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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述评
∗

孟文婷∗∗

内容提要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与

中国军事外交的拓展、中国对维和事务的参与度密切相关.２０世纪

８０—９０年代,中国对维和的态度发生转变,从不参与到有限参与联合

国维和行动,这一时期学界着重分析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２１世纪以

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形式逐渐多样,中

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与原因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和分

析的重点;最近几年,中国成为支持联合国维和的中坚力量,学者们

开始讨论维和的中国方案,建立“中国维和学”的呼声愈发高涨,这也

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总体来讲,中外学者对中国参与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偏重政策性,而维和实践层面问题也具有一

定的学术价值,为此,需要中外学者采用过程追踪和访谈等方法,与

中国从事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开展广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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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１９８９年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维和行动开始,从有限参与到积极参

与,再到现在成为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坚力量,经历了很大变化.国内外

学者敏锐捕捉到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动态,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一

系列研究.回顾和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去粗取精,将为推进中国的维和研究奠

定基础.

一、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发展

中外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与中国军事外交的拓展、中

国对维和事务的参与度密切相关.回顾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过程,从

安理会维和提案上的“第五种投票”①到开始投赞成票,从不参与到承担维和摊

款、派遣维和人员,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变.每个阶段都涌现出一些研究机构、

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重点也是围绕这三次

重大转变展开的.

(一)中国从不支持到有限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国带领的“联合国军”多次发生

交锋,中国曾一度把联合国维和行动看作霸权主义的工具.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对国际社会逐渐有了新认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也发生转变.

１９８１年,中国投票支持安理会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UNFICYP)驻

扎期限的决议,首次宣告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并从１９８２年开始承担对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摊款.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中国在安理会投票支持建立３６个维

和行动,其中有传统维和行动也有多维维和任务,但是,中国对武力使用原则

(useofforce)和强制维和(peaceenforcement)②任务一直持保留态度.１９８９
年１１月,中国向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期援助团派遣２０名文职选举监督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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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帮助纳米比亚实现从南非的独立.次年４月,中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

(UNTSO)派遣五名军事观察员,这是中国首次派军事人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

动,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派出维和人员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

中国向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UNTAC)派出８００人的工程兵部队,

并提供了财力支持.

这一时期,学者尝试找到中国从不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转变为有限参与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在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或国际机制问题的研究中会

涉及此类问题,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埃克

诺米、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的«中国参

与世界»、①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江忆恩的«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若干思

考»②等作品在论述中国参与国际安全机制时,都提到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

动的内容.麻省理工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傅泰林、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庞中英是较早专门关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问题的学者,后来仍然有研

究者尝试用其他理论解释中国态度改变的原因.③

(二)中国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２０００年初,中国首次向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UNTAET)派遣民事

警察,标志着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进入新时代.一些学者认为,鉴于这项

维和行动的宗旨是建立联合国领导的过渡政权,由联合国在一个过渡期内履

行东帝汶政府职能,这与国家主权与不干涉原则形成根本冲突,支持和参加这

项任务表明中国在不干涉原则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④ ２００４年,中国支持安

理会１５４２号决议,建立联合国海地稳定团(MINUSTAH),并派出一支１２５人

的维和警察防暴队和五名维和警察单警,这是中国第一次向未与中国建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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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派出维和人员,也是中国首次派遣成建制维和警察分队参与联合国维持

和平行动.防暴队有较强的武力行动能力,根据联合国的要求携带轻型武器

等各种防爆装备,这也反映出中国在武力使用原则上态度有所松动.自此之

后,中国在安理会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给予了更多政治支持.

在人力和财力支持方面,２００３年,中国派出包括工兵和医疗的后勤保障分

队在内共２１８人参加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MONUC),非作战保障分

队后来就成为中国派出维和力量的主要方式.① ２００７年,经过积极斡旋和协

商,中国成为首批被允许进入达尔富尔地区执行维和任务的国家.与此同时,

中国对维和预算的捐款数额逐渐攀升,到２００９年,中国对维和费用的摊款占

比已经超过３％.② 在培训交流机制方面,２０００年成立的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

心和２００９年成立的中国国防部维和中心,标志着中国维和培训和派遣前强化

集训的正规化和规范化.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事务的一系列大动作,受到国内外学界、智库、

政策机构的广泛关注,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评估和解释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行为.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瑞典的安全与发展研究所、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与安全研究所、美国的国际危机组织发布三篇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情

况的全面评估报告,③从不同视角观察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挑战

和前景.２０１１年,维和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国际维和»期刊发表题为“中国参与

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刊,收录八篇文章,该系列文章后来集结成书.④ 其中,香

港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冯康云(CourtneyRichardson,后更名为 Courtney
Fung)和新西兰梅西大学防御与安全研究中心高级讲师马克兰泰尼(Marc

Lanteigne)都是长期关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问题的学者.

