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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研究”（项目编号：１５ＡＧＪ００８）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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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欧盟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公共外交＊

唐小松　姜梦茵

摘　要：近些年，欧盟对亚太地区愈发重视，加大了在中国周边地区公共外交的投入
力度，将发展地区合作、民事与人道主义援助作为重点项目，将民主转型国家及与中国有
领土争端的国家作为重点区域，将青少年和精英阶层作为重点对象，将文化和价值观念作
为主要内容，取得了良好效果，树立了自身的正面形象，但其针对中国的一些负面举措与
周边国家既有的“中国威胁论”相互发酵，强化了中国在周边国家人民中的负面形象，阻碍
了中国周边战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也不利于中国与邻国领土争端的解决。
对此，中国应充分学习欧盟经验，加大对周边国家的援助和发展合作，在目标国家和目标
对象的选择上更具针对性，强化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加强对外话语权的建设，以有效管
控欧盟对中国周边地区公共外交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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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００６）

随着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东亚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欧盟对亚洲地区愈发重视。２０１６年，
欧盟在全球外交和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及亚洲的重要性，“欧洲繁荣与亚洲安全有着直接的联系。亚
洲各国在欧盟的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是我们繁荣的先决条件。
我们将深化经济外交，并加强在亚洲的安全作用”。欧盟还宣布对“对亚洲制定更加政治化的方针，
寻求为亚洲安全做出更大的实际贡献”①。在这过程中，公共外交被欧盟当成一种重要手段，正如
德国驻欧盟大使Ｐａｓｃｈｋｅ在其报告中指出的，“在欧洲，公共外交被看作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优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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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①。欧盟通过公共外交手段，不断向中国周边国家传播欧洲文化、推介欧盟价值观和政策理念，
其特征、影响和相关对策问题值得重视。

一、欧盟对中国周边地区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

二十一世纪初，欧盟出台了《欧盟与亚洲：加强伙伴关系新战略》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将对
外政策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亚洲。欧盟及其成员国相应地加快了其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地
区公共外交活动的步伐。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向中国周边地区发展经济合作项目，提供民事和人道主义援助。

图１　２０１７年欧盟对亚洲地区外部支出的主要项目金额（单位：百万欧元）
资料来源：根据欧盟２０１７年外部行动支出报告的相关数据制作②。

从图１欧盟２０１７年对亚洲地区外部支出的主要项目金额来看，欧盟地区发展合作项目（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简称ＤＣＩ）和欧盟民事与人道主义援助项目（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简称ＥＣＨＯ）是欧盟对亚洲地区外部行动支出的主
要部分。欧盟地区发展合作项目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发展合作来减少贫困，并促进其他外部行动目
标的实现，特别是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推动自由和民主，保证法治、善政和尊重人
权。欧盟的民事与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则主要向受灾害袭击的群体提供援助。２０１７年欧盟向亚洲
地区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金额约为５．２３亿欧元，占欧盟这类业务年度总金额的５０％左右。

以中亚为例，欧盟承诺在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通过地区发展合作项目为中亚诸国提供１０亿欧元的
资金援助，以促进中亚内部以及欧盟与中亚之间更密切的区域合作，主要项目集中在环境、法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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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等领域①。环境方面，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面对中亚铀矿开采及其
遗留问题，欧盟于２０１５年建立中亚环境治理账户（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Ｃｅｎ－
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简称ＥＲＡ），通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向这三个国家的七个重点地区提供８５００万欧元的资
金支持，根据欧洲的既有经验和专业知识来解决放射性污染物造成的环境问题，关注中亚地区人民
的健康状况，帮助中亚国家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②。法治方面，欧盟认为尊重法治和人权，构
建透明、民主的政治结构是发展稳定政治框架和构建有效经济结构的基础，欧盟与欧安组织、欧洲
理事会和联合国人权组织一起与中亚各国进行密切司法合作，建设欧盟－中亚法制平台，通过与中
亚国家律师和检察官等法律从业人员定期举行对话论坛、建立咨询机构、与更广泛的民间社会群体
分享欧盟法制经验等方式，帮助中亚国家制定符合国际公认标准的法律框架和司法制度，以促进中
亚伙伴国家的稳定发展和民主政治③。教育方面，欧盟强调保护妇女和儿童受教育的权利。欧盟
在阿富汗５３％的援助计划将性别平等作为重要目标，包括提高女孩入学率和女性的参政率④。

