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探析
倪 峰

【内容提要】特朗普上台执政为美国内政外交带来众多变数。在政治层
面，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对弈成为美国政治的全新范式。小圈子决策、行政令
治国、推特治国等一系列做法致使特朗普迄今为止无法组成完整的工作团队，

府会关系微妙，行政、司法对立凸显，共和党内无法完成整合，民主党抗争加
剧，总统与传统主流媒体尖锐对立。在外交领域，基于“美国优先”的理念，特
朗普在处理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更加内倾，不愿承担过多责任，尤为强调
经济收益，交易思维突出，同时也更加强悍。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在与特朗普政府的全新互动中，中方沉着应对，及时捕捉新机遇，实现了中美
关系良好开局。与此同时，应防范美国政治内斗加剧、特朗普易变个性、周边
局势，以及特朗普政府内部战略派力量上升给中美关系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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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胜选和上台执政是自 2016 年以来国际舞台最抓眼球的重大事态。

自 2015 年 6 月 16 日特朗普在纽约正式宣布参选美国总统算起，在两年多的
时间，这位地产大亨以异乎寻常的举止言行，不断在美国内政外交领域引发震
撼。他的上台执政，为美国和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本文旨在探
析特朗普治下，美国内政外交呈现的走势，以及中美关系将如何演进。

一 特朗普现象与当前美国政治生态

在这场以 2016 年美国大选引发的大变局中，特朗普无疑是剧变的风暴
眼。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2016 年大选对美国产生的冲击超过了历次大
选，已经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轮替。特朗普的参选、胜选、上台执政实
际上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正在并将持续对美国的政治生
态产生深刻影响。

特朗普在竞选之前是美国著名的地产商人，曾经通过主持真人秀节目
《飞黄腾达》而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公众影响力，但他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因
此，当他正式宣布参选美国总统时，不少观察家并未将他当作总统宝座的有力
竞争者，而是视作他在为企业别出心裁地打广告。然而，特朗普不仅在共和党
初选中接连击败拥有丰富政治经验、被共和党精英寄予厚望的前佛罗里达州
州长杰布·布什、参议员卢比奥、科鲁兹等人，一举夺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
名，而且，在最后冲刺阶段，面对实力强大的希拉里、共和党党内的众叛亲离、

主流媒体一边倒的攻击和录音门丑闻，最终上演了惊天大逆袭，完成几乎不可
能完成的使命，成为第 45 任美国总统。

如果将特朗普参选、胜选、上台执政作为一个完整链条来观察“特朗普现
象”，更加会发现这一现象折射出的美国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

( 一) 2016 年的大选是一场“非常规”的选举
政治“圈外人”特朗普利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中下层民众的强烈不满

和整个社会的普遍焦虑，以参选总统的方式引爆了一场特殊的社会运动。从
形式上看，2016 年大选无疑仍是美国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角逐最高
行政权力和立法主导权的争斗，这种戏码每四年都会在美国上演一次。2016

年，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在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带领下，展开了一场捉对厮杀。

然而，只要深入选情就会发现，这种两党的竞争在 2016 年的大选中充其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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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形式，真正的剧情更像是特朗普一个人与共和、民主两个党的战争。

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特朗普原先只是一个政治局外人，没有任何的从政
经验，其党派属性也并非特别明显。根据纽约市选举委员会的记录，抛开之前
在别处的选民登记不算，仅自 1987 年在纽约曼哈顿登记为共和党人以来，特
朗普五次变更党派归属，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连坚定的共和党成员都算
不上。而且，他举止乖张、口无遮拦，在参选过程中几乎触碰了美国所有的政
治禁忌。自宣布参选之后，他遭到了共和党建制派的层层阻击。2016 年 3

月，正当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气势如虹之际，共和党大佬、2012 年竞选过总
统的罗姆尼站出来公开指责特朗普是“骗子、欺诈者”“把美国人民当傻子”。

