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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公共外交有着双重内涵。它带有鲜明的校园教育

色彩，其发展体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风向，而且面向未来的

特色较为鲜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使得留学生公共外交对

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发展对外联系、维护意识形态和参与

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利益日益重要。伴随着中国国际教育事业

的进步，留学生公共外交可以在国家的整体公共外交战略中

起到重要作用。为此，中国应当顺应潮流，从转变观念、改

变体制、加强管理和优化操作等方面入手，推动留学生公共

外交事业走上新台阶。

全球化的发展在推动着国际教育的变革与创新。与之对应的是，留学

生也正日益成为跨国交流的重要载体。在国际社会，充分发展国际教育并利

用留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来实现国家各个层面的重要利益，也已经成为一种

潮流。因此，对于国家而言，如何把握留学生公共外交独特的内涵、特征与

功能，在搞好国际教育的基础上，让留学生群体在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中起

到有效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

留学生公共外交的特征

留学生公共外交有着双重内涵。一方面，它指国家组织策划对生活在

本国的外国留学生进行公共外交；另一方面，它也指国家组织协调本国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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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留学生对其所在国开展公共外交。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公共外交，留学生

公共外交带有鲜明的校园教育色彩，其发展体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风向，而

且它面向未来的特色也较为鲜明。

校园教育性。各种类型的学校是留学生生活的主要载体，接受教育是

其生活的主要方式，老师、同学和与之相辅助的工作人员构成了他们生活的

主要人际环境。这种环境不仅非政府色彩突出，而且有着浓厚的知识密集型

特征，更何况能够接受留学生的学校基本都具备一定的国际化程度和相对较

高的知识吸收、创新和传播能力。这些特征对于公共外交的开展有着重要意

义：非政府色彩的公共外交活动相对较为容易被理解和接受，而信息和资源

的跨国流动对公共外交的开展则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带有

学习色彩的自由讨论氛围不同于严肃的政治谈判与辩论, 相对容易使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变得便捷和简单。哈佛、耶鲁、牛津和剑

桥等世界著名高校也是因为凭借它们在这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才得以成为西

方大国对外国留学生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舞台。

政治风向性。政治关系不好的国家可能仍会维持一般意义上的民间交

往、日常往来，也可能会彼此开展一定形式的公共外交活动，但绝不会大

规模的互派留学生，自然也就谈不上相互之间全方位开展留学生公共外交

了。因为青少年构成了留学生的主体，他们的心理特征和知识结构也决定

了其相对容易接受新事物，也更容易在观念上被对手公关。约瑟夫·奈曾

在媒体上撰文称，国际学生回国后往往会更加认可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

多年来累积的数百万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留学生群体，创造了对美善意的一

个来源。虽然说当前的留学生非常注重纯学术研究和专业学习，但是公共

外交方面围绕他们价值观的争夺从来没被遗忘，只是它被披上了一层更为

隐秘的面纱。因此，没有一个国家会放心向敌对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

当然，也没有一个国家会愿意为对手培养人才，只会竭尽心力从价值观念

上培养其掘墓人。1991年，美国视中国为对手的前任驻华大使李洁明在公

开演讲中曾明确说过：美国提供奖学金给中国学生的目的就是要和平演变

中国大陆。由此，我们很难想象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之间会大量互派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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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可以认定当今国际留学生数量的大幅增长及其大规模的自由流动，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间政治斗争走向缓和，但文化与观念的竞争却趋

向激烈的国家间关系发展趋势。

面向未来性。在留学生中开展公共外交，也就是在未来的社会中坚群

体培养一批“知己知彼派”，这对于推动国际交流、实现国家长远利益的作

用不容低估。中国首批派驻东欧国家的留学生，在毕业后不仅满足了国内建

设的需要，也为彼此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美国，针对911

之后它在吸引外国留学生方面力度不够的问题，有关人士指出：在国际教育

竞争的整体格局中，如果美国将这些外国留学生拱手让给其他竞争者，那么

美国就丧失了让这些未来领袖了解它的重要机会，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让这

些人了解了其他国家，并与之建立了终生联系。前国务卿希拉里在谈到美国

“10万人留学中国计划”时，也说到：“我们把重点放在学生交换上，因为

我们相信，未来显然掌握在我们两国的年轻人手中。”

留学生公共外交的作用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要求人才、资本、信息和资源在世界更加频繁的流

