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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２１世纪以来,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中国

学界的一种新气象.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

的历史学者,特别是世界史学者有意识地跨越学科界限,参与到国际关系研究

中来,为当今世界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为崛起中的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

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

的思考.那么,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的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基本状况何如? 如

何评价这一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如何看待其未来发展? 为此,本刊特约记者

王海媚专访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刘德斌教授,他的主要

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史、英国学派理论和公共外交等,著有«美国世界战略»和

«撒切尔夫人传»,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二版),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

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等.

２１世纪以来世界史与
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刘德斌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记者

一、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缘起

王海媚(以下简称“王”):世 界 史 与 国 际 关 系 的 跨 学 科 研 究 是 如 何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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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

刘德斌(以下简称“刘”):世界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有着天然的联系,

但一旦把它们之间的联系上升到跨学科研究的性质,问题就有些复杂了.

首先需要对两个学科进行明晰的界定,目前来看,这两个学科均处于深刻的

“变迁”之中.“世界史”在中国原属于历史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但根据

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２０１１年)»,

“世界史”与“中国史”和“考古学”已经并列为三个一级学科了,世界史的学

科定位和涵盖范围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我们在谈世界史与国际关系的

跨学科研究时,显然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世界史,中国史也必然会涉猎到,因

为中国的崛起正在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现在中国史和世

界史虽然被划分为两个一级学科,但我认为最大的挑战还是如何处理中国

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这又涉及到“历史”和“历史学”的定义问题,这也

是近代以来中外史家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朱本源先生在«历史学:理论与

方法»一书中列举了２０多位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和哲学家关于“历史是什么?”

的答案.① 何兆武先生指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有两层意

思,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前者

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

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②

中国的史学发展源远流长.传统史学有着重视修史、追求信史和经世致

用三个方面的优良传统.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内忧外患日趋严重,一批仁人

志士“睁眼看世界”,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近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也开始萌

生.梁启超把西方的“进化史观”引进中国,开启了“新史学”的发展.在２０
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独树一帜,

并在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中国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主

流形态.改革开放后,西方史学重新进入中国,兰克学派、年鉴学派、历史人

类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全球史观乃至后现代主义史学,都对中国史学

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发展中,既有固守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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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８页.
何兆武:«思想与历史:何兆武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页.



传统,聚焦微观层面,专事具体而微的实证研究的;也有关注宏大叙事和理

论建构,试图重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阐释体系的.实际上,正如 C．A．贝

利曾经指出,如今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世界史学家,只不过许多人还没有意

识到这一点.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也指出:所有历史都倾向于成为世界史,

世界是“一切环境之环境”,是所有历史事件及其叙述的可能的终极语境.

相应地,从学科角度而言,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向

是与其他学科日趋深入的交流和对话.由张岂之、陈祖武和于沛等作为首

席专家编撰的«史学概论»认为,史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与社会科学诸

学科互相依存,互相贯通,决定了它们之间在理论、原则和方法上可以相互

借鉴.①

在西方,历史研究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史学是西方史

学的源头,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被视为国际政治研究的经典

之作.有人把西方史学按照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乃至后现代等几个阶

段进行划分,也有学者把西方史学的演变描绘成从依附到独立的过程:古典

时代从属于文学,中世纪从属于神学,近代早期从属于国家,１９世纪走向独

立.西方史学研究的专业化是从１９世纪初开始的.就方法论而言,朱本源

先生认为,西方史学存在三个范式:以兰克史学为主流的实证主义的范式、

年鉴派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史料学和史料

批判学及对历史事件的“观察的陈述”,年鉴派方法论的核心是跨学科地理

解整个社会、长时段地研究结构和计量地研究历史系列,而马克思主义方法

论核心是社会经济形态之有序的更替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的陈述”.２０
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全球史观”的兴起,一批英美学者力

图打破“欧洲中心论”的束缚,以更为客观和公正态度对待非西方国家和地

区演进的历史进程,撰写“新世界史”或全球史,其中,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L．S．斯塔夫里阿诺斯、约翰麦克尼尔和威廉麦克尼尔父子和杰里本

特利等人的通史作品风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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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学概论»认为,历史学大体可以分为理论部分、主体部分和史学辅助学科及史学分支学科等部

分,历史学与哲学、考古学和社会学有着密切关系.社会学犹如一座桥梁,沟通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同

时,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等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参见本书

编写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１６页.



　　与历史学相比较,国际关系学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一般认为它起始

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迄今只有百年的历史.关于“国际关系学”的定义,

也是众说纷纭.刘金质、梁守德、杨淮生主编的«国际政治大辞典»是这样定

义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主要研究国体系的结构、功能、

演变过程、参与该体系活动的个体和群体,它们的行为类型和支配此类行为

的力量;研究国际事务的现象、过程、内容、本质和因果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体

系与其周边环境的关系的科学.”同时,在“国际政治”的词条中,作者认为国

际关系学研究的范围比国际政治学要更广泛,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包

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现状等方面.①

就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定位而言,英国及欧洲学界倾向于把国际关系视为

一个独立学科,如蒂姆邓恩(TimDunne)、爱米莉亚库凯山(MilijaKurki)

和 史蒂夫史密斯(SteveSmith)主编的国际关系学教材«国际关系理论:学

科与多样性»,就是把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学科来阐释的.奥利维夫(Ole

Waever)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国际关系学在缘起之时就有独立的学者和机构,

与政治学并不重合(尤其在英国和欧洲).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如国际

研究协会(ISA)和英国国际关系协会(BISA)都认为自己是跨学科机构.国

际关系有自己的期刊、独立机构和学术会议,因此,许多人认为自己是“国际

关系学者”而非“政治学者”.② 而美国学界则倾向将把国际关系视为政治学

科的一部分,但也有学者越来越倾向于把国际关系视为一个独立学科.如

谢尔戈德曼(KjellGoldmann)在为罗伯特古丁汉斯和迪特尔克林格曼

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撰写的“第十六章 国际关系学:综述”时就明言,他是

把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来对待的.③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国际关系知名学者的理

论构建往往是跨学科性质的.亚历山大温特借助哲学和社会学概念,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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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质、梁守德、杨淮生主编:«国际政治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７７、２９页.
OleWaever,“StillaDisciplineAfterAllTheseDebates?”inTim Dunne,MilijaKurki,andSteve

Smith,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ies:DisciplineandDiversity,thirded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
２０１０,pp．３１０Ｇ３１１．

〔美〕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钟开斌等译,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６７页.



