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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援助外交是外交的特殊形式,是主权国家的政治行为。它包括通过外交渠道争取或实施援助, 以及通过援助实施外交

政策两个方面的内容。援助外交不仅受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影响, 也受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和总体外交政策的影响。冷战结

束以后的援助外交在保持其政治本质的基础上,在内容上以经济援助为主,在形式和援助渠道上以多边援助为主,在目标上人道主义

援助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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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 外交工作日益成为涵盖政治、经

济、科技、文化、安全等领域的一项系统工程 , 形成了

总体外交 的 特色 。1 实施外交政策的手段也多种

多样,本文拟就援助外交的概念、主体、本质、方式、发

展趋势等阐述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援助,外援与援助外交

援助就是支持或帮助, 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比

较普遍和普通的行为和现象。上升到国家间, 则指国

家之间相互提供的支持或帮助,是国际关系中一种比

较普遍的现象。冷战初期, 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是军

事战略援助, 后来逐步被经济援助所取代。不管是军

事援助,还是经济援助,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和东

西方对抗的手段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2

对外援助与援助外交是两个联系紧密, 而内容有

所不同的概念。早期对援助外交的研究,多指一些国

家以金钱为手段谋求国家外交利益的做法, 往往具有

负面的含义,典型代表是赤裸裸的 金元外交 。
3
冷战

结束后,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取代以军

事实力为基础的政治对抗,成为国家间相互竞争的主

要内容。对外经济关系或对外经济政策在国家对外政

策中的地位上升, 被称为经济外交。由于当前国际上

的对外援助主要以经济援助为主, 因此对外经济援助

往往是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被关注, 经济援助

外交常常被作为经济外交的一部分而受到重视。
4
但

援助外交绝不仅局限于经济援助,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它首先是出于政治的或军事战略目的的援助, 其次才

是经济援助,当然也包括文化或人道主义援助等。

外交被认为是 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

国家的机构与人员的官方行为, 使用交涉、谈判和其它

和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 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

