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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中国热点外交的若干对策思考

刘 中 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上海 200083)

[摘 　要 ]目前中国热点外交所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主要反映在思想、理论与实践等领域。为解决这些

问题 ,在思想上 ,中国要从战略高度对热点外交进行定位 ,具体表现在要从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高度看

待热点外交的战略重要性 ,要从中国的价值理念与外交政策定位热点外交的指导思想与目标。在理论研究方

面 ,中国要从国家利益、地缘政治、介入和参与的身份与环境要求等角度 ,对热点问题分类 ,并建立长效研究机

制。在实践方面 ,中国应通过灵活运用外交基本原则、完善特使制度、增强外交统筹和平衡、加强中美战略对

话、加大对伊朗核问题参与力度、创新外援体制、创新公共外交机制 ,解决当前热点外交面临的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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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曾专文对中国热点外交的基本特点、核

心理念、重大意义等问题进行阐述 ,对中国热点外

交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总

结。论文指出 ,中国热点外交的基本特点包括 :坚

持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中国热点

外交的根本宗旨 ;倡导多边主义 ,重视联合国在维

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 ,恪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

通过加强与有关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协调和沟通 ,

化解矛盾 ,凝聚共识 ;重视发展 ,强调通过经济合

作和增加人道援助 ,改善当地民生 ,为和平解决争

端营造环境 ;从国际道义出发 ,尊重相关各方合理

的利益关切 ,推动热点问题的解决向着有利于当

事国或地区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中国热

点外交的核心理念是追求和平、合作共赢、和谐包

容。热点外交对中国外交创新的意义主要体现

为 :热点外交是我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继承与

发展 ,向世界昭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推进

和谐世界建设的坚定信念 ;热点外交有助于塑造

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有利于增强中国的

软实力 ;热点外交有助于促进中国在国际体系转

型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推动中国更好地融入

国际社会 ,并使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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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方向发展。[ 1 ]

笔者的两位同事也对热点外交问题进行了研

究。如朱威烈教授发表了《中国热点外交的机制

与经验 ———以多边主义外交机制为视角 》一文 ,

以朝核问题和中东热点问题为案例 ,将中国热点

外交的机制和经验总结为 :第一 ,自主创设型的多

边机制 ,其经验包括 :时机把握得当 ;身份、能力与

利益认知明确 ;承担建立地区安全机制的关键角

色 ;外交立场与外交手段得当 ,积累了自主性多边

外交的宝贵经验。第二 ,适度参与型的多边机制 ,

其经验是 :热点外交的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 ;不干

涉内政的外交原则内涵进一步充实和发展 ;中国

特色的热点外交理念不断彰显 ;运用多边国际机

制处理相关问题的能力建设得到加强。[ 2 ]孙德刚

与朱威烈先生共同撰写的《西方大国热点外交模

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美国、日本、欧盟、俄罗

斯的热点外交模式进行了比较 ,指出西方大国热

点外交模式对中国的启示意义在于 :第一 ,中国应

创新外援理念与外援机制 ,要重视外援的政治功

能和长期战略效应 ;第二 ,要加强媒体的外交传播

功能 ,创新公共外交机制。[ 3 ]

