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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秩序观与秩序实践先后经历了朝贡体系、殖民体系、条约体系的转变。当代中国的秩序

观与秩序实践深受历史影响，实现了百年重构。 中国推动秩序构建的实力基础经历了 U型变化，从强盛到

衰落再到强盛，但是中国秩序观与秩序实践并没有简单地重复，而是实现了扬弃。继承的方面包括：地缘战

略重心在中国周边地区、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不干涉他国内政、统筹实力与体制的关系。 变化的方面在

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地理范围上从亚洲走向了世界，在心态上从俯瞰天下到平等看待世界，从封闭自

大到包容开放。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在继续发展实力的同时争取国际社会的

认可与支持，继续保持平等、谦虚、开放、包容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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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区秩序构建的“时代之问”

不管是否有主观意愿， 每个大国的崛起都

会不同程度地导致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变化。

随着中华民族复兴逐渐实现， 中国日益走近世

界舞台的中心， 感知最明显与顾虑较多的当属

周边国家。 周边国家自然会考虑届时亚洲的秩

序会是积极变化，还是消极变化；会增加他们的

国家利益，还是会导致他们国家利益的减少。从

中国的角度看，从古至今，周边地区一直是中国

战略利益所在， 尤其是中国的安全利益系于周

边地区。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 地理大发现以

前，中国所谓的“天下”只是亚洲地区，而地理大

发现以来，伴随着文艺复兴与工业化革命，中国

又远远落后于西方，也无力走出亚洲。亚洲地区

始终是中国思考国际秩序的基础。

随着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加快， 美国也在地

区秩序构建层面加大了对中国的妖魔化， 并试

图动员其他国家共同对抗中国， 相关国家对中

国的围堵打压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地区。2022 年

5 月 26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式发布“美国

的对华政策”，认为“中国是对国际秩序起到破

坏作用的国家”，“中国是唯一既有意图又有能

力重构当今国际秩序的国家”，强调要考虑“如

何捍卫国际秩序的价值观与机制”①。 同时，“美

国最关心的战略性问题是中国是否会最终取代

美国的亚洲领导地位”②。美国认为“中国的目标

首先是获得亚太主导权， 最终是取代美国成为

全球霸主”③。

区域秩序构建是一个战略性问题， 包括战

略目标的明确、战略能力的保障、战略手段的跟

进，自然不可能做到密室政治与出奇制胜。中国

必须在规范性层面和操作性层面对未来的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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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做出设计，回答好“好的国际秩序”的标准、