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

手段。
5
根据这样的认识,作为外交的援助, 可以界定

为国家通过以上外交活动或渠道争取获得援助或实施

对外援助, 或通过对外援助推行对外政策的行为。无

论什么形式的援助, 作为外交它应该是主权国家的行

为,是执行外交政策的手段或工具。

二、援助外交的主体

外交的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援助总是两个方面

的,一方面是援助的接受国, 另一方是援助的提供国。

正是前者有需求,才导致后者提供援助,因此援助外交

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援助需求的国家为了获得

援助而开展的外交,如二战后期开始, 当时的国民政府

先是为了抗日, 后来从国内战争的考虑不断派出要员

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游说美国政府来提高对国民政府提

17



供的援助;
6 又如二战结束后, 美国在西欧的盟国不断

展开外交活动要求美国对西欧提供和增加援助, 以改

变其面临的困难局面等, 都属于典型的求援外交例子。

当今国际社会南北差距拉大,贫富鸿沟加深,广大发展

中穷国面临巨大的援助需求,也需要开展相关的外交

活动来获得外援,这是援助外交的重要方面。

其次是援助提供国为了提供援助而展开的外交活

动。在大多数情况下, 需要或接受援助的国家在争取

援助时所面临的往往是一种被动和无能为力的局面,

因此援助外交研究的对象多是援助提供国家及其援助

政策的制定、政策内容和落实情况等。此外,援助提供

国和援助接受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 总体

上看它们是对应的, 具有明显的不同, 但当今国际社

会,大多数国家既是接受援助国家,同时又是援助的提

供国,如中国目前既是国际机构和其他国家援助的对

象,又是重要的援助提供国。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主流之一的新自由主义认为,

国际关系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主权国家,还应该包括

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有学者从这种视角出发提出,

在国际上的许多对外援助都是经过多边国际组织进行

的,仅仅在联合国机构下就有 30 多个这样组织和机

构,而且这些国际组织都有自己清楚的目标和意图, 它

们根据自己的专业范围承担执行联合国发展系统相应

部门的发展援助项目,这些 国际组织一般都按照本组

织的宗旨和政策进行援助,不完全受制于对国际组织

捐献或出资的个别国家 ,因此官方发展援助的主体不

仅包括国家,也包括国际组织。
7

但本文认为, 尽管国际组织在国际援助活动中的

作用在加强,但这些组织本身并没有自己的资金, 而是

靠成员国,即主权国家的捐献来进行援助的。这些组

织的宗旨、援助对象和原则都是由该组织的成员, 也是

主权国家来协商确立的。换句话说, 这些国际组织实

际上是主权国家开展援助外交的舞台。首先是主权国

家为了在这些国际组织内确立有利于自己的援助原则

开展广泛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 这是援助外交的主

要内容。其次, 一旦某一成员国认为这些组织的对外

援助违背自己认识和解读的该组织的援助原则和目

标,就会采取措施减少或停止向该组织提供资金, 从而

使这个国际机构的对外援助无法正常进行。如 1985

年美国声称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在中国的活动 支持

或执行强制性堕胎或节育生育的计划 , 从它应提供的

基金中扣除相当于该基金援助中国计划数目的 1000

万美元,以后连年都以此为借口减少它应该向人口活

动基金提供的资金。8

此外,一些基金会或者跨国公司, 特别是一些民间

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 根据本组织的宗

旨,在国际上也广泛开展慈善援助活动,而且对外援助

的金额在不断上升。但这些援助, 不管援助数额多少,

只要不被纳入到国家对外政策的总体考虑当中, 或者

不纳入主权国家的外交轨道, 就只能说是一般国际援

助,而不能被称作是援助外交。

三、援助外交的本质

从援助外交的内容和目的上看, 可以划分为军事

战略援助、经济援助, 文化援助, 人道主义援助等。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下, 援助的主题

不同。如在东西对峙的冷战背景下, 国际上的援助主

要以军事战略援助为主, 经济援助为辅,即使经济援助

也往往具有战略上考虑。随着冷战的结束, 军事援助

明显下降,经济援助的比例增加。从援助的形式上看,

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即物资援助和技术援助, 前者

包括资金或物资的增与, 优惠贷款, 后者则包括人力支

持和技术援助等。在冷战爆发初期, 赠予性援助占对

外援助的多数,后来逐渐减少,当前的国际援助多为优

惠贷款和人力与技术援助等。

作为推行对外政策手段的援助, 是外交的特殊形

式,是有一定目的的行为。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认为,

无论什么形式的对外援助,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 其本

质都是政治性的, 其主要目标都是促进和保护国家利

益。他列举了六种对外援助的形式:人道主义援助、生

存援助、军事援助、名望援助、贿赂、经济发展援助等。

他认为人道主义援助和生存援助看上去是非政治性

的,但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保持国际力量对比现状。

结构现实主义大家华尔兹也持同样的观点, 认为对外

援政策就是霸权的工具, 军事援助直接服务于加强两

极世界的安全体系, 而经济援助则是给这个安全体系

争取盟友和朋友,与行贿没有差异。
9
在冷战期间的援

助外交主要是基于政治的、战略的或意识形态方面的

考虑,其目的是为了服务东西方冷战的需要, 但具体到

不同的国家,其表现又有所不同。

二战期间美国通过 租借法 以摆脱国内孤立主义

的羁绊,采取物资租借的方式援助英国,是援助外交的

一个典型。冷战开始后, 美国从 1947 年到 1952年通

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提供了 100 多亿美元的经济援

助;为了遏止共产主义在东南欧的 扩张 ,向希腊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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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为了阻止中东民族解放运动

