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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边主义是避免歧视性国际安排的基本国际交往形式ꎬ旨在通过协商一致促成国家间合作ꎮ 多

边主义的实现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政治过程ꎬ在凝聚共识、形成规范和执行规则阶段发挥的作用各异ꎬ在不同历史

时期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实践经验也不是固定不变的ꎮ 欧洲多边主义经验以身份同质性为前提ꎬ二战后欧洲一

体化的成果与目前欧洲面临的危机都与其密切相关ꎮ 美国多边主义始终诉求霸权优势ꎬ以排他性规则取代真正

的多边主义共识是其无法克服的弊端ꎮ 这些旧有的多边主义经验都不能适应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的世界政治

经济现实ꎬ坚持主权平等和开放性原则的新多边主义才是后疫情时代重启国际合作的根本出路ꎮ 为克服多边主

义发展史上罕见的共识稀缺困境ꎬ多个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已在关键议题领域进行了凝聚共识的创新努力ꎬ
多边主义发展前景向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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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边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间交往的历史产

物ꎬ是主权平等原则充分实现的需要ꎮ 自 １９ 世

纪初萌芽以来ꎬ多边主义的生成都是在国际关系

局部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凝聚共识ꎬ然后又将这些

共识转化成具体的规范和可执行的规则而渐次

推进的ꎮ 与此同时ꎬ多边主义产生作用的方式在

其三个主要阶段:凝聚共识、形成规范、执行规则

方面的表现也存在明显差异ꎮ 多边主义合作的

常见方式是召开国际会议、缔结国际协定或条

约、创建国际制度或国际组织ꎬ但是并不能说有

这些方式的国际互动都是多边主义ꎮ 多边主义

的本质内涵———主权平等、政治权责不可分割、
扩散性互惠———才是辨识纷繁复杂的国际合作

是否是多边主义的根本依据ꎮ

一、界定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即多数国家参与的国际治理ꎬ旨在

定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ꎬ特别是反对歧视性的国

际安排ꎮ〔１〕针对 ２０ 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的深

刻教训ꎬ大国政治中的歧视性国际安排往往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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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加剧国际冲突的根源ꎮ 某种意义上来说ꎬ正
是由于被赋予了这样的预期ꎬ关于多边主义的具

体定义也逐渐表现出分歧ꎬ有学者将其界定为一

种要求很高的制度形式ꎬ有学者则认可其为一种

生成性原则框架ꎮ 然而ꎬ无论倾向于具体的制度

还是抽象的原则ꎬ分歧都是发生在概念的外延层

面ꎬ关于多边主义的本质内涵———主权平等、政
治权责不可分割、扩散性互惠———并不存在矛

盾ꎮ 主权平等是形成多边主义合作的前提ꎬ多边

主义源于对歧视性国际安排的纠正ꎬ特别是二战

后出现的多边主义国际安排大多数都强调主权

平等ꎬ在公开的章程中有效规避了参与合作的障

碍ꎮ 政治权责不可分割是确保多边主义合作生

效的关键ꎬ也是将参与者的合作意愿转化成现实

的过程ꎮ 不可分割即指任何一方成员或者少数

力量不能改变多边主义中经过协商达成的一致ꎬ
换言之ꎬ决策会影响所有参与者的行为ꎮ 扩散性

互惠(ｄｉｆｆｕｓ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即指一旦达成一致ꎬ多
边主义框架下没有任何角色可以预期使合作中

的特定利益惠及特定成员ꎬ更不能对收益过程予

以实际控制ꎬ只要合作按规则运行ꎬ产生的收益

就是可持续的ꎬ这也是多边主义合作被追求的根

本原因ꎮ
多边主义既不是一劳永逸的国际制度安排ꎬ

也不是能够自我约束的机制化系统ꎬ它需要有关

各方的积极维护ꎬ合作可能有先来后到之分ꎬ但
是不应内外有别ꎮ 为了实现上述内涵ꎬ多边主义

合作从形成共识到生成合作的过程离不开成员

方、合作目标、持续的行为及恰当的形式设计四

方面外延ꎮ 将外延等同于多边主义本身也是妨

碍理解多边主义的常见偏差ꎬ是需要作出的概念

辨析ꎬ比如多边主义不等于多边外交ꎬ多边主义

也不等于任何具体的多边制度ꎮ
(一)多边主义、多边制度、多边外交

多边主义不等于多边制度 /机制ꎬ后者是前

者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全部形式ꎬ二者存在的一个

根本差别是多边制度可能具有排他性ꎬ而多边主

义的首要内涵就是主权平等与开放性ꎮ 比如ꎬ欧

洲一体化合作进程从起步到统一大市场形成阶

段都体现了明确的多边主义开放性ꎬ但是宣布成

立欧盟和建立欧元区后则成为具有排他性的多

边制度ꎮ 因此对欧盟的研究应该适用于多重多

元的理论工具ꎬ有学者就将欧盟视为双边主义、
多边主义、复合主义(ｐｏｌｙ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的系统化运

行产物ꎮ〔２〕

多边主义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政治过程ꎬ〔３〕将

多边主义等同于多边制度事实上就把多边主义

视为了一劳永逸的结果ꎬ特别是认为有了多边制

度的多边主义合作就能彻底解决成本—收益的

核算ꎬ加入和遵守多边制度是唯一选择ꎮ 事实

上ꎬ多边主义在凝聚共识、形成规范、执行规则三

个不同阶段能够产生作用的方式并不相同ꎬ维护

多边主义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而非最终结

果ꎮ〔４〕并非所有的多边主义合作都可能经历完整

的三个发展阶段ꎬ有些问题领域不可能也不需要

经历三个阶段ꎮ 多边制度的出现是第三阶段“执
行规则”的产物ꎬ而且制度的有效性离不开资金

和资源的供应ꎬ一旦供应机制失灵就会引发制度

失灵ꎬ进而损害甚至中止多边主义合作ꎮ 再比

如ꎬ即使有了多边制度ꎬ制度能否实现参与方的

诉求? 关于制度中的遵约行为产生的意义也有

很多争议ꎬ并非一味遵约就能使制度奏效ꎬ遵约

也不等同于维护多边主义ꎮ〔５〕更何况新千年以后

的国际制度体系明显已经不能满足全球治理的

需要ꎬ由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行为体组合

而成的新型全球治理复合行为体也在重新定义

着多边主义ꎬ有学者将其称为“复杂多边主义”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ꎮ〔６〕

多边主义不能简单等同于多边外交ꎬ前者是

抽象的外交形式ꎬ后者是具体的外交行为ꎮ 可以

举一个例子说明二者的不同ꎮ 比如ꎬ１９４５ 年旧

金山会议引入“工作语言”和“官方语言”的建设

性概念ꎬ赋予了英语、俄语、汉语、法语、西班牙语

“官方语言”的地位ꎬ被认为是秉持“多边主义”
精神结束 １８ 世纪以来现代外交史上的语言之争

的重要创新实践ꎬ与此同时ꎬ旧金山会议对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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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语是“工作语言”的规定又是确保外交活动

能够顺利进行的必要平衡ꎬ是一种能够实现妥协

和尽快达成一致的“多边外交”行为ꎮ〔７〕 简言之ꎬ
多边主义需要兼顾主权平等、政治权责不可分

割、扩散性互惠三原则ꎬ而多边外交不必兼顾ꎬ多
边外交更多要以持续性推动交往和产生结果为

目标ꎬ往往是在三原则之间权衡和妥协后偏向某

些方面的优先性而取得成果ꎮ
将多边主义等同于多边外交是常见的误区

之一ꎬ比如ꎬ１９ 世纪初多边主义萌芽时期ꎬ频次

很低的大国会议是很受欢迎和重视的多边外交

形式ꎬ往往能凝聚共识、形成规范ꎬ甚至制定出具

体规则ꎬ有效推动多边主义的进展ꎮ 但是到了

２０ 世纪末ꎬ大国会议频繁且备受指责ꎬ矛盾重重

也很难通过任何一次峰会得到解决ꎬ于是会议外

交的挫折和低效往往被舆论过度解读为多边主

义的前景渺茫和不容乐观ꎮ 可以说ꎬ新千年以来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挫折一直也没有让多边主

