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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ꎮ 正确义利观是习近

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理念之一ꎬ 是其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的根基ꎬ 是中国国家利益观的精髓ꎮ 正确

义利观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尊重、 维护和有益补充ꎬ 也是对霸权稳定论的修正ꎬ 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

关系理论狭隘的国家利益观的超越ꎬ 更是对见利忘义、 损人利己的国家行为的反对和鞭挞ꎮ 正确义利

观是对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坚守ꎬ 它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

求ꎬ 促进人类共享和平与发展ꎬ 符合全人类的发展利益ꎬ 应该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ꎮ 正确义利

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和积极践行ꎬ 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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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义利观是指在国际交往中ꎬ 特别是在同发展中国家交往中ꎬ 坚持义利并举、 义重于利ꎮ 它强

调在国际合作中ꎬ 既要注重利ꎬ 更要注重义ꎮ 其强调的核心理念是: 义利相兼、 以义让利、 互利共赢ꎬ
以及大国的责任与担当ꎮ 它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ꎮ 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 ２０１３ 年访问非洲时提

出的ꎬ 体现了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理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ꎮ 正确义利观体现的对 “义” 和 “利” 的

正确诠释ꎬ 适用于所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ꎻ 主持公道、 伸张正义、 取利有道ꎬ 又是一种外交原则ꎮ

一、 正确义利观的理论内涵

正确义利观的理论内涵是非常丰富的ꎬ 包括对 “义” 和 “利” 的正确诠释ꎬ 其价值取向既体现

我国的国家利益观ꎬ 又体现了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立场ꎬ 即政治上主持公道、 伸张正义ꎬ 经济

上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ꎮ 正确义利观是我国在国际关系领域倡导的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新理念ꎬ
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 丰富和发展ꎮ

１. 正确义利观的价值取向

中国梦是与各国人民和平友好的世界梦相融相通的ꎮ 为实现与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 合作共

赢ꎬ 习近平提出正确义利观及亲、 诚、 惠、 容外交理念ꎮ 正确义利观ꎬ 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ꎬ
体现了中国国家利益观的精髓ꎬ 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ꎬ 指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ꎬ
即在国际交往中ꎬ 特别是在同发展中国家交往中ꎬ 坚持义利并举ꎬ 义重于利ꎻ 强调在国际合作中ꎬ
我们要注重利ꎬ 更要注重义ꎮ 正确义利观强调的核心理念是: 义利相兼、 以义让利、 互利共赢ꎬ 以

及大国的责任与担当ꎮ 它是对主权原则的尊重、 维护和有益补充ꎬ 以及对霸权稳定论的修正ꎬ 同时

还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狭隘的国家利益观的超越ꎬ 更是对见利忘义、 损人利己的国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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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反对和鞭挞ꎮ 这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ꎮ
正确义利观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观ꎬ 是对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正确诠释、 积极倡

议和践行ꎬ 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 丰富和发展ꎮ 习近平 ２０１３ 年访问非洲时提出对非

合作要讲 “真、 实、 亲、 诚” 四字箴言ꎬ 强调中非合作的互利共赢性质ꎬ 表示中国将不折不扣落实

承诺ꎬ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ꎬ 重在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ꎬ 实现多元自主可持续

发展ꎻ 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规划和构想ꎬ 是实现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的具

体体现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习近平访问韩国时在首尔国立大学的演讲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倡导的合作发展理念ꎬ

即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ꎮ “ ‘国不以利为利ꎬ 以义为利也ꎮ’ 在国际合作中ꎬ 我们要注重利ꎬ
更要注重义ꎮ 中华民族历来主张 ‘君子义以为质’ꎬ 强调 ‘不义而富且贵ꎬ 于我如浮云’ꎮ 在国际关

系中ꎬ 要妥善处理义和利的关系ꎮ 政治上ꎬ 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ꎬ 秉持公道正义ꎬ 坚

持平等相待ꎮ 经济上ꎬ 要立足全局、 放眼长远ꎬ 坚持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ꎬ 既要让自己过得好ꎬ 也

要让别人过得好ꎻ 经济全球化、 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ꎬ 不同国家和地区结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关系ꎮ 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ꎬ 不能只

追求你少我多、 损人利己ꎮ 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ꎬ 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ꎮ”① 这些关于

“义” 和 “利” 相互关系的论述ꎬ 体现了强烈的中国道义观ꎬ 是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之

运用于新时代国际交往的新理念ꎬ 对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 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ꎬ
更体现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正能量ꎮ

正确处理 “义” 和 “利” 的关系是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道德准则ꎬ 不仅是指导个人为人处世的

