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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克拉地峡问题的来
龙去脉，对照与此相关联的马六甲海峡的
演变和发展，剖析数百年来关于开凿克拉
运河争论的焦点，有关国家在这个问题上
的利益角逐，以及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
克拉地峡在中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的地
位和作用，从理论上廓清开发克拉地峡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
措施。



一、克拉地峡历史的回顾
the review of history Kra Isthmus

1. 中国人早在公元1世纪就曾经到达克拉地峡
，并充分认识到这一地区的重要性。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ever reaved the Kra 
Isthmus since the first century AD , and realized 
the important of this district.



• 公元2世纪出现了一个狼牙
修国。公元515年狼牙修国

曾派使节阿彻多到北京，
现今中国历史博物馆还保
存着这位使节的画像。

• In the secend century A.D., 
there are an ancient 
country Lankasuka.



• 公元6世纪在宋卡一带出现了赤土国。隋炀

帝派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受到赤土国
王的热情接待，并派王子那迦邪随常骏回
访中国。

• In the six century A.D., there are a country of 
chitu have appeared in the Songkhla



• 克拉地峡是中印交通
，一个重要枢纽,这一

点亦被考古发现所证
实。

• The Kra Isthmus is an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二、马六甲海峡的演变和发展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lacca 

straits

• 对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和经营，始于公元7—
13世纪的三佛齐国时期。三佛齐原是印尼
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古国，强盛时其统治
势力跨过马六甲海峡到达马来半岛。

• 宋赵汝适《诸蕃志》三佛齐条说：“其国
在海中，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古用铁
索为限，以备他盗，操纵有机，若商舶至
则纵之。……若商舶过而不入，即出船合战
，期以必死，故国之舟辐凑焉。”



• 公元13世纪建立的素可泰王朝，垂涎于马
六甲海峡的权益，曾出兵南下征讨。元汪
大渊《岛夷志略》暹条说：“（暹）近年
以七十余艘来侵单马锡，攻打城池，一月
不下。本处闭关而守，不敢与争。遇爪哇
使臣经过，暹人闻之乃遁，遂掠昔里（今
新加坡）而归。”

• In the 13th century A.D., Tailand sent troops 
to attack malacca straits



• 公元15世纪明朝郑和七下西洋的时候，此
时马六甲出现了一个满剌加国。公元1409

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时候，专门为其
国王拜里迷苏剌举行了封王仪式。

• In the 15th century A.D., Zhenghe have been 
to the malacca straits



• 公元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公元
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新加坡隶属
于柔佛王朝统治。

• In the 1511 A.D.  The Portugal occupied the 
malacca.



• 公元1819年1月29日

，英国人莱佛士登陆
新加坡 。公元1826年

成立海峡殖民地，马
六甲海峡完全被英国
控制。

• In the 1819 A.D. 
Malacca became a 
colony of Britain.



• 公元1942——1945年日本占领新加坡，马
六甲海峡又被日本所控制。

•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正式成为
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

• From 1942 to the 1945 , The Japanese 
occupated the Singapore.

• In the 1965 ,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has 
independented.



• 从1965年至今，新加坡经济得到迅猛发展

，其主要原因是利用地理位置来发展经济
。

• The economic of Singapore have devolop 
rapidly Since 1965. Becuase of the advantages 
of geographic location



三、历年来提出开凿克拉运河的议案及
其受挫的原因

Mining carat canal's advice in history
• 最早提出开凿克拉运河的设想是在泰国阿
瑜托耶王朝那莱王（Narai 1656—1688年在
位）时期。那时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
人、法国人先后来到泰国，那莱王聘用希
腊人华尔康（Phaulkon）协助处理外交和财
政事务。那莱王打算从宋卡一带开凿克拉
运河，限当时的财力和技术条件而未能实
施。

• The first suggestion of mining carat canal is in 
the during king Narai 1656—1688





• 公元1793年拉玛一世

曾提出开凿克拉运河
，从他留下的著作中
可以查到证据。

• In the 1793 RamaⅠ,  
Have idear of mining 
carat canal



• 公元1858年英国向拉

玛四世建议在克拉地
峡最窄处开凿运河，
拉玛四世表示同意，
最后因资金缺乏而暂
停。

• In the 1858 , The United 
Kingdom suggestion 
mining carat canal.



• 公元1866—1868年间，开凿克拉运河的问

题在世界上炒作得十分火热。法国完成苏
伊士运河的开凿以后，也来跟泰国谈判开
凿克拉运河。

• From the 1866 to  1868 , The France and 
Tailand talks things of mining carat canal



• 拉玛五世时期，公元
1872年，英国又派人
来考察拉农和春蓬之
间的地质情况，结果
发现在这一段开凿运
河可行。然而拉玛五
世基于政治方面的考
量，没有同意。

• In the 1872 king Rama 
Ⅴ,  The united 
kingdong has surveyed 
the geoloy 



• 公元1917年拉玛六世

又对开凿克拉运河表
现出兴趣，认为这将
为泰国带来经济繁荣
和巨大利益，同样因
为政治方面的顾虑，
而不敢下决心。

• In the 1917 , king Rama 
Ⅵ was interested in the 
mining carat canal.



• 公元1935年比里•帕侬荣担
任泰国内政部长时，曾草
拟了克拉运河的开凿计划
，前提是不依靠外国，泰
国自己筹资，并对运河拥
有完全主权。然而泰国的
现实条件使他的计划无法
实施。

• In the 1935 , Pridi had draw 
up a plan of mining carat 
canal , but have not put into 
effect.



