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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广程
*

一 导言

从国际视野上看，中国持续而快速发展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变量。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谁也无法否认。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影

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在深刻改变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我们还要看

到，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崛起，从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当今全球政治和经济

格局，成为一股新的、健康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那么迅速崛起的中国

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中国崛起后将会与国际社会建立怎样的关系? 中国是否能够

摆脱人类历史上强国必霸、强国必扩张的旧套，走和平发展道路? 所有这些问题

都需要中国予以明确回应。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主动回答这些战略问题。中国政府多

次明确表示，中国在发展，但不会称霸，不会走世界扩张的老路; 中国走和平发

展的道路，实行睦邻友好政策。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是中国政府所一直遵循的国

内外两大棋局的战略目标和方向。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有所调整，具体表现

在以下 6 个方面: 第一，中国更加重视大国关系，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伙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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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俄罗斯推进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欧盟奉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

二，中国更加重视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与邻为伴，以邻为善，提出 “亲、诚、

惠、容”的理念，将开展周边外交视为中国重要的外交方向。第三，提出海洋

强国战略，增强海洋意识。第四，与国际社会构筑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第

五，着力建立公正、平等、和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

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第六，提出新型安全观，认为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和共同

安全才是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正确选择，明确提出了 “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相继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战略，又提出了“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的构想，

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涉外战略构想。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

简单随意提出的口号，不单纯是为解决地区性合作问题，而是中国试图从战略高

度，以顶层设计方式来回答并解决快速发展着的中国与急速变化的世界之间的相

互关系问题。上述所提出的若干战略构想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是一个若干战略

构想的集合，因此，笔者将其称为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互

动的新型链接范式。中国相继提出一揽子战略方案，其相互之间具有缜密的逻辑

性，与中国发展的综合国力和主流态势高度吻合。构建陆海丝绸之路战略考虑了

历史与现实的时间转换因素，兼顾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分析了欧亚大陆各路

力量演化趋势，统筹了陆海两个战略空间的基本布局，具有独特的逻辑特点并反

映了国际空间结构的有效配置趋势。

二 中国构建现代陆海丝绸之路的历史逻辑起点

中国是古代丝绸之路起点国家，无论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是如

此，这是中国能够理直气壮地提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历史逻辑起点，具有历史

的延续性和历史合理性。

在人类历史上，古代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相互交流的纽带和网

络，其历史意义和价值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欧亚大陆东方、中端区域和西方

的古代居民凭借古代丝绸之路持续而顽强地进行交流和沟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

上丝绸之路的联通本身就是古代欧亚大陆居民苦苦探索的结果。中国古代长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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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对于中国古代商人和僧人来说就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对于沿着丝绸

之路奔往东方的欧洲、西域商人和僧人来说它们就是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贵霜

国第三任皇帝迦腻色伽一世 (约 127 ～ 150 年) 时期，阿富汗集聚了旧世界主要

的三大文明中心间的所有陆路、海路贸易通道。这个时期，丝绸之路走向繁荣，

中国和印度的陶器被带到罗马，而西方的货物被运送到中国。① 15 世纪初，中国

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尼群岛，到过爪哇、苏门答

腊、加里曼丹等地，② 他还到了东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泉州、广州、宁波等

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中

国与古代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参

与者、拓展者和“凿空者”。张骞和郑和就是中国古代无数探索陆上丝绸之路和海

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人物。③ 尽管近代以来因各种因素古代曾经辉煌过的陆上丝

绸之路陷入沉寂，但欧亚大陆的陆路交通联系方式的探索却从来没有中断过。

现在中国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三层含义:

其一，昭示古代丝绸之路的伟大历史价值和文明交流的历史意义。其二，中国在

有意识地重拾古代丝绸之路的伟大历史价值和文明交流的历史意义，勇于承担历

史所赋予的重新焕发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精神的重任。需要强调的是，这是历

史赋予中国的重要历史责任。其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文明处于激荡搏击

相互融会的大势下，面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经济新情况和新态势，中国理应为重

塑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新局势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使欧亚大陆整体上形成一

个文明的、现代化的、通畅便捷的和友好的交流空间。

事实上，尽管古代丝绸之路一直存在，但中国并不是最先用 “丝绸之路”

将其命名的国家，“丝绸之路”的学术概念最早来源于德国地理学家。④ 中国是

①

②

③

④

沙伊斯塔·瓦哈卜、巴里·扬格曼著: 《阿富汗史》，杨军、马旭俊译，中国出版集团、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第 48 ～ 49 页。
习近平主席在印 度 尼 西 亚 国 会 上 的 演 讲: 《携 手 建 设 中 国 － 东 盟 命 运 共 同 体》，http: / /
www. fmprc. gov. cn /mfa_ chn /gjhdq _ 603914 /gj _ 603916 /yz _ 603918 /1206 _ 604954 /1209 _
604964 / t1084354. shtml，登录时间: 2014 年 11 月 2 日。
邢广程: 《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载《光明日报》，2014 年 10 月 20 日。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 (Ferdinand von Ｒichthofen)，德国旅行家、地理和地质学家、科学

家。他曾到中国进行过考察，在1877 年出版的《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China: The
Ｒesults of My Travels and the Studies Based Thereon) 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后来逐渐被

国际学术界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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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伟大发现者、凿空者，但不是丝绸之路概念的发明者，然而这丝毫不

会影响中国在丝绸之路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而德国学者用 “丝绸”来命名古

代欧亚东西方交流通道本身就表明他们对中国在这条历史通道中所起作用的尊

重，因为丝绸是中国古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商品。中国的丝绸制品不仅使东方文

化的发展和生活绚丽多彩，而且也成为西方国家视野中的东方文明标志。丝绸不

仅仅是普通的商品，而是西方国家完全接纳的来自中国的文化品牌和文明标志。

以丝绸命名古代东西方交流之路，这本身就昭示了中国在古代东西方交流中所起

的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

在讨论古代丝绸之路问题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中国的商品流向西域

并通过西域运往欧洲，最著名的商品品类就是丝绸和瓷器。但中国商品和欧洲商

品的交换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西域的中间商 ( 如安息国) 来完成的。这些中间

商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既推动了欧亚大陆的东西方和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又从

某种意义上垄断了东西方和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二是中国中原王朝在历史上通

过丝绸之路对西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以西域为学术视角通过反向分析，我们

可以看出，西域对中国中原王朝的历史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通过丝绸

之路，中国中原王朝与西域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多层面联系，尤其是两汉时期和隋

唐时期。“应该注意，丝绸之路不仅对商品的交换，而且对人员、文学著作、艺

术品、思想和观念的交流都做出了贡献。”① 尽管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并不总是通

畅的，也发生过诸如战争等悲剧，但丝绸之路的东西沟通功能一直顽强地表现出

来，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三绝三通”是就非常典型的体现。中国在各个历史

时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主动地与印度发生联系，天竺 ( 印度)

