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２９ 卷　 第 ８ 期 太　 　 平　 　 洋　 　 学　 　 报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８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１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１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２１．０８．００２

邓超：“‘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的底层逻辑”，《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第 １２－２２ 页。

ＤＥＮＧ Ｃｈａｏ，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 ｏｆ ‘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８，

２０２１， ｐｐ．１２－２２．

“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的底层逻辑

邓　 超１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 冷战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流行观点，即英美之间的霸权转移是以和平

方式进行的。 对这一观念的重新考察表明，“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史实都

不无争议，且其传播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首先，将和平视为没有战争的状态，可能是一定历史

时期、地域和文化等背景下的社会意识，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其次，即使以消极和平观

作为判断依据，英美之间没有直接战争，并不等同于英美霸权转移过程中没有发生战争。 最

后，对“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源头和传播背景的追溯表明，其理论带有明显的美国中心论和文

化霸权等意识形态色彩，隐含着对非西方国家的敌视情绪。 在构建中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

话语体系的时代要求下，对这一观念的重新审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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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不住脚的概念”，《安徽史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０－１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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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对中美之间是否将陷入“修昔

底德陷阱”①的日益关注，国内学术界涉及国际

关系史上霸权转移案例的相关讨论不断增多。
其中，一种几成定论的观点认为，英美之间的霸

权转移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下文简称“英美霸

权和平转移论”）。 也有论者指出，美国是世界

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和平方式获得霸权地位的国

家。②此外，还有一些衍生的观点，如英美在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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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上进行了权力的和平转移等。 以上观点的

流行主要源于西方学界“权力转移理论”的传播

和影响。 尽管它还算不上完善和成熟的理论，
学界对其缺陷多有批评，①然而作为其组成部分

之一的“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却得到了广泛地

接受。 拙文无意全面评价这一理论，只想立足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揭示其底层逻辑中隐含的

意识形态。
基于以上考虑，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包括：

第一，即使英美之间没有发生直接战争，其霸权

转移过程就一定是“和平”的吗？ 第二，作为霸

权转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分别与其他

列强之间的战争应该如何理解？ 第三，这种英

美霸权和平转移的观念为什么产生并得到传

播？ 对以上问题的讨论，有助于反思美国主导

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 在当前构建中国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语境下，对“英美霸

权和平转移论”这一重要观念的重新审视具有

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没有直接战争就是“和平”吗？

纵观国内学界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相关研究，
持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者的主要理由是，崛起

国与霸权国之间无直接战争或大规模的争霸战

争。 那么，最先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没有直接

战争的状态就一定是“和平”吗？
首先，有必要指出，“和平” （Ｐｅａｃｅ）概念的

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一直随着时代、文化

和地域等因素的不同而变化。 将这一概念置于

全球视野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在中

文里，“和平”是指“没有战争的状态”与“温和”
的意思。② 在英文中，“和平” 除了意指“一个国

家或地区没有战争或暴力的状态或时期”，另外

还有“平静”与“和谐”的意思。③ 很明显，两者

的主要差异在有关“暴力”内容的理解上。 其

实，不同文明对“和平”的理解和解释都不太一

样。 根据挪威著名和平研究者约翰·加尔通

（ Ｊｏｈａｎ Ｇａｌｔｕｎｇ ） 的 比 较 研 究， 希 伯 来 语 的

Ｓｈａｌｏｍ、阿拉伯语的 Ｓａｌａａｍ、罗马语的 Ｐａｘ、希腊

语的 Ｅｉｒｅｎｅ、印地语的 Ｓｈａｎｔｉ 和日本语的 Ｈｅｉｗａ
（平和），大致都是英文“Ｐｅａｃｅ”的同义词，却又

皆有一些不尽相同的细微之处。④ 如果再考虑

时代的变迁，就可以看到更多差异。 例如，古罗

马诗人曾将沙漠称为“和平”⑤，而在冷战时期，
“和平”曾一度被资本主义国家赋予了“颠覆”
的意味。⑥ 此外，女性主义学者、活动家和实践

者们一直对“和平”的概念和理念存在独特理

解。 这一类学者认为，“虽然和平是一种普遍的

追求，但它并不符合普遍的理解、一致的定义或

单一的现象；它不能被表示为一个固定的或整

体的概念。 相反，争取和平的努力是全球愿望

和具有不同想象力的世俗实践的具体表现”⑦。
因此，乔治梅森大学的克里斯托弗·米切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教授在《历史与文化中的

和平阐释》一书的前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对
于任何在北大西洋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实践

