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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非洲快速且持续崛起ꎬ 但非洲不

仅未被纳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ꎬ 而且也严重缺乏自身系统的国际关系
理论ꎮ 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ꎮ 一方面ꎬ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围绕文明程度、 行为体和方法论设置了一系列标准ꎬ 非洲被实质性地
排斥在外或至少遭到全面贬抑ꎬ 无法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获得应有
地位ꎮ 另一方面ꎬ 尽管拥有丰富的理论素材ꎬ 但非洲明显缺乏理论自
信ꎬ 与改革开放以 来 中 国 建 构 自 身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的 努 力 形 成 鲜 明 对
比ꎮ 因此ꎬ 非洲有必要借鉴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经验ꎬ 树立
非洲的理论自信ꎬ 推动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ꎬ 为国际关系理论的
基本概念、 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发展作出全面贡献ꎮ 中非各具特色的国
际关系 理 论 的 建 构 与 发 展ꎬ 可 有 效 推 动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 去 殖 民 化”
的历史性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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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各种质疑①ꎬ 但非洲的持续崛起仍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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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①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无论是 “ 崛起” 还是 “ 失败” ꎬ 非洲
更多出现在国际时事评论之中ꎬ 而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之中ꎮ 非洲被主
流国际关系理论所 “ 遗忘” ꎬ 一方面源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排斥或歧视机
制ꎬ 另一方面则由于非洲自身理论自信的严重缺失ꎮ 迄今为止ꎬ 国际关系理
论中对非洲的讨论往往聚焦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有关排斥与歧视ꎬ 而较少论
及非洲自身的理论自信问题ꎮ 正如一些非洲学者所言ꎬ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
的 “ 非洲缺失” ꎬ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非洲仍未被允许参与 “ 游戏” : 非洲完全
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作出贡献ꎬ 却仍不被允许参与游戏ꎻ 非洲完全可以提出
理论ꎬ 但其知识分子仍不被允许参与理论建构ꎻ “ 非洲不可能为国际关系研究
提供新的理论见解ꎬ 因为国际关系学科不可能接受或传播它们ꎮ 作为整体的
人文科学的行为准则和有效性标准过于主观ꎬ 对非洲思想中的学术标准和证
据来源等充满偏见” ꎮ②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依据文明发展水平、 行为体成
熟度、 研究方法科学化等标准确立了一个等级制体系ꎬ 非洲因各方面不够成
熟和发达而被排除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外ꎬ 或者遭到歧视ꎬ 而被视作一个
“反常的” 亚体系甚或仅是案例检验之地ꎮ 要改变这一现状ꎬ 使非洲成为国际
关系理论建构的重要角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ꎬ 就有必要借鉴中
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日渐增强的理论自信及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实
践ꎬ 探讨非洲可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 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作出重大贡
献的潜力ꎬ 推动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ꎮ 这一努力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ꎬ
通过促进中国、 非洲各具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与发展ꎬ 将进一步推进
国际关系理论 “ 去殖民化” 的历史性进程ꎮ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非洲的排斥与歧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ꎬ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质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
地方主义立场ꎬ 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 严重忽视日渐浮现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ꎬ 对来自非欧美国际社会的思想、经验严重忽视或者歧视ꎬ其中又以非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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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ꎮ① 正如有学者指出ꎬ “ 全球每 １０ 个人中至少有一位是非洲人ꎻ 世界上 １ / ４

的国家是位于非洲大陆ꎮ 但我敢说ꎬ 在欧洲或北美大学举办的国际关系演讲
中ꎬ 只有不到 １ / １００ 的机率会提及非洲ꎮ” ② 迄今为止ꎬ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
非洲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仍少有理论兴趣: “ 有关非洲的国际关系文献少
得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ꎬ 许多讨论非洲与国际关系的既有文献并非真正
聚焦非洲与国际关系ꎬ 而更多是言及非洲在南北关系中的角色ꎬ 而且其强调
重点也是北方国家此外ꎬ 非洲被主流国际关系讨论排除在外ꎬ 也意味着
鲜有非洲国际关系的文献有着明确的理论内涵ꎮ” ③ 什么原因导致非洲被主流
国际关系理论所遗忘? 是因为非洲无法为国际关系理论贡献实质性内涵ꎬ 还
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倾听来自非洲的声音?
尽管可能存在明显差异ꎬ 但非洲之所以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遗忘ꎬ 根
本上仍是由于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 “ 殖民化” 效应ꎮ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ꎬ “ 在
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中ꎬ 英、 美学者的权力已经处于最大化状况”

④ꎬ

这是因

为国际关系研究充斥着层次分明的等级制———包括公开和潜在的ꎮ⑤ 这一等级
制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确保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 “ 纯洁” ꎬ 应对来自欧美之外的
理论适用时出现的 “ 反常” 现象ꎻ 进一步的后果则是对非欧美地区的理论排
斥或理论歧视ꎮ 具体而言ꎬ 这一等级制主要由 ３ 项标准构成: 一是文明标准
的门槛ꎬ 即特定地区的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⑥ꎬ 是否达到可被纳入主流国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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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理论的水平ꎻ 二是行为体成熟度门槛ꎬ 即依据演变中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ꎬ
只有成熟的国家行为体———从一开始的简单形式的主权国家直至当前所谓自
由民主的主权国家ꎬ 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认可和讨论的核心单元ꎻ 三是
方法论门槛ꎬ 即在特定地区ꎬ 其传统与当代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是否足
够科学ꎬ 进而能否被认为符合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科学化要求ꎮ①
基于对上述标准的不同判断ꎬ 学界对非洲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
认知事实上形成了两派观念ꎮ 第一派可称作理论排斥派ꎮ 持此派观点的学者
认为ꎬ 非洲很可能并不符合上述所有或至少某一标准ꎬ 进而无需被纳入主流
国际关系理论加以考虑ꎮ 例如ꎬ 尽管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先驱ꎬ 黑格尔却
表现出对非洲文明水平的极大蔑视ꎮ 他在 « 历史哲学» 中指出ꎬ 非洲不属于
世界历史的部分ꎬ 它没有任何运动或发展可以展现ꎻ 它北部的那些历史的发
展应该属于亚洲或欧洲世界非洲乃是个 “ 非历史的、 没有开发的精神” ꎬ
它仍处于单纯的自然状态之中ꎬ 这顶多算做刚踏上世界历史的门槛而已ꎻ 世
界历史的起始在亚洲ꎬ 而其终结在欧洲或西方ꎮ② 这种对非洲因文明水平过
低ꎬ 进而不足以被纳入理论框架加以讨论的排斥感始终存在ꎮ 例如ꎬ 著名现
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家汉斯摩根索 ( Ｈａｎｓ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 就曾指出ꎬ 非洲在
第一次世界 大 战 之 前 事 实 上 并 没 有 历 史——— “ 它 在 政 治 上 是 片 空 白 之 地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ｍｐｔｙ ｐｌａｃｅ) ꎮ” ③ 又如ꎬ 弗朗西斯福山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在提
出 “ 历史终结论” 后十年再度反思时ꎬ 仍认为 “ 撒哈拉以南非洲有如此多问
题ꎬ 以至于它缺乏政治和经济发展似乎命中注定” ꎮ④ 这样ꎬ 在为数不少的主
流国际关系理论家看来ꎬ 由于非洲文明程度特别是政治发展水平过低ꎬ 因此
完全没有必要将其纳入理论思考中ꎮ 也正因如此ꎬ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于
自身从未严肃地对待来自非洲的理论要素毫无内疚之感ꎮ
从行为体视角将非洲排除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外的典型思潮是结构现
实主义ꎬ 其代表人物是肯尼思沃尔兹 (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ｌｔｚ) ꎮ 在沃尔兹看来ꎬ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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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黑格尔: « 历史哲学» ꎬ 王造时译ꎬ 三联书店ꎬ １９５６ 年版ꎬ 第 １４３ ~ １４４ 页ꎮ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７ 章ꎮ
③

