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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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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宁
【内容提要】 民族主义是影响地区安全的重要变量，甚至可以改变地区安全
格局，研究并协调民族主义与安全格局的关系对于维护地区安全意义重大。在东
北亚的地区安全格局中，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地区民族主义一直是困扰区
域安全的重要因素，了解民族主义与地区安全之间的关系成为把握地区安全走向
的关键。然而，民族主义内涵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所以，从民
族情感出发，梳理民族主义的成长历程及相互关系，是理解东北亚民族主义现状
的直接办法。在此基础上，明晰民族主义与地区安全问题的互动，进一步清晰民
族主义在安全格局中的作用，才能为应对安全挑战奠定基础。另外，随着时代的
发展，既有的静态分析民族主义与安全格局关系的方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实需
要 ， 必然要以动态 - 进程的分析方法予以补充 。 这一分析方法 ， 在论证民族主义
与“安全困境”、安全格局、安全架构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并可以说明安全架构理念能够从宏观、连续、整体的角度驾驭地区安全和民族主
义，从而确定新视角下的东北亚民族主义与安全格局的关系。新的研究方法在对
地区安全进展做出判断的同时，也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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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概念，但其内涵存在争论。汉斯 • 科恩（Hans
Khon）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应被认为是一种思想状态……在这
一状态中，体现了个人对民族国家的高度的忠诚。”① 安东尼 •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民族主义’这个词主要指一种心理学的现象，即个人在心理上
从属于那些强调政治秩序中人们的共同性的符号和信仰。”② 罗伊 • C. 麦克里迪斯
（Roy C. Macridis）指出，“民族主义只有在将民族意识转变为建立一个国家时才
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运动。”③ 存在争议的民族主义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中是一个
非常活跃的要素，一方面体现着地区安全格局状态，另一方面牵涉着地区安全热
点。所以，厘清东北亚民族主义和地区安全格局的关系非常关键。然而，从具体
历史事件的因果视角关注民族主义和地区安全问题的互动，往往会陷入静态分析
的框架 ；从民族主义形成的情感经历入手，进而探讨其与地区安全的互动演变关
系，则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民族主义与地区安全格局的进程联系，从而为有效把握
地区安全走向提供有益的帮助。

一 东北亚民族主义情感历程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
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④ 也就是说，
民族主义基于情感和意识对国家、地区的安全进行着理解和认同，以理论或者运
动的形式认可或反对着国际政治和安全格局。而“只要民族国家存在，民族主义
就不会灭亡，也不会成为‘负面的现象’。确实，如果民族主义成为唯一的意识
形态的话，则是危险的。另外，如果民族主义成为跨越国境、支配其他国家的动
力的话，则不只是危险的，更将带来一场悲剧。” ⑤独立的情感和意识让民族主义
秉持独具特色的民族理论和运动以及对于国家利益和地区安全的理解。正如法国
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始人多米尼克 • 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在其 2009 年出版
的著作《地缘政治中的情感》中所述 ：世界正在被三种情感重塑，那就是恐惧、
① Hans Kho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of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1946, pp. 10-11.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1
页。
③ Roy C. Macridi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 Move And Regimes, Scott: Foreman and
Company, 1989, p. 241.
