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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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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远古走来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凸显以“和”为本的“天人合一”理念。其特点是：在天下一家观

念下，践行朝贡体系、“和亲”政策，以中国中原为中心，周边围绕中心转，在以“丝绸之路”为路径，呈现“万邦

来朝”的命运共同体的盛况。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返本开新”，“本”为“和”，“开新”为“与时偕行”，继往“丝绸

之路”开拓“一带一路”，在结伴不结盟，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开放道路上，开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新局

面，实现中国梦与世界之梦。

［关键词］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返本开新”；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54/j.cnki.naf.2016.04.003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6）04-0024-（12）
［收稿日期］ 2016-02-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SS014）
［作者简介］李宗勋，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延吉 133002）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世界的深度融合，促使中国在处理全球和地区问题方面日益

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承担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的责任，在全球性问题突出的领域，主动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本文探讨东北

亚命运共同体的“和合”理念与当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联系，对破解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具有现实意义。

一、从远古走来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

（一）以“和”为本，建立了自然友好的命运共同体的“栖息”地

在古老历史上，地缘关系是形成命运共同体的自然条件。而这种自然条件在生产力极为

低下的古代，人类生存对自然依赖性很强，自然条件是决定人的生存命运的重要因素。在古

代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国与国之间地域毗邻也成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条件。东北亚命运共

同体从自然地理角度看，东北亚专指西北太平洋地区，即狭义上的“东亚”和“北亚”两个地理

区划单元的统称，前者指中国、蒙古、朝韩双方和日本，后者指俄罗斯亚洲部分的西伯利亚和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外交

2016 年第 4 期 总第 126 期
No.4，2016 Total No.126



NORTHEAST ASIA FORUM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外交

远东地区。朝鲜韩国位属中国东北地区东部陆疆接壤伸向太平洋西岸的朝鲜半岛。朝鲜半

岛三面环海，东濒临日本海，西临黄海，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东北与俄罗斯相接，介于

中、俄、日之间，地处东北亚的核心位置，是日本列岛通往亚洲的“天然桥梁”。

当人类的历史追溯到地质学上的洪积世时期，据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的研究，“在新生代

第四纪洪积世，由于冰川作用，日本列岛曾以陆桥的形式与亚洲大陆相连，原始人类与动物可

以自由来往。直到 1 万多年前的全新世，海岸线和气候急剧变化，新地层的形成和侵蚀愈加强

烈，随后冰川融化，海面上升，陆桥被淹没，日本列岛遂成为与大陆脱离的岛屿。尽管如此，大

陆居民仍可利用海流和季风乘舟渡海赴日，往来于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1］在地理角度，中

国、俄罗斯远东、朝鲜半岛连接日本列岛构成了东北亚地理板块。

东北亚地域是东北亚各民族赖以生存的栖息之地，其自然条件具有多样性，也是东北亚

各民族适应这种自然条件而构成的生存命运的共同体。中国是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主要成员

之一。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仅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东北亚的地理版块处于暖

温带气候，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中国的东北大平原三面环山，平均海拔在 200 米以下，多沼

泽。它位于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地之间，南北长约 1000 千米，东西宽约 400 千米，面积达 35

万平方千米，是中国最大的平原。东北平原分三部分：东北部主要是由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

里江冲积而成的三江平原；南部主要是由辽河冲积而成的辽河平原；中部则为松花江和嫩江

冲积而成的松嫩平原。这些平原土层深厚，耕地辽阔，土质肥沃，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农、林、

牧、副、渔综合发展，而且矿产资源齐全又丰富。［2］还有作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成员国的蒙古

国，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西北部，原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11 年在沙俄支持下宣布“自治”，

而后逐渐独立为蒙古国。1949 年同中国建交。蒙古国地处蒙古高原北部，地势高亢，平均海

拔 1580 米，西、北部多高山，中蒙界山友谊峰海拔 4374 米，为蒙古国最高峰。群山之间多盆地、

谷地。东部为地势平缓的高平原，多低丘、浅盆地。南部为戈壁、地势平坦，为石沙覆盖。主

要山脉有阿尔泰山脉、杭爱山脉和肯特山脉。主要河流有色楞格河、鄂嫩河、科布多河。最大

的湖泊为乌布苏湖。属典型性大陆性高寒气候。南北温差大，夏季短而干热，年平均降水量

约 200 毫米。矿产资源较丰富，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3］而在中国东北大兴安岭、长白山

脉以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即斯塔诺夫山脉、锡霍特—阿林山脉（即老爷岭）还有贝加尔湖及

周边地带，大部分是温带大陆性气候。［4］冬季漫长严寒，夏季短促凉爽。矿藏资源和石油丰

富，森林覆盖率 43.9%。这是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中除中国之外的第二大成员国俄罗斯。［3］在

