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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香港中學生國情與國民教育讀本》 

延伸閱讀及知識欄 
 

 

 

第 5 章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延伸閱讀 01： 

 

習近平主席於 2015 年的博鰲論壇年會提出中國的發展與亞洲是互動、互生、互利、共贏的

關係，大國外交的策略如何推動亞洲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博鰲亞洲論壇 2015 年會即將召開。據論壇秘書長周文重介紹，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各國領導

人將出席年會開幕式，出席本屆年會的領導人規模將超過歷屆。專家解讀稱，博鰲論壇已成為中

國外交的又一重要平台，習近平將在博鰲前後會見多國政要，這些密集而主動的外交行動，凸顯

出中國外交的新「拐點」。 

 

曾著有《中國領導人是如何思考的》的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撰文指出，為推動國際秩序的歷

史變革，習近平把中國的外交政策重塑為「積極參與」。無論是從氣候變化還是到維護國際社會

的和平，他把中國從一個跟隨時代的奔跑者轉變為具有創新力的引領者。 

 

周邊外交互動更加密集 超 80 位各國政要到會 

 

將於 3 月 26 日至 29 日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 2015 年年會，共設置 77 場正式討論，包

括 2 場全體大會、41 場分論壇、6 場圓桌討論等，出席論壇或隨同領導人到會的各國部長級官

員預計超過 80 位。 

 

據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介紹，亞美尼亞總統薩爾基相、奧地利總統菲舍爾、印度尼西亞總統佐

科、尼泊爾總統亞達夫、斯里蘭卡總統西里塞納、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贊比亞總統倫古、澳大

利亞總督科斯格羅夫、哈薩克斯坦總理馬西莫夫、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荷蘭首相呂特、卡塔爾

首相阿卜杜拉、瑞典首相勒文、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泰國副總理兼外長塔納薩等外國領

導人將應邀來華出席年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石澤告訴人民網記者，十八大以來，中國

的外交發生了重要而積極的變化。中國在經濟實力提高的背景下，如何同外部世界打交道，現在

摸索出了一條比較好的路，不僅要自己發展，還要和周邊國家、和世界共同發展，創造互利共贏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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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周邊外交的目標和方向更加明確，比較突出的例子就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約研究員王泰平在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們的周邊外交、「一帶

一路」都會與周邊國家產生互動的效果。「一帶一路」涵蓋了近 60 個國家，謀求共商、共建、

共享，必將有利於相關地區和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 

 

中國外交邁向新「拐點」 主動外交融入世界 

 

2013 年，13 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出席博鰲亞洲論壇，習近平作為國家主席發表了題為《共

同創造亞洲和世界的美好未來》的主旨演講，贏得國際社會廣泛贊同。這次年會初步彰顯出具有

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我們要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豐富和發展對外工作理念，使中國對

外工作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2014 年 11 月 29 日，習近平出席中央外

事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中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 

 

「中國外交正出現重大『拐點』，習近平正帶領中國以更主動的姿態融入世界。」庫恩在《習

近平的新外交觀》一文中寫道。王泰平指出，中國外交出現了「拐點」，更確切地說是我們的外

交繼承了原有的基礎，又有所發展和創新。現階段中國的社會、經濟等各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

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在新的階段，外交必然要與過去不同。外交應為國家的社會、經濟和安全服

務，不僅要有效應對周邊、國際上的風雲變幻，而且該主動的時候要更主動，為國家的安全和發

展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對此，石澤認為，中國以更主動的姿態融入世界，這樣的外交政策是與國家所處的地位和發

展階段相稱的，中國的外交更加積極進取，這同中國在國際政策方面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 

 

「命運共同體」屢被提及 亞投行成新亮點 

 

今年的博鰲論壇年會主題為「亞洲新未來：邁向命運共同體」。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已有十

餘次在公開場合提及「命運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已成習近平外交的一抹亮色。

媒體評論稱，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亞洲，中國與亞洲是互動、互生、互利、共贏的關係。博鰲亞洲

論壇上，與會各界人士的智慧碰撞與意見交流，凝聚共識，共同推動着亞洲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王泰平分析說，中國提出「亞洲命運共同體」，強調「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安全是合作

的安全、共同的安全、可持續發展的安全。這樣的理念對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發展、繁榮都將產

