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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强制外交是西方国家经常采用的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危机的一种战略。在伊朗核
问题上，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力图使用强制外交和平解决伊核问题。然而，从 2003 年至今，
伊核问题不断反复，持续升温，目前已发展成为潜在的冲突爆发点。
究其原因，西方国家强制外交战
“后续成本”
略谋划不够清晰、设定强制期限约束力不足、存在
以及伊朗国内政局变化等因素，导致
了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强制外交始终难以奏效。未来很难断言美欧强制外交能否成功，而可以肯
定的是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利益，伊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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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1 年开始，伊朗核问题再次吸引了全世

理过程中，力求通过和平手段，以少流血或者不

界的目光。2011 年 1 月份，伊斯坦布尔谈判无果

流血的较小代价来达到既定目标，同时，又不致

而终，西方国家与伊朗的角力持续加强，波斯湾

严重损害各国之间的关系。[2] 美国学者对此进行了

笼罩在一片战争阴霾之中。有美国学者指出，“伊

一系列理论研究。20 世纪 70 年代，斯坦福大学教

[1]

朗核问题可能是 2012 年最重要的国际问题”。 在

授亚历山大·乔治首先提出了“强制”概念，即“劝

处理伊朗核问题上，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

说对手停止行动或者实行相反行动的防御性外交

了强制外交战略，在威胁对伊朗进行更严厉制裁

战略”。[3](P.1) ①根据所要追求目标，乔治将强制外交

甚至不惜使用武力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对话的

分为三种类型 ：A. 在对手尚未达到目标的情况下

大门。本文将借用战略学中强制外交的分析框架，

要求其停止某个正在进行中的行动 ；B. 要求对手

回顾从 2003 年至今西方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上强制

消除某个已从事的行动 ；C. 要求对手在政府或政

外交的运用，并对其效果进行评析。

权方面做出改变。[3](P.8-9)
尽管乔治对强制外交的阐释最为全面、影响

一、强制外交内涵及影响因素

也最为广泛，但学界对强制外交的内涵仍难以达
成共识。罗伯特·阿特认为，强制外交最主要特征

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危机处

是威胁或者有限使用武力 ；[2] 皮特·雅克布森则认

① 在“强制”（Coercive）出现之前，美国学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威逼”（Compellence）概念并被战略学界广
泛应用。与“威逼”意思相近的还有“威慑”（Deterrence）一词。“威慑”是在目标国行动之前阻止其采取行动的措施，“威逼”是在
目标国行动后逼迫其停止或消除行动的措施，而“强制”在“威逼”概念的基础之上，更加强调非强制性劝说、谈判等手段的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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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强制外交成功的因素有许多。①托马斯·谢

为，强制外交谋求保持现状的目标非常模糊，不易
被决策者所运用，其内涵应更加宽泛。在他看来，
“所有不使用残忍军事手段来解决分歧的方法都应

林、亚历山大·乔治和雅克布森对此都有经典的
论述。他们三个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见表 1）。

归属强制战略之范畴”；而约瑟夫·奈则直接把“强
制”视为接近使用硬实力的一种手段。

[4](P.177-192)

综上所述，所谓强制外交，即一方采取或者

透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强制外交的成功
取决于强制国和目标国两方面因素。强制国需要 ：
（1）确定明确的目标 ；
（2）施加足够的压力 ；
（3）

