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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巴里 布赞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英国学派或其他什么学派, 但却成了公认的英国学派新一

代的领军人物。挑战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经历和建树使他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 对多元方

法论的遵从又使他能与英国学派的学统交融。他的视野和成就使他无论在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界

还是在英国学派的理论家中都能独树一帜, 同时也使他成为 重聚 英国学派的理想人选。他属

于英国学派, 但也是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他实际上早已经超越了一个学派的限

制, 并一直以这样一种方式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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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巴里 布赞 ( Barry Buzan) 在中

国国际关系学界和世界历史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人都把他视为英国学派的新一代领军人

物, 并把他与怀特、布尔和文森特等人并列起来。但是, 布赞本人却不把自己归属于英国学派,

尽管他公开号召 重聚 英国学派, 为英国学派的复兴提出了具体的议程, 并在最近几年把自

己的主要研究兴趣转向英国学派。对英国学派和巴里 布赞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发现, 布赞与英国

学派的前几代领军人物在学术思想和方法上有很大区别, 突出标志或许是布赞在学术方法上更加

社会科学化 乃至 美国化 。当然, 布赞的治学之道和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们也不尽

相同。笔者认为, 布赞与英国学派的关系和布赞头上被人置放的 英国学派领军人物 的光环,

可能恰恰是英国学派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时代缩影; 英国学派所能提供给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启发

和借鉴, 也恰恰能从布赞的学术之路和他与英国学派的关系中展示出来。

一

巴里 布赞 1940年代生于英国伦敦, 在加拿大北方长大, 成人后又返回英国求学, 以后一

直在英国居住和工作, 具有英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布赞 1968年毕业于英国哥伦比亚大学, 获

学士学位; 1973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获博士学位。他曾经在英国考文垂郊外的沃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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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U niversity o fW arw ick) 任教 20余年, 同时担任著名的丹麦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的安全研

究项目主任, 并成为安全研究中 哥本哈根学派 的领军人物。 1996年, 布赞教授移至伦敦的

威斯敏斯特大学任教。2003年, 他又受聘于伦敦经济学院, 回到母校继续他的教授生涯。

布赞教授在英国和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早在 1988 1990年, 布赞就曾当选过英国国际关

系学会主席; 1993 1994年当选为 (北美 ) 国际关系学会副理事长。 1998年, 布赞被遴选为英

国科学院院士。从 1999年开始, 他成为英国学派 重聚 项目的总协调人。除了理论研究之

外, 他还参加有关欧洲、南亚、南非和东亚安全的公共政策讨论。

布赞教授治学勤奋, 著述颇丰,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诸多领域, 特别是在安全复合体理论、世

界历史与国际体系和英国学派研究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其代表性著作包括 人民、国家与恐惧:

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 ( Peop 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 iona l Security Prob lem in Interna-

t iona lRe lations, 1983, rev ised 2nd edn. 1991); 战略研究导论: 军事技术与国际关系 ( An In-

troduction to Strateg ic Studies: M ilitary Techno logy and Internationa lRe lations, 1987); 无政府的逻

辑: 新现实主义到建构现实主义 ( The Log ic o fAnarchy: N eorealism to Structura lRealism, 1993,

w ith Charles Jones and R ichard L ittle); 安全: 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 Security: A N ew Fram ewo rk

for Ana lysis, 1998, w ith O leW ver and Jaap deW ilde); 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 ( TheA rm sDy-

nam ic in W orld Po litics, 1998, w ith E ricH erring);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 国际关系研究的再

构建 ( International System s in W orld H istory: R em aking the Study o f Internat iona lRe lations, 2000,

w ith R ichard L ittle); 地区与权力: 国际安全的结构 ( Region and Pow ers: the Structure o f Inter-

national Security, 2003, w ith O leW ver) 和 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 英国学派理论与全球化的

