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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直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对解释国家外部决策行为存在两种

观点 ：一种是古典现实主义所主张的“权力中心论”，认为国家的外

交决策主要源于国家内部的权力因素，即强调单元因素来解释对外政

策。另一种是结构现实主义所主张的“体系中心论”，认为理解国际

政治以及国家彼此互动的政治环境必须要深入理解国际体系的性质，

即强调体系因素解释对外政策。但是通过大量的国际案例表明，国家

的对外政策不可能把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上的影响因素完全分离，这

也导致了上述理论在解释力上日趋不足。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提出正

是弥补上述两种理论的缺陷，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有机的结合起来

作为解释对外政策的共同因素。体系层次可以分为相对实力分布和国

家战略环境，单元层次可以分为战略文化、体系认知、国内制度以及

社会力量。体系层次需要通过单元层次作为中介才能最终影响国家对

外政策的生成。

依照该理论，卡特政府在对华政策做出之前所基于的背景需要从

体系和单元两方面进行解读。体系层次方面，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相

对实力优势急速下滑，身处的国际战略环境也逐渐被压缩。单元层次

方面，一是战略文化 ：美国的外交文化始终受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的共同影响。有时现实主义占主流，而有时则是理想主义处于支配地

位。二是体系认知 ：自冷战以来，美国的政治精英面对国际体系不断

变迁经历了由“遏制—全面遏制—缓和均势”的认知过程。三

是国内制度：首先，尼克松在对华政策上具有明显的“双轨制”特征，

一方面要和中国关系解冻和改善，另一方面又强调与台湾当局的“外

交”关系不能改变。这些政策逐渐形成了制度惯性，并在相当程度上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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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着卡特政府对华政策。其次，美国在对外事务中的政策需要通过

国会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和认可，这也就决定了参众两院在外交政

策的制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美国议会多数议员对于中美关

系长期持消极的态度。四是社会力量 ：美国社会中绝大部分的民众深

受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熏陶，坚信美国价值的普世性，反共产主义

的思想显得尤为明显。

政治外交政策是卡特政府对华政策的基础。此后无论美国对华的

经济文化政策还是军事科技政策都是在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得以根本改

善并正式确立外交关系的基础上得以展开的。通过分析卡特政府对华

政策所基于的背景可以发现，虽然卡特政府上台伊始国际体系层次发

生了变化，但是受制于单元层次的制约使得其难以在中美关系上实现

突破。此后由于体系层次（苏联的扩张和 SALT Ⅱ谈判停滞不前导致

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和单元层次（“建交派”掌握对外决策话语权，

巴拿马运河条约获得国会批准以及美国商业团体的推动）都发生了变

化，使得卡特政府决定彻底调整对华政策的轨迹，开启了两国建交谈

判的历程。经过双方的努力，中美最终建立外交关系。这也标志着卡

特政府对华政治外交政策的确立。在此之后，两国关系进入了全新的

发展阶段。在政治外交关系得以解冻的总体环境下，中美经济文化以

及军事科技领域的交流和合作逐步有计划的展开。

在经济文化领域，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经过了一系列的会谈，终

于解决了困扰两国多年的资产冻结问题和最惠国贸易谈判问题，扫清

了制约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推进的障碍。在此之后，中美经济关系持续

升温，这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动力，而且也让美国获得了

可观的利益。但是经济文化政策的实质是美国希望在与中国的经济互

动中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妄图颠覆中国政府，使其成为西方自由

社会的一部分。

在军事科技领域，卡特基于对抗苏联的战略目的，开始寻求与中

国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不仅在军事技术交流、对华武器出口方面逐步

放宽限制，促进中美防务合作不断深化，而且在对华转让民用技术方

面也开始松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始终对中国心怀戒备，并不

情愿把自身的尖端科技成果分享给中方。卡特政府推进与中国在科技

领域上的合作，除了希望借助中国的实力对抗和遏制苏联之外，还有

就是试图将中国强行纳入到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结构中，逐步完成

对中国的同化。

总之，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无论从生成到运行都体现了新古典现

实主义理论的核心主张即“体系层次 + 单元层次 = 对外政策”。由于

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的共同影响使得卡特在对华关系上从“犹豫不决”

到“坚定建交”。在政策运行过程中，体系层次决定了美国希望与中

国达成诸多领域的合作和交流以实现遏制苏联的战略目的，但单元层

次的局限性又使得卡特政府所推行的诸多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具有明显

的逻辑缺陷，在当时的环境下中美双方不可能展开真正意义上合作和

交流。

从卡特任期结束至今已经将近四十个年头，国际权力体系格局和

美国自身的单元层次要素早已发生了深刻性的重组和变迁。但卡特政

府对华政策对当下的中美关系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从某种程度来说，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印太战略”与卡特政府时期提出的“硬缓和”战

略有一定的相似性，实质上都是为了遏制战略对手，只是遏制对象由

苏联换成了中国。但中美两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更不会展

开全面的战略对抗。中美两国应该携手建立 21 世纪新型的大国关系，

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以及“合作共赢”。当今世界强烈

呼吁和期盼中美两国能够承担起世界秩序的稳定和发展的担当，共同

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历史篇章！

【关键词】新古典现实主义；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建交



导  论

导  论

0.1  选题源起和研究价值

0.1.1 选题源起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被美国视作是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战略地

区。早在二战期间，罗斯福就希望中美两国在战时结成的同盟关系能

够一直延续下去，并且能够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为重要的盟国。1 可这种

认知随着中国国内政局的嬗变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国民党政权由于

内战失利退出了中国大陆的历史舞台，新中国与苏联建交并结盟，加

之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中美两国兵戎相见。此时的中国由美国的盟友

变成美国在远东地区最为核心的“威胁”和“对手”。从此之后中美

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对抗，美国经历了从杜鲁门一直到福特六任总

统。福特之后的总统卡特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 ：一方面，他对华政策

的逻辑是前几任美国领导人对华思路的总结和升华。另一方面，他在

对华政策上的经验被此后美国许多届政府所借鉴并对中美两国关系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研究是一项既传统又创新的

课题。说到传统是由于中美关系特别是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研究始终是

学术界热议的话题，无论是文献数量还是研究人员皆为国际关系和中

共党史专业之首。但它也是一项亟待创新的方向，随着许多相关解密

档案的发布，对于不少历史事件的认知需要重新加以认知。而全新理

论范式的嵌入也能够使我们有更多角度去审视既有研究成果。

1	 	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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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题目为《卡特政府对华政策与中美建交》。民主党人卡特总统

在位时间只有四年（1977 — 1981），是一位容易被“忽视”的总统。

他不像他的前任尼克松和后任里根在对华关系上留有许多“光辉的经

历”。人们提到卡特经常认为他除了在任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

现了建交并与台湾地区签订了《与台湾关系法》以外，几乎很难找到

值得研究的话题。而随着一些新解密档案（如 2013 年一批有关卡特政

府时期的 FRUS 档案）的公开，我们会对当时的历史环境、政策背景、

人物关系等细节有更细致入微的把握和了解。在此基础上，我尝试将

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如新古典现实主义等作为分析范式去解读卡特总

统四年的对华政策路径。全新的史料加上新颖的理论范式会给本书注

入崭新的生命力。

0.1.2 研究创新

首先，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范式引入到卡特时期美国对华政

策。这更能使我们意识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往往是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

二者复杂互动的结果。在既往卡特政府对华政策的研究文献中，学者

们或是只着重于中美苏三角格局的体系层次去梳理这时期美国政府对

华政策的生成，将美对华政策视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一部分 ；或是将研

究的视阈置于美国国内的某些单元因素（如“建交派”的推动）来试

图解读卡特政府对华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或者也有部分学者试图从

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但只是将这两种层次进行背景式的陈

述，而对这些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对体系层次、单元层次以及政

策的生成与运行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行进一步探讨。本书最大的研

究价值就是在上述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把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有机的

结合，并分别建构为国家对外政策回应（因变量）的自变量和中介变

量，试图说明影响卡特政府对华政策最终生成以及日后得以运行的根

本逻辑是一系列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复杂作用的结果。在体系层次，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实力分布和身处的战略环境是

决定美国对外政策走向的根本动力因。基于体系的根本性变迁，美国

政府做出政策回应是一种必然。但政策变迁何时做出、以何种形式做

出、政策回应的程度如何就需要考虑国内单元层次这一中介变量，如

当时美国国内政治精英对于体系变迁的认知、美国国内的政治文化、

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力量推动。这些国内因素影响着卡特政府对华政策

的最终成形。

其次，尝试在充分挖掘英文原始档案的基础上对卡特政府对华政

策的既有认知进行全新的解读。本书引用了大量的美国外交关系档案

（FR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及部分卡特总统图书

馆的电子档案，其中涉及到该时期白宫政策顾问对华政策的评估和建

议，中美高层领导人会谈纪要以及双方电报通信等广泛的题材资料。

通过对这些原始资料的汇总和分析为我们进一步还原了卡特短暂的四

年任期中美两国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科技等领域交流和合

作的全貌。可以说，第一，这种“合作关系”得以确立经历了双方高

层数次的评估、论证、会谈等一系列前期铺垫，在过程上是极为复杂

和曲折的。第二，通常认为卡特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特征，即推进了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的进程同时又给里根

