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

———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理论逻辑

冯维江　 张宇燕

　 　 【内容提要】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

位，在中国兴起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新的学科和理论。 从思想渊源看，新时代国家安全

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家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对中

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与扬弃以及对西方国家安全理论的汲取和超越。 从实践

基础看，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的复

杂斗争环境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具备鲜明实践品质的学问。 它强化了新时代国家安全

意识，推动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反对腐败提升政府效能等方面

的重大实践。 从理论逻辑看，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的哲

学特征。 在世界观层面，它阐述了国家安全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的而不是割

裂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共同的而不

是孤立的属性；在认识论层面，它指出了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

的实质；在方法论层面，它强调工作导向上对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对防范风险与处置风

险的统筹、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的统筹等注重科学统筹的方法。 围绕国家安全的斗

争与合作实践仍在进行，作为理论和学科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学也将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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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当今之人需要主动承担起回答新时代新问题的责任。 亟待回答的问题不再囿于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领导人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矢志回答的如何实现发展、实现怎样

的发展的范畴，①不再限于解决“不发展”的问题，还包括众多“发展起来后”的问题。
这些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带来的问题少，甚至更多更复杂。②

处理更多更复杂的问题，需要在更加明确细致的分类基础上找准病灶、对症下药。
概言之，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③ 例如

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中低端供给与升级的需求不匹配以及某

些高附加值服务业和高新技术水平不够发达等。 这些问题从长期看，需要靠进一步提

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来从根本上解决；从中短期看则需要协调利益关系、及时化解冲突，
避免矛盾激化影响社会安全。 第二类是发展过程中的负外部性问题。 例如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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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邓小平高度关注发展问题，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提出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

大问题之一，明确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２６０、１２３５ 页；邓小平：《在武昌、深
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３７７ 页。 江泽民指出，
“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５３８ 页。 以

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认为“发展是

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

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５ 页。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常常以为，一些矛盾和问题

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

会减少。 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

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 新形势下，如果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各种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导致问题激化，严重

的就会影响发展进程”。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８１—８２ 页。 关

于发展起来后问题更多更复杂的判断，习近平系引用邓小平晚年的话。 邓小平当时主要是针对贫富差距问题做

出的判断，这番话在新时代意义更加凸显。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下），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３６４ 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１ 页。



高能源资源消耗、“颓废荒诞世代”①等带来的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统筹国家经

济社会的发展与安全，将发展与安全的综合成本明确化、内部化。 第三类是发展后带

来的成果保障与地位维护的问题。 从绝对收益意义上的发展成果保障来看，国家越是

发展，需要保障其安全的发展成果的规模越大，面临的安全压力会随之增加。② 从相

对收益意义上的地位维护来看，国家发展后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必然造成原有

守成大国地位相对下降。 守成国由于恐惧而可能与发展起来的崛起国之间爆发战争，

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Ｔｒａｐ）”③。 如果不能短期内迅速超越守成国

并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崛起国越是发展其面临的来自守成国的安全压力通常越大。 这

类问题很难（至少在特定时间内很难）在发展框架下解决。

无论上述哪类发展起来后的问题，都包含了安全的因素，从而不单纯是发展的问

题或只靠发展就能够有效解决的问题。 对当前的中国来说，发展仍是第一要务，是解

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但国家安全也已经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头等大事。④ 在此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应运而生。

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主体内容，其对国家安全的

内涵和外延的概括，可以归结为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 其中，五大要素就是以人民安

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

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五对关系就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

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

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⑤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在五大要素五大关系的基础

上，特别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

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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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一代人中的一些群体在生存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之后，因为阶层固化、奋斗目

标丧失等原因表现出相对于主流社会异常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其做法的流行和扩散往往对社会生产力和秩

序造成负面影响。 在美国有“垮掉的一代”，在日本有“低欲望社会”和“宅”文化，在中国有“佛系” （与日本的低

欲望社会相似）、“巨婴”（生理年龄成年而心理年龄不成熟），等等。
感谢江涌研究员指出这一点。
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５ 页。
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００ 页。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０—

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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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①

二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思想渊源

作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主体和中心内容，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被列入《中国共产党党章》

总纲的行动指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的指引思想一样，尽管党和国家领导

人本人是主要创立者，但这些思想并非领导人个人的成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集

体智慧的结晶。 据以结晶的源泉或资源，既有作为“本来”或思想本源的马克思主义

及其中国化理论道统以及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②也有其他人类

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③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同样具备上述“不忘本来、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理论品质，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理论

的丰富与发展，对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与扬弃以及对西方国家安全理论的汲

取和超越。

（一）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饱含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色彩。 马克思指出：“两个

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④根据恩格斯的

总结，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规律。⑤ 列宁认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面的统一。⑥ 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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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２４ 页。
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

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１６４ 页。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

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以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等三方面资源。 见习近平：《在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６ 页。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１８４７ 年 ４ 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

文集》（第 １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６０５ 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１８７３—１８８２ 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 ９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４６３ 页。
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４１ 页。