毋庸置疑 ,中国的热点外交依然存在诸多问

题 ,面临诸多挑战。本文认为 ,目前中国热点外交

所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主要反映在思想、理

论与实践等领域。在思想方面 ,表现为如何进一

步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 ,对热点外交的指导思想

进行战略定位 ;在理论方面 ,是如何深入研究 ,科

学认识热点外交的影响因素和类型 ,发现热点外

交的规律性因素 ,建立热点外交研究的长效机制

等 ;在实践方面 ,核心是制度创新 ,即如何通过制

度建设应对化解中国热点外交面临的压力和挑

战 ,推动中国热点外交的发展。因此 ,本文试图结

合中国热点外交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就如何加强

中国热点外交进行若干思考。

　　一、从战略高度对中国热点外交

进行定位

　　从战略高度对中国热点外交进行准确定位 ,

关键在于解放思想 ,具体体现为如何看待热点外

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 ,如何确立热点外交

的指导思想。

1. 从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高度定位热

点外交的战略重要性

国际热点问题既有传统安全问题 ,也有非传

统安全问题 ,但本质上属于全球治理问题 ,涉及双

边与多边、地区与全球等多个层次的国际关系 ,某

些重大国际热点问题甚至直接影响国际体系的转

型。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 ,由于中国国际地位

的提高和国家利益的拓展 ,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均

已无法置身事外 ,也无法停留在只从道义层面表

达立场主张 ,而对实际进程保持相对超脱的姿态。

从外部需求看 ,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国际责

任的诉求呈不断上升趋势。西方的“中国责任

论 ”固然另有图谋 ,但对中国外交政策宣讲太多

而实际举措不多的评价 ,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外交

的部分现实 ;中国外交思想多被外界冠以“现实

主义 ”、“发展主义 ”,亦即强调国家利益、经济发

展的实用主义 ,显然片面偏颇 ,但也蕴含部分合理

因素。从内部需求看 ,中国作为国际体系的参与

者和建设者的角色定位日趋明确 ,积极介入包括

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在内的全球治理 ,已是势所必

然。国家领导人不断强调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

局 ,利用好战略机遇期 ,强调推进和谐世界的外交

理念 ,走和平发展道路 ,都包含了因应国际和国内

依存关系加深 ,妥善处理内外关系的战略考量。

从深层次看 ,许多热点问题本身实际上构成了牵

制西方霸权的重要战略屏障 ,直接关系到中国的

战略机遇期。中国通过对热点问题的外交参与 ,

逐步掌握驾驭外交斡旋和多边外交的能力 ,推进

大国战略互动 ,增加对地区安全与全球安全的贡

献度 ,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加强在国际

制度领域的议题设置与舆论引导能力 ,对延长中

国战略机遇期和改善国际环境 ,无疑是至关紧要、

大有裨益的。近年来 ,国家领导层、外交部等相关

部门以及学界人士 ,对热点外交的理论认识已逐

步深化 ,但客观上仍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不

少部门和民众将热点问题视作“闲事 ”、坚持“总

体超脱 ”的惯性思维依然很强 ,甚至以“韬光养

晦 ”为由淡化热点外交的重要性 ,使中国对热点

问题的外交参与难以统筹相关联的外宣、外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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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和官方、非官方渠道 ,也难以形成合力。因

此 ,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外交、外经、外宣等部门 ,

都需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地理解“韬光养晦 ”的外

交方针 ———“韬光养晦”更多强调的是“不当头 ”、

“不结盟 ”、“不称霸 ”,而不是“不参与 ”、“不讲

话 ”、“不作为 ”,更不是“无所作为 ”的挡箭牌。

2. 从中国的价值理念与外交政策定位热点外

交的指导思想与目标

中国在参与热点问题外交中 ,常会受到两种

与中国外交战略及其原则相悖的外部压力 ,都关

系到中国对热点外交的指导思想与目标定位。一

是来自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压力 ,要求中国从

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价值标准 (如民主、

人权、自由 )和政策举措 (军事干预、经济制裁、民

主改造等 )出发 ,配合西方的热点外交 ;一是来自

热点问题当事国以及众多受到美国挤压的发展中

国家的压力 ,要求中国作为国际政治中平衡霸权

力量的一极 ,或充当对抗美国单边主义的力量 ,甚

至俄罗斯这样的大国 ,在格鲁吉亚问题上也对中

国有类似的诉求。这是中国热点外交必须要面对

的压力 ,且还有进一步复杂化的迹象 ,如美国与伊

斯兰世界的对立如何发展 ,发展中国家是否会形

成所谓的“反美联盟 ”,俄罗斯是否会成为反美领

袖并走向“新冷战 ”等。这些关系国际格局和国

际体系转型的问题 ,都渗透在相关的热点问题中 ,

考验着中国外交。对中国来说 ,最核心的问题是

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热点外交指导思想 ,稳妥处

理“韬光养晦 ”和“有所作为 ”的关系 ,摆脱非此即

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桎梏。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在热点外交中

