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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内涵及时代意义

    徐  步

〔提   要〕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与时俱进的

鲜明特色，蕴含着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智慧，体现了符合历史潮流的人

类期盼。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成为应对全球

化挑战的现实需要。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历史

发展的必然要求。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当前国际体系存在的缺陷，特别

是全球治理体系对新形势、新挑战的严重不适应，对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国致力于同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努力，积极推动建设

新型国际关系，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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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正在经历近百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深刻变革。习近平指出，放眼

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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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大势不可逆转。[1] 大变革必然带来大调整，力量对比的变化要求有与之相

适应的国际关系及国际秩序，来维护并促进世界的稳定与发展。面对世界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今天的世

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2] 

这是中国领导人立足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选择，反映了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3]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内涵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与时俱进的

鲜明特色，蕴含着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智慧，体现了符合历史潮流的人类期

盼。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是权力与利益，强调最大程度地获取自身利益。

习近平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所以“新”，因为突出强调在国际关系中要遵

循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等原则，将人类共同价值注入到国际关系中。

（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前提是相互尊重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

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秩序变革快速演进。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

深，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更加突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

蔓延。相互尊重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一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

[1]　“习近平接见 2017 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

2017年12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7-12/28/c_1122181743.htm。（上

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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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网，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www.
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0829/
c164113-25568624.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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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 不同制度、宗教、文明一视同仁。二是各国人民都有自主选择自身发

展道路的权利。[2] 每个国家既是国际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时也是各具特

点的主权国家。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只能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各国

人民都有自主选择政治制度的权利。全球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也没

有能够适用于各个国家的政治模式，任何国家都不应也无权把自身的政治制

度强加给别的国家。三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发展关系，

都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四是面对国际社会的

共同挑战和分歧，要致力于对话而不是拉帮结派，要倡导结伴而不结盟的国

际交往新路，坚持以对话和协商来解决争端分歧。五是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3] 

国家之间若没有相互尊重，就没有起码的互信基础，任何合作无从谈起。

（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原则是公平正义

所谓公平正义，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维护各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中，实力强大的

国家往往发挥主导作用，强权政治大行其道，霸权国家为所欲为。自十五世

纪以来，西方列强在全世界实施侵略扩张，许多亚非拉国家先后沦为殖民地

或半殖民地国家。二十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受空前浩劫。第一次世

界大战是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第二次

世界大战虽以法西斯轴心国为一方，以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同盟国为另一方，

但参战的帝国主义国家本质目的仍然是争夺世界霸权。正因此，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反法西斯同盟很快瓦解，美国和苏联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两大

力量陷入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人类社会长期被核战争的阴影笼罩。苏联解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 年 7 月 1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2017/04/03/689442.html。（上

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习近平：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新华网，2015 年 8 月 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8/09/c_1116192264.htm。（上网时间：2021年 5月 8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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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3 期

体及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更加肆无忌惮，在世界上到处

发动军事行动。没有公平正义，强权政治就横行霸道，这是长期以来包括冷

战结束后国际上纷争不断、战争不止的重要原因。要实现公平正义，一是必

须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

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二是必须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按公平公正原则解决问题。三是按照事情本

身的是非曲直处理问题。国家间应当友好相处，平等协商，坚决摒弃传统的“弱

肉强食”法则。四是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

事务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1]

（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取向是合作共赢

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既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也是建立

新型国际关系的根本目标。所谓合作共赢，就是要超越零和博弈、赢者通吃

的旧思维，倡导共谋发展、互利互惠的新思路。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是应当

充分认识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密切关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

独自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

状态。二是国际社会成员应当携手合作，寻求利益交汇点。要支持多边贸易

体制，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推动经济全

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 三是要努力打

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努力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加大对“五通”的投入是全球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将

给世界的协同发展增加新的动力。四是国际社会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合作共赢是普遍

[1]　“习近平：‘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人民网，2014 年 3 月 30 日，http://
world.people.com.cn/n/2014/0330/c157278-24773400.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

上的主旨演讲”，人民网，2018 年 11 月 5 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8/1106/c64094-
30383522.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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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而且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其他领

域，[1] 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中国坚持发展全球伙伴

关系，坚持国家之间结伴不结盟，坚持各国共同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在国

际和地区合作中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根本基础是力量对比的变化

近代以来，世界权力和经济重心长期集中在大西洋两岸，美国和欧洲占

了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二以上。二战结束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总

