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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在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思想。 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中东外交思想经

过不断的积累和发展，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 中国中东外交

思想形成的基础涉及到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制度结构、文化基因和情感积

淀等五大要素；其内容包含和平与发展、结伴不结盟、正确义利观、中阿命

运共同体、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等五大内涵。 在新时期中国中东外交思想的

指导下，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初步成果，中国在中

东开展了成功的全方位平衡外交，在中东的贸易、投资和援助大幅增加且

结构更趋平衡合理，中阿进入全方位合作的新阶段，同时中国也为解决中

东热点问题发挥了独特的第三方调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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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的新领导层正在更加有条不紊、积极主动地

通过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和影响力，来保护和发展国家利益，塑造有利的外部环

境。① 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不断“采取新举

措，推出新理念，展示新气象”，展现出“更具全球视野、更富进取意识、更有开创精

神”的全新外交思想。②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的新时期，也是当代中国与外部世界关

系发生前所未有变化的时期。 面对中东地区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国在对该地区开展

全方位外交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具有指导性的外交思想，并受到中国整体外交思

想以及中国针对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交思想的深刻影响。 本文尝试对新时期

中国的中东外交思想开展研究，时间起点为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研究的重心主要

是从全局的角度，阐述中国针对中东地区的整体外交思想，其中包含外交思想形成

的基础、内容以及主要影响等三个方面，涉及的范围既包括中东地区及其周边国家，
同时也涉及到国际社会的主要大国。 这些新的外交思想无论从全局看，还是在特殊

性方面，都是新时代中国身份、利益、理念和政策的展现。

一、 中国中东外交思想的主要基础

新时期中国的中东外交思想形成的基础主要体现在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制度

结构、文化基因以及情感积淀等五个维度之中。 其中，权力结构是指中国在中东地

区权力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利益结构是指中国在中东地区利益结构中的相互联系，
也就是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利益依赖程度或者说依存度；制度结构指的是中国在中东

地区的影响力及双方相互关系的变化；文化基因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对中国中

东外交思想的影响；而情感积淀则是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传统友谊在中国中东外交思

想中的延续。 总的来说，新时期中国中东外交思想主要就是建立在这五大基础之

上。 其中，中国在中东的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制度结构方面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而文化基因以及情感积淀对中国的中东外交思想的塑造则保持着长期的稳定性。
本文尝试以上述五大维度为分析框架，结合中国政府颁布的针对中东地区的政策文

件以及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中东外交的讲话，分析新时期中国中东外交思想形成的

基础。

（一） 权力结构：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上升

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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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遭遇严重冲击，更反衬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 ２０１０ 年，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影响力开始彰显，
从一超多强的格局中脱颖而出。 对此，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中国已“前所未有地靠

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

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历史性飞跃”。①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提高，也表现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上升。 特别

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战略重心东移，参与中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明显下降。 美国

在中东实行的战略收缩，也导致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下降。② 但在中国提出

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中东地区处于这一构想的中间地带，因而中东在中国外交中

的地位显著提高。 中美两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一升一降，更加凸显出中国在中东

地区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上升。 中东地区国家也希望中国能够凭借迅速提升的综合

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中东事务，在中东地区承担更多的国际

责任。③ 随着中东甚至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加大参与中东事务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

形成了一种“中国责任论”的提法。④ 在中东国家中，虽然还有部分国家仍然依赖于

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但他们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可靠性也逐渐产生怀疑，因而开

始关注亚洲特别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作用。⑤

（二） 利益结构： 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利益依存度不断提高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中国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

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 １２８ 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世界

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最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以及能源资源产品的主要

进口国。⑥ 就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利益关联度而言，双方最重要的经济联系主要体现

在石油资源的供求上。 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依赖持续的能源

供应，这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生命线。⑦ 中国 ２０１２ 年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

贸易伙伴，在 ２０１５ 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其中一半的石油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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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 预计 ２０２０ 年中国原油需求将达到 ７．４ 亿吨，其中 ５．４ 亿吨需

要进口，进口比例将达到 ７３％，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预计到 ２０３５ 年将增加一倍。①

中国和中东地区的经济合作并不局限于能源贸易范畴，还向金融、投资、全球经济合

作等多个领域拓展，其战略意义也日益凸显。② 当前，中东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能

源供应地，同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商品和劳务出口地与工程承包市场。③ 在投资方

