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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人的认识过程经常受到认知能力有限、决策环境不确定以及信息

过量等问题的制约。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经常借用类比从历史中寻找启发, 帮助认知

环境和制定政策。作者依据!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的文献, 对毛泽东运用的历史类比

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毛泽东运用类比的方式与西方领导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借助

类比的分析和解释框架,可以看出毛泽东所援引的类比不仅具有宣示和说明政策的作

用,而且也充分表明毛泽东分析形势、把握环境、形成政策的认知思维过程。类比的方

式虽然有不足之处,但可以揭示决策过程某些方面的细微特点,因而是研究认知和政

策分析的有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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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借用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历史 ∃类比 %的概念和方法,分析新中国第一代

领导核心毛泽东的认知方式和特点以及其与中国对外政策的联系。为此,文章首先简

要介绍认知心理学中 ∃类比 %的概念, 分析其在研究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其次, 以 !毛

泽东外交文选∀中的相关文献为依据,梳理毛泽东在认识世界形势、形成对外政策看

法过程所使用的历史类比。最后,对这些类比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对外政策的联系予以

粗浅的分析。

一 作为研究认知过程途径和工具的类比

在研究对外政策的过程中, 人们常说对形势的正确判断、认识、评估、分析、理解或

把握等是制定合理政策的关键和基础。实际上这些词都暗含了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即政策制定者是怎样认识所处的客观环境的。一般的国际关系

或对外政策研究往往关注政策制定者对形势的判断或认识是什么,对政策形成过程中

领导人认识形势、判断事件过程的研究和关注不多,而这一过程是对外政策分析理论

中认知视角关注和研究的核心和焦点。这个视角力图从研究国家对外政策制定者对

客观现实世界认知的过程 ( cogn it ive process)来把握他们是怎么认识世界、接受和处

理信息,进而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

人的认知过程包括从知觉 ( perception)到记忆再到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信息处理、

语言表达、思想和想象形成等, 认知系统帮助人们把环境组织成可以理解和可以认识

的单位,对来自环境中的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 而不必去关注所有信息。& 人的一切

心理现象都是客观世界在头脑中的反应, 但这种反应并非死板、机械的,往往与其长期

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相联。斯布罗特 ( Sprout)夫妇在研究人与

环境的关系时指出,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只有经过由他们的态度、信仰、动机构成的

∃透镜 ( lens) %,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 ∃从决定和决策的过程来看,重要

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认识环境的, 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他们把前者称为
∃心理环境%,将后者称为 ∃操作环境%或 ∃现实环境%。
人们认识环境的过程经常遇到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制约。从客观上讲,我们生

活在一个信息爆炸和泛滥的时代,信息的过量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 ∃灾难 %。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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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制约突出表现为人的认知能力的严重不足。有限认知能力和无限信息之间的矛

盾使人们的认知过程往往借助成长过程中已经形成的特定的信仰、价值观和思维定

式,这种定式被称为认知图式 ( cogn it ive schem a), 它是人们 ∃用于处理、弄清和理解复
杂和不确定环境的最基本的工具 %。& 不同的认知图式或知识结构指导人们有选择地

关注、选择和解释信息,或保持认知的一致性 ( cognitive consistency ), 即按照与原有信

仰一致的方式去理解信息; 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形成一种刻板印象 ( stereotype) ,将

一个群体的一种特性毫无例外地看做是这个群体的任何人都有的特点。这种认知方

式往往加固原有的敌视或友好态度, 决定和支撑特定行为特点。∋ 简单地说, 认知的

这些特点可以被概括为三个方面: ( 1)人们的认知能力有限; ( 2)个人有选择地处理信

息; ( 3)人们常用走捷径或心理援助来处理决策问题。(

认知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它的理解和把握相当困难。虽然研究者可以运用

现代神经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追踪思想的脑波,但却不能透

露里面的任何内容,可以借助观察思维和认知过程的主要工具是语言, 因为语言不仅

传递思想,而且还在其结构中带有思维如何工作的痕迹, 语言因此也被称做 ∃心灵的

窗口%。如决策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遇到新的、不熟悉的环境和对外政策挑战的时
候,他们往往借助以往的经验、信念或固有的图式寻求启发思维 ( heur istics), 走捷径,

以帮助认知环境。其中有两种走捷径的方式在对外政策的研究中最为常用:一是运用

简单的异类比较或隐喻 (m etaphor), )二是采取简单的同类间类比 ( ana logy )。本文主

要探讨类比方法的运用。

历史是面镜子,从历史上学习可以说是政治人物的一种习惯。所谓类比, 是指领

导人面对自己不清楚的决策环境时总喜欢与自己亲身经历的或历史上已经非常明确

和清楚的类似事件进行比较。这种思维的形式化表述为: ∃ AX∗ BX = AY∗ BY%。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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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件 A与事件 B二者都具有 X的属性,同时 A又具备 Y的属性, 因此我们就可

以推断 B也具有 Y的属性。通过对某些方面相同或类似的情况进行比较, 从而根据

历史经验做出决定,以推断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具有相似性。& 罗伯特#杰维斯 ( Robert

Jervis)将这种思维模式概括为两个阶段的假设模式: ∃历史事件 − − − 历史经验教
训 − − − 未来行为。%∋例如, 1914年欧洲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僵硬的外交和过激的行为

