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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安全观在冷战后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稳定、
安全的能源供给，作为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谋
求综合安全成为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突出特点。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日益显示出此
二者的安全对一国及对世界的重要性。在中国，变化中的安全话语还包括“人的
安全”的演变。尽管政府极少使用“人的安全”这一术语，但实际上与之相通的
类似观点和观念经常出现、得到使用并已经嵌入到中国的政治话语和政策制定过
程中。本文首先评估中国“以人为本”话语的出现，然后将“以人为本”原则与“人
的安全”进行比较讨论，最后分析人的安全在中国的实践。

一“以人为本”原则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的确立
根据文献回顾，从 1999 到 2009 年间，中国关于“人的安全”这个主题的文
“人的安
献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① 2004 年 11 月前当人们讨论安全事务时，
全”是一个有争议的词汇，它只出现在学术刊物中。中国政府更喜欢使用“非传
统安全”或“新安全观”等术语。学者楚树龙较好地总结了中国在第一阶段关于“安
全”和“人的安全”的概念。他认为，中国官方和学术界关于安全的立场都颇为传统。
自 1949 年以来，中国政府和知识界很少超出国家层面来考虑安全问题。因此，中
国的基本安全概念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统一。② 然而，到 20 世纪 90 年代，情况
发生了变化，综合安全的观念，比如“新安全观”，在官方的形势评估和研究者的
独立评估中都有所发展。而大体从 21 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安全概念在理论和实践
上开始经历深刻的转变，它超越了“国家”层面而扩展到了“人”的层面。
在这方面，2003 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危
机爆发并由此引发了相当普遍的社会恐慌。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以及缺乏成熟、有
效的公共卫生预警机制，使中国在 SARS 爆发初期未能有效遏制疫情的快速蔓延。
SARS 开始蔓延后不久，中国政府做出决定，免去了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的职务，
并开始以更加透明和开放的方式应对 SARS 危机，其中包括每日公布最新的 SARS
疫情等。此前，任何公共卫生危机从未引起如此大规模的恐慌，也没有如此严重地
挑战中国的危机应对系统。在这一背景下，人的安全成为一个紧急而突出的议题。
SARS 疫情直接威胁到了广大民众的安全，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日常活动。这
① 文献综述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我们调查了1999-2009年间中国主要的国际研究期刊，包括
《现代国际关系》、《欧洲研究》、《美国研究》、《外交评论》、《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
治科学》、《社会科学》、《和平与发展》以及《教学与研究》。其次，我们研究了一年一度的政府
工作报告、外交部长特别是李肇星和杨洁篪部长的发言以及外交部每年出版发表的《中国外交》。
② 楚树龙：《中国与人的安全》（China and Human Security, North Pacific Policy Papers 8）， 温
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加拿大-亚洲政策研究项目，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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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安全的看法。此时，
非传统安全挑战已经得到重视，
而新出现的这个真真切切的危机又成为当务之急，
它将“人”的安全融合到了“国家”
的安全中。正如这一危机所表明的，中国的安全概念不只需要超越它传统的、狭窄
的定义，① 扩展到非军事领域，而且还要包括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②
2004 年 5 月，时任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出席第 57 届世界卫生大会
时指出，“中国政府深刻认识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对保护人民健康的重要作用，
并且决定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大幅度增加公共卫生设施，加强重大传染病的
防治。 ③ 显然，危机和对抗危机的行动促进了对人的安全和相应政策措施更密切
的关注和思考，“人的安全”意识较之过去大为增强。
也是在这一背景下，2003 年 10 月，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新术语，即“以
人为本”，提出了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次年，中国领导层通过正式决议，
决定采取多项具体措施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包括在人的安全方面的执政能力，
总体目标是确保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很快，
“以人为本”
和“执政为民”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内政的新原则。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新成形的国内政策哲学不可避免地也渗入外交政策
领域。2004 年 3 月 6 日，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时任外交部长李
肇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与国内实践相似，中国新时代的外交也遵循“以人为本”
和“执政为民”的原则。这大概是中国外交部长关于“人”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
性的第一次公开表述。他还指出，“外交工作就是服务，首先是服务于全国人民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崇高目标”，“外交应当想人民之所想，为维护我国企业和公民
的合法权益多做实事。”④ 2004 年 11 月，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于智利首都