重要原则ꎬ 也是指导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ꎮ 习近平针对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关系

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ꎬ 强调在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时要树立正确义利观ꎬ 政治上坚持正义、 秉持公

道、 道义为先ꎬ 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ꎮ 针对那些对我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

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ꎬ 要更多地考虑到对方利益ꎬ 不要损人利己ꎬ 以邻为壑②ꎮ
重义轻利、 先义后利、 取利有道ꎬ 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ꎮ 习近

平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传统ꎬ 顺应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时代潮流ꎬ 提出在外

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义利观ꎮ 义ꎬ 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ꎬ 共产党人、 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ꎮ 这

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ꎬ 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ꎬ 不是个好现象ꎮ 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

乐、 共同幸福ꎮ 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ꎬ 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ꎮ 利ꎬ 就是要恪守

互利共赢原则ꎬ 不搞我赢你输ꎬ 要实现双赢ꎮ 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ꎬ 有时

甚至要重义轻利、 舍利取义③ꎮ 因而ꎬ 正确义利观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ꎬ 已经成为中国

与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交往的重要指南ꎬ 必将对国家间的友好合作起到积极的作用ꎬ 也必将

对国际关系产生积极的深远影响ꎬ 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ꎮ 这对于建立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

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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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正确义利观的创新理论观点

正确义利观ꎬ 它的创新理论观点在那里? 与我们原来倡导的国际主义有什么不同?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ꎬ 习近平在接受国内外记者联合采访时强调: “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ꎬ 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

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ꎮ”① 习近平提倡的在国际关系中贯彻正确义利观ꎬ 不是对我们原来提倡的国际

主义的否定ꎬ 而是针对和平与发展的新的时代背景ꎬ 提出的我国的国家利益观ꎬ 以及在国际关系领

域倡导的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新理念ꎮ 它是国际主义内核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再现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ꎬ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ꎬ 高度赞扬了 １９３９ 年来华援助抗战的苏联国际主义

战士格里戈里库里申科ꎮ ３ 月 ２５ 日ꎬ 在坦桑尼亚进行国事访问时ꎬ 习近平专程来到援坦中国专家

公墓ꎬ 缅怀为中坦、 中非友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ꎬ 并称赞这些援坦中国专家 “用生命诠释

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ꎮ
国际主义是完全的无私奉献ꎬ 为此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ꎮ 它是不计报酬的物质援助、 主持

公道的声援ꎬ 以及精神上的支持ꎮ 这与当时反对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ꎬ 支援亚非拉被压迫人民的民

族独立和解放的时代背景密切相连ꎬ 与我们需要团结亚非拉人民一道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密切相关ꎮ
在当时ꎬ 中国积极践行国际主义ꎬ 无私援助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ꎮ 随着时代的变迁、 国

际形势的变化、 时代主题的改变ꎬ 我们的国家利益观也发生了变化ꎬ 并有了新的时代内涵ꎬ 正确义

利观应运而生ꎮ 它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理念之一ꎬ 是对主权原则的尊重、 维护和有益补充ꎮ 同

时ꎬ 也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修正ꎬ 更是对见利忘义、 损人利己的国家行为的反对

和鞭挞ꎮ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ꎬ 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ꎬ 任何国家的对外关系与对

外战略都首先从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ꎬ 这无可厚非ꎬ 但要取利有道ꎮ 我们认为国家利益包含三

个层次的问题ꎮ
第一ꎬ 国家利益的内涵ꎮ 我国学者阎学通在 １９９６ 年出版的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 一书中ꎬ 把

国家利益分为四个方面ꎬ 认为国家利益主要是由安全、 经济、 政治和文化构成的②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他指

出ꎬ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ꎬ 国家利益的排序不是固定不变的ꎬ 这一时期安全利益是中国的首要国家利

益ꎮ 安全利益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军事相关的传统安全问题ꎬ 而是增加了经济安全、 环境安全、 社会安

全等非传统安全内容ꎮ 其中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又是与军事能力相关的ꎬ 如恐怖主义和海盗威胁③ꎮ
第二ꎬ 对国家利益实现途径的认识ꎮ 中国的国家利益观是和平建设自己的家园ꎬ 在平等、 互利

原则基础上开展对外贸易及合作ꎬ 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世界和平ꎬ 维护各国人民

共同利益ꎮ 因此ꎬ 我国国家利益是通过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ꎬ 以及在与世界各国人民的