更有 60 名共和党情报、安全、外交界的重量级人物联名公开反对特朗普，表示
要竭尽全力阻止他。当他冲破共和党的层层阻击，成功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
人提名，直接面对强大竞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之后，他受到了来
自美国政治精英几乎联合一致的围剿，主流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希拉
里，许多共和党大佬也纷纷与特朗普划清界限，有人甚至表示要将选票投给
共和党的对手希拉里。然而，就是在这场一个人与美国两大政党的战争中，

特朗普凭借一己之力将共和党提名俘获，并将民主党挑落马下，让世人大跌
眼镜。

特朗普逆袭成功，看似是一个人的胜利，其实质是美国政治生活中长期积
累的大量深层次矛盾的集中爆发，反映了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美国社会普遍存
在的焦虑情绪。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 Ｒichard N. Haass) 指出，此
次大选是在 3. 2 亿美国人的情绪“如果算不上公然愤怒，也是严重焦虑”的情
况下进行的，“反对当权派的参选人正是这种心情的受益者”。① 在选举过程
中，特朗普抓住美国社会的痛点和焦虑，用一种夸张的方式将这些痛点和焦虑
激发了出来，为己所用。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复苏缓慢，各种矛盾不断累积，其中最
突出的两个问题是: 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对政治制度的控
制。这些年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在不断萎缩，已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占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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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ichard N. Haass，“The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Project Syndicate，March 24，2016，
https: / /www. project-syndicate. org /commentary /america-turning-inward-by-richard-n—haass －
2016 － 03．



60%以上的比例，下降到 2016 年的不足 50%，①相当数量的普通民众的受益
感也因为低迷的经济形势，以及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受到重挫。然而，精英

寡头们却依旧纸醉金迷，整个政治体制对日益扩大的社会问题或视而不见，或

有意回避。而当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对于生活现状感到不满、试图寻求改变

的时候，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依旧忙于利益争斗，以至于府院之争、政府关门、预

算危机等闹剧屡屡上演，国家的政治机器在空转，本应当造福公众的政府沦为

政客的秀场。近年来，美国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对政治的不满上升到一个

前所未有的水平，他们热切希望一个与原先的体制没有多少关系的局外人来

打破这样的政治格局。

在这一大背景下，原本对参政热情不高的广大基层选民，尤其是身处“锈

带”和偏远乡村地区的白人蓝领阶层选民不再沉默，他们不约而同地形成了

一股强大的参政合力，改写了大选的结果。选举过程展现的是美国中下阶层

对建制派的反叛、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农村乡镇与中心城市的对决，是美

国社会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和城乡矛盾的一次大爆发。实质性的较量在两大

力量之间展开:一方是以白人中下阶层劳工为主体，由特朗普所代言的，持强

烈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内外政策主张，高举反权势、反精英政治大旗，誓言打

破现有力量格局;另一方是传统的权势集团和精英阶层，要竭力维护既得的权

力和政治规范，力图将反建制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控制在现行的政治和社会

框架中，以便用较为温和的改良方式缓解业已极度激化的政治和社会矛盾。

结果，权势集团对大选完全失去控制，代表民粹主义的反建制力量取得胜利。

( 二) 反建制总统非同寻常的执政之路
2017 年 1 月 20 日，美国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新总统。尽管到目前为止，特

朗普上台执政只有七个多月的时间，但其历程与 2016 年大选不输伯仲，同样

是波澜起伏，充满张力。在上台的第一天，特朗普就在就职演说中亮明了自己

的身份和立场，“今天的就职典礼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今天，我们不只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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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的中产阶级，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定义，指家庭收入水平是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三
分之二到两倍的家庭，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则居于这一收入区间的两端。对于美国
的一个三口之家来说，按照 2014 年的收入水平，中产阶级家庭的年收入从 4. 2 万美元到
12. 6 万美元。参见“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No Longer the Majority and
Falling behind Financially，” Pew Ｒesearch Center， December 9， 2015， http: / /
www. pewsocialtrends. org /2015 /12 /09 / 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 /。