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70% 以上。如今，美、德、法、英、意、日等国在世界

经济总量中占比已下降到 30%，发展中国家与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整体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到 60% 左右。新中国成立之初，美欧制造业占全

球 70%，现在只有 45%。2019 年亚洲经济总量达全球 34%，超过美国与欧盟相

加的 31%。[2]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已经达到 80%。[3] 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发展势

头迅猛，不仅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日益增长，在全球政治、经济以及国际体

系中的影响也明显上升，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指

出，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

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4]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中坚力量，其发展壮大意味着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

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已经行不通了。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更趋

[1]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

2014 年 6 月 28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28/c_1111364206_2.htm。（上网

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疫情让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更加紧密”，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 年 8月 26日，

http://www.cssn.cn/gjgxx/gj_rdzx/202008/t20200826_5174267.s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

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7 年 1 月 18 日，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7-01/18/
c_135992405.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4]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人民网，2015 年 10 月 13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013/c1024-27693452.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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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

各国以制度和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成为大势所趋，建立国际机制、遵

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1] 

（五）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应有之义

在全球化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

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

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

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国内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营造良好外部环境。[2] 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习

近平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必须同舟共济、和衷共济。[3] 

针对当今世界的安全问题，习近平强调，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当

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

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4]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

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是有机的整体。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三

个世界”理论，中国关于国际体系建设的政策和主张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

视。习近平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深刻洞察

国内外发展大势，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也是中国政府关于国际体系建设的重大创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是，

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同时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5] 走和平发

展道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对内政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

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中国政府网，2015 年 10 月 13 日，http://
www.gov.cn/xinwen/2015-10/13/content_2946293.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习近平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新华网，2014 年 7 月 14 日，http://www.
xinhuanet.com/video/2014-07/14/c_126752042.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习近平同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强调：中国是合作共赢倡导者践行者”，人民网，

2012 年 12 月 6 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2/1206/c64094-19806788.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5 月 8 日）

[4]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64 页。

[5]　徐步：“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体系建设”，《和平与发展》2008年第 2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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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思想的统一，体现了

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

二、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迫切性

2020 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进一步凸显了当前国际体系存

在的缺陷，特别是全球治理体系对新形势、新挑战的严重不适应。这次疫情

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尚未完全显现出来，如何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等跨国

性问题，对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迫切要求。国际社会如何才能真正携手

合作，共同赢得抗击疫情斗争的胜利，任务十分艰巨。从新冠肺炎疫情已经

呈现出来的影响看，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

一是病毒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持续蔓延。新冠肺炎病

毒席卷世界各地，感染人数及死亡人数之多，史所罕见。从 2020 年初到当年

底，全球累计确诊 8147 多万例，累计死亡近 180 万人。[1] 其中疫情最严重

的美国累计确诊超过 2000 万例，累计死亡超过 34.7 万人。[2] 令人更为忧虑

的是，疫情在全球肆虐一年多后，新冠肺炎病毒仍在不断变异，可能长期危

害人类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突发性、综合性、全球性的危机，是 1918 年大流

感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二战以来全球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突发

事件。这场世纪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叠加，其冲击波在各个方面进

一步凸显。新冠肺炎疫情犹如一场规模巨大、没有硝烟的另类战争，各国的

社会制度、政府决策、治理能力、文化观念及公民素质等等，都不得不面对

这场世纪大考。不少国家政府没能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在这场大考中严

[1]　“世卫组织：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81475053 例”，新华网，2021 年 1月 1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1-01/01/c_1126935178.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新闻分析：美国新冠确诊病例破 2000 万 近期疫情有何新特点”，新华网，2021

年 1 月 2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1/02/c_1126939147.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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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溃败。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

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人类进行报复”。[1] 当科技革命、生产力发

展给人类带来极大物质财富时，人类社会也必须深刻反思如何做好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

二是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国际力量对比加速变化。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

新冠肺炎疫情及因此采取的防控措施导致世界经济剧烈震荡，国际经贸往来

出现断崖式下跌。2020 年世界经济下滑约 5.2%，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最严重的衰退。[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 年美国

经济萎缩 3.5%，欧元区萎缩 6.6%，新兴市场国家萎缩 2.2%。疫情加剧了国

与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与美、德、法、英、意等主要经济体大幅衰退相比，

中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依然保持正增长，且增长率达到 2.3%。2020 年中国经

济总量突破百万亿元，按年均汇率计算，达 14.7 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比重

达 17%，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 70%，中美经济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2021

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猛增 18.3%。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称，2021 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将会超过三分之一。[3]