④ 王联：《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⑤ [日]天儿慧：《亚洲的民族主义和区域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相克和超克》，载《世界经济
与政治》，2008年第6期，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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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辱和希望，它们都与自信有关。“恐惧是对自信的缺乏。如果你的生活被恐惧
主宰，你将忧虑现在和此后的日子会变得更加危险。希望则相反，是自信的表
现，基于今天胜过昨天而明天胜过今天的信念。屈辱是因为自信被伤害而对未来
失去希望，这是因为曾经受到别人野蛮的对待……如果推导这三种情绪可能带来
的行为的话，可以说，希望意味着‘我要做，我能做，我想做’；屈辱意味着‘我
做不到’，也可能导致‘既然不能和你一样，我也可以尝试毁掉你’；恐惧则意味
着‘哦，上帝，世界如此危险，我如何才能得到保护？’”① 而当复杂的情感催
生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的时候，政府出于职责的考量必须保护民族利益和民族情
感，并在外交决策中体现出民族主义对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的理解和要求，从而
民族主义实现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在 20 世纪以来的东北亚，以中国、韩国为代
表的地区民族主义，一面高举国家旗帜塑造民族特色，一面通过对外合作接受市
场理念，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潮流中都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的身影，常常成为影
响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东北亚各国在历经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先遭外族侵扰，再受工业革命和信
息革命的洗礼，综合实力在地区格局中时有波动，民族自信起伏不定，民族情感
内涵丰富。在华夷秩序中，中国无疑是地区的主导，处于充分的自信状态。这种
民族意识一直延续到晚清之前，直至在近代史中遭遇百年屈辱，希望的情感甚至
为恐惧所替代。“洋务运动”未能实现封建帝制下的强国愿望，却让中国有了最初
的民族意识。短暂的民国复兴未能改变国家羸弱的实力，但孙中山提出的“民族
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促进了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随着中华民族再遭日
本侵略，民族自信的意识再受重创，打上屈辱的烙印，反帝、反封建、反侵略成
为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初步形成，与国力衰竭的时运紧密
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中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成为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改善与诸大国的外交关系等事件，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的政治自尊
心和自信心 ；改革开放后，经济迅猛发展，持续 30 年的年均 9.9% 的经济增长率，
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巩固了民族经济自信心。“在冷战前后，中国的民族主义
开始再次兴起。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应该说主要是由于官方意识形态
的弱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国民对近代屈辱历史的
深刻记忆以及网络的出现。也就是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下降，民族主

① Dominique Moïsi, Geopolitics of Emotion: How Cultures of Fear, Humiliation, and Hope are
Reshaping The World, New York: Doubleday Inc., 2009,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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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国国民的主要意识形态。”①
1853 年的黑船事件打破了维系 200 多年的日本江户幕府锁国政策，面临危机
的日本拉开了资本主义革命的序幕，走上发展民族自信的地区强国之路。自明治维
新开始，日本建立以天皇制为中心的近代民族国家，通过采取政治改革、工业革新、
社会生活欧洲化等措施，快速摆脱危机，逐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经历 1895 年中
日甲午海战和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的的胜利之后，日本民族主义膨胀，酝酿起
以欧美列强为假想对手的思潮——扩张意识、民族主义、军国主义逐渐合流。日
本民族主义意欲凭一己之力重塑东北亚地区格局。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
败，这是对近代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日本国家主义——这一极端民族主义的致命
打击，日本民族主义中的民族优越感甚至转变成了一种民族耻辱感，使日本社会
开始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② 这种批判和反思给日本的民族主
义带来了复杂的情感遗产。因为，日本在亚洲战场仍还具有一定实力，但在太平
洋战场已被美国及盟军打败，核威慑的恐惧在日本本土蔓延，希望、耻辱和恐惧
让民众拥趸半个多世纪的民族主义信仰出现裂痕。在与美国结盟之后，日本搭上
经济发展的快车，国力的强盛为民族主义思潮复兴奠定了经济基础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事实和缓和的地区安全格局为其政治势力借
机弘扬传统文化、否认侵略历史、重构民族认同提供空间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
全局势继续缓和，政治保守势力欲实现国家“正常化”、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以实现国家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然而，日本自上世纪 90 年
代进入经济低迷期，在国内利益集团的掣肘之下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迟迟不能推进。
由于失去经济发展为社会提供的协商缓冲空间，日本对外政策日益被国内政治形
势所绑架，经济创新乏力的政府，自然而然地要妥协于民族主义的呼声。政府为
缓解国内政治、经济压力而取悦民族主义情感的政策取向，最终也只能成为国内
外双重博弈策略的权宜之计，必然导致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一面与
周边国家摩擦不断，一面民选首相更迭频繁。而获得超高支持率的安倍内阁和“安
倍经济学”不过是利用日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增加日本投资和出口优势，转变
国内经济颓势，
将国内危机转嫁国际社会。其实质并未改变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
