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一体研究

欧盟的“ 韧性” 与东盟的“ 抗御力”

———一项区域核心概念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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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下学界流行的“ 韧性”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术语是 ２０１６ 年欧盟“ 全球战略” 中的

核心概念ꎮ 这一概念与印尼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提出、东盟在 １９７６ 年写入« 东南亚友好

合作条约» 的“ 抗御力”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属于“ 同词异译” ꎮ “ 韧性” 与“ 抗御力” 之间既有异同ꎬ
也有联系ꎮ 其中ꎬ对国家实力、区域安全、综合与合作的安全治理这三种基本要素的共同
强调是“ 韧性” 成为东盟与欧盟共有概念的关键ꎮ 这三大要素的凸显又源于东盟和欧盟
前后经历的相似的域内外安全形势以及二者在规范与机制层面存在的联系与相互影响ꎮ
但是ꎬ韧性与抗御力之间在规范扩散路径上亦存在显著差异ꎬ规范语境、规范设置行为体
及规范－机制关系等方面的不同是这种差异的主要成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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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西方尤其是欧洲的话语中ꎬ“ 韧性”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一词受到广泛重视ꎬ成为

一个高频使用的概念ꎬ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欧盟发布的“ 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
欧洲———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 (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ｒ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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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ＧＳꎬ以下简称“ 全球战略” ) 中ꎬ“ 韧性” 一词出现了逾 ３０ 次ꎮ① 这一核心概念与“ 有

原则的务实主义”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具体实施原则一同构建了欧盟“ 全球战略” ꎮ
该战略更新了 ２００３ 年的“ 更好世界中的安全欧洲———欧洲安全战略” ( 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Ｅｕ￣

ｒｏｐｅ ｉｎ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以下简称“ 安全战略” ) ꎬ规划了欧盟
新的区域与全球角色ꎮ 迄今ꎬ国内外已对欧盟“ 韧性” 的渊源、内涵与意义等展开了较
多的研究ꎮ② 无独有偶ꎬ韧性亦是东南亚国家外交与区域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ꎬ印度

尼西亚( 以下简称“ 印尼” )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已提出并使用了“ 抗御力”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ꎬ
与“ 韧性” 英文同) ꎮ③ １９７６ 年ꎬ抗御力进一步被写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Ａ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ꎬ成为东盟的基础性规范之一ꎮ 但是ꎬ“ 同词
异译” 的韧性与抗御力之间的联系及异同尚未受到学界关注ꎬ本文旨在揭示“ ｒｅｓｉｌｉ￣
ｅｎｃｅ” 缘何成为欧盟、东盟这两大典型的区域主义的共有核心概念ꎬ以及欧盟“ 韧性”
与东盟“ 抗御力” 差异性的成因及其当下影响ꎮ

①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这一概念近年来在国内外学界多有提及ꎬ对其概念内涵也有颇多解读ꎮ 有学者认为ꎬ欧盟试
图修正其以往过于僵化的价值观外交ꎬ通过提出此概念以重新平衡利益和价值观在欧盟对外战略中的比重ꎮ 也
有学者认为ꎬ此概念强调“ 个体以合适方式来管理自身的责任” ꎬ是欧洲对外战略收缩的一个信号ꎮ 通过这一概
念ꎬ欧盟清晰地传达出“ 责任分摊” 的信号ꎬ预示着一些责任将会由欧盟转移至地方共同体ꎮ 还有学者认为ꎬ此概
念提出了对区域治理中各成员国协调合作的关切ꎬ有促进共同体内部凝聚力的含义ꎮ 此外ꎬ亦有学者认为ꎬ该概
念是欧盟在一体化扩张过快引发治理赤字的背景下ꎬ对欧盟部分成员国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建设的强调ꎮ 由于
这一概念的内涵较为丰富ꎬ相关政策实践亦在发展当中ꎬ其对应的中文译法也较多ꎬ欧盟官方将其翻译为“ 韧
性” ꎮ 在国内ꎬ因研究视角的不同ꎬ欧盟的“ 韧性” 概念还被译为“ 适应力” 、“ 适应性” 、“ 凝聚力” 、“ 复原力” 和“ 弹
性” 等ꎮ 目前ꎬ国内有关此概念探讨的代表性文章ꎬ可参见严骁骁:“ 韧性研究:对安全治理的批判性反思及其超
越” ꎬ« 欧洲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ꎬ第 １８－３７ 页ꎮ
② 国内外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孙灿:“ «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 解读” ꎬ« 国际研究参考»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ꎬ第 ３６－４０ 页ꎻ杨海峰:“ 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评析” ꎬ第 ２３ － ４９ 页ꎻ叶江:
“ 试析欧盟安全战略的新变化———基于对欧盟 ２００３ 与 ２０１６ 安全战略报告的比较” ꎬ« 学术界»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ꎬ第
２２５－２３６ 页ꎻ严骁骁:“ 韧性研究:对安全治理的批判性反思及其超越” ꎬ«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ꎬ第 １８－ ３７ 页ꎻ
Ａｎｎｅｇｒｅｔ Ｂｅｎｄｉｅｋꎬ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ＳＷＰ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ꎬ Ｎｏ. ３８ꎬ ２０１６ꎻ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Ｗａｇｎ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ｓａｎｎｅ Ａｎｈｏｌｔꎬ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ＥＵ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 Ｎｅｗ Ｌｅｉｔｍｏｔｉｆ: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ꎬ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ｏｒ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３７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４１４－ ４３０ꎻ Ａｎａ Ｅ. Ｊｕｎｃｏｓꎬ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ｔ Ｔｕｒｎ?”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 － １８ꎻ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ｏｖｅｒꎬ Ｈｕｗ Ｄｙｌ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 Ｇｏｏｄ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 Ｕ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７ꎮ
③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亦是国内外东南亚研究的对象之一ꎬ只是国内普遍将其译为“ 抗御力” ꎬ国内代表性研究成果
有:陆建人:“ 东盟的新安全观” ꎬ« 当代亚太»１９９９ 年第 ９ 期ꎬ第 ３－７ 页ꎻ马孆:“ 论东南亚区域主义的特点” ꎬ« 东南
亚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ꎬ第 ４－９ 页ꎻ郑先武:« 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研究» ꎬ南京:南京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ꎮ

８６

欧洲研究

一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欧盟“ 韧性” 与东盟“ 抗御力” 的内涵分析

就欧盟“ 韧性” 话语的形成与内涵而言ꎬＥＵＧＳ 虽被冠以“ 全球战略” 之称ꎬ但其出
台很大程度上源于欧盟对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ＣＦＳＰ) 中“ 共同” 与“ 安全” 内涵的
反思与重建ꎬ正如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 Ｆｅｄｅｒｉｃａ Ｍｏｇｈｅｒｉｎｉ) 所
指出的:“ 欧洲民众及整个世界正史无前例地呼唤一个更强大的欧洲” ꎮ① 其中ꎬ“ 共
同” 与“ 安全” 是重塑欧洲的关键ꎬ“ 韧性” 成为新时期建构“ 共同” 与“ 安全” 的基石ꎮ

第一ꎬ就欧盟“ 韧性” 的文本含义和产生背景而言ꎬ 在经过前期调研与讨论后ꎬ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欧洲理事会委托莫盖里尼牵头起草 ＣＦＳＰ 新的基本框架ꎮ 莫盖里尼的特
别顾问娜塔莉托齐( Ｎａｔｈａｌｉｅ Ｔｏｃｃｉ) 所领导的工作小组随即围绕“ 韧性” 这一核心建
构了欧盟新的全球战略框架ꎬ② 一年后“ 全球战略” 问世ꎮ 据 ＥＵＧＳ 的文本阐释ꎬ“ 韧

性” 是“ 一种在内外危机恢复中进行国家与社会改革的能力” ꎮ③ 这种国内能力建设涵
盖所有个体及整个社会ꎬ涉及安全、经济、民主和环境等不同的领域ꎮ 同时ꎬ“ 韧性” 还
是一种国家状态ꎬ正如杨海峰指出:一个有韧性的国家是一个安全的国家ꎬ而安全是繁
荣与民主的基石ꎬ反之亦然ꎮ④ 此外ꎬ就文本所揭示的层次内涵而言ꎬ“ 韧性” 不止于一
国国内ꎬ而是贯穿国内、区域与全球等ꎬ涉及单一欧盟成员国、欧盟、欧盟东部与南部邻
国、欧盟周边区域、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全球其他国家与区域等不同层面的经济、民主、
能源与环境等领域ꎬ⑤从而建构起一条囊括“ 社会韧性、国家韧性、共同体韧性、邻近国
家与周边区域韧性、全球其他国家与区域韧性” 的“ 韧性链” ꎮ