权力由一任总统交接到下一任总统，由一个政党交接给另一政党。今天，我们
是将权力由华盛顿交接到了人民的手中，即你们的手中。长久以来，华盛顿的
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实，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承受。华盛顿欣欣向荣，人民却
没有分享到财富。政客们塞满了腰包，工作机会却越来越少，无数工厂关门。

建制派保护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国家的公民。”①在通常情况下，经过激
烈的党争选举，社会的裂痕往往会扩大，新总统虽然由一派力量支持产生，却
是全民共同的总统，新总统往往会呼吁和解、团结，弥合分歧，而特朗普的这篇
就职演说更像是对建制派的一份宣战书。

特朗普在当选后公布的团队名单却充斥着精英权贵:国务卿蒂勒森原为
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班
农是美国保守派媒体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总裁，国防部长马蒂斯作为海军陆战
队指挥官，参加过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财政部长努钦为高盛
集团前合伙人。内阁成员集体身价已超过 120 亿美元，成为史上最有钱团队，

其中，商务部部长罗斯麾下的私募基金净值达到 29 亿美元，教育部部长德沃
斯的净资产达到 48 亿美元，首席经济政策顾问科恩至少拥有价值 2. 66 亿美
元的资产。② 浓烈的“白、男、富、军、右”气息一时间弥漫在华盛顿上空，这与
特朗普所标榜的为中下层代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选举投票前夕，特朗普便抛出了“百日新政”计划。政治上，取消所有
奥巴马发出的“违宪”的决策、备忘录和法令;为国会议员设立任期限制，国会
议员离任后五年内不得从事游说工作;前白宫官员终身禁止代表外国政府游
说;禁止外国游说者为美国选举募集资金;联邦政府冻结招聘新雇员等。在经
济上，特朗普表示将在十年时间内创造 2500 万个新就业岗位;将商业税率从
35%减少到 15%，中产阶级将得到最大的税务减免; 宣布退出 TPP，重新进行
谈判或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现有的国际贸易协议;解除美国能源生产
限制，撤销基础设施投资障碍，将应对气候变暖的资金用于其他环境项目。在
社会政策上，撤销和替换奥巴马医保法案;开始遣返大约 200 万的非法移民，

倘若对方国家不愿意接收，则取消对方国家的签证;全力资助南部边境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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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Trump，“The Inaugural Address，”The White House，January 20，2017，https: / /
www. whitehouse. gov / inaugural-address．
吴迭:《特朗普现内阁身价已超 120 亿美元成史上最有钱团队》，《凤凰财经》，2016 年 12
月 10 日。参见 http: / / finance. ifeng. com /a /20161210 /15068103_0. shtml。



墙的修建，并确保墨西哥会补偿美国的修墙支出;暂停从有恐怖主义倾向且移
民审查失效的国家接收移民，所有来美国的移民必须接受极端审查等等。①

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实现竞选承诺，特朗普上台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非

同寻常的举动，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行政令治国、小圈子决策和推特治国。
( 1) 行政令治国

在 2016 年的大选中，特朗普不仅赢得了白宫宝座，而且他所代表的共和

党也赢得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这种“一致政府”的局面本来相当有利于

推行政策议程，总统面对一统政府形势，通常会增强府会合作，在重大政策问
题上通过立法手段稳步推进自己的政策主张。总统通过行政措施强行进行重

大政策变革，往往是在府会党派控制权分立，总统无法通过国会立法实现自己

政策意图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然而，特朗普一上台，便反其道而行之，为

了快速兑现竞选承诺，便以行政令的方式作为施政的主要手段。在其就职七
个多月的时间里，总计推出 100 多项总统行政令、总统备忘录，涉及政治、经

济、社会、外交等各个领域。其中的一些举措，如废除奥巴马医改、签证与难民

限制、退出 TPP、在美墨边境修墙等在国内引发巨大争议。
( 2) 小圈子决策

从形式上看，特朗普进入白宫就是由“反建制”走入了“建制”，然而，他依

然表现出对建制派强烈的排斥，并在建制的汪洋大海中形成一种自我封闭。

在执政团队组建问题上，特朗普放弃了忠诚度与专业性兼顾的通常做法，一味
强调忠诚度，在重要决策职位上排斥具有专业积累与政策经验的建制派人选。

而在执政团队中，前企业高管、共和党极端保守派、退休将军和特朗普家庭成

员构成了核心决策圈。这个决策圈相对封闭，其成员的从政经验、政策立场和

行事风格迥异，矛盾丛生。尤其是特朗普以忠诚度划线的做法，极大地延缓了
特朗普执政团队的组建和政策推进。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中仍有大量关键

