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课程英文名称: Foreign Relationg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课程号：305040013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开课学期：春季

总学时：54 学时

学分：3

先修课程：国际关系史 国际政治学原理 口述当代中国外交 中国对外关系与边疆问题

面向对象：国际政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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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国际政治专业学生开设的必修课

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本课程主要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今的中国对外政策及

对外关系，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大致划分为前 30 年(1949 一 l978)和后 30

年(1979 年至今)两大时期。本课程以中国对外政策为线索和依据，概括分析 l949 年以来中

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过程和主要特点，以呈现这段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概貌。目的在于使学生

全面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过程，为将来从事有关工作打下较为坚实的

基础。教学方式：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导论：3 学时

知识单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研究对象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对外关系概念的界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相关概念和理论。

2．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特点。

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2：《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阶段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到 50年代中期。

2．第二个时期是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中期。



3. 第三个时期是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

4. 第四个时期是 70 年代末到 80年代初

5. 第五个阶段是 80 年代末到现在

学习目标：

1．了解 60 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

2．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发展不同阶段的主要特点及取得的主要成就。

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及每个阶段的主要特点？

知识单元 3：《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研究概况

参考学时：0.3学时

学习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研究和各高校开设情况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研究和各高校开设情况。

2．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研究最主要的方法。

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现在研究最主要的成果？

知识单元 4：《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参考学时：0.3学时

学习内容：

1．系统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情况，充分领会新中国领导人不同特色的

外交战略。

2．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3．开拓视野。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时期的外交战略。

2．掌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情况。

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是什么？

知识单元 5：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学习方法

参考学时：0.4学时

学习内容：

1.老师课堂讲授。

2.同学课堂上讨论。

3.多媒体教学。

学习目标：

了解如何准备收集课下阅读资料和准备课堂上讨论。

作业：



思考如何学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这门课程？

（二）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1949—1955）12 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制订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二、新的对外基本方针的制订

1．“一边倒”（站在社会主义一边）

2．“另起炉灶”

3．“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三、《共同纲领》和第一部宪法对外交政策的规定

四、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

1． 解放前和新中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概况

2． 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的概况

五、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

1．.关于承认问题

2．第一次建交高潮

学习目标：

1．了解相关概念、理论和方针政策。

2．掌握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制订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作业：

1．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

2．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初采取“一边倒”方针？

3．新中国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之我见？

4．新中国是如何争取国际社会承认的？

5．为什么中英建立的是代办级外交关系？

参考书目：

1．《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2．《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1990
3．《毛泽东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4．《周恩来传》（全四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5．伍修权 《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1950——1958）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6．李越然 回忆，权延赤整理 《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 解放军出版社，1989
7．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 《新中国外交风云》（1——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8．李同成 《中外建交秘闻》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
9．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1911—1950》 重庆出版社，1993

10．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

出版社 1990 年版

11．何虎生 《告别西柏坡走进中南海的中共领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2．阮 虹 《一个外交家的经历：韩叙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13．陈敦德 《开国外交实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14．尼·特·费德林 等 《毛泽东与斯大林 、赫鲁晓夫交往录》 东方出版社，2004
15．伍修权 《回忆与怀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6．安·葛罗米柯 鲍·波诺马廖夫 《苏联对外政策史（1945～1980） 》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1989

17．汪东兴 《汪东兴日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8．薛衔天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19．黄 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20．宗道一 等 《周南口述 遥想当年羽扇纶今》

21．《章汉夫传》编写组 《章汉夫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22．耿飚 《耿飚回忆录》上、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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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1955） 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

24．徐京利 《解密中国外交档案》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

25．陈敦德 《崛起在 1949——开国外交实录》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26．徐友珍 《分歧与协调——美英关系中的承认新中国问题》（1949—1951） 武汉

大学出版社 2007
27．杨奎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全两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以中苏同盟为核心的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 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

1．中苏结盟的历史背景

2．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和中苏新条约的缔结

3．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

4．中苏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

二、同南斯拉夫和古巴的关系

1．同南斯拉夫的关系

(1) ．南斯拉夫概况

（2）．中南外交关系的建立

(3)． 中南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

2．同古巴的关系

（1）．古巴概况

（2）．中古外交关系的建立

（3）．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

三、 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

1．中国同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

（1）．中朝关系

（2）．中越关系

（3）．中蒙关系

2．中国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 50 年代以中苏同盟为核心的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2．掌握新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原则。

作业：

1．《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2．如何看待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

参考书目：

1．徐则浩 《王稼祥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2．刘晓 《出使苏联八年》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3．[俄]尼•费德林著，周爱琦译 《我所接触德中苏领导人——费德林回忆录》 新

华出版社，1995
4．伍修权 《回忆与怀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师哲口述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6．安·葛罗米柯 鲍·波诺马廖夫 ，苏联对外政策史（1945～1980） 》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1989

7．沈志华 李丹慧 《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 人

民出版社，2006

8．沈志华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新华出版社，2007

9．叶子龙口述 《叶子龙回忆录》 温卫东整理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0．李家忠 《越南国父胡志明》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1．师 博 《外蒙古独立内幕》 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12． 李 健 《台湾与前苏联交往秘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3．邸延生 《历史的真迹：毛泽东两访莫斯科》 新华出版社 2006
14．李 华 《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 人民出版社， 2007

15．中央档案馆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 》 档案出版社，1999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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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斯大林文选》 人民出版社，1962

18．杨尚昆 《杨尚昆日记》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9．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0．李仁峰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1．杨奎松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22．杨奎松 《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3．师秋郎 整理 《师哲回忆——领袖毛泽东》 红旗出版社，1997
24．《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迹》(1949—1975)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2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上中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26．尹家民 《红墙见证录》（上中下）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27．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 三联书店，1962

28． 李巧宁 《新中国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1949—196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29．徐则浩 《王稼祥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30．汪东兴 《汪东兴日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中美对抗的形成与抗美援朝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美对抗的形成

1．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初步接触

2．内战爆发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3．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与美国的直接接触