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人为灾难。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

惨痛教训的影响,在 20世纪 20年代, 人们普遍不希望 1914年夏天的事情重演, 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等国对德国执行了过度缓和的政策,这个政策后来发展成为

绥靖政策,纵容德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价和教训

引发其国内的反思,导致美国孤立主义力量的上升,美国国会连续通过四个中立法,阻

止美国过多介入欧洲事务,从另一个方面也助长了欧洲的绥靖主义。(

绥靖主义的代名词 ∃慕尼黑阴谋 %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反的经验, 影响了二战后

所有战争期间的重大决策。为了避免重蹈二战爆发前由于绥靖侵略而导致世界大战

爆发的覆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采取了强硬的 ∃遏制 %战略。朝鲜战争爆

发后, 美国领导人将当时的形势比做二战爆发前夕的形势, 美国总统杜鲁门错误地认

为, ∃在我这一代,这种强者侵略弱者的情况并非首次发生..若对此无动于衷, 任其

发展, 那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像同样的事件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

样 %。) 这样的认识促使美国大规模地介入朝鲜战争。在美国军队越过 ∃三八线 %后,

有人警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 Doug las M acarthur) , 如果美国军队进攻得太靠北,中

国可能介入的时候, 麦克阿瑟援引 ∃慕尼黑阴谋 %的类比说, 如果美国军队在离鸭绿江

很远的地方就停下来,那就等同于绥靖了中国人, 就像二战前英国人绥靖德国一样。

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英国首相罗伯特 #艾登 ( Robert Eden)用同样的

历史类比分析当时的形势, 认为英、法如果不采取强硬措施,那将就像英、法纵容希特

勒一样纵容纳赛尔。/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停火后,越共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行将推

翻美国支持的越南南方政权, ∃慕尼黑阴谋 %及刚刚结束的朝鲜战争的历史再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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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决策。美国领导人特别是约翰逊多次将东南亚的形势与 20世

纪 30年代的欧洲相比,将越南南方的吴庭艳政权比做 30年代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

(W inston Church ill)。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洛奇 (H enry Lodge)给华盛顿发电报分

析说: ∃我觉得如果我们不介入, 很可能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难道我们能

像我们在慕尼黑那样纵容 (侵略 )吗? %& 越南战争的经验又影响了随后的美国对外政
策的决策, 如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后,美国总统老布什再次援引 ∃慕尼黑阴谋 %的

类比,为美国进行干预提供支持。∋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借用 ∃邪恶轴心 %的类比对伊拉
克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他借口九一一事件入侵阿富汗, 再次使人们想起了越南战

争,不少学者撰文比较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与越南战争的异同。

历史从来不会完全重复,历史类比本身存在着严重的误导性。人们一次次地从历

史中学习,一次次地犯错误,同时从错误的历史中再学习。黑格尔曾经说,我们从历史

中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都不从历史中学习 (W e learn from h istory that we do not

learn from h istory)。(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欧内斯特 #梅 ( E arnest R. M ay)是最早对历

史类比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指出,从历史中学习很重要,因为它对政策结果可能

产生重要的影响。但他重点研究历史是怎样一次次地被错误地运用的。他指出,人们

在援引历史先例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引用第一次想到的事例,运用类比的人很少认真

地思考和分析类比的实用性,而没有问问从哪些方面看, 这样的类比可能具有误导性。

据此, 他在此项研究的最后向决策者提出了如何更好地从历史中学习, 避免重复历史

错误的建议。) 当然,历史上也不乏运用历史类比成功做出正确决策的事例。例如,

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后,在面临空袭和封锁两个选择时,美国总统肯尼迪不断援引两次

世界大战前夕的形势以及欧洲所爆发的不少危机, 特别是引用珍珠港事件的先例,指

出不能重复像日本偷袭珍珠港这样的事, 因为它是不道德的。/ 这促使美国政府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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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手段化解了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老布什政府在 ∃沙漠风暴 %行动中汲取越南战

争的教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政策, 大规模介入,速战速决, 从而

避免了重蹈越南战争的覆辙。

与类比研究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面临同样的形势, 不同的人可能因为经历或其

他方面的不同而援引不同类比来帮助理解形势,指导他们做出不同的决策或提出不同

的政策建议;也有用同样的历史事件去类比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前者如越南战争爆

发前夕,对法国在中南半岛形势非常熟悉的副助理国务卿安迪 #鲍尔 (Andy Ball)不

断援引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失败的先例, 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 但是主张美国介入

的领导人则不断强调美国在越南的目的、当时的形势都与 1954年法国在越南的形势

完全不同。这部分人不断援引 ∃慕尼黑阴谋%和朝鲜战争的历史经验说明美国介入的
必要性,最终导致了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同样的情况是, 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爆发以

后,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手段解决这一危机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 ( Cyrus R. Vance)援

引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奥格斯 # 华德 ( Augus I. W ard)被拘案以及

1968年美朝之间爆发的普韦布洛 ( Pueb lo)号事件的先例,主张使用和平手段可以解

决这个危机。而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 ( Zbign iew B rzezinski)则援引以色列 1976年

在乌干达恩德培 ( En tebbe)事件中使用武力成功解救 100多名以色列人质的先例,主

张使用武力营救的方式解决伊朗人质事件。两种不同的主张不仅出于各自部门的官

僚政治利益,更重要的是因为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两人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普韦布