但却造成右翼政治势力和民族主义思潮直接互动的社会结果，在暂时的经济复苏
过程中完成意识合流 ；直接表现就是大量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政府以强国为借口
着手修改和平宪法 96 条——放宽修宪提案条件，而不顾及将要引起的东北亚地区
① 梁云祥：《中日民族主义比较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第88页。
② 梁云祥：《中日民族主义比较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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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近期日本政府推行的对外政策，大多不是来自经济成长的
需要，而是民族情感的宣泄，无益于改变日本的地区格局地位，如此下去必将增
加其对外政策的潜在破坏性。
朝鲜半岛曾作为中国的朝贡藩属国，长期奉行华夷世界观。明末之后，韩国
认为中原文化已被外族入侵，偏居朝鲜半岛的大韩民族传承了华夏文明的衣钵，
一度自居“小中华”。到了 19 世纪，韩国与中日一样，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其
民族主义逐渐发展出推翻封建帝制、打败外来干涉的思想。然而，在力图摆脱中
华思想束缚的时候，却“缺乏对日本之抵抗意识，主要是因为将日本与西洋视为
近代文明的典范及羡慕对象所致”，① 反而在 1910 年沦为日本殖民地，直至 1945 年。
二战结束之后，朝鲜半岛南北分治，一个民族，两种主义，分属不同阵营。朝鲜
命运多舛，未能持续战后经济发展势头，国力一蹶不振，苏东剧变最终导致其走
上核威慑之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与苏联战略合作过程中未曾获得过核保护
承诺，另一方面是在与美国核谈判过程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不利的安全格局下
民族自信多次受到伤害，放大的屈辱感和强国取向让朝鲜政府不惜选择走拥核之
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韩国创造了长达 30 年的“汉江奇迹”。然而，“90 年
代后的‘全球化’浪潮，特别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给韩国带来了巨大创伤。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韩国经济的过分管理干预，又伤害了韩国民众的自尊心，
激起了韩国民族主义。” ② 在中国和日本高速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已经跻身发达国
家的韩国，其民族主义的自信依然不足，时而表现出充满希望的一面，时而表现
出屈辱带来的怀疑和仇恨的情绪。以此为据，朝鲜半岛历经 60 年分裂，一个民族
被历史塑造出两种民族主义，经济实力天壤之别，被割裂的民族情感所造成的冲
突常常会成为扰动地区安全格局的动因，被称为“亚洲的巴尔干半岛”。
回溯东北亚地区格局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不但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同宗同
族，中日韩三国的民族主义在对抗西方列强的过程中也确曾产生过团结意识。刺
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朝鲜志士安重根力主，“若日中韩三国合力对抗西洋帝国主
义之侵略，足以克服危机”；日本民权论者宫崎滔天主张，“救中国四万万之苍生、
雪东亚黄种之屈辱、复拥宇内之人道，乃成就我国革命之唯一道路”；孙中山也认
为，“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联合各部的民族，亚洲全部民族
便很有势力。”然而，引导地区安全格局进步发展的“亚洲主义被日本主义所吞噬，
因日本民族主义的扩张产生了‘大亚洲主义’……它的思想框架正朝着将‘亚洲

① [韩]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
② 王生：《试析当代韩国民族主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2期，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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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利益’从属于‘日本的国家利益’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发生转变。”①
最终，具有合作意识的地区安全格局和日本民族主义构想均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
击垮，历史的发展脉络将拥有共有文化认同、经历相似的三个民族引向地区安全
格局的不同方位。当东北亚经济蓬勃发展，三国实力相差不再悬殊之际，各国的
民族主义必然会纠结于历史的记忆——右翼史观问题、片面媾和问题、教科书问
题、慰安妇问题、民间赔偿问题、领土争端问题等，甚至会牵涉政府援助、环境治理、
能源合作、经济交往等更多领域。东北亚民族主义与地区安全格局在动态交往进
程中保持着互动。

二 当前东北亚民族主义对地区安全进程的影响
民族主义以维护民族利益为目标，其深层目的是对民族成员利益的维护，所
以它会团结成员，争取建立民族国家，以获得维护利益的力量和手段 ；民族国家
为获得系统合法性，也就是获得“系统成员的认知与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
系统是正当的，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治权威”，②
会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民族主义的要求。很显然，国家政策是包括民族主义和政府
在内的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结果。但“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意
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③ 以情感和意识
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虽然有能力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但不能奢求其产生的政治影
响力会具备应有的政治理性，实际上倒有可能在决策谈判过程中成为阻碍决策效
率和效果的因素。必须承认的是，地区民族主义情绪释放的巨大能量，正在不断
地通过社会舆论和外交政策影响并冲击着地区安全形势，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地区
安全结构，尤其在核时代。
（一）影响地区安全进程的民族主义态势
国际安全局势在冷战结束之后得到缓和，为东北亚地区民族主义矛盾的缓解
提供了政治空间，但随后的经济发展趋势没有让这一空间得到继续拓展——各国
政府在制约民族主义影响的时候，可以随意调动的资源往往有限。日本进入到经
济“失去的十年”，“广场协议”导致日本货币及国内资产迅速升值的同时，伤 害
① [日]天儿慧：《亚洲的民族主义和区域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相克和超克》，载《世界经济
与政治》，2008年第6期，第41-42页。
② J. Rothschil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in B. Benith, eds., Legitimation of
Regimes, Beverly Hius: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79, p. 38.
