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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理论、现实与人文交流的路径探索
许利平
摘

要：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周边战略的目标。 围绕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国内学

界对其思想渊源、内涵、意义以及路径等进行了积极探讨，但存在着对其面临的难题分析不足以及过于关
注物资层面路径等问题。 基于既往研究并结合相关理论，发现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着双重深层次的
现实难题，即意识薄弱和紧密度欠缺的问题。 二者分别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认同困境、结构性矛盾相关。
一方面，身份认同差异、价值认同多元和文化认同困境造就了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薄弱；另一方面，地缘政
治结构的挤压、经济竞争结构的冲击和话语权结构的扭曲促使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不够紧密。 破解上述
难题，需要解决人文交流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建立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统筹机
制，多渠道深化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推进国际传播、提升国际话语权，发挥人文交流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
体中的软联通和润滑剂作用。
关键词：周边命运共同体；

人文交流；

中国周边战略；

国际话语权；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许利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DOI:10.13613/j.cnki.qhdz.003167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这一主题展开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研究议
程涉及对周边命运共同体内涵的阐释，对其学理和政策意义、实践基础、推进现状、现实挑战及可行性
路径等。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认识到随着中国对外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周边战略利益也在不
断延展。 同时，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必须始终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实施进程相契合，其战略内涵必
须不断得到扩充、实施路径不断调整。
鉴于此，本文基于对既往研究的梳理并结合对相关理论的把握，力图厘清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过程中几个关键问题的认知：第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如何界定“ 周边命运共同体” 与
“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之间的学理性关联？ 明确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对于正本清源、以整体视角捋顺、整
合进而顺利推进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
状及挑战。 以科学化、理论化的视角审慎客观地认知并评估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进程中的实践路径
及现实挑战，有助于未来精准施策、以更加集约和有效的方式促进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同广大周
边国家间的观念共识，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战略指引作用，成为塑造利我周边战略环境的软性支撑力
量。 第三，全面评估并重新认识人文交流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既往研究及其不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 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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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① 此后，中国领导
人在外交场合频繁使用“ 命运共同体” 这一概念。 无疑，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
的一面鲜明旗帜以及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抓手。 周边地区是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地区，命运
共同体倡议始于中国周边地区。 因此，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成为了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
学界对于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研究涵盖了对其核心概念———“ 命运共同体” 的溯源与
内涵剖析，以及对构建意义、基础、挑战以及路径的探究，主要包含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溯源。 此类研究认为，无论是周边命运共同体，亦或是中国在
外交场合提出的其他命运共同体，它们都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概念一脉相承，拥有相同的思想和
理论渊源。
关于“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渊源，学界认为有三点。 其一，是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 有学者指出，

“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思想源于 “ 协和万邦” “ 和合共生” “ 义利合一” “ 和而不同” “ 天人合一” 等中华
优秀传统。② 另有学者表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汲取了儒家大同思想中“ 天下为公” 的价值观
念。③ 其二，是“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 思想。 有学者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 马克思社会共同体”

的次级范畴，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逻辑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
实践逻辑的统一。④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马克思 “ 真正的共同体” 在现实条件
下的替代方案，是“ 虚幻的共同体” 向“ 真正的共同体” 转化的过渡阶段。⑤ 其三，是人类共同的价值
底蕴。 有学者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 公正、自由” 的思想源于人类共同的政治价值观；“ 和平、发
展” 的理念来自于人类共同的社会价值观。⑥
第二，关于周边命运共同体内涵的界定。 关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学者们通常是从现实的维
度来阐释。 学界认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应当由周边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周边安全共同体、周边价
值共同体和周边文化共同体共同构成。 学界分别对上述周边子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进行剖析。 构建中
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共同体，需要遵循联动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以及共同发展的发展观。⑦ 关于
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内涵，有学者指出，中国周边主要是亚洲国家，因此，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内涵与亚洲
安全观的内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以及可持续安全。⑧ 关于周边利
益共同体的内涵，有学者认为，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缩影，利益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愿
意与周边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 它强调各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不得损害他国利益，以中
国与周边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因此，共同发展、利益共享、可持续发展是其基
本内涵。⑨ 关于周边文化共同体的内涵，有学者指出，天下为公的责任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和合作
0 还有学者从人类学的视角阐释了周边文化共同体的内涵，并认为人
共赢的义利观是其主要构成。I
1
的自由流动和发展要素分布的均等化是周边文化共同体的核心要义。I

第三，关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意义的探讨。 根据学界的主流观点， 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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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具有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 周边命运共同体” 超越了“ 修昔底德陷阱” 的形而
上学思维，打破了“ 文明冲突论” 与 “ 历史终结论” 等论断，从理论上为通向马克思“ 自由人联合体” 的
最高理想、兑现 “ 为周边各国人民谋大同” 的承诺提供了中国方案。① 还有学者表示，“ 周边命运共同
体” 的构建对国际法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反映了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出现、国际法对其正当性追
问的回应以及国际法的等级化体系化发展趋势。②

在经济领域，学者认为“ 周边命运共同体” 将有助于实现地区国家的协同发展，实现群体性崛

起。③ 有学者补充道，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国与周边国家反恐协作、禁毒合作、环境治理以及
应对经济危机的现实需要。④ 还有学者认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将成为“ 一带一路” 倡议顺利推进
的坚实基础与保障。 作为“ 一带一路” 倡议在中国周边的生动体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可以很好地
在中国周边凝聚共识、践行中国正确的“ 义利观” 。⑤ 还有学者从更为微观的视角剖析了构建周边命
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 有学者表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将有利于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实现中国的
“ 能源革命” 。⑥ 另有学者表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与“ 新疆域” 的治理需求高度契合，有利于解
决极地、深海、网络、外空等新疆域治理中的主要矛盾。⑦