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充当西方的“权力掮客 ”,而应

在现行体系内秉持公道、伸张正义 ,力所能及、循

序渐进地推动改革和重建国际秩序 ;作为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 ,中国既要充分考虑热点问题当事国

和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 ,对某

些当事国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施加一定的压力 ,

又不必去充当制衡乃至对抗美国的“盟主 ”和“领

袖 ”,更不应选择与大国结盟重走冷战对抗的老

路。因此 ,确定中国热点外交的指导思想 ,必须立

足于对自身身份与作用的定位 ,具体而言 ,中国热

点外交的身份定位 ,应该是公正的协调者而不是

领导者 ,中国热点外交的目标定位 ,是发挥建设性

作用而不是控制和主导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历史

悠久的文明古国 ,理应从自身的文化传统、核心价

值观与外交原则出发 ,倡导和平、合作、包容的外

交理念 ,在妥善处理并协调与相关各方关系的基

础上 ,致力于加强沟通、对话、磋商机制的建设和

完善 ,发挥劝谈、促和的建设性作用 ,推动热点问

题的解决向着有利于当事国和地区人民利益的方

向发展 ,进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二、深入研究热点问题的类型 ,

建立长效研究机制

　　中国对热点问题的参与 ,无疑要承担与自身

能力相符合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同时也应实现国

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 ,而不是不加

区别地介入和参与所有类型的热点问题。因此 ,

当前热点外交理论研究的重点 ,应着眼热点问题

的影响因素及其类型 ,并依此对是否介入、介入和

参与的程度、政策主张和外交手段的选择等问题

提供对策建议。根据这样的认识 ,中国应从国家

利益、地缘政治、介入和参与的身份与环境要求、

热点问题的时效性等角度 ,综合考虑中国的利益

与价值诉求、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等因素 ,

对热点问题的类型进行考察。

1. 国家利益的视角

对热点问题类型进行划分 ,最根本的决定因

素是国家利益 ,必须作出能有效平衡国家利益与

国际利益关系的合理选择。其中 ,还应仔细考虑

的问题 ,包括现实利益与道义利益 (关涉国家的

国际形象 )的区分 ,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

益、特定利益的区分 ,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区分

等。[ 4 ]在对热点问题的现实认识中 ,需要综合考

虑上述因素 ,依国家利益重要性的层级对热点问

题进行分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似可考虑将热

点问题中的国家利益划分为生存利益 (如台湾问

题 )、关键利益 (如东海问题、南海问题、朝核问

题 )、重要利益 (如达尔富尔问题、伊朗核问题 )和

一般利益 (如巴以问题、伊拉克问题 )四个层级 ,

并依此决定中国的政策主张和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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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缘政治的视角