③ 刘军宁：《民族主义四面观》，载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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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出口产业，后续的创新和研发能力未能在竞争中
争取到足够的先发优势，很难填补货币升值所出让的对外贸易空间。国内保护意
识、政治保守势力和民族主义开始频繁主导日本这个对外贸易大国的政治思潮，
进入 21 世纪之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甚至与周边国家摩擦不断。朝鲜在经济低迷
中以相对极端的民族意识提出“先军政治”理念，认为保护社会主义建设果实优
于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建设 ；从金正日到金正恩政权，先后进行了三次地下核试验
并数次发射“银河”火箭和“光明星”卫星，以强化民族情感和信仰。1997 年的
亚洲金融危机让韩国深受重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贷款并提出附加条件，要
求韩国政府允许货币快速贬值 以推动出口，挤出产业泡沫。韩国成功渡过危机，
但经济挫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硬政策促使民族主义意识高涨，始终无法超
越中日经济地位的现实又造成民族主义自信不足，常常祭出有民族主义特色却又
保持相对克制的外交政策。唯有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的发展，较好地包容了来自
地区民族主义的挑战。虽然在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族自信心快速成长、国
内社会矛盾增加和国际经济低迷的环境中，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也曾一度流行，
但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在内外政策方面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总体来看，
进入 21 世纪后，在区域合作、经济全球化和反恐战争的影响下，东北亚地区的民
族主义矛盾暂且没有进一步的恶化。但在国际经济发展乏力、各国民族自我意识
增强、地缘政治结构持续转换、美国对亚太地区平衡重新关注的情势下，东北亚
民族主义矛盾的苗头还是日渐显露出来。各国对民族优越性的认识、民族历史观
的宣扬、民族经济保护的号召不断得到重申和强调，潜藏着民族主义矛盾的危机。
（二）影响地区安全进程的国内表现
在东北亚各国内部，民族主义一直在政治上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多年来，
日本的民族主义一直在民间壮大，政治精英也在动员着民族主义力量。和其他很
多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的大众民主越来越难以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为了政治
的需要，政治人物往往以民主为借口，用民粹主义政治方式，动员着民间存在着
的民族主义资源。结果，牺牲的往往是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和其邻国
中国、韩国的关系。 ① 韩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日渐凸显则表现为，在经济上奉行“身
土不二”的保护主义，文化上渲染“韩民族优越论”，政治上掀起民族“造史运动”，
表达方式上呈现“过激的刚烈”行为。② 2005 年以来，韩国宣布首都汉城改名首尔，
多次通过修改教科书宣扬“韩国国家观”，北京奥运圣火在韩国传递时也引发了反
① 郑永年：《民族主义与中日关系的未来》，载《联合早报》，2012年10月2日，http://www.
zaobao.com。
② 王生：《试析当代韩国民族主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2期，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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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排外主义情绪，还有针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和进口美国牛肉的示威活动。在韩国国内政治保守势力和进步势力的对抗中，韩
国民族主义的强大感召力，一直吸引着保守与进步势力，成为它们动员国民、实
现各自政治理念的利器。① 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以爱国主义为根本性质，包括捍卫
国家主权和利益，保持政治制度的号召力和合法性，崇尚复兴传统文化，其中也
偶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表现形式。②
（三）影响地区安全进程的国际摩擦
在东北亚各国之间，民族主义矛盾议题广泛，近期的主要问题集中在西北太
平洋地区的南千叶群岛、竹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苏岩礁等领土的争论上，
引发几个国家数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增加了地区安全压力，也激化了既有矛盾。
众所周知，东北亚地区岛屿争端由来已久，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期，东北亚
地区几经反复的战乱形势和持续变动的地缘环境都给争端留下口实。近几年来，
民族主义情绪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趋紧的影响下日益高涨，各国政府通过行动予
以高调回应。2010 年 11 月 1 日和 2012 年 7 月 3 日，梅德韦杰夫分别以俄罗斯总
统和总理的身份两次视察南千叶群岛 ；2012 年 8 月 11 日，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临竹
