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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6 年 G20 中日首脑会谈，是自 2014 年以来第三次中日首脑会谈，为改善中日关系提供了新的机

遇，习主席主张的“命运共同体”思想成为 G20 后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指导理念。自 2013 年 3 月以来，习主席

对“命运共同体”思想不断阐释，希望为国际公平公正秩序构建新的蓝图。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冷战中大国

争夺主导权的思维，是关于国际秩序的新主张，对中日关系的顶层设计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今后，中国与日

本应以“命运共同体”为顶层设计的指导思想，努力使中日关系重新回到“再正常化”发展的轨道，并与东亚

各国一起增进共识，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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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5 日，习主席在杭州 G20 峰会召开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首脑会

谈。习主席指出要推动中日关系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安倍则呼吁基于“战略性互惠关系”

构建双边关系。此次 G20 中日首脑会谈，是自 2014 年 11 月 APEC 会议，以及 2015 年 4 月亚非峰

会之后的第三次中日首脑会谈，为改善中日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中日关系正处于需要进行

顶层设计的重要节点，习主席主张的“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成为 G20 后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指

导理念。

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

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此后，习

主席从人类利益和价值的共同性出发，对命运共同体进行上百次的阐释，在国与国关系中寻

找最大公约数，希望与各国人民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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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十八届五中全会规划建议，与 2016 年两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都反复强

调了以下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

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上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的核心理念则是“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的治国

理政科学思想体系日渐清晰丰富。

习主席的“命运共同体”思想，蕴涵于中国坚持的正确义利观，主张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

形态的“全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愿望，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指导意义。

一、“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形式、意义

习主席是“命运共同体”的最积极倡导者。当前，国际社会呈现出利益多元化、国际格局

深刻变化的特点，习近平提出“命运共同体”，为国际公平公正秩序构建新的蓝图。命运共同

体之所以得到共鸣，正是因为中国的主张真实反映了亚洲各国的共同心声。命运共同体，超

越了冷战中大国争夺主导权的思维，是关于国际秩序的新主张，体现了“亲、诚、惠、容”的周边

外交理念。

习主席共同体思想具有四种意义、四大内涵、三种形式。

首先，四种意义。第一，政治意义，即“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政治新道路。第

二，经济意义，即“水涨荷花高”，“独行快，众行远”的经济新前景。第三，安全意义，即“命运与

共、唇齿相依”的安全新局面。第四，文化意义，即“并育而不相害”的文明新气象。

其次，“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四大内涵［2］。第一，首先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

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第二，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

发展。第三，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摒弃冷战思维，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第

四，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亚洲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特

点，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共同发展。

“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三种形式。即，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人类命

运共同体。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于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由上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其理论原则是新型义

利观，其建构方式是结伴而不结盟，描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从十八大明确提出“人

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到习近平主席提出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区域命运共同体，再到习

近平主席在联大 70 周年发表重要讲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逐渐发

展成为重大的理论体系。从其理论来源来看［3］，“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

性质的国际主义思想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天下主义”“和合主义”相结合，在 21 世纪的中

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的“国际主义”，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和谐世界”等中国外

交理论与实践的深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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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对“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政策的基本认识

日本对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及近年来习主席对日外交政策给予了高

度关注与密切研究。

（一）日本对华认识的“两义”观

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描绘了中国发展的中长期蓝图，为此，日本首先在

对华认识上做出了新的思考。

大体看来，各国对华认识观，并不仅仅是经济上协调、安全上防范这样简单的二分法。具

体来看，在经济层面，一些国家认识到中国对本国经济具有极大影响，同时也存在与中国经济

的对立要素。此外，在安保层面，一方面认识到中国军事发展带来的重大冲击，同时也认识到

需要提高与中国的政治协调。因此，各国对华认识观存在协调与对立的“双重含义”，也即日

本学者认为的“两义性”［4］。

日本认为，各国的对华政策均存在“两义性”特征，为此，各国加大了对日本作用的期待，

日本希望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切实了解各国对日本的需求，抓住机遇，积极开展外交。即，

从“两义性”特征的防范因素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各国认为日本的重要性在加强。例如，近

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实施“轴心转移”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期待日本等地区盟国发挥更大

的作用。印度面对中国的崛起，与日本建立了“特别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印尼一方面强化

了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与日本、美国等国缔结伙伴关系协定，以确保外交的“动态均衡”。澳大

