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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对外政策研究学者长期以来就认识到中国具有一套独特的外交原则，而且这

一特殊性可能同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有关。然而，将这一现象以“中国例外论”之

概念论述者极少。虽然中文文献有时候会提及中国例外论，①但少有专门著述。② 英

文的文献亦如此。例如，巴里·布赞( Barry Buzan) 注意到了“一种内向型的国家例外

论”，③金淳基( Samuel S． Kim) 区分了以“天命扩张( manifest destiny) ”为特征的美国

例外论和以所谓“中央王朝综合征( middle kingdom complex) ”为特征的中国“豁免论

( exemptionalism) ”。④ 但是，由于没有进一步的探讨，所以也无法揭示中国国际关系特

殊论的本质。另有关于中非关系的近作提出，中国例外论以互相尊重与政治平等的外

交话语为特征。⑤ 此是一推进，但囿于单一案例，其普遍性难以确定，而且忽略了中国

例外论的其他诸多面相。

如果把例外论定义为关于一国与其他国家在政治与社会价值观、历史发展道路及

对外关系经验等各方面与众不同的独特性的话语论述，则中国自然有其例外论。不独

中国，其他很多国家———从美国到新加坡———都持有不同程度和形态的例外论。不过

中国例外论尤为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崛起大国甚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超级大国，

其例外论必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地区与国际政治产生影响，正如美国例外论一直都是

对外政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一样。但是，此类文献读起来的感觉是，大国例外论

似乎只有美国存在例外论或其变种，⑥对他国的例外论几无涉及，缺乏比较研究的视

野。本文试图指出一种与美国例外论对比强烈但又不乏相似性的中国例外论，其构成

与内涵可从中国丰富的历史典籍、官方文件、学术著作及各类评论中分析而得。笔者

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研究中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因现行文献多有未谛，故不揣愚陋，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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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引玉，期冀学界同仁能共论之。

本文的另一目的是从例外论的角度指出知识人在中国对外政策构建中的历史使

命。① 在传统中国，“士”从春秋战国之际起即为当时的知识人阶层。在唐朝科举制度成

为入仕的主要渠道之后，士人开始在国家权力中占据核心地位。中国历史上的士是一个

承担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其理想的精神境界是“志于道”、“明道救世”，从而使“天下有

道”。当代中国知识人，即便在较专业的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领域，亦可有一大一小

两重使命。小者，即创造资中筠所谓的“涟漪效应”: 面向公众，促进理性的理解，营造一

个良性的舆论环境，并尽可能对决策集团产生积极影响。② 大者，即帮助重建中国知识

人的“道统”。③ 在中国传统上，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是“士”的中心任务。④ 如果当

代中国外交也需要知识人建一“新道统”，则为此“新道统”的目的，当是如何在思想上批

判地创建出一条既有利于中国人民福祉又能促进世界公正和平的对外政策道路。这一

大使命尤需要独立自由的精神与思想，向权威挑战的勇气( 即古之所谓“道尊于势”) 以

及进行批判创新的意识———盖“道统”之根本乃是思想的高境界。

二 中华帝国的“普世论”

在论述例外论之前，有必要指出历史上与之正好相反的一种对外关系思想，即中

华帝国时期的“普世论”。这一普世论以华夏中心主义为根基，以中华帝国对外政策

之仁义包容为话语特征，具有强烈的道德主义色彩。其实这些特征已有诸多文献提

及，笔者现从关于“朝贡体系”的中英文方面的文献论起。

西方学术界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有深厚的历史渊源，⑤虽然这一文献问题不少

( 特别是将中国古代对外政策的复杂性简单化与理想化的倾向) ，⑥它还是抓住了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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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义的话语连续性这一至关重要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在于，中华帝国历朝历代统

治精英都认为中国是当时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文化与道德上均优于周边其他政权。中

国因此具有接受其他政权向其进贡的权利，而这些政权则有作为朝贡国的义务。这样

一种认知自然会与历史现实有重要出入，其中夹杂了意识形态和神话的成分。不过，

如果把华夏中心主义当做一种帝国话语，那么这种话语确实在中华帝国悠久历史上有

无可置疑的连续性，①称其为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之核心话语亦不为过。或可称之为

“天下主义”: 皇帝既为“天子”，皇朝就认为其道德权威及于整个天下，此为中华帝国

普世论的第一个特征。

中国历朝一般宣称其对外政策是和平与仁厚的政策，其目的是维持天下的秩序与

稳定。学界对此多有认同者，认为中华帝国( 至少其中的某些朝代) 实行的是和平外

交，为的是与其他国家“共享太平之福”。② 此则显示了中华帝国普世论的另外两个特

征，即中国乐于容纳其他国家到其对外关系领域，并让它们在中华文明的影响下共享

发展与繁荣。

概言之，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普世论以华夏中心主义( 或天下主义) 、仁厚和平主义

及等级包容主义为三个主要特征。以明太祖朱元璋于 1369 年发往日本之诏书为例，“昔

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于臣服

之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③类似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代史籍中

不胜枚举。明成祖朱棣更是超过此诏中的华夏中心主义与和平主义，将帝国普世论发挥

到极致。他极欲显示自己对其他国家的慷慨仁厚已到了“事无外”的程度，从另一角度

证明他已把这些国家容纳到中华文明的大家庭之中。④ 中华帝国普世论中的和平主义

与包容主义将在当代中国外交话语中重现，只不过是以例外论的形式出现。

三 “革命之中国”的例外论

自 19 世纪中叶以后，在内忧外患的多重夹击下开始衰落，中国进入了所谓“百年国

耻”的阶段。显然，华夏中心主义的根基已倾，因为中国已经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众多

新兴国家中的一员，且是较贫穷落后的一员。然而，在很多方面，毛泽东和其他新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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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特殊国家”，并欲重建中国在世界上的核心地位。此种国

际雄心折射出中国历史使命感和道德优越性对他们认知中国国际地位的深刻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革命之中国的例外论首先表现在对中国的大国使命

