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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

朝贡体系下古代东亚秩序形成
*
与维系的内在逻辑
——批判地借鉴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
王存刚 刘 涵
【内容提要】 古代东亚秩序的形成与维系，同历史悠久的朝贡体系有着直接
的关系。因此，要有效揭示古代东亚秩序的内在逻辑，应当批判地借鉴以历史主
义见长的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探讨朝贡体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本质。在古代，
中国与朝鲜长时段的朝贡体系实质上是一种由中国主导并以其特有文化为基础、
周边诸政权普遍认可和积极参与的特殊国际制度。就中国而言，完全独立的政治
体制、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等级制的世界观，使其对外部的需求仅限于其他政
权对其至高无上地位的承认及其对相关制度安排的服从。而对周边诸政权来说，
只有与实力超强的中国建立朝贡关系，它们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安全保障，并取得
与中国贸易的机会，从而实现生存与发展两大目标。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
缺乏文化共识的前提下，由地区强国主导，可以促成某种功能性的国际制度，使
地区秩序得以维护，并在交往过程中反向促成文化认同。这一结论修正了英国学
派关于共有文化与国际制度的关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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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体系下古代东亚秩序形成与维系的内在逻辑
受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地区发展长期趋势的影响，古代东亚① 地区在发展
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不同于近代西欧地区的封闭、独立的国家体系——朝贡体系，
并衍生出了维系该体系的相关制度。② 19 世纪初叶西方文明大规模入侵，这一独特
的国家体系被强行终止，东亚国家也先后被纳入以主权为基本原则的条约体系——
欧洲国际关系的扩展版——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国家间的关系并未随
着交往规则的转变而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翻版。这一问题成为研究者的一大困惑，
并引发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产生了众多学术成果，但迄今尚未达成共识。③
在笔者看来，要破解这一困惑，必须回到历史进程之中，搞清楚古代东亚国
家的交往模式以及地区秩序得以形成与维系的内在逻辑。由此出发，笔者将综述
和评估英国学派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成果，探讨英国学派在方法层面对本文研究
主题的适应性，并在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尝试利用该方法解释古代东亚秩序形成
和维系的内在逻辑，并尝试发展既有的理论。

一 英国学派视野中的朝贡体系 ：主要观点与简要评价
长期以来，英国学派恪守历史主义研究路径，始终将国际社会作为研究重
心，通过对欧洲国际关系历史经验的长期考察，试图解释国际社会的构成与扩
① 目前学界对于“东亚”这一概念存在较大分歧。本文赞同费正清的定义：东亚由中国、朝鲜、
越南、日本及小岛琉球地区组成，这些地区是由古代中国分衍出来，并且是在中国文化区域内发展起
来的。参见[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②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edley Bull, Leicester :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3.
③ 相关研究成果包括：John King Fairbank and Ssu-yu Teng , “On the Ch’ing’s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 No.2 (June 1941), pp. 135-264; John King Fairbank,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1, No.2 (February 1942), pp. 129149;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喻常森：《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载《南洋问题研究》，
2000年第1期，第55-65页；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陈廷湘、周鼎：《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
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日]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
角》，王玉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
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张锋：《解构朝贡体系》，
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第33-62页；康灿雄：《中国影响下的文明与国家的形成》，载
[美]彼得•卡赞斯坦主编：《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2年版，第102-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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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① 由此创建了一套分析国际社会的理论框架。在该学派著作中，存在于古代
东亚的朝贡体系主要是被作为案例来验证国际社会理论的适用范围，但不同的
学者对“国际社会理论是否能用来解释东亚朝贡体系”这一问题存在明显的争议。
以马丁 • 怀特（Martin Wight）和赫德利 • 布尔（Hedley Bull）为代表的早期
