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当代中国外交》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口述当代中国外交
课程英文名称: Oral Contemporary Chinese Foreign Affairs
课程号：405020552
课程属性：政治学类通史选修课
开课学期：春季 秋季
总学时：36 学时
学分：2
先修课程：国际关系史 国际政治学原理 中国对外关系与边疆问题
面向对象：国际政治、政治学、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专业
开课院/部(室/所)：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研究所/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政治学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和公共管理专业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是面向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学生开设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中
国外交也开始了新的篇章。半个世纪以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曾面临过西方大
国的干涉和压力，也出现过来自共和国内部“左”的错误的干扰，但新中国外交在毛泽东、
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的亲自领导下，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取得了伟大成就。
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中国以崭新的面貌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口述当代中国外交》主要是请新中国成立后的驻外大使们，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和见
证，给同学们讲述新中国外交的风云片段，使同学们与大使们零距离接触，多角度了解新中
国的外交历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导论：2 学时
知识单元 1：一、新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
参考学时：1 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中国外交的特色
1．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
2．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
3．坚持正义，“不信邪”
4．信守诺言，“说话算数”
（二）新中国外交的风格

1．实事求是
2．求同存异
3．不卑不亢
4．平等待人
5．热情友好
6．诚恳磊落
7．以理服人
学习目标：
1．了解相关概念和理论。
2．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风格和特点。
作业：
新中国外交的特点和风格是什么？

知识单元 2：《口述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参考学时：0.5 学时
学习内容：
1．研究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
2．范围是从 1949 年到现在大国或者重要地区的外交。
学习目标：
1．了解大国及重要地区的基本情况。
2．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国及重要地区的外交政策。
作业：
新时期以来中国与不同大国之间的的外交关系？

知识单元 3：《口述当代中国外交》的教学目的、基本要求和学习方法
参考学时：0.5 学时
学习内容：
1. 大使口授
2. 老师讲相关背景材料
3. 同学们准备问题相结合。
学习目标：
1．了解本门课程的基本情况。
2．掌握本门课程的学习方法。
作业：
你准备如何学好《口述当代中国外交》这门课程？

参考书目：
1．外交部外交史编辑部 《新中国外交风云》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2．[英] 贝里奇 著 庞中英 译 《外交理论与实践——外交学译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金桂花 著 《话说外交调研：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4．王福春 主编 《外事管理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金正昆 著 《现代外交学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6．鲁 毅 等著 《外交学概论》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7．马保奉 著 《礼宾春秋》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8．吴德广 刘一斌 主编 《礼宾：鲜为人知的外交故事》 新华出版社，2008
9．叶自成 著《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 北京出版社，1998
10．叶自成 著 《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
想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美] 罗斯·麦格迪斯 《当代各国外交政策》 胡祖庆 译 （中国台湾） 五南图书出版
有限公司，1991
12．[印] 罗伊·新德里 《外交学》 斯特林出版公司，1984
13．[苏] 科瓦缪夫 《外交入门》 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9

（二）第一讲 新中国外交的奠定

4 学时

知识单元 1：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参考学时：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 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二）毛泽东、周恩来等制定的外交方针
（三）《共同纲领》和第一部宪法对外交政策的规定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学习目标：
1．了解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2．掌握《共同纲领》和第一部宪法对外交政策的规定。
作业：
1．新中国的外交为什么要“另起炉灶”？
知识单元 2：二、外交部的成立及发展
参考学时：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外交部的成立
（二）外交部人员的构成
（三）外交部机构的确立与演变
（四）外交部办公地址的变迁

学习目标：
1．了解外交部几十年来的大致发展历程。
2. 掌握外交部成立时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讲话精神。
作业：
1．外交部成立时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参考书目：
1．中央档案馆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 》 档案出版社，1999
2．青峰石 《外交部大楼里的故事》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3．李力 著 《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 人民出版社，2008
4．谢君桢 编著 《从板门店到芝加哥-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5．朱仲丽 著 《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6．廉正保 王景堂 黄韬鹏 编著 《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
1955） 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
（三）第二讲 新中国外交官的素质、遴选与培训