岛 ；2012 年 9 月 10 日，日本阁僚会议通过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方针，分别引
发了地区民族主义热潮，导致各国后续关于领土的政策和发言更具有针对性和主
权意识，长期搁置的问题再次引人瞩目，东北亚外交政策险些陷入被国内政治和
民族情绪束缚的对峙境地。具体来说，日本长期无视历史事实，盲目宣传右翼观
点，针对三处岛屿争端采取前后矛盾的外交手段 ；韩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教育也让
国内民众情绪高涨 ；中国爆发的针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反日示威游行、抵制
日货行动，其规模和烈度前所未有。这些民族主义行为深刻影响国家外交政策制
定，也让各国担忧他国民族主义是否会在有朝一日指向自己。情绪波动已经殃及
地区合作进程、互信程度和潜在贸易前景。在 东北亚地区的历史中，国家孤立和
彼此对峙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争议也已搁置十数年，而当前的地区民族主义发
展形势却罔顾历史教训，持续增加民族隔阂，致使国家间关系倒退。如此下去，
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地区的光环恐难持续，有和平无安全的紧张氛围会进一步弥漫，
为各方进行军备竞赛和核开发留下借口。东北亚地区的发展若要摆脱逾百年的民
族情感牵绊，仍需时日。
综上所述，东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关系。
① 李忠辉：《当代韩国民主主义对立二元结构释析》，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9期，第72页。
② 李保国、伯海：《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演进、表现形态与话语》，载《前沿》，2012年第5
期，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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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仅是在东北亚，整个世界的民族主义为实现民族利益最大化，其主要
目标都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其实现意图的民族国家。其微妙之处在于 ：
“这种国
家有可能是在否定现实中国家基础上而建立的，我们称这种构建国家方式的民族
主义为否定型民族主义 ；也有可能是在肯定现实国家基础上，对之进行改造而建
立的，我们称这种民族主义为发展型民族主义。一种民族主义所涉及的构建国家
方式到底为哪种，或者说这种民族主义到底是哪种类型，取决于该民族是否认可
现实国家的合法性，特别是国家共同体的合法性。” ① 在东北亚缺乏安全对话、合
作机制与一体化认同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更趋向通过民族国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因此时常具有改造国家的动机 ；而国家也会希望借助民族主义情绪争取到政治支
持和社会稳定，尽量避免因为抵触民族主义情绪而削弱合法性。因而，东北亚的
任何事件都有可能经由民族主义情绪的渲染提升到国家主权的高度，潜在演变为
国家政权更迭导火索或者国家之间摩擦与矛盾诱因的可能，进而威胁地区安全。

三 民族主义、“安全困境”与东北亚安全格局
东北亚特殊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地缘政治形势，致使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国家紧
密相连，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依存。民族情感产生跨越国界的政治诉求时，
它就要借助国家和政府的影响来实现需求。这种以主权国家宣示民族情感的现实
强化着东北亚地区的无政府状态，有民族主义情绪参与的安全决策也让东北亚地
区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纠缠。从安全格局的角度来看，东北亚的民族主义、
国家与“安全困境”之间的依赖关系，虽然危及地区安全，却稳定了地区对抗与
联盟的模式，辅助保障了安全格局的持续运行——民族主义只是以个案的形式危
及地区安全，没有改变安全格局的要求——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东北亚的安全
格局也依然保留着二战结 束之后的主要特征，地区民族主义对这种延续并未表达
明确的不满，甚至在与其长期互动中产生了契合的情感，反对的安全对手依然反
对，接受的安全伙伴依然接受。
（一）民族主义与东北亚“安全困境”
传统的“安全困境”概念认为，“任何一方均无意于侵略，它们的行为的目的
是加强防御，然而，它们不知道其他国家也仅仅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做出应对，
结果它们的行为只是使事情更为恶化了。由此可以发现传统安全困境具有三个显
① 周丕启：《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载《欧洲》，1999年第4期，第41页。
② 尹树强：《“安全困境”概念辨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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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特征 ：善良的意图 ；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 ；自我挫败或矛盾的政策。”② 这一
概念的经典之处在于，从逻辑上证明“安全困境”作为国际政治冲突的现象是一
个无法回避的悲剧。然而，这种无法回避本身或许值得商榷。因为，“一旦我们意
识到当增加武装（或者建立联盟）最终会加剧紧张态势，让国家更不安全，甚至
造成不必要的战争，而且采取预防措施的致命之处还包括，对手可能由此抓住威
