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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相对于传统外交，现代意义上的多边外交实践算是一种年轻的外交形式。在多边外交刚

刚兴起的时代，君主和职业外交家们往往怀着警惕、厌弃的目光批评多边外交的种种不便与

缺陷。他们讨厌多边外交缓慢的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花销，更担心相对公开的议事与

谈判形式，因为公开谈判不利于进行妥协。

但事实证明，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时代，多边外交表现出巨大的价值，迸发出强劲的生

命力。多边外交非但没有冲击传统的外交形式与技巧，反而成为重要的补充与延伸，撑展出

一片新的天地。时至今日，多边外交的实践和机制，已经成为开展国际合作、凝聚多边共识

的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多边外交已经成为生成外交惯例与准则的摇篮。作为制定国际政治

议题与政治正确的必要环节，多边外交已经是所有国家参与国际事务、处理国家关系所无法

绕开的步骤。

而联合国作为当今多边外交的集大成者，几乎体现了所有多边外交的特征与功能。正因

为如此，才出现了国际关系实践中有趣的一个现象。无论美国领导人如何痛恨联合国的讲坛

作用，如何贬低缓慢的外交进程，如何规避主权原则的制约作用，却仍没有退出这个多边机制，

甚至连美国频频依赖的“北约”都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合法性的基础。即便是将联合国视

为“鸡肋”的国际问题学者，也难以绕开对联合国的关注与研究。究其根源，仍是因为联合

国的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巨大作用。而对于外交学专业的学子而言，这种价值更是不言而喻。

以联合国为载体的多边外交实践，既包含了典型的多边协调、磋商，也不排斥传统的双

边博弈、妥协；既对职业外交官的情报能力提出考验，也对他们的游说能力提出挑战。这里

有繁琐的工作流程，要求外交官们能够娴熟运用，既能在折冲之间打掉不利提案，又要在纷

扰争吵中寻找共识。这里有多彩的工作语言，要求外交官们力求甚解，既要为行文措辞而锱

铢必较、坚持原则，又能为转寰余地而诉诸策略、顾全长远。这里还有繁杂的外交礼仪，既

是外交官之间相互认同的基础，又是个人涵养提升的有效渠道。

总之，联合国在理论和技术层面的价值，是外交学院学子需要观察、揣摩和学习的对象。

而模拟联合国无疑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搭建了一个绝佳的平台。社会科学和文史哲领域的学习

不同于现代自然科学的培养方式，它们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在实验室塑造理想条件，

反复重现教科书上的各种规律和定理，检验其对错，提高业务或技术的熟练度。与这样的培

养模式相对比，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显然缺少理想的试验场，而模拟联合国的出现则可以在相

当程度上弥补这种缺憾。同学们可以在模拟的情境下，就自己感兴趣的议题、技巧进行有针

对性的练习，相互学习、相互帮助，逐步树立团队合作的意识，培养观察与搜集情报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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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练外语表达能力，锤炼谈判与妥协的技巧，将课堂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安身立命的技能，成

为一个有涵养、有理想、有能力的新时代大学生。

祝愿我们的模拟联合国活动越办越好，祝愿同学们乐在其中、有所斩获。

樊超

2014 年 12 月 21 日

* 樊超是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的老师，在当代中国外交史、中美关系等方面都有深

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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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美国公共外交与人民外交的联系 1

Book Report: The Nexus of U.S. Public 
Diplomacy and Citizen Diplomacy 

钟源

“正常状态下的普通美国人，是这个国家能够拥有的最好的外交官。”2 这是美利坚大

学教授雪莉 • 穆勒在《美国公共外交与人民外交的联系》（以下简称“原文”）一文的序

言中，引用的《丑陋的美国人》中的一句台词。虽然这部 1958 年出版的小说旨在讽刺当时

美国外交官的不良形象，但这句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好说明了人民在外交中的重要作用

和强大力量。

穆勒说，在美国的人民外交中，美国人的形象不再是单一的“丑陋”样貌，而是由每个

参与跨国交往的美国公民组成的多元化形象。从这些美国公民身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可以看

到美国人的价值观与制度体系，从而对身处美国以外的普通人构成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

而这是传统外交难以做到的。

在 1965 年，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的埃德蒙德 • 古利恩教授第一个提出

了“公共外交”这一概念；但在九年之前的 1956 年，美国时任总统德怀特 • 艾森豪威尔

就曾举办过第一届白宫人民外交峰会。这一峰会直接催生了四十二个由美国新闻署管理的“人

民外交委员会”，其中较为成功的两个后来演变为两个较著名的非政府性国际组织：国际姐

妹城市协会与国际国民外交协会。这些组织成立之初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冷战时期拉拢盟友，

向敌对国公民宣扬美国价值观，以稳定国际形势，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爆发。

而人民外交的概念，也随着六七十年代冷战形势的发展被逐渐认可。由于美苏争霸逐渐

趋于持久战，以及“铁幕”等政治与信息封锁的影响，不同阵营之间的公民团体与个人交往

开始逐渐增多；而即便是冷战最激烈的阶段中，人民外交所带来的增进双方人民之间的直接

了解这一作用也没有被削弱。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1959 年 9 月，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