2 学时

知识单元 1：一、各国对外交官的选拔标准
参考学时：0.5 学时
学习内容：
（一）西方国家对外交官的选拔标准
（二）东方国家对外交官的选拔标准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大国对外交官的选拔标准。
2．掌握东方国家对外交官的选拔标准。
作业：
1．中共东西方对外交官选拔准备的异同？
知识单元 2：二、 新中国对外交官的选拔标准
参考学时：1 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中国对外交官的政治要求
1．站稳立场
2．掌握政策
（二） 新中国对外交官的业务素质的要求
1．钻研业务
2．严守纪律
学习目标：
1．了解新中国对外交官提出的 16 字方针的背景。
2．掌握新中国对外交官提出的 16 字方针的内容。

作业：
1．如何理解新中国对外交官提出的 16 字方针？

知识单元 3：三、新中国外交官的选拔与培训
参考学时：0.5 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中国外交官的选拔
1．初、中级外交官的选拔
2．大使的选拔
（二） 新中国外交官的培训
1．外交官培训的摇篮
2．外交学院的成立
3．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成立
4．其他的培训基地和途径
学习目标：
1.了解新中国外交官选拔的过程。
2. 掌握新中国外交官选拔的标准。
作业：
新中国的外交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参考书目：
《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3．黄金祺 著 《怎样当好外交外事人员：论涉外人员素质修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4．黄 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5．宗道一 等 《周南口述 遥想当年羽扇纶今》
《章汉夫传》编写组 《章汉夫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6．
7．耿飚 《耿飚回忆录》上、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949
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
——1955） 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
9．徐京利 《解密中国外交档案》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
10．陈敦德 《崛起在 1949——开国外交实录》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11．李肇星 《从未名到未名：李肇星感言录》 青岛出版社，2008
12．王 凡 著 《吴建民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13．王之栋 著《我这个外交官》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14．倪征（日加奥），淡薄从容莅海牙》 法律出版社，1999
15．郎劲松 著 《新闻发言人实务》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16．吴德广 著 《从礼宾官到总领事》 新华出版社，2008
17．章亚南 陈泽梁 主编 《涉外工作常识》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8

18．邹建华 著 《外交部发言人揭密》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19．郑 言 编 《外交纪实》（1——4）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20．周溢潢 主编 《惊心动魄的外交岁月——中国外交官手记》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四）第三讲 第一次建交高潮 2 学时
知识单元 1：一、中苏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0.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中国第一位驻苏大使的任命——王稼祥
（二）新中国第一位驻苏大使走马上任
（三）历任驻苏(俄)大使
王稼祥 (1949.10——1951.02)
张闻天 (1951.04——1955.01)
刘 晓 (1955.02——1962.10)
潘自力 (1962.12——1966.05)
刘新权 (1970.11——1976.03)
王幼平 (1977.08——1979.07)
杨守正 (1980.04——1985.01)
李则望 (1985.02——1987.07)
于洪亮 (1988.09——1991.11)
王荩卿 (1991.12——1995.06)
(苏联解体后于 1992 年改任驻俄罗斯大使)
李凤林 (1995.06——1998.09)
武 韬 (1998.09——2001.07)
张德广 (2001.07——2003.10)
刘古昌 (2003.11—— 2009.07)
李 辉 (2009.08——
)

学习目标：
1．了解中苏、中俄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大致历程。
2．掌握当前中俄关系的主要特点。
作业：
1．苏联解体后为什么很快我们就承认了俄罗斯？
知识单元 2：二、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0.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的任命——曹祥林
（二）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的任命——王幼平
（三）新中国驻匈牙利大使的任命——黄镇

（四）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的任命——谭希林
（五）中国驻朝鲜大使的任命——倪志亮
（六）中国驻波兰大使的任命——彭明治
（七）中国驻蒙古大使的任命——吉雅态
（八）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的任命——姬鹏飞
（九）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任命——徐以新
（十）中国驻越南大使的任命——罗贵波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共同特点。
2．掌握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基本原则。
作业：
1．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知识单元 3：三、同部分民族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0.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中国驻印度大使的任命——袁仲贤
（二）新中国驻缅甸大使的任命——姚仲明
（三）新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的任命——王任书
（四）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任命——韩念龙
（五）新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的任命——丁国钰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同部分民族主义国家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大致过程。
2. 掌握中国同部分民族主义国家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原则。
作业：
1．中国同部分民族主义国家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知识单元 4：同部分西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0.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中国驻瑞典大使的任命——耿 飙
（二）新中国驻丹麦大使的任命——郑为之
（三）新中国驻瑞士大使的任命——冯 铉
（四）新中国驻芬兰大使的任命——陈辛仁
（五）新中国驻挪威大使的任命——王幼平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同部分西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

