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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美国企图对华发动“新冷战”，在政治、经济等多领域打压中国，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

目的。然而，中美博弈与美苏冷战的时代背景不同: 美苏冷战爆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中美博弈则发

生在远离世界大战的和平时期; 美苏冷战时的世界处于两极格局，而中美博弈时的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美苏

冷战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而中美博弈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面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中国在习近平外交

思想引领下坚守正道，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以多边主义合作应对美国单边主义对抗，

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突破美国经济遏制，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站在全人类高度，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博弈将出现软实力对抗与“混合战”加剧的趋势，全球治理体系重构和世界格

局演进的进程将加快。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 中美博弈 中国外交 美苏冷战

近年来，美国企图搞“新冷战”，在政治、经济等多领域打压中国，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目

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①，也是今天深入分析和认识中

美博弈的重要思想武器。美国图谋对华挑起“新冷战”是新时代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外部挑战之

一。美国试图政治上通过强化其意识形态，重建反共反中联盟; 经济上搞“脱钩”，将中国推到世

界经济体系边缘; 科技上搞封锁，极力削弱中国高科技能力; 外交上搞霸凌，挤压中国战略空间;

军事上搞近岸威慑，在南海和东海开展军事挑衅活动; 舆论上污名化中国和炒作“中国威胁论”，

到处煽动疑华反华情绪; 等等。美国搞“新冷战”的手法并不新鲜，很多都源自 20 世纪的美苏冷

战。苏联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过历史性贡献，但是在主客观因素作用下最终走向了美苏冷战。美苏冷

战既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不利于本国的繁荣发展。中国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坚守正道，

不会重蹈苏联与美国争霸的历史覆辙，而是联合世界各国开展反对美国霸权霸凌的斗争。因此，美国

对付苏联的冷战手法无法在中美博弈中取得当年的效果，中国将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② 中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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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博弈与美苏冷战的背景比较

中美博弈与美苏冷战的背景迵异。

首先，美苏冷战爆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而中美博弈发生在远离世界大战的和平时

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打破了旧有的世界秩序，美苏作为两大战胜国具有构建世界秩序的能

力，雅尔塔体系应运而生。德国、日本、意大利及其仆从国作为战败国必须接受战胜国的命令，

而其他国家也不得不服从美苏安排，世界走向两极格局。中美博弈加剧处于美国极力维系单极世

界但霸权加速衰落之际。没有世界大战的威胁，美国无法像当年那样携战胜国之威驾驭西方和发

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德国与日本试图摆脱美国的控制，美国对委内瑞拉、叙利亚政

权的颠覆行动均铩羽而归，当前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主张亦未得到包括一些盟国在内的世界绝

大多数国家支持。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珍爱和平、谋求发展的历史潮流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得到

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美国难以通过战争等手段迫使他国打压主张和平发展的中国。

其次，美苏冷战时期世界处于两极格局，而中美博弈处于世界走向多极化的时期。美苏作为当年

的世界超级大国，实力远超其他国家，有能力以本国为中心构建霸权体系。在当前中美博弈加剧时期，

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加速演进，美国已无足够能力维系单极世界。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新世纪

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

流大势不可逆转”①。1973 年，苏联 GDP 占美国 GDP 比重达到历史最高值，为 42. 8%②。2020

年，中国 GDP 已超过美国 GDP 的 70%③。中国正在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西方国家对

美国的离心倾向明显加大，政策独立性明显增强。俄罗斯作为世界力量中心之一，在军事、安全、

能源等领域对美国形成有力制衡。推动世界多极化成为中国、俄罗斯、欧盟等未来世界重要力量中

心和世界强国的共识，中国有条件将这种战略共识转换为瓦解美国单极世界霸权的行动默契。

再次，美苏冷战处于殖民主义世界经济秩序与新殖民主义世界经济秩序转换时期，而中美博

弈处于新殖民主义世界经济秩序与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转换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

解放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新独立国家，旧殖民地体系随着英法等宗主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衰落

而瓦解。美苏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并采用提供援助和干涉内政的软硬两手方式争取新独立国家

加入本国阵营。大量新独立国家只能在美苏分别为中心的两大世界体系之间选边站。当前中美博

弈加剧，美国试图滥用世界秩序垄断权实现利益最大化，其做法是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巧取豪夺

和经济主权与安全的巨大破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遭到了其同盟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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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谋求平等互利、共同发展，能

够突破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弊端，激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可持续发

展。因此，中美博弈必然表现为美国维护新殖民主义体系，而中国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

新秩序，并且从经济全球化的融入者转变为经济全球化的大力推动者。中国的主张符合绝大多数

国家的利益，这使美国难以与中国经济 “脱钩”或将中国挤到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