利亚出于安全保障的担心，着力关注与美国及其同盟国的合作。即使是俄罗斯，针对中国急速

发展的势头，也试图强化与日本等国的战略关系。

另一方面，从“两义性”特征的协调因素来看，尽管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但各

国依然乐观看好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以中国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此外，在安全领域，

特别是与中国邻近的国家，由于中国军事影响力不断扩大，各国认识到必须加强与中国的协

调关系。因此，日本主张，在进行积极外交的同时，必须慎重推进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是因

为，各国认识到，陷入与中国的对立关系成本巨大，即使对中国抱有不满情绪，也不希望直接

与中国对峙。其结果是，日本如果提出明显针对中国的议案，其他国家不会积极响应。

因此，近年来，日本采取了以下三种方式开展对华外交。

第一，日本采取既协调又竞争的两面做法，强调维护国际法、国际规则，主张保护航行自

由，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领土问题，反对通过武力威慑单方面改变现状［5］。例如，日本一方面

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同时谋求与中国进行对话，推进中日海上危机管控措施，落实中日

海上热线机制，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强调国际规范、致力于力量的制约与均衡［6］，等等。

第二，以公共外交为手段，加强舆论宣传，强调战后以来日本一贯维护国际社会规范，发

挥国际贡献，遵守国际法，倡导“积极和平主义”外交，从而引发其他民主国家草根阶层的共

鸣，消除中国指责日本“破坏战后秩序”的国际形象。

第三，从协调因素出发，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由于各国对华协调政策的现实主义特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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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围绕中日领土争端，印尼、澳大利亚等国未必支持日本的主张，只是希望避免卷入中日对立

的漩涡中。因此，日本认识到，应该借鉴俄罗斯和印度的对华协调政策，如果日本对华关系恶

化，难以期望国际社会协助日本共同对抗中国；但如果日本对华关系保持一定程度的良好状

态，日本的外交协调空间将会扩大。

此外，根据 2016 年 1 月日本内阁府实施的“外交舆论调查”，83.2%回答对中国“没有亲近

感”。但是，关于“今后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对两国以及亚太地区是否重要”，73.3％的日本

国民回答“重要”。尽管日本政府没有公开正式表明“中国威胁论”，日本国民对中国亲近感下

降，日益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以及海洋活动”，但是依然深刻理解对华关系的重要性。

（二）渐进的和平发展道路

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和平发展理念，日本对此十分关

注。但是，日本认为，冷战后，中国的外交政策日益强硬，中国正在逐步偏移韬光养晦的外交

方针以及和平发展道路［7］。特别是，日本指责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并且缺乏透明度，为此

日本在国际社会扩大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意图抱有怀疑和警惕。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由于国内政治风波的干扰和苏东剧变的影响，我国外交遇

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未曾有过的困难局面和压力。面对国际上的复杂情况，邓小平同志及时提

出了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8］等对外关系

指导方针，主要内涵是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1992 年 4 月邓小平又指出：“我们

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

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贯彻邓小平提倡的韬光养晦外交方针。

2010 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绘制了未来 5 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在对外工作部分提出，高举和平、发

展、合作旗帜，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2010 年 10 月，戴秉国国务委员阐述中国的和平

发展道路，再次强调“韬光养晦”的基本思想，即，“中国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是基本国策和

战略选择。”［9］

2005 年 9 月，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10］，系统阐述了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提出了和平发

展道路的具体主张，即，“在经济上，各国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

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在安全上，各国应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

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2005 年 12 月 22 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11］，具体

阐述了和平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的重要内容。白皮书强调指出，“走和平发展

道路，就是要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

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

平发展，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

和谐世界”。2011 年 9 月 6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在进入 21 世

纪第二个十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之际，中国再次向世界郑重宣告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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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主张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白皮书强调指出，“中国同 12 个陆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坚持通过对话谈判

处理同邻国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以建设性姿态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尽最大努

力维护南海、东海及周边和平稳定。”习主席继续坚持上述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和原则［12］，同

时强调指出［13］，“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

家核心利益。”习主席强调，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

相处。

在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成果。2014 年是中国外

交的丰收之年。中国积极开展对亚洲外交［14］，成功举办上海亚信峰会和北京 APEC 会议，积极

参与解决全球热点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广泛响应，走出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对外交往

新路，基本形成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2014 年 5 月 21 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习主席发表题

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15］，强调指出，中国将同各方一道，

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对亚洲安

全问题做出的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指明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发

