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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外交首先是处理主权国家

之间关系的活动。然而随着国

际社会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稳定和民

间交往的日趋扩大，人们发现现代社

会国与国关系归根到底是人民之间的

关系，民间交往日益成为国家间良好

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在当今全球化

的时代，民间交往更是呈现出全方位、

多领域、宽层次的显著特征，具有非

常大的潜力。在中国与美国两个大国

关系中，民间外交通过中美人民交流

和沟通来增强两国理解和信任，建立

发展超越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友谊和

合作、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中

美关系中，民间外交是重要的，有时

甚至是关键的。2017年中美领导人在

海湖庄园的对话就将涵盖民间外交的

人文交流作为中美四大机制，并认为

其在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积极推动中

美民间外交，对于促进中美良性互动，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1]

官方外交一般侧重于政治领域，

而民间外交可涉足的领域则涵盖社

历史、现在与未来：
中美民间外交与上海实践
民间外交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且可以摆脱国家关系的严格束缚，灵活开展，寻求民间
往来和沟通的合作点。在中美关系中，民间外交是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的。中美民间
外交具有历史悠久、全方位多层次、领域多元化、主体多样化且受政治经济因素影响较大
的特征，其基础是中美差异和共同的历史文化等交汇点。中美民间外交，尤其是沪美民间
外交，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未来中美民间外交的长足发展，应当建立在正视和解决相应问
题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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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间外交注重通

过民间的交流和沟通来增强人民之间

的理解和信任，建立发展超越现实政

治经济利益的友谊和合作，这种基于

人类文明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相互交

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社会基

础。民间外交并没有固定的、一成不

变的模式，而应根据不同的对象和不

同的目的，采取多种多样的交流模式。

因此民间外交这种非官方性和灵活性

的特征有利于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且

可以摆脱国家关系的严格束缚，灵活

开展，寻求民间往来和沟通的合作点。

例如中美关系破冰时发生的“乒乓外

交”，再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985

年以县委书记身份对美国艾奥瓦州的

访问，住在居民家中，可以与当地民

众自由交谈。虽然这次访问时间不长，

但对后来习近平准确认知美国、制定

对美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美国，

凡与中国有较多经济社会人员往来的

州，以及大多数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

在政治上都成为支持中美关系和平发

展的促进派。因此，我们要推动中美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除了推动国家层

面的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外，还需要积

极推动地方外交和民间交往的开展。

从双边关系来说，中美民间外交有如

下特点。

其一，政治和经济因素对中美民

间外交影响巨大。当中美之间政治上

存在冲突或呈对抗状态时，民间的交

往会受到巨大冲击，甚至交往完全停

止，而当政治或外交僵局缓和，中美

关系较为融洽时，民间外交的频度、

广度和深度都会有质的提升。2010年 

5 月 , 中美两国在第二次战略与经济

对话期间开启了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

制。该机制的开启 , 表明人文交流在

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 , 彰显

了中美两国均以双方人文交流为推进

两国关系的新增长点。为此 , 中国政

府有必要因势利导 , 促进中美人文交

流健康快速发展。[2] 中美经济往来对

民间外交的影响略次于政治，但同样

是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以中美建筑

文化交流为例，从1949年到1999年，

由于新中国的建立和政治方面的原

因，中美之间的建筑交流一直处于停

滞时期。1972 年两国签署《中美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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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实现建交后，情况才有所改善。

