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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拉克安全形势看新保守主义的局限性
李

[ 摘要]

*

意

以 军事优先、普世民主、
单极霸权 为基本内核的新保守 主义在美国 布什外交 政策中发挥 着谋篇布 局的重要作 用。以

这一理念为基础, 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然而, 伊拉克战后安全形势表明, 新保守主义并没有达到其预期之构想。在当前全球 化进
程迅速发展和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 美国新保守主义 片面强调 意识形态和 战略优势, 推行以 军事力量 为后
盾的进攻性外交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无法 为美国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提供全面可靠的理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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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它以国

国伊拉克政策中的局限性。

家利益为依托, 以综合国力为后盾, 以国际软硬环境为
背景, 以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 基本的战
略诉求, 着力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企图建立以

一、新保守主义理论溯源

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 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 建立美
式帝国。其中, 扩张是贯穿于美国对外政策史的最明
!1∀
显、
最永恒的主题 。
作为推行小布什政府 对外战略

新保守主义兴起于 20 世纪 30 年代, 到 20 世纪 60
年代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 逐步演变成为一股具有较大

的主导理念, 新保守主义被更多地运用在美 国的安全

影响的社会思潮。其基本特点是: 大力维护垄断资产

和外交政策领域。这一理念指导下的美国外交政策集

阶级的利益, 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 认

中体现在先发制人打击、
单边主义以及扩展 民主的所
谓 布什主义 路线上。顺着这条路线, 美国 发动了阿

为除道德之外, 人天生是不平等的; 主张社会的稳定需
要保持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和对传统价值的维护; 要求

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并试图推行 大中东计划 。然

社会节制 过多的民主 ; 捍卫自由竞争的私有制度; 宣

而, 伊拉克战争并未实现 美国治下的和平 , 而是给伊
拉克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导致地区形势动荡, 使伊拉

称整个社会应由 杰出人物 来进行统 治。 新保守主
义由两组观念构成: 一组是反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 它

克成为恐怖暴力活动的主要平台, 也刺激了 恐怖活动

强调个人主义、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严厉限制和自由

的扩散。教派和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使伊拉克几乎陷

市场经济。这一派 的自由主 义也被称 作古典 自由主

入内战, 民众的处境甚至比陷入内战还要糟。本文从
分析新保守主义理论根源入手, 通过对伊拉 克战争及

义。另一组是传统的保守主义, 其所认同的是 18 世纪
英国思想家柏克的思想。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主张强有

其战后安全形势的研究, 揭示出新保守主义 理论在美

力的领导、
有效的法律和秩序, 同时注重道德的作用,

*

!2∀

本文属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 年规划基金项目 海湾地区新安全局势研究 ( K X171010) 的前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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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烈的宗教情感, 注重宗教在社会中的不 可磨灭的

如强调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塑

作用, 怀疑甚至敌视任何企图消灭宗教信仰 的意识形

造更好的政治制度、
推崇积极进取的民主制度、对美国

!3∀

态和政治运 动。 由此, 新保 守主义 的思想 渊源有 两

价值观近乎宗教般的赞美以及坚定地反对暴政等都与

个: 古典自由主义和传统的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 义的思 想理论 基础来 源于两 位思想 鼻

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不谋而合。就这样, 新保守主义
的思想为布什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一

祖, 其中, 政治思 想方面是 芝加哥大 学的哲 学教授 利

时间, 新保守主义劫持了美国外交 的论断四起。新

奥 # 施特劳斯, 他毕生研究希腊古典哲学及宗教, 最有
名的著作是∃论暴政%。他在书中强调: 道德 价值具有

保守主义似乎已经主宰了历史。

不变性, 存在一种 自然法 , 即善与恶、
正义 与非正义

二、新保守主义理念对伊拉克新安全局势的影响

有不变的标准, 它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但是,
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陷入了相对主义, 现代 化又造成
了对道德价值的抛弃和对理性与文明的欧洲价值的抛

