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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

———兼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

王立新

(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在冷战结束前后，一些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国际局势的错误预测反映出国际关系研究

的学科局限: 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过于追求国际关系

研究的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过度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历史学( 外交史) 与国际关系学有

很大差异，而且也不以预测见长，但仍可以在多个方面弥补国际关系学之不足，促进国际关系理论家提

升预测的质量，包括: 运用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国际关系，重视领导者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意识到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和时间流动带来的变化，更好地甄别和选择史学论著中的证据，以及在观察、
推理、演绎和计算之外采取叙事、类比和想象等方式对国际形势进行预测。鉴于国际事务的复杂性，国

际关系理论家应该在进行预测时保持谦逊和审慎，并时刻准备应对不可预知的事件。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历史学; 化约主义; 整体主义; 偶然性; 历史类比

一

试图预知和管理未来是人类的天性，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都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做预测，

很多人甚至为此着迷。如罗素所言: “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人类的自然习惯……如果你计划在未来的

某一天带你的小孩去野餐，他们就会想确切地知道那天是晴天还是下雨，如果你不能肯定的话，他

们就会对你失望。”①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前，对未来的预测依赖于巫师和僧侣。自然科学的兴起使人

类对自然现象的预测能力大大增强，社会科学兴起后，很多社会科学家也把预测社会现象作为自己

的职责，甚至试图获得类似自然科学家的那种预测能力。用彼得·埃文斯的话说，想知道将来会发

生什么是“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更原始和更普遍的动力”，“预测未来的渴望是社会科学的内在组成

部分”。②政治学家预测大选的结果，社会学家预测人口的变迁，有“社会科学之王”之称的经济学更

是执着于预测，人们希望从经济学家那里知道未来经济的前景、商品价格的走势和股票的涨落，以

便确定自己的投资方向。
很多国际关系学家也热衷于对国际形势进行预测。20 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总趋势是越来

越抛弃传统的历史方法，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如果说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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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的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预测未来还相当谨慎的话，由肯尼斯·华尔兹提出的新( 结构)

现实主义则把预测未来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华尔兹自己曾多次对国际关系的演变做出预测。我国

秉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著名国际关系学家阎学通教授曾言，“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将不可

避免”，而“是否有预测力是检验一门学问是否有科学性的重要标准”，“研究国际关系就是要预测

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以预测结果的对错论英雄”。①阎学通还在清华大学建立小组，专门进行预测。
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学成为社会科学的显学，但国际关系学家的预测记录却不能令人满意。80

年代末的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最重大的事态，但没有任何国际关系学家提前预

测到这一变化，这不能不让人质疑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和价值。正如杰出外交史家约翰·加迪

斯所指出的，关于冷战的终结，人们并不要求国际关系学家像物理学家那样做出必然性或决定论式

的预测( deterministic prediction) ，而只是概率性预测( probabilistic forecast) ; 也不会要求国际关系学

家能够预测到与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相关的所有或大部分趋势，而仅仅是下列诸多事态中的一个:

( 1) 冷战中的某一超级大国而不是两个大国同时丧失自己的地位; ( 2 ) 苏联在国内及其势力范围内

( 特别是东欧) 的力量和权威突然和平地解体; ( 3) 导致苏联权威丧失的趋势，包括计划经济的无效

和使用威权手段拯救苏联经济的无用; ( 4) 这些事态发生的大致时间，至少是 80 年代后半期和 90
年代初期; ( 5) 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大致轮廓，包括德国统一、北约在华约解散后继续存在、原苏联

势力范围内或毗邻苏联势力范围的地区族群和宗教矛盾激化，等等。但遗憾的是，以上列举的任何

一种事态或趋势，国际关系学家都没有预见到。②

国际关系学家预测的失败不仅表现在未能预见到这些趋势，还表现在对未来事态做出了错误

的，甚至截然相反的预测。在这方面，冷战时期最为风光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表现最糟。
有新现实主义大师之称的肯尼斯·华尔兹做出两大错误预测: 一是两极格局最为稳定，这一格

局和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冷战将会长期持续下去。他在 1979 年提出: “通向超级大国俱乐部的阻碍

从未像现在这样高，这样多。这一俱乐部仍将长期作为世界上最具排斥性的俱乐部而存在。”③到

1989 年，华尔兹仍然认为，“尽管随着单元层次力量的变化和互动，冷战的内容及其危险性会发生

变化，但冷战会持续下去。它深深地根植于二战后国际政治的( 两极) 结构，只要这一结构存在，冷

战就会持久进行下去”。④二是预言北约会解体。华尔兹在苏联解体后宣称: “从历史和均势理论我

们得知，赢得胜利的同盟在战争结束的翌日便会解体，如果是决定性的胜利就更会如此。……北约

( 的解体) 还没有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⑤后来的事实是: 冷战很快结束，

苏联突然解体，北约一直存在，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会继续存在下去。
另一位著名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在 1990 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中预测，

如果冷战结束，超级大国的力量将撤出欧洲，多极体系下的欧洲各国将重新陷入安全竞争，德国将

寻求核武器，“欧洲出现重大危机和战争的可能性将显著提高”，“没有了超级大国的欧洲未来几十

年或许不像 20 世纪前 45 年那样充满暴力，但极有可能比过去 45 年更加混乱”。⑥冷战后欧洲形势

的演进表明米尔斯海默的预测是错误的: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仍然留在欧洲，欧洲没有出现多极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阎学通、陆昕: 《阎学通———执著于科学预测的现实主义学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7 期，第 59，60 页。
John Lewis Gaddis，“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7，No. 3 ( Winter

1992 － 1993) ，p. 18.
Kenneth N.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Ｒandom House，1979，p. 183.
Kenneth N. Waltz，“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in Ｒobert I. Ｒotberg and Theodore K. Ｒabb，eds. ，The Origins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 52.
Kenneth N.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Michael E. Brown，Sean M. Lynn － Jones and Steven E. Mill-

er，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Ｒ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1995，pp. 73 － 74 .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5，No. 1 ( Summer

1990)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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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欧洲大国之间并没有陷入安全竞争，相反却实现了一体化，德国也没有谋求核武器。也就是

说，冷战后的欧洲远比冷战时期的欧洲更稳定。
关于冷战后欧洲的局势，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更准确一些。自由主义者反对米尔斯

海默的看法，认为决定国际体系是否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不是体系的结构，而是组成体系的国家国内

政权的性质、国家间相互依存的程度以及国际制度的发展。自由主义者据此预测欧洲国家的民主化

和相互依赖将使欧洲出现较高水平的一体化，领导人和公众会认识到发动战争的代价将远远超出从

战争中得到的收益，因此长期困扰欧洲的战争问题将消失，欧洲既不会回到 1914 年，也不会回到

1939 年，各国将铸剑为犁，和平相处，冷战后的欧洲乃至所有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和平。①

这一预测与后冷战时代欧洲形势大体是吻合的。
但是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发展方向的预测是错误的。自由主义者支持克林顿政府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

问题脱钩，主张继续推行对中国的接触( engagement) 政策，相信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和接纳中国进入战后国际体系将使中国朝着美国所希望的( 西式) 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并

接受和认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用克林顿的话说，成为一个“接受自由市场、政治多元化和法治，并与

我们( 美国) 一起建立安全的国际秩序”的国家。② 这些自由主义者和中国通特别强调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

