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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5期比较区域与国别研究

中国区域国别之学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趋向*

刘鸿武

摘  要：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快速变化，中国日益重

视覆盖全球的区域国别研究，一些长期无人关注的遥远小国、岛国、弱国也

开始进入了人们研究的视野，相关的学科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也日益受到重

视。学术思想领域这一新现象的出现，与中国逐渐扮演了一个在国际事务中

具有自主意识与全球作用的角色有很大的关联，这种关联给当代中国哲学社

会科学的视野拓展与域外知识的丰富和完善，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与实践机

遇。本文认为，要深刻把握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学科地位与战略意义，就应

当突出其与中国主张的人类命共同体发展理念、多元文明平等交流理念及拓

展全球治理路径等重大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基础关系与知识价值，并采取切实

举措从根本上提高这一学科的基础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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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研究并非新生事物，因为中国具有深厚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学

术传统与实践积累。历史上的中国，不仅要处理好国内东西南北间复杂多元

多维的区域、民族、种族与文化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具有极其复杂多样的周

边国家、民族、文化关系的大国，中国自上古之时起就特别重视对于中原与

边疆、华夏与四夷、本国本族与他国他族之复杂关系的认知，由此形成了丰

富久远的有关区域、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等不同维度的知识传统和治理

*  本文为刘鸿武主持的外交部2019年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跨年度课题研究项目“如何推进

中国非洲研究的系统化协同化特色化国际化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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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今天，在中国快速走向外部世界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在梳理并承继传

统、总结当代实践的基础上，固本开新，努力开创出当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

的新局面。

一、作为认识工具的“学科”及历史变化

为了展开后续的讨论，我们先对“学科”“专业”这样的概念作一点说

明。我们知道，对人类知识与思想活动进行类型化标注或体系化整合，从而

形成各种各样门类化的“学科”或“专业”，是服务于人类认识世界、把握

世界、开展学术研究的一种工具与手段。既然是作为一种工具与手段，那么

学科的划分、学科的边界、学科的效用，就不可能是绝对的、固化的，而应

该是动态的、相对的，应该根据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需要，根据人类认识世

界的进展，而不断调整、丰富和完善。也说是说，学科的设置与边界应该服

务于人的认识活动需要，而不是束缚人的认识活动或支配人的认识活动。

从考察人类的知识形态演进过程这一角度看，“学科”的形成与演进

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根据人类认识能力的逐步提升和知识运用方式的不断变

化而不断分化又不断融合的过程，是一个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过程。一

方面，由于知识无边似海，因而需归类、分科、条理化进而形成专业化领

域，才可挚纲统领，把握异同，故学术之发展总需要“分科而治”“分科而

立”。“分科而学”大致就是对“科学”的最一般性理解。另一方面，因为

人类知识本有内在联系，为一整体、一系统，在分化、分科、分治之后又要

特别注重各学科间的统一与联系，因而学术之发展又需要“整体而治”“综

合而立”，由此多学科融合方成鼎立之势。a就如同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所谓

“政治学”“经济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概念，也并不自古就有，未

来也肯定会有所变化和发展。

科学与学术往往在那些边缘领域、交叉领域、跨学科领域获得突破而向

前推进。作为以地域为研究对象的、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特质的“区域

a  刘鸿武：《人文科学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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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研究”，其成长也一样要走这种综合、分化、再综合、再分化的螺旋式

上升的道路。a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依据地域性研究活动而建立“地域性学

科”（如非洲学、拉美学、中东学、亚洲学等），就是将分化的学术与知识

又统筹起来，交叉起来，从而共同来关注同一特定地域的一些基本问题或共

同问题。

“区域学”是作为一种以聚焦地域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学科，它的一

个基本特点就是十分重视学科知识与思想形态的地域适应性和时空关联性，

尤其重视从它所关注与研究的特定地域与时空结构上来开展自己的适宜性研

究，通过建构自己的适地性知识体系，努力形成可以系统说明、阐释、引领

对这一特定区域的一般性、普遍性问题具有解释力的“地域学”学科群落与

知识体系。

从目前我们国家的学科建构与体制来看，“区域学”（如非洲学、中东

学、拉美学、亚太学等）作为一种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其建设与发展正可

以对目前我国以“领域学”（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为特征的学科

建设起到积极的平衡与补充作用，从而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世界的多样

性与复杂性。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学科设置基本上是按照所谓的“专业领域”

来划分的，比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

学”学科。这些“领域学科”设置的基本前提和逻辑假设，都是认为在人类

的社会生活中存在明确可分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历史”

