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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进行积极进取的全球外交布局

第44届世界经济论坛将于22日-
25日在瑞士召开， 据称来自全球100
个国家的2500名代表将参加会议，其
中包括40名政府首脑， 堪称2014年
全球首场高端盛会。 达沃斯的特点是
汇集政、商、学，他们立场、观点鲜明，
其中不乏“冤家”、“宿敌”。笔者粗粗翻
阅与会者名单，发现今年更是“冤家路
窄”， 且还紧扣当今世界格局之变，真
是应了达沃斯今年的主题：“重塑世界
格局对政治、商业和社会的影响”。

冤家之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
韩国总统朴槿惠。 2013年，韩国对日
本一系列右倾动作反应十分强烈，两
国关系降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 两国
元首曾数次在多边场合碰面，但均不
是很愉快。 去年APEC会议上朴槿惠
与安倍尴尬邻座的新闻还让人记忆
犹新。 这次据说是安倍主动联系达沃
斯，要求参会并做发言，作为其“地球
仪外交”的重要一站。 世界经济论坛

主席施瓦布按照惯例，为其安排了特
别演讲，题目是“重塑全球：日本的视
角”。 题目定得恰逢其时，2013年是
金融危机五周年，世界格局的确处在
剧烈变动中。 而关于日本在此进程中
的得失，各界众说纷纭。 前几天，安倍
号称要“夺回强大日本”，那就让世界
听听安倍到底将选择哪条路吧。 朴槿
惠受到的关注显然要小得多，她将与
利比里亚女总统瑟利夫、卡塔尔王妃
莫扎共同参加一个较为普通的论坛：
“用企业家精神、 教育和就业重塑世
界”。 听起来是典型的达沃斯标题，从
历届论坛议程来看没有什么特别之
处。 但笔者相信，如果安倍在演讲中
再有关于东北亚局势的出格言论，好
胜的朴槿惠一定也会做点什么。 不过
好在两人并不在同一会场，因此也就
避免了正面交锋。

冤家之二：伊朗总统鲁哈尼与以色
列总统佩雷斯、 总理内塔尼亚胡组合。
说伊朗和以色列是一对冤家宿敌，恐怕
没有人会反对。鲁哈尼去年当选为伊朗
总统后，对西方展开温和外交。 先是在
联合国与奥巴马通电话打破美伊隔阂
坚冰，后又同美国等六国就伊核问题达
成协议，虽然不和谐的声音不断，但美

伊关系出现历史性突破、中东力量格局
酝酿变革是不争的事实。而以色列对伊
核协议表现相当激烈， 不顾美国颜面，
直接宣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甚至
还发动美国国内的游说力量，企图阻止
国会通过议案。 这一次，达沃斯给鲁哈
尼安排了特别演讲，期待他向世界推出
一个新的伊朗。以色列总统和总理双双
与会，在达沃斯历史上也很罕见，至少
在人数上先压倒伊朗（参加达沃斯的犹
太人当然更多）。 内塔尼亚胡将发表专
门演讲：“以色列经济与政治展望”，预
计会谈到外交，而伊核问题恰是以色列
外交重中之重。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相对
超脱，他将参加题为“达沃斯精神”的讨
论，但不能排除他会就中东问题私下接
受采访的可能。能同时容纳这对冤家宿
敌的国际会议并不多见，一定不能错过
他们在达沃斯的交锋。

冤家之三：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
科维奇与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 谁是
德沃尔科维奇？ 相信即使是搞外交的
人，也不一定知道他是俄罗斯政坛新
星、现任副总理。 但布雷默是达沃斯
的常客，他手下的欧亚集团每年发布
一份《全球风险报告》。 由于预测比较
准，该报告近年来声名鹊起。 2014年