1 本章标题中的“Citizen Diplomacy”直译可以翻译成“公民外交”，但由于一部分学者在研究本
专题时也使用了“People’s Diplomacy”这一短语，表示人民在参与这一外交行为时，并不一定仅仅
代表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可能代表其他意义上的“祖国”；同时“人民外交”这一已在中国
使用了数十年的外交学定义，也与“Citizen Diplomacy”的含义有着相似之处，故本文将其译为“人
民外交”。
2 英 文：Average Americans, in their natural state, are the best Ambassadors a country can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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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晓夫访问美国时，就曾在爱荷华州的一户普通家庭——加斯特一家做客。这也同时说明了：

人民外交活动，也让一般人有了成为外交舞台的主角的可能性。

关于人民外交的定义，文中给出了如下论述：人民外交指公民作为政治个体，有权利，

有能力，也有责任帮助祖国塑造良好的对外关系。而“人民外交官”一词则指那些以非外交

人员身份前往他国，或在国内接待来访外国人的接待者。作者认为，这些在公民个体之间结

成的友好关系，可以在官方的政府会谈与磋商中起到良好作用，从而达到政府所期望的外交

目的。

同时，人民外交作为美国公共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必然会发

生密切的联系，但人民外交有时也会超脱传统公共外交的范畴。原文接下来就介绍了其中的

一个典型事例：在美国发展其公共外交体系时，其中的一项举措被大部分学者认为是“实用、

高效，且值得继续扩展的”。这就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交流计划（这一计划也被广泛地

认为是美国人民外交活动的优秀范本）。前美国众议院议员，现任美国国土安全咨询委员会

成员的李 • 汉密尔顿在 2002 年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这样评价这一项目：“国际教育是对

美国外交政策最有推动性的项目之一，它可以弥合信任的缺口，巩固理解的纽带，鼓励人与

人之间的和解与意见一致。”3

而在美国人民外交的发展过程中，“公私合营”成为了其中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美国

国务院等政府机构希望非政府组织多多参与到由政府赞助的国际交流计划当中来，因此、向

很多草根组织提供资金、人员招募和培训等多方面的支持；而政府方面最终从这些非政府机

构的行动中受益。

美国政府热衷于“公私合营”，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美国的政治传统便是尊重私人的经营权利。以《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托马斯 •

杰斐逊为代表的“小政府主义”，现在已经被资本主义世界广泛接受，同时被当做美国政府

行政的核心理念之一。例如，如果政府希望在某一人民外交领域进行活动，而这一领域已经

有了来自民间的先行者，那么政府将不会直接介入，而是会通过扶持、引导非政府组织发展

的形式来达成其目的；而这一行为，有时也会促进非政府组织发现新的人民外交领域和手段；

二、非政府组织在组织人民外交活动的过程中，充当了政府与参加者之间的天然缓冲带，

3 英 文：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single most effective tool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 erodes mistrust, strengthens the bonds of understanding, and encourages reconciliation 
among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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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尽其所能，让对政府有异见者与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参加到这些活动中来，提高这种外交

活动的双向交流能力，而避免人民外交活动沦为单向的外交宣传，从而让效能大打折扣；

三、利用非政府组织可以减少相关领域的政府雇员数量，以减免大笔开支。同时，这些

非政府组织能够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和更多的民间捐款，而这些投身公共外交活动的志愿者们，

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人民外交官。

一个以公私合营方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公共外交项目是“全球领袖访问计划”。这一计划

由美国国务院主导发起，旨在邀请世界各国的拥有影响力的人物前往美国访问三个星期，借

此深入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参与这一计划的“全球领袖”由美国驻在当地的

大使馆负责遴选与邀请，而美国全国国际访客委员会作为与此项目对接的私营非政府组织，

则在国内广泛邀请一般民众作为对接方的志愿者，深度参与这一计划：

每年，有超过八万名志愿者参与到 90 个项目的志愿服务中，而资金的募集则更为可观：

在 2006 财年，全国国际访客委员会共收到了两百六十万美元的政府拨款，但当年该组织募

集到的民间捐款则超过了一千五百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当年该组织收到的超过一百八十万美

元的直接物质捐助，以及等价于八百万美元的志愿工时。

至于这一项目的效果，还是让我们来听听美国前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沃尔特 • 卡特勒是

怎么说的吧：

“这些世界领袖们，无论他们是身处刚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的记者，巩固战后朝鲜半岛

公民社会成果的法学家，还是在刚果与埃博拉病毒进行殊死搏斗的公共卫生官员，当他们结

束美国之行踏上归途时，胸中燃烧着的那份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祖国的热情，就是最能让我

感到‘我的工作没有白费’的回报。我至今难忘的一个例子是：一位来自科威特的女性访问

者对我说，她眼中的 2004 年美国大选，坚定了她成为科威特第一名女性议员的愿望。4

“当大多数‘世界领袖’将他们在华盛顿和纽约的经历当成宝物珍藏在心时，我发现他

们在美国的珍贵记忆不仅限于走马观花。那些‘真正属于美国’的基层的人和事，经常让他

4 英文：Whether the International Visitors were journalists emerging in newly-independent Algeria, 
jurists strengthening civil society in post-war Korea, or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struggling with 
Ebola fever in the Congo, I have been heartened to see them return from their U.S. visits 
energized and inspired to build better futures for their own countries. Only recently in Kuwait, 
a former International Visitor stressed to me how her visit to observe the American elections 
in 2004 was instrumental in her decision to become one of the first women to run for a seat in 
her country’s parli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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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感情荡起层层涟漪。自然，如果离开了遍布全国的乐于现身的人民外交官们的创造性努

