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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是我国的友好邻邦，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着非比寻常的紧密联系，但在中越关

系的历史长河中，时而又伴有并不和谐的波折，呈现出恩怨纠结、友好与矛盾并存的复杂

状况。当前，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南海风云再起，越中两国在南海摩擦不断，中越关系又

一次面临诸多变数，人们关注着中越关系起伏变动的缘由及今后会怎样发展。笔者试从历

史学的角度，就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特点与发展趋势，谈几点基本的认知。 

悠久的历史情缘与密切的历史联系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陆地边界长达1650公里，有许多条来往的天然通道，

成为两国人民之间联系的交通纽带。越南毗邻中国南疆，面向太平洋，东临南中国海，拥

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口，扼南海航道要冲，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中越是兄弟民族，两国人民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和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国古籍很

早就将今越南北部地区称为“交趾”，先秦古籍记载有多位先贤人物关于“南抚交趾”

中越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前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梁志明

【摘要】中越之间悠久的历史情谊、相通的文化联系和唇齿相依的地缘政治经
济关系，构成了两国特别深厚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也是中越友谊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支撑。在中越关系史上，和平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人民之间的友好
交往是发展的主流，这突出地表现为双向的互动性的特点，但两国关系也呈
现恩怨纠结，友好与矛盾并存的复杂状况。以史为鉴，发展与越南的友好合
作关系是一种战略考虑与战略抉择 ；展望未来，中国与越南的睦邻友好关系
必将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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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学术顾问、中国华侨
历史学会荣誉理事。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史、世界史。主要著作有《东南亚历史文化与
现代化》、《当代越南经济革新与发展》、《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东亚历史
巨变与重新崛起》、《东南亚古代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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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南至交趾”等传说。例如，《准南子》

载：“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

趾。”①《尚书大传》和《墨子》等也有关于

尧治天下，“南抚交趾”的记载。②这些都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早在战国、春秋或者更古的

上古时代，中原地区便与远在南方的“交趾”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了。中越两国关于民族