东强调运用辩证法要克服片面性，①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②要注重实践的作

用。③ 邓小平在党内高级领导中较早提出照辩证法办事，④他尤为强调要从实际情况

出发来认识和解决问题。⑤ 江泽民提出，为了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需要把握好

国际形势的总体趋势，而看待国内外大势，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⑥ 胡锦

涛认为，在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等全局性问题的若干领域，要坚持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方针，重点发展，重点突破。⑦ 总体国家安全观所阐述的五对关系，全面贯

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做到的“五个坚持”⑧以及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不

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

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⑨

的风险治理思路等，均体现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蕴含的一切从当前中国发展与安全实

际出发，辩证对待各方面矛盾，在对立统一运动的发展变化中应对处置风险、动态实现

国家安全的要求。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安全的人民立场。 马克思

主义创始人认为，阶级社会的国家是最强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

阶级借助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

·８·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２７６—２７７ 页。

毛泽东指出，“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

一切变化”。 见毛泽东：《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２９１ 页。
毛泽东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

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见毛

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２９６ 页。
毛泽东在 １９４９ 年前后不同场合说过“邓小平同志讲：事情怎么办？ 照辩证法办事。 我赞成他的话” “要

照辩证法办事。 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 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这样的话。 参见毛泽东：
《时局问题及其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２５６—２５７ 页；毛泽东：《在省市自治

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 ２００ 页。
邓小平指出，“从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去想问题、解决问题。 这就是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 “那

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 见邓小平：《按照中国的

情况写中国的文章》，《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３８９ 页；邓
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１２１ 页。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６ 页。
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２ 页。
即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坚持立足于防，

又有效处置风险；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坚持科学统筹。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８２ 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２ 年版，第 １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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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之间的时期，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在这个时期国家安全也主要体现

为维护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安全，为此人民群众可以收回国家政权，“组成自

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② 列宁进一步阐释了国家作为“实行镇

压的特殊力量”的观点，反驳了社会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自行消亡”论的歪曲，指出

在无产阶级的镇压力量通过革命来替代资产阶级镇压力量之前，国家不可能自行消

亡。③ 在这里，国家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安全的暴力工具，确保国家安全则体现为

这一工具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手里。 毛泽东特别强调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

设中的重要性，他一方面带领全党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④另一

方面坚持相信人民、发动人民，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斗争，⑤开创性地提出了党的群众路

线。 邓小平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视为国家安全得到可靠保障的前提。⑥ 江泽

民高度关注人民在实现国际安全中的作用，一方面强调维护本国主权和安全是每个国

家人民的神圣权利，⑦另一方面指出国际安全或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各国人民携手实

现。⑧ 胡锦涛提出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高度理解和平与发展，倡导各国人民携手推

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⑨ 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首次从中央

层面明确、彻底和全面阐述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坚持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原

理，强调“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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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４４５ 页。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三

卷），第 １９５ 页。
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

义》，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８８—１９４ 页。
毛泽东这方面的论述非常多。 例如，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表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０９６ 页。 又如，他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打仗，是为人

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１０ 页。

例如，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表示，“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

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３４７ 页。 又如，他在《祝贺越南南方民

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电报》中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

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４５８ 页。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８６ 页。
江泽民：《国家主权是一国人民充分享受人权的前提和保障》，《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 １１４ 页。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５２７ 页。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４６ 页。



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①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

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并要“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②

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安全观提升到新的境界。

（二）对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与扬弃

关于国家安全的宗旨或本质内涵，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以民

为本的传统思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国家安全工作导向。 《荀子》有

“爱民而安”的论断，③《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④《吕氏春秋》

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⑤《史记》中说“制国有常，利民为本”，⑥苏

辙讲“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⑦朱熹讲“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⑧ 这些观

点不仅强调了人民大众的安全而非统治者本人的安全才是国家安全之本，还指出了爱

民、利民、为民除患是实现人民和国家安全的途径。 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习近平多次引述《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提法，阐述了

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各项工作要以人民为中心的道理。 不仅如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所

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还批判了传统民本思想中隐含的统治阶层居高临下的牧民思

维，明确了“爱”“利”和“除患”的标准是由人民自己而非统治者说了算，应以人民自

身的感受为准绳的立场。⑨

关于国家安全的外延或具体任务，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构建集重要安全领域于一

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囊括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或政治家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重要国家安全

领域，且随时代的进步有极大的扩展，从而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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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３８７ 页。
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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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要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

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思想，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安全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２１ 页；习近平：《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８ 页；习近平：《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

界经济正确方向———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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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指明了现代化的方向。 《管子·牧民》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认为“守国之度，在

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①这涉及国家安全中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 《墨

子·七患》所谓“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②显示社会安全、粮食安全对于国家

安全十分重要。 《金史·左企弓传》所录“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的诗

句，③反映了时人对国土安全的重视。 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财之不丰，兵之不强，

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④强调的是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行政安全等领域

面临挑战将给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 凡此种种，大多包括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所

要求构建的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

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以及生物安全、深海安全、极

地安全和外空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之内。

关于国家安全风险挑战因素的来源与分类，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中国传统国家安

全思想区分内忧与外患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加细致科学的区分和谋划。 古代关于内忧

外患的论述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作为内因的内忧所引发的安全问题居相对主

导的地位，也是主要的安全关切之所在。 如《论语·季氏》中“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

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常被引申为祸乱之源在内部，⑤《三国志·魏书》云“天下犹人之