圣地亚哥举行的第十二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演讲中使用了
“人类安全”概念。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正式场合阐述“人类安全”，这表明
人的安全进入了中国的政治话语。胡锦涛主席不仅从总体上阐述了人的安全问题，
还探讨了人的安全面临的两个具体威胁 ：恐怖主义和流行病。他认为，亚太经合
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人类安全（即“人的安全”）列为重要议题，反映了亚太经合组
① 在其他国家也能看到类似情况。比如，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
写道：“美国人往往认为国家安全仅仅事关军事和恐怖袭击的风险。但国家安全事关保护我们的人民和
国家实力。”参见N. D. Kristof, “Budget maniac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25, 2011, p. 7。
② 胡薇薇：《“非典”挑战中国“人”的安全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8期，第
64-68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高强在第57届世界卫
生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2004，http://www.china-un.ch/chn/zmjg/basicpostions4/t154252.htm。
④ 葛军：《中国外交以人为本：李肇星就中国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载《世
界知识》，2004年第7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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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各成员对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人民安全的高度重视和决心，是及时和必要的。①
胡锦涛主席也探讨了传染性疾病对人的安全的威胁，指出在两年时间内，SARS 和
禽流感的大规模爆发对亚太地区人民健康和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另外，本
地区艾滋病的爆发对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不能低估。
从这一发展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亮点。第一，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一个多边
国际机制，推动“人的安全”进入了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第二，中国没有把人
的安全看作一个对立的政策方法，而是将其视为一个与之相适应或至少部分重合
的观念，因而把它与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结合了起来。
SARS 危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接下来的威胁比如禽流感、全球 H1N1 传染
病流行以及国内食品安全等问题，也引起了中国的密切注意和担忧。建立在先前
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在这些后续的危机面前做出了更好的准备，在应对这些后续
危机上表现出了更好的执行力。伴随着在人的安全诸多领域频繁爆发的危机，以
2003 年的 SARS 危机为标志和分界点，中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持续的努
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并且推动人的安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不难看到，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卷入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很小，
反而是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将有可能干扰和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给
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重大威胁。事实上，中国社会面临多方面的“人的安全”威
胁，这些威胁从经济安全、生态环境恶化、国际犯罪，到资源短缺、公共卫生问题、
重大的公共设施破坏等几乎无所不包。因此，尽管在中国政府文件和陈述中仍然
很难找到对“人的安全”的使用和描述，但中国已经把人的安全作为一种理念或
新的视角来理解国际和国内安全事务，开始广泛和频繁地使用“以人为本”、“执
政为民”、“人本外交”等措辞。实际上，中国一直在为维护人的安全不受威胁而
努力，但对于使用“人的安全”这一术语表现出了谨慎的态度。从一定程度上说，
这种不情愿是因为“人的安全”术语是从西方提出的，因而被看成是某种“西方的”
东西。中国内部这种根深蒂固的疑虑，部分来源于一些原本良好或崇高的理想曾
被西方滥用，比如“保护的责任”就是如此。这更显示出开展对话和增进相互理
解的重要性。
在简要探寻了人的安全在中国作为政策概念的演变历程后，两个关键问题仍
然需要探讨。第一，带有“人的安全”特色的政策对于真正保护人民是否带来了
不同结果？第二，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以人为本”思想在何种程度上与“人的
安全”相重合？
① 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4
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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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安全”和“以人为本”原则之比较
（一）“人的安全”与“以人为本”政策的基本内涵
1994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表了《人类发展报告》，通过引入和
阐发“人的安全”概念扩展了国际政策争论。这一概念代表了一种新思路，也表
明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安全问题交织为一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为“人
的安全”给出了一个宽泛的定义，主要包括七个方面 ：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
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免于暴力、犯罪和毒品的恐惧）、社群安全（参与
家庭生活和文化活动的自由）以及政治安全（行使个人基本人权的自由）。① 在这
