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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观之争
周兴泰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国家利益观念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研究古已有之，其重要性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具有重
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国际关系学科成立之初，理想主义学派秉持国际利益和谐论。20 世纪 30
年代一系列国际危机的发生使传统现实主义学派对它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拆穿了其理论逻辑的虚
假性，并进而突出了权力概念之于国家利益的至关重要性。不过在具体观点相区别的同时，两派在
方法论上又具有某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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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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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2](P.41) 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人、站在不

无论是在国家还是个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永远是

同的角度，对于“什么是、怎样判定、如何实现

最可靠的纽带。19 世纪著名的英国外交家帕麦斯

国家利益”，总会有不同的答案。同时，在现实

顿也曾指出 ：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

政治生活中，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苏联的解体，

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国际政治学科的“奠

冷战时期那种依据意识形态和阵营划分来界定国

基之父”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也许

家利益的传统做法已经不可行，世界各国尤其是

看得更深 ：
“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

美国在国家利益的界定上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型

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

期。[3][4]

国家利益。”[1](P.97) 国家利益这个概念在现代政治生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起步

活中是政治家们的口头禅，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出

较晚，并且长期囿于传统分析框架，这与中国当

现的频率之高也是其他概念所无法企及的。究其

前迅速崛起的国际地位、不断创新的全球外交战

原因，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是国际政治和国家对外

略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因此，为维护迅速扩展

行为的基本动因，它设定了一国对外政策的基本

的中国国家利益，适应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构

目标，决定了一国国际行为的规范，因而也必然

建，切合“和谐世界”外交理念的提出，借鉴当

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析出发点。

代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

然而，尽管政治家和学者们一直以来都对国

想为指导对其加以扬弃，提出中国的国家利益理

家利益的重要性存在共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

论势在必行 ；而作为第一步，对西方国际关系理

国家利益是“一个弹性很大、易被随意解释的词

论中的国家利益研究的回顾与评析自然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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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国家是一种价值，为了它一切手段都是好的。

一、历史上的国家利益观念
与国家利益研究

基辛格对黎塞留的这种国家利益至上观极为推崇，
他评价说 ：
“少有政治家能像他一样对历史造成如
此大的影响。黎塞留是现代国家制度之父。他提倡

“对于那些制定和实施他们的部落、城邦、王

国家至上的观念，并为了法国的利益义无反顾地付

国和帝国的对外政策的人来说，虽然国家利益这

诸实施。在他的倡导下，这个观念取代中世纪的世

一名词尚未出现，而国家利益的思想则是始终存

界道德观成为法国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10](P.50) 黎

在的。”[5](P.77) 弗雷德·桑德曼教授的这一论断得到

塞留将国家至上原则应用于法国外交之后的一个

了史实的印证 ：前面提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

世纪，这一原则也为欧洲其他国家所沿用。美国

德在总结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断言，无论是在国家还

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是个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是最可靠的纽带 ；而在中
国，据《孟子》的记载，孟子去拜见梁惠王，梁惠

“除了国家利益，人们别指望政府会在任何其他基
础上不断地采取行动。”[11](P.1)

王问 ：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20 世纪以来最早提出国家利益概念并系统考

孟子对曰 ：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 ：

察其起源与演变的是著名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

‘何以利吾国？’大夫曰：
‘何以利吾家？’士庶曰：

尔德（Charles A.Beard），他在出版于 1934 年的《国

‘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王

家利益的观念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性研究》

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6](P.63) 虽然孟子的

一书中详细考察了国家利益的起源并追溯了国家

回答主张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

利益概念在近代若干历史阶段中所经历的演变。

家利益观，但这一问一答之间却清晰地展现了当

不过，虽然他熟悉当时的理想主义者关于国家利

时的社会各阶层都已有了“利益观念”，而春秋史

益的一些主张，并且“似乎还很欣赏”，但遗憾的是，

实则更清楚地表明各国之间的利益争夺关乎国家
的盛衰兴亡。

“在一定意义上，三十年代初就国家利益著书立说
的查尔斯·比尔德是置身于当时那股学术潮流的

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概念是与欧洲民族国

主流之外”的，[5](P.78) 没有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风

家体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文艺复兴时期，意

行于美国和欧洲的理想主义国家利益观做出评述。

大利的马基雅维利、法国的让·布丹、荷兰的格

同时，鉴于成书时间，他也未赶上爱德华·卡尔

劳秀斯、英国的霍布斯等人的著述都已经涉及国

（Edward H.Carr）对理想主义（卡尔的用语是乌托

家利益问题。国家利益概念最初被称为“国家理

邦主义）国家利益观的批判。因此，笔者认为对

[7] (P.51-78)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认为“国家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利益研究的回顾，比较合适

