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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竞争既是国家间主要的互动方式之一，也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基

本形态，战略竞争则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 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又

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在 ２１ 世纪，竞争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 中美战略

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发展于奥巴马总统任期、凸显于特朗普执政后，正在

成为 ２１ 世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 中美战略竞争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图维

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

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 在 ２１ 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中美战略

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特征，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

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

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 ２１ 世纪的国际体

系。 随着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如何正确认识竞争、开展良性竞争和有

效管控竞争是两国共同面对的严峻历史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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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就是大变局的一个重要

内容。 如同 １９５０ 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６８ 号文件对于构建美国冷战战略的

重要意义那样，①从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演变的角度看，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具有

转折性意义。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面临不断增长的政

治、经济和军事竞争，“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力量、以伊朗和朝鲜为代表

的‘无赖国家’以及跨国威胁组织特别是‘圣战’恐怖组织”正在挑战美国及其盟友和

伙伴。 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宣称要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突出中美关系

的竞争性。 《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对华基调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致。②

这标志着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 时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

务高级主管博明（Ｍａｔｔｈｅｗ Ｐｏｔｔｉｎｇｅｒ）直言不讳地宣称，特朗普政府已将竞争的概念置

于其对华政策的最前沿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位置。③ 中美两国的分析人士普遍认

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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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美关系的历史看，自从两国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结束战略对抗、实现关系正常

化以后，两国关系中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中美战略竞争则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

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之所以称之为战略竞争，是因为竞争在利益目

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
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各自战略与政策调整以及在一些重大利益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

等，正在使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两国关系的未

来产生决定性影响。 不仅如此，鉴于中美两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中美战

略竞争的展开与演变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

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 ２１ 世纪的国际体系。
进入 ２１ 世纪特别是 ２１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学术界对中美竞争予以越来越多

的关注，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聚集分析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的中美竞

争，①剖析中美竞争的特点与性质，②或探讨如何管理中美竞争等，③这些研究有助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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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与政策界更好地认识和应对中美战略竞争。 然而，鉴于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

对中美竞争关系的研究不能只关注某个时段或某个方面。 中美战略竞争的特点和性

质也不能仅就中美关系本身而论，而是要结合历史上大国竞争的共性和 ２１ 世纪时代

条件所塑造的个性加以分析，需要探讨竞争的一般性规律和新的时代特征。 对如何管

理中美竞争的思考也不能仅着眼于中美关系本身，更要顾及其对 ２１ 世纪大国互动方

式和国际体系变迁的影响。 因此，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研究应该关注竞争的理论与规

范、中美竞争关系演变的历史以及当下的竞争行为，把握中美竞争的实质，探讨中美竞

争的管理之道。

二　 国际竞争的规范与理论视角

国际政治中的竞争是指国家之间对力量、利益、地位、影响力和声誉等有形或无形

要素的争夺。 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看，“国家之间的竞争状态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基本状

态”。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认为，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

成后，国家间的竞争构成了世界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推动了体系的成长与扩张。②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现实主义认为结构层次上的无政府状态和单位层次上的自

利动机，决定了国家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是国际关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 自由主

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竞争与合作是国家实现其利益目标的两种基本行为。 建构主义

则认为，在洛克式无政府社会（亦即当下的国际政治状态）中，竞争是国家行为的基本

逻辑。③ 因此，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都表明，竞争是理解国际政治的重要视角。

在国家间关系中，竞争往往与合作和冲突并存。 “从整个国际关系到行为主体相

互关系，几乎总是处于国际竞争、合作与冲突的混合状态之中，越来越难以找到单一而

纯粹的状态，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或在不同的领域、问

题上竞争、合作与冲突同时并列。”④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竞争不仅是普遍存在的，也是

可以转化的。 在一定条件下，竞争可能转化为冲突，也可能转化为合作。 当竞争双方

都认为争夺中的利益对己方关系重大，不可放弃也难以妥协，就会不断加大资源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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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明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１１ 页。
钱乘旦、刘成、刘金源：《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２２—１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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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７４—７５ 页；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版，第 ３５０—３５４ 页。
俞正樑：《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１３３ 页。



使得竞争力度不断加剧。 尤其是当竞争的着力点转向“压制、伤害以致消灭竞争对

手”时，竞争就会走向对抗和冲突。 而当竞争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基于自身能力和收益

判断决定减缓甚至终止竞争，或竞争双方在利益权衡上从追求相对收益转向追求绝对

收益，竞争就有可能转向合作（共赢）。①

竞争既是国家间的主要互动方式之一，又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 当竞争

成为国家间主导性的互动方式时，国家间关系就呈现为竞争型关系，它不同于国家间

的合作型关系和敌对型关系（见表 １）。 一般来说，竞争型的国家关系主要表现如下

（见表 ２）：政治上，双方争夺国际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并试图影响对方的国内政治

进程，使其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经济上，双方争夺市场、资源、资金和技术等要

素，谋求经济交往中更多的绝对或相对收益，并试图使双边或多边经贸安排更多地反

映己方利益偏好。 军事上，双方围绕军事力量优势（或可靠的威慑能力），以地缘政治

为代表的安全利益和在多边安全机制中的利益诉求开展竞争，双方都在军事上为发生

冲突做准备，但又都希望避免严重冲突。 竞争型关系并不排除合作与交流。 有学者对

国家间竞争型关系中存在的合作与交流做出以下描述：②在军事领域，国家间互动频

率不高、多样性不足，可能在联合搜救等军事演习、联合国维和行动、非核心军事情报

资源共享和低层次军事技术与产品的交流等方面存在有限合作。 在政治领域，国家间

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各层次、多议题的政治性交流比较频繁，在多边框架内的接触

也比较多。 在经济领域，国家间维持一定数量的金融和商品贸易额。 此外，竞争型关

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对抗和冲突的内容：竞争双方利益上的冲突性增强；一方或双

方采取更加具有对抗性的措施；双边关系的既有安排被破坏，如“威胁冻结合作或退

出合作，不再遵守已有的协议和框架”；双边关系发生危机的风险点明显增加，甚至在

多个议题上同时发生危机、在局部发生冲突和对抗。③

表 １　 国家间的互动形式与关系类型

互动方式 合作 竞争 冲突（对抗）

关系类型 合作主导型 竞争主导型 冲突 ／对抗主导型

关系定位 盟友、伙伴 竞争者 对手、敌手、敌人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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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特朗普执政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８９ 页；俞正樑：
《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第 １１７ 页。

陈宗权：《国际关系互动理论初探》，载《国际观察》，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第 ６５ 页。
刘丰：《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度与管理》，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３—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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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竞争型国家关系的特征

互动方式 具体特征

竞争

政治上，双方争夺国际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
经济上，双方争夺市场、资源、资金和技术等要素，并试图使双边或多边的经贸安排
更多地反映己方的利益偏好；
军事上，双方围绕军事力量优势（或可靠的威慑能力）、以地缘政治为代表的安全利
益以及在多边安全机制中的利益诉求开展竞争

合作
正常的外交关系；
一定的经济联系；
有限的军事合作

对抗、冲突

一方或双方采取更加具有对抗性的措施；
双边关系的既有安排被破坏；
双边关系发生危机的风险点明显增加，甚至在多个议题上同时发生危机、在局部发
生冲突和对抗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不同于一般性国家间竞争，战略竞争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这主要体现

在四个方面：第一，战略竞争往往在地区或全球大国间展开。 第二，战略竞争不仅关系

到双方的力量对比，更关系到各自在地区或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可以说既是力量之

争也是地位之争；战略竞争不仅涉及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还涉及制度、价值观、

秩序安排（如国内政治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国际秩序）等。 也

就是说，战略竞争不仅关系到单元层次上力量与权力的分配及国家间的互动方式，

更关系到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性质。 第三，战略竞争的影响往往会超出双边范围，对

其他国家的行为、地区和全球局势产生直接或间接冲击。 第四，正如杨原所指出的，

大国战略竞争主要存在两种方式，即以利益交换获取和竞争权力以及以武力胁迫获

取和竞争权力，由于主权规范和相互确保核威慑的存在，利益交换是当今大国权利

竞争的基本范式。①

基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对国际竞争做出不同的分类（见表 ３）。 第一种

是基于规则 ／不基于规则的竞争。 一般来说，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眼中的世界

是反映洛克文化的，因而国家间的竞争是基于规则的、有序的；现实主义眼中的世界则

是反映霍布斯文化的，竞争不受规则的约束、是无序的。② 第二种是非冲突性竞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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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性竞争。 非冲突性竞争不涉及双方根本利益冲突，如各国在教育、卫生、学术和环

保等领域的竞争或竞赛，而冲突性竞争则源于双方利益与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相抵触或

完全不相容，竞争有转化为冲突的可能。① 第三种是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 以提高己