和道德优越感的深刻认同上，而这种认同又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种特殊理解。毛

泽东本人的历史感极强，以历史论时政乃其思维的常端。他从中国历史变迁中得出的

最强烈的经验教训是新中国需要争取在世界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和彻底的独立自主

权。① 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自然而然就是世界政治核心国之一; 中国必须受到

作为一个大国的应有尊重; 中国的独特优势在于其对外政策的原则性而非功利性，即

其所作所为代表了平等与公正等普遍价值，而不是受驱于利益之权衡———这些当是新

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共同认识。② 他们同时认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占有道

德制高点，因为中国既为一个和平的国家，又不侵略他国，现在既受帝国主义侵夺，自

然比其他国家更能了解帝国主义的危害，也更能理解弱小国家希望独立发展的愿望。

因此，中国在这一时期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攻击最为猛烈，且这种攻击绝非

仅是外交象征，而是塑造中国作为国际政治之一特殊道德体的必要组成部分。③ 新中

国领导层在中国对外关系上的集体信念就是中国历来也是将继续成为具有道德优势

的大国，它应自动占有世界事务的道德高地，并享有其他国家对它应有的尊重，在某些

情况下甚至享有其他国家对它的顺从。对于当时的中国领导层而言，这些信念的基础

并非中国具体的政策行为，而是中国在世界政治史上的本体地位，即中国的特殊性是

由其历史文化的时空性而非一时作为的权宜性所赋予的。从本质上来说，这些信念就

是要求其他国家承认并且尊重中国的特殊性。④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中国的国际关系“例外论”可被视为一种融合了现代革

命热情与传统华夏中心主义的“革命中心主义”。毛泽东“排斥的是西方现代性，却又

胸怀天下主义抱负，要在拯救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中，走一条中国特殊的道路”。⑤

晚年时期的毛泽东几乎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而他则成为了世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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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领袖。①“革命外交”由此展开，对亚非拉等地区的革命运动的支持都是为了显示

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与发源地。传统华夏中心主义对现代中国革命中心主义的微

妙影响，已经若隐若现。陈兼认为，毛泽东的革命雄心是在中国实现全面的公正与平

等，重建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并为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树立楷模。②

四 当代中国例外论

毛泽东时期的“革命中国”有一种以革命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例外论，当代中国对

外关系的言论是“普世论”抑或“例外论”? 其内容与表现形式如何? 笔者认为，改革

开放后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关系例外论最为突出的阶段，它有三个核心话语特

征: 新型大国论、仁厚和平论、和谐包容论。

(一)新型大国论

中国政府和几乎所有的知识人，均认为成为大国是中国的历史使命。根据目前中

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很多人又假定中国必将成为可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王小东所

说的“天命所归是大国”即是这一心态的概括。③ 这一心态自然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有

论者将其归因于中华帝国“天朝心态”与华夏中心主义的潜在影响。④ 然而，纯粹的大

国心态并非这一话语中最引人注目者，因为此心态古已有之。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作

为大国的独特之处的强调，即中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国。赵汀阳的“新天下主义

论”为近来最显著一例，即强调中国会成为新型大国，一个对全世界负责却又不同于

西方历史上大国的大国。⑤

近来中国知识人已致力于建构中国的世界观和外交哲学，将中国塑造为新型大国

亦可视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张志洲的观点，中国的外交哲学应该超越西方理

论与实践，即向外界显示中国不会重复西方大国暴力崛起的老路，中国将构建一个和

平的和谐世界而不是奉行导致零和的权力政治，中国将为世界所有国家提供共同发展

的理念与模式。⑥ 对很多人来讲，让中国这样一个长盛不衰的文明国家重蹈西方国家

权力政治之覆辙，不但不适当，还恐怕有点自取其辱的味道。因此，崛起的中国绝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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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一个物质强国，更需要成为“知识的生产者”，①重新发掘中国传统的历史与文

化资源，②以扬续中国作为新时期新型大国的特殊性。

概言之，当代中国例外论中的新型大国论，断言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将挑战西

方大国崛起的历史逻辑，重新定义大国之意义，并通过自己独特的国际作为改良现行

国际政治。此类主张在知识界和政策界的言论中甚为普遍，并与当代例外论的另外两

个主张密切相关。

(二)仁厚和平论

当代的和平论与中华帝国的和平论两者并无本质区别。不过，对中华帝国对外政

策和平性的现代讨论已具有一些神话的成分，一方面它被当做西方国际关系史的对立

面，另一方面又被作为当代中国对外政策和平性的佐证。当代言论多称颂古代中国的

和平性与防御性，儒家文化则被认为是这种和平性的主要根基。例如，李少军认为，中

国传统文化具同化不同民族与文化之功，征战因而得免，和平因而可能。中国历史发

展模式与西方是迥异的，因为中国文化的“和平内涵”促进了民族融合，而西方文化则

助长了西方全球扩张中的战争与冲突。③

中国历史上的和平传统既已强调，近代中国所受西方列强屈辱事实既已建立，中

国政府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将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不会威胁或挑战任何国家，而将通

过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此类宣示是中国官方与半官方外交原则性言论的主流，

既见于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报告④以及外交官员所撰写的《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文章中，⑤也见于学界所提出的“和平崛起”论。⑥

(三)和谐包容论

和谐包容论是当代中国例外论中较难把握的一个话语系统。它与中华帝国的包

容论的区别在于，帝国包容论是以华夏中心主义的等级秩序为依托的，暗示中国的

“德治”能将其他国家纳入到中华文明大家庭之中，使它们在中华帝国的影响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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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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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① 当代中国的包容论尚没有强调中国领导或影响世界的意味，因为其基本政策

原则强调的是国家间的合作与调和。

具体而言，当代中国和谐包容论主要由以下的主张构成: 首先，它拒绝一国、一种

意识形态或一种行为方式对世界政治的主宰，而是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世界

政治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强调对各种文明的兼容并蓄，主张国际合作与融合。中国自

身表示会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其次，包容主义之所指并不只是对不同政治文化传统

的合法性的承认及将它们纳入到全球治理的需要，更是指所有国家在开放式多边主义

和互利合作的基础上都加入到一个实现共同安全、发展与繁荣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实

现所有国家的共同与普遍的安全与发展，而不只是对一些大国而言。中国本身会与其

他国家共享发展之福，调和政治与文化差异，并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初观之，这一和谐包容论似乎流于空泛，然鉴于其提出时日未久，一旦其思想内容

