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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浦东和深圳为标志
改革开放的中国对世界有何启示？

顾问：从深圳和浦东看中国的
改革开放，我们的经验在全世界是
否与众不同、史无前例？

王逸舟： 根据不完全统计，全
世界超过 1/3 的国家都有经济特
区，共约四五百个。这些经济特区
的形式（包括试验区、高新区、开
发区、保税区等）在浦东和深圳都
能找到踪迹。可以说，中国的经济
特区就是全球经济特区的缩影，而
且，我们的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又
被公认为全世界最亮眼的案例。在
开办经济特区之前，中国经历了长
时间的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的成分
很少，对于外部世界在经贸、金融
等领域的各种新试验和新变化并
不熟悉，而经济特区就是一个最好
的嫁接点和融合剂，把中国自身的
文化、国情、历史、需求、方针、政
策，同世界上凡是我们认为先进

的、有益的、有趣的做法和理念结
合在一起，它既是对接的平台，也
是充分消化、吸收当今世界先进经
验和样本、取长补短、去粗取精、由
表及里的学习过程。经济特区作为
一个窗口、一片试验田，提供了试
错、纠错的机会和经验，也对我们
解决很多重大挑战（包括国际关
系和外交的挑战）起到了重要作
用。

如同最早的外交始于欧洲，世
博会和现代奥运会始于欧洲，文艺
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与工业
革命的接踵而至也使欧洲成为经
济特区的发祥地。16世纪，意大利
及其周边的小城邦已经建起了自
由港。经济特区的概念和形态历经
五六百年，根深叶茂，直至 20 世纪
最后二十年又在中国冒出新芽，呈
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世界为之惊

奇，一个曾经封闭、排他的古国，出
现了世界上最具活力、最有创造精
神、最善于吐故纳新的地方。从一
开始的来料加工区，到保税区，到
早期的小规模贸易试验区或过境
区，经过不断的转型、升级，又发展
成为现在的高新区、人才集聚区，
甚至向司法等高端领域嫁接，这片
神奇的东方热土将世界各个地方
的经济特区的新要素引进、消化、
吸收，形成了中国面孔和中国特
色。浦东和深圳则是其中的佼佼
者，如同双子星座，成为全球化高
速成长的成功样本，也是推动全球
融合、创新的加速器。

在中国国内，这种经验由点到
面，逐渐扩展，从作为窗口的浦东
和深圳，推向很多中部城市，再到
其它省市，这种学习的过程、不断
创新的方式本身也反映出中国各

级政府的学习能力。我研究共产党
的历史，发现早期共产党给人的感
觉就是先锋队，党的领导角色是扛
着红旗在战场厮杀，但是，自改革
开放以来，特别是从特区建立以
来，共产党的执政风格出现了与时
俱进的变化，越是改革成效显著的
地方，它的党组织越是创新，也越
是和经济特区的发展需要联系在
一起，政府的服务类别、管理模式
也在不断引进、消化和吸收外部的
经验。其实，后来的“三个代表”、
“和谐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思想都能从经济特区和新
区的试验中发现萌芽和线索。中国
这样一个超大社会，之所以能在短
短几十年间拥有全球最大的经济
活力，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贸易
国、制造业基地，离不开我们这些
窗口的先试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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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适逢深圳经济

特区成立 40 周年 ，也
恰逢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 面对复杂、严峻
的国内国际形势，深圳
和浦东的发展成就和

崭新定位彰显着我国

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的决心。

回顾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历程，每到国际
风云变幻、中国外交面
临重重困难的关头，中
央总能敞开胸怀，做出
迎难而上的抉择，譬如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的背景下，浦东站到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

沿，在世界经济复苏乏
力、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横行的阴云笼罩下，上
海开启了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
服务全国，面向世

界，上海和深圳这些中
国改革开放中的标兵

之所以能成功，有其天
时地利，更有一份责任
和担当。 不远的将来，
在浦东和深圳的示范

下， 更多的改革之城、
创新之城，能否汇聚成
一个 “仁智大国 ”的形
象？ 以浦东和深圳为标
志，改革开放的中国对
世界有何启示？

顾问：先行先试的浦东和深圳
在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对国
家形象的塑造有何意义？

王逸舟：浦东新区与深圳特区
的建设各有千秋，两地的成功经验
势必将扩及国内更多省市。据我看
来，当前很多地方的开发区确实存
在低水平的重复，它们需要学习深
圳民企“吃螃蟹”的狠劲，也需要学
习上海浦东的灵活、开放、优雅、知
性。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中央对
上海的定位其实也基于这些特点。
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精致、更美好？以
浦东现象为代表的新时期海派文化
如何带动国内改革转型、升级，带动
整个中国的发展由粗放转向精致？
这就是上海的使命。就像小平同志

所言，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
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
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
是欧美，是全世界。当然，无论是浦
东、深圳，还是其它开放中的都市，
都预示着未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
演的角色，鼓励我们在坚持中国特
色、中国道路的同时，在坚守共产党
领导、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
时，不被外部势力带乱节奏。浦东和
深圳的故事也向世界表明，中国共
产党是开放的执政党，中国特色是
有容乃大的特色，我们还有很大的
容量、很大的潜力有待释放，我们对
世界不同文明保持善意，对人类最
新成果保持兴趣，在各美其美的同
时，也将美人之美。

