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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内涵和践行路径
丁

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国外交之路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3 个阶段，日益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风格。其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党的领导、以人为本、为民服务分别
是促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源”“基”和“本”。未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建构路径和实践方向，必然能够在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呈现新气象、体现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赢取新成就，进而更好地彰显自身外交特色和大国外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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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中

两个核心因素：一是相关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大

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中国必须要

国，具有大国所具备的经济、政治、军事、文

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应在总结实践经

化实力；二是它们能够提出足以影响地区和世

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

界安全、稳定、发展的外交方针并开展相应的

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际活动 。中国是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

[1]

[4]

国气派 。从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成为当

的国家，自古就是亚洲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有

前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高频词、主题词和关键词，

着重要影响力的大国。长期以来，中国都居于

也是指导中国对外关系布局的规划纲要和实

亚洲的中心，鼎盛时期甚至做到“四夷宾服、

[2]

施细则 。“中国特色”与“大国外交”犹如一

万国来朝”，并且一度领先世界超过 1500 年。

个体系的双核，既喻义有各具深意、自成一派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灾难深重、内忧外患

的独立单元，更据实为不可分割、环环相扣的

之中，甚至差点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故

[3]

统一整体 。其中，“中国特色”是开展“大国

而，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旧时代，在弱国无外交

外交”的初心和灵魂，“大国外交”则是体现

的旧世界格局中，受制于国家实力弱小，“大

“中国特色”的前提基础和必要条件；中国外

国外交”基本与中国无缘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

交特色与大国外交优势的同向发力、加速结合，

国成立后，以大国定位从事国际关系活动，成

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穿透力、理论解

为贯穿中国外交工作全过程、各领域的指导方

释力和政策执行力在新时代完成正向进阶和

针和进取方向。

升级换代。
一、中国的“大国外交”之路

[5]

（一）1949-1978 年“站起来”的中国大国
外交

所谓“大国外交”就是世界大国、世界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

国外交政策及其指导下的外交活动。它应具有

领导人亲手奠定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基石，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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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的多边舞台，向国

边外交，先后于 1980 年 4 月和 5 月恢复了在

际社会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全新风貌和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

国风度。尽管当时中国中央政府在联合国的合

2001 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

法席位无故被剥夺，但事实上中国新政权的大

国以社会主义大国身份全面完成融入和接轨

国地位已在 1954 年美、苏、英、法、中五国日

世界的工作，为改革开放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6]

内瓦会议被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 。然而，中华

建设性地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开展更加广泛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西方国家的全面封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大踏步地走向外部世界，

锁，中国很难参与全球进程，尽管在社会主义

成为中国这一时期大国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

阵营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后期遭到苏联压

在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速在世

制，甚至一度同时面对来自美苏两个方向的战

界主要经济体中始终名列前茅，综合实力快速

略压力，导致中国身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严重恶

增长，国际身份也在发生多方面的转型，即开

化、国际活动空间显著萎缩，极大地制约和影

始由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型，由国际体系的

响中国开展大国外交的外部条件。诚然，从

反对者向合作者转型，中国大国地位也随之不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初登国际舞台，到 1971 年

断得以强化 。从 1971 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实际

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历史性地走近世

影响和作用距离大国外交的严格标准存在一

界舞台的中央，是中国大国外交以“富起来”

定不足。但期间中国仍然注重和强调以大国身

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时期。在此阶段，中国综合

份定位参与对外交往活动，如 20 世纪 50 年代

国力和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大国外交的物质

会同缅甸首倡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五项原则，

基础不断巩固，更加接近世界领导中心，中国

树立起大小国家间“和而不同”“平等相待”

的大国底蕴和成色愈发坐实，大国外交的智慧

“友好往来”的表率和典范；20 世纪 70 年代

与担当也更趋显明 。不过，中国虽然在外交上

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重塑国际关系理

一个大国，同时也是一个飞速发展、不断崛起

论和实践；运筹和促成中美苏“大三角”战略

的经济大国，但中国在软实力和军事上都不是

格局，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思路、开创了对外

大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相对大国 。

关系的新局面等。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
毛泽东主席在准确判断国际战略形势和世界

[8]

[9]

[10]

（三）2012 年之后“强起来”的中国大国
外交

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推出和运用“三

国际金融危机后，确立了 G20 机制作为国

个世界”划分理论，进行以既与美斗争、又“联

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地位。中国对现行国际

美遏苏”为主旨的重大战略调整，扭转了中国

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认知定位也发生调整，

“两面受敌”“双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并使

由规则的随从者和被动接受者向坚定的维护

中国获得了远超出自己既有实力的国际地位，

者改变。就此而言，中国已经从世界舞台的边

形成影响世界格局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

缘走入中心，成为世界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影

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展开

响的超大型经济体和新兴发展中大国 。大国

[7]