体，腹心充实，四支虽病，终无大患”，⑥苏洵在《审敌》中说“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

也”，⑦都是这个道理。 二是对内忧中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进行了区分。 如《管子》

的“五害论”，⑧强调的是国内发生水灾、旱灾、风雾雹霜之灾、瘟疫和虫害等对国家安

全构成挑战，而《左传》提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⑨则把内患指向政府官僚体系内部

的贪腐邪恶。 三是认为外患之“外”不是绝对的，一定条件下可能转换为内忧。 如苏

洵在《审敌》中进一步论述了“古者夷狄忧在外，今者夷狄忧在内”，由外患引发国内严

重财政问题进而影响民生和国内稳定，“名为外忧，而其实忧在内也”的道理。 总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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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观对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都有所考虑，①并且除提出统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

之外，还提出加强对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

全以及发展和安全等更多维度安全范畴的全方位统筹。

关于处理和应对国家安全风险和挑战的原则与举措，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汲取了中

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多方面的探索成果。 例如，在居安思危的基础上，突出了临危不

乱、化危为机的要求。 《周易·系辞下》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②

《左传·襄公十一年》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③类似的格言古代文献中比

比皆是。 习近平在不同场合也引用前述格言以及“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明者防

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备豫不虞，为国常道”等古语来说明居安思危、防患未然

的道理。④ 不仅如此，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还提出“立足于防，又有效处置风险”，⑤“力

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⑥以及辩证看待危亡局势，

从消极态势中寻找积极因素，“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更

高要求。 再如，在中国古代思想强调应对国家安全风险重在用人的基础上，提出在能

力建设上要善于用制度抓“关键少数”的观点。 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认为，一方面

重要岗位须选贤任能，所谓“理乱在上也”，⑦“授有德则国安”，⑧“天下安危，宰相之能

否可见”；⑨另一方面要防范官员本身成为祸乱之源，“强臣专国，则天下震动而易

乱”。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则强调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强调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 习近平还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履行国家安全责任提出具体要求和警诫，

“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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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

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充分考虑了国家内部的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风险以及外部风险。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载《求是》，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３—１０ 页。

郭彧译注：《周易》，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３８９ 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 ９９４ 页。
习近平还特地区分了可以预见的风险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后者与苏轼所谓“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

而然”相类。 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 ２２６ 页。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开创新时代国

家安全工作新局面》，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载《求是》，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３—

１０ 页。
黎翔凤：《管子校注》，第 ４７２ 页。
黎翔凤：《管子校注》，第 １４ 页。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５８０ 页。
陈宏天、高秀芳校点：《苏辙集》，第 ３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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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① 中央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确立党委（党组）国家安全

责任制，来从机制和制度上明确各级“关键少数”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责任。 又如，新

时代国家安全学强调维护国际安全、共同安全，习近平提出旨在实现和持久和平、普遍

安全等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含有传统文化“推己及人”思想的成分。 《礼

记·礼运》曰“人不独亲其亲”，《论语》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孟子·梁惠王上》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观念，奠定了中国文化包容

性的底色。 在安全领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同样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色彩。 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共同安全”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的概念首次被写入中

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之内，以党内宪制责任的方式第一次确立了对共同安全的

维护之责。

（三）对西方国家安全理论的汲取和超越

西方国家安全理论有其历史悠久的渊源和蔚为大观的脉络，与古代中国独尊儒术

之后大致能形成一种主流思想有所不同，西方包括国家安全理论在内的各种学说大多

在激烈的相互竞争中演进，其间彼此牴牾者有之，砥砺相明者有之，最终呈现出精粗混

杂、短长互现的理论格局，而主要西方国家立基于这些理论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各

有其特长和局限。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主体和中心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秉持取其精

华、弃其糟粕的原则，积极吸收西方国家安全理论与战略中的有益养分充实和完善

自身。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承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但反对唯利益论。 西方现实主义立场

的国家安全理论多强调国家寻求权力以保障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或国家的生

存。 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最重要的利益是生存，保障国家生存最重要手段就是拥

有强大的军事权力，国家会不断寻求权力以确保生存。 各国都如此行事并相互怀疑，

最终导致“安全困境”和“零和博弈”。② 结构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最关心的并非权力

而是安全，其对权力的追寻存在一个国际结构决定的临界点，在此范围以内获取权力

会增加安全，超出这个限度地追寻权力，可能促使其他国家开展军备竞赛从而恶化其

安全，所以国家应追求有限权力来维护均势。③ 与结构现实主义强调的国家追求适度

的权力不同，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决策者无法衡量多少权力才是适当的，所以根本无

法通过追求适度的权力来维护国家安全。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可以全球扩张，在考

·３１·



①
②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８２ 页。
代表性著作如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代表性著作如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虑特定的技术和地理约束条件下，进攻性现实主义提出“全球霸权不可能实现”的理

论主张，认为“大国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地区霸主”。① 新现实主义者则提出“霸

权稳定论”，认为国际社会需要霸权国家来作为包括安全秩序等在内各种公共物品的

主要提供者。②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带有强调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理论色彩。 奥巴

马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安全、繁荣、价值观和国际秩序视作美国的持久利

益，③唐纳德·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就任后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声称以有原

