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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体系角色与美国对外结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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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尽管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各理论流
派存在分歧，但就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而言，其内涵与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可分割。
外交政策是实
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并随着国家利益的变迁而不断变换。
通过外交政策的运作，国家实现了与国
际体系的互动，确定了国家的体系角色，进而对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形成了回馈，推动了国家对外
结盟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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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结盟政策的缘起，学界大多从权力、
威胁与利益角度进行分析，但对于一国结盟政策
的纵向考察却少之又少。能够从国家的不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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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国家权力相匹配，并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
国家利益也随之实现拓展。在新现实主义看来，
“安全对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2](P.127)

处于无政

阶段对结盟政策进行分析可以拓展联盟起源的研

府状态下的国家，其对外行为深受国际体系制约，

究视野，探寻其背后的动力极富理论与现实意义。

因此，生存是国家的第一需要，安全是国家的首

国家利益与国家的体系角色在国家的结盟政策变

要利益与核心所在。新自由主义认为在国际关系

迁中扮演何种作用值得研究，是否随着一国利益

中国家利益存在相对利益与绝对利益之分，通过

的不断国际化以及体系角色的不断提升，国家的结

国际制度可以实现国家间利益的协调，进而推动

盟意愿就愈发强烈，就越倾向于推行结盟政策呢？

国际合作。对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而言，
他们对国家利益的分歧少于共识，真正对国家利

一、国家利益、体系身份
与结盟政策

益概念具有颠覆性的是建构主义。建构主义批判
理性主义将国家利益当做既定事实，拒绝理性主
义对国家利益的物质性看法。建构主义认为国家

对于国家利益的概念，国际关系的各主流理

利益包含认知成分，离不开互动建构过程。从国

论流派都各抒己见。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

际关系理论层面来看，对国家利益的看法主要是

主张“以权力界定利益”，[1](P.5) 这意味着国家利益

认识论上的分歧，即国家利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研究”（项目批准号10ZD&0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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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因此制衡威胁将主导国家的对外结盟行为。但对

然而在国际关系的现实当中，对国家利益的

于威胁的界定往往离不开认知因素的影响，而且

分歧更多。对国家利益的整体性与局部性 ；阶级

威胁的对象往往被代之以“国家利益”，因此，国

[3]

性与全民性 ；延续性与变迁性等观点迥异。 无论

家利益的边界实际上决定了威胁的边界。关于国

如何，一般认为，国家利益是民族国家之后的产物，

家缘何结盟，基于权力、威胁、利益的分析都有

国家利益是国家的需求所在，国家利益主要是相

其合理之处，但在国家的现实结盟政策当中，权力、

对国家对外身份而确立，并大多通过外交政策实

威胁与利益很难做到泾渭分明，其间千丝万缕的

现。国家利益因其对外性而凝聚人心，国家利益

联系导致国家外交决策困难重重。传统现实主义

的实现也往往与国际环境相关。国家利益的追求

推崇“权力界定利益”，该观点虽屡遭批评但却实

主要通过外交政策实现，在国家利益的实现过程

用，因为其为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梳理出

中，国家的体系角色也随之确立。“角色”是一个

了一条清晰思路。本文认为，审慎而明智的外交

社会概念，国家的体系角色与社会认同紧密相连。

政策无不是权力与利益互动调适的产物。对国家

国家的体系角色由两个因素确定 ：其一，一国的身

权力认识的越全面深刻，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也就

份 (identity) 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地缘状况、经济水

更为合理妥当，外交政策也就更为切实可行。采

平、历史文化特点、意识形态、制度结构等；其二，

用一种结构性的权力 [8] (P.135-136) 视角来分析国家权

一国的地位 (status)。[4] (P.82) 国家的体系角色是一个

力，既能更为客观准确地界定国家利益，又能吸

主客观复合体，是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不断互动

纳体系角色的合理认知因素，对国家的外交政策

建构的结果。对于一国的体系角色的塑造，无论

的了解也更为深刻，从中也可以对国家的结盟政

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忽视了认同因素，

策进行更为清晰的解释。与此同时，一国的体系

而建构主义对身份的挖掘无疑意义重大。秦亚青

角色将影响国家的结盟意愿。国家的体系角色越

认为，“国家身份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

中心化，其国家利益的国际化就越明显，捍卫国

色。具体地说 , 国家身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

家利益所需的国家权力就越强大，进而导致国家

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

[5] (P.10)