与中国东北地区相毗邻的朝鲜半岛，有 3300 多个大小岛屿，半岛境内有 3/4 是山地，山脉由北

向南逐渐低下。北部多山，南部较平坦。平原多半在西部黄海沿岸，河流很多，有大同江、汉

江、清川江、洛东江等，最大的鸭绿江是朝鲜和中国的分界河。气候与中国长白山区域、俄罗

斯远东差不多。夏季多雨，年平均降雨量大约 1000 毫米，冬季受大陆性气候影响，年平均温度

为摄氏 10 度。［4］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其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大

约 1000 个小岛组成。山地约占总面积的 4/5。其主要山脉，一是从北海道直贯本州的北湾山

脉；一是从本州横贯四国、九州的南湾山脉。在本州中部丘陵地带的南端耸立着海拔 3776 米

的富士山。全国有 160 多座火山，其中 50 多座是活火山，为世界上有名的地震区，平均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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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四次。温泉遍布全国。日本的平原、低地都在沿海一带，最大的是本州东南的关东平原和

西部的尾张平原。河流有信浓川、吉野川和木曾川等。最大的湖泊是琵琶湖。日本气候属于

海洋性。九州、四国近亚热带，本州北部、北海道则近寒带。平均雨量 1800 毫米。秋季常有台

风侵袭。［4］处在这样地域环境下，中国（在古代包括俄罗斯远东和蒙古国）与朝鲜半岛唇齿相

依，唇亡齿寒，与日本一衣带水，在古代生产力低下，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就决定了东北亚区

域各民族的生存命运形成了共同体。

（二）以“和”为本，坚持“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三才”共命运的理念

法国政治学家让·博丹（1530~1596）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着人民和国家的特性。中国也有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与仁相连，智与水相关。孟德斯鸠

（1689~1755）认为，气候与土壤、山与水等环境因素决定了法律、风俗、宗教、勇敢、懦弱。比

如，孟德斯鸠有一个结论：“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5］孟德斯鸠

所说的“奴隶性的服从”，其更准确的表达应是“敬畏自然”，也体现“道法自然”。所以说，自

然环境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支配着人的行为。从人类的发生、成长、成熟来看，自然已是被

人类施以斧凿的作品，而人类则无处不被自然打上烙印——人在适应环境中，也在改造环境，

同时也在改变自己，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结果。所以，东北亚的

共同理念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天、地、人“三才”共命运，凸显着自然生态的命运共

同体。

而古代命运共同体的东北亚主要注重的是大自然与人结合中的统一，讲天时地利人和。

依自然规律，获取人的自由。正如《易经·系辞上传》所言：“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

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

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6］这里所讲卦象的六爻变动，反映了天、地、人三个

方面的道理，指出君子处世按《易经》六十四卦反映社会发展的每一时代特征，思索每一时代

特点、变化及其规律，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样才能得到自然规律的呵护，吉祥如意而无所不

利 。这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内在联系，是古代史中指导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律之一。

二、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与“协和万邦”

（一）在以“和”为本视阈下，坚持“朝贡体系”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从以上所述的地理角度看是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外在条件，而形成命运

共同体的内在根据是生存在东北亚区域的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来往、交流、变革所形成的生生

不息的发展规律。从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形成发展的逻辑看，在东亚儒学文化圈中的家国天下

观的理念指导下，最初的命运共同体是按宗法关系产生的。据《尚书·禹贡》所述：“五百里甸

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

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

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7］这就是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观念支配下，在以华夏为中心，将一切对外关系一概视为“来朝”、“来王”的朝贡关系。

这种朝贡关系，后来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据《国语》记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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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

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在此基础上，对“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

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这里对有不供日祭

的，天子就要反省自己的思想，有不供月祀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所发布的号令，有不供每季

享献的，天子就要修明他的政令和教化，有不贡献每年的贡品的，天子就要修正名分的尊卑，

有不朝见天子的，天子就要内省自己的德行，按顺序完成了以上的内容而仍不尽职的，就要动

用刑罚了。［8］动用刑罚的目的还是为了执行应该执行的秩序。这种朝贡秩序在中国先秦时

期，也是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最初从《尚书》记载的“五服制”体现一种不对等的差别较

大，［8］后来有了一定变革，据《国语》记载，天子对效法先王五服制时，天子上对下，中心对周边

是相互制约关系。这里就进一步体现了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如何维护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过程。首先要认清共同体与命运是统一的，在原始社会，

人类狩猎生存，个体狩猎成功率低，群体狩猎成功率高。面对天灾，个体抗争生存率低，群体

抗争生存率高，这就犹如滴水和江河的关系。滴水容易枯干，当它融入江河，便可汹涌澎湃。

因此，在东亚最早步入农耕文明的先民为了凝聚生存共同体，就提出天下共主，于是“溥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便应运而生，随之顺势发展就产生了“五服制”，随着

历史的发展五服制又进一步完善为“朝贡体系”，后来对其又有不同提法如“册封体制”、“华夷

秩序”、“天朝礼治体系”等等，凸显了朝贡体系的历史价值。

“朝贡体系”是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外在形式。在中国的先秦时期，诸侯国之间都有明显

