了1.3
平方公里，填海区域的结构和机场
跑道非常类似。

一直以来，中国出于政治和外
交关系上的考虑，未在南海进行深
度的油气开采，相反南海邻国诸如
菲越相继在南海填海造岛、建机
场、招标采油，中国的“搁置争
议、共同开发”提议成为一纸空
文。习近平上台以来，无论是重磅
出击采油，还是在南海填海造陆，
抑或展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中国
强势出击彻底扭转了在南海问题上
的被动态势。

从 2009年炒作航行自由问题到
今年年初逼中国解释九段线，今年
8 月提出各方都克制的南海方案，
11月21日美国军方敦促中国停止在
南沙永暑礁的“造岛项目”，美国在
南海问题上的可选项越来越少，并
且越来越被动。美国对菲越的支持
看似为中国制造了麻烦，实际上也
为中国趁势出击提供了良好的机
会。从设立三沙市、成立三沙警备
区，到获得黄岩岛实际控制权。从
海警船常态化巡航南海到解放军开
始在南海填海造陆建立机场，从口
头抗议他国采油，到派出最先进的
钻井平台赴南海采油，中国的出击
理所应当水到渠成。

南海对于中国来说既是军事战
略要地，也是油气渔业资源的聚集
区。在西沙建立钻井平台、在永暑
礁填海造陆，鼓励渔民去南沙捕
鱼，这些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中
国声索南海主权的题中之义，早有
部署。2006年，中海油相关部门就
已经开始奉命研发可以钻探3,000米
的深海石油钻井平台。“海洋石油
981”是中国首座自主设计、建造的
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在
2012 年 5 月 9 日就在南海正式开
钻。以 2012年中菲黄岩岛对峙为契
机，从成立三沙市，到鼓励渔民赴
南海打渔，从组建三沙警备区，到
在实际控制海域钻探石油建设军用
飞机场，中国的南海战略是按照部
署逐步推进的。

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海洋强国
战略后，2013年建军节前一天，中
共中央政治局曾集体学习海洋战
略，习近平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中
国的重大部署。中国总理李克强今
年 6月访问希腊期间还特意参加中
希海洋论坛，首次全面阐述中国的
海洋观。中越西沙对峙期间，解放
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访美时指出，“西
沙钻井一定要打成”、“老祖宗留下
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中国国防
部发言人耿雁生强调，在领土海权
问题上“绝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
地”。这些深刻反映出建设海洋强国
是中国的既定目标。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评论说，在
南海争议各方中，中国大陆方面是
唯一一个在南沙岛礁上没有建设机
场的国家，菲律宾在中业岛，马来
西亚在弹丸礁，越南在南子岛都设
有机场跑道，这让中国大陆在南沙
局势明显处于劣势。永暑岛进行的
填海工程是中国正在南沙群岛进行
的几个填海工程之一，但其规模最
大。在对南沙岛礁进行挖泥填海作
业前，中国海军曾在永暑礁上搭建

水泥平台，但没有人工扩大岛礁。
如今中方在填海而建的岛上搭建水
泥平台，大到足以容纳跑道和停机
坪。在永暑岛的东面也通过挖掘修
建了一个新码头，可以停泊大型油
轮和海军舰艇。

习近平上台以来素以强硬著
称，从提出“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能胜”的强军目标，到将
解放军的军事战略调整为主动有
为，都展现出习近平不同于胡锦涛
的更加强势迹象。此前解放军毫无
顾忌地在西沙对峙中展露军事实
力、解放军军舰与美国军舰在南海
危险相遇、中国首次在南海海域使
用水上飞机加入海空立体联合巡
航，这些已经说明中国只靠外交空
喊解决问题的模式正在改善。军事
威慑、外交斡旋、争取政治解决的
互相配合已成为未来解决南海争端
的模式。