第二ꎬ２０１６ 年的“ 全球战略” 对 ２００３ 年的“ 安全战略” 进行调整的直接原因是期间

区域与全球危机所凸显的欧盟能力缺陷ꎮ 这种能力缺陷及其反思构成了“ 韧性” 产生

的直接背景ꎮ 具体而言ꎬ“ 韧性” 首先是对欧盟内部政治与安全危机的反思与应对ꎮ
① “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ꎬ ｐ.３.
② Ａｎｎｅｇｒｅｔ Ｂｅｎｄｉｅｋꎬ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ＳＷＰ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ꎬ Ｎｏ.３８ꎬ
２０１６ꎬ ｐ.１.
③ “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ｐｐ.２３－２４.
④ 杨海峰:“ 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评析” ꎬ« 欧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ꎬ第
３５－３６ 页ꎮ
⑤ “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ｐ.４ꎬ ８ꎬ ｐｐ.２３－２７ꎬ 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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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ꎬ欧债危机后蔓延的财政、债务以及民主危机诱发的潜在国家失败成为导
致欧盟陷入“ 脆弱” ( 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 状态的关键威胁ꎮ① 在安全领域ꎬ２０１０ 年 ２ 月欧盟发布
的“ 内部安全战略”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指出ꎬ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网络犯罪
及欧洲外部边界周围的安全问题等是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欧洲面临的主要的内部安全威

胁ꎮ② 此外ꎬ“ 全球战略” 酝酿过程中英国的 “ 脱欧公投” 也加速了 “ 韧 性” 的 形 成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英国公投结果选择脱离欧盟ꎮ ６ 月 ２８ 日“ 全球战略” 的正式公布既
是欧盟对坚持一体化的迅速表态ꎬ也是应对英国退欧公投的一种危机管理ꎮ③

此外ꎬ“ 韧性” 还是欧盟对周边安全威胁的一种因应ꎮ 在“ 全球战略” 正式出台前ꎬ
“ 韧性” 业已反映并实践于“ 欧洲睦邻政策” 中ꎮ 该政策实施于 ２００４ 年ꎬ以东欧、南高
加索、中东和北非等地的东部及南部邻国为主要对象ꎮ ２０１５ 年末修正的“ 欧洲睦邻政
策” 将“ 韧性建设”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确立为一种外交政策目标ꎬ“ 韧性” 是这些国家

在面对外部安全压力下强化自我主权选择( ｏｗ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ｃｈｏｉｃｅｓ) 能力的主要措施ꎮ④
在 ２０１６ 年的“ 全球战略” 中ꎬ东部与南部邻国进一步成为“ 韧性建设” 的战略优先方
向ꎮ⑤ 原因是ꎬ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的“ 阿拉伯之春” 、２０１３ 年的“ 乌克兰危机” 等一系列周
边安全危机一方面使得相关邻国面临严重的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危机ꎬ另一方面还凸
显了欧盟对外行动中的安全能力短板ꎮ 正如斯蒂芬柯克莱勒(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Ｋｅｕｋｅｌｅｉｒｅ)

等指出的ꎬ尽管欧盟已经建立了近 ３０ 个军事和民事危机管理行动组和特派团ꎬ 但

２０１１ 年在利比亚采取行动的却是以英国和法国为首的北约ꎬ２０１３ 年又是法国独自向
马里派遣战斗部队ꎮ⑥ ＣＦＳＰ 的“ 共同” 与“ 安全” 作用备受质疑ꎮ

从对外角色来看ꎬ欧盟长期以“ 民事 / 规范性力量” ⑦ 方式参与或干预欧盟周边及

全球其他国家或区域的安全事务ꎮ 但从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到利比亚危机与乌克
兰危机来看ꎬ近年来欧盟对主要外部安全威胁的应对基本以失败告终ꎮ⑧ 这不仅刺激
①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Ｗａｇｎ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ｓａｎｎｅ Ａｎｈｏｌｔꎬ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ＥＵ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 Ｎｅｗ Ｌｅｉｔｍｏｔｉｆ: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ꎬ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ｏｒ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ꎬ ｐｐ.４１５－４１６.
②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２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ｓｉｄｅｓ / ｇｅｔＤｏｃ.ｄｏ? ｔｙｐｅ ＝ Ｔ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Ｐ７ － ＴＡ －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７＆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ＥＮ＆ｒｉｎｇ ＝ Ａ７ －
２０１２－０１４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６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７.
③ 杨海峰:“ 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评析” ꎬ第 ２６－２７ 页ꎮ
④ Ａｎａ Ｅ. Ｊｕｎｃｏｓꎬ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ｔ Ｔｕｒｎ?” ꎬ ｐｐ.３－４.
⑤ “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ｐ.２５.
⑥ [ 比利时] 斯蒂芬柯克莱勒、[ 比利时] 汤姆德尔鲁:« 欧盟外交政策( 第二版) » ꎬ刘宏松等译ꎬ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２、１８４ 页ꎮ
⑦ 详见洪邮生:“ ‘ 规范性力量欧洲’ 与欧盟对华外交” ꎬ«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ꎬ第 ５３－６３ 页ꎮ
⑧ 马凯硕、孙合记:« 东盟奇迹» 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１１６－１１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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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非西方世界对西方的仇视ꎬ也使得针对自由主义的悲观情绪在西方世界蔓延ꎮ① 正
是基于这种对外角色困境的反思促使“ 全球战略” 以空前的力度强调以“ 韧性” 为核心
的欧盟的硬实力发展ꎬ尤其是军事防务力量的建设ꎮ
第三ꎬ上述政治与安全特性还反映在“ 全球战略” 所规划的“ 韧性” 实施路径上ꎬ即
“ 韧性” 与有原则的务实主义一同建构的五大优先领域ꎮ 具体而言ꎬ“ 全球战略” 将联
盟的安全、欧盟东部与南部国家与社会的“ 韧性” 、对冲突与危机的综合管理、合作区
域秩序以及 ２１ 世纪的全球治理作为欧盟对外行动的优先领域ꎮ② 这五大优先领域均
建立在“ 韧性社会” 与“ 韧性国家” 的基础之上ꎬ即社会的“ 韧性” 与国家的“ 韧性” 是联
系由内向外的五大优先领域的纽带ꎮ
在确保内部安全与应对外部威胁中ꎬ欧盟的东部与南部邻国是“ 韧性” 建设的战
略优先方向ꎬ③这既与 ＣＦＳＰ 的实践重点一致ꎬ也与 ２００９ 年« 里斯本条约» 生效后的欧

盟对外军事及民事行动的实践重点一致ꎮ④ “ 全球战略” 指出ꎬ脆弱性是东部及南部邻
国战略地位凸显的主要原因ꎮ 以东部邻国为例ꎬ在国内层面ꎬ劣政( ｐｏ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与腐败正在这些国家蔓延ꎬ由此滋生的分离倾向与政治不稳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经济风
险ꎬ随之而来的财政预算浪费和滥用使得关键性的国家机制面临资金不足与功能失调
的困境ꎮ 这种内部困境又使得潜在的投资者望而却步ꎬ由此形成恶性循环ꎮ 当然ꎬ这
些内部问题如果没有外部干预便不至于导致内战或失败国家ꎮ⑤ 但“ 全球战略” 认为ꎬ
这种外部干预是存在的ꎬ即东部邻国还面临俄罗斯通过外交与经济、军事与安全等途
径施加的压力与威胁ꎬ欧盟周边是欧俄战略竞争的关键区域ꎮ ２０１３ 年的乌克兰危机
实质上是俄罗斯主导的“ 欧亚经济联盟” 与欧盟“ 东部伙伴关系” 计划的地缘政治博
弈ꎮ 正因如此ꎬ“ 全球战略” 将俄罗斯界定为欧洲的“ 一个关键性战略挑战者” ꎮ⑥

就东盟“ 抗御力” 概念的起源和发展而言ꎬ由于“ 韧性” 是欧盟对近期重大内外危

机的反思与应对ꎬ国际关系学界对“ 韧性” 的溯源也主要限于近年的西方话语体系ꎬ如
对 ２０１０ 年的“ 英国国家安全战略” 、２０１５ 年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及 ２０１５ 年修正的
①
②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严骁骁:“ 韧性研究:对安全治理的批判性反思及其超越” ꎬ« 欧洲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ꎬ第 ３４－３６ 页ꎮ
“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ｐｐ.１８－４３.
Ｉｂｉｄ.ꎬ ｐ.２５.
[ 比利时] 斯蒂芬柯克莱勒、[ 比利时] 汤姆德尓鲁:« 欧盟外交政策( 第二版) » ꎬ第 １８９ 页ꎮ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Ｇａｕｂ ａｎｄ Ｎｉｃｕ Ｐｏｐｅｓｃｕ ｅｄｓ.ꎬ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Ｕ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ꎬ ｐｐ.８－９.
“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ｐ.３３.

