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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学界对权力是资源还是资源运用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 ，这也是
权力概念的模糊性所在。对权力的重新分类可以依据“资源”与“运用 ”的双重角度进
行，权力可分为软性软权力、硬性软权力、软性硬权力和硬性硬权力四大类 。以此为框
架，作者分析了中国的权力资源、权力运用方式以及权力运用目的。 通过与美国和欧
盟的比较分析，作者认为，美国的权力战略是“全能 － 美国至上 ”型，欧盟的权力战略
是“全能 － 后主权”型，中国的权力战略则为“吸引 － 防御 ”型。 在权力资源相对有限
的情况下，中国的权力战略重视吸引而少强制，重视防御而少塑造。 中国的权力战略
的继续改进表现在五个方面： 优先发挥软性经济硬权力、重点提升软性软权力、逐步拓
展软性军事硬权力、适度发展硬性硬权力和硬性软权力、继续秉持权力的对外防御功
能并逐步扩大权力的对外塑造功能 。
【关键词】 权力战略； 权力资源； 吸引与强制； 防御与塑造
【作者简介】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让 · 莫内讲座教授； 常
璐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 上海

邮编：

200433）
【中图分类号 】 D80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6 － 9550 （ 2012 ）
07 － 0004 － 20

*

本研究得到了 201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的资助（ 项目编号： 11＆ZD074） ，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审读专家也提出了诸多修改建议，
在此表示感谢，
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 4·

2012 年第 7 期

权力（ power） 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引发争论最多的概念之一。自 1990
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首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软权力 ”的概念后，
关于权力（ 特别是软权力） 的讨论和研究在国内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① 根据对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和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分析 ，在 1990 － 2011 年期
间，在政治、军事与法律的类项下，题名中含有“软权力”、“软实力 ”和“软力量 ”的论
文 1 022 篇，而题名中含有“硬权力”、“硬实力”和“硬力量”的论文仅 30 篇，这显示中
国的权力研究出现了严重偏向软权力的现象 。② 中国学者李少军也指出，国内学界近
年来探讨软权力的文章不少，“但直接辨析‘权力’概念的却几乎没有 ”，因此有必要将
权力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进行讨论 。③
事实上，在国内学界争相研究“软权力”问题之际，国际学界和政策界已经出现了
权力研究的整体观转向。比如，欧盟和美国的外交领导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将软权
力和硬权力有机结合起来的“巧权力 （ smart power） ”概念。 与此同时，曾提出软权力
概念的约瑟夫·奈也在 2011 年出版了《权力的未来 》一书，对权力进行了整体性的考
察。④ 此外，在美欧受 2008 年金融危机冲击而出现权势地位相对下降的背景下 ，中国
的综合国力持续快速上升，引发了国内外对中国将如何使用其与日递增的国际影响力
的高度期待，这就迫使中国学者必须站在整体权力观的角度提出更加完整的 、有中国
特色的和有操作指导意义的权力观和权力战略 。 这种权力观和权力战略应该回答几
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的权力资源包含哪些要素？ 其核心要素又是哪些？ 中国如何运用
这些权力资源？ 与主要国际行为体相比，中国运用权力的方式有何特色？ 中国权力的
运用服务于何种主要目的，是偏向对外防御还是偏向对外塑造 ？ 中国如何改进其未来
的权力战略？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本文要论述的重点 。

一

权力的概念： 资源与运用的双维视角

关于权力的研究存在两种基本的取向，即把权力等同于权力资源或实力 （ capacity） 的资源视角和把权力视为通过资源的运用来达到预期目的的运用视角 。 从资源视

中国的话语体系存在着将“power”译
① 本文采用的是“权力”这一被普遍接受的学术概念。我们也认识到，
为“实力”，“soft power”译为“软实力”的明显偏好。参见宋黎磊、陈志敏： 《中欧对软实力的不同认知及对双边关
2011 第 2 期，第 47 － 49 页。
系的影响》，载《欧洲研究》，
③

数据库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和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文献类项为政治、军事与法律。
2011 年第 2 期，第 1 － 14 页。
李少军：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是什么？》，载《欧洲研究》，

④

Joseph S． Nye，Jr． ，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11．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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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出发的权力概念认为，国家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其实力的大小，即取决于可供利用资
源的多少。这在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尤为显著。 现实主义大师汉斯 · 摩根索
（ Hans J． Morgenthau） 在其《国家间政治》（ Politics Among Nations） 一书中明确地将国
家权力的要素归结为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
的素质和政府的素质这九个方面。① 新现实主义基于其结构主义以及实力分布决定
国际结构形态的基本观点将资源即权力的观点发展到极致 。 肯尼思 · 华尔兹 （ Kenneth N． Waltz） 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取决于单元能力的分配 。国家在自助系统中运
用综合实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它们的地位取决于它们在以下所有方面的得分 ： 人
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②
不过，国际关系的现实是，“具有丰富实力禀赋的国家，并不总能得到它想要的结
果”。③ 美国携超级大国的强势却不能在越南战争中取胜便是一个典型事例 。 因此，
权力研究的运用视角或“关系 ”视角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
域，哈罗德· 拉斯韦尔 （ Harold Lasswell） 和亚伯拉罕 · 卡普兰 （ Abraham Kaplan） 在
1950 年出版的《权力与社会》（ Power and Society） 一书标志着权力研究从“权力即资
源（ power － as － resources） ”路径到“关系权力 （ relational power） ”路径的转向。④ 罗伯
特·达尔（ Robert A． Dahl） 的权力概念得到了西方学界的广泛认可 ，他认为，“A 对 B
有权力即意味着 A 能让 B 做它本不愿意做的事 ”。⑤ 这一界定是从“关系 ”或“运用 ”
的视角来认识权力的。 在其他一些学者看来，“权力是一种相对性的实力 （ capability） ，它通过提供或撤回资源（ resources） ，或者实施惩罚的方式改变其他行为体 ”。⑥ 在
此影响下，国际关系的学者试图将权力的资源和运用整合起来，“既把权力视为国家
实力和禀赋的集合，又把权力作为发挥影响力的一个过程 ”。⑦ 甚至也有学者专门从
“运用”视角来看待权力，而淡化其“资源”属性。如李明江关于“软权力 ”的看法便是
如此。他认为，软权力不是指权力资源的性质（ nature） ，而是指使用软性的方式 （ 对国