4．美国“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政策

二、朝鲜战争爆发。

1．朝鲜“三•八”线的由来

2．南北朝鲜成立，朝鲜内战爆发

3．朝鲜问题国际化，美国决定干涉朝鲜

三、中美关系危机的处理，抗美援朝决策的形成

1．中美关系危机的处理

2．抗美援朝决策的形成

四、朝鲜战争升级的制止和抗美援朝初期的外交斗争

1．朝鲜战争升级的制止

2．志愿军入朝初期中国的外交斗争

五、朝鲜停战谈判

1．双方就举行谈判问题达成协议

2．边打边谈的谈判进程

学习目标：

1.了解中美对抗形成的原因及抗美援朝的决策。

2..掌握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外交上的斗争。

作业：

1.中美对抗形成的原因？

2.如何评价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

参考书目：

1．邓泽宏《1945——1949 年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共建国方略》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时殷弘 《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1911—1950》 重庆出版社，1993

4．邓泽宏《1945——1949 年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共建国方略》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5．郝 平 《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李跃森 《司徒雷登传》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7．《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 1982

8．洪学智 《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
9．杨成武 《杨成武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97
10．杨昭全、韩俊光 《中朝关系简史》 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
11． 柴成文、赵勇田 《抗美援朝纪实》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12．《陈赓传》编写组 《陈赓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13．王 焰 《彭德怀年谱》 人民出版社，1998

14．[美]哈里·杜鲁门 著 李石 译 《杜鲁门回忆录》（上下册） 东方出版社，2007

15．[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著 樊迪 静海 等译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1—4）

东方出版社，2007

16．宋长琨 主编 《麦克阿瑟传》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17．[美]贝文•亚历山大著，郭维敬等译 《朝鲜：我们第一次失败——美国人的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8．[美] 李奇微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
19．赵学功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20．沈志华 《朝鲜战争揭秘》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
21．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22．王波 《毛泽东艰难决策（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6
23．赵学功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24．林利民 《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 时事出版社，2000
25．武立金 《毛岸英在朝鲜战争》 作家出版社，2006
26．张泽石 《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时事出版社，2000
27．徐一朋 《直弧：朝鲜停战高层决斗录》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28．程绍昆 黄继阳 《美军战俘—朝鲜战争火线纪事》时事出版社，2003
29．边震遐 《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
30．《开国第一战：抗美援朝战争全景纪实》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31．徐 焰 《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3
32．张民 张秀娟 《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3．伍修权 《伍修权回忆录》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34．沈志华 杨奎松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8 卷本 东方出版中

心，2009

知识单元 4：第四节 援越抗法与参加日内瓦会议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援越抗法

1．援越抗法的背景

（1）越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

（2）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3）越南抗法战争开始

2．中国援越抗法政策的确定与执行

（1）中越外交关系的建立



（2）中国向越南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

（3）奠边府大捷

二、参加日内瓦会议

1．日内瓦会议召开的背景

（1）．关于确定在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2)．关于确定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2．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内外的外交活动

(1)．中国为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进行卓有成效的努力

(2)．日内瓦会议对朝鲜政治问题的讨论

(3)．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和决定

(4)．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内外的外交活动

学习目标：

1．了解援越抗法和日内瓦会议召开的背景。

2．掌握中国为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

作业：

1.试析援越抗法的必要性？

2.中国为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进行了哪些努力？

参考书目：

1．钱 江 《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赴越南征战记》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2．刘贵波 等著 《鸿爪遗综》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3．钱 江 《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4．王俊彦 《大外交家周恩来》（上下）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5．季明 刘强 《周恩来的外交艺术》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6．王旭东 《周恩来的魅力》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7．曹应旺 《中国外交第一人 周恩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张 麟 《军事档案：台海风云 援越抗法 援越抗美 边境扫雷行动》 湖南人民

出版社，2006
9．李家忠 《胡志明传奇的一生》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知识单元 5：第五节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万隆会议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简要经过和理论根源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简要经过

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理论根源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扩大为国际关系准则

二、万隆会议及“万隆精神”



1．万隆会议的召开

（1）．万隆会议召开的背景

（2）．中国应邀参加万隆会议

（3）．“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2．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求同存异外交

（1）．发表“求同存异”演说，明确会议主旨

（2）．解开和平共处问题上的死结，推动会议达成协议

3．周总理的“会外外交”

4．万隆会议召开的重大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和万隆会议召开的背景。

2.掌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和万隆会议召开的重大意义。

作业：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

2．万隆会议召开的重大意义

参考书目：

1．李海文 主编 《周恩来研究述评》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2．[英] 威尔逊 著 封长虹 译 《周恩来》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黄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4．裴默农 《周恩来外交学》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5．《陈毅传》编写组 《陈毅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2006
6．陈敦德 《迈步在 1955——周恩来飞往万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7．熊华源 《周恩来万隆之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8．吴妙发 《外交才子乔冠华》 海天出版社，1998
9．南 哲 《中外领袖之间》 红旗出版社，2003

10．童小鹏 《风雨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1．程运行 《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001
12．杨公素 《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会议》海南出版社

13．周卫平 《百年中印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4．杨 凡《中国外交方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15．宫 力 《和平为上：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与现实》 九州出版社，2007

知识单元 6：第六节 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和中美大使级会谈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台湾问题的由来和中国政府的立场

1．关于台湾回归祖国问题

2．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转变

3．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

二、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



1．台湾海峡危机的出现

2．台湾海峡危机的升级

三、中美大使级会谈

1．中美交流渠道的建立

（1）．中美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初步接触

（2）．中美双方在万隆会议上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

2．中美双方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

3．中美关于重大实质问题的谈判

四、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

1．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出现的背景

2．台湾海峡危机的出现与升级

3．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4．海峡危机的缓解和结束

学习目标：

1．了解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背景及过程。

2．掌握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

作业：

1．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

2．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主要内容和作用？

参考书目：

1．袁成毅 钱志坤 主编 《1949 年以前的台湾》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2．陈小冲 著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年版

5．王炳南 《中美会谈九年回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6．程运行 《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001
7．陶文钊 主编 （1949——1972）《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

8．《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至十集，1949—1963 年） 世界知识

出版社 1957—1965
9．[美]费正清 著 《美国与中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

10．苏格 著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年

11．曹治洲 余克礼主编 《台湾问题实录》上、下册 九州出版社 2002 年

12．[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三联书店 1978年版

13．[美]罗•费•伊万诺夫：《艾森豪威尔传》，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14．高景轩 吴汝华著 《蒋介石与台湾》 新华出版社 1997
15．[美] 龙伯格 著 贾宗谊 武文巧 译《悬崖勒马—美国对台政策与中美关系》新