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和平与冲突研究者来说，
‘和平’一词本身在各种文化和传统中是一个有

多种含义的概念。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有争议

的概念”⑧。
我们知道，孤立的个体无所谓和平，和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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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涉至少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国际事务中，
“和平”（Ｐｅａｃｅ）一词常常用来描述双边或多边

关系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所涉及的行为体可

能是不同的个人、组织、政府、国家、地区甚至文

明。 一般而言，两个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分

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消极的关系。 在这

种情况下，一方的天堂是对方的地狱，完全是零

和博弈。 第二种类型是冷漠的关系。 在这种情

况下，一方的荣枯与对方的好坏没有直接联系。
第三种类型是积极的关系，即双方处于和谐状

态，一方的命运与对方的福祉俱荣俱损。 仅凭

经验判断，在第一种关系类型下，即使双方没有

发生战争，将这种状态称之为“和平”无异于只

顾表象而无视本质的形式主义，就像“冷战”实
际上是假和平一样。

对于和平的重要争议正是源于此处。 二战

之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和平就是战争

的缺失。 二战后，和平理论、和平研究及和平运

动产生了许多新的方向和观点。 例如美国学者

诺曼·卡曾斯（Ｎｏｒｍａｎ Ｃｏｕｓｉｎｓ）就认为，和平可

以是奴役，也可以是自由、征服或解放，而真正

的和平意味着朝向一个更加自由和公正的世界

前进。① 这一时期，和平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

是，许多学者开始区分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
日本学者阿依古丽·库利纳扎罗娃（Ａｉｇｕｌ Ｋｕｌ⁃
ｎａｚａｒｏｖａ）指出，将和平分为消极和平与积极和

平是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由欧洲学者提出的，与之

形成对比的是，北美学者仍然强调直接暴力、战
争、强制力量等形式。② 约翰·加尔通等人对

“积极和平”和“消极和平”进行了明确区分。
“积极和平”指的是许多理想的精神和社会状态

的同时存在，如和谐、正义、公平等。 “消极和

平”在历史上指的是“没有战争”和其他形式的

广泛的人类暴力冲突。③ “消极和平”与“积极

和平”之间区别之大，就好像身体的表面健康

（缺乏明显的病理症状）与实质健康一样。 事实

上，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区别以及两者

对于和平的必要性在早期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的

著作中都有明确的表述，如简·亚当斯（ Ｊａｎｅ
Ａｄｄａｍｓ）和马丁·路德·金（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 Ｋｉｎｇ

Ｊｒ．）。④ 不过，作为集大成者，约翰·加尔通成为

积极和平观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为首的北欧

学派对传统和平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一

点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结构暴力”概念上。
加尔通认为，我们要想弄清楚和平概念，就

必须先了解暴力。 和平与暴力的概念是相互依

存的，暴力概念扩大，和平概念就要扩大。⑤ 暴

力可以分为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 直接暴力是

指造成人的肉体伤害和痛苦的战争或冲突，即
一般所指的暴力。 直接暴力看得见，往往给人

的身体和精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施加暴力的

主体可能是任何行为体。 结构暴力是指社会结

构的不公正、不平等所造成的人类基本需求的

缺乏等非故意的、间接的伤害，实施暴力的主体

不易察觉。⑥ 结构暴力常常无声无息地剥夺人

的重要权利，如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富裕和

精神上的压制等。 当有人因饥饿而死，有人遭

受能够预防的疾病之苦，有人因教育、住房、婚
姻和宗教信仰等权利遭到剥夺之时，尽管没有

人挥舞大棒，结构暴力已经真实地发生了。
结构暴力还表现为社会压制和阶级剥削等

形式。 因此，结构暴力的本质是社会政治、经济

和文化结构的不合理。 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人

常常在无意识中做出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情，却
认为自己只是在履行职责，丝毫不会为自己的

过错而内疚。 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阿道夫·
艾希曼（Ａｄｏｌｆ Ｅｉｃｈｍａｎｎ）参与大屠杀的著名案

例，他在面对审判时为自己辩护的一个重要论

点是，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 正因

为这样，结构暴力才能大行其道，且往往遭到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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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加尔通认为，这种导致暴力的结构才是引

