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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
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

石斌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国际（关系）伦理传统，现实主义以其“非道德”政治论著称，但这一特

征经常被夸大或误读。绝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并不信奉犬儒哲学，他们始终将伦理问题置于突出

位置加以讨论，且本质上都不乏基本的道德关注，只是伦理立场的支点和道德诉求的对象与其

他传统有所不同，具体的思想家在伦理问题上也有极端与温和的差别。然而，片面的人性论和

僵化的国际社会观与复杂多维的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非道德”论的学理立场与“人”和社会的

基本道德需求之间的冲突，又使他们陷入无法纾解的困境。本文简要梳理的几位现实主义理论

大师的国际伦理思想表明，国际政治思考之所谓“价值中立”的企图，在理论上是徒劳的，在实

践中是虚幻的。面对当代各种全球性问题，政治与伦理的二元对立这种现实主义的极端化形

式，其“非现实性”并不亚于作为现实主义伦理观之对立面的“道德主义”。

　　一

　　政治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乃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在国际政治领域，

以“非道德”政治论1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在不同语境又曰自由国际主义或理想主

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

　　如果对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作一个简洁的概括，不妨说它有“四论”：悲观的人性论、国际

体系无政府论、强权-利益论、“非道德”政治论。前两者被视为当然的理论前提，后两者则是

它们的逻辑结果。“强权-利益论”3与“‘非道德’政治论”其实也互为因果。伦理在国际政治中的位

置问题，成为现实主义思想家始终关注的焦点，绝非偶然，因为，人性之“善恶”基本上是个无

从确证的先验命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在经验上一般则不难证明。更重要的是，从国际关

系思想史的角度看，现实主义每次卷土重来，都是对“理想主义”(其实质在前者看来即“道德主

义”)的反动，它始终是通过对“道德主义”的批判来彰显自身的伦理立场。现实主义的根本观

点，一言以蔽之，即国家的自我利益优先于任何道德原则,权力优先于正义。可见现实主义者

在理论上所面临的实际上首先是一个伦理问题。可以说，离开这个论题，现实主义特别是经典

现实主义4的理论大厦几乎无从建立，因为他们的若干论点都是就此展开的，尽管其目的是“证
伪”(即否定或贬抑道德因素的作用)而非证明。

　　然而，现实主义思想家们对“非道德”政治论的具体阐述却颇多歧义。最极端的立场认为国

际政治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

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更多的人则主张“道德相对论”，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5或者虽

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

约束力；最流行的观点是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认为“国家生存”、“国家利益”或
所谓“国家理由”(raisond'état)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甚至是“最高的道德”；6较温和的观点则认

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的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至少以不损

害国家利益为度。7实际情况当然远为复杂。下面只能以几位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为例，对现

实主义国际伦理观的基本轮廓和主要缺陷作一简要论述。

　　二

　　追溯现实主义的思想源流，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是较早的两个典型。前者相对温和一



些，后者则更为彻底。以他们为坐标，可以给后世的现实主义者以大致的定位。

　　一般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米洛斯人的辩论”一章集中体现了修氏的国际伦理

思想，其核心即雅典使者在论辩中所阐述的一个古老命题：正义即强者的利益。雅典使者还明

确指出了国际政治的“非道德”性质。8

　　这篇精彩的历史对话确实生动地反映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国际关系哲学的根本冲

突。但《战争史》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其次才是政治哲学著作，不能将作者笔下的雅典帝国

主义的逻辑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的思想。修昔底德的国际政治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二元结构，他

强调生存与安全优先于道德原则，但并不否认道德原则的存在及其价值。他固然不同意“正义

的就是强大的”，但也不认为“强大的就是正义的(强权即公理)”。对于极端的现实主义----在雅

典那里表现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他显然是有所保留的。对政治现实的某些重要侧面，能够

清楚认知但并不轻易认可，这正是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利的分界线。米洛斯之辩的结局诚然