华出版社，2007
16．戴超武 《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 年的中美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3
17．席来旺 《中美交往实录》 京华出版社，1995
18．席来旺 《大洋季风》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19．王永钦 主编 《中国结——两岸关系重大事件内幕》 新华出版社，2003
20．郝雨凡 张燕东 《无形的手》新华出版社，2000
21．王 焰 《彭德怀年谱》 人民出版社，1998

22．陈毓钧[台湾] 《我们是谁？台湾是什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三）第二章 发展与探索并行的外交十年（1956—1965）6 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新外交方针的酝酿与形成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新外交方针的酝酿与形成

一、新外交方针提出的背景

1．新外交方针提出的国内背景

2．新外交方针提出的国际背景

二、中共八大新外交方针的形成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共八大新外交方针提出的主要背景。

2．掌握中共八大新外交方针的主要内容。

作业：

1．中共八大新外交方针的主要内容？

参考书目：

1．《毛泽东外交文选》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2．《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1990
3．杨胜群 陈晋《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6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探索解决陆地边界遗留问题

参考学时：1.5 学时

学习内容：

一、 解决中缅间历史遗留的问题

1．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

2．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

3．逃缅国民党残匪问题的解决

二、同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边界问题的解决

1．同尼泊尔边界问题的解决

2．同蒙古边界问题的解决

3．同巴基斯坦边界问题的解决

4．同阿富汗边界问题的解决



三、中印历史遗留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1．解决西藏地方同印度的关系问题

（1）．西藏的历史地位

（2）．西藏问题的由来印度企图继承英国在西藏的特权

2．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1）．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

（2）．中印边界武装冲突

（3）．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影响及原因

学习目标：

1．了解 50年代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背景及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发展。

2．掌握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和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原因。

作业：

1．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

2．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原因。

参考书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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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1955） 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

2 ．徐京利 《解密中国外交档案》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

3．张植荣 《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5

4．吕一燃 《近代边界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

5．余定帮 《中缅关系史》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6．巴塔拉伊 [尼泊尔] 《尼泊尔与中国》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7．[印] 古普塔著，王宏伟、王至亭译 《中印边界秘史》中国臧学出版社，1990

8．赵蔚文 《印中关系风云录》 时事出版社，2000

9．朱契 《中国和印尼人民的友谊关系和文化交流》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10．周卫平《百年中印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1．杨公素 《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会议》 海南出版社

12．[印]谭中 [中]耿引曾 《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 商务印书

馆，2006

13．骆威 《世界屋脊上的秘密战争》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14．郑瑞祥 《印度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15．张忠祥 《尼赫鲁外交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6．程瑞声 《睦邻外交四十年——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7．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 编著 《华侨华人概述》 九州出版社，2005

18．唐 慧 《印度尼西亚历届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世界知识出版

社，2006

19．黄昆章 《印尼华侨华人史》（1950至 2004 年）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0．朱杰勒 《东南亚华侨史》（外一种）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8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同苏东国家关系的曲折发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苏关系出现分歧

1．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

2．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

3．两国关系出现分歧

二 、中苏关系的恶化

1．两党公开论战

2．在经济等领域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

3．边界冲突

4．中国为改善两国关系所做出的努力

5．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三、 同东欧国家关系的变化

1．同东欧五国的关系

2．同罗马尼亚的关系

3．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内容和中阿关系恶化的发展过程。

2. 掌握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影响及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作业：

1．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中苏恶化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3．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4．从中阿关系的曲折发展中应吸取什么教训？

参考书目：

1．李越然 《中苏外交亲历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2．吴冷西 《十年论战（1956—1966）》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3．苏]鲍里索夫等著，肖东川，谭实译 《苏中关系（1945——1980）》 三联书店，

1982
4．[苏]A 普罗霍罗夫著，北京印刷三厂等译 《关于苏中边界问题》 商务印书馆，

1977
5．[美]洛乌著，南生译 《龙与熊——中苏争端始末》 兵器工业出版社，1989
6．[英]琼斯•凯维尔著，郭学德译 《中苏关系内幕纪实——1949—1984》 中国经

济出版社，1994
7．王奇 《二战后中苏（中俄）关系的演变与发展》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8．刘晓等著 《我的大使生涯》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9．[俄]尼·特·费德林 伊·弗·科瓦廖夫等 《毛泽东与斯大林 赫鲁晓夫交往录》



东方出版社，2004

10．[俄]尼•费德林著，周爱琦译 《我所接触德中苏领导人——费德林回忆录》 新

华出版社，1995
11．沈志华 李丹慧 《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 人

民出版社，2006

． 12．汪东兴 《汪东兴日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3．安·葛罗米柯 鲍·波诺马廖夫 ，苏联对外政策史（1945～1980） 》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1989

14．程中原 《张闻天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15．多勃雷宁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 肖敏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16．王泰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 》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17．薛衔天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18．人民出版社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人民出版社，1965

19．李仁峰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0．《赫鲁晓夫回忆录》 东方出版社，1988

21．拉齐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2．孙其明 《中苏关系始末》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3．[俄] 麦德维杰夫 《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24．[俄]谢·赫鲁晓夫 《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 郭家申等译 中央编

译出版社，2000

25．[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 《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 赵敏善等译 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1993

26．外交部档案馆编 《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27．沈志华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28．聂荣臻 《聂荣臻回忆录》（三册） 解放军出版社，1982

29．林中斌 《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 刘戟锋等译 湖南出版社，1992

30．《肖劲光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88

31．王焰 《彭德怀年谱》 人民出版社，1998

32．蒲国良 《中苏大论战的起源》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33．蒋本良 《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34．王洪起 《“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

知识单元 4：第四节 积极发展同亚非拉新独立民族国家的关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坚决支持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是中国的一贯政策

二、以实际行动支持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

1．支持越老柬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2．中国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及其意义

3．支持刚果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

4．支持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



三、第二次建交高潮

1．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2．建交过程中采取既严肃又灵活的方式

四、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 13国

1．周恩来总理对亚非 13 国的出访

2．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重要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 60年代周总理访问亚非欧十四国的背景和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意义。