洛事件和恩德培事件的解决。&

同样的历史事件也可能被不同的人用于不同的靶域进行类比。对于西方政策制

定者援引 ∃慕尼黑阴谋 %的类比已经有不少的研究。实际上中国领导人也曾经多次运
用这一历史类比,来帮助人们理解形势。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毛泽东在 1939

年 9月 1日答 !新华日报∀记者问时指出: ∃英法纵容德意日侵略..曾经牺牲了半个
中国给日本,牺牲了整个阿比西尼亚、整个西班牙、整个奥国、整个捷克给德意。%英法

反动派的这种政策 ∃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它从张伯伦上台开始, 到去

年九月慕尼黑协定发展到了顶点..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 以害己的结果告终。

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 %。 ∃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

钓饵, 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 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 ∃不论是日本的引诱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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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引诱,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拒绝,中国决不能参加东方慕尼黑。%& 1941年 5月 25

日,毛泽东还专门为中共中央提出了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的指示: ∃日美妥协,牺

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

须揭穿它,反对它。%∋

最后,关于类比的作用,学界也有不同认识和观点。如历史学家阿瑟 #施莱辛格
(A rthur Schlesinger)在梅的前引著作出版后撰写评论说: ∃历史学家永远不能确信 − − −
政治家也不能确信 − − − 援引历史从多大程度上说只不过是一种使某个根据其他理由做
出的决定听起来好听的方法。%( 也就是说,历史类比只是为决策者宣传已定政策、说服

公众的一种公关策略,而非影响决策的一个因素,他甚至将 ∃忘记历史就将遭到历史的惩

罚%反过来说成 ∃只有那些对历史念念不忘的人才会注定遭到历史的惩罚%。) 但是, 另

外一些学者,包括历史学家梅、政治心理学家杰维斯等则强调类比对政策形成所产生的

影响。邝云峰 (Yuen Foong Khong)把这种作用概括称为 ∃类比解释 ( analytical exp lana

t ion)框架%。/ 这种历史类比的解释框架包括六个方面:第一,有助于决策者判断和认识

所面临的环境。第二,有助于决策者评估风险。第三, 向决策者提供 ∃政策处方%。第
四,预测政策成功的机会与可能。第五,对决策结果的道德正当性进行评估。第六,预防

与警告政策选择所带来的风险。0 他还以此为分析框架,分析 ∃慕尼黑阴谋 %、朝鲜战争、

奠边府战役等历史类比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决策的影响。

二 类比与毛泽东的认知类型

毛泽东既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政策

的制定者,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一生青睐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读了

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他不仅研读, 而且对其中的内容做详细批注, 多则几百乃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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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外交文选 ∀,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

知识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1- 26页。

!毛泽东选集 ∀ (合订本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9年版,第 762- 7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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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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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pp. 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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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字,或褒扬,或慨叹,或商榷,或批驳, 或引申发挥, 或浮想联翩。从市面流行的多种

毛泽东批注的二十四史中可以领略到毛泽东读史时的心境、飞跃的思绪和独到的史学

观,也可以借助认知心理学的方法看到毛泽东的认知方式和独特个性。& 毛泽东在他

的著作中对中国的典故信手拈来,落笔成趣,借古喻今,不仅反映了毛泽东对形势的看

法,而且根据认知心理学的观点,这些类比的选择也影响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判断,乃至

他的决策结果。鉴于篇幅所限,本文选取 !毛泽东外交文选 ∀作为文本分析的依据,探

讨毛泽东运用历史类比的特点及其可能对中国对外政策决策所产生的影响。

!毛泽东外交文选 ∀收录和选编了毛泽东自 1937年 7月至 1974年 5月期间关于

外交方面的文章、讲话、谈话、批示、电报等,共 160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外

交思想和在特定时间、特定问题上的方针政策, 因此堪称解读毛泽东外交政策的最佳

文献。由于本文分析的是毛泽东的认知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因此截取其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关文章。同时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形势的判

断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政策的影响, 所选文本也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前 1949年内发

表的文章。

在 !毛泽东外交文选∀所选的有限文章中, 多处谈到或引用 !论语 ∀、!孟子 ∀、!孙

子兵法 ∀、!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 ∀、!西游记 ∀和!西厢记 ∀等中国古典名著。
如他用 !三国演义 ∀中的 ∃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来形容当时的形势, ∋用 ∃太公钓
鱼,愿者上钩 %批评那些乐意获得美援的人, 并将他们和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朱自

清相比。( 他引用孟子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来说明世界的多样性和国家间合作的
必要性, )用!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说明新中国应该与美国斗的原因, /用逼上梁山来

说明被压迫民族被迫革命的逻辑。0 他用 !雁荡山 ∀里围城和守城两派的斗争说明中
国参与联合国的状况, 1用!法门寺 ∀里的贾桂来说明有些人在外国人面前奴颜成性,

不能理直气壮。2 此外,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以及成吉思汗等
人物在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都曾被引用。毛泽东多次提到中国的历史名著或者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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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馆整理: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8年版 )出版后,国内又有多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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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外交文选 ∀,第 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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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对于表达毛泽东对一个具体问题的看法、传达他要表达的意思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但由于这些典故大多是毛泽东与外宾谈话中引用的,考虑到对方的理解程度,这