威胁使用军事、非军事手段，迫使另一方停止、

提供一定的奖励 ；
（4）设定严格的期限。而目标

消除正在进行中的行动，或采取强制方所期望之

国需要 ：
（1）承认强制国的威望 ；
（2）认可威胁

行动。

的可信度 ；
（3）不能接受局势升级 ；
（4）对本国

具体而言，强制外交是强制国和目标国之间

来说有利可图。

的双向互动过程。首先，目标国采取行动触犯强

由此可见，强制外交的实施具有很大的局限

制国的利益。其次，强制国威胁使用禁运、制裁

性，受到众多条件的制约。强制外交的实施归根

等非军事措施或军事手段以及有限实际使用此类

到底是强制双方心理博弈的过程。强制方期望目

手段，目的在于迫使目标国屈服、停止、消除已

标国能够做出“理性选择”，按照自己的设想采取

采取的行动，或者按照强制国的意愿行事。强制

行动。而目标国则受到国际国内环境、政治心理、

外交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强制国的意志、意愿、

文化传统等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很难真正按照

行动，而且也受制于目标国的意志、意愿和应对。

强制方的设想做出选择。西方国家在伊核问题上

理论上，强制外交寄望于“不战而屈人之兵”。

强制外交的运用就是很好的例证。

但现实中，其强制的成功实施受到多方因素制约。
以美国为例，虽然在处理危机时其曾多次采用强

二、强制外交在伊核问题的运用

制外交，但只有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置才是其成功
伊朗核问题自 2003 年爆发之后，西方国家对

实施强制外交的案例 ；当然，2006 年美国迫使利
[5]

比亚弃核，也可算作是强制外交的成功运用。 但

伊朗实施了强制外交战略，我们可以简单将西方

总体来说，强制外交成功率较低。根据阿特的研究，

国家在伊核问题上的强制外交运用分为三个阶段 ：

[2]

美国强制外交的成功率只有 32%。

第一阶段（2003-2005 年）以欧盟为主的单
表1 影响强制外交成功的因素分析

托马斯·谢林
1. 传递有力的威胁
2. 敌手认为威胁具有较高可信性
3. 给对手服从设定期限
4. 向对手保证服从将不会导致未来更多
的要求
5. 冲突不能被知觉为零和博弈

亚历山大·乔治
1. 明确的目标
2. 动机的强度
3. 动机不对称
4. 对手具有紧迫感
5. 充分的国内外支持
6. 对手不能接受局势升级
7. 明确的解决危机条件
8. 强有力的领导

皮特·雅克布森
1. 威胁使用武力打败对手或者在需要的能
力范围内用很小的代价迅速挫败对手的
目标。
2. 设定期限
3. 向对手保证不会有更多的要求
4. 为对手的服从提供“胡萝卜”

① 详细内容参见Alexander George, Forceful Persuasion. Coercive Diplomacy as an Alternative to War, U.S, Institute of Peace, Washington D.C,
1997., pp. 75-81. See also Peter Jakobsen, Western Use of Coercive Diplomacy after the Cold War, a Challenge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Macmillan,
London, 1998.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Bruce Jentleson and Christopher Whytock, ‘Who “Won” Libya ?
The Force-Diplomacy Debat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3, Winter 2005/06, pp. 47-86。

67

边强制

伊朗在伦敦、巴黎进行了紧张的谈判，但是并没

2003 年 2 月，伊朗核问题爆发后，欧盟迅速
反应。瑞典外交大臣向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事
务委员会”提议制定新的欧盟反扩散政策。以法
国为首的欧盟国家要求伊朗签署《核不扩散条约》
（NPT）附加议定书。

有达成一致。伊核问题再次陷入僵局。欧盟第一
次“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结果
面对这种情况，西方国家再次施压。在 9 月
召开的 IAEA 全体成员国参加的理事会上，欧盟
向伊朗下达最后通牒，敦促伊朗必须在 2004 年 10

