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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特定范围里、不同层次内和一定程度上ꎬ全球网络治理制度存在机制赤字、治理失效和行为困

境的难题ꎮ 同时ꎬ美国的网络霸权与中美在网络治理上的分歧ꎬ使得全球网络治理制度改革于中国而言有迫切

的理论与现实意义ꎮ 根据历史制度主义“渐进制度变迁”理论ꎬ霸权国的制度否决能力与既有国际制度的弹性

空间ꎬ以及外在威胁的迫切性而引发的变革决心ꎬ是影响崛起国制度改革路径的三大条件要素ꎮ 为此ꎬ中国需要

运用话语制衡以克服霸权国制度否决能力ꎬ通过制度竞合以增强既有制度的弹性ꎬ倡导国际合作以降低崛起风

险ꎬ从而建构稳定而有活力的网络空间ꎬ进而助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建构ꎮ
〔关键词〕网络治理ꎻ渐进制度变迁ꎻ霸权否决能力ꎻ制度弹性ꎻ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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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空间是一个全球域ꎬ由相互依存的信息

技术基础设施、驻留数据和内嵌程序与控制等信

息环境要素构成ꎮ 全球网络治理是对传统主权

治理的一种挑战:网络空间非权威的架构特点、
非集中的行为文化和不断平民化的技术ꎬ导致绝

对优势的控制力量无法出现ꎬ从而使全球网络空

间天生就呈现出一种无政府状态ꎮ〔１〕尽管主权国

家和各利益相关者一直寻求对网络空间的治理ꎬ
然而ꎬ现行治理制度依然在机制设计的合法性、
代表性与可落实能力等方面存在困境ꎬ并且在现

实运作中呈现出黏性不足和碎片化等诸多问

题ꎮ〔２〕由此导致的所在皆是的网络治理缺位、越
位和错位等现象ꎬ使得在有效解决日渐突出的事

关网络治理的政治关切、公共秩序和社会利用等

问题时ꎬ出现了特定范围里、不同层次内和一定

程度上的机制赤字、治理失效和行为困境ꎮ
网络空间的主权性质以及网络对政治、经济

和社会等层面的强大赋能ꎬ使现实的国际政治空

间与虚拟的网络空间之间有强劲的相互影响ꎮ
不平等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制

度缺乏合法性的根本动因:作为兼具网络空间和

现实空间霸权的国家ꎬ美国通过规则制定权和话

语权ꎬ经由 “在网络” 和 “通过网络” ( 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３〕 的方式ꎬ维护和推进现有

权力结构和既得利益ꎻ以崛起国中国为代表的新

兴国家ꎬ则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网络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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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的理念、规则和执行上ꎬ存在根本性的分

歧与冲突ꎬ从而直接影响了全球网络治理制度的

平衡与效能ꎮ 不过ꎬ网络治理制度也有基于自身

逻辑的演进规律和路径依赖ꎮ 因此ꎬ在关注不平

等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同时ꎬ更应通过制度的重构

来解决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上存在的合法性不足

与效率性低下的问题:通过全球网络治理制度改

革ꎬ设计出相当成熟的、得到普遍认可的国际制

度框架ꎬ以促成全球网络空间的稳定、安全与平

衡ꎮ 中国是互联网发展的受益者ꎬ也是全球最活

跃的互联网市场ꎬ更是网络滥用和网络安全问题

的受害者ꎮ 对中国而言ꎬ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

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ꎬ以发展好、运用

好和治理好互联网ꎬ让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人类ꎬ
是努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过程中迫切

