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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进的品格及当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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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拥有与时俱进的优秀品格ꎬ具体表现在理论视
野的不断拓展、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以及理论观点的不断创新ꎮ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
论与时俱进的品格与其所秉持的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直接的关系ꎮ 在当今世界ꎬ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品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面对危机与变革并存的复杂
局面ꎬ应当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品格ꎬ进一步拓展理论视野ꎬ聚焦攸
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ꎬ着力探究当今世界特别是国际关系的新特
点、新规律和新趋势ꎻ在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ꎬ深度发掘传统方法的精髓ꎬ
积极借鉴其他学科领域与理论流派的有效方法ꎬ不断完善研究方法体系ꎻ要勇于突破既
有研究范式的窠臼ꎬ不断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和新观点ꎮ 唯有如此ꎬ才能准确把
握当今世界特别是国际关系的现状及发展方向ꎬ争取实践上的更大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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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中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① 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特
∗ 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和建议ꎬ作者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ꎮ 文中一切疏漏ꎬ由作者负
责ꎮ
① 对于何谓“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ꎬ学术界是存在分歧的ꎻ甚至对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
论ꎬ学者们的看法也不尽一致ꎮ 由于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 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 乃至“ 什么是理论” 等问题
均存在争议ꎬ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ꎬ就何谓“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达成共识尚需时日ꎮ 笔者大体同意
以下观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至少包含四个基本要素ꎬ即冲突和动态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资
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分析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ꎮ 它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原生形态ꎬ即马克思恩格斯对
国际问题的理论阐述ꎻ二是次生形态ꎬ其思想主体包括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
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ꎮ 在新马克思主义者中ꎬ既有现当代欧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 即通常所谓
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 ꎬ也有散布于亚洲、非洲和拉美的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ꎮ 详见李滨:“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的国际关系理论?” ꎬ«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ꎬ第 ３７－４４ 页ꎻ王存刚:“ 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
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进展与问题” ꎬ«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ꎬ第 ８１－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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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ꎬ并因此而具有独特的学术地位与实践价值ꎮ 在这一系列特征中ꎬ与时俱进是一大
基本特征ꎬ也是一种基本品格ꎮ 深刻把握这一特征和品格ꎬ不仅有助于我们将马克思
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总体上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区分开来ꎬ进
一步凸显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地位ꎬ并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
断推向新境界ꎻ还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当今世界尤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ꎬ并准确
把握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ꎬ以争取实践上的更大主动ꎮ

一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品格的具体表现

( 一) 理论视野上的与时俱进

追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ꎬ我们不难发现ꎬ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
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领袖ꎬ从安东尼奥葛
兰西(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ｒａｍｓｃｉ) 到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罗伯特考克
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ｘ) 、安德鲁林克莱特( Ａｎｄｒｅｗ Ｌｉｎｋｌａｔｅｒ) 和斯蒂芬吉尔(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ｉｌｌ)

等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ꎬ其理论视野上的与时俱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ꎮ
其间既有传统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民族主义问题、国际主义问题以
及殖民地问题———的不断深化、拓展和丰富ꎬ也有新的议题———如国际体系转型、新型
国际关系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断被提出、被关注

和被阐释ꎮ 由此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种始终发展着的、与风云变幻的世
界同步的理论形态ꎬ时代性、开放性成为它的两大鲜明特点ꎮ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视野上的与时俱进ꎬ主要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ꎮ
第一ꎬ国际关系的形式日益多样化、复杂化ꎮ 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高度的实践指向ꎬ
它随着人类在相关领域实践的发展而发展ꎮ 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诞生之初ꎬ国
际关系还仅局限于聚集众多现代民族国家的欧洲地区ꎬ欧洲之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尚未
产生现代意义的国家行为体ꎬ也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笔下的所谓“ 文明国家” ꎬ现代意
义的国际关系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ꎮ 因此ꎬ这一时期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数量相对有
限、复杂程度相对较低ꎮ 进入 ２０ 世纪以后ꎬ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ꎬ彻底打破了持续几个世纪、由欧洲国家主导的殖民体系ꎬ为更多的———主要是
欧洲之外或者说亚非拉地区的———主权国家登上国际舞台奠定了坚实基础ꎬ为真正意
义上的全球性的世界体系形成和世界秩序建立开启了大门ꎮ 勃兴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的民族解放运动ꎬ就是在这一历史前提下展开的ꎮ 其政治后果之一ꎬ就是独立主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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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数量大幅增加ꎮ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持续半个世纪、以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尖锐对峙为特征的冷战格局宣告结束ꎬ又有一批新国家从既有国家中分裂出来ꎬ成为
国际舞台上的新面孔、新角色ꎮ 比如ꎬ仅苏联就分裂为 １５ 个国家ꎻ在巴尔干地区ꎬ南斯

