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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是由阎学通教授组织的
清华大学研究团队的重要成果，代表着国际关系领域清华研究路径的兴

起#这一研究取向的特征是应用一种特定的科学方法，分析借鉴中国先秦
思想，以丰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并为中国崛起提供政策建议#作为中国国
际关系研究本土化的代表作，该书会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占据一

席之地#作为中国学界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贡献，它具有不俗的理论潜力
和政策意义#虽然清华路径尚需多方面努力以获得学界的认可乃至形成一
个(清华学派#，但它无疑提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雏形与框架#
!关键词" 清华研究路径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中国学派 先秦思想

中国崛起

$ 际关系学不是中国本土源流的学术领域#符合现代学
术标准的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存在的时间恐怕不足 ,$

&"!

! 本文提到的清华路径第一阶段的研究在作者任教清华大学之前已经完成，因此作者并未参

与其中，本文也是从一般学术评价的角度出发写作#感谢许田波 ( b/<0;D/4 ^:/) 和匿名评审专家

提供的修改意见#文中不当之处由作者本人负责#&$%&’()’"$#" *+ * +, ," -. /, #">$#>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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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 "#!" *$)
年#在这一短暂的历史中，引进西方学术是主流，%出口)中国学术大概
只是一种奢望#正因如此，"$## 年西方世界国际关系领域顶尖出版社

之一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学者文集 &古代中国思想
与现代中国权力"，这可被视为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进入一个转折点
的重要标志#西方出版中国学者的著作自然早有先例，但多数是在像
历史或哲学这样有强大中国本土底蕴的领域#! 此次由清华大学阎学
通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撰写的关于中国先秦国际政治思想和实践的文

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

志#"
此文目的是将该书置于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史中，浅论其学术贡献与

不足之处，并指出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及中国崛起这一实际政策

问题的意义#文章首先指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 (清华路径)这一研
究取向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中的地位，以及它对近年来所谓 (中国学派)
争论的意义#正文主要讨论该书的研究方法问题%理论前景及政策意义#
二十多年来，阎学通教授一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政策%方法和理论的杰出
开拓者之一，此书是其学术成就的充分展现#本文是对清华研究路径的一
个批评性评价，以期清华团队能修正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在现有基

础上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一%清华路径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阎学通就一直站在提升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方

’"!

!

"

比如: [:.F a:6=4. ［冯友兰］，4 G.1%*$( *, :6.+&1& /6.’*1*C6(，b;=5E # R " ， 0D4.5E Y1DW

9;221 ( SD/.<10;.，TE dE : SD/.<10;. -./G1D5/0f SD155，#?>" R #?>,) ; ‘:.F678:4. ^5/4;［萧公权］，4
G.1%*$( *, :6.+&1& /*’.%.0#’ 26*";6%: H*’"5& M+&: S$*5 %6& L&;.++.+;1 %* %6& B.J%6 :&+%"$( 4E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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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论领域的前沿#这一努力的成果包括一本广受欢迎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教科书和年度研究方法培训班#! 他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贡献并
不亚于他对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贡献，!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就
是其方法论付诸实践的体现#在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下，他提倡偏向
于定量分析的(科学方法#$尽管他也承认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研究方
法，但是他对假设检验%因果分析%客观性及可验证性的强调，" 无疑表
明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即是将此方法应用于对古代中国思
想的分析#这一方法与此项研究背后的理论目标及政策动机的结合，意味
着一种具有中国意识的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研究路径或取向的兴起#因其
由阎学通和他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 现已升级为当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 的同事们所首创，不妨称之为(清华路径#$不过，尽管这一路径
是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最具原创性的研究前沿之一，它似乎尚不足以构成

一个完整的(清华学派#$#
清华路径有三个明显特征#首先，它的研究动机来自对丰富现代国际

关系理论并为当前中国崛起提供政策建议的愿望#$ 其次，它寻求分析借
鉴中国先秦思想与实践的独到之处，以之为知识与思想来源#这是清华
路径最具特色之处，也是中国意识充分展现之处#最后，如前述，它将
阎学通所认为的科学方法应用到对先秦思想的分析中#实际上，这已经
涉及国际关系中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分支，不过阎著并没有参考这一领

域的著作，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三个特征是否足以构成 (清华学派#? 严谨而言，一个学派必须在

一个领域具有独特且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标志性方

法与观点，同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留下学术空间#例如，英国学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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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孙学峰: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 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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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 "#!" *$)
多元性方法和 (国际社会)这一标志性观点闻名#! 哥本哈根学派通过
借鉴语言行为理论发展出 (安全化)的理论，并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来
揭示安全问题的社会构建#" 政治思想史中的剑桥学派则通过分析 (语
言)的含义与语境的独特方法，融合了政治史与思想史## 不过，目前清
华团队对古代中国思想%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及当前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方
面，$ 缺乏在方法和理论上的深入思考与论证#清华学派的建立尚需在理
论%方法与经验研究上的诸多努力#

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本土化
如果将清华研究路径置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背景之中，它的意

义在于它代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所谓本土
化，是指中国学者不再完全依赖于从西方引进的国际关系学概念与理论，

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借鉴中国自己的概念与思想来丰富现有理论或者发展新

理论#在&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中，再也见不到盛行于 "$ 世

纪 %$ 年代和 ?$ 年代的对西方理论的引介，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中国本土视

角来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
这一点的意义或可通过简要评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史来更好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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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L, 年，当时中

国并没有学术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所谓的 (国际研究)主要以向政
府提供内参与研究报告的形式而存在#公开的学术出版物几乎不存在，也
几乎没有开展独立学术研究的可能性##?L,$#?)% 年的第二阶段经历了

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和国际上的中苏同盟破裂等重大事件#中苏关系
紧张是中国政府决定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原因#这一阶段的意
义在于它奠定了中国国际关系未来发展的机制性基础: 中国首次设立了国

际关系研究的准学术机构#但在研究方法%关注点和风格上，这一阶段与
第一阶段几无差别，而且因为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变得更为意识形
态化#

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学科始于 #?)%$#??$ 年的第三个阶段#
此时相对专业性与独立性之所以可能，根本在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变化#中
国学者开始史无前例地引进西方 ( 主要是美国) 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不
过，在这一阶段的最后几年，他们也开始反思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成果在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并开始考虑中国是否需要发展自己的国