秉承建构

的结盟意愿趋于强烈。

主义，国家的体系角色与国家的内部认同以及国

通过国家利益、体系角色来考察国家的纵向

际社会的认可不可分割，一旦这两者之间不相一

结盟政策历程，美国是良好的例证。自美国立国

致，一国的外交政策将陷入困惑，国家利益也将

以来，其国家利益不断拓展与深化，进而推动其

受到损害。因此，一国的体系角色源于国家对利

外交政策不断变更。在这一进程当中，美国不断

益的追求而与国际社会发生联系，并在互动的过

融入国际体系，体系角色不断变化，这也导致美

程当中形成的自我身份认同与获取国际社会认可。

国对外结盟政策发生变更。

结盟政策是一种重要的外交手段，国家对外
结盟动机十分复杂，关于联盟的起源学术界基本

二、从孤立主义走向规制主义

上持三种态度，即威胁平衡论、利益平衡论、权
力平衡论。[6] (P.46) 现实主义认为联盟的起源主要是

自建国至今，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由孤立

基于权力，均势原则备受青睐，为了实现均势，

主义到规制主义的发展过程，在这背后，实际上

国家通过对外结盟实现权力平衡，其背后主要受

是美国国家利益不断变化推动所致。考察美国建

制衡逻辑支配。斯蒂芬·沃尔特认为国家在面对

国以来的历史，由于国家利益的不断发展，美国

[7] (P.3)

威胁时实际上存在制衡与追随两种选择，

国

家的行为选择往往不是基于权力而是基于威胁，

的外交政策也随之逐渐进行调整。纵观二百多年
的美国历史，可以将其外交政策划分为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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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孤立主义阶段（1789-1865 年）
联邦政府成立伊始，美国外交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是追求商贸自由，寻求商业扩张。“联邦外交

英国所认可而成为国际准则，进而服务于美国的
自由贸易。
（三）游离主义阶段（1917-1941 年）

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自己是否强大到足以在最平静

这一阶段国际形势变幻无常，美国国家利益

的环境里和最和平温和的邻居相处的情况下能够

的认知陷入混乱，特别是对美国所扮演的“体系

[9] (P.73)

事实证明，一个软弱、松散的联

角色”意见不一。毋庸置疑的是美国依旧追求商

邦政府无法完成维护新生国家安全保障与商业拓

贸自由，但一战的爆发及战争双方的封锁政策给

展的重要使命。美国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与欧洲的

美国商贸利益与中立权利以重创。美国的利益已

纷争紧密相连。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为美国早期的

深深地与欧洲捆绑在一起了。正如乔治 . 凯南所

外交政策提供了行为准则。“我们对待外国的重大

言：
“美国的安全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取决于英国的

行为准则是在扩展我们的商业关系的时候，尽量

态度，而英国的态度又取决于欧洲大陆能否保持均

避免同他们发生政治上的牵连”。[9](P.119) 欧洲的灾

势。
”[10] (P.2) 一战严重损害了欧洲均势及“平衡手”

