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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美国全球战略中心“重返”亚洲、战略重点转向传统大国竞争，国家利益锁

定在亚( 印) 太。为服务其全球、区域和双边战略，美国日益看重越南的地缘政治、经济地位，区域

影响力以及在遏制中国上的合作潜力，持续深化了对越南的公共外交。具体表现为: 重视对越教育

和文化交流、注重对越信息活动、侧重对越健康和环境问题援助。美对越公共外交，侵蚀了中越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健康发展的民意基础; 恶化了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环境; 影响了“一带一路”倡

议在越南的实施。对此，中国政府需妥善应对，抓住机遇，加强对越公共外交，维护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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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美国全球战略目光东向，奥巴马、特朗普

两届政府都将战略利益重心锁定在亚( 印) 太。* 在

“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越南是第二个被美赋予

“全面伙伴关系”地位的东盟国家，是其“重返亚太”
的重要战略基石; 在印太战略构想中，越南是特朗普

政府眼中的“印太中心”①，是具有重要区域战略影

响力和经济价值的国家。公共外交作为美国外交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维持美越长期伙伴关系的基

础，对美实现对越外交目标和维护亚( 印) 太利益有

特殊意义。

一

对越开展公共外交，是美国亚( 印) 太战略的题

中应有之义。公共外交是指“由政府扶持媒体、文

化活动、网络等传播途径，有的放矢地针对国外民众

开展的有意识的外交活动，旨在减少其他国家政府

和民众对本国产生的错误观念，提高本国在国外公

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② 一个时期以来，美对越公

共外交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重视对越教育与文化交流。教育与文化

交流是美对越公共外交中开展时间最长、影响最为

深远的部分。其中，美越教育交流始于 1992 年启动

的富布莱特项目。1994 年，美国学会理事会在越南

胡志明市设立了永久性的“富布莱特经济教育计

划”，即“富布莱特学校”。在“亚太再平衡”背景下，

奥巴马政府高度重视对越教育交流在输出民主价值

观、培育越青年领袖和提升美国亚太影响力方面的

作用。其中，最重大的举措是将“富布莱特学校”转

型升级为一所美国风格的大学。2016 年秋，“越南

富布莱特大学”正式挂牌。该大学以培育未来越南

政策制定者为核心目标，为满足越对科学、技术、工
程和数学等领域高素质人才的旺盛需求，还增设本

科学院和工业学校。该大学将分两阶段发展: 第一

阶段，主要提供和发展研修公共政策、管理和技术专

业硕士学位的课程，可招录多达 2000 名学生入学;

第二阶段，提供本科和博士阶段教育，形成完善的人

53

《现代国际关系》 2018 年第 12 期

*

①

②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研究”(
批准号: 15AGJ008) 阶段性研究成果。

U．S． Embassy ＆ Consulate in Vietnam，“Ｒ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November 10，2017，https: / / vn．usem-
bassy．gov /20171110－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 / ． ( 上
网时间: 2017 年 12 月 20 日)

唐小松、龚群子:“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战略评析”，《战
略决策研究》，2011 年 1 月，第 1 期: 第 8 页。



