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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
IMPORTANT ISSUES

地处与传统世界中心欧亚大陆隔绝的新大陆，美国自建国以来便有着浓厚的孤立主义思想渊源。孤
立主义一直是美国各种意识形态主义的重要分支，随着国内政治的发展以及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呈
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且塑造着美国与世界的新关系。理解美国孤
立主义的发展脉络及其对全球化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特别是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的
孤立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与全球主义此消彼长，共同推动着美国对外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结合当
前美国孤立主义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这一实际情况，侧重从经济角度对美国孤立主义及其对全球化的影
响进行重点分析。

美国孤立主义的历史脉络

《韦氏第 3 版新国际英语足本词典》中对于孤立主义的界定是：“故意回避结盟或其他政治、经济关
系，以让自己直接与其他国家隔绝开来的国家政策。” 玛丽恩 · 史密斯（Marion Smith）①在其一篇关于
美国孤立主义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孤立主义” 作为一个完整和连贯的大战略，是由经济孤立或保护主义、
军事和外交不干涉以及文化上的隔离共同组成。②追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 “孤立主义” 现象，通常认为
其最早出自于美国国父乔治 · 华盛顿外交理念中的 “中立主义” 原则。尤其华盛顿那句 “我们是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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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行动，不是为别人而行动” 的名言，成为 “孤
立主义” 外交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宣言。总体
上，自华盛顿总统以来的孤立主义，既有政治
方面的表现，也有经济方面的表现，而且两者有
时并不同步：当政治孤立主义兴起之际，经济层
面并不孤立，而是保持一个总体自由开放的国际
贸易环境；而在经济孤立主义抬头之时，政治孤
立主义却影响有限，美国依旧积极参与外部事务。

以经济孤立主义为脉络梳理美国的立国与对
外经济关系，不难发现总体上的经济自由主义，
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孤立主义基础之上的。在美
国历史上，甚至曾有过几乎完全隔绝与外部贸易
的时期。为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竞争，美国对
外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更
是常在国内和国际形势相对不利时回潮。

1807 年至 1809 年失败的禁运。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英法两国再次卷入战争，两国互相使
用封锁政策遏制对方。作为总体战略的一部分，
英国加强在海上搜捕中立国船只，危及到作为中
立国的美国的利益。为避免卷入英法战争，美
国颁布了《1807 年禁运法案》（Embargo Act of 

1807），禁止任何船只由美国港口出发，驶往外
国港口，仅允许外国船只交付某些进口商品。此
举几乎等同于对国际商业实施了完全禁运。杰斐
逊原本期望通过让英法两国失去美国的产品和市
场，来对两国施加经济压力。但英国很快以西班
牙及其美洲属地取代美国，成为其新的贸易伙伴；
法国则通过加大对意大利的控制和掠夺，使得禁
运政策给英法两国的经济压力远远小于预期。

禁运实施后仅一两个月，美国主要的出口商
品棉花、面粉、烟草、大米的出口额急剧下降，
减少了三分之一，而进口商品价格则相应提升了
约三分之一。1808年，美国出口总额下降了八
成，进口额减少了六成，政府关税接近于零，
航运业接近崩溃。禁运使得美国通货膨胀严
重，导致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萧条。根据美国
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A. Irwin）统

计，禁运给美国造成的静态福利损失约为GDP的
5%③，可见代价之大。国会最终在1809年3月废
除了《禁运法案》。而杰斐逊总统本人在此经历
之后，开始坚决反对经济上对外孤立。

美国内战后的孤立主义。美国内战结束后
的40年间，主张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基本控制了
国会和总统，征收高额关税一度成为美国的主要
经济政策，旨在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竞争。但
另一方面，美国又积极争取扩大产品出口。从短
期来看，这种经济政策确实会给美国带来大量的
贸易盈余，但相互矛盾、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也从
根本上破坏了当时的国际贸易体系。持续对他国
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必然严重抑制美国与他国的
经济联系，阻碍美国产品进一步出口扩张，最终
会伤及自身利益。因此，1912年民主党的威尔逊
政府上台后，美国逐渐转向贸易自由主义，并在
1913年通过《安德伍德关税法》，大幅度降低保
护主义关税，改变了自美国内战之后较长一段时
期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经济政策。