一直是中国古代各时期所向往的地方，中国古代所谈的 “西天”实际上并不是

指欧洲，而是指西域和天竺。中国历史上曾非常虔诚地向西天取经，实际上就是

经西域进入天竺，取回佛经。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 2300 年以

前。公元前 217 年，印度佛教徒就拜访了晋朝首都。公元前 2 年，大月氏王使臣

向中国朝廷敬献了梵语文献。自公元 67 年开始，印度佛僧到访中国。公元 401

年，鸠摩罗什 (Kumārajīva) 作为第一位造访中国的佛学大师到达长安; 直到

① 李特文斯基: 《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马小鹤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和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2003，第 4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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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年，他在中国停留期间将 106 部梵语文献翻译成中文，其中最著名的是 《妙

法莲华经》。① 中国到印度取经的有法显、玄奘等。佛教的输入给中国带来的不

仅仅是宗教单方面的影响，而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普众心理和

生活行为方式等。佛教甚至对中国的语言表达都产生了巨大而普遍的影响，比如

中国人顺口就可以说出“临时抱佛脚”、“菩萨心肠”、“大千世界”等涉及佛教

的语言。这说明来自印度的佛教对中国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这应该是古代

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的最重要的文化影响。

三 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条件

( 一) 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 “溢出”效应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普遍

认为中国就是一个“世界工厂”，“中国制造”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

之一。中国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中国与国际社会进行了深度互动，形成

了高度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与世界的依

存度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关

联和依存。中国提出一揽子战略规划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与世界进行深度互动

的最直接的战略表达，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合作的 “溢出”效应的最直接反映。

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高度融合，中国为各国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为世

界经济带来更多正面的外溢效应。②

中国与欧盟的经济合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和非常深入的程度。在中国 30 多

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欧洲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2013 年，双方贸

易额达到 5591 亿美元，每年人员往来 500 多万人次，留学生总数近 30 万人。中

欧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③ 比如，在德国汉堡港所装

①

②

③

参见塔隆·维杰《南亚是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关键: 通往新的世界秩序之路》，载《东南亚南亚

研究》，2014 年增刊，第 8 页。
习近平: 《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 358 页。
《习近平在 布 鲁 日 欧 洲 学 院 的 演 讲》，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4 － 04 /01 /c _
1110054309_ 4. htm，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31 日。



008 “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战略

卸的集装箱中有 1 /3 往来于中欧之间。中欧建交以来，双方贸易增长了 230 多

倍，现在平均每天就有 15 亿美元的贸易往来。需要强调的是，中欧经济总量占

世界经济的 1 /3，双方贸易总量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却只有 1. 5%，这说明双边经

贸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① 中欧关系的发展已经确立了战略目标，即到 2020 年

中欧贸易额要达到 1 万亿美元，积极探讨自由贸易区建设。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

经济合作的方案，但问题是如何实现? 中欧大规模的经济合作程度迫切需要一个

新的合作形式和方案加以承载，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就是实现中欧经济合作

战略目标的重要载体。“我们还要积极探讨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

合起来，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让亚欧两大洲人员、企业、资金、技术活起

来、火起来，使中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②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到 2020 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

额要达到 1 万亿美元。2011 年中俄领导人正式表示，到 2020 年中俄贸易额将达

到 2000 亿美元。③ 此外，中国与印度和中东地区的贸易额都要在未来有很大的

进展。上述两个“1 万亿”美元是中国提出陆海丝绸之路战略最直接的战略冲动

和利益诉求，是中国与欧亚大陆主要经济体和经济组织良性合作互动性的最直接

的利益诉求和表达。

我们还要看到，面对世界经济形势所带来的新挑战和新变化，各国和各地区

都在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亚太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世界经济复

苏缺乏动力的背景下，亚太经济体应该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推动建立发展创

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使亚太经济在世界经济复苏

中发挥引领作用。④ 中国在着力实行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旨在建立互利共赢、

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实施全方位的沿海内陆沿边开放，积极

①

②

③

④

《李克强总理在中欧论坛汉堡峰会第六届会议上的主旨演讲》，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
world /2014 － 10 /12 /c_ 1112787647. htm，登录时间: 2014 年 11 月 1 日。
《习近平在 布 鲁 日 欧 洲 学 院 的 演 讲》，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4 － 04 /01 /c _
1110054309_ 4. htm，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31 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关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10 周年联

合声明》，http: / /www. fmprc. gov. cn /mfa_ chn /gjhdq_ 603914 /gj _ 603916 /oz _ 606480 /1206 _
606820 /1207_ 606832 / t831559. shtml，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21 日。
习近平: 《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

选编》(上)，第 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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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促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倡导与周边

国家互联互通。中国希望同亚太国家共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太。

中国的发展不仅仅局限在亚太地区，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也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

“作为世界上重要的运输走廊，印度洋地区对中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印度洋

地区把亚洲与非洲和大洋洲连接在一起。一些中国报告显示，全球货物运输的将

近 1 /6 和全球货物周转的大约 1 /10 经过印度洋地区。”①

中国之所以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因为中国

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要求中国与国际社会有一个长

期有效的合作平台和战略方案，而中国的贸易运输网络已经成为一种瓶颈。“中

国今天依赖于这些路线与各国贸易，并使其国内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2000 亿美

元增加到 2013 年的大约 10 万亿美元。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从 2002 年的 6200 亿

美元增加至 2012 年的 3. 8 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贸易数字的很大一部

分是基于海上运输，通过陆地边界的过境贸易很少。这种对海运压倒一切的依赖

增加了对海运领域的需求。”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上贸易运输迅猛发展，

成为海上运输大国。“中国拥有的世界级商船队、集装箱的生产和港口吞吐能力

的扩大，都越来越凸显了它继续对海上运输的依赖。在拥有商船队最多的 20 个

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排第九名。按设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母公司拥有的总吨位

排名，中国位居第四。中国总共拥有超过 5000 艘远洋商船。中国的集装箱产量

也占世界的 90%以上。鉴于浦东经济特区出口大量货物的能力，上海港在世界

五十大集装箱港口中名列第一。”③ 但“双 1 万亿”的贸易目标表明中国迫切需

要一个能够涵盖泛欧亚大陆的整体性战略合作安排。

中国高速发展迫切需要解决与世界的互联互通问题。在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

和贸易便利化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的态势下，中国一些省份开始进行探索，出现

了诸如渝新欧 ( 重庆 － 新疆 － 欧洲)、郑新欧 ( 郑州 － 新疆 － 欧洲)、汉新欧

①

②

③

斯里坎特·孔达帕利: 《中国抛出引诱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http: / /www. indiawrites. org /
diplomacy /china － tosses-maritime-silk-route-bait-to-india /，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12 日。
斯里坎特·孔达帕利: 《中国抛出引诱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http: / /www. indiawrites. org /
diplomacy /china-tosses-maritime-silk-route-bait-to-india /，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12 日。
斯里坎特·孔达帕利: 《中国抛出引诱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http: / /www. indiawrites. org /
diplomacy /china-tosses-maritime-silk-route-bait-to-india /，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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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 新疆 － 欧洲) 和苏满欧 (苏州 － 满洲里 － 欧洲) 等创新的横跨欧亚大陆