生重大而長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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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博鰲論壇年會，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亞投行) 備受關注。隨着英國、德國、法國、

意大利、盧森堡、瑞士等國家提出加入亞投行的申請，到本月底，也就是申請成為創始國的截止

日期，最終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數量會超過 35 個。石澤指出，中國提出成立的亞投行，解決

了長期以來中國同其他國家發展合作中的瓶頸問題，尤其是解決了資金的瓶頸，對相關國家特別

是發展中國家來說是非常好的機遇。 

 

——申亞欣、張迎雪，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凸顯中國外交新「拐點」，詳見天大研究院編：《習

近平：2015 中國主場外交全球評論與報導選輯》，頁 230-233。 

 

 

延伸閱讀 02： 

 

習近平主席於 2015 年的博鰲論壇年會，從哪些方面宣揚亞洲「命運共同體」理念和「一帶

一路」願景與行動？ 

 

從「一帶一路」到「命運共同體」，中國正把相當大的外交精力放在重新塑造周邊外交上。

多個新倡議使得中國學者認為，周邊外交已經取代中美關係，成為中國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工作

重點。 

 

博鰲亞洲論壇 2015 年年會規模為歷屆之冠，展示中國又一次的「主場外交」實力。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五年內第三次出席博鰲亞洲論壇並發表演講，宣介亞洲「命運共同體」理念和「一

帶一路」願景與行動。 

 

「一帶一路」大戰略可能成為中國經濟重大轉折點，是中共執政以來最重要的國家戰略。專

家指，中國政府舉國之力推行這一涉及眾多沿線和周邊國家的戰略，從一個側面表明中國外交戰

略已開始轉向。中國自建國以來，外交政策長期保持穩定，僅發生過幾次轉折。而自改革開放以

來，「優先發展與大國關係」的外交方向一直未變。而此次中國外交政策出現重大轉向，專家指，

其深層原因或在於經濟長遠利益和地緣政治。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已有十餘次在公開場合提及「命運共同體」。這個理念的提出已成習近

平外交的一抹亮色。在本次主旨演講中，習近平反覆強調「命運共同體」，並表示亞洲是世界的

亞洲。他稱「命運共同體」必須堅持實現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要摒棄冷戰思維，

創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亞洲安全之路，必須堅持不同文明兼容並蓄、

交流互鑒。 

 



 

4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約研究員王泰平分析說，中國提出「亞洲命運共同體」，這樣的理念

對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發展、繁榮都將產生重大而長遠的影響。外交學院副院長王帆表示，「中

國一直認為地區的發展和繁榮是很重要的事情，希望在其中起到一定的推動、甚至是帶動作用。

因此，習近平參加博鰲論壇也是順理成章的。」 

 

——葛夫，博鰲見證中國外交：從大國轉向，詳見天大研究院編：《習近平：2015 中國主

場外交全球評論與報導選輯》，頁 297-306。 

 

 

延伸閱讀 03： 

 

中國要如何把握世界大勢，跟上時代潮流，營造世界的地區秩序，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

體？ 

 

「命運共同體」承載了亞洲共同的歷史經驗和發展智慧；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更

是人類共同的命運所在，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增至 42 個，《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正式公佈……博鰲亞洲論壇 2015 年年會期間，「命運共同體」

的話題展現出巨大的磁力，吸引着會場內外的人們用思考和行動去為「亞洲新未來」增添光彩。 

 

歷史，總是在一些重要時間節點上更能勾起人們的回憶和反思。「命運共同體」之所以引起

廣泛共鳴，就是因為它承載了亞洲共同的歷史經驗和發展智慧。亞洲是一個特殊的大家庭。今年

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70 週年，在那場改變人類歷史的戰爭中，亞洲

許多國家都處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民族發展的夢想沉入黑暗。也正因此，這些二戰後重新爭

取到民族獨立、重新掌握了自己命運的國家，更執著地尋找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更具有維

護和平的信念。「一超獨大」「國強必霸」的邏輯，在這片土地上沒有人喜歡，也無法生根。今

年也是聯合國成立 70 週年，萬隆會議召開 60 週年，東盟共同體建成之年。這是值得人們紀念

的重要年份，也是激發人們銘記歷史、鑒往知來的重要時刻。戰後 70 年最大的變化，就是全球

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冷戰對峙不復存在，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在戰後 70 年的世