际关系理论##?%) 年，中国首个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讨论

国际关系的中国理论，提出中国需要发展 (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
论#$" 此后，中国是否需要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样的理论会有哪些
特征及如何创造这些理论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讨论的一个主题#

#??$$"$$$ 年可视为第四个阶段，其特征是中国学者对社会科学理

论自觉的进一步提升及对国际关系作为有别于政策建议与解读的独立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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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页; 倪世雄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六十年"，载于杨洁勉主编: !六十年对外关系与国际问题
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版，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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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 "#!" *$)
的进一步认识#在这一阶段，从西方著作的翻译数量来说，中国学界对西
方学术引进的趋势有增无减，在应用多种西方理论流派与视角的同时，也

增强了学术批判性和独立性的意识#同时中国学界对方法论重要性的认识
进一步提高，开始进行与 "$ 世纪 L$ 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的方法论争论相类

似的讨论#! 这一阶段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对国际关系中国理论的深入探
讨#秦亚青认为，"$ 世纪 ?$ 年代的争论已经大致解决了中国是否需要自

己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下一步应该是如何去创建这些理论的问题#"
从 "$$$ 年以来的第五个阶段已经过了 #" 年#目前中国已经引进了几

乎所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既包括主流的 (三大学派#，也包括一些非
主流甚至边缘性的理论，如英国学派%女权主义与批判理论等#中国学界
也开始了类似西方的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这一阶段颇引人注目的动向是(中国学派)说法的兴起#如果 #?)%$#??$ 年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前

理论时期，#??$$"$$$ 年是理论学习的开端，那么 "$$$ 年之后则代表了

理论学习的深入和理论构建的开端##
上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背景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清华路径

的意义#中国学者提倡本土化，提出借鉴中国传统资源以发展中国理论，
已非一朝一夕#但真正能把这些愿望付诸实践只能说是凤毛麟角#很多学
者都提到中国传统资源的可借鉴性，但大多停留在对这些资源有用性的一

种直觉认识上，难以真正知道应当如何去借鉴使用这些资源#即便是在几
个极少数的例外中，如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对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研究，

研究重点还是描述中国思想并将其与西方思想进行比较，而不是发掘中国

思想的理论潜力#$ 此外，很少有学者能真正澄清本土化应如何展开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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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秦亚青等: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笔谈"，!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 #

期，第 )%$?, 页#
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载于王逸舟主编: !中国对外关系转型 ,$ 年"，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版，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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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会是如何#正是在这一点上，清华路径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范例，因此
在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当然，这并不是说
它是唯一有效的研究路径，只是说其学术上的严肃性和开拓性有重要的借

鉴价值#
三%清华路径与 (中国学派)

此时不妨对关于(中国学派)的争论稍作评论$!古代中国思想与现
代中国权力’内附阎学通撰写的&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一
文 (附录三)，强烈否定了(中国学派)的合理性#不过，它主要否定的
是(中国学派)这一标签，而不是其具体的学术议程#实际上，它在很
多方面认同(中国学派)提倡者关于如何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
在另一些方面则误解了 (中国学派)提倡者的学术议程#因此，它对(中国学派)争论的解读对于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并没有太大的助
益#从另一方面来说，该文使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争论的本质#(中国学派)的反对者和提倡者之间’’’至少阎学通和其主要批评对象秦
亚青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阎著提出三条否定 (中国学派)的理由#第一，国际关系理论通常
不是由理论创立者自己命名的#第二，理论很少是以国家命名的，通常理
论是根据其主要主张%主要创建者或其创立的学术机构而命名的#第三，(中国)的标签太过宽泛，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或流派能够代表中国历史和
传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虽然这三点言之成理，但阎著主要纠结于 (中
国学派)这一标签是否合适这样一个语义问题，而没有从根本上论证为
什么(中国学派)提出的学术议程本身有问题#

阎著同时认为如果国际关系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那么国际关系理论

就必须是普遍适用的#中国学者在借鉴中国古代思想创建新理论上有优
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此而建立的理论就是中国理论#一个原因是，即便
这些理论主要基于中国思想，它们也无法完全脱离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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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另一个原因是，优秀的理论必然借鉴所有重要的理论传统#因此，中
国学者发展的理论也必将借鉴多种理论传统#他因此提出，中国学者需要
考虑的问题不是理论的标签而是如何首先创造出理论#!

隐含在这一批评中的，是阎著关于 (中国学派)的目的是用中国理
论去替代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假定#" 不过，这似乎并不是所有 (中国学
派)提倡者的假定#例如， %中国学派)说的核心代表人物秦亚青就认
为，虽然中国学派来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与经验，但它最终将超越本土，

具有普遍适用性#中国学派，据秦亚青的理解，是通过发掘中国的传统思
想与实践来创建同时具有中国本质与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它的目的不是
替代现有理论，而是同时丰富现有理论和人类知识## 也许秦亚青的这些
观点是在吸收了对其早期 (中国学派)论的批评 (很可能也包括阎学通)

之后有所修正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阎学通和秦亚青，作为这一争论
对立方的核心代表，在两个根本点上是有共识的: 第一，通过借鉴中国传

统思想发展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研究是重要的; 第二，这样一个研究议程

的目的不是为了替代现有理论而是丰富它们#也许这两位学者在理论的本
质%方法及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其他方面上仍有重大分歧 ( 澄清这

些分歧本身也会是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贡献)，但他们至少在对中

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和途径的理解上有重要的共识#(中国学派)的标签确实有误导性，%中国学派)的提出也似嫌过早#
但鉴于阎%秦两人的共识，对实际上并不是很重要的标签的批评应该让位
于对具有重要实质性的学术议程的探讨#确实，由于阎学通对先秦思想的
研究，秦亚青已经把他归类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之中了#$ 此外，
国外学者很可能会把 &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解读为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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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

提倡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例子#这两位学者之间的共识也预示着中国
国际关系研究未来发展的一个极可能且重要的方向: 通过融合中国传统思

