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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国际政治一向被视作以权力、利益为核心的领域,与强调感性、
追求美的艺术格格不入.实际上,艺术作为观念的反映,始终在表达和建构国

际政治.自２１世纪初“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美学转向”口号提出以来,艺术与国

际政治这一研究领域蓬勃发展.国际学界关于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现状如

何? 中国学者取得怎样的进展,还存在哪些不足,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有哪

些值得关注的研究议题? 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硕士研究生韩善聪专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玉聃副教

授.陈玉聃副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化艺术与国际政治、国际政治思想史,
著有«人性、战争与正义:从国际关系思想史角度对修昔底德的研究»等.

２１世纪以来艺术与国际
政治研究的发展
———陈玉聃副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记者

韩善聪(以下简称“韩”):您认为,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包含哪些内容,在

学科中有怎样的定位?
陈玉聃(以下简称“陈”):艺术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也是作者个人的

情感表现,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多种门类.①

艺术既然反映和表达着社会现实,国际政治当然也并不例外.从古至今,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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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政治的历史中,艺术从来就不是一个缺位者.美国学者、外交家阿恩特

(RichardT．Arndt)认为,文化外交自青铜时代起便已有所记载,其兴起与语

言的发展相伴而生.① 由此而论,艺术同国际政治的交织则应更早,因音乐、舞
蹈、绘画等艺术形式实先于语言而产生.可以说,自国家诞生伊始,艺术便勾

连在国家间政治之中;不论东方西方,国际关系史与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等门

类在内的广义的艺术史,都彼此呼应、可相对照.
毫无疑问,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是一个交叉领域:一方面,它固然是艺

术(尤其是艺术史和艺术哲学)与国际政治两个学科的交叉;另一方面,它又与

国际政治中某些既有的研究方向(如文化外交、“软实力”理论等)有所交叉.
因此,需要通过比较,厘清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内涵与外延.其一,从研究

层次而言,文化外交等研究领域所关注的,主要是单位(国家)层面的对外政

策;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不囿于此,既关注单位,也关注体系,两者的区别类

似于外交学和国际政治学之差别;其二,从研究对象而言,文化外交等研究领

域包含哲学观念、思想传统等文化中的“理性”部分,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专

注于以“感性”为基本表达方式的各种艺术作品;其三,从研究旨趣而言,文化

外交等研究领域虽然也时常以艺术作品为对象,但后者往往只是依附和服务

于外交、权力等传统国际政治概念的工具性变量;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则赋

予了艺术独立的意义和主体性地位,其着眼点是艺术对政治现实的“表征”
(representation),即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对国际政治的感知和表达.

因此,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往往也被冠以国际政治研究的“美学转向”
(aestheticturn)之名.“aesthetics”(美学)一词来自古希腊语的“aisthetikos”,
即通过感官(sense)所获得的感知(perception).由于以艺术的“表征”本身为

关注的核心,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取向,便不是“模仿”(mimetic),也就是说,重
点不在于作品是否及如何真实地反映事物的真相、忠实地传递行为者的信号

和意图,而是以承认作品和现实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异为基本立足点的“美学”
取向.② 由此出发,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内容可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艺术

对国际政治的表达,主要关注的是艺术作品中的国际政治观念.这种表达可

能与真实的世界相去甚远,如«山海经»或者欧洲中世纪的世界地图,但其意义

不在于真实与否,因为涉及国际政治的艺术作品事实上构成了一部以感性方

式而非理性化的哲学或史学方式呈现的国际政治思想史,这可以帮助人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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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丰富多彩而又不断流变的国际政治观念,甚而引发对国际政治的理论反思;
二是艺术对国际政治的构建,即艺术作品对国际政治的表达,如何影响受众的

认知,并通过后者的行为,构建国际政治的现实.这里的受众可能是普通大

众,也可能是领导者和外交家,这种影响可能符合艺术创作者的本意,也可能

与作者无涉.对此种“构建”的研究,正呼应了著名史学家科林武德的论断:
“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

构成的内在方面.”①

韩:您能否介绍一下艺术议题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缘起?
陈:尽管在国家间政治的实践中,艺术的创作和传播始终贯穿其中,几乎

一切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都伴随着各种艺术作品的表达和建构,但直至２１世

纪初,艺术与国际政治才成为一个独立和自觉的研究领域.

２０世纪前,艺术在政治学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是政治思想史中不可或缺

的主题.东西方政治哲人在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论说中,时而会涉及战争、秩序

等国家间政治的内容.例如,儒家将乐和诗,视为礼的重要形式,直接与天下

的政治秩序相关,令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正是“八佾舞于庭”这样的国

家间等级秩序的崩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音乐对公民的德性影响重

大,尤其是柏拉图,他提出在当时流行的六种调式中,只有弗里其亚和多利亚

两种调式应当保留,因它们分别适于国家及其公民的“祀”与“戎”.② 在国际政

治自身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古代和近代哲人们的零星思考,只能被视为

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史前史”,但其思想深度为当今的研究提供了丰

厚的理论土壤.