才培养体系。
除在越国内提供美式英语普及教育和建设美式

标准的高等教育设施外，奥巴马政府对鼓励越民众

赴美留学、深造也不遗余力。在这方面“越南教育

基金会”计划、“休伯特·H．汉弗莱奖学金计划”、
“全球本科生、英语强化和其他课程项目”和“国际

来访者领导力项目”等公共外交工具发挥了重要促

进作用。
美越文化交流项目主要包括“文化和教育计

划”、“非 学 术 交 流 计 划”和“小 型 民 主 计 划”等。
“文化和教育计划”通过音乐、美( 艺) 术、文学节目

交流，展现美国文化多样性，促进美越民众相互了

解，发展更为热络的民间关系。“非学术交流计划”
为越精英直接接触美民众，了解美国社会、价值观和

制度提供专门渠道。其中起支柱性作用的是“国际

访问者计划”。“小型民主计划”具有鲜明的美式民

主价值观导向。美政府通过直接资助越非政府组

织，试图达到“强化越民主、培植越公民社会和法治

意识、增进越人权”的目的。此外，美政府还通过

“文化保护大使基金”，将保护越文化遗产作为美对

越关系建构的重要内容。
第二，注重对越信息活动。信息活动是美国政

府告知和影响越南社会与公众的关键性公共外交活

动。目前，美在越设立了河内美国中心、胡志明市美

国中心和岘港市美国角等三处“美国空间”。“美国

空间”由“美国空间办公室”提供支持并负责监督，

以英语学习、学生咨询、校友培养、文化类节目和有

关美国的信息提供为核心支柱，免费向越公众开放。
1997 年至今，“美国空间”在越已运作 20 多年，有人

评价其“以非量化的方式，提升了美国的软实力，协

助整整一代越南青年———越南未来的商业、政治和

文化领导人———熟悉美国、美国的价值与文化。”①

美国驻越南的大使馆和领事馆不仅是“美国空

间”的依托兼资助者，更是美对越公共外交的一线

推动者。其官网刊登关于美政府、赴美签证、留学、
商业、最新资讯以及美越关系等大量信息，为准备赴

美的越籍人士提供全面且有用的在线参考。官网还

提供美官员正式声明和发言的全文、白宫新闻发布

会和简报的记录，以及国务院和其他政府机构主要

官员介绍及其他资料信息供越公众浏览。2017 年，

美获得河内“D30”地块用于建设新的大使馆，这将

成为美对越公共外交活动新前沿。

美国在越南实施的“美国海外使领馆讲师团计

划”( U． S． Mission Speaker Programs ) ，采取向中小

学、大学和研究机构派送宣讲员的形式，与越年轻人

一起探讨与美国有关的话题。宣讲员除了有来自不

同领域的美国专家外，还包括大量美政府官员以及

美驻越大使馆和领事馆职员，宣讲话题涉及美国的

方方面面。

对越国际广播一直是美向越输出价值观、与越

南党和政府的宣传争夺思想阵地、培植和平演变力

量的重要工具。美国广播理事会管理的对越国际广

播渠道有二: 一是美国之音对越服务，二是自由亚洲

电台对越广播。播报内容主要集中在“民主人士”

言论、越国内反腐及反政府示威、越政府打压“持不

同政见者”、“新民主运动”、越政府对佛教和天主教

徒的处理及越南妇女、儿童人权现状等有明显政治

色彩的内容上。

第三，侧重对越健康和环境问题援助。小布什

政府以来，美着重加强了对越健康和环境问题援助，

以俘获越南民心。美国国际开发署作为美对外民主

渗透的重要机构，在促进美越健康与环境合作上，发

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2003 年起，美一直是越抗击艾滋病最大的资金

和技术援助国，也是越抗击肺结核和疟疾等传染性

疾病的主要资金来源国。十几年间，美政府通过

“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向越提供了数亿

美元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越构建起了可持续防

艾、治艾和艾滋病人关怀体系。越南国内数以万计

的艾滋病人及家庭、艾滋病易感人群直接或间接受

益。2005 年起，美国国际开发署为越禽流感防治项

目提供了约 4800 万美元的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不

仅帮助越政府制定和完善了应对禽流感和其他流感

的相关标准操作程序和国家战略，而且通过实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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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行为改变计划，提升了越南社会防控禽流感和

其他致命性流感的意识。
越战期间，美国曾在越南南部约 12000 平方英

里的土地上，喷洒了大约 1800 万～2000 万加仑的落

叶剂，其中含有的强残留性剧毒杂质二噁英( Diox-
in) 对越民众的健康和生存环境造成了长期严重损

害。2006 年底，美越达成一致，要共同努力解决前

二噁英储存点附近的环境污染问题。① 2007 年 5
月，第 110 届美国国会就此向国务院专项拨款 300
万美元; ②2011 年 12 月，第 112 届国会针对越南橙

