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２０２０年 第５期

比较区域研究视域下的中亚研究
∗

曾向红∗∗

内容提要 中亚国家独立近３０年来,中国的中亚研究取得了重

要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理论研究和政

策研究之间的明显脱节.近年来兴起的比较区域研究或许是提高中

亚研究学理水平的有效路径.比较区域研究包括区域内比较、区域

间比较、跨区域比较三种比较方式.中亚五国相似的国家发展历程,
为开展区域内比较提供了机遇;中亚地区与高加索地区同属一个地

区安全复合体且面临相似的地区结构环境,它们是开展地区间比较

的理想案例;中亚地区与中东地区均发生过“颜色革命”,且这两个地

区伊斯兰文化均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为跨区域比较提供了条件.采

用比较区域研究可拓展中亚研究的研究领域,推进中亚研究与政治

学等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研究述评 中亚研究 比较区域研

究 区域内比较 跨区域比较 区域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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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尽管中亚地区仅包含哈

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个国家,
但由于五国地处欧亚地区的通衢之地和各大文明交汇之处,毗邻中国、俄罗

斯、伊朗、阿富汗等地区大国或形势动荡之地,加之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
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这些因素使中亚成为世界各主要行为体高度重视并积极

介入的地区.自中亚国家１９９１年独立以来,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印度、
伊朗、日本、韩国、土耳其、巴基斯坦等行为体均积极介入中亚事务,以致学术

界使用“新大博弈”(TheNewGreatGame)一词来描述它们在中亚地区的竞合

关系.① 不论使用这一术语描述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是否准确,确定无疑的

是,世界上各主要行为体均想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以增强自身在国际事

务中纵横捭阖的筹码.
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该地区进行了诸多研究,产生了丰

富的研究成果.② 如在英语世界,仅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这十年间,用英文发表的关

于中亚问题的论著(包括学位论文、专著、工作论文、会议论文等)就有１８９６
部.③ 随着美国在“９１１”事件后加大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力度,西方最近２０年

来关于中亚问题的论著数量不断增加.④ 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在西

方,中亚研究或包括中亚研究在内的欧亚研究(EurasianStudies)或中央欧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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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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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大博弈”的成果众多,参见 KlevemanLutz,TheNewGreatGame:BloodandOilinCenＧ
tralAsia,AtlanticMonthlyPress,２００３;MariaRaquelFreireandRogerE．Kanet,eds．,KeyPlayersand
RegionalDynamicsinEurasia:TheReturnofthe “GreatGame,”NewYork: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１０;
AlexanderCooley,GreatGames,LocalRules:TheNewGreatPowerContestforCentralAsia,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２;潘志平:«中亚的地缘政治:“大博弈”与“小博弈”»,«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

第２期,等等.
对冷战时期西方学界关于中亚问题研究成果的梳理,参见 WillMyer,IslamandColonialism:

WesternPerspectiveonSovietAsia,NewYork:Routledge,２００２.
参见“TheHecticReemergenceofCentralAsiainInternationalAffairsandtheRegionsRegresＧ

sion,”NationalitiesPapers,Vol．３０,No．１,２００２,pp３７Ｇ１８８;EdwardA．Allworth,“CentralAsiainthe
１９９０s:AnAnnotatedBibliographyofBooksandPamphletsPublishedinEnglishduringthePresentDecade
byJournalists,Politicians,Scholars,Students,TravelersandOthers,”CentralAsiaMonitor,No．５,１９９５;
No．２,１９９６;No．３,１９９６;No．５,１９９６;No．２,１９９７;No．１,１９９８;No．５,１９９８;No．１,１９９９,No．４,１９９９.

对西方自“９１１”事件以来成果特征的总结性分析,参见 AmandaE．Wooden,etal．,“Revealing
OrderintheChaos:FieldExperiencesandMethodologiesofPoliticalandSocialResearchonCentralEuraＧ
sia,”inAmandaE．WoodenandChristophH．Stefes,eds．,ThePoliticsofTransitioninCentralAsiaand
theCaucasus:EnduringLegaciesand EmergingChallenges,New York:Routledge,２００９,pp３０Ｇ７１;
LeonardA．Stone,“ResearchDevelopmentsinContemporaryCentralEurasianStudies,”CentralAsianSurＧ
vey,Vol．２４,No．４,２００５,pp４４１Ｇ４５１;LeonardA．Stone,“CentralAsianStudies,”JournalofThird
WorldStudies,Vol．２９,No．１,２０１２,pp１７５Ｇ２０２;曾向红、杨恕:«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及其政治

效应»,«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９３—１１３页.



研究(CentralEurasianStudies),已成为一个相对自主的研究领域.① 而在中

国,作为区域研究一部分的中亚研究,也产生不少研究成果.尤其是２０１３年９
月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先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
国内学术界对中亚地区的关注急剧上升,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② 大体而

言,国内学术界在中亚研究领域取得明显进展,这有助于人们了解和把握中亚

地区的形势发展、维护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国家利益.
然而,目前国内中亚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

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研究员总结出目前国内中亚研究存在以下五方面问

题:其一,研究内容相对单一,研究议题明显不平衡;其二,中亚研究在一定程

度上附属于对俄罗斯的研究,在学科体系建设中的地位不高;其三,对中亚分

国别的研究不足,尤其对土库曼斯坦的了解非常有限;其四,研究方法较为陈

旧,缺乏研究方法的创新;其五,青年人才的培养滞后,现有研究力量难以有效

整合.③ 除了这些不足,国内中亚研究还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即区域研究者很

少借鉴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理论进行理论构建与假设验证,由此导致中亚研究

成果与相关学科(如政治学等)之间存在明显且严重的脱节.这一现象并不利

于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也无益于区域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缺乏相关

理论指导的区域研究难以做出普遍性的知识贡献,而忽视区域国别实践的学

科理论成果也难以解释鲜活、具体、丰富的区域国别事实.随着“一带一路”倡
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学科理论与中亚研究相脱节的状况有所改

善,但国内中亚研究学理化程度较低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尝试从比较区域研究这一分析路径出发,探讨提高中亚研究学理化

水平的具体方式及操作方法.为此,本文将首先对比较区域研究进行简要介

绍;然后分别从区域内比较、区域间比较、跨区域比较三个方面出发,讨论将中

亚地区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分析所能带来的启示;最后对本文的发现进行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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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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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H．StefesandAmandaE．Wooden,“TemptingTwoFates: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
forUnderstandingCentralEurasianTransitions,”inAmandaE．WoodenandChristophH．Stefes,eds．,
ThePoliticsofTransitioninCentralAsiaandtheCaucasus:EnduringLegaciesandEmergingChallenges,
NewYork:Routledge,２００９,pp３Ｇ２９．

对国内中亚研究进展与不足的总结,参见许涛、梁泽:«中国中亚问题研究概览:回顾、问题与前景»,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８１—９２页;曾向红:«“一带一路”倡议的智力支持:中亚研究的现

状与未来»,«国际展望»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２０页;孙壮志、王海媚:«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亚研究:进展与

不足———孙壮志研究员访谈»,«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１４３—１６０页;孙壮志:«中国中亚研究７０
年:成就与问题»,«辽宁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８页;肖斌:«中国中亚研究:知识增长、知识发现和

努力方向»,«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２６页等.
孙壮志:«中国中亚研究７０年:成就与问题»,第５—６页.



要总结.在讨论比较区域研究对中亚研究的启示时,本文将根据笔者在研究

中亚问题中积累的经验,同时参考国内外有关中亚问题研究的相关成果,通过

运用文本分析、案例研究、比较研究、事实归纳、逻辑演绎、反事实推理等研究

方法,以简要讨论在中亚研究中如何运用比较区域研究这一分析路径,并扼要

分析其可能带来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一、比较区域研究的类型及其异同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生产方式,区域研究近年来重新得到人们的广

泛关注和讨论.尤其是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内学术界对于加强

区域国别研究的呼声变得更加强烈.① 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人们有必要借助

“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实施之机推进区域研究的均衡布局和全面谋划,

加强区域问题研究与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主流学科的沟通与融合,借鉴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区域研究中积累的大量经验,避免重蹈对第三世界国家采

取“东方主义”视角,以及割裂区域研究与学科发展之间的联系等覆辙,尽快完

善人才培养体系、提高理论和方法创新意识,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

与区域研究范式”.其中,需要加强区域研究与学科理论之间的争鸣与融合,

已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这也被视为有助于区域研究摆脱低水平重复和“例外

论”、借助丰富区域“在地”知识实现理论或范式创新的重要前提.这一观点的

实质在于,区域研究集中关注特定的地区或区域,导致其产生的知识具有“在
地化”“语境化”“褊狭性”等特征,而学科知识具有“普遍性”“普适化”“通则化”

等特征;两者虽然对于丰富人类社会的认识至关重要,但区域研究的知识如果

无法上升为学科知识,难免会有“自说自话”“画地为牢”的缺陷,不具备充分的

科学性.② 而要提高区域研究的认可度和学科地位,促进其与学科知识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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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程多闻:«比较政治学和区域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互鉴与融合»,«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
期,第３５—５０页;程多闻:«区域研究与学科之间的争论与融合»,«国际观察»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３５—１５４
页;程多闻:«国际学界对区域研究的反思与再定位»,«国际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１２５—１３９页;任晓:«本
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２１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第８７—９８
页;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５９—７７页;任晓、孙志强:«区域国别研

究的发展历程、趋势和方向:任晓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１３４—１６０页;李晨阳:«关于

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第１４３—１５５页等.
尽管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反映了现代西方世界观居于统治地位以来对地方性知识的蔑视和西方所具

有的权力与知识霸权,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前的知识谱系中,对普遍性知识的推崇已成为学术界的基本

共识.