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则一分为六ꎮ 除国家行为体外ꎬ当今国际舞台上还不断出现
并活跃着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ꎬ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
等全球性国际组织ꎬ欧洲联盟、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性国
际组织ꎬ以及大大小小的跨国公司、政党、国际恐怖组织、跨国犯罪组织和跨国社会运
动等ꎮ② 国际行为体数量和类型上的持续增加ꎬ导致国际关系进一步多样化、复杂化ꎮ
国际关系已不再仅限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ꎬ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
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ꎮ
第二ꎬ国际关系的内容日益丰富ꎮ 国际关系形式上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ꎬ是导
致国际关系内容日益丰富的最重要原因ꎮ 在当代ꎬ各类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复杂程
度ꎬ已远远超出了人们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的程度ꎮ③ 各类国际行为体之间日益频繁、
不断深化的互动ꎬ产生了各种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领域ꎮ 与此同时ꎬ各种全球性问题
如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核扩散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难民问题以及重
大传染性疾病问题等日益凸显ꎮ
国际关系在形式和内容上巨大、 复杂而持续的变化ꎬ 使得以 “ 洞悉国际政治秘

密” 、“ 实现人类彻底解放” 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断增加ꎬ
研究议题不断丰富ꎬ研究视野随之不断开阔ꎮ 例如ꎬ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
要分支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ꎬ几乎涉及了当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所
有重要议题ꎬ包括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跨国移民、环境与生态、人
道主义干涉、全球公民社会以及传统安全等ꎬ④ 并以对这些议题的深入研究推动了国
际关系理论的进步ꎬ在整体上推进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ꎮ
( 二) 研究方法上的与时俱进

按照托马斯库恩( Ｔｈｏｍａｓ Ｓ. Ｋｕｈｎ) 等科学哲学家的观点ꎬ研究方法有自己的历
① 仅 １９６０ 年一年ꎬ非洲就有 １７ 个国家获得独立ꎮ 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 非洲独立年” ꎮ 之后ꎬ又有一些非
洲国家陆续宣布独立ꎬ并先后加入联合国ꎬ加上同期及之前加入联合国的发展中国家ꎬ到 １９６０ 年代末ꎬ联合国成
员国中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已经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ꎬ对联合国的代表性及相关行动产生了深刻影响ꎮ
② 甚至个人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ꎮ 关于这一议题的理论化分析ꎬ可参见 [ 法] 米歇尔吉
拉尔:« 幻想与发明———个人回归国际政治» ꎬ郗润昌等译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ꎮ
③ 这也是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杰维斯所著的« 系统效应———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
( 中文本由李少军等译ꎬ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出版) ꎬ引起国际关系研究者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④ 参见“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近况与实践———李滨教授访谈” ꎬ«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１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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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ꎬ它与研究议题一样ꎬ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ꎬ由此使得理论发展过程呈现为
不同阶段ꎬ具有不同的特点ꎮ①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也是如此ꎮ
第一ꎬ对传统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ꎮ 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例ꎮ 这一方法是马克思主
义研究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政治现象的最重要方法之一ꎮ 列宁就曾指出:“ 马克
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ꎮ” ②从某种意义上讲ꎬ是否运用阶级分
析方法ꎬ也是区分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标准ꎮ 马克思在分析国
际问题时出色地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ꎮ 这在分析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各国的对外政
策及欧洲的国际关系中具有鲜明的体现ꎮ 对此ꎬ列宁评价说:“ 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
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
而深刻的范例ꎬ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ꎮ” ③列宁作
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和伟大创造者ꎬ在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上ꎬ对其作了
进一步的发展ꎮ 他在«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 论欧洲联邦口号» 和« 无产

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等文章中ꎬ详细分析了当时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
现象ꎬ以及在此背景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状况ꎬ作出了“ 社会主义不能
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ꎮ 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 ④的重要论
断ꎬ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乃至人类历史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ꎬ也在国际关系理论
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ꎮ⑤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倡者和积极践行者ꎬ毛
泽东也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高手ꎮ 他早年撰写的« 中国社
会各阶级分析» ꎬ既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ꎬ也是政治科学领域的一篇经典文
献ꎮ⑥ 毛泽东还别开生面ꎬ用阶级分析方法探讨国际关系中的一大核心问题即国家实
力问题ꎮ 他指出:“ 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ꎬ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ꎮ 任何阶级、任何
国家ꎬ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ꎮ 搞实力地位ꎬ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ꎮ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
机关ꎬ军队是阶级的实力ꎮ 只要有阶级ꎬ就不能不搞军队ꎮ” ⑦
在当代ꎬ尽管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ꎬ但阶级分析方法并没有如某些人所认为或
① 参见 [ 美]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 ꎬ金吾伦、胡新和译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ꎻ舒炜
光、邱仁宗主编:«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 ( 第 ２ 版) 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ꎮ
② « 列宁全集» 第 ２９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ꎬ第 １４０ 页ꎮ
③ «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 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１７ 页ꎮ
④ « 列宁选集» 第 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ꎬ第 ７２２ 页ꎮ
⑤ 多个权威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经典选读版本ꎬ都将«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收录其中ꎮ 例
如ꎬＫａｒｅｎ Ａ. Ｍｉｎｇｓｔ ａｎｄ Ｊａｃｋ Ｌ. Ｓｎｙｄｅｒ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ｉｘ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ꎬ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
ｎｙꎬ ２０１６ꎮ
⑥ 该文被收录于威廉姆斯、戈德斯坦和沙夫里兹三人联合主编的 « 国际关系经典 选读» ꎬ Ｐｈｉ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Ｄｏｎａｌｄ Ｍ.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Ｊａｙ Ｍ. Ｓｈａｆｒｉｔｚ ｅｄｓ.ꎬ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１９９８ꎮ
⑦ « 毛泽东文集» 第 ８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ꎬ第 １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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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的那样式微或消失ꎬ而是出现了回归与超越的新态势ꎮ 新的阶级理论以及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新的阶级方法先后诞生ꎬ比如ꎬ埃里克欧林赖特( Ｅｒｉｋ Ｏｌｉｎ Ｗｒｉｇｈｔ) 的
“ 新中间阶级理论” ꎬ① 约翰Ｅ罗默( Ｊｏｈｎ Ｅ. Ｒｏｅｍｅｒ) 的“ 阶级与剥削理论” ꎮ② 这