胁国家安全的弱点，那么一个国家在考虑如何和怎样增加军备的时候，所要做的
就不仅仅是权衡成本和收益，还要面对如何让国家安全最大化这个难题。”① 所以，
国家的理性决策不会一味追求强化军备和建立联盟，造成“安全困境”的军备竞
赛应该以实现国家安全最大化为原则，以恰到好处的武装程度来避免安全陷入困
境。正如肯尼思 • 华尔兹（Kenneth Neal Waltz）所说，国家应该在国际体系中争取
与本国实力相当的权力以保障安全。
国家在理性寻求安全最大化的过程中，会尽力调动一切社会资源，也包括争
取民族主义的支持。然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像国
家那样能够对安全策略进行完全理性的判断和选择。东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在
响应国家安全号召的时候，以爱国主义为旗帜，有太多的情感可以宣泄，更容易
表现出极端倾向，冲击地区安全底线。“民族主义情感是一种盲目的国家优越感，
它带有对外部群体的蔑视和排外的倾向，并具有对外部群体的支配感，而爱国主
义是一种健康的、建设性的、宽容的爱国情感，未必会导致排外倾向和支配倾向。” ②
混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对于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来讲，是件危险的事情。对于
国家来说，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都可能是政治生活中的活跃力量，但当它们跨越
国界之后产生的影响却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基于族群情感，关注本民
族的文化传统 ；爱国主义基于公民情感，关注现代社会的公民标准。以民族利益
为最终目标和以公民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两种主义对于他国安全的影响必然不同。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以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2003 年数据（ISSP2003）为蓝本，利
用通径分析模型计算得出，基于不同要素构成的族群标准和公民标准，最终二者
相关性高达 0.78（参见图 1）。可见，在民族主义成员身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情感容易转换，最终表达出来的情感很难清晰界定它们的归属。
基于以上分析，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群体意识，对地区安全的负面影响会超越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非理性表达方式也不为理性的国家选择所接受，国家会为
① Robert Jervis, “Dilemmas About Security Dilemmas,” Security Studies, Vol. 20, No. 3 (August 2011),
p. 416.
② 马得勇：《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外近期实证研究综述》，载《世界民族》，
2012年第3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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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家认同标准两因素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①

避免陷入“安全困境”而对其进行必要的把握和引导，在失控之前采取措施促使其
转化为爱国主义情绪或给予劝解，以降低非理性的极端情感对国家和地区安全造
成伤害的可能性。只有在极特殊情况下，国家政治被民族主义情绪绑架，才会导
致政府作出非理性选择，进而不但危及国家安全，而且危及地区安全格局。如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将民族主义作为“唯一的意识形态”，给地区安全带来
毁灭性的灾难，甚至引发地区安全格局的改变。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能够影响地区
安全的力量，并不是盲目而不可控的，对于国家来说，其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一
样突出；对于地区安全结构来说，由于它具有较为灵活的转换性、针对性和指涉性，
是一种大小和方向可以调控的安全矢量。
（二）民族主义与东北亚安全格局
二战结束以后，冷战奠定了世界基本格局，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东北亚地区安
全格局，也呈现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冷战结束之后，欧盟和北约东扩，世界重
心部分的格局发生变化，但东北亚安全格局中除了苏联曾经支撑的部分有所坍塌，
被美国力量取代之外，其他部分基本遗留下来。21 世纪后，全球范围的反恐战争
重划“世界政治地图”，“阿拉伯之春”改变中东局势，重要地缘政治当中唯有东
北亚地区格局改变较少。“美国从全球霸权战略出发，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依托，
以控制日本为介入东北亚的战略平台，通过美日联盟的强强联合，辅以联韩控台，
① 吴鲁平、刘涵慧、王静：《公民国家认同的特点及其与对外接纳度的关系研究——来自ISSP
（2003）的证据》，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0年第1期，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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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行东北亚地区霸权战略。不过，美国霸权战略的推进在东北亚地区遇到了
一个始终难以逾越的障碍，即中俄两个大国的存在和‘邪恶轴心’——朝鲜的桀