针对欧盟压力，伊朗姿态强硬，拒绝了欧盟

月底之前同 IAEA 进行全面合作，否则，将要与

提议。随即，欧盟加大了对伊朗的施压力度。6 月，

IAEA 成员讨论是否要把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

欧盟停止了同伊朗建立贸易联合协定（Trade and

理会。虽然态度十分强硬，但是欧盟仍然没有关

Association Agreement）的谈判。英国更是下达通牒，

闭对话的大门。

把 2003 年 9 月作为伊朗签署附加议定书的最后期

4 天后，伊朗迫于压力同意在两个月内停止核

限。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于９月 12

试验。在此基础上，欧盟再次抛出“胡萝卜”，准

日通过决议，要求伊朗在 10 月底前公开其核计划，

备同伊朗进行新一轮更广泛的谈判，包括进行经

澄清其全部核活动，包括浓缩铀计划的“全部历

济援助、提供轻水反应堆等。11 月 15 日，英、法、

史”，尽快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

德三国与伊朗在巴黎达成协议，重申了《德黑兰

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对其进行更为严

联合声明》，并决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

格的突击检查，终止提炼浓缩铀试验。

而欧盟也取消了在 IAEA 理事会上的提议，承认伊

在施加巨大压力的同时，欧盟向伊朗敞开对

朗不受歧视地享有 NPT 所规定的权利，承诺一旦

话之门。10 月，英、法、德三国外长同时访问德

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得到确认，欧盟将恢复与伊

黑兰，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经过磋商，双方达

朗进行关于达成贸易与合作协议的谈判。[7] 这为双

成协议 ：伊朗同意签署《核不扩散条约》附加协

方的后续谈判奠定了基础。欧盟第二次“胡萝卜

议书，并自愿终止 IAEA 所确定的所有铀浓缩和加

加大棒”政策又见成效。

工活动。与此同时，欧盟方面承认伊朗在 NPT 框

在具体执行初期，进展是相对顺利和乐观的。

架内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并承诺提供轻水

2004 年 12 月，欧盟与伊朗之间成立了三个工作组，

反应堆设备来换取伊朗停止核活动。随后，国际

分别就核技术的转移、贸易与合作以及安全问题

原子能机构在 11 月 26 号的决议中“对伊朗表示

进行协商。2005 年初，欧盟成功说服了美国不再

要积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和增强核活动的透

阻挠伊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以此换取伊

明度表示欢迎”。这被视为伊朗核问题的一次重大

朗放弃核计划。接下来，欧盟在 4 月底和 5 月初

突破，欧盟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初见成效。

与伊朗方面又进行了两轮谈判，伊朗同意暂时不

但是，欧盟对伊朗的政策效用并没有持续多

恢复铀浓缩活动，并提出建议方案。这为双方的

久。2004 年 初， 经 过 在 伊 朗 的 核 查，IAEA 官 员

后续谈判奠定了基础。伊朗核问题保持平稳态势，

在报告中批评了伊朗未公开部分核计划，并对伊

以欧盟为首的强制外交初见成效。

[6]

然而，强制外交目标的实现受着多方面因素

美国对此表示非常不满，欧盟也批评伊朗不配合

的制约，这决定了欧盟对伊朗的强制外交也不可

IAEA 核查活动。而伊朗方面显然也不满足欧盟在

能一帆风顺。伊朗和欧盟在工作组讨论的内容以

2003 年 10 月 21 日签署的《德黑兰联合声明》中

及协定执行时间上仍然存在不少分歧，双方不断

提供的援助。2004 年 6 月，伊朗突然宣布恢复建

讨价还价。伊朗威胁重新进行核试验，而欧盟方

造离心分离器和铀浓缩试验。同年 7 月，欧盟与

面也取消谈判，施加压力。伊朗新总统内贾德上

朗政府声称的核活动用于和平目的表示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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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后执行了更加强硬的政策。伊朗方面立刻重新

下，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把伊朗核问题正式提

开始了铀浓缩活动。

交联合国安理会。与此同时，各国之间达成共识 ：

尽管如此，欧盟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对话努力。

报告安理会并不等于制裁伊朗。3 月初，安理会内

2005 年 8 月 5 日，欧盟出台了对伊和谈一揽子文

部开始讨论这一问题。3 月底，安理会通过主席声

件——《长期框架协议》，对双方之前签订的文件

明，敦促伊朗在 30 天内停止铀浓缩活动。[8] 然而，

进一步细化。但是，伊朗拒绝了欧盟的提议，宣

伊朗仍然无动于衷。

布恢复铀转化活动。伊朗这一举动已经超越了欧

国际社会在施加压力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伊

盟所设定的“底线”，欧盟与伊朗的核谈判全面中

朗提供“奖励”力度。欧盟理事会在 5 月 15 日布

断。欧盟态度再度变得强硬起来，逐步与其他国家

鲁塞尔举行的会议上突然透露消息，欧盟将提出

的立场靠拢，力图采取多边强制外交来对付伊朗。

解决伊朗核问题一个最大胆的“新方案”。这个由

第二阶段（2005-2009 年）由单边强制向多

英国、法国、德国联合提出的新方案包括 ：伊朗

边强制转变
2005 年 8 月底，欧盟成功说服中、俄两国不

必须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而欧盟将帮助伊朗开
发安全的、可持续的、不会造成核扩散的民用核

