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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 1974 年～2016 年欧洲各国“自由”等级数据，对欧洲“自由”等级格局演变进行

时空分析，结合美国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西方经济制裁数据、西方军事干涉数据，探索欧洲“自
由”等级空间格局演变外部驱动机制。 研究表明：①欧洲各国“
自由”等级的标准差指数和变异系数
总体下降，其相对和绝对差异有缩小趋势。 ②欧洲“
自由”国家数量总体呈现显著增长，空间分布从
欧洲南部、西部、北部地区扩散至欧洲东部、中部地区；欧洲“
部分自由”国家数量总体变化不大，空
间分布从欧洲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大公国演变成欧洲东部、东南部地区；欧洲“不自由”国家数量
总体出现明显减少，空间分布从欧洲东部、东南部、中部地区演变成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③欧洲“自
由”等级相近的国家在空间上趋于集中分布；主要存在 3 种集聚模式，即高高集聚区，主要在欧洲
西部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在欧洲东部、东南部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在欧洲南部、中部、东部地
区。 基于此，探索欧洲“自由”等级格局演变的外部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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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901.4

0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冷战时期，欧洲作为美苏超级大国意识形态争夺的前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将欧洲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割裂开来，意识形态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对立状态。 1980 年前后，
里根、撒切尔在英美推行新经济政策，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取代凯恩斯主义的国际主导地位。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西方的“
自由民主”制度在与共产主义的对决中“大
获全胜”。 至此，
“
自由资本主义”、
“
自由民主”、
“
自由国际主义”合流，形成了所谓的
“
新自由主
[1]
义时代” 。当时，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世界上
“
已经没有真正的意识形态竞争者，自由民主制度
[2]
将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 。一直以来，西方国家正是通过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试图
把非西方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来实现所谓的
“
历史的终结”。 其中，
“
自由”作为资本主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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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的核心价值，长期充当其扩散的
“
旗帜”，为推动意识形态格局演变起到重要作用。
目前，“
自由”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基础及类型[3-4]、渗透及影响[5-6]、本质及批
判[7-8]、民主化扩散及内生因素[9-11]等方面。 鉴于地理学是研究地理要素或者地理综合体空间
分布规律、时间演变过程和区域特征的一门学科[12]，笔者认为，以地理学的思想探究欧洲国
家
“自由”等级空间格局，为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一条较为新颖的思路。本文以欧洲为研究区
域，使用 1974 年～2016 年欧洲各国“自由”等级数据，基于 ArcGIS、GeoDa、SPSS 等软件，结
合美国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西方经济制裁数据、西方军事干涉数据，分析欧洲“自由”等
级空间格局演变及外部驱动机制。

1

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欧洲位于东半球的西北部，东以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为界，东南以里海、大高加索山脉
和黑海与亚洲为界，西滨挪威海、北海、大西洋与美洲相望，北接北冰洋，南隔地中海与非洲
相望。 1974 年～2016 年，欧洲国家从 33 个增至 44 个（除梵蒂冈、“独立”后的科索沃外）。 陆
地面积 1016 万平方公里，以平原为主，高山峻岭汇集在南部。
1.2 研究方法
1.2.1 标准差指数和变异系数
区域差异可分为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一般情况下，使用标准差指数（S）和变异系数
（CV）分别从相对和绝对意义上测度区域差异，计算公式分别是：
n

n

1 （Y -Y ）2 ，
1 （Y -Y ）2
CV = S = 1
（1）
移 i 0
移 i 0
n i=1
n i=1
Y0
Y0
式中，Yi 为第 i 个国家的
“自由”等级；n 为国家个数；Y0 为 n 个国家的平均“自由”等级。 S 值
越大，表示相对差异越大；CV 值越大，表示绝对差异越大。
1.2.2 全局空间自相关
Moran 指数是用来度量空间相关的全局指标， 反映的是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的区域单
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S=