2．掌握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内容。

作业：

1. 60 年代周恩来总理对亚非 13 国出访的重要意义？

2. 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主要内容？

参考书目：

1．主编 邓力群 《外交战略家毛泽东》(上下)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2．刘万镇 李庆归 主编 《毛泽东国际交往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3．陈敦德 《探路在 1964—周恩来飞往非洲》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4．廖心文 熊华源 陈杨勇 《走出国门的周恩来》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5．张文和《走出国门的刘少奇》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6．符浩、李同成主编，徐明远著 《出使岛国——在南太的风雨岁月》 中国华侨出

版社，1995
7．南开大学历史系编 《中国和阿拉伯人民的友好关系》 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
8．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写部 《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 人民出版社，

2005
9．陆苗耕 黄舍骄 林怡 主编 《同心若金：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程》 世界知识出

版社，2006
10．尹家民 《红墙见证录》（上中下）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11．周伯萍 《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12．陆庭恩 《非洲问题论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13．《纵横》 编辑部 《新中国外交大写意》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14．王运泽 主编 《携手同行：中非人民友情写真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5．（加蓬）阿苏梅 著 罗汉苏 译 《觉醒后的中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6．崔京生 《出门看看》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17．冯秀文 《中墨关系：历史与现实》 2007

18．刘贵波等著 《鸿爪遗综》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9．钱江《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赴越南征战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知识单元 5：第五节 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 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

二、两国建交的主要原因

三、两国外交关系建立的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法两国建交的主要背景。

2.掌握中法两国建交的主要影响。

作业：

1.中法建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中法建交的重要意义？

参考书目：

1．陈敦德 《破冰在 1964——中法建交实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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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张锡昌 周剑卿 《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4．吴汇雄 主编 《毛泽东评点国际人物》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5．朱 洪 《将军·外交家黄镇》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6．徐晓亚 《百年中法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7．杨元华 《中法关系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法] 戴高乐 《希望回忆录》 《希望回忆录》翻译组译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法] 德拉戈尔斯著 《戴高乐传》 曹松豪 译 商务印书馆，2006

10．《陈毅传》编写组 《陈毅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2006
11．蔡方柏 《从戴高乐到萨克齐》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四）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外交十年（1966—1976）12 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干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极左外交思潮发发展的演变过程

1．60年代的国内外局势

2．毛泽东对时局的看法

3．对王稼祥的错误批判

二、 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影响

1．否认正确的外交路线

2．几乎陷于中断的外交关系

3．摆脱极左思潮的干扰

学习目标：

1．了解 60年代极左外交思潮发发生的背景及演变过程。

2．掌握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造成的主要干扰和从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干扰应引起的

思考。



作业：

1．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造成哪些干扰？

2．毛泽东等是如何扭转中国外交混乱局面的？

3．从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干扰应引起什么样的思考？

参考书目：

1．《毛泽东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毛泽东年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毛泽东百周年纪念》（上、中、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4．赵存生 陈占安主编：《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4
5．力平著：《周恩来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6．杨宗丽 明伟著：《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
7．刘武生 徐晓红编：《评说晚年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8．董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9．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0．黄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11．徐成芳 《和平方略—中国外交策略研究》 时事出版社 ，2001

12．宗道一 等 《周南口述 遥想当年羽扇纶今》

13．《章汉夫传》编写组 《章汉夫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4．耿飚 《耿飚回忆录》上、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5．《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变与中美关系僵局的打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变

1．中国周边环境的日益恶化

2．“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方针的确立

3．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原因

二、 中美关系僵局的打开

1．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2．中美关系的缓和

3．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的发表

学习目标：

1．了解 70年代“一条线”战略方针确立的背景及主要原因。

2．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

作业：

1．7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原因？

2．中美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参考书目：

1．陈敦德 《毛泽东尼克松在 1972》 昆仑出版社，1988
2．刘德喜 《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 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
3．周盅菲 《中美建交中的台湾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4．[美]霍尔德里奇 《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宫力《跨越鸿沟——1968——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6．彭谦等 《中国为什么说不？——论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误区》 新世界出版社，

1996
7．[美]卡恩著，陈亮等译 《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 新华出版社，

1980
8．[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 《美国与中国——第四版》 商务印书馆，1987
9．[美]约翰•H•霍尔德里奇著，杨立义译 《1945 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 上

海译文出版社，1997

10．[美]邹谠著，王宁 周先进译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1．熊志勇 《百年中美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2．[美] 尼克松 《尼克松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13．[美] 基辛格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14． 张颖 《外交亲历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15．唐下瑞 《1969.1—1999.12 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6．熊向晖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17．[美] 基辛格 《基辛格越战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9
18．王立 《回眸中美关系中演变的关键时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基本完成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

参考学时：1.5 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

1．中日外交关系的建立

2．两国关系的发展

二、同西欧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1．同意大利外交关系的建立

2．同联邦德国外交关系的建立

3．同英国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建立

4．同西欧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三、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外交关系的建立

1．同加拿大外交关系的建立

2．同澳大利亚外交关系的建立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台湾因素和 70年代中国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建立的背景。

2. 掌握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的不同特点。



作业：

1．中日邦间正常化的主要原因？

2．为什么直到 70年代中英之间才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3．中国与联帮德国之间建交的主要特点？

参考书目：

1．孔繁丰 纪亚光 《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日] 永野信利 《日中谈判建交纪实》时事出版社，1989
3．赵全胜 《日本政治背后的政治——论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与日中关系》 香港

商务印书馆，1996
4．宋成有等 《战后日本外交史》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5．田桓 《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田桓 《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7．田桓 《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金熙德 《中日关系—复交 30周年的思考》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9．张耀武 《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新华出版社，2004

10．王振锁 《战后日本政党政治》 人民出版社，2004

11．王泰平 《田中角荣》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2[日] 早坂茂三 《田中角荣秘闻》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13．[日] 永野信利 《日本外务省研究》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4．[日] 大平正芳 《我的履历书》 北京出版社，1979

15．[日] NHK 采访组 《周恩来的决断》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16．[日] 本泽二郎 《日本政界的“台湾帮”》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17．[日]古井喜实著，田家农、田红译 《日中关系十八年——古井喜实回忆录》 中