第四，关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基础的探索。 学界从多方的视角出发，对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的现有基础作出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关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有基础，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有学
者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快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建设步伐，经济和外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国际地
位与日俱增。 日益强大的中国为地区和平、国家间关系的和谐及人民的幸福安宁将提供强大的保障，
增强了周边国家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向心力。 同时，中国与周边多数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较为全
面的发展。⑧ 从地区的视角来看，有学者表示，亚洲国家之间较高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以及亚洲各国
推动命运共同体构建较高政治意愿都夯实了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基础。⑨ 另有学者补充道，亚洲
国家的群体性以及亚洲国家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不断加深的区域认同感都成为了打造中国周边命运共
0
同体的重要基石。I

第五，关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挑战的研究。 根据学界的观点，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
挑战来源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正如有学者概括地指出，地区国家之间的权力竞争、
1
机制竞争、观念竞争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挑战。I

在政治领域，学界几乎都认为美国是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最大的威胁。 有学者一针见血地
指出，由于中美关系的竞争性特点，美国不希望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会想方设法破坏命
2 美国的战略手段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制造中国周边分裂；二是与中国“ 脱
运共同体的打造。I
3 在疫情之下，美国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还在进一步加强。 除了
钩” ；三是污名化中国。I

美国因素之外，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对冲同样威胁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有学者认为，构建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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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共同体面临着中国“ 一厢情愿” 和“ 动力转化” 的困境。 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但在实操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地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而有些国家则采取“ 选择性” 参与。 周边大部
分国家并没有把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化到自身的思想与意识当中。① 还有学者表示，周边各国
战略利益的差异同样制约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针对发展战略，各阶层的
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②
在安全领域，学者们认为中国周边悬而未决的传统安全问题和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都威
胁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传统安全问题方面，有学者指出，受国家利益的驱使，日本、印度、澳
大利亚等国频繁在中国周边滋事，严重影响到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③ 另有学者指出，中国周
边长期存有的领土争端和海权争议同样对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带来不良影响。④ 在经济领域，构
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挑战主要来源于周边地区“ 硬件” 和“ 软件” 设施的欠佳。 在“ 硬件” 设施方面，
有学者认为，周边国家滞后的基础设施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打造最大的制约因素。⑤ 在“ 软件” 设施方
面，有学者指出，周边地区“ 制度过剩” 问题制约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针对周边地区的众多区
域公共问题，周边各方提出了大量区域合作方案，包括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 、东亚峰会、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 等，这极大地提升了外交成
本，令各国应接不暇，难以找到重点。⑥ 此外，还有学者补充道，周边地区金融合作机制的欠完善也在
一定程度上威胁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⑦

在文化领域，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 存异困境” 。 有学者认为，构建周边

命运共同体的主要目标是寻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化，共同化以共同性为前提。 如何在求同和存
异之间寻求平衡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在理论层面上也没有清晰的界定。⑧ 有学者
进一步指出，中国与周边国家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周边很多国家存在的强烈排他性民族主义都不利
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⑨ 另有学者指出，媒体舆论的误读对于“ 周边命运共同体” 的打造有着相
0
当的负面影响。 而这种误读与共同体理念的抽象化、单向化传播有关。I

第六，关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路径的探索。 基于学界的观点，想要成功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周边国家需要在政治、安全、文化等多方面做出努力。 当前，学者们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路
径的探索大多都处于宏观层面上。 有学者指出，打造“ 周边命运共同体” 需要打牢利益共同体、责任
1 另有学者更为具体地指出，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一体化建
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这三大支柱。I
2 另有学者提出，“ 新亚洲安全
设、发展海上伙伴关系、加强防务合作是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关键。I

3
观” 是“ 周边命运共同体” 的基本保障。 中国需要承担大国责任，为周边地区安全提供公共产品。I
4 还有学者强
同时还需要塑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情感纽带，搭建与地区国家长效的文明互鉴机制。I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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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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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边疆治理在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地位。①
此外，也有学者从更为微观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 利益—责任—规范” 三位一体的周边命运共
同体理论框架。 该理论框架认为，“ 利益” 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立前的保障，“ 责任” 和“ 规范” 是周边
命运共同体建立后维持其更好地运作和发展的保障。 周边国家作为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接受者，在享
受命运共同体带来的“ 利益” 时， 应承担作为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应承担的相应“ 责任” ，同时还要遵
守命运共同体成员应共同遵守的“ 规范” 。 “ 利益—责任—规范” 三者互为条件，任何国家都不能只索
取“ 利益” 而不承担“ 责任” 、不遵守“ 规范” 。②

总体来看，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回溯，我们对于学界关于构建“ 周边命运共同体” 以及其相关概念

的研究现状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 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对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内
涵、困境、意义以及路径等方面都做了积极的探讨。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都只停留在一般性的
政治说教层面，缺乏理论的支撑。 这便使得他们研究过于庞杂，匮乏系统性和学理性。 从研究方法来
看，学者们注重运用概念分析法、文本解读法、比较研究法等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 倘若可以加入数
据分析法、访谈法等定量研究法，将使得研究成果更具精确性和说服性。 从研究视角看，既往研究由
于忽略了周边命运共同体持续动态演化的特征，往往倾向于以静态视角对其进行剖析和价值评估，因
而无法对周边命运共同体之于中国对外战略整体框架中的定位予以准确把握，未能清晰地认知其推
进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未来可能遇到的潜在挑战，亦无法提出有效的推进路径以应对日益复
杂的周边战略环境变化。

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挑战：认同困境与结构性矛盾
需要认识到，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存在着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薄弱问题。 而周边命运
共同体意识薄弱的问题往往与认同相关。 所谓认同，“ 是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
心理上趋同的过程。 在个体层面，认同是个人对自我的社会身份的理性确认，是个体社会行为的持久

动力；在社会层面，认同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与分享” 。③
与命运共同意识相关，认同涉及身份认同、价值认同与文化认同三个层面。
（ 一）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困境
第一，身份认同差异。 身份认同主要包括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认同两种，是国家自我定位与他者
认知互动的客观反映与主观建构的过程，④对于周边国家来说，身份认同差异在于它们对“ 周边” 理解
不同。
首先，每一个周边国家都有自己的“ 周边” 概念。 从概念基本涵义出发，任何国家的“ 周边” 概念

