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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共外交是指中共建党时与生俱来的政党外交，中国外交是
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权外交。一百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因之改变，已
显式微。在这些变化中，中共外交和中国外交所起作用非同一般，一桩桩，一幕幕，跌宕起伏，波澜壮阔。

中共外交和中国的主权外交是一首百年交响曲，分为序曲和四大乐章。革命时期的中共外交构成了
序曲和第一乐章，第二乐章是新中国奠基时期的中国外交，第三乐章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外交，第四
乐章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序曲：走俄国人的路（1921～1935）

新中国主权外交的前身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外交。中共外交源于1920年4月共产国际指派维经斯
基一行来华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建党；脱胎于中国先进分子（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先
驱们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为救亡图存，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最终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在共产
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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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外交和中国主权外交走过了一百年，可分为五个时期。前两个时期为中共外交时期。

中共外交积累了以弱联强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从共产国际的党内关系和面对西方的半独立

外交成长为1949年的主权外交。新中国开辟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道路，经历了原则初创、发

展成熟、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三个时期。中国外交首先是为国内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

以中国的发展来改变世界。随着中国崛起，新时代的和平外交开始积极引领中国经济，趟水开路，

朝着铲除霸权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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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奉国际指示、国际路线为
圭臬。共产国际掌控中共内外事务，国际代表、
“钦差大臣”满天飞。1928年，中共六大搬到莫斯
科召开，斯大林为中共选择了总书记。在教条主
义的束缚下，中共的政治路线先右后左，左了再
左，以至三左。

百年交响乐的序曲是“小资调”的，激烈亢
奋，轰轰烈烈，屡败屡战，战斗不已。

第一乐章：走自己的路（1935～1949）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军长征，与共产
国际失去联系，转向“走自己的路”。1935年1月，
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
毛泽东的推动和领导下，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
外交由序曲进入第一乐章。至抗战时期，中共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方针、政策、战略。

中共外交坚定不移的方向是上升为中国人民
的主权外交。这个转变遵循了两条路径。

一条路径是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党内关系向中
苏平等关系的演变。中共中央在处理这一关系时
学会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把
国际指示变通地用于中国具体实践，把苏联的国
家关切与中国抗战、与革命的利益结合起来，走出
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1950年1月，
毛泽东同斯大林签署的“新中苏条约”体现了这一
路径的成果，它取代了1945年旧的中苏不平等
条约。

另一条路径是面向国际社会，经历了民间外
交，“半独立外交”，直到上升为主权外交。1935
年，中共中央邀请斯诺访问陕北，对西方民间人
士敞开了边区大门。1940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
变”，中共中央首次开展对西方国家的官方外交。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的外交重点由对
苏关系转向争取美英。1944年，美军观察组访问
延安，中共中央提出发展“半独立外交”，与美军
建立了短暂的、必要的合作关系。1945年5月，

中共中央争取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派董必武
加入国民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创建大会。重
庆谈判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美国政府表面不放
弃调停立场，实际采取援蒋反共的政策。中共将
“联美合作”“用美防美”的政策调整为“中立美国”，
仍坚持区分美蒋，不给美国出兵中国的口实。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
斗号令。1月19日，党中央发布《关于外交工作
的指示》，宣告了即将到来的主权外交。

中共外交促进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两次
胜利。第一次胜利对中国来说是不完全的，中国
仍须服从雅尔塔协议的安排。直到第二次胜利，
中国人民才实现了当家作主。这个胜利大幅修改
了苏美英划定的远东政治版图。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中共领导人民军队、
根据地人民从无到有、以弱胜强、发展壮大、直
至胜利的过程，而伴随相向的中共外交则是一段
以弱联强、坚持自主、追求独立、最终实现与各
国平等交往的历史。

中共外交的全部经验可归结为以弱联强获得
成功的经验。

在政治舞台上，进步力量往往是弱小的，为
了战胜强敌，必须联合强友，以弱联强是必然的
选择。在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中，苏联
占有主要资源，拥有更多选择，代表了国际统一
战线的整体利益和战略方向。强友可以把弱者置
于羽翼之下予以保护，亦可能为了整体利益而牺
牲代表其局部利益的弱者。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
除苏共外，无不处于中共这样的地位，但是鲜有
政党像中共那样靠自身力量取得政权。这应归功
于中共中央坚持独立自主和中国化的发展方向，
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中共没有消
极追随苏联，被其牵着鼻子走，而是从结盟中收获
了利好，包括长远利益，最终使自己发展起来。

中共中央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高举抗日和民主两面旗帜。苏联和共产国际
只要求中共高举抗日的旗帜，担心中共向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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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民主要求可能破坏国共合作，损害抗日。但
中共中央不放弃民主旗帜，有力反制了国民党
的反共降日活动，用事实向苏联和共产国际说
明，只有以斗争求团结，才能维护国共合作的
抗战局面。

