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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国周边外交
凌胜利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周边地区带来深刻影响，体现为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周边经

济发展受阻、周边安全合作分化和周边人文交流弱化等。周边环境的新变化给中国带来机遇

与挑战。推进中国周边外交，要增强周边外交主动性，实现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有机协调；要

深化周边经济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周边安全合作，营造和平稳定周

边环境；周边外交要整体把握，精耕细作；要促进周边人文交流，做到人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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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重

要影响。疫情冲击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

变，使得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中国正处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需要对疫情影响下

的国际环境加强研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

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

准备”。①受疫情影响，全球或将进入一个战略收

缩期，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对此，需要

全面准确分析疫情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影响，剖析

疫情之后中国面临的周边环境新变化，继续经略

周边，营造良好环境，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不断

夯实基础。

疫情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影响

疫情给各国经济和社会带来很大压力。总的

来看，疫情对于周边地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4 个

方面。

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周

边地区的大国战略竞争加剧。自特朗普政府执政

以来，美国就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的

战略施压不断加码。“美国拉拢印度、日本等地区

大国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竞争，加剧了地区局势的

紧张，干扰了地区合作的进程和合作机制构建的

步伐。”②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印太

战略”的框架，非常重视美日印澳四国合作。2021

年 3月，上任不到 1个月，拜登政府就召开了美日

印澳首脑峰会，试图升级和完善“印太战略”合作，

表明了对“印太战略”的重视态度。此外，还有美

俄战略竞争依然延续，尽管美俄战略竞争的重心

在欧洲，但是美俄战略竞争也影响了中国周边地

区的国际格局。

周边经济发展受阻。疫情暴发以来，周边国

家的经济大多呈现逆增长的态势。此前经济发展

形势不错的东南亚国家，只有越南、缅甸和文莱保

持微弱增长，一些国家因疫返贫概率增加。周边

大国日本、印度等因为疫情冲击经济受损严重。

2021年 4月以来，印度疫情加剧，经济复苏更加困

难。同时，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边国家的

产业结构和产业链重组。中国和周边国家依然保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人民日报》

2021年1月21日，第1版。

② 韩爱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周边外交的策略选择》，《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2期，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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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但“一带一路”在周边国家

推进所面临的阻力明显增加。在“印太战略”的推

动下，美日印澳四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也更加明显。

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循环部分受阻，四国试图组

建新产业链。美日还谋求通过资本和技术优势，

扶植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制造业的发展。

周边安全合作分化。对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

而言，中美两国的巨大体量和实力，使得亚太国家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美国在亚太安全领域具

有明显优势，不仅强化了冷战时期打造的联盟体

系，而且还不断构建各种形式的安全合作。不过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具有明显的排他性，

对于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覆盖有限。对于美国

主导的“印太战略”，东盟担忧其会削弱东盟在亚

太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基本立场是不迎合、不

接受。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分化将导致地区安全形

势更加复杂，地区稳定更需精心维护，地区安全合

作更加困难。从长远来看，地区安全分化还会影

响地区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值得注意的是，

疫情加剧了周边国家的脆弱性，使得一些国家内

部动荡的风险增加。

周边人文交流弱化。疫情对周边地区的人文

交流形成较大冲击，人员往来、境外旅游等都明显

减少。长期以来，周边地区的人文交流受到了历

史问题、宗教问题、大国博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周边国家之间的民心相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疫

情不仅限制了周边地区的人文交流，而且还产生

了一定负面作用。周边人文交流需要增强应对风

险的能力，以保持人文交流的延续性。

总之，疫情对于周边地区的影响是全面的深

刻的，周边地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内外挑

战都会有所增加。特别是大国竞争的加剧对于周

边地区的分化效应，将严重影响周边地区的政治、

经济和人文合作。

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总体来看，受疫情的冲击，中国的周边环境更

加复杂和更具挑战性，做好周边外交需要对周边

环境的新变化有所统筹和整体把握。

中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大国博弈。周边地区

目前逐渐成为全球战略重心所在，也是大国博弈

的焦点地区。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

崛起面临的压力也有所增加，特别是有的亚太地

区大国与中国的竞争有所加剧。美国通过推动

“印太战略”，“加大了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干预

力度，阻遏中国持续崛起的进程和不断拓展的地

区影响力”。①中国需要在大国竞争中避免处于

完全孤立的态势，要加强各国对华战略动机的分

析，深入剖析大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找准发展和合

作定位，制定适宜的对策。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周边外交

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争取更多周边国家对中国发

展和周边政策的认同与支持。但随着中国地区影

响力的拓展和周边国家与中国经济依赖的增强，

周边有的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不降反升。②受疫情

冲击，周边国家对华的心态更加复杂。一方面，希

望搭乘中国的经济发展快车，实现本国的经济增

长；另一方面，在安全方面，一些国家对中国又持

怀疑态度，政治上在大国之间游离。随着大国竞

争的加剧，周边国家待价而沽的心态更加明显。

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并不希望中美战略

竞争过于激烈，加剧它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

困境。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多次表示不愿卷入

中美战略竞争，也希望中美战略竞争不要过于激

烈。事实上，这种态度反映了亚太地区大部分国

家的心声。

周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能受到影响。长

① 高程、王莎莎：《特朗普政府战略部署调整及对中国周边形势的影响》，《战略决策研究》2020年第6期，第29页。

② 韩爱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周边外交的策略选择》，《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2期，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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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中国一直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中充当“发

动机”，为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边国家和中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形成了较深