有完整的发展，便很可能成为当代中国例外论中最重要和深刻的一项。此刻其出现与

形成，可通过近来中国政策与知识界的三个话语系统进行考察:“和而不同”的传统思

想在当代的应用、官方“和谐世界”话语的出现以及引发诸多讨论的民间新天下主义

论。

“和而不同”一词的根源可追溯到《论语》中的“君子和而不同”。据儒家思想，

“和”意指和谐，即在承认差异的同时调和其关系，而“同”指一致性。故“君子和而不

同”，可被理解为君子寻求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但不一定与其一致。许多中国知

识人认为，这一点体现了中国文化至关重要的特点，即其整体性思维盖过分析性思维，

提倡差异性的和谐共存，因此对其他文化有极强的开放性与容纳性。据费孝通的观

点，“和而不同”反映了中国文化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的共生理念。“中和”是儒家文化

的精髓，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在文化上表现为文化宽容与文化共享。“和而不同”

是世界多元文化共存而不纷争的必然之路。② 又有学者认为，“和而不同”是走向永久

和平或“天下大同”的哲学途径。③ 在西方学者中，威廉·卡拉汉( William A． Callah-

an) 将“和而不同”视为通过利用差异模糊性而达到“大同”境界的一种有内在逻辑的

灵活的方法论。④ 这种解析自可认为是指出了中国独特的解决问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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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何伟亚将清朝的世界观定义为“等级包容”，参见 James 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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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战线》，2001 年第 6 期，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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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A． Callahan，“Remembering the Future—Utopia，Empire，and Harmony in 21st － Century Inter-

national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 10，No． 4，2004，pp． 569 － 601．



近十年来，中国政府似乎有意识地将“和而不同”的原则发扬为一政策思想。中

国领导人把“和而不同”原则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是一种创造。此时的“和”，主要是

指和睦相处。“和而不同”可以解释为: 国家之间应当和睦相处，但观点看法可以不一

样; 同时，国家之间观点看法的不同，也不应当影响它们之间的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和

互利合作。① 换言之，“和而不同”于中国国际关系所指者，即承认差异、寻求共识、追

求共同利益、推进多边主义和致力于国际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自 2002 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时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以来，②“和而不

同”已成为中国领导人对外演讲的常用词，我们不妨假设 2005 年以后占据中国外交核

心话语地位的“和谐世界”是对“和而不同”的新发展。胡锦涛主席于 2005 年 9 月在

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主题演讲，被普遍认

为是中国提出以“和谐世界”为中国特有概念的国际关系理念的宣言。③ 随后他于

2006 年 4 月在耶鲁大学的演讲继续了这一主题，且同时体现了中国的和平论与包容

论。④ 学者继之有焉，开始论证“和谐世界”代表了中国国际秩序的新范式。⑤ “和谐

世界”可由此被视为当代中国例外论的重要成分。实际上，它是当前中国包容论一个

最耀眼的例子。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的演讲解释了调和差异的必要性，强调了对话合

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的宏大任务，此皆是中国新

包容主义最明确的体现。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也兴起了一种新的天下主义，其深刻性远超官方“和谐世

界”话语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之所以称之为新天下主义，是因为其论说者使用

“天下”之旧词汇来装载适应今日现实的新思想。和谐包容论在此处的表现更为明

显。赵汀阳提出，他所构想的天下制度能促进世界各种共同利益，使各国利益之间存

在共荣俱损的结构，即一种和谐结构，并兼容各种文化或精神体系，在文化兼容的基础

上共同创造普遍价值，以化敌为友，创造真正的世界和平。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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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普世论与例外论的内涵

中华帝国普世论 革命中国例外论 当代中国例外论

华夏中心论

仁厚和平论

等级包容论

革命中心论

大国使命论

中国道德论

新型大国论

仁厚和平论

和谐包容论

五 中国例外论的根源

(一)中国例外论为何兴起

前文对中华帝国普世论与现代中国例外论做了一个简要的对比描述( 参见表 1) ，

下面就需对其进行解释。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是: 何以古代中国持一种普世论而现代

中国在不同时期持内容不尽相同的例外论?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

所处之国际环境的巨大变迁。古代中国自认为处于世界的中心，虽然历史事实并不如

此，但中华帝国之广袤强大及其周边缺乏另一可与之持久抗衡的文明体，确实使得华

夏中心主义的认知得以长久维持。古代中国因而缺乏世界政治上的一个对比或参照

物。中国既拥有天下，世界政治即中国政治，则普世论的出现乃顺理成章之事。例外

论的出现一般需要一个可资对比或参照的对象，古代中国既不存在这一条件，例外论

的缺失也就在情理之中。而现代中国开端于中国由世界中心跌落到世界边缘的过程，

西方以民族国家抗争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体系扩张到东亚，中国有了可比且必须比

之对象，例外论的出现也就不奇怪了。①

其次，需要回答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普世论和例外论( 见表 1 ) 有何异同、各自

何以能兴起等重要问题。它们的历史、文化、思想的根源何在? 如何解释它们不同的

表现形式?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知识人都认同中国的独特性? 在相似性上，帝制中国和

革命中国具有不同类型的中国中心主义，革命中国与当代中国对中国作为大国的历史

使命具有相同的认知。在差异性上，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在现代已经没有立足之地;

革命中国虽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在具体行为上却不以和平为最高价值。帝

制中国与当代中国在和平论与包容论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帝制中国、革命中国与当

代中国均认同中国在世界上的核心地位，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这些相似性体现了中

国普世论与例外论的历史性与文化性，特别是对于中国作为历史大国的认知和对中国

文化整体中和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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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历史性与文化性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的普世论与例外论，特别是无法解释

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一个较完善的解释还需考虑中国在不同时代所处的国际结构以

及国际结构、历史与文化认知的相互影响对普世论与例外论的产生所起的作用。当代

国际政治理论已经明确，国际结构———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理念的———为相关思想或行

为的产生提供了促进或阻碍的大环境。① 那么我们核心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在国际结

构的大环境下，中国历史与文化是如何被历代精英用来构建相关话语的。换言之，我

们在分析国际环境以及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时便促成了中国普世论与例外论的产生。

