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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朝鲜是一个正在走向覆亡的国家。朝鲜政府可能在未来数月或

数年内垮台，从而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甚至更严重的后

果。本报告假设大韩民国（韩国）会决定在美国的协助下干预

上述危机，并谋求朝鲜半岛统一。目前，韩国和美国尚未做好

干预的充分准备。如果准备不足，韩国和美国可能会遭受许多

严重的后果，包括干预失败或中止干预，地区陷入不稳定，甚

至发生大范围的战事。

因此，韩国和美国为朝鲜垮台做好准备是义不容辞的。为

了解释准备的原因和需要准备的领域，本报告先分析了朝鲜垮

台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以及导致或促成朝鲜垮台的各种挑战，

然后建议韩国和美国可采取哪些行动减轻朝鲜政府垮台带来的

各种后果，以及需要为这些行动做好什么准备。

背景

朝鲜极权政府极有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覆亡，且有很大可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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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大规模的暴力和动荡 1。上一任驻韩美军司令 Walter Sharp 将

军对朝鲜局势做过这样的总结：

朝鲜的中央计划经济是灾难性的，工业基础落后，农业基

础薄弱，军民营养不良，加上发展核计划带来的负担，一

旦朝鲜领导层突然更迭，可能破坏地区的稳定，造成不可

预见的后果 2。

如果现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遇刺 3，上述突变事件可能会发

生，导致没有明确的继任者，而且朝鲜高级领导层可能分裂成

多个派系，相互之间发生内战。这种政府垮台将会发展为人道

主义灾难，很可能迫使韩国、美国和中国进行干预，以解决政

府垮台给该地区乃至更广大范围造成的威胁 4。

以统一为目标

对朝鲜政府垮台进行干预，韩国及其合作伙伴需要为之付出高

昂代价。如果要付出这样的代价，韩国很可能决定将朝鲜半岛

统一作为干预的最终目标。美韩两国总统在 2009 年和 2013 年

1　例如，参见《理解朝鲜：平壤与比较共产主义》，Andres Scobell，发表于《亚

洲安全》，第 1 卷，第 3 章，2005 年，第 245-266 页

2　《驻韩美军司令发出关于朝鲜不稳定的警告》，发表于《韩国先驱报》，2010
年 3 月 26 日

3　据报道，2012年，“在军队权力斗争中”，金正恩在平壤遭到刺杀，但刺杀未遂。

参见《2012 年刺杀金正恩行动：内情》，Chang Se-jeong 和 Ser Myo-ja，发表于《中

央日报》，2013 年 3 月 14 日

4　例如，朝鲜各派系可能对韩国、日本和中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WMD)，或

向第三方（特别是恐怖组织）输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相关专家，而这些第三方很

有可能用这些武器对付美国。所以，鉴于朝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迫使美国

军方在朝鲜政府垮台后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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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上均确认以和平统一朝鲜半岛为目标 5。朝鲜垮台无疑是

实现统一的最好机会。韩国和美国若要通过干预成功实现统

一，必须事先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尽管实现统一一直是美韩

联盟的战略指导思想，迄今为止，统一的规划和筹备工作尚未

到位。

朝鲜垮台和后续干预的潜在后果

朝鲜政府垮台的最直接后果将发生在朝鲜境内。如果朝鲜政府

分裂为多个派系，很可能引发内战，因为至少有一部分派系会

寻求主导权并最终控制朝鲜全境，而任何派系都不大可能有足

够的资源（如粮食）应付其控制区域内的生存需求 6。比当前

更为严重的食物、药品等物资匮乏可能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

难，情况之糟甚至更甚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造成数十万乃至

5　2009 年，美韩总统峰会发表《共同愿景声明》称，“美韩联盟的目标是为朝鲜

半岛的所有人民创建更美好的未来，建立持久的半岛和平局势，在自由民主和市场

经济原则下走向和平统一。”（《美利坚合众国与大韩民国联盟联合愿景》，华盛

顿特区，白宫新闻处，2009 年 6 月 19 日）。2013 年峰会的结论是：“我们承诺继

续为所有朝鲜半岛人民创建更美好、更安全的未来，以《联合愿景》为基础，营造

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局面以及在无核化、民主和自由市场原则下的和平统

一”（《大韩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盟 60 周年纪念联合声明》，华盛顿特区，白

宫新闻处，2013 年 5 与 7 日）

6　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朝鲜已然出现食物短缺问题。换了政府垮台的动乱环境，

很多人可能会囤积食物，造成比平常更严重的食物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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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人死亡的饥荒 7。随着中央政权的垮台，朝鲜军队和安