9 # 11 事件后, 美国把恐怖主义列为国家安全面

弃。善恶的相对主义不敢承认欧美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7∀
临的首要威胁, 中东便成为美国新的战略中心。
2002

优越, 从而导致对暴政束手无策。他亲眼目 睹了纳粹

年初, 新保守派重要人物查尔斯 # 克劳塞默声称, 美国

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 清晰地看到了邪恶的可怕, 这些
个人经验深刻地影响了他日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他认

的反恐战争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出于报仇和伸
张正义的阿富汗战争; 第二阶段是在东南亚地区帮助

为, 社会制度有好坏之分, 而美国的民主政体是 最完

搜捕恐怖分子的小规模行动; 而第三阶段就是对伊拉

善的政治制度 , 就人的充分发展而言, 人类 还没有找

克发动战争, 目的是搞掉萨达姆, 解除伊拉克可能储存

到任何更好的制度。一个好的制度有权利乃至义务去
反对坏的制度, 即使要动用武力, 为了使西 方民主政

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随后, 新保守派们还提出了一

!4∀

体处在安全之中, 应当使全球都实现民主。

!8∀

个重塑中东的计划, 其主要目的在于: ( 1) 用美国的民
主自由价值观改造整个中东地区, 从而消除国际恐怖

新保守主 义军事 思想方 面来源 于战略 专家阿 伯

主义势力对美国的威胁; ( 2) 为其他地区做出榜样, 以

特 # 沃尔特泰尔。沃 尔特泰尔曾在加州大学任教, 担
任过里德公司研究员、
国防部顾问, 是美国核战略的制

便在其他地区推行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念; ( 3) 控制中东
地区的石油资源, 进而从能源上遏制其他大国的发展;

定人之一。他最早对 确保相互摧毁 的核战略提出了

( 4) 利用美国在伊拉 克战争中的胜利, 建立 美国统治

质疑。他认为, 这种战略既不道德( 大量杀害平民) , 又

下的持久和平 , 即将 单极制度化 。而这个计划的第

没有效力, 因为任何有理智的国家领导人都 不会做出
可能带来 各自自杀 后果的决定的。他因此提出一个

一步就是推翻萨达姆政权。可见, 不论是美国的大中
东计划, 还是反恐战争都把打击伊拉克和倒萨作为首

替代战略 & & &

逐步反应 或曰 逐步升级威 慑 , 后为

要目标, 因为被新保守派左右的布什政府原本以为一

美国政府及北约所采纳。按照这种战略思想, 要准备

旦伊拉克问题解决, 伊拉克成为中东民主自由的样板,

打有限战争, 必要时使用战术核武器和能够 攻击敌方
!5∀
军事设施的高精度的 智能武器 。

巴勒斯坦等棘手的中东热点问题将迎刃而解。
然而, 战后伊拉 克的局势并不像新保守派设计的

作为一种社会思 潮, 新保守主义者的理 论实践主

那样令人满意, 其代表人物威廉 # 克里斯托尔在伊拉

要体现在国际政治方面, 其政治哲学有两条: 一是自由

克战争后发文指 出: 中 东或伊斯 兰世界是 问题的中

民主与专制水火不容, 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暴政; 二是
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 美国应担负起它的 世界使

心, 几乎所有的恐怖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国家都在中
东。解放伊拉克是为了中东的未来而进行的第一场伟

命 。难怪法国∃新观察家% 周刊这样描述新保守主义

大战役。而创建一个民主、自由的伊拉克则是现在的

者: 他们爱民主、
军队和秩 序, 憎恨基辛格、共产主义

头等大事。

者和联合国; 他们厌恶实 用主义、孤立主义和外交官,
喜欢里根、
杜鲁门和托克维尔; 他们把美国及其价值观

问题上遇到了重重困难, 如: 伊拉克局势并没有根本好
转、
驻伊美军不断增加的伤亡、重建所需的巨额费用、

和它的世界∋使命( 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是几十

虐俘丑闻、
美国和英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所依据的假情

!6∀

个知识分子, 但他们的主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9∀

的确, 伊拉克战争后, 美国在伊拉克重建

报和核查人员在伊拉克战争后并没有发现美英所谓的

布什上台后, 新保守主义大为走红, 其思想理念诸

萨达姆所藏匿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这些都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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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舆论对美国根据 先发制人 战略所发动的伊拉