友好交往中ꎬ 通过互利互惠的贸易来获得的ꎮ “中国的崛起方式一开始即强调共赢ꎬ 完全不同于美

国式的霸权方式ꎮ 合作共赢不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ꎬ 而强调互补式的相对获益ꎬ 共同致富ꎮ 中国一

直主张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可能建立于别国的贫困基础上ꎮ”④ 而霸权国家是通过霸权来获取绝对利益

的ꎮ 特别是历史上的西方殖民者ꎬ 是通过侵略战争ꎬ 逼迫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来

攫取自己的国家利益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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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国家利益与国际主义、 全人类利益的关系ꎮ 新中国成立之初ꎬ 我国更多地追求国家利益与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ꎬ 支援第三世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ꎬ 反对霸权主义、 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

的斗争ꎮ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ꎬ 国际主义在中国主要体现的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高

度结合ꎮ 当然ꎬ 毛泽东同志关于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关系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ꎬ 并根据国际

形势的变化时而有所侧重ꎮ “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都较为实际地从某一个区域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

角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ꎬ 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的结合ꎬ 注重独立自主和国家主权在我党和我国

政府对外政策中的基本地位毛泽东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是民族化了的国际主义ꎬ 是与

爱国主义高度结合的国际主义ꎮ”①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中国强调追求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ꎬ 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ꎬ 提

出建设一个和谐世界ꎬ 倡导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 金砖国家领导人

峰会、 Ｇ２０ 峰会以及联合国等重要场合的多次讲话中都提出了保护人类环境ꎬ 以及关于人类可持续

发展的主张及建议ꎮ 习近平在国内国际的多种场合ꎬ 多次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ꎬ 中

国坚持正确义利观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继续弘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ꎬ
积极发挥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精神ꎬ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ꎬ 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更多的

公共产品ꎬ 欢迎各国ꎬ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ꎮ 正如习近平所说的: “中国共产

党所做的一切ꎬ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ꎮ”② 由此ꎬ 正确

义利观是中国为地区发展以及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关系新理念、 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

案ꎬ 必将为建立一个利益和谐、 安全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作出重要的贡献ꎮ

二、 正确义利观倡导的核心理念———互利共赢

正确义利观倡导的核心理念是互利共赢ꎬ 即在国家间相互关系中ꎬ 要义利兼顾ꎬ 以义为先ꎬ 而

不能见利忘义ꎻ 要取利有道ꎬ 坚持国际道义ꎻ 要以义让利ꎬ 体现大国风范ꎻ 要合作共赢ꎬ 反对零和

博弈ꎻ 大国要为全球发展担责出力ꎮ
１. 义利相兼———义利平衡

习近平提出的正确义利观强调ꎬ 在国家间相互关系中ꎬ 要义利相兼ꎬ 以义为先ꎬ 而不能见利忘

义ꎮ 要讲信义、 重情义、 扬正义、 树道义ꎮ 要取利有道ꎬ 坚持国际道义ꎬ 而不能以邻为壑、 甚至以

大欺小、 以强凌弱ꎬ 要摒弃丛林法则ꎮ 只有义利兼顾ꎬ 才能义利平衡ꎮ 义利平衡ꎬ 才能和谐相处ꎮ
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对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内涵的新阐释ꎮ 其思想精髓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ꎬ 如为国家而忘小家ꎬ 为公而忘私ꎻ 取利有道ꎬ 以义为先ꎻ 对不利的局面或事情ꎬ 不要苟同逃离ꎬ
要有责任意识: “国耳忘家ꎬ 公耳忘私ꎬ 利不苟就ꎬ 害不苟去” ( «汉书贾谊传» )ꎮ 讲诚信道德

以立国的 “信ꎬ 国之宝也” (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ꎻ “君子之言ꎬ 信而有征” ( «左传昭公八

年» )ꎻ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诚者ꎬ 君子所守也ꎬ 而政事之本也” ( «荀子不苟» )ꎮ 关于道德

礼仪的 “礼之可以为国久矣ꎬ 与天地并” ( «左传晏子论礼» )ꎬ 即为文明礼仪之邦方能久远ꎮ 守

司法道德、 坚持司法公正的 “有权衡者ꎬ 不可欺以轻重ꎮ 有尺寸者ꎬ 不可差以长短ꎮ 有法度者ꎬ 不

可巧以诈伪” ( «慎子君人» )ꎻ “夫制国有常ꎬ 而利民为本ꎬ 从政有经ꎬ 而令行为上” ( «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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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汜论训» )ꎻ “奉公如法则上下平ꎬ 上下平则国强” (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ꎻ 等等ꎮ
中非、 中拉合作就是中国一贯坚持的 “平等互利” “真实亲诚” 正确义利观的真实写照ꎮ 中国

