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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恐怖主义相关课程、专业和学科发展
朱素梅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系，北京 100091）

［摘要］ 美国高校恐怖主义及相关课程自“9 · 11”以来有了较快发展，开设恐怖主义相关课程
的高校之多，选修此类课程的学生人数之多，课程的学科覆盖面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反恐
的深入和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成立，对国土安全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这使恐怖主义相关专业得到
迅速发展。社会的需求、高校对恐怖主义研究的反思和在课程和专业设置上的努力，以及美国政府
的大力支持，推动了恐怖主义研究的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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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美国高校对“9·11”事件的反应迅速，

一

在2001～2002学年的课程表中即增加了新的恐怖
主义相关课程。如哈佛大学法学院专门指定本院

“9·11”事件发生前，与恐怖主义研究在美国国

的几名教师在2001～2002学年新开恐怖主义相关

际关系学界的边缘位置相对应，恐怖主义课程在美

课程。由于“9·11”后学生从宗教和司法制度的

国高校也较受冷落，开设恐怖主义及相关课程的高

角度对伊斯兰教的兴趣，哈佛大学法学院专门开

校屈指可数，这些课程一般由政治学系或者政府系

设了一门介绍伊斯兰教法规的课程。[1](P.52)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授，课程名称大都冠以“政治暴

“9·11”后，一些原有的与恐怖主义相关的课程

力”或者“国际冲突”，如北卡莱罗纳大学政治学系

重新回到课表中，并受到学生的青睐，如辛辛那提

的辛迪·康姆斯教授的一门介绍和分析恐怖主义的

大学政治系的“国际关系中的冲突”课程“9·11”前

课程就名为“政治暴力”。由于恐怖主义教学和研究

已连续三年没有在课程表中出现，
“9·11”后被重新

不受重视，有的已开设的恐怖主义相关课程从课程

列入课程表中并大幅度增加了与恐怖主义相关的

表中消失了。

内容。[1](P.53)

“9·11”事件发生后，由于该事件对美国社会的

从“９·11”后美国各大学网站公布的课程

巨大影响以及人们对事件背后动因的探求，恐怖主

信息看，一些著名大学开设了不止一门恐怖主义

义及其相关课程迅速成为美国高校最热门的课程，

相关课程，如南卡莱罗纳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

其受学生欢迎的程度也前所未有，这主要表现在以

分校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都分别开设了3门恐怖主

下几个方面。

义课程。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开设新课程

1、开设恐怖主义相关课程的高校数量多

8

方面的投入最引人注目，该校于2001～2002学年

开设了涉及“9·11”及恐怖主义各方面的50门新
课程。[1](P.48)
至 2004 年，已有 29 所美国高校设立了具有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新课程
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2001/2002）
学科					

课程数量

语言（法语、英语、东亚语言、斯拉夫语等）

10

历史					

6

政治学					

5

2、选修恐怖主义相关课程的学生人数多

心理学					

5

一些“9·11”前开设的与恐怖主义相关的课程

地理学					

2

信息学					

2

文学					

2

的一门有关恐怖主义历史与心理的课程在“9·11”

教育学					

1

后选修的学生从 35 人增为 500 人，一时间造成教

经济学					

1

传播学					

1

戏剧学					

1

微生物学				

1

护理学					

1

医学					

1

女性研究				

1

其他（研讨会等）			

8

总计					

50

学士或硕士学位的恐怖主义或国土安全方向的课
程。[1](P.49)

在“9·11”后选修的学生人数猛增，如乔治梅森大学

室与教师的紧缺。[3] 乔治敦大学安全研究方向的硕
士生课程吸引的学生比“9·11”前多了 3 倍。[4]
一些“9·11”后新开设的课程同样吸引了众多
的学生，斯坦福大学新开设了一门名为“巴勒斯坦、
犹太复国主义与阿以冲突”的课程，原来只计划招
收 40 名学生，但最后招了 100 人。在哈佛大学主讲
现代中东课程的努尔·亚尔曼教授说，他在新学期

