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国际法解读

———评黄惠康大使著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

严文君


摘　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是我国资深外交官和知名国际法学者黄惠康大使的
最新力作。作者结合自身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以法律与外交的融合作为切入点，解析了中国独

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传承和发展脉络，总结了中国在经略海洋、应对气候变化、境外追逃追赃、网

络空间治理、涉港澳条法事务等重要外交新领域的恢弘实践，解读了 “一国两制”和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伟大构想，系统、深入地讨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特征、丰富内涵

和所面临的诸多国际法问题，内容丰富而发人深省。在过去７０年的时间里，中国外交的条法工
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总结中国经验、分析中国问题、探寻中国

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条法人神圣的使命担当和孜孜以求的学术

目标。

关键词：中国外交　国际法　条约机构　自卫权　 “一国两制”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是法律出版社与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联合打

造的 “国际法文库”系列丛书之一，也是中国国际法学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７０周年华诞暨新
中国外交条法事业创立７０周年和一代宗师周鲠生先生诞辰１３０周年的献礼作品之一。作者黄惠
康大使是资深外交官和知名国际法学者，现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中国外交部国际法咨询

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特聘教授。他曾长期从事国

际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学养深厚，著述颇丰。① １９９０年代初转入外交战线后，他先后担任过亚
非法律协商组织助理秘书长、中国外交部参赞、中国驻纽约副总领事、驻加拿大使馆公使衔参

赞、外交部法律顾问、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条约法律司司长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等职，代

表中国政府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和双多边法律事务磋商、谈判，在法律与外交的融合方面

多有建树，在国际上也有较高威望。２０１０年他当选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６年
在联合国大会两次高票连选连任，对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 《中国特色

·７１１·



①

法学博士，外交学院国际法系讲师。

作者著有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成案选》《国际法教程》《国际法上的集体安全制度》《中国政治与法律导论》（英文

版）、《国际法》《联合国宪章诠释》《外层空间法》等多部专著及 《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法律基础》《关于国家官员

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英文）、《国际法的发展动态及值得关注的前沿问题》等数十篇论文。





大国外交与国际法》中，作者根据亲身实践和研究，围绕新中国外交事业７０周年波澜壮阔的发
展历程，系统地阐述了自己近４０年的国际法学术思考和对中国特色条法外交的感悟，可谓匠心
之作。此书一经面世，即受到中国国际法学界的普遍好评。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出版于２０１９年９月，共１０章，５２万余字。从各章内容的逻
辑关系来看，该书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到第三章可视为 “总则”，概要阐述了法律

与外交的关系、中国外交与国际法溯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髓、鲜明特征和行动指南、中国

条约法律外交的理论基础及筚路蓝缕７０载的发展轨迹、当前条法外交领域的总体态势、外交前
沿值得关注的重大国际法问题，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这三章内容逻辑清楚，层层递进，浑然一

体：第一章先在宏观的层面讨论了法律与外交的相互关系，探讨国际法与外交实践融合的重要性

和方法论，为后面章节的叙述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介绍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及其

条约法律外交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阐释中国外交的传承与发展，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展示法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服务的巨大空间和价值；

第二部分即第四到第九章可视为 “分论”，沿着第一部分法律与外交融合的思路，层层铺开中国

外交相关领域的具体法律实践：第四章以中国外交的本质特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题，阐

述了集体安全理念与中国的新安全观及关于全球性国际安全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的中国立场，进

而深入讨论了在国际关系中与使用武力相关的国际法问题，对西方的 “人道主义干预”合法论

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第五章至第九章围绕条约法律外交的主要业务领域徐徐展开：第五章是

与向海兴国有关的 “蓝色外交”，第六章是与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环境治理有关的 “绿色外交”，

第七章是与境外追逃追赃反腐败有关的 “红色外交”，第八章是与构建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有关的