发战争的深层次原因。 结构暴力在国际层次上

的表现就是帝国主义。 因此，和平的关键是结

构。① 根据这一视角，和平的反面就不仅仅是战

争，而应是一切形式的暴力。 进一步而言，和平

问题与发展问题、社会进步等一般问题产生了

密切联系，特别是国际关系中的“全球南方”和
“全球北方”之间的结构暴力问题。 加尔通的结

构暴力论拓展了和平的视域，具有一定的积极

意义。
不过，这种积极的和平观也不乏批评之声，

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主要是消极和平观的支持

者。 在他们看来，积极和平观将使和平的外延

无限扩大，因为结构暴力论使“和平研究像宇宙

的黑洞一样，没有法定的界限，几乎囊括了所有

的社会问题”②。 美国学者大卫·巴拉什（Ｄａｖｉｄ
Ｐ Ｂａｒａｓｈ）认为，积极和平比消极和平更难明确

表达，可能更难实现。 还有理论家认为，和平只

能以消极符号存在，因为一旦将和平限定为一

种希望获得的特殊理想体系，和平就变成需要

为之奋斗的事情，甚至可能因此引发战争。③ 要

而言之，批评者认为积极和平是不现实的，而制

约直接暴力的行动虽然狭隘，却远比社会公正

之类的梦想更容易实现。
不可否认，争论双方各有其道理。 然而，剖

析两者的底层逻辑即可看出，这种概念之争反

映出研究者在研究视角上的深层分歧。 消极和

平观主要是基于实证主义的经验分析，往往把

经验性的存在当成天然合理的事实，一般不会

追究事实背后的东西，如公平、正义和平等，因
而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性。 积极和平观的理论

旨趣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样，不会把经验性的存

在当成天然合理的事实，常常以发展变化的趋

势来观照现实，因而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和

平研究者大卫·寇特莱特（Ｄａｖｉｄ Ｃｏｒｔｒｉｇｈｔ）指

出，“积极的和平意味着超越限制人类潜力的条

件，并确保自我实现的机会”④。 所以，争议的重

心取决于论者秉持保守抑或进步的立场，而积

极和平观更加契合进步的方向。 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现代和平研究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学提出

了挑战。 诚如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Ａ·比尔

德（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ｕｓｔｉｎ Ｂｅａｒｄ）所言：“尽管观念有时

是由力量强大的个人为了将来的蓝图而阐述出

来的，但也经常来自模糊不清的源流，并在一段

时期内被那些位卑言轻的弱者所珍视，最终战

胜一切漠视和压制，在一个文明时代的整个进

程中取得主导地位。”⑤世界近现代历史也表明，
一切进步观念的内部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这
种力量会持续地激发和驱使越来越多的个体和

民族，为了实现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目标而不

断前进。
事实上，积极和平观已经对全球观念产生

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战以后，和平运动在欧

美地区复苏，并波及全世界。 越来越多的和平

团体不仅支持非暴力原则，而且呼吁更加公正

的国际关系新秩序。 许多和平活动家们开始注

意区分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并且进一步认为，
和平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缺失。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６
日，《广岛和平宣言》就指出：和平当然不只是战

争的不在场。 “９·１１ 事件”以后，美国的一些

和平团体提出了更广泛的议程，而不仅仅是反

对一场特定战争。 一项对主要运动团体的调查

清楚地表明，大多数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美国人

士明白，“积极的和平”需要在国内和国际上出

现实质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⑥ 因为国际冲突

经常来源于对人类需求的忽视和国内问题的加

剧，而对战争原因的传统分析掩盖了这一事实。
总之，战争与和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和

平也不仅仅是没有战争。 人们对于和平的认识

既不完全相同，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尽管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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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以为，所有人对“和平”的理解都是一样的，
可是实际上来自不同时代、文化和地域等背景

的人们对其理解存在不少差异。 因此，将和平

视为没有战争的状态可能是一定历史时期、文
化和地域等背景下的社会意识，并不是不可更

改的“常识”。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这种观

念就已经频频遭到国际和平研究的质疑乃至否

定。 回到最初的问题，英美之间霸权转移过程

中没有发生直接战争就一定是和平的吗？ 现在

至少可以说，这种观念是可疑的。

二、如何看待英美霸权转移过程中

与他国的战争？

　 　 退一步而言，即使仍然以消极和平观作为

判断标准，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者还忽视了一

个事实，即在霸权转移过程中，英美都曾分别与

他国进行过多次战争。 笼统地说“英美霸权转

移”，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这一过程仅发生

于英美之间。 这其实是后见之明，当时的人们

不可能预知美国会取代英国的霸权。 彼时，守
成国的确只有一个，而崛起国却不是只有美国

一家。 世界列强都不是旁观者，它们对霸权转

移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英美分别与

其他列强的战争不曾削弱英国的霸权，或增强

美国的霸权，也就是说，与霸权转移毫无关联，
那确实不必纳入讨论。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所以，对于霸权转移的考察仅限于英美之间，这
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本文认为，英美霸权