的相对的独立性，那时的“中”与“外”的概念也随着历史阶段性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

化。在某一历史阶段属于“中”，到另一历史时期属于“外”；而在另一历史时期属于“外”，又到

了一个历史时期属于“中”。而且，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占统治地位的中原王朝，也包括中

原王朝以外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或政权。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国家形态也往往会有不同的

变化。西周时期的周王室经历了由集权到丧权的很大变化，到了春秋时期，它没有军事实力，

缺乏经济基础，也没有支配和影响诸侯国的人财物权，尽管在一个时期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但

与以前已有本质上区别，春秋时期，晋、齐、郑等主要诸侯国从政治上已脱离周王室，变为独立

国家。［9］还有楚、吴、越等南方和西部的蛮夷部落成长为新兴独立主权国家。总之，从春秋时

代开始到形成中华大一统的公元前 221 年，先秦的中国经历了五个世纪的各诸侯国及方国的

相对独立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朝贡关系”，为以后诸朝代的对外关系奠定了理论和

礼仪外交的基础。

先秦的中国尽管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各诸侯国及方国的相对独立关系，但它仍然是个共同

体，而维护这个共同体命运的路径恰恰是朝贡体系。从《尚书·禹贡》所言的“五服制”、《周礼·

秋官·大行人》所记述的“六服制”，到《周礼·夏官·职方氏》所记述的“九服制”，都是维系先秦

时期“天下一统”的命运共同体的纽带。“五服制”、“六服制”、“九服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

是以中心对周边的远近距离来划定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朝贡制度从先秦到清末，其发展

逻辑“如同心圆般层层向外延伸而又紧密相连。其核心层是中央与地方的朝贡关系，主要通

过地方向中央交纳土贡来体现；中间层是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朝贡关系；最外层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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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朝贡关系（明清时期又分中国与属国的朝贡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朝贡关系）”。［10］从

而可见“五服制”、“六服制”、“九服制”，不仅描述了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朝贡制度，更重要的

是揭示了命运共同体由内向外延伸发展的史实。

朝贡体系之所以能成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纽带，最根本是适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最初

践行朝贡体系是维护了天下共主，创造了人类群体的生存优势；从秦汉到明清，践行朝贡体

系，形成礼尚往来，物化交流，互通有无，特别到了明清时期对日本尤其对朝鲜的“厚往薄来”，

使东北亚区域各民族生存发展和文明进步有了新的提升。从而强化了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使

东北亚各国形成了如葵花向阳一样，周边围绕中心转。

然而，东北亚的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朝贡体系是比较复杂的动态过程。早在西周时期，

朝贡制度主要凭借王权的声威得以实施。不过当时蛮、夷与戎、狄的情况有所不同，前者蛮、

夷因与诸夏在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上的接近，保持对周朝的朝贡关系相对容易；而后者戎、狄

是游牧民族，叛服不常，早在周穆王时即已“荒服者不至”了。至春秋时代，周王室力量日益衰

落，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朝贡关系一定程度上靠霸主权威和武力征服勉强维持。

春秋战国时期，朝贡制度曾一度被破坏，但到秦汉一统王朝形成以后，朝贡制度在对外交

往中得以恢复并逐渐发展。

（二）在以“和”为本视阈下，坚持“和亲”政策

在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中“和亲”也是一个重要政策与策略。在中国历史上，把皇帝

的女儿有目的地（无论是货真价实还是仅仅是名义上的）出嫁（下嫁，远嫁），使得两个不同民

族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之间通过联姻修好，两大政治集团之间停止战争，摒弃前嫌，转

而建立和平、友好、亲睦的关系，结成政治、军事、经济联盟。如在汉代，面对匈奴的侵扰，刘邦

自感大汉实力还不足以与匈奴抗衡，乃采用大臣刘敬的建议，主动与匈奴结“和亲之约”，把一

位宗室女加封为大汉公主，嫁给了“单于”，与匈奴结为命运共同体。在汉代发挥较大作用的

“和亲”公主有两人，一个是西嫁乌孙的解忧公主，她在西域生活半个多世纪，先后嫁给两代三

任乌孙国王，对乌孙的政治以及整个西域局势产生重大影响，成功地实现了汉王朝“断匈奴右

臂”的战略目标。另一个是千古流芳的王昭君，昭君嫁入匈奴后，不仅能够“从胡俗”，毕生致

力于匈奴与大汉的安定团结工作，而且还教导其子女，使他们继续为汉匈团结友好做出了不

懈努力。昭君出塞，汉匈两族在大片西域“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

之役”，出现了维持中原与西域命运共同体六十多年的大好局面。历史发展到隋唐时期，无论

是“和亲”对象、“和亲”的地域范围，还是“和亲”的目的，都是空前宽泛，而且“和亲”公主本人，

为促进东亚各区域的和平发展，共生共荣，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促使了双边和多边的睦