2．掌握中国中国同部分西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原则。
作业：
1．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参考书目：
1．徐则浩 《王稼祥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2．程中原 《张闻天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3．刘晓 《出使苏联八年》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4．刘晓等著 《我的大使生涯》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5．李同成 著 《在异国星空下》
（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6．刘贵波等著 《鸿爪遗综》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7．蒋本良 《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 》上海辞
书出版社，2007
8．程运行 《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001
9．杨公素 《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会议》海南出版社
10．李连庆 《我在印度当大使/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11．王洪起 《“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
12．范承祚 著 《往事如诗——范承祚回忆录》 南京出版社，2008
13．刘彦顺 著 《波兰十月风暴》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14．耿飚 《耿飚回忆录》上、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程瑞声 著 《睦邻外交四十年——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5．李家忠 著 《从未名湖到还剑湖：我与越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五）第四讲 第二次建交高潮 2 学时
知识单元 1：一、中国同亚非拉外交关系的建立
参考学时：1 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柬埔寨大使的任命——王幼平
（二）驻埃及大使的任命——陈家康
（三）驻几内亚大使的任命——柯 华
（四）驻阿尔及利亚大使的任命——曾 涛
（五）驻古巴大使的任命——申 健
学习目标：
1．了解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的背景。
2．掌握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的基本特点。
作业：
1．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2：二、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1 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法国大使的任命——黄 镇
（二）驻法大使的使命
（三）历任驻法大使
黄 镇（1964.06——1973.03）
曾 涛 (1973.06——1977.02）
韩克华 (1977.08——1980.01）
姚 广 (1980.05——1982.12）
曹克强 (1983.02——1986.10）
周 觉 (1986.11——1990.10）
蔡方柏 (1990.11——1998.10）
吴建民 (1998.11——1998.10）
赵进军 (2003.7 ——2008.02）
孔 泉 (2008.03—— 2013.05）
翟 隽（2014.01——
）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法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背景及大致过程。
2．掌握法国为什么成为大国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
作业：
1．第二次建交高潮的特点是什么？
2. 法国为什么成为大国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
参考书目：
1．朱 洪 《将军·外交家黄镇》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2.陈敦德 《破冰在 1964——中法建交实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3．黄舍骄 《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4．张锡昌 《四十年法国缘》（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5．蔡方柏 《从戴高乐到萨克齐》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6．吴建民 施燕华 著 《在法国的外交生涯》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7．佘春树 主编 《柬埔寨饱经沧桑》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4
8．周伯萍 《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9．江 翔 著 《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我在非洲十七年》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0．詹世亮 著 《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出使土耳其、埃及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1．时延春 著 《中东枭雄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2．朱祥忠 著 《拉美亲历记——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13．王成家 著 《解读卡斯特罗神话：王大使与菲德尔的不解之缘》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六）第五讲 第三次建交高潮 2 学时
知识单元 1：一、中国同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0.5 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加拿大大使的任命——黄 华
（二）驻意大利大使的任命——沈 平
（三）驻奥地利大使的任命——王越毅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同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的背景及过程。
2．掌握中国同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原则。
作业：
1． 中国同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知识单元 2：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发展
参考学时：0.7 学时
学习内容：
（一）基辛格秘密访华
（二）尼克松访华
（三）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任命
黄 镇 (1973.05——1977.11)
柴泽民 (1978.08——1979.03)
（四）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
（五）驻美大使的任命
（六）历任驻美大使
柴泽民 (1979.03——1982.12)
章文晋 (1983.03——1985.04)
韩 叙 (1985.05——1989.08)
朱启祯 (1989.105——1993.03)
李道豫 (1993.04——1998.02)
李肇星 (1998.03——2001.01)
杨洁篪 (2001.02——2005.03)
周文重 (2005.04—— 2009.12)
张业遂（2010.03——
）
学习目标：
1．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曲折发展的过程。
2．掌握 21 世纪以来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业：
1．21 世纪以来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是什么？
知识单元 3：三、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参考学时：0.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的任命
（二）常驻联合国历任代表
黄 华 (1971.11——1976.10)
陈 楚 (1977.05——1980.06)
凌 青 (1980.08——1985.06)
李鹿野 (1985.08——1999.05)
秦华孙 (1995.02——2000.02)
王英凡 (1999.10——2003.06)
王光亚 (2003.04——2008.10)
张业遂 (2008.10——2010.02)
李保东（2010.02——
）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背景和过程。
2. 掌握中国在联合国中拥有的合法权利。
作业：
1.如何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和作用？
知识单元 4：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参考学时：0.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日本大使的任命
（二）历任驻日大使
陈 楚 (1973.04——1976.12)
符 浩 (1977.08——1982.02)
宋之光 (1982.03——1985.08)
章 曙 (1985.09——1988.06)
杨振亚 (1988.01——1993.03)
徐敦信 (1992.12——1998.06)
陈 健 (1998.04——2001.07)
武大伟 (2001.07——2004.08)
王 毅 (2004.09——2007.09)
崔天凯 (2007.09—— 2010.01)
程永华（2010.02——
）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的背景和过程。
2 掌握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主要原因。
作业：

