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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大理论与

实践价值，不仅描绘了新时代中

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壮丽前景，

也对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国际经

济形势复杂严峻和全球经济格局

面临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新一届

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

实行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宏大战略，

是科学谋划我国全方位开放、增强

我对周边区域经济辐射力、强化与

周边国家外交和安全合作、推动形

成以我为主的区域经济分工合作

体系的新思维和新举措，也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具

体重大实践和行动指南，对开创我

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促进各国经

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世界

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具有划时代的

重大意义。

在百年变局背景下，如何通

过对接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以及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推

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

成为关乎中国能否扩大对外开

放、融入世界并实现“两个一百年

目标”的重大课题。

以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

院张晓通研究员为首席专家的

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

“一带一路”关系研究》设立五个

子课题，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

对百年变局的理解；“一带一路”

与全球治理对接的意义；“一带一

路”与全球治理对接的路径。

他认为，目前的研究多侧重于

对百年变局的现状、影响进行认

识，但缺乏对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的

百年变局的演进规律进行深入的

研究。但是，世界大变局不会一蹴

而就，将不断向纵深发展。我们亟

需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视角出发，分析大变局的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问题。项目尝试从世

界经济长周期、科技周期、霸权兴

衰周期三个长周期叠加的视角来

审视“百年变局”，通过实证研究，

研发出一个能读出百年变局历史

节奏、关键节点、经济危机与政治

事件互动规律的分析框架，将宏观

情势分析与实操相结合，回答大变

局下崛起国如何融入、对接、革新

国际制度体系，扩展国际制度空间

这个问题。

对百年变局的理解

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

西方列强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

封建国家。百年后的今天，世界

和中国的局势发生巨大而深刻的

变化，政治重心转移、经济实力演

变、文化发展多样、治理体系调

整、中国快速崛起，因此形成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在何处？变就变在前所

未有、百年罕遇，变就变在立破并

举、涤旧生新。这个大变局，就是

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

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

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

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

化。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

市场、发展中国家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参与塑造国际规则，推

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摆脱长期

处于规则制定和话语权边缘化的

变局；是人类命运更加紧密相连，

国际力量对比更加均衡的变局；

是新机遇与挑战并存，人类走到

十字路口，面临合作还是对抗、开

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

博弈的选择的变局；是中华民族

摆脱近代百年屈辱命运，经历站

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迎接

民族复兴曙光美好未来的变局；

是第四次工业革命革命背景下人

类发展面临新的重大社会发展与

价值观重构的变局。

而对于这一“百年变局”，国

内外政策界的理解并不相同。在

我们眼中，百年变局既是“危”，更

是“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

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对“百年变局”理解的观念性

差异可能转换为中国与西方在互

动进程中所采取不同的方针策略。

“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对
接的意义

百年未有之变局，给现有国

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新

的发展要求。在此背景下，将“一

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结合起来思

考，有着重大的时代意义。

在2018年8月27日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全球治

理与“一带一路”结合起来系统阐

述：“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

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

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而全球治理和“一带一路”正

是全球变局中最突出的两个方

面，既是中国力量的增长点、但也

面临风险和挑战。

我国相关政策部门实际上从

2017年就已经开始思考两者关系

并初步实践，希望将全球治理与

“一带一路”的关系塑造成为一种

相辅相成、相互成就、融会贯通的

关系。具体而言：通过“一带一

路”，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

全球和区域公共产品，部分解决

美国退出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

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

力；通过与国际组织合作，对接高

标准国际规则体系，推动“一带一

路”向国际机制化方向发展，推进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通过“一

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双向对接，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西方将“一带一路”视为中

国的地缘政治工具，是中国从保

守地区大国向扩张主义全球大国

转变的标志，认为中国是现有全

球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对手，因此

在政策上遏制我们的国际制度空

间，对冲我们日益增长的国际制

度性权力。这是“一带一路”显著

的外部风险。

“一带一路”对接全球治理
的路径

国际制度竞争的形态存在四

个维度，分别是规则之争、机制之

争、机构之争和秩序之争。秩序之

争是国际制度竞争的最高形式与

最终目的。在百年变局下，国际制

度之间的竞争性加剧。所谓大国

与国际制度体系的“战略对接”，指

的是大国在自身战略目标指引下，

基于大国实力、大国理念，与国际

制度体系的对接，具体包括对接原

则、逻辑、路径和策略。

张晓通说，项目梳理了各界

对“一带一路”如何对接现有全球

和区域机制安排的多元化探索，

选定了突破空间：崛起国如何融

入和改革国际机制体系，并发展

壮大、拓展国际制度空间。将尝

试发展出一个“大国崛起的国际

制度空间理论”，在这个框架里解

决两方面的问题：大变局和战略

对接问题。

项目尝试构建多层次对接路

径：在实践中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夯实“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体系