的利益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法律和科学上讲，都

的起点应该是从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之初居于主导

是政府行为合法性的最终源泉，君主可以为了国

地位的理想主义理论谈起。

由”，

家的利益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8](P.140)

法国的黎

塞留是较早明确提出国家利益概念并身体力行的
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在《政治遗书》中写道 ：
“我

二、理想主义国家利益观的
源起及其主张

秉政之目的在于 ：为高卢收回大自然为它指定的
疆界，为高卢人找回高卢人国王，将法国置于高

理想主义盛行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战之

卢的位置上，在原属古代高卢的一切地方建立新

前，由于维也纳会议的安排，欧洲自拿破仑战争

[9](P.341)

他认同马基雅维利的“目的总是

以来得享百年均势和平。这一时期欧洲公认的外

证明手段是正确的”的原则，并指出国家高于一

交理念是均势可以将自私自利的权力追求导向最

的高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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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的和谐，安全考虑应超越法律原则，国家为达

建立国家联盟。[16] 不过最早将人性、道德和利益

到目的采取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10](P.26) [12](P.30)“欧

三者联系起来，并提出威尔逊式利益和谐论的还

洲协调”最终滑向导致空前灾难的一战宣告了这

是 19 世纪英国的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

一传统理念的破产，“美国挟其信心、实力与理想

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ny Bentham）[17] 他认为人

主义登上国际舞台。”[10](P.212)

的本性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追求快乐、规避痛苦，

“在这股自由主义思潮中，托马斯·伍德罗·威

并从这一命题出发推导出善即是“最大多数人的

尔逊（Thomas Woodrow Willson）是最雄辩和最有

最大幸福”的著名论断，认为这是利益追求中的

[13](P.61)

他所持的是典型的国际

绝对道德原则。该原则在国家间关系中的含义根

利益和谐论。根据卡尔的总结，利益和谐论“坚

据一战之后理想主义者的解读就是，“每个国家在

持认为个人的最高利益与社会的最高利益是并行

维护和平这一点上都是有着共同利益的，因此任

不悖的。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就帮助了

何企图破坏和平的国家都是非理性和不道德的”，

社会利益的实现 ；而促进社会利益的同时，也促

[14](P.50)

影响力的发言人。”

[14](P.43)

进了个人利益的实现。”

这一表述与亚当·斯

这正是威尔逊国际利益和谐论的基本内涵之

一。威尔逊关于国家利益的思想有以下几个要点 ：

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阐述的古典自由

第一，利益并不总是同国家联系在一起，它

主义经济思想完全一致，将这一表述套用到国家

们有时可以分离，国际冲突不是各国无节制地追

间关系上来就是，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

求国家利益的结果，而是统治阶层不顺应民意、

会促进全人类的利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利益都

不听取人民意见、极力追求王朝利益所导致的。

是和谐一致的。不过相对这种简单套用，他们的

如果国际事务不是由热衷于自我利益的外交官或

国际利益和谐论有着更深刻的思想渊源、立论基

政治家来解决，而是由不存偏见的科学家来解决，

础与逻辑内涵。

比如地理学家、民族学家、经济学家等，和平就

它以人性和普世道德法则为立论基础。这一

可以得到保证。和平还有赖于民主的传播，有赖

思想最远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然法学说。该学

于举世的共识，并以具有警察功能的机制为后盾，

说认为世界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和逻辑，即自然法

如果大众能获得正确的信息，战争就不会发生。

则，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是人们对道德行为的一种

第二，世界各国对和平均享有共同的利益，

内在直觉，即普遍的道德法则，人们的生活应该遵

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决定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危险

