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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地带与冷战后国际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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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破碎地带仍然是深入认识当前国际武装冲突乃至全球安全局势的一个重要视角。冷
战结束以来，国际武装冲突比较集中地发生在所谓破碎地带的地理空间，历史积怨造成“冲突 - 破
碎化”的恶性循环，经济贫困和国内政权衰弱为冲突滋生蔓延提供了必要条件，国际政治的深层矛
盾则成为冷战后破碎地带冲突加剧的驱动力量。国际政治内在逻辑的发展作用于破碎地带，并使
主要集中于破碎地区的武装冲突充分反映出时代条件的特定变化 ；而破碎地带安全局势的演变，
反过来也推动着国际政治尤其是地缘政治的深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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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破碎地带仍然

殊区域形态，有可能最终消失。然而直到今天，在欧

是深入认识当前国际武装冲突乃至全球安全局势

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地图上，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主

的重要视角。具体说来，破碎地带的主要意义就在

要由三条“危机弧”所构成的破碎地带。第一条沿原

于确定冲突和危机爆发的具体区域，[1]（P.73）并提供

苏联的主要势力范围，即波罗的海、中欧和巴尔干

一个预测我们时代地理态势的理论框架，而这种态

分布，这是历史上有名的“火药桶”；第二条是沿阿

[2](P.151)

势大多与地理政治区域的势力发展相关联。

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到土耳其和新成立的中亚国

冷战结束后，破碎地带的动荡局面不仅鲜有改观，

家，直至近东和阿拉伯半岛，最后到苏丹、阿尔及利

反而在一些地区时有加剧，甚至还出现动荡区域外

亚等国的伊斯兰教“新月形地带”；第三条位于南亚

溢扩展的情况。因此，就国际政治现实而言，破碎地

次大陆的印度、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地区。

带不仅是对各种力量相互博弈所产生的地缘政治

非洲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海权与欧亚陆权势

现象的一种描述，更是解读冷战后国际武装冲突的

力对抗的焦点，但客观上却存在因受外部强权争夺

重要地缘标识。

挤压而呈现破碎化的事实，而且这种作用造成的效
果巨大而深远，以至于至今依然深刻影响和改变着

一、破碎地带是冷战后
国际武装冲突最为集中的区域

这一地区的政治发展。从实际情况看，非洲特别是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冲突形势，也是与第二条
“危机弧”的末端相互连接的，因此，当前的“破碎地

随着冷战的结束，曾有人乐观地认为，20 世纪

带”范围要广泛一些，不仅包括传统的中东、南欧

最后几年，破碎地带作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特

（主要是原南斯拉夫地区）、东欧、中亚、南亚和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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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而且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片绵延数
千里的破碎地带涉及三大洋、三大洲、以及难以计
数的世界地缘战略要津和自然资源蕴藏区带，几乎

二、历史积怨造成
“冲突 - 破碎化”的恶性循环

囊括了当今世界主要的民族矛盾、领土纠纷、宗教
破碎地带的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和利益纠葛多

冲突和各大国关键性的地缘战略博弈活动。
破碎地带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通常都

数都由来已久，并且积怨重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

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如巴尔干半岛控制着土

被两极体系暂时掩盖和压制了。冷战结束前后，苏

耳其海峡和从亚洲和东欧进入西欧的陆上要道 ；中

联在欧亚大陆以及非洲“中间地带”的战略力量急

东濒临波斯湾，靠近苏伊士运河，扼守红海海峡和

剧衰退，使那里出现短暂的权力真空。由于维系“脆

霍尔木兹海峡，是著名的“五海三洲之地”，从波斯

弱平衡”的联系突然崩断，那些潜藏的根深蒂固的

湾向西欧、北美和日本运送石油的海上航线必经于

问题一下子爆发出来，从而导致各种矛盾冲突的加

此 ；克什米尔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是中亚各国和

剧。

中国的新疆、西藏等地区进出西亚和南下印度洋的

破碎地带人文环境的最大特点是民族宗教众

必经之地 ；东南亚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交界，南

多，分布交错混杂。如在中东地区，虽然大多数人信

控马六甲海峡，西临巴士海峡，监控东亚通往西亚、

仰伊斯兰教，但又分属逊尼、什叶和哈巴尼等不同

[3](P.103-104)