先以中华帝国的普世论为例。古代中国的自我中心意识与文化优越感可追溯到

商朝，而中国处于世界中央的文明观在周朝已是统治阶级世界观的一部分。② 这种自

我中心主义的认知有两个重要的促成因素: 中华文明的早熟和周边对等文明的缺失。

费正清对此早有论述: “年代、疆域与财富皆使中国成为东亚世界的自然中心。地理

上中国与西亚及南亚截然分开，并使之成为所有伟大的文化圈中最与众不同者。”③在

东亚古代史上，中国是唯一的区域大国( 尤其是在文化上) ，此即华夏中心主义产生的

结构环境。两千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多次的内忧外患、分分合合，唯华夏中心主义始终

不断，直至 19 世纪末才被现代帝国主义所击碎。然则华夏中心主义如何有这样的生

命力? 一个原因也许是中国传统历史典籍中制造神话或迷思( myth) 的传统以及历代

统治精英以华夏中心主义为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以支持其统治的帝国政治传统。④

不过，更为重要的根本性因素，恐怕是中国在东亚历史上区域政治主导地位的弹性

( 有别于通常所谓的稳定性) 。王朝更替与分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特征，统一的

大帝国并非中国历史的常态，实际上统一与分裂的时段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几乎各分秋

色。⑤ 然而正是这只占半部中国历史的大一统支持了华夏中心主义，另一半的分裂史

则被认为只不过是中国历史的误入歧途而已。⑥

中华帝国包容论的根源亦由此可得。其根基是华夏中心主义，而华夏中心主义视

世界为一个文明体，是一个由中华天子主导的作为文化世界的天下。此一天下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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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以儒家思想为原则，首要一条就是中国天子对天下大家庭中其他成员所做的等

级关照。包容论的根源因此在于中国主导性的结构条件与儒家思想的意识条件。中

国士人认为，中国的仁厚与和平是天下世界得以实现的保障。这一和平论的确可以找

到部分帝国史实的支持，但与此同时，这种和平论作为一个话语体系又有内在的政治

性与意识形态成分: 一方面，它是儒学自汉代后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反映; 另一方面，

它也是掩盖帝国权力与暴力政治的意识形态工具。① 此二者共同导致了中国是由儒

家道德统治的和平帝国的强大迷思。

古代中国的普世论是如何转变为现代中国的例外论的? 现代中国最深刻的国际

变迁是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由中央跌落到了边缘。后果之一就是中国对外政策

不得不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制约，冷战初期中国在中苏联盟中的附属地位就是此类

制约的一种表现。② 中国国际地位之巨变如斯，帝国时代的中心论和包容论也就消失

于无形。相反，新中国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重建中国的大国地位，在世界政治中重觅

一席之地。这种任务恐怕也是中国千年未有之首次，其思想根源的重要一部分是新中

国领导人对“百年国耻”和对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历史使命的强烈认知。

中国历史似乎也产生了另外一种不同而且微妙的影响。毛泽东的历史感是众所

周知的。他在制定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有没有受到中国历史先例的影响? 他对中国

在世界政治中核心地位的渴望以及他想以中国为中心领导世界革命的愿望，是否仅仅

是共产主义加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作用? 或许可以假设，毛泽东的革命中心主义有传

统华夏中心主义的影子，是传统华夏中心主义、共产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部分结合的

产物。当然，对历史的认知绝非对外决策最重要的影响，对外政策实际上也经常被拿

来用做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③ 但如果没有传统华夏中心主义的背景，我们恐怕难以

完全理解毛泽东时期的革命中心主义式的对外政策。此外，虽然本文因篇幅所限无法

讨论民国时期的中国例外论，但在这里不妨指出，当时许多知识人亦想为中国历史与

文化争取一个在世界历史与文化中的核心位置，而毛泽东时期的革命中心主义可被视

为现代中国寻求世界核心地位的新阶段，只不过在此新阶段因革命暴力手段而变得更

为激进而已。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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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例外论又如何兴起? 首先，就国际结构的影响而论，自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就达成了国际格局是“一超多强”的共识。进入 21 世纪，各

种观点似乎都承认中国的崛起将使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体系朝着两极或多极方向转

变。总之，中国百年来的大国梦似乎已经实现了。在国际结构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

政策界和知识界提出要为中国新的国际角色提供思想准备。新型大国论就是在这种

结构变化预期下的一个产物，当然其深层根源还是对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历史使命的

认知。另外，历史既为当代统治精英和知识人提供了古代中国之强大辉煌与现代中国

之落后挨打的深切对比，也为中国的和平性与西方的好战性提供了一个强烈对比。中

国之所以可以坚定地宣称中国将走与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此二者实是重要的历

史认识准备。这也是当代例外论人为的，中国要通过其特有的历史与文化资源，将世

界政治朝着和平、合作、和谐的方向改良的原因。

所谓特有的文化资源，儒家思想即使不是其全部，也必是至关重要的部分。中国

政府与知识人因此借儒家文化宣示新的仁厚和平论，这也不足为异。我们必须承认，

中国和平论有其极为真诚与宝贵之处。正如无数国人所言，近代中国因深受帝国主义

之害，所以特别珍惜和平的宝贵与不易，①但同时也不可忽视此和平论的政治与意识

形态功能。和平论可在一方面将中国提升到道德高地，另一方面也被用来消除周边国

家对中国崛起实力的疑虑。多年来，中国外交话语的一大特色是以中国的“和平本

质”批驳“中国威胁论”。实际上，在话语上将中国塑造成一个和平国家，从而创造出

一种“中国机遇论”是当代中国例外论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例外论部分

上是配合中国崛起的意识形态工程，也是一个利用历史与文化，从话语上反击国际体

系对中国崛起的结构性压力的例子。

和谐包容论比较难以理解。儒家思想在其中的影响显而易见，但这一话语的一个

显著特征是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在这种想象的和谐世界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中心

还是边缘? 抑或两者之间的某处? 它明确指出的只是中国兼容并蓄的合作态度。这

是它与帝制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和毛泽东时期的革命中心主义对比最强烈之处。当

代中国例外论并无强烈的自我中心倾向，至少还没有到传统华夏中心主义和革命中心

主义的程度。然当中国彻底崛起时，过往的中心主义是否会重新焕发光彩? 不排除届

时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又会面临一种新的应用，来支持另一强大中国之所需。毕竟，如

此之功用，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千年史上并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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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例外论如何兴起