循这一法则。后来的斯多葛学派和中世纪的经院哲

的，各国应将道德原则、国际法和国与国之间的

学认为，自然法则就是理性。17 世纪，
“国际法之

相互信任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国家无权主张不

父”格劳秀斯通过对古希腊自然法理论的改造，提

同的道德标准，对外政策应反映与个人道德相同

出人类社会是由人类理性所规定的，国家是自由人

的标准，世界安全所需要的不是维护国家利益，

出于理性的考虑为享受法律利益和共同福利而互

而是应该把和平当做一个法律概念加以维护。国

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国际社会也应当受自然法则的

家利益包括遵守一套普遍的法律，安全最多只应

支配，虽然国际社会没有共同的统治者，但是各国

被当做附带的结果。

[15]

应遵循共同的法律和道德规范。 18 世纪，德国

第三，鉴于一战的惨痛教训，威尔逊设想构

哲学家康德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普遍的道德规范，

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让各国都只讲原则不讲实

人们应该而且可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普遍道德标

力，只讲法律不讲利益。为此他在著名的“十四

准，按照这一道德法则的要求，在国际社会中人

点计划”中主张公开外交、海洋自由、全面裁军、

类的共同目的应该是永久和平，而实现这一目的

消除贸易壁垒、民族自决等原则。为了使这些原则

的途径是，以各国自愿遵守和维护国际法为基础，

切实可行，他极力主张建立国际联盟，以集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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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欧洲传统的均势结盟外交，并规划国际联盟将

衣，以便使全世界接受。他指出，理想主义者的

负有执行和平和纠正不公的双重使命，其后盾则是

论证逻辑是世界的最大利益就是他自己国家的最

“全球舆论的道德力量”和“经济压力”
。

[10] (P.225)

总的来说，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认
为国家之间的利益是和谐的，这种和谐源于人的
理性、“避苦求乐”和普世的道德法则，而实现这

大利益，然后再反过来解读这一观点就是“他自
己国家的最大利益就是世界的最大利益”，“对于
乌托邦主义者来说这两个命题是相同的”。 [14](P.72)
最 后， 他 深 刻 地 揭 示 了 权 力 与 利 益 之 间 的

种利益和谐则有赖于舆论的力量、道德、国际法、

关系，并认为从根本上说国家之间的利益是相冲

民主以及教育的普及等。

突的，维护和平的共同利益掩盖了有些国家希望
不发动战争就可以维持现状，而另一些国家则希

三、卡尔对国际利益
和谐论的批判

望不发动战争就可以改变现状这样一个事实。因
此，他认为利益冲突是实实在在的无法回避的事
实，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将似乎不可

20 世纪 30 年代一系列国际危机的爆发使人

调和的国家间利益冲突调和起来，而“如果说所

们逐渐对理想主义的国际利益和谐论产生了质疑，

谓的利益自然和谐的观点有着一定的真实性的话，

卡尔的《20 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

这种真实性也是由社会特权阶层的超强权力构建

导论》正是这种质疑的代表。他首先详细考察了

的。”[14](P.76) 进而他指出，使用权力、威胁使用权

国际利益和谐论的思想渊源、兴起背景、理论内

力或持权待用都是国际变革的根本因素，一般来

涵和操作层面的设计，然后展开了全面批判。作

说，只有符合能够使用权力或代表权力的国家的

为现实主义哲学基础的三条基本原则——历史是

利益，变革才能得以实现。

可以通过理性加以分析和理解的因果关系发展的

对于卡尔的这些批判，英国学派的著名学者

产物、实践可以创造理论但理论不能创造实践、

贾斯延·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评价说，“卡

伦理由政治决定而非相反，和知识社会学的两个

尔的矫正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利益的说教”，“他一

基本观点——“存在决定意识”、
“思想具有相对性”

再展示自由的世界主义价值和有关民族间存在根

则是他进行批判的方法论基础。

本利益和谐的论断是如何先后成为物质和政治特

首 先， 他 论 证 了 作 为 国 际 利 益 和 谐 论 基 础

权集团的奢望、理论基础和不幸的幻想”。[18](P.13)