等这种分领域的事象，人们不仅可以形成专业学术圈并对其展开分门别类的

专业化研究，而且其学术成果还可以形成各种专业化的学科知识体系。这种

划分有点像西医之治病，即医院根据患者所患疾病的种类而将其分派到内

科、外科、眼科、皮肤科、神经科等不同的科室来把握。这样的学科分类很

有必要，也是深受西方知识体系和认识传统影响的结果。

中国的知识与认识传统却有所不同。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虽然也有“领

a  刘鸿武：《打破现有学科分界是人文学科的发展之路》，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
cssn.cn/gd/gd_rwhd/gd_mzgz_1653/201406/t20140624_1225205.shtml，登录时间：2016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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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学”的意识，如传统意义上的“经、史、子、集”或“诗、书、礼、乐、

易”等的划分。唐代杜佑所撰写的《通典》将天下之事分为“食货”“选

举”“官职”“礼”“乐”“兵”“刑法”等不同的领域，大体上如今日之

经济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艺术学、军事学、法学等；宋代马

端临所撰写的《文献通考》对学科领域之划分更细，有“二十四门”之说，

略当今日之“二十四科”。不过，中国传统学术在重视对社会事物做分门别

类之领域划分和把握的同时，又始终十分重视对人类事象与国家治理的时空

关系的综合把握，重视对人类文化在地域和时空方面的整体性、差异性和

多样性的综合理解，强调学问之道，贵在一个“通”字，固有“通典”“通

志”“通考”“通鉴”等以“通”为核心理念的学术追求与思想传承，治学

者通常都是毕其一生精力而求得对天下古今之事的变通博览，从而成为一家

之言。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特别具有“文明发展的时空意识”的民族，其学术传

统一直有某种“区域学”的历史精神与丰富实践，有一种特别重视文明发生

发展的地域制约性、时间影响力的观察世界的传统。是否可以这样说，“领

域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有如西医之专门化普适化诊

治；“区域学”（非洲学、中东学、中国学、西域学、江南学等）有如中医

之整体化具体化诊治。西医重分科、重分析，一个一个学科地把握世界；中

医重综合、重联系，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看。当然，最好的境界是将

中西医这两端融于一体，融会贯通。

从学术传统上看，中国人看待世界时特别倡导要有一种“文明发展的时

间意识与空间意识”的认识眼光与思维模式，因为人类的历史与文明都是在

一定的地理空间与生态环境中生成和演变的，而地域空间就是承载其历史的

大舞台。这也是区域性学科之所以重要的主要原因所在。因此，在什么样的

舞台上能唱什么样的戏，一直是区域文明研究的核心问题。

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所谓“文明发展的时间意识”主要是指重视事物

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与时间关系。所谓物换星移、时过境迁，我们做研

究当重视历史的背景、基础与动力，因为每一国家每个区域的历史都是不同

的，其传统也是不同的，我们在认识它和把握它的时候也得有所不同。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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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发展的空间意识”则是指要重视事物生存空间与环境的差异多元现

象，需要“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因为凡事都需要“入乡随俗”，每个国家

每个区域的环境是不同的，因而需要因地制宜和分类施治。也就是说，我们

要重视历史和文明的环境因素、时间关系、发展基础与演化动力。例如，以

这样的眼光和理念来研究非洲，就不能离开热带非洲大陆这片土地的基本属

性来做抽象的概念演绎，而必须沉入到它的时空环境中去，必须站在非洲的

大地上来做非洲的学问。这就是非洲学这样的“区域学”“区域研究”的基

本特点。

惟其如此，国别与区域研究才能创造出覆盖全人类可以共享的知识体

系，而这对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在新型国际关系基础上建构人

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有人类共建共享的知识体系、思想理念与行动智慧加

以支撑。我们说，人类共享的知识体系不会凭空而降，也不能由某一区域、

某一国家的知识来充当普世性的人类知识。我们需要通过覆盖整个世界的全

球国别与区域研究学科的建设，在继承和开发世界各国、各区域、各民族的

传统知识与现代智慧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与合作研究，把东西南北的全

球人类知识、思想、文化链接和汇通起来，并加以综合创新，才可以创造出

超越区域知识与本土知识范畴的真正具有普世性的人类思想与文化。a

中国人素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一思想传统对于今日建构国别

区域研究学科具有滋养之意义。所谓“天时”，是指人类普遍性的文明精神

与规则原理，是人类共享共拥的自然规则与社会规律，所谓天道、法则、天

理，大致如此；所谓“地利”，则是指因为人类生存的地域空间与生态环境

上的多样性而形成的区域、国别、民族的文化个性与文明特点，它具有依时

空变化而形成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而这种区域上的差异性个性的存在，正是

国别与区域研究学科建立的基础所在；所谓“人和”，主要是指通过人类自

身的主观努力，通过主动的知识交流与思想沟通，在平等对话、相互学习、

共享共建的基础上，将不同国别与地域的人类知识体系与思想智慧一步步沟

通和链接起来，让具有地域性和国别性的文化知识汇入到具有普遍性的人类

a  刘鸿武：《非洲文化与当代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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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思想的洪流中去，从而成为全世界可以相互理解、沟通共享的知识与思

