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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与中国作为
晨报首席记者 顾文俊

顾问 》本期访谈嘉宾 ：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王逸舟

《

顾问 ：这个论断在首次提出时的原话是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两者同步交
织 、相互激荡 ”。 由此可见 ，看待百年变局 ，离
不开中国的发展和影响 。 但是 ，学者和智库
的解读有时会不自觉将二者简单地划上等
号。
王逸舟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

“

你所说，各界对此的解读有不同的角度和不
同的认知，
尚未确立标准。在经济学家看来，
百年变局可能是正在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
命甚至以后的第五次、第六次工业革命带来
的全球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
东西方新的力量格局；社会学家更多会从全
球社会包括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透析那些
对未来有启示意义的结构性调整。而从当代
世界史、国际关系与外交的角度来看，一个
比较容易理解的看法是，中国在“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是中心角色。鸦片战争（1840
年）以来，我们首次从比较边缘的位置进入
世界舞台的中心。一个曾经积贫积弱、饱经
忧患、受尽屈辱的民族从未像今天这般成
功，成为新世纪以来人类进步和国际关系变
化的主要动能。这些都是事实，
但问题是，这
种理解现在被无限扩大。比如有观点认为，
由于中国爆发式的崛起，导致世界格局板块
发生了裂变，国际政治和全球外交的当代变
动是由中国崛起这个变量所带动的，这种
“裂变”（国际格局的重组）不仅始于中国，
而且将结束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换言
之，当我们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国际
关系会出现全新的面貌，西方国家几百年来
主宰世界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这种始于中
国、
结束于中国居首的认知比较夸张。

顾问 ： 观察百年变局 ， 一是从中国的角
度 ，二是从全球的角度 。 中国的崛起是新世
纪的最大变量 ， 就中国自身的变化来看 ， 是
不是到了足以撼动世界百年变局的地步 ？
王逸舟 ： 一个世纪以前 （1912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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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这一论断出自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6 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 。 在此后的两年里 ，这句话被广泛运用 ，也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共鸣 。 但是 ，“百年未
有 ”究竟是一战结束 （1918 年 ）以来的一百年未有还是工业革命 （1760 年代 ）以来的几百年未有 ？ “大变局 ”
的主要内涵能否等同于东升西降的权力格局重组 ？ 一个简约而又深远的概念给了学界和社会很大的阐释
与想象的空间 。 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提出两年后的今天 ，我们如何更贴近实际地去认识这句话的真义 ？
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是否也在加速百年变局的演化 ？

1919 年），孙中山先生推动旧民主主义革
命，废除帝制，倡导并建立共和，受到五四运
动和一战结束带来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我们朝着建立当代主权国家的方向努力。此
后的 30 年 （1919-1949），经过战争和斗
争，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学习社会主义国家
的经验，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我们有了中国
式 马 克 思 主 义 。 建 国 后 的 30 年
（1949-1979），人民共和国艰难地站稳脚
跟，以独立、自主、总体上统一的姿态屹立在
世界的东方。后来的 30 年（1979-2009）始
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全球最
大的新兴市场和新兴发动机，北京奥运会象
征着中国的“起飞”，
“更快、更高、更强”的
口号凝聚着从上到下的人心和精气神。如果
说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主要还是经济意义
上的大市场，那么，十八大、十九大之后的中
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国家，我们在全
球战略、全球政治、全球外交领域更加活跃，
更加自信。今天当我们谈论百年变局，深知
在这个变局之中，中国的强大并非由某一代
人在某一阶段缔造，而是由伟大的先行者、
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建设者共同铺就，他
们所行的每一步共同组成了百年中国巨变
的立体形象。

顾问 ：时下人们也很容易把中国巨变和
世界巨变吻合或对等 ， 仿佛中国在站起来 、
富起来 、强起来的每个阶段的变化都使得世
界 “ 闻鸡起舞 ”， 而今中国走向复兴 ， 必然使
世界政治板块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 。 能否这
样看待世界的变化 ？
王逸舟 ：我觉得这个确实需要商榷。从
全球范围来看，百年巨变（大变局）是存在
的，但它不是一个事件，而是长时段的系列
进程。应当说，在过去 100 年间，世界史的
变化是由许多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共同奏响的交响乐。譬如一战的结束催生
了近代民族的解放和受压迫民族的觉醒，
帝国、殖民体系开始向共和国、主权国家体
系过渡，苏维埃的缔造者列宁提出让沙俄
帝国统治下的弱小民族获得解放和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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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新起之秀美国也提出了威尔逊十
四点，呼吁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
立和领土完整，设立国际联合机构。中国当
时向民国过渡，也是对这场全球变奏的呼
应。二战结束又是一个大里程碑，亚非拉民
族纷纷独立，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合
国宪章要求各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为
人类的尊严与和平而努力，世界由此进入
全新的历史时期。20 世纪后期冷战结束，
在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带来全方位的巨大
冲击，世界进入一超多强时代。当前全球形
势比如金砖国家的兴起或中国的崛起不足
以与一战结束、二战结束、冷战结束这些节
点相比，世界仍是一超多强、西方处于相对
优势的阶段。尽管新旧力量此消彼长，但是
并没有发生根本扭转，而是处在渐变和置
变的长期过程。