“数字外交”，第九章聚焦 “一国两制”和涉港澳台条法工作。这五章对中国法律外交实践的评

述可谓 “天罗地网”和 “五彩缤纷”。第三部分即第十章是全书的压卷，重点讨论了人类命运共

同体这个由中国首倡并付诸实施的伟大构想，探索中国国际法学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促进国际法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该书布局全面、结构严

谨、内容丰富、论证翔实、案例鲜活。通观全书，犹如徐徐铺开一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千里江

山图，气势恢宏而立意深远。昔日甚感 “神秘”的外交大戏被一种深入浅出、专业而不晦涩的

方式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一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的主要特点

总体说来，该书有下面几个主要特点：

（一）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

理论和实践的深入互动和有机结合是该书的重要特点。就国际法的发展而言，普遍有两种路

径。一种是理论演进。但是，如果仅从理论中来又到理论中去，周而复始，可能成为象牙塔里的

闭门造车。理论的价值往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以彰显和确认。理论研究如果脱离了实践，难免

会无的放矢，成为无源之水，理论的价值也容易受到削弱。另一种是实践发展。同样，如果仅从

实践中来又扎回到实践中去，则容易导致狭隘的经验主义，虽然有具体的实践经验却缺乏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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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和提升。实践固然是培育理论的土壤，但如果不播下理论的种子，就不会有理论发展。显

然，这两种研究路径各有所长，但也各有缺陷。惟有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相互印证、相互促

进，才更有可能得到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该书作者正是这种结合研究路径的

践行者。作者在该书前言中开宗明义，指出该书旨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７０周年波澜壮阔的外交
理论与实践为素材，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外交理论创新结晶———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在理

论与实践、法律与外交的融合处，探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传承与发展，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展示法律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的巨大空间和

价值，探索中国国际法学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国际法治、推动构

建人们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为政学结合搭建桥梁，为高端国际法人才培养提供助力。可以

说，这一创作宗旨在全书中一以贯之。比如，从方法论上看，作者牢牢把握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

统一关系，突出调研是理论与实践融合的生命线的作用，在法律服务外交上下功夫，努力破解学

术研究与外交实践脱节的 “两张皮”现象，并且毫无保留地传授了作者３０多年从事国际法和外
交调研的经验之道；从该书结构上看，既能上升到法律和外交关系的学术讨论，也能下沉到中国

在经略海洋、应对气候变化、境外追逃追赃、网络空间治理等具体法律领域的外交实践；从特定

章节上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既有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内涵和意义的探索，也有

为国际法热点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实践思维。书中出现的大量详细、精准的信息，许多深思熟虑

的评论，都是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结晶。若非作者有着对学术研究的热忱和坚持，同时加上经

年累月的实务工作的总结和领悟，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①

（二）问题导向

该书是以问题为导向来布局和展开研究的。这体现了作者作为长期战斗在外交一线的中国国

际法学界领军人士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使命担当和 “勤学慎思、厚积薄发”的底蕴优势。

以问题为导向，需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理论素养以及提供解决问题

可行方案的专业功力。可从三个层面去理解这些作为导向的 “问题”。第一，源头活水，源于实

践，归于实践。本书所论述的问题 （包括问题的提出、所涉信息、素材、案例乃至观点）均来

源于国家实实在在的外交实践和国际关系。这些问题不是虚构的、凭空想象或演绎推论出来的，

而是有一手资料支撑的，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扎实的实证基础。比如，服务海洋强国战略的

“蓝色外交”，服务反腐倡廉建设的 “红色外交”，服务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绿色外交”，抢

抓网络空间治理话语权的 “数字外交”等，都是当前我国外交十分重视的战略新疆域。第二，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下先手棋。作者对诸多法律问题的思考是未雨绸缪、与时俱进的，是对现

有问题思考的延伸，具有较强的前瞻性。譬如对晚近国际法发展最新动态的分析，外交前沿值得

关注的十大国际法问题，对国际海底勘探开发建章立制和国际海底管理局工作的关注，以及关于

北极问题的考量等等。② 书中提出的当前重大国际法问题重点课题调研清单，对学界同仁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第三，不畏浮云，高屋建瓴，明辨是非。书中所涉法律问题纷繁复杂，大多与国家