邻友好。据史料记载，唐代“和亲”的义成公主，就利用其可贺敦（皇后）的地位，解了隋炀帝雁

门之围；还有出嫁吐蕃的金城公主，主动上书唐玄宗要求在赤岭竖界碑，多次调停唐与吐蕃之

间的冲突；再有出嫁回纥的咸安公主，则在调解与回纥的绢马贸易纠纷中起了重要作用。唐

朝国力强盛，加上统治者带有鲜卑族的血统，因此对于少数民族更能采取开放的民族政策，立

国之初，开拓了自古未有的“胡越一家”的新局面。唐太宗李世民积极主张“和亲”政策。他

说：“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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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断可知矣。”［11］唐王朝先后与周边的突厥、吐谷浑、铁勒、吐蕃、契丹、奚等 7 个少数民族政

权和亲，特别是文成公主入藏，对维护以中原为中心的东亚共同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此也一直影响宋元明清各朝代传承着“和亲”政策。虽然宋代受理学影响，认为“和亲辱

国”，但随着东亚命运共同体的主流社会的发展，也逐渐被泯灭了。当然在历史上也有公主出

嫁外族，而惨遭杀害，为维护“命运共同体”而献出了年青的宝贵生命。

“和亲”的发展规律也是如同心圆似的，由中心向周围，由近向远发展。这样在官方的“和

亲”政策影响下，民间的跨国联姻也成常态。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之交而民相亲。这也是历

史上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形成的一个特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华夏族居民与蛮夷戎狄各

少数民族诸侯国及方国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互相通婚，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维

度。到了秦代，秦统一六国，威名大震，也就在那时，日本称中国为“支那”，西人称中国为

“China”的。据史料记载，从秦朝时期，中国百姓通过海上或通过朝鲜半岛移居到日本结婚安

居的人数较多，在中日之间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人员往来及联姻中形成了命运共同

体。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国力强盛，大力提倡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和融合，当唐朝处于鼎盛时

期，“是一个极度世界主义的大帝国，”［12］当时，欧、亚、非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人到中

国求学、经商、传教……而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滞留中国不归，在中国娶妻生子，如日本的琵

琶宗师藤原贞敏曾是遣唐使判官，来唐后，师从廉承武学琵琶，后与精通琵琶、古筝的刘二娘

结婚，他从中国带回的紫檀琵琶，现在依然保存在奈良的正仓院中；又如与鉴真相提并论的阿

倍仲麻吕，他从 17 岁入唐至 73 岁去世，在中国娶唐女为妻，并育子女；再如日本留学僧圆载，

在中国生活 50 余年，他在会昌年间还俗，并和唐代妇女结婚，生儿育女。还据考证，与唐玄宗

对弈的日本入唐僧辩正，也在中国还俗结婚，生下秦朝庆和秦朝元二子，秦朝元 12 岁时随遣唐

使回到日本，受到日本朝廷的优遇，十几年后为遣唐使判官又到长安，玄宗特予接见；另一位

遣唐使成员羽栗吉麻吕，与唐女结婚后生下羽栗翔、羽栗翼二子，他们大约 16 岁前后随父回到

日本，因为精通汉语而受朝廷重用。此外，遣唐大使藤原清河与唐女结婚所生的女儿喜娘，回

到日本后将住宅捐给鉴真创建的唐招提寺。所以说，历史上中日联姻，密切了两国的血肉关

系，强化了两国人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历史上中国与朝鲜由于特殊的紧密关系，中国皇帝选妃就扩展到朝鲜，特别是在明朝

皇帝迎娶朝鲜妃嫔已成常态。在当时朝鲜史书《朝鲜李朝实录》及《高丽史》中记载，明朝永

乐、宣德皇帝各有 8 位朝鲜妃嫔；作侍女、女史的朝鲜女子，永乐朝 22 人、宣德朝 16 人、顺治朝

16 人；歌舞艺人、厨师，单是宣德朝就有 100 多人。清朝入关前，摄政王多尔衮曾娶朝鲜“侧福

晋”（侧室夫人）。在明代之前，元顺帝的皇后奇氏也是高丽人（当时朝鲜为“高丽王朝”），太子

爱猷识理答腊即为奇皇后所生。这些朝鲜妃嫔中，宣德时入宫的韩妃（史称“小韩”），曾经在

明宫经历了宣德、正统、景泰、成化四朝，后因抚育英宗之子成化帝朱见深，为成化帝所感戴和

尊敬。这些女性将祖国的文化风俗，包括语言、饮食、服饰、歌舞艺术、风土人情，带到中国，促

进中朝两国命运共同体的深化。［12］

纵观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和亲”及国际联姻的女性用智慧跨越民族、地域和

国家，为打造东北亚的命运共同体做出了特殊贡献，她们是东北亚历史上的无冕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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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以“和”为本视阈下，以“丝绸之路”为途径，走“协和万邦”之路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最重要的维度是对外开放。先秦时期，在“天下一统”理

念指导下，以古代中国丝绸闻名世界之誉，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发展政治和外交关系，尤