欧盟的“ 韧性” 与东盟的“ 抗御力”

８９

“ 欧洲睦邻政策” 等同样使用“ 韧性” 概念的文本与政策的分析ꎮ 实际上ꎬ“ 韧性” 可以
在时间与地理上进一步拓宽至产生于冷战时期并延续至今的东南亚“ 抗御力” ꎬ后者
有助于深化对欧盟“ 韧性” 的认知ꎮ

第一ꎬ就东盟抗御力的产生与内涵而言ꎬ抗御力最早是以“ 国家抗御力”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ꎬ 印尼语为“ Ｋｅｔａｈａｎａｎ Ｎａｓｉｏｎａｌ” ) 的形式出现在印尼ꎮ 这是苏哈托总统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提出的一个政治口号ꎬ起初意指某种国家意志与决心ꎻ① 随着“ 新
秩序政策” 的成型ꎬ国家抗御力也上升为政治信念ꎮ② 苏哈托本人将国家抗御力阐释
为一个内视的( ｉｎｗａｒｄ －ｌｏｏｋｉｎｇ) 概念ꎬ是指在必要的社会变革中确保印尼的自我认同
并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ꎬ国家抗御力涵盖国家发展的所有必要层面ꎬ包括意识形态、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等ꎮ③ 其中ꎬ发展国家经济ꎬ保持军事上的自力更生ꎬ避免
卷入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是提升国家抗御力的主要方式ꎮ④
此外ꎬ抗御力还预设了从国家层面向区域层面发展的逻辑ꎮ 正如迈克尔利弗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ｅｉｆｅｒ) 指出的ꎬ苏哈托预设了国家抗御力将在东南亚国家间得到更广的认同
与应用ꎬ并在区域合作中形成区域或东盟抗御力的路径ꎮ⑤ 现实发展也正如苏哈托所
规划的ꎮ １９７２ 年ꎬ时任印尼外长亚当马立克( Ａｄａｍ Ｍａｌｉｋ) 在东盟部长会议上首次
提出了“ 区域抗御力”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ꎮ 他指出:“ 区域抗御力可以增强每个成员

国及其人民在国家尽力的所有领域中的能力ꎬ以抗御和挫败各种不利于其协调发展的
外来干涉和负面影响” ꎬ⑥而实现区域抗御力的主要方式是区域国家间的协调与安全
合作ꎮ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ꎬ首届东盟首脑会议达成«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 巴厘协议» 等协
定ꎬ国家抗御力被写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第 １１ 条ꎬ区域抗御力被列入« 巴厘协
议» 序言ꎮ⑦ 此后ꎬ在国家抗御力与区域抗御力基础上ꎬ以区域自主为核心的东盟规范
逐步建立ꎮ
第二ꎬ抗御力产生的直接背景是印尼面临的内外处境以及当时政治 － 安全态势下
① Ｇａｒｙ Ｅ. Ｈａｎｓｅｎꎬ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１９７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Ｏｒｄｅ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ꎬ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
ｖｅｙ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７６ꎬ ｐ.１４７.
②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ｅｉｆｅｒꎬ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１９８９ꎬ ｐ.４.
③ Ｓｕｈａｒｔｏꎬ “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Ｊａｋａｒｔａꎬ １９７５ꎬ ｐ.８.
④ Ｓｈｅｅ Ｐｏｏｎ－Ｋｉｍꎬ “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ＡＳＥＡＮꎬ １９６７－１９７７” ꎬ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８ꎬ １９７７ꎬ ｐ.７５６.
⑤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ｅｉｆｅｒꎬ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ｐ.４.
⑥ 陆建人:“ 东盟的新安全观” ꎬ第 ４ 页ꎮ
⑦ ｈｔｔｐ: / / ａｓｅａｎ.ｏｒｇ / ｔｒｅａｔｙ－ ａｍｉｔｙ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 ａｓｉａ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２４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 １９７６ / ꎻ ｈｔｔｐ: / / ａｓｅａｎ.
ｏｒｇ / ? ｓｔａｔｉｃ＿ｐｏｓｔ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ｅａｎ－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２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９７６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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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对东南亚区域大国地位的谋求ꎮ 具体而言ꎬ国家抗御力首先是“ 九三零” 事件
后苏哈托谋求政权生存与合法性的主要工具之一ꎮ 正如缪赛亚阿拉加帕( Ｍｕｔｈｉａｈ

Ａｌａｇａｐｐａ) 所言ꎬ国家抗御力的建立与发展主要源于印尼面临的以下内部威胁:( １) 印
尼反殖民斗争的长期性带来的独立后国家建设困难的长期性ꎻ(２) 族群、文化、地理等
因素塑造的印尼国家脆弱性ꎻ( ３) 印尼军力羸弱ꎬ难以依靠自身实力确保国家安全ꎻ
(４) 军事与威权体制下面临的国内反对声音ꎻ( ５) 国内政治与族群冲突可能引发的外
部干涉ꎮ①

此外ꎬ国家抗御力向区域抗御力发展是在冷战影响东南亚、印尼与周边国家关系
变化的背景下ꎬ印尼通过推动区域自主的东南亚安全秩序来获取区域大国地位ꎮ 区域
抗御力的建设有赖于区域安全与经济合作ꎬ但苏加诺时期(１９６３ － １９６６ 年) 的“ 印马对
抗” 恶化了印尼与马来亚、新加坡之间的关系ꎬ而马来亚和新加坡又偏好以域外大国
的保证与庇护来实现区域安全ꎬ同时将印尼视为区域“ 霸权” ꎮ 因此ꎬ地区关系缓和是

苏哈托政府时期建设区域抗御力的前提ꎮ 在印尼主动释放善意后ꎬ马、新两国对区域
安全的认知开始转变ꎬ李光耀逐渐认识到域外大国保证下的东南亚中立区缺乏自主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ꎬ他曾倡议将区域抗御力融入东南亚和平、自由与中立区( Ｚｏｎ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ꎬ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ꎬ ＺＯＰＦＡＮ) 建设ꎬ并作为其基本理念ꎬ② 此后ꎬＺＯＰＦＡＮ