想，最终成为具有普世性的人类思想财富。

二、中国区域国别之学的传统与发扬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大致可以看成是中国最早

的一部“区域研究”著作。该书所体现出的认识世界的理性觉悟与思想智慧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传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学术对于区域、地

域、文明等“时空概念”的独特理解。a我们知道，《诗经》凡三百篇，大

体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则有所谓的“十五国风”，如

秦风、郑风、魏风、卫风、齐风、唐风、豳风等，这实际上就是对当时人们

对于周王朝域内外之15个区域（“国”）的民风民情（“区域文明”）认知

所作的诗性文字表述。在当时之人看来，通过采集这15个地方的民歌风谣，

不仅可以观风气、听民意，而且还可以美教化、移风俗、施良策、治天下。

延及汉代，中国的知识思想体系渐趋于成熟。汉代大学者班固撰《汉

书》，专门设《地理志》之部，承继了《诗经》写十五国风的传统，分别论

述了夏商以来的国家疆域沿革变迁、政区设置、治理特点以及疆域内外各地

区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点，并详细记述了广阔疆域及其周边世界的经济物

产、民风民情，以求为治理天下之知识依托。《汉书·地理志》在继承上述

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具有资政治国意义的疆域地理学或政

区地理学，成为后来历朝历代治国精英与天下学人皆毕其一生心力，来深入

分析国家政区内外的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必读之

书，并推动天下学人从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编写历史著述。在中华

学术框架下，各类区域的、国别的著述不断面世，流传久远，影响深远。

受这一知识传统的影响，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和治学者都高度重视特

定时空环境下各地区不同的气候、江河、物产、生产、交通、边民，以及各

a  刘鸿武：《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跨文化区域研究行与思》，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2017年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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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不同的精神状态、心理特征及政治制度的演进与相互关系。例如，东汉

山阴人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以丰富的史料和翔实的纪年记载了春秋末

期吴越两国争霸天下而兴亡存废之事。北宋苏洵所著的《六国论》，因纵论

天下治乱得失之道而名动天下，一时洛阳纸贵。在治学者的持续努力下，中

国古代逐步形成了成熟发达的国家治理思想智慧与知识体系。所有这一切，

实际上与今日中国要建立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学

科的宗旨，可谓是“古今一理”，本质相通。如我们今天要理解非洲、研究

非洲，就必须深入非洲大陆特定的时空环境，注重对非洲民风民情的调研考

察，就必须掌握真实的非洲大陆及各次地区、国家之具体情况，而不是把抽

象的标签直接贴在非洲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之上，只有如此，我们才可真正

认识非洲和懂得非洲。

中国是古老的东方大国，拥有自身历史特色的丰富的国际关系观念及深

厚的理论思维传统。在19世纪以前，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从东亚到南亚再到

中亚的这一地区性国际体系，不仅长期存在于亚洲大陆这个广阔的区域里，

而且也是前现代时期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体系之一。历史上的中国，既是一

个东亚国家，也是一个南亚或中亚国家，甚至还与遥远的西亚、中东、非洲

和欧洲都有直接间接的复杂交往，这让中国在久远的过往时代里也拥有了自

己的对外交往的经验与知识。虽然这一经验与知识是有限的、传统形态的，

但它也让中国成为了一个具有扩展自己现代性国际交往潜质与能力的国家。

近代以来，中国先是以被动方式卷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国际体系

而成为一个边缘性角色，后又以主动开放的姿态加入其中并逐渐向国际体系

的中心位置靠拢。可以说，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或开放或

封闭，或以自我中心方式处理对外关系，或卷入或加入或跟随陌生的另类体

系，但始终都维持了自古至今的自我存续历史，其间既有不同民族、不同区

域的交往过程，也有种种复杂的历史与周边环境，更有诸多危机与战争的考

验，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国际关系思维与实践经验最为丰富

的国家之一。

今天，我们推进“基于传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区域国别研究学

科的建设，将有助于我们恢复中华学术的优良传统并进而创造出新的思想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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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思想之务实精神”的民族，尊奉“实事