起源的神话传说都显示出对龙的崇拜，也折射

出上古时期的中越之间的亲缘关系。中国人称

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越南人则常说自己是

“龙子仙孙”。中国历来以黄帝和炎帝为始祖，

中华民族为炎黄子孙，而越南人则认为越族系

炎帝神农氏的后代，并把炎帝、黄帝和伏羲氏

写入史书，供于神庙。这些传说显然杂有许多

神话成分，但透过上述神话故事，却可以看出

中越两国人民亲密的历史情缘。

考古发掘资料是比神话传说更为有

力的证据，中国南方和越南的史前文化遗

迹的发现，进一步地证实了中越两国人民

之间悠久而密切的联系。越南旧石器和新

石器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许多实物与中国

华南发现的文物属于相似的类型，如在

越南北部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

中期的“和平文化”遗址，其特点是分布

于沿江沿海的台地或石灰岩洞穴中，以砾

石为原料，打制的器物以砍砸器和刮削器

为主，这些磨制器物与中国南方的文化遗

址内出土的器物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美国

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说，新石器中期

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实际上属于同一文化区

域。③1924年，在越南中部清化省东山县发

现的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

青铜器物和少量铁器，一些铜器属于中国

战国时期（公元前4～3世纪）及汉代（公

元前2世纪至公元初年），特别引人注意

的是，东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批造型独

特、纹饰繁茂的青铜鼓，与中国南方少数

民族地区发现的铜鼓十分相似。中国研究

古铜鼓的专家大多认为，迄至目前已有的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云南中西部地区是原

生形态铜鼓集中的地方。尽管中越两国研

究者对古代铜鼓的发源地、年代和“谁影

响了谁”等问题有不同的见解，但古代铜

鼓是中国南方和越南等东南亚许多地区古

代居民都使用过的文化遗物。在这两个地

理毗邻、环境相似又各有不同的区域内，

人们从新石器时期就有频繁的交往，到青

铜时代双方交流更多，彼此之间相互影响

是很自然的。中越两国境内出土的铜鼓既

有跨越今日国界的相联系发展的相似性，

又存在各自的地区性特色。④

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资料表明，自远古

以来，越南土地上就有原始人的足迹。在

越南谅山、义安、安沛等地发现有猿人的

牙齿化石及其劳动工具。越南学者认为，

这些猿人与距今 50 万年的北京猿人相似。

而现代越南人则直接起源于广布扬子江以

南的百越人的一支，称“雒越人”，他们濒

江海而居，分布于红河中下游两岸地区。

早在 2000 多年前，即我国秦汉时期，中国

中原地区的人民就开始向越南北方迁徙，

双方关系已有确切的文字记载。有信史为

据的中越关系史一般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

一是郡县时期，越南称“北属时

期”。公元前3世纪至10世纪中叶，这一时

期约1000多年，当时今越南北部和中北部

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和中原内

地一样，设置郡县，受中央王朝派驻的官

吏治理，与中原地区有紧密的关系。这一

时期，越南由原始社会解体进入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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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经济、文化发展迅速，海上交通与

对外贸易日益繁荣。

二是邦交时期，越南自主国家时

期。公元10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下半期，这

一时期约900多年，是越南自主的封建国

家建立与兴衰的时期，也是中越两国邦交

关系建立与发展的时期。中越关系发生重

大变化，越南脱离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统

治，成为中国南方的一个重要邻邦。越南

在政治上仿效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中央

集权的国家，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同时

与中国朝廷维持“宗藩”交往。建立在

“宗藩”关系基础上的中越关系的基本特

征是，越南朝廷受中国朝廷册封，并定期

纳贡，同时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

和教育等方面继续保持密切的交往，双方

的关系甚至比过去更为密切。在此期间，

中越之间虽发生过边境冲突和战争，但和

平友好的经济贸易和宗教文化交流仍是两

国关系发展的主流。越南在历史上曾受到

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有学者说：“昔之

四裔漫染中国文化最深者莫逾越南。”⑤在

文化传承上，越南归属于东亚文化系统，

属于“汉文化圈”，⑥与属于“印度文化

圈”的其他东南亚国家有区别。

三 是 殖 民 时 期 ， 又 称 “ 法 属 时

期”。公元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这一

时期近100年，中越两国相继沦为西方殖民

主义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二战时期又同

样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法属时期的

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殖民政权系

统开始在中央和地方（圻、省）三级建立

起来。在中央一级，即阮氏王朝的中央朝

廷里，法国派遣总驻扎官，作为法国政府

的代表，主持越南朝廷的一切对外事务。

越南的国名被取消，变为“法属印度支那

联邦”的一个部分，与中国“宗藩”关系

结束，双方已无邦交，但殖民统治阻隔不

了中越两国的传统友谊和文化联系，却使

两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形成唇齿相依、休

戚与共的友谊和互助的关系。

四是睦邻时期。二次大战的胜利为中

越两国建立独立、平等和友好的睦邻关系

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945年9月越南民主共

和国诞生，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在中越关系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1950年1月18日，中国首先承认越南民主

共和国，从此两国建立了友好互助的睦邻

邦交。在越南的抗法战争和抗美救国战争

中，中越是肩并肩的战友，胡志明主席曾

用“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诗句来

赞美新时期的两国的友好关系。虽然1976

年后两国关系一度出现过波折，但自1991

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在各个领域

的交往与合作日益全面发展。

由此可见，中越两国之间非比寻常的

紧密的历史文化联系、和平友好交往有着

深厚的历史渊源。有研究中越关系的学者

指出：“在环绕中国的邻邦中，与中国接

触最早，关系最深，彼此历史文化实同一

体的，首推越南。”⑦中越两国人民在近代

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中，又一向互相

同情、互相支援，有着深厚的情谊。正如

胡志明主席在《致华侨兄弟书》中所言：

“我们中越两民族，数千年来，血统相

通，文化共同，在历史上素称兄弟之邦；

且国土接壤，地区毗连，更属唇齿相依，

互为屏障。”⑧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考

察，这是中越两国保持和发展睦邻友好关

系的基本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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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友好是历史发展的主流，矛盾
冲突是短暂的支流

