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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近年来,中国对全球治理和国际机制建设的参与日益加深,联合

国研究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定位“联合国研究”? 中国的联合国

研究现状如何,有哪些特点和进展? 在研究方法与观点上有哪些分野? 中国

的联合国研究前景如何? 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

究生孟文婷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东燕研究员,她的

主要研究领域是全球治理、联合国研究,代表作有«联合国的安全观与非传统

安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建和的前景与路径分析»«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

选择»等.

中国联合国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李东燕研究员访谈

本刊特约记者

一、联合国研究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

孟文婷(以下简称“孟”):您如何定位“联合国研究”?

李东燕(以下简称“李”):可以说,在联合国创建的过程中就已经有“联合

国研究”.“联合国研究”属于一个研究领域,许多学科都可将其作为自己的研

究对象.除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主要职能外,促进经济、文化、教育、卫生

等不同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及保障人权等,都在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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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构的职能范围之内.因此,“联合国研究”也包括对联合国各机构及其在

不同领域作用的研究,这也使联合国研究具有多学科、多领域及跨学科和跨领

域的特点.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国际关系学科下的“联合国研究”.

联合国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理论、政策和方案,即国际关系理论研

究、会员国的联合国政策研究及联合国组织研究.这三个层面大体可反映出

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人员方面的不同.当然,这三个层面的研究也是

相互联系、交叉重叠的.

国际关系理论层面的研究关注联合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在国际关

系和世界政治中扮演何种角色,联合国究竟能够发挥何种作用或应该发挥何

种作用,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也是划分国际关系不同学派的主要依据.例

如,汉斯摩根索在他«国家间政治»一书中,从国际关系权力视角对联合国进

行现实主义的分析.几乎在所有国际关系大师的著作中,都有过对联合国性

质和作用的论述.会员国联合国政策层面的研究侧重会员国与联合国之间的

关系及会员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在美国,国会和政府对联合国外交决策

背景资料的需求推动了美国的联合国政策研究.从１９４６年起,美国总统和国

务院开始向国会提交关于“美国与联合国”的年度报告,国会也举办相关的辩

论听证会.“美国与联合国”可谓美国联合国研究中经久不衰的重点话题.联

合国组织体系层面的研究涉及联合国各个主要机构和相关机构的职能、作用、

相互关系、组织战略、组织文化及组织变革等,也可称之为“联合国体系研究”.

从联合国诞生起,学界便开始对联合国各主要机构进行分别的介绍和研究,出
版了大量有关联合国大会、秘书处、安理会、国际法院等机构运行程序和实践

方面的成果.① 此外,作为一个联系广泛、综合庞杂的国际组织,对联合国与其

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可划归这一部分,如联合国与区域组织、联合

国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以及联合国与企业和私人部门等.

当然,这三个层面的研究也是交叉重叠的,既有研究内容的交叉重叠,也
有研究人员的交叉重叠.摩根索、约瑟夫奈等对联合国的研究可划归国际

关系理论层面的研究,但作为教授出身的联合国官员或具有联合国高级官员

经历的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翰鲁杰(JohnG．Ruggie)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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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类成果可见:SydneyD．Bailey,TheGeneralAssemblyoftheUnitedNations:AStudyofProＧ
cedureandPractice,London:StevenandSons,１９６０;SydneyD．Bailey,TheSecretariatoftheUnitedNaＧ
tions,NewYork: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１９６２;SydneyD．Bailey,Theprocedureof
theUNSecurityCouncil,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８．



究则明显地表现出不同研究层面的交叉与重叠: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层面的联

合国研究,也有针对具体联合国机构功能和改革方案的研究.他将关于公司

社会责任、社会合法性的研究与联合国改革结合起来,对安南时期联合国“全
球契约”的提出产生了重大影响.①

孟:联合国研究在中国的起步和发展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 有何特点?