20世纪 20至 30年代的孤立主义。一战之
后，出于强烈的厌战情绪，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
潮强烈。而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体系过于惩罚和
报复德国的举措、重建金本位的错误意图和各国
寻求民族主义特征的“以邻为壑”政策等因素叠加，
使得世界经济始终未能复苏。④当 1929 年大萧条
来临之际，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
关税提高到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旨在保护本
国制造商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根据该法律，有
75 种农产品和 925 种工业品提高了关税率 , 其中
农产品关税的平均水平从 20% 提高到 34%, 全部
关税的总平均水平从 33%提高到 40%。1933 年，
罗斯福总统更是决定脱离金本位，进一步使得美
国脱离世界经济。但此举并没有抑制经济形势的
继续下挫，反而使得各国争相效尤，世界经济破
碎成由几个核心区以及它们边缘国家构成的相对
孤立的集团。⑤自由世界经济秩序的崩溃使得大
萧条愈发严重，法西斯势力崛起，并最终引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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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二战后的美国孤立主义。二战后美国经济、
军事、科技等各方面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美国
一国的经济就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50%。⑥

在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冷战期间，美国精心构
建了一个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体系，主导并控
制了国家交往和交易方式的国际机制网络。此外，
通过石油和美元挂钩、广场协议等做法，巩固了
美元的 “全球货币” 地位。随着苏联解体，更是
出现了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这
个新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充分反映了美国的
霸权利益，按照美国式的架构方式和组织原则进
行运作。即便如此，孤立主义的思潮并未绝迹于
美国的话语体系。每当国际或者国内形势不利于
美国时，美国民众的孤立情绪便会高涨。20 世纪
90 年代初，著名的保守主义和新孤立主义支持者
帕特里克 · 布坎南就曾经打着 “美国优先” 的旗号
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大力鼓吹美国不应该作为世
界警察，而应该将国内需要放在政策的中心地位。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并未
销声匿迹。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
候选人特朗普鼓吹美国利益优先，高举保护主义
大旗，战胜民主党希拉里赢得了总统大选。特朗
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数度公开宣称只代表美国利
益，不代表世界利益。在各项政策中，最为体现
特朗普施政风格的举措有二：一是正式退出跨太
平洋伙伴协定（TPP），二是宣布对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NAFTA）重启谈判。在特朗普看来，TPP
和NAFTA更多是美国提供公共产品，而让其他国
家搭便车的 “赔本买卖”，并不公平。这两大举措
颠覆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提倡的全球扩张
和自由秩序战略，体现了鲜明的孤立主义色彩。

当前美国孤立主义抬头的原因

孤立主义一直存在于美国各种思潮之中，从
未消寂。这是由其政治哲学传统和地理天然位置

所决定的。但是，此轮以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
选为标志的孤立主义浪潮，却有其深刻的时代
背景，反映了美国国内以及美国和世界关系的新
变化。

一是美国国力相对衰落，未来发展较为悲

观。美国孤立主义的兴起往往与外部世界的动
荡或者本身国力的下降高度相关。外部世界风险
越大，国内孤立主义情绪越浓。当前，世界总体
处于和平发展当中，局部地区虽有动荡，总体安
全可控，没有大国战争风险。因此，美国国力相
对衰落成为此轮美国孤立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
2007年金融危机是美国国力相对衰落的标志性事
件。从经济实力看，经过此轮金融危机，以中国
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显
著上升，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有所下降，
由此形成东方世界重新崛起之势。根据汇率法计
算，中国占美国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20%左
右上升为2016年的61%左右。⑦如果按照购买力
平价法计算，中国GDP甚至早在2014年便已经超
过美国。从发展后劲看，历经阿富汗和伊拉克两
场战争，美国国力透支严重，联邦政府负债率迅
速上升，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国内经济发展
动力长期不足。而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在社会
组织、财富创造以及积累方面表现似乎更佳。国
力的此消彼长导致美国精英逐渐对美国国际领导
地位感到悲观，认为美国的相对衰落是一种历史
性趋势。美国民众对美国国力的看法大致也是如
此。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美国人
对国家未来发展预期普遍不容乐观。2016年甚至
有超过7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国家发展方向是
错误的。在国力相对衰落的趋势之下，越来越多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全球的地位相比以前不那么
重要。根据2016年的统计，甚至有49%的美国人
认为美国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极可能使得“事情变得
更加糟糕”，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40%。

