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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是由法律和政治环境规定的。《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在国际关

系中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使其能够对国家产生约束力,并且代表联合国所有成员采取集体行动。但这

一法律权威只有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同时还需要其他国家认可安理

会在国际体系中享有的合法性。因此,仅从法律或者政治角度来认识安理会都不足以了解安理会的实

际权力,我们必须结合法律和政治两种角度来进行分析。从这两个角度看,安理会可以被用来更普遍地

解释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服从的内容是国家实践的职责,而不是一个首要和客观的范

畴。最后,国际法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内法治在国际社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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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UNSecurityCouncilandtheInternationalRuleofLaw
IanHurd

(DepartmentofPoliticalScience,NorthwesternUniversity,Evanston60208,U.S.A.)

Abstract:Thisarticleexamine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ecurity Council,legitimacy,and
internationallaw.TheCouncilcentralizesinternationalpoliticalandmilitarypowertoadegreethatis
unprecedentedinglobalhistory,andindoingsoitraisesimportantquestionsabouttherelationship
betweenlaw,politics,andpower.ThearticleconsidersfirsthowthepoweroftheCouncilisconstructed
bythelegalframeworksetoutintheUNCharter.ThisentailsaclosereadingoftheCharterandshows
bothhowitcentralizesthepowerofUNmemberstatesbutalsohowitlimitsCouncilauthority.The
legalauthorityoftheCouncilisimportantbutitmustbeunderstoodalongsideotherforcesthatmay
enhance,limit,ormodifyit.ThesecondsectionofthearticlethereforeexamineshowtheCouncil's
powerisinfluencedbytwoextra-legalforces:perceptionsofitslegitimacy,andtheinterestsofthe



permanentmembers.TheCouncilhasnopracticalpowerunlessitslegalauthorityismobilizedbythe
interestsofpowerfulstatesandsustainedbyasenseofitslegitimacy.Thedecision-ruleintheCouncil
ensuresthatnoactioncanbetakenwithoutthesupportofthefivepermanentmembers.Thisisan
institutionalrequirementthatissetbytheCharter.Alongsidethis,theCouncilequallyrestsonasense
ofitslegitimacy.Thisisanimportantsourceofpowerwhichhasrecentlybecomethesubjectofmuch
scholarlyattention.Legitimacyisthebeliefofanagentthatarulerorinstitutionhasarighttobe
obeyed.Itisasubjectiveperception,locatedinthebeliefsoftheactor.FortheSecurityCouncil,thisis
exemplifiedbythewidelysharedsensethattheCouncilisanimportantandappropriateplayeron
internationalsecurityissues.ThepositionoftheCouncildependsonitslegitimacy-andthisisinthe
eyesofboththepermanentmembersandtherankandfileUNmembers.

TheSecurityCouncilisextremelypowerfulwhenthepoliticalconditionsalignwithitslegal
framework.Atsuchmoments,ithasunparalleledcapacitytotakedecisiveactionininternational
politics.Thiswasinevidencein2011whenitauthorizedthemilitaryinterventionthatoverthrewthe
Libyangovernment.Whenitsmembersarepoliticallyunitedbehindacourseofaction,theCouncilcan
mobilizelegalandmaterialresourcesalmostwithoutlimit,anditslegitimacyintheinternationalsystem
makesitimmenselypowerful.Atsuchmoments,itisreasonabletoworryaboutthe"imperialCouncil,"
abodyuncheckedbyotherinstitutionsandempoweredbylawandthecontrolofresourcestoimpose
itselfanywhereintheworld.However,whenitspermanentmembersarenotunited,theCouncilfalls
intoparalysis.BetweenempireandparalysissitstheSecurityCouncilinpractice.

Theevidenceinthearticleshowshowdifficultitistoapplytheideaofthe"ruleoflaw"tothe
operationoftheSecurityCouncil,andindeedtoapplyittointernationalpoliticsmoregenerally.Therule
oflawisoftenusedtodescribetheinternationalsystem,eitherasitactuallyisorasanidealwhich
shouldbesought.Thisgenerallyreferstotheideathatinternationalpoliticsshouldtakeplacewithina
frameworkoflaw.Statesmightargueoverthemeaningandcontentofinternationallaw,butitis
uncontroversialtomaintainthatinternationallawexistsandthatitmakesacontributiontointernational
order.

However,therelationbetweenlawandpoliticsthatexistsintheSecurityCouncilshowshow
tenuousisthisconceptoftheruleoflawasitrelatestointernationalpolitics.Itisdifficulttoclearly
specifythecontentoftherulesthatbindtheCouncil,astheyshiftunderpressurefromthepracticeof
theCouncil.SomeviolationsoftheCharterareunderstoodasinformalamendmentstoit,andtherefore
asnotviolationsatall.Othersareheldupasthreatstointernationalpeaceandsecurityandthereforeas
authorizingenforcementaction.Thedistinctionbetweencomplianceandnon-compliancewiththelaw
followsfromstateaction,ratherthanstandingindependentofitasisexpectedbythetheoryoftherule
oflaw.