面，２０１６ 年中国已成为阿拉伯地区最大的投资者，投资额达到 ２９５ 亿美元。 根据

２０１７ 年投资环境报告，中东地区总共吸引了超过 ９２０ 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其中近三

分之一的投资来自中国，占投资总额的 １６．４％（１５１ 亿美元）。 相比之下，美国的在中

东地区的投资额仅有 ６９ 亿美元，不足中国的一半。④ 因此，从经济向度上看，中国和

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有学者认为，中国与中东之间的经济依

存度也会越来越高，而双方之间的商业利益关系越紧密，中国就越有可能参与该地

区问题的调解或准调解。⑤

（三） 制度结构： 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参与日益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重大变化是逐渐由国际体系的“局外人”转换为“负责任

的利益相关者”。⑥ 其目标是将中国塑造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既不威胁他人

的利益，也不挑战现有的全球秩序，同时有利于继续实现区域和全球经济繁荣。⑦ 改

革开放已经四十周年，中国在国际制度结构中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国际社会已

经普遍把中国视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能够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举足

轻重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世界大国地位，参与国际

事务的主动意识和担当意识明显增强。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全球治理先后两次成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这与之前中国主要关注国内的发展和治理形成了

鲜明对比，可以说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关注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⑧

不少中东国家彼此之间尽管互有矛盾，但几乎所有国家都欢迎中国扩大在中东

的影响，希望中国在中东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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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中东事务上发挥独特的作用，主持公平正义，抵制霸权

和强权，推动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① 与此同时，中国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应对，也正

在由之前的“总体超脱、有所作为逐步向积极进取、加强谋划、参与治理、拓展影响转

变”。② 西方学者也发现，曾经被视为世界边缘和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中东地区，在中

国的国家安全考量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中国正在对中东表现出前所未

有的兴趣。③

（四） 文化基因： 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影响

外交作为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方式，与本国的文化一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文化会直接影响其价值观、行为方式以及行为习惯。 在外

交理论的构建和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中，文化会对国家的外交目标、手段、方式和风

格产生影响。 因此，“每个国家的外交必然体现本国的文化特色”。④ 因此，中国博大

精深的传统文化必定是中国外交思想的重要来源，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也滋

养着中国外交思想的形成。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外交思想形成和

外交理论构建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加明显，⑤中国外交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日益浓郁的

中国文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外交最显著的特色之一。⑥

具体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最重要的影响，主要在于

中国传统的“和”文化。 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都提到了源远流长的“和”文化对中

国外交思想的深刻影响。 他指出：“在 ５，０００ 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

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 以和为贵，与人为善等理念……深深植根于

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⑦他还强调：“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

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⑧因此，在当前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国际

环境中，“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

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⑨当前，在矛盾重重和动荡频频的中东地区，正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泰：《国际格局调整与中国的中东战略》，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２５ 页。
姚匡乙：《中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新外交》，第 ７ 页。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ｃｏｂｅｌｌ ａｎｄ Ａｌｉｒｅｚａ Ｎａｄ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Ｗａｒｙ Ｄｒａｇｏｎ， 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 Ｒ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ｐ． ｉｘ．
孙吉胜：《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第 ３－６ 页。
秦亚青：《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第 １１ 页。
张清敏、田田叶：《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中的文化因素》，载《国际论坛》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３６ 页。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６０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人民网，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０５１６ ／ ｃ１０２４－２５０２３６１１．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９ 日。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

网，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０９ ／ ０３ ／ ｃ＿１２９２６８３４６．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９ 日。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新华网，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０１ ／ １９ ／ ｃ＿１１２０３４００８１．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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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中国中东外交思想的用武之地。
（五） 情感积淀： 中国与中东的传统深厚友谊

作为中国中东外交思想基础中一个具有特色的因素，情感积淀也是外交思想建

构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情感积淀“对国际关系行为的影响正

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①。 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外

交急功近利和重利轻义的观念相比，中国外交历来强调原则与情义兼顾并重。② 因

此，情感积淀在中国的中东外交思想中，占据着尤为重要的位置。
长期以来，中国都把中东国家视为自己的“好兄弟”、“好朋友”和“好伙伴”。 双

方在长期的相互支持中，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一般来说，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深

厚情感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与中东国家有着天然的传统友谊。 习近平

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明确表示，同阿拉伯朋

友见面，总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其次，中国与中东国家拥有并肩奋斗、患难与共的共

