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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1971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日益紧密，中国的联
合国研究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深入发展。如果以时间为轴，从机构、学者、成果三个方面对中国
的联合国研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联合国研究的显著特点 ：从研究视角来看，中国的联合国研
究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较为紧密，这使得学者偏重政策性研究，其目的在于为中国外交服务，并非纯
粹学术研究 ；从研究领域来看，当前中国联合国研究的关注领域相对广泛 ；从研究资金来看，联合
国研究资金相对缺乏，当前资金主要来自个人或研究团体的自筹 ；从联合国研究现状看，当前中国
的联合国研究仍然呈现出“既前沿又边缘”的特点，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尚未达到“显学”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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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国是由主 权 国家组 成 的世 界 性 国 际 组

为客观全面地对 40 年来中国与联合国的互动

织，自 1945 年签署《联合国宪章》至今已拥有

进行总体的回顾与探究，笔者通过搜集相关研究

193 个成员国。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

机构的发展历程、研究状况、学术活动等方面的

通过 2758 号决议，正式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

资料，结合对联合国研究专家的采访，梳理了中

法席位。从此，中国以联合国为平台，开始展开

国联合国研究的发展历史，分析了其研究现状 ；

多层次、大范围的多边外交。

同时，通过对中国 40 年来联合国研究的论文和著

40 年 来， 中 国 与 联 合 国 的 关 系 日 益 紧 密，

作的汇总，试图从成果的内容、数量等方面的变

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也随着时代的改变不断深入发

化分析中国联合国研究的特点和趋势，指出新时

展。目前，中国的联合国研究机构（包括联合国

期联合国研究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本文以时间为

协调机构、联合国学术研究机构、与联合国有关

轴，从机构、学者、成果三个方面对中国的联合

的培训机构，但不包括外交部等政府机关）分布

国研究进行阶段性的论述。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可

广泛，相关研究成果丰富。

分为四个阶段 ：
（1）1971-1978 年，中国的联合国

* 作者感谢王逸舟教授的指导和大力支持，感谢《国际关系学院学报》匿名审稿专家所提的修改意见，然而文中错讹与疏漏之处仍由作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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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特点为“不重视，不作为”，研究成果较

权利的斗争》。[1] 除此之外，中国还翻译了一系列

少，没有专门的联合国研究机构 ；
（2）1979-1989

介绍联合国概况的书籍，如联合国新闻处编写的

年，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承

《联合国手册》[2] 与《联合国概况》[3] 等。虽然这

认《大西洋宪章》开始，客观评判联合国功过，

些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著作，但是毫无

正视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大国作用 ；
（3）1990-2000

疑问自此“联合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研究者的视

年，伴随着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成功召

野。另一方面，通过论文统计可以看出，此阶段

开以及国家“七五”、“八五”、“九五”计划对联

中国学者发表的联合国研究论文很少，仅有 4 篇

合国研究的支持，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开始系统化

《第三世界在经济领域中反
（参见图 1）, 分别为 ：

并取得较大发展 ；
（4）进入 21 世纪，中国联合国

帝反霸斗争的新回合——关于第四届联合国贸易

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相关论文年发

和发展会议》、[4]《联合国人口委员会》、[5]《联合

表数量呈几何式增长，联合国研究呈现出“多点

国关于山地林区公路及集运材规划的专业讨论会

开花”的时代特点。

报告》、[6]《修改联合国宪章是第三世界反霸斗争
的需要》。[7] 真正以联合国为研究主体的第一篇论

一

不重视、不作为

文是张梦白发表在《江苏师范学院学报》上的《修
改联合国宪章是第三世界反霸斗争的需要》。此

在第一阶段 (1971-1978 年 )，中华人民共和

外，这阶段内，并无相关的翻译论文引入。这反

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向世界各国阐

映了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对联合国研究并没

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三个世界”理论。中国与

有给予相应的关注。

联合国处于磨合期，双方互动集中在领土、主权、
安全等领域。
这一时期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尚未成型，缺乏
独立的联合国研究机构，研究力量薄弱，存在研
究人员缺乏、研究范围狭窄、学术观点受政治影
响颇大等问题。纵观当时的相关论文①及著作，学
者们对联合国的主观否定大于客观评价。学者观