的铁路运输形式。这是中国经济影响和需求外溢的最典型的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

化的创新范式，值得我们深入观察。

( 二) 顺应了欧亚大陆深度整合和系统合作的需求

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所涉范围是比较宽泛的，不仅仅局限于俄罗斯和中亚

的局部区域，而且涵盖了泛欧亚大陆的大区域。所谓泛欧亚大陆区域，是指欧亚

大陆加上北非和东非地区。

目前在欧亚大陆存在 4 种战略方案: 欧盟和北约的东扩、美国的 “新丝绸

之路”战略、俄罗斯主导的 “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中国提出的现代丝绸之路

战略。分析上述几个方案我们可以发现，前 3 个战略方案中俄罗斯的战略与欧

美的战略具有非兼容性和矛盾性，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对抗性和冲

突性。

欧盟东扩旨在挤压俄罗斯传统的经济战略空间，欧盟用 20 多年的时间消化

了中东欧之后，逐步拓展到苏联传统的战略空间。波罗的海三国被纳入欧盟具有

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这表明欧盟完全突破了俄罗斯所设定的战略红线，将苏联传

统战略空间的一部分纳入欧盟所掌控的范畴。而北约作为冷战时期的国际军事组

织理应与华约一起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但它却在美欧的精心呵护下不仅继续

存在而且逐步扩张，北约所开启的东扩进程实际上就是逐步收复苏联原有战略空

间的进程。而且欧盟与北约东扩地域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相互联动的特性。北约

和欧盟双东扩进程使俄罗斯对欧盟和北约的警惕性和不信任感越来越强，强烈感

受到来自西边的战略压力。乌克兰危机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特别事件。如果

说波罗的海三国被欧盟和北约接受，俄罗斯还能够容忍的话，是因为俄罗斯给自

己找到了能够容忍的理由，那就是波罗的海三国曾经是独立国家，后来被苏联强

行吞并，这个历史背景让俄罗斯感到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并移转欧盟和北约具有一

定的“合法性”和“道理”。乌克兰则完全不同，它与俄罗斯合并已经三百多年

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是“斯拉夫三兄弟”。基辅在俄罗斯看来不仅仅

是乌克兰的首都，而且是整个斯拉夫民族的文明之根和文化之源。因此，当欧盟

与乌克兰准备签署联系国协定时俄罗斯反应十分激烈，这不仅仅出于地缘政治和

经济的战略利益考虑，而且还涉及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民族和文化层面难以割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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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源和文明上的“筋骨”构架，换句话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不仅是骨肉相

连的问题，更是根脉相通的问题。乌克兰被纳入欧盟范畴会使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陷入“断根”“失源”的窘态，导致俄罗斯激烈回应乌克兰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

定这个看似很普通的国际交往事件。

不仅如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在推进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俄罗斯特别希

望乌克兰能够成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成为苏联原有战略空间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俄罗斯实施战略对接。这也是俄罗斯为什么特别反对乌克兰与欧盟签署联

系国协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俄罗斯不能容忍乌克兰与欧盟实行经济和政治一体

化。于是，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东扩形成了碰撞，从而导致了乌克兰的

政治危机，继而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

我们要特别关注乌克兰局势，现在乌克兰是典型的国内战争。这场战争具有

十分危险的性质，它会给欧洲乃至欧亚大陆带来十分危险的影响。欧盟、美国和

俄罗斯应该冷静下来，不能再让乌克兰国内战争蔓延，因为乌克兰国内战争是最

有可能导致欧洲出现巨大不稳定的重要的危险因素。

这里有一个问题，谁是乌克兰危机的“赢家”? 乌克兰危机没有赢家。欧盟

不是赢家，若乌克兰战争持续下去，欧盟很有可能成为大输家。俄罗斯也不是赢

家，俄罗斯已经为乌克兰危机付出了代价，若乌克兰战争持续下去，俄罗斯很有

可能被裹缠住，延缓俄罗斯的崛起。尽管乌克兰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的政

治和经济部分，尽管俄罗斯得到了克里米亚，但欧盟和俄罗斯都将会为乌克兰

危机付出巨大代价。比起欧盟和俄罗斯，美国似乎是赢家，但如果乌克兰战争

点燃了欧洲冲突的火焰，美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很多人认为，中国是最大的

赢家，但中国正处于崛起时期，需要欧亚大陆的稳定局面，乌克兰战争已经对

中国所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中国不需要欧亚大陆的

冲突和战争。尽管乌克兰危机没有赢家，但输家是有的，其中最大的输家就是

乌克兰自身。

乌克兰危机的主要原因应从乌克兰自身去找。乌克兰独特的地缘政治局势要

求其必须在东西方之间选择平衡的外交战略，但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犯了颠覆性的

错误，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破坏了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所维持的脆弱平衡状

态，结果乌克兰被大国博弈所撕裂。大国博弈是导致乌克兰出现不稳定局势的重

要外部因素。在笔者看来，欧盟和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没有充分顾及俄罗斯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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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和利益，踩了俄罗斯的脚面，并在很大程度上误判了俄罗斯的反制能力、反应

力度、反制手段和反制区域。

乌克兰危机表明，欧亚战略空间需要适应本土的新型合作范式和方式。而中

国所提出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应时顺势，符合欧亚大陆空间需要加强合作的诉

求。“乌克兰的分裂将三大外交政策挑战摆在了西方面前: 孤立俄罗斯的危险，

中国无动于衷的态度之谜和新思维的普遍缺乏。克服这些挑战需要齐心协力，推

动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截然不同的国家加强合作并建立互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会有助于这种努力。”①

乌克兰危机表明欧亚空间并不太平，很多问题需要在国际层面加以沟通和合

作才能得到解决，而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战略和思想。在

欧亚大陆的新合作空间内，在现代丝绸之路构想中乌克兰就不必为 “东倒西歪”

的战略选择而蹙眉，因为这个新合作空间足够容纳欧亚大陆所有国家的合作愿

望，能够体现出欧亚大陆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正如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不

是靠强制命令一样，现代丝绸之路的构建也需要合作精神。中国是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发起国和倡导国，但不可能是唯一的推动国和完成国，该构想的实现需要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和合作。21 世纪的高铁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新丝绸之

