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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荣则共荣，损则共损，是中国与邻国之间利益

和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新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一直在调整：从求生存、求共处，到

强调友好相处、和平发展，再到积极主动推进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前总的形势

是好的，甚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威胁最小、中国掌控周边大局能力最强的时

期。以大视野来分析和认识当前出现的新矛盾，可以看到中国正处于新的百年大变局

进程中。中国与周边，既要从“我的周边”来认识，又要从“周边的我”来考量，

“我的周边”引导看全局，“周边的我”促使用好自己的力量。未来的周边地区是多样

性与相融性并存，关系的多重性与利益的共享性并存，是多角色参与，多种利益博

弈。关键是中国要增强协调能力和掌控能力，以达到聚合化异，实现中国周边地区的

稳定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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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这么多的邻国，形成独特的周边相邻大区域，一向存在着复杂、多变

的周边关系。认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或称与周邻的关系），可以从四个不

同的视角：地缘、关系、利益和博弈，视角不同，关系的特征和含义也不同。地

缘最直接、最深刻的含义，就是中国与邻国连在一起，共处一个区域，这是躲不

掉的；关系有双边，有诸边，有近，有远，构成复杂、多层、好坏掺杂的关系层

次和网络；利益各有不同，但不管有多么不同，利益都是直接的和难以割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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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博弈，不仅存在于中国与邻国之间，而且也有来自外部势力的参与和谋划。

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着如此复杂的邻国关系。中国如何与邻

国相处，邻国如何与中国相处，一直是一个难题。处理得好，各方受益，处理不

好，各方受损，的确是荣则共荣，损则共损，这就是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利益和命

运共同体的内涵。

周边关系的定位

历史上，中国曾经与众多邻国有着很好的关系，一个强大的中国与周边国家

之间构建了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结构，核心是相互尊重、友好共处，特点是以强

中国为中心。不过，尽管这个秩序是靠中国的硬实力（经济、军事）和软实力

（文化、思想、道德）来维护的，但是，中国并不去强制改变邻国，而是创建大

家共处的基本原则和秩序，形成一种“以不治治之”的“天下共同体”。

近代，中国衰落，该秩序结构解体，邻国多成了列强的殖民地，中国与这些

国家的关系变为间接的，如今不少遗留的问题都与此有关。中国本身衰败，不仅

没有了维持秩序的力量和能力，自己也被列强势力争夺、瓜分与侵略。在这些强

国中，就有中国的强邻——日本、俄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自身的内乱结束，衰败的下行线也终于停止。不

过，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还是经历了复杂的和艰难的调整。由于形势复杂，中

国对周边国家的关系定位处于被动。在很多情况下，是外部因素决定中国与邻国

关系的特征和性质，中国则被动应对。

当然，新中国也试图努力扭转被动格局，推动新的关系发展。比如，在1950
年代，中国就与缅甸、印度一起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该原则的内核是

维护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友好相处，基本出发点是争取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和

平环境。这些原则具有新意，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等级秩序观，所倡导的是一种新

的平等秩序观。有人说，这不过是一种弱者的逻辑，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一旦强

大了，能否坚持这种平等秩序观，还很难说。这也许正是如今别国对崛起的中国

所担心的。

事实上，由于冷战的格局，中美形成对抗；由于中苏分裂，两国成为敌对国

家。冷战、分裂引起的复杂周边关系，使和平共处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中国与多数周边邻国的关系都不好，弄得中国只好到“天涯”寻找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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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大的转变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改革开放需

要稳定和平的政治环境，需要开放合作的经济环境，于是，中国转变战略思维，

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改善和发展与邻国的关系，特别是那些实行开放发展政策

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冷战结束后，周边的政治分裂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为

中国进一步改善与邻国的关系提供了政治环境，而各国采取的开放发展政策也为

发展更为广泛的经济关系提供了环境。这使得中国与邻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

关系都得到了发展。一则，中国实现了与所有邻国关系的正常化；二则，中国越

来越成为邻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国变得强大了，与邻国如何相处？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国提出了与

