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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战略

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
外交政策走向析论
李恒阳

【内容提要】 奥巴马竞选连任获胜，体现了美国民众对其过去四年执政成绩的
肯定。未来四年，奥巴马会基本延续其第一任期内的外交方针政策，并在一些问题
上力图有所突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会变，亚太地区仍是美国外交政策
的重点。美国将完成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将继续下去。美国将进
一步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斗争，推进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美国将全面推
动美俄关系的发展，并始终关注朝核问题。然而，目前美国的国内、国际局势并不
乐观，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内的外交政策将受到诸多挑战。美国的政治“极化”和
社会分化造成了大量矛盾，对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施政将造成不利影响。北约内部矛
盾重重，美国希望利用北约主导全球事务的构想很难实现。西亚北非地区的不稳定
局势牵制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未来阿富汗的局势将不容乐观。鉴于国际形势和美国
实力的变化，奥巴马在其新任期内的外交目标很难完全实现，美国外交战略的实施
将不会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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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外交政策走向析论
2012 年的美国大选在当年 11 月 6 日尘埃落定。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以较大优
势击败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获得了连任。作为连任总统，奥巴马一般不会挑战自
己在第一任期的国内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会继承原有的方针。在外交方面，由于
没有了以后竞选的压力，奥巴马会竭尽全力做些工作，力争在自己第一任期的基础
上有所建树，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政治遗产。

一 奥巴马第一任期外交政策回顾
为了更好地预测奥巴马下一任期的外交政策走向，有必要回顾一下其第一任
期的美国外交状况。奥巴马上任不久，美国政府就大力鼓吹“巧实力”的外交理念，
希望综合利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领域内的手段来处理国际
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开美国外交的新局面。奥巴马的巧实力外交
战略虽然从客观上修复了布什时期陷入低谷的对外关系和负面的国际形象，但并
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该外交战略在一些议题（如中东和平进程、气候变化
等）上虚多实少，除了占领道德制高点，没有实质的步骤。受国内外政治、经济
环境的影响，美国在推行巧实力外交方面缺乏连贯性，有时前后矛盾，这一点在
西亚北非变局的过程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四年来，美国在结束伊拉克战争、战略
重心转移、打击恐怖主义、修复与欧洲盟国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
在推进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巴以矛盾、伊朗核问题及朝
鲜核问题等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巧实力外交是美国实力和影响力下降后的
无奈选择，它体现了美国外交手段的变化，但美国外交维护自身利益和全球领导
地位的战略目标没有变。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取得一定进展。美国通过在亚太地区的军
事部署和军事演习，加强了与其传统军事盟国的关系。通过重新塑造亚太地区合
作伙伴关系，美国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的联系。美国在亚太地区多边
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通过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并大力推
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建立，美国与亚太国家的联系进一步加深。
在结束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问题上，奥巴马政府的策略基本得以实现。
2008 年，小布什总统和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签订了美军全面撤出伊拉克的协议。为
了实现在 2011 年底从伊拉克撤军，奥巴马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尽管撤军后伊拉克
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从战略层面考虑，美国撤军还是利大于弊。在阿富汗问题上，
奥巴马采取的是先增兵、后撤兵的办法。美国政府在 2010 年 12 月调整对阿富汗
· 40 ·

2013 年第 3 期
战略，决定向其增兵 3 万，目的是加强打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
2011 年 5 月，本 • 拉登被击毙使基地组织受到了重创，① 美国的反恐战争也取得了
阶段性的成果。
奥巴马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美国与欧洲盟国的关系。小布什时期的单边主义
做法使美国拉开了与其欧洲盟国的距离。奥巴马从上任伊始，就竭力改变这种保
守主义的做法，通过与盟国沟通、协商来解决国际争端。2011 年在应对西亚北非
变局中体现了美国与英、法等国的合作。由于身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战场，美
国对武装干涉利比亚等国兴趣并不大。但随着禁飞区划定，英、法等国对利比亚
战事卷入越来越深，它们对美国的需求更大了。为了支持盟国的军事行动，美国
同意以北约为领导，自己提供技术支持和后勤保障。尽管美国的参战形式比较低
调，但对利比亚的局势变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巴马的核不扩散政策在一些方面取得了进展。在上任不久，奥巴马就提出