２０世纪初,国际关系学科逐渐成形.在此背景下,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

初步有了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指国际政治学科内对艺术议题的研究,后者则

泛指哲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③ 就

狭义角度而言,国际关系学科及其理论的奠基者们早已对此议题有所涉及.
“理想主义”学派强调启蒙主义和人文精神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积极作

用,对文化艺术自然重视,其代表人物、曾为古典学者的齐默恩爵士(SirAlfred
Zimmer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委会的首任主席,
并围绕着以“在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为宗旨的教科文组织应侧重艺术还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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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问题,与其继任者、生物学家赫胥黎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路线冲突.① ２０世

纪３０—４０年代,现实主义学派的两位奠基者爱德华卡尔(EdwardH．Carr)
和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也在他们各自里程碑式的著作«二十

年危机»和«国家间政治»中对艺术与国际政治有所论述.卡尔分析了当时以

“电台、电影、大众报刊这类方式”为主的宣传手段,来说明“支配舆论的权力”;
摩根索则从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开始,对欧洲主要国家的“文化帝

国主义”进行梳理和评价.② 然而,直至２０世纪末,狭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研

究仍未真正产生,这不仅是因为专门研究极为罕见、处于边缘地位,更是因为

国际政治学者提及艺术的少许文字,往往并非以艺术本身为关注点,而是对各

自既有理论的修饰说明,甚至奈的“软实力说”也并不例外.需要提及的是耶

鲁大学政治学者、苏联问题专家弗里德里克巴洪(FrederickBarghoorn),他
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就专注研究苏联的文化外交、对外宣传和对美国的想

象,论著颇多,有大量关于艺术与外交、艺术与政治的分析.③

就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而言,冷战的爆发及其意识形态对抗的性

质,催生了不少以文化冷战为主题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大多来自艺术史学者.④

这些作品往往聚焦于某一具体的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等,长于专门资料的

整理,但通常理论框架欠缺,与国际政治学科也很少有对话.它们为此后文艺

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和研究素材.
不论是广义还是狭义而言,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在２０世纪只是处于萌芽

阶段.这一研究领域真正形成的标志是国际关系学科知名期刊«千年»在２００１
年１２月的专辑“世界政治中的图像和叙事”(ImagesandNarrativesinWorld
Politics),该专辑邀请了多位作者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布朗

(ChrisBrown)、夏威夷大学教授迈克尔夏皮罗(MichaelJ．Shapiro)、悉尼大

学教授詹姆斯德里安(JamesDerDerian)、康涅狄格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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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斯特(ChristineSylvester)等学者撰稿,内容涵盖文学、图像、影视、音乐

等多方面,还以２０余篇书评的形式,综合介绍了当时值得关注的研究著作,该
专辑的刊发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其中,昆士兰大学教授罗兰布莱克(RoＧ
landBleiker)«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美学转向»一文发挥了奠基性作用,确立了艺

术与国际政治研究的导向和理论自觉.① 此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开枝散叶,蓬
勃发展起来,目前已有相当丰富的著作和文章,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屡见专辑,
在顶尖出版社也不乏以此为主题的丛书.② ２０１７年,«千年»杂志又以“美学转

向１５年”(TheAestheticTurnat１５)为名,回顾总结这一领域的发展.
韩:您认为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蓬勃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陈:２１世纪以来,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蓬勃发展有以下几个相互交织的原因:
第一,国际政治现实和观念的演变.马丁怀特在论及为何有源远流长

的政治思想史,却无相对应的国际政治的思想传统(internationaltheory)时曾

总结道:“政治理论是关于良善生活的理论,国际理论则是关于生存的理

论.”③以此类比,艺术更是被认为关乎理想之美的领域而与国际政治及其理论

格格不入.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思想家在涉及这一主题的零星论述中,常以

伦理为导向.自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越发积

极,有别于古典艺术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也渐趋主流,这使得艺术与国际政

治之间的交融渗透愈发普遍,也使研究者开始对国际政治的外延有了新的理

解.２００５年,由穆罕穆德漫画引发了一场始自丹麦、波及世界的冲突,哥本哈

根大学国际关系学领军人物琳娜汉森(LeneHansen)由此而开始关注图像

与国际安全议题.
第二,国际政治理论自身的发展.２１世纪初期,国际关系学科经过近百年

的发展,三大理论鼎足之势已成,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都以理性和利益为核心.在国际政治研究的本体论、认知论和方法论等诸方