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把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放在外

交工作的首要地位，提出周边是首要的战略。中共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人提

出了发展与邻国关系的新四字方针，即“亲、诚、惠、容”，提出与周边邻国构

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把周边地区作为中国的战略依托带。

总结起来，新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一直在调整，在出新招。从阶段上看，

第一阶段主要是“求生存，求共处”；第二阶段则强调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第

三阶段则积极主动推进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和特

点，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以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合作发展

为理念的“新秩序观”。

随着中国本身的发展，随着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的发展，对如何认识和定位

周边地区也有了新的思维和战略思考。概括起来，新的战略思考大体有两点：其

一，把周边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把中国置于其中，形成一个互联互通、利

益密切的大区域，这是一个大变化。它意味着，不再是线性的中国对各邻国的关

系，而是全面的中国和大家的关系；其二，把周边地区作为中国的战略依托带。

周边是中国走向大国、强国之路的战略依托带，这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它意味

着，不把周边地区作为中国安全威胁的根源，而是安全的依托。2011年我在一

次会议上提出这个看法，当时还遭到一些质疑，现在官方在使用，说明已经成为

周边战略的一个定位坐标。

当然，即便如此，真做起来也不那么容易。由于过去的受辱历史，中国容易

产生“受害者情结”，从而滋生强大后的“复仇意识”，或者“利益回归意识”，

这将为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提供环境。同时，作为综合实力上升的国家，中国要拓

展自身的利益，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这也必然会引起与大国，特别是强国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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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争夺，包括可能使用军事力量，这会引起邻国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宣示的

质疑，如此等等。

周边邻国的情况很复杂、很特殊，处理起来难度很大。特点之一是与强者为

邻，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大邻居、强邻居，包括日本、俄罗斯、印

度，还有美国。美国虽远在太平洋彼岸，但在中国的一些邻国有驻军，航母、飞

机近在咫尺，战略武器“鞭长可及”，也应算作中国的地缘邻国和战略邻国。长

期以来，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源是大的邻国，它们也是在中国和相邻地区进行

利益争夺的主要参与者，中国与这几个大国都打过仗。特点之二是众邻大多“近

而不亲”，而且存在诸多争端，海上争端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同时，“历史阴

影”也挥之不去。与邻国相处，处好了是友邻，好邻居金不换；处不好就成为恶

邻，麻烦不断。

有人说，只要中国足够强大，邻国就会“臣服”，其实不然。如今的周边形

势和关系要比“华夷秩序”时代复杂得多，性质也不一样了。中国官员提出要使

中国成为一个可亲的大国，这很不容易。国家间的邻里关系向来难处，一是有各

种矛盾、各种利益，复杂多变，磕磕碰碰；二是多方掺和，也有明争暗斗。对处

在上升期的中国来说，处理与邻国发生的矛盾更复杂，不仅需要实力，而且需要

智慧，需要耐心。

如今，没有一个国家有力量再侵犯中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格局转变。在此

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自己的耐心有多大，发展和崛起的机遇期就有多

长，什么时候耐心不足了，机遇期的环境也就会遭到破坏，民族复兴之梦就很难

成真了。我曾说过，一个崛起的大国，最易高估自己的力量而冒险盲动。对当今

的中国来说，这个风险不是没有。中国还处在由大变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

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环境，这是大局，大利益定位。对这一点，要时刻牢

记，保持清醒的头脑。

周边形势变化

如今，人们议论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周边地区出现新的紧张，东海、南海地区

似乎有些剑拔弩张，大有发生战争的风险。面对这样的形势，如何认识？各方观

点分歧颇大。

我认为，固然一些矛盾存在很大的风险，对中国所处的周边环境产生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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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然而，当前总的形势还是好的。从大的局势来看，甚至可以说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国家安全威胁最小、中国掌控周边大局能力最强的时期。对于目前出现的

新热点、新矛盾，需要以大视野来分析和认识。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后，周边地区曾是主要的安全威胁源。在很