剂 /二噁英清除和健康相关活动的拨款达到 2000 万

美元; 2014 年 1 月，第 113 届国会相 关 拨 款 增 至

2900 万美元。
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是美公共外交经常触及的

主题。在“湄公河下游倡议”框架下，美越环境合作

作为奥巴马政府扩大对越影响力的有力工具而倍受

青睐。其中“清洁能源项目”和“森林与三角洲项

目”是美国际开发署援助越南的重点项目。始于

2012 年的“清洁能源项目”预算为 900 万美元。截

至 2017 年，该项目已为来自越南 40 个省的约 3000
名建筑师、工程师、项目经理、政府官员、从业者提供

了技术知识和技能培训。2014 年启动的“森林与三

角洲项目”预算为 2550 万美元。截至 2016 年，该项

目在南定省和隆安省为 30000 名越民众普及了气候

变化和灾害风险知识。
针对改善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和自然资源管

理，美国主导下的“湄公河下游倡议”出台了跨国政

策和项目支持方案，即“环境和水资源支柱方案”。
美邀请越南共同出任该方案的联合主席国，默许其

在跨国水资源和环境问题磋商中占据主动，对于越

解决旱季灌溉用水、保障民众饮水安全、促进民众健

康和提高农民收入等有积极影响。

二

公共外交的职能是服务传统外交。美之所以重

视和加强对越公共外交，主要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美欲将越南打造为其亚( 印) 太战略的主

要依托点。更加重视东南亚，改善和提升美在该地

区的同盟和伙伴关系，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

战略的支柱之一。为将越南打造为亚太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美希望通过加强对越公共外交，深化美越

关系，强化其在东南亚的存在感。2017 年，特朗普

总统访越期间重申，他将致力于加强“美越全面伙

伴关系”，并将其视为构建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越在美区域战略中的关键地

位，美对于修补可能对美越关系造成危害、削弱其在

亚( 印) 太地区软实力的“漏洞”愈加重视。对越开

展公共外交，不仅能有效弥合和突破因越南战争、以
往对越制裁等给越公众身心和两国关系发展带来的

创伤和藩篱，还可透过对越公共外交行动增强对越

影响力。同时美还通过越南的“榜样”影响了柬埔

寨、老挝、缅甸等“非民主国家”，使上述国家不断加

快民主化进程，改善与美关系; 也让菲律宾、泰国、新
加坡等盟友备感“争宠”压力，在与美合作中不得

不付出更大代价以表“诚意”。③

第二，美急需以越作为介入南海和制衡中国影

响力的新支点。美国亚( 印) 太战略的一个重要战

略目标是制衡中国。插手南海，将“南海问题”国际

化，是达成上述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随着对“南

海问题”介入的升级，公共外交成为美寻求东盟国

家支持和构筑南海战略博弈支点的重要工具。
2013 至 2016 年，美在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

上动作频仍。其中，“南海仲裁”案标志着美炒作

“南海问题”达到新高度。为了获取东盟国家民众

和政府对美南海政策及其属意的“南海仲裁”的支

持，渲染中国南海填海造岛“威胁论”，美政府显著

加大了对东盟国家的公共外交投入(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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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4 和 2016 财年美国对东盟国家

公共外交实际开支排名( 单位: 美元)

国家
2014 财年

开支
2014 年

排名
2016 财年

开支
2016 年

排名

越南 2，867，814 2 3，373，442 3
印度尼西亚 5，106，672 1 7，219，386 1

菲律宾 1，985，029 3 3，615，868 2
泰国 1，858，466 4 3，125，021 4

马来西亚 1，803，970 5 2，446，653 5
缅甸 1，485，045 6 2，323，748 6

新加坡 1，100，916 7 1，503，370 7
柬埔寨 711，001 8 1，260，914 8

老挝 442，800 9 1，206，579 9
文莱 243，650 10 526，669 10

数据来源:“U．S． Public Diplomacy Spending FY 2014 U．S． Public
Diplomacy Expenditures by Country /Mission，”https: / /www． state． gov /
pdcommission / reports /235008．htm．pdf 和 EAP Post－Directed Public Di-
plomacy Spending， https: / /www． state． gov /pdcommission / reports /
274698．htm．pdf． ( 上网时间: 2018 年 11 月 30 日)

