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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权论

的创立者$ 美国卓越的海洋历史学家$

5786

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一生

从军%马汉致力于美国海权的建立$著作

甚多 $ 有关海权的理论散见其中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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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 &海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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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历史之影响()

5655

年出版的&海军战

略论(最为著名%

马汉引证英国在拿破仑时代的战争

中获得海上霸权的事实$ 强调欲发展海

权必须以强大的海军控制海洋$ 以掌握

制海权%马氏的理论指导*实践于主要海

洋大国$并且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

有诸多变化和发展% 作为抵御外来侵略

的海上力量$ 强大海军是推动国家变为

海洋强国的必要支柱和基础% 而对于和

平发展*建设海洋强国的中国而言$马汉

的海权论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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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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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入伍" 历任# 战士$班

长$排长$干事$秘书$处长$海

军武官等职!相继在海军东海

舰队 $海军航空兵部 $海军政

治部 $海军司令部 $中国驻英

国大使馆等单位工作"

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海

军大校军衔 " 曾任中央电视

台$中央广播电台等多家央视

媒体的军事评论员"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

于上海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学

位"

主要学术成果#主持完成省部

级课题多项! 为各级政府管理部门

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并制定产业发展

政策"负责国家海洋局%北极航道适

航性评估及航道预报系统研制与示

范&子项目%北极航道利用的国际贸

易机会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海

洋(产业经济!都市现代渔业平瑛
对话嘉宾

因工作需要!文汇讲堂亟需招聘%文学季&

项目实习生
4

名!分别负责传播$会务)采访撰

稿!编辑等工作"

中文系硕$博生优先" 能力匹配$时间充裕$

责任心强为首选!略有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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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海权论!以强大海军控制海洋
海军优"基地强"火力猛是核心

马汉引英国在拿破仑时代的战争中获得海

上霸权的事实#来证明欲发展海权必须以强大的

海军控制海洋$以掌握制海权% 如拿破仑几次企

图渡过海峡征英皆告失败后$于
8=>2

年征埃时$

其海军在尼罗河口海战时遭英国纳尔逊将军所

率领的舰队重创$地中海制海权尽失$本国与埃

及远征军的交通线被切断而告失败&

8238

年$拿

破仑为了削弱英国的商业$ 号召各国 '武装中

立($俄国)丹麦)瑞典及普鲁士皆参加$一致反对

在波罗的海行使交战国权利&英国必须仰赖波罗

的海各国输入橡木)绳索和帆布$所以无法容忍

上述诸国参加武装中立$ 乃派遣波罗的海舰队$

以武力来打破拿破仑的武装中立政策&在哥本哈

根海战中击败丹麦海军舰队取得进出波罗的海

的自由后并进入芬兰湾$ 打破武装中立的政策&

823?