转移是一个全球性的系统过程。 当时的列强不

是旁观者，而是深度参与者，因而不能将英美与

其他列强之间的互动排除在外。 换言之，英美

之间没有发生直接战争，并不等同于霸权转移

过程中没有发生战争。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观点，下文将英美霸

权转移过程分解为两个平行却不同步的历史进

程：其中一个是英国丧失霸权的过程，另一个是

美国获取霸权的过程。 对这两个过程进行简要

考察，以展示英美分别与其他国家的战争所起

到的作用。

首先来看英国丧失霸权的过程。 １９ 世纪

末，英国的海外势力范围不断遇到来自其他强

国的争夺。 美国在西半球逐步确立霸主地位，
沙俄的势力在亚洲不断扩张，德国也开始了海

上争霸的步伐。 这一时期，日、意、美的现代化

舰队逐步建立，到 １８９７ 年时三国战列舰数量均

已超过英国皇家海军，这意味着英国的海上霸

权已经丧失。① １９ 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南非战

争（即布尔战争）的暴发又给英国带来一场深重

的危机。 战争历时数年，几乎耗尽了英帝国的

实力。 英军的集中营等残酷政策遭到内外舆论

的一致谴责。 英国的实力和形象都严重受损，
这场战争成为大英帝国走向衰落的序曲。

世纪之交前后，虽然列强都对英国的霸权

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威胁，但是真正带来实质性

挑战的当属德国和美国。 追求“阳光下的地盘”
的德国很快就在经济和工业实力方面超越英

国，且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崛起

之势咄咄逼人。 除了欧洲大陆，德国分别在非

洲和太平洋等地向英国霸权发起了挑战。 要是

在以前，这些地方也许无关宏旨，可是此时英国

却不得不拼命护持。 总体来看，德国的扩张已

触及英国的两大核心利益，即海上霸权和欧洲

均势，德国自然被英国列为头号劲敌。
相比之下，美国的扩张重心主要在西半球，

崛起的势头较为平和。 面对挑战蜂起的局面，
英国只能权衡利害，将美国列为拉拢对象。 委

内瑞拉边界纠纷就很能说明问题。 １８９５ 年，英
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之间出现边界争端。 委内

瑞拉请求美国根据“门罗宣言”出面干预。 美国

遂致函英国，要求国际仲裁，但遭到断然拒绝。
美国随即成立了一个边界委员会，摆出不惜“动
用一切手段”解决争议的架势。 由于英国很快

陷入了南非战争，无力同时卷入另外一场战争，
于是在 １８９９ 年同意由美国的边界委员会仲裁。
面对英国明显的妥协，美国选择牺牲委内瑞拉

的利益。 于是，英国适时地投桃报李，撤出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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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球的海军力量，等于承认了美国在美洲的霸

主地位。 关于委内瑞拉的仲裁为英美之间通过

仲裁解决未来纠纷以实现更广泛的一致铺平道

路。① 这一争端的化解，为英美关系转变奠定了

一定的基础，同时也表明，英国为了确保核心利

益，不得不争取美国的支持。
２０ 世纪初，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最终形成，

注定一场浩劫不可避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

发，使欧洲损失惨重。 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虽

然胜利了，但滋味是苦涩的。 战后的英国债台

高筑，仅欠美国就高达近 ４５ 亿美元，而这只是

英国面临的诸多困难中的很小部分。② 大战在

许多方面都使得英国战前本就存在的诸多问题加

速恶化。 民族主义情绪不断蔓延，爱尔兰、埃及、伊
拉克、巴勒斯坦和印度，都出现了动荡不安的趋势。
帝国的荣光日渐暗淡，转而成为一种负担。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霸主地位已经

名存实亡。 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无法与美国匹

敌，世界金融中心逐步从伦敦转移到纽约。 共

同的敌人消失了，美国开始利用其日益增长的

实力，努力改变现存国际关系秩序。 于是，英美

冲突再起，两国关系因为海军军备竞赛几乎跌

入谷底。 《华盛顿海军条约》表明了英美合谋的

破裂。③ 经过几番交锋之后，伦敦裁减海军军备

会议于 １９３０ 年召开。 英国接受了美国海军的

平等地位，以放弃传统的海上优势为代价，换取

两国关系的缓和与合作。 在经济领域，英美围

绕世界经济霸权的冲突也从未停止。 如果说双

方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经济斗争中尚能打成平

手的话，那么二战的暴发基本上宣告了英国经

济霸权的终结。 二战后，曾经雄视寰宇的“日不

落帝国”终于分崩离析。
再来看美国获取霸权的过程。 自美国独立

开始，英国企图通过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打压

和遏制美国。 双方发生过两次战争，英军在

１８１２ 年战争中还曾火烧白宫，但英国终究未能

如愿，只好通过其他手段继续阻止美国在西半

球的扩张。 两国之间的摩擦一直持续到 １９ 世

纪下半叶，先是佛罗里达问题，其次是美加边境

问题，后来有德克萨斯等问题。 直到南北战争

暴发以后，英国仍暗中支持南方以削弱美国。
内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英国提出索赔。 １８７１
年，双方签署了《华盛顿条约》，英国对美国的遏