义摆脱这种责难ꎬ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边主

义与多边外交被不恰当地划上了等号ꎮ 从这个

意义上说ꎬ２０２０ 年以来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世

界政治经济分裂危机大大降低了首脑峰会的频

次ꎬ在转为线上的视频峰会中ꎬ国家元首们的发

言和表态以更加清晰、直观、即时的方式呈现给

舆论界ꎬ从中更容易分辨各方的立场分歧与可能

形成的共识ꎬ对重启多边主义合作进程是有一定

积极价值的ꎮ 与此同时ꎬ来自社交媒体的独立声

音也受到更多关注ꎬ关于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的

各国举措是否积极有效更容易形成真实的评判ꎬ
因此重启多边主义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更

多体现出来自民众的意愿和共识ꎬ这也是对传统

多边外交方式的挑战与稀释ꎬ需要以创新的理念

和实践方式来凝聚有效共识和形成相应的规范、
规则ꎮ 换言之ꎬ多边主义的本质是不变的ꎬ多边

外交的形式却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时空与议

题ꎮ
(二)多边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效用评估

多边主义生成有效的国际合作大致会经历

三个阶段:凝聚共识、形成规范、执行规则ꎮ 但

是ꎬ并不是说所有的多边主义合作都要经历完整

的三个阶段ꎬ具体在哪个阶段产生作用主要取决

于两个条件ꎬ一是合作领域的信息透明度ꎬ二是

该领域是否存在主导国ꎮ 因此ꎬ并不能依据其发

展阶段评判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和国际关系意义ꎮ
特别是就问题领域的限制条件而言ꎬ在事关人类

发展进步的问题领域ꎬ比如消除贫困、基本人权

问题上ꎬ多边主义无论在哪个阶段生成有效的合

作ꎬ都是有历史价值的ꎮ 这就是多边主义符合国

际关系的原生本质的根本体现ꎬ因为多边主义是

纠正歧视性国际安排的基本形式ꎮ
第一ꎬ凝聚共识是多边主义的起步阶段ꎬ通

过广泛接触与对话寻找到各方关心和关注的议

题点ꎬ并将拟实现的目标阐明ꎬ这就是多边主义

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ꎬ也是最困

难和可贵的阶段ꎮ 一旦找到共识ꎬ其他观望的和

疑虑的潜在参与方就可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

加入共识ꎬ即使分歧和矛盾仍然无法克服ꎬ但是

有了共识ꎬ多边主义才有生效的前提ꎮ 凝聚共识

阶段大体由四个步骤组成:(１)来自倡议方经验

的细致论证ꎻ(２)提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立场主

张ꎻ(３)阐明该主张的广泛适用性ꎻ(４)其他方同

意该主张ꎬ使其成为共识ꎮ 不难看出ꎬ在凝聚共

识阶段ꎬ多边主义非常依赖于倡议方的知识供

应ꎬ这种知识和经验的供应很可能还与其资源和

力量密不可分ꎬ但是没有一般性和适用性主张是

无法形成共识的ꎬ因此ꎬ主权平等原则在凝聚共

识阶段发挥的作用最为突出ꎮ 如果说多边主义

与多边外交具有一定的重合度ꎬ多边外交容易被

误解为多边主义本身ꎬ那也主要是发生在凝聚共

识阶段ꎬ倡议方需要通过充分的细致沟通与相关

方取得共识ꎬ多边外交官和多边外交平台是这个

阶段不可或缺的活跃行为体ꎮ
第二ꎬ形成规范是指将参与方达成的共识转

化成可行路线图的过程ꎬ旨在明确多边主义合作

中主权平等和政治权责不可分割原则的具体实

现方式ꎬ规定可实现的范围和轻重缓急之处ꎮ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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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问题领域和不同的参与方对同一多边主义

共识给出的再定义都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ꎬ因此

形成适合本国和本地区经验和条件的具体规范

是多边主义合作生效的关键阶段ꎮ 比如ꎬ关于国

际人权保护的共识ꎬ１９８１ 年«非洲人权和民族权

宪章»形成的规范就将“民族平等是人的平等”
的前提这项属于非洲发展特有的地区经验纳入

进来ꎬ是多边主义合作生效的必要保障ꎮ
第三ꎬ执行规则是通过系统性规定指导和约

束参与方行为的过程ꎬ需要在已有规范的基础上

形成落实规范的细则ꎬ并对其有阶段性补充和修

订ꎬ还可能为指导和监督规范的落实而成立相应

的职能部门ꎮ 比如ꎬ旨在制止破坏臭氧层的气体

排放行为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是应对气候变化

领域的诸多议题中成效最为突出的ꎬ与其得以明

确奖惩措施的细则规定有必然的因果关系ꎮ 再

比如ꎬ«欧洲人权公约»是«世界人权宣言»之后

第一个达成的区域性人权条约ꎬ而且自 １９５０ 年

签署以来就设立了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人权

法院ꎬ并陆续补充了十余项议定书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并非所有的多边主义合作都

要完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ꎬ更不是一定要演进到

执行规则阶段ꎮ 事实上真正能将共识转化成规

范和规则的多边主义合作毕竟是少数ꎬ但是ꎬ多
边主义仍是符合国际关系本质的基本国际交往

形式ꎬ即努力从差异和矛盾中寻求协商一致与合

作的可能ꎬ而不是从根本上消除矛盾和分歧ꎮ 就

已经生效的多边主义而言ꎬ成效主要表现为三个

方面:一是扩散性互惠带来的实际利益可能在一

定时期内使多边主义成为某些参与方实现诉求

的工具和手段ꎻ二是不同参与方可以通过多边主

义平台表达意愿、诉求和不满ꎻ三是多边主义在

具体规范和规则的运行中事实上不断追求着自

主性ꎬ由此可能衍生出对基础性共识的发展、突
破甚至背离ꎮ

一方面ꎬ多边主义生效后实际是扮演工具、
论坛ꎬ抑或是自主行为体的角色ꎬ其实是参与方

和设计者不能预先设定的ꎬ多边主义具体发挥的

作用和表现出的形式取决于议题领域和参与方

的历史与现实条件ꎮ 另一方面ꎬ参与者的确是通

过设计多边主义的合作方式来实现共同目标和

诉求的ꎬ这种设计要围绕参与各方的意愿凝聚共

识和制定恰当的规范与规则并确保其顺利实施

两个层面展开ꎮ 换言之ꎬ多边主义在输入和输出

功能两个方面都产生作用ꎬ但是输入功能是将参

与各方的差异性汇聚起来ꎬ输出功能是将协商一

致后达成的共识转化成能够影响参与方实际行

为的结果ꎮ 前者是从差异性中寻找一致性ꎬ主要

遵循的是主权平等原则ꎬ因此容易得到参与方的

支持ꎮ 后者是用一致性去干预差异性ꎬ主要遵循

的是政治权责不可分割与扩散性互惠原则ꎬ各参

与方的矛盾就会突出表现出来ꎮ 不同功能产生

于多边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ꎬ也并非任何多边主

义合作都需要完整实现全部功能ꎬ通过汇聚各方

的差异性输入多边主义框架ꎬ与由多边主义框架

输出具体规范和可执行的规则这两大类功能之

间存在着明显差别ꎬ明确这一差别对于我们理解

和评判多边主义的实际效用ꎬ认识多边主义与参

与各方的国际关系行为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现

实是有帮助的ꎮ

二、旧多边主义的时代价值与局限性

多边主义自生成以来就是以局部地区的国

际经验追求全球性国际体系目标的产物ꎬ无论

１９ 世纪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欧洲大国主导的

多边主义实践ꎬ还是二战结束后由美国霸权主导

的多边主义理论研究和制度成果都概莫能外ꎮ
多边主义在其产生的时代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ꎬ它业已得到肯定的价值确保其延续至今ꎬ
成为国际交往的基本形式之一ꎮ 与此同时ꎬ我们