其是经贸往来，开辟了对外开放的多条路线，统称为“丝绸之路”。域外物品的几条传入路线

也都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一是从周穆王西巡到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形成的从中国北方

通往中亚地区的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又称“北方丝绸之路”，对外交往的主体是中原文明的

国家实体，其中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发挥了极大的媒介作用。二是从中原商王朝时期就已经

初步开辟，至春秋战国时期日渐成熟的从蜀入滇再经过南中部出中国至缅甸、印度的陆上国

际交通线，由此可到达南亚直至中亚、西亚，其对外交往的主体是中国古时的滇、蜀之地，又称

为“南方丝绸之路”。三是东南海上“丝绸之路”，由于东南沿海地区与内陆往来受群山制约，

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的海上活动，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继续开拓，至秦汉时期形成了通往

马来半岛的航线，也是最古老的航线。四是东北海上“丝绸之路”，它肇始于西周王朝（公元前

1112 年）建立后，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可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并传去了中国

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等。［9］自秦朝以后，汉代张骞通西域，进一步开拓

了“丝绸之路”；到了唐朝杨良瑶下西洋和“海东盛国”与朝鲜、日本海路往来，进一步拓展了

海上“丝绸之路”；到了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等一系列历史上的壮举，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

中，出现了和谐不零和、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和平不战争、玉帛化干戈、铸剑为犁、战马

农耕的局面。可见，历史上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展现在“丝绸之路”外交舞台上是和平、友善、

互惠、共生共荣的正能量。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东北亚区域的文明进步，例如，古代的建筑业

的城墙、楼阁、宫殿、桥梁等等的发展，科学技术业的农业水利、养殖、船舶、纺织、印染、农

具、园艺、天文历法、印刷等等的发展，政治经济制度的法律、官制、科举、航海、邮驿等等的

发展，文化方面的教育、礼仪、体育、娱乐、饮食等等的发展，艺术方面的文学、绘画、音乐、乐

器、舞蹈、杂技等等的发展，以及民俗民风方面的发展，大都是通过“丝绸之路”等开放路径传

播开来的。

在以“和”为本的理念指导下，坚持“朝贡体系”、“和亲”政策和对外“丝绸之路”的开拓，使

东北亚在历史上形成了固若金汤的命运共同体，并以其最早的农耕文明和灿烂的文化，对周

边的世界具有强烈的辐射性和巨大的吸引力。特别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发展到巅峰时期，天

下四方来中国朝拜者络绎不绝，据《资治通鉴》卷 198 记载，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二月条记载：

“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正如唐代诗人所言：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真可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万邦来朝”，盛世

空前。

虽然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历史发展是辉煌的，但在辉煌之中也有阴影。如“壬辰卫国战

争”、“倭寇之患”等，对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也有一定的内消耗，但从宏观总体发展上看命运共

同体在古代历史上一直凸显其正能量的强大优势。到了近现代，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

负能量的增长，使东北亚命运共同体逐渐解体了。东北亚近现代的历史教训，促使我们更加

深度思考当今如何打造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这是时代发展的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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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反本开新”与中国外交的发展

（一）“返本开新”，坚持“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理念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之本是“和”，“家和万事兴”。东北亚作为区域家园的历史发展也是因

“和”而“兴”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是东北亚各民族生存在较好的地理自然环境下，积极倡导

“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理念，在变革自然中，兼得天时、地利与人和，故曰：“若是则万物得宜，

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贷浑浑如泉涌，涓涓如河海，暴暴如山丘，不时

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13］这里讲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友好所带来的物质财

富。还有跨国联姻与“和亲”，这里讲的也是一个“和”字，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的民族血统

的交融，化干戈为玉帛，普天之下皆兄弟。“朝贡体系”，讲的是经贸合作，政治和谐、文化“和

合”。所以说“和”、“和合”的理念具有跨时空的恒久性价值。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之本为“和”、“和合”，返“和”、“和合”之本如何“开新”呢？益卦《象》

道：“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14］东北亚历史发展到今天，既要用好战略思

维的望远镜，洞析潮流、研判趋势，也要用好问题意识的显微镜，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方能有

方向、有底气、有作为。我们探讨东北亚的历史不是照搬历史，如果今天再把“天下共主”、“朝

贡体系”、“和亲”等理念拿出来提倡，那将贻笑大方。我们现在研究东北亚历史关键是探索历

史发展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当今世界，已是信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治多

极化的时代，现在呈现在世界面前的不仅是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还有正在努力共建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

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近三年来，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重要外交场合多

次强调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坚持以开放理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的产物。当今国际政治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地球村”、“休戚与共”

等成为时代的强音。面对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性、利益的共同性、挑战的共同性、治理的共同

性，单一国家的命运叠加为人类共同命运。所以，当今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

新理念，是顺应了时代潮流，引领全球法理，体现了大国责任的担当，占领了国际道义和集体

行动的制高点。

在打造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中俄关系成熟、稳定。中俄经济合作是稳定的基

础。据 2014 年统计，2012 年，俄对华贸易已占俄罗斯对外贸易的 10.5%，达 886 亿美元，中俄两

国贸易到 2015 年可达 1000 亿美元，2020 年将达 2000 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俄罗斯在亚洲最重

