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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
跨国经营的风险来自国际保险市场的共同担保。从全球上市公司数据库（BvDosiris）① 中可以看到，基本上所有非金融类大跨国公司股权结构中都可以看到世界大
金融机构的身影，而且所占比例较大。早期全球化时代，金融机构的投机活动主要
集中在国内，但当今金融机构的投机活动是世界性的，而且种类繁多，花样翻新，
各种金融衍生品和创新大都与世界市场直接关联。比如，外汇期货就是当今经济全
球化的产物。因此，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与早期全球化相比，不论是规模还是深度和
广度都不可同日而语。早期的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肤浅一体化”；② 当今全球化与早
期全球化相比，资本、人员、物资、信息和思想的全球化更加频繁、快捷而自由地
跨国流动，世界各国人民不论在经济还是生活上，彼此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
互影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对人的安全也产生了新的影响。
人的安全是什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4 年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对人的
安全的界定及其范围可以说是一个相对较全面的界定。③ 这一报告强调对人的安全
关注应侧重于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的担忧上，而不是灾难性世界事件上，主要是使人
免于“疾病、饥饿、失业、犯罪、社会冲突、政治压迫和环境事故等威胁”
。④ 它把
人的安全分为七个方面的内容 ：
（1）经济安全（免于贫困）；
（2）食品安全（食物的可获得性）；
（3）健康安
全（获得健康保障）；
（4）环境安全（免于环境恶化与污染）；
（5）人身安全（身
体免于系统的暴力伤害）；
（6）社区安全（保护传统文化和种族免于伤害）；
（7）
政治安全（保护公民权利和免于政治迫害）。⑤
从这些内容来看，人的安全与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有学者说 ：
“人的发
展是人的生存的目的或主要目标，而人的安全则是强调实现这种目的的主要条件。
”⑥
因此，对人的安全的关注实质是为了保障和促进人类的发展。虽然，不同的学者就
人的安全的定义、范围还存在着争议，但他们之间有一个广泛的共识是 ：
“全球化力
量正在加速经济联系和社会变革的步伐，改造着国际政治，重塑国家与人民之间的
① BvD-osiris全球上市公司分析库见：http://osiris.bvdinfo.com/version-2013103/Report.serv?_CID=2
95&context=18HB97VFPMX5LFP。
② [美]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第17页。
③ 对于人的安全及其范围的争议内容可参见：Fen Osler Hampson, “Human Security,” in Paul
Williams, ed., Security Studies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280-285。
④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http://hdr.undp.org/en/media/hdr_1994_en_chap2.pdf, pp.
22-23.
⑤ Columba Peoples and Nick Vaughan-William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123.
⑥ Natalie Florea Hudson, Alex Kreidenweis and Charli Carpenter , “Human Security,” in Laura
Shepherd, ed., Critical Approach to Security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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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这种关系对人的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人的安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据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分析，这种全球化对安全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
（1）在高度发达的生产过程中，更大程度的相互依赖使这些生产过程对供应
中断具有更大的脆弱性，不论这种供应中断是能源还是技术部件 ；
（2）更大的人口国际迁徙为少数派拒绝服从国家的目标提供了可能，在极端
条件下，为其在政治上作为人质使用提供了可能 ；
（3）生产的中心边缘结构产生了新的冲突根源，这些冲突有的……集中在族
裔问题上，有的集中在性别问题上，有的集中在环境问题上，这些问题都破坏了国
家身份的概念 ；
（4）军事主义可以对经济上碎片化的人口产生暂时心理影响，但不能对公众
舆论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因为它已经没有了物质基础 ；
（5）全球化的相互依赖原则与领土主权原则的冲突。②
经济全球化对安全产生的五个方面的影响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人的
安全七个方面中的某些方面。

二 经济全球化对人的安全的影响
人的安全并不是今天独有，也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但当今的经济全
球化是一种以新自由主义为特点的全球化，它必然对人的发展和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
（一）全球性生产带来的对人的安全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生产高度相互依存使人们的经济状况与外部突发事件的联系
大大加强。外部的突发事件可能导致全球生产网络的某个环节的中断，这种中断可
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造成上下关联的生产环节无法正常运行，从而引发世界性
的生产的停滞与中断，进而影响人们的就业与收入。这对人的经济安全、食物供应
安全都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以能源为例，如果中东地区爆发战争或有关产油国
内部发生动荡，世界石油供应出现严重短缺，导致油价大幅度攀升，引发严重依赖
石油进口的一些世界加工厂无法正常开工。整个世界可能会由此产生生产配件或生
① Fen Osler Hampson, “Human Security,” in Paul Williams, ed., Security Studies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285.
