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大变局”关键在于“局”之“变”。
它变的什么局？是国际力量平衡的打破？还是大国
关系的深刻变幻？还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调整？

毛俊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不仅
体现在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转折变化，还体现在
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更体现在其对全球治理体
系的深层影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指现代国际关系而
言。以国际力量对比关系为核心的大国关系的深
刻调整，是大变局的基本表现。现代国际关系发
源于17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形成的以主权
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国际秩序，即“威斯特伐利
亚体系”。400年来，现代国际关系先后历经几次
重大调整，如200年前拿破仑战争后形成的“维也
纳体系”，100年前一战结束后形成的“凡尔赛体

系”，以及70多年前二战结束后形成的“雅尔塔
体系”。30年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两极格局开始重组，多极化格局由此肇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
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
逆转。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分析，我们认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世界经济重心由北大西洋向太平洋区域转移，国
际经济格局“东升西降”趋势日益明显；世界权力
格局由一超多强向多元体系转移，国际格局出现
重组、调整，力量对比更加趋于平衡；全球治理面
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大国博弈加剧推动国际体系
深刻变革，传统地缘政治争夺逐步让位于新兴领
域的国际竞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特指现代国际关系而言的。
以国际力量对比关系为核心的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是大变局的基本表现

湖南日报：那么，新冠肺炎疫情会对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一些怎
样的影响？

毛俊响：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发展既带来一
些不利影响，也带来难得机遇。

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内外部经济环
境带来不利影响。首先，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
外部经济形势。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世界
经济衰退难以避免。比如我国外贸依存度超过
30%，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6.8%，制造
业、服务业面临较大压力，全球经济停滞背景下
中国外向型经济面临严峻形势。

值得警惕的是，在疫情刺激之下，原本已经
出现的逆全球化日趋明显。疫情暴发后，欧美一
些国家普遍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现象。受此刺激，
欧美国家对于经济和市场的管制趋于加强。一些
行业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将会被重构，诸如医
药等产业回流欧美的可能性较大。西方对中国产
品的进口限制也会趋严，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将
会出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内产业发展
面临较大压力。中国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
化的努力会遭遇潜在阻力。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的冲击，使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更加艰巨。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外部政治
环境也造成不利影响。第一，中美经济脱钩可
能会加速。第二，当前，美国两党最大的共识就
是遏制中国，疫情给了一些政客炒作中国议题
的机会，恶化了中美之间的政治互信。在美国
政客和舆论引导下，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
在持续下降。未来，美国可能在西欧、亚太、非
洲和国际组织中与中国开展竞争，企图遏制中
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第三，中国将面临
更多意识形态攻击。

当然，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国发展带来新的
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
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变局中危和机同生
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首
先，国际社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外交理念将会得到更多理解
和支持。其次，中国最早控制疫情所体现出来的
治理能力，将会提升世界对中国国内治理和制度
优势的认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也会进
一步提升。中国最早控制疫情所体现出来的治理
能力，也会促使更多国际资本看好中国产业链和
市场的发展前景。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内外部环境既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也带来新的难得机遇

湖南日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搅局者？还是主宰者？

毛俊响：新冠肺炎疫情对当前国际格局产生
深刻影响。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巨大冲击，被认为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危机，或者说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
机。其次，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未来大国关系演
变的不确定性，欧美担心中国将趁疫情之机扩大
国际地缘政治影响力。再次，非传统安全领域全
球治理走向值得关注，全球治理的领导真空逐步
显现。最后，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影响西方政策
走向。在新冠肺炎疫情激发下，民粹主义与种族
主义两股思潮合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主流意识

形态，转化为一种影响国家政策走向的政治思
潮。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引起国际关系新变化，但
是这种变化仍然属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
部分。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当前国际
关系格局，全球经济中心由西向东转移、国际格
局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大国关系博弈加快等基
本特征，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当然，疫情对国
际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可能会加速“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发展趋势。本次疫情中，美国和中国的国
际影响力此消彼长，从侧面印证了国际政治力量
对比日趋平衡。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不是“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主宰者。

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
但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当前国际关系格局

湖南日报：有人认为，不管愿意不愿意，致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一定是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的主角之一，您认为呢？为什么？

毛俊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表现就
是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是多极化格
局中的重要一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过
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
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提出共商共建
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
展红利，实现各国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无论是从
世界经济重心向太平洋转移的趋势来看，还是从
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都
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

其次，中国奉行多边主义、坚定不移走和平

发展道路，决定了中国一定是“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重要维护力量，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再次，中国日益参与全球治理并逐步在其
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决定了中国一定是“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领导力量。中国积极维
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与
维和摊款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
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
不断增强，中国将会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责
任。中国一直强调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
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
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大变局的发展指引了前进
方向。

中国是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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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关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历
来有“修昔底德陷阱”之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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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
作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中国和美国，应该
如何平衡关系，避免战略误判，携手抗疫？