的发展,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1957年要求国会授权总

统在两年内每年自由支配 2 亿美元, 援助中东国家。

作为冷战另一方的苏联为了与美国相抗衡, 针对美国

的 马歇尔计划 ,抛出 莫洛托夫计划 增加对东欧国

家的经济援助。在越南战争结束后, 苏联除了继续向

越南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外,还向越南提供了 26亿美

元的重建基金, 勾销越南在抗美战争期间的一切对苏

联的债务。10 苏联对越南的这些援助使越南进一步倒

向苏联,也使越南成为苏联在远东扩张的重要基地。

援助外交与一般意义上援助的不同, 还在于援助

外交不仅受到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 也受到一个国家

意识形态和总体外交政策的影响。如新中国成立以来

对外提供大量的援助,这种政策既受到无产阶级国际

主义的影响,也是与中国反帝、反霸以及支持民族解放

运动的总体对外政策相一致的。前者如中国对朝鲜、

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后者则

更多地体现在中国对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

动,以及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援助。

从表现形式看, 援助外交的目的有时是显性的, 即

在实施对外援助时就对援助外交的目的有清楚的表

达,如美国对西欧以及希腊、土耳其的援助。也可能是

隐性的,即援助的直接目的没有说明, 或在说明的目标

后面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如,由于历史的原因, 战后

日本在与亚洲国家的交往中, 难以得到信任。随着日

本经济在 20世纪 60 年代获得大的发展,日本开始将

对外经济援助当作 日本外交的重要手段 。从经济上

看,以日元贷款为主体的官方对外援助不仅促进了受

援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给日本企业带来很多好处: 改

善了日本在其他国家的形象,促进了日本与受到日本

援助国家的关系,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 在帮助日本

走上政治大国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新世

纪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调整对外援助战略, 提出对官方

发展援助由 官方主导 转变为 政治主导 , 援助的对

象由 发展中国家 转变为 与日本战略利益密切相关

的国家 , 以实现 政府开发援助 与 外交 的一体化。

对于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的调整的目的,日本媒体做了

比日本政府更明确的注解, 那就是: 确立世界大国地

位,圆在联合国的 入常 梦; 夺取在亚洲的领导权; 牵

制和对付中国的 威胁 。11

援助外交不仅受到援助提供国的意识形态、指导

思想、大的外交战略等方面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一个国

家总体外交风格的影响,因而也具有本国外交的总体

特色。如在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在对外提供大量援助

的同时,不接受国外提供的任何援助, 这与当时中国的

总体外交政策,以及当时中国的观念是一致的。因为

那时的中国在观念上以 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而自豪,

相对孤立的国际环境又使之在政策上过于强调独立自

主和自力更生。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提供援助的同时也

接受了大量的援助, 这种援助政策与中国外交上请进

来、走出去的总政策是紧密相联系的。12

作为国家行为, 援助外交也反映一个国家对外政

策的先后顺序。如对于同样具有国际影响的墨西哥金

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 由于中国和美国所处的经济

和地理位置的不同, 对两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经济援

助政策有明显的不同。对于 1994年至 1995年爆发的

墨西哥金融危机,美国政府通过政府信贷、银行贷款和

国际金融组织等多种渠道提供了大规模的援助。但美

国对 1997年到 1998年发生在亚洲的、影响更大的金

融危机所采取的政策, 先是隔岸观火, 只是承诺通过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有限的作用, 最后在金融危机引

发了全球的股市动荡之后,才伸出了援助之手, 参加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尼的援助, 而且数量非常有限。

相对于对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有限反应, 处于亚洲的中

国对于 1997年到 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反应则

迅速得多。不仅在对外出口压力巨增的情况下坚持人

民币不贬值(这本身就是对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的

一种援助) , 而且对最早受到亚洲金融危机打击的泰国

提供了 10亿美元的援助, 随着危机的蔓延又向印尼提

供了 10亿美元的援助。中美两国对两次金融危机的

不同态度体现了中美两国不同外交考虑和对外政策的

优先顺序。尽管美国的利益遍布全球, 但美国的利益

则更多地集中在美洲, 特别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

署以后。中国的援助政策则表明中国的重要政治、经

济利益和影响主要集中在亚洲。

作为实现外交政策工具的援助总是有条件的。如

当今不少西方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 总是

提出一些诸如要受援国进行政治改革、推行民主化、改

善人权等条件,借援助对受援国施加压力,影响受援国

政治的发展。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称这样的援助为 良

制论和条件论 。中国在对外进行援助时从不以援助

为条件对受援国施加压力,或干涉受援国的内政, 但总

体上中国的对外援助也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对方应尊

重中国主权,不干涉中国内政,具体表现就是在台湾问

题上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如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

对非洲国家加大了援助力度, 但接受援助的国家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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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中国的主权,不与台湾当局保持 外交 关系。

作为外交政策一部分的援助总体上体现的是一种

支持,而援助的反面则是制裁, 甚至是封锁, 因此一些

学者把经济制裁外交作为经济援助外交的一部分。
13

在实践上,援助外交总是和封锁或制裁外交相对应甚

至是同时实行的。如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在根据马歇尔

计划对西欧实行援助的同时,拼凑了巴黎统筹委员会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制裁。在远东, 美国在操纵对中国