中国深知外部力量干扰是南海
争端迟迟不能平息的原因。中国在

南海填海造陆建设军事基地是以军
事高压姿态让周边国家明白在关键
的军事领域，美国无法提供帮助。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提议各方“三不
准”，并敦促中国停止填海建岛实际
上是为了防止提前预防菲越在同中
国的石油开采和岛屿建设竞赛中败
下阵来。毕竟以中国的实力大规模
推进在南海的工程建设和石油开
采，菲越并不是对手。由于美国与
菲越没有签订军事协防合约，一旦
中国与菲越在采油以及大兴土木问
题上的陷入恶性竞争，美国将无力
控制局势，也无法为菲越出头。因
此美国无论怎么样鼓动南海国家对
抗中国都不会引发中美的终极摊
牌。美国除了发出声音谴责中国之
外，并没有能够制止中国的杀手
锏。在这一点上，美国吃了一个哑
巴亏。

以往美菲越之所以敢于运用军
事手段频挑中国神经，除了中国忌
惮美国，不想造成以大欺小的误

解，外界普遍认为和平发展是中国
维护战略机遇的关键，慎用武力是
中国树立和平发展形象，表明自己
的崛起之路不同于以往帝国的表现。

但实际上，中国在南海和东海
使用武力威慑无关和平与发展，只
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捍卫主权
的自主权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
为了和平发展承诺放弃武力。中国
一直强调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因此
在捍卫国家主权时奉行的一切手段
都是理所应当的。改革开放后中国
就宣称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
路，但是在开放后的 1988年中越仍
然在南海开战。纵然中国的历史就
是一部和平发展史，但历朝历代整
饬边患都是必然选择。与汉武帝抗
击匈奴，唐宗宋祖平定边疆少数民
族叛乱一样，现阶段中国发力海洋
争端其实也是捍卫国家领土的一部
分。可见，和平发展只是一种大国
发展的方向，只是一个大国发展的
趋势，和平发展并不是要在某些具
体的事情上忌惮动用武力，领土问
题无关和平只关乎原则与底线。

有什么法律条文规定了和平发
展就不能够使用武力威慑？和平发
展就必须谈武色变，与军事划清界
限？解放军要用实际行动告诉周边
国家不要拿和平发展作为蚕食中国
主权利益的幌子。填海造陆建军事
基地、采油勘探说明一味求和退让
只会让对手变本加厉，与其坐受其
乱不如主动出击。中国只有真正在
采油、建军事基地、填海造陆问题
上推进进度、速度让菲越感到恐
慌，菲越才会与中国共同开发。菲
越开发而中国不开发，这种既有的
平衡不打破，中国的短板不补上，
南海和平稳定共同开发都只是痴人
说梦。毛泽东曾说，以斗争求和平
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
亡。中国现在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动
出击就是这种斗争哲学的体现。

中国南海永暑礁守礁部队

中国南海战略逆转 造岛驻军直击美国短板

朝鲜中央通信社近日有消息
称，针对联合国围绕朝鲜人权问题
通过的决议案，朝鲜国防委员会发
表声明称，对美国、日本和韩国打
响“超强硬应对战”，以回击日前欧
盟和日本牵头起草的朝鲜人权决
议案在联大通过。

联合国大会中负责人权事务
的第三委员会当地时间 18日对由
欧盟等 60余个国家共同提交的朝
鲜人权决议案进行了表决,以 111
票赞成、19票反对、55票弃权的结
果,决议案获得了通过。

中国对该决议案投了反对票。
决议通过后,朝方代表表示出了强

烈不满,表示决议案的通过“将招致
核试验”。

外交部网站消息,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洪磊就该决议案中国投反
对票一事作出回应。洪磊表示,中国
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借人权
问题向别国施压。

