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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 /观念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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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西文化都重视和强调观念,认为观念是能解释社会行为的重要变量。在国际关系领域中,

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交往行为是观念互动,这一本质决定了观念是一国外交战略的核心要素,并对外交

战略提供客观的自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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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论文是肖刚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05年度一般项目《/三个代表 0重要思想与当代中国外交的先进性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批准号: 05BKS007)

  外交战略是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的总体规划, 它不是短期的策略行为, 而是具有一定时

间跨度的全局安排。我国有学者对 /外交战略 0下了这样的定义: /外交战略,亦称对外战略

和国际战略,即指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 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

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 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 0,
[ 1]
美

国外交家和外交思想家傅立民 ( Charles Freem an)对外交战略所下的定义是: /外交战略寻求

以非战争手段使国家受益。在与他国的较量中,外交战略致力于确保本国通过尽可能广泛

的途径以和平手段获益,同时尽可能减少挫折,减少需诉诸武力或需抵抗外来侵略的各种可

能。评价外交战略不仅要究其所成, 还要看它能否防患于未然。0[ 2]
我们从中美学者对外交

战略所下的定义中看出,虽然两个定义之中有明显的共性,但是也明显地有表现出各不相同

的个性。比如中国学者强调的是外交战略的长远的 /谋划 0,而美国学者强调的是外交战略

的眼前 /利益 0,两种定义所强调的核心内涵是有差别的。长远的谋划有可能忽略眼前利

益,而关注眼前利益则可能缺乏长远的安排。两种定义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和可能产生

的后果,这实际上就是 /观念0) ) ) 尤其是在自身的文化土壤中发展起来的 /自有观念0, 在

其中发挥着某种导向性的核心影响力。观念一旦从物质中脱离出来之后,就是形而上的, 是

精神和意志的存在。观念是建立在是否相互认同与认可的思想层面的因素, 并非单纯的硬

实力要素,它依赖于国家实力和一国和国际的社会结构,但又总是超越实力和一国的和国际

的社会结构,并在特定的国家实力与跨国性的社会结构之间发挥核心导向作用。

一、观念的学理探究 ) ) ) 一种自我支持的客观因素

观念即信念。而国际关系中的观念则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所处的国际社会性质的某种

/特殊信念0,它可以完全 /自有0,也可以 /共有0。观念既包括一般 /道德原则 0, 也包括对

具体运用某种知识的 /统一观点 0。对于主权国家而言, /观念0意味着 /自有观念0, 而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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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则表现为 /共有观念0,一个健康的国家往往能够很好地协调和发挥 /自有观念 0和 /共
有观念 0。

中国思想中历来强调 /道 0, 古代思想家老子云, /大道汜兮, 其可左右 0,
[ 3] /道法自

然 0,
[ 4]
他认为道及其广大无所不在,它来源自然并像自然有着某种规律。庄子亦云 /道之

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0,
[ 5]
他用道来阐释修身治国平天下,并将珍视

个人生命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即所谓用道的真谛养身,把治理国家看作是次一级的东西,

即所谓用道的剩余来治国、而更次一级的东西才是谋求扩张和霸权,即用道的糟粕统治天

下。其实中国传统思想中对 /道 0的认识就是一种重要的观念认同。研究外交战略中的 /观
念 0,特别是研究在自身的传统中形成的外交战略 /自有观念0和努力探寻全球化时代的外

交战略的 /共有观念0,其实核心就是研究如何通过外交战略最大限度地体现国家利益与人

类的共同利益。

观念与外交战略

在国内社会层面上,国家是由内部结构所决定的,即,国家的个体性来源于本国的人口、

地理、经济、科技及历史等因素所构成的各种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状况。这些因素随着时间的

推移产生了本国的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法律等自有观念。通过自有观

念,国家建构内部结构,并最终形成国家的个体性。国家个体性使得国家本能地以自身视角

或自有观念判断国际形势和界定国家利益。

国家根据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和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参与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在频

繁的互动中,国家根据与各国不同的交往经历与结果, 确定他国的敌友身份, 同时他国也在

确定己方的身份,这种主观互证最终固化为一种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共有观念,并形成该观念

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一旦这种体系形成, 它将从体系上影响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 即

