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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
谈“欧洲联盟在变化世界
中的作用”

郭灵凤

2004 年 4 月 14 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普

罗迪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 ,就“欧洲联盟

在变化世界中的作用”发表演说。此行他还

与陈奎元院长简短会晤 ,并为“中国 —欧盟

欧洲研究中心项目”揭牌。中国社会科学院

院长陈奎元、副院长王洛林、秘书长朱锦昌、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商务部部长助理

易小准、普罗迪夫人弗拉维娅·弗兰佐尼·普

罗迪、欧盟驻华大使安高胜、欧盟轮值主席

国爱尔兰驻华大使康德伦、中国驻欧盟大使

关呈远出席演讲会。欧盟委员会驻华代表

团、12 个欧盟成员国驻华大使及使馆官员 ,

中国 15 个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有关科研机

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外交部、

教育部和商务部等政府部门负责人近 200

人参加了会议。

现将普罗迪主席演讲的主要内容综述

如下 :

　　欧洲模式、欧盟扩大与制宪

欧洲联盟最显著的成就是它的创立为

整个欧洲大陆带来的稳定。欧盟取得成功

的原因在于它将一些基础理念变成了现实 :

和平 ,欧盟在和平的基础上创建起来 ;民主、

人权和法治 ,欧盟通过所有的政策推动和捍

卫这些理想 ;实现经济繁荣的更大的机遇 ;