社会结构 ( F rom Internat iona l toW orld Soc iety: Eng lish Schoo lTheory and the Soc ial Structure fo G lo-

balization, 2004) 等。布赞的著述不仅记录着他在学术之路上的脚步, 而且也印证着他与英国学

派的关系。

二

早在 1983年, 布赞教授就推出了他的 人民、国家与恐惧: 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

(第一版 ), 提出了一种新的安全概念和一种新的研究框架。布赞认为, 现实主义并没有把 安

全 和 权力 区分开来; 传统的安全研究偏重于军事, 而批评现实主义执迷战争的自由主义

者在安全的概念方面也没有什么建树; 行为主义的科学分析、价值中立和量化的特征都是与安全

概念相矛盾的, 干扰了安全研究。布赞试图在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结构与相互依存的互动之间架设

一座桥梁, 并把国际研究中许多彼此孤立的理论和分析领域结合到一起, 从而提出了一种新的安

全观念和一种新的安全研究范式。在这本书中, 布赞提出了区域层次分析和领域分析的方法, 构

建了他的地区安全复合理论 ( RSCT) , 推动了安全研究的拓展。这本书不仅奠定了布赞在西方学

术界安全研究方面一流学者的地位, 而且还为他以后学术生涯的独特视角和多元论方法奠定了基

础。
[ 1]

人民、国家与恐惧 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开山之作, 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

后来与人合著的 安全: 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和 地区与权力: 国际安全的结构 都是在这本

书基础上的发展和升华。 1996年时, 布赞等人的批评者麦克斯威尼 (M csw eeney ) 和诺伊曼

(N eum ann) 开始用 哥本哈根学派 称呼布赞等以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为中心、居住在北欧的研

究者。 哥本哈根学派 由此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专用名词,并使布赞等人为更多人所熟知。

1993年, 布赞与查尔斯 琼斯和理查德 利特尔合著的 无政府的逻辑: 新现实主义到建

构现实主义 , 使布赞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声誉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他们在对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

论进行批判的同时进一步 完善了新现实主义 。布赞认为, 沃尔兹强调结构层次上的权力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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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 严重低估了国际行为体的权威作用和组织作用。除了权力, 规则、机制以及国际组织也应

该包括在国际政治结构的定义之中。他们提出了 深层结构 ( deep structure) 概念。布赞等人

认为, 政治结构既包括无政府状态, 也包括等级结构。 深层结构 不仅包括权力和国际组织,

而且包括规则和规范。体系的结构既包含国际政治体系, 也包括国际社会体系。他们拓展了沃尔

兹关于体系结构的概念, 认为结构层次的分析和单位层次的分析是相互关联的。结构现实主义理

论必须发展这种关联。沃尔兹在很大程度上把单位层次的分析排除在外, 而布赞等人则认为, 国

际关系理论在单位层次上的分析应该和在体系层次上的分析一样严格。

无政府的逻辑 不仅奠定了布赞教授在国际学术界一流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地位, 而且也使

一直在战后国际关系研究中居领导地位的美国学术界对他刮目相看。但是, 如果说 无政府的

逻辑 是对沃尔兹理论的成功超越和挑战的话, 那么布赞与利特尔在 2000年出版的 世界历史

中的国际体系: 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 , 则通过对世界史中国际体系形成与演变的立体考察,

对整个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提出了根本的挑战。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 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 在布赞的学术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首

先, 这本书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基础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尽

管在国际关系学科内部也有范式之争, 也形成了众多不同的学派 (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 和

一系列比较成型的观点, 但它们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相同的: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威斯特伐利

亚体系。在国际关系学者 (包括中国学者 ) 看来,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浓缩了国际关系的基本特

征。但随着冷战的结束, 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 基于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解读已

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然而,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基本上还是没

有摆脱 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
[ 2]中文版序言,

的束缚。因此, 布赞的研究框架对于美国主流国际关

系理论体系的挑战具有根本性质。从这个角度看, 布赞的观点不太容易被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所