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卡特在对华政策上又有着与

其前任和继任者不同的特征。

最后，通过对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系统考察和研讨可以

进一步理解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战略政策。在两极格局的

铁幕之下，美国的对华政策既是其对苏政策的重要分支，又是其亚太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二战以来美国的历届政府在对华关

系的处理上主要考虑的是苏联因素，即中美关系所要调整的程度要着

眼于美苏关系这个基本立足点。卡特政府在上台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

化也与美苏关系恶化有着直接关系。而对华政策也与美国在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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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布局有着很大的关联。自中国的内战基本结束后，美国就寄希

望于中国的台湾地区成为遏制“共产主义国家”的桥头堡，而美国在

两岸之间也始终维持着所谓的平行双轨制的处理模式，在大陆和台湾

当局之间分别实行各自独立的政策，以期通过这种“相互制衡”的模

式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既有利益。而卡特政府在任内实现了中美关

系根本上的突破，这充分反映了美国的亚太战略以及对苏战略面临重

大调整的节奏。所以说，研究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可以更加深入的了

解冷战时期美国宏观的国际关系布局。

0.2  相关文献研究成果

0.2.1 美国对华政策研究文献

0.2.1.1  国内文献

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属于国际政治中的外交决策学范畴，主要是研

究政治实体在外交互动中做出行为决策所依据的因素链条以及做出这

种行为决策之后所导致的国际影响。自二战以来，外交决策学的研究

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得以兴起和发展，并最终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一

门重要学科分支。在中国，该领域的研究程度也在近年获得了充分的

提升，文献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百家争鸣。体现在文献体裁丰富、选

取主题广泛、研究范式多元等特性。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对有关

研究现状加以概述。

第一，以系统梳理中美关系史作为内容的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即

以详尽的史料作为基础对冷战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行通史性的阐述。

主要有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该书运用充分和详实的国内外史料，对清末至今的两国

关系进行了详实性叙述，堪称是研究中美关系史以及相关领域的首选

历史文献。美国对华各领域政策亦能在该书各个时期的章节中得以很

好的体现。苏格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以美国国家档案馆等解密的美国政府外交文件作为重要资

料来源，披露了许多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内幕。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将

冷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政策分为大陆和台湾两个分支进行各自阐

述，并将台湾问题这个制约中美关系之间最大的因素作为重点的分析

对象。郝雨凡所写的《白宫决策 ：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

（东方出版社，2002 年）详细记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政策

的发展演变，也试图说明美国在对华政策的成熟度和适应性上有相当

艰难的过程。就算是美国决策层熟知中国事务的政治精英也缺乏对中

国事务足够了解，在决策制定上出现了不少的失误。

第二，系统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背后的逻辑链条。这类文献不

仅专注于美国对华政策史的梳理，还有两点显著的特征 ：其一，运用

国际关系理论分析范式将研究重点放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背后的动

因 ：或是聚焦在国家利益论层面，或是着重现实主义及其衍生范式，

试图分析出冷战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得以形成的基本逻辑。具有代表性

的是资中筠所著《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

19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该书详尽介绍美国对华

政策的缘起和发展过程，试图对冷战之初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形成所基

于的动力因进行充分的探讨。与此同时资中筠深刻把握住了国共两党

博弈的关键特点，切中肯綮的指出赫尔利以及马歇尔等人国共调停失

败的深层次原因。1 杨生茂编写的《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 1989》（人

民出版社，1991 年版）也具有类似的特性，该书将美国为了实现自身

1	 	其一，美国高层内部对于“扶蒋反共”的决心和力度一直不足 ；其二，考虑到与苏

联的影响力以及美国当时的全球战略布局以欧洲为主，故而不可能将全部精力用在

中国 ；其三，美国国内的“亲华派”左右政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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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外交政策主要分为四个类型 1	。与此同时该书指出了

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由该国国内政治、国外政治以及经济和意识形态

等多方因素合力形成。2 其二，通过比较美国国内政治体系（如国会、

意识形态、压力集团等）与政策制定的关系，进一步阐述美国对外政

策的特点以及得以形成的内在逻辑。如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

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该著作是将美国的主流政治

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嵌入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分析中，

把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对外政策形成过程与和美国历史进程结合在一

起，进行了细致的系统梳理，从而分析出意识形态对于 20 世纪以来美

国所有重大外交政策出台的影响以及背后的逻辑。在这本著作中，特

别突出的特点是作者针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对华政策的生成过程进

行了重点的分析。这填补了国内学术界的一项研究空白，是国内学者

首次既系统又全面的将意识形态作为研究角度运用到对美国的政策研

究之中。

第三，美国对华具体相关政策（如军事、政治以及经济政策等）

的研究。如刘劲松的《中美军事关系的历史演变、问题和前景》，3 文章

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军事关系史，重点关注美国政府在其

中扮演的角色并系统分析了美国发展与中国军事关系的幕后原因。文

中指出，美国在对华军事合作方面一直是现实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

并十分关注中国军力的发展情况。因而把限制对华军售当作主要的预

防性措施，以达到消减中国对其可能构成直接或现实的威胁。他还对

1	 	即 1. 两国利益平衡发展互不干扰，2. 二者求同存异，3. 主动侵犯他国利益，4. 通过

战争实现利益。在美国的外交史上经常是以第三种即主动侵犯他国国家利益以实现

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

2	 	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6 页。

3	 	刘劲松：《中美军事关系的历史演变、问题和前景》，《战略与管理》，1997 年第 5 期。

当时中美军事关系的问题和前景作出评述，其中包含美台关系、军事

透明度、对华出口管制、不扩散等一系列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看 ：“中美之间的军事关系也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这是由于军事关系自

然有其独具特色的表现和发展规律。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军事关系

还有其特殊性，正因如此，这也给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关系创造了较

为广阔的想像空间和发展余地。”1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认为卡特政

府时期中美资产冻结偿还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谈判是卡特任内对华

政策的重要方面。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政府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了持续三十余年的双方对等冻结彼此国家和公民资产的外交纠纷，

为今后两国政府经贸关系的开展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卡特在其任

内推动了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和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事件也是中美

经贸关系史的大事。肖虹《中美经贸关系史论（1950— 2000）》（世界

知识出版社，2001 年版）一书以中美经贸关系作为基本主线，运用编

年的形式对不同时期两国的经贸关系进行详实性的叙述，详细分析了

不同时期两国政治与经济关系之间彼此潜移默化的联系，并对中美经

贸关系中所存在的症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孙哲、李巍《国会政

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一书将美国国

会在中美经贸关系中所施加的影响作为切入点，以两国政治关系的互

动和国际关系的变迁为背景，全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经

贸关系的发展脉络。

0.2.1.2  国外文献

档案方面。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整理编译的《美国对外关

系文件》（FRUS）（现阶段解密了从 1861 年林肯总统到 2000 年克林顿

总统时期美国部分外交文件）是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核心资料。

1	 	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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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沈志华编纂的《美国对华情报档案解密》（东方出版中心，

2009 年版）则是把美国情报机构收集的中国情报以及对这些情报进行

的分析和评估进行了汇总和翻译。张曙光和周建明编译的《中美“解

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件选编》，汇集了从 1969 年到 1972

年中美两国交往的大量的档案资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研究中弥足珍

贵的第一手资料。除此之外各总统图书馆也有大量原始档案作为重要

补充。

亲历者回忆录。这些著作包括理查德．尼克松的《尼克松回忆

录》、卡特总统的《保持信心》、亨利．基辛格的《白宫岁月》、《动

乱年代》、约翰．霍尔德里奇的回忆录《1945 年以来美中关系的正常

化》、理查德．. 所罗门的《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赛勒斯．万斯

的《艰难的选择》等。就本书而言，卡特总统的回忆录《保持信心》

（Keeping	Faith）（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年版）作为历史当事人的回

忆录具有无可替代的参考价值。这本回忆录记述了他在四年任期内的

生活言行、重大决策以及重要国际会议和政绩成就等。而另一位重要

的历史参与者，卡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回忆录《实力与

原则》（Power	and	Principle）则要比总统的回忆录更加细致入微。这

是一部记载卡特政府期间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的回忆录。布热津

斯基在卡特执政的四年间一直担任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以第

一视角经历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美国所遇到的重大国际事件和参与的

国际会议、对外谈判以及国事访问等外事活动等。该著作详尽描述

了中美建交、戴维营谈判，美苏 SALT Ⅱ阶段谈判以及伊朗人质危机

的台前幕后，为世人最大限度的还原了历史。另外，布的回忆录也充

分反映了美国决策层的政治精英对有关国家重大对外政策的分歧和冲

突，在政策意见的冲突背后不仅是美国门阀政治和政治文化等国内因

的集中反映，更体现了在冷战中期美国政府对苏联关系以及两极格局

认知程度的差异性和异质性。作者在著作中还充分论述了卡特外交思

想的特性，对其四年任期美国对外政策进行了较为中立性的评价，并

分析了美国外交战略的成败得失，提出了日后美国外交政策所应该遵

循的路径方向和思想基础。他认为，美国制定外交政策要兼顾实力和

原则，既不能够将美国的民主从过多的道德主义摇摆到不敏感的现实

主义，也不能将试图增强和使用美国实力斥之为不道德。1

华裔美国人邹谠所著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6 年版）以美国人的视角，对太平洋战争爆发直到朝鲜战争