尔等地的抵抗活动主要不是圣战分子向美国发动的宗

克战争的合法性表示怀疑, 进而怀疑新保守 主义理念

教战争, 而是逊尼派在争夺这 个国家的控制权。伊拉

的可行性。据伊拉克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 伊战

克的逊尼派反美和什叶派仇杀完全是美国伊拉克政策

后这几年所发生的暴力事件是史无前例的。面对这种
局势, 伊拉克政府曾试图采取新措施改善伊 拉克社会

造成的: ( 1) 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将什叶派推上伊拉
克统治地位, 解散了原本由逊尼派担任军官的前伊拉

状况, 特地为建立安全与稳定拨出专款。于 2006 年 5

克军队, 查禁了以逊尼派为主体的复兴党, 解雇了 5 万

月 20 日宣誓就职的伊拉克战后首届政府总理 努里 #
马利基一上任就把建立安全定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日

名政府官员( 大部分是逊尼派) , 关闭了数千家国有企
业( 许多由逊尼派经营) , 这些逊尼派穆斯林失去政治

程, 并就伊拉克不安全的社会局面与伊拉克各宗派、部

地位, 经济实力, 甚至谋生手段, 反美情绪强烈, 也视上

族和政党领袖举行了会谈, 劝说他们为推进 这一计划

台的什叶派为仇敌, 其中一些人成为反美武装力量的

做出努力。此外, 马利基还动员广大群众齐 心协力共
同 反恐 , 努力改善不安全的社会状况。在此框架内,

领袖或骨干。( 2) 由于安全形势严峻, 经济无法恢复,
伊拉克失业率持续上升。扎卡里亚认为, 保守地估计,

伊拉克 70 个部族的首领齐聚巴格达, 就帮助政府建立

伊拉克失业率在 30% 至 40% 左右。由于北部库尔德

安全与稳定达成共识, 并计划在巴格达组建 一个专门

人地区形势相对正常, 非库尔德人地区失业率应接近

地方委员会, 为那些出于安全因素而逃离家 园的难民
!10∀
重返故土做准备。
该委员会决心通过加强伊国内有

50% , 而在逊尼派三角地带的部分地区, 失业率已超过
!13∀
了 70% 。
在任 何国家 如此高的 失业率延 续三年之

关方面的合作, 不给破坏分子在伊拉克宗教 与种族之

久, 平民都会骚乱。( 3) 美国组建的伊拉克政府军警,

间制造分歧、挑拨离间以时机。马利基提出 的对话与

基本上由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组成。逊尼派感受

和解计划也可被看作是为了解散各派武装、为外国军
队撤出进行安排、解决安全问题等举措。但 由于种种

到的是威胁增大, 因此反抗只会更加猛烈。( 4) 伊拉克
什叶派虽然因美军入侵而上升为掌权势力, 但并非都

原因, 目标至今无一实现, 这和美国的一系列对伊政策

是美军的合作者。萨德尔领导的 迈赫迪军 就具有强

密切相关。

烈的反美情绪。此外, 伊拉克什叶派与伊朗什叶派联

伊拉克现已取代巴以冲突成为了中东地区战乱的
主要策源地, !11∀安全问题始终是伊拉克战后政治和经

系密切, 而伊朗又与美关系紧 张。美担心伊拉克什叶
派掌握绝对权力会导致两伊什叶派联手反美。所以美

济重建进程中面临的最大 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

从自身利益出发, 不愿过分削弱伊拉克逊尼派势力, 美

没有取得民族和谐的前提下, 美国对伊拉克 强行移植

需要用逊尼派力量牵制什叶派。因此, 现在的局面就

美式 民主 政治, 强行进行权力和资源再分配, 非但不
能缓解伊拉克各民族和宗教派别间长期积累的怨仇,

是: 美军既无力制止反美武装对美军的袭击, 也无力阻
止由它挑起的伊教派间的血腥仇杀。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原有的矛盾, 造成 伊拉克教

