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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下的中国外交：
为国家担当 对世界尽责 *
王

毅

[1]

2020 年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引发
全球性危机，各国人员往来按下了“暂停键”，世界经济增长挂上了“倒车挡”，
强权政治、冷战思维沉渣泛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横行，人类发展面
临空前风险挑战，国际形势进入动荡变革期。同时，国际格局的演进正在提
速换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人类社会对健康安全、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认知更加深刻。世界回不到过去，人们在求索未来。
各国都要做出团结还是分裂、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的重要抉择。
2020 年是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
冲击和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开展抗疫合作，率先复
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增长。脱贫攻坚历史使命如期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在望。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胜利召开，擘画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提供了强大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锚定了前进方向。
2020 年也是中国外交征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一年。习近平主席以大国
领袖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包括以“云外交”的创新
方式，同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会晤、通话 87 次，出席重要外交活动
22 场，为全球抗疫凝聚共识，为中国外交指引方向。外交战线以元首外交为

* 本文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2020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
的演讲，2020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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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以团结抗疫为主线，迎难而上，主动应变，为国家担当，对世界尽责，
同步抗击新冠肺炎病毒和国际政治病毒，为捍卫国家利益、维护全球稳定作
出新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
第一，开展有声有色的抗疫国际合作。
一年来，中国外交积极投身国内和全球抗疫，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我们全力参与国内疫情防控。疫情初期，我们在全球范围协助筹集医疗
物资，以解国内抗疫斗争之急。面对疫情在全球蔓延，我们与海内外同胞齐
心协力，严守疫情防控“国门关”，尽力维护国内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复
工复产启动以来，我们创造性地设立中外人员往来“快捷通道”、物资运输“绿
色通道”，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助力国内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
我们积极推动国际抗疫合作。中国从一开始就本着公开、透明、科学、
负责的态度，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携手抗击疫情。我们最早向世界报告疫情，
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关键信息，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
向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提供资金援助。我们组织上百场
跨国视频专家会议，毫无保留地与各国分享抗疫经验。开设向所有国家开放
的新冠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迄今已向全球公开发布 8 版诊疗方案、7 版
防控方案。我们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人道主义行动，向 150
多个国家和 9 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为有需要的 34 个国家派出 36 支医
疗专家组。我们发挥最大医疗物资产能国优势，迄今已向各国提供了 2000 多
亿只口罩、20 亿件防护服、8 亿份检测试剂盒。我们积极推进药物、疫苗研
发合作和国际联防联控，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
第二，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和互利合作。
一年来，受疫情冲击，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中国作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进互利合作，为世界经济复苏
注入动力，提供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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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提速，实施新版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全国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减至 33 项，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减
至 30 项，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推出深圳和浦东改革开放系列
举措，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对外开放合作的大门越开越大。我们提
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
大力扩充国内市场需求，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联通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
这将为世界提供更多市场机遇，为各国创造更多合作空间，为互利共赢开放
战略增添更多丰富内涵，加快建设中国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同各国的互利合作逆势前行。2020 年前三季度国内经济由负转正，
货物进出口总值呈现增长，实际利用外资增势明显，全年有望在主要经济
体中率先实现经济的正增长，这一成就来之不易，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
重要支撑。疫情之下，“一带一路”合作尤其展现出强劲韧性和旺盛活力。
2020 年前 8 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贸易额 5.86 万亿元，中国
企业在“一带一路”合作伙伴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0% 以上。截至 11
月初，中欧班列开行突破一万列，运送集装箱数量同比增长 50% 以上，成为
助力沿线各国携手抗疫的“钢铁驼队”。“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
会议成果丰硕，各方一致同意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形成了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的良好势头。我们还成功举办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来自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600 多家企业参展，与世界共享中国经济复苏和扩大
开放的红利，以实际行动展现中国市场是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
市场。
第三，为国际局势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一年来，我们积极运筹同主要大国关系，不断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
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习近平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4 次通话，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持续提升。两国相互提供抗疫物资、医疗援助，共同推进国际抗疫
合作。双边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大项目建设稳中有进，科技创新年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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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携手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在反干涉、反污名化斗争中坚
定相互支持，成为维护全球战略格局稳定的重要力量。
中国和欧盟迎来建交 45 周年。中欧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协调合作，深
化战略互信，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2020 年前三季度，
中国首次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双方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显示了中欧
共同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中欧决定在环境气候和数字领域新建两个高层对
话机制，共同打造中欧绿色合作、数字合作伙伴关系，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增添了新的内涵。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正朝着年
内完成谈判的目标作出努力。
2020 年的中美关系经历建交四十多年来最严峻局面。在世界最需要团结
协作的时候，美方却在单边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最
大破坏性因素。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出于一己私利和政治偏见，对中国进
行不择手段的造谣抹黑，毫无理智的打压制裁，甚至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企
图把世界推入“新冷战”的深渊。美方这些人的倒行逆施该收场了！如果继
续执迷不悟，不仅将损毁美国自身的信誉，危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也终将被
世人和历史所唾弃。中美关系呈现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成为多边
与单边、进步与倒退、公道与强权之间的较量与抉择。中国捍卫的不仅是自
身的合法权益，更是各国的共同和长远利益；中方维护的不仅是规范中美交
往的政治基础，更是各方都应遵守的国际关系准则；中方追求的不仅是本国
的正当主张，更是为了伸张国际公平正义。
第四，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
一年来，我们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积极同周边国家开展抗疫
和务实合作，深化利益交融和民心相通，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日本新政府成立后，习近平主席同菅义伟首相就持续改善发展中日关系
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双方将相互支持对方举办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切
实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中方重视中印两大邻国的和平共处和互
利合作，同印方保持战略沟通，坚定稳妥处理中印边界争端，努力把握中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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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正确方向。我们与韩国有效开展团结抗疫、复工复产等各领域合作，
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习近平主席在中缅建交 70 周年之
际访问缅甸，同缅方就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续写了千年胞波
情谊的崭新篇章。
我们推动亚太区域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倡导共同建设亚太命运共同体，为区域合作指明了方向。
李克强总理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见证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
扬帆启航。中国进一步宣布愿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提振了各国共建亚太自贸区的信心。中国与东盟实现互为第一大贸
易伙伴的历史性突破，倡导建立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防疫物
资储备中心，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成为地区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
范。中日韩三国在畅通地区经济循环等方面加强合作，三国自贸协定谈判稳
步推进，提升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平。上海合作组织在携手抗击疫情、维护
地区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中国 + 中亚五国”外长会
晤成功启动，为中国加强同中亚各国关系开辟了新的机制。
我们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坚定维护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这一多边外交的重要成果，与国际社会共同抵制美国违背安理会伊
核问题决议的各种图谋，提出搭建海湾地区多边对话新平台的建设性倡议。
倡导按照分阶段、同步走思路，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两
大目标，最终实现半岛的长治久安。凝聚阿富汗国内和解及地区涉阿共识，
支持促进阿人内部谈判。斡旋孟加拉和缅甸之间存在的纠纷，协助缅北局势
保持总体稳定。
第五，维护拓展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一年来，我们秉持正确义利观，在抗击疫情和复苏经济方面与发展中国
家同呼吸、共命运，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经受了新考验，展现了新
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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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同非洲领导人成功举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巩固增强了
中非友好互助传统。双方加快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大行动”，尤
其是加强卫生健康行动。举办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就构建“中
阿命运共同体”形成共识，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开辟新的前景。举
办中拉应对疫情特别外长会议，宣布设立中拉抗疫专项贷款，彰显中国和拉
美国家守望相助的友好情谊。
我们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帮助他们抗击疫情、战胜
困难。我们承诺疫苗投入使用后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致力于实现疫苗在发展
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我们积极参与制定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全面
落实符合倡议要求的缓债申请，成为 G20 成员中缓债金额最大的国家。我们
推动国际社会认真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联合国共同举
办减贫与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深化农业、教育、妇女儿童、气候变化等领
域的国际合作。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团结发展、维护发展
中国家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
第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一年来，面对全球治理遭受的冲击和挫折，习近平主席出席一系列重要
多边会议，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提出了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
的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我们与国际社会一道，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
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我们顺应历史进步潮流，支持联合国在处理国际地
区事务中发挥应有作用，支持国际关系进一步走向民主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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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负责任的
态度积极参加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宣布将力争于 2030 年前实现二氧化
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表明中国已准备好为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还主动参与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
发布《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旨在解决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网络安全关切，
与各国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国际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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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一年来，我们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定捍卫中国人民选
择的道路和制度，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我们旗帜鲜明反对把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不让任何“政治病毒”
横行于世界。我们坚定回击对中国制度和道路的造谣抹黑，捍卫党和国家的
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我们有力挫败外部势力利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
等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义正辞严驳
斥各种虚假信息，戳穿各种甩锅推责，展示和留下客观真实的历史叙事。我
们坚决反制滥用国家安全借机大搞所谓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维护国家和民
族的尊严以及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
第八，全心全意践行“外交为民”宗旨。
一年来，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心系海外同胞疫情下的安危冷暖，全
面动员、火速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领事保护专项行动，切实把党中央、
国务院对海外公民、侨胞和留学人员的关心关爱传递到每一个人手中。
我们促请驻在国政府重视解决中国公民在海外遇到的各种问题，及时组
织救治不幸染疫的中国公民，搭建远程医疗救助的网络平台。我们的驻外使
节们明确告诉海外同胞：只要你们还在，大使馆就一定和大家共克时艰。我
们克服重重困难，向海外留学生发放 120 多万份“健康包”，向 100 多个国
家的侨胞送去了各类紧急防疫物资，安排 350 多架次临时航班接回面临困境
的在外人员。2020 年 11 月，埃塞俄比亚国内突发军事冲突，我们历时 17 天，
将 630 名同胞全部成功撤至安全地区。2020 年，“12308”领事保护热线 24
小时不停运转，电话量是去年同期的 3 倍，高峰时每分钟就有 10 余通电话，
祖国与海外游子之间搭建的爱心桥梁已经伸展到天涯海角。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中
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
前进。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外交战线使命在肩。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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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都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人类进步作贡献的初心使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
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真心诚意同各国友好合作。我们将以习近平
外交思想为指引，奋楫破浪，坚毅前行，于危机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
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继续推动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一是全力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振兴是
我们的第一要务，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将着力把
握新发展阶段特征，宣介推广新发展理念，为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十四五”
规划开局起步创造有利外部环境。我们将积极配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开设更多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和货物运输的“绿色通道”，
与更多国家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合作。我们将强化外交外
事协同配合，支持各省区市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积极服务国家外交工作
大局。我们将筹办历经疫情考验后的新一轮省区市和区域经济全球推介活动，
为全国和各地的开放发展牵线搭桥。
二是助力世界经济加快复苏。我们将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中国
超大型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自身经济发展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
我们将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与各国一道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我们将大力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加快建设健康、数字、绿色丝绸之路，惠及造福更多国家和人民。
三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我们将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加强两国
各领域、各层级战略协调，为世界和平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打造中俄支柱。
我们将增进中欧战略互信，汇集中欧在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应对
气候变化上更多共识，积极拓展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的务实合作。
中美关系又来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双方有必要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出发，从世界各国的共同福祉考虑，总结两国建交以来互利合作的经验，反
思近几年两国关系陷入低谷的教训，重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战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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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下的中国外交：为国家担当 对世界尽责
双方应当为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首先是重开对话。沟通对话是正确理解
彼此战略意图和内外政策的有效途径，中方愿意同美方开启各层级、各领域
平等对话，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力争求同存异，稳妥管控分歧。
二是重启合作。互利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当前双方
应就抗疫开展协调合作，共同战胜疫情。同时，也有责任就全球经济、气候
变化、反恐、网络等重大问题加强沟通，努力为全球和平稳定以及世界经济
复苏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三是重建互信。互信是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
而信任要建立在客观和理性的基础之上。美方应端正对华战略认知，不把中
国视为威胁，以积极和建设性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我们始终相信，只要秉
持客观理性态度，不断增进彼此了解和利益交融，就一定能够找到一条不同
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在这个星球上的和平共处之道。
四是持续深化国际和地区合作。我们将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20 周年为
契机大力弘扬“上海精神”，巩固和增强地区稳定与合作的良好势头。我们
将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快生效实施，推进中日韩三方互利合作，
深化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我们将积极参与“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践行新冠疫苗研发成功后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我们还将为发展中国家减贫、减债、减灾作出中国贡献，积极致力
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
五是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变革。明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
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 周年。我们将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包
容，坚持互利合作，坚持与时俱进，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
位和作用，不断增强世界贸易组织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同各方共同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推动建立更加公平
合理、普惠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
六是不断促进各国相互理解。我们将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
倡导不同国家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在
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历史性时刻，我们还将继续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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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理政的故事，讲好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讲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
的故事，让世界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更加准确地读懂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不断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理解，不断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彼
此信任。
七是继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多次就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重要阐释，丰富完善了这一理念的深刻内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实践正在不断取得进展。在国家层面，中国正与越来越多的友好伙伴构建
起双边命运共同体。在地区范围，各方已就打造周边、亚太、中国—东盟、
中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在全球领域，中方倡议构建网络空间、
核安全、海洋、卫生健康等命运共同体得到积极呼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提出和推广，契合时代发展进步潮流，反映了各国人民普遍愿望，正在赢
得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将继续推动各国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
发展阶段差异，共同呵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秉持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
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冬天无法阻挡春天的脚步，黑夜不能遮挡黎明的曙光。不管遇到什么灾
难逆流，人类历史的车轮总会滚滚向前，时代发展的潮流依然势不可挡。中
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站在国际道义的一边，与各国携手前行，共
同开创世界更加美好的明天。中国外交将继续为国家担当，对世界尽责，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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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团结抗疫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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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世纪大疫情加剧国际格局巨变，深刻印证了习近平关于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准确判断和深邃思想，验证了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性与前
瞻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确保我国疫情防
控和经济恢复方面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成功打赢了针对新冠肺炎病
毒的阻击战和针对国际“政治病毒”的遭遇战，捍卫了国家安全，维护
了全球稳定。习近平密集开展元首外交，提出重要倡议和主张，丰富了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叙事，体现了大格局、大视野、大胸襟，提升了中国
的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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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与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成果，具有
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和实践性。当前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相互交织，
催化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印证了习近平关于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准确判断和深邃思想，验证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新冠
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严重威胁人类公共卫生健康，酿成错综复杂的全球性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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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经济全球化受挫，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有增无减。世界面临重大选择：是守望相助还是以邻为壑？是心怀
天下还是独善其身？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值此关键历史时刻，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首位，确保了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方面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成功
地打赢了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阻击战和针对国际“政治病毒”的遭遇战，捍
卫了国家安全，维护了全球稳定。习近平密集开展元首外交，通过视频、电话、
信函等方式提出重要倡议和主张，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叙事，有力地推
动了国际抗疫合作，加强全球治理，擘画了后疫情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蓝图，
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具有重大时代意义。

一、发出携手抗疫、共克时艰的最强音
疫情面前，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只有尊重科学、敬畏生命，齐心协力、
排除干扰，才能战胜疫情挑战。中国秉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向
世界发出团结抗疫的呼声，全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与国际社
会一道风雨同舟，相互帮扶，共同抗疫，书写了团结合作的新篇章。
（一）坚持人民至上，铸就伟大抗疫精神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也是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
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1] 世纪大疫情突如其来，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所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中国政府网，2020 年 11 月 3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11/03/content_5556991.
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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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1] 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统揽全局、
果断决策，为中国人民抗击疫情坚定了信心、凝聚了力量、指明了方向。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贯彻“坚定信心、同舟
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打响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2] 在这场同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
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习近平指出，“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我们什么都豁得出来”。[3] 生命无价，保障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就是保护人权。
无论是耄耋老人，还是呱呱坠地的婴儿，中国均一视同仁，全力救治患者、
拯救生命，迅速夺取了全国战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习近平在谈到疫情带来
的启示时指出：面对疫情，我们要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要调集一
切资源，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一位患者，坚决
遏制疫情蔓延。[4] 这一伟大的抗疫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理念的生动写照，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指导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成功打赢了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阻击战。经此一役，
中国制度优势得到充分体现，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在中国共产党
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凝聚了万众一心、无惧危险、
战无不胜的强大合力，筑起一道护佑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万里长城。
在这场大考中，中国创造了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复学复市、
率先实现经济由负转正的奇迹，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信心，增强了中国的
国际影响，让中国处于更加主动有利地位。中国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
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人民日报》
2020 年 6 月 8 日。
[2] 同上。
[3]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9 日。
[4]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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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1] 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所取得的重大抗疫成果，
为各国战胜疫情注入了强大信心。
（二）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指明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多地多点暴发，严重威胁各国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习近平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元首外交，推动国际社会就重大
传染病防控展开国际合作，让国际社会看到了走出疫情阴霾的希望。习近平
在同其他国家领导人通话和出席国际会议时均强调：为维护人类健康福祉，
中国将同各国一道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2020 年 3 月 21 日，习近平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时提出，“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完善全球
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 5 月 18 日，
习近平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
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提出加强疫情防控建议，呼吁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疾病和灾难的斗争史。病
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种族。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各国人民勇敢前行，守
望相助、风雨同舟，展现了人间大爱，汇聚起同疫情斗争的磅礴之力。”[3]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防控难度陡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白皮书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中国抗疫始终”，“全世界人民心怀
希望和梦想，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目标一致、团结前行，就一定能够
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建设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4] 中国之所以积极倡导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乃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
整体，必须要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大视角来思考应对之策。

[1]

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求是》2020 年第 8 期。

[2] “习近平就法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外交部网站，
2020 年 3 月 21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759165.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5 日）
[3] “习近平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人民日报》2020 年 5
月 19 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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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从团结抗疫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时代意义
为推进国际合作，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提出四点倡议：
第一，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第二，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
控；第三，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第四，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1]
上述倡议强调疫情是全球性挑战，迫切需要全球性合作共同应对，开展国际
联防联控不可或缺。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诞生的二十国集团包含世界各主要
经济体，有必要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发挥引领作用。面对此次世纪疫情，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
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维护人类共同家园。[2]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
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
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
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3] 中国宣布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
计划”，就是要兑现将疫苗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承诺，特别是要与广大发展
中国家分享。
（三）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反对将疫情政治化
病毒没有国界，任何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唯有团结合作，共同努力，才
能战而胜之。在加强全球抗击疫情、推进国际联防联控方面，世界卫生组织
的关键领导作用不可替代、不可或缺。中国始终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
领导作用，一直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同世卫组织保持密切沟通合作，
及时通报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地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防控、治疗经验。[4]
2020 年 3 月 26 日，习近平复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中国将继

[1] “习近平：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新
华 网，2020 年 3 月 26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3/26/c_1125773764.
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5 日）
[2] 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
[3] “习近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新华网，2020 年 3 月 13 日，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3/12/c_1125704243.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5 日）
[4] 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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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抗疫合作中发挥积极领导作用。习近平指出：
“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调集一切资源、尽一切努力保护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加强国际联防联控，分享疫情信息，交流抗疫经验，
遏制病毒传播。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关键领导作用。”[1] 习近平主席在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再次呼吁各国支持世卫组织作
用。“77 国集团和中国”发表共同声明，赞赏世卫组织应对疫情的努力。中
国以实际行动支持世卫组织开展全球抗疫合作。
为打赢全球疫情阻击战，中国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削弱世卫组织的言行，
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污名化的“政治病毒”，这同样是国际社
会的普遍共识。在第 75 届联大会议期间，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发言均强调要
团结合作，支持多边主义，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反对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将疫情污名化。中国积极响应不结盟运动发表的公报，
支持世卫组织和谭德塞履职，反对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任何指责与推诿，
都无助于集中精力应对疫情，反而造成国际社会分裂，让疫情有机可乘，损
害抗疫国际合作的努力。[2]“事实证明，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搞‘甩锅’、
推责，干扰的是全球合作抗疫大局。我们要推动以团结取代分歧，以理性消
除偏见，扫除‘政治病毒’，凝聚起各国携手抗疫的最大合力。”[3] 在国际
社会最需要团结抗击疫情威胁的时候，美国却一意孤行，顽固推行单边主义、
霸凌主义，并以“断供”世卫组织相威胁，严重掣肘全球疫情防控。美国反
华势力企图借疫情对中国进行抹黑污蔑，落井下石，不仅徒劳，而且贻误了
自身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疫情没有成为中国的所谓“切尔诺贝利时刻”，
却成为美国的“滑铁卢”。美国沦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因新冠肺炎死
亡的人数已超过二战期间战斗死亡的总人数。这再次表明在全球性威胁面前，

[1]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17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17/c_1126752059.htm。（上网时间：
2020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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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领导作用”。