都是建立在以“ 我” 为核心的角度，形成不同范围的“ 周边” 。⑤ 这些差异性的“ 周边” 基于每个周边国
家的自我定位。

其次，中国提出的“ 周边” ，往往被理解成秩序的涵义，被西方解释为中国试图恢复往日的朝贡体

系，建立中国所谓的霸权秩序。

其实，朝贡体系往往被一些西方学术界解释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礼治秩序。 虽然中国历史上存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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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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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的朝贡体系，但更多是“ 薄来厚往” 。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是建立在友好合作的基础
上，没有任何“ 胁迫” 意涵。 实际上，“ 朝贡概念不仅是中国帝王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厢情愿，同时也是
东亚整个国际社会所认同的，形成了普遍认识的共同观念，或者说形成一种国际惯例” 。① 这种惯例
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与当今国际秩序没有必然联系。

再次，中国提出的“ 周边” ，为邻国的涵义，没有任何中心论的意涵或者恢复所谓朝贡体系的目

的。 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合作，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
策，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高度重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让周边国家得益于
中国发展，同时使中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②
第二，价值认同多元造成的差异。 价值认同，是人们对某类价值观念的认可，并形成产生相应行
为的过程。 价值认同是情感认同的基本内容，而情感认同又是实现价值认同的关键，二者常常合二为
一，没有情感认同，就没有真正的价值认同。 换言之，价值认同始于情感认同，情感认同是价值认同的
重要基础和来源。 这就需要双方加强沟通、交流，培养双方民众的感情，增强彼此的好感度。
价值观认同是一个由外到内、由认知经由情感再到意志、由观念到行为的连续推进过程。 从心理
发展过程来看，价值观认同不仅要对认同什么样的价值观、为什么要认同、究竟如何认同等问题有基
本的理性认知，更需要价值主体在价值活动中拥有丰富的个体和群体情感体验。 中国与周边国家政
治制度存在一定差异，各国对待区域共同价值认同存在温差。 在“ 四小龙” 起飞阶段，区域内国家推
动亚洲价值观的认同。 对于什么是亚洲价值观，周边各国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
第三，文化认同困境。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 这种共识与认可
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想准则与价值取向。 由于人类存在于不同的文
化体系中，因而文化认同也因文化的不同而各异，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也因此而
表现为对其文化的归属意识。 文化认同的涵盖随着人的文化群体的形成，整合及人类文化的交融而
扩大。 文化认同是一个与人类文化发展相伴随的动态概念，是人类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主位因素。③
周边国家文化千差万别。 在这一区域，既有儒家文化、印度教文化，也有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
基督教文化。 这些文化既有差异，同时又具有共性。 在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中华文化、阿拉伯—伊斯
兰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四大文化体系，同时又存在着丰富多彩的本土文化。 这些文化相互交
流、相互借鉴，甚至相互碰撞，有时面临文化认同困境。 在东北亚地区，各国大体存在相对单一的文化
体系，对他者文化的认同存在不同程度的温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文化本我主义” 倾向。 以印度次
大陆为中心的南亚地区，素有“ 人种博物馆” 和“ 语言博物馆” 之称，这里不仅孕育着上古的印度文明、
吠陀文明，还诞生了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和锡克教，它们之间相互交融与碰撞。
（ 二）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时强调，“ 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 。④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时指
出，“ 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⑤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同中亚五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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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交 ３０ 周年视频峰会时强调，“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① 无论是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还是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三者都属于周边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构建更加紧密的周边命运共同体，这表明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
程中存在着紧密度欠缺的问题。 而周边命运共同体紧密度欠缺的问题体现在中国与周边的一些结构
性问题，主要包含地缘政治结构、经济竞争结构和话语体系结构问题三个方面。
第一，地缘政治结构问题。 所谓地缘政治结构是指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以地理相邻而产生种种

结构性问题。 根据地理概念，中国陆上相邻国家为 １４ 个，海上相邻国家为 ８ 个，共计 ２２ 个国家。 这
是狭义的周边国家的概念。 从广义来讲，美国属于中国的大周边。

从狭义的周边来讲，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存在历史问题和边界领土争端、岛礁争端以及海洋权益
争端等。 这些问题或争端都是历史形成的，大都与西方殖民因素相关。 虽然中国与这些周边国家建
立了处理争端的双边机制，但由于这些争端涉及各国民族自尊和主权申索，因此，短时间难以解决。
有时，受某些突发事件的影响，这些争端有可能持续发酵，甚至可能干扰双边合作的友好大局。
从广义的周边来讲，美国是最大的干扰源，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自美国
特朗普总统推行所谓印太战略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伊始，中美之间的博弈不断加剧。 拜登政府上台
以后，大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负面政策，明确将中国定位为“ 主要竞争对手” ，强调“ 基于规则
的国际秩序”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通过密切伙伴关系、巩固军事联盟等手段努力建立一个以价
值观为基础的广泛联盟，在安全、科技、人权、经济等方面重点围堵中国，遏制中国。 拜登政府的对华
态势和行为更加凸显竞争和对抗。②

自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以来，美国高官不断访问中国周边国家。 在东北亚方向，７ 月 １８ 日至 ２５ 日，美国

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问了日本、韩国和蒙古国。 她以“ 安全议题” 为切入点，试图加强美国与东北亚
盟友和伙伴的合作。 在南亚方向，３ 月 １９ 日至 ２１ 日，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印度，美方承诺与印度建
立“ 全面和前瞻性的国防伙伴关系” ；７ 月 ２７ 日至 ２８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访问了印度，双方以“ 共
同的民主价值观” 为基础，深化安全伙伴关系。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美国国务卿首访印尼和马来西亚，不断
渲染南海议题，离间中国与印尼和马来西亚关系。 美国高官密集高调访问东北亚和南亚，是尝试在中
国周边这两个方向“ 树篱筑坝” 进行围堵布局。 此外，２０２１ 年 ９ 月，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之
后，举行了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第一次面对面首脑峰会，拉
拢中国周边大国，强化其“ 印太战略” ，意图进一步夯实围堵中国的地缘政治基础。 同时，美国、英国
和澳大利亚成立奥库斯联盟，建立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澳大利亚与美国签署购买