保人员会对朝鲜平民进行掠夺，盗取食物，彻底破坏当前尚有

些许保障的人身安全；肆意掠夺可能使数百万朝鲜人沦为难

民 8，并试图跨越边境进入中国和韩国，寻求食品和安全保障。

如此大规模的难民潮将给韩国和中国造成不稳定因素。中国已

明确表示不希望发生这种难民潮。中国也不希望美国军队在中

国领土周边活动。

这些后果的严重性很可能促使美韩和中国对朝鲜进行干

预。由于朝鲜军队规模较大，美韩和中国的干预需要由军队主

导，务求重新建立安全体系，并向朝鲜人民提供不会被立即夺

走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两个阵营的军队均有很大动力向朝鲜境

内快速推进，继而导致双方之间发生意外交火的风险。在紧张

7　据报道：

朝鲜政府承认，从 1995 年至 1998 年（灾难的顶峰期），有 22 万名朝

鲜人死于饥荒。另一方面，朝鲜叛逃的最高级别高官黄长烨表示，朝鲜

农业官员向政府提供的内部估算称，在 1995 年至 1997 年期间，有 250
万人死亡，包括 1995 年死亡 50 万人，1996 年 100 万人，1997 年 100
万人。Andrew Natsios 经过复审数项独立研究后得出结论，有重要证据

支持黄长烨的估算。还有人基于事实估计死亡人数可能高达 350 万，但

这些估计受到几位学者的质疑。

Vaclav Havel、Kjell Magne Bondevik 和 Elie Wiesel，《保护失败：呼唤联合国安理

会对朝鲜采取行动》，华盛顿特区，美国朝鲜人权委员会，2006 年 10 月 30 日，

第 22 页。另参见 Andrew Natsios，《朝鲜的饥荒政治》，专题报告，华盛顿特区，

美国和平研究所，1999 年 8 月 2 日。

8　Na Jeong-ju，《危机预计让 300 万朝鲜人沦为难民：BOK》，《韩国时报》，

2007 年 1 月 26 日。300 万人是预计将试图越境进入韩国的难民；预计会有更多的

难民试图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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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下，意外冲突无法避免，最坏的一种结果是意外冲突升级

为美韩军队与中国军队的大规模战斗。即使能够避免上述冲

突，朝鲜军队肯定会通过常规战斗、暴动、犯罪活动等各种方

式抵制上述双方的干预。这等战斗可能给韩国造成重大损害，

因为朝鲜军队或使用火炮和导弹攻击韩国，并派遣特种部队潜

入韩国进行破坏，制造混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启用可能进

一步加剧朝鲜军事袭击造成的破坏，甚至连日本和美国都可能

受到朝方的攻击，更不用说后续的恐怖主义袭击。

若后果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能导致美韩对朝鲜干预失败。

另外，中国也可能与朝鲜的某个或多个派系合作，获取朝鲜大

部地区的政治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半岛统一失败可能

令分裂局面至少延长数十年。

帮助朝鲜人做好统一的准备

过去六十年，朝鲜政府一直对民众灌输思想，把美国描绘成朝

鲜人民的敌人以及朝鲜所有问题的根源，而韩国则是美国的走

狗和朝鲜人民的顽固敌人。朝鲜政府的这种做法是为了转移对

政权体系种种缺点的批评。如果朝鲜人在政府垮台后继续保持

这种思维，统一工作的开展将异常艰难。这无疑会受到很多朝

鲜人的坚决抵制。

几乎在所有的潜在后果中，为了消除朝鲜人对美国的憎恨

和恐惧，美韩的信息战运动都是一个重要的起点。美韩必须改

变朝鲜人对统一的看法以及对统一以后的个人发展前景的预

期。目前已经有信息渗透到朝鲜境内，至少动摇了朝鲜人被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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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的观念——韩国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及朝鲜人。但是，美韩