中国第一部专门讨论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问题的学术著作是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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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党校副教授赵磊的«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实践: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

动研究»,①该书通过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类型、地域、人员、财政等要

素分析,说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履行大国责任、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

举措,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在安全与发展领域形成良性互动、互利共

赢的局面.此外,赵磊和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副教授高心满主编的«中国参

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前沿问题»②一书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中国参与联

合国维和行动阐述最为全面的著作.

除上述作品外,国内外学术期刊上也有相关研究成果,这些文章总结和分

析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程、特点、挑战和前景等,其中大量文章都在

尝试分析中国政府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与原因.

(三)中国成为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坚力量(２０１３年以来)

２０１３年,中国向联合国马里稳定团(MINUSMA)区派出一支１３５人的安

全部队,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在维和行动中执行武装任务.２０１４年,中

国向联合国南苏丹派团(UNMISS)派出７００人成建制的维和步兵营,这是中国

对武力使用原则的再一次突破.２０１５年９月,在联合国维和峰会上,习近平宣

布成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现在已经进入第二年度的运营),建立

８０００人维和待命部队.２０１７年６月,中国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在喀土穆部署

到位.目前,中国派兵人数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多,维和摊款份额高

达１０．２％,位居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以切实

行动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的文章更多在

讨论中国对联合国、对维和机制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提炼

出“中国维和模式”或者“中国和平理念”.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副教授何银

等学者认为,中国为维和贡献了“发展和平”的规范,呼吁中国在维和事务中争

取更大的话语权.③ 与此同时,国防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两本研究维和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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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国际维和学»和«新中国军事外交与国际维和研究»,①里面涉猎中国参与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战略思考,提出维和外交是中国军事外交的主旋律.

二、关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研究的重点与热点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短期内取得快速发展,引发研究者关注,对其

进行不同理论层次的定位.从国际层面来看,有学者认为,中国积极参与联合

国维和行动是扩大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形式,②是有效参与全球公共产品

和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示范.③ 从中国外交层面看,有学者认为,中国参

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的体现,④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一种

“创造性介入”.⑤

关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研究有三个热点议题:中国对维和态度的

变化、中国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中国对维和机制的影响,这三个

问题与前文提到的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三次重大转变有关系.

(一)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变化:主权原则还是武力干涉?

国际维和机制始于１９４８年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UNTSO),大部分学者

都认同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经历了四个阶段: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中

国将“联合国军”看作是帝国主义的警察部队,因此,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持“谴

责批判”的态度;７０年代,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仍有提防,采取“冷静观察”的

态度;８０年代,中国政府逐渐认同维和作用,“有限参与”维和;９０年代至今,中

国在维和行动中逐渐扮演重要角色,是“深入参与”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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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从“坚决反对”到“有限认同”的态度变化有两个重要

基础:一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认识发生改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战

略从意识形态对抗转变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安全利益由重点强

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强调经济建设和政治安全并重,①希望积极营造和平

的国际环境促进内部发展,安全重点的转移增大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的意愿;二是摆脱国际孤立的特殊时期.②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中国对维和的

支持态度,包括对像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阶段(UNOSOMII)那样比较激进

的维和行动的支持,主要是为摆脱国际孤立的局面而做出的灵活调整,目的是

继续改革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正因为如此,中国开始承认联合国维和的原

则和理念.有学者从建构主义视角解释中国态度的变化,认为中国逐渐参与

和学习联合国维和机制,这个过程也让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有了新认识,并

建构中国在维和机制中的新身份,而新身份又进一步影响中国参与维和的

实践.③

维和行动是基于国际正义与合法性的集体安全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国

际干涉行为.中国对维和态度的改变,反映出其对主权概念的新解读.以北

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逸舟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坚守主权命题当代有

效性的同时,也要看到新的主权观应当超越旧式的纯粹法理的层面,以更加丰

富的层次、更加多样的内涵和更具动态感的形态,给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新角色

以更好的理论及政策说明.比如说,主权范畴出现了“层化”趋势,人们更注意

到主权、使用权与管辖权之间人们的不同效用;更重要的,还是将主权观念放

在一种全面的人权观之下加以透视.④ 对主权观的充实与完善,为创新中国的

不干涉主义提供重要基础,为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合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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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军:«关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识»,«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２０
页;赵磊:«中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态度»,«外交评论»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第８０—８６页;周琦、张建岗:«从
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认知的改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５６—
６０页.