而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需求ꎬ也是中国践行国际社

会共同责任的体现ꎮ

一、美国的网络霸权影响全球网络治理制度的效能

关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制度ꎬ中国一直强调

“多边主义”治理对护持网络空间秩序的重要意

义ꎻ同时ꎬ追求“多边主义”与“多利益攸关方”模
式的相对平衡而非绝对对立ꎬ强调发挥联合国的

作用ꎬ建构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改善全球网络空

间治理现状的方案ꎮ 然而ꎬ美国网络霸权的不良

示范以及美国对崛起国的压制与掣肘ꎬ使得现有

的网络治理制度和行为部分失效ꎮ
(一)美国的霸权思维惯性充斥网络空间

凭借互联网缔造者的先发优势和作为唯一

超级大国的雄厚实力ꎬ美国牢牢把握了网络空间

国际治理的主导权ꎮ 美国并非“仁慈的霸权”ꎬ
其霸权行为充斥网络空间ꎬ无法获致他国对其合

法性的普遍信赖ꎬ〔４〕再叠加网络技术平民化对弱

者反抗的赋能ꎬ〔５〕这使得美国的单极霸权未能形

成所谓的“霸权稳定”ꎬ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以国

家为主体包括各种行为者在内的进行斗争的最

新人类活动域ꎮ
美国是网络战的始作俑者ꎬ其防范对象遍及

全球所有国家ꎮ 据«纽约时报»报道:２０１２ 年ꎬ美
国在俄罗斯电网中植入了可以被利用的病毒程

序ꎬ并可随时发动网络攻击ꎮ〔６〕斯诺登在 ２０１３ 年

所披露的“棱镜”系统ꎬ展示了美国监控全网和

全球的战略野心ꎮ 俄罗斯卡巴斯基实验室

(Ｋａｓｐｅｒｓｋｙ Ｌａｂ)认为:美国已经找到了一种方

法ꎬ可以把监视和破坏工具永久性地嵌入在伊

朗、俄罗斯、巴基斯坦、中国、阿富汗和其他美国

情报机构密切关注国家的目标计算机和网络中ꎮ
这种在他国关键基础设施中植入系统ꎬ用作网络

战的前置准备工作并预置有利的战场ꎬ塑造有利

于本国的战略态势ꎬ是美国作为网络霸权国家追

求单边主义的典型做法ꎮ 同时ꎬ为了使网络扩军

备战的做法合理化ꎬ臆造敌人、渲染危险及妖魔

化他人则是美国经由话语来维护霸权的配套做

法ꎮ 比如ꎬ其政府官员、智库报告曾多次宣称美

国可能会面临一场造成大量实体破坏、人员伤亡

并使社会运转陷入瘫痪的“网络珍珠港”事件ꎮ
但时至今日ꎬ所有这些预言ꎬ均无现实案例支撑ꎬ
只是使美国公众感到震惊ꎬ制造出了新的恐惧

感ꎬ为网络空间军事化和计算机代码武器化制造

借口、营造氛围ꎮ
霸权国对“绝对安全”和“横行自由”的追

求ꎬ会使所有的国家成为实际或潜在的受害者ꎮ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ꎬ各国已经紧密结合为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集合体ꎮ 忽略他国感受任性

地追求绝对安全ꎬ将使全球陷入“安全困境”:一
国若欲构建单方面的、不受限制的优势ꎬ必然引

发他国因安全担忧而采取反制措施ꎬ从而引发军

备竞赛的循环并对整体安全造成破坏ꎬ使所有国

家都处于危险之中ꎮ
(二)中美网络治理领域存在利益认知和行

为规范的分歧

近些年来ꎬ在历次中美最高级别谈判中都会

涉及网络治理问题ꎮ 网络治理已经成为中美博

弈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关键议题ꎬ双方在安全利

益、现状认知和行为规范等层面都存在一定的不

信任感和分歧ꎮ
—１５—

全球网络治理改革:崛起国的路径选择



１. “主权还是公域”的认知差异ꎮ 美国秉持

的“公域说”深受网络自由主义和“没有政府的

治理”理念的双重影响ꎬ认为网络空间是全人类

共享空间ꎬ不存在“网络主权”ꎬ治理主体应该是

私营部门和全球公民社会ꎮ 此种模式被称为“多
利益攸关方”模式(简称“多方”模式)ꎮ 另一种

相应的模式被称为“多边主义”治理模式ꎬ持此

主张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倡导网络空间

的主权属性ꎬ认为主权国家天然地是网络空间治

理的主导者ꎮ
“网络空间主权”包括独立权、平等权、防卫

权和管理权等 ４ 个方面ꎬ〔７〕强调国家对信息入口

的控制ꎬ认为其是物理空间主权在网络空间中的

自然延伸和表现:对内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发

展、监管本国互联网事务ꎬ对境内的网络基础设

施、用户数据享有依法管理的主权ꎻ对外是指防

止本国互联网受到外部入侵和攻击ꎮ 中国同样

强调“网络空间主权”ꎮ 在 ２０１５ 年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ꎬ我国首次明确“网
络空间主权”概念:从最初的领土到领海、领空ꎬ
主权是一个逐步扩大的概念ꎬ现实空间的主权自

然地延伸并扩展至网络空间ꎬ在网络化时代应该

强调网络空间主权ꎮ
从全球范围来看ꎬ国家在网络空间治理多元

化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ꎮ 各国政府

均通过国内法对网络空间逐步实施管控并谋求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话语权ꎮ 同时ꎬ因为互联

网的开放性使得任何一国都难以独自确保网络

安全ꎬ国家“网络空间主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挑战ꎮ 因此ꎬ在全球网络治理模式的“多边”与

“多方”的较量中ꎬ中国并没有选边站ꎬ而是强调

通过两种模式的融合共筑稳定、安全的网络空

间:既要推动联合国框架内的网络治理ꎬ也要更

好地发挥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作用ꎬ〔８〕坚持

多边参与和多方参与并重ꎬ发挥政府、国际组织、
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

种网络空间行为主体的作用ꎮ
２. “网络安全困境” 的现实威胁ꎮ 近些年

来ꎬ美国制定了以«确保网络空间安全国家战

略»«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国防部网络空间行

动战略»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战略规划文件和行动

指导政策ꎮ 由此确定的网络空间发展战略呈现

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演进主线:从注重防御

到攻防并重ꎬ再到追求强大的进攻性能力与网络

威慑能力并重ꎮ 这清晰地凸显了美国加速谋取

网络空间霸权的战略取向ꎮ 而且ꎬ伴随美军成立

网络司令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断研制攻击型

网络武器代码ꎬ网络空间军事化和网络代码武器

化的趋势非常明显ꎮ
高科技的较量最终取决于综合国力的竞争ꎮ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基于中国在政

