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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与中国的选择

现行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与

中国的选择

   达  巍

〔提   要〕 中国与西方国家使用不同术语来描述现行国际秩序，双方

对国际秩序的认识也确实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仔细分辨之后，又能发现

中国与西方的国际秩序观实际上重叠之处远大于差异之处。2008 年金融

危机后，国际秩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

剧了这一变化。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变化导致西方国家认为现行国际秩序

遭到新兴大国挑战，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内部对全球化的不满则导致一些

西方国家主动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当前国际秩序演变出现了自由主义色

彩消退、民族国家作用逐渐强化的趋势，这将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某

些方面的竞争加剧，但也有可能导致双方对国际秩序演变方向的认知差

异缩小。只有准确理解国际秩序演变的这些脉络，中国才能更好地进行

战略和政策抉择以趋利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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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国际秩序的变迁，往往要拉开较长时段才能准确地理解其变化的动

力与脉络。从当下回望，距离我们最近的国际秩序“断裂带”仍是 2008 年的

国际金融危机。从那以后，冷战后形成的美国一超主导、以西方自由主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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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国际秩序开始明显质变。特朗普四年总统任期以及 2020 年

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快了既有国际秩序的松动与瓦解。身处历史洪流之

中，我们需要超越中西政治与学术话语的差异，准确分辨国际秩序变动的方

向以及中国在其中的方位，由此才能争取一个对中国较为有利的国际秩序。

一、重叠与差异：中西话语体系中的国际秩序

秩序是人类社会中不同行为体之间形成的一套对各自行为边界的安排，

是社会内部各行为体之间的一种稳定的行为模式与关系。我们身处某一秩序

之下，行为就会受到这些安排的约束。在秩序之中，人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做什么事情会受到什么奖励，做什么事情会受到什么惩罚。

国际秩序是全球不同国家之间形成的稳定的行为模式和关系，也是对国家在

国际体系中行为边界的安排。国际秩序有时通过秩序当中的各个行为体都接

受的共有观念来实现，有时则通过更为正式的规则或机制来实现。当国际行

为体都接受同一套行为模式和关系时，国际秩序就比较稳定，国际关系就比

较平静。当各方试图打破业已存在的关系和行为模式时，国际秩序就会动荡，

国际关系就比较混乱，甚至可能爆发战争。基辛格对国际秩序有着类似的观

点，他认为国际秩序“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一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行为

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规则，以及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

均势”。[1]

对于当前国际秩序，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使用比较频繁的提法是“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2]。“以国际法为

[1]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华、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

第 ⅩⅩⅩ 页。

[2]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22 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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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国际秩序”突出了国际规则在生成和维护国际秩序当中的作用。此外，

中国政府和媒体也经常使用“现行国际秩序”的表述。 这一表述从字面上看

比较中性，并未突出秩序背后的权力、规则或者价值色彩，但是中国官方在

阐述这一术语的内容时强调的仍然是其规则内涵。“现行国际秩序是以联合

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由国际社会共同确立的，

其最根本的原则是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

政。”[1] 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现行国际秩序”的提法强调的是二战后形

成的一整套现代主权国家间的行为模式和关系。这种国际秩序观大致是一种

“有限制的现实主义国际秩序观”，其现实主义色彩表现在这种国际秩序观

强调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单元。所谓“有限制”是指，这种国际秩

序观认为国际政治中存在的无政府状态、权力竞争、不安全感可以通过一套

民族国家间的制度安排来缓解。这套制度安排始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到二战后高度成熟。

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不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描绘国际秩序时

常用的术语是“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西方学

界从演进历史、制度设计和价值观三个层次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已有大

量论述。

首先，从国际秩序演进的历史看，西方学界认为，伴随 19 世纪之后以

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义国家”崛起，英美开始推动贸易开放、

金本位、航行自由等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国际制度。一战后的“十四点计划”、

二战期间的《大西洋宪章》是对这一秩序观的进一步发展。二战结束后，主

要战胜国曾试图共同缔造一套共同的国际制度，但是很快冷战爆发，西方阵

营开始独自建立其制度、规则与规范，由此形成的秩序就被称为“自由国际

[1]　参见“2015 年 11 月 10 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15

年 11 月 10 日，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313604.shtml。（ 上