也要清楚ꎬ多边主义是一种不断演进的政治过

程ꎬ并非一劳永逸的结果或者某种固定不变的互

动模式ꎮ 所以ꎬ每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多边主义都

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ꎬ只有在恰当的修正和更新

后才能适应新的时代主题与国际环境ꎮ
欧洲主导和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经验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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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发展的重要贡献都在于它们探索的工业

化发展道路和共识奠定了使世界市场连为一体

的坚实基础ꎬ肯定了主权平等的历史进步性ꎮ 但

是在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欧洲经验和美国经验都不

能将联合国框架下的和平与发展宗旨有效转化

成多边主义共识ꎬ仍在不断扩大的发展鸿沟和南

北分裂说明了旧有的多边主义经验要作出恰当

的修正ꎬ任何排斥特定参与方的倡议都是违背多

边主义本质内涵的“伪多边主义”ꎮ 坚持主权平

等和开放性原则的真正多边主义才能带来国际

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和突破ꎮ
(一)欧洲多边主义经验的身份同质性

所谓身份同质性是指参与多边主义的各方

对“自我—他者”的认知具有高度的一致性ꎮ 欧

洲国家在宗教信仰、历史互动的经验积累、经济

发展水平、意识形态、政党政治等方面的地区内

趋同性是当今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区都无法效仿

的ꎬ因此欧洲发展的历史上也形成了长期的欧洲

与欧洲以外的“自我—他者”边界观念ꎮ 这种观

念早在重商主义驱动欧洲大陆发现新大陆的对

外行为时期就有明确的体现ꎬ此后虽然经历世界

政治经济的变迁ꎬ但是欧洲以外世界的变化要远

远超过欧洲内部的变化ꎬ而且欧洲以外的世界变

化日益强化了欧洲身份的自我认知ꎬ进一步塑造

了欧洲地区特殊的身份同质性ꎮ
多边主义实践最早在欧洲萌芽与欧洲地区

由来已久的“国家间联合”思想有关ꎬ１８ 世纪早

期圣 － 皮埃尔(Ａｂｂｅ ｄｅ Ｓａｉｎｔ － Ｐｉｅｒｒｅ)在«给欧

洲以永恒和平的方案»和«在基督教国家君主间

建立永恒和平的方案»中完整表达了欧洲国家实

现永久和平的可行路径ꎬ即“建立一个由欧洲各

个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组成、拥有由各国全权代

表组成的常设组织机构ꎬ各国保持其主权相对完

整ꎬ但又必须部分地让渡主权的超国家联盟”ꎬ〔８〕

并且认为国家间联合的可能性是进入民族国家

时代后产生的ꎬ因此明确强调了主权平等与国家

间交往的内在联系ꎬ说明欧洲国际关系中孕育出

多边主义思想与实践的合理性ꎬ同时也说明了多

边主义经验往往产生于地区的积极价值与不可

避免的局限性ꎮ
二战即将结束时ꎬ欧洲一体化的共识开始从

倡议转为具体的合作规范ꎬ因为合作的前提是修

补自凡尔赛体系以来造成的欧洲分裂ꎬ身份同质

性的基础共识也成为欧洲重启多边主义合作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ꎬ法德合作并共同发挥带头作用

则是将欧洲共识转化成可操作规范的固有内容ꎮ
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选择多边主义路径是

内外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ꎬ外部因素主要是受

美国提供的马歇尔援助计划影响ꎬ美国希望通过

马歇尔计划增强西欧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力从而

有效遏制苏联ꎮ 欧洲内部为了消除两次大战造

成的分裂ꎬ就必须确保大小国家一律平等ꎬ同时

有效让渡主权和开展对话ꎬ多边主义显然是比大

国均势或者其他路径都恰当的选择ꎮ
自从 １９５２ 年正式开启一体化进程以来ꎬ欧

洲一体化的发展经历了 ７０ 年的变迁ꎬ一体化进

程无论取得进展还是遭遇挫折都成为国际关系

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焦点问题与典型案例ꎬ尽
管(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为代表的宏观理

论也不断演绎出各种逻辑对欧洲一体化的经验

予以解释ꎬ但是这些理论还是以认可欧洲经验的

针对性和局限性为前提的ꎬ并没有像美国的国际

关系研究和实践那样一直试图解释普遍性和全

球性规律ꎮ 欧洲之所以能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

空前分裂的国家间关系中建立起超国家的治理

模式ꎬ身份同质性其实是不可或缺的条件ꎮ 这也

是研究欧洲安全共同体的理论始终无法解释欧

洲以外的一体化尝试与探索的原因ꎮ 仅就这一

点而言ꎬ阿米塔阿查亚将东盟地区经验定义为

规范习得结果的“安全共同体”ꎬ〔９〕 中国主张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对参与多边主义合作各

方的身份同质性的准确把握ꎬ都符合多边主义的

解释框架ꎮ
当然ꎬ一体化进程的成果并不能掩饰始终伴

随的差异化和分歧ꎬ从 １９５０ 年代新功能主义对

一体化自我持续性的合作“外溢” (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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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ꎬ〔１０〕到 １９６０ 年代开始政府间主义强调成员国