些理论和方法都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ꎮ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也在研究中
积极运用和发展阶级分析方法ꎮ 比如ꎬ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就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的阶级分析方法ꎬ用于剖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演进特征和规律等问题ꎮ 在他
看来ꎬ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仅着眼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阶级分析问题ꎬ对全球范
围内的阶级斗争问题重视不够ꎬ而后者恰恰是他所创立的世界体系理论试图解决的问
题ꎮ③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中心、边缘、半边缘的划分ꎬ以及对三者关系的分析ꎬ都可
以明显地看出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子ꎮ 批判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在
回应为什么使用阶级分析这一“ 似乎太老派” 因而饱受贬抑( 甚至被某些学科明确排
除在外) 的研究方法时ꎬ坦言与其研究路径有着直接的关系ꎬ因为“ 把生产置于中心的
地位便直接导致了社会阶级的问题” ꎮ④尽管考克斯也承认ꎬ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

史变化的确存在着缺点和不足ꎬ因此有必要通过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来重新思考阶
级问题ꎮ 在他看来ꎬ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阶级的形成、瓦解以及阶级间的冲
突ꎬ认为阶级关系为经济和政治、生产和权力提供了彼此之间的联系ꎮ 这些虽然仍是
正确的ꎬ但我们不能把根据 １９ 世纪中期欧洲的社会状况所确定的阶级定义机械地全
盘照搬到 ２０ 世纪晚期的世界ꎬ因为目前的社会阶级状况具有与以往不同的、更为复杂

的表现形式ꎮ 为了使阶级分析重新成为正确而有用的理论工具ꎬ需要对阶级形成的动
力采用新的分析路径ꎬ即以生产为出发点ꎬ研究生产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在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ꎬ看它们是如何影响各种社会力量的ꎬ这些社会力量又是如何
构成国家和世界秩序的权力基础的ꎮ 此外ꎬ也要回过头来考虑寓于世界秩序和国家制
度中的权力是如何形成并控制生产关系发展的ꎮ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ꎬ考克斯写出了马
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也是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一部非常有影响的著作ꎬ即
«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 ꎮ⑤

阶级分析方法之所以能够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实现回归与超越ꎬ主要与资本主

① 参见 [ 美] 埃里克欧林赖特:« 阶级分析方法» ꎬ马磊、吴菲译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ꎮ
② 参见 [ 美] 约翰Ｅ罗默:« 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 ꎬ段忠桥、刘磊译ꎬ北京:经济
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ꎮ
③ 参见吴苑华:«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沃勒斯坦的学说为切入点» ꎬ重庆:重庆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版ꎬ第 １２５ 页ꎮ
④ [ 加] 罗伯特考克斯:«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 ꎬ林华译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ꎬ第 ９ 页ꎮ
⑤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ｘꎬ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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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现实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兴衰、世界力量结构变化有关ꎮ 一方面ꎬ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两极分化的状况日益严重ꎬ阶级对立依然存在并有进一步加重的趋
势ꎮ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ｉｋｅｔｔｙ) 就通过对过去 ３００ 年来欧美国家

财富收入历史数据的系统深入分析ꎬ得出如下结论: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较以
往进一步扩大ꎬ并很快将变得更加严重ꎻ在当代ꎬ一个人财富的多寡不仅由劳动所得决
定ꎬ更由财富继承决定ꎬ因而出身比后天努力和才能更重要ꎮ① 另一方面ꎬ尽管一部分
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ꎬ国家实力有所增强ꎬ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整体实力仍存在较大差距ꎬ两者在各种重要国际机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并
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ꎬ彼此间的矛盾因此也没有得到有效缓和ꎮ 总之ꎬ当代资本主义
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全球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提出的新问
题对社会研究和分析方法构成新挑战ꎬ“ 但同时也彰显出作为社会分析主要范畴和范
式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必须获得新的说明ꎬ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ꎬ并重
新获得有效的阐释力和说服力” ꎮ