是“强权”压倒“公理”的一个例证，但对雅典军队屠杀奴役米洛斯人的野蛮暴行的忠实记录，也

间接传达了作者的道义谴责。联系有关雅典社会内部颓败并最终战败的历史叙述，修氏对雅典

帝国主义的批判立场就更清楚了。正常人都有起码的道德需求，国家的内部凝聚力也有赖于社

会基本道德共识的存在，而雅典长期推行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最终反过来损害了这个道德

基础，结果派系倾轧、私欲膨胀、公益无着、民心惶惶，内部斗争直接导致西西里远征的惨

败，并引发雅典内部革命和盟国的反叛。修昔底德明确指出，是雅典人自己打败了自己。9在
他看来，对外政治需求与对内道德需求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如果说修氏的“非道德”论大致只限于国际政治的范围，马基雅维利却没有这个限制。以人

性论与国际体系无政府论为理论前提，依据罗马帝国的历史经验，马基雅维利强调国家的首要

目的是谋求生存以及生存所必需的权势，国家只能遵循自助逻辑，追求道德或意识形态目标则

有悖“事物的条理”，有害无益，对于“条约必需遵守”这一国际伦理原则，也只能从需要而不是

信用出发。10他不仅肯定帝国主义是出自生存的需要，也无意强调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伦理规

范。对于修昔底德面临的难题，马基雅维利提供的策略，一是欺骗与伪装：“仁慈、守信、诚

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可以无需具备，必要时甚至不妨反其道而行，但却“极有必要假

装具备”；二是慑服：“与其让人爱戴不如让人畏惧”。按照今天的标准，这已近乎愚民与高压

政策。11

　　为什么要“伪装”？显然因为人们一般都推崇这些品质。马基雅维利不能不承认，“它们是

有用的。”他虽然怀疑普世“共同道德”的存在，却无法否认道德信仰乃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

现象。所以他只能以国家为道德诉求的对象，紧接着就强调，手段的选择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国

家生存的需要，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确性。在他看来，最理想的政策选择当然是既合乎道德

原则又能达到政治目的；两者不可得兼----基于其理论前提他相信这更合乎常态----则选择后

者；至于没有任何政治收益，反倒可能导致对内失去民心，对外损害必要的国际声望的政策行

为，则理所当然应予摒弃，因为这既不合乎道德原则，也不合乎政治原则。简言之，君主可以

行恶，却不必无端作恶。12

　　总之，马基雅维利虽然力图摆脱道德原则对利益追求和政治权衡的约束，但并不否认、就

其理论建构而言也无需否认伦理原则本身的价值，他所强调的只是利益或"需要"优先原则。他

力图揭示政治自身的规律(摩根索所说的政治领域的“自主性”也不外这个意思)，思考的重点在

于政治“是什么”而不在于“应该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基雅维利本人的确并不比人们通

常的理解更合乎“马基雅维利主义”。13但他的现实主义仍然是比较彻底的。其国际政治和国际

伦理观具有鲜明的结果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他几乎毫无保留地将“非道德”论应用于一切政治

领域，更重要的是，他明确主张必要时可以“主动”采取“不道德”但却能达到政治目的的政策，

这是后世大多数现实主义者所不敢轻易苟同的。



　　三

　　现实主义理论在近代一些契约论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中以霍布斯的贡献最

大。霍布斯的学术生涯正是从研究和翻译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14修氏对人性和国际体系结

构的解剖，对他的影响非常明显。但他最终在伦理问题上与修昔底德拉开了距离，尽管远不象

马基雅维利那样极端。霍布斯的国际伦理观，可以说是介于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又一

种典型。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及其在国际层次上的推演，是关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经典论述，

这里无须细说。15要言之，他认为国家间的“自然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疑惧的心理机制决

定了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当然也就可以不受任何道义原则的约束。
16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法”来看，他同样不否认伦理原则的客观性，但他的自然法强调国家的

