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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中国新领导集体的
开局之年， 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
内政外交上纲举目张， 提振了国内
改革开放稳定的信心， 外交开局气
势磅礴，外交布局周密完整，外交的
谋划与运筹在更大的格局下展开。

“独立自主”思想更丰富
独立自主是贯穿于新中国外交

战略论述中的最鲜明的一条主线。
独立自主是立党立国、 兴党兴国的
根本，也是新中国和平外交的基石。

习近平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就
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
自己作主张、 自己来处理”；“坚持独
立自主，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
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
独立自主，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
路”。这三个“坚持”，是在继承基础上
对独立自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坚持独立自主外交，并不意味着
中国外交变得强硬了，而是更为积极
理性地维护国家发展权益，更为积极
地在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上有所担
当。 实际上，在新时期，世界各国都应
奉行独立自主的内政与和平外交政
策，也即：每个国家都应独立自主地
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
重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和政治
制度； 各国应逐步摒弃军事结盟思
维，独立自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提出义利观和公道观
新型“义利”观的提出，丰富了

中国特色外交价值体系。 我国外交
一直重视义利关系的处理。 新中国
成立以来， 中国无私地支援支持第
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
动，这是当时世界的“大义”，中国抓

住了这个“大义”，为中国外交赢得
了许多软实力和话语权； 改革开放
以来， 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如何真诚地相互支持， 实现共同发
展，是当今世界的“大义”所在，也是
新型义利观的时代特征之一。

2013年中国外交还重视在国
际上讲“公道”观。中国认为，世界上
如没有公道，哪来人道呢？叙利亚问
题正因为中国坚持了“公道”，才避
免了叙利亚出现更大的人道主义灾
难。当前国际政治风气不正，歪理邪
说盛行， 未来谁能为国际政治树立
正的新风，谁就拥有更大的软实力。

外交话语贴心贴民
2013年8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

议强调， 要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
系。构建我国外交话语体系，不能盲
目接西方的话语体系的轨， 说到底
就是用中国话讲中国外交的价值观
理念、世界观体系、实践观特点。

2013年的中国外交话语风格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习近平主席在
坦桑尼亚的演讲， 短短的半个小时
赢得了数十次掌声， 是别人对我们
在发展中非关系中落实“真、实、亲、
诚”理念从心底里产生的共鸣，展示
了中国式软实力的魅力所在。

如果加以对比， 美国式软实力是
什么？ 很大程度上靠对外输出美式自
由民主制度； 中国式软实力靠的是朋
友交心、相互尊重、相互欣赏，寓“义
理”于故事和事实之中。 在周边外交
工作会议中， 中国提出了与周边国家
“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 这些外交
话语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汉语的自
信，展现了汉语和生活化语言的魅力。

外交布局更趋完整
2013年，中国外交从中俄关系

开始，外交从大国、发展中国家、多
边组织再回到年底的周边外交工作
会议， 为未来十年中国外交完成了
布局，形成了大国外交的新格局。 新
型大国关系、 大小规模不同的国家
间关系、“真、实、亲、诚”的发展中国
家外交、“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

理念， 为中国与不同类型国家发展
关系提供了新指针。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在保持与
传统多边国际机制关系同时， 开始
更为重视发挥在新兴多边国际机制
中的影响，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博
鳌亚洲论坛、 金砖国家首脑会议机
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积极作
为，正在成为推动国际体系向公正、
有序、包容、共生的新型国际体系方
向发展的重要力量。

外交和经济统筹配合
“互联互通”是2013 年中国经

济外交的关键词 。 中国是世界上
128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作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具备的经济
优势， 正在转化到外交能力建设层
面。 中国的经济外交在海洋和大陆
两头齐头并进， 分别提出海上丝绸
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以及若干经济
走廊设想， 在构建互联互通的中国
式地区经济一体化设想中， 金融和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在为国家外交
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 外交为经济
建设服务的传统理念， 正在转变为
外交和经济统筹配合， 共同服务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

完善外交体制机制建设
外交的集中化管理是现代国家

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加强党在新时
期对外交工作的领导作用，是中国从
大国迈向强国的根本政治保障。外交
的集中化管理需要加强外交体制机制
的顶层设计。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着深
刻复杂的变化，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
动规律出现新特点，2013年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
员会， 将对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和法律
体系进行统筹和整合， 更有效高效地
应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安全形势。 另外，
已经形成或者需要调整的与国家大外
交格局相关的外宣体制机制、 海洋权
益维护体制机制、 海外权益维护体制
机制、援助发展体制机制、外交和国家
安全法律体系等， 也成为当前中国外
交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划定和平发展道路底线
中国始终不渝、 坚定不移地走