据 2006 年 12 月 6 日美国 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

派、
部族和政治力量间武力冲突和仇杀的频繁发生, 这

!14∀
提交的报告称, 驻伊美军死亡总数已达 2900 人。
这

是伊拉克安全持续恶化的 最主要原因。此外, 伊拉克
反美武装力量不断壮大, 尽管美英联军和新 组建的伊

个由美国国会授权、共和党和民主党联合组成的研究
小组, 经过长达 8 个月的调查研究之后, 向美国总统布

拉克治安部队反复在伊各地进行清剿, 但据 伊情报官

什提交了一份有 关伊拉 克战争评 估及相应 对策的报

员估计, 在伊拉克境内 专业 和 业余 的反美武装人

告。报告称伊拉克局势非常 严重 , 正在 恶化 , 美国

数竟多达 20 多万, 这还不包括反美武装的同情者。爆
炸、
枪杀、绑架事件有增无减, 当然美军是武 装分子袭

在伊拉克没有取得成功, 也没有什么途径能确保在那
里取得成功。该小组负责人之一, 美国前国务卿贝克

击的首选目标, 路边炸弹和狙击手成为美军 疲于应付

甚至明确表示: 没有什 么灵丹妙 药能解决 伊拉克问

的两大杀手。面对日益恶化的伊拉克安全局势, 美国

题。在这份报告中, 研究小组所提建议多达 79 项, 而

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不得不承认, 不论是美军,
还是多国部队都无法歼灭伊拉克反美武装力量, 伊拉

最令人关注的内容可归结为两条: 一是敦促布什政府
在伊拉克和中东地区开展新的外交攻势, 尤其是摒弃

!12∀
克严峻的安全形势将持续 8 年、
10 年, 甚至 12 年。

前嫌同伊朗和叙利亚讨论解决伊拉克教派冲突问题;

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 # 扎卡里亚在

二是改变驻伊美军的主要任务, 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反思伊拉克: 前进的道路% 一文中指出: 在伊拉克安巴

下逐步从伊拉克撤军。 这份报告面世后引起极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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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布什总统表示, 他将认真对待这些建议, 并希望国

食的丛林法则 & & & 似一颗政治毒瘤始终环绕在美国这

会能认真考虑。虽然国会和政府可能不会同意报告中

样一个强权国家头脑之中。因此, 在布什政府推行单

的某些观点和建议, 但深刻反思新保守主义 理念指导

边主义行动时, 很容易产生对权力政治的固守。另外,

下的对伊政策已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所述, 如果说对伊拉克战争是新保 守主义在

单边主义极易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化。而美国在
冷战后对自身所拥有的外交资源的配置与运用表明,