Inconclusion,thepoliticalpoweroftheCouncilinpracticeisacombinationofthethreeforcesat
thecenterofthisessay:internationallawintheCharter,perceptionsofitslegitimacy,andtheinterests
ofpowerfulstates.Together,thesemeanthattheCouncilmaysometimeactinwaysthatcontradictthe
black-letterlawoftheCharter,whileatothersitsadherencetotheCharterleavespowerfulactors
dissatisfied.ThisambiguityinthelawandpracticeoftheUnitedNationsisinherentinthenatureofthe
organizationitself:itstraddlestheboundarybetweenlawandpolitics,andshowsthatthetwocategories
cannotbeneatlydi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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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是国际体系中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军费
开支加起来超过了全球军费总开支的60%,其政治影响力也同样起主导作用[1]。此外,《联合国宪
章》还赋予安理会处理国际安全事务的最高法律权威,从而增强了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联合国
宪章》第48条第1项和第49条规定,“执行安全理事会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决议所必要之行
动,应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或由若干会员国担任之”,“联合国会员国应通力合作,彼此协助,以执行
安全理事会所决定之办法”。除了军事特权外,安理会还拥有代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采取行动的
合法权威。《联合国宪章》第24条第1项规定:“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
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
代表各会员国。”第25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

这种高度集中的军事和政治权威在国际政治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上,国家首次以
这种方式团结在一个统一的合法政治框架下,其中最强大的几个国家为了同一个目标将军事实力
联合起来,并依据对所有国家均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来协调各方行动[23]。当然,这只说明了联合国
安理会的潜在权力,这一权力只有在《联合国宪章》的合法授权下才能得以实现。事实上,联合国安
理会的实际权力不尽其然,远比宪章中描述的要少,尽管下文将提到的某些领域的实际权力要比宪
章中描述的要大。这都取决于大国的利益和宪章设定的决议规则,而且还受制于其合法性的认可
程度及与国际法的双向关系。这种实际权力和潜在权力之间的差距,为研究安理会的活动及其在
整个国际法律和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提供了一扇窗口。

本文将考察安理会、合法性和国际法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探讨的是《联合国宪章》的法律
框架将如何确立安理会的权力。为了了解宪章是如何集中成员国的权力同时又限制安理会的权
威,就需要仔细研读宪章。然而,从宪章的正式条款中也无法完全了解安理会的实际权力,因此,本
文第二部分将探究安理会的权力如何依赖于两个法律以外的力量:合法性和常任理事国的利益。
最后,本文讨论了安理会的惯例,以便考察法律和政治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有时安理会的行为违
背了宪章的原则规定,而有时安理会遵守了宪章又会让强国产生不满。

一、安理会与国际法

安理会和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安理会显然是国际法的产物,但它同时也是法律的创
造者和解释者,并且在不同的情况下转化于法律内外。安理会作为一个正式组织,完全是国际法的
派生物,因为它依据《联合国宪章》而存在。《联合国宪章》是国家间协议,由它产生了联合国安理
会,并规定其权威的范围和限度。《联合国宪章》是一个对所有签署国都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协议,它
要求签署国都遵守宪章条款,并且这些条款很大程度上是对安理会的服从。

安理会的法定权威是建立在宪章的几个条款之上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第25、27、39、41和42
条。这些条款授权安理会决定哪种国际行为是“对和平的威胁和破坏或是属于侵略行为”,并决定
何时采取回应措施。安全威胁的存在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判断而不是法律判断;安理会按照自己的
判断做出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安理会有权判定一个国家的行为违法。一旦安理会确定有国家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那么它可以要求这些国家改正它们的行为,同时还可以自己采取行动
进行补救。补救措施在宪章第41和42条中有规定,这些条款授权安理会“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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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其中包括非军事手段(第41条)如经济制裁,以及军事手段(第42条)如“得采取必要之空海
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在授权实施这样的军事行动时,安理会依靠成员国提
供军事及其他所需要的资源。这些都是成员国政府为了某一特别行动自愿提供的,联合国和该政
府再根据具体行动商讨相关协议。《联合国宪章》第43和45条规定成员国有义务为这样的行动提
供军事资源,但这一规定还从未实施过,而且可能不复存在。

《联合国宪章》还对安理会的权力做出一些法律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第2条第7项的规定:
“本宪章所规定的内容皆无法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这是对联
合国(包括安理会在内)所有行动的一个总体限制,防止联合国干涉一国的内部事务。这意味着在
法律上安理会不能干预任何国家的国内事务。然而,这必须参照宪章第39条的规定,该条款授权
安理会决定哪种形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依据联合国的法律,“对国际和平的威胁”不属
于一个国家内部事务,并且须由安理会决定什么情况下构成威胁。因此,安理会决定某一事件是否
属于国内事务,并解释宪章第2条第7款中的限制含义。如果安理会发现一种对国际和平的威胁
时,那么宪章第2条第7款中的限制条件将不再适用。对安理会行动的进一步限制来自其表决规
则:“安全理事会对于其他一切事项之决议,应以九理事国之否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
表决之;但对于第6章及第52条第3项内各事项之决议,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宪章第27条第3
项中的表决规则为安理会的决议设定了法律范围。