治地位、国际影响力、资源禀赋基础、人口人才等

方面的强劲挑战ꎬ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战略竞

争对手”ꎮ 在网络空间ꎬ由于中国制度优势、市场

优势和产业优势三者叠加形成的赶超优势ꎬ美国

日益把网络博弈的准星对准中国ꎬ开始从经济与

政治等层面展开对华攻击:妄称中国侵入美国政

府系统以获取各种机密信息ꎻ污蔑中国入侵美国

企业的网络系统以窃取知识产权并仿制美国先

进产品ꎬ或者窃取与己有利的商业秘密以获取竞

争优势ꎮ 这种无端指责是惯于“甩锅”和“寻求

敌人”的美国政客近年来“妖魔化”中国的政治

情绪和外交手法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继续ꎮ 其

目的是在破坏中国国际形象的同时ꎬ将中国在国

际经贸体系中边缘化ꎬ并最终挤压中国的国际生

存环境ꎬ遏制中国的崛起ꎮ 同时ꎬ由于美国凭借

网络技术的一超独霸对全球网络和其他国家展

开监控和监视ꎬ难免令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ꎬ对
美国毫无底线的利己行为感到担心与恐惧ꎮ 由

此造成了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战略竞争态势ꎬ在彼

此高度警惕与防范中形成了两国的网络“安全困

境”ꎮ
３. “网络优势固化”的明显风险ꎮ “斯诺登

事件”后ꎬ美国在形式上部分收缩了对网络空间

的治理权力ꎮ 不过ꎬ网络空间权力分配的最大份

额仍被占据技术优势、掌控国际网络域名解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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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权的美国所掌握ꎮ 如果在此基础上就网络空

间制度安排与行为规范展开谈判与协商ꎬ达成有

约束力的网络空间治理范式ꎬ其结果必然是使美

国的优势固化与合法化ꎮ 由此形成的国际网络

治理必然是扭曲与失衡的ꎬ无疑与目前正在发生

的全球权力“碎片化”态势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要

求背道而驰ꎮ
虽然网络治理制度所处理的问题均具有全

球性的向度ꎬ但在大多数情况下ꎬ其执行落实的

范围和程度依然受主权国家的政府意志与内部

规范所制约ꎮ 因此ꎬ推动制定网络空间治理制

度ꎬ无疑应在尊重各国主权、网络主权ꎬ不干涉他

国网络空间事务的基础上展开积极合作和共同

治理ꎬ以维护共同的网络安全和利益ꎮ 因此ꎬ中
国对网络空间治理中形成“美国制度”保持警

惕ꎬ并采取坚定而有策略的回应ꎬ既是对网络空

间发展前景负责ꎬ也是对非西方国家发展前景负

责ꎮ
４. “商业纠纷政治化”的错误倾向ꎮ 保持与

其他国家在技术上的代际优势一直是美国的国

策ꎮ 为此ꎬ它不惜祭出所有的外交工具以对追赶

国家进行打压ꎮ 在中国实质性地缩短与美国国

力的差距让美国感到威胁的情况下ꎬ为阻止中国

学习和获得先进的信息技术ꎬ美国专门出台了一

系列的政策法规、战略文件并不断发布智库评估

报告ꎬ以限制高新技术的对华出口ꎬ为中国发展

与应用高新技术制造外交障碍ꎮ 同时ꎬ更在具体

行动方面频频采用敲打、压制等措施ꎮ〔９〕 比如限

制中国信息技术企业如华为和中兴通讯进入美

国市场ꎻ时任总统特朗普以 ＴｉｋＴｏｋ (抖音国际

版)和微信对美国构成所谓“信息安全威胁”为

由试图封禁这两款应用ꎬ甚至要求将 ＴｉｋＴｏｋ 出

售给美国企业等等ꎮ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发生ꎬ新一

代信息技术如 ５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正在加速与制造业、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模

式的融合与互构ꎮ 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和新模

式的不断涌现ꎬ使得网络安全保障的基础性、关

键性作用日益突出ꎮ 叠加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

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既可能固化也可能改变

既有的网络治理格局ꎮ 经由网络治理制度改革

而获致网络安全的要求ꎬ已经成为建构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ꎮ
然而ꎬ美国在网络空间的霸权行为与美国对新兴

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遏制ꎬ以及碎片化的网络空间

之中极现实又很严峻的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

义、〔１０〕网络滥用、网络攻击等固有问题ꎬ正在削

弱网络空间的赋能ꎮ 只有进行网络治理制度改

革以有效遏制上述问题ꎬ才可有力遏制非传统安

全威胁ꎬ全球网络治理才能摆脱困局ꎬ大国协调

方可有效推进ꎬ世界经济增长就会寻获新动能ꎬ
从而使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带来真正的福音ꎬ回
应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ꎮ