图1

第一阶段论文年发表量

点服从内宣主流，各自的特点表现不明显。总体
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基本上是“不

二 起步之初，波折前行

重视②，不作为”，即对联合国地位的“不重视”、
对联合国相关研究的“不作为”。

受国内、国际双重影响，第二阶段（1979-1989

即便如此，此阶段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仍然有

年）中国对联合国的地位实现全新的认识。国际

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一方面，中国恢复联合国

方面，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在联合

合法席位前没有论述联合国的著作，1971 年后，

国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广大中小国家在联合国事

这一状况得到了改善，代表作是 1971 年出版的《历

务上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根本上打破了

史潮流不可抗拒——关于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

超级大国左右联合国的局面。中国拓宽了与联合

① 遴选标准：在中国知网学术总库中，以“联合国”及联合国分支机构（机构对应的中英文关键词，如“UNDP”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为主题、以1971-2011年为时间段，勾选中国学术期刊网络总库与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勾选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辑与社会科学Ⅱ
辑，不包含英文扩展，进行分别搜索，得出相关数据后，剔除简讯、报导、记实、访谈，得出统计样本。
② 2012年5月2日，笔者采访外交学院江国青老师时，江老师提到：“过去中国对联合国的地位认识不正确，当时我们认为联合国只是一个
‘斗争的场所’，而没有将其视为一个‘合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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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合作范围，其中涉及裁军、人权、维和、核

国独立研究（即学者独立发表研究成果，而非翻

控制、环境保护等众多方面。国内方面，随着改

译外国相关成果）的先河，并为联合国学科建设

革开放以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打下了坚实基础。

决议》的发表，中国国内学术自由度有所提高，
政治因素对其影响有所减弱。

20 世纪 80 年代学者们的研究仍明显受到政治
导向的影响，致力于为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大国地

从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对联合国的评价趋于

位正名 ；同时，中国学者们也走出了对联合国“不

客观，着重关注中国与联合国对彼此的重要作用。

重视、不作为”的状态，针对联合国历史和联合

从论文统计上看，论文发表数量持续增加，研究

国的国际法作用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例如，

范围有所拓展，反映出学界对联合国研究的关注

赵理海教授在 1982 年的著作《联合国宪章的修改

程度有所提高。但此阶段，专门的联合国研究人

问题》中，[9] 集中概述了联合国成员国在修改宪

员仍然较少，鲜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联合国研究

章问题上的斗争情况及各方立场 ；又如，李铁城

仍处于起步阶段。

教授在 1984 年发表论文《大西洋会议和大西洋宪

（一）机构 ：中国联合国协会“一枝独秀”

章的历史地位》，[10] 集中讨论了促进联合国成立的

此阶段，中国对与联合国的互动越来越重视，

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再如，赖亚力大使在 1985 年

中国联合国协会成立并发挥重大作用，但是此时

发表的《联合国与第三世界——纪念联合国成立

期并无对联合国进行专门研究的学术机构。

四十周年》一文中，[11] 论述了联合国的组织建设

作为重要的联合国协调机构，中国联合国协

发展和第三世界国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会于 1985 年正式成立。中国联合国协会致力于普

从这些具有学科奠基作用的学者作品可以看

及联合国知识，促进对联合国组织及其活动的了

出，这一时期的学者已然摆脱了“文化大革命”

解、研究和宣传，促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时期对联合国“一边倒”的批判，开始以客观公