动，也要求国家之间更多地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留学生在数量

上也随之出现井喷式增长，并且呈现出了大众化趋势。仅在国际高等教育方

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3年7月发表的数字就表明，当年全

球约有450万大学生出国交流、学习。在这种情况下，留学生公共外交的战

略意义不容低估。

其一，留学生公共外交对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利益有着重要作用。做好

留学生公共外交的经济效应显而易见。首先，拥有在世界上得到高度认可

的教育资源和教学科研能力是国家吸引大规模外国留学生的重要保证，为此

它不断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提升本土学生素质的努力，会间接为社会经济的

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其次，发展留学生公共外交，吸引外来资金投资

本国教育事业，能够带动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助推经济繁荣。再次，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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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留学生展开公共外交，吸引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服务于本国的经济建设事

业，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第四，对海外留学生开展公共

外交，积极宣传本国的经济战略、理念与政策，对于本国海外经济利益的发

展也非常重要。最后，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弱国而言，利用本国派出的海

外留学生积极宣传自己的经济发展成绩、经济优惠政策，对于吸引外来投资

和经贸技术援助，也有益处。

其二，留学生公共外交是国家之间维持联系的重要纽带。留学生多为

青少年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在维系国家之间联系方面的重要优势。首先，他们

于学习期间在所在地积累的师生、朋友感情相对而言较为稳定，能够维持比

较长久的人际联系。其次，校园的特殊氛围使其相对利于摆脱社会上不同利

益关系的干扰，老师和学生的身份也相对容易赢得大众信任。

其三，留学生公共外交是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

国兰德公司曾经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说, 那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

学生回国后所形成的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对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展开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共外交。早

在1946年，美国外国留学生奖金管理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时，就确定了“奖

学金的重点应放在青年人身上、主要用于人文学科方面”的方针，并且接受

了“外国留学生在美国机构学习时，应以加深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为目的”的

建议。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美国专为苏联打造了“研究生与青年学者交

流”项目。其中，后来影响戈尔巴乔夫政治倾向的关键人物雅科夫列夫，就

是此交流项目第一期的20个学生之一。同时，他们也不忘记对本国派往他国

的留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以防止他们被对手意识形态化。20世纪50年代

至90年代初，美国的汉语教学就视中国大陆为敌国和靶子，并深受台湾意识

形态的影响，这种倾向甚至体现在美国给他们派往中国大陆学习汉语的留学

生所使用的汉语教材中，其目的无非就是加深留学生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偏见

和敌视。冷战结束以后，虽然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要求人们超越意识形态的思

维局限去更为包容地处理不同价值观念的差异，虽然各国也都宣称派遣留学

生的目的是加强相互理解、沟通和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在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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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就已经下降。这从一些国家的政变中，有着西方留学背

景的青年学生在起作用就可见端倪。

第四，留学生公共外交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全球化的发展在推

动全球经济繁荣、给世界面貌带来日新月异变革的同时，也使人类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挑战，全球治理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它的解决既非一朝一夕之功，又非

单个国家所能承担，需要不同文化、种族、制度与利益需求之间的人们长期同

心协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需要精通不同语言、区域文化和专业技能知识的

全球化人才，来应对如此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此时，发展留学生公共外交大有

裨益。留学生群体的双向互动不仅有助于他们增长见识、增加知识、培养技

能，也有助于他们在与外界的沟通与合作中培养卓越的全球视野、培育人类共

同发展意识，从而增强其参与全球治理事务的能力。2012年11月，美国教育部

发布的《通过国际教育和国际参与赢得全球性成功（2012—2016）》这一报告

就指出：“学生们需要足够的知识和理解能力去应对跨越国界的议题、现象和

灾难，比如疾病扩散、气候变化，自然灾难和金融危机。他们同样需要能够与

国际同行们就应对全球挑战而进行交流和集体合作。”

                        

发展中国留学生公共外交的思考

毋庸置疑，伴随着留学生群体的扩大，他们必定可以在外交舞台上发

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实的教育中，发展留学生公共外交还面临

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中国必须对症下药、内外兼修，进一步解决束缚留学生

公共外交的观念问题、体制问题、管理问题和操作问题，在搞好教育的基础

上，推动留学生公共外交走上新台阶。

从整体上来看，一方面，中国应当提升认识国际教育对于实现国家利

益的重要作用，制定符合国情的留学生公共外交战略，并将其纳入国家教育

外交的整体规划中。然后，中国应建立外交部门和教育部门在公共外交方面

的联席协调机制，明确职责、优化分工，共同做好留学生公共外交的发展规

划、实践操作和跟踪评估。另一方面，中国应当继续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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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质量水平，并确保教育公平，提升教育对国内社