李: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过程,也是第一个

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联合国成立后,中国在国际法、政治学、历史

学等方面都有对联合国的关注.从广义的联合国研究看,中国的联合国研究

可以追溯到联合国建立初期.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中国出版的有关联合国的

书籍看,其内容主要是有关联合国组织的介绍和联合国的文件资料,也包括一

些翻译出版物.这一时期的作品如«联合国组织及其动态»«联合国组织大纲»
«联合国与联合国问题»«十三年来的联合国».②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受国内政治影响,有关联合国方面的出版物主要是

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和联合国新闻处编的«联合国手册».１９７１
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与联合国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

时期.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联合国的参与十分有限.除中国代表团讲

话文集外,只有少量几本关于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与裁军、联合国发展机构

等方面的联合国文献.因此,国内国际关系范畴的联合国研究是从改革开放

后起步的,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同步.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末,是中国联合国研究起步与发展的初期

阶段.在这一阶段,开展联合国研究的人为数不多,分散在国际法、历史学和

国际政治学界.国际法学界的联合国研究起步最早、成果最多,对国际关系学

界的联合国研究影响最大.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际法学界开始对联合国和国际

组织的研究与教学,关注比较多的是«联合国宪章»修改问题和联合国的表决

机制.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曾任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赵理海(１９１６—

２０００)１９８１年出版«联合国宪章的修改问题»一书,③是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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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KellandJohnG．Ruggie,“GlobalMarketsandSocialLegitimacy:TheCaseoftheGlobal
Compact,”inDanielDrache,ed．,TheMarketorthePublicDomain?GlobalGovernanceandtheAsymmetry
ofPower,London:Routledge,２００１．

方文正编著:«联合国组织及其动态»,国防部史政局１９４７年版;刘恩照:«联合国组织大纲»,北平国

学社１９４７年版;胡其安:«联合国与联合国问题»,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陈力:«十三年来的联合国»,河北

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赵理海:«联合国宪章的修改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题的杰出作品.１９８４年武汉大学梁西教授所著«现代国际组织»一书是中国国

际组织研究和联合国研究具有奠基意义的代表作之一.① 王逸舟在回顾中国

国际组织研究时,特别提到王铁崖、梁西等著名国际法学家在国际法和联合国

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国际法学者走在了国际政治学者的前面”.②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在联合国４０周年之际,出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联合国研

究的第一次高潮.«世界知识»«国际问题资料»«瞭望周刊»«国际问题研究»等

刊物组织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联合国的文章.但从作者队伍看,主要是有联合

国工作经历的中国外交官.从研究方法上看,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作品还是

普及型、资料型及简析型成果,但与改革开放前的联合国研究相比,已经出现

对问题的讨论和争鸣.一些成果试图对传统的看法进行修正和探究,也试图

阐述新形势下中国对联合国作用和改革的看法.北京语言大学的李铁城教授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带领课题组从事联合国方面的研究.他认为,联合国

改革既要坚持宪章原则,也不能拒绝对安理会及否决权问题进行必要的改革.

即便在今天看,这也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探讨价值的问题.③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中国联合国研究快速发展的阶段.冷战结束后,联合国

作用上升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联合国参与的扩大,使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进入

了一个繁荣时期”.④ 在联合国成立５０周年前后,国内期刊所刊载联合国方面

的文章激增,并涌现出一批关于联合国的论文集和专著,形成了又一个联合国

研究高峰.与上个十年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国际关系学界形成了自

己的联合国研究队伍,改变了国际法学界和外交官唱主角的局面,北京语言大

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等高校的联合国研究发展起来;第二,研究选题扩大,

研究成果激增.联合国与国际新秩序、联合国改革、维和、主权与人权问题、联
合国与环境和发展问题等,成为中国联合国研究的主要内容.«联合国与世界

秩序»(１９９３)⑤和«联合国机制与改革»(１９９５)⑥两本论文集,汇集了当时中国联

合国研究的主要成果.外交学院郑启荣教授等学者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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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西:«现代国际组织»,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王逸舟:«探索全球主义的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０５页.
李铁城、魏能涛:«论联合国建立阶段的几个问题: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世界历史»１９８５年

第１２期,第１—１１页.
郑启荣:«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

３１３—３３６页.
陈鲁直、李铁城主编:«联合国与世界秩序»,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袁士槟、钱文荣主编:«联合国机制与改革»,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北京大学张海滨教授等开始对联合国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问题的研究.①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联合国研究有了飞跃式发展.中

国的崛起及中国全球角色和地位的变化,是２１世纪以来推动中国联合国研究

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之后,探讨中国与

联合国之间的关系互动及中国的身份认定与转化,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

之一.２００１年,王逸舟主持的课题“中国与国际组织”,带动了中国国关学界对

中国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和国际学界都产生了很大影

响.② 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以及中国的联合国

改革方案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讨论热点.③

近十年来,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又踏上一个新的高度,在研究队伍、研究方

法和研究选题等方面都更加丰富、成熟,也更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贡献.探讨

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在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的转型,提出中国建设性参与联合国

的新路径、新理念、新方案,成为最近十年中国联合国研究的最大亮点.另一

研究热点是联合国与全球治理,一种“联合国＋全球治理”的研究模式开始流

行,旨在探讨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在不同领域的治理角色和作用.比如,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完成了题为«联合国改革与全球治理的未来»的

课题.