二、经由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来维护网络空间

的稳定与效能

　 　 既有趋势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ꎬ人类正

在经历新一轮全球性的大发展、大变革与大调

整ꎬ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全面加剧ꎬ二战后尤其

是冷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与秩序正在经历前所

未有的深刻而广泛的调整ꎮ 在不确定、不稳定因

素明显增多的情况下ꎬ若无与时俱进的制度变

革ꎬ人类文明的发展将难以应对新挑战、抓住新

机遇、创造新可能ꎮ
制度是一种权力资源的分配手段ꎬ〔１１〕 其绝

非中性的合作规范与机制ꎬ而是反映、复制和放

大特定的政治权力分配模式ꎮ〔１２〕 面对全球网络

治理部分失能的无政府状态ꎬ作为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的全球性大国ꎬ中国迫切需要用新思

维、新理念和新路径来解除疑惑、破解难题ꎬ以中

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从目标和路径层面来推动网

络治理制度改革ꎮ 在目标达成上ꎬ中国要提升自

身在全球网络治理制度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ꎬ使
网络空间中的制度性权力与日益增长的网络经

济实力相匹配ꎬ以“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发言权与代表性”ꎮ〔１３〕 在路径上ꎬ面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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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权力转移可能导致的激烈斗争与全球网络制

度改革可能引发的激烈摩擦ꎬ基于中国倡导“多
边主义”、强调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ꎬ
应该避免否定现行网络治理制度的合法性以另

起炉灶ꎬ而是应鼓励和引导制度变迁的内生性与

渐进性基因ꎬ以促进网络治理制度的改革ꎮ 这种

渐进式的网络治理制度变迁ꎬ因美国制度否决能

力的下降而有可能ꎬ因避免中美间的“修昔底德

陷阱”而有必要ꎬ因可以消除网络治理中的“金
德尔伯格陷阱(指代因为缺失那些具有很强国际

性与外部性的资源、服务和政策体制等国际公共

产品而导致全球治理混乱的局面)”而有空间ꎬ
因中国需要护持稳定网络空间以完成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迫切决心而有变革动力ꎮ
(一)重蹈“权力的诅咒”:美国的制度否决

能力在下降

进入民族国家开始全球性互动的 ５００ 年来ꎬ
从 １６４８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 １８１５ 年的欧

洲协调体系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

盛顿体系到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ꎬ一直到冷

战结束后的以美国为最强国家的一超多强体系ꎬ
大国不断地崛起和衰落导致全球力量格局不断

重塑ꎬ世界秩序也因此不断变迁ꎮ 究其原因ꎬ恰
是陷入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所提出的帝国过

度扩张必然导致衰落的演变模式ꎮ 按照这个演

变模式ꎬ为了扩张和维持势力范围ꎬ一个帝国必

然会把国力消耗在巨大的军事投入和支出上ꎬ进
而陷入经济衰落ꎬ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军
事上的衰落ꎮ 对此ꎬ肯尼迪曾断言:超级大国都

无法逃避这一模式ꎬ美国也不例外ꎮ〔１４〕

近年来ꎬ美国的确掉入帝国扩张过度的泥

潭:因为错误的发展路径和战略方向ꎬ致使内部

发展与外交战略均出现失衡ꎮ 内部失衡导致的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使其元气大伤ꎻ外部失衡引发

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ꎬ不仅耗掉美国数十

万亿美元ꎬ制度合法性也遭到质疑ꎬ而且还出现

了全球反美主义ꎮ 由此ꎬ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均大不如前ꎮ 美国与全球其他力量对比的相对