徐昕等译： 《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8
① 汉斯·摩根索著，
－ 188 页。
信强译： 《国际政治理论》，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9 页。
② 肯尼思·华尔兹著，
③

Joseph S． Nye，Jr． ，The Future of Power，p． 8．

④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 Beth Simmons，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2002，p． 178．
⑤

Robert A．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Vol． 2，No． 3，1957，pp． 202 － 203．

⑥

Dacher Keltner，Deborah H． Gruenfeld and Cameron Anderson，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Vol． 110，No． 2，2003，p． 265．
⑦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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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 Russett，et al． ，World Politics： The Menu for Choice，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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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间关系的） 培育（ nurture） 。①
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及其后来做了修订的权力理论正是在结合了资源和
运用这两方面内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起初，他认为，硬权力是与军事和经济力量
等有形资源相关的，基于威胁 （ threats） 和诱导 （ inducements） 的命令性权力 （ command
power） 。而软权力是与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无形资源相关的，基于吸引 （ attraction） 和塑造他者偏好 （ establish preferences） 的同化性权力 （ co － optive power） 。② 不
过，这种观点简单地认为无形资源会带来吸引性软权力 ，有形资源会带来命令性硬权
力，从而忽视了权力资源和运用之间远为复杂的关系 。 另一方面，约瑟夫 · 奈将强制
和诱导归为同一类命令式权力，淡化了两者间重要的差别。
事实上，这一观点也给约瑟夫 · 奈后来的著述带来了困惑。 在 2004 年的《软权
力》一书中，奈在讨论欧盟的软权力时，将欧盟的对外援助视为欧盟软权力的一大来
源。③ 无疑，对外援助是有形资源，而有形资源能带来吸引性软权力的观点显然与奈
一贯的立场有悖。为了更系统地阐明其权力理论，在其最近的新著《权力的未来 》一
书中，奈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即将权力资源与权力行为进行区分 。在权力资源方面，
他将军事和经济实力视为有形资源 ，而将文化、制度和外交政策视为无形资源。 在权
力行为方面，硬权力是“推（ push） ”，软权力是“拉 （ pull） ”。虽然有形资源在总体上能
产生命令式的硬权力行为，但有形资源在某些情况下的使用也可能带来软权力行为。
例如，美国军队在 2005 年印度尼西亚遭遇海啸袭击后对其开展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
救援行动。这一行动显著提升了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民众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无形资
源在总体上产生了吸引性的软权力行为 ，但也可能在少数情况下产生硬权力行为，他
列举的事例是不涉及军事实力实际使用的军事威胁 。④
约瑟夫·奈将权力资源和权力行为加以区分的新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权
力的概念，这也是其权力理论的一大发展。同时应指出的是，这种发展是不全面、不彻
底的，它仍然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约瑟夫 · 奈仍然没有彻底地肯定以下两个观点： 有
形或物质性的权力资源也能在一般的意义上 （ 而不仅仅是例外地 ） 产生基于吸引的影
响力； 无形或非物质性的资源也能在一般的意义上 （ 而不仅仅是例外地 ） 产生基于强

①

Mingjiang Li，“Soft Power： Nurture Not Nature，” in Mingjiang Li，ed． ，Soft Power： China’s Emerging

Strate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Lanham： Lexington Books，2009，p． 3．
②

Joseph S． Nye，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90，pp． 31 － 32．
③

Joseph S． Nye， Jr． ，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pp． 76 － 80．
④

