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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分别以第一次世界大战 开始、二 战结束、冷 战结 束为界 , 东北 亚问 题的 发展 变化 经历 了四 个阶

段。通过对每一阶段问题的具体分析, 我们 看到东 北亚问 题经历 了内容由 简到繁、对 象国由 少到多 、
程 度由
浅到深、范围由小到大和类型逐渐多样化 的变化 过程。东 北亚问题 在不同 的国际 背景下 呈现出 不同的 特定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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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东北亚区域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政治最

题、
政治制度差异问题、经贸发展合作问题、
军事安

为敏感、
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东北亚问
题从近代西方列强的殖民 侵略开始, 经历一战、二

全问题、
领土争端问题、区域认同缺失问题、
民族主
义问题等。通过对东北 亚问题发展变 化的历史考

战、
冷战, 大国对该地区权益的介入与争夺使该地区

察, 既可以追根溯源, 又可以把握问题的真实面目。

的问题持久而复杂, 区域问题已远非本地区国家间

/ 历史问题不仅仅是过去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关系到

的矛盾和纷争, 已经打上了历史的沉重痕迹和国际

今天与明天的事情 ,,因此对东北亚历史问题的真

化的特征。对东北亚问题的理解包含几个层面。一

正反省与新的思考是东北 亚合作的必要 条件。况
且, 对历史问题的正确理解是东北亚出现政治、经济

是问题对象国, 自然地理意义上包括中国、日本、韩
国、
朝鲜、俄罗斯和蒙古六国; 政治地缘意义上, 除上

纠纷时能够缓和解决纠纷的重要基础。但不幸的是

述六国外, 还包括美国。二是问题区域范围上包括

历史问题今天在东北亚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更

中国东北地区、苏联远东地区、
朝鲜半岛、日本列岛

加困难。
0 [ 1] ( P6) 因此, 对东北亚问题进行历史考察是

等区域。三是问题本身, 内容上包括经济、政治、军

全面深入认识东北亚合作发展困境的必然要求。

事、
领土、民族等; 产生的时间上包括历史遗留和现
实新生问题; 性质上包括单一的和综合的问题; 重要
性上包括核心问题和一般问题。因此, 东北亚问题
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地理或单一的政治经济方面的
问题, 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历史发展中的政治地理概

一、第一阶段( 1840 ) 1914 年) : 第一 次
鸦片战争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 华夷
秩序0结束, 美日俄等国的东北亚政策促使东
北亚问题产生

念, 不仅仅包括自然地理上国家间关系问题, 也包括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 西方列强开始对

政治地缘层面的国家间关系问题。如, 历史遗留问

华侵略和掠夺, 并不断侵蚀中国的属国, 中朝日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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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亚国家相继不同程度地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 中

渐挤压中国本土的生存空间, 夺取中国对藩属国的

国与周边国家传统的东亚华夷秩序下的朝贡宗藩体

特权, 成为东北亚格局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其

制逐渐被纳入到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意义上的条约体
制, 中朝日传统的国家关系和稳定的华夷秩序不复

次, 沙俄在远东的力量逐渐增强。沙俄从 17 世纪上
半叶就开始对中国边疆进行渗透与颠覆。18 世纪

存在。随着列强对东北亚侵略的加深, 日本力量的

20 年代起沙俄入侵中国额尔齐斯河等地区, 通过发

增强, 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署, 东北亚格局开始发生

动一系列侵华战争, 签署不平等条约, 从中国掠夺了

急剧的变化, 由中国一枝独秀向着日美俄等多国权
益争夺方向发展, 一些矛盾、
问题也相继产生。

大量领土。日俄战争后, 沙俄为避免与日本的正面
冲突将侵略重点转向蒙古 方面。1900 年 10 月, 俄

一是中国与朝鲜长期的宗藩关系终结, 形成平

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1913 年5中俄声明6是外

等的国家关系。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对外侵略的
扩张道路, 首 要侵 略目 标就 是中 国和 朝 鲜。1876