[3]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全文）”。

从团结抗疫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时代意义
企图隔岸观火、损人利己，必然自食其果。
（四）积极与主要大国加强对话，推动抗疫合作
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大国能否开展有效合作应对关系重大。
中国与俄罗斯及其他金砖国家、欧洲各国保持密切沟通与交流，在维护多边
主义、支持联合国及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加强与完善全球治理等方面均
取得重要共识。中俄在维护联合国核心作用问题上相互支持，共同抗疫，反
对将疫情污名化，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一年来，习近平同俄
罗斯总统普京 5 次通电话，引领新时代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阔步向前。习
近平强调，中俄在新冠肺炎疫情最艰难的时刻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为新时
代中俄关系增添了战略内涵。[1] 李克强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共同主持中俄
总理第二十五次定期会晤，强调两国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不仅有利于双方，也有利于世界。[2] 2020 年是
中国与欧盟建交 45 周年，中欧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
挑战，完善全球治理，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具有战略意义。习近平指出，新
形势下，中欧合作的全球性和战略性更加凸显。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
方都致力于坚定不移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欧方实施积极的对华
政策。[3] 2020 年 9 月 14 日，习近平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欧
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举行视频会晤，就中欧
关系深入交换意见，规划未来。习近平强调，中欧要做到“四个坚持”，即
坚持和平共处、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和坚持对话协商。[4] 这既是中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外交部网站，2020 年 7 月 8 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zyxw/t1796087.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5 日）
[2] “李克强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共同主持中俄总理第二十五次定期会晤”，新华网，
2020 年 12 月 2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2/02/c_1126814275.htm。（上
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
[3]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两国元首就下阶段中法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2 月 9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838994.shtml。（上
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
[4] “习近平同德国欧盟领导人共同举行会晤”，新华网，2020 年 9 月 15 日，http://
www.xinhuanet.com/2020-09/15/c_1126493059.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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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共同应对疫情挑战的重要共识，也是后疫情时期加强互利合作的原则。拓
展合作领域，加强绿色合作伙伴、数字合作伙伴关系，搭建了新的合作平台，
为双方合作注入新的活力。2020 年 12 月 30 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完成中
欧投资贸易谈判，将提升中欧互利合作的水平，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发展。
2008 年金融危机在华尔街爆发时，中美携手合作，成功挽救了世界经济。
然而，这次疫情危机却让中美关系雪上加霜，跌入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其症
结在于美国反华势力倒行逆施，为掩盖自身应对疫情不力，将中国当作替罪
羊，大搞污名化、“甩锅”、推责，制造“政治病毒”，拖累了全球抗疫和
经济恢复的后腿。尽管如此，中国对美国人民遭受疫情折磨深表同情，向美
国出口大量抗疫医疗物资，帮助美国人民渡过难关。中国坚定捍卫国家荣誉
与民族尊严，大力弘扬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团结国际社会共同抗疫，
恢复经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表示
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的崇高事业。[1] 中国坚信双方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推进互利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二、人类进入互联互通新时代
新时代、新环境需要新作为。面对百年罕见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习近
平把脉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着眼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大局，积极倡导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延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内涵，促进团
结抗疫，使中国占据国际道义的高地。
（一）都在同一艘船上，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
进入 21 世纪以来，经济、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在全球化浪潮下带来时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1 月 25 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zyxw/t1835555.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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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经纬的巨变。与此同时，跨界性挑战和风险也层出不穷，国与国之间的命
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需要各国携手应对。中国贯彻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将人的安全置于最优先地位。习近平从人类社会的
根本利益和共同安全视角出发，强调树立大家庭理念，为国际抗疫合作点亮
希望之光。“这场疫情启示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地
球村里。……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
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
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
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1]
全球性问题只能以多边主义的方式来化解，共同体理念则是基础。“人
类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全球性
威胁和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性应对。”[2] 单边主义、以邻为壑换不来独善
其身，只有人人安全，才会有自身的安全，才会实现共同安全，在应对疫情
挑战时，必须开展联防联控国际合作，凝心聚力，并肩向前。习近平会见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坚定支持联合国系统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发挥
关键领导作用，加强国际合作和联防联控，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国将履行承诺，在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贡献。[3] 互联互通时代理应
互帮互助，为支持各国抗击疫情，中国毫无保留地同各方分享经验，尽己所
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中国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人道主义
行动。中国抓紧复工复产，及时向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抗
疫援助，运送大量医疗物资，拯救无数生命，体现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诠
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1]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外交部网站，2020
年 9 月 22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817094.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2]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20 年 9 月 22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22/c_1126522721.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3]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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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完善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
2020 年是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遵守《联
合国宪章》精神、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疫情不仅是对各
国执政能力的大考，也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检验。[1] 疫情肆虐折射出全球治
理体系亟待改革和完善。习近平指出，疫情也放大了全球治理体系中不适应、
不匹配的问题。各方应该思考如何加以完善，而不是推倒重来，另搞一套。
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
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从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从不主张脱钩，从不想称王称霸。[2] 在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之时，联合
国的作用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需要坚守而不
是抛弃。中国这一立场表态是对联合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成功经验的总结与肯
定，也是对联合国未来进一步发挥核心作用的期许。简言之，支持联合国就
是支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然而，有的国家却在此时采取合则用、不
合则弃的实用主义立场，大肆“退群毁约”，对世界卫生组织说“不”，让
全球合作举步维艰。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日增 60 多万例；死亡病例日增上万例，
防控难度前所未有，即便有了疫苗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加强全球大协调、大
合作刻不容缓。我们还应看到，此次疫情既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也
给各国带来新的合作机会。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性问题的风险加大，非传统
安全威胁凸显，如公共卫生安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贫富差距拉大等问
题都需要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加以应对。习近平指出，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
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3] 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太
经济合作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参与者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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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3]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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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贡献者，上述多边机构发挥积极作用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提
出全球数字安全倡议，旨在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中国还倡导开创合作共赢的
气候治理新局面。
（三）积极宣介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国际意义，为后疫情时代擘画发展蓝图
正当全球在探索后疫情时代世界何去何从、如何开辟世界经济复苏之路
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如何看和如何办的问题。习近平积极主动向世界
介绍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格局，展现中国发展未来蓝图，阐述
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方向的了解。中国将科学把
握新发展阶段，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增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
性。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题为“构建新发展
格局 实现互利共赢”的主旨演讲，深入阐述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
层考虑，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中国动力。“中国早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
体系深度融合。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
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1] 作为 130 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
支持透明、开放、包容、非歧视、基于规则的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
贸易体制。习近平提出，开放是国家进步的前提，封闭必然导致落后。当今
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中国早
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深度融合。我们绝不会走历史回头路，不会谋求“脱
钩”或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上述政策立场宣示有利于消除一些
国家的误解，也清晰坚定地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新发展格局是新形势下的
高质量、制度性开放，旨在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中国积极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打造更紧密的区域合作。受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2020 年亚太地区经济出现了近 30 年来的首次负增长，经济下行风
险加大。中国更加主动作为，加快亚太区域合作节奏 , 展现了远见卓识。即

[1]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1 月 19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833585.shtml。（ 上 网 时 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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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受到疫情冲击，中国仍坚定不移地倡导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
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深化命运共同体意识，持续推进区域
经济一体化，加快创新发展步伐，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把愿景一步步转变为现实，为亚太人民造福。”[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
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2] 2020
年 11 月 4 日，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愿同
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尽快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同月 15 日，中国即正式签署 RCEP，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数
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诞生。这是对多边主义投
出的信任票，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里程碑，将夯实亚太地区在全球
经济贸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中日在 RCEP 框架内建立的自贸关系将助推中日
韩自贸区的达成。中国还表示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CPTPP），[3] 该决定必将进一步激活亚太区域一体化动力，拓展
更大互利合作空间。中国新发展格局将中国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更加紧密地
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

三、中国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表
明团结合作才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如何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帮助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后疫情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仍是一项严峻考验，需要国际
[1]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19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19/c_1126759154.htm。（上网
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
[3] “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0 年 11 月 28 日，
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1/2020/1128/c78779-31947888.html。（ 上 网 时 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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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通力合作。中国在全力迅速控制疫情后，成功扭转经济下滑局面，为国
际抗疫和经济恢复做出重大贡献，增强了国际社会共克时艰的信心。
（一）增强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心
随着疫情不断反复、在一些国家地区持续蔓延，一些悲观主义情绪在滋
生弥漫。有人声称搞“群体免疫”，有人甚至向病毒举起白旗。无论是“群
体免疫”，还是投降主义，都是对生命的漠视。美国的疫情失控，死亡人数
超过 30 万，既是天灾，更是人祸。美国领导人在知晓病毒危害性的情况下，
一直隐瞒实情、误导民众，错失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美国记者鲍勃·伍德
沃德在《愤怒》一书中记录了其从 2019 年 12 月 5 日至 2020 年 7 月 21 日先
后 18 次采访特朗普的内容，“一直对外宣扬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大号流感’
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从一开始就知道新冠肺炎病毒的致命性，但他隐瞒了这一
切，对外故意淡化疫情威胁”。特朗普对此辩称，“这么做是为了减少民众
的恐慌”。[1] 在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美国上演了一场本可以避免的人道
主义灾难大片，政客却为其政治私利而一味推卸责任，罔顾民众生死，是对“人
人生而平等”的莫大讽刺。
历史上，人类多次与疫情交锋，国际社会在抗击艾滋病、埃博拉、禽流感、
甲型 H1N1 流感等重大疫情时形成广泛共识，即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强大的
武器。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大考中，中国面临的是“闭卷考试”。《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系统复盘了中国抗疫的艰辛历程。中国在较
短时间内成功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说明病毒是可以战胜的，对国际社会是一
个巨大而宝贵的鼓舞，对推进全球疫情防控意义重大。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
合反复强调，要树立战胜疫情的信心与决心，鼓励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勇担
责任，时不我待。习近平指出，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
们必须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抉择。[2] 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

[1] “‘水门事件’记者再出新书，特朗普被爆‘故意淡化疫情致命威胁’”，新华网，
2020 年 9 月 11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9/11/c_1210795065.htm。（上网时间：
2020 年 12 月 10 日）
[2]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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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
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1]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世
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从历史上看，不管遇到什么风险、什么灾难、
什么逆流，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而且一定能够继续前进。”[2] 中国应对
疫情的坚定立场与必胜信心给国际社会莫大希望与鼓舞。“我们坚信，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也不可能
逆转。我们要为人民福祉着想，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实际行动为建
设美好世界作出应有贡献。”[3] 习近平的讲话铿锵有力，显示了中国在面临
困难挑战时绝不言弃、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以实际行动为国际社会战胜疫
情加油鼓劲。中国的抗疫努力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肯定。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新冠肺炎病毒是可以被战胜的，是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
榜样。[4]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暴发以另类方式证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只要守望相助就一定能战而胜之。
（二）科学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绿色复苏必不可少
当前，全球各国都面临着疫情防控与经济重启之两难，若“带毒解封”
或过早放松疫情防控，将可能导致疫情反弹，贻误控制疫情和恢复经济的时
机。在互联互通时代，各国命运相依，任何国家的疫情防控和经济成败都将
影响到其他国家。“这场疫情再次说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利益紧密
相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赢得全球抗疫最终胜利，还是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国际社会必须团结协作，共同应对危机考验。”[5] 中国

[1] “习近平：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新
华 网，2020 年 3 月 26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3/26/c_1125773764.
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2] “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5 日。
[3]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17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17/c_1126752059.htm。（上网时间：
2020 年 12 月 10 日）
[4] “普京：中国向全球展示新冠病毒能被战胜 是他国榜样”，新浪网，2020 年 11 月 17 日，
https://mil.news.sina.com.cn/2020-11-17/doc-iiznezxs2363131.shtml。（ 上 网 时 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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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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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恢复，科学统筹疫情常态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市
复学，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提出“六稳”“六保”和“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体现了准确识变、主动谋变的战略思维，显示了中国强大的修复能力和
旺盛生机。中国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率先由负转正对世界经济复苏是重
大利好。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强劲动力。
中国具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完善的配套能力，中
国拥有增长迅速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在金融危机之后的 10 余年中，中国对
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增长年均贡献率约 30%，此次疫情后，中国将再次成为世
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 年全球经济
将萎缩 4.4%，而中国经济将增长 1.9%，是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展望，中国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率将超过三成，
在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带动下，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将于 2021 年底
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中国与有关国家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开辟更多人
员往来“快捷通道”和货物通关“绿色通道”，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顺
畅，助力各国复工复产、恢复经济。[1] 新发展格局将充分激发中国市场潜力，
创造更多旺盛需求。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意
味着消费的提质升级，“将对来自世界各地更加多样化高品质的产品、技术、
服务产生更多需求。相信随着中国市场潜力不断激发，将为各国提供更广阔
的市场机会，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更强劲动力”。[2]
新冠肺炎疫情也引发国际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确保人类卫
生健康还需要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绿色发展、绿色复苏是关键，建立清洁
美丽的世界是后疫情时代的重要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不仅限于国家
之间，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应对卫生、环境、气候变化、粮食安
全等全球性挑战时，也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的新发展理

[1] 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克疫情 携手同心推进合作”，人民网，2020 年 11 月 17 日。
人民网，2020 年 11 月 17 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20/1118/c1002-31934771.html。
（上
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2]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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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与新发展格局均着眼于绿色可持续发展。中国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
度，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举措，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
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应对气候变化，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
献。[1] 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增强信心，坚持绿色
复苏的气候治理新思路。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色发展中
寻找发展的机遇和动力”。[2] 中国积极主张并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共建
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
（三）抗疫和发展之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本质是人人安全理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中国尤其重视并强烈呼吁共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做好疫情防控
与经济恢复，增强其抗击疫情的能力建设，共渡难关。新冠肺炎疫情已使上
亿人陷入极端贫困，如果疫情持续恶化，贫困人口还将进一步增加。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报告指出，鉴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长期严重影响，到 2030 年，
全球或将再有 2.07 亿人陷入极端贫困，从而使极端贫困总人数突破 10 亿。[3]
如何消除全球发展不平衡赤字任重道远，应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对减贫、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投入更多资源，推动构
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加强疫情防控、重
启经济、增加就业仍是各国的优先议程。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建设
已让 700 多万人摆脱极端贫困，如今在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前提下，确保有关
工程不息业、不停工意义非凡，能助力沿线国家保就业、增加收入。作为联
通欧亚大陆的旗舰项目，中欧班列逆势增长。截至 2020 年 11 月 5 日，中欧
班列年内开行达 10180 列，已超过上年全年开行量，运送货物 92.7 万标箱，
同比增长 54%，往返综合重箱率达 98.3%，运输网络持续拓展，已通达欧洲

[1]

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克疫情

携手同心推进合作”。

[2] “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2 月 12 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zyxw/t1839761.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5 日）
[3] “联合国报告：2030 年全球或有超 10 亿人极端贫困”，新华网，2020 年 12 月 4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2/04/c_1126820876.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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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团结抗疫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时代意义
21 个国家、92 个城市。[1] 2020 年以来，共运送医疗物资近 800 万件，共计
6 万多吨，成为中欧之间抗疫合作的“生命通道”，为维护国际供应链、产
业链稳定提供重要支撑。[2] 截至目前，中国已经与 138 个国家、31 个国际组
织签署 201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3] 2020 年 11 月 19 日，习近平
在 APEC 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合作之路、健康
之路、复苏之路、增长之路。
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对发展
中国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反贫困、战疫情均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
合作的重要议程。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互帮互助、加强抗
疫合作，诠释了雪中送炭的深厚情谊。2020 年 6 月 20 日，中非团结抗疫特
别峰会以视频方式举行，与会领导人一致决定加强团结抗疫的共同行动，携
手构建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习近平在峰会上提出四个“坚定不移”，即要
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坚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
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友好。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
至 2020 年底到期对华无息贷款债务。[4] 只有让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快更好
的发展，才能真正解决全球发展的失衡，才能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
既是对中非关系发展的历史总结，也是中非抗疫合作、恢复经济发展的指导
思想。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非友好始终是中非关系的发展主线，患难
见真情。此前，中国曾向非洲国家提供了慷慨援助，帮助他们抗击疟疾、霍
乱和埃博拉等重大传染疾病，得到非洲国家的称赞。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非洲国家向中国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与声援，续写中非命运与共的佳话。《中

[1] “国家发改委：正全力提升中欧班列运能运力”, 中国网，2020 年 11 月 17 日，
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201117/5433538.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5 日）
[2] 同上。
[3] “我国已与 138 个国家、31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1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17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1/17/c_1126752050.htm。
（上
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5 日）
[4] “习近平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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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联合声明》重申，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体
现了中非团结合作精神。中国愿率先向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疫苗，使
其能用得上、用得起。中国已设立疫苗研发中国中心，愿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方式，推进金砖五国疫苗联合研发和试验、合作建厂、授权生产、标准互
认等工作。[1]

四、结语
作为大国领袖，习近平洞察世界风云、高瞻远瞩，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破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了不少大仗硬仗，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重大成就。党中央对形势与任务做出重要判断，指出要统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
新挑战。面对单边主义、霸凌主义逆流，中国劈波斩浪，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
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稳定之锚。
病毒仍在全球肆虐，疫情防控挑战大、任务重、难度高。对此，国际社
会既要做好当前疫情防控，还要总结经验，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习近平
就疫情防控、恢复经济、支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等提出新倡议、阐述新主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力提升了中
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习近平外交思想定向把舵，是中国
人民迎难而上、开拓创新、敢打必胜的力量源泉。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完稿日期：2020-12-31】
【责任编辑：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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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力量的较量更

为激烈。美国一些政客煽动针对中国的“文明冲突论”，严重损害中美
关系的健康发展，也违背国际社会对和平发展的渴望。中美两国应大力
加强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文明对话，通过互学互鉴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 键 词〕人文交流、文明互鉴、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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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国内反华势力鼓吹“文明冲突
论”，发起对华意识形态围堵，并为中美人文交流设置障碍，试图制造两国
人文交流领域的“脱钩”。上述做法破坏了中美正常的人文交往，恶化了两
国关系发展的氛围，使双方民众对彼此的认知进一步消极化。面对美方的挑衅，
中国坚决反对、强烈谴责美反华势力对中美人文交流活动的限制，同时保持
战略定力，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继续推动中美正常的人文交往 , 努

* 本文系教育部 2020 年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课题（编号：JWRW20-BS029）以及“复旦
大学—金光集团思想库”2020 年度课题（编号：JGSXK2005）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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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一、美国人为阻碍破坏中美人文交流
民间友好是中美关系的基础。长期以来，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三大支
柱之一，被称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助推器”和“增信释疑的润滑剂”。[1] 中
美建交以来，两国人文交流广泛深入。2015 年，平均每天有 1.2 万人来往于
中美之间，每 17 分钟就有一趟航班往返大洋两岸。[2] 中国自 2010 年起成为
美国第一大海外学生来源国，美国一度仅次于韩国成为中国第二大留学生来
源国。2016—2017 学年，就读于美国高校的中国学生超过 35 万人，占在美
国国际学生总数的 32.5%。2018—2019 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总数达 37 万人。
美方有关数据显示，在美留学人员占在美全部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每年
给美国贡献的价值超过 150 亿美元。[3] 中美互为第一大国际合著论文合作对
象，相互依赖远超其他任何国家。留学和科研交流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沟
通与了解，为中美各自的发展进步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0 年 5 月创立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为中美人文交流与合作搭
建了新的平台，服从和服务于建设 21 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的总目标。
自创立以来，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已经连续举行七轮，推动中美人文交流
不断迈向更高水平的系统化、机制化和战略化。该机制同战略与经济对话一
道成为中美间最重要的双边年度对话机制。相比于后者所侧重的政治、经济、
安全等硬议题，该机制更加侧重于教科文体卫等软议题，二者共同构成中美

[1] 白洁、王笛：“刘延东：人文交流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助推器”，新华网，
2014 年 7 月 10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7/10/c_1111559162.htm。（上网时间：
2020 年 12 月 2 日）
[2] 孟祥麟：“共同分享中美改革发展的政策利好”，人民网，2015 年 9 月 25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25/c1001-27634404.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3 日）
[3] “2020 年 9 月 1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0 年 9
月 1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811042.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3 日）

30

中美应保持和加强人文交流
互动的基本机制框架。[1]
中美在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对增进互信、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推动
中美关系进一步保持良好势头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指出，人文交
流在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已成为新时期两国关系的重要支
柱。[2]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两国必须努力开辟渠道，进一步加强人文交
往纽带。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曾指出，人文交流不能消除中美两种制度和
不同文化以及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的差异，但它确实会加强并增进理解、共鸣
和信任。[3] 从民间层面来看，2016 年 3 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两
国年轻人对彼此国家的看法明显更加积极，在 18∼29 岁的年轻受访者中，55%
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有好感，而 59% 的中国年轻人对美国持有好感。
2017 年 1 月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人文交流在其任职初期总体保持平稳，
实现了交流机制的平稳过渡。2017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期间同特
朗普总统确定了新时期中美全面交流的机制化安排，新建立了外交安全对话、
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合作
机制。2017 年 9 月，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在华盛顿举行，涉及教育、科
技、环保、文化、卫生、社会发展（涵盖体育、妇女、青年、社会组织）、
地方人文合作七大合作领域，并通过《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行动计划》，
明确提出了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双方围绕上述七大合作领域展开的具体合作项
目。[4] 如果上述合作机制及具体合作项目得以落实，中美各领域务实合作关
系将得到加强，中美整体关系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特朗普政府在 2017 年底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
[1] 程宏亮：“人文交流对中美关系的作用和影响”，邢丽菊、张骥主编：《中外人文
交流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年，第 158 页。
[2] “习近平：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重要支柱”，中国经济网，2015 年 3 月 16 日，http://
www.ce.cn/xwzx/gnsz/szyw/201503/16/t20150316_4836769.shtml。
（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 日）
[3] [ 美 ] 希拉里·克林顿：“中美人文交流将增进两国之间的理解、共鸣和信任——
在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上的讲话”，《世界教育信息》2012 年第 6 期，第 23 页。
[4] “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行动计划”，新华网，2017 年 9 月 29 日，http://www.
xinhuanet.com/world/2017-09/29/c_1121748212.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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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此后，在美反华势力主导下，中美人文交流不
断受到干扰破坏，许多合作项目被迫取消或陷入实质停滞状态。
美反华势力首先把矛头对准孔子学院，炮制“孔子学院威胁论”。他们
污蔑中国政府利用孔子学院输出价值观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声称孔子学院
的教育活动对美国学术及言论自由构成了威胁。[1] 在《2018 财年国防授权法
案》中，美国国会明确将孔子学院列入其国家安全考虑并采取行动来限制部
分孔子学院的办学活动。[2]2018 年初，特朗普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跨机
构小组调查中国通过人文交流活动对美“渗透”或“影响”的具体情况。美
国联邦调查局（FBI）也启动对中美人文交流活动的调查，重点针对孔子学院。
2020 年 8 月，美国要求孔子学院登记为“外国使团”。 9 月 1 日，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称，他希望美国高校内的孔子学院在 2020 年底前
全部关闭。[3]
在对孔子学院下手的同时，美国也在其他方面采取措施，企图推动中美
人文交流全面“脱钩”。美方诬称中国正常赴美留学生、访问学者及科研人
员怀有窃取美国科研成果和知识产权等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肆渲染这是中方
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向和平演变”，对中方人员赴美无端设限。一段时
间以来，美方对中方学生、学者、科研人员等赴美采取了拒签、拖延签证申请、
吊销赴美长期签证、盘查骚扰等措施，迫使美国大学切断同中国国家留学基
金管理委员会的合作关系，阻挠中美正常的人文交流与人员往来，损害了中
方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据统计，美国对中国公民的拒签率从 2013 年
的 8.5% 上升到 2018 年的 17%。[4]2019 年前 8 个月，中方因公团组被拒签量
[1] 孙冰岩、王栋：“当前中美人文交流的挑战与应对”，邢丽菊、张骥主编：《中外
人文交流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 年，第 184-185 页。
[2]

同上，第 174 页。

[3] 范凌志、雪丹：“打压升级！蓬佩奥威胁关闭全美孔子学院”，环球网，2020 年 9
月 3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3zj2W4Japgi。（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 日）
[4] Bani Sapra, “US Travel Industry to Chinese Tourists: What Trade War?,” ABC News,October
29, 2019, https://abcnews.go.com/US/wireStory/us-travel-industry-chinese-tourists-trade-war-66576399.
（上网时间：2019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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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达到 2018 年全年拒签量。其中，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占比高达 75%。2020
年 12 月 3 日，特朗普政府发布新规，限制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
12 月 4 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称，终止 5 个由中国资助的文化交流项目。
同日，美国国务院表示将对参与海外影响力行动的中国公民实施签证限制。
美方否定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合作成果，在人文交流等方面
采取“脱钩政策”，给中美人文交流带来两国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
美反华势力在强力干扰中美人文交流的同时，渲染“文明冲突论”，挑
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声称，与中国的对
抗“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真正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1]2019 年
10 月，蓬佩奥在纽约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称中
国共产党敌视美国和美式价值观，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挑战。他竭力升级针
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试图把中美关系推向难以挽回的困境。2020 年 7 月，
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发表演讲，专门阐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大肆鼓
吹意识形态斗争，恶毒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宣称尼克松总统近 50 年前开启
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可以说，这标志着特朗普和蓬佩奥主导的美国对
华遏制新战略全面出笼，也表明他们把针对中国的文明冲突上升到国家战略
层面。