方能力、增进己方福利为目的的竞争是良性竞争，竞争的结果可能是双赢；着眼于削弱

对方能力、阻止或妨碍对方实现其目标的竞争则是恶性竞争，其结果可能是零和甚至

双输。 总体而言，有序的、非冲突性的、良性的竞争是积极的，而无序的、冲突性的、恶

性的竞争则是消极的。

表 ３　 国际竞争的分类

　 　 　 　 　 维度
性质　 　 　 　 　 规则 手段 目的

积极 有序 非冲突性 良性

消极 无序 冲突性 恶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国际关系中，不同领域的竞争具有不同含义。 经济上的竞争有助于推动竞争参

与者改善商业环境、提升技术水平、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降低价格等，这既有利于增

强各方的竞争力也有利于消费者，因而一般来说，国际经济竞争“促进了经济、技术发

展和社会进步”。② 但是当经济竞争转向贸易战、金融战、技术战等形式，就会扰乱市

场、破坏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显现出破坏性，对国家间政治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政

治和外交领域的竞争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利于竞争各方对内提高国家治理能

力、对外增强外交吸引力，为世界提供不同的发展模式，改善世界领导权；③另一方面

也可能导致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以及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 安全领域的竞

争所带来的影响几乎都是负面的，安全竞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加剧各

方的不安全感，增加误判、意外事件甚至战争发生的风险，不利于国际局势和国际体

系的稳定。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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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樑：《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第 １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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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意义、内涵与挑战》，载《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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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２ 期，第 ２８ 页。
这里参考了何汉理对经济竞争和安全竞争含义的分析。 参见何汉理：《美国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展望》，载沈

大伟主编，丁超、黄富慧、洪漫译：《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７９—２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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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但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国际体系的变迁、技术

和社会进步、观念的更新等都会对竞争的形式、内涵以及演变路径产生重要影响。 迈

克尔·马扎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Ｍａｚａｒｒ）认为，１７ 世纪到 ２０ 世纪初的大国竞争呈现出如下

特点：竞争会创造一个动荡的、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各国偶尔会就调节各方行为的规范

达成临时协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秩序机制仍然薄弱；典型的大国竞争通常表现为军

事竞争与冲突，经济、社会和文化冲突也会塑造这些竞争，但军事因素起决定性作

用。① 冷战时期，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一道成为驱动大国竞争的关键动力，形成了以

政治画线相互对抗的两大阵营。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技

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些都鲜明地影响到国家间的互动形式和内容。

与过去相比，２１ 世纪的国际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具有四个特点：第一，随着核武器时

代军事对抗的代价上升、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政治转型以及全球化的加速发展，２１ 世

纪的大国竞争重点更多体现在经济、科技领域，从而大大减少了冲突性竞争发生。 有

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主导竞争的最重要因素是产业政策、尖端技术和市场规模，大

国竞争的本质是产业政策的竞争，传统的军事和均势手段在应对这种竞争方面效应有

限。② 第二，由于“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权力日益被镶嵌在规则体系和制度约

束中运行”，③国际竞争越来越是有规则的竞争，因而是有序的、可控的。 第三，全球化

时代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上升和利益的深度融合造就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

深刻地影响着竞争的目标、力度和演变路径，使得良性竞争远远多于恶性竞争。 第四，

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拓展竞争的领域。 网络、５Ｇ 通信、太空、深海与极地都在成为大国的

竞技场，技术不仅关乎一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关系到地缘政治影响力。

竞争对于 ２１ 世纪的国际体系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体系变迁的原因在于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再分配之间的

不平衡。 新兴国家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会谋求改变或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利益和

影响力分配，从而推动国际体系的演变。 这种变革既有渐进性的，也有革命性的，前者

表现为经常性的和平调整，后者则表现为霸权战争。④ 尽管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

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机制是战争，但在 ２１ 世纪的时代条件下存在制约大国战争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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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素，体系变迁的主要机制将是竞争而非战争。 竞争推动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国

（或支配国家）调整其利益分配，改革国际机制，促进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平衡。 因此，

竞争不仅是国家间互动的主要形式，也是 ２１ 世纪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

从行为体的角度看，各国的竞争行为存在差异，它既受到一国历史和文化传统

的影响，也受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 有研究者指出，在战略竞逐中，实力较强的一

方会比较弱的一方感知到更多的竞争，并倾向于在更广泛的互动领域开展竞争。①

这一点也适用于对战略竞争的分析。 此外，决策者的理念和行为偏好也会塑造国家的

竞争行为，其如何看待和处理竞争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 承认竞争的存在、不回避竞

争是一种客观的务实态度，而强调和突出竞争则常常意味着决策者要将一国的政策立

足点更多地置于竞争之上，在双边或多边关系中更多关注竞争面而非合作面。 决策者

关心如何管理竞争，努力使竞争保持良性、防止竞争失控，是积极和建设性的；而决策

者专注于扩大和强化竞争则有可能导致恶性和不可控制的竞争，是消极和具有潜在破

坏性的。

上文对竞争规范和理论的梳理对我们研究中美战略竞争具有重要启示：第一，战

略竞争是中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们要正视两国间竞争

加剧的现实。 第二，中美竞争带有 ２１ 世纪的时代特征，与历史上的大国竞争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因此我们要准确把握其内涵、特点和本质，更好地认识和驾驭竞争。 第三，

鉴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中美战略竞争不仅会调整两国间的

利益关系，还会对国际体系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第四，虽然中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其形态和演变取决于两国的竞争行为，其后果也不是预先注定的。 中美双方应积极

地管控竞争，使竞争的建设性最大化、破坏性最小化。

三　 从小布什到奥巴马：中美关于竞争关系的认知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在奥巴马

任期内有了进一步发展。 因此，这里有必要系统梳理和分析这两个阶段中美两国政府

对竞争的态度以及两国学术界对竞争的认知。

（一）小布什执政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

冷战结束后，国际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双边关系经历了一段颠簸不定的

时期，摩擦和对抗的态势突出。 中方希望尽快稳定中美关系，避免陷入长期对抗，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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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倡议；①美方则在人权、不扩散和经贸

等一些具体的问题领域不断向中方施压。 经过一段时期的斗争和探索，双方在 １９９７

年同意“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② 然而这一共识受到了共和党

保守派的挑战。 １９９９ 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提出，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

伴而是战略竞争者。③ 小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Ｃｏｎｄｏｌｅｅｚｚａ Ｒｉｃｅ）对

这一论断做了如下解释：“中国是一个有着尚未实现的重大利益的大国，尤其是在台

湾和南海问题上。 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非常不满。 这意味着中国不是

一个维持现状的力量，而是试图推动亚洲的力量对比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改变。 仅此

一点，就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所称的‘战略伙伴’。”④小布什

执政后，继承了竞选期间有关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的概念，被提名出任国务卿一职

的科林·鲍威尔（Ｃｏｌｉｎ Ｌ． Ｐｏｗｅｌｌ）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表示：“中国不是我们的战

略伙伴，但也不是无法避免和不可转变的仇敌。 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一个地区性的潜

在对手。”⑤２００１ 年 ９ 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声称：“在亚洲维持稳

定的均势是一个复杂的任务。 一个有着可观资源的军事竞争者有可能会在该地区出

现。”⑥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中国，但矛头所指不言而喻。 中美关系在军事和地缘政

治上是战略竞争关系，这一认知成为小布什政府初期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处理同中

国的战略竞争成为其外交和安全事务的优先事项，小布什政府也据此对美国的军事安

全战略和亚太政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调整。⑦

小布什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是新保守主义理念与共和党“逢克必反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ｂｕｔ Ｃｌｉｎｔｏｎ）”的国内政治斗争需要共同塑造的结果。 它反映出美国保守势

力为了在后冷战时代维护和巩固美国“一超独大”地位，致力于加强防范来自新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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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国对其力量和地位的挑战。 对于小布什政府所提出的“中美战略竞争”的命题，
两国学者试图做出学理上的阐释。 中国学者袁鹏认为，鉴于在涉及中美关系的各个重

要领域（如国际政治、安全、外交、文化意识等）两国间的战略竞争态势愈益明显，“战
略竞争对手”更能反映当前中美关系的实质。 但他同时指出，“战略竞争”本身存在两

种发展方向：一种是走向合作式竞争进而缔造战略合作关系，一种是变成“冲突式竞

争”最终演变为“战略对抗”状态。 鉴于“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是在全球化新时代中不同

国力发展阶段的两国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不对称的而非全面性的、具合作潜力而非冲突

本质的‘新型战略竞争关系’”，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前景应是“双方最终达成‘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实现大国合作‘双赢’的新局面”。① 美国学者沈大伟（Ｄａｖｉｄ Ｓｈａｍ⁃
ｂａｕｇｈ）则认为，“战略竞争”的描述更符合当下中美关系的实际，“新的中美战略角逐

的实质主要是关于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结构和性质的世界观的冲突”，中美竞争的焦

点是东亚的战略主导地位和领导权。 但他强调，“战略竞争者”不等同也不必然成为

“战略敌手（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竞争者能够在特定的有限领域（很多是战略上重

要的领域）合作，同时在总体上保持竞争性的有时甚至是纷争的关系。② 这里中美两

国学者都承认双边关系中战略竞争因素的存在，同时也都承认存在合作的需要和可

能，都不认为竞争一定会导致冲突。
随着“９·１１”恐怖袭击的发生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以反恐为中心，小布什政