对中国内外政策的制约作用，相信中国会成为西式民主国家以及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

和维护者。③ 但实际上，自由主义者的目标落空了，中国并没有走美国期望的道路，而是坚持走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017 年 12 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公开承认了这一点: “数十年来，美国的政

策都基于这一信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二战后国际制度将会让中国自由化”，但“事与愿违”，中国

“试图塑造一个与我们( 美国) 的利益和价值观相对立的世界，替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推广其国家驱

动的经济模式，并按照对其有利的方式重塑地区秩序”。④

二

华尔兹、米尔斯海默等被公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们的预测落空表明人类的智力和

理性是有限度的，人类应该承认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除了人

的理性的有限性之外，国际关系学家预测失败的另一重要根源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性遮蔽

了这些学者的视野。按照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的说法，现有的社会科学学科划分是在 19 世纪后期

到 1945 年间逐渐形成的，这种“对社会科学知识所做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

“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其结果就是损害了知识的完整性，导致

每个学科，包括以追求普遍性为目标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都有其内在的局限性。⑤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Letters by Stanley Hoffmann and Ｒobert Keohane in“Correspondence: Back to the Future，Part II: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
ry and Post － Cold War Europ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5，No. 2( Fall 1990) ，pp. 191 － 194; Stephen Van Evera，“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5，No. 3( Winter 1990 /91) ，pp. 7 － 57; Ｒobert Jervis，“The Future of World Poli-
tics: Will It Ｒesemble the P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6，No. 3( Winter 1991 /920) ，pp. 39 － 73.

Bill Clinton，“China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Ｒemarks at the Voice of America，Oct. ，24，1997，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
patch，Vol. 8，No. 9( Nov. 1997) ，p. 1.

主要代表人物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约戴维·兰普顿、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

里。参见 David Lampton，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Ｒeform，1978 － 2000，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Ｒobert Zoellick，“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Ｒesponsibility?”Ｒ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 S. － China Ｒela-
tions，New York City，September 21，2005. https: / /2001 － 2009. state. gov /s /d / former / zoellick / rem /53682. htm ( 2019 － 08 － 05 ) ; 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 2017，p. 25. https: / /www. whitehouse. gov /wp － con-
tent /uploads /2017 /12 /NSS － Final － 12 － 18 － 2017 － 0905 － 2. pdf( 2019 － 04 － 08) .

［美］华勒斯坦等著，刘锋译: 《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4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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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国际关系学( 这里主要指国际关系理论) 也不例外，其局限性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国际关系理论试图对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重视理论的简约性，而忽视了国际关系现

实的复杂性。构建和提出理论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追求，理论的根本特性是简约原则( principle
of parsimony) ，社会科学界广泛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简单是理论的美德”( simplicity is a theoretical vir-
tue) ，或者说，简单的理论更可取。① 而简单的理论通常是指自变量较少、抽象程度较高、逻辑关

系较单纯的理论，其中包含一个自变量的理论是最简单的理论。理论越简单，其能解释的事件就越

多，其解释力也就越强，用最少内容解释最多现象的理论才是好的理论。② 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
杰维斯提出，社会科学家追求简约的动力之一是便利原则: “理论越简单越好，因为简单的理论可

以使解释工作更容易，事物不应该被不必要地复杂化。”③二战后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强调理论的简

约，认为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可以区分出自变量和因变量，然后建立单一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

系，从而对国际关系进行预测。在华尔兹看来，“理论只能通过简化来建立，无论是牛顿力学还是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概莫能外。……简化使发挥作用的基本要素得到彰显，并揭示出必然的因

果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④华尔兹还谈及，简化主要通过四种途径进行: ( 1) 分离( isolation) ，即考

虑少量要素或力量的运动和互动，而将其他事物视为处于稳定状态; ( 2) 提取( abstraction) ，即对某

些事物置之不理，从而全神贯注于其他事物; ( 3 ) 归并( aggregation) ，即根据理论目的，依照某种

标准将某些互不关联的要素归并在一起; ( 4 ) 理想化( idealization) ，即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简化的

目的都是为了在混乱的趋势中找到一个中心趋势，即便其他原则也起作用，但要从中找出驱动原

则，从大量的因素中找出基本要素。⑤

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体系是由结构和单元组成的，单元是主权国家，

结构是国家间权力分布的状况。主权国家无论是什么性质，国内实行何种制度，在功能上都是一致

的: 理性、自私、自助和追求自身安全的最大化。国家只有能力的差别而无功能上的不同，因此研

究单元，即从国内因素和国家间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政治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国际政治是

由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的，具有恒久不变的本质，国家的动机和目的并不重要。国际关系应该专注

国际结构的研究，把国际结构作为自主性的存在，也就是自变量，把单元行为也就是主权国家的行

为作为因变量，强调结构对单元行为的约束力和塑造力。而结构则是指国家间物质力量分配的状

况，其中军事力量最为重要。新现实主义据此认为，均势会自动生成，因为一个国家在看到其他国

家实力壮大的时候会自动采取制衡措施，而不管该国的动机如何。该理论对国际关系结构即体系如

何影响国家行为的解释最为深入和透彻，并因此奠定了其较高的学术地位。
但是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国际关系因为其无政府状态比国内社会更加复杂，国家行为会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而绝不仅仅受结构的约束。不仅如此，影响国际关系的各种要素还相互纠缠在一起，难以区分

自变量和因变量，用加迪斯的话说，除了上帝之外( 如果上帝存在的话) ，没有自变量这种事物，所有变

量都依赖其他变量而存在，变量之间是相互依赖的。⑥ 现实的复杂性与社会科学理论的简约性无疑是矛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Simplicity，”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 / /plato. stanford. edu /entries / simplicity / ( 2019 － 03 － 25) .
关于理论的简约性问题的讨论，详见卢凌宇、周盛: 《大道至简: “奥卡姆剃刀”与国际关系理论》，《欧洲研究》，2018 年

第 5 期，第 127 － 154 页。
Ｒobert Jevis，“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y are they Studied Differently?”Colin Elman and Miriam F. Elman，

eds.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Political Scientists，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Cambridge，Mass. : MIT Press，2001，

p. 390.
［美］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 《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 页。
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第 13 － 14 页。
John Lewis Gaddis，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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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国际关系学家把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化的时候，其预测出现偏差也就难免了。
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对冷战后形势的预测都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华尔兹之所以会做出北约解体

的预测是因为他把国际体系的特性( 两极体系) 视为决定北约命运的唯一原因，认为大西洋共同体各

国的国内制度和共同的认同并不重要，相信在单极体系下北约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而没有看到北

约的建立和维护并非仅仅由于安全的原因，还有维护大西洋文明、促进欧洲各国安全合作以及应对

跨国威胁等诸多考虑，而后者正是北约在苏联解体后仍然长期存在的主要理由。米尔斯海默也坚信

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着国际形势的演变，而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军事力量的性质和分布决定的; 以

军事力量为基础的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稳定。他据此认为，1945 年以来欧洲没有爆发战争是三大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欧洲大陆的军事力量呈两极状态分布; 构成两极的两个国家———苏联和美国

的军事实力大体相当;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而超级大国从欧洲撤离将使欧洲从

两极体系转化为多极体系，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将获得大国地位，苏联( 俄国) 不再是超级大