的周边外交政策 “亲、 诚、 惠、 容”ꎬ 一贯体现了 “以邻为伴、 以邻为善” “睦邻、 安邻、 富邻” 的

核心思想和目标ꎬ 亦是贯彻和践行正确义利观的真实写照ꎮ 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利益观的核

心是ꎬ 只有永久的利益ꎬ 没有恒久的朋友ꎬ 合则用、 不合则弃ꎮ 因此ꎬ 正确义利观是对西方现实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狭隘的国家利益观的超越ꎮ
２. 以义让利———大国风范

以义让利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国的风范ꎮ 中国实施积极的对外援助政策ꎬ 既坚持国际主义原则ꎬ
也秉持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的义利观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中国在还很不富裕的情况下ꎬ 就积极无偿

援助亚非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ꎬ 经济实力显著提

高ꎬ 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ꎬ 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ꎬ 中国没有只顾自己的发展ꎬ 而是照顾

和帮助世界上一些贫困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ꎬ 通过减免债务、 低息贷款等方式来扶持贫困落后的国

家和地区共同发展ꎮ 如对非洲落后地区的帮助ꎬ 大都是 “以义让利” 的形式ꎬ 或无偿援助、 或减免

债务、 或低息贷款ꎬ 体现了大国风范ꎮ 此外ꎬ 中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技术人员支持ꎬ 为

广大发展中国家建成了大批基础设施和民生改善项目ꎮ 今天ꎬ 成千上万的中国科学家、 工程师、 医

务人员、 教师等正奋斗在众多发展中国家ꎬ 帮助他们改变命运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 习近平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时发表 «谋共同永续发展ꎬ 做合作共赢伙伴»

的重要讲话中指出ꎬ ６０ 多年来ꎬ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ꎬ 共向 １６６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

４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援助ꎬ 派遣 ６０ 多万援助人员ꎬ 其中 ７００ 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ꎮ 面向未来ꎬ 中国将

继续秉持义利相兼、 以义为先的原则ꎬ 同各国一道为实现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作出努力ꎮ 为此ꎬ 中国

设立了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ꎬ 首期提供 ２０ 亿美元ꎻ 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ꎬ 力争

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１２０ 亿美元ꎻ 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 内陆发展中国家、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

至 ２０１５ 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ꎮ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ꎬ 中国积极倡导全球合作抗击疫情ꎬ 并派医疗队驰援多国抗击疫情ꎬ

向多国捐赠抗疫物资ꎮ 中国积极开展新冠疫苗的研制工作ꎬ 疫苗研制成功后积极向世界各国提供疫苗ꎬ
特别是向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无偿捐助了大量疫苗ꎬ 为全球抗疫斗争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５ 日ꎬ 习近平向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发表书面致辞强调ꎬ “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理念ꎬ 向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ꎬ 积极开展合作生产ꎮ” “今年全年ꎬ 中国将努力向

全球提供 ２０ 亿剂疫苗ꎮ 中国决定向 ‘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捐赠 １ 亿美元ꎬ 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

苗ꎮ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ꎬ 推进疫苗国际合作进程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①

３. 合作共赢———反对零和博弈

合作共赢ꎬ 反对零和博弈ꎬ 体现了我国提倡的正确义利观的核心价值理念ꎻ 义利兼顾ꎬ 义利平

衡是基础ꎻ 以义让利ꎬ 大国风范是榜样ꎮ 要摒弃冷战思维ꎬ 你输我赢、 你少我多的思想ꎮ
党的十八大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ꎬ 并将合作共赢确定为外交工作的基本思路ꎮ “合作

共赢ꎬ 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ꎬ 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ꎬ 在谋求本国发展中

促进各国共同发展ꎬ 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ꎬ 同舟共济ꎬ 权责共担ꎬ 增进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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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利益ꎮ”①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１５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说: “东南亚朋友讲 ‘水涨荷花高’ꎬ
非洲朋友讲 ‘独行快ꎬ 众行远’ꎬ 欧洲朋友讲 ‘一棵树挡不住寒风’ꎬ 中国人讲 ‘大河有水小河满ꎬ
小河有水大河满’ꎮ 这些说的都是一个道理ꎬ 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 办好事、 办长久之事ꎮ 要

摒弃零和游戏、 你输我赢的旧思维ꎬ 树立双赢、 共赢的新理念ꎬ 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ꎬ
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ꎮ 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ꎬ 也适用于政治、 安全、 文