1．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主要原因？
知识单元 5：中国同西欧其他发达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0.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英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建立
1、驻英国代办的任命
宦 乡 (1954.10——1963.03)
熊向辉 (1962.06——1967.01)
2、驻英国大使的任命
3、历任驻英国大使
宋之光 (1972.07——1977.12)
柯 华 (1978.09——1983.03)
陈肇源 (1983.04——1985.03)
胡定一 (1985.04——1987.06)
冀朝铸 (1987.08——1991.03)
马毓真 (1991.05——1995.11)
姜恩柱 (1995.12——1997.01)
马振岗 (1997.03——2002.07)
查培新 (2002.08——2007.03)
傅 莹 (2007.04—— 2010.02)
刘晓明 （2010.02——
）
（二）中国联邦德国外交关系的建立
1、驻联邦德国大使的任命
2、历任驻德国大使
王雨田 (1973.06——1974.05)
王 殊 (1974.09——1976.11)
张 彤 (1977.08——1982.10)
安致远 (1983.02——1985.04)
郭丰民 (1985.04——1988.04)
梅兆荣 (1988.05——1997.01)
卢秋田 (1997.01——2001.12)
马灿荣 (2002.01——2009.07)
吴洪波（2009.08——2012.08）
史明德（2012.08——现在 ）
学习目标：
1.了解中英、中德（西德）建交的背景和过程。
2 掌握当前中英、中德关系的主要特点。
作业：
1．当前中英、中德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6：六、中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0.1 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澳大利亚大使的任命——王国权
（二）驻新西兰大使的任命——裴坚章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背景和过程。
2．掌握中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关系的基本原则。
作业：
1. 澳大利亚、新西兰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2. 第三次建交高潮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参考书目：
1．张 颖 《外交亲历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2．王 殊等著 《不寻常的谈判》（新中国大使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符 浩、李同成主编 《鹿死谁手——中国外交官在美国》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
4． 王 立 著 《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 世界知识出版社
5．阮 虹 《一个外交家的经历：韩叙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6．杨振亚 《出使东瀛》 上海辞书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7
7．凌 青 《从延安到联合国—凌青外交回忆录》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8．庞 森 著 《走进联合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9．叶成坝 著 《亲历联合国高层》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0．王亚丽 《爱琴海岸：一个女外交官的希腊生活》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1．张 兵 著 《远离祖国的领土》 新华出版社，2008
12．王 殊 著 《五洲风云纪》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3．黄德良 著 《中拉建交纪实》（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4．宋家珩、董林夫 《中国与加拿大——中加关系的历史回顾》 齐鲁书社，1993
15.马振岗 著《难忘英伦》 东方出版中心，2008
16．侯敏跃 《中澳关系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七）第六讲 新时期外交关系的建立

4 学时

知识单元 1：一、同亚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参考学时：1 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的重新任命——钱永年
（二）驻新加坡大使的任命——张 青
（三）驻韩国大使的任命——张庭延
（四）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任命——孙必干
（五）驻以色列大使的任命——林 真
学习目标：

1.了解新时期中国印尼、新加坡、韩国、沙特、以色列外交关系恢复和建立的背景和过程。
2．掌握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作业：
1. 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知识单元 2：二、同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参考学时：1 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津巴布韦大使的任命——褚启元
（二）驻纳米比亚大使的任命——吉佩定
（三）驻南非大使的任命——王学贤
（四）马拉维大使的任命——林松添
学习目标：
1.了解新时期中国同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南非、马拉维外交关系建立的背景和过程。
2．掌握新时期中国外交调整的主要内容。
作业：
1.新时期中国外交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3：三、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参考学时：1 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哥伦比亚大使的任命——赵政一
（二）驻玻利维亚大使的任命——原焘
（三）驻哥斯达黎加大使的任命——汪晓源
学习目标：
1.了解新时期中国同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外交关系建立的背景和过程。
2．掌握十八大后中国外交的主要内容。
作业：
1. 十八大后中国外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4：四、中国同大洋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参考学时：1 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瓦努阿图大使的任命——申志伟（兼）
（二）驻汤加大使的任命——张滨华
学习目标：
1.了解新时期中国瓦努阿图、汤加等大洋洲岛国外交关系建立的背景和过程。
2．掌握新时期外交关系建立的共同特点。