毛俊响：中美关系是当前最重要的双边关
系，中美关系走向对世界格局产生举足轻重的
影响。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全世界都在观望。

当前，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紧张的局
面。一方面，近年来，美国对于中国国际影响力
与日俱增保持高度警惕，进而采取了一系列对
华遏制措施。奥巴马政府推行重返亚太战略，
显然是美国针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日益
增长的遏制措施。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对中
国的遏制势头更加明显。特朗普政府频繁打压
中国高科技企业，挑起贸易摩擦，在亚太特别
是南海地区持续保持军事力量活跃存在。另一
方面，新冠肺炎期间，特朗普政府高官接二连
三炒作“中国病毒论”“中国责任论”，美国民间
和州一级官方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政府要求
赔偿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损失。对此，中国官
方和民间也开展针锋相对的舆论反击，甚至点
名抨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这种背景下，中
美官方政治互信、民间对彼此的好感度都在下
降。

解铃还须系铃人。中美关系走向何方，关
键是中美双方能否开展理性外交。中美政治制
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美国是
当前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自然也将中国视为现
存秩序的挑战者。美国必然会拿着放大镜来仔
细审视中国的行为动机和政策指向。应该说，
中国快速崛起不可避免，但美国还没有习惯这
一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敏感反应，是可以理
解的。但问题在于，美国决策圈中有人仍然坚
持旧时冷战思维，或者坚持传统时期欧洲大国
关系思维模式来看待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对中
国充满了不信任，认为中美两强很难和平共
处、中国崛起必然有一战。如果美国决策层以
零和博弈论作为指导理念来处理中美关系，就
会出现战略误判。

快速发展的中国，日益在国际体系中占据
更重要的位置。面对美国不断施加的压制甚至
遏制，中国更应该秉持理性外交。面对美国发
起的全面战略竞争，中国应努力维护中美关系
斗而不破，坚持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修昔底
德陷阱”。

保持理性外交，还需要中美定期开展高层
次战略对话与交流，而且高层次战略对话不应
该受到战术动作的干扰。在持续的战略对话
中，中美可以逐步知晓对方的利益关切，充分
解释各自外交政策的合理内核，并因应形势变
化而不断调整政策应对，保持各自战略灵活
性。

湖南日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否特指国
际局势而言的？总书记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论断，其深刻背景是什么？

毛俊响：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接见回国参加 2017 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全体
使节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
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6月23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当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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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可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特指国际局势
而言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战略判断，是总书记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方法分析人类社会发展
趋势和国际格局变迁的一般规律得出的，对于我
们准确认清国际社会发展趋势、在大变局之下更
好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
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概括了当
前国际格局的根本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
认清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
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
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
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
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与此同时，世
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也非常突出。比如以
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持
续蔓延，使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另一方面，我
们正处在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的历史
交汇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已经进入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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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从国际和国内两种背景来
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
积极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抓住当今世界大
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给中国带来的难得战略机遇
期，顺势而为，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推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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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在全球肆虐，中国既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又倾力
支持全球抗疫，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人们深感
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灿烂光
辉，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高瞻远瞩。“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提出有怎样的深刻背景？
有怎样的现实意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

“大变局”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何因应“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湖南日报
记者近日就此采访了中南大学毛俊响教授。

湖南日报：弱者望危兴叹，强者危中觅机。
面对新冠肺炎这个“搅局者”，我们应该或者说
可以抓住怎样一些机遇乘势而为？

毛俊响：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核心
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第一，中国应进一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将制度吸纳力、资源整合力、政策执行
力转化为国家治理能力。从中外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效果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出明显的优越性。中国全
国上下一盘棋，实施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在短
时间内扭转了局面。当然，我们也还要反思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本
次疫情表明，我国公共卫生制度和体系建设、
公共卫生立法质量、公共卫生治理能力都还有
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要以这次疫情为契
机，进一步完善立法和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大限度地释放制
度优势所蕴含的治理效能。

第二，在国内发展方面，应保持战略定力，
不犯方向性错误，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
绘到底，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如
果说西方政党轮替是“拳击赛”的话，中国共产
党长期执政就是“接力赛”。“拳击赛”下的西式
民主，导致国家发展因政党轮替、政策摇摆不
定而陷入困局；“接力赛”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
保障。

第三，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布
局，加大对科技研发和创新投入，力争在新一
轮产业和科技革命中抢占先机。国际关系实质
是以大国关系为基础的国际力量对比关系。而
决定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根本因素，是工业与
科技驱动的生产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
逆全球化以及产业链重构，中国应采取超常规
措施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抢占高科技与
新兴产业发展高地，方能在大国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

毛俊响 图/张扬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核心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中美关系走向对世界格局产生
举足轻重的影响。中美关系走向何方，
关键是中美双方能否开展理性外交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概括了
当前国际格局的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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