建了国际社会的建构理论,开辟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

国际关系学近年来与历史社会学的联系愈加紧密,成为一种新的学科发展

方向.在中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都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

面的二级学科,但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多把“国际关系”作为一个领域或是

学科来看待了,不仅涵盖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和外交,而且范围越来越

广,环境、能源和气候等也被纳入进来.表现在学科建设上,越来越多的大

学建立了“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高校中以“国际关系”冠名的学院远远多于

以“政治”或“政治＋”冠名的学院.这是由中国的崛起、中国与世界关系历

史性变化的大势所决定的.中国需要对这个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更为精

准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呼吁把“国际关系”作为“一级学科”建设也

就不足为奇了.

纵观世界史和国际关系两个学科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十分

相像的地方:它们都是正在发展和变化中的学科,也是研究范围都越来越

广,并不断地从其他学科吸纳和借鉴新理论和方法的学科.在此情况下,我

们不得不对涉及这两个学科的概念保持一种开放或者说富有弹性的看法,

见仁见智也是正常的了.

回到您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整个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缘起有十分

密切的关系,“历史学为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提供了最为深厚和宽广的知识背

景”.① 时殷弘等学者曾就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关系发表过独到见

解.② 世纪之交,美国学界也曾就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关系专门进行过深

入讨论.«国际安全»杂志１９９７年夏季号邀请一批知名学者专门讨论历史与

政治学理论特别是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关系.③ ２００１年,哈佛大学肯尼迪

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又邀请大致同一批学者推出«桥梁与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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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秦治来:«探寻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传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参见“理解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专栏文章,«史学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王立新:«跨学科方法与

冷战史研究»,«史学集刊»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等.
参见“Symposium:Historyand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Summer１９９７.



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研究»一书,就这一主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

讨.① 总的来说,这两个学科虽然性质不同,甚至各有成见,但一直联系密

切,与时俱进.在当今大国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大国战略重新定位的形势

下,国际关系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又被重新凸显出来.２０１８年１月,«战略研

究杂志»刊载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亨

利基辛格全球事务杰出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尔布

兰茨(HalBrands)和奥斯汀德州大学克莱门茨历史和战略与治国方略中心

执行主任、威廉鲍沃斯二世讲席教授英博登(WilliamInboden)的文章,指

出随着历史模式竞争的回归,以及历史恩怨对“修正主义”国家的刺激,世界

重新陷入了历史的泥潭,列举了研究历史的１０个方面的作用.② 中国学界

如果能就历史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或跨学科研究展开讨论,正是一个好

时候.

王:近年来,中国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兴起背景是什么?

刘: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与美国学术界讨论的背景有

所不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

一直在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曰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

派”.显然,“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够也不应该建立在西方的历史

经验基础之上;第二,中国史学界经历“拨乱反正”后,在挖掘新史料方面投

入了大量精力,对许多历史问题“正本清源”,让中外关系演变的真实面貌逐

渐展示出来,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历史基础;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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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其中,罗格斯大学政治学家杰克利维(JackLevy)、麻省大学历史学家斯蒂芬佩尔兹(Stephen
Pelz)、伦敦国王学院政治学家理查德内德莱博(RichardNedLebow)、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

鲁贝内特和乔治敦大学政治学家亚历山大L．乔治(AndrewBennettandAlexanderL．George)讨论了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问题;格哈德L．温伯格(GerhardL．Weinberg)、兰德尔L．席勒(Randall
L．Schwller)、卡罗尔K．芬克(Carole．K．Fink)讨论了１９０９—１９３９年的三十年危机;爱德华英格拉姆

(EdwardIngram)、威廉R．汤普森(WillianmR．Thompson)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ardRosecrance)讨
论了英国霸权的兴衰;而约翰路易斯加迪斯(JohnLewisGaddis)、德博拉韦尔奇拉尔森(Deborah
WelchLarson)和威廉C．沃尔弗斯(WilliamC．Wohlforth)讨论了冷战;约翰A．林恩(JohnA．Lynn)讨
论了军事革命与军事事务中的革命;最后,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和保罗W．施罗德(PaulW．
Schroeder)进 行 总 结.Colin Elmanand Miriam FendiusElman,Bridgesand Boundaries:Historians,
PoliticalScientists,and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ambridge:TheMITPress,２００１．

HalBrandsand WilliamInboden,“Wisdom withoutTears:StatecraftandtheUsesofHistory,”
JournalofStrategicStudies,No．５,２０１８,pp．１Ｇ３１．



历史学科的发展进步,特别是全球史研究的兴起,与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全球

化时代国际关系发展变化,或者说“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探索同步,相互之间

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期待这两个学科能有更多的交流和对话.

二、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进展

王:请您简 要 介 绍 一 下 国 内 历 史 学 者 和 国 际 关 系 学 者 跨 学 科 研 究 的

情况.