孟:中国的联合国研究每个阶段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李:中国联合国研究的起步、发展和变化都有其国内、国际方面的因素.

首先,联合国研究与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的变化密切相关,与中国在

联合国的地位和角色密切相关.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上升,中国对联合国的参与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学习、融入和适应转换为积极

参与、主动担当.这种地位和角色的转换使中国联合国研究在研究选题、研究

重点等方面都发生转变.当中国对维和行动的态度从不参与到参与,再到扩

大参与之后,国内学界关于联合国维和方面的研究被带动起来,参与维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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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滨:«联合国在世界环境与发展事务中的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１９９５年第８期,第１３—
１７页.

王逸舟:«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２年第８期,第６—１３页;王
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联合国改革与全球治理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５年第９
期,第１—７页.



的国防大学、维和警察培训中心等单位也加入到联合国研究行列.近些年来,

中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

用,提出“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方面的外交需求带动了学界对

联合国与全球治理的相关研究.

其次,研究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以及研究环境的改善,也是中国联合国研

究重要的驱动力.改革开放后,中国敞开大门与世界交往,一批具有国际视

野、国际科研水平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国际关系学者成长起来,加入到联合国研

究队伍,成为中国联合国研究的生力军.中国学者从国外国际关系学界名家

大师对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研究中受到启发,在开展国际关系理论的翻译、引
介和学习过程中,国关学界对国际机制、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的研究取得了长

足进步,联合国自然成为相关研究的首选对象.在采取“拿来主义”的同时,中
国学者也开始自觉、主动地从不同视角考察中国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之间的

互动关系,包括联合国对中国行为的影响,以及中国对联合国组织的重塑和引

领,为中国的联合国政策和联合国改革提出学理上的支持和建设性的建议.尤

其是近十年来,学界的这种主动性更为突出.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同样对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产生了驱动和引导作用.

再次,与联合国相关的重大国际事件的发生,也对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产生

影响.１９９２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及«２１世纪议程»的通过,

促使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联合国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作用.① 当联合国

提出千年发展目标之后,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明显增加,包括对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的评估.② “９１１”事件带动了对联合国反恐机制的探讨,欧洲难民潮的

发生也促使学界进一步研究联合国在应对难民移民问题上的作用.

二、中国联合国研究的现状与特色

孟:目前,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

李:与之前相比,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总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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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５１—６１页.



水平有提高,研究队伍扩大,研究选题更加丰富多元,也有一些新特点,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意识增强,研究更注重理论层面的探索,学术水平有较大提高.

２１世纪初,国际关系学界兴起对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研究热潮,中国学者在

对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研究中,对国际组织所表现出的合法性、自主性、局
限性等问题,以及规范、惩罚、履约、奖励等方面的属性和作用进行评介和探

讨,对联合国人权机制、裁军机制、安全机制等展开理论研究,同时,也对中国

与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效果、身份认同等问题展开讨论.以现实主义、建构主

义、制度主义、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不同理论框架来研究联合国,联合国研

究在理论层面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第二,研究方法意识的增强.之前,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在方法上相对简

单.近些年来,不同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都有应用,包括量化分析、访谈、实

地考察、问卷调查等形式.而且,许多传统的研究主题被通过新的研究方法进

行了再研究.例如,有作者通过概念模型、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型,构建了一

个安理会改革方案比较的“多智能体模拟”,试图比较和测度不同改革方案和

参数设置下安理会各理事国的博弈进程和决策结果,对传统的安理会改革问

题在研究方法上做出新尝试;①再如,有学者在对维和行动的研究中,试图确立

一套评价维和行动成败的标准体系,并通过实证方法的检验,以论证联合国维

和行动成功的条件.② 虽然国内的这类研究还显得相对简单、粗糙,但至少表

现出作者对研究方法的重视.有关中国联合国研究的综述与调查,将推动知

识社会学视角的联合国研究,也体现出研究方法上的多样化.③

第三,研究议题不断扩展,选题视角更加多元.经过“大部头”“大格局”
“大历史”及“教科书”类型的研究模式后,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在选题视角和研

究内容方面更加广泛和多元,涌现出许多具有新视角的成果,一些微观领域或

非传统领域的问题得到关注.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英桃教授有关联合国和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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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杭、孟庆国:«安理会改革与大国博弈的多智能体模拟»,«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
１３６—１５５页.