全方位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开辟了道路 。
（二）1979-2012 年“富起来”的中国大国

[11]

要有大国的样子，大国要有大国的担当。今天
的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
工业国、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外交
1971 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

还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和 130 多个国家的最

始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在国际事务中

大贸易伙伴，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

发挥大国作用。1978 年之后，伴随改革开放的

市场、最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之一。同时，

深入推进，中国更为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和多

中国还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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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多项工业品产量位

博弈压力最终将导致大国选择相同的策略，只

居全球第一。并且，自 2010 年起高技术产品出

是在具体实践上存在差别，基于不同的地理、

口额就位居世界第一，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也

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差异，可能呈现出明显

[12]

[16]

位居世界第一 。此外，“两弹一星”、载人

的“特色” 。但作为世界上唯一由共产党执

航天、蛟龙深潜、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

政的社会主义大国和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国

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北斗导航、青蒿素、

家，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与人类历史上传统的

高速铁路等越来越多的重大科技成果达到国

大国外交有着本质区别。

际先进水平，超级计算、电子商务、特高压输
变电、网络支付、5G 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许
[13]

多方面的创新成就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一）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的“特色之源”
中国古代很早就懂得将“和而不同”的哲

由此可见，中国已经具备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

学思想运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运用它来处理

承担更大责任的能力和条件，也拥有开展“大

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邦交

国外交”的本钱和依靠，更具有推行“中国特

关系，从而形成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

色”大国外交的资本和底气。

和“以民为本”“以和为贵”的政治思想 。

[17]

回首中国的“大国外交”之路可见，中华

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伦理价值和支撑理

人民共和国自建立起便称得上是一个大国，中

论既有历史的传承、又具文化的源流，既有传

国也始终强调并按照大国的身份属性和定位

统思想、又具现代精神，是古代哲学思想、近

要求开展外交工作、参与国际活动，中国外交

代历史遭遇、当代国际理念和现代外交实践知

也一直具备大国外交的核心要素和基本特征。

行合一、激荡交织的产物。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但是，平心而论，在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之

既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古

前，中国的大国身份还不够鲜明，大国地位也

老传统和优秀文化的成功实践，也是以习近平

不够突出，在国际事务和外交领域中，中国更

同志为核心的中国最高领导层新理念、新思想、

[14]

多的是以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发挥作用 。

新战略和新作为的集中展示和生动体现。总之，

随着外部环境的整体改善和应对国际形势变

中国古老的历史和悠久的文明积淀深厚、涵量

化能力的全面增强，中国在继续标定自己“大

广博、底蕴丰富，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

国外交”的基础上，更加偏重推进“中国外交”

和“魂”，现今仍对国家间开展对外交往和处

与“大国气场”“大国风度”相协同，更加强

理彼此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

调推动“大国外交”与“中国特色”“中国风

未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仍要继续积极发

格”“中国气派”相结合。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掘传统文化中的有益之处和致世之道，通过从

后，中国外交更是迈入以加力促成“大国外交”

中探求智慧、吸收营养、汲取精华，找寻中华

与“中国特色”深度融合为概要总纲，以“立

传统文化和当今时代特征、世界发展潮流的同

足大国”“彰显特色”为行动指南和发力方向

质性与共振点，促成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

的新时代。

对外工作相向而行、同放异彩的局面。

二、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
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国家对外政

（二）
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特色之基”

策目标的不同，在落实对外政策过程中的外交

外交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要组

行为和方式也有差异，这些既是国家间差异的

成部分，也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理念意志的

[15]

结果，也是国家特色的表现 。按照现实主义

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

理论，大国外交终究是大同小异，难有长期性

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总章程和主路线自

的“特色”存在，全球体系下的生存、竞争、

然成为统领中国外交指路导航、举旗定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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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成为引导中国外交工作重心迁移、

国特具独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罕有的某些环

角色定位变更的“航标”。十八大以来，以习

境、指导思想、操作原则和具体抓手，而这既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一系列专项规

是中华文明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章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管

的发展逻辑共同演绎的结果，也是中国根据自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功能，
分别于 2013 年 10 月、