二、美国煽动文明冲突并打压中美
人文交流的深层动因
“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学者亨廷顿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观点，认为
影响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将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而是文明；国际冲
突的基本根源已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差异，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

[1] Joel Gehrke, “Kiron Skinner on Clashes of Civilization,” Washington Examiner, April
30, 2019,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policy/defense-national-security/state-departmentpreparing-for-clash-of-civilizations-with-china.（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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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冲突”；如果有下一次世界大战，必将是不同文明之
间的战争，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最可能发生冲突和战争。
“文
明冲突论”提出后曾受到各方的普遍批判。亨廷顿本人也强调，他并不认为
冲突是文明关系的全部，“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
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1] 对这样一个连“文明冲突”的始创者
都强调对话重要性的理论，美反华势力却照单全收，不遗余力地挑起意识形
态斗争，打压两国人文交流，其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
一是通过煽动“文明冲突论”组织对中国的围堵。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竞争，
主要原因是对中国力量的快速崛起感到焦虑甚至恐惧，担心中国取代美国的
所谓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当代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崛起预示着一场撕裂世
界的冲突，就像 1914 年欧洲的分裂。艾利森曾警告说，中美很难避免落入“修
昔底德陷阱”，类似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将会重现。[2] 约瑟夫·奈也认为，
尽管艾利森援引的案例和数据遭受质疑，但其观点不失为一个有用的预警，
战略家必须关注中国崛起。[3]“对中国的担忧已蔓延到政府，从白宫到国会
再到联邦机构，北京的崛起无疑被视为经济和国家安全威胁，也是 21 世纪的
决定性挑战。”[4]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从“接触加防范”转向“战
略竞争”和“脱钩”。为在全球拼凑反华同盟，美国祭出文明冲突和意识形
态大旗。2020 年 5 月 20 日，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指针》
报告，否定美国过去历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带
来的“威胁”和“挑战”，充满意识形态对抗的措辞。反华政客操弄意识形
[1] [ 美 ] 塞缪尔 •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第 2 页。
[2] [ 美 ] 格雷厄姆 • 艾利森：“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搜狐网，2019 年
4 月 1 日，https://www.sohu.com/a/305309830_828358。（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 日）
[3] Joseph S. Nye, Jr., “Perspective for a China Strategy,” PRISM, Vol.8, No.4, June 2020,
https://ndupress.ndu.edu/Media/News/Article/2217686/perspectives-for-a-china-strategy/.（上网时
间：2020 年 12 月 1 日）
[4] “Fear on China is Reshaping the U.S. Government,” New York Times, July 20,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20/us/politics/china-red-scare-washington.html.（上网时间：
2020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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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问题，借所谓文明冲突为其反华行径寻找理论依据。蓬佩奥一再诋毁中国
的政治制度，竭力拉拢西方其他国家同中国展开意识形态斗争。蓬佩奥及其
同伙声称，在中美对抗中，若美国不为价值观而战，美国就无法取得上风。[1]
二是通过挑起意识形态之争重建美国文化自信。美国人自认为是“上帝
的特选子民”，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但美国在本质上是
缺乏文化自信的国家。印第安人是北美大陆的土著人种，但随着欧洲移民的
涌入及其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以欧洲文化为基础的美国文化逐渐形成。美国
独立后，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进一步增多，同时贩卖黑人奴隶、从亚洲及拉
美输入大批劳工，使美国的人口构成更加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什么是美
国民族，何谓美国文化，以及美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这些问题变得突出起
来且一直困扰美国人，亨廷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提出了“我们是谁”这样
的疑惑。这种文化自信的缺失，导致美国不断谋求证明自身文化的优越性。
当苏联、德国和日本在不同时期被分别打压后，中国成了文明冲突鼓吹者们
最合适的对手。斯金纳认为，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挑战，因为中国不是西方哲
学和历史的产物。她甚至称“冷战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家庭内部的斗争，”
而中国是“美国第一次面对非白人种族的强势竞争对手”。[2] 在一些反华政
客及学者看来，中国如果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权国家，不仅意味着中国在权
力斗争较量中取得胜利，也意味着在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方面战胜美国。而
美国立国的根基正是美国独有的意识形态，因此美国的国本将被动摇。亨廷
顿曾指出，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
美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特朗普政府对中美人文
交流进行打压，突出体现美国一些政治人物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缺失，也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正在走上保守、封闭、偏执的道路。
三是通过渲染人文交流对美国的威胁，培养仇华情绪，转移美国国内矛

[1] “蓬佩奥对华新策略开打‘文明战’”，星岛环球网，2019 年 5 月 3 日，http://
news.stnn.cc/guoji/2019/0503/633620.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3 日）
[2] Joel Gehrke, “Kiron Skinner on Clashes of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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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美国精英认为，美国文化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是独一无二的，包含了人类
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1] 这种狂妄的
思想与美国社会残酷的现实越来越脱节。美国面临的现实是，社会贫富差距
更加突出，政治极化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梦”失去信心。2018
年美国最富有 1% 的家庭占有家庭财富总额的 32%，比 1989 年上升 9 个百分点，
而最底层 50% 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40% 的美国人拿不出 400 美元的
紧急支出。[2] 一些美国学者指出，白人种族主义对社会的撕裂更加突出，这
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3] 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扼颈身亡，引
发了一场席卷全美的种族斗争运动，其根本原因是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断
累积的结果。[4] 对于自身复杂的国内问题，特朗普等人显然是束手无策，因
此只能将矛头转向外部，编造“中国抢走美国人就业岗位”“中国窃取美国
高新技术”“中国向美国渗透”等口号，制造“中国威胁论”，掩盖其制度
的缺陷和治理的无能。

三、中美加强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是时代要求
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同社会增进了解、建
立互信、构筑友谊、加强合作的应有之义。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其文化血脉，
每个国家都有其文化渊源，文化是决定一个国家价值观取向的重要源泉。世
界因有不同的文化而丰富多彩，同样因有不同的文化而容易产生隔阂。习近

[1]

Joel Gehrke, “Kiron Skinner on Clashes of Civilization”.

[2] “美国贫富分化现实如此冷酷”，新华网，2020 年 3 月 16 日，http://www.xinhuanet.
com/2020-03/16/c_1125717322.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 日）
[3] Nell Irvin Painter, “What is White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eviews/review-essay/2019-10-15/what-white-america.（上网时间：
2020 年 9 月 10 日）
[4] “The Power of Protest and the Legacy of George Floyd,” The Economist, June 11, 2020,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0/06/11/the-power-of-protest-and-the-legacy-of-george-floyd.
（上网时间：2020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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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指出，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
径。[1] 世界上有多种文化和文明，都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文明因交流而
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 正因为不同文化和文明存在差异，世界才丰富
多彩。要理解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差异，欣赏它们形成的多彩之美，这需
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既坚持自身文化和文明传统，又对其他文化和文明持
开放包容的态度。只有开展人文交流、加强文明对话，才能消除因文化差异
而带来的隔阂，才能避免落入文明冲突的陷阱。
美反华势力制造“孔子学院威胁论”和“人文交流脱钩论”既违背历史
潮流，也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国国内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发出积极
声音，批评蓬佩奥等人的蛮横言行。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
指出，所谓“人文交流脱钩”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他认为，主张人文交流“脱
钩”的人是少数派，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大多数美国大学都欢迎中国学生来
美留学或深造。[3] 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的汉斯普林格发文称，“人与人之间
的交流是高层外交政策的基础。如果没有了解，就几乎没有进步的希望。”[4]
美国学院和大学协会（AACU）和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等 22 个组织联
合发表声明指出，应当对这种做法提高警惕，政府现有举措会阻碍美国对有
才华的外国学生和学者的招聘，严重阻碍新一代科学家的培养或者损害相关
项目进展。[5] 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会长詹姆斯·麦克库思科（James

[1] “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9 年
5 月 15 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516/c64094-31087252.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 日）
[2]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9 年 5 月 15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515/c40531-31085100.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 日）
[3] “发展美中关系最好的方式是交流——访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傅高义”，《光明
日报》2019 年 8 月 12 日，https://news.gmw.cn/2019-08/12/content_33069634.htm。（上网时间：
2020 年 12 月 1 日）
[4] “破坏中美人文交流损人不利己”，《人民日报》海外版网站，2020 年 9 月 17 日，
http://paper.people.com.cn/hwbwap/html/2020-09/17/content_2009397.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 日）
[5]

程宏亮：“人文交流对中美关系的作用和影响”，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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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usick）指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现在连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都
被个别美国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希望美国能尽快扭转这一局面；美国没有
任何理由不与中国合作，双方应该在不同领域建立并维持友好和相互合作的
关系。[1]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大学的校长纷纷发声，强
调开放是美国大学取得卓越成就的关键，美国大学欢迎和尊重国际学生，美
中高校应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来自美国国内的理性声音反映了美国反华势
力的倒行逆施举措并不得人心。
中国在国家交往中长期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提倡不同文明间的交
流互鉴，主张通过加强人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通过推动文明互鉴化解文明
冲突。“和”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既肯定和接受事物的多样
性，又包容和接纳事物的差异性，并将不同的事物融合到一个和合体中 , 体
现的是和谐共生性思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
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
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2]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
鉴而发展。[3] 习近平关于中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论述有一系列突出特点：
一是主张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
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文明
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
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应该秉持
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
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二是主张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一种
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

[1]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与中国合作”，人民网，2020 年 8 月 26 日，http://world.
people.com.cn/gb/n1/2020/0826/c1002-31836545.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 日）
[2] “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2018 年 8 月 22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8-08/22/content_5315723.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 日）
[3] “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网，2019 年 5 月 15 日，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086573。（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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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既要让本国文明充
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三是主张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习近平指出，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
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
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四是主张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任何一种
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
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1]
人文交流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曾对开展中外人文交流提
出许多重要指示：要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
多合作渠道。要推动教育合作，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提升合作办学水平。
要发挥智库作用，建设好智库联盟和合作网络。在文化、体育、卫生领域，
要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务实项目。要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联合打造具有丝绸
之路特色的旅游产品和遗产保护。要加强各国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
密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促进包容发展。[2] 这些指示对中美开
展人文交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习近平曾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出重要路径：一是要增强互信。二
是要妥善管控分歧。三是要厚植两国人民友谊。人民友好交往是国与国关系
的源头活水。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是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要厚植中美
两国人民友谊，为两国各界交往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多便利，让中美友好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3]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对中美关系走出当前困难局面仍
有现实意义，也为中美两国通过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推动务实合作指出了明

[1]

“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新华网，2017 年 5
月 14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 日）
[3] “习近平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
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 年 6 月 6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6/06/c_1118997076.
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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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方向。

四、结语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零和博弈、冲突对抗不符合时代潮流，
也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违背。美国对华政策渲染文明冲突、干扰人文
交流，源于担心中国的崛起导致美国霸权失落、担心美国文化失去吸引力、
担心美国的意识形态不再受到追捧。但是，世界本来就不应该由某一个国家
控制，本来就不应当由某一种文化或文明主导。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文明
之间应当平等相待、互尊互鉴、共同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应当从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根
本利益出发，肩负起应有的历史责任，朝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奋
力前行。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双方应致力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应当
大力加强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文明对话，通过互学互鉴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完稿日期：2020-12-29】
【责任编辑：肖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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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交以来，中美两国打破了彼此之间长期隔离的状态，并从有限接触
到全面相互依存，两国之间的利益攸关度不断提升。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
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为世界和平发展和繁荣稳定提供了重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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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但是，近年来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受到了干扰，甚至在一些领域呈现出
对立态势。时值美国政府更替之际，两国关系再次来到重新定位的十字路口，
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
统时指出，“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
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
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1] 中国的立场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
本利益，而且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为构建新型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
面向未来，中美两国必须规避冷战期间美苏以确保相互摧毁为基础的恐怖平
衡，通过确保相互依存（Mutually Assured Interdependence）不断夯实中
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牢固基础。

一、相互依存与和平共处的理论逻辑
一般来讲，经济全球化是指人类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升的进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人民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
“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
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
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2] 这说
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紧密的全球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带来世界各国的共
同繁荣与和平稳定，尤其是近年来中美实力对比的加速变化，使人们对世界
和平前景的担忧不断加大。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前两大经济体能否和平共处
的讨论中，一些认为中美必将走向对抗的论调受到热捧。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将中美关系同古希腊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进行类比，指出中美两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26 日，第 1 版。
[2]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
文出版社，2017 年，第 4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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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可能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1] 作为一种警醒，这种论调从反面
给出了中美关系发展必须避免的情形。但作为学术观点，这种论调无疑对全
球相互依存时代世界政治性质的变化缺乏基本的理解。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阶段，世界保持了总体和平，
主要大国间也未曾爆发大规模战争。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
军事对峙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大市场的加速形成，全球相互依存以
前所未有的步伐向前推进。随着全球相互依存的“双刃剑”效应日益凸显，
人们越来越不确定大国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是和平共处的稳定器还是引发矛
盾冲突的助推器。关于相互依存与和平共处的关系问题，学界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开始较为系统的研究。库珀（Richard Cooper）较早从国际经济
相互依存的视角建立了国际关系中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的联系，并分析
了经济相互依存对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国内和外交政策对这些影响的
回应，为系统的相互依存研究奠定了基础。[2]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步形
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有助于双方和平共
处；另一种认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会增加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在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理论流派中，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基础是能给双
方带来收益的较为紧密的贸易联系，而冲突带来的贸易中断必定会使双方“得
自贸易的收益”遭受损失，这一观点拥有深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在斯
密和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看来，一国繁荣发展源于市场规模的
扩大，其政策含义在于推动自由贸易和参与国际分工。在日益紧密的贸易联
系中，双方都可以获得福利改进。罗森克兰斯（Richard Rosencrance）基于
历史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相互依存研究指出，一种真正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

[1]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4, 2015;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2] Richard N.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Richard N. Cooper,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venties,” World Politics, Vol.24, No.2, 1972, pp.15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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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它极大地增加了和平的收益，通过国家间贸易实现和平发展已成为通
往繁荣甚至是通往世界领导地位的主要道路。[1] 罗森克兰斯的设想是美国应
从旧的军事力量竞争中重新定位，全力投入到世界经济贸易中去，从而避免
核战争，确保繁荣。21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时间与空间
对贸易的限制，并催生了新的贸易类型和贸易规则，世界因此变得更为扁平。[2]
各国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不断夯实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经济基础。
但是，政治现实主义者对相互依存和平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他们认为，
相比国家繁荣，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才是优先目标。因此，政治考量优先于经
济考量，生存与安全比经济繁荣更为重要，这也是国家愿意牺牲经济收益而
进行贸易制裁、中断贸易往来的根本原因。即便是经济收益，也会由于相对
收益和分配问题而使贸易双方发生摩擦和冲突。同时，由于相互依存的非对
称性，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存作为一种权力来源。[3] 新现实主
义的代表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紧密的相互依
存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如果相互依存的各
国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到规范，必然会发生冲突，偶尔也将诉诸暴力；如果相
互依存的发展速度超过中央控制的发展速度，相互依存便会加快战争的来
临。[4] 一些实证研究甚至表明，相互依存和冲突之间的关系似乎是曲线型的，
低度到中度的相互依存降低了发生对立争端的可能性，而广泛的经济相互依
存非但没有抑制冲突，反而增加了国家间军事化争端的可能性；尤其是高度
的相互依存，不论是对称的还是不对称的，都最有可能增加冲突。[5] 还有研
[1] Richard N. Rosen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2] [ 美 ] 托马斯 • 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 世纪简史》，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年。
[3] [ 美 ]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2 年，第 11 页。
[4] [ 美 ] 肯尼思 • 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第 167 页。
[5] Katherine Barbier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3, No.1, 1996, pp.29-49.

44

确保相互依存与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
究指出，由于存在相互依存的武器化，全球相互依存使国家之间的竞争更为
残酷，并且有些领域国家之间的权力极端分化，后来的竞争者难以甚至是不
可能实现赶超。因此，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国与后发崛起国之间的矛
盾不可调和，冲突难以避免。[1]
尽管两种观点对相互依存的影响有不同的认识，但都未否认低政治领域
对高政治领域的影响，都存在以下共同的逻辑：一是贸易对福利有促进作用。
尽管经济收益不一定是国家的优先目标，但相互依存能够给双方带来经济收
益，否则国家不会有对外加强经济交往的动机。二是较高的相互依存会增加
发生冲突的成本。尽管一些国家可能不计成本挑起争端和冲突，但对理性国
家而言，冲突导致的“脱钩”损失将不会被排除在冲突的成本与收益计算之外。
三是相互依存是一种影响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工具。尽管在经济等低政治
领域的相互依存可能对国家在军事和安全等高政治领域的关系产生截然相反
的影响，但低政治领域与高政治领域之间联系的日趋紧密赋予相互依存更大
的能动性，为避免冲突或降低冲突的烈度提供了更大空间。因此，干扰中美
和平共处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双方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造成的，而需要从各
领域相互依存的程度与结构中去寻找原因。

二、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现实挑战
2013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就构建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双方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
客观需求，中美应该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双方
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
世界人民。[2] 然而，到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遭受建交以来最为严峻的

[1]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4, No.1, 2019, pp.42-79.
[2]

“习近平同奥巴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人民日报》2013 年 6 月 9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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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数据库数据显示，2020 年 10 月中美
关系分值为 -8.2，为中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也创下 1951 年 7 月开启朝鲜战
争停战谈判以来的最低点。[1] 与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恶化不同的是，当前中
美关系急遽降温是发生在两国高度相互依存的背景下。相互依存不仅没有保障
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还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的藉口，并带来两国关系剧
烈的波动，这使人们对两国相互依存的积极意义产生了怀疑。
之所以出现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情势，根源并不在于两国相互依存“过
度”，而是在于对相互依存的治理和管控不足，因此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经济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相互依存。在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中，要考虑器物、制度
和观念三个基本维度。在器物层面上，随着分工的深化和市场的扩大，商品和
服务以及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加大加快；在
制度层面上，原本具有“地方性”的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得到普遍的尊重
或日益具有普遍适应性，同时世界的运转对非中性的国际规则高度敏感依赖；
从观念层面看，借助于传媒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不同人、不同族群、
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交流与碰撞中呈现出趋同与分化的趋势。[2]
因此，中美相互依存的现实挑战也大体包括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
在器物层面，中美经贸交往出现负面影响。自 2017 年起，美国政府先后
对华输美产品启动“232 调查”和“301 调查”，不断升级两国经贸摩擦，两
国经贸往来受到严重干扰。特朗普和一些美国政客声称，美国在中美经贸交往
中吃亏了，中国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事实上，很多研究表明，无论
过去还是现在，中美贸易总体上对美国就业和收入水平产生的是积极影响；[3]

[1] 相关数据参见 http://www.imir.tsinghua.edu.cn/publish/iis/7522/2012/20120415183809561
499053/20120415183809561499053_.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2] 张宇燕等：《全球化与中国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55 页。
[3] Germán Gutiérrez and Thomas Philippon, “Declining Competition and Investment in the
U.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3583, July 2017, https://www.nber.
org/papers/w23583; Christian Broda and John Romalis, “Inequality and Prices: Does China Benefit
the Poor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Working Paper, March 10, 2008, https://www.etsg.org/
ETSG2008/Papers/Romalis.pdf.（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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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制造业、产业工人甚至普通消费者均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收益。[1] 但是，
美国国内不同部门、不同产业和领域、不同社会群体从中美经贸交往中所获
取的收益分配是不平衡的，一些竞争力不足或下降的部门、产业和群体难免
会受到冲击。这种伴随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而出现的负面效应在中国也是一样，
但问题不在经贸交往本身，根源在国内政府治理能力与效率问题。同样，中
美贸易摩擦给美国带来的损失也是不平衡的，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频繁调整对
华贸易摩擦的范围、力度和节奏的原因，目的在于平衡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
团的利益诉求。
在制度层面，规则对接凸显利益分歧。国际规则的普遍适用性提高是当
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且国际规则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大甚
至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
安排一直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车轮。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
体，中美之间的经贸规则对接与融合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各方利益。但是，
长期以来，美国作为国际规则体系的主导者占有了更多非中性规则收益。在
面临崛起的新兴大国和国际规则体系的新加入者时，美国仍极力维护国际规
则的垄断权，维护现有国际规则体系中与自身实力、责任和义务越来越不相
匹配的各种权力和权利。这导致中国提升国际制度话语权的合理诉求被认为
是对美国利益的挑战，中国也被一些美国政客指责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等
多边贸易规则的破坏者，后者声称要对华实行新的“规锁”战略。事实上，
美国批准中国加入 WTO 和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PNTR）待遇，并非导致美国失业和其他相关问题的根本原
因，反而为大多数美国人带来了实在的好处。[2] 同时，中国在遵守 WTO 规则、
[1] Zhi Wang et al., “Re-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Trading with China on Local Labor
Markets: A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4886, August 2018, revised on October 2018, 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
w24886/w24886.pdf. （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2] Scott Lincicome, “Testing the ‘China Shock’: Was Normalizing Trade with China a Mistake?,”
Cato Institute, July 8, 2020,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policy-analysis/testing-china-shockwas-normalizing-trade-china-mistake.（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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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贸易争端仲裁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并不比美国和欧盟等其他 WTO 成员
的表现差。[1]
在观念层面，威胁认知损害相互信任。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基于对中国
威胁的错误认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发生了重大调整。2017 年 12 月，美国
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权力、影响
力和利益提出了挑战，这将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2]2018 年 1 月，美国
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3]2020 年 5 月，
美国政府发布《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称，为了应对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安
全方面给美国带来的挑战，美国将通过“全政府方针（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和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保护美
国利益并推进美国的影响力。[4] 在区域战略上，美国拉拢日、印、澳在印度
洋—太平洋区域加紧推进“印太战略”，旨在通过政治、外交、军事等综合
手段维护和巩固美国霸权地位，并围堵中国战略空间和削弱中国国际影响力。
美国还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并挑战中国涉海
主权和权益。美国的这些战略举措与行动，严重破坏了中美之间的相互信任，
从而严重侵蚀两国关系良性互动的政治基础。
[1] Weihuan Zhou,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ing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19; James Bacchus et al., “Disciplining China’s Trade Practices at the
WTO: How WTO Complaints Can Help Make China More Market-Oriented,” Cato Institute, November
15, 2018,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policy-analysis/disciplining-chinas-trade-practices-wtohow-wto-complaints-can-help.（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
pdf.（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3]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January 2018,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4] 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0,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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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新型中美关系的时代要求
从历史来看，中美关系发展拥有坚实的政治基础。中美《上海公报》《建
交公报》《八一七公报》确立了一个中国原则，确认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求同存异的关系准则。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通过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务
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并
增进了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带给我们的根
本启示是，“双方要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坚定
不移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1] 如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
景下，无论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基础都在经历新的重大变化。
面对中美关系的时代之变，唯有构建新型中美关系才能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
传统规律、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具体而言，新型中美关系要实现以下
四个方面的超越。
一是超越确保相互摧毁的大国关系。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的军事对
抗并未导致双方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全面战争，从而维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
长期和平。但是，这是一种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核恐怖平衡，它使整个世界
时刻处于战争边缘的不安之中。自从核武器诞生后，有核国家都在考虑“拥
有多少核武器才能确保自身安全”的问题。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时任国防
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提出了“确保摧毁”标准并指出，
如果想制止对美国或其盟友的核攻击，美国必须拥有切实可靠的确保摧毁能
力。[2] 由此，确保相互摧毁便成为美苏相互威慑战略的核心内容。除了美苏
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恐怖平衡，冷战期间美苏长期和平的政策和条件还包括意
识形态的长期对立、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分化对手、忍受战略不透明、不

