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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a new road based on its realities and a diplomatic strate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re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y peaceful means. However, this strategy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ones. These challenges show that China’s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still vague. The work we now have to do is not only perfect the theory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but also to solve the troubles that China is facing peacefully and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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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立足本国国情探索出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其核心在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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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这一发展道路面临着来自理论、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挑
战。这些挑战表明，我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仍有模糊之处，当前我们要做的工作不仅在于完善和平发展的
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在于寻找到和平有效地解决我国在核心利益方面面临的各种现实挑战。

关键词
和平发展道路，挑战，思考

1. 和平发展道路提出的背景及内涵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崛起充满了疑虑，各种
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纷纷出台，如“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粮食威胁论”、
“中国科技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以及“中国海军威胁论”，等等[1]。为应对中国威胁论，我
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最初又称为“和平崛起战略”。最早提出观点
的是前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 2003 年 10 月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发言：“中国的和平崛起，则是亚
洲和平崛起的一部分”。同年 11 月底，龙永图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崛起”。
2004 年下半年以后，考虑到“崛起”对西方人而言颇为刺耳，在不改变其基本精神和内涵的情况下，“和
平崛起”改为更低调的“和平发展”[2]。
2005 年 12 月和 2011 年 9 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分别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的和
平发展》两个白皮书，重点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开辟、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政策、中
国和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等问题，向世界郑重地宣告：“和平发展是中
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
路走下去。”
《中国的和平发展》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进行了概括。该白皮书指出，“从更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
看，和平发展道路归结起来就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
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
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条
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3]。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具有双重任务，“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3]，因此和平
发展道路的实质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渐进的方式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赢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
境，其出发点在于打破西方“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以消弭国际上对于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担
心。但是和平发展道路迄今为止面临着来自理论、历史和现实等多个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表明中国的
和平发展道路要破除“国强必霸”的逻辑，不仅需要完善和平发展的理论体系，更应找到有效和平地解
决我国当下面临的挑战的办法。

2. 和平发展道路面临的理论挑战
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论、文明冲突论和民主和平论在西方颇有影响力，它们不仅是催生中国威胁
论的重要理论来源，而且对我国和平发展道路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
“霸权稳定论”最初由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提出，并由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对
该理论进行了完善和修正，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至今仍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重要理
论依据。“霸权稳定论”认为维护国际社会秩序必须有国际公共产品，唯有霸权国家才有能力和意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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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这些公共产品，因此霸权体系有利于世界和平，只有当国际社会中存在大国霸权时，才能够实现国际
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但是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权力和利益的重
新分配。新崛起国将对霸权国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形成挑战，最终破坏现有国际体系结构，从而
使国际秩序发生根本变革。为此，霸权国要警惕和防范，有效应对和控制现有秩序的挑战国和一切潜在
的威胁因素[4]。
“权力转移”理论是上世纪 60 年代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奥根斯基提出来的。该理论主要分析国际
体系中处于体系顶端的主导性大国与后崛起的挑战国之间的关系，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将导致新的权力
分配，从而实现权力转移。在主导性大国与崛起中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过程中，一方竭力要维护既得利
益，因而会千方百计遏制和阻挠任何不满现状的潜在大国，这时爆发“防御型战争”(defensive war)的可
能性会增加；而后者为了打破现状完成权力转移则必须发起对主导性大国的挑战，即使后者希望推延这
种转移，把实力对比优势继续留给领导国家，爆发“进攻型战争”(offensive war)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5]。
因此，该理论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大国崛起将导致新的权力分配并不可避免地导致扩张性的权力追求、
进而产生新的权力冲突，并导致不稳定、甚至战争。
“文明冲突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当今世界存在七八种
文明，各种文明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未来的冲突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认为，未来的冲突很大
程度上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这两种非西方文明最有可能实现
联合，从而进行反对西方的合作。中国则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实现合作的核心国家。因此，中国的
迅速发展必然对西方世界构成巨大的威胁。亨廷顿还认为中国的争霸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中国的
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
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
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
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6]。
“民主和平论”是西方又一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之所以民主国家之间能够彼此和平相处，在于三个原因：民主国家之间存在和平解决冲突的国内政治文
化；民主国家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因经济合作和相互依赖而加强[7]。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霸权的逻辑几乎无处不在，“国强必霸”、武力和扩张
必然与大国崛起相伴随，似乎成为不可变更的历史模式和判断逻辑，因此，他们认为，“任何崛起必然
会与现有的霸权产生摩擦，这不是理论，而是自然的定律。”[8]。中国所宣示和倡导的和平发展，则只
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而已。美国的“中国通”白邦瑞就曾宣称，战国时代越王勾
践“韬光养晦”，最后灭了吴王夫差。如果今天不遏制中国，30 年后，美国也会像吴王夫差一样完蛋[9]。
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谈到中国“与邻为伴”的外交政策时，就毫不掩饰地表示：
“那只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强大，所以中国需要这么做。如果将来中国强大，一定会控制这些国家，
限制他们的发展，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10]。
此外，由于中国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规范的有效约束，因此
西方国家从不同利益和角度出发，对中国未来走向表现得“忧心忡忡”，充满疑虑和不信任。显然，如
果霸权逻辑真如西方某些国际关系理论所论证的那样是“自然定律”，那么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不可能
的，战争式崛起就是不可避免的。