化等广泛领域ꎻ 不仅适用于地区国家之间ꎬ 也适用于同域外国家开展合作ꎮ”② 与 “零和” 对应ꎬ 我

们现在也常用 “双赢” “共赢” 概念ꎮ “双赢” “共赢” 的基本理论就是通过谈判、 合作达到对双方

或多方都有益或有利的结果ꎬ 并且要通过经济合作、 责任共担而实现利益共享ꎮ
共建 “一带一路” 经济合作倡议ꎬ 是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ꎬ 为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ꎬ 为世界

各国搭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ꎬ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ꎮ 目前ꎬ 中国已经同 １７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签署了合作文件ꎬ “一带一路” 成为全球最大国际合作平台ꎮ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ꎬ “六廊六路多国

多港” 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ꎬ 并为此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丝路基金等ꎮ
４. 大国责任观———为全球发展担责出力

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ꎬ 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责任ꎮ 大国关系也事关全球的战略

稳定、 人类的和平与发展ꎮ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ꎬ 中国一直致力于在

国际事务中发挥负责任的、 建设性的大国作用ꎬ 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的历史担当和负责任的大国

形象ꎮ
中国在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ꎬ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ꎬ 积极带动和促进周边国家共同

发展ꎬ 倡导 “一带一路” 经济合作ꎬ 为沿线国家积极修建和改善基础设施ꎬ 促进互联互通ꎻ 协同各

国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ꎬ 促进协同联动发展ꎬ 实现共同繁荣ꎻ 携手各方开创发展新机

遇ꎬ 谋求发展新动力ꎬ 拓展发展新空间ꎬ 实现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 我国对 “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３０ ５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２ １％ ꎮ 在沿线国家完成营业额 １０４ ９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４ ８％ ꎬ 占同期总额的 ５７ ５％ ꎮ 对外承包工程集中于基础设施领域ꎬ 转型升级步

伐加快ꎮ １—２ 月ꎬ 我国企业承揽的境外基础设施类工程新签合同额超过 ２５０ 亿美元ꎬ 完成营业额超

过 １５０ 亿美元ꎬ 分别占总额的 ８２ ６％和 ８２ ７％ ③ꎮ 习近平多次表示ꎬ 中国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

展的顺风车ꎮ 中国在全球减贫进程中努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ꎬ 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实实在在的

支持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习近平在南南合作圆桌会议上宣布ꎬ 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６ 个 １００” 项

目支持ꎬ 包括 １００ 个减贫项目、 １００ 个农业合作项目、 １００ 个促贸援助项目、 １００ 个生态保护和应对

气候变化项目、 １００ 所医院和诊所、 １００ 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④ꎮ 中国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的普惠

均衡发展ꎬ 使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能够各国共享ꎬ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ꎻ 积极支持和维护

联合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的权威作用ꎬ 以及参加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的人类维和行动ꎮ
“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资金贡献国ꎬ 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

遣维和人员数量最多的国家ꎮ”⑤ 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观和大国担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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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确义利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

正确义利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ꎬ 与西方国家利益观有着本质的区别ꎮ 中国认为国家利

益至上原则不应该成为追求自己国家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的出发点和理由ꎬ 而是要取利有道ꎬ 在追

求实现自己国家利益时合理关切他国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ꎮ 任何国家都要尊重他国核心利益和合理

关切ꎬ 不损害全人类共同利益ꎮ
１. 正确义利观与西方国家利益观的区别

(１) 国家利益原则ꎮ １６４８ 年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结束了欧洲三十年战争ꎬ 在欧洲均势基础之

上ꎬ 确立了威斯特伐利亚均势秩序ꎬ 奠定了民族国家的主权、 领土与独立的原则ꎮ “国家对外主权

概念的核心是不干涉原则ꎬ 在这个基础上萌发了新的国际关系体系ꎮ 根据对外主权原则ꎬ 现代国际

关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得到了公认和强化ꎬ 使国际法的地位从凌驾在国家之上转为根植于国家之

间ꎮ”① 可见ꎬ 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是自近代以来就用国际法明文规定下来的ꎮ
冷战结束以后ꎬ 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思想居主导地位ꎬ 国家利益重新被置于外交的首位ꎮ 这是

世界范围思想意识的重要改变ꎬ 也由此形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家利益原则的主流意识ꎬ 就是无

论任何国家ꎬ 在国际风云变幻中都首先要考虑本国的国家利益ꎮ 在民族国家还是国际关系主体的情

况下ꎬ 这有其积极的一面ꎬ 或者说也是必需的ꎬ 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ꎬ 存在一个问题ꎬ 就是各国在

