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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的周期性变化
———基于美国安全政策报告的文本分析

孙德刚∗

　 　 内容提要　 美国白宫、 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出台的美国国家安

全战略报告彰显出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军事基地的部署大体沿着

“局部扩张———局部收缩———战略扩张———战略收缩” 这一主线ꎬ 呈周

期性波动ꎬ 土耳其、 海合会六国、 阿富汗、 伊拉克、 埃及、 吉布提、 阿

尔及利亚等都曾是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东道国ꎮ 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

地的扩张与收缩同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军事基地部署呈此消彼长之势ꎬ 与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存在重要关联ꎮ 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部

署既受外部因素的影响ꎬ 又受内部因素的制约ꎮ 前者如地区威胁的上

升、 美国承担发动海湾战争、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任务ꎻ 后者如

布什主义、 克林顿主义、 小布什主义和奥巴马主义等美国领导人战略理

念的变化、 财政状况、 两党政治、 历史记忆等ꎮ 未来ꎬ 美国国防转型、
军事技术升级、 飞机作战半径的扩大、 航母战斗群等浮动基地的部署、
中东国家民族主义的上升等因素ꎬ 都促使美国减少对中东大型军事基地

的依赖ꎬ 进而更加青睐前沿行动基地与合作安全基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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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以西太平洋基地群、 欧洲基地群和中东基地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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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重点ꎬ 凸显美国对外战略布局ꎮ 冷战结束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底ꎬ 美国经历

了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以下简称 “老布什”)、 克林顿、 乔治沃

克布什 (以下简称 “小布什”) 和奥巴马 ４ 任总统ꎬ 即两位共和党总统和两

位民主党总统ꎮ 在这 ２０ 多年时间里ꎬ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理念发生了重

要变化ꎬ 对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地区的军事部署与调整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这些

理念集中体现在美国历届政府的安全政策报告中ꎮ 本文将冷战后美国安全战

略报告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美国白宫公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ꎬ 其从美国

国家战略的全局考虑整体安全战略ꎻ 第二类是美国国防部公布的 «四年防务

评估报告»、 «美国国防战略报告» 和 «基地结构报告»ꎬ 其代表了国防部对

于国家面临安全威胁的认知和判断ꎬ 以及美国应对安全威胁的主要目标与手

段等ꎻ 第三类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公布的 «国家军事战略报告»ꎬ 其主要从军事

战术层面ꎬ 分析美国赢得胜利的保障与条件ꎮ① 本文基于上述三类政策报告ꎬ
考察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国家军事基地部署的基本规律、 运行轨迹及其动因ꎮ

局部扩张: 新建海湾军事基地网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２ 年)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部署与其在亚太和欧洲的军事基地部署相比ꎬ
时间要晚得多ꎮ 冷战时期ꎬ 美国的全球军事基地主要部署在欧洲和亚太地区ꎬ
以遏制苏联向亚洲 (东南亚)、 非洲 (非洲之角、 安哥拉)、 拉美 (古巴) 等

地区的扩张为目的 (美国中东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限制苏联势力扩张②)ꎬ 阻止

苏联向北大西洋、 地中海、 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扩大军事存在ꎮ 受中东民

族主义势力上升和美国偏袒以色列政策的影响ꎬ 美国未在土耳其和埃及以外

的中东地区部署军事基地ꎮ
在冷战结束前的 １９８７ ~ １９８８ 年ꎬ 美国军队规模达 ２２０ 万人 (不含预备役

部队 １７０ 万人)ꎬ 共有 ５ ５３９ 处军事基地ꎬ 基地占地近 ２ ７００ 万英亩ꎬ 资产重

置价值达 ４ ６００ 亿美元ꎬ 其中美国在海外部署军事基地 １ ７０１ 处ꎬ 占地面积

２ ４５ 万英亩ꎮ 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盟国部署了约 ３０ 万军队ꎬ 其军事基地部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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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遏制苏联的军事需要出发ꎬ 一是核威慑ꎬ 二是常规威慑ꎬ 即一旦苏联对

美国盟友和海外军事基地发动进攻ꎬ 将引发美国的大规模报复行动ꎮ① １９８７
年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强调: 为维持强大的常规威慑能力ꎬ 美国必须为美

国军事力量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ꎮ 强大的后勤保障设施有助于增强威慑能力ꎬ
维护美国利益ꎮ 通过完善军事补给基地ꎬ 美国可以增强自己的威慑能力ꎮ②

１９９０ 年以前ꎬ 美国在海外共部署 １ ６９９ 处军事基地ꎬ 其中在中东国家的军事

基地全部位于土耳其ꎬ 包括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 (驻扎有第 ３９ 战术集团军ꎬ
共 ２ ９３０ 人ꎬ 含文官 ３２８ 人ꎬ)、 安卡拉空军基地 (即小型支持基地ꎬ 共 ６５２
人ꎬ 含文官 １５５ 人)、 皮林奇利克空军基地 (即第 ２００３ 通讯大队电子通讯基

地ꎬ 其 １３７ 人ꎬ 含文官 ４ 人) 以及伊兹密尔军事基地 (即美国第 ７２４１ 空军集

团军基地ꎬ 共 ５９３ 人ꎬ 含文官 ７９ 人)ꎮ 在上述军事基地中ꎬ 因吉尔利克空军

基地的面积最大ꎬ 达 ３ ４７３ 英亩ꎮ③ １９７９ 年埃及和以色列签订 «戴维营协议»
后ꎬ 美国在西奈半岛同英、 法等欧洲盟国一道部署了上千人的维和部队ꎬ 用

于监督埃以之间的停火协定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应对伊拉克萨达姆政府的威胁、 发动海湾战争成为美

国在中东地区陈兵数十万的重要原因ꎮ １９９０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ꎬ 拉开了美

国在海合会六国部署军事基地的序幕ꎮ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中旬ꎬ 美国在海湾地区部

署了 ３ 万人ꎬ 到 ８ 月底增加至 ８ 万人ꎬ 其中陆军 ２ ５ 万人ꎬ 主要部署在沙

特ꎮ④ 到 ９ 月底ꎬ 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力量增加至 １７ ５ 万人ꎬ 陆军也增至 ６ ５ 万