蒙古独立的重要标志, 沙俄开始蓄意制造外蒙古独
立, 削夺中国传统主权管辖下的领土。同时, 沙俄积

年, 日本强迫朝 鲜签订5江华条约6, 朝鲜开港。随

极插手朝鲜事务, 确保沙俄在朝鲜的战略利益不受

后, 西方列强接踵而至。1882 年起, 朝鲜相继与美、

侵害。由此, 沙俄成为东北亚格局中一支新生的力
量。第三, 作为/ 区域外0 国家的美国利用日本介入

英、
德、
俄、
法等国签订通商条约, 朝鲜的大门被彻底
打开了。1887 年, 朝鲜 向上述 诸国 派驻 公使。至

东北亚权益的争夺中, 逐渐提升其战略地位。美国

此, 中朝的宗藩朝贡关系仅是礼仪与形式上的维系

立国初期便以国家力量帮助商人获取贸易利益。美

与强化。5马关条约6第一条款规定: / 中国认明朝鲜

国侵台失败后开始采用支持日本侵台的政策, 借日
本军阀屠刀为美国的侵略开路。美国驻日公使德朗

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
制, 即如该国向中国所 修贡献典礼等, 嗣后全 行废
绝0

[ 2] ( P 614)

1899 年5中朝通商6条约签订, 标志着中朝

两国平等外交关系正式建立。中朝两国的传统关系
彻底结束, 中朝关系被纳入西方近现代国际关系框
架体系下。
二是中国、朝鲜遭受列强的侵略, 成为列强远东

( C. E. Delong) 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 / 我一向认
为 ,,使日本朝廷与中国及朝鲜政府相疏离, 使它
成为西方列强的一个同盟者0[ 3] ( P 105) 。日俄战争后,
美国加强与日俄帝国主义在东北亚权益的争夺, 积
极插手、
介入东北亚的国际事件中, 并/ 推进其在该
地区的实际利益0 [ 4] ( P72) 。美国希望借机发展自己在

角逐的重心。中国和朝鲜的大门被彻底打开后, 西
方列强各怀野心, 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展开一系

东北亚的侵略势力。

列权益的争夺, 彼此矛盾纠纷不断。日俄战争、
三国

国、
英国等殖民侵略, 中国在东北亚传统的宗主权遭
到挑战并逐渐丧失, 东北亚传统的国际秩序和力量

( 俄法德) 干涉还辽、美国提出中国东北实行/ 门户开
放0等, 反映出列强在中国东北权益激烈争夺中的矛
盾。在朝鲜半岛, 英国将朝鲜作为抗阻沙俄向中国
南部沿海发展的屏障, 沙俄妄图在朝鲜获得不冻港,

在此期间, 中国本土和属国遭到日本、沙俄、美

格局被打破。东北亚地区的矛盾和纠纷大量产生,
主要是: ( 1) 日本等列强对中国及其属国领土的占领
和权益的掠夺导致列强与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之间矛

美国有意扩大在朝鲜的经济利益, 而日本通过5马关
条约6的签署使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此, 朝鲜

盾加剧; ( 2) 沙俄与英美日在东北亚权益的争夺激化

半岛成为帝国主义在远东争夺的战场。日美英俄等

为列强对中国和朝鲜的掠夺和列强间竞争, 问题的
性质、
类型比较单一。引发东北亚问题的主要原因

列强都先后插手中国和朝鲜的国内事务, 东北亚问
题国际化。
三是日俄美等列强对东北亚的介入与争夺, 冲
击了东北亚传统的华夷体制。首先, 日本力量增强,
改变了长期日弱中强的态势。日本明治维新后, 制
定了/ 大 陆政策0 ¹ , 开始 实施侵略 计划。5江华 条
约6明显暴露了日本排斥中国在朝鲜的/ 宗主权0 野
心。1879 年日本派兵占领琉球。1894 年日本复照
中国不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 之后日本占领中国
的台湾、
澎湖列岛, 1910 年吞并朝鲜。至此, 日本逐

了沙俄与英美日之间的矛盾。东北亚问题主要表现

是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侵略战争。

二、第二阶段( 1914 ) 1945 年) : 第一 次
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东北
亚国家力量发生急剧变化, 东北亚问题出现
转化, 大国矛盾突出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欧美主要列强无
暇东顾, 日本力量大增, 远东的均势发 生巨大的改
变。一是日本参加一战, 发动二战, 借机扩大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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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略和掠夺, 在东北亚争夺中力量由弱到强再到