朝鲜媒体近日接连刊登文章,
列举美国的历史事件,谴责美国是

“世界上最恶劣的人权不毛之地”、
“蹂躏人权的乞丐国”。

朝鲜军民全面否定和反对美
国及其追随势力利用联合国舞台
炮制的“人权决议”。朝鲜军民将打

响前所未有的超强硬应对战，美国
将是第一靶标。

声明称，美国及其追随者将承
担超乎想象的灾难性后果。声明
说，要在这片疆土上真的打响一场
战争或是核战争，青瓦台会安然无
恙吗？日本也得谨言慎行，否则整
个日本将可能化为焦土。联合国也
将难脱干系。

朝鲜国防委的声明提到核战
争。对此，日本朝日电视台认
为，朝方声明进一步证实朝鲜可
能进行核试验，这样一来，关于
绑架问题的日朝政府间磋商可能
再次被搁置。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两年
以来，习近平已历11次出访，足迹
遍及全球30个国家。两年来，习式
外交旋风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两年来，世界看到了一个坚持
自己的外交原则，更加坚定捍卫自
身利益的中国，一个立足亚太、布
局全球，以新战略谋取新格局的中
国，一个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
承担大国责任的中国。

外媒惊呼，“习近平号”正在
开启中国大国外交时代。“在历史
和领土这两个原则问题上，没有妥
协的余地”，外交部长王毅的这番
话成为中国外交姿态的最佳注脚。

据新华网报道，23日，在出席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
峰会，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
进行国事访问，并同太平洋建交岛
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后，国家主席习
近平今天回到北京。

外媒多维网近日刊文，总结
评析近期从北京 APEC 峰会到澳
大利亚 G20 峰会上习近平的外交
话语。

文章指出，从“亚太应该”到
“我们要”，从“我们应该”到“我
们要”，习近平彻底改变中国外交
姿态。

自 2012 年提出要实现“中国
梦”之后，中国不单采取了种种措
施追梦，在姿态方面，习近平正让
这个世界提前适应崛起了的中国姿
态。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虽然
是松散的地区联盟，但是中国领导
人对它的重视程度却极高。胡锦涛
首次亮相APEC演讲时，着力于向
外界解释中国，没有提及中国对于
亚太经济发展的看法。

然而与过去十年中国领导人在
APEC峰会上的演讲相比，习近平
2013年、2014年演讲的内容唯一的
区别是，习近平2013年对于亚太发
展发表看法时连用四个“亚太应
该”连用七个“我们要”，表露出
指导者与掌舵人的姿态。

习 近 平 2013 年 10 月 7 日 在
APEC峰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一
连用四个“亚太应该”。习近平提
出亚太地区应该谋求共同发展，应
该坚持开放发展，应该推动创新发
展，应该寻求联动发展。

2014 年 11 月 9 日 习 近 平 在
APEC上的讲话是习近平第二次在
APEC上演讲，与去年首次祭出四
个“亚太应该”不同，今年习近平
一连用了七个“我们要”和一个

“我们应该”来表达中国对亚太发
展的意见。

习近平称，“我们要共同建设
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
伴关系”，“我们要携手打造开放型
亚太经济格局”，“我们要不断发掘
经济增长新动力”，“我们要拿出敢
为天下先的勇气”，“我们要精心勾
画全方位互联互通蓝图”，“我们要
共同致力于构建覆盖太平洋两岸的
亚太互联互通格局”。

在汉语中，如果说“应该”
一词还停留在建议的层面，那么

“要”则说明将付出行动，是比
“应该”更进一层次的建议，是
更倾向于指示性而非建设性的词
汇。

从胡温时代中国对亚太如何发
展并不积极建言，到习李时代中国
对亚太的发展有着强烈的主导色
彩，中国已经将自身从亚太经济建
设的参与者，上升为亚太经济发展
的引导者角色，上升为亚太经济发
言的主导者角色。

有声音甚至认为，习近平的发
言语气基调是在召开中国版本的国
际政协会议，各国具有参政议政的
权力，但是各国应该明白谁才是真
正的“执政者”。

三个字凸显中国外交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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