[1] 习近平：“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不懈努力——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6 年 6 月 7 日，第 2 版。
[2] [ 美 ] 约翰·纽豪斯：《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所译，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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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但高度的经济隔绝等。[1] 毫无疑问，这些建立在确保相互摧毁基础上的
各种政策都与当今时代环境格格不入，也无法带来真正的世界和平。
二是超越冷战思维的大国关系。冷战思维主要指在冷战期间美苏两个
超级大国处理国家间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思维模式，其本质是一味追
求自身狭隘利益的霸权思维和强权逻辑。过去百余年来，国际秩序演变的主
要线索是美国霸权的形成和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利用其相对实
力优势，开始谋求为其主导地位提供机制保障，推动建立了维护和拓展其霸
权利益的国际贸易规则和多边国际机构。同时，美国积极实施联盟战略，倾
力打造为其霸权服务的美西方联盟体系，推动实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受到巨大冲击，政府债务水平急遽攀升，
霸权体系的庞大支出难以为继。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仍大力推行“美国优先”
的外交政策，不仅要求贸易伙伴调节贸易顺差，实现所谓“公平贸易”，还
威胁退出多边制度体系，企图以遏制和讹诈的方式维持其霸权地位。事实证明，
在世界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的当今时代，美国崇尚对抗和强权的冷战思维不仅
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也得不到美国国内民众的支持。在 2020 年美国总统选
举中，美国选民用选票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三是超越零和博弈的大国关系。不可否认，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
必定会存在利益的分歧甚至是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交往是零和
的。相反，只要围绕利益分歧和冲突展开谈判，所有各方能够实现非零和的
收益。根据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研究，谈判都是非零和的。这是
因为，任何基于冲突的谈判如果失败，则双方都会受损；任何通过谈判达到
的协议对双方来说都会比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要好。[2] 由此可见，不管多么严
重的冲突，都内在地包含促使冲突双方进行合作的共同基础，也即是双方都

[1] [ 美 ]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9 年。
[2] [ 美 ] 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 年，第 19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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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避免因谈判失败而受损，同时希望实现双赢。这为国家超越零和博弈、
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过去四十余年的双边交往中，中美两国合
作领域日益拓展，合作基础日益牢固，共同利益日益广泛，并且在很多方面
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
实都表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四是超越社会制度差异的大国关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美各自选择
了不同的制度和发展道路，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重
要背景和前提。中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也正因如此，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一些美国政客鼓吹中国威胁，
将国内不断累积的各种问题与矛盾归咎于自身制度面临的外部挑战，甚至声
称对华接触政策未能实现改变中国的目标而全面失败，渲染双方意识形态对
立和制度之争。这些言论与主张不仅无助于解决美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与
矛盾，还会损伤自身的制度自信。作为人类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中美
社会制度各有特色，也都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中美完全可以相互尊重、
相互借鉴，实现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针对当前中美关系中出现的
波折，两国要重开对话、重启合作、重建互信，只要双方秉持客观理性态度，
不断增进彼此了解和利益交融，就一定能够找到一条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
化背景国家的和平共处之道。[1]

四、确保相互依存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从历史发展大势来看，中美关系尽管当前遇到各种困难，但终将要回到
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
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出
[1] 王毅：“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下的中国外交：为国家担当 对世界尽责”，《学习时
报》2020 年 12 月 14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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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一些困难甚至波折不足为怪。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共同解决问题，
而不能被问题牵着鼻子走。[1]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奠定未来稳定发展
新基础的重要阶段，毫无疑问，这种基础绝不是要将两国关系退回到相互孤
立和隔离的状态，也不是要将两国关系推向武器化的相互依存，而是需要在
重要领域确保相互依存。
首先，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确保相互依存。中国制造业具有全球最
完整的产业链条，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
的国家。在全球 500 余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 220 余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
第一。一些产业的领先优势逐步确立，但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
链中低端，部分产业对外依赖度很高。据统计，在 26 类产业中，与世界差距
大和巨大的产业分别有 10 类和 5 类，占比 57.7%；产业对外依赖度高和极高
的产业分别有 2 类和 8 类，占比 38.5%。[2] 当前，中国的很多“卡脖子”技
术主要来自美国，特别是美国对华进行科技打压的中高端芯片，80% 以上依
靠国外，其中都涉及美国技术。但也应该看到，中国是美国科技产品的重要
出口和消费市场。在贸易方面，美国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和外汇来源国之
一，中国则是美国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中美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
相互依存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使两国不可能实现全面“脱钩”。在
美国政府推行“脱钩”政策的背景下，中国要着力夯实中美产业链和价值链
中确保相互依存的国内基础，促进技术创新和突破“技术瓶颈”，提升产业、
产品和产业链上的位置优势，推动形成中美更加对称和平衡的相互依存关系。
同时，要防范出现为了规避“脱钩”风险却又强化“脱钩”的“脱钩悖论”。[3]
其次，在全球规则体系中确保相互依存。贸易的迅速增长与国际贸易规
则的发展与完善相辅相成。当前，国际自由贸易发展之路已步入“基于规则
[1] 习近平：“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10 日，第 2 版。
[2] “中国产业链安全评估：中国制造业产业链 60% 安全可控”，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2019 年 10 月 21 日，http://www.cinic.org.cn/xw/cjxw/641727.html。
（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9 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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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发达国家企图通过修改或设立新规则来保障自
身利益并制约新兴经济体强有力的竞争。[1]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制度和规则在
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的重要性。近年来，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各种“退群”
行动，不是要放弃国际规则的主导权，而是企图有针对性地改造现有国际规则，
并主导国际体系改革朝着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
纪念峰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关系和利益只能以制度和规则
加以协调，不能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2] 这是有效应对各国之间矛盾与分
歧的基本途径，也是中国推进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基本原则。制度型开放是
对接现有国际通行规则、不断推动构建以规则为导向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开
放。它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阶段要求的必然选择，也是协调中美关系的
必要手段。当前，美国试图用新的所谓高标准国际规则抬升中国对接国际规
则的门槛与代价，阻碍中国市场对接国际市场的步伐。在此背景下，中国要
不断夯实适应国际新规则的国内基础，在加快对接和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规
则体系的同时，不断推动自身实力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引领国际新规则的
制定。
最后，在全球治理行动中确保相互依存。在一个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
高度的时代，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
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将实现自身利益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之上。在责任义
务上，要以公平为导向，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
成员都必须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作出贡献，但每个成员根据自身能力、特点以
及通行的国际法原则允许所承担责任的范围、大小、方式和时限等方面存在
差异。对中美两个大国来说，要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上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全
球治理行动取得务实成果。美国在全球治理行动中拥有强大的经济、金融、

[1] 张宇燕、牛贺：“特朗普的成功及其限度：兼论中美经贸关系”，《国际经济评论》
2017 年第 2 期，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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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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和军事实力以及成员众多的联盟体系支撑；中国在全球治理行动中拥有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全球发展治理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
类面临的日益紧迫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中美这两个世界上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
和人类事务最大的利益攸关方携手承担责任，不断做大人类共同利益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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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语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赋予中美大国关系新的时代内涵。在两国共同利
益不断拓展的同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分歧也日益凸显，并因此给两国关系带
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未能得到根本
改变的情况下。为避免中美关系陷入历史上大国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
除了要摒弃确保相互摧毁的恐怖平衡思维、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思维和制度
竞争思维，更要通过确保相互依存为其提供有力保障。
在新的历史时代，构建新型中美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
各国的民心所望。当前中美关系中出现的波折需要更加全面、紧密和平衡的
确保相互依存，共同克服相互依存的武器化倾向，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健康稳
定向前发展的牢固基础，从而推动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新型中
美关系。

【完稿日期：2020-12-22】
【责任编辑：姜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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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和经济相互依存、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其他各国
力量的牵制，使中美仍有避免“新冷战”、重启战略合作的可能。基于
对全球事务管控以及美国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美国新政府有可能会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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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出于一己私利和政治偏见，对中国进行不
择手段的造谣抹黑，毫无理智的打压制裁，甚至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企图把
世界推入“新冷战”的深渊，中美关系经历建交 40 多年来最严峻局面。[1] 学
界对中美关系是否进入“新冷战”有不同的认识，但均认同两国关系“变冷”，
甚至有螺旋恶化的危险。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将对美国外交政策作出调整。

[1] 王毅：“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下的中国外交：为国家担当 对世界尽责——在 2020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2 月 12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39713.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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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对中美关系抱持一定期待，“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1]。
本文重新检视中美关系当前状态，探讨中美重启战略合作的路径。

一、中美存在走向“新冷战”的风险
在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尤其是亚洲影响力相对下降而中国影响力不断上升
的大背景之下，美国认为大国主导力转变的临界点已经出现。中美冲突实质
上是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竞争为主线的比拼，辅之以军事施压或军事对
抗等手段。在经济层面，美国的目的是阻止中国可能出现的经济超越，因此
出现了中国对经济发展的合理诉求与美国试图限制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冲突。
同时，在国际体系层面，美国谋求建立新的排斥中国的国际体系，出现了美
国计划另起炉灶而中国试图维持现有国际体系的矛盾。
在一些美国反华势力看来，中美冲突有着同冷战相似的特征，美国和中
国之间的分歧是明显和根本性的，几乎不可能通过谈判得到解决，也始终不
可能真正得到缓和。军事上，中国致力于推动美国海军和空军远离西太平洋（中
国南海和东海），但美国人不会在西太平洋地区让步。经济上，贸易谈判难
以取得实质上的进展。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和中国制度之间的鸿沟正在变得
像美国民主制度和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鸿沟一样巨大。[2]“这是两个主要大
国（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就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展开的战略竞争……这也
关乎中美治理体系的差异以及各自社会如何组织运转，这些都源于他们自己
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3]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25 日，http://www.
xinhuanet.com/world/2020-11/25/c_1126786476.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 日）
[2] Robert D. Kaplan, “A New Cold War has Begun,” Foreign Policy, January 7, 2019, https://
foreignpolicy.com/2019/01/07/a-new-cold-war-has-begun/.（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3] 邝云峰：“美国、中国和冷战类比”，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20（上）》，
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 年，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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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美国不断升级对华战略竞争，包括挑起贸易摩擦，以国家安
全名义升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拒绝给在美国学习科学和技术的中国学生
发放签证，将中国公司加入黑名单并施加制裁，等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以来，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变本加厉。美国严厉指责中国的涉疆政策，游说欧
洲禁用中国安检企业同方威视的产品，因涉港问题对相关中国官员实施签证
限制，终止一些由中国资助的文化交流项目等。美国上述挑衅抹黑必然引发
中国毫不妥协的回击。中美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针锋相对、限制与反限制
的较量。
随着中美全面竞争格局的形成，美国的“冷战体制”正在复活，美国政
府正动员资源，加紧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以及思想文化战、意识形态战。
2020 年 8 月 15 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其中东欧之行中发表了一次
演说，一些人把这次演说比作对中国的“冷战宣言”。蓬佩奥强调自尼克松
政府以来盛行的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已经不复存在。《纽约时报》
记者黄安伟和史蒂文·李·迈尔斯解释说，这些敌对言论所带来的综合效应
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遗产：“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根
本性的战略和意识形态对抗得到牢固确立。”[1]
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各方有不同的评估。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已
经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一些政界人士认为，与中国的“新冷战”已
经开始。[2] 而且，美国领导人需要用“冷战”这一框架向公众解释国家安全
决策。美国人通常理解，“冷战”意味着强国之间的竞争，涉及政治、技术、

[1] Edward Wong and Steven Lee Myers, “Officials Push U.S.-China Relations toward Point
of No Return,” New York Times, July 27,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25/world/asia/uschina-trump-xi.html?_ga=2.65222957.2073078792.1605517757-241945421.1599011251.（ 上 网 时
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2] Michael T. Klare, “A Full-Blown Cold War with China Could be Disastrous,” The Nation,
June 12, 2020,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orld/a-full-blown-cold-war-with-china-could-bedisastrous/.（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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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和价值观领域。[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美人文交流课题组对
国内 100 名学者进行了电话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超过六成的中国学者认
为，美国的确是在对华发动“新冷战”。[2]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关系还没有进入“新冷战”。美苏“冷战”是你死我活，
竞争是全球、全方位的。中美的竞争不是全方位的，主要还是集中在地缘政
治和技术领域，在地缘上也不是全球的，只是在西太平洋这一带。[3] 中美当
前的竞争只是大国竞争的一种量变，而非走向“新冷战”的质变。中美关系
处于“新冷战”前夜。[4]
还有观点认为，美中对抗不是另一场“冷战”，而是一种新的形态。中
美两国的竞争领域同美苏“冷战”不同，技术领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个重
要战场。美国将会把重点放在限制技术向中国流动、重塑全球供应链等领域。[5]
中美竞争已经出现一种不同于“冷战”的新的大国冲突形式，这种形式包括
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生物战甚至是舆论战和网络战。也有人认为，现
在出现的不是“新冷战”，而是“新铁幕”。“新铁幕”与“新冷战”的区
别在于对抗的低风险性、成本的高敏感性和结果的可控性。“新铁幕”战略
希望达到的目的不是消灭而是控制。[6]
尽管当今中美冲突不同于美苏冷战对抗，但美国对华“新冷战”战略已

[1] Jacob Stokes, “Who Cares if the U.S. is in a ‘New Cold War’ with China?,”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February 26, 2020,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0/02/who-cares-if-usnew-cold-war-china.（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2]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美人文交流课题组：“中国能应对好美国‘新冷战’
攻势”，《环球时报》2020 年 7 月 7 日，第 7 版。
[3]

姚洋：“中美怎样才能避免走向热战”，《企业观察家》2020 年第 8 期，第 74-81 页。

[4] 王勇：“全面竞争与疫情交织背景下的中美舆论与沟通”，
《对外传播》2020 年第 6 期，
第 4-7 页。
[5] Adam Segal, “The Coming Tech Cold War with China: Beijing is Already Countering
Washington’s Polic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9,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
north-america/2020-09-09/coming-tech-cold-war-china.（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6] 于海洋、马跃：“新铁幕抑或新冷战：美中关系现状及中国应对之道”，《社会科
学文摘》2020 年第 5 期，第 36-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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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形，其实质就是想把中国变成苏联，迫使中国不得不以“冷战”的方式应对，
卷入竞争，落入陷阱，尤其是利用中国急于在高科技上取得突破然而又有技
术不足的时刻彻底卡住中国。美国试图发动的“新冷战”的重点在没有硝烟
的无形战场，即贸易战、金融战、网络战、科技战和人才战等。然而，为了
配合无形战场，美国在有形战场的造势有可能持续升温，不断踩踏中国红线，
制造战争边缘危机，力图打乱中国的应对节奏，让中国自乱阵脚。虽然中国
无意于加大中美冲突的烈度，但美国不断在涉华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上对中
国进行挑衅干涉，中国将不得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虽然中美目前尚未陷
入“新冷战”，但如果美国延续当前政策，中美进入“新冷战”的危险将进
一步增大。

二、中美战略合作重启的可能性
中美当前的战略态势为战略对手，还不是战略敌手，避免两国关系由对
手转为敌手是当务之急。对手之间也有可能存在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从历史
经验来看，中美并不是无法调和的宿敌，两国之间并无领土争端，也没有长
久的历史恩怨。二战期间，中美携手抗击法西斯主义。新世纪以来，双方在
反恐和防扩散领域加强协调合作。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
成立二十国集团，中国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世界
经济走出衰退，这成为中美合作的成功范例。[1]2014 年，两国向非洲派出医
疗队，与多国合作成功阻遏埃博拉病毒蔓延。2016 年，两国与国际社会一道
推动达成《巴黎协定》。实践表明，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
性意义和影响。
巨大的经济相互依存使中美难以完全“脱钩”。贸易摩擦的斗而不破表明，
[1] “崔天凯大使应邀接受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对话鲍尔森’节目专访（实录）”，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2020 年 9 月 17 日，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
zmgx/t1815643.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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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在经贸领域可以也必须找到共赢之道。“过去 40 多年仅双边贸易就增长
250 多倍，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支撑了美国内约 260 万个就
业岗位。累计 7.25 万家美企在华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赚了大钱。”[1] 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中美人流虽断，物流却逆势增加。2020 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
达到 2340 亿美元，仅 6 月一个月就突破 500 亿美元。[2] 调查显示，大量美国
企业不愿撤离中国，愿意保持或增加对华投资。中美冲突将日益尖锐的竞争
与仍然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结合在一起。[3] 如果一国真的要与另一国“脱钩”，
一定要有替代方。美国“试图与中国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最终会适得其反”。[4]
非传统安全挑战依然严峻，两国需携手应对。中美面临着大量的非传统
安全问题，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跨国犯罪、
流行性疾病等，这些问题的危害性和迫切性大于中美之间的矛盾。仅就新冠
肺炎疫情而言，美国的财富、就业以及生命的损失就远远大于所谓的中国经
济竞争给美国带来的损失。此次疫情表明，全球范围的流行性疾病可以打乱
人类正常生活，阻断正常的经济交往，对人类社会构成巨大灾难，其影响和
负面后果堪比战争甚至超过战争。“即便美国认为中国已成为比苏联更可怕
的竞争对手，中国也已成为美国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如果中美没有共同合作，
那么就无法解决两国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5]

[1] 乐玉成：“中美走向合作的大势是挡不住的——在外交学会与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举
办的中美关系视频对话上的致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0 年 7 月 8 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795909.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2] 乐玉成：“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人民网，2020 年 9 月 7 日，http://
world.people.com.cn/n1/2020/0907/c1002-31851826.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 日）
[3] Hal Brands and Jake Sullivan, “China has Two Paths to Global Domination,” Foreign
Affairs, May 22,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22/china-superpower-two-paths-globaldomination-cold-war/.（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4] Andrea Shalal, “Biden Adviser Says Unrealistic to ‘Fully Decouple’ from China,” Reuters,
September 22,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china-biden-idUSKCN26D1SM.
（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5] 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competition-with-chinawithout-catastrophe.（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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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意与美国展开“新冷战”。中国并不寻求在世界各地推广本国的
政府形式。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但中国并未认为这个发展道路需要推
广到其他国家，反而倡导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路径。中
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应持有包容的态度，一直努力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直
面交锋，强调意识形态之争也是可以化解的。中国无意与美国在意识形态领
域形成相互替代和针锋相对的较量。虽然美国不断对中国进行挑衅，但中国
的反应还是冷静而谨慎的。中国仍然希望将中美竞争与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
之内，希望两国仍然会遵循“避免大国直接军事冲突”的惯例。值得注意的
是，许多美国学者也意识到中国的反应是理性克制的，中国从没有刻意扩大
或加深中美之间的对抗。面对争端，中方为中美关系树立了清晰框架。“一
要明确底线，避免对抗；二要畅通渠道，坦诚对话；三要拒绝脱钩，保持合作；
四要放弃零和，共担责任”。[1]
美国国内缺乏支持“新冷战”的民意基础。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依然
很高，导致中美“新冷战”的成本远高于美苏。中美如果出现“新冷战”，
美方将付出比冷战更为巨大的代价。“160 家美国企业向美国会提交联名信，
要求取消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信中说，2019 年美民众为此多支付了 500 亿美
元的关税，每个家庭平均多花费 1277 美元。中美贸易战使美上市公司市值缩
水 1.7 万亿美元。”[2]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威廉·伯恩斯撰文介绍了
其就美国俄亥俄州、科罗拉多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三地中产阶级对美国外交政
策的看法进行的调查研究。研究表明，美国政府与它所服务的公民之间存在
着巨大的理念差距。比如，与目前在华盛顿政策圈提出要有更强硬姿态的鹰
派不同，受访的美国人对与中国展开一场新的“全面冷战”并没有兴趣。[3]“如
[1] “王毅就当前中美关系接受新华社专访”，中国政府网，2020 年 8 月 5 日，http://
www.gov.cn/guowuyuan/2020-08/06/content_5532729.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2] 乐玉成：“中美走向合作的大势是挡不住的——在外交学会与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举
办的中美关系视频对话上的致辞”。
[3] William J. Burns, “The Bolb Meets the Heartland,” September 24, 2020, https://
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9/24/blob-meets-heartland-pub-82781.（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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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场新的‘冷战’真正开始的话，我们（美国人）都将为加剧对中国的敌
意付出某种代价（即使不会导致热战）。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新冷战’
的第一个后果可能是从冠状病毒引起的经济崩溃中复苏的力度低于预期。”[1]
美国两党虽然在对华强硬打压方面有共识，但对于“新冷战”并没有形成一
致看法。
美国的“新冷战”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48 个国家的前政要、专家
学者发起“任何针对中国的新冷战都违背人类利益”的全球连线会议，发表
14 种语言的“拒绝新冷战”共同声明，可以说是对美国拉帮结派、分裂世界
行径的有力喝阻。[2] 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在全球范围内造就了巨大的利益共同
体。中国是世界上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澳大利亚、日
本和新西兰等美国的主要盟友。在冷战期间美国可以通过强调苏联对世界安
全的威胁而调动盟国，但现在美国盟国不愿意放弃与中国的商业合作。[3] 美
国很难形成一个围堵中国的阵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自己都承认，组建一个
针对北京的国际联盟是困难的，对有那么多的国家支持中国感到“吃惊和失
望”。[4]
总之，中美关系的相互依存性没有改变，一是两国关系的“全球性”和“战
略性”没有改变，二是两国关系的“互补性”和“互利性”没有改变，三是
两国关系的“交融性”和“互鉴性”没有改变。中美仍然存在合作的可能性。