以武装斗争支持统战和外交工作。中共中央
大力发展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广泛
开辟敌后根据地，用军事实力和民主政权来支持
强化中共的政治影响力，使其成为国际上不可
忽略的力量。苏联政府把中共看作共产国际除
苏共外最重要的力量，美国政府一度愿意与八路
军、新四军合作，就是因为中共拥有武装力量和
根据地。

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的外援。

1936年，中共中央为接取苏援组织了西路军，遭受
重大损失，由此确立了自力更生的原则。该原则
在中共经营抗日根据地和维持武装斗争时发挥了
重要作用。无论是争取外援还是保卫苏联，都不
能以损害党的根本力量为代价。

区分不同盟友。中共反对国民党所谓“敌人
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的政策。这种政策表面
对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
亲美。在区分盟友和敌人方面，毛泽东指出：“第
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
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
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
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
的政策。”[1]

坚持联苏支苏。第一，中共中央把联苏支
苏视为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动摇的大局。苏德条
约、苏日条约使苏联一度受到西方舆论和国民党
的指责。中共党内也有类似的议论。抗日战争
结束后，斯大林不支持中共七大路线，要求中共
在民国体制下与国民党“共商建国”。在这些不利
场合，中共中央顶着政治风险，坚持了联苏和支
苏的立场。第二，在全局性的国际问题和国际
战略上，与苏联保持一致，服从苏联决策，不谋

求苏联改变政策。从苏维埃运动的世界革命战略
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再到反对双方帝国主
义战争的中立避战政策，最后回到反法西斯统一
战线，中共中央都无条件地服从和支持了苏联。
第三，必须充分考虑苏联合理的战略关切。雅尔
塔协定和旧中苏条约对中国的民族利益和中共利
益的损害极大，在公开场合，中共还是颂扬这两
个文件。苏联出兵东北后，中共中央决定进军东
北，对苏军在东北的行动，采取维护苏联外交责
任的方针，强调对苏军坚持或反对之事，我军必
须照顾，不要使其在外交法律上为难。

在中国问题上，以中国革命利益为中心，坚

持中国道路。对共产国际的不当主张趋利避害，
为我所用，坚持走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中国化
的道路。中国革命具体怎么搞，是中共与苏联、
共产国际产生意见分歧的主要领域，包括抗日民
主、国共合作、对蒋斗争、保卫苏联与配合作
战、半独立外交、托派问题、整风运动、新疆问
题等。这些问题怎么处理，对苏联的国际战略没
有重大影响，但对中国革命却生死攸关。正是在
这些问题上，中共中央不仅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和
自己的道路，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成功，有效
地将中苏分歧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在对美英外交方面，中共中央最重要的经验
有两条：一是通过民间外交推动官方外交；二是
把西方的政府与人民，以及政府中的开明进步分
子与顽固敌对分子区别开，培养了一批对党友好
的人士。

第一乐章是黄河的怒吼，进军的号角，是人

民解放的胜利凯歌。

第 二 乐 章 ： 独 立 自 主 的 和 平 外 交

（1949～1978）

新中国开创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道路，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是这条道路的
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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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宣
布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
外交方针，制定了一个中国的建交入联政策。在
冷战背景下，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
与台当局断绝关系的友好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抗美援朝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确立了大国地位、
树立了大国形象。但是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及安理
会长期将中国排除在外。1960年中苏分裂，既
是一个悲剧，也是中国摆脱苏联束缚走向独立自
主的一次机遇。中国毅然放弃“一边倒”，跳出美
苏主宰全球的格局，将外交重点转向第三世界国
家。1971年2月，毛泽东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
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驱
逐台湾代表，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
席位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1972年2月，
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双方就价值互认、“五项原
则”、“一中原则”、反霸条款和经济文化交流达成
共识。

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奠定了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原则基础。这些原则对当代
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周恩来接见印
度代表团，就和平共处问题首次提出五项原则。
1954年，中印、中缅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共倡五
项原则。同年，毛泽东提出“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
有国家的关系中去”。1955年，亚非会议宣言基
于五项原则提出了十项国际关系准则。亚非会议
后，越来越多国家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
家关系的准则。1984年，邓小平指出：“总结国
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2]

一个中国的原则。1956年6月，周恩来正式
提出一个中国的原则，阐述了该原则的三个涵
义：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唯一能够代表中国人
民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
部分。[3]“一中原则”将此前服务于攻台战役的短期
的“一中政策”提升为一项普遍的国际原则，体现