面是否能有整体性的理论进展,而非只是小修小补? 因此,艺术与国际政治是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引入的,并非只是一个新鲜议题.这也就是该领域的

奠基者们如勒博(RichardNedLebow)、西尔维斯特、布朗、夏皮罗、德里安等,
都同时是重要的国际政治理论家的原因,而所谓“美学”路径也从一开始就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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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国际政治理论———而非研究领域———的转向.
第三,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借鉴.２０世纪以来,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偏

爱“高级政治”的历史研究传统受到质疑和挑战,由年鉴学派开创的生活史、文
化史、心态史潮流开始兴起,这使国际政治研究转向有了效法的对象.同时,

２０世纪欧陆哲学家们对美学和艺术哲学的重视,也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学者

对艺术的研究,阿多诺等思想家的名字时常出现在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

的著述中,法国哲学家朗西埃“作为政治的美学”概念也被“美学转向”的研究

者们奉为圭臬.①

韩:国际学界在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迄今取得哪些成绩?
陈:艺术与国际政治自２１世纪初成为一个自觉的研究领域以来,取得丰

硕成果和并产生广泛影响,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归纳.
首先,国际学界的研究主题广泛而深入.可以说,它涵盖文学、绘画、雕

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各种艺术领域,而在每个大的门类之下,各
种次级领域也往往都有专门研究.例如,同样是美术,西尔维斯特的著作专注

于博物馆中自古典至现代的各种藏品,汉森多篇研究论文则围绕着当代媒体

上的各种卡通漫画;同样是文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托尼厄斯金(Toni
Erskine)和勒博主编的«悲剧与国际关系»以自古希腊至近代英、德等国的经典

戏剧为主题,布里斯托大学教授尤塔韦尔德斯(JuttaWeldes)主编的«探寻

新世界:科幻作品与世界政治之间的联系»以科幻小说为对象,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教授伊弗诺依曼(IverB．Neumann)和乔治城大学副教授丹尼尔内

克松(DanielH．Nexon)主编的«哈利波特与国际关系»以流行文学为关注

点;同样是影视,夏皮罗和萨塞克斯大学辛西娅韦伯(CynthiaWeber)教授在

电影与国际政治领域已有大量著述,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蒙斯特

(RensVanMunster)等人的«记录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和非虚构电影的批判性

指南»则将纪录片也纳入其中.在此之外,一些更为大胆和前卫的议题也已有

了探索性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１６年出版的两部论文集———英国雷

丁大学副教授安德烈亚斯本克(AndreasBehnke)主编的«时尚的国际政治»
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劳拉谢泼德(LauraJ．Shepherd)等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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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idaA．Hozi＇c,“Introduction:TheAestheticTurnat１５(Legacies,LimitsandProspects),”MilＧ
lenniumＧJournal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４５,No．２,２０１７,p．２０３．



编的«在数码时代理解流行文化和世界政治».①

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在如此宽广的领域中精耕细作,一方面,因为这一领域

内国际政治学者往往也精擅艺术.如西尔维斯特受家庭影响,自幼对美术充

满兴趣;布莱克雅好诗歌———这也是他的代表作«美学与世界政治»的主要内

容———且练习长笛、钢琴和摄影,并将它们视为自己美学研究的“田野调查”;②

韦伯在担任国际关系学教授之余,还是专业的影视制作人;夏皮罗曾经担任国

际电影节的评委.③ 另一方面,狭义和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即国际政

治学者对此研究和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在近十年愈发融合,两者间的交流对话

促进了这一交叉领域的蓬勃发展.以两项较新的学术成果为例,由韦尔德斯等

国际政治学者主编、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流行文化与世界政治”丛书至今已

有十余本,在这一标志性的研究系列中,各书的著者和编者既包括国际政治学

者,又不乏来自传媒、文学等领域的学人.④ 另一大学术出版社帕尔格雷夫麦

克米伦的“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丛书”中的最新一部论文集«国
际关系、音乐与外交»,两位主编其中之一是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欧洲国

际研究协会(EISA)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拉梅尔(FrédéricRamel),另一位则是巴

黎第三大学音乐学助理教授塞西尔普雷沃 托马斯(CécilePrévostＧThomas),以
音乐社会学和音乐史见长,文集作者也均来自于国际政治和音乐两个学科.⑤