阿富汗是中亚和世界范围内接受欧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最多的国家，自１９９４年以来，欧盟委
员会为阿富汗提供了超过７．７５亿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⑤。２０１８年欧盟拨款５５０万欧元，为巴
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的难民提供援助，欧盟除了通过资助紧急响应机制（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简称ＥＲＭ），以直接发放现金的形式来确保流离失所的难民得到及时的紧急援助外，
还通过支持社区的水和卫生设施的建设来加强脆弱社区的复原力和能力，以确保巴基斯坦和阿富
汗难民最基本的生活条件⑥。

第二，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向中国周边地区渗透欧盟价值观念。
作为现有国际规范和秩序的倡导者和维护者，欧盟十分重视其“规范性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

传播。“所谓规范性力量，是指一种既不单纯依靠经济手段，也不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而是通过思想
和观念来发挥作用的特殊行为体。”⑦《里斯本条约》明确规定，“欧盟的基础是尊重人的尊严、自由、
民主、平等、法治和人权”，“在与世界更广泛的联系中，欧盟应坚持维护和促进其价值观念和利
益”⑧。欧盟除自身做好表率，以及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加强规范的扩散和影响之外，还试图通过文
化传播和渗透的方式使自己的价值观念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欧盟认为，自己在亚洲地区虽然并
没有军事力量等“硬实力”的支持，但与许多中国周边地区国家存在潜在的文化联系、分享着共同的
民主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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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作为亚洲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之一，与欧盟分享着同样的民主核心价值观。自

２００４年欧盟－印度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以来，双方以民主、法治、人权和促进和平与稳定的共同价值
观为基础，在各个领域开展积极对话①。欧盟－印度文化关系宣言提出，要加强两国之间的文化交
流，通过欧盟－印度文化周、欧盟主题文化年和电影节等方式来促进各文化行业之间的交流合作，
并专门设立文化基金来支持各种活动，增进印度对欧洲文化的理解，提高欧盟在印度的知名度。注
重深入公民社会是欧盟对印度公共外交的另一重要支柱，欧盟鼓励印度公民社会、媒体、智库等非
政府主体积极参与合作项目，例如欧盟－印度圆桌会议和欧印跨文化合作等，在文化交流、教育和
学术等多个领域加强民间社会机构组织之间的跨文化联系，并提供超过７０００万欧元的资金支
持②。印度与欧盟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

在亚洲部分民主转型中国家，欧盟不断通过文化输出，传播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帮助构建和
完善民主制度，引导它们不断向民主国家过渡。例如，欧盟的民主步伐项目（ＳＴＥＰ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通
过全面的选举技术咨询、选举文化讲座、选民通知和促进对话等手段，鼓励民主选举观念在缅甸的
传播。２０１５年大选中，缅甸４３个政党的８００多名投票代理人通过欧盟民主步伐项目接受了民主
选举文化的培训，欧盟还通过此项目对缅甸９个地区的１００００多名选民进行了１７１次选民教育培
训③。在２０１５年大选后，由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宣布就职，欧盟理事会称此
次可信性选举是缅甸民主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欧盟将再次重申其鉴定承诺，沿着民主道路
陪伴其前行，支持现任政府为民主化改革做出的努力④。

第三，利用媒体话语权的优势，引导中国周边地区的舆论风向。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依靠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和信息，网络成为话语权争夺的

新战场。根据ｅＭａｒｋｅｔｅｒ的调查，东南亚的社交网络在网民中的普及率在全球范围也是最高的，在
越南和泰国，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渗透率甚至达到９９．１％和９８．６％⑤。对此，欧盟不断顺应时代潮流，加快
了其在网络和社交媒体等新领域的行动。欧盟的新闻网站“欧洲新闻”（Ｅｕｒｏｎｅｗｓ）引进了网络广
播等新形式，其新闻内容也与社交媒体相链接，可以随时分享。欧盟驻越南、缅甸、菲律宾和印度尼
西亚等代表团都纷纷开通ＹｏｕＴｕｂ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Ｔｗｉｔｔｅｒ等社交媒体账号，实时发布最新消息并
与网民积极互动。

在中国周边地区，朝核、南海和钓鱼岛等热点问题持续发酵，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欧盟媒体
试图通过对地区热点问题上话语权的把握，来引导舆论走向，在扩大自身影响力和好感度的同时，
针对中国的负面意味明显。例如，在朝鲜核问题上，欧盟一方面彰显其在朝鲜核问题上发挥的作
用，欧洲联盟委员会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提到欧盟在核谈判和核制裁中拥有深厚的
知识和经验，并且欧盟在朝鲜局势中没有政治意愿，因此可在朝鲜核谈判中扮演合适的调解者角
色⑥。另一方面，欧盟的舆论则指责中国作为朝鲜的邻国，同时也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支持
者，并未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并且北京方面对朝鲜的影响力也并非中国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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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中的重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有限①。
第四，在气候和环保等方面对中国周边传播欧盟规范和标准，巩固其在新能源领域的领导者角