弱化ꎬ使全球权势格局处于调整的前夜ꎮ 更有甚

者ꎬ因为无法有效应对始自 ２０１９ 年的新冠肺炎

疫情ꎬ加剧了美国力量的下降、国内治理的混乱

和系统性崩溃的可能ꎬ导致美国制度否决能力的

进一步下滑ꎮ
纵观全球航海大发现以来 ５００ 年的社会变

革历程ꎬ能够带来生产力革命和物质财富巨大增

加的科技革命ꎬ同样是引发整个社会和国际格局

大变革的重要因素:英国能够建立“日不落帝

国”的根本动力ꎬ是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确立的

足以引领世界发展的生产力优势ꎻ美国能够取代

英国的位置确立全球霸权ꎬ首先得益于美国经由

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获得先进生产力的主导权并

跃升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ꎬ从而奠定了获取全球

霸权地位的坚实基础ꎻ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

技术触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ꎬ肇始于美国ꎬ由此

展开的新经济革命浪潮维护了美国综合实力执

世界之牛耳的领先地位ꎬ并拉大了与除中国之外

所有国家的力量差距ꎮ
能否利用科技红利的关键在于制度ꎮ 印裔

美国学者杜赞奇(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 Ｄｕａｒａ)所提出的国家

政权扩张与内卷化 (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的概念指

出:判断一种制度的优势ꎬ一是看其能否维持其

附着的文明及自身的存在ꎬ亦即治理的难度是否

超出制度的解决能力ꎻ二是看它能否助推其支撑

国家的发展ꎬ亦即治理的效能是否能够容纳生产

力的发展ꎮ〔１５〕大英帝国战胜西班牙霸权ꎬ得益于

资本主义制度远比封建制度优越ꎻ美国在百年前

取代英国ꎬ是因为美国较之英国建立了更为彻底

的民主共和制度并创造了显著优于英国的现代

化市场体系和标准化大工业生产体系ꎮ
当前ꎬ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化

进程的起始阶段ꎬ人工智能、物联网、自动驾驶汽

车、３Ｄ 打印、量子计算以及纳米科技等一系列新

型科学技术以融合形式成群出现ꎬ打破了物理、
数字和生物等领域之间的界限ꎮ 科技创新引发

社会变迁ꎬ这些科技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持

久地介入和重塑了每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产业ꎬ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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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带来了整个生产、管理和治理系统的转型ꎮ
在这样的智能革命时代ꎬ美国能否保持第二次和

第三次工业革命时的优势动能ꎬ在制度的有效性

方面尚且存疑ꎮ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制

度ꎬ在资源分配、社会公正、国家建设等方面ꎬ当
然不能说已经进入内卷状态ꎬ但其在解决社会问

题的能力和助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空间方面的

确已是强弩之末ꎮ 实际上ꎬ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新

冠疫情冲击下的社会混乱和生产下滑ꎬ即源于制

度的失效、治理的失能与民心的失和ꎮ
新的社会环境和权力格局正在形成ꎬ而作为

霸权国家的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在下降ꎬ两者叠

加ꎬ全球治理制度变革的窗口已经打开ꎬ网络空

间更是如此ꎮ
(二)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经由改革强化

既有网络治理制度的弹性空间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用“修昔底

德陷阱”的概念来指代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与可

能结果:若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陷入结构性矛

盾ꎬ全面战争烈度的冲突极有可能发生ꎮ 此概念

所反映的对抗性零和博弈思维ꎬ符合很多美国政

客的信条:为了守住“美国第一”可以不择手段、
不分对象地打压追赶国家———这反映在 ２０ 世纪

的美苏和美日关系上ꎮ 如此ꎬ作为一个快速缩短

与美国整体差距并在不少领域已经超过美国的

发展中大国ꎬ中国必然会被他们视为必须遏制的

战略敌人ꎮ
世界无法承担中美全面对抗的代价ꎮ 没有

侵略基因、强调和平崛起的中国有可能通过智慧

和努力破除“修昔底德陷阱”的诅咒ꎮ 实际上ꎬ
无论从理论视野出发、从现实角度着眼、从大趋

势研判ꎬ抑或从历史规律来判断ꎬ“修昔底德陷

阱”的推论都存在逻辑盲点和思维误区ꎮ 从理论

视野看ꎬ目前的相关论述均非建立在严密的定性

分析基础上的逻辑演绎和假设论证ꎬ而是围绕

“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基本问题所进行的实证案

例测试和固有观点的扩展ꎮ 从外交角度看ꎬ中国

“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ꎬ就没有通过协

商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政治态度ꎬ〔１６〕对于中美关

系摆脱零和博弈困境、廓清谬误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ꎮ 从大趋势来看ꎬ人类已经逐步习惯以制度规

则来协调关系和利益ꎬ国际关系出现民主化和法

治化的苗头ꎮ 由此形成的惯习也会制衡美国脱

离体系的冲动ꎬ克制逆潮流而动的单边主义行

径ꎮ 从力量对比来看ꎬ２１ 世纪已经不再是单一

国家崛起ꎬ而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ꎮ 这使得历史上很多

的既定趋势与思维定式都在发生变化ꎮ 从历史

规律来看ꎬ所有国家的长远利益都在于维护整个

国际体系的有序稳定ꎬ中美也不例外ꎮ 从现实选

择来看ꎬ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全球化的时代潮

流、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现实利

益的需要ꎬ都使得中国已经摒弃霸权战争的老

路ꎬ积极利用、补充、改革、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

全球治理机制ꎬ通过最大限度地保持和维护战略

机遇期ꎬ以自身发展和联合自强实现和平崛起ꎮ
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大致类似ꎮ
这将助推人类有史以来首次以和平方式实现新

旧秩序转变和治理模式改善ꎮ
具体到网络空间的场景来看ꎬ它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体系ꎬ有众多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ꎬ并
非美国政府的一言堂ꎻ在互联网、社交媒体进一

步成为推动国际变局加速器的网络空间ꎬ非国家

行为体的作用在上升ꎮ 同时ꎬ获得信息通信系

统ꎬ利用零日漏洞〔１７〕 进行基于计算机的网络行

动ꎬ较陆、海、空、天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更廉价ꎬ小
国可以经常性地挑战大国甚至是霸权国家ꎬ由此

导致权力的扩散比集中更容易发生ꎮ 这种权力

扩散与权力转移一起ꎬ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秩序的

两大因素ꎮ 由此ꎬ尽管在网络空间大国依然是决

定性的行为者ꎬ但前所未有的诸多行为者导致的

拥堵和难以控制ꎬ将导致国家间的合作比其他传

统领域更为迫切ꎬ从而使得“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的建构有了坚实基础ꎮ
同时ꎬ网络空间有很多能够有效解决纠纷的