三是西方政体受到冲击，制度弊端进一步暴露。美欧政府面对疫情冲击

举措不力，一度寄希望于所谓“群体免疫”，实际上是面对困难不作为，深

层原因是制度运转失灵。执政党与在野党、政府与议会相互攻击，美国联邦

政府和各州政府竭力把责任推诿给对方。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后，时任

总统特朗普对医学专家建议充耳不闻，热衷于通过推特发布虚假信息，甚至

发布违背科学常识的信息，包括宣称喝消毒水可以治病，给广大美国民众造

成严重误导。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997-998 页。

[2]　“The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Changed World,” 
World Bank, June 8, 2020,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20/06/08/the-global-
economic-outlook-during-the-covid-19.（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China’s Economy Grows 2.3% in 2020 as Recovery Quickens,” CNN, January 18, 2021, 
https://www.cnn.com/2021/01/17/economy/china-gdp-2020-intl-hnk/index.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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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和前国务卿蓬佩奥在疫情发生后不顾民生，一味忙于政治私利，

引起美国国内民众批评。特朗普不愿实施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一个重要原

因是其资产集中在酒店及娱乐业，担心防控措施使其个人生意受到沉重打击。

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2020 年 3 月严厉抨击特朗普应对疫情的

糟糕表现：“我不明白，而且我想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不明白特朗普正在做

什么。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面对美国几代人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

他就一直看着、等着。特朗普错失了每一个能够采取行动保护这个国家的机

会。”[1]《华盛顿邮报》社论版副主编杰克逊·迪厄尔（Jackson Diehl）指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一位国务卿在应对危机时像蓬佩奥那样错误不

断。蓬佩奥注定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国务卿之一。[2] 2020 年 3 月美国疫

情急剧恶化之时，蓬佩奥却忙于打压伊朗、诋毁中国，忙于飞到阿富汗谋求

在当年 11 月总统选举前撤出驻阿美军，以笼络选民支持。基辛格指出，如今

大多数美国人都为健康和安全担忧，努力维持他们原来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而政治人物只关注短期的政治议题。[3] 法国《回声报》认为，特朗普执政美

国四年期间，把美国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这掩盖了美国经济本身的结构

性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不是中国。[4]

四是西方社会内部群体严重撕裂，阶级分化及社会矛盾加剧。在疫情冲

击下，西方国家原本被掩盖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美国贫富差距凸显，街头

[1]　“Mayor Bill De Blasio Criticizes President Trump’s Response to Coronavirus Pandemic: 
‘This Is Patently Unacceptable’,” CBSN, March 19, 2020, https://newyork.cbslocal.com/2020/03/19/
coronavirus-mayor-de-blasio-trump-federal-government-help/.（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Jackson Diehl, “Mike Pompeo Is the Worst Secretary of State in History,”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31,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mike-pompeo-is-
the-worst-secretary-of-state-in-history/2020/08/30/00515750-e869-11ea-bc79-834454439a44_story.
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Mathias Dopfner, “INTERVIEW: Henry Kissinger on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Pandemic and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 Business Insider, 
April 25, 2021, https://www.businessinsider.in/politics/world/news/interview-henry-kissinger-
on-the-political-consequences-of-the-pandemic-chinas-rise-and-the-future-of-the-europe-union/
articleshow/82245389.cms.（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4]　Stephen Roach, “Chine: un bouc emissaire bien commode pour les Americains,” Les 
Echos, Avr.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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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频发。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全美大规模骚乱，

成为美国社会极化分裂的集中反映。美国《纽约客》杂志撰稿人乔治·帕克

尔（George Packer）批评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拙劣表现，认为美国人生活

在一个很失败的国家。他表示，新冠肺炎病毒到达美国时，它发现这是一个

痼疾缠身的国家，政治官僚腐败、社会体系僵化、经济制度麻木、民众意见分裂，

病毒无情地对这些因素加以利用。[1] 美国学者研究发现，1980 年代出生的

美国人中，只有 50% 的人收入超过父母。而在 1940 年代出生的人中，这一比

例高达90%。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并非是经济增长缓慢，而是社会分配不均。

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少数族裔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是白

人的 4~5 倍。在美国养老院等重灾区工作的护工，多数也为少数族裔。这些

人生活贫穷，为了生计不得不辗转在餐厅等多个岗位之间，导致病毒感染率

大大增加。[2] 帕克尔表示，特朗普总统传递的信息是一厢情愿、甩锅和谎言，

其散布的是阴谋论和奇迹治愈病例。少数参议员和企业高管行动迅速，不是

为了阻止灾难，而是为了从中牟利。当一名政府医生试图就这一危险向公众

发出警告时，白宫接过麦克风，将这一信息政治化。[3]