制事实上失败了。 由此，英国开启了从美洲战

略撤退的进程，逐步承认了美洲为美国的势力

范围。④ 这意味着，美国已经从实质上赢得了地

区霸权。⑤

１９ 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实力就已超过英国。
１８９８ 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成功夺取了古巴、
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 这场战争标志着美

国跨出美洲体系，走向亚洲，踏入世界强国俱乐

部。 到 １９０６ 年前后，美国迅猛扩展的海军实力

仅次于英国。 正是在这一段时期，英美和解与

特殊关系的建构提上桌面，两国精英开始大谈

“共同血缘和文化价值观”。 在 １９１１ 年出版的

《美国海权的利益：现在与未来》一书中，马汉

（Ａｌｆｒｅｄ Ｔ． Ｍａｈａｎ）赤裸裸地写道：“今天不可能

再有哪一个国家能像过去那样独霸海洋。 英美

两国间基于共同血缘的亲近感可能在控制海洋

方面建立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⑥

面对美国的崛起，英国采取了克制容忍的

政策，旨在换取美国的合作与支持。 不过美国

也有同样的需求，因为德国彼时屡屡严重威胁

美国的利益。 德国不仅想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夺

取美国的地盘，而且极度蔑视“门罗主义”，多次

７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Ｋｏｒｉ Ｓｃｈａｋｅ， Ｓａｆ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ｔｏ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１８０．

［美］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著：《重铸大英帝国：从
美国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
第 ３４６－３４７ 页。

同①，第 ２５ 页。
潘兴明：“英美霸权转移的历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９５－９８ 页。
学界对于英美霸权转移的起止时间点是有争议的，不同

学者存在不同的理解。 参见吴必康：“‘春秋无义战’，抑或‘修昔

底德陷阱’？ ———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历史和理论逻辑”，《人
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７４－８３ 页；胡德坤、钱宇

明：“争论与发展：西方学界英美霸权转移理论评析”，《江汉论

坛》，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８－１１７ 页；潘兴明：“英美霸权转移的历

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９３－１０１ 页。 本文认为霸权获取的进程可以分为地区霸权和世界

霸权两个阶段。
［美］马汉著：《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３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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觊觎美洲禁脔，激起了美国的愤怒和不安。 罗

斯福总统认为，美国应该帮助英国维持在欧洲

的均势，如果英国做不到，“美国就不得不插手

重建欧洲的均势”①。 可想而知，美英调整关系

不过顺理成章。 此后，美英之间的共同利益不

断增大，双方在国际问题上大多选择合作而不

是对抗。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英国都站

在一起。 所不同的是，英国实力下降，而美国却

不断上升，最终获得了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
在霸权转移过程中，英国未将美国视为“头

号敌人”，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因为德国

强势崛起对英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巨大威胁，迫
使英国集中力量于欧洲大陆；另一方面，美国实

力虽日益增长，但并未危及旧世界的均势。 美国

地缘战略学家斯皮克曼（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Ｊ． Ｓｐｙｋｍａｎ）就
曾指出，“如果欧洲新麻烦没能迫使英国把其力