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伊朗的决议行使否决权，

项目。伊朗接受欧盟的新方案后，将尝到技术、

随后又提出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决议。国际原子能

贸易和政治领域的甜头，如果拒绝就将促使安理

机构理事会于 2005 年 9 月 24 日通过决议，认定

会加速出台严厉制裁措施。[9] 6 月份，欧盟的英、法、

伊朗多次不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保障协定

德三国与美、俄、中一起提出了解决伊朗核问题

规定的义务，如果在下次 IAEA 会议前伊朗仍未

的一揽子“胡萝卜加大棒”的“六国方案”，其中

遵守的话，将把伊朗核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

包括四条主要的激励措施及四条惩罚措施。①

伊朗认为该决议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因此拒绝
接受。伊朗核问题再次急转直下，陷入僵局。

面对欧盟和国际社会提出的各种方案，伊朗
一方面对欧盟提出的措施做出积极反应，内贾德

2005 年 11 月，在俄罗斯提出将伊朗铀浓缩活

总统称欧盟一揽子方案为和谈“破冰”；另一方面

动转到俄境内进行的建议后，伊朗随即要求与欧

采取了拖延战术，虽然各国希望伊朗能够在 7 月

盟恢复谈判。12 月初，谈判恢复，但是伊朗最终

中旬做出答复，但是伊朗立刻清楚地表明将在 8

拒绝了俄罗斯的建议，并且再次以恢复铀浓缩活

月给出答复。

动威胁欧盟。2006 年 1 月 9 日，伊朗总统内贾德

对 于 伊 朗 在 核 问 题 上 的 摇 摆 不 定， 始 终 不

宣布恢复核燃料的研究，这完全突破了欧美所设

能保证完全弃核，各国决心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定的“警戒线”。至此，欧美最终下定决心把伊朗

2006 年 7 月 31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 1696 号

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而伊朗再一次威胁完

决议，要求伊朗在 8 月 31 日前终止铀浓缩活动。

全停止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并提升核试验

但是伊朗拒绝了安理会决议，并称该决议“非法”。

的级别。

12 月 23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1737 号决议，决

2006 年 2 月 2-3 日，在欧盟起草的决议框架

定对伊朗实行一系列与其核计划和弹道导弹项目

① 这个新方案中四大激励措施包括：（1）国际社会将帮助伊朗建造更多新核电站，但是这些核电站所使用的特殊轻水反应堆可以确
保无法生产出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高纯度浓缩铀；（2）国际社会将协助伊朗建立一个新的核燃料储存设施，确保提供至少5年时间的核燃
料供应；（3）保证伊朗的领土完整，暗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会入侵伊朗；（4）实施一系列经济鼓励措施，例如允许伊朗购买美国波音公司
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所生产的商用飞机等；四条主要惩罚措施包括：（1）冻结伊朗在海外的全部资产；（2）禁止伊朗高级官员出国访
问；（3）对伊朗实施全面武器禁运；（4）压缩伊朗的外交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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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制裁措施。2007 年 3 月 24 日，安理会又通

缩铀的能力，还计划在 2025 年以前建 20 座核电站。

过 1747 号决议，加大了对伊朗核和导弹计划相关

伊朗政府高官多次强调，决不放弃合法利用核能

领域的制裁，同时强调将继续寻求通过谈判解决

的权力。

伊核问题。
在联合国决议框架之外，以美、欧为主的国

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加大了对伊朗核问题的关
注力度，在 2009 年提出了新的替代方案。时任国