3. 和平发展道路面临的历史和现实挑战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以西欧近代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而在过去的五百多年欧洲历史中，霸权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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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经久不衰的交响曲。近代史上世界范围内先后涌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
俄罗斯、日本、美国等九个大国，这些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无一不是通过对外殖民扩张、掠夺别国资源、
占领世界市场和谋求霸权的道路，以至于近代欧洲的战争连绵不断，从近代欧洲列强的争霸，到两次世
界大战的硝烟，无不以生灵涂炭与血流成河诠释着霸权兴衰的逻辑。
不仅如此，霸权的更替也往往是以战争的形式完成的，近代以来七次新兴国家对霸权的挑战中有六
次以战争形式爆发，虽然崛起强权在挑战既有强权时往往不容易成功，其结果反而造就了新的强权，例
如法国挑战葡萄牙与荷兰，没有成功，成就了英国；法国挑战英国(拿破仑战争)，没有成功，英国继续其
第二周期的霸权；德国挑战欧洲强权也没有成功，却成就了美国的霸业，但是霸权角逐进程中总是充满
着冲突和战争。
因此，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似乎也表明和平崛起是几乎没有先例的。即便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
霸权国家，虽然美英之间没有战争，但是却是借助战争之机实现新旧霸权的更替的。所以当中国现代化
建设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时，“对外扩张”、“谋求霸权”，成为对中国未来的描述和推断。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所面临的挑战是比较
严峻的，主要有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最为迫切：第一，美国的战略挤压；第二，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恶
化。
第一，美国的战略挤压。“9·11”后，美国身陷阿富汗、伊拉克的反恐战争，无暇东顾，中国充分
利用 21 世纪头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在亚
太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并投入了巨大资源来拓展战略空间。为了从战略上牵制中国的发展，避免中
国过快地取代美国，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领导权，美国积极全面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力
量分配向东转移，重点加大对亚洲的投入，如美国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逾 60%战略武器已部署
到位[11]。美国试图打造以日本为起点，经东南亚、印度到阿富汗的 C 形包围圈，对中国在亚太的战略
空间形成包围之势。
同时为了进一步挤压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美国高调介入南海争端，推波助澜，恶化中国与周边国
家的关系。由于美国的干扰和捣乱，中国在周边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致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存在极大
的不确定性。如果中美爆发冲突或亚太局势恶化，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战略机遇期可能缩短甚至提
前结束。
同时，美国全面推进全球治理体系调整，重新塑造全球经济规则，以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TPP)
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为切入点，排挤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维护世界经济、金
融体系中美国的主导地位，巩固美元货币体系。还有，美国拉紧与欧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在乌
克兰加入欧盟等问题上与俄争夺激烈，继续挤压俄战略空间。这也是从西面策应其“亚洲再平衡”战略
布局，应对中国“西进”战略，防止中俄抱团[11]。
第二，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外交关系方面，我国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
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但我国周边国际环境具有邻国多、人口多；大
国多、强国多；差异大；矛盾集中，热点集中等基本特点。近年来，中国周边地区成为高风险地区，周
边地区消极因素有所增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政治右倾化，对华政策强硬。日本将领土争端与安全问题联系起来，调整安全政策，加
强日美同盟。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期间，明确表示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
象。其次，南海问题国际化趋势不可避免，美国公开提出支持在南海搞“多边行为准则”，与有关国家
围绕南海的军事演习频繁。再次，亚太地区一些国家不断加强军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投巨资加强在
亚太应对“反介入威胁”的能力；澳大利亚计划在今后 20 年花费 2750 亿澳元(约合 2730 亿美元)对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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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现代化改造；日本不断提高对周边海空域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能力；2010 年至今，印度军队不断加强
北部边境地区陆、空基础设施建设并强化前沿兵力部署，其数量、规模及覆盖范围为近年来之最；东盟
国家开始加强防卫产业合作[12]。
因此，中国的周边政治环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其中钓鱼岛争端和南海岛屿争端无疑已然成
为我国急需应对的麻烦。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虽然已经是日本、韩国、印度、越南、印尼、澳大
利亚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甚至是其中一些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但中国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的经济上的
红利没有转化成政治、安全和战略上的优势，反而造成了中国周边战略困境的局面。”[13]。

