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外交问题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外交问题
罗

晖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北京 100081）
摘

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外交问题，是做好外交工作的重要前提。本文在文献

研究的基础上，简要归纳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国际关系问题的论述，分析了其中蕴涵的思想精髓
和理论要义，对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指导外交实践提出了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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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加强对外

是在新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特别

有之大变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马克

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等一系列全球

交问题研究，对于应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百年未
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国际事务
和外交政策的重要论述，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
自产生以来就是国际性的运动。这些重要论述所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
治理新理念和新制度，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
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讨论的外交问题，涉

形成的科学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方

及国家本质、国家制度、国家利益、国家行为、

刻认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外交实践提供了基

经济交往、国际政治体系、帝国主义战争、和平

法论，以及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和殖民主义的深
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归纳有关研究本文认为，应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认识和指导外交活动，经历了五个时期的发展

与实践 [1]。第一个时期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19
世纪国际问题和外交事务的论述，特别是关于国
家主权、战争、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的科学分析以
及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个时期是列宁创
立帝国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战争与安
全领域的理论；第三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
代，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外交领域产生深
远影响；第四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受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考察社会、政治的方法影
响，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
义等提出批判，随着建构主义等新的理论范式兴
起，外交理论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第五个时期

世界历史、国际社会、国际法、民族关系、国际
共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未来国际关系等 [2] 。
列宁对外交的论述，涉及时代论、反战论、和平
论、联合论、共处论、交往论、应变论等。早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立和发展的这些重要理
论，为我们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基础和思想指导。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丰富的理论论述中，有

诸多关于外交、世界革命、世界市场、阶级、阶
级斗争、战争等内容，具有阶级性、公开性、实
践性以及原则性的特点。归纳主要观点，包括以
下内容：

第一，外交活动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

史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在生产力与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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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掌握世

界发展和治理的客观规律。在《德意志意识形
[3]

态》 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世界历史观，把

商业利益支配的，他们影响着国家的外交决策和
定位，甚至为了商业利益不惜采取战争的方式。

第四，外交关系具有二重性。由于国家之间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并分析了近代国

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等差异，甚至

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

在国际，长期存在着压迫和被压迫的两个“阶级国

际关系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
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各个相互影响的
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
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
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

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
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提出了“长时段的
外交史观”，即“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

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
考察一国的外交必须从历史比较和历史语境的视
角，以历史证据来阐明，这为外交研究提供了重
[4]

要的方法论指导 。

第二，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对外政策具有深

刻的国内政治经济根源，国家内部特定的社会经
[4]

济关系塑造着其外交政策 。马克思在《十八世纪
外交史内幕》中分析了欧洲国家的外交活动，指

出“‘国家’，这是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联合统治的
化身，它需要金钱来实现对国内和国外的压迫”。

马克思分析了英国和俄国19世纪的外交政策，揭
露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的本质，指出
导致国家间冲突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
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交往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资
[5]

源、市场等经济利益 。

第三，外交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

理论批判性地认为，国家权力、对外政策服务于
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
[6]

和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就是服务
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在世界经济
体系中扩张，从而使资产得以解决廉价原材料和
劳动力的获得问题。马克思分析了以英国为代表
的代议制在外交政策上的作用，指出代议制的本

质是“由证券交易人、工业巨头和贵族的代表组成
的”，这些所谓“民意代表”所主张的对外政策是受

存在对立，致使国家间的关系有合作也有对抗。

家”群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
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在开拓世界市场和推动
经济扩张中，造成了国家间的不平等和民族关系
对立，并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实现国际联合。马
克思认为，世界无产阶级要采取一致协调的态度
和行动，共同揭露并坚决反对军国主义和沙文主
义，有效地遏制战争和消除战争危机。

第五，外交具有目的性。外交是国家意志的

集中体现，国家之间发展外交关系具有明确的战

略目标，“外交高于战略”。马克思主义把国际正
义和平等视为追求人类进步的基本标准，要求重
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以实现全人类的经济平等
和解放。相比较，西方现实主义强调政治军事同
盟和地缘政治，自由主义强调贸易自由化带来的
互利性，目的都是强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