的普世道德原则的虚幻。他指出理想主义的思想

这种评价是中肯的，不过肯尼思·汤普森（Kenneth

理论和伦理标准远非绝对和先验原则的表述，而

Thompson） 的 评 价 或 许 更 能 体 现 卡 尔 在 国 际 关

是由历史所创造的，是环境和利益的产物，也是

系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他说，“卡尔破除了人

为促进利益而服务的工具。他认为伯兰特·罗素

们关于国家利益自动协调的乌托邦信念，从而成

（Bertrand Russell）说得很对，“道德伦理很少是事

为最早以政治现实主义的名义重建国际政治学的

物的原因，它几乎总是一种结果，一种手段，用

人。”[19](P.87) 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另一位大师摩

来使我们自己的利益具有普世的法理权威，我们

根索，卡尔对国家利益研究的贡献或许确实主要

乐于将道德伦理想象为产生利益的真实原因，实

在于“破”而非“立”。[20] (P.88-90)

则不然。”[14](P.66) 他认为这一评述动摇了理想主义最
根本的基础。
其次，他指出理想主义者所谓的国际利益和

四、摩根索对传统现实主义
国家利益观的经典阐述

谐论虽然是“下意识的”，但实质却是既得利益者
的宣传，目的在于给自我利益披上普世利益的外

“摩根索在界定国家利益方面做出了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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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他不仅明确地提出要以理性和利益来指

的、起码的、最低限度的需求，即一个政治单位

导国家外交政策，而且明确地以权力来界定国家

作为实体而存在，它的领土、政治制度及文化的

利益，从而使国家利益摆脱近代以来空洞的内容。

完整，这是国家利益的固有含义、不变成分 ；二

他还曾专门撰文分析究竟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是由环境所决定的可变的需求，即由政治传统和

为现实主义的理性假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1](P.112)

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国家利益，这是国家利益的可

摩根索关于国家利益的论述是宏大而深刻的，事

变成分。关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摩根索指出，

实上他已经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关于国家利益的
思想体系，而人性则是他推导的逻辑起点。

“只要这个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
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

首先，摩根索认为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

益。”[1](P.94) 同时他还指出，关于国家利益的争论触

观法则的支配，关于什么是人性，他在《科学的

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国际事务方面争论的核

人对权力政治》中指出人类有两项本能 ：一是基

心问题，理想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的观点“是一种

本的利己主义，即对其自身赖以生存的稀缺的物

臆想，是一种主观愿望的产物”，“现实主义与乌

质和精神利益的追求 ；二是支配欲，即保持、扩

托邦学派关于政治本质之争，完全可以概括为具

大或展示自己地盘的渴望。第一项本能由于与个

体利益与抽象概念的对峙。”[1](P.97,93)

人的基本需要之间有一种客观的联系，因而是有

第三，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摩根索通过政

限度的，但是作为人类对于权力的愿望的集中体

治现实主义第二原则指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

现的第二项本能本质上却是无限度和缺乏理性的。

念是帮助政治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

因此，他认为每当人与人打交道时，权力欲事实

道路的主要路标。具体来说就是 ：首先，从这一

上就会存在，而且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权力欲，

概念出发进行思考使政治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

超乎其他任何特定的私欲或其他任何邪恶的目的

领域从而区别于经济学（以财富界定利益）、伦理

之外和之上，造成了无所不在的人间恶行。基于对

学、美学和宗教学等学科，它为政治学的研究主

人性的这种认识，他认为政治生活的现实景象是 ：

题注入了理性秩序，从而使对政治的理论分析成

人类邪恶和自私的本性使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利益

为可能。其次，以权力界定利益也使差异悬殊的

置于他人的利益之上，从而导致人类社会中的冲突

民族国家间看似不同的对外政策具有了连贯性和

不断发生。所以，
人性使然，
“利益确为政治之精髓，

一致性，从而使人们评价不同历史时期政治领导

而且不受时间和空间条件的影响。”

[1] (P.93) [13] (P.34)

其次，对于作为国际政治基本分析单位的国

人的行为成为可能。最后，如果把所有国家都看
做追求以它们各自的权力所界定的利益的政治单

家是如何在利己的个人之间形成的这一问题，摩

位，那么人们就能够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所有国家，

根 索 语 焉 不 详， 阿 什 利· 泰 利 斯（Ashley Tellis）

在这种态度的引导下，各国所实行的政策就既能

认为摩根索是基于归纳性的类推在国内政治和国

尊重他国利益，同时又能保护和增进本国的利益。

际政治之间建立了类同关系，从而把国家描述为

不过他同时也指出，虽然以权力界定的利益这一

由寻求权力的个人组成的实体，而国际政治则不

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客观范畴，但是它没有一个永

过是国内政治的扩展。

[13](P.653)