出亚洲安全的最强音，显示出“中国智慧”对亚洲安全与稳定的积极贡献。

2015 年以来，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一个重点”就是全面推进“一

带一路”。重点推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陆上经济走廊、海上合作支点建设，促进人文交流合

作，加快自贸谈判进程。“两条主线”就是做好和平与发展这两篇大文章。中国同国际社会一

道，办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

在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中国担任亚信峰会主席国，利用这个平台，中国提出了涵盖亚洲

地区的总体安全框架，倡导“对话、协商、合作”的新安全观，呼吁亚洲各国共同应对安全挑战，

实现共同、可持续的安全。从当前来看，在亚洲地区，尽管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如历史遗留

的领土领海争端以及海洋权益划分等，但局面总体是可控的。当然，亚洲地区领土领海问题

的争端数量依然较多，今后需要有关国家共同努力，有效管控分歧与摩擦，推进亚洲安全合作

的层次与水准。

（三）中国的“超级大国化”趋势

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展示了中国持续发展的“大国化”政策远景。自

2012 年习主席执政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总体判断是，中国已经进入“超级大国化”时代［16］，即，

经济大国化、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具体来看，中国的 GDP 已经达到日本的 2 倍，中国已

经成为 G20 的领袖，拥有强有力的政治发言权。此外，习主席强调“战之必胜”的强军思想，同

时大力推进海洋强国战略。

日本认为，在习主席时代，中国的内政、外交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内政方面，提出实现

以“两个百年”为目标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

2021 年为止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100 周年的 2049 年，实现富强、民主、

文明与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减速的趋势，习主席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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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认识到中国梦与中国经济“新常态”之间的困境，率先开展 21 世纪基于“一带一路”的世界战

略外交，设立亚投行，资本金达 1000 亿美元，超过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17］。

在 2015 年联合国创立 70 周年之际，习主席提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大国外交理念，在

国际社会提倡和平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理念。

日本认为，在外交方面已经进入了中美两国的大国时代，中美关系呈现出多面性特征。

针对奥巴马政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从陆海两个方向对西

方世界进行扩展的“西进战略”。中国正在多方面构筑与美国的对话渠道，不仅进行外交、经

济战略对话，而且加强安全对话。例如，在 2015 年 11 月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中国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 200 亿元援助，宣布将与美国协调积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2016 年 3 月，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正式认定人民币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还将同时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

篮子，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并列，增大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

关于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总体上呈现改善的迹象，日本认为习主席对日外交总体上采取

了谨慎政策。

习主席与安倍首相实现了两次首脑会谈，2015 年 11 月，中日韩首脑峰会时隔三年再次召

开，对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2015 年 5 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习主席接见日本 3000

人访华团，指出［18］，“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中国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政策，未来也不会

变。”但是，习主席也指出，历史问题是中国的原则底线，展示出中国基于历史记忆的国耻民族

主义的外交安全政策。此外，安倍政府实施新安保法以来，中国高度关注并强硬应对日本派

遣自卫队赴南海巡航，希望与日本妥善解决在钓鱼岛等问题的安全困境，建立相对稳定、持续

发展的正常的双边关系［19］。

三、中国“大国化时代”的中日关系症结及其实质分析

在习主席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了大国时代，除了历史认识、领土争端等传统重大分歧，中

日关系面临的课题正在悄悄发生改变。

总体来看，有以下几个难题：

第一，中日之间缺乏相互敬意与相互尊重，中日两国对对方的重视程度均在下降。

近年来，安倍政府采取“包围中国”的政策，特别是 2016 年 3 月以来正式实施的新安保法，

包围、封锁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引起中国的高度警惕。在日本撺掇下，2016 年 5 月 27 日结束

的 G7 峰会在首脑宣言中指出：“我们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关切，并强调和平管控和解决争

端的重要性。”中方对日本和 G7 夸大炒作南海问题的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20］。另一方面，中

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中不包含日本、印度等国，日本担心在中国的外交构想中，日本

的存在被埋没［21］，将导致中日关系出现质的下降。由此可见，中日双方应共同努力，加强相互

理解，增进相互信赖。

第二，日本的对华认知出现偏差。正如王毅部长所指出的［22］，对中日关系而言，病根就在

于日本当政者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自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已经给日本带

来了重要利益，但日本还没有为此在心态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引发了中日之间目前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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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问题。

此外，关于地区和平与繁荣的保障条件，中日双方认知出现差异［23］。日本认为，以日美安

保体制为核心的日美同盟关系确保了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也确保了战后以来包括中国在内