制度ꎬ比如ꎬ网络治理制度在国际法、行为规范、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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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机制等层面〔１８〕以及国际合作上均具有较好

的弹性空间ꎬ独霸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

衡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以“霸权兴替观”来

看待网络空间治理的博弈ꎮ 这使得国际网络治

理制度的渐进性变迁成为可能ꎮ

三、中国路径:话语制衡、制度竞合与国际合作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

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

的关键时刻ꎮ 在此进程中ꎬ信息技术包括互联

网、社交媒体日益成为国际变局的加速器ꎮ 随着

一批战略行动和重大工程的启动ꎬ我国可以突破

信息领域核心技术ꎬ推动网络升级换代ꎬ到 ２０３５
年初步建成网络强国ꎬ在综合实力上进入全球网

络空间第一梯队行列ꎮ〔１９〕

权力拥有与责任承担是成正比的ꎮ 伴随我

国网络强国的建设尤其是网信企业的国际化ꎬ为
了加速营造一个弹性而有活力的全球网络空间

以更好地把握信息革命历史机遇ꎬ中国需要主动

引领和强化国际数字经济发展和全球网络空间

治理的制度改革:明确数字经济合作与数字经济

发展的目标和行动ꎬ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ꎬ开创

数字合作新局面ꎻ坚持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ꎬ推
动网络治理的国际制度改革ꎬ构建数字经济时代

的国际规则ꎮ〔２０〕 由此打造的网络安全新格局就

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基础ꎬ使
全球网络空间的治理形势向着有利于我国的方

向发展ꎮ
同时ꎬ近年来ꎬ美国借助历史语境、宏大叙事

和污名化他者的方式ꎬ凸显了强烈的单边主义和

利己主义的色彩ꎬ其“互联网自由”的理念、政策

与行为遭到诸多质疑和挑战ꎮ 更有甚者ꎬ美国在

时任总统特朗普任内的不作为或胡乱作为导致

涉及全球治理领域包括网络治理领域的混乱ꎮ
为了避免网络空间因为缺乏治理而导致的混乱ꎬ
应对中美网络安全困境的恶化ꎬ中国需要在具体

路径上充分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ꎬ包括心理准

备、力量准备和预案准备ꎮ

(一)以话语制衡来应对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

面对网络空间这样一个虚拟的全球性人造

空间ꎬ单靠军事手段和技术手段无法维护国家安

全ꎬ拥有强大话语资本和首强实力地位的霸权国

家ꎬ总是拥有话语制衡的独特优势ꎮ 实际上ꎬ在
从冷战结束的“单极时刻”到“单极时代”的演进

过程中ꎬ美国对挑战国的“话语约束”发挥了重

要作用ꎬ即通过内部话语制衡、外部话语制衡和

消极话语制衡等三种话语策略ꎬ以图在国内和国

外建立话语共识及政策联盟ꎬ以解决“制衡不

足”或“制衡失灵”的问题ꎬ从而维持既有国际霸

权结构ꎮ〔２１〕在全球网络治理领域ꎬ中国既要与美

国一道做负责任的大国ꎬ彼此关注对方的重大核

心利益、管理好两国的利益分歧、建立有效的网

络危机管控机制ꎬ更要避免被动ꎬ从话语制衡的

角度ꎬ不落窠臼ꎬ超越美国话语ꎬ凭借语言的力

量、思想的潜在影响力和戏剧性的事件来打破美

国话语对现有网络空间治理的固化和束缚ꎬ对网

络安全的概念、规范进行建构ꎬ对自身的主张进

行合法化表述ꎬ以达到明确主张、团结朋友和驳

斥霸权的目的ꎮ
具体而言ꎬ要通过联合发展中国家尝试实现

话语和政策统一的内部制衡、组成彰显中国话语

权的全球网络空间话语和政策联盟的外部制衡ꎬ
以及消解美国网络话语霸权与分化西方政策联

盟的消极制衡并重的“三维一体”的路径ꎬ以护

持中国作为“善意网络大国”的崛起ꎮ
其一是内部话语制衡ꎮ 中国要与“朋友圈”

内的其他主权国家政府建立应对网络安全问题

的话语共识和政策协调机制ꎮ 新兴国家参与网

络空间治理的制度建设时ꎬ一直遭到以美国为首

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和规则限制ꎬ从而在国际

网络空间明显处于被动局面ꎬ话语权严重缺失ꎮ
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非官方

场合均表示“在联合国系统中急需一个恰当的主

体来协调并发展一致的完整的全球互联网公共

政策”ꎬ包括监督负责互联网运作的机构ꎮ〔２２〕 作

为新兴国家的代表ꎬ中国应坚持联合国在网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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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治理中的主导地位ꎬ推动现有治理机制的有效

改革ꎬ并与新兴国家合作推动网络空间新型治理

制度框架的建构ꎮ〔２３〕

其二是外部话语制衡ꎮ 无疑ꎬ物理空间的国

际政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被复制到网络空间ꎬ民
族国家政府与大型跨国资本集团仍然是互联网