则的现实主义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核心。④ 与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国家安全理论和战

略相比，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虽然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等核心利益，但也

强调各方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和坚持正确义利观，认为各国应当摒弃冷战思维、零

和博弈等旧观念，通过对话协商来化解利益冲突，既不能惟力是视，也不能唯利是图。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支持通过国际合作或国际机制来维护共同安全，但致力于降低

国际制度的非中性色彩。⑤ 西方自由主义立场的国家安全理论摒弃了现实主义的国

家中心范式，强调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认为，由于现代

国家之间多种联系渠道的存在，武力不再是攫取权力的唯一重要手段，国际组织的作

用会得到加强。⑥ 凡尔赛和会之后产生并在冷战后重新引起关注的集体安全论认为，

应当发展一套从整体角度防止或控制战争的国际制度，为此各国共同约定以暴力改变

现状为非法并将受到外交、经济甚至军事等方面的集体制裁。 欧洲裁军和安全委员会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提出共同安全的概念。⑦ 与集体安全论相比，共同安全论强调与对

手一起而不是针对对手获得安全，由此反对威慑的原则和思维方式。 联合国发展署

１９９４ 年提出“人的安全（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将安全拓展为一个包含了发展的概念，扩

大了安全威胁的类型和领域，意味着安全也适用于粮食、健康、环境、人口增长、经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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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５４ 页。
代表性著作如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译：《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ｏｂａｍａ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８ 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ＮＳＳ－Ｆｉｎａｌ－１２－１８－２０１７－０９０５－２．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８ 日。
所谓制度非中性，即同一制度对不同的利益主体意味着不同的事情。 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

中性》，载《改革》，１９９４ 年第 ２ 期，第 ９７—１０６ 页。
代表性著作如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３ 版），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Ａｎｄｒｅｗ Ｊ． Ｐｉｅｒ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Ｗｏｒｋ：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 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ｆｏ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ｂ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 ｏｎ 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６１， Ｎｏ．１， １９８２， ｐ．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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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平等、移民、毒品及恐怖主义等领域。①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也认为，良好的国内外

制度环境对维护人民多维度安全需求极为重要，但决定制度环境的最重要的主体还是

国家。 国家可以通过改革国内外制度来推进共同安全。 但是，由于制度非中性的存

在，现有的国际组织及其制定的规则往往更多反映确立这些制度的大国的利益。 正所

谓“大就要有大的样子”，这个“大的样子”不是固化有利于大国的非中性制度，而是尽

量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中性从而也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

新秩序。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重视观念性因素的作用，但其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

了物质第一性原理。 持建构主义立场的国家安全理论认为，物质力量固然重要，但信

念、规范、价值、文化和认同等观念性因素，在围绕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外交政策相互作

用过程中也起着决定性而不是第二位的作用。② 例如“文明冲突”论指出，决定未来冲

突的是文明和文化，预测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会因为差别的扩大和矛盾的增长

爆发战争。③ “民主和平论”则认为，持相同的所谓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之间不发生战

争，且持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不易卷入战争。④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也重视观念或精神范

畴的作用，但与上述理论不同之处有三：其一，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倡导命运共同体意

识，但并不认为止步于意识等精神范畴就可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所强调的命运

与共是建立在作为先决条件的物质层面的安全和发展利益交融的基础之上的。 其二，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倡导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包含着克己复礼、推己及人的要求，在追求

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安全中促进各国共同安全，强调“不能一

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以牺

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⑤ 其三，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强调人类社会的

多样性建立在共同的物质第一性客观基础之上，因为这个共同的客观基础，人们不能

通过向各自的神佛祈祷而让本族或本教人士自外于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外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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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布赞、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２１４ 页。

阿米塔·阿查亚著，王正毅、冯怀信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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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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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同一的基础为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

的各地人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前提。①

三　 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实践基础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除向古今中外汲取智识养分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是在改革开

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复杂斗争环境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具备鲜明实践品质的

学问。 与那些在温室或书斋里生长的学问有所不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不断完

善，强化了新时代国家安全意识，有力推动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

反对腐败提升政府效能等方面重大实践，由此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

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把

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全面性、协调性和科学性提升到新的高度。

（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乘着经济全球化的东风，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

展。 各方面暴露出的矛盾风险挑战，还没来得及蔓延集聚爆发，就被巨大的增量发展

红利所覆盖甚至消融。 ２００７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后，尽管中国采取果

断措施，复苏状况好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但受到的负面冲击仍在后续数年中逐渐显现

并与经济结构性问题交织，经济增长率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４．２％跌落至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的 １０％以下，在 ２０１０ 年小幅回升至 １０．６％后持续下滑，２０１２ 年“破八”、２０１５ 年“破

七”。 原先被增量红利掩盖的经济社会矛盾开始暴露，并有相互交织而形成风险综合

体的迹象。 在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避免其形成风险综合体的过程中，新时代国

家安全学产生并不断完善，发展出防控结合、标本兼治的安全风险治理策略。

在防范化解经济金融安全风险方面，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治本，同时着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全球性、周期性因素的影

响，但结构性问题才是根本原因。 由此，中央提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从根本上

应对，即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

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② 与此同时，中央

提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把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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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２６１ 页。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