要的经济合作伙伴。［15］正如王毅在 2016 年两会期间答中外记者问时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牢固基础上。2015 年，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会晤了 5

次，两国间大项目合作在积极有序推进，东线天然气管道已开工建设，产能和装备制造、农业、

财金等领域合作也在提速。近年来，中国与蒙古国是平等、合作和相互尊重的睦邻友好关

系。中国自古以来与邻交往通商，从未有过对外侵略扩张；执着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没

有一丝一毫的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中蒙合作发展是中蒙打造命运共同体的硬道理。［16］自

2013 年中蒙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战略伙伴关系中、长期发展纲要》以来，中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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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快速发展，两国政府互信不断加深，经贸、人文、军事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持续扩大，人员

往来日益活跃。在 2014 年 9 月 1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期间，中方提

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获得俄方和蒙方积极响应。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

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并实施铁路、公路等互联

互通建设，推进通关和运输便利化。2015 年中蒙共同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推动东

北亚区域合作进程。中韩关系自 1992 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不断提速。政治方面，双方

高层互访和政府合作、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在涉及双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保持着密

切的沟通与协调。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保持着良好的磋商与合作；经济合作方面，2012 年恰

逢中韩建交 20 周年，20 年来，双边贸易平均年增长高于 20%，1992 年至 2012 年增长近 35 倍，韩

国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了 50 倍和 23 倍，远远高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增长速度。［17］

现在中国已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市场，韩国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两国人员

交往迅速，仅 2013 年互访人数已达 800 万人次。［18］中韩建交初期为“友好合作关系”，到 1998 年

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再到 2003 年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并于 2008 年宣布

建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3 年 6 月，朴槿惠总统访华期间与习近平国家主席举行首脑

会谈，发表了《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并建立“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中韩自贸区谈

判于 2012 年 5 月启动，是中国对外商谈覆盖领域最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区。在开

放水平方面，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均超过“税目 90%、贸易额 85%”。［19］协定范围涵盖货物

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共 17 个领域，包含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等“21

世纪经贸议题”。此协定已于 2015 年 12 月 20 日正式生效。中韩 FTA 的生效，将推动双边经贸

关系上一个新台阶。［20］2014 年 7 月 3 日至 4 日，习近平主席专程访问韩国，让“汉风”劲吹汉江

两岸，以春风化雨之势，夯实中韩关系的民意基础，“邻居加朋友，汉风汇韩流”，中韩携手，共

襄繁荣。韩国自朴槿惠执政后，到 2015 年底中韩两国举行了 6 次首脑会谈，两国关系在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均取得了快速发展。2015 年 10 月，李克强总理为出席第六次中日韩领

导人会议访问韩国。他在与朴槿惠总统会谈时指出，要对接四项国家发展战略。即把中方倡

导的“一带一路”同韩国“欧亚倡议”、中方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韩国“创造型经济”、“中

国制造 2015”同韩国“制造业革新 3.0“、中韩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对接起

来，加强创新、智能制造、高端技术研发等合作，助推两国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地区互联互通，

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21］中韩关系实现了新飞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16 年初，

美国借朝核问题，欲在韩国布置“萨德”反导系统，使中韩关系面临考验，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在美国华盛顿会见韩国总统朴槿惠，双方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正在得到

全面落实。在打造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中国与日本虽然存在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

等，但中日两国合作也一直没有间断过。日本得益于与中国、韩国地理相邻，文化接近，在文

化交流、友城合作、青年交流、媒体互动等方面都有了进展。每年三国间互访人数接近 1800

万，三国间留学生总数超过 24 万，友好省市约 600 对。1992 年，中、俄、朝、韩、蒙五国共同启动

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项目以来，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并于 2011 年 6 月，带

动朝鲜启动了“中朝共同开发和共同管理罗先经济贸易区”项目。中日韩三国所处的东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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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是地缘政治复杂、地区格局快速变化的地

区。特别近三年来，日方在历史问题上大开倒车，安倍及其部分内阁成员不顾邻国强烈反对

参拜靖国神社，日方发表“河野谈话”调查报告，试图否认日本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罪行。

安倍在战后七十周年讲话中对日本侵略罪行轻描淡写，却大谈日本对亚洲反对殖民主义和战

后和平的“贡献”。日方极力阻挠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日本自民党

2015 年底还成立所谓“重新考证历史”的机构。日本“购岛”闹剧引发的事端尚未平息之际，日

方又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非但绝口不提二战期间侵占南海岛礁的“黑历史”，反而道貌岸