难是美国的机会，欧洲的动荡是美国的和平。北

英国，美国被迫参战并谋求“没有胜利者的和平”，

美独立是追求商贸自由的结果，因此其建国之后

试图构建稳定的国际体系使美国的利益得到一劳

仍奉商贸自由为至上，在欧洲混战之时维护其中

永逸的维护。可惜威尔逊的理想由于国内分歧未

立国权利以获取商贸利益。其孤立主义虽高举道

能实现。战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回升导致其专

义旗帜，实则谋取国家实利 ；其孤立主义只是一

注于商业利益，一心追求经济繁荣而未意识到维

种外交的低调姿态而并非真正的与世隔绝 ；其孤

持国际体系稳定也是其利益所在。回避欧洲纷争，

立主义只是远离欧洲纷争而并非在美洲禁欲。

即使是在欧洲大战即将重燃与战火燃起之后，美

生存下去”。

（二）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阶段（1865-1917 年）

国的四个“中立法”仍无情地将其自绝于欧洲，

这一阶段美国国家利益由于政治与经济关系

美国的国家利益不断受到损害，美国的外交却无

的日益密切、国家实力的日益强大而得到拓展，

所作为。

实现了由商贸利益向政治、地理的延伸。资本主

（四）全球主义与遏制主义阶段（1941-1991 年）

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美国以商贸自由为主导的

《大西洋宪章》的签署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罗

国家利益不断受到侵蚀，其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

斯福总统将美国人民再次带入战争并承担起规划

愈加难以为继。在拉丁美洲，美国的贸易受到了

国际秩序的重任。法西斯的胜利意味着美国的商

不平等的待遇激起了美国政府与民众的不满，在

贸自由将被剥夺，因此美国参战的首要目标是维

世界其他地方，弱肉强食的逻辑盛行，经济权力

护其最传统的国家利益——商业扩张。罗斯福践

沦为军事权力的衍生品，经济关系更加政治化，

行威尔逊的伟大理想却因美国国家利益的理想主

美国孱弱的军力不足以捍卫其广泛的商贸利益。

义价值观过度膨胀而破灭。罗斯福所设想的美国

因此维持、拓展商贸自由，发展一支较强实力的

领导的大国合作的世界秩序被冷战所阻断，其所

海军是当时美国国家利益所在。据此，美国在拉

奉行的全球主义外交姿态也由于“杜鲁门主义”

美开始真正推行门罗主义，以强硬的力量为美国

的出台而扭曲为遏制主义。冷战时期，美国的国

商业扩张开路 ；在亚洲，美国提出“门户开放”

家利益的界定主要依靠“冷战思维”。对苏联及社

政策，以“虔诚的道义”限制列强而赢得美国商

会主义阵营执行遏制政策，“国家安全”成为冷战

业一席之地。与此同时，改善了与海洋霸主英国

时期美国国家利益的首要与核心所在。这一时段

的关系，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了英美之间的诸多

美国的国家利益中的价值性成分多于物质性，其

分歧，并不断推动航海自由、商贸自由等原则为

所一贯追求的商贸自由与商业扩张被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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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拓展所取代。

此之外，美国与当时的国际体系几乎毫不相干。

（五）规制主义阶段（1991 年 - 现在）

美国拒绝英国邀请而单独发表“门罗宣言”，该宣

冷战的意外结束致使美国的国家利益再次处

言提出了“两个世界”的概念，即世界分成君主

于十字路口，国家利益观念的模糊以及不同国家

制的旧世界与共和制的新世界。[14](P.16-17) 这实际上

利益轻重次序分歧导致美国外交的徘徊。[11](P.53) 对

表明当时美国拒绝认同其是欧洲中心的国际体系

国家利益的最大争论是美国的体系角色问题及美

一员。即使在“门罗宣言”提出之后，美国并未

国实力运用问题。1996 年、2000 年美国国家利益

付诸实际行动，对美洲各国的承认也是姗姗来迟。

委员会先后出台《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将美

美国发表的只是道义宣言与普世准则的渴求而已。

国的国家利益按重要性依次划分为 ：生死攸关的

因此有人评价“门罗主义与其说是一个当时的文

利益、极其重要的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四

献，毋宁是一个关系将来的文献，实际上欧洲当

大类。

[12]

美国的国家利益几乎无处不在、无所不

时几乎没有注意到它”。[9](P.228) 由此可见，无论是

包，美国遍布全球的驻军为其全球利益服务。作

美国还是当时的国际社会都把其当成了孤立者，

为冷战后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是当时国际体系名副其实的孤立者。

也指向了霸权地位诉求，并俨然以世界领导自居，
“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应该引领世界朝着自由、民
[13](P.45)

