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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政策*
沈秋欢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083）

［摘要］ 在对外干预问题上，19 世纪中后期英国国内形成了持完全敌对政策主张的两大派
别 ：国家利益派和曼彻斯特自由派。在这两大派别之外，格莱斯顿实施了同样具有影响力和实践意
义的新干预主义政策——有节制的干预主义，这就是在总体上倾向于曼彻斯特自由派提倡的以和
平方式参与国际事务、解决国际争端的同时，又肯定国家利益派主张的武力干预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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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的对外干预，主要指两种对外行为 ：
（1）干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1)01-0007-06

别：国家利益派和曼彻斯特自由派。

预别国内政，直接违背关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格莱斯顿在这一问题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

国际法基本原则 ；
（2）主动介入并非与该国接壤或

上述两个派别外，实行了同样具有影响力和实践意

邻近、亦不包括其属地的地理区域内的国际政治问

义的新的干预主义政策——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格

题，未经该区域内所有有关国家的一致赞同。第二

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也可视为是居于两者之

种行为无碍于国际法，但由于地理、文化和历史等

间的一条中间路线，尽管饱受争议，但对 19 世纪中

原因，往往被受干预区域内的全体或部分国家视为

后期英国外交产生了巨大影响，为 20 世纪早期国

不合理、不正义的。这两种干预有时是相兼的，即同

际联盟设想的提出和实践奠定了基础。

一个行动既干预了其他区域的国际政治，又干预了
该区域内一国或数国的内政。 [1](P.111-113)

一

对外干预是整个 19 世纪英国外交中极易引起
争议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这源自英国国内对“如
何维持帝国”这一最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存在严

19 世纪英国国内形成了在对外干预问题上持
完全敌对政策的两大派别。

重分歧，而“对外干预”问题是帝国问题的必然衍生

1．国家利益派

物。在对外干预问题上，英国国内一直存在认识上

这是英国传统政策的拥护者，也是马基雅维利

的冲突，逐渐形成了持完全对立政策主张的两大派

主义在英国影响力的体现。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

* 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项目批准号09YJC86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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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英王威廉三世起，英国的最高统治者便将国家利

映，即对帕默斯顿以促进自由为名，行国家利益派

益视为最高诉求，对欧洲大陆采取均势政策。均势

做法之实的反弹，也有一系列以国际商业促进和平

政策实际上意味着随时介入欧洲，进行干预的可能

的设想为支撑。

性。19 世纪坚定的恪守这一传统政策的著名政治

首先，对外干预，尤其是武力干预的必要性和

家当属帕默斯顿 (Palmerston)、迪斯累利 (Disreali)。

可能性可以通过国际贸易的大力提倡而大幅度降

在对外干预上，早在 18 世纪，英国圣公会教会理论

低。该派别最著名的代言人、自由党议员理查德·科

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就在理论上做了深刻

布登 (Richard Cobden)、约翰·布莱特 (John Bright) 将

的论述。

国际商贸视为万灵药 ：商贸能提升国家间的相互依

首先，对外干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独立国家

赖，极大削弱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消极后果，进而降

组成的国际体系充斥着随处可见的安全两难①。通

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这

过谨慎的外交和均势政策虽然能长期制止国际冲

些普世纽带（即商业联系）出自依据比较优势的合

突，缓解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安全压力，但是国际体

作性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由于市场的保持

[2](P.76)

因此，佩利在

开放基于一个前提，即下一回交易将同样由价格而

18 世纪 80 年代就警告说：
“当一个国家解散其常规

非强制决定，因而一种共同安全感对于避免那出自

部队，而其邻国仍保留时，该国是不安全的。”[2] (P.76)

安全动机的闭关自守追求来说至关紧要。如此，自

其次，对外干预的直接原因或目的在于通过维

然随经济相依赖的是避不挑战另一个自由国家的

持均势以保证国家的安全环境。
“ 战争的正当性原

安全，甚或以同盟为手段互相加强安全。……商业

因是，权利被蓄意摧毁以及维持与邻近国家之间均

相互依赖和国家官员联系还有助于早就横惯性的

势的需要，这样没有单一国家或者国家的联邦能产

跨国纽带，起到游说互相和解的作用。”[3](P.97) 国际

生压倒性优势。正义战争的目标是防范 (precaution)、

商业带来了国际安全的提高，如此，对外干预的“用

系的演变逃脱不了“武装休战”。

自卫或补偿……”。

[2] (P.76)