中国是一个并不追求全球性领导地位的新兴

大国 ,一般的说 ,热点问题对中国的重要程度 ,首

先是依地缘政治距离的远近呈递增态势 ,周边地

区热点问题的重要性 ,要高于其他地区的热点问

题。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周边地区的热

点问题 ,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更为直接。历史

上的朝鲜战争和当前的朝核问题对中国的重要

性 ,都与朝鲜半岛在中国地缘环境中的特殊位置

有重要关系。其次 ,除考虑这种基本规律外 ,也要

充分考虑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 ,尤其是能源需求、

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海外投资与侨民安全等因素 ,

亦即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其他地区的热点问题。

第三 ,还要考虑地缘政治结构变动因素的影响。

如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的加强、贸易与投资的增

加 ,以及受中亚五国独立和阿富汗战争的影响 ,中

东与中国的地缘政治距离已经大大缩小 ,中东地

区热点问题如达尔富尔问题、伊朗核问题 ,对中国

的重要性正呈上升趋势。因此 ,根据地缘政治相

关性 ,热点问题可以划分为周边地区热点问题与

其他地区热点问题两类。

3. 身份定位与环境要求的视角

任何国家介入和参与热点问题 ,都得对自身

角色、参与方式、参与程度进行准确定位 ,前提条

件是对介入和参与的身份与环境要求进行客观评

估 ,从而在行为方式中实现主观意愿与客观环境

的有机结合。在主观上 ,针对不同的热点问题和

不同的国际舞台 ,中国应综合考虑自身的联合国

常任理事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东亚地区大国等身份 ,确定参与的主观意愿、承担

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因此 ,从主观意愿和身份

视角出发 ,热点问题可分为主动参与型、被动参与

型和兼有两种因素的组合形态或过渡形态。从客

观条件看 ,不同热点问题的环境因素会对中国提

出不同的要求 ,中国会面对无法置身事外 ,有深度

参与的客观需要 ,有必要参与但可避免深度参与 ,

参与与否均可等几种具体情况 ,可将参与热点问

题的程度划分为深度参与、适度参与、一般参与和

不参与四个层级。如将上述主客观因素结合考

虑 ,在理论上可构成多种组合形态 ,如主动深度参

与型、被动深度参与型、主动适度参与型、被动适

度参与型等 ,但在实践中则还应结合具体问题 ,重

点把握主动与被动以及参与的程度深浅。

4. 热点问题时效性的视角

热点问题在成因、性质、类型等方面的千差万

别 ,其爆发方式、持续时间、后果与影响、舆论效应

等都不一样。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可以分为

不同的类型。综合地看 ,考虑热点问题的时效性

时 ,似应注意以下区分 : ( 1)长期持续的既有热点

问题 (如巴以问题 ) ,此类问题的成因和性质比较

清晰 ,易形成在较长时期内适用的政策主张 ,但也

要根据形势变化进行适当调整。 ( 2)中长期性质

的既有热点问题 (如伊拉克问题、朝核问题、伊朗

核问题、达尔富尔问题 ) ,此类问题已持续一定时

间 ,性质相对较为清晰 ,但存在的变数较多 ,在参

与和介入时应高度重视动态调整。 (3)新生型热

点问题 (如巴基斯坦问题等 ) ,此类问题的矛盾累

积已有相当的程度且能识别 ,但矛盾释放、发展态

势和持续时间长短等仍很难确定 ,对此类问题的

表态和介入要保持高度谨慎和低调。 ( 4)突发性

热点问题 ,大都是事前难以预料的政治、经济等危

机性事件 (如当前的金融风暴 ) ,需根据问题性质

和与中国的相关性作出迅速反应。此类问题可能

在短期内化解 ,也可能转向中长期危机演变 ,应高

度重视并把握其发展动向。 ( 5 )潜在性热点问

题 ,此类问题或属于已有一定征兆的新问题 ,或是

处于矛盾潜伏期的老问题 ,对此应保持适度的关

注。今后 ,中国政府应当加强热点问题的预防 ,科

学地判断形势 ,建立具有前瞻性的预案。

为深化对上述问题的研究 ,本文建议由外交

部牵头 ,统筹相关部门 ,联系有关科研院所 ,组建

热点外交研究的思想库和研究队伍 ,通过课题制

对地区性与全球性热点问题研究进行组织部署 ,

开展对热点问题的长期跟踪研究 ,以形成热点问

题研究的长效机制 ,服务于国家的热点外交决策。

　　三、通过制度创新 ,解决当前热

点外交面临的紧迫问题

　　1.与时俱进地理解和运用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在当前的中国热点外交中 ,在外交原则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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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面临外部压力和内部困扰 ,这突出表现在中

国长期坚持的国家主权原则与不干涉内政原则

上。外部 ,主要是西方国家不时指责中国以国家

主权原则与不干涉内政原则为由 ,回避热点问题

当事国内部存在的“专制独裁 ”、“种族清洗 ”等问

题 ,没有施加足够的压力 ,同时认为中国在联合国

安理会等国际组织相关决议的投票表决中 ,为西

方解决热点问题的方案设置了障碍 ,或称中国在

实际做法上已超越了不干涉内政原则 ,介入了热

点问题当事国的内部事务。内部 ,主要是受外部

舆论的影响 ,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适用性产生困

惑 ,学界甚至出现是否应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的

争论。

然而 ,无论是从中国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出发 ,还是从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和重