和平发展道路。2013 年以来，中国
在和平发展理论和政策上都有新阐
释，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更加重视和平发展成果
能够公平地为各国人民所分享，各

国人民要从和平发展中得到实惠，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在各国老百姓
中扩大和平发展的社会民意基础。

第二， 划定了中国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底线。 在新一届领导集体关
于和平发展道路的集体学习中，习
近平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与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辩
证关系，强调指出，我们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 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
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国家不
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
交易， 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
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第三，在两岸和平发展和国家统
一问题上，突出了和平发展与国家统
一的手段和目标的关系。

第四， 提倡各国都应该顺从和平
发展这一世界大义，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追求和谐共生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构

建和谐共生的国际秩序， 同其他国
家一起走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是
新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目标， 也是
新时期中国在有关世界秩序问题上
的思考之一。 在会见21世纪理事会
代表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 “中国
愿同其他国家一起走和谐共生的发
展道路”。 不走对抗的绝路，不走冲
突的老路，要走和谐共生的新路，建
设一个包容有序的和谐共生世界，
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追求。

当今世界，文明与文明之间、国
与国之间、各国人民之间、大国与大
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人与自然
以及人与社会之间， 都需要探索和
谐共生的发展之道。 和谐共生恰恰
是在尊重差异和多样基础上， 为多
样文明学会共处指出了一条出路，
体现了一个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
责任大国、 社会主义大国在世界秩
序问题思考上的智慧贡献。

（本文选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
研究院1月14日发布的年度战略报
告《失范与转型：复旦国际战略报告
2013》，有删节。 ）

中国外交“再出发”：纲举目张、登高望远

早报记者 苏展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昨天，中国
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来华访问的联合
国政治事务副秘书长费尔特曼。 费
尔特曼指出， 联合国高度重视中国
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重要作用
和影响，愿不断深化与中方的合作。

事实上， 在中国外交布局更趋
完整的2013年， 中国与国际组织的
互动显著加强，而正如王毅所言，联
合国是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
间国际组织， 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不可或缺， 中国以更为积极的态度
深入参与联合国事务也成为2013年

中国外交的一张“脸”：斡旋叙利亚
危机、调停伊朗核问题、参与亚丁湾
护航、维护南苏丹安全局势、内地中
国人首次任联合国专门机构主要负
责人（2013年6月，李勇出任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

“联合国是一个制定国际规则的
国际组织，我们应在制定全球规则方
面有广泛的发言权，通过制定规则保
护自己的利益，这是至关重要的。”昨
天，正在沪上参加“变革中的全球治
理：中国与联合国”国际会议的中国
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张小安
对东方早报表示，“我们应充分利用
联合国平台发挥我们在国际事务中

的作用，同时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参加统一活动的联合国助理秘

书长、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
TAR） 执行所长萨莉-费根·怀尔斯
则对中国未来的联合国角色充满期
待，“中国很可能在本世纪中期成为
世界第一大国， 联合国乐见中国经
济和外交并进。 ”

东方早报： 中国如何更好地参
与联合国事务？

张小安： 通过联合国保护中国
在海外的利益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比如中国到亚丁湾护航。 通过这种
方式， 我们的军队能够用一种非常
合法的方式走出去； 同时能充分保

护海外利益。 我们应充分利用联合
国这个平台发挥我们在国际事务中
的作用，同时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怀尔斯： 联合国非常希望中国
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承担起领导者
的角色。 中国安静、低调、温和。 虽
然这些品质对于外交而言十分难能
可贵，但作为领导者，在分享想法方
面可能需要更加积极。 我并不是说
让中国变得激进， 而是要明确自己
是否想要“入局”。值得一提的是，在
中国的外交政策中，联合国很重要。
但某些大国没有这种意识。

东方早报： 有一个现状是目前
在联合国供职的中国籍雇员很少。

怀尔斯：的确。 我所在的UNI－
TAR有40名正式员工， 其中只有一
个中国人。在联合国秘书处，中国工
作人员占比也仅为1.09%。 我们亟
须改变这种状况。 尤其随着中国所
缴费用的增加， 我们希望在联合国
有与之相称的中国工作人员。

我认为， 在中国外交人员组成
中， 需要更多在联合国有工作经验
的人， 他们会更明白如何同联合国
沟通， 如何在联合国施以影响。 同
时， 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籍员工也
可与同事分享自己的想法， 这样有
助于联合国更好地了解中国， 也便
于中方施加影响。

中国应充分利用联合国平台保护海外利益

习式外交与大国新局 ②

2013年6月，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习近平提出中美应构建“新型大国关
系”被奥巴马“欣然接受”，显示中国外交的自信和更大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