接受。但是, 如果不作出相应的修正, 布赞所揭示的问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陷就会永远在

那里摆着, 明示着它们的 虚幻 。第二, 布赞教授的研究框架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成熟和成型

具有重大意义。一般认为,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国际关系学产生于 20世纪一战结束之后的英国和

美国, 成型于二战后的美国, 同时也在其他国家逐步发展起来。但是, 这一学科的身份一直没有

明确起来。在许多大学里, 它一直被视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一些著名的百科全书也把它作为政

治学的一个分支来解释。但它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政治学的范围。政治学很早就采用了

体系方法,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就承认政治体系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
[ 3]
按照布赞的观点,

一国的社会体系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一部分, 一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是能够对国际体系的互

动、结构和过程产生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 国际关系研究的是全人类的问题, 而非传统意义

上的政治学范畴所能包含得了的。同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比,

国际关系学成型的时间晚, 交叉的学科多, 而且还具有明显的美国化的特点。这或许是国际关系

学身份一直未能明确下来的原因之一。尽管在这本书里布赞和利特尔对英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多

有批判, 英国学者依然认为他们与怀特、布尔和沃森一样, 对英国学派在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演

进和比较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们的著作构成了正在兴起的世界政治的历史社会学文献的

重要组成部分。
[ 4 ]

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 英国学派理论与全球化的社会结构 是布赞教授从事国际关系研

究 30多年来第一本专门讨论和研究英国学派的专著, 尽管他在以前的著作特别是论文中也曾多

次提到英国学派。这本书一出版就在国际关系学界包括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国

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是英国学派经典著作中三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概念 (尽管对这

三个概念在英国学派学者内部也有不同的解释 ), 但多少年来, 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社会的概念

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和阐释, 而对世界社会概念的讨论则明显不足。布赞以重新梳理和修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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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基本概念为主轴, 力图对英国学派的理论体系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理和重塑。他认为现在

到了英国学派的理论家们远离英国学派思想根源的时候, 并用更为系统的结构方式来表达, 否则

英国学派就难以成为国际关系元理论的基础。他认为, 世界社会概念, 尤其是世界社会与国际社

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既是现存英国学派的最大障碍, 也是最有可能发现最大收获的地方。布赞对

温特的建构主义思想一直情有独钟, 虽然也有批判, 但却一直试图把英国学派中的社会思想与温

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结合起来, 为英国学派注入更多 社会科学 的活力。布赞对英国学派

的重塑或许将成为英国学派历史性变化的一个标志。

三

从巴里 布赞的学术经历和代表性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 他虽然在英国接受国际关系学的教

育, 并从 1970年代开始从事国际关系学的教学和研究, 但英国学派对他早期的学术研究和作品

的影响似乎并不特别大。尽管视角独特, 但早期的布赞教授更像是一个美国式的国际关系学者。

他关注的热点似乎是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热点, 他的论战锋芒也一直指向以沃尔兹为代表的

美国主流理论家。换言之, 我们很难发现他与当时的一个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有什么重要的区

别。在他早期的著作中, 如 人民、国家与恐惧 和 无政府的逻辑 中, 很少讨论英国学派

问题。只是到了 1990年代, 他才越来越多地谈到英国学派, 并且承担起 重聚 英国学派召集

人的角色。当然, 由于早在担任这一角色之前就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和重要的影响, 所

以他对英国学派理论研究的投入和推进, 壮大了新一代英国学派的声势。

从布赞身上, 我们可以发现英国学派新一代领军人物的一些突出特点。首先, 他们是在美国

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国际学术界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 他们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了如指掌, 并且参

加了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辩论; 但他们是在英国接受的学术训练, 或者是在英国从事国际关

系的理论研究。这使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与英国学派的奠基者们有所不同, 与

所谓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们也不一样。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可以形成一种新一代英国学派的

优势。第二, 冷战结束的时间和方式使 科学化 的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失语 , 暂时削弱