JingChen,“ExplainingtheChangeinChinasAttitudetowardUNPeacekeeping:ANormChange
Perspective,”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Vol．１８,No．５８,January２００９,pp．１５７Ｇ１７３．

冯继承:«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
王逸舟:«主权范畴在思考»,«欧洲»２０００年第６期,第９页;JingＧdongYuan,“MultilateralIntervenＧ

tionandStateSovereignty:ChineseViewonUNPeacekeepingOperations,”PoliticalScience,Vol．４９,No．２
January１９９８,p．２８２.



解释.

国外学者也敏感地洞察到中国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问题上对主权原则

的态度变化.中国政府一直坚守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提出的维和

三原则:公正、当事国同意,以及非自卫或安理会授权不使用武力.斯德哥尔

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前主任季北慈认为,中国对主权原则的坚持表现在坚决尊

重当事国意愿问题上,比如,２００８年,中国以违反东道国意愿为由反对安理

会向缅甸进行干涉.不过,中国对支持人道主义救助的任务持积极态度,比

如,１９９２年,中国向柬埔寨派出工程兵大队帮助当地国家建设,还有２０００年

向东帝汶、２００３年向刚果(金)和利比里亚派出维和人员都属于人道主义支

持.① 这种对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认同,促使中国在绝对主权至上原则方面的

松动.

在干预形式上,中国对武力使用和强制维和一直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傅泰林助理教授认为,中国对维和任务的认识与安理会的授权内容有偏差,比

如,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阶段的授权目标是强制维和,但中国代表团认为是

人道主义任务;还有法国绿松石行动的安理会授权为人道主义任务,但中国认

为是强制维和行动.② 还有学者从联合国维和机制本身变化的视角思考,认为

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变化使中国对维和态度更加积极.武力使用成为中国进一

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个阻碍,但２０００年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使其更受

中国的欢迎.２０００年以后,联合国明确了不再亲自执行强制维和行动,而是授

权给有能力的大国或者区域组织行动,比如,２００１年由北约领导的阿富汗国际

安全援助部队(ISAF).③

(二)中国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责任还是利益?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中国逐渐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模,增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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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esGillandChinＧHaoHuang,“ChinasExpandingRoleinPeacekeeping:ProspectsandPolicy
Implications;”AllenCarlson,“HelpingtoKeepthePeace:ChinasRecentStanceonSovereigntyandMulti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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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员的数量和类型,广泛参与全球不同地区的维和任务.中国为什么越来

越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很大一部分学者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分析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和原因.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虽然中

外学者都围绕中国的责任与利益展开,但是各持一方、有破有立.

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这是所有国内文献提到中国参与联

合国维和行动原因的第一条.① 有中国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事实,实力增

长要求中国政府重新界定与之相符的国际社会身份和国际责任.中国作为联

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更有责任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机制,营造和平与安

全的国际环境,给世界和周边国家展现和平形象,这也是打消“中国威胁论”的

有效途径.

一些学者对“负责任大国”说提出质疑,冯康云认为,“负责任大国”是一种

很灵活的说法,②让中国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塑造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话语.斯

德哥尔摩国际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航也认为,很难衡量中国如何

算是“负责任”,③决定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策略的是中国的对外与安全政

策.还有一些研究者也不赞同“负责任大国”说,认为中国纯粹是为谋求自身

利益而进行“维和外交”: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更有资本在联合国争

取高级别岗位;或者通过派出维和保障人员,给当地人建桥修路,促进中国与

当地人友好关系建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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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维和»,«云南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１５２—１５５页;罗建波、将恒昆:«达尔富尔危机的和

解进程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外交评论»２００８年６月,第４４—５０页;赵宇:«从对外政策层面解读我国维和

警务与外交互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１７—２４页;赵宇:«论中国民事警察参与联合

国维和行动的意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１４９—１５０页;YinHe,“ChinasChanging
PolicyonUNPeacekeepingOperations,”p．５０;InternationalCrisisGroup,“ChinasGrowingRoleinUN
Peacekeeping,”p．２０;杜农一等:«新中国军事外交与国际维和研究»,第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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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Hang,“DragonUndertheBlueHelmet:AQuantitativeAnalysisofChinasMotivationforParticiＧ
pationinUNPeacekeepingOperations,”AfricanEastＧAsianAffairs,Issue３,September２０１３,p．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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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能够为中国带来现实益处.首先,国内外研究

普遍承认,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能提高其军队和警察的专业素质,加快军

队的现代化建设.① 通过派出维和人员,中国解放军有机会了解海外作战环

境,增加实战经验,加强中国在海外执行非战争性军事行动的能力.② 促进与

友军交流和学习,③同时也是展示中国军队的能力,起到威慑作用.