府淡化了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关注，在对华关系上也从强调战略竞争转向寻求发展

“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
实际上，在小布什政府的安全视域中，中国具有显著的两面性：既是一个需要严密提防

的潜在地缘政治对手，又是一个需要与之合作的在某些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伙伴。④ 美

方尤其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及其对美国的影响。 ２００５ 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中
国军力报告》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做出夸大其词的评论：“当下中国并不面临来自另

一个国家的直接威胁。 然而，其仍继续大规模地投入军事建设，特别是那些旨在提高

力量投送能力的项目。 中国军力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已经危及地区军事平衡。 中国军

事现代化的当前趋势使其有能力在远远超出台湾的亚洲其他地区遂行一系列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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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从而有可能对在本地区活动的现代化装备军队构成可信威胁。”①２００６ 年小布

什政府发布了第二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与第一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以隐晦

的方式谈到来自中国的军事竞争不同，这份报告直言不讳地断言：“在主要的新兴大

国中，中国是最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竞争的国家，也最有可能发展出破坏性的军事

技术，如果美国不采取反制战略的话，假以时日，这些技术将挫败美国传统的军事优

势。”②尽管“９·１１”事件之后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务实合作成分，但强硬派

主导的军方从未放松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警惕，也没有忽视谋划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

战略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布什执政时期，中国官方在谈及中美关系时，虽然坦承两国之间

（主要在经济领域）存在分歧、摩擦、争端、矛盾和问题，强调对此要妥善处理和解决，但

始终回避使用“竞争”一词。③ 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认为：“外交上，‘战略竞争’

的含义和‘战略伙伴’截然不同，前者甚至有某种对立的味道。”在他看来，小布什政府把

中国看作“竞争对手”，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④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温家宝在美国发表

演讲时更强调：“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⑤当然中方并

非没有意识到中美关系中竞争因素的存在，而是希望通过在言辞上淡化竞争，使双方更

多地聚焦合作面、更好地管控竞争。 这是一种处理双边关系的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

（二）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

与小布什相比，奥巴马在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总统竞选期间的对华态度比较务实，他表

示：“美国与中国将形成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⑥事实上，在美国遭受严重金融危机

冲击背景下入主白宫的奥巴马在执政初期更加注重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以应对金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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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５，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２００５， ｐ．１３．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Ｑｕａｄｒｅｎｎｉ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６， ２００６， ｐ．２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１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ｄｅｆｅｎｓｅＲｅｖｉｅｗｓ ／ ＱＤＲ ／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６０２０３．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

例如，胡锦涛在与小布什会晤时表示：“中美经贸合作近年来迅速发展，互利双赢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主

流。 正因为发展快、规模大，出现一些摩擦和争端在所难免。 我们愿同美方继续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
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贸易争端，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健康发展。”温家宝向美方强调，由于种种原因，中美双方

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隔阂、误解乃至摩擦。 遇到分歧和矛盾，我们双方应保持冷静和理智，加强沟通、减少猜疑，求
同存异、妥善处理，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从长计议，一定不要使中美友好合作的纽带撕裂。 我们是朋友，不是对

手。 参见吴绮敏、何洪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布什会晤》，载《人民日报》，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吕鸿、任毓

骏、王如君：《共同谱写中美关系新篇章》，载《人民日报》，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唐家璇：《劲雨煦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６８ 页。
《继往开来，共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载《人

民日报》，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 “Ｒｅｎｅｗ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８６， Ｎｏ．４， ２００７， ｐ．１２．



机，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愿意与中方共同努力建设 ２１ 世纪“积极、合作、全面

的”中美关系。① 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军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中美在一

些双边、国际与地区问题上摩擦不断，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凸显出来。 ２０１１ 年奥巴马政

府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该战略以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

巩固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地位为目标，加大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力

度，重塑地区政治经济格局。 对于中美之间不断上升的竞争态势，奥巴马政府的态度

是：竞争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竞争不一定导致对抗，但要管理竞争，避免恶性竞

争的发生；要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②

与美方相比，中国官方较少公开谈论中美竞争，但承认在经济、地缘政治领域中竞

争关系的存在，强调两国之间要开展良性竞争或良性互动。 胡锦涛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出

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时表示：

“中美两国企业在合作中也会有竞争，这是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 良性、

公平的竞争有利于从根本上推动中美两国企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胡锦涛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提出，要确保中美在亚太良性互动，“中方尊重美方在

亚太的存在和正当利益，欢迎美方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希望美方充分考虑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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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Ａ． Ｂａｄｅｒ， Ｏｂａｍ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ｅ： Ａｎ Ｉｎｓｉｄｅｒ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Ａｓｉ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 ｐｐ．２１－２４；《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
ｃｎ ／ ＧＢ ／ １０２４ ／ ９０６６７３１．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奥巴马本人及其外交安全团队负责人都曾公开谈到中美竞争。 例如，奥巴马表示，关于中美关系的未

来，既需要有合作的精神，也需要友好竞争的精神。 健康的竞争能够促进两国的创新，从而变得更富竞争力。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主张中美两国应“努力避免陷入不健康的竞争、对抗或冲突……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

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称：“对于中国，我们寻求一种

可操作的新型大国关系。 这意味着管理无法规避的竞争，同时推进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双方利益重叠领域的更

加深入的合作”。 国防部部长查克·哈格尔强调，新型中美关系应该“谋求对竞争进行管理，避免恶性竞争的

陷阱”。 奥巴马政府在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时表示，美国谋求与中国发展

建设性的关系，寻求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经济增长、朝鲜半岛无核化等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认为“（中
美）虽然会有竞争，但是我们不认为一定会发生对抗。 与此同时，我们将从强势地位管控竞争”。 参见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ｂａｍａ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Ｈｕ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ｏｂａｍａ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ｇｏｖ ／ 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 ／ ２０１１ ／ ０１ ／ １９ ／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ｂａｍａ－ａｎｄ－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ｈｕ－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ｈｉｎａ，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Ｈｉｌｌａｒｙ Ｒ．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ａｔ ｔｈｅ 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ｒｃｈ ７，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ｃｌｉｎｔｏｎ ／ ｒｍ ／ ２０１２ ／ ０３ ／ １８５４０２．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Ｓｕｓａｎ Ｅ． Ｒｉｃ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ｓｉａ，”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ｎｅｔ．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８１０８８．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Ｃｈｕｃｋ Ｈａｇｅｌ ｉｎ Ｐ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ｐｒｉｌ ８，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ｄｅ⁃
ｆｅｎｓｅ．ｇｏｖ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Ｓｐｅｅｃｈ．ａｓｐｘ？ ＳｐｅｅｃｈＩＤ＝ １８３８，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
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ｏｂａｍａ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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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利益关切并予切实尊重”。① 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也强调，中美两国要“努力

构建在亚太相互包容、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互动格局”。② 实际上，奥巴马政府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的对华政策和亚太政策调整已经使中方敏锐地觉察到中美亚太竞争态势

的加剧，但文化传统的影响使得中国选择了更加委婉的表达方式。

中美学者对于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竞争关系的认知存在较大分歧。 对于竞争加

剧的原因，中国学者总体上倾向于从结构性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是中美力量对比变

化导致两国各自做出战略与政策调整。③ 对于竞争的范围，一种观点强调中美竞争的

全面性，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体现为两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各个层次以及在政治、

经济和思想等多个领域所展开的对权力地位、物质利益和荣誉尊严的争夺。 “一个战

略竞争的新时代正在全面到来。”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主要体现在亚太

地区，“中国的核心目标是希望在东亚赢得安全、尊重和自身合法的领土与主权利益，

而美国则以影响、限制和塑造中国的行为和选择为目标”。 中美竞争“涉及亚太的格

局走向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如东亚合作与亚太合作的竞争、中国作为经济中心与美国

作为政治安全中心的竞争、地区规则制定权的竞争等”。⑤ 对于中美竞争关系的前景，

中国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见解。 比较乐观的看法认为，中美将保持既是竞争对手又是

合作伙伴的关系，在“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竞争形势软化”三大机制的驱

动下，中美有望展开越来越多的良性竞争，形成一种和平的战略竞争关系。 “无论是

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中美完全有可能在亚太地区避免战略对抗和新冷战”，形成良

性互动的格局。⑥ 比较悲观的观点则认为，中美已形成类似美苏关系的“新冷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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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胡锦涛：中美不应把经贸问题政治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ｔｘｔ ／ ２０１１－１１ ／ 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３８９２８５０．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胡锦涛晤奥巴马：确保中美在亚太良性互动》，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
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ｎ ／ ２０１２ ／ ０３－２６ ／ ３７７３９４８．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

《戴秉国国务委员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记者会上的讲话》，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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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冷战”关系。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会加剧，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两国关系

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上升，但两国关系既竞争又合作的基调难以被根本改变，双

方都会努力避免严重冲突的发生。②

美方学者也普遍觉察到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关系中竞争性的显著上升，并大多将

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解释为：中国自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自信心大增，在对