关心、 考虑自己国家利益时的原则基础是什么ꎬ 是只顾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损害他国的利益ꎬ 还是照

顾和关切他国的合理利益ꎮ
(２) 西方的国家利益观ꎮ 西方的国家利益观遵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ꎮ 自从 «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 签订奠定了民族国家的主权、 领土与独立原则以来ꎬ 在国际关系中 “国家利益至上” 就是一个

突出的原则ꎬ 各国的外交政策及战略都是以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ꎮ 只是冷战期间由于意

识形态的对抗ꎬ 使得国家外交政策以意识形态划线ꎬ 敌友分明ꎮ 冷战结束后ꎬ 国家利益重新被置于

各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地位ꎬ 大国间的合作以不违背 “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为底线ꎮ 但现实世界中一

些实力强国却为了本国的利益ꎬ 用领土补偿原则分割弱小国家ꎬ 侵犯他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ꎮ 这体

现了西方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和斗争ꎬ 虽然制定了法律ꎬ 但是在实际中ꎬ 往往是现实主义占

上风ꎬ 他们的 “没有永久的朋友ꎬ 只有永久的利益” 的外交理念常常支配着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ꎬ
甚至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不惜武力入侵他国ꎮ 这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时期非常突出ꎬ 也是对

西方的国家利益观的真实写照ꎮ
再者ꎬ 霸权稳定论代表着霸权国的利益观ꎮ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

伯格是霸权稳定论的始作俑者ꎮ 他在 «１９２９—１９３９ 年世界经济萧条» 一书中率先提出了霸权稳定

论ꎬ 后来由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ꎮ 金德尔伯格引用经济学的概念ꎬ 把各国的民族利益看作

私人商品ꎬ 而把世界经济的稳定视为全球商品ꎮ 他认为ꎬ 国际公共产品首先是和平ꎬ 其次是开放的

贸易体制、 统一的度量衡和固定的汇率等ꎮ 一个社会的公共产品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ꎬ 但在无政府

的国际社会中ꎬ 只有那些大国才有能力提供国际上的公共产品ꎮ 他在研究大危机中认识到ꎬ 大国应

该承担起维护国际市场的责任ꎮ 小国没有经济实力ꎬ 同时也不负有维持经济体系的责任ꎬ 因此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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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必要行使领导权ꎮ 它们只是国际经济体系中的 “搭便车者”ꎮ 中等大小的国家虽然 “足以损害

这个体系ꎬ 但却不足以稳定它”ꎮ 只有大国既有能力又有责任来领导国际经济体系ꎬ １９１４ 年以前这

个大国是英国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是美国ꎮ
吉尔平从收益角度论证了霸权国家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ꎬ 从而加速了衰弱的趋势ꎮ 他认为ꎬ

为了支付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ꎬ 霸权国家的经济剩余逐渐减少甚至消耗殆尽ꎮ 根据经济学中边际收

益递减法则ꎬ 霸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与从中获取的收益成反比ꎬ 从而使霸权国在经济上逐渐

无力负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ꎬ 进而迫不得已放弃霸权地位ꎬ 让位于其他新崛起的更有竞争力的新

兴国家ꎮ “白搭车” 是吉尔平分析霸权必衰的另一个原因ꎮ 他认为ꎬ 由于存在白搭车者ꎬ 霸权国往

往长时间为保证公共产品的充分供应而付出了远远超出其应付的成本ꎮ 因此ꎬ 霸权国对 “白搭车

者” 感到不耐烦和失望ꎮ 白搭车者一方面从经济上加重了公共产品的成本负担ꎬ 削弱了霸权国家的

实力ꎬ 另一方面又从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权国感到沮丧ꎬ 失去了为国际社会提供自由经济体制的意欲

和动力ꎮ
霸权稳定论的核心观点ꎬ 一是大国是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力量ꎬ 中小国家只是 “搭便车者”ꎮ

二是霸权国家为了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代价ꎬ 这成为霸权国家衰落的原因ꎮ 三是

霸权国家对 “搭便车者” 不满ꎬ 不愿意再承担提供公共产品所付出的代价ꎮ 实际上霸权国为了维持

霸权地位ꎬ 不得不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ꎬ 但其实这与其提供的国内公共产品是两个概念ꎬ 它并

不是无私的奉献ꎬ 而是要获取霸权利益ꎮ 霸权国认为没有获得霸权利益是因为有 “搭便车者” 的思

想是不正确的ꎬ 认为 “搭便车者” 是造成霸权国衰落的原因之一也是错误的ꎮ 这种国家利益观的心

态是不正确的ꎬ 也不利于正确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ꎮ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 不只是霸权国家由