界形勢演變中，雖然亞洲地區的政治體制最為複雜多樣，歷史遺留問題多如牛毛，但也正是亞洲

國家率先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同非洲國家一道，在萬隆會議上提出處理國家間關係的十項

原則。冷戰結束後，同樣是亞洲國家在推進區域合作實踐中逐步形成相互尊重、協商一致、照顧

各方舒適度的亞洲方式。「獨立自主」「合作共贏」是亞洲植根於傳統的對外交往創新，也為重

構國際關係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反抗壓迫、爭取自主，守望相助、共創繁榮，回看亞洲各國的共同來路，就能深刻地理解「命

運共同體」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正因此，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演講中，習近平主席提出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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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命運共同體的「四個堅持」理念，贏得了與會者的高度認同：堅持各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堅持合作共贏、共同發展；堅持實現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堅持不同文明兼容並蓄、

交流互鑒。國際社會普遍認為，這為亞洲新未來揭示了方向和路徑，也使各國找到了自己棲身於

「命運共同體」的位置。 

 

不管是亞洲今日的成就，還是共同開創明天的繁榮，都需要用公平、包容、開放促進互聯互

通，激發更多發展潛力。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把握世界大勢，跟上時代潮流，共同營造對亞

洲、對世界都更為有利的地區秩序，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從這個意

義上講，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人類共同的命運所在。 

 

2013 年，習近平主席在出訪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在訪問中，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

巴耶夫曾給到訪的習近平主席贈送過當地出產的蘋果。兩年多來，在多場「一帶一路」相關論壇

上，來自中亞各國的很多州長，就怀揣着這種蘋果，熱情地邀請中國人去他們那裏投資興業。據

悉，從中國西部到中亞，再到西亞和歐洲，對蘋果產業感興趣、有資質的地方，正在構建一條產

業化的「蘋果之路」。而這只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插曲之一。兩年多過去，亞投行人氣鼎沸，

絲路基金順利啟動，一批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穩步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人們的

命運，在這些振奮人心的早期收穫中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把握命運，需要沿着既定的方向前進，更需要付出實實在在的努力。事實證明，「命運共同

體」不是空洞口號，而是看得見、摸得着的實際方略，能夠帶給各國人民實在利益。當和平、發

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滾滾向前，這種努力必將穿越廣袤無垠的大洋，創造人類更美好的未

來。 

 

——曹鵬程，博鰲論壇：共襄「命運共同體」美好未來，詳見天大研究院編：《習近平：2015

中國主場外交全球評論與報導選輯》，頁 307-309。 

 

 

延伸閱讀 04： 

 

在經濟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下，中美關係複雜化，兩國該如何持續和平發展合作，帶來更多

的合作與責任、互利與共贏？ 

 

 

中美關係 40 年：一個曠世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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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國改革開放 30 多年創造的經濟騰飛的奇蹟相媲美，1972 年尼克松訪華後的 40 年中美兩

國共同創造的中美關係，同屬一個曠世奇蹟。在人類歷史上，兩個大國的雙邊關係在短時間內如

此迅猛發展，實在沒有他例；兩個大國的合作潛力之大，相互依存之深，實在未曾有過。 2012

年 2 月 12 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出訪美國前指出，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

美兩個大國。 

 

讓我們來回溯一下中美關係的發展軌跡吧：1977 年 1 月，卡特入主白宮，國務卿萬斯和總

統國家安全助理布熱津斯基協助他展開同中國談判。鄧小平繼承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遺願，同美國

展開建交談判。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建交。同年 1 月 28 日，鄧小平應卡特總統邀請訪美，開

啟中美「首腦外交」。 1997 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應克林頓總統邀請訪問美國，重啟一度中

斷的兩國「首腦外交」。江澤民展現政治家的膽略與智慧，把中美關係重新拉回到合作互利的軌

道上。 2002 年，江澤民、胡錦濤訪問華盛頓，完成了中國第三、第四代領導人在對美外交政策

領域的傳承交接。從此，中美關係進入美國一心反恐、中國一心發展的新時期。 2011 年 1 月，

胡錦濤主席成功訪美，與奧巴馬總統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發表《中美聯合聲明》，開創了中美