一意义上，安全代表了“基本人类需求”范式的延续，这一范式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在发展议程中颇具影响力。此外，
这份报告采用“以人为中心”的安全方法，
而不是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方法。迄今为止，虽然各方关于“人的安全”
的具体诠释各有侧重，但却有共通之处 ：安全的指涉对象转变为个人 ；安全威胁
的定义转变为对于个人生活质量的威胁 ；认识到非国家行为体也是帮助实现安全
的主体 ；认识到摆脱传统的以国家军事安全为唯一关注点的安全观及重新定义安
全的重要性。
“人的安全”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安全范式补充了传统安全概念。人的安全强
调人的权利、利益和尊严的重要性，而这些即使不是被国家所削弱，也经常被国
家所忽视。人民的安全要求保护人民的福利和避免疾病、饥饿、失业、政治压迫
和环境恶化的威胁。人的安全反映出一种复杂而宽泛的安全概念，并且同时包括
了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要素。它不仅试图提供清晰的目标——消除普通人面对的
威胁，而且试图提供可供国家采取的路径和服务的目的。即使对“人的安全”的
不同理解会带来争论和挑战，它们之间并不必然相互矛盾。 ②
上述趋势与中国更广泛的政策举措是一致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在 2003
年 10 月提出的。这一理念的核心被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
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保持城市和乡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平衡，同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将保护人民看作是最根本的优先政策，意
味着人民的需求永远是中心。政府必须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必须实现人民的根本
①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W.T. Tow, R. Thakur and I.-T. Hyun, Asia’s Emerging Regional Order: Reconciling Traditional and Human
Security,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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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与以人为本的原则相一致，政府必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
需求，不仅要满足其基本需求，也要满足他们的安全、就业和发展需求，提高发
展水平很重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条件也同样重要。
为了持续推动全面发展，必须把人力资源作为实现安全的主要资源。协调、
全面地发展多种类型的人力资源至关重要。关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有
创新力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专业人士的培训，同时吸引来自海外的高素质人才。
尊重和鼓励劳动、知识、人才和创造。同时，维护人民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
权利。① 因此，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推动了“以人为本”政策理念的进展。
（二）人的安全与“以人为本”政策的关联
二战后，“安全”通常被解释为在可能的军事冲突甚至核战争阴影下的国家安
全。假如发生了这种事件，就可能对世界造成毁灭性的影响。然而，20 世纪 80 年
代末 90 年代初冷战终结后发生的国际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安全的议程。
其中一个推动力就是暴力冲突的性质在改变，国内冲突、民族冲突和地区冲突日
益凸显。在过去 20 年间，还有一点也变得更为明显，那就是各个地方社区也面临
着多种非军事威胁——人类直接影响和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恶化、强制移民、包
括艾滋病在内的流行疾病等其他问题。
因此，人的安全潜在地同时定位了两个词：
“安全”代表现实政治和法律强制，
而“人”则暗示着人道主义的传统和以人为中心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可以从两
个角度理解。第一，安全的主要参考点变为个人，或者说是社群中的个人，特别
是处境脆弱的个人。国家的军事安全仍然重要，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优先考
虑。第二，个人和集体遭受各种各样的威胁，来自国家外部的军事威胁不是唯一的、
并且往往不是最重要、最急迫的一种威胁。
有外国观察家肯定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做出了调整。比如，包瑞嘉
（Richard Baum）认为，中国“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是一个崇高理想。②
他认为，以人为本政策的提出是对人的权利和愿望的重申。很明显，要解决影响中
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因为在就业、社会安全网、教育、
医疗与健康、收入分配、住房、产品质量与安全、工作场所安全和公共安全方面还
存在相当多的问题。最令人满意的成就是过去 30 年中国为消除贫困所取得的成绩。
中国在内陆省份投入了更多的资源，这体现出中国政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人
民过上更加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而做出的真正承诺。
中国已经意识到，并且开始为缩小富人和穷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
①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② “China’s Policy to ‘Put People’ First Noble Idea: US Expert,” http://english.eastday.com/e/100306/
u1a50638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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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乡村、沿海和内陆省份之间的差距而努力。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把