于居于国际体系的权力中心ꎬ 为稳定国际体系提供了公共产品ꎬ 许多发展中国家ꎬ 特别是新兴大国

如金砖国家ꎬ 积极融入国际体系ꎬ 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 贡献者ꎬ 也为稳定国际体系ꎬ 包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布雷顿森林体系ꎬ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及安全体系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ꎮ 稳定的货币体系和国际安全框架的最大受益国是霸权国ꎮ 当然ꎬ 和平稳定的国际体系和国

际环境为各国的发展和繁荣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ꎮ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ꎬ 西方利益观也没有根本改变ꎬ 他们视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国家利益的

根本原则ꎬ 但不尊重弱国小国的国家利益ꎬ 甚至为了本国利益而干涉他国内政ꎬ 如通过颜色革命ꎬ
对西亚北非和中东实行政治、 经济及文化霸权ꎬ 来达到对其控制的目的ꎬ 从而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

最大化ꎮ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代形成的重要的国际政治体系ꎬ 奠定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国际政治体系

的基石ꎮ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以独立的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ꎬ 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

为体ꎮ 因此ꎬ 尊重民族国家的独立、 主权、 平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ꎮ
(３) 中国的国家利益观ꎮ 习近平提出的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国家利益观的集中体现ꎬ 是马克思主

义的国家利益观ꎬ 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ꎮ 中国的国家利益观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主

张国家利益的最高原则是尊重和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ꎬ 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遵守国际法及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ꎮ 中国的国家利益观ꎬ 还包括和平建设自己的家园ꎬ 在平等、 互利原则基础上开

展对外贸易及合作ꎬ 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关照他国利益ꎬ 努力促进世界和平ꎬ 及维护各国

人民的共同利益ꎮ
但由于时代不同、 国际局势不同ꎬ 不同时期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重点也就不同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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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ꎬ 维护中国的独立、 主权与领土完整ꎬ 努力改善中华民族的生

存环境ꎬ 坚持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的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ꎮ 改革开放以后ꎬ 中国发展经济ꎬ
开展对外交流合作ꎬ 实现国家利益ꎬ 同时追求国内的稳定ꎬ 国际环境的稳定、 和平与安全ꎮ 邓小平指

出ꎬ “中国要摆脱贫困ꎬ 实现四个现代化ꎬ 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ꎮ 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

么事也做不成”①ꎬ 强调从战略的角度ꎬ “本着既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ꎬ 又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的精

神来处理所面临的各种的问题”②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中国进一步强调利益攸关方ꎬ 照顾、 关切彼此的

核心利益ꎬ 实现双赢或多赢ꎻ 提倡新安全观ꎬ 以合作促安全ꎻ 倡导正确义利观ꎬ 实现互利共赢ꎮ 党

的十八大强调ꎬ 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ꎬ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

国际事务ꎬ 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ꎬ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ꎮ 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ꎬ
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 可持续、 平衡增长ꎮ

习近平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６０ 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中强调: “坚持主权平等ꎮ 主权是国

家独立的根本标志ꎬ 也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体现和可靠保证ꎮ 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ꎬ 各国应该尊

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ꎮ 这些都是硬道理ꎬ 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ꎬ 任何时候都不应动摇ꎮ”③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ꎬ 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 “主权平等ꎬ 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

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ꎬ 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 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ꎮ 主权平等ꎬ 真谛在于国家

不分大小、 强弱、 贫富ꎬ 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ꎬ 内政不容干涉ꎬ 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

道路新形势下ꎬ 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ꎬ 推动各国权利平等、 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ꎮ”④

由此可见ꎬ 我们主张的正确义利观与西方的国家利益观的根本区别在于ꎬ 怎样看待国家利益ꎬ
如何获得或实现国家利益ꎬ 是否主张推动大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真正享有权利平等、 机会平等、 规

则平等ꎮ
２. 正确义利观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冷战结束后ꎬ 国家利益重新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支配力量ꎬ 并被确立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

和最高原则ꎮ 基辛格指出: “冷战胜利使美国进入了一个非常类似 １８、 １９ 世纪欧洲国家体制的世界ꎬ
失去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威胁或战略威胁ꎬ 使得各国越来越以眼前的国家利益执行其外交政策ꎮ”⑤

在对外关系中ꎬ 各国首先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原则出发进行现实的选择ꎬ 尤其在事关国家的核心

利益问题上是不能动摇和妥协的ꎬ 这无可厚非ꎮ 这与在国际关系中贯彻正确义利观是不矛盾的ꎬ 我

们强调贯彻正确义利观是指不能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损害他国的利益、 以邻为壑、 损人利己ꎬ 甚