其次,维和与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参与联合

国维和行动主要是受经济利益驱使,④不能否认,中国在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

国的参与是有石油等资源回报的,但何银认为,这种个案的分析方式解释力有

限.⑤ 有国外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经济(商务部)和维和(国防部维和事务办

公室)决策程序是相互独立的,而且中国企业的经济行为早于维和干预行动,⑥

“经济利益驱动说”是没有证据的.大部分学者指出,中国通过维和保护其海

外利益是间接的,因为维和可以给冲突地区带去安全和稳定,进而保护当地的

中国人和中国公司的安全与经济利益.⑦

再次,“一个中国”政策不再是决定维和行动的动机.有学者发现,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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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ingRoleinUNPeacekeeping,”p．２０;杜农一等:«新中国军事外交与国际维和研究»,第１７０页.

BatesGillandChinＧHaoHuang,“ChinasExpandingRoleinPeacekeeping:ProspectsandPolicy
Implications,”p．１６;唐永胜:«中国与联合国维和»,«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２年第９期,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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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柔性军事存在»,«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年８月,第２３—２５页.
YinHe,“ChinasChangingPolicyonUNPeacekeepingOperations,”p．４３;回归分析发现,２００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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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利益不是维和派遣行为的主要动机.参见 ChienＧpinLi,“Norm EntrepreneurorInterestMaximiser?:
ChinasParticipation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２００１—２０１０,”China:AnInternationalJournal,
Vol．９,No．２,２０１１,pp．３１３Ｇ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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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年代初期,中国在维和问题上的投票结果与台湾问题有关.① 不过在１９９８

年后,中国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更加倾向于国际合作的角度,②尤其是２００４年

中国向尚未与中国建交的海地共和国派遣维和人员.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尤

其是在非洲地区开展维和行动,确实压缩了台湾的国际空间,使中国在外交上

可以使用更加战略性态度对待台湾问题.

最后,中国的双重身份认知决定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政策.有学者

认为,国家利益是社会建构的,中国有两个身份建构,即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

的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行动都是参照大国和发展

中国家这两个群体的偏好进行的.比如,达尔富尔维和任务区建立之初,英美

法(大国身份)有极强意愿派出维和部队,非盟(发展中国家身份)也有这样的

请求.当时情况是中国与喀土穆关系很好,而且派兵进入达尔富尔地区有极

高安全风险,本不想介入达尔富尔问题.但是,中国不想被孤立,所以,要同这

两种身份的群体保持一致行动,中国最终说服喀土穆政府并派出进入达尔富

尔地区的第一支维和工程兵部队.③

(三)中国在维和事业中的作用:中国贡献与中国方案

中国在联合国有双重身份,既是安理会五常之一的大国,也是最重要的发

展中国家之一,又与这些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异同.通过比较中外学者的

研究,可以看到中国维和模式的独特之处.

在赵磊和高心满主编的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安理会五常国家参与联合

国维和的特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五常国家参与联合国维和的情况各不

同:美国维和政策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借重联合国推行自身利益,一旦联合

国不按其旨意,美国想尽办法将其边缘化,尤其在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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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派出极少,主要是以后勤和情报人员为主的非作战部队;英国出兵率也很

低,但在非联合国指挥的多国部队出兵积极;法国比较重视联合国的行动,派

出人员主要在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的中东地区(如黎巴嫩),而且在秘书处的维

和部门把控要职;俄罗斯保持超脱的态度,派遣人员和提供资金都很少;①而中

国是五常里面派兵人数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第二大出资国.