际社会对伊朗不断施加压力，加大制裁力度。美

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巴拉迪在 10 月下旬提议 ：

国方面明显加强了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制裁，欧

伊朗在年底前一次性把 1 200 公斤低纯度浓缩铀运

洲也决定实施一揽子制裁措施，包括禁止伊朗领

往俄罗斯，由俄罗斯将其提炼至 20% 左右，然后

导人到欧盟地区，冻结它们的财产，禁止向它们

再由法国将其生产成伊朗所需的核燃料棒。这一

出售武器等。但是，国际社会与伊朗的对话之门

方案得到了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国的支持。然而，

一直敞开着，虽然强制外交从最初的单边强制，变

伊朗断然拒绝该方案，并很快提出反方案 ：伊朗

为如今国际社会共同实施的多边强制，但通过强制

在交出低纯度浓缩铀的同时，西方国家就要提供

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

20% 纯度的浓缩铀，而且双方必须在伊朗国内分

第三阶段（2009 年 - 今）美欧为首多边强制
外交不断深化

批进行交换。在双方缺乏互信的情况下，有关这
一方案的协商很快陷入僵局。

2009 年，奥巴马入主白宫，美国对伊朗政

2009 年 11 月 27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策 做 出 了 一 定 调 整。2009 年 2 月， 副 总 统 拜 登

通过决议，谴责伊朗漠视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其停

就表示美国愿意与伊朗就核武器问题进行直接对

止铀浓缩的决议、长期隐瞒建设库姆附近核设施，

话，同时也警告伊朗必须放弃核武器研发计划 ；

要求伊朗回答所有关于其核计划悬而未决的问题，

3 月初国务卿希拉里在访问中东时，再次表明美

并与国际社会“全面合作”。伊朗对此表示遗憾。

国愿意与伊朗直接对话，但也强调将继续制裁伊

而美、英、法等国则对联合国决议表示欢迎，并

朗，特别是限制伊朗在导弹核武器方面的发展。

且警告对伊朗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考虑对伊朗

3 月 20 日，奥巴马总统特意通过视频祝贺伊朗人

实行进一步的制裁。美国还将 2009 年底定为伊朗

民传统新年，并表示将在制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

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燃料交换提议的最后期限。

同时，也希望解决两国的矛盾，愿意与伊朗领导

如果伊朗拒绝接受，美国将考虑对伊朗的保险业、

人会谈等。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政策更加积极主

银行业和金融业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革命卫队

动，手段也是“软硬兼施”，在做出某种缓和姿

也将成为制裁的目标。

态的同时，又扬起了加重打击力度的大棒。不仅

伊朗对西方国家的威胁毫不示弱，2010 年新

在 2009 年 3 月延长了针对伊朗实施制裁的《达

年伊始就给西方国家一个下马威。1 月 2 日，伊朗

马托法案》，而且在 12 月通过了一项新的对伊朗

外长穆塔基声称，伊朗已向西方国家发出“最后

的制裁法案。

通牒”，要求它们在一个月内接受伊朗的核燃料交

然而，伊朗方面并没有屈服于美国巨大压力。

[10]

换提议，否则伊朗将生产纯度较高的浓缩铀。

2

2009 年 4 月初伊朗举行了首座核燃料工厂的落成

月 11 日，伊朗更是宣布成功生产出 20% 纯度的浓

仪式，并启动了纳坦兹核设施内约 7 000 台离心

缩铀。

机 ；5 月，成功发射“泥石 - 2 型”地对地导弹 ；

西方社会对此反应强烈。2010 年 6 月 9 日，

9 月，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在圣城库姆附近建

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核问题通

设第二座铀浓缩工厂 ；11 月底，内贾德总统高调

过第 1929 号决议，决定对伊朗实行自 2006 年以

宣布将兴建 10 座新的浓缩铀提炼厂，扩大生产浓

来的第四轮制裁。此外，美国还首次威胁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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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2010 年伊朗核问题逐渐升温，美国采取

变换策略。

了更为强硬的政策，占据了强制外交的主导权 ；

第二，强制方内部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

而伊朗也刚柔并济，继续与西方国家周旋。

首先，美欧之间存在分歧。2004 年，欧盟与

在接下来的 2011 年，中东地区乱局丛生，伊

伊朗进行谈判时，美国曾强硬表示不允许伊朗进

朗核问题更是急转直下。西方国家与伊朗之间的

行任何级别的核浓缩活动，而欧盟却希望在这一

制裁与反制裁，军演与联合军演层出不穷，海湾

问题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最终欧盟不得不向

地区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伴随着 2012 年初

美国做出妥协，与美国立场保持一致。这在欧盟

欧盟对伊朗实施最严厉的制裁，而伊朗毫不妥协

与伊朗的框架协议中清晰地反映出来。其次，欧

的以牙还牙，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变大。①当前，西

盟内部难以协调。欧盟各国在伊朗核问题上利益

方国家针对伊朗核问题进行的强制外交进入了最

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所持立场也不尽相同。在伊

为关键的时期。

朗 2006 年 8 月 22 日针对六国方案提出答复之后，
除英、法、德之外，其他欧盟成员国因事先没有

三、伊核问题上强制外交的评估
针对西方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强制外交，
许多学者提出了质疑。有分析家悲观的认为“伊
[11]