利益、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及国际法治有关，并且不乏分歧争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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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惠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页。
参见黄惠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第１１６—１３６、１９９、２５１页。



答这些问题，取决于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法治观。作者对外交与法律的理解，对于外交实践

中的具体法律问题的评判，是有独立思考、科学态度和鲜明立场的，政治上有利、道义上有理、

法律上有据，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国际法治观和义利观。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高举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旗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法律秩序，以国际法为武器维护国

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尊崇和促进国际法治，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 “人权高于主权”“人

道主义干涉合法”等形形色色的国际法思潮以及单边主义霸权行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都体现了作者鲜明的价值取向和高超的专业素养。可以说，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上的国际法

问题的真正关切是贯穿全书的主旋律，没有极高的外交外事工作素养和浓烈的家国情怀，是装不

下这些中国问题的。

（三）战略思维

大国博弈进退无常，外交风云诡谲变换，想在纷繁复杂的外交外事工作当中站稳立场、沉着

应变、服务好国家发展的大局，必定需要战略思维。古人曰，“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

全局者，不足谋一域”。① 只有具备了战略思维，才会有真正的洞见和定力。战略思维在该书的

立意、布局、编排和论证中明显可见。比如，作者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已进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新时代的论证，高度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判断，而对外交新时代应

运而生的历史背景的阐释，则将中国外交纳入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大势。作者精辟

地指出，大变局的基础是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动力是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关键是国际关系的制度性变革和调整，由此引发国际格局大洗牌、国际秩序大调整。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韬而不可失者，机也”。② 新时代中国外交要顺时应势，与时俱进，牢牢

把握新的历史机遇，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者对我国外

交新格局的概括，也颇具高度，令人耳目一新。中国国家利益分布已从集中在本土向本土和海外

并重的方向转变，对外经贸合作从以贸易和引进外资为主向贸易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方面转变；国

家综合国力建设从侧重硬实力向软硬实力并重的方向转变；国家权益空间从以陆权为主向陆权和

海权、空权、网权等战略新疆域并重的方向转变，外交工作的内涵和外延从更多局限在传统领域

向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并重的方向转变，这些重大判断，字字珠玑。作者还一再提出，“不忘对

外工作的根本要求”，“把握当今条法外交领域的总体态势”，“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基本

立场”，“在国际发展大潮中坚守中国定位”，以及 “深入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构建”

等。③ 登高而望远，才能看清长远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该书所体现的战略思维，不仅使得该书具

有了超越普通读物所少有的格局，同时也为我们指明了学术研究和实务工作的重要方法。

此外，阅读该书时还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似若静水流深。该书布局恢弘、内容丰富、问题复

杂、思考深入，作者的表达如潺潺流水、润人心田，让人不时凝神遐思。这股静气，应是作者将

基于理论与实践长期积淀产生的沉思灌注笔尖，缓缓流淌于通篇而成。

·０２１·

《国际法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出自 （清）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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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的主要观点及对其的评述

如上所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系统、全面、深入地讨论了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事业过程中涉及的诸多国际法问题，作者功力深厚、自成体系，感兴趣的读者尽可全书通览。

此处，我仅选择与中心思想联系密切又具有更多想象空间的若干观点进行评述。

（一）外交与法律的关系

外交与法律的关系，是理解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这个大命题的基础。但并非所

有学者都一定会意识到两者之间这种相生相成的紧密关系。比如，在对于国际法效力的理解上，

出现过社会连带学说、规范法学说、权利政治学说等，直到政策定向学说的出现，国家对外政策

和国际法的关系才被放在显眼处。① 作者则开门见山，在第一章启笔之处就明确提出：“在国际

关系中，外交赋予法律生命，法律使外交有了灵魂。” “国际法离开外交，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而外交离开国际法，就会沦为强权和霸道。”并进一步讲到 “法律与外交的融合即是君子之