力，这一切都将只是空谈而已。我为他们日复一日，来自基层每一处的努力致敬：他们建成

了一座座在现在的国际风云中显得弥足珍贵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之桥。”5

这一段话充分体现了人民外交的力量。其实，人民外交活动不仅在外交层面为不同国家

的人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可能在其他方面改变人民外交官们的生活：例如利比里亚

播音员杰夫 • 塔尔努受惠于参与全球领袖访问计划的美国当地志愿者，使他先天性白内障

的双眼重见光明；而来自洛杉矶的非政府组织管理专家熊本阿兰，通过美国国务院的公派宣

传计划，为土耳其的非政府组织带去了先进的管理经验。这些事例都从不同方面和角度，说

明了人民外交活动带来的独到影响：与公共外交的广泛性与正规性相比，人与人之间的跨国

交流，可以为每个人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奇妙改变，从而让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获得不

同程度的改善。

熊本阿兰在阐释公共外交和人民外交的不同点时，用到了一个来自土耳其的比喻，这个

比喻我非常喜欢：

“伊斯坦布尔有两座繁忙的悬拉桥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然而在海峡的水面上，无

数小渡轮仍旧往返其间，将乘客载至对岸。悬拉桥带给我的感觉，如同承载国家间常规交往

的正式渠道（意指‘公共外交’），而渡轮则象征着人与人之间，更加细微的跨国交际之路

（意指‘人民外交’）。”6

公共外交与人民外交，正如悬拉桥与渡轮一般：它们都是国家外交战略中不可或缺的手

段，互有分工、协作互补，以不同的方式达成相同的外交效果。

而尽管之前原文所介绍的例子大多都是公私合营之下的人民外交活动，也都可以归为公

共外交活动的一个分支，但目前美国也有很多没有与政府采取直接合作的非政府组织与企业，

5 英 文：While most IVLP participants understandably seem to treasure their visits to official 
Washington and towering New York City, I have found that their time spent “outside the 
beltway,” in “the real America,” has often provided them with their most poignant impressions 
and memories. This, of course,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creative efforts of those thousands of 
dedicated NCIV “citizen diplomats” throughout our country. I salute all of them as, day by day, 
community by community; they build and maintain the people-to-people bridges that in these 
troubled times are so critically important and needed.
6 英文：Istanbul has two congested suspension bridges that connect the two sides of the city 
across the Bosporus Strait. There are, however, many small ferryboats rushing across the 
waterway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The suspension bridges represent to me the formal ways 
our countries practice connecting [public diplomacy], while the ferryboats for me are the 
smaller personal ways of linking people to people [citizen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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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从事人民外交活动，例如增进人民友谊的国际化交流组织，和青年交换留学项目等等——

这种人民外交活动，实际上是超越了公共外交这一界限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民外交活动，都是由参与者主动参与其中的形式来发挥

作用。但实际上，从另一重角度看，在当今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人民外交官。当“猫王”

艾尔维斯 • 普雷斯利 1958 年前往德国服兵役时，他对记者说：“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

会最终影响美国和我们的生活方式。”7

事实正是如此：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的运动员、站上外国舞台的流行歌星、驻外记者、

国际政治家、跨国企业的工作人员，甚至同来自其他国家学生交流的我们，都是典型的人民

外交官：我们通过自己的言谈举止，向外国人传递着来自本国的独特生活理念与思考方式，

从而影响外国人对本国形象的认知与看法。而在新世纪，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

与企业认识到了这一全民外交官趋势，并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项目，促使更多的人觉醒这种

人民外交的意识。

然而人民外交与公共外交不同的一点在于，人民外交并非以推销自己的价值观为其唯一

和最终目的；它建构于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也是最牢固的友谊关系之上。人民外交的一大

核心思想就是“理解”。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曾经指出：对待异文化群体，绝不能想当

然的套用本国或本民族思维来面对一切问题 [7]；优秀的人民外交官，在其人民外交活动的

实践中，应当采取一种混合性的和情势性的，从对双方之间基本的族裔、文化和地理差异的

深刻理解出发的交流方案，理解并尊重对方的核心思想与利益，才能达到最大的效果。

在《丑陋的美国人》一书出版后，美国人道主义作家格雷格 • 摩尔藤森撰写了一部与

之观点相对的小说《三杯茶》，当中的一段话形象的描述了“理解”的核心思想。

8“那一天，哈吉 • 阿里给我上了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课：我们美国人的思维认为，你

做什么事儿都得很快才行：一顿午餐半小时就要吃完，橄榄球的一次进攻只要两分钟……

但哈吉 • 阿里让我学会了‘分享三杯茶’：用三杯茶的时间，慢慢的，但是要像建设摩天

大楼一般稳固的建立与他人的关系。他教会了我一个道理：你从和你共处的人们身上学到的

东西，永远比你想教给别人的东西要多。”

7 英文：What we do here will reflect on America and our way of life.
8 英文：That day, Haji Ali taught me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I’ve ever learned in my life. We 
Americans think you have to accomplish everything quickly. We’re the country of thirty-minute 
power lunches and two-minute football drills . . . Haji Ali taught me to share three cups of tea, 
to slow down and make building relationships as important as building projects. He taught me 
that I had more to learn from the people I work with than I could ever hope to teach them.