Joseph S． Nye，Jr． ，The Future of Power，pp． 20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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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影响力。美军的人道主义救援从根本上来说是对受灾国 （ 印度尼西亚 ） 提供了救
援方面的物质性利益，如救灾物资的运送以及伤员的救助和治疗 。正是因为急人所需
的可见利益的提供才使得美国争取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好感 ，成为美国对印度尼西
亚影响力的一个吸引性来源。通过扩展这一逻辑，我们认为，对一国提供所需的各种
军事和经济援助、安全保证、投资、商品市场和原材料供应等都可以产生类似的基于物
质利益的吸引力，从而影响到一国的行为。
如此，我们就可以将诱导和强制加以区分，把诱导从约瑟夫 · 奈的命令式硬权力
行为中分离出来，而把它视为物质性资源的吸引力来源 。奈把诱导和强制统统视为命
令式硬权力，中国学者对此定义并不以为然。例如，李少军认为，硬权力是运用强制或
暴力手段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其领导的行为 ，例如采取军事打击或经济制裁手段，或两
种手段相结合。① 诱导虽然旨在改变另一国在某一议题领域的立场，但它要发挥效
果，通常情况下必须给予该诱导对象国在其他议题领域相当的或更多的物质性利益来
实现利益置换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被要求改变政策的国家在其他领域受到可能
获得相当或更大的利益的吸引的情况下 ，决定改变它在特定议题上的立场。 归根结
底，这还是基于物质利益的吸引力使然 。也就是说，物质性资源可产生吸引力，非物质
性资源也可产生吸引力，尽管这些吸引力的生成机制有所不同 ，前者基于利益的考虑，
是为了获得一项更有价值的利益而接受他国在另一个议题上的主张 ； 后者基于对他国
文化、制度和政策的认同而自愿支持他国的主张 。
约瑟夫·奈开始意识到无形资源可产生强制性的硬权力行为 ，但他举出的事例却
不很恰当。军事威胁不涉及军事力量的实际使用 ，但军事威胁的有效性完全仰赖威胁
国具有可信的军事能力。因此，军事威胁仍然是一国物质性军事力量的一种强制性使
用方式，它与战争行为的区别在于军事威胁尚未涉及军事力量的暴力使用 。 事实上，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实行与西方不同制度的国家而言，我们很容易找
到非物质性资源被强制性使用的事例 。 西方国家依靠其在国际舆论中占据的话语权
优势，通过政治家的言论和媒体的报道 ，旨在营造一个国家的负面舆论，将国际竞争对
手的形象“妖魔化”，使之处于道德上的“不义 ”的境地，进而对该国施加压力，逼迫其
改变内外政策，产生一种“软打击 ”的效应。②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中国遭遇的这种以
非物质资源进行强制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 。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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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军： 《国际政治学概论》（ 第三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3 页。
2007 年第 1 期，第 18 页。
刘明、郭素萍： 《警惕“软打击”对国家形象的影响》，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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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约瑟夫·奈的权力理论进行的评析，其目的是为了发展一个能够更好地说
明中国的权力战略现状和特色的分析视角和框架 。在下文中，我们将对奈的理论框架
加以发展，以“资源”和“运用”二维视角对权力进行分析和分类 。
从“资源”的维度出发，笔者认为，权力作为一种资源，它可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
性两类。物质性权力包括军事、经济力量； 非物质性的权力包括外交、制度、文化。 学
界在将物质性力量分为军事和经济两大类的问题上有较大共识 ，对非物质性力量的来
源分类却不统一。奈在其早期的著作中认为，软权力的来源有三种： 文化 （ culture） 、意
识形态（ ideology） 、国际制度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① 奈在 2004 年出版的《软权
力》一书中重新将软权力的来源归纳为三个方面 ： 文化（ culture） 、政治价值观念（ political values） 和外交政策 （ foreign policies） 。② 中国学者门洪华在谈到中国软实力建设
时提出，软实力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核心要素 ： 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际
形象。③ 综合以上对软权力来源的不同观点，笔者根据权力资源的非物质性程度，由
低到高将无形资源分为外交、制度、文化。 外交资源包括了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外
交政策。制度是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各种制度资源 ，例如国内制度的国际影响力和
对国际制度的塑造力。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里我们使用较为狭义的定义，特指一国能产生国际影响力的
“教育、文学、艺术、宗教、科学等精神财富”。④
从“运用”的维度出发，笔者将权力资源的运用方式分为强制和吸引两大类 。 强
制性的方式包括制裁和敌对。在这里，制裁旨在通过剥夺其他国际行为体的部分物质
与非物质利益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立场 ； 敌对则试图剥夺对方全部的利益，推翻妨
碍本国利益和政策目标实现的他国政府 。另外，我们也可将威慑视为最低程度的强制
方式，它以制裁或敌对的威胁使用来迫使其他国际行为体不做不利于本方的事情 。 吸
引性的方式包括互惠和予惠。其中，互惠是指一国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发展出互利的合
作关系。由于互利关系的存在，如对称性相互依赖的形成，互惠当事方由于共同利益
的吸引而趋向维护相互间的合作关系 ，并对另一方损害本方利益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制
约能力。在予惠的情形下，一国由于给对方带来了额外的利益 （ 如提供各种援助 ） ，形
成了他方对本国在安全与经济方面的依赖 。具有国际吸引力的外交、制度和文化能对
其他国际行为体的意图和行为产生塑造性的影响 。

①

Joseph S． Nye，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p． 188．

②

Joseph S． Nye，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 11．

③

2007 年第 2 期，第 19 － 20 页。
门洪华： 《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 上） ，载《国际观察》，
2007 年第 2 期，第 19 页。
门洪华： 《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 上） ，载《国际观察》，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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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将权力的资源放在横轴上，将权力的运用方式放在纵轴上，它的四个象限可
以代表四种不同的权力模式。从右上象限开始，逆时针方向分别为软性软权力、软性
硬权力、硬性硬权力、硬性软权力。

图1

权力的分类

其一，软性软权力。我们把坐标系中右上象限的权力称做软性软权力，或“软实
力的软使用”，这也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软权力。 这一类权力的特点是，它一般使用
非物质性资源、运用吸引性的方式来发挥影响。 在互惠的层面，在文化交流中以文化
为媒介，通过交流来促进相互理解，实现本国与他国的沟通。而在予惠的层面，权力的
实施方一般会单方面给予对方好处 ，以此来达到其更高层次的吸引力 （ 如提供外交支
持、培育主流制度和主流文化等） 。一国的外交政策如果能考虑到多数国家和民众的
诉求，向其提供支持，则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必然带来更大的国际吸引力。 发展主流制
度和主流文化则不是任何国家都能够使用的一种权力方式 。 它需要一国的文化和制
度具有足够强大的吸引力，即使不通过对外宣传，其优越性也将自动显示，其吸引力也
会自动产生。
其二，软性硬权力。我们把坐标系中左上象限的权力称做软性硬权力，或“硬实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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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软使用”。这一类权力的特点是，它一般使用物质性的资源，运用吸引性的方式
发挥影响。硬实力不只产生强制力，它也可以产生吸引力，例如经济援助、军事援助、
经贸合作、军工合作等。军事和经济力量只是权力的物质来源，并不必然产生强制性
或吸引性的作用。“经济实力既可以转化为硬权力也可以转化为软权力 ，既可以用制
裁来强制他国，也可以用财富来使他国软化”。① 同样，在灾难救援和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强大的军事行动能力也可以提升一国的国际形象 。硬实力的软使用已被中国学者
所关注。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硬实力的作用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其中之一就是硬实力由硬使用转向软使用 。 作为权力运用的大局规划和策略，硬、软
实力正朝着软使用方向发展是一种合乎时代潮流的方式 。②
其三，硬性硬权力。我们把坐标系中左下象限的权力称做硬性硬权力，或“硬实
力的硬使用”。这种权力的特点是，它一般使用物质性资源，并且运用强制性的方式
施加影响。这其中包括了战争 （ 暴力的最高形式 ） 和全面经济战，也包括了低烈度的
军事制裁、有限经济制裁等形式。
其四，硬性软权力。我们把坐标系中右下象限的权力称做硬性软权力，或“软实
力的硬使用”。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权力使用方式，它一般使用非物质性、软性的资
源，通过强制性的方式来发挥影响。外交强制表现为外交制裁、外交围堵等。 制度强
制包括推动政权更迭，如通过扶植反对派来瓦解现有政权的“颜色革命 ”。 文化强制
表现为宣传战，通过“抹黑”或“妖魔化 ”一个国际行为体来达到破坏其国内政治和国
际合法性的目标。