在我国与邻国关系史的长河中，和平

的交往、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斗争中

的互相支持，无疑是发展的主流。一部中

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史是以经济文化交流

与和平友好交往为重点的历史，中国对外

来的宗教文化从来是开放、宽容的，这是

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发展的主导方面，中

越关系也不例外。但在历史上，中越两国

曾有过相互间的摩擦、冲突，甚至发生过

战争，且由于认识上的分野，这往往成为

中越两国的历史性纠葛，易滋生偏激的民

族情绪。因而，研讨和评估中越历史上和

平交往及战争关系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中外关系的发展轨迹告诉我们，中

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和平共处

的，但国家之间的和平发展不会是一帆风

顺的，国与国之间的边境冲击或战争在一定

的历史条件下是难免的，这是国家实行的对

外政策在国际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在研

究中外关系时也不能忽视或回避国家之间的

战争，关键是应依据历史事实，进行具体分

析。翦伯赞说过，我们“既不要专写战争，

不写和平，也不要从历史上删去战争，甚至

删去人所共知的战争，按照自己的主观意

图，写出一个历史上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和

平共处的局面”。⑨上个世纪50～60年代，

关于中国与邻国的战争关系的研究一度成为

“禁区”，涉及这方面问题的文章与著作常

不能公开发表，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尊重历

史的本来面貌，就没必要掩饰历史上中国王

朝的对外战争。

首先，须指出的是，古代国家之

间的战争完全是统治阶级发动的，要谴

责的是统治阶级进行的非正义的侵略战

争。人民群众是受压迫的、无权的，是强

烈反对侵略战争的，应将发动战争的统治

阶级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侵略战争是统

治集团的罪行，不能要求人民来承担历史

的责任。这是我们研究历史上国与国之间

的战争，包括中越在历史上的战争所应具

有的态度。

第二，纵观中国对外关系史，包括

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历史，中国王朝对外

侵略的记录是比较少的，规模也较小。

中国王朝所进行的战争并非一概是非正义

的侵略战争，其中也包括一些反侵略、反

掠夺的正义战争。例如众所周知的明代援

朝抗倭战争和清初抗击沙俄入侵的战争

等。在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

关系的主流是和平友好交往。南海是东西

方和平自由交往的海上交通航道，也是中

越海上合作互助的一个渠道，中国与越南

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从未发生过

类似于现今的南海主权争端。中国与大多

数东南亚、南亚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发生军

事冲突与战争。例如与泰国、柬埔寨、老

挝、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斯里兰

卡、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都未兵

戎相见。对缅甸只有过两次战争，与印度

尼西亚仅有一次，发生在元朝时期。

第三，对越南的陆地边境冲突或战

争虽然次数较多，但要作具体分析，不

能把“侵略者”的帽子一古脑儿全扣在

中国头上。历史上并非只有中国封建帝王

侵略越南的战争，而没有越南封建帝王侵

略中国的战争。越南正式建国是公元 1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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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中叶。在此以前，越南北方属于中国王

朝的版图，中国王朝在今越南北半部设立

了郡县。在漫长的郡县时期，从公元初年

至 10 世纪中叶，在交趾地方就曾多次发生

地方的起义与反抗斗争。重要的事例有，

东汉初年发生的越南史上称为“二征起义”