安理会的决议对所有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并且不可上诉或反对,所有国家都承诺一旦加人联合国
就必须遵守安理会的所有决议①。而且,安理会决议还将给联合国成员国创造新的法律义务。这两个
法律事实在宪章第25条(“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和第49
条(“联合国会员国应通力合作,彼此协助,以执行安全理事会所决定之办法”)中都有明确表述。因
此,安理会决议能够为联合国成员国设定具有约束力的新的国际法律义务。联合国第1373号决议要
求成员国采取一定措施来“阻止和抑制恐怖分子为实施恐怖活动而筹措资金”②。具体地说,它要求各
国政府修改它们的刑法,以便在其司法权中将为恐怖主义融资认定为一种犯罪行为,并且还应该冻结
那些进行恐怖活动或计划进行恐怖活动的人或组织的资产。这些条款一经安理会通过,即成为所有
成员国的法律义务,它们和签署某个协议时产生的法律义务具有同等效力。

安理会创造了一些以前没有的新法律义务[4]。每一个制裁决定都要求成员国服从一系列行动
或者避免其他的一些行动。而且,凡是安理会援引“每一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的威胁”的决议
都将为该说法在未来的使用提供解释。宪章中有意没有明确定义这一条款,以期安理会能在以后
的实践中赋予其具体含义。这种做法可称为一种非正式先例,该条款的每一次引用都有助于丰富
其内涵,并为未来提供参考。因此,要了解安理会的法律权威,我们必须审视在某个具体情境中使
用这个用词的以往判例。实际上,每次安理会发现一个对和平构成威胁的问题时,它的权威都会有
所扩大。近年来,安理会规定轻武器交易、未经监管的资金流动和毒品贩卖以及在有些社会中存在
的女性不平等环境,都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上述每一条都稍微扩大了安理会的法律
范围,并为以后对安理会权力进行解释提供了来源。

总之,安理会毋庸置疑地享有国际法律体系中最高权威的地位。《联合国宪章》授权它决定何种
形势构成对国际和平的威胁,以及如果存在这种威胁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应对。安理会的权限还包括
有权对某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实施军事干涉,而不必考虑该国的国内主权。在签署《联合国宪章》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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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包括对非联合国成员国的一些义务,因为宪章第2条第6款规定,联合国将确保非联合国成员国根据“维护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原则行事”。这意味着联合国非成员国也有义务遵守《联合国宪章》,虽然这种义务与联合国成员国的义务不同。

UNSC1373,Sept.28,2001.



合国所有成员国都事先承诺将执行安理会的决议。宪章涵盖范围如此之广,享有如此绝对的法律权
威,让人不禁要拿它与国内宪法进行比较,有人甚至认为,宪章在国际体系中拥有宪法地位①。

显然,安理会的法律地位与人们普遍将国际体系描述成独立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的观点
是矛盾的②。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思想假定国家不服从任何更高法律权威。Waltz认为,“任何国家
都无权发布命令,也无权迫使其他国家服从”[5]88,但这并不是事实。从1945年《联合国宪章》颁布
以来,所有国家都需要遵守安理会的决议。国际政治体系已经被置于一个法律等级制度之中,其中
联合国安理会享有不容置疑的最高权威[6]。而且,安理会还垄断了国际等级体系中合法使用武力
的权力。因此,国际体系再也不能被严格地描述为一个无政府状态了。

二、安理会与国际政治

除了宪章奠定的法律基础,安理会的运行还需要两个条件,即常任理事国的默许和联合国其他
成员国的支持。基于之前提到过的决议规则,常任理事国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这显然是一个法
律和程序上的要求,没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安理会将不能实施任何重要行动。但这也反映
了1945年《联合国宪章》签订时的政治现实,同样也是当今的政治现实。如果安理会准备为维护国
际和平与安全而采取行动,那么它就不得不考虑到最强大国家的固有利益;而如果不经过常任理事
国的同意而采取行动,将威胁到整个组织机构的生存。1945年安理会最初设计就是大国之间为处
理威胁国际体系稳定的危机而达成的协议。行使否决权就是为了确保安理会不能强行实施一个违
背任何常任理事国意愿的决定。