外行为上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 奥巴马政府在加强对华接触与合作的政策受挫

后，不得不推出“再平衡”政策，对华实施遏制性接触（ｃｏ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强化与中国的竞

争。③ 关于中美竞争的地理范围，多数美国学者认为再平衡政策聚焦于同中国在亚太

地区的竞争，但也有学者强调中美角逐“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文化领域展开，存在于

全球每一个角落”。④ 对于中美竞争的走势，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关系从根本上变得更

富有竞争性，激烈的美中战略竞争成了新常态；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再平衡强化了与

中国的经济、战略与政治竞争，但接触仍然是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优先事项，虽然美

国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应对中国挑战的更大决心，但其采取的行动是谨慎节制的，以

免扰乱更加广泛和多方位的对华关系。⑤ 还有一些美国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政

府的对华政策谋求使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融入自由国际体系，因而牺牲了美国的全球

优势地位和长远战略利益，鉴于“中国现在是并将在今后几十年中都是美国最主要的

竞争者”，他们呼吁美国需要制定一个全新的对华大战略，“该战略的核心应该是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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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力量的崛起进行牵制，而不是继续帮助其崛起”。① 事实上，在奥巴马执政后期，美

国外交与战略分析人士对中国的失望感和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挫折感显著上升，大多主

张下一届政府要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这意味着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
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加剧都将不可避免。②

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中美双方对竞争的态度和认知具有以下特点。 在小

布什时期，美方从强调竞争到淡化竞争（尽管在军事领域一直高度关注来自中国的竞

争），中方则否认中美竞争关系的存在，更多地强调合作及管控分歧。 中美两国学者

虽肯定竞争关系的存在，但认为竞争不排除合作，也不意味着会走向冲突。 在奥巴马

时期，美方从强调合作转为关注竞争，中方则承认竞争的存在，双方都关心如何管理竞

争，希望开展良性竞争，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中国学者认为竞争态势的凸显源

自中国快速发展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但对竞争的走向及其对中美关系的

影响则存在不同估计；而美国学者大多认为奥巴马政府突出对华竞争是由于中国变得

更加具有挑战性，尽管中美竞争加剧，但美国政府仍谋求保持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接

触与合作仍是其对华政策的主基调。 从小布什时期到奥巴马时期，中美竞争关系主要

体现在军事领域和亚太地区（虽然中美在经济上也存在着竞争关系，但这种竞争还不

是战略性的），竞争是局部的而非全方位的；与此同时，中美两国间的合作也在发展，

有些时候双边关系总体上呈现出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③

四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

中美战略竞争在特朗普执政后得到了充分体现。 与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不

同，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挑战美国力量、利益和影响力的最主要的战略竞争

者，宣告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宣称要与中国开展全面

战略竞争，重新塑造对华关系。④ 面对中国的迅猛发展，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和霸权主

义思维相结合，催生了特朗普政府加剧对华竞争的行为。 自 ２０１７ 年年底特朗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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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吹响对华战略竞争的号角后，美国对华竞争在经济、

政治、外交、人文交流以及国际秩序等领域快速展开，其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

见。 鉴于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的重点是在经济、地缘政治和政治领域，对这些领域的

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特朗普政府对于对华战略竞争的认知及其行为偏好。

（一）经济竞争

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观的特点是“美国优先”“经济第一”，经济安全被认为是国家

安全最重要的内容。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受到了在更广

泛的战略背景下的经济竞争的挑战。”报告甚至将这些挑战称为“经济侵略”，强调美国

“将不再对违规、作弊或经济侵略视而不见”。 特朗普政府宣示，其应对经济竞争的目标

是促进“自由、公平和互惠的经济关系”，“只有当国家间共享价值观并建立公平、互惠的关

系，竞争才是良性的。 任何国家违反规则获取不公平的优势时，美国将采取强制措施”。①

中国被特朗普政府视为美国的头号经济竞争对手。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

中国的指责聚焦于所谓“不公平的贸易往来”以及“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而在中美

贸易谈判中，美方提出的要求涵盖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措施、服

务业、农业和实施机制等广泛内容。 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竞争聚焦三个方面：

一是贸易和市场开放，希望迫使中国大幅增加对美商品采购、降低对美贸易顺差，同时

开放服务业特别是金融市场。 二是阻挠中国的技术进步，放慢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

如要求中方停止“强制”来华外企技术转让、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放弃实施“中国制

造 ２０２５”计划，限制中国对美投资，阻断中美技术研发合作，强化对华技术出口控制，

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等，其中最为极端的是对中国电信企业华为的全球围堵。 三是

试图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

位》报告称：“中国经济没有充分地以市场原则为基础运行，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

国家与市场和私营部门的关系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经济。”②美方对中国经济体制的

普遍指责集中在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以

及不以市场原则配置资源的做法上，认为中国借此在同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中获得不

公平的优势地位。 基于这一逻辑，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谈判中提出了大量涉及所谓

“结构性问题”的严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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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ｐ．１９，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１２／ ＮＳＳ－Ｆｉｎａｌ－１２－１８－２０１７－０９０５．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 １月 ２０日。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 ａ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
ｍ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１７， ｐ． ４，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ｐｒｃ － ｎｍｅ － ｓｔａｔｕｓ ／ ｐｒｃ － ｎｍｅ － ｒｅｖｉｅｗ － ｆｉｎａｌ －
１０３０１７．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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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行为受到不同经济思维的影响。① 第一种是经济民

族主义，它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崇尚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对华政策上体现为重视降

低贸易逆差、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把加征关税作为实现目标的

主要手段。 第二种是经济现实主义，它关心的是确保经济交往不会增强对手至关重要的

能力（特别是技术能力），防止对手通过经贸联系缩小与己方的实力差距，因此在经贸关

系中追求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 体现在对华政策上，就是强化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

严格审查中国对美投资、打压中美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切断在高科技领域的中美供应

链、通过迫使高科技制造业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出而重塑全球产业链等。 这一派的主张受

到国家安全界的支持。 第三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它在全球化的环境中看待对外经济交

往，主张按照多边（同时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规则开展竞争与合作，谋求更多地进入国

外市场。 在对华政策上，要求中方更多地开放市场（特别是服务业）、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

以及改善美资在华商业环境等。 这三种不同的经济思维所导致的对华经济行为的共同之

处在于抱怨中国市场开放程度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分歧点则在于：经济民族主义主要

关注传统的商品贸易，经济自由主义关心扩大在华服务业市场份额，而经济现实主义则寻

求中美在高技术和重要的基础技术领域脱钩，限制中美经贸联系。 就其所偏好的结果而

言，前两者有可能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业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从而进一步扩大

中美经贸联系，后者则会严重削弱中美经贸纽带。 从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看，其试图在

对华经济竞争中照顾上述不同经济思维的政策诉求，这使得中美博弈更加复杂化。

虽然特朗普对华经济竞争行为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价值数以千亿美元的中国输

美产品加征关税，但影响最大、后果最严重的却是在技术领域。 特朗普政府在高科技

和重要的基础技术领域对华“脱钩”以及对华为的打压正在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第

一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技术驱

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正处于关键阶段，而美国的技术限制与封锁势必会放慢

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进程，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② 第二是中美在科技

领域的“脱钩”趋势。 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与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同步，③并随着

·３１１·



①

②
③

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１６、１９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Ｕｐ： Ｗｈ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ｕｓｔ Ｄｉｔｃ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Ｐｕｒｓｕ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３，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ｒｇ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ｔｒａｄｉｎｇ－ｗｈ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ｍｕｓｔ－ｄｉｔｃｈ－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ｐｕｒｓｕｅ－ｂｅｔｔｅｒ－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７３２５６，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朱锋：《贸易战、科技战与中美关系的“范式变化”》，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８ 页。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

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根据协定，双方将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工程和科学技术的其他领域

及其管理、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 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三卷），第 ８３—８４ 页。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而不断发展，成为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重

要组成部分。 然而，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对华“技术脱钩”行为使中美技术合作的势头

严重受阻，迫使中方以更大决心和更多资源投入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中美“技术

脱钩”的趋势正在生成，长远而言，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高技术领域的渐行渐远。 第

三是“技术冷战”的爆发和世界分裂为不同的技术应用阵营。 美国对华“技术脱钩”和
中国的自主创新可能导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开展一场“技术冷战”，这将

加速隔断中美两国的科技生态系统，并波及全球的技术供应链。① 以 ５Ｇ 为代表的通

信技术将沿着不同的技术路线、法规和标准发展，以美国和那些在其压力下拒绝中国

技术的国家为一方，以中国和那些采用中国技术的国家为另一方，两个阵营泾渭分明、
分道扬镳，全球化的世界沿着技术断层线走向分裂，这一断层线还可能会延伸到投资、
贸易甚至金融领域。 中美技术竞争由此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

（二）地缘政治竞争

基于世界回归大国竞争的判断，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
竞争范围涵盖全球。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在印太地区，中国试图“取代美

