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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球疫情依然胶着，持续时间和扩散范围仍
难确定，但随着中国渐回常态、欧美国家开始趋缓，疫
情后世界格局的走向正逐渐清晰。可以观察到的是疫
情正“让历史加速”，一些已有的趋势会提前成型，可以
预见到的是这种加速也会催生出新的思想和行动来

“改写历史”。在疫情冲击形成的历史湍流中，会有更多
的观念冲撞和行为抵牾；在疫情起伏导致的世界失衡
下，会有更多的风云际会和折冲樽俎。是回到“更糟糕
的昨天”还是走向一个“不会更糟的明天”，取决于我们
现在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个世界。

世界正积蓄触底反弹动力
疫情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常

态被打断，经济和政
治的运行轨迹被打
乱，国际关系的既有
平衡被打破。个人和
社会生活要回归常
态，需要逐渐克服对
病毒的恐惧，改变日
常生活习惯并留意社交距离。经济和政治运行要恢复
正常轨迹，需要休养生息，增强韧性并调整政策议程，
补齐体制短板。但国际社会要从失衡失重状态下解脱
出来，则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经历更大的周折、付出
更大的代价。

在疫情冲击之下，此前已经出现的变化让世界失
衡的风险进一步加剧：产业链供应链的暂停和中断让
本就站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更受质疑；一些国家的“身
份政治”回潮和保护主义抬头，让“民族(国家)利己主
义”的政策和行为在疫情期间更加有恃无恐；大国间竞
争的对抗性有增无减，并以政治化、污名化的形式延伸
至公共卫生领域；全球治理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多边
主义受困，单边主义则更加肆无忌惮。

国际社会在疫情出现时不幸正处于自身系统紊
乱、免疫力低下的时期，尽管有些免疫细胞表现出色但
未能形成系统性的有效应对。疫情显然加剧了世界的
失衡状态，对此最悲观的预期是公共卫生危机与经济
萧条、地缘政治对抗相叠加，导致格局倾覆、秩序瓦解，
出现比百年前的“昨日世界”更糟的状况。但正因为有
了百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更因为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已
经扎根，不重复历史悲剧的意愿和不丧失共同利益的
理智会共同作用，正倒逼国际社会对疫情做出系统性
反应。在格局失衡之虞下，世界正在为实现再平衡积蓄

触底反弹的动力，如同人类社会终将把新冠疫情置于
常态化管控之下，我们也需要为世界格局的再平衡找
到可持续之道。

“经济区域化”渐成三足鼎立
全球化的重置将为世界格局的再平衡提供必要的

经济基础。疫情先后对东亚、欧洲和北美这三个世界经
济枢纽形成此起彼伏的冲击，大范围的停工停业和难
以同步的复工复产加剧了经济发展困境，产业链和供
应链的部分断裂也暴露出全球化布局的脆弱性。这一
脆弱性被各国医疗防护物资的普遍短缺状况放大，不
仅将在观念上进一步动摇此前全球化主要由市场原则
决定的经济基础，还将强化疫情之前一些主要经济体

已经开始谋划的产业调整方向，并在政策和行动上推
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供应链重组。这意味着全球化
的经济基础将经历一次深刻的改造，世界主要经济体
都将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因此疫情
过后全球化不会简单地重启(restart)，而是会出现要
素更新的重置(reset)。

全球化重置在观念上意味着此前市场和资本原则
主导、民族国家意识淡化的逻辑，将让位于维护产业安
全、提升国际竞争力并服务于地缘政治竞争等多因素
平衡的综合考虑。这种观念转变将直接体现在政治对
经济活动的更多干预上，产业分工和布局规划将被植
入更多涉及国家(地区)经济主权的概念，维护产业、供
应、经济甚至政治安全等指标将被要求计入产业投资
和布局的成本计算中，政府也将通过产业政策加以更
明确引导并利用财政手段提供实质性支持。