了国家统一的长期目标。从1956年起，中国政府
将“一中原则”全面推向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构
建起一个中国的对外建交体系、一个中国的国际
多边体系和一个中国的中美关系，使这项中国主
张成为国际共识和国际法的准则。

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1955年，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提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
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受到侵犯”。
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作为联合国及国际关系的
普遍原则常常遭到霸权主义、强权国家的破坏。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国际场合强调这一原则，
秉持这一原则处理国际关系，赢得了很高的国际
声誉。

团结、支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1946年8
月，毛泽东在冷战中首次提出“中间地带”概念。
1954年，他再次强调美国反共首先是为了占据从
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1963～1964年，
他进一步提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亚、非、
拉国家，一个是欧洲和日本发达国家。1974年2
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了三个
世界划分问题，指出美苏是第一世界，发达国家
是第二世界，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
第三世界。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
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
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出“中国政府希望会议将为
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维护民族经济权益，为
促进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
斗争，作出积极的贡献”。[4]

对外援助八项原则。1964年1月，周恩来访
问非洲十国，提出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
承诺。第一，平等互利，不把援助看作是单方面
的赐予。第二，尊重受援国主权，不要求特权，
不附带条件。第三，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
四，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第五，力
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的政府增加收入。
第六，提供中国最好的设备和物资，根据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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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议价。第七，保证受援国充分掌握援助的
技术。第八，中国专家同受援国专家享受同等待
遇。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在援越之外突出了
对非洲国家援助，陆续派医疗队深入非洲，并修
建了坦赞铁路。

和平的防御的核武器政策。为了打破核垄
断、核威胁，保卫世界和平，1964年10月，中国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对此，中国政府公开声
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核武器，
并建议拥有核武器和很快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
担这样的义务。至今，中国仍然坚决奉行上述防
御性核政策。

反对霸权主义。第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政策和侵略政策。中国政府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
和援越抗法、抗美斗争。第二，大力支持战后兴
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提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
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第三，从20世纪
60年代后期起，中国采取反对一切霸权主义的立
场，不仅反对美苏两霸，也反对某些国家搞地区
霸权主义，坚持把反霸条款列入1972年“中美上
海联合公报”和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

承诺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不做超级大

国。1972年12月，毛泽东提出了“深挖洞，广积
粮，不称霸”的方针。中国代表团在1971年第26
届联合国大会和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
议上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
做超级大国。”

第二乐章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
雷激”的国际风云中奏出了时代最强音。

第 三 乐 章 ： 改 革 开 放 的 中 国 外 交

（1978～2012）

毛泽东、周恩来奠定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
的各项基本原则，却没来得及实现他们提出的四

个现代化目标。改革开放的目的是推动中国现代
化，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提高综合国力，使
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
化。改革开放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要求中国向一切国家开放，引进外资外企，扩大
外贸，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学习西方科技和管理
经验，反对霸权强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推动国家统一，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和
平、安全、友好的国际环境。

1979年，中美建交拉开了中国与西方交流的
大门。由于美国炮制“与台湾关系法”，坚持对台
军售，中国被迫再次推迟统一。1983年，中国放
弃一条线战略和结盟外交，这是继1949年和1960
年之后，中国第三次走向独立自主，同时也结束
了中共成立以来以弱联强的历史。1984年，中英
发表香港问题联合声明。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
局势复杂多变。1989年5月，中苏实现关系正常
化。6月，中国政府迅速平息动乱，受到西方无
理制裁。1990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
体，冷战结束。美国一超独大，对中国实行遏制
加接触的政策。在此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冷静
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
为”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国政府不扛
旗、不当头、不对抗，不惹事，也不怕事，坚持
和平发展道路，一心谋发展，加快对外开放，积
极融入国际社会，广交朋友，推动经济全球化和
政治多极化。在中美关系上，中国政府根据江泽
民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
搞对抗”[5]的16字方针，努力管控两国分歧，缓和
冲突，在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9年“使馆被
炸事件”和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等不涉及中国
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忍辱负重，采取不扩大事态
和低调处理的态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新疆、
西藏、南沙等问题上设定底线，坚持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统一利益。1997年和1999
年，中国先后收回了香港、澳门。2001年，中国
加入世贸组织。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第29届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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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会。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
交政策发展成熟时期，也是中国外交政策大量创
新的时期，主要成果如下。

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1985年，邓小平
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虽然战
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
的发展。”“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
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
展的重要因素。”他还指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
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
南北四个字。”[6]美国逆世界潮流而动，冷战结束
后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动了十来次战争，造成了自
身国力的衰败，证明了邓小平的论断。