国际政治中的第一场冒险实践的话, 那么伊 拉克战后

美国在诉诸武力方面拥有准垄断权, 这从侧面强化了

安全局 势 将会 逐 步 导 致新 保 守 主 义 的困 境 乃 至 终
!16∀
结。
事实的确如此, 战后伊拉克不仅没有在民主的道

美国外交为军事服务的力度与强度, 加速了美国外交
政策的军事化。随着其军事化配置在外交政策制定中

路上起步, 而且变得更加不稳定。美军一旦撤出, 伊拉

权重的日益加深, 其外交政策逐步脱离既有的运行轨

克就可能陷入内战, 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 甚至可能诞

迹, 从而违背 外交政策必须以使维护和平成为可能,

生一个比萨达姆更坏的暴君。在这场复杂程度远超出

使战争的爆发可以避免的方式来处理
的初衷, 引致
美国外交政策为军方既得利益集团所挟持的困境。伊

人们意料的战争中, 新保守主义消灭恐怖主义的速度,
恐怕还赶不上它催生恐怖主义的速度。更重要的是,

!18∀

拉克战争就将美国对权力政治的固守、对单边行动的

在 9 # 11 后, 高唱道德主义高调的新保守主义使美国

滥用刻画得淋漓尽致, 其结果也是发人深省的。

在全世界的道德权威全面下降。这虽然不足以挑战这

的确, 美国已经为单边主义 行径付出代价。根据
现实主义理论, 在国家间政治无政府状态的背景下, 国

一 自由帝国 的权力, 却将无可避免地大幅度提高其
统治成本, 降低其主宰世界的效率。很难想象, 在走出
伊拉克困境之前, 新保守主义还能再获生机。

家安全至高无上, 国家生存是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 而
对涉及国家生存与安全的主权的维护是各国进行对外
活动的首要考量。单边主义、 先发制人 的打击战略
无疑对他国的主权构成了或潜在或现实的威胁, 必然

三、新保守主义理论的局限性

与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国际法主权原则及相关派生
性原则构成或隐性或显性的冲突, 从而缺失外交政策

辩证唯物主义认 为, 任何事物都存在着 自身的对
立面。同样, 以新保守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美 国对外政

的合法性, 由此美国所推行的外交政策也肯定会引起
其他国家的反感与反对。而其他国家在自身实力的局

策亦然。当美国不断运用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文

限下, 很可能运用自身所拥有的软权力强化对美国的

化等综合国力的优势进行全球扩张、扩大美 国自身利

柔性规制。在这样一个消极螺旋 中, 美国自身影响力

益时, 新保守主义理论内在的局限性必然随 着时间的
增长而凸现, 这些局限性可概括为:

的下降就成为必然。
新保守主义认为, 一个国家实力的增加必然带来

1 . 单边主义的悖论。

国家安全的相应增加, 即国家实力与国家安全政策之

单边主义是新保 守主义的核心概念, 它 强调拒绝

间呈正相关关系。美国学者约翰 # 米尔斯海默将之解

多边束缚, 恢复行动自由, 并在强调实力的基础上为维
!17∀
护单极霸权而采取独断专行的单边行动。
9 # 11 的

释为 力 量确保安 全, 最 大的力量 确保最大 程度的安
!19∀
全 。
而 9 # 11 事件后, 美国本土绝对安全的神话被

强力冲击固化了美国决策当局的军事安全意识。在实

击碎, 人们越来越相信, 在全球化时代, 绝对安全和全

际权力的建构、配置与运行中, 布什政府强调单边主义

面防御都是无法企及的 。 难怪拉姆斯菲尔德也无可

和 先发制人 的打击战略, 有时甚至以极端实用主义
的方式加以凸现。此外, 美国还强调军事威 胁遏制与

奈何地认为: 美国坚不可摧的历史被脆弱所取代, 美
国已进入一个新型的敌人向美国的城市和人民发动新

外交协调斡旋艺术有效的结合, 突出对外战 略中军事

!21∀
型攻击的新时代 。
针对这种无常态、无定所的非传

后盾的作用, 加速全球军力的配置与优化组合, 实现战

统安全威胁, 美国单靠自身力量, 即使采取军事打击、

略重心转换。从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
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势来看, 美国始终无法 摆脱权力

先发制人 的措施也仍 然只能起 到治标不 治本的效
果。另外, 美军占领下不断恶化的伊拉克安全形势, 进

政治的生存状态, 对实力 的垂青、对军事力量的痴迷、

一步证明了单边主义实施过程中不断遭受着困境, 新

对权力政治的迷恋始终贯穿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关系

保守主义所崇尚的单边主义使美国国家安全理念逐渐

的全过程。权力政治 & & & 长期支配国家间关系弱肉强

失去实践之基, 也使美国失去了盟友的支持, 对其软实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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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力量 与 伊斯兰法西斯主义 的战争。
这种由敌

