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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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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大 中 小】　【我要打印】　【我要纠错】 【Email推荐：  提交  】 【收看新华手机报】

    ●文化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增强一国的软实力，文化实力的削弱并不必然削弱一国

的软实力

    ●政治实力的增长会带动文化实力的发展，但文化实力的发展则不必然带动政治实力的发

展。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文化实力发展的大国也有走向衰败的

    ●以政治实力为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速度就会快于以经济实力为综合国

力的基础

    3月18日，数千名示威者在美国纽约举行大规模反伊拉克战争游行。伊拉克战争4年来美

国“大失血”，软实力下滑。新华社记者  侯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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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片：2006年3月9日，在韩国首都首尔，大学生们身着传统服装参加祭孔仪式。韩国

预计今年将在中小学普遍开设汉语课程。 

   自中国政府于2005年9月提出促进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以来，国内有关软实力的讨论越

来越多。在《环球时报》的《国际论坛》版，笔者已发表过两篇有关软实力的文章。近来笔

者发现，“软实力”这一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为是“文化实力”。为此，笔者就软实力

核心要素及如何增强我国软实力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文化实力≠软实力

    文化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增强一国的软实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关于布什的单边

主义政策削弱了美国软实力的论述在我国影响很大。其积极作用是促使人们思考软实力在综

合国力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他没有对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做文化实力与政治实力的区分，因

此产生了误导人们将软实力理解成为文化实力的负面作用。文化实力包括了全民教育、科学

技术、文学艺术、新闻媒体、电视电影、服装饮食等很多方面。苏联的文化实力在1991年远

大于1951年，但文化实力的增强却未能维持国家的完整。古巴、朝鲜、越南和许多非洲国家

的文化实力都远小于苏联，但这些国家却能在冷战后生存下来。美国的文化实力在2003年大

于1990年，但美国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时的国际动员能力却远小于1991 年海湾战争时期。

    文化实力的削弱并不必然削弱一国的软实力。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削弱了

我国的文化实力，但中国却在1971年得到第三世界的广泛政治支持，恢复了我在联合国的席

位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权力，使我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大为提高。1978年我国文化实

力与文革后期相比并无明显提高，而改革开放政策却一下子为我国争取到了国内外广泛的政

治支持，我国软实力明显大增。从长期历史发展看，一国的文化实力普遍是处于上升趋势

的，但国家的软实力则时强时弱。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大清王朝的文化实力都是不断地上

升的，但它们都走向了衰败。依据上面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得知，文化实力是软实

力的构成部分但却并非核心要素。

    软实力的特点是让别人自愿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最根本区别是

软实力使受力者自愿行动，而硬实力使受力者被迫行动。如医生开出药方，病人会自愿去购

买，而警察开出交通罚单，司机就被迫交款。军事强迫和经济处罚都是让别国被迫接受一国

的政策。有人认为经济援助是诱惑不是强迫。经济援助虽与军事打击不一样，但不给或停止

援助实质上也有强迫的性质。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的作用与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不同，就在

于它们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受影响者自愿支持一国政策。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的

政治思想和中国古代的仁、义、礼、智、信的政治思想，都是以人们自愿接受为前提，促使

别人接受一国政府政策的。布什政府政策使美国软实力下降，并非美国的文化实力下降，而

是美国的政治信誉下降。布什政府假造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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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面退出美国自己宣传为世界和平基石的《反导条约》，违反《不扩散条约》与印度进行

核合作，这些政策使美国失去了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盟友的信任，因此其软实力严重下降。

    政治实力是操作性实力，而文化实力是资源性实力。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都是软实

力的构成要素，但两者性质不同。政治实力是操作性实力，而文化实力是资源性实力，后者

与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性质相同。政治实力包括了领导人意志、社会制度、政治原则、国家

战略、决策程序等多方面。政治实力是运用文化、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操作性实力，没有了政

治实力，任何资源性的实力都不能发挥作用。例如，以往2000多年里中国经历了多次分裂与

统一，强盛与衰败，与这些历史事件相联系，我们看到的是政府政治实力的升降先于事件之

前，而文化实力的变化则在事件之后。即使我们最自豪的汉唐文化也未能防止这两个朝代的

衰败。这说明，没有政治实力，文化实力没有意义。而没有文化实力，政治实力仍可独自发

挥作用。例如，如果把农民种地的能力比作政治实力，其科技知识就是文化实力。有了科技

知识，农民能提高产量，但没有知识也能种地。只有科技知识而不会种地的人是种不出粮食

的。

    软实力＝政治实力×(1＋文化实力)。综合国力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积，即硬软实力

的任何一方为零时，综合国力都等于零。但在这个公式中，软实力却不是政治实力与文化实

力的简单相乘，如果文化实力为零，软实力依然存在，但一旦政治实力为零，软实力则等于

零。因为一个只有政治实力而没有文化实力的国家照样拥有软实力。任何一个新独立而不具

备文化体系的国家，一旦被联合国接纳，就有了在联大的投票权，也就具备了软实力。在20

世纪60年代，许多新独立的小国都是这种情况。本段的软实力公式表达了三个概念：1)没有

政治实力，文化实力是起不到软实力作用的；2)没有文化实力，政治实力可独自起到软实力

的作用；3)文化实力与政治实力的增长都有利于软实力的增长，但政治实力是根本。如果深

入探讨我们还会注意到，政治实力的增长会带动丈化实力的发展，但文化实力的发展则不必

然带动政治实力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文化实力发展的大国也有走向衰败的。

政治实力的核心是政治信誉

    国际政治实力的核心是战略信誉。从范围上讲，政治实力包括了国内和国际两方面

的动员能力。国内动员能力是让本国人民自愿支持政府政策的能力，国际动员能力是让他国

自愿支持本国政策的能力。从内容上讲，政治实力包括了权力和信誉两方面。国际政治实力

的权力包括了一国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拥有的法定权力，如参与权、投票权、提案权、否决