信息社会中掌握最大话语权的主体ꎮ〔２４〕 不过ꎬ非
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正在日益上升ꎬ同时ꎬ网络空

间虚拟与无界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消灭了明显

的地理边界ꎬ而且ꎬ网络空间治理制度的参与主

体一直是多元化的状态ꎬ这使得制度制定充满了

更多变数与可能ꎮ 因此ꎬ要与主权国家之外的非

政府主体ꎬ包括非政府组织及其联盟、全球公民

社会组织、跨国界的社会运动、全球科技企业及

有影响力的个人ꎬ建立网络治理合作的话语共识

和政策联盟ꎬ以传递客观、真实且全面的信息与

思想ꎬ影响全球范围内的教育和知识生产系统ꎬ
引导全球公众和国际社会形成对网络安全领域

的客观认知和精确理解ꎬ以营造良好的全球舆论

环境ꎮ
同时ꎬ要注意加强与由互联网科学家和工程

师群体以专业知识为核心建构的权威网络〔２５〕 暨

“网络安全认知共同体”的合作ꎬ以加强“网络安

全认知共同体”的知识共识和制度建构ꎬ将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注入其在帮助决策者界定议题、
厘清利益及选择政策等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的

过程之中ꎮ 比如ꎬ作为社交媒体翘楚ꎬＴｉｋＴｏｋ 应

该把自己的观念主张和实际经验与包括美国知

识界在内的“网络安全认知共同体”共享ꎬ以中

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达成“粗略或

大致共识”ꎬ并把最佳实践进行最大化的推广ꎬ以
达到驳斥霸权国政府进行政治操弄的目的ꎮ

其三是消极话语制衡ꎮ 在通过话语策略与

多数网络空间行为主体达成关于网络治理制度

的话语共识基础上ꎬ以机制化的策略在各类国际

组织和论坛中对美国进行揭露、对新的行为规范

进行倡议ꎬ以打破美国网络治理理念在全球舆论

和道义层面的霸权ꎬ从而削弱或阻止美国在网络

空间霸权行为的道义合法性ꎮ
(二)通过制度竞合增强既有网络治理制度

的弹性

网络空间受到全球现实政治的深刻影响ꎬ治
理议程博弈是全球主要大国战略竞争和科技较

量的重要工具ꎮ 但是ꎬ作为网络空间发展的贡献

者、开放的推动者、安全的捍卫者和治理的建设

者ꎬ中国一直寻求与国际社会共同推进全球互联

网发展治理进程ꎬ并不寻求实际上目前也无力全

面重塑既有的网络空间治理制度ꎮ 为此ꎬ可以在

整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局部或具体的制度

创新或对既有国际制度进行重新解释和应用ꎬ以
加大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ꎮ

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制度变迁” 理论认

为ꎬ崛起国进行国际制度改革的路径可以划分为

替代型(经由引入新的制度规则来替代旧的制度

规则)、叠加型(引入新制度但并不寻求以新代

旧ꎬ而是以“双轨制”的形式并存)、转换型(对旧

制度进行新的解释与应用以实现新政策目标)和
偏离型(增加对旧制度解释元素以达到逐步偏离

的目的)四种可选制度变迁模式ꎮ〔２６〕构成全球网

络治理的已建构制度还需解决很多问题ꎬ包括网

络空间的国际法、互信机制、行为规范、数据跨境

流动与控制、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人工智能治理

规范以及政治黑客、网络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假新闻等ꎬ这些均构成网络空间治理和国际合作

中的热点议题ꎮ
作为网络治理领域的后来者ꎬ中国的治理主

张应该强调制度竞合:面对交错重叠的网络治理

制度环境ꎬ要强调制度的互补性与竞争性融合并

重ꎬ既制衡现有治理中的一超独霸ꎬ又避免现有

制度的效率低下ꎬ从而结合两者的优势、规避两

者的缺点ꎬ从而通过制度创设和实践创新ꎬ实现

参与治理各国与各方的双赢和共赢ꎮ
具体而言ꎬ中国可以针对具体不同的场景ꎬ

采用以上四种路径进行治理制度改革ꎬ从发展的

动力、理念和平台等多个方面进行顶层设计与战

略谋划ꎬ制定制度间互动的原则和策略以增强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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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度的弹性ꎮ 如此ꎬ从服务中国改革开放大局

而言ꎬ就可以发展信息经济、维护网络稳定并营

造大国形象ꎻ从创造国际利益最大公约数而言ꎬ
就可以把网络空间建设成为造福最大多数人群

的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ꎬ从而

获取网络治理的保障ꎬ为网络空间提供确定性和

可预见性ꎬ为国际合作塑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奠定基础、提供可能ꎮ
(三)通过网络空间国际合作以降低崛起风险

进入新时代以来ꎬ习近平主席阐述了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具有中国智慧

的互联网建设和治理方案ꎮ 为了加强网络空间

国际合作以落实此方案ꎬ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文

件、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ꎬ显示了中国致力于加

强国际合作的坚定意愿ꎬ以及共同打造繁荣安全

的网络空间的意愿、信心和努力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ꎬ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时