② Robert Cox and Timothy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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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必需品供应不足，进而导致世界性产品价格上涨。这种结局会造成民众的生活不
便，生活成本的飞涨以及大规模的失业，特别是对贫困人口来说，大幅度的价格上
涨和失业，必然造成生活难以为继，这一切都是引发社会动荡的根源。虽然目前世
界还没有出现这一状况，但一些国家由于包括食品在内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
度的上升和失业导致的社会动荡可以作为这一现象的参照。如 1997 年印度尼西亚由
于金融危机、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以及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加之失业，引发政
治动荡、种族仇杀，这不仅是对人的经济安全方面的损害，也是对人在食品安全、
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方面的损害。
目前的全球化是一种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体系，它是以资本自由为
前提，通过资本的自由流动在世界各地组织起碎片化的网络生产。这种网络化生产
是以生产外包（国内与跨国）
、地下经济为支撑的，其组织原则是最大化地降低成本，
提高竞争力。金融的一体化在越来越摆脱国家监管的条件下，为了逐利最大化在世
界范围内便捷地流动。这种经济全球化在提高效率、带来资本巨大收益的同时，也
带来世界性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经常性的经济危机，给普通民众造成了日益加剧的失
业风险和巨大的竞争压力，而国家在面临全球竞争的条件下，为提高竞争力不断地
削减社会福利和保障，这一切加剧了人们生活的不安全感、不稳定感。① 可以说，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给普通人的经济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各种社会
犯罪和冲突的潜在原因，会促发对人在其他方面安全的挑战。
（二）人口迁徙带来的人的安全负面影响
目前的全球化加剧了人口迁徙，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内部族裔冲突的风险和少数
族裔的权利问题。目前的发达国家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压制工会势力，采取了各
种灵活用工制度。其中之一是雇用非工会工人，这些工人往往由移民为主的少数族
裔和妇女，甚至是非法移民构成。这种灵活用工制度目前也在向一些新兴工业化国
家蔓延，目前中国南方一些城市也出现此类现象。这些灵活用工制度下的某些劳动
者不享受国家法规规定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与劳动保障，加之种种歧视，导致
他们没有得到国家与社会的认同，这既对他们的经济与社会权利形成威胁（人的安
全的重要方面）
，也给社会造成了潜在的族裔冲突风险。2009 年法国发生的非洲裔
移民骚乱就是这种社会冲突的典型。全球化竞争与灵活用工制度是带来人的安全重
要的负面原因之一。
另外，由于这种灵活用工制度招用了非法移民，还导致了非法移民和人口交易
（human trafficking）现象屡屡发生。在非法迁徙过程中，不断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
① 这种全球化带来的普通人因为失业和经济保障问题产生的不安全感，参见：[美]约瑟夫·斯蒂
格利茨：《让全球化造福人类》，雷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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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人的安全重大悲剧，2013 年夏秋，在意大利沿海发生的非洲非法移民重大死亡
事件就是人类安全悲剧的典型反映。而非法迁徙成功者往往在迁徙目的地国成为一
种现代的奴隶工人，工作于娼妓业、血汗工厂、餐饮服务业等技能要求低的行业，
收入微薄，地位低下，劳动条件极其恶劣，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国家间的贫富分化
以及全球化带来的思想与信息的传播，往往也是促使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迁
徙者非法迁徙的原因之一。非法迁徙中的人口交易则是跨国犯罪行为之一，它往往
与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对称的全球化也是造成非法移民的重要因素。目
前的全球化是一种有利于资本和高技能劳动自由流动的全球化，而低技能劳动的跨
国流动受到极大限制，这种限制加剧了不平等，也导致了低技能人口从贫困地区向
富裕地区的非法迁徙。非法迁徙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无不影响人的安全。
内战是目前人口迁徙的重要原因之一，非洲大陆是最主要的人口迁徙之源。而
在目前的非洲内战的原因中，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是其中之一。据有关国际组织
统计后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是维护经历内战后国家的和平与稳定的关键。① 而
非洲大陆的不发达既是内战的根源之一，也是战后动乱和不稳定的导火索。全球化