夥伴合作新局面。 2012 年 2 月習近平副主席的訪美，同樣受到美國朝野的熱忱歡迎與周到安排。

透過中美兩國領導層在訪問過程中對中美關係 40 年發展歷程和基本經驗的盤點，全世界都看到

了中美關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美現狀：當代世界之幸 

 

擁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歷史文化背景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中美兩個大國，其雙邊關係是當今世

界最重要、最複雜的國與國關係。40 年的中美關係，雖然合作、互利與共同發展是主流，但經

貿、人權、台灣等問題，一直困擾着兩國。尤其是在中國經濟發展、國力日益增強以後，「冷戰

思維」又在中美關係中死灰復燃。華盛頓少數「鷹派」人士認為，中美之間遲早會有「不可避免

的衝突」甚至「必有一戰」。他們主張調整對華政策，在全球範圍內對中國進行遏制與圍堵。他

們認為中美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對立是不可調和的矛盾，把中國等同於前蘇聯，只要中國不採

取他們為之設計的政治制度與發展模式，中美之間的衝突只是遲早的事。而另外一些學者則從所

謂「歷史經驗」出發，把崛起的中國等同於兩次世界大戰時的德國，認為中國必定會在全球體系

中尋求更多的權力，分享更多的資源，這無疑會對美國的戰略利益與安全構成挑戰與威脅，而美

國決不會不戰而退出歷史舞台。 

 

中國並不是蘇聯。眾所周知，在 1949 年後的 20 多年裏，中國在意識形態上一度同蘇聯走得

比較近，但在執政理念與外交思想上卻同蘇聯保持了相當距離。改革開放 30 多年，中國已經發

生了和繼續發生着翻天覆地的變化。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中國共產黨已形成一套適合

中國和平崛起、促進世界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新的執政理念和外交方針，並確立為基本國策，

這完全不同於前蘇聯那種僵化的意識形態、執政理念和同美國爭霸世界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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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更不是納粹德國。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生前反覆強調：中國現在不稱霸，即使

將來發展起來了也不稱霸。不稱霸蓋源於中國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以及近百年遭受列強欺凌

的慘痛經歷。中國人深知侵略之可惡、和平之可貴，也深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美國則

不同。尚武精神是美國戰略文化的核心。在美國，確實有相當一批人士依然相信武力是解決一切

問題的手段。目前的世界格局依然是美國單極霸權「一國獨大」，為了保持這個優勢，防範中國

崛起坐大成為反美的大國，自然成為一部分美國人主張的戰略目標。 

 

其實，中國迄今為止的崛起充其量還只是經濟的崛起，是政治影響力的崛起，在軍事上，中

國的力量同全球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是極不對稱的。至於軍事透明，正如習近平訪問五角大樓時

所講，軍事透明包括軍事能力和軍事意圖這兩方面，中國的軍事意圖是透明的，那就是維護中國

的和平發展、領土完整、主權與國家安全。一個願意在當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框架下力促和平發

展與改革，而不想當世界老大的中國，與一個當今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建立與維護者，而不甘心

做世界老二的美國，同處於一個地球之上，實在是不應該成為敵人也不應該發生衝突的，更遑論

「必有一戰」。這乃是當今世界之大幸啊！難道不也是美國之大幸嗎？ 

 

中美未來：敢問路在何方？ 

 

從中國門戶被列強的堅船利炮炸開之後的一百多年歷史來看，相對而言，美國無疑是對中國

較為友好的國家，在列強對中國瓜分豆剖之時，美國大多站在列強的對立面，客觀上對列強蠶食

和鯨吞中國起到了阻止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美兩國軍民並肩作戰，譜寫了可歌可泣的

正義篇章。這在中國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史上是鮮見的，因而彌足珍貴。 

 

中國正在和平崛起為一個世界大國，這是經濟全球化的國際環境所成就的，也是和平發展合

作的中美關係所成就的。中國國際地位的深刻變化，帶來的不是霸權與對抗，而是更多的合作與

責任、互利與共贏。在中美關係上，中國謀求同美國建立不同政治制度、歷史文化背景和經濟發

展水平的大國間積極合作夥伴關係，並以此樹立前無古人、後啟來者的典範。所謂「前無古人、

後啟來者」，就是無現成的經驗可鑒，需要像鄧小平所說的那樣「摸着石頭過河」；需要像希拉

里·克林頓所說的那樣「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也需要像習近平在華盛頓訪問時所說的那樣：

