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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近年来，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以高校为依托，建立了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机构，研
究成果进一步丰富，研究实力有了显著提升。 在本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地理位置和

中澳关系变迁的影响下，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议题领域广泛，热点突出，尤其关注

了和澳大利亚紧密相关的中国对外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新模

式等问题，形成了虽起步晚但发展迅速、偏重政策研究、华人研究者居多等特点。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也面临着研究内容分散、基础研究不足、研究方法

单一、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不足等诸多不利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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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外

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如何与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打交道，成为

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此背景下，各国都强

化了对中国的全方位研究。 随着中澳关系的

日益深化，澳大利亚政府及学界也加强了对中

国问题的研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澳大利亚

的中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其学术界和

思想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客观认识，影响着该

国政府和民众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和态度。 对

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评介，不
仅有利于中国学术界和相关部门了解整个澳

大利亚的涉华思想动态，更有助于中澳外交实

践的稳步推进。
相较于欧美，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起步相

对较晚，早期的研究者很多都有欧美背景或教

育经历，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受欧

美中国研究的影响，经历了从沿袭、模仿到逐

步规范、本土化，进而独具特色的过程。 基于

了解中国的迫切需求，澳大利亚政府在中国研

究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为最重要的

政府性学术研究资助机构，澳大利亚研究理事

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的“探索发现

类”研究项目资助了众多和中国议题相关的研

究课题。 在政府的推动下，各大高校成为中国

研究的主要阵地。 从机构设置、教职安排、出
版刊物和学术活动来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悉尼大学（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ｙｄｎｅｙ）、墨尔本大学（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悉尼科技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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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ｙｄｎｅｙ）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以这

些高校为依托先后成立的各类中国研究中心

或亚洲研究中心渐具影响力，成为澳大利亚中

国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一些研究机构在国际

上也非常具有影响力。
整体而言，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在机构设

置、刊物建设、研究人员数量等方面，都已初具

规模和实力，研究领域广泛，研究成果丰富。
同时，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也表现出了有别于

欧美的独特研究视角和议题偏好。

一、研究热点

纵观近些年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其研究

领域在此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

拓宽，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军事国

防、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但研究的重点主要

聚焦于中国历史、中外关系、中国政治制度建

设和经济发展等方面。 随着两国关系在过去

几年遭遇困难，中澳双边关系，以及中美战略

竞争对中澳关系的重要影响成为近些年的研

究热点。
（一）中国的对外关系及其对澳大利亚的

影响

１． 中澳关系

中澳关系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意味着

中澳双边关系已成为澳大利亚学界和政界关

注的主要焦点。① 近几年，在中美关系变化的

背景下，中澳关系也出现波动。 澳大利亚政府

不断呼吁澳企业实现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华

贸易的依赖。 对此， 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

（Ｌｏｗ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澳大利亚研究所（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
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 （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澳中

关系研究院（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等各智库及高校研究人员从多个角度开展了

研究和讨论，对中澳关系的现实做出了一些理

性思考和判断。

自中澳建交以来，澳大利亚对华采取的主

要战略是“接触”与“平衡”。 在这一战略基调

下，总体而言，两国的贸易往来较为平稳，中澳

关系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中国成为

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
但近年来，澳大利亚将美澳同盟关系视作其外

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和基石，在中美经贸摩擦

和科技脱钩的背景下，中澳两国关系摩擦增

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成为受关注的焦点，
关于“中国威胁”的讨论也再次喧嚣起来，澳政

府对中国的警惕与防范意识明显增强，其军事

战略部署针对中国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 据

有的观察，澳对华政策似乎已经转变为“防范”
与“制衡”。② 针对中澳关系出现的这一转变，
澳大利亚学术界和思想界也出现了一些声音，
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了贸易惩罚，主张推

动澳大利亚出口贸易的“多元化”，进而降低对

中国市场的依赖。③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也

从贸易角度理性分析了中澳关系，认为中澳关

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双
方的摩擦是可控的。 这种判断主要基于两方

面的理由：一方面，双方的摩擦主要集中在贸

易领域，但贸易是双向的，各方采取的征收反

倾销和反补贴税等惩罚性措施，虽然会给对方

造成重大损失，但也会给自己带来巨大损失，
所以双方会适可而止。④ 另外，中澳双边贸易

的结构是稳定的，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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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ｋ Ｂｅｅ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ｉｎｇｈａｎ Ｚｅ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ｔ ａ Ｆｌ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８ Ｆｅｂ． ， ２０１６．
宁团辉：《政党政治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转变》，载《国际