人ꎬ 为发动伊拉克战争做好了准备ꎮ 到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ꎬ 美军在海湾的人数已上升

至 ４０ 余万人ꎬ 共运送物资 ３６ 万余吨ꎬ 部署了 １ １００ 辆主战坦克、 ２ ４２６ 辆装甲

车、 ３８３ 架攻击直升机、 １ １２０ 架支援直升机ꎬ 还有陆军 ２４ ５ 万人、 海军 ５ ２ 万

人、 海军陆战队员 ７ ４ 万人、 空军 ４ ７ 万人和特种兵 ３ ２ 万人ꎮ⑤ 通过发动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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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战争ꎬ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从土耳其和埃及扩展至海合会六国ꎬ 海湾变

成了美国军事基地链环绕的 “内湖”ꎮ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ꎬ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后冷战时期发布了第一份 «国家军

事战略报告»ꎮ 在安全环境评估方面ꎬ 该报告认为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安全威

胁ꎬ 从共产主义扩张和苏联霸权主义变成了多样化的威胁ꎮ 为应对后冷战时

期美国面临的多样化安全威胁ꎬ 美国制定了以下战略: 第一ꎬ 战略威慑与防

御ꎬ 增强核威慑与军事攻防能力ꎻ 第二ꎬ 在世界上关键地区部署前沿军事存

在ꎻ 第三ꎬ 增强对突发危机的反应能力ꎻ 第四ꎬ 实现机构重组ꎬ 发挥人员和

设施的优势ꎬ 提高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ꎮ①

海湾战争结束后ꎬ 老布什政府公布了其任期内最后一份 «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ꎮ 该报告认为ꎬ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ꎬ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再是美

国的首要安全威胁ꎬ 但是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却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ꎮ
从政治上看ꎬ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从威权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的东

欧、 中欧国家和原苏联地区会产生威胁ꎻ 从经济上看ꎬ 美国面临德国和日本

的激烈竞争ꎻ 从军事层面来看ꎬ 全球安全受到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影响ꎬ 美国

不得不保护海外公民和利益ꎬ 并应联合国和盟友的请求保护其他国家的侨民

利益ꎮ 尽管随着苏联的解体ꎬ 美国减少了海外前沿军事基地的力量部署ꎬ 但

是海外军事基地的功能已发生转变ꎬ 包括联合军演、 签订军火储藏协议、 提

供安全与人道主义援助、 港口访问、 军事交流、 定期或轮岗部署军事力量

等ꎮ② 海湾战争结束后ꎬ 土耳其和海合会六国成为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部署的

重点地区ꎮ

局部收缩: 减少在土耳其和海湾军事

基地的规模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０ 年)

　 　 克林顿入主白宫后ꎬ 美国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ꎬ 加上超强的军事、 科技

实力ꎬ 奠定了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克林顿政府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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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冷战后美国的参与和扩展战略ꎮ 报告

认为ꎬ 冷战后美国的安全战略在于扩展市场经济基础上的 “民主国家共同

体”ꎬ 同时威慑和遏制对美国和盟友构成的威胁ꎮ 其隐性逻辑是: 国家越民

主ꎬ 政治和经济政策越自由ꎬ 美国就越安全ꎬ 美国人民也就越能获得繁荣ꎮ
为在全球推广克林顿政府的参与和扩展战略ꎬ 该报告指出了 ３ 个基本要

素———通过强化国防能力与合作安全增强美国安全ꎻ 打开国外市场并促进全

球经济增长ꎻ 在海外促进民主ꎮ① 克林顿政府从新自由主义理念出发ꎬ 认为后

冷战时期经济全球化、 政治民主化和贸易自由化成为人类发展的新趋势ꎮ 克

林顿政府更加看重民主、 经济和外交的力量ꎬ 认为后冷战时期这些力量比军

事力量更有助于拓展美国的利益与价值观ꎮ 同时ꎬ 随着世界经济、 技术、 政

治和文化的一体化进一步发展ꎬ 全球化、 民主化和自由化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和挑战ꎬ 需要美国实施参与和扩展战略ꎮ
克林顿政府实施参与和扩展战略ꎬ 与美国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安全形势

判断存在重要关联ꎮ 即后冷战时期ꎬ 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不再是共产主义ꎬ
而是各种不确定性因素ꎬ 包括种族冲突、 体系外国家对地区稳定的挑战、 恐

怖主义、 毒品、 有组织犯罪、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敌对势力搜集情报、
环境恶化、 人口大爆炸及部分国家政治不稳定等ꎬ 这些威胁具有多元性和跨

国性ꎬ 既包括传统威胁ꎬ 又包括非传统威胁ꎮ 美国应对各种国际威胁的手段

多种多样ꎬ 包括外交手段、 国际援助、 军控和危机预防等ꎬ 其中参与和扩展

战略可以扩大美国的民主价值观ꎬ 将美国的政治制度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ꎮ
正如 １９９７ 年美国政府公布的 «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所指出的: 美国追

求的三大目标是国家安全、 经济利益和民主推广ꎬ 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的威

胁包括主权国家的威胁、 跨国性威胁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带来的威胁ꎮ
通过参与和扩展ꎬ 美国可以扩大民主国家的数量ꎮ 同时ꎬ 通过参与和扩展战

略ꎬ 美国一方面依靠所谓贸易自由化打开海外市场ꎬ 促进美国经济的繁荣ꎬ
维护美国一超独霸地位ꎻ 另一方面在经济交往中扩展美国的自由、 民主和人

权ꎮ 受此影响ꎬ 美国缩减军队的规模ꎮ
克林顿政府认为ꎬ 要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经济繁荣和民主拓展ꎬ

５９

①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ꎬ １９９４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４ꎬ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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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ꎮ １９９９ 年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指出ꎬ 美国军