二

中国特色的权力资源与运用

根据以上对权力进行的分类，本文将中国、美国、欧盟（ 及其成员国 ）

③ 的权力战略

进行定性比较，旨在展示中国权力战略的特色。国际行为体的权力战略是指该行为体
依托特定的权力资源组合（ 有形的 / 无形的资源） ，采取特定的资源运用方式 （ 吸引 / 强
制的方式） 来追求特定的目的（ 对外防御 / 向外塑造） 。
参照图 1，我们仍然将物质性资源分为军事的和经济的资源 ，将非物质性资源分

②

2006 年第 4 期，第 90 页。
约瑟夫·奈： 《“软权力”再思索》，载《国外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12 期，第 2 页。
高兰、俞正樑： 《实力战略的变革： 硬战略抑或软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

③

本文使用了广义的欧盟概念，即欧盟既包括欧盟机构，也包括欧盟成员国。在欧盟具有共同政策时，欧

①

盟是指代表欧盟的机构； 在欧盟缺乏共同政策时，欧盟是指以本国名义出现的成员国。参见陈志敏等： 《中国、美
国与欧洲： 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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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交政策、制度、文化。在物质性资源方面，美国与欧盟的经济实力相当，分列世界
前二位，中国居第三。在军事实力方面，美国的军事实力遥遥领先。从 2009 年的国防
预算来看，美国的国防预算是 6 610 亿美元，欧盟是 3 860 亿美元，中国是 1 000 亿美
元。① 综合来看，美国的有形资源最多，欧盟次之，中国再次之。 相比硬权力资源，软
权力资源更难被衡量和测定，因为后者是非物质性的、抽象的、无形的。② 约瑟夫 · 奈
也试图对主要大国的软权力资源进行衡量和比较 ，但终究由于其难以被准确测量，他
也只给出了一些定性的判断。 在提到欧盟的软权力资源时，他认为，“在软权力资源
方面，欧洲是与美国实力最接近的竞争者 ”。③ 当谈到中国的软权力时，奈给出了这样
的判断： 与美国和欧洲的软权力相比，中国还难以企及。④ 中国学者张国祚在《2009 年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态势分析 》一文中指出，与硬实力相比，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还存
在比较大的落差。比如美国的文化产业占世界 43% ，欧盟占 34% ，日本占了 10% ，澳
大利亚占 5% ，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国家只占 4% 。⑤ 无疑，在无形资源的占有方
面，中国的比例最少。至于美国和欧盟的强弱高下，由于无形资源难以量化，采取不同
的衡量指标便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们只好假定美国和欧盟在软实力资源方面旗
鼓相当。
表1

中国、美国和欧盟的权力资源运用效果的定性评估

行为体

军事

经济

外交政策

制度

文化

中

高

高

中

中

高

中高

中高

高

高

欧盟

中高

高

高

高

高

中国

低

中

中

低

低

高

高

高

高

高

中高

高

高

高

高

中国
美国

美国
欧盟

吸引性

强制性

②

270 页。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年鉴 2010》，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67 － 268、
2005 年第 1 期，第 33 － 34 页。
张小明： 《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辨析》，载《美国研究》，

③

Joseph S． Nye，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 75．

④

Joseph S． Nye，Jr． ，The Future of Power，p． 90．

①

参见张国祚： 《2009 年 中国文 化 软 实 力 研 究 态 势 分 析》，载 张 国 祚 主 编： 《中 国 文 化 软 实 力 研 究 报 告
（ 2010）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7 － 38 页。
⑤

· 12·

2012 年第 7 期

表 1 列出了我们对三方在权力资源运用效果方面的定性评估 。首先，在军事吸引
力方面，美国具有高度的吸引力。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对其盟国提供的安全保证、军事
援助、军事技术转让和高科技武器出口 。中国的军事吸引力只是居于中等水平 。中国
基于不结盟原则，几乎不对外国提供安全保证，对外仅提供少量的军事援助，转让的军
事技术还不够高端，军售的规模和质量也有待提高。 欧盟居于中高水平的位置，虽然
弱于美国，但明显强于中国。在经济吸引力方面，欧盟具有与美国相当的进口市场 ，并
提供了世界数额最大的对外发展援助 ，其经济吸引力高。 中国的进口市场虽不及美
国，但进口增长快速。虽然中国的对外援助绝对数额还有限 ，但由于不附带政治条件，
因而广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加上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本文将中国的经济吸引力调
至接近高的水平。美国有巨大的进口市场，但美国的对外援助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
的比例极小，加上美国滥用其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显示明显的经济私利倾向，故将其
经济吸引力定为中高。
在外交政策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在总体上强调多边主义； 而中国主
张和谐世界理念，尊重各国主权，我们将双方的外交吸引力都定为高。 美国在奥巴马
政府上台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布什政府时候的单边主义政策 ，外交转向多边协
调和发展“多伙伴世界”，国际形象有明显提升。不过，由于美国依然在世界上维持着
独家领导地位，且过于依赖军事力量的强制性使用，我们将其外交吸引力设为中高。
在制度吸引力方面，美国和欧洲都发展出了比较成熟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成为许
多国家学习的对象。在国际上，美国和欧洲主导了主要国际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在议
程设定方面具有高影响力。相比之下，中国具有独特的国内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
现有国际制度的接受者，而不是制度的创制者。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 30 多年
来的成功发展经验也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让中国
对安理会的决策具有重大的发言权 。考虑到这些方面，我们将中国的制度吸引力定为
中等。在文化吸引力方面，美国和欧洲都有非常发达的现代文化，文化吸引力高。 中
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上有较大的影响 ，但在现代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吸引力的培育上还
处在发展阶段，文化吸引力处于中等水平。
其次，从强制性方面来看，三方的对比情况如下： 美国在各种资源的强制性使用中
均位居最高。欧盟同样也在广泛和高强度地运用各种强制性手段 ，但由于军事实力的
制约，其军事强制性不及美国。中国一方面由于实力、资源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其和平
外交和不干涉内政的外交理念，中国的强制性最弱，军事、制度、文化的强制性均为低，
经济和外交的强制为趋向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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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美国、欧盟的权力资源与运用比较

