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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革命－再革命－繼續革命－告別革命 (改革開放) 的歷程 

 

課程 C：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關係 

 
連浩鋈博士 

(香港大學歷史系名譽副教授) 

 
(2007 年 6 月 28 日) 

 
 

第三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關係 (1983－2000 年) 

 
 

(一)  執行以「獨立自主 (不結盟)」、「和平」、「發展」 
     為主題的外交路線  (1982－1989 年) 

 
中國對「獨立自主 (不結盟)」、「和平」、「發展」的確認和闡述 
 

 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

任何大國的壓力。」 (中共「十二大」，1982 年 9 月) 
 

 鄧小平：「當今世界全球性的戰略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

濟或者叫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經濟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

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 (1985 年 3 月) 
 

 中國政府總理趙紫陽：「維護和平與發展經濟，是互相影響，互為作用的。

和平的國際環境是各國謀求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而國際經濟合作的擴大，

廣大國家的經濟繁榮與發展，又能增強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力量。」 (英
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演講，1985 年 6 月) 

 
 中國政府總理趙紫陽：「中國從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

出發，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和促進共同經濟

繁榮，作為自己對外政策的總目標。」(全國人大六屆四次會議，1986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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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鄧小平：「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這兩件事要同時做」，

「應該提出一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理論。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超級大國霸權

主義應該停止了，他們應該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代替霸權政治。不管國與

國也好，還是這一部份與那一部份也好，都應該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處理

國際事務。」(1988 年 12 月) 
 
中蘇關係解凍及正常化 
 

 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講話 (1982 年 3 月) 與中蘇關係解凍 
 

 中蘇副部長級 8 輪磋商 (1982 年 10 月－1986 年 4 月) 的開始與中國堅持優

先解決「三大障礙」不遂 
 
(一) 蘇聯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 
(二) 蘇聯在中蘇邊境和蒙古駐扎重兵； 
(三) 蘇聯武裝佔領阿富汗。 

 
 「葬禮外交」 

 
(一) 勃列日涅夫逝世 (Leonid Brezhnev，1982 年 11 月) 
(二) 安德羅波夫逝世 (Yuri V. Andropov，1984 年 2 月) 
(三) 契爾年科逝世 (K. U. Chernenko，1985 年 3 月) 

 
 戈爾巴喬夫 (Mikhail Gorbachev) 的「外交新思維」 與中蘇關係正常化 

(1985－1989 年) 
 

蘇共二十七大的召開 (1986 年 2－3 月)：制訂「加速發展戰略」 
 
 中蘇經貿、科技合作的發展 
 
 中蘇文化交流的發展  

 
「外交新思維」與「三大障礙」的消除 
 

蘇聯在消除「三大障礙」問題上的態度轉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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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障礙」消除的過程： 
 
1986 年 7 月：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講話，明確表示將會從阿富汗撤出

蘇軍 6 個團、從蒙古撤出相當大一部份蘇軍。 
 
1987 年 4 月：蘇聯開始從蒙古撤軍。 
 
1988 年 4 月：蘇聯、美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四方簽署了關於政治解

決阿富汗問題的《日內瓦協議》，規定蘇軍從 1988 年 5 月開始從阿富汗

撤軍，9 個月內全部撤完。 
 
1988 年 9 月：戈爾巴喬夫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講話，表示願意促使越

南從柬埔寨撤軍。 
 
1988 年 12 月：戈爾巴喬夫在聯合國大會宣佈，蘇聯將從東歐、蒙古撤

出部份軍隊，特別是從蒙古和中國接壤地區撤出大部份軍隊。同月，越

南宣稱從柬埔寨撤出 5 萬越軍。 
 
1989 年 2 月：蘇聯外長正式訪華，兩國外長正式會談，關於柬埔寨問

題的主要方面達成共識。同月，蘇聯最後一批駐阿富汗軍隊撤走。 
 
1989 年 5 月：戈爾巴喬夫正式訪華，先後與楊尚昆、鄧小平、趙紫陽、

李鵬會談，並發表了中蘇關係正常化聯合公報。鄧小平以 8 個字概括這

次會晤：「結束過去，開闢未來。」 
 
 戈爾巴喬夫對「六四事件」的回應 
 
從戰略伴到經濟伙伴：在摩擦中穩步前進的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走出低谷 (1983－1984 年) 
 