保障和改善人民的福利放在优先位置，以解决与民众直接相关的重大问题为目标。
努力改善社会保障制度，使教育更加公平，改革和发展覆盖全社会的卫生保健系
统，逐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养老保险统筹制度。
“以人为本”政策也意味着公民是外交事务的中心。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
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已经成为一个明确的外交工作焦点。过去一些年来，无论中国
公民在国外遭遇何种突发事件，中国政府都会迅速动用外交资源确保他们的安全。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首先，人的安全和“以人为本”政策反映
了相似的原则，二者在关键要素上是相互吻合的。以人为本是“人的安全”广义
概念的具体运用和体现，是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观，坚持以重视人的价值
和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二者的价值取向都强调关注个人 , 它们目标一
致，殊途同归。人的安全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进入国际事务开始，就一直被当
做一个全球模式，它反映了世界秩序不断变化的情形和新的安全哲学。正如保罗·
埃文斯（Paul M. Evans）所说：
“从哲理上说，人的安全提出了与道德、国际义务、
发展及国内合法性相关的根本性事宜 ；从政治上说，人的安全提出了关于主权、
干涉、地区性机构的角色以及国家和国民关系的问题。”①
通过扩展安全的主体、议程和实现方式，人的安全已对现实主义安全概念的
传统界限进行了巧妙的改变。为了建设更好的社会和更和谐的世界，必须采纳以
人为本政策，并将其作为一个核心原则。以人为本也是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人为本的安全建构可被看作一种全球模型以及处理
国际安全事务的改良方法。
其次，人的安全也意味着，当国家不能为个人和集体提供必须或充足的保护
时，后者可以利用大众传媒和机构渠道来挑战传统安全。他们可以以个人或集体
身份，通过民间协会、非政府组织或司法程序来采取行动。这在“强国家 - 弱社会”
关系形态下实不易做到。② 而以人为本政策的出现，是一个反拨，使得长期被忽视
的“作为个体的安全诉求”回到了中国的安全议程，同时，实现自由和其他合理
的人类愿望又重新成为中国主要的安全关切。
再次，人的安全的出现是对长期以来国际安全研究中社会因素缺失的某种纠
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基本上被认为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实体，其首要目标
在于促进和捍卫国家利益 ；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是纯粹的“国家”行为，好像
与个人完全无关。由于主权至上的绝对定义，国家安全历来被视为是超过个人生
① [加拿大]保罗·埃文斯：《人的安全与东亚：回顾与展望》，汪亮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年第6期，第44页。
②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这一重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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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头等大事。正如沃克（R. B. J. Walker）指出的 ：
“安全观似乎常常以国家利益
的名义与精英和政府的利益保持联系，而不是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发生关系。”①
更糟的是，国家“安全”有时是以其他实体和集团的不安全为代价的，后者成为
不道德的事件或人为灾难的受害者，如种族冲突、恐怖爆炸、人权受制、不发达、
饥饿、性别歧视、环境退化等。
借助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和人的安全关切，一种新的关于国家 - 社会关系的假
设得到建立，从而将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研究和国内政治相结合。它打破了传统的
国家 - 社会模式。社会不再是由国家边界所定义的一些封闭空间。事实上，人的
安全不仅是国家内部的问题，也具有全球公民社会的相关含义。
最后，不管是人的安全还是“以人为本”的政策，都不是要取代国家成为首
要的安全行为体，而是寻找国家与人的平衡关系。尽管它们是作为对传统安全思
维的挑战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安全应当取代国家安全。二者不是彼此截
然对立的。国家主权和公民社会的个人自由不总是负相关的关系，而像一枚硬币
的两面，它们是一致和互补的关系。人的安全强调国家安全不是政府的最终目标，
而是一种确保人民安全和福祉的方式。负责任的国家应该维护“法律和秩序”，并
且保护和服务于它的公民。同时，提高人的安全可以增强国家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并加强国家安全。② 安全稳定的世界秩序既是由下而上、也是由上而下建立的。
正如联合国难民署前高级专员绪方贞子（Sadako Ogata）指出的 ：
“尽管人的
安全并没有被明确界定，但它的确代表安全的目的、价值与感受。人的安全并非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表现了真正的实际需要。”③

三 中国的“人的安全”实践
SARS 危机促进了中国在人的安全领域两个方面的深入认识 ：一是在人的安全
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方面，深化了对人的安全重要性的认识 ；二是人的安全与体制
的关系，即对人的安全的维护开始通过体制与法制途径进行。作为一场公共卫生
危机的 SARS 在中国爆发和蔓延，表明中国在人的安全受到威胁时的应对体系建
设还很不完善，也显示了将人的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整个体系的必要性。
随着对人的安全关注程度的加深，中国政府的认识正在从两个方面发生变化：
① R.B.J. Walker, “Security, Sovereignty, and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litics,” Alternatives, Vol. 15, No.1
( Spring 1990), pp. 3-27.
② 封永平：《安全维度转向：人的安全》，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6期，第56-61页。
③ Sadako Ogata，“Human Security: A Refugee Perspective,” Keynote Speech at the Ministerial Meeting on
Human Security Issues of “Lesoen Process” Group of Governments, Bergen, Norway, May 1999，http://www.