剥削和压迫 [7]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
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

第六，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有着客观必然

性。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其

支配性力量，“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

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
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

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
制度是按照以下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

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3]。资本主义
的扩张以及对殖民地国家的剥削、掠夺，必然带
来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

第七，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存在冲突和危

机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历史冲突
都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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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基本矛盾导致不可避免地发生经济危机，

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

的统治阶级追求更多的利润和世界市场，因此带

数国家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

由此而产生政治、外交危机[8]。由于资本主义国家
来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是战争，阶级对立是国家
（民族）之间爆发战争的根源。

第八，历史唯物主义外交观要求外交实践维

护人民、民族的共同利益。马克思认为，处理外

交关系的出发点是人民/民族的利益 [4]。恩格斯在

瓜分完毕。”列宁还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
遏制的世界体系 [9]。“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
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
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
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

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必然发生战争的原

回忆马克思时，谈到马克思的夙愿：创立一个把

因。在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中矛盾的主要表

会无论在工人自己面前或是在资产者及各国政府

国家与落后国家和地区之间殖民与反殖民战争

欧美最先进国家都包括进来的工人协会，这个协
面前，都会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的可以
[3]

说是活生生的体现 。这是以历史辩证的观点促进
和平与发展，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

2. 列宁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

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丰富

现形式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
[10]

。列宁指出：“要测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真

正实力，除了战争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
法。战争同私有制的基础并不矛盾，而是这些基
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平衡
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工业中的危机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认为，垄断资本

和政治中的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经

消灭战争。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

列宁客观地审视了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

主义意味着战争，而只有建立社会主义才能永远

常遭到破坏的均势。”[9]

段》、《战争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

系。他指出：“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若没有一定的

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

态非常清楚地表明，它们同样也不可能有稳固的

而发生战争[9]。

国家的合作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改善国家的工

基本观点研究帝国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本质。

段也将成为苏俄的革命武器，通过军事和政治手

的基础，物质生产方式、特点制约着整个社会的

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的重要思想。列宁对威

与战争》等著作中，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

相互关系，我们就不可能有稳固的经济关系。事

级由于不可调和的经济矛盾，必将为争夺殖民地

经济关系”。列宁认为，苏俄可以利用与资本主义

列宁坚持并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

业条件，充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时，经济手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社会实践活动

段获得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条件[11] 。

一般过程，也是理解全部社会生活的关键，这是

尔逊“十四点”和平计划进行了批判，系统阐述了

系和国际秩序的实质，以及国际体系的发展和演

家实现和平共处的基本要求、对外交往遵循的基

理论，为正确认识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战

有利条件等思想，体现了阶级立场与人类共同利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在新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建

平”是革命的纲领性问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

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

革命进程产生巨大作用。1917年全俄工兵代表苏

从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关系出发，考察国家间关

革命与和平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

变过程。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帝国主义

本原则、实行必要的妥协和退让、利用矛盾谋求

争和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10]。

益相一致 [2] 。列宁在《和平问题》中提出，“和

立了新的统治机制和世界秩序[10]。“帝国主义已经

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重视对和平的宣传将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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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拟定的《和平法

研究，2020(7):67-75.

政府期间签订的秘密条约，表达了苏维埃政权反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1):45-52.

决权，主张各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立即缔结“没

[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的“和平相处”，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

其当代启示——重读《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J].

令》1，声明废除秘密外交，并废止资产阶级临时
对强国对弱小民族领土的强力侵占，倡导民族自

有兼并、没有赔款”的合约。实现不同制度国家
内在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实践
中的丰富和发展。

[2] 李爱华.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利益观[J].
[3] 《马列著作选编》编写组.马列著作选编
[4] 白云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外交思想及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6):51-54.

[5] 李琳.论马克思恩格斯外交思想的历史唯物

主义基础——读《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有感[J].

3. 结语

学理论，2020(8):27-28.

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共产主义政党开展对外交

往提供了理论工具和思想指引。中国正在进入新
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发展成为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重大成果，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科学性、先进性，又体现中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
的时代性和中国特色的实践性。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成习近平外
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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