第三，强制性武力是进行干预的最重要手段，

武”之地大为降低。
其次，即便国际冲突爆发，也可诉诸和平手段，

必须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后盾，这意味着国防开支

而非武力干预。曼彻斯特自由派不遗余力的支持通

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必须占有相当的比例。事实上，

过国际仲裁、削减军备、贸易协定和国际谈判等国

关于军队，尤其是海军的开支预算几乎一直是英国

际友好政策来化解国际矛盾，避免对外武力干预。

19 世纪后半期党派斗争的重要问题。

科布登 - 薛瓦利 1860 年条约即是一个典型事例。

2．曼彻斯特自由派

二

主张商业和平的曼彻斯特派是 19 世纪英国自
由主义以及和平运动② 的重要代表。在对外干预的
问题上，曼彻斯特自由派主张不干预主义，即提倡

格莱斯顿在国家利益派和曼彻斯特自由派之

英国在政治、军事上减少国际卷入的孤立主义。这

外，提出了新的干预主义路径，也可视为开辟了居

种观点的形成既是对当时英国政治现实不满的反

于两者之间的，虽饱受争议，但对 19 世纪后半期

① 佩利对于国际体系中安全两难问题的认识完全体现了霍布斯在《利维坦》第 13 章的论述（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92-97 页），佩利
的论述也与其同世纪的让—雅克·卢梭对权势的相对性论述如出一辙，见 F. H. Hinsley, 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50-51.
② 拿破仑战争在英国激起了持续久远的和平运动。和平运动的参与者甚多，在实现和平、杜绝战争这一总体目标上保持一致，但在这一目
标的实现及其延伸性问题——国家是否或怎样进行对外干预——则明显意见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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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条中间路线——有节

强烈的信任感。格莱斯顿的政治偶像坎宁在反对 19

制的干预主义。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就是

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奥、普、法对外军事干预就曾说

总体倾向于曼彻斯特自由派提倡以和平方式参与

“我们若想在国外保持自己的影响，就必须在国内

国际事务，解决国际争端的同时，又肯定了国家利

有力量的源泉，这力量的源泉就是人民和政府间的

益派主张的武力干预的必要性。但这种对外武力

和谐，它存在于公众的感情与协调一致中。”[6](P.418)

干预必须在特定的情势下进行 ：干预的动因必须

格莱斯顿对其政治教诲不仅铭记于心，而且发扬光

基于道德因素，为增进国际正义、平等，不过也有

大。这也就不难理解，在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政坛开

重要例外，即在少数情境中干预的动因是基于与

创直面群众的全国巡回竞选演讲惯例的政治人物

国家利益派相同的地缘政治考虑 ；对外干预的主

就是格莱斯顿。

体则应当是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 这一

（2）有节制的干预主义 ：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总
体倾向的政策实践

多边组织。
1. 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曼彻斯特自由
主义总体倾向的原因和实践

格莱斯顿在对外干预问题上不仅秉持上述理
念，而且在行动上全力推行，无论是在野还是执政

（1）有节制的干预主义 ：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总

期间。
在野期间，格莱斯顿最突出的表现是在 1875-

体倾向的原因
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总体倾向于曼彻
斯特自由派的主张，这源自两大重要原因。
首先，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观。格莱斯顿作为