英国学派学者基于对理论边界的保守态度，认为朝贡体系不在其理论解释范围之
内。怀特曾指出，形成国家体系（system of states）有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国际交
往的参与者是主权国家 ；二是它们承认彼此的平等地位。而朝贡体系中的东亚国
家则遵循完全不同的组织原则。在该体系中，中国始终认为自己应当承担中央权
威的角色，周边国家只能接受它的统治。② 布尔继承了怀特的观点，明确指出在中
国与朝贡国所构成的体系中，由于只有宗主国拥有主权，因此国家体系得以存在
的基本前提条件——同时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并不具备。③ 所
以，布尔认为他的理论并不适于对古代东亚朝贡体系的解释。
布尔之后的其他英国学派学者并不满足其前辈的理论仅能解释近代欧洲的现
象，并为此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其中华裔学者张勇进的观点颇富代表性。张勇进
曾将朝贡体系作为一种制度来解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④ 他指出，理解国
家体系的内部结构可以通过三个要素 ：主导国的道德诉求、体系的组织原则和程
序正义所遵循的标准。体系的结构凝聚了历史与文化传统，所以在这些因素中，
主导国家的道德诉求起最主要的作用，它决定后两者的现实形态。⑤ 古代东亚的朝
贡体系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哲学基础，中国作为整个体系的
文明中心有责任维持体系秩序的稳定。在这样的道德诉求下，朝贡体系的组织原
则是等级制的，程序正义以“礼”为标准。张勇进还指出，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
本身是一种松散模糊的制度安排，既不存在绝对的边界，也不存在宗主国与朝贡
国之间的决然对立。评判中国与朝贡国关系远近的唯一标准，是按朝贡国接受中

① 参见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1977;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
究》（第二版），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三章，18-60页；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84。
②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pp. 22-23。
③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第8-9页。
④ Yongjin Zhang,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Cox, Tim
Dunne and Ken Booth, eds., Empire, Systems and States: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51-58.
⑤ Yongjin Zhang,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Cox, Tim Dunne
and Ken Booth, eds., Empire, Systems and States: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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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明的程度将其区分为内夷（inner barbarians）与外夷（outer barbarians）。① 其内
容包含了贸易、结盟、外交等一系列的交往方式。总体上看，张勇进试图克服英
国学派早期理论家在对待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时所表现出来的西方中心
主义倾向，尝试把朝贡体系纳入到自己对国家体系的研究之中。② 但是，张勇进的
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假定中国传统的儒家文
化对朝贡体系的结构起着主导作用。但事实上，这只是古代中国统治者一相情愿
的设想，并未得到朝贡国的普遍认同。在实践中，朝贡国之所以愿意承认中国的
主导地位，是基于现实因素和自身利益的考虑。第二，认为朝贡体系包含的范围
不确定，是一个模糊而有弹性的制度。之所以确立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张勇进将
与朝贡制度并列的其他古代东亚地区制度包含在了前者之中，考察范围过于宽泛。
总之，由于忽略了对朝贡国行为逻辑的考察，脱离“西方中心主义”窠臼的张勇
进又陷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困境。
上述概要的分析显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在对古代东亚朝贡体系的分
析方面并不成功。那么，是哪些因素限制了英国学派的解释力？我们是否还能从
该理论中找到可供借鉴的因素，以发现东亚秩序形成与维持的内在逻辑？

二 英国学派研究方法的适用性 ：分析与借鉴
如前所述，英国学派长期致力于国际社会的研究，它的历史经验源于近代欧
洲的国际关系，它的研究成果也被认为更适用于分析近代欧洲国际社会的现实。
这一切都与传统欧洲国际关系的特点有着直接的关系。传统欧洲的国际关系是一
个封闭的国际体系，构成该体系的各成员国的文明具有同质性，由此产生的种种
国际制度有限而确定。观察古代东亚的国家体系，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体系由于
未受区域外的强国干预，与区域外的国家联系较少，因而具有相对独立性，结构
也较为简单。所以，古代东亚国家体系与近代欧洲的国际社会具有某种程度的相
似性。由此，运用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解释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具备一定的可行性。
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试图将英国学派的理论成果与古代东亚现实做机械的
结合，而是在综述英国学派分析国际秩序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将其理论分解为
观点、理论与方法三个维度，并抽离出可资利用的合理成分。
① Yongjin Zhang,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Cox, Tim Dunne
and Ken Booth, eds., Empire, Systems and States: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55.