了“无核世界”的主张。在美国的支持下，召开了两次全球核安全峰会。2010 年
4 月，美国国防部发表《核态势评估》报告，将防止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作为美国
核政策的主要目标，重申削减美国核武库的承诺，将美俄签订的《新削减战略武
器条约》作为未来削减措施的第一步。该报告还提出，美国不会用核武器对遵守《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实施报复，即使对方使用了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美国
承诺不发展新的核弹头来升级现有的核武库。②
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上任之初，奥巴马希
望通过与伊朗接触来约束其核计划，但效果并不明显。2009 年伊朗选举后爆发了反
政府活动，美国政府没有太多举措，后来受到了一些质疑。有学者认为，
“德黑兰激
烈的政权更迭可能不会伤害美国的利益，甚至有助于美国的利益，很难想象会有哪
个政权比现政权更反美”
。③ 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在 2011 年 11 月发表了伊朗核
问题报告，认为伊朗正在涉及发展核爆炸的活动。该报告给伊朗施加了一定的政治
压力。2012 年 2 月，美国宣布冻结伊朗政府和金融机构在美国的资产，④ 但伊朗并没
① Remarks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 Moment of Opportunity,” May 19, 2011. http://www.
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5/19/fact-sheet-moment-opportunity-middle-east-and-north-africa,
2012-11-10.
②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April 2010. http://www.defense.gov/npr/docs/2010%20Nuclear%20
Posture%20Review%20Report.pdf, 2012-11-10.
③ Kenneth M. Pollack, A Path Out of the Dese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p. 365.
④ Bloomberg News, “Obama Freezes Iranian Government Assets under Mandate Passed by Lawmakers,”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2-02-06/obama-orders-freeze-on,-iranian-govern-ment-s-assets-including-central-bank.html, 201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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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后退，不久就公布了核技术突破，向美国等西方国家表示强硬态度。随后，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朗的谈判失败导致了一系列制裁措施出台。
2011 年以来，美国强化了对伊朗的制裁，扩大了参与制裁的国家。2012 年 1 月，
欧盟宣布从当年 7 月 1 日起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并冻结伊朗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
在欧洲的资产。① 奥巴马称，这体现了国际社会在解决日益严重的伊朗核问题上的团
结立场。② 随着制裁门槛的降低，制裁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越防扩散的范围。伊朗政府
并没有被制裁压垮，2012 年初的议会选举在一定程度上还加强了国内团结。从技术
层面看，制裁对伊朗核计划的影响比较有限，伊朗的“重大核成就”是在制裁最严
厉时公布的。除了经济制裁，美国还辅之以网络攻击等手段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
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伊朗核计划的推进。以色列一直考虑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
打击。2010 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巴拉克曾对军队下令，要求为打
击伊朗核设施做好准备，但这一计划被最终取消。对于以色列要求动武的建议，奥
巴马政府一直不予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以关系的下降。
在朝鲜核问题上，
美国希望朝鲜放弃核计划的目标没有实现。奥巴马上任伊始，
美国希望通过六方会谈与朝鲜达成某种共识。由于国内经济状况不好加上国际安全
环境的变化，2009 年后，朝鲜政府对美政策表现得更加灵活。为了缓和美朝关系，
美国对朝鲜实行了接触加遏制的政策。2011 年以来，双方官方进行了三轮会谈，民
间交往频繁。同时，
“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持续与日、韩等
国举行军演，对朝鲜构成威胁。然而，金正日于 2011 年 12 月 17 日突然去世以及金
正恩接班后朝韩关系的紧张，使得朝核问题被一拖再拖。

二 未来四年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本次大选的结果表明了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得到了选民的认
同。未来四年，美国政府将基本保持过去四年的外交方针，并努力在某些领域取得
突破。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外交政策走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亚太地区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会变，亚太地区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在奥
① Eva Krukowska and Gregory Viscusi, “EU Hits Iran with Oil Ban, Asset Freeze over Nuclear Effort,”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2-01-23/eu-hits-iran-with-oil-ban-bank-asset-freeze-in-bid-to-haltnuclear-plan.html, 2012-01-24.