当然,如果常任理事国之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很容易导致安理会处于瘫痪状态,这从整
个冷战时期、最近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战争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但
这些都是大国蓄意策划的。事实上,宪章可以通过授权安理会采取违背大国意愿的行动,但这样做
最终很可能导致这些大国强烈反对甚至抛弃安理会。因此,安理会的实际权力限定在能够得到那
些常任理事国或多或少支持的议题。这经常会使那些希望安理会发挥更积极作用的人们感到失
望,因为它意味着很多需要集体行动的议题最后都将不了了之。考虑到大国经常会对究竟哪些构
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意见不一致,而安理会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这些大国采取联合行动,
因而否决权成为安理会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安理会除了需要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外,同样还依赖于它的合法性观念。合法性作为一个重要
的权力来源,近来已经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③。合法性涉及行为体关于规则或制度应该得
到遵守的规范性信仰④,是行为者的一种主观理解,根植于行为者的信念中。对安理会而言,可以作
为例证的是,人们普遍认为安理会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和合适的角色。安理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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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方面讨论,参见J.L.Dunoff&J.P.Trachtman,RulingtheWorld? Constitutionalism,InternationalLaw,and
GlobalGoverna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
这方面的重要论述,参见 K.N.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Reading:Addison-Wesley,1979;H.Bull,The
AnarchicalSociety:AStudyofOrderinWorldPolitic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2;A.Wendt,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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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它的合法性,并且这也是常任理事国和普通的联合国成员国都认可的。这里的“合法性”是指
与“美德”不一样的事物。尽管两者经常被混为一谈,但我们最好还是将它们区分开来①。我们必须
将一个制度的道德或规范正义同合法性概念区分开来。一个制度的合法性存在于它的拥护者中,
它不可能为他人所分享,而且可能也不符合外部观察者的道德直觉或权利哲学。然而,合法性仍然
会影响拥护者对该制度的态度,正是由于有这种影响力,我们才有必要研究国际组织的合法性。

合法性会影响行为体对一个制度或规则的认知和态度,从而促使它尊重该制度,并促使它自觉
地服从该制度。反过来,这又在制度和行为者之间创立了一种特别的权威形式。国内社会秩序常
常被认为建立在民众对统治制度合法性的共享信仰中,政府的权威源自公民接受其合法性。这产
生了基于同意和规范稳定之上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也许对民众和统治者都有好处。同样,国际制
度也依赖于合法性。安理会权力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外其他国家接受其
合法性。联合国成员国自觉地服从安理会决议对安理会的效力至关重要。事实上,安理会几乎不
能采取引诱或强制的手段来促使成员国服从其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安理会并不能强制成员国
同意它的要求,因此它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成员国的自愿服从。这包括自愿为维和行动提供军队和
物资,参与安理会要求的制裁措施,以及更广泛地尊重安理会的决议和权威。虽然这些义务在法律
上是强制的,但很明显它们的履行取决于成员国相信它们执行这些义务能够获得一定利益,而这种
利益又部分取决于它们承认安理会具有合法性。

安理会的合法性是《联合国宪章》谈判初期关注的一个重大议题。1943年,美国、英国和苏联
就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到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这种讨论达到了高潮。在这期间以及安理会成立
后,大国都力图创造和维持安理会的合法性。1945年旧金山会议本身就是为了让联合国普通成员
国承认宪章草案的合法性,同时决定增加6个(后来10个)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6]。最近,人们可
以发现安理会及其支持者对合法性给予更多关注,因为合法性是大国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核心
利益;这也促使安理会在美国人侵伊拉克后反思其做法的合法性;每当一个国际危机由于安理会的
作为或不作为而遭到忽视或恶化时,安理会都是如此。

很难衡量安理会在世界政治中的合法性[7],因为关于这种合法性的信念来自行为体所拥有的
内在的、主观的特性,它无法靠评估手段来获得。而且,即使合法性能够评估(比如通过民意调
查[89]),安理会做出的一般决定和协议也可能会引来不少争议。不同人群对联合国的合法性可能
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差异也不能依靠社会科学方法来解决。合法性最终是一个政治争论的领域。
然而,我们可以从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行为中找到合法性的一些证明。如果行为体认同某个制度
并通过它的语言和方法来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可以表明它是一个合法的行为体。同样,它们对制
度的服从程度也是一个证明,说明他们是按某种方式行事的。这样的证明是模糊的,因为它们也可
能与强制或不涉及合法性的其他动机有关,但对安理会来说,这显然有力地说明了在涉及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所有国家都将它视为一个合法的行为体和制度[6]。

当政治条件与安理会的法律框架完全一致时,安理会显然有重大影响力,因为此时它拥有超常
的能力在国际政治中采取决定性行动。比如,在2011年安理会授权通过军事干预来推翻利比亚政
权。在执行一项任务时,若安理会成员国在政治上是团结一致的,那么安理会就能不受限制地动用
法律和物质资源,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合法性也会变得特别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担心出
现一个不受其他制度监督和法律授权、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动用资源实施强制行动的“安理会帝
国”[10]。然而,当常任理事国意见不一致时,安理会就会陷人瘫痪。实际上,安理会通常处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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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瘫痪两种状态之间。