的自主性起决定性作用ꎬ〔１１〕 再到 １９９０ 年代经过

重构的自由政府间主义明确将多边方式视为欧

洲的必然出路ꎬ〔１２〕 应该说欧洲一体化始终是在

“克服危机—重建共识”的反复中前行的ꎬ这恰

恰说明多边主义不是一劳永逸的结果ꎬ而是一种

持续演进的政治过程ꎮ 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以来接连

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英国脱欧、难民危机ꎬ实际

反映出的也是:一体化经验虽然给欧洲多边主义

在战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提供了有效方案ꎬ但是

不能调和的区域内发展差距(比如西欧与东欧)
和价值观裂痕(比如南欧与北欧)反复挑战维护

一体化必不可少的身份同质性ꎬ一旦失去这一共

识基础ꎬ欧洲的多边主义经验也会陷入失灵的境

地ꎮ 身份同质性是欧洲多边主义的催化剂ꎬ同时

也是助燃剂ꎬ脱离身份同质性的欧洲不仅在一体

化合作方面要停滞和倒退ꎬ甚至可能出现极右倾

向的政治风险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欧洲遇到的问题与欧洲国家

遇到的问题不能简单划等号ꎬ〔１３〕 特别是冷战结

束以来的欧洲一体化进展就在很大程度上与美

国霸权主导下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演进变得密

不可分ꎬ制度主义理论对欧洲一体化和多边主义

进程的解释与影响成为无法回避的因素ꎮ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的成果就是集中体现

为高度制度化的ꎬ甚至在新千年后表现为欧盟制

度的社会化过程ꎬ制度主义的繁荣无可厚非ꎬ但
是由此取代和稀释了多边主义的消极结果也清

晰可见ꎮ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参与方与欧盟制

度之间的所有互动解释为降低成本的最佳选择ꎬ
事实上抛弃了多边主义的任何进展都离不开协

商一致的本质ꎬ欧洲一体化的进展也就变成了静

态的决策博弈ꎮ 历史制度主义看重欧洲一体化

的历时性政治过程ꎬ准确解释了不同的欧盟政策

和制度的稳定性与造成的路径依赖和政策锁定

程度也各不相同ꎮ 但是如果制度的惯性产生消

极影响ꎬ甚至发生合作的断裂ꎬ哪些路径和选择

能重建共识和重启多边主义并不是历史制度主

义的研究重点ꎮ 社会制度主义将欧盟制度与成

员国之间的关系解释为制度对成员身份和行为

的塑造与重构ꎬ与欧洲一体化的身份同质性基础

有高度的契合ꎬ却由于漠视从未消失的差异性而

始终备受批评ꎬ特别是在多边主义处于凝聚共识

发展阶段的情况下ꎬ社会制度主义反而可能刺激

政治极化的声音ꎮ
无论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ꎬ还是各种制度

主义ꎬ他们都试图解释欧洲一体化的最重要决定

因素ꎬ也就是一体化的最根本动力ꎮ 他们并不把

欧洲一体化视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ꎬ也不认为

研究欧洲一体化需要专属的方法ꎮ〔１４〕 欧洲一体

化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持续热度事实上也在一

定意义上反映了多边主义作为基本国际交往形

式的重要价值ꎬ欧洲多边主义的经验具有的特殊

性和一般性从这些理论解释力的变化中也得到

了证明ꎮ
(二)美国多边主义经验的排他性

如果说欧洲多边主义的经验还在坚持将实

现欧洲成员间的平等作为共识与目标的话ꎬ美国

的多边主义经验则是通过创造象征性平等的国

际制度ꎬ以代表权的象征性关系模糊了实际运行

中的等级制ꎮ 换句话说ꎬ欧洲多边主义因为始终

发生在欧洲地区内ꎬ所以在多边主义的三个阶段

都遵循主权平等原则ꎮ 而美国推行的多边主义

是发生在地区差异极大的全球体系ꎬ因此通过具

体的国际制度取代全面的多边主义过程是美国

经验的关键成分ꎬ由此产生了多边主义框架下的

等级制ꎮ〔１５〕

美国多边主义为实现其单向最大化利益的

流入而处处根据排他性原则转化基础性共识ꎬ实
则是公开或者隐蔽地破坏主权平等原则ꎬ要么会

被其他参与方抵制和反对ꎬ要么就是用局部方案

加以替代ꎬ这也是美国主导多边主义合作中长期

存在 “搭便车” ( ｆｒｅｅ ｒｉｄｅ) 现象的根本原因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蒙古国

时发表演讲ꎬ明确表示了“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

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ꎬ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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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ꎬ搭快车也好ꎬ搭
便车也好ꎬ我们都欢迎”ꎮ〔１６〕 既明确了中国多边

主义主张的开放性ꎬ强调其与美国旧多边主义的

根本差别ꎬ也切中要害地指出了对发展问题的关

注才是多边主义成为国际交往基本形式的源动

力ꎬ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ꎬ寻找基于主权平等的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有效发展方式是任何阶段能

够生成有效多边主义的共识基础ꎬ没有发展就没

有和平ꎬ更谈不上繁荣ꎬ旧多边主义不能消除的

地区差距和南北分裂已经成为不得不克服的弊

病ꎮ
美国外交中根深蒂固的排他性和美国利益

优先原则决定了历届美国政府在其认为涉及美

国根本利益时ꎬ联合国框架下的协商一致就变成

了毫无用处的无休止争论ꎬ绕开联合国甚至公然

违背联合国决议而悍然行动才是美国的行为规

律ꎮ 比如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发

展导致美国操控联合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ꎬ美国

国内反对承担 ２５％的联合国会费的人士就持续

抛出所谓改革方案ꎮ １９７５ 年 １１ 月美国国会众议

员马休里兰多提出议案ꎬ建议美国对联合国的

预算只负担 ５. ６％ ꎬ依据是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

的比率ꎮ １９８５ 年美国国会通过«凯撒巴姆修正

案»规定美国支付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会费

不得超过其总额的 ２０％ ꎬ同时又要求在讨论重

要问题时拥有 ２５％ 的投票权ꎬ公然否定联合国

大会的一国一票原则ꎮ 以财政施压来达到操控

联合国的目的反映了美国多边主义主张的排他

性ꎬ主权平等和政治权责不可分割原则在美国的

利益优先性目标面前都变得可有可无ꎮ
再比如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美国借用联合国

“预防外交”的理念提出所谓“人权高于主权”
“人道主义干预”的口号ꎬ主张凡是不符合西方

民主标准的国家都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ꎬ要彻底

实现这些国家的无侵略性就必须对其进行民主

改造ꎮ “９１１”事件后ꎬ小布什政府认定“失败

国家”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ꎬ可以对其发起

“先发制人”的打击ꎬ甚至在 ２００３ 年绕过联合国

授权通过战争方式摧毁和重建伊拉克国家ꎮ 这

也是冷战结束后依仗权力结构失衡的特殊国际

环境ꎬ美国假借联合国多边主义框架实现单极霸

权目标的最极端表现ꎮ 美国把联合国在维持和

平事业中形成的基础性共识转化成仅仅符合美

国意愿的排他性规范ꎬ以美国的民主标准制定规

则ꎬ企图肆意侵犯别国主权ꎮ 然而ꎬ这种排他性

“伪多边主义”终究还是被联合国框架识破和否

决了ꎮ 同样是以联合国的名义发动对外战争ꎬ同
样是借联合国的多边主义框架提出规范和规则ꎬ
老布什政府的海湾战争与小布什政府的伊拉克

战争在争取联合国授权面前得到的不同结果ꎬ事
实上也说明了排他性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ꎬ美国

可以借助霸权实施侵犯他国主权的行动ꎬ但是不

能用排他性绑架多边主义ꎮ
２００９ 年奥巴马执政后希望消除伊拉克战争

对美国国际威望的损害ꎬ著名智库美国战略与国

际研究中心曾经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强调美国必

须摒弃将联合国视为“过时的工具”的观念ꎬ建
立新多边主义ꎬ与联合国合作解决包括气候变

化、全球健康、人道主义危机等在内的全球性问

题ꎮ〔１７〕 与联合国合作就需要与多极力量的大国

协商一致ꎬ这与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方案中突出

的排他性原则却是难以相容的ꎬ因此也始终无法

成为美国政府的现实选择ꎮ 仅以美国与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的互动为例ꎬ自 ２００６ 年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成立以来ꎬ美国经历了三年抵制(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年)、一次退出(２０１８ 年)、两次重返(２００９、
２０２２ 年)的反复无常外交ꎬ足以说明“与联合国

合作的新多边主义”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基本原

则ꎬ“霸权国推卸责任”实则是导致多边主义制

度失灵的关键原因ꎮ
美国多边主义主张的排他性具有明确的议

题指向和参与方指向ꎮ 议题方面ꎬ以美国自

１９７０ 年第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否决票以来的

５０ 年(１９７０—２０２０ 年)行使否决权记录来看ꎬ〔１８〕

美国全部 ８１ 次否决权行使要么是美国单独进行

(５７ 次)ꎬ要么就是与英国、法国两国共同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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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次)ꎮ 美国单独行使否决权的议题中有 ４１
次是关于中东局势或阿拉伯国家被占领土问题

的ꎬ充分说明了美国在这两个议题上始终明确的

立场是为实现本国诉求ꎬ不惜排斥任何不同参与

方的主张而破坏联合国框架下的协商一致ꎮ 然

而在多边贸易安排议题上ꎬ无论是关贸总协定的

时代还是世界贸易组织时期ꎬ美国不仅遇到来自

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声音ꎬ而且与同为工业化国家

的西方经济伙伴也有诸多摩擦ꎬ但美国却从二战

后至今都没有放弃对相关谈判进程的主导权ꎬ并
且不断设计排他性规则ꎬ旨在维护利益单向最大

化流动的多边制度ꎮ
参与方层面ꎬ美国也是在多边主义框架之内

或者之外都坚持排斥不同意见的其他方ꎬ比如联

合国早期运行的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苏联只能

以频繁动用否决权抵制美国ꎬ１９７３ 年以前在联

合国的 １２８ 次否决权投票中ꎬ美国与苏联的投票

比例是 ４ ∶ １０９ꎮ 但是此后ꎬ美国为应对多极化

格局的新形势ꎬ反而成了联合国安理会里否决权

使用最多的大国ꎬ１９７３—１９８６ 年间美国与苏联

的动用否决权比例变为 ５４∶ ８ꎬ〔１９〕意识形态左右

美国投票行为的意图清楚可见ꎮ 再比如ꎬ１９８３
年以后美国国务院每年都向国会呈交年度联合

国投票行为报告ꎬ联合国内美国获得的投票一致

率成为影响美国与相关国家外交关系的重要指

标之一ꎮ 在其 ２０２０ 年报告中统计的 ２０１９ 年联

合国大会 ３１ 项“重要议题”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ｉｎａｌ ｐｌｅ￣
ｎａｒｙ ｖｏｔｅｓ)全年投票行为中ꎬ与美国保持 ６０％以