量集中于大西洋以东的话，它或许早就全力打

击美国了”②。 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为英美之

间的认同变迁和战略协调提供了可能。 可以

说，英美之间的“和平”只是表象，英国对美国采

取拉拢政策乃不得已而为之。 英美霸权转移是

世界形势整体演变的结果，不是英国心甘情愿

主动让位，更不是英美两国“合谋”即可实现。
回顾历史事实，要是没有一系列战争，尤其

是两次世界大战，英国的霸权不可能轻易丧失。
英国霸权的衰落无疑与那些为了应对挑战而卷

入的战争存在着较强关联。 同样，美国霸权的

获取固然离不开运筹帷幄，但从根本上看也无

法排除战争的作用。 正如《美国战争史》的作者

所说，“战争在美国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

核心角色”③。
由此看来，既然英国丧失霸权的进程和美

国获取霸权的进程都与战争密切相关，那么就

很难得出作为整体的“英美霸权转移过程是和

平的”这一结论。 通过前面分析可知，持此论者

之所以得出这种认识，与其研究方法有莫大关

系。 这种方法无视事物间的普遍联系，人为地

割裂了霸权转移的系统进程。 结果就是，仅将

研究聚焦于英美之间，而排除了对整个进程有

着重要影响的英美与其他列强之间的战争。 所

以，即使以消极和平观作为判断依据，“英美霸

权和平转移论”也是可疑的。

三、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产生

与传播的背景

　 　 观念的产生与传播，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

语境。 追溯其渊源和形成过程，及其被接受和

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是穿透意识形态迷思的

一般途径。
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的直接源头可以追溯

到美国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奥根斯基（Ａ．Ｆ．
Ｋ．Ｏｒｇａｎｓｋｉ）。 １９５８ 年，奥根斯基出版了《世界

政治》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
他认为，当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总是工业国，
而英国作为首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大国，成为第

一任领导者（霸权国）。 当新的国家实现了工业

化，旧领导权就会受到挑战。 一般情况下，挑战

者（崛起国）的出现必然会引发战争。 但是，英
美之间领导权的转移是个例外，并未引发武装

冲突，他将此称为“权力的和平转移”④。
对相关文献的检索表明，国内学者对这一

观念的了解和接受始于冷战结束以后，此前未

见国内学界有相关讨论。 到 ２０００ 年左右，这一

观点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已经被视为毋庸置疑

的常识，并被看作是历史上唯一的“和平转移”
案例。⑤ 国内讨论“权力转移”理论的学者对此

没有任何质疑，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常识”，并
且在后续研究中出现了强化的趋势。

问题在于，奥根斯基的理论本身就存在一

些明显缺陷。 首先，当今时代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１７７５—１９８９）》，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２３１ 页。
［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

美国与权力平衡》，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６７ 页。
［美］保罗·艾特伍德著：《美国战争史：战争如何塑造美

国》，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 页。
Ａ． Ｆ． Ｋ． Ｏｒｇａｎｓｋｉ，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ｌｆｒｅｄ Ａ． Ｋｎｏｐｆ， １９６８，

ｐｐ．３６１， ３６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 Ｋｕｐｃｈ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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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中很重要的

一个变化是，核武器已然改变了传统霸权转移

模式，因为大国之间暴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越来

越缺乏可能性。 且如前述，否定“没有战争就是

和平”的人也不断增多。 其次，“权力转移”过程

被简化为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互动，其他大

国则成为无关紧要的看客，更不要说某些特殊

的小国，这明显与事实不符。 此外，“权力转移”
理论问世之际，两大阵营之间的铁幕刚刚落下，
即使美国实力强于苏联，将其认定为全球领导

者似乎有点牵强，因为社会主义阵营明显被排

除在外了。 英国学者就对此表示过质疑，“难道

美国只是半个世界的霸权国吗？”①另一位加拿

大学者则认为，当时的美国只是资本主义体系

的霸权国。② 显然，资本主义世界霸权并不等于

全球霸权。
朱锋在评价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时

曾指出，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③。 奥根

斯基的理论问世于冷战初期，或明或暗地夹带

着某些意识形态的观念，而且对非西方国家充

满敌意。 美国分明通过一场场战争登上西方世

界霸主地位，奥根斯基却竭力将其美化为“和
平”继承。 奥根斯基论证的重点之一是，英美权

力的和平转移是尊重和维持“现状”的结果，而
德意日对既有世界秩序的挑战和破坏得到了可

耻的失败。 先撇开美英海军军备竞赛之类的史

实不谈，试问谁最希望他国尊重和维持现状？
自然是霸权国。 因为这样的观念无疑有利于美

国霸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可以维持等级制国

际秩序，强化自我优越感，保持美国的战略优

势，本质上旨在维护既得利益。 为了确保实现

美国对西方秩序的“稳固领导”，他还主张对潜

在威胁进行遏制，其中主要目标就是苏联和中

国。④ 在他的《世界政治》一书第一版正文中，仅
“中国”词条就出现了 １８０ 次之多。 在该书第二

版正文中，同一词条又增加到了 ２４０ 余次。
这种理论旨趣恰好契合美国长期执行的对

华接触政策的战略意图。 根据翟韬的研究，“肯
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华宣传政策，重新回到

杜鲁门时期的思路，强调‘再续中美友谊’，但其

目的已经从离间中苏关系转变为对新中国实施

文化渗透”⑤。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到 ９０
年代中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是保持对话