岗位空缺。在华盛顿甚至传出，由于对建制派的反感，特朗普有意放缓官员的

任命。这种相对封闭且又难以保证专业度的小圈子决策直接导致了诸多问题
的滋生。例如，1 月 27 日出台的“禁穆令”，据称出台前甚至没有与国土安全

部部长凯利和国务卿蒂勒森商量。此外，5 月 9 日，特朗普突然宣布解除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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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rump's Gettysburg Speech，”C-SPAN，October 22，2016，https: / /www. c-span. org /video /?
c4627610 / trumps-gettysburg-speech．



调查局( FBI) 局长科米的职务，令白宫幕僚都猝不及防，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

震动，要求对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关系展开独立调查的呼吁骤然增强，美

国社会中时隐时现的要求弹劾特朗普的舆论也渐渐泛起。总之，小圈子决策

正在不断侵蚀特朗普政府的稳定性。

( 3) 推特治国

在选举期间，特朗普就在各参选人中以爱使用推特著称。自 2009 年注册

推特帐号迄今，特朗普一直使用推特，其粉丝已经达到 3600 万人，总共发推文
3. 55 万条。① 在推文中，他经常评点时政，讽刺媒体，挖苦别人，发泄情绪，语

不惊人死不休，造成了许多轰动的效果。2017 年 3 月，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

报》采访时表示，“如果不是推特上的推文，我到不了白宫”。② 特朗普当选总

统后，据美国有关机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有 64%的美国人希望总统关闭推

特帐号。然而，特朗普依然我行我素，毫不掩饰对推特的钟爱。在接受福克斯

新闻频道采访时，特朗普宣称，“我拥有自己的媒体”。他表示，“在美国历史

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遭受了不诚实媒体的对待，推特对我来说十分重要，

因为它让我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③ 这种做法在他当选总统后造成一系列

轰动性的效果，例如，2016 年 12 月 3 日，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电话，打

破中美建交 38 年以来的禁忌，美国和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表示质疑，奥巴

马政府急忙澄清。然而，特朗普却发推特声称: “真有意思，美国卖数以亿计

的军火给台湾，我却不能接一通祝贺电话”，④进一步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大困

扰。1 月 6 日，特朗普发推特抨击波音公司卖的“新空军一号”太贵，计划取消

订单，波音的股价下跌 1%，市值蒸发 10 亿美元。1 月 12 日，特朗普发推文批

评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 － 35 战斗机采购合约金额“失控”，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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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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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推特帐号信息参见 https: / / twitter. com /realDonaldTrump。
Lionel Barber et al.，“Donald Trump: Without Twitter，I Would not be Here — FT Interview，”
Financial Times，April 3，2017，https: / /www. ft. com /content /943e322a － 178a － 11e7 － 9c35
－ 0dd2cb31823a．
Avi Selk，“Twitter Co-founder: I'm Sorry If We Made Trump's Presidency Possible，”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1， 2017， https: / /www. washingtonpost. com /news / the-switch /wp /
2017 /05 /21 / twitter-co-founder-im-sorry-if-we-made-trumps-presidency-possible /? utm _ term
= . 5bf5f1c19444．
特朗普在 2016 年 12 月 2 日发的推文，参见 https: / / twitter. com /realdonaldtrump /status /
804863098138005504。



市值一度暴跌 40 亿美元。当天，其他航空与国防类股票也受池鱼之殃而下
挫。5 月 13 日，特朗普突然解雇科米的“新水门事件”继续发酵，美国媒体不
断指责特朗普通俄，特朗普对此反应激烈，他在一个多小时内连发七条推文，