聂军:«冲突中的守望:联合国维和行动成功的条件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郑启荣:«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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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性别议题的研究弥补了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在这方面的缺失,①而这在国外

早已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此外,对联合国公务员制度、选举援助、会费分摊、保
护的责任等不同问题的研究陆续增多.

第四,研究队伍壮大,研究基地增多,研究机制更加灵活.２１世纪以来,除
较早建立起的研究基地外,中国联合国研究的新军不断涌现.２００７年,复旦大

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国研究中心成立;２０１０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与国

际组织研究中心成立.作为中国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培训和派出基地,国防大

学、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等单位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的研究形成了自己

的优势.２０００年成立的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成为近些年来中国联合国维

和建和研究方面崛起的一支新军.一些综合性理工类大学也开展了联合国与

国际组织的教学与研究,并进行模拟联合国活动.２０１５年,西北工业大学外国

语学院成立“联合国研究与教学中心”,体现了中国联合国研究队伍的扩大.

此外,国内联合国研究机构的横向联系加强,２０１３年,上海联合国研究会成立,

成为国内第一家研究联合国的学术性社会团体,还出现了中国联合国研究联

席会议、中国高校模拟联合国活动联席会议等形式.

第五,中国特色和中国主角意识是当下中国联合国研究一个鲜明特点.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开始扩大参与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但仍然是在完成

一个从“不参与”到“参与”的转化过程,中国在联合国的角色相对被动和低调.

与此背景相适应,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也以探讨中国是否参与、如何参与、如何

适应为主.随着中国崛起和世界角色的转变,现阶段的研究不仅“中国特色”

凸显,而且主角意识显露.学术论文和智库研究热议中国角色和身份的转化,

热议中国的“大国责任”“大国贡献”“大国担当”,以及中国的“智力输出”“理念

塑造”“创造性介入”和“引领作用”.②

孟:您提到的联合国研究中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中国视角、中国关注、中国话语及中国贡献等

方面.王逸舟提到中国在联合国作为大国、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三重

身份”,“中国特色”也正是这三种“中国身份”特色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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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桃:«和平进程中的非洲妇女安全:以布隆迪和利比里亚为例»,«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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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３６—５９页.

王逸舟、曹德军:«铁肩担道义:中国参与联合国的新路径、新愿景»,载中国联合国协会编:«联合国

７０年:成就与挑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４７５—４８９页.



“中国视角”是基于中国背景、中国利益、中国需求的考虑.作为崛起中的

发展中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自然有中国特有的视角和

关注.如前面提到,随着中国对联合国参与的扩大,中国学者更加关注崛起后

的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的身份认同、大国责任和关系互动.２０１２年,
«外交评论»围绕国际组织参与实践和身份认同问题组织了专门讨论,刊载了

关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教科文组织等论文.① 再如,中央党校赵磊教

授的«构建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中国参与联合国和平行动的

前沿问题»等研究成果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的历程、国家利益动机、领导人的认

知、中国身份认同等要素进行分析.②

对大时局和全球问题的关注也是“中国特色”之一.虽然中国的研究视角

和研究方法更趋多元,但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仍然体现出大国视角和大国关注

这一特点,联合国与全球治理、联合国与世界秩序、联合国与大国关系等仍然

是研究重点.近些年来,关于联合国与全球治理成为一大热点.中国学者呼

吁崛起的中国“铁肩担道义”,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的全球公

共产品.这些方面的成果和建议具有鲜明的中国视角、中国话语和中国关注.
西方发达国家的联合国研究则更重视微观层面和人的关怀,如维和行动中的

性侵问题、对冲突中儿童的保护问题、维和行动中的性别问题、外籍维和人员

与当地人的关系问题等.③

联合国研究中的中国理念、中国建议和中国方案同样是“中国特色”的体

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副教授何银在«规范竞争与互补:以建设和平

为例»«联合国建设和平与人的安全保护»等文中提出,④长期以来,联合国的建

设和平被建设国家的任务绑架,“自由和平”主导了建设和平,对经济发展照顾

不足.而中国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传播了“发展和平”的和平规范,有利于

保护人的经济安全,建议联合国的建设和平应当是“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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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继承:«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外交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５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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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４８页.