首要“义务”是“自我保全”，伦理原则可以通过内部契约在国家范围内产生约束力，在主权国家

构成的国际体系中却不适用(康德派的观点与此正好相反)。也就是说，人类可以走出人与人之

间的自然状态，却无法摆脱国与国之间的自然状态。于是霍布斯也陷入一个悖论：既承认普遍

道德律令的存在，又否认其对国家的道德约束力。17霍布斯的哲学在20世纪大放异彩，主要就

表现在国际政治领域，当代现实主义者无不受到其影响，上述矛盾也同样为他们所因袭，尽管

程度不一、表现殊异。

　　卢梭的国际伦理观更温和、也更复杂。国际政治学者大多将卢梭的思想纳入现实主义的范

畴，是很成问题的。卢梭的国际关系思想其实也是二元的，既有接近格老秀斯理性主义传统的

自由国际主义特征，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通常为保守主

义，而卢梭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远甚于对现实主义。康德受其影响提出自己的和平哲学，开

创了19世纪自由国际主义的伟大传统，流风所及，产生了边沁、科布登等一批思想大师。但现

实主义者也能在他那里找到共鸣。这只能说明人类思想的复杂性和理论标签的局限性。

　　在卢梭看来，霍布斯等人对人性的看法过分悲观，而圣-皮埃尔、克鲁塞、康德等人认为

通过建立国际组织或世界政府，或者推行民主政治、自由贸易就可以维持永久和平，则过于乐

观。18基于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他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区别，不仅在于他对人

性、自然状态以及自然法的具体看法不同，还在于他同时强调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道德义

务，关注世界正义并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探讨世界秩序问题。19另一方面，卢梭对国际体系的

基本特征、战争的根源和国际权势斗争的态度又是相当冷峻和现实的。他的国际政治哲学并不

倚重其本来自成面目的人性论,而是对国际体系的本质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结构主义阐释。就此

而论，卢梭的观点不仅与经典现实主义确有共通之处，也是结构现实主义的滥觞。他在提出具

有自由国际主义色彩的世界秩序蓝图与永久和平方案的同时，又对摆脱现状的前景深表怀疑，

他担心，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无论“公意”还是“自然法”，在国际范围内都会失去效

力。总之，卢梭力图调和“是”与“应该”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点上他最接近修昔底德，无怪许多

人称其国际关系思想为“道德现实主义”，甚至说他是“苦闷的道德家”。20

　　四

　　以国际关系思想史的视界举目回望，20世纪显然是现实主义的又一轮黄金时期。当代现实

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更多地继承和发扬修昔底德的传统（不妨姑且称之为“道德现实主

义”），而绝少马基雅维利式的纯粹强权政治论。卡尔、尼布尔等先行者如此，摩根索在本质

上亦然，更不用说怀特、布尔等人所代表的具有浓厚理性主义色彩（同时与自由国际主义又有

本质区别）的英国学派。

　　当自由国际主义对日益加剧的国际危机不是置若罔闻，便是束手无策之时，卡尔和尼布尔

分别在大西洋两岸发出了呐喊。尼布尔将基督教基本教义运用于政治、社会和国际关系等领



域，形成“基督教现实主义”，对英美社会、宗教和政治思想产生巨大影响，也是战后摩根索等

人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就国际政治而言，除了在人性论方面更多地发挥基

督教的“原罪”说，尼布尔完全用经典现实主义的语言来描绘政治“是什么”，从而对当时流行的

威尔逊主义提出尖锐批评，又以基督教伦理原则来设计和规范政治“应该是什么”。所谓基督教

现实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基督教应用伦理学。21

　　卡尔在大战前夕对乌托邦式的自由国际主义的深入解剖和有力批判显示了先知般的洞察

力。卡尔的观点有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点：其一，权力“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因素。撇开权力因

素，单凭道德原则、大众舆论、自由贸易以及国际联盟这些东西不足以保证和平；其二，政治

活动“应该是”权力与道义的结合。尽管不能将“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以及“国际道德”混为一

谈，但国际政治并非毫无道义可言。22他甚至指出，“彻底的现实主义”排除了进行有效政治思

考所必须的四个要素：有限的目的、情感诉求、道德评判权和行动理由，因而是不可取的。他

宣称，用现实主义的武器摧毁了旧的乌托邦之后，仍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乌托邦，以摆脱“现
实主义的逻辑后果”，而这个新的乌托邦主义一旦成熟，又必须接受现实主义的批判。23由此