事力量在塑造国际安全环境中扮演重要角色ꎮ 通过海外军事存在的部署ꎬ 美

国可以提供安全援助和承诺ꎬ 维护地区稳定ꎬ 预防侵略ꎬ 引导转型国家的民

主化发展ꎮ 美国海外军事部署的小型化增强了其军事力量的机动性ꎬ 使美国

能够在地区危机爆发后迅速介入热点问题ꎬ 参与撤侨和人道主义干预等任务ꎬ
并减少了在海外军事部署的人数ꎮ①

克林顿时期ꎬ 美国的中东战略包括两部分ꎬ 即在东地中海地区促进巴以

和谈ꎬ 在海湾地区遏制伊朗和伊拉克ꎮ 在海湾地区ꎬ 美国依靠在海合会的军

事基地遏制伊拉克对科威特可能采取的入侵行动ꎬ 使联合国在伊拉克的核查

行动得以顺利推行ꎬ 维护在伊拉克南部和北部的禁飞区ꎬ 并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实施了 “沙漠之狐” 行动ꎮ 在东地中海地区ꎬ 克林顿政府促进巴以之间乃至

约以之间的和谈ꎮ②

海湾战争结束后ꎬ 克林顿政府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开始收缩ꎬ 以维护

美国在东地中海、 红海、 阿拉伯海与海湾等中东关键海域的权力投射能力ꎮ
２０００ 年ꎬ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Ｈ谢尔顿 (Ｈｅｒｒｙ Ｈ Ｓｈｅｌｔｏｎ) 在参

议院所做的证词中指出: 在美、 英联军发动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沙漠之狐”
行动后ꎬ 美国强化了在伊拉克南部和北部地区的禁飞区ꎬ 并强化了美国在伊

拉克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ꎬ 包括在沙特、 科威特等陆军基地部署了战斗机和

地面部队ꎬ 还在海湾地区部署了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巡航导弹ꎬ 达到了遏

制两伊的目的ꎮ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分为陆军、 海军与空军基地

３ 种ꎬ 陆军基地以沙特和科威特为主ꎻ 海军基地以巴林、 卡塔尔、 阿曼和埃及

为主ꎻ 空军基地以阿曼和土耳其为主ꎮ 美国在埃及部署了数百名现役海军人

员ꎬ 拥有 ２１ 处建筑ꎬ 基地占地 ３ 英亩ꎬ 设施重置价值 ２ ７００ 万美元ꎻ④ 巴林是

６９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１９９９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９ꎬ ｐ １１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ꎬ １９９６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９６ꎬ ｐ ４２ꎻ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１９９８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Ｍａｙ １９９８ꎬ ｐ ５２

Ｓｅｅ Ｈｅｎｒｙ Ｈ Ｓｈｅｌｔｏｎꎬ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Ｃ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Ａｒｍ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Ｊｏｉｎｔ Ｐｏｓｔｕｒ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０ꎬ Ｕ Ｓ Ｓｅｎａｔ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０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ｕ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Ｂ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１９９９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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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ꎬ 占地 ３６ 英亩ꎬ 美国部署了 ２ ０８７ 名海军官兵ꎬ 并在阿

曼两处军事基地部署了 ３０８ 名海军官兵ꎮ① 除海军基地外ꎬ 美国还在阿曼首都

马斯喀特的锡卜地区 (Ｓｅｅｂ)、 马西拉和塞迈里特 (Ａｌ Ｔｈｕｍｒａｉｔ) 建立了 ３ 处

空军基地ꎬ 其中在阿曼锡卜租用了 ７ 处军事设施ꎬ 占地 ３ ０００ 英亩ꎬ 设施重置

价值 ４ ４４０ 万美元ꎻ 美国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减少至 ９ 处ꎬ 包括因吉尔利克的

空军基地最大ꎬ 驻军人数减至 １ ７０８ 人ꎬ 但驻伊兹密尔的空军人数为 ２７２ 人ꎬ
在安卡拉等地的驻军人数减至几十人ꎮ②

战略扩张: 构筑阿富汗 －伊拉克 －海合会 －吉布提

军事基地网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ꎬ 美国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指出ꎬ 美国的国防力量旨在保

护 ３ 类利益: 一是确保美国的安全与行动自由ꎬ 包括主权、 领土完整、 自由、
海内外公民安全、 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ꎻ 二是信守国际承诺ꎬ 包括维护

美国盟友和朋友的安全、 阻止敌对国占领关键地区ꎬ 特别是欧洲、 东北亚、
中东和东南亚ꎻ 三是促进经济繁荣ꎬ 包括维护全球经济的活力、 确保国际海

洋、 天空、 太空和信息安全ꎬ 能够进入关键市场并获取战略资源ꎮ③

在中东政策上ꎬ 小布什主张军事硬实力第一ꎬ 在战略上 “以暴制暴”ꎬ 将

军事行动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ꎮ 入主白宫后ꎬ 小布什政府公布的第

一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重新界定了 ２１ 世纪初美国面临的新安全威胁ꎬ 即

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ꎬ 并提出了美国的新国际主义———既珍视美国政治价

值观ꎬ 又重视美国国家利益ꎮ “如今美国受到的威胁不是大国ꎬ 而是 “失败国

家”ꎻ 不是大国的舰队和军队ꎬ 而是掌握破坏性技术的少数 “邪恶力量”ꎮ 我

们必须战胜针对我国、 我们盟友和朋友的各类威胁ꎮ”④ 小布什政府认为ꎬ 对

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的ꎬ 是无赖国家与恐怖组织的勾结ꎮ 由于 “无赖国家” 和

７９

①

②
③

④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ｕ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Ｂ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１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４１ － ４３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６２ － ６３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Ｑｕａｄｒｅｎｎｉ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０１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ꎬ ｐ ２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２００２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ꎬ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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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组织滥杀无辜ꎬ 美国传统的威慑战略失效ꎬ 这些国家和组织会不计代价

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ꎬ 因此美国新时期对迫在眉睫威胁做出新的判断ꎬ
即只要这些国家和组织拥有了发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ꎬ 就是对美国构

成迫在眉睫的威胁ꎮ “威胁越大ꎬ 不采取行动的风险就越大ꎬ 美国采取必要措

施维护自身利益的紧迫感就越强ꎮ”①

受全球反恐战争的影响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美国军事基地总数从 ６ ４２５ 处增加至