政治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ｅｒ⁃
ｃｉｏｎ －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ｃｈｉｎａ％ Ｅ２％８０％９９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 ％ Ｅ２％８０％９４ － ｔｈｅｏｒｙ － ｖｓ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ｒｅ'ｓ Ｎｏ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Ｐａｎ⁃
ｉｃ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ｔｈｅｒｅ％ Ｅ２％８０％９９ｓ － ｎｏ － ｎｅｅｄ － ｐａｎ⁃
ｉｃ － ｏｖｅｒ － ｃｈｉｎａ％ Ｅ２％８０％９９ｓ － ｔｒａｄｅ － ｔｈｒｅａｔｓ．



对澳大利亚出口产品虽采取了较大力度的惩

罚，但真正受影响的只占澳对华出口的 ４％ 。
除此之外，中澳贸易里最关键的铁矿石贸易对

中国有较大制约，中国进口的铁矿石中有 ６０％
来自澳大利亚，所以中澳双方都避免了涉及铁

矿石这项内容。 另一方面，相关研究表明，中
国未来 １０ 年的购买力预计将超过美国、日本、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澳
大利亚企业要制定战略来管控风险，不能仅寄

希望于转移销售市场，而是要立足于稳定中澳

关系。 因此，中澳双方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不

太可能再进一步升级。①

在美国推动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澳大利亚

强化了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 但与此同

时，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并未发生实质性退

步。 这导致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和最

重要的安全伙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背离，也引

起澳大利亚自身在身份认同上的焦虑，使其在

对华关系上产生了不适应感②，造成澳大利亚

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不清晰。 因此，部分澳大

利亚智库的研究报告在分析中澳摩擦时，对澳

大利亚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澳政

府的对华政策意图不明，对双边关系恶化的直

接和间接代价计算不清③，需要进行调整。 例

如，澳大利亚研究所发布了一篇题为《澳大利

亚的外交方式需要重大改造》的报告，直截了

当地提出澳大利亚政府现在缺乏好的外交政

策，只是提出一些“口号”。④ 另一篇研究报告

指出，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不应该和中国

正面冲突，而需要更准确地解读当前的局势，
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立场，并积极地看待自己

在中美关系中的价值，与中国的关系需要去妖

魔化和去政治化。⑤ 因为中澳经济的互补性仍

然存在，而且就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及中产阶

层的增长速度而言，没有任何其他市场能与中

国匹敌。 中国不仅是一个大市场，还是创新的

关键供应商和合作者，与中国接触本身就有助

于市场多元化。⑥ 因此，澳大利亚要深刻讨论

两国关系中存在的机遇和挑战，避免两极化观

点，而是采取一种更加平衡和务实的对华外交

政策，借此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更有学者

指出，澳大利亚应该回归实施了 ５０ 多年的“战
略模糊”政策，这一政策对澳大利亚非常有利，
可以降低卷入任何中美或东亚冲突的风险，并
增强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大国的选择余地。⑦

２． 中美关系

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战略选择一方面取

决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变迁，另一方面也

深受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 澳大利亚在安全

上高度依赖美国，在经济上又依赖中国的广阔

市场，在中美关系平稳发展时期，其推行的平

衡外交策略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但在中美竞争加剧的当下，平衡战略面临挑

战，选边站的压力凸显。 中美之间竞争加剧为

澳大利亚外交战略调整带来困境，如何应对这

一问题成为困扰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的核心

问题。 因此，中美关系也成为澳大利亚学术界

和政策界近几年研究的重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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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ｈ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ｉｓ ｏｎ Ｉｔｓ
Ｏｗｎ ｉｎ Ｉ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
ａ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ｗｈｙ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ｉｔｓ － ｏｗｎ － ｉｔｓ －
ｔｒａｄｅ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ｃｈｉｎａ．
周方银：《体系转型背景下的威胁认知与澳大利亚对华政