②

第二ꎬ对其他研究方法的批判性借鉴和运用ꎮ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开放

性ꎬ即对其他理论的批判借鉴和运用ꎬ在研究方法领域同样有鲜明的体现ꎮ 比如ꎬ马克
思主义创始人就对黑格尔的方法进行过改造ꎬ抽取其中最具革命性意义的要素———辩
证法ꎬ并将其与社会历史有效地链接起来ꎮ③ 又如ꎬ赖特在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
上ꎬ运用社会学和统计学等跨学科方法ꎬ通过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阶
级矛盾、阶级意识、阶级联盟等重大议题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
级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新判断ꎬ对人们思考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及它们彼
此之间以及与它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不小的启发ꎮ④ 再如ꎬ沃勒斯坦既
对当今欧美国家的主流社会科学方法论做出了深刻的学理批判ꎬ又充分借鉴了法国年
鉴学派的长时段思维ꎬ特别是该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多布罗代尔( Ｆｅｍ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 提出的交叉学科研究法ꎮ⑤ 沃勒斯坦认为ꎬ在布罗代尔之前ꎬ人们研究时间结
构的单位通常使用的是“ 短周期” ꎮ “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 时长为 ５０ － ６０ 年) 这一概
念问世后ꎬ人们开始有了“ 长周期” 概念ꎮ 布罗代尔则在“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的基础
① 参见 [ 法] 托马斯皮凯蒂:«２１ 世纪资本论» ꎬ巴曙松等译ꎬ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ꎮ
② 姜辉:“ 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 ꎬ«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ꎬ第 ４３ 页ꎮ
③ 参见俞吾金:“ 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的改造及其启示” ꎬ« 复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ꎬ第 ２－
１０ 页ꎮ
④ 参见 [ 美] 埃里克欧林赖特:« 阶级分析方法» ꎻ吕梁山:“ 赖特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新变化理论研
究” 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０６ 年ꎻ骆夷:“ 赖特阶级理论的当代建构” ꎬ天津: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ꎬ２０１５ 年ꎮ
⑤ 参见吴苑华:«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沃勒斯坦的学说为切入点» ꎬ第 ９３－９８ 页ꎮ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及当下意义

１０９

上提出了新的“ 长周期” 概念———时长达百年之久ꎬ用以考察地中海地区历史演变的
特征与规律ꎮ 沃勒斯坦又在“ 布罗代尔周期”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超长周期概念ꎬ即
“世界体系” ( ｗｏｒ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ꎬ其时长达数百年ꎮ 他指出ꎬ这种超长周期本质上“ 不是一
种理论或推理方式ꎬ而是一种视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和对其他视界的批评” ꎬ它“ 正在扫荡

不少社会科学目前赖以运作的大量前提” ———沃勒斯坦将这一工作视为“ 清扫场地” ꎮ
在他看来ꎬ“ 一旦清扫完毕ꎬ得到的只是一片场地而不是新的建筑ꎬ那只不过是重新建
设的可能性” ꎮ①基于上述判断ꎬ沃勒斯坦认为ꎬ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超长周期ꎬ有
自己的方向和复杂结构ꎮ 但无论周期有多长ꎬ该体系最终难以逃脱衰退的命运ꎮ 这一
判断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命运的论断在本质上是一致的ꎮ 再如ꎬ考克
斯在对世界秩序的分析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层次分析法ꎮ 层次分析法(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由肯尼思沃尔兹(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ｌｔｚ) 首创ꎬ并经戴维辛格( Ｄａｖｉｄ Ｊ. Ｓｉｎｇｅｒ) 系统阐
发、布鲁斯  拉西特和哈维  斯塔尔 ( Ｂｒｕｃｅ Ｒｕｓｓｅｔｔ ＆ Ｈａｒｖｅｙ Ｓｔａｒｒ) 和 巴 里布 赞
(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等学者加以完善的ꎬ“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ꎬ在当今的国际
关系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ꎮ②考克斯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也采用了这一方法ꎬ但
他所划分的层次和确立的分析单元ꎬ既不同于沃尔兹、辛格ꎬ也迥异于拉西特、斯塔尔
以及布赞ꎮ 考克斯认为ꎬ一个历史结构包含三个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层次或活动领
域ꎬ即生产组织、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ꎮ 霸权国家中的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新的社会
力量ꎬ新的社会力量塑造国家结构ꎬ而国家结构的变化又将改变世界秩序ꎬ进而影响其
他国家的生产和国家形态ꎮ 如果从互为区分的角度看ꎬ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
序可以初步、近似地表现为物质能力、观念和制度的特定构型ꎮ 如果从相互联系的角
度看ꎬ任何一个层次都可以被看成既受其他层次影响又包含其他层次的东西ꎮ 显然ꎬ
考克斯的这种做法有助于更全面、更细致从而也更有可能表现历史的真实进程ꎮ③
( 三) 理论观点上的与时俱进

理论发展史的研究显示ꎬ举凡理论视野的扩展、研究方法的更新ꎬ最终都是为理论
创造服务的ꎮ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同样如此ꎬ相关案例也是不胜枚举ꎮ 限于篇幅
和研究重心ꎬ仅举两个案例佐证这一判断ꎮ
① [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 ꎬ冯炳昆译ꎬ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第 ２１５ 页ꎮ
② 秦亚青:“ 层次分析法与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 ꎬ秦亚青:« 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
研究文集» 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第 ２４４ 页ꎻ尚劝余:“ 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起源、流变、内涵和应
用” ꎬ« 国际论坛»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ꎬ第 ５０－５３ 页ꎮ
③ 参见王存刚:“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路径———考克斯的选择与启示” ꎬ« 国际论坛»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ꎬ第 ４６－５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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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ꎮ 对时代问题的讨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有
的内容ꎮ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国际问题的讨论中虽然关注时空问题ꎬ但未明确提及
时代问题ꎬ因此也未形成系统的时代理论ꎮ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理论是列宁首创并进行
系统论证的ꎮ 列宁以历史上那些特别突出因而引人注目的事件为里程碑ꎬ将历史进程
划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ꎻ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
代ꎬ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ꎮ 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
的时代ꎬ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时代ꎮ 第三个
时代刚刚开始ꎻ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
‘ 地位’ ꎮ” ①三个时代的阶级状况不同ꎬ国际冲突的性质、任务和形式也存在很大差别ꎮ
在列宁所处的时代ꎬ“ 资本主义已经成长到最高阶段( 帝国主义) ꎬ现在无产阶级革命