对中国例外论兴起的条件及其思想根源所做的考察，并不等于回答了它是如何兴

起的问题。前者是关于中国例外论兴起的原因，后者是关于其兴起的过程。过程必然

是复杂的，可能无法被归类到某一固定的模式。不过可以指出，本质化是中国例外论

形成的一个核心过程。本质化就是将原本复杂多样的现象化约为单一的特征或成分，

并以此化约后的单一性( 其必然是简单化的) 作为这一现象的本质属性。在中国例外

论的话语论述中，经常可见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被本质化为一个中和包容的传统，而

西方传统则被本质化为一个与中国传统截然对立的暴力扩张的传统。这是通过对历

史叙述的选择性利用，而对中国与西方传统进行双重本质化的过程。这种选择性本质

化即是中国例外论形成的一个关键过程: 历史与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被选择性地用来

支持例外论的主张，与此同时制造历史迷思。当然，这个过程本身并没有特别之处。

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历史的一个强大力量，就是为迷思制造者提供丰富的素材，而中

国尤其以用历史传统为现实需要服务而著称。①

本质化的问题在于，它与例外论所谓中国特异的中和性相反，虽然中国历史文化

传统确有中和性这一重要特色，但它绝不是中国唯一的传统。就另一为例外论所津津

乐道的特色———包容性———而言，虽然这确实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主流，但中国也不乏

与之相对的排外性，特别是在宋明以后。② “中国文化的传统不但丰富、复杂，而且具

有很多的层面，我们绝不能笼统地看待它或加以简化。”③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也是一

个具有极其丰富多样的传统的国家。中和性为其中之一端，其他还包括权力政治、现
实主义对外关系手段等诸多政治与战略传统，中外学者多有论述，兹不赘论。④ 即便

是被描述为中国和平性之典型的郑和下西洋，中外研究的最新成果也表明，郑和的目

的绝非只是单纯的经济文化交流，或与其他国家“共享太平之福”。主要的原因恐怕

是为明成祖树立海外权威，强化以他为中心的“朝贡体系”，⑤或许还包括在东南亚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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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建立中国的战略与经济基地。① 更有甚者，有西方学者指出郑和下西洋为一“类殖

民主义”。② 最近，时殷弘关于“武装的中国”之论述虽有可商榷之处，却不失为寻找中

国历史上另类战略传统的有益尝试。③ 王小东批评了中国的“主和哲学”，固是为提倡

其所谓“尚武精神”和民族主义观点，然其谓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能使论者找出任何

想来弘扬之物，中和只不过是中国文化一部分，只不过多被弘扬而已，也不失为一种有

识之论。④

中国例外论的和平主义大大低估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非大胆的本质化

约不能得出。中国例外论因此具有了明显的迷思性。当然，需要明确说明的是，这并

不是说中国例外论的所有主张都是迷思，都没有历史事实的支撑，或都由选择性本质

化而来。任何经久不衰的例外论，必然有一部分重要的事实基础，但这种事实基础恐

怕只是局部的、有限的。中国例外论既基于迷思也基于事实，这一概括或许也适用于

其他国家的例外论。此外，我们也不排除中国确实比其他许多国家都要和平，但这需

要具体实证检验。总之，笔者并不是要否认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 即与其他历史

文化的相异之处) ，而是质疑这些特殊性是否能够引申出例外性( 即为中国之独有而

其他国家之所无) 。

(三)儒家思想之引力

然而上述种种缘由似乎还不足以解释中国例外论的生命力。如果例外论的主张

没有坚实的历史基础，为何诸多的中国精英都认同它们呢? 部分原因上文已经提及:

因为例外论既是迷思的也是事实的，所以欲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中寻其支持者必能

寻到此类支持( 与此同时自然忽视与之矛盾的史实) 。意识形态或是另一重要因素。

帝制时代的意识形态需要将中国塑造为一个和平德治的国家，⑤官修史书制造迷思的

传统则部分助长了这一意识形态。到了现代中国，这一观念意识又融入了希望能将中

国的国际关系与西方列强区分开来的民族主义的成分。这一观念意识在不同时期有

不同的表现，但它对中国和平性的认同与塑造则有深厚的历史根基，能在不同程度上

压制对例外论的挑战。

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强大的儒家文化传统。例外论的话语有一个至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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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家思想渊源，或直接从儒家角度论述，或引用儒家思想以为己证。直接引用儒家

经典自不待言。以儒为宗的钱穆先生写于 1941 年的《中国文化史导论》至今仍被引

用不衰。① 有“最后的儒家”之称的梁漱溟先生于 1921 年首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也是如此。② 二战后“新儒家”唐君毅也有极为类似的关于中国和平论的叙述，尤见其

《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③ 当代中国例外论的论述即部分基于这些有明确儒家源流

的重要著作。中国例外论，因其强调和平、和谐、包容与合作，或可被视为以中国传统

的儒学思想为主线，但又与当代国际关系制度主义相结合的思想产物。

六 中国例外论的意义

至此中国例外论的内涵与根源已有粗浅的叙述，下面将讨论它在中国对外关系上

的意义，主要分三部分进行: 第一，如果中国对外政策由例外论主导，则会有哪些表现

形式? 第二，例外论有没有影响中国对外政策? 第三，例外论在中国外交思想谱系中

占据什么位置?

(一)例外论主导的外交政策

一个受例外论主导的对外政策会如何表现? 这个假设性问题是为了推论出中国

例外论在没有其他因素干扰下的理想政策影响。这一问题的最佳解答方式是将中国

例外论与美国例外论进行对比。美国例外论有两种基本历史形态: 一是限制与外部世

界的联系，仅将自己作为他国模仿对象的孤立主义倾向; 二是与此相对的欲将世界打

造为其翻版的干涉主义倾向。④ 前者常被称为被动型或防御型的孤立主义，后者常被

称为主动型或攻击型的宗教式军事干涉主义。

如果将中国例外论与美国例外论的干涉主义倾向进行对比，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巨

大的。美国声称其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有普世的意义，且经常将它们凌驾于其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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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而中国则称要兼容并蓄各种价值观与文明传统。美国的天命论和自我优越感使

