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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媒：中俄军演回击美再平衡 决不能对美示弱

习近平主席关于国内问题上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是一个足以与当年邓小平提出“白猫黑猫
论”一样的重要理论。从外交政策的战略角度，我认为，应该好好理解和贯彻这一“打铁”论。
如今，为解决外交决策和执行的权力、利益、观念的科学协调一致对外，在重大外交问题做出
正确反应，中央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按照“打铁”论， 中国 外交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亟待做
出全面深化改革，否则，我们在外交上的主动性、自主性、确保有效应付危机的能力、未雨绸缪的
中长期战略管理等均要打折扣。

台两栖特战队“在泳池练兵”遭嘲讽：长见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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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韩国小伙撩妹不成反难以圆谎
李晨受伤范冰冰不能省心：应该多吃胡萝卜
疑似马航MH370残骸现烧焦痕迹 或证明机上曾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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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外交政策的执行工具方面有“硬”和“软”两种，包括各种软硬组合相当于中国的“十八
般武艺”。历史上伟大的国家领袖，在对外战略上取得成功，除了出发点、目标、路径(方向)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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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最关键在于组合运用上述手段，真正做到“打铁自身硬”。
更多»

高清图集
在外交政策的“十八般武艺”中，如今被强调最多的是所谓“软实力”。软实力本来为 美国
控制世界的霸权理论之一。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翻译和介绍该理论，实际上是充满批评意识
的，是为了研究美国，理解对手。这是非常正确的。但不幸的是，美国这个理论在中国被过度滥
用，甚至到了误解的地步。这与当时我国学者介绍该理论时的情况判若两样。不少人以为中国可以
如美国一样在国际上使用软实力。实际上，我们也开始如此做。但是，我们忘记了，软实力理论其
实远不如中国历史上的“怀柔”理论来得好。美国在拉美、在中东，甚至在 欧盟 也是使用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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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飞机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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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并不能做到天下归心，而是天下反美，甚至去美国化。我们忘记了美国的软实力教训，只
看到美国的软实力无远弗届，简单模仿，实际上等于帮助美国人在中国传播其软实力。这是要不得
的。
2014年，中国要在北京怀柔举行APEC经济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早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就设置了
怀柔县。在古代汉语中，“怀，来也，柔，安也。”“怀柔”直译是招来安抚，使其归服。怀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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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古老智慧在21世纪应得到新理解和新运用。我相信，中国会利用这一多边外交机会，重新
思考中国自己的外交理论和实践，而不是简单模仿西方的外交政策工具及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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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怀柔”的哲学和观念得到现代化，作为真正来自中国的治理思想，也许会在处理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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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核爆纪念仪式虚伪

和多样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发挥独特的作用。我国未来要好好研究到底如何有我们足以克敌制胜
的外交政策决策和执行的工具及其组合。▲(作者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现任 德国 法兰克福大学客
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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