的报告将俄罗斯列为全球第九大风
险，名为“变化无常的克里姆林宫”。 报
告认为普京在国内实力基础不断萎缩，
大势已去，并且俄罗斯经济也是阴云密
布，让普京很头疼。仅一场索契冬奥会，
就让俄罗斯人十分紧张。 布雷默称，普
京在全球扮演着一个“特大号”形象，言
外之意是俄罗斯在全球的地位与实力
并不相称。布雷默以前也没有说过俄罗
斯什么好话，不久前他曾在英国《金融
时报》撰文，不仅猛批俄罗斯内政外交，
甚至还质疑俄罗斯的“金砖国家”身份。
不巧的是，德沃尔科维奇恰好在本届论
坛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的代表一起
探讨金砖国家的未来。判定这二人是冤
家，实不为过。事实上，美国议员麦凯恩
也将与会。去年麦凯恩曾直扑乌克兰首
都基辅给反对派助阵， 险些激怒俄罗
斯。因此，提醒德沃尔科维奇注意，他还
有麦凯恩这个更老练的冤家。

冤家之四：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与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这几天，美联储
终于敲定了新主席人选： 现任副主席
耶伦。而给这件事做注脚的，是去年萨
默斯的主动退出。 萨默斯为何退出竞
选？ 原因是美国有一大批人认定他是
本轮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斯蒂格利

茨则是其中言辞最为激烈的一个。 前
段时间，斯蒂格利茨曾专门撰文指出，
萨默斯担任财政部长期间， 支持放松
银行业管制， 通过了确保金融衍生品
管制的法案， 助涨了金融市场的疯狂
膨胀， 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原
因， 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比萨默斯更应
该为过去五年中的金融事故负责。 斯
蒂格利茨还猛烈批评萨默斯拒不认错
的行为， 坚决反对其再获得更高的职
位。对萨默斯而言，美联储这一职位将
是他人生中的另一座高峰， 成就其政
治与学术的双重辉煌， 更可为其带来
巨大财富 （卸任财长后他的财富曾成
倍增加）。现在斯蒂格利茨等人的激烈
批评，使得他被迫退出竞选，既断了仕
途又少了财源，那一定是怀恨在心。本
届论坛上两人又是冤家路窄， 都要谈
货币问题。 斯蒂格利茨谈货币对民主
的泯灭， 而萨默斯则继续坚持改良货
币政策老路。 不过好在两人并不在同
一板块中出现，不然肯定少不了打架。

诚然，用“冤家”一词来形容这些
政治家和学术精英只是一种通俗的表
达方式，未必严谨。 但是深入了解他们
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一定会对我们
了解当今世界政治发展趋势大有裨益。

达沃斯札记

总体而言 ，2013年全球权力格
局依然呈现出 “东升西降”、“南兴北
衰”的基本态势，国际体系的转型进
程得以延续。 但是随着各国战略和政
策调整显现出不同成效，国际政治权
力变迁的幅度有所减小，大国力量对
比变化的速度有所放缓，进而为全球
权力转移的前景注入了更多的不确
定性。

2013：新兴国家群体崛起
首先， 美国战略收缩态势明显。

尽管美国“一超”地位依旧，但是受国
内问题羁绊，导致美国在外交领域变
得更为“谨言慎行”。

其次，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之势
得以延续。较之发达国家，新兴国家总
体上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 同

时， 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日
趋广泛和深入， 在地区热点问题解决
以及全球治理方面的话语权重不断增
加。 其中尤以“金砖五国”之间的合作
最为突出。

而在所有的新兴大国之中，中国
的和平发展又可谓“一枝独秀”。 放眼
全球， 中国在2013年的综合表现无
疑最为耀眼。 随着综合国力的显著提
升，中国在外交上表现出更为积极进
取的态势，通过支持叙利亚危机的政
治解决，推动巴以和谈，提出“亲诚惠
容”周边外交方针，设立东海防空识
别区， 在钓鱼岛建立常态化存在，对
黄岩岛实施实质性控制等一系列举
措，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以
及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2014：权力转移趋势持续
首先，全球权力将继续由发达国

家向新兴国家转移。 受困于国内政治
“极化”、 经济复苏缓慢以及军费预算
削减等问题， 美国综合国力相对衰落
之势有目共睹。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在

军事和安全领域独立行动的能力及自
主性日益弱化， 而日本因安倍政权安
全和外交政策的明显右倾引起了周边
国家的警惕和反制， 其国际影响力亦
将受到严重限缩。与之相较，以中国为
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积极参与对国际
秩序的重塑以及全球治理规则的制
定，使得世界权力中心“由西向东”转
移的势头总体上得以延续。