具体内容及建设路径④，否则就无法在周边站稳

脚跟而顺利走进亚洲， 也就谈不上构建国际秩

序与走向世界。 中国关于未来地区与国际秩序

的观念并非凭空想像而来，而是深植于传统历

史文化之中，“回顾中国历史，皇权的、共和的、

当今的，都对其重新崛起的角色产生影响”⑤。

2022 年 5 月 27 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

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

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

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⑥。

既有研究较少从历史脉络上进行严谨的

系统分析。门洪华认为，“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

作用，经历了一个从旁观到参与、从消极到积

极的过程。 1985 年邓小平开始提出和平与发

展主题，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全面参与国际

秩序提供了战略指向。 自此，中国走上改变自

己、影响世界进而塑造世界的崛起之路”⑦。 杰

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的分析与此类似，

他主要分析了 1949 年以来中国领导人的国际

秩序观， 认为毛泽东时代对国际秩序充满敌

意、邓小平时代对国际秩序积极参与，十八大

以来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是求变与制衡⑧。 金灿

荣对晚晴到十八大后的国际秩序进行了历史

性考察，其不足之处在于对秩序的特点及秩序

演变背后的逻辑论证不够⑨。由此可见，学界有

必要对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秩序观进

行系统研究，使得对中国秩序观的分析更具有

历史逻辑。

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历史脉络出发，分析

近代以来中国的地区秩序观及背后逻辑。 本文

的理论假设是： 处于历史巨变中的中国在对外

秩序观上虽然在不同时期有巨大区别， 但考虑

到文化的影响以及国家利益中恒定的因素，也

存在一定的连续性。

二、封建帝制时代：朝贡体系

朝贡中的“朝”最初指的是诸侯觐见天子，

“贡”指的是诸侯向天子贡献的物品，如《左传·

宣公三年》所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

贡金九牧”⑩。 朝贡体系自大约公元前 3 世纪开

始，直到公元 19世纪末期随着封建帝制的没落

而走向没落。对于朝贡体系，中国国内主要从历

史领域进行研究， 将其作为古代中国处理与世

界关系的一种方式11⑪。 费正清则将朝贡体系视

为中国的世界秩序观12⑪。

朝贡体系由来已久， 但是真正作为制度确

立下来是在明朝时期。 1371 年，明太祖朱元璋

明确规定把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小琉球、安

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西洋

国、爪洼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渤泥国

等 15 国列为“不征诸夷”，写入《祖训》，告诫子

孙：这些蛮夷国家如果不主动挑衅，不许征伐。

朝贡体系中 “厚往薄来” 的原则也由此开始确

立。自此以后，朝贡体系作为中国主导与亚洲地

区普遍接受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体制开始运

行。 当时统治精英所谓的天下主要指的是中华

中原王朝，基本上是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南

亚，以及中亚的一部分13⑪。 以今天的疆域进行划

分，曾经向中国朝贡的国家有日本、蒙古、越南、

朝鲜、韩国、文莱、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

国、老挝、缅甸、不丹、尼泊尔等国以及部分中亚

国家，涵盖中国周边地区。朝贡体系也逐渐发展

成为周边国家之间处理彼此关系的一种方式。

历史上，日本与琉球和朝鲜之间、朝鲜与女真之

间，以及越南与占婆和南掌等国之间，都建立了

朝贡体系。

在朝贡体系运行的同时， 以欧洲为代表的

西方国家开始兴起条约体系与殖民体系。 条约

体系确立的标志是 1648 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 当时欧洲国家之间

确立了主权原则， 处理彼此间关系普遍采取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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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条约的方式。随着西方国家开始扩张，殖民体

系又成为他们处理与其他弱小国家关系的主导

体系。 中国的朝贡体系开始与条约体系和殖民

体系产生碰撞。 1653 年，俄罗斯沙皇派遣使节

访问清朝，以建立殖民体系为出发点，要求顺治

皇帝向其俯首称臣，顺治皇帝勃然大怒。历经漫

长的武力冲突和外交斗争，双方于 1689 年按照

欧洲国际公法惯例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开创

了中国用条约体系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先

河。同时，欧洲势力逐渐蚕食了中国周边的各小

国，使得朝贡体系的范围大幅缩小。清朝中期承

认朝贡体系的国家尚剩下 7 个，即朝鲜、越南、

南掌、缅甸、苏禄、暹罗、琉球。

1793年， 随着历史上著名的英国马戛尔尼

使团访华， 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发生了不可调

和的矛盾。 同年 6月，使团刚从天津一上岸，便

被中国官员不由分说地插上几面彩旗， 上面用

中文写着“英吉利贡使”，中国官员还把“礼物”