路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而现在需要的恰恰是合作共赢的精神和利益互

享的理念。

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功能就是在泛欧亚大陆的广阔战略空间构建新型的

相互合作的战略空间。目前国际社会中有一些人对中国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抱有

偏见，将中国的此项战略置入传统的大国利益范畴加以考察。“危险在于中国追

求双边途径，利用这一项目来实现狭隘的外交政策利益。尽管中国或许有办法资

助这一倡议所要求的大规模基础建设项目，但这样一个碎片化的战略将会抑制整

合，而且增强这样一个观点，即一个崛起的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 ‘威胁’。中国

领导人应当意识到，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发挥其潜力，就必须根植于一个更加广阔

的愿景之上，这个愿景应包括多渠道的融资、多样化的所有权以及对各方参与者

① Ana Palacio，“Ｒussia and the Silk Ｒoad Approach，”http: / /www. project-syndicate. org /commentary /
ana-palacio-emphasizes-the-economic-and-security-benefits-of-china-s-latest-initiative，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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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组织。”①

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倡导的合作与交流是多向度的，物品的交流是以人的交流

为前提的。欧亚大陆存在很多矛盾和冲突，巴尔干冲突、乌克兰危机乃至战争等

案例表明，欧亚大陆需要包容性与合作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次区域合作，而

是泛欧亚洲际性的大区域合作。通过合作推动大区域的整体发展是欧亚大陆最需

要的，也是演化方向，符合各国的利益。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给欧亚大陆提出

了“合作”与“共融”的理念和思想，“该计划的目的是通过人员交流、加强贸

易和货币流通来促进共同繁荣，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如果它想避免回到冷战的

对峙状态或让东欧‘巴尔干化’的话。毕竟，推动合作和增进信任的最佳方式

就是确保这能给所有参与方带来明确的利益”。② 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建筑

在后冷战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筑在后冷战结构之上的。在冷战时代不会产

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思想，因为从思想和架构的层面都没有产生合作和共融

思想的土壤。因此，在后冷战时代需要与冷战截然不同的思想和架构，而中国所

提出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就是这样的泛洲际合作的新型战略方案。

四 构筑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路径

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泛欧亚大陆各国，中国是起点国家，俄罗斯和中亚地区

是核心地带和枢纽，欧洲是终点，非洲北部是延伸线。③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

建设方向将从中国沿海港口向南，过南海，经马六甲、龙目和巽他等海峡，沿印

度洋北部，至波斯湾、红海、亚丁湾等海域。即以东盟及其成员国为依托，辐射

带动周边及南亚地区，并延伸至中东、东非和欧洲。”④ 这表明 21 世纪海上丝绸

①

②

③

④

Kathleen Collins，“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Central Asia，Afghanistan，and the New Silk Ｒoad，”
Asia Policy，No. 17，2014，http: / /www. nbr. org /publications /element. aspx? id = 721，登 录 时

间: 2014 年 10 月 11 日。
Ana Palacio，“Ｒussia and the Silk Ｒoad Approach，”http: / /www. project-syndicate. org /commentary /
ana-palacio-emphasizes-the-economic-and-security-benefits-of-china-s-latest-initiativeC14 /6 /5P7，登录

时间: 2014 年 10 月 10 日。
邢广程: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地缘格局》，载《光明日报》，2014 年 6 月 29 日。
刘赐贵: 《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若干思考》，载《国际问

题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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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涵盖太平洋西部和印度洋，串联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东部和北

部直至欧洲。中巴经济走廊将中国西部地区 ( 新疆) 与印度洋相连接，从而打

通了中国内陆地区远离海洋的地缘状态。孟中印缅南亚经济走廊将中国南部地区

(云南等) 与南亚国家嵌入在一起，形成经济合作的战略通道。

在讨论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时我们要注意到，复兴丝绸之路的理念并不是

中国首先提出来的。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获得独立地位，为实现其经济复苏，

尽快融入国际社会，它们相继提出了复兴丝绸之路的思想和方案，旨在挖掘古代

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为本地区走向世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土耳其也积极支

持复兴丝绸之路的思想，因为土耳其地处欧亚的结合部，自然希望通过复兴丝绸

之路来提高本国的战略地位。就连美国也在用 “新丝绸之路”来概括其大中亚

战略。但是与中亚国家和土耳其提出丝绸之路方案所不同的是，美国借用丝绸之

路概念的历史积淀不足、历史合法性不够，因此现实感召力也不强。上述情况表

明，中国提出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不是偶然的，也说明在欧亚大陆复兴丝绸之

路的思想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提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不是建筑在空地上的。事实上，泛欧亚大陆陆海

空间都相继出现了一系列次区域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合作趋势。比如

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2005 年 7 月，《亚洲高速公路政府间协定》生效，正式启

动了亚洲高速公路网项目。2010 年 4 月，亚洲 18 个国家签署了《亚洲铁路网政

府间协定》，从而启动了泛亚铁路网计划。2010 年 10 月在第 17 届东盟首脑会议

上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其中东盟高速公路网和新加坡 － 昆明铁路联运

线项目的建设是东盟交通互联互通的优先项目。此外，在东南亚和南亚相继提出

了一系列互联互通规划，比如南盟 (SAAＲC) 区域互联互通规划、2009 年孟加

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 (BIMSTEC) 框架下的互联互通规划、孟中印缅

(BCIM) 区域互联互通项目、大湄公河次区域 (GMS) 经济走廊、泛北部湾经

济合作和南宁 － 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等。

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初步实现了能源管道的互联互通。上述情况是中国

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和起点，不必另起炉灶，而是将泛欧亚大陆的各类

次区域合作方案和计划乃至组织串联、协同、整合起来，拆除羁绊，打通空间，

提高区域合作收益和效率。

尽管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功能具有复合性质，战略目标也是多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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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功能和目标指向却是非常具体和明确的，其中最基本和最突出的有两点:

一是互联互通; 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上述两点体现和贯穿在丝绸之路经济

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一揽子方案

之中。

互联互通是建设现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这主要表现在陆海丝绸之路上，

包括中国准备与相关国家、地区和组织打通交通运输的关键节点和通道，系统构

建海运水运网络、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络、航空网络、通信光缆网络，打造安

全高效的泛洲际综合联通网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4 年 APEC 峰会上非

常精彩地阐述了互联互通对区域发展的战略意义。① 为解决上述基础设施和互联

互通的融资问题，中国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出资 400 亿美元建立

丝绸之路基金，解决本地区的融资瓶颈。

鉴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在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构建过程中中国

应扩大合作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规模和力

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想，如放

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等。②

贸易投资便利化是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优先领域。中国在边境地区设立跨境

经济合作区，比如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让边境地区成为中国与周边

国家利益融合的纽带。中国正在构建更加开放的新型经济体制，旨在使对内对外

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

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

开放促改革。③

在亚 洲，中 国 的 “世 界 工 厂”和 印 度 “世 界 办 公 室”、“中 国 能 量”和

“印度智慧”、“中国龙”和 “印度象”完全可以优势互补，深度合作。印度洋

是中国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事实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如