同经历。 近代以来，中国和中东各国人民都有着相类似的历史遭遇。 双方在反帝反

殖、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的过程中始终相互支

持，患难与共。 最后，中国对中东饱受战乱之苦感到痛心也充满同情。 习近平主席

在阿盟总部发表的演讲中，不仅明确表达了对中东仍未摆脱战争和冲突的痛心，并
对世界屡屡发出的“中东之问”提供了中国方案。③

二、 新时期中国中东外交思想的具体内涵

新时期以来，独具特色的中国中东外交思想正是在上述五种因素的基础上逐渐

形成的。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中国外事

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学界对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也日益广泛深入。 作为习近平

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中东外交思想的内涵也以中国发布的有关政策文件

以及中国领导人在中东国家、国际组织发表的讲话和接受中东媒体采访等多种形式

中清楚地呈现出来。 新时期中国中东外交思想的内涵可以归纳为和平与发展、结伴

不结盟、正确义利观、中阿命运共同体以及政治解决热点问题五大方面。
（一） 和平与发展思想

习近平主席对于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世界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判

·１８·

①
②
③

曾向红：《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机制及其评估》，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８９－１９０ 页。
杨洁勉：《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战略和实践的探索创新》，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２７ 页。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新华网，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２ ／ ｃ＿１１１７８５５４６７．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



中国与中东关系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①并强调“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各

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不懈追求”。② 但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至今还远没有实现。 新时

期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思想在中国一贯主张的基础上又有了创新，变得更加丰富，
更加符合新时期的时代特点以及国际政治环境。 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中国与世

界的关系上，即中国既需要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要通过自身发展来维

护世界和平。③

中东局势动荡不安对整个世界的和平构成了威胁。 中东不安稳，世界难太平。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既伤害中东地区各国，也对世界的和平发展、繁荣与稳定构成冲

击。④ 对于中国在中东地区开展的外交，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了和平发展的指导思

想。 他指出：“当前，中东面临消除和平之殇、破解发展之困的紧迫任务，中国的中东

政策顺应中东人民追求和平、期盼发展的强烈愿望，在国际上为阿拉伯国家合理诉

求代言，愿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作用。”⑤在强调和平的同时，中国的中东外

交思想还特别重视发展与和平的关系。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的许多冲突和

动荡，究其根源都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 发展是硬道理”。⑥ 而中东地区的动荡，根
本问题也在于发展，最终的出路也要靠发展，发展关乎中东人民的生活和尊严。⑦ 反

观中国历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因为它的军事扩张，更不是因为它在国外的政治干

预，⑧而在于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愿意将自身的发展机遇和经验

同世界各国分享。

（二） 结伴不结盟思想

新时期以来，中国外交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同

世界大国、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建立不同层次的全球伙伴关系，并通过扩大利

益交汇，探索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的新路。 结伴

和结盟有显著的区别，并且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结伴意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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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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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共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２ 页。
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

报》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８ 日，第 ２ 版。
同上。
《王毅谈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人民网，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０６２３ ／ ｃ１００２－２９３５８６１９．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

话》，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第 １ 版。
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Ｓｈｉｃｈｏｒ，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Ｙｅｔ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ｌｙ Ｕｎａｖｏｉｄａｂｌ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Ｖｏｌ． ４９， Ｎｏ． １， ２０１３， ｐ．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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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对话，结盟容易造成对抗。 结伴主要涉及的是除了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领域，不针对第三方，不搞对抗。 而结盟主要涉及军事领域，强调为盟友承

担针对性极强的军事义务，因而容易走向矛盾激化和对抗。① 中国提倡的伙伴关系

更具有鲜明的特点，伙伴之间没有主从之分、阵营之别，既无假想敌，也不针对第三

方，是对“冷战”思维的否定，也是对以结盟或对抗为特征的传统国家间关系模式的

超越。② 结伴不结盟思想“对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国际关系

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③。
对于中国的结伴不结盟思想在中国中东外交中的运用，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

的演讲做了精辟的总结：“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
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

合作伙伴网络。”④这个“三不政策”就是中国中东外交思想中结伴不结盟政治原则

的具体体现。⑤ 在历史上，大国往往都是以结盟分治为基础，通过军事干预为手段来

参与中东事务，而最终都惨败收场。 英国、法国、苏联、美国在中东的经历，都有相似

的轨迹。⑥ 而中国在中东没有历史包袱，始终坚持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思想，塑造出了