二是美国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导致民粹主义

兴起。美国实力下降不仅表现在国家间的实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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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更表现在美国民众日常生活水平的下降。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中产阶级规模的萎缩。二
战结束以来，美国社会结构呈现出显著的橄榄型
特征。中产阶级长期占据着60%左右的规模，而
贫穷者和富人处于橄榄结构的两端，均为少数。然
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水平
及其资产，开始不断下滑。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
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中产阶级人数在不断减少，实
际收入水平也在下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报
告，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所占比例从1970年的62%
下降到2015年的43%。中产阶级的数量逐渐萎
缩，甚至已不再是美国社会的最大主体；⑧从收入
来看，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2015年美国家庭收
入中位数约为5.65万美元，较2014年增加5.2%，
出现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首次年度增长。即便
如此，这一数据较2007年的水平仍然低1.6%，较
1999年约5.79万美元的峰值低2.4%。⑨

规模和收入的双重下降使得美国中产阶级在
美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不断衰落，失落感加重，
不满情绪增加，他们在政治上变得更为激进，越
来越多的美国中产阶级转而成为民粹主义者。民
粹主义者在找寻“药方”的时候，很容易狭隘地把
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作为攻击目标，认定是全球化
以及自由贸易导致问题的出现。加之美国确实存
在着制造业外流所导致的就业人数下降以及巨额
贸易逆差等问题，民粹主义者更加相信他们的判
断，认为要改变现状必须采取去全球化和贸易保
护主义的措施，这就出现了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
的合流。

三是选举政治需求，特朗普迎合孤立主义。

美国孤立主义的高涨既有国家经济实力和国民收
入下降等经济性因素，也有总统选举的政治性因
素。当前美国孤立主义的抬头就恰逢2016年总统
选举。在大选期间，政客对于民众的诉求表现得
极为重视，以便获取更多选票。孤立主义借助选
举，其影响会在短期内有所放大。在本次总统大
选两党对决中，各类精英普遍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希拉里。与希拉里相反，特朗普是反建制出身，
剑走偏锋，求助于孤立主义、本土主义和民粹主
义，重视底层白人民众诉求，主张美国及美国民
众是全球化的失意者和受害者，强调美国外交政
策服务于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保护
美国人民的“自由、安全和财产”才是美国至关重
要的利益。⑩在失意的白人中产阶层的大力支持
下，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作为履行其选举承诺
的必然反映，特朗普反复强调“美国优先”，反对
美国过多参与世界事务，耗费过多资源，意图通
过适度战略收缩，减少国际义务。总体上，特朗
普当选之后对传统主流精英的继续不信任，是迎
合而非抑制、加剧而非缓解了美国国内的孤立主
义和民粹主义情绪。

事实上，从自身的经商经验出发，特朗普本
人也有较为浓烈的孤立主义色彩。只不过，他的
这种孤立主义更体现在精明算计成本收益方面，
带有明显的商人特征。在他看来，美国为世界付
出更多，但并未获得相应收益。他甚至认定美国
和世界的现有关系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此，如
果美国不能从其他国家那里得到应有的利益，
就应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减少为世界提供“公共产
品”。另外，特朗普认为创造一个貌似孤立主义和
保护主义的美国形象，可以为美国在与其他国家
进行经贸问题谈判时赢得有利的谈判位置。因为
其他国家看到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会有所
忌惮，担心美国真的实行去全球化，为了拉住美
国，从而更有可能答应美国政府的相关要求。