② Barack Obama,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Today’s Iran-related Sanctions,” http://www. whitehouse.
gov/the -press-office/2012/01/23statement-president-today-s-iran-with-related-sanctions, 201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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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成功连任后，2012 年 11 月 17-20 日，奥巴马访问缅甸、泰国和柬埔寨三个东
南亚国家，并出席在柬埔寨举行的东亚峰会。奥巴马成为首位访问柬埔寨和缅甸的
在任总统。① 希拉里 • 克林顿国务卿也展开了卸任前的最后一次亚太之行，2012 年 11
月下旬，她在访问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缅甸和柬埔寨时说，21 世纪的历史将
②
主要在亚太地区书写，
美国要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接触并塑造这里的未来。
与此同时，

国防部长莱昂 • 帕内塔（Leon Panetta）也先后访问了澳大利亚、泰国和柬埔寨三国，
在柬埔寨参加了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美国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联系主要出于三方
面的考虑。
第一，随着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美国觉得有必要对中国进行遏制，维持
美国主导的权力秩序，避免中国对美国的权力地位形成挑战。③ 希拉里说，未来的政
治将取决于亚洲，美国从战略上转向该地区是为了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与中
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④ 根据
美国的相关法案，到 2020 年，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军比例将从 50％ ：50％
变为 60％ ：40％。由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包含睦邻方针，鼓励中国按照东盟国家
集体制定的规则行事，会减少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矛盾。美国希望维护其在这一地
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同时不会让中国感觉受到压力。亚洲国家也希望在美
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不愿完全倒向任何一方。
第二，为美国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符合美国的能源外交战略。目前，
欧洲陷入债务危机，美国的财政悬崖给政府带来巨大压力，亚洲经济的快速复苏和
稳定发展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意义重大。由于亚太一些海域存在岛屿、水域的争
夺，美国认为“这些冲突即使仅限于本地区范围，也会波及全球经济”
。⑤ 未来，亚
洲不仅会成为世界最大的产品和服务输出地，还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地。在奥
巴马第一任期，美国更关注亚洲的政治和安全问题，对亚洲的经济和贸易关注不够。
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内，美国将更关注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关系。美国希望扩大与东

① President Obama’s Asia Trip, November 17-20, 2012. http://www.whitehouse.gov/.issues/foreignpolicy/asia-trip-2012, 2012-11-29.
② Hillary Rodham Clinton, “Delivering on the Promise of Economic Statecraft,” at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in Singapore, November 17, 2012,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
rm/2012/11/200664.htm, 2012-11-29.
③ 张旭东：《战略东移：中美关系牵动下的亚太格局》，载孙哲主编：《亚太战略变局与中美新
型大国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④ Hillary Clinton, “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 189, November 2011.