成为以抗御力塑造伙伴关系、谋求区域自主的平台ꎮ 在冷战蔓延至东南亚后ꎬ菲律宾、
泰国等国纷纷与美国建立了军事合作关系并在本国领土部署了美国的军事基地或设
施ꎮ 因此ꎬ在融入抗御力理念后ꎬＺＯＰＦＡＮ 便将移除此类基地与设施作为主要目标之
一ꎮ③
第三ꎬ上述政治与安全特性同样反映在东南亚安全秩序的建构路径上ꎮ 由于国家
抗御力强调综合的国家实力建设ꎬ区域抗御力以区域自主及实现印尼区域大国地位为
目标ꎮ 因此ꎬ冷战时期印尼为避免形成军事条约组织而明确拒绝东盟防务合作ꎮ④ 也
正因此ꎬ冷战时期东盟成员间形成了“ 重安全规范、弱军事机制ꎬ重协商一致、弱结盟
① Ｍｕｔｈｉａｈ Ａｌａｇａｐｐａꎬ “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ꎬ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Ｓｃａｌａｐｉｎｏ ｅｔ
ａｌ. ｅｄｓ.ꎬ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８ꎬ ｐ.５８ꎻ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ꎬ “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 ＡＳＥＡＮ Ｗａ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１９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７０－７１.
②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ｅｉｆｅｒꎬ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０ꎬ ｐ.７７.
③ Ｋｕｓｕｍａ Ｓｎｉｔｗｏｎｇｓｅꎬ “ Ｔｈｉ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ＳＥ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１１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１８５－１８６.
④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ｅｉｆｅｒꎬ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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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 的安全合作特征ꎬ并延续至今ꎮ 具体而言ꎬ为了缓解域内其他国家对本国潜在
霸权的担忧ꎬ也为了弱化安全机制建设在美苏之外形成“ 第三股力量” 的信号意义ꎬ更
为了从根本上规范域外大国的安全角色ꎬ印尼将安全规范而非军事机制作为抗御力实
践的重点ꎮ 冷战期间这种安全规范建设主要体现在综合安全上ꎬ冷战后则体现在合作
安全上ꎮ 上述两种安全规范的共同内核都是抗御力ꎬ其中综合安全直接反映了国家抗
御力在经济、政治等综合领域通过发展实现安全的逻辑ꎬ并强调在大国竞争中秉持
“不结盟” 原则ꎻ①冷战后ꎬ东南亚的两极格局转变为多元的域外大国参与模式ꎬ以规范
建设为重点、协商一致为主要方式ꎬ② 以东盟为核心的合作安全规范成为东盟与域外
大国互动的基础ꎬ区域抗御力是确保东盟协商一致对外的核心规范ꎬ并在 ２００３ 年继续

写入« 巴厘第二协定» ꎬ成为东盟安全共同体的核心规范ꎮ③ 这一规范与大国平衡这一
具体操作原则一同维护了东南亚的区域自主ꎮ

二

欧盟“ 韧性” 与东盟“ 抗御力” 的异同比较

虽然“ 韧性” 与抗御力产生于不同时代ꎬ分属不同区域ꎬ但两者并非迥然相异ꎬ而
是在内涵、特征及路径等方面体现出一致性ꎮ 本文认为ꎬ这种一致性具体表现在对国
家实力、区域安全及综合与合作的区域安全治理的共同强调ꎬ而这种一致性既由各自
形成背景、所处语境的相似所致ꎬ更因“ 韧性” 与抗御力在安全规范层面的直接联系而
成ꎮ 因此ꎬ一致性及背后的直接联系是“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成为两大区域主义共有核心理念的
关键ꎮ

第一ꎬ“ 韧性” 与抗御力均以政治 － 安全为重点领域ꎬ强调建设综合的国家实力以

应对相关领域的危机ꎮ 就安全领域而言ꎬ“ 韧性” 与抗御力共同应对的首先是防范内
源性的国家及区域危机ꎬ即欧盟“ 内部安全战略” 与印尼“ 新秩序政策” 及东盟相关文
件所强调的需要防范的政治( 政体) 安全威胁、社会安全威胁和经济安全威胁等ꎻ其次
是防范外源性的国家及区域危机ꎬ如外部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对欧
洲的“ 渗透” ꎬ冷战时期苏联的传统军事安全威胁等ꎮ 也正因此ꎬ“ 韧性” 与抗御力均强
① Ｍｅｌｙ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Ａｎｔｈｏｎｙꎬ “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ꎬ ＡＳＥＡＮ＠ ５０ꎬ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４ꎬ
２０１７ꎬ ｐ.１２６.
② 郑先武:“ ‘ 合作安全’ 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 ꎬ« 国际论坛»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ꎬ第 ７３ 页ꎮ
③ Ｒ. Ｊａｍｅｓ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ꎬ “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ｎｃｏｒｄ ＩＩ: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ꎬ Ｃｏｎｔｅｍ￣
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Ｖｏｌ.２６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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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建设综合的国家实力ꎬ因而体现出领域综合、层次多维的特征ꎬ即同时涉及安全、经
济、政治、社会等多个不同领域ꎬ涵盖国内、区域等多个不同层次的能力建设ꎮ
第二ꎬ“ 韧性” 与抗御力均以区域安全为实践重点ꎮ 其中ꎬ抗御力所强调的综合与
合作的安全建设方式在后冷战时期由印尼进一步推动并发展为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理
念ꎮ 而 ＥＵＧＳ 虽名为“ 全球战略” ꎬ但“ 韧性链” 又超越了欧盟的区域界限ꎬ前述“ 共同”

与“ 安全” 危机及“ 有原则的务实主义” 也表明ꎬ五大领域间的优先程度依次递减ꎬ因此
以“ 韧性” 为核心的“ 全球战略” 不啻为对追求国家利益至上的欧洲传统现实主义取向
的某种转向ꎮ 作为全球战略的 ＥＵＧＳ 实际上明显转向“ 欧洲优先” ꎬ对区域的内向性
取向显著ꎮ① 究其原因ꎬ韧性与抗御力间的两大一致性既源于上述相似的内外安全环
境ꎬ还源于欧盟与东盟在安全规范层面的直接联系ꎮ 这种联系曾表现为欧盟的共同安
全规范影响并塑造东盟的合作安全规范ꎮ 当前ꎬ韧性再次凸显了欧盟的共同安全理念
及其合作安全方式ꎬ同时还体现出与东盟韧性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区域自主逻辑ꎮ
第三ꎬ在区域安全上ꎬ抗御力强调综合与合作的安全治理ꎬ这主要体现在东盟合作
安全规范上ꎮ 该规范的形成受到欧盟共同安全理念的直接影响ꎬ后者形成于 １９８２ 年ꎬ
其核心在于拒绝安全的敌视或均势的方法ꎻ拒绝单边主义ꎬ偏好多边主义的“ 包容”

等ꎻ其实践载体主要是“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 ＯＳＣＥ) ꎮ② 此外ꎬ１９８６ 年戈尔巴乔夫

曾倡议按照“ 欧安会” 模式召开太平洋会议ꎬ③但这一倡议暗含了使东南亚卷入域外大
国安全之争的可能ꎬ与东盟抗御力形成了规范冲突ꎮ 冷战结束后ꎬ这种规范冲突得以
逐渐弱化ꎮ １９９４ 年ꎬ欧盟委员会在“ 走向亚洲新战略”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Ａｓｉ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中提出了建立稳定与平等的欧亚关系ꎮ 在获得东盟的积极回应后ꎬ１９９５ 年的欧盟马
德里峰会通过了有关亚欧会议( ＡＳＥＭ) 的文件ꎮ④ 翌年 ３ 月ꎬ首届亚欧会议的召开开
启了欧盟 －东盟制度化联系ꎮ 此后ꎬ双方围绕军控、裁军等全球军事安全议题ꎬ柬埔寨

危机、科索沃危机等区域传统安全议题ꎬ跨国犯罪、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展开了
政治 －安全互动ꎮ 东盟也逐渐接受共同安全的“ 安全领域综合、安全相互依赖、共同国
① 洪邮生、李峰:“ 变局中的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的重塑———新形势下中欧合作的机遇和挑战” ꎬ« 欧洲研
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ꎬ第 ６０－６１ 页ꎮ
② “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于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更名为“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ꎬ文中分别简称“ 欧安会” 、
“ 欧安组织” ꎮ
③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Ｋｒａｕｓｅꎬ Ｔｈｅ ＯＳ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ｓｉａꎬ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ＤＳＳꎬ ２００３ꎻ Ａｍｉ￣
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ꎬ “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ｏｃｋｐｉｔ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Ｒｉｖａｌｒｙ ?” ꎬ Ｗｏｒｌｄ Ｔｏｄａｙꎬ Ｖｏｌ.４３ꎬ Ｎｏ.８－９ꎬ １９８７ꎬ ｐｐ.
１５５－１５９ꎻ 转引自郑先武:“ ‘ 合作安全’ 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 ꎬ第 ７４ 页ꎮ
④ 汤绍成:« 欧盟与东亚的关系:一个多重视角的分析» ꎬ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ꎬ第 ８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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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责任、非挑衅性防御原则” 等内核ꎬ①并因地制宜融入了抗御力规范ꎬ强调基于开放、
包容的对话与协商的安全ꎬ②从而建构了东盟合作安全规范ꎮ
同样ꎬ在区域安全上ꎬ韧性亦凸显了欧盟对综合与合作的安全治理的重视ꎮ 具体
而言ꎬ东盟的抗御力在域内安全逻辑中更为强调综合安全能力建设ꎻ而在与域外大国
互动上更为强调区域自主ꎬ即区域事务由区域国家解决ꎬ一方面与域外大国保持一定
的安全合作ꎻ另一方面保持域外大国间实力的动态均衡( ｐｏｗｅｒ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ꎬ创造和平
的外部环境ꎮ 当前ꎬ欧盟的韧性合作安全取向亦体现在对周边安全的强调上ꎬ在合作
安全的逻辑下ꎬ实际的及潜在的敌人亦是实践共同安全的主要合作对象ꎮ③ 也正因
此ꎬ乌克兰危机后在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同时ꎬ欧盟亦与俄罗斯保持紧密的能源安
全合作ꎬ并在明确欧洲对俄安全自主———确保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同时ꎬ
强调将合作安全作为实现这种目标的基本理念ꎬ以与战略对手间的安全合作而非安全
防范为主要手段ꎬ④将“ 欧安组织” 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支柱ꎮ⑤
第四ꎬ在与主要域外大国的互动上ꎬ以“ 韧性” 为核心的欧盟“ 全球战略” 还体现出
与东盟相近的区域自主逻辑ꎮ 其中ꎬ东盟的区域自主以通过区域合作维护域内国家及
整个东南亚的政治 － 安全自主为核心ꎬ为此ꎬ东盟强调区域政治 － 安全合作同区域经济