相互参照和彼此借鉴是必由之路.

至于如何实现区域研究与学科之间的争论和融合,学术界提出多种研究

路径.如哈佛大学非洲问题专家罗伯特贝茨(RobertH．Bates)教授提出

“分析性叙述”的研究路径.该路径关注区域研究的地方性知识,同时,更强调

地方行为体在特定的地方环境中做出具有普遍解释能力的战略选择,正因如

此,博弈论是“分析性叙述”中非常重要的研究工具.① 美利坚大学的国际关系

理论家阿米塔阿查亚(AmitavAcharya)教授一方面呼吁构建新的全球国际

关系理论,旨在对世界各地区理解国际关系的独特视角表示尊重;②另一方面,

为提高东南亚研究的学理化水平,他提出两种有助于推进区域研究和国际关

系等学科融合的具体路径,即“跨国区域研究”(transnationalareastudies)与
“学科地区研究”(disciplinaryregionalstudies).③ 前者主要基于区域研究的传

统对区域间异同进行比较分析,而后者则倡导运用相关学科(如国际关系学

等)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涉及区域研究的议题进行深度考察.就研究主体而

言,前一种路径有赖于熟稔地区事务的区域研究者参与,但要求他们超越对

特定地区的关注,将研究视界置于更广阔的区域或国际环境中;后者则呼吁

受过扎实学科训练的学者扎根到特定地区,去检验、修正、构建具有深厚地

区性的普遍性学科知识.这两种研究路径均反映出阿查亚希望加强区域研

究与学科理论之间融合的态度.此外,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简库

别克(JanKubik)则呼吁采取跨学科研究方式,既强调运用大样本数据分析

和基于博弈论模型的研究方法,也强调关注社会过程的社会学分析,还关注

区域内或区域间意义生产、传递与解构的诠释学过程,同时注重考究历史过

程与细节.④

在近年来对区域研究的反思、重构与再定位的过程中,比较区域研究

(comparativeareastudies)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也被认为是弥合区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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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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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H．Bates,“AreaStudiesandPoliticalScience:RuptureandPossibleSynthesis,”Africa
Today,Vol．４４,No．２,１９９７,pp１２３Ｇ１３１．

AmitavAcharyaandBarryBuzan,eds．,NonＧWester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Perspectives
onandBeyondAsia,NewYork:Routledge,２０１０;〔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迈向全球国际

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张发林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２５—３４页.
AmitavAcharya,“RemakingSoutheastAsianStudies:Doubt,DesireandthePromiseofCompariＧ

sons,”PacificAffairs,Vol．８７,No．３,２０１４,pp４６３Ｇ３８３．
JanKubik,“BetweenContextualizationandComparison:AThornyRelationshipbetweenEastEuＧ

ropeanStudiesandDisciplinary ‘Mainstreams’,”EastEuropeanPoliticsandSocieties:andCultures,
Vol．２９,No．２,２０１５,p３６２．



与主流学科之间鸿沟的研究路径之一.较早讨论比较区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是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GermanInstituteofGlobalandAreaStudies)教授

马蒂亚斯巴斯杜(MatthiasBasedau)与帕特里克科内尔(PatrickKöllner)

在２００７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区域研究、比较区域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的论文.①

此后,比较区域研究在政治学研究,包括比较政治学以及有关政治学研究方法

的讨论中得到普遍运用,而牛津大学２０１８年出版的论文集«比较区域研究:方
法理由与跨区域运用»则是讨论并运用这一路径的代表作.② 根据德国全球与

区域研究所的界定,所谓“比较区域研究”是“结合情景敏感性(contextsensiＧ
tivity)并将比较方法作为合适的区域知识手段所生产的知识,这些知识既有助

于学科和理论争鸣,也可以为具体案例提供洞见”.③ 换言之,比较区域研究同

时强调区域研究的通则性与具体性,即一方面致力于通过运用比较研究方法

促进区域研究与学科理论之间的融合,另一方面又强调研究者需要意识到区

域研究过程中的局限性———“受限比较”(controlledcomparisons),④因此,需要

研究者对区域内或区域间的具体情景给予更充分的关注.

比较区域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在研究实践中可分为区域内比较(intraＧ
regionalcomparison)、跨区域比较(crossＧregionalcomparison)与区域间比较

(interＧregionalcomparison)三种理想类型.首先,区域内比较是指“就给定区

域不同地理实体之间不同层面或不同现象进行研究,比如拉美的劳工运动及

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或后苏联时期中亚的选举体系”.区域内比较是区

域研究中较为传统和常见的比较方式,在比较区域研究兴起之前即已得到普

遍使用;其次,跨区域比较是指“比较不同区域的各种分析单位”,这种分析单

位既可以是指民族国家,也可以是国家内部的社会制度、社会各部门或其他次

国家单位(包括政党、地方行政当局、社会力量等)等.这种比较方法在传统的

比较政治研究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运用,但在案例选择上,跨区域比较更青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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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MatthiasBasedauandPatrickKöllner,“AreaStudies,ComparativeAreaStudies,andtheStudyof
Politics:Context,Substance,andMethodologicalChallenges,”ZeitschriftfürVergleichendePolitikwisＧ
senschaft,Vol．１,No．１,２００７,pp１０５Ｇ１２４．

ArielI．Ahram,etal．,eds．,ComparativeAreaStudiesMethodologicalRationalesandCrossReＧ
gionalApplication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８．

GermanInstituteofGlobalandAreaStudies,“Idea,”https://www．gigaＧhamburg．de/en/idea,
２０２０Ｇ０７Ｇ０２．

MikkoHuotariandJürgenRüland,“Context,Concepts,andComparisoninSoutheastAsianStudＧ
ies,”inArielI．Ahram,etal．,eds．,ComparativeAreaStudiesMethodologicalRationalesandCrossReＧ
gionalApplications,pp８５Ｇ１０２．



是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本身或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比较尚不多见;最后,区
域间比较是以区域作为整体“识别各地区的模式并进行相互比较”.在既有的

研究中,有关民主化浪潮、工业化、全球化、区域化等波及各个地区的发展思潮

或浪潮,均有意无意地使用了区域间比较的研究路径.①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

中,区域内比较、跨区域比较与区域间比较之间的异同如下表所示.

表　比较区域研究三种比较路径之间的异同

比较策略 描述 分析单位 比较模式
区域凝聚力

(cohesionofregional)

区域内比较
考察 同 一 区 域 中 的

个别国家
国家

有限通则化(boundＧ
edgeneralization)

区域具有凝聚力,但分析

上不能一概而论

跨区域比较
考察 不 同 区 域 的 不

同国家

国家或其

他单元

情境化比较(contexＧ
tualizedcomparison)

在分析上区域让位于其

他情境性因素

区域间比较
将整 个 区 域 作 为 单

元进行考察

区域作为

系统
情境化比较

区域具有凝聚力,分析上

被视为具有同一性

　　资料来源:ArielI．Ahram,“ComparativeAreaStudiesandtheAnalyticalChallengeofDifＧ
fusion:ExplainingOutcomesintheArabSpringandBeyond,”inArielI．Ahram,etal．,eds．,
ComparativeArea Studies:MethodologicalRationalesand Cross Regional Applications,
p１５７.

相对于传统区域研究中所使用的比较研究方法,比较区域研究具有一定

的特色与优势,如促进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等)和区域研究在概念、理论、分
析、框架等方面的相互借鉴;通过比较以考察和验证特定理论、概念的适用范

围,明确它们的使用界限;在对具有丰富情境敏感性特征的多个案例进行比较

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新的概念或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或超越区域研究中

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局限;改善区域研究者在关注某个特定区域时存在“视
野受限的问题”(restrictedＧhorizonsproblem);②揭示或提炼地区内或地区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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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MatthiasBasedauandPatrickKöllner,“AreaStudies,ComparativeAreaStudies,andtheStudyof
Politics:Context,Substance,andMethodologicalChallenges,”pp１１０Ｇ１１２．

参见程多闻:«区域研究与学科之间的争论与融合»,第１４８—１５２页;PatrickKöllner,etal．,“ComＧ
parativeAreaStudies:WhatItIs,WhatItCanDo,”inArielI．Ahram,etal．,eds．,ComparativeArea
StudiesMethodologicalRationalesandCrossRegionalApplications,pp３Ｇ２６;ChristianvonSoestandAlＧ
exanderStroh,“ComparisonsacrossWorldRegions,ManagingConceptual,Methodological,andPractical
Challenges,”inArielI．Ahram,etal．,eds．,ComparativeAreaStudiesMethodologicalRationalesand
CrossRegionalApplications,pp６６Ｇ８４.