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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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1] 20世纪70年代以后，“自由国际秩序”逐渐向西方国家以外扩展。

按西方观点，冷战结束后，“自由国际秩序”扩展成为全球秩序。

其次，从制度设计层面看，西方学者认为“自由国际秩序”是由一系列

繁复、有时甚至互相冲突的国际制度组成。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其研究报告

中将这些制度归纳为三大类。一是国际经济制度。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

及其后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等。其他安排还包括重要的地区经济与

双边经济条约，以及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发展机构等。国际经济制度的主要

目标是消除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壁垒与障碍。二是政治 - 军事安排。如各项集

体安全机制（如军备控制、建立信任措施）、重要的地区组织（如欧洲联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同盟体系等。这些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大规模入侵、

限制国家使用武力。三是正义与具体问题解决机制。包括联合国框架下的人

权领域的规范、条约、制度，还有各类范围极其广泛的功能性制度安排（例

如全球气候制度、各类行业国际标准、国际协议、国际组织）。这些制度安

排的主要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好的治理。[2]

第三，从价值观角度看，“自由国际秩序”强调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在秩

序中的主导作用。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国际秩序层面的表现主要有三点。其一，

强调“开放”。作为一种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强

调个人而非国家才是国际秩序的基本单元和最终目的。其二，强调“规则”，

突出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国际机制的正面作用，在外交实践中强调多边主

义、谈判、协商、共识。其三，强调西方自由主义理念的“唯一正当性”，

认为这一理念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这些理念叠加在一起，在政治上就导致

“历史的终结”等观点以及“人权高于主权”“保护的责任”等主张的兴起；

[1]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5-22.

[2]　Michael J. Mazarr, Miranda Priebe, Andrew Radin and Astrid Stuth Cevallos,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Rand Corporation, 2016,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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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推动了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普遍减少甚至消除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活

动的管制，降低交易成本，便利资金、技术、人员和信息的流动，助推经济

全球化的扩展；在全球治理方面，这种国际秩序观强调全球公域（如海洋、

网络等）的开放性，试图阻止民族国家在这些场域“行使主权”。

对比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际秩序观，可以发现双方在指称和描述

国际秩序时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术语，但是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又不是截然

对立的。事实上，自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共

处于同一套国际制度之下，只是双方对这套国际制度以及由这套国际制度所

支撑的国际秩序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已。仔细辨别双方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历史

演进、制度设计甚至内含价值观的看法，可以看出双方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理

解既有重叠，又有差异，而且重叠部分明显大于差异部分。

从历史演进的视角看，无论是中国所说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还是西方所说的“自由国际秩序”，都建基于二战后由包括中美在内的主要

战胜国共同奠基的国际制度。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间，中国基本

被排斥在这套国际制度之外，但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中国逐渐融入国

际制度，并参与了国际制度的发展与建构过程。无论对国际秩序的称呼如何

不同，中美等主要大国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建设者。中国与西方国家对于国

际秩序历史演进的主要认识差异在于，中方强调本国在二战结束以后就是现

行国际秩序的奠基者，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以

后才“被邀请”加入这一秩序的“后来者”。

考察西方国家所说的“自由国际秩序”内容，其与中国眼中的现行国际

秩序有相当大的重合。从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到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重要的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安排，再到各类军备控

制条约、气候变化协定，从中国视角看都是现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的一部分。而从西方视角看，这些内容也都是“自由国际秩序”的一部分。

当然，中美两国对支撑国际秩序的部分制度的态度确实存在差异。例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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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并不反对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但是显然并不认为这些同盟体系是国际

秩序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同样，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倡导的国际组织、机