[1] Jeffrey Bader, “Avoiding a New Cold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ugust 17,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08/17/avoiding-a-new-cold-war-betweenthe-us-and-china/.（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2] “乐玉成：美国在 21 世纪复活‘冷战’ 麦卡锡主义幽灵在美重现”，中国新闻
网，2020 年 8 月 12 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8-12/9262920.shtml。（上网时间：
2020 年 11 月 14 日）
[3] Ben Westcott, “There’s Talk of a New Cold War. But China is Not the Soviet Union,”
CNN, January 2, 2020, https://edition.cnn.com/2020/01/02/asia/us-china-cold-war-intl-hnk/index.
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4] “Review of the FY 2021 State Department Budget Request,”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July 30, 2020,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hearings/review-of-the-fy-2021state-department-budget-request-073020.（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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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未来 : 走向“新冷战”抑或战略合作重启？
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中美亟需推动形成新的战略共识。拜登新政府可能就应
对中国挑战采取现实而平衡的看法，[1] 在策略上进行比较大的调整，在一些
不得不合作的重大问题上强化与中国的联系。两国是有可能通过解决彼此关
切来发展某种“竞合”（竞争与合作）关系的。[2]

三、中美战略合作的路径探索
中美之间始终有合作，有时合作是主流，有时合作则是支流。战略层面
的合作对技术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具有单向促进作用。战略层面的合作一定能
促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而技术领域的合作并不一定促进战略上的合作。奥马
巴时期气候变化领域是中美合作的亮点，但并没有外溢到其他领域。特朗普
时期中美只剩下肿瘤医疗的合作。欧洲一体化是以功能性合作促进国家间合
作的典范，但也是以战略领域煤钢联营的合作开始的。而且，即使是重大战
略对手之间也能形成一些领域的合作，功能性的合作对于大国战略稳定也是
必要条件之一。冷战期间，美苏之间也有合作，比如 1967 年达成的《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中美之间冲突的尖锐程度并未超过美苏，双方的合作空间还
是存在的。
现在，中美仍然存在广泛的经济合作，共同面临大量非传统安全威胁（比
如新冠肺炎疫情）和传统安全问题挑战（比如朝核问题）。从战略高度重视
和促进具体领域的合作，保持中美经济合作大局稳定，恢复非传统安全合作，
推进传统安全合作，以小合作促进大合作，应当成为当前探索中美战略合作

[1] “Susan Thornton Discusses US-China Relations,” China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18,
2020, https://www.chinacenter.net/2020/news/susan-thornton-discusses-us-china-relations/.（上网时
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2] Fu Ying,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is Possibl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4,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1/24/opinion/china-us-biden.html?_
ga=2.1335858.2061796828.1607144399-1742255980.1607144399.（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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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
（一）保持经济合作大局稳定
对于美方对中国的强硬施压，尤其是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施压，中国必须进行
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但与此同时，中美仍然需要努力去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大局，
推进中美合作。
中美合作不是因为彼此认同，而是因为通过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共赢。20
世纪 70 年代尼克松来访中国，明确表明他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来。中美建
交以来的合作能够延续也是因为双方在合作中能够共同获益、实现共赢。目
前中美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是合作中的问题，是合作中共同获益再分配的问题，
是要解决共赢中不同期望值的问题。我们仍然要努力重建共识，推进尽可能
多的合作，提升合作效益，外溢合作功能，促成由点到面、由区域到整体的
合作局面。受到共同利益的推动，中美经贸合作仍是大势所趋，不是少数别
有用心的政客可以阻碍中断的。事实已经表明，即使是美国政府把经贸问题
政治化、安全化，中美之间的合作仍在持续。2020 年以来，埃克森美孚、霍
尼韦尔、特斯拉、沃尔玛等美国公司都在扩大对华投资与合作。下一步，中
美在信息通讯、人工智能、线上教育、远程医疗等领域将有更多合作机会。
随着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盈利机会将进一步增加。中
美可以开展第三方合作，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
济等领域开展合作。
（二）恢复非传统安全合作
中美之间不仅应该合作，而且有大量的合作议题可以推进。中国驻美大
使崔天凯指出：“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强化中美合作、构建更加强劲双边
关系的巨大机遇。首先是要合作抗击疫情，合作研发疫苗和治疗药物，努力
拯救生命，保障民生和就业，恢复经济增长，恢复世人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
的信心。其次，双方还要恢复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和朝核、伊朗核等地
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1]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认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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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要拓展能源、执法、禁毒、地方、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中美两军应
加强接触交往，用好互信机制，使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因素。双方
还应就朝鲜半岛、阿富汗、中东、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国际地
区问题继续开展协调合作，让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从中美及其他国家的
合作中得到更多利益。”[1] 拜登曾表示，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
协议，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2] 上述领域将为中美合作留下大量空间。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中美可以开展合作的两个领
域。中国作为较早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一直致力于为其他国家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中美之间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合作实际上早已开始，
但是受到美方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两国之间的合作现在还仅限于物资贸易
的层次，经验交流也局限于地区与地区、医院与医院之间。拜登上任后，两
国或有机会开展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交流，这一交流可能包括科技层面，特
别是疫苗研制与投放等方面的技术合作，打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两国各
自为战的局面。中美两国的疫苗应该说各有优势各具特色，如果能够加强这
一医疗领域的深度合作，则可以使疫苗的针对性更强，适用性更广，从而帮
助更多的民众摆脱疫情困扰。在生命安全面前，疫苗领域是不应被垄断的，
需要更多实现共享。
在气候变化方面，拜登新政府料将采取同特朗普政府截然不同的政策，
重返《巴黎协定》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中国已承诺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相较于特朗普上任前的 2016 年，
如今的气候变化问题更显严峻，其引发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为包括中美两国
在内的亚太各国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损失。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中美清洁能

[1] 杨洁篪：“尊重历史 面向未来 坚定不移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人民日报》
2020 年 8 月 8 日，第 6 版。
[2]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3,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 上
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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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研究中心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两国已形成的气候变
化协调机制完全可以作为成熟经验，在拜登上任后重新发挥作用。中美是世
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的议题设计、技术交流、
规则制定等方面有广泛的合作空间，理应树立起大国合作的新标杆。
（三）推进传统安全合作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美两国有很大合作空间；在传统安全领域，两国
亦能发现潜在的合作点。比如，在伊朗核问题上，中方始终支持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的履行；在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中国外交部就表示，“中
方呼吁所有各方本着负责任态度，从长远和大局出发，坚持政治外交解决方向，
妥善管控分歧，尽快回到继续执行全面协议的正确轨道上来。”[1] 如果拜登
新政府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中美在落实核协议问题上可以展开合作。
朝鲜核问题是中美可能进行合作的另一领域。两国在反核扩散、半岛和
平进程以及地区稳定方面存在共识，并有可能达成新的战略共识。对中国
来说，美国与朝鲜的战争将是一场灾难。美国解决朝核问题离不开中国。[2]
拜登已明确提出将与美国盟友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共同推进朝鲜无
核化的目标。[3] 这一表态虽然指向并不明确，也缺乏具体的措施清单，但
显然拜登新政府已经意识到，美国如果想在朝鲜核问题上取得进展，与中
国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中美在朝核问题上均应发挥各自应该发挥的作用，
同时注重相向而行。中方在朝鲜核问题上坚持“三个不动摇”的立场，即：
坚持对话解决半岛问题的方向不动摇，坚持通过分阶段、同步走建立半岛
和平机制、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不动摇，坚持防止半岛生战生乱的决心

[1] “外交部就美国总统宣布美终止参与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等答问”，中国政府网，
2018 年 5 月 9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5/09/content_5289623.htm。（上网时间：
2020 年 11 月 27 日）
[2] James Stavridis, “Can the U.S. and China Cooperate? Sure,” Bloomberg, July 31,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08-01/u-s-and-china-can-cooperate-on-covidclimate-and-the-arctic.（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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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摇。[1] 中美两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的目标存在交叉重叠，路径也存
在相通之处，这为中美在传统安全问题上进行创造性合作提供了空间。
“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不能因此全盘否定过去。”[2] 当前中美关系
的关键是要制止双边关系继续下滑。要做到这一点，利用好双边经贸关系这
块“压舱石”至关重要。因此，重启中美战略合作要首先稳住双边经济合作大局。
在此基础上，两国可以探索当前就可进行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合作，如共同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传统安全议题上，两国也有合作的空间，伊朗
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可能是双边合作率先取得突破的方面。此外，两国在打
击毒品犯罪、军备控制 [3]、两军潜在危机管控机制 [4] 等方面，还存在相当大
的合作空间。

四、结语
在当前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形势下，推进中美战略合作甚至是功能性合
作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一些美国学者对中美合作持悲观态度，认为中美安全
利益难以保持充分一致。许多分析家谈到要在中美竞合关系中找到平衡，但
难度越来越大。中美合作领域会一直存在，但是其是否具有战略价值，能否
抵消利益分歧，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5]
然而，在特殊选举季和疫情下的极端做法会随着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改
变而得到缓解，中美合作可能迎来新的契机，只要在困难的时候不放弃合作，

[1] “韩国总统文在寅会见王毅”，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26 日，http://www.xinhuanet.
com/world/2020-11/26/c_1126791262.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2] 乐玉成：“中美走向合作的大势是挡不住的——在外交学会与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举
办的中美关系视频对话上的致辞”。
[3] James Stavridis, “Can the U.S. and China Cooperate? Sure”.
[4] Fu Ying,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is Possibl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5] Evan S. Medeiros, “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US-China Relations,”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 No.3, 2019, p.93.

67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1 期
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合作将会出现。破局合作需要耐心和毅力，要由小而大，
由易向难，善于发现新的合作路径。拜登上台为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带来一定
机会。当然，在美国国内对华强硬或为共识的背景下，中美重启战略合作困
难重重。对于中国而言，只要存在合作的领域和机会，我们就要争取，同时
把中美之间的合作由形式合作变成实质合作，小合作变成大合作，局部合作
变成战略合作。可以就功能性领域的合作设立新的专业化对话机制，以求务
实高效地推动合作的展开。
回望过去，当今美国在国际关系、地区政治中遭遇的阻力，几乎都同冷
战中美国的单边威胁、制裁乃至干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同样经历过冷战的中美两国人民应当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避免重
蹈覆辙，世界各国人民也不会让中美两国上演“新冷战”。在美国一些政客
倒行逆施的今天，两国有识之士要重启“乒乓外交”的精神，推动新一轮中
美关系的发展。

【完稿日期：2020-12-28】
【责任编辑：肖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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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收缩与中美关系演化 *
孙兴杰

〔提

要〕 美国处于战略收缩周期，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战略收缩的极

端版本，未来拜登政府可能延续战略收缩的逻辑。美国战略收缩以及“他
者崛起”加速了国际秩序重塑的大变局，单极秩序趋于解体，世界回到
多元权力中心的时代。在多元权力中心时代，“中心 - 边缘”的国际秩
序结构瓦解，国际政治“去极性”和“去阵营化”，多元权力形成的复
合三角外交体系将成为常态。中美关系是多元权力中心时代最重要的双
边关系，两国要避免走向冲突与对抗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必须通过
政治决断和历史担当构建新的战略竞合框架，实现双边关系的“协同进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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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兴杰，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 / 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1 期 0069-17

[1]

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引下，特朗普政府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整体呈
现出战略收缩的态势。美国战略收缩与中国崛起复兴交汇，中美关系的重构
与国际秩序重塑共振，二者加速大国关系分化组合和国际秩序变革。准确研
* 本文是 2020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抗疫成效与国家治
理效能研究”（2020MYB07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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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美国战略调整所引发的大国关系重组和国际秩序演变，对运筹构建中美新
型大国关系、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特朗普主义：美国战略收缩的极端版本
二战结束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会用一种所谓的“主义”来标识其外交
观念、主张和政策。特朗普主义重新界定了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重构了威
胁的排序，进行了持续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动员，调整了美国外交战略。
从美国对外战略周期来说，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战略收缩的持续。进入 21 世纪，
美国遭遇了两场重大危机的挑战，反恐战争持续了近 20 年，未有终期；2008
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经济模式的神话破产。从小布什后期，美国就
开始了战略收缩。[1] 奥巴马上台之后，以“战略收缩”和“战略克制”为主基调，
“外交整体收缩”，调整重点，优化资源，在出兵干预上慎之又慎。[2] 奥巴
马政府时期推动的“亚太再平衡”，从整体战略来说，是“收缩性战略”格
局之下的战略重心的调整。[3] 美国的战略收缩是其实力地位相对衰落背景之
下进行的战略调适，降低成本、减少承诺，着力提升本国实力，如外交政策
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 10 年乃至以后的岁月里，
不断上升的国内经济压力将日益压缩美国外交政策的活动空间。”[4] 奥巴马
主义可以视为战略收缩的温和版本，而特朗普主义则是战略收缩的极端版本。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主义的核心理念，是特朗普政府关于战略收缩理
念的直白表达。特朗普 2016 年大选演讲论述自己外交政策时提出了“美国优
先”的理念：“我的外交政策永远将美国人民、美国安全放在第一位……美

[1] 杨成：“从‘战略收缩’到‘伙伴能力建设’——奥巴马政府战略调整进入新阶段”，
《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第 7 期。
[2] 何亚非：“美国实力变化与对外战略收缩”，《第一财经日报》2015 年 9 月 18 日，
A13 版。
[3] 蔡佳禾：“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政策之遗产——大战略视角的研究”，《南大亚太
评论》2017 年第 1 辑。
[4] [ 美 ]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穷酸超级大国：美国在拮据时代的全球领导力》，
刘寅龙译，海天出版社，2011 年，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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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优先将是我施政的重大和首要主题。”[1]“美国优先”意味着维护国际秩
序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美国国内利益，尤其是硬实力的增长才是
首要的目标。特朗普主义比奥巴马主义的“不做蠢事”更加直白，就是“不
做吃亏的事情”。特朗普认为，美国被沉重的国际义务绑架了，需要从中解脱；
美国没有从自由贸易中获得利益，对贸易伙伴让步太多。特朗普政府从多边
贸易协议中退出，从多边转向双边，依靠相对优势，通过双边谈判，实现相
对利益的最大化。具体表现在：从奥巴马着力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中退出；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签署了《美墨加贸易协定》取
代 1994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投资、劳工待遇等议题进行升级，以保
护美国的产业和就业岗位；对韩国、日本等盟国进行“敲诈”，重签美韩自
贸协议，韩国向美国进一步开放汽车市场，日本则被迫对美国开放农产品市场。
特朗普政府大幅减少了海外义务和承诺，尤其是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美
国与其军事盟友是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也是美国主导权的基础。但特
朗普政府更倾向于从“性价比”的角度看待结盟问题，将与盟友的非对称依
赖关系作为获取利益的筹码，迫使盟友承担更多的军费开支。比如，修改了
美韩防务经费分担磋商的规则，每年进行一次磋商，大幅增加了韩国承担的
份额。在战略收缩期，大国同盟管理面临的问题是成本和风险之间的权衡。[2]
降低了成本，承诺可信性会受到质疑，而特朗普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千方百
计让盟友花钱“购买安全”，特朗普首次访问沙特时双方签署上千亿美元的
军火合同，便是非常鲜明的例证。
通过“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特朗普政府对美国面临的威胁重新确
认并进行了政治动员。所谓“安全化”，就是将某一威胁贴上最高优先的标签，
从而以超常规的手段予以应对。[3] 巴里·波森认为：“如果特朗普真贯彻竞
选时的想法，那么他就可能会聚焦于现在世界安全的各种问题。克制的大战略，

[1] “Trump Gives ‘America First’ Foreign Policy Speech,” Global Times, April 28, 2016,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980533.shtml. ( 上网时间：2018 年 2 月 25 日 )
[2] 周方银：“有限战略收缩下的同盟关系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
择”，《国际政治科学》2019 年第 2 期。
[3]

Barry Posen, “The Rise of Illiberal Hegemon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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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美国是非常安全的假设，而且极少事情可以损害这一安全。”[1] 特朗普
主义对于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的认知做出了比较大的调整，从关注海外事务
转向国内实力建设，重建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特朗普优先照顾的美国白人，
尤其是白人蓝领是其主要支持者。在全球产业调整中，很多产业工人失去了
稳定的工作和优厚的薪水，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特朗普将就业岗位、产业发
展、贸易赤字等问题贴上“安全”标签，并进行了安全化的动员。在 2016 年
11 月的葛底斯堡演讲中，特朗普提出了执政的“百日计划”：清除华盛顿的
腐败和游说集团；保护美国的工人，此外，还要进行中产阶级减税、离岸外
包、能源和基建、教育、医疗、养老、非法移民、国防等十大领域的立法。[2]
为兑现对白人蓝领选民的承诺，特朗普四年任期中倡导“雇美国人、买美国货”。
通过对非法移民、贸易失衡等议题进行安全化动员，他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
贸易伙伴进行限制和打压，试图扭转美国贸易赤字，实现产业、资本回流美
国。2019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 5G 等高技术产业进行了高强度的安全化动员，
对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进行严厉打压，同时动员美国盟国加入所谓“清洁
网络倡议”中来。
另一方面，特朗普对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支柱性议题则进行了“去安全
化”的动员。这些议题在“美国优先”框架下的优先性被大大降级，比如多
边国际组织、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特朗普执政四年从一系列国际组织中
“退群”，本质是对多边主义进行了“去安全化”动员，尤其是从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中退出。特朗普认为，气候变化是个阴谋，妨碍了
美国的化石能源的开发，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对于美国的军事同盟网络，
特朗普政府也进行了“去安全化”的动员，他在竞选期间就有一问：为何我
们花钱保护日韩这样富裕盟友的安全？特朗普追求的是有性价比的军事同盟，
而北约的盟国很少能够达到防务支出占 GDP2% 的标准，因此，他认为“北约
已经过时了”，此言一出，引起了北约的震荡，副总统彭斯和时任防长马蒂
[1] [ 英 ]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
出版社，2003 年，第 36-37 页。
[2] Amita Kelly and Barbara Sprunt, “Here Is What Donald Trump Wants To Do In His First
100 Days,” NPR, November 9, 2016, https://www.npr.org/2016/11/09/501451368/here-is-whatdonald-trump-wants-to-do-in-his-first-100-days.（上网时间：2018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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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在参加北约会议时极力安抚盟友。即便如此，特朗普还是决定从德国撤军。
另外，特朗普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收缩”态势，加速了美国从中东“撤
出”的步伐。特朗普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退出伊朗核协议，强化美以关系，
推动以色列与中东国家和解并建交，这些举动打破了历任美国总统的“默契”
和共识，也打乱了中东秩序，其目标是让美国的中东盟国“抱团”遏制伊朗，
为美国从中东“撤退”创造条件。
特朗普主义具有鲜明的特朗普个人风格，如对等交易、结果导向、极限
施压等。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首位纯粹的商人总统，其在商业丛林中沉浮兴
衰的经验被腾挪到华盛顿的政治场域中来。特朗普主义具有强烈的结果导向：
“开始我决定做什么我就会勇往直前。但最后，我们总是以结果论英雄，而
不问过程中的付出。”[1] 他大幅调整美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贸易政策从自
由贸易转向“对等”贸易，2018 年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以来，美国对全世界
发动了几乎无差别的“关税战”和“贸易战”，其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认为
美国在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中“吃亏”。特朗普自诩为“谈判大师”，在其任上，
“对等”（reciprocal）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高频使用的词汇。在贸易政策上，
特朗普政府从一系列多边组织中退出，转而倚重双边谈判，发挥美国相对优势，
伴之以极限施压等谈判手段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在特朗普的谈判法则中
有一条便是，“比谈判对手多一点竞争优势”[2]。特朗普将美国的相对优势
以及与盟友的非对称依赖关系作为武器，以“对等交易”的原则迫使盟友承
担更大的防务成本，做出更大的让步。“对等交易”是特朗普主义的鲜明特征，
其意味着美国不再情愿“白白地”供给国际公共产品，而更关注自身的相对
收益。
特朗普主义是美国各种政治周期“汇合”和“共振”的产物。美国进入
亨廷顿所说的“信念激情”政治长周期，种族矛盾和阶层政治激化，海外扩
张过度带来沉重负担，二者相互叠加，造成了美国战略收缩的极端版本——

[1] [ 美 ] 唐纳德·特朗普、托尼·施瓦茨：《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尹
瑞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 年，第 236 页。
[2] [ 美 ] 唐纳德·特朗普、梅瑞迪丝·麦基沃：《永不放弃——特朗普自述》，刘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年，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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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主义。

二、多元权力中心的出现与灵活三角外交关系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地位，其追求海外利益的野心也
随之增长。美国对全球化的想象以及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的野心都是基
于“历史终结论”的误判。但历史没有终结，而“历史终结论”的确终结了。
进入 21 世纪以来，反恐战争、金融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给美国造成了战略
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心脏地带出现了紊乱。“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通过其庞大的生产力、金融实力和军事力量构建了霸权，但其生产能力
已经在 1970 年之后被赶超，其金融实力也在被赶超，现在美国霸权的三大支
柱只剩下了军事。美国国内局势的发展将决定新帝国主义的最终面貌。”[1]
特朗普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地位，拒绝接受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特朗普的
总统任期标志着单极时代的最后一声叹息。[2] 特朗普主义是对自由国际主义
霸权战略的刹车，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包括库普钱、哈斯、米尔斯海默等人
的呼吁，从过度的海外责任中回撤，关注本国的利益，夯实美国的实力基础，
顺应多元权力中心时代的到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修复美国霸权秩序的
漏洞。
从国际格局变迁的角度来说，世界正回归“多元权力中心时代”。冷战
后美国拥有的绝对优势地位丧失，世界权力中心多元化，不只是新兴大国崛
起，还有非国家组织力量的兴起，无人机、病毒、机器人等技术革新赋予了
非国家组织巨大的破坏能力。[3] 罗伯特·卡根认为：“替代世界新秩序的是，
利益的冲突与大国的野心重新产生了联盟与敌对联盟，还有 19 世纪外交官
马上就能分辨出来的伙伴关系的苦心经营与分化组合。同时，这还产生了大

[1]

[ 英 ] 大卫·哈维：《世界的逻辑》，周大昕译，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 323 页。