国，扩大其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势力范围，并以对它有利的方式改写地区秩序”；在
西半球，“中国试图通过国家主导的投资和贷款将该地区拉入自己的阵营”；在非洲，
中国正在扩大经济和军事存在，“中国通过腐蚀当地精英阶层、控制采矿业、让非洲国

家受制于不可持续和不透明的债务和承诺的做法，损害非洲的长期发展”。②

印太地区是美国对华开展地缘政治竞争的重点。 特朗普政府声称，印太地区日益

面对一个“更加自信和武断的”中国，它愿意为了谋求“扩张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

益”而接受摩擦，是印太地区的“修正主义大国”。③ 为强化与中国的竞争，特朗普政府

祭出了“印太战略”，该战略在推进对华竞争方面具有五个特点：④第一，把太平洋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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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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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ｄｅｒ－ｃｏｕｌｄ－ｒｉｐｐｌ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ｇｌｏｂａｌ－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Ｍａｒｃ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ｃｏｌｄ － ｗａｒ ／ ２０１９ ／ ０５ ／ １７ ／ ２ｆ０１ｅｆｆａ － ７８９５ － １１ｅ９ － ａ７ｂｆ －
ｃ８ａ４３ｂ８４ｅｅ３１＿ｓｔｏｒｙ．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ｐ． ２５，
ｐ．５１， ｐ．５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ＮＳＳ－Ｆｉｎａｌ－１２－１８－２０１７－０９０５．ｐｄｆ，访问时

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２０１９， ｐ．７．
关于特朗普“印太战略”构想及其实施的分析，参见韦宗友：《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构想及其对地区秩

序的影响》，载《当代世界》，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８—２２ 页；赵明昊：《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制衡态

势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４—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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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洋整合为一个一体相通的地缘政治概念，体现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不

断扩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关注。 第二，强调中美两国在印太地区的竞争是两种不同

的秩序愿景的竞争。 美国将其印太战略的内涵界定为“自由”和“开放”。 所谓“自
由”，是指该地区国家不受他国胁迫，而且能在本国国内维护自由民主体制，公民享有

基本的权力和自由；所谓“开放”，强调的是印太地区海上交通线以及贸易和投资的开

放性，尤其是南海不被任何国家控制，能够和平解决领土和海洋争端。 这些表述明显

具有针对中国的意涵。① 第三，把印度纳入美国地区战略构想，借助印度平衡和制约

中国。 第四，在安全层面，以美、日、印、澳四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包括美日印、美日澳

等三边合作）为主，以这四国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如“印太海上安全倡

议”）为辅，旨在平衡中国海上力量的快速增长，牵制中国在西太平洋及北印度洋的海

上军事活动。② 第五，在经济层面，阻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实施。 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印太战略”的经济倡议，投入资金支持印太地区相关国家

发展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能源和基础设施。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建造法

案（ＢＵＩＬＤ Ａｃｔ）”经特朗普签署生效。 该法案整合了美国国际开发署下属的相关部门，
在原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体基础上成立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ＵＳＩＤＥＦ），将美国全球

基建项目融资规模增加至 ６００ 亿美元。 美国采取的这一重要举措旨在与中国开展竞争，
正如副总统迈克·彭斯（Ｍｉｋｅ Ｐｅｎｃｅ）所称，美国重组国际发展与融资项目，以为某些国

家提供“公正透明的选择，以替代中国债务陷阱外交”。③ 美国还与日本、澳大利亚建立

印太基础设施建设伙伴关系，共同出资支持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还

以各种方式抹黑“一带一路”倡议，大肆宣扬其所蕴含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技术风险，通
过引诱与施压两手并用企图使相关国家拒绝或疏远中国的资金和项目。④

南海是“印太战略”的重点关注。 特朗普政府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华软弱，未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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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ｐ．４５，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ＮＳＳ－Ｆｉｎａｌ－１２－１８－２０１７－０９０５．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Ａｌｅｘ Ｎ． Ｗｏｎｇ， Ｄｅｐｕｔ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Ａｐｒｉｌ 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Ｒｅ⁃
ｇｉｏｎ， 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２０１９， ｐ．４。

关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参见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ｅ⁃
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ｐ．２１－５１。

Ｍｉｋｅ Ｐｅｎｃｅ， “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Ｖｉｃ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Ｐ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Ｈｕｄ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ｐｅｎｃ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ｗａｒｄ－ｃｈｉｎａ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赵明昊：《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制衡态势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４—３１ 页；刘飞涛：《美国“印太”基础设施投资竞争策略》，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０ 页。



效阻止中国在南海的“扩张”行动，因此美国应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 美国政府首先

通过舆论战抹黑中国、动员盟友和为美国的行动张目，指责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部署

“危害自由贸易，威胁其他国家主权，破坏地区稳定”，①歪曲中国的最终意图是控制整

个南海。 为达到增加中国南海行为的成本、阻止中国进一步巩固其在南海地位的目

的，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手段。② 美军显著提升其在南海军事行动的

频率和强度，在南海开展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和举行的军事演习变得更具挑衅性、
针对性和威慑性。③ 美国还向南海派出了海岸警卫队船只，并威胁要以军舰身份对待

中国在南海的民兵船只。 特朗普政府更直接向中方施压，要求中方撤出在南海岛礁的

导弹部署。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Ｍｉｋｅ Ｐｏｍｐｅｏ）在访问菲律宾时表

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 这一表态标志着美国相关政策的重大变化，也
暴露了美国要更深地介入南海问题的意图。 此外，美国还积极动员盟友和伙伴介入南

海问题，２０１８ 年以来日、澳、英、法等国先后派军舰赴南海活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美国、日
本、印度和菲律宾四国军舰在南海海域编队航行，并开展联合演习。

台湾问题在“印太战略”中占有突出地位。 特朗普政府极为重视“台湾牌”的战略

和战术价值。④ 在国会和行政当局内部亲台势力的竭力推动下，特朗普政府通过立

法、军事和外交等手段加大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力度。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特朗普签署经国会

通过的“与台湾交往法案（Ｔａｉｗａｎ Ｔｒａｖｅｌ Ａｃｔ）”，为提升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大开方便之

门。 双方高层往来频繁，⑤军事合作也有实质性突破。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特朗普政府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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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ｐ．４５，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ＮＳＳ－Ｆｉｎａｌ－１２－１８－２０１７－０９０５．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ｏｋｅｓｐｅｒｓｏｎ，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Ｍｅｄｉａ Ｎｏｔ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ｕ－ｓ－ｃｈｉｎａ－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３ ／ ，访问时

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张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变化与应对》，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第 ９４—１００ 页；葛汉文：《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路径、极限与对策思考》，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７３—８１ 页；陈慈航：《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转向———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９５—１２８ 页；吴士存、陈相秒：《中美南海博弈：利益、冲突与动因———兼论破解南

海“安全困局”之道》，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４０—５６ 页。
关于近年来美军在南海针对中国的行动，参见胡波：《美国在南海用六类军事行动压制中国》，载《世界

知识》，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６ 期，第 ３６—３７ 页。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萨特认为，特朗普提升对台关系基于以下原因：美国认为中国政府对台湾当

局施压改变了台海现状，这是美国不想看到的；中国成为美国战略对手，台湾地区的地理位置对美国推行“印太战

略”至关重要；台湾地区的“民主和自由经济”对于正与中国进行价值观和国际秩序竞争的美国更显重要；美方高

官觉得与台湾地区发展关系，可以让中国付出更多代价。 参见《美观台选后：美台关系提速驱动与刹车何在？》，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ｒｎｔｔ．ｃｎ ／ ｚｐｄｘ ／ ７８４１１．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５ 日。

例如，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台湾当局“国安会秘书长”李大维访美期间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会晤，这
在中美建交以来是少见的。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对台出售 ６６ 架 Ｆ－１６Ｖ 战斗机，总价值 ８８ 亿美元，是美国对台军售史上金额最大的一

笔交易，也是时隔 ２７ 年后台湾地区第一次从美国购得新型战斗机。 美国对台军售模

式也出现重大调整，如允许技术转移、鼓励商售、聚焦不对称作战武器等。① 双方军事

交往日趋热络，层级不断提高。 美国还利用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海军科研船只停靠台

湾岛等形式来展现对台湾当局的支持。 在国际层面，特朗普政府也加大了对台湾当局

的支持力度，如出于对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和巴拿马三国与台湾地区断绝“邦交关

系”、与中国大陆建交不满，召回美国驻三国的大使或临时代办，并向台湾地区在拉美

与加勒比地区的其他“邦交国”施压，防止它们效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经美方同意台湾地区驻美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ＣＣＮＡＡ）”更名为“台湾美

国事务委员会（ＴＣＵＳＡ）”，将“台湾”与“美国”并列，旨在凸显“台湾”的政治身份。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公然把台湾地区称作“国家”，事后

美方并无纠错之举。 这些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试图突破“一个中国”的红线，使“一