美国孤立主义对于全球化的影响

在国力相对衰落、民众总体困顿以及选举
政治需求的共同作用之下，当前美国社会中的孤
立主义确实有所抬头，产生的影响将波及各个领
域。从全球化的角度而言，美国长期以来是全
球化的支持者，且美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举足轻
重，如果美国国内孤立主义不断兴起，而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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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全球化又持有消极的态度，势必会影响
全球化的未来发展，给全球化的动力、理念和利
益分配等带来一定的变化。

全球化短期内会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总
体而言，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历任总统对于全球
化是提倡并且支持的，因为这符合美国的整体利
益，其支持全球化的措施在贸易、金融和投资等
领域均有表现。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最大
市场和第一大进口国。得益于美国以往的支持，
全球化势如破竹，在全球范围内高歌凯进。如果
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化降低甚至丧失兴趣，全球化
将会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

全球化的推动者既需要足够的能力，也要有
足够的意愿，两者缺一不可。在短期内，除了美
国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既有能力又有意
愿推动全球化。在贸易领域，美国对于全球化的
重要性首先在于其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诸多国
家通过与美国贸易并且从美国那里获得贸易顺
差来获取外汇储备。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
市场容量，特别是逆差额，能够与美国相提并
论。假如美国中断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由此消
失的市场没有替代者，贸易全球化会遭遇重大
挫折。在货币领域，美元事实上是全球准基础
货币，美元的全球化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基础。
如果特朗普在货币领域也采取去全球化的措施，
美元流动性可能会出现不足，进而影响国际金融
体系的稳定。

全球化理念会发生变化。全球化发展至今，
是有一套话语体系作为理念支撑的，即新自由主
义。在原有全球化浪潮中，美国政府大力推行以
“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
的核心是市场作用、开放经济和自由贸易。在美
国以往政府看来，新自由主义和美国政府所推行
的意识形态也大致契合。然而孤立主义与新自由
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如果特朗普推行孤立主义，
会给全球化原有主流理念带来影响，可能形成某
种程度的全球化理念范式转换。

一是国家行为体影响上升，而市场作用相对
下降。特朗普政府维护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
借助的不是自发的市场力量，而是美国的国家力
量。为创造更多就业，带动制造业回流，特朗普
以政府力量压迫各跨国企业，促使它们在美国进
行更多投资。而按照市场规律，这些跨国公司本
应该在其他综合成本更低的地方投资设厂。二是
经济民族主义理念增强，开放理念有所式微。特
朗普政府表现出明显的经济民族主义理念特征。
在其就职演讲中，特朗普公开宣称 “每一个关于
贸易、关于税收、关于移民、关于外交的决定，
都会为了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的利益而做出”，强
调 “所有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利益为先”。⑪这是
赤裸裸的经济民族主义。开放不是特朗普政府的
选项。三是保护主义情绪高涨，自由贸易理念受
阻。与经济民族主义相伴相生的，通常是贸易保
护主义。特朗普政府的国际经济政策已经体现出
了浓重的保护主义色彩。在关税问题、汇率问题
以及贸易协定问题上，特朗普不仅不讳言其保护
主义倾向，甚至为保护主义 “正名”，鼓吹 “只有
保护，才能有真正的富强”。特朗普政府公然的保
护主义理念可能会刺激其他国家跟风追随。假如
保护主义理念蔓延开来，自由贸易理念将会受阻。

全球化利益的再分配。说到底，特朗普对于
全球化的不满和指责在于他认为美国没有在此前
的全球化中获得应得的利益。因此，不同国家关于
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的争论，其要害在于利益问
题。特朗普旨在捍卫和扩大美国利益的孤立主义
路径确实会对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带来震动，使
得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变化。

在各种利益再分配中，有两种利益再分配尤
其引人注目。一是全球化利益在各个国家之间的
分配。全球化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特朗普认
为美国属于“输家”阵营。在特朗普针对“不公平”
全球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之下，全球化创造的利
益分配确实会有所调整。总体上，美国在全球化
中的收益相比以前会有所增加，而相应地，其他