一个中立、公正和不干涉内政的良好伙伴形象。⑦

（三） 正确义利观

在中国历史上，“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

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⑧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更加重视运用正确的义利观，处理

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强调正确的义利观，必须要做到“义利

兼顾，以义为先”。 对于义利观的内涵，习近平主席曾作出过详细论述：“义，反映的

是我们的一个理念……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

发展。 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 我们有义务对贫

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⑨在众多国际场合

中，习近平主席都表示中国要大力坚持和弘扬正确义利观的思想。 他指出：“在国际

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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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李景治：《论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突出特点》，载《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 页。
苏格：《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全面领航》，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９ 页。
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２０ 页。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
牛新春：《“一带一路”下的中国中东战略》，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４３ 页。
牛新春：《中国中东战略的基本特性》，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 页。
Ｍａｈａ Ｓ． Ｋａｍｅｌ，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１， ２０１８， ｐ． ８０．
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

精神》，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第 ７ 版。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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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①

他还强调：“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②

在中东外交中，中国不断加强与中东地区的联系，加强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参与，
不仅是为了在中东地区获取石油等能源资源，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也有与中东国

家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 正确义利观表明，中国并不是完全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作

为加强与中东国家经济合作的判断依据，而是兼顾对方的经济利益和其他政治、安
全影响，③并更多考虑对方利益，注意多予少取，绝不损人利己。 做到义利兼顾，以义

为重。④ 例如，中国在与中东国家的贸易中，就有意避免贸易顺差，刻意从中东国家

进口更多非能源类的商品。 其目的就是通过保持双边贸易的平衡合理，实现义利兼

顾的目标。⑤

（四） 中阿命运共同体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时，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

话。 他从全人类的发展和利益出发，高屋建瓴地回答了中国追求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世界的问题，那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理念反映了中国提供“中国解决方

案”的意图，也代表了中国通过贡献“中国智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努

力。⑥ 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

议，表明这一理念得到了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同。⑦ 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８ 年在中阿合作

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又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出发，发表了

题为《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讲话，进一步表明中国要“努力打造中

阿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⑧

作为中国中东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中阿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内涵包括四个

方面：第一，增进战略互信。 中国的中东政策主要是致力于帮助中东“消除和平之

殇、破解发展之困”，同时发挥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作用，以建设性姿态参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载《北京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５ 日，第 ２ 版。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时的讲话 》，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第 ２ 版。
牛新春：《“一带一路”下的中国中东战略》，第 ４１ 页。
姚匡乙：《中阿合作论坛十年回顾与展望》，第 ９ 页。
同上。
Ｊ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Ｒｉｓｅ ２．０’？” ｐ． １５．
王泰：《“文明”视野下的中东与复杂多元的“交往”———中国特色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术体系构建刍

议》，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第 １５３－１５４ 页。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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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东地区事务，主持公道、伸张正义。 第二，实现复兴梦想。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都

有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通过彼此的战略对接，实现民族复兴之梦的相互连接。
第三，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未来 ５ 年将进口超过 ８ 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总额将超

过 ７，５００ 亿美元，①这将会给阿拉伯国家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促进中阿双方进一步

扩宽在能源、贸易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合作广度和深度。 第四，促进包容互鉴。 与

西方“文明冲突”的观念不同，中国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中，“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的活力在于交

往交流交融”。② 这不仅很好地适应了中东地区的多元文化背景，也符合中东人民的

现实需要。③

（五） 政治解决热点问题

中东地区一直是世界上充满矛盾、冲突、动荡、战乱的地区，被喻为“火药桶”。

多个中东国家的人民至今依然饱受战争之苦，难见和平的曙光。 因此，中东地区也

成为大国参与地区冲突治理的重要舞台。④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参与解决中东热点问题已经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 中国向世界发出和平之声，
播撒和平种子，既是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是当代中国应尽的国际责任。⑤

中国参与解决中东热点问题的思想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它反映的是一种独特

的儒家人文和道德价值体系，融合了和谐、温和、尊重权威、谦逊和仁慈等各种中国

传统价值要素。⑥ 中国始终秉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热点问题的立场，反对使用武力，
强调政治解决是唯一出路。 对此，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６ 年在阿盟总部的演讲中，针对中

国如何解决战争和冲突以及如何化解分歧，明确提出了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的思想。
他指出：“武力不是解决问题之道，零和思维无法带来持久安全。 对话过程虽然漫