８ 艘核潜艇协议，剑指台海和南海。 需要认识到，美国这种对中国周边的围堵，不一定奏效，但会对构
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产生一定的破坏性作用。

第二，经济竞争结构问题。 在全球和地区价值链与产业链调整、重塑之际，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
临周边国家产业发展的竞争和挑战。 一方面，来自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传统产业强国的竞争压力。
另一方面，印度、越南等区内新兴经济体产业发展带来的挑战。 日本、韩国工业体系高度多元化，具备
从基本商品（ 如钢铁和纸张） 到尖端技术的完整产业链，主导着汽车、电子产品、造船、机器人、半导体
制造、光纤、光电子、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研发和生产。 在汽车、造船及电子三
大领域，日韩与中国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１． 中国与日韩汽车、造船及电子产业的竞争

２０２０ 年，日本汽车工业总产量 ８０７ 万辆，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位居全球第三位；其中出口 ３７４ 万
①
②

《 习近平主持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３０ 周年视频峰会》 ，《 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第 １ 版。
时殷弘：《 拜登政府对华态势考察：非战略军事阵线》 ，《 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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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北美、欧洲和亚洲为其前三大主要出口地区。① 丰田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日产、本

田、铃木和马自达也为世界头部汽车制造商。 同期，韩国汽车总产量超过 ３５０ 万辆，位居全球第五位。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韩国政府宣布将绿色新政（ Ｇｒｅｅｎ Ｎｅｗ Ｄｅａｌ） 作为韩国新政的三大支柱之一，未来五年总
投资 ７３． ４ 万亿韩元，重点促进汽车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使韩国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结构中具有竞争力
的领导者。② ２０２０ 年，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本土以外生产了约 １ ５３８ 万辆汽车，其中约 ９１７ 万辆集中在

亚洲地区，东南亚的印尼、泰国是其核心市场。③ 而东南亚也是中国汽车产业“ 走出去” 的重点地区，
日韩与中国同为全球前五大汽车制造国，市场竞争与产业内竞争趋势明显。

造船业是中日韩竞争的又一产业领域。 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信息表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韩国

造船商占当月全球新船订单的 ５９％ ，中国造船商占 ３６％ ，韩国超过中国重新夺回首位。④ 但 ２０２１ 年
上半年，中国造船企业仍以 １ ３４８ 万修正总吨（ ＣＧＴ） 或 ４７４ 艘船的新订单位列第一，占市场份额的

４５％ ；韩国造船商以 ４２． ６％ 的市场份额或 １ ２７６ 万修正总吨（ ＣＧＴ） 紧随其后。⑤ 根据日本船舶出口
商协会提供的数据，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日本造船公司新增总计 ８９０ 万总吨 （ ＧＴ） 的新船出口订单，同比
增长 ６％ 。⑥ 相较于中韩，日本造船商具有比较成本劣势，但其雄厚的全产业优势以及钢铁产业基础
仍维持着其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电子芯片产业是中日韩三国竞争的又一大领域。 韩国三星、ＬＧ 和海力士（ ＳＫ Ｈｙｎｉｘ） 等公司引领

了全球电子产品的发展，包括半导体、电视、智能手机、显示器和计算机等电子设备与中国产品形成直
接竞争。 ２０２０ 年，韩国芯片制造能力位居全球第一，其中内存芯片（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ｈｉｐｓ） 占全球市场份额
的 ３５． ２％ ，逻辑芯片（ Ｌｏｇｉｃ Ｃｈｉｐｓ） 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８． ２５％ ；同期，日本内存芯片占据全球市场份额
的 ２１． ７％ ，逻辑芯片占 ８． ６％ ；中国内存芯片全球市场份额不及日韩两国，仅为 １９． ２％ ，但是，逻辑芯
片却高于日韩达到 １９． ５％ 。⑦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韩国 ＩＣＴ 出口连续 １４ 个月增长，７ 月增长 ３０． ２％ 至 １９５

亿美元，其中芯片出口增长 ３８． ８％ 至 １１１ 亿美元，连续三个月超过 １００ 亿美元大关；存储芯片增长

４３． ８％ 至 ７１ 亿美元，系统芯片增长 ３５． ８％ 至 ３３ 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月度出口额。⑧ 而美国在全
球范围内对华为及其 ５Ｇ 通信技术的打压、限制，为包括三星在内的韩国公司以及日本公司赢得更大
的全球电信和消费电子设备市场份额。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三星与美国电信公司 Ｖｅｒｉｚｏｎ 达成一项价值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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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利平：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论、现实与人文交流的路径探索
６６ 亿美元的五年期交易，为其提供 ５Ｇ 无线解决方案。①

日本政府通过实施“ 社会 ５． ０” 战略，利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推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的融合，确

保日本在机器人和工厂自动化系统的生产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韩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斥资
约 ４ ５００ 亿美元建设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基地，加入中国和美国的全球竞争，争夺主导关键技术。 根据
发展规划，三星将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将其支出增加 ３０％ 至 １ ５１０ 亿美元，海力士（ ＳＫ Ｈｙｎｉｘ） 除了 １ ０６０ 亿
美元的龙仁四家新工厂计划外，还承诺投资 ９７０ 亿美元用于现有设施的扩张。 韩国政府寻求在首尔
以南数十公里处建立一条“ Ｋ － 半导体带” ，将芯片设计者、制造商和供应商整合聚集发展；同时加大
力度吸引海外投资，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ＡＳＭ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ＮＶ 计划斥资 ２ ４００ 亿韩元在华城建立一
个培训中心，而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 Ｌａ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ｒｐ 计划将其在韩国的产能翻一番；２０２２—