的时代已经开始” ꎮ② 列宁的时代观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斯大林、
毛泽东均在整体上继承了列宁的时代观ꎬ并以此作为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内外事
务的基本依据ꎮ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ꎬ出现了一系列新
特点ꎬ列宁的时代观因此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邓小平全面深入地分
析了当今世界上的各种主要矛盾及其相互关系ꎬ紧紧抓住国际社会面临的最本质、最
核心问题ꎬ适时提出了“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 的重要论断ꎮ 他指出ꎬ现在
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ꎬ一个是和平问题ꎬ另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ꎮ 其他
许多问题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ꎬ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ꎮ 这两大问题ꎬ至今
一个也没有解决ꎬ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ꎬ发展问题更加严重ꎮ③ 邓小平的时代观是
对列宁的时代观的重大发展ꎬ它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ꎬ也
为人类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ꎬ其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得到了广泛肯定ꎮ
第二ꎬ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观ꎮ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
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认识ꎬ提出了“ 工人没有祖国” 和“ 全世界无产者ꎬ联合起来” 两大
口号ꎬ由此奠定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基础ꎮ 列宁则进一步提出了“ 全世界无产
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的新口号ꎬ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④ 发展到了新阶
段ꎮ 面对当时民族主义兴起及带来的挑战ꎬ列宁运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ꎬ一方面深
入阐释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ꎬ希望借助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冲击世界旧秩序ꎻ另一方
①
②
③
④
较流行ꎮ

« 列宁全集» 第 ２６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ꎬ第 １４４ 页ꎮ
« 列宁全集» 第 ３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ꎬ第 ３４８ 页ꎮ
« 邓小平文选» 第 ３ 卷ꎬ第 ９６、１０５ 页ꎮ
国际主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是有不同形态的ꎬ其中ꎬ自由国际主义(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在当今世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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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又严厉地批判和努力防止各种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和做法ꎬ试图有效地平衡国
际主义与民族主义ꎮ 在当代ꎬ面对国际力量结构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情况、
新特点和新趋势ꎬ面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进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要完成的艰
巨任务ꎬ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力求在国际责任和国家利益之
间实现平衡的新国际主义ꎬ并在外交实践中切实加以践行ꎮ① 邓小平在坚持“ 与第三
世界站在一起”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促进国家间“ 友好相处和广泛合作” 等原
则的同时ꎬ突出强调了中国对世界的责任ꎬ包括坚持和平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
展经济和保持内部稳定等ꎮ 他指出:“ 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ꎬ十亿人的中国坚
持和平政策ꎬ做到这两条ꎬ我们的路就走对了ꎬ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ꎮ” “ 中国
不能把自己搞乱ꎬ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ꎬ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ꎮ” ② 习近
平继承了邓小平的上述主张ꎬ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ꎮ 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义利观问题
上ꎮ 习近平指出ꎬ对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ꎬ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ꎬ坚持正确
义利观ꎬ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ꎬ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ꎮ 只有坚持正
确义利观ꎬ才能把工作做好、做到人的心里去ꎬ这是中国外交得道多助的一个重要基
础ꎮ 对那些长期对华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ꎬ要更多考虑对方
利益ꎬ不要损人利己、以邻为壑ꎮ③ 总之ꎬ在习近平看来ꎬ只有义利兼顾ꎬ才能义利兼
得ꎻ只有义利平衡ꎬ才能义利共赢ꎮ
正是因为在理论视野、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上的与时俱进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
理论体系才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ꎬ才能够保持持久的生命力ꎮ