６ ７０２处ꎬ 共增加了 ２７７ 处ꎬ 美国一方面大幅度减少在德国、 日本和韩国的军

事基地数量ꎬ 另一方面增加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军事基地部署ꎮ
“九一一” 事件后ꎬ 美国与沙特关系恶化ꎬ 美国减少在沙特的驻军人数ꎬ 加

上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准备发动伊拉克战争ꎬ 美国增加了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

署ꎮ ２００３ 财年ꎬ 美国在巴林驻军人数增加至 ２ ９４８ 人ꎬ 设施重置价值达 １ ９
亿美元ꎻ 在埃及驻军 ３７ 人ꎬ 在土耳其驻军 １ ８３２ 人ꎬ 在阿联酋驻军 ２２２ 人ꎬ
并在阿曼维持了少量驻军ꎬ 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军事基地的国家增加至 ５ 个ꎬ
其中因美国在阿富汗、 科威特、 卡塔尔和沙特的驻军人数涉及军事机密ꎬ 美

国国防部数年 «基地结构报告» 均并未列出美国在上述四国的军事基地数量

及驻军人数ꎮ②

２００４ 年ꎬ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公布新版的 «国家军事战略报告»ꎮ 该

报告提出了 ２１ 世纪美国国防战略的 ３ 项重点是: 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 促

进联合作战、 加快军事转型步伐ꎮ 为实现上述 ３ 个重点ꎬ 小布什政府制定

了 ３ 项具体任务: 一是保护美国本土不受外敌入侵ꎻ 二是阻止冲突和侵略

的发生ꎻ 三是在战区战胜敌人ꎮ 该报告指出ꎬ 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存在及其

军事基地战略不仅可以增强美军的作战能力ꎬ 而且可以强化美国在全球范

围内的伙伴关系ꎬ 其形式包括永久性军事部署、 定期轮岗的军事人员、 前

沿部署的军事装备等ꎻ 增强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需要建立远征军ꎬ 以应

对地区性和全球性威胁的挑战ꎬ 不仅有助于强化固有同盟关系ꎬ 而且可以

发展新的伙伴国ꎬ 因为多边框架下的伙伴关系可以通过联合训练、 试验和

转型增强彼此间合作ꎮ

８９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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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上台后ꎬ 先发制人、 抢先对反美国家和恐怖组织实施 “外科手术”
式的打击ꎬ 成为美国首要国家安全战略ꎮ 受进攻性安全战略的影响ꎬ 美国国

内军事基地呈大幅减少的态势ꎬ 但是海外领地和国外土地上的军事基地数量

却在不断增加ꎮ ２００４ 财年ꎬ 美国在国外土地上的军事基地数量为 ８６０ 处ꎬ 比

２００３ 财年猛增了 １５８ 处ꎻ 在海外领地上的军事基地达 １１５ 处ꎬ 比 ２００３ 年增加

了 ９ 处ꎻ 而美国本土的军事基地为 ３ ７２７ 处ꎬ 比 ２００３ 年减少了 ２ １７７ 处①ꎬ 由

此足见小布什 “拒恐怖主义于国门之外” 的先发制人战略思想对美国海外军

事基地的部署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在中东地区ꎬ 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增加至 ６
处ꎬ 在卡塔尔部署了 ３ ６１７ 名海军官兵ꎻ 在土耳其部署了 １ ８０８ 名空军官兵ꎻ
在埃及继续部署 ３７ 名海军ꎻ② 在科威特、 阿联酋、 阿曼也部署了若干军事

力量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ꎬ 美国国防部公布了 «美国国防战略报告»ꎮ 该报告指出ꎬ

“九一一” 事件后ꎬ 美国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ꎮ 全球反恐时代下美国的战略

目标是: 第一ꎬ 阻止美国本土受到直接攻击ꎻ 第二ꎬ 确保美国进入战略地区ꎬ
保持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自由ꎻ 第三ꎬ 增强同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国的合作ꎻ
第四ꎬ 塑造对美国有利的安全环境ꎮ 然而ꎬ 美国面临 ４ 类主要安全威胁: 一

是主权国家构成的传统威胁ꎻ 二是恐怖组织构成的非传统威胁ꎻ 三是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扩散引起的灾难威胁ꎻ 四是美国潜在敌人通过技术手段对美国实

施的破坏ꎮ 该报告认为ꎬ 美国力量无法投射到的地方ꎬ 就无法施加影响力ꎮ
故获得操作性军事基地是美国获得政治和军事行动自由的重要保障ꎬ 是美国

承诺对盟友安全保证和向全球热点地区部署军事力量的条件ꎻ 在敌人反基地

介入的环境下ꎬ 美国必须保持向海外偏远地区投射军事力量、 维持军事部署

的能力ꎮ③

与 ２００４ 财年相比ꎬ ２００５ 财年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除大型军事基地有所增

加外ꎬ 中型和小型军事基地的数量均有所下降ꎬ 其中在国外土地上部署的

军事基地从 ８６０ 处下降至 ７３７ 处ꎬ 特别是在国外土地上的小型军事基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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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６ 处下降至 ６９９ 处ꎬ 但海外小型军事基地仍然占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总数的

９５％左右ꎬ 大中型海外军事基地仅占 ５％ ꎮ 其中美国在巴林共部署了 ５ 处海

军基地ꎬ 驻军人数为 ２ ３０３ 人ꎻ 驻埃及的海军人数为 ７２ 人ꎻ 驻土耳其的空

军 １ ９３４ 人①ꎬ 美国还在阿曼、 阿联酋、 科威特等海湾国家部署了主要军事

力量ꎮ
小布什时期ꎬ 美国信奉进攻性现实主义ꎬ 将中东伊斯兰反美势力视为

“伊斯兰法西斯主义”ꎬ 意识形态倾向性明显ꎬ 主张通过先发制人手段和单边

军事行动摧毁美国在中东的敌人ꎮ ２００６ 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指出ꎬ
如果说 ２０ 世纪美国相继通过发动一战、 二战和冷战打败了欧洲极权主义、 法