五是国际秩序严重扭曲，全球治理面临更大困难。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

事件，美国一些人不顾客观事实，忙于推卸责任，大搞自我中心主义。特朗

普及蓬佩奥无视国际合作，甚至停止对世界卫生组织资助，这一做法激起包

括许多欧洲发达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强烈不满。由于美国对开展应对全

球公共卫生突发性危机采取消极政策，国际合作的相关努力受到干扰，国际

社会在病毒面前涣散无力。这不仅使当前全球治理存在的缺陷进一步暴露，

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深陷新冠肺炎疫情困境。

不遵守相互尊重和公平正义原则，企图唯己独尊或谋求成为单方面赢家，

[1]　George Packer, “We Are Living in a Failed State,” The Guardian, June 15, 2020, https://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0/06/underlying-conditions/610261/.（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美国梦’，一个真实的谎言”，人民网，2020 年 12 月 11 日，http://world.people.
com.cn/gb/n1/2020/1211/c1002-31963295.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George Packer, “We Are Living in a Faile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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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全球治理。迪厄尔指出，2020 年 3 月 25 日，

七国集团国家外长举行电话会议，蓬佩奥不顾其他国家反对，坚持要在会议

文件上塞进“武汉病毒”这个词，最终致使会议未能发布任何联合声明。他

认为，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发出反对北京的舆论声音比与盟友达成共识更

为重要。[1]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外救灾局主管杰里米·科宁迪克（Jeremy 

Konyndyk）称，美国在全球抗疫前线的行动令人非常痛心，致使国际层面的

合作出现了大量混乱。[2] 在疫情蔓延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很多区域性合作组

织如欧盟、美洲国家组织、泛美卫生组织、安第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和

南美国家联盟等，在协调有关国家抗击疫情方面均未发挥切实作用。德国总

理默克尔表示，疫情危机是欧盟史上遭遇的最严重危机，但欧盟内部初期在

向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提供支持问题上分歧严重。

新冠肺炎疫情突出暴露了当今世界存在三方面的赤字问题，即治理赤字、

信任赤字和发展赤字。随着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国际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基

础受到破坏，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3] 新冠肺炎疫

情放大了国际社会固有的问题，暴露了当前国际关系对战胜全球性挑战存在

严重不足，对人类应当如何更加清醒地认识现实及应对挑战提出要求。面对

突如其来的病毒袭击，国际社会理应及时建立健全应急机制，在病毒检测与

防控、物资生产与流通、疫苗研发与分配等各个环节加强合作，确保各国特

别是贫困国家不被落下。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称，2020 年对中国来说

是成功的一年，中国不仅快速遏制住了疫情，而且恢复经济运转，生活几乎

[1]　“America First Policy Makes Covid-19 the Last of the U.S. Priorities,” CGTN, April 3, 
2020,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4-03/Pompeo-s-America-First-makes-COVID-19-last-of-
the-U-S-prioriti.（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Shane Harris, “To Prepare for the Next Pandemic, the U.S. Needs to Change Its National 
Security Priorities, Experts Say,”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7,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
com/national-security/to-prepare-for-the-next-pandemic-the-us-needs-to-change-its-national-security-
priorities-experts-say/2020/06/16/b99807c0-aa9a-11ea-9063-e69bd6520940_story.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5 月 8 日）

[3]　王毅：“当今世界存在三个方面的赤字问题”，新华网，2018 年 6 月 4 日，h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04/c_1122935818.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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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正常。他表示，中国经济政策的高效性和连续性令人印象深刻，德国应

积极学习中国经验。[1] 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严峻挑战，

企图通过指责他国或欺骗民众的做法转嫁矛盾，不仅无济于事，也严重损害

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只有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国际社会才能更好地加强团结