② 参见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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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派国际秩序观的核心观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基本判断 ：国际秩序稳定与否
取决于共有文化和国际制度这两个层次的要素。共有文化包括共同准则与习惯，它
们难以界定，但却始终存在于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正是共有文化的存在，独立的
国家才联结为国际社会。① 国际制度是国际秩序不可或缺的内部要素，其中最重要的
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行为模式，例如外交、均势等，它们凝聚了成员的共识。② 至于人
们通常关注的那些有形的国际制度，如国际联盟、联合国等，在学者们眼中则没有
什么价值，因为他们相信面对复杂的国际现实，任何僵化保守的制度安排都将威胁
秩序的维持。联系近代欧洲的现实，其共有文化体现为对主权观念的普遍认同。在
这种共识下，国际秩序是一种稳定的格局，它保证着行为体享有生存权以及参与国
际交往的权利。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国际秩序的存在与延续都需要有相应的维持机
制，这些机制包括均势、传统外交、大国和不干涉原则四个方面。③
基于英国学派国际秩序观，我们尝试将其分离为三个维度，并分别考察它们
对解释古代东亚国家体系的适用性。
第一，具体观点维度。英国学派关于国际秩序的具体观点主要基于对近代欧
洲国际体系的考察。而该体系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被马丁 •
怀特 (Martin Wight) 称为“国际性国家体系”(international states system), 它由主权
平等的国家构成，散布其中的是无政府状态理念，相应的国际制度能够大体保证
成员国的基本权利，大国对地区霸权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规则的约束。
后者被怀特称为“宗主国 - 国家体系”
（suzerain-state system）, ④它以等级制著称，
各成员的地位明显不平等。位于体系顶端的中华帝国幅员辽阔，内部制度完善，
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周边国家。实力悬殊的周边国家不存在争夺地区霸权的冲动，
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自愿接受并积极维护与中华帝国的朝贡关系。⑤ 因此，在分
①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pp. 26-27;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
究》（第二版），第54页。
② 参见Herbert Butterfield, “Morality and an International Order,” in Brian Porter, ed., The Aberystwyth
Pap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19-196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42-345; Martin
Wight, “Western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p.103;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第59页。
③ 参见Herbert Butterfiel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p. 146；Martin Wight, Western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03; [英]赫德
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第80-183页。
④ 怀特关于国家体系的分类，见Martin Wight，System of States, Leicester: Leicester Press and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77 ,ch.1.
⑤ 费正清曾写道：“参与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异族统治者在与天子接触时，都要遵守适当的礼仪。
所有这些礼仪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朝贡制度。”参见[美]费正清：《一种初步的构想》，载[美]费正清
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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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古代东亚国际秩序时，我们无法借鉴英国学派的具体观点。
第二，理论框架维度。前文的归纳显示，英国学派关于国际秩序的理论框架
涉及共有文化和国际制度两大要素，每一要素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若干具体方面。
这一理论框架同样基于近代欧洲的实践。在共有文化方面，近代欧洲国家在三十