三、安理会的实践

因此,要了解安理会的实际权力,必须考虑它的法律权威和政治构成的相互作用。因为正是这

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创造了安理会在实践中的特别动力和影响力。法律和政治因素并不是此消彼
长的,因此仅仅从法律或政治的角度看,并不足以理解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担当的角色。这两者需
要结合起来看:安理会的决议要利用宪章提供的法律框架,但是宪章只有进人到更广阔的国际政治
话语中,才能产生超出宪章的影响力,而且它们也能重构包括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因而也能改变安
理会在未来行使权力的条款。安理会的法律和政治的动态关系从安理会重新定义其权威的实践中
可以看出。安理会经常超越其法律界限,并且通过法律和政治方式使自己变得合法化。下文考察
几个案例来说明这个过程,它们使单个的法律服从和不服从变得复杂化。

众所周知,要修订宪章是很困难的。宪章第108条规定:“本宪章之修正案经大会会员国三分
之二表决并由联合国会员国三分之二、包括安全理事会全体常任理事国,各依其宪法程序批准后,
对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发生效力。”迄今为止,联合国历史上仅有两次正式修订,而且都发生在20
世纪60年代。修改后的宪章扩大了安理会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规模。自1945年以来,
国际环境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联合国因此感到制度需要做出某些调整,以适应新需求和新挑
战,但这些调整一般都不能同宪章的正式修订相提并论。相反,这些大部分压力通过非正式方式得
到了解决,比如通过改变组织的工作方式,或者用适应新需求的新方法来解释正式规则。一个重要
例子就是安理会的成员资格。尽管1965年新增了4个非常任理事国,但安理会仍感到宪章设定的
成员标准很难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确保安理会的继续运行及顺应世界形势的变化,安理会
对其成员标准已经做了几次非正式的修改。20世纪80年代,安理会开始在做重大决定前经常性
地征求非安理会成员国的意见,其中不仅包括为维和行动提供军队的国家,而且也包括与联合国保
持定期会晤的主要捐助国,尽管它们当时并不是非常任理事国。这些磋商相当于给安理会增加了

非正式成员,但这从来没有在宪章修正案中正式阐述过[11]。

另一个例子就是安理会的表决规则。宪章规定任何决议如果得不到“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
就不能通过(第27条第3项)。这是由1945年旧金山会议争论的条款引发的,当时四大国向参会

的其他国家承诺弃权票可视为否决票[6]。然而,在安理会召开的最初几次会议上,实际运作正好相

反,常任理事国的弃权票并没有被算作否决票。这种情况最先发生在苏联代表团突然退出一次会

议之后,其他国家只好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决策[12]。从那以后,安理会逐渐形成了关于

常任理事国弃权不能算作否决票的运作共识。这种惯例的实际好处显而易见:不把常任理事国的
弃权等同于否决票,使常任理事国能够发出有细微差别的某种信号[13]。这样,常任理事国就能表

达对决议草案的不满,尽管它们仍然同意执行大多数国家的决定。
还有一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建设性不服从”。所谓“建设性不服从”,就是即使明显违反了国际

法,也可以通过主导国家的集体意志而变得合法,从而为法律的修改奠定基础,而不再是对法律的
违反。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安理会实践的非正式发展的例子,如今已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安理会制

度的一部分[11]。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做可以提高安理会的合法性,因为如果一味地坚持采用正

式规则,只会让安理会具备的合法性更少,且变得不那么重要。但笔者怀疑大多数学者和实践者在
遇到这种情形时,都会乐意承认他们的做法违反了宪章中法律的准确表述,尽管他们的做法可能并
不明显或者只是“技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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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理会的法律困境

虽然宪章明确授予安理会法律权威,但仍然存在关于安理会和法律之间关系的长期争论。这
些争论主要来自宪章中含糊的或者法律传统之间相冲突的地方,有些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利用这些
法律空白来谋求自身的利益。

首先,安理会并不愿意去判定某一国家本身是否违反了国际法。一般来说,它避免对成员国行为
是否合乎法律做出判断,而是设法将决定权交给国际法院或者其他司法机关。如上所说,能引发安理
会行动的往往是一种威胁或违反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而不是“违反了国际法”)[1415]。1945
年旧金山会议曾建议宪章赋予安理会干涉权力,以回应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但这一建议被否决了,因
为大多数国家认为,就目前安排来说,安理会只是一个自觉的“政治”行为体,还不是“法律”行为
体[1617]。我们可以从2011年安理会授权军事行动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决议中看到这种差别①。此外,
决议还要求“利比亚当局在各种国际法框架下履行其义务,包括人道主义法、人权和难民法”,只有在
这个意义上,安理会才会考虑对可能违反这些法律的利比亚政府进行裁决。但是,安理会决议的法律
基础并不是来自这些违反行为,而是来自它发现利比亚的国内形势“已经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
胁”,因此根据宪章第7章实施强制措施。可能有人会说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宪
章,因此安理会应该制裁这些违法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违法行为都必须由安理会来处置。