unhcr.ch/refworld/unhcr/hrrspeech/199905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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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来自国家内部的对人的安全的威胁，包括环境问题、贫困问题和社会安全
问题等，已经开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第二，人的安全推动了中国政府对通
过联合行动来处理跨国事务的重视。在强调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时，提倡
维和行动中的严格中立，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而不是进行人道主义干涉。
把人的安全同传统的主权安全和国家安全进行了区分。一方面，继续维护基本的
国家主权安全 ；另一方面，根据国际社会形势的变化，吸收了新的安全理念，并
逐渐形成了包含“以人为本”的新的安全观。
SARS 危机暴露了中国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和管理能力及机制上的不足，加强
危机的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等问题成为当务之急。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很多情况下
反映的是一种危机状态，如能建立起有效的危机预警机制，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
危机的爆发 ；而完整的应急机制可阻止危机的蔓延和扩散，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
损失。可见，不断完善国家安全的立法、执法体系，建立完善的预 警和应急机制
是中国政府应对安全危机的重要保障。
加强必要的、切实有效的地区合作也是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在 SARS 传播
过程中，受到安全威胁的亚洲国家无论在国际、国内都采取了必要的对策性措施，
借以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共享在信息、经验、知识、制度等方面的资源，达成共识，
这对减弱疾病的传播是十分有益的。同时也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的联系 ,
争取为各国提供技术、设备上的支持，增强人的安全的重要保障。2003 年 6 月，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非典合作行动计划》，
就防止 SARS 问题呼吁各个成员在信息交流、检疫措施、科学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
化挑战为机遇，为恢复商业信心、扩大贸易与投资、推动旅游业和人员流动等经
贸活动做出了贡献。① 得益于应对非典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在之后的禽流感、2009
年的全球甲型 H1N1 流感中，中国都表现出了较好的公共卫生危机的处理经验和应
对能力。
在保护海外公民和利益方面，中国当前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着中国对外开
放的加深，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国外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中国公民已遍
布世界各地。问题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不稳定、公共秩序恶化及频繁的恐怖
主义和暴力事件威胁到海外的中国公民和企业。他们的安全是中国国家利益不可缺
少的部分。为其提供适当的保护是中国的国家责任，是对中国政府以人为本政策的
考验。当前，中国有 2 万多家企业遍布世界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2012 年，中国内
地居民出境人数达 8 300 多万人次。预计到 2020 年，
中国公民每年出境有可能达到 1.5
① 黄恒：《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就非典问题发表声明》，http://news.xinhuanet.com/
world/2003-06/03/content_9023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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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次。① 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及其海外利益在中国的对外工作议程中正变得日益重
要和突出。从以下的实际步骤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努力和实践。
首先，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国境外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国加强了制度建
设。2004 年 11 月，国务院决定成立由外交部牵头，商务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等部门参加的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
会议制度，统一指挥、协调境外涉及中国公民和企业的重大领事保护事件的处置
工作，以加快重大危机事件的外交解决程序，提高工作效率。这个协调委员会的
预警机制制定了一份关于海外安全风险评估和预防的文件，目的是定期评估国外
的风险和使公众方便得到这些信息。2006 年 5 月，外交部在领事司设立领事保护处，
专门负责涉及海外中国公民的领事保护案件的处理。一年后，这个部门升级为领
事保护中心，进一步整合资源和提升预警、处置、宣传和立法等方面的协调行动
能力，更好地应对日益增多的领事保护工作需求。 ②
其次，作为“外交为民”精神的化身，日常领事援助已得到显著改善和加强。
2000 年，外交部出台了《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其目的是方便中国公民在
国外旅行、工作、学习或居留期间，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2003、2007 和 2008 年，外交部先后修改并升级了《指南》，就中国公民在出国前
和出国期间的各项事宜进行了细致的提醒，对领事官员能做的工作和力所不及的
领域进行了阐释。2010 年，外交部出版了《指南》的插图版。其他日常工作包括
通报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状况、及时发布各国的政治安全形势、提醒处于动荡
地区的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等。③ 随着中国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各个角落。用外交部长王毅的话来说，外
交方面的工作要紧紧跟上同胞的脚步。中国人走到哪里，我们的服务和保护就要