中一台”成为美国对台政策的新模式。

特朗普政府在印太地区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的视野还投向了太平洋岛国。② 由于

该地区关系到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和海上战略通道利益，奥巴马政府在推进“亚太再

平衡”战略的过程中重新认识和定位太平洋岛国的重要性。③ 随着中国与这些岛国经

贸联系的扩大，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太平洋岛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后，特朗普政府越

来越对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存在和影响力感到不安。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特朗普在白

宫会见了来自帕劳、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等三国的领导人，并发表联合声明

“共同确认其对一个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印太地区的兴趣”。④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蓬佩奥访

问南太岛国，声称美国加强与它们的关系有助于抵抗中国“以威权主义”姿态重塑岛国

地区版图，试图说服这些国家减少甚至停止与中国的互利合作。⑤ 特朗普政府还动员澳

大利亚、日本等盟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联系，与美国一道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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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陈艺元：《特朗普对台军售：美国“扶台抑华”的主要抓手》，载《世界知识》，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３ 期，第 ５９—
６１ 页。

太平洋岛国或南太岛国是指南太平洋中除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之外的其他岛屿国家，具体包括斐济、萨
摩亚、汤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里巴斯、瓦努阿图、密克罗尼西亚、所罗门群岛、瑙鲁、图瓦卢、马绍尔群岛、帕劳、
库克群岛和纽埃。 它们均是“太平洋岛国论坛（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ｕｍ）”的成员国。

宋秀琚、叶圣萱：《浅析“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美国与南太岛国关系的新发展》，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６ 年

第 １ 期，第 ５０—６２ 页。
“Ｔｒｕｍｐ Ｍｅｅｔ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ＵＳ Ｔｉｅｓ，” ＡＦＰ， Ｍａｙ ２２，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 ｔｒｕｍｐ－ｍｅｅｔ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ｓｌａｎｄ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ｂｏｏｓｔ－ｕｓ－ｔｉｅｓ－２１１６２９２１６．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刘天亮：《蓬佩奥访南太兜售“中国威胁论”，中方斥：美无权说三道四，横加指责》，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ａ ／ ｄｅ５８３ｂ ／ ７ＯＶＱｙＵｚＺｓｆＣ？ ａｇｔ ＝ ２９，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



美国对华地缘政治竞争还延伸到非洲、拉美等印太之外的地区。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时

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Ｒｅｘ 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在其上任后的首次非洲之行中，凡所到之处

都在警告非洲国家要警惕来自中国的贷款，以免失去对本国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控制，

甚至“损害国家主权”。① ２０１８ 年年底，特朗普政府推出所谓“非洲新战略”，其重要内

容之一就是将矛头对准中非关系，企图使非洲国家在经济上疏远中国，在政治上拥抱

西方模式，在军事上警惕与中国的合作。② 面对近年来中国在长期被视为“美国后院”

的拉美与加勒比地区投资和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及中拉关系的发展，特朗普政府深感不

安。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彭斯在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支持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并通过

向某些承诺关照中国战略利益的政党和候选人提供直接支持来影响一些国家的政

治。③ 同月，蓬佩奥访问巴拿马期间警告巴方要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商务关系。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蓬佩奥在访问智利时宣称，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具有“腐蚀性”，会“滋生腐败并侵

蚀民主与秩序”。④ 特朗普政府还通过“美洲增长”倡议推动美国企业参与拉美与加勒

比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竞争。 抵制中国不断扩大的存

在和影响力、牵制中拉关系的发展业已成为美国拉美外交的重点。⑤ 此外，从劝阻以

色列扩大与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合作到试图阻止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对

华地缘政治竞争的烽火还蔓延至中东和欧洲。 中美地缘政治角逐已然具有全球性。

（三）政治竞争

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是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朗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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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重视与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一方面是出于动员国内政治支持的需要。

正如范亚伦（Ａａｒｏｎ Ｌ．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政府需要部分地将来自中国的

挑战塑造成意识形态上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从历史上看，那些能够

打动和激励美国人民的是让他们认识到，维系其制度的原则受到了威胁”。① 另一方

面，强化对华政治竞争也是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反应。 通过接触来推动中国政

治的“自由化”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然而中国政治的演进使得

美国政治精英发现这一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

开宣告了美国在政治上改变中国之幻想的彻底破灭。②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竞争的手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

国内政策，声称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本质上是“赞成专制体制者和赞成自由社会者之间

的政治竞争”。③ 特朗普政府还试图将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割裂开来，公开

表示其针对的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而非中国人民。④ 二是指责中国向其他国家“扩展

政治影响力”，尤其是推广其“威权体制”中的某些做法，如腐败、使用监视手段等。⑤

三是大肆污蔑、炒作所谓中国对美国的“政治渗透”。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彭斯在对华政策

演讲中断言：“北京正在以全政府方式，使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手段，来促

进其在美国的影响力和利益目标。”⑥彭斯声称，中国对美渗透的目标广泛，包括商界、

影视界、大学、智库、学者、记者以及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官员。 为了应对中国对美国政

治和政策的“邪恶的影响力和干预”，彭斯呼吁美国商界要拒绝向中方交出知识产权

或助长“北京的压制行为”，美国新闻界要揭露中国的“渗透”和“干预”，美国学术界

要拒绝来自中国的资助，美国社会要提高对华警惕。 为了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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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２０１８ 年 ９ 月，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和中国国际电视台（ＣＧＴＮ）在美分支机构根

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这将使其在美国的新闻报道活动受到

更多限制。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美国国务院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５ 家中国媒体隶属中国

政府并受后者控制为借口，将其在美分支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要求它们今后根

据相关规定处理在美境内的人员和不动产事宜。 在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的压力之下，

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宣布结束与孔子学院项目的合作。 一些媒体和智库也跟风炒作。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中国影响与美国利

益：提高建设性警惕》报告，指责中国“在努力渗透如美籍华人群体、中国在美留学生、

美国公民社会组织、学术机构、智库以及媒体”，这些行为提升了中国在美国的影响

力，威胁着美国的核心价值，破坏了美国的民主进程。① 冷战时代一度活跃的以鼓吹

强硬对付苏联为宗旨的“当前危险委员会（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ａｎｇｅｒ）”悄

然复活，这次的使命则是向美国公众兜售“中国威胁”。 特朗普政府、国会以及政府外

保守势力的联手炒作使得美国社会迅速弥漫着浓重的反华情绪，美国对华妖魔化的倾

向超过了中美建交以来的任何时期，“红色恐慌”正在重塑美国政治中心。②

概括而言，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华竞争战略具有四个特点。 第一是全面性和“全

政府”行为特征。 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要表现在军事以

及亚太地缘政治上，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则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和国际

秩序等领域全面展开。 全面竞争的推进需要“全政府”力量的配合。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美国

国防部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称，“一项长期的战略竞争需要紧密结合国家

力量的多种要素———外交、信息、经济、金融、情报、执法和军事”。③ 纵观特朗普政府

对华政策实践，经济、外交、安全和执法等部门紧密配合、协调行动，这对一向被认为内

部协调能力差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实属罕见。 第二是竞争的“恶性”或对抗性。 尽管特

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一定会导

致冲突”，④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已远远超出了“竞争对手”的内涵，越来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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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敌手”意味，①对中美竞争性质的认知带有显著的零和色彩，特朗普团队内部

的鹰派表现出要“惩罚”中国、令中国投降甚至崩溃的强烈冲动，其对华竞争行为中打

压、对抗、遏制、“脱钩”等举措也弥漫着浓重的冷战气息。② 不仅如此，虽然一般而言

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并不排除必要的合作，但特朗普政府对与中国合作持消极甚至反感

的态度，③两国关系中合作的空间急剧萎缩，这正是美国对华恶性竞争的外溢效应。

第三是以经济为重点。 特朗普政府信奉“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④在大国竞争中尤其

注重经济利益和经济实力的争夺，对华竞争从贸易入手，以高科技为核心，旨在阻遏中

国在核心竞争力上的进步。 以经济为主的对华竞争战略是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观的

反映，也是当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 第四是竞争越来越关乎国内制度与国际秩序。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基于利益考虑要挑战中国的经济体制，基于价值观考虑要

挑战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如此，美国政府相信，中国的快速发展给美国带来的不仅是

力量与利益之争，亦是国际制度与秩序之争。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断言：“中国

和俄罗斯意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试图根据它们的利

益改变国际秩序。”⑤政治制度之争和国际秩序之争使得当下的中美竞争散发出某种

冷战气息。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后冷战时代的美国

对华政策，也正在对中美关系产生着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凸显一

方面是在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和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

竞争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竞争的力度和方式又与特朗普团队偏激的理念和强势、极

端的行事风格密切相关，这是竞争的主观性的体现。 由此可见，这个阶段的中美竞争

固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却又深深地打上了特朗普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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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特朗普政府将竞争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大力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做

法，中国通过适应、引导、调整等方式予以应对。 首先，正视竞争的现实。 国务委员兼

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中美之间在开展合作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竞争，这是国际关系

