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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极其恶劣，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二战之后独立的民族国家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尤其是周

边的一些邻国，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存在重重担心和忧虑。毛泽东在与周边邻国领导人会谈时，阐

述了新中国的睦邻友好周边外交政策。毛泽东的周边外交思想正是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逐渐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成为指导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外交的基本准则。

毛泽东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实践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从各个方面加大了对新中国的制裁和封锁，试图扼杀社

会主义的红色政权。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背景下，巩固独立自主的人民政权，建立稳

定的国内秩序，维护和平的周边环境是新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

主义的包围和遏制，新中国在建国初期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在争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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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国家支持的同时，积极探索发展与周边各国

的友好关系。毛泽东通过接待周边国家领导人

和友好团体，表达了和平友好的愿望，展示了

新中国睦邻合作的诚意。尤其在处理与印度、

缅甸、泰国等邻国关系上，毛泽东的一些做法

和主张，充分显示了新中国领导人加强与周边

邻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坚定立场。

坚持求同存异，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平共

处。在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

系的同时，新中国也在积极发展与周边非社会

主义国家的关系，通过高层交往，解除周边国

家的疑虑和担心，积极建立睦邻友好与合作关

系。毛泽东主张通过谈判与协商的方式与周边

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早在1949年12

月，在谈到缅甸政府要求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

系时，毛泽东认为应该请缅甸政府派代表来北

京商谈建立中缅外交关系问题，“依商谈结果

再定建立外交关系。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

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①

毛泽东坚持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发展与

周边不同制度国家外交关系的思想在与印度领

导人交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954年10月19

日，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说，

“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欺侮有一百多年。

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

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

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

感情。”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尽管我们在思想

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

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

毛泽东认为，中印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

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两国人民重视的“不

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

同点”。②在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倡议下，两

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订立了协定，确立了

两国的友好关系。

耐心释疑解惑，传递睦邻友好诚意。新中

国成立之初，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

家，周边邻国的疑虑不可避免，包括泰国在内

的周边国家存在一些误解，甚至担心中国去侵

略他们。为了发展与泰国的友好关系，毛泽东

倾注了不少精力，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真心和

诚意。一方面，直接做泰国友好人士的工作，

直接表达对泰国的友好态度和立场。1955 年

12 月至 1956 年 2 月间，毛泽东在与泰国友好

人士谈话时指出，“希望能够逐步地改善我们

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后两国就会建立起邦交。”

毛泽东在了解泰国难处的同时，详细地阐述了

中国与泰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举措，包括中

国可以同泰国进行贸易的具体细节，以支持泰

国的发展和建设。“泰国要卖几十万吨大米给

中国，我们是可以买的。我们还可以买一些橡

胶。你们需要什么？要钢，要铁，我们都有。

要轻工业品我们也有。……如果你们需要，我

们还可以派技术人员去帮助你们设计工厂，完

工后他们就回来，把工厂全部交给你们。” 为

了解除泰国的担心，毛泽东表示尊重泰国政府

和泰国人民，“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

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

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 毛

泽东向泰国方面表示，不会利用共产党组织

和华侨干涉泰国内政，“你们国内也有共产

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

府。……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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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

相信任。” 毛泽东希望泰国长期观察新中国对发

展中泰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看的时间久了，

就看清楚了。” ③

另一方面，为了解除泰国的疑虑，毛泽东

希望借助印度和缅甸等国领导人的影响，来做

泰国领导人的工作，多次表示中国发展与泰国

友好关系的愿望。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在

与吴努总理谈话时几次表示：“我们很想同泰

国建立关系，搞好关系。”“我们实在是想搞好

同泰国的关系。”他希望吴努总理把中方的意

愿转告泰国当局，帮助中国与泰国建立外交

关系。“如果你们两位一起同泰国当局谈这件

事，使得中泰两国之间也能有像中缅之间这样

的关系，我们将会很高兴。”④直到1957年12

月，毛泽东在与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谈

话时，还请对方转告吴努总理，“希望他再帮

我们一点忙”。⑤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泰两国于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建立外交关系，但毛泽东

为发展中泰关系进行的不懈努力，完全体现了

新中国领导人在发展周边国家友好关系上的耐

心和信心。

倡导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领土

和边界问题是邻国之间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新

中国与周边邻国存在的主要历史遗留问题。新

中国成立之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

多年侵蚀，人为造成中国版图的变化，使中国

与多个国家发生领土和边界问题。以毛泽东为

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捍卫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同时，主张积极与周边有领土争议