报》，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融工作的永恒主题，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

处置机制，部署相关部门对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和异常交易行为的主体采取

断然举措，避免了 ２０１５ 年“股灾”等严重影响金融安全的事件演变成系统性经济金融

风险，为各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了良好环境。
在污染防治及维护环境安全方面，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强调以天蓝、地绿、水清的美

丽中国建设为本，着力防范和处理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风险和隐患。 中央指出，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应严格生态安全底线、红线和高压线，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

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 为此，中央确立了以打赢蓝

天保卫战为重点发起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攻方向。 ２０１７ 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

与珠江三角洲全国三大城市群全部超额完成了 ２０１３ 年设立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目标。 ２０１８ 年，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到 ２０２０ 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

比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１５％以上；ＰＭ２．５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１８％以

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８０％，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比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２５％以上”的新目标。①

在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方面，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强调将预防性反恐放在第一

位，依法严厉开展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斗争。 如果将通过投入较高边际成本而取得

的安全状态及维护安全状态的能力称为积极安全，那么消极安全则指不被迫进行或追

加较高安全投入，可以在低边际投入状态下实现的安全。 一般说来，主动作为的安全

模式边际成本比较高，而通过良好的治理与行为、信任，以提升自身损失吸收能力和抗

打击能力等方式增强安全韧性，这样实现的安全边际成本相对较低。 从现实路径看，
通过积极安全迈向消极安全，需要将严厉举措与预防性举措有机结合起来。 据不完全

统计，自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年底，“三股势力”在新疆等地共制造了数千起暴力恐怖案

（事）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害，数百名公安民警殉职，财产损失无法估算。② 邪不压

正，为了将“三股势力”嚣张气焰打下去，新疆按照中央部署依法严厉打击，在较短时

间实现了积极安全。 同时，新疆还通过改善民生、普法教育、语言和知识培养、技能帮

扶以及去极端化教育等方式，从源头上消除恐怖极端势力的经济和思想根源，为消极

安全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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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８－０７ ／
０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０３１５８．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ｉｏ．
ｇｏｖ．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３２８３２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６４９８４１ ／ １６４９８４１．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实践

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的总和。① 国家核心利

益是国家利益之中不容牺牲、不做交易的那部分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

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条明

确规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

全状态的能力”。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的斗争

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摸索规律，形成了在动态平衡中统筹维稳和维权两个大局的科

学方法，并以此指导实践，在维护海洋权益、保障网络安全、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

以及维护海外利益安全等方面，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推动实现了区域

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

在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中央通过指导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实现了

对中日东海划界和南海问题的风险管控，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维护主权安全上的运

用提供了鲜活的经验。 中日东海划界问题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一直存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日本政府按照所谓钓鱼岛“国有化”方针决定从年度预算中拨款“购岛”，此举

激化了中日矛盾。 随即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见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莱昂·帕内

塔（Ｌｅｏｎ Ｐａｎｅｔｔａ），表示日方应该悬崖勒马并明确要求美方谨言慎行，不要介入钓鱼岛

主权争议。 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的 １２ 月 １２ 日，中国首次在钓鱼岛开展海空立体巡

航，明确在领土问题上的不退让态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

区”，将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在内 ３ ／ ４ 的东海海域划入。 最终，在日本挑起的东海争

端里，中国顶住压力，采取一系列措施成功打破日本单方面控制钓鱼岛的局面，中日关

系也没有走到图穷匕见的一步，并在近年还有所转圜。

南海问题同样由来已久。 中国和东盟国家 ２００２ 年共同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菲律宾违背之前与中国达

成的共识，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 对此，中国政府开展了及时有力的法理斗争。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此后多次重

申此立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中国政府发表立场文件指出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仲裁庭做出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中国随即声明该裁决

无效。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仲裁庭做出对菲律宾“一边倒”的裁决后，中国政府当即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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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第 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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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该裁决无效、没有约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随后，中国政府还通过一系列声

明和立场文件，还原中菲南海有关争议的事实真相，重申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贯立

场和政策，争取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Ｒｏｄｒｉｇｏ Ｄｕｔｅｒｔｅ）担任新一任菲律宾总统后提出“建设建设再建设”的治国方针，在南

海问题上转而采取搁置争议的立场。 中国也在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强了和菲律

宾的合作，支持其改善国内福祉民生。 南海问题“降温”取得良好成效。

在维护国家安全核心利益免于外部威胁上，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近年来从保障网络

安全和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等方面的实践中，总结出了较为丰富的维权维稳规律。 中国

是遭受网络黑客攻击的重灾区。 ２０１７ 年，位于境外约 ３．２ 万个计算机恶意程序控制的

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约 １１０１ 万台主机。① 尽管如此，美国方面不顾“棱镜门”披露

出的其对全球大规模监听计划及其研发进攻性网络工具引发“想哭（ＷａｎｎａＣｒｙ）”勒索

病毒肆虐全球等事实，时常贼喊捉贼地指责中国破坏网络安全。 习近平高度重视维护

网络安全和网络空间国家利益，做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论断，一方面

着力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另一方面提出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

原则”“五点主张”，②特别是倡导尊重网络主权、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立场，赢

得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赞同，从能力建设和话语权竞争方面双管齐下维权维稳，效果