菲律宾是美首选的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支

点和盟友，美政府特别注重通过公共外交为菲阿基

诺三世政府提供宣传、舆论和道义支持。从 2013 年

1 月菲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出所谓“南海仲裁”，

到 2016 年 7 月法院做出有利于菲的裁决，美对菲的

公共 外 交 持 续 发 力。对 菲 公 共 外 交 实 际 投 入 由

2014 财年的 199 万多美元猛增至 2016 财年的 362
万多美元，同比增长 82%。同一时期，美对越公共

外交的实际开支也一直维持在历史高位，2016 年实

际开支比 2014 年增加 50 万美元。一定意义上，这

体现了美政府对越南在南海政策上为其背书和在

“南海仲裁”案上自始至终持拥护态度的肯定。同

时，公共外交也为美将越南选定为与中国博弈的潜

在战略支点打下了基础。
2016 年 6 月，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菲在

“南海问题”上回归务实理性，南海局势得以降温。
特朗普上台后，为避免“南海问题”上抓手失灵，美

政府一方面指示海军继续加大所谓南海“航行自由

行动”力度，另一方面对越展开凌厉外交攻势，意图

将越这一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领土争端最尖锐

的国家，打造成与中国角力的战略新支点。从美国

角度看，选定越南作为新支点至少有三个条件: 一是

越对美介入南海一直持欢迎态度; 二是越属一党制

国家，政策具较好稳定性，其对美政策不会轻易受政

党轮替干扰; 三是历经多年公共外交努力，美在越国

内民众中已具有很高的认可和好感度，其南海政策

在越具备较好的政策运作环境。因此，虽然特朗普

执政后在内外政策领域几乎“逢奥巴马必反”，但却

愿意接受、延续并有意深化奥政府时期确立的对越

外交政策，包括公共外交政策。
第三，和平演变越南是美对越公共外交的必然

目标。公共外交作为美全球软实力构建的重要战略

工具，承担着在世界范围“播撒自由、民主和意识形

态火种”的使命。越南作为当今世界仅存的少数社

会主义国家之一，理所当然是美政府推行“自由化”
的重点目标。

近年来，在亚( 印) 太大战略主导下，“人权外

交”和“颜色革命”在美对越传统外交政策中被置

于相对次要地位。美总统也多次重申愿意在尊重彼

此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各自政治制度基础上深化

美越关系。但“促进民主和人权”是美对越政策的

核心内容之一，事关美国家利益在越南的实现。为

充分实现对越外交政策的效应和目标，美政府以公

共外交为战略工具，开拓了和平演变越南的第二战

场。以对越国际广播活动为例，一直以来，越政府出

于反和平演变需要，对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

越南语节目进行了严密的审查和封锁。为提升对越

国际广播影响力，奥巴马政府时期，自由亚洲电台对

越广播和美国之音对越服务在传播方式、反封锁和

反审查技术以及栏目内容设置上都有新改进。
首先，信息传播途径更为多元。2009 年，自由

亚洲电台越南语广播仅通过短波、中波、卫星传输和

因特网对越广播，至 2015 年该电台已通过电视卫星

传输、社交媒体平台、移动应用程序、10 家数字网站

以及可靠的短波和调幅广播影响越南受众。2016
年，美国之音越南语视频节目在社交平台上受到热

捧，有超过 3． 29 亿人次通过“优兔”( YouTube ) 和

“脸书”( Facebook ) 收看视频节目，视频浏览量较

2015 年增长 687%。“优兔”上视频节目每周平均观

看次数达到 270 万次。越南网民在“脸书”上对节

目的参与热情也明显提高，视频节目每周平均有

99000 次点赞、评论或转发。2016 年 5 月奥巴马总

统访越期间，美国之音越南语服务“脸书”官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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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每天观看人数近 500 万。当年，自由亚洲电台越