参加对日作战, 与日本在东北亚地区展开生死较量。

弱。1914 年, 日本以履 行5 英日 同盟6 为 由对德 宣

雅尔塔会议后, 苏联成为东北亚格局中另一支主导

战, 武装占领中国山东。1916 年日本政府的侵华政
策由军事恫吓为主转变为经济扩张为主, 以政治贷

性力量。
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 东北亚地区的矛盾和斗

款为手段, 以期实现对华的多方面控制。一战结束

争主要表现在: ( 1) 日本的侵华战争与对华掠夺引发

后, 日本在远东地区参加了对苏的武装干涉, 实行对

整个中华民族的危机, 中日民族矛盾加剧和中日战

苏联的敌视政策与敌对行为, 确立了在东北亚的战
略优势。日本 在东北 亚的 争夺 中逐 渐占 据优势。

争爆发。( 2) 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退出帝国主义
集团, 不再侵略中国,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日苏矛盾

1931 年日本发动/ 九一八0事变, 使中国东北沦为它

开始产生。( 3) 美国与日本在东北亚的权益争夺由

的殖民地。1937 年日本发动/ 七七事变0, 全面侵华
战争开始。在此期间, 日本对朝鲜半岛一直实行殖

经贸竞争对手变成战场上的敌人。在此阶段: 东北

民统治。1945 年 8 月, 日本战败投降, 标志 着日本

亚问题主要内 容是关于经济权益和国 家领土的占
领。问题的性质比较单一, 主要是掠夺与反掠夺, 侵

在东北亚的力量优势彻底终结。

略与反侵略, 占领与反占领。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

二是中国一战中加入协约集团, 二战中进行反
日侵略战争, 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 取得国家和民

民扩张是引发问题的主要原因。中国、
苏联、
美国联
合对日作战, 逐渐成为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力量。

族的独立, 力量逐渐增强。1917 年中国段祺瑞政府

三、第三阶段( 1945 ) 1991 年) : 冷战 期

向协约国提出参战的条件, 宣战后, 得到日本及协约
国的支持。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对日本实行妥协退
让的卖国政策, 不断出让中国的权益, 中华民族的危
机日益加深, 中日矛盾不断加剧。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 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 参加开罗会议等标
志着中国逐渐成长, 发展成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力

间, 东北亚问题增加并受制于冷战背景变得
更加复杂、敏感
一是美苏在战后问题处理上的矛盾, 导致东北
亚区域中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关于朝鲜问题, 开
罗宣言宣布: / 在相当期间, 使朝鲜自由独立0, 对于

量。抗日战争中, 中国与朝鲜相互支持、
彼此帮助结

在朝鲜的日军, 美苏协商以北纬 38 度划线, 以北由

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国经过 100 多年的战争终于成

苏军受降, 以南由美军受降。不久, 在美国的操纵
下, 朝鲜被人为地分成南北两个部分, 朝鲜的统一问

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战后成为东北亚一支新生
力量。
三是美国与日本在中国东北展开权益的激烈争

题也由此产生, 并受制于美国的冷战思维而复杂多
变。日本投降前, 美国决心单独占领日本。美国/ 总

夺, 最终成为战场上的敌人, 并不断改善对华关系。
1916 年, 在美国政府支持下, 美国资本大量 拥进中

命令第一号0中规定日本由美国接受投降。苏联提
出修正意见并占领千岛群岛和本来属于日本北海道

国, 与日本展开在中国东北投资权的剧烈争夺, 双方

的色丹岛和齿舞岛。日本 投降后不久, 美军以/ 盟

矛盾愈演愈烈, 几乎到了战争的边缘, 5兰辛石井协

军0名义占领日本全国, 之后在旧金山单独签署对日
和约, 日本处于美国的操纵和控制之下, 日苏则关系

定6的缔结并没有缓解双方的矛盾。珍珠港事件的
爆发标志着美日关系彻底决裂, 成为战争中的对手。

紧张, 双方对/ 北方四岛0展开争夺, 领土争端由此而

之后美国加强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对中国的国民党

生。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武装占领台湾, 阻扰中国

政府给予支持, 逐渐将中国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之
中, 继续插手干涉 中国以及朝鲜半 岛的内部事务。