其次,国际学界的研究具有丰富的议题联结性.艺术与国际政治并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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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ChristineSylvester,Art/museums:InternationalRelationsWhereWeLeastExpectIt,Abingdon:
Routledge,２００８;LeneHansen,“HowImagesMakeWorldPolitics:InternationalIconsandtheCaseofAbu
Ghraib,”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４１,No．２,２０１５;LeneHansen,“TheorizingtheImagefor
SecurityStudies:VisualSecuritizationandtheMuhammadCartoonCrisis,”EuropeanJournalofInternaＧ
tionalRelations,Vol．１７,No．１,２０１１;LeneHansen,“ThePoliticsofSecuritizationandtheMuhammadCarＧ
toonCrisis:APostＧstructuralistPerspective,”SecurityDialogue,Vol．４２,No．４Ｇ５,２０１１;ToniErskineand
RichardLebow,eds．,Traged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１２;Jutta
Weldes,ed．,ToSeekoutNew Worlds:ExploringLinksbetweenScienceFictionandWorldPolitics,New
York: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０３;DanielH．NexonandIverB．Neumann,eds．,HarryPotterandInternaＧ
tionalRelations,Lanham:Rowman&Littlefield,２００６;MichaelJ．Shapiro,CinematicGeopolitics,AbingＧ
don:Routledge,２００９;MichaelJ．Shapiro,“FilmandWorldPolitics,”inFedericaCasoandCaitlinHamilＧ
ton,eds．,PopularCultureandWorldPolitics,Bristol:EＧinternationalRelations,２０１５;CynthiaWeber,
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ACriticalIntroduction,Abingdon:Routledge,２０１０;CynthiaWeber,“I
AmanAmerican”:FilmingtheFearofDifferenc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２０１１;RensVan
MunsterandCasperSylvest,eds．,DocumentingWorldPolitics:ACriticalCompaniontoIRandNonＧFicＧ

tionFilm,Abingdon:Routledge,２０１５;AndreasBehnke,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Fashion:Being
FabinaDangerousWorld,Abingdon:Routledge,２０１６;LauraJ．Shepherd,Caitlin Hamilton,UnderＧ
standingPopularCultureandWorldPoliticsintheDigitalAge,Abingdon:Routledge,２０１６．

RolandBleiker,AestheticsandWorldPolitics,p．２２６．
MichaelJ．Shapiro,CinematicGeopolitics,p．１．
丛书 介 绍 参 见 出 版 社 网 页:https://www．routledge．com/PopularＧCultureＧandＧWorldＧPolitics/

bookＧseries/PCWP,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１１.
FrédéricRamelandCécilePrévostＧThomas,eds．,InternationalRelations,Music,andDiplomacy:

SoundsandVoicesontheInternationalStage,NewYork: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１７．



一个封闭的领域,因其以艺术作品中的感官、感知为研究核心,它对国际政治

学科中其他一些重要议题甚至是学科领域有积极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如前所

述,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艺术对国际政治的表

达,二是艺术对国际政治的建构.就其表达而言,由于艺术作品的感性特征,
它与人类的情感有直接关系.因此,国际政治中的情感议题,与艺术研究领

域有非常密切的交互联系.艺术与国际政治的两位领军学者布莱克和西尔

维斯特,都在重要学术刊物上组织过情感议题的专辑.① 汉森教授在哥本哈

根大学主持的“图像与国际安全”(ImagesandInternationalSecurity)研究项

目,三个子项目之一就是“情感与军事冲突”(EmotionandMilitaryConflict).
就艺术对国际政治的建构而言,它与认同(identity)议题有最为直接的关

联———不论是民族、国家认同,还是宗教、阶级、性别等认同,都是世界政治中

的重要内容和研究对象,也都在很大程度上由音乐、文学、仪式等艺术形式所

构建.例如,布莱克在«美学与世界政治»一书中的最后一章,就通过韩国诗人

高银(KoUn)对政治认同进行探讨;２００２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拉贾拉

姆(PremKumarRajaram)的博士论文,主题是通过美学政治反思国际关系中

的难民身份;也有学者通过音乐、舞蹈,对国际政治中的性别认同进行研究.②

若将艺术按照流行和古典进行两分,那么,对它们的研究就分别与国际政

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思想史这两个学科领域有着密切的互动.在当代社会

中,流行文化已高度资本化、产业化,其生产、传播和消费往往跨越了国家边

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研究的任一领域流行文化都已然在国际政治经

济实践中嵌入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中显露”.③ 在十余年前对流行文化符

号“哈利波特”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中,有学者注意到,这部作品的全球流行背

后是传媒产业的巨大市场力量.④ 在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流行文化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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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ChristineSylvester,“Forum:EmotionandtheFeministIRResearcher,”InternationalStudiesReＧ
view,Vol．１３,No．４,２０１１,pp．６８７Ｇ７０８;RolandBleiker,“Forum:EmotionsandWorldPolitics,”InternaＧ
tionalTheory,Vol．６,No．３,２０１４,pp．４９０Ｇ５９４．