色。
欧盟是国际气候谈判的最初发起者，也一直是全球减排的主要推动力，并希望担任谈判领导者

的角色②。事实上欧盟不论在《京都协议书》还是《巴黎协定》的签订和推动中，都发挥着领头羊的
作用。除去国际气候谈判，欧盟也非常重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和环保领域的宣传并予以援助，

以培养发展中国家国民的环保意识和积极性，并切实提高这些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
面的能力。

２０１７年，欧盟驻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与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在内的欧盟成员国
大使馆联合举办的“欧盟气候周”在雅加达举办，包括一系列的主题活动、会议、电影放映和自行车
骑行等。气候外交周的目标是与印度尼西亚公众沟通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以提高印尼人民对气
候变化的认识，并庆祝实施历史性《巴黎协定》的共同决心，同时也强调气候问题与欧盟其他“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联系，如绿色金融、可再生能源和消除贫困等③。环境与气候变化也是欧盟与印尼
合作的重点领域，欧盟利用自身的经验和规范，支持印尼政府构建符合欧盟标准的气候变化应对政
策和气候友好型法律，以帮助印尼走上低碳发展道路。欧盟的森林执法治理和贸易倡议项目（Ｆｏｒ－
ｅｓｔ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ＦＬＥＧＴ）也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间向印尼提供３３５０万
欧元的资金援助，来帮助印尼促进森林治理改革，打击非法采伐，鼓励木材加工产业的发展和对欧
盟的出口。在帮助印尼实现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抵消由滥伐森林造成全球气候变化问
题④。

二、欧盟对中国周边地区公共外交的特点

欧盟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公共外交内容充实、手段灵活、形式多样。欧盟在不断增加对华周边国
家公共外交支出的基础上，注重公共外交目标国和对象的选择和细分。

第一，欧盟对中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行动支出不断增加。
欧盟对外行动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简称ＥＥＡＳ）是欧盟管理与他国外交关

系，执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机构。从图２的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欧盟外部行动的支出来看，相
较在世界其它地区的支出，欧盟在亚洲的支出一直位居首位。不仅如此，相较逐年下滑的对非洲的
外部行动支出，欧盟对亚洲的外部行动支出一直在逐年稳定增长，从２０１４年的１７亿欧元扩大到

２０１７年的２３亿欧元，已占据欧盟外部行动总支出的３０％以上。从图３欧盟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在中国
周边地区的外部行动支出中可以看出，欧盟在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地区的投入远远要高于
其在北亚和东亚。２０１７年欧盟对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土谷曼斯坦）的外部行动支出达到８４００万欧元，相较２０１４年提高了１３个百分点。在南亚，欧
盟的外部行动总支出一直稳定在３亿５０００万欧元左右。２０１７年欧盟在东南亚国家的外部行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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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燕：《“京都进程”的领导者：为什么是欧盟不是美国》，《国际论坛》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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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高达３亿７０００万欧元，比２０１６年跨越式增长了３８个百分点。相较发展中地区的国家，欧盟在
中国周边发达国家外部行动的投入资金则屈指可数，２０１７年欧盟在俄罗斯、韩国和日本等国的外
部行动支出均不足１０００万欧元。

图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欧盟外部行动支出（单位：百万欧元）

图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欧盟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外部行动支出（单位：百万欧元）
资料来源：根据欧盟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外部行动支出报告的相关数据制作①。

第二，有针对性地拉拢民主转型中的国家、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邻国。
表１的２０１７年欧盟对东南亚各国的外部行动支出数据显示，欧盟对民主转型过程中的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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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争端的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外部行动投入明显要超过泰
国、老挝等内陆东南亚国家。

表１　 ２０１７年欧盟在东南亚国家的外部行动支出（单位：欧元）

排名 国家 ２０１７年外部行动支出

１ 缅甸 １０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 菲律宾 ５２，０００，０００

３ 越南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

４ 印度尼西亚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 柬埔寨 ４１，０００，０００

６ 泰国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７ 老挝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 马来西亚 ２，００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欧盟２０１７年外部行动支出报告的相关数据制作①。