需要让朝鲜人民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敌人，而是在制订对朝鲜人

民有利的统一政策。此外，还需要向朝鲜人宣传这些政策。特

别是，对于可能极度反对统一的朝鲜精英阶层，上述工作尤为

重要。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就业机

会，有选择的特赦，以及财产权利。这些政策需要逐渐传达给

朝鲜人民，以此调整朝鲜人的预期。美韩必须准备好在统一后

为朝鲜人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 9；如果统一的朝鲜半岛不能给

朝鲜人带来良好的待遇，很多朝鲜人会为此产生不满情绪并很

可能组织反抗，破坏统一的朝鲜半岛稳定、繁荣的发展。

应对人道主义灾难

要改善朝鲜人的生活，美韩首先需要迅速向朝鲜全境提供大量

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些人道主义援助需要覆盖朝鲜全境，才能

避免朝鲜人为了寻找食物和安全保障而流离失所，以及由此招

致的更沉重的人道主义援助需求。鉴于需要提供的人道主义援

助数量巨大，为了能够及时提供，美韩军队应当发挥主要作

用，以免援助物资被朝鲜军队、安保人员或犯罪分子窃取或挪

用。参与干预的美韩军队应“牵头负责”非军事区和朝鲜沿海

地区的援助行动。由于朝鲜人口大约一半生活在朝鲜内陆地

区，为迅速开展援助行动，首先需要解决朝鲜的防空网，然后

9　当东德政府垮台发展为西德主导的统一局面时，很多东德人预期统一对他们有

利，但朝鲜的情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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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通过空运方式提供援助物资（包括鼓励朝鲜军人主动摧毁

防空武器）10。

应对朝鲜境内的冲突和军事力量

在朝鲜政府垮台后，朝鲜境内发生的冲突有可能会蔓延到韩国

和中国境内，并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因此，美韩军队应促使这

些冲突尽快停火，并避免被迫与朝鲜军队交火。

目前大部分朝鲜军事人员很可能对统一持敌对态度。总的

来说，与德国统一的形势相比，朝鲜军队会给半岛统一进程造

成规模更大、程度更深的威胁，包括朝鲜拥有并可能使用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因此，美韩军队在进入朝鲜境内，为人道主义

援助提供保障时，首先要与当地的朝鲜军事指挥官合作，争取

指挥官及其部队的配合。鉴于朝鲜军事指挥官面对政府垮台的

压力，在局部地区或可避免冲突和叛乱，特别是如果前期能够

做足功课，让朝鲜人意识到统一可以带来光明的未来。但是，

美韩军队需要做好更多准备，及时解除大部分朝鲜军队的武

装，并遣散被动员的朝鲜预备役人员重返平民工作；同时让一

部分朝鲜部队保留轻型武装，协助开展非军事化、武器安全和

打击叛乱分子等工作。解除武装后的朝鲜军队应转移到公共服

务岗位，协助重建朝鲜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关键能力，希望至少

能够给部分朝鲜人提供未来就业培训，以便支持朝鲜的经济发

10　在军队确信环境安全之前，韩国和／或美国总统可下令空投人道主义援助物

资。因此，军方需要尽力做好准备，并能够应对不断发展的各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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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稳定。在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在朝鲜半岛联军中正式保留

原朝鲜军事人员，这样有助于执行军队纪律，完成述职报告，

通过生物识别技术帮助遏制犯罪活动，并在犯罪活动发生时作

为一种打击手段 11。

美韩军队进入朝鲜的另一目标，是消除朝鲜的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朝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给朝鲜乃至更大范围造

成严重损害，并扩散至第三方（包括恐怖组织），许多或被用

于对付美国。不幸的是，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似乎分散在

大量设施中，其中至少一部分设施尚未查明或定位，这导致难

以快速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可造成严重危害，美韩军队要做好尽快控制这些武器的准备，

继而消除这种威胁。这是美韩军队干预朝鲜垮台的主要原因之

一，也是美韩与中国合作解除该威胁的原因之一。

应对安保部门和人权灾难

朝鲜的安保部门更加难以对付，因为很多安保人员从事犯罪活

动。但在实践中，韩国司法体系不具备对大部分安保人员提起

刑事诉讼的能力，所以，韩国需要确定能够处理多少刑事案

件，并准备好对司法和监狱系统无力处置的轻罪给予有选择的

特赦。特赦的范围可能包括受贿罪和其他腐败行为，司法部门

11　生物识别技术的实施最初或无法非常有效地遏制犯罪活动，因为初期朝鲜人理

解不了生物识别技术的作用。生物识别技术将在追捕犯罪分子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而随着犯罪分子和其他人逐渐了解同伙是如何被捕的，生物识别技术会表现出

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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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优先起诉那些擅用酷刑、谋杀和严重虐待等更严重的侵犯人

权行为。

美韩军队还必须特别注意朝鲜的监狱，特别是政治犯监

狱。这些监狱可能关押着数十万朝鲜人。尽管部分犯人可能确

有犯罪并按正当程序收监，但许多犯人是由于政治原因被关

押。在美韩军队进入朝鲜时，监狱长和看守可能会试图处决很

多犯人，以防他们提供对监狱工作人员不利的证词。美韩军队

需要迅速赶往这些监狱，阻止处决的发生，挽救众多生命。至

少有些犯人可以在朝鲜半岛统一后北部地区的治理中发挥作

用，毕竟他们曾在朝鲜政府工作，只是由于“政治立场不坚定”