长……但后遗症最小，结果也最可持续。 国际社会……要为对话保持最大耐心，留
出最大空间。”⑦在中东外交中，中国始终强调军事手段不可能解决中东的热点问题，

只有通过政治途径才能找到兼顾各方利益、符合地区实际的政治解决方案；外部强

行施加的一切武力手段只会火上浇油，加剧现有的矛盾和冲突，使得中东地区局势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

讲话》。
同上。
Ｊｕｎ 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ｏｎｇｊｉｎ Ｃｈｅｎｇ，“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４， ２０１７， ｐ． １．
孙德刚：《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冲突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８３ 页。
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第 １ 页。
Ｍｏｒｄｅｃｈａｉ Ｃｈａｚｉｚａ，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１， ２０１８， ｐ． ３１．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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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上加乱。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针对巴勒斯坦问题、叙利亚问题、伊拉克问题、利
比亚问题、也门问题等中东五大热点问题，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中国主张、建议和方

案，其核心就是劝和促谈，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热点问题。

三、 中国中东外交思想的影响

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和逐步成为世界性大国，中国对中

东地区事务的参与深度和广度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 在此过程中，中国中东外

交思想发挥出的影响已经显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和平与发展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一带

一路”已经取得初步成果。 在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思想中，中东外交政策工具包的主

要工具就是“一带一路”。① 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同发展的最重要途径，就是落实好

“一带一路”倡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中国已累计同 １２２ 个国家、２９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１７０ 份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包括沙特、埃及、伊朗、伊拉克、黎巴嫩、
土耳其、卡塔尔、科威特、约旦、巴林、阿联酋、阿曼等绝大部分中东国家②；同时，约
旦、科威特、阿曼、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土耳其、以色列、伊朗等 １０ 个中东国家

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 ２０１６ 年初，习近平主席首访沙特、埃及、伊朗三个中东国

家时，其“重头戏”就是与三国进一步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将之与中东国家的

发展战略对接起来。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沙共签署了 １４ 项合作文件，中埃共签

署 ２１ 项合作文件，中伊共签署 １７ 项合作文件，大大提升了务实合作的层次。③

第二，在结伴不结盟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在中东实现了全方位平衡外交。 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已经实现了对五大洲不同类型国家元首外交的全覆盖，全
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形成并日益完善。④ 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三国期间，中国与沙

特的关系由“战略友好关系”上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和伊朗更是直接建立

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伊关系越级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埃及则发表了加

强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要》，为落实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指明了方向

和领域。 中国是唯一一个与所有中东国家均保持友好关系的世界大国。 尽管一些

·６８·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ｃｉｎ Ｐｒｚｙｃｈｏｄｎｉａｋ， “Ａ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ｒ Ｊｕｓｔ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ｒｍ，”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ｏ． ３， ２０１７， ｐ． １２．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中国一带一路网，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ｇｏｖ．ｃｎ ／ ｘｗｚｘ ／ ｒｏｌｌ ／ ７７２９８．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

《共叙友好，共话合作，共谋发展———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埃及、伊朗和阿盟总部》，
新华网，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４ ／ ｃ＿１１１７８７５１７７． 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

王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攻坚开拓之年》，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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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敌意，但中国却保持了与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

的良好关系。① 西方学者也承认，中国似乎是唯一与该地区所有四个主要民族———
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有着良好关系的国家。② 可见，中国在中东推

行的全方位平衡外交，只发展朋友，不树立敌人，坚持结伴不结盟思想，与美国等其

他西方国家在中东的结盟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更加有利于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 实

践证明，结伴不结盟更有益于中东和平局势的塑造，而结盟政策则容易激化中东的

不稳定局势。
第三，正确的义利观全面指导着中国在中东的贸易、投资和援助。 经济领域是

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领域。 中国主要通过贸易、投资和援助三大手段来发

展与中东的经济关系，践行正确义利观。 在贸易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保持平衡与

互利，主动进口更多非能源商品；在投资方面，对中东国家的投资力度逐步加大；在
援助方面，中国对中东国家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规模也逐渐扩大。 在正确义利观