欧洲以及澳洲和北美的海上航线。

派别，彼此对立甚至相互仇视。以色列的存在使这

冷战结束至今，随着国际体系深层次矛盾的

里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更趋复杂。南亚地区素有“人

日益加深和大国竞争活动的日趋激烈，以及区域内

种博物馆”之称，民族宗教差异十分明显，其中印度

各种矛盾问题的激化，破碎地带的动荡局面有所加

和尼泊尔主信印度教，不丹以信仰藏传佛教为主，

剧，成为全球各种冲突事件的集中地区。统计来看，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则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在撒南

冷战期间，撒南非洲、南亚、东南亚以及中东是世界

非洲 22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 800 多个

上冲突数量最多的地区，共发生武装冲突 171 起，占

部族，差不多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每个国家

全球冲突总数的 69% 左右，而处于社会主义阵营之

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个部族，而且彼此迥异、相对封

内的苏联以及南斯拉夫地区，尽管危机重重，但基

闭。巴尔干半岛、东欧、中亚、东南亚也都是多民族、

本保持了较为平静的局面。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

多宗教聚集的地区。由于上述地区人文环境错综复

中亚和南欧地区长期压抑的矛盾得到集中释放，冲

杂，并且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教派或民族在此占据

突形势重新活跃起来，而破碎地带的其它地区也未

绝对优势和支配地位，致使因宗教信仰和血缘种族

出现明显缓和的迹象，动荡局势依然严峻，中东、撒

不同而产生的敌对与疑惧，因文化、语言和生活方

南非洲的冲突形势甚至有所加剧，破碎化程度更加

式差异而造成的相互歧视和磨擦，因边界、资源引

严重。冷战结束以来，破碎地带先后有 72 个国家发

发的争端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成为随时可能引发武

生武装冲突，占全球冲突国家总数的 79%。破碎地

装冲突的震源。

区的冲突数量达到全球冲突总数的 85%，重大武装
①

历史上，这些地区就长期处于外部势力的激烈

冲突比重更高达 86%。 显然，破碎地区与武装冲突

争夺之中，多数国家还曾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关系紧密，是国际武装冲突最为集中的地理区域。

半殖民地或某种附庸。殖民者为控制那里的政治经

① 本研究是关于“冷战后全球武装冲突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文中有关武装冲突的数据如未注明，则来自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冲突
数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所建立的专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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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命脉，强行划分国家边界，打破当地自然形成的

一种涉及多种争端的复杂混合体，包括诸如民族对

社会结构和政治关系，削弱原有的政府管理体制，

立，要求控制和分配各种资源（自然资源、经济资源

建立脆弱的权力平衡关系，不仅引发政治集团之间

或政治资源）的权利，政府统治的代表制度中的一

在政权、领土归属上的矛盾和对立，还往往使同一

些欠缺，以及宗教方面或人权方面的一些申诉等因

民族（种族）或宗教信仰的人被分隔在不同国家，或

素。这种争端与参战集团的多重性，缺乏明确的战

者使不同民族或宗教信仰的人被迫生活在一国之

争目的，以及各武装集团相互之间效忠关系的多变

内，因而助长了原有民族宗教矛盾以及各种利益争

性，是“现代版”国内冲突的共同特征。[6](P.118) 这实

端的持续、升级和扩大，
“这就为今天遍及全球的种

际上是一种为了冲突而冲突的状态 ：冲突不再是实

族仇杀、宗教纠纷、民族对立和领土争端埋下了祸

现某种目的的过程或手段，而成为目的本身。非洲

根”[4](P.433)，中东巴以冲突，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争

的多数内战都属此类。而那里长期、高度的破碎化

端，非洲大湖区连年不断的战火，以及苏丹、索马里

状态正是造成这种现象最为重要的背景和原因。

的国内种族大屠杀，无不与此有关。

[5](P.75)

可见，今

天发生在破碎地带的许多冲突虽然看似出于内部
原因，与大国因素无关，但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却十