的事件。建武十六年（40 年），交趾麋冷

县氏族贵族后裔征侧、征贰姊妹举兵起义。

起义获九真、日南等地响应，攻略岭外

六十五城，侧自立为王。东汉朝廷派遣马

援率军于公元 44 年镇压了起义，二征被俘

殉难。⑩二征起义是封建朝廷与地方豪强势

力和当地民众矛盾激化的产物，在一定程

度上也反映了中原文化传播进程中与地方

越族的氏族贵族体制和传统文化之间的撞

击和冲突。对于这一事件，我们应作实事求

是的全面评价。二征起义并非国与国之间的

战争，一方面，起义带有交趾地方民众的反

抗东汉朝廷统治和剥削的斗争的性质，因而

1964 年 7 月赴河内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就曾亲

自前往二征姐妹陵庙献花圈，表达了中国人

民和政府的同情和敬重的心情 ；另一方面，

也应看到，马援在进军过程中，在当地建

筑城廓，开凿沟渠，灌溉农田，确立封建

郡县制，大力推行汉朝政法制度，使当地

旧的雒侯雒将制瓦解，政治体制进一步封

建化。为安抚当地人士，他“条奏越律与

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

之”。 马援采取的改革措施，对战后交趾

的重建和社会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

从 10 世纪中叶越南建立自主国家后，

中国古代王朝确曾与越南发生过冲突或战

争，其中有中国王朝侵犯越南的战争。例如，

13 世纪元蒙军队三次发动对越南陈朝的战

争，战争不仅给越南带来很大的苦难，也

给广大中国劳动人民造成了痛苦。中国人

民用逃亡、怠工以及武装起义等方式表示

对这些非正义战争的反抗。元军劳师远征，

损兵折将，不得不撤军回国，失败的重要

原因之一是国内人民的反抗。 越南王朝也

曾侵扰中国南部边疆。中国史籍记录有越

南王朝多次“寇边”的事件。1075 ～ 1076 年，

即宋神宗熙宁年间，李朝军队入侵，攻陷

钦州、廉州（今合浦）和邕州（今南宁），

造成广西边境军民重大的伤亡，但遭到宋

朝的还击，不得不议和。 综观越南古代中

越两国间的战争，时间是很短暂的。自从

吴权抗击南汉起，经过丁、前黎、李、陈、

胡、黎、阮等几个朝代，约 1000 年，其中

发生战争的年代加在一起大约只有 20 年，

而且每次战争后，双方都采用了和解的策

略，以求和睦相处。

可见，在两国历史上交战的时间是短

暂的一瞬，仅是历史发展中几个小的漩涡，

而两国的和平友好的交往仍是两国关系的主

流。而且，由于地理上山水相连和悠久的历

史联系，中越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的关系比起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更为密切。两

国人民在近代反帝反殖的斗争中，尤其是共

产党诞生后在革命运动中互相支持、援助，

使中越关系进入极为亲密的新阶段。研究中

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史上和平的和战争的两

个方面，并作一些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将有

助于认识我国与越南及亚洲各国关系发展史

的主流，且有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经济文化交流是基本途径，双向互
动是突出的特点

在中国与周边邻国文化交流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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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相互促进和互动构成了重要的内容和