结束期间的中美关系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之外，还详细对美国对华战略

的失败进行了较为理性的分析 ：在国共内战时期摆在美国人面前有三

个可行性方案，即干涉、援助和撤退。干涉中国事务违反美国的全球

化战略布局，使得美国难以应付苏联在欧洲日益崛起的势力。从中国

撤退也使得美国在“道义和情感”上说不通，并且会受到国内舆论指

责。正因如此只有对国民党实现“有限援助”才是最为符合美国利益

的选择。但是援华法案并不能够扭转国民党在大陆败亡的局面。还会

激起中国民众更为广泛的反美情绪，加速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2 由美

国的马歇尔编著，中国社科院翻译的《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

尔使华秘密报告》（华文出版社，2012 年版）是以原始档案的形式呈

现了马歇尔使华处理国共调停谈判期间（1945 年 12 月到 1947 年 1 月）

向美国国务院递交的报告书。它对马歇尔出使中国期间的工作进行了

完整的背书，对于每次会谈的内容、经过以及国共双方对于每次会谈

的态度和建议都做了客观性的记录，是研究内战时期中美关系的重要

参考性文献。

美国人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的《脆弱的关系 ：1972 年以

1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邱应觉译：《实力与原则》，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614 页。

2	 	邹谠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68-3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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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中美关系》（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以美国人的视角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对美关系分

为四个阶段即敌对期、联合美国对抗苏联时期、现代化和改革合作时

期、互不信任时期。1 他还提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脆弱

的关系”，中美两国在未来既不可能是朋友也不是敌人。2 双方这种不温

不火的关系只有当第三方因素出现才会使得中美两国感到需要联合，

正如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需要试图通过和美国联合起来以孤立苏联。

但与此同时台湾和人权问题始终是两国关系重要的分歧。3

美国学者邰培德所著的《伟大的长城》（A 	Great 	Wall）和詹姆

斯．曼所著的《大转折》（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From	Nixon	 to	Clinton）则是系统讲述了从尼

克松到克林顿时期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历程。前者对于中美关系的现

实做出了四点判断 ：第一，美国已经背离了自尼克松以来向台湾提供

有限防卫性武器方面进行克制的承诺 ；第二，自尼克松上台以来，台

湾人的意愿不再是一个问题 ；第三，两岸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政治进程

中的永久性特征 ；第四，美国对中国的开放才刚开始。4 而后者认为自

尼克松以来之今（即作者成书时间 1998 年）的三十年中美互动的经验

教训对于今后会有许多启示和帮助。5

1	 	斯塔尔；李向前译：《评哈里．哈丁新作脆弱的关系：1972 年以来的美国与中国》，《国

外社会科学》，1994 年第 7 期。

2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P324.

3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P320-321.

4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	and	China,	Public	affairs	Press,	P14-16.

5	 	James	Mann,	About	Face ：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Vintage,	P372.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治学者，资深政论作家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曾经在《选择的国家 ：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一文中对

17 世纪（英属殖民时代）至小布什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特点做了概括

总结，为世人更好的了解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所遵循的内在逻辑提

供了理论支撑。1（具体详见下表）

表 0.1  美国各时期对外政策的目标、对手和手段

时期 目标 对手 手段

殖民时期的美国
（1600—1776 年）

新纪元 教皇反基督者 山巅之城

革命与建国时代
（1776—1815 年）

自由帝国
旧大陆的暴政，
“地狱恶魔”
（美洲原住民）

例如大陆扩张，
没有联盟纠缠

天命
（1815—1848 年）

基督教的文明
野蛮人或“孩子”
（印第安人）

例如大陆扩张，
没有联盟纠缠

美国帝国
（1898—1913）

基督教的文明
野蛮人和野蛮人
（菲律宾人）

不结盟的海外
扩张

威尔逊国际主义
（1914—1919）

全球民主 专制与帝国主义 国际组织和联盟

冷战自由主义
（1946—1989）

自由世界 共产主义 国际组织和联盟

布什和新保守主义
（2001—）

自由的传播
国际恐怖主义，
极端组织

建立临时联盟的
单方面行动

1	 	摘自约翰．朱迪斯《选择的国家 ：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政策简报》，

200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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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罗斯的《风云变化的美中关系（1969— 1989）》（中央编

译出版社，1998 年版）一书对尼克松到老布什时期中美经济与军事关

系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作者采用独特的视角试图表明苏联是这个时期

中美两国重要的战略对手，但是维持中美两国的合作关系仍然不是件

易事，而是由多重因素所决定—特别是台湾问题始终是制衡两国关

系的重要因素。

美国学者艾伦．容安澜 1 撰写的《悬崖勒马》（新华出版社，2007

年版）集中探讨中美两国从实现初步和解到正式建交这段过渡性历史

时期内美国历届政府对台政策的嬗变及其对中美关系的深刻影响。全

面分析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展开的外交互动以及中美达成微妙平衡

的台前幕后。与此同时，他还对台海博弈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及其潜

在风险进行了评估。陈敦德的《中美建交：邓小平与卡特握手纪实》（中

国青年出版社，2014 年版）以尼克松至卡特期间中美关系从解冻到建

交的整个过程作为结构，披露了这个阶段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如“自

行车外交”、“空军一号接尼克松访华”等。

0.2.2 有关决策机制理论的研究结构

新古典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外交决策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更是

在外交决策理论基础上升华的一种全新的外交分析理论。接下来我们

有必要对外交决策理论的基本架构做一个梳理和总结。有关外交机制

研究从研究流派和研究范式上可以概括为“三种流派、四种模式”。

具体来说三种流派包括“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流派、比较政策流派以

及政治心理学派”。四种研究模式分别为 ：第一，理性选择模式 ；第

1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国务院副发言人，现为美国智囊机

构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和东亚研究室主任。他多年在美国政府部门和智

囊机构从事美国东亚政策问题研究。

二，官僚政治模式 ；第三，心理认知模式 ；第四，双层博弈模式。

三大流派。第一流派，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这一流派始于二战

结束初期，美国学者斯奈德（Snyder）提出解释一个国家外交行为的

公式判断即 ：决策机构内部成员关系、国内外环境、决策者意识层面

（个性、价值观等）	 	 决策者根据自己的知识与经验对环境

做出的科学判断	 	 最终确定的外交行为 1。这种方式与流程与

只是把国家看作是片面追求利益的行为体的思维路径有着非常大的区

别。它把国家决策机构和决策者像机器一样分解开来研究外交决策过

程，而这一流派具体又可以细化为两个分支 ：官僚政治派和小集团动

力派。其无外乎就是认为在外交政策之中不完全是有目的一种行为选

择，而是在许多松散组织之间，根据不同的日常工作程序，规范操作

而产生的结果 2，这也正是由于美国政府不同机构之间争权夺利，而对

美国政策的决策所造成的影响 3。

第二流派，比较外交政策。该流派试图找到不同层次的影响因

素对不同国家外交决策所形成的影响，并深入研讨这些影响因素在

不同国家之间所造成的区别。比较外交政策中的代表人物罗森诺	

（J.	Rosenau）经过多年的考证，最终将有可能会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决

1	 	Richard	 Snyder,	 H.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Decision	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12.

2	 	如从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嫌疑到正式派出飞机来证实这一嫌疑持续了相当的

一段时间，因为每一个部门必须按照其标准工作程序一级一级将消息向上报，最后

由最高层作出决定才能采取行动，派出 U-2 飞机再次去核实。

3	 	三年后，汉普林（M	 .Halperin）利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

期的有关军事外交政策的决策和执行的大量事例，向人们揭示了在外交政策制定过

程中不同的机构和人员为争夺特权、经费以及选举的考虑对外交政策造成的影响，

导致外交政策的非理性，揭示了官僚政治发挥作用的规律。详见 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1971.



