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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略关系转型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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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美战略关系经过 30 多年发展的累积，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实现转型和超越已变得
越来越迫切。但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国际格局的快速转换使中美战略认知清晰化的难度明显增
大，战略认知不确定导致战略调整难以到位，战略调整不到位直接影响两国战略良性互动和关系
的稳定发展。美方作为中美关系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更加主动地采取实质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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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交 》杂 志 2008 年 5-6 月 号 的 封 面 红 字

来的挑战。这种联系和推论看似牵强并且显得过于

标题是“美国在衰落？”法里德·扎卡里亚和里查

随意，实际上则道出了影响世界未来的两大历史性

德·哈斯围绕这个主题分别撰写了《美国实力的未

事件，即美国衰落和中国崛起及其内在的联系，并

[1](P.18-43)

[2](P.44-56)

两篇重头文章，

从一定角度折射出美国的对华战略思考、摇摆和可

都坦承美国“单极时刻”终结，实力已经有所衰落，

能出现的走向，预示了中美战略关系在当前世界转

同时也都认为美国依然有实力塑造世界和驾驭世

型和国际格局转换这个大背景下的发展动态。

来》

和《无极时代》

界的转型。一年之后的同一时间，该杂志 2009 年
5-6 月号的封面红字标题是“中国挑战”，美国两位

一

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易名和史国力在《两国集团
（G2）幻想》一文中，对此前基辛格、布热津斯基、

近一个时期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历经

伯格斯滕等人提出的把中美双边关系发展成“两

冷战后多次局部战争和危机冲击的国际格局和国

国集团”的观点提出诸多质疑，认为中美之间的利

际体系的历史性转换明显加快，主要战略力量的地

益、价值观和能力等诸多方面都不匹配，因此两国

位都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动。其中，除了欧盟大国中

的合作是脆弱的。

[3](P.14-23)

的英、法、德以及日本的地位相对稳定之外，美国、

如果把这两期杂志的封面重头文章简单地联

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的国际地位都在发生明显

系起来看，似乎可以让人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美国

消长，大国系列的排位开始重新洗牌。由此，持续了

的衰落与中国的挑战有重要关联，中美两国难以结

20 余年的“一超多强”格局加快向多极格局转变，主

成集团，寻求全面加强双边关系只是幻想，美国应

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关系开始孕育一种新的形态。

该采取更加灵活的多边战略来应对中国崛起所带

在此过程中，西方发达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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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成为牵动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转换的主线，美

始衰落，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已经坐三望

中两国分别作为西方发达大国和新兴大国代表，其

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增大，军事力量快速增强，主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以及相互关系的变化已经成为

