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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的外交

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出现的新发展和

新变化，对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原则和指

导方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外交思想，逐步形

成了成熟的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为新时期我国外交工

作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变化多端

的国际形势，认真学习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把握其内

涵精髓，对于我们当前继续开展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

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历史背景

（一）国内因素。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在揭批

“四人帮”的斗争中，各条战线努力进行思想上，政治上、

组织上的拨乱反正，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复苏，但同时又

出现新的急于求成。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

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

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即重新回到中央党政军领

导岗位。 此后， 邓小平进一步推动拨乱反正， 并推动对

“两个凡是”的批判和“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 年 12 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党的

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

开放的重大决策。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当时我国面临

的任务，在对我国外交工作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党中央又

及时调整了我国的外交战略方针，出现了两个新的变化：

一是对时代主题有了新的看法， 即认为战争与革命不再

是时代的主题，而真正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二

是赋予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新的含义，即真正的不结盟。

由此，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逐步形成，我国的外交工作也

开始进入了新的局面。

（二）国际因素。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国际形势

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 虽然国际格局继续表现为美苏两

个超级大国继续争霸世界的状态， 但是美苏争霸的战略

局面由于争霸双方实力对比的不断变化而呈现出互有攻

守的战略态势。后来，又相继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因此，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的可能性就降到了最低。

与此同时，制约战争爆发的国际和平力量也在快速增长，

西欧、日本和第三世界力量都在迅速发展，逐步崛起，共

同构成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根据国内外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 邓小平冷静观察

和客观分析， 对我国的外交政策陆续做出了一系列的重

大调整。他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

为的战略方针。 同时，根据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他提出了

著名的“东西南北”论，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

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

问题。 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南北问题是核心

问题。 ”［1］p105

纵观冷战结束后的局面，世界格局发生的新变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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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世界需要和平，各个国家需要发展；另一方面，东西

矛盾尖锐， 发展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所以邓小平冷静

地分析国际形势， 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确立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邓小平这一外交战略

思想的提出，对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开展具有长久而

深远的影响。

二、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内涵

（一）认清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 我们是社会主义

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最大国情

就是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小

平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曾讲道：“社会主义本身

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

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

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p252 同时，我国又是第三

世界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

界， 永远不能称霸。 邓小平强调：“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

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给我们开辟了道路。 我们坚持反

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

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

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 ”［2］p127“因为中国现在还很

穷， 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 问题是将来我们发展

了，搞不搞霸权主义。 ……到那个时候，如果中国还是社

会主义国家， 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 仍然属于第三世

界。 ”［2］p112 讲到我国对外政策时，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

政策，主要是两句话。 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

和平， 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中国现在属

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 中

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 中国永远不会

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1］p56

邓小平正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认清我们国家的定位，

制定更加有利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外交战略方针。

（二）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与安全，切实保障国家根本

利益。 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的主要目标， 就是要维护国

家主权和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上的国家利益 ［3］p35。 自从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就始终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

的外交政策，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

国的国家利益。 改革开放以后， 邓小平吸收借鉴世界各

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

列的外交方针，丰富和发展了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的思

想，在实践中逐步明确了处理国际事务的最高准则。1989
年 10 月， 邓小平在同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谈话时表

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 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

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 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

略利益， 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 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

怨， 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我们都是

以 自 己 的 国 家 利 益 为 最 高 准 则 来 谈 问 题 和 处 理 问 题

的。 ”［1］p330 这就说明了邓小平对国家间相互交往的理解：

国家关系即是利益关系， 国际间交往的中心就是国家自

身的战略利益， 任何国家间的交往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

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源动力和

归宿。 因此， 邓小平将国家利益作为处理中国与其他国

家关系的最高准则和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受外来控制，独立自主地处理

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一个国家的首要利益［4］p36。 在

1982 年 9 月，邓小平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香港问

题时一开始就说：“关于主权问题，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

有回旋余地。 坦率地讲，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

问题。 ”［1］p12 这就表明，邓小平认为在主权问题上，一定要

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决不能退让，不能拿国家主权做交

易，无论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都要维护国家的根本利

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指出：“我们要保持警

惕，放松不得。我们决不能示弱。”针对西方国家对我国实

行的和平演变，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道：“国家的

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

去更清楚了。 ”［1］p348 这就告诉我们要警惕“西方的一些国

家拿什么人权、 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

子，实际上是损害我们的国权”的行为，抵制西方国家对

我们的制裁， 防止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 中国人民永远

不会接受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 也不会在压力

下屈服。

（三）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际争端。 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 最早是周恩

来总理在 1953 年提出。第二年，中印、中非发表的联合声

明中倡议将其作为处理双边关系的准则。 1955 年亚非会

议胜利召开，这一原则也在世界各国传播开来。我国在这

一原则的指导下，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强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他认真总结国际关系的

实践，认为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争端冲突时， 邓小平也极力

倡导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谈到中印关系时， 邓小

平说：“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 既不存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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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

个边界问题。 ”他认为只要中印两国“采取合情合理的方

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1］p19。在同日本首相谈话

时，邓小平主张用长远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 “看得远些

广些， 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 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