身历史文化、实践经验，积极适应国际格局变

2014 年 11 月和 2018 年 6 月召开周边外交工

迁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变化，主动做出政策改

作座谈会和两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从着眼

变和战略选择的产物 。大国外交的“中国特

于内外兼顾、通盘筹划、统一指挥的角度出发

色”是以大国的责任和担当为原则纲要，对人

创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改组和优化中央外

类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为定位使命、方向路径，

事工作委员会的职能，有力地加强和改进了中

而不是与世界上其他大国争夺霸权和势力范

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推

围 。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是以人类前途

进，为对外工作不断锐意进取、胜利前行提供

命运为宗旨依归，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担负更大

强大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因此，中国特色

责任，而不是依仗实力对地区和国际事务谋求

大国外交充分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与世

主宰或者垄断。据此可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

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行事原则和责任担当，

国外交归根到底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计

是党和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利当计天下利”的优良品格与人类文明中崇尚

[18]

实践经验同集体智慧熔铸而成的结晶 。
（三）“以人为本、为民服务”是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特色之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始终将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将人民主

[19]

[20]

和平友善的普遍诉求相结合为指导思想，以兼
顾中国自身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为基本
原则，以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参
与全球化，谋求共同发展并引导全球治理向更
[21]

高水平迈进为终极目标 。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体路径和践行

体地位作为当代中国外交的起点和归宿，把
“外交为民”作为中国对外工作始终如一的坐

方向

标系和基准点，一直将面向广大民众贯穿于中

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脉络经纬和思

国政治文化交流和对外交往联络的各领域、多

想渊源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问世

向度、全过程。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大幅跃进、

不是凭空而造、随机偶然的产物，而是在探索

国际地位和影响空前提升，中国“以人为本、

古今文化激荡碰撞的共振点、中外文明交融并

为民服务”的大国外交更加强调既立足本国、

蓄的共鸣点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

也放眼世界，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激荡的综合结果，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

兼顾对内对外两大事项，即不仅是谋求自身的

现实基础 。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源

壮大与发展，为本国人民自身幸福尽职，同时

于悠久灿烂、渊源绵长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传

也要推动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也要为世界

统文化中思想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社

各国人民的共同进步尽责。应当说，“一切为

会公德等政治与伦理维度的共性交集，也是个

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将改善人民生活、

人修身与天下情怀的完美结合。事实上，中国

增进人民福祉、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作为开展一

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为世之公

切外交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和着力点，既是

理，认为“以和为贵”“以善为本”应是一以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始终遵循的宗旨和原则，也

贯之的道德礼法和伦理信条。中国古代往圣先

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区别于其他西方霸权大

贤很早就提出了“万国咸宁”“天人合一”的

国的“特色之本”。

哲学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处理国家内部的社会

总之，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就是指中

[22]

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邦交关系之中，形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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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情怀、人文关爱为中心主题的治国思路和
[23]

2022
[26]

系理论和实践的新篇章 。

理政经验 。尽管古代中国人对“天下”的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同发展为导

解是以“神州”为中心所构建的地理想象，但

向、以共同繁荣为己任，是对“和衷共济、四

这种认知依然彰显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便具备

海一家”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阐发和弘扬传

[24]

朴素而真挚的全球视野和世界情怀 。毫无疑

承，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关系

问，也正是因为长期接受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

理论的转化与提升，既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关于

孕育了中国人既讲爱国主义、又讲国际主义，

世界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智慧光芒，又延续了

既有家国情怀和天下观念、又有全球视野和世

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长期政策取向 。构建

界胸怀的民族格调与精神境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权责共担为基准、以成

[27]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

果共享为原则，既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凝聚着马

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基本特征，也反映出新一

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代领导人对当前国际形势、现实国情的深邃思

贯穿于从中国革命、建设到改革的不同历史维

考和科学判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马克思

度和空间向度，深化了关于人类社会整体性、

主义国际战略思想以及新中国外交实践相互

协同性、联动性的认识。“为公”思想是马克

融合、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产物，是客观历

思主义政治学思想的重要内涵，中国共产党作

史进程和人类理想追求相互统一、浑然一体的

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切政策和工作的出

结果，从而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

发点就是让中国和世界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立

交事业提供了方向指引、确立了政治坐标、奠

[25]

[28]

党的初心就是在公在民 。从初建伊始，中国

定了理论基础 。

共产党便一直从全世界、全人类整体利益的角

四、结论

度思考问题，始终把为人类提供新的、更大的

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地位和作用的稳

优质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职责任务，把为世界

步提升，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

作出好的、更多的国际贡献作为一以贯之的初

次上，全力推进以“大国境界”“大国责任”