张中国应准备取代美国来设计世界和领导世界之

这条主线中的主线。这正是“中美共治”论和“两国

豪论 ；也有认为美国经济发展的生命复活力不容低

集团”(G2) 论产生的大背景。围绕这条主线，大国

估，美国霸权可能在危机中实现重生，仍将难以撼

关系的分化重组明显加快而且变得越来越错综复

动，中国发展困难和瓶颈多多，数十年之后仍难达

杂。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在未来国际体系走向和如何

到美国现有水平之哀叹。而官方的表达则认为，国

应对新兴大国等问题上的矛盾分歧凸显，传统盟友

际格局中的多极化趋势变得更加明朗 ；中国尽管国

关系深入调整 ；新兴大国之间在增进合作的同时也

际地位提高，影响力上升，但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大

加紧展开竞争，并借美欧的力量来加以制衡。

国，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也应与此保持一致。这与

国际格局这种急剧的变革调整不仅给中美战

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有关中国至少是一个“发

略关系的转变和重新界定造成了新的复杂环境，

达的发展中国家”的认定显然差距不小，特别是与

更为直接的是，使得身处其中的中美这两个重要动

他们主张中国应承担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相

因，对国际格局以及对各自和彼此国际地位的变化

称的国际责任的期待差距甚远。

及战略走向，均难以形成相对稳定清晰的看法，甚
至显得有些摇摆或迷失。关于国际格局，美国国家

二

情报委员会 2009 年推出的《全球趋势 2025 ：转型
的世界》预计，到 2025 年，中国和印度的国内生产

基于世界全面转型和国际格局深刻转换的前

总值可能超越除美国和日本之外的所有国家（人均

景充满不确定性，以及中美对世界以及对彼此的战

国民收入仍将继续落后数十年），世界 8 大经济体

略认知难以明确并且存在不小的落差，所以中美和

的排序将是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德国、英国、法

其他主要国家一样，为了更好地应对大变局可能带

国和俄罗斯 ；综合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防开支、

来的未知风险，确保各自在未来新格局中的战略利

人口和技术等加权指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

益安全，不得不采取多方下注的谨慎的战略准备，

的实力差距将持续缩小，“一个全球多极体系正在

全面调整在短期内难以展开，自然更难以到位。

崭露头角”。[4](P.19-20,138) 但这仍主要是一种粗线条的

特别是美国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最大既得利

近中期预测。关于美国自身的国际地位，正如前述

益者，尽管从总体上看，其相对于自身在世纪之交

里查德·哈斯和法里德·扎卡利亚的文章所承认的，

的顶峰时期已经明显下降，它与其他大国的综合实

由于美国自身的原因和美国之外的新兴大国及各

力差距相对于过去也持续缩小，其国际地位和对国

种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上升等原因，美国的国际地

际体系的操控力势必继续下降，但它作为“一超”的

位确实在下降。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美国

综合实力和首要态势依然突出，而且仍将持续相当

不能接受成为世界第二，反证了美国地位的下降和

长的时期。美国多数战略家和政治家对此深信不

美国人由此产生的严重危机感。关于中国的国际地

移，他们公开表达对美国衰落和沦为世界第二的担

位，则是高调唱强的声音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存

心，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人危机意识强的表现，表

在差异较大的看法，而且影响不小。

明他们已经开始认真思考如何防止和扭转这种危

中国国内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不仅在国际多

机局面，至少设法延迟这种下滑趋势，最大限度地

极格局是否将成为现实以及美国国际地位是否下

保持其既得利益。经过奥巴马执政一年的探索和调

降的问题上看法分歧很大，对中国自身国际地位的

整，美国的战略已经显现，那就是对内在加强金融

看法也大相径庭。其中，既有认为美国霸权已经开

监管、对汽车等传统产业进行“再工业化”、推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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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改革和增加就业的同时，谋求在新能源、新网络

球性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的核心而不顾或者牺牲核

等新技术和新产业方面的新优势，力图实现经济发

心利益。因此，对于涉及主权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

展的“再平衡”；对外开启接触与合作时代，既重新

的台湾、西藏、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中国自然要坚决

塑造与欧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关

捍卫，绝不可以含糊退让。美国在这些问题上冒犯

系，又推进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

和伤害中国，必然要影响到中美在全球性问题乃至

的关系，促进合作和减少竞争，使“多极世界”转变

其他方面的合作。

[5]

为“多伙伴世界”。 如果这个战略得到实现，那么
美国在保持既有优势的同时又获得了新的优势，不

三

仅可以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避免地位被进一步均
衡化而变成多极之一，而且有可能实现霸权的转型
和重生。