国但仍然是欧洲大国，这将导致五强体系的出现，这一体系将受到所有多极体系都会面临的问题的

困扰，因此更可能陷入不稳定。而且超级大国的撤离会使目前在中欧的庞大核武库不复存在，核武

器曾经发挥的稳定欧洲政治的作用也随之丧失。而德国为了避免被英法俄等核大国所讹诈，将会寻

求拥有核武器以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① 正是在这一非常简单化的推理基础上，米尔斯海默错误地

预测: “如果冷战真的离我们远去，过去 45 年( 欧洲) 的稳定在未来数十年将不大可能重现。”②

国际关系理论家并非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毫无认识，但是为了便于分析，他们坚信对理论的构

建并不建立在让理论贴近现实的基础上，相反是建立在远离现实的基础上。华尔兹强调说:

理论尽管与需要加以解释的世界密切相连，但却独立于真实的世界。……( 理论的) 解释力是通过

“远离现实”而非贴近现实而获得的。( 对现实的) 描述越完整，解释力就越小，而一个简洁精致的理论最

富解释力。后者就像物理学一样极端远离现实的世界。远离现实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

不能更巧妙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只能描述，而不能解释。③

鉴于有学者批评现实主义理论忽视了国家政策和行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沃尔兹辩解说:

的确，在结构理论中国家被省略了。毕竟这是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而非外交政策的理论。如果有

谁能够建构一个同时包容国际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理论，我们都将为之感到欢欣鼓舞。但是迄今为止没有

谁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有人实现了这一点，否则我们只能接受一个国际政治理论。④

无法构建一个同时包容国际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理论不等于必须忽视国家层次的因素。无论新现

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理论模型多么清晰和透彻( 这一点无疑是新现实主义

的杰出贡献) ，都不能仅仅根据结构这一单一的因素来对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进行预测，这是不言

而喻的。现实主义预测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单一因素出发，仅仅根据国际结构的特性来对国际

关系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忽视了国家行为对国际结构的塑造、国家特性和领导人个性对国家行为

的影响，以及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和世界一体化进程对国家行为的制约。华尔兹之所以错误地认为

两极结构和冷战会长期持续下去是因为他忽视了苏联内部的变化，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苏联对外

行为的影响以及这一行为对整个国际体系的影响; 认为北约在冷战后会很快解体是因为仅仅把北约

当作地缘政治组织，忽视了北约成员国共同价值观的作用。米尔斯海默对冷战后欧洲形势的预测也

是单纯依赖体系的因素，重视军事力量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欧洲各国国内政权的民主性质、共

同的价值观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对欧洲大国关系的塑造。
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方面的失败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即从该理论擅长解释的单一视角和

①

②

③

④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pp. 6 － 7，36.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p. 56.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 7.
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前言》，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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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因素进行预测，而忽视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自由主义者在预测中国未来走向方面的失败即源

于过于重视经济发展对政治可能带来的影响，仅从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会约束和塑造主权国家行为

体这一单一视角来预测中国的对外行为，而忽视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中国的自主性，特别是中国

对国际规范和国际体系的塑造能力。
怀特海曾说: “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找对最复杂事实的最简单的解释。我们很容易错误地认为既

然简单性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事实也是简单的。指导每一位自然哲学家的座右铭应该是寻找简

单性，但别相信它。”①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就在于把理论的简单性当成了现实的简单性，过

于执着于自己构建的理论，仅仅从自己的理论出发进行预测，忽视了理解国际关系的其他维度。
二是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没有看到国际政治的人文特性，忽视了人，特别是决策

者个人的自主性和巨大作用。由修昔底德开启，经过马基雅维利、卡尔和摩根索等人发展的经典现

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视人性的因素以及从历史中吸取教益。卡尔本人是历史学家，汉斯·摩根索

曾任芝加哥大学现代史教授。他们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对因果关系的思考也更加广泛，并不自

诩为社会科学家，也不追求科学化和理论化，不把揭示国际政治规律作为其研究的目标。而二战后

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化和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倾向，强调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甚

至将其等同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拒绝从人类历史经验中寻求证据和启示。肯尼斯·沃尔兹

明确称自己的现实主义思想是国际政治理论，甚至是唯一的国际政治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也主

要从体系层次来分析国际关系，而忽视国家内部变化和领导人的不同选择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各种

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而不是从历史学中汲取灵感和资源。其结果就是忽

视了决策过程中人的因素。用亚当·罗伯茨的话说，“他们将重点放在国家和国际体系，贬低决策

过程中人的维度。他们更重视抽象的推理和硬事实而不是理解外国语言和文化。他们轻易地忽视了

具体独特的个人、情势和时机( 所起的作用) ”。②

英国杰出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在 20 世纪中期曾这样批评那些重视所谓普遍规律、忽视人的作

用的历史学家:

他们把历史过程的单一的实在分裂成两个分离的东西，一个决定者和一个被决定者、抽象的规律和

单纯的事实、普遍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他们把普遍当作一种虚假的特殊，它被假设为由于其自己而存

在并且为了其自己而存在; 然而在那种孤立状态中，他们却仍然设想它在决定着特殊事件的进程。普遍

这样被从时间的过程中孤立出来之后便不在那个过程中起作用了，而只是对那个进程在起作用。时间过

程是一种消极的东西，是被一种无时间的、对它在起作用的外来力量所塑造的。因为这种力量在一切时

间里都精确地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起作用，所以有关它现在如何起作用的知识，也就是有关它未来如何起

作用的知识; 而且如果我们了解它在任何一个时间是如何决定事件流程的，我们也就从而了解它在任何

其他时间是如何决定它的，因此之故我们便能够预告未来。③

其结果就是导致一种观念，认为人的目的对历史进程是不起作用的，决定历史进程的是神性或规

律。科林伍德这段话虽然批评的是中世纪的神学历史观，但对号称以追求普遍性和客观规律为目标

的社会科学也同样适用。
实际上，不同文化下的个人对相同或相似的国际环境会做出不同的反应，甚至同一文化背景下

不同的决策者对相似的国际环境也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俾斯麦和威廉二世面对相同国际环境做出的

截然不同的抉择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局势。归根结底，国际关系的重大决定由人做出并

①

②

③

“The Concept of Nature，”Alfred North Whitehead，An Anthology，Selected by F. S. C. Northrop ＆ Mason W. Gross，London: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3，p. 294.

Adam Ｒoberts，“An Incredibly Swift Transition: Ｒeflections on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Vol. 3，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 518.
［英］柯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 《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96 －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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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来实施，会受到人的情感、偏好、成见、眼光和抱负的影响。也就是说，决策者的个性会塑造

国家的政策并因此塑造国际政治，领导人的勇气、决心、信仰、想象力实际上非常重要，甚至可能

超越国际结构的制约。而“当不同的个人发挥最大作用的时候，预测往往也是最困难的”。①

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这一重大国际事态离开个人的作用是无法解释的，它主要并非国际结构和国家

力量的产物，而是与历史人物的抉择有关。冷战结束过程中，正是包括戈尔巴乔夫、里根、撒切尔夫人、
教皇保罗二世等一代领导者塑造了事态。“这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领导人通过他们对事物存在方式的挑

战、凭借激发观众追随他们的能力———通过在冷战剧场的成功———对抗、抵消并战胜了长期以来使冷战

持久延续的力量。”②这些力量包括被认为会长期稳定存在的两极格局和被物质性力量所固化的现状，以及

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峙。在这一过程中，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作用最大。苏联的实力仍很强大，