力与名誉均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2. 推广全球民主的逆境。

人界定国家利益, 并相应制定对外政策的思维在外交

美国对外战略以推进民主和促进人权改善作为主

实践中必然会遇到不现实和非理性的困境。

导型依托手段, 通过加强思想意识、
价值观念等软权力
渗透, 全面架构起美国的优势战略地位。正 如美国思

另外, 新保守主 义的极端意识形态理念导致单纯
国家利益诉求的悖论。在经济全 球化的时代, 国家间

想家布鲁姆所说, 最成功的专制不是那种用武力来保

的利益关系呈现出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的生存状态,

证一致性的暴政, 而是让人们不知道还存在 着其他的
可能性, 不能想象别的道路也能走得通, 不了解天外有

国家间利益的相关性也悄然呈现, 国际社会的特征渐
趋以非零和博弈为主。在这样的 大背景下, 任何试图

天。!22∀ 新保守主义持有坚定的 美国信念 和 天赋使

通过打击对方来赢取本国特殊利益的行为, 必然也会

命论 , 并把这种 美国特殊论 作为其霸权战略的理论

使本国的相关利益受损, 且一定程度地影响本国经济
活力的发挥。可见, 主义或思潮有时能够进行自我预

依据, 从而理所当然要承担其向全世界传播 这一文明
的使命。他们认为应该积极地推进民主, 而 非坐等民
主的扩散。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
里缺乏民主, 美国有智慧、有能力去修正这个问题。他

言的实现, 有时却与现实政治背道而驰, 美国占领伊拉
克后的安全局势恰恰是这一悖论的最有力明证。
总之, 以 军事优先、普 世民主、单极霸权 为基本

们梦想着伊拉克战争过后, 民主会很快到来 并且无痛
地降临到伊拉克。这种对民主转型过分乐观的估计,

内核的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布什外交政策中发挥着谋篇

可以用来解释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政策失败的原因。起

流中, 单边主义遭遇多边合作、
意识形态让位于国家利
益、
普世民主接受民族主义的挑战, 使得新保守主义这

先, 战争支持者似乎认为, 对于那些转型社会来说, 一
旦当强迫性的体制变化发生时, 民主是会自然到来的,
而不是一个长期的体制建立和改革的过程。但是他们

布局的重要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潮

一强调单边、
追求自我的国际政治思潮在不断的实践

现在却不得不承认伊拉克的民主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艰

中陷入困境, 构成在指导实践 时出现的理论悖论。随
着美国国内反战呼声的日渐升高, 布什政府的中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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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的过程。

策备受质疑, 而伊拉克的重建事关全局, 其安全形势的

可见, 现实总是要比理论和政策更加复杂, 现实也
不总是按照一套制定好的程序朝着策划者预期的目标

日益恶化 不断证实 了美国新 保守主义 的局限 性。的
确,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各国通过经贸联系处于一种

前进, 有时甚至会出现严重背离。如果说伊 拉克战争

相互依赖、
相互合作、
相互受益的 状态之中, 美国也不

的胜利是新保守主义在实践中的胜利, 那么 伊拉克战

可能因为担负着领导世界和制定世界新秩序的责任而

争后的局势则让新保守主义者难以自圆其说。美国原
本想在伊拉克开辟推进中东民主构想的试验场, 但伊

不受到任何约束和阻碍, 它也需要盟友与伙伴的支持,
它也需要安全与和谐的环境。因 此, 在当前全球化进

拉克的不安全形势使得美国政府处在一种人在巅峰,

程迅速发展和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

进退两都难的危险境地。

背景下, 美国新保守主义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和战略优
势, 推行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进攻性外交政策, 不能为

3. 意识形态的困惑。
布什政府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全球推行

美国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提供全面可靠的指南。新

柱。这些思想无疑出自于新保守主义观点, 即典型的

保守主义自身所具有的理论上的缺陷, 将从根本上限
制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的理念, 黑白分明地界 定善良与
邪恶。正如威廉 # 克里斯托尔所言: 在任何情况下, 美

[ 注释]