其次,国际社会对安理会是否应遵守国际法这个问题也一直争论不休。当国家或其他行为体
在法律上挑战安理会决议时,这个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安理会决议究竟应在何种程度上遵守现行
的国际法呢? 宪章规定安理会必须“遵照现行宪章”行动,但宪章并没有明确界定安理会和国际法
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安理会强制权力背后的政治逻辑有力地表明了安理会的权力不包含在
现行法律之内,从而让安理会能够为国家创造新的法律义务,以应对国际安全的威胁,宪章隐含着
安理会不受现行国际法的约束。宪章似乎赋予了安理会法律权威,安理会只受宪章要求的约束,也
就是说,安理会仅限于对同“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问题采取行动。但也很难说安理会完全不受
国际法管制,最近的大量案例和争论揭示了安理会是如何受到约束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国际法院
有权审查安理会决议的合法性。国际法院被授权判决“和当事人有关的所有案件”,它可能还包括
直接移交和间接移交的案件(比如来自一项自动授权给国际法院的条约)②,而只有国家才能作为
国际法院诉讼案件的当事方③。因此,国际法院并没有明确的权力来审查安理会决议是否合乎法
律,但它的权威可能来自如下这种情况,即如果国家间的法律争端取决于安理会的行动,那么国际
法院就有权审查安理会的决定是否合法了。

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法院审理的洛克比案就是这种情况。这个案子是由利比亚为反对英
国和美国企图通过安理会推动制裁利比亚而引发的。利比亚认为,关于爆炸案嫌疑犯的责任只能
参照《蒙特利尔公约》关于空中恐怖主义的规定进行审理,英美两国根据安理会决议提出的赔偿责
任是非法的,因为安理会决议不在《蒙特利尔公约》管辖的范围内。因此,利比亚声称联合国的制裁
行动是不合法的。鉴于安理会不能作为当事方参与国际法院的案件审理,因此,利比亚抱怨英美对
其实施强行制裁侵犯了《蒙特利尔公约》下利比亚享有的权利。国际法院于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安理会是否有权利驳回现存条约义务呢? 案件初期文件显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3条关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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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院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规定,法官们对此看法不一①。然而不幸的是,该案件被撤回,因为各
方经过谈判就处理危机达成了一个外交解决方案,即爆炸案嫌疑犯自愿从利比亚移交给一个设在
荷兰的国际法院审理,在那里他们受到了苏格兰法律的起诉。关于安理会是否有权要求违反国际
法的国家履行赔偿责任的问题,至今仍没有明确的法律意见。

最近,安理会又开始对个人进行制裁,由此引发了一个关于国内法的相关争论。自从1999年安
理会通过制裁塔利班政权的第1267号决议起,安理会就要求成员国进行合作来限制被认为从事国际
恐怖主义活动和其他犯罪行为的个人的融资和行动,如要求成员国冻结个人的资产。根据宪章第25
条的规定,安理会可以直接制约所有国家。它要求国家对个人进行制裁,不要向任何可能提供法定诉
讼程序权利的国内法妥协。这种国际和国内法律之间的冲突是可想而知的:安理会要求一国政府冻
结其公民的财产,但这样做与国内宪法中的公民权利相矛盾。究竟哪一个法律应起主导作用呢?

现在已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在不同国家的国内法庭上。和洛克比案相比,这些案件涉及的是个人
权利,而不是国家权利受到威胁,因此国内法庭拥有审判权,法律行动涉及的领域要比国际法院更广
泛。其结果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判例法,尤其是在欧洲法庭。其中有重要意义的是欧洲法院对卡迪
案的判决。卡迪是一个沙特阿拉伯人,由于他被安理会列人黑名单,于是欧盟冻结了他的财产。卡迪
不满欧盟的处置结果,欧洲法院也认为卡迪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欧洲法院认为,欧盟理事会遵行的
程序没有给申诉人发表关于列人黑名单或撤销黑名单的意见的机会,也没有说明列人黑名单的依据,
采取的是法庭职权之外的方式……做出的决定没有提供相应的司法审查。因此,这一裁决侵犯了申
诉人辩护的权利、获得有效法律救济的权利、获得有效司法保护的权利以及个人财产权。于是,法院
宣告这一裁决无效……”[18]为此,欧洲法院规定欧洲国家必须优先遵守本国和欧盟的法律责任,然后
才是安理会的要求。但这个规定严重挑战了安理会对联合国成员国的权威。卡迪案和洛克比案表明
了将纯粹的法律方法应用到安理会的局限性。这两个争议案件说明了存在其他一些拥有权力和司法
权的机构来评判安理会决议的可能性,这一点在卡迪案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但即使存在一个与安理
会相当的法律机构的可能性,安理会也不能无视宪章的明文规定,自认为享有无可非议的法律特权。