The Frontier 前沿  2014.12, Vol. 09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6

这便是人民外交家要做到的事情：以理解包容开放的态度，与来自外国的朋友建立牢固

的友谊；在相互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分享优秀的知识与经验，让世界的不同角落都能发生好

的变化；在这期间，让外国人对待本国的态度，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转变。

这便是人民外交的最高境界：让价值观的推广与传递，进入自然朴素而没有任何人为痕

迹的本真境界。

正如《道德经》中所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而我要说的是：大人民外交家，汇理解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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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zo Abe and 2014 APEC: 
An Overt Scheme Concern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Peigen Qiao

Introduction: Shinzo Abe brought tension to Sino-Japan relations. He seems to be anti-
China Prime Minister. However,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4, he made great efforts in 
various ways to show that he wanted to visit China during the APEC. Why was that? In 
fact, advised by his think tank, he may have planned about these right when he took 
office in 2012. This is an overt scheme, and an effective on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luctuate over time. After Junichiro Koizumi left office in 2006, 
the former Chinese leaders Hu and Wen made great efforts to normalize the Sino-
Japanese relations. Thoug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ok up a wavering attitude 
owing to the frequent change of Prime Minister, the two countries were actually on 
the way of détente.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s, no matter how varied their views 
were, by and large cherished goodwill towards China, for Japan’s growing investment 
in China brings it with tangible benefits while the political confrontations harvest 
nothing. Shinzo Abe was one of them. After taking office in 2006, he made great 
efforts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 with China concerning that the trade with China was 
on the rise. 

Nonetheless, when Shinzo Abe took office 5 years after his leave in 2012, he changed 
his policy towards China drastically. Even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he changed into a 
right-wing politician after his policy fell flat in 2007, his behaviors were still out of 
expectations of many political observers. Soon after becoming th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pressed ahead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nationalization of Diaoyu Island. 
He said that the definition of aggression was still undetermined—thus whether the 
war against China was invasion came into question—and doubted the authenticity of 
comfort women when talking about historical issues. Besides, he didn’t mentioned 
that Japan would never fight again in his speech delivered on August 15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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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were merely the beginning. In January, the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 
Guidelines was updated. In November,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approval by lower house, centralizing the powers of 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affairs, domestic affairs and economy. In December, Specific Secrets Protection 
Act, which suppressed the freedom to express, came into effect. On December 26, 
2013, Shinzo Abe worshipped at the Yasukuni Shrine. In 2014, the Abe cabinet tried 
to reinterpret the article nine in Japanese constitution. In July, Abe administration 
decided to amend the constitution and lift the ban on collective self-defense. In 
October, he revised the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 Guidelines.

Why did he took all these anti-China steps? When Shinzo Abe took office, the right-
wing politicians accounted for the majority. He needed to win their support if he wanted 
to win the re-election. In the meantime, his think tanks analyzed that no matter what 
Japan had done, Chinese leader would have to talk with Abe in 2014 during the APEC 
meetings. The reason was simple: as the host of the APEC meeting, it is the basic 
etiquette to meet the participants. If China ungracefully refused to meet Japan,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ould see that China is a barbarian countries knowing nothing 
about diplomatic protocols. Therefore, Japan had about one and a half years to do all 
that it wanted to. Change is needed only half year before the 2014 APEC. With these 
analysis, it is an easy bet for Shinzo Abe to choose the anti-China actions first to win 
support for his re-election.

Shinzo Abe is a politician with great cautiousness and cunning skills. He achieved 
his goal step by step. First of all, he updated the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 
Guidelines in 2013 to guarantee the US would stand along with Japan. He delivered 
several speeches in public and visited the Yasukuni Shrine to demonstrate his right-
wing political stance, attracting a lot of right-wing politicians around him to help him 
with the later steps. 

In Japan, Prime Minister is weaker than his counterparts in other countries. To extend 
his power, Abe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He then urged Specific 
Secrets Protection Act to come into force so that he could have more freedom to do 
what he wanted without caring about disclosing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After these, 
he and his cabinet began to lift the ban on Collective Self-defense. Despite little civil 
protest, this action was very successful with the support from the right-wing polit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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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Japan able to send troops abroad.

As planned, Shinzo Abe started to show goodwill towards China in 2014. In April, 2014, 
when Hu Deping, son of the former leader Hu Yaobang and a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paid a visit to 
Japan, Abe met him in person and gave him a warm welcome. In September, Abe 
expressed his hope to establish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China. Later,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 Yasuo Fukuda visited China for two times and met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China was cornered to some extent. When asked by journalists in October, 2014,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that everyone who came to China was our 
guest. In Novemb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me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during the meeting. 

Abe has done what the right-wing politicians want him to do and now he will try to do 
what the public want him to do—developing the economy. Thus, as planned by Abe, 
after meeting Chinese leaders, Japan may try its best to seize this opportunity and 
ease tensions in the relations with Republic of Korea and China. He may take a step 
back on some issues and try to normalize the relations. After that, his task is only to 
encourage trade with Asian countries and let it boost the economy. 