二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与其方法论直接相关

正如诸多理论作品反复论证的那样ꎬ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ꎬ不断写
出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特点之一ꎮ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支ꎬ马克思
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承袭了这一优秀品格ꎬ并以自己的方式彰显了这一点ꎮ 这从前文的
阐述中可见一斑ꎮ
① 参见秦亚青、朱立群:“ 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 ꎬ« 外交评论» 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ꎬ第 ２１ － ２７ 页ꎻ朱锋:“ 中国
外交向‘ 新国际主义’ 转型———中国国际影响力探索” ꎬ« 中国与世界观察»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ꎬ第 １７３ － １８５ 页ꎻ时殷
弘:“ 中国对外战略思想中的‘ 新国际主义’ ” ꎬ« 中国与世界观察» ２００８ 年第 ３、４ 期合刊ꎬ第 ７６－ ８１ 页ꎮ 关于传统
国际主义向新国际主义转型原因的简要学理分析ꎬ可参见朱建田:“ 传统国际主义的实践困境及其当代转型” ꎬ
« 前沿»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ꎬ第 ３１－３４ 页ꎮ
② « 邓小平文选» 第 ３ 卷ꎬ第 １５８、３６１ 页ꎮ
③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１５３－１５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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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ꎬ与这一理论所秉持的方法
论———历史唯物主义———直接相关ꎮ 历史唯物主义以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这一经验
现象为研究对象ꎬ力图揭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ꎮ 因此ꎬ它既是一种哲学ꎬ也
是一种经验的或实证的科学ꎮ①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ꎬ就是一切从客观事实
出发ꎬ而不是从抽象教条出发ꎮ 恩格斯曾指出:“ 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ꎬ
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ꎮ” ②列宁也指出:“ 现在必须弄清楚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ꎬ这
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ꎬ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ꎬ而不应当抱
住昨天的理论不放ꎬ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ꎬ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
西ꎬ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ꎮ” ③而一切客观事实都处于运动、变化、产
生和消失的过程中ꎮ 对此ꎬ恩格斯写道:“ 当我们通过思维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
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ꎬ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ꎬ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
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ꎬ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ꎬ而是一切都在运
动、变化、生成和消逝ꎮ” ④客观事实的变动性ꎬ要求试图反映这种特性的认识主体必须
始终运用发展的眼光、联系的眼光而不是静止、孤立的眼光看待客观事实ꎮ 而在此基
础上所进行的概念化、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工作ꎬ就必然使所建构的理论具有发展的品
格ꎮ
实际上ꎬ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ꎮ 从学理层面看ꎬ无论是作
为一种哲学ꎬ还是作为一种实证科学ꎬ历史唯物主义都必须根据经验事实的变化做出
相应调整ꎬ包括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结论的修正和完善ꎬ以强化自己的解释力ꎬ保持
自己的生命力ꎮ⑤ 从理论发展史看ꎬ历史唯物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并在具体
研究实践中加以精彩运用的ꎮ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ꎬ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途径、具体研究对象、理论目标以及理论逻辑生长点等方面都
卓有建树ꎮ 这在«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 哲学笔记» 等著作中有出色体现ꎮ 在

当代ꎬ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自己的努力继续着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ꎮ 比如ꎬ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吴英:“ 唯物史观: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 ꎬ« 史学集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ꎬ第 ７４ 页ꎮ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９ 卷ꎬ第 ４４０ 页ꎮ
« 列宁全集» 第 ２９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ꎬ第 １３９ 页ꎮ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３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第 ３９５ 页ꎮ
参见吴英:“ 唯物史观: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 ꎬ第 ７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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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试图通过发展交往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ꎻ①
美国学者哈维(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 将空间因素引入历史唯物主义ꎬ创立了历史 － 地理唯物
主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这一新的研究范式ꎮ② 这些都已经得到学术
界的认可ꎬ并在上述理论家们各自分析国际问题时得到具体运用ꎮ 比如ꎬ哈贝马斯对
后民族主义的论证中ꎬ就渗透了他的新唯物史观ꎮ

三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品格的当下意义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品格的当下意义与当今世界的两个基本特点
有关ꎮ
第一ꎬ当今世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ꎮ 在经济领域ꎬ２００８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
机影响犹存ꎬ世界经济虽然在总体上呈现复苏态势ꎬ但仍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
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等多重风险和挑
战ꎬ中短期前景不容乐观ꎮ 在政治和社会领域ꎬ一部分主权国家内部出现了较为严重
的治理危机ꎬ并且产生较大的外溢效应ꎮ 比如ꎬ欧洲难民危机就是中东北非一些国家
的执政当局治理能力低下的直接后果ꎬ它冲击了欧盟的社会保障体系ꎬ导致各种反移
民的民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排外主义在一些国家沉渣泛起ꎬ为各类高举反移民旗帜
的右翼政党攫取更大政治影响力乃至执掌政权提供了社会基础ꎬ从而推动一些欧盟国
家在政治上向右转ꎮ 在安全领域ꎬ近年来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有所加剧ꎬ主要大国的
军费开支特别是用于战略武器研发的费用大幅上升ꎻ大国在太空、深海、极地和网络等
新边疆的战略竞争似有愈演愈烈之势ꎬ特别是对相关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争
夺已有短兵相接之感ꎻ美国新近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和« 国防战略报告» ③ 对
①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修订本) ꎬ郭官义译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版ꎻ[ 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 ꎬ洪佩郁、蔺青译ꎬ重庆:
重庆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ꎮ [ 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论功能主义理论批判» ꎬ洪佩郁、
蔺青译ꎬ重庆:重庆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ꎮ 关于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评述ꎬ可参见吴苑华:« 重建历史唯物
主义:以哈贝马斯的理论为切入点» 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ꎮ
② [美]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ꎬ高泳源等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６ 年版ꎻ[ 美] 大卫哈维:« 希望的空
间»ꎬ胡大平译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ꎻ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ꎬ Ｓｐａｃｅ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Ｕｎｅｖｅｎ 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Ｖｅｒｓｏꎬ ２００６ꎮ 关于哈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ꎬ可参见张佳:«大卫哈维的历史－地
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ꎻ胡大平:“ 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
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ꎬ«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ꎬ第 １２－１５ 页ꎮ
③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
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ＮＳＳ－Ｆｉｎａｌ － １２ － １８ － ２０１７ － ０９０５ － ２. ｐｄｆꎻ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２０１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ｓ / ２０１８－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ｕｍｍａｒｙ.
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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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竞争对手” 的框定、对战略目标的规划以及相应的布局构想ꎬ对全球安全局势的
稳定构成新的威胁ꎮ 一些中小国家内部发生的严重武装冲突仍在持续ꎬ外部势力特别
是大国的介入使得当地形势进一步复杂化ꎮ 恐怖主义威胁继续存在ꎬ滋生恐怖主义的
土壤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良ꎮ 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
越来越大ꎬ已经形成的某些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能否得到有效维护令人忧虑ꎮ 更为严
重的是ꎬ人类在价值观领域的分歧有进一步扩大化的趋势ꎬ文明多样性发展的大趋势ꎬ
并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真正化解既有的文明间冲突和文明内冲突ꎬ甚至有加剧两
类冲突的态势ꎮ 冷战结束即已形成的“ 亨廷顿之问” ①ꎬ不断冲击人们的心灵ꎬ拷问人
们的良知ꎬ考验人们的智慧ꎮ

