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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拓展，共同利益对合作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关照国

家利益和共同利益的互动过程，无疑能够加强对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把握。

深入探究共同利益的理论内涵，，不仅能够加强对国际合作的整体把握，还将使

共同利益这一“理论的假设”转化成“理论的问题”，共同利益是相互依赖状态

下国家利益存在共性或趋同的部分，由共同收益和共同威胁所构成，并在双边、

多边和全球框架内形成国际合作的基础。以国家利益和相互依赖为核心要素，共

同利益形成于国家利益的交互博弈中; 共同利益的运行是损益统一、动静统一和

知行统一的; 共同利益通过“自助—互惠—互利”的路径确立国家间的“共享”，

并在双边、多边与全球互动中展现出不同的特征。对共同利益的未来探讨要有效

融入中国的共同利益观念与实践，从而形成真正汇通东西的共同利益解读。 

本文的第一章主要介绍…… 

……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关键词：共同利益；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国际合作；治国理政 

 

 

 

标题：二号黑体，加粗居中，1.32 倍行距，段

前距 1 行，段后距 1 行 

关键词：中文小四宋体，英文和

数字为小四 Arial，1.32 倍行距，

段前段后 0 磅，“关键词”三字加

粗；关键词一般数量为 3-5 个，

用分号隔开 

内容：中文小四宋体，英文和数字为小四 Arial，1.32
倍行距，段前段后距 0 磅，首行缩进 2 字符，两端对

齐 

摘要和目录的页码使用罗马数字，小

五 Arial，页面下端居中，单独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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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ountries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globalization, the basis of common interests among nations is 
expanding. Deeply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common interests 
not only can strengthen the overall grasp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ut also 
will make the common interest which is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nto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will first sort out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the common interests among nations, and consider that the 
common interests is the common or convergent parts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dependent state, it consist of common benefits and common threat and 
form the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in a bilateral, multilateral and 
global framework. Then, this paper will elaborate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common interests by tak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dependence as the core 
elements; it will explore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common interests at the 
structural level, consider that the operation of common interests is unity of profit 
and loss, unity of movement and static,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t will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common interests at the process level, 
consider that with the path of "self-help – reciprocity - mutual benefit", the 
common interests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bilateral, multilateral and 
global interaction. Finally, this article will also briefly discuss China`s tradition,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common interest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into China's concept and practices of 
common interests, so as to form a comm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mon 
interests connecti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philosophy…… 

 
 

Keywords: Common Interests, National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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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前距 1 行，段后距 1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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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前段后 0 磅，“Key Words”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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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缘起 
荀子曰：“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①对个人而言，追逐利益是感

性的必然驱使；对主权国家而言，国家利益更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需求，它

既构成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起点，②也是“国际关系学者研究的中心问题”。③

以此为基础，伴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全球化进程的拓展，国家利益的交

互日趋频繁，共同利益的基础也在不断扩大。国家维护与拓展自身利益的途径不

再局限于零和博弈的利益争夺，开始更加关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正和博弈与互利

共赢。国家间合作得到了鼓励，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因而具有更为基础性

的作用。④可以说，“国家可以学会更加明智地界定它们的利益、采取更加合作的

行为”。⑤在这个层面上，合作并不总是善意的，但没有合作，我们将迷失；⑥然

而，唯有找准共同利益的切入点和汇聚点，国际合作才能顺利地展开。对中国而

言，我们正处于从地区大国迈向全球大国（global power），进而迈向世界大国

（world power）的征程之中，国家战略利益在迅速向全球拓展。⑦在全球变局下

全方位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进行国际合作时

的重大方针。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通过多元统一的理

念创新与战略设计，长期追求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依据

上述时代背景，进一步关照国家间共同利益的作用机理，既能够加强对国际合作

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把握，还可以为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以及中国对世界的责任

贡献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 

                                                        
① 《荀子·性恶篇》。 
②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9 页。 
③ 玛莎·芬尼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 页。 
④ 门洪华：《开放与国家战略体系》，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 页。 
⑤ Robert Gilpin, War and Peac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27. 
⑥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2, 
No.4, 1988, pp.379-396. 
⑦ 门洪华：《两个大局视角下的中国国家认同变迁（1982-2012 年）》，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9 期，

