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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随着国际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国际事务之外。

在 2008 的两会中，国际合作和主权国问题也被慎重提到。如何维持世界上

的和平，减少冲突和不安定、不稳定因素，促进国际间的互惠交流合作、实

现全世界共同发展是当今非常重要却又复杂的议题。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

策研究中心邀请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 Carlos Pascual、斯坦福大学

国际合作中心教授 Stephen Stedman 博士和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大使探

讨了“负责任的主权国—世界新格局中的国际合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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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le Sovereignty--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a Changed World 

 

【Preface】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nt, 

every country should be more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the 2008 meeting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Congress(PCC), they put much emphasize on 

the issu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negotiation.  It is important but rather complicated to 

discuss how to maintain the world peace, reduce conflicts,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ventually realiz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ll over the world.   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is honored to have three distinguished experts--President Carlos Pascual, 

Professor Stephen Stedman and Ambassador Wu Jianmin to discuss the topic: Responsible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a Changed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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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复杂、深刻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主题。世界多

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经济总体保持增长，人类面临

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 世界并不太平。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扩散、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加突出。经济全球化

的负面影响增加，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在此情况下，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主

权国，加强新格局下的国际合作，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 

一、国际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存在需要负责任的主权国担负起自己的

责任 

Stephen Stedman 先生认为，应对国际社会不安定因素，急需国际间相互合作，强化

完善既有的国际组织以及协助建立有需要的国际组织，需要美国成为负责任的主权国。 

目前，国际间对于造成国际社会和平以及安全主要的威胁还没有所谓的共识存在。也

就是说，在进行磋商和协商的过程中，要依据所处的地域，国力，繁荣程度来探讨可能形

成的威胁有哪些。所以当讨论到美国安全可能遭受的威胁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恐怖主义

和核危机。而如果谈论到非洲国家会遭受的威胁，通常就是艾滋病和其他各种传染病的肆

虐以及贫穷问题。也就是说，各国面临的首要危机和威胁会依国家的国情不同而不同。于

是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小组(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s ) 

就是将这一些威胁进行轻重缓急的分类，并且采取积极适当的措施来减少国际社会中不安

定的因素，抑制大规模的死亡的出现。当今世界上面临的问题大致上有经济和社会贫穷问

题，环境恶化，传染性疾病，内战，地区性冲突，生物武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组织，

以及强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有上述问题都会对国际安全、 和平造成重大影响。 

总体上看，许多威胁都是新产生的，在二十年前我们大概不会谈论到生态环境的恶

化，毁灭性传染疾病，贫穷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认为这些跨国性的威胁是至关重要的。

而对于这些威胁，单个国家是无法独自面对解决的，即使是当今世界 强大的美国也不可

能在没有其它国家合作之下对抗核威胁，这是目前世界的现况。许多威胁都是相互关连在

一起的。例如，贫穷跟生态环境恶化是密不可分的。贫穷造成生态环境恶化，而生态环境

恶化又会进一步加深贫穷，如此陷入恶性循环。依据不同国情，有些威胁对某些国家来说

相对更加紧迫。但是由於我们紧密相连地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应对任何一个威胁都离不

开国际间的相互合作。 

当前，加强国际合作主要有两个重点：首先，政府选择的立场。政府决定合作与否取

决於合作是否符合本国利益。例如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t, IAEA)，能赋予参与国很大的权力去阻止核武的扩散，这将给予这些参与国更高的

国际地位并为其本国经济发展提供长期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目前已有众多国际组织相继



 

 

成立，但其发展状况良莠不齐。有些国际组织已经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有些

仍有待进一步发展成熟。另外，在一些领域，如气候异常和全球变暖问题，目前尚未有专

门的国际组织成立。因此，完善和创建国际组织应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其次

是强权国家在国际组织中发挥的作用。过去由于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强权国家，因此国际组

织的运作和功能也主要依赖于这些强权国家的意志。但目前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和威胁已

经超出了国界的限制，仅以强权国家集团的意志运作国际组织显然是难以克服这些问题和

威胁的，这也就需要强权国家从全球各方利益出发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但事实是让人