通过这种类推，摩根

久固定的含义，因为“利益和国家之间的现存联

索完成了他从对国内政治中的行为主体“人”的

系是历史的产物”，“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之内，

讨论到对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主体“国家”的讨论

哪种利益能够决定政治行为，要视制定外交政策

的过渡，从而成功地将国际政治描述为国家之间

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而定。”[13](P.36,35)

的权力斗争。类似于人性的两面性，他认为国家

关于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根据摩根索的相关

利益的概念也包含了两个因素 ：一是逻辑意义上

论述，有学者总结认为“权力是政治的目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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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是政治的实质”，[22] (P.82) 因为摩根索曾指出“国

认为各层次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是常态。但值得指

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

出的是，他认为次国家利益或超国家利益虽然其

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

价值低于国家利益，但在它们的正当范围内却是

[13](P.55)

接目标。”

还有学者认为“摩根索把国家利

益等同于权力即一种对权力行使对象行动的控制
力量”，

[23](P.111)

从而，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就是保持

实在的和值得考虑的。
第四，对于摩根索的学术生涯，他的学生肯
尼思·汤普森总结说，“摩根索的研究集中在权力

权力、增加权力和显示权力。对于这种认为摩根

或国家利益与道义的关系上。”[19](P.101) 对于道德，

索在权力和利益之间划上了等号的观点，笔者不

摩根索指出政治现实主义明白政治行动的道德意

能认同。根据摩根索的论述，国家利益的不变成

义，但是它拒绝把特定的道德愿望等同于普天之

分其实是构成国家权力基本要素的一部分，所以

下适用的道德原则，而是坚持认为普遍的道德原

如果说追求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根本目标，那

则在抽象的普遍形势下是无法适用于国家行为的，

么认为追求权力是国际政治的直接目标，两者在

道德原则必须经过具体时间和地点的环境的过滤，

这种意义上的确是辩证统一的，但是当涉及国家

政治伦理在判断行动时，要看它的政治效果如何。

利益的可变成分时，它们就失去了这种交集，因

他认为民族国家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所遵循的道德，

为摩根索主张国家对可变利益的追求，在基于权

不同于普通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所遵循的道德（区

力的前提下某种程度上还必须考虑道义的要求。

别于威尔逊），政治家作为国家领导人，没有权利

因此可以认为摩根索对国家利益问题的理解是，

为了维护个人的理想做出使整个国家和人民陷入

以领土、政治制度及文化的完整（即安全）为核心，

生死存亡危险的决策，对不同政治行动的后果进

以力量大小（权力）为其尺度和实现工具。不过

行权衡的谨慎是政治家至高无上的品德。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以权力界定利益本质上也

不过这些观点并不意味着摩根索就忽视了政

意味着一国权力越大，所能追求的国家利益就越

治中的伦理道德，事实上他认为一套国际道德原

多，因此作为利益实现工具的权力，它在本质上

则的无形影响不仅约束着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政

也是一种应予追求的利益，所以保持权力、增加

策，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定义着国家利益，特别

权力和显示权力也是国家利益的构成部分。

是当政治家在选择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的可变成

除了提出以权力界定利益的原则外，摩根索

分时。首先，道德原则具有限制权力滥用的功能，

还讨论过如何具体界定国家利益的技术性问题，

“从《圣经》一直到现代民主制度的道德标准和宪

并认为科学的界定是可能的，只是由于受到种种

法安排，这些规范性体系的主要功能一直是使权

因素的影响，这种科学性可能有限。

[1](P.94)

他指出

力欲望保持在社会可以容忍的界限内”，“否则，

有三种利益可能会对本质上属于一国的合法国家

这种权力追逐不是使社会四分五裂，就是使弱者

利益构成侵蚀 ：
（1）次国家利益（种族集团或经

的生活和幸福屈从于强者的专横意志。”[13](P.261,262)