缅甸是欧盟在东南亚地区外部行动投入最大的国家。自结束军政府统治进入民主转型时期
后，缅甸因其重要战略地位成为欧盟争取的对象。莫盖里尼在关于缅甸伙伴关系的报告中指出，
“缅甸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新政府已表示愿同欧盟一起，通过民主促进其人民的和平与发展，我们承
诺与缅甸加强合作，支持政府在加强民主、善政、法治、和平、维护人权、解决贫困问题、促进贸易和
投资方面的改革努力。欧盟坚定承诺，将与缅甸当局和民间社会合作，加强双边关系，造福人
民”②。作为欧盟在亚洲地区的第二大双边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对象，在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间，缅甸从
欧盟接受的援助达６．８８亿欧元。而与中国南海有领土争端的菲律宾和越南，在欧盟对东南亚国家
的外部行动支出中位居二、三位。欧盟认为在南海问题上，各国主权主张的重叠和对立是当前亚洲
面临的最大和最紧迫的安全挑战之一，其战略影响远远超出了该地区本身。欧盟全球战略文件就
此指出，“东南亚地区是欧盟打算维护航海自由的地区，欧盟坚持尊重包括海洋法及其它仲裁程序
在内的国际法，并鼓励通过和平途径解决海事争端。欧盟将帮助东南亚国家建立海洋能力，支持东
盟领导的区域安全架构”③。欧洲议会智囊团认为，欧盟在亚洲虽然没有强大的军事安全力量存
在，但欧盟可以依靠软实力，通过关注国际法律，传播欧盟海上安全治理机制和框架，来减轻安全风
险对欧盟和亚太地区的影响④。

第三，将青少年作为文化和价值观念输出的主要目标。
目前，欧盟的公共外交行动重点从形象管理向关系建设转变，其中特定的利益相关群体青少年

成为欧盟公共外交的重点对象。欧盟认为，从青年时期就与欧盟开展良性互动的他国公民，在未来

９

社会科学　2018年第 10期　　　　　　　　　　　　　　　唐小松　姜梦茵：论欧盟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公共外交

①

②

③

④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ｒａｆ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ｕｄｇ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７：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　ＶＩＩＩ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ｐ．４３，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ｂｕｄｇ－
ｅｔ／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ｉｂｌｉｏ／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７／ＤＢ２０１７＿ＷＤ０８＿ｅｎ．ｐｄ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Ｍｙａｎｍａ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Ｌｅｖｅｌ：Ａｎ　Ｅ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Ｍｙａｎｍａｒ’ｓ　Ｒｅｆｏｒｍｓ”，Ｊｕｎｅ　１，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ａｐｉｄ／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Ｐ－１６－２００８＿ｅｎ．ｈｔ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ｈａｒｅｄ　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ｐ．３８，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ｉｔｅｓ／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ｉｌ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ｆｉｌｅｓ／ｅｕｇｓ
＿ｒｅｖｉｅｗ＿ｗｅｂ＿０．ｐｄｆ．
Ｖｉｃｅ－Ａｄｍｉｒａｌ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éｂｒａｒ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ｉｎ　Ａｓｉａ”，ｐ．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ｕｒ－
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ｅｇＤａｔａ／ｅｔｕｄｅｓ／ＩＤＡＮ／２０１７／５７８０１４／ＥＸＰＯ＿ＩＤＡ（２０１７）５７８０１４＿ＥＮ．ｐｄｆ．



也会更容易认同并推进欧盟的公共外交目标①。欧盟通过种种公共外交项目，使中国周边地区国
家的青少年们理解公民意识和自由平等观念，增强对欧洲的文化理解，这对传播欧盟基本价值观和
将来推行相关外交政策大有裨益。

欧盟驻菲律宾代表团每年都举行欧盟故事征文比赛，主要针对菲律宾１６－３５岁的青年，决赛
选手的作品会被编辑成小册子出版，通过在线媒体Ｐｈｉｌｓｔａｒ．ｃｏｍ进行传播。欧盟驻菲律宾大使

Ｊｅｓｓｅｎ说过：“菲律宾年轻人通过分享与欧盟的有趣故事，增进了菲律宾人民对欧盟的理解。书面
文字的力量是巨大的，能够增强菲律宾与欧盟人民之间的联系。”②“伊拉斯莫斯＋”计划（Ｅｒａｓｍｕ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是欧盟最新的高等教育和人员交流计划，其最大受益者是青年。欧盟委员会称，“伊拉
斯莫斯＋”计划将为２００万个高等教育学生和６５万职业学徒提供海外学习和培训机会，为超过２０
万个硕士学位提供补助。２０１８年该计划在亚洲地区的预算年投入为６１５０万欧元，占全球预算的