国和平出版社，1993
18．李德安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9．潘邦富 《一衣带水话沧桑——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20周年学术论文集》 安

徽人民出版社，1993
20．王仲全 《当代中国民间友好交流》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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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王 殊 《中德建交亲历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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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侯敏跃 《中澳关系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24．肖冬连 《六十年国事纪要》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知识单元 4：第四节 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

1．创建新型国际组织的构想

2．中国式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

3．董必武的旧金山之行



二、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席位风波

2．风云变幻的时局

3．第 26届联合国大会

三、中国在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

1．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

2．中国在促进世界发展中的作用

3.．中国与裁军

4．中国与联合国改革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过程及背景。

2．掌握中国在联合国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作业：

1．中国在联合国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2．中国关于裁军的原则立场？

参考书目：

1．王杏芳 《中国与联合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2．张树德 《中国重返联合国纪实》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李铁城 《世界之交的联合国》 人民出版社，2002
4．《邓小平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人民出版社，1974
5．赵磊 《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动的演进》 九州出版社，2007
6．[美] 斯托勒 编 刘宇光 郭建青 译 《联合国总部大厦》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7．叶成坝 《亲历联合国高层》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8．中国联合国协会编 《模拟联合国指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9．李铁成主编 《联合国里的中国人（1945—2003） 》上下 人民出版社 ，2004

10．李铁城 钱文荣 主编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 人民出版社， 2006
11．王德春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暑与中国（1945—1947） 》人民出版社，2004
12．刘恩照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法律出版社 1999
13． 郑佳节 《潘基文联合国掌门人》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4．凌青 《从延安到联合国—凌青外交回忆录》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15．赵磊 《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 九州出版社，2007
16．中国联合国协会 《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17．秦华孙 《出使联合国》新华出版社，2010

知识单元 5：第五节 “三个世界”思想的形成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 支持亚非拉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的斗争

1．同亚非拉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2．同亚非一些国家关系的曲折

3．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发展

二、“三个世界”思想的提出

1．反霸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

2．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

3．“三个世界”思想的提出和形成

4．邓小平在联大对“三个世界”思想的全面阐述

作业：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的内容及意义。

参考书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毛泽东外交思想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年），人民出版社

4．《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
5．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1994
6．刘万镇 李庆贵 《毛泽东国际交往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7．《邓小平》文选 2—3卷 人民出版社，1993—1994
8．王泰平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9． 陈忠经 《冷眼向洋看世界—研究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8
10．外交部挡案馆 《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11．杨奎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全两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五）第四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上）(1978—1989）9 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新时期对外政策的提出与形成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提出的背景

1．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

2．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3．确立对外开放为长期基本国策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的统一

三、新时期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

1．将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

2．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3．重视经济外交

4．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学习目标：

1．了解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2．掌握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点。

作业：

1．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参考书目：

1．《邓小平文选》1—3卷 人民出版社，1993—1994
2．《邓小平思想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王泰平 主编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4．陈忠经 《冷眼向洋看世界—研究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8
5．丛凤辉主编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当代世界出版社，1996
6．外交部档案馆 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7．裴坚章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1957—1969、1970—1978）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1998、1999
8．刘金山 《走出国门的邓小平》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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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0．卡普尔 《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 国际文

化出版社公司，1987
11．卡普尔著，光楚译《开放中的中国——国外专家对我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分析》国

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88
12．[日]中江要介 《中国的走向——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 时事出版社，1994
13．[美]费正清 《眺望中国》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14．邓中好 《和平外交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青岛出版社，1993
15．金镛 孙文良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16．李素侠 《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与实践研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17．俞新天 《改革开放 30 年；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国际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2008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中美建交与中美关系的发展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美关系的徘徊

1．美国政局的变动

（1）尼克松下台



（2）福特继任总统

2．美国外对政策的变化

3．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

4．中国外交“文革”的影响

二、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

1．美国政局的变动--吉米·卡特就任美国第 39届总统

2．美国外对政策的变化

3．中国政局的变化

4．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

5．中美建交谈判

6．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

三、中美关系的发展

1．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

2．中美关系的倒退

3．美国售台武器与《八一七公报》

4．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 70年代中美建交的过程。

2．掌握 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和 1982年《八一七公报》的主要内容。

作业：

1．8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参考书目：

1．刘连第，汪大为 《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 时事出版社，199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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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丁幸豪 [美]托马斯•罗宾逊 《中美关系的新思想和新概念》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4．季鸿生 《中美关系五十年》 百家出版社，1993
5．张其昌 王国钧 《中美关系演化》 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
6．熊志勇 《中国与美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7．席来旺 《中美交往实录》 京华出版社，1995
8．席来旺 《大洋季风》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9．夏旭东 王书中 《走向 21 世纪的中美关系》 东方出版社，1996
10．武桂馥 《最惠国待遇与中美关系》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11．[美]哈丁著 柯雄等译 《美中关系的现壮与前景》 新华出版社，1993
12．[美]谢勒著 徐泽荣译 《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 三联书店，1985
13．苏格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14．丁松泉 《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5．张颖 《外交亲历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16．阮 虹 《一个外交家的经历：韩叙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17．黄 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因

1．苏联原因

2．中国原因

二、消除两国关系中的三大障碍

1．苏联长期在中蒙边境驻军

2．越南入侵柬埔寨

3．苏联入侵阿富汗

三、两国关系的改善

1．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

2．葬礼外交

3．邓小平通过齐奥赛斯库传话

四、两国关系正常化

1．两国外长互访

2．戈尔巴乔夫访华

学习目标：

1.了解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因。

2. 掌握中苏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

作业：

1．中苏两国是如何实现关系正常化的？

参考书目：

1．胡忠礼等著 《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 300年》 福建人民

出版社，1994
2．钱其琛 《外交十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3．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新华出版社，2007
4．刘德喜 《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 50 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5．周晓沛 《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6．刘新生 《新中国重大外交事件纪实》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知识单元 4：第四节 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发展中日关系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



1．《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曲折谈判

2．《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内容

二、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

1．邓小平访日

2．日本 3000 青年访华

3．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背景。

2．掌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主要内容。

作业：

1．《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内容？

参考书目：

1．林代昭 《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2）》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杨正光主编 张暄编著 《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1949—1989）》时事出版社，1993
3．俞彭年 《走向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 [日]中田庆雄著 《寄予可爱的日本和中国》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5．冯昭奎 《对话——北京和东京》 新华出版社，1999
6．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编 《东亚三国的进现代史—中日韩三国共同