14 卡特政府对华政策与中美建交 15导  论   

策因素详细划分为五个类别。主要包括 ：外部影响、国内社会影响、

政府结构影响、政策的决策者的角色影响以及决策者的个人影响因

素。根据这些内容，他按照国家的大与小、发达与不发达、开放与封

闭等三个条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依照这个理论，假如我们以美国为例，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具有较

大影响力，国土辽阔、国力强盛发达的国家，这些因素所发挥作用的

基本顺序是 ：首先是角色因素、其次是社会因素、再次是外部因素或

国际体系因素、随后是政府因素、最后才是个人的因素。但假如我们

以中国为例，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基本顺序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

化，它们发挥作用的顺序则转变为 ：从个人到角色，再到国际体系，

继而是政府和社会。

第三个流派，政治心理学派。代表人物有赫尔曼（Herman）、

伊斯特（Easter）等人。这派学者指出，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是非常重

要的，这是由于所有的客观环境与一切现实的因素都不能直接形成国

家决策，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形成具体的政策，

从而发挥自己的影响。为什么决策者的心理过程非常重要呢？这是由

于决策者往往会有一种“透过现象看清楚本质”的看问题的方法，在

长期的积累中，他们形成了一定的经验，具备在突发事件中有效决策

的决断力。除此之外，对于他们而言，长期的政治生活形成了综合判

断的习惯，因而，从外界收集到的信息往往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他

们就像一个信息接收分析器一样，所有获取的信息会在他们的脑海中

过一遍，经过他们的态度、信仰、经验、动机等构成的漏斗进行有效

的过滤和吸收，从而去掉一些无关紧要的细小因素，突显对局势影响

较大的问题，最终使自己做出快速的决断。该流派还认为，决策者对

问题的判断和决策的形成并不是毫无来由的，在他们长期的政治生涯

中，受到来自多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与此同时，他们的立场和决策又

会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影子，无论是政治文化、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

人口变迁以及历史地理等因素，都是可能会影响他们决策方向的原因

之一。

决策者的成长经历、个人特征、决策方向均有不同，但从决策模

式的选择上可以分为四大不同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理性选择模式。这种决策模式的基本逻辑或者说立

足点是决策者对于人类的能力非常的自信，正因如此，决策者坚定地

认为 ：人类具有能够预测未知未来的水平，更具有计算利益的能力。

也正是这样，在遇到特别重大的问题时，决策者自信自己具有冷静地

审视、准确地界定、科学地判断以及高效地解决的能力，能够第一时

间在众多的可选的方案中找到最优的解决方案。

但实际上，这种选择模式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往往是并不实用的，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当一个国家在应对国际事务时，这些事务除了纷

繁复杂之外，还往往是突发而至的，由于国际事务的突发性、临时

性，决策者在收集信息和思考决策等方面的时间非常紧迫、能够获

取到的信息内容也往往是相对有限的。国际上比较常见的突发事件

之中，往往是要在信息残缺、还有很多必须要在选项非常有限、处理

时间格外紧急、事态发展并不清晰的危机局势之下做出判断和外交政

策的选择。当然，要依靠过去积累起来的政治事件经验、以往决策经

历以及凭借自己的直觉和有限的理性而作出的外交政策的选择，其实

并不是毫无来由的。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所做出的第一反应，往往会夹

杂着太多的决策团体的政治意图和核心决策者的个人偏好，而这些都

会导致外交决策的导向。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毫无疑问地说，必

然还会夹杂这政治决策团体的意愿，抑或是政治决策团体之中核心决

策者的个人导向，这些因素都会无可避免地导致外交决策的结果会受

其左右。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的自觉感知、判断失误等因素都会

影响到决策者和决策团体的判断力，影响到他们在外交决策行为之中

的个人判断和价值取向。持有这种观点的典型人物就是美国的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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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布雷布鲁克（Bradbrook）以及和他持有同一理论的林德布洛姆

（Lindblom）。针对上述理性选择主义存在的问题和先天的不足，赫伯

特．西蒙（Herbert	Simon）却提出了变通的“有限的理性”的改良观

点 ：正因如此，他的主张是决策的时候应该多用“满意”、少用“最

佳”，从降低期望值做起，逐步来建构一个全新的有限理性的决策模

式 1。林德布罗姆提出了“渐进决策模式”2，他与其他学者持有的意见

不同。他认为，决策实际上并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个变化发展

着的、渐进的过程。政治团体中的决策者往往只是在根据以往的政治

经验循例而行，并对现行政策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并没有从根本上

推翻抑或改旗易帜。与此同时，他的政治导向是非常温和的。正因如

此，他个人非常反对政治政策出现大起大落的调整，因为在他看来，

这样或多或少会影响到社会的长期安定、长治久安。

第二种模式是官僚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属于介入政治过程的组织

决策与个人纳入外交决策论的理论分析的框架之中，运用了一种较为

独特的理论视角来解释政治上的外交决策。这种政治模式高度关注国

内政治竞争造成的对外交决策的偏移和影响。研究官僚政治模式的专

家明确指出 ：政治决策不是个人的意志，而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组织，

抑或是一个国家的官僚机构的产物，这其中，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在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官僚政治模式也是非常常见的，他们用来进行理论

建构的学理基础不是纯理论的内容，而是政治组织这一特有的分析层

次。其中不仅包含着政府各个组成部门，还囊括了所有的政府制度。

从实效性来分析，一个国家的政治组织视角实际上与国际体系、国家

和社会这三种视角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它注重和一再强调的是国家内

1	 	宋志艳 ：《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17 年。

2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著 ；竺乾威译 ：《决策过程》，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2 页。

部的政治架构会左右一个国家制定不同的外交政策并导致不同影响。

与理性选择模式一样，从组织和官僚政治角度出发构建的决策理

论模型也存在极为明显的局限性和不适应性。这是由于从官僚到组织

的视角提供的是一种理想化、制度性的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能够

成功执行的前提是 ：政府必须要具有科学而高效的决策方面的机制、

决策的专业人员、决策工作原则和决策流程。但从实际上来看，外交

政策的制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中体现出

非常明显的差异。正因如此，我们认为 ：所有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外交

政策时，都要经历来自于自己国家官僚政治的激烈碰撞，这种认知是

有失偏颇的。与此同时，就算是在美国等权力相对较为分散，形成

高度互相制衡的西方国家，虽然国家的官僚机构往往会在明显的局部

外交问题上政见不一、争论不休，最后总是会导致政出多门、难以统

一。但从以往的历史来看，在国家面对危机的时刻，国内原本正在争

论的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却是高度统一的，他们会形成一种关键时刻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关键时刻放下内部的芥蒂，携手抗敌、一致对

外。其中尤为重要的关键是 ：从推动做出决策的实际效果来看，官僚

政治决策理论模式是一种不以国家的实质性利益为出发点，也并没有

完全顾及国际体系环境所形成的制约（实际上这些变量却对于国家的

外交决策往往是非常重要的）。1

第三种模式即心理认知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决策者的心理认知

对于决策的方向和确定非常的重要。从心理认知模式出发，只有通过

决策者的主观分析及处理，国家的所有客观方面的环境和所有的现实

影响因素才能与外交政策挂钩，形成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之一。罗伯

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 ：“如果不考察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

看法和对其他人的认识，就无法解释重大决定和政策是怎样形成的。

1	 	宋志艳 ：《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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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些认知因素构成了部分行为的近因，其他层次的分析无

法直接说明这些认知因素是什么。”1 这种模式所持有的态度是 ：在外

交政策的确定中，政策决策者对于国家客观现实的认知，往往影响着

国家对外政策决策的结果。正因如此，从研究决策者出发，通过研究

决策者的个人信仰和成长经历、决策者的认知过程来深入研究国家外

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实际上是一种对决策者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的

有效概括与总结。

当然，心理认知的模式下依然存在许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资

料的稀缺不足以支撑做出科学有效的决策判断，决策者的个人想法、

其真实的心理发展过程也往往难以直接被研究者深入地了解，因而对

决策者的了解和分析往往只是臆测，因而可信度实际上并不高。而从

分析角度来认知，这种模式成立的前提是 ：假设做出决策的个体是非

常重要的，甚至于在世界政治发展历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

这个因素出发，这种心理认知模式往往只是关注到对个人和微观方面

的初步研究，从而却忽视了国际体系层次方面因素的影响。这就是心

理认知模式的薄弱之处。

最后一种模式是近年热议的双层博弈模式。这种模式分别从国际

和国内政治影响因素来思考和分析，以此来解释两种因素在不同层面

发生的交集与互动以及它们又将如何影响国家的政治合作，并且在作

出政策抉择的过程中在国内不同的官僚机构之间发生的具体的博弈过

程。美国的外交政策学者在 1988 年正式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的理

论，目的正是要深刻阐释 ：在做出外交政策选择的过程中，国内因素

和国际因素究竟应当如何关联，如何相互影响最终发生作用。在两种

政治模式的博弈之中，双层博弈模式尤为重视的是国内的政治变量，

1	 	罗伯特．杰维斯著 ；秦亚青译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 页。

尤其是在官僚政治竞争以及部门利益之间的竞争，会对一个国家外

交决策的产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模式往往并不

是把两种政治博弈模式进行简单地叠加阐述，而是从内政与外交互动

的角度进行深入地探究和分析，从决策者、国家内政、国际体系三种

不同的因素综合起来，进行三个层面的分析与阐述，从而突出了国内

政治的博弈过程对国际合作造成的影响和控制。1 但双层博弈模式不足

之处在于缺少对于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界定，仅引入了三个参考因素

去分析显得十分单薄，对于绝大多数国际问题的分析都并不能实现理

论上的自洽，除此之外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究竟如何作用于决策的过

程，该理论并没有做出相应解释。

0.2.3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成果

0.2.3.1  现实主义学派的发展历程

国际关系理论学界曾经对解释国家外部决策行为存在两种观点 ：

第一种是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所主张的“权力中心论”，

认为国家的外交决策主要源于国家内部的权力因素。古典现实主义

从权力概念出发研讨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

政治的现状作出合理解释，但问题是单纯使用权力概念这种绝对主义

的认知，即过分强调权力因素而忽视国际体系等非权力因素的影响，

这也导致了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变量相对单一。在国际格局日趋复杂

的全球化背景下，将权力与政策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个简单而自然转

化过程的“权力中心论”已经不能对许多国际问题进行令人信服的

解释。

1	 	王泛森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4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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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所主张的“体系中心

