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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势 与 政 策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历史贡献

李景治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国际战

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准确地判断和预测了国际形势的转变，为把党和

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科学依据。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

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

竞争日趋激烈，为中国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提供了思想指南，也为我国改革开

放提供了科学依据。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不以社会制度、意识

形态划线，努力发展正常国家关系，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的战略思想，为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确立了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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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他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变化，提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

化方向发展等重要论断，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

指导方针，为我们研究、处理中国外交和国际问题提供

了科学方法。

一、准确地判断和预测国际形势的转变

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准确判断，是制定党和国家

大政方针的重要依据。在新时期，邓小平曾指出，再有五

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世界大战也打不起来。后来他又说，

世界大战至少十年打不起来。在此基础上，“我们改变了

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1](P127)邓小平对国际

形势和战争危险的新看法，是建立在对国际环境进行深刻

分析、冷静思考、科学判断基础之上的。邓小平之所以提

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新判断，是看到了在长期冷战和争

夺世界霸权的环境下，直接形成了大体的战略平衡。美苏

之间既相互斗争、争霸世界，又相互制约，谁也不敢轻易

发动大规模战争。正如邓小平所说，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

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

大战。同时，邓小平也看到，在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

格局中，美苏不可能联手对付中国。与此相反，它们都希

望同中国缓和关系，共同对付对方。事实上，也形成了中

美在一定程度上携手对抗苏联的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减

缓了来自苏联的直接军事压力，使得战争更不容易打起

来。由于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

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的军事实力虽然不及美苏，但也

绝不可以小视，尤其是中国已成功试制了原子弹、氢弹，

初步具备了核打击能力。这就使美苏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

核战争。除此之外，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世界形势和国

际潮流正在发生巨变，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力量不断增

加，发动战争特别是打世界大战越来越不得人心。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的主要议题。在国际事

务中，冷战和军事对抗的色彩逐渐消退，经济竞争与合作

交流逐渐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关于国际形势的新判断，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得到全党的认

同。在此基础上，全党达成高度的共识：“在相当长的时

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

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2](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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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于国际形势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新判断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把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科学依

据。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工作重点

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我们怎

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3] (P266)

二、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

如何看待我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及国际形势发展的趋

势，直接关系到我国大政方针的制定以及党和国家工作的

大局，是亟须回答的重大战略问题。邓小平通过敏锐观察、

冷静思考和科学分析，高瞻远瞩地提出对时代主题和国际

形势发展趋势的三大科学判断。

第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

没有解决。早在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指出，“现在世界上

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P105)他认为，新的世

界大战可以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实现了世界和平。相

反，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依然是世界的最根本的

问题之一。因此邓小平说，世界和平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

决，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长期的奋斗目

标。邓小平一方面明确指出，新的世界大战在相当长的时

期内打不起来，争取实现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另一方面

又指出，和平问题仍然是当前世界的根本性的大问题，至

今没有解决。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观察和分析国际问题的

科学性、全面性和辩证思维。

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除了和平问题，另一个重要问

题就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命运的核

心问题。发展问题首先涉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

通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的

状况、实现全面发展。同时，世界面临着新科技革命和经

济全球化的严重挑战。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发展问题。如

何调整经济结构、化解危机，加强合作与交流，如何节能

减排、防治污染、改善环境，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无疑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不仅发展中国

家，而且发达国家也需要进一步解决发展问题。只有发展

才能促进经济的繁荣、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稳定。实践证

明，邓小平关于发展的论断抓住了当今世界问题的关键，

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当今世界、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具

有指导意义。

然而，无论是和平问题，还是发展问题，都不可能一

帆风顺地得到解决。邓小平始终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并不

断告诫全党。直到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仍然强调：“世

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P383)

因此，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

事实证明，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并成为我们党分析和

判断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思想指南。邓小平这一科学论断

已写入党和国家的纲领性文件，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

展。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

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要和平不要战争，

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4](P46-47)由

此可见，当前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判断以及党和国家

的有关方针政策，是同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一脉相承

的，是这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冷战和两极

格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它直接影

响和制约了各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同时，世界两极

格局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

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70年代初中美

建交，双方关系得到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的两

极格局。同时，日本和西欧各国力量不断增强，欧盟一体

化的步伐加速，其对外政策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广大发

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面对日益严

重的压力和挑战，苏联的改革难以深化并产生方向性错

误，实力不断下降。世界格局处在大变动之中，但旧的世

界格局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确定了，

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看法。邓小平力排众议，

旗帜鲜明地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

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

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

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1](P353)邓小平的这

一论断，不仅正确概括了当时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变化的

特点，而且准确地预测了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大趋势，即

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关于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论断，提

高了我们的信心和勇气。它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坚持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勇于反对霸权主义，使我们既

看到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作用，又看到世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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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趋势对霸权主义的制约。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的一极，

也要勇于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尽到应有的国际义务。这

也有利于我们充分利用多极化的发展趋势，遏制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捍卫我国的国家利益，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创造良好的和平环境。此外，这也有利