Ｈａｎｓ Ｊ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Ｋｎｏｐｆꎬ

１９８５ꎬ ｐ ３６９
④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ꎬ “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ａｎ ｉｎ ａ Ｂｏｔｔｌｅ” 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ꎬ Ｖｏｌ ５６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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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总体结构的存在ꎬ 国际关系理论是有关大国的ꎬ 其中
没有小国的位置ꎮ 他声称ꎬ “ 建构一个有关马来西亚和哥斯达黎加的国际政治
理论将是可笑的国际政治的总体理论必须基于大国ꎮ” ① 尽管沃尔兹并未
直接提及非洲ꎬ 但非洲国家总体过于弱小ꎬ 哪怕南非、 尼日利亚等也算不上
沃尔兹眼中的大国ꎮ 因此ꎬ 在持上述观点的学者看来ꎬ 非洲不在主流国际关
系理论的 “ 雷达扫描” 范围之内也属正常ꎮ

如果说文明发展水平、 行为体成熟度等标准均过于主观ꎬ 那么日益朝向

科学行为主义方向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ꎬ 也加剧了非洲被排斥在主
流国际关系理论之外的程度ꎮ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 科学行为主义便日益
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甚至主流方法ꎮ 尽管仍然存在争论ꎬ 但主流国
际关系理论对数据、 统计等的使用正变得日益频繁ꎬ 特别是随着大数据技术
的快速发展ꎮ② 显然ꎬ 要将非洲置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中ꎬ 首先需要非洲自
身提供或外部能够加以整理的系统数据ꎬ 否则标准方法将难以应用于非洲ꎮ
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统计数据既不充分ꎬ 也不准确③ꎬ 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甚至缺乏完整的人口登记系统ꎬ 约有 １ / ３ 的 ５ 岁以下儿童从未被纳入统
计数据之中ꎮ④ 据此ꎬ 有学者认为ꎬ 非洲本身就是个 “ 统计悲剧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ｇｅｄｙ) ” ꎮ⑤ 这样ꎬ 非洲也完全可被排除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之外ꎮ

第二派可称作理论歧视派ꎬ 他们总体上承认非洲仍能为主流国际关系理

论作出某种贡献ꎬ 但赋予非洲的地位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等级体系中相对较低
的ꎮ 理论歧视派总体上认为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一贯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ꎮ⑥
因此ꎬ 即使提及非洲时ꎬ 也更多是各类消极例子ꎬ 如 “ 失败国家” 、 内战、 疾
病、 非法交易、 黑市经济等ꎮ 理论歧视派主要有两种表现:
①
②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ｌｔｚꎬ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ꎬ １９７９ꎬ ｐｐ ７２ － ７３

Ｊｏａｎｎａ Ｅ Ｍ Ｓａｌｅꎬ Ｌｙｎｎｅ Ｈ Ｌｏｈｆｅｌｄꎬ ａｎｄ Ｋｅｖ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ꎬ “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ｉｘｅｄ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３６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４３ － ５３ꎻ 董
青岭: « 反思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大数据应用» ꎬ 载 «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９１ ~ ９４ 页ꎻ 蔡翠
红: « 国际关系中的大数据变革及其挑战» ꎬ 载 «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２４ ~ １４３ 页ꎮ
③

Ｍｏｒｔｅｎ Ｊｅｒｖｅｎꎬ Ｐｏｏｒ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Ｈｏｗ Ｗｅ Ａｒｅ Ｍｉｓｌｅｄ ｂ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ｔｏ Ｄｏ

④

联合国: « 千年发展目标报告 (２０１４ 年) » 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６ 页ꎮ

Ａｂｏｕｔ Ｉｔꎬ Ｉｔｈａｃ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ꎬ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ꎬ ｐｐ １ － ２
⑤

Ｓｈａｎｔａｙａｎａｎ Ｄｅｖａｒａｊａｎꎬ “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ｇｅｄｙ ” 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ꎬ Ｖｏｌ ５９ꎬ

Ｉｓｓｕ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Ｓ１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Ｓ９ － Ｓ１５
⑥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ａｎｄ Ｏｌｅ Ｗｅａｖｅｒꎬ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２１９

 ４６

中国的理论自信对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借鉴意义

一是将非洲当作现有国际体系的亚体系之一对待ꎬ 且非洲亚体系既不正
常ꎬ 也不发达ꎮ 从国际政治体系的视角来看ꎬ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
高级顾问罗伯特库珀 (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ｏｐｅｒ) 和另一位学者乔治索伦森 ( Ｇｅｏｒｇ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都认为ꎬ 当前国际体系包含至少三类国家: 现代国家、 前现代或后
殖民国家、 后现代国家ꎻ 不同类型的国家同时存在ꎬ 的确是对国际关系理论
的重要挑战ꎮ 在这一等级体系内ꎬ 尽管非洲未必符合传统的或典型的威斯特
伐利亚体系的特征ꎬ 但至少仍是整个国际体系中的一部分ꎬ 大多数非洲国家
都属于前现代国家ꎻ 在这些学者看来ꎬ 非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 “ 失败国家”