最后，美苏冷战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而中美博弈处于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物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美苏争霸与军备竞赛直接刺激了

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又推动了第三产业发展，也加剧了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不平衡。苏联在原子能和

航天领域成绩斐然，但是没有很好地将科技成果转换为产业发展的动力，最终在与美国的工业竞

争中败下阵来。中美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同一起跑线上，在不同领域各有优势，能否抓住机遇

主要取决于创新能力的强弱。习近平指出，“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

开。我们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

颈”①。中国能够利用先进信息技术更好地制定战略规划，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美国实施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信息技术在经济规划方面的优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信息时代

将形成主流话语体系和新媒体话语体系并存的双重话语体系，必然严重冲击美国话语权。中国政

府执政为民，可以通过新媒体监督施政和宣传政策来提升政府的能力与威信。美国政府归根结底

服务于垄断资本，对媒体实施软约束。在新媒体话语体系下，美国政府公信力必然受到冲击。

二、中美博弈与美苏冷战的性质比较

中美博弈与美苏冷战的性质不同。美苏冷战的性质是争霸，而中美博弈的性质是称霸与反

霸。美苏谋求世界霸权，造成北约与华约对峙、战争不断、军备竞赛、主权国家政权被颠覆等问

题。古巴导弹危机事件后，美苏形成了互不直接开战的战略默契，因为直接开战意味着世界大

战，两国都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美苏争霸以冷战方式进行，双方在第三世界大打代理人战

争，也发动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战争。苏联与美国争霸一方面有利于遏制美国霸权，帮助更多国

家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 另一方面忽视了社会主义阵营内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发展诉求。因

此，美苏无论哪一方在冷战中胜出，不平等、不合理的世界秩序都难以改变。

当前的中美博弈加剧时期，美国极力维系世界霸权，但其全球新殖民主义体系行将就木。中

国不认同新殖民主义和单极世界，不搞争霸和强权政治，主张世界多极化，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

世界新秩序。习近平强调，“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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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①。中美的战争观和安全观大不相同。美国

将战争视为称霸和谋取暴利的手段，而中国将战争视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手段; 美国谋求“绝

对安全”，而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

格局”②。中国不是通过争霸实现民族复兴，而是把实现“中国梦”与 “世界梦”统一起来。习

近平一再强调，“世界好，中国才能好; 中国好，世界才更好”③。中国的主张赢得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认同和尊重，使美国难以像对付苏联那样构建反华军事同盟体系。美国为压制中国，以单边

主义方式解构以往建立的世界秩序，试图重新分裂世界市场，制造阵营对抗，使世界秩序出现了

由“统”到“分”的演变，并在战略博弈和思潮碰撞中步入大分化和大调整时期。

历史经验表明， “分”而不 “统”，天下必乱。 “分”的历史使命在于实现更高层次的

“统”。中国不是谋求在旧有世界秩序中改朝换代，而是努力实现 “统”而不霸，推动世界秩序

实现由“分”到更高层次“统”的螺旋式上升。中国要实现的 “统”集中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既强调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又强调各国在世界性

问题面前的共同责任与利益，体现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世界情怀和人本思想，符合世界绝大多

数国家的利益，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能够支撑中国缔结维护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的国际统一阵

线，凝聚构建公正合理世界新秩序的强大合力。

三、中美博弈与美苏冷战的特征比较

美苏冷战的特征是对抗，而中美博弈的特征是中国巧妙化解美国的对抗性措施，以 “道”

化“术”，借“势”化“力”，以包容性合作应对排他性对抗。

首先，美苏冷战表现为阵营对抗，而中美博弈表现为中国多边主义合作政策与美国单边主义对

抗政策的较量。美苏展开阵营对抗，政治上结成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 军事上组建了北约

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 经济上分别搞了“马歇尔计划” ( “欧洲复兴计划”) 和“莫洛托夫计划”

( 以及后来的经济互助委员会) ，形成了割裂的两大平行世界经济体系。进入美苏阵营的国家能得到

超级大国的安全与经济保障，但需付出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代价。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置身

于美苏冷战之外，处于两大阵营中间地带的国家是美苏争夺重点，长期政治动荡或遭受战争摧残。

与苏联不同，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便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

都建立了紧密的经贸关系，并且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反对单边主义和强

权政治，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威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其他国家只感受到来自美国要求进

入反华阵营的单方面霸权压力，这与美苏冷战时期遭受来自美苏双方霸权压力的情况大相径庭。

·64·

①

②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46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433 页。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 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30 页。