使得国家重新审视自有观念。因此, 国际体系是具有相互主观印证的互动性质或说是主体

间的, 其本质即为观念的循环互动。

老子提出 /反者,道之动 0,
[ 7 ]
即 /道 0的本质属性是反复循环运动,这种观念循环在国际

体系中表现为一个永不停息的观念互动过程。透过复杂的国际体系层面的观念互动, 就国

家个体而言,主体间的国际体系可以单位化为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循环过程, 即国家

通过自有观念,参与国际体系结构的构建,由此产生的共有观念影响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进

而改变自有观念和改变国内的物质因素。

值得强调得是,国家从国内社会走向国际社会,须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方能实现。外

交战略是国家外交活动的基本路线图,国家根据自有观念对国际环境做出判断和制定目标

从而形成外交战略,并通过外交战略实施,参与国际政治博弈与国际体系建构。因此, 观念

就是外交战略的核心要素。

观念根源于物质因素的意识,而国内物质因素的变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所以观念

作为其派生物,其变化时间更是相对长久。尽管外交战略随时变化,但观念转变相对缓慢,

因而观念的转变过程相对于其对外交战略的影响过程是相对静止的,只要观念没有根本的

改变, 外交战略的变化只是形式变化而不涉及核心。

外交战略的思想理论 ) ) ) 观念的外化形式

同样,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0,
[ 7]
尽管从 /道 0这一观念中派生出 /万物 0

并 /指导万物 0,但是这种派生和指导并非直接,而是通过中间媒介实现的,同样观念影响外

交战略通过其外化形式 ) ) ) 思想理论的指导才得以实现。外交战略的思想理论强调国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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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文化环境 ) ) ) 代表国内结构中的主导信念和理解,是生活现实的一个主要成分。当然

观念根源于物质因素,思想理论也和本国的物质实力紧密相关。两者的关系是物质事实, 他

们只有通过人的认知和社会互动才能获得意义。

由于思想理论为观念的化外形式, 而观念属 /自我实现的文化0,
[ 8]
因而思想理论对本

国的外交战略从根本上提供了一种自我支持, 其体现在:一, 从其观念的本质上看,个体最终

决定自身的偏好,当行为者相信观念所反映的规范原则时, 观念就成为重要的了。
[ 9]
二, 一

旦作为思想理论的观念被固化为具体外交战略时, 它能对战略制定者的激情产生长远影响,

甚至延及初始制定者的利益发生变化之后。简而言之, 固化的思想理论在不存在创新时规

定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三,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本国的历史综合环境息息相关,具有

历史继承性和本国特色,是本国国家意识的根本组成因素之一,国家在外交战略中不会弱化

思想理论的作用。四,思想理论是本国统治阶级世界观的理论体现,一般情况下,本国统治

阶级很少会急速地从本质上否定自己赖以存在的合法性理论基础,而是结合具体国际环境,

作出理论形式的调整和再创新。所以,从国家个体角度看,思想理论在客观上对于外交战略

是一种自我支持的作用,进而放大到国际体系中, 正是由于这种个体的作用, 才导致纷繁复

杂国际关系的出现。

自我支持并不表示本国思想理论缺乏客观性。各国自身的思想理论都是根据自己特有

观念所决定的, 观念则来自于本国客观的综合环境, 而各国思想理论均为各国外交战略的

/圣经0,因此亦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思想理论衡量标准。在当前仍然是相对无政府状态

的国际环境下,各国都本能地依靠自身思想理论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理论不

同于朝鲜,尽管中朝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印度,尽管中印两国都是目前发展较

快的发展中大国,也不同于俄罗斯,尽管中俄两国是战略伙伴合作关系,当然也不同于地球

上任何其它国家,因为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理论是来源于中国特色的观念, 而这种观念只有

在中国的独特历史环境下才能产生。

二、中国外交战略的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影响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重

要思想理论。前文已经说明了思想理论为观念的外化形式,因此这三大理论应该是中国外

交战略观念外化的三个相互联系层面。

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研究的新方法:进化论

1860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 ) ) ) 关于自然选择及适者生存》,从而引发了在

全球范围内至今仍未平息的思想革命。达尔文此种思想可以归结为:新的物种是由有原物

种在自然选择中发展出来的,即在物种多样性背后存在一种规律性的客观联系。
[ 10 ]

考察中国外交战略时, 往往运用某种或多种理论平台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研究, 结