突出的特点，研究中国与东亚国家文化的

交流，既要注意中国的先进文化对东亚国

家的巨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同时也要注

意研究东亚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与促进作

用，这两个方面均不可偏废。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早就与四邻开始

了最初的交往。从秦汉时期起始，中华古

典文明逐步走向繁荣昌盛。两汉时期，横

贯欧亚大陆的中西交通大动脉——陆上丝

绸之路形成。公元2世纪时，从南海沿岸

出发经过印度洋、红海通向地中海的海上

丝路也直接开通。特别是到唐宋时期，中

国已使用罗盘指针，造船和航海技术大有

提高，海上丝路日益繁荣，古代中外文化

交流出现新的局面。至元末明初，中国与

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东

南亚各国和平交往的过程中，最突出的、

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5世纪初的“郑和七下

西洋”。有人把郑和下西洋说成是武力的

“西征”或“南海远征”，这种说法使人

以为郑和航行是一种军事行动，历史实际

并非如此。“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极大地

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形

成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一大高潮。郑

和船队远航把中国的工艺制品及生产技术

带到西洋，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文化的

发展。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上交通贸易

的发展，又促进了双方商品货物的交换，

刺激了中国国内手工业的生产，并使中国

移民大批地向南洋各地寻求发展。郑和是

中国的和平友好的使者。他的船队每到一

个国家，首先进行和平外交访问，会见当

地国王与官员，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贸易

活动，贯穿于船队活动的中心是：和平友

好和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包括与越南的文化

传播与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也从来不

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多层次的，而且是

动态的，不仅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

的关系，还有多种民间的交往。在中国与东

南亚国家的交往过程中，既有互派使节、经

贸交易、互赠礼品和书籍、文学艺术交流，

又有移民寓居，留学生和僧侣的互访等。其

中，“朝贡贸易”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

官方的经贸交易的一种形式，而边境贸易和

海上的民间贸易则是双方开展经贸交易的另

一种方式。民间交易形式下的经贸来往与宗

教、文化的交流持续不断，在中国与东南亚

国家的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中越两国人民相互迁徙，在

经济开发、文化传播过程都做出过重要的

贡献。文献资料表明，早在2000多年前，

中国中原地区就与今越南地区有交往。公

元前214年，秦朝曾向越南北方地区移民，

此后有许多中国人相继南迁。中国移民中

既有上层官员、文人学者，又有游学僧人

和下层群众，他们是在越南传播中国文化

的使者与桥梁。越南在中国的移民对中国

的贡献也很大。举例而言，明代中越两国

人员交往增多，有不少越南人来到中国，

越南胡朝王子胡澄（又名黎澄）来中国献

“神枪法”，立有大功，官至工部尚书，

“专督造兵仗局铳箭火药”，明代“军中

凡祭兵器，并祭澄”，他被奉为“火器之

神”。 值得提出的是，明初交趾人阮安对

北京城的建筑的贡献。阮安，约于明代永

乐五年入宫为太监，他善于谋划，尤长于

工程建筑，在营建北京的宫殿和皇城时负

责总设计，在北京城的九门城楼、五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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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诸司公宇的建筑以及杨村驿诸河道

治理上均有建树。 上述史实说明中越两国

移民在文化交流中的相互促进和奉献。

中国与越南的经济文化交往，既有

物质文明又有精神文明的交流，突出地表

现为双向的互动性的特点。在物质文明交

流方面，秦末汉初，中原犁耕技术就开始

向交趾（今越南北部）输入，促进了古

代越南地区农业的发展。史载，今越南北

部地区中早已从中原输入金、铁、田器、

马、牛、羊和缯布。在历史上，古代中国

的制陶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东南亚一些

国家如越南用转盘制陶的技术是从中国传

入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

家，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很早便传入越

南。唐初，越南已有发达的植桑养蚕业，

史载：交趾有“八蚕之锦”，《越南历

史》一书说：“峰州（越南北部河西以

北、永富一带）到爱州（中部清化），每

年都养八次蚕。” 养蚕缫丝在当地已相当

普遍。越南的一些优良品种的输入对中国

品种的改良也甚有助益。例如，槟榔、荔

枝、婆罗密、龙眼等热带花果树种是从越

南引进的，而且交趾出产的蔗糖产量、质

量皆优。《南方草木状》说：“诸蔗一曰

甘蔗，交趾所生者，围数寸，长丈余，颇

似竹。断而食之，甚甘。榨取其汁，曝数

日成饴，入口消释，彼人偈之石密。” 三

国东吴时，石密即交趾的蔗糖传入中国，

改善了中国的甘蔗品种。

在精神文明方面，中国文化全面输

入越南的同时，也从越南文化中吸收了有

益的因素。越南儒教和道教都源于中国，

源于印度的越南佛教也受中国佛教的巨大

影响，中越传统文化的核心同为儒释道，

从思想体系上考察，中越文化“实为一

体”。在越南儒学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

古代汉文是其主要载体。公元前3世纪输入

越南的古汉语汉字在其社会文化生活中起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越南人将汉字称为“儒