改革开放后双方民间外交日益频繁和

深入，以上海为例，1999 年后浦东改

革开放推动了上海的发展，也对中美

文化交流起到了惊人的推动作用，上

海和美国的建筑文化交流变得异常活

跃，尤其在现代生活方式和建筑空间

使用方面，中美交流融合越来越多。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金茂大厦、

上海中心，这三个最著名的上海地标，

都由美国建筑事务所完成方案设计。

其二，纵向来看，中美民间外交

历史悠久。早在清末，中国为西方列

强的坚船利炮所迫打开国门后，中美

民间外交也于彼时开启。中美民间的

往来历经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时期、军阀混战与中华民国时期，直

到新中国成立和目前的改革开放建设

新时期，民间外交历史已有百年之久，

积淀深厚。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

当德国法西斯头目要将欧洲犹太人斩

尽杀绝时，世界各国都对逃亡者关上

了门，只有上海人民将家门连同自己

的心扉，一齐向 1.8 万身处绝境的犹

太人敞开。不少当时逃亡中国的犹太

人后来都移民美国并定居，成为中美

民间往来的一批重要使者。中美教育

交流，起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庚子赔

款的余款。当时，青年学子出国留学

以欧洲和日本为主要目的地，到美国

留学的学子非常少。美国人认为，只

有影响中国的青年才俊才能影响中国

的未来，所以用庚子赔款的余款建立

了一所学堂，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

用这笔钱在当年的青年精英中选拔最

优秀的人才赴美留学，这是中美教育

最早的缘起，距今已有约百年的历史。

其三，横向来看，中美民间外

交是全方位的，领域多样化，参与主

体广泛。中美民间外交涉及经济、社

会、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等多个

领域，参与者包括城市、企业、商贸

团体和行会、非政府组织、院校、学

者、留学生等多个主体，广泛且具有

包容性。在上海相关美国的研究中，

有八个领域，包括体育交流，建筑交

流，教育交流（跟教委合作的），还

有文化艺术交流，经济、金融、科技、

司法等领域。上海与美国之间的经贸

交流，尤其是人文交流经过三十多年

的培育，正汇聚成流。现在旅游、留

学、移民正突破太平洋的鸿沟，促成

两国深入的文化融合。此外，城市是

中美民间外交中不可忽视的主要参与

者之一，并在民间外交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例如，杨洁勉曾提到，上海自

1843 年开埠以来，在中美关系中具有

2 0 1 4年9月3日是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

年纪念日。“二十世纪

三四十年代逃亡上海犹

太难民名单墙”在上海

犹太难民纪念馆揭幕，

该难民名单墙长34米、

宽2.5米，上面镌刻着

13732位二战期间在上

海避难的犹太难民的姓

名。图为当日来自德

国的犹太人后裔索尼

娅·米尔贝格在上海犹

太难民名单墙前指认自

己家人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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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地位。从尼克松访华至今，上海

在中美关系中，至少有三件大事发生。

一是上海见证了中美关系发展中诸多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比如，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最终

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公报》。二是“上

海人”为促进两国交往发挥了很大的

作用。改革开放以后，赴美学习、工

作的上海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成为

了各行各业的精英，如今他们之中有

很多人穿梭于两国间，架起了中美沟

通的桥梁。三是沪上一些单位及个人

为记录沪美交流做了大量工作，梳理

及保存了相关文字和图片。除此之外，

还有海内外华侨华人、上海海外高校

校友会、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上海公

共对外协会、美中汽车交流协会、美

国白人会等数不胜数，他们在各个领

域推动着中美的民间外交，为中美民

间交流和沟通添砖加瓦。此外，根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分

析，民间外交集中于中美和中日的研

究和实践。学科背景集中于政治学和

历史学的研究。民间外交与人文外交

和公共外交紧密联系，相互融合，方

兴未艾。

中美民间外交思路

第一，中美民间外交的基础建立

在中美差异及中美民间的经贸利益、

历史、文化或观念等诸多交汇点之上。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美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 两国无