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 ”［1］p53 另

外，即使是解决中国主权内的香港、澳门、台湾问题，邓小

平也科学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式，和平回归，和平统

一，避免武力冲突。

对于国际上的争端，邓小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寻求共同利益、搁置争议、共同

开发的方针。 他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 可以先

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 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

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1］p49

邓小平在同外宾讲话时提出的解决各种争端，要根

据新情况、新问题，找出新办法，都是我们从自己的实际

提出来的。 总之，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

方式解决争端。 邓小平的这些主张不仅使我国避免了与

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冲突，也有利于我们在维护国家

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发展同周边国家、地区的友好关系。

同时也为世界各国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是我

国在外交工作中一贯坚持和奉行的原则和立场，也是我

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 其首要的目标是：反对霸权主

义，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与繁荣，为中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仍将独立自主作为我国外

交工作的根本立场，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适时地调

整我国的外交战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开幕式上，邓小平讲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

去、 现在和将来， 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中国人民珍惜同

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 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

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

国做他们的附庸， 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

的苦果。”［1］p3 在同巴西总统谈话时，邓小平也强调：“中国

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 是真正的不结盟。 中国不打

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中

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 ”［1］p57 这表明邓小平

所提倡的独立自主既是不和其他国家结盟， 同时也不屈

服于某些大国给中国造成的压力。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

政策， 我们既要珍惜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同时也要

坚持 “同苏联继续打交道， 搞好关系； 同美国继续打交

道， 搞好关系； 同日本、 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 搞好

关系”［1］p359。 坚持这一方针不动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家环境。

（五）实行全方位外交，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经

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不断发展， 对外开放成为实现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所以，中国要敞开大门

搞建设，不能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

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p78。 实行对外开放，

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 是加快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邓小平清楚地看到

了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 他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

放的世界。 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 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 这给我们带来了一

些困难。 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关起门来搞建

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1］p64 为此，邓小平提出要实现

全方位的开放，“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 对各种类

型的国家开放”［1］p237，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促进我

国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主张我们要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

外开放。要多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经验，改变我国落后的面

貌。 他多次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

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 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 先进

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2］p133“现在搞建设，门路要

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

回来办工厂。 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 也可

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2］p156 在同中

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他也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

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 ……

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要扩大对外开

放，现在开放得不够。 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

同他们搞技术合作， 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

去。 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

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 ”［1］p32 在邓小平的

大力支持下，我国先后开放了一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

市等， 以实现中外优势互补。 在建立经济特区这个问题

上，邓小平有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实行开放政策不

是收，而是放。 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有利于我们学习

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 拓展我国对外经济交

流、合作的领域和渠道，增强我国外交工作的主动性和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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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的主权利益和经济安全。

三、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现实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现阶段

开展外交工作，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下处理好国际关

系，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迫。

众所周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从未停止对中

国的和平演变。 我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抵制住了这种图

谋。 如今，改革大潮已席卷中国大地，我们坚定不移地实

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

流。 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

思想的侵蚀， 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坚决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绝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 ［5］p47。

在国际交往中，要守住国家利益这个根本的底线，否则

一切交往都是无意义的，损害国家利益的交易坚决不做。

我们必须把维护国家利益贯穿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方针

中去，在实践中切实维护国家利益。

（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全方位外

交。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密切， 国与国之

间相互依赖，共同发展，“地球村”正在逐步形成。 在国际

政治舞台上要保持中国大国地位不受侵犯，就必须借鉴

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

上发展我国全方位的外交。 在过去我国的外交工作中，

逐渐形成了一套“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

是根本、多边机制是平台”［6］p219 的外交战略。 在党的十八

大上首次对这一战略予以肯定，并且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了对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工作布局，“提出推动建立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坚持与邻为善、以邻

为伴，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加强同广大发

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

真诚伙伴。 同时提出积极参与多边事务。 扎实推进公共

外交和人文交流等各领域外交工作”［7］。 这就给我们开展

全方位外交指明了新的方向：既要建立一个“不冲突、不

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同时也要秉承“己欲达

而达人”等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新

中国外交传统。在外交工作中积极传播“亲、诚、惠、容”的

外交理念，表达出与周边国家“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货币

流通、民心相通”的真诚意愿，让命运共同体在周边国家

落地生根。

（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对外开放相统一，提

高综合国力。 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就敏锐地看清了国

内国际形势，他说：“国内形势确实是好的。”“国际形势也

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2］p76、77 这就

告诫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加快自身发展。只有坚持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才能自主地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实现

社会主义的经济独立，进而保障政治独立；才能在发展对

外经济关系中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 维护国家的经济安

全。 但同时也要坚持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和借

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提

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发挥我国在世界舞台上应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 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以维护国家根本

利益为核心， 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与各国的友

好关系，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

环境。它指导着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开展。学习领会邓

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精髓， 有利于我们更加实事求是地

制定符合我国根本利益的外交战略， 有利于在坚持奉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前提下，中国人民“同各国人

民一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不懈奋斗”［5］p49，

建设更加美好的和谐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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