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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回顾与展望冶
———中国欧洲学会欧洲一体化史分会 2013 年年会综述

鞠维伟

摇 摇 2013 年 7 月 28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欧洲研究所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承

办的 “中国欧洲学会欧洲一体化史分会

2013 年年会冶在北京召开。 参加此次会议

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外交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开大学、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荷兰莱顿大学等国内

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20 余位学者。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冷战结束以来欧洲

一体化进程:回顾与展望冶。 与会专家学者

们就有关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相关历史进

行了研讨,但是发言、讨论并不拘泥于“冷战

结束后冶的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而是扩展到

20 世纪整个欧洲一体化的思想来源、发展

道路和模式,以及欧洲民族国家与一体化的

关系等内容。

一摇 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现状与未

来

二战结束后,欧洲启动了一体化的进

程,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政治、

经济、法律、外交方面的整合。 与会的学者

们回顾了欧洲一体化历史进程,并对未来欧

洲一体化发展及欧盟的走向进行了展望。

欧洲一体化史分会会长北京大学钱乘

旦教授认为,欧洲一体化开启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冷战的开始,是西欧国家联合起来应对

苏联的威胁,这一点在西方相关研究中被淡

化了。 西方学界以前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发

展将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但是欧债危机

后欧洲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增强了。 由于欧

洲的政治一体化程度远比不上经济的一体

化,欧洲民族国家利益与欧洲一体化之间存

在内在的矛盾,当前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

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还不明朗。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蓝教授指出,

欧洲一体化在经历了欧债危机后,并没有走

向衰弱,一体化的进程还在向前发展,这体

现在欧盟以及欧元区的扩大。 欧洲一体化

发展是一种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探险冶,

欧盟已经发展到了财税政策的一体化阶段,

这一过程中虽然欧盟国家内部有争论,但都

在积极推动欧盟经济的一体化。 谈到民族

国家对欧洲一体化产生的各种影响,她认

为,一方面欧洲各国根据长期的历史经验看

到了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好处;但是另一方

面,欧洲一体化需要民族国家让渡一定的主

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利益和整个



欧盟利益的矛盾冲突。 欧盟当前虽然没有

彻底摆脱债务危机,但是未来面对各种矛

盾、问题会通过各种办法进行解决,并进行

制度上的创新,其前景是乐观的。

外交学院赵怀普教授也对欧盟的发展

持乐观态度。 他提出,虽然欧盟内部关系是

复杂的,但是从一体化和国际治理角度看欧

洲一体化,它给世界带来很多经验。 全球治

理和一体化是世界的一种潮流,欧洲一体化

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这应当肯定。 此

外,欧盟与成员国利益的融合已经达到了一

定程度,成员国不可能让欧盟解体。 当前欧

洲一体化的特点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

于挑战,欧洲一体化的得大于失,确定性大

于不确定性,大体上欧洲一体化是向前发展

的。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

长张健研究员认为,冷战结束以来,欧洲一

体化无论是在法律还是机制方面都在深化

和扩大。 同时一体化面临的问题是:一体化

集权的需要同成员国分散权力之间的矛盾;

权力集中化与民主的矛盾。 虽然欧盟层面

的权力在加大,欧盟在做更多的事情,但是

欧盟的权威来自成员国,成员国是国内民族

利益的代表,因此,民族国家会根据自己的

利益来影响欧盟的政策。

二摇 欧洲一体化史的研究方法

与会的国内外学者就欧洲一体化研究

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方

法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

研究员认为,欧洲一体化是欧洲研究一个重

要领域,是近几十年来欧洲研究领域的一个

重要话题,也受到欧美学界的关注。 欧洲一

体化研究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不能用传

统的单一研究方法和视角进行研究。 欧洲

一体化研究需要历史的视角,这是研究的基

础所在,但是从经济学、法学等视角来看,欧

洲一体化史的研究都有不同的侧重点。 欧

洲一体化属于欧洲当代史的范畴,而欧洲的

当代历史与近现代史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是

很不同的,特别是 1945 年以来的欧洲当代

史有很多特性,也是欧洲近现代史研究方法

论所不能解释的,需要新的思路和方法。 她

强调欧洲一体化史研究有自身的特点,比如

也有国际关系的研究,涉及政治学、经济学、

法学等方面的理论,这就需要多学科和多视

角的方法来解释。

此次会议特别邀请了荷兰莱顿大学的

理查德·格里菲斯(Richard Griffiths)教授

介绍欧洲学界对于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的方

法、观念以及使用的资料等方面的情况。 他

认为,现在欧洲对于一体化史研究有以下的

不足:仅仅关注近三十年来的短期发展情况

以及政府决策层面,对于欧洲一体化史的基

础以及非政府层面的研究较为缺乏;过于聚

焦于欧盟而忽略其他一体化机构;一体化研

究不与其他的学科进行交叉和讨论等问题。

此外,他认为中国在欧洲一体化研究中要注

意以下方面:一是要积累足够的历史知识,

对一体化的历史在时间、空间上要有更深

刻、更广泛的认识;二是要对一体化中超国

家机构和主权国家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三

是要关注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议会等机构

在一体化政策上的连续性和变化,要关注欧

洲国家的思想传统以及国家政策倾向;四是

要学习欧盟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市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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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农业、区域经济以及货币等方面的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沈雁南研

