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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 

Sebastian Haug, Jacqueline Braveboy-Wagner & 

Günther Maihold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2, No.9, 2021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世界政治研究中“全球南方”：对一种元范畴的考察》 

本文是《第三世界季刊》一期专刊——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全球南方”——

的序文，考察了作为元范畴（meta category）的“全球南方”在世界政治研究中

的多元内涵和分析效力。以此开篇，同期其他论文讨论了“全球南方”在全球治

理、知识生产等各个议题领域中的角色。 

据斯高帕斯数据库（Scopus）统计，在同行评议的英文期刊中，发表文章的

篇关摘包含“全球南方”的期刊数量在过去二十余年中激增，从 1994 年的只有

1本增长到 2005年的 30本，再到 2020年的 1600本。但是，对“全球南方”这

一术语使用的增加并没有使其定义更加清晰。大多数学者使用这一术语时没有进

一步对其进行解释。换言之，“全球南方”在学术研究中长期被想当然地使用了。 

为了廓清“全球南方”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内涵和分析效力，本文从元范畴

的角度理解“全球南方”。元范畴作为一种划分全球空间的概念工具，能够塑造

人们对全球空间的认知。元范畴大多是两分的，比如东方/西方、原始/先进等，

本质上是对他者的区分。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南方”以及南北之分就是元范畴。 

本文梳理了世界政治研究中对于“全球南方”这一元范畴的三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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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世界上贫穷的或在经济社会方面被边缘化的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这种国家视角

的典型产物是国际发展期刊独立委员会于 1980 年提出的“勃兰特线”（Brandt Line）。 

 

2、指跨亚非拉地区的前殖民地国家组成的多边联盟。这种国家间视角在现实中表现为

不结盟运动和 77 国集团（G77）。 

3、指反抗新自由主义统治及其他形式的全球霸权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处于全球

社会结构中受统治的位置，广泛存在于各国社会之中。因此，这种理解是一种跨国家视角。 

由于“全球南方”被赋予了不同内涵，其具体定位就取决于所处的议题领域。

因此，在进行一项关于“全球南方”的研究时，第一步应是说明“全球南方”在

研究中的含义。在此基础上，还要考虑“全球南方”能帮助解释哪些方面的内容，

并明确将“全球南方”应用于研究中的边界。本文及同期专题的其他文章显示，

具体的复杂现象可以同宏观的全球动态在“全球南方”这一元范畴下结合起来。 

近年来，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全球南方火车头”得到更多关注，对于

“全球南方”内部异质性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全球南方”这一元范畴的说服力

开始受到更多挑战。但本文认为，元范畴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功能并不会减退，

未来可能出现新的更具分析效力的元范畴。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

“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会成为新的现象级元范畴。 

编译：孙振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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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 

Shintaro Hamanak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orthcoming 

“Inter-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Comparison with Extra-, Cross-, Trans-, and Pan-regionalism” 

《全球南方的区域间主义：与区域外、超区域、跨区域和泛区域主义的

比较》 

区域之间总是相互联系。围绕欧盟与其他区域间的关系，学者们进行了大量

研究，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两个问题：一是在连接两个区域的区域间主义之外，还

有区域外主义、超区域主义、跨区域主义、泛区域主义等等区域主义也需要受到

相应的关注；二是欧盟有其特殊性，事实上各区域都有其区域自身的特殊性，因

此对南方国家发展迅猛的区域主义，尤其是南南联系进行研究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本文通过对东南亚和南亚、南美和南部非洲等南方国家的区域合作进行比较研究，

探讨了一个核心问题：区域间主义是其他形式区域主义的补充亦或替代？ 

作者提出了一个分析区域与外部各方关系的框架，试图对五种不同的区域合

作形式进行区分。区域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指的是两个已形成的区域之间

的合作，比如欧盟与东盟；区域外主义（extra-regionalism）指的是一个区域和区

域外的一个国家之间达成的合作关系，比如欧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超区域主

义（cross-regionalism）指的是属于不同区域的两个国家之间形成的合作，比如属

于欧洲的德国与属于东亚的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跨区域主义（trans-regionalism）