上高一致率的国家有 ５０ 个ꎬ与美国投票一致率

低于 ３０％的国家有 １５ 个ꎬ其余国家与美国的投

票一致率都在 ３０％ ~ ６０％ 之间ꎮ〔２０〕 美国对投票

一致率的分析与其外交行为有明确的联系ꎬ也是

美国在联合国系统中动辄以排他性取代开放性

原则的重要原因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美国驻联合国代

表妮基黑莉就公开表示ꎬ“我们在联合国的目

标是展示美国的价值观ꎬ展示美国价值观的方式

是展示我们的力量”ꎬ“对于那些不支持我们的

人ꎬ我们将记下他的名字ꎬ并作出相应的反应”ꎮ〔２１〕

通过排他性规则实现美国收益的最大化是

美国多边主义的不变规律ꎬ因此美国并不排斥多

边主义本身ꎬ无论是二战后塑造自由国际秩序ꎬ
还是冷战后维护世界霸主地位ꎬ美国在每个阶段

都借助了多边主义安排ꎬ从成立联合国到亚太经

合组织ꎬ再到成立二十国集团ꎬ包括拜登政府试

图组建的扩展版民主俱乐部ꎮ 这些多边主义安

排的参与方不同、议题领域不同ꎬ具体规范和规

则也不同ꎬ但是能够得到美国支持的前提是相同

的ꎬ即美国要有绝对的主导权ꎬ不利于美国保持

优势的议题和参与方则会成为美国排他性规范

和规则针对的目标ꎮ 以多边之名搞小集团政治

则是美国多边主义经验自二战以来就无法摆脱

的排他性本质ꎬ排他性多边主义(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终究会加剧世界的分裂与对抗ꎬ〔２２〕 即

使在冷战时期也并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ꎬ更不可

能成为后疫情时代重启多边主义合作和支撑美

国复兴霸权目标的有效途径ꎮ
与欧洲多边主义的身份同质性局限和美国

多边主义动辄诉诸的排他性规则不同ꎬ冷战结束

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积极探索了适应自身

发展条件与现实发展需求的多边主义共识与有

效的合作生成方式ꎮ 这些多边主义共识与合作

始终强调参与方的主权平等地位ꎬ包容不同参与

方的差异性与多元诉求ꎬ坚持协商一致的基本途

径ꎬ是符合主权平等、政治权责不可分割和扩散

性互惠原则的新多边主义ꎬ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多

边主义ꎮ

三、坚持主权平等与充分发展的新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的出现是民族国家互动交往中确

保主权平等原则实现的自然产物ꎬ新多边主义则

是适应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形势ꎬ为有

效多边主义合作的生成注入新内涵的结果ꎮ 为

确保主权平等的真正实现ꎬ新多边主义旨在兼顾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条件与诉求ꎬ而不是片面

输出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ꎮ 新多边主义正视世

界的差异性ꎬ强调参与各方的多元共生ꎬ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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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和模糊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个性与差距ꎮ 新

多边主义强调公平公正基础上的合作共识ꎬ能够

有效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主动性与创造力ꎬ为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注入活力ꎮ
(一)主权平等的充分实现需要适应不同时

代和不同地域的发展条件

发展是主权平等的固有内涵ꎬ也是民族国家

捍卫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方式ꎮ １７ 世纪中

期进入民族国家时代的标志就是以英法为先导

的欧洲各国开启寻找适合各自条件的民族国家

利益最大化道路ꎬ摆脱土地生产方式和王权利益

至上原则束缚的国家内外变革的过程ꎮ 作为岛

国的英格兰与位于欧洲大陆边缘的法兰西ꎬ选择

了海外扩张和连通世界市场的发展道路ꎬ同时借

鉴了重商主义时代欧洲的扩张方式ꎬ完全漠视了

亚非拉民族国家应有的主权权利ꎮ １９ 世纪世界

市场雏形初现的时候ꎬ英国在维也纳会议上提出

“禁止黑人奴隶贸易”的规范ꎬ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欧洲大国开始在铁板一块的国际体系中ꎬ预留

欧洲以外国家和地区主权权利实现的合法性空

间ꎬ以适应欧洲大国继续主导工业化加速发展的

世界市场的需要ꎮ ２０ 世纪初为扭转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协约国集团的劣势ꎬ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

原则才从少数欧洲大国掌握的权力资源慢慢转

化成为全球性国际体系规范ꎬ广大亚非拉国家也

是从这个历史起点上开始争取民族国家主权权

利实现和独立发展机会的道路的ꎮ 然而ꎬ探索的

道路相较 １７ 世纪的欧洲要曲折和艰难得多ꎬ最
大的压力来自于工业化发展已经将世界市场分

裂为“中心—边缘”的对立面ꎬ因此二战结束后

出现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
联合国才会将和平与发展作为同等重要和彼此

关联的多边主义共识和目标ꎮ
联合国也是迄今最为有效的实现民族国家

主权平等地位的多边主义框架ꎬ回顾联合国的成

就可知ꎬ之所以能维持人类历史上最长时段的体

系和平ꎬ也是因为联合国在不断探索有助于成员

国实现充分发展的有效方式ꎮ 从 １９６０ 年以来联

合国先后提出的“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

标、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不难看出ꎬ只有切实有效

解决发展难题的共识才能成为真正的多边主义

共识ꎬ发展的模式也不是任何国家和国际制度可

以单向供应的ꎬ无视他国发展诉求的模式和经验

必然被拒绝和抛弃ꎬ充分尊重主权平等原则和经

过协商一致产生的合作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ꎬ才
符合多边主义的本质内涵ꎮ

发展是确保民族国家充分实现主权平等的

根本保障ꎬ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和模

式不是既定不变的ꎬ要在尝试、改革和创新中寻

找和确定合适的发展模式ꎮ ２０ 世纪以来的国际

关系表明ꎬ一方面ꎬ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

系对于国家层面的“增长”没有给予足够的关

注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和 ２０１９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

都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ꎬ
清楚暴露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弊端ꎮ 另一方面ꎬ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更侧重个体层面的减贫ꎬ没
有提到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经济发展等议程ꎬ也不能从根本上给有关国家和

地区带来持续的发展和根本的改变ꎮ 中国深化

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

步ꎬ由此总结经验凝练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

由最初被西方强国诋毁到联合国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将其写入大会决议ꎬ充分说明了建立在发展基础

上的主权平等原则是新多边主义的重要标志ꎮ
(二)矛盾与冲突的各方可以是多元共生的

行为体

新多边主义源于不同于西方工业化世界的

认识论基础ꎬ并不回避事物发展的规律和矛盾对

立方的存在ꎬ但是能从矛盾中更多看到合作的可

能性而不是认为差异和矛盾必然导致冲突ꎮ 这

也是后发现代国家和地区能够更好适应 １７ 世纪

中期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ꎬ不是局限于发展

鸿沟带来的矛盾ꎬ反而能从对立面中寻找机遇ꎬ
通过学习和融入旧国际体系ꎬ进而改革和完善旧

制度与旧规则ꎬ最终实现真正的发展的重要经验ꎮ
中华传统文化主张的中庸辩证法就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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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矛盾辩证看待的认知论ꎬ虽然中庸辩证法也认

为事物皆有两极ꎬ两极各有差异ꎬ但中庸思想中

的两极不是对立对抗ꎬ而是互存互容ꎬ互为生命

的ꎮ “致中和ꎬ天地位焉ꎬ万物育焉ꎮ”据此而言ꎬ
全球化发展形成的“地球村”就是一个多元共生

的共同体ꎬ尽管多种成员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
生活方式、利益诉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异ꎬ但是差

异并不必然导致冲突ꎬ而是可以构成和而不同、
互鉴互补的关系ꎮ 中庸辩证法既界定了事物共

同生存的依据和共同进化的条件ꎬ也解释了人与

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适切关系ꎮ 这对于人

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冲突、相向而行的生存和发展

之道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依据ꎮ〔２３〕

西方学界持文化多元主义观点的研究者也

认为未来将出现一个明显深刻的、嵌入式的、多
元主义的国际社会ꎬ建立在共同首要制度的强大

基础之上ꎬ并受到一系列共同命运问题的威胁ꎮ
于是ꎬ如何平衡新兴的深度多元主义国际社会的

发展ꎬ使其既能在全球层面应对共同命运问题ꎬ
又能满足国际社会对文化多元化的需求ꎬ成为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关键问题ꎮ 任何大国ꎬ无论