合作相分离ꎮ 而域外大国与作为集体的东南亚的互动ꎬ即域外大国与东盟的互动主要
限于经济领域ꎬ其他有限的域内外政治 －安全互动须基于以抗御力为内核的合作安全
规范ꎮ 此外ꎬ东盟还通过运筹域外大国在东南亚实力的动态均衡以削弱后者对东南亚
的政治 －安全威胁ꎮ 当前ꎬ“ 韧性” 体现出与东盟相近的区域自主逻辑ꎬ这不仅包括上

述欧盟“ 全球战略” 明示的对俄安全自主ꎬ还包括未予明示的欧洲对美国的战略自主ꎮ
由于“ 全球战略” 发布于特朗普上台之前ꎬ因此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被阐述为 ＥＵＧＳ

“韧性链” 的主轴ꎮ 但特朗普上台后ꎬ“ 美主欧从” 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ꎮ 一方面ꎬ
美国长期利用同盟关系支配欧洲安全ꎬ其主导的“ 北约东扩” 和“ 全球战略” 中倡导的
基于合作安全与“ 欧安组织” 的周边安全路径存在矛盾ꎻ另一方面ꎬ特朗普政府的“ 北
① 郑先武:“ 中国－东盟安全合作的综合化” ꎬ«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ꎬ第 ５２ 页ꎮ
② Ｒａｌｆ Ｅｍｍｅｒｓ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Ｆ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Ｃｕｒ￣
ｚｏｎ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４－５.
③ [ 美] 沃伊切克马斯特尼、朱立群主编:« 冷战的历史遗产:对安全、合作与冲突的透视» ꎬ聂文娟、樊超
译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第 ５５、６８－６９ 页ꎮ
④ [加] 阿米塔阿查亚:« 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 ꎬ袁正清、肖莹莹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１５１ 页ꎮ
⑤ “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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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过时论” ꎬ支持“ 英国脱欧” 并防范德国对欧潜在领导ꎬ在军费分担问题上的强硬态
度ꎬ以及“ 美国优先” 战略下拒绝欧洲国家继续“ 搭便车” 的“ 利益再平衡” 等言行直接
冲击了美欧同盟关系ꎮ 这为欧盟强化自身实力ꎬ尤其是硬实力提供了契机ꎬ也正因此ꎬ
欧盟对美战略自主的目标与“ 全球战略” 强调的欧盟军事防务力量建设相辅相成ꎮ 实
际上ꎬ欧盟早在 ２００７ 年的« 欧洲的未来» 白皮书中就坦言:“ 在强权甚于规则的当下ꎬ
将欧洲塑造为一种‘ 软权力’ 的做法将不再有效” ꎮ①

但是ꎬ上述韧性与抗御力的一致性并不能掩盖其中的差异性ꎮ 笔者认为ꎬ这种差

异性主要体现在韧性与抗御力的规范扩散路径上ꎬ即借由“ 全球战略” 所体现的韧性
的规划路径与东南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抗御力建设路径并不一致ꎮ 其中ꎬ前者强调由
国内扩散到区域再扩散至全球ꎬ具有外向性ꎬ而后者强调由国内扩散至区域ꎬ以区域为
界限ꎬ具有内向性ꎻ前者以经济合作“ 外溢” 政治 － 安全领域ꎬ而后者以政治 － 安全规范
与秩序建构推动经济合作ꎮ
第一ꎬ抗御力在长期的区域实践中成为一种规范ꎬ其中体现出由东南亚国家到东
南亚区域的规范扩散路径ꎬ这一路径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与内向性ꎮ 具体而言ꎬ抗御力
的实践路径主要表现为由“ 新秩序政策” 内的国家理念向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为代表
的区域安全规范转变ꎬ以国家理念与区域规范融合基础上的区域机制建构来推动区域
安全治理ꎮ 基于抗御力的产生与发展ꎬ东盟安全治理已经实现了由抗御力治理到综合
安全治理再到安全共同体治理的发展ꎮ②
基于抗御力的规范扩散与安全治理具有国家倡议与驱动的特征ꎮ 在冷战时期ꎬ抗
御力由国家观念发展为区域规范并嵌入东盟这一区域机制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印尼的
区域实践ꎻ在后冷战时代尤其是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时期ꎬ东盟抗御力的实践
仍以国家为主轴ꎬ以东南亚为界限ꎬ国家与区域抗御力是东盟安全共同体首要的、最基
本的一项原则ꎮ③ 在 ２００４ 年发布的« 东盟安全共同体计划» ( ＡＳＥ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 万象行动计划» ( Ｖｉｅｎｔｉａｎ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以及 ２００９ 年发布的« 东
盟政治 －安全共同体蓝图» ( ＡＳ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等系列文件

中ꎬ抗御力与综合安全已被确认为东盟的基本价值规范ꎬ合作安全也成为东盟维持与
① “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ｓｉｔｅｓ / ｂｅｔａ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ｆｉｌｅｓ /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ｏ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ｅｎ.ｐｄｆꎬ ｐｐ.８－９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② 参见韦红、颜欣:“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模式变迁———从抗御力到安全共同体” ꎬ«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ꎬ第 １５９－１６８ 页ꎮ
③ 陆建人:“ 东盟的新安全观” ꎬ第 ４－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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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对话伙伴国良性互动的基本规范ꎬ而对外以大国平衡维持域外大国实力的动态均
衡可与对内以抗御力或综合安全实现域内安全形成良性互动ꎮ
欧盟的“ 全球战略” 尚处于战略架构的规划阶段ꎬ但上文分析表明ꎬ欧盟的韧性是
一个宽泛的、开放的区域理念ꎬ它虽然强调对欧洲区域一体化、对 ＣＦＳＰ 的反思与应
对ꎬ但“ 韧性链” 在层次上亦涉及区域周边、跨区域及全球层次ꎮ 正因此ꎬ韧性在概念
与实践上并不以欧盟为边界ꎬ而是推动与欧盟安全利益攸关的国家与区域的韧性ꎬ如
乌克兰、中亚、北非的韧性已是“ 全球战略” 的题中之义ꎮ① 此外ꎬ鉴于跨国公司、非政
府间国际组织等欧洲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的广泛存在与显著作用ꎬ韧性的实践主体也
将不限于主权国家ꎮ 但在“ 韧性链” 的五个环节中ꎬ欧盟的实践偏好或实践顺序仍不
明确ꎬ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可能:一是遵循由内而外、循序渐进的原则ꎬ即以共同体内部
的社会与国家韧性为基础与起点ꎬ依次建设至全球其他国家与区域的韧性ꎻ二是遵循
多层次、多轨并行的原则ꎬ即在以共同体内部的社会与国家韧性为基础与起点的同时ꎬ
展开“ 韧性链” 其他环节的韧性建设ꎮ 但无论哪种路径方式ꎬ相对于东盟抗御力而言ꎬ
欧盟的韧性规划路径具有显著的外向性ꎮ 正如阿米塔阿查亚(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所
言ꎬ东盟的规范性角色反映的是它对维护地区稳定、反对大国主宰和干涉的关心ꎬ而欧
盟追求的规范性角色旨在吸引较小的国家ꎬ并不可避免地带有“ 必要的” 对外干涉措
施ꎮ②