年战争后普遍认同主权观念，在交往中承认彼此是平等的行为体 ；保证国家生存
权被确立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这些共识和准则基础上产生的国际制度相互
关联，兼顾了国家间实力的差异特别是小国的基本需求。① 但古代东亚却并不存在
类似的共有文化和国际制度。即便是历史悠久的朝贡体系，也并非源于中华帝国
与朝贡国的共有文化，而是在双方基于复杂利益考量而进行的重复交易过程中形
成的 ；各种具体制度之间或不具有相关性，或相关性较弱。可见，英国学派的理
论框架也不能被用来解释古代东亚秩序。
第三，分析方法维度。无论如何界定共识和制度，如何看待两者的作用，英
国学派的学者在研究国际秩序问题时，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着力探寻共识与制
度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共识促进制度形成”的判断。上述分析方法及判断在特
定时空范围内，在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两个方面都是成立的。从理论逻辑上讲，
如果存在长期互动，某一特定地区的人们在思维习惯、行为模式和集体记忆等方
面必然趋于一致，从而表现出某些共性。这些共性汇聚到一起便形成了某种文化。
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外在表现就是共识，落实到实践中便化作了制度。就历史逻
辑看，近代欧洲各国在长期互动中的确形成了有关国家基本权利、基本义务的共
识，并承认维持秩序的稳定是保证所有国家生存的必要条件。那些发端于实践的
制度尽管并非总是表现为明确的条目，但已化作普遍接受的基本规则，指导着近
代欧洲国家间的交往。因此，英国学派分析国际秩序的方法是有价值的。
因果关系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观念与制度的关系”在现实中也许并非只有
英国学派所固守的“共识促进制度形成”这种单一向度，还可能是反向甚至是双
向的。如果上述判断成立，那 么我们就可以将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借鉴到对古代
东亚的分析中去，而不必担心理论之于现实的水土不服。

① 参见Herbert Butterfiel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p.140, p.143; Herbert Butterfield, “Morality and an International Order,” in Brian
Porter, ed., The Aberystwyth Pap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19-1969,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42;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第135-137、160-162、
166-169、183页；John Vincent, Non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 pp. 33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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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古代东亚秩序形成与维系的内在逻辑 ：
以中国与朝鲜长时段朝贡关系为个案
在完成上述理论准备之后，我们将回归古代东亚国家关系实践的讨论。通过
上文对英国学派国际秩序观的分析，我们意识到秩序的维持需要多种制度作为支
撑，而制度的形成源于共有文化的存在。但客观事实是 ：东亚虽不存在英国学派
话语中的共有文化，但却在朝贡体系之下形成了特有的地区秩序。
在进行理论分析之前，有必要简要地梳理一下朝贡体系形成与扩展的历史。
朝贡体系是由中国西周时期的封建制度发展而来的。西周初年，周王通过分
封制度稳定了王朝内部的统治。而后在向外征讨的过程中，周王运用军事手段使
本政权内部的分封制度外化，将周边区域以亲疏远近为标准划为五服。① 秦王朝
建立政权后，统治者开始以国家为单位展开与其他政权的交往。秦王朝短命而亡
后，继之而起的西汉政权在对外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
与外部游牧民族——尤其是匈奴——的关系。它所采取的方略是恩威并用，但在
不同阶段有所侧重。在汉强匈弱时期，汉朝统治者在处理与匈奴关系时沿袭西周
的服事观和封建制度，并逐渐变和亲为朝贡制度，确立了册封、质子入朝等一系
列制度安排。东汉时期，中国已发展成为东亚最为强盛的帝国，在文明发展程度
上远高于当时的周边国家和部族。实力的悬殊、地理的毗连，使得后者在经济、
政治、文化等方面均有求于前者，并在相互交往中自愿或被迫地遵守由前者确立
的华夏礼制。朝贡体系的范围因之由匈奴、西域而扩展到日本、东南亚、南亚等
地。② 至此，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初步形成 ；后经历代发展，
至清朝前期达到全盛，相关制度安排与利益规定也详尽而严格。
朝贡体系的发展史表明，该体系自发端伊始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主导的，其
文化基础是中国自西周时代即已形成的一套以天子为中心的等级制国内政治观
念。在儒家文化的作用下，这套观念配合周朝形成的行政组织模式，使得国内
的政治观念自然地转化为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等级制世界观。在基于这套观念