指的是分属于两个区域的部分或全部国家之间的合作，其重点是每个区域都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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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由两个以上国家组成的“小群体”，这是区别超区域主义与区域外主义的关键，

涉及欧洲和非洲的“5+5峰会”以及涉及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伊比利亚—美洲首脑

会议就是典型例子；泛区域主义（pan-regionalism）则是一个涵盖了许多既有区

域合作的合作形式，具有包容性，比如泛欧亚合作。但有时跨区域主义和泛区域

主义很难区分，比如亚太经合组织。 

根据“注意力分歧”和“制度性达尔文主义”，制度合作之间是相互替代和

竞争的，但制度复杂性的部分研究也显示，制度合作之间也会产生协同作用，有

时也是互补的。作者的案例研究显示，区域主义和区域间主义、区域外主义和超

区域主义都可能是互补的，而区域间主义和超地区主义、区域间主义和泛区域主

义则很可能是替代品与竞争品。 

本研究利用非欧洲的案例来描述区域对外关系，结合既有的针对南北联系的

大量研究，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相对更加全面的区域研究图景，也让我们对跨区域

主义及其与其他区域合作形式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但同

时作者也指出，由于将重点放在了由国家主导的区域合作上，可能对区域的区域

性和建构性的分析就变得十分有限，同时，文章也相对忽视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区

域中的作用。 

编译：张尊月（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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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 

J. Luis Rodriguez and Christy Thornto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orthcoming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Global South:  

A View from Latin America” 

《全球南方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来自拉丁美洲的视角》 

本文探讨了长期被视作从属的拉丁美洲国家是如何对当今自由主义国际秩

序（LIO）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和挑战的。作者考察了不同领域和历史时期内，

拉丁美洲国家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相互关系。总而言之，尽管存在内在矛盾，

但拉丁美洲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接触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有效防止了现有

国际制度等级性的强化。拉丁美洲国家不仅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规范制定者与

支持者，同样也经常要求秩序领导者履行其承诺，要求以规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不应仅适用于小国弱国，同样也应该适用于富国强国。 

一般的理论认为全球南方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二战后扩张的领土。特别是

在冷战后，民主化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不断向世界各地蔓延。对一些学者认为，

这种扩张导致了过度延伸和不完全纳入自由主义机构的问题。另一方面，有学者

直接指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全球南方扩张的殖民基础，强调自由主义和殖民

扩张构成了 LIO的法律和制度结构中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和负担的制度化，质疑

全球秩序的共识性质。作者认为，在某些方面，拉丁美洲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二

者的混合体。作者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反射到拉丁美洲历史与当代经验的棱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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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拉丁美洲在世界秩序上的经验特殊性。更重要的是，还揭示了 LIO作为历