建的需要看 ,中国都应当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国

家主权与不干涉内政等外交原则 ,因为这些原则

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 ,是中国独立自主和

平外交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石 ,是解决国际热点

问题的法理基础 ,也是中国赢得当事国信任的国

际道义基础。何况 ,实践已经证明 ,西方国家动辄

进行干涉与制裁的强权外交 ,无助于热点问题的

解决 ,恰恰正是属于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中

需要改革的部分。

当然 ,中国在旗帜鲜明地坚持自身外交原则

的同时 ,也需要结合国际体系的变化 ,创造性地理

解和运用不干涉内政原则 ,不断充实其内涵。在

全球治理备受关注的形势下 ,中国倡导的不干涉

原则应充实的新内涵 ,一是要强调国际社会应尊

重全球化时代必然出现的多样性与民主协商原

则 ,强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模式

的权利 ,反对大国强国把自己的意志和办法强加

于人 ;二是提出国际社会在情势不得已时的有限

干预 ,必须以联合国多数成员赞同和安理会决议

作为合法性的基石 ,还要尊重当事国政府和民众

的意愿及国情 ;三是国际介入应当采用和平的、合

作的方式 ,个别情况下可以借助经济贸易制裁的

手段但应师出有名 ,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武力威

胁和强制实行的做法 ;四是把对此类措施的考量 ,

与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国际体系变革与人

类社会进步的趋势、中国与世界关系良性互动的

总体战略等因素联系起来。[ 5 ] (15)在具体外交实

践中 ,中国也不必顾虑不干涉内政原则而主动放

弃话语权 ,必要时应对当事国的“善治 ”问题给予

关注 ,在至关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并且较有把握

的热点问题上 ,要敢于和善于向当事国提出符合

国际道义的更为可行的具体解决方案。总之 ,中

国应继续遵循尊重各国主权的原则 ,处理好不干

涉内政与建设性介入的关系。

2. 进一步完善热点外交的特使制度

在热点外交中形成的特使制度 ,是中国外交

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 ,它有效地保证了中国在热

点外交中的存在 ,并及时彰显了中国的作用和影

响。例如 ,中国设立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

表 ,就在扭转中国对非洲外交被动局面方面发挥

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而且还在增强中国外交的灵

活性 ,与国际主流媒体、非政府组织交往等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特使制度已产生了重要的辐射

效应 ,如国际气候问题特使、加勒比海特使、南太

平洋岛国特使的设立 ,表明中国外交应对能力建

设有显著提高。

今后特使机制还可进一步完善 :如适时地加

强特使的团队建设 ,配置更多的学术、传媒等外交

资源 ,以充分利用特使平台 ,加大我国对当事国官

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影响 ;又如 ,可考虑将现今中

东特使提升为中东事务特使 ,以扩充其工作范围

和内涵 ,使之更加灵活、机动 ,真正成为联系中东

国家官方、媒体和民间的外交平台。

3. 增强外交统筹和利益平衡能力 ,积极应对

新问题

在当前的热点外交中 ,西方对中国政府的压

力不断增大 ,当事国对中国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

对此 ,中国既要在统筹兼顾自己的利益和责任的

基础上 ,注意平衡各方利益 ,包括热点地区内部各

派、邻国、西方大国等利益 ,寻找到可交换利益的

汇合点 ,做到互利共赢 ;又应积极应对 ,适时地通

过外交发言人或某热点问题白皮书 ,阐述立场 ,表

明自己的利益关切 ,以增加中国政策主张的透明

度 ,也主动为自己减压。

在处理热点问题的过程中 ,联合国安理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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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权威机构 ,但实践表明 ,有些热点问题拿到安