论”。结构现实主义的创立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提出，

为了理解国际政治以及国家彼此互动的政治环境，必须深入理解国际

体系的性质。按照华尔兹的理论逻辑，传统理论范式在诠释国家之间

的互动模式仅仅停留在政治决策者与国家性质的基础上，即所谓的第

一意象和第二意象。1 这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天然的理论缺失，因为人性

理论与国别差异理论无法回避一个现实性难题，即从决策者层面抑或

国别层面无法全面解释国家行为。而第三意象（即国际体系）则聚焦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不涉及国家内部的权

力结构，制度类型以及决策者心理等因素），能够较为充分的解释国

家之间战争、合作等一系列宏观性政治后果。2

结构现实主义系统性的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究竟何种体系结

构是最为稳定的国际秩序，华尔兹认为两极格局＞（平衡）多极格局

＞（失衡）多极格局＞单极格局。3 处于单极格局的国际体系最不稳定，

因为除了霸权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会担心前者会采取掠夺性的行为。

正因如此非霸权国会自然而然进行联合以对抗单极格局。4 第二，提出

了国家为了实现国家安全而采取的一系列战略偏好（例如追随、制

衡、绥靖等）以及国家如何进行抉择。总之，依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模型预演，内部政治制度、政权结构、意识形态、领导人意志截然不

同的国家，当面对相似的外部环境之时会采取类似的国家行为，即国

家必须按照体系指令行事。

1	 	第一意象是决策者、第二意象是国内结构、第三意象是国际体系。

2	 	诺林．里普斯曼 ；刘丰译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7 页。

3	 	Kenneth	 N.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9-67.

4	 	不过罗伯特．吉尔平也提出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单极体系是最为稳定的格局。

但是，结构现实主义对国际环境变化进行迅速与机械的反应，这

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对于环境本体论的高度关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结

构现实主义模型在实践运用中主要面临着四个局限 ：即政治精英对于

体系感知是否全面，国际环境的明确性缺失，理性选择问题以及国内

资源的动员问题。

第一，国内政治精英并不能总是做出适应的体系认知。体系会依

据相对权力分布和增长率差异给予国家提供相对确定的指令。但是沃

尔福斯（Wohlforth）又提出了向左的论证，即如果假定权力影响国际

政治进程，那么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代表国家做出决策那些人的

认知来体现。1 罗伯特．杰维斯也借着这种逻辑继续提出“政治精英决

策有限理论”，领导人毕竟不是机器，他们在处理信息以及计算相对

实力、做出政策评估，制定可行性的政策等问题上都会出现问题。2 这

种认知有可能是由于特定人的意向和认知的系统性偏差造成的。正因

如此，国家的外交决策行为与政治精英的个性、意象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3

第二，国际体系并不总是发出关于威胁和机遇的明确信号。在大

多数情况下，国际体系带来的指令信号并不十分清晰，甚至有时候比

较模糊。例如，19 世纪末美国实力的增长加大了其在加勒比海的军事

存在，彼时英国则对此出现了战略预判的困境。究竟是集中军事力量

来制衡美国，进而消除其对英国全球殖民霸权所产生的威胁。抑或是

采取接触的战略以和缓与美国对峙的局面。

1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

2	 	诺林．里普斯曼 ；刘丰译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9 页。

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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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治领导人并不会完全对体系做出理性的反应。就算他们

正确认识到了国际体系的指令，也有可能不会做出最优的决策，造成

政策反应与体系指令不对称的局面。这有可能与人类对信息认知与处

理信息的能力有一定的关联，也有可能与体系指令传递的紧急性以及

决策者身处的条件环境有着潜移默化的关系。正如芭芭拉．塔奇曼

（Barbara	Tuchman）在《八月炮声》所描述的那样，一战之前面对奥

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各种挑衅性的外交动作，作为大国政治精英的俄皇

尼古拉二世一直难以摆明自己的立场。

第四，国家间动员程度不一的现实。结构现实主义预设了国家在

维护国家自身利益（如维持政府权威、国内秩序、国际安全等）的基

础上，都会做到绝对理性的价值预判来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总

之，国家间的功能都是相似的，都会在体系指令下做出最优政策选

择。但现实情况是，各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环境各不相同，要使

得每个国家都能依循体系的“呼声”来适度做出动员社会各种资源的

行为显然缺少客观性。

总之，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决策由国际体系所决定。它强调

从国际体系结构的视角观察问题，忽视了国内因素在国际关系分析中

的地位。1 与此同时将国际主体的外交决策完全解读为国际体系结构下

的行为体互动的结果，而没有对国内单元层次诸如体系认知、国家权

力等层面予以足够的关注，这使得结构现实主义不能以动态的眼光观

察国家的行为，逐渐成为一种比较僵化和静止的理论。

0.2.3.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雏形理论

目前对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最早提出者一般认为是美国学者吉

登．罗斯（Gideon 	 rose）。罗斯对于理论的生成是对此前现实主义

1	 	王公龙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贡献与缺失》，《国际论坛》，2006 年第 5 期。	

学派，如托马斯．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兰德尔．施韦勒

（Randell	Schweller）、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以及威廉

姆．沃尔夫斯等相关学者研究范式进行了集中化的概括和整合。1	也就

是说，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罗斯对于上述这些现实主义的前辈学者研究

路径的总结和升华。接下来，本书将会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雏形理论

进行系统性梳理。

第一，柯庆生国内动员模型。柯庆生在《有用的对手 ：大战略、

国内动员与 1947 — 1958 年中美冲突》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国内动员模

型，他着重于研究政治实体在体系中何以会出现“过度反应”（over	

-reaction）的现象 2，强调国家利益（诸如安全利益）在影响国家外部行

为的顺位上会高于意识形态因素，抑或说国际政治的现实形态有时会

突破意识形态的桎梏。这与新现实主义所提出的均势理论有着本质上

的区别。不过这种观点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这两

个意识形态完全迥异的国家会逐渐走向政治和解。同样的道理也适用

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苏东阵营为什么屡屡发生像“波兹南事件”、

“布拉格之春”等一系列卫星国背离事件。柯庆生还提出，片面分析

国际抑或国内因素都不能解读出国家在某些时段做出违背身处的国际

结构特征的外部行为。正是由于结构现实主义过分注重体系层次的相

对实力分析，导致对于单元结构关注的严重不足。3 基于这种现实，柯

1	 	陈志瑞，刘丰 ：《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

构建与经验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3 期。

2	 	详见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Thomas	J.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New	 Jers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2.



24 卡特政府对华政策与中美建交 25导  论   

国际体系结
构发生变迁

发动国内
政治动员

巩固政治动员
采取的外交

政策

政治精英对
此的认知

式重新将其研究的视域聚焦在国内，提出了国内动员模型（Domestic	

Mobilization	Model），它很好诠释了单元结构对于国家外部行为的潜

在影响。具体来说（1）它是连接国家外部威胁与外部行为的中介变

量。（2）政治精英对于外部威胁以及相对权力认知的程度影响国家动

员的强度。（3）政治动员的目的是国家为了提升自身的政治力量抑或

说是希望从社会中有效汲取更多的政治资源实现自身权力稳固。其模

型示意图如下所释 1 ：

柯式尝试用这种模型解释 20 世纪 50 年代中美两国的外交争端。

通过分析，它发现当时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做出了“违背”国际环境

的对外政策 ：彼时苏联无疑是美国全球战略格局的最大竞争对手。苏

联的军事实力对中国的北方边境以及东北亚地区造成了重大的安全威

胁。两极均势的格局使得中美两国没有理由同时采取高度对峙的战略

决策使得地区的安全滑向失衡的深渊。

按照柯式的理论诠释，冷战伊始，欧洲处于即将崩溃的局面，美

国政府希望通过马歇尔计划在遏制苏联向西渗透的同时进一步实现对

西欧各国的掌控。但面对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反对的舆论呼声，美

国的这项计划有破产的危险。为了在宣扬现实的“共产主义威胁”的

同时又不至于触动苏联，美国才把中国这个“更为合适”的对手作为

矛盾的集中点。这样能说服美国社会有效防范“共产阵营”以便政府

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从而进一步推进“马歇尔计划”。而当时中国

1	 	参考李巍 ：《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 ：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评论》，

2009 年第 5 期 .