（二）牵涉者（1865-1917 年）
美国与国际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使得美国逐

采用规制主义，服务于美

渐由孤立者变成牵涉者。所谓牵涉者包含两层含

国全球领导地位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战略的

义 ：一是美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被动性 ；二是美国与

主线。

国际体系的互动较少。
“扩张主义”成为美国渗入

主的道路前进”。

总而言之，自建国以来，美国国家利益的主

国际体系的重要原因，美国人不断拓张国土，成为

线是确保商贸自由，寻求商业扩张。但随着美国

一个两洋国家。与此同时，
“商业的诱惑又把美国

国家实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

商人吸引到亚洲的两个边缘，近东和远东”。[15](P.139)

的国家利益不断拓展，其外交政策也随之变化，

国家利益实现了地域的扩大，美国的外交活动也

由孤立主义走向规制主义，与此同时，美国的体

逐渐活跃起来，古巴的独立运动给了美国一次践

系角色也发生了相应变更。

行“门罗宣言”的机会，美国在美洲的反帝战争
却使其成为亚洲的帝国主义。对中国，
“门户开放”

三、从孤立者到领导者
美国的体系角色是与美国追求国家利益以及

开创了注定要在未来 40 年成为美国外交特征的一
种模式”。[10](P.31) 美国之所以加大外交影响是与当
时国际体系中的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密不可分的。

美国的外交政策演变分不开的，自建国至今，美

在美洲与亚洲，欧洲的殖民政策与瓜分势力范围

国经历了从孤立者到领导者的五种体系角色变迁。

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一战的爆发导致

（一）孤立者（1789-1865 年）
这一阶段美国的外交非常低调，与旧世界欧
洲隔绝。华盛顿告别演说为美国外交定下了孤立
主义的基调，建国初期的国家实力决定了美国的

美国无法通过外交手段维护商贸主导的国家利益，
被动地卷入战争。这一时段，美国成为不折不扣
的国际体系“牵涉者”。
（三）参与者（1917-1941 年）

外交资源有限。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欧战各国厮

一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宣布中立。威尔逊总

杀正酣，美国却抛弃盟友法国，与欧洲国家明显

统要求美国人民“必须在道义上和感情上首先想

的政治联系为 1812 年的英美战争，即便如此，那

到美国与美国利益”。中立表明美国“凌驾其他国

也只是美国出于本国安全的担忧而有所回应。除

家之上，显示极为冷静的判断、高贵的自制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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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公正行动”。[14](P.88) 但美国与交战国不均衡的
商贸关系却最终使其倒向了协约国。威尔逊宣称

（五）主导者（1991 年 - 现在）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

寻求“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实际上是谋求与美

其无与伦比的综合实力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失

国国家利益相适应的国际秩序。然而美国却拒绝

去了头号敌人苏联后，美国并没有从世界各地迅

了其一手创建的国联，仅仅往前迈了一小步，成

速撤退，反而将自己的影响向原社会主义阵营国

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参与德国的重建与赔款工

家推进。美国继续在世界各地保持庞大的前沿军

作也大多是出于贷款回收的考虑，对一战后欧洲

事存在，调整与巩固了与盟友的关系，加强了与

的安全秩序重建付出甚少。但较之于牵涉者阶段，

中国、俄罗斯等国的联系。美国的官方文献毫不

美国更多、更积极地参与了国际裁军、军控以及

避讳地宣扬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将世界引向自由、

赔款等事务。法西斯不断兴起，美国却仅埋头于

民主。美国国内的学者也不断鼓吹美国是自罗马

国内新政。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战，美国的对策是“中

帝国以来的第一个全球性大国。[16](P.15) 美国将防止

立主义”，防止美国再次被动卷入战争。对于法西

欧亚大陆出现敌对性挑战国视为生死攸关利益，[12]

