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

能赢得众

多发展中

国家的

支持

12CHAPTER 



2006年11月4日上午9时许，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48个非洲国家代表济济一堂，围坐于一张“从未见

过的”直径达20米、周长达62米的巨大圆桌前，他们的

身后是湛蓝色的“合抱之手”图案。这就是2006年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现场。非洲方面共有35位国家元

首、6位政府首脑、1位副总统、6位高级代表以及非洲联

盟委员会主席出席。国外媒体惊叹：“没有一个国家能像

中国这样把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

非洲国家领导人自己也感慨：“有些非洲领导人多年不

参加非洲联盟的首脑会议，这次却到北京来了，比我们

非洲联盟自己开会都来得整齐。”2006年，距离1956年

埃及在非洲国家中率先与新中国建交，正好50周年。就

在1955年，当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热情洋溢地用“人

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来记录亚非会

议时，新中国同与会的29个国家中的22个都还未建交。

当时，这些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对红色中国尚抱有疑

虑和恐惧。那么，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究竟发生了什

么，让这些有着不同肤色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人们成

了中国人“全天候的朋友”呢？又是什么，让这些来自遥

远大陆的诸多首脑，不远万里飞来北京与中国合抱在一

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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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为什么能赢得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1955年，在亚非会议就要闭幕却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的僵持阶段，

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补充发言中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求

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

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

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

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

相排斥和对立。”116

周恩来的发言对会议最终达成共识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对此，

埃及总理纳赛尔如是说：“对于经历了昨天到今天亚非会议上各种气候变

共同反抗殖民主义的历史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

恩来总理与巴基斯坦总理

穆罕默德·阿里（右二）及

其夫人（左二）合影。万隆

会议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

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

情况下自行召开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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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人们来说，中国代表团团长今天短短的18分钟的发言已经驱散了两

天来在会议上集合起来的乌云。它给会议指出了一个方向，使它能够抵抗

那种把它拖入对立和争吵的企图，能够绕过前方的暗礁而达到自己的目

的地。另外，它也使与会的其他28国以及整个世界都更进一步认识了新中

国。”117 

最终，亚非会议达成了包含十项原则、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

言。周恩来能够促使这次会议达成协议，靠的是什么呢？是靠他所言的，

“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支持人家，不要求人家支持我们；但我们的立场必须

鲜明，是非必须说清楚。后来我们参加多次会议都是这样，使许多人放了

心”。118 

周恩来所言，便是中国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所采取的根本态

度。而这正是基于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反抗殖民主义的历史。

因为对于什么是殖民主义，深受其害的亚非人民是极为熟悉的。如同印度

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所言，在“从直布罗陀海峡起穿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

红海、印度洋、南中国海和日本海，在这个遥远距离的大部分”，帝国主义

“生命线的两边的土地，都是殖民地，那里的各国人民是不自由的，他们的

前途押给了一种外国的制度。沿着这条生命线，帝国主义的大动脉，抽吸着

殖民主义式的鲜血”。119 正因为如此，亚非广大被压迫国家的人民才不得

不起而反对殖民主义，摆脱被抑制、被摧残和被摆布的不自由命运。虽然

所选择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都要求自由。这就使“由

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灾难和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进行斗争”的亚非各国人民，

“更容易互相了解”。

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支持越南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支持西亚、北

非国家的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合法的民

族权利等等，都是源于中国人与他们一样深受殖民主义之害。也正因为有着

同样的历史遭遇，新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时，才能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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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为什么能赢得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1956年11月4日，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在同毛泽东、周恩来谈话时坦率

地告诉他们：“怕中国侵略，实在是有点怕。”120 吴的担忧背后有着深刻的

国际背景，此时，国际上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英、法两国为重新霸

占苏伊士运河联合以色列发动了侵略埃及的战争；另一件是，苏联出兵匈牙

利。这两件事，使万隆会议以来已趋向缓和的国际局势又紧张起来。中国周

边的一些国家不仅对英、法、苏等国的做法表示反对，而且对新中国强大起

来后会不会向外侵略也产生了担心。

为了打消周边国家的顾虑，推动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还在中国

共产党八大刚刚落下帷幕、国内工作十分繁忙之际，周恩来就代表中国政府

踏上了行程5.4万多公里的友谊之旅，用80多天的时间出访了亚欧11个国家。

当中国政府代表团行抵越南首都河内时，周恩来专程参观了越南人民

为纪念他们的民族女英雄征侧和征贰而建立的“二征王庙”。这两位女英雄

曾经在1900多年前抗击过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侵略。周恩来去二征王庙

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得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才能奠定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友好