可见，卡尔的现实主义绝非单纯的强权政治论，而是试图调和政治与伦理、权力与正义的道德

现实主义。

　　如果说卡尔成功地摧毁了旧的乌托邦，却未能成功建立他那个新的乌托邦----即立足于政

治现实的新的国际伦理思想体系。对此，倒是现实主义阵营的另一位大师摩根索看得最清楚。

摩根索认为，卡尔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将乌托邦主义与现实主义等量齐观，他深知“仅有现实

主义是不够的”，因此在揭示权力现象的同时又力图超越它，竭力探询规制国际权势斗争并赋

予它道德内涵的途径，这使他不得不又回到权力本身。从根本上讲，卡尔所面临的是一个哲学

困境，他企图调和在哲学上无法调和的东西，通过建立一个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理论与实

践、伦理与政治的新的合题，来取代自由国际主义的思想传统，结果必然陷入道德上的相对主

义与工具主义，使道德沦落为“规避现实主义之逻辑后果的逃路”，他最终所能开出的药方也不

过是“道义与权力之间的妥协”。24

　　反观摩根索本人的理论框架和思想历程，此番议论近乎夫子自道。摩根索的理论困境与此

极为相似，甚至更为深刻。一方面，摩根索的思想（尤其是前期）倾向于以“权力”为核心的政

治一元论，他认为“权力与公益”、“国家利益与道德原则之间不可能有妥协”，25因此他试图用

更为简洁的命题和更为纯净的权力政治语言，来重新表述政治现实主义的哲学意蕴和实践内

涵。他将“以权力界定的利益”这一涵盖了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两个要素的复合概念（即本文所

说的“强权-利益”）作为立论的起点，有意剔除道德因素的干扰；但另一方面，正如他的得意

门生兼助手汤普森所言，他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权力或者国家利益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上”。26
如前所言，这固然是与理想主义论战和自身的理论建构所必须的，但摩根索的全部论著表明，

他自始至终对国际伦理问题情有独衷，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

　　摩根索著述丰厚，思想深邃，晚年的思想较之四、五十年代也有明显变化。但强烈的道德

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始终是摩根索国际政治思考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使在批评卡尔过分看重道德

因素的同时，他最后仍然强调，“做一名马基雅维利是件危险的事情;做一名缺乏‘美德’（virtù）
的马基雅维利则是一个灾难。”27这表明他并不认同马基雅维利式的强权政治论。对于“国际伦

理的衰落”和“国际社会的毁坏”，他是深以为憾的。早在《国家间政治》出版前夕，摩根索就

将其中有关“国际伦理”的一章单独发表。该文开宗明义地指出，讨论国际伦理问题必须反对两

种极端：夸大或者否认伦理原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他认为，国际伦理体系自近代以来的出现

和日趋成熟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必然结果，国际外交行为和国家权力欲望显然受到伦理原则的

约束。但这种伦理体系自一战以来已经衰落了，以“民族主义”为基本内涵的“新的国家道德”取
代了超国家道德，当代国际斗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冲突各方都自称是在捍卫自己唯一

正确的“理想”、“原则”或“生活方式”。28这些观点显然不仅是基于两次大战的历史经验，也是

彼时方兴未艾的美苏冷战的反映。



　　针对上述“民族主义的普世主义”，摩根索经常鼓吹他的“相对主义哲学”。29但他并非彻底

的道德相对论者，这从他对卡尔的评论已可见一斑。他一般不直接使用“非道德”一词，尽管他

所说的政治领域的“自主性”（autonomy）显然涵盖了这层意思。摩根索承认，政治行为确实具

有道德含义，道德律令与政治需求之间存在着“无法逃避的紧张关系”。他深知完全缺乏道德依

托的理论或实际政策是大多数人所无法接受的，所以他也不得不以国家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