的指导下，中国和中东之间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不仅能够进一步增进中国与中东

国家间的相互理解，还能有效破除国际社会的误解，回应外界对中国中东政策的质

疑。 中东国家都愿意与中国加强合作，并期望中国更积极地参与中东事务。 这也表

明，中国的正确义利观已经赢得了中东人民的认可。
第四，在中阿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影响下，中阿已经进入全方位合作的新阶段。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以中阿合作论坛为平台，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合作成就日益突出，
推动了中阿关系的全方位发展。 因此，中阿合作论坛无疑已经成为中国中东外交最

重要的多边对话与合作平台。③ 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

提出了构建“１＋２＋３”合作格局的设想。 经过四年的发展，双方在油气、电力、核能、可
再生能源、能效和核电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深入，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港口、铁路、
电网电线、纤维生产线、集装箱码头、桥梁、体育场、发电站、水利枢纽等数十个项目

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２０１７ 年，中阿货物贸易额达 １， ９１３． ５２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１．９％。④同时，中阿技术转移中心挂牌成立，和平利用核能培训中心以及清洁能源培

训中心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并为阿尔及利亚成功发射了通信卫星。 习近平主席在阿

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演讲时提出的促进稳定、创新合作、产能对接、增进友好的“四大

行动计划”正在全面推进，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７８·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ｃｏｂｅｌｌ ａｎｄ Ａｌｉｒｅｚａ Ｎａｄ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Ｗａｒｙ Ｄｒａｇｏｎ， ｐ． ５．
Ｏｌｕｗａｓｅｕｎ Ｔｅｌｌａ， “Ｗｉｅｌｄｉｎｇ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８， Ｎｏ． ２， ２０１６， ｐ． １４１．
王猛：《“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中东外交：传承与担当》，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３７ 页。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中阿合作论坛网站，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ａｇｘ ／ ｇｊｙｄｙｌ ／ ｔ１５７７０１０．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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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正为解决中东问题发挥独特的

第三方调解作用。 面对依然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中国正在逐渐加大对中东问题的

调解力度，积极扮演第三方调解人的角色，提供中国的主张和方案。 中国在中东热

点问题的调解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有时作为多边谈判的主要调解者，有
时作为双边关系中的私下调解者，有时又作为冲突中平衡力量的临时调解者。 中东

国家都越来越期待中国成为该地区维护和平和安全的行动者，并在解决冲突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① 此外，中国为积极参与解决中东热点问题建立了一系列工作机制，其
中特使工作机制已经成为参与热点问题解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中国针

对一个地区或某一问题设置特使职位的情况比较少见，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反映

了中国对和平解决中东热点问题的承诺。③ 近年来，中国中东事务特使、叙利亚问题

特使、阿富汗问题特使等频繁穿梭于相关国家之间，积极劝和促谈，与各方面保持经

常性的沟通，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特使工作机制。 他们“反应迅速、出访频繁、接触广

泛、收效明显”，受到中东国家的广泛欢迎。④ 中东正成为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以

及中国与中东国家、中东地区外其他国家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的重要舞台。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制度结构、文化基因和情感积淀五大

要素对五大中国中东外交思想具有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文化基因”和
“情感积淀”是影响常量，对中国中东外交思想具有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权
力结构”、“利益结构”、“制度结构”是呈不断上升趋势的影响变量，对新时期中国中

东外交思想的影响领域和程度有所不同，归纳总结如下表所示。

中国中东外交思想主要内容、影响因素及其具体表现和效果

序

号

中国中东

外交思想
影响变量 影响常量 具体表现 具体效果

１
和平与

发展

权力结构

利益结构

文化基因

情感积淀

中国在中东的权力上升以及中国与

中东之间经济依赖加深，使中国为中

东地区的和平发展发挥更大作用的

能力与意愿上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

为中东国家发展的机遇，并欢迎中东

国家搭中国发展的便车。

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共

商、共建、共享“一带一

路”取得初步成果。

·８８·

①

②
③

④

Ｍｏｒｄｅｃｈａｉ Ｃｈａｚｉｚａ，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 ３１．

姚匡乙：《中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新外交》，第 １６ 页。
Ｍｏｒｄｅｃｈａｉ Ｃｈａｚｉｚａ，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 ３４．
姚匡乙：《中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新外交》，第 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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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中国中东