合作和协调行动的基石。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是中国领导人的更替，还是

国内政策的变化，或是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的这一对外关系“立足点”均

不曾有过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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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在越南影响很大，当地报纸报道说：“今天的中国和过去的中国大大

的不同了，大民族主义正在被清除，而代之以兄弟的情谊。”121 

周恩来在访问河内时说：“我愿意提出保证，中国永远遵守五项原

则，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样来增强各国的友谊和加强各国之间的团

结。”122 他还告诉外国朋友，“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由于历史的传统，

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

事实正是如此。1976年9月2日，唐山大地震后不到两个月，当《人民日

报》发表社论热烈欢迎西萨摩亚贵宾时，还住在北京街边防震棚的人们或

许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西萨摩亚，南太平洋岛国中最早独立的国

家，历经了100多年的磨难，才在1962年赶走了最后一批殖民者。西萨摩亚

刚独立，周恩来总理即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发电祝贺。1975年11月，中国和

西萨摩亚建交，从此，如西萨摩亚元首所言：“浩瀚的太平洋的波涛拍打着

我们两国的海岸，遥远的、但却实实在在地将我们两国连在了一起。”123 西

萨摩亚元首一行访华的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时，中方外交人员惊

讶地看到，西萨摩亚代表团成员、元首发言人亨金赤裸着上身，左手持一把

拂尘，右手拿一根权杖，紧随元首身后，昂首挺胸地走了过来。如此“赤膊上

阵”的一幕，在人民大会堂恐怕也是空前的！

原来，那是西萨摩亚人最高的礼仪。

访华结束时，元首告诉中方接待人员，自他执政以来，出访过许多国家，

但这次中国之行，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隆重接待。尽管西萨摩亚全国只有15

万人口，面积也仅为3000平方公里，却能和近10亿人口的大国平起平坐。他

为能作为西萨摩亚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公民而感到自豪。元首还表

示，回国后定会将他在中国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告诉国人，他找到了西萨

摩亚人民的真正朋友。他要向其他的南太平洋岛国介绍中国，尤其是那些心

存疑虑、尚未决定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在未来的岁月里，“西萨摩亚永远是

中国人民值得信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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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为什么能赢得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边界线最长的国家之一。由

于历史遗留等问题，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与大部分周边国家的边界均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分歧。“远亲不如近邻”，中国的国内建设与发展离不开与周边

国家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为此，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提出了以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边界政策：以“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和缓，

便于进行建设”为目的，以“双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

决”为原则，“既要照顾历史又要照顾现实”，“着眼于双边关系大局”，“在

解决之前，维持现状”等。根据这一原则，中国陆续与缅甸、尼泊尔、阿富

汗、蒙古、朝鲜等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其中，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堪称和平

共处睦邻政策运用的典范。

缅甸，其北部、东北部与中国相连，西面与印度接壤，与中国有2000

多公里的边界。而1954年缅甸的人口只及中国人口的3.2%，面积为中国的

7%。地缘及内部动荡不定等因素，使夹在中印之间的缅甸在对外关系上十

分谨慎。缅甸副总理吴巴瑞1957年访华时曾说，“我们产生这种害怕是十分

和平解决边界争端问题

回首中萨建交30多年的历程，萨摩亚（西萨摩亚于1977年7月更名为萨

摩亚独立国）确确实实从未做过一件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这完全印证了

元首的话——萨摩亚是中国人民值得信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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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因为从历史上看大国总是欺负小国”，“缅甸处在大国之间”。124

对此周恩来也公开表示理解，他说：“一个新兴的大国是容易引起其他国家

的疑惧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解决与缅甸的边界问题时，按照和平共处

五项基本原则的精神，制定了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相互调整、睦邻安邻的

解决方案，充分照顾到双方的历史和现实。

中缅之间有一条由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边界线，即“1941年线”。这

条线是抗日战争时期英国利用中国抗战的困难，逼迫当时的中国政府划定

的中缅边界南段的一条边界线，对中国极为不利，也是中缅边界谈判中争

议最大的问题。中国是否应该接受“1941年线”呢？周恩来指出，修改旧条

约或废弃旧条约重订新条约，会使人觉得过去历史上所有划界的条约都可

以改变，会导致四邻不安。因此，根据正式条约划定边界，应根据一般国际

惯例予以尊重；但并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商谈，求得双方

公平合理的解决。按照最后签订的条约，缅甸同意把1941年中英两国政府

换文规定的属于缅甸的班洪、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

国，从而消除了这两个部落被“1941年线”人为分割在中缅两个不同国家的

不合理状态。作为交换，中国将原来英国“永租”的猛卯三角地区移交给缅

甸，成为缅甸联邦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的这种睦邻安邻的解决方案得

到了缅甸政府的充分肯定，缅甸总理吴努表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公平合

理的主张，“现在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缅甸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中国能