但是在2014年， 全球权力转移
的速度有可能趋于放缓。 原因在于部
分发达国家经济已展现出不同程度
的止跌回升迹象，美国复苏态势尤为
明显。 而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作用，
大多数新兴国家的综合表现则持续
下滑，部分国家甚至可能陷入经济衰
退和社会动荡。 因此在2014年，发达
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此消彼长
的发展势头将趋于放缓，国际政治权
力转移的进程也将更为曲折。

其次，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
中心将继续向亚太地区转移。 美国朝
向亚太的 “再平衡”， 中国的持续崛
起，俄、印等国影响力的提升，日本对

“正常国家地位”的追求，东盟一体化
进程的深化，使得众多大国及国家集
团汇聚的亚太地区将继续成为全球
政治的焦点，太平洋地区超越大西洋
地区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
的中心地带也将日趋明显。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
家阵营将更趋“内向”。 由于美欧日等
发达国家国内问题丛生，势必被迫减
少对国际事务的干预力度，聚焦于国
内经济的发展，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守
势，从而导致其在全球事务中参与度
和影响力随之下降。

第四，中国全方位崛起之势将进
一步凸显。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吹响了中国全面深化政治、 经济、社
会改革的号角。 在2014年中国很有
可能继续保持傲视全球的经济发展
增速，中美两国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
将进一步缩小，在军事领域的“代差”
也将得到显著改善，亚太地区中美两
强并峙的战略格局更进一步凸显和
固化。 在外交上中国也将展现出更大
的进取性和主动性，进而对既有的国
际政治格局形成强有力的冲击。

中国的全球外交布局
首先，致力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

巩固和提升 。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强
国，依然对全球事务具有重大的影响
力。 中国应全面加强两国在政治、安
全、经贸、金融等领域的双赢合作，并
在全球治理、应对地区热点问题等方
面展开务实协作，包括促使美国将构
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其外交
优先议程，推动实现“习奥会”年度会
晤的常态化，扩大两军联合演习的规
模并实现机制化，深化两国在非传统
安全领域的全球合作，敦促美国加强
对日本、菲律宾等盟国的管控以维护
地区稳定。

其次，积极深化与新兴大国的协
调与合作。 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
大国将对“后霸权时代”国际政治格局
的演变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 中国应

夯实金砖合作机制， 落实建立金砖国
家开发银行以及应急外汇储备安排的
动议， 合力推动 IMF 与世界银行等
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此外，中国还应
大力拓展双边合作， 包括全面深化中
俄战略伙伴关系， 以消解美国对两国
造成的战略挤压；加强中印战略合作，
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落实，维
护阿富汗局势的稳定； 通过与巴西和
南非的合作，进军拉美，深耕非洲。

第三， 切实加强与地区 “支点国
家”的合作。 部分地区强国业已成为其
所在区域国际秩序日益重要的参与者
甚至塑造者，中国应树立“全球布局”
的战略意识，遴选地区“支点国家”，遵
循“多予少取”的原则，强化与“支点国
家”的双边关系。 例如在南亚应落实中
巴经济走廊的构想，加紧瓜达尔港的建
设，稳步进军印度洋。 在东北亚与韩国
协调应对朝核问题，加快中韩自由贸易
谈判， 联手牵制安倍政权的右倾化趋
势。 在东南亚加强与印尼等国战略合
作，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
维护南海局势的稳定。在中东加强与土
耳其和沙特的合作，在拉美加强与委内
瑞拉和阿根廷的合作，为中国的全球战
略建立牢固的地区支撑点。

第四，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新规
则的制定。 随着自身实力的下降，美
欧日日益重视利用制度和规则的创
设，以保持其对国际体系以及全球议
程的主导。 例如对国际政治 “新边疆”
———极地、 太空和网络空间———规则的
制定， 又如在国际经贸领域对TTIP和
TPP的积极推动， 再如针对气候变化问
题， 发达国家也谋求建立有利于其自身
的规则体系，逃避自身所应承担的义务，
迫使发展中国家分担不相称的责任。 对
此中国应予以密切关注， 积极参与相关
新规则的规划和制定，占据战略制高点，
以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

（本文节选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
研究院1月14日发布的年度国际战略
报告《失范与转型 ：复旦国际战略报
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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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
全球权力将继
续由发达国家
向新兴国家转
移。 全球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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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发达
国家阵营将更
趋“内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