不但向“假新闻”媒体反击，还表示自己的发言人工作不力，甚至威胁要取消
白宫新闻吹风会。特朗普的这种推特治国方式一方面令公众能够较为清晰地
了解这位美国新总统的所思所想，另一方面，却给美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带来许
多难题和困惑。

总之，特朗普独特的理念和治理方式正在给美国的整个政治生态，包括阶
层关系、族群关系、行政部门的运作、府会关系、行政司法关系、政党关系、政府
和媒体的关系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美国内斗和分裂都在加深，依据 2017 年
7 月下旬盖洛普民意调查的分析，只有 39%的民众对特朗普的执政表现表示
满意，创下了美国新晋总统满意度的最低值。然而，他在选举中投支持票的民
众中仍享有 80%的支持率。在 2016 年的选举中，有人把特朗普形容为是“一
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然而，他上台后仍像公牛一样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横
冲直撞。

二 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理念与走向

特朗普上台执政给美国国内政治带来诸多变化，与此同时，在对外政策领
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局。按照一些说法，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已在国际秩序
与全球化趋势中扮演起“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 一) 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
作为一位“反建制”人物，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概念概括起来看，就是其经

常挂在嘴边的“美国优先”。所谓“美国优先”并不是全新的理念，实际上是美
国社会中曾经出现的、被长期压制或边缘化的本土主义、孤立主义、狭隘民族
主义、重商主义、粗鄙的利益算计的一种大融合，主要有以下基本观点。

( 1) 将美国所面临的问题界定为“非本土”的，是由外部世界的“他者”带
来的。如果要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必须要阻断这些“非本土”因素的牵扯或
介入。① 这其中包括强化边境执法、在美墨边境筑墙、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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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从而确保工作机会不被非法移民夺走，国土安全免于外

部威胁。

( 2) 将美国的外部责任看作是负担。认为美国过度地承担了国际安全的

责任，让美国的盟友免费搭车。这些盟友不知感恩，反而经常以一种道义上的

后现代主义形象出现，并时不时地批评美国，把美国的“不正常的无私”视为

理所当然。为此，特朗普要求盟国为美国分担负担。他在 2016 年 4 月底有关

外交政策的演讲中称，美国花费数万亿美元建设强大的军队，为欧洲和亚洲提

供强大的防务，欧洲和亚洲的国家应为此付费，否则美国就应该让它们

自保。①

( 3) “买美国货，雇美国人”。从经济民族主义的视角看待美国与外部世

界的经济联系，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中吃了亏，

倾向于从“零和”视角审视国际关系，特别是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例如，在选

举期间，特朗普将中美经济关系看作是一场“战斗”———中国正在“掠夺”美

国，美国正在“输掉战斗”。

( 4) 强调“以实力求和平”。特朗普认为，实力才是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根

本保障，尤其强调军事实力是处理国与国关系最重要的基础。特朗普反复强

调美国要支出必要的经费来重建美国军队，形成历史上最强大的军力，因为外

交的一切都始自强大的军力。同时，美国还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持与美国

合作的国家。

( 5) 认为大国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者，能够基于理性达成良好关系。

特朗普认为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是对外战略的关键，“与中国和俄罗斯

打交道，将继续是美国长期的最大挑战。”②他崇尚强力，认为通过基于实力的

强硬政策，美国能与中、俄等国建立良好关系。“在实力基础上改善与俄罗斯

的关系是可能的”③“美国要先向中国人强硬”“剥夺中国人的优势”。但是，

“一个强大、聪明的美国一定能与中国交好，未来的中美关系会好于当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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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 Donald Trump's Foreign Policy Speech，”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7，2016，
https: / /www. nytimes. com /2016 /04 /28 /us /politics / transcript-trump-foreign-policy. html．
廖勤:《特朗普说过哪些中国“话”?》，上观新闻，2016 年 12 月 13 日。参见 http: / /
www. jfdaily. com /news /detail? id = 39186。
同上。
同上。