姨

姨

n

I= n
S0

n

移移w

(xi-x軈)(xj-x軈)

ij

i = 1j = 1
n

（2）

移(xi-x軈)2
i = 1

n

式中，S0 =

n

移移w

ij

。 Moran 指数 I 的取值在 -1 到 1 之间，小于 0 表示负相关，等于 0 表示

i = 1j = 1

不相关，大于 0 表示正相关。
1.2.3 局部空间自相关
Moran 指数 I 对空间自相关的全局评估忽略了空间过程的不稳定性， 如需进一步考虑
观测值的高值或低值的局部空间聚类，需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本文采用空间联系的局
—局部 Moran 指数（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LISA），其计算
部指标——
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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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軈
I= (xi2-x)移wij(xj-x軈)
j = 1
S
n

（3）

n

式中， S2 = 1 移(xi-x軈), x軈 = 1 移xi。
n j
n i=1
1.3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调查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美国民主、人权和劳工局
（Bureau of Democracy,Human Rights,and Labor）、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The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美国长
青州立学院（Evergreen State College）。 其中，来自“自由之家”的“自由”等级数据是以西
方“自由”价值观为基础，以个人享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为内容，评估个人在现实
世界中享有“权利”和“自由”的程度。 评估结果包含 7 个等级，1 代表“最自由”，7 代表“最不
自由”。 但为便于研究其空间格局演变，本文将其划分成三个状态：“自由”、“部分自由”、“不
自由”。

2

欧洲“
自由”等级空间格局演变

2.1 欧洲
“自由”等级空间差异性分析
分别采用标准差指数和变异系数对欧洲各国“
自由”等级的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进行分
析，通过计算得出欧洲“
自由”等级的标准差指数和变异系数（表 1）。
表1

1974 年～2016 年欧洲国家“
自由”等级的标准差指数和变异系数

Tab.1 The“free” ratings of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in Europe during 1974-2016
年份

标准差指数

变异系数

年份

标准差指数

变异系数

1974

2.3341

0.4829

1998

1.3732

0.2275

1977

2.2373

0.4434

2001

1.2176

0.1979

1980

2.2335

0.4348

2004

1.2522

0.1976

1983

2.2848

0.4371

2007

1.2265

0.1927

1986

2.3219

0.4391

2010

1.2025

0.1890

1989

2.1504

0.3775

2013

1.2036

0.1895

1992

1.3626

0.2308

2016

1.3227

0.2124

1995

1.3822

0.2308

数据来源：根据
“
自由之家”调查结果计算整理所得

2.1.1 相对差异
从表 1 可以看出，1974 年～2016 年标准差指数总体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 说明欧洲各
国
“自由”等级相对差异缩小，但并不是逐年缩小。根据其缩小幅度的变化情况可分为三个阶
段：1974 年～1989 年为波动下降阶段，1989 年～1991 年为大幅下降阶段，1991 年～2016 年
为波动上升阶段。说明欧洲各国“自由”等级相对差异在 1974 年～1989 年波动缩小，在 1989
年～1991 年急速缩小，在 1991 年～2016 年显现出波动扩大的趋势。
2.1.2 绝对差异
从表 1 可以看出，欧洲“
自由”等级的相对和绝对差异变化基本一致。 1974 年～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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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冷战时期，苏联对东欧卫星国实施严密控制，西方“自由”意识形态渗透较为缓慢，使得
两大阵营的“
自由”等级差异变化不明显；1989 年～1991 年，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独立并纷纷
选择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导致欧洲国家“自由”等级差异显著缩小；1991 年～2016 年，由于一
些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较为紧密，西方便认为其
“自由”程度较低，欧洲国家“自由”等级差
异才出现微弱扩大。
2.2 欧洲
“自由”等级空间分异性分析
选取 1974 年、1980 年、1986 年、1992 年、1998 年、2004 年、2010 年、2016 年欧洲各国
“自由”等级数据，得到表 2。
表 2 1974 年～2016 年欧洲
“自由”、
“
部分自由”、
“
不自由”国家数量及国家总数
Tab.2 The number of“free” country,“partly free” country and“not free” country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countries in Europe during 1975-2016
1974 年

