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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工作报告（1978-2015） 

看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发展变化 
 

陈瑞欣 

 

   摘  要：本文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1978-2015）为研究文本，运用定量分析

和语境分析方法对其中涉及“周边外交”的内容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认为中国

周边外交政策可分为六个时期并得出以下结论：周边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中美关系

的变化影响着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变化；周边外交政策日益成熟完善，依据国内

外环境的变化加以调整；周边区域合作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安全、人

文并重；周边安全由政治、军事领域逐渐扩展到经济、舆论领域；周边外交政策

的调整由国家大战略决定、受大国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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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0 月 24-25 日，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就周边外交专门举行的一次会议，李克强总理主持，习近平总

书记作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

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

同发展。”①2014 年 11 月 28 日至 29 日，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进一步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深化同周边

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②这两次外交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周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未来十年中国外交和战略体系构建研究——战略调整
和外交改革”（项目编号：14AZD059）的成果之一。 
①“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
国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载《人民日报》2013 年 10 月 26 日。 
②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4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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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外交的大政方针。 

 近 5 年来，中国学界对中国周边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安全、经济、战略、

对策、思想等领域，主要著作有张洁主编的《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系列丛书

等。① 2013 年 10 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举办了“周边战略形势与中国周

边战略”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对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及其原因、周边

外交战略的实践与对策进行了探讨；② 张蕴岭等学者从中国周边外交环境的变

化、周边外交理念的转变出发开展研究，并就周边外交提出具体的对策。③ 

本文以计量统计和语意分析的方法对 1978 年至 2015 年的共 38 份政府工作

报告进行文本研究，抽取其中涉及“周边外交”的文字，运用 Microsoft Office

进行字数统计制作表 1，运用 SPSS17.0 制作图 1 和图 2，从而作出定量的和语境

分析，将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探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周

边外交政策的发展变化。这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演变所作

的历史总结，而且对未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工作会具有一定的启示。全国党代会报

告每五年一次，对中国外交发挥着宏观的指导作用，但不能具体反映周边外交的

变化，而政府工作报告则较为详细地表述了上一年周边外交的重大事件及相关政

策的变化情况，且政府工作报告具有权威性，因而本文选用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

本研究，在分析中引用党的报告、领导人的讲话以论证观点。 

“周边”一词于 1988 年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此后除个别年份如 1989

年、1990 年（提周围邻国）、2007 年、2009 年外，该用语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都 • •占据重要位置。何谓“周边”？周：环绕。《楚辞 九歌 湘君》：“水周兮

                                                        
① 张洁主编：《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1—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祁怀
高等：《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安全与周边外交》，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版。仇华飞：《国
际秩序演变中的中国周边外交与中美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 
② 参见《现代国际关系》2013 年第 10 期，第 1-43 页。 
③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于新秩序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1 期；
张蕴岭：“把握周边环境新变化的大局”，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 年第 1 期；张蕴岭：“中国
周边的新形势与思考”，载《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5 期。高程：“周边环境变动对中国崛
起的挑战”，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 年第 5 期；高程：“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
战略调整”，载《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2 期。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
大周边外交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6 期。周方银：“周边环境走向与中国的
周边战略选择”，载《外交评论》2014 年第 1 期。阮宗泽：“中国需要构建怎么样的周边”，载
《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2 期。陈琪，管传靖：“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调整与新理念”，载
《当代亚太》2014 年第 3 期。邢丽菊：“从传统文化角度解析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以‘亲、
诚、惠、容’为中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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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下”，引申为一匝。①边：周围；四侧，如：周边；四边，引申为边界，边境。

•《汉书 陈汤传》“（单于）遁逃远舍，不敢近也。”②可见，“周边”指环绕中国

边界四周并向外辐射的区域，也可称为“大周边”。所谓周边外交，系一个国家

与环绕其边界的国家之间发生的外交关系。 

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有“小周边”、“大周边”之说。“小周边”系指与中国领

土和领海直接相邻的国家及地区，如俄罗斯、蒙古、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

亚诸国。而“大周边”乃为环绕中国边界四周并向外辐射的区域，除涵盖小周边

国家和地区外，还包括西亚和南太平洋地区。③从中国 1978-2015 年政府工作报

告关于周边国家的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周边国家包括：东北亚（朝鲜、

韩国）、东亚（日本）、东南亚（东盟十国④）、南亚（南亚五国⑤）、北亚（蒙古、

俄罗斯）、中亚（中亚五国⑥）、西亚（阿富汗、伊朗等）、南太平洋国家⑦。此外，

需要指出的是，考察 1978-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日本和前苏联始终是属于中国