赵磊:«构建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赵磊:«中国参与联

合国和平行动的前沿问题»,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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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Peacekeeping,Vol．２３,No．４,２０１６,pp．５４０Ｇ５６７;RagnhildNordås,SiriC．A．Rustad,“Sexual
Exploitationand AbusebyPeacekeepers:Understanding Variation,”InternationalInteractions,Vol．３９,
No．４,２０１３,pp．５１１Ｇ５３４.

何银:«规范竞争与互补:以建设和平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１０５—１２１页;何
银:«联合国建设和平与人的安全保护»,«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７５—９１页.



的结合.这两篇文章也正是“中国特色”的体现即中国视角、中国话语、中国

方案.

孟:当前国内的联合国研究有哪些流派?

李:国内联合国研究界的学术争鸣与交锋很少,即便有方法或观点上的各

种不同,也多以各自表述为主,但可以大致划分出若干不同的学术阵营或派

别,如国际主义派、全球主义派、世界主义派、建构主义派等.当然,研究方法

与学者的观点并不一定同属一个派别,不同派别之间也会有交叉,包括同时采

用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制度主义等不同理论的综合研究模式.

国际主义派学者的主要特征是以国家间关系框架和国家权力政治视角讨

论联合国,以研究联合国会员国之间的关系、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国际合作、

大国博弈为主要内容,强调«联合国宪章»中维护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的

原则.

全球主义学者的研究超越了国际主义的国家间框架,其基本特点是从全

球政治、全球学视角研究联合国,重视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国际法的作用,

认同全球意识、全球利益,主张联合国应体现对国家利益、全球利益、人类利益

的关照.中国政法大学蔡拓教授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他将联合国置于全球化、

全球共同利益、全球意识、全球规则、全球公民社会凸显的时代背景下讨论,认
为在传统结构、框架和原则下维持联合国运转的条件已经变化,联合国所倡导

的多边主义已超越了主权国家,增加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向度.①

在中国的联合国研究界,也有少数成果关注联合国与世界政府这一话题,

可将其划归世界主义派.世界主义派注重挖掘联合国的世界主义内涵,认为

联合国的世界主义成分正在日益增加,相信联合国通过人权的全球化、普遍化

及保护机制,可以达到与以个人道德为终极单元的世界主义相一致,使“全球

政治和世界治理成为可能”.② 世界主义学者对爱因斯坦关于世界政府与联合

国改革的观点表示肯定,认同爱因斯坦关于为建立超越主权的世界政府而改

造联合国的设想,包括建立由人民直选的联合国大会,认为目前讨论的全球治

理需要一个能治理全球的世界政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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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拓:«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张永义:«联合国的世界主义内涵»,«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１４５—

１４８页.
杜严勇:«爱因斯坦与世界政府»,«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４６２—

４６８页;丁长青:«联合国的新机构:爱因斯坦世界政府»,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中国联合国研究的建构主义派作品比较多,以研究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的规范和价值建构为主.受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芬尼莫尔(MarthaFinneＧ
more)研究的影响,国内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最为突出.例如,中国人

民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心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探讨教科文组织与

中国的关系互动,考察教科文组织倡导的理念和规范被中国内化的过程.① 联

合国人权机制是建构主义学者另一重点研究对象,这类研究大多强调联合国

在传播人权知识、促进人权国际认同和人权规范内化方面的作用.② 许多成果

对联合国人权及“保护的责任”等规范的产生、演化和影响,以及联合国构建人

权规范的作用和路径进行了讨论.
虽然观点争鸣和交锋不明显,但围绕与联合国相关的重要议题,除研究方

法的不同外,也存在观点上的分歧.围绕联合国与未来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

问题,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学者强调联合国的超国家作用、超国家治理前景,
包括超越国家的全球关怀和人的关怀.而国际主义阵营虽然认同非国家行为

体作用的上升,以及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合作,但仍然在国家间框架内讨论

联合国的前景,看重联合国的大国因素,强调联合国的国家工具性质,主张维

持世界秩序的稳定.③ 围绕联合国改革和安理会扩大问题,中国学者的观点和

方案也存在分歧.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阵营的改革方案多主张扩大联合国的

合法性、代表性及民主性,包括增加安理会席位、扩大大会的权力、限制否决权

的使用等.而国际主义阵营密切关注安理会席位扩大带来的国际权力结构的

变化,聚焦围绕安理会席位的大国博弈,对改革采取保守立场.④ 围绕主权与

人权问题的讨论,尤其是近些年来关于“保护的责任”的讨论,国内的研究结论

也很不相同.一种观点坚持传统的主权和不干涉原则,认为保护的责任无论

在理论上、在操作上都存在漏洞,容易成为西方国家制造政权更迭的工具;⑤另

一种观点强调“保护的责任”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也有主张联合国应强化自

身的保护责任干预,在主权国家不作为的情况下,为了更有效地履行保护的

责任,联合国应承担起保护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而不仅仅是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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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①