构如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也不被美国认为是“自由国

际秩序”的组成部分。[1] 此外，即便中美双方都接受某些国际规范，但是对

其诠释也不尽相同。例如中美都支持“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对外国军舰在

领海的无害通过及在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的相关权利都有不同理解。

从秩序所蕴含的价值观层面看，现行国际秩序对“规则”的强调在很大

程度上确保了国际秩序的相对公平。国际规则虽然仍主要体现强国之影响，

但是强国在国际规则中也无法为所欲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际秩序的

公正性。特朗普政府之所以热衷“退群”，就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无法为所

欲为有关。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理念所支持的“开放”原则极大地推动了全

球化的发展，中美等国在其中都享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中国也成为全球化

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在国际体系中和平发展，

经济规模以及 14 亿人的生活水平都超越了不少国家，与美国综合国力的差距

也明显缩小。这种和平发展的空间，在历史上那些以硬实力为国际秩序基本

塑造动力的国际秩序中是很难实现的。换言之，现行国际秩序对国家发展提

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包容性。西方国家有关国际秩序中经济自由主义的主

张，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也是支持的。与此同时，中国对另外一些自由主

义理念，特别是政治自由主义则无法接受。中国认为各国应当自主选择发展

道路，反对将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强加给其他国家，反对将某些西方价值观念

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

综上所述，中国与西方话语体系内的国际秩序既有重叠，也有差异，重

叠的部分大于差异的部分。中国实际上赞同很多源自西方自由主义的具体理

[1]　2017 年 4月 21日笔者曾就这一问题访谈多位美国学者。当被问及“上海合作组织”

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是否可算做自由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时，多数美国学者均表现出迟疑

态度。一些受访者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基本都不是“自由主义国家”，即便东盟中也有不

少国家不具备这一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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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政策。正如汉斯·昆德纳尼指出，与其说中国与俄罗斯要挑战所谓“自

由国际秩序”，不如说中俄两国在主张与西方国家不同版本的自由主义秩序，

或者说两国反对西方国家近年来在人权等领域改变秩序的做法。[1] 中西方国

际秩序观的核心差异在于如何看待民族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中国认为

民族国家是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反对过分削弱民族国家权力。换言之，中

国支持的是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形成具有某些自由主义特征的现实主义秩序，

而美国支持的则是由其领导的、将西方自由主义原则渗透到全球各个层次（最

终直抵个人层次）的国际秩序。

二、破裂与再造：国际秩序的危机与演进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现行国际秩序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方面，

西方国家认为中俄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对现行国际秩序构成了严重挑战。另一

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种种政策以及英国脱欧等事件也在西方世界内部强

烈动摇了现行国际秩序。

围绕现行国际秩序的第一个矛盾是，西方国家认为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

表的非西方国家在现行国际秩序内部崛起，对现行秩序构成了挑战。这种论

调当然只是西方某些国家的观点，中国对自身发展与现行秩序的关系论述得

非常清楚——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2]。然而由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制度与西方国

家有显著差异，西方国家认为中、俄等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家，

[1]　Hans Kundnani, “What is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Policy Brief, No.17, 2017, p.3, 
https://www.gmfus.org/publications/what-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3 日）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7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上网时间：2020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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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倾向于认为中、俄的崛起必然将挑战现行国际秩序。[1] 在这种观念指导下，

西方国家近几年大幅调整对中俄的政策，导致现行国际秩序内部出现了严重

的紧张状态。

西方国家的这种认识反映了两个关于国际秩序的重要问题。其一，现行

国际秩序是否必须是一个由美国和西方领导的国际秩序？实际上，美国学者

自己也承认，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一个“自由霸权秩序”

（liberal hegemonic order）[2]。在美苏冷战开始之初，美国就将支撑这一

国际秩序的诸多制度安排看作冷战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1950

年 4 月出台的 NSC-68 号文件是全面阐述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文件。在这份文

件中，美国政府提出要在全世界建立“规则、规范、制度和多边合作”，并

将其视为遏制苏联的最有力工具。[3]美国学者也并不讳言建立“自由国际秩序”

与推进美国国家利益两者之间的关联。[4] 当美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主导能力

下降时，西方世界就倾向于认为这一秩序遇到了巨大挑战。其二，现行国际

秩序虽然具有诸多自由主义特征，但是否必须是一个由国内奉行西方自由主

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国家所组成的“俱乐部”？换言之，自由主义究竟是现行

国际秩序所蕴含的一个价值取向，还是那些“有资格”构建国际秩序的国家

的身份要求？如果“自由主义”体现为行为原则，那么只要一个国家的国际

行为、其倡导的制度能体现“开放”“基于规则”原则，那么这个国家就应

该可以参与建设这一秩序。这也是中国可以接受的。然而在近年的国际关系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7, p.2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 上 网

时间：2020 年 12 月 23 日）

[2]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169.