权等；战略信誉则是其他国家对一国执行其所宣示的政策的可靠性的判断。信任的国家越

多，一国的战略信誉就越高，否则反之。战略信誉高的国家盟友多，战略信誉低的国家盟友

少。冷战时，美国的战略信誉高于苏联，因此北约的团结程度高于华约。冷战后德国的战略

信誉高于日本，因此德国在欧洲有很多盟友，而日本在东亚是孤立的。我国战略信誉也是处

于变动中的，2005年我实行的和谐世界外交政策提高了我战略信誉，这使得我国目前的国际

动员能力也强于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

    一国战略信誉建立在他国信任的基础上。战略信誉的基础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国相

信某国有决心履行其所宣示的政策，不会欺骗；二是他国相信某国有能力实现所宣示的政

策，不会失败。缺少其一，他国都难以自愿支持一国的政策。信誉从正面讲保护盟友，从反

面讲就是处罚敌人。即盟友认为支持一国政策可以获益，敌手相信不接受一国的政策必将受

罚。冷战时美苏对盟友提供的核保护伞以及相互的核威慑战略都是建立在这两个条件之上

的。缺少其中一项，美苏就达不成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其盟友也不会依靠他们提供的核保

护。法国在20世纪50年代一度退出北约自行发展核力量，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为欧洲国家进

行核报复意愿的信任。    

将增强我软实力的重点置于提高政治实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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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增强政治实力作为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点。开展国家间的文化年活动有利于外国

人了解中国和认识中国，但这并不意味外国人就因此喜欢中国和支持我国政策。在那些大肆

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外国专家中，有很多都是喜欢中国文化的，甚至是中文讲得很好的。

依据上述分析，为了有效地增强我国软实力，我增强软实力的工作重点可考虑从推广中国文

化转向提高国家战略信誉。国家战略信誉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利益，对于崛起大国来讲，比经

济利益要重要得多。为此，在战略信誉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采取经济利益服从于战略信

誉的原则，将有利于我国较快提升软实力。

    以政治实力为基础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新中国历史表明，政治实力一直都是文

化、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和衰弱的基础。新中国成立时，新的政治制度焕发了全中国人民建

设新国家的热情，1950-1956年我国文化、经济、军事实力都迅速上升，赢得了朝鲜战争、完

成了工业基础的建设，识字率迅速提高，道德风尚大幅改善。而50年代的大跃进和60年代的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线，使国家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都严重衰败。而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政治路线使我国经济在80和90年代迅速提高，但一段时间内军事实力欠了些账。此后中央

政府提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政策，于是出现了经济与军事实力共同增长的

局面。2006年中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我国的政治实力开始明显上升。根

据我国自己的历史经验，以政治实力为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速度就会快于

以经济实力为综合国力的基础。

    增强政治实力的工作从建立和谐社会入手。政治实力包括了国内和国际两方面，但

国内政治动员能力是国际政治动员能力的根本。提高政治实力与提高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

原理一样，都得从先从提高国内实力开始。只有一国国内经济实力增强了，其国际经济影响

力才能上升；只有自身军事实力增强了，对国际安全事务的影响力才上升。当一国政府的对

内政治动员能力下降时，其国际政治动员能力也必然下降。建立和谐社会是提高我国政府国

内政治动员能力的根本大计，因此增强政治实力的工作应从和谐社会建设入手，党的十六届

六中全会已经明确，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正义与公平。以“正久公平”的思想替代“致富光

荣”的思想指导我国政府的各项政策，政府的信誉就能迅速提高。为此，当发财致富与公平

正义发生冲突时，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维护公平和正义。 （阎学通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

研究所所长。）

发展软实力的国际思路

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１９９０年出版的著作中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后，

这个词不胫而走。如今，政治家在国际关系中谈论软实力，企业家在开拓市场时强调软实

力。由于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影响日益增加，世界各国在重视硬实力建设的同时，都十分

注重本国软实力的提升。

 根据奈教授的定义，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即通过吸引，而不是以强迫或收买为手段

来达到目的的能力。它来自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政策对他国、他人的吸引力。

如何发展本国的软实力，各国有着看似不同、实则相通的思路。>>> 点击详细

柯兰齐克：中国软实力外交很成功

新华网华盛顿５月１６日电（记者李学军）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乔舒亚·

柯兰齐克撰写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日前已由美国耶鲁大学出

版社出版。柯兰齐克首次在该书中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软实力如何对亚洲及整个世界发展产

生重要影响，提示美国政府必须正视中国影响力提升的现实。该书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6-12/27/content_5536367.htm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2/26/content_5534260.htm
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7-05/17/content_61140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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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来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新书、中国软实力外交及中美战略对话等

问题对乔舒亚·柯兰齐克进行了专访。柯兰齐克曾担任《经济学家》驻泰国曼谷记者，由

于工作的关系，他常去中国采访。  >>>点击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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