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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专家简介：

周小毛，法学博士，湖南省社科院
党组成员、副院长、研究员。 主要从事
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稳定、和谐文化
方面的研究，出版专著《和谐稳定论》；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省
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100余篇； 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课题一项、 省社科基金重
大课题8项；获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二
等奖、三等奖各一次。

“修昔底德陷阱” 是近年来
谈到大国关系时出现频率很高的
一个词

� � � � 湖南日报：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但是，正如总书记所说的“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一个重要的障碍，就是国际环境因
素的制约，也就是通常说的“修昔底德陷阱”要
跨越。请问何为“修昔底德陷阱”？

周小毛：“修昔底德陷阱” 是近年来谈到国
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时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
词。

说来话长。 我们知道， 希腊是世界文明的
重要发源地， 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 古
希腊由各自为政的几百个城邦组成， 斯巴达和
雅典是两个最大的城邦， 之后形成了斯巴达主
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牵头的提洛同盟。
以工商业为主的雅典羽毛丰满后， 改变了提洛
同盟的防御性质， 毫不掩饰地推行 “雅典帝国
主义”， 常常以武力干涉其它城邦。 当雅典的
势力达到顶点之后， 便向斯巴达及其盟国全面
进攻和侵略， 试图控制整个希腊。 斯巴达也决
定发动战争消灭雅典。 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
前404年， 双方前后打了30年， 几乎所有的城
邦都卷入了战争， 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场战争双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最后以
双输结束， 马其顿乘虚而入， 成为新的霸主。
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名著 《伯罗奔尼
撒战争》 一书中对这场战争作了这样的描述和
评价： 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斯巴达恐慌， 最
终引发战争。 对于修昔底德的论述， 西方一些
学者作了很多的解读与演绎， 最有代表性的是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尼
姆·艾里森教授， 他认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
必有一战， 并把这种历史发展的 “逻辑” 称之
为 “修昔底德陷阱”。

新兴大国必然挑战守成大国
的结论牵强附会，难以服人

� � � �湖南日报：那么，拨开历史的迷雾，您认为
“修昔底德陷阱”究竟是规律还是现象？

周小毛： 艾里森在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过
程后，出版了专著《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
昔底德陷阱》。 他说过去1500年以来，出现过16
次新兴大国挑战既有大国的先例， 其中12对守
成与崛起大国导致了战争，没有跨越“修昔底德
陷阱”，有4对没有陷入战争，成功地绕道了“修
昔底德陷阱”。 据此，他把“修昔底德陷阱”看作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避免的“铁律”。
并且进一步推理：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受到了中
国崛起的巨大挑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按照艾
里森的这种分析，似乎“修昔底德陷阱”是历史
发展的规律。

我认为这种结论牵强附会，难以服人。
所谓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

联系，无法改变，必然反复和始终重复。 从方法
论的角度而言， 证真需要全部， 证伪却只需一
次，只要有一个案例反证，就足以推翻假设。 既
然过去的历史有4次否定了“修昔底德陷阱”，那
么，“修昔底德陷阱”就只能称之为历史现象，而
无法上升到规律的高度。 事实胜于雄辩，“修昔
底德陷阱”并不是历史规律而是历史现象。

� � � �湖南日报：那么，“修昔底德陷阱”这
个方程有解吗？ 路在何方？

周小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国际社会广
泛关注，西方国家也曾经采取过打压、封
锁、孤立、遏制的方式阻挡中国的发展 。
冷战结束特别是苏东剧变后，先是以“中
国崩溃论”来唱衰中国 ；近年来又以 “中
国威胁论”说事，散布种种不利于中国的
论调， 更渲染中国崛起必然与美国发生
冲突和战争。

的确 ，只要 “修昔底德陷阱 ”存在可
能性，它就如同 “达摩克利斯 ”利剑悬在
人们头上， 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相关大
国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积极主动地预
防和规避。 问题的关键在于“修昔底德陷
阱” 究竟是不是一个无解的方程？ 我以
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方程有解，这个
陷阱可以避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我们认识和跨越 “修昔底德陷阱”提
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习近平总书记看
来，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随意发动
战争，不能破坏国际法治，不能打开潘多
拉的盒子，要树立铸剑为犁，永不再战的

理念。古人尚且有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
成功尝试与经验，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
就更应该增强跨越这一陷阱的自信。