理会表决往往会进一步复杂化 ,甚至使中国陷于

被动。因此 ,中国在坚决维护安理会机制的同时 ,

又应重视利用或创设安理会之外的多边体制 ,以

加大各方的沟通和协商 ,维护当事国的利益 ,避免

热点问题因贸然被纳入安理会框架而导致矛盾

升级。

如何处理与热点问题中的非主流力量的关

系 ,也是中国热点外交需要统筹和平衡的问题。

例如 ,目前 ,在中东和平问题上 ,中国与巴勒斯坦

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组织缺乏沟通 ,偶尔由

中国驻巴办或驻黎使馆出面联系 ,又招致以、黎政

府不满。对此 ,中国应采取适当方式如学术、党派

或媒体等途径 ,与其进行接触。目前 ,在热点问题

上出现的新动向也应引起中国高度重视。如在西

方的主导下 ,国际刑事法院 ( ICC)已介入苏丹达

尔富尔问题 ,试图像对待前南联盟领导人一样 ,审

判苏丹总统巴希尔 ,导致了达尔富尔问题的进一

步复杂化。对此 ,中国应作专题研究 ,积极与阿

盟、非盟会商 ,以寻求应对之策。此外 ,在环境和

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 ,对中国开展热点

外交的应对能力要求不断扩大 ,都应积极予以筹

划部署。

4. 加强中美热点问题的战略对话 ,增强双方

的战略互动

当前 ,在热点外交中协调与美国等西方大国

的关系 ,始终是我国热点外交必须直面的重要问

题。[ 6 ]毫无疑问 ,中国在热点问题上的首要考虑

之一是美国因素的影响 ,事实上重大的地区与全

球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中美战略对话的内容 ,并取

得了显著的成就。美国虽然在达尔富尔问题、缅

甸问题、伊朗核问题上对中国一直半信半疑 ,由此

导致的双方关系的战略紧张仍难消弭 ,但美国方

面至少已充分认识到在热点问题上与中国加强战

略对话的必要性。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

2008年 3月 18日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

(U. S. - China Econom 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2
m ission)发表的证词中指出 :“与过去几十年的双

边交流不同 ,我们与中国的对话远远不限于探讨

如何管理两国的双边关系。两国间的对话越来越

着重于美国和中国如何更好地合作解决全球性和

地区性问题。”[ 7 ]因此 ,在现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

话机制的框架内 ,应加强中美关于热点问题的战

略对话 ,以增加双方在热点问题上的信息沟通和

立场协调 ,推进双方的战略互信 ,以妥善处理在热

点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

5. 中国亟需加大对伊朗核问题的参与力度 ,

以摆脱两难处境

在当前的诸多热点问题中 ,朝核问题虽一波

三折 ,但毕竟不会在六方机制外另起炉灶 ;达尔富

尔问题仍十分严峻 ,但被动局面已得到扭转 ;在巴

以、伊拉克、阿富汗等问题上中国未受到过分压

力 ,尚有时间和可能容中国渐进参与。目前最值

得重视的热点外交问题是伊朗核问题。自 2003

年伊朗核问题凸显以来 ,中国一直面临沉重压力 ,

新加坡《联合早报 》曾评论说 :“北京在这一争执

中的处境尴尬。一方面 ,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重

要成员 ,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交织日益

广泛 ,它必须维持与它们的建设性合作关系 ;而另

一方面 ,伊朗是中国进口能源的来源地之一 ,也是

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成员。中国支持美

国对伊朗采取强硬措施 ,不仅会打乱自己的能源

战略部署 ,而且还有可能损害它与中东国家的良

好关系。”[ 8 ] (61)

在伊朗核问题上 ,中国始终坚持三条基本原

则 :第一 ,伊朗不应坚持开发核武器 ;第二 ,国际社

会不应谋求以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 ;第三 ,应通过

谈判、沟通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从发展态势看 ,

伊核问题已一步步从国际原子能机构转向六国机

制 ,再转入联合国安理会框架 ,中国事实上一直在

被动应对 ,而未形成自己的完整对策 ,其结果是中

国在围绕伊核问题的多边机制中处境尴尬 ,美国

和伊朗方面也都传出不满之声。就中国目前的参

与程度和扮演的角色而言 ,中国很可能将因无法

兼顾中美关系和在伊朗的能源等利益而陷入更加

被动的境地。“21世纪的国际形势呼唤着中国外

交的创新。沿着传统的老路走 ,伊朗核问题仍将

是中国的包袱 ;另辟蹊径 ,伊朗核问题则可能成为

中国的机会。”[ 8 ] (61 - 62)因此 ,中国应设法摆脱

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被动应对 ,及早作出选择 ,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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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特使 ,加大外交斡旋力度 ,扩大中国外交影响 ;