的国家进行谈判与协商，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

解决领土问题。20世纪50年代，在毛泽东的

授意下，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与印度、缅甸等

国进行了多次谈判，希望与邻国通过谈判的形

式，增加相互信任，共同协商解决由于历史原

因造成的领土和边界问题。1960年3月，毛泽

东在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时，希望中

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并建议将双方有争议

的珠穆朗玛峰叫做“中尼友谊峰”⑥，由双方共

有。1960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

时也曾表示：“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

解决。”⑦毛泽东始终坚持以友好与和平谈判的

方式与周边邻国商谈解决边界和领土问题，

他希望做到互不损害，达到互相有利的目

的。总体而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第一代

领导集体，完全本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精

神面对有争议的边界问题，新中国同缅甸、阿

富汗、蒙古、朝鲜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公平

合理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这也为国

际社会和平解决历史遗留边界与领土问题树立

了典范。

坚持正义事业，支持邻国民族解放事业。

毛泽东积极支持中国周边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

放运动，希望建立和平的周边环境。早在抗日

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曾经表示：“对于南洋各

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

律宾，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

被打败以后，能够得到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国家

制度的权利。”⑧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新中

国的安全和周边地区的稳定，毛泽东以军事和

经济援助的方式，积极支持周边邻国反对帝国

主义的侵略斗争。毛泽东认为：“全世界各国

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

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美国对朝鲜、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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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

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

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

国主义方面。”⑨1950年10月，为了支持朝鲜人

民正义事业，保家卫国，中国政府决定向朝鲜

派出志愿军。毛泽东同时向进入朝鲜境内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发出命令：“必须对朝鲜人民、

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

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

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

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

极重要的政治基础。”⑩毛泽东还要求，教育指

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

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越南战争发生后，中

国政府同样发出号召，支持越南人民反抗美国

的入侵。后来，美国又策划与越南军队入侵柬

埔寨。毛泽东同样发出指示，支持西哈努克亲

王领导的柬埔寨民族解放运动，直至柬埔寨的

全国解放。新中国伸张正义，赢得了周边国家

的尊重。

提供无私援助，促进邻国共同发展。新中

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经济建设面临很多

困难，但对于更加困难的一些周边邻国，中

国政府还是提供了大量的无私援助。其中，越

南是接受新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有资料

显示，当时中国政府对越南的援助总额超过了

200多亿美元。⑪在对外援助过程中，中国政

府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

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

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

享受。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的

做法，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和平周边外交思想基

本要求，从而赢得了周边邻国的支持和赞扬。

此后，中国政府对邻国援助的做法也扩展到非

洲等经济更加落后的国家，这也为新中国赢得

了更多的朋友。

毛泽东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外交实践是

新中国发展与周边邻国关系的积极尝试，是社

会主义新中国独立自主与周边国家建立新型关

系的有益探索，也是探索中国特色周边外交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

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毛泽东周边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

毛泽东关于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虽然没有

系统完整的论述，但通过考察他与许多周边邻

国领导人的谈话，能够感受到他在处理周边外

交问题上的鲜明立场和主张。毛泽东的周边外

交思想体现在发展国家关系的多个方面，其核

心内容涵盖了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平

等的原则建立外交关系，以相互尊重的理念发

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与周

边国家的矛盾与分歧，以互利合作促进与周边

国家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以包容的心态共

同建设和平的国际环境。

以平等的原则建立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

系。新中国把民族国家间的平等作为建立外

交关系的首要原则。在毛泽东的周边外交思想

中，大国小国一律平等的主张一直占有重要位

置。毛泽东的周边外交思想首先体现在与一切

主权国家平等相待，包括与周边不同民族、不

同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以平等的地位建立

外交关系。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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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