组成的世界ꎮ① 非洲偏离以主权国家为核心单元的国际体系ꎬ 根本上是由于殖
民时期的欧非互动———包括对非洲传统国际关系的征服和欧洲国际秩序的本
地化发展ꎬ 非洲被强行纳入国际体系之中ꎬ 最终成为某种新的变异体ꎮ 这种
新的变异体的内核是一种非正式的跨国政治ꎬ 其特征是边界失灵与主权有限ꎬ
导致 “ 诸多宗教和种族网络与国家竞争ꎻ 尽管其提供的权利可能比主权

国家少ꎬ 但它们往往能保护这些他们能更为有效地拓展的权利” ꎮ② 由此而来ꎬ
非洲极可能仍处于中世纪状态ꎬ 因其国家和民族的建构仍未完成ꎬ 仍受权威
重叠和忠诚交错的困扰ꎮ
而罗伯特考克斯 (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ｘ) 则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角度考察非洲

的地位ꎬ 认为非洲是一个被 “ 排斥” 的亚体系ꎬ 但事实上用 “ 被剥削” 来形

容或许更为恰当ꎮ 在考克斯看来ꎬ 整个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包括 ３ 个亚体系:

被整合的亚体系、 不确定的亚体系、 被剥削的亚体系ꎮ 被整合的亚体系事实上
以经济合作组织 (ＯＥＣＤ)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ꎬ 居于等级制的顶端ꎻ 不确定的亚
体系则居于中间ꎬ 属于部分加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那一部分ꎻ 被排斥或被剥
削的亚体系则是如非洲这样的: 它们仍持续遭受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银行、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诱骗ꎬ 从而削减社会福利、 取消各类补贴、 开放
国家边界以促进自由贸易ꎮ 其结果是ꎬ 如以政治、 经济、 技术和社会福利指数
加以衡量ꎬ 非洲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甚至明显低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即非洲独立
之初ꎮ 尽管非洲有各种经济复苏或增长计划ꎬ 但非洲仍滑向了 “ 可感知的全球
①

Ｇｅｏｒｇ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ꎬ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ｅｈｏｏ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Ｈｏｕｎｄｍｉｌｌ:

②

Ｌｉｓ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 “ Ａｎｔｉｑｕａｔ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Ｏｓｓｉｆ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ａｉ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Ｆｏｒｍ ”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１６４ꎻ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ｏｐｅｒꎬ “ Ｗｈｙ Ｗｅ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Ｅｍｐｉｒｅ” ꎬ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ꎬ Ａｐｒｉｌ ７ꎬ ２００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５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３

 ４７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经济危机” 状态ꎬ “贫富差距日益拉大ꎬ 社会保障持续恶化”ꎮ①

二是将非洲当作检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案例集中地区ꎬ 进而事实上较

少反思非洲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相互关联ꎮ 由此ꎬ 非洲可能是整个全球范
围内被用作案例研究最多、 最为广泛的地区ꎮ 例如ꎬ 有关移民、 公共卫生、 跨
国犯罪、 环境等的大量案例研究表明ꎬ 非洲完全可用于探讨上述问题的普遍性
理论ꎬ 并考察非洲的政策、 治理等中长期变化及其对外交、 国际关系等的影响ꎮ
又如ꎬ 学界对南非外交政策变化、 非洲维持和平或 “非洲问题的非洲解决方法”

(ＡＳＡＰ) 等的演变分析ꎬ 往往被用于理解非洲团结、 南南合作以及国际体系中
替代思想和干预措施增长的基础ꎮ 再如ꎬ 有关英国、 法国、 德国等对非外交变
化的研究表明ꎬ 欧洲与国际体系接触的模式不断变化ꎬ 等等ꎮ
无论是理论排斥派ꎬ 还是理论歧视派ꎬ 其核心都是否认非洲在主流国际
关系理论中的应有地位ꎮ 通过构建一套系统标准ꎬ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
可有效建构各地区、 各文明的等级制ꎬ 从而确立西方的中心地位ꎮ 但随着西
方特别是美国的相对衰落ꎬ 以中国、 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ꎬ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建构的等级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ꎬ 国际关系理论的
多样化、 民主化发展势所必然ꎬ 这也为非洲改变自身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遗忘” 的现状提供了重要机遇ꎮ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ꎬ 非洲迄今为止的国际关
系理论建构努力仍相当有限ꎬ 其重要原因在于非洲自身的理论自信仍远不充
分ꎮ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ꎬ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建构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
论方面的理论自信与实践经验ꎬ 可为非洲提供重要借鉴ꎮ

中国的理论自信对非洲的借鉴意义
尽管有着丰富的素材ꎬ 但非洲建构自身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迄今并未取得
明显进展ꎮ 其原因在于ꎬ 非洲的 “去殖民化” 进程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政治领域
实现了ꎬ 在经济、 思想、 文化等领域探索独立发展道路、 树立理论自信均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ꎮ 欧洲对非洲的殖民不只是在物质层面ꎬ 更在精神层面ꎬ 而其最
经久不衰的体现便是非洲的大学及其课程设置ꎮ 即便是在后殖民时期ꎬ 非洲的

①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ｘ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ａ Ｐｌｕ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ｏｗｅｒꎬ Ｍｏ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８１ꎬ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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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继续依赖欧洲、 沿用欧洲结构ꎮ① 要真正摆脱殖民主义的影响、 实现思想层
面的解放ꎬ 非洲国家首先必须确立坚定和充分的理论自信ꎮ 就此而言ꎬ 中国自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经验ꎬ 可为非洲提供
重要参照ꎬ 成为非洲有效发掘自身的理论概念、 内涵及方法等的 “他山之石”ꎮ

