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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华地缘政治观
陆俊元

摘要

美国对华政策时好时坏, 曲折多变, 具有友好与敌对兼备的两面性特

征。这种矛盾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对华地缘政治观念。坚持对中
国采取遏制政策的人认为, 中国是一支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强大的地缘政治
力量, 而坚持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的人则认为, 应立足于全球战略均势和亚太安全
结构以积极的态度处理好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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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以防后 患。 因此, 美国对华 政策时好

一
冷战结束以来, 中美关系跌宕起伏, 曲

时坏, 友好与敌对俱在, 表现出显著的两面
性特征。
美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学者们对中国

折多变。从实践来看, 一方面, 中美矛盾成

认识的不一致, 导致其对华政策左右漂移、

了冷战后大国关系中最为突出的一对矛盾,

没有定式。一般认为, 目前在美国政界关于

而且似乎没有另外哪一对大国矛盾在不久的
将来会比中美矛盾更突出; 另一方面, 中美

中国的形象, 形 成了三 种具有代 表性的观
点: 非敌非友论 、 中国威胁论 、 重要

两国社会交往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历史上的

非盟国论 。 事实上, 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远

任何时期, 双边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十分充
足。 中美两国交往中出现了既 斗争又不断

较以上三种观点复杂得多, 并处于难以自拔
的自相矛盾之中, 也许是把中国既看作敌人

加强联系的矛盾特点。在理论上, 美国国内

又当作朋友 ( 一个敌对的朋友和一个必须打

对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对华政策展开了激烈的

交道的敌人) , 即

辩论, 辩论的核心是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还
是遏制政策。坚持接触政策的人与建议采取

符合美国对中国综合判断的现实。如美国国
内两大政治力量共和党与民主党就对华战略

遏制政策的人构成了两种势力, 使美国的对

达成初步共识, 认为既要保持和加深同中国

华政策形成两个主流。接触派坚持与中国改

的接触, 也要采取

善关系, 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接触; 遏制派
主张与中国对抗, 希望尽 快扼杀中 国的崛

范和约束中国, 根本的目标是西化中国, 使
中国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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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敌亦友

的观点, 更

必要的行动和措施

防

成部分。 不难理 解, 从意识形 态的本质与
理想主义的要求出发, 美国更多地视中国为

际政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地缘政治力量。这
两种地缘政治观点的共同点是, 它们都从权

对手甚至是敌人, 而从现实出发, 美国又不

力的角度打量中国, 都认为中国是强大的力

得不将中国作为争取合作的朋友。中美关系
中, 在战略上如何看待对方的问题 将直

量, 而不同点在于所持态度与对策, 前者坚
持认为中国是美国安全的威胁来源, 主张对

接影 响 美国 的 对 华 政 策 和 两国 关 系 的 进

中国进行遏制, 消除美国安全的后患, 后者

展。

主张应该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体系, 通过与
中国的合作, 利用中国的力量来处理国际事
务, 实施美国的对外战略, 以达到美国的战

二

略目标, 维护美国利益。这种地缘政治观念
对一国形象的判断, 受制因素颇多, 一
方面会受到对该国的了解程度、对该国政府
和人民的感情等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 还
会受到判断者自身固有的主观观念以及看问

的两面性, 是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一种意
识形态基础。

三

题的立场、方法、态度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
局限。从判断者的主观方面来看, 起作用的

把中国看成是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地

因素同样是较多的, 其中地缘政治观念是重

缘政治观念, 形成于本世纪初至二次大战期

要因素。在美国, 以地缘政治作为制定对外

间。当时人们沉 醉于对 地理因素 与国家权

政策、处理国际关系的依据是普遍现象。犹
如由里根总统签署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

力、霸权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探讨之中,
诞生了 形形 色色 的地 缘 政治 理论 与观 点。

告 ( 1988 年)

1904 年 1 月,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哈尔福德

中提示的那样:

基本的一

点应该是清楚的, 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一
直存在着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连贯性, 它反映

麦金德, 在皇家地理学会宣布的 大陆腹心
学说 引起世人关注。麦金德把由欧洲、亚

了这样的事实: 这种战略是基于固定不变的

洲、非洲组成的大陆称为

地理考虑, 其目的是要保持我们的民主的根

它是世界力量的重心, 是全球战略的要害。

本价值。 今天, 地缘政治观念仍习惯性地
引导着美国战略 家的思维。布热津 斯基在

世界岛 又可分为 心脏地带 和 内新
月形地带 ,
心脏地带 包括从中国到黑

大棋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世界岛 , 认为

海、波罗的海以及东欧、中亚、西伯利亚等

一书中说: 美国在发挥全球主导作用时应
认识到政治地理仍是影响国际事务的关键因

在内的广大地域。他的著名结论就是: 谁
统治东欧, 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 谁统治心

素

脏地带谁就能主 宰世界岛; 谁能 统治世界

,

美国的对外政策还必须继续关注地

缘政治问题

。

岛, 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美国人尼古拉耶

那么, 美国人对中国究竟抱有何种地缘
政治观念呢? 概括说来, 美国对中国在地缘

夫 斯皮克曼对欧亚大陆是世界权力中心这
一点深信不疑, 但他修正了麦金德的观点,

政治上形成了两种既联系又相左的观念。传

认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处在大陆心脏地带

统的、保守的观点认为, 中国是一支可能对

和边缘海之间, 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冲突

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强大的地缘政治力量;
而较开放的、现实的观点则认为, 中国是国