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ꎬ 那么 ２１ 世纪美国面临的新威胁主要是恐怖主义ꎬ 尤其

以中东 “伊斯兰恐怖主义” 为代表ꎮ②

２００６ 年ꎬ 随着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推进ꎬ 美国声称 “解放” 了 ５ ０００ 万

阿富汗和伊拉克民众ꎬ 加入美国反恐联盟的国家增至 ７５ 个ꎮ 同时ꎬ 恐怖主义

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反弹ꎬ 恐怖袭击已经扩散到阿富汗、 埃及、 印尼、 伊拉

克、 以色列、 约旦、 摩洛哥、 巴基斯坦、 俄罗斯、 沙特、 西班牙和英国等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美国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认为ꎬ 美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发生了很大

变化ꎬ 即从和平时期到战争状态ꎻ 从可预见性到不确定性ꎻ 从单一威胁到多

元化威胁ꎻ 从主权国家构成的威胁到主权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并重的多重威

胁ꎻ 从针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到针对一国内部某些势力发动战争ꎻ 从模式统

一的威慑到针对无赖国家、 恐怖主义网络和其他大国构成的威胁而形成的多

重威慑ꎻ 从应对危机爆发后的挑战到预防危机的爆发ꎻ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

造未来ꎻ 从基于敌人的威胁意图到基于敌人的威胁能力ꎻ 从传统作战到非传

统、 非对称性作战ꎮ③

２００６ 财年ꎬ 大约 ３５ 万美军驻扎在 １３０ 个国家ꎬ 美国军事基地比 ２００５ 年增

加了 ３５５ 处ꎬ 其中海外军事基地增加了 ２９ 处ꎬ 达 ７６６ 处ꎮ 在中东地区ꎬ 伊拉克、
阿富汗、 巴林、 土耳其、 卡塔尔、 科威特、 阿曼、 埃及等仍然是美国军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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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国家ꎬ 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群形成在伊斯兰世界的 “珍珠链”①ꎬ
从阿富汗向西延伸到伊拉克ꎬ 再拓展至海合会国家ꎬ 最后南下到非洲之角的

吉布提ꎬ 形成彼此遥相呼应的网络化结构ꎮ 其中ꎬ 美国海军在巴林部署了 ５
处军事基地ꎬ 驻军人数达 ２ １８５ 人ꎻ 驻埃及海军 ３７ 人ꎻ 驻科威特 ３７２ 人ꎻ 驻

卡塔尔首都多哈乌代德空军基地 １５９ 人ꎻ 驻土耳其 ９ 处空军基地 ２ ０５４ 人②ꎻ
小布什政府还在阿曼、 阿联酋等部署了秘密军事基地ꎬ 人数不详ꎮ 小布什政

府很自豪地宣布ꎬ 民主化不仅在亚洲、 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取得了进步ꎬ
而且中东民主化改造也已初见成效ꎬ 如阿富汗和伊拉克已经实现了民主选举ꎻ
叙利亚被迫从黎巴嫩撤军ꎻ 埃及、 沙特、 科威特和摩洛哥均在民主化道路上

不断前进ꎮ③

此后ꎬ 美国全球军事基地数量又有了大幅度增加ꎬ 这与美国增加军费开

支、 在伊拉克战争后投入重兵、 维护伊拉克的局势稳定有很大关系ꎮ 根据美

国国防部 «基地结构报告» 的统计ꎬ ２００７ 年美国共部署了 ５ ３１１ 处军事基地ꎬ
比 ２００６ 年增加了 １ ５８０ 处ꎻ 海外军事基地 ８２３ 处ꎬ 比 ２００６ 年增加了 ５７ 处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因基地部署的敏感性ꎬ 美国每年公布的 «基地结构报告» 很

少谈及美国在沙特、 阿联酋、 阿曼、 卡塔尔、 科威特和吉布提的军事基地ꎮ
２００７ 财年却将阿联酋列入ꎬ 而且公开指出美国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宰夫拉空

军基地和富查伊拉海军基地部署了军事力量ꎮ
随着全球反恐战争告一段落ꎬ ２００８ 财年ꎬ 美国全球军事基地的总数为

５ ４２９处ꎬ 比上一年增加了 １１８ 处ꎬ 但海外军事基地的数量为 ７６１ 处ꎬ 比上年

减少了 ６２ 处ꎮ 美国国防部 «基地结构报告» 第一次统计了美国在吉布提雷蒙

尼尔的军事基地ꎬ 该军事基地是 ２００７ 年美国非洲司令部成立后在非洲大陆唯

一一处军事基地ꎬ 对美国拓展在非洲的军事存在意义重大ꎬ 但是却未透露美

国在该军事基地的驻军人数 (其他数据资料显示为大约 ４ ０００ 人)④ꎻ 美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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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刚: «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部署的 “珍珠链战略”»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６ ~ ３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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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以外的海湾国家以及阿尔及利亚的驻军人数也不详ꎮ①

战略收缩: 维持在中东灵活机动的军事

基地部署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６ 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ꎬ 中东与欧洲和亚太一起ꎬ 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重

点地区之一ꎬ 也是美国全球军事部署的重要地区ꎮ 奥巴马担任总统入主白宫

后ꎬ 国际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ꎮ 一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及其对传统大国

主导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冲击ꎻ 二是超国家行为体与次国家行为体对主权国家

形成的权力体系的挑战ꎻ 三是全球经济和科技的加速发展对全球政治权力的

冲击ꎻ 四是中东地区的权力博弈和争夺更加激烈ꎻ 五是国际能源格局发生了

重要变化ꎬ 美国因页岩气和页岩油革命ꎬ 一跃成为世界上天然气和石油最大

生产国ꎬ 对海外石油的依赖创 ２０ 年最低ꎬ 并在清洁能源领域处于世界前列ꎬ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的能耗更多ꎬ 对国际能源的供应格局与供求关

系产生了深远影响ꎮ② ２０１０ 年美国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指出: 美国国防部