刘: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几位学者非常重视历史研究.例如,北京大学

叶自成教授很早就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思想进行挖掘和梳理,提出了

“华夏体系”和“华夏主义”概念.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近年来把目光转向中

国历史经验和先秦诸子学说的梳理,系统地阐发“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被认

为是“道义现实主义”的代言人.① 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以历史研究作

为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并强调“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对

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而言,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思考和解释有首要意义;倚

重历史—哲理思考的经典方法应当是国际关系理论化的首要方法”.② 复旦

大学唐世平教授以一种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构建其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

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始终是一个演化系统,它的根本性质已经经历了转换性

改变,尽管它的某些特征(如无政府状态)保持不变.国际关系学界的几次

“大辩论”之所以得不到解决,就在于人们试图将一种非演化理论强加于一

个演化系统之上.③ 外交学院青年学者施展引发热议的畅销书«枢纽:３０００
年的中国»,围绕中国超大规模性的形成,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的相互塑造

关系,以及中国现代转型中的优势、劣势及其在世界秩序转变中“枢纽”位置

的形成,进行了多学科的阐释,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经验的一次“重构”.④

就国内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而言,有学者有着非常自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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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阎学通强调“道义现实主义”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教授张峰提出的概念.参见阎学通:«道
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８０００年到未来»,北京: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７年版.
施展:«枢纽:３０００年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跨界”意识,熟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并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国际关

系研究有意识地联系起来.如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其研究成果在

国际关系学界影响很大,并有意识地借鉴了国际关系理论.① 还有学者对中

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发展变化并不敏感,并认为历史与国际关系是两个不同

学科,但他们的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界却影响较大,甚至被认为是“正宗的”国

际关系研究.例如,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认为,历史和国际关系两个学

科间区别十分明显:思考问题不同,观察角度不同,研究方法不同,使用语言

也不同.前者对后者使用系统分析的方法表示怀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人

为地把复杂纷繁的历史简单化了,而后者则对前者沉湎于大海捞针般地挖

掘史料的做法提出质疑.沈志华的观点在历史学界非常有代表性.实际

上,正是因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学科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才使得它

们之间的交流、对话和相互启发成为可能.

如果说中国史学界(不仅仅世界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富有直接和间接启发和教益,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值得向读者介绍一下.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现在世界史研究内容太广泛,这些介绍并不是世界史研

究全部内容的罗列,只是一些初步介绍,肯定有些方面或专题研究对国际关

系的理论构建更有意义,但我没有能够介绍出来,请读者谅解.

１．冷战史研究.近年来,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发展迅速.华东师范大学

崔丕教授认为２００５年以后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冷战史演进态势的研究、美国

对欧洲政策与中国介入东欧事务的研究、亚洲冷战的起源与发展问题研究、

冷战与第三世界研究、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问题研究等几个方面.② 在

冷战史研究领域,多数冷战史专家是历史学家.陕西师范大学白建才教授

对冷战的起源、发展进程、结束时间和原因、后果教训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过

系统研究,近年来专注于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进行研究.③ 南开

大学赵学功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冷战时期美国与东亚关系、核武器与美国

对外关系研究等方面的个案研究和热点问题研究,认为与国际关系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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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世界领导地位的荣耀和负担:信誉焦虑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中国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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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所持的观点相反,核威慑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起作用.① 也有

一些冷战史学者就是国际关系领域中人,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

授.他从中共党内、国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中国革命运动与东亚国际

格局之间互动的角度,阐释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形成、演变和主要特征;

以冷战与新中国对外政策之间互动为基本框架,构建起一个系统阐释中国

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缘起的解读体系,②在学界有很大影响.

冷战史研究使一批冷战史专家脱颖而出,成为历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

共同关注的领军人物.其中,沈志华等冷战史学者通过挖掘和解读不同国

家的历史档案,让中苏关系、中朝关系的历史细节逐步展现出来.③ 沈志华

为党政机关、新闻媒体、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所作学术报告的视频在网上广

泛传播,成为中国社会各界了解冷战期间中外关系,特别是中苏关系和中朝

关系的重要渠道.冷战史研究本来就是历史和国际关系学界都关注的领

域,近年来,冷战史专家依据新解密档案文件发表的最新成果,让这一领域

更加充满活力.另外,冷战史研究也催生出一批中青年学者,如北京大学的

王栋、华东师范大学的邓峰、首都师范大学的姚百慧和梁志等.④ 冷战史研

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特别关联之处,在于它能够与国际关系的理论探讨直

接地“链接”起来.澳门大学张曙光教授认为,冷战国际史研究应该成为检

测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假设的一个时空“实验室”,成为设定当代与未来国际

关系理论研究新议题的参照体系,成为检验现存国际关系理论模式的参照

４４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赵学功:«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赵学功:«十月风云:
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冷战

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１９４９—１９５５»(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

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３版;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１９１７—１９９１)»,
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１９４８—１９６０»,北京:中囯囯际广播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

D．Wang,“GrandStrategy,PowerPolitics,andChinasPolicytowardthe UnitedStatesinthe
１９６０s,”DiplomaticHistory,Vol．４１,No．２,２０１６,pp．２６５Ｇ２８７;邓峰:«冷战初期东亚国际关系研究»,北
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姚百慧:«冷战时期中美法关系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冷战史研

究档案资源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梁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冷战与情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等.



体系,而冷战档案文献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数据库”.①

２．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受

到学术界的重视.实际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与冷战史研究、区域

与国别研究和边疆研究直接联系在一起,正在成为历史学界新的增长点.