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其他制度对安理会决议提出意见,那么它们之间冲突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
带有政治色彩,而且还会受法律形式主义方法的限制。卡迪案以及其他类似案件的关键问题是,安理
会到底应被看作是一个政治行为体还是法律行为体。安理会用这种方式对宪章授权做出了解释,以
便它能不受限制地独立运作,这样做使安理会有时将自己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置于首位;安理会希
望被视为一个有权对成员国提出有法律约束力要求的政治实体,因为这可以让它不受政治和法律监
督。然而,对卡迪案的判决是建立在相反的观点基础上的,即认为安理会是一个政治行为体,它的诉
求必须根据国内法和成员国的需要来进行解释,而这又将国内法律要求置于安理会之上了。

五、安理会与国际法治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很难将“法治”的思想运用到安理会的实际运作中,当然,也更难将它普
遍地运用到国际政治之中。

我们经常用法治来描述国际体系,似乎这种体系真的存在或者是一种应该追求的理想。这种
描述通常涉及国际政治应该在一个法律框架下进行的思想。国家可能会对国际法的含义和内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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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联合国宪章》第103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
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关于洛克比案的讨论,也可参见,T.D.Gill(ed.),Rosenne’stheWorldCourt:WhatItIsandHow
ItWorks,Leiden:MartinusNijhoff,2003,pp.199 201。



在争议,但有一点却毫无疑问,即国际法不仅存在,而且有助于国际秩序。Ikenberry的新书《自由
利维坦》就是以此为前提的。他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开放且基于规则的秩序”,而美国则是“霸权
的组织者和这个秩序的主导者”[2]2。20世纪国际法的主流学者也坚持这一观点,并一直寻求将国
家的法律责任推广到国际领域,以及扩大国际法限制国际政治的活动范围。国家责任法律化运动
主导了整个国际联盟时期,国际联盟专家委员会专门研究了如何不断完善国际法的编纂工作。国
联盟约要求“严格遵守所有的条约义务”,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中的第一条原则为“公开条约内
容,公开订约”。联合国继续致力于这种国际法的编纂。《联合国宪章》提出该组织的目标为“提倡
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第13条),国际法委员会开始从事国际联盟专家委员会遗留下来的工
作,致力于“使国际法的规则更加规范化和系统化”①。国际法编纂运动把国际条约的不断增长视
为它成功的证明,因为它扩大了法律框架下政治领域的发展。

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虽然存在一些重要差别,但也拥有一些共同基础。它们都认为应该改善
社会秩序,使其能够通过一套清晰和一致的法律与规则框架组织起来。但为了满足各自不同的政
治需要,两者又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设计出来的。国内法治是为了解决中央集权的威胁而设计
的,在不同社会中,国内法治产生的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处理强势政府和其公民之间的关系
以及限制专横统治者[1920]。国际法治是为了在制度上解决非中心权威的问题而出现的,因为许多
独立国家都坚持国家法律上平等和独立自主的权利,而国际法就是为了解决主权分散引发的问题
和失效②。这两种法治的解释都假定所有行为体必须服从其法律责任,并认为对法律的服从和不
服从进行区分是可能的。行为体必须在采取行动之前仔细审查它们行为是否合法,这样才可以更
清楚地估算自己行动的利弊得失,并形成对统一的社会秩序的共同理解。一套稳定、公开、透明的
法规通常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标志。法治思想同样可以适用到国际社会。只要有这样的法规存在,
法治理论就可以认为行为体应该服从法律而不是违反法律。在国际法中,这体现为“条约必须得到
遵守”的原则,也体现在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诸多条约以及《维也纳公约》中。

然而,安理会中的法律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表明,国际政治中的法治观念是多么脆弱。很难明确地
说法规的内容能约束安理会,因为它们经常会受到安理会实际运作的压力。有些违反宪章的行为可
以视为对宪章的非正式修正,因此也就算不上违反宪章了。其他的则被视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
胁,因而安理会就授权采取强制行动。因此,区分对法律服从与不服从的关键在于国家的行为,而不
是照搬法治原则而完全不顾国家行为。通过比较安理会针对2011年初利比亚的1970号决议和上文
提到的卡迪案对弃权规则的解释,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在这两个例子中,对宪章规范的解读可以支
持宪章遭到违反的结论,因为在第一个例子中,利比亚政府拒绝服从安理会关于停止使用杀伤性武器
对付反政府分子的决议(违反了宪章第25条);在第二个例子中,安理会不顾宪章第27条第3项的
明文规定通过了决议。然而,经过国家和联合国的实践和表述,弃权规则已被视为合法的,因此它
也被认可为对宪章的一个合理解释。法律问题通过集体合法化的政治过程得到了解决。