⑤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于卉芹、何卫宁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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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经贸关系，积极推动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通过构建未来的亚太经济
结构，为美国的商业利益服务。
第三，推动美国的价值观仍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奥巴马于
2012 年 11 月访问缅甸期间，在与缅甸总统吴登盛的会谈中提到推进政治改革、解决
人权问题。美国取消了对缅甸价值 1.8 亿美元的经济制裁，准许外资进入缅甸，以经
济方式支持缅甸的民主进程。他还与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会面并在仰光大学发
表演讲，表达了美国进一步推动缅甸民主改革的方针。实际上，从 2011 年开始，美国
就与缅甸接触，要求其释放政治犯、解禁报刊，并促成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
访美。2011 年 11 月，希拉里访问缅甸，成为 56 年来首位访缅的美国国务卿，① 美国
政府肯定了缅甸的民主化转型并鼓励缅甸继续走下去。
（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方针不会变
美国政府计划在 2014 年把作战部队从阿富汗撤出，其中的大部分人员预计在
2013 年就撤出。奥巴马曾表示，未来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以及在全世界部署军队以捍
卫本国利益的能力将取决于美国经济复苏的能力。2011 年 8 月，美国国会通过的《预
算控制法案》裁定，国防部将军费开支在未来 10 年中削减 4 870 亿美元。到 2017 年，
美国将完成陆军裁员 7 万多人，海军陆战队裁员 2 万人，空军裁撤 6 个战术中队，海
军将有 7 艘巡洋舰和 2 艘水陆两栖舰退役，撤回常驻欧洲的两个重型旅，调整和关闭
美国国内外的部分军事基地。② 由于未来 10 年美国将削减大量的国防开支，美国必然
要求其北约盟国增加向联盟的军事预算。美国的做法可以减少自己的军备开支，同时
避免更多地被外界舆论批评。在阿富汗，美国会要求其欧洲盟国增加在当地的驻军和
军费开支，并参与培训警察，为美国最后从阿富汗全身而退创造好的条件。
在阿富汗及毗邻地区，美国将继续开展无人机战争，以打击恐怖组织及其成员。
虽然无人机的使用有时会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但由于无人驾驶的“全球鹰”
、
“捕食者”
等战斗机使用成本低，相比起传统空军和常规部队更加经济。与小布什相比较，奥巴
马更关注美国的无人机相关政策和未来无人机的影响，其第一任期使用无人机的频率
也比较高。据统计，2002 年 11 月以来，美国在巴基斯坦、也门等非战斗地区对特定
目标发动的攻击有四百余次，其中 95% 是由无人机执行的。③ 对恐怖分子及其基地用
①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U.S. Relations With Burma,” http://www.state.gov/r/pa/ei/
bgn/35910.htm. 2012-11-29.
② U.S. Department of Defence, Panetta Annouces Fiscal 2013 Budget Priorities, January 26, 2012, http://
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 id=66940.2013-1-6.
③ Micah Zenko，“Target Window：Time for President Obama to reform drone policy,” January 8,
2013，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1/08/target_window?page=0,0，2013-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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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攻击，基本能达到预期的目的。2013 年《国防授权法案》出台后，有五角大楼
官员认为让美军维持 30 架“全球鹰”无人机没有满足国防部的要求。① 美国将逐步完
善利用无人机攻击的政策，从而维持美国在阿富汗等反恐战场上取得的成果。
（三）美国对伊朗核问题将继续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还将继续下去，动武的可能性比较小。根据相关的制裁法案，
欧盟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在 2012 年 7 月已经开始。美国和欧盟都对伊朗的中央银行进
行制裁。新的制裁措施还规定，美国有权阻止与伊朗开展贸易的第三国进入美国金融
交易。西方制裁的影响导致伊朗货币里亚尔下跌了 40％。有专家预测德黑兰可能会做
出妥协。
2012 年 9 月 27 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称伊朗最迟
将于 2013 年夏天进入铀浓缩实验的最终阶段，并有可能在此后的一年内安装核爆炸
装置。尽管美国政府没有排除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但奥巴马执政四年来主要
依靠外交和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如果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很可能演
变成在中东的局部战争，作为以色列盟友的美国将被迫卷入战争，而这是美国政府所
极力避免的。这种政策导致在 2012 年大选中，
罗姆尼批评奥巴马的伊朗政策过于软弱。
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他有可能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但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很小。