新旧ꎬ都需要在更广泛的政治和文化方面追求容

忍和共存ꎬ并把注意力集中到应对共同命运问题

所必需的全球层面的具体功能领域的合作上

来ꎮ〔２４〕 这也就揭示了新多边主义及其生成的有

效合作是矛盾对立、但又需要多元共生的各种国

际行为体应对共同命运问题的正确选择ꎮ

四、共识稀缺困境及其可能的出路

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具有内在联系ꎬ与任何

形式的霸权结构秩序则是背道而驰的ꎮ 一旦多

边主义成为普遍有效的国家间交往形式ꎬ传统意

义上的外交作为管控国家间矛盾和利益冲突的

形式也就大大削弱ꎬ转而成为了一种全球治理的

工具ꎮ〔２５〕然而ꎬ２１ 世纪前二十年的世界政治经济

发展清楚表明全球化的进路充满坎坷ꎬ全球治理

时代的国家间互动并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更少矛盾和更易合作ꎮ 相反ꎬ经济和技术的进步

使人类世界更深入地交织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后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

全的威胁都比以往更复杂ꎬ民族国家的内外决策

能力遭到前所未有的削弱ꎬ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

同时进入了需要更新观念和方式的历史阶段ꎬ多
边主义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也是空前复杂的ꎮ

(一)主观意愿与客观成效双低导致的共识

稀缺

多边主义作为二战后国际交往的基本形式

始终是与双边主义并行发展的ꎬ是在民族国家为

实现主权利益而权衡多元路径选择的过程中不

断演进的ꎮ 哪种共同利益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ꎬ
哪种价值目标与本国的价值观体系能够契合ꎬ都
是在反复的交流沟通和充分的协商一致基础上

才能成为多边主义共识ꎬ进而生成多边主义合作

的ꎮ 因此ꎬ多边主义的实现过程从来都比其他国

际交往方式面临更多的挑战ꎮ 当前阶段的最突

出障碍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共识稀

缺困境:一方面是出现民族国家多边主义合作意

愿的最低点ꎬ凝聚共识成为最大难题ꎬ难度超过

了此前长期存在的转化规范和执行规则分歧ꎮ
另一方面是现有多边主义合作的成效产出进入

周期性发展最低点ꎬ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合作方式革新的重要原因之

一ꎮ 民族国家的主观意愿低ꎬ多边主义的客观成

效差ꎬ进退两难的多边主义陷入了发展历史上罕

见的谷底期ꎮ
当前多边主义合作面临的共识稀缺困境源

于二战结束以来从未出现的“霸权国推卸责任”
安全阀被执政四年的特朗普政府触动ꎬ此后引发

了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合作的悲观判断情绪持

续蔓延ꎬ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全球扩散进一步使得

民族国家行为体对利益目标和价值目标的估算

呈现出加剧的高度内聚状态ꎬ多边合作的外溢性

则呈现最低点ꎬ多边主义合作的意愿池几近枯

竭ꎬ出现了“大河无水小河干”的窘境ꎮ 尤其是

２０１６ 年以来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回归欧美政治ꎬ
西方工业世界的高失业率、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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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挫折统统被归咎于多边主义ꎮ〔２６〕 多边主义

为维护劳动者权利和基本人权而生成的绝大多

数国际规范和规则都被质疑和否定ꎬ“我们—他

者”的边界被前所未有地划分为本国利益与外国

利益的鸿沟ꎬ二战结束以来最活跃的多边主义推

助力量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内几乎彻底隐匿甚

至成为最激烈的反对声音ꎮ Ｇ７ 集团代表的西方

民主和资本主义在冷战后一度被认为是实现持

久和平与繁荣的最佳模式ꎬ却在遭遇 ２００８ 年世

界金融危机后急转直下地迅速失去吸引力ꎬ原本

被认为理应最支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精英阶

层在反全球化的政治决策中竟然毫无违和感ꎬ舆
论的转向造成的观念困惑和主张分裂成为多边

主义发展史上最糟糕的环境条件ꎮ 科技革命特

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也史无前例地激发了

每一个普通个体的人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事

务的多元感知和观点表达ꎬ以至于任何一国政府

在内外决策及其执行过程中都相对减弱了权限ꎬ
都需要争取更多的国内民众和国际舆论的支持

和认可才能制定和执行决策ꎬ这也是当前多边主

义发展面临的新挑战ꎮ
以美国为例ꎬ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国务卿布林肯在

外交服务局(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的讲话中

作了所谓“美国外交政策现代化”的发言ꎮ〔２７〕 明

确阐释了“美国外交政策现代化”的五大支柱分

别是:第一ꎬ在对未来几年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

领域重塑实力和优势ꎬ特别是气候、全球卫生、网
络安全、新兴技术、经济、多边外交ꎮ 第二ꎬ宣扬

新声音ꎬ鼓励更多创新和创造ꎬ设立新的政策思

想渠道ꎬ让世界各地的职员能够与政府部门领导

人直接沟通他们的政策观点ꎮ 第三ꎬ建设和培养

一支多元化、有活力、富有创业精神的工作队伍ꎬ
充分发挥美国在种族、宗教、民族和国家来源方

面的多元化优势ꎮ 第四ꎬ实现技术、通讯、分析能

力的现代化ꎬ充分发挥美国的技术最强国优势ꎮ
第五ꎬ重振对提升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现场

外交( ｉｎ － ｐｅｒｓｏ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和公众参与(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ꎮ 可以说ꎬ目前拜登政府对美国外

交的改革创新几乎全都建立在适应多边主义发

展的新方向之上ꎬ是适应新变化而试图重塑其多

边主义领导力的应时之举ꎮ
当前多边主义发展陷入困境的另一方面原

因是 ２０ 世纪以来与多边主义进展相伴相生的工

业化繁荣周期进入边际收益最低点ꎬ迫切需要根

本性变革和转型ꎮ 西方工业化模式带来的繁荣

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周期后ꎬ无可避免地陷

入了生产增长和经济繁荣的边际收益显著低于

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南北差距等负面效应的谷

底期ꎮ 西方工业强国供应的发展道路和经验不

仅不能解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问

题ꎬ而且恰恰相反会加剧相关问题造成的困境和

恶劣影响ꎮ 各国对自身安全与发展道路的探索

都需要找到更适配自身地理、历史、文化条件的

途径ꎬ〔２８〕 因此多边主义也进入寻求最大公约数

的艰难时期ꎬ业已走过了仅靠少数西方强国供应

的模式就能奏效的发展阶段ꎮ 二战结束以来逐

步建立的多边主义合作框架相继暴露出无法调

和的矛盾ꎬ西方工业强国的经验从经济贸易领域

的布雷顿森林制度设计到政治安全领域的联合

国体系ꎬ从气候变化领域的减排方案到公共卫生

领域的应急响应机制ꎬ在倍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

中陷入几乎全面失灵的僵局ꎮ
此次工业化繁荣的周期持续了自二战结束

以来接近 ７０ 年的超长时段ꎬ基本涵盖了当今国

际社会的认知形成过程ꎬ出现了现有的国际关系

知识精英和相关理论都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的

现象ꎮ 然而ꎬ再长的周期也只能是历史长河的一

部分ꎬ２０２０ 年美国大选暴露的两党政治“古稀两

难”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全

面唱衰都标志着“美国世纪”的终结ꎮ 美国的经

验仅仅是多边主义发展史中一个时期的经验ꎬ既
不具有普世性也不是永恒真理ꎮ 多边主义本身

才是国际关系的历史产物ꎬ是国家间交往的基本

方式ꎬ旨在实现充分的主权平等与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真正可持续发展ꎮ 多边主义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和不同的国际环境中需要不同的实现方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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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国际社会克服危机和重建世界秩序的必由