在这种多因素平衡的政策驱动下，全球化的重置
方向在政策和行为上将体现为“经济区域化”的优先
发展，并可能取代现有的全球产业形态成为全球化新
的经济基础和主要构造。美国着力打造的美加墨新贸
易协定、欧盟推进的泛欧洲经济区和亚太国家的“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渐成三足鼎立之势，在此基础
上可以拓展出更大范围的美洲自贸区、欧非经济合作
圈以及欧亚大陆经济圈，这将预示着未来全球产业布

局的新态势。

大国竞争和多极化加速
在全球化重置的经济基础之上对应的是疫情对国

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冲击，大国竞争和多极化都进入
加速态势。回归现实主义理念、提升综合实力并追求影
响力范围，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关系和大国竞争
的基调。科技和产业政策、治理体系和能力以及规则制
定与话语权将成为主要的争夺领域，这已经在疫情期
间的国际关系变化中得到体现和加强。

在国际政治层面需要应对的是，对全球化的改造
是否会导致大国关系的“全面脱钩”，大国间能否在滑
向无序竞争状态前逐步修复政治互信，以及在全球化

基础改造、多极化态
势增强的世界如何建
立起新的被广泛接受
的博弈规则。

以科技竞争和产
业布局为支撑的经济
区域化发展，意味着

各方在中高端产业科技和价值竞争将更加激烈，但这
将是一个渐进和曲折的过程，其前景不应是各地实行
经济割据，因为这将完全丧失市场比较优势带来的利
益，得不偿失。因此原有的全球化基础仍会发挥作用，
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际政治格局不会成为全面脱钩的

“冷战”翻版，而是将在市场原则与政治安全关切之间
建立起新的平衡。

在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竞争中，有关“民主与非民
主”、“西方与非西方”的分野仍会时隐时现，但已经形
成的全球性的文明交流和人员往来，会在西方内外持
续形成“非西方化”潮流，并在国际社会进一步模糊和
消解传统的观念对立。非此即彼、集团式的两极对立状
态并不具备充分的意识形态基础。疫情期间出现的国
际关系互动尤其是大国竞争更多地以舆论交锋的形式
出现，这不仅意味着在规则和话语权领域的斗争趋于
激烈，也表明修复政治互信并探讨建立新的博弈规则
将是疫后国际政治的最大需求。

新旧格局之间的转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新旧秩
序之间的嬗变也非一夕之功，疫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内旧秩序与新常态仍将继续共处，国际社会应当共同
努力，为这种复杂的共处态势做好准备并找到实现再
平衡的可行途径。(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
究所所长、研究员)

欧洲是新冠疫情大流行的“震中”之
一。这场疫情不仅深刻影响了普通民众
生活，也是政治决策者数月来的施政焦
点。法国多位智库成员和学者认为，新冠
疫情揭示了西方社会弊端和全球治理短
板，使全球化在短期面临变数，但是全球
化的长期趋势不会轻易转变。此外，危机
中孕育新机，新冠疫情有可能成为改变
旧地缘政治的加速器，世界期待一个更
公平的国际体系。

危机暴露欧美社会弊端
法国智库席勒研究所研究员、法国

《新团结》报主编克里斯蒂娜·比埃日前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冠疫情暴
露了西方社会弊端以及全球治理短板。
全世界都真切地看到了一些西方国家尤
其是美国面对疫情的“无能”，既未能预
见疫情大流行，也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犯下“严重的错误”。

比埃说，法国政府在抗疫过程中逐
步调整策略，意识到公众佩戴口罩的重
要性，并提高病毒检测和筛查能力。同
时，得益于同中国等国家开展的有效合
作，法国的抗疫斗争逐步取得一些成效。