在伊朗提出封锁波斯湾后，2012 年 9 月，美国组织了波斯湾沿岸三十多个国家海军参
加的海上扫雷联合演习，表达了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态度。
（四）美国将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斗争，推进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攻势
事实上，自 2011 年 3 月叙利亚冲突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
2012 年 11 月，奥巴马连任获胜后，美国政府才明确宣布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但在对
叙动武的问题上，美国不会轻易行动。由于叙利亚政府一直得到伊朗、俄罗斯等国的
军事援助，如果美国或北约出兵叙利亚，当地的局势将变得极为复杂。刚从伊拉克战
争泥潭里抽身的美国不会希望再陷入另一个泥潭。
美国将继续支持阿拉伯地区的“民主改革”进程，推进美国的价值观。为支持阿
拉伯地区的“民主化”
，美国已经投入 5 亿多美元。奥巴马总统说过，美国的外交政
策是“促进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改革并支持向民主的过渡”
。尽管目前美国的经济
状况不是很好，但奥巴马政府会利用有限的资金进行对外援助，保障阿拉伯国家“民
主”进程的成果，促进该地区新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多元文化的发展。美国会加强与阿
拉伯世界新领导人的关系，寻找更多的共同利益，为解决地区问题打下基础。这些地
① Jim Garamone，“Obama Signs $633 Billion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Washington, January 3,
2013，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18913，2013-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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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约旦与以色列的关系等。
（五）美国将全面推动美俄关系的发展
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大力推动美俄关系重启，缓和了两国关系。2011 年，俄罗斯
国家杜马选举以来，由于美欧更青睐俄反对派，并力图分化“梅普组合”
，这使普京
对美国产生不信任感。2012 年 5 月，普京借故缺席了在美国戴维营举行的八国集团首
脑峰会，奥巴马随后也宣布不出席 2012 年 11 月在俄罗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但随着大选的进行，美俄关系有所缓和。由于罗姆尼把俄罗斯称为“美国地缘政治的
头号敌人”
，俄罗斯对罗姆尼的印象不好。2012 年 9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
时称奥巴马是“希望两国关系良性发展的诚实的人”
，表达了对奥巴马连任的支持。
目前，美俄的主要分歧在反导问题上，如果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能够达成妥协，对增进
互信、维护欧洲安全和稳定将意义重大。鉴于此前美国一再重申北约布置在欧洲的反
导系统不是针对俄罗斯的，如果美国能进一步以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双方还是有合
作空间的。如果美俄双方在导弹防御技术共享、数据交换、人员培训方面尝试合作，
有可能推动长期停滞的非战略核武器谈判。①
（六）美国将对朝鲜实行制裁加接触的策略
在过去四年里，美国政府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取得了一些效果，以后该政策手段还
将继续下去。2012 年 12 月 12 日，朝鲜发射了“光明星 3 号”卫星。美国对朝鲜使用弹
道导弹技术进行的发射活动予以谴责，认为其发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 1718 号
和 1874 号决议。② 美国政府试图进一步扩大制裁的力度，包括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的经济
制裁，给朝鲜政府以更大的压力。在对朝鲜进行制裁的同时，美国不会放弃对其接触政
策。与朝鲜谈判是美国“巧实力”战略在外交政策领域的体现。和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减少朝鲜的紧张，缓解其核计划推进的速度。2012 年 10 月，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
国务卿坎贝尔访问韩国，在与三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班子会谈后，认为美国应该与韩国
协商，重启美朝对话，促进两国关系改善。尽管朝鲜考虑进行经济改革，但美国官员对
改革能否进行表示怀疑，同时要求朝鲜弃核的态度仍没有变化。③

① Dmitri Trenin, James F. Collins, “The Game Changer: Cooperative Missile Defense,” November 29,
2012,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globalten/?fa=50173. 2012-12-02.
② Susan E. Rice, Remarks by Ambassador Susan E. Rice, “U.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 ” At a Security Council Stake-out Following Consultations on North Korea, December 12, 2012, at
New York, http://usun.state.gov/briefing/statements/201940.htm, 2013-01-09.