的禁运的同时, 从 1950 年到 1979 年对台湾当局提供

了高达 59. 8亿美元的援助, 其中 42. 2亿美元是军事

援助, 17. 6亿美元是经济援助。
14
从援助到封锁之间

有一个过渡,体现的是从支持到不支持,乃至反对。如

1999年巴基斯坦发生军人政变, 推翻了巴民选政府, 为

了反对巴新政府, 英国和欧盟的其他国家先后停止了

对巴政府的援助。从制裁的取消到援助的提供, 体现

的是由不支持到支持, 或从敌视到友好的转变。如美

国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制裁就是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而

逐步放松和取消的。

四、援助外交的多元化

如果说冷战期间的援助外交服务于东西方之间的

对抗战略,那么冷战结束以后的援助外交在保持其政

治本质的基础上,在形式、渠道、目标上都出现了多元

化的趋势。

首先,援助外交更加活跃, 经济援助外交成为主要

内容。冷战结束后, 纯粹为了军事或战略目的的援助

外交大大减少, 随着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上

升,经济援助外交成为援助外交的主要内容。以联合

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机构更加重视经济发展, 增加

了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的规模,大国也不断扩

大对外援助规模。如在对外援助经历了冷战结束后一

段时间的减少后,美国从上个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调

整了对外援助的执行机构, 增加了对外援助的规模, 这

种增长势头在 9 11 事件后有了新的提高。差不多

同时, 中国政府也在 1995 年对外援政策进行了调整,

改善了对外援助的形式,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和范

围。近年来,中国不仅对朝鲜、越南提供了防治禽流感

紧急援助,向罗马尼亚水灾、伊朗地震、几内亚比绍蝗

灾和霍乱、厄瓜多尔登革热、乌拉圭飓风灾害提供了物

资或现汇紧急援助, 还向尼日尔、布隆迪、莱索托、吉布

提、赞比亚、莫桑比克提供了紧急粮食援助。最为引人

关注的是, 根据在 2000 年中非论坛成立大会上的承

诺,中国在两年内免除了非洲 31个国家欠华到期债务

156笔,总金额约 109亿元人民币。在 2006年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再次承诺到 2009年使中国对

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比 2006 年增加 1 倍。
15
据此,中

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已拟于 2007 年底前免除与中国有

外交关系的 33个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

2005年底的 168笔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
16

援助外交的活跃还表现在援助不再仅仅是富国对

穷国,大国对小国的援助,而成为国家之间体现友好,

增进感情, 加强友谊的一个重要渠道。援助成为具有

特殊效果的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和加强两国关系的纽

带。如中国在遭受水灾、非典等影响后, 包括美国、日

本在内的国家都向中方提供了不同形式的援助。在

2005年 8月美国南部地区遭受 卡特里娜 飓风袭击

后,中国政府向美国提供了 500万美元救灾援款, 以及

一批救灾急需物资。这种类型援助外交在国家之间越

来越频繁,成为援助外交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多边援助外交活跃。东西对峙的结束,消除

了东西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合作的障碍, 为国际社会

的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国际间在援助方面的合作

不断得到加强, 对外援助越来越多地通过多边的渠道

实施。这一点首先表现在联合国在援助方面发挥作用

的增强。如 2000年联合国制定的 千年发展目标 ,确

立了消除贫穷和饥饿、取得普遍的教育、促进性别平等

目标,推动国际社会在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和对最不发

达国家的援助。此外, 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等国际组织还专门召开国际扶贫特别会议和发

展筹资国际会议等,推动和落实对外援助。在重大的

国际性灾难和危机爆发后, 国际社会都通过国际多边

机构提供大量的援助。如在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墨西哥提供了 178 亿美元的援

助;
18 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动用特

别提款权对韩国、泰国和印尼提供了 300亿美元的援

助。有研究显示, 当今全球 30% 40% 的官方发展援

助是由各种国际金融和其它发展组织提供的。
17

除了国际组织在国际援助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作

用外,国际社会还针对特殊的议题召开专门的多边会

议,协商、推动和实施对外援助, 成为援助外交的新亮

点。如,国际社会针对艾滋病防治, 特别是援助最不发

达国家防治艾滋病问题召开了多次专门会议。又如阿

富汗的塔里班政权被推翻后, 国际社会为了援助阿富

汗新政府于 2002 年 1 月在日本东京召开援助阿富汗

国际多边会议, 由 61个国家和 22 个国际组织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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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筹集到 50亿美元的援阿资金。为支持萨达姆政