图 2 展现了三方权力资源与运用的概况及比较效果 。其中，横轴表示三方占有物
质性和非物质性资源的总量，纵轴表示三方强制性权力和吸引性权力的不同水平 。 每
个多边形与纵轴的对应值表示为其权力使用方式的强弱 。 三个多边形与横轴的交点
表示其占有资源的对比状况。三个多边形与横轴左半边的交点即为三方拥有物质性
资源的对比情况，从大到小依次为美国、欧盟、中国。三个多边形与横轴右半边的交点
即为三方拥有非物质性资源的对比情况 ，从大到小依次为欧盟 / 美国、中国。
从图 2 可以看出，代表美国的多边形几乎占满了整个图，只是在上方存在一定的
缺口。从横向来看，美国的权力资源十分丰富，物质性资源在三方中占据绝对优势 ，非
物质性资源明显超出中国，欧美大体相当。 从纵向来看，美国各种资源的强制力都处
在最高的水平，但在吸引力方面与欧盟相比并不占优势 ： 美国的军事吸引力强于欧盟，
但在经济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吸引力不及欧盟 。
从整体来看，代表欧盟的多边形的面积同样很大，表明其拥有的权力资源比较丰
富，权力使用方式也很多样。从图 2 可以看出，表示欧盟权力的多边形在左上角和左
下角分别有个缺口，这表示欧盟军事力量的强制力和吸引力存在不足 。这主要受制于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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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相对有限的军事力量。从总体上看，欧盟的吸引力与美国不相上下或略高，强制
力方面则不及美国。
从整体来看，不管从权力资源的多少，还是从权力使用方式的多样性方面 ，中国与
美国和欧盟都有较大的差距。中国对吸引性方式的使用明显多于强制性方式 ，这与美
欧吸引性和强制性两种方式的高强度运用形成对比 。此外，中国在强制性使用方式上
明显少于美欧，这表明从中国的外交传统和当前的外交实践来看，中国不支持且自身
也很少使用强制方式。相对其他权力资源而言，中国对经济和外交政策资源的运用较
为多样，其吸引力和强制力都相对较高，而军事、制度和文化资源的吸引力和强制力相
对较低。

三

中国特色的权力运用与目的

一个国际行为体的权力战略除了权力资源和运用方式的选择外 ，还涉及权力的目
的问题。权力是影响其他行为体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能力 。根据性质不同，我们可以
将权力的目的区分为塑造和防御两个大类 。 塑造指的是一个行为体运用权力资源来
改变其他行为体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并试图建立反映本方诉求的国际秩序和其他行为
体的国内秩序，是一种向外塑造。防御则主要是一个行为体通过权力资源的运用来防
止其他行为体采取损害本方利益的对外行为 ，是一种对外防御，不涉及改变其他国际
行为体的国内行为以及不损害本方利益的其他对外行为 。 防御和塑造的差别揭示了
一个国际行为体在权力运用方面的内向性和外向性之分 、防守性和进攻性之别。
权力的使用方式分为吸引和强制。在全部权力资源的吸引力方面，美国和欧盟不
相上下或欧盟略高，中国总体居后。为了更明晰地表现三方在吸引力方面的差异，我
们选用了 2011 年英国广播公司（ BBC） 所做的一个民意调查结果。 在这个调查中，英
国广播公司询问了 27 个国家的 28 619 名受访者，调查他们对有关国家和国家集团国
际影响力的看法。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民众对欧盟、美国和中国国际影
49% 和 44% 。① 由此，我们设定欧盟在国际社会的吸引
响力的积极评价分别为 57% 、

①

BBC World Service Poll，“Views of US Continue to Improve in 2011 BBC Country Rating Poll，” March

7th，2011，p． 28． http： / / www． worldpublicopinion． org / pipa / pdf / mar11 / BBCEvalsUS_Mar11 _rpt． pdf。在本文定稿
时，BBC 发布了 2012 年各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积极评价大幅上升到 50% ，欧盟和美国则
分别下降到了 48% 和 47% 。考虑到这一新的发展是否能成为一个确定的未来趋势还有待观察，笔者因此没有采
用最新的数据。参见 BBC World Service Poll， “Views of Europe Slide Sharply in Global Poll，While Views of
China Improve，” May 10th，2012，http： / / www． globe scan． com / images / images / pressreleases / bbc2012 _ country _ ratings /2012_bbc_country% 20rating% 20final% 20080512．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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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强，美国次之，中国居后。
在强制力方面，美国具有全方位的强制力，欧盟在军事强制力方面相对有所欠缺 ，
但整体也大大强于中国。2011 年，皮尤研究中心 （ Pew Research Center） 所做的主要
国家对美国领导的“反恐”运动支持度的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衡量三方在强制方式
使用上的偏好指标。对美国主导的“反恐”运动的支持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国对
诸如武力打击等强制方式的支持度。 对“反恐 ”运动的支持度越高，该地民众越倾向
于支持使用强制手段； 反之，支持度越低，则表示越不倾向于使用强制手段 。由于没有
直接对欧盟整体的调查数据，我们以英国、法国、德国三国的平均值来代表欧盟。从调
查结果可以看出，美国有 80% 的民众对其领导的世界“反恐 ”持积极态度； 欧盟次之，
有 65． 7% 的民众支持； 中国则只有 23% 的民众支持。①
关于向外塑造的考察，本文选取了各方在联合国和非联合国主导的国际军事行动
中的参与程度作为考察指标。一国参与这些行动的军事人员越多 ，从一个角度代表其
塑造外部世界的意愿和能力越强，反之则弱。 根据《联合国和平行动年鉴 2009》的数
据，在 2009 年，中国、美国和欧盟国家在联合国领导的和平行动中派出的武装部队人
12 人和 7 299 人。② 《全球和平行动年鉴 2010》提供了 2009 年为
数分别为 1 892 人、
非联合国领导的和平行动提供部队的排名前二十位国家的数据 。其中，欧盟国家的部
队人数为 37 133 人，但没有中国的数据。③ 在 2009 年，仅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
军事任务的军队人数分别为 123 769 人和 66 000 人。④ 综合上述情况，美国、欧盟国
家和中国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人数在 2009 年分别为 189 781 人、44 432 人和 1 892
人。这些数据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显示 ： 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塑造能力最强、其塑造意
图最显著，欧盟国家居中，中国的塑造能力最弱。
关于对外防御的考察，本文选取了美国、欧盟和中国三方对侵蚀国家主权的有关