之路ꎮ
(二)克服共识稀缺困境的可能出路

针对上述两方面困境ꎬ生成新共识就成为当

前推进多边主义合作的首要难题ꎬ结合历史经验

和发展现状可以预期几个可行的突破方向:一是

另辟蹊径ꎬ积极开发民族国家以外的多边主义共

识供应者ꎮ 长期以来ꎬ多边主义共识的来源主要

是民族国家ꎬ经民族国家充分协商后达成一致ꎬ
凝聚共识ꎬ转化成规范和规则ꎮ 如果该议题领域

的多边主义合作长期化和常设化ꎬ则会建立相应

的多边制度或国际组织ꎬ但常设化制度的出现并

不是必然的和向好的ꎬ二战后大量多边制度和国

际组织虽然提高了多边主义合作的效率ꎬ但其深

受少数西方大国影响的弊端也饱受批评ꎮ 有学

者就提出ꎬ反全球化其实是反美主义的一种表

达ꎮ〔２９〕１９９９ 年西雅图抗议者对世界贸易组织的

激烈批判就是针对其偏狭地将美国等少数西方

大国的共识替代了真正的多边主义共识ꎬ严重地

损害了劳动者的权利ꎬ以贸易自由之名塑造的世

界经济和工业化生产模式破坏了人类共有的环

境ꎮ ２０１８ 年特朗普政府大搞贸易战和公然违背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更是用霸权国的意志直接扼

杀了国际社会的多边主义共识ꎮ 在经历了漫长

的世界政治经济分裂危机后ꎬ国际社会的合作诉

求逐渐回温ꎬ与全球治理议题密切相关的国际组

织已经表现出从多边主义共识的需求方向供给

方转化的明确动向ꎮ 比如ꎬ世界卫生组织在组织

目标的实现方式中持续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意

义ꎬ〔３０〕 有望规避大国战略竞争对多边主义合作

的阻滞作用ꎬ尽快生成有效的新多边主义共识ꎬ
将现有的资金资源投入到实际的国际合作中去ꎮ
这种新变化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ꎬ在民族主义

高筑围墙之外积极生长的新多边主义共识也是

多边主义发展的新特征和新方向ꎮ
二是求同存异ꎬ重申民族国家的旧共识ꎬ避

免共识稀缺的议题领域出现失控的风险ꎮ 比如

在 ２０２２ 年初大国战略竞争形势明显超过合作诉

求的情况下ꎬ五个核大国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

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 (简称«联合声

明»)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俄罗斯

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

众国认为ꎬ避免核武器国家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

略风险是我们的首要责任ꎮ”坚定表达了避免大

国战争ꎬ维护战后世界和平是当前国际关系的共

识基础ꎬ无论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多么不同的

变化ꎬ决不能让历史倒退的基本共识不会变ꎮ 同

时ꎬ和平的保障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努力ꎬ深化合

作仍然是坚定的方向和国际社会共同的目标ꎬ任
何合作都应建立在此共识基础上ꎬ因此«联合声

明»指出五大国“强调愿与各国一道努力ꎬ创造

更有利于促进裁军的安全环境ꎬ最终目标是以各

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ꎮ
我们将继续寻找双、多边外交方式ꎬ避免军事对

抗ꎬ增强稳定性和可预见性ꎬ增进相互理解和信

任ꎬ并防止一场毫无裨益且危及各方的军备竞

赛ꎮ 我们决心在相互尊重和承认彼此安全利益

与关切的基础上开展建设性对话”ꎮ〔３１〕

三是多重叠加ꎬ在不同的多边制度之间互相

激发可能的共识ꎬ寻找与国际合作的历时性外溢

并行不悖的共时性黏连ꎮ 针对当前多边主义面

临的最突出挑战ꎬ有学者提出了通过多边制度间

合作的方式重启新多边主义的方案ꎬ认为合作不

仅是为了战胜疫情ꎬ也是确保世界和平稳定、国
际社会有序进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健康发展的

重要条件ꎮ 重启多边主义合作离不开对多边制

度的改革ꎬ从目前的国际条件看ꎬ“Ｇ２０ ＋ １”的模

式就是可行路径之一ꎬ亦即 Ｇ２０ 承担政治领导责

任ꎬ联合国专门机构发挥咨询实施作用ꎮ 比如在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ꎬＧ２０ 的政治领导和世界

卫生组织的咨询实施就可能形成一种比较有效

的全球行动模式ꎮ Ｇ２０ 包含了世界主要国家和

欧盟等重要国际行为体ꎬ有高度的权威性和比较

充分的代表性ꎬ并且因为成员较少ꎬ更容易达成

危机决策ꎮ 一旦出现全球性公共安全威胁ꎬＧ２０
可以宣示合作意愿ꎬ提出指导原则ꎬ协调各国政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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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ꎬ承担全面推进国际合作的领导责任ꎬ是霸权

合作的时代终结后最为有效的多边集体领导的

国际制度框架ꎮ 联合国专门机构可以在全球合

作框架中发挥政策咨询和任务实施的作用ꎮ 在

当前的国际环境中ꎬ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权威和

权力资源ꎬ要求联合国专门机构发挥核心领导作

用是不现实的ꎮ〔３２〕但是ꎬ作为某一专门领域凝聚

共识后形成的多边主义合作框架ꎬ联合国专门机

构的知识和技术权威性不容颠覆ꎬ多边主义是全

球治理的最合理途径ꎬ多边合作是应对全球性威

胁的最有效方式ꎮ
四是包容创新ꎬ鼓励源自发展中国家的新多

边主义合作方式ꎮ 比如ꎬ在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

进程中ꎬ金砖国家是一支建设性力量ꎮ 金砖成员

国都是地区或全球性大国ꎬ虽然各国实力和发展

水平有所不同ꎬ但是在多边制度和全球治理中ꎬ
金砖国家基于主权平等和协商一致原则加强协

调和沟通ꎬ摒弃实力原则ꎬ也没有采取多数决策

原则ꎬ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有效创新实践ꎮ〔３３〕

不同于传统南南合作主要集中于经贸领域ꎬ金砖

合作致力于发展领域的全方位合作ꎬ包括落实联

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ꎬ促进新兴的数字

经济发展ꎬ等等ꎮ 传统南南合作主要 “以说为

主”ꎬ强调发展中国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以维

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ꎬ而金砖合作增加了

“以做为主”的务实合作新内涵ꎬ创建体现新发

展理念的新型开发银行ꎬ在平权治理结构、与借

款国关系、本币投融资与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等

方面实现了制度创新ꎬ进一步丰富了国际发展融

资体系的理念和实践ꎬ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全球发

展融资体系的制度变革ꎮ〔３４〕２０２２ 年适逢中国担

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ꎬ也是中共二十大召开的

重要历史时刻ꎬ可以说ꎬ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

国家以有效的新多边主义合作为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注入了新共识和新规范ꎬ也向世界其他国家

和地区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发展经验和创新

观念ꎮ

五、结　 论

作为国际交往基本形式的多边主义与国际

社会寻求工业化发展和世界市场连为一体的进

程是相伴相生的ꎬ是确保民族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充分落实的重要保障ꎮ 多边主义的本质内涵是

在主权平等、政治权责不可分割、扩散性互惠三

原则的基础上经过参与各方的充分协商一致ꎬ达
成共识ꎬ进而将共识转化成具体规范和可执行的

规则ꎮ 因此ꎬ多边主义不同的议题领域可能表现

出不同的实现方式ꎬ在凝聚共识、形成规范和执

行规则的不同发展阶段也产生了不同的作用ꎮ
多边主义的实践经验虽然源于某些国家和

地区ꎬ但是多边主义的实现方式并不局限于某些

经验和模式ꎮ 在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共识基础上ꎬ
欧洲和美国的多边主义实践经验都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ꎬ同时表现出的局限性又越来越无法

适应全球化进程加速和深化的世界政治经济现

实ꎮ 特别是 ２１ 世纪前两个十年里接连出现的恐

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大国竞争等世纪难

题大大降低了人们对旧有的多边主义经验的信

心ꎮ 多边主义的发展进入两次大战结束以来罕

见的主观意愿与客观成效双低叠加的谷底期ꎮ
针对前所未有的共识稀缺困境ꎬ２０２１ 年国

际社会在对抗新冠疫情的艰难磨合中渡过了多

边主义的新元年ꎬ重启多边主义合作的努力已经

在关键国际组织之间有效推进ꎬ核心大国也在尽

其所能地“共同发声”强调国际交往的原则和边

界ꎮ 在经历了民粹现实主义的破坏和疫情全球

传播的灾难性挫折后ꎬ国际社会逐渐认可了多边

主义仍是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难题的基本途径ꎬ
但是新形势和新挑战又清楚地表明重走老路的

选择是行不通的ꎬ旨在以充分协商一致为基础ꎬ
确保实现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真正可持续发展

与充分主权平等的新多边主义才符合时代之需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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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２０２２. ５学术探索



论坛»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ꎮ
〔２〕Ｇ. Ｗｉｓｅｍａｎꎬ“‘Ｐｏｌｙ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ꎬ 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ꎬ１９９９:５９ꎬｐｐ. １０ － １１.