当然，在金融、经贸、航运等领
域迈向国际一流的基础上，上层建
筑也会产生更多思想，提出各种建
议。也许到一定时候，上海和深圳就
会吸纳更多国际组织、国际网络、国
际民间团体、国际基金会的分布和
入驻，通过互动产生更多外交试验、
国际谈判、全球倡议。事实上，和巴
黎、纽约、日内瓦、维也纳等大都市
相比，上海和深圳还有很大的努力
空间。20年前，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这是中国与俄罗斯、中亚一些国家
建立起来的多边组织，既有反恐的
共同目标，也有加强“一带一路”基
础设施建设的共同需要。但是，仅仅
上合组织还不够，我们希望未来还
会有 10 个、100 个不同的国际机

构、国际秘书处、国际决议在深圳扎
根，在上海诞生，那将是中国由大到
强的标志。作为国际关系学者，我真
心觉得，浦东和深圳提供的是一种
体制下能够吸收各种文明、不同制
度的最好实践。中国形象由此来看
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的、多面的，
创新和吸纳永无止境。这种在实践
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改革永远在
路上的进取精神，也是中国改革开
放的整体风貌。当我们把这种从容、
优雅、善学、知性、开放、灵活的品质
运用到国际关系中，就没有什么困
难会让中国倒下，也没有什么外部
力量能够阻挡我们继续发展的步
伐。一个“仁智大国”的中国形象对
世界而言，亦为福音。

顾问：就自身禀赋来看，深圳
和浦东何以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

大幕下最璀璨的双子星座？
王逸舟：深圳是中国最年轻的

大都市，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在
30岁出头。年轻有时候就是法宝，
是成功之本。深圳的民企占比特别
高，包括大家熟知的华为、腾讯、中
兴，比亚迪、恒大、大疆，还有很多
从事前沿领域开发的小企业，大部
分中层干部都是年轻人。高校同样
也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在北大深圳
商学院，几乎没有周末，年轻人渴
望利用业余时间给自己充电，学员
之间分享各领域最新的动向、最重
要的线索、最好的商机。他们的校
园和教室的设计也非常接地气，便
于学术与市场和社会紧密的互动，
很多讲座邀请企业家或学者来授
课，传授的也是最实用的和能够商
业化的知识。有志于经商的学生在
那里浸润几年就能在市场上站稳
脚跟、崭露头角。这就是深圳的独
特气质和活力。

上海是中国最优雅且古典的

城市，尤其在西方文艺复兴和欧美
工业化以后，它的知性在中国是独
一份，早年被称为“东方巴黎”，不
管是亚洲的日本、韩国，还是我们
的香港、台湾，都不能与之比肩。但
是，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
优雅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小资情
调，不能为当时的主流文化所容。
直到 1990 年代浦东现象的出现，
让上海这颗昔日的明珠又重新焕
发出它的光芒和风采，上海人也找
回了那份知性。这跟深圳不同，深
圳过去是个小渔村，没有什么文化
传统，但是，上海有海派文化，这是
一种面向大海、面向蓝色、面向世
界上最先进地区尤其是欧美的文
化。这在国际关系的研究方向上也
能看出来，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周
恩来总理和有关部门按照毛主席
指示要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当时选
了三所重点大学（北大、人大、复
旦）作为全国最早的国际政治外交
学的基地，北大主要研究亚非拉，
人大主要研究苏联和东欧，复旦则
主攻欧美。复旦对欧美的先进学

说、精致理论不仅吸收得快、了解
得多，而且抓得也准，上海的大学
包括复旦也是国内高校中最早在
海外设立研究基地的。

没有海派文化，就不可能有浦
东试验的成功，放眼看世界是上海
一贯的风格，哪怕是烘面包，做西
服，吹萨克斯管或者唱爵士，这些
日常生活、各行各业的开放意识也
在上海体现得最明显。解放初期，
中央政府机构大举入京，一个百废
待兴的国家要建立外交，重整商
务，相关的国际化服务只有上海才
能提供，周总理于是下令从上海调
人。如今北京的很多老字号实际上
并不是北京的，而是从上海调过来
的，是上海为了服务中央从 50 年
代支援北京的。小平同志南巡讲话
以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新一轮的
更高要求，中央也是从上海调集了
很多精明的专家、务实的干部。这
些都不是偶然。汪道涵可以说是海
派文化开放包容的集大成者。众所
周知，作为 1980 年代的上海市长，
汪老也是浦东开发的倡议者和前

期研究总顾问。1981 年，汪道涵主
持召开建国以来上海市第一次城
市规划工作会议，就是在那次会议
上，他首次提出要有计划地发展浦
东地区，此后又确定了浦东发展的
总体目标，即恢复上海国际大都市
的地位和功能。除了振兴上海、布
局浦东，他在对台事务和外交事业
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 1990
年代和新世纪初推进海峡两岸关
系的缓和，很多谈判都是通过汪老
牵头，中美关系的“破冰”以及特
殊时期中日关系的稳定，也有他做
出的不为人知的贡献。他的眼界、
格局和心胸很有周恩来总理的想
象力或者广义上那种中国大外交
家的风范，不仅细腻、扎实，而且通
情达理，这种谈话和交流能让持不
同意见的人都感到舒服，也容易获
得对方的妥协。这种开明和灵秀就
是海派文化的精髓，它是不同思想
的集聚和吸纳，轻松活泼。这也是
浦东现象带给我们的启示，它创造
的不光是新的财富和新的思想，也
能带来重大棘手问题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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