历史读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7．余杰 《铁与梨：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8．刘江永 《中日关系二十讲》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郝祥满 《朝贡体系的建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10．张历历 《百年中日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11．刘新生 《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全三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知识单元 5：第五节 发展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同西欧国家的关系

1．同德国的关系

2．同法国的关系

3．同英国的关系

4．同西欧其他国家的关系

二、同东欧国家的关系

1．同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的关系

2．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关系

3．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80年代中国同西欧国家经济关系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同东欧国家关系恢复的大致过程。



2．掌握中国同西欧与东欧关系的特点。

作业：

1.中国同西欧国家经济关系快速发展的原因？

2.中国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从亲密到恶化的反思？

参考书目：

1．[英]G•F•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 《欧洲与中国》，1995

2．薛君度 周荣耀 《面向 21 世纪的中欧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顾卫民 《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 东方出版社， 2000
4．王为民《百年中英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5．徐晓亚《百年中法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6．潘琪昌《百年中德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7．蒋本良 《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8．王洪起 《“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

9．范承祚 《往事如诗 范承祚回忆录》南京出版社，2008

知识单元 6：第六节 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政策

二、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关系

1．与亚洲地区的国家关系

（1）东北亚国家的关系

（2）．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3）．与南亚国家的关系

（4）．与蒙古的关系

2．与非洲地区的国家关系

3．与拉丁美洲地区的国家关系

三、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 80 年代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关系。

2．掌握新时期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政策。

作业：

1.新时期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政策的主要内容？

参考书目：

1．唐希中、刘少华、陈本红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1949——2002）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3
2．阎学通等著 《中国与亚太安全》 时事出版社 ，1999
3．张政文 《中国与周边主要国家关系》 南京出版社，1993
4．[新加坡] 黄朝翰著，张乃坚等译 《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 暨



南大学出版社，1990
5．郭明 《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6．郭明 《中越关系新时期》 时事出版社，2007

7．陈和丰 《90年代中国与南亚关系》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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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张蕴岭 《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新型伙伴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知识单元 7：第七节 发展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与世界性的国际组织

1．.恢复在联合国所属机构的权利

2．恢复在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权利

二、中国与地区性的国际组织

1．参加亚太地区的国家组织

2．参加其他地区的一些国际组织

三、中国与裁军

1．联合中小国家共同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

2．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实行裁军

学习目标：

1.了解 80 年代中国同世界性和地区性的国际组织的关系。

2．掌握中国关于裁军的原则立场。

作业：

1. 中国关于裁军的原则立场是什么？

参考书目：

1．中国联合国协会编 《模拟联合国指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2．李铁成主编 《联合国里的中国人（1945—2003） 》上下 人民出版社 ，2004
3．李铁城 钱文荣 主编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 人民出版社， 2006
4．王德春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暑与中国（1945—1947） 》人民出版社，2004
5．刘恩照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法律出版社 1999
6． 郑佳节 《潘基文联合国掌门人》 中央编译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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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 《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 九州出版社，2007
9．楚树龙 金成 《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 时事出版社，2008

10．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 《中国与世界共同利益的互动》时事出

版社，2008
11．王缉思 总主编 牛军分册主编 《中国学者看世界 中国外交卷》 新世界出版

社，2007
12．王缉思 总主编 王逸舟分册主编 《中国学者看世界 国家利益卷》 新世界出



版社，2007
13．王缉思 总主编 金灿荣分册主编 《中国学者看世界 大国战略卷卷》 新世界

出版社，2007
14．《光荣记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征程亲历记》编委会 编 《光荣记忆 6：精兵之路》

解放军出版社，2007

（六）第五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下）(1989—现在）12 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确立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方针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后冷战时期外交方针提出的背景

1．外交方针提出的内部原因

2．外交方针的外部原因

二、后冷战时期外交方针的主要原则

1．“冷静”

2．“韬光养晦”

三、后冷战时期外交方针提出的影响

1．国内影响

2．国际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后冷战时期外交方针提出的外部原因。

2．掌握后冷战时期中国在制订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时所坚持的原则。

作业：

1．后冷战时期外交方针提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后冷战时期外交方针提出的主要原则是什么？

3．如何评价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方针？

参考书目：

1．《邓小平文选》1—3卷 人民出版社，1993—1994
2．《邓小平思想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王泰平 主编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4．陈忠经 《冷眼向洋看世界—研究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8
5．丛凤辉 主编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当代世界出版社，1996
6．外交部档案馆 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7．裴坚章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1957—1969、1970—1978）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1998、1999
8．刘金山 《走出国门的邓小平》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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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0．[日]中江要介 《中国的走向——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 时事出版社，1994
11．[美]费正清 《眺望中国》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12．邓中好 《和平外交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青岛出版社，1993
13．金镛 孙文良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14．李素侠 《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与实践研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15．俞新天 《改革开放 30 年；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国际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2008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美关系的巨大变动

1．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1）“中国崩溃论”

（2）“中国无用论”

2．中国发生政治风波

3．美国发起并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

二、中美关系的稳定

1．美国派特使到中国访问

2．美国逐步采取措施放松对中国的制裁

3．中国为缓和中美关系而采取的措施

三、中美关系的恶化

1．台湾问题

2．人权问题

3．经济贸易摩擦问题

四、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

1．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访

2．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

3．军事合作领域的加强

学习目标：

1．了解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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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书目：

1．刘连第，汪大为 《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 时事出版社，199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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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丁幸豪 [美]托马斯•罗宾逊 《中美关系的新思想和新概念》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4．季鸿生 《中美关系五十年》 百家出版社，1993
5．张其昌 王国钧 《中美关系演化》 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
6．熊志勇 《中国与美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7．席来旺 《中美交往实录》 京华出版社，1995
8．席来旺 《大洋季风》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9．夏旭东 王书中 《走向 21 世纪的中美关系》 东方出版社，1996
10．武桂馥 《最惠国待遇与中美关系》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11．[美]哈丁著 柯雄等译 《美中关系的现壮与前景》 新华出版社，1993
12．[美]谢勒著 徐泽荣译 《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 三联书店，1985
13．苏格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14．丁松泉 《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5．张颖 《外交亲历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16．阮 虹 《一个外交家的经历：韩叙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17．黄 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18．孙 哲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案例与分析》时事出版社 2004