告》中庄严宣布，“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

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⑫新中国成立

后，毛泽东在与多个邻国领导人谈话时都表达

了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立场。毛泽东

认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

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

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他

主张：“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

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

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

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

看成是它的子弟”。⑬毛泽东主张以平等的原则

建立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得到了缅甸、

印度等周边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响应。20世

纪50年代中期，中国首先提出并与印度和

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为

发展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奠定了

基础。

以相互尊重的理念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

友好关系。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是毛泽

东和平周边外交思想的一项基本原则。毛泽东

主张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

干涉包括邻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内政，更是反

对对外侵略。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与老挝首

相梭发那·富马亲王谈话时强调说：“小国的地

位也应尊重。”⑭毛泽东在与包括缅甸在内的多

个邻国领导人谈话时都阐明了中国和平友好的

外交方针和政策，表示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

政。1957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与缅甸领导

人谈话时说，“我们坚决反对侵略，对任何国

家的侵略都是一样反对。”⑮毛泽东指出：“中

国不会发生对外扩张的事。”⑯1960年3月，毛

泽东在同尼泊尔王国首相谈话时表示：“人家

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要别人的土地是犯

罪的。”⑰毛泽东主张，中国在国外的华侨也要

遵守驻在国法律法规。“中国政府一向鼓励华

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不要从事政治活动，

并且鼓励他们把他们的人力和财力为所在国的

利益服务。”⑱毛泽东对外交人员也有明确的要

求，“我们要检查工作，如果发现有人对外国

态度不好，就必须责令他改正错误；如果他不

改，就调回来。”⑲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和不干

涉他国内政的和平思想和主张一直贯穿于新中

国与周边国家交往的始终，这也是中国政府和

人民能够赢得周边国家信任和尊重的一个重要

原因。

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国家的矛盾

与分歧。以和平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解决矛盾

和分歧是毛泽东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遵循的一

项重要原则。毛泽东认为：“凡是足以引起怀

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

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⑳毛泽东强调

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是要保护双方

的利益。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与缅甸总理

吴努谈话时说：“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

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

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

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

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毛泽东

认为，邻国之间应该加强往来，增进了解，在

不断交往中消除疑虑，促进友好与合作。毛泽

东在与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说：“我们往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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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熟悉了，就能更好相处。两个国家在一

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

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毛泽东认为，国

家之间也像朋友一样，“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

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

以互利合作的形式与周边国家发展国家关

系。互利互惠是毛泽东和平周边外交思想的

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与周边国家交往同

与其他任何国家交往一样，只有在互利互惠的

基础上才能进行长久合作，即使是不同制度的

邻国，也可以开展互利合作。1954年10月，

毛泽东在同尼赫鲁谈话时说：“无论是人与人

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

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

害。” 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合作不能对任

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

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

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

则谁还干呢？” 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与吴努

谈话时也说：“我们既然讲合作，就不能互相

损害，否则就合作不好。” 毛泽东在同日本国

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指出：“我们之间的社

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

害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 由此可见，国

家之间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思想一直贯穿

毛泽东周边外交工作的始终。

以包容的态度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和平的

国际环境。以包容的态度对待邻国是毛泽东

周边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新中国成立之

初，对于邻国的不解、误解甚至猜疑，毛泽东

都能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尤其在发展与日本

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主张面向未来，这突显了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包容特质。他认为，日本过

去是侵略国，但是现在日本的地位变了，“变

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中国人

民对日本不计前嫌，“采取友好态度”。 1955

年10月15日，毛泽东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

话时说：“过去的老账并不妨害我们，今天制

度的不同也不妨害我们。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

了，主要是将来的问题。” 他还说：“我们的

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

他希望中日两国“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而对于当时少数受美国怂恿参加东南亚条约

反对中国的国家，毛泽东也能够抱有理解和宽

容的态度。关于是否邀请菲律宾和泰国参加亚

非会议时，毛泽东肯定地表示，“应该邀请”。

他说：“虽然我们同这两个国家没有外交关

系，但是那不要紧。”毛泽东认为，虽然它们

的意见同我们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想说

服这些国家，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 毛泽东

主张通过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进而建

设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也是毛泽东和平周边外

交思想的宗旨之一。毛泽东在与尼赫鲁谈话时

明确表示：“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

争取持久的和平。” 稳定的周边与和平的国际

环境是毛泽东对外交往始终不渝的目标。

毛泽东丰富的周边外交思想体现在新中国

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多个方面，20世纪50年代

中期形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第一代

中央领导集体外交思想和外交智慧的集中体

现，而这五项原则正是毛泽东在与周边国家

的外交实践中逐步探索总结出来的，对于新

中国开创和平友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发挥了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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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边外交实践的历史性贡献

新中国遵照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和理念处

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打消了周边国家人民心

中的疑虑，不仅打破了美国和西方对新中国的

封锁和制裁，而且也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相对

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毛泽东周边外交思想是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积极倡导和平外

交，不断探索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发展新型睦邻

友好关系，为新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

系确立了新的原则。毛泽东在发展与周边国家

关系上的外交实践，得到了周边许多邻国的理

解、支持和赞扬，也为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做出了积极贡献。

树立了与周边国家和平友好的发展理念，

为探索新中国睦邻友好的和平周边外交进行

了开创性尝试。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坚持社会

主义制度的中国必然引起周边邻国的关注和担

心，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何消除周

边国家对自己的疑虑、畏惧，一直是中国周边

外交的重点和难点。除了社会制度的不同，加

之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差异，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性，这些都是新中国周边