种社会现象相互关联或彼此影响的机制(如扩散、模仿、竞争等)等.① 尽管比

较区域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如不同区域的类似现象是否具有可比性,具体化

与通则化之间能否达到适当平衡,通过比较研究提炼的机制可能存在“过度决

定”和“重要性多变”等.② 但是,考虑到比较区域研究具有弥合区域研究与学

科知识之间鸿沟的丰富潜力,而且其带来的附加值超过可能存在的风险,故近

年来,比较区域研究得到人们日益增加的关注.
本文尝试通过运用比较区域研究这一分析路径以探讨提高中亚研究学理

化水平的具体方式.毋庸置疑,提高中亚研究学理化水平的具体方式多种多

样,但比较区域研究似乎是弥合中亚研究与政治学等学科之间学术鸿沟的有

效路径,这主要是因为中亚地区是运用该研究路径的“完美案例”.苏联的解

体带来１５个加盟共和国国家的独立,并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

与政治实验”,这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用以检验并构建社会科学理论的“天然

实验室”.③ 苏联的１５个加盟共和国长期处于一个主权国家的框架内,由此,
在独立初期,各国在制度和政策方面大同小异,而且彼此间存在着紧密联系;
然而,各国获得独立后,它们开始走上具有差异的发展道路.这些国家异中有

同、同中有异的发展状况,为国内学术界检验相关理论、提出新的学术命题提

供了难得的机遇.中亚五国相对于其他新独立国家的独特之处是,它们在苏

联出现之前并无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经历.这种经历的缺失和独立后有同有

异的发展轨迹,为人们对中亚五国进行内部比较与其他区域进行外部比较提

供了较为罕见的案例.鉴于此,本文将比较区域研究的三条具体路径运用到

中亚研究中,探讨不同研究路径为开展中亚研究所能带来的启示.需要强调

的是,本文的讨论仅仅是提示性和启发性的,无意也不可能穷尽在中亚研究中

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所有对象和方式.

二、中亚研究中的区域内比较

中亚五国自独立之后,在内政外交等领域的发展既有相似性,也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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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阿查亚特别强调区域间比较中扩散机制的重要性,并认为基于“学科地区研究”的比较有助于“为地

区间扩散的因果机制提供理论与方法工具箱,并使得比较更为系统,也更富普遍价值”.参见 Amitav
Acharya,“RemakingSoutheastAsianStudies:Doubt,DesireandthePromiseofComparisons,”p４８３.

赵鼎新:«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９—２１页.
JanKubik,“BetweenContextualizationandComparison:AThornyRelationshipbetweenEastEuＧ

ropeanStudiesandDisciplinary‘Mainstreams’,”p３６１．



差异.由于本文所指的中亚地区仅涵盖中亚五国,样本量虽小,但由于五国

独立３０年走过了较长的道路,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诸多领

域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故针对中亚国家开展区域内比较涉及的议题非

常广泛.相较而言,由于国家建设和民族构建是各国独立后面临的首要任

务,加之各国在内政上的差异远比各国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差异更加繁杂,故
整体而言,在中亚研究中运用区域内比较大致可以从内政与外交两方面

入手.

在内政方面,中亚五国之间既有诸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少差异.国内外不

少研究成果均注意到,中亚五国在政治体制上具有“家族相似性”,即各国均确

立相似的“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政治模式、①以维护统治精英的政治生存

和既得利益为优先目标.对于中亚各国确立的这些体制,国外研究者通常冠

以“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Authoritarianism)、“半威权主义”(SemiＧauＧ
thoritarianism)、“混合型体制”(HybridRegimes)、“虚拟民主国家”(virtualdeＧ
mocracy)、“世袭威权体制”(PatrimonialAuthoritarianRegimes)等名称,意思

是中亚国家的民主只是徒有其表,实际上追求的是威权体制.② 西方学界以西

方自由民主模式作为样板来评估中亚各国政治发展状况的做法应予以批判,

因为这些术语的背后承载着西方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学术研究中的“西
方中心主义”.对于中亚各国确立的政治治理模式,可称“可控民主”模式,③或

“秩序优先”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亚五国都将强有力的

总统视为保障国家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至于在政治民主与社会开放

程度上,五国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如吉尔吉斯斯坦相对于其他中亚国家开放程

度更高,社会力量也更为强大.由于积极配合实施欧盟、美国等西方行为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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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潘志平:«中亚国家政治体制的选择:世俗、民主、威权、无政府»,«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１期,第８—１４页;朱新光、武斌、张深远:«冷战后中亚威权主义政治新探»,«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３
期,第２０４—２０７页.

StevenLevitskyandLucanA．Way,CompetitiveAuthoritarianism:HybridRegimesafterthe
ColdWa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MarinaOttaway,DemocracyChallenged:The
RiseofSemiＧauthoritarianism,Washington,D．C．: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２００３;
PayamForoughiand Uguloy Mukhtorova,“HelsinkisCounterintuitiveEffect? OSCE/ODIHRsElection
ObservationMissionsandSolidificationofVirtualDemocracyinPostＧCommunistCentralAsia:TheCaseof
Tajikistan,２０００Ｇ２０１３,”CentralAsianSurvey,Vol．３６,No．３,２０１７,pp３７３Ｇ３９０;KathleenCollins,“EcoＧ
nomicandSecurityRegionalismamongPatrimonialAuthoritarianRegimes:TheCaseofCentralAsia,”EuＧ
ropeＧAsiaStudies,Vol．６１,No．２,２００９,pp２４９Ｇ２８１．

朱新光、苏萍:«“可控民主”:中亚民主化道路的理性选择»,«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１７—
２３页;马超:«中亚“可控民主”的路径依赖分析»,«西伯利亚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６６—７０页.



中亚地区推进民主的规范议程,吉尔吉斯斯坦曾得到西方的颇多赞誉,甚至被

称之为“中亚的瑞士”.① 而土库曼斯坦则奉行“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其与外

界的交往联系程度、国内对社会力量的开放程度均是中亚五国中最低的;而哈

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则介于吉尔吉斯斯坦与土库曼斯坦

之间.②

各国权力分配或制度设置的差异,对于国家稳定无疑会产生影响.比如,
尽管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开放程度和民主自由程度较高,但其国家稳定程度却

是中亚五国中最为脆弱的.③ 如吉尔吉斯斯坦曾于２００５年与２０１０年两次发

生“颜色革命”,导致政权非正常更迭;２０１０年６月,吉南部地区发生的族群冲

突几乎重演了１９９０年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前在吉南部地区出现的族群冲突.④

按照西方的评价标准,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程度最高,为何吉尔吉斯斯坦政局

却最脆弱? 对于这一问题,纯粹从吉尔吉斯斯坦的角度进行分析远远不够.
要探究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稳定的原因与机制,还需进行区域内比较,以尽

可能控制其他影响中亚国家政局稳定的因素.从区域内比较视角出发,可以

从政治体制或政治文化、⑤资源禀赋、国家能力、⑥族群政策与民族关系、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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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１９９２年,美国国务院斯特普塔尔博特用“中亚的瑞士”一词描述吉尔吉斯斯坦,此后该类比不胫

而走.此外,吉也被称之为“民主之岛”.ChristianBoehm,“DemocracyasaProject:PerceptionsofDemocＧ
racywithintheWorldofProjectsinFormerSovietKyrgyzstan,”TheAnthropologyofEastEuropeReview,
Vol．１７,No．１,１９９９,pp４９Ｇ５８;JohnAnderson,Kyrgyzstan:CentralAsiasIslandofDemocracy? AmＧ
sterdam:HarwoodAcademic,１９９９.

PaulineJonesLuong,InstitutionalChangeandPoliticalContinuityinPostＧSovietCentralAsia:
Power,Perceptions,andPacts,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２．

EdwardSchatz,“TheSoftAuthoritarianToolKit:AgendaＧSettingPowerinKazakhstanandKyrgＧ
yzstan,”ComparativePolitics,Vol．４１,No．２,２００９,pp２０３Ｇ２２２．

ValeryTishkov,“‘DontKillMe,ImaKyrgyz!’:AnAnthropologicalAnalysisofViolenceinthe
OshEthnicConflict,”JournalofPeaceResearch,Vol．３２,No．２,１９９５,pp１３３Ｇ１４９;DavidGulletteand
JohnHeathershaw,“TheAffectivePoliticsofSovereignty:Reflectingonthe２０１０ConflictinKyrgyzstan,”
NationalitiesPapers,Vol．４３,No．１,２０１５,pp１２２Ｇ１３９．

MariyaY．Omelicheva,“AuthoritarianLegitimation:AssessingDiscoursesofLegitimacyinKaＧ
zakhstanandUzbekistan,”CentralAsianSurvey,Vol．３５,No．４,２０１６,pp４８１Ｇ５００;EricaMarat,“ImagＧ
inedPast,UncertainFuture:TheCreationofNationalIdeologiesinKyrgyzstanandTajikistan,”Problems
ofPostＧCommunism,Vol．５５,No．１,２００８,pp１２Ｇ２４．

SallyN．CummingsandOleNørgaard,“ConceptualisingStateCapacity:ComparingKazakhstan
andKyrgyzstan,”PoliticalStudies,Vol．５２,No．４,２００４,pp６８５Ｇ７０８．

MatteoFumagalli,“FramingEthnicMinorityMobilisationinCentralAsia:TheCasesofUzbeksin
KyrgyzstanandTajikistan,”EuropeＧAsiaStudies,Vol．５９,No．４,２００７,pp５６７Ｇ５９０．



央—地方关系、①边界政策等角度入手,②对吉尔吉斯斯坦与其他中亚国家进行

比较研究.与吉政局稳定相关的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尽管吉尔吉斯斯

坦国内稳定形势不容乐观,但是两次族群冲突、两次“颜色革命”,以及其他社

会危机,均未导致吉尔吉斯斯坦走向内战.然而,塔吉克斯坦却没有那么幸

运,塔吉克斯坦独立后不久即爆发一场持续五年(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的残酷内战,

而其他三个中亚国家则未出现将整个国家拖入内战深渊的严重危机.为何出

现这种局面,同样有赖于研究者运用区域内比较的研究路径对此进行分析,③

如此才能提炼出影响中亚各国政局稳定的有效因素或作用机制.