年在特拉法加海战中$ 英国舰队击败法西

联合舰队$建立英国海军的无敌霸权&

海权的发展属外线作战$ 以攻击为主要任

务$陆权则以防御为主&

有优势之海军$优良的海外基地)海港$才能

与敌人抗衡$发挥海权之力量&

马汉认为$海军的目的在于会战$而最终的

目的则为取得制海权以控制海洋$因此舰队所需

要的不是速度$而是强力的攻击火力$拥有优势

的海军$才能控制海洋&

拥有广大又富饶的海外殖民地及优良海港$

有利于舰队补给)维修$对延伸海军战斗能力有

很大助益&马氏认为海权必须能确保自己的交通

线安全$并同时能切断敌人的交通线& 交通线愈

长$则海权所能赐予的利益也就愈大& 而交通线

的建立$就依赖线上的各个海外基地*殖民地+与

海港了%英国在十八世纪在地中海南岸拥有众多

海外基地$因此方能封锁法国海岸$拥有地中海

制海权,法国拿破仑远征埃及$其目的即欲切断

英国经地中海到印度之交通线%

丹麦的日德兰半岛与西兰岛控制北海与波

罗的海的航道咽喉,直布罗陀海峡紧扼大西洋与

地中海的交通,苏伊士运河为地中海与印度洋的

海运衢道$若能掌握这些战略要地$就可发挥以

海制陆的优势%

马汉海权论的要素

位置

最理想的位置是居中央位置的岛屿$靠近主

要的贸易通道上$有良好的港口和海军基地% 例

如英国以英吉利海峡和欧陆相隔$不仅有水为屏

障$且距欧陆近$因此英国不须维持大陆军$而可

集中国力发展海权$以优势的海军来封锁欧陆港

口$并控制出入欧洲北部的航线% 与英国成强烈

对比的是法国$他不仅要维持大陆军$而其海军

也必须分驶大西洋与地中海$ 因此在海权竞争

中$法国对英国自然居于劣势%

地形

一国的海岸线是其边界的一部份$凡是一个

国家其疆界易于与外界接触者$其人民便较容易

向外发展$与外面世界相交往% 地形平坦)土地肥

沃可能使人民安土重迁$不愿投身海洋$如法国,

反之$则逼使人民不得不讨海维生$如荷兰)葡萄

牙% 岛国)半岛国家受限于地形上的因素$若欲发

愤图强$则必须重视海权的发展%

国土之大小

马氏认为国土的大小必须与人口)资源及其

他权力因素相配合% 一个国家人口的总数与海岸

线总长度的比例$具极大重要性% 否则广大的领

土可能反而成为弱点% 如面积太大$而人口与资

源不成比例的国家$防守密度低$国家的危险性

增高$假使又被河川或港口所割裂$则更是一大

弱点% 以美国内战时的南方为例$以人口和资源

的比例而言$其面积是太大了$尤其是有了太长

的海岸线和太多的内陆水道$兵力易被分割而导

致失败%

人口数量

人口数量和素质对海权均为重要基础$ 海

权国家不仅应有相当数量的从事航业人口$ 而

其中直接参加海洋生活的人数更应站相当高度

的比例% 国家的平时航海事业 *包括航运和贸

易+ 足以决定其海军在战争中的持久力% 英国

即为典型例证$ 他不仅是航海国家$ 而且也是

造船和贸易国家$ 拥有发展海权的必要人力与

技术资源%

国民性

国民对海上贸易的意愿及航海生产能力

的心理因素亦极重要 % 人人以向海洋寻求财

富为荣 $ 航海事业自然蓬勃 % 海商与海军的

结合 $ 再加上殖民地的开拓 $ 终使英国成为

海权霸主 %

政府的政策

政府必须明智而坚毅$始能对海权作长期发

展%英国的成功主因即在此%自詹姆士一世开始$

英国的国家政策即一直以追求海外殖民地)海上

贸易和海军优势为目的%

建设海洋强国和中国海权观

各
国
海
洋
战
略

美国

美国海洋战略的指导思想在于

保持其全球海洋利益$ 包括经济的)

资源的和环境的以及所谓的全球安

全利益%从其外在表现和内在联系可

以看出"控制全球海洋是后冷战时期

美国海洋战略的根本目标$并通过多

种方式巩固其第一海洋强国地位%前

总统小布什)现任总统奥巴马先后签

署了若干与海洋相关的总统令$诸多

具有权威地位的海洋机构也不断提

交发展海洋) 拓展空间的建议报告%

此外$美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海洋

事务和海洋政策的制定$加快开展国

际海洋科学研究$以此维护和巩固其

在全球海洋领域的领导地位%

确保-自由航行(是美国始终不

变的观点%以公海保护区名义圈占人

类共同享有的国际海域)争夺重要的

海洋战略资源及海上运输通道的控

制权)积极制定北极政策都是其推行

全球海洋战略的集中表现% 坚持传统的地缘战略思维$加强

在西太平洋的海权力量存在是美国全球海洋战略的新动

向% 近年来美国积极推进北约东扩$其目的之一在于把俄罗

斯挤出传统海洋势力范围$防止和遏制俄海军东山再起% 与

此同时$随着国际形势与世界力量格局的演变$美国的地缘

政治重心呈东移趋势$不断加强其在西太平洋海域的存在%

英国

日不落帝国时代$ 英国的海洋战略表现为谋求绝对的

霸权% 作为国家长期战略目标$英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

事各方面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掌握世界海洋霸权而服务%

自亨利八世开始$英国便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这使得英

国的经济从海洋贸易中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从而再次刺激

了本国工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为英国维护海上霸权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 而英国一贯奉行的 '欧洲大陆均势主义(

外交$其真实目的在于牵制)转移其他列强的注意力$避免

他们向英国海洋霸权发起挑战% 军事上$英国把大部分的军

费开支都用来发展皇家海军% 对英国来说$拥有一支世界上

最强大的舰队$一切便可保障%

8=9:

年'七年战争(结束时$

英国成了无可置疑的世界霸主和海洋霸主%

如今的英国不复往昔图景%

4383

年$英政府发布.英国

海洋科学战略/报告$将未来
8?

年英国海洋科学研究重点

确定为研究海洋生态系统如何运行, 研究如何应对气候变

化及其与海洋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增加海洋的生态效益

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报告或助推决策者获得科学证据$以

推动对海洋环境的可持续管理%

俄罗斯

在普京上台后$ 俄罗斯强化了在全球海洋的话语权和

存在力%

4333

年
@

月$俄罗斯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海军战略

*草案+/$该草案第一次正式承认并使用了-海军战略(这一

概念$提出了海军要面向世界大洋的宏伟战略构想%

俄联邦在军事海洋活动领域的主要政治目标是" 实现

和保卫俄联邦在世界海洋的国家利益, 保持其世界海洋强

国地位,发展并有效使用俄联邦的军事海洋潜力% 俄联邦国

家海洋政策的主要地区方向可分为"大西洋)北极)太平洋)

里海)印度洋方向% 普京从远东地区战略利益出发$将俄太

平洋舰队作为重点发展舰队$舰队将通过-东进(战略积极

谋求向太平洋进行渗透$ 并大力发展海上力量尤其是海上

战略核力量% 本版整理 孔冰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