史上通过长期竞争和谈判构成的等级秩序的重要和迄今被忽视的特点。 

拉丁美洲在十九世纪早期获得独立后，从主权国家，而不是殖民领地开始走

向自由国际主义。尽管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形式上平等，但拉丁美洲的领导人必

须应对经济、政治、有时军事上对大国的从属地位。战后的自由主义制度有重要

历史先例，其核心如合法主权原则、国际法原则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建

立起来。而这这些原则的建立，离不开包括拉丁美洲政治精英、外交官和国际法

学家的努力。拉丁美洲的政治精英利用共和与自由思想对抗国际不平等，同时借

此巩固其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 

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较弱的国家遵循秩序以换取设计者所承

诺的利益与权益。20 世纪中，拉丁美洲的外交官与经济官员往往倾向于倡导组

织并建立一种自由化的国际经济秩序。在此过程中，美国同意建立一个相应的经

济基础设施。同时，在区域多边规则的制订过程中，拉丁美洲不再是一个被动的

受众，转而作为一种规则制定者存在。美洲国家组织在 1992 年设计了一项中止

条款以防止民主倒退。拉丁美洲国家利用这一秩序有效保护了新兴民主国家，同

时也得到了其他地区国家组织的模仿。 

拉丁美洲国家同样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与挑战。21 世纪初，联

合国就如何调整不干涉原则展开辩论。一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该原则无法保

护民众免受本国政府的犯罪行为。然而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并不完全同意修改不干

涉原则。自由国际主义者批评拉美国家是不负责任的破坏者。与之相对，巴西、

智力和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一直是 LIO 的重要支持者，其利用多边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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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协调捍卫其主权。一些学者认为，巴西左翼卢拉政府正是利用其日益增长

的物质能力，博尔索纳罗政府则是利用基督教和民粹主义对 LIO发起了挑战。 

关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文献往往忽略了拉丁美洲，同时将拉丁美洲国家视

作被动的接受者与支持者。然而实际上，拉美国家一直试图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

秩序，以平等分配权力和义务，并试图通过多边机构和国际法来约束强权政治。

紧张和矛盾是拉丁美洲国家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二者关系的特点。拉美国家对待

多边主义和 LIO的方式往往不同，甚至自相矛盾。国内政治制度与政治变化促使

拉美国家改变与国际秩序的交往方式。总之，拉美国家推动了国际秩序的改革，

并以此作为解决该地区近几十年来多重危机的手段。 

编译：孟思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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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4 

Yoram Z. Haftel, Soo Yeon Kim and Lotem Bassan-

Nygate 

World Trade Review 

Vol.21, No.1,2022 

“High-inc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FDI Outflows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 Regime” 

《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投资协定机制》 

国际投资的规章制度是不稳定的，因为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存在难以调

和的利益冲突，管理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多边机构难以建立。因此，国际投

资协定机制（IIA regimes）形成了两大特征：一是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国际投资

协定（IIAs）有 3000多个，没有形成同一的标准；二是投资争端由分散体系下的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裁决。 

在早期的国际投资中，资本一般从发达经济体流向发展中国家，因此，早期

的国际投资协定一般是南北协定，是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和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者

之间的对抗。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部分新兴经济体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

（HIDC）从国际投资的接受国变为输出国，需要面对两方面的交叉压力。一方

面，作为传统的 FDI接受国，HIDC政府希望维护东道国的权利；另一方面，作

为资本输出国，HIDC政府也要追求投资者的权利。本文构建了理论模型，使用

GMM方法分析了HIDC国家的 IIA机制的风险敞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理论框架：不同的 HIDC国家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占比是不同的，在

以往的研究中发现，低资本流出高资本流入的 HIDC国家会偏好于停止签订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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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协定甚至终止以往的双边投资协定，以降低其对 IIA制度的风险敞口；但是，

部分转变为资本输出国的 HIDC国家，必须权衡外国投资者对它们提出 ISDS索

赔的风险，以及保护其本国投资者并向他们提供 ISDS机会的必要性，因此其对

IIA机制的风险敞口会进一步加大。 

理论假设：对外直接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高，政府会签订越多国

家监管空间（SRS）较低的国际投资协定，增加了它们对 IIA 机制的风险敞口。 

研究设计： 

·样本选择：以国家—年份作为分析单位，采用 64 个 HIDC 国家 1960-2017 年的数

据。 

·因变量：SRS All force GDP——基于 Thompson et al.(2019)1开发的度量方法构造，国

家监管空间（SRS）越大说明一个国家在管理外国投资的自主权越大。 

·自变量及控制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FDI outflows——对外直接投资占本国 GDP 比重；FDI inflows——