显著。 除网络空间安全外，中国还有力维护核安全以及极地、外空、深海和生物等领域

安全，并在推动相关领域全球治理合作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２０１８ 年以来，美国“规锁”中国的意图日益显著，③中美贸易摩擦在美国步步紧逼

下迅速升级，但在中国坚定而理性的回应下，中美经济关系没有出现塌方式崩溃。

２０１８ 年年底，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达成共识，同意暂停升级关

税等贸易限制措施，包括不再提高现有针对对方的关税税率以及不对其他商品出台新

的加征关税措施，并决定由双方工作团队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加紧磋商，努

力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推动双方经贸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 两国元首的政治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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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 ２０１７ 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ｘｂ ＿ ｐｄｆ ／
２０１８ｙｅａｒ ／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四项原则是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 五点主张是：第一，加快全球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第二，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第三，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

荣；第四，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第五，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 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第 ５３２—５３６ 页。

所谓“规锁”，就是要运用新的规则来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

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 参见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
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载《清华金融评论》，２０１８ 年第 ７ 期，第 ２４—２５ 页。



为最终解决不断加剧的中美贸易争端打开了大门，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暂时避免

了在贸易领域的“对撞”升级及其对两国与世界可能产生的严峻后果。 同时，中国并

没有因为美国的压力而降低维护本国经济安全核心利益的要求，没有为了维稳而放弃

维权。 中方承诺愿意根据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要，开

放市场，扩大进口，这不仅是为了缓解中美贸易关系中美国对中方贸易盈余的不满，更

重要的是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和产业与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为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中方愿意根据

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扩大进口，包括从美国购买适销对路的商品。 “适销对路”反

映了中方对美方适应需求的意愿、能力和灵活性的期待和要求。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中国海外利益规模越来越大，成为中国发展利益安全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末，中国海外资产总量达到 ６．４ 万亿美元，在境外设立企业约 ２９７００

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８８２６．４ 亿美元，公民年出境旅游人数 １ 亿人次左右。 中央认识

到，如此大规模的海外利益在国际上处于基本不设防状态，遇到重大风险除了撤侨外，

对其他活动在全球各地的中国公民和法人缺乏其他有效安保力量予以保障，已经成为

海外利益安全的突出短板。 为此，中央提出加紧研究、加大投入、加强防范，逐步提高

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保护我国海外公民和法人安全，保护我国海外金融、石油、

矿产、海运和其他商业利益。① 一方面，政府加强了国内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

保障协调机制建设，例如一些地方建立以“一带一路”建设境外安全保障工作协调小

组为基础的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和企业、个人“五位一体”的境外安全保护工作

机制。②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还积极通过对外安全合作协调来帮助形成并有效运用当

地安保力量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 例如，在中方支持和援助下，２０１７ 年巴基斯坦内

政部宣布成立由 ９ 个陆军营和 ６ 个民兵部队组成共 １３７００ 人的中巴经济走廊特殊安

全部队（ＳＳＤ），专门负责中巴经济走廊项下项目及中方人员安全。 这些内外部的机制

创新，为维护中国海外合法权益和“一带一路”相关区域安全形势的稳定，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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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了相关信息，但这些信息当时没有在新

华社通稿中公开，后收录于《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 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

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１８—２１９ 页。
《贵州省推动企业沿着“一带一路”方向“走出去”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ｇｕｉｚｈｏｕ．

ｇｏｖ．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１ ／ ０１６８９６６２９．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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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对腐败提升政府效能的实践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认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形

成维护国家安全强大合力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其中的“关键少数”，在构筑国家安全体

系和安全能力建设进程中发挥着其他安全元素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就中国而言，有

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是中国、中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 维护新时代国

家安全，关键在党。 然而，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 党及其领导下的干部队伍，如果不

能长期保持公正廉洁的操守、与时俱进的效率效能和一锤定音的公信力，腐化堕落、慵

懒懈怠和软弱涣散等消极因素就可能从内部侵蚀掉维护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 为此，

有必要以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的决心，及时向党和政府内的腐败、低效和投机行为发起

坚决的斗争，并在自我革命的斗争实践中总结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规律。

反腐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鉴于任由腐败愈演愈烈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中央采

取断然措施，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初

步实现不敢腐的目标，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形

成压倒性态势并巩固发展。 同时还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权，彰显巡视利剑作用，实现中央和

省级党委巡视全覆盖，从源头上、制度上管党治党，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提升到新的水平，为维护新时代国家安全准备了牢固可靠的组织基础。

提升政府效率效能方面，中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等要求，推

进公共部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创建服务型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等

方面的一些举措，如大规模减税降费等，可能触动政府的存量利益，不啻“割自己的

肉”，也是“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改革”。① 例如，２０１９ 年减税和降低社保缴费措施，

将减轻企业负担近 ２ 万亿元人民币，政府财力相应将出现缩减。 减税降费、简政放权

本身不是目的，在权钱上面做减法后，政府不能当甩手掌柜。 “该管的还要管，上级部

门放的权，下级要接住，不能出现真空地带”，②要做到守土有责。 最终的目的，是要通

过转变和精简来提升效率效能。 具体到国家安全领域，一是做到管控纾解好公共部门

改革过程中的消极懈怠抵触情绪，避免演变成风险因素；二是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建立