权被推翻后的伊拉克恢复秩序,国际社会也召开了多

次多边国际合作会议,协商对伊援助。其中 2003年 10

月在西班牙召开援助伊拉克多边国际会议, 有包括中

国在内的 71个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和世界银行等 20

个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加。在会议上世界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向伊拉克提供 34亿和 5 亿美

元的援助,日本承诺在 2004 年向伊拉克提供 15 亿美

元的无偿援助, 欧盟承诺提供 2亿欧元, 英国和西班牙

两个欧盟成员国则表示将分别再出资 5 亿美元和 3 亿

美元帮助伊拉克重建。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的日益

活跃,中国在增加双边对外援助的同时, 也开始加强了

通过多边渠道的对外援助规模。如在 2002 年的东盟

与中日韩金边会议上,中国表示将减免包括老挝、柬埔

寨、越南和缅甸在内的六个国家到期的欠华债务。同

年中国还向非洲开发银行提供 5000 万美元的援助;

2005年中国向亚洲开发银行捐赠 2000 万美元以建立

一个中心以帮助印度支那地区国家。在援助阿富汗的

东京国际会议上, 中国承诺提供 3000 万元人民币和

100万美元的援助,随后又在阿富汗总统访华时再次承

诺向阿富汗提供 1. 5亿美元的援助;
18 在援助伊拉克

的马德里会议上,中国承诺为伊拉克提供 2500万美元

的人道主义援助。19

第三,人道主义援助增加。在相互依存不断加强

的全球化背景下, 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统一的整

体。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环境和

传染性疾病等也具有鲜明的全球色彩,国际救灾行动

也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一国遭灾,不仅意味着

这个国家的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侵害, 而且会对国

际经济发展有所影响。因此国际救灾援助不仅有助于

消弭受灾国的灾害影响和重建家园, 而且使其他国家

的经济发展间接受益,国际社会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不断加大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合作,增加对人道主

义援助的规模。

人道主义援助的增加首先体现在联合国等多边框

架内。联合国在 1992年设立了人道主义事务部, 以确

保联合国系统对自然灾害、技术灾害以及重大人道主

义危机迅速做出反应。随着人道主义需求的不断增

加, 1998年联合国在人道主义事务部的基础上成立了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OCHA) , 负责落实联合国

提供框架内的人道主义援助。为适应人道主义援助规

模越来越大的需要, 欧盟(欧共体)也在 1992年成立人

道主义援助局( ECHO) , 随后加大了在国际上人道主

义援助的力度。有研究表明, 欧盟的人道主义援助遍

及全球约 30个冲突地区和 85个国家, 约占全球人道

主义援助的 30%。
20

在人道主义援助上,中国政府近年来本着 以人为

本 的人道主义精神,根据受灾国要求和国际社会的呼

吁,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遭受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候, 及时

提供了紧急救灾物资、派遣救援队和医疗队, 并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提供现汇资金援助, 积极参与了国际间

重大紧急救援行动。仅 2005年一年, 中国政府就向印

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赞比亚、莫桑比克、美

国等 20个国家提供了 26笔人道主义援助, 得到受援

国和其他国际救援组织的高度评价。21

第四,援助外交目的的多元化并没有改变其作为

外交手段的政治本质。作为外交手段的援助可以从一

个侧面反映和体现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变化。如中

国援助的重点仍然是被称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但是,近年来随着周边地区

在中国外交中地位的上升, 中国对周边发展中国家的

援助不断增加。有资料显示中国对周边国家援助的数

额已经超过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 占中国对外援助

总额的一半。22 美国对外援助也多是从美国对外战略

角度考虑而进行的。如 9 11 事件后,美国加大了对

反恐战争前线国家的支持力度, 美国国务卿赖斯 2006

年宣布对美国的外援机构进行调整时表示, 美国将继

续其对外援助方面的承诺, 并表示必须用 对外援助帮

助阻止出现新的阿富汗 使美国和世界更加安

全 。23 为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擅长

推行经济援助外交的日本政府在 2005 年 8月举行的

日本与中美洲 7 国峰会上承诺, 向这些中美洲国家提

供 8200万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和 1 亿美元的优惠贷

款,帮助它们改善本国的基础设施。

台湾当局为了实现 台独 的图谋, 把援助作为推

动台独手段的行径, 是当今日益活跃的援助外交中的

不可忽视的现象。近年来,台湾当局为了分裂国家,在

岛内推行去中国化的政策, 对外打着 经济援助 、低

息贷款 、无偿援助 等对外援助的旗号, 图谋 争取国

际生存空间 。如为了维持与中美洲国家的外交关系,

台湾当局向与之保持有外交关系的 7 国共同体提供

3210万美元的援助。台湾当局这些被称为 金钱外

交 、银弹外交 或 经援外交 的极端, 则是 贿赂外

交 或 贪污外交 ,即除了 经援 、贷款 之外, 还开出

百万甚至千万美元巨额支票给 邦交国 高官, 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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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独立 的梦想。如为了提升与一些国家的实质关