看到这份提案而深表不满，意大利、西班牙、希
腊和荷兰更是公开对欧盟三国主张提出异议。[12]
而在 2010 年伊朗再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之后，
欧盟各国在制裁伊朗核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瑞

而一旦伊朗

典、卢森堡等国就认为，在外交办法还没有用尽的

拥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绝对难以接受，这将标

情况下，最好还是争取俄罗斯等地区大国协调斡

志着强制外交的彻底失败，由强制外交变为中东

旋，以缓和目前的局势。德国、英国也反对加大对

地区的局部战争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么，究

伊朗的制裁。显然，有些欧盟国家害怕与美国走得

竟为何西方国家的强制外交难以奏效呢？

太近，以免做“出头鸟”或“引火烧身”
。[15] 正是

朗在数年之内拥核已经在所难免”。

第一，强制方缺乏清晰的战略设计

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利用欧盟内部的分歧，不断

以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强制外交在最初

进行讨价还价，并从中渔利。

阶段取得了一定成效，迫使伊朗逐渐改变了其强
硬做法，开始与国际社会合作，允许国际原子能

第三，强制方难以说服目标国保证不会有“后
续行动”和过高的“遵守成本”

机构进行全面核查，自愿停止核试验，使国际社

对于强制外交来说，向目标国保证未来将不

会看到了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希望。但是，西

会有更多的要求至关重要。[14](P.195) 而西方国家没有

方国家迫使伊朗弃核的终极目标并未实现。在伊

给伊朗这方面承诺，伊朗害怕与西方国家达成协

朗态度逐渐强硬之后，西方国家在是否继续使用

议会引起连锁反应。伊朗担心一旦同意西方国家

强制手段和如何使用强制手段上开始摇摆不定，

的要求，人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承认以色列

而其“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缺乏战略考量。
“胡萝卜”

问题，甚至政权更迭问题将会接踵而至，这将严

和“大棒”政策的合理使用是强制外交成功的关键，

重影响伊朗政权的稳定。正如伊朗总统内贾德在

而在这一方面主动性不足，只能根据伊朗的态度

接受采访时所说的 ：
“如果你放弃核计划，他们会

①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关于是否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见：James Dobbins, Alireza
Nader, Dalia Dassa Kaye, Frederic Wehrey , “Coping With a Nuclearizing Iran” , Rand Corporation, 2011; Robern Bergman, “Will Israel Attack
Ir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2012; Matthew Kroenig, “Time to Attack Iran: Why the Strike is the Least Bad Option”,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Februar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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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人权。如果你在人权方面屈服，他们还会要
求动物权利。”①

结语

第四，强制方为目标国设定的期限缺乏充分
在伊朗核问题上，西方国家已经将强制外交

的约束力
在整个伊朗核问题发展过程中，不论是美国、

用到了极致，却仍然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究其

欧盟、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是后来的安理会，多次

根源，强制外交带有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征

为伊朗设定最后期限，如把 2003 年 9 月作为伊朗

是其难以成功的“原罪”。而强制外交一旦失败，

签署附加议定书的最后期限，2003 年 10 月底前公

则会对强制方非常不利。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尽管

开其核计划，2004 年 10 月之前同 IAEA 进行全面

紧张，但对话之门并未完全关闭，各方都表达出

合作，8 月 31 日前终止铀浓缩活动等。但是，过

重启谈判的意愿。未来通过多边合作，谈判协商

于频繁的时限却给了伊朗充分应对时间，而且在

解决伊核问题符合各方的利益，然而从强制外交

伊朗没有按照规定时间采取措施之后，各方缺乏

到多边合作还需要美欧、伊朗还有中、俄等国的

足够的惩罚措施，这使得时限的威胁性大打折扣。

共同努力，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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