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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战略转变（改革开放），并

致力于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使其

成为体系中的一个完全的成员。（现

在）巨龙已经崛起并融入世界。从

联合国到世界贸易组织，从关于臭

氧层消耗物质的协议到关于核武器

的协定中国都是谈判桌上的玩家”。

显然，美国官方已经清楚地认识到，

“内外—强弱”格局已经终结，中

国已经成长为世界主要大国并完成

了融入国际体系的任务。

第二，认同中国是国际体系内

的积极力量，但开始对中国如何运

用新近获得的权力表现出一定疑虑。

美国认为中国总体上仍然是一个“维

持现状国家”。哈斯称，“市场活

力取代了教条，中国出口计算机而

非意识形态”。佐立克也明确表示，

“中国不是苏联。中国不寻求传播

反美极端意识形态，不认为要与资

本主义制度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其未来在

于推翻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相反，

中国领导人认为要取得未来的成功，

需要与现代世界紧密连接”。与此

同时，以哈斯和佐立克为代表的美

国战略界对“崛起并已进入国际体

系中的中国”如何使用新获得的权

力表达了疑虑。哈斯期待中国能够

用崛起的权力支撑核不扩散等国际

体系，同时要求中国降低关税、减

少投资壁垒、推进法治、促进人权。

佐立克在其演讲中提出，问题的关

键在于，（中国崛起和融入之后）

将如何使用自己的影响力。佐立克

表达了对中国“经济重商主义”、

知识产权、军事现代化、与所谓“流

氓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上的疑虑。

这些问题在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是

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

第三，对其国内制度变化的期

待逐渐降低。2002 年布什政府第一

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仍然用了

颇长的篇幅强调中国国内政治问题。

报告宣称，中国“民主发展对未来

至关重要”，“中国对其未来的国

家特性还需做出一系列重要选择”。

报告仍然相信，到未来的某个时候

中国会选择西方式的“政治与社会

自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推

进中国的透明度与法治”。到 2006

年布什政府发布第二份《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时有关期待国内政治变

化的表述大幅减少。在这份报告中，

布什政府对中国的疑虑已经转向中

国能否坚持和平发展，能否成为“负

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出现这种变化，

当然并不是因为美国对中国战略走

向感到满意而是因为美国开始感受

到中国崛起在外交和军事层面带来

的冲击，已顾不上对其内政过多地

指手画脚了。

第四，更多地从大国博弈这一

现实主义逻辑视角看待中美关系。

与克林顿政府强调全球化的特征明

显不同，布什政府更多的是从大国

关系这一层次看待中美关系，其竞

选和上任初期强调的“战略竞争者”

是一种大国对抗逻辑；而在九一一

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开始强调“大

国合作应对非传统和新型挑战”。

中国以及其他大国成为可以与美国

合 作 的 世 界 政 治 中 的 理 性 力 量。

2002 年哈斯在演讲中指出，“我们

可以从防御性的大国力量平衡走向

大国的力量汇聚 以迎接新世纪的挑

战，抓住新世纪的机遇”。这一逻

辑在 2002 年布什政府公布的第一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也有着清

楚的表述。报告称：“自从 17 世纪

民族国家崛起以来 我们现在面临最

好的机会，去建立一个大国在其中

和平竞赛而非准备战争的世界。为

应对恐怖暴力与混乱，世界大国都

团结一致地站在同一边。”

第五，认为美国需要超越“接

触”战略。既然中国已完成融入国

际体系的任务，“接触”战略与新

形势的相关性就显得不足了。无论

哈斯还是佐立克都认为美国的“接

触”战略是成功的但在“总体成功”

的判断之下，两人都提出了美国对

华战略的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

哈斯直言，“为‘接触’而接触是

不够的”。佐立克认为，美国的对

华战略需要“超越向中国打开大门、

欢迎其成为国际体系一员”的阶段，

而应当转而“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

的利益攸关方”。实际上，在美国

政府之外，学界、媒体开始对“接触”

及其背后的战略逻辑做出更为严厉

的批判。孟捷慕（James Mann）在其

《中国幻想曲》一书中直接批判了“接

触”战略的战略前提，即通过与中

国接触，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外交取

向会向着美国所乐见的方向发展。

这一判断在当时的美国战略界显得

相当另类和极端。但十年后的今天

再回看这一判断，似已被美国战略

界主流接受。

作为“超越接触”的方案，佐

立克在其演讲中提到一个关键的对

华战略术语：“两面下注（hedging）”。

“对中国将如何使用新获得的权力

的不确定，将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

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两面下注’的

做法。”在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内，

“两面下注”逐渐成为一个被美国

政府与战略界广泛使用的概念。布

什政府 2006 年公布的第二份《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将“两面下注”作

为美国与其他大国打交道时的五大

原则之一。报告宣称，美国“寻求

鼓励中国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同

时也为其他可能性而两面下注”。

这意味着“两面下注”成为美国官

方的对华战略表述。美国学者麦艾

文（Evan S. Medeiros）对“两面下注”