失望的。特别以美国为例，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经济、军事超级大国，国际组织对美国

来说只是外交政策而已。美国不仅没有在国际组织当中发挥好自己作为全球 重要强权国

家之一应该发挥的模范作用，相反经常利用国际组织处理各种国际事务以代表本国利益，

例如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应对苏丹问题等，甚至借由污蔑这些国际组织为其外交政策失误开

释，蒙蔽美国民众。在推动国际组织更好地应对各类问题和威胁，为国际社会服务方面，

美国等一些强权国家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美国未履行一个负责任的主权国应尽的义务。 

“负责任的主权国”(Responsible sovereignty)这一概念并不是美国提出来的，而是

由非洲的政治家们所提出。他们厌倦的非洲国家连年不断的内战、贫穷、和难民问题。作

为主权国，非洲是彻彻底底地失败了。非洲现在需要的是所谓『负责任的主权国』，它的

意思是，非洲应该享受主权国应该享有的优势和权利，以促进他们的自尊，以及他们国家

的发展。对于国际社会，也应该承担起责任。负责任的主权国也必须保证其公民在相互依

存的的世界当中的安全和繁荣是基于世界合作的基础之上，要达成这样的任务，需要政府

的领导责任、教育和适当的政策。在许多跨国的议题中，不再是强权国说了算。国与国之

间签订了许多合作条约，参与了各种不同的国际组织。负责任的主权国无论在已经计有的

议题之上或是尚待讨论的问题中，都必须跟其它国家协商、合作。 

二、环境污染、核武、地区冲突问题是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 

Carlos Pascual 对当前国际上紧迫的环境污染、核武、地区冲突问题进行了的探

讨。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 重要的是有效的进行国际合作。 

进入八十年代后，全球气温明显上升。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在近一个世纪

以来大量使用矿物燃料（如煤、石油等），排放出大量的 CO2 等多种温室气体。由于这些

温室气体对来自太阳辐射的可见光具有高度的透过性，而对地球反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具有

高度的吸收性，也就是常说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碳的排放不限于排放区

域，因为排放的碳单位构成温室效应气体，对全球的气候变迁都会有影响。因此需要所有

的国家主要的碳排放国共同合作，实现共同解决方案，因为无论是贫穷或富有的国家，每

个人都会受到影响的。不断提高的海平面，像美国受到了海平面提高的影响，佛罗里达出



 

 

现了大暴雨。这一气候变化也影响到了中国，像是一些河流发生改变，降低了中国的生产

力。各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在立法上都需要关注气候变迁问题，制订相关法令。 重要

的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其次是不断促进和投入新的技术的研发，以及技术的传播，如

何不断地适应气候变化来做出适当的调整。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来实现对碳排放国的管

制，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要看到各个国家真正做到对气候方面的承诺。刺激新兴

资源的开发，例如太阳能的使用，或是其它可替代能源的使用。 

防止核武器扩散机制面临挑战。现在世界上大约有 64 个国家有一定程度的核项目，

其中有九国家发展核子武器。没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会希望其它国家减少核武器，像是签订

『反对核武器扩散公约』。在战略性的核武器减少条约当中，并没有真正有效的机制。而

核武拥有国也没有做出非常好的承诺，像美国和俄国就没有进一步实现排减的进程。 

如何解决地区性冲突是一个 核心的问题。世界上 贫穷的国家，如阿富汗，已经成

为恐怖主义的基地所在。一些失败，贫穷的国家造成了国际间的冲突对立，已经对世界和

平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如中非、利比里亚、科索沃等等地方是出现不安全的来源所在，

他们可以对整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安全格局造成非常消极的破坏作用。如果想要实现

和平和发展，必须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稳定的力量首先来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为了实现

更好的绩效，必须加强专家的培训以及增加部队人员，还有不可或缺的是资金的投入。 

总体上看，一些国际机构的承诺，像是 G8 和 G16。G8 对世界上比较重要的国家有一

定的代表性，可以帮助解决跨国性的问题。而再加入了 G16 组织之后，不仅仅可以帮助解

决所面对的危机和威胁，还可以帮助充分了解世界情势。在这样的框架下，有一个机制可

以了解各国之间的关系，可以积极合作来提出一些有效的决策。同时，联合国内部的改革

和改变。像是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让它更有效率和承担更多责任。还有两票否决权制