南语服务“脸书”粉丝增长了 63%，并在 33 个常规

视频特辑基础上增加了 12 个定期周刊视频特辑。
其次，反封锁和反审查技术更为专业成熟。美

广播理事会是执行对越国际广播反封锁和反审查任

务的领导机构。奥巴马时期，广播理事会通过不断

创新和技术革新，采用最先进的反审查技术，为越网

民开放可规避政府审查的互联网网关。同时，广播

理事会还联合英、法、德、荷等国的国际广播公司以

及美国务院，一道发声批评干扰卫星广播信号以阻

止独立媒体发声和信息获取的行为。2015 年，广播

理事会技术服务处互联网反审查团队扩充了其向越

南群发电子邮件的能力。这些电子邮件主要用于与

越网民分享互联网规避工具、网络代理地址、网络和

社交媒体页链接以及卫星和无线电接收信息等。
再次，节目专栏不断翻新。2015 年，自由亚洲

电台越南语节目推出了“透过镜头看越南”系列节

目。节目主要与持不同政见的越南年轻人探讨“如

何追求更宽泛人权和法治”的问题。2016 年末，美

国之音与自由亚洲电台联合推出了一款有关“南海

问题”的网络互动节目。该节目特别提供越南语服

务以方便越民众参与。
第四，美将公共外交作为促进在越经济利益的

重要战略工具。越南作为东南亚人口大国，其不断

成熟的自由经济市场对美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越南

是奥巴马政府指定的实现其五年内出口翻番经济计

划的 5 个重要新兴市场之一，是特朗普总统看重的

“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未来美国商品和服务

的关键市场。”①自 1992 年启动“富布莱特项目”起

算，26 年来，越南国内大批各类人才都接受了美国

的培训，美对越市场经济的构建、培养、完善以及越

南各级决策者的市场管理和发展理念影响深远。
“越南富布莱特大学”的成立以及“美越专业人才交

流”的持续推进表明，美政府充分肯定公共外交在

促进越民主自由市场发展壮大和美在越经济目标实

现上的作用。

三

争取越南，催熟其公民社会，培育越南民间亲美

反华意识，这些是美政府对越公共外交的重要初衷。
经过 20 多年的软实力集聚，美对越公共外交的效果

已开始显现，其对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及“一带一路”
国家倡议的“软遏制效应”值得关注。

第一，侵蚀了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健康

发展的民意基础。随着美对越公共外交不断深化，

美越关系向前发展和改善的民意基础日益牢靠。另

一方面，中越两国虽山水相连、体制相同，但由于地

缘、历史的原因，越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并不高。近

年来，美通过插手“南海问题”，挑拨放大中越之间

在南海海洋权益上的分歧和对抗，通过公共外交手

段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在海内外越南民众中造

成了恶劣的影响。

表 2 2017 年越南民众对中国好感度

———基于对越南的利好 /威胁

研究领域
持肯定态度
比例( %)

持否定态度
比例( %)

中国的经济增长 26 64
中国的军力增长 4 90

中国的权力和影响力 5 92

来源: 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调查 2017，亚太地区中国形象研
究”。具体参见: http: / /www．pewresearch．org / fact－tank /2017 /10 /16 /
how－people－in－asia－pacific－view－china / ． ( 上网时间: 2018 年 9 月 8
日)

表 3 2017 年印太地区国家民众对美国好感度

国 别
持肯定态度
比例( %)

持否定态度
比例( %)

越 南 84 11
菲律宾 78 18
韩 国 75 23
日 本 57 39
印 度 49 9

印度尼西亚 48 43
澳大利亚 48 48

来源: 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和趋势”。具体参见: http: / /www．
pewglobal． org /2017 /06 /26 / tarnished － american － brand / ． ( 上 网 时 间:
2018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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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看，2017 年越民众对中国的硬实力和软

实力的发展普遍持否定态度。而表 3 则显示，在印

太地区国家中，越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高达 84%，

超越了该地区众多盟国民众对美国的认可度，越民

众对中美两国的亲善度存在较大落差。
第二，恶化了中国周边环境。越南作为中国南

部邻国，是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环境重要组成部分。
美不断强化对越公共外交，影响越南政府决策和民

间气氛，使中国维护南海海洋权益和海上国土安全

面临更大困难。同时，在印太战略框架下，越南被美

视为加强与东盟关系的桥梁，未来中国一定程度上

可能面临来自美国、东盟的联合战略挤压。
近年，美政府通过公共外交积极助推与越在

“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方面，越

政府高层频繁表现出按照美国意图和标准在“南海

问题”上与美开展合作的态度和意愿。另一方面，

越民间对中越南海主权纠纷等日益敏感，反华意识

日益浓烈。美通过对越信息活动，极力渲染“中国

威胁论”，几乎主导了越国内各类媒体在“南海问

题”上对华“失真”宣传的舆论走向。越媒体社评对

中国的态度普遍趋于负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越南媒体引用的社评大多来自美国，来自美国的