外交思想
影响变量 影响常量 具体表现 具体效果

２
结伴

不结盟
权力结构

文化基因

情感积淀

虽然中国在中东的权力上升，但中国

并不像西方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冲突

中结盟分治，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演讲

提出的 “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

围、不谋求填补真空”的“三不政策”
是结伴不结盟思想的最新体现。

中国在中东实现了全方

位平衡外交。

３
正确

义利观
利益结构

文化基因

情感积淀

习近平主席在众多国际场合中表示，
中国要大力坚持和弘扬正确义利观，
并在十八大后确立其为中国重要外

交思想之一。 中国与中东国家利益

依赖日益加深，但中国坚持正确义利

观，重视和中东国家的互利共赢，并
且先义后利、重义轻利。

全面指导了中国在中东

的贸易、 投资和援助。
如中国从中东国家主动

进口更多非能源商品，
保持贸易平衡，实现义

利兼顾。

４
中阿命运

共同体

权力结构

利益结构

制度结构

文化基因

情感积淀

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背景

下，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

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努

力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

中阿已经进入全方位合

作的新阶段。

５
政治解决

热点问题
制度结构

文化基因

情感积淀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上升，在中

东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增大，中东国

家对中国参与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的

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针对中东热点

问题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中国主张、
建议和方案。

中国正为解决中东问题

发挥独特的第三方调解

作用。

四、 结　 　 语

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正在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中国的外交思想也不断发展，并以此指导中国的外交政策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定

位。 随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权力上升以及中国与中东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中

东外交思想也在外交实践中逐步形成并日益成熟。 在中国中东外交思想建立的五

大基础中，权力结构表明了中国在中东地区格局中日益提高的政治地位，利益结构

说明了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正在不断加深，制度结构则彰显出中国在维

护国际和地区秩序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文化基因展现的是中国文化强调和平的传

统观念，情感积淀表现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多年来友好交往中缔结的深厚友谊。 这五大

基础是影响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滋养中国中东外交思想的重要源泉。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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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东外交思想的五大内涵成为中国开展中东外交实践的指导原则，并产生

了一系列积极影响。 在强调通过发展促进和平的思想指导下，中国与中东国家共

商、共享、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在结伴不结盟思想指导下，中国对

中东地区国家展开了全方位的平衡外交；在正确的义利观的指导下，中国对中东国

家贸易、投资和援助的规模不断扩大，其结构也日趋平衡合理；在中阿命运共同体思

想的指导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已经进入新阶段；在政治解决热点问

题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正在为解决中东地区的热点问题发挥积极的调解作用。 这一

系列外交实践成果表明，中国的中东外交思想已经日趋成熟。
中国中东外交思想具有明显不同于西方大国外交思维的鲜明独特性，这使得中

国能以建设性方式介入中东事务，为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

智慧。 当前，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中东地区承担国际责任的期待

越来越高，对中国参与热点问题解决的呼声日益强烈，对中国发挥的作用更是寄予

厚望。 中国中东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完善，正是未来中国中东外交实践日趋成熟的根

本保证。
然而，西方国家仍掌握着当前的国际话语权，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思想容易产

生误解误读。 例如，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西方国家一些人很快就

称之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① 中国中东外交思想同样也面临着国际社会对其理

解不到位、不全面、不准确的问题。 有的认为中国中东外交思想过于理想化，通常只

是一种“外交辞令”似的主张和建议，缺乏明确的时间表，也没有细化到具体的参与

方和具体的事项，距离操作和实践还有很大的距离，难以落到实处；有的则对中国外

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抱着将信将疑或者完全不信任的态度，认为中国在中东的进一步

参与和投入是为了经济利益和寻求地区或者全球霸权，甚至是为了扩大共产主义意

识形态。② 在此情况下，中国中东外交思想要取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信任，不可

能一蹴而就，需要加强“中国中东外交主体的多元化、外交渠道的多样化和多层次

化”③，提高中国在中东及国际社会的软实力，承担更大的国际社会责任，严格按照中

国中东外交思想指导外交实践，保持言行一致，发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积极作用，才
能向中东国家和国际社会证明中国中东外交思想的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并且能够

发挥有效作用。

（责任编辑： 邹志强　 　 责任校对： 章　 远）

·０９·

①
②

③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Ｔｉｅｚｚｉ，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Ｐｌａｎ？”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６， ２０１４．
Ｓ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ｇ Ｌｉｕ ａｎｄ Ｈｕｉ Ｈｅ， “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４， ２０１７， ｐｐ． ４３－４４．
刘中民：《中东变局与世界主要大国中东战略的调整———兼论中国的中东外交》，第 ２２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