强调ꎬ要加强在信息安全和互联网管理方面的合

作ꎬ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ꎬ
争取平等参与互联网治理权利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
中国政府发布«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ꎬ以此

全面宣示中国在网络领域的对外政策理念ꎬ系统

阐释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战
略目标和行动计划ꎬ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提供

“中国方案”ꎮ
为了尽快将网络治理的中国方案落到实处ꎬ

从内部而言ꎬ需要以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地图

为支撑ꎬ从明晰国际合作的使命、核心价值观和

愿景出发ꎬ通盘考虑利益相关者、实施路径和保

障措施三个层面ꎬ以实现上下联动、多方协同的

构建实施路径与机制ꎬ从而把脉中国困境和难题

以找准表症和病灶ꎬ进而提出一个有活力、条理

清晰的中国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理念与战略以

作针砭之策ꎮ 从外部而言ꎬ中国需要在可能的范

围内ꎬ加大与最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协调ꎬ进行高

水平和持续的政治接触ꎬ以对接发展战略、寻求

共同利益、融通不同价值ꎬ探讨数字领域的合作

并取得成果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加强网络空间的国际合作一

定要降低新兴国家内部的矛盾ꎮ 新兴国家在确

立网络治理制度上有共同的利益ꎬ但因为资源禀

赋互补性差ꎬ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议程ꎬ
更没有协调执行势力均衡政策以反对美国的网

络霸权———这些崛起国家之间的网络竞争会显

著地塑造未来基于信息的世界秩序中的斗争倾

向ꎮ〔２７〕比如ꎬ俄罗斯与巴西积极反对美国借推行

网络自由之名行霸权之实ꎬ而印度则是既希望确

保自身网络安全也希望与美国合作ꎮ 尽管如此ꎬ
新兴国家之间进行合作是有可能的ꎬ除了网络安

全问题形成的全球性威胁ꎬ它们还面临自身所共

有的挑战:构建适应和开拓全球新边疆尤其是网

络空间的新动力ꎬ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ꎮ 为

此ꎬ要从加强利益相关性建构、加强对未来预期

和优化核心参与者三个因素对促成网络安全合

作进行深层次建构ꎮ 尤其是优化核心参与者这

一项ꎬ可以在类似“金砖机制”等组织中ꎬ从双边

合作开始渐次达到多边并最终获致整体发声ꎻ在
此过程中ꎬ必要时可在一定程度上排除某个异议

国家ꎬ因为行为体数量越少ꎬ越有利于达成有效

的合作ꎬ从而为最终包含大多数行为体在内的多

边合作奠定基础ꎮ

四、结　 论

进入智能革命的新时代ꎬ全球网络空间治理

的无政府状态已经使各类行为体均面临日益增

长的风险和威胁ꎮ 而且ꎬ网络空间的跨国界、无
边界特征使得网络空间风险和威胁往往一点突

破、全网蔓延ꎬ任何一个国家或者行为体都难以

独善其身ꎬ也难以独立应对ꎮ 更有甚者ꎬ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ꎬ在线的互动、
生产和生活方式日益不可或缺甚至日渐主流化ꎬ
极大地整合并模糊了数字空间和物理世界的边

界ꎬ进而导致网络安全风险对现实世界的渗透和

威胁ꎬ形成网络治理领域安全风险激增的态势ꎮ
为此ꎬ加速建立起一套与全球网络安全及政治、
经济和社会利益相契合的网络治理体系ꎬ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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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疫情时代的重大命题ꎮ
作为负责任的全球大国ꎬ中国需要以更大的

力度和智慧参与网络空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ꎬ携
手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加强彼此沟通、增进全球合

作ꎬ以通过中国方案的有效性和中国道路的示范

性ꎬ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

空间ꎬ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网络治理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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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赵瑞琦:«面向 ２０３５ 年的全球网络安全治理:认知共同

体的建构»ꎬ«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ꎮ
〔２０〕李海英:«数字经济与网络空间国际合作»ꎬ«网信军民

融合»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２１〕袁莎:«话语制衡与霸权护持»ꎬ«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ꎮ
〔２２〕“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ＢＡ Ｍｕｌｔｉ －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Ｍｅｅｔ￣

ｉｎｇ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ｈｅｌ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 － ２ꎬ２０１３ꎬ ｉｎ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ꎬＢｒａｚｉｌ.

〔２４〕〔加〕赵月枝:«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国家、资本和非

政府组织力量的重新布局»ꎬ刘宏译ꎬ载陈卫星主编:«国际关系

与全球传播»ꎬ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ꎮ
〔２５〕Ｈａａｓ Ｅ Ｂ. ꎬ Ｗｈｅ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ｓ Ｐｏｗｅｒ:Ｔｈｒｅ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
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０.

〔２６〕朱杰进:«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ꎬ«世界经

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ꎮ
〔２７〕 Ｈａｎｎｅｓ ＥｂｅｒｔꎬＴｉｍ Ｍａｕｒｅｒꎬ “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 ”ꎬ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０５４ － １０７４.

〔责任编辑:李本红〕

—９５—

全球网络治理改革:崛起国的路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