孟:国内的学术研究对中国联合国外交有哪些推动?
李: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对中国联合国研究的发展和变

化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无论是作为学术观点还是政策建议,学术

研究也会对外交产生某种启示性、建设性影响.例如,王逸舟在其“创造性介

入”系列研究中,就中国维和部队派遣问题、参与非洲维和问题、中国的联合国

会费问题、不干涉内政原则问题等,提出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②引起国内

国际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并引发有关国家对“介入”与“反介入”政策的研究.
基于对联合国在非洲维和与建和的考察,我也尝试提出一些建议,认为中国有

必要对传统的参与思路和参与模式进行调整,超越以“修路筑桥建医院”为主

的模式.联合国２０３０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单位组织

出版了一套“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书系”,中国学者对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行诠释和分析,既展开理论上的探讨,也提出政策方面的建议.③ 相

信有关研究会为促进中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做出贡献.在“一带一

路”和“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后,学界也开展了相应的研究.
中国联合国协会是中国联合国外交官、学者和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等各

界人士交流的平台.长期以来,联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积极推动学界与

政府外交部门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由中国联合国协会组织编辑的«中国的联

合国外交»(２００９)、«联合国７０年:成就与挑战»(２０１６年)等文集,④对中国的联

合国外交及联合国改革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是中国各界联合国研究者的集

体作品,也是中国学界和其他各界互动的结果.

三、对中国联合国研究的评估与展望

孟:您如何评价当前中国联合国研究的整体情况?
李:从整体看,可以用“进展显著、差距犹存、潜力十足”来概括当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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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研究现状.
一方面,如前面所说,当前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进展,并

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联合国研究与发达国家联合

国研究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国际交流与对话不断扩大,中国学者的话语权上

升.在国际规范的建构与重塑、保护的责任、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发

展议程等问题的研究方面,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力上升,具有国际学术水准和

中国贡献的研究成果增多.如前面提到过的例子,有中国学者通过对中国与

教科文组织关系的研究,对芬尼莫尔的研究提出质疑、修正和补充;也有中国

学者对主导联合国维和建和的“自由和平论”进行批判,论证了自由和平与发

展和平相结合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有自身的短板和缺失.与

世界发达国家的研究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与国内其他学科和领域的研究相

比,联合国研究及国际组织研究也仍然是相对落后的研究领域.与中国联合

国外交的需求相比,中国现有的联合国研究力量仍然薄弱.随着中国联合国

外交的不断扩大,包括中国联合国会费、维和经费分摊比额的上升,维和人员

派遣数量的上升,以及对联合国捐助力度的上升,中国现有的联合国研究力量

和水平显然远远不够.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虽然成立国际组织与联合国研究

中心,也开设相关课程,但多属于“微型”机构,在规模和资源方面仍然薄弱,也
还缺少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研究人员和学术领军人物.从研究成果的总体水

平看,仍然缺少功底深厚、创新性强、学术影响力大的成果.虽然研究成果数

量大、增长快,每年都有众多相关课题启动,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所占比例仍

然很小,低水平雷同性成果占多数.
从目前国际和国内形势看,中国的联合国研究需求大、资源丰富、潜力足、

前景广阔.中国在联合国和全球治理中作用和影响力的上升,以及中国积极、
主动参与和支持联合国的外交姿态,对中国的联合国研究有巨大需求,也产生

了较大推动力.中国联合国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基地和科研投入的增加,也
预示着中国联合国研究具有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与老一代学者相比,中
国联合国教学与研究的条件和环境越来越好,学生和研究人员出国学习、交流

或实习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包括在联合国机构的实习.年轻一代的成长使中

国联合国研究后劲十足,且更有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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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您认为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和加强? 国外的研究有

哪些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李: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在许多方面还有待改进和加强,尤其是以下几

方面.