周边邻国，如 1978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中

苏曾经是友好邻邦”；此后因中日、中苏关系十分重要，如同中美关系一样被单

列，在论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中没有列出，但并非有的学者所认为

的 1988 年李鹏代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周边”一词时，不包括日本

和当时的苏联，⑧也非有的学者认为的直至 1991 年 5 月江泽民出访苏联在莫斯科

发表演讲时，“周边”才明确包括日本。⑨1978-1988 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直强

调与邻近国家的睦邻关系，对待邻国的热点问题，如苏联侵略阿富汗、越南侵略

                                                        
①《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40 页。 
② 同上，第 1249 页 
③ 有关“大周边”、“小周边”的论述参见刀书林：“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刍议”，载《现代国际
关系》2002 年第 1 期；钟飞腾：“政经合一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载《南亚研究》2010 年
第 3 期；袁鹏：“关于新时期中国大周边战略的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 年第 10 期；
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
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7 期。 
④ 东盟十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
甸、柬埔寨。 
⑤ 南亚五国包括：不丹、尼泊尔、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 
⑥ 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⑦ 1996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继续发展同东南亚、南亚、南太平洋以及所有邻国的友好
合作关系”，首次提出南太平洋国家也属于我国周边邻国。南太平洋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
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库克群岛、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亚联邦、帕劳、瓦努阿图、
萨摩亚。 
⑧ 祁怀高等：“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安全与周边外交”，第 4 页。 
⑨ 钟飞腾：“周边概念与中国的对外战略”，载《外交评论》2011 年第 4 期，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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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等，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单独列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述三国不属于中国

周边邻国。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定量分析 

通过对 1978-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研究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内

外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不断地发展、变化、完善、成熟。对 1978-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周边国家的文字表述①进行统计，就涉及周边外交的字数

及其在外交工作部分的字数中所占百分比，以及关键词“周边”出现的频次作出

定量描述，即可使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变化通过图表得到直观的反映。 

表 1：1978-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周边外交政策文字表述概况② 

政府工作 

报告年份 

涉及“周边外交政

策”的字数（个）

阐述外交工作

的总字数（个）

表述周边外交政策

的字数占外交工作

总字数的百分比 

“周边（外交）”

一词在报告中出

现的次数 

1978 900 4382 20% 0 

1979 1454 4319 33% 0 

1980 0 0 0 0 

1981 0 74 0 0 

1982 0 0 0 0 

1983 883 2447 36% 0 

1984 1125 7228 15% 0 

1985 0 0 0 0 

1986 108 2491 4% 0 

1987 0 435 0 0 

1988 1116 4343 25% 1 

                                                        
① 周边国家的文字表述情况：1978-1987 年“周边”一词出现前依据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外交
工作部分出现的具体“邻国”字词来统计；1988 年后出现了“周边”关键词后依据“周边”、
表述“邻国”的字词来进行统计。 
② 1978-1982 年、1985 年、1986 年、1996 年、200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网，http://www.gov.cn；1983 年、1984 年、1988-1993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来源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4-2015 年（除 1996 年、2001 年外）来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报。其中，表 1 中文字表述包含标点符号。因为“周围”与“周边”同义，在 1978-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只有 1990 年出现过“周围邻国”，所以本表把“周围”出现的次数等同
于“周边”出现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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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1209 3435 35% 0 