顾问 ： 如果以一战 、 二战和冷战的标准
而论 ， 当今世界确实很难找到类似的爆炸
性 、断裂性 、质变性事件 ，但是相比西方的傲
慢 ，中国把自己定位为全球和平发展的推动
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 ，这种定位本
身是不是百年变局的象征 ？
王逸舟 ：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崛起，确
实对全球扶贫、基建、贸易做出了了不起的
贡献，但是，当你去问，中国的崛起对其它国
家的政治、安全、外交有多大影响，答案就因
国而异了。比如在中东地区，20 几个国家和
以色列围绕土地换和平长期博弈，其中很少
听到中国发出的声音，围绕伊朗核危机的防
扩散努力，虽然中国参与其中，但远不及美
俄德法英扮演的角色。在极地的开发和保护
中，美俄正在展开新一轮的博弈，中印日等
国充其量就是观察员。中国当下强起来的过
程在经济领域对全球发生作用，但在全球安
全、军控、环境、难民等领域还没有那种全局
性的影响力。如果我们盲目地以为“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始于中国崛起，结束于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就可能出现战略上的冒进。
在很多方面，我们并不具备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力量，如果硬是去推动，会造成欲速则不
达的透支，甚至带来无法预期的摩擦。“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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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当是一个历史的综合的
概念，它有不同的层次、不同侧面，有中国的
内因，也有外部不同领域的变量。我们应当
平心静气地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看待百
年大变局范畴下可能带来的激励作用和盲
区盲点。

顾问 ： 值得肯定的是 ， 中日韩率先控制
住新冠疫情体现出儒家文化圈治理模式的
优越性 ， 有观点据此认为 ， 亚洲文明的复兴
从中可见一斑 。 透过疫情这面镜子 ， 能否看
出在百年变局中东方文明或者东亚力量整
体上升的态势 ？
王逸舟 ：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通过
这次疫情的检验，确实能看出中国、日本、韩
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
长处和优点。东方民族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底
蕴，比如我们重视家庭，重视与父老乡亲的
联系，强调邻居的安全就是自身的安全，这
种“大我”的精神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发挥
了作用。反之，西方国家一开始对口罩的抗
拒，对社交隔离的不解，对政府抗疫举措的
不合作，与其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对
自身权利和自由的执着有关系。这种利弊在
疫情中显露无遗，反映出东方文化的优越
性。但是，在疫情中发挥作用不代表在其它
方面也发挥作用，比如在疫情过后，如何发
挥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如何发挥个人的想象
力与创造性，东方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有可能
是前进的阻力。疫情中凸显的东亚文化的优
势也不能被视为新兴国家整体崛起的“百年
变局”的缩影。显然，截至目前，印度和巴西
等发展中国家的疫情仍在恶化，反过来看，
北欧的一些国家在抗疫过程中表现优异，凭
借的不是从上到下的国家动员或者个人对
政府的简单服从，而是在自由和服从中寻找
平衡，他们不仅借鉴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有
效做法，同时也在加大后疫情时代对社区医
疗的能力建设。因此，由抗议反映出来的西
方制度的局限与东方模式的优势不应被放
大，如何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是一个永恒
的话题，只有学会各美其美，才能掌握表达
的分寸和与外部世界的相处之道。

直播 ：财经夜行线
首席评论 》

21:00
22:00 《

都市频道

新娱乐在线
侬最有腔调
人气美食
我们的新家
人气美食
诊所
嘎讪胡
林海秀
开心全接触
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
嘎讪胡
人气美食
诊所
今日印象
( 节目如有变化 ，
以电视台播出为准)

08:07
08:27
09:29
09:51
13:00
13:49 X
14:52
15:57
17:03
18:00
19:00
20:02
21:00 X
22:03

遗失声明
拉加代尔旅行零售（上海）有限
公司虹桥机场第四分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证照编号：00000
002201704180007，声明作废。

新闻

晨报

新闻报社广告部

地址：威海路 755 号 1310 室
电话：22895230 63515724
邮箱 ：xwbsgg@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