当然,对中亚五国内政问题进行区域内比较,不应局限于对各国政治体制

或稳定程度的分析.事实上,中亚各国在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现象

均可纳入区域内比较的研究视野.比如,在中亚各国政治生活中,“部族”
(clan)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涉及政治动员、资源分配、权力争夺等.然而,

在此背景下,在中亚五国中具体产生作用的部族类型、区分依据、历史演进、动
员模式等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故要明晰部族在中亚五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

的真正意义,既需要对不同国家部族传承与运作情况有深入的情境化理解,同
时,还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分析.④ 就学科角度而言,这种研

究还需要与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政治文化、象征政治或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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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lJ．Melvin,“PatternsofCentreＧRegionalRelationsinCentralAsia:TheCasesofKazakhstan,
theKyrgyzRepublicandUzbekistan,”Regional&FederalStudies,Vol．１１,No．３,２００１,pp１６５Ｇ１９３．

对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在边界问题上态度或政策的深入比较,参见 NickMegoran,“ReＧ
thinkingtheStudyofInternationalBoundaries:ABiographyoftheKyrgyzstanＧUzbekistanBoundary,”AnＧ
nalsoftheAssociationofAmericanGeographers,Vol．１０２,No．２,２０１２,pp４６４Ｇ４８１;NickMegoran,“The
CriticalGeopoliticsoftheUzbekistanＧKyrgyzstanFerghanaValleyBoundaryDispute,１９９９Ｇ２０００,”Political
Geography,Vol．２３,No．６,２００４,pp７３１Ｇ７６４;NickMegoran,“TheCriticalGeopoliticsofDangerinUzＧ
bekistanandKyrgyzstan,”EnvironmentandPlanningD:SocietyandSpace,Vol．２３,No．４,２００５,pp５５５Ｇ
５８０.

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曾向红、陈一一:«为何爆发内战: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比较»,«国
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９１—１２４页;IdilTunçerＧKilavuz,“UnderstandingCivilWar:AComparison
ofTajikistanandUzbekistan,”EuropeＧAsiaStudies,Vol．６３,No．２,２０１１,pp２６３Ｇ２９０;IdilTunçerＧKilaＧ
vuz,Power,NetworksandViolentConflictinCentralAsia:AComparisonofTajikistanandUzbekistan,
NewYork:Routledge,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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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TunçerＧKılavuz,“PoliticalandSocialNetworksinTajikistanandUzbekistan:‘Clan’,Region
andBeyond,”CentralAsianSurvey,Vol．２８,No．３,２００９,pp３２３Ｇ３３４;KathleenCollins,ClanPoliticsand
RegimeTransitioninCentralAsia,New 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S．FrederickStarr,
Clans,AuthoritarianRulers,andParliamentsinCentralAsia,Washington,D．C．:CentralAsiaＧCaucasus
InstituteandSilkRoadStudiesProgram,June２００６;MelissaM．Burn,LoyaltyandOrder:ClanIdentity
andPoliticalPreferenceinKyrgyzstanandKazakhstan,Ph．D．dissertation,GeorgeMason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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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制度联系起来,通过这种区域内比较,或许可促进中亚研究与学科研究

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彼此借鉴.① 再比如,对中亚地区恐怖主义的研究同样可采

取区域内比较的方法.现有研究成果较多地着眼于中亚恐怖主义的发展态

势、经济社会根源、政治效应、各国政府的应对举措等议题,其中多数属于描述

性研究,但疏于对这些议题进行区域内比较,由此导致现有成果学理程度不

高,存在较为明显的重复研究.② 事实上,对中亚五国的恐怖主义问题进行区

域内比较,将有效提高中亚恐怖主义研究议题的研究深度.如堪萨斯大学的

副教授、中亚安全问题研究专家玛丽亚奥梅丽切娃(MariyaY．Omelicheva)

从政治心理学、社会运动理论等角度出发,对中亚各国在反恐政策和反恐国际

合作方面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极大深化了对中亚恐怖主义现象的理解,也有

助于促进中亚安全问题与相关社会科学理论之间的对话.③

此外,中亚国家在其他方面同样存在不少差异.如中亚五国在经济领域

采取的政策存在明显差异:有的国家采取激进自由化的改革路径(比如哈、

吉),也有的采取渐进式改革路径(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④针对外

部经济刺激,如外来直接投资、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２０１４年乌克兰危机等外部事

件带来的经济影响,中亚国家的反应也存在明显差异;⑤在国家民族构建路径

上,存在公民民族主义(如一定程度上的哈、吉)与族群民族主义(其他三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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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３９１Ｇ４０４;AijanSharshenova,“IntheShadowofRussia:ReforminKazakhstanandUzbekistan,”EuＧ
ropeＧAsiaStudies,Vol．６５,No．７,２０１３,pp１４８３Ｇ１４８５．

KobilRuzievandToshtemirMajidov,“DifferingEffectsoftheGlobalFinancialCrisisontheCenＧ
tralAsianCountries:Kazakhstan,theKyrgyzRepublicandUzbekistan,”EuropeＧAsiaStudies,Vol．６５,
No．４,２０１３,pp６８２Ｇ７１６;PamelaBlackmon,“DivergentPaths,DivergentOutcomes:LinkingDifferencesin
EconomicReformtoLevelsofUS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BusinessinKazakhstanandUzbekistan,”
CentralAsianSurvey,Vol．２６,No．３,２００７,pp３５５Ｇ３７２．



亚国家)的分野;在权力继承过程中,除了正常的权力交接方式,五个国家还经

历了四种“特殊”的权力交接方式:内战(塔吉克斯坦,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街头革

命”(吉尔吉斯斯坦,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年两次“颜色革命”)、领导人突然逝世后政

权精英之间的博弈与妥协(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年尼亚佐夫和

卡里莫夫分别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６年突然逝世后采取的模式)、前任领导人精心

选择后继者并为其巩固权力做出适当安排(２０１９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

耶夫先是辞职,再通过提前布局的方式把政权交接到托卡耶夫之手属于这

种模式);①此外,中亚国家还在管理改革、教育、社会、文化、卫生、②旅游、③土

地改革④等一系列领域存在差异,上述差异均可通过运用区域内比较进行

研究.

在外交领域,中亚五国的外交政策既有相似性,也有一定的差异.就差异

而言,中亚五国在国情方面有着众多差异(如资源禀赋、国力大小、政党结构、

经济发展道路、国家意识形态,等等)、领导人性格与经历的区别、国家构建路

径的不同,甚至独立时各国有异的族群构成及发展轨迹、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

不同分配、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非正式制度(如家族政治、部族

政治、地区政治、裙带关系等)等因素,均对各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⑤ 由此导

致各国在不同时期实施的整体外交政策和针对不同国家采取的外交政策均有

一定差异.不过,各国实施的外交政策也有明显的家族相似性,即将“多边平

衡外交政策”或“多角度外交政策”作为各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该政策在

不同中亚国家的表述有所不同,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哈萨克斯坦.例如,北达科

他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托马斯安布罗西奥(ThomasAmbrosio)等人认为,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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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ular‘Nation’inKazakhstan,Kyrgyzstan,andTajikistan,”NationalitiesPapers,Vol．４２,No．２,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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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leenCollins,ClanPoliticsandRegimeTransitioninCentralAsia,NewYork:CambridgeUＧ
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RicoIsaacs,PartySystemFormationinKazakhstan:BetweenFormalandInformal
Politics,London:Routledge,２０１１;BhavnaDave,Kazakhstan:Ethnicity,LanguageandPower,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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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inthePostＧSovietPeriod,”EuropeＧAsiaStudies,Vol．６２,No．２,２０１０,pp２３５Ｇ２６９,etc．



扎尔巴耶夫“推行的是一种双重政策,一种是多角度的外交政策,另一种是全

球经济整合,以此加强和保障哈萨克斯坦的独立及其长期发展”.① 而土库曼

斯坦虽然奉行名义上的“积极中立”政策,但其初衷同样是为了积极发展与世

界上主要大国的友好关系,避免因与这些大国产生重大矛盾而威胁到政权

生存.②

尽管中亚国家在外交政策上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

定的差异.如相对于哈、吉、塔、土四国相对稳定且具有亲俄倾向的外交政策,
乌兹别克斯坦的大国外交却经历了明显的反复.乌兹别克斯坦自独立之初至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的优先外交伙伴是俄罗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至２００５年则