延伸到哪里。④
再次，创立更多的危机管理机制。令人遗憾的是，世界充满了危机。当更多
的中国公民出国旅行、经商或学习时，他们受到各种危机影响或伤害的可能性也
日益增高。为了在此类事件发生时能保护中国公民，中国建立了一定的应急机制，
以便在危机逼近时，政府可立即启动这些机制。应急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 ：组成
应急小组，制定工作计划 ；确定联络方式，保障信息畅通 ；开设热线电话，收集

① 王毅：《办好人民满意的外交》，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5日，第6版。
② 金灿荣、刘世强：《论以人为本的中国外交思想》，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9期，第30-39页。
③ 金灿荣、刘世强：《论以人为本的中国外交思想》，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9期，第30-39页。
④ 应强、郑斌：《王毅：尽可能与更多国家简化签证手续》，载《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11月3
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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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资讯 ；协调国内外有关单位共同展开工作。① 比如，当中国得到吉尔吉斯斯坦
民族暴力活动蔓延的消息时，很快决定派出两架飞机将在吉中国公民接回国内。
在接二连三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人质危机及约旦的恐怖袭击中，中国都倾尽全力
确保中国公民尽快脱离危险。近些年来，中国成功实施了数次紧急行动，将中国
公民从正在经历危机的动乱国家撤离出来，比如在所罗门群岛、斐济和利比亚等
国。其中利比亚撤侨尤其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2011 年利比亚内战期间，据中国商务部估计，当时有 75 家中国企业在利比亚
有投资或在建工程，大约有 50 个在建项目和超过 36 000 名中国工人在利比亚工作。
为了应对利比亚危机，保护中国公民安全和企业利益，中国快速成立了应急指挥
部，指挥部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和国务委员戴秉国领导，这是这类指挥部
中级别最高的一个。截至 2011 年 3 月 2 日，中国通过该应急反应机制在 10 天内
以海、陆、空方式撤离了 35 860 人。在撤离行动中，中方还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
帮助 12 个国家撤出了约 2 100 名外籍公民。②
然而，保证人的安全毕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2011 年 7 月 23 日，在中国东部
的温州附近发生的动车事故以及引起人们质疑的后续救援行动，表明将崇高的理
念付诸行动时会遇到各种现实困难和挑战。事故发生几天后，温家宝总理来到现
场并面见各方记者，他强调指出 ：这起事故让我们更警醒地认识到，发展和建设
都是为了人民，而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安全 ；它也让我们认识到一个政府最大的
责任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 ③

四 结论
“人的安全”概念强调普通人的安全和福利以及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幸福，
并已经成为新的安全研究和政策议程的组成部分。“人的安全”从出现开始，就在
中国学术界得到了讨论，但政府很少使用该术语。就政策领域而言，中国式“人
的安全”路径的一个特点就是接受或发展了人的安全的思维并付诸实践，或是殊
途同归，但不使用“人的安全”这一特定术语。至今，在中国的官方表述和文件中，
作为术语和概念的“人的安全”仍然难以见到，但人的安全的本质却反映在中国
的内政外交政策中，并且随着国内政策思想的转变而转变为“以人为本”原则。
①《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罗田广接受人民日报独家书面采访：切实保护境外中国公民权益成为中
国领事工作重要原则》，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9月21日，第6版。
②《珍惜每一位同胞的生命——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我在利比亚公民撤离行动纪实》，载
《人民日报》，2011年3月3日。
③ 赵承、李斌、谢云挺：《 温家宝到“7·23”事故现场悼念遇难者看望受伤人员慰问遇难者亲属
并与中外记者见面》，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7/29/c_121738146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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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安全已经嵌入中国的安全思维中。
从本质上说，实现人的安全意味着人类免于贫穷、饥饿、暴力和攻击，更不用
说大规模的杀戮和种族灭绝了。政府应该保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从这一意义
上来说，不论是人的安全还是“以人为本”都不是真正的新发明。这两个术语用来
解决的问题都显而易见。然而，作为理解、解释以及更好地分析安全的新视角，引
入“人的安全”和“以人为本”理念仍然是对研究议程和政策议程的一个积极发展。
在中国语境中，尽管“以人为本”原则可能不是人的安全最完美的对应物，
但至少它表明，当处理国内外与安全相关的事务时，个人安全比过去更加重要了。
比起接受“人的安全”这个术语本身，中国更愿意将人民的安全（和幸福）作为
政策导向。“以人为本”和“人的安全”是互相联系和本质一致的。在实践中，
“国
家保障人权”一条被添加进宪法，《物权法》于 2007 年颁布，这些都体现了中国
思维和理念的转变。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突破。
有一点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即那些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人的安全”衍生
出来的行动，例如冲突解决、人道主义干涉和调停等，大都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经
验提出的。当这些理念或模型运用于非西方国家时，它们经常不那么有效。这就
提醒非西方国家更加重视自身经验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同时，不要忽视吸收和利
“保
用产生于别处的理论资源和政策选择，其中包括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例如，
护的责任”是一个新概念，一方面它拒绝使用人道主义干涉这类敏感词汇，另一
方面，在安全和保护之间建立起了直接联系。① 这样看来，人的安全更容易被对主
权仍然十分敏感的亚洲国家接受。
“人的安全”概念兴起的另一个影响是它降低了冲突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