了其 主流 地位; 而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深入, 却为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的理论提供了新的土壤

和发展空间; 同时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兴起的建构主义思潮似乎在英国学派那里汲取了智慧和营

养。这一切, 都为布赞成为国际关系学术大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使多年来穿梭

于大西洋两岸, 既有英国学派的学术熏陶, 又一直向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发起挑战, 并对结构

主义情有独钟的布赞 左右逢源 , 成为当之无愧的英国学派领军人物。如果说是 1950 1960

年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方法论革命 催生 了英国学派
[ 5]

, 那么, 也正是 1950 1960年代

以来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 独尊 地位, 催生 了像布赞这样一个理论家和英国学派的领

军人物。

不过, 布赞教授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英国学派 (或其他什么学派 )。他指出: 关于学派, 我

认为我难以被塞进任何一个学派 我不认为理论流派之间有不可通约性。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学

派对我富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我采用多种学派的方法 (新现实主义、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

派 ) , 但难以肯定我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
[ 2]译者序,

但布赞和利特尔又强调: 我们发现自己更接

近英国学派, 它的基本参考框架看起来非常适合我们希望建构的更为宽阔、更具历史根基的国际

关系学研究方法。
[ 2]中文版序言,

为了解除中国读者对英国学派的困惑, 他们还特意作出了这样的解

释: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 两个在英国工作的学者表示他们被英国学派所吸引看起来可能令人困

惑, 甚至有为自己谋利的明显色彩。所以让我们在这里说清楚, 英国人至于英国学派并没有独特

之处。英国学派只是一个相当不适宜的标识, 一个恰巧坚持采用历史的、社会的和理论的多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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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解国际体系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标识。
[ 2]中文版序言,

笔者认为, 布赞教授所愿意做的, 是打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 独尊 地位, 把有关国际

关系理论问题的辩论, 真正地置于一个全球化的舞台之上。在为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 一

书写的中文版序言中, 布赞和利特尔在为非西方文明的历史经历未被纳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的

视野, 即使在这些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已经获得独立和解放的今天依然如此而鸣不平的同时, 也试

图激励这些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加入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的队伍中来。 也许我们最希望的是

本书将激励和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发展起自己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化的方式, 并将其置于全球辩

论的平台之上。在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化方面, 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声音依然过于强大。这些声音告

诉我们许多令人感兴趣的东西, 但它们代表的是一个相当有限的文化和历史经历, 而且在一定程

度上, 它们还是通过目前占支配地位的大国们的眼光和利益来过滤这个世界的。随着权力愈加广

泛地分布于世界, 随着文化多元主义重申自己的权威, 国际关系研究需要代表非西方经历的声音

和视角。
[ 2]中文版序言,

按照张勇进教授的说法, 是巴里 布赞 1993年发表于美国杂志 国际组织 上的论文 从

国际体系到国际社会
[ 6]

, 帮助把英国学派从美国 走私 ( sm ugg le) 进中国来。我们当然也应

该让中国学者批判英国学派的声音, 传到英国、美国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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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 Buzan and the English School

LIU De-bin

(Cen ter for Con 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 elations S tud ies, J 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Barry Buzan doesn t' think he h im self belongs to the Eng lish Schoo l or any o ther Schoo,l bu t he

has been regarded as a new leader of the Eng lish Schoo.l Great international fam es has been g iven to h im

for h is challeng ing the m a in stra in theories of theUS IR, and for h is constructing a new English Schoo.l

H is advocat ing m ult-im ethodo logy m akes h im being ab le to integra te trad it ions o f the Eng lish Schoo ,l his

perspectives and ach ievem ents m akes him a un ique IR theorist and an idea l candidate to re-convene

the Eng lish Schoo.l H e not only belongs to the Eng lish Schoo,l but his IR theory a lso constitutes an im-

portant part o f the m ain strain theo ries o f the US IR. In fact he has broken though lim itations o f any

Schoo,l and it is in such w ay that he has been adv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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