合作，取得抗击全球性挑战的胜利。

三、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亟需与之相适应的
新型国际关系

冷战结束后 ,影响国际体系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全球化。进入21世纪，

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并日益演变为全球在更广泛领域的互动和融合。

国家、企业及人员交往增多，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加，观念互动不

断加深，利益冲突也进一步显现。由于不同国家及一国内部不同群体在全球

化进程中受益不均衡，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分歧越来越突出。一些发达国家

内部的逆全球化及反全球化势头上升，尤其是美国政治人物为了迎合选民、

获取私利，竭力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政策。这使全球化进程

中的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国际关系发展面临新的复杂因素。

（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必然要求

“全球化”一词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国际体系视角看，全球化包

含多个层面内容，大体涵盖地理的全球化、器物的全球化、观念的全球化和

制度的全球化。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通讯、交通快速发展，到了 21 世纪，世

界真正连为一体，实现了地理上的全球化。所谓器物的全球化，是指商品在

全球范围内流通越来越便捷。世界商品贸易总额在 2000 年为 61856 亿美元，

在 2018 年达到 39.342 万亿美元。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人员往来和观念

交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随着生产力发展以及人们日常交往的加深，

[1]　Joseph Martin Fischer, “China Won 2020,” The Korea Times, December 7, 2020, https://
www.koreatimes.co.kr/www/opinion/2020/12/197_300384.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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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狭义性的个人逐渐被世界性、普遍性的个人所替代。[1]

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全球化，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大势所趋。20 世纪 80

年代末冷战结束后，世界不再被两大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对抗而分裂，为实现

全球大融通提供了客观条件，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民众有了更多开展交

流的机会。这种大规模的交流增进了人们的相互了解，增进了不同文明的相

互沟通，带动了国家之间的共同合作，促进了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从实

践层面看，科技的发展和交通、通讯的便利，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优化

配置成为可能。全球化极大促进了生产力解放，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与投资不

断增长。与此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全面发展。区域一体化是同一区域国家

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手段，旨在发挥本区域的比较优势，并在国际竞

争中抢占先机。近年来，以东盟和中国（10+1）、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10+3）

为核心的东亚合作尤为突出。2020 年 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签署，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五

国开始了世界上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及投资便利化合作新进程。经济全球化

使得各国利益紧密融合，形成一个利益攸关的共同体。美国评论家托马斯·弗

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认为，工作日益数字化，“世界是平的”，[2] 

而“平的世界”需要更加有效的国际机制加以协调和治理。

（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

的迫切需要

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发挥自身优

势，经济实力持续上升。发达国家多年来经济增长缓慢，实力相对下降。这

是最近几十年世界发生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变化。美国等一些国家对中国迅

速发展难以适应，大幅调整对华政策，使得国际关系更加不稳定。这种复杂

性突出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最大的变量是中国崛起，一些国家不愿看到

自身实力被中国超越；第二，最大的变局是中美博弈，这由美国加大对中国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88 页。

[2]　Jeffery A. Hart, “Review of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Thomas Friedman,”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March 2006, Vol.25, No.2, p.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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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遏制引起，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摩擦显著上升；第三，最大的变

革是全球治理体系革新，国际力量对比的改变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国际秩序，

但这一变革过程十分艰难。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国际组织的领导权构成也需要进行相应调

整，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二十国集团重要性上升，而完全由发达国家组

成的七国集团地位大为下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上升，不少国

际组织的重要领导职位由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员担任。美国不甘失去对重要

国际组织的领导权和控制力，一方面对现有国际机制日益采取实用主义做法，

另一方面试图构建新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排他性多边机构。

美国对中国借全球化乘势而起深感焦虑，不择手段地进行围堵和打压，

试图通过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维护其霸权地位。美国在冷战思维主导下

推动各种形式的“脱钩”，不仅使中美关系严重受挫，也给现行国际规则带

来极大挑战。在安全上，美国加大在南海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拉拢

与中国存在海上争议的国家挑衅滋事；加紧推行“印太战略”，纠合日本、

澳大利亚等对中国进行战略钳制；助推台海形势危机升级，加大利用台湾问

题干扰中国发展进程。在经济上，美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则，对中国

产品征收高额关税，通过掀起贸易战对中国企业施压。在科技上，美国严格

限制两国科技交流合作，试图通过打压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消除美国企业的

竞争对手。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动者。经过自身的积极努力，中国在全球化

发展进程中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外资目的地国，

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70%，[1] 

通过“一带一路”构建经济全球化新格局。[2]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

[1]　乐玉成：“中国日益成为百年变局的定盘星和稳定器——在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与世界和平发展’特别议题上的主旨发言”，中国日报网，2019 年

10月 22日，http://cn.chinadaily.com.cn/a/201910/22/WS5dae951ea31099ab995e710b_1.html。（上

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2]　石斌：“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认知、政策取向与实现路径”，《国际问题研究》

2021 年第 2期，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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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布朗（Kerry Brown）指出，中国是解决全球三个主要问题，即环境、能源