的实现，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友谊和合作。

正的视角评判联合国的历史功过。

1988 年联合国为中国联合国协会颁发了“和平使

（三）成果 ：在波折中前进

者”
奖，
表彰其在与联合国互动中做出的巨大贡献。

学术专著方面，改革开放之后的 20 世纪 80

发展至今，中国联合国协会活动更加丰富 ：

年代初，中国的学术开始活跃，中国最早的联合

出版书籍，举办讲座、研讨会和培训班，组织“模

国研究专著为 1982 年赵理海所著的《联合国宪章

拟联合国”和联合国知识竞赛，开展对联合国和

的修改问题》。

国际组织的战略性、前瞻性研究。自 2000 年起中

这一阶段中国联合国研究论著有以下特点 ：

国联合国协会在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享有“全

首先，联合国研究刚刚起步，基础相对薄弱，10

面咨商地位”。[8]

年间国内联合国研究的专著总共只有 11 部。其次，

当今的中国联合国协会第四届理事会汇集了

学习与借鉴国外的联合国研究成果与经验，共出

中国联合国研究领域的诸多学者精英，包括名誉

版了 3 本国外联合国研究译著，分别为来自苏联

会长李道豫，会长陈健，副会长陈士球、张小安，

学 者 列 西 奥 夫 斯 基 的《 联 合 国 前 秘 书 长 死 亡 之

总干事张小安以及资深顾问、常任理事会成员、

[12]
美国学者里昂惕夫的《世界经济的未来——
谜》、

理事会成员等近 200 位专家学者。

联合国的一项研究》[13] 与日本学者樱井玲二的《汉

（二）学者 ：学科奠基人

堡规则的成立及其条款的解释》。[14] 再次，联合国

此阶段，许多老一辈学者重返联合国研究书

研究主要从国际法的角度进行，并对民国时期参

案 ；适逢联合国成立 40 周年纪念，许多学者也纷

与联合国的活动进行了一定的整理和研究。最后，

纷加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团队，开启了中国对联合

随着 1979 年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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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成立，中国开始出现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联
合国分支机构进行研究的著作。

术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于 1993 年成

论文发表方面，此阶段以联合国为主题的论

立，该研究中心致力于更系统地研究和梳理联合

文年发表量明显增加，在 4-39 篇范围内波动，最

国组织的理论、历史、机制等相关问题，分析联

高值是 1988 年，最低值是 1982 年。由于改革开

合国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面临的

放的程度深化，中国参与联合国行动增加，关于

挑战。

联合国研究的论文发表量呈稳定增长态势。如《联
[15]

合国会议上的程序战》、 《联合国修改宪章斗争
[16]

的形势和问题》

等。（参见图 2）

在李铁城老师的积极带领下，北京语言大学
联合国研究中心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承担了当时国
家和教育部的重要课题研究工作，比如“在战后
国际关系中的联合国”，“联合国内部机制研究”，
“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研究”等，这些研究在国内
将中国联合国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此外，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还召开
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议，屡开风气之先，吸引
钱文荣、郑启荣等一批学者正式投入联合国研究的

图2

第二阶段论文年发表量

队伍。如 1992 年举行的“联合国与世界秩序研讨
会”尚属国内首次关于联合国的会议，主要讨论了

三 广泛研究，蓬勃发展

联合国历史、现状及其在建立世界新秩序中的作
用，对国内的联合国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伴随两极格局瓦解，联合

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4

国的作用凸显，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西方世界的制

年，该中心以联合国组织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

裁。为了冲破这一困境，中国加大了与联合国的

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的地位、作用、机构设置、

合作。在此阶段（1900-2000 年），中国的联合国

运作机制、外部影响环境，联合国与主权国家、

研究趋于繁荣，这得益于中国对联合国研究予以

与其他地区性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等，

重要支持。除利用“七五”、“八五”、“九五”计

联合国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和功能，

划资助了多个联合国相关项目外，国家还多次组

在国际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中的作用等等。该中

织召开相关的学术讨论会。

心成立后组织了“冷战后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联合国研究的论文数量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法律依据和作用”等自