与美国发展出一种“准联盟”的关系;③２００５年“安集延事件”后乌兹别克斯坦与

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而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回暖;至２１世

纪第一个十年,乌兹别克斯坦又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并
拒绝加入俄罗斯于２０１５年启动的欧亚经济联盟.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与

西方之间的冷淡关系逐渐回升,美又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重要合作伙伴.④ 随

着米尔济约耶夫于２０１６年９月继任乌总统,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又重新回

到主张独立自主、以中亚邻国优先、针对大国采取“多元平衡”外交政策的轨道

上.⑤ 此外,中亚五国在外交政策领域还有需要解释的差异,如乌兹别克斯坦

为何在“安集延事件”后将美军从汉纳巴德基地驱逐出去,但未收回租赁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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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铁尔梅兹军事基地;①为何吉尔吉斯斯坦加入了欧亚经济联盟,而与之相

似的塔吉克斯坦迄今未加入;为何哈萨克斯坦对国际舆论极其敏感,②而土库

曼斯坦面对国际压力时却坦然自若? 上述问题的答案,均需要遵循严格的比

较研究方法予以解答.然而,除了少数例外,现有研究成果很少对这些问题开

展深入研究.③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亚研究者对中亚各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很
少参照或借鉴国际关系理论或外交政策分析中的概念工具或分析路径,由此

导致对各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

态.这导致人们对中亚各国外交决策的过程、机制、模式、影响因素等方面的

了解非常有限,也难以根据中亚国家的外交实践对既有相关理论提出修正,甚

至提出新的外交分析路径.

总而言之,对中亚五国在内政领域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行区域内比较,不

仅是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和各国发展动力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中亚研究与政

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相互借鉴

与融合的重要路径.事实上,中亚五国相似的历史经验能为人们开展区域内

比较提供诸多便利,再加上各国独立时间尚短,研究门槛相对较低,这使中亚

研究成为区域研究的理想研究对象.就外交政策领域的研究而言,对中亚五

国外交政策开展比较研究,同样有助于深化对中亚五国外交政策的认识.不仅

如此,相较于中亚五国内政的研究,这是一个需要投入更多学术精力和资源的领

域.在运用比较区域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通过吸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新

古典现实主义、外交决策模式、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小国外交理论、前景理论、

对冲理论、分析折中主义、政治心理学相关视角、批判安全理论、批判话语分析

等,以及社会学中的架构视角、承认理论等视角,可为推进中亚国家外交政策研

究提供重要借鉴.鉴于目前国内外关于中亚外交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这也是

一个发展前景良好、可做出创新性贡献的研究领域.一言以蔽之,运用比较区域

研究的分析路径剖析中亚五国内政与外交方面的转型,既有可行性,也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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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

三、中亚研究中的跨区域比较

对中亚地区与其他地区开展跨区域比较的相关成果较少,但并不罕见.

如前所述,开展跨区域研究的对象是不同区域的不同国家或其他次国家行为

体,主要目的在于提炼影响不同地区的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在某一议题上表现

的具体因素、因果机制或比较对象之间的关联性.显而易见,由于跨区域比较

的主要对象是不同区域的国家,故这些国家是否具有充分的可比性,就成为能

否运用跨区域比较研究路径的重要前提.也因如此,跨区域比较特别强调情

境化比较,要求研究者对不同区域尤其是比较对象有较为深入和准确的了解,

否则,很容易出现“错置的比较”.① 如果以中亚地区作为比较的对象或参照对

象,那么,与之共享诸多结构性特征的区域,首选的比较对象是由苏联加盟共

和国组成的后苏联空间,或除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外
所构成的“欧亚地区”(Eurasia)或“独联体区域”.从地区安全复合体的角度观

之,中亚地区与高加索地区,以及欧亚地区其他国家(如乌克兰、摩尔多瓦、白
俄罗斯等),均可被视为俄罗斯主导的地区安全复合体.② 从地区安全复合体

的角度出发,中亚地区与其他欧亚地区有诸多相似性,如共享苏联遗留的政治

遗产、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区霸权”国家———俄罗斯———的影响,各国在转型进

程面临的难度具有相似性等.③ 就此而言,尽管可将中亚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区

域的国家进行跨区域比较,但欧亚空间中的其他国家是最为合适的跨区域比

较对象.

在将中亚国家与其他欧亚国家开展跨区域比较的过程中,最合适的比较

方式是根据研究主题确定比较对象.如在能源政策方面,哈萨克斯坦与阿塞

拜疆就是合适的比较对象.这不仅是因为两国均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

源,而且也因为两国均属于里海沿岸国家,它们在里海划分问题上的立场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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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在西方比较历史方法的阴影下: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５期,第２１３—２２０页.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２０１０年版.
BertilNygren,TheRebuildingofGreaterRussiaPutinsForeignPolicytowardstheCISCounＧ

tries,New York:Routledge,２００８;GerardToal,NearAbroad:Putin,theWestandtheContestover
UkraineandtheCaucasu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



同.事实上,无论是探讨能源资源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还是两国针对外国投资

采取的政策立场,哈萨克斯坦与阿塞拜疆均是研究者青睐的比较对象.① 如果

要比较外交政策,那么,哈萨克斯坦与阿塞拜疆将不再是合适的比较对象,因

为阿塞拜疆在对待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政策立场上,更接近于乌兹别克斯坦

而不是哈萨克斯坦.事实上,在俄罗斯的“近邻”国家中,阿塞拜疆、乌兹别克

斯坦与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类似的亲西方倾向,它

们甚至组建过具有反俄倾向的“古阿姆联盟”.② 不过,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后

苏联空间国家外交政策进行全面、深入跨区域比较的研究成果仍不丰富.缺

乏跨区域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者们对欧亚国家外交政策理解的

深度,包括欧亚地区的中亚、高加索、东欧三个次区域的地区发展动力有何异

同,各国外交政策的动机和具体政策为何呈现相似或不同的特点、影响各国外

交政策制度的主要因素和行为体有哪些等.③ 尽管通常意义上的欧亚空间仅

包含１２个国家,依旧难以开展大样本统计分析,但除俄罗斯外,１１个国家在对

俄、对西方态度上的整体差异,为跨区域比较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机遇.在政治

发展方面,由于中亚国家与其他后苏联空间中的国家一样,并不属于西方意义

上的自由民主国家,故它们或多或少均被置于“竞争性威权主义”“半威权主

义”“混合型体制”等框架中予以理解和研究,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自然不是西

方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不过,正如中亚各国在权力交接方面存在多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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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uertMakhmutova,“TheBudgetProcessinCaspianCountries:TheExperienceofKazakhstan
andAzerbaijan,”ProblemsofEconomicTransition,Vol．５０,No．４,２００７,pp２４Ｇ６５;AnjaFranke,Andrea
GawrichandGurbanAlakbarov,“KazakhstanandAzerbaijanasPostＧSovietRentierStates:ResourceInＧ
comesandAutocracyasaDouble‘Curse’inPostＧSovietRegimes,”EuropeＧAsiaStudies,Vol．６１,No．１,
２００９,pp１０９Ｇ１４０;AndreaKendallＧTaylor,“PurchasingPower:Oil,ElectionsandRegimeDurabilityin
AzerbaijanandKazakhstan,”EuropeＧAsiaStudies,Vol．６４,No．４,２０１２,pp７３７Ｇ７６０;RachelVanderhill,et
al．,“DoEconomicLinkagesthroughFDILeadtoInstitutionalChange? AssessingOutcomesinKazakhstan,
AzerbaijanandKyrgyzstan,”EuropeＧAsiaStudies,Vol．７１,No．４,２０１９,pp６４８Ｇ６７０．

“古阿姆联盟”(GUAM)于１９９７年成立,１９９９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后英文缩写更改为“GUUAM”.
２００５年５月发生安集延事件之后,乌兹别克斯坦退出了该组织.２００６年５月,该组织改组为“古阿姆民主与

经济发展”组织.该组织的演变过程很大程度上是“近邻”国家疏俄倾向的晴雨表.关于“古阿姆联盟”的相

关情况,参见 TarasKuzio,“GeopoliticalPluralismintheCIS:TheEmergenceofGUUAM,”EuropeanSeＧ
curity,Vol．９,No．２,２０００,pp８１Ｇ１１４.

«欧亚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刊发了一组探讨欧亚国家外交政策的专题文章,探讨了俄罗斯、阿塞拜

疆、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的外交政策及欧盟等外部行为体在该地区的介入情况,但依旧没有全面对中亚国

家与其他前苏联国家的外交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参见 EuropeＧAsiaStudies,Vol．７０,No．５,２０１８,pp６８５Ｇ
８５０.