改成“贡物”。 这引起了乔治·马戛尔尼使团的不

满。 清朝政府要求英国使臣按照各国贡使觐见

中国皇帝的惯例三跪九叩， 马戛尔尼使团认为

这是极大的屈辱，坚决抵制。 乾隆帝闻讯，勃然

大怒，下令降低接待规格。 同年 8月 13日，使团

最终得以觐见乾隆皇帝， 但对当时究竟施行的

是何种礼节，中英双方记载不同，可见双方对此

的巨大分歧。 马戛尔尼提出按照条约体系发展

中英关系，比如签订通商条约、派遣使节等，自

然被清朝否定。 条约体系与朝贡体系的不相容，

预示着冲突不可避免。 1842年中国战败后中英

签订南京条约，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西方国

家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不得不接受殖民体系。

随后， 中国又在与法国和日本的战争中陆续战

败， 越南与朝鲜这两个朝贡体系的最后成员也

相继沦为法国与日本的殖民地， 自此朝贡体系

彻底崩塌。 这一进程中，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本

身逐渐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殖民体系成为

主导体系。 其中，泰国、缅甸、尼泊尔、不丹、锡

金、阿富汗、巴基斯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越南、

老挝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阿富汗与其他几个中

亚国家沦为俄罗斯的殖民地，朝鲜、琉球沦为日

本的殖民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沦为美

国的殖民地。

朝贡体系虽然在实践上被终结， 但是其影

响是巨大的。 有学者甚至认为美国当前实行的

也是朝贡体系，《美国的“朝贡体系”》一文指出，

“美 国 决 策 者 们 喜 欢 用 ‘辐 辏 ’ (hub-and-

spokes)比喻来描绘美国及其东亚盟国之间的战

略联系，这种说法更能说明问题。 有趣的是，美

国的大多数东亚军事盟友似乎都对这种表述感

到满意” 14⑪。 这也表明作为一种曾经的秩序形

态，其学理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综合来看，朝

贡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制度化。 明朝时期已经将朝贡体系写

入《祖训》，形成制度；清朝时期则进一步制度

化， 在政治制度层面设立礼部以处理与朝贡国

的关系。 在这套礼仪制度下，尤其在明清两代，

朝贡国来华朝贡的贡期、贡道、规模、表文、贡

物、朝廷的回赐、册封等皆有明确规定，朝贡事

务管理机构完善而具体，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

署，既有朝贡事务主管机构，也有负责某项具体

事务的关涉机构，各部门分工明确、密切配合15⑪。

二是政治文化上存在明显等级性。 朝贡体

系存在隶属关系，有亲疏远近之分。中原王朝处

于等级中心，强调“中心—外围”差序，朝贡国给

中原王朝的礼物称为“贡”，中原王朝给朝贡国

的礼物则称“赐”。政治上，尽管中原王朝不拥有

各藩属国的管辖权，但拥有裁判权。 文化上，强

调华夷之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字、

儒家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 朝贡国之间也存在

等级性。 其中和中国关系最近的藩属国是朝鲜

与越南，一年一贡。明清在北京专门修建了朝鲜

馆和越南馆，用来接待两国使团。琉球、寮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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挝）、缅甸、暹罗（泰国）等大致属于两年一贡的

国家。爪哇、菲律宾、尼泊尔、中亚诸国等则属于

第三梯队的藩属国。

三是朝贡体系逐渐成为一种贸易手段。 在

“厚往薄来”原则引导下，朝贡体系逐渐演变成

为一种贸易往来， 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政

策， 使得朝贡几乎成为这些国家同中国进行贸

易往来的唯一手段， 其中最有名的当数中日之

间的勘合贸易16⑪。 当时明朝规定，对使者除贡物

外所携带的大量私人物品或者由朝廷收买，或

者任由使者自行买卖，朝廷不收税。这项政策鼓

励了很多使者携带大量私人物品来华做买进卖

出的“倒爷”17⑪。

四是有对内巩固政权合法性的考虑。 封建

帝制时代皇帝统治中国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是儒

家教义，而朝贡体系是由儒家教义发展而来的，

因此， 朝贡体系的运转就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

一部分。 同时，既然自称天子，就需要外邦的朝

贡来体现中华天朝上国的气象18⑪，因此，古代中

国皇帝尤其喜欢“八方来贡，万国来朝”的排场。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 就迅速派出使者出使朝