持续上升，研究范围延伸到妇女、军控、裁军、

选课题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与联合国》、
《联

毒品、维和、改革、海洋保护、经济秩序等多个

合国春秋》（上下册）、《联合国的重大决策》、《国

领域。联合国专门研究人才有所增加，学术著作

际组织概论》等 3 部学术著作。此外，该中心不

呈现出多样性，学者表现出独特的学术个性。

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如 2004 年 12 月时值联合

（一）机构 ：北京高校创风气之先

国成立 60 周年前夕，该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借着 20 世纪 90 年代初对联合国研究的高潮，

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共同举办了“历史回顾、改

中国的三所高校（北京语言大学、外交学院和中

革前景与中国作用——纪念联合国诞辰 60 周年”

国人民大学）分别成立了联合国研究中心，在学

学术研讨会。①

① 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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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联合国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5 年，该

中国在联合国维和领域的研究空缺 ；又如，北京

研究中心依托外交部和外交学院联合国实践与研

大学的张海滨教授致力于研究联合国在国际环境

究的良好基础和强大资源，协调和整合院内外有

治理中的作用，自 1995 年起发表了《保护环境——

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法等学科的专业研

联合国的重大课题》、[22]《联合国在世界环境与发

究人员和外交业务人员，密切跟踪联合国事务以

展事务中的作用》[23] 等论文以论述联合国和全球

及与联合国有关的国际机制的发展动向和趋势，

环境保护事务的关联。

进行跨学科研究，推动中国联合国研究的发展与

此阶段，随着联合国在中国舆论界的曝光率

进步，为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国际合作提供理论支

上升，传媒界对于联合国也从简单的事实报道转

撑与服务。

至更深入的探究。以新华社记者钱文荣为例，他

外交学院是国内少有的几个联合国选定的联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表了一系列颇有深度的联合

合国资料托存单位之一，该中心充分利用这一条

国评论文章，包括《〈联合国宪章〉和国家主权问

件，不断加强自身的资料库建设，并定期发布《联

题》、[24]《联合国安理会权力结构面临挑战》、[25]《联

合国研究通讯》，使中心成为有关联合国研究的学

合国的改革及发展趋势》[26] 等，从多方面、多角

术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平台。[17]

度探讨了联合国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二）学者 ：各方学者的广泛研究

这一时期为联合国研究的上升期，各个领域

适逢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合

的学者、专家都对这一话题有所涉及，导致很多

法席位 20 周年纪念，中国的联合国研究有了巨大

成果都是学者个人研究方向的“副产品”。此外，

的发展 ：众多学者投入到联合国相关研究中，大

学者的研究以个人兴趣和国际形势的发展需要为

量学术文章得以发表，一批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及

导向，未进行集中整合。这样虽然可以呈现出不

项目得到落实。同时，最早一批驻联合国的外交

同的研究视角，但缺乏整体规划和牵头机构，使

外事官员大体到了退休年龄，他们回国后将联合

得大量题目被重复总结和探讨。

国工作实践经验带入了国内的联合国研究中，很

（三）成果 ：质与量的同步起飞

多外交官本身也开始了联合国研究，发表了相关

学术著作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中国

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例如，陈鲁直大使回国后与

在联合国事务中逐渐活跃，中国联合国研究出现

[18]

李铁城教授合著了《联合国与世界秩序》，

集中

了新的发展。

论述了联合国在世界秩序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

此阶段联合国研究呈现以下特点。首先，中

挥的独到作用 ；又如陈健大使以中国联合国协会

国的联合国研究呈现平稳发展的态势，在 1995 年

为平台，整合分散在全国的联合国研究人员，开

前后由于适逢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形成一个了联

展联合国学术研究、举办讲座和培训活动，对中

合国研究的高潮。其次，联合国研究的领域也呈

国联合国研究和中国与联合国的互动均起到巨大

现多样化的趋势，并且形成系统化研究，出现了

推动作用。

专注于维和、环境、气候等新兴领域的研究课题 ；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也从对联

此外，还出现了针对中国外交官、中国驻联合国

合国的基本概述转到具体领域的探究。例如，外

代表团官员参与联合国行动的纪实文学与人物传

交学院的郑启荣教授自 1992 年起在《外交学院学

记，反映出中国联合国研究的深入和细化。

报》及其他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联合国维和

论文方面，随着冷战结束，联合国在国际事

的研究论文，包括《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新发

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阶段的论文年发

展》、[19]《联合国与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20]《联

表量随之再上一个台阶，1995、1996、1999 年的

[21]