而形成的等级制国际体系中，中国的皇帝居于顶端 ；中国则作为天下的典范，
对维持国际秩序负有特殊责任。③ 受此影响，中国对于世界的理解已无内外之区
分，如果天子至尊地位得不到外部承认，那么其国内统治的合法性也将遭到挑
① 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6-46页。
② 参见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第21页。
③ 参见 Yongjin Zhang,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Cox, Tim
Dunne and Ken Booth, eds., Empire, Systems and States: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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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① 据此，朝贡体系这一影响深远的制度产生。
进而言之，朝贡体系作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形成的国际制度，其目的在于维
护中国治下的地区秩序。而在缺乏共有文化的前提下，朝贡国显然没有理由帮助
维护这一制度。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理解古代中国统治者愿意维系朝贡体系的内
在动力，但仍无法解释为何朝贡国愿意维系该体系。而想要得到后一问题的答案，
我们需要转换研究对象，从朝贡国的立场去认识。为此，笔者选取古代朝鲜作为
重点研究案例。理由是，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不仅存续时间长，而且更为密切，
是东亚朝贡关系的典型案例。②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当时朝鲜半岛尚未形成国家。战
国时期，
朝鲜半岛部分地区被纳入中国版图。西汉时期，
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四郡，
扩大并巩固了中国在朝鲜半岛的行政体制。③ 随着汉朝的崩溃，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控
制渐趋衰弱，后者逐渐摆脱了中国的实际控制，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政
权。这一阶段可被视为中朝朝贡关系的开端。面对朝鲜半岛形成多个国家的事实，
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已不再将该地区视为自己的属地，而是要求该地区诸政权承认中
华帝国的中心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代。此时，由于高句丽和百济均表现出
对中国的离心倾向，唐王朝支持长期与自己维系密切关系的新罗吞并了上述两个政
权，统一了朝鲜半岛。④ 至此，中国与朝鲜两个国家确立了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其
后，虽然双方都经历了长期的内部动乱，但这种朝贡关系却基本得以保持。⑤ 至明朝，
汉族统治阶级重新统治中国，对内以恢复正统纲常礼纪为己任，对外则试图改善与
周边国家的关系，其中，更是将朝鲜列为 15 个不征国之首。⑥ 受此影响，明朝存续
期间的中朝朝贡关系在制度上得以进一步完善，并且余泽绵延。即便在清朝武力征
服朝鲜并迫使其称臣纳贡后，明朝建立的制度也大体被保留了下来。值得一提的是，
① 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1
页、第52-56页。
② 参见付百臣主编：《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2页；
刘信君：《中朝与中越朝贡制度比较研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85页。
③ 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
91-92页。
④ 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8年版，第147页、第150-152页。
⑤ 在随后的宋辽金时期，中国内部出现纷争局面。同期，朝鲜对应的是新罗末年的分裂时期与
统一的后三国时期。在这一阶段，朝鲜一方面需要来自中国对其合法性的认同，另一方面却难以确定
代表中国的政权。这导致中朝的朝贡关系经历了一段调整时期。直至后期金朝取得对辽的决定性胜利
后，高丽才与金朝建立了稳定的朝贡关系。参见付百臣主编：《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第26-28
页；刘信君：《中朝与中国和东南亚藩属国朝贡制度之比较》，载《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
期，第123-124页。
⑥ 参见付百臣主编：《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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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朝长期交往的过程中，
朝鲜半岛逐渐认同了中国的华夷观，
继而形成了自己的“华
夷观”
。只不过这种“华夷观”是以朝鲜为中心，将除中国以外的其他相邻民族视为
蛮夷。及至李氏朝鲜时代，朝鲜更是将自己视为地位仅次于中国的“小中华”
，并着
手构建自己的朝贡体系。①
在简要梳理了中朝长时段的朝贡关系后，我们发现，排除中国政权以武力逼
