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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Medi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 China Justifies Its Non-Interference Policy as an Arbi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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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国特色的冲突调解
中国如何合理化其不干涉政策

1955年，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万
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主张并支持通过《关于促
进世界和平与合作宣言》的十项原则。此后，
最后公报中的一项原则，"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
政"，成为中国外交政策奉行的基石之一。在默
认的互惠原则基础上，这种"互不干涉政策"也使
中国放弃了干涉别国内政的能力。自那以来，
即使中国今非昔比的全球经济影响力促使其在
调解其他国家的内部冲突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
作用，尤其是在那些中国利益不断扩大的国
家，中国政府在其公开声明和战略信息中，坚
持秉承“不干涉”原则的宗旨。

 中国互不干涉政策的根本也是自身国家利
益，即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内互不干涉的准则。
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实现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规范性认识和互不干涉内政，符合中国的最佳
利益。这项政策尤其受到具有殖民地历史的专
制政府的欢迎，比如许多参加 1955年万隆会议
的国家。随着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中国对新疆维
吾尔人的治理以及香港局势的发展，中国有强
烈的动机推动"保护责任"（R2P）政策的替代方
案，以避免其成为侵犯中国主权或推动政权更
迭的理由。北京引用对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启用
的 R2P 的“政权变更”表示谴责，旨在建立防
御措施以防止 R2P 适用于中国。

       然而，随着中国在全球势力的扩大，拥有如
此高尚的位置并保持不干涉准则变得越来越困
难。近年来，诸如"一带一路"倡（BRI）等重大
海外投资给中国决策者维持这一政策带来了特

确保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动机并不是中国独
有的，但中国的特殊困境源于其对这些利益和
不干涉准则的双重承诺，以及其在开发基础设
施融资中这种新兴的并且占据的主导作用。因
此，问题就变成了：中国在日益调解国外冲突
的同时，如何宣称维持其不干涉政策？
中国通过一种以软化被其他感觉干预的广度和
深度的方式制定参与框架，以实现了其不太可
能维持的不干涉政策，同时又能确保其在这些
不稳定国家的重要利益。这种软化的做法表现
为两种策略：与东道国政府协商，以及限定其
调解手段和目标。
中国通过与东道国政府协商的方式参与冲突调
解来使其干预合理化，一些中国学者将其称
为"协商介入"。由于不干涉政策的宗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中国
可以通过与合法主权国家协商或获得其同意的
方式，在其正在介入的国家或地区，仍然主张
坚持不干涉内政。比如，在中国调解缅甸、阿
富汗和孟加拉国等国内冲突中，中国政府首先
通过与主权国家政府进行双边磋商进行介入，
然后逐步扩大对话范围至反对派团体或反对
党。其逻辑是，如果东道国政府接受并欢迎中
国在调解中的作用，就不再构成这种不必要的
单方面强加的干涉行为。
在征得东道国政府同意和协商后，中国的调解
人员和外交部在履行调解职责时，也一再重申
所在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例如，在有关叙利
亚内战的辩论中，中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及其在
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一再强调， 在介入或被视
为过度干涉叙利亚内政的否决决议之前，保持
克制，尊重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这些正当理由很容易地与中国对阿萨德政权的
普遍支持相一致，但中国可以指出，中国非常
关切对东道国政府应遵守这些原则，并以此证
明中国继续坚持不干涉原则。
中国在调解中主张不干涉的第二种方式是限制
其调解手段和目标的范围。为了达到最低限度
的侵入性，北京往往倾向于冲突管理（和解）
而不是解决冲突（实现和平并消除未来冲突的
风险因素），因为前者需要较少的改变冲突根
源结构。例如，在阿富汗，为了停火，中国的
目标是围绕着建立政治协商，因此，中国参与
的深度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的作用往往以更接
近"斡旋"的形式出现，即中国主要为交战双方提
供讨论的空间和场所，而不是有时可以互换
的"调解"。2015年，北京在乌鲁木齐召开了塔利
班和阿富汗政府代表会议，但并未对进一步谈
判或提供解决方案施加压力;它认为，中国只是
提供了双方可以对话的场所。自2013年以来，在
缅北民族武装组织与缅甸政府争端的调解中，
中国还发挥了"默默的幕后角色"，在"劝和促
谈"的指导原则下进行协调。
中国偏爱的调解手段也说明了这种狭窄的范
围：中国派遣特使，并针对各方最高层进行高
调谈判。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调解方
面，2017年中国启动了两国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危
机预防和管理机制，以及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
外交部长对话机制，以期加强高层决策的讨论
和磋商。
迄今为止，在参与国外冲突争端调解过程中，
北京一直依赖与东道国政府协商和其在调解中
限制其手段和目标的这一规范，以区别于R2P式
干预的参与。然而，随着其在全球的参与度不
断加深，其不干涉原则的基石也会随之发展。
一场严重威胁中国经济或安全利益的重大冲突
可能会浮出水面，而使得中国无法以传统方式
进行调解。在这样一个事件中，中国如何（或
者是否）试图坚持其不干涉政策——这一中国在
世界舞台上的制定规范作用——将有待观察。
Jason Li，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的研究助理。他
的研究重点是美中关系、两岸关系和亚太地区
战略。

advocated for and supported the adoption of a ten-
point “dec-laration on promotion of world peace 
and cooper-ation” at the Afro-Asian Conference 
in Bandung, Indonesia. One principle from the 
final communi-qué, the “abstention from 
intervention or interfer-enc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another country,” has since been enshrined as 
one of China’s cornerstone foreign policy 
principles. This “policy of non-inter-ference” 
denies China the ability to meddl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states under a tacit assumption of 
reciprocity. In its public statements and strategic 
messaging, Beijing has since clung tightly to this 
tenet of Chinese policy, even as its newfound global 
economic presence motivates it to play an 
increas-ingly active role mediating internal conflicts 
in other countries where China has expanding 
interests. 

