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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内在逻辑
文 / 何奇芮（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发展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沿着特定的理论逻辑展开前进的，其过程体现出高度
的逻辑递进性和与时俱进的新特点。始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坚持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维护国家核心利
益的同时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寻求建立更为有效的国际新秩序，坚持党的核心领导，是中国外交战略发展逻辑的基本特征。
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发展，将在既有理论逻辑的指导下继续创新前行，实现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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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领导人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及其蕴含的外

交理念都依据不同的时代背景要求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取

得的成果更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外交战略

演变的过程和基本经验研究较多，对于其演变过程中的内

在逻辑的研究成果较少，因此探析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内在理论逻辑，深入阐释不同领导人时

期外交策略之间的逻辑继承与发展关系，对于新时代下中

国作出新的战略抉择和坚持理论导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

从中国外交战略的发展过程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

交战略的日新月异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体系指导下取得

的，这种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邓小平在对外战略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通过独立自主的调查、分析和研究，不断根据现实条

件的变化，又依据不同现实的不同情况，调整自己的外交

政策，以达到满足国家需要的目的。邓小平这一外交思想

的特点就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

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和战略家 , 江泽民为中国外交理

论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他对于邓小平时代主题的判断进

行了新的解读，提出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新判断，创立了

以互信、平等、互利、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等。所有这

些理论和主张都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外交思想，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谐世界新理念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新时

期中国对外政策目标的新总结。它也是中国对外工作和国

际关系处理的新指南。这一理念既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外

交传统的继承创新，又是客观分析国际形势和我国国际地

位变化后的选择。从理论创新的学理视角来看 , 中国倡导

建设和谐世界，首次就国际问题、战争与和平、人类前途

命运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系统观点和理论框架，

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甚至文化、文明视角，从而也就

摒弃了现实主义冷战思维，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习近平外交思想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系结构完整，承上启下，极大地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 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外交面临

的复杂形势 ,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实

际，对外交理论进行了新的时代解读和丰富发展，这些新

主张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至今的新成就，还是继承创

新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国家战略思想在当下中国外交领域的

新成果。

综上而言，当代中国的外交价值是在不断与时俱进的

创新过程中 , 依据新的时代形势和新任务 , 推陈出新，就

其自身基本原则和原理的基础上 , 通过不断调整更新，并

通过一系列特定的实现路径 , 实现理论价值的不断超越 , 

从而服务于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

二、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发展历程中 , 中国独立自主不结

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不断充实完善 , 同时 , 也表现出

鲜明的时代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刚刚摆脱文革的阵痛 , 自身实力

不强，急需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来支

持国内经济建设，为此中国领导人开始用建设和发展思维

来审视国际形势 , 外交上逐渐向满足国家发展需求的不结

盟外交转变 , 具体表现为外交战略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内

发展的目标 , 展现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独

立自主和平思想。

江泽民在新的时代任务要求下推动中国外交事业进一

步发展。他在继承邓小平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基础上，进

一步指出世界多极化的合作进步趋势，推动与世界各国在

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多领域的合作，树立互信、互利、

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观，进一步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合作

渠道和合作水平，加深了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促进了

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内涵

多元，不仅包含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理论内核，

也表达了期望达到世界各国和谐共处、相互依赖的融洽状

态。和谐世界理念重视实现人类共同的政治、经济和其他

利益，并描绘了人类共同利益实现的方向和努力途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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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构建和谐世界需要更高的标准，这超越了战争与

和平、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和观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 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尊

严 , 并且划定了和平发展条件的边界 , 强调坚持不结盟、

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在坚持原则性的基础上 , 还体现了主

动性的特点，从以往被动应对向积极争取主动转变 , 对国

际体系的参与逐步深入，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 , 在全球

治理问题上不断贡献中国智慧。

在当代中国外交中，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在继

承中推陈出新，在创新中逐利而行，与时俱进，在形式表

达上更加鲜明、恰当，在内容、内涵上也更加丰富，也使

这一思想境界不断升华，更加具有前瞻性和务实性。

三、始终坚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定位从未改变，发展利益

始终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 始终坚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是中国发展至今的信条。

邓小平始终视发展利益为中国最现实和最长远的国家

利益，从国家利益出发 ,邓小平指出了主权的不可侵犯性 ,

针对解决国家领土争端问题 , 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 , 共

同开发的思想，不仅维护了国家核心利益中最重要的主权

和安全，而且牢牢把握经济发展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兼顾

国家荣誉和尊严。

由邓小平开创，并被江泽民继承的韬光养晦外交则主

要关注复杂国际环境下如何继续推动最核心的发展利益的

实现，并且不伤害中国的其他利益。江泽民的国家利益观 ,

顺应了时代的新发展 , 突破了西方传统的以邻为壑的现实

主义国家利益观 , 创立了具有全球意识和全球理念的国家

利益界定的新价值观念，将国家利益准则推向了世界。

胡锦涛的国家利益观关注的是在中国崛起越来越引起

大国和周边疑虑的时候，如何维护国家安全，推动中国发

展，并兼顾海外利益和国际声望等利益。与江泽民时期相比，

胡锦涛的国家利益观在继承其全球意识的国家利益价值理

念时，贴近了同世界各国的联系，注重国家与世界的双向

互动中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开创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国家