③ Glyn Davies, “Remarks on North Korea, Tokyo Japan,” October 17, 2012, http://www.state.gov/p/eap/
rls/rm/2012/10/199291.htm, 201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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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奥巴马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挑战
作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当然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能有所建
树、名垂青史，并给后人留下一些政治遗产。但目前的国内国际局势并不乐观，奥巴
马在其第二任期内的外交政策将受到诸多挑战。如何应对这些不利因素将是考验新一
届美国政府执政水平的试金石。
（一）当前美国国内局势的挑战
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造成了大量矛盾，对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施政将造
成不利影响。2010 年中期选举后，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现象表现明显。民主党和共和
党严重对立，奥巴马的立法建议、财政预算、医改方案等都受到国会共和党的反对。
在众议院，共和党的立法议程也受到民主党的制约。两党在减税、提高举债上限和削减
政府赤字方面矛盾突出，联邦政府的正常运转受到了极大影响。不断出现的政治僵局使
得标准普尔降低了美国主权债务的评级，使本就复苏乏力的美国经济受到打击。美国国
会减赤特别委员会的谈判也因两党的拒不妥协而无果而终。
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族裔分化和代际分化越来越明显，容易造成社会凝聚力下
降，民众对国家的现状不满。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经济在多数时间里表现低迷，失业
率较高，造成贫困人口数量增加，贫富差距拉大。据统计，到 2011 年 9 月，美国的贫
困人口达到 4 620 万，是 52 年以来最高的。① 最富有的 1% 的人的收入占所有人口总收
入的 20%。穷人与富人、老年人与青年人、白人与少数族裔在对政府的各种政策上态
度差异较大。老年人在经济、医疗保险和移民政策方面更信任共和党；
而年轻的选民，
40% 为少数族裔，在社会问题及政府作用方面更赞同民主党的政策。② 社会分化加剧了
社会矛盾的爆发，2011 年 9 月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被称为“贫困的 99% 对富
有的 1% 的运动”
。该运动提出反失业、反权钱交易、反削减福利等口号，体现了美国
中下层社会群体对社会不公、政治僵局和经济低迷的不满。2012 年 11 月中旬，美国
50 个州有 60 多万人签名要求脱离联邦政府管理。不同社会思潮的激烈交锋和社会矛
盾的凸显，为美国政府执行外交政策制造了羁绊。

① US Census Bureau,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0,”
September 13, 2011，http://www.census.gov/newsroom/releases/archives/income_wealth/cb11-157.html.
2012-10-10.
② John Hinderaker, “Racial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July 23, 2011，http://www.
powerlineblog.com/archives/2011/07/racial-polarization-in -american-politics.php/, 201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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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虽然有所好转，但从长期看仍不乐观。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奥巴马上任
的头三年，美国的失业率较高、财政赤字增速较快、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2009 年，
“皮尤中心”民调显示，
70% 的美国人希望与其他国家分担全球领导责任。2010 年，
“芝
加哥全球事务协会”调查显示，79%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承担的世界警察角色过重。① 直
到 2012 年 10 月份，持续疲软的经济状况才有所改变。就业人数超过了 2008 年金融危
机以前的水平，失业率下降。美国房地产行业在 2012 年 9 月份开始回暖。页岩气的
开发为改变传统能源结构、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打下了基础。但“财政悬崖”也给奥
巴马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2011 年 8 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规定从 2012 年年底
开始自动削减公共开支并且增加税收，
涉及的金额达到 7 000 亿美元。2013 年 1 月 1 日，
美国两党终于就如何解决财政悬崖问题达成了协议，同意对年收入超过 40 万美元的
美国人或超过 45 万美元的家庭增加税收，从 35% 提高到 39.6%，并将削减政府开支
的计划推迟了两个月时间。②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阻止赤字以及联邦债务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的继续上升。未来美国经济的发展依然承受较大的压力。
（二）北约内部矛盾对美国的影响
北约内部矛盾重重，美国希望利用北约主导全球事务的构想很难实现。由于欧债
危机的影响以及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以美欧军事同盟为基础的北约 2012 年内部
矛盾呈上升趋势。为了配合自己的全球战略，美国希望把北约打造成“全球性”的军事
组织。这样，只要美国有需要，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北约的行动。然而，美国的
构想遭到了其欧洲盟友的反对。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说，北约的军事行动应受到联合国的
管辖。2011 年 3 月底，法国开始对利比亚进行空中打击时并不希望北约参加。③ 后来北
约加入对利比亚的打击后，欧洲的北约成员中只有英、法等六七个国家参战，包括德
国、波兰等多数成员国拒绝参战。此前，在联合国关于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的决
议投票中，德国和中国、俄罗斯一起投了弃权票，凸显了北约内部的裂痕。尽管北约
勉强从美国手中接过阿富汗战争的指挥权，但法、德等国以各种借口拒绝在阿富汗投
入更多兵力，并避免同塔利班武装进行直接战斗，致使欧洲盟国在阿富汗的战斗力不
高。在美国宣布 2014 年底从阿富汗撤军后，欧洲的北约国家更是希望早点撤军。2012
年 5 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兑现竞选承诺为由，宣布法

① Joseph M. Parent and Paul K. Macdonald, “The Wisdom of Retrenchment: America Must Cut Back to
Move Forward,”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11), p.40.