由于长期的战乱，国民经济百废待兴的现实亟待需要大规模的国家动

员，以其能够高效整合社会资源进行战后重建。可以说，实现政治动

员的有效开展是当时中国推行其外交战略的基础性考量。与美国在台

海发生有限规模对抗是性价比最为合适的行为，可以借助国家统一问

题提升国内对于政治动员认同的有效性，抵消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由

于一系列社会主义尝试带来的党内外质疑。1

柯式的国内动员模型理论也指出国内精英对于外部结构的认知也

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甚至由于信息不对称、部门执行力等外部因

素会导致国家对于外部威胁的反应过于强烈。正如上文提到，政府精

英的过度反应有时甚至会与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格格不入。而国内对于

政治精英推行政治动员的阻力强弱也会影响政治动员的能否顺利推行。

第二，扎卡利亚与政权中心型现实主义。法利德．扎卡里亚在《从

财富到权力》中对国家的经济实力增长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国家

的外部权益拓展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2 他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的

状态现实，这也就决定了既有的权力分配格局决定了国家的外部行

为—相对权力与国家行为呈现出正比例的关系。但扎卡利亚指出，

这种一厢情愿的理论逻辑对于解读 19 世纪末崛起国家的外部行为就显

得难以自圆其说 ：一方面，彼时的德日在实现自身国家工业化之后，

经济迅速得以崛起，紧接着就开始对外殖民的侵略道路。另一方面，

美国在迅速实现国家崛起的道路后却对殖民扩张的道路保持沉默。这

种不对称的国家战略轨迹也使得传统研究范式暴露出明显的逻辑自洽

性缺失，扎卡利亚开始尝试将国内单元结构嵌入到国家行为分析当

1	 	Thomas	J.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New	 Jers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95.

2	 	详见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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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而恢复现实主义的理论活力。

美国在建国伊始就有一套完善的政权制衡结构，通过相对复杂的

运行机制实现了国家权力的三权平衡。政府决策层正是由于所受到的

制衡导致其社会动员能力受到了钳制，逐渐形成了“有限政府”的

行政体系。应该说，扎卡利亚提出的这种“政权中心型现实主义”

（state-centeredrealism）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柯庆生的国内动员论，将

政权结构与国家行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一个国力充盈的国家如果在政

权组织形式上过于松散也会严重影响其外部行为的扩张性。国家决策

层在做出体系认知后是否会发动符合其预期的国内政治动员，动员的

程度如何是会受到自身政权体系类型的制约。

美国的国家权力结构先天具有制约和平衡的基因，这也导致了其

曾经长期表现出孤立主义的外交角色。这种现象持续到 19 世纪末，随

着国家构建运动（state-building）的开展，美国的权力结构发生了较

大程度的转变 ：行政权力逐渐从各州向上集聚到联邦，立法部门的许

多权力转移到行政部门。强大的联邦政权使得其对外政策走向逐渐走

向外向型。据统计，在政权建设之后美国的扩张率（成功实现扩张的

事件 / 具有潜在扩张的情形）从 27% 提升到 78%。1 到了 19 世纪末美国

的经济总量已然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军事力量也属世界前列。但

美国在国际体系相对权力的优越性与其外部政策的保守性显得格格不

入。实际上，一直到了罗斯福新政以后，经历了国内经济政治领域的

一系列改革，美国才彻底摆脱孤立主义的钳制，成为全球体系中最为

重要的参与主体。

第三，施韦勒的制衡不足理论。兰德尔．施韦勒在《致命的不平

衡 ：的黎波里与希特勒征服世界的战略》一书中运用了大量引证对二

1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27.

战的缘起和过程进行了解释，并着重介绍了国家利益和实力分配是影

响国家外部行为的两个重要的变量。在当时轴心国、英美自由主义

和共产国际支配着世界秩序的运行。基于此，上述两个因素对于国家

究竟采取绥靖、制衡抑或是修正的战略偏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	此

后施韦勒又出版了《悬而未决的威胁 ：权力制衡的政治制约》一书，

对于此前的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制衡不足”理论范式。施韦勒

承认均势理论所提出的观点，即国家面对外部威胁所采取的外部行为

是制衡。此后，他又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他认为制衡从程度上可以划

分为不足、适度、过度以及不制衡四种形式，但在现实中国家面对外

部威胁时往往表现出制衡不足，即在对外政策中很难保持积极有效的

制衡。基于此，他重点从国家在面对体系层次潜在危险时所表现出的

“制衡不足”（underbalance）进行探究。施韦勒的“制衡不足”与扎卡

利亚的理论有一定相似之处，都表达了国家外部行为的“缺失性”。

但扎卡利亚的观点偏重于国家行为力的不足层面上，而施韦勒则强调

于国家在面对体系威胁时制衡不足的层面上。施韦勒认为，国家采取

制衡行为的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即体系层次的刺激和单元层次的制

约。在这个基础上国内领导人对于国内和国外情况做出综合性的衡量

最后做出决定。“制衡不足”往往是政治决策者考虑到制衡行为本身会

带来难以预计的政治成本。正因如此，制衡现象经常在国家实践中发

生。2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制衡行为是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社会的一项基本

性准则，国际体系的结构厌恶不受制衡的权力 3，它驱使着大国之间彼

1	 	详见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for	World	Conque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2	 	RandallL.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4-8.

3	 	Kenneth	N.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1,	Summer	2000,	p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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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制衡。1 与此同时，制衡不足彰显出国际社会的反常特例。

施韦勒通过观察国际关系大量现实案例中得出，许多国家对于外

部威胁往往存在消极性的行为特征，即可能出现迟缓、无为、追随、

绥靖 (appeasement)、等制衡不足甚至不制衡的现象。2 而且国家的制衡

行为与国内政治精英的体系认知有着重要的联系，施韦勒从众多的国

内因素中选取了四个重要因素，即精英共识、精英凝聚力、社会凝聚

力、政治制度强弱。前两个因素决定了国家行动的意愿，后两个因素

决定了国家行为的能力，而国家行为意志与行为能力共同作用着政治

实体的战略偏好。具体来说，所谓精英共识程度与凝聚力指的是国内

政治精英对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威胁的默契程度以及内部政治派系之间

的博弈。社会凝聚力与政治制度强弱则代表了政治精英通过国家机器

汲取资源的能力。（详见下图）

施韦勒基于制衡不足理论对大量案例进行分析，第一个案例是

二战期间殖民主义大国英法的绥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纳粹德国

扩张主义的兴起，也使得自身在战争初期的国家安全遭受了严重的

威胁。第二个案例是地缘格局极度恶劣的小国以色列何以能够在周

1	 	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	shore	Balancing:	America’s	Future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2,	Summer	1997,	pp.117.

2	 	李巍 ：《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 ：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评论》，2009

年第 5 期。

围都是威胁国的环境下竟然采取军事扩张主义。这两组案例构成鲜

明的对照，他试图去证明国家实力的强弱与国家外部政策积极性关联

并不大，单元层次下国家行为能力与意志的推动才是国家战略偏好的

关键。

0.2.3.3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提出

1998 年，美国学者吉登．罗斯在《世界政治》杂志上发表《新

古典现实主义与外交政策理论》（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一文中正式提出了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一学说。1 这位美

国学者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他尝试通过古典现实主义视域、结构现

实主义视域的相互结合，进行一场理论上的重构，并将体系层次和单

元层次进行重组，力图建构出一种相对调和性、中立性的解释理论 2。

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三个观点 ：

第一，政策制定的内部逻辑。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单元层次和

体系层次二者复杂互动结果。这里主要包含几层意思 ：（1）国家的外

交决策直接受制于体系因素。这一点继承了结构现实主义大师沃尔兹

（Kennith	Waltz）的观点。（2）在“体系”和“国家”二者之间加入“单

元”这个中介分析变量，也就是说国家的外交决策除了受到其身处体

系的相对权力和体系压力的影响，也受到许多国内因素的制约，诸如

决策者认知、价值的等各种国内因素的影响 3。

1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NO,	1,	1998.

2	 	徐其森，王英 ：《国内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综述》，《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9 期。

3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t	 Environment,	 Liberal	 Process,	 and	 Domestic-

Level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1,	NO.1,	1997.



30 卡特政府对华政策与中美建交 31导  论   

第二，环境认知和动员能力。国家在回应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时

会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而国家外部环境有时会以威胁的形式呈现，

而有时会以机会的形式出现，这也就决定了国家对这种环境的认知有

时会准确而有时会出现偏差。政治精英汲取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国

家的理性也是有限的。正因如此国家充分理解和捕捉体系环境的信息

并且通过国家动员进行回应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他将外交决策理论划分为四个流派，即国内政治理论、防

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第一个流派即

国内政治理论强调国内因素对国家外交决策的影响。至于其他的流派

则都是强调体系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

主义都强调体系要素的制约，后者则认为，体系能够引起国家的行

为，但并不是全部。1 吉登．罗斯则将他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成为“第四

个流派”2。他在承认国际体系作为影响国家外部行为的重要因素的前提

下将国内因素嵌入到外交政策的范式解释中。与此同时，罗斯认为，

任何科学的外交决策理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要将单元层次与体

系层次进行有机的结合，体系与单元两者对于国家外交行为的影响差

异性非常大。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体系诱因是作为外交政策的自

变量，单元因素则可视作是连接体系诱因与外交政策的中介变量。而

中介变量的作用是调节（增强或减弱）体系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有关

这四种外交决策理论具体主张可参照下表 ：

1	 	有关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二者区别可参考 Jack	 Snyder 的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一文

2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NO,	1,	1998.