鲜、占城、安南等周边邻国，通知诸国明继元统，

宣扬大明国威， 巩固政权正统性并维护皇帝权

威。 永乐篡位夺政，因政权合法性基础脆弱，更

是极度希望建立万邦来朝的盛象， 派郑和远航

与此也不无关系。

朝贡体系是一把双刃剑， 既维持了亚洲和

平，同时也使得中国故步自封、盲目自大，久而

久之就觉得自己是天下独尊， 这显然不利于形

成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对此，徐波指出，“古代东

亚朝贡体制具有相当强烈的内向性， 是帝制政

府彰显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工具， 妨碍了古代中

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从而使当时的中国在相

当大程度上在大航海时代即将到来时却失去竞

争意识和竞争能力”19⑪。 王庚武也指出，“在中国

漫长的帝制史上， 中国优越性在很多时期是一

种事实，但在另外一些时期则是明显的虚构，是

一种自我陶醉、自高自大的迷思罢了”20⑪。

三、中华民国时期：条约体系

1912—1949 年是中华民国时期，它又分为

北洋军阀时期与国民政府时期。 1911 年 10 月

10 日爆发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两千多年的

中国封建帝制。 1912 年 1 月，孙中山就任中华

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国从此进入现代国家的历

史。 1912 年 3 月，袁世凯在北京接任临时大总

统，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并相继解散国民党

与国会，北洋军阀政府正式建立。随后国民革命

军开始北进讨伐北洋政府， 随着北伐战争形势

好转，1925 年 7 月， 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在

广州正式组建国民政府。 1928年 12月，随着张

学良宣布东北改旗易帜，北洋军阀统治结束，中

国进入了国民政府全面统治时期。

按照阎学通的解释， 对国际秩序的判断有

三个层次：秩序的有无、秩序的稳定与否、秩序

的公平正义性如何21⑪。 由秩序的本质特点是“稳

定”来看，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

裂，中国处于典型的不稳定状态，当时各种政治

力量将目光聚焦于争权夺利， 不可能也无暇顾

及建立周边和国际秩序。 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

政府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 不顾全国人民的强

烈抗议，甚至于 1915年 5月接受日本提出的旨

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同时，袁世凯政

府为了取得俄国支持而与其签订协约， 结果是

俄国扶持外蒙古自治。 当时的北洋军阀又分化

为直、皖、奉三系。日本势力最大，是皖系和奉系

的靠山，控制着中央政府；直系的靠山则是英美

两国。由于中国局势混乱，尽管北洋军阀外交上

曾经尝试维持中华传统秩序，但失败是必然的。

比如， 当时外交部试图利用俄国革命良机收复

外蒙古的主权， 在册封外蒙古活佛时试图彰显

传统中华世界秩序的观念， 但最后因皖系军阀

介入而功败垂成22⑪。 尽管如此，历史的车轮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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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 当时也出现了一些为日后秩序构建奠定

基础的积极现象。

一是思想观念的转化。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

帝制，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君权神授与皇权观念

作为愚昧和落后的东西被人民彻底唾弃。1915年

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 很快就遭到全国抵制，最

终仓皇收场。 这一时期还促进了“国家”概念的现

代化。 封建帝制时代只有朝代认同，没有国家认

同，比如，清朝民众以“大清子民”自居，明朝民众

则以“大明子民”自居，而辛亥革命后，民众意识

里开始有了“中国人”的概念。

二是外交机制出现了一定的现代化。 北洋

军阀提出享有作为文明国家应享有的权利，即

改变不平等条约， 争取成为与欧美各国平等的

国家，开始尝试利用条约体系维护国家利益。同

时， 北洋军阀还开始尝试收回国家主权。 1917
年 3月，北洋军阀随着宣布加入协约国，开始单

方面强制收回作为同盟国的德国与奥匈帝国在

中国的租界， 这是近代历史上中国政府首次收

回租界。 同年 8月，随着中国对同盟国宣战，中

国停止向德国与奥匈帝国继续支付庚子赔款，

开始尝试突破不平等条约的制约。

三是开始尝试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利

益。 当时北洋政府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

有利用国际法的考虑， 因为只要参战就势必在

战后的和平会议上有发言权，正因为如此，日本

当时强力阻挠中国参战23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

1920 年，中国在国际联盟第一次大会上当选为

行政院四席非常任会员国之一24⑪。 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后是国际新旧秩序更替的重要时期，国

际联盟可被视为联合国的前身， 中国在国际联

盟中的地位获得认可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

地位，尤其是远东大国的地位开始显露出来。 中

国还推动会议签署了“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

以及领土与行政完整”的《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

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 这些都使得中国在战后

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

进入国民政府时期后， 上述趋势进一步发

展。 1928年 6月，中华民国尝试“革命外交”，旨

在调整不平等条约，但由于中国当时羸弱不堪，

因而没有取得多大实际效果， 直到第二次世界

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同盟国后，效果才开始逐渐

显现。 随着 1941年 12月中国宣布加入同盟国

对德、意、日宣战，1942 年中国与英国和美国所

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 英美放弃在华的租

界、领事裁判权、驻兵权、内河航行权。随着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 中国作为战胜国陆续收复了