提出这样的方案，我们非常满意”125。 

中缅边界谈判中所恪守的这一原则，在中国与印度的边界谈判中也有

鲜明的反映。

中印之间有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从未正式划定过，争议领土面积达

12.5万平方公里，涉及范围之大、情况之复杂，在当今大国关系中绝无仅

有。尤其是东段的9万多平方公里，更是焦点中的焦点，双方对“实际控制

线”、“传统习惯线”和“麦克马洪线”的认识均存在着很大的分歧。1979年



219

历
史
的
轨
迹

增 订 本

12. 为什么能赢得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2月，邓小平对来访的印度外长瓦杰帕伊说：“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边界问题

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126 1988年12月印

度总理拉·甘地访华时，李鹏总理也强调指出：“互谅互让、相互调整是解决

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本出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仍始终坚持这一原

则。自2003年中印双方建立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以来，双方已在这一原则下

进行了13次会晤，为推动边界问题早日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开展了建设性

的工作。2005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时，双方签署的《关于

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成为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

其总体思路除重申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互不使用武力或

以武力相威胁外，还强调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本着互相尊

重、互相谅解的精神，对各自在边界问题上的主张做出富有意义的和双方

均能接受的调整，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127。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取得重大进

展，双方宣布2006年为“中印友好年”。事实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是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有效准则。

中国政府按照这一原则制定的边界政策不仅体现在解决陆上边界问题

上，也充分反映在解决海洋领土争端问题上。

20世纪80年代，针对南海岛礁归属争议问题，邓小平指出：“把主权问题

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128 按照这一思

想，中国政府在1990年提出了和平解决南沙问题的十六字方针：“主权归我，

和平解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对南海岛屿拥有主权，具有充分的法

理依据。但是，中国作为涉及南海争端各方中的大国，采取克制态度提出这项

主张，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既是为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也是为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经过

十多年的不断努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以及中国坚定不移地

贯彻执行“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尤其是中国

对东盟国家表现出的诚意、耐心和忍让，赢得了东盟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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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双方关系的新局面。中国与东盟从普通对话关系，逐步发展成为战略伙伴

关系。“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也终于得到了回应。2002年，中国和东

盟共同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在

南海开展务实合作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2004年11月，中国与菲律宾签署

了在双方争议地区共同勘探油气资源的协议。2005年3月，中国、菲律宾和越

南的三家石油公司又在马尼拉签署了《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

工作协议》。这些既是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的有益实践，也是落实中

国与东盟《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

中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的睦邻、安邻的边界政策，根

本目的不仅在于顺利解决陆上边界及海洋领土争端问题，维护国家主权，还

有营造和平的周边环境的更深层考虑。周恩来曾指出：“如果因为边界问题

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还不如不提出、不解决为好，以待时机的成

2010年中国国际救援队第二次前往巴基斯坦执行国际救援任务时，中国医生在巴基斯坦特达中

国国际救援队的流动医院里，为6岁的巴基斯坦小男孩阿沙德进行术后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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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为什么能赢得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人们都还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境外传递期间，在一些西方国

家曾发生过干扰、破坏传递活动的恶劣事件。在非洲大陆圣火传递的唯一一

站——坦桑尼亚，其政府官员说：“请中国朋友一百个放心，不愉快的事情

绝不会在坦桑尼亚发生。”圣火传递的起点是达累斯萨姆市火车站，终点则

是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当天，坦桑尼亚方面有六位内阁部长担任火炬手，

重视程度不言而喻。从火车站到体育场，人山人海，许多观众挥舞着中国国

旗，追随着圣火一路奔跑、一路欢呼。现场直播的中国记者说：“当地群众是

在用汉语喊‘中国加油’，这是他们刚刚学会的一句中文。”这与在一些西方

国家发生的不愉快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人们也都知道，关于达累斯萨姆市火车站所经过的坦赞铁路的故事。