第二ꎬ根据“ 全球战略” 的规划及韧性对欧盟规范的路径依赖ꎬ韧性在政治 － 安全

领域目标的实现以经济领域为基础ꎮ 欧盟“ 全球战略” 文件指出ꎬ和平、繁荣与民主等
欧盟基本价值正备受考验ꎬ其中确保繁荣是欧盟通过推动规则基础上的治理ꎬ是实现
欧盟安全、周边安全与全球目标的基础ꎮ③ 此外ꎬ诞生之初的欧共体也内含了经济对
政治“ 外溢” 的逻辑ꎬ此后欧共体尽管受到苏联的安全威胁ꎬ但在共同体方式的实施过
程中ꎬ区域内部的市场、社会需求以及自由主义价值观成为推动欧共体( 欧盟) 进一步
发展的动力ꎮ 因而欧盟更多体现出积极调试的姿态和强市场、弱国家的结构性特征ꎬ
以及强调价值规范扩散优先的特点ꎮ 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ꎬ“ 全球战略” 及韧性也延
续了这种以经济为主要领域ꎬ兼顾政治 －安全的规范建构与扩散特征ꎮ
①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②
③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ｐ.９.
[ 加] 阿米塔阿查亚:« 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 ꎬ第 １５２ 页ꎮ
“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ｐ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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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抗御力在由国家理念发展至区域理念、区域规范的进程中ꎬ形成了以政治 － 安

全领域为目标指向ꎬ以政治 －安全规范与秩序建构推动经济合作的规范扩散路径ꎮ 例
如ꎬ实现国家独立ꎬ强化国家认同及谋求区域自主是东盟创始国的共同目标ꎬ也是主要
推动国之一的印尼的主要国家利益ꎮ 就区域建构而言ꎬ自 １９４５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至 １９６７ 年东盟正式成立ꎬ东南亚的区域主义孕育于“ 旧区域主义” 时期ꎮ 在这波区

域合作浪潮中ꎬ亚非拉地区开展区域合作的目的主要是应对两极对峙带来的安全威胁
和欧共体成立带来的外部经济压力ꎮ 因此ꎬ抗御力反映了东盟应对外部政治 － 安全威
胁的被动性ꎮ 相对欧盟而言ꎬ东盟形成了强国家、弱市场的结构ꎮ 就国家层面而言ꎬ在
苏加诺政府时期ꎬ抗御力之于印尼的最大意义在于强化国家认同感ꎬ① 而在苏哈托政
府时期ꎬ抗御力的实践由国家向区域拓展是印尼为通过规范设置谋求区域领导权、挑
战域外大国在东南亚支配地位的有效途径ꎮ②

三

“ 韧性” 与“ 抗御力” 差异性的成因与当下影响

在时间上ꎬ虽然“ 韧性” 形成于后冷战时代而抗御力产生于冷战时期ꎬ但两者在当
前具有同时代性ꎮ 上文比较分析表明ꎬ当前欧盟对区域与安全的重新审视使得“ 韧
性” 成为两大区域主义的共同核心概念ꎮ 与此同时ꎬ欧盟语境下的韧性与东盟语境下
的抗御力在规范扩散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ꎮ 简而言之ꎬ韧性与抗御力在规范语境、规
范设置行为体及规范 －机制关系等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各自规范的形成ꎬ这种差异也使
韧性与抗御力对欧盟与东盟及其各自规范产生了路径依赖ꎮ

第一ꎬ韧性与抗御力立足的基本语境分别是欧洲的区域主义与东南亚分区域主
义ꎬ欧盟与东盟分别是上述两种区域主义的主要形式及载体ꎬ其存在的本质差异决定
了韧性与抗御力在规范扩散路径上的不同ꎮ 其中ꎬ东盟是一种国家驱动的区域主义发
展模式ꎮ 该模式基于东盟规范展开域内合作ꎬ并强调区域安全事务与区域经济事务的
分离ꎮ 由于冷战时期东南亚国家对美国、苏联、中国等域外大国的态度不尽一致ꎬ谋求
区域领导地位的印尼成为弥合分歧、推动区域安全合作的主要推动者之一ꎮ 由此ꎬ东
南亚在实践中形成了以限制使用武力解决国家间争端、不干预主义、区域问题区域解

① 马凯硕、孙合记:« 东盟奇迹» ꎬ第 １５３－１５４ 页ꎮ
②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ꎬ “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ꎬ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５９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６２９－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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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协商与共识等东盟规范为基础ꎬ长期偏重国家安全ꎬ① 以大国间的动态均衡平衡来
削弱域外大国安全威胁的区域安全模式ꎮ②
当前ꎬ作为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基本规范ꎬ抗御力主要影响了东盟以“ 一种声音” 处
理与域外大国间的安全关系ꎬ运筹这一关系的主要机制平台是东盟地区论坛( ＡＲＦ) ꎮ
该论坛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ꎬ目前是亚太地区唯一的多边安全机制ꎬ其延续了抗御力、合作

安全以及对“ 弱机制” 与“ 第二轨道外交” 的关注ꎬ成为东盟内部关系与域内外关系的
契合点ꎮ③ 东盟地区论坛在缓冲美国奥巴马政府“ 重返亚太” 政策对东南亚的影响以
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海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ꎬ有效避免了涉及域外大国的
安全事务成为东盟的主要议程ꎮ 同时ꎬ其对东盟的集体发声ꎬ东盟与域外国家间的协
商与一致并照顾域外国家舒适度(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ｌｅｖｅｌ) 的强调均体现了抗御力的当下影响ꎮ

相对于东盟的政府间合作模式ꎬ欧盟区域主义则是一种以成员国让渡或集中部分

主权为前提ꎬ以“ 共同体逻辑” 为基本方式ꎬ以经济对政治 － 安全“ 外溢” 为主要路径的
发展模式ꎮ④ 加之美欧同盟关系对欧洲安全与防务的主导作用ꎬ安全战略长期以来是

欧盟区域主义中发展偏弱的领域ꎮ 但与此同时ꎬ欧盟又发展了具有自我特征的全球角
色ꎬ即其作为“ 规范性力量” ꎬ以软实力输出的方式参与其他地区及全球治理ꎮ 也正因

此ꎬ欧盟长期以来致力于自身规范与制度的输出ꎮ 韧性正是形成于欧盟全球作用稳定
而区域安全战略实践受阻的双重背景下ꎮ 因此ꎬ韧性具有更宽泛的层次内涵ꎬ以韧性
为核心的“ 全球战略” 仍然延续了欧盟的跨区域与全球角色ꎬ只是鉴于当前区域内部
及周边严峻且复杂的安全威胁而侧重对欧盟内部的国家以及欧盟自身的韧性建设ꎮ
第二ꎬ韧性与抗御力分别反映了欧盟与东盟在应对域内外安全威胁上的主动调适
与被动应对的差异ꎮ 这种差异首先源于规范设置行为体的不同ꎬ后者又反映了各自不
同的规范设置驱动力ꎮ 就政治 －安全领域而言ꎬ欧盟是域内行为体驱动的基于超国家
一体化的安全共同体ꎮ 这一安全共同体在模糊主权国家间界限的同时ꎬ也逐渐形成了

① Ｍｅｌｙ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Ａｎｔｈｏｎｙꎬ “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ꎬ ｐ.１２４.
② 参见李峰、郑先武:“ 区域大国与区域秩序建构———东南亚区域主义进程中的印尼大国角色分析” ꎬ« 当
代亚太»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第 ７５－７６ 页ꎮ
③ [ 加] 江忆恩:“ 亚洲方式的神话? 解释东盟地区论坛的发展” ꎬ[ 德] 赫尔戈哈夫滕多恩、[ 美] 罗伯特
基欧汉、[ 美] 西莱斯特沃兰德主编:« 不完美的联盟:时空维度的安全制度» 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版ꎬ第 ２５７－２６１ 页ꎮ
④ 洪邮生:“ 欧洲国际关系演进的现实逻辑和价值取向刍议” ꎬ« 欧洲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ꎬ第 ４４－４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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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开放的区域边界的认可ꎬ即“ 去边界” ꎮ① 欧洲一体化的主要诉求与推动力来自欧洲
国家ꎬ即大国与中等强国间的合作ꎻ而超国家的一体化决定了欧洲的安全合作是一种
“欧洲的合作” 而非“ 欧洲国家间的合作” ꎮ② 因此ꎬ韧性的出现ꎬ尤其是“ 韧性链” 对国

