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comparis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alism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China  

Qinggong Ze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hana5288@126.com 

Keywords: Classical Realism, Structural Realism, Offensive Realism, Japanese Realism, Moral 
Realism 

Abstract. Realism has always been the most powerful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addition to its long historical origin, it also shows that the theory of realism can be deepened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main manifestation of horizontal 

development is that realism theory has its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alism has also developed vertically, mainly focused on the 

issue of hegemony in three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classical realism explores the problem of pursuing 

hegemony; in the second stage, structural realism explains rationally the problem of maintaining 

hegemony; and in the third stage, offensive realism analyses the expansion of hegemony. Bot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evelopment reflect the strong vitality of realism theory. 
 

 

现实主义理论在美、日、中三国的发展比较 

曾庆功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中国 

hana5288@126.com 

关键词: 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日本型现实主义;道义现实主义 

中文摘要. 现实主义一直作为国际关系理论最为强大的学派，除了其悠久的历史渊源之外，也

在于现实主义理论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横向与纵向上不断深化。横向发展主要表现为，

现实主义理论在美国、日本、中国都有了其理论成果。尤其是在美国，现实主义还进行了纵

向发展，主要是围绕霸权问题进行了先后三个阶段的解释。第一阶段的古典现实主义，对追

求霸权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第二阶段的结构现实主义，对维护霸权问题进行了合理性的解

释；第三阶段的进攻型现实主义，对霸权的扩张进行了分析。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发展，

都体现出现实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1. 解释霸权的美国式现实主义 

1.1 古典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与理论渊源，但是真正建立了现实主义理论大厦的学者是汉

斯·摩根索。凭借 1948 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此书，摩根索更是被誉为

“国际关系教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的资本主义大国普遍衰弱。欧洲列强主宰世界政

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统治集团公开提出要领导世界。在当

时冷战的背景下，现实主义以其理论的现实性为美国寻求霸权的外交政策提供决策框架。斯

坦利·霍夫曼就认为，现实主义不过是冷战政策的理性化表现。这一表述虽略有极端，但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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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抓住了本质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形成了利益对立的两大

集团，彼此激烈竞争和对抗。于是，人们纷纷拿起了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研究实现

国家利益、稳定世界局势的方法。这在客观上提高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地位，也促进了现实主

义理论的自身发展，使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摩根索将其国际关系理论概括为“现实主义六原则”。第一，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

规律的支配。第二，理解国际政治的关键是由权力界定国家利益这一概念。二战后，美国作

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大的权力，所以，美国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即美国的

世界霸权。第三，以权力定义的利益是普遍适用的客观原则。第四，普世道德不能用来指导

国家行为。美国为了保卫所谓的“自由世界”的秩序，必然会遏制邪恶”的共产主义国家。第五，

国家道德不等同于普世道德。第六，政治现实主义是独立的理论学派。 

总之，以摩根索“现实主义六原则”为指导的古典现实主义，深刻的解释了二战后的国际

现状，充分的表达出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需求。这是现实主义理论在美国发展的第一阶段。 

1.2 结构现实主义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冷战态势出现了缓和，特别是 1959 年的戴维营会谈达到了美

苏第一次缓和的顶点。缓和的气氛使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为权力而斗争”的观点饱受攻击。

美苏的对抗并没有走向冲突而是趋向缓和，两极的格局也没有走向瓦解而是趋于稳定。现实

主义急需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国际关系中出现的各种现象。 

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言，维持两极格局的稳定，保持国际环境的和平，是最为符合两

国利益的选择。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可以很好的解释冲突对抗的问题，却很难解释和平稳

定的问题，现实主义理论必须要进行内在的发展。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通

过结构观念的引进以及层次分析法，最终演绎出两极格局稳定的优越性。代表著作为 1979 年

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 

沃尔兹对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进行了三处重大修正。第一，国际关系的第一推

动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第二，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第一考虑是生存。国家最

终关心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沃尔兹反对古典现实主义将权力既看作手段又看做目的的观点，

而是将权力只看做手段，国家拥有权力太大或者太小都有风险。第三，沃尔兹反对古典现实

主义将因果关系看做单向的，即从个人或者国家那里寻找原因。而是既要在单位层次上也要

在结构层次上寻找原因，有其要注意结构层次。 

在新现实主义看来，权力分配首先是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毕竟国际政治是大国之间的

游戏。体系的结构以大国的数目为依据，以极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冷战时期，对整个国际体

系有重要影响的全球性大国是美国和苏联。当时的国际体系结构就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权力

分配。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国和苏联的权力来源主要是核打击能力，两国基本势均力敌，

从而形成一种以核武器为基础的权力均势结构。这个结构对美苏两国都产生了巨大的结构压

力，使得美、苏都倾向于保持克制，从而维护世界和平的大环境。 

总之，结构现实主义完美的解释了美国需要维持两极格局稳定，保持国际环境和平这一

问题。从而也解释了美国在这一阶段维护霸权的种种行为。这是现实主义理论在美国发展的

第二阶段。 

1.3 进攻性现实主义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形成了“一家独霸”的战略格局。美

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单个国家所拥有的经济和军事力童。尤为重

要的是，美国不仅具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等“硬权力”，而且还在生活方式和大众文化等“软权

力”方而占有绝对优势。 

现实主义理论本就没有预测出冷战的结束，使其饱受诟病。尤其是作为现实主义理论解

释美国霸权的第二阶段的理论成果—结构现实主义，其本身就是一种防御型的现实主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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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的世界形势就更难有合理的解释力。此外，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学界对世界格局