带来的世界贫富分化是造成近年来非洲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非洲大陆是一个自然
资源丰富的地区，一些国家盛产石油、铜、钻石等自然资源。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对
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然而，由于没有合理的均衡分配机制，自然资源开发带来的
财富导致了内部武装冲突不断，人民流离失所。以塞拉利昂为例，20 世纪 90 年代，
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为争夺钻石战争不息，造成了 7.5 万人死亡，2 万人伤残，近 200
万人逃亡，大量儿童被迫加入战争行列。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
财富的增长。然而，财富的增长由于分配的问题带来了相对贫困，这反而加剧了对
人的安全的威胁。所以，有学者指出，在一些贫困国家，其内部由于种姓和宗派原
因使其中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生活得更好，更易于发生暴力冲突。② 而目前恰恰是全
球化带来了这种相对贫困。在非洲由于不同种族、部落对政权的控制，成为其对资
源的控制条件，自然资源收入带来的财富的不平等形成了内部的相对贫困，进而导
致战争和经济发展的停滞以及人口的非正常迁徙。
（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生产模式是引发环境冲突和扩散社会不平等的重
要原因之一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族裔冲突已经在上面提及，这里不再赘述。目前在全球化中
带来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环境问题。
① Fen Osler Hampson, “Human Security,” in Paul Williams, ed., Security Studies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290.
② Fen Osler Hampson, “Human Security,” p.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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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在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发
达国家将落后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必然带来世界性的环境污染。另外，在工
业化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气候变暖与全球化带来的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世
界性复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条件有限，不可能跨越传统的工业
化模式，只能简单复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因而也复制了它们的环境污染，
加剧了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对环境安全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
另外，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也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复制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种族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也在世界范围内得
到复制，造成对弱势种族的人口和妇女在人的安全方面的侵害。比如，在目前的
世界生产结构中，大量的低技术劳动由弱势种族人口和妇女承担，由此形成的经
济与社会权利的不公平，往往给他们带来了不安全感，使他们游离于国家的法规
保护之外，缺乏对国家的认同。
（四）经济全球化下传统军事安全与人的安全的资源竞争
国土安全是国家安全基础中的基础，① 维护国土安全需要增强国家军事力量。
军事与外交机构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有着资源安排的优先性。其核心
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但与此同时，
关注人的日常生存与发展、个人的经济福利、生活的保障和居住条件、社会权利
等已经成为人的安全的基本元素。因此，军事实力的强大有时并不是人的安全的
首要目标，资源的优先分配应侧重于民生和社会领域。如果一个国家在军事方面
过于消耗资源，在一定的时间内，往往由于民生改善的不足导致民众逐渐对国家
的军事外交政策失去支持。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政策最为典型。美国发动伊拉克
战争的初期曾得到美国公众的较大支持，但随着战争的延续，美国人民逐步对伊
拉克战争失去了耐心，反战的呼声逐步高涨，到了 2008 年总统选举时，如何从伊
拉克与阿富汗撤军成为总统候选人争取选民的一个热点。经济福利的改善和就业
则成为美国人民关注的首要问题，其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国家福利政