２０３１ 年，韩国计划培养 ３． ６ 万名芯片专家，并开始讨论为协助半导体行业量身定制立法。②

此外，中日韩三国在海外建筑承包、海外并购、旅游业、生物技术、医疗保健、娱乐产业、现代服务

贸易产业等领域也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２． 中印 ＩＴ 产业的竞争

除了需要面对“ 老牌劲旅” 日韩的产业发展压力，中国还面临本地区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市

场的挑战。 ２０２０ 年印度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其经济结构与产业发展阶段、水平与中国存在同质性

或相似性，因此，常被视为中国的“ 天然对手” 。 从产业优势看，印度 ＩＴ 产业与中国存在明显竞争。
目前，印度是全球第一大软件外包目的国，也是全球领先的采购目的地，约占全球服务采购业务 ５５％

的市场份额，中国紧随其后位列第二。 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 （ Ｎａｓｓｃｏｍ） 数据表明， ２０２１ 财
年上半年，印度 ＩＴ 和商业服务行业营收约 ６９． ６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６． ４％ ；２０２１ 财年 ＩＴ 行业出口收入
预计达 １ ５００ 亿美元，其中软件服务出口预计增长 ４％ 达 １ ３３７ 亿美元；截至 ２０２１ 财年，ＩＴ － ＢＰＭ（ 信
息技术—业务流程管理） 员工总数超过 ４５０ 万；垂直领域拥有 ６０． ８ 万名云专家，排名全球第三；ＩＴ 核
心竞争力和产业优势吸引了全球投资，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印度计算机软件和硬件行业累计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７４１． ２ 亿美元，成为第二大外资流入领域；２０２５ 年，印度 ＩＴ 和商业服务市场收入将
达到 １９９． ３ 亿美元。③

全球制造组织现在面临三个层次的依赖，即中国的实物商品、印度的传统 ＩＴ 服务和美国的云计

算巨头的核心数字基础设施。 印度 ＴＣＳ、Ｉｎｆｏｓｙｓ、Ｗｉｐｒｏ、ＨＣＬ、Ｃｏｇｎｉｚａｎｔ 等本土 ＩＴ 巨头通过云迁移、业
务分析、流程自动化、人工智能 （ ＡＩ） 、机器学习、物联网和其他形式的“ 数字化转型” 嵌入全球产业链
和价值链。 埃森哲、ＩＢＭ、德勤、ＤＸＣ 和其他在印度开展大量实际工作的西方公司直接或间接采购其
服务。 美国私营部门行业以不同的方式依赖印度 ＩＴ 服务。 印度在 ＩＴ 领域没有遵循亚洲模式，即主
要在研究和创新的高端以及价值链上游竞争。 中美技术领域的“ 脱钩” ，为印度创造了契机。 莫迪政
府计划将制造业与其先进的数字能力相结合，以在整个价值链中进行创新，并优先发展制药和生物
技术。
印度热衷于通过巩固其当前的制造实力并为未来的增长市场定位，吸引迁出中国的制造商。 通
过全球市场出口扭转其长期以来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推动包括化学品、制药、塑料、纺织品、服装和
①
②
③

Ｄｅｅ － Ａｎｎ Ｄｕｒｂｉｎ， Ｓａｍｓｕｎｇ ｗｉｎｓ ＄ ６． 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Ｖｅｒｉｚ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５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８，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ｅｕｒｏｐ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５０ｅ４０６ｄ４１ｄ７８２ａ１ｂｃｂｅ２５９６ｂｄ６ｅｃｆ４ｂｅ．
Ｓｏｈｅｅ Ｋｉｍ ａｎｄ Ｓａｍ Ｋｉｍ， Ｋｏｒｅａ Ｕｎｖｅｉｌｓ ＄ ４５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Ｐｕｓｈ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ｐｍａｋｉｎｇ Ｃｒｏｗｎ， Ｍａｙ １３，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１３ ／ ｋｏｒｅａ － ｕｎｖｅｉｌｓ － ４５０ －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ｐｕｓｈ － ｔｏ － ｓｅｉｚｅ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ｈｉｐｍａｋｉｎｇ － ｃｒｏｗｎ．
Ｉｎｄｉａ Ｂｒ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ＢＰ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ｂｅｆ． ｏｒｇ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ｉｎｄｉａ． 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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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在内的制造业发展。 印度未来产业清单包括手机、半导体、医疗设备和用品、汽车零部件、电池、
电信设备、食品、白色家电、纺织品、国防生产、电子产品、太阳能电池板，以及最近的玩具产业，与中国
制造业形成直接竞争。

３． 中越纺织服装产业的竞争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越南被认为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 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不断完

善的营商环境、庞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 网络，促使其成为中国之外寻求降低成本和供应链多元化
的理想投资地点。 由于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南的供应链不断发展并形成
与中国直接竞争的态势，最典型的是纺织及成衣产业。 近年来，越南外国投资从主要的裁剪—制作—
修剪 （ ＣＭＴ） 模式转向上游行业，如面料生产和染色。 越南统计总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越南服装纺织
业出口创汇 ３９０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８． ３％ ，出口额占 ＧＤＰ 总额的 １６％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越南纺织业年

增长率达 １７％ 。① ２０２０ 年，越南超过孟加拉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服装和纺织品出口第二大国。
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越南纺织业形成了上中下游完整的产业链，即上游纤维生产、中游织物生产和
染色以及下游服装制造，并发展出成熟的裁剪—车缝—辅料（ ｃｕｔ － ｍａｋｅ － ｔｒｉｍ） 全过程加工模式。