系,台湾当局甚至设立秘密账户, 通过金钱收买关键人

士以影响这些国家做出有利于台湾当局的决策。台湾

当局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援助外交的特殊形式, 更可说

是对援助外交的扭曲和滥用。24

援助外交是随着全球化发展而逐渐引起人们关注

的,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是外交领域拓宽

的表现。援助外交和其它形式的外交一样, 以自己独

特的形式和优势悄悄地改变着传统外交的概念, 赋予

当代外交新的内涵, 更新人们对外交的理解,使外交工

作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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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 T EN TS

International Polit ics

1 Fr om Squeeze to Engagem ent An Analy sis on the Cur rent Adjustm ent of U S D PRK Pol icy

by Liu Aming

The US DPRK policy is a blind spot in the whole of the US East Asi a alliance network, for which it has been

working on for decades. As a result of this weakness, US interests in this region have been threatened since the

1990s, resulti ng in DPRK is conducting of its f irst nuclear test in October, 2006. In order to address this chal-

l enge, the U. S. changed its policy f rom squeezing the DPRK s international liv ing space to direct engagemont

with DPRK, leading to the formulat ion and step-by-step enforcement of 2. 13 Joint Document , the f irst bi-

l ateral di rect talks and the gradual progress of the bil ateral relat ionship between the U. S. and DPRK, bringing

new hopes f or the security situat ion in Northeast Asia. This articl e aims at analyzing the reasons, nature and

future of the present adjustment of US DPRK poli cy, and tri es to expl ore the resolution process of the DPRK

nuclear issue f rom a new perspective.

7 Ir anian N uclear Issue and Gul f S ecur i ty by Zh ao Weiming &Zhou Sh ixin

There exi sts a structural security dilemma in the Persian Gulf involo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ayers. The current Irani an nuclear issue i s a strategi c conf lict between Iran s independent ef fort to acquire nu-

clear technology and the lack of conf i dence on the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 intention of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Irani an def iant diplomatic stance upon the nuclear issue is worsening its orig inal disadvanta-

geous diplomatic environment. At present,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may bring about a dramati c change in Gul f

security . The way of resolution and the f inal solution of the Iranian nucl ear issue will determine the orienta-

tion of Gulf security in the near f uture.

13 Behind Global iz at ion : T he Or ig in, and Di f f usion o f the Pr act ice o f M oder nity , and the M aking o f

Wor ld O rder by Zhang Guangsheng

Behind the universalistic discourse of g lobalizati on there exist certain special historical f acts, that is, the contin-

uation, deepening and dif fusion of the practice of modernity . Wi th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f the Cold War

being removed, boundaries between the Three Worlds seem to be aboli shed . However, the much touted victo-

ry of l iberalism over communism, rather than conf irming the teleol ogy of modernization, has brought to the

surf ace the inherent conf licts of global ization which render the f uture of world order even more problematic.

To revi ew the discourses of the f uture of worl d order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hal lenge of global izat ion to the

dominance of nation-states is the task of this art ic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7 Fo reign Aid Dip lom acy by Zhang Qingmin

Foreign aid dipl omacy, a polit ical behavior of soverei gn state, is a special form of diplomacy. It has two major

forms: one is gaining foreign aid or providing f oreign aid through dipl omatic means, the other is impl emen-

ting dipl omatic goals through foreign aid. Foreign aid diplomacy i s not only condi tioned b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ext of the actors of this poli cy, but also inf luenced by the ideology, guiding principles, as well as

general f orei gn pol icy of the relevant country. While maintaining i ts poli tical nature, foreign aid diplomacy

af ter the end of the Col d War manif ests some new features, including economic aid being the major content of

foreign aid, mult ilateral ai d becoming the major means and channels, and humanitarian aid becoming increas-

ing ly ev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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