想与现代西方理论继续推进本土化#
四%科学方法与古代中国思想

阎学通似乎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能毫无疑问地被应用于对先秦经

典思想的分析中去#因此他没有’’’也可能认为没有必要’’’论证这一方
法的可行性#他只在两处简单地论述到方法论问题#第一处是回应批评者
关于先秦典籍的可靠性及古代经验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借鉴性的质疑#他认
为古代典籍的可靠性与我们是否能借鉴它们并无关系，并认为古代中国历

史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国际政治的有益案例#
第二处是在杨倩如评论一章 (全书共收录了三篇此类的批评性文章)

的一个引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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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 "#!" *$)
%^GH/=>CBC/uCH/=>CBC7N_g‘abC^
H/J[:_gbcb#!
这一说明再次提到了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但认为既然先秦经典或其中

记录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不确定，我们不应该关心经典原文的 (真正含
义#，而是应该关心它们的 (字面含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古代思
想背后的工具性动机’’’这一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古代思想
本身，而是把它们当做一个思想资源库来满足当代理论和政策的需要#

这种思路在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极为常见，但同时具有内在的局

限性，其工具性是对研究潜力的一种自我限制#使用经典思想来为当代理
论提供哲学基础，为当代政策提供解释或合法性论证，以及为理论和政策

讨论提供框架支持，是当代国际思想研究中的常见做法#" 如果清华路径
研究古代中国思想是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崛起的政策而服务，那也

无可厚非，毕竟(理论总是为某个人与某种目的服务的#$# 不过，如果
这种工具性太强，就无法认识到经典思想本身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有

巨大潜力的领域，就可能忽视研究中国经典思想会对国际政治思想这一研

究分支作出重大贡献#鉴于目前的国际政治思想领域尚未开始系统研究中
国思想，$ 我们更应该把它当做一项重要的学术议程来看待#这是一个一
般性的评论，不是针对清华路径的具体批评$!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
权力’在很多方面都有创建，而且任何一项研究都有其局限性，因此强
调它的工具性并不公平#但这个评论确实说明，清华路径只是研究古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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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

国思想的一种思路，古代中国思想领域所蕴涵的学术潜力要比清华团队目

前认识到的宽广很多#
不过，清华研究思路还有比工具性更深的方法问题#这一问题并不是

现有批评中所提到的历史真实性或相关性#相反，它涉及另外两种不同性
质的问题#首先是基本但又极为棘手的如何通过经典文本研究古代思想的
问题#阎著的答案似乎是: 只要了解文本的字面含义而不是真实含义就可
以了#这一认识背后的假定，是经典文本的字面含义是可知的，而它们的
真实含义则难以确定#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会把方法论问题简化为看似简
单地从字面上阅读文本的问题#真正的方法问题实际上因此而消失了，研
究古代中国思想似乎不需要阎式科学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

不过，首先可以指出，%字面含义)与(真实含义)之间的区别相当
模糊$%真实含义)具体何指? 如果 (字面含义)与 (真实含义)之间
有关系，这种关系又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读懂 (字面含义)也许并不
足以理解经典中所蕴涵的思想; 相反，它可能导致误解和误读#如果剑桥
学派对研究国际政治思想有借鉴作用，! 那么这类研究必须同时考虑经典
文本的含义与语境#也就是说，这类研究不仅需要揭示经典作者的主张或
者观点，还必须揭示作者在其特定的历史%政治%学术及语义环境下提出
其观点的目的与意义#" 研究古代中国思想需要科学方法之外的能满足其
特殊研究需求的更优方法#

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 (现代主义#，即用现代的假定去阅读经典而不
是通过经典来开拓现代思维## 这一问题在当前研究中极为普遍，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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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 "#!" *$)
很多学者利用经典作者来阐述他们自己的主张，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将修昔

底德说成是现实主义的鼻祖#这样一种研究方法，用预设的对现代国际关
系的理解来阅读经典，必然导致结论的片面性甚至荒谬性#! 正如昆廷*
斯金纳所言: %在没有加入我们自己的主观期望和预判的情况下，是不可
能研究经典作者观点的意义的 (特别是在外来文化的情况下)$#" 研究经
典思想的一个危险之处，就在于研究者用预设的范式和熟悉的标准来研究

经典文本#正确的方法，必须是从经典作者自己的情境中去理解他们#此
外:

dCe7ifkd78?C@ASW7@gChiC&’jkC
A[:ilmno XX/pD@AS^_C0:CxqC^<r3s
e7Cjk#vt7uvwxsa7C@AyzB67C{>?|"
}~/s67[1dCplXYb:H8j!Co plXYbq"7
#$wxs>?#$/%J&’##
例如，阎著应用 (层次分析法)分析古代中国思想，这显然是当代

研究方法假定影响到古代思想研究的一个例子#这样的研究得出的结论
是: 墨子和老子是体系分析论，管子和韩非子是国家分析论，孔子%孟子
和荀子是个体分析论#$ 这种分类当然可以做，也很有意思，但问题是它
对古人思想的洞察力$%层次分析法)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国际关系研究
方法#历史上很多思想家，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没有对国内政治与
国际政治，或对体系%国家与个人的层次进行绝对的区分#阎著认识到

’%!

!
"#$

78D/5 9D;B.，10 4=E，%V.0D;2:<0/;.，#/. 78D/5 9D;B.，10 4=E ，125E ，-+%&$+#%.*+#’ ?&’#%.*+1 .+
/*’.%.0#’ 26*";6%: 2&J%1 ,$*5 %6& 4+0.&+% _$&&>1 %* %6& S.$1% K*$’3 K#$ ( 74HID/2F1: 74HID/2F1 -./G1D5/0f

SD155，"$$") ，AAE , R +E

3W/..1D，H.1.*+1 *, /*’.%.01，AE >%E

9D;B.，10 4=E，%V.0D;2:<0/;.，#AE +; 311 4=5; j:1.0/. 3W/..1D，H.1.*+1 *, /*’.%.01，AE %%C

a4.，4+0.&+% :6.+&1& 26*";6%，=*3&$+ :6.+&1& /*E&$，AE "LC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