19．熊志勇 《中美关系 60 年》 人民出版社，2009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建立与发展中俄关系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实现由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转变

1．江泽民主席访问苏联

2．苏联解体

3．中国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

二、建立面向 21世纪的新型关系

1．中俄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

2．中俄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三、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主要特点

1．中俄新型国家关系机制的建立，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2．经济合作是中俄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军事信任度不断提高，两国安全感增强

4．在国际问题上两国共识增加

学习目标：

1.了解建立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背景。

2. 掌握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特点。

作业：

1．中俄友好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参考书目：

1．刘远图 《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郑 羽 庞昌伟 《俄罗斯能源外交与中俄油气合作》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3．姜 毅 《新世纪的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4．栾景河 《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2004
5．戚文海 《中俄能源合作战略与对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张蕴岭 蓝建学主编 《面向未来的中俄印合作》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7．关海庭 等主编 《渐进式的超越：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调整与深化》 北大出版社，

2006
8．杨 闯 等著 《百年中俄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9．崔宪涛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法司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集：中俄卷（上

下） 》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11． 王树春 《经济外交与中俄关系》，2007
12．周力编著 《中俄建交 55周年（1949—2004） 》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13．王树春 《冷战后的中俄关系》 时事出版社，2005
14．李学君 （俄）季卡廖夫主编 《俄中关系：世纪之交时的求索》 民族出版社，

2001
15．孙晓郁 主编 《面向未来的中俄经贸关系》 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16．张蕴岭 主编 《伙伴还是对手——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邢广程 孙壮志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2007

17．姜长斌 《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18．周晓沛 《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知识单元 4：第四节 稳定与发展中欧关系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同老欧洲国家关系的恶化

1．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的影响

2．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影响

3．跟随美国孤立中国

4．提升与台湾的政治关系

二、中国同老欧洲国家关系的回升

1．中国政府的努力

2．欧洲国家内部的原因

3．逐步取消对中国的制裁

4．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

5．目前存在的问题

三、中国同新欧洲国家的关系

1．政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2．经贸关系的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冷战结束后中国同西欧国家关系恶化的原因。



2．掌握中欧在人权问题上较量的主要分歧。

作业：

1．中国同老欧洲国家存在的主要问题？

2．中国同新欧洲国家的关系如何？

参考书目：

1．[英]G•F•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 《欧洲与中国》，1995

2．薛君度 周荣耀 《面向 21 世纪的中欧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顾卫民 《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 东方出版社， 2000
4．王为民《百年中英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5．徐晓亚《百年中法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6．潘琪昌《百年中德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7．蒋本良 《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8．王洪起 《“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

9．范承祚 《往事如诗 范承祚回忆录》南京出版社，2008

知识单元 5：第五节 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日关系的波动

1．1989 年“北京政治风波”的影响

2．追随美国但又采取与美国不同的对华政策

二、中日两国关系的恢复和改善

1．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恢复同中国高层领导人互访

2．1991 年海部俊树首相访华

3．中日关系的全面恢复

4．1992 年江泽民主席访日

5．1992 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

6．中日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

三、中日关系再次出现波动

1．中日关系再次出现波动的原因

2．中日之间的矛盾

（1）历史问题

（2）台湾问题

（3）地区安全问题

（4）领土争端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日之间出现波动的几次过程。

2．掌握目前中日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作业：

1．目前中日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参考书目：

1．吴寄男 陈鸿斌 《中日关系瓶颈论》 时事出版社，2004
2．冯昭奎 《对话——北京和东京》 新华出版社，1999
3．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编 《东亚三国的进现代史—中日韩三国共同

历史读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余 杰 《铁与梨：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5．刘江永 《中日关系二十讲》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郝祥满 《朝贡体系的建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7．孙乃民 《中日关系史》(全三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8．刘新生 《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全三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9．【日】、加藤嘉一 《以谁为师—一个日本 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东方出

版社，2009
10．廉德瑰 《“大国”日本语中日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知识单元 6：第六节 睦邻政策与改善周边关系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政府的睦邻友好政策

1．中国周边的地缘安全形势出现重大变化

2．进一步丰富了睦邻友好政策

二、改善周边关系

1．中国同中亚五国外交关系的建交

2．中国积极发展同朝鲜北南双方的关系

3．中国进一步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4．中国同南亚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政府提出睦邻友好政策的背景

2．掌握睦邻友好政策的主要内容。

作业：

1.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周边形势出现了哪些新的特点？

2.中国提出的睦邻友好政策的主要内容？

参考书目：

1．唐希中、刘少华、陈本红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1949——2002）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3
2．阎学通等著 《中国与亚太安全》 时事出版社 ，1999
3．张政文 《中国与周边主要国家关系》 南京出版社，1993



4．[新加坡] 黄朝翰著，张乃坚等译 《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 暨

南大学出版社，1990
5．郭明 《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6．郭明 《中越关系新时期。 时事出版社，2007

7．陈和丰 《90年代中国与南亚关系》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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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张蕴岭 《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新型伙伴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0．杨军 王球彬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

2006

11．徐文吉 《朝鲜半岛时局与对策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12．韦 红 《地区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合作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3．杨武 《当代东盟经济与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4．梅平 杨泽瑞 《中国与亚太经济合作-现状与前景》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15．邢广程 孙壮志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2007

16．张兴堂 《跨界民族与我国周边外交》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知识单元 7：第七节 巩固和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关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立足点

二、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关系

1．不追随西方国家制裁中国

2．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3．在联合国加强协商

三、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

1．同非洲贸易的加强

2．同拉丁美洲贸易的加强

3．同中东地区各国贸易的加强

学习目标：

1.了解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2．掌握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立足点。

作业：

1.为什么中国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立足点？

参考书目：

1．张兵 《别样风雨》 新华出版社 2007
2．沙丁等 《中国和拉丁美洲简史》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3．[巴西]雅尼丝 伊利克主编，张宝宇等译 《巴西与中国——世界秩序变动中的双边