坦赞铁路1970年开工，1976年全线正式运营，全长1860.5公里。这条由新中

国援建的铁路被非洲朋友称之为“友谊之路”。这也是新中国援建项目中最

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对外援助

熟。”129 他还说：“我们要解决边界问题，其目的是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

和缓，便于进行建设，而不是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130 事实上，正

是边界争端的和平友好解决，为中缅、中巴等双边关系长期保持睦邻友好打

下了坚实基础，从而使中国在较长时期内拥有了相对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

为中国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和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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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最艰巨的一项工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物资匮乏。但是，中国仍决定向非洲等地争取民族独

立的国家和人民提供军事上、经济上、道义上等各种形式的援助。1950年毛

泽东接见援越军事顾问团时就指出：“帮助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解放斗争，

这是国际主义的问题，是共产党人的义务。世界上还有许多受压迫、被侵略

的国家，他们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我们不仅仅是同情他们，还要伸出双手

去援助他们。”131 

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加纳时提出了“援外八项原则”※，表明中国的对

外援助不干涉对方内政、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这八项原

则是周恩来在出访过程中边谈边总结、经过反复考虑、多次讨论后归纳出来

的。亲历者孔原回忆道：“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处处为受援国考虑，不

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使我们对外经济援助的原则理论化、系统化、方针化。当

时，这八项原则在各国报纸上都登在突出的位置，对各国影响很深。”132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正是在“八项原则”提出之后，决定请求中国援建

一条贯穿南部非洲主要城市的交通大动脉。

然而，以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援建1800多公里的坦赞铁路，绝非易

事，所面临的困难，也非同小可。时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的方毅在回

※ “援外八项原则”的主要内容是：（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

供援助；（2）严格遵守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和要求任何特权；（3）以无息

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时可减轻受援国的负担；（4）提供援助目的

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

的道路；（5）所援建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6）中国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据国际市场价格议价，如有

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者，中国保证退换；（7）所提供的任何一种技术援助，保证使

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中国所派出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

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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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为什么能赢得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决定向中国请求援建一条贯穿南部非洲主要城市的交通大

动脉。毛泽东对尼雷尔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

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图为中、坦、赞三国工人一起劳动的场景。

答周恩来是否该援建时直言不讳地说：“这条铁路就按国内的建设费用来

说，少说也得十几个亿人民币。如果铁路设备全部由我们提供，那几十个亿

也打不住，像我们这样一个刚刚摆脱经济困难的国家，一下子拿出这么大数

字的财力去援外，恐怕国力难以支撑。”133 

方毅的话道出了当时中国的真实国力，也道出了对外援助的真实困难。

对此，周恩来也点头认可：“你说的有道理，一下子拿出几个亿、几十个亿来

搞外援，确实超出了我们的国力。”不过他又说：“可如果不是一下子，而是

分为几年，一点一点拿出来，比如七年、八年、十年，你觉得怎么样？”看到方

毅的态度仍在犹豫，周恩来接着说：“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

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

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包围着，他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

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真正的独立解放。”134 最终，中国政

府决定援建坦赞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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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1956年至1977年间，中国共向非洲36个国家提供了24.76亿美

元的援助，占当时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58％。对外援助作为一项重要的对外

政策手段，是中国推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催化剂，增进了与受援

国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也赢得了他们对新中国的大力支持。1971年，第26届

联合国大会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在25个提案

国当中就有11个非洲国家，在投赞成票的78个国家中，非洲国家占了26个。

当提案通过时，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兴奋至极，当时就在现场

跳起舞来。新闻媒介对此评论道：“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

大三分之二以上国家的祝福，被赋予挥动巨手进入联合国的权利，使联合国

发生根本变化。”确实，周恩来在联大表决通过后不久告诉其美国友人谢伟

思，“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完全出乎意料”，“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联大活动”，

“这么多的国家对我们寄予希望，我们感谢他们”。毛泽东当时也兴奋地说：

“我们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

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发生以后，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位外国元首、第一

位政府首脑、第一位外长都来自非洲。他们表示，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访问中

国，就是要向全世界表明，非洲是中国的真正朋友，即便是在中国最困难的

时候也是如此。过去中国帮助了他们，因此，在中国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们

会不遗余力地表达对中国的声援。

除此以外，中国在台湾、西藏、人权、入世、申奥、申博、联合国改革等问

题上均得到了多数非洲国家的有力支持。广大非洲国家之所以能成为中国

的忠实盟友并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与中国对非洲国家真诚、无私的援助是

分不开的。非洲国家虽然贫弱，但特殊的历史遭遇使他们的领导人具有强烈

的自尊心，十分反感西方国家将经济援助与政治挂钩。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曾

气愤地说：“西方国家在殖民化时期从不讲人权，在掠夺非洲资源的时候也

不讲人权，现在他们大谈人权，真是不知羞耻。”135 而中国从未对经济援助

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也从未干涉过受援国的内政。正如温家宝总理访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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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中国支持非洲的民主法治建设，但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我