策变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Ｔｈｅ Ｌｏｗ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ｉｓ Ｌｅｆｔ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ｏｗ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ｈｉｎａ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ｌｅｆｔ －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 ｃｏｓｔ．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Ｎｅｅｄ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ｖａｍ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ａｉ． ｏｒｇ． ａ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ｎｅｅｄｓ － ｍａｊｏｒ － ｒｅｖａｍｐ．
Ｋｅｒｒｙ Ｂｒｏｗｎ ＆ Ｈａｎｎａｈ Ｂｒｅｔｈｅｒｔｏ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Ａ：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６ Ｊａｎ． ， ２０１６．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ｓ， Ｗｈ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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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美关系及其近几年发生的变化，澳
大利亚研究人员也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和

看法。 有学者研究发现，近 ２０ 年来，中国深入

参与到全球经济合作的网络中，同美国形成了

较为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但这种相互依存关

系在近期受到了脱钩政策的威胁。 自 ２０１８ 年

以来，美国方面对于国家安全的强调取代了经

济发展逻辑，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呈现出了

“技术战”的特征。 由于两国都在追求更大的

技术自主性政策，双赢的领域和空间正在不断

缩小。① 也有学者研究了中美关系的变化对包

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及国际

格局产生的影响，认为中美分歧给不愿选边站

的企业和第三方国家带来了挑战，并干扰了亚

太经合组织推动促进增长和加速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目标②，这使得澳大利亚所处的国际环

境更加复杂和模糊。③ 在罗伊研究所 ２０１９ 年

进行的民调中，有 ６９％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澳
美同盟关系使得澳大利亚更有可能被卷入亚

洲地区发生的、不符合澳大利亚利益的冲突。④

还有学者积极探讨了恢复中美健康关系的路

径和措施，认为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国际社

会的更广泛利益取决于美国国内对于中国的

政策和态度，而只有中国领导人才有能力改变

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因此，中国应当采取积极

措施，去加强那些希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和富

有成效的人的力量。⑤

作为在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
中美在这一区域的博弈正在不断复杂化。 对

此，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主导建设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既有经济和商业原因，也有战

略考量，是中国为回应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

略，并在欧亚大陆开辟区域安全空间所选择的

软平衡政策。 美国虽然仍然是亚太地区的主

要军事强国，但在地区经济治理方面已陷入相

对衰退。⑥ 事实上，在美国不断推进印太战略

的背景下，如果跳出中澳两国关系，将视野扩

大到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把美、日、澳、

印都考虑进来的话，澳大利亚在中美关系中的

战略价值就显得非常重要。 因此，澳大利亚学

界和决策者也非常注重通过美、日、澳、印“四
国机制”来应对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现实。 澳

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ＡＩＩＡ）曾发布了题为

《“四国机制” 能起飞吗？》 的研究报告，认为

２０２０ 年“四国机制”的所有进展都和澳大利亚

相关，尤其是美、日、澳、印在印度洋举行的“马
拉巴尔”联合演习标志着“四国机制”进入了新

阶段。⑦ 澳大利亚正好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

交界处，也是美、日、印在地理上的中间联结

点，通过印澳安全合作、日澳防务协定、日澳印

供应链合作，澳大利亚事实上成为了“四国机

制”实体化的关键结合部，在美国应对中国崛

起的印太战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３．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澳大利亚政府出于对自身中等强国的身

份定位和地缘政治考虑，以及具体的经济、安
全和资源利益诉求，将保持对太平洋岛国的影

响力视作本国的根本利益。 因此，历届澳政府

都积极寻求主导太平洋岛国地区事务，尤其注

重对该地区的秩序维护，长期以来，一直为太

平洋岛国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 自 ２０１４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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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随着“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程的不

断推进，中国加快了同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的

步伐。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这在澳大利亚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少澳

大利亚人甚至产生了不安和焦虑，担心澳大利

亚由此失去对传统势力范围的掌控权。 因而，
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了以加强地

区安全与经济整合、深化盟友协作、防范中太

合作等为重点举措的 “太平洋升级”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ｅｐ － ｕｐ）战略。①

过去几年，部分澳大利亚媒体多次炒作中

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活动给中澳关系带来了不

良影响，强调澳政府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以应对

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澳学者詹姆斯·巴

特利（ Ｊａｍｅｓ Ｂａｔｌｅｙ）就指出，“太平洋升级”战

略并非全面排他，而是特别针对中国。② 事实

上，近几年，中国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投资、
贸易和援助都有所上升，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