在这里笔者的目的不是质疑安理会是怎样解决弃权的,而是要说明国际社会如何使违规行为
变成合法的。一旦搞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法治是如何被国际政治所理解的。首先,国际法
治不同于国内法治。国际法治仍保留了很强的学说色彩,但缺乏对行为和规则的严格区别。国内
法治要求法律事先区分合法行为和违规行为。对国际法来说,服从是国家实践的一个职责,但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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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UNGeneralAssemblyResolution174,1947,A/RES/174(II).
关于此问题可参见S.Chesterman,"AnInternationalRuleofLaw?"AmericanJournalofComparativeLaw,Vol.56,

No.2(2008),pp.331 361;I.Hurd,"TheRuleofLaw,DomesticandInternational,"PaperPresentedtotheRegional
ColloquiumonInternationalLawand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Madison,WI,May3,2013。



意味着世界政治中不存在法治。相反,它表明国际法治是建立在不同于国内法治的基础上的。国
际法治的重要性明显地体现在政府关心其行为是否符合国际义务上。上述例子说明了国家将付出
多少努力来保持他们遵守法规的形象。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驱使,一方面,国家希望被其他国家视
为法律健全的国家,另一方面,它们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在国际上遵守法规的国家。尽管服从的含
义模棱两可,但国际法可能符合 Hayek所说的构成法治基础的“基本直觉”,即“法律必须能够引导
行为体的行为”[19]93。这类似于Schachter所认同的世界政治中的“法的精神”。

其次,国际法治强调国家行为的法律正当性也能改变规则本身。国家对国际法的做法有助于构
成法规。国际法规和国家行为不是孤立的,两者处于一种彼此需要的相互依存关系中。这说明了不
能用传统法治模式的经典牛顿原理来理解国际法的力量。只有当国家需要援引和使用这些规则以及
需要用规则为其行为解释和辩护的时候,这些法规才存在。外交政策也能形成和体现国际法。因此,
合法性并不是某一特殊行为所固有的特性,它应该被视为法律和实践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最后,根据是否服从来评价国际法对国家的影响是错误的。Howse和Teitel最近指出,所谓
的“服从模式”低估了法律对国家利益和行为的影响力[2122]。对于那些不从属于审判机关(大部分
的审判机关)的国际法,政府一般会把它们的行为视为遵从规则的,只有当它们对其行为和规则或
者行为和规则之间的联系提出矛盾解释时,它们的主张才会受到质疑。这意味着在各方都声称服
从事实的情况下,国际法律争端很容易演变成关于服从含义的解释的争论了。

除了服从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两个有关国际条约和规则的力量的其他来源证明:第一,政府在多
大程度上援引法规来为其行为进行解释和辩护? 第二,政府做了多大努力来掩饰其行为与规则或条
约的关系? 这两者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对立的,但不论是掩饰还是援引,都表明法规对国家具有
很强的约束力。当美国援引安理会第1990号和第1991号决议为其人侵伊拉克做辩护时,它重申了
《联合国宪章》强调使用武力的重要性,尤其是宪章第42条关于集体军事行动的条款,以及第24和25
条关于授权安理会代表所有国家行动的条款。美国认为它的人民信奉这些跟目前形势有关的规则的
合法性和正当性。美国援引这些规则反映了规则的力量,而且事实上也强化了这些规则的力量。在
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个任期,美国公然采取的反联合国、反国际主义的行动,使美国行为的合法性备受
关注。保密是应对法律影响的另一个方法。当政府受它们能力的限制无法援引国际规则为其行为辩
护时,它们经常转而在外交上寻求一种保密策略。这样做既可以延续他们的政策,又可以避免违法。
保密的价值在于削弱了法律力量;在国家处理国际事务时将保密作为权宜之计,以示对法律的尊重。

六、结 语

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是由它的法律和政治环境规定的。前者来源于宪章,后者则来源于大国
的政治利益和安理会在国际体系中享有的合法性。《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在国际关系中至高无
上的权威,使其能够对国家产生约束力,并且代表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采取集体行动,以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这一法律权威只有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同时还需要
其他接受安理会决议的国家将安理会的行动视为合法。

无论单从法律还是政治角度来认识安理会,都不足以了解安理会实际上的权力。我们必须结
合法律和政治两种角度来进行分析。《联合国宪章》中的法律框架限制了大国利用安理会谋求私利
的能力,同时,大国利益也限制了从宪章的法律条款中可能产生的安理会的激进主义。安理会的权
力正是由这些法律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形成的。

从这个角度看,联合国安理会可以被用来更普遍地解释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于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许多国际规则来说,服从的含义是不确定的。而要确定服从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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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解释国家在实际中是如何使用和理解规则的,而这又会使服从概念越来越趋向政治解读。
国家总是希望履行自己的法律责任,因为一旦违反了国际法将会付出明显的政治代价,因此,服从
的内容是国家实践的职责,而不是一个首要和客观的范畴。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法治不能简
单地理解为国内法治在国际社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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