如华东师范大学戴超武教授通过系统整理中国、印度、英国、俄罗斯、美国等

国的解密档案,分析了中印边界问题、西藏问题等重要问题的来龙去脉,凸

显出历史学对当下国际关系研究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② 在中国与周边

国家关系史研究方面,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新疆大学特聘教授潘志平非

常具有代表性.他的学术生涯从中亚史研究开始,现在的研究方向包括新

疆相邻周边国家研究、当代民族分立主义研究、“反恐”与“东突”的历史与现

状研究和“一带一路”等几个方面,研究范围除中亚五国外,还延伸到与新疆

直接接壤的俄罗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专

著和论文.③ 潘志平的学术研究把历史与现实、新疆与周边,民族与宗教等

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３．区域与国别史研究.近年来,区域与国别研究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

重视,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这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之后的现实需求,也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

进步的必然走向.在教育部设置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中,历史学家多于

国际关系学家,发挥着重要作用.最近,北京大学刚刚成立了跨学科的区域

与国别研究院,著名历史学家钱乘旦教授任院长.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中东地区战乱不断,伊斯兰国

(ISIS)乘势崛起,叙利亚战争久拖不决,中东的地区秩序已经解体.无疑,中

东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而中东史研究又是中东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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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１９５８年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等.

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潘志平:«民族自决还

是民族分裂»,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在这方面,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彭树智、王铁铮到黄民

兴三代学术带头人,不仅填补了中国中东史研究的诸多空白,而且把中东史

研究与当下中东的地缘政治、族群冲突、国家构建和身份认同等诸多矛盾根

源的分析等直接联系起来,为国际关系学界对当今中东局势的探讨提供了

有益的参考.① 另外,南开大学哈全安教授、云南大学肖宪教授和郑州大学

张倩红教授也在中东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② 哈全安在中东国家史研究方

面著述颇丰,肖宪在中东国际关系史、张倩红在以色列史研究方面都有专门

著述发表.最近,北京大学历史系昝涛副教授就中东和土耳其的历史与现

实问题在媒体上频繁发声,为人们了解土耳其和伊斯兰世界打开了一扇新

的窗口.

随着近年来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迅速发展和深入,非洲史研究尤其得到国

家有关部委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如２０１４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非洲

史研究会年会暨“非洲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变化研讨会”,就有近４０家部

委、高校科研机构、出版媒体机构和工商界企业的１２０多位代表参加.而承

办此次会议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正是新近成立、发展迅速的非洲研

究机构.中国非洲史学会李安山会长强调非洲史研究要以人文关怀和国家

需要为宗旨,以学术研究为指导,坚持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并重、中非关系

研究与非洲研究并重、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并重.实际上,非洲史研究自身

已经跨越了历史学科的限制,与国际关系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从部落、

族群到宗教和教派,从殖民地到现代国家构建中的遭遇,从非洲断代史的划

分到非洲社会形态的判定,从中非关系到非洲与所有大国之间的关系,等

等.我认为非洲史研究可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切入点,因

为非洲的历史经验与欧洲的历史经验相差悬殊,与东亚的历史经验也没有

可比性,甚至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③ 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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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王铁铮:«中东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黄民兴:«中东历史与现状十

八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等.
哈全安:«中东史:６１０—２０００»,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等;肖宪主编:«１９４５年以来的中东»,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张倩红:«以色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美〕凯尔文邓恩、〔加〕蒂莫西M．肖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来自非洲的挑战»,李开盛译,北

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理论不仅应该是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也应该是世界历史经验的总结,

非洲的历史经验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非洲史学者在这方面已经进行

了深入的探索.李安山在“部落”或“部族”和“非殖民化”概念的缘起,非洲

国家的民族构建、曼德拉民族主义的演变、非洲民主化问题,以及非洲的中

国移民、中非关系、中国援助和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等问题上都有独到研

究.① 浙江师范大学刘鸿武教授提出非洲研究是中国学术的“新边疆”,倡导

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认为中非关系是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

一个支点.②

４．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尽管现代化的理论探讨已经不再热烈,但世

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遭遇”现代化的进程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界关注的重

点.北京大学钱乘旦主编的«世界现代化历程»可以被视为世界史学界现代

化研究的一个总结.③ 由于它探索的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各地区面向现代

化不同的变革和转型过程,对于国际关系的现实研究和理论创新具有非常

重要的参考价值.钱乘旦教授主编的«总论卷»对现代化及其相关理论进行

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可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直接“链接”在一起.如果我

们试着把世界上九个地区的现代化历程分成几组进行比较,会对当今世界

问题的根源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如我们可以把西欧、北美和拉美现代化进

程放在一起.欧洲被视为现代化的摇篮,南京大学陈晓律教授认为«西欧

卷»更难写,因为人们对欧洲现代化的历史都比较了解,很难写出新意.为

此,«西欧卷»兼顾了西欧国家现代化进程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强调法治、民

主和社会保障是西欧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发展,但在各国之间的道路

选择还有差别.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认为美国是现代化理论的发源地,但

美国学者却鲜用现代化理论诠释美国自己的历史,而更喜欢用“美国例外

论”来说明自己的过去.他所主编的«北美卷»展示出“美、加两国的现代化

７４１

２１世纪以来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①

②

③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等.

刘鸿武:«中非关系３０年: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支点»,«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 年第１１
期.

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进程(十卷本)»,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各卷主编是钱乘旦(总论卷)、董正华(东亚卷)、李剑鸣(北美卷)、韩琦(拉美卷)、王铁铮(中东卷)、
陈晓律(西欧卷)、李安山(非洲卷)、陈峰君(南亚卷)、王云龙卷(苏东卷)、王宇博(澳洲卷).