表 0.2  现实主义理论主要学派的基本逻辑

理论 国际体系 单元 逻辑链

国内政治理论 0 3 国内因素    外交行为

防御性现实主义 1 3 体系 + 单元    外交行为

进攻性现实主义 3 0 体系    外交行为

新古典现实主义 2 2
体系（自变量）    单元
（中介变量）    外交行为

（按照依赖程度由小到大划分为 0—3，0 为忽略，3 为最高）

吉登．罗斯在提出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范

式之后，该理论开始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注意力

聚焦于此并将自己的研究归入这个阵营，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研究著

作和论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专著方面有 ：斯蒂芬．洛贝尔 1（Stephen	

lobell）的《霸权的挑战》，杰弗里．托利弗 2（Jeffrey	Tolliver）的《平

衡风险》（Balancing	Risk），兰德尔．施韦勒 3（Randall	Schweller）的

《没有应答的威胁》（Unanswered	Threat），诺林．里普斯曼 4（Noreen	

Ripsman）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家和外交政策》（Neoclassical	

Realism,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论文部分有杰弗里．托利弗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与资源汲取型

国家》（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载于《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2006

1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美国犹他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2	 	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3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美国俄亥俄大学政治系教授。

4	 	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加拿大麦考迪亚大学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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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3 期。兰德尔．施韦勒的《没有应答的威胁 ：制衡不足的新古典

现实主义解释》（Unanswered	Threat: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载于《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2004 年

第 2 期。贺航 1 的《动态制衡：中国对美国的制衡战略（1949— 2005）》

(Dynamic	Balancing:	China’s	Balancing	Strategie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1949-2005），2006 年加州圣地亚哥第 47 届国际研究协会会

议论文。兰德尔．施韦勒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future	of	Sino-US	relations），载于《国

际政治科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2018 年第 3 期。

新古典现实主义发展至今已经有二十余年，其理论的经验拓展方

面所获得的成果值得我们去关注。比如斯蒂芬．洛贝尔将视域聚焦在

霸权国在衰落时候的政治以及经济抉择。他认为挑战霸权国的国家类

型有可能是自由主义国家抑或是帝国主义国家。前者会在一定程度上

增强霸权国国内自由国际主义政治联盟的力量。正因如此面对自由主

义的挑战国，霸权国更有可能放弃对争议地区的控制，通过削减国防

开支、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加以应对。如果是后者则霸权国内部

经济民族主义政治联盟的力量会得到强化，它们会推动霸权国在各个

地区抵制挑战国。而杰弗里．托利弗则对大国在边缘地区的干预行为

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托利弗考察了大国经常在并不涉及核心安全利益的边缘地区进行

大规模军事和外交干预的原因。2 他关注为何大国会在边缘地区（并且

在这些地区投入政治、经济以即军事成本回报甚微）做出重要的外交

和军事承诺。针对这个问题，他提出了所谓的“风险平衡论”。具体

而言，托利弗从国家领导人对风险和收益的认知角度解释了大国所采

1	 	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博士，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2	 	具体参见 Stephen	lobell	The	challenge	of	hegemony。

取的风险很大但成功机会并不明显的干预行为，认为国家会采取规避

风险和接受风险两种不同策略，在预期自己处于获益状态时更倾向于

前者。在预期自己处于损失状态时则倾向于后者。

0.2.3.4  新古典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研究

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就已经开始了有关国家外交决策及

其相关的理论探索。最早是在引入西方外交决策理论的范式基础上关注

本国外交决策的实践。由于研究时间起步较晚以及意识形态等外部因

素的制约，现有研究成果仍然属于发展阶段。可以说，新古典现实主

义研究属于国内政治学领域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但令人欣慰的是，随

着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外交实务水平和实践能力

不断提高，不仅促使着外交决策理论的急速转型，也使得外交决策研

究领域不断拓展，涌现出一些研究成果。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大类：

第一，理论本体研究

国内学人最早对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都是以外交决策作为切

入点的。《外交政策分析 ：理论与方法》是国内首部介绍外交决策理

论与方法的概论式著作，可以视为是外交决策这门学科的入门教材 1。

它除了对外交决策的理论特性、相关概念、研究范围和意义加以论述

之外，着重于对建国以后中国的外交决策实践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探

讨。与此同时，书中还引用了大量外交案例 2。中国国内最早引入西方

外交决策模式的文章是卢义民和倪世雄于 1988 年发表的《美国外交决

策模式研究》一文 3。北大张清敏教授是介绍西方外交决策机制理论研

究的领军人物，他从西方外交决策机制理论的学派划分和决策模型着

1	 	王鸣鸣：《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 页。

2	 	张历历 ：《外交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8 页。

3	 	郑义民，倪世雄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 年

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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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进行全面阐释。他的代表作《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流派》对西方外

交决策机制理论的流派做出了划分 1。在此之后，他又发表了一些相关

的拓展性文章，主要有《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 ：理论与方法》2、

《小集团思维模式：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模式》3、《外交决策的微观分析

模式及其应用》、《国际政治心理学流派分析》4。在外交决策模型的介绍

上对官僚政治组织模式、理性选择模式、心理认知模式、双层博弈模

式进行了深入阐释，不仅对于理论本体的自洽性进行了介绍，还对本

体性所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详细说明。

1998 年，美国学者吉登．罗斯正式提出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一理

论。两年后，国内就有人开始发表相关领域的文章。于铁军的《进攻

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国内最早介绍相

关理论的学者。此后，国内对于相关的研究便开始络绎不绝。刘丰是

近些年来研究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国际体系、国内政

治与外交政策理论》一文中详细的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背景进行

了梳理。与此同时，为了更好让国内学人与国内相关学术界对接，他

还系统介绍了众多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前沿理论，为该理论的前景以及

理论的自洽性矛盾提出了一些见解。5 李巍的《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

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国内最早开始反思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缺陷的文章，他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想要在结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实

现突破，需要发挥单元层次的多元性，加强国际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

1	 	即外交决策和过程流派、比较政策流派、政治心理学流派。参见张清敏 ：《外交政策

分析的三个流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 年第 3 期。

2	 	张清敏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 ：理论与方法》，《国际论坛》，2003 年第 1 期。

3	 	张清敏：《小集团思维模式：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模式》，《国际论坛》，2004 第 2 期。

4	 	张清敏 ：《国际政治心理学流派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08 年第 3 期。

5	 	陈志瑞，刘丰 ：《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

与经验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3 期。

的相互整合与借鉴。1

除此之外，对于影响外交决策动力因素的研究有毕云红的《外交

决策及其影响因素》2。他认为外交决策包括两层含义 ：动态的外交决

策过程和静态的外交决策结果。影响外交决策结果的各种因素大致可

分为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它们只能通过动态的外交决策过程发挥作

用。外交决策过程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它受决策问题的性质、

决策主体和决策方法的影响。王存刚的《当今中国的外交政策 ：谁在

制定	谁在影响》3 一文对于研究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影响因素有着重要

的借鉴意义。具体体现在，他站在中国国内行动者的独特视角，详细

地深入地分析了目前在中国的外交方面的决策、有影响力的组成力量

及其外交决策和影响力量各自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中国对外政

策的主要决策者。与此同时，根据影响外交决策的诸多因素的影响，

他还将这些因素界定为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三种力量。4

第二，实践应用研究

齐建华所著的《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五大因素》5 是实践应用研究

方面的专业书籍。它是在针对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系统专题的调研

中，以调研的结果为基础，通过结合实际的有效分析形成了独树一帜

的研究对象，并以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坚持从中国的立场出发、

结合中国的外交实际，形成了宏观综合与微观分析结合的模式。与此

同时，他系统研究和分析出了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五个方面的主要因

1	 	李巍 ：《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 ：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评论》，2009

年第 5 期。

2	 	毕云红 ：《外交决策及其影响因素》，《世界政治与经济》，2002 年第 1 期。

3	 	王存刚：《当今中国的外交政策：谁在制定	谁在影响》，《外交评论》，2012 年第 2 期。

4	 	核心力量有中央有关机构、外交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军事系统 ；半边缘力量有大

型国有企业和省级地方政府 ；边缘力量有智库、大众传媒和公众。

5	 	齐建华 ：《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五大因素》，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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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别是 ：国际环境因素、法律体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组织结