斯国家非法扩张所得利益，美国采取“不承认主

表明美国将不惜一切维持其主导者的地位，这包

义”。美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来规避世界

括确保《核不扩散条约》等一系列有利于美国利

大战，它仅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而已。

益的国际条约的执行，打击无赖国家与恐怖主义。
对中国、俄罗斯，美国加大了接触力度，希望中、

（四）建设者与半主导者（1941-1991 年）
尽管罗斯福总统知道美国无法幸免于战争

俄两国的转型向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体系融入。

的影响，但国内的孤立主义严重地阻碍了其对反

9.11 事件促使美国政府采取“先发制人”战略，

法西斯国家的援助。在 1939 年 1 月的国情咨文

实质上意味着美国安全与世界的联系，美国御敌

中，罗斯福总统警告国会“今天地球上不论何处

于国门之外的绝对安全思想仍在作祟。可以预计，

[14](P.134)

通

只要美国实力不受到巨大削弱，美国国内政治不

过一系列“炉边谈话”，罗斯福呼吁美国民众支持

发生巨大的灾难性变更，无论采用硬实力、软实

其援助反法西斯国家。欧洲战场的平衡性迅速破

力还是巧实力，美国将一如既往地维持其主导者

坏，亚太地区的日本咄咄逼人，这都严重地损害

地位并不断巩固、强化。

发生侵略，没有一个国家会安然无恙”。

了美国的利益。在安全威胁日益迫近、经济利益
日益萎缩、民众思想日益变化的情况下，美国终
于在 1941 年通过《租借法案》，成为“民主国家

四、从拒绝结盟到积极构建
多样式联盟

的大兵工厂”。大战之中，罗斯福试图重建集体安
全，并提出了“四警”的概念，实行美、苏、英、

美国的对外结盟政策正是基于国家利益考虑，

中四国共管世界。与威尔逊不同的是，罗斯福的

其背后的权力政治十分显著，大体延续着以“权

世界秩序蓝图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联合，也有经济

力界定利益”的现实主义政治传统。伴随着美国

上的联合。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纷纷建

实力的不断增强，其国家利益不断拓展，经历了

立确立了美国体系建设者的地位。但美苏之间的

地域的扩大，内涵的丰富与价值观的比例加重。

分歧将世界带入了冷战，意识形态的对抗取代了

利益的海外化与国际化不断推动美国外交政策由

大国合作，美国未能实现由建设者向主导者转变，

孤立主义走向全球主义。实际上，美国的结盟政

但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与坚定的意愿，美国是“自

策是美国与国际体系互动关系的一部分，在互动

由世界”当之无愧的主导者，是国际体系的半主

当中，美国的体系角色的逐渐提升，进而推动了

导者。

美国的结盟意愿与行动。纵观美国对外结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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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结构性权力视角，以此界定美国国家利益，

既定方针”。[17](P.202) 美国与英国在自由贸易、公海

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自由上形成默契，大英帝国的海洋霸权实际上为

（一）孤立主义（1789-1861 年）

美国国家利益保驾护航。但受各国势力范围割据

这一阶段美国对外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

影响，美国的经济利益不断受到排斥。在文化结

是国际体系名副其实的孤立者，持一种拒绝结盟

构上，虽有一小撮人鼓吹扩张，但却违背了美国

的态度。美国的国家利益无需通过结盟即可实现，

人历来信守和标榜的自由民主准则而导致美国公

其体系角色保持一种“孤立者”态势。从安全结

众心理上的失衡和信念上的动摇。[17](P.187) 1916 年的

构而言，“美国的安全依赖于欧洲的均势，而欧洲

总统选举表明孤立主义受到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

的均势维系于英国的态度，因此美国的安全基本

[14](P.89)