策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目前世界上由于地区的冲突、内部的社会矛盾以及
一些国家的霸权野心使得许多国家的资源并没有向民生方向发生重大转移。而地
区冲突、内部的社会矛盾目前都与经济全球化有着一定的关联。如许多国家在反
恐上花费大量的资源，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与经济全球化的负面作用是有一
定联系的。因此，目前以新自由主义为特点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种社会冲突，
影响了一些国家与地区的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资源向解决人的安全方面
① 余飞：《“国土安全”是国家安全基础中的基础》，载《法制日报》，201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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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配倾斜。
（五）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原则冲突对人的安全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相互依存产生了大于国家领土的宏观市场，形成了一
种所谓的“经济宏观地区”（macro-area）。这种宏观市场可以为国家内部的一些地
区提供直接的外部经济联系。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发展产生的国家内部地区间发
展的不平衡，往往是内部分离运动产生的土壤。在国家内部，发展较好的地区（或
者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有时不愿与落后地区分享财富，希望直接与宏观区域进
行经济交往，造成它们对国家的认同产生矛盾，提出独立的要求 ；而发展较差的
地区，有时为了从中央政府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也以“独立”相要挟，因为它
们认为，宏观区域为它们可能的经济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因此，也产
生了经济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在一些国家内部，某些地区具
有民族、种族或文化的独特性时，就出现了地区分离的冲突。自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世界一些地区相继发生了地区分离冲突，如富裕的加拿大魁北克地区、西班
牙巴斯克地区，资源丰富地区例如尼日利亚的奥戈尼兰德地区、刚果的加丹加地
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布干维尔，经济落后的地区例如前塞尔维亚的科索沃，俄
罗斯的车臣等。在世界有些地区的分离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有时在这
种极端冲突中种族仇杀成为威胁社区安全的典型，如苏丹、科索沃发生的悲剧就
是如此。这些冲突不同程度地对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相互依存还使得国家的政策受制于全球化的大环
境，国家越来越失去保障其公民的有效保护手段，使得普通民众处于受外来的负
面影响的脆弱性加大。如刺激经济、保障就业与收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时受到
外部经济的制约而无法有效实施，国家过去保障社会福利的政策由于全球化的竞
争压力不得不收缩，这都对人的安全带来负面的影响。另外，传统的领土主权的
封闭性受到了全球化的挑战，公民的健康安全、食品安全防不胜防。而目前任何
国家无法摆脱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任何国家的封闭只能造成发展的资源缺乏，
经济增长的停滞，这反过来失去了保障国家人口安全的物质基础。
除了上述五个方面，经济全球化对人的安全的影响既体现在经济安全、食品
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也体现在政治安全上。目前的经济全球
化产生的经济利益纷争、失业、种族、环境等问题往往造成一些国家内部的动荡。
为了保证经济竞争力和良好有序的政治环境，在一些缺乏法制渠道解决社会冲突
的国家和地区，政治的压制成为维持社会稳定、吸引投资的重要手段。在这种状
况下，公民的政治权利受到限制，寻求公正的群体受到政治迫害现象在一些国家
与地区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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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以新自由主义为特点的全球化，可以说是一种资本
主义全球化的体现，它必然引起人的安全的负面作用。

三 人的安全与治理结构的变革
虽然人的安全强调以人为中心，但国家仍然被认为是人的安全的主要维护者。
联合国人的安全委员会在其 2003 年报告中就指出，“虽然现在必须把注意力从国
家安全转到人民安全，但国家仍然是人的安全的最终承担者”，而且“国家安全是
由人的安全来补充的”
。① 但是人的安全在全球化条件下使得国家难以单独地全面
应对，对国家作为传统的保护其居民的能力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虽然人的安全的
问题不完全来自全球化，但全球化加剧了人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制约了国家在处
理人的安全方面的作用与能力。因此，在重视国家作为人的安全主要承担者角色