没有过不了的坎，没有解不了的结，中
美跨越 “修昔底德陷阱” 具备很多有利条
件。 首先，从当今世界的主题和格局来看，
和平和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题， 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
深入发展，世界格局由一极、两极向多极发
展，世界力量从高度集中向分化变动，那种
一呼百应、 众口一词， 一个国家垄断话语
权， 或者几个国家决定人类社会命运的时
代一去不复返了。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主调
为跨越 “修昔底德陷阱” 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其次，从中美两国的切身利益来看。 中
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美国是世界
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互补性很强，互
为最大的投资和贸易大国，已经形成了“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格局。 中国经过
改革开放40年的积累后， 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的中央，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
贸易已经超过5800亿美元， 特朗普带着庞
大的商业队伍出访中国， 中国给他的最大
见面礼就是2500亿美元的订单， 中国的繁
荣与发展已经与美国经济的增长息息相

关。 马云投资美国， 因为可以为美国创造
100万个就业机会，特朗普总统高度关注并
接见了他。可以说，中美两国形成了利益共
同体，如果两国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将会
两败俱伤，显然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再
次，从中美两国的态度来看。 从毛泽东、周
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开始，两国领导人都
在理性地审视两国关系， 即便是冷战时期
两国分别处在两个对立的阵营， 都积极谋
求改善关系，共同打破坚冰，放弃前嫌，实
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当然，中美两国因为
历史传统、社会性质 、意识形态 、发展水
平、价值观念差异很大，必然会存在分歧
和矛盾，包括台湾、西藏 、新疆 、人权 、南
沙、 贸易等等问题都程度不同地制约和
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特别是中国
崛起之后，美国更以这些问题做文章。 但
是，相对于两国关系的战略地位来说，这
些都是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 中
国和美国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 在全
球治理中取得了许多共识。 饱受战争苦难
的中国绝不想当雅典，美国也不是斯巴达，
不会受到中国崛起的威胁。 以2000多年前
的旧思维来认知新事物， 用雅典的药方来
给现代人治病，无异于缘木求鱼。

� � � �湖南日报：说到底，“修昔底德陷阱”
是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在作
怪，然而，影响国际关系、诱发冲突与战
争的还有文化的因素。 您可以从中国传
统文化中找到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
国智慧吗？ 总书记在国际舞台上一再强
调中国绝不称霸， 这种底气是否与以儒
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联？

周小毛：回答是肯定的。
“修昔底德陷阱” 奉行的是弱肉强

食、你死我活、赢者通吃的强盗逻辑 ，地
区霸权、 全球霸权都可能直接陷入这个

陷阱。 当然，战争是多方面原因的产物，
除了经济利益这一决定性的因素外，“文
明的冲突” 也可能引发战争。 文化优越
论、文化优先论就是霸权主义的思维。

值得我们引以为傲的是，从博大精深
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找到跨越“修昔底
德陷阱”的智慧。其中最核心的是“中和”思
想。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和谐，包括人
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国与国之间
的和谐，所谓“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钓而
不纲”“弋不射宿”；所谓“以和为贵”“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中

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和”与世界安宁、稳
定、和平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传统文化
所倡导的中庸之道是一种科学的处事方
法，“不偏不倚”的思维方式有利于防止走
向极端和偏激，有利于保持内心的宁静和
行为的理性，无疑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提供了营养与智慧。

我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绝
不称霸， 自然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自信。 可以说，流淌在总书记的血液里的
中国传统文化， 是总书记在国际社会发
声的强大精神力量。

� � � �湖南日报：冷战结束了，但世界并不
太平，世界性的矛盾、冲突、危机此起彼
伏，地区性战争不绝于目，传统安全问题
没有完全解决， 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层出
不穷，全球治理的任务非常繁重。 总书记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为全球
治理提供的公共产品， 也被认为是跨越
“修昔底德陷阱”的良方，我们应该怎样
去理解？

周小毛 ：放眼世界 ，我们不难发现 ，
和平与发展无法一俊遮百丑，矛盾重重、
问题成堆决非危言耸听， 全球治理迫在

眉睫。 全球治理不仅要发挥以联合国为
代表的国际组织的作用， 而且需要世界
各国特别是大国共同努力， 源源不断地
供给全球治理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一带一路 ”
“丝路基金”“亚投行 ”和 “人类命运共同
体”就是治理全球的公共产品，其中影响
最深远的，非“人类命运共同体”莫属。 我
们知道， 它的基本依据是人类共处一个
地球，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应该在利益
共同体的基础上结成责任共同体和命运
共同体。 从而倡导国家不分大小、强弱、