1880 年反迪斯累利政府的东方政策上。迪斯累利政
府反对俄国在巴尔干扩大影响，一向支持土耳其。
1876 年 5 月，俄德奥三皇同盟制订《柏林备忘录》

19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生动体现”，他坚定地信奉

时，土耳其政府用最残忍的手段镇压保加利亚起

自由主义原则。在经济上，格莱斯顿政治资本的最

义，仅几天时间就在普罗夫迪夫行政区杀害了 1.5

初积累即是他在财政部的任职，乃至多次胜任财政

万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迪斯累利政府为土

大臣。他信奉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观，正

耳其的暴行辩护，甚至把此类事件的报道称为“咖

是在他任职期间，曼彻斯特学派大力呼吁的降低关

啡馆的闲扯”，并派遣一支舰队开往海峡，停泊在离

税的要求成为了现实。在政治上，他领导了第二、第

达达尼尔海峡不远的贝吉克湾。格莱斯顿在群众中

三次议会改革。内政上的自由主义信念必然影响其

发动席卷全国的“中洛锡安（Midlothian, 英格兰东

外交上的干预主义政策。

南部一郡）运动”，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极力强调政

其次，格莱斯顿所秉持的外交原则。格莱斯顿

治道德，反对土耳其暴行，反对英国政府的立场，并

外交的首要原则是正义，而以和平的方式参与国际

呼吁欧洲列强对土耳其采取威胁性行动以惩罚该

事务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方式。
“ 格莱斯顿的原则可

国对保加利亚犯下的暴行。和平主义者盛赞他道

以说是与马基雅维利、俾斯麦以及每一个外交部的

“‘中洛锡安演说家’使群众相信更加光明的一天即

实践相独立的。外交部的原则是 ：国家的理由证明

将到来。战争将停息，国家会进入平静时期。英国不

一切都是正当的，格莱斯顿的办事原则是 ：除了已

会再是恃强凌弱者中的一份子，而变得正如它应当

经被人类良知证明是正当的事情以外，任何事情都

做的那样尊重他国权利。”[7](P.86) 该运动不仅使他成

不能被国家的理由证明是正当的。”[4](P.178-179)“他

为自由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而且也是促成迪斯累

认为外交政策的开展应与正义的要求相符，而不是

利倒台的重要原因。

[5](P.xxx ⅷ - xxx xi)

由谁来判断某项具体

执政期间，格莱斯顿的表现更为明显。在 1872

的涉外政策是否具有正义性呢？格莱斯顿坚信公

年英美的亚拉巴马争端中，格莱斯顿坚持将该事件

众舆论具有这种道德判断力，因而他对民众力量有

公开的送由日内瓦特别法庭仲裁作为准司法决定，

显示权势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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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格莱斯顿政府宁可接受仲裁决定，支付了 300

缘政治考虑 ；对外干预的主体则是欧洲协调这一多

万英镑的巨额赔偿金，也不愿意参战。格莱斯顿也

边组织。

促成了第一次英布战争的和解。迪斯累利政府时期
在非洲扩张。布尔共和国之一的德兰士瓦发动反英

（1）武力干预动因：道德动因及其重要例外
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强调特定情势下，

起义。1881 年 2 月，布尔军在马尤巴山大败英军。

基于道德动因进行对外干预。他坚决的反对国家利

格莱斯顿不愿执行迪斯累利扩张政策，遂与布尔人

益派基于获取有益于国家安全的物质利益为动因

议和。英国允许德兰士瓦在英国的宗主权之下管

的对外干预。这明显的体现在格莱斯顿反对迪斯累

理内部事务 ；1884 年又修改条约，把关于宗主权的

利、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 之流以军事干预为手段

词句也删除了，实际上就承认了德兰士瓦的独立。

达到扩张目的帝国主义政策上。一个重要的例子便

格莱斯顿甚至因不想卷入苏丹事务而导致 1885 年

是在 1875-1878 年的东方危机中，格莱斯顿极端

下台。事情源于 1882 年英国彻底控制埃及后，并未

反对英国兼并塞浦路斯。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迪

征服其属国苏丹。1883 年苏丹发生民族起义，格莱

斯累利在 1878 年的柏林会议上逼迫俄国在保加利

斯顿不想进行军事干预，就派查尔斯·戈登去喀土

亚扩张问题上作出让步，英国获得塞浦路斯作为基

穆观察形势。戈登到后却与起义军为敌，结果起义

地抵制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当政的迪斯累利政府

军攻克喀土穆杀死了戈登。该事件在英国引起帝国

将此事视为重大胜利，而格莱斯顿在同年 7 月 3 日

主义者的极力抗议，格莱斯顿因此倒台。格莱斯顿

下院的演讲中痛陈道 ：
“我们由于兼并塞浦路斯而

的和平倾向也反映在他削减国防开支的努力上。在

损失重大，我们痛失了欧洲各国对我们的感情和尊

1894 年，格莱斯顿即将从他的第四届也是最后一届

敬……我渴望我国物质力量水平获得其他基督教

政府退休时，反对海军计划，谴责德国、法国、俄国

国家的高度、公正的评价；但是我坚信更为关键的重

的军事主义，发表言论说 ：
“我不能也将不会通过军

要事情是，我们应作为真理、荣誉和各项程序开放的

事主义的法案加重欧洲行将到来的灾难。英国的天

热爱者而获得更高的评价。……英国的任务是促成

定命运是维护和平，维护由和平孕育的自由。这项

欧洲协调为了正义和共同利益采取共同行动，但英

[8](P.603)