①

Pew Research Center’s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China Seen Overtaking U． S． as Global Superpower： 23

－ 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July 13th，2011，p． 26． http： / / www． pewglobal． org / files /2011 /07 / Pew －
Global － Attitudes － Balance － of － Power － U． S． － Image － Report － FINAL － July － 13 － 2011． pdf．
②

United Nations，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 2009： Year in Review，p． 72． www． un． org / en / peacekeep-

ing / publications / yir / yir2009． pdf ； 2009 年，欧盟成员国为 27 国，但《联合国和平行动年鉴 2009》提供的数据中缺少
卢森堡、马耳他、立陶宛、拉脱维亚四国，因此欧盟的数据是其他 23 国的数量之和。
③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nnual Review of Global Peace Operations 2010，Boulder： Lynne Ri-

enner Publishers，2010，p． 170． 该年鉴提供了为非联合国主导的和平行动提供部队的前 20 位国家的数据，其中
包含 14 个欧盟国家。文中的欧盟数据即为这 14 个欧盟成员国派出部队的总数。
④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easuring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Iraq， September 2009， p． 37． http： / /

www． defense． gov / pubs / pdfs /9010_Report_to_Congress_Nov_09． pdf；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Afghanistan，October 2009， p． 18， http： / / www． defense． gov / pubs / pdfs / October _
2009．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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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约的批准数量来说明它们对保护本国主权这一问题的不同态度 。本文认为，一
方批准的侵蚀国家主权的国际条约越多 ，可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来表明其越可以接受对
本方主权的制约，其防御性越弱。 反之，则证明其对主权的完整性较为敏感，防御性
10 个人权公约、
7个
强。伊恩·曼纳斯（ Ian Manners） 选取了 8 个国际劳工权利公约、
人道主义公约和 6 个环境公约，并统计了有关国家的批准情况。 根据他的统计结果，
在三方中，欧盟国家批准的条约最多，平均为 30 个； 中国次之 （ 18 个 ） ； 美国最少 （ 11
个） 。① 由此可见，欧盟的对外防御程度最低； 美国对主权的保护性最强，防御性程度
最高； 中国居中。
根据前文的数据指标，图 3 将整合吸引、强制、塑造、防御这四个方面，来进一步展
示中国、美国和欧盟的权力战略特色。

图3

①

中国、美国、欧盟的权力战略比较

Ian Manners，“The Constitutive Nature of Values，Images and Principles in the European Union，”in So-

nia Lucarelli and Ian Manners，eds． ，Values and Principles in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6，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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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美国的“全能 － 美国至上”型权力战略。从图 3 可以看出，在美国的权力战
略中，吸引和强制两种权力资源的运用方式都得到了全面的发挥 ，其强制力在三方中
居首，其吸引力略微不及欧盟。美国在塑造和防御两个方面也是齐头并进，它的全球
塑造能力最强，同时对自身主权完整性的保护也最强。 一方面，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实
力和话语权塑造国际制度、国际规则； 另一方面，它却有强烈的主权意识，当国际规则
与其国家利益出现矛盾时，它会寻求摆脱这些国际规则的束缚。 可以说，美国的权力
使用方式是全向和多样的，塑造和防御并驾齐驱。 吸引和强制、塑造和防御看似相互
矛盾，似应此消彼长，但是美国权力战略的最大特点恰恰是它在矛盾的两方面都有很
显著的表现。美国权力战略的这一特点是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强的地位以及它追求
美国至上的全球战略目标所决定的 。唯一超强地位允许并促使美国运用强制和吸引
的两种方式去发挥其所有权力资源的国际影响力 ； 美国至上的战略目标推动美国去全
力塑造外部世界，但要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 。
其二，欧盟的“全能 － 后主权”型权力战略。在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权力战略中，吸
引和强制两种权力资源的运用方式同样得到了全面的发挥 ，其吸引力在三方中居首，
其强制力不及美国，但远高于中国。与美国相同，欧盟也有着强烈的塑造外部世界的
愿望，试图按照欧洲的规范和制度模式来建构国际秩序 ，影响其他国家内部的发展进
程。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最愿意接受外部国际机制对国家主权的约束，愿意让渡众
多领域的国家主权，其防御性在三方中最低。 欧盟的这一权力战略体现了欧盟作为
“后主权”强权的特性。尽管遭受了欧债危机的重创，欧盟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
仍然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强权 ，仍有众多的资源来发挥其强制力和吸引力以及
塑造外部世界的欲望。与此同时，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集团，欧盟已经
发展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后现代 ”行为体，正在试图以主权让渡来建立欧洲和世界
秩序。总体来看，欧盟对权力的吸引和强制两种方式都有较为充分的运用，塑造性较
为明显，防御性最弱。
其三，中国的“吸引 － 防御”型权力战略。中国的权力战略重吸引而少强制，重防
御而少塑造。从与欧美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在吸引力方面虽不如美欧，但其差距
不是很大。在强制性手段的使用方面，中国明显少于欧美国家。 中国的防御性较强，
大于欧盟，但小于美国。中国的塑造性在三方中最弱。中国对权力的使用方式倾向于
吸引而不是强制，这是中国和平外交传统的使然。中国在权力战略方面倾向于防御说
明了中国对国际机制、国际条约有一定的参与，但是仍然很重视主权的完整性。另外，
中国外交缺乏塑造性的特点表明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仍然较弱，对国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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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度仍然不高。国内学者方长平在谈到中国软实力的目标时认为 ，中国希望通过
软实力达到的最主要的因果性目标是在周边和全球层次上缓解“中国威胁论 ”，取得
国际社会理解，使其接受并支持中国的和平发展。 我们不会像美国那样积极、主动地
把自己的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扩展到世界 ，内化并改变他国的身份。①