济集团所主张的集团利益、各种地方利益）；
（2）

其次，有些“道德原则是如此强有力，以至于可

他种国家利益（即不属于由一国合法政府所正式

以把那些只通过侵犯他国基本权利才可以实现的

界定的国家利益，如个人叛国服务于他国利益、

目标排除于政治利益领域之外。这些道德原则与

某些少数民族、种族集团及意识形态少数派认同

其说界定了追求政治利益的国际行动，不如说界

的他国利益）；
（3）超国家利益（宗教团体、国际

定了可能的政治利益领域本身，所以政治家甚至

组织所宣扬的利益），并认为国际组织对国家利益

没有想过把只有靠破坏那些基本权利才能实现的

所构成的侵蚀最为严重。从以上划分来看，摩根

利益看成是可能的政治利益。”[13] (P.11) 因此，摩根

索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国家利益有层次之别，并且

索认为把道义原则和国家利益看做对立的力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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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错误的，他认为道义原则必须与现实主义、

道德，不仅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而且意识到别国

谨慎原则一起运用到国际环境中，只是要顾及将

的利益，从而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国家利益与别国

其滥用的后果。

的利益相一致。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他论述的
一个重点，他反对十字军式的意识形态追求，认
为政治家都必须认识到追求本国利益其实是追求

五、结论：两派观点
与研究方法的异同

实际的、利己的权力增长，而不是追求无私的争
议或无瑕的道德理想，违背这一原则的后果很严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认为理想主义与传

重。“如果一国强调道德原则而忽视国家利益，它

统现实主义在对国家利益的研究上存在着这样几

会难逃国家自我毁灭的威胁 ；如果它能逃出这苦

点相同之处 ：第一，人性是它们共同的逻辑起点。

海，它又可能落入十字军精神的火坑，而十字军

第二，历史的、哲学的、法律 - 制度的方法是它

精神是国际道德的最大破坏者。”[13] (P.18) 基于这种

们共用的研究方法，只是传统现实主义侧重前者，

认识，他坚决反对越南战争，反对对中国的遏制

理想主义更侧重后者。

政策，反对威尔逊式的道义与外交政策观念以及

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关于人性，理

卡特的普遍人权外交，认为它们是反共意识形态

想主义认为人性是可塑的，传统现实主义认为人

在作祟，有悖于真实的国家利益。不过从另一个

性的利己主义和支配欲是恒定的。第二，理想主

角度出发，摩根索也认识到了二者的一致性，即

义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在根本上是和谐的，不和

意识形态可以被用来为权力斗争辩护，使权力斗

谐是源于种种现实的外在因素，传统现实主义认

争合理化、合法化。

为国家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冲突的。第三，理想主

第五，关于国家利益的实现，摩根索认为一

义认为一国的国家利益应该通过推进国家之间的

国必须实行理性的外交政策，以使危险减至最小

利益和谐，通过道德、国际法、舆论的力量、民

使利益增至最大。因为在他看来，国家实行外交

主以及教育的普及等手段来实现，而传统现实主

政策所追求的目标，能够包括有史以来任何国家

义认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根本手段唯有权力，只不

曾经追求的以及可能追求的任何目标，但是用于

过同时要兼顾道德、国际法等的要求。第四，理

其中的资源却必然在数量和种类上受到限制，没

想主义的另外一个逻辑推导起点是普世的道德法

有什么国家能以足够的资源和以相等的活力来推

则，而传统现实主义隐含的另一个逻辑推导起点

进它所渴望的所有目标，所以他认为任何国家都

则是国际无政府状态。

必须尽可能合理地分配不足的资源。对于资源的

需要特别补充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国家利

合理分配，他认为首要的是要了解清楚国家利益

益观论争基本上就是传统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进

中的必要成分和可变成分之间的区别，一是不要

行批判以及自身观点阐释的过程，因此从严格的

将可变成分当成是必要成分，认为获得这些利益

意义上来说它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论战，[24](P.3-26) 所

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二是不应去寻求不仅对于本

以也就没有作为结果的观点与研究方法的相互借

国存亡不必要，而且还会给本国带来危险的目标。

鉴、吸收与修正，这种局面一直等到科学行为主

合理的做法是遵循一个多国世界所应遵循的政治

义学派的兴起才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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