些典故或类比往往是一带而过,属于独立、分散而非系统的类比。从对外政策的影响

来看, 只有那些反复使用且具有政策含义的类比才能反映决策者的思维方式, 对政策

的结果产生影响。正如邝云峰在谈论类比作用时所说的, ∃和那些只使用一次的类比
相比, 被长期反复使用的一套类比,在政策形成过程和思考阶段不可能被用于证明根

据其他理由做出的政策决定是合理的%,它们对政策形成肯定产生重要的影响。& 真

正能够反映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判断并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的是他反复使

用的近代以来的历史。本文梳理文选,找出了其中援引最多且具有直接政策含义的历

史类比,并分别按照所援引类比的出处 (源域 )、所论及主题 (靶域 )、根据类比得出的

结论或政策、谈话的时间、收入 !文选 ∀的篇名和页码以及所使用历史类比的数量进行

了统计,具体情况参见表 1。

通过对 !毛泽东外交文选∀内容的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五个特点。第一,使

用类比是毛泽东在认识世界、分析形势过程中经常借助的认识手段和工具。!毛泽东
外交文选∀中所使用的历史类比类型丰富,数量众多。在这 139篇文章中, 毛泽东明确

而系统地使用了 14种、累计近 30次不同类型的近现代历史事件, 类比说明当时的国

际环境或他对特定事件的认识和看法。

第二,毛泽东使用类比的靶域特点,体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 ∃反对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 简言之, 反帝、革命 %的主题。∋

毛泽东援引历史类比要说明的政策靶域有三个: ( 1)战争与和平问题; ( 2)革命问题;

( 3)反对帝国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革命 )问题。这些基本

上属于高级政治的安全领域,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国际形势的基本主题和中国外交所面

临的基本任务。有关对外政策决策的研究表明,对高级政治领域的决策,决策环境往

往对人的认知能力挑战最大,而且因为时间紧迫、决策可能造成的后果重要、决策需要

的信息不充分, 因此决策者寻求历史类比等心理援助成为认识环境、判断形势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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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毛泽东外交文选∀历史类比分布一览表

类比 (源域 ) 所论及主题 (靶域 ) 得出的结论或政策 时间、篇名、页码

俄国 (十月 )

革命

革命胜利及巩固是否需

要国际援助

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

(的革命 )也需要国际援

助

1949年 6月 30日, !联合
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

和各国人民∀, 第 94页

中国革命的逻辑问题

斗争, 失败, 再斗争, 再失

败, 再斗争, 直至胜利这

一逻辑

1949年 8月 14日, !丢掉

幻想, 准备斗争∀, 第 101

页

目前敌强我弱的国际形

势

对我们有利, 终将是东风

压倒西风

1957年 11月 18日, !国际

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

点∀, 第 298页

以美国为首的强大帝国

主义势力与相对落后的

亚非拉力量

帝国主义并不可怕, 弱能

战胜强

1960年 5月 3日, !现在是
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

第 399页

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

义的斗争

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是

波浪式前进的, 道路曲

折, 前途光明

1961年 1月 24日, !日本

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

的∀, 第 458- 459页

中国革

命 (包括 孙

中山领导的

辛亥革命和

国民 革 命、

抗日 战 争、

解放战争 )

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与

巩固该向谁寻求国际援

助

不应对资本主义抱有幻

想, 国际援助要向苏联方

向寻找

1949年 6月 30日, !联合世

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

国人民∀,第 95- 96页

目前敌强我弱的国际形

势, 对谁有利

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 终

将是东风压倒西风

1957年 11月 18日, !国际
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

点∀, 第 291- 298页

以美国为首的强大帝国

主义势力与相对落后的

亚非拉力量

帝国主义并不可怕, 弱能

战胜强

1960年 5月 3日, !现在是

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

第 399页

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

义的斗争

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是

波浪式前进的, 道路曲

折, 前途光明

1961年 1月 24日, !日本

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

的∀, 第 458- 459页

亚非拉反抗帝国主义侵

略的斗争

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

是可以打倒的

1964年 7月 9日, !从历史

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

途∀, 第 5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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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类比 (源域 ) 所论及主题 (靶域 ) 得出的结论或政策 时间、篇名、页码

阿尔及利亚

反法斗争

亚非拉反抗帝国主义侵

略的斗争

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

是可以打倒的

1964年 7月 9日, !从历史

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

途∀, 第 535页

古巴反美斗

争

亚非拉反抗帝国主义侵

略的斗争

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

是可以打倒的

1964年 7月 9日, !从历史

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

途∀, 第 535页

越南反法斗

争

亚非拉反抗帝国主义侵

略的斗争

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

是可以打倒的

1964年 7月 9日, !从历史

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

途∀, 第 535页

美国通过战

争从英国获

得 独 立 /印

度通过和平

方式从英国

独立

日本反对美国的斗争方

式

日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

的反美斗争方式,不管是

和平或战争都有可能取

得胜利

1960年 6月 21日, !美帝

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

共同敌人 ∀, 第 442 - 443

页

张伯 伦、达

拉第对德国

的绥靖

西方舆论每天都想把苏

联这一股祸水引向中国

中国准备好应对苏联对

中国的入侵

1974年 5月 25日, !同希

斯的谈话∀, 第 603页

助手。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自身安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构成威
胁时,毛泽东以其多年来的革命斗争经验, 求助于判断、归纳、分析、评价、解释乃至推