求是，理论来自实践”的认识原则，由此形成了中华学术区域研究中“由史

出论、史论结合”的治学传统，以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必须统筹考虑的

思维模式。历史上中国人就有比较突出的时空交错、统筹把握的文化自觉，

因而在管理社会和治理天下方面历来提倡既要通盘考虑天下之基本大势又要

把握人性之普遍特点的理念，此所谓“天时”；主张要在把握各国各地国情

民状之不同的前提下采取“因地制宜、一国一策、一地一策”的做法，此所

谓“地利”；同时还强调“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的中庸、中和、中正

原则，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国泰民安，此为“人和”。

另一方面，中国传承自过往岁月的发达的方志学、郡国志、地理志，

皆可视之为历史上中国开展“区域研究”的又一传统知识。在中国文化的思

想传统里，所谓“国有国史，郡有郡志”，就是指州、府、县、乡都有自身

的治理传统与本土知识。故而说到国家治理、社会协调、区域管理，中国人

不仅明白“入乡随俗”的道理，而且还了解“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

现象，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国人看来，人处不同区域，风土人

情、制度文化各有差异，因而无论是认知他人，理解他人，还是与他人相

处，都应该是“因地制宜”“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好的治国理念原则，有

效的社会治理模式，必然是注重人类文明的地域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差异性与

历史多样性，充分运用时空结构层面上开阔整体的“会通”眼光，依据对象

的真实情况，即所谓的区情、国情、社情、民情、乡情，实事求是地去努力

了解、理解、适应、建构生活在此特定时空环境中的“这一方水土与一方

人”的观念、文化、情感与制度。

这些优良的知识传统以及这些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思想智慧，在今日我

们认识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和民族，包括认识复杂的非洲大陆的区情、国

情、民情、社情时，都是可以继承和发扬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这一点：

做非洲研究，一定要把学问做在非洲的大地上，做在非洲各国各地区真实的

环境里，做在中非合作的丰富实践大地上，而不是仅停留在书本和文献里做

一些文字推演和概念抄袭的“无用功”。遵循这样一种历史时空意识而开展

的“区域国别研究”，要求研究者应当深入到特定区域、地域、国别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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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里去做长期的调研工作，也就是“深入实际”的、通过调查而开展的研

究活动，而不是待在象牙塔中、静坐在书斋里的那种概念文字游戏。它要求

研究者要“换位思考”，在对象国里要有“一线体验、一流资料、一流人

脉”，一定要把自己努力融入到研究对象之中，进而可以在“主位与客位”

之间穿梭往来，通过内外观察和多元思维的视角，实现“多角度理解”的目

的。

这种深入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实地研究，有助于研究者不必僵化刻板地套

用某种“普世主义”的绝对教条来理解生生不息、千姿百态的天下万物。在中

国人看来，认识世界、治理国家，唯有“因人因地因事因时而变”，方可长治

久安；若滞凝于某种僵化刻板的“绝对理念”，从教条的概念来推演丰富的现

实，或用一把尺子量天下万物，即用“这一方人”的观念来强求“那一方人”

的行为，其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既得不到真理，也看不清真象。

此外，中国传统学术还特别强调学术与思想的实践性与参与性，这一

传统对于今日建设区域国别学科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西方的学术传统强

调“学以致知”，追求真理完美，那么中国的学术传统强调“学以致用”，

追求尽心济世。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像柏拉图（Plato）、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那样的政治思

想家，这些人自己并未实际大量参与国家治理实践，而是主要通过自己的著

书立说，在思想的世界里来实现对于现实政治加以影响的理想与抱负。中国

的情况似乎很不一样，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家、政治思想家们，大多数首先是

一个政治家和实践者，在其登上了政治舞台后都参与了实际的国家治理，其

最关心的事情自然是实际的政治治理结果与经验积累，而不是著书立说。

对于中国古代学者或学术的这一突出特点，钱穆曾这样分析过：“当知

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

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

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实际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当

时的实际行动实际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

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

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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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 a

这大致也就如王阳明所倡导的那样：知行合于一，知行本一体，两者

自不可分离。也就是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因为“知已自有行

在，行已自有知在”，行中必已有知，知则必当行，唯有知行合一，知行合

成，方能显真诚，致良知，致中和，最终求得古今道理，成得天下大事。b

中国古代学术历来是与国家民族的发展、国计民生的改善结合在一起

的。“立足实践，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经国济世”这些精神品格与文化传

统，与今天要建设区域国别研究学科、推进中国域外知识体系的重新塑造，

都可有借鉴与衔接的历史基础，是值得今日挖掘的学术精神源泉。虽然今天

的时代与古代已大不一样，但一些基本的道理还是相通的、一致的。我们今

天从事区域国别研究，要去认识研究遥远世界里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

同民族；要做得好，做得有益，我们就必须深入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了解

中国与这些区域和国家的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观察中国在这

些区域和国别的企业的实际运作情况，将田野考察与理论思考真正结合起

来，由史出论，因事求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才可获得对外部世界各区

域各国别的正确把握。这样，我们的著书立说以及我们的资政建言，才会有

自己的特色、风格和思想，才能达到“管用、可用、能用”的目的。

三、“区域研究”与“领域研究”的互构互动

长远来看，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学科要获得创新发展，应该是将“领

域学”与“区域学”有机结合起来，使其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区域学”

或者“区域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区域性”“专题性”“综合性”和“实

践性”的整体运用，它要求有纵横开阔的学术视野与灵活多维的治学方法，

有服务于现实实践的可操作性和应用性。而“领域学”学科设置的基本前提

和逻辑假设则是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明确可分的“政治”“经济”“社

a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35页。

b  王阳明著，叶圣陶点校：《传习录》，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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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法律”“历史”这样分领域的事象，人们可以形成专业学术圈对其展

开分门别类的专业化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专业化的学科知识体系。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如果我们对“区域学”和“领域学”进行新的综