道，它为外交设定规矩，同时赋予法律生命。”② 这些论断可谓单刀直入，明确揭示了外交与法

律的紧密联系。尤其是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之道去理解这种关系，是难得的创见。

外交与法律具有本源性的联系。拉丁谚语有云 “有社会，就有法”（ｕｂｉｓｏｃｉｅｔａｓ，ｉｂｉｉｕｓ），那么只
要形成了共同认可的国际社会的观念，就会出现国际法。尤其是国家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主体后，国家

的外交实践就会成为影响国际法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国家对外交往需要规则，而国际法则是

这些规则的集中体现。正如作者所说，外交和法律从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③

在笔者看来，关于外交与法律的关系，需要从两个维度去理解：第一个是国家的外交政策会

如何影响国际法；另一个是国际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又会如何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

形成和改变。

第一个维度里，作者认为国际法会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一些重要的国际法原

则、规则和制度都诞生于国际格局的重大历史变动之后。④ 以近现代中国为例，可以看到中国的

对外政策对国际法规则的影响和改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之初，废除不平等条

约成为了当时对外工作的重点之一，这推动了战后条约法的新发展；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基于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首先提出并携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迅速成为了国际法中普遍认可的基本原则；自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在与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始终坚持 “逆条件承认”的做法，这也是中国独特的外

交实践对国际法发展做出的创新性贡献；⑤ 进入２１世纪，中国对世界局势有了新的判断，在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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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页。
黄惠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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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条件承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要对中国进行承认并建交，必须先满足以下的条件，即遵守平等互利和互

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以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参见黄惠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

国际法》，第２２、２３页。



未有之大变局中提出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合作诉求，这必然会成为中国新时代

外交政策的主线，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个维度里，我们需要注意到国际法的 “良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正如法哲学中对于

法的本质的争论，法有 “良法”，亦有 “恶法”。国际法亦然。如国际法为 “良法”，那么国际法

自然会起到建规立矩、定分止争的效果。作者所提倡的融合君子之道的外交政策，也会与国际法

产生良好共振。但如果国际法是 “恶法”，它就容易成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工具。历史上出

现过的 “武力征服可以合法取得领土”、治外法权等规则都是明证。因此，对 “恶法”的警惕和

抗争，也必然会成为良善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立场。如前所述，近现代中国废除众多不平等条约

的外交实践，就是对国际法的发展与完善的重要贡献。

国家无法不立，世界无国际法不昌。在中国外交和国际法两者的结合与互动中，中国应尊重

国际法、研究国际法、善于运用国际法，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真正实现 “政治上有利、道义上

有理、法律上有据”。①

（二）条约机构扩权的趋势

李浩培先生说过：“国际间发生的争端，大部分与条约的履行或其解释和适用有关。”② 足见

条约法律工作在外交实践中的重要地位。条约履约机构和缔约国大会的扩权动向是国际法发展前

沿的一个显著问题。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联合国

防止荒漠化公约》缔约国大会和秘书处等机构或部门在不同程度上都出现了一定的争权、扩权、

滥权的倾向，导致了 “法律问题政治化”“国内问题国际化”等结果。③ 这种条约机构扩权的趋

势，既是各领域国际治理日益加强的结果，也对有关国际规则和制度的确定性产生一定冲击，长

远来看对国际法治会产生影响。④ 这一问题的变化发展会深刻影响到中国外交条法工作的实践。

笔者认为，条约机构的基础是条约 （法律文件），所以这归根结底是一个条约法的问题。条

约机构的权利由条约规定，根据约文字面意思进行解释是条约解释中的基本规则。⑤ 由于 “职能

性原则”的存在，实践中，条约机构往往对自身的权利条款做扩大化的解释。⑥ 这是因为在实用

主义的影响下，职能的有效性原则连同目的论方法以一种特别有创造性的方式加以运用了。⑦ 具

有代表性的例子如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建立，以及 《欧洲人权公约》的执行体系等。条约机构在

加强国际合作、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实现全球法治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其更好地实施