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他说，国家无权让道义方面的考虑妨碍政治行为的

成功，“国家本身就受到国家生存这一道德原则的激励。”“没有审慎便没有政治伦理。”而所

谓“审慎”，就是要考虑道德行为的政治后果。但这项原则却有若干例外。他接着又指出，国家

确实受某些“绝对的道义原则”的限制，必须无条件地承担诸如避免大规模屠杀之类的“道义责

任”，“即使此类行为有可能根据某种更高的目的----如国家利益----来加以辩护。”30这种保留

并不限于某些特例，他后来甚至认为，“道德并不只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侧面......它凌驾于其上，

制约着目标和手段的选择，并划定了特定政治行为的正当范围。后一种功能对政治领域尤其至

关重要。”31换句话说，政治判断并不总是优先于道德判断，所谓政治的“自主性”也就此打了

折扣。

　　在摩根索后期的文集里，还有一段话值得注意：“真理的声音尽管如此容易受到权力的伤

害，从长远看却比权力有更强的复原能力。它所建立的心灵与精神的帝国能够给权力的帝国打

上自己的印记，并比它有更强的生命力......历史一再证明，真理确实可以使人‘以新的眼光看待

许多事物’，而一旦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事物，就可能以新的方式采取行动。”但这种看似乐观

的信念并未改变摩根索历史观的悲观实质。他的理论十分倚重人性前提，而他对人性的看法实

在过于悲观：“人太无知、太自私、太卑劣”，因此他接着又断言，“人类不可能实现正义，此

乃人性使然。32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里他也只能说："某种有待探询的、客观的道德原则

的确存在。"33

　　诸如此类的矛盾与彷徨在摩根索的著述中随处可见，但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人对外部世界

的悲观认识与内在的道德需求或许本质上并不冲突。摩根索理论的最大问题，其实恰恰在于他

对“现实”的认知并不完全合乎现实，他经常将“是”与“应该”混为一谈，将“规范”当作“经验”。34
照其权力政治的逻辑，国家的对外政策总是基于“理性的”自我利益考虑，总是以增进、维持或

显示权力为目的，凡与一国“权力所界定的利益”不一致的理想、观念、目标都是不真实

的，“抽象的道德原则”更是不真实的。这种片面、武断的观点在经验上不值一驳。值得指出的

是摩根索自身的逻辑背谬。他一方面宣称权力是国际政治中公认的最高价值，国家的权力欲望

是其行为的“动力”，争夺强权是国际政治的“铁律”和“基本事实”；35另一方面又认为当代各国

都在奉行“民族主义的普世主义”，并强烈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他显

然认为它们“应该”却“没有”始终遵循这一所谓“铁律”。在《捍卫国家利益》一书中，他忽而说

美苏冲突既是政治、军事竞争，也是“两种哲学”、“两种道德原则、两种道德行为、两种生活

方式的冲突”，忽而又说真正的问题是“权力”之争，而非意识形态或道德分歧，并指责美国政

府错误地“制造和支持”了后一种流行观念。36这种一再出现的矛盾表述可以姑且勿论，但有一

层意思很清楚：美国政府和民众都将美苏冷战“普遍理解为”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较量，而摩

根索则认为“应该”将其看作一场权力斗争。

　　这就是说，摩根索所说的政治“现实”不过是他的一相情愿，与现实并不相干。这实际上是

许多现实主义者的通病。对于自命为“现实主义”的理论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问题。

　　摩根索早年的几篇主要论文皆以伦理与政治的关系为主题，最后一本著作讨论的也是人权

与外交的关系。可以说，如何摆正伦理的位置，如何处理道德律令与政治需求之间的“紧张关

系”，是摩根索始终无法解决却又挥之不去的梦魇。有人认为摩根索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深沉

的道德现实主义”，37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在外观上它更接近霍布斯而不是修昔底德的传