①

②

③

习近平《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的开幕辞》，2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 /2014 － 11 /11 /c_ 1113203721. htm，登录时间:

2014 年 11 月 11 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525 ～ 526 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5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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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集中地汇集了美国、印度、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根本关切，这种汇

集使得印度洋对于西太平洋的均势具有了不可或缺的战略意义。尤其是，西印

度洋成为中国变身世界强国宏伟工程的一个重要构件，而且已经在中国建设海

洋强国和大陆强国的过程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① “印度洋成了一个可以利用

微小的优势撬动巨大利益的区域。增加了印度洋作为施加反制压力的场所的吸引

力。”② 在欧亚区域，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欧盟是最大的发达经济体，

“最大”与“最大”交融，一切都有可能; “新兴”与“发达”携手，优势就会

倍增。中欧在新兴和发达经济体合作中可以成为典范。中欧应树起互利共赢的新

标杆。③

中国提出现代丝绸之路方案的最大战略目的是准备与欧亚大陆各国共同构建

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是指由各相关国家为共同分享利益而合作

结成的联系体。互利共赢和共知共识是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命运共同体

的最大价值在于，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都要兼顾他国利益和利益关切，

“利益兼顾”之处即是各国利益交汇之处和利益联结之处。

人类进入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人员、资本、技术和信息在

跨国层次上流动，每一个国家都很难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生活，国家之间相互依

存状态日趋显著，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复合型的利益纽带。

一个国家若实现自身利益就必须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维护共同的利益纽

带。近 20 年以来所发生的多次国际性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只有国际社会相互依

存、相互倚重，才能渡过国际性金融危机。国际社会相互依存有助于应对复杂的

国际形势，克服各种国际危机，维护共同的国家利益。现有的国际体系和机制有

很多不完善之处，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能有效地遏制各种危机的发生。

国际层面的霸权政治威胁着比较脆弱的国际相互依存的关系，损害公正平等的国

际原则，从而不可能完全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普京在 2014 年的瓦尔代年

①

②

③

John Lee and Charles Horner，“China Faces Barriers in the Indian Ocean，” http: / /www. atimes.
com /atimes /China /CHIN － 02 － 100114. html，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18 日。
John Lee and Charles Horner，“China Faces Barriers in the Indian Ocean，” http: / /www. atimes.
com /atimes /China /CHIN － 02 － 100114. html，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18 日。
《李克强总理在中欧论坛汉堡峰会第六届会议上的主旨演讲 (2014 年 10 月 12 日)》，http: / /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 /2014 － 10 /12 /c_ 1112787647. htm，登录时间: 2014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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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激烈地批评了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① 但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

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发生经济危机会迅速传导到整个世界; 在人

类社会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流行

疾病会迅速波及世界其他地区，危及全球。所以，构筑国家间的利益共同体和命

运共同体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当今世界的迫切需要。国家之间在相互依存

下的合作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建设来完成。20 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国际社

会的利益关系模式被定义为排他的、对立的零和利益关系。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

国家利益观在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国家利益观。各国利益的高度交织极大地改变

了传统国家利益观，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不自觉地和客观地成为国际社会层面共同

利益传送带上的一环，不容出现脱轨现象。主动损害他国利益会像飞去来器，不

仅导致自身的国家利益无法实现，还会导致整个国际利益传送带停转。任何国家

都希望自己得到顺利发展，但前提是必须让其他国家也能够顺利发展。任何国家

的安全不可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上，任何国家的利益实现也都必须建筑在

别国利益也能够得到实现的基础上。在经济全球化的现时代，我们对国家利益观

需要有一个全新的审视和感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尝到

了对外开放所带来的融入国际社会的好处，主动调整了自己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越来越认识到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性。中国在迅猛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成为国际社

会的利益攸关者和共同利益的维护者。中国的成功就是比较恰当地将中国人民利

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国际合作的

目标和路径。

中国在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过程中特别关注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实

现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就是建筑在泛欧亚利益共同

体和命运共同体基础之上的。“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

不是对外侵略扩张; 执着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②

①

②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итоговой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XI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Валдай》. Тема заседания －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новые правила или
игра без правил?》. 24 октября 2014 года，Сочи. http: / /www. kremlin. ru /news /46860，登录时

间: 2014 年 11 月 12 日。
习近平: 《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的演讲》，http: / /
www. fmprc. gov. cn /mfa_ chn /gjhdq _ 603914 /gj _ 603916 /yz _ 603918 /1206 _ 604450 /1209 _
604460 / t1184896. shtml，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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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链接范式是通过经济合作和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的。中国

没有走大国扩张和称霸的旧路，而是通过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方式与世界进行交

流。中国 30 多年的成功经验就在于此。今后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依然要靠互利共

赢的经济合作方式。

中国在不断发展中逐步总结出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经验和成熟理念: 第

一，互惠互利和平等互信原则是中国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强

调的是平等和互利两个重要因素，反对国际关系中的强权和强制原则。第二，包

容互鉴原则所强调的是世界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特征，反对以一种

标准衡量整个世界。第三，合作共赢原则强调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只有通

过合作才能求得共赢，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第四，利益共同体原则就是

“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强调利益融合，周边国家 “得益于”中国的

发展，中国也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①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政府最近明确提出了两个有关利益方面的新理念:

一是利益惠及理念，即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不仅不奉行唯利是图的原则，而

且要强调“亲、诚、惠、容”的新理念，中国的发展要更好惠及周边国家，② 让

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

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③ 二是

“搭便车”的理念。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

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中国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合

作，将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

方利益。④ 这些理念不仅仅强调平等互利原则，更包含着让利原则。中国这样做

的目的就是与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从而形成

①

②

③

④

参见《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http: / /politics. people. com. cn /n /
2013 /1025 /c1024 － 23332318. html，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26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第 45 页; 《习近平在周

边外交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发 表 重 要 讲 话》，http: / /politics. people. com. cn /n /2013 /1025 /c1024 －
23332318. html，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26 日。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 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http: / /politics. people. com. cn /n /2013 /
1025 /c1024 － 23332318. html，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26 日。
参见习近平《守望相 助，共 创 中 蒙 关 系 发 展 新 时 代———在 蒙 古 国 国 家 大 呼 拉 尔 的 演 讲》，

http: / /www. fmprc. gov. cn /mfa_ chn /gjhdq _ 603914 /gj _ 603916 /yz _ 603918 /1206 _ 604450 /
1209_ 604460 / t1184896. shtml，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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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域的互利共赢的合作格局。只有在利益兼顾、利益分享和命运共同的理念下