② Uri Dadush, “What the U.S. Fiscal Deal Means for the World,” January 3, 2013, http://
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1/03/what-u.s.-fiscal-deal-means-for-world/ez5r.
③ “Franco-American Relations after the Election of François Hollande,” May 22, 2012,http://www.
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2/05/22-us-france-vaisse, 201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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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队 3 500 多人将于 2012 年底从阿富汗撤出。这一决定使美国颇为不满。此次北约
峰会上，美国还要求北约每年给予阿富汗卡尔扎伊政权 41 亿美元的援助，为期十年，
其中美国负担这一数额的一半。由于欧洲盟国没有响应，美国的这一倡议等于被搁置
起来。由于近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国家普遍注重发展经济、
减少军费开支。据统计，欧洲国家在北约军费开支中所占比重已从 1990 年的 40% 下
降到 2011 年的 25% 左右。① 对于欧洲盟国军事能力的下降和“非军事化倾向”
，美国
坚决反对。
（三）西亚北非地区的不稳定局势牵制美国战略重心转移
巴以的和平进程一再受挫，而西亚北非变局发生后的埃及新政权还面临着考验。
虽然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方针已经确定，但美国不希望中东有更多的麻烦，以色
列却出于自身安全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并不完全听从美国的指挥。2012 年 11
月 14 日，以色列刺杀了哈马斯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艾哈迈德 • 贾巴里，哈马斯做出了报
复行动，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大量火箭弹，造成了一些以色列平民和军人的伤亡。以
色列为回应来自加沙的火箭弹袭击而发起“防务支柱”行动，连续 8 天对加沙地区进
行空中和地面袭击，造成大约 1 400 名加沙人伤亡，超过 12 亿美元的财产损失。②
埃及新政权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有所顾忌，很难完全配合美国。作为埃及穆斯林兄
弟会的巴勒斯坦分支，哈马斯希望能得到埃及的支持。而以色列也在试探埃及总统穆
罕默德 • 穆尔西在多大程度上履行埃及对双边和平协议的承诺。事实上，埃及需要维
持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以确保西方提供援助来启动停滞的经济。但迫于国内压力，
穆尔西只能支持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他不仅从以色列召回了大使，而且还把总理希
沙姆 • 甘迪勒派到加沙。巴以冲突给美国造成了措手不及。如基辛格所说，减少美以
军事关系只会增加美国的困难，一个被邻国觉得虚弱或正在变得虚弱的以色列将诱发
美国政策恰恰想避免的那种冲突。③ 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在修建定居点、对伊朗动武
等问题上，美国与以色列存在矛盾，奥巴马对内塔尼亚胡比较冷淡。现在巴以和平进
程不但没有进展，反而双方矛盾加剧，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
2012 年 9 月，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的领事馆遭袭之后，奥巴马政府遭到指责 。
有分析认为，
“基地”组织的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成员可能

① Stephen M. Walt, “European defense policy needs recalibration,” June 29, 2012, http://walt.
foreignpolicy.com/posts/2012/06/29/european_defense_post_libya_towards_the_rubicon, 2013-1-10.