职能而提供的便利是必要的。但同时，这些便利应有边界。这些边界应在哪里？条约机构本质上

是一种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的权力来自于国家权力的让渡，而条约则属于国家共同意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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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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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参见梁西：《梁著国际组织法》，２０１１年第６版，第９、１０页。
〔英〕马尔科姆·Ｎ·肖著：《国际法》（第６版），白桂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３６、７３７页。



所以，这条权力的边界应以不超出或不侵蚀国家共同意志或授权为限。具体说来有二。第一，会

员国与非会员国的边界。不可轻易挑战 “条约只对缔约国生效”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除非

是关乎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事项。第二，国家事务与国际事务的边界。国际组织在没有得

到国家授权的前提下，将触手延伸到一国国内事项，是对 “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明显违反。

（三）集体安全体制下的自卫权

根据 《联合国宪章》第５１条的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
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

利。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即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作者认为这清楚

地表明，与１９２８年 《非战公约》不同，《联合国宪章》明确限定了行使自卫权的条件，自卫权

的行使必须满足宪章规定的条件。① 作者还进一步强调，《联合国宪章》并不是无条件地保留习

惯法上的自卫权，而是把它纳入了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并对自卫权做了实质性的规定。②

笔者认为，应当辩证地对这一观点进行理解。一个方面是，《联合国宪章》固然为自卫权设

立了法定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说自卫权被纳入了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尤其是对联合国的会

员国而言这种限定的效力是明确的。③ 考虑到联合国安理会对和平与安全问题所做决定的普遍约

束力，《联合国宪章》关于自卫权行使的规定几乎会影响到所有的国家和组织。但另一方面，我

们也不能忽略的是，正如 《联合国宪章》第５１条规定的，自卫是一种 “自然权利”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早在雨果·格老秀斯所著的 《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就认同自卫权是国家与生俱来的

权利。④ 这种习惯法上的权利一直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直至１８３７年 “卡洛琳”案 （ｔｈｅＣａｒｏｎｌｉｎｅ
ｃａｓｅ）形成了公认的明确定义。⑤ 可见，自卫权早于 《联合国宪章》而存在。那么，在 《联合国

宪章》第５１条出现后，自卫权是否已经完全纳入了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呢？国际法院在 “尼

加拉瓜”案 （Ｃａｓ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ａｎ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中清
晰地确定：作为一种固有权利的自卫权既存在于习惯国际法，也存在于 《联合国宪章》；并强调

不能认为第５１条的规定 “包含并替代”了习惯国际法。⑥ 所以，无论是在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

制下，还是在习惯国际法中，都没有否认自卫权作为国家的自然权利而存在。这是自然法在国际

法中的一种重要体现，对那些没有加入联合国、不被普遍承认的准国家、民族解放组织等具有一

定国家权利和能力的政治实体而言，仍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还认为，这些观点并非寻求适用自卫权的更多可能性，相反，我们的着眼点应是最大程

度地限制禁止使用武力的例外。正如史久镛先生所说：“战争和武装冲突本身通常是最大的不公

正。只有在最为罕见的情况下，追求武力的政策才有可能服务于上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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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惠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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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这一条款的效力几乎涵盖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领土和人民，但这个范

围并不是绝对的。

〔荷〕格老秀斯著：《战争与和平法》，ＡＣ坎贝尔英译，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６页。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ＲＹ，“Ｔｈｅ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ａｎｄＭｃＬｅｏｄＣａｓｅｓ”，（１９３８）３２（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ｐ８２－９９
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８６，ｐｐ１４，９４；７６ＩＬＲ，ｐｐ３４９，４２８转引自 〔英〕马尔科姆·Ｎ·肖著：《国际法》（第６版），第８９８、
８９９页。
史久镛：《国际法上的禁止使用武力》，李雪平译，载 《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８页。



（四）对 “一国两制”的理解

从最初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 “一国两制”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后 “一国两制”落