( 6) 不谋求迫使他人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对推广美国的价值观不感兴
趣。虽然，特朗普也强调美国应该重振西方价值观，但是，他反复宣称“不会

试图去传播普世价值，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种价值观”“美国是否应介入

其他国家的冲突，应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否被威胁”，美国不应继续输出价

值观，也不要强行出头，因为“美国的制度不一定适合所有国家”。① 5 月 3 日，

特朗普政府的首席外交官蒂勒森在国务院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所有的外交

行动“都是基于美国的基本价值观:自由、尊严和对待民众的方式。这些是我

们的价值观，但不是我们的政策”。他指出，在一些情况下，如果把美国的国

家安全目标与要求他人遵循美国价值观挂钩的话，“我们可能根本无法达到

国家安全目标或者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蒂勒森称，如果过度要求他

方遵循美国的价值观，并以此作为合作前提，反而会为强化美国的安全和经济

利益“制造障碍”。②

( 二) 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可能的走向
基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结合其上台后一段时间以来的对外政策

的一些具体实践，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外政策可能呈现出以下特点。

( 1) 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坚持的国际

自由主义“道统”，即维护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这可能是特朗普政府未来对

外政策中最具颠覆性的变化。特朗普在就职演说时就表示:“几十年来，我们
以牺牲美国工业为代价，发展外国工业。以消耗美国军队为代价，援助外国军

队。以破坏美国边境为代价，保护着外国边境。我们在海外倾尽所有，而我们

的基础设施却年久失修，陈腐破败。我们助他国致富，而我国的财富、力量和

信心已经渐渐消逝在地平线上。工厂一个个关停，搬往他处，成百上千万的美

国工人被丢在脑后。财富从我们的中产阶级的手中流逝，却被分配到了世界

各地。”③这就意味着，美国将从过往的全球化模式中后撤。

特朗普这种颠覆性的想法受到美国的建制派以及美国盟友强有力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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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 Donald Trump's Foreign Policy Speech，”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7，2016，
https: / /www. nytimes. com /2016 /04 /28 /us /politics / transcript-trump-foreign-policy. html．
高行:《蒂勒森称以后不追求别国遵循美价值观了，专家:谈放弃还早》，澎湃新闻，2017 年
5 月 4 日。参见 http: / /www. thepaper. cn /newsDetail_forward_1677880。
Donald Trump，“The Inaugural Address，”The White House，January 20，2017，https: / /
www. whitehouse. gov / inaugural-address．



制。事实上，正是在上述力量的作用下，特朗普政府的相关做法已开始有所转
变，最初特朗普对北约和日韩等盟国态度消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在坚持
要求对方在盟友关系中负担更大的责任与支出为美国减负的同时，特朗普政
府已转而正视北约以及日韩的盟友地位。

( 2) 在战略态势上继续进行战略收缩。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维持霸
权的目标与维持霸权的能力之间的落差不断加大，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
国就开始了战略收缩，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应由办好自己的事情开始。

在这一点上，特朗普的思路与奥巴马是相似的。所不同的是，特朗普比奥
巴马更加“内倾”，把办好自己的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而且，关于美国
需要一个怎样的国际秩序，需要制定一个怎样的全球战略，到目前为止，特
朗普仍没有一个整体性的设计。特朗普战略收缩的突出表现是强调成本
效益核算，尽可能减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投入，减少外交事务给美国带
来的负担。

( 3) 在一些外交议题和事件上紧紧围绕着所最关注的美国国内经济、移
民和反恐问题展开，为此不惜牺牲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在特朗普上台以来
的行动中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为了阻挡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特朗普执意修墙，

甚至连墨西哥总统拒绝访美也在所不惜。为了阻挡穆斯林进入美国，他明确
点名七个国家的穆斯林不能进入美国。为了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不
惜与加拿大总理交恶。为了拒绝澳大利亚代为收留的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

他断然挂断与澳大利亚总理的通话。
( 4) 在处理与各国的关系中“抓大放小”，更加重视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争