At the foundation of China’s non-interference 
policy is a self-interest in promoting norms 
of non-interference within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s. It is in China’s best interest to universalize 
its norma-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allibility of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the non-
interference in internal affairs. The policy has 
been particularly welcomed b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with colo-nial pasts, like many of 
those who attended the 1955 Bandung Conference. 
With growing international concerns about its 
treatment of Uyghurs in Xinjiang and the 
developments in Hong Kong, China has a strong 
motivation to promote policy alternatives to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 which, in its 
calculation, may be used as justification to infringe 
on China’s sovereignty or promote regime 
change. Able to cite its condemnations of what it 
views as 

殊困难。根据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数据，2018
年中国参与的调解项目上升到9个，而在2012
年，即习近平启动BRI的前一年，只是3个。中
国目前的调解项目横跨亚洲和非洲，包括阿富
汗、孟加拉国和缅甸、伊朗、南苏丹、叙利亚
和也门，所有这些有时都被称为BRI沿线国家。

 最近，中国被迫介入一些境外冲突地区，
有些——甚至一些中国人——认为这种方式与
其不干涉政策背道而驰。虽然对冲突地区实施
干预以确保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动机并不是
中国独有的，但中国的特殊困境源于其对这些
利益和不干涉准则的双重承诺，以及其在开发
基础设施融资中这种新兴的并且占据的主导作
用。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中国在日益调解国
外冲突的同时，如何宣称维持其不干涉政策？
中国通过一种以软化被其他感觉干预的广度和
深度的方式制定参与框架，以实现了其不太可
能维持的不干涉政策，同时又能确保其在这些
不稳定国家的重要利益。这种软化的做法表现
为两种策略：与东道国政府协商，以及限定其
调解手段和目标。

 中国通过与东道国政府协商的方式参与冲
突调解来使其干预合理化，一些中国学者将其
称为"协商介入"。由于不干涉政策的宗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中
国可以通过与合法主权国家协商或获得其同意
的方式，在其正在介入的国家或地区，仍然主
张坚持不干涉内政。比如，在中国调解缅甸、
阿富汗和孟加拉国等国内冲突中，中国政府首

http://franke.uchicago.edu/Final_Communique_Bandung_1955.pdf
http://franke.uchicago.edu/Final_Communique_Bandung_1955.pdf
https://www.merics.org/en/china-mapping/china-conflict-mediator
http://franke.uchicago.edu/Final_Communique_Bandung_1955.pdf
http://www.cssn.cn/zzx/201601/t20160105_2811455.shtml
http://www.cssn.cn/zzx/201601/t20160105_2811455.shtml


具有中国特色的冲突调解：中国如何合理化其不干涉政策

先通过与主权国家政府进行双边磋商进行介
入，然后逐步扩大对话范围至反对派团体或反
对党。其逻辑是，如果东道国政府接受并欢迎
中国在调解中的作用，就不再构成这种不必要
的单方面强加的干涉行为。

在征得东道国政府同意和协商后，中国的
调解人员和外交部在履行调解职责时，也一再
重申所在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例如，在有关
叙利亚内战的辩论中，中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及
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一再强调，在介入或
被视为过度干涉叙利亚内政的否决决议之前，
保持克制，尊重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
整"。这些正当理由很容易地与中国对阿萨德政
权的普遍支持相一致，但中国可以指出，中国
非常关切对东道国政府应遵守这些原则，并以
此证明中国继续坚持不干涉原则。

中国在调解中主张不干涉的第二种方式是
限制其调解手段和目标的范围。为了达到最低
限度的侵入性，北京往往倾向于冲突管理（和
解）而不是解决冲突（实现和平并消除未来冲
突的风险因素），因为前者需要较少的改变冲
突根源结构。例如，在阿富汗，为了停火，中
国的目标是围绕着建立政治协商，因此，中国
参与的深度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的作用往往以
更接近"斡旋"的形式出现，即中国主要为交战双
方提供讨论的空间和场所，而不是有时可以互
换的"调解"。2015年，北京在乌鲁木齐召开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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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peace and dismantling the risk factors 
for future conflict), since the former requires less 
alteration of 

利班和阿富汗政府代表会议，但并未对进一步
谈判或提供解决方案施加压力;它认为，中国只
是提供了双方可以对话的场所。自2013年以
来 ，在缅北民族武装组织与缅甸政府争端的调
解中，中国还发挥了"默默的幕后角色"，在"劝
和促谈"的指导原则下进行协调。

      中国偏爱的调解手段也说明了这种狭窄的范
围：中国派遣特使，并针对各方最高层进行高
调谈判。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调解方
面，2017年中国启动了两国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危
机预防和管理机制，以及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
外交部长对话机制，以期加强高层决策的讨论
和磋商。迄今为止，在参与国外冲突争端调解
过程中，北京一直依赖与东道国政府协商和其
在调解中限制其手段和目标的这一规范，以区
别于R2P式干预的参与。然而，随着其在全球的
参与度不断加深，其不干涉原则的基石也会随
之发展。一场严重威胁中国经济或安全利益的
重大冲突可能会浮出水面，而使得中国无法以
传统方式进行调解。在这样一个事件中，中国
如何（或者是否）试图坚持其不干涉政策——
这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制定规范作用——将
有待观察。

       李家善（Jason Li），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的
研究助理。他的研究重点是美中关系、两岸关系
和亚太地区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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