三、经济贫困刺激
破碎地带战乱频发

分值得探究。
破碎地带的形成过程主要与大国势力的持续

世界历史上，严重的贫困和不平等总是预示着

争夺和挤压有关，但破碎地带一经形成往往就具有

动乱。[7](P.344) 对于绝大多数破碎地国家来说，正是

自身发展变化的逻辑，通常不会因大国势力的撤出

凋敝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使冷

而迅速改变形势，相反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

战后国际国内的各种矛盾对立更加尖锐，最终以冲

持一种持续振荡的局面。在无外部有效干涉的情况

突的形式爆发出来。

下，甚至还会陷入“冲突 - 破碎”的恶性循环之中，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

长时间难以自拔。破碎地带的许多矛盾冲突由于

的步伐明显加快。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国际

包含了太多民族、宗教和历史的元素而积重难返，

政治经济重心区北美、欧洲和东亚地区进步明显，

恩怨难平，并且易于反复发作或激发出新的矛盾与

国际体系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种建立在等级制和核

冲突。这种长期不稳定的社会状况严重制约了破碎

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讨价还价”原则基础上的

地带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因为一旦某个

地缘政治结构。[8] 另一方面，因受国家自然条件差、

国家开始转入武装冲突，它的组织和机构就要利用

经济起点低和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波动等内外

战争动员做出响应，通常导致政治、经济和社会发

因素的制约，破碎地带的大多数国家没能跟上这一

展至少在短期内处于停滞状态 ；如果不能成功实施

趋势。面对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巨大冲击，上述

战争动员，又会造成国家组织和机构的削弱以至崩

国家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

溃。所以，不管国家能力如何，在冲突状态下正常行

明显拉大，逐渐滑向世界分工体系的边缘，甚至置

使国家职能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又会产生紧张和

身于体系之外。破碎地带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困国家

争端的新的根源，使冲突的停止变得更加困难。这

最为集中的地区，非洲则是全球最贫穷的大陆。据

无疑将造成破碎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剧。反过来，破

联合国统计，非洲至今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

碎化的加剧又会使局势更加动荡，给冲突的复发、

下，即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2 亿人口得不到正常的

持续或升级制造条件。

医疗服务，致使艾滋病等疾病肆虐 ；非洲平均每个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认为，冷战结

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 20 亿美元，相当于发达

束以来，国内冲突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是

国家一个 6 万人口的小城市水平。[9](P.342) 而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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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的阿富汗、巴勒斯坦、缅甸等地，经济状况甚至

武装，还有印尼的“伊斯兰小组”，都已闻名世界。

更为严峻。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部分影响地区乃至震惊整

冲突与贫困仿佛是互为因果的孪生兄弟 ：长期

个世界的恐怖活动，都是这些极端组织所为。

的武装冲突浪费国家大量财富，造成政治经济基础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全球

的严重破坏，使贫困继续升级 ；而极端贫困和分配

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国际社会从恐怖主义威胁出

不公的广泛存在与长期影响，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

发，认识到贫困问题的严重性。西方发达国家也不

满情绪日益高涨，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

得不承认，饥饿与贫穷不会带来持久的和平，只会

同时，贫困又会引发难民、恐怖主义、债务负担等一

引发人们对生活和社会的绝望。

系列社会问题，激化社会矛盾，助长冲突的爆发和
蔓延。也正是由于贫困，一些国家或集团为争夺有
限的生存空间和资源而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如

四、国内政权衰弱为冲突
滋生蔓延提供了必要条件

此形成越打越穷、越穷越打的恶性循环。在世界银
行公布的全球 49 个最贫困的国家中，非洲就有 34

国家陷入冲突，归根结底是社会危机的极端体

个，而且全部位于撒哈拉以南地区。冷战后，这些国

现。无论这种危机源于何处，矛盾最终都会集中转

家中有 90% 以上都先后发生过武装冲突，冲突数量

嫁到政府身上。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是否有意愿与

高达 73 起。

能力解决问题，构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12](P.45) 仅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解决贫困这一严重社会
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对内推进现代化进程，对外

由此看来，破碎地带国家普遍羸弱、失能的政权体
系，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冲突的滋生和蔓延。

争取融入经济全球化。但就以往经验来看，
“在欧洲

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

和北美，现代化进程已持续了几个世纪，在一个时

性成果，其产生的政治基础是各国的专制王权，赖

期内一般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应付一项危机。然而在

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经济发展和民族独立，思想基

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化、国家整

础则是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13](P.14) 因此，统一、稳

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

固、有效的合法政权的存在，经济的健康发展，现代

诸项问题，不是依次，而是同时出现在这些国家面

化的顺利推进以及统一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感，是民

前”[10](P.41,46-47)，由此产生的挫折与矛盾，常常成为冲

族国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14](P.52) 由于缺

突爆发的导火索。

乏上述条件，破碎地带的许多国家至今还处在从传

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无论是被动的，还是
主动的，多数国家传统的道德秩序和价值准则都受

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阶段，必然经历由此
带来的各种问题和阵痛。

到挑战，国内贫富差距加大，部分人群的挫折感有

这方面，非洲的情况尤其具有代表性。从社会

所增强。
“贫者有果腹之忧，富者怀不足之意，社会

发展规律看，民族国家的形成要明显先于一国民

[11](P.318)