RolandBleiker,AestheticsandWorldPolitics,pp．１５２Ｇ７０;PremKumarRajaram,ExileandDeＧ
sire:Refugees,Aesthetics,andtheTerritorialBorder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h．D．Dissertation,
LSE,２００２;SonjavanWichelen,“‘MyDanceImmoral? AlhamdulillahNo! ’DangutMusicandGenderPolＧ
iticsinContemporaryIndonesia,”inM．I．Franklin,ed．,ResoundingInternationalRelations:OnCulture,
Music,andPolitics,NewYork:PalgraveMacmillan,pp１６１Ｇ１７７．

JuttaWeldesandChristinaRowley,“So,HowDoesPopularCultureRelatetoWorldPolitics?”EＧ
InternationalRelations,April２９,２０１５,https://www．eＧir．info/２０１５/０４/２９/soＧhowＧdoesＧpopularＧcultureＧ
relateＧtoＧworldＧpolitics/＃_ftn１５,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１１．

PatriciaM．Goff,“ProducingHarryPotter:WhytheMediumIsStilltheMessage,”inDanielH．
NexonandIverB．Neumann,eds．,HarryPotter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２００６．



政治”丛书中,有两本的标题直接与“政治经济学”相关,①有学者甚至提出“美
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概念.② 音乐、绘画、文学等领域中的经典之作,则因其对

同时代人们国际政治观、世界观的深刻反映而为学者所重视,作为感性的思想

史,可与抽象、思辨的哲人的思想史相印证.从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而

言,政治思想史学者对艺术已着墨甚多,其中不乏与国际政治主题相通之处.如

剑桥学派代表学者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２０１７年在北京大学的系列演

讲中,有一讲便以“霍布斯:描绘国家”为题,借助图像研究展示霍布斯的国家构

想和主权理论;斯坦福大学保罗罗宾逊(PaulRobinson)在其«歌剧与观念»一
书中,也对１９世纪欧洲的国际政治观念有所涉及.③ 从狭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

的研究而言,国际政治学科内的思想史学者,如布朗、卡迪夫大学教授戴维鲍

彻(DavidBoucher)等,往往也在艺术研究领域有所著述,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精

通多国语言,对诗歌、音乐都颇有造诣的勒博.他撰写的«认同的政治与伦理»一
书,自荷马史诗、维吉尔诗歌、莫扎特歌剧至近代戏剧、宗教小说,通过艺术构筑

起一部宏大的认同观念史;他参与主编的论文集«悲剧与国际关系»,试图通过古

希腊、莎士比亚和其他传世悲剧作品透视国际政治:“借由赏析悲剧,我们能增长

见识,此种见识系于今日之世界,正如系于那催生了这一题材的特殊环境”.④

再次,国际学界的研究有明确的理论导向.如前所述,艺术与国际政治的

研究,从最初就有着国际政治理论的“美学转向”的抱负.艺术是为主流国际

关系研究所轻视的“低级政治”,艺术的基本特征“感性”又与主流国际关系理

论的内核“理性”相对立,因此,艺术议题天然地与关注边缘和弱势、强调批判

和挑战的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同盟性.在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中,女性主

义(Feminism)理论家比例之高令人印象深刻,西尔维斯特、韦伯、汉森等学者

都同时在两个领域成就卓著,被视为旗手,甚至作为男性学者的布莱克对女性

主义也有所研究.其余如夏皮罗和德里安等学者是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的代表人物,勒博则自视为真正的建构主义者———与主流建构主义者不同,与
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主流理论家更是相去甚远.因此,艺术与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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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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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nyGriffin,PopularCulture,PoliticalEconomyandtheDeathofFeminism:WhyWomenAre
inRefrigeratorsandOotherStories,Abingdon:Routledge,２０１５;NathanFarrell,ed．,ThePoliticalEconＧ
omyofCelebrityActivism,Abingdon:Routledge,２０１８．

ClaesBelfrageandEarlGammon,“Aesthetic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MillenniumＧJourＧ
nalofInternationalStudies,２０１７,Vol．４５,No．２,pp．２２３Ｇ２３２．

保罗罗宾逊:«歌剧与观念»,周彬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RichardNedLebow,ThePoliticsandEthicsofIdentity:InSearchofOurselves,CambridgeUniＧ

versityPress,２０１２;ToniErskineandRichardNedLebow,“Introduction:UnderstandingTragedyandUnＧ
derstanding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oniErskineandRichardNedLebow,eds．,TragedyandInternaＧ
tionalRelations,２０１２,p．８．



的研究者往往直截了当地对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学提出异议.① 若将视野扩

大到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还会发现,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对艺术作品