度，无论是对于使用武力以及实施制裁方面，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中必须有一致的意见，

要有一定的国家数量支持才能够进行。另外还考虑扩大安理会的席位，把合法席位扩大至

21 席，其中包括永久性和非永久性的席次。在建立机制的时候，不能够一言定江山。必

须对某一些议题，像是和平问题和环境问题，有比较仔细的磋商和探讨。在处理全球问题

的时候，必须抓住机会，充分利用人员以及资金的资源，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像是中国利

用了全球性的机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民脱贫，为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跨国概念或者说跨国威胁的概念已经超越主权国的国界，对单个国家或对人民和参与

者，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和投入，我们都希望 终能够促进整个

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在全世界的背景下实现彼此的约束。例如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失败也

重新为人们关于大国的思考给出了定义。地区性组织的重要性。地区性组织可以成为约束

因素，像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达成的共识就可以成为战争的限制因素。各国

必须就共同问题进行合作来寻求解决之道。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单独国家的限制或者本身

的行动越来越不为其它国家所接受，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地区性组织来限制他们的行为。  



 

 

三、世界局势的变化需要中美等国做负责任的主权国 

吴建民大使认为，当前，世界局势正在显著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与此同

时，当前的国际环境也面临着很多问题，需要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担负起全球发展的责任。 

常为人们讨论的国家就是中国，但事实上，快速发展的国家不仅仅是中国，还有印

度，和一些东亚，非洲国家，和巴西及智利等国家。把这些国家人口加起来有 33 亿人，

基本上是世界人口的二分之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发展。现在发展中国家

发展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而亚洲是这一潮流的中心。因此，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国际关

系的重心已经向东方转移，从大西洋移转到了太平洋。全球化的进展非常快速。全球化使

得世界变得更小，各个国家更加紧密的相连，彼此更加依赖对方。 

与此同时，当今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远比以前困难。像是气候变迁和恐怖主义，大规模

传染病，环境恶化等等。世界上无论任何一个国家有多强大，都不可能独自面临挑战和独

自解决问题。如伊拉克战争。发起战争容易，要结束战争却十分困难。如何处理战争的善

后重建、文化的冲突对立，在在考验着不仅是美国，还有世界上其它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在政策制订时更加小心谨慎。不要轻易发起一场战争，因为简单挑起

战争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同舟共济。因为大家的命运是相联系的，过去冷战的思维现在还

存有一些影子。像是 3.14 西藏事件之后，国际间给予中国的难堪，不仅仅对中国造成影

响，对整个世界都会有非常消极负面的影响。因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不仅是中国人民热

心期盼，更是一场属于全世界人民共有的盛事。单边的格局实际上已被证实是非常大的失

败，单边主义可以说是 不负责任的主权国的一种行为。而多边的格局代表着一个国家无

论如何强大，都只是世界框架下的一份子。在全球多边主义的机制之下，若是想解决一些

经济和技术上的问题，必须要积极地使私人领域参与进来。今天各国的资本技术流动可以

看到各种技术的发展。如果能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将使公民社会以及私人领域可以采取

一些行动，更好地参与世界的合作。 

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像是美国，或是发展中国家，像是中国，都必须努力成为国

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主权国。主要的努力方向是设法从以往较关注本国利益的单边主义过渡

到促进整个世界和谐的多边主义，建立起一个尽可能宽广的共识，此一共识可以将大家联

合在一起。在很多议题上广纳更多的国家参与其中，像是 G16 这样的团体吸收新兴国家

成为会员，共同讨论世界上的核心议题。 后，联合国这样的机制提供了处理解决世界

上众多纷争和问题的正当性，在有必要的时候，都可以适当地寻求联合国的帮助。 

 

（本文由张慧婷编辑整理，李金迎、饶松松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