国际政治的两极结构仍然存在，但冷战并没有持续下去，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和他那一代苏联人做出了不

同的选择。1988 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大发表讲话，强调人类共同价值而非本国的意识形态必须被置于

决定性的优先地位。1989 年 12 月 3 日，戈尔巴乔夫与老布什在马耳他峰会上宣布结束冷战。此时苏联的

军事力量并没有受到损害，苏联还没有解体，两极格局仍然存在，欧洲均势也没有受到根本破坏，但戈

尔巴乔夫已经决定要超越两极格局对苏联行动的制约，结束冷战。在后来东欧国家纷纷脱离苏联控制的

时候，戈尔巴乔夫没有选择使用武力镇压，认为武力不应该被用来阻挠一个民族的自由选择。当苏联濒

于解体的时候，他也没有选择使用庞大的军事力量保卫苏联体制。而戈尔巴乔夫等人之所以这样选择，

则源于西方文化的长期影响和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世界观及其对苏联体制的认识。不理解戈尔巴乔夫的个

性，就无法理解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终结。
显然，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的进程与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存在尖锐的冲突，这一进程体

现的不是国际关系结构的作用，而是决策者个人的力量。
第三是过于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忽视了偶然性( contingency) 的作用，没有看到国

际政治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积累和连续的过程，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在一个前后相继的时间过程中多种

因素在具体情境下同时出现、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即“合力”的结果。也就是说，历史事件并非事

先注定或不可避免的，而是多种因素汇聚在一起带来的结果，离开任何一个因素，事件都可能不会

发生。真实发生的历史也并非像后来人所叙述的故事情节那样是极有条理地展开的，实际上，历史

过程是杂乱无章的，历史人物所面对的情势是混沌不清的，其做出的选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

唯一的选择，如果历史人物做出不同的选择，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这意味着个人的活动会影响和

改变历史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疑有很大的必然性，德国力量崛起引发的英德之间的地缘

政治争夺、战前形成的两大同盟体系、欧洲各国内部的民族主义高涨以及德国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

决定了欧洲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极高。但根据约瑟夫·奈的分析，如果没有萨拉热窝暗杀这一偶然事

件，一战很可能不会发生。萨拉热窝事件后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前提是相信一旦爆

发战争，德国不会陷入两线作战，因为在 1914 年俄国至少需要用近 20 天时间才能把军队运送到德

国东线，而 20 天的时间足以让德国在西线击败法国。可是如果持续到 1916 年还没有发生类似萨拉

热窝事件的那种触发大战的危机，那么一战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到 1916 年俄国很可能利用

法国的资金已经完成东部铁路的建设，可以迅速运送军队到东线，德国发现自己没有时间实施先西

线后东线作战后，会非常谨慎和克制，不会像 1914 年那样给奥匈帝国开空头支票。不仅如此，到

1916 年英国的国内政治也会发生变化，难以做出对德宣战的决策。③ 因此，一战的爆发与萨拉热窝

①

②

③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mplications，Ｒeconsiderations，Provocations，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 154.

John Lewis Gaddis，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London: Penguin Group，2006，p. 197.
［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9 －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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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这一偶然事件有很大关系，没有这一事件，可能就没有一战。
而 1954 年的台海危机没有升级到中美两国之间的战争也有偶然因素的作用。根据张少书和何

迪的研究，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相互隔绝，在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以及中国政府提出“解放

台湾”的口号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误以为中国正在策划进攻金门并最终攻占台湾，决定以武力保卫

台湾，并于 1955 年 3 月制定了一个秘密计划，其内容是台湾军队撤出金门和马祖、美国对中国东

南沿海进行封锁以及在台湾部署核武器以阻止大陆的进攻，必要时可以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艾森豪

威尔派遣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 Arthur Ｒedford) 和助理国务卿沃尔特·饶伯森( Walter
Ｒobertson) 赴台说服蒋介石接受该计划，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可以想象，如果蒋介石选择接受该计

划，中美之间很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甚至核战争。在两位作者看来，是偶然性因素和好运气而不

是双方成功的战略和政策避免了中美大战的爆发。①

加迪斯批评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对现实的理解是典型的“化约主义”( reduc-
tionism，一译“还原主义”) 。化约主义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加以理解，主张用最少的变量解释最

多的事物，并致力于通过发现长期趋势和建立模型来对未来进行预测。②化约主义思维方式创造了与

历史学截然不同的“标准社会科学模式”，即“把人类行为归结为一两个基本的‘原因’，而没有认识

到人的行动经常出于多种复杂原因的一整套解释”。这种解释倾向于把事物视为“静止的”，“忽视

了人的行为，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为，都可能随着时间变化发生变化”; 同时，这种解释“未能意

识到，面对相似的形势，不同的文化———更不用说不同的个人———反应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此

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③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现代

化理论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学就是这样的理论。④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也有类似的批评。他认为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常规社会科学学科都

“以自然科学为模型”，以探求普遍规律、追求普遍性知识为宗旨，但是，“无论怎样真诚地追求普

遍性，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普遍性的期待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过……有

些更为极端的批评者甚至提出，普遍性乃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建立在这种普遍性基础上的“对

于预见性的期待”自然也是无法实现的。⑤

而这种标准或常规的社会科学学科之所以采取化约主义的方法，强调理论的简约、稳定和普遍

适用性，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如果在其理论中添加多重变量，承认不同变量之间

的复杂互动，考虑时光流逝可能带来的变化以及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并兼顾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

领导人的不同个性，那么预测就会变得相当困难，甚至不可能。但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

是异常复杂的，不同文化和不同个人面对挑战时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国际局势的演进和重大事态的

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结果，过去曾经出现的某些模式不一定必然会延续到未来，

因此单凭简约的理论是无法进行准确预测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国际关系学不是所谓的硬科学，也

不应该成为硬科学，而是有着很强的人文特性。国际关系研究应该从人文学中获取滋养，以弥补学

科自身的缺陷。

①

②

③

④

⑤

Gordon H. Chang and He Di，“The Absence of War in the U. S. － China Confrontation over Quemoy and Matsu in 1954 － 1955 : Con-
tingency，Luck，Deterrenc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Vol. 98，No. 5( Dec. 1993) ，pp. 1500 － 1524.

John Lewis Gaddis，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 54.
John Lewis Gaddis，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 57.
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宣称所有国家在任何形式下都寻求其实力的最大化; “理性选择”理论相信人可以客

观、准确地了解其所处的环境，并在此基础上计算自己的最佳利益; 现代化理论坚持所有的国家都经历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弗洛

伊德心理学把人的行为归因为一整套从儿童时期继承下来的无意识冲动和压抑。参见 John Lewis Gaddis，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 57.
华勒斯坦等著: 《开放社会科学》，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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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各种人文学中，关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科无疑是历史学，特别是历史学分支中的外交

( 国际关系) 史。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学( 国际关系理论) 无疑有很大区别，这些区别反映了作为一种

人文学的历史学和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之间的学科差异。
第一，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都研究国际关系史，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再现和解释过去，

并从历史中汲取教益，再现和解释过去本身就是历史学的目标。这一目标也决定了历史学家重建过

去的主要方式是叙事，通过叙事对过去进行描述和解释。而国际关系理论家研究历史则是为了寻找

证据以构建和提出理论或修正既有理论，而非为过去提供更好的解释。也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理