上受英国影响。由于加拿大的脆弱防御使得其是

加入协约国的联盟，但实际上却形成了被动的结

维持美国与大英帝国之间良好关系的有益与必不

盟。这一时期，美国虽仍大力追求商贸利益，但

可少的保证”。[10](P.31) 政治结构上美国在法国大革

其政经分离原则所面临的国际束缚日益增加，美

命期间曾就结盟政策分为两派，但不结盟的力量

国不得不逐渐介入国际体系，虽略显被动，但结

最终占居上风，法美同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名存

盟却成为事实。

实亡并最终友好解体。经济结构上美国的经济利
益主要依靠商贸，因此与其他国家保持一种友好

美国采用单独编制参与一战足以表明其并非

（三）拒绝结盟（1919-1941 年）
参与一战，美国帮助欧洲暂时实现了和平，

关系以便获取平时的“贸易自由”与战时的“中

但威尔逊试图通过国联领导世界的目标落空。在

立权利”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文化结构上美国民

安全结构上，欧洲的平静增加了美国的安全，通

众虽对法国大革命以及拉美的独立运动抱有极大

过在其后院推行睦邻政策并建立地区集体安全，

的同情，但他们以新世界自居，拒绝与旧世界合作，

美国安全得到极大改善。在政治结构上，反对涉

更多的希望采取一种独立姿态。在这一阶段，美

入战争是美国的政治生态主流，历届政府专注于

国大力追求商贸利益，奉行政经分离原则，在外

国内经济，对与外部的政治、军事联系持警惕态

交上抛弃法美同盟，拒绝与英国联合发表不干涉

度。经济结构上，美国实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

拉丁美洲的共同宣言，自绝于当时的欧洲中心体

繁荣，在经济大危机强化了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

系，不结盟态度十分鲜明。

义倾向，美国还通过中立法以远离任何可能将其

（二）被动的实际结盟（1861-1919 年）

牵扯到战争的贸易当中。在文化结构上，对结盟

这一阶段美国基本上还是拒绝结盟，极力塑

十分厌恶。和平主义与孤立主义是这一阶段美国

造良好的美英关系与拓展商业机会，最终却被动

国内思潮的主流，对于欧洲的脆弱安全，美国民

地卷入一战，与协约国结成了战时联盟。在安全

众更愿意选择自我隔绝而不是再次为“没有胜利

结构上，内战后，通过进一步扩张，美国获取了

者的和平”而战。总而言之，从结构性权力来看，

阿拉斯加等地，安全环境明显改善。与此同时，

这一阶段美国在安全自主、政治内向、经济自顾、

美国通过国际仲裁的方式解决了与英国之间的内

文化自闭的情况下，国家利益内向性明显，在国

[15](P.209)

在政治结构

际体系中参与力度虽有所加强，但大多集中在低

上，内战解决了奴隶制问题，美国的对外领土扩

级政治领域，对于高级政治的军事安全问题漠不

张由于国内消化有限而受到抑制，直到洛奇、西

关心，结盟态度冷淡，直到战争再次威胁美国的

奥多·罗斯福为代表的新一代扩张主义者登上政

安全与利益。

战赔偿、委内瑞拉边界等问题。

治舞台 , 这一局面才被打破。在经济结构上，“谋
求在外交上与英国的合作，是美国内战结束后的

（四）渐进式构建联盟体系（1941-1991 年）
德国的闪电战使得欧洲力量严重失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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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与太平洋的扩张严重地威胁

是民主党政府都支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采用

着美国既得利益。美国选择与英、苏、中等国结

多种手段积极参与世界各地与美国利益相关的事

成反法西斯同盟。二战后美苏的分歧导致冷战形

务。在经济结构上，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成，为了对抗苏联，美国逐渐构建了以美国为领