四

中国权力战略的改进

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主要依靠经济硬权力资源和各种软权力资源 （ 尤其是外交
政策） 的吸引性运用，其对外防御强于向外塑造。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介入日益深入 ，中国有必要在以下方
面改进中国的权力战略：
第一，优先发挥软性经济硬权力。具体而言，中国应更为有效地发挥中国迅速扩
大的市场、对外投资与援助的吸引力。自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年
均进口约 7 500 亿美元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 1 400 多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在 20% 以上。在“十二五”期间，中国进口规模累计有望超过 8 万亿美元，将给世界各
国带来更多商机。② 日益扩大的中国市场已经为世界的主要原材料 、农产品、高端制
成品出口国提供了巨大的新兴市场 ，为有关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利益，
促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形成对中国日益上升的依赖程度 ，并且推动这些国家在政治上
谋求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也在高速发展。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
201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达 688 亿美元，居世界第 5 位；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已达 3 172 亿美元，居全球第 17 位； 中国在世界 178 个国家（ 地区） 拥有 1． 3 万家境外
企业。随着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 4 750 美元，中国对外投资即将进入大
规模拓展周期。③ 在对外间接投资方面，中国的外汇储备从 2000 年的 1 655． 7 亿美元
上升至 2011 年年底的 31 811． 5 亿美元，牢牢占据了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地位 。④

①

2007 年第 7 期，第 24 － 25 页。
方长平： 《中美软实力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 年 6 月 27 日，http： / / news． xinhuanet． com / world /
② 《温家宝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载《新华网》，
2011 － 06 /28 / c_121592031_4． htm。
③
④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姜建清： 《中国对外投资将进入大规模拓展的周期》，载《中国经济导报》，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历年外汇储备》，http： / / www． safe． gov． cn / model_safe / index． html。

· 19·

权力的资源与运用： 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

投资在美国和欧盟国债的中国外汇储备资产虽然蒙受着美欧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
贬值风险，但也让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对中国的金融依赖 ，对这些国家的对
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此外，中国的外汇资产也允许中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增加捐资份额，提升中国在这些国际金融组织中的投票权和发言权，也提升了中国在
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塑造国际秩序方面的能力 。
在对外援助方面，截至 2009 年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 2 562． 9 亿元
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为 1 062 亿元人民币，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自 2004 年以来，在经
2004
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保持快速增长，
年至 2009 年平均年增长率为 29． 4% 。① 在未来时期，中国将会继续扩大对外援助规
模，但需要科学地调整对外援助国别布局 ，将援助重点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倾斜； 完善援助项目结构，增加受援国急需、当地人欢迎、受惠面广的医院、学
校、生活供水等民生项目以及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太阳能 、沼气、小水电
等清洁能源项目； 积极推进援外方式创新，实现成套项目等“硬援助”与人力资源开发
等“软援助”协调发展。②
第二，重点提升软性软权力。基于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对外政策使中国在世界
上赢得了很多的朋友和合作伙伴，这也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具有核心影响力的来源之
一。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曾表示，“中国在国际上说公道话，办公道事，不搞霸
权主义，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 ”。③ 但是，联
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实践以及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干预实践表
明，中国主张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正在遭遇重要的挑
战，中国外交需要与时俱进，在继承外交传统的同时发展出有新意的外交思想 ，从而继
续占据外交的道义制高点和话语主导权 ，维护和加强中国外交的软性软权力 。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虽然中国逐步接受了多边主义的外交观念，逐渐融入国
际社会，但中国在国际制度软权力方面还须继续改进。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 2006 年
的统计（ CIA World Face － book 2006） ，中国参与的国际组织共有 66 个，法国有 92
个，美国和英国同为 77 个，俄罗斯有 71 个，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分别占法国、美

2011 年 4 月，http： / / www． china． com． cn / ch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对外援助》，
book / node_7116438． htm。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援外工作会议精神》，载《求是》，2010 年第
② 陈德铭： 《努力开创援外工作新局面—
19 期，第 44 页。
办公道事就是中国 最大 的 软 实力》，载《人民 网》，2012 年 4 月 6 日北京电，http： / /
③ 秦刚： 《说公道话、
world． people． com． cn / GB /57507 /17591488．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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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年来，
85． 5% 、
85． 5% 、
92． 9% 。
国、英国、
俄罗斯的 71． 7% 、
中国也主导创设了少数几

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非合作论坛等。总体上看，中
个国际制度，
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需要进一步提高，其对国际组织的主导力更加有待提升。为
此，
中国需要在国际制度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在西方仍然主导的国际制
度中要扩大对议程设置的影响力，
争取更大的决策权，
推动制度改革，
以便更好地反映中
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 在中国参与创建的国际制度中，要不断推动制度的
深化和完善，吸纳更多国家的参与，从而扩大这些国际制度的国际影响力 。
在文化吸引力方面，中国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 在 2011 年，全年在中国学习的外
国留学人员总数首次突破 29 万人，较 2010 年增长 27 521 名，同比增长 10． 38% 。② 截
至 2010 年 10 月，中国在世界各国已建立了 322 所孔子学院和 369 个孔子课堂，共计
691 所，分布在 96 个国家（ 地区） 。③ 另外，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中国与法国、俄
罗斯、意大利互办文化年等，这些都表明中国已经开始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从总
体来看，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强。根据斯科尔科沃 － 安永研究所 （ Skolkovo － E＆Y Institute） 推出的 2010 年各国软实力排名榜，美国以 87 分高居软实力榜首，法国以及德国
则紧随其后，中国则以 30． 7 分排在软实力榜的第 8 位，与美国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与
其他新兴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软实力主要得益于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与受瞩目度、
不断发展的旅游业以及大学的迅速扩张与排名的提升 。而在其他的指标方面，如吸收
移民、传媒出口、明星影响力、政治自由、法制、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等方面，排名则较
低。④ 为此，中国应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强化有关的弱项 ，在未来几年中积极加强文化
软权力的建设。
第三，逐步拓展软性军事硬权力。2012 年，中国国防支出预算为 6 503 亿元，成
为世界上第二个年度国防预算超过 1 000 亿美元的国家。在国家财力的支持下，中国
应致力于发展相应的军事硬实力资源 ，特别是远程力量投放能力，强化国际维和和人
道救援能力，提升国际军工合作水平，增加军事对外援助。
在国际维和行动方面，从 1990 年中国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到 2010 年 12 月，