1980 年

1986 年

1992 年

1998 年

2004 年

2010 年

2016 年

“自由”国家

18

22

23

30

34

36

37

36

“部分自由”国家

6

3

2

10

7

5

5

6

“
不自由”国家

9

8

8

2

2

2

2

2

国家总数

33

33

33

42

43

43

44

44

数据来源：根据
“
自由之家”调查结果计算整理所得

“
自由”国家数量经历了
“缓慢增长 - 大幅增长 - 基本不变”的过程。 1974 年～1986 年，
“自由”国家数量从 18 增长到 23，主要分布在欧洲南部、西部、北部地区。 1986 年～2004 年，
“自由”国家数量从 23 增长到 36，占国家总数比例从 69.70%增长到 83.72%，“自由”国家扩
散至欧洲东部、中部地区。 2004 年～2016 年，“自由”国家数量基本不变，保持在 36-37 个。
“
部分自由”国家数量总体变化不大，经历了“
缓慢减少 - 波动增长 - 基本不变”的过程。
1974 年～1986 年，“部分自由”国家从 6 个减少至 2 个，减少主要分布在欧洲西部的伊比利
亚半岛，“部分自由”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中部地区，以及欧洲西部地区的大公国。 1986 年～
1998 年，“部分自由”国家数量从 2 个增加至 7 个，增加主要分布在欧洲东部、东南部地区。
1998 年～2016 年，“部分自由”国家数量基本不变，保持在 5-7 个。
“不自由”国家数量总体出现明显减少，经历了“缓慢减少 - 大幅减少 - 基本不变”的过
程。1974 年～1986 年，“
不自由”国家数量从 9 个减少至 8 个，主要分布在欧洲东部、东南部、
中部地区。 1986 年～1992 年，“不自由” 国家数量从 8 个减少至 2 个， 占国家总数比例从
24.24%下降至 6.06%，减少主要分布在欧洲东部、东南部、中部地区。 1992 年～2016 年，“不
自由”国家数量基本不变，保持在 2 个。
2.3 欧洲
“自由”等级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2.3.1 欧洲
“
自由”等级全局空间自相关
为进一步揭示欧洲“自由”等级空间自相关性，选取 1974 年～2016 年间每隔 6 年欧洲
各国“
自由”等级数据，测算其全局 Moran’I 指数。 表 3 显示 1974 年～2016 年欧洲各国“自
由”等级的全局 Moran’I 指数均大于 0，表明欧洲各国之间的“自由”等级存在正空间自相关
关系，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模式。“自由”等级相近的国家在空间上趋于集中分布。此外，全局
Moran’I 指数总体上为波动下降，1974 年～1992 年欧洲各国“自由”等级的正空间自相关性
在增强，但在 1992 年～2016 年“自由”等级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则呈现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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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74 年～2016 年欧洲“
自由”等级全局 Moran’I 指数
Tab.3 The global Moran’I of“free” ratings in Europe during 1974-2016
全局 Moran'I

1974 年

1980 年

1986

1992 年

1998 年

2004 年

2010 年

2016 年

0.4334

0.4856

0.5659

0.6751

0.4537

0.3237

0.2521

0.2351

2.3.2 欧洲
“
自由”等级局部空间自相关
绘制部分年份（1980 年、1992 年、2004 年、2016 年）欧洲“自由”等级 LISA 集聚图（图 1）
可见，欧洲
“
自由”等级局部空间自相关情况如下：
（1）高高集聚区。 主要
分布在欧洲西部地区，包
括法国、德国、瑞士、奥地
利等 4 个国家。 1974 年～
2016 年该类型国家数量总
体不变，但略有波动。
（2）低低集聚区。主要
分布在欧洲东部、 东南部
地区。1974 年～2016 年该
类型国家数量总体减少，
但有较大波动。 1974 年～
1986 年，该类型国家以苏
东地区为主， 且有向西扩
散的趋势。 但由于东欧剧
图 1 1980 年～2016 年欧洲
“自由”等级 LISA 集聚图
变， 众多国家独立，在
Fig.1 The LISA of“free” ratings in Europe during 1980～2016
1992 年～1998 年，该类型
国家覆盖面积大幅下降，但数量并无减少，以巴尔干半岛国家和乌克兰为主。 21 世纪初，由