资料来源：Avishag Gordon, Terrorism as an Academic Subject

上的第一堂课居然吸引了 261 名学生，连过道上都

after 9/11: Searching the Internet Reveals a Stockholm Syndrome

挤满了学生，这一景象前所未有。[5]

Trend,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28:45-59, 2005

3、恐怖主义相关课程的学科覆盖面广

如何做好城市规划这一课题。[1](P.47)“9·11”事件的

历史上的恐怖主义高潮曾引发相关国家高校

发生使人们意识到现代城市在技术和物质高度发

和研究机构对恐怖主义课题的研究热，如上个世纪

达的同时所面临的脆弱性，如何加强城市的公共建

六七十年代德国的恐怖主义浪潮曾使该国各个学

筑、机场、体育场馆和其他公共场所的规划成为迫

科的研究者都投入到恐怖主义的研究中，其深度广

切的需求。这一需求也反映在美国高校的课程设置

度前所未有。在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教学和研究的

上，例如，俄勒冈大学 2006 年秋季学期的“城市地

兴趣在“9·11”后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其涉及的

理学”就有一节专门讲授“城市与恐怖主义”，[6] 康

学科之广泛是空前的。恐怖主义及相关课程涉及的

奈尔大学 2009 年春季学期的“全球城市”课程也涉

学科从“9·11”前的政治学扩展到许多学科，如地理

及恐怖主义和其他灾难对城市的威胁。[7]

学、生物学、医学、传播学、法学、工程学航空学等。
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为例，该校与恐怖主义相关

二

的新课程涉及的学科是相当广泛的。
（见下表）
美国高校对恐怖主义及相关课题的持续关注，
也拓宽了一些学科和亚学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这

1、美国高校恐怖主义相关专业的发展
以“9·11”事件为契机，美国高校陆续设立了与

使得学生可以从更多的角度理解和认识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相关的专业。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

例如，作为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城市地理学 ( Urban

出于对“9·11”事件背景和动因的兴趣，美国高校开

Geography) 近年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新城市地

设的课程大都涉及伊斯兰教和中东历史等，自 2002

理学
（New Urban Geography）
，这一独立的研究领域主

年底、2003 年初开始，国土安全问题成为美国各高

要涉及在恐怖主义和其他灾难频频发生的背景下，

校教学和研究的关注点。对“9·11”事件的反思使美

9

国人认识到在国土安全方面加强培训的重要性，与

2、恐怖主义研究的学科发展

此同时，
“9·11”后美国许多公司和机构设立了国土

“9·11”之前，美国高校恐怖主义课程一般由政

安全部门，对这方面人才的需求也很大，由此一些

治系设置，从国际关系或政治学角度讲授。而主要

大学陆续开设了与国土安全相关的课程和专业。

由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的恐怖主义研究一直是美

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是最早

国国际关系界的“丑小鸭”，从学科划分的角度看 ,

设立该专业的美国大学之一，鉴于圣地亚哥市所面

由于恐怖主义研究涉及许多学科 , 如心理学、社会

临的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以及该市作为一个边境

学、犯罪学、历史学、法律学和国际关系学 , 所以它

和港口城市所引起的安全关切，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很尴尬地处于这些研究内容跨度较大的学科之间

于 2003 年设立了一个包括国土安全课程在内的交

( 事实上 , 美国一些著名的恐怖主义专家本身就是

叉学科专业，由于该专业的迅速发展和对国土安全

心理学家、犯罪学家或法学家 ) 。而在国际关系学科

人才的巨大需求，国土安全专业于 2007 年从该专

内 , 则无法简单地将恐怖主义研究划归入两大主流

业分离出来，成为拥有自主地位的专业。位于加利

学派——现实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中的任何

福尼亚蒙特雷的美国海军研究生院也于 2003 年 1

一种研究范式。由此 , 恐怖主义研究一直处于国际

月设立具有硕士学位的国土安全专业，以图打破军

关系学科的边缘位置。

方与民间国土安全专家在保护国家设施方面的政
[1](P.54）

策歧见。

“9·11”后的美国的反恐大环境似乎为“恐怖主
义研究”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新设的国土安全专业大都