第二ꎬ当今世界也是一个期待变革的世界ꎮ 从国家层面看ꎬ首先是发达国家在寻
求变革ꎮ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当年就是凭借“ 改变” ( ｃｈａｎｇｅ) 这个简洁但充满想象的词
语ꎬ打动构成多元、欲求多样的美国选民ꎬ从而顺利当选的ꎮ 他就任总统后ꎬ也确实推
动了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变革ꎬ但方方面面的掣肘使其步履蹒跚ꎬ成果不多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奥巴马在其任期内的最后一个国情咨文中坦陈:“ 在过去的七年里还有其他难以
达成的领域ꎬ比如ꎬ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才能保证制度不向最富有的财团和大公
司倾斜ꎮ 在此ꎬ美国人民需要做出选择” ꎮ 他忧心忡忡地指出:“ 最为重要的是ꎬ当公
众觉得自己的呼声无关紧要ꎬ而整个体制被有钱、有权或者个别人所操控时ꎬ民主就将
崩溃ꎮ” 他呼吁:“ 如果我们想优化政治形态ꎬ仅仅换掉一个国会众议员或参议员ꎬ甚至
换掉一位总统是不够的ꎬ我们必须改变整个体制ꎬ来展现更好的自己ꎮ” ② 作为奥巴马
的继任者ꎬ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虽然在国内和国际舆论场上饱受争议ꎬ但在美国国内
改革方面也有自己的主张ꎬ这在其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以及第一

份国情咨文中都有充分的体现ꎮ③ 地区一体化的先行者欧盟虽然面临重重现实困难ꎬ
但其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ꎬ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ꎬ协调好各成员国间的复杂关系、实现
欧盟当初的目标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在英国公投脱欧已经成为现实
之际ꎬ时任法国总统的奥朗德就明确指出ꎬ欧盟必须进行“ 深刻改革” ꎬ启动新的欧洲

① 这是笔者提出的概念ꎬ意指已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Ｐ 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于 １９９３
年在美国« 外交事务» 上发表的“ 文明冲突?” 一文中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文明多样性是否会导致文明间的冲突ꎮ
亨廷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ꎬ但他的答案受到广泛质疑ꎮ
② “ 奥巴马 ２０１６ 年国情 咨文演讲” 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４ / ｃ ＿１２８６２７９９７ ＿ 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访问ꎮ
③ “ Ｆｕｌｌ Ｔｅｘｔ: Ｔｒｕｍｐ Ｄａｖｏ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２６ / ｆｕｌｌ－ｔｅｘｔ－ｔｒｕｍｐ－
ｄａｖｏｓ－ｓｐｅ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３７０８６１ꎻ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Ｄｏｎａｌｄ Ｊ. Ｔｒｕｍｐ’ ｓ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ｕｓｅｍｂａｓｓｙ
－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ｄｏｎａｌｄ－ｊ－ｔｒｕｍｐｓ－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ｏｎ－ａｄｄｒｅｓｓ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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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计划ꎬ以实现“ 再次崛起” ꎮ①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在索邦大学关于欧盟改革的演讲中ꎬ
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提出了“ 重塑欧洲” 的一系列主张ꎬ②并得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
充分肯定ꎮ 其次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寻求变革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反复强调ꎬ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ꎻ全面深化改革ꎬ是顺应当今世
界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ꎮ③ 基于这样的理念ꎬ中国已经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具有重大
战略意义的“ 四个全面” 布局中具有突破性和先导性的关键环节ꎬ并且更加注重改革
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ꎮ 印度在莫迪就任总理后ꎬ长期缓慢的国家改革进入快车
道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莫迪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ꎬ并把“ 国家计划委员会” 更名为
“ 国家转型委员会” ꎮ 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ꎬ改革成为莫
迪阐述印度走向未来的关键举措之一ꎮ④ 从国际层面看ꎬ由于 ２１ 世纪以来一大批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ꎬ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ꎬ国际格局日趋均衡ꎮ 而
２００８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强烈再分配效应ꎬ进一步导致“ 大国实力的转移
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ꎮ⑤ 基于这种重大变化ꎬ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希