论家和历史学家对理论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在国际关系理论家看来，理论本身就是目的，历史

事实的选取和历史过程的描述是为论证理论服务的; 而在历史学家眼中，理论本身并不是目的，理

论只是帮助其解释历史，特别是因果关系的工具，从属于历史解释，是为历史叙事服务的。用杰

克·列维( Jack S. Levy) 的话说，“两个学科之间的差异不在于一个学科是理论性的，另一个学科不

是理论性的，而在于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理论。政治学家构建和检验理论，而历史学家使用理论

或一系列理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组织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解释”。①好的历史解释需要理论的深化，而

好的理论需要历史经验事实的证明。从叙述方法上，历史学将理论嵌于叙事之中，并不把描述和解

释截然分开，通常是先提出问题，然后运用史实和理论工具对该问题进行解释; 而国际关系学将叙

事嵌于理论之中，通常是先提出理论，然后通过史实描述来证明该理论。
第二，历史学家致力于关注和解释历史上发生的具体事件，研究目标是描述、解释和理解单个

事件，尽管也会进行比较并承认不同事件之间会有相似性，但不认为存在完全相同的事件。而国际

关系理论家对解释单个具体事件缺乏兴趣，热衷于解释一类事件，把单个事件作为某类事件中的个

例来加以研究，从中寻找导致此类事件发生的共同因素，其研究目的不是为单个事件的发生提供深

入和全面解释，而是寻找适用于一类事件的普遍模式。如果说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影

响，政治学家感兴趣的则是普遍的革命的影响; 历史学家研究一战的根源，政治学家关注的则是战

争的普遍根源; 历史学家探究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政治学家则探究帝国兴衰的普遍规律。国际关

系理论家对事件的研究往往脱离语境，把历史事件视为独立的、普遍现象中的个案加以研究，并对

普遍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概括、归纳、抽象和理论化( generalization) 。而历史学家反对把历史事件

剥离出其得以发生的历史语境孤立地加以研究，也反对将历史事件作为验证某一理论的个案加以对

待。历史学家虽然也进行概括和归纳的工作，但会认识到所做的归纳有时空限度，并不具有普遍的

适用性，无法保证就某个历史时期进行的归纳在其他时期还会有效。用科林伍德的话说，历史学家

所做的归纳“只不过是以一般的方式描述它在其中得以被创立的那个历史时代所具有的某些特征而

已”，历史学家认识到任何历史事实“都服从着或快或慢的不可避免的变化”，因此并不试图“发现

永恒不变的人性规律”，不会“把某一特定时代的暂时状况误认为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状况”。②质言

之，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个别和特殊的现象，其任务是进行个体的描述 ( idiographic ap-
proach) ; 而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是一般现象和普遍的通则，其目标是寻找规律( nomothetic approach) 。

第三，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因果关系时更青睐简约性而不是复杂性，重视解释的精确严密( rig-
or) 而不是丰富复杂( richness) ，喜欢归纳出具有最大解释力的原因，提出单一因果解释。比如关于

冷战，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把美苏对抗主要归结为国际结构的因素，即两极体系，认为这一解

①

②

Jack S. Levy，“Too Important to Leave to the Other: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Internation-
al Security，Vol. 22，No. 1( Summer 1997) ，p. 32.

科林伍德: 《历史的观念》，第 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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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最简明、最精确。相反，历史学家反对把历史事件的发生归结为某一单个因素，认为历史事件发

生的原因是多重的，需要列举多重原因，进行清单式的解释。知名的国际关系史家保罗·施罗德指

出，历史学家对“原因”的理解比社会科学家更加丰富，凡是能够推动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都可以

纳入到原因之列，在种类上几乎难以计数，在影响和后果上不可预测，包括直觉、学识、社会化过

程、习俗、习惯、理性信念、非理性的信仰、情感、冲动、榜样、需求、劝导以及他人的影响等。①

在思考和解释冷战起源时会关注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差异、国内政

治影响以及领导人个性等多重因素。历史学家还发现，在探究因果关系时区分自变量和因变量是没

有意义的，因为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同变量之间常常是互动的; 事件的发生源于各种因素临

时交汇，在某时刻同时出现并相互影响，是机缘和偶然性的结果。如果说国际关系学家的思维方式

是化约主义的，历史学的思维方式则是整体主义的( holistic) 。
第四，历史学将历史变迁视为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的结果而非人类之外因素造成的。历

史学家虽然也承认人类的生活受到外部的、非人类因素的制约、限制、塑造和驱动( 特别是环境史

的研究更是强调物质性环境的巨大作用) ，但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是从人类行为的角度来认识和

解释历史，认为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标的人活动的结果。因此，历史学家重视人的行动，特别是决

策者和领导人在其权力范围内做出的决定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例如，国际关系史家在解释二战起源

时重视的是希特勒本人的个性和抱负，而不是国际体系等环境因素的作用。而国际关系理论，无论

是新现实主义还是自由制度主义都强调国际政治环境而不是领导人的目标对国家行为的塑造。特别

是新现实主义强调个人行为之外的结构性因素的作用，贬低决策者个人的作用，认为国际关系的演

进并不以决策者个人的动机、目标和愿望为转移，甚至经常产生与领导人愿望相反的意想不到的结

果: 即使所有国家都渴望和平，但战争也会到来; 即使所有国家都追求扩张性的目标，但是国际结

构的制约和均势的逻辑也会使战争得以避免。国际关系学家常举的例子是一战: 没有大国想要战

争，但战争还是到来了，发挥作用的不是欧洲诸国领导人的愿望而是战前形成的国际体系和环境。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有如此显著的不同，那么，历史学家( 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家) 对未来的预

测是否更准确一些呢?

如前文所述，历史学不认为存在超越时空界限的普遍规律，强调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偶然性、
因果关系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以及历史人物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这决定了历史思维( historical think-
ing) 与预测是相矛盾的，历史学本质上是无法成为预测的科学的，因为预测通常必须以承认存在普

遍的规律为前提，并以某一理论为基础，否则就成了猜想。② 实际上，大多数历史学家也确实不把

预测未来作为其工作，认为史学的功能是鉴古知今，即通过理解过去来理解现在，而不是预测未

来。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称，“历史学家从不宣称具有预测未来的能力”。③ 研究美国革命史

的大家戈登·伍德也认为，“不像试图培养管理未来的信心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

科学，历史学通常教给我们的是对我们有目的地操纵和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保持怀疑”。④ 科林伍德

更是明言: “历史学家的本职是要知道过去，而不是知道未来; 而且只要历史学家声称能够预先确

定未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肯定地知道他们的基本历史概念出了某些毛病。”⑤

①

②

③

④

⑤

Paul W. Schroeder，“International History: Why Historians Do It Differently than Political Scientists，”Elman and Elman，eds. ，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Political Scientists，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p. 408.
肯尼斯·华尔兹认为，“在没有任何理论光芒指引的情况下，却试图寻找事物间的联系，就仿佛盲目地向一个看不见的靶

标射击一样，不仅要浪费大量的弹药，而且即便击中了靶心，也无人知晓。”参见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第 22 页。
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 The“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 582.
Gordon Wood，The Purpose of the Past: Ｒeflections on the Uses of History，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8，p. 14.
柯林伍德: 《历史的观念》，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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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学可以通过理解过去为认识现实和展望未来提供启示，正如马克·吐温的那句名言