合国——面向 21 世纪的维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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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弥补了

年发表量突破三位数。最高值是 1995 年，论文数

达到 217 篇；最低值是 1990 年，只有 19 篇。如《联

学术研讨会，与亚洲学者联合会合作共同主办“争

合国举行千年首脑会议确保联合国在新世纪的地

论中的多边主义 ：亚洲寻求共识”国际学术研讨

位》、[27]《联合国及在联合国享有咨询地位的刑事

会，等等。[29]

组织》[28] 等文。在此阶段，中国关于联合国研究

北 京 大学 对 联 合 国研 究 有着 深 厚的 历史 溯

的论文进入了总体稳定增长的阶段，形成一定规

源。北京大学法学院是最早从国际法角度对联合

模（参见图 3）。

国进行研究和著作翻译的机构，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从 1974 年起便定期对联合国会议和相关文
件报告编制参考资料简报。近几年成立的北京大
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专注于国际组织对于新兴
国际问题的处理机制研究，突出探讨国际组织在
环境治理、食品安全、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

图3

第三阶段论文年发表量

域发挥的独特作用，旨在对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
域的国际政策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较为年轻的研究机构当属 2010 年 12 月成立

四 新世纪新面貌，国际化新视野

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
第四阶段（2000-2011 年），中国的联合国研

该中心“依托北京外国语大学，提高中国的联合

究迸发出新的活力，相关研究机构、著作出现爆

国与国际组织研究的水准，同时为社会提供专业

炸性增长。时值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40 周年，相

化服务，向联合国与国际组织机构输送具备国际

关机构与学者纷纷对 40 年来中国的联合国路程进

组织与多边事务专业知识和国际事务处理能力的

行了回顾与研究。这一时期，联合国研究机构众

高级人才。推进中国在联合国与国际组织及其相

多，论文数量庞大，学者观点鲜明多样，研究较

关领域的研究，为国家外交决策与实践提供理论

为全面深入。虽然成果颇丰，但目前中国的联合

支持和政策咨询，为促进中国在联合国与国际组

国研究仍未实现组织化，各方学术力量仍然有待

织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

整合。

形象服务。”[30] 由于研究中心成立时间比较短，仍

（一）机构 ：雨后春笋般发展迅速

然处于建设之中，但在青年学者刘铁娃等积极带

进入 21 世纪，中国各大联合国研究机构如雨

领下，该中心为联合国研究带来更多的活力。
（二）学者 ：青年学者更注重与外界的学术

后春笋般纷纷建立。目前，联合国专门研究机构
大部分为挂靠高校的研究中心。

交流

在陈健大使的积极倡导下，复旦大学联合国

2000 年，伴随着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召开，

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于 2007 年在上海成立，中心

联合国的世界影响力也达到顶峰。然而顶峰过后，

成立的宗旨是 ：加强联合国和国际组织问题的研

中国对联合国研究的“井喷式”热情逐渐消退。

究，培养联合国和国际组织领域的人才，扩大中

老一辈学者到了退休年龄，少数仍然在坚持学术

国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帮助提高

研究 ；与此同时，一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加入联

中国参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事务的水平和能力。

合国研究队伍的学者也对联合国研究失去兴趣，

该 研 究 中 心 为 进 一 步 推 进 学 术 交 流， 举 办

转而探究新兴热点话题。九一一事件后，联合国

“联合国研究论坛”（Fudan Forum for UN Studies,

在新世纪的国际战争和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再

FUNS），邀请联合国官员和学者来中心演讲 ；与

次受到重视，国内也出现了一批研究联合国在新

中国联合国协会共同举办了“中国的联合国外交”