一样,中亚国家与其他后苏联国家在此方面存在的差异也不令人意外.①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波及欧亚地区数个国家的“颜色革命”对此做了鲜明的注脚.
“颜色革命”在格鲁吉亚、乌克兰与吉尔吉斯斯坦的相继发生,呼唤研究者

们对欧亚地区的各个国家开展跨区域比较.在学术研究中,“颜色革命”是一

个约定俗成的词汇,专指２１世纪前后发生在东欧与欧亚地区通过大规模社会

运动实现政权更迭的政治现象.这一波大规模的抗议浪潮波及格鲁吉亚

(２００３年)、乌克兰(２００４年)、吉尔吉斯斯坦(２００５年)等国,并导致这些国家的

政权不正常更迭.如果将中亚、高加索、东欧这三个欧亚空间的次区域视为三

个相对独立的地区,那么,“颜色革命”显然是一种跨区域政治现象.尽管“颜
色革命”主要发生在２１世纪初,但其影响延续至今,某种程度上构成２１世纪以

来跨国抗议浪潮的发端.② 迄今,国内外学术界对“颜色革命”的研究成果非常

丰富,对“颜色革命”的一般性特征以及具体案例———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

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的成因、扩散、影
响、治理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③ 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盲点:如虽有部分

成果尝试提炼导致“颜色革命”的一般性因素———如“颜色革命”的六个特征、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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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JohnT．IshiyamaandRyanKennedy,“SuperpresidentialismandPoliticalPartyDevelopmentin
Russia,Ukraine,ArmeniaandKyrgyzstan,”EuropeＧAsiaStudies,Vol．５３,No．８,２００１,pp１１７７Ｇ１１９１;
SteveHess,“Protests,Parties,andPresidentialSuccession:CompetingTheoriesofColorRevolutionsin
ArmeniaandKyrgyzstan,”EuropeＧAsiaStudies,Vol．５３,No．８,２００１,pp２８Ｇ３９．

SidneyG．Tarrow,TheNew TransnationalActivi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２００５．

孙壮志主编:«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赵常庆主编:
«“颜色革命”在中亚:兼论与执政能力的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焦一强:«从“民主岛”
到“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陈达:«颜色革命:中亚面临的现

实抉择»,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StevenLevitskyandLucanWay,“InternationalLinkageandDemocraＧ
tization,”Journalof Democracy,Vol．１６,No．３,２００５,pp２０Ｇ３４;JoshuaTucker,“Enough! Electoral
Fraud,CollectiveActionProblems,andPostＧCommunistColoredRevolutions,”PerspectivesonPolitics,
Vol．５,No．３,２００７,pp５３７Ｇ５５３;DavidLewis,“TheDynamicsofRegimeChange:DomesticandInternaＧ
tionalFactorsinthe‘TulipRevolution’,”CentralAsianSurvey,Vol．２７,No．３Ｇ４,２００８,pp２６５Ｇ２７７;Lucan
Way,“TheRealCausesoftheColorRevolutions,”JournalofDemocracy,Vol．１９,No．３,２００８,pp５５Ｇ６９;
DavidLane,“‘ColouredRevolution’asaPoliticalPhenomenon,”JournalofCommunistStudiesandTranＧ
sitionPolitics,Vol．２５,No．２Ｇ３,２００９,pp１１３Ｇ１３５;VladMykhnenko,“ClassVotingandtheOrangeRevoＧ
lution:ACulturalPoliticalEconomyPerspectiveonUkrainesElectoralGeography,”JournalofCommunist
StudiesandTransitionPolitics,Vol．２５,No．２Ｇ３,２００９,pp２７８Ｇ２９６;SusanStewart,ed．,DemocracyProＧ
motionandthe “ColourRevolutions,”Abingdon:Routledge,２０１２.

MarkR．Beissinger,“StructureandExamplein ModularPoliticalPhenomena:TheDiffusionof
Bulldozer/Rose/Orange/TulipRevolutions,”PerspectivesonPolitics,Vol．５,No．２,２００７,pp２５９Ｇ２７６．



种因素、①五点框架等.② 不过,这些成果大多是对某个国家发生的特定“革命”
进行“深描”(thickdescriptions),③缺乏对“颜色革命”普遍特征的比较研究和

整体提炼.④ 与此同时,国外学术界往往将“颜色革命”纳入“转型学”框架中进

行研究,据此认为“颜色革命”是欧亚地区国家走向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必经

过程,具有明显的目的论色彩.不仅如此,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还过分强调精英

背叛这一变量对于“革命”成功与否的影响,从而有忽视抗议者在这些“革命”
中具有丰富能动性的倾向.⑤ 而从“新大博弈”角度对“颜色革命”的解读,又存

在对各国“颜色革命”的内部因素关注不足、过分简化大国对“颜色革命”的复

杂认知等局限.⑥

学术界在研究“颜色革命”中存在的不足,可部分通过跨区域比较加以弥

补.跨区域比较的价值在于,它既需要解释“颜色革命”为何在格鲁吉亚、乌克

兰与吉尔吉斯斯坦带来政权更迭等后果,也需要回答为何具有众多相似性的

其他后苏联空间国家避免了政权非正常更迭.⑦ 甚至对以下事实困惑,如受到

“颜色革命”波及的国家其反对派动员能力有大有小(格鲁吉亚、乌克兰较强,
吉尔吉斯斯坦较弱)、外部介入有强有弱(西方在“颜色革命”中对格鲁吉亚、乌
克兰反对派的支持力度较大、对吉尔吉斯斯坦局势演变则持观望态度)等,同
样要求研究者采用跨区域比较的研究路径开展更为精细和深入的比较研究.
同样地,对于那些成功避免“颜色革命”带来政权更迭后果的欧亚国家,如乌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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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rieBunceandSharonL．Wolchik,“FavorableConditionsandElectoralRevolutions,”Journal
ofDemocracy,Vol．１７,No．４,２００６,pp５Ｇ１８;ValerieBunceandSharonL．Wolchik,DefeatingAuthoritarＧ
ianLeadersinPostcommunistCountrie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

TarasKuzio,“CivilSociety,YouthandSocietalMobilizationinDemocraticRevolutions,”CommuＧ
nistandPostＧCommunistStudies,Vol．３９,No．３,２００６,pp３６５Ｇ３８６．

“深描”是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提出的一个概念.“深描”是指研究者要对

研究对象开展深入的民族志调查研究,通过对对象的生活世界进行深度考察和仔细揣摩,以探究隐藏在行

为中的各种主观意义,重新构建提供意义的各种概念结构.可参见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文
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尤见第一章.

JohnHeathershaw,“RethinkingtheInternationalDiffusionofColoredRevolutions:ThePowerof
RepresentationinKyrgyzstan,”JournalofCommunistStudiesandTransitionPolitics,Vol．２５,No．２Ｇ３,
２００９,pp２９７Ｇ３２３．

MaksymZherebkin,“InSearchofaTheoreticalApproachtotheAnalysisofthe‘ColorRevoluＧ
tions’:TransitionStudiesandDiscourseTheory,”CommunistandPostＧCommunistStudies,Vol．４,No．２,
２００９,pp１９９Ｇ２１６．

StefanieOrtmann,“DiffusionasDiscourseofDanger:RussianSelfＧrepresentationsandtheFraming
oftheTulipRevolution,”CentralAsianSurvey,Vol．２７,No．３Ｇ４,２００８,pp３６３Ｇ３７８．

DonnachaÓ．BeacháinandAbelPolese,TheColorRevolutionsintheFormerSovietRepublics:
SuccessesandFailure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２０１０．



别克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它们在面对“颜色革命”可能扩散

到本国时采取的应对策略或治理能力也有一定差异,如乌兹别克斯坦通过强

力手段处置了２００５年５月的“安集延事件”,①而俄罗斯则从理念(如提出“主
权民主”或“管理民主”概念)、从立法层面通过了处置诸如“颜色革命”之类非

正常事件的法案(２００５年通过«非营利组织法»«社会联合组织法»等法律法规以

加强对俄境内各类非政府组织的管理)、组织成立青年政治组织“纳什”以吸引青

年人支持现政府等措施,进而防范和应对“颜色革命”的扩散.② 对于这些差异,
同样可从跨区域比较的角度开展研究,以提炼出相关经验教训.

在上述涉及“颜色革命”的许多议题中,现有成果的努力方向和研究进展

参差不齐.整体而言,取得明显研究进展的是“颜色革命”跨区域传播的机制.
如现有成果使用“跨国影响”“示范效应”“革命传染”“榜样的力量”等机制,解
释“颜色革命”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次区域向另一个次区域传播

和扩散.③ 这一研究取向意义重大,一方面,它有助于深化人们对“颜色革命”
选择性“传染”到特定欧亚国家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实现“颜色革命”与
国际规范扩散等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议程之间的衔接.但对于其他议题,相关

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此外,根据阿查亚对“跨国区域研究”与“学科地区研究”
所做的区分,即便是对“颜色革命”所做的跨区域比较,仍属于“跨国区域研究”
的范畴,因为相关研究者具有更多的区域研究者色彩,而基于学科角度———包

括社会运动理论、比较政治学、政治心理学、批评话语分析、国际传播学等———
对“颜色革命”所做的跨地区比较仍不常见,尤其是上述学科的主流学者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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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３７９Ｇ４００．



介入到“颜色革命”的研究中.就此而言,运用跨区域比较研究路径对“颜色革

命”进行“学科地区研究”,或许是学术界未来需要着力之处,这也是提高中亚

研究甚至欧亚研究学理化水平的重要契机.