的经济利益交织关系。但是，一方面，基于对华经

济依赖不断增长的担忧，有的周边国家有意识地

寻求大国平衡，在经济方面不断加强与其他大国

的合作，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另一方面，一些

大国为了抵消或者削弱中国的优势，采取了一些

举措，旨在削弱中国的经济影响力。①

其他大国对于中国周边地区的关注度有所减

少。受疫情冲击，世界主要大国的经济都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萎缩。这也使得这些国家的战略重心

都聚焦在国内政治和其周边地区，对于中国周边

地区的关注度自然会有所减少。相对而言，中国

虽然一度也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但很快有效管

控住疫情并率先实现经济快速复苏。中国对周边

地区的重视程度依旧，具备与其他大国在中国周

边地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

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吸引力依然强劲。

2020 年，尽管受到疫情的冲击，但中国和周边国

家的经济合作总体保持延续，贸易总量依然保持

增长态势。中国继续推动与周边地区经济合作，

加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落

地实施。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正在建

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周边国家和中国

的经济合作依然有较大的潜力和深厚的基础。

中国推动抗击疫情国际合作增强了周边命运

共同体意识。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中国与周边

国家都意识到病毒是没有国界的，不分种族、肤

色，所有人都会受到病毒的侵袭。②疫情期间，中

国也展示了地区大国的责任和担当，给周边许多

国家提供了医疗援助，包括派出医疗人员、援助抗

疫物资，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等等。这

些都有助于增强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

积极推进中国周边外交

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

置。③面对全球战略收缩与周边地区的新形势，

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推进中国周边外交。

增强周边外交的主动性，实现周边外交和大

国外交有机协调。长期以来，我国周边外交受大

国外交影响较深。周边地区大国林立，关系复杂，

大国外交对周边外交的影响不可避免。但与此同

时，周边国家大都希望尽可能地增强各自的战略

自主性，不愿意在大国博弈中卷入太深，更多在大

国之间采取平衡或者对冲战略。应关注周边国家

的这种战略自主性的诉求，促进中国和周边国家

的关系更加稳定。一是理性分析大国竞争对于周

边外交的影响，区分不同领域大国竞争的影响程

度。二是关注周边中小国家的诉求，尽可能和周

边中小国家建立各种密切联系。三是处理周边国

家外交关系要注重保持延续性，确保周边国家关

系协调稳定。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与周

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是近年来中

国推进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的大手笔。

虽然疫情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一定影响，

但从长远来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有助于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符合中

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经济利益。中国主导创建的

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合作机制，都有助于“一带一

路”建设的深入推进。我们需要结合周边国家的

利益诉求，精耕细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

① 如美国试图推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经济合作，酝酿“蓝点网络”计划，推动制造业向印度和东南亚地区转移。

② 李晨阳：《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世界知识》2020年第12期，第73页。

③ 习近平：《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 /2015-11/07/c_

11170703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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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走实，为维护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稳定繁荣创造

有利条件。

加强周边安全合作，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

境。周边地区安全形势呈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

全交织，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利益纠葛并存的态

势。周边安全的影响因素极为复杂，既有大国博

弈，也有地区纷争，周边有的国家还存在国内政治

斗争，推进周边安全合作的难度和阻力不小。疫

情导致一些国家经济社会矛盾加剧，对其政局稳

定造成一定冲击。其中缅甸体现得尤为明显。缅

甸政局动荡已经引发国际关注，成为影响地区安

全的重要议题。加强周边安全合作，一是加强非

传统安全合作。推动与周边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

作，有助于抑制同盟政治和大国对抗对地区安全

的消极影响，增强与周边国家的安全互信，促进地

区安全环境改善等。①二是加强大国战略分歧管

控。大国博弈对于周边安全的影响将长期存在，

加强大国战略分歧管控有助于预防大国间冲突，

避免矛盾升级。三是推进周边地区安全机制的构

建和协调。周边地区安全合作存在碎片化现象，

甚至不乏竞争，这严重地影响了周边地区的安全

治理。应通过制度协调和大国协调的双重协调方

式，尽可能强化周边安全治理。

周边外交要整体把握，精耕细作。周边各国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性。鉴于

当前全球进入战略收缩时期，中国周边外交应适

当收缩战线、聚焦重点国家与重点领域。②一是

对于与中国没有核心利益冲突、利益契合度较高

且具有一定地区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应加强与这

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合作，打造全方位伙伴

关系。二是对于与中国没有核心利益冲突但利益

契合度一般的国家，中国应与这些国家长期保持

友好关系，不断促进利益交汇，做好邻居好伙伴。

三是对于与中国存在核心利益冲突的国家，中国

应谨慎评估与这些国家的整体关系，管控分歧，求

同存异。

周边人文交流需细水长流，做到人心相通。

受疫情影响，中国和周边国家人文交流受到一定

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人文交流依然重要。一是

推动周边旅游发展，增进人员相互了解。通过简

化旅游签证、开办旅游年或旅游月等活动，促进中

国与周边国家的旅游往来。目前，中国境外旅游

排名前 10 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泰国等，大多

是周边国家，相互之间旅游基础较好，潜力较大。

二是继续加强教育和科技交流合作，增进深层次

人文交流。通过交流合作，培养一大批知华、友华

人士，夯实人文交流基础。三是健全和完善周边

人文交流合作机制。重视非政府组织在人文交流

中的独特作用，促进周边人文交流规范有序、互信

互鉴、持续发展、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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