理,自信地运用历史类比, 从而制定相应外交政策。

第三,从毛泽东援引类比的靶源方面看, 毛泽东反复使用的类比主要包括两次世

界大战、苏联革命与中国革命 (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其中 14种

是具有重要政策含义和启示意义的历史类比。如在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毛泽东使
用最多的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

毛泽东最常使用的是 ∃俄国革命 %和 ∃中国革命%,这两种类比各出现了五次。其中,毛

泽东不断谈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类比, 还不如说是一种历

史经验的总结。在论及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

前途时,毛泽东更是同时使用多个历史类比,包括中国革命、苏伊士运河事件、阿尔及

利亚反法斗争、古巴反美斗争和越南反法斗争, 所使用的类比是三类高频类比中最高
的,达九次。这三种类型的类比占毛泽东系统使用的类比总数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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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如果将毛泽东使用的类比和美国领导人在同一时期分析形势、制定政策过

程中所经常使用的类比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对称性。即美国领

导人在决策过程中往往错误地把共产主义比做 ∃法西斯主义 %,将世界革命的任何新
发展都当做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扩张的一部分,因此美国领导人处处拿 20

世纪 30年代的绥靖主义进行错误的类比,处处插手, 充当世界警察, 干涉各国的革命

运动。而毛泽东使用的类比则恰好是将美国为首的西方干涉比做阻止和反对被压迫

民族进行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动力量,而且毛泽东所使用的类比使他坚信,虽

然帝国主义很猖狂,革命的道路可能非常曲折, 但革命最终是要成功的, 前途是光明

的。因此,从中美双方决策者所使用的类比看, 中美早期对抗或冷战早期的主题是革

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对立和矛盾。

第五,邝云峰和梅等对类比运用的研究揭示, 决策者在面临新的不确定形势的情

况下选用类比一般有三个特点: ( 1)近期发生和决策者所经历的; ( 2)与决策者参与政

治相关的; ( 3)表面的相似性等。& 毛泽东多次援引的战争类比和革命类比都是近现

代历史上刚刚发生的,大多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也是他那个时代最具有影响的事件。

对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了解的人都熟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他多次撰文说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十

月革命的精神感召下,青年毛泽东开始借助阶级分析方法, 揭露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可

调和的阶级矛盾,并最终选择 ∃走俄国人的路 %, 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世界
观。因此,十月革命在毛泽东的认知中有着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

大战对当时的国际社会来说,可谓影响至深,参加过 ∃五四运动%的毛泽东对一战记忆

犹新,通过抗日战争的炮火洗礼,他对二战更是深有感触。而对于中国革命,作为革命

先驱的毛泽东更是有着切身体会,故而对此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某种 ∃情结 %,因

此,这三类历史类比在毛泽东谈话中不断得到援引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些类比也反映

了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自己的革命经验对其认识形势、制定政策的影响。

三 毛泽东所使用的类比与中国的对外政策

关于决策者援引类比的作用有两种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类比只是领导人将自己根

据其他原因制定的政策合法化、进行公共宣传的一种工具; 另一观点则认为类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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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释分析的框架,有助于决策者判断环境, 评估风险, 提供 ∃政策处方 %, 预测成功的

可能性、评估政策的道德正当性以及预防与警告政策选择所带来的风险影响等。从毛

泽东使用的类比看,两种作用都有。也就是说, 毛泽东运用历史类比不仅是为了说明

中国政策的合理性,使人们能够理解、接受和支持这些政策;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理解

形势、制定政策的认知过程,影响了毛泽东时期中国的主要对外政策或在主要国际问

题上的态度,本文拟选取 ∃一边倒 %政策的形成以及毛泽东对战争的态度两个具体政

策,探讨一下毛泽东所援引的类比作用。

政策一:类比与 ∃一边倒%政策
早在建国前夕的 1949年 6月 30日,毛泽东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和阐

明 ∃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的时候,也阐述了这个政策的依据,或者说他对形势的判断。

他说: ∃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

反动派,我们也反对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在 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

上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把 ∃一边倒 %政策以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予

以规定。 ∃一边倒 %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决定, 也是影响二战后国际格

局的重要政策。从毛泽东两次系统阐述 ∃一边倒 %政策的过程看,毛泽东借用类比的

首要目的在于向那些当时国内存在的对执行这个政策具有怀疑态度的民主人士或其

他人士说明新中国执行这个政策的正确性、合理性和必要性。例如, 毛泽东第一次提

出 ∃一边倒 %政策时,首先罗列了当时存在的对这一政策各种可能的指责,然后分别予

以批驳和澄清。在这个过程中,他借用不同的历史类比说明了 ∃一边倒 %政策的必要

性和正确性。七年后,他在与全国工商联领导人谈话时再次阐述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

和必要性。可以说,毛泽东援引历史类比, 两次系统阐述 ∃一边倒 %政策, 具有明显的

宣教和公共政策作用。

除了宣教功能外,毛泽东在宣布新政府将奉行 ∃一边倒 %政策时所运用的类比还

反映了毛泽东的认知过程和思维过程,也解释了他思维逻辑中执行 ∃一边倒 %政策的
原因。根据邝云峰的分析框架,类比的解释功能包括判断环境、评估风险、提供 ∃政策

处方%、预测成功的可能性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或已清楚的信息是, 以苏联为

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严重对峙。从理论上说,

新中国至少可以选择三种对外战略来处理同苏联和美国的关系, 即: 第一, 同美国友

好、与苏联疏远。第二,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保持中立。第三, 同苏联结盟、联苏抗美。

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并不清楚, 美国也在 ∃等待尘埃落定 %, 国际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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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虽然联合美国不现实,但当时国内民主党派中确实存

在着奉行中立政策的主张。但是, 毛泽东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早早地宣布要

∃一边倒 %呢?