当然,“颜色革命”只是学术界在研究中亚问题过程中运用跨地区比较路

径的一个突破口,人们也可选择对特定中亚国家与其他地区相关国家进行跨

区域比较.如有的研究成果尝试比较哈萨克斯坦与沙特阿拉伯精英教育的国

际化程度,①也有成果比较特定中亚国家与其他国家在国家身份、工作伦理、社
会价值观、管理风格等方面的异同.② 当然,由于共享多年的历史遗产,学术界

仍然更乐意对特定的中亚国家和其他欧亚国家进行跨区域比较.例如,学术

界有不少成果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等国一并置于

比较框架,以探讨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在特定领域出现的异同.③ 整体而言,

对特定中亚国家与其他地区国家开展跨区域比较的研究成果仍相当有限,至
少不如进行中亚区域内比较的成果丰富.一方面,这反映了比较区域研究倡

导者所指出的,跨区域比较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内部的比较,尚未充分

拓展到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④另一方面,也
说明跨区域比较存在较高难度,不仅需要对不同区域内的国家及其地方性知

识有深入了解,还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开展精细的田野调查或进行广泛

阅读以夯实比较研究的基础,更关键的是较难找到不同区域国家具有可比性

的案例.显而易见,跨区域比较需要同时吸引“跨国区域研究”与“学科地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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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两类研究者进行密切合作和协同攻关,否则,很容易陷入案例和议题不可比、

比较方式失当、比较结论偏颇等陷阱之中.这一判断对于中亚研究同样适用.

四、中亚研究中的区域间比较

相较于跨区域比较的对象为不同区域中的不同国家,而区域间比较研究

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两个或多个区域.与跨区域比较相比,区域间比较的视

野更为宏大,比较的难度也更高,因为这需要对两个或多个具有内在差异性和

多元性的地区分别进行宏观提炼和总结,然后再与其他地区进行对照和比较,

以发现这些地区在发展动力、机制、模式等方面的异同及彼此间可能存在的关

联.按照这一比较思路,在中亚研究中,这意味着首先将中亚视为一个相对独

立的区域,然后根据研究议题选择另一个特定区域进行比较.然而,在实际操

作中,将中亚与其他区域进行区域间比较的尝试并不多见.这主要是因为,尽
管由于中亚五国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由此吸引了世界上各

主要行为体积极介入该地区事务.但客观而言,除了地理位置、能源资源等因

素,中亚在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研究者的视野中,仍然作为一种异域的形象而存

在,甚至对该地区的认知与充满威胁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研究者对中亚地区

的陌生感和距离感,阻碍了他们对中亚与其他地区进行区域间比较的兴趣与

热情.① 但是,从提高中亚研究的学理化程度这一目标出发,为明晰该地区在

“地区构成的世界”②中的地位与意义,特别是为了深化对该地区的认识,包括

中亚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所具有的特殊性和普遍意义,人们有必要对中亚地

区开展区域间比较研究.

在对中亚开展区域间比较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比较对象的选择.

从比较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而言,高加索地区、中东地区是两个与中亚地区

具有较大可比性的地区.就中亚与高加索地区而言,这两个地区的国家在苏

联时期共存于一个国家,独立之后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而且两个地区均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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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地区,独立后仍受到俄罗斯在各自地区享有结构性优势地位和诸多历史

联系的影响,各国面临的国家建设任务等方面也有诸多相似性.至于中亚与

中东地区,则是基于两个地区传统上均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中亚国家独立

后,中东地区的大国,如土耳其、伊朗等积极介入中亚事务以拓展影响力,客观

上增进了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如宗教因素在中亚的上升、恐怖主义等非传

统安全威胁的相互扩散等.此外,中亚同样蕴藏较为丰富的能源资源,还曾让

研究者们产生过中亚很可能是“第二个波斯湾”的预期或联想.① 尽管事实证

明,中亚地区的能源储存量和开采量与中东相比相形见绌,但这种预期客观上

助推过学术界对中亚与中东进行跨区域比较.② 此外,自美国于２００１年在阿富

汗开展持久自由行动并先后推出“大中亚伙伴关系”计划、“新丝绸之路”战略之

后,推动中亚与南亚之间的地区一体化进程成为美国中亚政策的重要目标.③ 在

此背景下,中亚与南亚也偶尔被西方研究者置于跨区域比较的分析框架中.④ 除

此之外,也有部分成果尝试将中亚与中东欧、东亚、东南亚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其
中,东欧在一段时间内还曾构成中亚地区发展的重要参照对象.不过,随着中东

欧逐渐走向上亲近或加入欧盟的道路,该地区不再被视为中亚的合适比较对象.
就此而言,高加索、中东是与中亚进行区域间比较的两个主要对象区域.

就中亚与高加索之间的关联而言,两个地区拥有诸多相似之处.中亚五

国与高加索三国在独立之后均面临艰巨的转型任务,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各领域面临诸多挑战.⑤ 为了应对挑战,同时也因受到苏联遗留的政治遗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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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各国渴望维系政治权力的影响,中亚与高加索各国确立的政治体制大

同小异,均被西方视为不完全自由的“民主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
中亚五国与高加索三国在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族群间关系稳定等方面面

临诸多相似的挑战与风险,包括地理位置较为封闭、政治腐败、资源匮乏或管

理不善、恐怖主义蔓延、经济增长乏力等.在外交政策领域,由于各国国力相

对俄罗斯而言较为弱小,各国均或多或少地奉行对冲战略———在中亚地区是

“多元平衡外交”,在亚美尼亚是“互补性”外交政策,①各国都在试图安抚或抵御

俄罗斯,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发展与其他域外大国之间的联系.就区域层面的整

体特征而言,中亚国家与高加索国家为了保障国家独立以获得必要的外部支持,
同时为了尽可能迅速地融入国际社会并扩大本国的国际影响和声誉,除了土库

曼斯坦,它们一般均乐意参与由域外大国所提出或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或倡议,
如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北约的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等.不过,由于对国家主权的珍视与国力弱小,中亚与高加索

国家对各种地区合作机制或倡议的参与具有更多的工具性考虑,长于加入但短

于协调、长于“搭便车”短于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正因如此,这些国家参与的地区

合作机制或多边进程被称为“虚拟地区主义”(VirtualRegionalism)、“保护性一体

化”(ProtectiveIntegration)、“威权国家之间的合作”(AuthoritarianCooperation)、
“再生产性地区一体化”(ReproductiveIntegration).② 就此而言,中亚国家与高

加索国家参与的地区合作机制很难切实推动地区主义取得显著进展.
就差异而言,中亚与高加索地区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区域,它们独立后

的发展历程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就内部挑战而言,中亚国家与高加索国家面

临的主要挑战类型有所不同.在中亚,各国虽然也面临政局不稳、恐怖主义袭

击、群体性事件、族群冲突、塔吉克斯坦内战与阿富汗局势持续动荡等问题带

来的风险,而且各国间关系也曾因为边界与领土划分、水资源分配、领导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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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等出现过紧张,但整体而言,这些挑战并未导致中亚各国的国家主权遭遇严

重挑战,更难得的是中亚国家间并未爆发直接的国家间冲突或战争.而高加

索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其形势要更加复杂和严峻.相对于中亚五国,高加索三国

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来自分离主义,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围绕纳戈尔诺—卡拉

巴赫的归属问题曾爆发激烈冲突,而格鲁吉亚则始终面临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

的分离主义诉求,甚至因分离问题与俄罗斯在２００８年８月爆发过俄格冲突.显

而易见,面临的主要威胁类型差异会影响中亚与高加索地区的整体发展动力,并
对各国的国家发展和次区域的地区格局,甚至对整个欧亚形势产生不同影响.①

不仅如此,各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和地区发展动力迥异,两个次区域内

部问题的演变轨迹与发展动力也有所差异.例如,以恐怖主义为例,虽然中亚

与高加索均面临遭遇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但相对而言,高加索地区的恐怖主

义在动员资源(包括思想根源、组织网络等)方面比中亚地区更为“成功”.通

过运用区域间比较的研究路径,可以发现恐怖主义在这两个地区的动员模式

存在一定异同.② 此外,两个地区在族群政策、公民社会、就业市场等领域的差

异,同样可以从区域间比较的角度予以研究.而就外交政策而言,内部威胁的

差异也影响到中亚国家与高加索地区的优先外交政策取向.③ 高加索地区虽

只有三个国家,但在外交政策上分化明显.如格鲁吉亚整体奉行亲西方政策,
而亚美尼亚则采取亲俄立场,阿塞拜疆则类似于乌兹别克斯坦,在外交领域具

有明显的对俄对冲的特征.整体而言,由于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在亲美方面

比中亚国家走得更远,而俄罗斯又致力于捍卫自身在欧亚空间中的地区霸权,
故俄罗斯与西方在高加索地区屡屡发生争端,并使该地区存在严重的“安全困

境”;④而中亚国家虽致力于同时发展与中、俄、美等大国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各

国不存在严重的分离主义威胁,故它们没有迫切的动机制衡俄罗斯,大国在中

亚地区的竞争维持着可控的范围内.如果将高加索和中亚分别视为西方(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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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孙超:«国际干预、强力国家与分离冲突的升级:基于欧亚地区的考察»,«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１期,第４４—６８页;曾向红:«欧亚秩序的套娃模式:地区分化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５
期,第２２—５２页.