作业：
1. 掌握新时期外交关系建立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参考书目：
1．钱其琛 《外交十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2．黄志良 《中拉建交纪实》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3．时延春 《中东枭雄/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4．苏丽雅 黄培昭 著 《中东：时间的风景》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5．李连庆 著 《我在印度当大使》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6．杨洪林 著 《亲历与见证：战后中国首任驻伊拉克大使杨洪林手记》 明天出版社，2006
7．潘占林 著 《战火中的外交官——亲历北越炸馆和南联盟战火》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8．吴钟华 著 《南太不了情：一个外交官鲁滨逊式经历——外交官看世界》，四川人民出版
社，2006
9．马振岗 著 《难忘英伦》（中国大使手札） 东方出版中心，2008
10．沈允熬 著 《情系大洋彼岸》（中国大使手札） 东方出版中心，2008
11．陈云照 著 《枫雪桑梓情 》 （中国大使手札） 东方出版中心，2008
12．黄土康 著 《出使拉美三国感怀》（中国大使手札） 东方出版中心，2008
13．张来元 著 《中东非洲不了情》（中国大使手札） 东方出版中心，2008
14．郭靖安 吴军 著 《出使非洲的岁月》（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5．刘新生 潘正秀 著《飞向世外桃源》（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16．陈文照 著 《吴音柔媚醉天涯》（外交官看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7．汤铭新 著 《飞架太平洋上空的虹桥》（外交官看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8．郁兴志 著 《在沙特当大使的日子》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三、大使讲座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1：第一讲 中国伊朗关系的过去和现在
参考学时：3 学时
主讲人 前驻伊朗大使 华黎明先生
学习内容：
一、伊朗概况
二、中国与伊朗的关系
三、美国与伊朗的关系
四、伊朗在中东的地位
大使简介：
1939 年生于上海。
1956 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6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自 1963 年起至 1983 年先后在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和中国驻伊朗使馆任职
员、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和一等秘书。
1983 年后先后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处处长、参赞和副司长。
1991 年-1995 年任中国驻伊朗大使。
1995 年-1998 年任中国驻阿联酋大使。
1998 年-2001 年任中国驻荷兰大使兼中国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代表。

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重点研究中东海湾及西欧
问题尤其对伊朗核问题有很深入精辟的研究。
知识单元 2：第二讲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三十周年和当前的中日关系
参考学时：3 学时
主讲人 前驻日本大使 徐敦信先生
学习内容：
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的背景
二、邓小平访问日本
三、当前的中日关系
四、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
大使简介：
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91.4～1993.4)。江苏扬州人。1956 年～1962 年，先
后在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和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曾在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实习工作。1964
年 7 月入外交部，历任翻译队翻译，亚洲司副处长，驻日本使馆一秘，亚洲司处长、副司长，
驻日本使馆公使衔参赞(1985.8～1988.2)，亚洲司司长(1988.3～1989.10)，部长助理(1989.10～
1991.4)。1993 年 4 月至 1998 年出任驻日大使。任部长助理后，1989 年 12 月访问了印度尼
西亚，就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会谈。1990 年 7 月在北京和新加坡代表就中新建
交问题进行会谈。1990 年～1991 年多次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关于柬埔寨问题
的国际会议。1991 年 8 月在北京同越南副外长就中越关系正常化和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进
行磋商；次年 9 月赴河内参加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第一次副外长级磋商。1991 年 4 月率
中国外交代表团对文莱进行首次访问并就中文建交问题进行会谈。1992 年 2 月赴印度参加
中印边界磋商；同年 5 月～8 月作为中方首席代表在北京就中韩建交问题同韩方代表进行谈
判。
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顾问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中巴友好论坛中方主席
知识单元 3：第三讲