家与社会韧性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欧洲传统的安全规范轨道ꎮ 这种偏离体现
了一体化进程中对国家属性的再强调ꎬ也反映了在这一进程中国家与超国家间的紧张
关系ꎮ 同时ꎬ作为主动调整应对当前欧洲困局的举措ꎬ韧性对欧洲传统安全规范的偏
离ꎬ一方面源于欧洲需要强调国家韧性ꎬ以求彻底摆脱欧债危机ꎻ另一方面源于欧洲需
要强调共同体韧性ꎬ以应对一体化的离心力ꎮ 也正因此ꎬ韧性的内在紧张使其被认为
是一个存在“ 内在缺陷” 的模糊术语(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ｎｃ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ꎮ③

相对而言ꎬ东南亚区域主义的产生及其规范建构是域内外行为体竞争背景下内生

区域主义超越外生区域主义的结果ꎮ 其中ꎬ域外行为体主要是大国与中等强国ꎬ而内
生区域主义的主要驱动力则是中小国家ꎮ 具体而言ꎬ东盟的诞生面临域外大国推动的
竞争性区域倡议与行动的阻碍ꎮ 在二战结束至东盟成立期间ꎬ英国、法国和荷兰等传
统“ 宗主国” 纷纷重返东南亚ꎬ美国也逐步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东南亚ꎮ 期间ꎬ域外大国
在东南亚形成了三种区域治理方式:一是传统殖民模式的重建ꎬ即法国与荷兰企图恢
复二战前的殖民模式ꎻ二是以军事领域为主的区域合作ꎬ如美国推动的东南亚条约组
织( ＳＥＡＴＯ) ꎬ该组织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标ꎬ对域内国家软硬兼施ꎻ④三是以经济领域

为主的区域合作ꎬ此类区域合作主要由英国推动ꎬ其对内生区域主义的竞争性与影响
也最大ꎮ 在东南亚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兴起的情况下ꎬ英国选择以区域合作恢复其在
东南亚的地位ꎮ 为此ꎬ英国外交部拟定在经济与政策领域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东南亚的
区域防务安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以实现英国在东南亚的区域霸权( ｈｅｇｅｍ￣
ｏｎｙ) ꎬ进而以英联邦为纽带重振英国的帝国地位ꎮ⑤

在域外国家推动的殖民主义、竞争性的区域军事与经济合作在东南亚兴起的同

时ꎬ内生区域主义也在印尼的推动下逐渐兴起ꎮ 东南亚虽未成为二战的主战场ꎬ但亦
① [ 丹] 奥利维弗:“ 西欧非战共同体中的不安全、安全ꎬ以及非安全” ꎬ[ 以] 伊曼纽尔阿德勒、[ 美] 迈
克尔巴涅特主编:« 安全共同体» ꎬ孙红译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第 ８３－８４ 页ꎮ
② [ 荷] 吕克范米德拉尔:« 通向欧洲之路» ꎬ任轶、郑方磊译ꎬ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２０１６ 年版ꎬ第 ７ 页ꎮ
③ Ａｎｎｅｇｒｅｔ Ｂｅｎｄｉｅｋꎬ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ｐｐ.２－３.
④ Ｐｅｔｅｒ Ｌｏｗｅｒꎬ Ｃｏｎｔｅｎ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１９４５－６５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９ꎬ ｐ.８.
⑤ Ｄａｎｉｅｌ Ｏａｋｍａｎꎬ Ｆａｃｉｎｇ Ａｓｉａ: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ｍｂｏ Ｐｌａｎꎬ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ａｎｄａｎｕｓ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２８－ ３１ꎻ
转引自李峰:“ 国家身份如何塑造区域认同———以东南亚的区域大国‘ 身份地位化’ 为例” ꎬ« 南洋问题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ꎬ第 ２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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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首当其冲:一方面ꎬ东南亚因盛产大米、锡、橡胶、石油等成为战时日本重要的
战略后勤基地ꎬ因此在日本投降后ꎬ东南亚各国均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与生存危机ꎻ另
一方面ꎬ日本的侵略也激发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ꎬ以至于东南亚众多弱小国家中
的民族主义者在战后对重返东南亚的欧洲大国均采取敌视态度ꎮ① 东南亚的民族主
义在催生内生区域主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ꎬ其中又以印尼的角色最为突出ꎮ 印尼苏加
诺政府时期哈达内阁(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８ 年) 确立的“ 独立与积极的”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

ｔｉｖｅ) 外交政策成为印尼早期区域合作探索的指导思想ꎬ印尼逐渐将实现本国的东南亚
区域大国地位与推动东南亚区域合作“ 双轨并行” ꎮ② 在此基础上ꎬ印尼在发起 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和成功召开中扮演了关键的“ 区域领导” 角色ꎮ③ 这既使印尼在东南亚国
家间树立起政治大国形象ꎬ也成功将东南亚的区域合作由亚非跨区域合作引导至东南
亚合 作 的 轨 道ꎮ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ꎬ 东 南 亚 国 家 间 小 多 边 区 域 合 作 组 织 “ 马 菲 印 多 ”

( Ｍａｐｈｉｌｉｎｄｏ) 的建立为印尼探索领导区域合作积累了机制建设的经验ꎮ 最终ꎬ在印尼

的领导下ꎬ东南亚的中小国家在应对外部安全威胁中走上了政府间区域合作的道路ꎮ
迄今ꎬ东盟仍是中小国家间的政府间合作机制ꎬ并在整体上发挥着中等强国的国际角
色ꎮ
第三ꎬ韧性与抗御力的差异还源于规范与机制间的关系差异ꎮ 其中ꎬ东盟抗御力
规范形成的路径是在行为体的推动下形成共有规范认知ꎬ继而建构区域机制ꎬ形成区
域规范ꎬ以区域规范影响区域治理ꎮ 当前的欧盟韧性则形成于既定区域机制与区域治
理框架内ꎮ 具体而言ꎬ抗御力规范推动了东盟的产生ꎬ也塑造了区域治理的“ 东盟方
式” ( ＡＳＥＡＮ ＷＡＹ) ꎮ 作为东盟主要的决策方式ꎬ“ 东盟方式” 以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

政为前提ꎬ以协商与一致为主要途径ꎬ以寻求区域整合为主要目标ꎮ④ 在具体决策时ꎬ
“ 东盟方式” 又以照顾各方舒适度为前提ꎬ以举手表决进行反复协商直至达成共识为
主要过程ꎬ其决策结果多采用无法律约束力的“ 共同宣言” 、“ 共同声明” 、“ 共同行动计
划” 以及一般性的区域间合作协定ꎬ体现出典型的“ 软法律” 与“ 弱机制” 特征ꎮ⑤

① Ｔｉｌｍａｎ Ｒｅｍｍｅ: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１９４５ － ４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１９９５ꎬ ｐ.２９.
② 参见李峰:“ 国家身份如何塑造区域认同———以东南亚的区域大国‘ 身份地位化’ 为例” ꎬ第 １６－１７ 页ꎮ
③ 郑先武:« 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 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２４８ 页ꎮ
④ [ 印尼] 戴维福耳图那安瓦尔:“ 国内及亚洲区域变化对印尼对外政策的影响” ꎬ« 南洋资料译丛»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ꎬ第 ２８ 页ꎮ
⑤ 郑先武:“ 区域间主义与‘ 东盟模式’ ” ꎬ«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ꎬ第 ４４－５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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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ꎬ“ 东盟方式” 雏形的产生要早于其他东盟规范及东盟本身ꎬ① 并受
到印尼及其推动的抗御力规范的直接影响ꎮ 沃伊切克马斯特尼认为ꎬ印尼村社文化
及其传统的处理争端的方式奠定了“ 东盟方式” 的基础ꎮ② 这种村社文化主要影响了
舒适度原则及协商与一致的决策方式的确立ꎬ而抗御力对国家及区域安全ꎬ对政府间
合作并实现区域合作的重视促进了“ 东盟方式” 对主权平等与互不干涉内政前提的确
立ꎮ 在抗御力之外ꎬ东盟创始国领导人间的密切交往、创始国间相似的文化、东盟管理
规范亦被成员国共同认可ꎬ东盟这一机制所带来的互动进程与社会化进程等共同塑造
了“ 东盟方式” ꎮ③ 但形成于抗御力规范基础上的东盟安全治理的效果依然有限ꎬ其对
东南亚内部的主要作用是应对贩卖人口、毒品走私及海盗活动等非传统安全ꎬ④ 对区
域外部作用的主要领域是地区热点事件的“ 去安全化” ꎮ