合、交叉与贯通，就有可能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

突破点。

如前所述，所谓“区域性”研究是指以某个特定自然地理空间为范畴

的研究。这样一来，“区域”之空间范围自然是根据对象与需要之不同而

存在很大的差异，既可以很大，也可以较小，诸如非洲、拉美、西亚、中

东、东亚、南亚、中亚等；“区域”之空间范围还可以做更进一步的划分，

比如非洲研究中就可划分为东非、西非、北非、中非、南部非洲的研究，或

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之角、非洲大湖地区、萨赫勒非洲等各特定区域的研

究；“区域”之空间范围还可以按照非洲语言文化、宗教传统与种族集团来

进行划分并据此开展专门化的研究，如“班图文化研究”“斯瓦希里文化研

究”“豪萨文化研究”，等等。

“区域性”研究其实也是“国别化”研究，即按照“国家”这一政治

疆域开展专门化的国别研究，比如非洲区域研究中就有非洲54个国家的专门

化研究，因而可以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国别研究”，诸如“埃及研究”“尼

日利亚研究”“埃塞研究”“南非研究”，等等。事实上，在有关非洲文明

的研究历史中，早已有类似的知识积累与学术形态存在，国际上也有所谓的

“埃及学”“埃塞学”的学会、机构与组织的存在。甚至在一国之内也可

作进一步的细化处理，比如像尼日利亚这种国土面积比较大且内部经济、宗

教、文化差异比较突出的国家，就有尼日利亚的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研究

的细分，正如古代埃及之研究从来就有“上埃及”与“下埃及”之分野一

样。

“区域与国别”研究还可作进一步的“专题性”研究分类。“专题性”

是指对此特定区域和国别的问题作专门化研究，比如，对非洲大陆这一区域

的政治、经济、环境、语言、安全等问题的专题研究等，也就是所谓的“非

洲+学科”的研究或“地域与专业”相结合的研究，如非洲政治学、非洲经

济学、非洲历史学、非洲语言学、非洲民族学、非洲教育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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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区域研究的划分范围是大是少，在此类“区域化”的研究

活动中，人们总是将某一特定的或大或小的、自然的或文化的或历史的“区

域”，作为一个有内部统一性、联系性、相似性的“单位”进行“整体性研

究”，探究这一区域内的一般性、共同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结构

与关系、机制与功能、动力与障碍、稳定与冲突等问题。这就要求区域研究

必须具有“综合性”。所谓“综合性”主要是指这类区域研究往往具有跨学

科、跨领域的综合交叉特点，需要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军事与外

交、文化与科技等不同角度，对这一区域的某个专门问题进行综合交叉性研

究。比如，我们研究非洲的安全问题时，就不能就安全谈安全，因为非洲的

安全问题总是与其经济、环境、民族、资源、宗教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当

然，非洲某个国家的安全问题其实也是与其周边国家、所在区域的整体安全

问题纠缠在一起的。事实上，非洲的许多问题都具有跨国境、综合联动的特

点，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学科汇通与知识关联的眼光，必须具有跨学科

综合研究的能力。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地域学”与按“领域学”特点而形成的学科（如政

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具有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地域学”

是一个突出研究对象上的“地域性”（如非洲、中东、东亚、南亚、拉美等）

属性的交叉学科。我们可以通过确立“区域学”（区域研究、地域研究）这样

的交叉性学科来建构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比如“非洲学”就是以非洲这

块大陆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以特定“时空地域”为对象的

“地域学科”，而且还可以与“领域学科”形成互补的结构关系。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学术在现实中面临着一些急待解决

的问题。我们知道，按照目前我们国家流行的“一级学科专业领域”来设置

学科，区域国别研究就难于确定它的学科归属，因为无论是将它归入政治学

还是经济学或别的学科，都存在问题。以非洲研究为例，众所周知，非洲问

题非常复杂，涉及领域广泛，许多问题都不能单独解释，如非洲的政治问

题、经济问题，其实都是与非洲的文化、宗教、种族、生态等问题搅在一起

的，因而是一个整体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从不同的领域、不

同的学科对它开展研究。因此，我们说“非洲学”应该是“领域学”“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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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国别学”的综合，它不仅吸收了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学”的一般