「中國有句流行歌的歌詞是這樣唱的：『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展望未來，中美關係前

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不會平坦。複雜的中美關係不僅只關係到中美兩國的根本利益，而且還牽涉

到地區安全與全球穩定。敢問中美關係未來發展的路在何方，就在落實這種戰略共識的前進腳步

之下！ 

 

——方文權，從習近平訪美看中美關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詳見天大研究院編：《習近平訪

美全球評論與報導選輯》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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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05： 

 

人類命運共同體如何改變國際關係？ 

 

本書詳盡收錄並全景式展現了習近平主席以中國國家元首身份對美國的首次國事訪問和出

席聯合國成立 70 週年系列峰會的盛況，以及世界各國媒體對此訪的報導與評論。 

 

這次訪問，是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週年紀念活動甫一落下

帷幕時展開的。當「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的歷史強音還在太平洋西岸鏗鏘迴響，

「在新起點上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倡議又從大洋彼岸迅速傳遍了全球。在「三個 70 年」交匯的重要歷史節點上，習

近平主席基於歷史經驗，基於人類面臨的各種現實挑戰，向全世界宣示的負責任大國的現代全球

治理理念，是很值得世人國人高度重視和深長思之的。 

 

習近平首倡的新型大國關係 

2012 年 2 月，當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身份出訪美國時，就提出要「推動中美合作夥伴關係

不斷取得新進展，努力把兩國合作夥伴關係塑造成 21 世紀的新型大國關係」。 2012 年 7 月，

在清華大學召開的「世界和平論壇」開幕式上的致辭中，習近平又就此話題展開說：「中美正在

積極探索構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這符合中美兩國和世界的共同利益，也將是

國際史上的一個創舉。」2012 年 11 月，「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被寫入

了中共十八大報告。 2013 年 6 月，習近平在與奧巴馬總統的莊園會晤中，把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的原則內涵高度概括為三點：一是不衝突、不對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贏。在此次正式

訪問美國時，習近平主席在多個場合重申了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這是習近平在闡發新形勢下

全球治理體系過程中提出的「大國關係觀」和處理新形勢下中美兩國關係的「中美關係觀」。 

 

「新型大國關係」並不僅限於中美兩個大國，而是普遍適用於世界其他大國。同樣是在 2012

年 7 月清華大學召開的「世界和平論壇」開幕式上的致辭中，習近平強調，中國將繼續推動各大

國客觀理性看待彼此戰略意圖，尊重各自利益關切，加強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協調合作，

着力構建 21 世紀新型大國關係和國際關係。可見，習近平心目中的新型大國關係不僅同樣適用

於中美以外的世界各大國，而且新型大國關係本身又是新型國際關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013 年 3 月以來，多次出訪俄羅斯的習近平一再強調，中俄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最好

的一組大國關係，並把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提升到新階段，由此形成新形勢下中俄兩國互

相提供重要發展機遇、互為主要優先合作夥伴的「中俄關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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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在訪問荷蘭、法國、德國、比利時歐洲四國時，習近平表示，中國希望同歐

洲朋友一道，在亞歐大陸共同努力建造和平、增長、改革、文明的友誼和合作之橋，打造中歐「四

大夥伴關係」，由此形成新形勢下推動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中歐關

係觀」。 

 

2015 年 10 月，習近平應邀訪問英國時，中英雙方不僅簽訂了引發世界驚嘆的經貿投資大單，

而且還就面向 21 世紀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黃金時代」達成共識。中英兩國跨越意識形態和社會

制度的差異，把握戰略契合點和利益交匯點，這凸顯了習近平在新形勢下構建中英新型大國關係

的「中英關係觀」。 

 

正當國際輿論還在熱議「中英版莊園會晤」、熱議英國首相卡梅倫關於「英國是中國在西方

最好的伙伴——這符合我們雙方的國家利益」時，法國總統奧朗德、德國總理默克爾又接踵訪問

中國，競相表示兩國願意成為中國在歐洲的最好合作夥伴和「核心夥伴」。習近平也在同奧朗德、

默克爾會談時，就建立中法、中德新型大國關係發表了重要講話，構成了習近平在新形勢下的「中

法關係觀」、「中德關係觀」。 

 