而入狱。

应对财产所有权问题

在朝鲜，绝大多数财产理论上归国家所有。一旦实现统一，必

然要决定财产所有权的归属问题 12。按照东德的情况，财产的

现实占有人与在朝鲜政权接管前拥有所有权的家庭之间将会发

生冲突。

统一后的朝鲜半岛政府要制定财产权确定政策。一般来

说，对于住宅等个人财产，最有利的结果是归属当前居住人，

并要求这些居住人必须继续占有该财产一定年份才能取得所有

权；韩国政府应计划为原朝鲜土地所有人提供补偿。上述归属

期的设定将让许多朝鲜人留在自己家中，从而减少可能发生的

难民潮。这也可以避免人们随即变卖财产，在短期内发横财，

12　所有权问题是韩国在朝鲜政府垮台后统一半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而非由朝鲜

垮台直接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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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造成丧失财产所有权的长期不利后果——这将会使统一后的

朝鲜半岛政府招致严重的不满和指责。德国统一后，东德就曾

发生类似的问题。

朝鲜企业大部分经营不善，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东德政府

也存在类似问题；后来政府决定成立国家组织，取得这些企业

的所有权，并根据特定的规则“变卖”给私人，以促进亟需的

资本投资。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东德政府向私人公司转让

这些企业时，还需要附带提供补贴款项。朝鲜看起来也要采取

类似的做法。

应对中国的干预

随着朝鲜的垮台，中方会担心美国介入与中国接壤的地区以及

大量朝鲜难民潮涌入。例如，中国意识到，美国希望迅速抵达

平壤以北的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设施，以防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被启用或扩散，这种威胁有可能迫使中方在美方抵达之前抢

先占领这些设施。而防止绝望的难民涌入中国的最好办法，是

在朝鲜境内设置缓冲地带，并在缓冲地带设立难民营。中方还

有其他干预朝鲜的理由，其中包括中国的经济利益，譬如朝鲜

在东海（日本海）的港口以及矿产资源。

对中国干预的看法在未来几年会发生显著变化。韩国军队

目前有 22 个现役师，但受制于严重的韩国人口问题，计划到

2022 年将裁减至大约 12 个师。韩国仅凭 12 个现役师的力量，

即使有美国的大力参与，也不足以完全处理朝鲜垮台带来的各

种挑战。中国可以提供帮助，但韩国担心中方对朝鲜的干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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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不可逆转的，结果朝鲜垮台后只能实现半岛的部分统一，

而北部的大片领土被中国吞并。

鉴于上述的未来情景，韩美两国应该会被迫与中国进行更

密切的合作，预备朝鲜垮台的可能性并制定相应的合作计划。

这将是一项重大的任务，特别是中方已试图避免对朝鲜的垮台

做准备，因为这会让中国看起来是在背叛朝鲜这一盟友。但

是，中国似乎越来越愿意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美韩应该把握

一切机会与中国交流看法，寻求至少在如何处理朝鲜垮台问题

上达成共识。

解决朝鲜垮台预备工作的前提条件

为完成上述预备工作，韩国尤其需要在两个关键领域取得进

展。首先，要说服韩国民众，韩国应该为朝鲜垮台和后续的统

一做准备。许多韩国人反对这样的准备，担心这会影响韩国与

朝鲜的关系，增加朝鲜垮台的可能性，这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

结果。然而，在实践中，大部分预备工作会降低统一的成本，

无论是和平统一还是因为朝鲜政府垮台而实现统一。考虑到朝

鲜政权的覆亡迹象，朝鲜政府的垮台似乎已不是会否发生的问

题，而只是何时发生的问题。因此，预备工作最多只会加速其

垮台，而非导致垮台，这样可以让朝鲜人民从反动政府手中解

放的日子尽快来临。韩国应该更积极地研讨这种利益权衡，以

此鼓励人们支持对朝鲜垮台做准备。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在未来几年韩国军队裁减编制的同

时，如何维持更强的战斗力。如上文所述，韩国军队将在未来

十年内把现役师从 22 个裁减至约 12 个。如果保持现有的 21
个月强制兵役期，而非如韩国总统朴槿惠在 2012 年竞选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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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的缩短至 18 个月，则毋须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裁军。但是，

要维持甚至提高韩国军队的战斗力，关键是更好地利用预备

役；目前预备役的效果有限，因为预备役人员每年只参加三天

作训 13。选定的预备役人员可以组成预备营或预备团，在现役

师中服役，或者加入关键的特种部队，并且对那些同意每年抽

出足够时间参加作训（为了维持部队的战斗力）的预备役人

员，可以提供经济上的奖励。统一计划中还可以引入第三国

部队。

13　所有的韩国预备役师都配一名资质更高的现役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