影响力被澳大利亚部分媒体夸大了，中国对这

一地区的援助远低于澳大利亚。 相反，澳大利

亚本身并不希望太平洋岛国真正实现经济独

立③，其“太平洋升级”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是

“绑定”太平洋岛国经济④，将其作为自身的战

略缓冲区。
相较而言，澳大利亚大部分学者和智库对

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各岛国之间关系的认识及

判断总体上较为理性和客观。 在西方有些国

家炒作“债务陷阱外交”的背景下，２０１９ 年，罗
伊研究所发表了一份有关太平洋岛国“债务陷

阱”的分析报告，肯定了中国的援助在促进太

平洋岛国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认为“迄今

为止的证据表明，中国没有在太平洋地区有意

进行‘债务陷阱’外交”。⑤ 乔安妮·沃利斯

（Ｊｏａｎｎｅ Ｗａｌｌｉｓ） 也认为，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

影响力不是专门设计的结果，而是存在偶然因

素。⑥ 彼得·康诺利（Ｐｅｔｅｒ Ｃｏｎｏｌｌｙ） 认为，与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比，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

利益相对有限，与太平洋岛国的贸易和投资在

其对外贸易和投资总额中占比很小。 随着时

间的推移，虽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利益的增长

有可能导致意外摩擦，但相关方可以以管理或

防止误解的方式行事，通过加强合作来降低这

种风险。⑦

（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影响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稳步推进

以后，在澳大利亚国内引发了关注和研究。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间，澳政府在经过一段时间

的观望后，开始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期望寻

求有限合作。 ２０１７ 年底，在美国对华战略不断

转向的大背景下，澳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

转变，其发布《反对外国干涉法》，改变了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中澳经贸合作遭遇重挫。
然而，澳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和讨论

却突破了政策转向的束缚，展现出比较求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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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一面。
１．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施等问题

的理论探讨

尽管部分媒体和研究者就“一带一路”倡

议的实施对澳大利亚及印太地区产生的影响

表示了担忧和警惕，但是更多学者则较为客观

地从各个角度对这一倡议进行了深入解读。
有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国内外

背景及中国的战略意图，认为这是中国向世界

提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产品。 也有学者

将这一倡议视作中国对外交往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以此全面评估中国外交的演变历史和

趋势。 在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问题时，
学者们尤其关注中国在沿线国家进行的基础

设施建设，认为中国既有国家能力，也有实践

经验，可以使这样一个项目成为现实。① 更多

研究集中于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带来的

影响，认为在当前这种国际背景下，“一带一

路”倡议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和实践意义。 如

果“一带一路”倡议获得成功，不仅将真正巩固

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生产网络中

的中心地位，增强中国的外交实力，还将在可

预见的未来加强中国的地缘经济影响力，提高

中国整体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② “一带

一路”倡议的规模和雄心令人惊讶，中国有速

度惊人的提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
如果中国为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提供基

础设施的承诺得到履行，将大大提高相关地区

的整体生产力。 不仅中国的邻国将从这些发

展中受益更多，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还

可能积极促进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连接。③

２． 关于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

辩论

面对持续稳步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澳
大利亚国内展开了一场是否对接和加入其中

的政策辩论。 总体而言，根据其态度和倾向，
存在两种不同的立场。 以鲍勃·卡尔 （ Ｂｏｂ
Ｃａｒｒ）、休·怀特（Ｈｕｇｈ Ｗｈｉｔｅ）、琳达·雅各布

森 （ Ｌｉｎｄａ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陆克文 （ Ｋｅｖ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ｕｄｄ）、费思芬（Ｓｔｅｐｈｅｎ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和彼得·德

里斯代尔（Ｐｅｔｅｒ Ｄｒｙｓｄａｌｅ）等人为代表的一派，
持较为温和与务实的态度。 他们主张澳大利

亚要实事求是，正视中国快速发展和不断崛起

的现实，在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安全伙

伴之间继续保持战略平衡，积极推进对“一带

一路”倡议的战略对接，搭上“一带一路”发展

的快车，重视“一带一路”给澳大利亚带来的益

处。④ 在他们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重要的

区域性合作机制，是中国对全球化的重要贡

献，体现了中国的开放态度以及古代丝绸之路

传承下来的平等互利合作的精神⑤，有利于沿

线相关国家形成包容性发展的共识，增强彼此

之间的联系，降低合作成本，共同获益。 “一带

一路”倡议也是中国版的全球参与计划，积极

参与其中，必将为澳大利亚带来更多的中国

投资，有利于澳大利亚平衡对美国的安全依

赖。⑥ 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应该拒绝冷战思维，
与中国建立信任关系。⑦ 同时，澳大利亚要在