取实现大国协作。最突出的做法是试图缓和美俄关系，而不是奥巴马政府的
做法“推小搏大”，利用乌克兰和东欧国家对抗俄罗斯，利用越南、菲律宾等对
抗中国。然而，在对俄政策上，由于美俄两国在叙利亚、乌克兰等地区热点问
题上分歧严重，特朗普及其内阁成员又苦于“通俄门”调查的困扰，特朗普在
竞选期间提出的美俄关系缓和计划不得不搁浅。与此同时，中美关系比较迅
速地度过了早期的波折，在相当大程度上实现了平稳过渡。

( 5) 有关安全议题上，强调重建美国军力。特朗普在上台几天就签署加
强军备的行政命令，要求增加“更多战机、舰船和各类资源”，以重建“美国空
虚的军事力量”。在特朗普公布的首个新财年预算纲要中，强调以“美国人的
安全”为首要目标，提议将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预算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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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0%、6. 8%和 5. 9%。在应对安全威胁方面，特朗普出手更为强悍。4 月
6 日，他在上任第 76 天便赫然发动一场军事打击，动用 59 枚战斧式巡航导弹
袭击叙利亚政府的一处空军基地。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也一改奥巴马的“战
略忍耐”立场，将对朝政策确定为“极限施压”，不断展现强硬态度。

( 6) 在贸易政策上强调“公平贸易”，重双边而轻多边。特朗普的逻辑是，

美国较之于任何对手，各方面都占尽优势，没有理由达不成对美国有利的交
易。而以往美国政府放弃利用美国优势，不敢采取强硬的方式向对方要价，结
果在众多问题上都成了“冤大头”。特朗普一上台便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退
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表示
美国没有立即退出的计划，但希望进行重新谈判以“更新”协议。

( 7) 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问题上“踩刹车”，甚至“开倒车”。曾几何时，

美国人一度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如今，美国朝野对全球化的态度正在
发生重大变化，日益感到全球化已偏离了“美国化”的轨道，美国得利减少，其
他新兴国家的获利在增加。而特朗普正是这种倾向最突出的代言人，他的支
持者大多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和阶层。特朗普对全球治理也持
消极态度，甚至将气候变化问题斥为“中国的骗局”，并于 2017 年 6 月宣布退
出《巴黎气候协议》，全球治理遭遇重大挫折。

应当说，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首位既不具备政府经验，又不熟悉国际事务
与对外决策过程的总统。到目前为止，有关的对外政策总体上仍处于学习与
适应的过程中，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性构想，其中既有对所谓“美国优
先”理念的坚持，也有一些务实修正。而这种务实修正可以说在中美关系政
策领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三 特朗普政府与当前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特朗普的当选为
中美关系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何去何从，牵动全世界的目光。

( 一) 中美关系中的“特朗普因素”

就总体而言，作为政治“圈外人”，特朗普本人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缺乏
了解。作为一个商人，特朗普一直夸耀自己的谈判经验和交易技巧。在《跛
脚的美国:如何让美国更加强大》一书中，他多次宣称他经常能将对手置于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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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和不确定性当中，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① 鉴于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
力以及经商期间与中国打交道的经历，他形成了一些特有的有关中国的认识。

梳理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涉华的有关言行和 2017 年 1 月 20 日正式上任之后处
理对华关系的举措，可以发现，特朗普关于中国的认知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
几点:

( 1) 经贸议题是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优先关注。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关于
对华问题的议论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他称，“我们与中国的贸易非常不平
衡，我们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是 5050 亿美元”，②“因为中国，我们失去了五万个
制造业工作机会，甚至是 700 万个工作机会”。③ 特朗普反复重申这样的观
点:在全球贸易中，中国大获全胜，美国却一败涂地，而中国的崛起都拜美国所
赐。为此，他威胁将限制中国对美出口，“让财政部长标定中国为汇率操纵
国”④，抨击中国操纵汇率。毫无疑问，在特朗普任内，中美经贸问题将更加凸
显，其基本目的是减少中国对美出口和扩大美国对华出口。与此同时，特朗普
有可能会欢迎中国扩大对美投资。特朗普认为，对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有助于重振制造业，创造更多就业，改善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在 2016 年的
大选中，特朗普经常用中国在经济和基础设施方面取得的成就，来抱怨美国在
这方面的不足。