果常是由于平台不同而结论不同。有人为中国外交战略是防御型或是和平发展型的,

也有人认为是扩张型或挑战型的。这些研究多少对中国外交战略有所帮助, 但不能成

为研究中国外交战略的实质方法, 因为它忽略了一个最重要事实: 各种理论背后都是

同一种观念, 这种观念是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不断自我进化的客观因素, 即经过历史

洗涤形成的传统文化成为我国外交战略观念的主要内容; 其次, 马克思主义融合到观

念之中成了指导理论; 最后, 在当前历史条件下, 观念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精华

得以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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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进化图

物种形成: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中的传统思想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
[ 11]
由于地理隔离 ( geographic iso lat ion ), 使得被隔离开的生物群体

在该地理条件的自然选择上逐渐适应了局部的环境条件,并根据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进化, 使

得其成员尽可能高效地生存、繁殖和传播基因,通过这种适应过程形成物种独有的形式和特

征,而最终成为主宰该地域的根本生物种群。同样,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国独有的人文

地理条件。从夏商开始,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中国传统文化已独立形成; 到春秋战国时期, 诸

子百家争鸣创造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秦汉以后, 中国思想以儒道两家为主, 经

过近两千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套被世界所推崇的中华思想体系。

传统思想自古就对我国对外战略产生巨大影响, 其直接体现为产生了主导东亚长达一

千多年的国际体系 ) ) ) 中华朝贡秩序。可以说,朝贡秩序是我国传统思想与我国古代强大

国力结合的辉煌成果。首先,中华的文化魅力和中央王朝的超强国力吸引周边国家积极学

习中华文明,使筷子、瓷器、丝绸汉服、汉语汉字,以及官僚体制在东亚地区广泛传播, 进而潜

移默化地使东亚地区走向观念和价值的统一, 即产生一种华夏共有观念,从而为华夏秩序完

成了区域性文化整合。其次,在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任德不任力、从道不从

霸、强调中庸和谐和宗族关系已从国内伦理上升到对外谋略的观念高度。中央王朝不认为

周边国家是需要征服的对象,而是认为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宾, 莫非王臣 0 ,
[ 12]
不

仅对其以礼相待,以德服人而且向其提供经济好处
[ 13]
和安全保证。

[ 14 ]
最后, 中华文化已超

出国界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文化,周边国家也深受传统思想或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因此潜意

识里具有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0的儒家等级观念,与中央王朝确立宗藩关系,向其进贡以及

受其册封被认为是合乎伦理道德的自然行为。总之, 正是我国传统思想与对外战略的结合

使得自汉唐到近代东亚格局发展成为自上而下垂直型的权力关系。
[ 15]
这种千年的权力关系

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已与对外战略达到某种水乳交融的地步。所以,从继承性 (或说遗传性 )

上,尽管近代中华民族历尽沧桑, 但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是当代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根本内

涵。孔子的 /仁礼 0和老子的 /柔弱0等哲学思想长期作为指导新中国处理对外交往的原则,

和平、中庸、后发制人哲学观念也长期影响中国的外交活动。
[ 16]

1963年周恩来在概括中国

外交战略的基本思想时说: /我们中国人办事, 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

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0 [ 17 ]

指导性融合: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中的马克思主义

进化论认为,各种内部以及外界因素的作用会迫使物种通过其自身潜在的学习能力, 模

仿或借鉴其它物种适应要求的成功特性。在进化过程中, 学习而来的特性逐渐使物种在形

式、生理或行为上发生改变,使物种进一步变化,以抵消不利因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适应

新的环境,能尽可能高效地生存和繁殖。这种学习过程中的变化也可称为指导性融合。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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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初,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被各帝国主义国家任意宰割的地位。中华

民族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去解决这一难题。 1917年十月革命为中国送

来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历史必然的选择也使得中国传统观念开始发生了顺应时代要求的融

合。

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优秀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 随后开始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指导性的融合。按照指导性融合的涵义,马克

思主义一方面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核心理论,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外交理论也和马克思主

义主义经典作家的外交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样正是俄国革命的成功和国内问题的深

重,使得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并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 20世纪上半叶

的历史抉择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的指导意义, 使

她成为中国主导的思想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念, 她也自然和中国传统 /和合 0等优秀思想融

合,成为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核心内涵,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

外交思想体系和观念体系。从建国之初的向苏联的坚定的 /一边倒 0策略到今天响亮地提
出建立 /和谐世界 0的理念,半个多世纪的新中国外交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主