的同时，还必须强调人的安全的全球治理，特别是在国家处于“无效状态”下，
这种全球性的治理结构尤为重要。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家和全球治理相互促进
才能构成保护人的安全的垂直和水平结构。
（一）全球化条件下国家治理结构受到挑战
国家从来不是一种抽象或“超验”的现实，它的内在内容或者说治国之道是
国家的实质。但这些内容是随着国家的外部环境变化和对外交往程度的变化而不
断地演化的，这也涉及国家对安全的不同关注。从历史发展上看，国家的表现形
式有重商主义国家、自由主义国家、福利国家等，当今则更表现为一种新自由主
义国家的形式。在这些国家形式中，安全被赋予了不同的重要性，国家曾用不同
的“权力 / 政治技术”或治理方式保障其安全。重商主义国家是与欧洲主权国家的
兴起联系在一起。欧洲的宗教革命撼动了罗马教廷的世界主权，引发了新旧教国
家的威斯特伐利亚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了各类国家的合法存在和相互
权力竞争。但这种纸上条约的安全保障必须通过“权力技术”来保证，即通过“均
势”和“重商主义”的“政治技术”在一个多元国家竞争的空间中保障自己的安
全。“均势”旨在防止强大的外部力量威胁自己的生存，保证自己的领土安全 ；
“重
商主义”旨在加强自己的内在实力，实现“富国强兵”，从而以内部的强盛来保障
自己的领土安全，这构成当时国家的安全话语。因为民族这时作为国家的象征，
领土是其重要的构成因素之一。保障领土安全就是保障国家和民族的安全。自由
主义国家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基层大众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产物。这时的国家主权
①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Human Security Now,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3,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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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人民主权。“现代的人民概念事实上是民族国家的产物”，① 也是建立在一定的
领土之上的，是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为保证资本统治而建立的想象共同体（民
族国家）的基础，旨在保证民族国家内部公众的认同。由于当时资本民族化的特点，
自由主义国家继承了过去世袭专制国家的安全话语，通过保卫领土主权来保卫民
族化资本，维护国家在国际权力竞争中的地位。它的“权力技术”是对外的“均势”
和对内“自由放任主义”
，后者是促进资本的自由发展，保障民族化的资本壮大以
有效地对外进行政治经济竞争。在这一时期，人的安全，即免于恐惧和匮乏，并
没有获得国家的安全关注，因为“自由放任”的管理对普通人的安全也是“自由
放任”的。福利国家是垄断化的民族化资本条件下的民族国家形式，实际上是一
种“妥协式自由主义”或“嵌入式自由主义”国家。它用社会福利来吸引公众对
民族国家的认同（比自由主义国家具体化了），来体现人民主权的特性。它的安全
话语仍是领土安全，但附加了人的安全。它的“权力技术”是对外的殖民帝国主
义扩张，对内的“国家干预与社会福利”。对外的殖民帝国主义扩张旨在为民族化
的垄断资本获取市场（冷战是一种以保护领土主权的名义保护资本主义体制的“权
力技术”），对内的国家干预是保障垄断资本的有效运作和对外竞争优势，用全面
的社会保障和高福利维持社会的稳定、团结。人的安全的内容第一次在国家安全
议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说的“四大自由”指在世界范
围内保障人类和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经济自由和安全自由。概括地说就是人的
安全。另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安全话语也是领土安全，但也附加了
人的安全。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 ：对外加强军事力量保障国家的领土安全，对内
是全面的国家计划经济和公民的全面社会保障。福利国家时代对人的安全的关注
来自于 ：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二是维护体制的合法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全球竞争的压力迫使国家的福利与保障政策全面倒
退，而经济依存带来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日益加深，在这种条件下，人面临的恐惧
和匮乏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加深，人的安全问题再次突显出来。“国家现在不只
是担心它们的军事力量和家族统治的安全，还担心经济的竞争力、文化的再生产、
公民的福利、健康和教育、生态的稳定以及知识和技术的控制”。②正是在经济全
球化发展最顺利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人的安全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被国际组
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因为经济全球化及其负面影响使得国家应对人的
安全方面的能力和意愿降低了。在过去的福利国家时代，生产的民族化使得国家
①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01.