先秦典籍也没有此类区分#! 但通过应用 (层次分析法#，它还是将先秦
思想家分类到预设的方法论框架中，而不是通过先秦思想来反思当代方法

论假定的局限性#这并不是说这种分类不可为，而是说它可能并不是最有
效的方法#当然，它能得出颇具新意的结论，但不排除它也能同时遮盖中
国思想中一些不为其所发现的独特之处#

另一当代方法论假定应用到先秦思想分析的例子是阎著对荀子的分析

方法的评论:

(R?^$%&’Cd’)!?*hC+,b/s-;<()2
E/C@.=[/0[7()=[/a/%12C=[/[:340
y7C()f%=[#a85V22:6IW:kdOU/23C^
D%7m-5b?zW>?/2f89Z[:%#];/a5V<2
^=_qfCvwyz/>N?@[:CAmB1[#AmB1[:
=7CDeEVC/%=[/spl=[C()b*}/<2Cf%
b-UFgW[|h#"
正如徐进所指出的，这些评论对古人不免有些苛刻## 实际上，用现

代科学实证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先秦思想的 (科学性)是颇可质疑乃至颇
为奇怪的#以此为标准，则先秦先哲不免都难以及格#事实上，荀子的思
想在先秦诸子思想中最具规律性，素以严谨性著称#$ 当然，这种规律性
和严谨性受限于早期中国思想的大环境，我们不应以现代科学标准衡量

它，就像我们不会用两千年以后的科学标准来衡量我们现在的思维水平一

样#这样做反而会阻碍我们去发现我们想要发现的古代思想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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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 "#!" *$)
将当代方法论假定应用于先秦思想的影响的第三个例子是政治实力是

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基础的观点#! 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分类是现代范
畴，荀子或其他先秦诸子是否有此类划分颇可质疑，也许阎学通是把他自

己对实力的理解强加到了荀子身上，从而使荀子的思想变得熟悉可辨#
下面通过讨论阎著对荀子思想的研究说明上述提出的第一个方法论问

题#理解古代思想，不能只依赖于对文本字面含义的解读，还必须同时考
虑到文本的真实含义与历史语境#这一问题体现在三个层次上#第一，最
明显的是，阎著经常将荀子在内政上的主张解读为他对国际政治的理

解’’’显然是将荀子所论去语境化的表现#"
例如，阎著写道，荀子认为人性恶是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 但是，

荀子只是暗示人性是人类冲突的根源，且似乎是意指国内政治而不是国际

政治#$ 在讨论了荀子关于社会规范制约人性 ( 似乎仍是在内政的框架

下) 的思想后，阎著转到了国际规范: %荀子关于用规范来防止国家间暴
力冲突的思想，与当代制度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 但是，荀子没有直
接讨论过(用规范来防止国家间暴力冲突# ( 强调部分为笔者所加)$同
一问题也出现于以下论断: %荀子认为，没有社会等级来抑制人性对物质
利益追求的欲望，国际暴力冲突就不可避免$#& 但他引用的用来支持这
一论断的荀子原文，实际上显示荀子意指国内社会:

@GH[j/IJH[K/LJH[E#?M?GJ7s?}/
#{NOJP$?z * hJQ@CRd8S. T)

)%!

!"
#$
%&)

a4.，4+0.&+% :6.+&1& 26*";6%，=*3&$+ :6.+&1& /*E&$，AE )%E

这里所说的(荀子)及人称代词(他)是指在历史上曾为&荀子’各篇言论贡献思想的
古人，不必然局限于荀子一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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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

或许可说，既然荀子没有区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那么我们可以把

他的内政思想应用到国际政治上#在西方历史上，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
也没有作出此类区分，而 "$ 世纪初期尼布尔和卡尔都把现实主义看作一

般性的政治理论#! 即便如此，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共通的假定必须得到
明确，其可适用性也必须得到论证#这也表明，依赖荀子言论的字面含义
是不够的，因为字面含义很容易就能被去语境化#

这一点可由阎著对荀子所描述的西周五服制的解读来进一步说明:

hiUVWF$GCkdDX/(RdCYi^GCZ[\O]
^[‘C$%q_:W(‘z$%ag2bC#adC/V\OCW
F$GZ8(1cdUV^-$%$GCef/:uCpD$G:[
‘]^I,[‘q_/8(pDq_Ggh?ig#aU6 8j{d
Zzv/kAlJzmV/nZoJ]pq/rlJst up:U/
v{hi#$wx8zf=[/hi^GCZ[8w@pqC]^/
x{QWiyz#"
虽然有所差异的国家间规范可能有抑制国家间冲突的效用，但是这似

乎并不是荀子使用五服制例子的本意#荀子是在反驳关于商汤和周武不能
控制像楚%越这样的远国的观点#当他说 (岂比齐哉)时，他是在提醒
他的论争对手，周拥有对不同属国不同程度的控制，因此周确实既具有对

近国也具有对远国’’’虽然不平等’’’的控制#正如该讨论的章节名所暗
示的，荀子是在纠正对于他而言是对商汤和周武的统治权力的一种误

解## 比较可以断定的是，荀子不是在讨论国家间规范与国际体系稳定性
之间的关系#阎著的解读因此不免有点断章取义之嫌#这并不是说他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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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 "#!" *$)
样的解读中得到的理论意义’’’国际政治中的等级规范’’’是不成立的#
相反，这一论点极具启发性 (见下文)$但是，结论的价值并不能掩盖方
法的缺陷#

第二，阎著用科学方法解读荀子，因而忽视了荀子言论的意识形态

性，更加忽视了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言论是难以有效地用科学方法来解读

的#虽然荀子在先秦诸子中是思想最严谨的，但恐怕还不是阎著解读下的(科学思想家#$阎著批评荀子不够(科学#，但科学性与否恐非荀子思想
最重要之处#

就意识形态而言，荀子不是在知识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中提出其观

点的，他所处的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动荡时期#毕竟，春秋战国时
期百家争鸣，而 (百家)争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主导地位，还包括政
治上的追随者#作为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位伟大儒家，荀子也有自己的
学术与政治议题#他的观点有相当程度的意识形态性，盖因其也曾希
望明君能采用他的说教与主张#这一意识形态动机必然导致论点的片
面性与证据的选择性#如此则荀子言论的真义很难为阎式科学方法所
揭示#与其说荀子是在寻找 (普世真理#，倒不如说他是在推销自己的
儒家治世之道#