５７．６％，越来越多的亚洲学生通过“伊拉斯莫斯＋”计划的全额奖学金项目和国际信贷项目去欧盟
接受高等教育③。

三、欧盟对中国周边地区公共外交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分析

欧盟通过在中国周边地区灵活、高效的公共外交，扩大了欧盟文化和价值观念等软实力的影

响，塑造了欧盟在中国周边国家的积极正面形象，但同时也对中国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对此中国
应该清楚认识自身的优劣势，有的放矢地开展公共外交，获取周边国家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重塑中
国的良好形象。

第一，对中国经济发展制造舆论压力，削弱中国对外援助的影响力。
虽然周边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联系密切，但其中部分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持怀疑态度，认

为中国经济发展会削减自身的发展空间，甚至会“掠夺”其自然和劳动力资源。根据皮尤对中国态
度的调查，高达７１％的越南民众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威胁本国经济的发展，５７％菲律宾民众和

４６％的印度民众也持同样的观点，均超过２７％的全球平均值④。而欧盟及其成员国一直在中国周
边国家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经济责任论等观点。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许多欧洲经济学家
和媒体抨击中国低端制造业产品以低成本出口加剧竞争，从而威胁其他低端产业的发展中国家，尤
其是中国周边国家的资源禀赋与中国相近，中国经济的崛起将会影响周边国家的利益⑤。随着近
些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人民币贬值和股市的波动，它们又纷纷指出中国经济将面临“硬着
陆”，可能会导致新兴市场资金的大规模流出，也将会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⑥。欧盟的这些
做法无疑会加深周边国家地区人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刻板印象，进一步加剧中国在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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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形象困境。
中国致力于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始终坚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促进受援

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相较欧盟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周边地区大规模的发展和人道主义援
助，中国发展援助的重心仍在非洲等兄弟国家。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
书显示，目前非洲仍是中国对外援助支出最多的地区，约占中国对外援助总支出的５０％左右，亚洲
地区占比则为３０％①。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援助多集中在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但中国在东南亚
多国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却被欧盟媒体描述成掠夺当地资源，并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②。
这使得中国陷入在发展援助上投入大，但受援国人民似乎并不“领情”的困境。

对此，中国应加大与周边国家在发展和援助上的合作，关注当地人民的切身利益，赢得周边民
心。对外援助应该与周边外交理念密切结合，自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便将周边
国家放在中国外交战略层面的首要位置，因此，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应比以往更为重视周边国家。中
国应特别注意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平台，在保持与周边国家经济密切合作的基础上，加大对亚洲地
区的援助资金支持，大力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发展合作项目。在此基础上，争取对华友好力量，改善
负面印象，有助于中国周边战略的顺利推行和周边的安全稳定。在对外援助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中
国在关注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领域的“硬性”援助的同时，可以学习欧盟的经验，注重科技、人才培
训、教育和环境保护等非经济领域的“软性”援助。例如，促进杂交水稻等科学技术在东南亚等国的
传播，与周边国家合作举办技术培训班等培养专家队，对外推广汉语教育，扩大留学生交换项目和
研究人员访学项目，并加强对周边国家医院和学校等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投入等。多管齐下，坚持
对外援助“授之以渔”，切实关心受援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改善其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促进受援国
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提高周边国家人民对中国的好感度，为中国周边战略的实施打下良好的社
会基础。

第二，不利于中国周边问题尤其是中国与周边地区领土争端问题的解决。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尤其是南海争端，是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核心因

素。从表２可以看出，大多数周边国家民众对与中国存在的领土争端的在意程度超过四成，尤其是
随着近些年来南海问题的发酵，菲律宾和越南民众对于中国领土争端的在意度高达９１％和８３％。
对领土争端的过于关注，很容易将小的摩擦冲突放大，导致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领土危机升级。

表２ 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对与中国领土争端在意程度

越南 菲律宾 日本 印度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非常在意 ６０％ ５６％ ５２％ ３８％ １２％ １１％

比较在意 ２３％ ３５％ ３１％ ２４％ ３３％ ３０％

不在意 ９％ ８％ １４％ ９％ ４４％ ３６％

　　资料来源：根据皮尤调查中心调查报告制作③。

欧盟官方虽未就南海问题提出明确主张，但一直利用其在国际话语权上的优势制造舆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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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等帮助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营造在南海争端中“受害者”的角色，着重渲染
中国南海军事扩张行动来“坐实”中国威胁论，刻画中国好战的负面形象。菲律宾和越南政府公开
宣称对南海部分岛礁的主权，并与英国和西班牙等国能源开发公司在南沙共同开展石油和天然气
的勘探开发。据ＢＢＣ和路透社等多家欧洲媒体报道，越南和西班牙雷普索尔能源公司在南海上钻
井作业受中国方面的“威胁”而被迫停止，它们散布消息说中方称如果不停止钻探，将会对南沙群岛
上的越南基地发动攻击①。伦敦国际战略研究院指出，中国最近几年在南海人工创造的土地已是
周边国家在南海索赔土地总和的１７倍②，中国正在南海岛屿上建设军事基础设施，包括机场、可能
存在的导弹阵地、大型高射炮、近距离武器系统和雷达设施等，试图将南海问题“军事化”③。一些
欧洲非政府环保组织成员则指出，一些中国渔民在南海公共海域偷猎，并受国家的“纵容”和“引导”