外交实践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发展与周

边其他国家关系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

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执行和平、友好、平等的睦

邻外交政策。无论是在推动与周边国家经贸关

系上，还是在解决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遗留的

棘手历史问题上，以及在解决与周边国家的矛

盾与分歧方面，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领导人

都本着和平、睦邻的思想，以平等的姿态对待

周边邻国，毛泽东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探索，

也为当今的中国睦邻周边外交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对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进行

了开创性尝试。

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遏制和孤立，开创

了中国周边和平外交新局面。新中国成立不

久，不仅同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四个欧

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印

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巴基斯坦等亚洲民族

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通过与这些国家

建交，新中国向周边国家传达了睦邻友好的信

息，向世界昭示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迈出了

打破美国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和孤立政策的重要

一步。” 中国政府通过正确的方式处理了周边

国家的华侨问题，排除了周边国家领导人的担

忧和恐惧，赢得了周边国家人民的尊重和信

任，为新中国改善了国际生存空间。以毛泽东

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迅速打开了新中国

的外交局面，巩固和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团

结，缓和了与周边国家的矛盾。

明确了新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为中

国周边外交制定了明确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周

边外交思想的宗旨就是建立和维护和平稳定的

周边环境。除了接见印度、缅甸领导人之外，

毛泽东还会见了如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尼

西亚、越南、朝鲜、柬埔寨等周边国家领导人

和代表团，他明确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

和发展方向。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新中国

自成立时起就不断努力与周边邻国发展睦邻友

好合作关系，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促进周边

邻国的发展与进步，进而建立和平的地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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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环境。在多年外交工作中，中国政府一

直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一切分歧或

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通

过对话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多边、

双边协调合作逐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问题。

这也为世界各国和平友好地处理国家间关系树

立了典范。

确立了新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

为中国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处理

与周边国家关系过程中，从探索处理与周边国

家边界问题、华侨问题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开

始，逐步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应遵循的

原则，确立了中国政府解决各国之间矛盾与分

歧的原则和立场，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

间的争端，而不应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最后形成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得到了印度和缅甸等国家领导人的欢迎和

接受。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为我国发展与周边邻

国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一

个长期的方针和准则，得到了包括第三世界在

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广泛支持和认可，它不仅仅

是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原则，后来也成

为中国处理与一切国家关系的准则。毛泽东的

和平周边外交思想不仅巩固了中国与周边邻国

的友好关系，也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各国之间

的和平相处作出了积极贡献。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与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

系，保持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一直是中国周边

外交政策主要目标，这是与中华民族睦邻友好

传统一脉相承的，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

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奠定的

周边外交原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在周边外交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财

富，毛泽东的周边外交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而且成为改

革开放后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理论

依据。

必须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 爆发后，极

左思潮影响并干扰了中国对外政策，毛泽东的

周边外交思想中许多正确的原则和立场没有得

到贯彻执行，外交领域的工作也受到了严重破

坏。在与周边邻国的交往中，曾以意识形态来

划线，与一些周边国家建立结盟或准结盟关系，

这种处理与邻国关系的做法必然要承担相应的

责任和义务，必然束缚自身外交回旋，从而制

约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余地，也妨碍中国与

其他国家关系的改善，甚至影响中国与其他周

边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过度宣扬 “世界革命”

思想，强调 “革命性” 外交政策，也不利于构

筑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难免引起一些邻国的

猜疑和反对，导致中国与一些国家关系的紧张。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曾一度恶化，

这样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深入思考和总结。

六十多年来，国际形势在不断变化，中国

的周边环境在不断变化，中国的国力也在由弱

到强，然而，中国坚持毛泽东的和平周边外交

思想基本内涵没有改变，中国创造和平周边外

交环境的愿望始终没有改变，中国坚持发展与

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努力也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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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and Insight of Mao Zedong's Peripheral Diplomacy
Huang Qing  Zhang Ping

Abstract: Mao Zedong has many diplomatic thoughts, with the peaceful and friendly Peripheral Diplomacy being an important 
one. In the diplomatic practices, Mao Zedong put forward many strategic diplomatic ideas related to the important Peripheral 
Diplomacy, and formulated the corresponding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which has reflected the real wishes of  the leaders of  New 
China to develop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For a long time, New China had adopted the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of  peace, maintained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neighbors, and continued to improve the peaceful and stable neighboring 
environment, thus creating good conditions for China's security and the socialist development.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it is still 
of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s.

Keywords:  Mao Zedong, Peripheral Diplomacy, diplomatic thought, diplomatic strategy,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

会上指出，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

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要打造周边命

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

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

邻，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张全面发展同周边国

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

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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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带一

路”发展设想和发展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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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该说，我国当前的周边外交理念是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对毛泽东和平周边外交思想的继承、发

展和创新。相信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

下，中国的周边外交工作将更加积极、主动、

务实，并且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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