完善各级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实现层层尽责抓好国家安全。

高的公信力可以大大降低政府应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成本。 缺乏公信力，公共部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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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２２０ 页。



处理国家安全事件时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Ｔａｃｉｔｕｓ Ｔｒａｐ）”，即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公众都认为政府在说谎，从而拒绝配合甚至发生抵触对抗行为。 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来源

有三。 一是公共部门自身严格依法办事。 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政府自身

行为有章可循，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活动，既可为其他部门或市场主体做出表率，也可以为

各方在选择和政府打交道的策略时提供稳定预期。 二是公共部门要讲信誉，总体上能保

持政策连续性，特别要杜绝“新官不理旧账”的情况发生。 三是对出现的问题和错误，不
讳莫如深或文过饰非，能及时认错、拨乱反正。 正所谓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过也人皆见

之，更也人皆仰之。 这么大的党和政府治理这么大的国家，难免出错。 只要能尊重事实

和法律，依法纠正重大冤假错案件不但不会降低公共部门声誉和公信力，反倒会让人民

群众对其更具信心。 以上三个方面，都意味着对公共部门的行为和权力有比较严格的约

束。 缺乏约束的权力不值得信任，并且可能演变成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从这个意义

上说，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支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支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四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为中心的理论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汲取古今中外国家安全思想和总结民族复

兴关键阶段国家安全丰富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其趋于相对成熟和确立的标志是总

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 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核

心要素和“四梁八柱”，勾勒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理论逻辑。 更重要的是，总体国家

安全观凝练归纳的总体属性，规定了新时代国家安全观有别于其他国家安全思想和理

论的哲学气质。
（一）作为世界观的总体

世界观是人对世界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从世界观的层面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

体，反映的是新时代国家安全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开放的而不

是封闭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属性，由此指向的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所倡导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

同时，人类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 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

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
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① 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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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５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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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时代，人类越是渴望栖息于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

洁美丽的世界之中。 当前存在的共同风险和威胁以及人类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增强了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奠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

基础。

要让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成为现实，需要把握国家安全的总体属性。 第一，国家

安全是整体的而非割裂的，这意味着不同领域安全风险相互传递、转换、交织，在一个

领域发生的风险可能在另一个或多个领域爆发，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出现风险综

合体。

第二，国家安全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这意味着任何领域任何区域都不存在一劳

永逸的安全。 现在安全的地方未来可能出风险，现在安全矛盾挑战集中的地方，未来

可能风平浪静。 研判国家安全风险挑战的分布，必须考虑时间维度。

第三，国家安全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这一方面意味着国家安全风险挑战的来源

不仅存在于内部，同样存在于外部，并不存在一道阻绝内外的风险隔离墙；另一方面也

意味着，在全球化时代，试图通过闭关锁国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安全，将面临更不可承担

的成本和风险，立足开放环境，加强内外交流联系，国家安全能力和水平才会提高。

第四，国家安全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这意味着所谓总体安全就是重大国家利益

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而并不追求

完全没有危险和内外威胁的绝对安全状态，或为此无限投入安全资源和提升安全能

力。 世界上也没有绝对安全，只能立足基本国情保安全，避免不计成本追求绝对安全，

否则不仅会背上沉重负担，甚至可能顾此失彼。

第五，国家安全是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这意味着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实现需

要各个国家共同努力和携手合作。 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别国面临的

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 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

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来谋求自身安全。 否则，不但不能实现

独善其身式的国家安全，反倒可能引火烧身。

（二）作为认识论的总体

认识论是特定主体确信其对世界所秉持的基本立场之后确立的关于认识的本质

及规律的理论。 在认识论层面，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就是指对中国来说，必须按照

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三位一体的方式来认识和理解新时代国家安全，

才能推动引领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认为，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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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

根本，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各项权利，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合

法权益，为人民创造良好生存发展条件和安定生产生活环境。 《说文》释，“宗，尊也。

凡尊者谓之宗”“旨，美也”，①《玉篇》称，旨，“美也，意也，志也”。② 从词义上看，所有

美好意向和志趣中最受尊崇者，即宗旨。 国家安全各要素中，以人民安全为最高尊崇，

其他安全必须服从服务于人民安全。 但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具有特定的阶级内容和

历史内容。 人民是相对敌人而言的，它反映了特定社会的政治关系。 孤立地谈人民安

全，无视其政治属性，则人民的概念容易被社会中的强势利益集团用自身狭隘利益所

架空，而罪恶也会假人民之名以行。 所以，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十分强调政治属性和政

治关系，强调必须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这样才能真正保障人民安全和中国的国家利益。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把制

度安全、政权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为国家安全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战乱动荡，历经长达

一个多世纪的磨难。 在经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总统制等失败尝试后，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特殊的

利益，其所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 维护党的领导、制度安全和政权安全是新时代

政治安全的内在要求。 政治安全是举旗定向的质性判别要素或指标。 政治安全出了

问题，其他基础、保障和依托性安全要素所保证的就可能是虚假的“人民安全”和错位

的“国家利益”，这种情况下，越是强化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和国际安全等对“人民安