第 54-66 页。 
⑧ 郑必坚：《全方位构筑利益汇合点》，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 年 6 月 4 日第 1 版。 

标题：二号黑体，加粗居中，1.32 倍行距，段前

2 行，段后 1 行， 章序号与章名间空两个字符；

“绪论”和“结论”等不单列为章，且两字之间需

要空 2 个字符 

正文：中文小四宋体，英文和数字小四

Arial，两端对齐，段落首行缩进 2 个汉

字符，1.32 倍行距（段前段后 0 磅）。 

节标题：三号黑体，加粗居中，1.32
倍行距，段前 0.5 行，段后 0.5 行，

序号与题名间空 1 个字符 

目标题：四号黑体，加粗，首行缩进

2 个字符，1.32 倍行距，段前段后 0
间距 

引用：中文小五宋体，英文和数字

小五 Arial，使用①式样，每页重

新编号，行距 12 磅，两端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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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大致梳理国际关系主要理论流派对于“共同利益”的

核心观点，然后结合“为作为既定要素的共同利益是否可以被解构”这一问题，

通过对核心变量的提炼阐述共同利益的形成机理；以此为基础，本文将首先在结

构层面对共同利益本身进行解构，寻找其内在运行的逻辑。接着，在进程层面对

共同利益在双边、多边和全球的互动模式进行分别探讨。 
 

二、研究意义 

（1）基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与国家间交往的必然性，本文在研究主题上选

择了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交汇点的共同利益，其相比权力、制度和观念等要素

更容易取得共识；（2）本文对国际关系领域下“共同利益”的理论背景梳理，为

相关研究提供了必要但鲜有的论据支撑；（3）本文对共同利益进行多元的理论解

构，阐释其形成、运行、和互动机理，对略显碎片化的既有成果进行有效整合；

（4）尽管 

 

第二节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分析 

一、中文文献的总体分析 

在定量层面上，以中国知网（CNKI）的期刊数据库为例，截至 2017 年 3 月，

篇名含有“共同利益”的国际关系领域期刊论文共计 49 篇，而包含“国家利益”

的则有 484 篇，仅占其总比例的 10%左右；有趣的是，如果查找全文中含有“共

同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期刊论文，这一比例则超过了 55%。上述情况在国外

的研究成果中也同样存在。换言之，既有成果大多都会提及共同利益，但却很少

对其进行系统探究； 

 

 

图 0-1  相关研究的中文专著类别分布情况 

经济类
27%

科教文类
25%

政法类
22%

史地类
20%

军事类
3%

哲学宗…

每一目的最后一段需空一行 

图示的标题在图片的下方，中

文小四黑体，数字和英文小四

Arial，加粗居中，单倍行距，

段前 0.5 字符，段后 0.5 字符，

序号和名称之间空 2 个字符

——题目序号为“章数-表格

序号” 

正文页码字体为小五Arial，页

面底端居中 

每一目的最后一段需空一行 

图示之前需要空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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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分析框架 

“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①“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概念，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或社会学都将其

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奥地利法学家阿尔弗雷德·菲德罗斯（Alfred Verdross）

认为，“共同利益是一个社会通过个人的合作而产生出来的事物价值的总和”，②

其观点明确反映出了共同利益的进程性内涵。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

从经济学角度得出了颇为悲观的论断：“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

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③可以说，不同学科对共同利益的

关注既有其多元性和特殊性，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共通性，即关注个体利益与共

同利益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一节 *********** 

一、****** 
就国际关系学科而言，共同利益研究通常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以全球世界为

舞台、以国际关系为对象，重点探究作为国家利益重要组成部分的共同利益。经

典现实主义的代表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曾经提到，“一国之国

家利益不仅要明白自己的利益，也要明白他国的利益，一国之国家利益的界定应

与他国的利益相协调”。④尽管鼓励国家利益的协调带有肯定共同利益的意味，但

是考虑到摩根索始终认为国家利益具有排他性，这种利益的协调更多还是为了应

对“共同背离困境”而非“共同利益困境”⑤。新现实主义学者肯尼思·华尔兹

（Kenneth Waltz）承认了共同利益的存在，但也表示“当面对为共同获益而开

展合作的机会时，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必须要询问将如何对收益进行分配”，⑥而这