倡导并积极推动自由贸易，拥有巨大对外贸易份

导的联盟体系，在欧洲与拉丁美洲以多边联盟为

额并将经贸作为自由、民主推进、渗透的重要工具。

主，在亚洲则选择双边联盟在安全结构上，苏联

在文化结构上，出于对美国世界领导者地位与身

的威胁成为美国安全的最大挑战，而且这种威胁

份的支持，美国民众赞同继续保持冷战联盟并促

经常被夸大利用。在政治结构上，美国的各届政

进联盟转型。总而言之，冷战结束后美国不断追

府都坚定地奉行遏制主义政策，支持获取军事优

求世界领导地位，除继续保持冷战的联盟外还积

势以赢得最终胜利。在经济结构上，美国作为西

极构建诸如“志愿者联盟”等新的联盟样式，形

方自由世界的领导，放弃商业扩张机会与社会主

成了美国联盟体系的同心圆模式，通过促使联盟

义阵营对抗，牺牲经济利益以获取盟友支持。在

功能调整与转型，美国的联盟体系得到了持续深

文化结构上，意识形态是冷战期间美国外交的主

化与长久巩固。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性泛化以及

体，为了取得美苏较量的胜利，美国民众对政府

威胁的多样化致使立志成为世界领导者的美国不

的外交给予大力支持，虽然反战声音一直不绝于

得不采取多样式结盟政策，以尽可能多的盟友来

耳，但对于美国的联盟基本上持肯定态度。渐进

应对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及威胁。

式联盟体系的建立增加了美国的力量，为赢得冷

结 论

战胜利提供了巨大的支撑。这一时期美国的最大
国家利益便是赢取冷战，为此美国不惜采取一切

西方国家大体遵循“以权力界定利益”的原则，

手段对抗与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充当自由民主世
界的盟主，在欧洲、拉美、亚洲积极构建联盟以

外交政策在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的不断互动调适

获取支持。

中形成。国家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对外交往，并不

（五）构建多样式联盟体系（1991 年 - 现在）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导致美国的冷战联盟解体，

断在国际体系中塑造其体系角色，进而影响国家
的对外结盟政策。随着国家利益不断超越国家主

北约通过功能调整实现了转型与扩大，美国的亚

权边界 , 国家为维护国家利益对国家体系的参与

太联盟也处于再定义转型之中。在安全结构上 , 美

也日益增加，由此推动国家体系角色不断中心化，

国本土原本无需担忧外部威胁，可 9.11 事件却给

结盟的需求与意愿增强。以美国对外结盟政策的

美国以巨大冲击，视“先进技术与恐怖分子结合

演变为例，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理论假设。自建国

为最大威胁”。[18] 基于反恐等危机事件组成的“志

以来，美国国家利益的主线是追求商贸自由，商

愿者联盟”成为美国联盟的新形式。安全感的脆

业的诱惑拓展了美国的活动区域，扩大了美国国

弱化提升了安全需求。在政治结构上，美国克服

家利益的关注范围。与此同时，美国国家权力的

了冷战后的孤立主义思潮影响，无论是共和党还

增强也使其利益进一步扩大化成为可能，从而推

美国外交政策、体系角色与结盟政策（1789年-今）
1789-1861

1861-1917

1917-1941

1941-1991

1991年-今

外交政策

孤立主义

门罗主义/门户开放

游离主义

全球主义/遏制主义

规制主义

体系角色

孤立者

牵涉者

参与者

半主导者

主导者

结盟政策

拒绝结盟

被动结盟

拒绝结盟

渐进式地构建联盟体系

积极构建多样式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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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走向谋求霸权。
建国以来，美国外交经历了孤立主义、门罗

盟。美国的结盟政策变化反映了国家利益与体系
角色对国家结盟政策的影响，但其中演变的内在

主义与门户开放、游离主义、全球主义与遏制主义、

机理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变并探寻其当前的适应性。

规制主义五个阶段，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则经

结盟有其时代性，美国的经验可能并不适应于其

历了孤立者、牵涉者、参与者、建设者与半主导者、

他国家，结盟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需要审慎

主导者五种态势，与此对应的是美国的对外结盟

评估、冷静规划、精确实施。其中，国家利益、

政策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由拒绝者变成被动的

体系角色是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但对于不同国

实际结盟，又回归到拒绝结盟，并经过渐进式地

家而言，因战略文化、结盟偏好、地缘政治等环

构建联盟体系，最后转变为积极地构建多样式联

境不同，结盟政策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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