中美博弈与美苏冷战的差异比较及趋势分析

选择加入反华阵营意味着继续接受美国新殖民体系的政治不平等、经济受压榨。因此，绝大多数

国家希望同时与中美发展合作关系。

为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

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

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①。美国无法弥补别国由

于加入反华阵营而遭受的巨额损失，其拼凑反华阵营的计划必将以失败告终。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例子是: 美国白宫发表了史无前例的 “南海声明”，表态 “与东盟站在同一阵线保卫主权”，但

响应的东盟国家寥寥无几。

其次，美苏冷战双方进行排他性意识形态对抗，而中美博弈表现为中国 “各文明包容互鉴”

的主张与美国排他性意识形态的较量。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是美苏冷战爆发的标志，而杜鲁门主义

的核心内容是将“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美国指责苏

联搞专制独裁，而苏联指责美国搞剥削压迫。美苏冷战时期，双方都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扩张来加

强对其阵营内国家的控制，这具有明显的不平等特征。苏联解体后，美国依然坚持排他性意识形

态，推崇“价值观外交”，试图以西方文明终结世界其他文明。在当前的中美博弈加剧期，美国

蓄意挑起对华意识形态对抗，美国政客试图把国际社会绑上反共反华的战车，以中共概念取代中

国概念，扬言对所有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实施签证禁令。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了有机结合。习近平指

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②。中国反对将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不赞成 “文明冲突论”，而是

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各文明包容互鉴。习近平指出: “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

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聚着不

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 要交流，不

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

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③; “靠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

划线，搞零和游戏，既解决不了本国问题，更应对不了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④; 要 “跨越文明

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

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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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多年来推崇的“价值观外交”日益缺少吸引力，其拼凑反共反中同盟将难上加

难。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污名化中国和编造 “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暂时骗取民众支持反华政策，

但是中美经济和社会联系十分紧密，民众难以被长期蒙蔽，美国反华政策的社会民意基础迟早将

瓦解。

最后，美苏冷战是两大工业强国的对抗，而中美博弈表现为虚拟经济大国与实体经济大国的

较量。美苏冷战时期，两国都拥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并在各自阵营搭建出国际产业链网络。出于

军事对抗需要，美苏都不敢轻易将重要产业的关键性环节转移他国。苏联解体后，由于失去了强

大的外部军事威胁，美国金融资本集团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愿在本土维持庞大的实体经济，而

是通过金融、科技等手段控制产业链高端，向全世界转移中低端产业链，通过世界经济垄断权巧

取豪夺。美国经济由此患上了由 “实”向 “虚”的 “富贵病”，而中国成长为世界头号制造业

大国。美国搞对华经济“脱钩”未必能实现重振实体经济的目标，由于资本逐利的本性，从中

国转移出来的制造业往往没有回到美国，而是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只要美国处于世界经济中心

的地位尚未改变，依靠这种地位谋取超额利润的政策就难以改变。并且，美国短期内难以建立能

够支撑大规模实体经济的人才队伍。

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庞大，不但形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实体经济，而且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

式获得发展实体经济的持续动力: 一是克服种种干扰与破坏，保持和加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合

作; 二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搭建以中国为中心、整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世界经

济体系，推动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三是加强本国经济建设，依靠国内产业能力和巨大市场

实现“国内大循环”。这三种方式将有力地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模式的发展。中国发展实体经济

将获得四大收益: 完善体系，增强抵御美国对华经济 “脱钩”政策冲击的能力; 巩固基础，支

撑经济长期发展; 扩大规模，使美国及其对华经济“脱钩”政策的追随者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保障国防，能够迅速形成强大的军工产能。长期而论，美国的虚拟经济乃无根之木，以其为支撑

的美国迟早将在以实体经济立国的中国面前败下阵来。

四、中美博弈的趋势分析

中美博弈能否走向“新冷战”并非由美国单方面左右，而是被世界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所

决定，大博弈的胜出者必定是与时俱进的一方。中国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坚守正道、善于斗

争，能够赢得主动、避免“新冷战”。中美博弈总体上或将呈现以下趋势。

首先，软实力较量加剧，美国的国际话语权被削弱。美国对华发动 “新冷战”的主要手段

是在国际上缔结反华阵营来孤立中国。对此，软实力的运用至关重要。美国掌握着国际话语权，

软实力暂时在中国之上。然而，中国的内外政策符合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

家的共同利益。与美国向他国强加西方 “普世价值”的霸权行为不同，中国尊重世界文明多样

性，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美国维护霸权的行为不具道义优势，其经常用谎言蒙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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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和本国人民，炒作“中国威胁论”，对中国情况进行歪曲宣传。中国只要解决信息不对称

的问题，就可获得道义优势，使中美软实力较量出现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在信息时代，传播技术