统一。由此, 朝鲜半岛统一问题、日苏领土争端问
题、
台湾问题等的产生都与美苏的霸权争夺有关, 导

二战结束前, 美国成为世界大国, 在东方的中国、朝

致区域问题大国化。

鲜等问 题上 成 为东 北 亚未 来格 局 中 一支 主 导 性

二是美苏构建各自阵营导致东北亚成为双方冷

力量。
四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诞生, 苏日战争爆发, 最

战的前沿阵地, 置东北亚问题于冷战的国际背景中。
二战结束后, 美国逐渐加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活动, 妄

终战胜日本, 成为东北亚一支强大的力量。苏联社

图实现/ 美国统治下的和平0, 确立了明确主导东北

会主义国家建立后, 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与方针, 宣
告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 结束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政

亚的战略地位, 将国家的经济、
军事力量大量投入东
北亚, 分割朝鲜半岛、
建立军事同盟( 美日、
美韩) 、
构

策, 寻求与中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二战后期苏联

建/ 遏制链0, 制造冲突、发动战争, 美国成为东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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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的主导力量之一。控制日本成为美国远东战略

的发展及不负责任的言论伤害了东北亚国家和人民

的核心, 否则/ 美国将被逐出太平洋地区, 太平洋将

的情感, 导致东北亚地区认同和信任危机重重, 日本

[ 5] ( P42)

成为共产主义 的内湖0
。战 后在与 美国争 夺
中, 苏联在亚洲与美国针锋相对, 牢牢操纵和控制北

与周边国家存在的诸多矛盾更加复杂多变。( 5) 朝
韩长期对抗, 双方的矛盾冲突错综复杂, 双方存在国

朝鲜。1946 年, 苏联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外蒙古

家统一的主导权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
军事安全的

独立。1949 年承认中国新生政权。蒙古、朝鲜、新

对抗等多种矛盾和冲突。总之, 冷战期间的东北亚

中国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 与美、日、
韩在东北亚形
成直接对抗。

问题, 矛盾和冲突的国家数量增加, 性质多样, 类型
众多、
程度严重、
国际性更突出。

三是日本与美国军事同盟关系的形成与调整加

四、第四阶段( 1991 年至今) : 冷战结束

深了日本与中国、朝鲜等国的矛盾和冲突。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 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基本事实及冷战
的全面展开, 促使日本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的一员, 其国家对外战略被纳入美国的全球霸权战
略之中。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遏制苏联、中国的防
波堤, 切断了与东北亚诸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日
本的东北亚政策从短暂的经济、政治兼顾发展为政
治优先, 并充当美国东北亚冷战的前哨国家。日本

后, 东北亚新旧问题纵横交织, 各种矛盾纠纷
跌宕起伏
20 世纪 90 年代, 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但是东
北亚却成为世界唯一的冷战遗留区域, 朝鲜半岛被
称为冷战的/ 活化石0, 冷战格局依然存在, 东北亚地
区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还
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冷战结束后, 美国对东北亚政

对韩国/ 一边倒0而不与朝鲜建交, 敌视遏制中国, 导
致日本与中国、朝鲜关系紧张和冲突频发。

策进行了调整, 保留了政治联盟, 强化了军事合作,

四是中国成为一个新生国家实体, 努力发展睦

不断升级, 朝核问题便是一例。俄罗斯经历初期的
迷茫和国家定 位后, 最终确定了对 东北亚的/ 不放

邻友好关系, 在东北亚的和平稳定、
合作发展中发挥
越来越大作用。中苏大论战后中苏关系破裂, 直到

加强了对朝鲜的对抗力度, 导致双方关系紧张, 冲突

弃0政策。虽然俄罗斯的制度体制改变了, 但是在朝

1980 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参加 抗美援

核等问题上, 俄罗斯与美国的争夺丝毫也没有减少。

朝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 与朝鲜结下深厚的友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在
东北亚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谊, 形成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与蒙古建交后关
系密切, 1960 年代中期至 1970 年代经历一 段曲折