也直接反映出现实主义者结合相对获益问题，对共同利益乃至合作本身所持的质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②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7 页。 
③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 页。 
④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
页。 
⑤ 关于“共同背离困境”和“共同利益困境”，参见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肖欢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44 页。 
⑥ 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1-113 页。 

章标题：每章

标题另起一页 

每章的前言后面需空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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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态度。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则侧面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权利

和规则以共同的价值和利益为基础，而且产生于国家间的合作行为……可是，它

们的主要根据还是一个社会体系中居支配地位的集团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①可

以说，现实主义学者通常都承认共同利益的存在，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共同利

益对合作的促进作用，但他们始终认为个体利益才是决定国家行为的最终标尺。 
 

第二节 *********** 

一、****** 
具体而言，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下，一方的国家利益损益多少会牵涉到另一方

在同一领域内的损益，从而形成国家利益的交互博弈。此间，国家借由个体利益

的量度与权衡，不断厘清国家利益损益的趋异部分和趋同部分。其中，趋异部分

即为“互斥利益”，它表现了一方获利引致一方受损的部分，通常成为国际纷争

的根源；而趋同部分即为“共同利益”，它反映出双方同时获利或者双方同时受

损的情势，通常构成国际合作的前提。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湖泊分属 X、Y 两国，

X 在本国管辖的水域内发现了某种矿藏，考虑到其经济收益大于环境威胁的成本， 

表 1-1  地缘结构要素 

类  别 基 本 要 素 

总体性的地缘环境 气候特征；地理位置；文明区域 

海洋性的地缘环境 海岸线特征；出海口及其通道；近海空间；远海空间 

陆地性的地缘环境 陆地边界特征；邻国情况；内陆空间 

资料来源：****************************************（如为引用资料） 

 
 
 
 
 

                                                        
①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36 页。 

表格的标题在表格的上方，中

文小四黑体，数字和英文小四

Arial，单倍行距，加粗居中，

段前 0.5 字符，段后 0.5 字符，

序号和名称之间空 2 个字符

——题目序号为“章数-表格

序号” 

表格内的中文为五号宋体，数

字和英文五号 Arial，单倍行

距；文字排列水平居中，若文

字量较多可以采用“中部两端

对齐”；表格每行高度以0.8厘

米为宜，如内容较多可以适当

加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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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应当说，共同利益通过共同享有的利益与共同承认的原则构筑成合作的基础，

共同利益所包含的共同收益和共同威胁往往决定着合作的内容，共同利益在双边、

多边与全球互动中的特征框定了合作的原则。与此同时，国家对共同利益的关注

仍然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而共同利益则是国家实现这种根本追求的一种重要

视角。共同利益需要通过合作才能得到实现，因而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合作与其

说是一种目标，还不如说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在这个层面上，“更多的合作

有时并不必然就比更少的合作要好”，①更多的共同利益也未必就比更少的共同利

益更能促成合作，因为合作不仅依赖利益的“共享”，也需要其合理的“分享”。 

最后，西方的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常常带有严重的自我主义包袱 ②——它

始终追求“损有余而补不足”，但却在实践中每每陷入“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困

境。③可以说，当今世界上，每一个具有悠久思想文化传统的国家都对人类共同

的思想遗产有所贡献，同时也都分享着人类的思想遗产。④故而，对共同利益的

未来探讨必须要有效融入中国文化的哲学智慧与理念成果，从而在创造性理解当

代中国共同利益观念与实践的同时，形成真正汇通东西的共同利益解读，而这或

许也是东西方学者在相关研究上的“共同利益”所在。

                                                        
①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 9 页。 
② Robert O. Keohane,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1, 2001, pp.1-13. 
③ 引语出自《老子》第七十七章。 
④ 孙晓春：《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载《学习与探索》，2013 年第 10 期，第 53-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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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附录格式以论文正文为准（含

表格和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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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男，1994 年 8 月生人。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7 月就读于东北大学法学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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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三：《**********》（正在投稿）  

 

 

 

本部分内容的格式以论文正

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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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过去三年让我收获颇丰， 

感谢我的导师，…… 

 

 

 

 

本部分内容的格式以论文正

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