绝不是一个轻松浪漫、一路凯歌的历程,其中也充满了曲折、苦难和阴暗

面”.南北美洲同属美洲大陆,同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但现代化的进程和

结果却大不一样.南开大学韩琦教授主编的«南美卷»认为拉丁美洲是现代

化的“实验室”,先后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现代

化战略,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三种经济发展模

式,寡头威权主义、民众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等政治模

式的演变.当然,也可以把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放在这一组里.东北师范

大学王云龙教授主编的«苏东卷»认为俄罗斯东欧地区现代化模式的共性是

都具有后发性特点,特质是每个国家有具有鲜明的个性化形态,事实上这些

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没有脱逸出现代化的普遍规律.

东亚、中东和非洲是三个典型的“非西方”区域.东亚的现代化在某种程

度上取得了成功,中东和非洲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北京大学董正华主编

的«东亚卷»分析了东亚地区在西方的压力之下现代化道路的反复尝试,从

学西欧、学德国、学苏俄、学美国到寻找自己的路;从部分西方化、全盘西化

到回归民族化,等等,系统总结了近代以来东亚国家的历史经验.西北大学

王铁铮主编的«中东卷»从独特的历史背景出发阐释了中东地区现代化进程

的曲折.以１９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解体为主线,中东地区分裂

成诸多名义上的现代国家,但前现代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被留下

来,部落、族群、教派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从而使中东国家的现代化

进程充满艰辛.非洲史是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学者认为,非洲

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失败,原因在于其社会结构和内在文化与现代化难以相

容.但李安山主编的«非洲卷»却给出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对比澳洲和美洲

本土文化基本被摧毁的现实,“非洲在如此困难、如此不公平的环境中还能

向前发展,这不正表明了这个大陆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吗?”

南亚和澳洲或许可以放在一起考虑.北京大学陈峰君主编的«南亚卷»

认为印度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的一个典型代表,并且已经取得阶

段性成功.对比印度,南亚的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家的现代化

进程不够顺利.澳洲的现代化模式在学术上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苏州大学王宇博教授主编的«澳洲卷»为读者展示了一幅不同画面.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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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的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是大洋洲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与重要

标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自相继按照基本相同的程序,顺利完成了从英属

殖民地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太平洋岛国则因自然条件或社会因素的局限,各

自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受到直接或间接地阻碍.

«世界现代化历程»实际上是一套集世界近现代史、区域史和国别史于一

身,同时按照复旦大学姜义华观点,又不同于迄今已经出版的各种世界近现

代史或地区史、国别史,也不同于一般的现代化通论的学术著作.它根据现

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超越地区、国别、民族界限的变化历程这一

基本事实,分区域研究了历史先行基础与条件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

如何选择了适应于自身实际的不同路径、不同方式,而由此又如何在现代性

成长过程中形成各自特色、各自独特的问题.我认为这些独特的历史经验

正是超越西方的历史经验,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所需要的.

５．美苏大国外交研究.从历史角度探讨大国战略和大国外交是历史与

国际关系共同关注的话题,而历史学家或历史专业出身的人往往具备更多

的知识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邢广程研究员是俄罗斯、中亚及中国边疆研

究专家,他的«苏联高层决策７０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一书是一部长达

１７８万字的著作,系统阐释了前苏联的大国战略和大国外交,被视为从俄罗

斯高层视角写就的苏联兴亡史.① 研究美国大国战略和外交的学者很多.

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２０世纪美国对华政策

为个案的研究»阐释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如何塑造了美国

外交的 独 特 性.他 的«踌 躇 的 霸 权:美 国 崛 起 后 的 身 份 困 惑 与 秩 序 追 求

(１９１３—１９４５)»一书聚焦于美国崛起后既想参与国际政治、却又受到国内政

治环境牵绊的复杂纠葛,展现了美国通往霸权之路的“踌躇”心态.② 福建师

范大学王晓德教授近年来专攻美国文化外交,他的«美国文化与外交»突破

以往外交史学研究的陈旧模式,对美国外交的历史文化渊源做了一个深层

次剖析.他的«文化的帝国:２０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系统考察了美国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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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７０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２０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７年;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１９１３—１９４５)»,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实力在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和渗透,为学界研究美国霸权的特性

提供了深层次的思考.①

６．全球史研究.全球史研究近年来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界发展变化的一

个新亮点.首都师范大学２００４年成立全球史研究中心,定期出版«全球史评

论»,同时还组织翻译了一系列全球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召开全球史论坛,对

推进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功不可没.全球史也被称为“新世界史”.首都师范

大学刘新成教授认为,全球史研究的含义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对比传

统意义上的世界史,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是“互动”,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② 全

球史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关系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首都师范大

学夏继果教授认为,中国现代“世界”和“世界史”观念体系的建构过程,不仅

是“华夏中心”体系崩溃和“天朝上国”心态失落的过程,也是自我主体消融

迷失于“他者”之中并逐渐“他者化”的过程.这样一来,中国的“世界史”从

一开始就把中国史排除在外,一切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都可以叫“世界

史”,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历史学科分类中,“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③ 无

疑,全球史研究的深入,为改变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脱节”状态提供了宝贵的

历史机遇.这不仅是因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自信心的恢复,正在以一

种新的精神面貌融入世界,而且还因为以大范围内的互动研究为着眼点的

全球史或“新世界史”,为中国历史叙事和国际关系理论探索,超越“欧洲中

心论”框架和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束缚,开辟了广阔前景.如果说全球

史或“新世界史”像本特利说的那样,代表着“考察历史的不同方法”,“从这

个意义上说,全球史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

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已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

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扩散、大规模移民、技

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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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王晓德:«文化的帝国:２０世纪全

球“美国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刘新成:«新全球史»中文版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 V页.
夏继果、〔美〕杰里H．本特利:«全球史读本»,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①那么,它或许就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论建构提供令人信服的佐证.