骜不驯。”① 当然，在地区安全格局保留大部分冷战遗留特征基础上，世界从两极
对峙过渡到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特征，也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结构上有所体现。
美日韩三角和俄中朝三角依然相对而立，但毕竟俄罗斯已不再是超级强国，两大
三角不再体现平等对峙状态，而进化成美、朝各占一端，日韩、中俄居于中间的
三层格局（参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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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冷战结束前后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对比

调整后的安全格局保留了冷战时期的基本特征，也维系了民族主义之间的情
感联系。美日、美韩联盟并没有因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而转变为集约型的三方联
盟，日韩之间的民族情感记忆依然让它们与美国的合作保持双边形式，基本维持
冷战时期的运行格局。一个典型证明是，韩国和日本原定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签
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但因国内的反对声浪，韩国紧急宣布推迟与日本签署一
项共享敏感军事信息的协议。② 朝鲜为改变安全格局中的不利地位，提升爱国主义
和民族主义对国内政权的支持，不断进行以美韩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并研发核武
器。朝鲜的军事行动和核开发政策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反过来强化了日韩
对朝鲜民族主义的警惕，激励它们加强与美国合作的意愿，希望巩固现有安全格
局。中日、中韩之间也多有民族主义矛盾阻碍地区合作的事例。因为彼此缺少互信，
筹备中的亚洲货币基金（AMF）和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就曾多次受到干扰 ；频繁
的经贸往来也难以跨越民族主义的沟壑，阻碍着中日韩三国通过合作的方式改变
① 黄凤志：《东北亚地区均势安全格局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0期，第8页。
② 宋晓军：《韩日推迟签军事协定 美在亚行动受阻》，新华社，2012年7月3日，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2-07/03/c_1233621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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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格局。即使冷战结束，地区安全压力得到缓和，中国、日本和韩国政府还是
谨慎应对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愿轻易开放地区政治和安全合作，致使本应得
到缓解的东北亚安全格局依然面临来自民族主义的压力。
从总体上看，东北亚安全格局中的民族主义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
影响力受到力量大小和用力方向的约束，难以形成合力，不足以对安全格局的改
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民族主义唯有主导国内政治的时候，或者像日本曾经发动
世界大战，或者如朝鲜一意孤行继续开发核武器，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执着的矢量，
挑战地区安全底线，从而创造改变地区安全格局的机会。然而，历史上日本最终
战败，目前朝鲜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东北亚民族主义
力量的惯性会与当前地区安全格局依赖共存。
（三）民族主义与东北亚安全架构
在过去的 60 年里，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多次重大变迁，东北亚地区安
全战略环境也越来越复杂，除传统地区热点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愈演
愈烈的军备竞赛以外，包括恐怖主义、环境问题、疾病威胁、跨国犯罪等非传统
安全威胁也在加重，但民族主义与东北亚安全格局之间的关系却一直变化不大。
面对新的变化和挑战，东北亚安全格局不可能长期规避世界的发展而独立存在，
民族主义和地区安全格局必然要找到共同接受的方式，推动地区安全局势进步，
否则难以面对未来。若要统筹规划民族主义与东北亚安全格局以及地区未来安全
形势，至少需要改变静态看待民族主义与安全格局的关联方式，进而以动态 - 进
程的方法加以补充。
冷战结束之后，
“安全架构”一词成为探讨区域安全的新术语。安全架构是指“在
特定地理区域内，一个整体、连续和全面的有利于解决政策关注并实现安全目标
的安全结构……（1）
‘安全架构’是总体、宏观的分析，
不是阐释‘制度’或‘安排’
这类概念的同义词，也不能用于描述权力的自我‘架构’；
（2）‘安全架构’在地
区分析中有地理上的限定 ；
（3）体现一定的连续性 ；
（4）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设计 ；
（6）对理解亚洲
（5）以功能为导向（服务于特定目的和 / 或实现特定政策任务）；
地区的特色安全具有足够包容的‘全面’理解；
（7）不仅是多边安全机制的代名词。”①
安全架构虽在具体规范上可能还存在学术争论，但相比于冷战后出现的新安全
观、共同安全观、复合安全观等安全理念，还是提出了更为宏观、完整、系统的
进程分析模式。这种模式，从战略层面规范并限制了民族主义对地区安全的干扰。
具体来说，民族主义被安全架构置于地区安全管理系统之内，进行统一评估和应