性理论与方法，而且还特别重视自身的地域属性，始终以区域研究的视野开

展研究，如对东非、西非、南非、北非的研究。此外，它还是“国别学”，

需要研究者对非洲一个一个的国家开展研究，当然也需要研究者切入一个一

个的重大问题来综合研究。a

比如要建设好一个综合性、全覆盖的非洲区域研究院，就需要这一科研

机构中的科研人员具有非常丰富的专业背景，可能需要七八个一级学科加以

支撑，如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法学、教育学和政治学，甚至

还要有影视学和传播学。有了这些不同学科背景的人，非洲区域研究机构就

可以围绕非洲研究的学科规划与核心主题开展聚焦于非洲问题的综合研究，

进而逐步形成“非洲+”的交叉学科态势；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需通过反复

前往非洲国家做长时段的留学调研，获得非洲体验，并掌握一线知识，然后

再从不同学科视角来研究非洲这块大陆各地域各国别的若干共同问题。b

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为例，2007年建院之初，研究院提出要聚焦

于两个重大问题开展研究：一个是“非洲发展问题研究”；另一个是“中非

发展合作研究”。这两大命题可以把全院的七八个一级学科的20多个科研人

员聚合在一起，每个研究者都可以从人类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

同学科角度研究非洲的发展问题。这样一来，学科虽然散，但是问题聚焦，

达到了“形散而神聚”的效果。经过十年的发展，研究院就逐渐提炼出了关

于非洲发展研究的话语体系。这就是专门化的“非洲学”知识形成过程。c

总之，学科定义与知识类型的边界划分因其相对性而可宽可窄、可大可

a  刘鸿武著：《非洲学发凡――实践与思考六十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页。

b  关于学科建设规划，可参见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学术网站：http://ias.zjnu.cn/xsyj/list.
htm，登录时间：2020年6月9日。

c  2020年8月27日，教育部公布了《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

叉学科名单》，对完成学科备案的包括160所高校的549个学科予以认定。其中，浙江师范大学的

“非洲学”“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两个交叉学科正式获得备案认定。这也是中国高校中首两个直

接冠有“非洲”名称的交叉学科，标志着中国的非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见：《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A22/202008/t20200827_480690.html。登录时间：

202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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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尽管这样做皆各有其利与弊，但其对“非洲学”的学理定义和性质理解是

一样的。事实上，对于“非洲学”这一概念，正如“国学”这一概念一样，有

人认可，也有人不认可。考虑到非洲研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而参与到“非

洲研究”领域中的研究者或认识主体也差异极大，因而存在歧见在所难免，大

可以持百家争鸣的态度，各呈己见，共同推动形成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和平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日趋复杂，现行的

“一级学科”设置与建设模式不完全适应现实发展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

在此背景下，有关更好地推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特殊学科的成长的问题

逐渐引起政府的重视。2016年5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全国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

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二是学科体系不够健全；三是

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针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习近平提出了

指导性的建议：一是要突出优势；二是要拓展领域；三是要补齐短板；四是

要完善体系。a本文认为，习近平所述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

中的问题或短板，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中也有着突出的表现。归纳起

来，大致有如下方面的问题：

（一）缺乏系统性、长期性、专业化的基础研究支撑

区域国别研究具有十分突出的专业性、适地化特点，要求研究者必须长

期地、系统地、专业化地跟踪、观察、熟习一国一地的风土人情，尤其需要

深入当地民间社会，从研究对象的内部来了解对象。从理论上讲，区域国别

研究的地域范围覆盖了全球，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地区和国家，可谓是全球范

围内的分区域、分地域、分国别研究，而各区域、各国别、各民族的区情、

a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参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
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html，登录时间：2016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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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和民情的历史与现实可谓千差万别，研究者很难从全球与世界的层面来

把握对象，只能是通过深入某一地某一国来做长期的跟踪观察，借此积累一

线体验、获取一手资源、结识一流人脉，方可把握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得

出可靠的结论。但是，目前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缺乏系统化、长期性、专业

化的基础研究支撑，高水平专家的缺乏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些做区

域国别研究的人往往停留在表面现象之上，或搬用抽象教条的概念，臆想研

究对象，因而导致许多研究不深入、不具体、不管用。

（二）缺乏机制化、机构化、实体化和专门化的科研机构

众所周知，区域国别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不易建立专

门化、实体性的研究机构，这也明显抑制了研究水平的提升与专业队伍的发

展。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人员大体上还是分散在不同的行业与

领域，一些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大多都是挂牌的“三无”机构，即“无

编制、无经费、无场地”单位，聚散随意；研究人员或半路出家或行半而

弃，能够长期稳定存在、形成自己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高深科研成果的寥寥无

几。虽然过去几十年国家和大学对此投入不断增多，但因为缺乏机制化、实

体化机构的支撑，以至于全国真正数得上来的成建制的、稳定存在的区域国

别研究机构现在依然是屈指可数。

（三）缺乏专业化的学科与学位建设及人才培养平台

区域国别研究因为涉及范围广泛，具有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域研究的

特点，大体上属于新型交叉学科，因而缺乏专门化的学科支撑和学位专业人

才的培养机制。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队伍通常都具有十分多样的学科背

景，研究者多以固有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手段进入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尽管这

一方面可以发挥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的优势，也可以通过汇聚各方资源

与智慧来聚焦专题研究并取得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会造成

区域国别研究一直处于缺乏自身稳定成熟的学科支撑与专门化知识储备的后

果。目前国内人才培养按照传统的一级学科布局，只能在传统的一级学科下

按照专业领域来培养人才，而不能按照地域来培养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因而

不利于推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学位建设、师范建设、课程建设

和教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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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缺乏可持续性的专业性、多样化研究资源支撑