的地区各国共享和平繁荣。另一方面，日本国民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以及海洋活动对东亚

地区的未来和平与繁荣带来结构性挑战。中国则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以及海洋事业的发

展是为了营造适合本国和平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国际环境的重大举措。

总体看来，自 2014 年 11 月借 APEC 会议，以及 2015 年 4 月的亚非峰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连续两次实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脑会谈以来，基于四项原则共识，中日关系正在趋

温向暖，逐步改善。但是，从目前来看，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中日双方存在着一系列结构性矛盾。

首先是中日之间国力的变化。在 2006 年，中国的 GDP 仅为日本的一半多；2010 年中国超

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5 年中国 GDP 总量相当于 10.42 万亿美元，日本 GDP 为

4.32 万亿美元，中国相当于日本的 1.4 倍。美国 GDP 大约为 17.87 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 1.7

倍。为此，日本 100 多年来第一次面对一个实力可能强于自己的中国，与此同时，在很多方面，

日本对中国仍然有较大的经济技术优势等等。因此，中日关系出现结构性的胶着状态。

其次，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了中日结构性矛盾。2010 年中国 GDP 总量为

5.8 万亿美元，美国为 15.6 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 3 倍。2015 年，中国 GDP 总量为 10.42 万亿

美元，美国 GDP 大约为 17.87 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 1.7 倍。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得日本

获得了成为“普通国家”的良机。美国目前处于战略收缩期，在东亚，美国对日本的防卫力量

要求日益迫切，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和防卫成本。为此，美国明确对日本解禁集体

自卫权表示“欢迎”，奥巴马承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等。

除了以上结构性矛盾以外，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矛盾不断凸显。即，日本“普通国家”战略

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本身存在战略性矛盾。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乃是战略性矛盾的冲

突，中日之间尚未彻底解决历史问题，同时钓鱼岛领土争端等危机问题仍在逐步升级［24］，随时

可能出现擦枪走火的突发危机事态，导致中日安全局势失控等极端事件。此外，中美在南海

的紧张对峙也日益激化，尽管中美之间、中日之间的高层对话不断进行，但是前景并不乐观。

今后中日之间将有可能继续保持温战状态，甚至走向亚洲新冷战。

从 2016 年 3 月开始，包括 11 个法律在内的“新安保法”正式付诸实施，战后日本长期坚持

的“专守防卫”安保政策被彻底颠覆。安倍正在积极推进“地球仪”外交，以“法治”及“海洋航

行自由”等价值观为口号，试图建立多元合作的框架。例如，日本加强与欧洲、印度以及东盟

等的外交与安保关系，进一步提升日美防卫合作关系，考虑与印度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与俄罗

斯在妥善解决千岛群岛问题后构筑协作关系（准军事同盟关系），建立结构多元化的同盟关系。

此外，在经济领域。日本担心日本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圈当中一个边缘化的国家，丧失东

亚经济主导权。因此针对亚投行，2015 年 5 月 23 日，日本宣布成立 1100 亿美元规模的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基金，在寻求建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同时，希望先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日本希望以 TPP 国家和经济圈为后盾，增加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谈判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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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加强其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主导权。围绕亚投行问题，日本仍在反复评估加入亚投行

的经济利益与政治风险［25］，既不愿意像英国那样率先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亚投行，也难以摆

脱对美国的协调自行加入亚投行，引起美日的分裂。此外，日本认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相关的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存在两面性。一方面，从积极方面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可以

带动陆路、海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抑制海盗、打击恐怖势力等，维护海洋安

全。另一方面，从消极方面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将扩大中国的影响力，中国未来可以利用基

础设施网络牵制其他国家的发展。因此。日本认为，需要慎重观察“一带一路”的开展情况，

从开放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将中国纳入国际规范，确保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遵守相关

规则。［26］

总之，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与战略性矛盾正在发生作用，由于日本对华认识的“两义性”

特征，日本现在正处于战略矛盾状态。即，一方面，日本在安全领域与中国进行对话与竞争，

同时又在经济层面对中国既防范又合作，所以是一个既竞争又依赖的复合型矛盾关系。中日

之间依然缺乏战略互信，中日两国建立了许多对话机制，例如中日战略对话、中日安全对话等

等，但既有的战略对话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尤为严重的是，东海、南海局势的演变正超出