防止过于依赖中国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外贸多

元化。⑧ “一带一路”倡议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与

邻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接和经贸合作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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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途径。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和机构对华态度比较

强硬，强调澳大利亚需选择进一步强化与美国

的同盟关系来对冲中国崛起的风险。① 他们认

为“一带一路”倡议将实质性地提升中国的软

硬实力，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秩

序。② 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将会导致澳

大利亚进一步依赖中国市场，从而给澳带来严

重的经济安全风险。 因此，为了削弱中国的地

区影响力，维护澳大利亚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澳大利亚应该避免接触“一带一路”倡议，甚至

应以“太平洋升级战略”“印太战略”和“四国机

制”等进行替代性对抗。 这些观点的不断泛化

和广泛传播也是近几年中澳经贸合作遭遇重

挫，两国关系动荡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中国数字经济新模式

目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的新动能，各级政府正在大力推动数字经济的

进一步深化发展。 贸易作为经济活动中资源

配置的关键环节，也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变

革。 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已
于 ２０１９ 年实施。 同时，各级政府也陆续出台

了对跨境电子商务的一系列支持政策，中国的

电子商务行业正在快速地发展。 跨境电子商

务作为全球数字贸易的初级形态，如今已成为

国际贸易进一步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动能。 可

以预见，数字贸易未来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

流。 然而，有关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还非常不

完善，且远远滞后于实践，各国开展数字贸易

面临诸多壁垒和障碍。 因此，数字贸易发展的

新规律和新规则、信息技术资源的国际竞争方

式以及相关国家政府及其企业相互借力共同

进退的战略最近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进入数字时代后，澳大利亚政府也非常重

视产业领域和医疗卫生、城市、教育、社区等民

生领域的数字化、信息化建设，正在积极推动

社会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他们尤其重视数

字经济在驱动澳大利亚综合国力提升进程中

的关键作用，力图通过数字经济的领先发展驱

动澳大利亚成为网络智慧国家。 这引发了其

学者和媒体对其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

发展经验的研究兴趣。 中国作为网络发展的

新兴大国，用户基数大，市场活跃，表现出巨大

的后发优势，甚至在移动支付、数字货币、电子

商务等领域实现了对西方国家的弯道超车，涌
现出多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给中国

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因此，澳大

利亚专家学者对中国的这些新经济发展模式

表现出了巨大的探究兴趣，对数字货币、社交

平台、电商平台、智慧城市等议题进行了广泛

研究。
澳大利亚企业界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对

全球市场的冲击下，中国市场的变化速度加

快，现在比五年前甚至三年前更具竞争力。 中

国消费者及电子商务平台是世界上最复杂、最
先进的，澳大利亚企业从中国市场获得的经验

可以快速地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从而提高成

功的几率，将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有效

地转化成盈利能力和企业的发展优势。③ 通过

对比研究，有澳大利亚学者及媒体对中国数字

经济的发展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方面，他
们认为美国和澳大利亚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电

子商务出现时间要早于中国，但目前的发展态

势却落后于中国，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广阔的市

场，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在互联网发展的

早期采取了鼓励创新的做法。 此外，在持续的

创新和研发投入支持下，中国互联网、数字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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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和数字支付等新经济要素蓬勃发展：中国在

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方面领先世界，创设了世界

上首个主要主权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①；中
国已经开始从现金向数字货币支付转变②，移
动支付在中国已经相当普遍，其消费者使用移

动支付的次数是美国的 １１ 倍。 所以，相较而

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领先于美国和澳大利亚

等许多发达经济体。③

二、研究特点和趋势

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在近几年内取得了

长足发展。 就整体而言，基于特殊的历史文化

条件、地理位置和现实国情，澳大利亚的中国

研究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本国特色。
（一）研究议题较为多元，但偏重政策和

实务

近几年，得益于中国学术交流的不断开放

和活跃，澳大利亚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可以深

入中国开展交流研究活动：在中国开展田野调

查、从事访问研究、开展合作研究项目、参加会

议、利用中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资源等。 因

此，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历史、
外交、军事等议题都有学者进行研究。 随着中

澳关系的调整和变化，主要研究机构的发展与

研究方向的演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向。
首先， 受当前热点事件和全球发展趋势的影