来蓄意破坏南海珊瑚礁，严重破坏了南海生态环境④。这无疑会强化与中国有直接领土争端的国
家对中国的反感，以及中国“崇尚军事”、“强硬”的负面形象，不利于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公共外
交虽然不直接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但其可以通过灵活的时机和手段来改善周边国家人民对中国的
印象，从而为问题的解决打下良好的民意基础。因此，中国在与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开展公共外交
时，要注重把握公共外交的时机，注重更有针对性地选择公共外交对象。

在开展公共外交的操作选择上，中国应把握好时机，将短期策略与长期策略相结合。短期而
言，要学会抓住周边国家政府奉行对华友好政策的时机，点对点加强公共外交，力求在短期内取得
较为显著的效果。比如，近年来菲律宾和中国围绕南海问题矛盾冲突不断，随着南海问题的升级，

菲律宾对中国的好感度在２０１４年跌至历史最低点，仅有３８％的菲律宾民众认为中国形象为正面。
但自２０１６年６月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以来，菲律宾对华政策急剧转变，基调总体趋于友好，在南海
问题上趋向谈判的和平方式，并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往来，争取中国的合作投资和经济援助。在
此背景下，中国抓住时机加大了对菲律宾的公共外交投入。一是顺应菲律宾新政府“建设、建设、再
建设”的口号，向菲律宾援建两座桥梁、一项灌溉工程、水利工程和铁路项目，承诺将贷款９０亿美元
帮助菲律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亚投行向马尼拉大都会防洪项目融资２．０７亿美元，使菲律
宾成为“一带一路”建设获益最多的国家之一⑤。二是重视与菲律宾在国家和民间层面的文化、教
育交流和人员往来，使两国人民联系更加密切，以交流增进友谊。自中国取消赴菲“旅游警示”以
来，中国已成为菲律宾第二大游客来源地。据最新统计，２０１７年度菲律宾人民对中国的形象认知
发生了巨大的转变，５５％的菲律宾民众认为中国形象为正面，６７％的菲律宾人民认为中国经济的发
展会使其受益，相较２０１５年提高了２４％，而对与中国领土争端的在意程度也下降至２８％⑥。可以
说，中国正是抓住了菲律宾领导人更替的契机，大力开展公共外交行动，才能于短期内重塑中国在
菲律宾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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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ＳＳ　Ｖｏｉｃｅｓ，“Ｃｈｉｎａ’ｓ　Ｒａｄａｒ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ａｔｌｙ　Ｉｓｌａｎｄｓ－Ｗｈａｔ　ｄｏ　Ｔｈｅｙ　Ｔｅｌｌ　Ｕｓ　ａｂｏｕｔ　Ｉｔｓ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
ｎａ　Ｓｅ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ｉｓｓ．ｏｒｇ／ｅｎ／ｉｉｓｓ％２０ｖｏｉｃｅｓ／ｂｌｏ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ｉｓｓ－ｖｏｉｃｅｓ－２０１８－２６２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７０４ｆ／ｃｈｉｎａ－ｒａｄａｒ－ｉｎｓｔａｌｌａ－
ｔｉｏｎｓ－９５ｄ４．
Ｒｕｐｅｒｔ　Ｗ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Ｈａｙｅｓ，“Ｗｈｙ　ａ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ｅｓｔ．
ｂｂｃ．ｃｏｍ／ｎｅｗ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３５１０６６３１．
《中国承诺贷款９０亿美元帮助菲律宾实施“大建特建”计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ｇｏｖ．ｃｎ／ｘｗｚｘ／ｈｗｘｗ／３０８６０．ｈｔｍ，２０１７
－１０－１９；《菲律宾首个亚投行出资项目将启动 建成后９７万人受益》，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ｇｏｖ．ｃｎ／ｘｗｚｘ／ｈｗｘｗ／４３７６０．
ｈｔｍ，２０１８－０１－１２。