首先,应进一步夯实研究基础、提升研究能力,致力于多出高水平精品.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的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还相对薄弱,大量研究存在方法

简单、内容重复、学术价值低等弱点.虽然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意识有所增

强,但还处在起步阶段,许多研究成果属于简单、粗糙地模仿或套用国外已有

模式,没有下足功夫、学到精髓、做到精致.例如,许多作品以教科文组织为案

例,讨论规范的传播、扩散和内化,但多以描述教科文组织的作用、与中国关系

的演变过程和对中国的影响为主,选题和研究套路雷同,更缺少芬尼莫尔那样

有国际影响的成果.我接触过一些在国外做联合国研究的学者或博士生,面
对同样的选题,国外研究人员在理论、方法和案例的准备上都下了更大功夫.

例如,一位研究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美国博士研究生,她对中国参与的每一次

维和行动的具体情况和动机都进行了一一比对,准备工作之细致和充分,值得

中国联合国研究界学习.

其次,除研究方法、学术水平有待加强外,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在实用性、针
对性、可操作性方面还存在不足,发达国家的智库或研究机构比中国做得更

好.例如,２０１２年,纽约大学国际行动中心发表了题为«下个五年的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报告,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联合国全球和平行动情况进行评估,并对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联合国和平行动方面的需求及变化趋势进行预测.报告对五年

内可能需要派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地点、人员数量及武器装备等细节都提出

了预测和建议.① 无论从加强联合国、改革联合国的需求看,还是从中国的联

合国外交看,都需要更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

再次,国外的联合国研究非常重视实地调查、经验积累和案例分析,国内

学界在这方面还非常欠缺.近来很有影响的一本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

和平方面的著作是«和平之地:冲突解决与国际干预的日常政治».② 作者是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赛韦里内奥泰西耶(SéverineAutesserre),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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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国际关系和非洲研究,也是人道主义援助的工作人员及联合国建设和平顾

问.奥泰西耶在世界冲突和冲突后地区进行了长期考察,发现联合国维和人

员和其他外来的国际介入者通常生活在与当地居民隔绝的日常环境下,不能

与当地普通人进行充分的互动.这种情况不仅无益于建设和平的推进,还会

适得其反.根据研究结果,奥泰西耶就如何更好地帮助东道国建立可持续和

平提出了建议.中国学者往往缺乏这方面的经历和经验.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３年,

我有幸参与由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AmericanFriendsServiceCommittee,

AFSC)主办的中国学者对布隆迪、刚果(金)、利比里亚等国联合国维和建和行

动的考察,受益匪浅.通过对当地民间组织、政府官员及联合国项目负责人的

访谈和实地调查,中国学者对联合国维和建和项目的实施及效果有了更具体

的了解.也只有加强实地调查和经验积累,中国的联合国研究才能在学术性、

针对性和操作性方面都得到提升.

最后,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看,中国的联合国研究缺少学术交锋和争鸣,缺
少针锋相对的辩论,包括对联合国主流观点和行为批评性、建设性的讨论.联合

国的组织决策、战略、成效和改革总是成为全球不同势力支持或抨击的对象.例

如,美国保守势力的智库总是抨击联合国反跨国公司和支持第三世界的立场,称
联合国正在进行“反经济自由、企业自由和多国公司的战争”,是与美国利益和政

策背道而驰的组织.① ２００５年,安南提出«大自由»报告后,前秘书长加利立即在

«新非洲»杂志上撰文,呼吁占世界人口８０％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行动起来,扭转发

达国家对联合国发展使命的侵蚀.② 国内联合国研究很少从学术视角,或从政治

思潮视角对联合国相关问题或议题展开辩论,也缺乏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

孟:中国的联合国研究有哪些研究议题值得关注?

李:从研究议题看,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面、外交政策研究层面还

是联合国组织研究层面,中国的联合国研究都具有巨大的拓展空间,有许多选

题值得关注.

面对众多的全球威胁与挑战,联合国的作用不尽如人意,在一些领域面临

被边缘化的趋势.中国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应进一步加

强对联合国机构在全球治理中作用和改革的研究,从全球治理视角关注联合

８５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３期

①

②

KatharineAinger,“EarthSummitforSale:KatharineAingerDiscoversHowtheUNLearnedtoStop
WorryingandLoveBigBusiness,”NewInternationalist,July１,２００２．

BoutrosBoutrosＧGhali,“UNReforms:‘TheSouthMustActNowtoBlowDowntheWalls,’”NewAfＧ
rican,April２００５．pp．３８Ｇ４１．



国的机构创新、制度创新和战略创新,提出有建设性的改革方案,包括对安理

会和联合国安全治理体系的研究,这是中国联合国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

可在理论、政策和方案上做出中国的创新贡献.
联合国发展系统也值得关注.中国一贯重视联合国在发展领域的作用,

是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支持者,是联合国２０３０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支持者,但中国学界对联合国发展系统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的研究非常薄弱,对联合国的财政问题、行政管理问题、项目实施的效果和效