于众多东欧国家发生“颜色革命”，导致 2004 年～2016 年该类型国家数量出现明显减少，以
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为主。
（3）高低集聚区。 主要分布在欧洲南部、中部、东部地区，包括希腊、匈牙利、波兰、立陶
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 6 个国家。 1974 年～2016 年该类型国家数量总体增加，但略有波
动。 1974 年～1986 年，该类型国家只有希腊。 1992 年匈牙利演变成该类型国家，1998 年～
2016 年该类型国家在欧洲中部地区扩散，以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为主。

3

欧洲“
自由”等级空间格局演变外部驱动机制
上述分析表明，研究时段内欧洲
“自由”等级空间特征表现出显著差异，这些空间特征差

异与各国政治制度直接相关。 从空间分布上看，拥有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同或相似政治制度
的国家，“自由”程度相应较高；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相左的国家，“
自由”程度较低。
在一定程度上，欧洲各国
“
自由”程度的变化表明其政治制度已发生变化。 而这种变化正是被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奉行的
“
和平演变”策略推动。 欧洲
“
自由”等级空间格局的演变由诸
种因素共同作用，因此探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惯用的人权报告、经济制裁、军事干涉等
手段对欧洲
“
自由”等级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作用，既有助于科学把握欧洲
“
自由”等级空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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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演变规律，也能揭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奉行的
“
和平演变”策略的真实目的。
3.1 人权报告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无法只通过军事和经济保持影响，亟须
一种新的外交政策以巩固其超级大国地位，“人权外交”应运而生。 1976 年美国总统卡特为
实施“人权外交”，在国务院设立人权和人道事务局（后改为“民主、人权和劳工局”），负责发
布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作为“人权外交”的实施依据。 1977 年，第一份《国别人权报告》出
炉，只涉及接受美国援助的 82 个国家，以确定该国是否具备继续接受美国援助的资格。1978
年《国别人权报告》涉及范围扩大到 115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 33 个非美国援助国家。 1979 年
起，《国别人权报告》覆盖联合国所有成员国。 1981 年里根成为美国总统后，为把人权当作更
加有效的武器，避免“误伤”美国盟友，《国别人权报告》开始通过强调人权中的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从 1977 年的第一份《国别人权报告》到 1988 年里根政府下台，
《国别人权报告》的编写已经从摸索阶段发展到成熟阶段，美国政府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如何
编写他国的人权报告，从而达到美国的利己主义目的[13]。通过研究发现，长期饱受美国《国别
人权报告》指责的国家，其“自由”等级均发生了显著变化。而这种变化并非巧合，应当说，《国
别人权报告》对欧洲“自由”等级格局的演变起到了指引作用。
目前，美国《国别人权报告》有 7 个部分。 在各个部分中，均有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指责[14]。
其中，美国尤其关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待遇。由于自 1983 年起，美国政
府将
“公民改变政府的权力（the right of citizens to change their government）”写入
《国别人权报告》,事实上这是为通过人权改变国家性质埋下伏笔。 西方通过所谓“持不同政
见者”去传播西方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15]。 尽管他们因触犯本国法律而被捕入狱，
美国仍会在《国别人权报告》中对其进行声援，对该国政府施压以释放其这些所谓“持不同
政见者”。
3.2 经济制裁
由于发布《国别人权报告》仅在舆论层面对目标国家施压，一些国家并未受到实质影响。
因此，美国还需采取一系列制裁行动以呼应该报告，而经济制裁就是其惯用手段。 经济制裁
是蓄意的、由政府发起的、断绝或威胁断绝惯常贸易或金融关系的行为 [16]。 对 1974 年～
2000 年西方国家出于外交政策目的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制裁情况进行统计， 得到表 4。
由表 4 可知，冷战期间，美国对非西方阵营欧洲国家的经济制裁次数达 9 次，制裁对象主要
分布在苏联及其相邻国家，具体为苏联、波兰、罗马尼亚。 通过分析其经济制裁的目标发现，
众多经济制裁原因与人权有关，包括移民自由、对持不同政见者待遇、选举民主等。 即使旨
在促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也是打着保护阿富汗人权的旗号。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诸多
东欧国家建立起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经济制裁次数为 4 次，主
要分布在巴尔干半岛，具体为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 除
希腊因马其顿国名问题而对其实施经济制裁外， 其他制裁原因均与人权有关。 2000 年以
后，受到美国经济制裁的欧洲国家为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分别起始于 2006 年和 2014 年。 对
白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原因是美国认为， 卢卡申科于 2006 年再次当选总统意味着这次选举
具有“欺骗性”，且导致白俄罗斯的若干人权问题[17]。 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由于俄罗斯“吞并”
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且美国认为乌克兰东部动乱与俄罗斯有关[18，19]。
总体来看，1974 年～2000 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欧洲国家“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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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2000 年西方国家出于外交政策目的对其他欧洲国家经济制裁的统计