地，这一国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经历了巨大的挑战。该书对于 “一国两制”的本质和内涵、

高度自治权、基本法的地位和特点、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以及 “一国两制”对国际法发展

的影响等等的阐明和解析，都很有深度。①

作者指出，“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是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而且对当代

国际法的创新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② 这些影响包括：（１）拓展了和平共处原则的适用
范围。即不仅可以适用于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也可以适用于一个国家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

共处。（２）推动形成特区缔结适用条约的独特模式，尤其是在缔约主体、缔约权限、适用范围
和履约机制等方面对国际条约法做出了贡献。（３）开创了单一制国家地方自治权的新高。特区
享有包括行政管理权、货币发行权、财政税收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高度的自治

权。（４）促进了不同法系相互借鉴与融合。在一国范围内，以内地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以香港为代表的英美普通法制度和以澳门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法制度交流互鉴、不断融合。③

笔者认为，除了该书的上述论断，也许还可以从领土主权角度对 “一国两制”作如下解读。

“一国两制”构想主要有两大内容。第一，台湾问题是起点，主要解决因中国内战延续和外部势

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的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④ 两岸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代表权问

题，领土主权从未分离。从领土主权的角度来说，这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纯属一国内政事项。

第二，中国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和澳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分别被

英国和葡萄牙侵占，以致中国无法行使主权。直至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９年，中国分别对两地恢复行使
主权。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外国因素的干扰 （英国和葡萄牙的侵占行为），出现了主权行

使状态的限制和恢复。随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中国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国两制”得以

成功实施。在上述的两个问题里，中国对台湾和港澳一直享有无可争议的领土主权，只是具体实

施情况不同。如果在这个模式里，领土主权的情况更加复杂化，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假设我们跳

出 “一国两制”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把对这一理论的思考从一国范围向国际关系领域延伸，

新的情况可能就会出现。比如新加入的领土与主权者没有任何前序关系，⑤ 又比如新领土上同时

存在多个主权 （如共管）。⑥ 这些假设显然更加复杂，也会为这一理论的适用提出更多的挑战。

不应忽略的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存与发展是 “一国两制”的思考起点和挑战所在。新领

土和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两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可以想象这会是一个很有趣的国际法问题。可见，

如果把 “一国两制”放在更宏大的国际法背景下考虑，就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一国两制”在

中国的成功实践，尤其是如何处理一个国家内部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存、互相交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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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促进方面，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一国两制”的更多适用性，还需要未来国际

法的实践发展去验证。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和选择。如果说２０世纪上半叶
世界的主题是战争和动荡，二战结束后世界的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而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

调整和变革的时代。世界已经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唯有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放置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才会真正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方向和使命。①

作者指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 “另起炉灶”，也不是推倒重建，而是要在

以 《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现有国际法律秩序的基础上，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世界。② 其实质是在现有的国际法体系下汲取其精华，通过全

球治理和国际法治去实现人类共同发展的战略构想。

笔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归结为中国面对当今世界的一个态度、一个理念、一个方略：

１中国态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是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拥抱，也是中国对多极化、全
球化理念的认可和支持，展现了中国深度融入世界、“与世界风雨同舟”的决心。③ ２０１８年，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是中国对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高政治宣示。④

２中国理念。每个国家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对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
近百余年的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撕裂和革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世界的学习者和追随

者，中国元素和中国声音在探索前行的迷雾中若隐若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经过４０年的改革
开放，国力迅速增长，国家逐渐富强，中华文明在洗礼和传承中重新焕发了活力。日益强大起来

的中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领悟，可以也愿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分享更多的经

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包含了很多中国元素：“世界大同”“和

为贵”“兼爱非攻”“义利观”“天人合一”“君子之道”等。⑤ 这些理念是中国为解决国际上许

多重大问题提供的钥匙，也是中国指出的更加美好和谐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

３中国方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现有国际关系发展愿景的描述，虽然有很多的国际法原
则和制度⑥为其提供法律上的支撑，但风险和变数仍大量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实践必