〔３〕Ｖｉｎｃｅｎｔ Ｐｏｕｌｉｏｔꎬ“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ｎ Ｏｌｅ Ｊａｃｏｂ Ｓｅｎｄｉｎｇꎬ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Ｐｏｕｌｉ￣
ｏｔꎬ Ｉｖｅｒ Ｂ. Ｎｅｕｍａｎｎꎬ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５ꎬｐ. ８１.

〔４ 〕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ｉｓｓａｃｋꎬ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ꎬ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２０１０.

〔５〕〔美〕乔治Ｗ. 唐斯、戴维Ｍ. 罗克、彼得Ｎ. 巴苏姆:
«遵约的福音是合作的福音吗?»ꎬ〔美〕莉萨马丁、贝思西蒙

斯编:«国际制度:国际组织指南»ꎬ黄仁伟、蔡鹏鸿等译ꎬ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ꎬ第 ３２０ － ３５２ 页ꎮ

〔６〕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Ｂｒｉｅｎ ｅｔ ａｌ. ꎬ ｅｄｓ. ꎬ 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０.

〔７〕 Ａ. Ｏｓｔｒｏｗｅｒꎬ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ꎬ Ｌａｗꎬ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２ ｖｏｌｕｍｅｓꎬ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ꎬＰ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５ꎬｐ. ４０８.

〔８〕宋新宁:«探寻和平之路: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渊源»ꎬ«世

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９〕〔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

地区秩序»ꎬ王正毅、冯怀信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ꎮ
〔１０〕Ｅｒｎｓｔ Ｂ. Ｈａｓｓ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ꎬ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ｃｅｓꎬ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７ꎬ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５８.
〔１１〕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ꎬ“Ｏｂｓｔｉｎａｔｅ ｏｒ Ｏｂｓｏ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Ｄａｅｄａｌｕｓꎬ１９６６ꎬ
９５(３)ꎬｐｐ. ８６２ － ９１５.

〔１２〕Ａｎｄｒｅｗ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ꎬ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Ｓｏ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 Ｍｅｓｓｉｎａ ｔｏ Ｍａｓｓｔｒｉｃｈｔꎬ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

〔１３〕宋新宁:«欧洲面临的多重危机»ꎬ«世界政治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ꎮ

〔１４〕〔英〕安特耶维纳、〔德〕托马斯迪兹主编:«欧洲一

体化理论»ꎬ朱立群等译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译者

前言”ꎬ第 １１ 页ꎮ
〔１５〕Ｖｉｎｃｅｎｔ Ｐｏｕｌｉｏｔ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ｃｋ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６. ｐ. ４７.

〔１６〕«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重要演讲 强调互

尊互信、聚同化异、守望相助、合作共赢ꎬ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

代ꎬ共促亚洲稳定和繁荣»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６７４９７９ / ｙｗｚｔ＿６７５０９９ /
２０１４ｚｔ ＿ ６７５１０１ / ｘｊｐｚｘｄｍｇｇ ＿ ６７５１６７ / ｚｘｘｘ ＿ ６７５１６９ / ２０１４０８ /
ｔ２０１４０８２２＿７９５４３３８. ｓｈｔｍｌ.

〔１７〕 ＣＳＩ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ｍａｒｔ Ｐｏｗｅｒꎬ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ａ Ｎｅｗ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Ａ Ｓｍａｒ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ｉｓ. ｏｒｇ / ｍｅｄｉａ / ｃｓｉｓ / ｐｕｂｓ / ０９０１２８＿ｍｅｎｄｅｌｓｏｎ － ｆｏｒｍａｎ＿
ｕｎ＿ｓｍａｒｔｐｏｗｅｒ＿ｗｅｂ. ｐｄｆ.

〔１８〕笔者根据联合国官网统计数据作出的分析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ｚｈ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ｖｅｔｏ － ｕｓａꎮ

〔１９〕刘金质:«美国与联合国»ꎬ«国际政治研究»１９９５ 年第

３ 期ꎮ
〔２０〕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２０２０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１１ / Ｒｅｐｏｒｔ － Ｖｏｔｉｎｇ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 ｉｎ － ｔｈｅ － Ｕｎｉｔｅｄ －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０.
ｐｄｆ.

〔２１〕Ｓｏｍｉｎｉ Ｓｅｎｇｕｐｔａꎬ“Ｎｉｋｋｉ Ｈａｌｅｙ Ｐｕｔｓ Ｕ. Ｎ. ｏｎ Ｎｏｔｉｃｅ:Ｕ.
Ｓ. Ｉ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Ｎａｍｅｓ’”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Ｊａｎ. ２７ꎬ２０１７.

〔２２〕Ｙａｎ ＸｕｅＴｏｎｇꎬ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２０２１ꎬ１００(４)ꎬ ｐｐ. ４０ － ４７.

〔２３〕秦亚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价值与实践意义»ꎬ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ꎮ

〔２４〕〔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

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ꎬ刘德斌等译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２１ 年ꎬ第 ２８８ 页ꎮ

〔２５〕 Ｏｌｅ Ｊａｃｏｂ ＳｅｎｄｉｎｇꎬＶｉｎｃｅｎｔ Ｐｏｕｌｉｏｔꎬ Ｉｖｅｒ Ｂ. Ｎｅｕｍａｎｎꎬ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５ꎬｐｐ. ３００ － ３０１.

〔２６ 〕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Ｃ. Ｌａｖｅｌｌｅ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ꎬ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２０ꎬｐ. ２３４.

〔２７〕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Ａｎｔｏｎｙ Ｊ. Ｂｌｉｎｋｅ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ａｎｔｏｎｙ － ｊ －
ｂｌｉｎｋｅｎ － ｏｎ － ｔｈｅ －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ｏｆ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

〔２８〕 Ｉａｎ Ｂｒｅｍｍｅｒꎬ Ｎｏｕｒｉｅｌ Ｒｏｕｂｉｎｉꎬ “Ａ Ｇ － Ｚｅｒｏ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ｌｕｂ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Ｎｏ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９０ꎬ ２０１１.

〔２９〕Ｊａｇｄｉｓｈ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ꎬ Ｉ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４ꎬｐ. ２７.

〔３０〕周逸江:«世界卫生组织在促进卫生与气候治理协同

中的角色与中国的战略选择»ꎬ«国际观察»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ꎮ
〔３１〕«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

竞赛的联合声明»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 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 ＿ ６７４９０９ / ２０２２０１ / ｔ２０２２０１０３ ＿
１０４７８５０７. ｓｈｔｍｌꎮ

〔３２〕秦亚青:«合作: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铁律»ꎬ«国际问题

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３３〕王磊:«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路径及其

实践»ꎬ«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３４〕朱杰进:«金砖合作引领国际发展治理体系变革»ꎬ«中

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ꎮ

〔责任编辑:刘　 毅〕

—７５—

从多边主义到新多边主义:共识稀缺困境及其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