• 二战以后，英国恢复对新加坡的占领。在
泰国申请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英国表示
，如果泰国履行《英泰和平条约》，就支
持泰国加入联合国。《英泰和平条约》第
七条规定，未得到英国允许，泰国不得擅
自开凿克拉运河。因为英国要维护马六甲
海峡的商业利益。这项规定，直到公元
1954年英国撤出新加坡后才被废除。

• After World War Ⅱ , British occupated the 
Singapore again , and was not allowed Tailand 
to mining carat canal 



• 公元1960年黄金半岛发展公司操宽惹先生向政府
建议，重启开凿克拉运河的计划。

• 公元1970年内政部长操先生委托TAMS公司对开凿
克拉运河的问题进行调研，结果表明，在沙敦和
宋卡之间开凿运河最为适宜。

• 公元1973年又有人向政府提出开凿克拉运河的建
议，因政府更迭未能受理。

• 公元1982年泰国民族党议员向政府建议，由初颇•
信拉巴察负责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对开凿克拉运
河进行调研。政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没有
采纳这个建议。



• 泰国第四军区司令罕•李拉诺中将为繁荣泰国南部
的经济，曾提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重新考
虑开凿克拉运河的问题，正巧碰上议会被解散，
故没有被纳入议题。

• 公元1983年在泰国交通部部长的支持下，EIR和
FEF两个单位联合举办开凿克拉运河的学术研讨会
。

• 公元1984年美国FEF机构驻泰国办事处在美国驻泰
大使馆的支持下，向泰国交通部提出，将组织企
业家、学者、有关的政府机构共同举办研讨会，
寻求开发克拉运河的共识。



• 公元1986年炳•廷素拉暖总理的开凿克拉运
河的计划进行得比较顺利，美国和日本都
表示要来投资。但遭到以布洛•宾它散博士
为组长的泰国专家组的反对。

• 公元1987年一个由学者、政府官员和高层
军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对苏伊士运河和巴
拿马运河进行了全面考察。

• In the 1986 , the plan of the mining carat 
canal , suggestion from the Prem get invested 
from America and Japan.



• 公元1988年差猜•春哈旺担任泰国总理，明
确地支持开凿克拉运河，欢迎外国公司以
租赁的形式来投资，向泰国政府获取经济
收益。日本、台湾和美国的公司都来申请
投资。

• In the 1988 , the Chatichai supported mining 
carat canal , the company from the Japan , 
Taiwan and America were come to apply for 
investment.



• 公元1990年2月6日，日本财团的权势人物
纷纷表态支持开凿克拉运河。但是，差猜•

春哈旺总理强调说，当下最重要的是打开
印度支那的大门，因此要把发展东南沿海
的计划放在首位，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
至于开凿克拉运河的计划将放在第二位。



• 公元1992年9月川•立派当选为总理。11月
10日由私人团体组成的克拉运河调研基金
会成立，要求政府参与并支持。由于来自
泰国政客方面的反对声音，他们害怕运河
将泰国领土一分为二，最终造成南部的分
裂。

• In the 1992 , the foundation of reserach carat 
canal have been established. Opponents 
worried that the Tailand was divided.



• 公元1997年川•立派再

度组阁，为了解决泰
国面临的严重经济危
机，再次将开凿克拉
运河的问题提出来讨
论。



• 公元2001年信武里府议员卡暖•察罗巴探向
上议院重提《开凿克拉运河议案》。

• 公元2005年6月24日下午4点零9分，上议院
一致通过开凿克拉运河的决议。

• In the 2005 , the parliament agreed to mining 
carat canal.



• 综上所述，从公元1782年至今，300多年来

泰国一直围绕着开凿克拉运河的问题争议
不断。多次提出开凿运河的议案，又多次
因各种原因而被否决。克拉运河成为一个
难产的婴儿。尽管难产，但总有一天是要
诞生的，因为他关系到泰国的切身利益，
这从泰国历届政府和民间有识之士不间断
地提出开凿克拉运河的议案，就可以反映
出他们的愿望和心声。



四、中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的克拉运
河

• 为什么世界舆论都十分关注挖通克拉地峡？
因为实现对克拉运河的开凿，对泰国，对
中国，对东南亚周边国家，乃至对世界，
都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有着难以抗拒
的诱惑人的前景。



• 首先，从克拉运河获益最大的当然是泰国
。

• 其次，对中国来说，开通克拉运河必然有
助创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

• 对于东盟国家来说，增进了彼此的联系和
贸易往来。

• 日本和韩国也能从克拉运河的通航中获得
不同程度的好处。



• 有的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看到
克拉运河通航成为现实。如新加坡。

• 美国在1984年也曾向泰国政府提出联合开
凿克拉运河的建议，说明这个计划符合美
国的根本利益。由于近年来美国政府提出
重返亚太的战略，从遏制中国发展的层面
看，或许不乐意中泰在开凿克拉运河方面
的合作。但这种猜想仅限于推测，至今未
见美国政府之正式表态。



五、化解难题的举措
The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

• 资金难题。

• 泰国国土分裂的顾虑。

• 泰国政府在克拉运河问题上的犹豫不决，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泰国的外交政策定位
于是一个永远中立的“协调者”，在各国
之间保持等距离。

• Money is not a problem.

• It was impossible to divided the Tailand.

• The key is foreign policy of Tailand.



• 因此，泰国政府何时下决心开凿克拉运河
？还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但迟早
总是要开凿的。

• Terefore , carat canal is sooner or later be 
opened. But have to depended on the 
inernational form and cha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