中國三年經濟「調整」期的結束 
趙紫陽訪美 (1984 年 1 月) 與里根訪華 (1984 年 4 月)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 (1984 年 10 月) 

 
 中美關係穩步前進：雙邊經貿關係取代了 「美蘇中大三角」 戰略關係 (1985

－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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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經貿、科技合作的發展 
 
 中美文化交流的發展 
 
 中美在軍事、戰略上的關係 
 
 「台灣問題」 
 

 中美關係發展中所存在的摩擦和矛盾 
 

中方的不滿 
 
 美方的不滿 
 
 為何中美關係在矛盾中穩步前進？ 
 

 「六四事件」與中美關係的困境 
 
鄧小平：批評美國搞「和平演變」；採取低調姿態 
布什 (George Bush)：制裁中國；特使外交 

 
 

(二)  中國在 20 世紀 90 年代 (後冷戰時期) 的對外關係 
 
20 世紀 90 年代初的外交困局與中國的對策 (1990－1992 年) 
 

 應付西方制裁、東歐巨變、蘇聯解體的總策略：「冷靜觀察」、「穩住陣腳」、

「韜光養晦」、「沉著應付」、「決不當頭」、「有所作為」 (鄧小平語) 
 

 美國領導西方大國和日本對中國實施制裁與中國的對策 
 

(一) 通過外交機構、外交官進行交涉； 
(二) 對實行制裁的國家採取相應的「逆向制裁」； 
(三) 有針對性地做西方國家來訪者的工作。 
 
制裁的失敗：日本 (1989 年底)；西班亞、葡萄牙、德國、英國、澳大利亞、

新西蘭、歐共體 (1990 年)；美國 (1992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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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歐巨變 (1989 年－1992 年 3 月)、蘇聯解體 (1991 年 12 月) 與中國的對策 
 

(一) 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與東歐各國的雙邊關係； 
(二) 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俄羅斯及俄以外的 14 個「獨聯體」

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海灣戰爭 (1990 年 8 月－1991 年 2 月) 與中國所作的抉擇 
 

中國一方面反對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和吞併，另一方面反對美國立心控制

中東石油。當美國帶頭要求聯合國批准其向伊拉克採取軍事行動時，中國代

表在安理會投棄權票 
 
世界格局走向多極化時期的中國外交 (1992－2000 年) 
 

 堅持以「和平」、「發展」兩個原則去「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強調「廣交朋友」 
 

 執行「睦鄰政策」，並與俄羅斯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係」 
 

 與唯一超級大國 (美國) 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維持以合作、對話為主流

的關係：在摩擦中前進的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的發展： 
 

中國在美國未正式宣佈高層接觸禁令結束前 (即 1992 年 12 月前) 的對

美原則：「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 
 

克林頓 (Bill Clinton) 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構想與江澤民被

邀參加在西雅圖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非正式首腦會議 (1993 年 11 月)：
克林頓與江澤民第一次會晤 

 
  克林頓宣佈人權問題與中國最惠國待遇脫鈎 (1994 年 5 月) 
 

中美增進合作的新原則：「增加了解、擴大共識、發展合作、共創未來」 
(1997 年)  

  
  江澤民正式訪美 (1997 年 10 月) 與克林頓回訪中國 (199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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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發展中所存在的摩擦和矛盾： 

 
  人權問題 
 
  最惠國待遇問題 
 
  經濟貿易和知識產權問題 
 
  「台灣問題」 

 
突發事件 (如 1999 年 5 月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被炸事件) 

 
 

(三)  「中國威脅論」：西方對中國的恐懼合理嗎？ 
 

 「中國威脅論」的論據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威脅論」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