其对外政策极具道德性及非黑即白的两分论特色，中国则称要坚持和平与包容的外交

政策。美国的使命感使其有将世界其他国家打造为美国翻版的冲动，中国则称要与其

他国家一起构建一个多样但和谐的世界。美国无忌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制度与价

值观，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扩张之; 中国的目标则限于基于仁厚和平论的国家安全。美

国不时通过单边主义改造世界政治，中国则称愿通过自身作为新型大国的发展而改良

世界政治。

中国例外论的基本理念是和平与包容，其本身自然是非常高贵的。若理想能付诸

实践，则中国对外政策将是和平与合作的，不同于西方政治的征服与支配。中国将成

为与西方大国模式迥然不同的新型大国。中国将“把所有国家看做是不同程度的合

作对象，而不是战争或掠夺的对象”。① 中国将尊重世界政治文明传统的多样性，而不

是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霸权，这种对多样性的尊重和包容可追溯到中

国经典思想中的“礼不往教”。② 而这一“礼不往教”的原则可被进一步发展为“华不

治夷”的外交思想，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政策是贯穿了这一思想的，因为它

并没有进行对外扩张与征服。③

更进一步，理想状态下由例外论主导的中国外交不会有欲将一终极价值观或制度

传播于世的救世主心态，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经师不如人师”、“言教不如身教”的传

统，④强加于人与干涉他国并非中国传统的主流。西方以“文明的使命”为由向全世界

传播其精神思想，传统中国则不认为“变夷为夏”是其责任，更不用说使命了。⑤ 如果

世界确实因为中国而有所改变，则这种改变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强加而是中国通过树立

模式让他国效仿的结果。⑥ 当代中国例外论是这些历史与思想资源的继承者，其核心

主张是对宗教式干涉主义的拒绝，对仁厚包容的中和主义的追求。

(二)政策影响

上述为受例外论主导的中国外交的理想状态。那么中国外交的现实状况是否如

此? 一部分中国外交话语，特别是政府的原则性政策宣示，无疑体现了本文所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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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坏世界研究: 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 89 页。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 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 124 页。
Pan Wei，“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Delivered as a Lecture at 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

London，October 2007，http: / / fpc． org． uk / fsblob /888． pdf，p． 3．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余英时文集第二卷》，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51 页。
罗志田:《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 页。
石之瑜、张登及:《中国崛起的认识论及其叙事衍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1 期，第 37 －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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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例外论的主张。不过，在政策实践上，即便例外论的主张与具体政策行为有吻合

之处，也无法就此确认它们之间的因果性，因为这些行为很有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的。

确定例外论思想的具体政策影响，因此需要严格复杂的实证检验。

此文虽不以提供这种检验为主旨，却可试做以下的观察。首先，正如上文所述的，

建立例外论与实际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困难。显然，例外论的思想绝不是政策的

唯一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以美国例外论为例，美国例外论及相关意识形态并不决定

美国的对外政策。① 例外论只是多种潜在影响因子之一，实际政策行为必由多种因素

共同决定。

其次，历史经验显示，中国对外政策的实践经常偏离例外论的理想，而且中国例外

论存在相当一部分的迷思。这可能会使我们认为例外论只不过是理想而已，或只是纯

粹的书生之谈，没有值得讨论的政策意义。但这种说法既误解了迷思的实质，又低估

了中国例外论的思想价值。迷思虽然没有历史事实的基础，却不一定由此而丧失其影

响力。盖迷思的产生必是为了服务其所处时代的具体需求，因此必有一意义与作用

在。② 迷思对政策的影响，正如思想对行为的影响，可以是多方面的，在没有明确其他

条件的情况下也是无法概论的。或许可以假设，当代中国例外论对中国对外政策中权

力政治的一面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制约作用。实际上，如果政府能将中国例外论的和

平包容的主张付诸外交实践，则中国例外论的迷思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将是巨大而且有

益的。当然，这并不容易，例外论并非当前中国外交唯一的政策思想，对外政策本身尚

需对其他物质条件做出反应。然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中国例外论视做一部

分政府人士与知识人关于中国外交应如何开展的一种规范性的或期冀性的理论。③

它也许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推敲，但却指出了未来中国外交值得推进的方向。更有可注

意者，近年来兴起的提倡“中国学派”的学术追求，颇有例外论的倾向，而“中国学派”

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中国外交构建自己的理论。④ 因此将中国例外论视为关于中国外

交的规范性理论，实不失为一个有益的视角。如果视中国例外论为一个规范性理论，

则评估其价值的标准，主要不是在于其事实基础的强弱，而是其在未来愿景的可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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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H． Hunt，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
Henry Tudor，Political Myth，London: Pall Mall Press，1972．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规范性理论可参见 Milja Kurki and Colin Wigh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cience，” in Tim Dunne，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
versi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 14 － 35。

秦亚青:《国际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3 期，第 7 － 13 页; 朱

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新议程，新框架，新挑战》，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1 － 14 页。



与可行性。

再次，将视角从例外论对政策的影响转换到例外论对现有政策的反映上来，可见

当代中国例外论，也许因其尚处于发展演变的缘故，实际上是对中国当前外交一些重

要问题的反映。问题之一是其保守性与自我道德优越感。例外论揭示了中国欲向外

界呈现一个由其所定义的中国本质，并希望外界认可这样一个中国为真正的中国的一

种强烈愿望。这恐怕是对外界可能对中国崛起的实力与意图产生误解、歧视及疑虑的

一种自我保护式的话语。然而它又是中国对自身安全与地位不自信的表现。盖若中

国对其过往政策的正常性与合理性有自信的了解，又何须例外论的保护?