的看法一度为乐观的自由主义所支配，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曾一

度盛极一时。建构主义由于解释了冷战的结束，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现实主义急需一种可以解释美国霸权的新的理论形态，在此背景下，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

治的悲剧》于 2001 年孕育而生。其进攻性现实主义成为现实主义解释美国霸权的第三阶段理

论成果。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一种将权力、无政府、追求霸权追求到极致的“最大现实

主义”。米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1）大国间总是充斥着竞争，彼此之间最大化的争

夺世界权力，以期成为体系中唯一的大国。（2）大国本身具有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为其彼

此伤害甚至摧毁提供必要的资本，这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3）国际体系中没有维

持现状的国家，大国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即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

（4）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国家确保生存的最佳方式是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5）大

国是理性行为体。国家为了成功地猎取权力，大国可以采取如下战略：战争；讹诈；诱捕；

坐观血腥厮杀。 

作为现实主义的第三阶段理论成果，进攻性现实主义充分的解释了美国在新阶段追求世

界霸权的需求。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对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

了巨大影响。 

2. 解释外交政策的日本式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理论在美国确立核心地位的同时，也逐渐向外部世界扩展。日本很早就接受了

现实主义理论，但是对日本而言，国家目标在二战后所追求的已经不再是以自己为核心的主

导地位，而是如何融入国际社会并实现自身再次发展。故而，日本对理论的需求便是可以充

分解释自身的外交行为和外交政策。现实主义在日本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宏观理论

而是演变成了一种微观的外交政策解释论。 

二战后的日本，在媾和、军备、安保三大问题是，面临着社会上“左”与“右”的尖锐对立，

作为保守派政府如何去解释自身的外交政策，急需一套理论来为其行为进行辩护。“保守派”

支持 “单独媾和”、再军备与 《日美安全条约》，这种政策论调构成了战后日本型现实主义的

雏形。日本型现实主义急需解决的课题便是立足权力政治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与 “和平宪法”

的价值理念之间存在矛盾。日本型现实主义的核心观点：（1）构建一种权力与价值并存的新

的“现实主义”。高坂正尧认为，日本外交的价值是和平，这种价值正符合 “和平宪法”的基本

精神。强调权力政治作用的同时，他又主张日本外交需要“吸收了全民价值的长远目光”，在

实现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构筑和平的国际秩序。（2）区别于传统的权力观与均势观。高坂正尧

提出“国际政治是力量的体系、利益的体系、价值的体系”这一著名论断，即一国的权力既包

括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又包括 “软实力”。主张在维持均势的前提下，“各国维护自身的理念

与利益，通过行动创立国际法，提高联合国的权威”，渐进地实现和平。（3）反思“吉田路线，

提出“海洋国家”论。高坂认为，自主性不足是日本外交的最大问题，日本需要重新定位国家

方向。高坂主张日本把“海洋国家”作为目标。一方面，日本需要利用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积

极通过对外贸易发展经济; 另一方面，日本应该推行更积极的外交政策，逐渐增强自己的实

力。 

日本现实主义学者关注的重点不在是传统的物质力量，而是对非物质力量的作用有深入

的研究。试图打造日本“和平国家”形象，强化日本的“软实力”，把国家身份与价值观念转化成

一种权力。日本型现实主义从关心国内问题意识出发，没有先入为主地受到范式影响，其观

点反而更具解释力，非常契合日本的外交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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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释权力转移的中国式现实主义 

在当下，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便是中国的崛起。尤其是美国霸权衰弱这一背景下，中国

如何能够崛起而且还是不发生战争与冲突的和平崛起，便是国内学者所要关心的重大课题。

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提出了中国的法案——道义现实主义。道义现实主义是强调政治领导力

决定大国实力对比转变及国际体系类变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

是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的，即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道义现实主义有四大推论：（1）

逐利是国家行为和国际规范演化的根本动力。主导国逐利是建立国际规范和国际规范演化的

原动力。对主导国来讲，维持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是最大战略利益，因为这个秩序保证了该国

拥有最大的国际权力。（2）无序体系中不同类别国家的安全自保战略不同。主导国类别差异

决定了国际规范的不同，道义现实主义将主导国分为“王权”、“霸权”、“强权”三类，不同的大

国会采取不同战略去获取更多权力。（3）权力的零和性导致大国崛起的结构性矛盾和体系压

力。（4）政治实力变化可改变实力对比。政治领导力决定一国综合实力的升降，政治领导力

的差别决定了国际格局的变化。 

道义现实主义试图解释为何崛起国能在实力弱于主导国的条件下赢得竞争，取代主导国

的国际地位。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将弱胜强的现象归结为弱方的政治领导力胜于强者，且政治

领导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政治领导的类型。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逻辑非常简洁，即一国

对外战略选择是由该国客观的国家利益和对利益排序及实现方法的观念两个要素决定的。国

家利益和认识观念则又分别由该国的综合实力和领导类型决定。 

中国作为一个进取型的崛起国，道义现实主义很好的解释了中国的外交政策逻辑，并且

还具备一定的普世性。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为国家担当，为世界尽职”内涵实践需

要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指导，以道义寻求国际认同机制。中国的崛起离不开“道义”，在国家

外交大战略中应该重视“道义”的优势来增强自身的国际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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