迫朝鲜归顺的个别情况，在更长时期内是朝鲜自愿维持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它之
所以这样做，既有政治考量，也有经济考量。
朝鲜的政治考量之一是维护政权生存。验证这一判断的最典型案例是唐代的
中朝关系。在唐代，朝鲜半岛存在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个政权，其中高句丽的
实力最为强大，且对另外两个政权觊觎已久。对新罗与百济来说，要维护自身生存，
就需要获得半岛以外的强大力量支持。毗邻而居的唐王朝就是这样的一种力量。
于是，它们分别向唐王朝派出使臣，表示归顺意愿。对于如何处理与朝鲜半岛三
个政权的关系，唐朝主要基于维持力量平衡的考虑。对于承认朝贡体系并与自己
长期保持密切往来的新罗，唐朝青睐有加。对百济，虽然其同样承认朝贡体系，
也与自己有所往来，但始终存有离心倾向，加之其与新罗存在深刻矛盾，并曾于
贞观十六年（公元 642 年）与高句丽联手打压新罗，因此唐王朝采取的是孤立政策，
并最终决意将其消灭。对高句丽，由于初期入朝纳贡的示好姿态，唐朝对其施以
怀柔和安抚的政策 ；后因其桀骜不驯，多次侵扰新罗，并且将日本引入朝鲜半岛，
唐朝转而对其连续征伐。最终，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消灭了其他两个政权，统一
了朝鲜半岛。② 上述史实表明，在古代东亚，中国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巨大实力差异，
一方面为等级制国家体系的生成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使得在近代欧洲
国际社会中长期存在并可被小国加以利用的均势体制难以形成。因此，一旦周边
国家或政权需要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只能选择实力强大的中国。
朝鲜的政治考量之二是证明政权的合法性。验证这一判断的典型案例是，朝
鲜王朝开国国王李成桂为求得中国皇帝认可，主动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1392 年，
李成桂夺取政权后即宣称，“以小事大，保国之道。我国家统一依赖，事大以勤，
立陵（恭愍王）于洪武二年，服事大明，其表云：
‘子孙万世，永为臣妾’，其诚至矣。”

① 参见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第178页；陈尚胜：《事大论—华夷论—
北学论》，载陈尚胜等：《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
出版，第279-309页；李岩：《试论朝鲜近代对华观的嬗变》，载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延边大学朝鲜韩
国研究中心编：《朝鲜•韩国研究》（第十辑），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304页。
② 参见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第4-8页；李德山：《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
形成、嬗变及其原因研究》，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2期，第23-29页；张暾：《唐朝与高
句丽、百济关系的恶化及其原因》，载《北方文物》，2008年第2期，第5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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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李成桂以“权知国事”的名义，遣使入明 , 并以“和宁”、“朝鲜”两国号请
后者决断。其虔诚归附之心昭然于世。① 从形式上看，李成桂的上述做法符合我们
通常理解的国际惯例，即一国新政权建立后，希望尽快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以
体现国际合法性，并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但它并不符合英国学
派关于国家政权国际合法性的标准。按照英国学派的观点，一国政权是否具有国
际合法性，在于它是否认同国际社会的共有文化，能否遵守并维持国际秩序的种
种制度。很显然，这一基于近代欧洲国家间交往的标准并不能解释包括上述案例
在内的古代东亚的现实。在古代东亚，既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共有文化，也不存在
建立在主权原则下的国际制度。因此，中国周边国家要获得国际承认，只有通过
获得中华帝国这一本地区国家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的认可来代替。
关于朝鲜积极融入朝贡体系的经济考量，可以通过考察明清时期的史实得到验
证。之所以选择这一段史实，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两个朝代相关政策的连续性。
相关研究显示，
“清朝对于海外国家来华朝贡贸易的政策，完全继承了明朝的相关政
②
二是这一时期的中朝朝贡关系相对稳定，朝贡关系下的封贡贸易和边境贸易
策”；

较以往均有较大发展。不过，在上述两种贸易关系中，双方态度和获益并不相同。
就中国统治者而言，他们并不在意获得多少实际的经济利益，而更看重朝贡关系的
存续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安全利益。正是基于这一点，清朝不断减免朝鲜的岁贡数