② Barry Buzan, “Security, the State, the ‘New World Order’, and Beyond,” in Ronnie D. Lipschutzm,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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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一个堡垒，对内可以一定程度地有效隔离外来的社会风险。当今经济全
球化时代的相互依存使国家越来越难以阻隔外来的经济、社会等方面风险。可以
说，福利国家的“政治技术”在新的条件下已经部分失效了。在一个竞争的世界
经济空间，国家为了发展，不得不开放其市场，打开国门，与外部世界进行广泛
的交流与联系，国家为了提高竞争力还不得不降低社会保障的门槛，减少国家承
担的公民福利，即削弱了过去福利国家所承担的全面社会保障和福利。这样，国
家作为一种阻隔外来风险的堡垒作用受到了削弱，传统的治理模式受到了挑战。
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个人隶属国家的特点。个人作为国家的公民，从现代民族
国家的人民主权角度来说，国家必须承担政治、社会和经济安全的保障职责。但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如何能胜任保障人的安全的职责成为国家治理的新课
题。但至今为止，由于上述全球化条件下国家间社会化和经济竞争的原因，没有
一个国家较好地找到应对人的安全的内部治理结构（或者说较好的政治技术），特
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仍处于初
级状态，国家的独立和统一都不完整或不巩固，没有政治能力与经济能力来保障
人的安全。即便是发达国家，目前由于福利制度的削弱和全球化竞争的挑战，也
面临着应对人的安全能力不足的状况。因此，全球的合作是弥补这种国家单纯治
理不足的重要方式。
（二）需要一个新的全球治理结构来应对人的安全
目前的全球化条件下人的安全问题仅靠国家的单方面治理远不能实现目标，
需要一个全球治理的结构来补充。因为“人的安全背后的理由在于世界是相互依
存的，不安全是全球传递的，因此，共同或全球共同的管理可能需要一个全球治
理来应对”。① 只有一个共同的全球治理结构才能保证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否则国
家各自为政的治理将难以奏效。但这不是否认国家的作用，即使在一个人的安全
全球治理结构下，国家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和平的
国际体系更可能通过有效的国家间合作来实现……而在一个脆弱、虚弱和碎片的，
或一般是混乱的国家实体（即无效国家）的环境下是难以实现的”。② 简单地说，
在人的安全治理结构中，国家内部的治理结构是重要的，但在目前全球化条件下，
国家内部的治理结构需要全球的合作。国家内部的治理结构是保证国家的稳定和
“有效”。“无效国家”之间是不能建立一个人的安全的全球治理结构，因为它无
① Nadine Voelkner, “Governmentalizing the State：The Disciplining Logic of Human Security,” in
Miguel de Larrinaga and Marc G. Doucet, eds., 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ment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142.
②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Human Security Now,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3,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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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承担国家的基本职能，更谈不上国家间合作。同时，对“无效国家”来说，国
家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国家来保障人的安全，在国家
不能保障时，由国际机制暂时地来填补国家的空缺，重新设计国家以使国家在未
来满足人的安全需求。① 因此，即使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为了保障人的安全需要一
个全球治理的结构，但国家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然而，人的安全的全球治理结构应该是什么，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从结果上说，这个全球治理的结构就是通过合作或帮助国家应对七个
方面的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超越国家的主体教导和训导“无效国家”
如何治理国家。② 当然，国际组织向一些发展中国家传授治国之道，向一些失去政
府功能的国家进行国际干预以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另当别论。
第二，人的安全的全球治理结构绝不是单纯的安全治理结构，而是一种包括
经济、社会和安全的全面治理结构。因为人的安全涉及广泛的经济、社会问题，
单纯的安全结构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经济全球化产生的贫富分化，是许多社会问
题和人的安全问题的诱因。只谈安全治理结构而不谈经济社会治理结构根本无法
解决人的安全的相关问题。全球的安全治理结构更多地为促进西方国家乐见的意
识形态、政治和经济体制，而不是为了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三，目前的全球治理结构必须在原则上有一个重大的转向。这种转向应该
向着以人为本的方向转变。人的安全说到底是人的发展的问题，只有以人为本的
全球治理结构才能为了人的安全。这种以人为本的治理结构就必须是以占世界人
口大多数的穷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中心，以促进它们的发展为取向。
要以促进世界大多数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目的的全球治理结构，就
必须改变目前全球治理结构的“民主赤字”问题。这种“民主赤字”的表现是：
“目
前一些国际组织受托制定规则和管理全球经济，但是，反映的却是发达工业化国
家，或者更进一步说是这些国家中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使得“经济全球化受
益的只是富裕国家的少数人”。③ 这种全球民主政治的“赤字”只能保障富人和有
权势人的利益而加剧全球范围发展中国家和多数人的不安全性。为此，有的学者
提出了改变这种全球治理“民主赤字”的一些措施 ：
（1）提高国际机构的透明度；改进有关利益冲突的法规使之有利于总体利益；
（2）增加国际机构议事程序的公开性，完善其议事流程，以改变目前一些决
① S. N. MacFarlane and Y. F. Khong, Human Security and the UN: A Critical History,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65.