可見，習近平倡導的新型大國關係不僅已在構建，而且已初見成效。相關大國在構建彼此的

新型大國關係中，普遍展示了這樣的現代戰略眼光：當今世界各大國之間要通過對話明晰彼此戰

略意圖，要通過磋商尊重彼此利益關切，要通過合作擴大彼此利益交融。不管彼此曾經的雙邊關

係如何，只要敢於和善於正視歷史，只要登高望遠、放眼未來，將腦袋和腳步一起跨進 21 世紀，

就可以共享「舉頭望未來，當下抓機遇」這一新型大國關係的廣闊前景。 

 

習近平首倡的新型國際關係 

2015 年 10 月，習近平在出席聯合國成立 70 週年系列峰會演講中，繼新型大國關係之後，進

一步提出了新型國際關係的重要理念，並在一系列雙邊和多邊外交場合以及重要涉外會議上，闡

述、踐行和豐富這一對外關係的新理念。新型國際關係是一個比新型大國關係更加寬泛的戰略理

念，它致力於探求解決大國強國與中小國家之間、中小國家彼此之間如何更好地良性互動、互惠

發展。習近平自 2013 年 3 月擔任國家主席以來，已遍訪世界五大洲諸多國家，就建立新型國際

關係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觀點。 

 

2013 年 3 月，以國家元首身份首次出訪的習近平，在訪問坦桑尼亞時強調，發展與非洲國

家關係要堅持以真、實、親、誠為核心內容，由此形成新形勢下的「中非關係觀」。同年 6 月，

習近平出訪拉美三國，並在墨西哥提出從政治上、經濟上、人文上推動中拉全面合作夥伴關係實

現更大發展，由此形成新形勢下的「中拉關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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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第 21 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倡議亞太經濟體共同探

索開放型經濟發展方式，主張亞太各國發展創新、增長聯動、利益融合，由此形成新形勢下和睦

相處、守望相助、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亞太關係觀」。 

 

2013 年 11 月，習近平指出，要通過謀大勢、講戰略、重運籌，充分體現親、誠、惠、容的

理念，着力深化全方位多層次合作，把周邊外交工作做得更好。由此形成新形勢下妥處周邊國家

關係的「周邊關係觀」。在剛剛結束的對越南和新加坡的國事訪問中，中越領導人表示秉持長期

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方針，中新領導人共同將兩國關係定位為與時俱進的全方

位合作夥伴關係；習近平還強調，中國將堅定發展同東盟的友好合作，堅定支持東盟發展壯大，

和東盟國家一道維護好南海和平穩定。這正是「周邊關係觀」的現實寫照和生動實踐。 

 

2014 年 5 月，在亞信第四次峰會上，習近平強調亞洲的事情、亞洲的問題、亞洲的安全，

歸根到底，要靠亞洲人民通力合作來辦好、來處理好、來維護好，由此形成新形勢下「三個歸根

到底」的「亞洲關係觀」。在隨後舉行的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上，習近平又倡導弘揚絲路

精神，深化推進合作，由此形成新形勢下發展同阿拉伯國家關係的「四個不動搖」的「中阿關係

觀」。 

 

2014 年 11 月，習近平成功展開對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斐濟的國事訪問，提出「鞏固互信紐

帶、鞏固利益紐帶、鞏固人文紐帶、鞏固多邊合作紐帶」等多方面主張，由此形成新形勢下進一

步加強與南太平洋島國關係「四個紐帶」的「中國—大洋洲關係觀」。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以上這些雙邊和多邊對外關係戰略新觀念，就是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

國際關係。這種新型國際關係，主張世界各國本着相互尊重原則，在聯合國憲章指引下，平等共

處，創新國際合作機制，改變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現象和規則，推動人類社會

和平發展、共同進步、共享文明；主張世界各國通過友好協商，聚同化異，不斷加強和擴大包括

政治、經貿、人文等各個領域合作，創造雙贏、多贏、共贏，推動共同發展、共享繁榮。 

 

中國既是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和新型國際關係的積極倡議者，也是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和新型國

際關係的自覺推動者。新型大國關係和新型國際關係，堪稱習近平擔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後，