的研究,揭示和批判西方世界的世界政治观念,如著名思想家萨义德在«文化

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对简奥斯汀和吉伯林小说的解读.②

具体而言,在国际政治学科中,由艺术而通达理论,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

揭示、批判.如韦伯的«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性的介绍»一书,用电影分别揭示

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背后的“迷思”,迈克尔威廉斯(MichaelC．Williams)解读

摩根索政治思想的«美学现实主义»一文也发人深思;③二是补充、发展.例如,
汉森的“图像与国际安全”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图像代替“话语”,发展了哥

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三是冲击、挑战.同样试图以“美学转向”颠覆主流

理论或者至少另辟蹊径,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几位代表人物又各有侧重.
相对而言,夏皮罗从康德和朗西埃的美学理论中获得思想资源,强调从现实主

义和理性主义处解放,实现本体论的转向;④布莱克更注重艺术“表征”与现实

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认知论转向;西尔维斯特则试图证明“以艺术为基础的方

法论”对国际政治这个“传统上无视艺术和人文知识”的学科的价值.⑤

韩:目前,国际学界的研究还存在哪些不足?
陈:首先,尽管国外学者的研究广泛而深入,却存在重要缺憾:对东方尤其是

中国很少涉及.布莱克在早年的一篇文章中,曾以中国先秦哲学思想批评新现

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其中通过庄周梦蝶等文艺作品对认知论的探讨令人耳目一

新,但在“美学转向”之后却没有更多延伸.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大多围绕着欧美

艺术展开,即使在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领域,有史学家或汉学家零星涉及中国

议题———如普拉特(KeithPratt)对宋徽宗音乐外交的研究,他们通常也局限在

自己的专业之内,不为这一领域的国际政治学者所关注,彼此绝缘.相比之下,
以西方世界为对象的类似研究,如著名外交史学者杰西卡吉瑙 黑希特(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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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１８,pp．５１Ｇ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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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InterviewwithChristineSylvester,”JournalofNarrativePolitics,Vol．２,No．２,２０１６,p．９６．



GienowＧHecht)关于德美关系的«声音外交»一书,①在学界的影响更为重大.
相较于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和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地位,存在这样的

研究空白显然与之极不相称.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与艺术领域的“西方中

心主义”或许不无干系.以音乐为例,在欧美大学中的相关院系中,西方音乐

居于教学、研究和演奏的绝对占主导地位,很少有中国音乐的身影,即使有,也
只不过在本已居于边缘地位的“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中占据极小部

分内容.其他艺术门类也大抵如此.因而,不论是国际政治学者对艺术的兼

涉,还是艺术领域的学者对国际政治问题的介入,都难以产生与中国相关的研

究兴趣和成果.事实上,布莱克在“美学转向”１５年的反思中,也已经非常明确

地对美学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本质”和唯西方思想独尊的现象表示担忧,视
为对这一领域最大的挑战之一.

其次,虽然西方学界有着明确的理论导向,使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厚重

坚实,意义深刻,但也不难发现,在通过艺术议题对理论和现实进行反思的过

程中,国外学者的研究仍然没有也无法摆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哲学思想发

展的脉络.国际政治理论的“美学转向”正是基于主流理论发展至瓶颈后的反

动;而夏皮罗更是明确表示,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大多只是前康德式的经验主

义社会科学哲学,应当以康德和后康德式的思维取而代之,换言之,国际关系

理论的发展只需依照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便可.若如此,“美学转向”在理论

上的创造性和先锋性可能会愈发消解,更何况,就目前研究来说,它与后现代

主义哲学似乎类似,都长于批判而短于建构.
韩:在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方面,国内学界发展状况如何,取得了哪些成就?
陈:中国自古以礼乐立国,艺术在中国人的对外关系和国际政治观中都占据

重要地位.宋徽宗在对高丽的音乐外交中,曾在国书中写道:“古之诸侯教尊德

盛,赏之以乐夫移风易俗莫善于此,往祗厥命御于邦国,虽疆殊壤绝同底大

和,不其美欤.”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以越剧电影«梁祝»,
也传为美谈.然而,学术意义上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直至近十年方始兴起.

就狭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而言,目前笔者所见国内学者最早的相

关文献,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章远副研究员的论文«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审

美意向»,其中,便引用布莱克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美学转向»一文.③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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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JessicaC．E．GienowＧHecht,SoundDiplomacy:MusicandEmotionsinTransatlanticRelations,１８５０Ｇ
１９２０,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２００９．

宫宏宇:«赵佶的音乐外交与宋代音乐之东传»,«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２６页.
章远:«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审美意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６期,第

５３—５７页.２０１２年,章远还发表了另一篇以美学为主题的文章:«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美学观照»,«天津行政
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２１—２６页.