毛泽东在当时和此后几个讲话或说明中所使用的几个类比为我们提供了揭示毛

泽东为什么决定 ∃一边倒%的思维发展过程。第一, 毛泽东使用类比并从类比的选择

中推断出尚不清楚的信息。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进

行类比,将孙中山当时所经历的挫折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环境进行类比,他指出: ∃一

边倒, 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 深知欲达到胜利

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经验和二十八年经验, 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

一边, 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绝无例外。%第二,毛泽东还援引了苏联十月革命的经

验做类比,说明中国革命必须得到外援。 ∃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 %的历史告

诉毛泽东,没有国际援助, 不仅革命不可胜利,而且 ∃胜利了, 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新中国必须得到援助。第三,孙中山革命的经验再次告诉毛泽东从哪里能获得援

助的问题。他用同样的类比指出, ∃孙中山的一生中, 曾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

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的一生中,只得到过一次

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 %。& 他后来向怀疑 ∃一边倒 %政策的民主人士解释说:

∃美国是不好依靠的, 它可能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

国家吃饱呢? 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压迫的, 压迫了几十年、几百

年、从来不给他们吃饱。%∋原本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就存在强烈对抗和敌意,而

把苏联比做强大的 ∃和平堡垒%的毛泽东, 援引十月革命和孙中山革命斗争中取得的

历史经验,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对美、对苏的认知。这种思维过程是认知一致性的典

型表现,经过这样的认知过程,毛泽东对两大阵营形成了黑和白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选择倒向苏联再正常不过了。

此外,还有一个类比,虽然毛泽东当时没有提出来,但也同样影响了毛泽东迫不及

待地宣布中国 ∃一边倒 %,即南斯拉夫和铁托的类比。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苏联人不

相信中国,怀疑新中国是又一个南斯拉夫,毛泽东是另一个铁托。他后来曾明确地说:

∃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由于铁托领导的南

斯拉夫当时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两大阵营之间奉行相对中立的政策,结果遭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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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的谴责和批判, 在社会主义阵营受到严重孤立。毛泽东所领导的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并不和谐, 毛泽东知道苏联人不信任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有

意将毛泽东看做是另一个铁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力图证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

毛泽东来说,一旦不明确宣布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道德上将面临着正

当性的挑战,其政治后果也将是严重的, 即不仅要面临着被毛泽东看做 ∃野兽 %的以美
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威胁,而且还得不到苏联的援助。

通过援引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南斯拉夫的类比, 毛泽东不仅向怀疑者说明了

新中国执行 ∃一边倒%政策的必要性, 而且这些类比也帮助他获得了关于国际形势更

多的信息,不仅给他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环境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而且向他提供

了政策选择的导向,帮助他评估了不执行 ∃一边倒%政策的道德正当性以及预测了不

采取 ∃一边倒 %政策的可能代价, 从认知的视角解释了新中国采取 ∃一边倒 %政策的必

要性。

政策二:类比与毛泽东对战争的态度

如前引文所述,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外交的主题是 ∃反帝、革命 %, 这一主题与毛

泽东时期中国领导人对形势的认识是紧密相关的。从客观上说,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

一段时期,紧张的两极对峙使战争的爆发随时都有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无论在中国

领导人的言论中,还是在西方政策制定者的言论中都是经常谈及的现实问题。第三次

世界大战到底会不会爆发以及如何对待第三次世界大战问题自然成为新中国领导人

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 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援引一战、二战的

类比, 说明他的态度不仅具有明显的政策宣示作用,也从认知角度解释了毛泽东对战

争态度的逻辑和原因。

对世界大战能否避免的问题以及对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或策略问题,毛泽东

从不乐观,多次有明确表态。如毛泽东在 !关于世界大战和国际团结∀一文中指出,一

反对,二不怕。关于反对,应该不难理解。对于新生中国而言, 百废待兴,要发展国民

经济必然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然而, 又该如何理解毛泽东提出的 ∃不怕%呢? 首

先,毛泽东对战争态度以及他把原子武器看做纸老虎的观点具有典型的毛泽东风格。

国内一般都是从哲学或辩证的角度去解释说明其高明之处。但是这种看法使许多外

国领导人困惑不解,为此毛泽东还 ∃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 %。& 他都是在

与外国领导人谈话,或在国际场合的讲话中说明他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和观点

的:如 1954年 10月 23日与印度总理贾 #尼赫鲁的谈话, 1955年 4月 29日与英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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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主席波立特的谈话, 1955年 5月 26日同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 #沙斯特罗阿米佐

约的谈话, 1955年 10月 15日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以及 1957年 2月 27日毛泽

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 (扩大 )会议上的谈话和 1957年 11月 18日在莫斯科会议