AUG 2017    FRONTIERS   29

国家，尤其是那些通过全球化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或者从美国获得大量顺差的国家的利益将会相对
减少。只有出现全球化红利的再转移，美国等国
家才会对现有的全球化保持兴趣，全球化也才能
得以继续。这也符合全球化“赢家”的长期利益。
二是全球化利益在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正如皮
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揭露的，全球化时
代资本比劳动更能带来财富。特朗普政府试图提
升底层民众收入以及重视制造业等经济议程，客
观上有助于提升劳动要素在财富分配中的地位。
在全球层面，美国对于制造业的重视以及制造业
回流的政策会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竞争。为了
应对特朗普政府强烈的制造业回流偏好，各国都
力图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实体经济受到重视，
工人以及劳动的价值得以再发现，而资本的财富
创造效应会有所抑制。无论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再
分配，还是生产要素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其趋势
是利益分配从相对失衡走向相对平衡。

对全球化影响的制约性因素

尽管特朗普对全球化的消极态度会造成一
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有限度的，不宜
过分夸大，更不应据此认为去全球化趋势将会不
可逆转。在看到特朗普对全球化的抵制态度的同
时，更要看到对这种态度的制约性因素。

美国国内制约。孤立主义的抬头在美国当下
确实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其发生也有着特定
的背景。但是，孤立主义是不是美国国内的主导
型意识形态？是不是已经完全成为美国对外政策
制定的主基调？答案是否定的。美国目前国内尚
缺乏全面孤立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

一是美国国会态度总体上以温和为主。2016
年美国除了总统大选以外，还进行了国会议员选
举。共和党以显著优势赢得了国会选举胜利。通
常而言，共和党在国际经济政策上更为主张自由
贸易和全球化，反对孤立主义。而根据美国宪

法，国会在对外经济贸易事务有很大的发言权，
涉及对外经贸的法律都必须经由国会同意。仅特
朗普本人在言辞中表达出孤立主义倾向，并不足
以导致严重的孤立主义后果。如果其贸然制定孤
立主义政策倡议，这些倡议又极可能会因共和党
议员所控制的国会反对而无法转化为法律。

二是美国主流精英并未转向孤立主义。如前
所述，美国此次孤立主义更多的是和民粹主义相
结合，中低收入阶层的孤立主义情绪浓重。在竞
选过程中，反建制出身的特朗普迎合中低收入群
体，体现出鲜明的孤立主义色彩，遭遇到以各派
精英为主的建制派的强烈抵制。建制派普遍反对
特朗普也从侧面证明了美国主流精英圈是反对孤
立主义的，仍主张美国要继续在全球政治和世界
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当前特朗普政策中所展现
出来的孤立主义，是其政治上的反建制主张在经
济上的延续。但没有精英支持的孤立主义，即使
反映了部分民众的呼声，也会因缺乏持久性而难
以顺利转化为政策。

三是美国跨国资本利益集团不支持孤立主
义。虽然美国制造业似乎遭受了全球化的不利影
响，但美国资本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
资本借助全球化进行产业布局分工，谋求利润最
大化。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的进程就是包括美
国资本在内的资本全球化过程。如果美国政府制
定孤立主义政策，美国资本获取利益的空间将会
缩减，甚至可能面临其他国家的报复措施。为维
护自身利益，美国资本利益集团将会通过各种经
济和政治途径来约束特朗普孤立主义。

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上述美国各种国内政
治力量将会对特朗普行政当局形成有力约束，防
止特朗普制定过分偏向孤立主义的政策。

双边层面制约。从目前显露出来的孤立主
义端倪看，特朗普政府国际经济政策呈现出较为
明显的弱多边而强双边特征。特朗普政府认为多
边渠道对美国多有牵制，美国很难在其中实现最
大利益，美国希望与重点国家双边谈判来维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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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经济利益。例如，在亚太地区，美国政府退出
TPP之后，立即把与日本的双边贸易协定作为重
点；在北美地区，美国政府希望与加拿大和墨西
哥分别就北美自由贸易的升级版进行双边谈判。