或与海合会合作 ,推动构建美伊都参加的多边论

坛 ,以弥补六方机制中伊朗缺席的不足 ,提供美伊

有可能直接沟通的平台。奥巴马政府上台后 ,美

伊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双方有通过多边和双

边对话改善关系的可能。在此背景下 ,中国更应

积极应对 ,以免陷入被动。

6. 创新外援理念与外援体制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外援工作 ,一直是国家领

导人直接作出的战略决策 ,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当代中国的总体外交中 ,通过发展促

进和平已成为中国外交日益彰显的特色 ,也不可

避免地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热点问题有着密切

的联系。但是 ,中国的发展援助近年来受到西方

国家的严重歪曲 ,这不仅影响中国外交 (尤其是

对非洲外交 )的作用 ,而且也对中国的热点外交

产生消极影响。其实 ,中国外援之所以与西方发

生摩擦 ,主要是因为中国具有自己的理念 ,并形成

了中国外援的特色。例如 ,在对非战略中 ,我们看

到 ,中非的平等合作和相互尊重的政治关系首先

是对西方主导的建立在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国

际关系的突破 ;其次 ,中非关系互不干涉内政以及

相互援助的理念 ,使西方强调的受援国必须提高

治理能力才配接受援助的政策失去法理性和实际

效果 ;再次 ,中非双方在经贸关系上的互惠双赢原

则使西方大国一直利用殖民遗产垄断非洲经济的

地位受到威胁 ;最后 ,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即

“北京共识”,比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形成的“华

盛顿共识 ”,对非洲更具借鉴意义。西方对中国

对非援助的无端指责 ,突出表现为扩张论、新殖民

主义论、掠夺能源论、蔑视人权论、援助方式危害

论、破坏环境论。[ 9 ] (35 - 39)当前 ,随着中国海外利

益的形成和增大 ,我们既要坚决驳斥西方国家的

谬论 ,也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妥善处理发展援助

与热点外交的关系问题。

第一 ,对热点问题当事国内部存在的治理不

善问题 ,中国应在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

础上 ,通过与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的协调 ,选择适

当的表态和劝说方式。例如 ,非盟的“互查机制 ”

和“非漠视原则 ”,提出了对成员国适当干预的新

理念 ,中国应予尊重 ,并积极配合非盟开展相应工

作 ,使中国的立场和政策与非盟政策相协调。

第二 ,正视有关批评 ,建立对外经济援助和发

展投资的评估机制。对于外部的批评 ,特别是受

援国合法政党、组织、团体和主流媒体反映的意

见 ,应予重视 ,加以改进。尤其要研究建立对外援

助的政治、经济、效益和环境等方面的评估机制 ,

大型援建项目可邀请国际机构进行环境等方面的

评估 ,注意增强援助工作的善始善终和援助款项

使用的透明度 ;在发展投资方面 ,应避免粗放式经

营的投资项目。

第三 ,从战略角度深化对外援工作的认识 ,健

全外援管理体制。外援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特别是

在参与热点问题治理的过程中 ,对国际政治具有

的大国作用和价值观理念等影响已越来越凸显 ,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也应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进