字”，独立后继续借用汉字为官方正式文

字。唐代汉语词大量输入越南，学者研究发

现，越语中有一半以上的词汇来自汉语，被

称为“汉越词”。 古代越南的朝廷奏折、

政府文书和科举试卷都采用汉文汉字，文

史、地理和医学等著作均用汉文书写。汉

字文学是越南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越

南人在汉字的基础上曾经创制过一种民族文

字，称为“喃字”，但喃字无法取代汉字在

古代越南文坛上的主导地位。

越南同历史上的日本等国一样，把儒

学称为“儒教”，作为本民族的一种信仰

和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纳入本国思想史

的范畴进行研究。越南的儒释道又具有本

民族的特色。越南佛教主要属北传佛教系

统。禅宗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它融合

了儒、道、老庄和玄学思想，具有浓厚的

中国文化的特色。6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

国禅宗相继传入越南，11～13世纪，越南

李朝和陈朝的禅宗佛学大为发展，并创立

了自己的门派――竹林禅宗派，从而丰富

了禅宗佛学。

越南儒教的基本内容与表现形式无疑

是源自中国儒学。中国的历代儒家学派，

如先秦的孔孟之道、汉代的“天人感应”

以及宋明理学先后传入越南，被接纳并加

以传播，特别是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学自陈

朝初年（13世纪中叶）传入后，备受越南

朝廷推崇。经过宋儒注解的经、传，在古

代越南受到崇拜，被视为一切思维、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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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术与艺术活动的规范，受过“孔门儒

学”的正规、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成

为“士大夫”。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

化在越南有深厚的土壤，成为越南的重要历

史文化遗产。它不仅对社会上层有深刻的影

响，而且深入到社会的下层。越南村社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儒教在越南社会的广

泛影响。越南学者潘玉说：“越南文化，无

论是文学、政治、风俗、礼仪、芝术、信

仰，没有哪一点是不带儒教印记的。” 但

越南儒教并非中国儒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带

有其民族化的特征。越南思想家并非完全抄

袭、借用，而是有所发挥，并有自己的见

解。越南古代思想家将儒家思想应用到本国

时，使用了民族化的语言，注入了爱国主义

内容，带有浓厚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意向。古

代越南王朝常以地区“大国”自居，视弱小

邻国为落后的“蛮夷”。 

儒家思想保持到近现代，在当代越

南社会也留下深深的痕迹。近代越南民

族主义领袖大多出身儒生家庭，“忠君

爱国”观念是越南文绅抗法运动的指导思

想，儒教的“民为贵”、“天下大同”等观

念促使抗法维新运动领袖潘佩珠等接受民

主主义，并向往社会主义的理想。潘佩珠

（1868～1940年）对儒教特别推崇，他向往

“大公无私，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由此

出发，接受孙中山学说，并把马克思的科学

社会主义理想与儒家的大同社会混在一起，

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源于孔子的大同学说。这

显然有误，但从潘佩珠的思想发展轨迹可看

出儒教对近代越南思想界的影响。现代越

南革命运动的领袖胡志明（1890～1969年）

首先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停留在

这个水平上，他与潘佩珠等近代革命先行者

不同的重要方面，在于他由爱国主义出发，

主动地、自觉自愿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在一生革命生涯中，十分注意继承、发

扬民族传统，善于利用儒教的优秀遗产。他

常借用儒家的观念，加以发挥，赋予革命的

新内容。在革命战争时期，他提出要学习四

项革命道德：勤、俭、严、正， 胡志明思

想已被确立为越南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他把

马克思主义、东方哲学思想（包涵儒家思

想）、西方民主思想与民族主义融合成为

具有民族特色的思想体系。他一贯坚持越中

友好，他的道德、方法和风格成为整个越南

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对当代越南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