[3]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https://fas.org/irp/offdocs/nsc-hst/nsc-68.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3 日）

[4]　Michael J. Mazarr, Miranda Priebe, Andrew Radin and Astrid StuthCevallos,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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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当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等

倡议后，美国政府和战略界精英普遍抱持怀疑甚至拒斥态度。之所以出现这

一态度，部分原因正是美国战略界将“自由主义国家”身份视作建设国际秩

序的“资格”。中国在其眼中不符合这一身份，因此也就没有这个“资格”。

围绕现行国际秩序的第二个矛盾是，西方世界内部对现行国际秩序不满

快速上升。事实上，西方国家自己反而成了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者。过

去三四十年，全球化得到了空前扩展。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其他

地区，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大量输出资本、技术，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越来越长。与此同时，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在发达国家国内未能形成有效的正

向回馈，其中低收入阶层存在比较普遍的利益受损情况。从地理范围看，中国、

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在冷战结束后完全融入世界产业分工当中，对美欧国家

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虹吸”效果。从技术革新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

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技术变革门槛低、复制快，进一步加速了发达国家产业外流。

面对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的问题，美欧国家选民只能期待通过

领导人更替和制度变革来改变国内困境。实际上 2008 年奥巴马作为一个政治

经验很少的政治新人当选总统，2016 年特朗普作为政治“素人”依靠民粹主

义当选总统，都是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两任总统都试图加强国家和政府在经济

社会运行当中的作用，以便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保护国内的弱势群体。奥巴马

政府推动全民医保、推出“出口倍增计划”、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及美国

国会通过“买美国货法案”，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则

更是要激进和极端得多，其推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

谈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架空世界贸易组织，在经贸和科技领域对中

国大搞摩擦和施压。这些政策的实质都是加强国家和政府的作用，重建国家

之间有形边界（如美墨边境墙）或无形边界（如更高关税、更严格的移民政策、

更多的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等），以管控全球化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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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在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扭转特朗普的

极端措施，但是美国政策也不可能回到 2016 年之前甚至是 2008 年之前。即

将在拜登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在

2018 年 6 月撰文指出，“现在已经不再是 20 世纪 90 年代，人民现在需要政

府帮助去解决大问题。”民主党可以从“老民主党人”（Old Democrats，指

民主党进步派以及传统的新政民主党人）的左翼政策假定出发，对其加以改造，

以适应当前时代的特征和条件，并形成民主党对当前美国面临问题的回应。[1] 

2020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纲也包含着 “支持制造业回流”“不

对外包就业机会的企业进行公共投资”等政策主张。[2] 未来拜登政府在美国

与全球的经济关系上或许面临三条路径。其一是大致维持现有的美国与世界

经济的关系，同时做一些小修小补。不过美国国内各界恐怕不会满意这种状态。

其二是美国与发达国家达成更高水平的经济自由化安排。中国等国家要么被

排除出去，要么被迫按照美国标准努力“达标”。不过，美国国内政治环境

未必能接受这类更高水平的经济自由化安排。其三是采取一定程度的民族主

义经济路线，推动美国自身的创新政策、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政策。拜登政

府如果采取后两种路线，都将对现行国际秩序产生新的影响。

三、辨势与塑造：中国在国际秩序变局中的选择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作

为现行国际秩序的获益者，对现行国际秩序整体满意，真诚希望国际秩序保

持总体稳定，同时也愿对国际秩序的发展、改革和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尽

[1]　Jake Sullivan, “The New Old Democrats,” Democracy, June 20, 2018, https://democracyjournal.
org/arguments/the-new-old-democrats/.（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3 日）