她认为，相比之下，美国政府面对疫
情的无能是最显而易见的。起初，美国政
府没有对新冠疫情做好准备，为了掩饰
自己疏于准备，甚至声称新冠病毒只是
一种“流感”。接着，为了转移公众注意力
和推卸责任，美国发起了一场妖魔化中
国的运动。但是，即使是美国的欧洲盟友
也无法认同美国政客的做法。例如巴黎
蒙田研究所高级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
指出：“这场疫情危机进一步证实了美国
的弱点。面对疫情，这个世界头号军事大
国发现自己‘被解除了武装’。”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德蒙布里
亚尔认为，如同 2008 年金融危机，新冠
疫情全球大流行再次暴露出国际格局日
趋复杂化，并越来越难以预测和控制。

加深西方对全球化反思
比埃说，新冠疫情在欧洲的暴发，暴

露了西方国家医疗体系和生产链条中的
薄弱环节，西方社会对此进行的反思延
伸至全球价值链的配置，这将对经济全
球化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她指出，在疫情暴发初期，包括法国
在内的一些国家民众发现，口罩、检测试
剂、呼吸机等最起码的防护和治疗物资
面临严重短缺。人们意识到国家无力保
护民众，这对他们来说就像一场“噩梦”。

比埃说，法国目前正在
形成一种共识，从知名智库、
经济学者到财经媒体，人们
都认为有必要将一些产业迁
回法国。虽然，目前还没有人
相信经济全球化会彻底中
断，但是在新冠疫情之前，深
层次的变化就已经显露端
倪 。法 国 采 购 咨 询 公 司
Agilebuyer 发布的最新调查
结果显示，法国 54% 的商业
领袖认为“法国制造”已成为
业务布局的重要标准，原因
包括：特朗普动辄加征关税
的举动、“低成本”国家的劳

动力报酬增加、价值链中的欺诈行为以
及运输成本的惊人增长等。

不过，多位法国学者指出，全球化尽
管面临新冠疫情的短期影响，但其长期
发展趋势并未改变。

德蒙布里亚尔说，在未来几年甚至
几十年里，世界的主题并非全球化的终
结。不过，为了避免另一场公共卫生危机
甚至“数字疫情”(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
病毒大流行)给全球化带来致命破坏，各
国必须集中精力承担其首要责任，即保
卫本国公民的广泛安全。

《 21 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
蒂认为，以目前情况看，单凭一场疫情危
机不足以带来世界体系的变化，关键要
看危机之后政治行动者的作为。

皮凯蒂说：“上世纪 20 年代以及两
次世界大战之后，诞生了累计税制、劳动
法、企业董事会制度等新的社会经济制
度，这与知识界、思想界发展变化和积极
推动密切相关，事实上，西方知识界和思
想界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就在酝酿
和准备。当前社会发生剧变的可能性远
远小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

中国重要性日益凸显
疫情之后的世界会变得怎样？比埃

认为，新冠疫情可以成为改进旧有地缘
政治的加速器，以建立一个更公平的国
际体系，并在诸如“一带一路”倡议等措
施启发下开展全球经济合作。

比埃建议，西方国家应加强对银行
体系的控制，通过金融手段推动有利于
生产发展的尖端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国家必须恢复其作为经济领航者
的角色，并制定符合国情的发展规划。
在国际层面，世界大国必须团结一致，
改进布雷顿森林体系，纠正其中的不公
平因素。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博
尼法斯说，衰落强国与新兴强国竞争的

“修昔底德陷阱”中，新冠疫情是一个加
速转变的新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原本
应该领导西方世界，可是他不仅没能采
取有效的内部政策，还肆意批评欧洲伙
伴。欧洲必须反思自主战略，采取有别于
美国的自主战略。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和中国项
目主任弗朗索瓦·戈德芒说，中国的地缘
政治分量使其在多边机制中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人们普遍相信，中国将在未来做
出更大贡献并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国际格局不会变成“冷战”翻版
□崔洪建

法国学者认为

疫情成为地缘政治变革加速器
□本报驻巴黎记者 徐永春 刘芳

·责编 范蕾·ckxxzk@xinhuanet . com

疫情暴发初期，法国防疫物资严重短缺。图为 4
月 28 日巴黎一名裁缝制作可水洗的口罩。(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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