1990 720 3258 22% 1 

1991 0 0 0 0 

1992 418 1676 24% 1 

1993 445 2120 20% 3 

1994 77 1403 5% 1 

1995 201 1162 17% 2 

1996 310 1776 17% 1 

1997 277 1304 21% 2 

1998 259 1237 20% 1 

1999 193 993 19% 1 

2000 287 980 29% 3 

2001 8 164 4% 1 

2002 138 677 20% 2 

2003 108 580 18% 2 

2004 54 678 7% 2 

2005 74 860 8% 3 

2006 42 424 9% 1 

2007 0 505 0 0 

2008 70 444 15% 2 

2009 0 424 0 0 

2010 48 524 9% 2 

2011 50 548 9% 2 

2012 68 363 18% 2 

2013 46 235 19% 1 

2014 120 593 20% 2 

2015 125 566 22% 3 

从表 1 中，可以发现阐述外交工作的总体字数逐渐减少，1999 年后没有出

现字数上千的情形，有关周边外交政策的字数也在减少。具体而言，1978-1989

年关于周边外交的总体描述详尽，出现 1979 年、1984 年、1988 年、1989 年字

数上千的情况；1991 年后描述简练， 高的 1993 年为 445 字，2004 到 2015 年

则字数不过百。单纯从字数变化并不能说明周边外交政策的变化状况，我们通过

对“阐述周边外交政策的字数占涉及外交工作的总字数之百分比”的计算（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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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边’一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次数”统计（图 2），可以直观地看出，

1979 年、1983 年、1989 年、1992 年、2000 年、2002 年、2008 年、2013 年出现

波峰。我们以 1988 年第一次提出“周边”为分水岭，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周

边外交政策先粗浅地分为两个时期：（1）1978-1987 年。1983 年达到 36%，这是

因为 1980-1982 年未提周边国家，仅在 1981 年有 74 个字论及外交工作，其余均

为 0，在 1983 年集中谈论外交和周边国家状况显然在情理之中。1984 年对周边

邻国的阐述是十分简练的宏观描述。这一时期虽不曾涉及周边概念，但周边外交

是受到重视的。（2）1988-2015 年。其中 1988 年达到 25%，1989 年达 35%，出

现波峰，此后只有 2000 年达到 29%，其余大多数年份都在 10%-20%之间。 

我们以 10%为界分析 1988 年后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状况，设 10%以上为重

视，即可再细分出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88-1993 年。1989 年后，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试图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进行多方面制裁，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

系恶化。这促使中国调整周边外交政策，开始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先后同新加

坡、文莱、俄罗斯、新独立的中亚国家、韩国等恢复或建立外交关系。1990-1993

年报告阐述周边外交工作的百分比达 20%以上，其中 1993 年 3 次提及“周边”。

这是周边概念刚提出的时期，该时期中国主要同周边国家恢复或建立外交关系。

第二个时期，1994-2000 年。中国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制裁的同时，

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改善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

家的关系。1996 年台海危机，导致刚有所好转的中美关系出现波折；1999 年“炸

馆”事件，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因此 200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周边外交工作

的百分比高达 29%。该时期中国周边局势总体良好，是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发

展期。第三个时期，2001-2008 年。2001 年撞机事件令中美关系再度产生波折，

2002 年、2003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周边外交工作的百分比都达到 20%左右；

2003 年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实行军事打击，因此 2004-2007

年间，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相对稳定，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周边外交工作的百分

比均在 10%以下。这是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相对平稳的时期，中国提出了全方位

外交理论，确定了周边外交的首要地位。第四个时期，2009-2012 年。美国战略

重心向亚太转移，怂恿相关国家在岛屿争议中挑起事端，中国周边环境错综复杂，

与日本等国关系降至冰点。反映在图 1 中，可以看出 2012 年周边外交工作部分

的百分比达到 18%。这说明中国周边外交在经历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后，开

始受到重视。这一时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上升期。第五个时期，2013-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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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外交工作部分的百分比都在 20%以上，这个时期由于周边局势趋于复杂，

中国对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视乃前所未有，专门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对相

关事务进行战略谋划。这是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成熟期。 

 

 

 