[2]　2020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The proposed platform was considered by the 2020 
Platform Committee at its meeting on July 27, 2020, and is recommended for approval by the 
delegates, https://www.demconven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2020-07-31-Democratic-
Party-Platform-For-Distribution.pdf.（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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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如此，国际秩序的变革并不完全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中国需要面对的问题，

不是国际秩序是否要发生变化，而是国际秩序将如何变化。中国作为国际秩

序变迁的自变量之一，如何看清秩序变化的方向、顺势而为，推动国际秩序

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首先，如何在现行国际秩序的演进中大致保持秩序的平稳。国际秩序的

变迁本身无法阻挡，中国面临的更重要的任务可能是如何让这一变迁的过程

比较平稳、变化比较缓和。这就需要考虑如何避免现存国际秩序发生重大断裂，

以及在国际秩序演变中避免严重冲突。例如，如果出现中美两国经济和社会

全面“脱钩”，或者国际秩序逐渐演化成“孤岛”或“环绕”模式 [1]，或者

主要大国之间出现了严重对抗冲突，那么就意味着现存国际秩序出现了重大

断裂。一旦出现重大突发事件，留给中国与世界调适的时间也会非常有限。

无论未来国际制度演进的方向为何，中国都需要力争与世界主要国家一道继

续在同一套国际制度中生存发展。这就需要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中美两国，

在国际秩序演变问题上寻求战略共识，在行动上有所克制，各自避免可能导

致秩序出现断裂式演变的决策和行动。

其次，如何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寻求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如前

所述，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寻求彻底的自由主义秩序，而中国更习惯于带有一

定自由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秩序。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期望通过加强民族国

家的作用来缓解超级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就大方向而言，实际上与中国的主

张有一定的契合之处。如果处理得当，双方或许可能扩大共识，并找到双方

在国际秩序中都可以接受的新的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特征的均衡点。不过，

在此过程中，中国可能会遭遇三种挑战。一是如果美国与西方国家如果决心

打造更高水平、更小范围的“自由国际秩序”并将中国等国排除在外，国际

秩序就将面临进一步破裂的可能。奥巴马政府打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1]　这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报告提出的两个未来情境。参见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Paradox of Progress, January 2017, https://www.dni.gov/files/
images/globalTrends/documents/GT-Main-Report.pdf.（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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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以及拜登团队主张的“民主国家峰会”就是这方面的尝试。二是当西

方国家决心抛弃其自由主义议程时，国际秩序中有助于中国发展的自由主义

色彩也会被抛弃，特朗普政府对自由贸易、技术转移等设下的诸多障碍就是

例证。三是当西方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都越来越富有民族主义

色彩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可能会愈发强化，中国将面临西方国家的“正

面竞争”（比如，未来的美国政府也要发展自己的产业政策、创新政策并与

中国竞争）。因此，未来中国可以在政府与市场的恰当关系上与西方国家寻

求扩大共识。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在维持现有秩序的自由主义色彩方面有

所行动，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让中国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紧密连接，

从而更好地维持国际秩序蕴含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融合与平衡。

最后，如何在中国的国际秩序主张中体现超越性、普遍性和操作性。当

前国际秩序由于通过一系列规则缓解了无政府状态、大国权力竞争等现实主

义难题，并通过一系列自由主义成分扩大了国际合作，因而具有相当大的进

步意义。伴随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未来中国必然将在国际秩序的构

建与改革中拥有更大的权力。要想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观念被更多的国家接

受，就必须在思想层面提出具有更大进步意义且能够操作的国际秩序思想。

当前国际秩序中的自由主义色彩有所消退，但是如果新的国际秩序观只是让

秩序回到现实主义，那么这种构想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将是严重不足的。这

也是特朗普政府对国际秩序的消解在全球都遭遇到强烈批评的重要原因。中

国需要在规范性和操作性层面对未来的国际秩序做出设计，回答好什么是“好

的国际秩序”，以及“好的国际秩序”的具体内容及建设路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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