目前，越南已同 ５６ 个国家、地区和经济体签署了 １５ 个自由贸易协定，随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 （ ＲＣＥＰ）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开始生效，越南 １５ 个自由贸易协定均已正式生效并实施。 越南依托东
盟框架建立了面向亚太地区的 ＦＴＡ 网络，并逐步拓展至全球 ＦＴＡ 网络，尤其是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 日生效
的越南与欧盟自贸协定（ ＥＶＦＴＡ）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 日正式生效的越南与英国自贸协定（ ＵＫＶＦＴＡ） 为外
资企业开拓欧洲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越南纺织服装协会（ ＶＩＴＡＳ） 敦促纺织和服装
行业的企业为 ＥＶＦＴＡ 做好准备并进军欧洲市场。 ＥＶＦＴＡ 生效后，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到欧盟的关
税将减少 ４２． ５％ 。② 优惠的关税税率、多重自贸协定利好成为越南与中国在纺织、成衣、制鞋等劳动
密集型以及资源密集型产业竞争的显性优势。

第三，话语体系结构问题。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

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主席强调：“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③ 虽然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但“ 有
理说不出” “ 说了传不开” “ 传开叫不响” 的问题依然在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 在周边国家中，虽
然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但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却一直以
来因西方媒体的“ 标签化” 和“ 污名化” 而常常陷于负面的刻板印象。 近段时间以来，不论是在近些年
发生的中美贸易战、香港修例风波，还是突如其来的新疆议题上，中国形象在周边国家的输出效果显
然并不令人满意。 这与西方国家长期掌握着国际话语权，已然形成的话语霸权不无相关。
１． 话语霸权与西方价值观

国际话语权是国际行为体通过交往所呈现的自身观点、立场、思想乃至情感、态度等话语行为所

具备的影响力，与自身利益以及承担的责任、义务相关，也关联到自身在“ 共同体” 内部与他者之间的
权力关系，并受语境、传播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国际话语权即是行为体软实力的重要组成，亦与硬实

①
②
③

Ｔｒｉｎｈ Ｎｇｕｙｅｎ， Ｓｅｉｚ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ｓ Ｇａｒ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ｕｇｕｓｔ ７，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ｉｅｔｎａｍ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ｓｅｉｚｉｎｇ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ｖｉｅｔｎａｍｓ － ｔｅｘｔｉｌｅ － ｇａｒ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ｔｍｌ ／ ．
《 让企业从 ＥＶＦＴＡ 中获利》 ，越南人民报网（ 中文版）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４ 日，见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ｎｈａｎｄａｎ． ｖ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ｉｔｅｍ ／ ７６１６５０１ － ％ Ｅ８％ ＡＥ％ Ａ９％ Ｅ４％ ＢＣ％ ８１％ Ｅ４％ Ｂ８％ ９Ａ％ Ｅ４％ ＢＢ％ ８Ｅｅｖｆｔａ％ Ｅ４％ Ｂ８％ ＡＤ％ Ｅ８％ ８Ｅ％ Ｂ７％
Ｅ５％ ８８％ Ａ９． ｈｔｍｌ。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
《 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 日，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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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利平：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论、现实与人文交流的路径探索
力的分配状况高度一致，并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伦理等因素的制约。① 而国际话语霸权
则意味着依仗话语的优势地位，垄断国际议题的设置权和议程的主导权，垄断国际事务是非优劣的评
判权，垄断国际格局的塑造权、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国际争议的裁量权。②
二战结束之后，美英等西方国家利用殖民地政府影响力或者战后占领积极建立西方文化传播网

络。 中国周边国家几乎都以西方话语与价值观填充教育与传媒领域。 以日本为例。 １９４５ 年日本战
败，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对日本占领了 ７ 年两个月。 在此期间，美国主要是通过一种软实力对日本进行
改造，对日本的所有媒体都进行管制。 借助殖民或战争优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占据着国
际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已然形成话语霸权。 这些话语霸权体现在议题设置、传播辐射、理念引领等方
面，向世界各国输出一系列“ 西方中心主义” 的规则和理念，并利用这些优势地位对“ 异己者” 予以排
斥和攻击。
概言之，西方话语霸权在中国周边国家形成了“ 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从而

阻断了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对中国价值、中国叙事与中国精神的理解。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日本政经
界萌芽的“ 中国威胁论” 即被西方媒体传播造势。 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轮番在中国周边国家中
传播。 而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推进，西方媒体更将
中国塑造为“ 债权帝国主义” “ 新殖民主义” 的主体。 在 ２０２０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西方媒体将
中国的疫情防控手段塑造为违反人权的范式，并积极推动病毒溯源。 在 ２０２１ 年的新疆问题上，西方
媒体还通过对特定事件的歪曲报道进一步丑化中国的国家形象，比如编造中国政府迫害新疆维吾尔
穆斯林的谎言，给新疆棉花贴上“ 强迫劳动” 的标签。 从本质上而言，西方国家媒体对中国污名化的
主要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的发展，以保持他们在世界各国的优势地位。③
２． 西方国家对周边国家的媒介平台控制

话语霸权的前提是对广泛的媒介平台的控制。 西方国家早已在这些周边国家布局了强大的新闻

传播体系。 对于大多数周边国家而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ＣＮＮ） 、英国广播公司（ ＢＢＣ） 、路透社都
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是接收国际新闻的主要媒介。 这些媒体不仅通过设立代表处、记者站等形式建立
联系，还建立本土化的新闻网络。 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ＣＮＮ） 在印尼的本土化为例，２０１４ 年，ＣＮＮ

在印尼专门建立了 ＣＮＮ 印尼频道，以印尼语为播报语言，拥有逾 ７００ 名记者、编辑和制片人，④ 除在
首都雅加达设立主运营基地以外，还在 ６ 个城市设立了远程分社，影响力可见一斑。⑤

这些传媒“ 基础设施” 成为了西方软实力传播的基础，即使是负责外宣的中国媒体，也不得不依

赖这些西方传媒获取信息源头。 以路透社为例，在新疆问题上，路透社已经完全成为了西方反华势力
的传声筒。 但中国媒体离不开路透社，依赖路透社购买稿子和信息。 在当前环境下，中国的媒体还没
有资金和能力在国外去铺设足够的记者站。 除传统的电视台、新闻网以外，互联网社交媒体成为西方
国家传播其价值观的重要领地。 脸书、推特、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等社交媒体成为中国之外的普通民众，尤其是
年轻一代接收信息的主要媒介。⑥ 以脸书在东南亚国家的用户数为例，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新加坡、马
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脸书用户均超过了总人口的 ８０％ ，越南、柬埔寨的脸书用户则超过了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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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雪：《 法治视域下新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 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４７—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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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７０％ ，印尼的脸书用户率也达到了 ７６． ８％ ，而文莱甚至基本达到了全民使用脸书的程度。① 这些
社交媒体通过对用户言论的管控排除异己，进一步维护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