的正常现象。 中美竞争和分歧从来都存在。 其次，强调要开展具有“积极意义”的竞

争、符合规则的竞争和良性竞争，要摒弃竞争中的零和思维。 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同意

把竞争作为中美关系的基调，而是主张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一味放大竞争，就
会挤压合作的空间。 聚焦扩大合作，才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是两国对世界承担的责

任”。① 最后，面对中美竞争加剧的现实和战略竞争长期化的可能，中方也在经贸、科
技、外交、安全、政治和人文等领域积极布局，以有效应对来自美方的挑战，更好地捍卫

中国的国家利益。

五　 中美竞争的实质与管理

在梳理了后冷战时代中美竞争关系的演变后，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中美战略竞争

的实质是什么，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为何以及应如何管理中美竞争。
（一）中美竞争的实质

学术界对于中美竞争的实质存在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主要是领

导地位之争。② 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历史上曾

在世界或亚洲拥有的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必然会带来中美之间的竞争。 第二种

观点认为，中美竞争的核心目前是潜在经济实力及其影响力的较量，中国让美国倍感

竞争压力和威胁的是经济领域的实力和发展势头。③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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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安全之争，因为美国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会挑战其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体系。① 第四

种观点认为中美竞争是多维度的，涉及经济（包括贸易、投资、技术等）、安全、意识形

态、社会、地缘政治、国际制度以及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②

由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和广泛且重大的利益分歧，中美竞争具有全面

性。 事实上，随着特朗普对华竞争战略的推进，中美全面竞争的图景已然显现。 但是，

中美竞争的本质不是霸权之争，也不是安全之争，而是经济社会之争。 这是由以下因

素所决定的。 首先是国际体系因素。 正如吉尔平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体系内行为者之

间的相互作用带有该体系的明显特征。③ 随着核武器时代军事对抗的代价上升、冷战

结束以及全球化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国际政治转型，支撑国际体系的政治—安全逻辑逐

渐弱化，而经济、技术因素对体系的影响大为强化。 在此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

体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正如 １９９２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

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所指出的，“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

的综合国力较量”。④ 中美竞争也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其次是中国的战略选择，即

和平发展和不称霸。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基本国家战

略就是通过经济发展来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提升国际地位，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

发展而非地缘政治和军事扩张的道路。 “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

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 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

去。”⑤与此同时，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也反复强调中国无意追求霸权、无意争夺势力范

围。⑥ 这一基本战略选择决定了中国虽然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但不会与

美国开展军备竞赛，不会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更不会同美国争夺地区或世界

范围内的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中美竞争的性质。 最后，虽然在中国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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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趋势，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重大战略判断，多次公开阐明，中国过去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

强大了也不称霸。 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九大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有中国“永远不称霸”的表述。



展的大趋势下，中美之间在力量对比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在 ２１

世纪的时代条件下决定中美力量对比和国际影响力高低的关键是看谁的经济发展

得更好、谁的治理能力更强、谁的治理效果更佳，而不是看谁能在军事上压倒和征服

对方，也就是说，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将是各自的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国家

治理能力，而不是传统的军事实力和同盟体系。 正如亨利·基辛格（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

ｇｅｒ）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

而不是军事竞争”。①

以上分析有助于我们厘清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些重要特点。 第一，竞争的实质是经

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而不是霸权之争或传统的军事—政治权力之争。 第二，

尽管中美竞争具有大国权力竞争的某些特征，但由于其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

力之争，这使得中美竞争的冲突性与对抗性显著地低于过往以政治—军事为主题的大

国竞争。② 第三，中美在经济领域形成的高度相互依赖会成为制约竞争的重要因素。

经济相互依赖不会消除竞争甚至可能引起或者加剧竞争，但却有助于确定竞争的边

界，缓解冲突和对抗。③ 第四，中美竞争的结局不会是非此即彼的。 即使中国在可预

见的将来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美国仍在科技、金融、创新能力、高等教育以及军

事实力等诸多方面保持其相对优势。 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方面，中美博弈不太可能

会重复历史上霸权更替的形式，更可能的前景是：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但

却不能全面取代美国；而美国既不能避免其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对下降，也不能全面

阻止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双方只能在竞争中共处，在共处中管

理竞争。④

（二）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

中美战略竞争将重塑两国关系的基本形态。 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的形态究竟

为何，当下在中美学界和智库人士中存在着不同的偏好和认知。 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将

是战略对手甚至敌手，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美国保守派智库人士（姑且称之为

“冷战派”），他们主张美国要综合运用外交、军事、经济和政治手段，强化对华军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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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竞争一方面要限制中国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又要在中国牟取更大的商业利

益，这就使得它既不可能切断中美经贸纽带，也不可能使整个中美关系走向对抗。
吴心伯：《中美权力转移的第三种方式》，载《东亚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１ 辑，第 ９—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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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压制，限制经贸关系的发展，在经贸领域实现“部分脱钩”，在政治上妖魔化中国

等。① “冷战派”口头上谈论中美竞争，心里想的则是冷战式的对抗，要让中美走向“新

冷战”或“准冷战”。 这派观点与特朗普政府中对华鹰派的立场相吻合，对当前美国对

华政策的影响较大。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持这种观点的

在中美学界和智库中占大多数（姑且称之为“竞合派”），他们认为：一方面，中美两国

将在经济、军事、外交、高科技、治理模式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基于各自的

利益需要，双方又不得不在广泛的领域内合作，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反

恐、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性疾病、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等。 因此，中美互动主要表

现为竞争与合作或竞争与接触交织，双方应谋求“竞争性共处”。② 值得注意的是，“竞

合派”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观点差异，比如有些主张中美关系是竞争主导型，竞

争为主、合作为辅，有些主张要根据实际情况保持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平衡，还有些认为

中美之间应该是合作大于竞争。③

加强对华战略竞争在美国朝野似乎已成为共识，而竞争思维的强化也显著影响了

美国对华互动方式。④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变化，中方也在做出相应调整，

这必然会扩大和深化中美竞争的范围与力度。 但是竞争并不能完全改变中美利益

关系的基本结构。 中美在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共同利益———不管是经济的、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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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社会人文领域的———并未消失，为维护和促进这些共同利益而开展合作的必

要性依然存在。 正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Ｊｏｈｎ Ｌｅｗｉｓ Ｇａｄｄｉｓ）所指出的那样，

“竞争是国家间关系中的正常状态而非不正常状态”，它“无须排除对特定的共同

利益———集体的或是普遍的利益———的认同”。① 从长远看，两国政策精英对中美

关系中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共同信念会引导和塑造双边互动，防止竞争排挤合作或

滑向冷战式对抗。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经贸、技术、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挑起

的对华摩擦前所未有，但随着其负面效应的日趋显现，最终只会再次证实中方反复

阐述的基本道理———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将有助于厘清对中美竞争限度的

认识。 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为美国提供更多

的商业机会，提升美国对华经济依存度。② 这些都有助于推动双边关系回归竞争加

合作的基本面。

（三）如何有效管理中美竞争

虽然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的演变及后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

国的选择与互动。 特朗普政府加剧对华竞争、偏好恶性竞争手段，使得管理中美竞

争成为十分迫切的挑战。 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全面性和重大性使其蕴含着重

大风险。 在战略层次上，存在着中美走向长期性、系统性对抗的风险。 在战术层

面，军事领域的竞争存在着擦枪走火的风险，经济领域的竞争存在着经济交往大规

模缩水、经济联系大范围“脱钩”的风险，政治领域的竞争存在着走向意识形态对抗

的风险。③ 有效管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要减少和防范上述风险，还要给中美合作留出

足够空间。

１．树立正确战略认知

有效管理中美竞争首先需要双方确立正确的战略认知，包括竞争的时代背景、竞

争的限度以及对方的战略意图。 中美竞争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国际格局演变的结

果。 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力量和影响力优势的相对衰落加剧了中美竞争。 竞争也是

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在短暂而不可持续的一国独大局势

转瞬即逝之后，世界又恢复了竞争的历史常态”。 大国竞争正塑造“竞争性多极”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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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潘亚玲译：《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３０９ 页。

例如，根据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方会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扩大从美

国进口商品和服务，这将增加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推动美国企业对华投资。
刘丰：《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度与管理》，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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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格局。① 竞争应当应对这些变化带来的挑战，而不是试图抵制变化的大趋势，对美

国来说尤其如此。 正如吉尔平所指出的那样，“当新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时候，

美国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基本任务就变成对它的世界地位的改变做出反应”。② 如果美

国仍然信奉优势战略，从霸权争夺的视角看待中美竞争，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及其正当

的利益诉求一味采取遏制、打压的态度，美国就误判了这场竞争的性质，就不能胜任这

场竞争。③ 同时也要看到，２１ 世纪的中美竞争是在同一个国际体系内的大国竞争（两

国都受到体系因素的制约），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中美之间形成了高度的经济

相互依赖），是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竞争（中美两国都承受不了走向全面军事对抗的风

险）。 因此，中美竞争的底线或边界就是不割裂现有的国际体系、不严重破坏现有的

国际规范，防止中美经贸联系大幅缩水甚至中断，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和升级。 此外，