究员认为,欧洲的一体化是一个正在进行的

过程,未来怎样发展以及最终的结果是怎样

还不确定,所以需要在一体化史研究框架和

研究范围做出努力。 他还对国内学术界有

人唱衰欧洲文明,同时认为欧洲一体化是一

个偶然事件的观点表示异议。 虽然欧洲一

体化有很多人为和偶然的因素,但是根本原

因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问题,欧洲

资本主义发展对统一内部市场有强烈的需

求,所以需要欧洲进一步的整合,这是欧洲

一体化的一个基本的经济因素。

南开大学王黎教授认为,当前国内欧洲

一体化研究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研究理论

多受美国学界的影响,而对欧洲相关的国际

关系以及一体化理论还缺乏深入了解。

外交学院陈志瑞教授阐述了国内关于

欧洲一体化乃至整个欧洲研究的状况以及

存在的问题。 第一,欧洲的研究要告别“启

蒙阶段冶;第二,当前对欧洲的研究要做到理

论研究与政策分析的平衡;第三,对欧洲民

族国家的研究不应该忽略和轻视;第四,欧

洲一体化研究要与整个国际关系的研究相

结合;第五,不要急于对欧洲一体化发展方

向做出价值判断,相关的研究最根本的目的

是要最大程度地接近现象的本质。

对于目前中国的欧洲一体化史研究状

况,欧洲研究所的刘作奎副研究员提出了以

下看法:欧洲一体化史研究要适当摒弃价值

判断。 研究欧洲一体化要防止“历史虚无主

义冶倾向,欧洲一体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是欧

洲国家摒弃战争寻求和平繁荣所做的历史

选择。 缺乏对这一背景的认识,以片面的论

据预言欧盟和欧元的崩溃,是历史虚无主义

的表现。

三摇 欧洲民族国家与欧洲一体化

的互动关系

会上学者们就欧洲国家与一体化的互

动关系,特别是欧洲大国对欧洲一体化发展

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欧洲研究所田

德文研究员认为,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最大

赢家。 从最近的经济指标来看,德国所占欧

洲市场份额最大,同时也是欧洲经济实力最

强的国家。 德国不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军

事方面都对一体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

同时,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对德国的自身发展

带来诸多好处:欧洲的一体化为德国这样的

工业基础雄厚的出口型国家提供了更广阔

的市场。 德国近年来劳动生产率、竞争力的

优势不断扩大,也正是由于德国作为民族国

家与欧洲一体化进行了良性互动。 德国经

济的良好发展对欧洲的一体化乃至欧洲的

和平都有好处。

欧洲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阐述了波兰

在欧盟中的作用和地位。 在欧债危机背景

下,由于波兰地缘政治地位突出,经济保持

了持续增长,它在欧盟中的地位上升了。 波

兰是中东欧国家中转型最为成功的国家,经

济力量的加强使得波兰在欧洲的政治活动

中更加活跃;波兰和德国确立了真正的战略

伙伴关系,并在解决欧债危机政策上具有较

高的政治一致性,德波合作有助于波兰提升

国际地位。 此外,波兰政治精英善于利用政

治环境来提升波兰的影响力。 但是目前波

兰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因为波兰尚未加入

欧元区,其加入欧元区有宪法方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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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波兰未来与欧盟以及欧洲一体化

的关系还存在着变数。

欧洲研究所张金岭副研究员阐述了法

国在欧洲一体化中的角色与作用。 他认为,

法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直持有强烈的

主导意识,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表现

在:法国主导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几乎所有

的关键性改革;当前法国也仍在积极推动欧

盟在东扩以及经济增长、就业与社会进步等

方面的改革进程,并加强欧盟在世界格局中

的地位。 当前法国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地位

和作用并没有衰弱,不宜做出法国力量削弱

的判断,更不能唱衰法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

中的作用。 再次,法德合作的机制并未出现

真正的一极化倾向,法德两国仍然是在合作

与制衡中共同推进欧洲的一体化。

欧洲研究所宋晓敏副研究员阐述了欧

洲化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影响。 她认为,随着

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盟各成员国都经历了

不同程度的“欧洲化冶。 因此,欧洲的一体

化并不是欧洲民族国家的终结,而是民族国

家行使权力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欧洲化冶

从自上而下的层面来看,欧盟对成员国的政

治、经济乃至外交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

从自下而上的层面来看,不同的成员国对欧

盟的议程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这是欧盟

与成员国关系复杂互动的体现。 研究欧洲

一体化史,同样也要看到“反欧洲一体化冶

力量的存在,各种复杂的力量的存在与博奕

决定了欧洲发展的合力与前进的方向。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欧盟框架下的法

律、政党政策,欧洲一体化思想史,欧洲一体

化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等方面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 中国政法大学贾文华教授以葡

萄牙对毒品管制方面的法律为例,阐述了欧

盟国家对毒品使用的相关法律的制定。 北

京大学李维副教授论述了以库登霍夫·卡

莱基为代表的德国乃至整个德语区的欧洲

联合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范勇鹏副

教授则从欧洲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中的各种

理念、思潮出发,对欧洲一体化思想作用做

了详细论述,指出了一体化思想对欧洲民族

国家的影响。 外交学院雷剑峰副教授从欧

盟环境治理的角度阐述了欧盟的政策和作

用等。

(作者简介:鞠维伟,中国社会科

学院欧洲研究所博士后;责任编辑:莫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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