Future remains unknown. But at least China may learn something from what has 
happened. Shinzo Abe even made his policy known to public at the very beginning. 
However, it seems that all these two years China keeps struggling to solve the 
problems raised by Japan, lacking of systematic approach to cope with it. It may be the 
high time that we devise a far-reaching design. This design should think about what 
may happen in the future and how can it influence China. Besides, our policy makers 
can also communicate more with the research institutes.

*Peigen Qiao is a junior student majoring in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He is a Director of Model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The Frontier 前沿  2014.12, Vol. 09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11

Le français, une langue immortelle en 
route de mourir?

Chen Sun

Depuis la fondation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en 1635, le français, par sa précision et 
sa sensibilité a occupé une place importante dans les échanges mondiaux. Il a connu 
son apogée en 1714 à l’occasion du  Traité de Rastatt qui attribut au français la langue 
diplomatique. Néanmoins, au fur et à mesure que les superpuissances surviennent 
peu à peu en remplaçant les vieux empires, le français perd aussi son éclat jusqu’à 
ce que l’anglais le remplace au Traité de Versailles.Sans aucun doute, le français est 
irremplaçable grâce à non seulement la charme du language lui-même mais aussi à 
la culture qui cache derrière la langue. La période de colonisation a aussi gagné une 
grande population de la francophonie.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le français est 
garde toujours son influence à l’échelle du monde entier.En fait, deux tendances de la 
langue sont très vivantes afin de la rendre plus compétente dans la mondialisation.

Face à l’invasion de l’anglais, selon le Chancelier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M.Gabriel 
de Broglie, il y a deux conséquences pour les mots français, l’un a réussi et l’autre 
a échoué. Il est normal pour les académiciens de chercher un équivalent des mots 
anglais. Par exemple, les mots “software” et le mot “hardware” peuvent facilement 
trouver leur équivalent qui sont “logiciel” et “ordinateur”. Même si les deux mots 
français ont perdu les sens imaginatifs de “dur” et “souple”, on peut prendre 
facilement en habitude de les utiliser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Il y a aussi des cas 
d’échec, le nombre desquels est en pleine croissanc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M.Broglie 
a aussi cité un exemple du mot “e-mail”. Etant donné que les gens ne prennent pas 
toujours en soins de l’orthographe des mots, les Français écrivent parfois comme 
“émail”, qui représente un sens totalement différent. En fait, les Canadiens, surtout les 
québécois ont trouvé une solution de le remplacer par le “courrier”, mais l’échec de ce 
mot se voit facilement — Nul n’aura l’habitude de reprendre ce mot “ancien”. 

Il est vrai qu’on arrive jamais à trouver la réponse des questions comme “Pourquoi 
celui-ci ne va pas, mais celui-là va très bien?”, “Comment supprimer tous les mots 
anglais?” Mais, il me semble que ces inquiétudes ne sont pas nécessaires. D’une part, 
quelques Français fiers de leur langue ont trouvé les arguments pour leur jus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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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un sens, le français est à l’origine de l’anglais! Il n’y aura rien de grave s’il existe 
quelques confusions entre ces deux langues de la même “famille”! D’autre part, il faut 
se poser une question: pourquoi les citations du latin et de l’anglais vont conduire des 
réactions tellement différentes? Du fait que tous les deux sont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pourquoi le latin mérite de l’honneur alors que l’anglais conduit aux méfiances? Ce qui 
crève les yeux, c’est que la grandeur de l’esprit manque à quelques-uns d’entre nous.

La deuxième tendance se manifeste comme la féminis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Nous savons tous que dans le passé, quelques professions ne pouvaient être 
occupées que par les hommes, qui tenaient toutes les puissances aux mains. Mais 
aujourd’hui on voit que les mots comme UNE PRÉSIDENTE, UNE AVOCATE, et peut-être 
dans certains cas, une femme professeur, une femme médecin,etc. Ce phénomène a 
bien reflété la transformation sociale. 

Le français est immortel grâce à son histoire glorieuse. Mais pour son futur aussi 
brillant qu’avant, il faut un grand horizon et l’ouverture de l’esp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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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大意：

不朽的法语是否面临绝境？

自从 1635 年法兰西学士院建立以来，法语由其准确和微妙而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占据一

席之地，在 1714 年拉施塔特条约中法语达到了鼎盛时期，正式成为外交语言，但随后在凡

尔赛条约后又逐渐没落。殖民时代为法语圈带来了大量人口，使得法语如今还保存一定的影

响力。目前，有两大趋势正使法语重新找回竞争力。

首先是法语应对英语的入侵，根据法兰西学士院院长先生的说法，应对英语单词，相应

的法语单词有两种可能，一种能够成功的找到对等的单词，尽管失去了一些形象化的含义，

比如英语的 software 和 hardware，在法语中找到了 logiciel 和 ordinateur 的对应说法，

另一种就不那么幸运了，例如英语的 e-mail 到了法语中，很多人不注意拼写，将其写成

émail 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意思了。有的问题我们很难找到答案：为什么这个法语单词能够很