原先的双边范畴，中国所主张的双边协商解决领土争端的方式受到挑战，严重影响了中国周

边的海上安全环境，需要严重关注和高度警惕。

四、“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日关系“再正常化”的影响

2016 年，中国进行“十三五计划”布局以来，习主席是“命运共同体”的最积极倡导者。中

国正在全面开展“十三五”规划，距离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只有 5 年，中国面临复兴之路的

“关键一程”。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最集中地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例

如，以“中国梦”标定民族复兴总目标，以“五位一体”展开中国发展总布局，以“四个全面”明确

改革发展总战略，以“两个一百年”确立中国前进大坐标，以“新常态”引领经济发展大逻辑，以

“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全局大变革，以“一带一路”携手世界共同圆梦，以“命运共同体”展望

人类未来前景，等等。

2017 年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2018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唐家璇

指出，近年来，中日关系一度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局面，目前虽已进入改善升温轨道，

进入转型磨合期，但基础尚不牢固。一方面，双方共同利益持续扩大，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另

一方面，两国关系中新老问题交织，矛盾摩擦增加。中日两国应确立对彼此的客观、理性认知

和定位，从两国人民日益走向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视角［27］，相互奉行积极友善的政

策，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精神，致力于开展良性互动，构建危机管理机制，

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不断积累政治安全互信，积极补齐两国关系的“短板”。

遵循习主席“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精髓，今后在推进中日关系的顶层设计方面可以考虑以

下具体措施：

第一，寻求扩大中日利益交汇点。从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进一步发挥现有沟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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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作用，谋求与日本双边谈判解决海上争端。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可以依据国际法、国际条

约，遵循以公平原则为核心的各项国际原则进行平等的磋商。继续磋商建立中日首脑热线对

话机制、维持完善中日外长热线对话机制、中日海上热线联络机制等，预防与处理中日海上可

能出现的突发性冲突。

第二，增强中日两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继续“以民促官”，加强中日民间交流，改善中

日国民感情。日本政府的目标是实现 2020 年之前访日游客增至 2000 万人次，完全依靠政治推

进中日对话的时代已经悄然改变，民间交流推动政府和官方的时代正在到来。今后应进一步

加强中日之间旅游、文化交流等活动，增强中日两国的亚洲意识、文化一体化意识，最终实现

“命运共同体”意识。

第三，谋求亚洲共同安全意识，积极参与建设亚洲安全机制建设。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

区论坛等一系列安全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发展和完善，但是亚洲安全体系的构建相对滞后，加

快亚洲地区安全机制建设刻不容缓。中日两国在妥善解决中日双边安全困境的同时，共同努

力推动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总之，在以习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命运共同体”思想是

最重要的思想体系，中国希望以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构筑“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立中国与世界不可分离的共同体。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大国化”时代，中日之间并不仅仅是政治紧张的关系，尽管中日关系

在短期内面临困境，但从长期来看，良好的中日关系是维持中国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28］，

日本期待着再次建立中日新型大国关系［29］。中日之间尽管存在很多矛盾与冲突，但是由于人

员往来频繁、经济交流密切等因素，中日在安全、经济等领域依然有许多共同利益，这些共同

利益也涵盖在东亚各国的地区利益之中。正如傅高义教授所指出的，中日之间发生意外和冲

突的危险确实存在［30］。今后，中国与日本应相互克制、加强协调［31］，以“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思

想，努力使中日关系重新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构筑中日关系“新正常化”时代，并与东亚各国

一起增进共识，共建繁荣发展的亚洲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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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Russia Relations and the Eurasian Strategic Changing LIU De-bin·3·

Abstrac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has witnessed a series of changes: the "derail" of U.S. war on terror,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extremist
terrorism, the "disorder" of Middle East region, the deteriorating Europe from "debt crisis" to "political crisis", the desperate U.S. from getting out of the
"trouble" of Middle East to "pivoting to Asia". Together with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revival" of Russia, they have all accelerated to the endgame of
the Eurasian geopolitical "grand chessboard" envisioned by Zbigniew Brzezinski in 1997, and demonstrated the formation of Sino-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 world-order significance. The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brings about new uncertainti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ere
Sino-Russia partnership starts to face the 'Trump shock'. Both China and Russia need to withhold a firm strategic stance to "tame" the unbridled
"Trump shock", and to make the compromise of the U.S. and the West happen, and finally to realize a new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China and Russia
for the formation of a brand new world order.