率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也十分欠缺.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革联合国的发展系统,
提高其作用和效率,使之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以及如何进一步推动联

合国框架内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机制创新,都是具有创新空间的选题.
随着中国对联合国财政投入和捐助力度的增加,对相关问题研究投入也

应该加大.联合国的会费分摊问题、财政预算和开支问题、维和费用问题、维
和部队和维和警察的派遣问题、中国基金和捐款的使用问题,以及中国的联合

国公务员问题等,与中国的利益关系日益密切,需要加大研究力度,从信息、知
识、政策和技术等不同方面,为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提供更强有力支持.在美国

的联合国研究中,关于美国与联合国关系的研究地位突出.有关美国与联合

国各机构的关系、联合国对美国利益的影响、美国公众对联合国的态度、联
合国与美国国会等方面的研究,成为美国联合国研究的一大特点.相比之

下,中国学者对中国联合国外交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研究仍然需要加强.
虽然国内有一些国别研究,如美国与联合国、加拿大与联合国、印度与联

合国等,但这类研究还远远不够,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关注.对主要国家的联合

国研究进行深层次的文献回顾、分析和比对,这是了解和学习其他国家联合国

研究的重要步骤.此外,相关国家的联合国外交和与联合国的关系互动模式

也值得进一步研究.例如,非洲国家既是维和行动的主要派遣国,也是联合国

最大的维和建和及发展援助目标国,目前,对联合国在非洲维和建和的研究主

要来自欧美国家.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对联合国与非洲关系的研究,联合国在

非洲的发展援助项目、联合国与非洲不同国家的关系、联合国与非盟等非洲区

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等,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值得中国学者做出创新性

的研究和探讨.
孟:关于中国联合国研究的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您有哪些建议?

李:从联合国研究对象特征看,培养、培训、实习和国际交流是联合国研究

队伍建设的必要环节.目前,中国在这四个方面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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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国研究队伍的整体研究能力和经验,包括对研究生、博士生理论水平

和研究方法的培养与训练,以及增加对联合国机构设置和运行相关知识的了

解.实习、调研、国际交流对了解国际组织和联合国来说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在

队伍建设和机制设置上都应该充分考虑.目前,中国联合国协会和高校共同举

办的国际组织公务员培训活动,以及邀请国际组织外交官走进学校等活动,对推

动中国联合国研究人才的培养具有积极意义.２０１７年４月９日,北京外国语大

学成立国际组织学院,将进一步加大相关研究及实操人员的培养力度.

中国还应该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旋转门”机制,培养出更多既熟悉联合

国机构、具有多边组织实践经验,同时又具有国际学术研究能力的复合型研究

人员.前面提到的约翰鲁杰是这种复合型人才的杰出代表,无论在联合国

官员中还是在联合国研究界,都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复合型研究团队的

建设和机制设置对提升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也很有必要.国外许多研究机制和

智库的研究团队都是国际型的,其成员来自世界各国,也包括来自中国的博士

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例如,斯德哥尔摩国际问题研究所关于中国参与维和行

动的研究,既有熟悉中国问题的国际学者参与,也与中国学者建立了密切的合

作关系,包括对中国学者的访谈、共同举行研讨会等.①

中国的成果刊载平台和学术交流平台建设相对滞后.进入新千年来,不

断有新的联合国研究实体诞生,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和复旦大学联合国中心共

同创办了«联合国研究»辑刊,成为中国联合国研究学术平台.但一般情况是,

研究实体往往不能为联合国研究的成果提供刊载平台.其结果是,研究成果

不断增加,但刊载平台非常有限.除期刊类平台外,有关联合国方面的年

鉴、年度报告、专门报告之类出版物或新媒体也是非常必要的平台形式.另

外,还应增加可供政府、学者、民间组织、企业等不同部门之间开展交流与对

话的平台.中国联合国协会一直是不同部门间的交流平台,但显然还需要

更多这样的平台,民间组织和基金会的平台作用也应该得到鼓励.

总之,既要看到中国联合国研究取得的成就和进展,也要充分看清差距和

短板.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具备了再次飞跃的条件,应在学术研究方面更上一

层楼,为中国的多边外交战略和联合国组织的建章立制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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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cations,”Stockholm:SIPRIPolicyPaper,No．２５,November２００９．


	fm
	ZW1703ML
	YWML
	ZW1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