和经济问题的关键。中国将决定世界如何发展，以及怎样才能赢得一个稳定

和繁荣的未来。[1]

（三）全球化发展的矛盾不断累积，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全球化给各国加快发展提供了可能，但能否将可能转化为现实，关键在

于各国能否根据自身特点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全球化

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但不同国家受益不均。

欧美等发达国家占据全球分工的优势地位，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巨大经

济利益，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

推手。一些发展中国家，得益于政治经济环境稳定、政府政策实施得当，积

极融入了全球化进程，获得了经济发展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

和资源，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实现了自身经济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不断提高参与全球化及国际经贸合作的能力，成功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国际贸易、对外投资、金融合作等领域都取得了巨

大成就。印度经济持续增长，其服务业占整个出口的比例相当高。随着互联

网以及信息技术发展，数据分析、软件开发等行业逐渐成为可以分解到全球

范围的服务“外包”。“外包”给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

配置提供了更大空间，带来了更大利润，也给印度这样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

提供了发展机遇。

然而，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全球范围内的发

展不平衡加剧。一些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政府未能制定有效的政策，未能找准

在全球生产及供应链中的定位，丧失了发展机遇。一些国家既缺乏优质劳动

力，又缺乏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无法融入全球化进程。还有一些国家政局

不稳、社会动荡，经济发展步履维艰，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落在后面，成为“被

遗忘的角落”。其次，一些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加剧。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各种

[1]　Kerry Brown, “Why China Matters to Us All,” The Times, July 14, 2008, https://www.
thetimes.co.uk/article/why-china-matters-to-us-all-sdn0srxr5l2.（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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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使发达国家的大量产业转移或外包，国内失业率上升，

特别是简单劳动者境况愈下。在美国，有很多人认为没有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

这为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提供了土壤，也是特朗普鼓吹“美国优先”颇得国内

所谓“铁锈地带”（Rust Belt）民众支持的重要原因。最后，文化及制度差

异被炒作利用的风险加大。经济全球化虽然促进了人员交往，但人们并不必

然欣赏彼此的观念，也不一定导致制度走向趋同。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国情，

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历史背景、发展阶段及自然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异。

这要求各国相互尊重、求同存异，而非唯我独尊、非我必亡。美国一些政客

煽动“文明冲突论”，热衷于搞意识形态斗争，为其保护主义及单边主义政

策制造理论依据，以服务其霸权主义的根本目的。

上述问题并不是全球化本身所带来的，而是有关国家在应对全球化过程

中政策失当造成并累积的。针对当前逆全球化及反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发达国

家蔓延，各国都在调整或制定新的政策，以抢占新一轮综合国力竞争的先机。

各国政策调整变革的重点是自身发展战略、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其结

果直接关系各国未来发展方向、在未来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乃至地区和国

际体系的演变。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在信息通讯技术、军事、能源、海洋、太

空甚至极地等领域加大力量投入。美国重点加大对亚太地区投入，在高加索

地区、中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缅甸等热点问题上加紧争夺。面对恐

怖主义、气候变化、国际金融、能源和粮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社会特

别是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呈现新态势。拜登政府上台后，改变特朗普政府在

气候问题上的立场，任命前国务卿克里为主管气候变化事务特使，有关问题

在国际关系中重新升温。国际社会应当坚决反对违背历史潮流的思潮，坚定

支持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改革完善。[1]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区别和差异，但也各有优势和长处，

国际社会应当通过文明对话和文明互鉴，取代文明隔阂及文明冲突的观点。

[1]　王毅：“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下的中国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1期，

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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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顺应并推动国际体系演变

国际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甚至相互斗争的各种因素

构成的整体。根据詹姆斯·多尔蒂（James E. Dougherty）的观点，国际体

系既是国家构成的系统，也是国家组成的社会。这里的系统是国家行为模式

的总称，包括影响国际体系稳定的因素、维持国际体系均衡的适当机制以及

国内政治对国际体系的影响等。这里的社会即国际社会，指的是成员国为获

得共同利益而达成合作性安排，包括法律原则、行为标准以及规章制度等。[1]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

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体系

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世界体系并非公平、正义的社会体系，资本积累与

不平等交换是这个体系的运动动力，因此现行世界体系具有自身很难克服的

矛盾。[2]