精神的空虚

主制度的确立，但在非洲许多国家，两者是同步进

和道德的没落，给各种极端主义思潮的涌入提供了

行的。特别是冷战后，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在西方

生存土壤和可乘之机，造成各种分离主义和民族、

的诱惑或压力下卷入民主政治浪潮。在从传统社会

宗教冲突、以及恐怖主义活动的肆意泛滥，其影响

向现代国家的急剧转型中，狭隘的部族意识同民族

几乎波及到包括破碎地带在内的世界各个角落。巴

国家意识和中央政权要求剧烈碰撞，深刻地影响到

尔干半岛的“科索沃解放军”，黎巴嫩的真主党，巴

议会、政府、军队以及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一些

勒斯坦的伊斯兰圣战组织，阿富汗的“基地组织”，

地区，人们对部族的认同甚至远远超过国家认同。

菲律宾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阿布沙耶夫非法

当部族利益受到威胁时，就可能引发冲突甚至部族

达尔文主义竟成为社会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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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杀，而政府的合法性、权威性以及有效性基本无

威胁国家的生存和发展。[19](P.117-119) 而破碎地带国

法得到保证。尼日利亚近年发生的宗教部族武装冲

家的经济变革，常常与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相互

突，就是因信奉伊斯兰教的豪萨族与信奉基督教的

脱节。对于这些政权原本就很脆弱的国家来说，危

约鲁巴族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而引发的。反政

机一旦发生，冲突和动乱便在所难免。1999 年，素

府武装“安盟游击队”由于拥有奥温本杜族的社会

有“非洲稳定发展样板”之称的科特迪瓦发生军事

基础，公然对抗本国政府，导致安哥拉国内多年战

政变，此后数年多次爆发武装冲突，国家发展和民

乱不断。在类似情况中，国家内部的冲突调解机制

族和解进程严重受挫。2000 年，津巴布韦推行土地

已经瘫痪，[15](P.5) 国家政权“只是在国际法范畴上才

改革，由于受到白人农场主的抵制，激化了国内种

存在，即只是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它在国内缺乏

族矛盾，引发了白人农场主与黑人退伍老兵的武装

独立于社会的能力，甚至无力控制社会，得不到本

冲突。在鲜花和荆棘中，多哥、利比里亚、塞拉利昂、

国人民的真正支持和承认”。

[16]（P.49）

国家政权发育不良造成的社会失序与调控失
效，加上破碎地带国家安全的高度敏感性与脆弱
性，导致各种矛盾易于向暴力冲突的形式转化。

索马里、刚果（金）等众多非洲国家的现代化之路，
也经历着同样的考验。而“颜色革命”则冲击着中亚
及高加索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政治腐败同样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副产品，

非洲历史学家戴维森指出，在白人来到非洲之前，

它“制造了社会矛盾又阻碍了解决矛盾的渠道”，[16]

非洲大部分地区已经有了某种类型的公民社会。

往往造成政府权威下降，国家机器失灵，反对派与

然而，殖民主义者却摧毁了原来的一切，人为地制

政府间争夺政权的武装冲突频繁发生。事实表明，

造出一批新的地缘政治单位。在这些政治单位中，

国内冲突通常发生在那些政府面临合法性和信任

体现的是一种建立在“现代部族主义”基础之上的

危机的国家。冷战后，在破碎地带的冲突多发国家

彻底的非公民社会。在这些社会中，传统的文化和

内部，几乎都存在着一个缺乏权威的政府和一个破

社会没有任何联系，因而导致大多数原殖民地国家

碎不堪的经济。政府本身的合法性、政府的统治方

处于一种难以管理的状态。[17](P.151) 冷战期间，美苏

式和管理能力受到怀疑，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的持

大国的介入替代了殖民者的位置，起到了维持权力

续衰退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进一步加剧了根源

平衡的作用，客观上也抑制了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显

于殖民时代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宗教纠纷，从

现。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权力平衡的打破，各种问题

而使这些国家渐渐走向崩溃的边缘。就像卢旺达、

释放出来。政治权力的本质连同为获取或维持政权

索马里、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曾经经历或正在经

而产生的各种后果，成为非洲众多国家冲突的主要

历的那样。

[18](P.87)