包括台湾在内的固有领土， 参与创建了联合国

并成为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一时期，

被英国、苏联、日本力图分裂的西藏、新疆、“满

洲国”等相继回到中国版图内，只有外蒙古在苏

联和国民政府的策划下最终脱离中国版图25⑪。

如果说封建帝制年代朝贡体系的主要特点

是模糊的“天下观”，那么包括北洋军阀在内的中

华民国时期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现代民族国家

意识，开始利用条约体系维护国家利益，包括通

过艰难的谈判控制海关、关税、邮政、盐专卖岁

入，以及近三分之二的租界取消外国在华的治外

法权。 同时，与西方进一步就司法、商业、文化等

进行谈判。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外

交的进步和在国际社会的逐步活跃与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作出的巨大

牺牲有直接关系。 正因为如此，1945 年 6 月 26
日中国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上签署《联合国宪章》

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派出的董必武。

四、新中国成立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

（一）毛泽东时期：反对西方国际秩序

这一时期中国百废待兴， 外交上的头等大

事仍然是致力于恢复主权完整。毛泽东强调，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仪式一定要穿过东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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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 因为当时的东交民巷是外国列强的 “国中

国”， 被西方各个国家占领着。 1950 年 1 月 6
日，北京市军管会发布公告，北京市内所有帝国

主义军营一律收回，建筑全部征用，外国的驻兵

权必须取消，不平等条约不予承认，七日之内各

使馆人员全部撤离。为此，美国驻华总领事柯乐

博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称自《辛丑条约》

签订以来，美国便享有在东交民巷的驻兵权，希

望新中国不要采取所谓 “侵犯美国权力” 的行

为， 中国外交部对此予以严厉拒绝。 在对苏关

系上，主权问题也是不容讨论的议题。 1959年，

中国在研发核武器方面希望得到苏联帮助，对

此苏联竟然要求享有在中国沿海地区自由使用

无线电通讯的权利， 以及中苏组建联合潜艇部

队。 对此，毛泽东明确说“不”，这也是中苏关系

开始破裂的主要原因。

这一时期中国推动秩序构建中的和平主义

开始显现。 毛泽东明确指出，“不但求一国的和

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

且求永久的和平”26⑪。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

东就提出“和平为上”27⑪的外交原则。 对于实现

和平的路径，毛泽东指出，只有彻底消灭了私有

制，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也就是实现了共

产主义社会， 才可能彻底消灭战争，“人类的永

久和平的时代”才可能到来。 28⑪1953年在与印度

谈判时， 周恩来代表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并指

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的29⑪。 1964 年

10 月，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当天，中国就承诺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更不会对无核国家使用核

武器。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是当前五个核国家中

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国际秩序是严重对立

的。 中国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下的所有组织之

外———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关税贸易总协定以及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 中

国积极支持许多东南亚国家的革命运动， 参加

朝鲜战争抵抗韩国和美国， 并在远离中国本土

的世界各地特别是在非洲地区为革命运动提供

资助。 中国的目的在于以社会主义秩序取代资

本主义秩序。 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

的理论，既有重构国际格局的设想，也有改变国

际秩序的含义。

（二）邓小平时期：与西方国际秩序接轨

在邓小平时期， 尽管因台湾问题等还未实

现国家完全统一，但中国已经实现了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的目标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中

国在周边地区已没有一个公开的敌对国家 ，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安

全环境”30⑪。 在此基础上，中国明确提出了对国

际秩序改革的声音。

一是反对霸权主义。 邓小平多次指出，“为

了维护和平必须反对霸权主义。 不管霸权主义

来自哪一方面，我们都反对”31⑪。 “如果十亿人的

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 那对世界也

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32⑪。

二是建立国际新秩序。 1988年 12月，邓小

平明确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

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

际经济新秩序” 33⑪。 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原

则， 邓小平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

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

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

际局势”34⑪。在此基础上，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

十四大报告中正式将建立新秩序定为中国对外

政策的重要内容， 对新秩序的内涵作了系统阐

述：“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 我们主张在互

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

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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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35⑪这