们相信，各个地区和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利，也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问题。”136 

这与西方国家的作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非 洲国家 独 立 后在 发

展道路的选择上走过弯路，

因而越来 越注重学习外国

的成功经验。中国的经验对

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非洲

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之后，

美国舆论认为：“许多参会

的非洲领导人并不只是被

援助和贸易机会所吸引，他

们也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所

吸引。”137 非洲国家不仅期望学习中国在粮食生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轨、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成功经验，而且从中看到了自

己走向成功的希望。正如世界银行前任行长沃尔·福威茨说的：“中国人以

聪明才智和务实态度开辟了一条道路，为撒哈拉沙漠以南仍在努力寻找脱

贫之路的6亿非洲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38 

2006年，中国政府宣布将在非洲建立3～5个经济特区。迄今为止，已建

立了两处经济特区，一处位于赞比亚的矿业中心，另一处位于毛里求斯印度

洋边缘地区的贸易中心。另外两个正在建设的经济特区分别位于尼日利亚

和埃及，待建中的下一个特区很可能选择在坦桑尼亚。经济特区有大量的基

础设施投资，并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援助。南非学者马丁·戴维斯认为，

“这是一种独特的援助模式”，“如果这些经济特区如愿完成，它们就会像

基础走廊一样，把支离破碎的非洲市场连接起来，而且会对区域性经济一体

2006年11月4日上午9时许，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48个

非洲国家代表济济一堂，围坐于一张直径达20米、周长达

62米的巨大圆桌前，他们的身后是湛蓝色的“合抱之手”图

案。图为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现场。非洲方面

共有35位国家元首、6位政府首脑、1位副总统、6位高级代

表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出席。国外媒体惊叹：“没有一

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把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聚集在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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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成立60周

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

话，系统阐述了“和谐世界”的理念。他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建设和谐世

界：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

荣；第三，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第四，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

合国改革。”140 

21世纪初，中国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与实力相

对称，中国与世界共同聚焦于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一方面，中国需要向国

际社会阐明自己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明确表达其主

张和看法。对此，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出席亚非峰会并发表讲话时，第

倡导构建和谐世界

化产生积极影响。非洲大陆每个区域设立一个经济特区后，将成为非洲的新

经济增长点”。139 

改变了传统的主要算政治账和“交钥匙”型的对非援助方式，中国宣布

与非洲国家进行“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新的经济

合作原则。居于全球物质产品生产中心地位的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各

种生产要素的整合基地。中国经济的复兴，使得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

系有了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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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7日，在上海参加世博会音乐汇演活动的英国牛津大学学生，来到上海市瑞虹新城居民

小区体验这里普通百姓的生活。图为学生们正在学习中国健身功夫“木兰拳”。

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使用了“和谐世界”一词。同年7月，“和谐世界”被写入

《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

识；随后不久，胡锦涛在联合国会议上具体阐释了“和谐世界”理念。最终，

2007年10月，“和谐世界”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正式成为指导中

国未来发展走向的战略思想。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进程，1978年以来，中国努

力争取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自己，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中国提出对

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

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所说，是因为“中国试图向其他国家保证，在快速增

长的同时，它可以与邻国、与世界大国保持和平关系。21世纪崛起的中国试

图把自己跟20世纪崛起的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崛起

都分别给世界格局带来了极大的紧张，甚至战争”141。“和谐世界”理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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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它“成为当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路线，强调中国将

不威胁或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以此来试图让那些对中国崛起存在忧虑的

人士放心，消除他们的疑虑”。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中心主任沈

大伟说：“胡锦涛所设想的‘和谐世界’的前景建立在中国的地区战略，亦即

‘睦邻、富邻和安邻’的基础之上。”142 中国将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共享地区

和世界和平发展的舞台。

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再到“和

谐世界理念”，无不表明“中国实际上希望扮演的世界角色，不是领导者而

是平衡者”。正如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陈有为所指出的，“在这个相互敌

对充满纷乱的世界上，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强国与弱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

间、贫国与富国之间”，“中国希望进行协调与平衡，力求使世界局势从紧

张转为平和，从极端化与恶性化的危机重重往良性的和平与稳定的方向转

化”。143“和而不同”，所有国家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不同文明能够和平共

处，这个蔚蓝色的地球必将变得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