统。



　　平心而论，经典现实主义者大多无意将道德因素一概抹杀，他们对“道德过度”、“道德主

义”的批判，意在反对道德上的伪善、自以为是或强加于人，尤其是反对道德、宗教或意识形

态狂热驱使下的“十字军讨伐”和“精神圣战”。只是囿于现实主义的基本前提，他们根本无法避

免其理论演绎的逻辑结果，无法厘清权力与道义的关系，无法找到道德适度的界线，这就难免

顾此失彼，陷入逻辑与经验的双重困境。

　　结构（新）现实主义正是试图通过修正这些前提并改进论证的方法来避免重蹈覆辙。沃尔

兹自称，他与摩根索的分野，在于他认为安全比权力更重要，国际体系的结构比人性或国家行

为更重要。38结构现实主义力图使其理论“社会科学化”（尽管不象行为主义那般极端），故此

既不象经典现实主义那样倚重“人性”前提，也不象他们那样热衷于讨论伦理问题，因为这些更

多地属于人文学的范畴。不过，沃尔兹还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自由比安全更重要。

他认为,国家与人一样，其安全度与自由度是矛盾的。“需要自由，就得接受不安全”。39而且，

即便世界国家、世界政府可以实现并带来永久和平，它仍将摧毁人类的自由，其结果是“生存

比死亡更坏”。40总之，人类不可能、甚至可以说没有必要走出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他的论

说框架得自卢梭的启示，结论却与霍布斯一样，但理由又显然是照般康德的。沃尔兹还得出结

论，国际社会无论是“无政府”还是“有政府”，战争的危险都同样存在。41既然如此，那便与“结
构”无关了。就历史、哲学包括伦理思考的广度与深度而言，结构现实主义已是等而下之，至

于此类似是而非的结论，其实践意义更是无从捉摸。由是观之，结构现实主义与其说是对经典

现实主义的发展，倒不如说是对它的阉割。

　　五、余论

　　从上述几位现实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的思想轨迹来看，现实主义国际伦理观的内

在矛盾和逻辑悖谬是显而易见的。

　　悖论之一，是以道德的语言谈论"非道德"的政治。无论是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还是出于自

身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现实主义者在强调国际政治的“非道德”性质的同时，又不得不给

自己的理论寻找伦理支点和道德依托，他们以国家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企图用“国家道德”这个

盾牌来抵御道义上的非难。这种自相矛盾的立场使他们进退两难。此种困境表明，道德原则的

客观性及其价值根本无法否认，国际政治思考也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正如摩根索所

说，“人是道德家，就因为他是人。”42道德共识和价值纽带也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少现

实主义者已经感到,完全脱离理性的道德理想主义固属空想，单纯基于理性的自我利益权衡的

政策同样不现实。43

　　悖论之二，是以自身的规范逻辑批判"道德主义"的规范逻辑。现实主义自称要划

清“是”与“应该”的界线。但他们所说的政治现实并非完全基于经验事实。“强权-利益”论和“非道

德”论的提出，正是针对道德主义、理想主义的这一实际现象，其规范性质一目了然，也未可

厚非，问题在于，对于国家“应该”追求哪些利益，现实主义同样无权独断，更不能将他们认为

国家“应该”追求的，等同于国家“事实上”在追求的。

　　现实主义的国际伦理观和"强权-利益论"的第三个悖论，是它在实践中的困境。摩根索、凯

南等人对道德、宗教和意识形态狂热驱使下的“十字军讨伐”和意识形态“圣战”的批评，当时主

要是针对美国的政策，与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些特征（例如强调美国式民主、人权等价值

观念的普世性）相对照，这种批评仍然十分中肯。

　　然而，正如尼布尔所言，“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客观态度所极易导致的道德犬儒主义与失败

主义，甚至比没有节制的道德主义更有害。”44现实主义的国际伦理观和“强权-利益”论在实践

中也可能导致另一个正好相反的结果。不管是出于对“非道德”论的误读还是蓄意曲解和极端



化，现实主义的逻辑很容易导向道德上的犬儒主义、狭隘的国家中心主义和缺乏节制的民族利

己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被滥用一样，它同样可能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理论外衣，尽

管这并非现实主义理论家的初衷。这不啻是现实主义在实践中的最大悖论。现实主义通常认

为，意识形态和道德主义驱使下的战争比单纯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发动的战争危害性更大。45
即便此言不虚，那么，赤裸裸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或强权政治（这是道德缺位、“强权-利益