② 杨柳：《哈马斯称以色列空袭加沙造成12亿美元损失》，载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
n/2012/1126/c1002-19697222.html, 2012-11-27。
③ [美]亨利•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胡利平、凌建平等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
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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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策划了这次袭击。① 这次事件导致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内的四名美国人丧生。
本 • 拉登虽然被击毙，恐怖组织的活动还在进行。美国如何继续开展反恐斗争将考验
下届美国政府。
以色列一直考虑通过军事打击阻止伊朗的核计划。为了避免被以色列卷入战争，
美国政府一直对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防止他采取过激的行动。2012 年 9 月，内塔尼
亚胡要求美国政府在伊朗发展核计划问题上划出明确的红线，并威胁要以先发制人的
方式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但是，他的主张遭到了奥巴马的明确反对。如果奥巴
马在第二任期前一阶段没有能够通过严厉的制裁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就会有人怀疑
美国的制裁效果。
（四）未来阿富汗的局势将不容乐观
随着美国和多国部队从阿富汗的撤出，极端宗教组织塔利班有可能在当地扩大势
力。尽管北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设施培训阿富汗的军警，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阿
富汗政府军由于文化水平低、管理不到位加上装备不足，实战能力较差。如果美国在
阿富汗政府军还没有能力完全控制局面的时候就撤走，塔利班会乘虚而入，阿富汗的
安全形势有可能失控。2012 年，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一些美军基地都遭到了塔利班的
袭击，一些受过美军训练的阿富汗士兵也投向塔利班。尽管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采取
了和解政策，希望其能与阿富汗政府进行合作，但没有实质性进展。对于美国提出的
准许塔利班进入政权的许诺，塔利班一直持怀疑态度。自美国启动撤军计划以来，塔
利班的恐怖袭击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加强，并把目标确定在阿富汗政府官员和北
约的驻阿机构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塔利班与卡尔扎伊政权之间的不信任。此外，
由于阿富汗地缘位置重要，地区各国会加大对阿富汗的渗透和争夺。俄罗斯、伊朗、
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会利用政治、经济、宗教等手段加强对阿富汗政府的影响，介入
其内部事务，以便未来在这块战略要地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军撤出阿富汗将使这里的
各方博弈更加激烈、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四 结语
如果某位总统有幸成功进入其第二任期，那么，随着该总统外交政策经验的丰富
及其对选举政治怪圈的摆脱，第二任期往往成为该总统在外交政策领域最有作为的时

① Josh Rogin, “Obama official: Benghazi was a terrorist attack,” September 19, 2012, http://thecable.
foreignpolicy.com/posts/2012/09/19/obama_official_benghazi_was_a_terrorist_attack, 2013-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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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① 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完成了从伊拉克撤军，击毙本 • 拉登使得美国的反恐斗争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在欧洲部署的新反导系统比小布什时期的反导系统灵活性更强且成
本更低。这些成绩使得美国的国际声望比小布什时期有所上升。与此同时，美国外交
也遭到严厉批评。批评者认为，在过去四年，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没有改善，在
遏制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方面进展缓慢，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措施不力，尽管给巴基斯
坦大量援助但两国关系却越来越差。这些问题使得美国形象受到破坏，美国的世界大
国地位正在衰落。
由于面临着诸多国内外的困难和挑战，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内会采取更加灵活
务实的外交策略，既保护美国的利益，又不付出太多的代价。首先，奥巴马政府会坚
定不移地贯彻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中国的崛起带动了亚太的繁荣和稳定。
美国会加强与其在东亚传统盟国的合作，同时利用南海问题挑拨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
的关系，从而对中国形成牵制。其次，由于国内经济状况低迷和反战情绪的影响，美
国会尽力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中。如果有涉及美国的军事斗争，美国可能采取幕后
指挥或利用无人机打击的办法。美国不会公开领导作战行动是美国国力相对衰弱的表
现。由此推测，在核问题上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很小。最后，动荡的中东局势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美国的亚太战略。西亚北非变局后的新体制国家并不稳定，巴以冲突还
没有解决，美国的盟友以色列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总是配合不力。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
的安全利益和“民主改革”成果将使美国继续关注中东，该地区的变局在一定程度上
会影响美国的总体外交战略。为了重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维护美国的霸权，新一
届美国政府将在巩固过去四年外交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寻求新的突破，进一步提升其国
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由于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奥巴马在其新
任期内的外交目标很难完全实现，外交政策的执行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有些方面可能
会陷入僵局甚至遭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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