首先ꎬ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得益于对自身理论渊源的自信ꎬ 这

对有着同样丰富历史和现实思想资源的非洲有重要的借鉴作用ꎮ 在中国特色
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ꎬ 中国学者充分认识到ꎬ 这既需要汲取主流国际
关系理论的精髓ꎬ 更需要立基于中国自身的优秀历史传统和当今伟大实践ꎮ
一方面ꎬ 中国对自身传统、 实践和思想有充分的自信ꎬ 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
对中国自身国情的深刻理解ꎮ 在中国学者看来ꎬ 中国理论根本上应植根于自
身 ５ ０００ 年的悠久历史和当前解决 １３ 亿人根本需求的伟大实践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也相当重视近现代西方成功的重要经验和启示ꎬ 但并不迷信源于欧洲或
美洲的地方性经验的 “ 普世性” 宣示ꎬ 自信可将其融入中国传统与中国实践
中ꎬ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ꎮ 正因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既不妄自菲薄ꎬ 也不妄自尊大ꎬ 而是坚持兼容并包精神和 “ 中学为体、 西学
为用” 的态度ꎬ 根本上推动了合理、 适用的中国理论的诞生ꎮ 换句话说ꎬ 中
国对理论渊源的自信实现了很好的中西合璧ꎻ 中国理论既实现了对传统内核
的继承ꎬ 也实现了对传统的 “ 去芜存真” ꎮ②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在建构中对自身理论渊源的开发也是一个渐进的

过程ꎮ 总体而言ꎬ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大致经历了 ３ 个阶段ꎬ 即从

１９８７ 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召开ꎬ 直到 ２１ 世纪初ꎬ 中
国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重点是引进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ꎻ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叶之后ꎬ 有关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逐渐成为重
点ꎬ 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态度转向更具批判性的反思和引介ꎻ③ 这一时期事
①

Ａｌｉ Ａ Ｍａｚｒｕｉꎬ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ꎬ ｉｎ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Ｒｅｎｅ Ｌａｒｅｍｏ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ｕａｄ Ｋａｌｏｕｃｈｅꎬ ｅｄｓ 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ꎬ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ｆ Ａｌｉ Ａ Ｍａｚｒｕｉꎬ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６８ － ６９ꎻ Ａｌｉ
Ａ Ｍａｚｒｕｉꎬ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ｅ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ｚ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Ｗｈｏ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ｒａ” ꎬ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３ － ４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１４１ － １４２
②
③

张春: « 发展中国家建构自己理论的必要性» ꎬ 载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ꎮ

杨洁勉: « 中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强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准备» ꎬ 载 «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２ 年

第 ８ 期ꎬ第 １４９ ~ １５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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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并不长ꎬ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之后ꎬ 学术
界依据习近平主席有关外交理论应具有 “ 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

的重要论述ꎬ 持续深入开发自身理论渊源ꎬ 并逐渐启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
论的国际化进程ꎮ①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ꎬ 逐渐形成诸如 “ 清华学派” 、 “ 上海
学派” 等多种内生性的理论建构努力ꎮ② 所有这些努力的重要成果便是综合性
的 “ 中国学派” 概念的提出ꎬ 诸如国际政治关系理论、 道义现实主义、 共生
理论、 共治理论等内部分支也日渐成熟ꎮ③ 我们可以认为ꎬ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
理论的本国意识ꎬ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进程ꎬ 这对非洲逐渐摆脱西方殖民主义
的历史性影响、 发掘自身理论渊源有着重要启示ꎮ
其次ꎬ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也得益于对自身独立自主建构能力
的自信ꎬ 而这正是当前非洲急需培育的ꎮ 对自身理论建构能力缺乏自信ꎬ 往
往是发展中国家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首要挑战ꎮ 不少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的理
论建构能力缺乏自信ꎮ 曾几何时ꎬ 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赢得反殖、 反帝斗争
的胜利ꎬ 并雄心勃勃地尝试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ꎬ 但大多失败了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Ｂａｒｒａｃｌｏｕｇｈ) 曾大声
警告 “ 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 ꎮ 在他看来ꎬ “２０ 世纪的历史ꎬ 一方面是西方对

亚洲和非洲产生影响的历史ꎬ 同时也是亚洲和非洲对西方予以反击的历史” ꎬ
“ 在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运动逐渐发展成为对西方的一种普遍反抗ꎬ 并在 １９５５

年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表现为对西方统治的抛弃” ꎮ 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一
“反击” 的致命弱点ꎬ 即非西方所使用的武器恰好是西方所教授的ꎬ “ 选来防

御殖民政权的手段发展成为破坏该政权的最强有力的力量之一” ꎮ 因此ꎬ
西方也无需过度担心ꎬ 因为非西方的反击不是为了取代西方ꎬ 而是为了获得
更为平等的地位ꎮ④ 这种情况直到今天ꎬ 在非洲及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未
发生根本性改变ꎬ 反映出非西方国家自身对独立建构理论的能力缺乏自信ꎮ
①

范蔚文: « 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ꎬ 载 «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②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课题组: « 海纳百川、 包容共生的 “ 上海学派” » ꎬ 载 «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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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 ~ １７ 页ꎻ 徐进、 孙学峰: « “ 清华路径” 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 ꎬ 载 « 国际
展望»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８ ~ ３２ 页ꎮ
③

郭树勇: «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意识成长及中国学派前途» ꎬ 载 «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７

④

[ 英国]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 当代史导论» ꎬ 张广勇、 张宇宏译ꎬ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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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关系理论来说ꎬ 曾经风行一时的依附论、 国际社会理论等ꎬ 都部分因
为理论自信的缺乏而生命力不足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中国对自身独立的理论建构能力的自信ꎬ 根本上来源于
对自身发展理念、 发展道路的自信ꎬ 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被证明日益成功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ꎮ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ꎬ 中国始终坚持依据
自身国情制定独立的经济发展、 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战略规划ꎬ 独立地构
建自身的理论体系ꎬ 形成了独具特色又极富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ꎮ 最为重要的是ꎬ 正是由于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ꎬ 在全球的
马克思主义陷入低迷之际ꎬ 社会主义制度则在中国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ꎮ 例
如ꎬ 在处理发展、 安全与治理三者关系过程中ꎬ 中国并未依循西方为非洲国
家所开出的 “ 药方” ꎬ 即所谓 “ 发展条件优先” 方法: 在实现发展前先创造