团结最不发达的地区和弱势群体。有了这

些基础理念 ,欧盟越来越成为许多国家建立

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参照。

欧盟一体化的关键在于尊重民族国家

的差异 ,同时突出享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欧

盟并没有采取旨在创造一种欧洲民族身份

的融合道路 ,相反 ,它追求一种“多样性中的

统一”,即通过分享主权赋予欧盟实现其目

标所需的有效行动的能力 ,但同时寻求保留

各国公民倍加珍视的民族、地区或种族身

份。这些考虑使得欧盟形成了旨在保护甚

至促进民族和地区身份和文化的积极的政

策。这些不同的身份和文化没有被简单地

视为推行一体化过程中的限制因素 ,而是被

视为欧洲模式的基本成分 ,以及欧洲公民全

心全意接受欧洲一体化的先决条件。

为了应对扩大的欧洲带来的一系列复

杂问题以及 21 世纪的挑战 ,欧盟必须改革

它的机构和程序。为此 ,欧洲制宪委员会应

运而生。感谢来自成员国议会和政府的代

表以及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代表的出色

工作 ,起草了“创建欧洲宪法的条约”草案这

样一个单一文本。今年 6 月中旬有望完成

对该宪法草案的最后修订。

　　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为既有来自欧盟扩大的挑战 ,又有对

于欧洲宪法未来的讨论 ,欧盟目前走到了十

字路口。它面临着选择 :或者致力于巩固现

有地位 ,专注于内部问题 ;或者向前迈进 ,争

取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普罗迪

认为欧盟内部事务的发展和在世界范围内

发挥作用是紧密相连的。国际社会也期待



欧盟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全球安全和其

他领域 ,能起到与其重要性相称的作用。

在 WTO 以及环境保护问题上 ,欧盟已

经在以一个声音说话。在重要的全球化问

题上 ,如良好治理、民主、可持续发展以及社

会责任方面 ,各成员国也有着一致的观点。

虽然在伊拉克问题上 ,欧盟内部存在分歧 ,

一些国家主张干涉 ,一些国家反对 ,但在反

恐问题上 ,欧洲国家没有分歧。马德里恐怖

袭击事件不仅是对西班牙的攻击 ,也是对所

有欧洲人的攻击。这一事件加强了欧洲各

国团结合作的意愿。

在国际层面 ,2001 年“9·11”事件之后 ,

欧盟既通过国际合作又借助在成员国内部

建立司法与内务合作中形成的新力量使欧

盟成为了在全球反恐联盟中发挥领导作用

的伙伴。随着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防务

政策的加强 ,在冲突预防和危机管理领域 ,

欧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最近 ,欧盟出台了

一项欧洲安全战略 ,强调有效的多边主义是

确保全球安全的最佳方式。普罗迪指出 ,伊

拉克战后的局势令人担忧。战争把所有国

家 ,把全人类都联系在了一起。国际社会必

须竭尽全力 ,找到解决之道。在处理伊拉克

问题上 ,联合国存在局限性。但是 ,正因为

联合国存在局限性 ,才应该加强联合国的作

用。同时 ,他又指出 ,在伊拉克问题上欧盟

与美国存在分歧 ,但双方关系并没有因此而

受到很大影响。他说 ,没有稳固的欧盟和美

国的关系 ,就没有世界和平而言。

欧盟正致力于扩大进程。罗马尼亚、保

加利亚将在 2007 年之前加入欧盟。与土耳

其的入盟谈判也在准备启动。与此同时 ,欧

盟正在经历“第二次”扩大浪潮 :这里指的是

巴尔干国家。普罗迪认为 ,欧洲是巴尔干国

家的家园。巴尔干国家要想获得安全、和平

与发展必须同欧盟联合。随着欧盟的逐渐

扩大 ,欧洲的边界将日渐清晰。

　　欧中关系

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 ,促进世界发展是

欧中这对战略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所在。

欧盟和中国都认为应当坚持多边主义的立

场 ,因为双方认为多极化可以促进世界的和

平与稳定。国际合作已经成为中欧关系的

基本组成部分。在面对恐怖主义、核不扩散

以及地区冲突等国际问题的时候 ,欧盟与中

国越来越频繁地交换意见并经常持合作立

场。欧盟希望中国能够在世界舞台上扮演

一个与现有国力和影响力相称的大国角色 ,

同时希望中欧合作继续深化、扩展 ,从而使

双方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利益和

其他利益得以巩固。

同时欧中也保持着友好和稳固的双边

交往。中欧领导人的诸多接触表明中欧关

系已经变得密切和富有建设性。欧中之间

已经建立起多领域、多层次的良好关系。无

论是通过签订正式协议、合作和政策对话等

形式在中欧间直接进行合作 ,还是中方与欧

盟委员会所属的贸易、法律、内务、能源、交

通、教育等各部门之间的交流都得到了发

展。欧中合作关系还在不断扩展和深化。

中欧合作开发伽利略导航系统不仅具有技

术和经贸合作意义 ,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政

治意义。欧中经贸合作关系愈加密切。欧

中交往和联合行动的层次与时俱进 ,从各个

方面为加强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展同中国的全面、健康、持久的关系

是欧盟 21 世纪外交战略的重点之一。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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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面临着许多政治、经济的不确定因素 ,

双方之间也存在着分歧 ,但是一个拥护民

主、自由市场原则、法治的中国 ,一个稳定、

繁荣、开放的中国仍然符合欧盟的深层利

益。中欧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来巩固富有生

气的全面伙伴关系 ,同时欧盟支持中国从政

治、经济两方面迅速、全面地融入国际社会。

　　欧盟的未来

今天欧洲处在十字路口。欧洲的未来

取决于其自身决定以怎样的方式向前发展。

一种选择是继续信赖以势力均衡为基础的

国际体系并仰仗主权和单一民族国家的国

家利益。但那将会是“用 19 世纪的工具和

政策来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这正与欧盟的

本质背道而驰 ,欧盟是建立在对话、团结、多

边主义和政治的道德维度之上的。普罗迪

引用欧盟奠基人之一让·莫内的话 :“欧洲人

民的未来仅存于联盟之中。”一个拥有全面、

统一、有效政策 (包括国际关系和防务领域)

的联盟的实现 ,将会为欧洲所有人的福祉做

出其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 :宋晓敏)

德国教授谈欧美关系

刘立群

2004 年 3 月 12 日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东欧研究所所长泽格伯斯教授 ( Klaus Seg2
bers)在欧洲研究所就欧美关系以及当前德

国的内政问题做了一场学术报告。

泽格伯斯认为 ,3 月 11 日在西班牙首都

马德里发生的严重恐怖爆炸事件 ,说明有组

织的、针对世俗及民主社会的恐怖袭击已经

从美国扩展到了欧洲。尽管西方世界面临

着共同的威胁 ,但欧美之间的关系目前却陷

入战后以来的最低点。他本人曾受德国外

交部委托 ,于去年 11 月到美国进行了为期

一个月的访谈和调研 ,其间他走访了各研究

机构、各派的智库 ,详细了解美国各界对欧

美关系的看法。总的印象是 :目前欧美之间

的矛盾是实质性的 ,而不再只是周期性的。

周期性、策略性的因素虽然存在 ,如德国红

绿联盟政府在 2002 年夏反对美国对伊拉克

动武 ,确有出于大选需要的考虑 ,但这种因

素并不是关键性的。在冷战期间 ,美国与西

欧是天然盟友 ,以对付当时共同的敌人苏

联 ,冷战的结束则使两极世界变成多极和多

中心的世界 ,而且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地

区一体化组织、各种国际组织等这些非国家

行为体目前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

冷战时代。由于各种行为体更多 ,情况更为

复杂 ,变化也更快 ,因此各国目前比在两极

对立时代更难以定位和及时应对世界上的

各种问题和挑战。“9·11”事件标志着世界

进入非对称性冲突的时代 ,但怎样应对这种

冲突 ,欧美则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因此出现

了分歧和矛盾。此外 ,欧美矛盾上升也与代

际更迭有关 ,即认为欧美是天然盟友的老一

代领导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而新一代政治

家及新闻界不再有这种信念。

欧美矛盾的核心在于 :美国对国际事务

采取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策略 ,对此欧洲

大多数民众及政府都不赞成 ,欧盟甚至包括

英国和西班牙政府 ,都主张以制度化的方式

解决国际冲突及问题 ,而美国对各种国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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