年,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的文章«“文学透视”方法与“美国精神”辨识»,从
方法论角度对国际关系研究进行反思.① 陈玉聃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发表的两篇

论文«音乐的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中的音乐与权力»,是国内学界较早对某

个艺术门类进行的专门研究.② 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教授

的«文学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院郭小聪教授的«守夜人与夜莺»相继出

版,两位学者都兼具文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教育和研究背景,这两部著作出版进

一步促进了国内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守夜人与夜莺»一书体现了难能可贵的

哲学思考.③ 陈玉聃２０１５年的发表的«国际政治的文学透视»与外交学院博士

生何伟２０１６年发表的«图像与国际安全建构»等数篇论文,开始自觉地对艺术

与国际政治领域进行理论建构并与国际学界研究接轨.④ 此后,有越来越多的

国内学者介入其中,使这一领域得到长足发展.
就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而言,历史学、比较文学、政治哲学等学

科的研究者时而也涉及这一主题.篇幅所限,兹举几例,以证其丰:复旦大学

葛兆光教授对作为图像的地图与中国人之世界和空间想象的研究、北京师范

大学张源教授对文学化的帝国叙事与帝国逻各斯诞生的研究、景德镇陶瓷大

学侯铁军副教授对瓷器与大英帝国话语政治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吕新雨教

授对视觉艺术与中国认同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林国华教授对绘画、建筑、雕
刻等艺术作品与古代西方正义战争的专题讨论教学.⑤

回顾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在国内的发展历程,对其成就或可做如下总结.
首先,议题逐渐拓展、日益多元.即使只论狭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目
前也已涵盖音乐、文学、影视、美术、服饰、动漫等几乎所有新旧艺术种类,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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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时殷弘:«“文学透视”方法与“美国精神”辨识»,«江海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陈玉聃:«音乐的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文化视角»,«外交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３期;陈玉聃:

«国际关系中的音乐与权力»,«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年第６期.该领域中还有曾琳智以音乐外交为主题发
表的多篇文章及完成的博士论文,参见曾琳智:«音乐在美国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外交评论»２０１３年第３
期;曾琳智:«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及影响探究:以美国爵士乐在冷战中的运用为例»,«国际观察»２０１３
年第３期;曾琳智:«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３年;曾琳智:«浅谈音乐
在中国对外传播中的角色:以中国爱乐乐团(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海外演出为例»,«对外传播»２０１７年６月.

林精华:«文学国际政治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郭小聪:«守夜人与夜莺:国际关

系领域的文化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陈玉聃:«国际政治的文学透视:以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为例»,«外交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４期;陈玉聃:

«诗与思: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文化透视»,«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８期;何伟:«图像与国际安全建构:以
安全化研究为视角»,«外交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４期;何伟:«图像与对外政策:艾兰库尔迪和英国关于欧洲难
民危机辩论»,«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何伟:«表征与国际政治研究:一种美学的维度»,«国际关
系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葛兆光:«古地图与思想史»,«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葛兆光:«成为文献:从图像看传统中国之“外”与“内”»,«文汇学人»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张源:«自由帝

国逻各斯的诞生:希波战争与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叙事»,«政治思想史»２０１８年第１期;侯铁军:«“茶杯中的
风波”:瓷器与１８世纪大英帝国话语政治»,«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２期;吕新雨:«错位:后冷战时代的中
国叙述与视觉政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已发表大量论文,一些博士论文和已出版的专著也关注其中的一些议题.①

其次,学界相互沟通、交流日多.初时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大多出于兴趣

自发研究,很少存在交流.随着研究成果的丰富,大家渐识同道,开始共同组

织学术活动,在２０１３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上,就出现了文艺

与国际关系的讨论小组.同时,国际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学者之间也开始有

所交流,如２０１６年复旦大学主办的“音乐与中国外交”会议和系列讲座、２０１７
年上海音乐学院主板的“中国近现代音乐、音乐人与爱国情怀”研讨会,都聚集

国际政治学、历史学、音乐等多个门类的学者和艺术家.此外,复旦大学等高

校的国际政治专业也已设置了文化艺术和国际关系的相关课程,越来越多的

年轻学人开始进入这一领域.
再次,研究由器入道、学理益深.国内学者初期的研究,着眼于议题的开

拓,以案例的归纳为主;此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对国际学界的日益了解,一些

学者开始主动地从学科和理论的高度,审视和构建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领

域,将它与对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政治现实的反思相结合,使这一领域具有了

自为、自觉的意义.
韩:您认为国内学界在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
陈:艺术与国际政治在国内仍属小众研究领域,虽已初步成型,仍未完全成熟.
首先,议题虽广泛,研究的深度仍有欠缺.一方面,目前的研究多数较为