义如何和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融合,形成具有明显自身特色的 /自有的0外交观念体系。
共同进化: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进化论认为,在更高的级别上,选择经常通过物种之间互相影响的方式而起作用。这好

比蜜蜂和植物的邻里关系,大家彼此为对方提供方便,也为自身提供保护。大家相互作用又

相互分散,从而扩大了物种之间的选择和变化的范围,这种现象亦称为共同进化。
[ 19]
同样,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 只能是

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
[ 20]
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存在相互

交汇、相互借鉴的共同进化关系,但是当前中国的外交战略理论研究存在着两个困境,
[ 21]
使

得这种共同进化出现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单方面吸取中国外交战略观念而加速进化, 但中

国外交战略观念的进化却裹足不前。

客观上这种现状的产生与中国近代历史息息相关。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步步西化。

当国人忙于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文明现代化时, 却发现我们都是在拼命地追求一个西

方文化主导的体系,一个和自己的祖先没有任何关系的 /上帝 0, 中国需要超越西方的文化

语境。
[ 22]
面对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互借鉴、相互发展的局面, 我们应以

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为主体,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部分, 从借鉴吸收 /上帝 0的过程
中去挖掘、发展、丰富中国外交战略观念, 去追寻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 /太极 0。

当然,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非全盘吸收。第一, /学者分析国际体
系运作,政治家构建国际体系。分析者和观察家的观点大相径庭 0。[ 23]

在本质上,西方国际

关系理论是解释作用大于预测作用。第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发展和流行西方, 往往

不可避免地以西方 (或说强权 )为中心,以西方的 (或说美国的 )视角看待世界。它不是所宣

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一点连美国学者伊多#奥伦也提出了质疑。[ 24 ]
它可能对西

方来说是良药,但它是否能真正解释或代表中国利益还有待考察。
[ 25 ]
因此,中国外交战略观

念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理解为知己知彼,即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西方外交战

略来做到 /知彼0。全面考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点和不足,结合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特

性对外交战略理论进行深入系统构建来做到 /知己 0:从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到引发中国

外交战略观念的理论回归,并最终使得中国外交战略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驾齐驱,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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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超越之。例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比较重视对软实力
[ 26]
的研究,而我们对西方的软实

力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后,会发现它对于中国外交战略观念而言已不新鲜。傅立民接受《环

球时报》专访时就指出, /现在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关于如何发展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讨论, 其

实这是孟子的思想, 他虽然没有用软实力这个名词, 但他注重的是一个国家的道义影响

力 0。[ 27]
《左传 #昭公元年》中就有 /临患不忘国, 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 贞也,

谋主三者,义也0的说法,主张一切战略与策略皆应该建立在 /忠0、/信0、/贞0之基础上, 而

/忠0、/信0、/贞0三者整合为一体而形成 /道义0之力量。

结  束  语

强调外交战略中观念的作用,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外交战略与策略的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认识之必须,有助于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和深入地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和外

交思想。以 /自有观念 0界定的中国外交战略, 是今天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以维

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为核心目标,是出于建立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的需要而对地缘政治的科

学把握。以 /共有观念 0界定的中国外交战略则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不失时机地、准确地

推出 /和谐世界0的理念,适应中国外交从地缘政治向全球政治扩展的需要。中国的外交战

略观念必然要在一系列全球性的紧迫的问题上有所体现,即如何在建立全球的防止核扩散、

反恐、控制艾滋病、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中国的巨大作用。建立在 /自有观念 0基础之

上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和建立在 /共有观念 0基础上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也是相互相
存的,没有 /自有观念0的外交政策与战略,我们的外交就只能是依附性的,没有主心骨的外

交;只有 /自有观念0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而缺乏 /共有观念 0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 中

国的外交也就很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战略机遇期也就可能失之交臂。

今天中国的外交之所以越来越发挥出她强大的生命力, 正是中国外交在 /自有观念 0和 /共
有观念 0上找到了平衡。

注释:

[ 1 ]  李世华、张士清:《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1996年 6月第 1

版, 第 1页。

[ 2 ]  [美 ]傅立民:《论实力:治国方略与外交艺术 (中译本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6月