兴热点领域（例如非传统安全领域）作用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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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于宏源教授，致力于

世纪联合国研究继续稳步上升，在 2005 年达到高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并于 2005 年发表《〈联

潮。此阶段的联合国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中国气候变化政策协

整体上联合国研究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

[31]

评论联合国在国际制度建设上对气

期。2001-2011 年，共出版 112 本联合国研究相关

候变化的贡献 ；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

专著，其中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著作 78 本，译著

政治研究所的李东燕教授，自新世纪伊始致力于

11 本，回忆录与人物传记 8 本，报告、文献汇编

联合国研究至今，并于 2004 年发表了《联合国的

15 本，远超过之前 30 年研究著作的总和，反映出

[32]

中国对联合国学术研究的整体活跃，也体现了新

调的发展》

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

论述了联合国在非传统

安全领域的作用。

时期联合国作为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开始获得更

21 世纪初，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学者已然具有

大的重视。其次，国内联合国研究的领域更加全

了大量学术资料积累和外交经验总结，使得一系

面、系统，并且开始重视人权研究、联合国与大

列具有总结性质的联合国研究著述也得以发表。

国关系以及联合国青年事务等新兴领域，反映中

例如，李东燕教授自 2000 年起发表了一系列联合

国的联合国研究紧跟时代的发展，关注热点话题 ；

[33]

国及联合国研究的总结性著述，包括《联合国》
、

此外，对国外学者的专著译作也有所发展，多于

《联合国研究 60 年 ：理论 • 政策 • 方案》
、[34]《联

前 30 年联合国译作的总和。其中，新世纪的译著

[35]

等，对于联合

不仅仅有对日本与俄罗斯著作的翻译，更出现了

国研究的归纳整合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联合国

对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加拿大、奥地利、斐济、

研究较为成熟的地位也使得科研经费申请愈发顺

新西兰等国学者著作的翻译，体现了我国联合国

“2000 年至今中国的联
利，可以说在研究资源上，

研究领域与视角都更加的广阔。

合国改革的进程、现状与前景》

合国研究学者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优势”。①

论文发表方面，中国的联合国研究步入新时

随着 中国在联 合 国中发 挥 着越 来 越 大 的 作

期 ：以联合国成立 60 年为契机，“联合国千年首

用，世界对中国联合国研究的成果也愈发关注。

脑会议”、“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等重大国际会议

中国在将联合国“引入”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努

的召开以及中国频繁展开维和活动等，使得中国

力，但在“让中国观点走向世界方面”还有很大

关于联合国研究的机构、著作和论文都有了爆炸

的发挥空间。 青年一代学者在这方面潜力很大，

性的增长。如《从联合国改革看 2005 年国际形势

他们具有国际化视角，注重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

特点》。[36] 此阶段年发表论文量在 105-276 篇之间。

向世界介绍中国对联合国的态度，并推动中国的

最高值是 2006 年，最低值是 2002 年（参见图 4）。

②

联合国研究成果走向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早年致力于联合国研究
的学者，更多地参与到青年学者的培养中，对学
科未来发展起到巨大作用。例如北京大学的王逸
舟教授一直积极推动联合国研究，鼓励年轻学者
和学生开展有关联合国研究的调查、讲座和模拟
联合国活动。
（三）成果 ：新世纪的全面发展
成果方面，在经历了 20 世纪末的回落后，新
① 本课题组于2011年12月21日采访李铁城教授，采访中李教授如是说。
② 本课题组于2012年4月20日采访刘铁娃老师，采访中刘老师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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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第四阶段论文年发表量

从研究发展速度来看，当前中国联合国研究

五 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

发展迅速。近年来，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其中年
轻学者数量也不断上升。在政府的积极鼓励下，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大国