荀子多篇言论充斥着这类意识形态的成分#当他强调王%霸%强的区
别时，他是想说服明君采用王道#当他认为天下非暴力所能得时，! 他是
在建议君主行仁政，同时也有可能是在批评与其思想对立的像申不害和商

鞅这样的法家#当他认为基于君主之德的王道是世界权力的顶峰，并引用
商汤和周武用德治以小国而取天下的例子时，" 他是在劝说君主发扬德
治#正如阎著所认识到的，荀子所用的这些例子带有神话和传说的成分#
但这正好说明了荀子言论的意识形态性#如此，则阎著由荀子启发而得的
科学理论，至少在部分上是基于荀子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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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

这一点也揭示出阎著下述论断的问题所在:

67892C:;<$%^GC=>/=>?<@ACBC:C
DnEFGHI;7/J[:HI?K#L:MNOPQRST:8
UVC23ZWXbYY:Z[F\C/u]67=>^_‘C:a
7C@AJ[:2fbc#!
实际上，我们确实需要关注事实，但并不是思想家们所使用的事实，

而是严谨的历史研究所建立起来的史实#盖因此类史实的真实性固然还具
不确定性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确定性地建立起所谓的 (真相#，不管是在
历史%哲学甚或科学领域)，它们却能帮助我们揭示古代思想意识形态的
一面，从而防止我们把意识形态当做科学或逻辑思维#同时我们也只有通
过对史实的了解’’’不管史实本身有多大的不确定性’’’才能理解经典思
想的历史语境#因此，忽视古代中国思想中 (事实)的一面是无法真正
理解这些思想的#"

第三，从更深的层次上看，问题在于阎著几乎完全忽视了荀子思

想的历史政治背景%意义与后果#正因研究荀子思想的目的是丰富现
代理论并为中国崛起提供政策支持，这些背景与意义就更值得仔细反

思了#阎著借鉴荀子的一处重点是荀子对社会阶层%规范和等级的讨
论#对荀子而言，这些概念具有根本性意义，盖因如果人性如荀子所
言是恶的，那么只有君主建立社会规范的等级，方能抑制人性恶的一

面并引导其发挥善的一面#但这种可能性必须以具有强制力的君主和
国家的存在为条件#荀子因此极力鼓吹并提升君主在其政治理论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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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 "#!" *$)
地位#实际上，对荀子来说，君主几乎是所有社会生活的根本#! 与此
相关的是国家作为政治与暴力机器在荀子思想中的地位，体现在荀子对强

国之道的广泛讨论#
我们必须注意到，荀子的这一思想体系是以国内政治为背景出现的，

需要强有力的君主来推行伦理标准和执行社会规范#荀子思想下的社会因
此是(从上而下形成的，是君主的创造 ( 荀子在这里并没有询问君主的

权位如何存在或者君主是如何占据这一位置的)，以便把人类从毁灭性冲

突的自然状态中解救出来#$" 但是，和国内政治中的等级秩序规范相比，
国际政治如何能有荀子式的能在国家间推行等级规范的君主? 在荀子理想

化的社会中，社会规范最初是由圣王制定与推行的，而圣王所处的历史时

代被假定为是一种原始状态，远古到无须解释的程度，# 但在国际政治中
此类圣王存在的可能性又有多少? 阎著没有考虑如何将荀子认为是在等级

制的国内社会中发展出来的社会规范应用到缺乏建立等级规范条件 ( 比

如一个强力的君主或中央政府) 的国际政治中去的问题#也就是说，因
为对国际政治中无政府状态的忽视，阎学通此时更像是一个儒者而不是现

实主义者#这并不是说国际政治中的社会规范是不存在的，也不是说荀子
的思想不能被用于国际政治’’’国际规范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
领域，荀子的思想对国际政治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这确实意味
着，应用荀子思想不能只依赖于荀子言论的字面含义，还必须考虑到其观

点的历史情境#
荀子思想另一极为重要且为历代史家所重视的特点在于，荀子对君主

和国家的美化，以及对社会等级的管理和社会规范的执行，当被推到极端

"$!

!
"
#

^5/4;，4 G.1%*$( *, :6.+&1& /*’.%.0#’ 26*";6%，AAE #?$ R #?#; _;01，-+%&’’&0%"#’ S*"+3#%.*+1 *,
:6.+#，AE L"E

Y4G/2 381A81D2 T/G/5;.，%’81 7=455/<4= S8/=;5;A8/<4= &D/0/.F5，#/. _/<841= X;1B1 4.2 c2B4D2

XE 384:F8.155f，125E ，26& :#5@$.3;& G.1%*$( *, 4+0.&+% :6.+#: S$*5 %6& M$.;.+1 *, :.D.’.N#%.*+ %* 77P
LE :E ( 74HID/2F1: 74HID/2F1 -./G1D5/0f SD155，#???) ，AAE )+> R %#"，40 AE )?+E

荀子: !礼论"，上引&荀子集解"，第 ,+L$,)% 页; 也可参见 T/G/5;.， %’81 7=455/<4=

S8/=;5;A8/<4= &D/0/.F5，#AE )?)#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

时，可在逻辑上引导出君主专制政府的理论#! 历史上，这样的理论首先
是由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和李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法家代表’’’创立的，
其后以不同的形式为中华帝国统治者所采用#当然，我们不能将法家的成
功归因于荀子 (荀子绝对是儒家成分大于法家)，就像我们不能把希特勒在

西方的出现归因于柏拉图一样#" 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荀子思想中的理
论缺陷%伦理问题及历史后果，特别是在将其用于当代目的之时#每一个
理论’’’不管是古代中国思想还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都有其伦理性和
规范性的一面## 如果不对荀子思想的这些方面作出澄清，阎著很容易被
外界误读为鼓吹为中国未来霸权服务的一种后帝国时代等级国际政治的模

式，就像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论被误读为在 "# 世纪复活帝国治理模式

的企图一样#$
五%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提出了很多有益的理论主张#不
过，它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以先秦思想为基础创建了新的理论，而在于提