心和一脉相承的使命。因此，中国推行独具特

为“硬核”的中国特色外交，加速推动以“中

有的大国外交无论是作为推进国际关系民主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内核”

化、树立国家间交往的典范，弘扬和践行和平

的新型大国外交，将成为未来中国外交工作的

共处五项原则的表率，还是坚持人民在对外交

总体方向和战略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往和国际合作中的主体地位，以合作共赢来定

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必将能够走出一条以坚

义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处方式和关系状态，都

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为中心主线，以实

是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角度出发认识

现共同发展繁荣为核心内涵，以打造“人类命

和改造世界，也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世

运共同体”、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

界交往理论的具体实践，与建立一个“天下为

为目标遵循，理论内涵更深邃、实践目标更高

公”“天下大同”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高度一

远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信念的最
高追求深度契合。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在哲学根基和价值本源方面与马克思共
同体思想高度相通，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丰富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思想创新和理论
贡献，既为世界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本质内涵
提供了重要视角，也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EB/OL]. (2014-11-29)[2021-06-18]. http: //www.xinhuanet.
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 Htm.
［2］ 丁工.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亮点和看点[J]. 中国发展观察,
2018(14): 10-12.
［3］ 吴志成, 吴宇. 习近平外交思想析论[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2): 4-23, 155.

第3期

丁工：略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内涵和践行路径

［4］ 李景治.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J]. 科学

13

［17］ 滕文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发展的历史必然

社会主义, 2017(3): 10-13.

[EB/OL]. (2019-01-11)[2022-03-31]. https://theory.gmw.cn/

［5］ 于洪君, 李一骁.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
的必然[J]. 理论探索, 2018(4): 59-63.

2019-01/11/content_32335034.htm.
［18］ 阮宗泽. 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J].

［6］ 袁明. 国际关系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24326.

国际问题研究, 2020(1): 12-30.
［19］ 徐进.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J]. 拉丁美

［7］ 宫力.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深远影响[J]. 中
国社会科学, 2012(8): 24-30.

洲研究, 2020(1): 1-14.
［20］ 王帆.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缘起、成就与发展[J]. 当代世

［8］ 赵广成, 付瑞红. 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析论[J]. 现代国
际关系, 2011(8): 32-38.

界, 2017(7): 10-14.
［21］ 于洪君.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总体布

［9］ 刘德斌. 国际关系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541-542.

局[J]. 当代世界, 2018(2): 4-8.
［22］ 王海东, 张小劲. 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 以“命运共同体”

［10］ 沈大伟. 中国外交 60 年变迁[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0(1):
110-117.

论述为重点的解读[J]. 国际论坛, 2019(6): 66-83, 157-158.
［23］ 丁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和中国角色论析[J]. 当

［11］ 马小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引领中国
外交前行[N]. 学习时报, 2018-01-02(2).

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7(4): 181-187.
［24］ 刘建飞.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特色[J]. 国际问题研究,

［12］ 白春礼. 为建设科技强国打下坚实基础[J]. 智慧中国,
2019(7): 24-27.

2017(2): 29-41.
［25］ 文大稷, 胡江华. 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构建人类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与世

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J]. 社会主义研究, 2020(3): 134-

界[N]. 人民日报, 2019-09-28(11).

148.

［14］ 刘建飞. 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基本框架论析[J]. 世界经济

［26］ 苏长和. 中国大国外交的政治学理论基础[J]. 世界经济与

与政治, 2018(2): 4-20.

政治, 2019(8): 4-19.

［15］ 张清敏. 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7］ 王帆, 凌胜利.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

2018(9): 64-87.

案[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 3-7.

［16］ 林民旺.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何以“特色”[J]. 世界知识,

［28］ 丁 工 . 新 时 代 中 国 外 交 的 新 基 点 和 新 方 向 [J]. 前 线 ,

2018(12): 74.

2019(9): 34-37.

The Philosophy and Approach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Features
DING Go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China’s diplomacy as a major country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standing up”, “growing rich”, “getting stronger”, and has forged its own diplomacy style as a major-country with
Chinese featur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rving the people
are the basis and foundation of China's major-country diplomacy. In the future,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features
has entered the new era of promoting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policy is sure to produce new atmosphere,
responsibility and performance in foreign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It can also produce new achievements, demonstrate
the diplomatic role of a major country and the profound fusion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a higher
and deeper level.

Keyword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lobal system, scientific socialis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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