才能实现现代丝绸之路的畅通。而泛欧亚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就是实现

其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最基本的途径和方式。

五 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价值

中国所提出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其在崛起进程中给自己同时也给世界一个

可供选择的综合性战略方案，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具有中国与

世界相对接和相链接的性质，当然，这是一个互动和双向发生密切联系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最突出特点就在于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合作性和融合性，通过合作与融

合实现中国与世界的深度对接和链接。中国的丝绸之路战略是中国与世界及国际

社会共同合作的方案，而不是中国自己单独推进的方案，也不是中国强制推行而

其他国家被迫接受的霸权方案，更不是中国将自己的战略意志强加给世界的方

案。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中国基于西方崛起过程中的一系列教训而阐发的，旨在

避免走西方殖民和强制的老路。所以中国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与西方过去走向世

界的战略思维有本质不同，也因此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和不理解。在西方看

来，一个大国逢强必霸，必然要控制世界。中国融合式崛起的逻辑是西方一些人

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中国已向那些想要成功的国家证明，有替代方法可以

避免西方‘民主’资本主义模式的后果。那就是修建很多条而不仅仅是一条新

的丝绸之路，用高铁、管道、港口、光缆将广阔的欧亚大陆连接起来。这些丝绸

之路包括东南亚的一条公路、中亚的一个公里、跨越印度洋的 ‘海上丝绸之

路’，甚至还有一条经过伊朗的土耳其达到德国的铁路。”① “从欧亚经济一体化

发展角度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堪称影响重大的地缘政治地震。”②

中国与美国旨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建立紧

①

②

Pepe Escobar，“The Birth of a Eurasian CenturyＲussia and China Do Pipelineistan，” http: / /
www. tomdispatch. com /post /175845 / tomgram%3A _ pepe _ escobar% 2C _ who% 27s _ pivoting _
where_ in_ eurasia /，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12 日。
Pepe Escobar，“The Birth of a Eurasian CenturyＲussia and China Do Pipelineistan，” http: / /
www. tomdispatch. com /post /175845 / tomgram%3A _ pepe _ escobar% 2C _ who% 27s _ pivoting _
where_ in_ eurasia /，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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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战略友好关系，但中国更重视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构建，这是因

为: 第一，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端，自身就是欧亚大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

自然的地理位置必然要求中国关注欧亚大陆的发展趋势。第二，欧亚大陆连接非

洲和北美洲以及太平洋、北冰洋、大西洋和印度洋，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中国

在崛起的过程中无法忽略这个重要的战略空间。第三，欧亚大陆西端是欧盟，是

发达国家的集合体，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而欧亚的腹地则是俄罗斯，俄

罗斯西连欧盟、东接中国和亚太，在国际舞台上能够发出独立的声音，是中国重

要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国要高度关注。第四，欧亚大陆的火药桶很多，位于

欧亚结合部的北非和中东地区，各种矛盾和冲突接连不断，持续发酵，阿富汗和

朝鲜半岛局势非常复杂，呈高度危机状态。而俄罗斯与欧盟的结合部也发生了重

大危机，乌克兰危机表明欧洲并不是一个太平世界。上述这些因素都需要中国关

注欧亚大陆。

中国在关注欧亚大陆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战略支柱型国家，如俄罗斯和

德国。欧亚大陆西端的欧盟 － 德国、欧亚大陆腹地的独联体 － 俄罗斯和欧亚大陆

东端的亚太 － 中国正在经济上构筑紧密的关系，中国、俄罗斯和德国在欧亚大陆

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国际上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个现象。“幽灵正在穿越迅

速老化的‘美国新世纪’: 北京 － 莫斯科 － 柏林的战略贸易联盟有可能将在未来

实现。”“在北京 － 莫斯科 － 柏林联盟看来，新铁幕企图孤立俄罗斯，为它与德

国的关系制造新的障碍。最终目的是分化欧亚大陆，阻止未来出现一个不受华盛

顿控制的贸易一体化进程。”“‘中国梦’包括未来的新丝绸之路，这是一条跨亚

洲为欧亚贸易提供便利的快速走廊。北京感到了来自华盛顿和东京在海上给它施

加的压力，对此它的应对措施是从两条阵线上发展欧亚大陆的陆地贸易，其一是

通过西伯利亚，另一条则通过中亚的‘斯坦国’。”① 中国、俄罗斯和德国三者之

间的经济联系确实很密切，但将其上升到北京、莫斯科和柏林联盟的战略高度有

些牵强。尽管中国、俄罗斯和德国相互之间的关系很融洽，但中国、俄罗斯和德

国都没有准备建立排除美国的欧亚大陆战略空间的设想，而且即使在未来也不可

① Pepe Escobar，“El futuro de una alianza Beijing-Moscú-Berlín  Pueden China y Ｒusia echar a
Washington a empujones de Eurasia?”http: / /www. rebelion. org /noticia. php? id = 190582，登录时

间: 2014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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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出现这样的设想。“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在欧亚未来世纪中充当着世界新秩序

的磁铁。俄罗斯进行的一体化进程也会在印度和其他欧亚国家上演，更有可能最

终出现在中立的德国。在这个进程的最后阶段，美国很可能逐渐被排除在欧亚之

外，北京 － 莫斯科 － 柏林轴心将成为游戏的变化因素，赶快下注吧! 2025 年将

见分晓。”① 欧亚大陆板块需要深度合作，需要有一个战略统合，需要利益攸关

方的战略互动，但这些深度合作、战略统合都不是以排斥美国为目的的。美国应

该有这样的战略自信，更何况德国一直是美国的重要盟友。

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一个与泛欧亚大陆各国进行合作的战略思路表达，

它甚至不是一个制度性、战略性安排，也不是一个架构性或结构性安排，更不是

一个排他性的区域组织安排。这表明中国是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理念的提出国、倡

导国和推动国，但绝不是唯一的推动国，中国的定位应该说是该战略理念的系统

阐述者和为实现这个理念孜孜不倦的游说者。中国应该向所有的利益攸关方讲清

楚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参与国的利益; 中国的

利益与现代丝绸之路参与者的利益结合得越好，分享得越多，则泛欧亚大陆的战

略空间就越稳定、越发展、越开放、越和谐。“‘海上丝绸之路’显然和陆上的

‘新丝绸之路’具有相似之处，后者从中国向西延伸至中亚国家。这两个概念体

现了中国作为主要的经济强国的历史渊源，完全切合中国领导人最喜欢谈到的民

族复兴主题。两者加在一起，描绘出了中国作为地区强国的画面，它试图将自己

的经济主导作用向西拓展至伊朗，甚至东欧。正如中国官员指出的，中国对陆上

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投资将给涉及的所有国家带来经济上的收益。”②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明确提出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国际社会应该持有积