长的一个时期，中国都是围绕政权生存、国家安危被动应对，大都是外部因素逼

着中国被动应对，包括不惜开战，或者进行军事行动。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开

拓和平与发展的环境，改善与亲西方阵营国家的关系，扩展发展与安全空间，使

关系和地区秩序变动向于中国有利的方向转变。改革开放的最大战略性转变，就

是中国由被动应对外部环境转变为争取主动，创建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实施

开放政策就是要吸引西方的投资，进入西方市场，那就要改善与它们的关系。因

此，以改善中美关系为契机，中国与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一大批周

邻国家改善关系。冷战结束后，中国很快摒弃前嫌，实现了与俄罗斯、分离出来

的新生国家、亲苏联的老挝、越南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到 1990年代末，中国

与所有周边国家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是一个历史性大变化。

接下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还实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比如，与俄罗斯划

定了边界，与越南划定了陆地边界，与印度在开展边界谈判的同时达成稳边界的

共识；与几乎所有的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发展了周边次区域的合作机制，包括

签订自贸区协定、建立合作组织等。如此一来，中国与周邻国家的关系就进一步

发生了变化。总的来说，关系得到大的改善，共同的利益增加，特别是经济关

系，发生了大的反转，中国成为大多数周邻国家的最大贸易市场。在许多领域，

中国可以发挥重要的或者主导性的影响力。

然而，并非总是顺风车。中国由弱变强本身会引起多重复杂的反应，会导致

地区关系重大而深刻的调整。就地区关系来说，调整的基调是由弱势中国下的关

系，转变成强势中国下的关系。强势中国下的关系会使一些争端升温。为什么？

因为在中国不强势的时候，对于争端，自己没有力量去管，人家也不太在乎你，

可以先搁置。但强势中国就不一样了。强势中国带来了双向的反应：一方面是中

国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必然增强。中国曾经历百年衰落，失去很多，当自己变强的

时候自然会想到把别人抢占的拿回来，对于不合理的秩序难以再忍耐，对于被迫

吞下的苦果要吐出来。在中国看来，这样做并不是要复仇，而是要正位。当然，

强势下的中国并不止于此，扩大利益的诉求也必然增加，亦即要拓展自己的利益

空间。另一方面是相关国家采取对策，如何应对一个强势中国。各方对策不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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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在防中国上似乎有一种“准共识”，即防中国“做大”，防中国侵犯其既有

利益。特别是那些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必然会作多手应对，包括拉其他国家为

伍，推动“准结盟”联合。

应对动作最大的是美国，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崛起势必会

对美国一家独大的地区和世界格局形成挑战。进入新世纪后的前 10年，美国的

战略重点主要是反恐。当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被认定在改变世界秩

序格局的时候，美国就忍耐不住了，不得不调整大战略，把重点转向应对中国的

挑战。为此，美国调动资源，拉拢势力，力图压制中国的拓展空间，遏制中国影

响力的上升，防止中国替代或者削减美国的存在与影响力，这就是美国“重返亚

洲”战略提出的背景。

日本也在进行大调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使其感到巨大压力，也感到

紧张。日本开始认真考虑如何与一个强中国相处。自 19世纪后期，日本就是亚

洲的老大，二战把它打垮了，其后又迅速恢复，成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强

国。如今，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而且以很快的速度继续把总量差距拉大，包

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实力继续提升，日本有些坐不住了。搁置钓鱼岛问题本来

是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时的共识，但在中国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日本政

府把它国有化，钓鱼岛问题被推到了前沿。安倍晋三再次上台执政后，把中国的

威胁作为推动日本国内改革、解禁行使自卫权的标靶，不惜恶化与中国的关系，

这使得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菲律宾、越南为了维护在南海所占的岛礁利益，公开向中国叫板，拉美国助