好的生存下来，而另一个却不行呢？怎样才能把英语词从法语里完全删除出去呢？对此一部

分骄傲的法国人认为，某种意义上英语来源于法语，不必分得那么清；还有一种说法提出质

疑，同样是外来语言，为什么援引拉丁语就比较高端，而援引英语就会被人鄙视呢？果然还

是心胸不够宽阔。

法语的另一项不容忽视的趋势就是词汇的女性化，过去，许多职位只有男性才能担任，

因此在法语特有的阴阳性中许多专有名词只有阳性形式，而这种词正逐渐出现阴性。一定程

度上也反映了社会变化。

法语因其光辉的历史而不朽，而若真要不朽，还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

* 孙宸是外交学院外语系法语专业大三的学生，也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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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模联中的媒体
秦谦

媒体，被誉为“第四权力”。而权力，归根结底，是影响力，是制约力。模联中的媒体

并非一个新兴概念，主新闻中心（MPC）这一媒体存在形式，从很早之前就进入到模联这

一项活动中。

早期的主新闻中心，更多地承担的是记录会议的职责，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报道相比

主席助理的会议记录，不过是阅读友好性更强一些罢了，其实质，可以类比为我们所称的“简

报”。随着模联的发展，会议评论成为媒体的又一主要职责，我们期望通过会议评论，让媒

体可以推进会议的讨论——换句话说，是影响会议，这就是权力。

但权力从来不是凭空生成的，模联的会议实践告诉我们，我们空谈媒体“应该”有多大

权力并没有任何意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然而然地给出答案——微乎其微。虽然越

来越多的媒体机制被引入，如新闻发布会、通讯社制、主编负责制等，但核心问题依然没有

解决——谁来赋予媒体在模联活动中的“第四权力”？换言之，媒体凭什么可以影响会议、

推动会议？

在现实生活中，媒体实际上控制了信息的传播。媒体通过创造热点影响舆论，通过影响

舆论干预决策，通过干预决策融入政治。美国两党投入到媒体的总统竞选资金常常数以亿计，

而哪怕发生再大的灾祸，没有媒体的报道也将不被世人所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哪里获

知信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世界里，我们能真正针对每一个问题“眼见为实”吗？我们实

际上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获取咨询，并选择相信某一个“真相”。

而在模联里，媒体不受关注，这固然可能有媒体报道水准的主观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媒

体影响力从制度上的缺失。一份报纸，代表可以看，可以不看，不会对接下来的会议进程有

任何影响；抨击也好，赞扬也好，没有人会真的在意——投票通过了，不就万事皆休了吗？

反正会议已经结束，“哪管会后洪水滔天”。

在模联环境下，舆论从哪里来？舆论必须从媒体来，而非从由学术团队设置的所谓“舆

论中心”、“推演中心”来。会议中将不会再有任何危机，只有来自媒体的报道，所有所谓

的“消息”，将只能通过媒体传播。没有一份官方的“消息”，只有媒体各自的解读，而代

表作为阅读者则需要找寻自己的真相，正如《哈扎尔辞典》一书所体现的那样。

于是一些高质量媒体将成为会议的主流，另一些将不受关注，正如现实生活中的媒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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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信力的大小一样。代表将发现自己希望公诸世人的决策倘若没有媒体的报道，将毫无意

义，而那些愚蠢的错误将可能被无限的放大，以至于破坏整体的行动。于是媒体的报道将更

加谨慎，代表的行动将更加谨慎——换言之，媒体终于可以切实影响到会场，而如果媒体希

望这一权力更加稳固，则必须提高其报道质量。

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模联整体机制上的改变，会议将更有挑战性，因为再也没有“真相”，

只有对问题多角度的解读。代表的恣意妄为不再只有主席团能够制约，事实上，人民也可以

要求他下台——正如我们常常见到的那样。

* 秦谦是外交学院外语系日语专业大一的学生，也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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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问题——海洋政治的纠纷
马骏   

摘要：我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在太平洋上拥有广袤的海洋领土和丰富资源。

19 世纪以来，南海周边国家对我海域的岛屿资源与海底资源的无穷潜力觊觎在心，多次公

然入侵我岛、礁。近日，越南与菲律宾两国持续的挑衅和侵扰行为大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在

这背后，是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多方利益的牵扯，是被赋予的更多含义和更深意义的南海

问题，是海洋安全、海洋政治与之中大国博弈的综合问题。

关键词：南海问题 海洋政治 多方利益

一、南海地位

南海海底石油与天然气蕴藏丰富，而石油是目前世界的主要能源。即使在以煤炭为主要

能源的我国，石油也是不可或缺的发展因素。据 1967 年联合国大陆礁层探测团的报告，

中南半岛和南中国海地区大陆架铀矿丰富，其储藏量合计超过 210 万立方公里，是石油出

口大国委内瑞拉与美国东南部沿海油藏的总和还要多，且含硫量少，品质优良。数据显示， 

南海海域有含油气构造 200 多个，油气田大约有 180 个，大概在 230 亿至 300 亿吨之间，

相当于全球储量的12%，约占中国石油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被业内人士称为“第二个大庆”。