[2] Daron Acemoglu, “The Case for a Quadripolar World,”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3,
2020,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quadripolar-world-better-than-new-us-chinacold-war-by-daron-acemoglu-2020-12?barrier=accesspaylog.( 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7 日 )
[3] [ 美 ] 本杰明·维特、加布里埃·布鲁姆：《未来的暴力与国家治理》，万岩、潘煜
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19 年，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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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雄心重叠与冲突的争议性地缘政治断层线，未来的灾难性事件很可能在这
里爆发。”[1]“历史的回归”意味着世界不会沿着美国设定的方向和路线演
化，没有线性的历史进化，而是“多线程”、不同步的演变。与 19 世纪欧洲
协调不同的是，当下世界各个大国具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明标准、意识形
态，如伊恩·布雷默所言：“冷战的胜利既没有恢复国际和谐状态，也没有
出现美国君临天下的局面。相反，它只不过是加快了新一代越来越自信的新
兴市场国家的崛起速度，而且每一个新兴市场国家都带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脆
弱性。”[2] 每个新兴国家最终都需要寻求一种与自己历史相适应的国际地位
和国家身份。
19 世纪欧洲大国政治的主题是霸权竞争与转移，而当下的大国政治的主
题是美国的霸权护持与其他大国“复兴”之间的竞争以及在不同的节奏和频
道上进行的博弈。其他大国的复兴是恢复历史上的“应有”地位，但是会被
美国理解为权力转移或者是挑战美国霸权地位。因此，多元权力中心时代的
大国政治改变了 19 世纪以来欧美主导的“中心 - 边缘”结构，也使得“帝国
式”的金字塔结构难以维系，而具有了系统性特征和全球性影响。“历史的
回归”对于美国来说是重新认知自身的优势和挑战，美国正在经历从威尔逊
式的扩张民主到杰克逊主义的美国本土优先和杰斐逊主义的小心翼翼地参与
国际事务的回归。哈斯认为：“夹在‘我们仍然是世界老大’和‘我们已经
输了’这两种牵动感情的看法之间的美国仍然拥有其他任何一国无法比拟的
实力。”[3] 基于美国实力和优势，“美国衰落”可能是一种选择，未必是一
种宿命，美国需要选择和界定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特朗普的“美国优先”
并不意味着美国衰落，而是美国回归自身实力建设。当然，这需要一个基本
前提：外部世界的威胁对美国影响较小，而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来自国内。
历史的回归或者“报复”是美国霸权秩序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国际秩

[1] [ 美 ] 罗伯特·卡根：《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陈小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3 年，第 18 页。
[2] [ 美 ] 伊恩·布雷默：《零国集团时代》，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3 年，第 56 页。
[3] [ 美 ] 理查德·哈斯：《外交政策始于国内》，胡利平、王淮海译，格致出版社，2015 年，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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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时空调整。从 19 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扩张，将非西方世界“卷
入”其中，并且将空间“时间化”了，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序列
之中，在地理上形成了“中心 - 边缘”的分野，而与之对应的是在时间上形
成了“文明 - 野蛮”之间的区分。市场经济、技术创新突破了农业文明的局
限，将欧洲带入了技术文明时代，工业革命赋予欧洲巨大的能量。通过殖民
的方式，欧洲人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等级性的国际秩序。二战结束之后，工
业化、城市化向全球扩散，现代化进程也全球化了，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大大
缩小了。“20 世纪不仅是西方时代发展到极致的时期，也是这一时代走向终
结的开始。”[1]“他者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西方主宰之
下的时空结构，发展时序的差距被消弭，“中心 - 边缘”结构趋于瓦解。多
元权力中心的国际格局是“中心化”国际秩序的终结，能否回到历史上的多
元权力并存的格局，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与以往历史不同的是，多元权力中心是在一个具有广度和密度的全球化
基础上的演化与重建。“地球村”的概念以及“世界是平的”代表着全球化
的乐观主义看法。与“时空压缩”并行的是现代国际体系实现了政治与经济
的分离与结构重组，以金融货币、贸易、技术、知识为代表的媒介实现了全
球体系广度和密度的极大扩展，甚至说“消灭”了空间。然而，“后帝国主
义时代的特点就是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趋势：一个是经济的全球化，另一个
是政治的分裂。前者无疑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增长的成果分配极不均衡。
后一个趋势主要与内战和政治动乱有关，它们是导致世界上较为贫困的国家
更加贫穷的重要因素。”[2] 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种不同的逻辑和发展速度，
造成了治理的难题，技术、资本、知识等经济发展要素在全球市场中进行配
置和流动，而劳动力的流动速度和范围大为滞后，市场经济提升了劳动生产
率，但是未能实现财富公平分配。多元权力中心的兴起与一个更具有广度和
密度的全球市场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加入到这一市场体系之中，才有可
能冲破“边缘”的束缚，跻身“中心”之列。全球化的进展并不是平滑的，

[1] [ 美 ]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钱
峰译，中信出版社，2011 年，第 386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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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 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中信出版社，2012 年，第 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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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非线性的，它是源于类似“现代化”的主导过程，它总是不平衡、不连续、
可逆转以及充满矛盾，促生了赢家和输家，并非自然之力而是人为推动。[1]
多元权力中心回归与“身份政治”的兴起密切相关。一方面，多元权力
中心引发新兴大国对于自身地位和身份的寻求和确认；另一方面，国家内部
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政治日渐凸显，文明的边界在国家、城市、社区内部出现。
在广度、密度的冲击之下，国际体系的“深度”（认同）没有得到与之匹配
的进展，从而造成了体系内部结构的失衡。国际体系的广度和密度的提升并
没有带来“深度”的融合，也就是利益、权力、认同的融合，而是进一步凸
显了“边界”的重要性。在涌动的全球化潮水面前是脆弱的政治堤坝，要解
决这一悖论和矛盾，要么对全球化“刹车”减速，要么整合与巩固政治信任
的基础。特朗普主义显然选择了后一种，在美国内外寻找和建立了一系列“边
界”，重建利益、权力和身份的边界，比如在美墨边境修建高墙，颁布新的
移民法，建立美国“产业堡垒”，强调白人被“反向歧视”等。
全球化背后的“速度革命”压缩了时空，但是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相反，在拥挤的时空之下，确认和放大了差异和分歧，造成了愈加严肃的“身
份政治”的难题。地缘政治再次成为国际秩序的尖锐挑战，一是国家构建和
国家治理的问题，包括欧洲国家也面临着内生的恐怖主义，文明冲突发生在
欧洲大都市内部，而不是欧洲与外部世界之间；二是欧亚大棋局的调整，特
朗普加速了欧亚大陆的地缘调整，从中东、欧洲向亚太转移。特朗普重建美
国的海权优势，对欧亚大陆进行“离岸平衡”。当然，他的战略调整带有强
烈的单边主义、强制外交的色彩，对美国的同盟体系进行了“紧缩”，虽然
遭到多方批评，但是盟国也难以反制美国。“美国可以在不招致制衡、制度
内在合作能力衰减、全球化收益不稳或者其国际角色的整体合法性崩坏等约
束的情况下，强硬甚至单边地推动国际体系的修订。”[2] 特朗普以其乖张的

[1] Philip Oltermann, “Angela Merkel and the History Book That Helped Inform Her
Worldview,” The Guardian, December 29,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dec/29/
angela-merkel-jurgen-osterhammel-the-transformation-of-the-world-book-germany.( 上网时间：2018
年 2 月 12 日 )
[2] [ 美 ] 斯蒂芬·G·布洛克斯、威廉·C·沃尔夫思：《失衡的世界：国际关系和美
国首要地位的挑战》，潘妮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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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风格，将美国的权力用到了极致，以极限施压、对等交易等方式实现美
国利益的最大化。
特朗普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多元权力中心时代的来临，美国从自由
国际主义霸权体系中“后撤”，留下了灵活外交的空间。已故美国战略家布
热津斯基认为“全球政治觉醒”正在重塑世界政治格局，“所谓全球政治觉
醒，它具有反帝的历史向度，反西方的政治向度，以及日益反美的情感向度。
在此过程中，它推动了国际政治中心的重大调整。”[1] 从美国主导的全球霸
权体系向多极世界的转型过程中可能需要经过一个“复合三角外交体系”的
过渡和中介，以此来构建新的全球秩序的地缘政治基础。毫无疑问，这对于
各个大国的外交智慧是巨大考验，而大国之间的竞争、互动与博弈的结果可
能会形成新的国际关系格局。
从外交过程的角度而言，国际关系可以化约为三角关系，换言之，三角
关系构成了外交研究的基本单元。罗伯特·杰维斯认为：“从有关体系的基
本概念中得出的最明显而重要的陈述认为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的：
任何一对国家间的现存的、潜在的和期望的关系，都会影响每一方与第三方
的关系，而且也会受到这种关系的影响。”[2] 三角关系构成了外交的系统，
任何两方都不是敌对关系，也不是同盟关系，围绕议题形成了灵活的互动关系，
国家所拥有的权力不仅来自实力资源，还来自于本国在互动关系中所处的位
置。灵活三角关系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中静态的“极”的冲击，换句话说，是
外交活动，而不是对“极”的分析，构成了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从
国际关系的“结构”转向了“过程”。从全球层面而言，中美俄欧四方形成
的复合三角关系构成了国际格局的基础，四方互动的性质和频度决定了国际
秩序的走向，为各国的外交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四方之间形成的三角关
系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容量”，彼此关系越紧张，合作越少，国际体系就越“紧
缩”。

[1] [ 美 ]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第二次机遇》，陈东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163 页。
[2] [ 美 ] 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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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俄三角关系影响全球战略平衡。美国和俄罗斯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核
大国。特朗普任内，美国从一系列军控条约中退出，还要求中国也加入到全
球核军控谈判中来。中美俄三角关系的核心议题就是全球战略平衡，尤其是
核威慑平衡。二战结束以来大国战略平衡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基础之上，
美俄在核威慑议题上的博弈，动摇了全球战略平衡。
中美欧三角关系主要决定全球经济秩序，包括自由贸易、技术合作、市
场秩序等。中美欧三方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三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到全球
贸易、投资、技术等各个领域。国际体系的广度和密度到了新的历史高点，
但全球经济的结构失衡也处于临界点。全球市场的铁律是走向更加统一的大
市场，但是市场经济秩序的成本如何分摊、市场规则的制定成为中美欧三方
争论焦点。围绕 5G 问题，中美欧三方形成了频繁而紧张的互动，美国不遗余
力地推销“清洁网络倡议”，对中国企业进行严厉的封锁和打压，以技术“脱
钩”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2019 年欧盟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对手”，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之后美欧推动产业回归，构建“产业堡垒”。在香港国安法问
题上，美欧采取了更加一致的立场和做法，拒绝承认和维持香港的特殊地位。
近年来，欧洲国家对印太地区的兴趣升高，法国国防部于 2019 年 5 月发表《印
太防务战略报告》，德国外交部于 2020 年 9 月发表有关印太地区的政策指导
方针《德国—欧洲—亚洲：共同塑造 21 世纪》。北约于 2020 年底发布《北
约 2030》，声称“必须更加认真地思考如何应对中国及其军事崛起”，还首
次将中国议题列入首脑联合声明。北约这一文件基本延续了欧盟将中国视为
“系统性对手”的判定，“中国最好被理解为全光谱的系统性对手，而不是
单纯的经济玩家或者只是亚洲地区的安全行为体”[1]。从中美欧战略三角关
系而言，中国越来越成为美欧关系的议题，尤其是成为北约战略转型的动力，
进而成为跨大西洋关系重构的纽带。欧洲大国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和介入，可
能导致两个重大而相互关联的后果：一是中美欧战略三角关系从全球经济向
地缘政治延伸，欧盟可能更多介入地缘政治议题，中欧美关系更加复杂（2020

[1] “NATO 2030: United for a New Era,” November 25, 2020, https://www.nato.int/nato_
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0/12/pdf/201201-Reflection-Group-Final-Report-Uni.pdf.( 上 网 时 间：
2020 年 12 月 1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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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中欧宣布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下一步将开展文本审核、翻
译等工作，力争推动协定早日签署）；二是北约的“全球化”，北约的关注
点延伸和扩大到印太地区，很可能会使欧盟卷入印太事务，增加中欧关系的
不确定性。维持中美欧灵活三角关系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至关重要，应避
免中美欧三角关系退化为阵营化对垒。就全球化秩序的图景来说，“美国提
供军事支持和技术，中国提供基础设施和出口市场，欧洲派出救援和治理顾问，
企业供应链理顺连接流程，这才是地缘政治的最优明星组合。”[1]
美欧俄三角关系在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已经成为欧亚大陆西端最
重要的外交关系。这一战略三角关系是冷战后欧洲秩序重建的继续，中东变
局以及难民危机将这一战略三角关系扩展到西亚、北非、高加索等地缘政治
的“破碎地带”。从中长期来看，美欧俄战略三角关系运转的前提是欧美关
系的松动以及欧俄关系的适度缓和。中欧俄三角关系还在演化之中，这一关
系框架影响超级欧亚大陆秩序的磨合与重建。从国际关系史而言，欧亚大陆
的分野是近代才出现的，英国脱欧之后的欧盟更具有大陆属性，中欧俄三方
互动关乎欧亚新陆权秩序的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际秩序的变迁，多元权力中心时代来临，既是历
史回归，也是“历史报复”。灵活三角外交关系既是多元权力中心时代的外
交形态，也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的构建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更为中美关
系的演化设定了基本的背景和框架。

三、中美关系共同进化的战略框架
过去几年来，特朗普政府频繁对华极限施压，不断挑战中美关系“底线”，
“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罕见的严峻局面”[2]。中美关系是当下世界上最
重要的双边关系。“从一开始，中美关系的前景就已经超越了它们能给我们
[1] [ 美 ] 帕拉格·康纳：《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
崔传刚、周大昕译，中信出版社，2016 年，第 338 页。
[2] “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美中贸委会 2020 年视频年度晚宴上的致辞”，外交部网站，
2020 年 12 年 10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dszlsjt_673036/t1839124.shtml。（上网时间：
202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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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带来的双边利益。我们的互动推动了整个世界向前发展。”[1] 推动中美
关系止跌回升，构建起比较稳定的互动框架，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2] 美国学者也认为，“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在
于对竞争的控制，避免使之发展到冲突的边缘，同时真正地扩展合作。”[3]
多元权力中心时代的来临使中美关系处于新的时空框架之下。最近几年
关于中美关系的探讨可以说是百家争鸣，但多数说法依然局限于西方历史的
经验之中——比如，“修昔底德陷阱”“权力转移”“新冷战”等皆是西方
典型的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战略博弈论。对于中美关系的论述，需要更加
宽广的历史视野。中美关系是复合三角外交体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已经
嵌套在全球与区域的各个层次与议题之中，而多元、灵活的复合三角外交体
系为中美关系的演化提供了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也为国际秩序演化创造了
更大的想象空间。基辛格认为：“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
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
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会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
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4] 基
辛格所设想的中美关系“共同进化”并非冷战式的阵营对垒或霸权更迭的竞逐，
而是两国在多元权力中心框架下基于议题和利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集合体。
中美关系既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同时又在这一秩序中互动，由此形成了中美
关系与国际体系的“共同进化”。
对于中美关系的演化来说，中美两国都是具有体系性特征的国家。特朗
普的“美国优先”既是美国作为体系性大国的特权，也折射出美国外交受制
于国内政治的特征。从美国战略周期而言，拜登政府依然处于这一长周期之中。
美国急需摆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且依赖债务”的困境，要“加紧推进与

[1] [ 美 ] 傅立民：《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王柏松、王在亮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346 页。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25 日，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25/c_1126786476.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3] [ 美 ] 沈大伟：《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丁超等译，新华出版社，2015 年，
第 19 页。
[4]

[ 美 ]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 年，第 5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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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及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建立起以北美为中心、横跨大西洋与太平
洋的单一贸易区”；同时，美国也要巩固战略威慑能力，包括核武器以及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优势地位。[1] 虽然外交政策学者已经看到了美国霸权战略
面临的问题，但是美国大概率仍将继续秉持霸权护持战略。中美关系共同进
化的焦点在于双边关系的界定，而美国如何界定中国的身份对双边关系发展
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特朗普政府击穿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底线，打破了竞争框架，使中
美关系滑向对抗与敌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特朗普对华政策出现了比
较明显的调整，中美关系的焦点从贸易摩擦延伸到多个议题，甚至形成了议
题绑定的态势。2020 年初，对特朗普的弹劾案结束之后，反华几乎成为华盛
顿的第一战略目标。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之后，特朗普放任蓬佩奥等人
的反华言行，尤其是蓬佩奥提出所谓过去四十年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
更为重要的是，蓬佩奥打破了 1972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形成的战略默契，
也就是不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两个危险的趋势：
一是对华关系呈现出“全领域对抗”的特征，从贸易、技术等功能领域延伸
到人文交流、意识形态等价值观领域，从军事战略到外交报复等各个层面；
二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呈现出白宫与国会的联动，不仅有各项行政令，还
在参众两院通过了一系列涉华法案，尤其是涉及香港、台湾等关系到中国核
心利益的法案，这些法案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跨越了总统任期以及党派之争。
第二，中美关系的性质在“竞争者”“对手”“敌手”之间徘徊，战略
竞争的框架受到冲击。目前中美关系的焦点是，美国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
为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而中国将美国的遏制视为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
位。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美国是地中海文明的现代形态，霸权更迭是
地中海文明的主要特征，也就是权力中心在地理空间的竞争；而中华文明是
在同一空间的兴衰，是周期性的更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时间上的更新，
而不是空间的转移。可以说，美国对华误解根源在于时空的错位，这也是中

[1] [ 英 ] 佩里·安德森：《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李岩译，金城出版社，2017 年，
第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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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实现“相互理解”的最大障碍所在。
第三，从战略周期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处于一个特殊节点，即美国
的相对衰落与战略收缩周期与中国的复兴与崛起周期的交汇。伊拉克战争与
阿富汗战争使美国软硬实力受损，金融危机使美国雪上加霜。而与之对照，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后经济快速崛起；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支柱力量；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之下，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GDP 已达美国总量的 70%。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
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
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在两国力量对比和发展阶段处于关键节点之际，中美需要认真审视和定
位对方。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指出“中美关系又来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头”，
呼吁双方“总结两国建交以来互利合作的经验，反思近几年两国关系陷入低
谷的教训，重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战略框架”。[1]
中美关系是多元权力中心格局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关系已经远远
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系统性效应。在多元权力中心格局中，中美关系演化
的战略框架是基于中美俄欧四方之间的灵活三角关系，中美关系的灵活性和
韧性有所增加。
中美共处于一个高度发达的全球市场，两国之间的竞争是同一市场体系
内的竞争，而不是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之间的竞争。“一旦形成了一个强大
的国际市场之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离开。无论哪个国家，只要离开了全
球的唯一市场就会落后，离开的时间越长，落后的速度就越快，到最后还是
不得已会返回这个市场。”[2] 特朗普政府对华大搞贸易摩擦及技术脱钩，本
质是要制造两个市场，但是中国政府坚持扩大开放，推进制度型开放体系，
让世界分享中国市场红利。在美国大选之后，东盟 10 国和中国、日本、韩国、
[1] 王毅：“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下的中国外交：为国家担当 对世界尽责——在 2020
年 国 际 形 势 与 中 国 外 交 研 讨 会 上 的 演 讲”， 外 交 部 网 站，2020 年 12 月 12 日，http://new.
fmprc.gov.cn/web/wjbzhd/t1839713.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4 日）
[2] 李录：《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中信出版社，2020 年，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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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新西兰共 15 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可否认，全球市场并非扁平化的，而
是具有等级性的，商品贸易处于市场的“基底”，技术、金融处于市场体系
的顶端，随着市场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劳工、环境等议题成为市场规则的重
要组成部分。一个具有广度和密度的市场是中美关系进化的基础，拜登上台
之后，中美关系的“市场”议题会从基底向上攀升，议题也会从关税向技术、
市场规则等议题转变，越来越集中体现在中美欧三方关于高水平自由贸易区
的竞争之中。
中美关系的地缘战略基础在于“共存”。“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平衡，
仍是中美“共存”的基本逻辑。中美战略关系内嵌于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之中。
除此之外，中美关系的地缘政治逻辑也内嵌于世界陆权与海权的变奏之中。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市场、推动跨区域经贸合作的
重大倡议。而美国对其进行对冲围堵的印太战略，因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
充满冷战思维，与时代潮流相悖，无法取而代之，二者亦将呈共存之势。
从历史传统和文明形态角度来看，中美都是具有文明传统的大国。美国
建国时间不长，但是传承了西方两千五百年文明秩序的因素。[1] 中华文明从
古至今，未有中断，在欧亚大陆东端演化出了独特的文明。在多元权力中心
时代，文明的“中心 - 边缘”“东方 - 西方”的界限不复存在，中美两国在
探求各自文明身份的同时也需要相互镜鉴并承担创造出新的全球文明的使命。
市场秩序、地缘战略以及文明形态共同构成了中美关系进化的基本框架
和底线。实现中美关系止跌需要构建两国关系进化的底线和战略框架，穿越“新
冷战”“修昔底德陷阱”的迷雾，夯实中美战略竞争的“底线”，为双方竞
合创造空间。“两国在发展相互合作关系方面应该‘上不封顶’，除了不结盟，
能发展多少就发展多少，但一定要做到‘下要保底’，就是绝对要避免冲突
和对抗。”[2]

[1] [ 美 ] 拉塞尔·柯克：《美国秩序的根基》，张大军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年，第 7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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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可能更具可预测性。特朗普政
府推行的“美国优先”以及各种“退群”行动大概率会被拜登政府终止。然而，
拜登极可能面对“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的沉重遗产，其根源在于拜登
将与其前任一样处于美国战略收缩周期，国内议题具有优先性，特朗普主义
“美国优先”中的某些成分或将得到延续。拜登已经表示会全面评估特朗普
政府对华政策遗产，其对华政策很可能会呈现出相当的延续性。中美关系在
特朗普执政时期经历了“极限施压”之后的“探底”，但也表现出具有相当
的韧性。在多元权力中心格局之下，中美关系已经内嵌到国际秩序结构之中，
成为国际秩序重构的关键一环。诚如基辛格先生所言，“重建国际体系是对
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1]。中美关系的共同进化需要“政治
决断”和“历史担当”，两国政府需要就双方之间的议题进行甄别，形成竞
争与合作的清单，而对于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的分歧则要“搁置”或“冻结”。
中美两国终归要在同一市场体系之下竞争与合作，“再全球化”是必然选择。
“技术脱钩”以及经济议题的“泛安全化”是对全球市场体系的冲击和扰动，
无益于增进美国的技术和商业利益。中美在关税、贸易平衡和市场规则等一
系列问题上存在观点分歧，需要进行磋商以求达成双方皆可接受的协议。在
诸如疫情防控、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中美需要突破意识形态的迷雾，
强化“增量合作”，拓宽两国关系共同进化的框架。
【完稿日期：2020-12-26】
【责任编辑：曹 群】

[1]

[ 美 ]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4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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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国际秩序专题
编者按：国际秩序是世界政治中最具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的
重大问题。国际秩序的走向，本质上就是“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人类又一次
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
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和命运。”
对此“时代之问”，追求民族复兴并已深度融入世界的中国，理应做
出自己的回答。值此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大国竞争加剧、国际秩序
“分”
“合”未定之际，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会同《国际问题研究》
《国际展望》和《外交评论》三家杂志，以“中国与国际秩序”为主题，
邀请近 20 位学者分别从历史与理论、观念与战略、议题与实践等不同
路径和维度尝试展开跨学科、全方位讨论，旨在聚焦中国在国际秩序
变革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思考中国与世界之关系，鉴往知今、寻幽
发微、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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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战后全球性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载体几乎涉及国际关系的所