美式民主、自由价值 观, 是 美谋求全 球称霸 的思想 支

国都不应该盲目地与每一个国家打交道而不问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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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 opment of IR theories because its goal is de construction, rather than construction. We shoul d go bey ond an
ti f oundati onalism and advance a comprehensive value f ramew ork on the base of the available components of
f oundationalism and anti f ound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P olit ics
25 L im i t at i on s o f N eo Co nser v at i sm i n T erm s o f t he S ecur i t y S it uat i o n i n Ir aq
by Li Y i
The core of Neo Conservatism is military priority , w orld wide democracy and uni polar hegemony . It play s a
very important rol e in Bush s dipl omatic poli cies. Based upon this theory , the U. S. launched the Iraq War,
but the security situation af ter the w ar proves that Neo Conservatism is not successf ul. Agai nst the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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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rapid devolopment g lobalizati on and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cooperati on and interdependence be
tween countries, Neo Conservati sm show s i t has great limitati ons. It cannot provide the U. S. overall and rel i
able theoretical guide.
31 T h e Reem er gence o f Eur asi ani sm i n Russi a an d I t s P o li cy Pr o posal

by

Bi Hong ye

As a response to the Learni ng to the West di plomacy and the shock therapentics radical ref orm af ter the dis
i ntegration of the USSR, Eurasiani sm with a strong geopolitical tinge reemerged in Russia and has exerted great
inf luence in the politi cal, social and especiall y, diplomatic f iel ds. With the decline of Russi an power and
Russia s hard transiti on as background and the rebuilding of Russia as a g reat power in the world pattern as its
goal , current Eurasianism endeavors to w ork out the directi on of Russian development with a view on its na
tional tradition and the scope of g eopolitics.
36 St udy on t he Co r rel at i on o f AS EAN s Reg i ona l Gov er nance and In st i t ut io n Co nst ruct i o n duri ng t he
Per i od o f T r ansi t i on

by

Zhao Y in liang

ASEAN s regional governance lays emphasis on participation, partnership, consultation and consensus which,
to a great extent, is in concert with the trend of sof t regional integration. Since the f i nanci al cri sis in 1997,
Southeast Asi a has w itnessed prof ound insti tutional transition. The sof t g overnance pattern w hi ch is based on
harmony and co existence has been the new cataly st of regi onal cooperation. ASEA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subregional , multif unctional comprehensive security community with inherent characteri stic, and is deepening
their concerted demand f or regional security . The internal dy namics of such demand lies in the seeking f or in
sti tutional f ramework of ASEAN on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leve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2 Ir an s N ucl ear I ssue: Isr ael s D il em m a and Opt i o ns

by

Wang Xin long

Si nce i ts f oundi ng, Israel has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in its relations with Iran. Currently, ow ing to Iran s
nuclear project, the tension betw 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f urther ag gravated and threats of attack are uttered. In
the f ace of Iran s nucl ear challenge, Israel has three options: economic sanction, mili tary attack and nuclear co
exi stence with Iran. Israel s choi ce w ill have an i mportant impact not only on the bilateral rel ati onship of Israel
and Iran but also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orld. The f irst choice f or Israel is to urge the in
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f orce Iran to g ive up her nucl ear ambitions by economi c sanctions. But the possible
option f or Israel is to choose nuclear coexi stence with Iran.
47 T h e L ev el Anal y si s o f t he EU M ul t i lat er al D ipl om at ic S t r at egy Af t er t h e C ol d W ar
by

Ding Y inhe & Zhan g Xi aojing

During the cold w ar, w est Europe play ed the role of a reg ional actor in the bipolarization structure and its f or
eign strateg y w as geared to and served American global strategy. Af ter the Cold War, the growi ng EU changes
f rom a reg ional actor to a global actor. EU executes mul tilateral f oreig n strategy, whose core aim is to turn it
self into a pol ar paral lel to the US. Europe i s still EU s f ocus but at the same time, EU moves into other re
g ions. The writer w ill analy ze the strategy on the global, regional and good neighbor levels.

Relat ions between C hina and O ther C ountries
52 T h e St r uct ur e o f S in o U. S . Int er dependence & A T h eo r et ical F ram ew o rk f o r Anal y si s by

Y u Wanli

Thi s paper is a preliminary ef f ort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 ramew ork f or the anal ysis of Sino US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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