于我们利用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

共同发展。

第三，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

日趋激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原子能的发明和广泛

应用以及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

迅猛发展，各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世界各国越来越

注重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这已成为不可抗拒

的潮流。邓小平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敏锐地看到这一趋

势。1978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

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5](P87)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

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

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1](P274)邓小平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

蓬勃发展，经济、技术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因此，“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

占有一席之地”。[1](P279)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特别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的威胁，以及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压力，中国无疑应加

快国防建设，提高军事实力，但这必须以经济的发展、科

技的进步为基础和前提条件。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能

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

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

的发展战略。”[1](P356)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党

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也是对日趋激烈的经济、科技竞

争的积极回应。事实证明，邓小平的判断和相应的战略部

署是英明正确的。邓小平上述三个判断，为中国争取和平

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提供了思想指南，也为我

国改革开放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为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确立了指导方针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国际

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确立了指

导方针。

第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坚持独立自主是

我国外交政策的一贯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

小平继续坚持这一方针，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强调要

更加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早在1982年他就指出，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

点。邓小平认为，要真正坚持独立自主，就必须做到处理

一切国际事务都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

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同时，必须坚

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任何国家的侵略和扩张

政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民族尊

严，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邓小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在国际上保持自

己的独立地位，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

何集团，不支持任何一国或一个集团去反对另一国或集

团，不把自己绑到别人的战车上。邓小平总结了冷战时期

我们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搞“一条线”战略的经验教

训，强调绝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同谁都往来，同

谁都交朋友，全面改善和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

第二，强调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划线，努力发展

正常国家关系。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其发展道

路都存在很大差别。冷战期间，资本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

阵营、美国同苏联，处于严重对立和对抗之中。不同政治

制度、价值观念的国家处于对抗、对立或相互隔绝状态，

这就大大限制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同苏联的外交政策

大体保持一致，这是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20世纪60

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和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致

使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这无疑大大挤压和限制了中国发展

对外关系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强调

发展对外关系不能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应在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正

是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解放思想，打开国门

对外开放，积极改善同西方各国的关系，密切彼此的合作

与交流，这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大大拓展了

我国的国际空间。

邓小平认为，发展国家间关系，要始终把国家利益放

在第一位。各国都有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其中

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及其因发展而带来的

利益诉求。只有正确地处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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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相互关系，防止以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划线，才

能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从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国家的主

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P348)但同时又指

出，我们处理国际事务，既要从我国自身的战略利益出

发，同时又要尊重别国的利益，不把本国的利益凌驾于

他国利益之上。

邓小平主张，要努力改善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友

好关系。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道路、路线和

方针政策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发展国家间关系的障碍，他

说，社会主义国家应不计较历史的恩怨，不算历史旧账，

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苏

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苏东剧变后，他强调，我们要尊重各

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他们的内政，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但也不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别人。他重申，

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正

常的国家间关系。

第三，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营

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我国要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特

别是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必须处理好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如何和平解决与相关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同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签订了边

界协议，并最终划定了边界线，从而保障了北部和西部边

界的安宁，也为后来中俄、中哈等双边关系的改善以及上

合组织的多边合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不容否认，中国

同一些国家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解决这些争端相当困难，甚至陷入了互不相让的僵局，从

而影响了中国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为此，邓小平提出

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尽管落实这一主张困

难重重，但在各相关国家围绕领土、领海争端而陷入僵局

乃至“死结”的时候，这一主张至少为问题的解决打开一

扇可行的大门。

其二，如何应对国际上的各种压力和挑战，实现和平

发展。面对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形势，邓小平高瞻远瞩，提

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的战略方针。他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

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

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

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P321)

“韬光养晦”，是邓小平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力

量对比尤其是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形势提出的正确国际战

略。面对强大的压力和挑战，中国应谨慎从事，避免过分

张扬，不要引火烧身，不要妄图取代苏联充当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和第三世界的头儿。“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

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相互结合，相辅相成。“韬光养晦”

不是怕事、躲事，也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在坚持

原则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领

土完整以及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发展的前提下，

灵活地处理中国外交和国际事务，以便为中国的发展努力

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有所作为”就

是要积极主动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真正立足

于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地区的稳定与合作交流作出富

有成效的努力，要善于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值得注意

的是，“韬光养晦”是长期的战略方针，不是权宜之计。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韬光养晦”是一种“计谋”，当中国

实力还不够强的时候，就讲韬光养晦，而一旦中国实力增

强，就会放弃这一方针，而采取步步逼人的态度，在国际

事务中扮演挑战者的角色，甚至会威胁到现有霸权国和西

方国家的利益。这无疑是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误读和

歪曲。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中国外交的长期指导方针，

只能不断丰富和发展，而不会偏废、左右摇摆。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我们正确分析和处理国际问

题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国外交的长期指导方针。我们必须

准确理解、全面把握、始终坚持，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

断丰富和发展这一重要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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