 
观察上述图表并结合当时的国际环境变化，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当中国周边

环境稳定时，周边外交政策便较为稳定，周边外交占外交工作的比重也比较小，

在 10%以下；一俟中国周边环境出现重大变化，周边外交的字数占外交工作部

分总字数的比例便比较大，高于 10%；中美关系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周边

外交政策的变化。我们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分为六个时期：第

一个时期：1978-1987 年；第二个时期：1988-1993 年；第三个时期：1994-2000

年；第四个时期：2001-2008 年；第五个时期：2009-2012 年；第六个时期：2013-2015

年。每个时期都十分重视周边外交工作，只是程度略有不同。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语境分析 

单纯依靠定量分析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发展变化，语境分析

法可弥补其不足。分析哲学的思想先驱弗雷格认为，“在任何一种语言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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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只能在语句的语境中获得意义，语句只能在语言系统的语境中获得意义。”①

所谓语境分析，一是“通过对语言学中汉字的使用特征、词汇的组合和更替以及

相关语法知识的运用”，分析研究对象的性质特征及变化规律；二是“在定量分

析的基础上，找出档案、文件中的关键词在语境中的具体意义，看其前后所表达

的意思是否一致，以实现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②语境分析法具有传统方法不

可比拟的独特优势。“任何一种观念的形成，一个概念的提出，一种理论的产生，

都不可能突然地出现或孤立地存在，而总是以一定的时间、场合、目的或方式为

其条件，存在于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多重复杂要素的相互关联体中。如果忽略了这

些现实环境，就根本无法理解概念、观念或理论的具体含义。与传统的归纳——

推理和假设——演绎方法相比，以多层次、多视角理解概念、观念和理论的内在

意义和言外之意为目的的语境分析法，具有其独特的方法论优势。”③本文所运用

的语境分析法即为选取政府工作报告中描述周边外交政策的关键词，如“周边”、

“周边环境”、“睦邻友好”等的使用特征研究周边外交政策的变化情况，并在定

量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国内外环境（即语境）的变化，对周边外交的变化加以

具体分析。 

   （一）周边外交政策日益成熟完善 

首先，“周边”、“周边环境”、“睦邻友好”等词语进入政府工作报告后，使

周边外交部分用词精炼。1988 年报告中的“中国一向重视同周边各国保持和发

展睦邻关系”，第一次使用“周边”一词，之后，中国逐渐把周边国家当成一个

整体对待。苏联解体后，中国周边国家增多，周边环境变得颇为复杂，1993 年

报告认为应“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

首次使用“周边环境”概念。1989 年报告表示，“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将在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首次提出“睦邻友好”概念；1992

年报告指出，“继续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

部分”，“睦邻友好”政策开始用于处理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2000 年报告表

明，“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此后“睦邻友好合作”的

提法开始进入中国周边外交。“周边”、“周边环境”、“睦邻友好合作”进入政府

工作报告后，能够既清晰地描述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又极大地简化了字数，不再

                                                        
① 成素梅，郭贵春：“论科学解释语境与语境分析法”，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 年第 2 期。 
② 王冠中，袁红：“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涉农经济政策研究——基于政治报告字词使用的计量与
语意分析”，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 年第 4 期。 
③ 成素梅，郭贵春：“论科学解释语境与语境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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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 1978-1987 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大量篇幅谈论柬埔寨、阿富汗问题，将

周边国家面面俱到。 

其次，周边外交方针逐步完善。2002 年，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坚持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2003 年 10 月 7 日，温家宝在其出席的首次

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上指出，“‘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①首次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2005

年报告首次提出“全方位外交”理念，明确了周边外交的首要位置。在 2008-2013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全方位外交”，“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睦邻友好关系”多次出现，成为该时期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指南。2013 年的

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指出，周边外交的基本

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

惠、容”的理念。 

后，周边安全由政治、军事领域扩大到经济、舆论领域。1989-1993 年间，

影响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安全因素主要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一时期的安全

因素仅限于政治、军事方面。1996 年报告提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此时的安全因素已经包括经济方面。2005 年报告在总