的解释是：“一方面继续强调接触

与融合机制，另一方面则通过与其

他亚洲国家开展安全合作、加强本

国军事力量现代化等方式，对对方

进行现实主义风格的制衡。”“两

面下注”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代

表着布什政府对华战略在传统的“接

触”战略基础上开始强调新的要素，

即“防范”。“两面下注”的战略

逻辑实际上是“接触＋防范”。在

布什政府任内美国一方面继续加强

与中国的合作，中美关系的广度与

深度都在强化；另一方面，强化与

日本等盟友的关系，大力提升美印

上升。在中美关系合作面大幅扩展

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中的

消极面也明显增大，在整体关系中

的比例有明显上升。如 2010 年《国

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是一般性地关

注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如何运用

外交力量，与小布什政府时期差别

不大；而在 2015 年的《国家安全战

略》报告中，美国不仅在安全领域

的关切大幅上升，在“持续监督中

国军事现代化”之外，又加上了对

可能“使用武力恐吓来解决领土争

议”的警惕，宣称要“基于力量来

管理分歧，坚持让中国在从海上安

全到人权的各种问题上遵守国际制

度、尊重国际规范”。从具体政策

层面看，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经济、

外交、军事摩擦都时常出现。在一

些重点问题领域，奥巴马政府对华

实行了强硬的“选择性推回”做法。

如 2013 年 11 月中国宣布东海防空

识别区后，美军带头派遣军机挑战；

美国司法部 2014 年 5 月以所谓“网

络窃密”为由，发出起诉；2015 年

9 月中国领导人访美前夕，美国媒体

放风称要就所谓“网络窃密”问题

进行制裁；中国在南海开始岛礁吹

填工程后，美国海军增加了所谓“自

由航行行动”的频率与行动的挑衅

性，并不断通过媒体大肆渲染，不

断拉抬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

第 三， 奥 巴 马 政 府 的 对 华 战

略无论是积极面还是消极面都显示

出较强的自由主义色彩。美国任何

一届政府的对外战略当然都兼具现

实主义成分和自由主义成分。奥巴

马政府也有其现实主义成分，如强

化在亚太的军力部署等。但与布什

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战略选择中

的自由主义色彩更为突出。一是从

地区视角处理中美关系。奥巴马政

府几乎没有提出单独的对华战略论

述，而是将对华战略置于以“再平

衡”为代表的亚太地区战略之内。

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2011 年 10 月非常清楚地指

出，“我们将继续把我们与中国的

关系嵌入到由安全盟友、经济网络

和社会联结所组成的更宽广的地区

框架之中”。美国更多地使用“盟

友牌”“伙伴牌”，不仅强化了日

美同盟，推动其亚太盟友体系走向

网络化，而且与越南、缅甸等国家

关系都有重大突破；力推排斥中国

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且多次从中美国际经济领导力竞争

的视角解读这一协定，宣称不能让

中国制定游戏规则。二是强调国际

制度更加重视动员多边力量来限制

中国的行为。美国 2010 年《国家安

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将持续接

触中国，“这种接触将加强基于权

利与责任的国际秩序。交通规则必

须被遵守。这些国家如果打破规则，

将会产生代价”。奥巴马政府更多

地使用“规则牌”，支持菲律宾到

国际仲裁庭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

向中国施压；美国虽未加入《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却以捍卫“航行

自由”为借口大肆炒作南海问题；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 反复要求遵守网

络空间的“交通规则”。三是高度

重视全球议程合作。奥巴马政府期

间，中美两国在合力应对全球金融

危机、带头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

合作是两国关系中“正能量”的主

要来源。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在奥巴

马第二任期的后期，中美关系出现

了走向新的战略均衡的苗头。这表

现在两国关系虽然持续紧张、多次

下行，但是始终没有破局，也未坠

入美俄关系那样的“新冷战”状态。

每次困难局面持续一段时间，双边

关系就会回摆。南海、网络等重大

议题虽未彻底解决，但是又都先后

趋于稳定或者降温。这似乎表明，

两国关系在面临新“上限”的同时，

也逐渐形成新“下限”。之所以能

够出现新的战略均衡苗头，从“技

术层面”看，一是因为两国领导人

在中美关系出现困难时都表现出愿

意妥协、希望将中美关系拉回正轨

的强烈意愿，二是两国领导人以及

政府部门之间建立了颇为稳定而高

频率的高层交往机制。但是从更根

本的结构性原因来看，当中美都逐

渐适应、接受“体系内两强”的定

位之后，形成新的均衡与稳定或许

只是时间问题。

在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坚持“接

触”、另一方面利用国际制度强化

对中国的“管控”与“引导”（亦

即“ 规 制”） 的 同 时， 美 国 战 略

界对华判断在奥巴马两个任期内明

显负面化。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

战略界至少有两次比较大的对华战

略讨论或辩论。第一次讨论大致从

2008 年到 2010 年前后，美国战略界

