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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政治”概念可谓国内政治学界2018年

的热门词汇之一。2018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创办的《世界政治研究》杂志发刊

词中写道：“世界政治学是以比较政治研究为基

础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

学的统合。”10月，《世界政治研究》杂志还邀

请了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十余位学者，举办

了首届“世界政治前沿对话”。2018年底，北京

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出版了新

著《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试图打通比较政

治与国际关系这两个领域，在哲学和经验两个层面来系统论证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是

世界政治的五大终极目标。王缉思指出：“‘世界政治’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发展

的总趋势、各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比通常理解的国际关系涉及的领域更

深更广。”

　　 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互为影响

　　 上述发展对于打破国内学界对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分割，无疑具有标杆性意义。当

然，如果考虑到全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界的状况，“世界政治”其实并非新概念。全球顶级学术出

版机构剑桥大学出版社早在1948年就开始定期出版《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杂志。如今，

该刊早已是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的一流学术期刊，主要刊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具有重要

理论与经验研究贡献的论文。因此，从全球范围来看，将“世界政治”作为研究议题、打通比较政治

与国际关系的做法，其实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那么，对于传统上被国内学界切割开的比较政治

与国际关系两个领域，主张打通二者的理由是什么呢？原因当然有很多，但主要的理由在于以下

两点。

　　 第一， 国际政治往往有着国内政治的基础。典型的表述即“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举例来说，

如果想研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是无法脱离美国的内政问题的。只要深入考察，就会发

现特朗普的主要外交政策都受到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比如，特朗普出台一系列经济政策的重

要背景，就是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双刃剑效应，尤其是给美国社会带来了诸如产业

资本外流、制造工厂转移、制造业就业机会缩减、国内贫富差距加大等负面问题，并影响到很大

一部分美国选民的政治观点。无论特朗普出台加征关税的政策，还是主张所谓的“更为公平的贸易

规则”，目的都跟振兴美国制造业的政治努力有关。

　　 再如，特朗普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主张更为严格的边境与移民管理，主张美国应

该适当限制移民，特别是限制来自特定族群—宗教群体的移民。这一政策的背景就是过去半个世

纪以来美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美国皮尤（Pew）研究中心的估算，到2050年，美国白人

族裔的人口比重将下降到47%。实际上，今天美国五岁以下婴幼儿人口中，白人族裔已经不到

50%。与此同时，西班牙语族裔、亚洲裔人口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出现了快速增长。根据估算，到

2050年，西班牙语族裔人口将达到29%，亚洲裔人口将超过10%。正是这样的人口趋势，使得美

国国内社会的白人主导族裔选民，对过分宽松移民政策下人口结构的快速多元化产生了不满。所

以，特朗普决心要对美国的边境、移民与人口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这说明国际政治往往有着明确

的国内政治原因。对外政策转向的背后，可能是部分选民特定政治诉求的转向。

　　 第二， 国内政治往往离不开国际政治的影响。无论是单独研究国内政治，还是单独研究国际

政治，都难以一览很多重大政治问题的全貌。举例来说，20世纪希特勒和纳粹党在魏玛德国的崛

起可见一斑。其具体原因很多，包括魏玛民主政体设计的缺憾、经济大萧条的冲击等。但不容忽

视的是，希特勒的崛起离不开一战后国际体系施加于德国的政治经济压力。在一战后巴黎和会所

确定的凡尔赛体系中，德国背负着沉重的战争赔款压力。当德国一度无法支付战争赔款时，法国

甚至还出兵占领了德国的鲁尔矿区。这些国际政治背景，使得德国国内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高

涨，甚至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希特勒才有了通过纳粹党来控制德国政治、搞垮魏玛

共和国的机会。

　　 学科设置的历史路径与趋势

　　 上述讨论表明，国内政治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政治，而国际政治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国内政治，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两个领域是无法人为分开的。实际上，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学

科在中国的严格区分，是具有严重的人为色彩的。这种学科分割的做法，大体上受到了20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逐渐恢复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学科的历史路径的影响。

　　 从国际上看，这两个学科的关系在英国大学系统和美国大学系统中是有所不同的。英国不少

著名大学都会设置两个专业院系，一个叫作政府（government）系或政治（politics）系，另一个

叫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系。它们基本上倾向于分设政治学专业与国际关系专业。而

美国很多著名大学是采取两个专业合一的做法，设置的院系就叫作政府系或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系。这样设置的好处就是更容易打通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两个学科。像哈佛大学塞缪尔·

亨廷顿、康奈尔大学彼得·卡岑斯坦这样的著名学者，既是比较政治学者，又是国际政治学者。

　　 所以，国内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界把“世界政治”这个概念提出来，就是把过去人为分割的两

个学科，给予一种重新的认知与定位，以便未来能够进行新的整合。拿京沪五所著名高校来说，

这种在“世界政治”号召下的学科新整合，其实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学科设置基础。北京大学的政治学

与国际关系学科尽管分属两院——政府管理学院与国际关系学院，但两院均起源于早先恢复的北京

大学国际政治系，可以说关系密切。后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又设置了比较政治学系。清华

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院相对独立、影响较大，而政治学系是新设置的系，但政治学系与国际关系

学系如今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下实现了新的整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身就包括了国

际政治系和政治学系这两个专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既设有国际政治系，又设有

政治学系，两系同宗同源、关系密切。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既有国际政治系，又有

比较政治系。可见，中国大学的学科设置其实已经具备了打通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强化这两个学科之间的互动。

　　 那么，“世界政治”未来是否会成为一个新的独立学科呢？我的观点是，它很可能不会成为一

个新的学科，而更可能是我们观察世界的一个新视角。这个新视角的最大特点，就是从比较政治

来理解国际关系，同时从国际关系来理解比较政治。这个最大的特点，也是它最大的优势。因为

唯有借助这样的理论视角，我们才更容易理解全球性的、区域性的、国别性的许多重大而复杂的

问题。正是借助这样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的政治生活。

　　 对人类认知能力一直以来的一个重大挑战是，世界如此复杂，我们究竟如何才能超越事物的

表象、洞悉问题的实质呢？或许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是理论决定了我们能够看到什么。“世界政

治”这个新的理论视角的提出，或许会帮助我们穿越复杂现实的迷雾，让我们有机会领略过去未曾

充分领略的学术风景。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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