论”走向极致的必然结果)岂非同样有害？何况“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对“利
益”的大小和优先次序的界定，根本无法排除主观因素。事实上，国际政治中的强势国家很容

易认为，符合自己“价值”、“观念”的东西便是符合自己“利益”的东西。46

　　现实主义者的历史观是循环论，历史哲学是悲观论，其政治哲学基本上属于保守主义的范

畴。他们对国际体系“结构”的看法未免过于僵化和极端，缺乏全面、发展的国际社会观念和全

球观念。实际上，国际社会既非全然无序(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社会”了)，也非一成不变。国家

之间在利益、价值、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共性不仅存在，以大尺度的历史眼光来看还在不断发

展。不消说，基于不同的历史观和国际社会观，对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国际体系的变革持不同看

法和更积极态度的其他思想流派(除了自由主义，还包括被马丁·怀特归纳为“革命主义”的第三

类思潮47)，强调伦理因素，关注世界正义，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

　　在现存国际秩序中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更没有理由放弃道义武器，因为“实力”非其所

长，焉有弱者提倡“权力政治”之理？何况许多国际政治问题，本身也是典型的伦理问题，例如

国际干涉、种族主义、经济制裁、国际交换与分配问题，更不用说人权问题。然而无可否认，

现实主义仍然是国际政治思考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处境使

它们对国际政治持一种异常冷峻的观点和近乎实用主义的态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第三

世界的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中仍有不少人将国际伦理视为虚悬的目标或空洞的理念。他们似乎

没有意识到，当他们谴责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批评现存国际秩序不公正、不公

平、不合理的时候，所使用的语言其实正是道德语言，所进行的批判，恰恰是伦理批判。这批

判本身的价值不容置疑，只是由于在理论上还不够自觉，因而还远不够深入。

　　在具体的历史和现实中显然并不存在纯粹、绝对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48政治与道

德的界限也远非那么一目了然和泾渭分明。将政治与伦理、权力与正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完全对立起来的二分模式，非但缺乏足够的经验证明，在理论上也很难自圆其说。49因此，克

服现实主义所隐含的片面和偏激，摒弃自由主义所潜藏的盲目与自大，探明国际伦理的实践意

义及其限度，从而避免“道德主义”与犬儒主义两种极端，无疑是当代国际政治思考的题中之

义。就人类当下的处境而言，政治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已绝非单纯的学理问题，而是少数几个

居于核心位置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理由显而易见：1、全球生态、环境、人口、粮食危机的

加剧，大规模毁灭-杀伤性武器的大量存在和持续扩散，国际毒品走私和国际恐怖主义等有组

织跨国犯罪活动的猖獗，以及人类总体上的道德蜕化和人文精神匮乏，已使人类陷入严重的生

存危机和精神危机。2、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之下日益突出并更加复杂化的国际交换正义尤其是

分配正义问题已不容回避，发展中国家尤其不能不正视。3、基于不同政治文化传统和经济背

景的包括人权理念在内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的冲突在冷战后仍然是许多国际冲突的深层原

因。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国际伦理思考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发展和扩大国际社会的道德共识与

行为规范，不仅是国际秩序以非暴力方式实现变革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

要。完全从自我利益出发，并不能保证最终不背离自己的利益。很显然，要解决或至少缓和上

述问题，不仅需要采取有效的政治策略，也需要具备足够的道德勇气。因为问题的性质已然决

定，任何行动或者不行动，都不仅是基于某种政治判断，实际上也是一种伦理抉择。

　　（原载《欧洲》2002年第1期）

　　注释：



　　1"非道德"(amoral)：指政治领域与道德无涉，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immoral)。总体而

言，"非道德"论确实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尽管如本文所示他们的具体立场并不完全一

致，而且有的人（例如凯南）尽管实质上强调政治的"非道德"性质，却声言并不主张"非道德"
(更遑论"不道德")的外交政策
(GeorgeKennan,"MoralityandForeignPolicy",ForeignAffairs64:2(Winter1985-6),pp.205-206)。

　　2当然，根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和观察角度，还有其他许多可以称之为"伦理传统"的思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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