在新时期追求四大战略目标ꎬ 即赢得反恐行动的胜利ꎻ 阻止和预防冲突ꎻ 打败

敌人并预防各种突发事件ꎻ 维护和支持美国全部志愿者力量 (Ａｌｌ －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Ｆｏｒｃｅ) 的安全与福祉ꎮ 具体来说ꎬ 美国国防部面临 ６ 项使命ꎬ 分别是: 保卫美

国ꎻ 在反恐行动中取得胜利ꎻ 增强伙伴国的安全能力ꎻ 在反介入环境下保持威

慑和挫败侵略ꎻ 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ꎻ 加强网络空间的安全ꎮ③

奥巴马中东政策进一步凸显战略性模糊、 廉性领导权 (Ｃｈｅａｐ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和灵活性反应ꎬ④ 在战略上奉行 “以柔克刚”ꎬ 试图在美国整体实力下降的情况

下奉行 “韬光养晦” 政策ꎮ 正如 ２０１５ 年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所指出的ꎬ
域外极端组织对美国本土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的概率尽管下降ꎬ 但是可能性一

直存在着ꎮ 新时期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于地区不稳定、 经济机会稀缺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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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Ｑｕａｄｒｅｎｎｉ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０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Ｖꎬ ２
Ｇｒｅｇｏｒｉｏ Ｂｅｔｔｉｚａꎬ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Ｐｈｉｌｉｐꎬ “Ｏｂａｍａ’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ｉｍｅ ｔｏ Ｄｅｃｉｄｅꎬ” ＩＤＥ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Ｍａｙ １０ꎬ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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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ꎬ 特别是在从南亚到中东再到非洲的广大地区ꎮ 在反恐策略上ꎬ 美国已经

放弃代价高昂、 规模宏大的全球反恐战争 (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ꎬ 而是选择小

而精的反恐作战部队执行特殊任务ꎮ 奥巴马入主白宫初期ꎬ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

拉克驻军约 １８ 万人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这一数字下降至 １ ５ 万人ꎮ 海外驻军人数的变

化大幅度减少了美军伤亡人数ꎬ 使美国能够将军事力量和资源集中于亚太战略

目标上ꎮ① 受此影响ꎬ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从遏制伊朗和伊斯兰反美组织ꎬ 转

向日趋多元化的任务ꎬ 依托航母战斗群等浮动基地与 “无人机” 基地ꎬ 应对传

统和非传统威胁ꎬ 依赖灵活机动的前沿行动基地与合作安全基地ꎮ
２００９ 财年ꎬ 美国国防部拥有 １８ ３ 万处军事设施ꎬ 军事基地总价值达

１ ５７０亿美元ꎮ 该年美国全球军事基地比 ２００８ 年增加了 １５０ 处ꎬ 但海外军事基

地的数量持续减少ꎬ 从 ２００８ 财年的 ７６１ 处减少至 ７１６ 处ꎬ 减少了 ４５ 处ꎮ②

«基地结构报告» 公布了美国 ２００９ 财年在巴林、 吉布提、 埃及、 科威特、 阿

曼、 土耳其和阿联酋的军事基地部署ꎮ 除美国公布在土耳其的空军为 １ ７６８ 人

外ꎬ 美国驻其他中东国家军事基地的人数均未对外公布ꎮ③

２０１０ 财年ꎬ 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４ ９９９ 处ꎬ 比上一年减少５８０ 处ꎬ 其中海外

军事基地减少了 ５４ 处ꎬ 表明自 ２００５ 年美国推出 “基地关闭与重组计划” 后ꎬ 美

国军事基地的规模呈持续缩小之势ꎮ 美国减少军事基地的数量ꎬ 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美国国会研究报告称ꎬ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最终的成本达 ８ １４６ 亿美元ꎬ 发动

阿富汗战争的成本也高达 ６ ８５６ 亿美元ꎬ④ 最终不得不压缩军费开支ꎬ 包括缩小军

事基地的规模ꎻ 二是受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ꎬ 美国财政赤字增加ꎻ 三是奥

巴马入主白宫后ꎬ 提出要利用美国的巧实力ꎬ 试图通过外交和谈判等ꎬ 拓展美国

在全球的影响力ꎬ 弥补军事力量之不足ꎮ 在中东地区ꎬ 美国在巴林海军基地的驻

军为 ２ ７８１ 人ꎬ 驻埃及海军 ４５ 人ꎬ 驻土耳其空军 １ ７２３ 人ꎬ 驻阿联酋 ２５０ 人ꎬ⑤ 并

在吉布提、 科威特、 阿曼等部署了若干军事力量ꎮ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２０１５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 ｐ ７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ｕ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Ｂ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９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１４ꎬ ２２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１４ꎬ ７７ － ９２
一些学者撰文指出ꎬ 如果算上间接开支ꎬ 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总开支高达 ４

万亿至 ６ 万亿美元ꎬ 参见: «烧钱大赛: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花掉美国 ６ 万亿美元»ꎬ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 ｃｏｍ / ｍｉｌ / ２０１５０１０７ / ６２０５０７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１７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ｕ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Ｂ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０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７９ －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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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公布的 «国家军事战略报告» 指出: “在美

国盟友的支持下ꎬ 我们将维持在前沿军事存在和进入海外军事设施、 基地、
港口和机场的权利ꎬ 以维护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安全利益ꎮ”① 美国海

外军事基地部署呈小型化趋势ꎮ
２０１１ 财年ꎬ 美国军事基地总数为 ４ ８２５ 处ꎬ 比上一年减少了 １７４ 处ꎬ 其

中海外军事基地减少了 ５１ 处ꎬ 为 ６１１ 处ꎮ 在中东地区ꎬ 美国在巴林军事基地

的海军官兵 １ ９３９ 人ꎬ 在埃及驻守海军 １３０ 人ꎬ 在阿曼部署了 １ 处海军基地

(马西拉岛)ꎬ 同时在马西拉岛、 锡卜和萨拉拉部署了 ３ 处空军基地ꎻ 在土耳

其安卡拉、 伊兹密尔、 因吉尔利克等 ８ 处空军基地部署了 ２ ０７６ 人ꎻ 在阿联酋

阿布扎比的杰布阿里 ( Ｊｅｂｅｌ Ａｌｉ) 和富查伊拉 ( Ｆｕｊａｉｒａｈ) 海军基地部署了

４９８ 人ꎬ 另在吉布提和科威特部署了若干军事力量ꎮ②

自 ２０１２ 财年开始ꎬ 美国奥巴马政府宣布在十年时间里累计削减预算４ ８７０
亿美元ꎬ 即每年削减大约 ５００ 亿美元的国防预算ꎬ 现役陆军人数从 ５７ 万减少