结上一年工作时指出：“（我们）努力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

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安全因素开始扩大到舆论

领域。2012 年报告提出要“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

境”，此时的安全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舆论四个方面。 

   （二）周边外交由注重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到区域安全、人文并重 

1978-1987 年间，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国的周边外交政

策主要集中于安全领域。1990 年后，中国先后同新加坡、文莱、俄罗斯、新独

立的中亚国家、韩国等恢复或建立正常邦交关系，并开始与其开展经济、贸易、

科技、文化合作。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赢得

了东盟的好感与信任。自 1997 年起，中国开始注重与周边国家加强区域合作，

合作的领域从经济扩展到科技、文化、安全等各个方面。从 1978 年报告“支持

东南亚国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到 1997 年“扩大彼此在广泛领域的友好交往与

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第一次

提出与周边国家“促进区域经济合作”，表明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
                                                        
① “温家宝出席东盟商业投资峰会并发表演讲”，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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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

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2001 年，中国同俄罗斯和中亚四国共同宣布建立“上

海合作组织”。在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上，中国与东盟一致同意今后 10

年内逐步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这一目标引领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于 2010 年全面建成。2013 年，李克强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

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在 2013 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

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区域安全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旅

游、科教、地方合作。2014 年报告指出要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出资 400 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注资 500 亿美元创立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 年，中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此举标志着“一带一路”从理念走向具体实施阶

段。“一带一路”建设得到沿线 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将与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

缅经济走廊一同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互惠互利的合作平台，将深化中

国与周边国家在基础设施、金融、贸易、环保、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目

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已经建立起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亚信会

议、南亚区域合作联盟、“10+1”等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由 初只注重区域经

济合作到目前经济、政治、安全、人文并重，表明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周

边外交日益成熟、自信。 

   （三）周边外交政策因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次对周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中国周边外交方针由睦

邻友好发展到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

诚、惠、容的理念。周边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是中国国家大战略的需要。 

    美国《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辞典》认为，“战略是采取统一、综合的方式

发展并利用国家实力的工具，以实现战区、国家以及跨国目标的艺术与科学”，

国家战略乃是指“在平时与战时，发展并利用一国的外交、经济、信息力和军事

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与科学，又称大战略。”① 改革开放后，中国把工

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国家大战略就是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把经济搞上去。中国首先开始了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 

                                                        
① 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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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企图干涉中

国内政，中国与欧美的贸易额下降，对外开放空间受到限制。面对不利的国际形

势，邓小平在 1989 年 9 月 4 日同中央几位主要负责同志讲：“对于国际局势，概

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

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

我们自己的事。”①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领导人认为，能够保住社会主义

中国屹立不倒的主要动力就是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邓小平指出：“假

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

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②

“ 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

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③在

艰难的历史时刻，中国开始与比自己经济发达的周边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开始与

周边国家恢复或建立外交关系。截至 1991 年底，中国分别与除东帝汶外的东南

亚各国恢复或建立外交关系。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中国很快承认新独立的中

亚国家和俄罗斯，与之建交并开展边界谈判。1992 年 8 月，中国与韩国建立外

交关系。1991 年 8 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成为 1989 年政治风波后第一位访华的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首脑。有鉴于此，中共十四大报告认为，“我国同周边国家的

睦邻友好关系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 好的时期。” 

中共十八大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成为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它的实施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

境。当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

汇储备国，也是世界上 128 个国家的 大贸易伙伴，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

要引擎”。④随着综合实力的快速上升，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其

突出表现为与海上邻国岛屿争端的激化。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频频

为日本、菲律宾撑腰，声称钓鱼岛问题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南海问题与美

国的国家利益休戚相关，美国力量的进入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岛争端更趋复

杂、更难以解决。而周边一些国家一方面希望分享中国发展的更多红利，另一方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28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4 页。 
③ 同上，第 355 页。 
④“坚持和平发展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载《学习时报》2014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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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担忧中国挤占他国的发展空间，“一家独大”后走国强必霸之路。“周边国家是

我国重要的战略依托。做好周边工作，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需要”。周边地区有着中国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无论从

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①做

好周边外交工作，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成为未来 5-10 年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第二，周边外交政策调整受大国因素的影响 