Ｊａｃｏｂ　Ｐｏｕｓｈｔｅｒ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　Ｂｉｓｈｏｐ，“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Ｆａｖｏｒ　Ｕ．Ｓ．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ｂｕｔ　Ｇａｐ　ｉｓ　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Ｐｅｗ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１，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ｏｒｇ／２０１７／０９／２１／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ｓｔｉｌｌ－ｆａｖｏｒ－ｕ－ｓ－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ｂｕｔ－ｇａｐ－ｉｓ－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



菲律宾方面，总统的更替可能会导致其政策缺乏连贯性，中国对菲律宾公共外交成效的不确定
性会长期存在。从长期来看，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公共外交的开展仍然需要通过有效的机制建设，创
造更有利的条件，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澜湄合作机制等平台，推动全
方位经贸合作往来，建构东亚“经济共同体”；要本着“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原则，加强文化交流，

打造“文化共同体”；要以亚洲新安全观为基础理念，通过平等对话和安全协作，促进形成“安全共同
体”；要不断传播“亲诚惠容”及“仁”“和”等理念，让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周边国家生根发芽。

第三，不利于中国周边战略的开展。
自２０１３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以来，西

方舆论一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性提出质疑。欧盟智库认为，虽然“一带一路”倡议能通过改
善基础设施等促进周边国家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不公平竞争和中国主导的风险，而这可能影响欧盟
的利益①。欧盟媒体将“一带一路”倡议比作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认为这是“皇权”与周边“野蛮国
家”建立朝贡关系的计划，中国试图通过不对称的经济往来和经济援助，控制东南亚、中亚和南亚等
周边地区国家，以此产生政治影响力并使周边成为自己的“后院”②。同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提出怀疑，认为其面临巨大的信用和政治风险，中国大量贷款给信用评级低的国家，大量基
础设施建设因为部分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而搁置，拖欠或无法偿还的贷款将会使得“一带一路”未来
的发展难以持续③。还有欧盟媒体和学者称，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忽视安全标准和环境问
题，英国《经济学人》认为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的目的是转移过剩产能，尤其是钢铁和水泥等高污染
行业④，而中国在湄公河沿岸投资建造的一系列水电项目没有经过适当的环境影响评估标准，造成
干旱和一系列环境破坏，引发缅甸、柬埔寨和越南等国家人民的不满和投诉⑤。这些言行对“一带
一路”推行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印度为了应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提出与之相抗衡的“亚非
增长走廊”（Ａｓｉａ－Ａｆｒｉｃ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简称ＡＡＧＣ）战略，并积极寻求与欧盟及其他国家合作来
抵消中国的影响。２０１７年９月，印度与欧盟峰会中提到“双方承认互联互通在当今全球化世界中
的重要性，并强调互联互通举措必须建立在公认的国际准则基础上，双方对此将开展更积极的合
作”⑥。在之后与意大利等欧盟国家的声明中，也纷纷提及双边互联互通和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重要
性。

周边国家虽然在经济上依赖、亲近中国，但在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却一直向西方靠拢，受西方
媒体舆论的影响较大。对此，中国应该更注重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交流，注重利用新媒介，加强对外
话语权的建设。中国应更积极地传播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扩大中国文化在周边和全球范围内
的影响力。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应在“和”文化的基础上，应更为“外向”，以政府支持的各种
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和媒体传播为主，鼓励发展民间的小型文化交流和学界沟通，增进周边国家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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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Ｖｉｃｅ－Ａｄｍｉｒａｌ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éｂｒａｒ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ｉｎ　Ａｓｉａ”，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ｐ．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ｅｇＤａｔａ／ｅｔｕｄｅｓ／ＩＤＡＮ／２０１７／５７８０１４／ＥＸＰＯ＿ＩＤＡ（２０１７）５７８０１４＿ＥＮ．ｐｄｆ．
ＩＩ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Ｃｈｉｎａ’ｓ　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Ｖｉｓｉｏｎ”，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６，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ｉｓｓ．ｏｒｇ／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２０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１ｆ４ｄ／ｃｈｉｎａ－－３９－ｓ－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ｖｉｓｉｏｎ－ｆｂ０２；Ａｋｓｈａｎ　ｄｅＡｌｗｌ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Ａ　Ｔｒｕｅ‘Ｗｉｎ－Ｗｉｎ’ｏｒ　ａ　Ｐｅｒｉｌｏｕｓ　Ｆｕｔｕｒｅ”，ＨｕｆｆＰｏｓ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ａｋｓｈａｎ－ｄｅａｌｗｉｓ／ｔｈｅ－ｎｅｗ－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ａ－ｔｒｕｅ－＿ｂ＿６４００９９２．ｈｔｍｌ．
Ｄｏｎ　Ｗｅ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Ｗａｒｎｅｄ　ｏｆ　Ｒｉｓｋ　ｔｏ　Ｂａｎｋｓ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６，２０１７，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ｆｔ．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０７６ｃｆ９ａ－ｅ３８ｅ－１１ｅ６－８４０５－９ｅ５５８０ｄ６ｅ５ｆｂ．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Ａ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 ｐ． １３， ｈｔｔｐｓ：／／ｓｔａｔｉｃ１． ｓｑｕａｒｅ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ｓｔａｔｉｃ／５２９ｆｃｆ０２ｅ４ｂ０ａａ０９ｆ５ｂ７ｆｆ６７／ｔ／５５４ｃ４９ｃｅｅ４ｂ０６ｆｃ２１５１６２ｃｂ４／