７．中国史研究.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变化也与国际关系研究有

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或许比世界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与国

际关系的理论创新的关系更为根本和重要.因为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与

世界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学术界对“中国”自身来源和身份的反思

和追问越来越深入,这方面的反思和追问实际上是对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

历史经验梳理和总结,有可能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新的出发

点.“民族国家”是欧洲近代历史经验的产物,并非自古有之,更不能放之四

海而皆准,西方汉学家在这方面早有议论.② 中国学者近年来关于中国历史

的追问也大都围绕着“中国”身份的缘起以及中国与东亚和世界的关系进

行.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梳理了日韩学者的“亚洲主义论”、欧美学者的中

国区域研究和新清史以及台湾地区学者的“同心圆理论”,讨论了“中国”作

为问题与作为问题的“中国”,认为自宋代以来,中国就有着清晰的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生活伦理与政治空间有着清晰的中心.因此,

把中国分为传统帝国和现代国家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事

实”.③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阐释了在历史转型过程中中国人如何理解

自我和国家,认为特殊的民族认同需要用普世的价值来调节,并由此提出

“新天下主义”,这是对民族国家理论和传统天下主义的双重超越.④ 北京大

学李扬帆副教授研究了天下观在１５００—１９１１年的变迁过程,对中国近世之

地理观念、外交思想、对外开放观念、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这些集

体的世界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认为中国近世并未真正实现从天下观

到民族国家观的实质性转化,中国的近世是一个涌动的天下.⑤

参与这方面讨论的学者有许多,观点见仁见智,我在这里难免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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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５页.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印度〕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
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李扬帆:«涌动的天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但关于中国历史追问的种种讨论表明,作为当今世界最庞大的多民族共同

体,中国几千年的演进有许多经验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和梳理,这些经验不

仅有助于中国自身的长治久安,而且也能够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和全

球治理的优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８．国际关系史研究.国际关系史兼具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双重特

点.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学界既有通过对史料广泛深入的解读澄清历史疑点,

还原历史真相的重大进展,也有在国际关系史阐释体系上的宏观突破,为历

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交叉或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更多背景知识.南京大学

是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最重要的发源地,当今中国学界许多国际关系史学

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都出自南京大学.王绳祖先生主编,光仁洪、蒋相泽、

周纪荣、卫林、石磊、鲁毅等六名学者为副主编,全国史学界广泛参与的十卷

本«国际关系史»,影响了几代中国的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南京大学

朱瀛泉教授协助王绳祖教授组织了«国际关系史»十卷本的撰写和编辑工

作,并且是第十卷的总主编,为这套«国际关系史»的出版贡献良多.之后又

作为教育部马工程首席专家和召集人,承担起马工程«国际关系史»的设计

和编写工作.２１世纪以来,历史学界推出一系列国际关系史著作.① 这些国

际关系史大都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开端,各有侧重,繁简不一.时殷弘的

«国际关系史»“论”的色彩最浓.我主编的«国际关系史»第一版以欧洲体系

的扩张为主线,第二版拓展了前现代国家体系发展史的内容,同时也把非西

方世界在应对西方国家挑战过程中向现代国家转型和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

更为详细地描述出来.

９．世界史与国际关系经典的翻译和引介.世界史学界近年来翻译了许

多西方学术界的经典著作和最新成果,对拓展中国学界特别是国际关系学

界和历史学界的视野,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时殷弘、牛可、翟强、周桂银、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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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１６４８—１９７９»(十卷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唐贤兴: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２００３年版,«国际关

系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袁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方连

庆、王炳元、刘金质:«国际关系史»(五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刘艳、李晓燕:«国际关系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版.



继果、李安山等翻译和主持翻译了大量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经典著作,为

中国的历史和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精品.这些经典

作品对于开拓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学界的眼界,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

理论,拓展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思路,促进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沟通与

对话,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① 我和吉林大学同仁正在推出一套“英国学派

译丛”.除已经重印的巴里布赞和利特尔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

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之外,这套丛书还有亚当沃森的«国际社会的演进:

比较历史视角的分析»,日裔英国学者铃木胜吾的«文明与帝国:中国、日本

遭遇欧洲国际社会»,铃木胜吾、张勇进、乔尔夸克合编的«早期现代世界

的国际秩序:西方崛起的前夜»和巴里布赞的«英国学派理论导论».这几

部作品是几代英国学派学者的思想集合,既阐释了英国学派关于西方国际

社会演进、非西方国际社会的由来及其与西方国际社会之间互动的观点,也

探索了东亚国际社会形成的不同路径,希望能为两个学科的交流提供更多

的参考.

王:国际关系专业出身的学者和历史专业出身的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有

何不同?

刘:国际关系专业出身的学者一般都有较高的理论修养,也希望从历史

中吸纳经验,以使自己的论断更为充实,更有说服力.因此,他们在选取历

史事实时有更为明显的目的性.历史专业出身的国际关系学者也对国际关

系理论的发展变化怀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喜欢用自己所掌握的史实去验证

国际关系理论的“正确”或“谬误”,但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是通过对史料

的解读来完成的,并且特别强调“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意义.

３５１

２１世纪以来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① 如〔德〕路德维希德约:«脆弱的平衡:欧洲四个世纪的权势斗争»,时殷弘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美〕诺曼里奇:«大国外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时殷弘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美〕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挪〕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

版公司２０１２年版;〔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牛可、刘青译,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翟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版;〔英〕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国际社会的扩展»,周桂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美〕亚历山大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时殷弘、周桂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版;〔美〕罗
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夏继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加纳〕博艾敦:«非洲人在

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及其对非洲—中国关系的影响»,李安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等.



前面提到,在西方学术界,关于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是学

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实际上,他们的看法与中国学界的看法有相似之处.