总体上看，国际体系包含四个主要因素：一是行为体，即参与国际体系

的行为主体；二是规则，即规范国际体系行为体运动的准则；三是结构，即

体现国际体系内权力分配及组织关系的架构；四是互动，即国际体系行为体

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国际体系具有整体性、持续性、稳定性的特点，但由于

上述四个要素总是在发展变化中，因而国际体系随着上述要素量变的积聚，

又会在一定时间发生根本性变化。现代国际体系产生于十七世纪，在欧洲体

系基础上向外扩张并逐渐形成。欧洲国家于 1648 年结束三十年战争，《威斯

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后来国际体系经历了维也

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等几个历史时期。冷战结束后，

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一些美国学者高呼历史终结的论调，认为美式资本

主义成为人类社会最终的制度形式。然而，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像这些人所宣

[1]　有关国际体系的详细论述，参见 [ 美 ] 詹姆斯·多尔蒂、[ 美 ] 小罗伯特·普法尔

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 年，第 104-154 页。

[2]　关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详细论述，参见许嘉等著：《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时事出版社，2008 年，第 272-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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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那样发展，美国的衰落和美式资本主义的缺陷日益明显，进入 21 世纪的

国际体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权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国际关系权力结构始终根本

性地影响并制约着国际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变革，利益因素则驱使有关国家

妥善处理与其他各方的制度合作问题。[1] 国家实力的变化往往引发自身对与

外部世界合作或竞争观念的变化，其中既有利益权衡变化驱动的作用，也有

改革制度以维护自身竞争优势的需要。

苏联解体后的近三十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沉浸在冷战

胜利的兴奋中仅 10 年，纽约上空恐怖袭击的撞击声就迫使美国人回到现实。

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 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立即宣布国家

进入战争状态，并自我定位为“战争总统”。他向全世界宣布，不与美国站

在一起，就是与美国为敌。[2] 他首先把矛头对准“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

登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声称“9·11”恐怖袭击是一场新型战争，是与美国

的自由价值观为敌的一场战争。[3] 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美国又对伊拉

克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理由是伊拉克当时的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企图研

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美国并没有任何确凿证据佐证对伊拉克的指控。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偏离了反恐轨道，借反恐进行战略布局，以维护并巩

固霸权地位。在错误政策导向下，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失去合法性和道义支持，

国际社会反美、反西方情绪不断蔓延，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新的社

会基础，美军在反恐战场上日益孤单。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投入巨大军事、

政治、经济资源，驻伊美军高峰时达到近20万，对伊战争一度平均每天耗资2.9

亿美元，每月近 90 亿美元，迄今总耗资数万亿美元。[4] 面对巨额海外反恐

[1]　舒建中：《多边贸易体系与美国霸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66 页。

[2]　George Walker Bush, “The Text of President Bush’s Address Tuesday Night, after 
Terrorist Attacks on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CNN, September 11, 2001, https://edition.cnn.
com/2001/US/09/11/bush.speech.text/.（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https://2009-2017.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3562.pdf.（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4]　“报告称伊拉克战争共花费美国 2.2 万亿美元”，环球网，2013 年 3 月 15 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zGfc。（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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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开支，奥巴马上台后不得不对外交安全政策进行调整，收缩反恐战线，

在热点问题上不再一味示强，加大对大国和多边机制的借重。特朗普上任后，

推出所谓“美国优先”政策，大力推行单边主义政策，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2021 年初，民主党人拜登上台，虽扬言要回归多边合作，但并没有放弃特朗

普政策内核，竭力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建设的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49 年新中国成

立至 1971 年，中国在这期间努力寻求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在其他国际组

织的地位，但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孤立及封锁，中国对外交往受到很大

限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十分有限。1971 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

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建设进程，但由于对外联系仍很有限，对国际制度和

规则不够熟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仍基本处于被动状态。1978 年实行改革开

放后，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建设，能力水平均得到大幅提升，中国先后加

入 130 多个国际组织，参加近 300 个多边国际公约，积极履行相关义务，国

际影响力空前扩大。[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把握 21 世纪中国和世

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创新，全方位提出有关经济发展、

和平安全、环境保护、全球治理及人文交流等领域重要倡议，中国方案成为

引领世界进步的公共智慧，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制度是国际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多边参与的制度形式在客观上增强了

国际制度的约束力，有助于维持国际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后，尽管局部冲突及战争不断爆发，但国际社会从未停止谋求实现世

界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努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世界人民

对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向往。然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的产物，二

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仍存在不公正与不合理的部分。1964 年，第二次不结盟

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召开，广大发展中国家首次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

倡议。[2] 1974 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

[1]　徐步：“关于国际秩序调整构建问题的思考”，《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7-9页。