对接的基础；客观认识“一带一

路”跟现行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

体系的“制度差异”，以“制度差异

—冲突化解—制度创新”的思路，

推动“一带一路”跟全球治理体系

和国际制度的多边、多维和多层

次互动；明确“一带一路”对接全

球治理要有核心基础和优先领

域，同时对接所在区域的实际需

求，以新义利观指导的经济外交

方式，推动差异化的区域合作和

板块联通。

张晓通说：“这是项目的理论

创新点。而项目的政策意义和价

值或者说政策创新点，就是探讨

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国，如何通过

国际制度体系，来实现和平崛起；

以及在‘文明冲突’甚嚣尘上之

际，如何实现东西方文明、制度与

治理方式的互鉴。”从这个意义上

讲，“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体系

对接是中国尝试通过多边合作方

式，在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实践

中，寻找崛起国和守成国的利益

交汇点，改善国际制度和全球治

理体系的“非中性”问题。在开拓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制度空间

的同时，通过引入新的治理理念

和机制，培育良性竞争的制度环

境，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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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变局背景下，如何通过对接全球治理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以及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

公正合理，成为关乎中国能否扩大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并实

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大课题。

努力回答“世界怎么了，中国怎么办”
张晓通谈《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一带一路”关系研究》

重大项目写真 Research

矢量光场系具有可任意设计

的波前和偏振态分布的光场，因其

相较于均匀标量场具有更大的调

控自由度和更广阔的应用前景，近

年来引起了科学家的广泛关注。

然而，基于传统光学器件产生矢量

光场的方法往往具有体系庞杂或

功能局限等弊端，极大限制了其在

集成光学中的应用前景。

针对这一问题，物理学系周

磊教授团队近日提出了一套全新

且普适的超构表面设计方法，利用

超构表面中位置依赖的全矩阵相

位调制高效实现了可任意设计的

复杂矢量光场，并进行了一系列实

验验证。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

出了一套普适的复合超构表面设

计方法，通过对超构表面中偏振依

赖和偏振无关两种不同的反射相

位的调制，高效实现了可任意设计

且功能解锁的双功能复杂矢量光

场。为未来矢量光场在量子信息

存储、高分辨成像、生命科学等领

域的研究与应用打开了新思路。

研究团队在相同的理论指导

下进一步实现了近场复杂矢量光

场，验证了该矢量光场调控方案的

普适性。在左旋圆偏光激励下，团

队在近红外波段实验实现了带涡

旋且偏振态为沿径向线偏的表面

波。实验结果均与理论及模拟预

期吻合良好。

研究团队提出的基于超构表

面产生复杂矢量光场的新方法，是

一种普适、高效、功能广泛的方法，

通过充分利用体系自由度，调制位

置依赖的全矩阵相位，真正实现远

场和近场的任意矢量光场；基于复

合超构表面产生双功能矢量光场

的方法，则通过充分利用两种机制

的相位与局域各向异性，实现了功

能解锁且具有非均匀局域偏振态

的双功能矢量光场。这两种普适

方法均可在未来被拓展到任意波

段、透射体系、斜入射体系、非均匀

振幅体系和任意入射偏振体系等

等，产生的矢量光场在多通道通

信、近场传感、光镊和超分辨率成

象等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分别以

《基于超曲面的复矢量光场的高效

生 成 》（Efficient Generation of

Complex Vectorial Optical Fields

with Metasurfaces）和《矢量光场双

功能代的高效元器件》（High-ef-

ficiency metadevices for bifunc-

tional generations of vectorial op-

tical fields）为题发表在《光：科学与

应用》（Light: Science & Applica-

tions）和《纳米光子学》（Nanopho-

tonics）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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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磊团队提出全新的
超构表面设计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