全”和“国家利益”的支撑，反倒越会走向真正的人民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对立面。

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准则，就是要把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发点，牢

固树立捍卫国家利益的机遇意识，强化捍卫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创新捍卫国家利益

的方式方法，更坚决更有效地维护好捍卫好国家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 国家利益是相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的，表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 国家利益至

上，就是维护人民共同对外利益的安全，不能屈从于其他国家或国际行为体的利益。

在主权国家时代，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是人民安全和政治安全的试金石。 如果一个国

家的政治制度，或者代表人民的政治集团，在面对外部势力时，不坚持国家利益至上

的准则并按此准则行事，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让国家的生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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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３４２、２０２ 页。
顾野王：《玉篇》（根据张氏泽存堂本影印的《宋本玉篇》），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８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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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这样的制度和集团要么是外国势力的代理，要么质量

差、能力低，缺乏或丧失了代表人民和维护人民安全的先进性，都应当被清扫到历史

的垃圾堆里去。

中国的国体政体决定了党、人民和国家是一个共同体，①必须坚持人民安全、政治

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的长期执

政、国家长治久安，而不能把三者割裂或对立起来。 那种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构建

国家安全体系”还是“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构建国家安全体系”对立起来寻求二中择一

的答案，或者问“人民安全 ／利益”和“国家利益”孰高的做法，都违背了三者有机统一

的内在逻辑，都是“不合法”的、错误的提问。 错误的提问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人

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三者有机统一的提出，深化了党对新时代国家安全

的规律性认识。

（三）作为方法论的总体

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特别是改造世界的理论。 在方法论层面上，总体国家安全

观的总体主要是指全面统筹的方法。 具体来说，包括工作导向上对发展与安全的统

筹，对防范风险与处置风险的统筹，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的统筹。

先看统筹发展与安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出现过三种工作

导向。 第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党坚持的是安全导向的治国理政模式。

在此阶段，外部有“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干扰，内部有国民党特务、

阶级敌人的破坏，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 要在严峻的内忧外患中维护新生人民政

权和新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安全是最大的问题和压力。 外交上强调“深切地同情并且

积极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侵略的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②

经济布局上开展了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等领

域的三线建设，战略上为“美帝”“苏修”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做准备。 各领域工作都

有明显的安全导向的色彩。

第二，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坚持的是发展导向的治国理政模式。

１９７８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序幕。 此

后，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内

政外交国防等各方面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三个有利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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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国安：《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谱写国家安全新篇章》，载《求是》，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第
１１—１５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１０１ 页。



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发展成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第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逐渐酝酿并提出统

筹发展与安全的新的治国理政工作指向。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坚持发展是解决中国

一切问题的关键的同时，提出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

事是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发展是安全

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保障，从而将安全也提升到发展的同一个高度上，两者的统筹成

为衡量治国理政各方面工作（当然也包括国家安全工作）的辩证统一标准。

再看统筹防范和处置风险。 应对风险是国家安全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 中国

已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越来

越多并且不断积累，甚至进入集中显露期。 中央指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

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如果

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

可能被迫中断。 必须把防范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力争不出现风险。 除了要有防范风

险的先手，还要有应对和处置、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

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这样即便出现了重大风险，

也能扛得住、过得去。 立足于防又能有效处置风险，是统筹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的基

本要求。

最后看统筹国家安全的维护与塑造。 维护二字表明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采取

防御性的总基调，正如在国防政策上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一样。 而塑造则

带有更具主动性和更加积极的色彩，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 统筹维护和

塑造国家安全，就是确立积极防御的国家安全方针。 随着全球化深度发展，一国国内

事务向世界溢出、扩散的现象日益突出。 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家利益向海外拓展的范

围和力度与日俱增，保护海外利益安全的需求日益强烈，前瞻性地塑造安全的迫切性

不断上升。 由此，在经当事各方同意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当事方内部事务，推动事态向

有利于当事各方且符合国际公平正义原则的方向良性发展的“建设性介入”应运而

生。① 除外交上的“建设性介入”外，战略上“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的要求，经济金

融安全、社会安全以及核安全等领域标本兼治的方向，也都体现了新时代国家安全统

筹维护与塑造的思路。

·６２·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


① 冯维江：《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科学内涵、战略布局与实践要求》，载《国际展望》，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３—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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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在中国兴起的关

于国家安全的学科和理论。 这一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家安全思

想及其中国化理论，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超越和扬弃了西方国家安

全理论及战略，在总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开展的国家安全斗争实践经验和规

律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为主体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

话语体系，为促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围绕国家

安全的斗争与合作实践仍在进行，作为理论和学科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学也将不断完

善。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决定设

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 以此为契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学术共同体在加速形成之

中，学科的组织建设、学术梯队的培养也将迎来新的高潮。 本文是对新时代国家安全

学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以总体为特征的理论逻辑的初步梳理和概括，并不能够覆盖

更不可能解决本学科的全部重要问题。 例如，如何看待维护国家安全中斗争与合作的

关系、如何将大国战略竞争导向“竞争性共荣（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ｏ⁃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如何塑造中

国特色大国安全、如何评价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适用性等重要理论

和实践命题的解答，还有待于整个学术共同体的进一步研究。

（截稿：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编辑：肖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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