出了新理论的一些基础性要素而为未来进一步构建打下基础#该书承认
系统性的理论尚未建立，% 并提出以在先秦思想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
基础上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为未来的任务#& 清华学派的兴起在很大
程度上将取决于本书提示的理论潜力能否得到具体实现#这并不是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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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 "#!" *$)
书的批评，每一本书所能取得的成就都是有限的，特别是对开拓性的研

究而言#
阎著概括了四大理论意义，包括实力的等级结构%等级规范的功能%

规范的内化及政治实力的根本重要性#! 在国际等级上，阎著认为:
OP@AS7‘{dC$%PQB$.PQCsgW:]^T

U/pi|}!B;<$%^GH/C4f[‘#;<$%^GH/
‘{dC$%PQ:Z&~TU/!,C$N1X‘/sg^G\
]o J$.$G:]^TU/,C$N1"~/sg$;C7s^^
G#!J/MT67#$%&GMC$%$G/67Q’;/F^
$%a!(,%$%)*5’C.Qsg^GCfvW:]^TUJ
+\]TU,,MT67\;<$%^GH/^Nsg\]C34B
OP^-C]^sg34XT^/67Q&’iv-C5A#2M/
7$%PQ:/$S^G.+7s^^G/v+\]^G/J:/0
C]^^Go $.$GCsg^GMPQq_1f/J$%$Gsg
^GM$S1g1fo 7$.$G./]^q_23PQ,C/J7
$%$G./]^q_B\]q_&‘23$S,C#"
这似乎是在通过建议修正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无政府状态假定而

提出一种国际等级理论#不过，等级的概念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引
文的首句似乎暗示权力的等级，但是其后关于国际组织内部权力结构的

例子似乎指向一种排名或地位上的等级#在此， %在国际体系内，等级
规范与平等规范共同主导国家行为)的提示极有意义，但需要完整的理
论论证#

国际政治中的等级状态正日益成为一个显赫的研究领域，但清华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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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领域的文献#! 阎著认为: %先秦思想家们对于国家
权力和国际权威的区分，使我们意识到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缺少对权力和权

威的区分，更缺少对权威问题的研究$#" 这个判断在 "$$> 年清华团队开

始研究先秦思想时就已难说公允，现在鉴于国际上对等级制和国际权威研

究的迅速展开，更是难以成立了## 清华团队若想获得更大的国际认可，
必须借鉴最新的国际研究成果并与之展开对话，同时完善自己理论的逻

辑，使这些理论能和现有理论进行比较，从而澄清清华路径的真正贡献#
同时，阎著似乎也提出了一种国际政治中的等级规范的理论:

OP@AS7‘{dC/(]^q_45$S,CW(cd$S
DC67/J;<$%^GH/S7HdC/(\]q_45$S,
Ch1c8$%$GC67#%&=Okd/67W(’;/;e\
]^G39;eCag2b/;eC]^^G39;eC(h:;a
&#MT67\Vl@Ad’XT^/HW(45\]q_B]^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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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XT^/:C?<Nc8$%67C#!
这是对国际政治极有洞见力的观察，%平等规范与等级规范相结合

最有利于维护国际秩序)的假设也极为重要#问题当然是，这种结合
如何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如何在实践上找到佐证或可能性#等级规范
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能为不同的国际行为体所接受? 也就是说，我

们需要一个关于国际政治中等级规范的产生和内化的理论#此外，这
方面的讨论也可涉及国际正义的重要问题，而阎著基本上忽略了这一

问题#
阎著第三大理论主张，是政治实力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基础及霸权的

根基:

&’fg=>C?2-D@AfgCBh:CD$%23sC5
6#v":U/Es\O7AfgC567/JAfgI:(&’f
gC56#&’fgC56HFG/81=>’8CD@-?2fg
Hh"#M]67W(\OilEs%Afg%&’fgpyiD@
^’9HICEsH/JK#"
虽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含义较为直接，政治实力的含义却不那么明

了#阎著有时将政治实力等同于国家政策的结果，有时却又将其视作(政治操纵力#$# 在另一篇文章中，政治权力被认为是 (国家动员力#，
包括国内动员和国际动员的能力#$ 那么，此类动员能力的要素是什么?
它们如何变化? 如何去衡量? 实力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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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

华团队似乎也没有深入借鉴这方面的文献#! 在这点上，清华团队也需在
借鉴先秦思想%阎学通自己对实力的研究及国际上最新文献的基础上，建
立一个关于国际关系中实力的完整理论，包括实力的来源%成分和效果，
特别是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之间的关系#此处可指出的是，政治实力的
概念可能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概念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经济和军事实力是
由实力要素 (物质力量的资源) 定义的，这也是绝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对

实力的理解#但是，政治实力似乎并非由此类实力要素定义而来’’’如果
确由资源要素定义，那么这些要素所指为何? 政治学文献中有关实力的(四个面相)之说，" 政治权力属于其中的哪个面相? 在当前理解实力的
各种不同理论中 (包括现实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等)，阎著采取的
又是哪种理论视角? 如果阎著对实力的理解与当前各文献都不同，那么这

种理解的理论根基又是什么?

阎著也提出了一种霸权理论，认为霸权国的性质可能决定国际体系稳

定性的程度:

;<$%^GH/:CEsef/LkDEsbaB$%6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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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
如果这一逻辑可信’’’霸权国的道义水平而不是其物质实力决定国际

体系稳定性’’’随之而来的理论问题就变成如何界定国家的道义水平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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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 "#!" *$)
何理解其来源%变化与效果#虽然现有文献对国际政治中的道德权威有所
讨论，! 但其道德权威所指似乎并不是国家的道义#从什么意义上我们可
以讨论国家的道义? 其最终所指是否需回到统治者的品质%国家的政策还
是其他因素? 像(国际王权)或 (国际仁义权威)" 这样的概念应如何
界定? 另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 古代中国思想对国家性质的强调是否有某

种内在的原因? 西方思想如当代现实主义很少考虑国家性质对国际政治的

影响，因此追问中国思想对国家性质关注的原因所在似乎也是一个有意义

的问题#上述指出的四大理论潜力若想成为实际影响，则清华团队不仅需
要阐明这些理论的逻辑结构，还需以严谨深入的经验研究进行论证，其中

不免涉及上述的方法论问题#&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研究专著: 传统
研究专著通过严谨的研究设计来解决一个特定的研究问题，而该书主要是