上的讲话。他借用一战和二战的类比首先也是为了表明其观点是有道理的,具有类比

的第一个功能,即证明政策合理的宣教功能。

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类比也有着强大的解释功能, 说明了毛泽东的思维过程和

他对战争看法形成的逻辑和原因。毛泽东在援引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

战 %的类比时,通常会摆出下列事实: 战争是要造成重大损失的 − − − 第一次世界大战

打了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五六年,对战争双方都有物资和生命损失,这表明世界

大战会带来严重灾难。根据类比推理 AX∗BX = AY∗BY的公式, 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具备世界大战的基本属性,那么第一

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结果, 必然也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带来的结

果,而且从前面两次世界大战的对比看,所导致的结果程度上具有明显的递增性,因此

推理所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合理结果为:历史时间会更长, 破坏性会更大。由此,采

用反对也就成了合理选择。但是,毛泽东为什么不怕呢? 甚至还说要打了以后再搞建

设呢?

对于战争,毛泽东不仅不怕,甚至还抱有一种欢迎的态度。因为毛泽东从历史中

得出的经验是,不是战争导致革命,就是革命消灭战争。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类比或

经验告诉毛泽东: ∃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可以断定,其结果必

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 帝国主义剩下地盘就不多了, 也有可能整个

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他的逻辑是, ∃要搞战争的话, 就要动员人民, 就要使人民

处于紧张状态,并且使他们学会打仗。但是, 人民结合起来以后,势必会产生革命%。

∃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得到机会才能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得到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机会,那么十月革命就会有困难。我们在中国打了二十二年仗, 但是胜利还是在

最后几年取得的。%∋ ∃例如,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印度的革命也是这样。我们两国的独

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很难独立。%他援引二战经验

说,战争结束后 ∃一些国家被战争削弱了,例如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法国虽然是

战胜国,但是也削弱了。在中国, 由于日本和蒋介石削弱了, 我们就站起来了 %。 ∃如

果再要打仗的话,不知道美国军事集团是怎样的想法。他们过去的经验是在两次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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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利益和发展,他们希望通过再一次战争得到更多的利益和发展。他们是根据自

己的经验这样想的,但是,这只是一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 两次大战以后还建立共产

党和爱国党派领导的国家。如果再打大战, 我看美国不一定得利, 而且美国本身就会

发生问题。如果再打大战,西亚和非洲大部或全部、整个拉丁美洲都会脱离帝国主

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苏联, 两亿人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这表明世界大战对帝国主义这方更为不利些。

因此, 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毛泽东不仅不怕战争,而且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战争。

四 结论

作为结论需要说明的是,对外政策受到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如国际局势、意识形

态、国家利益、国内政治等。认知只是影响决策结果的一种因素,它不排除其他因素对

一国对外政策决策结果的影响。对领导人认知过程的研究可以从微观解释对外政策

细微的方面,而这些方面是其他视角所不能解释的。这也许正是认知视角的学术生命

力所在。但是,由于这个学科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还不多,本文只是从研究

认知的众多思路中选择其中的一种, 借用毛泽东所运用的语言,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

对毛泽东使用历史类比的作用进行一些有限的、尝试性的探讨,不属于对毛泽东个性

的研究,也没有试图对毛泽东的心理进行全面分析。

对比国外对认知作用的传统研究,或者只强调类比的政策宣示作用,或者只关注

类比的认知功能,对毛泽东运用的历史类比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援引的

类比不仅具有宣示和政策说明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反映毛泽东分析形势、把握环境、形

成政策的认知思维过程作用以及影响毛泽东对政策结果的功能。将历史类比的政策

宣示功能和认知功能对立起来的看法,是对类比作用不全面的观点。这种由于学科之

不同而产生的关于类比作用的分歧, 阻碍了对历史类比作用的全面把握,也许正是从

这一点考虑,冷战结束以后才兴起的对外政策分析特别强调,对外交决策的研究必须

采取跨学科、多层次、多方法的综合视角。

如果从认知的角度考虑类比的作用, 本研究基本支持国外有关历史类比作用的现

有研究结论,即历史的类比能够帮助决策者理解和判断决策环境, 并提供相应的政策

指导。这一结论进一步支撑了笔者关于将以西方 (包括美国 )对外政策实践为基础研

究出来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模式运用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实践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

因为对外政策有其固有的共同特点, 特别是在外交规范已经普遍化, 全球化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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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今天更是如此。以西方对外关系实践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分析模式提供了从不同角

度分析对外政策现象的思路或地图, 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找出特定现象, 如认知模式和

特点等以及它们与对外政策结果之间关系的途径, 帮助对外政策的研究者自觉实现解

释性推理的最大化。推而广之, 对外政策分析的多种视角之间的结合还提供了从不同

视角和层次分析和认识中国对外关系规律的多种途径, 可以帮助我们从多层次、多角

度加深对中国对外关系的理解。&

但是,由于类比都是以已知推未知, 类比对象之间存在着共同性, 也存在着差异

性,如果推断的属性是共同性, 那么结论可能正确,据此制定的政策也可能是合理的;

反之, 结论就是错误的。因此, 推断结论的可靠性取决于两个对象的共有属性和推出

属性之间的联系程度,即共有属性是否就是推出属性存在的充分条件。∋ 但由于历史

是不会重复的,运用类比来提供政策指导也就具有了天然的风险性, 错误使用类比以

及根据错误类比制定政策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这是西方学者在研究决策者使用历史类