构因素和社会舆论因素。该著作对于推进中国国内外交决策体制研究

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王铁军的《体系认知、政府权力与中俄能源合作—来自新古典

现实主义的视角》借助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从体系认知和政府权力

两个中介变量入手理解俄罗斯对华能源合作 1。此后他又发表了《从新

古典现实主义看平成时代日本的防卫政策变化—兼论日本的和平路

线能坚持多久》一文，将该理论嵌入到平成时代的日本防卫政策，并

将其作为分析对象，提出了日本的防卫政策究竟是被动适应外部威胁

抑或是在认知体系性信号的基础上进行主动调试。2

刘丰，陈志瑞的《东南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一种新

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则是该理论分析东南亚问题的经典文献。该文

认为，东南亚地区中小国家所面对的体系压力和国家的战略偏好共同

决定了他们的对外战略。与此同时，当面对自主性、安全和福利三个

目标的时候，他们希望以“对冲”的策略进行维持。3 杨勇的《巴基斯

坦对阿富汗的外交决策研究》则是以巴基斯坦对外政策为研究对象，

系统解读分析出了影响巴基斯坦对外决策的单元层次和体系层次。4

唐晓是最早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以外视角对美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决

定因素进行研究的学者，它的《美国外交决策机制概论》提出有四个

因素影响着美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即政府、国会、压力集团和社会舆

1	 	王铁军 ：《体系认知、政府权力与中俄能源合作 ：来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当

代亚太》，2015 年第 2 期。

2	 	王铁军 ：《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看平成时代日本的防卫政策变化 ：兼论日本的和平路线

能坚持多久》，《日本学刊》，2020 年第 1 期。

3	 	刘丰，陈志瑞 ：《东南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

释》，《当代亚太》，2015 年第 8 期。

4	 	杨勇：《巴基斯坦对外政策决策研究：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时事出版社 2019 年版。

论。这四个因素的影响力是依次递减 1。刘文祥的《考察影响美国外交

决策的国内因素》2 则在唐晓的基础上进行了升华性的解读，提出思想

（Ideas）、机构（Institutions）、利益（Interests）、个人（Individuals）

来解读美国的国内因素。同时，他认为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因素主要

包括国外因素和国内因素两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因素与外交

的互动作用明显增强，而对于国内因素的深入理解有利于更好地了解

美国外交政策，把握其发展趋势。3

孙哲的《美国的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4 从国会的角度对美国外交决

策机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

大的作用，国会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对外决策中随着美国参与公共

外交程度的增加，其地位也在逐渐的提升，慢慢显现出成为掌控美国

外交的“锚与舵”的趋势。李艳辉从政党、利益集团 5 以及公众舆论角

度 6 论述了上述因素对美国整体外交战略的影响。钱文荣认为思想库对

美国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尤为突出，了解和研究美国思想库的

由来、运作及其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与作用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美国

的外交战略、政策及其决策过程。7

王缉思认为中美两国的外交都服从、服务于国内政治，但两国政

治的基本区别决定了内政同外交关系的互动性质不同。美国外交主要

1	 	唐晓 ：《美国外交决策机制概论》，《外交学院学报》，1996 年第 1 期。

2	 	刘文祥：《考察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国内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 8 期。

3	 	刘文祥：《考虑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国内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 8 期，	

4	 	孙哲 ：《美国的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4 期。

5	 	李艳辉 ：《政党与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 年第 3 期。

6	 	李艳辉 ：《谈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 年

第 6 期。

7	 	钱文荣 ：《美国思想库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亚非纵横》，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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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是党派政治、利益集团（包括犹太人、古巴移民等基于族群的集

团）的干扰。中国内政同外交的关系则表现为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和政

府权威 1。张历历主要是对 21 世纪初期中美外交决策机制进行了比较研

究 2。他认为 21 世纪初期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内出现了“经济外交”等

专门领域外交发展、决策领域扩大等变化。美国外交决策机制出现应

对反恐的重要调整，进行了大幅度的机构创新。相较于美国以总统为

核心庞大复杂、军事和情报部门的作用巨大、影响因素复杂、研究力

量深厚等特点，中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则更具有长期稳定、高端、保密

以及核心领导和决策核心突出等特点。学者杨奎松通过长期对于中苏

两党两国之间关系转变的深入研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认知。他

的理论认为，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与两国领袖的个人特点是密不可分

的。他在著作中强调 ：“具有独特性格、特殊成长背景、自我情感经历

以及特有的政治经验和意识形态追求的国家领袖，在中国外交政策的

制定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支配性作用。”3 而学者牛

军则是更加注重用案例来说话，他先后选取了在冷战期间发生的一系

列重要案例，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揭示出中国在冷战时期的大

背景下，在处理重大事件时的决策经过、决策机制的运行以及中国外

交战略的形成和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所造成的长远影响。与此同时，

牛军经过案例分析提出了中国外交决策的框架并结合实际对于部分决

策进行了重要反思，其作出的研究对于科学认识和准确总结中国在冷

战时期的外交决策形成规律以及总结历史经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

价值。4	余丽则将角度选取到 1979 年中美建交这个阶段，他认为国际体

1	 	王缉思 ：《中美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比较》，《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1 期。

2	 	张历历 ：《21 世纪初期中美外交决策机制比较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

第 9 期。

3	 	杨奎松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4	 	牛军 ：《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九州出版社 2013 年版。

系的影响、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对中美建交有着重要推动作用。美国

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体现了理性行为者、官僚政治以及组织机构三

种模式的决策特点。这三种模式的结合使美国能够较全面地维护自身

的国家利益，但也带来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1

0.2.4 中美苏三角关系研究现状

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之中，客观存在着三个主体相互作用的情

况，并将其称为三角关系抑或是三边关系，其中三角关系实际上是三

边关系的一种更高的表现形式。假如我们把国际关系格局中三角关系

的三个主体分为 A、B、C 三方。同时预设三方关系所出现的六种可能

性以及伴随的预期结果，具体如下表 ：

表 0.3  国际体系中三角关系格局的预期可能性

主体行为 预期结果 1 预期结果 2 预期效果 3

B 国的行为
作用效果

影响 A 国 影响 C 国
同时影响
A、C 两国

C 国的行为
作用效果

影响 A 国 影响 B 国
同时影响
A、B 两国

A—B 双边关系
作用效果

影响 B—C
双边关系

影响 A—C
双边关系

同时影响 B—C
和 A—C 关系

B—C 双边关系
作用效果

A—B 双边关系
作用效果

影响 A—C
双边关系

同时影响 A—B
和 A—C 关系

A—C 双边关系
作用效果

A—B 双边关系
作用效果

B—C 双边关系
作用效果

同时影响 A—B
和 B—C 关系

1	 	余丽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 ：以中美建交为例》，《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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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图所示，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指的是在一个由三个国家

构成的系统中，其中一个国家的行为会对另一个或两个国家的行为产

生影响，或其中一对双边关系的变化会导致另一对或两对双边关系发

生变化的互动关系 1。学界最早提出国际格局中存在三角关系的是英国

学者马丁．怀特（Martin	Wight）。他于 1977 年出版的著作《国家体系》

有一章专门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三角关系 2。四年之后，美国学者洛厄

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发表的论文《战略三角 ：博弈理论初析》

对三角关系的形态作出了较系统的理论分析。他提出了三角关系的三

种形式，具体如下图所示 ：3

表 0.4  国际体系中三角关系格局的基本类型

类型 表现形式

“三人共处”式 三方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友好

“浪漫三角”式
一方较为中立与其他两方关系较好，但其他两方
却形成了对抗的关系

“稳定婚姻”式 两方友好，且都与第三方处于对立关系。

国内有关三角关系的研究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教授夏立平，在三角关系的状态和互动方面都存在几种样式或模式。

从三角关系的状态来说主要样式有 ：①三边关系紧张 ；②“两松一紧”

1	 	夏立平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 ：超越均势理念》，《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1 期。

2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3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	 -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33,	No.4,	July	1981.

状态 ；③“两紧一松”状态 ；④“三边关系缓和”状态 1。同时，他提

出从三角关系的互动来说，三角关系的各方都总是力争在三角结构中

处于有利地位，其中的某些主要模式有 ：①	A 国与 B 国发展关系是为

了促进与 C 国的关系 ；②	A 国与 B 国发展关系是为了制约 C 国。

0.3  理论研究方法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外部行为并非总能与体系层次保持一

致，主要是因为政治精英对体系的认知偏差、国家外交思想以及国内

政治结构差异等一系列“国内性因素”所导致。新古典现实主义之所

以“偏离”了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研究范式，是因为它引入了一系

列单元层次因素（即中介变量），这些单元作为体系刺激与国家的外

部行为之间起到了中介变量的作用。正因如此，将国内因素纳入进国

家行为的分析范式实质上是通过“找回国家”的思维体系来改进过去

现实主义“体系决定论”的既有认知。2 本书的理论研究方法运用新古

典现实主义的分析路径，将体系层次作为自变量，国内单元层次作为

中介变量，国家的政策生成作为因变量。自变量并不会直接影响因变

量的结果，而是需要通过中介变量的“传输作用”而最终形成国家对

外政策的逻辑脉络。

1	 	夏立平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 ：超越均势理念》，《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1 期。

2	 	然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近几年又有了全新的补强。有人提出这种理论仍然不

能够完全客观的诠释国家的外部行为。其一，单纯强调体系与国家的单项性互动，

至于因变量（即国家的外部行为或政策选择）是否会反作用与其所在的体系。其二，

对于国家在体系刺激之下的体系认知和此时的国内因素考虑的信息还并不充分和全

面，还可以进一步进行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