极的反应，因为这表明崛起的中国没有选择强力崛起的方式，没有选择战争崛起

的方式，没有选择霸权崛起的方式，没有选择扩张的方式，而是选择了十分温和

的与国际社会一起合作、分享利益的崛起方式。

①

②

Pepe Escobar，“El futuro de una alianza Beijing-Moscú-Berlín  Pueden China y Ｒusia echar a
Washington a empujones de Eurasia?” http: / /www. rebelion. org /noticia. php? id = 190582，登录

时间: 2014 年 10 月 15 日。
Shannon Tiezzi，“The Maritime Silk Ｒoad vs. the String of Pearls，” February 13，2014，http: / /
thediplomat. com /2014 /02 / the-maritime-silk-road-vs-the-string-of-pearls /，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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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需要处理好若干关系

第一，处理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旨在构建中国与世界深

度互动的新型链接范式，这就明显地涉及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如何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是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议题。在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进程

中，“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

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

展。”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行全方位开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思

想。这些都表明中国将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 “中国梦”。而 “中国梦”

的实现需要恰当地构建与不断变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现

代丝绸之路战略需要解决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问题。从该战略的构建上加以分

析，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需要有大局意识、机遇意识以及忧患和危机意识。

该战略的关键在于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的衔接之处。恰当地运筹好 “衔接处”

和“结合部”，该战略就有了自己生长的战略空间。

第二，处理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统筹陆

海两个丝绸之路与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国家利

益将通过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构建在泛欧亚大陆上得以实现。可以说，现代丝绸

之路战略突破了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传统范围，面向整个欧亚大陆，甚至泛欧亚

大陆。不仅要考虑欧亚大陆的陆地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合作问题，也要考虑到泛欧

亚大陆沿海和沿岸各国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合作问题。现代丝绸之路战略

应统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战略，在功能、区间、合作

方式等领域既要适当分工又要协同配合，完整地贯彻我国的外交战略和最大限度

地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应将海陆丝绸之路作为实现中国亚欧非战略的重要战略平

①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 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http: / /politics. people. com. cn /n /2013 /
1025 /c1024 － 23332318. html，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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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和载体，构建贯穿于亚欧非空间的战略之梯。①

第三，处理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与国内各类国家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从国

内来看，要将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与中国的各类发展战略统筹起来。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构建应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等结合起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应与海洋强国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巴经济走廊

的构建应与国家西北部发展的大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要与新疆的发展战略

和新疆南部的喀什特别经济区的建设结合起来;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构建应与云

南的桥头堡战略结合起来。从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上看，长江经济带战略应与现代

丝绸之路战略紧密地结合起来，现代丝绸之路的构建应与沿海开放和沿边开放战

略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四，处理好与周边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周边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点

方向。2013 年 10 月，党中央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为进一步开展周边外

交工作进行了战略部署，制定了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和实施方式。② 现代丝绸之

路战略是实现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第五，处理好与泛欧亚大陆各种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构建现代丝绸之

路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而是伸延到泛欧亚大陆，具有洲际区域合

作的大视野和大空间。该区域合作涉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既有发达国家，也有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各国发展战略和政策很不相

同，各国对世界的看法差别甚远，而且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状态也各不相同。

这些国家之间亲疏不一，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上述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中国倡导现

代丝绸之路战略的难度，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所以，中国应该加强与上述相关

国家的政策协调，确保泛欧亚大陆空间的政策相通。

第六，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中国在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时必须考虑到美国

的因素。虽然美国不是欧亚大陆国家，但美国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

国，对亚太地区乃至欧亚大陆的关注程度非常高。在分析美国因素对中国现代

丝绸之路战略影响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美国针对中国的崛起实施

①

②

邢广程: 《海陆两个丝路: 通向世界的战略之梯》，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 年 7 期，

第 91 页。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 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http: / /politics. people. com. cn /n /2013 /
1025 /c1024 － 23332318. html，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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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传统

霸主地位，稳定与亚太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方向出现的一

系列问题都有美国影响的背景。中国在构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孟中印缅

经济走廊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美国的干扰，中国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

以及太平洋西岸和印度洋方向都会感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其次，中国在构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巴经济走廊进程中也会与美国的 “新丝绸之路”战略迎头

相撞。美国不希望中国在泛欧亚大陆发挥主导作用，会采取各种措施遏制中国

在泛欧亚大陆的独特影响; 美国竭力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引向印度

和印度洋方向，以避免俄罗斯和中国过多地影响上述地区。最后，中国提出现

代丝绸之路战略有破解美国战略围堵的意图: 一是破解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困

局，破解中国过多依靠海上运输的脆弱之局，破解中国过多依靠东南方向的战

略倾斜局面，让中国的西部地区与印度洋衔接起来，从而形成印度洋方面的战

略通道; 二是美国正在紧锣密鼓地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重塑国

际贸易游戏规则，继续捍卫其全球自由贸易协定主导者的地位，为此，美国实

施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和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

议”(TTIP) ，这两个战略方案和制度安排都没有中国参与。而中国则不失时

机地提出覆盖泛欧亚大陆空间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美国 “跨两洋” ( 太平洋

和大西洋) ，中国则 “越三洲”( 亚欧非) ，虽然不能说中美之间已经在两洋和

三洲之间展开了全方位的战略竞争，但中国与美国在国际空间上所展开的各自

战略性安排具有利益交汇和利益交叉的复杂性质。由此可见，美国是影响中国

构建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七，处理好泛欧亚大陆的经济合作与安全等其他领域合作之间的关系。不

可否认，在泛欧亚大陆区域存在诸多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中东地区历来都是各

种矛盾和冲突的交汇之地。最近几年，西亚北非地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大国深

度博弈，导致该地区局势更加动荡。而此地恰恰是陆海两个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中国的一部分能源就来自该地区，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关注该地区与现代丝绸之路

战略之间的关系。传统的不稳定地区继续保持不稳定，而欧亚却又出现了新的热

点。乌克兰危机直至内战导致欧洲出现了新的燃点。欧美和北约与俄罗斯的激烈

博弈导致了乌克兰出现了少有的武力冲突局面。乌克兰位于欧亚大陆的腹地，战

略地位十分重要，乌克兰内战若持续下去，将对中国建设现代丝绸之路产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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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极影响。美国先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了两场战争，但美军撤出伊拉克给这

个国家留下了烂摊子，2014 年“伊斯兰国” ( ISIS) 在伊拉克异军突起，搅动了

整个中东局势，极端宗教势力在持续蔓延，威胁着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美军

撤出阿富汗后该国的局势很难稳定下来，极端宗教势力很可能卷土重来，来自中

东和中亚、南亚的极端宗教势力在不断地向新疆渗透，严重威胁着中国西北部边

疆的安全和稳定，更会对新疆的发展和开放造成严重威胁，进而影响中国向西推

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上述这些都是中国在建设现代丝绸之路战略进程中所需

要考虑的必要因素。

第八，处理好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组织的关系。构建现代丝绸

之路战略不是取代或者覆盖泛欧亚大陆的各类国际组织，而是采取串联使上述这

些国际组织更有效地发挥功能和效应。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欢迎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积极参与，共商大计、共建项目、共享收益，共同