以史为鉴，着眼未来，拓展合作共
赢的新局面

中越之间悠久的历史情谊、相通的

文化联系和唇齿相依的地缘政治经济关

系，构成了两国特别深厚的友好关系的基

础，也是中越友好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支撑。回顾中越关系发展的历程，可以看

到，共同的命运与饱经磨难的遭遇为中越

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历史基础，并在长期

革命斗争中凝聚成珍贵财产，需要珍惜、

培育，使它永远流传、永放光芒，把中越

友好接力棒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是两国的

共同历史责任。

新中国诞生后，在以毛泽东、胡志明

为首的两国老一代领导人的精心培育下，

中越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但发展并不

平坦，1976年两国关系一度出现过较大的

波折和关系不正常的状态。冷战结束后，

形势发生巨变，两国领导人以两国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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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为重，通过协商，于1991年实现了两

国邦交关系正常化。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

阮文灵曾赋诗一首：“兄弟之交数代传，

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展，千

年情谊又重建。” 之后，中越两国关

系恢复并全面发展起来，双方在各领域

的合作不断加强。两国陆续签署了陆地

边界条约、北部湾划界协定和北部湾渔

业合作协定，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改革开

放、革新、治党治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

论与实践经验的交流，两国的经贸合作

迈上了新的台阶。中越两国不仅成为全

面战略合作的伙伴，还共同确定了“长期

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

的十六字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

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看出

中越之间既有长时期的平稳、顺畅的发展，

也存在起伏不定的阶段；既有有利于发展的

正面因素，也存在一些不利于发展的负面因

素。影响双方友谊持续稳定发展的缘因，既

有两国历史遗留的恩恩怨怨和文化认知方

式的差异，又有国家利益的现实矛盾和政策

策略方面的分野，还有外来势力的介入和

干预。当前，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日本右

倾势力抬头，插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

关系，继续鼓吹“中国威胁论”，企图阻

遏中国的和平崛起。在这种形势下，南海

争端升温，摩擦升级，东南亚局势和中越

两国关系复杂化，中国与越南及东盟国家

关系的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为推进中越友好关系的全方位的持续

稳定发展，笔者有几点想法与建议：

首先，巩固和发展中国与越南及东盟

友好合作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的

战略考虑与战略抉择。中国与邻邦越南之

间的矛盾与分歧是朋友、邻居、同志之间

的问题，完全可以发挥人的智慧，抓住机

遇，创立一种新的合作的机制，通过和平

协商方式，将那些不利因素消极的影响慢

慢消除，让有利的因素占有优势，推动双

方关系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国与越南及

东盟国家友好合作新型关系的形成，可以

成为处理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大国和小

国之间关系的一个范例，进而为建立和谐

亚洲与和谐世界树立一个样板。

第二，重视中越两国关系政治经济发

展中的矛盾和现实问题。尤其是南海争端

问题。南海问题无非有三种解决方法：谈

判解决、军事收复、国际仲裁。南海问题

关系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到

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

定，中国理所当然要坚定立场，反对试图

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行为。同时，为

稳定周边，中国主动与有关国家坐下来进

行协商，谈判、对话外交方式是最理性的

方式。我们应不断谋求和增强与周边的互

信，在互信基础上建立外交磋商机制，政

界学界人士应发挥智慧和谋略，寻找互利

双赢的方案，使中国与周边邻国的争端能

逐步获得和平解决。

第三，创造以软实力或文化力为主

的文化大国形象，将文化因素作为中国与

越南及东盟国家发展长期合作的深层次基

础。为改善中越关系，弘扬两国深厚的历

史情谊，增强文化的相似性、认同感，需

分清中越关系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培

育有利于双边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记

忆”，化解不利于双边友好关系发展的过

激的民族情绪，树立客观全面解读两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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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发展的历史观；在继续加强政府之间的