计划是两者的敌人。”

2. 特定情势下的武力干预：动因和主体

国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只有远离寻求物质利益，而兼
并塞浦路斯毁坏了英国的角色。”[5](P.xxx ⅷ - xxx xi)

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肯定武力干预的

既然对外干预的动因源自道德上的正当性，提

必要性，并不反对特定情势下对外武力干预，在这

升国际正义、国际平等则是干预所要达到的最终目

一点上，他又与曼彻斯特自由派分道扬镳，而与国

标。格莱斯顿对外干预中追求权势优势，终生都对

家利益派产生共鸣。但他与国家利益派在干预的动

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富有同情心，倡导国家间的平

因以及干预的主体上认识完全不同。

等权利，支持民族自决。
“舍弃道德和世界政治交流

帕默斯顿、迪斯累利等国家利益派代表者认

中的平等权利而追求其它，并不能使英国伟大，反

为 ：进行对外干预的最直接动因在于确保国家安

而使英国在道德上和物质上渺小。”[5](P.xxx ⅷ - xxx xi)“一

全，更确切的说是为获取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物

个国家要变得伟大，不仅可以通过把地图绘成红

质利益 ；进行对外干预的主体是英国，这也意味着

色，或者把其贸易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且也

英国的单边行动是进行对外干预的常态。格莱斯顿

可以通过作为正义的先锋、被压迫者的救星、自由

则认为 ：对外武力干预是必要的，但必须在特定情

的老根据地，使国家变得伟大。”[4](P.179) 虽然格莱斯

势下进行，即干预的动因必须是基于道德因素，为

顿在 1880 年重任首相后未能成功地将上述倡导付

增进国际正义、平等，不过也有重要例外，就是在少

诸实践。但在 1914 年后，在反对非正义和侵略的世

数情境中干预动因是基于与国家利益派相同的地

界舆论支持下，亚、非、拉人民最终获得民族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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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联合国组织的集体安全，也成为促进国际平

欧洲协调组织当此大任的原因有三。首先，与
格莱斯顿出于宗教信仰的欧洲社会观有关观。[2]

等的重要推手。
格莱斯顿基于道德动因的对外干预也有重要

(P.79-80)