威……两国国内的媒体也把中国描绘成一个耀武扬威、力图扩大权势的国家。

如果就事论事，这些问题看起来的确让人有点头疼，为何突然冒出来这么多

的问题，形势“急转直下”？似乎中国周边地区一下子变天了。但如果我们把周

边看成一个整体，把变化放在中国由大变强的大历史发展进程中看，那就可以有

一个客观的大局分析，即强势中国下的格局和关系重构，新的百年大变局进程。

大战略思考

中国由百年衰败到百年复兴的历史转变，必然对中国与周邻的关系、对周边

秩序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造成关系结构和秩序构造的大反转。也就是说，中国

由大变强，使周边的关系和秩序进入一个百年调整和重构的进程，而现在正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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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的历史长进程的关键期。

若把中国和周邻的关系，周边地区秩序中所出现的矛盾、冲突放在百年重构

的历史长进程中来分析和认识，就可以看清楚实质，看清楚大趋势。

整体性和历史长进程，这是观察和认识中国周边关系的重要出发点。整体的

视角，一是把中国的周边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二是把中国自身作为整体的一部

分。把周边作为一个整体，那就会发现，整体局势趋稳，包围圈并不存在，大多

数国家希望维护稳定大局，希望与中国发展合作的关系，几个看似威胁的主要升

温热点，其扩散性也有限。可以说，如今周边的大格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威胁

性最小的。最重要的是，已经不存在一个或者几个外部国家能够进犯中国，或者

有能力发动针对中国的战争了。中国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美国的战略挤压，个

别国家挑动事端。周边广大的地区有着中国战略和利益拓展的巨大空间，中国也

应该有这个能力。同时，把中国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我们就会看到，中国是变

化的一个因素，而且是重要的因素，这样，中国不仅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改变局

势走向，而且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制约局势走向恶化，损害自身利益。这样一

来，就可以看到中国本身所拥有的主动性，而不仅仅是被动性。

进行大战略思考，首先是基于大视野的认知，在此基础上谋划大战略。我把

大战略归结为三个要点：一是利用好机遇期，把握住由大到强的发展大局；二是

确保和平环境，不在周边地区发生战争；三是要有战略耐心，经得住时间和变化

的考验。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个进程还在行进之中。中国还处在发展中的

阶段，所需要的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升自身的综合实

力，这个进程不能中断，为此，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这是大战略思考的底线。

未来二三十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即在现有的基础

上，通过进一步提升，实现中国由大到强的转变。中国处在新百年的上升转变

期，这是不可丧失的历史机遇。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国立足于和平发展，

抓住了机遇，充分发挥自身劳动力丰足、政府管理能力强的优势，利用外来投资

和世界市场，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未来的机遇期与之前有着不同的内涵

和环境，提升的难度更大，外部的环境挑战性更强，因此，需要花更大的力气，

克服更大的困难。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人均居世界中后，离真正的强国相

去甚远。这个国情是维护发展大战略定位的基点坐标。

不让战争在中国周边地区发生，这是一个大战略设计，也是一个大战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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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中国百年衰败时期，针对中国的战争不断，让泱泱大国变得支离破碎。新中

国成立后，在很长时期，周边地区一再发生战争，有些是针对中国的，有些是中

国被迫卷入的，但相同的一点是，都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拖延了中国发展

的进程。不让战争在中国周边地区发生，需要两个把握：一是把握住大局，增强

掌控能力，有能力制止别国在周边发动针对自己或者针对友邻的战争；二是自己

不用战争的手段解决冲突和争端，对邻国避用武力。

有能力制止别人发动针对自己的战争，需要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军

力，应该说，中国可以基本上做到这一点。今后，随着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军事的现代化，中国更能做到这一点。至于制止发动针对友邻的战争，尽管对此