一政策一直被坚持下来。 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

报告都专门用一段来阐述建立新秩序问题。

三是与国际秩序接轨。这一时期，中国坚持

不懈地致力于融入国际体系。 中国不仅是世界

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而且于 2001

年按照邓小平生前确定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的路线正式加入该组织。 1974 年，联合国大会

决定于当年 4 月召开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时

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团赴纽约出席

会议并发言， 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后， 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邓

小平成为首位登上联合国讲坛的中国领导人。

这一时期，中国还与美西方改善了关系。尤其值

得指出的是，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中国与美

国就台湾问题上的应废约、撤军、断交的建交原

则达成共识， 两国于 1979年 1月 1日正式建立

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目标是一心一意搞现

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36⑪。 邓小平在讲到对外工作时，常说

的话就是“对中国是否有利”，也即从国家利益

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与分析问题。在此基础上，

邓小平反复讲，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

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

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

持久的和平环境37⑪。 不同于毛泽东时期总是提

醒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一时

期世界趋势已经转向和平与发展， 这也为改革

开放提供了前提。

（三）习近平时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时期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强化了中国

作为世界大国定位的自我认可， 为推动国际秩

序变革提供了实力基础与理论引领。 在此基础

上，中国明确提出了国际秩序变革的具体方向，

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2年 12月，习

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时就表

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

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2013
年 3 月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

访———对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

的国事访问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

晤， 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就提到了

“命运共同体”，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三次强调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可以说，“命运共同体”这

一概念几乎贯穿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出席的每

一场重大外交活动中。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与

世纪新冠病毒疫情交织叠加， 同时地区冲突不

断。 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

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38⑪，科学回答

了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中国正在构建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完全不同于西方所推行的自由主义国

际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尊重各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

一律平等，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和社会制度，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反对搞双重标准。

2015 年 9 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各

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揭示了建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

同属一个世界，当前全球贸易的 80%由全球价

值链贡献， 国家间的紧密联系和彼此依赖达到

唇亡齿寒的程度。 针对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且逆

全球化仍在发酵， 某些国家奉行冷战思维与拉

帮结派，严重毒害地区和平稳定，习近平在2021

年 9 月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和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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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分别提出了全

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 为世界走出困

局与早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

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愿意和国

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

全倡议39⑪。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要另起炉

灶， 而是以现有国际体系为基础。 2015 年 9
月， 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40⑪，这说

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以联合国宪章为

基础，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另起炉灶，

而是建立在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基

础上。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坚定维

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

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全球治理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41⑪

五、中国地区秩序观的扬弃

综上可见， 从朝贡体系到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表明中国秩序观逐步回归，作为中国

人的地区秩序观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一是地缘战略重心的重叠性。 尽管中国已

经发展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国， 但中国地缘战

略重心仍在周边地区。“中国人眼中的战略利益

基本集中于朝贡体系所覆盖的地区及其他邻

国”42⑪，这典型体现在 2013 年中国召开的周边

外交工作座谈会精神中。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

平明确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 自然环境还是

相互关系看， 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

略意义”43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推出了

四个多边平台，即“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 亚洲文明对

话， 后三个平台主要聚焦于亚洲地区的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主要在亚

洲地区。 中国越是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越会重视周边外交，中国与周边呈现出“重

视周边———走向世界———再重视周边”的关系。

二是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与周边国家的矛

盾。据统计，朝贡体系下的东亚，从明朝 1368年

建立开始，到 1841 年朝贡制度开始解体，近五

百年间只发生过两场战争，即 1407年中国出兵

讨伐越南与 1592 年中国因日本丰臣秀吉进攻

朝鲜而出兵保护44⑪。 但是，同期威斯特伐利亚体

系建立以后的几百年， 欧洲的大小战争就没停

过，仅仅英法之间在 1300—1850 年间至少发生

了 46次战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延续了历史

上的和平发展道路。自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

以来， 中国已经四十多年没有和其他国家发生

过战争，这在大国对外关系史上极为罕见。中国

是世界上唯一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入宪法

的国家。 在习近平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中，第一个就

是“和平”。 世界主要大国中没有一个像中国这

样再三正式宣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习近平多

次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

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

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 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