论在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其他方面

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当然 , 两者也存

在分歧。基于双方在战略利益、观察

事务的角度、判断是非的标准和处理

问题的方式上的不尽相同 , 出现分歧

和矛盾在所难免。因此，中美之间的

民间交流对于两国之间求同存异，建

立良性的外交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中

国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及其所包含的

动人的故事之所以能在美国乃至世界

范围内得以传播，是因为这段历史是

中国人民和犹太难民共同抵御法西斯

暴行，维护人类生命和尊严的历史，

激发了两国民间的共同情感。同时也

能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善良、包容和慷

慨。这能够成为很好的外宣题材，为

不同文化、不同宗教背景的人所接受。

1979 年上海改革开放，时任洛杉矶市

长打算同上海缔结成友好城市。旧金

山犹太裔女市长法因斯坦在大量犹太

同胞的鼓舞下，捷足先登，提议在上

海树立犹太难民纪念碑，表达对“宽

宏大量、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的感

激之情。此后旧金山同上海成为中美

第一对友好城市，共同历史在其中的

作用显而易见。可以说，有差异所以

需要交流，而交流不是凭空而来，而

是以种种交汇点为肇始的。

第二，中美民间外交的理念为兼

容并包，多方共赢，与时俱进。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中国对美民间

外交实践的重要背景，民间外交是中

国开展对美外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

一，对于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亚太

地区的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3] 兼

容并包与中国文化底蕴有一定的关

系，如在民间外交中中国提倡文化教

育、文化理解和文化包容。多方共赢

体现在科技文化交流，随着中国国际

影响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中国部

分城市和高校对外籍学者的吸引力越

来越大，而且中国研究、上海研究等

业已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从这

个角度来说，未来的中美学术交流会

更加繁荣。与时俱进突出表现在宣传

上，中美民间外交在宣传上不仅采用

传统方式，且与时俱进，将新旧方式

相结合，传播手段多元化。上海犹太

难民纪念馆在构建传播链时，关注对

内对外两个路径，从对内的角度来

说，首先发掘故事，通过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来进行宣传，进行国内馆际交

流，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南

京大屠杀纪念馆都有合作。还加入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发起成立的

二战博物馆协会 ；对外则建设驻外使

领馆—友城—中国文化交流—孔子学

院—馆际交流—国际组织—媒体—社

团组织—基金会—外国驻华使领馆—

前犹太难民及其亲属朋友交流网络，

扩大中美犹太人历史交往的社会基础

网络。

第三，中美民间外交的主要途

径是充分发掘和利用国内外已有资源

与渠道，推动中美民间外交的全方

位、多层次展开。上海与美国的民间

外交活动便充分利用已有的华侨华人

资源，华人在中美民间外交中主要发

挥了四个方面作用 ：一是政治互信的

沟通作用。近年来在美华侨华人的参

政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传

递信息，解释政府的某些政策方面，

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在中美特别是上

海和美国之间的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二是经济合作的示范作用。华商

企业的规模普遍比较小，经济结构呈

现出高端行业和低端行业并存的特

点，在高端行业和低端行业都有比较

杰出的华人华侨。因为这样的经济特

点，在中美经济交往过程中，华人华

侨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三是科技交

流的引领作用。海外华人华侨专业技

术人才的规模约有数百万之众，其中

约一半集中在美国。从职业分布来看，

主要分布在高等学府、科研机构、高

科技公司实验室，也有部分在政府部

门或非政府合作机构工作，学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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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外使领馆等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征

集、抢救相关史料，固化历史记忆，

传承文化精神。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

所副所长王健认为，如果能够由犹太

难民纪念馆牵头建立一个基金会，突

出其民间特征，将更有利于其发光发

热。同时，讲好故事要注意方式方法。

摒弃说教，激发观念上的触动和共情，

在宣传方式上要利用好国际媒体和美

国国内的媒体，利用好当前社交网络

快速发展这一时机，尽可能促进美国

民众知华而后亲华。在宣传领域上，

要多层次全方位，利用好诸多多边与

双边平台。

其三，民间外交资源需要分类管

理，有针对性地予以推动。在上海，

不仅有犹太难民纪念馆，还有大韩民

国临时政府旧址、内山书店等，都是

开展民间外交的珍贵历史资源，在促

进中国对外关系、提升国家形象、增

进人民感情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应

予以重点扶持、指导和推动。从建馆

之初，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就通过各

种渠道搜集和抢救史料，并在此基础

上成功策划、制作了“犹太难民与上

海”展览。纪念馆通过展览等形式，

告诉人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仁爱的民

族，在其他任何民族遭受苦难并需要

帮助的时候，我们都会伸出援手。相

对于世界各国其他的犹太博物馆，上

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不是以“愤怒”或

“控诉”的方式去影响游客，而是以

讲述两个民族在黑暗的岁月里患难与

共、和睦相处的温暖故事去感动每一

位来访者。这是挖掘和利用历史与文

化素材的范例，也是宣传方式上独特

的范例。

其四，正视对现有民间往来资源

和渠道利用不足的问题，改善现状，

扬长避短，通过民间外交推动官方外

交和中美关系的长足发展。加强中美

民间外交的研究是中国民间外交研究

的重点和核心，民间外交研究工作应

该进行范例经验总结与推广。研究现

有民间往来资源和渠道利用不足的问

题，并对如何改善现状，扬长避短 ；

对意义重大的中美民间往来给予智力

支持。此外，应当坚持充分利用华人

华侨推动中美民间外交，并鼓励和推

动美国华人参政议政，提高话语权和

影响力，使其发挥长效作用。中美民

间外交的研究是中国民间外交研究的

重点和核心。中美民间外交的实践远

远走在理论和研究的前面，民间外交

本身是中美关系的一种广泛的、长期

的、基础性的工作。毛泽东、邓小平、

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中国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著述中关于民间

外交思想的重要论述和对民间外交工

作的重要指示，展现了民间外交在新

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中的独特地位、思

想延拓和发展轨道，也展现了在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民间外交的重要和独特价值。

【本文系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赠款项

目：气候变化谈判领域内的非政府组织

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4093）的

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

和公共政策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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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以理工科和工程学科为多。四

是社会交往的推动作用。对于中国较

为了解的海外华人华侨，以信息传播

与沟通为基本方式，向其所在国政府

与社会公众说明中国、推广中国、展

示中国，传播中华文化，进而构建良

好的中国国家形象。

对中美民间外交的几条建议

中美民间外交对于两国关系的推

动作用是潜在且巨大的，中美双边和

多边关系的发展应当将民间外交纳入

其视阈，关注民间外交的发展特点、

思路及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使其

在推动国家关系发展这一领域发挥更

大的作用。

其一，坚持兼容并包的理念，保

持开放心态，谋求合作共赢。在美国

新任总统特朗普、中美关系发生变化

等新的变量条件下，如何实现服务中

美关系、服务中国国家利益方面的研

究有待加强。在中共十八大以来，中

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新理念新方案，在此背景下，

民间外交应做出相应新的研究，服务

于国家的大战略和中美关系。另外，

要加强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参与中美公

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如活跃在上海市

场的美国律师事务所是中美地方交流

的重要组成方面，是重要的交流平台。

上海市政府可以将其视为是促进、帮

助上海经济发展，做好经济转型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其二，保护、关注、挖掘连接中

美共同历史与文化观念的史料等，利

用好这些素材，开展横向合作，做好

宣传工作。以犹太难民纪念馆为例。

鉴于当年的犹太难民年事已高，相关

史料的保护和征集已经迫在眉睫。建

议在各级部门的支持下，尤其是借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