然地扮演起海洋法治卫道士的角色。日本新《防卫合作指针》和《安保法》都在开篇大书特书

“中国海上扩张”，并以此为借口连年增加军事预算。日方通过联合军演，转让海上装备，为南

海争议的一方菲律宾撑腰打气，还迎合美国的主张“认真考虑”巡逻南海，挑动紧张对抗气

氛。另外，日方在 2016 年七国集团会议等多边场合刻意炒作东海、南海问题，在有关问题上颠

倒黑白、影射中国。这一切与打造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国外交部部长

王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时说：面对中国的发展，日本

究竟是把中国当作朋友还是敌人，当作伙伴还是对手？日方应认真想好这个问题，想透这个

问题。

（二）“返本开新”，要在发展的动态中，不断排除影响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负能量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也是一个动态过程。过去用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只能说明过

去，并不代表现在和未来。作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应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增

加正能量，如果一味扩大负能量，则让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友好国家心寒！所以，我国外交部

部长王毅在答记者问时针对朝鲜问题时指出：中国和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休戚与共。中朝关

系是有着深厚友好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中国既重情义，也讲原则。我们珍视同朝

鲜的传统友好，朝鲜要谋发展、求安全，我们愿意支持帮助。但同时，我们坚持半岛无核化的

立场毫不含糊，对朝方推进核导计划的做法不会迁就。因为，无核才能和平，对话才是出路，

合作才能共赢，才能有利于打造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不能维护，甚至破坏东北亚命运共同体，

必将一损俱损。东北亚各国命运是与东北亚整体命运相联系的，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同

样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紧密联系的。解决朝核问题，需要六方会谈，

解决日本历史问题及钓鱼岛等问题，我们只有开拓全球的合作外交，让中国和平力量在世界

范围中不断扩大，让反和平力量在世界范围中不断缩小，将中日关系纳入全球大环境下思考，

才能有新思路，才能有向好发展的出路。要不断扩大国际关系，要靠国家的发展实力去改善

各种关系，如果国家综合实力能够远超日本，日本又是一个什么态度，那就不言而喻了。

（三）“返本开新”，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和平的、发展的、合作的、共赢的和彰显“使

命特色”的中国外交

中国要在全球发展全方位外交，让破坏和平发展，伤害命运共同体的负能量在全球没有

市场。中国将传承东北亚传统的“和合”理念，将以天下一家的世界胸怀，超越“和”与西方根

深蒂固的自我—他者的“冲突”思维，为人类的发展开拓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路。中国

在开拓这条道路上已大见成效。正如王毅外长所总结的那样：为维护世界和平承担责任，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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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中国外交的“和平特色”；为促进共同发展做出贡献，彰显中国外交的“发展特色”；为推动国

际合作发挥作用，彰显中国外交的“合作特色”；为完善国际体系奉献智慧，彰显中国外交的

“共赢特色”；为维护国家利益展现担当，彰显中国外交的“使命特色”。［22］中国外交从大国到周

边，从发展中国家到多边舞台……三年多来，习近平主席出访 20 次，行程相当于环地球飞行 10

圈，在国内同 100 多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会谈会见，着力打造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彰显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国外交的新境界，得到 2016 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

“点赞”和海外专家积极评价。2016 年 3 月 8 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两会上表示，我们正走

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海外专家学者给予积极评价。如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对外和国防政策委员会荣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对记者说：“中

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使其能够比西方制度更有效

地利用资源，这有助于中国提高全球影响力。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研究中心研究员马丁

内斯认为，过去一年内，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例如，中国为世界减贫做出

了更多贡献；在叙利亚问题、伊核问题以及朝核问题上，都能看到中国积极斡旋，为维护地区

和平所做的努力。马丁内斯还说：“中国正在国际政治这盘大棋上落下越来越有分量的棋

子”。法国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拉法兰说：“在一个极不平衡的世界里，中国正成为一支保

持平衡的力量”。他认为，中国的重要作用在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期间将更为凸显。俄罗斯

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认为，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其核心就是构建

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为在国际社会中倡导这些理念，中国勇于承担“标杆”责任。“中国

推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主张‘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在帮助地区国家进行

基础设施建设中与各国保持友好合作，促进地区经济技术发展，尊重其他国家主动参与”。马

来西亚总理前政治秘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学者胡逸山认

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上，在尊重他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

提下推动的；中国在开展外交工作的过程中注重与他国的互惠互利，重视创造双赢。哈萨克

斯坦国际问题专家图列绍夫说，“一带一路”倡议给沿线国家在就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道

路改造等方面带来很多机会，将把亚欧大陆连成一体，很多国家将因此受益。吉尔吉斯斯坦

外交学院院长特穆尔扎耶夫说，“一带一路”是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进行的。“一带一

路”建设不断深入发展，被亚欧地区各国接纳，进而促进各国协同合作，共同发展。在海外专

家评价中国外交中胡逸山对中国对外政策不偏重某一领域，而是着眼于在政治、经济、教育、

文化等多领域开展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作了重点提及。他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以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为主要内容的，体现了中国对外交往与

合作的全面性。［23］

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弘扬“和”与“和合”的理念，高举“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以“一带