三、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人文交流路径探索：目标与路径
从政策层面看，既往学界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实践性建议还存在过分关注物质层面行
动，对以人文交流为核心的非物质性实践路径关注不足。 既往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均对人文交流在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大都停留在表面上，深度有待于挖掘。 对于中国而
言，大力推进同周边国家间的人文交流，既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也是塑造长期总体利
我周边战略环境的有效手段。② 如何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更好推进人文交流，换言之何种人文
交流能够更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这需要解决人文交流在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目标定位和路
径选择问题。
（ 一） 目标定位
根据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及要求，设立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目标。 这个目标既是
宏观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应具有可操作性的阶段性目标。 战略目标的设定需要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
而阶段性目标的设定则需要解决阶段性任务。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目标必须服务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契合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特点，与中国和周边国家合作发展的历史脉络一致，具
有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首先，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低目标。 没有和平稳定，其他一切的
合作发展都是空谈。 其次，形成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与繁荣格局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次级目标。
共同发展与繁荣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诉求，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的根基。 再次，中国与
周边国家陆地、海上相连，双方命运唇齿相依，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则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构
建的较高目标。 最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历史悠久，文化相似、理念相通，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
命运共同体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高目标。③
基于上述宏观目标，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宏观目标定位于开创新时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人
文交流新局面，深化与稳定周边国家关系，为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夯实根基，促进中国与周边
国家的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与互利共赢。
同时，前文所述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的两大现实挑战，即认知困境和结构矛盾，与周边命运
共同体构建中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薄弱和紧密度欠缺密切相关。 破解上述两大现实挑战，是中国与周
边国家人文交流的阶段性目标。
鉴于此，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阶段性目标定位为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密切命运共同体建
设夯实民意与社会基础。 具体来说，基于人文交流自身发展规律，人文交流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
需要树立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需要夯实中国在周边的社会基础；需要建立中国在周边的
话语体系。
（ 二） 路径选择
推动人文交流拥有多条路径，每一条路径都有其功能和特点。 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需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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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人文交流的路径进行精准定位，使得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更加有序、有力，充分发挥人
文交流的凝聚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首先，建立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统筹机制。 周边国家人文交流覆盖面广，牵涉职能部门较多，需要
成立跨部门协调小组，统筹人文交流各个领域工作。 在机制、领域、项目等方面，建立和发挥统筹作
用，引导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路径向有序、有力方向发展。
一是发挥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引领作用。 迄今为止，中国与俄罗斯、印尼、印度和日本等周边
国家建立了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这些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为副总理级，分别为双方的副总理级的
外事部门负责人或文化教育负责人牵头，对相关人文交流领域进行协调、统筹，一般轮流在双方召开
年度机制会议。 在这一机制框架下，需要建立更多的人文交流品牌项目，为其他人文交流项目做好示
范，充分发挥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引领作用。①

二是需要做到“ 重点突出” 。 周边国家国情千差万别，可调动资源相对有限，需要加强重点领域

突破，视情对一些国家重点推进教育交流、青年交流和科技交流，对于一些国家重点推进媒体和旅游
交流，深化民心相通工作。 比如针对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要共同面对极端主义威胁，应重点推进
青年交流；针对印尼、马来西亚等中等发展中国家，应重点推进教育交流和科技交流，深化利益融合
点；针对印度、缅甸等国家，应重点推进媒体和旅游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三是需要做到“ 相互配合” 。 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涉及的诸多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比如，推

进周边国家的教育交流，需要科技和青年交流的配合与协调；推进旅游交流则需要文化交流注入实质
内涵，媒体交流搭建传播平台。 比如通过“ 博鳌亚洲论坛” “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 等多边场合，将
科技交流与教育交流、文化交流和旅游交流等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中国周边国家人文交流。

四是需要做到“有序推进”。 周边国家人文交流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润物细无声；需要做
好顶层设计，制定服务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计划的人文外交中长期规划。 做到“有序推进”，需要深刻
了解周边国家人文交流面临的复杂环境，厘清先后次序，重点领域，然后做好 ５—１０ 年的中长期规划。

总之，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统筹机制需要协调各个机制的长板与短板；针对不同目标，重点推进

相关领域交流与合作；以项目为抓手，循序渐进，完成各个领域阶段性目标。
其次，多渠道深化周边国家人文交流。 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涵盖媒体、青年、文化、教育、科技、
体育、卫生等领域。 各个领域具有不同特点和优势。 需要充分发挥各个领域的独特优势，有针对性地开
展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提升人文交流在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辐射力、塑造力、引导力与向心力。
一是提升媒体交流的辐射力。 媒体是传播信息、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平台，是世界各国人民了解
他国人民生活状况的重要窗口，也是周边国家人民对中国认知的重要来源之一。 中国与周边国家媒
体的交流是减少双方认知上差异的重要渠道，也是推动人文交流的重要抓手，其中提升国际传播能
力，扩大我在周边国家的话语权是重要内容之一。
二是激发青年交流的积极性。 青年是各国人民的未来，也是人文交流的主体之一。 由于青年人
思想活跃、精力充沛，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年交流，能够更加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
关系增添不少活力。 青年夏令营、青年大联欢、青年创业论坛等都是青年交流的有效形式。 目前中国
与周边国家的青年交流的潜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今后应多扩大青年交流的规模，与此同时还要在交
流的内容上多下功夫，开展更多点对点的有针对性的交流。②
三是发挥文化交流的感召力。 文化交流是人文交流的核心，也是人文交流的动力与源泉。 一般
来说，文化交流产生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异质文化之间，相互之间产生碰撞或吸收。 而异质文化之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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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往往会产生势差，各个文化主体之间必须拥有强大的文化自主权，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才能
产生文化交流。① 可以通过文物修复合作、博物馆合作等形式，让传统文化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更多
地走入普通老百姓的视野之中，增强周边国家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信，从而增添命运共同体意
识的文化内涵。
四是促进教育交流的塑造力。 教育是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是培育人文修养、 传承人文精神和
人民力量的重要途径。 从教育的层次来说，教育交流包含高等教育交流、中等教育交流、初级教育交
流和学前教育交流。 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教育交流还侧重在高等教育的交流，而其他层次的教育
交流在逐步增加和完善。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高等教育，在语言教学、互派留学生、合作办学、校长交流
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另外在中等职业教育交流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正在开展各种形式的交
流，比如中方接受对方派遣的学生培训，或中方派遣教师去对方学校授课等。②
五是推动科技交流的吸引力。 科技交流与合作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与
周边沟通的重要渠道，是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利用政府及民间渠道，加强国际间的科技交