由此可以看出，中美双方基于不同的站位、战
略关切和战略取向，在相互战略认知和战略调整上

这样一个以在动荡世界中继续维护霸权为目

各有自己的逻辑、
存在明显的错位，
战略关切和战略

的且新旧并存的过渡性战略，决定了美国对中国

选择的轻重缓急顺序也大有不同甚至是根本性的

在心态上依然是居高临下，类似于资深领导面对可

差异。
这些因素决定了在国际多极格局基本形成、
中

能被提拔者的心态，尽管放低身段甚至显得随和一

美分别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国的地位基本定格、

些，却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而非面对现实的主动承

相互认知考察得出结论、彼此关系基本确立甚至完

让，内心深处的、习惯性的霸权的傲慢依然如故，短

成磨合之前，美国的对华战略将难以完全调整到位

时期内不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对华战略的核心则是

或者实现重构，
中美之间的战略不协调、
摩擦甚至冲

确保全球问题成为美中关系的中心议题，要求中国

撞将难以完全避免，甚至可能引发大的危机。英国

提供配合甚至是超越中国发展阶段和行为能力的

《经济学家》早在 2009 年 10 月 29 日刊登的有关中

帮助，同时又要把两国全球性问题的合作与双边在

美关系的
“特别报道”
《谨慎的尊重》
中就预计，
“今后

台湾、西藏、人民币汇率和贸易等事关中国核心利

几年是中美关系麻烦不断地几年”
。[6](P.3-15) 在两国

益问题上的分歧、争端加以区隔。奥巴马在成功访

战略互信累积不足的情况下，这种不协调、摩擦和

华并表示要把中美积极合作全面关系推向应对全

冲撞一再发生，势必给相互战略认知和战略关系的

球性问题的合作伙伴关系之后，又宣布对台售武、

重构造成严重障碍。从 2009 年 10 月奥巴马访华到

接见达赖、压人民币升值，正是上述战略思路的实

2010 年 4 月两国元首在核安全峰会上会晤，这短时

践验证。站在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角度看，这种

期内的剧烈起伏和转圜既展示了两国关系的脆弱

做法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但这种既要寻

性和韧劲，更充分表明了在战略层面重新界定彼此

求合作又不解决争端，既要寻求帮助应对眼前困难

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又下不了战略决心与过去决裂的做法，实际上是为

实际上，中美关系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累积，其

了眼前而放弃长远，是缺少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的

多重性、多维性和复杂性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并

表现。站在中国的角度看，尽管中国正在走向全球，

开始从内部孕育新的战略关系架构。特别是随着世

中美关系也越来越超越双边快速向全球扩展，中国

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关系对于两国、亚太

的对外战略视野和触角从周边向全球延伸，但国际

地区乃至世界发展前景的重要性日益增大，这也促

影响的扩大和全球性利益的拓展尚未改变中国作

使双方必须努力打破某种魔咒而努力超越局限，进

为一个发展中地区大国的根本，也尚不足以促使中

一步从战略碰撞向战略调整和战略磨合的阶段发

国构建一个全球性的对外战略，中国显然不可能与

展。如果两国能够从全球战略的大视野出发，本着

美国保持同一步调或者随美国起舞，更不可能把全

为世界转型和国际格局转换负责任的大局精神，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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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真正的战略勇气、充分施展中西方各有优长的战

重构时期的特殊敏感性和复杂性，从调整有关中国

略智慧，那双方就有可能突破历史上霸权更替的老

核心利益的政策着手，有效地管理与中国的战略竞

路，在战略层面开创新的局面。正如《北京共识》的

争并保持战略克制，进而为中美在全球性问题上展

提出者雷默所说，面对变化中的世界，中国需要改

开合作创造有利的氛围和条件。从中国方面看，既

变，美国同样需要改变。[7](P.18-23)

要注重现实利益考量，更要着眼长远 ；在坚决有力

从美国方面说，她需要从心态到理念再到战略

地捍卫核心利益的同时，也需顾及双方在全球性问

完全实现蜕变，抛弃“遏制”等过时的冷战思维，改

题上的合作，因为这有助于拓展两国的利益交汇

变利用中国或者在借助的同时加以防范的战略。

点，强化联系两国的纽带，增进相互信任，进而逐步

所谓“借助”就是把中国纳入美国所规划的轨道，使

改变两国关系的结构，并最终推动美国在事关中国

中国的力量为美国所用，本质上也就变成了一种防

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调整政策。正如两国在清洁煤炭

范。就像美国新安全中心研究员帕特尔所建议的那

技术和高速铁路等方面的合作所展示的那样，只要

样，美国必须“超越过分简单的保持接触与两边下

双方尤其是美国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愿意做出切

[8](P.16)

当前尤为

实的努力，两国就能寻找到更多的新的支点和跳

重要的是，奥巴马政府必须放弃把全球性问题上的

板，进而把中美积极全面合作关系发展成为真正的

合作与双边重大分歧进行区隔并且促使中国加以

伙伴关系。

注模式”，构建一个全面的新框架。

接受的想法和实践，相反慎重对待中美关系在战略

[ 参考文献 ]
[1]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Z]. Washington DC, July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 [J]. Foreign

15, 2009.
[6]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 [J]. Foreign Affairs, 2008 (May/J

[4]

Elizabeth C. Economy and Adam Segal. The G-2 Mirage

A wary respect: 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 and America
[N]. The Economist, October 24, 2009.

[7]

Joshua Cooper Ramo. How to Think About China [J].
Time, April 19, 2010.

une).
[3]

Hillary Rodham Clinton. Foreign Policy Address at the

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How
Affairs, 2008 (May/June).

[2]

[5]

[8]

Abraham Denmark, Nirav Patel. China’s Arrival: A

[J]. Foreign Affairs, 2009 (May/June).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Z]. Center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 全球趋势 2025：转型的世界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09.

[R].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 北京：时
事出版社，2009.

( 责任编辑 如月，龚思铭)

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