所言: 历史虽然不会重复自己，但却有韵律。① 著名外交史家韩德和史蒂夫·莱文也曾言: “现在不

是过去的简单复制，但是历史类比可以提供理解和应对当前挑战的崭新途径。”②因此不断有历史学

家禁不住探究未来的诱惑，进行大胆的预测。
受美苏缓和，特别是两国首脑达成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协议的影响，冷战史家约翰·加

迪斯于 1987 年 11 月在《大西洋月刊》刊文，对美苏关系和冷战的前景进行了展望。他就冷战是否会

结束以及结束的方式提出三项预测: 一是虽然冷战已经持续了 40 年，以至于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但美苏首脑雷克雅未克会晤表明，“冷战本身在某一天会结束，我们中的一些人会活着看到一个新

的国际体系的出现”。他甚至大胆地预言，冷战可能很快结束，就像北极地区光线经常欺骗人们的

眼睛那样，表面看起来很遥远的目标在很多情况就近在咫尺。第二，当冷战真的结束的时候，不会

是一方的彻底胜利而另一方的无条件投降，也就是说不会是二战的重演。其原因在于美苏都有核武

器，这使一方不可能将自己的意志绝对强加给另一方; 而且，像 19 世纪那样一个帝国控制广袤领

土的时代也过去了，美国和苏联完全控制其邻国都遭遇了困难，更不用说控制对方。第三，冷战的

终结不会导致所有国际对抗的终结，也不会导致现存于美苏之间的所有对抗的终结，这样或那样的

国际冲突将像冷战前数千年那样会继续存在。③ 加迪斯的第一和第三个预测是准确的，第二个预测

基本上是错误的。
关于可能是什么力量导致冷战终结以及冷战终结的方式，加迪斯认为，鉴于核战争的毁灭性以

及广岛长崎之后核武器没有再被使用过，美苏通过打一场核战争终结对抗的可能性不大。历史上大

国对抗的终结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一是第三方力量的崛起导致原来两大国对抗和平结束，就像里根

在 1985 年日内瓦峰会上说的，如果火星人来到了地球，那么美国人和苏联人将很快解决彼此的分

歧共同对付火星人。19 世纪末德国的崛起曾导致英国和俄国这两个长期相互敌视的国家实现了和

解。加迪斯认为，未来出现能够在军事上挑战美苏两国的第三方力量的可能性不大，更具可能性的

是衡量和评估一国实力的标准发生变化，即更加强调经济、技术和文化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如果

按照这一标准，那么日本和中国可能会超越苏联成为第三种力量。二是对抗中的一方力量衰竭( ex-
haustion) ，而另一方仍然保持旺盛的力量和活力。历史上西班牙面对法国和英国崛起时的力量衰

竭，以及 19 世纪后期中日对抗时日本崛起和中国衰落都是这种方式的典型。不过，由于一方衰落

而导致的对抗终结并不总是采取和平的方式，“衰落的现实，或者甚至衰落的表象会引诱走向衰落

的国家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来扭转衰落的趋势”，日本偷袭珍珠港就可以被视为美日太平洋海军对

抗中处于下风的日本试图扭转衰落趋势的例子。预测是苏联还是美国会衰落还为时过早，但美苏之

中有一个迟早会走向衰落，美苏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管理这种不对称的衰落以避免因绝望( despera-
tion) 而引发战争。④ 这一预测有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加迪斯准确地预测到一方的衰落，但苏

联的衰落并没有导致战争。
加迪斯认为冷战的结束更有希望采取第三种方式: 由冷战参与者观念的变化带来对抗的结束。

一是对使用武力的态度的改变，美苏双方都不追求对对方直接使用武力，而主要通过支持代理人和

展示姿态、做出威胁以及制造声势等不具毁灭性的手段来吓唬对方。二是制度变革( 民主化) 可能会

改变人们的观念。加迪斯引用政治学家迈克尔·多伊尔( Michael Doyle) 的民主和平论，以及日本与

联邦德国战后因民主化而不再好战的例子，尝试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民主制度扩展到苏

①

②

③

④

Charles Clay Doyle，et al，eds. ，The Dictionary of Modern Proverb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 121.
Michael H. Hunt and Steve I. Levine，Arc of Empire: America's Wars of Empire in Asia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Vietnam，Chapel Hill，

N. C.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2，p. 8.
John Lewis Gaddis，“How the Cold War Might End，”The Atlantic Monthly，Vol. 260，No. 5( Nov. 1987) ，p. 89.
John Lewis Gaddis，“How the Cold War Might End，”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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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冷战是否会结束? 但他不敢肯定，也没有展开论证。①

加迪斯预测观念变化会导致冷战结束是准确的，但是他未能进一步明确预测苏联阵营的民主化

在终结冷战过程中的作用，也未能指出苏联领导人观念的变化特别是对自身体制看法的改变( 失效

过时) 会导致冷战的结束。加迪斯后来也后悔自己未能大胆往前走一步，失去了成为伟大预言家的

机会。②

关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加迪斯预测，美苏在德国和朝鲜统一、美苏军队撤出中欧、解散

北约和华约等问题上会有艰难的谈判。③ 这一预测基本上是错误的，苏联承认自己的失败，听任德

国统一，华约也迅速解体。加迪斯事后给自己预测打的分数是 C +。④ 与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等人相

比，加迪斯的预测无疑更准确，特别是他较为准确地预见到冷战会以和平的方式结束，而且很可能

会很快结束。
加迪斯是通过将现实与历史进行类比而非依据某一科学理论和规律来进行预测的。历史类比

( historical analogy or parallel) 是历史学家最主要的预测手段，即把过去的模式投射到未来，认为未

来会与过去相似，通过想象、比较和推理来预测未来，相信导致历史上出现某种事态的因素和环境

再次出现时，就有可能发生相同或相似的事态。加迪斯曾言:
历史学家从来不像政治学家那样经常和自信地宣传具有预测未来的能力。他们的主要关怀是理解过

去，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理解现在。如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向未来的方向发出一点点光芒，那就更好

了。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 从仔细的叙述和深思熟虑的类比———而不是过分尊重过时的科学方法———得

到的洞见甚至可以照亮遥远的未来。⑤

这种基于类比基础上的预测不乏成功的例子，特别是具有超凡想象力和洞察力的历史学家往往

能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被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战略家的乔治·凯南就是这样的人物。他在冷战初

期就准确地预见到苏联的解体。在 1947 年 7 月发表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中，凯南这样说道:

苏联政权的未来并不像长于自欺的俄国人向克里姆林宫那班人描绘的那么安全可靠。苏联领导人本

身能保住政权，这一点已为他们所证明。至于他们能否和平而轻易地把政权转交给他人，则还有待于证

实。与此同时，他们的统治造成的苦难以及国际生活的变化无常已经让该政权所赖以建立的这个伟大民

族的精力和希望遭到严重损伤。令人好奇的是，今天苏联政权的意识形态影响在俄罗斯境外，也就是其

警察势力鞭长莫及的地方最为强烈。这一现象使人们想到托马斯·曼在他创作的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

家》中使用的比喻。鉴于人类制度通常都是在内部已经腐败透顶的时候展现出其最耀眼的光芒，曼把处于

极盛时期的布登勃洛克家族比作一颗星星，它实际上早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光芒却把这世界照得通亮。
谁又能担保，克里姆林宫仍在投向西方世界各国心怀不满的人身上的那束强光，不就是实际上正在陨落