一步深化认识 ,突出强调它的政治功能和长期战

略效应 ,而不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从宏观上看 ,目

前外援占我国 GDP的比重明显偏低 ,宜逐年适当

加大外援力度 ;从管理体制方面看 ,则应加强外交

部的作用 ,可研究设立开发署作为外援的管理机

构 ,归口外交部管理 ,以切实加强对外援工作的

统筹。

7. 加强外宣 ,创新公共外交机制

在国际舆论界尤其是掌握国际传媒话语主导

权的西方 ,对中国热点外交及其相关活动的负面

报道 ,五花八门 ,归纳起来 ,主要是认为中国参与

热点问题的目的在于谋取现实利益 ,而在与自身

利益无关或关系不大的问题上则“推卸责任 ”。

由于中国与热点问题当事国和地区的媒体、学界

和民间等各种交流都很少 ,当地舆论不是对中国

的主张和做法缺乏了解 ,就是受到西方报道的影

响 ,形成偏见。随着中国参与热点外交不断增多

和加深 ,改善和加强外事宣传 ,创新公共外交机

制 ,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已成为一项不容忽

视的重要任务。因此 ,“中国要统筹制定建设软

实力国家战略 ,积极开展公共外交 ,更明确地向世

界阐述自己的战略意图 ,消除外界对我们的误解

和误判 ,强调中国发展中国家属性 ,实事求是地介

绍中国国内发展情况 ,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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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不

合理的期待 ,争取尽可能多的理解和支持。”[10 ] (43)

第一 ,积极向国际社会清晰表达和传递中国

热点外交的理念。建议通过政府文件、主流媒体、

非政府组织等多种形式和渠道 ,着重阐明中国热

点外交秉持的和平、合作、包容的外交理念 ,中国

仍是发展中国家 ,其国际责任首先是自身的和平

发展 ,其次才是承担力所能及的地区责任和全球

责任 ,公开表达中国参与热点外交力求发挥的是

建设性作用而非领导作用。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发

布《中国热点外交政策文件 》白皮书 ,以确定中国

热点外交政策的基调。

第二 ,中国不谋求热点外交中的主导权 ,但这

决不意味中国甘愿放弃话语权。相反 ,中国要在

加强外宣工作的过程中 ,有选择地主动与热点问

题当事国、地区和西方的主流传媒、思想库、政界

要人以及学术精英沟通和交流 ,实现宣传主体的

立体化、多元化 ,多方位地推动中国热点外交的非

官方交流渠道。因为事实证明 ,从策略上看 ,由政

府宣传不如由非政府力量 (主要是学者和各种民

间组织 )宣传 ,由中国人宣传不如由外国人宣传。

第三 ,加大在包括热点问题当事国和地区在

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舆论存在。在理念

上 ,对热点问题当事国和地区的报道、评论要注意

客观公正 ,尤其要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保持一

致 ;在官方与非官方的互动中 ,要更耐心地解释中

国政策主张的依据和思路 ,平抑热点问题当事国

和地区对中国的过分要求。在提升中国软实力、

扩大中国经验和中国价值方面 ,要特别重视联合

国通用语言如法语、阿拉伯语、俄语、西班牙语的

媒体建设 ,使热点问题国家和地区的民众 ,能直接

通过视频或平面媒体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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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n term ea sures of Strengthen ing Ch ina ’s D iplomacy towards Hot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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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ddle East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hought China’s dip lomacy toward international hot issues faced many p roblem s and challenges in thoughts, theories and p rac2

tices areas. For solving these p roblem s, in thoughts area, China should orientate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China’s D ip lomacy towards hot issues, in2

cluding looking on the importance of China’sD ip lomacy towards hot issues from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s two important aspects of China

’s dip lomacy, orientating the direction and goal of China’s D ip lomacy towards hot issues from China values and foreign polices. In theories area,

China’s should study the types of hot issues and setting up long - range study regime according to national interests, geopolitics, and China’s identity

and environment of hot issues. In p ractice area, China should solve the urgent p roblem s in China’s D ip lomacy towards hot issues by exerting funda2

mental p rincip les of China’s dip lomacy, imp roving institution of special envoy towards hot issues, intensifying capacities of dip lomatic balance, en2

forcing Sino - US strategic dialogue, intensifying participation on Iranian nuclear issue and innovating the regime of foreign aid and public dip loma2

cy.

Key W ords: China; D ip lomacy towards hot issues; strategic orientation; study regime; fundamental p rincip les of China’s dip lomacy; institution of

special envoy; foreign; public dip 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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