根源。

经济、民族、宗教等等因素，都成为质

疑政府权力的理由，牵动着这些国家脆弱的神经。
稍有风吹草动，甚至偶然事件都可能导致大规模冲

五、国际政治的深层矛盾是
破碎地带冲突加剧的驱动力量

突。这种情况在中亚、东南亚等破碎地带也普遍存
任何冲突的发生与发展都需要一定的推动力

在。
依据世界各国的普遍经验，现代化推动的经济

量。二战结束后，由大国主导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

发展对传统的管理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会

经济体系先天具有不公正、不平等的性质，导致国

产生冲击，并要求政治变革和民主化必须与之协调

际秩序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并造成严重的利益倾斜，

发展、相互适应。如果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由此反映出的国际关系的深层矛盾，不仅未因冷战

或民主化形式与具体的国情不相适合，政权就会因

的终结而有所减弱，相反却随着全球统一市场的逐

缺少支持而处于不稳定状态，最终引发社会危机，

渐形成以及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而日益凸显，成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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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冲突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冷战后，破碎地带武

并使主要集中于破碎地区的武装冲突反映出时代

装冲突形势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条件的变化 ；而破碎地带局势的演变，反过来也推

冷战结束带来国际格局的重大转变，一定程度

动着国际政治尤其是地缘政治的深化发展。人类

上引发并加剧了全球范围的利益争夺。破碎地带重

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会产生特定的地缘政治内

要的战略价值，牵动大国利益争夺的敏感神经。
“无

容，因此，人类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而

论从什么意义上去考察国际冲突的根源，我们都会

地缘政治研究在揭示“国际政治权力与地理环境的

发现，冲突或者战争依托的基地，几乎都是极有争

关系”时，也总是力求真实反映一定时代背景下地

夺价值的战略地区。换言之，那些极具战略地位的

理环境与国际交往活动的相互关系。所以，有效的

[20](P.74-75)

地区，往往容易成为战争发起的沃土。”

地缘政治分析，应当从时代条件与地缘政治演变的

在一般情况下，大国间的争夺和较量不会以直

一般关系出发，把握不同时期地缘政治的区别与联

接冲突的形式展开，而是在大国势力的交界区域进

系，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探寻问题的本质。
“冷战的

行。传统意义上的破碎地带仍然是海权国家与陆权

结束不可能打断大国对权力的追逐，科技的进步和

国家争夺亚欧大陆控制权的前沿阵地，是西方文明

国际关系的发展促使大国对权力的追求在更广泛

与非西方文明扩展势力范围的前沿阵地。而且只要

的范围、以更多样化的手段激烈地展开”。[21](P.15) 与

像美国这样代表典型西方文明的传统海权国家和

此同时，地缘政治进一步摆脱了狭隘的地理因素的

像俄罗斯、中国这样代表非西方文明的传统陆权国

束缚，进入了研究地理环境与政治、经济、军事、科

家依然存在，破碎地带的战略意义就只会增加，不

技、文化关系的新阶段。[22](P.13) 除传统的政治地理

会减少。[3]

因素外，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因素的地位明显上升，

随着全球化迅速而深入的发展，各利益集团之

全球性霸权国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而干预、影响地

间的联系与合作不断加强的同时，差异和矛盾也日

缘政治格局的作用也有所增强，同时，全球化和信

益凸显。经济全球化不但未使破碎地带走向和平与

息化带来的改变又将武装冲突置于前所未有的时

安定，反而使其中许多地区更加动荡和破碎，甚至

代背景之中。这些影响作用无疑对传统地缘政治理

成为危害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祸乱之源。破碎地

论的解释力提出了挑战，促使其不断丰富内涵、拓

带各国的发展水平极不均衡，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展外延。历史一次又一次表明，经济秩序与技术秩

中，少数国家借助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技术优势等

序的变化以及宗教、政治、文化态度的变化对于战

有利条件，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与地区合作并迅速发

争的性质和行为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一个

展起来，如巴尔干半岛的希腊、西亚地区主要的产

不断扩大和日益复杂的同际体系中，这些变化的分

油国、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但更多的国

布通常不是平均的或对称的。[23] 在这些新变化的

家则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日趋落后。与世界其它

冲击和推动下，
“文明冲突论”、
“资源战争说”、
“反

地区相比，破碎地带国家的贫富差距更加悬殊，在

恐时代论”等相继应运而生，许多国家尤其是大国

巨大差异下潜藏的矛盾和危机也更为严重。一旦矛

更加关注地缘政治的发展演变和地缘战略的选择

盾激化，导致局势失控，地区秩序乃至整个国际社

制定。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地缘政治也将以崭新的

会都会受到强烈冲击。

时代内涵和丰富的现实意义，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国际政治内在逻辑的发展作用于破碎地带，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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