飞速发展，美国建立在强大的媒体控制能力之上的信息霸权难以维系。

其次，“混合战”攻防加剧，中国在关键领域努力赶超。中美博弈表现为以贸易战、金融

战、科技战、信息战为主要特征的多领域激烈争夺。金融和科技作为美国支撑世界经济霸权的

两大支柱是 “混合战”的关键领域。中国为加快科技发展和破解美国的科技封锁，努力完善科

技发展规划和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大经费投入和人才建设，并加强国际科技合

作，“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①。实践证明，中

国科技发展模式能够保障中国迅速缩小与美国的科技差距，并在某些领域领先。“2019 年，中国

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 59867 篇，占世界份额的 31. 4%，排在世界第 2 位。排在首位的美国发表论

文 62717 篇，占 32. 9%。”② 中国在科技投入方面增长速度较快，规模已居世界第二位③。在美

国滥用金融霸权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日益得到国际支持。2019 年，国

家外汇储备余额 3. 11 万亿美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 6. 04 万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

算业务发生 2. 78 万亿元④。中国金融正在成为中国促进经济发展和改造世界经济秩序的有力

保障。

再次，全球治理体系重构，美国世界霸权难以维系。中美都主张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但其方

向截然不同。美国极力通过规则和机构机制的改造弱化中国的影响和作用，甚至不惜削弱联合

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权威多边机构的作用。中国希望去除全球治理体系不公

平、不均衡的缺陷，能够更多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有效地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中国与美国的全球治理观完全不同。美国强调 “美国优先”原则，

按照霸权利益需求改造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强调 “要合作而不要对抗，要双赢、多赢、共赢而

不要单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引导各方形成共识，加强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⑤。习近平强调: “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权利平等、

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

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⑥; “要坚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

结合作”⑦。未来，中国将积极设置国际议程和议题，“始终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坚持联合国

·9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习近平: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10 页。

《2020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在京发布》，https: / /baijiahao. baidu. com/s? id =1687398482114191660＆wfr = spider＆for = pc。

《中国科技投入居世界第二与美国还有差距》，https: / /news. china. com / focus /2019qglh /bzfs /13002667 /20190311 /35407

128. html。

《2019 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https: / /www. financialnews. com. cn /sj_ 142 / jrsj /202001 / t20200116_ 175356. html。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450 页。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11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449 页。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 年第 4 期

的核心地位”“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①，努力发挥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

国际机构与机制的作用，“积极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

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②。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美国将构建反华阵营的意图融入全球治理体系构

建行动中，而中国将推动各国平等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并共享成果，以此夯实构筑全球和平与发展

统一战线的基础。

最后，世界格局加快演进，美国对华遏制战略难以为继。中国与美国的欧洲盟友在各领域都

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与中国对抗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其不会充分贯彻美国的意图，美国对

其盟友在对华政策上施压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盟友脱离美国战略轨道的过程。世界多极化将加快发

展，欧洲成为世界一极的进程将加快，并在中美博弈中逐步走向中立。

中国和俄罗斯被美国视为两大全球战略对手，同时遭到美国的强力遏制。两国具有应对美国

挑战的共同需求和强大合力，都是新兴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改造世界秩序的共

同利益与相通理念。因此，习近平积极推动中俄关系发展，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同俄罗斯联邦总

统普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提

升到新的高度。中俄将保持 “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彼此支持又各有侧重，携手在

欧亚大陆共同构建新秩序。中俄 “将继续开展共建 ‘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相互支

持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协同促进地区一体化和区域经济融合发

展”③。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在地理上相互重叠，功能

上相互补充，能够推动形成以中俄为主要支撑，范围涵盖东盟、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的

巨大地缘战略合作板块，并与美国的欧洲盟国以及东北亚盟国相连接。在此情况下，美国对中俄

的战略围堵注定破产。中俄战略协作必然加大美国对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白俄罗斯等国施加

强权政策的阻力，使美国受制于自己制造出来的热点问题。同时，金砖国家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

会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体系造成日益强大的冲击。

( 王晓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 晓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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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adheres to the right path instead of repeating the mistakes of

the US-Soviet Union struggle for hegemony． Upholding the objective of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and promoting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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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China responds to US unilateralist confrontation with multilateralism， breaks through US economic

containment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cooperation，transcends national，ethnic，cultural，and ideological

boundaries，an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ntire human race，promotes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Sino-US game shows a trendency of intensified soft power confrontation and “mixed warfare”．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evolution of the world structure will be accel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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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stablish a proper 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we must refute historical nihilism in

the study of the Party history． The rise of historical nihilism in China has a complex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There are many specific reasons for its rise，mainly including deviating from the correct track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glecting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that specific problems should be specifically addressed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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