长期以来，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大多停留在“一支笔、一张纸、一篇文

章”的所谓“学者工作坊”的传统书斋式研究状态。研究者喜欢闭门造车，

喜欢做沙发上的学问，既缺乏长期在对象国留学、调研、考察访问的经历，

也缺乏系统的一手资源积累，因而往往只能是抄袭、借用他人（主要是来自

西方）的文献、资料与数据库，也包括研究的话题与概念、主题与问题，这

使得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深受西方的影响和牵制。与欧美国家

到处都是亚非拉主题的博物馆相反，目前我国这方面的博物馆、文献馆、资

料馆十分缺乏，即便是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中央国家机关的科研机构，

其众多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如西亚非洲所、拉美所、南亚所、俄罗斯东亚

所、美国所、欧洲所、日本所，等等，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机构都没有建

有专业一流的对象国的博物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也许是一个例外，

该院为了做好区域国别研究工作，不仅花大力气建立了收藏丰富的非洲文明

博物馆，而且还建立了相应的翻译馆、图书资料中心。

（五）缺乏畅通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与交流协同管道

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各地的事情，有的远

隔千山万水，国情区情民情更是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在做研究之前需要先

懂得人家、尊重人家，不仅要向人家学习，而且还要拜人家为师，这就需要

有十分畅达直接的与对象国的科研机构、专家学者、思想领袖进行交流、对

话、合作的工作机制与协同机制。好的区域国别研究就是能站在研究主体与

研究客体的双方位置上反复地穿梭往来，在深度的对话沟通中寻求双方的相

互理解与普遍的共识，而不是自说自话。但目前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和

研究人员与对象国开展的深度交流合作，尤其是紧密协同的集体研究合作还

十分缺乏。例如，绝大多数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都没有聘请对象国的专

家学者作为科研人员，中国自己的研究者也很少在对方国家长期工作，或者

做系统深入的田野调查。

（六）缺乏政企社学商之间的整体协同与统筹安排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地理学、区政学、历史学的核心精神，这一传

统当下需要充分发扬继承。区域国别研究的活力与动力就在于它应该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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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今天中国对外关系与全方位合作的大地上的学问，是服务于国家发展

现实需要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科，必须围绕着中外关系中的“国家重

视、企业关心、社会关注、百姓热心”的主线来开展研究、选择主题、评价

成果、奖励贡献。但目前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多数情况下的区域国别研究

还是停留在科研机构与研究者自己的体制内作微循环，国家和政府重视的话

题，企业和社会需要的成果，不能充分体现到研究体制中去，科研机构和人

员所做工作与海外使领馆、海外中国企业、海外中国人的关注和需要之间往

往存在很大差距。

五、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当下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处于深度调

整过程中。在此背景下，对于中国而言，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和研究世

界，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和重要，区域国别研究因而被赋予了日益

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这一切都需要我们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来因应

现实发展的需要，尽快把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完善起来。

（一）高度重视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基础学科的重要地位与战略意义，突

出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等重大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基础关系与知识价

值，从根本上提高该学科的战略定位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特色学科，既是目前我国学

科建设中的“短板”，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攻关领域”，甚至还

是国际问题研究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突破点”。要实现重大突破，取得重

大进展，就需要有破有立，勇于探索创新，遵循“学科建设为本体、智库服

务为功用、媒体传播为手段、扎根一线为前提、中外合作为路径”的区域国

别学科建设原则，扎扎实实地推进相关工作。

（二）“区域国别学”需要国家特殊政策的扶持，应作为“特色学科”

列入国家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行列中

近年来，我国现行的“一级学科”设置与建设模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问

题日趋突出，阻碍了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特殊学科的成长。为此，我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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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国家战略发展的角度，采取切实举措来加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专业学

科基础建设，尽快设置以“区域国别学”为特色学科的博士、硕士专业，力

求早日形成专门化的“区域国别学”平台。

（三）做好顶层设计，加大投入力度，整体推进系统而专业化的区域国

别学的科研基础条件建设

区域国别研究是一种具有古典研究气质的基础研究，许多专题领域的研

究还具有冷门、绝活、秘传的特点，没有专业化的系统化的知识积累和基础

条件就很难实质性地推进。目前中国国家层面的非洲博物馆、亚洲博物馆、

拉美博物馆、中东博物馆都处于空缺状态；古典文明博物馆、东方语言文字

博物馆、“丝绸之路”博物馆、亚非人类学博物馆、非洲艺术博物馆等专题

领域，都缺少专业化的队伍和科研机构加以支撑。近年来，国家开始重视区

域国别研究学科的顶层设计和相关领域的建设，但总体上还处于粗放阶段，

需要在系统布局和整体推进方面继续加大投入。

（四）通过制定统一的国家标准，努力早日培养出“复合型、跨学科、

专业化+外语”的通用型区域国别研究人才

国家可考虑制定统一的原则与框架，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应根据国家统一

标准细化各自的人才培养方案。例如，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根据自己的情

况制定从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几个阶段的人才培养方案，具体到本科

阶段，可考虑采用通识性的人才培养方案，让本科生可以系统学习“文史哲+

外语”的通识型专业，借此获得相对广博的知识积累，以便为其硕士生和博

士生阶段后的深造学习和专门化地区国别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建立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引进专项基金，积极而审慎地引进研究对