然是一个长期的、充满挑战的过程，可谓任重而道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让国际社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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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方向的阐述，可参考夏立平：《两个 “构建”指明中国外交方向》，载 《人民日报 （海外版）》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７日，第１版。
参见黄惠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第４６２、４６３页。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１２月２日，第２版。
黄惠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第４６９、４７０页。
参见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新华社 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１９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７－０１／１９／ｃ＿１１２０３４００８１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黄惠康：《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第１页；张志洲：《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中国智慧推动国际合作》，
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３日，第７版；谭苑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意义》，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９年４
月８日，第１５版；尚伟：《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载 《求是》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这些国际法原则和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原则、集体安全体制、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善意履约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等。



主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国际交往更加有序、健康和充满活力，区域发展和全球发展有效互

动，全人类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倡者和践行者，通过创建亚投

行、共建 “一带一路”、不断推进上合组织的发展、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等实际行动，一

步一个脚印地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坚定前行。

三　结语

外交与法律从来就密不可分，把外交政策通过法律规则来实现，用法律来解决外交问题，是

外交发展的高级形态。① 法律与外交所涉之事既丰富又繁杂，既抽象又具体。在这样一个宏大的

主题中抽丝剥茧、归纳总结，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该书作者是有着近３０年实务经验的职
业外交官，他结合自身深厚的国际法理论素养，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国际

法问题，以其独到的理解和领悟去总结中国经验、分析中国问题、探寻中国道路。该书在结构安

排的合理性、案例的丰富性、数据更新的及时性以及论述的完整性等等方面，都值得赞赏。

基于对该书分析路径与思维方式的赞赏，笔者期待该书今后如果再版，能够增加对下列内容

的进一步分析，与读者分享作者的深入思考。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在不断发展，在很多方面

有着卓越的外交法律实践，除了该书重点论述的条法外交、和平外交、“蓝色外交”、“绿色外

交”、“红色外交”、“数字外交”等重要内容，还有一些与中国利益攸关而且公众也相当关注的

新领域，如 “一带一路”、外层空间、人工智能等，可以继续多加论述。“一带一路”倡议是中

国首先提出的，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与中国未来的发展紧密相关，目前也在蓬勃

发展当中。在外层空间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空间技术，能够发射空间站并进行空间

探索的国家之一，应当在这个领域的习惯法和条约法形成和改变上具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和话语

权。而人工智能则是未来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之一，对于人工智能运用的国际法研究也是与时俱

进的，尤其在军事、网络、生物等领域。这些都是中国特色外交大有可为的重要领域，该书在第

三章 “外交前沿值得关注的国际法问题”中对这些热点问题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如果能更加详

细地描述中国在这些领域积累的经验，以及已取得的外交成果，相信读者会有更多的满足感。

回顾新中国外交发展的历史，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定位和使命，历史与当代相结合，进行

总结和分析，特别是抽象与具体相结合，揭示中国外交的成长和发展规律，中国国际法实践的发

展脉络和趋势，是一个需要国际法学者不懈努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

政策，是对当时中国在所处之世界格局中的最好定位，赋予了中国外交实践的最强定力，也为中

国的存续和发展挣得了时间、谋求了空间。经过７０年的奋斗和发展，中国的外交实践取得了巨
大的成绩，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国外交事业进入了新的时期。进入新千年，在百年未遇

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既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要因时而动，顺势而为，求

变图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间有一条连音符。中国人

民用了上百年的时间争取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中国人民也愿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向世

界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分享中国经验。以中国发展为世界发展做贡献，以世界发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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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黄惠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第６页。



促进中国发展，中国和世界互动共振、共同进步，则是这个时代洪流下的中国注解。中国应推动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构建更安

全、更和平、更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努力维护中国和国际社会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在世

界外交版图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和作用。中国国际法学者需要继续明确使命，进一步与时俱进，不

断推动中国国际法学走向繁荣。

大国外交必重国际法，走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道路，是我们无数外交工作者和国际法学人

的使命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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