往来和高层互访的同时，进一步开展公共

外交、民间的经贸、文化科技与人员的交

流，以推动中越友好合作关系朝着深层次

的方向发展。

总之，中越关系的发展道路并不是

笔直而平坦的，但从发展趋势看，当前形

势有利于中国—东南亚发展更紧密的合作

关系，包括解决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之间

的南海争端问题。2013 年 6 月 19 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举行

会谈时指出，中越互为重要邻邦和合作伙

伴。两国关系 60 多年走过的历程留给我们

最重要的启示是，不管遇到任何问题和干

扰，中越双方要朝着友好合作的道路坚定

不移往前走。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正在

为实现中共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

需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高度重视

发展对越关系，将坚定奉行对越友好的基

本方针。中越关系正处于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的关键阶段。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深刻复杂变化，中越双方要共同把握好两

党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从双方根本

利益和两党两国前途命运出发，坚定不移

巩固和推进中越友好，不断增进战略互信，

妥善处理分歧，不使中越关系这艘大船偏

离正确的航道。为落实两国领导人的决策。

同年 10 月 13 日，李克强总理访越时又与

越南总理阮晋勇就深入发展中越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

识，决定成立海上、陆上、金融三个联合

工作组，并于年内启动工作，以推进三大

领域的合作 ；两国总理出席了关于海上、

金融、经贸、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文件的

签字仪式。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的成

立，发出了双方愿通过合作解决难题的积

极信号，显示出中越的共识和共同利益远

大于分歧，表明两国正努力创新思维，破

解南海这一两国关系中唯一的历史遗留问

题。这是中越关系取得的重要突破。

登高望远，展望未来，我们相信，在

大力发展双边经济合作的同时，中越的睦

邻友好必将更上一层楼。中国与越南和东

南亚友好往来与互利合作、发展与交流的

广度和深度必将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

无法比拟的。

注释

刘安：《淮南子》卷九，《主术

训》，《四部丛刊》本，引自中国社科院

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汇

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1页。

伏胜：《尚书大传》、《墨子》节

用篇，均载《四部丛刊》本，引自中国社

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

料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第2页。

张光直：《中国南部史前文化》，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42卷第一分册，1970年。

梁志明、郑翠英：《论东南亚古代

铜鼓文化及其在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上的意

义》，《东南亚研究》， 2001年第5期。

冯承钧：《占婆史译序》，马司帛

洛：《占婆史》中译本，北京：中华书

局，1956年。

参阅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郭廷以 ：《中越一体的历史关系》，



MAY, 2014    Frontiers       29

《中越交化论集》一，台湾中华文化出版

事业委员会，1956 年，第 1 页。

引自麦浪：《战斗中的新越南》附

录，河内：新越南出版社，1948年。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

初步意见》，《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3页。

范晔：《后汉书》卷八六，《南蛮

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范晔：《后汉书》卷二四，《马援

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参见宋濂等：《元史》卷二○九，

安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七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校注：《大越

史书全书》本纪，卷之三，東京大學東洋

文化研究所，1986年。

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内

地之贡献》，《中越关系史论文集》，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第79、

47～52页。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越南

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

122～123页。

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广

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9年。

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

系与文化交流》，北京：中国青年出版

社，1957年，第67页。

由于喃字书写比汉字更为复杂，表

音困难，难以推广，后逐步衰微。参阅林

明华：《越南语言文化散步》，九龙：开

益出版社，2002年，第76~77页。

［越］潘玉：《越南文化本色》，河内：

文化通讯出版社，2004 年，第 193 页。

《胡志明选集》第二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1964年，第 87 页。

引自前中国驻越大使李家忠：《亲

历中越关系正常化》，《湘潮》，2010年

第4期，第39页。

责 编／郑韶武

Th e Historic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Sino-Vietnam RelationshipTh e Historic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Sino-Vietnam Relationship
Liang Zhiming

Abstract: Abstract: The deep-rooted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s based on their long history of friendship, 
interlinked cultural connections and mutually dependent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ties, which are also importan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no-Vietnam friendship. In the hi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peacefu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friendly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were the mainstream. This is particularly characterized b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ut their relations have also encountered complex situations, such as intertwined am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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