第 1版, 第 60页。

[ 3 ]  《老子# 第三十四章》。

[ 4 ]  《老子# 第二十五章》。

[ 5 ]  《庄子# 杂篇# 让王第二十八》。
[ 6 ]  《老子# 第四十章》。

[ 7 ]  《老子# 第四十二章》。

[ 8 ]  有关自我实现的进一步论述可以参见 [美 ]亚历山大# 温特著, 秦亚青译: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

论》,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32页。

[ 9 ]  朱迪思# 戈尔茨坦、罗伯特# 基欧汉编,刘东国、于军译: 《观念与外交战略政策 :信念、制度与

政治变迁》,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2月第 1版,第 13页。

[ 10]  参见 [德 ]莫尼卡# 奥芬伯格著, 郑建萍译: 《关于鹦鹉螺和智人 ) ) ) 进化论的由来》, 上海: 百

家出版社, 2001年第 1版, 第 1页至第 10页。

[ 11]  参考 [英 ]戴维# 布尔尼著,李阳译:《进化论》,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年第 1版, 第 130页至第

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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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诗经# 小雅# 北山》。
[ 13]  周边国家通过建立和发展与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关系, 也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因为, 中国

封建王朝为了扩大其政治影响 ,在朝贡过程中实行 /厚往薄来0的招徕政策, 这也是朝贡制度得以建立和经

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如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所称: /岛夷朝贡, 不过利于互市赐予。0参见俞常

森: 《试朝贡制度的演变》,载《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 1期,第 55页。

[ 14]  明清时期,中国向藩属国朝鲜提供安全保证,大规模派兵帮助朝鲜抵抗日本侵略。

[ 15]  相比而言,古代欧洲没有出现垂直型权力格局,这不是由于欧洲上没有出现过一个掌握绝对硬

实力和软实力优势的大一统国家,例如罗马帝国,查理帝国, 而是由于当时欧洲缺乏受到广大统治者所赞

同和支持的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建构秩序功能的伦理思想以及主动向外输出文化观念的意识, 因此导致在

建立秩序上依靠武力而非文化。纵然征服一方,但缺乏文化的认同以及基于文化上的区域性整合, 使得这

种征服既痛苦又短暂。值得一提的是, 欧洲目前正在从水平型权力结构过渡为垂直型权力结构,或说使欧

洲正走向联合和统一。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欧洲深知区域一体化不是武力所能完成。一体化的前

提是基于共同文化的区域整合。一旦欧洲各国的文化观念形成统一,政治统一便指日可待, 而且这种统一

将长久牢固。这可以说与华夏秩序建立的过程极为相似。因此, 面对西方文化构建的世界体系与主权国

家的概念时, 我们不必对自己的思想文化妄自菲薄。

[ 16]  参考门洪华:《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 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 4期, 第 48页。

[ 17]  任晓:《国际关系新视野》, 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1年, 转引于郭树勇: /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哲
学变与不变0,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 10期, 第 67页。

[ 18]  参考 [英 ]戴维# 布尔尼著,李阳译:《进化论》,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年第 1版, 第 176页至第

177页。

[ 19]  参考 [英 ]戴维# 布尔尼著,李阳译:《进化论》,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年第 1版, 第 144页至第

145页。

[ 20]  江泽民: /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0, 载《人民日报》2002年 4月 11日。

[ 21]  两个困境:一是中国学者的信心不足 ,眼光不够长远, 在东西方差异、跨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形

势面前显得动摇和犹豫; 二是在了解和消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方面,有些学者是照单全收, 有些

是全盘否定, 都没有做到以批判而虚心的精神去了解、学习和借鉴、更新。

[ 22]  陈文军: /博弈和进化中的发展路径0, 载《凤凰周刊》(网络版 ) 2006年第 5期。

[ 23]  亨利# 基辛格著,顾淑卿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 1998年 1月第 1版, 第 11页。

[ 24]  具体可以参见伊多# 奥伦的《美国和美国的敌人 ) ) ) 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一书
中的核心观点, 即美国的政治学依附于国家而非民主。

[ 25]  根据 /南方国际关系在线0上有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否能代表维护中国利益的调查中,

65185%的网友持否定态度。

[ 26]  软实力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其表现

为 /政治制度的吸引力 +价值观的感召力 +文化的感染力 +外交的说服力0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

和亲和力。

[ 27]  见 /美资深外交家傅立民:关注中国 40年中不是-崛起 . 而是回归0, 载《环球时报》2006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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