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毕竟，威胁人的安全的危机和问题是普遍的，不受意识
形态和边界的限制。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和人民的联系正变得日益紧密。传染病
可以迅速传播，自然灾害没有边界，这会带来一种溢出效应，促使“我们感”和
邻人意识的成长，比如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关系中，就可以看到这一发展。因此，
国家间协作努力，有效地共同打击对人的安全的威胁，是实现国家安全以及人的
安全的重要条件。
【收稿日期 ：2013-12-20】
【修回日期 ：2014-01-17】
【责任编辑 : 齐 琳】
① 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ICISS）： 《保护的责任：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报告》（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渥太华：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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ܙহዑݡޱഀጡݨᇉؐᎈ*
——基于中东变局的考察
曾向红 楼千舟
【内容提要】 受到中东变局波及的中东国家，尽管结构背景大同小异，但各
国爆发的社会运动带来的国内影响却截然不同，如突尼斯和埃及发生了较为平和
的变革，而利比亚、叙利亚却爆发了内战。社会运动在不同的国家之所以产生不
同的结果，原因在于抗议者能否形成跨阶层动员以及军队的立场选择。抗议者形
成跨阶层动员，是社会运动得以持续并实现规模扩大的前提；在大规模社会运动
面前，军队内部是否发生分裂，则决定该国是否爆发内战。就此而言，社会运动
演变为内战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形成跨阶层动员，一个是部分军队支持抗议活
动或在抗议活动中保持中立。这一分析模式有助于研究者对社会运动是否会演变
为内战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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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 17 日以来，一波被称为中东变局的政治变局浪潮席卷突尼斯、
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约旦、也门、巴林等西亚北非国家。上述国家在这次浪
潮中都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抗议活动，并带来了不同的国内后果。如突尼斯、埃及
在民众“独裁者下台”的抗议声中迎来了较为平缓的政治变革 ；利比亚陷入了外
部势力干预下的内战 ；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的武装冲突在国内与国际因素的双重
影响下持续了两年多。在此次中东变局中，不同国家政治动荡发生的背景类似 ：
经济单一结构与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民生问题， ① 政治上领导人长期执政带来的腐
败与合法性危机，② 高比重的年轻人口、发展模式弊端使其陷入“全球化陷阱”，
亲西方的外交政策等。③ 本文尝试通过提出一种分析途径对此进行研究，寻找出社
会运动演变为内战的一般性机制，以期回答以下问题 ：为什么突尼斯和埃及发生
的抗议最终导致了较为平和的变革，而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变局却演变为内战？

一 现有研究成果回顾
中东变局这场“让我们再次震惊”④ 的大规模政治变局，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引
起了广泛的研究兴趣，涌现了很多成果。对于中东变局为何在不同国家带来了不同
结果这一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也开展了一些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答案。尤其
是在关于利比亚的抗议活动为什么会演变为内战方面，国内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
这也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最为相关。然而，现有研究成果提供的答案，往往只是指
出了利比亚或其他国家内战爆发的背景或结构性因素，并未提供内战爆发的确切原
因。下文将以国内外学界关于利比亚内战的研究成果为重点，对既有成果进行简要
梳理，以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本文努力的方向。
（一）基于结构性因素与国家政权性质的解释
国内学界涉及利比亚内战的研究，主要出自几份重要学术期刊举行的笔谈与
专题学术研讨。例如，《现代国际关系》杂志社举办的“当前北非、中东变局及其
影响”学术研讨会、《欧洲研究》在 2011 年第 3 期发表的“利比亚危机”笔谈系
列文章。通过汇聚学界的相关学者，这两个刊物探讨了利比亚内战中的人道主义
① 贺文萍：《民生凋敝是中东动荡的主因》，载《社会观察》，2011年第3期，第44-46页。
② Jack A. Goldston, “Understanding the Revolutions of 2011: Weakness and Resilience in Middle
Eastern Autocracies,”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3 (May / June 2011), pp. 8-16.
③ 田文林：《对当前阿拉伯国家变局的深度解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第
30-36页。
④ Jeff Goodwin, “Why We Were Surprised (Again) by the Arab Spring,”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7, No.4 (December 2011), pp. 45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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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干涉背后体现的大国对外政策调整以及对西方国家进行军事干预的原因等
问题。① 上述问题虽在利比亚危机发生之初即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但有学者
认为，中东变局反映了国内学界在中东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如较少关注具体问题
的研究、分国别的研究以及对各国内政问题的研究等。② 具体到利比亚内战的成因，
国内学者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原始国家体制导致的政治矛盾、③ 部落之
争引发内战、④ 石油经济的影响⑤ 等。
国外学术界对于利比亚为何会爆发内战同样进行了不少研究，如有的研究成果通
过将利比亚与其邻国进行比较，尝试解释为何利比亚的动荡会演变为内战以及利比亚