的星座的余晖呢? 这一点无从得到证实，也无法加以否定。可是，苏联政权也正如其想象中的资本主义

世界一样，身上带有衰亡的种子，而且这些种子发出的芽正在长大。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依作者之见

可能性还很大。⑥

凯南在 1951 年 4 月发表的《美国与俄国的未来》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

倘若有其他选择呈现在俄国人民面前，即在这星球的其他地方存在一种高雅的、充满希望的和有意

义的文明，那么，总有一天———或迟或早，采取渐进方式或其他方式———这个让一个伟大民族倒退了几

十年并且像阴云一般压制这个民族对文明的一切向往的可怕权力体制，将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John Lewis Gaddis，“How the Cold War Might End，”pp. 93 － 94．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mplications，Ｒeconsiderations，Provocations，p. 141.
John Lewis Gaddis，“How the Cold War Might End，”p. 88 － 91.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mplications，Ｒeconsiderations，Provocations，p. 154.
John Lewis Gaddis，“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 57.
X，“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Foreign Affairs，Vol. 25，No. 2( Jul. 1947) ，p. 580. 中译文参考［美］乔治·凯南著，葵阳

等译: 《美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8 － 99 页。
George F. Kennan，“America and the Ｒussian Future，”Foreign Affairs，Vol. 29，No. 3( April 1951) ，p.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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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甚至预测苏联政权的倒台很可能是源于苏联体制自身的“逐步腐蚀”，“而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

争取自由的暴力行动”，美国的政策应该是“支持这一进程”，而不是“阻碍这一进程”。①

凯南承认自己并不是依靠客观的标准，也没有这样或那样的证据，而是依靠“看法”( opinion) 、
“判断”( judgment) 和“信念”( faith) 。② 苏联未来的变化或许会受到可能存在的“政治发展规律”的制

约，但更重要的是会受到俄罗斯“国民性格”( national character) 和“在人类事件形成过程中起巨大作

用的偶然事件的影响”。③这其实就是对人性和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凯南进一步分析称:
任何一个以人性的邪恶和弱点为基础的制度都不可能是真正稳固的。这种制度指望依靠人的堕落来

维持，就像一个抢劫者那样是靠人的惶恐焦虑、仇恨本性、容易犯错和易受心理操控来生存的。这种制

度只能反映创立它的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挫折和苦难，显示那些因软弱或愚蠢而沦为其工具的人的冷酷无

情。④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对历史学家预测未来的能力非常有信心。他认为史学训练的

核心是“想象力”，“想象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环境下人是怎样的”，史学研究过程就是“积极想

象”( active imagination) 的过程，因此，在想象未来方面，历史学家比在其他学科接受训练的人“处

于更强有力的位置”。⑤

但是，历史学家的预测也常常失败，前文提及的加迪斯对冷战的预测就有很多没有实现。就学

科特性而言，历史学家预测失败是因为未来不论与过去有多么相似，都不会是过去的简单复制，人

类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的情境中，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河

流”。也就是说，历史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不断变化的，过去发生的事情未来不一定发生，过去存在

的趋向也并非必然转化为未来的结果，如果我们仅仅采用类比的方式来思考和预测未来，实际上是

把历史看作是静止不动的，这样的预测不可能完全准确。加迪斯承认自己犯了这样的错误，即“求

助的是历史的静态版本”，“设想未来会与过去一样”，把过去的模式投射到了现在和未来。⑥ 应该

说，绝大多数史学家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因此并不以预测未来作为其职责。

四

长期以来，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相互隔离，甚至相互之间抱有成见。学者们担心过度引入其他

学科的方法会稀释本学科的特性，降低自己学科的价值，甚至引发学科危机。其实，当代人文与社

会科学发展的一大潮流就是打破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学术创新往往也发生在不同学科的

交叉地带，拒绝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固守自身学科的藩篱反而会阻碍学术的进步。外交史家和国

际关系学家应该相互借鉴，“历史太重要了，不能完全交给历史学家; 理论也太重要了，不能完全

交给( 国际关系) 理论家”。⑦

国际关系理论对结构和体系因素的重视可以丰富外交史家的视角和解释范式，帮助历史学家提

出宏大的问题，构建更深刻和更有说服力的判断和解释，特别是其对长时段国际关系趋势和规律的

归纳与总结可以帮助历史学家发现仅仅研究单个独特事件无法发现的重复性模式和长期起作用的因

素。简言之，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历史学家避免“幼稚的经验论”( naive empiricism) 。⑧笔者曾撰文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George F. Kennan，“America and the Ｒussian Future，”p. 368.
George F. Kennan，“America and the Ｒussian Future，”p. 365.
George F. Kennan，“America and the Ｒussian Future，”p. 368.
George F. Kennan，“America and the Ｒussian Future，”p. 365.
Niall Ferguson，“Historians Can Predict the Future，”May 12，2010． https: / /bigthink. com /videos /historians － can － predict －

the － future( 2019 － 01 － 20) .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mplications，Ｒeconsiderations，Provocations，p. 153.
Jack S. Levy，“Too Important to Leave to the Other: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p. 33.
Jack S． Paul W. Schroeder，“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y: Not Use or Abuse，but Fit or Misfit，”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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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外交史研究应如何借鉴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跨学科方法，在此不再赘述。①

而在大多数国际关系学家眼中，历史学的价值仅仅在于为理论家们构建宏大理论提供证据，史

学家扮演的不过是森林砍伐工的角色，其作用是为理论建筑工地输送建筑材料。对历史学作用的这

种理解无疑是狭隘的，实际上，无论从思维方式、预测手段还是研究技能方面，历史学( 外交史和

国际关系史) 都可以弥补国际关系学之不足，甚至提升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质量。史学对国际关

系研究的助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帮助国际关系学家运用整体主义而非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国际政治。这包括: 认识

到人类事务和国际政治的混沌性和复杂性，相信不同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 承认不同部分

之间的互动会形成一个体系，而体系的特性并非由部分之和来决定的; 拒绝把整体分解成若干部分

加以理解，从整体上而不是排除性地用单一因素来解释事物的变化。这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助

于国际关系理论家意识到，没有哪种国际现象的出现仅仅因为某一种或两种因素，在对国际关系进

行理解和预测时应该将多种因素考虑进去，而不是过度追求简约和清晰。
二是促使国际关系理论家重视人的作用，特别是决策者和领导人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国际

关系的演进归根结底是领导人对国际环境做出反应的结果，而具有不同个性、信仰、价值观和抱负

的领导人对环境的反应是不同的，在重要历史关头做出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一些杰出的领导人甚

至可以塑造和改变国际环境。换言之，领导者不会听任结构和体系力量的摆布，应该把国际关系视

为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的结果而非不可抗拒的结构性力量的产物。而个人都是在特定的国家

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重视个人的作用必然要求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和历史，

成为地区和国别研究的专家。
三是通过历史主义或语境主义( contextualism) 的方法促使国际关系学家意识到历史偶然性的作

用和时间流逝带来的变化，划定理论所适用的条件和环境，从而避免提出过于笼统和宏大的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家有必要认识到，国际事件的发生是特定情境下诸种力量“巧遇”并相互作用的结果，

而这种“巧遇”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因此任何理论或假说都是有时空限度的，并不存在对所有时期和