Tab.4 The economic sanctions on European countries for foreign policy goals during 1974～2000
制裁发起国

制裁目标国

起讫年份

美国

苏联 / 俄罗斯

1975～1994

美国

苏联

1978～1980

苏联

1980～1981

波兰

1981～1987

美国

制裁目的
不限制犹太人移民他国
改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待遇
（1）要求从阿富汗撤军
（2）削弱苏联军事潜力

美国

（1）解除军事管制
（2）释放持不同政见者
（3）恢复与团结工会的对话

美国

苏联

1981～1982

（1）解除其在波兰的军事管制
（2）取消敷设苏联石油输送管道计划
（3）削弱苏联经济和军事潜力

1983

对苏联击落韩国民航客机的报复

美国

苏联

美国

罗马尼亚

1983～1989

美国

罗马尼亚

1990～1993

建立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

美国，欧洲共同体

苏联

1991

阻止政变，恢复戈尔巴乔夫政府
结束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内战
要求马其顿修改国名

（1）改善人权状况
（2）放宽移民限制

联合国，美国，欧盟

前南斯拉夫

1991～2001

希腊

马其顿

1994～1995

希腊

阿尔巴尼亚

1994～1995

美国，欧盟

前南斯拉夫 / 塞尔维亚

1998～2001

释放被囚禁的希腊族领袖
（1）停止在科索沃的行动
（2）颠覆米洛舍维奇政府

注：外交政策目的指制裁发起国公开地或暗中地寻求受制裁国政治行为的变化[16]。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制裁统计整理所得

级均发生显著变化，但 2000 年后受到经济制裁的国家“
自由”等级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这是
由于 2000 年普京成为总统后，俄罗斯改变独立之初的亲西方政策。 而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之
间的关系历来紧密，2006 年俄罗斯占其出口和进口贸易额的 34.7%和 58.6%[20]，2015 年分别
为 39%和 56.6%[21]，从白俄罗斯独立至今，俄罗斯一直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 因此，尽管美国
对其实行经济制裁，白俄罗斯所受影响有限。 可以说，经济制裁是美国在《国别人权报告》中
指责非西方欧洲国家后的行为延伸和具体举措，对欧洲“自由”等级格局的演变起到了间接
改变作用。
3.3 军事干涉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制裁之下，大多目标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国民生活水平
受到严重影响，导致政权更迭。但仍有坚持自主的国家领导人，不屈服于西方经济制裁，最终
遭受西方国家的军事干涉，难逃政权被颠覆的厄运。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以“
新干涉
主义”为特征的对外军事行动。新干涉主义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以“
人道主义”为由
进行的军事干涉，绕过联合国对其他主权国家动武。 新干涉主义的理论基础是“
人权高于主
[22]
权”、
“
人权无国界”等 。
对 1974 年～2000 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军事干涉情况进行统
计，得到表 5。 通过表 5 可知，西方国家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军事干涉均发生于冷战结束后。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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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通过发布《国别人权报告》、实施经济制裁等非军事手段，基本实现了“和平演变”的目
标，成功诱使东欧剧变。由于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冷战后巴尔干地区长期陷入冲突。以
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对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军事干涉，在 1992 年～1999 年多次
实施大规模空袭行动，并于 1999 年占领科索沃，支持其“独立”。最终，时任前南斯拉夫（联盟
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于 2000 年大选中失败，于 2001 年被软禁家中并引渡至国际法庭。
此后，2003 年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改国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于 2006 年解体。 至此，欧
洲的“不自由”国家只剩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可以说，军事干涉对欧洲“自由”等级格局演变起
到直接改变作用。
表5