１４３１０６２９９０７２６／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ｐｄｆ．
Ｒｏｂｉｎ　Ｌｅ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Ｗｈ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ｓ　ａ　Ｃａｕｓ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Ｗｈａｔ　ｍｉｇｈｔ‘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Ｍｅ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ｕｌｙ　２４，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ｅ－ｓｏｌｉｄａｉｒｅ．ｏｒｇ／ｓｐｉｐ．ｐｈ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４１５９０．
Ｉｎｄｉａ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Ｎｅｗｓ，“Ｔ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ＯＢＯＲ，Ｉｎｄｉａ　Ｐｕｓｈｅ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Ｉｄｅａ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ｄｅｆｅｎｃｅｎｅｗｓ．ｉ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ｏ－ｃｏｕｎｔｅｒ－ＯＢＯＲ，－Ｉｎｄｉａ－ｐｕｓｈｅｓ－ｉｔｓ－ｏｗｎ－ｉｄｅａ－ｏｆ－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４４４６１５．



对中国价值理念和中国道路的理解，加强正确义利观的构建和传播，增强中国文化和思想价值观念
的影响力，破解“中国威胁论”等不良舆论环境。同时也应积极利用新媒体，创新传播手段，因地制
宜地讲好中国故事。借助国际媒体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ＹｏｕＴｕｂｅ等渠道，向周边国家民众推广文化、传播
信息等，让广大民众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并参与到公共外交中来，深化彼此间的理解和交流。

媒体报道要适应各国环境，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２０１６－２０１７显示（见
图４），海外受访者不看中国媒体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不知道应该看什么中国媒体”，即中国并没有
一个具有国际代表性的媒体，其次就是“话语表达方式不地道，看不明白”，“报道不符合需求”和“内
容不吸引人”。对外传播中，受众国与本国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国媒体应该关注客观
差异，根据受众国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文化传播策略，避免用国内语境思维和高深晦涩的政
治语言去讲述中国故事，融会贯通中外言语和情感共通点，在突出中国价值和中国特色的基础上，
用周边国家人民更喜闻乐见的方式和更易理解的表达，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中国理念和中国道
路，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

图４　阻碍中国媒体海外传播的主要因素（％）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形象全球调查报告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制作①。

结　语

自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周边外交被提升到中国外交总布局的首要位置，并确立了“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基本方针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的开
展也从具体战略层面落实了中国的周边外交理念。中国推动自身发展来惠及更多的周边国家，同
时为自身的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但需要注意到，虽然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周边国家最大的贸
易伙伴，但多数周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方面更加倾向于向西方靠拢。中国与周边国家
之间良好的经贸关系，并没能为彼此之间加深人文交流、加强安全合作提供有力保障，许多周边国
家甚至长期对我国抱有“近而不亲”的态度，中国在周边国家民众中的形象亟待改善。本文通过梳
理欧盟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行动，试图以彼之长补己之短。通过分析不难发现，欧盟对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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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ｎｄ／２０１８－０１－０５／ｄｏｃ－ｉｆｙｑｉｎｃｕ３３８３４２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８
－０１－０５。



周边国家公共外交行动颇有成效的关键在于，利用了文化价值等“软实力”因素，以最容易理解和接
受外来事物的青少年为重点目标群体，点对点开展公共外交。因此，我国也应借鉴欧盟经验，加大
对周边国家公共外交的支出，为公共外交行为提供资金保障；以优秀的中国文化与价值理念为依
托，开展积极灵活的公共外交攻势；构建中国在周边国家媒体舆论中的话语权，并在公共外交行动
中照顾周边国家民众的关切，加深其对中国政策与道路的理解和认同，在“春风细雨润无声”中赢得
民心，从而为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开展铺平道路，进而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扫清障碍。

（责任编辑：潇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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