有领域，总体上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二是国际经
济秩序。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主要体现为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美国主导时期、制度改革的源起和发展时期、自
由市场转向时期和国际秩序改革新时期。在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规则
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进入改革和调整的新时期。在维
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将是百年变局的一个
核心议程。考察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历程，将为思考新时期国际制度的
改革和发展提供历史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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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后国际秩序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要以主权国家间互动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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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系列国际关系的运行机制及其状态。其中，国际制度规则是战后国际秩
序的核心构成要素，此即国际关系的制度化。制度基于权力，因而国际关系
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规则是探讨战后国际秩序发展演进的两个关键环节。基
于国际关系权力结构的影响，战后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总体上由大国掌控，
规则变化不大。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战后国际经济秩
序在特定领域实现了阶段性规则调整和制度改革。

一、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体系发展演进脉络
从全球层面来看，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载体和运行机制几乎涉及国际
关系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二是范畴
更加广阔的国际经济秩序。
作为战后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的制度基础，《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以联
合国为组织基础的世界秩序，建立了以安理会为权力核心的全球安全机制，[1]
因此，联合国制度是战后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的核心。作为最具权威性的全
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是战后国际政治秩序最主要的制度载体，是处
理国际政治事务、磋商国际问题的主要论坛。与此同时，基于构建普遍性国
际安全制度的构想，《联合国宪章》明确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列为联合国
的第一项宗旨。为实现这一宗旨和目标，《联合国宪章》详细规定了一系列
有关和平与安全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由此奠定了联合国安全制
度的基本框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实践中，联合国还创新性地创建了
维和行动，以此作为履行安全职责的主要手段。因此，联合国制度既是战后
国际政治秩序的核心，也是支撑战后国际安全秩序的基石。
除联合国政治和安全制度之外，冷战格局亦是影响战后国际秩序发展演

[1] 余敏友：“联合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与中国的贡献”，《国际问题研究》2015
年第 6 期，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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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重要因素。缘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战后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中出现了以
欧洲为中心的冷战格局——雅尔塔体制。雅尔塔体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苏两国按照其战略意图，基于重新划定利益和势力范围而形成的两极格局，
其基本特点是：美苏两极对立，北约与华约对峙，以冷战为主要形式。[1] 基
于雅尔塔体制的冷战格局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和安全制度产生了重
要影响，极大地制约了战后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的发展，是战后国际政治和
安全秩序难以推进改革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看，联合国是战后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的普遍性制度基础，雅尔
塔体制则是美苏冷战对抗的平台，由此导致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
呈现出制度规范与集团对抗交织并存的复杂局面。冷战结束后，雅尔塔体制
瓦解，作为全球性政治和安全组织，联合国在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中的作用
更加突出，联合国改革亦被纳入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秩序是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机构和制度规则覆
盖领域广范是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突出特点。战后初期，美国主导建立了贸
易领域的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构筑起
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主体框架。此外，美国还主导构建了国际海洋制度、国
际海运制度和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等一系列多边制度，从而使战后国际经济秩
序规则体系初具规模。在多边制度的示范和带动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
度化历程进一步发展，逐步扩展到能源、环境、发展议程、对外援助等领域，
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权力结构是影响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国际权力结构发生变
化，塑造国际秩序的制度规则必将作出相应调整。在国际关系制度化背景下，
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主要体现为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总体来看，战后国
际秩序的历史演进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主导时期（20 世纪 40—50 年代）。在反法西斯联盟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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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英国、苏联、中国等大国参与支持下，美国主导了战后国际秩序相关领
域的制度设计和建构，并依托国际制度确立了美国在战后世界中的领导地位。
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美国借鉴并吸收集体安全和大国一致原则，在与苏联达
成妥协的前提下，主导建立了联合国体系及其国际政治和安全制度。在国际
经济领域，美国主导建立了国际经济关系的相关制度体系。从这一意义来看，
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体系的建立既是美国主导的产物，也是主要国家合作
参与的结果。
第二阶段：制度改革的源起和发展时期（20 世纪 60—80 年代）。20 世
纪 60 年代，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兴起，美国主导
的国际经济秩序开始面临挑战，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初现端倪。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中国家以联合国等相关国际机构为主要平台，掀起了
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第一轮高潮，国际经济新秩序倡议取得一定的阶段
性进展，[1] 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海洋等领域的制度规则均不同程度地
实现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发展导向成为这一时期国际经济秩序改革
的主线。
第三阶段：自由市场转向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期）。20
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政策思想，发展导向的制度改
革遭遇逆流，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革陷入低潮。冷战结束后，
新自由主义开始大行其道，发展导向的国际经济制度改革被新自由主义“华
盛顿共识”的国际议程所取代。在“华盛顿共识”影响下，发展中国家不同
程度地采取了背离本国国情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政策，引发了发展中
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一连串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恶果
接连暴露。
第四阶段：国际秩序改革的新时期（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发端

[1] 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倡议及其阶段性进展的论述，参见舒建中：《国际经济新秩序：
历史与现实》，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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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并殃及全球的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
的破产，美国国际经济领导地位遭遇重挫。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
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成为国际关系的新特征，由此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反思冷
战后国际秩序的建构问题，国际秩序改革进入新时期。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
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改革之外，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再掀高潮。在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增加了发展中
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与此同时，发展导向的规则改革亦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重要的议事日程。更为重要的是，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和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亚投行）的建立为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动力，是新
一轮国际秩序改革的最大亮点和突出特征。[1] 由此可见，在新一轮国际秩序
的改革大潮中，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一支耀眼的力量，是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的
主力军。
综上所述，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和发展主要依托涉及不同领域的全球性
国际制度，制度化是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
着国家间力量对比及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塑造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度规则经历
了相应的调整和改革。鉴于不同领域的国际制度改革均是在现行国际秩序的
框架内进行，因而具有改革和发展的属性。
同时应当看到，战后国际秩序改革在不同领域的进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政治和安全问题是国际关系的首要议题，是影响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其
改革发展更多地受制于国际权力结构和大国对外政策。在此背景下，尽管发
展中国家的普遍加入改变了联合国的成员国构成，但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和安
全秩序的制度规则并未出现重大调整和改革。相比之下，国际经济领域改革

[1] 关于金砖机制与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论述，参见黄仁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
与金砖国家崛起的新机遇”，《国际关系研究》2013 年第 1 期。关于二十国集团与世界新秩
序的论述，参见赵晓春：“G20 峰会与世界新秩序的演进”，《现代国际关系》2009 年第 11 期。
关于亚投行与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论述，参见舒建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国际金融
秩序”，《国际关系研究》201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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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较为突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海洋领域的制度改革取得阶段性
成果，是发展中国家寻求改革战后国际秩序的主攻方向。尽管各领域的制度
改革进展不一，但国际经济秩序特定领域的制度改革和发展无疑是战后国际
秩序改革的集中体现。

二、美国主导国际秩序及其制度体系的政策布局
国际制度是美国战后世界秩序设计的核心，在美国主导下，有关国家经
过长期艰苦谈判，最终在国际关系相关领域确立了相应的制度规则，实现了
国际关系制度化，并据此构筑起战后国际秩序的主体框架和运行基础。
为按照自身意愿和方式构建战后国际制度体系，美国进行了周密的政策
设计，灵活运用各种外交手段和技巧，主导建立了国际关系各特定领域的国
际制度，确立了美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具体而言，美国主导建
立国际制度体系的政策布局主要包括：
（一）结构性权力优势是美国主导国际制度的基础
在对外政策实践中，美国始终坚持实力原则并将其奉为对外政策的圭臬。
同样，在设计规划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体系时，强大的实力依然是美国得
以依托的坚强后盾。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山姆大叔”立刻意识到美国将在战后
拥有强大的实力优势地位，创造“美国世纪”的时机已经到来。基于这一战
略构想，美国旋即开始擘画美国领导下的战后世界秩序。美国政策设计者和
决策者坚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政治和经济实
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因而拥有足够的手段以承担全球秩序，包括国际经济秩
序的领导权。[1] 在诸多权力构成要素中，美国尤其注重经济实力的作用，认

[1] Robert A. Pollard,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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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其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政治和战略目标提供了独一无二的
机会。[1] 由此可见，美国注重从实力的角度看待其在战后世界中的地位，实
力优势是美国重塑战后世界秩序、主导建立国际制度体系的基础。美国主导
创建国际制度体系的政策手段表明，实力将从根本上决定国家在国际体系中
的地位，同样，实力也将决定国家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
（二）国家利益是美国主导国际制度的根本出发点
在主导设计和筹建战后国际制度进程中，国家利益是美国政策计划的基
本依据。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筹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及
其制度规则无疑顺应了国际社会的呼声，但美国主张建立普遍安全制度的政
策更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目的在于通过主导国际政治和安全制度，服务
于美国的国际安全战略、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同时借助国际安全制度确立
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建立在多边贸易和金融稳定基础
上的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对于美国扩展对外贸易、维持经济繁荣、巩固实
力地位至关重要，这是美国设计并主导建立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度的最基本利
益目标。此外，按照美国的政策计划并依托综合实力优势确立新的国际海洋
和国际民用航空制度，对于维护美国在相关领域的优势和主导地位，拓展美
国国家利益，同样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因此，以国家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
设计并塑造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体系，是美国主导建立国际制度体系的一
个重要路径。
（三）政策创新是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规则的关键环节
以国际制度规范特定领域的国家间关系是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政策
创新，其含义是以确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作为制度核心、以订立国际条
约或国际协定作为制度载体、以建立国际组织作为制度保障，进而构筑国际

[1] Robert M. Hathaway, “1933-1945: Economic Diplomacy in a Time of Crisis,” in William
H. Becker and Samuel F. Wells, Jr., eds., Economics and World Power: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Diplomacy since 178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7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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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体系，实现国际关系的制度化，并以此塑造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1]
在规划战后国际秩序之际，美国对国际制度予以高度重视，除强调有关国家
应在美国提出的政策计划基础上签署相应的国际条约或协定之外，还明确提
出应建立相应的国际组织以保障相关国际规则的实施。因此，美国国际制度
战略的政策创新包含了国际规则、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等三个制度化维度，
而相关领域国际关系的制度化则成为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环节。
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另一个政策创新是寻求国际制度的多边化，其
基本含义是以多边形式框定国际制度的三个基本维度——国际规则、国际条
约和国际组织，即实现国际规则、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多边化。毫无疑问，
美国倡导建立多边国际制度从根本上仍旨在服务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决策
者深信，通过在多边基础上按照美国的政策计划和制度模式重塑战后国际秩
序，美国将可以利用多边的途径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行为，进而确立美国的
世界领导地位，维护美国的世界权力。[2]
综上所述，结构性权力优势是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体系的权
力基础。凭借权力优势，美国在国际关系相关领域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计划，
并运用外交谈判手段推动美国政策计划的实施，最终按照美国的政策目标和
利益取向主导相关领域国际制度的建立，构筑起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
制度基础。因此，政策设计、外交推动和规则生成是美国主导建立战后国际
秩序及其制度体系的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主导创建战后国际制
度的主要政策布局是：以实力优势作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作为政策出发点，
进而设计制定具有创新性的政策计划以及具有可操纵性的谈判方案，同时运
用积极有效的外交手段，推动国际规则的形成以及国际制度的建立。

[1] 有关国际制度与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详细论述，参见门洪华：《霸
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43-219 页。
[2] G. John Ikenberry, “Multilateralism and U.S. Grand Strategy,”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Ambivalent Engagement,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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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路径与启示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国家间力量对比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
战后国际秩序开始进入调整时期，国际制度改革的趋势初现端倪。进入 70 年
代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国际秩序改革
之声风起云涌。实际上，正是发展中国家掀起了国际秩序及其制度改革的第
一次高潮，并在国际经济领域取得一定的阶段性进展。因此，战后国际秩序
演进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是，改革是战后国际秩序发展变革的主线，是相关
领域国际制度顺应国际关系变迁的应有之义和必然选择。透过战后国际秩序
的改革之路，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一）发展中国家是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的中坚力量
20 世纪 60 年代起，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体系开始经
历调整和改革，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领域和国际金融领域。在国际贸易领域，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推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制度“肯尼迪回合”实现了关
税谈判方式的改革。在国际金融领域，国际金融公司和国际开发协会的建立，
世界银行初步实现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融资结构改革。
随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一大批亚非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并开
始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以万隆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七十七国
集团的建立为标志，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不断壮大。20 世纪 70 年代，为
维护自身发展利益，发展中国家推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制
度改革。在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推动关贸总协定制度正式确立了普惠制以
及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促使多边贸易体系第一次实现了发展导向的规则改
革和制度创新。[1] 在金融领域，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1] 舒建中：“美国与‘东京回合’：贸易霸权面临新挑战”，《美国研究》2018 年第 2 期，
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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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开设并拓展了面向经济发展的融资渠道，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融资能力，
标志着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1] 在国际海洋制度的发展
和改革方面，发展中国家推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 12 海里领海原则、
专属经济区规则和国际海底制度，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海洋制度创新中
发挥的积极作用。[2]
总之，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战后多边贸易制度、国际金
融制度、国际海洋制度均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规则改革和制度发展，集中体现
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和发展成果。此后，改革和发展成为国际经济秩
序及其制度规则发展演进的基本内涵和主线，发展中国家成为倡导并推动国
际秩序改革的一支不容忽视的中坚力量。
（二）发达国家的权力优势是制约国际秩序改革的关键因素
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国际秩序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
国家凭借自身权力优势，成为影响和制约发展中国家改革努力的主要因素。
总体上讲，发达国家对国际秩序改革的钳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发展中国家推动的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基本上是局部的规则改革，
且改革成果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发达国家的掣肘。在贸易领域，普惠
制的具体实施仍然面临发达国家设置的附加条件、甚至非贸易领域条件（诸
如政治条件）的限制，具体的普惠制方案（包括普惠制的实施范围、对象、
条件和期限）均由发达国家单方面确定。鉴于此，普惠制的主导权依然实质
性地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达国家在普惠制的具体运转中仍然拥有最后决
定权。在金融领域，由于发达国家的阻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
投票模式与决策机制改革进展缓慢，发展中国家对国际金融组织及其决策过
程的影响力仍然十分有限。
第二，在发达国家占据总体权力优势的领域，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努力几

[1] 舒建中：《国际经济新秩序：历史与现实》，第 116-124 页。
[2] 同上，第 189-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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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没有取得积极进展。在安全领域，冷战时期的国际安全制度基本上由美国
和苏联两大国操控，发展中国家尽管发出了改革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呼声，但
收效甚微。在国际货币领域，凭借美元霸权的制度惯性及综合实力优势，美
国推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牙买加体系的建立，以美元本位制取代黄
金—美元本位制，实现了美元霸权形式的根本性转变。[1] 战后国际货币制度
几乎完全由美国主导，集中显示了美元霸权对国际货币秩序的影响力。在国
际海运领域，尽管发展中国家借助联合国发起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
海运制度改革，但由于国际关系基本权力结构制约及发达国家的强力抵制，
国际海运制度改革远未达到发展中国家的预期目标。[2] 在国际民用航空领域，
美国凭借航空权力优势，设计并构建了芝加哥—百慕大机制，确立了美国在
国际民用航空领域的主导地位。[3] 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依托综合性权力优势，
主导“开放天空”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正是基于强大的结构性权力优势和航
空权力，战后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基本由美国主导和推动。
由此可见，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实现国际秩序改革的进程中，发达国家的
权力优势始终是制约因素。一方面，从结构性权力角度看，以美国为首的发
达国家在经济、军事、金融和知识等领域中长期占据权力优势地位，根本性
地影响着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规则的发展走向和改革历程。另一方面，战后国
际秩序及其制度规则主要由美国主导制定，西方导向的国际制度成为统领战
后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规则基础，由此形成的制度惯性和制度依赖增加了
国际制度改革的难度，发达国家的制度权力成为影响战后国际秩序改革的又
一个重要因素。
（三）国际秩序的制度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历程证明，秩序依托制度，制度基于权力，国际权
[1] 舒建中：“试论美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3 期，第 181 页。
[2]

舒建中：《国际经济新秩序：历史与现实》，第 245-268 页。

[3] 舒建中：“美国与战后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的建立”，《美国研究》2015 年第 4 期，
第 126-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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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构是影响国际秩序及其制度体系发展改革的最核心因素。鉴于发达国家
在国际权力结构中依然占据总体优势，国际制度已经涵盖了国际关系的所有
领域，发展中国家倡导并推动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规则的改革进程只能是渐进
式和阶段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推动多边贸易制度、
国际金融制度、国际海洋制度实现阶段性改革，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经济全
球化的深入发展，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存在广泛的利益交
融和相互依赖，离开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亦将失去经济发展和稳定的空间。
在此前提下，发达国家才愿意部分地接受规则改革和制度发展。因此，在拥
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倡导改革议程，是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的
着力点和突破口。更为重要的是，鉴于权力是实现国际秩序及其制度改革的
关键依托，发展中国家应致力于发展并壮大自身实力，尤其是增强经济和技
术实力，以此稳步推动国际秩序改革向纵深发展。
冷战的结束为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其中，改革以
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成为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议程，拓展了国际经
济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范畴，新兴大国成为推动国际制度改革的生力军。以金
砖机制、二十国集团机制、亚投行的建立为标志，新兴大国推动国际金融制
度实现了新的改革和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进入调整的新时期。在维
护战后国际秩序前提下，国际制度改革和发展将是百年变局的一个核心议程。
考察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历程，将为思考新时期国际制度改革和发展提供历
史启迪。毫无疑问，百年变局背景下的制度改革和发展议程纷繁复杂，关乎
世界和平与发展。鉴于战后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
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规范与机制，因此，尊重战后国际秩序的本原设计，
推动国际秩序回归《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
作共赢的基础上寻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成为战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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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重构与创新的首要议题。[1] 在国际经济领域，国际贸易、国际货币金融、
国际海洋领域的制度改革既是传统议题，同时也是新时期国际秩序改革的重
要内容。此外，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寻求构建并创新文化交流、公
共卫生、社会安全、生态环境和网络空间等领域的国际关系新规则，同样是
新时期国际秩序及其制度改革的重要议程。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及其制度建构为新时期国际秩序改革和发展议程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动力，“海
上丝绸之路”和“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
追溯国际海运秩序（包括国际海运航线规则和国际港口规则等）和国际民用
航空秩序（包括国际民用航空规则和民用飞机贸易规则等）的历史演进，创
新国际海运和国际民用航空领域的议程设置和制度设计，将为包括中国在内
的新兴大国参与国际秩序改革和发展进程开辟更加广阔和更加有为的空间。

【完稿日期：2020-12-31】
【责任编辑：李

静】

[1] 姚遥：“中国的新国际秩序观与战后国际秩序”，《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5 期，
第 5、17-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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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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键 词〕国际秩序、国际制度、自由主义、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达巍，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1 期 00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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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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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ⅩⅤ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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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cPar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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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稿日期：20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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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建制派回归，多边停滞和瓦解的态势可能减弱，
未来全球治理秩序将呈现出大国回归多边博弈的基本态势。美国建制派
回归后，对华“规锁”将呈现升级态势；将从疫情期间主客观“脱钩”
逐步过渡到选择性“脱钩”，全球价值链呈内卷化；美国欲强化同盟政治，
试图按价值观划界；系统内其他国家不愿选边站，表现出“骑墙”姿态。
为此，中国亟需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改革、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
能力、重视经济安全并避免“脱钩悖论”、求同存异及推动功能性领域
合作、注重国际国内“双层博弈”等方面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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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既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出现了松动。一
是东升西降，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合法性和有效性不足的问题，亟需改
革升级。[1] 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其他
[1] 具体而言，新兴市场经济实力上升，为全球治理做出的贡献增加，但在既有体系中
难以得到体现；加之主要西方大国在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时表现出治理能力不足
等问题，亟需更多的国家共同承担责任，参与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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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崛起提供了便利条件，不利于美国霸权护持，因此一再破坏现行治理
体系的运行乃至退出，这一点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尤为突出。在多重因素共同
作用之下，全球治理体系呈现出停滞、瓦解与重塑的突出态势。随着美国总
统选举结束，建制派回归，多边停滞和瓦解的态势有可能减弱，未来全球治
理秩序将呈现出大国回归多边博弈的基本态势，且这种回归可能更多是在多
边层面上延续竞争。这种态势的延续与否决定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外
部环境，因此有必要对其深入分析，以助研判应对。

一、全球治理体系的突出特点：
停滞、瓦解与重塑
整体而言，截至 2020 年美国大选前，全球治理体系呈现出多边停滞、
瓦解和重塑的特点，该特点在未来有延续的态势，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有
所加强。
首先，大国竞争致使多边机制停滞、瓦解，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压力凸显。
大国博弈折射到多边秩序领域。在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贸易组织（WTO）、
《巴黎协定》等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中，美国的基本策略是减少提供公共产
品和“退出”，甚至为了削弱中国日渐上升的影响力而破坏或迟滞相关机制
改革。
这一现象在国际贸易领域最为突出。2019 年底，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两
位大法官任期届满，但由于美国阻挠并没有能够及时补进，该机构因法官出
席数不足而陷入停摆困境。以 WTO 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治理架构曾是美国维持
全球贸易秩序和护持其全球领导权的重要渠道，然而，近年来作为该秩序首
创者、维持者和最大获益者的美国却声称，中国是既有国际贸易秩序的获益者，
美国则是利益受损者；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跃升得益于 WTO 框架下的国
际贸易秩序。因此美国对 WTO 职能维系和体系改革态度消极，甚至一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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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 [1]。2020 年 5 月至 8 月，共和党和民主党先后提出了美国退出 WTO 的提案。
民主党虽更为偏好依托多边机制，在重视美国的相对收益这一问题上却与共
和党保持一致。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不少 WTO 成员开始寻求借助替代方案降
低或缓解多边仲裁停滞带来的负面影响。2020 年 1 月，中国、欧盟和澳大利
亚等 17 个成员倡议建立临时仲裁安排。虽然该临时安排对缓解仲裁机制停摆
造成的国际贸易震荡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在美国这一关键大国缺位的情况下，
该机制乃至 WTO 整个机构都面临职能弱化的难题。
此外，全球治理体系呈现重塑态势，动力源与表现形式亦不相同。一种
重塑形式是大国主观上的重塑，或曰将“战火”烧至多边，主要表现为特朗
普政府在双边和多边构筑对华排他性机制。借助双边施压，美国与部分国家
或传统盟友先后达成了《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和《美日欧自贸协定》
等安排，其中部分条款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色彩。例如，USMCA 第 32 章指出，
“任何一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应许可其他各方
在发出通知六个月后终止本协议，且以缔约方之间的协议取而代之”[2]。该
条款一经出台，就被称为“毒丸条款”，带有明显针对他国、服务美国贸易
战需求的色彩。此外，2020 年 5 月 30 日，特朗普政府声称要推迟原定 6 月
召开的七国集团（G7）峰会，并希望邀请俄罗斯、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参
会，进而用 G11 或 G12 替代此前已经过时的 G7。美国从经济、安全和政治领
域构筑排他性小圈子的行为，还包括针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出“蓝点网络”
等倡议、针对网络安全提出“净网计划”，等等。上述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重
塑着既有的全球治理秩序，表明美国试图建立独立于中国的“平行体系”。[3]
从这个意义上看，虽然特朗普政府重双边轻多边，但并不是真正意义地抛弃