流与合作，是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的重要路径。 经过 ４０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引进、消化、
吸收周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并创造出适应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 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在
航天技术、生物技术、医药技术等方面开展了交流与合作，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六是加强体育交流的向心力。 体育可分为大众体育、专业体育、学校体育等类，包括体育文化、体
育教育、体育活动、体育竞赛、 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科学技术等诸多要素。 国家间体育交流往往
对国际关系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１９９０ 年北京亚运会的举办，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
关系的新局面。 比如在亚运会举办前夕，中国与印尼的复交，推动了中国与文莱、新加坡的外交关系
的建立，打开了中国通向东南亚的新通道。
七是深化卫生交流的凝聚力。 卫生交流是推动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抓手。 深化卫生交流能
够在危机时刻，更加凝聚周边国家人心，增强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 这次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彰
显了卫生交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凸显了深化卫生交流的紧迫性。 卫生交流涵盖面较广，包括合作机
制建设、大型传染疾病防控、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卫生应急与紧急医疗援助、传统医药、卫生体制与
政策、卫生发展援助、卫生健康产业发展等领域。 这些领域相互关联，推进过程中，更多以项目合作形
式，注重项目的可持续性。③
此外，环境交流、地方交流、智库交流等人文交流路径对于增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了解与认
知，促进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展望与政策建议
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强大传播能力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关键挑战。 习近平
主席提出国际传播的方向，要讲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讲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更要讲“ 七大观念” ，即中国的发展观、中国的文明观、中国的安全观、中国的人权观、中国的生态观、
中国的国际治理观、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针对当前周边国家的舆论环境，中国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

手，借助人文交流的路径，有针对性地推进国际传播，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并塑造中国良好的对外形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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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国的对外声誉和国际影响力，为加快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观念基础和认同价值
资源。
第一，在开展国际传播时，必须牢记中外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同时缩小中外话语体系之间的差
异。 一方面，应该坚持四个自信，主动积极地讲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另一方面，应该使用
容易被外界接受的话语，使中国发出的声音被更多的人接受。 在周边国家经营中国的国际形象应特
别注重本地的传统文化以及与中国的历史往来，将“ 民心互通” 、民间交往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主要
方式。 在这些国家中的中资企业，应主动在当地话语体系中寻找认识与理解中国的符号与故事，从而
发挥舆论前线的作用。①
第二，发挥中国自己的媒介平台优势。 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有着广泛的海外联系，具有

“ 传声筒” 的作用。 在当前西方“ 有色眼镜” 的支配下，周边国家的普通民众对中国故事的真实性表示
怀疑，甚至根本不相信。 由此，有必要寻找一个能被外界接受的“ 传声筒” 。 因此，中央政府有必要与
特区政府合作，设立一个面向全球的媒体中心。 此外，东南亚地区广泛存在的华人华侨是中国独一无
二的媒介传播优势。 一些周边国家存在本地的华人报纸，是中国在国际舆论战中的天然盟友，是中国
故事本地化的重要媒介。
第三，注意中国传播方案的本地化。 在推进国际传播时，一方面，需要充分挖掘中国价值与中国
方案的普适性；另一方面，应注重中国方案的本地化、本土化。 例如，应当向周边发展中国家讲清楚中
国七千多万人成功脱贫的历史功绩与会给其他国家开拓中国市场方面带来什么？ 会给全球供应链带
来什么？ 或者更直接的说，可以给国外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对于中等发达程度以下的国家具
有什么样实践的意义？ 对于“ 一带一路” 上的沿线国家有什么样的实践意义？
第四，注意到“ 小骂大帮忙” 者的存在，不能只谈成就不谈问题，树立立体中国国家形象。 针对西
方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污名化，中国应从保守到主动，必要时刻反守为攻。 同时要注意自己主动给普通
民众打舆论“ 疫苗” ，加强“ 污名抵抗力” 。 这就要求在国际传播时，既要开诚布公地讲成绩，也要从容
不迫地谈问题。 作为一个拥有 １４ 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
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 而应对这些问题所积累的经验正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智慧。

总而言之，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是中国维护、延长和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
完成“ 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依托。 在此背景下，构建周边命
运共同体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同时，周边又是一个文化多姿多彩、政治
复杂多变、经济参差不齐的地区。 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无疑会面临诸多挑战。 相较于物质
层面的交往合作，人文交流在增进国家间观念认同、提升战略互信水平、夯实国家间交往的民意基础、
促进繁荣与合作的过程中发挥着“ 软联通” 的独特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同有关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的过
程中，由于价值观念、身份定位和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差异短期内难以弥合，往往会产生一系列不必要
的摩擦甚至冲突。 在此过程中，人文交流的同步推进将发挥有益的“ 润滑剂” 作用，在特定情况下可
以有效降低双边政策误解误判、为务实合作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 责任编辑： 王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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