的抗议为何会持久和暴力。通过比较，有学者认为原因在于利比亚与其邻国存在的三
个区别 ：卡扎菲（Omar Mouammer al Gaddafi）长期的个人统治、部落主义、反对派与
政府控制的区域存在地理上的隔离。⑥ 这说明国外与国内学者均注意到了利比亚的部
落传统与地区差异对利比亚内战的影响。除此之外，也有研究成果认为是突尼斯、埃
及与利比亚在政治体制上的区别导致各国的抗议衍生了不同结果。如埃及、突尼斯实
现了相对平稳的政权更迭，而利比亚则陷入了内战。根据这种观点，埃及、突尼斯与
，部分
利比亚的区别在于 ：前两个国家实施的“自由化的独裁”
（liberalised autocracies）
的自由化使两国统治者在社会和政治运动面前拥有承担压力的空间 ；而利比亚完全拒
绝一切政治参与和竞争的独裁，最终导致制度崩溃。⑦
整体而言，在解释中东变局在不同国家带来的国内后果时，国内外学者大多关
注的是结构性因素，较少对各国社会运动演变或没有演变为内战的具体过程以及从
中体现出来的机制展开深入分析。然而，结构性的解释因素既不能确切说明中东变
局爆发的真正原因，⑧ 也不能解释不同国家的变局带来了不同后果这一事实。换言
之，结构性的解释路径，仅仅提供了事件发生的背景，而非事件发生的动因。例如，
① 可参考赵晨：《“干涉的义务”与利比亚危机》，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叶江：
《北约接管并实施对利比亚军事行动与美欧跨大西洋联盟走势》，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
唐永胜：《全球政治视野下的中东变局》，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阎学通：《奥巴马
发动利比亚战争的动因》，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李永辉：《北非变局的几点冷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第13-14页。
③ 殷罡：《北非中东政局动荡归类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第7-9页。
④ 李伟：《中东地区动荡的开放式结局》，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第27-28页。
⑤ 戚颖璞：《石油的诅咒：石油经济与内战爆发的原因——基于利比亚内战的分析》，载《中国
市场》，2012年第32期，第71-73页。
⑥ Alia Brahimi, “Libya’s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6, No. 4 (December
2011), pp. 605-624.
⑦ George Joffé, “The Arab Spring in North Africa: Origins and Prospects,”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6, No. 4 (December 2011), pp. 507-532.
⑧ 曾向红、杨恕：《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动力与机制研究——以埃及变局为中心》，载《世界
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期，第40-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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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的部落主义与地理上的分离是利比亚内战持续进行的条件，但不能据此认为
利比亚内战就是部落战争。① 地理的分离与部落矛盾，的确使利比亚反对派武装能
够与卡扎菲的军队作战 6 个月。但这两个因素之前就存在，而内战并未爆发。因此，
忽视对利比亚变局从大规模抗议活动演变为内战的具体过程进行分析，可能误将维
持内战的条件视为导致内战爆发的原因。
而将石油等因素视为内战爆发的主要诱因，是未注意到石油是一个常量而非变
量。正如地理的分离与部落矛盾并没有在以往导致利比亚发生内战一样，石油长期
以来就构成一些中东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内源，但此前石油并未导致内战的爆发。
而且利比亚并不是唯一发生抗议与动荡的石油国家，如巴林也爆发了抗议而其社会
运动却被镇压，并未演变为内战。② 因此，将“资源型内战”的分析模式用于此次
中东变局的内战研究，并不十分适合。此外，石油虽是反对派在政府军的进攻下维
持生存的重要条件，但并不是石油使抗议者群众拿起武器加入反对派。
基于政权体制的分析途径，有研究者认为，利比亚“非自由化的独裁”这一政
权性质，构成内战爆发的原因。而卡扎菲的长期个人统治将民众政治参与的途径完
全封闭，导致内战成为解决“参与危机”的极端手段也是唯一手段。然而，其他受
到中东变局波及的中东国家之所以爆发抗议活动，似乎都是长期的独裁引起的。此
外，从这些国家抗议群众的政治诉求中，也很难区分出对“自由化独裁”和对“其
他的独裁”的抗议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而且，根据这种分析框架，中东变局中只
有“抗议者”与“独裁者”两种主体互动，其中决定变局走向的是“独裁”的性质。
事实上，中东变局是多股政治势力——独裁者、参与抗议的大众、各阶层的精英、
军队、政治伊斯兰势力、教派、部落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基于政权性质对是否爆发内战的解释，并未确切地说明社会运动演变为
内战的真正原因。另外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是，如果政权性质与内战之间存在因果
“第三波”政治民
关系，那么如何理解东欧剧变中的罗马尼亚未爆发内战？事实上，
主化浪潮之前的罗马尼亚与中东变局爆发前的利比亚非常相似 ：长期执政的克里斯
马型独裁者、家族化的国民经济、石油作为经济支柱的产油国、体制弊端导致的民
生凋敝。③ 尽管在东欧剧变中，罗马尼亚产生了相较于其他苏东国家剧变而言更多
① Wolfram Lacher, “Families Tribes and Cities in The Libyan Revoluti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18,
No.4 (Winter 2011), pp. 140-154.
② Danile L. Byman, “States in Civil War: Challeng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Kenneth M. Pollack, et
al., The Arab Awakening: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1, p. 214.
③ Richard Andrew Hall,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Revolution: Evidence from the Romanian
Transition of December 1989,”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2, No. 6 (July 2000), pp. 1069-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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