各高校相继建立了联合国或国际组织研究中心，

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愈发重要。

比如北京语言大学、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联合国作为多边外交的中心，得到了中国政府的

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联合国研究中心等。

日益重视，中国学者对这一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

从研究资金角度来看，联合国研究资金相对

织的研究兴趣也越来越浓厚。

缺乏，当前资金主要来自个人或研究团体的自筹，

笔者基于对 40 年来中国联合国研究成果的汇

通过申请不定期开放的国家的重要研究课题②或者

总分析，结合对相关专家学者的访谈，提炼出当

境外学术研究基金③来获得研究资金。虽然政府对

前中国联合国研究的现状特点 ：

联合国研究的支持已经有所增加，但关注程度仍显

从研究视角来看，中国的联合国研究与我国

不够，目前国内基本没有专项的联合国研究资金。

的国情结合较为紧密，学者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

从联合国研究现状看，当前中国的联合国研

总是时刻保持着作为中国学者对现实的关切。从

究仍然呈现出“既前沿又边缘”的特点。作为一

本课题的汇总情况来看，在 163 本中国学者的著

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如果要

作中有 31 本是以联合国与中国为主题的，占总数

到达外国同类研究的“显学”水平，还有很长一

的近 20% ；而绝大多数其他主题的著作中也提到

段路要走。目前，加强学术研究整体规划、协调

中国与联合国的互动，或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

和交流是建立完整学科体系乃至一个“联合国学”

与作用，或联合国的公约、议题在中国的实践与

的首要任务。在此方面，包括中国联合国协会在

发展等。

内的协调机构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研究与中国国情的紧密联系使国内学者偏重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为 整 合 国 内 联 合 国 研 究 资

政策性研究。研究主要目的在于为中国外交服务，

源，改变学政分离的局面，中国联合国协会率先

并非纯粹学术研究。本课题小组从研究报告、访

于 2011 年 3 月 9 日成立中国联合国研究联席会议

谈等获知 ：中国相关学者参与联合国工作程度小，

机 制（China Academic Net for UN Studies）。 该 机

研究主要是在为政府部门的政策提供依据 ；其他

制针对新形势和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领域面

从事外交外事工作的联合国研究相关人员虽然参

临的新问题和诸多新挑战，引导、规划和组织专

与实践度较高，但他们的成果一般不公开发表。①

题研究，对内为政府决策和外交一线工作提供具

从研究领域来看，当前中国联合国研究的关

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对外有选择地

注领域相对广泛。就本课题搜集的各阶段研究成

与国外多边学术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以跟踪、

果的领域看，早期联合国研究仅限于国际法、大

了解国际上有关联合国改革和其他多边机制发展

国关系等领域，而当前中国学者在更广泛的领域

新动向。学术交流从参加日韩机制起步，进而将

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从历史、安全、机制、

其扩大为中日韩联合国研究机制，也可加强与其

国际法研究等传统研究领域到恐怖主义、气候变

他如美、欧、印等联合国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和

化、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与青年等新兴研究领域

地区的交流。[37]

都有较为成功的作品面世。

总的来说，从中国联合国研究发展趋势看，

① 笔者于2012年3月14日电话采访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驻印度尼西亚前大使陈士球先生时，大使先生在采访中如是说。
② 李铁城教授在访谈中提到：国家“七五”、 “八五”和“九五”三期社科基金重点资助了联合国课题的研究，李教授参与了其中几大重要
课题，如“联合国内部机制研究”的课题。
③ 笔者于2012年1月31日电话采访孙洁琬老师，孙老师在访谈中提到曾与其他研究人员针对联合国研究申请“加拿大创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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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进一步跻身世界大国、且在国际社会各

世界局势的改变和国内政策的调整，中国的联合

种平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的中国联合

国研究资金支持将更加丰实，研究视野将更加开

国研究将会有更大发展。随着信息网络化的发展，

阔，研究领域也将更加多元、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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