发展所需的稳定环境ꎬ 而要实现稳定环境则需先有 “ 民主” 政治制度ꎮ 相反ꎬ
中国始终坚持 “ 发展优先” 方法ꎬ 利用自身发展成果消除既有和新生的安全、
治理问题ꎬ 在发展 － 安全 － 治理之间形成一种积极循环ꎮ 正因如此ꎬ 中国不
仅改变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甚至不如大量非洲国家发达的状况ꎬ 更形成了独特
的发展道路和理念ꎮ①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ꎬ 中国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ꎬ 坚持发展中
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ꎮ 其必然结果便是ꎬ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
升ꎬ 中国的外交理念也日益普及ꎮ 例如ꎬ 中国与印度、 缅甸首倡的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ꎬ 现在已经成为通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ꎮ 又如ꎬ 尽管面临诸多质
疑ꎬ 中国仍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ꎬ 并以此为核心提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
热点问题解决之路ꎮ 这一努力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ꎬ 更具有深远的理论
意义ꎮ 再如ꎬ 面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不足ꎬ 中国倡导并参与建设的
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ꎬ 都提出了创新性的理论构想ꎬ
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ꎮ
如同下文所述ꎬ 非洲当前仍在围绕谁更应当是非洲理论尤其是非洲国际
关系理论的 “ 合法” 建构者展开重要争论ꎬ 这本身便是对自身独立建构理论

的自信不足的体现ꎮ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自身独立建构理论的能力自信ꎬ
可为非洲培育此类能力提供重要的可资借鉴的经验ꎮ
①

张春: « 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 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２１０ ~ ２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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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ꎬ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也得益于对自身理论成果的独立总
结ꎬ 这也值得非洲国家借鉴和学习ꎮ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所取得的
初步成功ꎬ 与坚持自身独立、 持续的理论总结是分不开的ꎮ 尽管真正的中国
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是进入 ２１ 世纪后的事情ꎬ 但自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ꎬ 中国便已经开始了相应探索ꎮ 早在 １９８０ 年ꎬ 就有学者提出了国
际问题研究的 “ 中国化” 问题ꎮ①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中国学术界以 “ 周年纪
念” 为中心ꎬ 展开了一系列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提炼与总结ꎬ 如 ２００４

年的纪念和平共处原则提出 ５０ 周年、 ２００９ 年的建国 ６０ 周年、 ２０１０ 年的上海
世博会、 ２０１１ 年的建党 ９０ 周年、 ２０１８ 年的纪念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等ꎮ 通过这
些反复的提炼和总结ꎬ 再结合新的发展ꎬ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 体
系、 方法论等均不断完善和成熟ꎮ 也正是这样的不断总结、 不断反思ꎬ 中国
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得以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保持较强的延续性ꎬ 而未出现主流
国际关系理论不时呈现的断裂性发展ꎬ 如对时代主题的判断、 对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的坚持等ꎮ 随着中国持续崛起ꎬ 学者们更加强调进一步总结和概括中
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ꎮ②
与中国学术界坚持自身独立总结不同ꎬ 非洲迄今为止对自身理论的独立
总结仍严重不足ꎮ 一方面ꎬ 由于 “ 非西方理论家尚未发展出完整的类似于西
方式的世界观” ③ꎬ 因此在谁可以代表非洲说话的问题上ꎬ 即便在非洲内部也
存在分歧ꎮ 一些学者认为ꎬ 由于欧洲知识分子通过殖民实践而 “ 主导非洲知
识” ꎬ 因此 “ 非洲思想的复苏只能是非洲人的工作ꎻ 只有非洲人才能完成这一

使命ꎮ 如果是欧洲人实现的上述过程ꎬ 那就意味着他们再一次击败了我们” ꎮ④
但也有另一些学者认为ꎬ 可以将非洲知识生产的行为体加以拓展ꎬ 否则将会
面临 一 系 列 难 题ꎬ 如: 非 洲 之 外 的 作 者 所 写 作 的 非 洲 知 识ꎬ 是 否 算
作非洲知识?如果非洲作者使用欧洲语言写作非洲知识ꎬ算不算非洲知识?等

①

段霞: «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之发展回望» ꎬ 载 «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

②

朱锋: « 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新议程、 新框架、 新挑战» ꎬ 载 « 国际

③

Ｄ Ｊ Ｐｕｃｈａｌａꎬ “ Ｓｏｍｅ Ｎｏｎ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④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Ｋａｒｅｎ Ｓｍｉｔｈꎬ “ Ｈａ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ｏｔ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Ｓａ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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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ꎮ① 更有人认为ꎬ 考虑到全球化发展和非洲与外部世界的互动ꎬ 因此并不存
在 “ 独特的非洲知识” ꎬ “ 非洲知识的生产是种不可能从地理上加以界定的努
力ꎬ 任何试图封闭非洲知识生产的努力都可能极为有害” ꎮ② 因此ꎬ “ 知识生
产并不存在最佳地理场所ꎻ 相反ꎬ 存在多重平行的场所” ꎮ③ 另一方面ꎬ 在
“去殖民化” 成功后半个多世纪ꎬ 非洲声音仍被主流理论所排斥ꎮ 正如有人类
学家指出ꎬ “ 非洲作者被剥夺了写作普世性作品的权利ꎬ 而这在欧美被认为是
理所当然的” ꎮ④ 很大程度上ꎬ 由于无法或缺乏独立的理论总结努力ꎬ 非洲
人难以为自身发展开出本土主义的药方ꎬ 只能加剧其依附性发展的困境ꎮ

理论自信的不足严重阻滞了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ꎮ 尽管有关主流国
际关系理论应更加重视非洲的呼吁并不鲜见ꎬ 但迄今为止的讨论大多聚焦非
洲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作的添补性贡献ꎮ⑤ 鉴于非洲丰富的国际关系理论渊
源、 曲折的国际参与历程及独特的国际关系实践ꎬ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应在借
鉴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自信与建构实践ꎬ 围绕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
概念、 理论体系、 方法论等展开重建ꎬ 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多样化、 民主化
发展ꎬ 而非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修修补补ꎮ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
如前所述ꎬ 一方面由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排斥和歧视机制ꎬ 另一方面
则因为自身的理论自信不足ꎬ 非洲尚未取得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应有地
位ꎮ 借鉴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自信和建构实践ꎬ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
的建构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ꎬ 坚持非洲知识的核心地位ꎬ 以非洲丰富
①