意大利特伦托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丹妮拉斯克利(DanielaSicurelli)系统

对比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参与维和的不同之处.西方国家进行的维和行动一般

都不在联合国框架下.比如,欧盟框架下的非洲维和行动就不受联合国领导,

欧盟提倡共享主权和良治政府的规范,欧盟出资,采取欧盟—非盟—非洲区域

组织合作这种“共享主权”的方式,通过建立非盟常备军、军事能力培训中心、

预警系统等策略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尊重国家主权,坚

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不附带政治条件原则.结果显示,中国在非洲比欧洲更

受到非洲领导人的欢迎.② 柏林自由大学亚洲问题研究员加利玛莫汉(GariＧ

maMohan)等学者发现,中国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维和理念一样,尊重主权

原则,重视当事国的意愿.他们是维和出兵大国,派出较大规模的安全部队和

战斗部队,比如印度、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加纳等,而且一般参与联合国授

权的维和任务.不过,这些国家的维和人员在维和行动决策层和任务区担任

指挥官的情况较少.③

中外学者大多认为,中国对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具体说

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在人力、财力和政治上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强其行动有效

性.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数量上出现大幅增长,联合国对维和人力

和物力上的需求很大.从１９９０年开始,中国相继派出军事观察员、工程和医

疗等支援部队、安全部队,累计派出３．５万多人,修复道路长达１．３万公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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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３００多座、运输１２０万吨物资超过１３００公里、救助１６万伤病人员;①中国维

和官兵素来准备充分、专业素养过硬、纪律性强,他们对维和任务成功起到重

要作 用.在 财 政 支 持 上,中 国 也 越 来 越 积 极,缴 纳 维 和 摊 款 的 比 例 达 到

１０２％;２０１６年,中国建立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用于支持维和相关

事业.

除物质上的支持外,中国还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宝贵的政治支持,利用

与冲突地区部分政府的特别关系使其同意接受维和行动.② 在达尔富尔维和

任务建立之前,中国政府通过与当地各方力量的沟通、协商,说服苏丹政府

让维和人员进入.中国鼓励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慎用强制和武力的形式.

征得当事国同意,让维和行动具有合法性,让维和任务更具可操作性和有

效性.

第二,中国的积极参与加强了联合国的合法性,巩固联合国在国际维和中

的核心地位.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副教授张逸潇认为,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阶段维和任务的失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减少了

向联合国派员,而更愿意以区域组织或联盟的形式开展“和平行动”,比如,北

约、欧盟在科索沃、波黑、阿富汗等地的行动.③冯康云认为,中国历来只参加联

合国框架下的维和,不参加其他区域组织或者同盟.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对维和行动的积极态度表明对联合国这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尊重,意在

倡导在联合国框架内平等协商、管理冲突,反对任何国家采取单方面行动,侵

犯他国主权.④

第三,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经验形成的新规范和新范式冲击了联

合国建和框架.近些年,有学者开始立足中国自身的发展实践,提出以发展优

先的建设和平新规范.何银认为,当下的联合国建设和平框架是基于“自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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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理念,①通过改革政治体制、组织选举、恢复法律等建立制度的方式,实现

解决冲突、建立可持续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自由和平”下的建设和平任务

参与很有限,②但是,在联合国建和框架外,对非洲冲突后重建等建设和平工作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一种“发展和平”的新规范.③ 近几年来,有更多学者

参与对“发展和平”的讨论.例如,浙江师范大学副研究员王学军、南非国际问

题研究院项目主任克瑞斯艾登等学者,探讨中国的“发展和平”在非洲建设

和平中的实践.这种以发展为优先的建和范式有两个特点:一是以经济建设

为首要目标.在冲突后重建地区,应该首先践行经济发展,满足当地人基本需

求,包括提供住房、食品、基础设施等;二是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强调发挥当事

国的自主权,也注重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主导力.④ 一些学

者认为,在“发展和平”规范的影响下,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也具有

“发展型”特色.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薛磊认为,中国派出的联合

国维和人员在海外进行建桥、修路、排雷、医护等工作,带有支持当地经济建设

和发展的色彩,形成“发展型”的维和参与.⑤ 随着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

挥更大作用,中国主张的“发展和平”模式可能对联合国建和框架产生更多的

影响,这增强了中国在维和领域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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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时间不到３０年,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的研究也是最近十几年才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国

内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军警系统的附属研究院所,如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国

防科技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也有高校或者中国社会科

学院的研究力量,而国外研究者主要是大学教授或者智库研究员.最近几年,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文,也有一些英文文章翻译刊载在中

文期刊.从研究视角上看,军警系统背景的研究者更倾向提出政策建议;高校

研究者更多用理论框架解释一些问题,比如,关于外国学者对中国官方说法提

出的质疑,他们会集中探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是不是因为做“负

责任大国”的问题上.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逐渐从一个

国际规范的“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和“供应者”的角色发展.在中国参与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议题上,也能看到这样的转变.过去的研究侧重解释中

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及态度变化的原因,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文章

在讲中国的维和方案、中国的“发展和平”规范.国内外学者都注意到“发展促

和平”的议题,但如何将“发展和平”进一步理论化,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学术

界的研究热点.尤其当下是联合国和平行动改革的新阶段,联合国也期待中

国在维和建和领域提出新理念和新思路.