和接触，其战略意图在于“推动中国融入现行体

系，促使中国变革”⑥。 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无论是

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还是美国战略界公开发表的某些文章，都对过

去 ４０ 余年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内在假设提出

批评和质疑。⑦ 透过这些文本可以看出，接触政

策一般是指，“实力占优的现状国通过非强制性

手段，旨在将崛起国融入既有国际秩序中并加

以改造”⑧。 一言以蔽之，美国试图通过软实力

将中国引上预定的轨道。
葛兰西（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ｒａｍｓｃｉ）的文化霸权理论

可以对此提供解释。 根据他的分析，资产阶级

能够凭借其优势地位操纵社会意识和观念，从
而创造和建立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世界观，以
此为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提供合法性。
在他的话语中，所谓的霸权实际上是指“文化领

导权”（“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如果将他的理论

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文化霸权可以理解为霸

权国家通过文化软实力形成对整个国际社会的

意识和观念的影响力。 霸权国家可以凭借其领

导地位制造和操纵国际社会的观念体系，从而

为不公正、不合理和不民主的旧国际秩序提供

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Ｉａｎ Ｃｌａｒｋ，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１２３．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Ｔｏｚｚ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Ｌｔｄ， ２０１８， ｐ．
２１．

朱锋：“‘权力转移’理论评述”，《欧洲》，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
第 ２６ 页。

Ａ．Ｆ．Ｋ．Ｏｒｇａｎｓｋｉ，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ｌｆｒｅｄ Ａ． Ｋｎｏｐｆ， １９６８， ｐ．
３６０．

翟韬：“美国对新中国宣传政策的演变（１９４９—１９６９）”，
《世界历史》，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７０ 页。

王新影：“美国对中国战略角色认知的演变———基于对

１７ 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的比较分析”，《东北亚论坛》，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４３ 页。

王新影：“美国对中国战略角色认知的演变———基于对

１７ 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的比较分析”，《东北亚论坛》，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４１ 页；刘舒天：“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为何曾长期

延续？”，《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８３ 页。
刘舒天：“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为何曾长期延续？”，《外交

评论（外交学院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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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
根据这一葛兰西式的视角，美国国际关系

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霸权体系的思想烙

印。 虽然几乎所有美国学者都宣称他们的研究

建立在客观中立的理性思考之上，并追求国际

关系研究的“科学化”，但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

的时髦理论并不少见。 斯皮克曼的主要代表作

《和平地理学》就是一例，明明是“战争的地理

学”，却要披上“和平”的外衣。 其他又如一度被

学者热议的“霸权稳定论”和“民主和平论”等，
学界已多有剖析，此处不赘。 这样说并非否定

国际关系理论追求“科学化”的正面意义，而是

正视理想与现实之间客观存在的张力。 王立新

就曾指出，“必须认识到国际关系学不是所谓的

硬科学，也不应该成为硬科学，而是有着很强的

人文特性”①。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冷战结束以后逐步

成为一门显学。 这一时期，对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的系统引介，使国内国际关系研究受到了美

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强势影响。 这一点表现在诸

多方面，无论从主流理论范式（如现实主义、自
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的来源，还是从国内

很多主流国关学者的留学背景，以及从国内学

者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和研究议程等方面，都可

以得到印证。 诚如中国学者所言：“在西方理论

引入初期，由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自身发展薄

弱，对欧美研究成果缺少批判精神，存在简单照

搬套用现象。 中国许多学者具有美国学术背

景，研究话语、风格和方法的美国色彩较强，美
国学者热衷的研究议题也就成了中国学术热

点”②。 尽管国内学者对带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

的理论不乏批评和警惕，也有创建本土理论（如
中国学派）的实践努力，然而大多数学者在研究

中往往沿用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和话语

体系。 这样一来，不少人就无意中接受了某些

“常识”。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大量学习和借鉴国

外理论特别是美国理论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合

理性和现实性。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持续高速增

长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相对较新的国际关系

学科至少肩负两重历史使命：一方面，面对日益

扩大的国际交往包括学术界的交流，必须熟悉

国际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又要回应西方国家一

些不太友好的质疑乃至充满恶意的诋毁。 前一

个方面无需多言，而在后一方面，批驳西方国家

散布的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就是众所周知

的例子。 一些国内学者为了揭穿这一花样频出

的陈年老调，往往采用对方的理论、概念和话语

反驳其逻辑，并论证中美之间并不必然走向军

事冲突，以及中国必然走和平发展道路等观

点。③ 在这种背景下，有关英美霸权转移的讨论

开始日渐增多。 然而，重点在于英美霸权转移

过程是否真正“和平”并未经过深入辨析，而是

作为一种“常识”进入国内学术话语体系。
必须指出，质疑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并非