创新区域合作和南南合作模式，促进上海合作组织地区互联互通和新型工业化进

程。① 中国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两

者之间不是取代或排挤的关系，而是合作与互补的关系。

第九，处理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与欧亚其他国家区域战略之间的关系。比

如，俄罗斯提出了开发远东的战略方案，哈萨克斯坦也提出了发展战略，蒙古

国提出了 东 北 亚 安 全 “乌 兰 巴 托 对 话”倡 议 和 “草 原 之 路”战 略。历 史 上

“草原丝绸之路”和 “茶叶之路”都经过俄罗斯和蒙古国。中国应与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等国家在各自的战略方案方面进行有效链接，放大合作所

产生的正效应。比如，中蒙在铁路和公路互联互通建设、矿产开发和深加工等

项目上具有合作潜力，应将合作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蒙古国资源

富集，中国可以提供资金、技术、通道、市场等支持，双方具有很强的经济互

补性。②

第十，处理好与亚太自由贸易区 (FTAAP) 的关系。2014 年 11 月 11 日，

①

②

习近平: 《凝心聚力精诚协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再上新台阶》，http: / /www. fmprc. gov. cn /mfa_
chn /gjhdq_ 603914 /gjhdqzz_ 609676 / lhg_ 610734 /zyjh_ 610744 / t1190748. shtml，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20 日。
《习近平在蒙古国媒体发表署名文章》，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4 － 08 /21 /c_
1112172340. htm，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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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领导人重申参与中国推动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进

程，逐步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实现。亚太自贸区旨在破解区域经济合作碎片化风

险，谋求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新的增长动力，解决互联互通建设面临的融资瓶

颈，是横跨太平洋两岸、高度开放的一体化安排。面对新的国际局势的变化，

亚太地区需要新一轮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中国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

程，提出了目标、方向和路线图。① 在这次峰会期间，中韩自贸区谈判宣告结

束，其意义非常重大，对于亚太经济的一体化产生了强大的助推作用。在二十国

集团 (G20) 峰会期间，中澳自贸区谈判也宣告结束。中韩和中澳自贸区的即将

成立和亚太自贸区方案都会对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亚太

自贸区加上现代丝绸之路使超大区域的经济合作安排延伸至泛欧亚大陆和整个亚

太空间。

第十一，处理好与亚洲相关国家的纠纷问题。中国与一些国家存在历史遗留

问题，中日历史问题及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等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构建现代丝绸

之路战略。这给中国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同邻国的关

系，实现与邻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包括以下

几点: 一是要妥善解决彼此争议和矛盾，用东方智慧来加以化解; 二是用照顾各

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体现亚洲的邻国相处之道; 三是提倡开放包容; 四是聚同

化异; 五是合作共赢，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②

七 结论

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构想是由一系列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密切联系的战略思路集

合而成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解决的是中国与泛欧亚大陆陆上各国和各地区的

大区域经济合作问题，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解决的是中国与泛欧亚大陆各

①

②

习近平: 《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的开幕辞》，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 /2014 － 11 /11 /c_ 1113203721. htm，登录时间:

2014 年 11 月 11 日。
习近平: 《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的演讲》的重要演

讲，http: / /www. fmprc. gov. cn /mfa _ chn /gjhdq _ 603914 /gj _ 603916 /yz _ 603918 /1206 _
604450 /1209_ 604460 / t1184896. shtml，登录时间: 2014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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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国家和地区的大区域经济合作问题; 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则将

上述陆海丝绸之路加以链接，从而成为泛欧亚大陆陆上和沿海洲际经济合作的连

接线和通道。这是中国与世界进行深度互动的新型链接范式。

作为中国与世界进行深度互动的新型链接范式，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最主要的

链接领域体现在经济合作方面，这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和实质。中国崛起的方式主

要得益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重点就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建

设上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腾飞。中国的发

展不是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中国探索出了通过开放与世界相衔接的战略方

式，先是沿海地区开放，随后是沿边开放，现在实施的是全方位开放的战略。通

过全方位开放，中国比较顺利地融入了当代国际经济秩序，从而实现了中国的腾

飞。中国需要深度地走向世界，中国的经济利益诉求已经伸延至世界深处。现代

丝绸之路战略是中国“走出去”的战略之梯，同时也是国际社会走入中国的战

略通道。

中国在迅速崛起的进程中将其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构想集中在与世界互利共赢

的经济合作方面，并不等于完全忽略了这个世界还存在诸多安全、冲突和利益矛

盾。中国实际上对当今世界的诸多不平和、不稳定因素持忧虑态度。恰恰因为这

个世界尤其是欧亚大陆还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中国才从战略的高度来构建新

型的泛欧亚洲际大区域合作方式。中国所提出的 “五通”思想就是要通过各国

的合作实现泛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从而逐步实现利益共同体

和命运共同体，实现泛欧亚大陆的持久稳定与和平。

中国构建的现代丝绸之路战略与中国所倡导的亚太自贸区将形成广阔的经济

合作空间，即泛欧亚大陆加上亚太地区，这个空间几乎涉及了全球各主要大洲和

三大洋 (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是中国与泛欧亚大陆空

间的新型链接范式，而亚太自贸区则是中国与亚太地区的新型链接范式，这两个

链接范式的结合部就是中国。

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最基本的内容就是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在有

条件和有可能的地区，中国会适当地提出构建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但中国最好不

要将其视为构建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常规选项，因为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做好了与

中国建立自贸区的心理和制度上的准备。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的基本目标是追

求在泛欧亚空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现代国际经济秩序呈碎片化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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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状态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应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灵魂，而互联互通

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则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合作的黏合剂。互联互通和贸易投

资便利化是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构建的最基本尺度。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所提出的互利共赢原则、包容互鉴思想、“亲诚惠容”理

念、搭便车表述、惠及让利精神、照顾合作方舒适度的方式、用东方智慧妥善化

解矛盾和分歧的亚洲式思维等都说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和平发展的理念，

具体的方案就是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和亚太自贸区。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选择合作

共赢，选择与世界深度互动的新型链接范式本身就是对人类历史的某种超越，它

昭示了一个崛起的大国不一定非要走称霸和扩张的老路，这不是历史规律的体

现，它表明中国对人类未来所担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国当然清楚地认识

到，当今的国际社会复杂多变，世界上还存在很多不确定甚至危险的因素，还存

在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但正因如此，中国才试图用最直

接、最简洁、最明了和最淳朴的理念、方式和行动告诉世界，只有通过持久的、

深度的、全面的和真诚的国际合作，这个世界才会变得安宁、幸福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