响，各学科中的一些新兴研究领域得到越来越

多的重视。 在历史学中，对中国环境史和性别

史的研究比较多；在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关
注视角和重点不再过分聚焦于核心政治人物

和政治结构，正在从宏观战略层面转移到具体

政治经济发展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重视中

层理论的研究和检验，研究内容不均衡④，“一
带一路”倡议、南海问题、中美经贸摩擦、环境

治理、区域秩序等研究领域涌现出大量成果，
但对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等方面的研究则比较

缺乏。 其次，跨学科研究的趋向明显。 跨学科

研究是近几年学术研究的总体趋势，澳大利亚

中国研究也表现出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相结合

的跨学科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趋向。
各中国研究中心的建设也非常重视跨学科视

角，成立了各种综合性研究小组，来自不同学

科的学者就同一个问题进行共同研究。 最后，
研究导向偏重政策与务实，基础研究和理论研

究氛围不浓厚，缺乏对研究方法的探讨。 一方

面，澳大利亚的学术研究主要靠政府资助和协

调，决定了这一部分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府

制定内外政策、解决国内社会与经济问题服

务。 另一方面，基于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的不

对称性依赖，重视中澳经贸和文化交流研究的

实用型现实研究风气本身也是澳大利亚学术

界开展中国研究的一贯传统。
（二）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但华人学者占比

较高

澳大利亚政府和学界对于印太地区秩序

的不确定性以及中美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变化

高度敏感。 在这一背景下，随着中国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现代化、
亚投行的设立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力推

进，澳大利亚开始将中国视为影响国际秩序的

重要角色，对中国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 不同

学科背景的学者和行业专家都开始参与到对

中国的研究当中，壮大了中国研究的人员队

伍，丰富了研究视角。 老一代从事中国问题研

究的学者中，有不少是西方人，或者有欧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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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背景和从教经历，他们中有许多人参与组建

了各种中国研究学术机构，并担任负责人。 然

而，随着大量中国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以及学者

开始活跃于澳大利亚学术机构，澳大利亚中国

研究学术团体的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 来自中

国的学生和学者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优秀研

究成果也多由华人学者参与完成。 可以说，来
自中国的学者对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学术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澳大利亚中国问题研究在

华人学者的影响下迅速发展。 但这也带来了

一定的负面影响，受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的限

制，大量从事中国研究的华人学者的研究视角

会受到一定的局限，其研究成果在澳大利亚国

内的认可度也容易受到削弱甚至质疑。
（三）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国际影响力

有限

在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下，澳大利亚的中国

研究尽管起步晚于欧美国家，但是近年来研究

水平有了显著提升，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涵
盖了众多学科。 但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将自身

定位为中等强国，其全球影响力有限，加之远

离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学术交流

和人才流动，这导致其研究成果的国际关注度

有限，同中国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欧美

主流期刊的情况也比较少。 此外，澳大利亚专

门发表中国研究成果的刊物多为半年刊或季

刊，发行周期长，版面较少且讨论议题很分散，
大多只有电子版，也缺乏专职编辑团队，限制

了中国研究的专业化发展和国际传播影响力。
（四）研究方法以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

为主

澳大利亚早期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多为

文史哲专业出身，因而，传统的规范和定性研

究方法在当时占据主流，目前这一格局仍没有

发生大的改变。 面对中国复杂的经济社会发

展、政治改革和对外交往问题，学者们仍然依

赖于从历史、文化、哲学等角度诠释它们。 虽

然有部分学者将定量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

法，但定性研究和规范研究依然是澳大利亚大

多数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所选择的重要路径，
研究方法相对比较单一。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经过多年

发展，以高校为依托，建立起跨学科的研究机

构，人员规模不断扩大，专业期刊和著作等研

究成果进一步丰富，研究实力有了显著提升。
随着新一代学者逐步成长并活跃于学术界，研
究议题有了进一步拓展，中国发展的新兴领域

广受关注，特别是能够影响其国内政策制定的

中澳经贸往来等实用性强的问题，形成了应用

性强、关注中国新发展模式等独有特点。 但

是，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也面临着研究内容分

散、研究方法滞后、基础研究不足、研究成果国

际影响力小等诸多短板。 尤其是，近几年受到

中澳关系的不利影响，学术观点两极对立现象

较为明显。 ■

［那朝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责任编辑　 赵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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