首先，美国因素。美国虽然是地处中国周边区域之外的国家，但因其特殊地

位，对中国周边环境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在第一部分已经论述，不再赘述。 

其次，俄罗斯因素。俄罗斯是中国周边的大国，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周边环境。

1997 年，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俄罗斯和中

亚有关国家签署了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1998 年，中俄关系进一步

发展。两国签署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并依据有

关协定解决了东段国界的勘界问题。1997 年，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在边界

谈判的基础上形成“上海五国”机制。2001 年，“上海五国”成员国在上海成立

“上海合作组织”。该组织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区域合作的重要机构，对维护

中国西北部边疆安全的作用不容小觑。十多年来，“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

日渐成为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开展经贸、文化、科技、能源、军事、安全等

领域合作的主要机构。中共十八大以后，中俄关系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在经济、

能源、外交、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后，日本因素。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由于历史原因及其与美国的

同盟关系，它对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响。1978-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有大量文字阐述中日关系。1978 年，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关系步入

良性发展的轨道；1982 年，中国提出发展中日关系的“和平友好、平等互利、

长期稳定”三项原则，得到日本朝野赞同；1984 年，双方商定在上述三原则基

础上增加“互相依赖”，使之成为四原则，为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

了基础，“睦邻友好”方针也 先用于中日关系。1980 年代中期，中日两国在经

贸往来，科技文化交流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该年代后期，日本右翼势力试图改

变侵华战争性质。198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严肃地指出，“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

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这场战争的性质是

不容改变的”，同时重申愿与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
                                                        
①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
我国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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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继续发展睦邻友好关系；1990 年代初，中日关系出现缓和，但日本篡改

历史教科书，否认侵华战争的行为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1995 年政府工作报告

发出严正警告：“那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带来的空前浩劫永远不

能忘记，绝不能让那种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并于当年隆重纪念抗日战争和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6 年报告提出要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的精神，发展同日本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1998 年、1999 年、2000 年政府工作

报告连续三年提出要“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发展中日关系，警惕日

本极右势力对中日关系的干扰和破坏。进入 21 世纪，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

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等所作所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2012 年发生钓鱼

岛争端，中日矛盾激化，两国关系急剧降至冰点，这直接影响了中国东部海域的

安全。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决不

允许开历史倒车”。在这一年，中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 9 月 3 日确定为“抗战

胜利日”。2015 年报告提出要“办好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相关活动，同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

2015 年 9 月 3 日，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在北京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日本能否正确对待历史成为中日关

系发展良好与否的关键。 

（四）未来中国周边外交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国与海上邻国的岛屿争端激化、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对中国周边

外交造成很大压力。中共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人提出新的周边外交理念，希望

以新的方式方法解决出现的问题，用新的思维对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巩

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

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作为综合实力日益上升的国家，

中国拓展自身权益，提高国际和地区影响力的举措，必然会引起大国尤其是强国

的抗争或争衡。中国须妥善利用好自己的力量，把握好战略机遇期，通过综合运

用多种方式改善周边环境。一、政治上，应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任何后起大

国在其崛起期间都是高度敏感期，在敏感期内，崛起国如果不谨慎，其面临的阻

力和障碍会成倍成几十倍的放大”①。要避免在周边地区发生战争；根据周边国

家与中国关系的状况采取区别对待的外交策略，对“全天候”的铁杆朋友，当少
                                                        
① 宫力：“邓小平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 年 8 月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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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经济账，多算政治账，而对不友好的国家，有必要在政治和经济上予以制裁。

二、经济上，应推动“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的新平台，将“一

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的国内建设相结合，与现有的周边区域合作平台相结合，

使之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中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三、安全上，需妥善处理

与美国的关系，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管控南海危机；关于岛屿争端，可借鉴

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的经验，通过谈判协商加以解决。四、人文上，当宽容周

边国家对中国的质疑，以自己的模范言行增加彼此的信任；对与中国社会制度不

同、价值观念相异、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国家，要采取文化先行、民间先行的做法，

采用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逐步树立起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结  语 

周边地区有着中国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争取良好的

周边环境，成为未来 5-10 年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周边外交

政策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是中国的综合国力 为强盛的时期，也是

中国 有能力掌控周边环境的时期。中国提出并正积极践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的周边外交方针，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立场，

坚持正确义利观，与周边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安全、人

文等多种手段，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争取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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