比如就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区别而言,美国学者认为首先表现在以叙事

为基础的阐释和理论为基础的阐释.历史学者寻求以叙事为基础的阐释,

强调对特定事件的精准和全面叙事.第二,历史学家不做预测.加迪斯认

为,历史学的预测能力有限,因为与化学实验不同,历史很少会完全重复自

身.而政治学者则面对预测的压力,否则理论构建就不算成功.第三,国际

关系更聚焦于政策制定,因此偏重于近期的历史.第四,历史学在于探究历

史事件的特殊性,而国际关系理论更倾向于把典型事件发生的原因概念化.

第五,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忽略他们认为较弱的原因,保留最有解释力的因

素,钟情于简洁性.历史学家倾向于接受复杂得多原因解释,认为一个结果

是多种因素互动所产生的,等等.① 关于历史与理论的关系,中国学者也曾

进行过认真的讨论,２００５年«史学月刊»曾以“理解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为

题,邀请时殷弘、石斌、周桂银、张小明、陈玉刚、任东来等学者就这一问题进

行深入探讨.② 同济大学的王存刚教授也曾经探讨过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

向度问题,并且特别提到了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就国际关系的思想史和

哲学史的研究而言,目前中国学界的研究显然还很薄弱,是未来国际关系研

究需要加强的领域.③

三、历史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尝试和理论创新

王:历史在与 国 际 关 系 在 跨 学 科 研 究 方 面,是 否 主 动 进 行 过 跨 学 科 的

尝试?

刘:是的,我认为历史学界有相当一批学者主动进行跨学科尝试,即通过

吸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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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osium:Historyand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Summer１９９７;ColinElmanandMiriam
FendiusElman,BridgesandBoundaries:Historians,PoliticalScientists,andtheStudy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TheMITPress,２００１．

关于该专题的讨论,可参见«史学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王存刚:«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向度»,«外交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有相当一批历史学者已经被吸引到国际关系领域中来了,并且成为国际关

系领域卓有成就的专门家.如国防科技大学周桂银教授历史专业出身,他

把欧洲体系及国际关系史、英国学派及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思想史及国际

关系思想史的研究协同起来,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两个学科

的广泛关注.宋德星教授也是历史专业出身,现在已经成为印度海权战略

方面的专家.南京大学的郑先武教授一直努力融通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

把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研究优势.这样的例

子不胜枚举.实际上,在每一个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里,都有一批历史专业

出身的专家学者.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国际关系

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巴里布赞有十几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究其原

因,英国学派理论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布赞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翻译成中文出版后,在中

国历史学界也产生很大影响,实际上推进了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对话.

“国际体系”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概念被吸纳进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许多历

史学者在论文和著作中使用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推出的多卷本«世界历史»中,李春放教授主编的«国际关系卷»就吸纳和借

鉴了布赞在«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对国际体系的阐释,以“世界历史:全球

国际体系的演进”为主线,阐释了世界历史发展变化中国际关系演变过程.

近年来,我也有意识地就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交流做了一些工作.从

２００３年起,我在吉林大学连续举办了十多次以“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为主

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①与此同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和«史学集刊»

也开辟了诸如“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关系史研究”和“历史与国

际关系研究”等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②相关作者包括巴里布赞、

理查德利特尔、布兰德利沃麦克、迈克尔艾达斯、陈志强、沈志华、王

立新、刘江永、冯绍雷、黄民兴、郭小凌、李剑鸣和刘新成等国内外历史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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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２００３年举行的“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方法论探索与学科构建”高级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７
年的“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英国学派的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９年的“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英国学

派理论与国际关系史编纂”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参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２期、２０１０年第６期、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际关系学界的知名学者.«史学集刊»也一直都在跟踪国际学术动态,定期

发表海外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名家的作品.① 其中,“海外学人视点”专栏曾

先后发表过格奥吉杰尔卢吉扬、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乔治劳森、迈克

尔艾达斯、布鲁斯卡明斯、贾斯廷罗森博格和约翰沃尔等学者的

专文.②

王:您对当前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创新有什么看法?

刘: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一直在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

际关系理论,或者说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如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的

“关系理论”和阎学通倡导的“道义现实主义”,还有上海国际关系学界的“共

生学派”.尽管对是否有必要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和构建中国学

派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存有诸多争论,但我认为作为一个越来越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新兴大国,中国对世界的发展和演变应该而且必然会有自己的独特

看法和主张,甚至会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主张,体现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就应

该是理论化的创建和创新.中国的崛起也应该表现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国

际影响力的提升和话语权的扩大,在解读当今世界的来龙去脉,判定国际关

系的现状和前景方面,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

王: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跨学科研究将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产生什么

样的影响?

刘:虽然多数历史研究的课题很难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直接联系起

来,但许多方面的研究能为其提供新的知识储备和智力支持,这至少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不仅实现了与

国际学术前沿的对话,而且还提出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例如,从“党际关

系”的层次考察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开辟了一种新的冷战史研究框架,在一

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学术界的传统视野.尤为重要的是,冷战虽然结束了,

但它所遗留下来的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正如华东师

范大学余伟民教授所言,后冷战时代世界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升级和深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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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史学集刊»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间的相关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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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面临诸多现实的挑战和风险.由于世界体系层面全球治理机制的

滞后,缺乏公共产品支撑的国际体系面临失范的风险.① 这就使冷战史的研

究与当下的世界形势的探讨直接联系起来.第二,区域和国别史的研究的

深化,已经让“前现代”和“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面貌更为清晰地展现

在人们面前,为国际关系学界突破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提供了更为丰富

的知识储备.许多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历史

经验的结晶,呼吁非西方学者把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纳入到国际关系理

论研究中来.但迄今为止,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梳理依然

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② 第三,全球史研究的深入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

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历史背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展与“停滞”,全球

治理问题的凸显,“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正在成为学界关心的课题.“全

球国际关系学”与人们所熟知的“国际关系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是对

国际关系学的一种补充,衔接,放大,还是超越? 无论如何,以大范围的互动

研究为关注点的全球史研究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创建提供了新的知识背

景,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创建也必然是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有

利时机.