吸引外资占本国 GDP 比重） 

·投资仲裁经验（Dispute Respondent——被索赔的累计次数；Dispute Claimant——本

国投资者提交的投资索赔累计次数） 

·政治因素（Democracy——政治民主程度，基于 Marshall et al.(2017)2；Political 

Constraints——行政部门的政治约束水平；Law & Order——国家对法治的尊重程度3） 

 
1 Thompson, A., Broude, T., & Haftel, Y. Z. (2019). Once bitten, twice shy? Investment disputes, state 

sovereignty, and change in treaty desig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3(4), 859-880. 
2 Marshall, M. G., Gurr, T. R., & Jaggers, K. (2017). Polity I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15.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3 Henisz, W. J. (2000).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s & Politics, 12(1),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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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GDP——衡量一国经济规模；GDPPC——人均 GDP，衡量一国经济发

展水平） 

实证结果： 

·对外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越大，HIDC 的 IIA 总体监管自主权水平越低。从接受

FDI转变为提供 FDI 的 HIDC（例如中国、俄罗斯、新加坡等）更加热衷于通过 IIA保护

投资者，这可能是降低其海外投资者政治风险的一种工具。 

·HIDC 政府的 ISDS案件被告经验强烈影响了政府的偏好。受到投资索赔打击的国家

对 IIA 制度的热情显著降低。 

·Law & Order 在回归中是负数且具有高度统计显著性。与更腐败的国家相比，更尊

重法治的 HIDCs通过其 IIA机制放弃了更多的 SRS。这是因为潜在的合作伙伴对与更可能

尊重其国际协定的国家进行国际投资协定更有热情。 

·GDP 和人均 GDP 在所有模型中都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影响方向相反。GDP 的负系

数表明，经济规模与较低的 SRS相关，对 IIA 制度的接受程度更高。较大的经济体有更多

的能力签署和批准国际投资协定并且更大的经济体对潜在的条约伙伴更有吸引力。GDPPC

的正系数表明，较发达的 HIDC 国家不太倾向于放弃 SRS。这些国家没有那么渴求外国资

本，因此通过国际投资协定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保护的压力较小。 

·对滞后因变量的估计是正的，且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这是因为对某一国家有效的

国际投资协定可能会在随后几年继续存在，因为这些条约的期限很长。 

编译：杨嘉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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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5 

Hong Liu  

Global Policy  

Vol.13, No.S1,2022  

“China engages the Global South:  

From Bandung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中国吸引全球南方：从万隆会议到“一带一路”倡议》 

本文是一篇政策研究类文章，它探讨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在知识和政策跨国转

移方面的合作。作者试图证明，中国积极参与万隆会议为其提供了在全球南方（领

导）作用合法化的历史资本，并构建了一种现代性。作者认为，过去十年见证了

全球南方对中国日益增长的重要性。除了地缘政治激励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不

断扩大的经济联系是促进跨国知识转移的重要架构，而制度化驱动则加强了“发

展”的中心地位。 

首先，作者基于英语、汉语和印尼语的数据，以及作者在 24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实地调查，提出了三个观点： 

1、有必要将中国与全球南方的接触历史化。万隆仍然是中国知识转移的一个基本参考

点，也是中国作为另一种现代性在全球南方的角色合法化的一个参考点。 

2、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投资、贸易和海外工业园区等方面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帮助

提高了全球南方的重要性，并成为促进知识转移的总体框架。 

3、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转移知识的努力受到了南方国家国内政治经济以及不断

变化的全球地缘政治的显著影响，尤其是中美对抗。为避免意识形态对抗，大国需要考虑南

方国家的需求和利益，这有助于使全球南方内部和南北之间的互利知识转让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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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者回顾了中国在万隆会议中留下的外交遗产。作者以中国与印尼以

及非洲国家间的互动为例，展示了塑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特征，其中包括： 

·历史资本的作用 

·接触战略中知识转移的嵌入性 

·中国软实力的投射 

·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在决定接触结果中的重要性 

作者认为，中国在万隆会议之后在亚非国家间广泛树立起了良好形象，同时

建立起了一种另类的现代性。 

接着，作者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梳理了近年来中国与全球南方间的

互动模式。作者分析了中国外贸数据，认为中国与全球南方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全球南方在中国国际战略中越来越重要。作者