做到不容易，但还是要管，值得管。其实，过去中国也做过，如帮助越南赶走法

国和抗击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等。那是被动参与，今后是要主动拒止。不让他国

在自己的家门口闹事、惹事，特别是不挑起战争，这是中国变强的标志。中国目

前还没有完全的把握做到这一点，但是要为做到这一点积聚力量和能力。

争端，包括领土争端，用战争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只会增加仇恨。对邻国

避用武力，是强者的表现，不是弱者的表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

赞许“化解”矛盾，追求“和解”结果，信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术原则。

对中国来说，在弱势情况下，战争主要是被动的选择。如今，中国强盛了，提升

了主动性，具备了主动选择的能力，应该是体现中国“和文化”的机遇期了。

历史上，战争的确曾经是大国、强国领土扩张的主要手段，但如今时代不同

了。历史上，中国的基本战略是守疆，但在衰败时期，中国无力守住自己的疆

土。应该看到，如今，领土争端主要来自遗留问题。现在，中国未定的陆地疆界

只剩下与印度和不丹两个国家。与不丹自然不会打仗，虽然与印度过去为此曾打

过仗，但中印两国已就稳定边界达成协议，并开展划界谈判，显然，战争不是选

项。现在，热点是东海钓鱼岛、南海岛礁和海域。钓鱼岛问题不仅是领土问题，

还涉及到力量对比、地区力量与战略格局秩序的转换。所谓“不为几块石头打

仗”，不是开玩笑，而是战略性思考。因为钓鱼岛问题起于力量转换，求解还是

要靠力量对比的反转。中国所要争取的是时间，因此，要有战略耐心。

至于南海问题，重要的是中国能掌控大局，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不让当事方

的争端升级；二是拒止外部势力搅局；三是利用好东盟整体框架。南海问题的难

度在战术上，不在战略上，考验中国的谋划技巧和掌控能力。具体分析这些争端

国家，马来西亚注重发展与中国的稳定关系，不会闹大事；菲律宾闹事一是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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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撑腰，二是取决于领导人的个性特征，本质上没有能力与中国全面对抗；只有

越南有着军事冒险性，只要把握住政治的主轴，规避主动使用武力，可以避免军

事冲突。对于南海海域的争端，尽管有九段线的历史权益问题，但可操作的空间

还是存在的。争取主动性的一个举措是在适当的情况下，明晰中国对南海海域领

海和专属经济区划界的原则立场与推动谈判的方略。

当然，这里一个关键因素是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中国提出要与美国建立

新型大国关系，出发点是中国作为上升的大国避免与美国这个守成强国发生冲

突，特别是发生战争。中国这样做不是怕美国，不是屈从美国，而是基于新的战

略思维，即避免沿袭崛起大国必战的定律。美国也许不情愿接这个招，但还有比

这个更好的选择吗？当然，美国对中国的担心是很难消除的。同时，中国的挑战

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它必然会千方百计制约中国的崛起，遏制中国势力的扩

张。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非要与中国打一仗，因为打一仗实现不了其目标。现代

战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战争，无胜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打仗是双方的战略

底线。中美之间可操作的战略空间很广，既有具体的“事务级”问题，也有“战

略级”问题。只要双方可以坐在一起谈判，就会发现有谈不完的问题，就会找到

合作的领域，就会把感情拉近一步。

应该看到，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已经具备许多新型关系的特征，其中，突

出的是利益的共享性增强，体现汇合利益的次区域对话合作机制建立，特别是中

国成为关系变化的核心。这些新的发展总体来说对中国构建一个和平、合作的周

边地区是有利的。所说中国要有自信，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所处的环境，特别

是周边环境有信心。

中国与周边，既要从“我的周边”来认识，又要从“周边的我”来考量，

“我的周边”引导看全局，“周边的我”促使用好自己的力量。同时，周边地区是

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已经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也没有任何必要回到历史上以中

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那种“以不治而治之”的理想地区秩序也再难出现

了。未来的周边地区是多样性与相融性并存，关系的多重性与利益的共享性并

存，是多角色参与，多种利益博弈。关键是中国要增强协调能力和掌控能力，也

就是说，尽管有差别、分歧和矛盾，但中国要努力做到让合力大于分力，达到聚

合化异，实现稳定与和平。中国重新回到地区舞台主角的位置，周边地区这场历

史性的转换大戏如何演绎，就要看主角的演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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