的有机统一。 ”45⑪

三是不干涉内政原则。在朝贡体系下，中国

对朝贡国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文化的感召力与政

治关系隶属上， 朝贡国的内部事务不属于中国

管辖范围。 朝贡国在军事安全上需要中国支持

时， 中国军队在对方国家停留的时间从来都是

以对方国家恢复秩序的时间为限。 在朝贡体系

下，当朝鲜受到日本侵略请求中国派兵帮助时，

中国帮助朝鲜赶走了日本军队， 等秩序恢复后

中国就撤回了军队。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国际环

境与中国实力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是中国介

入邻国战争的方式仍然没有改变 。 比如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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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3 年的朝鲜战争中，中国尽管帮助朝

鲜战胜了美韩， 但是战争胜利后不久中国军队

很快从朝鲜彻底撤出。相反，美国在韩国的军队

则一直保留到今天，并发展为排他性、有固定对

手的军事同盟。 中国在援越抗法以及对越自卫

反击战中都是如此。 毛泽东反复讲“一百年，一

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46⑪，“我们不侵犯别

人一寸土、一根草”47⑪。 习近平也明确指出，“中

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 称王称霸的基

因，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各

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48⑪。

四是推动秩序构建的基础在于实力。 尽管

在秩序的内涵上，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实力，有的

认为不包括实力49⑪， 但从中国推动秩序构建的

历史演变来看，实力是秩序构建的基础。朝贡体

系虽然侧重于政治象征与文化感召， 但是中国

实力的强大是当时朝贡体系运转的基础。 当中

国处于分裂与国力羸弱时，朝贡体系就会崩溃。

在汉武帝击败匈奴、开通西域后，由于不再存在

现实的对手，中原王朝的朝贡体系才开始确立。

随着中国自身开始衰弱， 朝贡体系逐渐被条约

体系和殖民体系所取代， 中国自身也成为列强

宰割的对象。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地位改善的开

端从根本上讲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密不可分， 尤其是与抗日战争中所作

出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 中国在秩序中的地位

是用牺牲换来的。同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推

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最终也要以实力为

后盾，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与此同时， 中国秩序观的回归并非简单重

复。 其一，实现了从亚洲中心到世界中心的转变。

朝贡体系的范围主要是在亚洲，中国封建帝制全

盛时期的影响力也仅限于亚洲，而当代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从地理范围来看从亚洲走向了世界。 其

二，不同于封建帝制时代，中国推进秩序构建与

处理国际关系主要是朝贡体系， 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被迫进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 开始用主权

原则维护国家利益， 这一点在辛亥革命后尤为

明显， 随后， 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时

期，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主要是主权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仅全

面融入西方国际体系， 而且是最坚定的主权原

则坚持者。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

再次回到明清时代的朝贡体系， 中国外交的进

步， 尤其是用主权原则推进国际秩序与处理国

家之间的关系将继续得到延续。其三，中国看待

周边与世界秩序的视角与心态发生了转变，从

以前的俯瞰天下发展到平等看待世界， 从以前

的封闭自大发展到包容开放。在朝贡体系中，中

国是“没有邻国的帝国”。但进入条约体系后，中

国成为“万国”之一，世界格局也从“天下一统”

转变为列国林立50⑪。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显

然不是仅仅靠中国就能实现的， 而是需要各国

共同努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谈及如何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时指出，“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

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

才有保障”51⑪。 中国越是发展强大就越应该保持

平等、谦虚、开放、包容的姿态，从而赢得更多国

家与中国携手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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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Tributary System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Regional Order

WANG Junshe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ic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China’s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regional order has experienced changes from the tributary system, the colonial system

and the treaty system.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n regional order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history.

China’s strength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regional order rebuilding has undergone U-shaped changes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and then to prosperity again. However, China’s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regional order have not simply repeated, but realize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herited aspects include: geostrategic focus lies in China’s surrounding areas,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fferences, non-interference in other countries’ internal affairs, and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ngth and

system. The changes lie in that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moved from Asia to the world geographically, from

overlooking the world to treating the world equally, from being closed and arrogant to being inclusive and open. At present,

China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le continuing to develop

its strength, China should especially win the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continue to maintain

an attitude of equality, modesty,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Key words: Chinese regional order viewpoint; regional order; hundred-year reconstruction;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reat each other as eq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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