中法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参考学时：3 学时
主讲人 前驻法国大使 蔡方柏先生
学习内容：
一、中国与法国关系简述
二、法国在欧盟中的作用
三、我所了解的萨科齐
四、中法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
大使简介：
1936 年 1 月生于湖北咸宁市。1952 年进入武汉市合作总社干部科工作，后毕业于北京
外国语学院和瑞士日内瓦大学。1964 年起在外交部工作，历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参赞、公使衔参赞，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中国驻瑞士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1998 年当
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4 年任中国前外交官联谊
会会长、欧洲学会法国研究会会长。
知识单元 4：第四讲

中苏（俄）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参考学时：3 学时
主讲人 前驻俄罗斯大使 李凤林先生
学习内容：
一、苏联解体时的中苏（俄）关系
二、目前的中俄关系现状
三、中苏（俄）边界问题
四、我是如何成为一名外交官的
大使简介：
祖籍河北，1953 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留校任教两年后进入莫斯科大学深造。李凤林
曾作为翻译和工作人员参加了从 1964 年到 1989 年中苏边界谈判的全过程，后来从 1995 年
到 1998 年担任中国驻俄大使期间也曾介入谈判工作，共 28 年参于其中。在担任中国驻俄大
使之前还曾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担任过大使。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所长、外交部特约调研员、中国战略协会高级顾问、俄罗斯
社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知识单元 5：第五讲 走向成熟的中印关系
参考学时：3 学时
主讲人 前驻俄罗斯大使 周刚先生
学习内容：
一、我所了解的印度
二、中印关系概述
三、中印边界与西藏问题
四、未来的中印关系
大使简介：
1955 年考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后被分到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方系学习印度专
业； 1962 年进入外交部，在亚洲司四处（主管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工作，分管
印度事务；1970 年起驻印度使馆任三等秘书；1976-1980 年驻孟加拉国国使馆任二等秘书、
研究室主任、使馆党委委员； 1980-1988 年，在亚洲司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1988
年 7 月起任驻马来西亚大使（兼使馆党委书记）； 1991 年 5 月─1995 年 3 月，任驻巴基斯
坦大使（兼使馆党委书记）；1995 年 8 月─1998 年 2 月：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兼使馆党
委书记）； 1998 年 4 月─2001 年：任驻印度大使（兼使馆党委书记）； 2000 年 5 月：促成
前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华； 2001 年 6 月，印度国际联合基金会授予其「终身外交成就奖」，
以表彰他在促进印中两国关系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印度前总理高达出席授奖仪式。
现任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
问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知识单元 6：第六讲 我与朝鲜半岛
参考学时：3 学时
主讲人 前驻韩国大使 张庭延先生
学习内容：
一、朝鲜半岛分裂的由来

二、我所看到的朝鲜
三、我所看到的韩国
四、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之我见
大使简介：
1936 年生，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1958 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在中国驻朝
鲜使馆工作多年，曾任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参与了中韩建交谈判，是中韩建交的历史见证
人之一，著有《出使韩国》、《永远的记忆》等书。
现任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理事，国际问题研究基金理事，北京市政府外事顾问，山东大学韩国
学院名誉院长。
知识单元 7：第七讲 在伊拉克创造奇迹的背后
参考学时：3 学时
主讲人 前驻伊拉克大使 孙必干先生
学习内容：
一、伊拉克战争概况
二、中伊关系
三、战火中的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
四、我所理解的怎么当好一名合格的外交官？
大使简介：
曾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90 年—1994 年）、驻伊拉克大使（1994
年—1998 年）、驻伊朗大使（1999 年—2002 年）。2003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赴伊就任驻伊
拉克使馆复馆小组组长，并于 2004 年当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2006 年 4 月 1 日至 2009 年
3 月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
知识单元 8：第八讲 越南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
参考学时：3 学时
主讲人 前驻越南大使 李家忠先生
学习内容：
一、越南概况
二、蜜月时期的中越关系
三、中越关系的曲折
四、当前的中越关系
五、我所认识的越南领导人
大使简介：
1936 年 12 月生于天津。1956 年毕业于天津第三中学。同年 9 月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外
语学院法语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和越南国家大学。1963 年进入外交部，曾任亚洲司科员、
副处长、处长，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二秘、一秘、政务参战。1994 年 2 月至 2000 年 7 月先后
任中国驻老挝和越南大使。
现为外交部外交笔会副会长，中国外交史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基金会理事。