比或运用历史所关注的,也是这类研究的核心。(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本文对

毛泽东使用历史类比的准确程度和负面效果没有进行探讨。

此外,由于时间、篇幅以及我们自身能力的限制, 本文只引用了 !毛泽东外交文

选 ∀的相关材料, 未能将有关毛泽东研究的更多材料纳入其中。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

将 !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军事文稿 ∀等材料纳入其中, 毛泽东使用的类比可能更广

泛。如果借用政治心理学的方法和途径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不仅能反映毛泽东的

认知风格和特点及其整个政治决策的特点,也能对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贡献中国的智慧

和元素。国内对这个领域的研究还不多, 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唤起更多的学者从这

个角度进行更长期、更深入的研究。这是本文的另一个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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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iversity.

AWorld of P lural and P luralistC ivilizations

P eter J. Katzenstein (45)

Abstract Through an ana lysis ofm u ltiple strands of China, s and Am erica, s civ ilizational

trad it ions th is paper deve lops its argum ent for aw orld o f plural and p lura list civilizations. It

also o ffers a po in ted critique o f un itary v iew s o f c iv ilization. C lashes betw een c iv ilizations

are the except ion, interc iv ilizat iona l encounters and transcivilizational engagem ents are the

norm. The last three decades in the re lations betw een S in ic and Am erican civ ilizations offer

am ple evidence for this proposition. Far from bu ilding a better and m ore diverse w orld,

Conservat ives and L iberals in bo th W est and E ast are seriously m isgu ided in assum ing that

there ex ists one standard of civ ilization by wh ich w e can judge our conduct and m easure our

progress in a world m arked by m ultip lem odernit ies.

Key W ords p lura l and plura listic civilizations, civilizational clash, civ ilizational conver

gence

A uthor Peter J. Katzenstein, the W alter S. C arpenter, Jr. P 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atCo rnellUn iversity, USA, and President of theAm erican Po lit ical ScienceA ssoc i

ation ( 2008- 2009) .

Analogy, Cognition, andM ao Zedong, s Fore ign Policy

Zhang Q ingm in Pan L ijun ( 54)

A bstract The cogn it ive process of hum an beings is a lw ays h indered by the lim itation of

the ir cognitive capab ilities, contex tua luncertain ty, asw e ll as the overw helm ing inform at ion

they rece ive. H istorica l analogies are often drawn upon to he lp people understand env iron

m ent and m ake policy dec isions during the process. Based on the tex ts o f Se lectedW orks of

M ao Zedong, the authors com b through and analyze the h istorical ana log ies thatM ao used.

They f ind thatM ao sharesw ith w estern leaders a lot o f sim ilarities in using historica l analo

gies. By emp loy ing the analytical and interpretationa l fram ew ork of h istorical ana log ies, the

autho rs a lso f ind that h istorical analog iesM ao used not only have the function of pub lic r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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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ons in explaining and propagandizing fo reign po licies but he lp revea lM ao, s cogn itive

process in ana lyzing env ironm ent and m ak ing fore ign po licy. The authors conc lude that ana

log ica l fram ew ork he lps expla in som e details or subtle aspects of dec ision m ak ing despite its

w eaknesses; there fore it is an im portant too l in cogn it ive study and dec ision- m ak ing.

Key W ords cognitive psychology, fore ign po licy ana lysis, M ao Zedong, s d ip lom acy,

China, s foreign policy

Authors ZhangQ ingm in, Pro fessor w ith Schoo l of In ternational Stud ies, Pek ing Un iversi

ty; Pan L ijun, C andida te for MA degree in D ip lom at ic Studies at Schoo l o 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Pek ing Un iversity.

Option G eneration and Selection in Foreign PolicyDecision-m aking: A Synthesized

Approach

Y i Edward Yang JonathanW. K eller (73)

A bstract Poliheurist icTheory o f Foreign Po licy D ec ision- m aking ( PH ) posits a tw o-

stage decision m aking process in wh ich leaders first screen options in a non- com pensatory

fashion based on one ( or a sm all num ber o f) d im ensions and then engage in am ore rational

com parison o 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the rem a in ing options. W h ile devo ting much atten

t ion to expla in ing how leaders eva luate opt ions, PH theo ry does not focus on ( a) how these

opt ions are generated or ( b) how they acquire their re lative attractiveness on key d im en

sions in them ore ∃ rational% second stage. W e believe that the PH fram ewo rk can be ex

tended to account for the pre stage- one generation and stage- tw o attractiveness of dec i

sion opt ions by incorpo rating e lem ents o f the research program on fore ign po licy problem

representa tion ( PR) and im age theory. PR research has show n that thew ay in w h ich lead

ers define or fram e the decision prob lem determ ines wh ich po licy options are generated as

v iab le so lutions and w hich opt ions are no t even considered. Im age theory sheds light on the

perceived likelihood of success and the costs and bene fits associated w ith v iable opt ions. In

th is paper w e deve lop a hybrid PR- PH fram ew ork and produce hypotheses about how spe

cific e lem ents of leaders, prob lem representations and strateg ic judgm ents related to their

adversariesw ill a ffect the generat ion and perceived attractivenes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olicy

opt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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