象国家的高级专业人才，推动国际合作研究稳步发展

实现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人才队伍的国际化改造，逐渐形成中国学者与对

象国学者紧密合作、相互学习、共同创造知识的局面，离不开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特殊专项的大力支持。这样一来，非洲、亚洲、拉美、亚太地区的发展

中国家年轻学者就可以通过申报中国国家社科基金国际专项来华从事研究工

作，从而为形成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中方与对象国家学者紧密结合的复合型

科研团队并实质性地提升国内学者的研究水平与质量奠定基础。该专项基金



71

2020年第5期

还可以通过资助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非洲学者论非洲”“拉美学者论

拉美”“在华外国学者论世界”“在华外国学者论中国”等论坛以及撰写区

域国别研究系列丛书来扩大中国区域研究成果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改变以往

国内学者只能通过西方学者的著作来看世界，以及国际学者只能通过西方学

者著作来看中国的缺陷。

（六）开发编辑专题数据库，建立一批具有综合实验、数据处理、信息

加工、智能服务的文理工交叉的“区域国别学综合实验室”

可以分区域、分地域、分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地来组织推进相关专业数

据库、信息库、实验室、文献收藏室的建设，并且通过与研究对象国的国家

档案馆、博物馆合作，双向培养中方人才与对象国家人才，同时努力构建以

突出中国特色的话语形态与概念体系，为建立起中外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

系创造条件。

六、结  语

学术研究和理论活动能否对时代之变革作出及时的回应与战略性前瞻，

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命题；但无论怎样，敏锐把握时代变革的时机，深入理

解时代变革的性质，全面洞悉时代变革的趋向，却始终是学术研究得以充满

活力、理论创新得以实现的重要提前。

作为一个介乎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具有某种过渡性和双重属

性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元多

维的交往合作过程中，可以扮演一个角色更为多样、作用更加积极、功能更

具桥梁与中介作用的全球发展推进者、协调者与整合者。从全球国际关系演

进的角度上看，当代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在若干重要的领域必然会

突破和超出近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传统国际关系体制的范畴，新的世界观念

和国际交往关系必将随之形成。这种新的理念和关系也必然会反映出发展中

国家自身以往的历史文化，以及在现代发展过程中既具普世性同时也具各国

各地区特色与个性的发展要求与路径选择。中国致力于推进的全球发展合作

伙伴关系，将为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目标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造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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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国际平台与实验窗口，为一个更具政治合法性与道德感召力的当代中

国新的“国家身份”与“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提供特殊的国际战略舞

台与身份认知途径。

在具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和发展余地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来自更多方面

的外部挑战与环境压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处理好与可能具有不同利益

诉求与理念观念的西方发达国家、南方发展中国家、全球新兴国家、中国周

边国家、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等各方各面的多维多元利益关系，如何建构起一

个更稳定的有多个战略支点支撑的外部发展平台与结构体系，并进而营造出

一个更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共同发展两者良性互动的外部环境，

是我们每一位学者都必须面对的战略性重大课题。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要与国际社会一起努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从学术与思想、知识与观念的层面上说，要建构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就需要有能支撑、解释、服务这一命运共

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思想理念与行动智慧

的创造与传播。而这一人类共享的知识体系不会凭空而降，也不能由某一区

域、某一国家民族文化的知识来充当普世性的人类知识。我们需要通过全球

范围的各国别与各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智库建设与交流合作，在继承和开

发各国、各区域、各民族的传统知识与现代智慧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和

合作研究，把全人类的知识、思想、文化都链接和汇通起来，并加以综合创

新，这样我们才可以创造出真正具有普世性、全球性的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

知识与文化，也才能应对今日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所有这一切都为当代中

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现实需求与广阔的平台空间，这

也是当代中国学者可以大有作为的思想创造与知识探索新领域。

（作者简介：刘鸿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

究院院长，金华，3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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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change of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the area and country studies have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China. Therefore, some small countries, island countries and weak countries 
which have been ignored for a long time begin to come to the forefront, an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f related disciplines also begin to 
receive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 emergence of such a new phenomenon 
in the academic world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ina’s new role in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affairs, which is increasingly independent and enthusiastic.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status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area and country 
studies as a basic discipline, we have to highlight its bas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s major ideas and practices, such as the proposi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concept of equal exchanges between multiple 
civilizations, and the idea of diversifying global governance paths. Beyond that, 
we should also take practical measures to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basic,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of China’s area and countr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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