遍訪五大洲 70 多個國家，通過與各國領導人、各界人士廣泛而深入交流探討，通過對國際關係

和國際形勢發展規律的深刻洞察、分析和思考而形成的戰略理念。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和新型國際

關係，是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和中國對外關係戰略的重大創新，是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客觀需要和正確路徑。 

 

習近平首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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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國際國內不同場合，面向不同國家、地區、人，多次強調命運共

同體理念，倡議世界各國一道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推動國際社會共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並

在聯合國 70 週年峰會歷史舞台上莊嚴地向世人宣告了中國率先踐行這一理念的多項重要舉措。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在反思國際關係現狀和人類發展進程基礎上形成的、具有全球普世

意義的價值觀理念，也是體現當今世界發展趨勢和人類理想追求的「全球關係觀」。 

 

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立足各國根本利益和人類整體利益的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通過不

斷革新、不斷完善的國際機制，堅持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依靠廣泛協商、統籌解決，凝聚

共同發展、共同安全、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推動各國同舟共濟合作發展、攜手應對全球性危

機的戰略舉措。 

 

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要通過推動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和新型國際關係，使全球治理格局

和治理體制更有利於各國發揮作用，齊心協力應對越來越複雜、越來越棘手的全球性問題，促進

人類社會永續和平發展。 

 

從新型大國關係到新型國際關係，從新型國際關係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一個一脈相承

的理念邏輯，是一個環環相扣的戰略鏈條。新型大國關係和新型國際關係是手段和路徑，人類命

運共同體是願景和目標。由此形成習近平在新形勢下的「新型全球治理觀」。 

 

「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

的。」世界之博，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佔；地球之大，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撐。新型全球治理觀

着眼於全球和人類共同利益，回應世界各國人民對和平、發展、安全、氣候變化等一系列全球問

題的共同關切，強調通過平等協商、合作共贏，推動各國同向同行，同心同力，有利於促進全球

治理格局和治理體制不斷朝着公正合理化發展，不斷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國與國關係正常化，

推動實現「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夥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宏偉目標。 

 

——方文權，從新型大國關係到新型國際關係——兼論人類命運共同體，詳見天大研究院

編：《習近平訪美暨出席聯合國峰會全球評論與報導選輯》後記。 

 

 

 

知識欄 01： 

《聯合國憲章》是聯合國的基本大法，它既確立了聯合國的宗旨、原則和組織機構設置，又

規定了成員國的責任、權利和義務，以及處理國際關係、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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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欄 02： 

蘇聯，全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USSR）。是 1922

年至 1991 年的聯邦制社會主義國家，並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由蘇聯共產黨執政。 

 

知識欄 03： 

世界多極化是指一定時期內對國際關係有重要影響的國家和國家集團等基本政治力量相互

作用而朝着形成多極格局發展的一種趨勢，是對主要政治力量在全球實力分佈狀態的反映。多

極化發展並不是偶然的，它孕育於兩極格局的演化之中，兩極格局終結後，並沒有出現單極格局，

世界正在走向多極化，這是當今國際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 

 

知識欄 04： 

經濟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越國界，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

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相互依存、相互聯繫而形成的全球範圍的有機經濟整體的過程。經濟

全球化是商品、技術、信息、服務、貨幣、人員、資金、管理經驗等生產要素跨國跨地區的流動，

也就是世界經濟日益成為緊密聯繫的一個整體。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徵之一，也

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 

 

知識欄 05： 

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活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但由於支持文化創

造活動的文化資源因區域不同而具備差異性，不同區域的文化的文化性質、文化旨趣、文化內容、

文化的表現形式及其對文化價值的認同和評估標準都是不同的，而且由於文化資源本身的活動力

導致了由其萌生的文化競爭力、發展潛力會自然地與經濟結合，並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推

動力，因此文化具有區域性，而決定文化區域性特徵的是文化資源。 

 

知識欄 06： 

所謂社會信息化，是以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和傳輸手段的廣泛應用為基礎和標誌的新技術革

命，影響和改造社會生活方式與管理方式的過程。社會信息化指在經濟生活全面信息化的進程

中，人類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也逐步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建立起各種信息網絡；同時，大力開

發有關人們日常生活內容，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生活質量的過程。 

 

知識欄 07： 

後疫情時代（Post-Pandemic）指的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過去後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