Ａｂｅｂｅ Ｚｅｇｅｙｅ ａｎｄ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Ｖａｍｂｅꎬ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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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 知识传统指导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ꎻ 第二ꎬ 坚持非洲实践的核
心地位ꎬ 以非洲参与国际关系的独特历程和客观现实作为非洲国际关系理论
的具体内涵ꎻ 第三ꎬ 坚持非洲人的核心地位ꎬ 以非洲人为主体独立建构、 总
结非洲国际关系理论ꎻ 最后ꎬ 坚持非洲问题的核心地位ꎬ 以非洲过去、 现在
和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类问题为聚焦发展非洲国际关系理论ꎮ 更为具体而言ꎬ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ꎬ 应重点围绕基本概念再界定、 理论体系重书写、
方法论拨乱反正等三方面展开ꎮ
( 一) 基本概念的再界定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依托非洲经验ꎬ 重新界定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概
念ꎮ 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言ꎬ 非洲更多意味着挑战ꎬ 因其存在太多的偏离
标准概念的现象ꎮ 例如ꎬ 一些学者认为ꎬ 非洲的 “ 国家” 只是名义上的 “ 国
家” ꎮ① 又如ꎬ 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等在非洲发生了变异ꎬ 部落 / 族群利益、 政
权安全等才是问题的核心ꎮ② 但迄今为止的理论努力ꎬ 更多是试图修补或拓展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基本概念的范畴ꎬ 从而试图将非洲经验纳入其中ꎮ 更为根
本、 更为可行的方法应是ꎬ 重新界定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ꎬ 特别是围绕
政治、 安全、 经济等而形成概念群ꎮ
就与政治相关的概念群而言ꎬ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应当以 “ 主权国家” 概

念为核心ꎬ 对包括族群、 政党、 边界、 移民等基本概念加以重新界定ꎮ 对非
洲而言ꎬ “ 主权国家” 本身是个输入品ꎬ 而且是通过殖民而强制性输入的ꎮ 这

样ꎬ 主权国家在非洲的发展必然存在先天性不足ꎻ 加之ꎬ 前殖民宗主国出于
“分而治之” 的需求ꎬ 在政府之外扶植非政府行为体ꎬ 进而使非国家行为体在非
洲主权国家的内部治理与对外交往中均有重要影响ꎮ 这样ꎬ 非洲国家边界的易
渗透性ꎬ 族群关系的跨国性及因此而来的比较性不满、 跨国迁移ꎬ 政党在国内
的部族化和跨国的洲际化ꎬ 都应是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内涵ꎮ 换句话说ꎬ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政治概念群应聚焦各类关系的跨国性及其影响展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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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与安全相关的概念群而言ꎬ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应以 “国家安全” 概念为

核心ꎬ 反思诸如和平、 干涉、 冲突、 调解、 发展 － 安全关联等概念ꎮ 面对非洲
广泛存在的冲突ꎬ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头十年非洲突然涌现的大量冲突ꎬ 主流国
际关系理论并未充分重视冲突地的当地知识ꎬ 而是试图冠以 “新战争” 框架加
以解释ꎮ① 需要指出的是ꎬ 导致非洲不安全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立体的: 既可能
源于行为体的多样性ꎬ 进而仅国家的安全显然不够ꎻ 也可能涉及多个领域ꎬ 传
统安全观念显然无法揭示不同领域的互动导致的关联性安全ꎮ 因此ꎬ 非洲国际
关系理论中的安全概念群应围绕安全泛化、 安全私有化及安全关联性等展开ꎮ
就与经济相关的概念群而言ꎬ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应以 “ 发展” 概念为核

心ꎬ 重新审视市场、 资源禀赋、 自由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等概念ꎮ 如前所述ꎬ
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是西方为非洲发展开出的 “ 药方” ꎮ 但在几十年
试验后ꎬ 非洲发展状态甚至还不如独立之初ꎮ 因此ꎬ 有关不受约束的市场机
制如何在高度依赖和脆弱的经济体中运作ꎬ 如何摆脱传统的资源诅咒而启动
新型的资源政治经济学ꎬ 如何逃脱自由化只会加剧不平等的陷阱ꎬ 都应成为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内涵ꎮ② 而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合作
及非洲的崛起ꎬ 也可能为促进这一概念群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ꎮ 这样ꎬ 非洲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经济概念群的核心应当是新型资源动员与要素循环系统ꎮ
( 二) 理论体系的重书写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界应重新审视国际体系中非洲的历史演变和当今状态ꎬ
重新书写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体系ꎮ
首先ꎬ 应重新书写非洲国际关系的演变史ꎮ 非洲之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或排斥或歧视ꎬ 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是非洲缺乏系统的历史叙事ꎮ 尽管依
附论、 国际体系论等均为非洲国际关系史提供了重要洞察ꎬ 却难以为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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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解放途径ꎮ 从更为宏大的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及其对非洲自身发展
影响的角度ꎬ 可将非洲团结与撕裂作为非洲国际关系史的叙事主线ꎮ 在被殖
民前ꎬ 非洲很大程度上是团结的: 不仅大陆本身可被视作整体ꎬ 各个政治实
体内部也大体团结ꎮ 进入殖民主义时代ꎬ 非洲被殖民宗主国刻意撕裂: 无论
是政治、 经济还是文化上ꎬ 宗主国都通过掠夺将非洲的优秀知识搬走ꎬ 继而
通过系统化、 知识化后再传授给非洲精英ꎬ 并导致后者的精英彻底与其大众
撕裂ꎻ 同时ꎬ 宗主国仍继续从非洲大众手里掠夺知识ꎬ 实现撕裂机制的再生
产ꎮ 殖民时代结束后ꎬ 美欧等国很大程度上仍在延续对非洲的撕裂———尽管
其手法有所改变ꎬ 而非洲则尝试重新团结起来———尽管未必真正认清美欧的
撕裂机制并寻找到有效办法ꎮ 正是这一团结与撕裂的历史ꎬ 使得非洲与国际
社会呈现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与发展面貌ꎬ 尽管二者联系相当紧密———
而非如同理论歧视中的亚体系论调那样ꎬ 认为二者某种程度上是分裂的ꎮ