额。到雍正六年（1728 年）最后一次减免，朝鲜的岁贡数额只有最初的 1/10。与此
同时，
清朝对朝鲜的“回赐”和“赏赐”却在逐渐增加。到清朝末期，
朝鲜的“贡品”
与清朝的“赏赐”在价值上基本持平。③ 就朝鲜而言，除了上述政治考量外，经济利
益也是它们保持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所要追逐的重要目标之一，并且确实在很大程度
上实现了这一目标。朝鲜之所以有如此动机，还与当时中国统治者的另一项政策有
关。从明代起，中国统治者开始推行闭关政策，禁止本国民众与周边国家进行自由
贸易。如此一来，包括朝鲜在内的周边国家想要与中国进行贸易，便只能借助朝贡
体系下的另类交易方式 ：朝贡国向中国进贡，中国给予朝贡者赏赐。④
以上只是将中国与朝鲜之间的朝贡关系作为个案加以考察。纵观其他东亚国
家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我们能够发现它们与中朝朝贡关系有很大的相似性。其原
① 参见李岩：《试论朝鲜近代对华观的嬗变》，载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
历史研究所编：《朝鲜•韩国研究》（第十辑），第284-285页；简军波：《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
与功能》，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第139页。
② 陈尚胜：《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载
《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49页。
③ 参见刘信君：《中朝与中越朝贡制度比较研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5
期，第78-79页；付百臣主编：《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第149页。
④ 付百臣主编：《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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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于这些朝贡关系的内在逻辑是相同的。

四 结论
在古代东亚地区长期存在的朝贡体系具有鲜明的等级制特点 ：居于顶端的中华
帝国具有强大综合实力，力量相对弱小的周边国家始终难以撼动其权威。这一特点
决定了该体系中的国家之间不可能进行平等的交往，难以形成近代欧洲意义上的共
有文化。从本质上看，朝贡体系是由中华帝国主导、并以其特有文化为基础而形成
的特殊国际制度。对于该制度，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之所以并不排斥，且积极参与
其中，甚至帮助维系，是因为古代东亚并不存在如近代欧洲那样成熟的国际体制。
面对中国这一古代东亚的实际权力中心，周边国家要实现生存和发展两大基本目标，
只有寄希望于同中国发生联系。而中国有着独立的政治体制以及自给自足的经济结
构，它对外部世界的需求仅限于他国承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基于不同利益诉求，
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了复杂的双边关系 ；其中每一种双边关系建立的前提都是
承认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彼此建立朝贡体系。简言之，由于缺少成熟的国际体制，
古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制度要求与同期周边国家对外部世界的制度要求，都被包含
在双边朝贡关系中。所有双边朝贡关系最终凝聚成一个体系——以中国为主导的朝
贡体系，参与该体系的周边国家接受并认同中国建构该体制的文化理念。② 这就是
朝贡体系下古代东亚秩序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内在逻辑。
本项研究显示 ：等级制的古代东亚社会可以在缺乏文化共识的前提下，由中
国这一地区强国主导，促成某种功能性的国际制度，以维护该地区的秩序，并在
交往过程中反向促成文化层面的认同。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在缺乏共有文化
的国际体系中，通过确立并遵守国家间交往的具体制度，也有可能形成文化层面
的共识。这一结论修正了英国学派关于共有文化与国际制度关系的观点。
【收稿日期 ：2013-04-20】
【修回日期 ：2013-05-25】
【责任编辑 ：王湘林】

① 例如，在明朝灭亡后，朝鲜自认为是儒家文明的最后堡垒，想要继承明朝的朝贡体制，维持“小
华”的存在。这一时期的朝鲜儒家学者甚至认为他们继承并守护着南宋的伦理遗产，且以华夷伦理解释
朝鲜与满族统治者的关系），形成了“朝鲜中华主义”的理念。同样，日本也表现出这种文化层面的认
同倾向。在元代和清代，中国处在蒙古和满族的统治下，这激发了日本代替中国成为东亚中心的意愿。
参见简军波：《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与功能》，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第137页；郑
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载《国际政治研究》，
2006年第1期，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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