KathleenCollins,“Ideas,Networks,andIslamistMovements:EvidencefromCentralAsiaandthe
Caucasus,”WorldPolitics,Vol．６０,No．１,２００７,pp６４Ｇ９６．

当然,由于历史记忆、地理位置、领导人性格、国内挑战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不同的“近邻”在亲西方

与亲俄罗斯之间有所摇摆.PeterDuncan,“Westernism,EurasianismandPragmatism:TheForeignPoliＧ
ciesofthePostＧSovietStates,１９９１Ｇ２００１,”inWendySlaterandAndrew Wilson,eds．,TheLegacyofthe
SovietUnion,NewYork: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０４,pp２２８Ｇ２５３;WilliamE．Odom,“USPolicytowards
CentralAsiaandtheSouthCaucasus,”CaspianCrossroads,Vol．３,No．１,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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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欧盟)与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的“共享周边”(SharedNeighbourhood)或
“共同周边”(CommonNeighbourhood),那么,可以发现,前者由于西方与俄罗

斯秉持零和博弈思维开展互动,从而导致高加索地区具有强烈的冲突潜力,而
在中亚,由于中俄保持了频繁和良好的互动态势,故较好地保障了该地区的稳

定.不同行为体在共同周边地区形成的互动模式及其内在原因,同样是开展

区域间比较的合适议题.① 总而言之,对中亚与高加索这两个地区开展区域间

比较,能有效深化人们对整个欧亚地区及各地区发展动力的认识.
除了高加索,中东是另一个可与中亚地区进行区域间比较的对象区域.

毋庸置疑,中东地区形势要比中亚复杂,故对这两个区域进行区域间比较时需

要特别谨慎.由于这两个地区存在一定的历史和现实联系,故在研究中不乏

对这两个地区进行区域间比较的努力.如有成果尝试比较公民社会在中亚与

中东地区面临的发展机会和局限;也有对比两个地区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

作用的亲属机构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异同;还有研究对这两个地区能源资源出口

对世界上主要能源消费国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由于这两个地区均有

被殖民帝国统治的长期经历,而且独立后仍受到域外大国对地区事务的介入,因
此,也有对这两个地区捍卫自身主权的方式和路径进行并列研究的努力,等等.②

除了这些区域间比较的实践,还有一些成果致力于从学科性质角度讨论对这

两个地区进行区域间比较的可行性与具体路径.如有成果从后殖民主义的视

角分析帝国统治经历对两个地区国家发展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分析可能带

来的启示与存在的局限,甚至有成果尝试构建指导人们对中亚与中东进行区

域间比较的分析框架.③ 大体而言,随着中亚国家与中东地区的联系越来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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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sandRaymondHinnebusch,eds．,SovereigntyafterEmpire:ComparingtheMiddleEastandCentral
Asia,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Ltd,２０１１,etc．

DenizKandiyoti,“PostＧColonialismCompared:PotentialsandLimitationsintheMiddleEastand
CentralAsia,”InternationalJournalof MiddleEastStudies,Vol．３４,No．２,２００２,pp２７９Ｇ２９７;Sally
CummingsandRaymondHinnebusch,“EmpireandAfter:TowardaFrameworkforComparingEmpiresand
TheirConsequencesinthePostＧImperialMiddleEastandCentralAsia,”JournalofHistoricalSociology,
Vol．２７,No．１,２０１４,pp１０３Ｇ１３１．



切,特别是小布什政府于２００４年６月正式提出“大中东计划”后,中亚在美国政

策和学术界曾在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大中东地区”的一部分,这促进了西方学

术界对中亚与中东进行关联研究的兴趣.
“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两次抗议浪潮相继出现,也为学术界围绕中

亚与中东开展区域间比较提供了契机.事实上,“大中东计划”的主要对象是

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也包括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严格来说,中亚

国家并不是“大中东计划”的主要对象.① 因为针对中亚地区,当时的美国小布

什政府提出了以阿富汗为中心整合中亚与南亚地区的“大中亚计划”或“新丝

绸之路战略”.“大中东计划”与“大中亚计划”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希望促进中

东或中亚国家推进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改革,以铲除恐怖主义滋生和泛滥的土

壤,美国倡导的主要路径是支持两个地区公民社会的发展.正是在此背景下,

才有中东研究者对中亚与中东两个地区公民社会发展状态的比较分析.② 而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间的“颜色革命”使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欧亚国家成为美国推进

民主的关键试验地.等到２０１０年底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

等西亚北非国家的“阿拉伯之春”发生,针对中亚与中东开展区域间比较不仅

具有可行性,甚至成为一种必须.事实上,如果将“颜色革命”视为２１世纪的

第一波抗议浪潮,那么,“阿拉伯之春”与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系列“占领”(如影

响甚广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可被视为第二波国际抗议浪潮.这两次抗

议浪潮之间具有重要的关联,如后者受到了前者的重要影响.“中东变局”以
来,有不少成果尝试将“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纳入比较视野中,以探讨两

者之间的异同、关联及对世界抗议浪潮的影响.③ 在此过程中,虽然多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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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是区域间比较的路径,但也出现了部分区域间比较的成果.事实上,对
“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进行区域间比较,不仅可提炼出两个地区大规模

社会运动在动力、机制、模式等方面的异同,而且还可以对大规模抗议浪潮之

间的扩散、关联方式进行创新性研究.

当然,除了运用区域间比较路径对中亚与中东的社会运动进行比较分析

外,仍有其他议题可开展区域间比较.比如,积极介入中亚与中东的域外大国

在参与这两个地区事务时的历程、方式、途径与后果,以及对地区权力格局演

变的影响等有何异同;“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扩散给两个地区造成

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为何“伊斯兰国”对中亚各国造成的威胁并不像人们

想象的那么严重);①两个地区应对“伊斯兰国”参与者流出与回流的方式有什

么样的区别(现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特定的国家);“后社会运动”时期两个地

区发展途径的共性与差异在哪里;为何中东能构建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内生

性地区合作机制(中东海湾合作委员会),而中亚却缺乏一个独立于域外大国

的地区合作机制,均可通过开展区域间比较研究探寻答案.总而言之,在中亚

研究中,区域间比较仍是一个相对较新、尝试较少、成果有限的研究路径,由于该

路径可从整体上把握不同地区的发展动力及其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关联,故其在

中亚研究中仍有相当大的潜力,这也是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挖掘的领域.

结　　语

本文探讨比较区域研究的三种具体路径及其对中亚研究的启示,并讨论

每种比较路径可以研究的具体议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与上海合作

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中亚研究.在

此背景下,如何利用当前区域国别研究进入研究热潮的契机,超越当前中亚研

究中存在的过分追踪热点问题、区域研究与学科对话明显不足等缺陷,从而提

高中亚研究的学理化水平,已成为中亚研究者亟须关注和努力解决的问题.

在各种有助于实现中亚研究与学科之间融合和相互借鉴的研究路径中,比较

区域研究是一种较为新颖的研究路径,且能与比较政治学、区域国别研究、国
际关系学等学科实现较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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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比较区域研究涵盖区域内比较、跨区域比较与区域间比较三种比

较方式和路径,本文对如何在中亚研究中运用这三种研究路径做出初步探讨.
在区域内比较中,中亚五国相似的历史经历和独立后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的

发展历程,为开展区域内比较提供了难得的“天然实验室”;在跨区域比较方

面,苏联解体后１５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已加入欧盟的波罗的海三国除外),
意味着位于不同次区域的国家———尤其是中亚五国与高加索三国———是运用

跨区域比较研究路径的贴切对象,但在开展此类比较时需要注意研究对象的

可比性;而在区域间比较方面,综合考虑到地区演变历程、现实发展条件及不

同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中亚研究而言,较为合适的比较对象是高加索地

区与中东地区.至于在中亚研究中具体运用哪条研究路径,则需要根据研究

者的议题确定.
需要强调的是,区域比较研究只是提高中亚研究学理化程度的一种潜在

研究路径,而非全部路径.事实上,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研究方法的创

新、研究视野的拓展、既有研究议题的深入等,同样是可能的方式和路径.与

此同时,即使在中亚研究中运用区域比较研究,也不能保证一定产出原创性研

究成果.正如区域比较研究的倡导者提醒的,比较区域研究要求甚高,它既要

求研究者对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与现状、语言与文化等有深入了解,还需要

研究者掌握相关的学科理论、知识、方法等,能针对特定的比较对象或议题提

出富有解释力的答案或洞见.无论研究者是传统区域国别领域的“跨国区域

研究”者,还是受训于传统学科后介入到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学科地区研究”
者,跨区域研究对研究者提出的要求,相对于传统的区域研究者要求更高.正

因如此,笔者只是尝试性地讨论将比较区域研究路径引入中亚研究的可行性、
必要性以及可以着手开展此类研究的具体领域或议题,希望能吸引更多的研

究者参与到这种研究中来.不仅如此,本文对在中亚研究中如何运用比较区

域研究路径的讨论,仅参考了中英文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未参考俄语世界的相

关文献.这不仅反映了笔者能力的局限,也意味着本文在不经意间巩固了西

方的话语霸权与“西方中心主义”.总而言之,如若中亚研究者难以在研究实

践中增强自身的理论意识、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学科意识,那就很难期待中

亚研究在短期内摆脱既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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