而“9·11”后恐怖主义课程的大量开设和相关专业

与美国政府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得到美国政府

的建立也为恐怖主义研究的学科化创造了条件。那

有关机构的经济资助，如美国国土安全部为这个专

么“恐怖主义研究”能否成为真正的自成体系的亚

业的学生提供了相当多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并在国

学科？

土安全防御中心提供一个 18 个月、授予学位的培
训课程。

一门学科或亚学科的创立往往基于现实社会
的需求，曾作为“20 世纪新兴学科”的国际关系学科

一些机构还派专家为这一专业的课程授课或
做讲座。如美国公共大学 2003 年 7 月设立的具有

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下创立，并经由第二
次世界大战，在二战后得以全面发展。

学士学位的国土安全专业就是该校与美国国土安

对于恐怖主义研究而言，尽管它一直处于国际

[1](P.54)

全部和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合作项目。

关系学科边缘位置，但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起，美国

近年美国政府还对美国高校的恐怖主义研究项目

高校和研究机构对恐怖主义及相关问题给予了越

（如生物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等）投入了更多的

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 1995 年俄克拉荷马爆炸、亚

财政支持。

特兰大奥运会期间的爆炸案等一系列恐怖袭击事

根据美国国土防御与安全中心提供的数据，目

件发生后，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对恐怖主义等安全

前美国高校中开设的提供学位证书或毕业证书的

问题越来越感兴趣，
“９·11”事件则使这一兴趣达

国土安全或恐怖主义专业已达 293 个。[8] 这些专业

到了顶点。
“恐怖主义研究”成为自成体系的亚学科

的课程设置大都具有跨学科性质。2007 年美国一

的时机似乎到来了。

家著名网站的统计结果显示，国土安全专业成为美

从学科和专业的关系来看，学科的建立和成长

国高校最受学生推崇、社会需求量大、前途最看好

与专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学科与专业相互依存 , 相

的十大新兴专业之一。这一专业趋势还在发展，如

互发展。
“9·11”后美国高校恐怖主义相关专业得到

马里兰大学大学学院将于 2010 秋季学期设立具有

较快发展，恐怖主义（包括国土安全等）相关专业的

学士和硕士学位的网络安全专业。

数量越来越多（293 个），从发展趋势看，该专业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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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需求，吸纳了多学科的内容和养分，专业发

和学科化仍持怀疑态度，例如，一些美国的综合大

展前景广阔。并且随着专业的发展，学科工具也日

学现在还没有设立国土安全方面的正式学位，反映

益丰富，表现在恐怖主义相关专业的学者队伍的数

出一些美国高校对以国土安全或恐怖主义为主攻

量和研究质量的提高，以及相关出版物 ( 包括期刊、

方向的学位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任何一门新兴学科

专著、
及研究报告等 ) 和教学研究网站的日益丰富。

或亚学科的发展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恐怖主义研

专业终究要以学科为基础和依托，专业的发展

究的专业和学科发展同样需要时间。

离不开学科水平的提高。因此，无论是从大的社会

三

环境还是从专业发展的角度看，恐怖主义研究成为
独立的亚学科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
对于恐怖主义研究的学科建立和发展问题，