知识单元 9：第九讲 全天候的关系：中巴友谊的见证
参考学时：3 学时
主讲人 前驻巴基斯坦大使 周刚先生
学习内容：
一、全天候的中巴友好关系
二、巴基斯坦人眼中的中国
三、印巴关系
大使简介：
1955 年考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后被分到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方系学习印度专
业； 1962 年进入外交部，在亚洲司四处（主管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工作，分管
印度事务；1970 年起驻印度使馆任三等秘书；1976-1980 年驻孟加拉国国使馆任二等秘书、
研究室主任、使馆党委委员； 1980-1988 年，在亚洲司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1988
年 7 月起任驻马来西亚大使（兼使馆党委书记）； 1991 年 5 月─1995 年 3 月，任驻巴基斯
坦大使（兼使馆党委书记）；1995 年 8 月─1998 年 2 月：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兼使馆党
委书记）； 1998 年 4 月─2001 年：任驻印度大使（兼使馆党委书记）； 2000 年 5 月：促成
前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华； 2001 年 6 月，印度国际联合基金会授予其「终身外交成就奖」，
以表彰他在促进印中两国关系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印度前总理高达出席授奖仪式。
现任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
级顾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知识单元 10：第十讲 中欧关系三十年
参考学时：3 学时
主讲人 前驻德国大使 梅兆荣先生
学习内容：
一、我所看到的德国统一
二、亲历中德建交谈判
三、中德关系
四、中国与欧盟
五、欧洲人眼中的达赖
大使简介：
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1934 年出生。1951 年至 1953 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读
书。同年赴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系学习。１９５６年后，历任
驻民主德国大使馆随员，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处长，驻民主德国大使馆、联邦德国大使馆二
等秘书，1985 年起任外交部西欧司司长。1988 年 6 月至 1997 年 1 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在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梅兆荣先生曾担任中央
两代核心领导人德语主要翻译，出版了多本译著，积极参加各种国际问题研讨会活动，并发
表国际问题分析和评论文章数十篇。目前被外交部聘为特邀调研小组成员、中国国际战略学
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等职。
知识单元 11：第十一讲 中英关系及英美关系
参考学时：3 学时
主讲人 前驻英国大使 马振岗先生

学习内容：
一、中英关系简述
二、英美关系简述
三、英国与欧盟
四、英联邦问题
大使简介：
1965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1965 年到 l967 年在英国伊林
技术学院和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学习。
1970 年进入外交部，先后担任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处长，美大司副司长、司长等职。曾
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事馆、驻美国大使馆工作。
1995 年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97 年 3 月至 2002 年 7 月担任中国驻英国大
使。在英国期间，获得米德萨克斯大学名誉博士、中兰克郡大学名誉院士、英国皇家亚洲协
会名誉会员和伦敦金融城荣誉市民等头衔。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现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会长、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今日中国
论坛理事会副理事长等职，武汉大学名誉教授。另在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担任理事、顾问等。
知识单元 12：第十二讲 达尔富尔问题的由来、现状和前景
参考学时：3 学时
主讲人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 刘贵今先生
学习内容：
一、中国对非洲的政策
二、达尔富尔问题的由来、现状和发展
三、西方对非洲的政策
大使简介：
1945 年 8 月生，山东郓城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1972 年-1981 年在外交部办公厅
工作；1981 年-1986 年任驻肯尼亚共和国大使馆随员、三秘、二秘；1986 年-1990 年任外交
部非洲司二秘、副处长、处长；1990 年-1993 年任驻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1993 年-1995 年任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1995 年-1998 年任我国驻津巴布韦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1998 年-2001 年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2001 年-2007 年任我国驻南非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2007 年 5 月 10 日，任首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鉴于目前苏丹达尔富尔问题
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刘贵今大使又荣任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
知识单元 13：第十三讲 我眼中的拉丁美洲
参考学时：3 学时
主讲人 前驻乌拉圭 委内瑞拉大使 王珍先生
学习内容：
一、我所看到的拉丁美洲
二、我的朋友查韦斯其人其事
三、外交官的苦与乐
大使简介：