其次ꎬ 应提炼当代非洲国际关系的复合特征ꎬ 系统书写非洲国际体系的
内部关联ꎮ 今天的非洲国际体系似乎存在无数的闭循环ꎬ 但同时又有无数新
要素可被这一闭循环所吸纳ꎮ 诸如次国家行为体、 超国家行为体、 犯罪国家、
族群认同、 移民、 可持续发展、 发展援助、 环境恶化、 性别平等、 流行病等
等ꎬ 均事实上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ꎬ 从任意一点切入都可能找到其他所有议
题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这些议题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全球力量均衡、
大国安全、 军备控制等ꎬ 可能都没有太大关联ꎮ 例如ꎬ 非洲正出现所谓 “ 跨
国混合行为体联盟” (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ｘｅｄ Ａｃｔｏｒ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 ꎬ 它 “ 在生产更为
包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有着重要作用” ꎬ “ 这些混合行为体联盟的重要性在于
如下事实ꎬ 他们不仅正发展出影响政策结果的新战略ꎬ 还奠定了改变争论的
术语和性质的基础” ꎮ 西部非洲已经 “ 成为国际与地区政治中网络和混合行为
体联盟的实践和分析实验室” ꎬ 因为地区内出现了如地区活动家团体、 政府间
组织及政府结成联盟的趋势ꎬ 同时有组织的私营部门的次地区联盟也正在崛
起ꎬ 对地区规范、 地区认同、 地区决策等产生的影响正逐渐增大ꎮ 尽管这些
联盟和网络似乎正 “ 创建一个更大范畴的地区治理规范ꎬ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
有着重大影响ꎬ 但很少为 ‘ 标准’ 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把握或解释” ꎮ①
①

Ｏｋｅｙ Ｉｈｅｄｕｒｕꎬ “ Ｃｉｖｉ 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Ｎｅ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ꎬ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４８ 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２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６ － ８ꎬ １５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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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ꎬ 应从非洲大量存在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 相背” 却可能代表国际

体系趋势的因素中提炼国际发展趋势的系统理论ꎮ ２０１６ 年英国脱欧、 美国特
朗普当选等 “ 黑天鹅” 事件凸显了相关国家对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反进化抵
制ꎮ①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ꎬ 全球化给非洲带来的消极后果可能远甚于积极
影响ꎬ 但非洲并未出现类似的反进化努力ꎮ 因此ꎬ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至少可
就两个方面加以总结: 一是全球化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后果在非洲的供应机制
的差异性ꎬ 特别是ꎬ 缘何非洲更易被毒品、 武器走私、 人口贩卖、 洗钱、 海
盗、 恐怖主义分子等所侵入ꎬ 缘何中国、 印度等新兴大国能使非洲获益甚丰?
二是非洲应对全球化消极后果的理念、 方法的差异性ꎬ 特别是缘何美欧等发
达世界与非洲的应对截然相反? 事实上ꎬ 直接的理论解放需要对既有事态的
全新想象ꎻ 当前的历史性变化ꎬ 极可能为撰写真正的替代性理论提供了历史
性机遇ꎮ 南方地区特别是非洲的革命性发展ꎬ 极可能预示着 “ 旧边缘正成为
新前沿” ꎬ “ 预示着历史的创造” ꎮ②
( 三) 方法论的拨乱反正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可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偏差ꎮ
既有研究已围绕非洲对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的贡献展开大量讨论ꎮ 例如ꎬ 一
些非洲学者认为ꎬ 非洲可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四种不同的故事讲述方法ꎻ③ 而
另一位学者则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八种讲述故事的不同方法ꎮ④ 但这些并非非洲
对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的真正贡献ꎬ 因其并未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
发展形成真正突破ꎮ 笔者认为ꎬ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贡献如下:
首先ꎬ 非洲人对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系统观念ꎬ 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重
新走向宏大与系统ꎮ 尽管 « 欧洲国际关系»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①

有人类学家提醒ꎬ 全球正发生一种反进化的历史性变化ꎬ 全球北方正向全球南方靠拢ꎬ 如欧

洲的 “ 警察文化后殖民化” ( ｐｏｌ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发展ꎬ 美国的警察国家化发展ꎬ 等等ꎮ Ｓｅｅ Ｊｅａｎ

Ｃｏｍａｒｏｆｆ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Ｌ Ｃｏｍａｒｏｆｆꎬ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Ｏｒꎬ Ｈｏｗ Ｅｕｒｏ －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１８ － １２１
②

Ｊｅａｎ Ｃｏｍａｒｏｆｆ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Ｌ Ｃｏｍａｒｏｆｆꎬ “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Ｏｒꎬ Ｈｏｗ Ｅｕｒｏ －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ｆｒｉｃａ” ꎬ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２１
③

Ｋａｒｅｎ Ｓｍｉｔｈꎬ “ Ｈａ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ｏｔ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Ｓａ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④

Ｖｉｎｅｅｔ Ｔｈａｋｕｒꎬ “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ＩＲ”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９ꎬ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ꎬ Ｔｈｅ Ｒｏｕｎｄ Ｔａｂｌｅꎬ Ｖｏｌ ９８ꎬ Ｎｏ ４０２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２７６ － ２８０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２１３ － 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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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于 ２０１３ 年提出 “ 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 的争论更多是具有 “ 历史
终结论” 的意味①ꎬ 但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ꎬ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的确陷入停
滞ꎬ 大多理论探讨更多聚焦局部、 流于形式ꎬ 宏大理论探索几近消失ꎮ 而技
术的快速发展更加剧了这一困境ꎬ 因为技术发展进一步加高了学科壁垒ꎮ 但
在非洲哲学和政治实践中ꎬ 一种浑然天成的内生性系统思维贯穿着其日常生
活ꎬ 如班图哲学 尤 其 是 “ 乌 班 图”

( Ｕｂｕｎｔｕ) 理 念②、 朱 利 叶 斯  尼 雷 尔

( Ｊｕｌｉｕｓ Ｎｙｒｅｒｅ ) 的 “ 乌 贾 马 ” ( Ｕｊａａｍａ ) 理 念③、 非 洲 人 格 与 黑 人 文 化
( Ｎｅｇｒｉｔｕｄｅ) ④ꎬ 及更为宏大的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理念ꎮ 相比之
下ꎬ 西方新近发展并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理念ꎬ 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快速发展后
的补救性反思的产物ꎮ
其次ꎬ 非洲人对生活的天生乐观态度ꎬ 有助于突破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基
于基督教 “ 原罪” 假设而来的悲观预期ꎮ 非洲人因其生活环境而来的乐观主