② 这个观点在一些西方学者颇为典型，如William Walters and Jens Henrik Haahr, “Governmentality and
Political Studie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No. 3 (September 2005), pp. 288-300.
③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让全球化造福全球》，第249-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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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更多受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影响的局面，确保非政府组织发言权和评议权 ；
（3）提高发展中国家真正参与国际机构决策的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评
估政策变化带来影响的能力 ；
（4）提高责任感，对一些国际机构的决策结果进行公正的评估，以提高国际
机构在未来决策过程中的责任性 ；
（5）建立更公正的司法程序，改变目前一些国际纠纷或国际事务中的司法过
程受控于发达国家的局面 ；
（6）增强国际事务中的法治，以约束大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治外法权。①
在一定程度上，如果这些措施得到实施，人的安全的全球治理结构将得到大
幅改善，全球范围的人的不安全感也将得到大幅改善。
这些措施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增加了不发达国家和整个世界弱势群体在全球治
理过程中的发言权，有助于全球治理向着发展目标演化，以发展来促进其生活水
平和质量的提高，进而增进其安全感。

四 结语
人的安全是一种涉及人的日常生活的、使人免于匮乏和恐惧的状态，是人的
发展的重要前提。目前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类在上述日常
生活七个方面的不安全性，给国家单独治理带来了巨大的难度，国家传统的治理
结构受到了挑战。这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面向人的发展的全球治理的结构
加以补充。但是由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赤字”，造成了目前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
的的保障人的安全的全球治理进展不大。消除全球化的“民主赤字”，需要国际机
制的民主化，需要对越来越重要的非政府组织的民主化，还需要在国家之内进行
民主改革，适应全球化的新形势。② 因此，要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人的安全必须首先
减少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让发展中国家和代表基层民众的一些国际非政府
组织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增大有效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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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kraine crisis and the return of Crimea to Russia has reaffirmed
the limit and boundary of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the Europe-dominated “New
Versailles system”. Instead of settling the border issue by military force as it has
been always done, Russia managed, peacefully, to retain its border, the bottom
line of its existence and the very foundation and prerequisite of its future revival,
and consequently rendered it almost impossible for the EU to step up its eastward
expansion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From the time of Peter the Great to that of
Stalin, Russia had waged wars of attrition in the Baltic countries against Europe,
and yet never lost a single one over Ukraine, except for the strategic contraction
during the Stalin period in World War II and the Gorbachev period. In view of
Russia’s “victory” over Napoleon and Hitler in history, the Westerns are fully
aware that Russians would allow for no exception in the neighboring territories
wherever the land forces are maneuverable. The Black Sea, which neighbors
Russia and connects land, is easily accessible for ground forces and yet lies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sea powers of the west. Crimea is vital to Russia and
yet, registers only as “important” to the European interest. Thus, Russia would
mobilize all its resources in case of Ukraine crisis, but the West would not. Given
the history of Russia in Ukraine, the Ukraine crisis marks only the beginning of
Russia’s strike back against the EU expansion.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is yet to
be felt globally and its warning lessons to be learned b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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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spite of the outbreak of the Ukraine crisis, the overall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energy markets have not experienced any sharp rises and falls and the
oil and gas prices remain steady with a slight decline, indicating a hidden energy
game being played between Russia, the EU and the US. In contrast to what it did in
2006 and 2009 and contrary to what had been speculated, Russia has continued its
natural gas supply to Ukraine and, thus, energy supply failed to become one of the
focuses of attention during the crisis, though, apparently, with Russia as one of the
key energy producing countries and Ukraine as one of the major transit countries,
the energy issue could be very instrumental to the promo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for either Russia, the US, or the EU. Russia is keen to see its energy interests
unthreatened in the ongoing political confrontation, and the US tries to manipulate
energy market prices with financial means to curb Russia’s ambition in Ukraine.
Though still in a relatively passive and weak position, the EU has accelerated its
energy diversification and will strengthen its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Th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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