贫富一律平等， 不能以大压小、 以强凌
弱、以富欺贫，不搞 “一国独霸 ”“几方共
治”； 倡导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以
协商求得共识 ，以协商化解分歧 ；倡导
摒弃冷战思维 、丛林法则 、零和博弈和
赢者通吃 ，追求双赢 、多赢 、共赢 ；倡导
扩大双边 、多边合作的空间 ，以同舟共
济的精神排除合作的阻力 ，避免以邻为
壑、相互猜疑。 平等、协商、包容、合作有
利于以沟通 、对话 、谈判化解争端和矛
盾 ，建立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
的新型国际关系 ，为世界和平开阔了视
野，无疑是跨越 “修昔底德陷阱 ”的中国
智慧和良方。

� � � �湖南日报：发展是硬道理。 中国仍然
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修昔底
德陷阱”论调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发展更
加具有紧迫感。我们应该怎样从国际国内
两个大局来看发展问题？

周小毛：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化，但是，中
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发展中国家 ，发展
还 不 平 衡 还 不 充
分 ，发展始终是硬
道 理 、 是 第 一 要

务，一刻也不能放松。
中国的发展不仅是解决国内问题的

前提，而且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中国增长
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超过30%，比美
国、欧洲、日本贡献率的总和还要大，稳定
13亿人口的大国，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中国的发展有益于世界繁荣和发展。
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构思人类命运共同
体时把中国发展道路定位在和平、 共同、
合作的框架之上。 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

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阶段， 都永不称霸、
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走共
同发展之路，中国发展和崛起不会改变而
是完善现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一再
主张各国共同发展、协调发展；中国走合
作发展之路，当今世界，统一世界市场和
地球村已经形成，使世界各国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小国固然无法离开大国，大国同
样也离不开小国，合作则双赢，争斗则双
败，合作发展是理性的选择。

各国加强协调、全球完善治理表示着
世界未来的走向。 和平而非扩张、共同而
非单一、合作而非对立的中国道路无疑是
一服打破传统思维的清醒剂，是跨越“修
昔底德陷阱”的光明之路。

� �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认识和跨越“修昔底德
陷阱”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 � � �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找到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智慧

� � � �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良方

� � � �中国的发展不仅是解决国内问题的前提，而且具有
世界性的意义

� � � �湖南日报： 既然“修昔底德陷阱”
不是历史规律而是历史现象， 我们是
否就可以高枕无忧？

周小毛： 不能！
虽然并非所有守成大国与新兴大

国都必然掉进 “修昔底德陷阱”， 但是
我们也不能对 “修昔底德陷阱 ” 掉以
轻心。 挑战方和被挑战方失去理性和
理智， 缺少战略眼光 “出错牌”， 以冲
突、 对立的方法来处理大国关系 ， 以
局部性、 简单性、 单一性和绝对性思
维来认知世界的全局性、 复杂性 、 多
样性和相对性， 就难免产生战略误判，
就有可能陷入 “修昔底德陷阱”。

历史是一面镜子 ， 既然有那么多

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都没有在 “修昔
底德陷阱” 面前幸免， 而且多以同归
于尽的命运告终， 我们就应该以此为
戒， 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和方法处理好
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 加强对话
沟通， 增进互通互信， 共享信息资源，
减少战略误判， 避免重蹈覆辙 。 我们
姑且不去分析和判断 “修昔底德陷阱”
倡导者的动机和目的， 但完全可以把
“修昔底德陷阱” 的论调当作一种提示
和提醒。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们不
必被 “修昔底德陷阱” 所吓倒 ， 甚至
束手无策， 无所作为； 但需要提高陷
入 “修昔底德陷阱 ” 可能性的认识 ，
做到未雨绸缪， 有备无患。

� � � �可以把“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调当作一种提示和提醒，
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 � � �当今世界大势， 还看太平洋!地处东西两岸的中国和美国， 一
个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道路上砥砺前行， 已经跃居世界经
济总量第二； 一个雄踞世界第一多年， 其经济总量、 综合实力遥
遥领先， 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老大。 在此背景下， 国际舆论或
有心或无心、 或有意或无意、 或善意或恶意地预测： 中美必然陷
入“修昔底德陷阱”， 交恶一战在所难免。 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在
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指出： 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 但大
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 就可能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我们应该怎样深刻理解总书记的论断？ 如何运用中国智慧跨越
“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提供了什么样的方
案？ 中国将走什么样的道路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最近， 湖南
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省社科院副院长、 研究员周小毛。

周小毛 图/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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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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