1942 年出生， 1966 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之后分配到外交部从事外交工作。他曾
在非、欧、拉美等地区的国家工作过，先后担任中国驻多个国家大使馆一秘、参赞、大使等
职务。最近约 20 年来，一直在拉美地区工作，对拉美地区政治、经济、外交局势尤其熟悉。
王珍大使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国
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国家发展改革国际合作中心特邀研究员。
知识单元 14：第十四讲 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
参考学时：3 学时
主讲人 前驻美国大使 李道豫先生
学习内容：
一、中美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二、中美关系的核心是台湾问题
三、中美关系不断发展的历史经验
大使简介：
李道豫，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88 年 5 月至 1990 年 6 月），大使(副部级)。安徽合
肥市人。1948 年 11 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 年入外交部，历任外交部国际司科员、副处长。
1980 年 9 月至 1981 年 2 月，外交部国际司处长。1981 年 2 月至 1983 年 1 月，外交部国际
司副司长。1983 年 1 月至 1984 年 11 月，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1984 年 12 月
至 1988 年 5 月，外交部国际司司长。1988 年 5 月至 1990 年 6 月，外交部部长助理、部党
委委员。1990 年 6 月至 1993 年 3 月，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副部级）。1993 年 4 月至 1998
年 2 月，驻美国大使（副部级）。1998 年 3 月至 2003 年 2 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中德友好小组主席、全国人大
中美议会交流小组副主席。1999 年 3 月 17 日李道豫当选为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
会长。2004 年 1 月离休。
目前担任：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会长、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
络会副会长、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会长、外交学会理事、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海峡两
岸关系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等职，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外交学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所、同济大学太平洋研究所等校的兼职教授。
知识单元 15：第十五讲 “一带一路“——来自中东的声音
参考学时：3 学时
主讲人 前中国中东特使 吴思科先生
学习内容：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二、中东各国重视“一带一路”
三、和中东域外大国也要搞好关系
大使简介：
安徽人，中共党员，高级资深外交官，中国知名外交家，曾任外交部亚非司处长、副司
长、司长、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中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阿
拉伯埃及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兼驻阿拉伯国家联盟首任全权代表。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多
次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交部长出国访问，并多次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团长、资深
中东问题专家等身份参加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地区会议，足迹遍及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是中国同以色列国建交的参与者和见证者.2009 年 3 月起担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现任全
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阿拉伯国家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公共外交
文化交流中心副会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公共外交委员会委员
知识单元 16：第十六讲 南海问题的由来
参考学时：3 学时
主讲人 前驻泰国、新加坡大使 张九桓先生
学习内容：
一、南海问题的由来
二、南海问题争端各方的看法
三、大国的插手
大使简介：
张九桓，1947 年 8 月生，广西玉林市龙潭区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
历任中国驻尼泊尔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中国驻新加坡共和国特命全权大
使；中国驻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驻泰期间，获泰国普密蓬国王颁发的“特级皇冠勋章”与
兰甘亨大学等授予的国际政治、人文和语言学荣誉博士学位。
曾为第 11 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和孔子学院总部顾问，外交学院兼职教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1.

导论

学
时
2

2.

第一讲

新中国外交的奠定

4

3.

第二讲

新中国外交官的素质、遴选与培养

2

4.

第三讲 第一次建交高潮

2

5.

第四讲 第二次建交高潮

2

6.

第五讲 第三次建交高潮

2

7.

第六讲 新时期外交关系建立

4

8.

大使讲座 第一讲 中国伊朗关系的过去和现在

3

9.

大使讲座 第二讲 当前的中日关系

3

10.

大使讲座 第三讲 中法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3

11.

大使讲座 第四讲 中苏（俄）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3

12.

大使讲座 第五讲 走向成熟的中印关系

3

备

注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学原理、中国对外关系与边疆问题等课程，为本课程
的学习提供了专业知识背景，给本课程的学习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本课程为后续《国
际组织》、《当代中国外交决策分析》
、《外交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等课程
的学习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角度以及更为广阔的专业知识背景，有益于拓展学生的专业
视野，丰富学生的专业素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1．新中国的外交为什么要“另起炉灶”？
2．新中国的外交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3. 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4. 第二次建交高潮的特点是什么？
5. 第三次建交高潮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6. 新时期外交关系建立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老师讲授外交相关背景和理论，大使用自己亲身的外交实践给同学们讲授相关的外
交案例，辅以与同学们的课堂互动，并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进行
模拟、辩论、书籍或论文的评析等活动，以强化教学效果。
………………
4、课程自主学习时

拟抽出三至六课时，就选定的专业著作进行阅读后的讨论，事先需确定主题；或进行研
究现状的评析，事先需进行资料收集工作。自主学习可分组进行，之后的学习心得与成果可
由全班同学评议并交教师批改。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执笔：李群英
审稿：××× 审定：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5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