如 上 所 述， 美 国 高 校 恐 怖 主 义 相 关 课 程 自

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着不同看法。
“9·11”后一

“9·11”以来有了较快发展，开设恐怖主义相关课程

些学者（特别是一些从事安全问题研究和教学的学

的高校之多，选修此类课程的学生人数之多，课程

者）对国际关系学界在学术研究取向上的缺陷提出

的学科覆盖面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对恐怖主义

了批评，他们认为由于一些学者对方法论的过分偏

相关课程的需求反映了“9·11”事件对美国社会的

好使恐怖主义研究这样的政策研究无容身之地，

巨大影响以及人们对“9·11”事件动因的探求。由于

这种认知上的过分拘泥和褊狭 , 使他们无法回答

“9·11”劫机者和基地组织的伊斯兰背景，美国高校

“9·11”事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通过对

有关伊斯兰教的课程也大幅度增加。

恐怖主义研究的反思，一些学者认为，以“9·11”事

随着反恐的深入和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成立，对

件为契机 , 现在是恐怖主义这样的政策研究在国际

国土安全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这使恐怖主义相关

关系研究中重新据有一席之地的时候了。

专业得到迅速发展。专业与学科相互影响、相互发

从目前看，现实的需求及学术界的反思使得

展。社会的需求、高校对恐怖主义研究的反思和在

恐怖主义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课程和专业设置上的努力，以及美国政府的大力支

除了恐怖主义相关专业的发展外，美国高校纯学术

持，都推动了恐怖主义研究的学科发展。

性的国际关系类期刊也一改“9·11”前对恐怖主义

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恐怖主义研究不是美国

研究的“怠慢”态度，大量刊发有关恐怖主义研究的

高校的权宜之计和“应景”行为，它应当是社会需求

文章，如哈佛大学主办的《国际安全》
（International

和专业发展的逻辑结果。尽管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

Security）、普林斯顿大学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合

发展都不会是一帆风顺，恐怖主义研究的专业和学

办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Journal) 等。在美国

科发展将越来越成熟。

政治学权威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网站的“网上

恐怖主义不仅是国际安全问题，也是中国国家

政治学课程教学大纲”分类中，
“政治暴力与恐怖主

安全的重大课题。中国的恐怖主义相关课程和专业

义”与“美国政治”、“国际关系”等并列成为政治学

的建设刚刚起步，美国高校恐怖主义相关专业和学

的分支。[9] 这也反映了学术界对恐怖主义研究的重

科的发展对中国高校的专业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

视。

的启示意义。
也有一些美国高校对恐怖主义研究的专业化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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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

《国家经济安全的维度、实质及对策研究》出版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陈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民经济学系副主任曾繁华合著的《国
家经济安全的维度、实质及对策研究——基于外资并购视角的案例分析》于 2010 年 9 月由中国经济出版
社出版。本书从外资并购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我国经济不安全的表现与原因，认为从宏观层次分析，国家
经济安全包括金融安全、资源安全与对外贸易安全 ；从中观层次分析，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
影响因素 ；从微观层次分析，民族企业的发展安全则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方面。之后，作者提出了国
家经济安全的实质是市场安全与技术安全这一论点，认为目前我国市场不安全的表现主要是 ：我国的市
场经济体制发育不完全，外资企业在我国的部分重点产业占有份额过高以及外资已经对我国部分行业形
成垄断，导致国内的民族企业难以进入该市场。我国技术不安全的原因则是 ：内部，民族企业自身的技
术创新能力弱，技术供给不足 ；外部，国外的技术控制、封锁与垄断使我国民族企业外部技术供给失效，
民族企业被并购又造成民族工业技术流失。最后，本书探讨了积极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对于维护国家经济
安全的意义，提出了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宏观、中观、微观对策。具体来讲，宏观上要提升我国的国家
综合竞争力 ：一是提高科技竞争力，二是强化金融体制改革，三是推进软环境建设，四是建立健全市场
产权制度 ；中观上要提升我国的产业竞争力 ：一是建立公开公平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二
是扶持培养主导产业实施赶超发展战略，三是加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提升，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
的地位 ；微观上要提升我国的企业竞争力 ：一是加大跨国公司向中国技术转让的力度，二是组建和扶持
具有强大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三是鼓励实施“走出去”战略，四是铸造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优势。
（卷平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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