早在 1969 年 6 月至 8 月，美国人就派出 Hunter（亨特号）探测船五次在中国南海海域进

行探测。其根据海底地形与沉积质的构成，判断出南海海底海坪周围的封闭底层有存储大量

油气的可能性。

同时，南海还是联系中国与世界各地非常重要的海上通道，是印度洋通向太平洋的必经

之路。从马六甲海峡导日本、从新加坡到香港、从中国广东到菲律宾马尼拉，甚至包括从东

亚到西亚、非洲和欧洲的多数海路，都在控制南海岛礁的国家的掌握之下。石油是国家经济、

国防的命脉，海上运输是石油运输的重要途径，因此南海周边国家势必对中国在可能蕴藏丰

富石油的南海行使主权极力阻挠，拒不承认。更重要的是，对于美、日、印，这样缺乏近制

权的国家，中国对南海的完全控制就意味着其扼住了美日的石油命脉，这样一来其遏制中国

的战略便会失败。因此这些国家常常以“看不见的手”支持着各种侵犯我南海主权的行为，

为夺取我岛礁主权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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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国家干涉原因

无论从历史角度抑或法律角度来说，南海都是我国固有的神圣领土。然而尽管越南、菲

律宾等国为了自己的私利不顾我国强烈抗议，频频侵犯我边疆海域，甚至强行侵占部分岛屿，

但我国从未停止对南海和平的诉求。

2002 年 11 月 4 日，中国与各东盟国家的外长及外长代表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签署国名单中，如今处在南海问题风口浪尖上的

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越南等国的名字赫然在列。《宣言》规定，“在南海问题争议

解决之前，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并本着合作与谅解的

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求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 

尽管《宣言》是相关各方领导人给出的承诺，也是各国第一次达成的高度共识，禁止了各方

在南沙岛礁上建设军事设施，极大程度避免了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具有一定的价值和里程碑

的意义。但是《宣言》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因而某些周边国家可以阳奉阴违，甚至做出了

士兵在我岛上举行足球赛的荒唐行径。

那末，究竟是怎样的因素使得这种现象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呢？

首先，一些南海周边国家，特别是越南和菲律宾曲解了中国的一片诚心，利用了中国对

和平的期望，认为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是软弱的表现，因而明目张胆地对我岛礁进行违

法侵占，殊不知自己的行为已全然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打破了专属经济区的限制。

这就好比农夫和蛇的故事，农夫将蛇捂在胸口取暖，最后被蛇反咬一口——某些南海周边国

家不管不顾我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提议，强行侵占我岛屿，划归海域，不也

是一种恩将仇报的行为吗？

其次，一些南海国家曲解了《宣言》的宗旨，将《宣言》当作挡箭牌，他们一方面希望

用该宣言约束中国，阻止中国对这些岛屿实行军事管辖措施，减少自己进一步攫取资源的阻

力；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宣言的规章制度视而不见，在公然设置军事设施、修建机场乃至扩

充空军海军的同时，还采用鼓励移民、设立旅游景点招引外国游客等方式宣誓自己的主权。

更有甚者，公然冲撞我海上作业船 1416 次，派出水下蛙人，设置水下障碍。这是一种怎样

的带有敌意的挑衅行为！

再者，越南与菲律宾所谓的海上军事演习更像是一场场同美国人的“海上军事演戏”，

是一种企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的行为。非亚洲国家对南海问题他的介入，无非是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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觎南海巨大的资源宝藏和航运地位，想从中分一杯羹，同时达成对中国的遏制战略。

四、小结

尽管南海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上升到了国际层面，在涉及多方利益的情况下形势变得

更加复杂而严峻。但是我们同样要认识到，南海问题还没有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穷兵黩武不可取，如今也还不是锋芒毕露的时候。我们

应该用冷静理智的思维思考南海问题，增进各国高层之间的交流，努力达成共识，化解矛盾，

争取用和平手段解决南海问题，展现一个大国应有的风采。

* 本文由东北大学模拟联合国协会特别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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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开战，谁将获利
边新伟

最近一段时间，国际油价可谓经历了一次大跳水，根据最近的数据显示，国际油价已经

跌破 55 美元，成为自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国际油价最大幅度的降价。国际油价的下跌不

仅仅造成国际局势的震荡，同时，对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也会产生政治方面的压力。中国南

海作为世界石油蕴藏量丰富的地区之一，在国际油价下跌的今天，其蕴藏的石油以及其所固

有的领土争议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南海地区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着地区乃至全球的战

略格局变化。本文将以南海地区为例，分析南海地区开战所带来的地区以及全球影响。                              

（一）物价上涨，美国获利

 

南海是全球较大的产油区，一旦南海发生战事，必将造成全球石油价格上涨。油价上涨，

则全球各国都要遭受高油价所带来的生活压力，包括美国的民众。但是，在油价上涨的同时，

美国将获得巨大的利益。原因何在？

 

让时光倒流回到 1973 年。当时“石油战争”刚刚救赎，美国的经济虽遭受沉重打击，

但美国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阿拉伯国家同意美元与石油挂钩，即在国际

市场上进行石油贸易时，充当媒介的为美元。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巨大的胜利，一旦油价

上涨，则会拉动全球对美元的需求，美国会以给全球提供充分的流动性资金为由，印刷更多

的美元。但是，美国不会把美元白白地送给其他各国，其他国家必须用本国的产品同美国进

行交换来获得美元，从而有充足的媒介进行国际贸易。即用代表真正财富的商品换取不断贬

值的代表价值符号的绿纸。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财富换绿纸”的游戏。1999 年，海湾战