媒体社评与专家评论的引用量都超过其他国家。”①

从 2014 年“5·13 越南打砸中资企业事件”中的“民

怨”沸腾，到 2018 年 6 月，胡志明市、芽庄、河内、岘
港等多地大规模“反华”示威中频现美国国旗和特

朗普画像，无不彰显美对越公众的强大影响力。因

此，在美对越公共外交持续推进的情况下，越南社会

亲美反中的趋势难免进一步强化。
联合越南加强对东盟的影响力，是美政府通过

公共外交提升美越关系的又一重要目标。2017 年

11 月发表的“美越联合声明”指出，未来美越将以奥

巴马政府与东盟各国领导人于 2016 年 2 月共同发

表的“安纳伯格庄园宣言”中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深

化“美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

“南海问题”上坚持全面的“战略性干预”和加强对

东盟公共外交是该宣言的重要内容。美持续强化对

越南和东盟的影响力，将在一定程度上持续恶化中

国周边外交的安全战略环境。

第三，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在越实施。越南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出海第一站，地缘战略位置

十分重要。“一带一路”倡议在越成功实施将产生

重要影响，中国的影响力和国家利益线将透过越南、
南海直达印度洋。近年来，美对越公共外交加深了

越南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2015 年 4 ～ 5
月，“零点调查”在中国和 18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就民众对中国好感度、对中国品牌印象、对中国文

化欣赏度、对中国领导人的关注度及其处理国内国

际事务的信心度、对本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与经济

关系信任度、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同度和对中国发

展前景的认同度等指标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在所有 18 个参与调查的国家中，越南是唯一一个

在喜欢度、关注度、认同度、信任度四个维度，及在所

有十个指标上均对中国释放出消极信号的国家。”②

此外，有中国学者经实地调研后发现，在提到中越合

作共建“一带一路”时，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到南

海争端会成为两国合作的障碍，部分受访者甚至怀

疑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是否包含与南海有关的战

略意图。③ 类似负面看法，在越南官方和学界都很

有市场。

四

迈入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公共外交，其发展前景

尚不甚明朗。美国对越南的公共外交显然不可能脱

离美外交政策大环境，但也要放在当前美国的印太

区域大战略背景下来考察。
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有继续推进对越南的

公共外交的动力，对越公共外交仍将是美维护和促

进印太区域利益的工具。虽然截至目前，特朗普政

府没有提出明确的全球公共外交战略，也尚未发布

“2018 公共外交和国际广播年度综合报告”，但自

2017 年 11 月特朗普总统访越后，美对越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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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超:“越南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舆情分析”，
《新丝路学刊》，2018 年第 1 期，第 72 页。

零点调查，“一带一路”沿线，它 的 民 众 最 不 信 任 中 国?，
2015 年 9 月 18 日，http: / /www．horizon－china． com /page /4101． ( 上网
时间: 2018 年 11 月 30 日)

顾强:“越南各阶层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态度及其应对
策略研究———对越南进行的实证调研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
坛》，2016 年 9 月第 5 期，第 103 页。



已经很明晰，即延续并全面深化美越“全面伙伴关

系”为印太战略服务。在对越公共外交方面，特朗

普政府的思路已经明确: 在教育与文化交流领域，美

国将“越南富布莱特大学”视为加强美越民间的联

系的桥梁; 继续支持和平队在越南的教育交流活动;

通过“越南教育基金会”提供 50 万美元校友助学

金。在战后遗留问题处理和环境保护领域，特朗普

对美越经过共同努力完成了对岘港遭二噁英污染土

壤和沉积物的清除工作表示祝贺，①并承诺将继续

协助越南推进对边和空军基地的二噁英清理工作;

遗留爆炸物移除、对越残疾人援助等双边合作项目

将持续推进。此外，特朗普重申“作为湄公河委员

会的合作伙伴和‘湄公河下游倡议’的创始成员国，

美国政府支持湄公河下游国家的努力，以可持续管

理该地区的水资源和环境资源，造福所有人。”②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美国公共外交发展面临不

确定的大环境。特朗普作为总统，对公共外交和软

实力的了解与兴趣甚少，相反，更多的是其个人的随

性表达。美国国务院主导公共外交的机构目前几乎

处于“半瘫痪”状态。外交和国家安全团队中许多

关键职位长期空缺或频繁易主，是特朗普政府的一

个独特现象。2017 年 12 月 4 日，历经近一年时间

的等待，美国公共外交界终于迎来了新政府任命的

首位主管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史蒂夫·
戈德斯坦( Steve Goldstein) 。但 2018 年 3 月 13 日，