格莱斯顿认为欧洲列强的共存是神的意图。

例外，即在少数情境中干预动因是基于与国家利

欧洲实际上就是在神的庇佑之下的一个相互关联

益派观点相同的地缘政治考虑。这是格莱斯顿早

的国际社会。欧洲协调是欧洲社会（包括受欧洲势

期的托利主义顽固派政治立场的遗留观念，在他

力影响下的地区）秩序的维护者。欧洲协调干预权

转变为自由主义的坚定维护者后还时不时的有所

利来源于其作为神的一致的代表所具有的道德上

体现，甚至当这些遗留观念与他后期坚信的自由

的权威，“在国际事务领域，能体现基督道德的现

主义理念有冲撞时，他有时会选择前者。关于干预

存制度中，它是最优的”。[8](P.275) 其次，与格莱斯顿

的训令上，他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便是 ：在欧陆事

政治生涯早期托利主义顽固派立场的遗留观念有

务上，支持“国家利益”观念中的“传统优先”，即低

关。格莱斯顿“承认国家之间存在不同的国家利益，

地国家关切优先。这可以解释他在英国面临的几

承认国家权势有强弱之分”。[8](P.271) 只有基于大国

个重要历史事件上的态度。他支持 1854 年英国参

一致的欧洲协调组织才有能力管理弱小落后的其

加克里木战争，并不拒绝英国卷入普法战争。在普

他国家。第三，通过欧洲列强的共同参与联合，才能

法战争中，格莱斯顿最大的关注点放在比利时中

确保实现干预的正义目标。共同行动能使列强为了

立上，但对普鲁士要求割让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

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同时能抵制单边干预易产生

两地极大违背民族自决保证行为时，格莱斯顿并

的自私自利行为。

没有在获内阁支持作多少努力，英国最终也拒绝

英国在欧洲协调的干预中扮演特殊角色。英国

了法国要求其出面调停的请求。在 1882 年武力干

应组织、甚至领导欧洲协调，但其目的不应该是借

预埃及的问题上，他多少也认同国家利益派对埃

机实现自身利益，而是促成该组织为了正义和共同

及战略意义的肯定。此次干预行动起源于 19 世纪

利益而采取共同行动。要扮演这样的角色，英国必

70 年代埃及债务危机引起的英法接管埃及财政。

须避免单边干预并远离寻求自身物质利益行为。迪

这逐渐导致 1881 年由埃及的阿拉比上校领导的

斯累利政府在 1875-1878 年的东方危机中，采取单

埃及军队起义，反对外国人干预埃及内政。格莱斯

边干预行动并乘机兼并塞浦路斯的行为应被视为

顿在第二次担任首相后，投入到对埃及的干预，派

反面教材。

军队镇压了起义，自此以后埃及就完全落入英国

格莱斯顿在他的政治实践中也坚持欧洲协调
为主体的干预。格拉斯顿在 1880 年第二次任首相。

之手。

19 世纪 80 年代是欧洲各大国纷纷结盟称霸的时代，

（2）干预的主体：欧洲协调组织
在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政策中，对外

格莱斯顿在采取著名的“光荣孤立”① 政策的同时，

干预的主体必须是基于大国一致的“欧洲协调”组

力主推行欧洲协调。他上任后立刻着手实施他在上

织。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对外干预”，更确切的说应

任前一年提出的“正确政策”六项原则 ：在国内建立

当是“国际干预”，因为他所支持的“对外干预”的

良好的政府；在国外维护和平；
“使欧洲各强国保持

主体并非英国，而是基于大国一致的“欧洲协调”组

协调”；不与他国结盟 ；承认所有国家的平等权利 ；

织。欧洲协调组织实际上是“欧洲君主国通过欧洲
[8](P.274)

外交大使之间的贵族结构来运转的”。

“同情自由”。

[6](P.677)

这六项原则两大基本点之一便

是 ：在欧洲大陆各国中协调斡旋，以建立所谓的“协

①“光荣孤立”这个词虽然产生于 19 世纪 90 年代，加拿大的政治家于 1896 年初首先使用该词形容英国孤立于欧洲大陆日益明显的两大
军事政治联盟以外的处境，但从 19 世纪中叶起历届英国首相实际上就开始奉行这种外交政策，以便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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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欧洲”。 英国遂促成了欧洲列强在 1880-1881

长期以来所期望的‘协调的欧洲’，他们成功地使欧

年对重新划定门特内哥罗与希腊之间的边界采取

洲大陆各国协调一致的反对英国”。 [6](P.677-678) 在国

的协调一致行动。

际上，当格莱斯顿的欧洲协调在奥斯曼帝国、南非
和埃及等地连连碰壁时，德国首相俾斯麦曾讥讽格

三

莱斯顿“缺乏一个政治家的所有素质”，是“一个精
神不正常的人”。[6](P.677) 格莱斯顿在对外干预问题

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政策，具有矛盾

上，对武力手段的认同则令自由主义者大惑不解。

又协调的格莱斯顿式的特征，其最核心的部分用一

“他冷酷的使用军事力量包括海军力量时毫无羞愧

句话总结便是“三种观念的混合物 ：曼彻斯特学派

窘迫之状”。[8](P.375) 尽管格莱斯顿在反对单边干预

的自由经济观，他早期保守托利主义政治生涯遗

时看起来似乎是个和平主义者，但为了欧洲秩序的

留下来的一些关于地缘战略的正统观念以及他极

需要，他又会变成圣战者力主干预。
尽管如此，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对外干预主义为

为特殊的高教会欧洲协调意识形态 (High-Church
ideology of the Concert of Europe)”。

[2](P.78-79)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政治增添了温和的色彩。他对对

不可否认的是，居于中间路线的格莱斯顿有节

外干预主体欧洲协调组织的倚重更是对 20 世纪国

制的干预主义在实践中同时遭到来自国家利益派

际组织的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格莱斯顿作为 19

和曼彻斯特自由派的攻击。在 1884-1885 年埃及财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实践者，若说是他与边

政问题国际会议上英国协调政策失败时，保守党领

沁① 一起为 20 世纪早期国际联盟的设想和实践奠

袖索尔兹伯里攻击道 ：自由党人“最终建立起他们

定了基础，则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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