①

2007 年第 4 期，
徐嘉、
蔡玮： 《国际制度与中国的选择》，
载《国际政治研究》，
第 137 页。

2012 年 2 月 28 日，http： / / www． moe． edu． cn / publicfiles / business / ht② 《2011 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数据统计》，
mlfiles / moe / s5987 /201202 /131117． html。
参见国家汉办 / 孔子学院总部网站，http： / / www． hanban． edu． cn / confuciousinsti③ 《关于孔子学院 / 课堂》，
tutes / node_10961． htm。
④

Peter Johansson，Seung Ho Park and William，“the Rising Soft Power of the Emerging World，”FT． com，

December 1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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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资源与运用： 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

中国共参加了 19 项联合国领导的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 17 390 人次。在 2010
年 1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有 1 955 名官兵在 9 个联合国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 此外，
中国政府于 2008 年年底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联合国授权的
护航行动。截至 2010 年 12 月，中国海军已派出 7 批 18 艘次舰艇、16 架直升机、490
名特战队员执行护航任务，先后为 3 139 艘中外船舶提供安全保护，其中解救被海盗
袭击船舶 29 艘、接护船舶 9 艘。① 今后，中国还应继续加强参与联合国领导下的国际
维和，并更多参与联合国授权的国际维和行动 ，并可考虑扩大战斗部队在国际维和中
的参与力度。
在军工合作方面，中国应按照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进一步强化与友好国家的防
务技术合作关系，鼓励和支持军工企事业单位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与一些国家采取
联合研制、联合生产、合作培养人才的方式开展军工技术合作 ，如与巴基斯坦联合建造
枭龙战斗机。随着中国军工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提升 ，中国未来开展国际军工合作的前
景极其广阔。此外，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中国在为友好国家提供军事装备、人员培
训、转让有关军工技术等方面也大有可为 。
第四，适度发展硬性硬权力和硬性软权力。 考虑到当前世界强权政治依然盛行，
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强化防范和制衡的态势 ，这也迫使中国有必要适度发展权力资
源的强制性运用能力，对强权政治和制衡行为进行有效的反制 。这涉及发展有效的军
事威慑、经济与外交反制、制度制衡与舆论反击能力。
在军事上，中国要在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下，发展可信和最低限度的核
威慑力量，建设现代化的常规军事力量，以打消任何国家对中国发动全面或局部战争
的幻想，有效地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 在经济上，中国要在符合世界贸易
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规则的前提下发展中国的经济反制能力 ，对那些对中国实行歧视
性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国家，应发展限制或禁止这些国家产品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
的系统方案，进行有针对性的适度反制，其目的是保证中国的经济伙伴遵循有关的国
际规则，保障中国正当的经济利益。同时，这些经济反制手段也应在必要时服务于国
家的外交政策目标。在外交反制方面，为了维护国家的各项核心利益，新中国历史上
不乏运用断交、降低外交关系层级、冻结高层交往等外交反制措施的事例 ，今后应继续
拓展反制手段的形式，提高外交反制的有效性。 在制度制衡方面，中国应在国内通过
2011 年 3 月，http： / / www． mod． gov． cn / af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0 年中国的国防》，
fair /2011 － 03 /31 / content_4249942．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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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改革来提高制度的活力，有效抵御外部势力在中国实现制度更迭的图谋 。 在
国际制度方面，中国应采取制度内制衡和制度外制衡的双重策略，即在现有的国际制
度内通过有效的参与，运用中国在制度内的现有地位 （ 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
和该地位的逐步提升（ 如在国际货币基金中投票权的增加 ） 来阻止有关国家构建不公
正国际秩序以及损害中国利益的努力 。在现有的国际制度之外，中国同时也要发展建
立具有替代性潜力的国际制度 （ 如金砖国家发展银行 ） ，以牵制现有国际制度的不良
发展趋势。在舆论反击能力的建设方面，中国应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有关妖魔化中国
的舆论进行有效的揭露和舆论回击 。
第五，继续秉持权力的对外防御功能，逐步扩大权力的对外塑造功能。 中国权力
资源的拓展和运用，主要目的是服务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推进中国的
改革开放事业。例如，中国的国防战略就明确宣示： “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中国坚定不移地秉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以和为贵的和平理念 ，主张用非军事手
段解决争端、慎重对待战争和战略上后发制人 。”①因此，对外防御，抵御外部世界对中
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企图，保证中国实现进一步发展的稳定外部环境，这仍然是中国权
力战略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更大国际
责任的期待以及中国利益的全球性扩展 ，中国的权力战略也要服务于促进世界的和平
与繁荣，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对外塑造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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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cy”and EU “omnidirectional post － sovereignty”，China’s power strategy at the moment is best described as an “attraction － defense”one． With relatively limited tangib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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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fense rather than shaping． Finally，the authors propose to improve China’s power strategy by prioritizing soft hard economy power，upgrading soft power，extending military 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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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and the barrier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curred by their non － rivalry and non － excludability． This paper trie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y inter － state cooperation in provid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is an everyday phenomenon despite the formidable difficulties suggested by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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