至 ４４ ~ ４５ 万人ꎮ③ 预算减少对美国中东军事部署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奥巴马的中东战略可以从 ２０１２ 年美国国防部报告 «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

地位: ２１ 世纪美国防务的首要任务» 中看出ꎮ 该文件指出ꎬ 经过十年的反恐

战争ꎬ 美国正处于战略转折点ꎬ 为了未来ꎬ 美国的联合军事力量必须更加小

型和精干ꎬ 依靠美国的技术优势ꎬ 实现快速、 灵活的军事部署ꎮ 美国的全球

军事力量主要承担以下任务: 一是反恐和应对非对称性战争ꎻ 二是威慑和预

防侵略ꎻ 三是向全球投射力量ꎬ 应对潜在敌国基地拒止战略的挑战ꎻ 四是反

对大规模杀伤性扩散ꎻ 五是在网络空间与太空采取有效行动等ꎮ 美国将在全

球保持军事存在ꎬ 包括以轮岗的形式实现前沿军事部署ꎬ 并在双边和多边框

架下开展军事训练ꎮ 美国国防预算的减少将迫使国防部创新海外军事部署的

方式ꎬ 以支持美国盟友和伙伴国ꎮ④ ２０１２ 财年ꎬ 美国全球军事基地略有增加ꎬ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Ｃｈｉｅｆｓ ｏｆ Ｓｔａｆｆ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０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ｕ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Ｂ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１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８２ － ９７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Ｑｕａｄｒｅｎｎｉ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４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ꎬ ｐ ＩＶ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Ｕ 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２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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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部署了 ６６６ 处军事基地ꎮ 在中东地区ꎬ 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共部署

了 ２ ２３５ 人ꎬ 在土耳其部署空军 １ ６６８ 人ꎬ 并在埃及、 阿曼、 吉布提、 科威特

和阿联酋部署了若干军事基地ꎮ①

２０１３ 财年ꎬ 美国国防部在全球拥有 ５５ ７ 万处军事设施ꎬ 共拥有 ５ ０５９ 处

军事基地ꎬ 占地 ２７７ 万英亩ꎬ 总价值达 ５ ６７０ 亿美元ꎮ② 然而ꎬ 自 ２０１３ 财年开

始ꎬ 很可能是出于安全和保密的需要ꎬ 美国国防部 «基地结构报告» 仅笼统

地介绍了美国本土、 海外领地和国外土地上的军事基地数ꎬ 却并未说明美国

海内外各种军事基地中大型、 中型、 小型和其他军事基地的详细数据ꎬ 给研

究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ꎮ 在评估巴林海军基地时ꎬ 该年的 «基地结构报告»
仅仅透露其占地 １０６ 英亩ꎬ 设施重置价值为 １１ １８４ 亿美元ꎬ 却未列出具体的

驻军人数ꎮ 在公布吉布提雷蒙尼尔军事基地时ꎬ 该报告甚至未能透露军事基

地的面积ꎬ 而仅仅列出了其资产重置价值为 ４ ３０２ 亿美元ꎻ 美国在埃及的资

产重置价值为 ５ ５６０ 万美元ꎬ 部署在科威特军事基地的资产重置价值为 ４７０ 万

美元ꎻ 驻阿曼的军事基地占地 ９ ０００ 英亩ꎬ 资产重置价值为 ９ ７２０ 万美元ꎻ 驻

土耳其空军基地的面积为 ３ ４９４ 英亩ꎬ 资产重置价值为 １９ ４５７ 亿美元ꎮ③ 除此

之外ꎬ 美国国防部并未透露更多有价值的信息ꎮ
２０１４ 年ꎬ 美国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认为ꎬ 未来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越来

越具有不确定性ꎬ 包括军事技术的革新、 新兴权力中心的出现、 恐怖主义的影

响扩大等等ꎮ 该报告对新阶段美国巩固在全球的领导权做出了更加明确的界定ꎬ
亦即美国将维护自身及盟友和伙伴国的安全ꎬ 促进强劲的开放经济ꎬ 通过合作

建立和平、 安全与充满机遇的国际秩序ꎮ 为此ꎬ 美国的国防战略将依靠以下 ３
个支柱ꎬ 即保卫本土安全ꎬ 威慑和击败对美国的进攻ꎻ 建立全球安全ꎬ 保护地

区稳定、 遏制敌人和支持盟友ꎬ 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ꎻ 投射力量并赢得决定性

胜利ꎬ 破坏恐怖主义网络ꎬ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助ꎮ 美国在中东地区拥

有持久利益ꎬ 故将致力于地区伙伴国的安全ꎻ 在海湾地区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ꎬ

５０１

①

②

③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ｕ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Ｂ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２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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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６８ －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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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危机迅速做出反应ꎬ 确保美国的军事能力足以应对各种新威胁ꎮ① ２０１４ 年ꎬ
美国国防小组的研究报告认为ꎬ 尽管美国的军事威慑效力最终取决于美军的作

战能力ꎬ 但是通过前沿基地和在前线部署轮岗部队对于美国实现安全战略也至

关重要ꎬ 尤其是在和平时期ꎮ 例如ꎬ 美国在中东尤其在海湾地区保留充满活力

的常规力量ꎬ 旨在遏制伊朗ꎬ 协防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ꎬ 保持所谓的 “商业和