地方都普遍适用的理论。这种方法可以让国际关系学家在构建理论并根据理论进行预测时保持谦

逊，从而提高其预测的质量。
四是有助于国际关系学家更好地甄别和选择历史证据。在历史学家眼中，史实本身充满争议，

不同的史学流派和路径对历史有不同解释，历史学家的观点并非是所谓的硬事实( hard fact) ，而可

能只是提出者的一家之言，国际关系学家不能把某一历史学家的结论视为无可争议的历史证据，而

应对其进行辨析。这就需要国际关系学家在使用历史学论著时熟悉史学史，了解每种观点提出的历

史背景，在不同学派相互冲突的观点中进行判断和取舍。此外，二手史学著作中有时可能并不包含

政治学家检验其理论假设所需要的证据，国际关系学家不得不亲自进行一手的档案研究，这也需要

国际关系学家向历史学家学习收集和辨析档案材料的技巧以及解读档案文献的方法。
最后，历史学还可以丰富国际关系学家对未来进行预测的方法，即在观察、推理、演绎和计算

之外，采取类比和想象等方式对国际形势进行预测。用约翰·加迪斯的话说，优秀的国际关系学家

应该像优秀的小说家和优秀的历史学家那样，“在试图预测未来时尽可能使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工具，

不仅包括理论、观察和严密的计算，还包括叙述、类比、悖论、反讽、直觉和想象”。②

国际关系学家在预测冷战进程方面的失败已经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深刻反思，英国学派( Eng-

①

②

王立新: 《跨学科方法与冷战史研究》，《史学集刊》，2010 年第 1 期。
John Lewis Gaddis，“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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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h school) ①的复兴和新古典现实主义( neoclassical realism) ②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学对国

际关系研究的影响，新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研究正经历深刻的历史学转向，“向历史学习”的潮流正

在提升国际关系研究的品质。与冷战结束前相比，国际关系研究的面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重视历史分析和多层面的综合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共识。
简言之，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学家应该相互欣赏，而不是相互拒斥，在尊重学科差异的同时，

努力跨越各自的学科边界，克服学科局限，从而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纷繁复杂的

国际关系。

五

任何对未来的预测都是建立在我们已有知识之上的，而已知是有限的，未知是无限的，因此总

是会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从而导致我们的预测破产。杰出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言:

不妨把生活想象成一道巨大的难题，想象成一个方程式或一组部分地相互依存、部分地相互独立的

方程式……要知道，这些方程式都十分复杂，充满各种意想不到的惊奇，而我们时常都不能求得它们的

“根”。③

实际上，国际关系要比我们的日常生活复杂得多，在国际关系中没有能够预测未来的章鱼保罗，更

没有艾萨克·阿西莫夫小说《基地》中的那位数学家哈里·谢顿，能以 97%的概率预测基地未来 300
年发生的事情。因此，无论是国际关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应该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在预测未来

方面保持谦逊和审慎。实际上，历史上真正做出准确预测的例子少之又少，相反预测失败的例子却

不胜枚举。乔治·华盛顿对独立战争的预测、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对拿破仑战争的预测都失败了。
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没有任何著作预见到。④

风险管理理论家、纽约大学教授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曾这样嘲讽人类预测国际关系前景

的能力:

我们表现得好像我们能预测历史事件，甚至更糟的是我们表现得好像能够改变历史进程。我们对 30

年后的社会保障赤字和石油价格进行预测，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连明年夏天的赤字和石油价格情况都预

测不了。我们在预测政治和经济事件上所积累的错误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每次看这些历史记录时不得

不掐一下自己以确定不是在做梦。令人吃惊的不是我们的预测错误之大，而是我们对此毫无意识。⑤

在塔勒布看来，未来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黑天鹅实际上无处不在，有人预测对了主要不是因为

有多聪明，而是因为运气好。正如一句广为流行的俗语所言，“我们可以预测任何事情，但未来除

外”( we can predict anything，except the future) 。2001 年“9·11”事件的发生、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

发和 2016 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更加证明了国际形势的不可预测性。从这个意义上，罗素把人

①

②

③

④

⑤

英国学派致力于研究国际规范和制度的历史，特别是国际社会的演进，具有宽广的历史视野。英国学派代表人物巴里·布

赞和乔治·劳森的新著《全球转型: 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与其说是国际关系著作不如说是历史学著作，该书对 19 世纪

进行的宏观历史分析对史学研究颇富启发性，实际上英国学派的概念、视角和命题已经被一些历史学者借鉴来考察国际关系史和中

外关系史。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新古典现实主义在保留新现实主义重视国际体系和结构的同时，加入了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分析，重视国家与社会的关

系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决策者的目的和动机在国际关系演进中的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冲突的爆发与其说是源于国际体

系的特性，还不如说是领导人的野心和目标造成的，战争归根结底是国家领导人有目的的行动的结果，因此国际关系的根本问题不

是国家间权力是如何分配的，而是国家如何使用其权力。这一路径与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学家对国际关系变化和演进方式的理解是

一致的。
华勒斯坦等著: 《开放社会科学》，第 2 页。
Hans J.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48，p. 7.
Nassim Nicholas Taleb，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New York: Ｒandom House，2007，p.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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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预测未来的习惯称为一种“智力恶习”( intellectual vice) 。①

汉斯·摩根索在其 1948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曾这样告诫研究国际政治的学

者们:
国际政治学者必须吸取且应永志不忘的首要教训就是，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不可能有简单的解决办

法和准确的预测。……了解了决定国家间政治的力量，了解了国家间政治关系发生作用的方式，就会明

白国际政治事实的含糊不清。…… 鉴于国际政治的事实会不断发生变化，对于那些试图根据对过去的了

解和当前的迹象来预测未来的人来说，世界事务总是充满意想不到的东西。②

国际关系理论家有必要牢记摩根索的告诫，一方面尽可能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的方法，

提高理解和预测复杂国际形势的能力，在进行预测时保持谦逊和审慎，另一方面还要有黑天鹅思

维，时刻准备应对国际关系中不可预知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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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nternational Theorists Fail to Foresee the Future:
Some Ｒeflections on the Differences and Cross － Fertiliz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IＲ Studies

WANG Li － xin

( Department of Histor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 Around the end of Cold War，even some very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theorists made mistakes in fore-
see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ir failures are largely due to the intrinsic shortcomings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of social sciences，including its reductionist view of reality resulting in highly simplifying and ab-
stra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s excessive pursuit of scientific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y attaching the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nonhuman factors without recognizing the role of human a-
gency，as well as its misbelief in the regularity and inevi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evolution. There are great differ-
ences betwee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most historians refuse to take anticipating the future as their
mission. Nevertheless，history can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help theorists of interna-
tional relations qualify their predictions in following five aspect: adding holistic or ecological view into the inter-
national studies and help theorists realize the complexity of casualty; attaching more importance to the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cknowledging the role of contingency and sequence of time; developing the skill
and 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theorists to examine，distinguish and select historical evidences in the secondary
works;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 in anticipating the future by offering new tools be-
yond the traditional ones ( observation，theory，deduction，calculation) ，such as narrative，analogy and imagina-
tion. Due to the complexitie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international theorists must be modest and prudent in making
prediction and keeping ready at all times for unforeseeable events.
Key words: IＲ theory; historiography; reductionism; holism; contingency; historical analogy

①

②

Bertrand Ｒussell，Unpopular Essays，p. 38.
Hans J.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p.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