指出，中国在 2013 年后与南方国家的交往中既有连续性，也有变化。除了万隆

遗产外，它还完成了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导向的过渡，其中包含三个方面的变化： 

1、“发展”成为“一带一路”与全球南方之间的桥梁。 

2、推动多边和双边机制制度化，加强南南合作以及中国的领导作用。 

3、扩大并深化与南方国家间的知识转移，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提供“中国方案”。 

同时，作者发现“全球南方”作为关键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学界，代表

中国对全球南方的了解进一步加深。作者认为，中国扩大与全球南方的接触是中

国在全球舞台上崛起的象征和推动力。 

最后，作者讨论了各方就“中国与全球南方的接触”这一行为产生的争议，

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表示，怀疑论者担心中国会将其经济发展和政治治理



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2022 年第 5 期 · 全球南方与全球治理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成果发布 
Glob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模式输出到其他国家，而支持者则认为，许多南方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更能接

受中国的发展经验。此外，研究表明中国不希望也无法彻底改革战后的世界秩序。

与此同时作者指出，受援国的政治经济在决定“中国模式”被采用的程度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的结论是： 

·中国与全球南方的系统性接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万隆会议，“万隆遗产”将继续支撑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态度。 

·中国与发展中世界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以及潜在的地缘政治激励有助于进一步加强

全球南方在中国国际战略中的作用。 

·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合作成果，包括跨国知识转移，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意愿和努力，

更取决于南方国家如何利用它来满足其国内需求。 

作者还提出两点政策建议： 

一是正确认识这些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合作利益有利于相关知识和政策的顺利运行和可

持续发展，从而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带来长期利益。 

二是必须避免把中国和西方之间复杂和多方面的关系简化为单纯的意识形态斗争。将南

方国家拖入大国博弈并迫使其选边站队，不仅会损害全球南方的未来发展，也会损害包括美

国和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国的未来发展。 

编译：苏山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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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6 

杨洁勉 

《国际问题研究》 

2022年第 4期 

《乌克兰危机下的世界秩序变局和发展中国家的使命担当》 

当前，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和深化，它对世界的影响正逐步外溢并趋于严

重。世界主要力量的对比持续发生变化。同时，发展中国家群体正逐步从被动接

受冲击走向主动发挥作用。文章主要围绕三部分展开： 

一、乌克兰危机对国际多极化格局的影响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性、地区性和领域性危机不断加速冲击着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力量在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中的领导或主导地位，乌克兰危机是最近的一次

重大冲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发展中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走上了群

体性崛起之路，推动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前进。 

当前，国际社会大多认为西方和非西方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后者的根本

性变化，但对于变化的速度、深度和烈度还有不同看法： 

1、在变化速度上，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国际地位快速提高，但在国际政治领域实现与发

达国家地位平等还任重道远。 

2、在变化深度上，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发展变革的重要动力，但要

完全重塑国际秩序还需要克服许多困难。 

3、在变化烈度上，发展中国家群体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力量对比上的变化烈度将会

明显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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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力量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分化组合再次证明了当代国际格局变化的长期

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从短期看，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力量对比趋势正出现

某种阶段性和局部性逆转。但在中长期，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关系将会重新调

整，世界多极化在经历曲折后将以更加强劲的势头继续前行。 

二、乌克兰危机对国际体系的复合冲击 

国际格局是国际体系的基础，世界力量对比的重要变化都会影响到国际体系

的存在、运行与效用。当前因乌克兰危机而产生的国际格局变化对现行国际体系

的行为体、组织机制、规则规范、主要议题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冲击，正朝着从量

变到质变的方向发展。 

对于行为体而言： 

1、乌克兰危机作为一场主要发生在国家行为体间的军事冲突，本质上是世界军事两强

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博弈。 

2、乌克兰危机波及欧盟和西方联盟体系等超国家行为体。 

3、乌克兰危机的影响遍及世界所有国家行为体。如在经济上的制裁与次级制裁使世界

粮食和能源供应系统出现严重问题，引发普遍性通胀，甚至触发新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4、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久和深化，更多非国家行为体将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如在难民