[2]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九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第 38、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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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等文件。[1] 1984 年，中国首次提出应建立国际

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时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

国家间关系的最好方式。其他方式，诸如“大家庭”方式、“势力范围”方

式等，都会带来矛盾或造成局势恶化。[2] 1988 年 9 月，邓小平在会见斯里

兰卡总理时强调，国际社会不仅需要建立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政治新秩

序，政治新秩序就意味着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 1988

年 12 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甘地时指出，世界总体局势在变，各国都在

考虑新政策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

系的准则。[4] 1990年 9月，钱其琛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提出要建立和平、

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强调国际政治新秩序应以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国际经济新秩序应以平等互利为基础，指出各国有权选

择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与发展道路。[5]

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日益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有

力建设者和重要贡献者，对国际体系的作用和影响日益扩大。但现行国际体

系建立之初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其不完善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进

一步显露。首先，国际政治体系存在明显缺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强有力的

多边主义国际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时威胁联合

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等方面的权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代

表性需要增加。国际关系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远未实现。其次，国际经济体系

存在明显不足。广大贫困国家的发展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多边贸易体制受

[1]　徐步：“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体系建设”，《和平与发展》2008 年第 2期，第 3页。

[2]　“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谈话的要

点”，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网站，http://www.locpg.hk/jsdt/1984-10/31/
c_125955724.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邓小平思想年谱·1988 年”，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33839/34943/ 
34980/2632690.html。（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4]　徐步：“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体系建设”，第 4页。

[5]　“中国为联合国发展贡献四大理念（2）：‘国际新秩序观’推动国际新秩序”，参

考消息网，2015年 9月 28日，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5/0928/953193.shtml。（上网时间：

2021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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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干扰。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不公正的贸易反

倾销制度打压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体系在美国不断推出量化宽松措施的背

景下发生动荡的风险加剧。发达国家越来越内顾，未能在全球均衡、协调发

展等方面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再次，国际安全体系存在明显不稳定性。一些

国家特别是美国有不少政治人物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严重影响国家间正常往

来和相互合作。联合国担负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作用，但其地位屡屡受到霸

权主义的挑战。国际军控及防扩散体系陷入困境，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世界

很多地区的安全形势恶化，缺乏相应的有效机制协调处置。最后，国际文明

对话体系尚不完善。世界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深刻复杂，不同文明与宗教之

间的矛盾持续发展甚至激化。[1]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

五、结语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发展与繁荣方

面担负着特殊责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多极化深入发展，美国的霸

权主义政策受到制约。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对华战略问题上，美国不断在接

触战略、遏制战略还是“接触 + 遏制”战略等选项之间变化。美国前副国务

卿佐力克提出了中美成为“利益攸关方”，[2] 前国务卿赖斯则认为印度、中国、

巴西、印尼和南非等新兴大国在21世纪对历史进程正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3] 

美国《外交》杂志认为，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和印度正成为政治和经济

[1]　徐步：“美国‘衰退论’与当前国际秩序构建”，《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7期，

第 26 页。

[2]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rchive, September 21, 2005, https://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上网时间：2021 年 5 月 8 日）

[3]　Condoleeza Rice, “Transforming Diplomac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rchive, January 
18, 2006, https://2001-2009.state.gov/secretary/rm/2006/59306.htm.（上网时间：2021 年 5月 8日）



22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3 期

强国。[1]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指出，世界影响力的平衡正经历几个世纪以来最

重大的转变，正向中国等东方国家转移，“中国领导层有决心也有能力带领

中国战胜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挑战”。[2] 美国历史学家沃伦·科恩（Warren I. 

Cohen）称，“尼克松和基辛格不会想到中国这么快就加入顶级世界大国的行

列。毛泽东或周恩来也不可能预见这一点。美中关系需要根据中国的地位进

行重新调整。”[3]

目前，中美关系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空前上

升，再一次在与中国为敌还是为友的路口徘徊。美国政府官员多次声称中国

已经成为美国最主要战略竞争者。基辛格最近表示，中国几千年来长期是世

界上的重要国家，中国的复兴并不令人惊讶，不建议对中国进行“讨伐”。

但他同时认为，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势均力敌的对手，既要阻止中国取

得霸权，也要学会与之共存。[4] 大搞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已经下台，而拜

登政府仍寄希望于通过组建有选择的排他性多边机制维护霸权地位。美国应

当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中国的发展，同中国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国际社会应当携手努力，坚定不移推动建设相互

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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