既然是双边手段，其政策效果就不仅要考虑
美国的意图，也要看对方国家的意愿。由于美国
双边互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一对一”的方式来更
好地施压，而非进行公平交流来促进共同利益，
因此对方很难完全配合特朗普政府。可以预见，
无论是在美日双边谈判中，还是美墨双边谈判
中，美国都不可能逼迫对方完全接受自身诉求。
这意味着特朗普想要根本调整双边经贸关系的难
度非常大。此外，双边层面带来的制约不仅来自
于对方，也来自于美国国内。在原有的经济互动
中，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了利益格局，不同行业和
公司在其中损益程度有所不同。特朗普若想重塑
原有的双边经贸关系，势必会影响原有的利益分
配格局。那些因调整而受损的经济利益集团将会
对特朗普政府进行游说，然后形成“双边问题国内
化”情况，进而对特朗普政府形成牵制。

国际制约。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政策
倾向，国际因素将变得十分重要。虽然当今世界
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的苗头，
但总体而言，特朗普面对的是一个不支持孤立主
义的国际大环境。

一是全球化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其他
国家希望继续推进全球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
二战后大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通过参与全球
分工实现了本国经济发展。这些国家是全球化的
受益者。从以经合组织成员（OECD）为代表的
发达国家立场看，大多数国家也都支持全球化。
以德国为代表，欧洲国家对于特朗普的孤立主义
情绪异常担忧。至于通常与特朗普当选相提并论
的另一起去全球化事件——英国脱欧，从英国的
角度，其实不是反对全球化或者支持去全球化，
而是想通过“脱欧”改变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
因此，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基本政策看，

继续推进全球化是大方向。为了提振全球化的
信心，对冲特朗普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形成的影
响，全球范围内正出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联
合起来推动全球化的新动向。

二是此前全球化所形成的各种国际组织、
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将对美国形成制约。全球化
及全球治理催生了各种国际经济组织，比如世界
贸易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些机构经
过长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政府间
组织，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积累了大量相对独立
的机构利益，制定了大量的国际规则。例如，在
贸易领域，世界贸易组织就有一套成员国共同认
可、且对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贸易规则。美国
新政府也要在总体遵守国际规则的基础上来推行
孤立主义的各项措施，不能完全无视已有规则。

考虑到目前美国的全球地位相对衰落这一现
实，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推行孤立主义还存在一
种两难困境：美国试图通过孤立主义来扭转利益
“受损”的局面，但由于自身力量下降，全球化进
程并不会因为美国反对而终止；美国如果执意通
过保护主义措施把自身从全球经济中剥离，其对
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对全球化的塑造能力将会进
一步下降，包括软实力在内的自身力量将会受到
更大伤害。面对这一悖论，美国难以不受约束地
切割其与全球经济的关系。

结语

全球化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潮，还是作为一种
政策，确实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尤其是随着特朗
普政府上台，全球化更加面临源自美国的变数。
在特朗普治下，美国不愿意再如此前那样“不计
成本”地推动全球化，而是明确把自身利益放在
全球利益之前，甚至意图以全球利益来换取自
身利益。这种认知转变会对全球化产生一定负
面影响，可能会使本已遭遇一定挫折的全球化雪
上加霜。但需要指出，从目标上看，特朗普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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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格局中美国
所处的不利位置。从策略上看，与其说特朗普政
府是拥抱孤立主义，毋宁说其是采取了收费的全
球主义。从效果上看，在多重因素的制约之下，
美国的去全球化战略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总而
言之，全球化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并且已经成
为当前国际结构的要素之一。它符合世界总体利
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会
因为特定的政策偏好而发生实质调整。经过一段
时间的冲撞式调整之后，美国和世界的关系还将
回到全球化的大格局之中。全球化积蓄新的动力
将会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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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olation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merican ideology. Whe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 is relatively 
unfavorable, the US isolationism will be prevalent. The wave of  American isolationism, marked by Trump winning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has its profound background, reflecting the new changes in domestic US and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the world. The resurgence of  American isolationism will bring about changes in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includ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globalization, idea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However, based on the multiple constraints of  the US dom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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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globalization have limited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ization and should not be overst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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