Key Words: Sino-Russia Relations; Geopolitics; "Trump Shock"; Eurasian Strategic Changing; World Order
Trump Regime and the American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ZHANG Yu-guo·13·

Abstract: How Trump regime will change America'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has become the touchstone of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the "Trump phenomenon", the trend of America Isolationist indicates that the way of hegemony thinking has some changes. However, changes do
not mean strategic contraction of America. From the "Trump Shock", some new understanding and changes can be illustrated from the thinking pattern,
consideration of strategic priority and approach of regional order in America's Asia-Pacific policy. These new understandings and changes objectively de⁃
termine that Trump will shift and remodel the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Overall, Trump regime's adjustment is not just a simple revolution issue
about the management and the pattern of Asia-Pacific area, but also a transition or diversion issue about the American hegemony logic and strategic con⁃
ception.

Key Words: Trump Regime; Trump Phenomenon; Trump Shock;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Trumpism; Strategic Regulation; Selective In⁃
tervention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e Thought of "Community of Destiny" to the "Re-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 Relations

GAO Lan·25·
Abstract: During the G20 summit of 2016, summit talk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s the third time since the 2014 summit talks, providing new op⁃

portuniti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ino-Japan relations. President Xi advocated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destiny", which has become the Guiding
princip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no-Japan relations. Since March 2013, President Xi has been explaining the idea of "community of destiny", hoping to
build a new blueprint for international fair and equitable order. The community of destiny, beyond the thinking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Cold War, is
a new propos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has a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top-level design of Sino-Japan relations. In the future, China
and Japan should take the "community of destiny"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top-level design, try to go back to the "re-normal" development route
of Sino-Japan relations, and together with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to promote consensus and build the Asian community of destiny.

Key Words: "Community of Destiny" Ideology; Sino-Japan Relations; "Re-normalization"; Top-level Design of Development
A Thinking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lemma of the Sino-U.S. Relations HUANG Feng-zhi LIU Rui·35·

Abstract: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the "Sunday punch" of America'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towards China.
Avoiding the trap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real challenge that China has to face in defen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maintain⁃
ing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alizing the dream of maritime power. The American is conducting vessel or plane freedom activities under the guise of main⁃
taining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s purpose i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hegemony in the Asia-Pacific. The essence of the "free⁃
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the strategic contradictory and competing interests between the marine hegemony country and the new
type of sea power. Its legal cause is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on 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It is als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idealism "ocean
freedom" tradition and pragmatism "freedom of navigation plan". The continuous fermentation of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sue can result in serious impacts on China's Marine military, expanding ocean strategy space and th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of the rise in the sea.
China should think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rand strategy of sea power. Firstly, keeping strategic concentration, striving for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maritime rise; Secondly, strengthening the strategic dialogu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ilding a stable
mechanism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irdly, taking the initiative in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maritime legal order and regional marine public prod⁃
ucts. In the end, China moderately has bee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reefs at the right moment.

Key words: Sino-U.S. Relations;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Freedom of Navigation; 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 Historic Maritime Rights; Island
Construction; Maritime Power; Order of the South China Sea
Korean Peninsula Regional Public Goods: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beyond DPRK Nuclear Issue and THAAD

ZHU Qin·47·
Abstract: The fourth and fifth nuclear experiment of DPRK stir the situation of the Northeast Asia. Using the excuse of it the U.S. and ROK are

plotting to deploy 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which strengthens the regional tension heavily and leads to regional imbalance se⁃
riously. The root of DPRK Nuclear Issue and the THAAD lies in the deficiency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regional public goods, which mainly roots at
the two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Korean peninsula politics and economy. One is the dual-structural division and rivalry of "Pro-America in security
and Pro-China in economy"; the other is the inter-Korea's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South Into and North Out". There are three advancing aspects to set
up the Korean peninsula regional public goods: First, to promote the normaliz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DPRK, of the two Koreas, and establish For⁃
eign Minister Talks or Summit Talks among China, U.S., ROK, and DPRK; Second, to promote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conclude
Peace Agreement, and establish a Collective Management Peace Committee by China, U.S., ROK, and DPRK; Third,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
ment of the two Koreas and establish the Sino-DPRK FTA on the basi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ll kinds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regional pub⁃
lic goods need an integration platform with powerful commitments. It is the Korean Peninsula region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of Trans-Ko⁃
rean Peninsula Nations (ATKPN) constructed by China, U.S., and the two Koreas. The ATKPN faces some common and special dilemmas. It needs to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of Sino-U.S., to 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the alliance system,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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