[1] Keith Johnson, “U.S. Effort to Depart WTO Gathers Momentum,” Foreign Policy, May 27,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27/world-trade-organization-united-states-departure-china/.
（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0 日）
[2]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united-states-mexico-canada-agreement.（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0 日）
[3] 任琳等：“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复杂性分析——以亚太地区经济治理为例”，《国
际经贸探索》2020 年第 10 期，第 100-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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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而是在多边中强调竞争性。
另外一种重塑则是系统内其他国家的自保性举措，表现为区域一体化。
面对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特别是美国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退出多边机制等
行为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部分国家和地区选择抱团取暖，借助区域一体化
抵消外部风险。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暂时性休克，使一
些国家更加认识到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在这种重塑动力源的驱动下，全球
各区域内的向心力皆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虽然掣肘于既有问题，欧盟一体化
进程暂遇坎坷，但区域内主要国家并未放弃一体化努力。亚太地区在诸多区
域一体化努力中表现最为显著，在 2020 年 6 月的东盟峰会上，各成员国领
导人倡议进一步推进一体化进程，建立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创新性和有弹
性的东盟经济共同体。[1]《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 2020 年
11 月达成，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 的达成将给区域带来诸
多利好。例如，各成员整体上对非常高比例的产品实行零关税，将有利于促
进区域内货物贸易的增长；各方在服务贸易章节作出了高水平承诺，将有利
于带动区域内服务贸易增长。中日韩作为区域内重要的经济体均对区域一体
化的趋势持积极态度，这也是该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保障。

二、美国对华政策影响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
中美关系是影响全球治理体系的最重要变量。随着拜登在美国总统选举
中胜出，美国传统建制派回归，将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新的影响。
第一，美国建制派回归，强调改革全球治理秩序，对华“规锁”可能呈
现升级态势。[2] 被拜登委以重任的沙利文曾指出，美国利益的实现也有助于

[1] ASEAN, “Final ASEAN Leaders Vision Statement on a Cohesive and Responsive ASEAN,”
June 26, 2020, https://asean.org/storage/2020/06/Final-ASEAN-Leaders-Vision-Statement-on-a-Cohesiveand-Responsive-ASEAN-final.pdf. （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2 日）
[2] David A. Wemer, “Adviser on Biden’s Foreign Policy: Start at Home and Repair Alliances,”
Atlantic Council, August 21, 2020,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adviser-onbidens-foreign-policy-start-at-home-and-repair-alliances/.（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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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利益的实现，美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分担治理成本，这种正和思维实
际上在全球层面上借助国际制度建设增进了美国的力量。[1] 相比 2020 年初全
球治理单边盛行、双边增多、多边停摆，特别是 WTO 等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
改革停滞的情形，未来大国博弈可能回归到全球多边平台。在这种背景之下，
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规锁”可能成为中国在中短期内面临的最主要外部挑战。
“规锁”指的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
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
以内”。[2] 它描述的是发达国家妄图借由多边国际规则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价
值链的中低端，进而限定中国实力增长的范围。
相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单纯排他和对华“脱钩”，随着民主党上台，未来
美国对华“规锁”并不阻止中国融入多边国际规则，而是要与盟国一道，借
助多边规则，[3] 将中国锁定在让发达国家感到舒适的某个位置上。实际上特
朗普政府虽然一再破坏或退出多边国际组织，但并不拒绝使用规则作为其限
制竞争对手的战略选择，只是特朗普将美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例如
援引所谓的“国家安全条款”对中国公司发起“301 调查”，意欲限制美国
对华科技转移，遏制中国科技的进步势头。与特朗普政府认为多边贸易规则
无法约束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而采取 WTO 框架之外的手段来对付
中国有所不同，美国建制派更偏向于将这种有针对性的打击行为运用在多边
国际规则之内，通过提高规则门槛，遏制中国科技增长势头，限制中国实力
上升带来的战略竞争。不管美国采取哪种形式的“规锁”行为，在短期内都
将给中国企业带来诸多挑战，但如若中国可以增强自主研发能力，提升国际
竞争力，积极参与规则谈判与制定，危机反而能有效地转化为发展机遇。
第二，主客观“脱钩”皆有显现，选择性脱钩现象愈发明显，全球价值
链呈现内卷化趋势。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发生间歇性的脱钩，
[1] Jake Sullivan, “America Can Still Lead the World, ” The Atlantic, January-February, 2019,
pp.76-85.
[2] 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
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 年第 7 期，第 24-25 页。
[3] Joseph R. Biden Jr., “Building on Success,”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5, 2016, pp.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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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估数据显示，受
疫情影响，2020 年全球经济将收缩 4.2%，虽相较 2020 年初的低预期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复苏，但各国经济复苏的情况不平衡。其中，中国 2020 年国内生
产总值（GDP）增长率为 1.8%，排除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的影响，2021 年预计
为 8%，2022 年为 4.9%；相比之下，美国 2020 年 GDP 收缩 3.7%，2021 年和
2022 年增长率将分别为 3.2% 和 3.5%；欧元区 2020 年 GDP 收缩 7.5%，2021
年和 2022 年将分别增长 3.6% 和 3.3%。[1] 随着疫苗的推出，疫情有望缓解，
世界经济交往活动将逐步恢复，疫情带来的客观脱钩也将逐步缓解。
除了客观“脱钩”现象，大国间的主观“脱钩”近年来亦有增加。主要
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脱钩”政策，例如呼吁与安全相关的高科技生产回归
美国本土或转到美国盟国，采取限制技术类出口清单，或者援引“超级 301
条款”针对他国高科技企业。[2] 在疫情暴发之初，美国一些高级官员称疫情
有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疫情确实加剧了美国在华企业的担忧，导致部分公
司重新评估在华供应链并减少在中国的生产。美国国会还利用疫情呼吁减少
美国在处方药、医疗用品和其他关键资源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一旦出现彻底
脱钩，美国将损失最重要的商品供给方和国债资金来源，中国也将失去巨大
的海外需求市场。
相对于冷战时期的全方位“脱钩”，拜登团队在未来可能更强调选择性
的“脱钩”，在 5G、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关键高科技领域或所谓的安全相关
领域的技术类产品采取部分“脱钩”。通过部分断供、加大在美技术公司的
资产审查、收紧知识产权政策，进而在部分关键领域内形成对华“卡脖子”
的遏制战略。实际上，恰恰是美国的“脱钩”战略和行为致使诸多中国企业
不得不收缩产业链和供应链，寻求价值链安全。可见，美国是主动收缩乃至
遏制，而中国企业是为了应对外部压力而不得不做出应对。此外，在美国制
造大量不确定性风险之际，世界其他国家皆在思考如何确保经济安全。加之

[1]

数据来源：http://www.oecd.org/economic-outlook。（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2 日）

[2] 任琳、黄宇韬：“技术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国家与市场逻辑的博弈”，《世界经
济与政治》2020 年第 5 期，第 131-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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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个主要经济体的被动或主动的经济活动收缩行为，全球价值链的内卷
化倾向有所显现。拜登政府在战术层面可能会更加有选择地“脱钩”，而不
是全方位“脱钩”，以免过度损害美跨国企业利益，但在战略层面上，拜登
政府将与特朗普政府一样，在技术领域内加强对华竞争。
第三，拜登政府欲强化同盟政治，试图按价值观划界，[1] 倡导“平等”
的伙伴关系。[2] 相比特朗普政府倡导 G7 扩容、“净网计划”和“蓝点网络”
等构筑排他性小圈子的举措，拜登政府将更加强调按价值观划界，组建所谓
的“民主国家关系网”。例如构建 D10（由 G7 和澳大利益、韩国和印度等亚
太地区主要盟友、伙伴组成），协调所谓“自由世界”，应对来自俄罗斯和
中国的挑战。[3] 拜登强调价值观划界的原因还在于，疫情加剧了美国对中国
治理模式优越性的担忧。中国应对疫情的成功，使自身治理模式的吸引力越
来越大；美国应对疫情不力，乃至威胁不支持 WHO 的“退缩行为”在某种程
度上表明其责任感、领导力和权威性不足。美国担忧疫情可能使中国成为应
对流行病的全球领导者，中国治理模式优越性的国际舆论支持上升，可能从
根本上改变美国在全球政治中的地位。加之特朗普政府中止向 WHO 缴纳会费，
而中国承诺向 WHO 提供资金，使美国认为中国正在逐渐取代美国的角色，建
立全球领导地位。
拜登主张缓和因特朗普政策受损的盟国关系，也是希望盟国为各自的防
务投入更多，这反映出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为盟友提供公共产品能力下降。[4]

[1] “2020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July 21, 2020, https://www.demconven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20/07/2020-07-21-DRAFT-Democratic-Party-Platform.pdf.（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2]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2, 2020,
pp.64-76.
[3] Ash Jain and Alex Pascal, “Alliances First: Joe Biden’s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Reshape
Global Ord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December 1,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print/blog/buzz/
alliances-first-joe-biden’s-historic-opportunity-reshape-global-order-173564. （ 上 网 时 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4] Richard Haass, “Repairing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9, 2020, https://www.
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1-09/repairing-world. （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曰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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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盟国的需求程度上升，但能够为盟国提供的东西却越来越少。这也是
美国强调价值观划界、诉诸平等伙伴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各国外交日趋务实，不愿在中美间选边站队，表现出“骑墙”姿
态。虽然拜登政府可能更偏好回归同盟政治，但部分国家持务实外交和“骑墙”
态度，不愿意轻易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即使是作为美国传统盟国的发达国家
在表态的时候，也是愿意和中国保持有选择性的合作关系，并未作出一边倒
的姿态，只是在部分议题领域内选择追随美国。例如在高技术出口控制与知
识产权规则方面，美欧日的一致性相当高；在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多元化、
维护多边主义方面，中欧日存在共识；在气候变化、卫生治理、中导条约等
其他领域，中欧存在诸多共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域，中日韩存在一定的
共识。在是否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全面“脱钩”的议题上，欧日暂且未有
明确的表态，迫于美国压力，部分盟国表现出追随美国、不欢迎华为的 5G 业
务、抬高对华贸易和技术壁垒的现象；但欧日同样需要在经济领域与中国保
持紧密合作，只是选择性地在高科技领域和知识产权相关议题方面对华施压。
即便面对拜登政府上台、同盟政治回归的情况下，西方部分媒体炒作形
成各以中美为中心、彼此对立的“平行体系”[1] 的可能性也并不大，主要原
因有三。一是特朗普虽然卸任，但美国依然会笼罩在特朗普主义的阴霾之下。
特朗普主义其根源是全球化带来的、美国国内长期累积并未妥善处理的收入
差距拉大、族群分裂严重等经济社会问题，在对外政策中表现为民粹主义、
孤立主义以及“美国优先”，一再要求北约国家恪守盟国义务的同时，增加
防务投资，这种外交姿态和物质基础无法引领盟国的彻底跟随。二是随着各
类新安全风险出现，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只有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才能予以有效应对。美国盟国亦持有治理相关问题的功能性诉求，且面临美
国政府不断变化的态度，它们依然在自行诉诸多边，寻求问题解决。例如在
美国间歇性缺位的情况下，不断恶化的气候变化问题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应
对；新冠疫情影响之下，美国却一再伤害 WHO 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乃至采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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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断供及威胁退出等行为。三是美国滥用制裁，霸权公信力下降，盟国自
我保护意识上升，抱团取暖现象多现。滥用经济制裁和失信于国际社会的诸
多行为，不仅使美国的强制脱钩和胁迫盟国选边站队的行为难以取得预期效
果，更是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美国的公信力，间接伤害了美国霸权。[1] 例如，
美国一度滥用其拥有的金融霸权，借助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结算
系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采取经济活动监控、金融制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
滥用行为驱动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诉诸躲避类似风险的去美元化或超越现有
美元支付系统的替代选择。

三、积极应对全球治理新变化
面对上述旧问题和新挑战，中国亟需思索相应的战略应对。对内保持战
略定力，以不变应万变，对外要积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开放和参与应
对孤立和遏制。
第一，理性务实参与全球治理，谨防少数国家“工具化”多边主义的行为。
在美国退出国际组织、加剧全球治理赤字之际，中国应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根据自身能力、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需求强度等标准，本着理性务实
的态度提供公共产品。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并非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承担
的，需要世界各国共同提供。为了填补全球治理赤字，需要全面动员各方力量，
灵活运用公共产品融资方式，例如在疫情治理和疫后经济纾困方面，为欠发
达国家和地区提供融资，与二十国集团（G20）其他成员国及 WHO、IMF、世
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一道，借助多方渠道和多种方式动员融资。
一旦拜登政府如各方预计那样采用多边路径、联合盟友对华施压，中国
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外部环境将随之发生变化，中国应强调参与全球治理的
目标是支持稳定的全球治理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
向改革。发达国家推动改革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是谋求制度的非中性利益。因此，
[1] 任琳、孙振民：“大国战争之外：权力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当代亚太》2020
年第 1 期，第 133-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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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警惕发达国家“工具化”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的行为，而实现全球治
理的“中性化改进”才符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此，在全球治
理改革中，应强调改革过程和目标的民主化、中性化与公平性，积极参与并
提高参与能力、提供改革方案且增强制度性话语权，维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利益。
第二，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在较有经验的领域分享中国经验，发
挥引领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社会的确要对一些概念、问题和议题进
行重新定义，或曰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现代化”改革；中国亟需与时俱进，
借助丰富的实践，增强倡议规则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例如在电子商务领域，
中国企业拥有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非常熟悉领域内规则现代化的
现实需求。如若能够从这些实践经验中提炼出亟需定义和更新的新问题、新
概念和新规则需求，将有助于中国参与到相关全球治理规则的现代化进程当
中去。在部分领域内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谈判，提出中国对这些概念的认知，
拿出可行的现代化方案，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对话，也将有助于寻求国际一致。
在这个意义上，借助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规则现代化进程，有助于
将各经济体的差异、矛盾乃至冲突放置到规则体系之下，缓解争议、管制冲突、
降低风险。
第三，既要重视经济安全，又要避免“脱钩悖论”。一方面，面对美国
的主观脱钩，中国需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健全产业结构，保障产业链安全。
对于“卡脖子”高科技领域的被动脱钩现象，须重视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能力，
降低脱钩带来的减产或停产风险。只有客观统筹产业布局，确保平衡发展，
才能避免部分产业转移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另一方面，还要避免“脱钩悖论”，
即在信息不充分和互信欠缺的情况下，各自收缩价值链到本国，反而导致损
害经济全球化创造世界大市场产生的规模效应和分工专业化效应，这对各自
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而言都是不利的。因此，有必要积极营造互信的氛围，
充分且理性地认识共同利益之所在，为良性竞争和技术进步创造良好的国际
市场氛围，避免引发恶性竞争、各自隔绝和实际脱钩。实际上，在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领域，只有诉诸国际合作，才能攻克技术难题，应对新安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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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繁荣与发展。大国间相互依赖如此之深，利益相互依存度如此之高，以
至于谁都不能接受爆发激烈冲突的可能，经贸挂钩作为和平稳定的“压舱石”，
是夯实国际秩序稳定的基础，也符合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第四，求同存异，推动功能性领域合作，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面
对外部的孤立和封堵，中国应坚持对外开放，依托联合国、世界银行、IMF
和 G20 等多边国际组织和平台，以及 “一带一路”倡议、上海进出口博览会、
自贸试验区等新兴开放平台，不断探索寻求对话、对外开放、开拓合作的新
模式。这不仅是练好内功、寻求对接全球优质资源的努力，也是中国切换发
展新动能、提供发展新机遇的窗口，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颇具吸引力。此外，
寻求与特定发达国家推动功能性领域合作，有助于开展务实合作，化解外部
战略压力。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国家之间愈发没有全方位的宿敌，也没
有全方位的伙伴，
而是根据不同议题领域内，
各国感受到的利益攸关度 [1] 不同，
进而选择诉诸合作或是冲突。推动功能性领域合作就是为应对某一领域内的
共同挑战，国家之间结成类似联盟关系，这种合作方式打破了南北国家之间
泾渭分明的发展差异，更为强调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关系。随着美国建制派
回归，中国除了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多边合作之外，通过推
动功能性领域合作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内开展务实合作，特别是与美国传
统盟国之间开展对话合作，不仅将有助于塑造积极的外部氛围，还符合各国
的根本利益，为全球治理的发展做出贡献。
第五，妥善处理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的互动关系。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外
交是将其国内问题国际化，使美国经济社会问题溢出到外交层面，例如族群
分裂、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给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制造了土壤。尽管其国际
国内因素之间“双层博弈”[2] 关系涉及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变量相当复杂，难

[1] 张宇燕、任琳：“全球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科学》2015 年第 3 期，
第 1-29 页。
[2] 任琳：“金融与霸权的悖论：国家与市场逻辑的博弈”，《国际政治科学》2020 年
第 1 期，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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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简单勾勒，[1] 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使得在判断全
球治理秩序走向的时候，并不能轻易忽视双向互动给全球治理结果带来的影
响。特别是各国的抗疫经验告诉我们，面临全球治理变局和日益增长的不确
定性风险，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以不
变应万变。

四、结语
准确把脉全球治理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是提出应对方案的基础。在思考疫
情后全球治理秩序走向的时候，还有一些问题无法回避。一是如何判断美国
是否衰落以及美国衰落的判断标准，美国的衰落与否直接与间接地决定了其
外交政策的走向，以及驾驭多边和影响盟国的能力。二是衡量国家实力差距
存在量变和质变两种维度。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崛起国与霸权国 GDP 之比缩小
至 1/2、2/3[2] 或其他比率的现象，但这仅是就量变而言。有必要深入探讨量
变与质变之间的关系或者量变触发质变的条件等问题。三是明确判断时代走
势和大国竞争的逻辑。以往判断世界格局是从工业时代大国实力竞争的判断
标准出发的，在如今数字经济日益兴盛的时代，判断国际格局的逻辑是否发
生了改变？全球治理规则与秩序往往是直接或间接反映世界市场和国际政治
内在逻辑的媒介，因此如果该判断逻辑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规则制定的“先
行者效应”将会愈发明显，对大国而言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则更加凸显，围绕全球治理秩序的博弈亦将愈发激烈。

【完稿日期：2020-12-22】
【责任编辑：姜胤安】

[1] 例如，特朗普期盼借助弱美元扭转赤字，但弱美元没有在贸易摩擦时期出现，反倒
是到了新冠疫情暴发后，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出现了弱美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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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ng the Country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World: China’s Diplomacy in a Time
of Unprecedented Global Changes and a Once-in-a-Century Pandemic
WANG Yi
The sudden onslaught of COVID-19 in 2020 has triggered a global crisis. Facing
the devastating impact of COVID-19 and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China’s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guided by the President’s
diplomatic engagements and focused on joint response to COVID-19. We have
fought the novel coronavirus and the “political virus” at the same time and made new
contributions to safeguard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global stability. The year 2021
mark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launch of our
14th Five-Year Plan. China’s diplomacy will continue to advance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we will resolutely forge ahead to explore new
opportunities and break new grounds amid crises and changes, pursue all-round
progress in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foster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reat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through Solidarity against
COVID-19
RUAN Zongze
A once-in-a-century pandemic is aggravating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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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which lent profound confirmation to Xi Jinping’s accurate judgement and
insightful thoughts that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momentous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verified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fully embodied the scientific and visionary nature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Xi personally directed and deployed the campaign,
in an effort to take command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ensure major strategic
achievements in China’s pandemic control and economic recovery. China won the fight
against the COVID-19 and the “political virus”, which helps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nd maintain global stability. Xi Jinping carried out head-of-state diplomacy in an
intensive manner, and put forward important initiatives and proposals, which enriched
the narrative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monstrated
his broad mind, great vision and big heart, and elevated China’s voice in the world.

Mutually Assured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China-US Relations
ZHANG Yuyan & XU Xiuju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gree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However, the high level of interdependence has failed to safeguard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as
faced severe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conomic interactions, the
increasing divergent interests in the alignment of rules, and the seriously impaired
mutual trust caused by the threat perceptions of each other. Facing the current setbacks
in China-US relations, the two countries must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that goes beyon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beyond the
Cold War mentality, beyond zero-sum game and beyond social system differences,
and to make continuous effort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a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y creating mutually assured interdependence

124

Abstracts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close and balanced way. At present, China and the US
need to overcome the tendency to weaponize interdependence, and to strive to ensure
interdependence in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value chain, the global system of
rules and global governance act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new type of
China-US relationship featuring coordination, cooperation and stability.

The Dir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China’s Choice
DA Wei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use different terminology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toward which the two sides do hold starkly different views.
However, a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view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would reveal that overlaps are much greater than differences.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2020 further exacerbated this trend. On the one hand,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led the Western countries to view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as being challenged by emerging pow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rnal dissatisfaction
toward globalization led some Western countries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hallenge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s showing a
tendency of fading liberalism and a strengthening role of nation-states, which may lead
to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in some areas, but may
also narrow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n the trajec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evolution. Thus, only by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the patten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evolution, would China be able to make better strategic and policy
choices to better seize opportunities and avoid 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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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在京举行
2020 年 12 月 11 日，由我院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0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疫情下的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外交”在钓鱼台国宾
馆举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徐步院长主持会
议开幕式，基金会理事长兰立俊大使致开幕辞。来自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国内
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代表共计 150 余人参会。

“共同应对新形势下的恐怖主义”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2020 年 12 月 22 日，我院成功举办“共同应对新形势下的恐怖主义”国际研讨会。
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司长白天致闭幕
辞，徐步院长作会议总结，荣鹰副院长主持会议。

徐步院长出席中韩智库媒体对话会
2020 年 12 月 16 日，徐步院长应邀出席由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和韩国“一带一路”
研究院共同举办的首届中韩智库媒体视频对话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来自中韩两国 20 多家
智库、媒体的代表，围绕智库和媒体在两国民心相通中的作用与责任、国际秩序变化和
东亚经济合作等议题展开探讨。新华社社长何平、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韩国“一带
一路”研究院理事长崔载千、韩国中央日报代表理事兼发行人洪正道、韩国国会文化体
育观光委员会委员长都钟焕、韩国广播公司（KBS）社长梁承东等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