1974 年～2016 年西方国家对其他欧洲国家军事干涉统计

Tab.5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s of western countries in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during 1974-2016
发起国 / 组织

目标国 / 地区

时间

具体情况

北约

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1992-1994

北约封锁塞尔维亚和黑山

北约

波斯尼亚

1993-1995

在内战中的禁飞区巡逻； 击落塞尔维亚

北约

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1994-1998

飞机，轰炸塞尔维亚人
多次大规模轰炸波黑和克罗地亚境内的
塞尔维亚族控制区
美国

阿尔巴尼亚

1997

双方交火期间撤侨

北约

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1999

塞尔维亚拒绝从科索沃撤军后， 北约对

北约

马其顿

2001

科索沃实施空袭并占领科索沃
解除阿尔巴尼亚反抗分子武装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长青州立学院军事干涉统计整理所得

4

结论

本文以美国自由之家的欧洲各国
“自由”等级数据为支撑，通过空间差异性分析、空间分
异性分析、空间自相关性分析，结合美国民主、人权和劳工局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出版和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西方经济制裁数据、 长青州
立学院提供的西方军事干涉数据，得出以下结论：
（1）欧洲各国“自由”等级的标准差指数和变异系数总体下降，经历了“缓慢下降—大幅
下降—波动上升”的过程。
（2）
“自由”国家数量总体呈现显著增长，从欧洲南部、西部、北部地区扩散至欧洲东部、
中部地区；“部分自由”国家数量总体变化不大，空间分布从欧洲中部地区以及欧洲西部地区
的大公国演变成欧洲东部、东南部地区；“不自由”国家数量总体出现明显减少，空间分布从
欧洲东部、东南部、中部地区演变成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3）通过空间自相关性研究显示，全局上，“自由”等级高的国家相对趋向于与“自由”等
级高的国家相邻，“自由”等级低的国家相对趋向于与“自由”等级低的国家相邻，“自由”等级
相近的国家在空间上趋于集中分布；局部上，“自由”等级主要存在 3 种集聚模式，即高高集
聚区，主要分布在欧洲西部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欧洲东部、东南部地区；高低集聚区，
主要分布在欧洲南部、中部、东部地区。
“自由”等级格局演变外部驱动机制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美国发布《国别
（4）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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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报告》指责他国，确定目标国家；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目标国实行经济制裁，
间接促使目标国实现政权更替；最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没有实现政权更替的目标国
实施军事干涉，直接颠覆其政权。
基于空间分析技术研究欧洲“自由”等级空间格局演变可以发现，各国“自由”等级差异
在缩小，“自由”国家表现出扩散态势，且“自由”等级相近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 这
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人权报告、经济制裁、军事干涉等手段，将“自由”意识形
态渗透至非西方国家，以实现其霸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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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evolution and its external driving mechanism of
“free” rating patterns i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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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free”
rating pattern in Europe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of the U.S., and also explored the external driving mechanism
behind this pattern in Europ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①Th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free” ratings in Europe have declined
during the period of 1974-2016, which means relative and absolute difference
had been narrowing. ②The number of “
free” country increased obviously, whose
spatial distribution spread from Southern, Western and Northern Europe to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The number of “partly free” country had not
changed basically, whose spatial distribution shifted from Central and Grand
Duchies to Eastern and Southeast Europe; The number of “not free” country declined markedly, whose spatial distribution shifted from Eastern, Southeast
and Central Europe to Belarus and Russia. ③The countries in Europe with similar “free” ratings tended to be concentrated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map
of three aggregation modes is as follows: H-H aggregation regions locate in
Western Europe; L-L aggregation regions locate in Eastern and Southeast Europe; H-L aggregation regions locate in Souther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④The paper has explored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free” ratings pattern in Europe: Firstly, the U.S criticized
target countries in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which guided
the evolution of “free” ratings pattern in Europe. Secondly, economic sanctions changed the “free” ratings pattern in Europe indirectly. Lastly, military interventions changed the“free” ratings pattern in Europe directly.

Key words: Europe; “free” rating; spatial evolution; external driving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