至靠发动战争来攫取他国资源和战略利益ꎮ 这种作为是我们反对的和必须批判的ꎮ 美国在 ２００１ 年以

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恐怖组织为借口发动阿富汗战争ꎬ ２００３ 年以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拥有大规模

的生化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ꎬ 试图以战争塑造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秩序的图谋并没有顺

利实现ꎬ 给世界带来了新的不安全因素ꎬ 恐怖主义活动更加猖獗ꎬ 在世界各地蔓延ꎮ
因此ꎬ 我们提倡在国际关系中要贯彻正确义利观ꎬ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ꎬ 努力塑造公平、 公正、

合作共赢的世界新秩序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这样才能保障世界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ꎬ 世界

人民才能共享和平与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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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正确义利观与国家核心利益

中国提出的正确义利观的核心是义利兼顾、 以义让利、 互利共赢的思想理念ꎬ 与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追求的国家利益至上有本质区别: 我们在事关国家领土、 主权等核心利益上决不退让ꎬ 我们反

对的是见利忘义、 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干涉他国内政、 甚至牺牲他国利益来获取本国利益的国家

利益至上理论及行为ꎮ
我们坚决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中国政府庄严承诺永远不称霸ꎬ 中国不相信国强必霸的逻辑ꎬ 而是

要走出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不同的发展道路ꎬ 即不靠剥削、 不靠殖民、 不靠霸权ꎬ 而是和平发

展、 与各国合作互利共赢ꎮ 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ꎬ 我们渴望和平ꎬ 但是绝不能以牺

牲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ꎮ 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ꎬ 决不会屈服于外来压力ꎮ
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中国外交的神圣使命ꎮ 新中国成立 ７２ 年来ꎬ 我们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

权、 捍卫民族尊严上的立场是一贯的ꎮ 在新的历史时期ꎬ 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ꎬ 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ꎬ 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ꎮ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

核心利益做交易ꎬ 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苦果ꎮ”① 这些话掷地有

声ꎬ 字字千钧ꎬ 从根本上讲清了坚持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②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６ 年 “七一” 讲话中重申了这一原则立场和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ꎮ

四、 正确义利观符合全人类发展利益ꎬ 也应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正确义利观符合全人类发展利益ꎬ 也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ꎮ “习近平同志关于在外交

工作中坚持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思想ꎬ 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ꎬ 不仅对我们进一步做好

新时期的外交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ꎬ 也为人类共同价值宝库增添了新内涵ꎮ”③

英国知名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在接受 «参考消息» 采访时说: “在领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方面ꎬ 中国有绝佳的机会ꎮ 当今世界不需要军事上的领导ꎬ 而是需要道德和价值观上的领导ꎮ”④

阿尔布劳深切地说出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ꎬ 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 世界秩序面临重

塑ꎬ 世界面临更多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的情况下ꎬ 时代呼唤道德和价值观的引领ꎬ 而不能靠武力和

强权来统治世界ꎮ 而且ꎬ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正确义利观、 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一带一

路” 倡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中国道义和核心价值观ꎬ 如和合、
协和万邦、 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思想等ꎮ

同时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民主、 自由、 公平、 正义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的坚守和追

求ꎮ 我国一直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国际上坚持公平正义ꎬ 主持公道ꎮ 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ꎬ 尊重各国

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ꎮ 这些都是对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

追求和坚守⑤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 “和平、 发展、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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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正义、 民主、 自由ꎬ 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ꎬ 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ꎮ”① 此后ꎬ 习近平在国际国

内多种场合提及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ꎬ 习近平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上的讲话» 中指出: “让我们团结起来ꎬ 坚守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ꎬ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②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ꎬ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我们将顺应历史潮

流ꎬ 积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ꎬ 弘扬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③ꎮ 而且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ꎬ
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ꎬ 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ꎬ 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

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④ꎮ
可见ꎬ 正确义利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和积极践行ꎬ 是促进全球治理ꎬ 建立相互

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世界秩序必须秉持的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和国家利益原则ꎮ 当然ꎬ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要各国共同努力ꎬ 同霸权主义的霸权利益观作斗争ꎮ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ꎬ
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⑤ꎬ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始终是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

鲜明特色”⑥ꎮ 新时代让我们继续发扬这一伟大精神和优良传统ꎬ 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ꎬ 坚持正确义

利观ꎬ 与霸权主义利益观的自私自利、 损人利己的行为作斗争ꎬ 实现人类的共同价值理念ꎬ 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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