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4．朱杰勤 《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5．汤铭新《飞架太平洋上空的虹桥：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6．周伯萍 《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7．陆庭恩 《非洲问题论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8．《纵横》 编辑部 《新中国外交大写意》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9．郭新宁 徐弃郁 《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概论》 时事出版社，

2007
10．何中顺 《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理论与实践》时事出版社，2007
11．王运泽 主编 《携手同行：中非人民友情写真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2．（加蓬）阿苏梅 著 罗汉苏 译 《觉醒后的中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3．崔京生 《出门看看》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14．高斯坦 主编 《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 100 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5．彭树智 主编 《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商务印书馆 ，2002
16．黄志良 《中拉建交纪实》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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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单元 8：第八节 全面参与国际组织与发展多边外交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 、全面参与国际组织

1．中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飞速发展

2．中国积极参与非政府国际组织

3．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项活动

二、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历程

1．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原则立场

2．多边外交的发展历程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全面参与的主要国际组织概况。

2．掌握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原则立场。

作业：

1．中国开展多边外交活动的原则立场。

2．中国在联合国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书目：

1．中国联合国协会编 《模拟联合国指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2．李铁成主编 《联合国里的中国人（1945—2003） 》上下 人民出版社 ，2004
3．李铁城 钱文荣 主编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 人民出版社， 2006
4．刘恩照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法律出版社 1999
5．郑佳节 《潘基文联合国掌门人》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6．赵磊 《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 九州出版社，2007
7．楚树龙 金成 《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 时事出版社，2008

11．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 《中国与世界共同利益的互动》时事出

版社，2008
12．中国联合国协会 编 《中国的联合国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13．秦华孙 《出使联合国》 新华出版社，2010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

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1949—1955）

3

第一节 新中国对外关系

的制订（1.5 课时）

第二节 以中苏同盟为核

心的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

的关系（1.5 课时）

3.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1949—1955）

3

第三节 中美对抗的形成

与抗美援朝 (1.5 课时）

第四节 援越抗法与参加

日内瓦会议（1.5课时）

4.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1949—1955）

3

第五节 倡导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参加万隆会议（1.5
课时）

第六节 台湾海峡危机的

处理和中美大使级会谈（1.5
课时）

5.
第二章 发展与探索并行的外交十年（1956—1965）

3

第一节 新外交方针的酝

酿与形成（1.5课时）

第二节 探索解决陆地边

界遗留问题（1.5课时）

6.
第二章 发展与探索并行的外交十年（1956—1965）

3

第三节 同苏东国家关系

的曲折发展（1.5课时）

第四节 积极发展同亚非

拉新独立民族国家的关系

（1.5课时）

第五节 中法外交关系的

建立（1.5课时

7.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外交十年（1966—
1976） 3

第一节 极左思潮对中国

外交的干扰（1.5课时）

第二节 中国安全战略的

转变与中美关系僵局的打

开（1.5课时）



8.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外交十年（1966—
1976） 3

第二节 中国安全战略的

转变与中美关系僵局的打

开（1.5课时）

第三节 基本完成同西方

国家的建交过程（1.5课时）

9.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外交十年（1966—
1976） 3

第三节 基本完成同西方

国家的建交过程（3课时）

10.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外交十年（1966—
1976） 3

第四节 恢复在联合国合

法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1.5
课时）

第五节 “三个世界”思想

的形成（1.5 课时）

11. 第四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上）(1978—1989） 3

第一节 新时期对外政策

的提出与形成（1.5课时）

第二节 中美建交与中美

关系的发展（1.5课时）

12. 第四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上）(1978—1989） 3

第三节 实现中苏关系正

常化（1.5课时）

第四节 签署《中日和平

友好条约》与发展中日关系

（1.5课时）

13. 第四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上）(1978—1989） 3

第五节 发展与欧洲国家

的关系（1课时）

第六节 发展同第三世界

的关系（1课时）

第七节 发展与国际组织

的关系（1课时）

14.
第五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下）(1989—现在）

3

第一节 确立后冷战时期的

外交方针（1.5课时）

第二节 稳定和发展中美

关系（1.5课时）

15.
第五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下）(1989—现在）

3

第三节 建立与发展中俄关

系（1.5课时）

第四节 稳定与发展中欧关

系（1.5课时）



16.
第五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下）(1989—现在）

3

第五节 稳定和发展中日关

系（1.5课时）

第六节 睦邻政策与改善周

边关系（1.5 课时）

17.
第五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下）(1989—现在）

3

第七节 巩固和加强同发展

中国家关系（1.5课时）

第七节 全面参与国际组织

与发展多边外交

（1.5课时）

18. 讨论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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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概论、口述当代中国

外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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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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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对外基本方针的制订——“一边倒”对外战略的确立与实施

2．三项对外基本方针提出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3. 中苏结盟的社会历史背景

4.中美对抗形成的原因

5.中国是否有必要出兵朝鲜

6.援越抗法的必要性

7.日内瓦会议召开的背景

8.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

9.万隆会议召开的重要意义

10.为什么台湾问题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

11. 50年代关于中国同邻国边界问题解决的基本原则

12．60 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及影响

13.60 年代中国提出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内容及意义

14.60 年代中法两国建交的主要原因及影响

15.70 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进行调整的主要原因及内容

16.70 年代中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特点

17.中国在联合国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18. 70年代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的内容及意义

19.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进行调整的主要原因及内容

20. 中美三个公报的主要内容



21. 80年代中苏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

22. 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的主要内容

23. 新时期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政策

24．中国关于裁军的原则立场

25. 后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方针提出的原因及主要内容

26. 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27. 21世纪以来中欧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28. 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29. 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特点

30．后冷战时代中国政府提出睦邻友好政策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31. 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原则立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讨论为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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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讨论占 10%；
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牛军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5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宝俊 著《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 2月 第 1版

2. 张历历 著《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3月 第 1 版

3. 王逸舟 著《中国外交十难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 2月 第 1版

4. 门洪华主编《中国外交大布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2月 第 1版

5.仇华飞 著《当代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时事出版社，2013年 2月 第 1版

6.梁守德 陈岳 李义虎主编《新型大国关系、国际秩序与中国外交新动向》，世界知识

出版社，2014 年 10 月 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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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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