泛泛,对具体的时段、项目、作品精细研究尚嫌不足;另一方面,有分量的学术

专著还很少见,相当一部分文章和书籍只停留在通过艺术作品普及和比附国

际关系知识的阶段.
其次,交流虽存在,学术共同体仍未形成.国内尚没有期刊组织过艺术与

国际政治的专辑,也没有这一领域的丛书;国内学术会议并不多见,基本是偶

一为之,没有规律;国内学者与国际学界交流更是极少.
再次,学理虽初现,理论自主性仍不显明.目前,国内学界的理论思考大

多仅是对国外学者“美学转向”的引介消化,换言之,国内学界目前仍只是依着

西方的理论发展脉络,并未跳出这一框架,提出中国的理论主张.
韩: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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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前述文献之外,影视主题有沈旭晖:«国际政治梦工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黄
日涵等编著:«国际关系梦工厂:电影与国际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李巍:«‹甄嬛传›中的国际
关系学»,http://www．aisixiang．com/data/８３６８７．html,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１１;赵鸿燕:«外交复合关系的隐喻建构:基
于韩国纪录片‹超级中国›的案例分析»,«国际新闻界»２０１７年第４期;金茜:«电影在国际关系教学中的应
用»,«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１６年第２０期;岳圣淞:«电影与国际政治:权力、表象与建构»,«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４期;动漫主题有归泳涛:«日本的动漫外交:从文化商品到战略资源»,«外交评论»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黄明幸:«‹海贼王›世界中军事秩序的逻辑与未来»,http://www．sohu．com/a/２５０９７７３９３_
６１８４２２,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１１;服饰主题有董入雷:«服装符号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以２０１４年 APEC会议领导人
服装为例»,外交学院博士论文,２０１７年,等等.



陈:结合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现状,中国学者或许在两个方向可以有所突破.
第一,在经验研究中,除进一步做出精细化研究外,应当开始尝试以小见大,

由一个具体而微的主题,以艺术的感知和共情为基础,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勾

连起来,指向一个宏大世界,也就是说,通过艺术突破以往国际政治研究的某些

局限性.以大家耳熟能详的主题为例,众所周知,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是为结束

三十年战争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称为“西方艺术史上第一组反战

图像”①的版画组画«战争的悲惨与不幸»(LesMisèresetlesMalheursdela
Guerre),便出自三十年战争中的画家卡洛(JacquesCallot)之手,该组画是因卡洛

有感于法军对家乡洛林公国的蹂躏而有此作.两百年后,法国作家都德的代表

作«最后一课»,同样聚焦于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在普法战争的背景下,却以对

普鲁士侵略和占领的控诉而闻名.那么,这两个作品背后潜藏的观念史的流变,
以及作者、民众、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是怎样的? 再进一步,«最后一课»在２０世

纪初被译介到中国,它在当时和此后,如何不断地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塑造着

自民国初年至２１世纪民众对国家和国际政治的认知和心态? 若有类似研究,那
么,艺术与国际政治或许能成为不仅有趣而且深刻的对世界政治的思考维度.

第二,在理论研究中,应当在积极理解和学习国外学界“美学转向”的基础

上,充分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和固有的脉络,不能陷入其问题意识、重复其理论

探索,而是要重视理论自主性,以中国的艺术史和艺术思想为资源,突破其框

架,为“国际政治理论的美学转向”做出中国的贡献.通俗地说,国内学界不是

要为西方学界的“美学转向”提供炮弹,助其挑战主流理论,而是要另辟蹊径,
在本体论、认知论和方法论上提出自己主张.我一直以为,如果要构建国际关

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在社会科学的框架下,剪裁拼贴一些中国传统的哲学思

想,西体中用,可能并无太大意义.从中国自身的脉络出发,循着与科学路径

分庭抗礼而又相映成趣的美学路径,也许更易于到达别致的理论高峰.②

第三,我希望有志于艺术与国际政治领域的学人,能够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研

究者,也是具有情怀的个体;能够始终抱有一颗研究的初心———如殷之光所言,“最
终都能回溯到最初那种对‘人们是怎么感受世界’问题的好奇心上”,探究艺术中所

表达的观念对人们“感受与理解世界方法的影响”.③ 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在其

最深处,是国际政治的哲学,是对人类内心的感知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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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SutherlandHarris,SeventeenthＧcenturyArt&Architecture,London:LaurenceKingPublishＧ
ing,２００５,p．２５８．

陈玉聃:«诗与思: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文化透视»,«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法意微访谈:«殷之光:从文学史到国际体系研究,不变的是初心»,http://www．sohu．com/a/

１３２９５８１４８_２２７５７１,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