最后，例外论也反映了中国世界观的一大矛盾之处。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根

基的中国外交的强国梦，与中国例外论中的包容论不尽相符。百年来“富国强兵”的

梦想可能与新型大国论、仁厚和平论及和谐包容论难以共存。现实外交若以国家利益

为根本，则基于文化原则的包容论的空间就要缩小。还可以指出的是，这种以传统思

想为原则的文化政治与以现代国家主义为根基的权力政治之间的矛盾，从晚清以来已

有百年多的历史了。①

(三)中国例外论的思想地位

继论述中国例外论的内涵、根源及意义后，最后还需明确它在当前中国外交思想

谱系中的地位，并指出它对中国外交思想未来发展的意义。为此，下文将尝试勾勒中

国外交思想的光谱，②并将例外论置于其中以讨论其意义。其间难免臆测之说，目的

仅在提出此假说以做分析之用。需要明确的是，本文下面思想分类的标准是思想的知

识根源，而不是政策主张的立场。

当前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思想讨论似乎折射出包括例外论在内的六大学派的交

锋。在这一思想光谱的最左端，是中国外交的“旧现实主义”思想。旧现实主义派继

承了毛泽东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国际关系上重视阶级斗争与国际冲突。与这

一思想有相似之处的是激进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激进民族主

义仅为其一种，其深受“百年国耻”和“左倾”史学等意识形态影响，主张强大的中国应

雪百年之耻，与旧现实主义派有相似之处，但其言论则更激烈。激进民族主义的主要

言论空间为网上论坛，正规出版物中似乎还不多见，在各类民族主义思潮中也不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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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第 90 －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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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地位。①

第二类思想不妨称为“冲击型民族主义”。上文已论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人士恐怕大都可被归类于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范围至

少包括激进民族主义、冲击型民族主义以及温和型民族主义三种。冲击型民族主义不

见得是当今民意的主流，但却随中国崛起之风而声势日长。它没有激进民族主义者的

“仇外”心理，却也缺乏其他思想流派的理性与克制。其主张主要有以下三条: 第一，

中国应有发展为世界性的超级大国的国际雄心，富国强兵必不可少。第二，中国人民

需重新培养已经失落的“尚武精神”，和平主义只会导致中国的衰落与崩溃，中国必须

有使用武力的强大意志，因此军事力量的发展必须占据中国大战略的核心位置。第

三，国际政治仍由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决定，因此中国必须做与西方霸权进行斗争及

冲突的准备。冲击型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一部分来自中西历史的对比，不过主要是受

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传统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②

第三类思想是强大的新现实主义流派。中国的国际关系新现实主义与西方学术

界的现实主义理论又有所区别，或可再细分为三个分支。第一个思想分支可称为地缘

政治学派，其分析视角为盛行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的地缘政治理论，主要的议

题是中国的陆权与海权。③ 第二个思想分支可称为进攻型现实主义，其主张并不与美

国学界的进攻型现实主义④完全相同，但在中国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强力推进国

家利益的观点上则有类似。⑤ 第三个思想分支可称为防御型现实主义，亦不可等同于

国际关系理论界的防御型现实主义，⑥但他们总体认为中国需要致力于和其他国家的

安全合作以消解安全困境。多有论者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外交主要是防御型现实主义

的反映，⑦不过这种状况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所变化。目前关于中国外交韬光养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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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三类思潮的一个相关讨论可见萧功秦:《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载《领导者》，http: / /21ccom． net /
articles / zgyj /gqmq /2011 /0606 /36930． html。

王小东:《天命所归是大国》，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参见叶自成:《陆权发展与大国兴衰: 地缘政治环境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战略选择》，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 年版; 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倪乐雄: 《文

明的转型与中国海权: 从陆权走向海权的历史必然》，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
John J．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W． W． Norton，2001．
阎学通:《国际政治与中国》，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近论可参见 Shiping Tang，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10．
Tang Shiping，“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Real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Secur-

ity Strategy，”in Robert S． Ross and Zhu Feng，eds． ，China’s Ascent: Power，Security，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
tional Politic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pp． 141 －162; David Shambaugh，“Coping with a Conflicted
China，”p． 22． 另外，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进攻型现实主义与防御型现实主义之分，唐世平对此已有论及。



的争论仍在继续，这一争论也可被视为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进攻型现实主义与防御型

现实主义之争的一个反映。

第四类思想或可暂以“传统主义”称之，因持论者通过发掘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

系政策与思想经验来为当代中国崛起提供借鉴。① 主要的研究议程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春秋战国，盖当时诸侯国间的较量颇类似于现代国际关系国家间的竞争; 二是中

华帝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朝贡体系”或“天下体系”，盖崛起的中国与中华帝国的相

似性要大于与春秋战国时诸侯国的相似性，因此中华帝国能为当代中国提供更有针对

性的经验。② 考察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的主要期刊可知，这一传统主义学派在过去五

年左右的时间段内迅速兴起，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可注意的发展趋势之一。不过，

笔者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主义学派的归类只以此类著作的思想根源而言( 即中国

历史文化资源) ，并不意味着这些著作具有相同的研究议程、使用相同的研究方法，或

持有相同的观点。事实上，不同学者的学术关怀不尽相同: 有的研究思路颇似例外论;

有的则采折中论，意在提出中国需文武兼备; 还有的致力于寻找另类战略传统。③ 但

他们的共同之处，则是主要从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而不是从西方历史与理

论———中寻找思想与政策的启示。

第五类思想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制度主义思想，强调国际机制与规范、经济互相依

存及全球化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这一学派也可再细分，如“全球主义者”

比“有选择性的多边主义者”要更提倡中国融入世界的广度与深度。④ 中国的国际关

系制度主义者在不同议题上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总体上同意中国需要融入国际

社会，寻求协调与合作，并在实现自己利益的同时做出应有的贡献。他们的思想来源

主要是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及英国学派等国际关系理论。⑤

需要指出的是，对多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而言，这些思想源流———旧现实主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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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 及其英文版 Yan Xuetong，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后者如时殷弘提出的“武装的中国”之观点。此文似有提醒政府“武装的中国”的战略传统在当前亦不

失其可用性之意，参见时殷弘:《武装的中国: 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6
期，第 4 － 33 页。

David Shambaugh，“Coping with a Conflicted China，”pp． 17 － 21．
如见王逸舟:《探寻全球主义国际关系》，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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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型民族主义、新现实主义、传统主义、制度主义———在影响他们的政策思考上并非互