在大国竞争中，现存霸权或主导国容易夸大来自崛起国的挑战，并据此做出反应，这往

往会加剧甚至恶化竞争。 因此，美国避免以偏执心态任意夸大和渲染“来自中国的威

胁”至关重要。④

２．增强机制建设

机制建设是管理中美竞争的重要抓手，它需要双方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一套多层

次、相互支撑且有效衔接的机制。 第一层是外交互动机制，包括首脑互动机制、战略对

话机制以及工作层面的磋商机制等。 首脑互动机制主要发挥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

作用，战略对话机制旨在增进信息分享、降低不确定性和管理相互预期，工作层面的磋

商机制则更多聚焦两国间互动议程的设置、商讨推进具体领域的合作和对分歧的处理

办法等。⑤ 第二层是建立信任措施机制，如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中美国防部

防务磋商机制、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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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 １８４ 页。
帕特里克·波特认为，美国不愿意接受削弱其优势的变化，既不愿做出重大让步，又不愿分享权力。 参

见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Ｐｏｒｔｅｒ， “Ａｄ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ａ Ｄａｒｋ Ａｇｅ：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８。
事实上，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了当前美国对华偏执的心态和对华错误认知，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Ｓｋｉｄ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Ｕ．Ｓ． Ｓｃａｒ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Ｊｕｌｙ ２３，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７ ／ ｔｈｅ－ｕｓ－
ｓｃａｒｅ－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ｎａ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Ｍ．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ｖｅｌ， 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Ｎｏｔ ａｎ Ｅｎｅ⁃
ｍｙ，”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Ｊｕｌｙ ３， ２０１９；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Ｅ． Ｈｉｌｌｍａｎ， “Ｐｒｅｔｅｎｄｉｎｇ Ａｌ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ｒｅ Ｅｖｉｌ
Ｓｃｈｅｍ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Ｏｎｌｙ Ｈｕｒｔ ｔｈｅ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８， ２０１９。

参见杨洁勉：《中美外交互动模式的演变：经验、教训和前景》，载《美国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１０—
２２ 页。



这些机制旨在增加两军之间对对方意图的准确了解，减少误解误判以及避免意外事

件发生。 第三层是危机管理机制。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有效的危机管

理能够防止对双边关系产生重大冲击的意外事件发生，降低危机事件对两国关系的

破坏性影响。 在危机管理的预防、准备、反应和恢复四个阶段中，中美尤其要加强在

预防和反应阶段的沟通协调，要发挥现有机制（如中美首脑热线、中美国防部直通电

话）的作用，并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完善双边危机管理机制，确保沟通机制的有效性、
及时性和可靠性。 此外，中美还应加强对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的探讨，力争

形成重要共识。①

３．构建健全的竞争规范和文化

构建健全的竞争规范和文化对推动良性竞争、避免恶性竞争也至关重要。 在国际

关系中，文化和规范对行为体的认知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塑造与指导功能。 就中美竞争

而言主要体现有五点：第一，双方都应该认识到，长远而言决定竞争结果的是能否通过

竞争提高自己而非削弱对方。 归根结底，关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明智的制度和

政策设计、良好的执行力是提升各自竞争力的关键。② 第二，双方应有更大的格局和

关怀，即不仅要通过竞争提升自己，还要推动 ２１ 世纪国际体系的进化，这意味着应该

合理调整国际机制的制度和规范，同时要尽可能避免撕裂或瘫痪现有的国际机制。 第

三，双方在竞争中保持谨慎、克制并在必要时妥协。 双方应该明白各自力量的限度，承
认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手段的有限性，不越过底线或红线，不将对方逼到墙角。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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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危机管理与对策研究中心编著：《国际危机管理概论》，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４—１６ 页；姚云竹：《中美军事关系：从准同盟到竞争对手？》，载《美国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９—１２ 页；赵景芳：《新时代中美安全危机管理的战略选择》，载《中国评论》，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６７—７１ 页。 中

美双方学者在对两国间一些既往危机管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危机处理的八点基本原则，具体内容参见张

沱生、史文主编：《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７—
９ 页。

格雷厄姆·艾利森在谈到大国竞争时指出：“国内事务比国际事务更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 其中三个

因素最重要：经济表现创造国家权力的子结构；治理能力让国家为达到目标调动资源；而国家的精神维持前两个

因素”。 参见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２８２ 页。
加迪斯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保持长期稳定的原因在于美苏在几十年的冷战中形成了一系

列重要的博弈规则，如尊重势力范围，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谨慎使用核武器，保持行为的可预测性，不谋求破坏

对方的领导等。 参见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 ３０９—３１４ 页。 近年来，随着中美竞争的

加剧，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如何有效管理中美竞争。 詹姆斯·斯坦伯格和迈克尔·奥汉隆探讨了如何通过“战略再

保证”和“展示决心”来管理中美在核心战略领域（核武器、常规军力、外空、网络与海洋等）的竞争，莱尔·戈德斯

坦则提出要以中美“合作螺旋”来取代会导致两国冲突的“升级螺旋”。 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ＯＨａｎｌ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Ｌｙｌｅ Ｊ．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ｌｆｗａｙ：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ｆｕｓｅ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ｉ⁃
ｖａｌｒｙ， ２０１５。 限于篇幅，本文不就中美竞争规则展开具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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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方应尽可能将竞争局限在利益之争的范围，避免扩大为制度之争特别是意识

形态之争。 众所周知，冷战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的成分，然而正如加迪斯的研

究所揭示的那样，美苏两国曾为了保持各自在其中具有重要利益的国际体系的稳定

缓和了意识形态竞争，将体系利益置于意识形态利益之上，中美竞争也可从中得到

一定启发。① 第五，要重视外交的作用。 中美竞争主要是经济社会之争而非军事之

争，竞争也不等同于对抗和冲突，因此在竞争中要积极运用外交手段促进沟通、谈

判、协调以及合作。 外交手段的充分与合理运用能够减少中美竞争所带来的冲突

风险。

中美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这使得中美竞争的冲突性与

对抗性显著地低于过往以政治—军事为主题的大国竞争，但中美竞争的全面性特征

又使其隐含着多重风险，并给认识和管理竞争带来了复杂性，因为在特定阶段中美

在某些方面的竞争（如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等）可能

会比较突出和尖锐，从而模糊双方对竞争本质的认识，影响各自对竞争关系的驾驭。

当战略竞争的大幕开启之际，中美双方都应该准确把握竞争的本质特征，避免扭曲

竞争的性质；双方还需要明了竞争关系并不是中美关系最坏的可能，它本身有很大

的演变空间，良性或恶性的发展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塑造；双方尤其需要认识到，竞争

并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应该在竞争的同时保持和扩大基于双边与多边共同利益的

合作。

六　 结论

中美战略竞争是两国关系进入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也是当下国际格局发生重大

变化的产物。 从历史的宏观视野观之，中美战略竞争的大幕刚刚升起，这一过程将是

长期而复杂的。 由于中美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新特点，如何处理这种竞争

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棘手的挑战。 如果说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确立的后冷战时期两国互

动模式界定了随后 １ ／ ４ 世纪中美关系发展轨迹，当下两国正在探索的竞争模式将决定

今后 ２０—３０ 年中美关系演变的基本路径。

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影响两国间总体关系的发展，还会对 ２１ 世纪国际体系的变迁

产生显著影响。 如前所述，在 ２１ 世纪的时代条件下，由于制约大国战争的强大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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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体系变迁的主要动力机制将是竞争而非战争。 在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

美国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中国的重要性则不断上升，“老大和老二”、现存霸权国家与

主要崛起大国间的竞争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新的世界格局，包括权力结构、大国

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国际机制与规范等。 国际体系正在经历从单极向多极、从霸权向后

霸权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是否顺利、是否能保持良性，将主要取决于中美竞争关系的

演变。

中美两国在对竞争关系的塑造中将发挥不同的作用。 美国虽然具有力量优势，但

缺乏理念上的引领性。 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历

史条件下进行的，战争、结盟、霸权争夺、军备竞赛、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角逐等成为美

国的“战略习惯”，①对霸权地位的痴迷也令一些美国政策精英更倾向于以零和思维看

待与中国这样具有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战略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国在力量上与

美国相比仍处于弱势地位，但在理念上具有进步性。 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

的战略选择，得益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这一重要的经历使得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

成为中国对外行为的价值偏好。 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提出了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倡议，它体现了一个

新兴大国对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的向往，更体现了一个新型大国理念上的进

步性。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应该也必须对中美竞争关系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引领作

用。 塑造良性竞争的中美关系、推动国际体系的良性转型，这将是中国对 ２１ 世纪国际

政治的重要贡献。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责任编辑：郭　 枭）

·０３１·

　 论中美战略竞争


① 例如，牛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ｔｅ）”建构的分析有

助于我们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和安全观念的影响。 参见牛可：《美国“国家安全国

家”的建构》，载王缉思、牛军主编：《缔造霸权———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与决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版，第 １０８—１６８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