戈德斯坦就因发表针对前国务卿蒂勒森被特朗普总

统“推特解雇”的“不当”声明而遭革职，其职位一直

由海瑟·安·诺尔特 ( Heather Ann Nauert) 代理。
2018 年 12 月初传出诺尔特被提名为美国下任驻联

合国代表，其空缺岗位由谁填补还是未知数。截至

2018 年 11 月，前身为美国广播理事会的美国全球

媒体机构的首席执行官也仍未到任，该机构的管理

层还是奥巴马政府 2015 年组建的老团队，员工士气

低落和对负面媒体信息不断，已经让该机构颇受诟

病。而特朗普政府内外形象不佳，也让美国全球公

共外交活动开展举步维艰。在这种大环境之下，美

国对越南的公共外交难免不受到影响。
为应对美国对越南公共外交，营造更加有力的

周边环境，当前中国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考虑对策。

一是继续重视“南海问题”在当前中越关系中的极

端敏感性，在扎实推进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

磋商的同时，要通过公共外交有效管控分歧，讲好

“中国故事”，做好“亲邻善邻”，让越民众真正认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质内涵，逐步消除“中

国威胁论”滋生土壤。二是加大对越教育和文化交

流力度，补齐越南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数量不足的短

板，强化河内大学孔子学院的公共外交核心工具职

能，让在西方国家遇阻的孔子学院在越南这样的周

边发展中国家生根开花。要大力支持越南学生来华

留学、畅通并拓展越各界精英来华交流渠道; 增设对

在各行业具备一定领导潜质的越公民赴华学习交流

的奖学金类型; 将服务越经济和社会发展、反“颜色

革命”经验交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经验交流

等作为对越交流的重要内容。考虑在越北部推广中

文基础教育同时，向其信息闭塞地区派遣汉语教学

援助师资力量。三是加强对越信息活动，持续拓宽

对越国际广播渠道，加强中越媒体交流合作，扩大对

两国友好的宣传力度。同时注重对各类挑拨离间中

越关系的虚假信息进行有理有据的坚决反击，将真

相呈现在越民众的眼前，传入越民众耳中。为中国

驻越使领馆打造一批针对越年青一代的信息化咨询

服务平台，助力中越青年直接互动。四是继续办好

传统的民间交往活动，如中越青年友好会见活动、边
民大联欢、人民论坛的同时，要重视通过音乐、美

( 艺) 术、文学节目交流等方式，向越全方位展现新

时代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 责任编辑: 王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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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es like Taiwan，the South China Sea and human rights may become more visible．
Keywords: midterm election; Congress; Trump administration; Sino－US relations

US Public Diplomacy toward Vietnam

Tang Xiaosong ＆ Liu Jianhu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United States’global strategy has put emphasis on traditional great power competi-
tion and Asia Pacific region． To serve its global，regional and bilateral strategies，US increasingly values Vietnam’
s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regional influence and potential to contain China． As a result，the United States
has strengthened its public diplomacy toward Vietnam，which has eroded the foundation of public opinion for a
sound development of China－Vietnam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deteriorated China’s neighboring secu-
rity environment and affec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in Vietnam． In this regard，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properly deal with this situation，seize the opportunity，strengthen public diplomacy toward Viet-
nam and safeguard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Keywords: US; Vietnam; China; Public Diplomacy

External Powers’Military Deployment in Eastern Africa

Sun Degang ＆ Zou Zhiqiang

Abstract: The most fundamental challenge facing Eastern African countries is development． However，the outside
powers’troops have flooded into the region and regarded it as an arena of geopolitical rivalry． The process of outside
military deploy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stages of preparation，the soft military presence，the hard military
base and the military hub． So far，France，US and Japan have deployed military bases in Djibouti; the UAE has
military bases in Eritrea and Somaliland; Israel has military presence in Eritrea; Iran had military presence in Eri-
trea and Sudan; Turkey and Qatar have stationed troops in Sudan and Somalia; Saudi Arabia will build it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and Ｒussia will establish military base in Sudan． The outside military deployment has intensified
security dilemma among Eastern African states． It may bring potential threats to China’s logistics base in Djibouti，
its anti－piracy campaign in Somali Waters，the mission of convoy fleets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and the interconnectivity among Eastern African countries．
Keywords: Eastern Africa;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secruity; China and Africa; military base

( Edited By Zhang Yi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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