否定和平崛起的道路。 即便英美霸权转移不是

和平的，也不意味着未来的权力转移只有战争

一途。 尽管积极和平的目标看似遥不可及，但
是核战争、环境污染和生物病毒等威胁，以及

２０２０ 年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得这一

目标变得现实而紧迫，因为这些威胁可能将人

类置于共同毁灭的危险境地。 种种迹象表明，
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

的战争不再仅仅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而越

来越成为人与自然灾害、生物病毒和环境恶化

乃至技术进步导致的未知风险之间的战争。 这

种人类毁灭的恐惧前景将迫使所有的民族和国

家摒弃前嫌，携手应对共同的灾难。 爱因斯坦

半个多世纪前就说过：“如果人类还要存在下

去，我们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思考。 人们必须根

本地改变他们对待他人的态度以及未来的观

点，武力必须不再作为政治的手段。 今天，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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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①我们期待，积极和

平观将成为这个新时代的主流理念，为人类之

间的团结互利铺平道路。

四、结　 语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界对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中的局限性的讨论日益增多，出现了从推

动学科融合的跨学科角度超越主流理论的呼

吁。 本文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倾

向的揭示，只是这种研究进路的粗浅尝试。 在

中国从国际体系边缘迈进全球政治舞台中央的

新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思考方式与

时俱进。
比尔德曾说过，“每个历史时代的观念通常

都与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相关，而这一观

念也为所有其他人确定了基调”②。 在国际关系

研究领域的所有概念中，任何一个可能都没有

和平概念那样具有底层逻辑的作用，也不会像

和平概念那样会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和平

概念在认识上的更新，不仅会从结构上改变一

个学科的话语体系和研究方向，而且会激励并

驱动这个时代的每个个体和民族从实践上调整

前进方向，为了更公正、更平等和更合理的国际

新秩序而努力。 质言之，积极和平观是新世界

的“助产士”。
一如本文所述，“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论”赖

以存在的前提和史实都是充满争议的。 这种说

法因而只是一种暂时流行的观念，而不能认定

为永久可靠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在

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文化霸权和美国中心论的产

物，直接服务于其霸权地位的合法性，以维持不

公正、不合理和不平等的国际旧秩序。 对此缺

乏足够的认知，就会沿着一个个对旧秩序有利

的“常识”亦步亦趋，陷入霸权国家偏好的理论

轨道而不自知。 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新兴

国家不仅不敢谋求改变世界，还可能会为国际

关系旧秩序添砖加瓦，将原有的恶推向新高度，
从而强化了国际关系秩序的体制化。 所以，认
清这一点，在新时代构建中国学科话语体系的

过程中尤显重要。
作为一个重要的“常识”，“英美霸权和平转

移论”产生了众多的衍生话题，制造了不少“神
话”。 例如，在探讨英美霸权和平转移原因的过

程中，英美共同文化与血缘纽带常常为后世学

者津津乐道，有论者甚至不惜将英美权力交接

建构为“禅让”之神话。 先不说，美国建国后与

英国两度兵戎相向，只是在 １８１４ 年《根特条约》
签署之后，英美关系才慢慢走向正常化。 更不

要说，一直到 １９ 世纪末，两国由于划界问题曾

多次濒临战争边缘。 只需想一想，美国建国初

期为什么与文化和血缘相对较远的法国关系更

好，为什么彼时不念及“血缘纽带”而避免与英

国交恶，就足以对类似神话保持警惕。
从长时段的历史而言，１９ 世纪的英美两国

由于核心利益相悖，曾经长期龃龉不断。 １８１２
年英美战争结束以后的冲突没有再次上升为战

争，这可能只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这种特

殊的历史条件很难复制或再现。 在“英美霸权

和平转移论”者看来，英美围绕经济霸权的激烈

交锋不是战争，所以完全是“和平”的。 殊不知，
现代贸易战可以造成比传统战争大得多的损失

和破坏。 因此，这种“和平”只是表面上的，仅仅

由于本质上和结构上的冲突被纷繁复杂的国际

关系现象遮蔽了而已。 但是，如果不顾历史条

件和综合实力，奢望“认同转换”就会导致“权力

的和平转移”，无异于缘木求鱼。 更危险的是，
如果国家战略陷入美国中心论的迷思，反而会

最终失去和平崛起的机遇。

编辑　 贡　 杨　 杨海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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