四、历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王:目前,国内学界在世界史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中存在哪些不足?

刘:首先,我认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学科之间的成见还比较深,有

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

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

“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③ 其次,缺少经常

性的深度对话.我前面所提到的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实际上主要是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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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伟民:«“冷战”的起源与终结:世界历史的视角»,«史学集刊»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BarryBuzanandRichardLittle,“WorldHistoryandtheDevelopmentofNonＧWestern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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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笔谈(编者按)»,«史学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部分学术志趣相近的学者之间进行的,大范围、机制性的深度对话并不多.

对比西方的一流大学,中国高校内部学科之间的壁垒比较高,缺少跨学科的

传统和习惯,这在历史和国际关系之间也不例外.再次,最重要的是,中国

高等教育中历史教育远远满足不了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需要.历史是

一个学科、一个专业,但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

中,除中国近代史外,青年人考上大学之后几乎就没有什么机会接受历史方

面的教育了,特别是世界史方面的教育.这就使历史与国际关系方面的跨

学科研究缺少必要的知识基础.我就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关系与许

多学者进行过交流,他们大都都对高校世界历史教育的缺失感到遗憾,但他

们也对两个学科之间的交融抱有非常高的期许,并且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王:您对世界史与国际关系学跨学科研究有哪些期许?

刘:第一,两个学科应相互促进,共同把中国乃至非西方的历史经验纳入

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来.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的历史经验

迄今还没有经过详尽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的总结和提升.而世界局势正

在经历一场或许是１５００年以来最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在迫使西方的国

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同时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了提供了难得的

历史机遇.米尔斯海默认为,只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才能产生真正意

义上的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理论.原来是英国,现在是美国,接下来就看你

们中国的了(Nowitsyourturn)!①中国已经崛起了,但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

理论研究在世界上还没有赢得应有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第二,合作突破历史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难点和重点.我认为有这样几

个方面值得进一步付出努力.

１．“前现代”国际行为体研究.当今世界,部族、族群和宗教、教派冲突

依然此起彼伏,有许多都超出了国家的藩篱,是“前现代”国际行为体的繁衍

和放大,但“固守”现代国家行为体的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伊斯兰体系就是一种跨越多种文明区域、没有

８５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３期

① ２００３年米尔斯海默到访吉林大学,在就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问题与刘德斌教授进行

讨论时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被世界经济体系摧毁的世界体系.①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难以用“前现代”的

眼光来看待它了.

２．国家的“类型学”研究.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蔓延到全世界,一个

全球性国际体系似乎已经形成,但这个全球性国际体系是由不同的区域性

国际体系拼凑而成的,每一个区域性国际体系都有不同的历史根源,每一个

区域的国家又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无视国家之间差异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就

难免遭遇现实的嘲讽.

３．“西方”流变研究.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已经不复存在,“西方”与

“非西方”成为当今世界最简单的分野.但历史地看,西方世界并不是一个

永恒的存在,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分野是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② 作为

一种冷战期间形成的一个阵营,西方现在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型期.在

非西方世界崛起的大势面前,西方世界可以重新凝聚起来,固守西方主导的

世界秩序;也可以与非西方融合在一起,共同面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全球问

题,并最终消解在人类不同形式的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之

中.无疑,西方的前景事关整个世界的前途,有关西方的缘起和演进的理论

阐释应该是国际关系学界和历史学界共同完成的重要课题.

４．把中国历史重新“置于”世界历史中去.如何重构中国历史与世界历

史的关系,不仅是历史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面对的

重大挑战,否则我们就难以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但如何在中国历

史的特性和世界历史的共性之间找到切入点,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共同努

力.阿米塔阿查亚在讨论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关

系时,特别担心 “中国例外论”的危险.③ 全球史研究的深入,或许为我们讲

出一种全新的中国的故事———既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又超越以中国为

９５１

２１世纪以来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①

②

③

〔美〕约翰奥伯特沃尔:«伊斯兰:一个独特的世界体系»,载夏继果和杰里H．本特利主编:
«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０８—３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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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中心的历史视野,提供新的思路.① 当然,重新构建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

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５．探寻“多重”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早在十多年前,巴里布赞和理

查德利特尔就指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丧失了对当今世界的解

释力,主要原因在于它自囿于西方自己的历史经验,陷入“现代主义”“非历

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偏好”和“国家中心主义”泥潭.② 问题

虽然被指出来了,但迄今西方学界依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动力改变这种局

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超越“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研究,对西方和非西方国家

国际体系理论的创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全球大范围的互动为主要

研究内容的全球史的兴起,似乎为弥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历史经验的不足

提供了新的机遇,但全球史恰恰以超越国家之间的互动为根基.面对这种

局面,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似乎面临这样两种选择:坚持和维护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欧洲中心论”的历史阐释,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地改进已有的理论体

系,使之最大限度地包容不断变化的当代世界? 或者面对当今这样一个“多

重的世界”,探寻全球史进程中多种共同体的互动规律,构建一种新的超越

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赋予“international”以新的含义? 显然,前者

是一种当下的选择,但后者或许是终将迈出的步履.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经

验表明,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多种共同体的凝聚和整合,是多种共同体的

共同体.中国在消除国家纷争,推进共同利益,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

方面,应该比西方国家富有更多的经验和智慧,承接世界更多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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