贸易自由”②ꎮ ２０１４ 财年ꎬ 美国国防部拥有 ５６ ２ 万处军事设施ꎬ 全球军事基地

达 ４ ８５５ 处ꎬ 其中海外军事基地 ５７６ 处ꎬ 全球军事基地占地 ２４７ 万英亩ꎬ 资产重

置价值达 ５ ７００ 亿美元ꎮ③ 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增至 ７ 处ꎬ 基地的设施重置价

值达 １１ １６６ 亿美元ꎬ 在中东地区占据重要地位ꎻ 驻吉布提雷蒙尼尔军事基地的

面积为 ５７２ 英亩ꎬ 设施重置价值 ５ ９４５ 亿美元ꎻ 美国在埃及军事设施的设施重置

价值为 ６ ３５０ 万美元ꎻ 美国驻科威特军事基地的设施重置价值为 １８０ 万美元ꎻ 同

２０１３ 年一样ꎬ 美国驻阿曼的军事基地为 ９ ０００ 英亩ꎬ 设施重置价值为 ９ ９２０ 万美

元ꎻ 驻土耳其空军基地 ３ ４９４ 英亩ꎬ 设施重置价值为 ２３ ３７ 亿美元ꎻ 驻阿联酋军

事基地 ３６ 英亩ꎬ 设施重置价值为 ９ ４６０ 万美元ꎮ④

表 １　 ２０１４ 财年美国全球军事基地数量统计

部署地区 陆军 海军 空军 海军陆战队 首都华盛顿 合计

美国本土 １ ５９０ ８０２ １ ５３６ １４７ ９４ ４ １６９
海外领地 ４０ ６０ １０ ０ ０ １１０
国外土地 ２４８ １２０ １８６ ２２ ０ ５７６

总计 １ ８７８ ９８２ １ ７３２ １６９ ９４ ４ ８５５

　 　 资料来源: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ｕ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Ｂ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４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６

２０１５ 财年ꎬ 美国在全球军事设施共 １７ ８ 万处ꎬ 总资产 １ ３１０ 亿美元ꎮ 其

中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共 ５８７ 处ꎬ 比 ２０１４ 年略微增加了 １１ 处ꎬ 其中海外陆军基

地 ２５５ 处ꎬ 海军基地 １２８ 处ꎬ 空军基地 １８２ 处ꎬ 海军陆战队基地 ２２ 处ꎮ 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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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Ｑｕａｄｒｅｎｎｉ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４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Ｖꎬ ＶＩＩＩ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Ｐｅｒｒｙ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Ｐ Ａｂｉｚａｉｄꎬ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Ｕ 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ａｎｅ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Ｑｕａｄｒｅｎｎｉ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３８ － ３９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ｕ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Ｂ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４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６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５７ －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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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区ꎬ 美国在巴林麦纳麦、 朱费尔 (Ａｌ Ｊｕｆａｙｒ) 等地部署了海军基地ꎬ 军事

基地面积 ２０４ 英亩ꎬ 设施重置价值 １５ ８８５ 亿美元ꎻ 在吉布提雷蒙尼尔海军基

地占地仍为 ５７２ 英亩ꎬ 设施重置价值 ６ ３７１ 亿美元ꎻ 在埃及部署海军医疗研

究分队ꎬ 军事基地占地 ３ 英亩ꎬ 设施重置资产 ７ ２３０ 万美元ꎻ 在科威特军事设

施重置价值 １９０ 万美元ꎻ 美国在马西拉岛、 锡卜和塞迈里特等空军基地ꎬ 军

事基地占地 ９ ０００ 英亩ꎬ 设施重置价值 １ ２９７ 亿美元ꎻ 美国在土耳其巴特曼

(Ｂａｔｍａｎ ＡＢ)、 澈勒 (Ｃｉｇｌｉ ＡＢ)、 因吉尔利克、 伊兹密尔、 安卡拉等空军基

地占地 ３ ４９４ 英亩ꎬ 设施重置价值 ２６ ５９９ 亿美元ꎻ 美国在阿联酋富查伊拉和

迪拜等海军基地占地 ３６ 英亩ꎬ 设施重置价值 １ ０３２ 亿美元ꎮ①

结　 论

基于美国白宫、 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公布的 ３ 类安全战略报告可以

看出ꎬ 首先ꎬ 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部署具有周期性ꎬ 即沿着 “局部扩

张 (老布什时期) ———局部收缩 (克林顿时期) ———战略扩张 (小布什时

期) ———战略收缩 (奥巴马时期)” 这一规律ꎬ 呈周期性变化ꎬ 与冷战时期

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军事基地部署周期性变化具有相似性ꎮ 其次ꎬ 美国在中

东地区军事基地数量和驻军人数的变化同美国在全球其他地区军事基地部署

呈此消彼长之势ꎬ 与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存在重要关联ꎮ 老布什时期ꎬ
美国全球军事基地部署的重心从欧洲转向中东ꎬ 以发动海湾战争为契机ꎬ 增

强了在海合会六国和土耳其的军事基地部署ꎻ 克林顿时期ꎬ 美国全球军事基

地部署重心向欧洲和亚太转移ꎬ 中东的地位下降ꎻ 小布什时期ꎬ 美国发动反

恐战争ꎬ 重新将中东伊斯兰地区作为其军事部署的重中之重ꎬ 并发动了阿富

汗和伊拉克战争ꎻ 奥巴马时期ꎬ 美国全球军事部署的重心再次从中东转向亚

太ꎬ 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减少ꎮ 再次ꎬ 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部署既受外部因素

的影响 (如地区威胁的上升、 发动战争、 反恐等)ꎬ 也受内部因素的制约 (如
美国领导人的战略理念、 两党政治、 财政状况、 历史记忆等)ꎮ② 最后ꎬ 美国

国防转型、 军事技术的升级、 飞机作战半径的扩大、 航母战斗群等浮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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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署等减少了美国对中东大型军事基地的依赖ꎮ 未来ꎬ 随着美国对中东能

源的依赖度进一步下降和战略重心东移亚太ꎬ 美国在中东地区将更加依靠灵

活机动的前沿行动基地与合作安全基地ꎬ 此举既可减少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

的成本ꎬ 又可减少可视度ꎬ 降低在中东军事基地部署的政治风险ꎮ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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