一路”、亚投行等路径为载体，迎接未来的必将是“和”满天下的美好世界。

当我们回顾历史，冷静思考现实时，会深深认识到，世界虽大，大不过方法论的世界；世界

矛盾虽多，多不过解决矛盾的方法。伊朗核问题纠结多年，在中国智慧的指导下达成和解，巴

黎联合国气候大会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达成协议。还有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还在不断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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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过程中。如叙利亚问题，反恐问题，特别最棘手的朝鲜半岛核问题，以及中国南海问题、钓

鱼岛问题……总之，矛盾就是世界，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解决矛盾和问题也是世界，因为有

了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方法，也就有了发展的世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未来的中国梦一定会融入于实现世界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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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How does Northeast Asia“Coexist”with History：The Reconciliation among China，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 in a“Macro-historical”Perspective YANG Bo-jiang·3·
Abstract：Countries in Northeast Asia share rich and complicated historical origins，which have exerted profound and direct impact on the current

politic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begins to break the ideological barriers，featuring the end of self-isolation and increasing
people-people communication. However，the unsolved hostile sentiments and contradictions become even more fragmental and visualized，with the fail⁃
ure of current cognitive framework and greater difficulties in solving the problems. The“coexistence”of Northeast Asia with history requires long-term
targets as well as pragmatic and efficient policies，reaching for a reconstruction of mutual perception and identification in terms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through accumulating cooperation in various aspects and deepening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that process，China，Japan，and Republic of Korea share
great responsibilities.
Key Words：Northeast Asia；Historical Issues；Territorial Disputes；Security Mechanism；Nationalism；China-Japan-ROK Cooperation

Movements of Japan’s Warlike Preparation and the New Normal of Sino-Japan Relations JIANG Yue-chun·15·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Legislation for Peace and Security Preservation highlighted Japan’s movements of warlike preparation. While regard⁃

ed as a potential rival of Japan in the past，China has already been the major target of Japan’s warlike preparation. Various changes in Japan’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how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confrontation in the new normal of Sino-Japan relations despite the co-existence of coopera⁃
t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Sino-Japan Relations；China-Japan-ROK；Sino-Japan Confrontation；New Normal；Legislation for Peace and Security Preservation；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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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Northeast Asia and China’s Diplomacy LI Zong-xun·24·
Abstract：With a long history since ancient period，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Northeast Asia has always been highlighting the concept of

“harmony”and the theory that humankind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With the concept that“all under heaven are of one family”，central region of
China became the axle center of the community by implementing the tributary system and the policy of political marriage for peace. Along the“Silk
Road”，it was magnificent for the ancient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Northeast Asia with thousands of tributaries. Now the current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Northeast Asia reemphasizes the basic concept of“harmony”and innovate the system based on mutual benefit and partnership in⁃
stead of ally. New diplomatic patterns of the common destiny for humankind can be 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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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ment and Influence of Japan’s ODA Poli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Active Pacifism” WANG Xiao-ke·36·
Abstract：Under the guidance of“active pacifism”concept，Japan’s ODA policy has adjusted a lot，showing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from“eco⁃

nomic development”to“ strategic support”. The new round of adjustment paid more attention to supporting the Japanese diplomacy and security，reliev⁃
ing the limitation of supporting foreign troops. And the aid object has been beyond the developing world，emphasizing countries which have strategic sig⁃
nificance to Japan. The major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f this round of adjustment are as follows：expanding ODA’s strategic function，service for Japan’s

“normal country”strategic objectives，and counterbalance to China with U.S.“Asia-Pacific rebalancing”strategy. For China，Japan’s targeted ODA in⁃
creas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neighboring diplomacy and the pressure of competition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needs
to set up diplomatic consciousness of closeness and non-closeness，create several models through aid & investment，and moderately expand military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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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Framework and Approach of Docking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LIU Qing-cai ZHI Ji-chao·49·

Abstract：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itiative of China is a cooperation conception of connecting regional economy of Eurasia. Eurasian Eco⁃
nomic Union lies in hinterland of Eurasia，which served as a link and bridge between East Asian economic circle and that of the Europe. The docking co⁃
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will be the engine of development of the Eurasia regional economy. The whole framework of cooperation needs principles
such as open and inclusive，market-orienting，equality and mutual reciprocity as well as cooperation and win-win. These principles should be observed
by all parties. Secondly，the whole framework of cooperation need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echanism in which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s as well as en⁃
terprises of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re linked at multiple levels. The cooperation also needs to be optimized in areas such as infrastructure，interconnec⁃
tion，production capacity，and finance. As regard to the approach，we should positively conduct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with Eurasian Economic
Union，constructively develop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Russia，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platform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he final goal
of the cooperation is making a new cooperative model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y the docking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Silk Road Econom⁃
ic Belt an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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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cking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Building a Eurasian Common Economic Space
LI Xin·60·

Abstract：Expert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docking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SREB） an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EEU） is a methodologi⁃
cal error. Because EEU i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a political institution，while the SREB is just an initiative which will
be supported by specific infra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project. As a result，SREB-EEU docking is impossibl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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