利益观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指导，以国家

发展作为最核心的国家利益，谨慎处理大国和周边国家对

中国安全核心利益的威胁 , 同时也要兼顾越来越重要的海

外利益和国际威望。习近平时期的国家利益观更加体现出

了在国际社会的有所作为。

在全球化日益繁盛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复

杂程度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外交更需要在

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保持高度的理性和智慧，维护最核

心的国家利益。

四、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至今

的逻辑起点，是中国外交战略制定的基础。经历四代领导

人的变迁，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没有改变，各

领导人依据不同时期的独特性对其内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丰富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邓

小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客观分析

和判断国际形势，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理解

即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邓小平时期外交

战略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至今的逻辑

起点。他对于时代主题的分析判断在今天也没有过时，仍

然是中国外交战略制定的基础。

江泽民对于时代主题的把握基于他对世界多极化和经

济全球化趋势的科学分析，基于邓小平时代主题思想的基

础之上，他强调国际形势基本走向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在世界和平、国家发

展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民合作、社会进步的时代新理解，使

和平发展思想开始从单纯的国际形势判断向长期坚持的国

家战略转变。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

引下，推进和升华了和平发展思想的价值取向，提出要推

动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建立公正、平等、共赢、多

元的国际新秩序，将和平发展思想上升到国际层面。

面对 21 世纪世界正在经历的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

调整 , 习近平主席及时地提出了新的时代观和时代主题即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 简称合作共赢时代观，时代主

题便进入了从和平与发展向合作共赢的转换期。习近平这

一新的时代观 , 不在局限于国内和平与发展，依托于建立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和平发展思想升华为谋求世

界和平与各国共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和全球战略。在这个意

义上可以说 , 习近平的合作共赢时代观既具有指导现实的

正确性 ,也具有引领未来的前瞻性。

中国政府越来越把和平发展由对国际形势发展基本趋

势的判断转化为自己的长期国家战略和外交战略。十分清

楚的是，当前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内涵更加丰富，不仅包括

国家发展所需的外部和平环境，也包含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各国共同繁荣的新理念。

五、始终寻求建立有效的国际新秩序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国际秩序观不断进行重大的

变迁，其中既有始终如一坚持的原则和目标，又有求索不

止的创新和超越。

首先，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内容不断完善和丰

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主张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

秩序，政治上强调国家之间交往跨越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

制度的峡谷，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经济上主张国际贸

易互通有无、互利共赢。江泽民时期继承了邓小平时期的

国际秩序理念，使之在经济、政治、文化与安全四个方面

具体化，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推动世界国际化与经济全球

化、树立新安全观的内容。胡锦涛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理

念，在江泽民时期基础上添加了维护全球生态、共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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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家园的生态层面，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生态

五个方面对中国国际秩序观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八

大后，习近平提出构建新兴大国关系，树立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党的十九大上明确提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内容，内涵

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完备。纵观中国不同领导人时期主张

的国际秩序观，是在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秩序构

建的程度加深而不断丰富创新的。

其次，不同时期中国参与国际秩序构建的目标不同。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更多

是为国内发展服务。到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中国

成为西方国家的下一轮攻击目标，因此安全就成为中国国

际秩序观中的重中之重。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国家实力巨

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中国从世界舞台

的边缘地带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因此中国在参与国际

事务时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国际形象，逐步承担起一个大国

的国际责任，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构建和谐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新内容。

再次，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外延不断延伸，从强调国家

间合作上升为全球秩序。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关

系从传统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中跳脱出来，呈

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程度愈来愈高的状态。国际

关系的部分准则和行为规范已经不能约束和指导某些国际

问题，当下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新秩序成为各国

外交战略追求的新目标。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秩序观的内涵和外延得到

不断的丰富和拓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建立国际新秩序的

目标呈现出公正合理的倾向。参与国际秩序的中国外交实

践从服务自身发展逐步向承担大国责任转变，追求建立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秩序。回顾历史变迁 , 中国参与国际

秩序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旨在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

强国之路，而其根基所在便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人从古至今，努力从“老路”和“邪路”

中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中国外交的成就，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努力的

结果。从不结盟政策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中国四代

领导人的积极探索和奋斗。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党的领导下

提出不结盟政策，成为我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逻辑起点，

由此独立自主和平发展道路得到一代代的传承和认同。在

世界风云变幻之际，江泽民同志审时度势，面对诸多困难，

稳固党的领导标杆，坚持韬光待晦的方针，中国外交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稳步推进。胡锦涛同志继承以往外交思想，

提出互利共赢的国际战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坚持党的领导，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同志将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最核心的依据，中国就如何

处理对外关系、构建国际秩序、参与全球治理等议题提出

自己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上不断推进，构

建新型大国关系、树立新安全观、全球治理观等新内容相

继出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内涵，指

明了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的方向。可见，党的领导在中国

外交中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正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

领导，我国外交工作才能戮力同心、齐心协力战胜各种艰

难险阻 , 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新形势下，中国外交将

更加紧密地在党中央领导下，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理念，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正是坚持了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国外交

工作才能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取得不

少历史性成就，在始终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基

础上不断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历史和现实经验说明，

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 , 也

是中国外交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障，必

须作为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始终得到继承和坚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具有一以贯之的内在逻

辑，在国际形势判断、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底线、目标

追求、领导层面等既保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原则的

延续性，也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新特点，体现出延续性和发

展性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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