争和 2003 年伊拉克战争造成全球油价上涨的同时，美国国内的印钞机则开足马力，不断向

外输出美元，而全球财富则加快向美国集中。不仅是石油，早在 1944 年布雷诺森林体系确

立后，美元就同黄金挂钩，获得利等同黄金的地位。而现在国际贸易中，美元是最主要的结

算货币。无论哪种商品，只要在国际市场上涨价，就会增加美国的财富。而要催生国际市场

上重要商品价格上涨，战争的动乱时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南海开战，必将导致国际市场上

石油、天然气等重要商品涨价，到时美国的印钞机则会乐呵呵的开足马力，准备用它突出度

不断贬值的绿纸换取更多的财富，以便帮助美国度过金融危机和恢复经济。

（二）投资环境受影响

 中国经济近年来高速发展，国内又有广阔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加之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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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等原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发展潜力巨大的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特别是一些

高新技术产业。而对于如今的美国来说，本国投资大不如前，与中国相比已出现明显的劣势。

如果美国本国的投资环境不如其他地区，它将会采取必要手段，要么回复外资对美投资市场

的信心，要么破坏其他地区的投资环境，反衬出美国相对较好的环境。

事实上，美国的确是这样做的。

1999 年，当欧元作为一种地区间的国际结算货币产生，对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霸主地

位构成挑战和威胁时，当欧洲各国在经济、政治上逐渐走向联合，拥有了一个广阔、安定发

展潜力巨大的投资市场时，美国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虽然战争仅仅在南斯拉夫一国内进行，

但它打坏了欧洲的投资环境，使欧元面临夭折的危险；9•11 事件后，大量外来资金迅速

从美国撤离，为了回复外资对美国的信心，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并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

怖主义，回复各国对美市场的信心。

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物力财力，但对于刚遭受金融危机的美国来说，面对高科技战争所

带来的庞大军费开支则显得力不从心，于是美国尽力避免与别国发生正面军事较量，而是暗

中策划，煽动挑唆，从利比亚、叙利亚、埃及，再到南海，这些动乱或局势紧张地区的暗中

策划者，无不一一指向了美国。

 

中国投资市场潜力巨大，发展迅速，但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一旦南海发生战事，

中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投资环境必将受到影响，中国作为交战国的一方，投资市场必将

受到冲击，可能要面临大量外资撤离的困境。不过也有部分人士认为南海开战不会对我国东

南沿海造成太大影响，毕竟在美日不插手的情况下中国在南海占绝对优势。但是，投资环境

的细小变化都会对投资市场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如 9.11 事件，虽然仅是一次恐怖袭击，

但它却使美国股市暴跌，大量外资撤离，经济一度处于瘫痪状态。这一点还是值得中国去慎

重考虑的。

（三）中国进退两难需谨慎

南海对中国有重要意义：海洋渔业自不必多说，南海的油气储量仅次于中东，油气资源

是经济运行的大动脉，此外，南海还是沟通两大洋和联系三大洲的海上枢纽，是中国的海上

石油和贸易线的必经之地。南海还是中国版图南方的唯一天然屏障，是中国的南天门，中国

放弃南海就等于向敌人敞开了南大门。所以，南海不能丢。

如果中国在南海之战中获胜，国际反华势力必将以南海获胜唯由，大肆宣扬“中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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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几年来，中国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中国虽一再声明和平共处，绝不侵犯别国，但是

仍不可否认那一年比一年高的国防开支。国际反华势力可能要利用南海之战，给中国“塑造”

一个“欺负弱小邻国的霸权主义国家”的形象，因为毕竟在美日不插手的情况下，中国在南

海之战中占绝对优势；如果中国在南海之战中获胜，必将加深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敌视。近

年来，中国实力不断增强并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的事实使东南亚各国——这些中国的“邻居”

对中国的疑虑、防备、敌视不断加深。中国在南海之战中获胜，必将加深东南亚各国对中国

的敌视，将中国视为国家生存发展的最大威胁。

 

此外，无论胜负如何，南海之战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战后关系会很难处理。战争，是

政治手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打了，痛快了！”“赢了，敌人不会再来了”“敌人服气

了”…战争，不可能解决矛盾，反而会激化矛盾。南海之战可能会造成双方长达十几年甚至

几十年的对峙和敌视，南海将长期不得安宁。双方经济发展必将受到影响，实力会受到削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正是因为深陷越战泥潭实力受到削弱，而中国深陷南海泥潭无疑是

某些国家希望看到的。

中国不同于美国。如今的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以及文化软实力都达到一个空前的

高度，对于自己的“反对者”可以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进行文化侵略，用美国的观念

冲击这些地区的本土观念，使其社会一时出现分歧；暗中策划，制造动乱，扶持亲美政府上

台（如埃及，利比亚），或直接进行侵略，在当地建立亲美政府（如伊拉克）。反观中国，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仍十分有限，各种实力仍需发展。毕竟，中国目前尚不

具备在东南亚各国扶植建立亲中政府的能力。

* 本文由外交学院知行学会供稿，边新伟是知行学会的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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