① William T. Tow and Brendan Taylor, “What Is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6, No. 1 (January 2010), pp. 9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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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既定地理范围内，从宏观视角统筹对待民族主义等安全变量，使其不能
再以孤立、不受控制的个案形式干预地区安全和地区格局。首先，民族主义不再
仅仅是对国家的忠诚，更是关切地区安全的要素，综合衡量其对国家利益和地区
利益的影响。其次，在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中，
民族主义仍然会发生功能性影响，
但其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再次，以功能为导向的民族主义在与安全框架的互动中，
需培养有效的共同需求。安全架构视角下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地理和情感内涵，
更应具有开放特质。最后，民族主义应得到成熟并具有包容性的理解和对待。安
全架构理念改造了民族主义对于地区安全格局的意义，并提出新的问题。
（四）安全架构视角下民族主义挑战
安全架构不是权力的“自我架构”，而是在一定地理范围内为实现安全目标的
宏观“安全结构”。因此，民族主义作为安全架构视角下的安全要素，超越了原有
的国家层面的属性，开始具有地区层面的属性，即民族主义对地区安全影响的动
力不仅来自于民族情感，而且还来自为实现地区安全目标的宏观格局的驱动。与
此同时，宏观格局驱动赋予民族主义以进程属性，使其最终成为影响地区安全和
格局的跨国动态要素。所以，能够控制民族情感的国家将在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安
全目标的过程中获得战略优势，这是东北亚国家面对民族主义和地区安全架构关
系时所面临的最新挑战。
然而，东北亚安全进程中现有的民族主义困境表明，地区国家很难摆脱原有
的思维方式，将民族情感所引发的安全需求协调于安全架构的安全需求，以达到
降低安全成本、提升安全效率的目标。但很明显的是，东北亚安全架构进展并没
有因为地区国家的固化思维而停滞不前。美国作为在东北亚地区拥有既得利益的
域外国家，在推动地区安全架构时，“强调在东北亚地区建立紧密的政治联系，如
日中韩三边峰会和潜在的美中日和美日韩三边论坛。鼓励盟国之间通过制度化的
政治和安全对话来提高军事透明度，从而建立互信，缓和地区安全问题。” ① 美国
的这种安排，包含对地区安全的整体规划、损益计算和实际操作，因而情绪化的
民族主义被安置于常态化的控制范围之内，使其只能为地区安全发展提供美国所
预期的作用，同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极端势力的影响将维持在合理程度。
东北亚国家需要主动并有意识的克制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参与到地区安全架构
进展中来，从宏观的角度加以理性设计，构建以维护地区和平为目标、推动地区
安全架构发展的安全策略，以顺应时代和全球发展的趋势。例如，有学者认为，
中国在践行新安全观的时候要让周边国家相信，尽管这些国家“将美国看作最终
① Kei Koga, “The US and 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Building A Regional Security
Nexus On Hub-and-Spoke,” Asian Perspective, Vol. 35, No. 1 (January/ March 2011),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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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者和公共物品提供者”，但崛起的中国不会“尝试弱化美国的地区影响”，
只有这样，中国的安全架构在地区层面才“不仅仅是一种理念”。① 盲目的民族主
义情绪发泄不但为安全架构设计所限制，也会导致其他国家的反感，并有可能逆
向影响国家追求的安全格局。安全架构以动态的进程思维超越了民族主义对地区
安全格局的原始理解，在对地区安全发展具有更好前瞻性的同时，也为应对地区
安全趋势提供了更为开放的思考空间。

四 结论
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北亚地区民族主义历经百年进化，累积下恐惧、屈
辱和希望的不同情感。这些情感汇集为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引发了民族主义意
识，困扰着东北亚安全，甚至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
亚洲团结意识和日本民族主义构想，导致东北亚成为冷战两极对峙格局的最前沿。
冷战结束之后，东北亚民族主义并没有对仍然保持冷战特征的地区安全格局表达
明确的不满，甚至在长期的互动中产生了契合的情感，这一滞后于世界发展形势
的民族主义与地区安全格局关系必然受到挑战。统筹规划东北亚民族主义与安全
格局以及地区未来安全形势的关键，在于改变静态看待民族主义与安全格局的关
联方式，进而以动态 - 进程的方法加以研究。而地区安全架构理念就是在全球化
背景下，解读民族主义与东北亚安全格局关系的有效方法，对于前瞻东北亚地区
安全发展能够提供更具战略意义的启示。
在全方位融入世界发展体系过程中，中国坚定走和平崛起之路的意志，推出
安邻、睦邻、富邻的地区政策的理念，但维护地区和平、深化地区合作的愿望，
不断受到地区民族主义的冲击。面对由来已久的民族主义挑战，安全架构理念作
为新的思考方式，能够帮助中国摆脱既有的思维习惯，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眼
光，领先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将安全效率作为改造地区安全格局的标准，
争取立足于地区安全格局的有利位置，拓展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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