相较而言ꎬ韧性既不产生于欧盟之前ꎬ也不形成于欧盟建立之初ꎬ而是诞生于欧盟

的深度发展期ꎮ 换言之ꎬ韧性的产生与发展需要适应欧盟业已稳固的区域规范与机
制ꎬ并与现有的欧洲安全治理方式相适应ꎮ 而且ꎬ欧盟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 法律
实现一体化” 的规范特征ꎬ其规范的产生需要与各成员国法律体系相碰撞、相适应ꎮ
因此ꎬ欧盟规范的产生及其效用发挥较之于东盟规范具有“ 硬法律” 、“ 强机制” 的特

征ꎮ 有学者认为ꎬ东盟偏好没有约束力的规范和相对模糊的条文ꎬ更倾向于依靠外交
协调而不是授权仲裁来解决争端ꎬ而欧盟偏向于约束力、明确性和授权性高的法律来
实现区域治理ꎮ⑤
近年来ꎬ欧债危机背景下欧洲的规范性力量角色受到经济危机的挑战ꎬ引发了
“市场性力量欧洲” 与“ 规范性力量欧洲” 的辩论ꎬ⑥ 强调硬实力的韧性实际上正是“ 规
范” 与“ 市场” 间紧张关系的一种体现ꎮ 此外ꎬ长期以来欧洲在安全治理上已形成了机
制分工的格局ꎬ即欧盟主管非传统安全ꎬ尤其是域内非传统安全ꎬ而北约主司传统安
①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ａｃｋｅꎬ ＡＳＥＡＮ’ 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１６－３１ꎻ 转引自李峰:“ 国家身份如何塑造区域认同———以东南亚的区域大国‘ 身
份地位化’ 为例” ꎬ第 ２０ 页ꎮ
② [ 美] 沃伊切克马斯特尼、朱立群主编:« 冷战的历史遗产:对安全、合作与冲突的透视» ꎬ第 ２９－３０ 页ꎮ
③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ꎬ “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 ＡＳＥＡＮ Ｗａ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１９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５５－８４.
④ 宋宝雯、方长平:“ ‘ 东盟方式’ 与东盟对区域合作的主导作用” 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ꎬ第 １１８ 页ꎮ
⑤ 周玉渊:« 从东盟到东盟共同体:东盟决策的模式与实践» 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第 ２３９－ ２４１
页ꎮ
⑥ 参见王展鹏:“ ‘ 规范’ 和‘ 市场’ 之间:欧债危机背景下的欧盟力量研究” ꎬ«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ꎬ第
７－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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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ꎬ尤其是周边与全球安全ꎮ 这主要源于周边安全威胁始终与欧洲的安全及其安全合
作具有互构关系ꎬ从苏联威胁到当前的东部与南部安全威胁ꎬ周边安全威胁始终是美
欧之间进行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合法性来源之一ꎮ 同时ꎬ这种机制分工也存在交叉与争
议ꎮ 当前ꎬ强调军事实力、区域自主与对美战略自主的韧性的主要作用是弥补欧盟在
机制层面的安全角色ꎬ尤其是缓和周边安全困境ꎬ发挥机制修补的作用ꎮ
综上所述ꎬ不同的区域主义道路、不同的行为体构成与驱动力、不同的规范 － 机制
关系塑造了欧盟韧性与东盟抗御力在规范路径上的差异ꎮ 其中ꎬ东盟抗御力是一种内
外融合的合作型区域规范ꎮ 在东盟产生前ꎬ抗御力理念融合了主权、国家等威斯特伐
利亚体系的基本概念与爪哇村社文化等本土性规范ꎬ进而推动了东盟基本规范的逐步
确立ꎮ 在东盟建立后ꎬ抗御力又将国家安全、区域组织等外部概念与东南亚内部文化
相融合ꎬ建构了东南亚安全领域独特的“ 合作文化”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ꎮ① 此外ꎬ抗御
力规范的建构路径表明ꎬ其“ 溢出” 东南亚须以一种新的区域建构及印尼在其中发挥
领导作用作为必要条件ꎮ 因此ꎬ当前抗御力仍具有内向性ꎮ 相对而言ꎬ韧性则是一种
内生的输出型规范ꎬ它诞生于当前欧盟规范业已固化的微调期ꎮ 在区域内部层面ꎬ韧
性体现了欧盟对一体化的反思ꎬ彰显了欧洲对区域与安全价值的重视ꎻ在战略层面ꎬ对
周边安全的重视决定了韧性具有“ 外溢” 至区域以外的特性ꎻ而在规范与法律层面ꎬ韧
性的发展遵循的是欧盟长期致力于捍卫与输出的民主、法制、人权、自由等全球性规范
的逻辑ꎮ

四

结论

上述比较研究表明ꎬ首先ꎬ“ 同词异译” 的韧性与抗御力在概念层面存在异同ꎬ这
种异同源于两者在规范与机制层面的直接联系与相互影响ꎮ 其中ꎬ欧盟与东盟对国家
实力、区域安全、综合与合作的安全治理的共同重视使得“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成为当今全球两
大典型区域主义的共有核心概念ꎮ 但是ꎬ这种共有核心概念并不意味着欧盟与东盟在
安全战略实施路径上的一致ꎮ 不同的区域主义语境、不同的行为体与驱动力、不同的
规范 － 机制关系塑造了欧盟与东盟不同的安全战略ꎬ也决定了实践韧性 / 抗御力模式
的差异ꎮ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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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在概念一致性方面ꎬ东盟抗御力与欧盟韧性也反映并代表了当前 “ ｒｅｓｉｌｉ￣

ｅｎｃｅ” 在全球尤其是欧美日趋普遍化的趋势ꎬ除了欧盟“ 全球战略” 产生之前的文本与
战略ꎬ２０１７ 年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亦专门论述了“ 美国的韧性”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ꎮ① 本

文认为ꎬ韧性概念的普遍化反映了当前全球化与区域合作的衰弱趋势ꎬ同时也是对该
趋势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应对方式ꎮ 文中韧性与抗御力的比较表明ꎬ对全球化、区域主
义中的国家以及国家安全的再次强调是应对这种衰弱趋势的主要途径ꎮ 同时ꎬ欧盟一
体化进程中的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间的矛盾关系进一步凸显ꎬ韧性概念的内在张
力表明两种主义间的紧张将甚于融合ꎬ民族国家的角色在“ 全球战略” 乃至当前欧洲
区域主义中也将进一步强化ꎮ 在概念差异性方面ꎬ东盟更久远的抗御力实践史可为欧
盟韧性的实践提供有益经验ꎬ尤其是在国家与区域安全平衡、域内与域外平衡上ꎮ 综
合一致性与差异性ꎬ欧盟与东盟的比较研究或者说比较区域研究需要一种更为折中的
共识性分析框架ꎬ抽取共有核心概念进行比较或能成为这一框架建立的基础ꎮ 因此ꎬ
在当前区域研究话语多样、观点不一的现状下ꎬ比较区域研究可以成为区域研究消弭
分歧的一个有效的子领域ꎮ
最后ꎬ比较区域主义既可以指存在直接联系的两种或几种区域主义ꎬ也可以是不
存在直接联系的区域主义ꎬ而比较区域研究更侧重对不同区域在实践层面的实证比
较ꎬ因而具有直接联系的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更能凸显研究价值ꎮ 但是ꎬ以往的研究
尤其是欧亚区域比较通常偏重分析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成功模式以及经验与模式
的“ 外溢” ꎬ具有一定的“ 欧洲中心化” 色彩ꎮ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作为欧盟与东盟的共有核心

概念ꎬ以及韧性与抗御力的比较分析表明ꎬ同词异义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即是联系欧盟与东
盟的直接纽带ꎬ并且欧盟发展的路径亦能从东盟获得实践与经验基础ꎮ

( 作者简介:李峰ꎬ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ꎻ责任编辑: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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