义与诸如诺曼安吉尔 ( Ｎｏｒｍａｎ Ａｎｇｅｌｌ) 等所代表的理想主义有着本质差别ꎬ
或者说是种现实主义的乐观主义: 即使面临恶劣的生活环境仍有充分的理由
保持对生活、 对世界的乐观态度ꎮ 诸如泛非主义、 团结精神等都反映了这一
生活态度ꎮ 由此ꎬ 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观更倾向于积极向上ꎬ 由此产生
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许更有利于推动人类社会朝向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ꎮ
最后ꎬ 非洲以草根口述史为主的知识传承方式ꎬ 可有效建构大众的、 草
根的国际关系理论ꎬ 进而更有利于理论于实际之效用ꎮ 冷战结束使主流国际
关系理论面临无限尴尬ꎬ 因为没有任何主流理论有效预测到这一具有世界历
史意义的演变ꎮ 同样ꎬ ２０１６ 年的英国脱欧、 特朗普当选也凸显了诸多理论

的苍白ꎮ 尽管可能有 很 多 原 因ꎬ 但 主 流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的 精 英 化、 技 术 化、
非历史化发展ꎬ 使其脱离现实过远ꎬ 进而无法理解真实的世界ꎮ 尽管可能
①

Ｔｉｍ Ｄｕｎｎｅꎬ Ｌｅｎｅ Ｈａｎｓｅｎꎬ ａｎｄ Ｃｏｌｉｎ Ｗｉｇｈｔꎬ “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ꎬ

②

Ａｎｔｊｉｅ Ｋｒｏｇ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 Ｍｙ Ｓｋｕｌｌ: Ｇｕｉｌｔꎬ Ｓｏｒｒｏｗ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ｏｕｔｈ

③

Ｋａｒｅｎ Ｓｍｉｔｈꎬ “ Ｈａ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ｏｔ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Ｓａ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④

Ｓｕｎｄａｙ Ｔａｓｅｎ Ｏｋｕｎｅ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ｓｓｉｅｎ Ｔｉｍｏｔｈｙꎬ “ Ｄｅｓｐａｉ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ｏｓｔ － Ｎｅｇｒｉｔｕｄ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４０５ － ４２５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ｒｏａｄｗａｙ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１４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ꎬ Ｔｈｅ Ｒｏｕｎｄ Ｔａｂｌｅꎬ Ｖｏｌ ９８ꎬ Ｎｏ ４０２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２７８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ꎬ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ꎬ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４５ － ５１ꎻ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Ｅ Ｅｇａｒꎬ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ｇｒｉｔｕｄ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Ｂｏｃａ Ｒａｔｏｎꎬ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Ｂｒｏｗｎ Ｗａｌｋｅｒ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９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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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标准ꎬ 但非洲基于草根的口述史式知识
传承ꎬ 使知识得以保留在最为底层的社会之中ꎬ 从而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
最佳结合ꎮ

结

语

尽管说国际关系理论是 “ 美国的社会科学” ① 略带夸张ꎬ 但整个国际关

系理论仍很大程度上为欧美所主导ꎬ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国际关系理论的
“ 殖民化” 现象ꎮ② 随着冷战后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权势转

移ꎬ 来自中国、 印度、 拉美、 东南亚、 非洲等地的国际关系理论正逐渐发展ꎬ
国际关系理论的 “ 去殖民化” 进程似乎正在开启ꎮ 恰好在这个时候ꎬ « 欧洲国

际关系» 杂志于 ２０１３ 年发表了一期专刊ꎬ 宣告 “ 国际关系理论已然死亡” ꎬ
这门学科已经实现 “ 理论的和平” ꎮ 这可被视作 “ 历史终结论” 在国际关系
理论界的翻版ꎮ 尽管仍存在争议ꎬ 但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刚要大发展的时
刻ꎬ 宣称国际关系理论的 “ 派对” 已经结束ꎬ 是否是对国际关系理论 “ 去殖
民化” 进程的刻意阻碍?③ 现在给出明确的答案显然过早ꎬ 但另一个答案则不
言自喻ꎬ 那就是: 阻止国际关系理论 “ 去殖民化” 进程的努力终将失败ꎮ 其
原因不仅在于客观世界的发展远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能解释ꎬ 世界的多样
化必然呼吁理论的多样化ꎻ 更在于ꎬ 来自非西方世界的理论意识、 理论自觉
和理论自信均在提升ꎮ 尤为明显的是ꎬ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快速发展的中国与非洲
合作不仅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物质成果ꎬ 对国际战略、 国际权势等均产生了明
显的影响ꎬ 更产生了新型的、 替代性的知识成果ꎬ 如中非合作很大程度上正
扭转国际社会传统上对非洲的悲观预期ꎬ 又如它正动员新型的资源政治经济
学ꎬ 正激发新南南合作的兴起ꎬ 等等ꎮ 但需要指出的是ꎬ 迄今为止中非合作
的物质层面仍远大于精神层面ꎻ 中非合作对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 “ 去殖民化”
①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ꎬ “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ꎬ Ｄａｅｄａｌｕｓꎬ Ｖｏｌ １０６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７７ꎬ ｐｐ ４１ － ６０ꎻ Ｓｔｅｖｅ Ｓｍｉｔｈꎬ “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ｉｌｌ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３７４ － ４０２
②

Ｊｕｌｉａｎ Ｓａｕｒｉｎ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ꎻ Ｏｒꎬ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ｅ ＩＲ” ꎬ ｉｎ

Ｂｒａｎｗｅｎ Ｇｒｕｆｆｙｄｄ Ｊｏｎｅｓꎬ ｅｄ ꎬ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ｌｙｍｏｕｔｈ: Ｒｏｗ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ｉｎｃ 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２３ － ４２
③

Ｖｉｎｅｅｔ Ｔｈａｋｕ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２１４ －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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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的影响ꎬ 更多仍处于自发阶段ꎮ 随着中国、 非洲的同步崛起———尽管可
能存在水平差异ꎬ 中非合作未来应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思想性公共产品ꎬ 更
为主动和自觉地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 “ 去殖民化” 进程ꎮ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ｉｓ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ꎬ ｂｕ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ｓ ｍｉ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ｌａｃｋｉｎｇ ｉｔｓ ｏｗ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ａｎ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ｉ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ｅｔ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ｇａｉｎ

ｉｔ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ꎬ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ｉｔ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ｌａｃｋ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ｎ ｓｈａｒｐ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ｉｎ １９７８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ꎬ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ꎻ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ꎻ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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