基于对中国维和实践和理念的进一步完善,更加宏大的目标是形成独立

的“中国维和学”.从学科建立角度看,维和研究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法、国际

组织、军事学等内容,因此,需要运用跨学科的知识和理论进行研究.研究者

需要运用上述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对预防性外交、建设和平、人道主义干预、平

民保护、冲突管理等问题进行基础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研究框架和范

式,并以此指导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的实践,也为中国创新不干涉原则寻找突

破口.从维和战略角度看,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既涉及国防和军事,也关

系到外交和战略.目前,主要由国防和军事部门负责管理和协调我国参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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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维和,但是,还需要把维和作为我国多边外交和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因

此,要在综合分析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地缘政治、国际环境、多边外交等基础

上形成中国的参与战略.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中国外交特别是联

合国外交的转型、建设性和引领性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和提供公共(安全)产

品等方面,对战略选择进行前瞻性和开拓性的研究.

另外,有一项基础工作值得重视,即客观详细地梳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历史.纵观国际维和学科的发展脉络,早期的研究注重详尽、准确地描

述每个维和行动从创建到落实的整个过程,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① 目前尚

缺乏全面介绍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的著述,尤其是对中国２０００年

以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梳理.维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研究领域,大部分

研究者很难获得一手材料,主要依靠官方文件或媒体报道.如果能够客观、细

致地呈现历史故事,对于后续研究是一笔宝贵财富.

另一个未来研究重点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层面.根据笔者

对国防部维和中心官员和维和问题研究专家的访谈了解,维和实操人员和学

界都认为有必要且急需研究维和行动中操作性的具体问题,比如,对维和行动

如何部署、如何开展、如何培训等.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威胁,如何保障本国

维和人员安全是一个重要话题.２０１４年,中国派出成建制的维和步兵营,探讨

维和步兵营在维和行动中的应用,对中国维和实践很有价值.这方面的研究

应该充分发挥军警院校的优势,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

心负责对维和人员进行派出前的培训,许多任教老师都有维和经验,并与前方

维和人员有密切联系,他们的研究和政策建议将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有启发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通过梳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程,可以发现大部

分研究多为历史叙述,缺少理论框架.② 国内研究多为“叙述—归纳”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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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展望”,①有极少定量方法的文章.② 国外研究有两方面值得借鉴:一是使

用过程追踪方法(ProcessTracingMethod),具体分析某个维和案例,分析很深

入.比如,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广野美和(MiwaHirono)在

«在当地民众中建立信任:维和中的公正性原则»一文中,③追踪中国早期支持

柬埔寨红色高棉及后来支持西哈努克的政策变化,认为中国形成的“双重外交

政策”使当地人认可中国参与联合国驻柬埔寨维和行动的公正性;另一个是国

外研究过程中加入很多访谈,比如,在国际危机组织④的报告里涉及大量对联

合国及中国维和一线人员的访谈,冯康云的文章里也是基于很多这样的采

访完成的.适当的访谈不仅可以拓宽研究者的研究思路,还可以增强解

释力.

在交流合作上,应该增加研究者与维和实务人员的沟通.国内方面,中国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偏向政策研究,但研究中的预测似乎与国内维和

政策决策相差较远.比如,２００２年,有学者预测“中国将可能更重视周边地区

维和行动,对安全与稳定的作用较多体现在地区范围”,⑤但在第二年,中国就

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也就是非洲派出维和部队;再比如,２０１１年,有学者认为,

“中国短时间不应该大规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⑥而在２０１３年中国就突破

性地向马里特派团派出安全部队.很明显,国内维和政策已经走在学术预测

前面,因此,应该加强政学沟通.在国际方面,学者应该多与联合国维和机构

交流,贡献中国智慧.比如,李东燕等学者参加公谊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ServiceCommittee)组织的考察团,到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维和

任务区考察,⑦后到纽约联合国总部与维和官员进行交流.联合国维和行动

的重大审议报告也需要中国的声音,中国对维和机制的创新也需要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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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随着中国逐渐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对维和投入更大的支持,

相关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既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机

制,也让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和平理念.由此看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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