会的吸引力，树立国际声誉。 

具体到操作层面，首先应大力发展与留学生群体相关的民间组织，培育

留学生公共外交的社会土壤。其次，中国应当对教育与科研机构的涉外群体加

强公共外交培训，特别注意对其加强国际问题与国情教育，让他们具备足够的

知识和能力来开展对外交流工作，主动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面形象，阐

明中国梦对于世界的积极意义。当前要特别注重在相关群体中强化社会主义基

本价值观的教育，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价值观的竞

争从来就没有淡出过国际舞台，敌对势力和反华分子从来也就没有放弃过在价

值观上改变中国，中国虽然不试图对外输出意识形态，但也绝不能放任他人对

自己的下一代实行意识形态洗脑。最后，可考虑着手改革基层教育科研部门的

留学生管理机制，将相关单位的留学生管理工作嵌入到学校的整体学生工作规

划中去，以更好整合其引领与服务留学生公共外交方面的能力。同时，加强对

留学生群体活动的设计、指导与实践，使其真正取得实效。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百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到：“希

望广大留学人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内引外联、牵线搭桥，当好促进中

外友好交流的民间大使，多用外国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的途径和方

式，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一分

支持。”这句话从整体上提出了对中国海外留学生的殷切期望，也可以作为

中央对整个留学生公共外交的深深期待。可以预期，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

以及国家教育的需要与进步，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留学海外，也会接收

更多的海外留学生。只要认真做好相关工作，中国的留学生公共外交也必定

会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为国家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黄  忠：青岛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丁美洲系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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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 have started developing their own public diplomacy tools in the current century.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se two countries, we find many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an “Eastern path”that differs from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West.

Public diplomacy of women’s organizations
Chen Xuefei · 53 ·

The undertaking of women’s interests promoted by women’s organizations or 
institution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lobal public goods. Thus, the contribution to global 
public goods made by such organizations or institutions will certainly influence a 
country’s international image. Ihave used Ali Fisher’s spectrum of public diplomacy as 
a reference and conducted a preliminaryresearch on the public diplomacy of women’s 
organizations based on specific cases. 

China’s new security concept and practice toward Southeast Asia
Ge Hongliang · 60 ·

China proposed a“new security concept”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o cope with 
the complicated reg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emphasizing a respons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presentera’s main themes, namely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chieving 
regional safety through cooperation. China and ASEAN have made remarkable 
institutional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s in regional security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However, they differ in their views about regional security, thu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regard to security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faces challenges in diplomatic practice with Southeast Asia. Hence, China 
should seek solutions on multiple levels. 

Research on public diplomacy by foreign students
Huang Zhong · 66 ·

Public diplomacy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s dual connotations. With vivid 
characteristics of campus education, its development reflects relatively strong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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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s, and has distinctively future-oriented features. Rapid globalization has made such 
public diplomacy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a country in developing its economy and 
foreign relations, protecting its ideology and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ublic diplomacy conducted 
by Chinese students oversea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verall public diplomacy 
strategy in our country. Thus, China should adapt it self to the trend, transform the old 
mindset, change the mechanism, strengthen management and optimize operations to 
promote sou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diplomacy. 

Rise of non-State actors in post American hegemony era
Tang Hao · 72 ·

Hegemonic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facing dual challenges of power transfer 
and power diffusion, with non-state actors’ erosion of the state power becoming a 
major factor. It is the nature of hegemony itself, rather than the decline of a hegemonic 
country, whichwill be the them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coming period. This 
judgement will explain many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ajor powers in the world 
today. No tit-for-tat fights have occurred among rising powers and countries with vested 
interests, because power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non-state actors, rather than to another 
count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theory, it can be expected that a pluralisticand 
decentralized international order, rather than simple transfer of hegemony, will replace 
the long-running U.S. hegemonic era.

Interview
Buddhism as a global religion - Interview with Shi Dayuan, Abbot of the Liuzu Temple

Ke Yinbin · 79 ·

In recent years, China’s Buddhist community has carried out significant foreign 
exchanges. They have sent delegations abroad for communication, organized 
international Buddhist cultural festivals and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Abbot Shi 
Dayuan of the Liuzu Temple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an important person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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