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建立国际经
济新秩序是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提
出的目标。1988年，中国政府提出还需要建立国
际政治新秩序，结束霸权主义，彻底实现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1990年，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外
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
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
序和经济新秩序”，“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
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7]

确立兄弟党关系准则。1980年5月，邓小平
向党内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
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
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
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
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
的原则。”[8]根据这一指示，中共和中国政府迅速
调整了与各国党的关系，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进一步落实和发展。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1984年，邓小平指
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
权，先进行共同开发。” [9]1988年4月，他会见
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时进一步指出，“我经

过多年考虑，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可在
承认中国主权条件下，各方都不派部队，共同开
发。” [10]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在金边签署了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
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的含义是：主权属我；对领土争议，在不具备彻
底解决的条件下，先不谈主权归属，把争议搁置
起来；对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共同开发；通过合作
增进相互了解，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归属问题创
造了条件。

不结盟，要结伴，广交友。结盟外交的弊端
是，凡同盟总要有一个头儿，盟国之间不可能实
现平等。1984年，中国政府彻底放弃结盟外交。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政府转向伙伴外交，与
各国建立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伙伴外交政策不
具有排他性和结盟性，消除了支配和被支配的不
平等关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国家在相互关
心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与配合，具有开放性、和平
性、超意识形态性。目前，中国已同80多个国家
建立了伙伴关系。

积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中国自1980年起
正式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积极促进
各项裁军谈判和达成有关公约。1994年，中国正
式向美、俄、英、法等国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条约》草案，建议五核国家尽早在北京就此
进行首轮磋商，1995年又支持无限期延长《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1994年，中国还提出了亚太安
全的三个基本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促进
世界和平，主动裁减军队员额400余万。

维护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权威。联合国经历
了排斥中国的不公正时期、因中国返联释放活力
而有所起色的时期。冷战结束后，联合国获得了
空前的机遇，在多个领域开始发挥更加实际和积
极的作用，成为美国追求“单极世界”和霸权主义
的制约因素。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从利用转向背
离。1999年，在科索沃事件中，出现了削弱联合
国、特别是安理会地位和作用，并将个别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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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组织凌驾于联合国之上的倾向。中国政府谴
责这一行为，声明任何国家、国家集团或地区组
织，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绕过联
合国安理会、自行其是的做法，都是不能被接受
的。中国主张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维护安理会的
权威以及以安理会为核心的国际集体安全体制。
中国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
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主张按照《联合国宪
章》改革联合国组织，兴利除弊，调整任务，使
之更好适应国际形势变化。

倡导新安全观，构建和谐世界。1999年3
月，江泽民提出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主张“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
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
正确途径”。 [11]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
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立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提出四点
意见。 [12]2009年9月，胡锦涛在第64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分
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指出国际社
会应该“携手并进，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包容理念，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的和谐世界，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
懈努力”。[13]

第三乐章的曲调深沉有力，坚韧不拔，咬定
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第 四 乐 章 ：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大 国 外 交

（2012～2021）

中国共产党从50多名成员的小党发展起来，
新中国从一穷二白起步。这样的党，这样的国
家，是如何影响和改变国际秩序的呢？

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以中国革命为中心，以
外交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内革命，通过改变中国
的政治面貌来改变世界。新中国政府仍然奉行外
交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国内建设的政策，以自己的

发展来推动世界格局的变化。
现在，这一点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2018

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
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
互激荡。”[14]

“中国最好发展时期”是指中共十八大以来和
未来一段时间，包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
一战结束至今的世界舞台，一直由美国唱主角，
现在这个主角唱不下去了，它的霸权主义和超级
大国地位发生了动摇，这是百年未有的。新冠肺
炎疫情以来的形势更证实了中国最好时期与世界
百年变局的同步与交织。

中国仅靠自身的发展变化来影响世界的道路
已显露尽头，正在过渡到以外交工作的大有作为
引领中国经济的新阶段。

新时代翻开了中国外交的第四乐章，它展示
了与以往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特征。随着经济
地位和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国韬光养晦的策略已
难以为继，中国的国际责任明显提高。中国的发
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2013
年，习近平主席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
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倡议，为世界贡献了处
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中
国方案。

新时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正在朝着铲除霸
权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道
路依然曲折多舛，但是光明的前景已经展现。
这是因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充分的实现
条件。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综合国力有力推动了
全球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中国的发展成就是
通过融入世界经济取得的。中国主张改革现有
国际秩序，不赞同破坏、推翻现有国际秩序。
中国量力而行，力所能及地承担了越来越多的
国际责任。

中国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经验。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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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邓小平预言，中国将通过“三步走”战略在21
世纪中叶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但是
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
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
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5]

中国外交的第四乐章已经奏响，不仅为中国
人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鸣，也是为各国人
民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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