相排斥而不兼容。例如，冲击型民族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间就有重要的相似性。通

常，一个重要的学者会受到多种思想的同时影响，只不过哪种思想为重则另需考察。①

因此，给学者分类要比给思想流派分类还要困难。不过，研究他们的思想根源是重要

的，因为这可使我们了解中国外交的思想背景。

旧
现
实
主
义

冲
击
型
民
族
主
义

新
现
实
主
义

传
统
主
义

例
外
论

制
度
主
义

图 1 中国外交的思想光谱

在这样一幅中国外交思想的光谱中( 见图 1) ，例外论处于何种地位? 与其他五大

思想流派相比，其优劣何在? 就政策立场而言，例外论与制度主义和防御型现实主义

有相似之处。就思想根源而言，例外论与传统主义最相似。因此，例外论可被置于传

统主义与制度主义之间。例外论最强烈的挑战者来自旧现实主义、冲击型民族主义、

新现实主义中的地缘政治学派和进攻型现实主义以及传统主义中的某些分支。防御

型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在国际合作方面与例外论持同一立场，不过可能会挑战其和平

主义与包容主义的迷思，其他学派自更不待言。

这是对当前中国外交思想光谱的一个粗浅勾勒，笔者的目的在于指出中国例外论

在其中的位置，以便将其与其他思想流派进行比较。例外论主导着中国外交最高层次

的原则性政策宣示，在知识人中间亦有相当影响，但只是当前中国外交六大思想流派

其中之一。上文已经论及其本质化及迷思性的主要问题，但中国例外论作为一种政策

思想和规范性理论的价值，必须要与其他思想相比较后才能得出。试问在旧现实主

义、冲击型民族主义、新现实主义、传统主义、例外论及制度主义诸学派及其分支中间，

我们会青睐哪一种或哪一些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 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流派都有

其优劣之处，但从当代世界政治进展的角度来看，例外论至少比某些思想更易使人达

成认同( 当然，这取决于分析者的预设视角) 。试举一例，旧现实主义、冲击型民族主

义与新现实主义的某些分支一旦结成思想联盟，主导中国外交，不排除会导致中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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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阎学通教授，之前为进攻型现实主义者，现在又开启了传统主义的重要研究。



现孤立主义或进攻性的倾向。

同时，例外论的上述问题又是真实存在的。既如此，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认可

例外论的知识人应该修正其问题，弥补其不足，改进其论述。更进一步，我们应该鼓励

构建一种反思性的例外论，这种例外论须能反思传统例外论的问题与缺陷，并在此基

础上改正、推进其下一阶段的思想发展。

反思性例外论即可被视为当前同情例外论的中国国际关系知识人的一大使

命———如何使中国外交实现中和的理想，又不致使此理想与其他外交目标相冲突而终

致不可为。也许中国例外论所体现的中和或大同的传统思想终究只是一种理想的状

态，可望而不可即。但这并不意味着思考这些问题就没有思想上的价值，因为思想史

的一大价值在于揭示、提出并改进不同思想体系的历史途径。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图谱

显示了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知识人的思想力量，也提示了他们在对外政策中所能发挥的

潜在作用。不管他们的思想正确与否、价值如何，他们之间思想的存在、发展与争论即

是一部当代思想史。中国国际关系的知识人当能与其他领域的知识人一样( 特别是

历史文化领域) ，认识到在自己的专业亦有对传统的批判、创新与重建的历史使命，为

中国外交有利于中国及世界福祉的思想进路发展做出这一时代应有的贡献。

七 结论

本文指出中国国际关系话语中例外论的存在，并对其来龙去脉做了一个粗浅的勾

勒。通篇描述并解释了中华帝国普世论、革命中国例外论及当代中国例外论的内涵、

缘起及意义，最终视中国例外论为关于中国外交的一种规范性理论，一种需要与当代

中国外交其他五大思潮相竞争的理论与政策思想。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中国例

外论的存在并对其做出初步的解释与评价，希望学界同仁能批评讨论，推进对中国例

外论及中国外交思想源流的进一步研究。此文所牵涉之事例观点十分纷繁复杂，谬误

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唯望能为中国例外论做一介绍，为研究中国外交思想史的重要性

做一脚注，并为中国国际关系知识人的历史使命做一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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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powers． However，due to its unique identity，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setting，China doesn’t have an exclusive“backyard”like the other rising powers in histo-
ry; furthermore，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oes not allow a kind of policy by using
“sphere of influence”and“alliance politic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China can adopt
“quasi － alliance diplomacy”，a third way between alliance diplomacy and partnership di-
plomacy．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si － alliance diplomacy requires four elements: conflict-
ing political blocs，fluid power relations，overwhelming security threat，and inclusive strate-
gic culture． Under the new era，China’s alignment with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
tion，regional emerging powers，and the five traditional allies，can be an important tool and
mechanism for China to interact with big powers such as the U． S． ，EU，Japan and India，

and to achieve peacefu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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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 exceptionalism has long existed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
course，but has not been treated as a serious subject of research．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features and sources of Chinese exceptionalism during China’s dif-
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draw out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by comparing it with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Compared with American exceptionalism，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con-
temporary Chinese exceptionalism is its rejection of militaristic interventionism and promo-
tion of pacifism and inclusionism． At the same time，the article seeks to describe the intel-
lectual spectrum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day and evaluate Chinese exceptionalism within
this intellectual landscape． This intellectual spectrum is mainly constituted by six major
currents: old realism，assertive nationalism，new realism，traditionalism，exceptionalism，

and liberalism． Chinese exceptionalism can be seen as a normative theory for China’s for-
eign policy，one that needs to compete with the other five major intellectual schools in Chi-
na’s 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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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cently，the rising Sino － U． S． Trade deficit has incurred constant trade dis-
putes and growing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affecting the bilateral economic rela-
tionship and political trust． The U． S． government takes RMB exchange rate as the main trig-
ger while China points at other potential factors． Based on a multi － perspective quantitative
analysis，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ain causes of unbalanced bilateral trade first is FDI
( from U． S． ，ASEAN，H． K． ，Macao，Taiwan Region) ，then the statistical error and finally
RMB exchange rate． Considering the above causes，the author recalculates the trade deficit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and concludes that the U． S． overestimated the deficit as much
as two － thirds and China has actually been in real deficit while the U． S． is in sur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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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1970s，financial capital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core of the world divi-
sion of labor and distribution，and monetary power substituting geopolitical strength has be-
come the new hub among countries in the ag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After the disintegra-
tion of the Soviet Union，the United States“unipolar”hegemony empowered the dollar，
and dollar hegemony has becom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urn，the US dollar capital，together with its strength in the fields of energy ( oil) and food，

enhanced the US hegemony． Thus，in the age of“currency power”，guaranteed by the 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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