4. 和平发展道路的模糊性
和平发展战略的主观愿望固然是好的，但是这一战略仍然有其模糊之处。
首先，什么才是和平？当然是指无冲突状态。但是国际冲突有不同的类型，既指国际危机，也指国
际战争，而国际战争中又包含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和平是指没有哪种冲突时的状态
呢？对此阎学通教授指出，“和平崛起”中的“和平”,不能定义为不使用武力,而应定义为没有战争。
如果将“和平”定义为“没有军事暴力行为的安全状态”，“和平崛起”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如果
将“和平”定义为没有战争,绝大多数非战非和状态就都属于和平范畴，小规模的军事行为也包含在这一
范畴之内。因此,用小规模军事行动维护利益或是解决冲突,也有“和平崛起”的可能[14]。这一观点指出
了界定“和平”的重要性，而对和平的界定直接关涉到和平发展道路的可操作性和可信性。鉴于“和平
发展”道路主要是为了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和平”状态则指没有大规模的体系战争，那么地区
战争或者小规模的冲突发生应该归类于战争状态还是和平状态呢？
第二，当核心利益受到挑战时，和平发展道路如何坚持？2011 年《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白皮书中
指出，“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
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2013 年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
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他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
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当前我国政府宣称中国的和平发展不能以牺牲我国的
核心利益为代价，不仅中国要和平发展，其他国家也要恪守和平发展战略，那么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和平
发展是有底线有条件的。如果其他国家突破了这些底线，中国是放弃和平发展战略抑或是坚守和平发展
战略呢？有条件和有底线的和平发展战略还能被称为和平发展战略吗？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其他国家主动
挑起冲突，中国是“战”还是“和”呢？

5. 结语
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
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经过 30 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和平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中国特色外交
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发展道路意在打破“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避免那种通过建立殖
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的资本主义发展老路，表明即便是中国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扩张，将坚定不移地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
济治理的参与者。
但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面临着来自理论、现实和历史等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给我们提出了
以下启示，需要我们对于这一发展道路给予更多的思考。
第一，“国强必霸”是一种主观愿望，抑或是客观规律。中国提出和平发展道路虽有助于世界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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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了解中国的和平意愿，但是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疑虑和担心似乎并未减弱。究其原因，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中的“霸权逻辑”的影响力不可忽视。西方的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论乃至文明冲突论等理论皆认为
霸权的更替将通过战争的方式完成，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既然是客观规律，仅凭主观的和平愿望是不可
能打破客观规律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崛起过程中战争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换言之，无论我们怎么强调
和平发展愿望，西方国家仍心存疑虑，似乎惟有中国“自废武功”或者实现西方民主政治转型才是真正
可信的和平崛起方式。因此，我们在应对中国威胁论，论证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时，不仅需要更多的思路，
而且还需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完善和平发展的理论体系。
第二，外部的制约不是根本性挑战，真正制约中国和平发展的是来自国内问题。中华不自乱，无人
可乱华[15]。我国要实现和平发展首要的目标是要实现发展，而中国国内的发展面临许多新课题，如“发
展速度和质量的悖论、维稳和维权的两难、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的平衡、理性政策选择和民粹主义制
约等”[16]。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而另一方面，战争往往被视为一种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转
嫁国内矛盾的有效方式，因此，正确处理我国内部矛盾，更好地解决民生发展等问题，才是实现和平发
展道路的重中之重。
可见，中国提出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战略以来的十多年，中国在各种场合进行阐释和宣示，反复表
明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但是收效却甚微，中国威胁论依然甚嚣尘上，真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还未能发展出完善的理论体系，以应对或打破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逻辑；另一方面，和平发展这一战略本身仍存在诸多模棱两可之处，和平发
展究竟是自缚手脚，而坐视核心利益的丧失，抑或是自圆其说，可任意解释。
总之，到目前为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国际社会仍然相信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种权宜之计
或托辞，当前的和平道路只是因为条件尚不具备，能力不够，待来日羽翼渐丰，有能力之时中国就会放
弃和平发展道路的。因此当前我们要做的工作不仅在于完善和平发展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在于寻找到
有效地解决我国在核心利益方面面临的各种挑战的“和平”方法；既要考虑体系这一宏观层面的和平，
同时也要考虑地区等中微观层面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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