一本有明确主题的论文集，缺少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和为之服务的研究设

计#这样的结构是由清华团队的研究方式决定的’’’主要是阎学通牵头下
的课题制形式#不同的学者研究不同的思想家，最后由阎学通综合他们的
研究成果，达成一个较连贯的结论#不过，清华研究路径若想继续深入，
有必要在研究设计上转向专著的思路，通过一整套严谨的理论构建%方法
程序及经验论证解决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评价阎著，会发现它除了提出上述的解释性

理论外，还涉及建议如何作为的规范性理论#例如，阎著认为国际规范
可有助于促进国际体系稳定，因此它强烈建议国际社会建立此类规范，

并分别以中国$东盟合作和日本$东盟关系为正反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
问题## 不过，规范性理论最好的体现，是其对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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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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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著的理论因此是解释性与规范性并存的#此外，值得指出的是，

很大程度上由于研究先秦思想的原因，阎学通已经成为一个 (道义现
实主义者#$%道义)与 (现实主义)的结合也许在西方不太可能，但
在中国学术和思想史的大背景下则并不是太令人惊讶#阎学通保留了
现实主义思想的一个核心主张’’’硬实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因素’’’但
他对政治实力而不是经济或军事实力的强调，对等级状态而不是无政

府状态的强调，以及对国际规范%国家道义%政治思想以及王权等概
念的强调，已脱离了西方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范畴#不过，如果考虑
到荀子和其他先秦思想的影响，他的新 (道义转向)就显得很自然;
而因他认为中国崛起需要更强大的实力，所以他对现实主义中硬实力

重要性的持续信仰也能得到解释#因此，我们看到，中国道义论和西
方现实主义这两种独立的%不相关的知识传统，在当今中国竟汇合且
促成了一种道义现实主义#这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中知
识的社会学的一个极有意思的案例#

从具体学术意义上说，道义现实主义非但不是在现实主义理论 (硬
核)上的(退化#，而且可能为现实主义提供一个在规范性上更合理的理
论方向#卡尔早就提到，单纯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无法支撑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作为政治学，必须在其政治思想与实践的体系中同时具有 (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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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 "#!" *$)
托邦与现实%道义与权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道义论与现实主义
对实力理解的融合，有可能创造出不俗的理论潜力#历史上，儒家主要是
一种理想主义的哲学，且一度为法家在中国帝制时代之初所颠覆#虽然儒
学后来成为帝国意识形态，但帝国的实际运行靠的是儒家理想与法家实践

的结合，即所谓的(外儒内法#$儒家所缺乏的是对权力政治的理解#现
代现实主义所缺乏的，则是对其伦理困境的认识#道义现实主义因此有潜
力融合这两个思想传统的优点并弥补其缺陷#

从这个意义上讲，阎学通与西方古典现实主义者的相似之处要多于他

与新现实主义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古典现实主义者认识到规范与伦理在国

际政治中的作用，而新现实主义者则在寻找国际政治 (科学)的过程中
放弃了对规范和道义的思考#" 阎学通也许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他认定
自己是在(科学地)研究国际政治#不过，事实上无可否认的是，他的
理论既是解释性的也是规范性的#而且现在他理论中理想主义的部分 (即

儒家道义论) 而不是现实主义的部分 (即硬实力核心论) 才是最具特色之

处#儒家规范性思想的一面有望弥补现有现实主义理论的伦理不足#
道义现实主义在伦理上比当代现实主义要开放得多，不过它也有

自己的问题#当代现实主义对无政府状态%自我主义及群体主义的强
调，使其宣扬国家应该采取一种在非道德的权力政治中保持审慎的政

策#这一立场经常导致一种置国际正义于不顾的扭曲的外交政策## 道
义现实主义强调等级%规范与道义，因此对国际政治的稳定和正义有
更多的思考#另一方面，道义现实主义也有被误用和滥用的危险#道
义现实主义的最佳状态，是促成道德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在伦理上的

互补，以便使权力能有道义基础，使理想能有现实基础#但是，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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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

可能制造出一种危险的在道义光环点缀下的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这
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是道义现实主义必须面对的伦理
困境#此外，阎式道义现实主义还包括一种毫不掩饰的国家主义和大
国主义，甚至是一种中国式的霸权主义，特别是当其主张 ( 有时是假

定) 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的时候#这并不是对阎著做道德评判，
而是指出其理论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特征#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清华研究路径也需要一个批判性的维度#批判性
理论的目的是批评社会状况，说明其如何得以存在，并指出如何使其朝着

好的方向发展#! 批判性理论与清华团队对先秦思想的研究是相关的，因
为阎著多次暗示当前国际政治的不公正之处，并指出先秦思想能为解决这

些不公正之处提供思路#更重要的是，阎著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政策意义，
是指出了当代中国政治和政策的内在问题，并提出政治改革和政策变化的

重要问题#毕竟，阎学通长期以来就是中国官方政策最直接最深刻的批评
者之一#清华路径的批判性理论的潜力因此是巨大的#一个理论可以同时
具备解释性%规范性和批判性#一个优秀的理论应该尝试解释政治现实，
批评现有政治，并指出未来改进的方向#

六%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崛起
阎著的道义现实主义不仅有理论潜力，也有政策意义#首先，它提出

了一系列极富挑战性的政策建议，是对现有政策的巨大冲击#其次，它预
示着中国国际关系和战略学界一种新的战略言论的兴起，并可能影响中国

知识界未来对国际战略的讨论#例如，它将王%霸%强%战略可靠性等新
概念融合在一个整体的学术框架之中，不仅用来分析先秦思想，也用来讨

论当下中国的对外战略#当然，阎学通的政策 (激进)为时已久，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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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 "#!" *$)
思想对其政策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为其提供了一个新的具有中国历史和当

代理论底蕴的学术根基#虽然这一新的政策言论在多大程度上能为人接受
尚待观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研究为思考中国外交政策提供了一种新的