中, 起着缓冲地带的作用; 只有边缘地带才
是世界的政治中心地带, 是各强国为控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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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必须占有的核心地区。他将麦金德的论
断改写为: 谁支配着边缘地带, 谁就控制

在美国人的心理上更加重了因地缘政治变化
而引发的恐惧感, 因而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

欧亚大陆; 谁支配着欧亚大陆, 谁就掌握世

存在不符合美国的战略需要, 而中国的强大

界的命运。
在斯皮克曼的应用理论中, 提出欧亚大

更是违背美国的利益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所
以有了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封锁, 分化、弱

陆是美国安全的根本威胁, 一旦欧亚边缘地

化等五花八门的对华战略与政策。

区联合, 美国就处于被包围之中, 将为联合

四

的欧亚势力所压倒。 这种对美 国安全环境
的地缘政治观点成为日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基
本出发点。里根政府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美国的另一种地缘政治观是, 更多地把

将这种地缘政治观念概括

中国看成是美国全球战略中不可或缺的、能

为美国战略的第一个比较简明和非常合乎情
理的特征, 指出:
这种信念就是如果一个

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战略力量。
50、60 年 代, 在 对中国 实施封 锁、遏

敌对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统治了欧亚大陆

制战略过程中, 美国战略家发现了中国的制

这个地区通常称为世界的腹地, 那么美国最
基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就将处于危险之中。

衡作用, 认为只要能够巧妙地利用, 中国就
会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发挥出无穷的地缘政

从这种观念出发, 战后的美国政府彻底抛弃

治活力。美国希 望利用 中国的地 缘政治力

了

政策, 反而积极干预欧亚大

量, 达到美国的战略目的。如果从冷战格局

陆事务, 而 实现这个目标的国家战略从广
义上来说一直是遏制政策。

的框架来透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特别是
亚太战略中的地缘政治作用和地位, 则格外

报告 ( 1988 年)

孤立主义

从中国的 位置和 幅员来 看, 或 居于心

清晰。

脏, 或地处边缘, 无论以 心脏地带学说
还是以 边缘地带论 衡量, 中国都是全球

二战之后, 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是以美
苏对抗的两极格局为特征的。中国所在的亚

战略的要害。在美国战略家眼里, 这片土地

洲太平洋地区是美苏争霸的重要战场。从地

是产生权力的基础, 甚至能成为支配全球的

缘政治态势看, 美国远道而来, 对苏遏制战

基地, 它能对美国安全产生威胁。为让美国
在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必须控制这种力

略仅依赖于它同亚太边缘破碎状岛屿盟友合
作的实 施, 呈相 对劣势。而 苏联是 本地大

量, 控制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根源,

国, 有距 离上的 优势。怎样 以亚太 边缘的

而中国恰恰是这种力量所在。因此, 美国人
的理想目标就是 控制中国, 就象旧 中国时

岛屿锁链 遏制苏联, 成为美国亚太地缘
战略的一大难题。如何为其亚太安全战略寻

代, 美国支持腐败的蒋氏政权, 根本目的是

找有效的战略支撑点, 成为战略家的重要课

为谋取在中国的 特权, 为 美国全球 战略服

题。布热津斯基认为, 美国是在执行错误的

务。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之后, 美国失去
了在亚洲大陆的基地, 其势力退至太平洋。

对华政策过程中, 偶然发现了中国在美国对
苏战略中的地缘政治作用。起先, 美国把中

美国人认为, 美国不仅失去了在全球战略中

国看成是苏联势力的一部分, 用对付苏联的

至关重要的要害地区, 失去了在亚洲的战略

战略对待中国, 但由于中苏矛盾加剧, 使远

支撑点, 而且在这块土地上新形成了一支与
美国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共产主义力量。这

东的地缘政治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并
最终使美国把它的地缘政治战线的前沿从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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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边缘重新推进至中苏边界。
苏联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展力量必须基

所持的看法是稳健的、成熟的。他们深省地
缘政治、权力均衡的奥妙, 观察国际问题往

于其远东领土和太平洋海岸线。在客观上,

往更多地 从现实政治和 力量对比 的态势出

苏联的亚太扩张战略对中国有地缘政治的依
赖。但是, 中国是 一个饱受 外强凌 辱的国

发。他们认为, 应立足于全球战略均势和亚
太安全结构来观察与处理中美关系。美国应

家, 中国共产党十分珍惜独立处理国家事务

尊重中国的利益, 承认中国的地区性乃至全

的权力, 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 从没有

球性大国地位。

讨论的余地。对于这位北方邻居, 不管他提
出什么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 中国共产

这种地缘政治观更多地强调中国的积极
作用, 因而倡导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相

党人都毫不犹豫地说

对而言, 这种地缘政治观念主导下的美国对

不 。因此, 事实上,

中国构成苏联向亚太地区扩张势力的

天然

华政策, 友好成份较多。

障碍 。
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述, 中国在美苏争夺

综上所述, 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鲜明的
两面性特征, 既有友好成份, 又有敌对的一

中是一个关键因素, 它本身就是苏联在这个

面; 合作中有矛盾, 在矛盾中寻求合作。中

地区称霸的重大障碍, 这个事实比中国对苏
联某些具体行动的反对更为紧要; 即使中苏

美关系在这种框架中运行。造成这一现象的
根本原因, 是两国利益的分歧、以及意识形

关系不再那么充满敌意, 一个追求自身国家

态的冲突, 其中 隐含着 深刻的地 缘政治因

利益的强大而安全的中国就是苏联在远东地

素。美国的对华地缘政治观念本身具有两面

区取得优势的一大障碍。
布热津斯基等政治家对中国和中美关系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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