事务、经济贸易、能源粮食、信息舆论等方面，各国际组织都试图参与乌克兰问题或就该问

题发表意见，其立场常有差异。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甚至个人也以各种形式介入危机并影

响局势走向。 

5、在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下，作为群体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问题上未能发挥重要作

用。乌克兰危机事发突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只是基于内外考量作出应急性反应，一时难以协

调其群体性立场，结果在美西方的威逼利诱下被分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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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行组织机制而言，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久拖不决，联合国作为国

际体系核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再次受到质疑。安理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几近瘫痪，

联大和人权理事会作出不利于俄罗斯的投票。更重要的是，美国有可能改变在伊

拉克战争中绕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做法，转而加快安理会扩常和更多利用联大机制，

从而增加联合国内的集团对立。 

对于现行原则规范而言： 

1、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方面，美西方在科索沃问题上有例在先，俄罗斯在克

里米亚和顿巴斯问题上的动作在后，双方互相指责。 

2、在安全架构的原则方面，俄罗斯与美西方的分歧聚焦在能否构建均衡、有效、可持

续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 

3、在国际体系的指导原则方面，乌克兰危机导致“敌我划线”和“集团对立”，严重冲

击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 

而对于现行主要议题而言，乌克兰危机是一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

胁叠加交织而成的所谓“混合战争”，使世界秩序在战争与和平这一最根本问题

上受到新的重大挑战。 

三、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处境和应对 

乌克兰危机对国际体系的冲击对发展中国家群体利弊兼具，但从近期来看弊

大于利。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改善

和改革国际体系的条件和时机。 

作者首先回顾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群体不断要求改革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的主要活动。随后指出，乌克兰危机再次显示了发展中国家群体在国际体系建设

中的短板：一些发展中大国间存在较大分歧，很难形成核心力量，缺少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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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机制，不能在重大问题上形成一致意见等。目前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大

多停留在松散的论坛、项目等组织形式上，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机制，无法高效开

展包含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组织活动。 

各发展中国家又在国际体系观念上有所不同，有的主张以激进方式改变西方

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有的基本接受现行国际体系但首先要提高自身地位的发展

中大国，有的（中国是持此主张的代表）主张以稳健方式改革现行国际体系、提

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有的主张通过地区联合自强，提高在国际体系的地位和作

用，并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 

而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决定了这一群体在应对乌克兰危机或其他冲击国际

体系的危机时，需要在主要方向和重点方面形成共识，从而增强凝聚力，弥合国

际体系观差异，发挥发展中国家群体的作用。作者认为需要形成共识的重点如下：

一是发展和壮大群体性力量；二是坚持和平稳定与全面发展两大主题；三是在历

史曲折发展的特殊时期形成最大公约数。 

对于最后一个重点，作者号召在如下方面做出努力：其一，努力防止乌克兰

战火的升级和外溢，继续维护战后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基本和平局面。其二，加

大疫后恢复世界经济的力度，防止乌克兰危机冲击重要国际经济机制，破坏国际

生产、供应和价值链，进而形成对立的两大经济科技集团。其三，重新认识全球

和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重要性，防止乌克兰危机引发新一轮的国际武装冲突和全

球范围的军事竞赛，甚至是战术核武器的使用等。 

随着乌克兰危机从“急性”转为“慢性”，其症结将更为繁杂难治，对地区

秩序的破坏将更为严重，对国际体系的冲击也将更为持久。对此，发展中国家群

体需要做好充分准备，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前瞻思考、跨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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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发挥国际社会的主流作用，不断提高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努力塑造未

来世界的趋势和走向。在乌克兰危机上，要增强内部协调，在缓和局势方面做到

有行动、见成效。在国际体系改革问题上，要加强经常性、机制性协商，发挥各

自积极性，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态度处理与西方主导力量的关系，用好现有各种机

制和组织，发挥群体性力量和作用，通过阶段性成果的累积早日促成质的飞跃。 

编译：牛嘉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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