望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多主导权ꎬ希望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ꎮ
发达国家也已充分意识到了所谓“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⑥ 所

面临的巨大挑战ꎮ “ 如何塑造一种新的全球性规则与体制ꎬ使政治的全球融合能与经
济的快速全球化进程匹配” ꎬ⑦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执政者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现实
问题ꎮ 否则ꎬ人类要么面临全球化收缩的风险ꎬ要么会经历一个冲突烈度更高的动荡
过程ꎮ 而这种“ 严重失序的世界” 所造成的后果ꎬ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受的ꎮ 当
然ꎬ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和社会制度乃至领导人的国际视野、治国理政的观念和能
力存在差异ꎬ各国对变革的理解并不相同ꎬ变革的意志、变革的思路、变革的手段也存
① “ 奥朗德呼吁欧盟进行‘ 深刻改革’ ” 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ｆ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 / ｉｎｆｏ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０６２５ / １４２１６. 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５ 日访问ꎮ
② “ 欧洲效率太低? 马克龙提重塑欧洲 ‘ 五大 构想’ ” 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２８ / ｃ ＿
１２９７１３４６７.ｈｔｍꎬ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５ 日访问ꎮ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２０１６ 年版) 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第 ６８ 页ꎻ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ꎮ
④ Ｓｅｅ “ Ｆｕｌｌ Ｔｅｘｔ: ＰＭ Ｎａｒｅｎｄｒａ Ｍｏｄｉ’ ｓ Ｋｅｙｎｏｔ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Ｐｌｅｎａｒｙ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Ｆ ｉｎ Ｄａｖｏｓ ” ꎬ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ｉａｎｅｘ￣
ｐｒｅｓ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ｎｄｉａ / ｆｕｌｌ－ｔｅｘｔ－ｐｍ－ｍｏｄｉｓ－ｋｅｙｎｏｔ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ｔ－ｐｌｅｎａｒｙ－ｓｅｓｓｉｏｎ － ｏｆ － ｄａｖｏｓ－ ｗｅｆ － ５０３６５３３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
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７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
⑤ 参见刘鹤主编:«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ꎬ北京: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第 １５ 页ꎮ 关于国际力量变
化的状况ꎬ也可参见 [ 英] 马丁沃尔夫:“ 描述发达世界失去优势的 ７ 张图表” 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ｘｔ.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７３５８５ꎬ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访问ꎮ
⑥ 关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挑战的代表性描述ꎬ参见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ꎬ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ꎬ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ꎬ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ꎬ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１ꎮ
⑦ 包刚升:“ 极端主义的兴起与西方世界的挑战” ꎬ« 文化纵横»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ꎬ第 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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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在很大差异ꎬ变革的目标甚至可能相互抵牾ꎬ变革的进展因此参差不齐ꎬ但求变的迫切
心理在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广泛存在的ꎮ 各国的政治精英、思想精英、社会精
英都清楚:不变ꎬ肯定是死路一条ꎻ求变ꎬ才有可能找到出路ꎮ “ 变则通ꎬ通则久” 这句

古老的中国格言ꎬ可能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ꎬ并转化为一种实践的动力ꎮ
也正因为如此ꎬ我们面对的确实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ꎮ

总之ꎬ危机与变革并存ꎬ是当今世界———自然也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基本特点ꎮ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ꎬ人类迫切需要知识生产领域的新进步ꎬ以安顿心灵ꎬ发现出路ꎮ 在
此方面ꎬ具有与时俱进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有用武之地ꎮ 马克思主义国
际关系理论的这一品格启迪我们:要有效克服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和挑战ꎬ不

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ꎬ实现人类均衡、普惠和可持续的发展ꎻ要顺应全球力量格
局变化的新现实、新趋势ꎬ推进国际体系的顺利转型ꎬ构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
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ꎬ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行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
体ꎬ就应当以进取的姿态、开放的心胸去努力拓展理论视野ꎬ特别是聚焦那些攸关人类
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ꎬ着力探究当今世界特别是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
规律和新趋势ꎮ 要在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ꎬ充分发掘并更好汲取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所使用的国际问题研究方法的精髓ꎬ广泛借鉴并积极运用人文和社会科
学其他领域、其他理论流派已经为研究实践证明为有效的科学方法ꎬ并且不断创造新
的研究方法ꎬ以使国际关系研究的“ 工具箱” 更为充实、有效ꎮ 要勇于突破既有研究范
式的窠臼ꎬ不断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和新观点ꎬ以理论创新求理论发展ꎬ以理论
创新求实践作为ꎮ① 唯有如此ꎬ才能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特别是国际关系的现状和发展
方向ꎬ争取实践上的更大主动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
荣的和谐世界ꎮ
( 作者简介:王存刚ꎬ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ꎻ责任编辑:莫伟)

① 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推进国际关系研究整体发展的系统思考ꎬ参见王存刚:“ 国际关系理
论研究再出发:马克思主义的路径” ꎬ« 外交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ꎬ第 １－２２ 页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