但与日本和韩国之间也存 在诸多矛盾。苏联解体

之后恢复发展。1970 年代, 中日、中美关系正常化,

后, 日本不顾东北亚地区各国经贸发展的现实需要,

中韩关系在波折中发展。中国逐渐成为一支不断发
展的新生力量, 在东北亚的地区事务中日益发挥更

仍固守冷战思维, 强化与美国 的军事同盟关 系; 同
时, 日本经济发展的缓慢和政治态度的摇摆影响着

大作用。朝鲜韩国在冷战格局中长期对抗, 朝韩关

日本在东北亚作用的发挥。韩国与朝鲜都面临着相

系成为东北亚政治局势的晴雨表。

同的国家统一和发展重任, 不同的是社会制度、经济
发展水平与政策。蒙古作为新兴的角色, 在美日俄

整个冷战期间, 东北亚成为世界、亚洲的/ 冷战
中心0, 东北亚问题变得错综复杂。主要表现在: ( 1)

的战略争夺中发挥着/ 平衡器0的作用。冷战后, 东

美苏在东北亚的战略对抗和意识形态斗争成为此期

北亚区域的能源、生态、
气候等新生问题不断涌现,

间矛盾的主题。东北亚的冷战态势一直影响着东北
亚区域的稳定与发展, 东北亚问题的/ 冷战色彩0 浓

这对原有问题更是/ 火上浇油0、
/ 雪上加霜0, 加剧了
东北亚国家关系的紧张与冲突, 同时, 也使得各国间

厚。( 2) 冷战期间, 苏日之间既有主权领土之争, 又

的合作变得更加重要。冷战后的东北亚问题数量增

有东西意识形态的矛盾, 导致双方矛盾重重并影响

多、
类型 增 加、性 质 复杂、领域 广 泛、国 际 性有 增

到日后两国的合作与发展, 也制约了东北亚地区一
体化的推进。( 3) 大国的霸权战略和民族利己主义

无减。
总结 100 多 年来东北亚区域 矛盾和纷 争的历

致使朝鲜半岛分裂, 台湾被武装占领, 朝鲜半岛问题

史, 可以说东北亚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期间经历了

和台湾问题由此而生。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
和尖锐对峙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和朝鲜半岛的民族

殖民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等热战, 遭受到
殖民政策的剥削压制和冷战阴影的笼罩。东北亚问

认同与国家统一。( 4) 日本战后/ 不正常国家身份0

题经历了由简到繁、由少到多、矛盾由浅到深、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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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多样化的发展过程。认识到东北亚问题的国际

其中的原因, 有助于我们准确地判断东北亚问题的

性、
多变性和复杂性, 探究其发展演变的历程, 解析

变动及其未来发展态势。

注
¹

释:
/ 大陆政策0 分五步: 第一步侵占中 国台湾, 第 二步征服 朝鲜, 第

世界。

三步侵略中国东北 和蒙古, 第四步 占领全 中国, 第五 步称 霸全

参考文献:
[ 1]

[ 2]

李熙 玉. 东 北亚历 史问 题与 和平 合 作的 议题 [ J ] . 当 代 韩国,

S t ephen Chao Y ing Pan. A mer ic an D i pl omacy Concer ning
M anch uri a

王 铁崖 编著. 中 外旧 约 章汇 编 ( 第 1 册 ) [ M ] . 北 京: 三联 书

Wash ingt on 1938.

店, 1962.
[ 3]

[ 4]

2006 年秋季号.
[ 5]

王 芸生. 六十 年 来中 国 与日 本 ( 第 1 卷 ) [ M ] . 北 京: 三联 书

[ M ].

Bost on:

Bruce

H umph ries,

inc,

胡德坤, 徐建华. 美国东亚遏 制战略与日 本对东南 亚经济外 交
[ J] . 世界历史, 2002, ( 5) .

店,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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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paper centers on t he f our phases of hist orical changes since WWI, end of WWII and
cold w ar in no rt heast ern Asia. It is claimed by analysis t hat t he nor theast er n Asian issues change fr om being simple t o com plicated, small to lar ge in num ber, and limit ed to unlimit ed reg ions. T hey t ake on dist inct ive f eat ures in diff er ent international cont ex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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