兴起所谓“中国强硬论”的讨论。

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批评中国在

处理美国对台售武、美国总统接见

DL 等问题上态度极为强硬。这场辩

论也涉及中国的国内政治与经济政

策走向。一些美国学者攻击其在经

济政策上偏向本土企业，对外开放

“停滞”等。更多的美国学者开始

呼应孟捷慕 2007 年提出的观点。“与

那些主张更紧密地接触中国的西方

人所期待的不同，中国不会变得更

加自由化。”第二次讨论发生在大

选前的 2015 年。这次讨论参与的人

数之多、对美国近几十年对华战略

的质疑程度之深，都是多年未见的。

甚至有美国学者认为，这场辩论的

激烈程度“肯定是 1989 年以来所仅

见，可能也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美国开始严肃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

以来所仅见。辩论的某些部分甚至

让人想起（二战后）‘谁丢失了中国’

的大辩论”。与上一场辩论主要聚

焦于中国外交是否“变得强硬”不同，

这场辩论在更大、更深的程度上以

中国国内的发展为背景。十八大后，

中国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制定《境

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

立法议程成为美国战略界辩论的主

要议题。对中国外交的辩论则认为

其已经告别“韬光养晦”阶段，围

绕中美网络安全争议、南海问题、

中国是否要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构

建平行体系等问题展开。一些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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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等。这些都是其对华“两面下注”

的典型政策。“两面下注”不同于

遏制或制衡，整体上仍保持着对华

积极交往的势头，也仍然期望通过

接触塑造中国的走向。较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美国对华战略的消

极面在上升，但这种消极面主要还

是针对“远忧”、针对一种“可能性”

所做的防范措施。

三、奥巴马政府的“接触＋规制”

奥巴马政府 2009 年上台执政时，

美国正处于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当中，而中国由于应对措施有力，

在全球危机背景下维持超高速增长，

中美“体系内两强”定位到奥巴马

政府执政初期已比较清晰。曾任奥

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

高级主任的杰弗里·贝德（Jeffery A. 

Bader）在论述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

的前提时，首先提出的就是“亚太

地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应获得更优

先的地位……在亚太地区甚至在全

世界，最近战略性的变化就是中国

的兴起”。显然，奥巴马政府清醒

地认识到了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

因此对中美关系高度重视。其执政

第一年也顺利实现了对华政策的平

稳过渡，并未出现历史上不同政党

的美国总统上台后总要经历“学习

曲线”的问题。然而好景不长，在

多 种 因 素 共 同 作 用 下， 从 2009 年

年底开始，中美关系开始进入下行

周期。在其后的七年里，尽管中美

关系未出现重大突发危机，但是却

出现了几轮较明显的波动：第一轮

大致从 2009 年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峰

会开始到 2011 年春季中国领导人访

美参加核安全峰会为止；第二轮从

2013 年 11 月美国反制中国宣布东海

防空识别区开始，到 2014 年春季两

国开始筹备当年战略与经济对话为

止；第三轮则大致从 2015 年年初开

始，到当年 9 月中国领导人访美为止。

这几次波动出现的频率之高、对战

略互信的影响之深，为冷战结束以

来所仅见。

在起伏不定的现象之下，奥巴

马政府对华战略出现了如下特点。

第一，尽管 2010 年之后中美关

系出现了不少困难 但总体看，奥巴

马任内中美关系仍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次数与

深度远超过往，两国政府间以战略

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为

代表的对话机制深入发展，两国经

贸人文交流日益深入，两军交流突

破了过去缺乏持续性的困境建立了

初步的危机管控机制和相互信任措

施。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个任期内，

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共同引领了这一进程，

促成巴黎气候峰会成功举办。此外，

两国在朝核、伊朗核问题上有效合

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

理机制改革方面，美国支持了中国

获取更大国际空间的努力。总之，

奥巴马政府任内，中美两国合作范

围之广、对世界的影响程度之深都

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对华战略中消极面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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