知识来源和学术激励#
阎著的政策建议围绕中国 (如何做世界主导国和做什么样的世界主

导国)而展开#! 如果放在 #$ 年之前，这无疑是极为激进的问题，即便

在今天，也不乏有人批评其不切实际，盖其主旨是对邓小平的 (韬光养
晦)原则的直接挑战#中国的世界主导权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
讨论的禁区，重提这个问题 ( 新中国历史上最近一次提到世界领导权还

是毛泽东(革命外交)时期，阎著所指的似乎是中华帝国时期) " 代表了
中国国际战略思维的重大变化#阎学通是最早认识到中国需要积极外交政
策的学者之一，这一政策取向在此书中有增无减#

阎学通的政策建议体现在三个层次上#首先，在大战略的层次上，他
建议中国将以古代中国王道思想为基础的世界霸权作为外交政策目标，并

与美国的(虚伪的霸权)区别开来## 他认为，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
国，需要中国成为比美国更负责任的国家，需要提供一种比美国模式更佳

的社会发展模式#$ 他同时认为，中国需要向外界提供 (普世性的观念)
而不是(中国特色#$% 这是在建议一种以普世性为基础的道义霸权，而
这种大战略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并没有先例#现有的官方更多的是坚持(韬光养晦)而不是进行大战略变革#阎著的重要性在于显示了’’’不管
官方立场如何’’’霸权或者王权绝对是中国知识界讨论的中国大战略选择
之一#

道义现实主义对中国大战略的建议是世界主导权，这就像进攻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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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

实主义对美中关系的建议是遏制中国一样，! 体现了其理论逻辑的极不
寻常之处#不过，这并不是说阎论就像是在为一些美国现实主义者对中
国霸权雄心的怀疑提供完美的佐证#" 阎著 (中国霸权论)背后的核心
逻辑并不是现实主义#它更是一个基于道义文化的政策理论而不是物质
主义的现实主义论，盖因其对中国霸权的宣扬几乎完全源于古代王霸思

想的吸引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古代思想无疑可以作为当代政策思考的借

鉴，这些思想的使用却需要考虑不同的历史背景，生搬硬套只会造成思想

混乱与不必要的误解#如果中华帝国可资当代中国借鉴，我们尚需研究这
两个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国际处境的异同之处，如此方知古代中国的世

界主导权战略是否适合当代中国## 阎著假定国际政治就是霸权的更替，
而中国就是替代美国的下一任世界霸权国#不过，即便如此，未来的中国
霸权恐怕会与过去的中国霸权大不相同，毕竟两者的历史背景已经有了巨

变#中国霸权论若想有更大的可信度，尚需在理论和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做
进一步的修正与深化#

尽管存在这个问题，可以指出的是，阎著对道义和政治实力’’’而不
是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强调，是对当下中国战略学界存在的一种原始粗
糙的地缘政治论的有力消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华路径的出现颇为可
喜，因为它提出了一种新的而且看似人性化的战略言论，可促使中国战略

讨论朝着一种健康的方向发展#当然，阎学通承认自己也是个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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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主导权，这是一个尚需仔细研究的问题#不同于对先秦思想的研究，清华团队对中华帝国
对外关系的研究似乎尚未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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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 "#!" *$)
者#! 但他的(新传统民族主义)来源于对中国传统重建的尝试，与源自
现代西方的(地缘政治民族主义)格格不入#这也体现了当代中国民族
主义来源的多样性#只要中国存在基本的学术和政策讨论的空间，我们就
不必太担心某一种民族主义的思想霸权#

其次，在对外政策和国家实力的层次上，阎著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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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成为一个更具开放性%更负责任的大国#阎著对(天下)这个传统概念的借用，不得不使人思考是否 (天下)是中国知识

分子’’’已经包括阎学通这位国际关系学者和赵汀阳这位哲学家’’’在思
考中国的世界地位时必不可少的概念#阎著同时认为，中国需要发展其政
治实力 (至少是战略可靠性)，# 并实现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均衡发
展#$ 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批评#鉴
于过去 ,$ 年来经济发展在国家政策中的主导地位，这一批评对现行政策

的冲击性丝毫不亚于其他建议#
再次，在具体的战略层次上，阎著也提出了对中国崛起战略的建议#

例如，它认为，中国必须进行战略创新，而放弃长期以来的不结盟战略，

采取结盟战略以扩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就可是新历史条件下战略创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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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

个体现#! 这也是对现有政策的挑战#虽然事实上不算是激进’’’毕竟中
国在冷战时期与苏联和美国都有过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盟’’’新的结盟战略
将改变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建立的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
旨#不过，结盟这一政策建议是否是道义现实主义的忠实体现，是个可商
榷的问题，盖因中国现有外交道义的一部分来源是其不结盟原则，因为这

体现了中国与西方大国的不同之处，而重建联盟则将使中国丧失这一道义

优势#
最后，阎著一个极为重要但也从未挑明的政策意义，是中国政治改革

的需要#它提出，中国需要发展能吸引国际人才的大国人才战略，需要进
行制度创新，需要推广民主的道义原则，" 并认为 (不能正视历史事实的
民族是不可能使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 这些建议会得到广泛的认同，
但没有一项是可以在没有国内改革的情况下得到实施的#阎著对正视历史
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那么现代中国有没有正视历史事实而使其他国家心

悦诚服了? 这一点的提出，即证明正视历史事实在中国是一个问题#最
终，阎式道义现实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关于内政的理论: 除非中国对内

进行政治改革并首先在国内实行 (王道#，否则不可能赢得对外的国际(王道)之治#
七%结论

&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代表着国际关系领域清华研究路径
的兴起#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种最新的开拓性研究思路，它有一系
列研究方法和理论问题尚待解决#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本土化的最新也
是目前为止最深刻的代表作，该书会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占据一

席之地#作为中国学界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一项创新性贡献，它具有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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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 "#!" *$)
的理论潜力和政策意义#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它的一个重要意义
在于开始了对中国国际关系传统的知识重建，并为中国国际关系的学术研

究和政策实践开辟了一个方向#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它的重要性
在于使(为什么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 这一问题显得有点过时#
虽然清华路径尚需多方面努力以获得学界的认可，但它无疑提供了中国国

际关系理论的一种雏形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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