( 2) 在台湾问题上，鉴于共和党一贯的亲台倾向以及特朗普的顾问和助
手中不乏亲台分子，特朗普执政后美台关系的走向令人关注。2016 年 12 月 3

日，特朗普当选后，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电话，这样的情况自中美建交以来的
38 年间从未发生过。特朗普的这些举动令人们担心他可能挑战中美关系的
政治基础。

( 3) 特朗普上台后，朝核问题成为美国新政府面临的最紧迫的安全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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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朝鲜正在积极推进核武器和导弹项目，以获得对美国本土目标进行打
击的能力。对美国来说，朝核问题越来越接近容忍的底线。特朗普执政以来，

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副总统彭斯先后出访韩国，并不断表示美国

的“战略耐心”已经用尽。华盛顿除了加强与韩国和日本的政策协调之外，也
希望中国配合，加大施压力度。鉴于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和共和党在安全问题

上强硬的倾向，朝鲜半岛生战生乱的风险正在加速聚集，这将殃及整个东北亚

地区。在此情景下，中国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不可能置身事外，必将采取有
效的方式加以应对，这将使中美关系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

鉴于特朗普的中国观及其特有的反建制色彩，特朗普的上台为中美关系

带来一些全新的影响因素，这其中既有挑战，也有机遇。特朗普作为一个没有
公职经历的美国总统，结合其商人的交易特征，决定了他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

领导人，在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中，那些在传统上不可能做出的决定可能在特

朗普任内做出。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开放性和可能性是双面的，既可能是积极
的、进化的，也可能是消极的、退化的，最终的结果和状态取决于实践中的互

动。因而，如何与特朗普及其团队开展良性互动，加深理解，深化关系，是摆在

两国决策者和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士面前的重要问题。

( 二) 对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些认识
面对特朗普上台为中美关系带来的复杂局面和全新挑战，中国冷静观察，

积极应对，尤其是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在海湖庄园的成功会晤，为新形势下的

中美关系开辟了新局面。

首先，这是一次为中美关系定基调、定方向的访问。在此次会晤中，习近
平主席指出，“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

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双方要集中精力做大合作蛋糕，制

定重点合作清单，争取多些早期收获”。① 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会晤后接受
福克斯新闻采访，对会晤和中美关系给出非常积极的评价。正如美国媒体分

析指出的，在竞选期间向来发表对华强硬言论的特朗普在迎接习近平主席时
“发生了 180 度转弯”。“习特会”给中美关系注入了弥足珍贵的确定性，奠定
了建设性基调，指明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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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会晤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成果。

第一，两国元首开始建立起比较和谐的工作和个人关系，这为未来中美关
系排除各种各样的干扰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
明，中美关系重要且复杂，需要两国最高领导人以全局的眼光和战略的视角加
以指导和把握，这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习特会”仅从外交礼仪
来看，特朗普的举手投足显示了对习主席的充分尊敬，两国元首在两天内交谈
的时间加起来达七个小时，两人成功建立起良好的工作联系和个人友谊。截
止到 2017 年 7 月，两位领导人已进行了两次会晤、六次通话。2017 年年底，特
朗普还将访华。两国元首迅速建立起来的密集沟通，向两国人民和整个世界
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第二，维系两国稳定发展的各种政府间机制得以延续和升级。特朗普上
台后，由于他在美国政治光谱中的“反建制”特征，人们一度担心，中美间一些
重要的对话机制，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否能得以延续。这次会晤的成
果表明，像“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重要的对话机制不仅得到了延续，而
且还得到了改进和升级与发展，原先的对话机制分成了四个，分别是外交安全
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和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中美已经举行
了外交安全对话和全面经济对话，这有助于提高对话的质量和效率，夯实中美
关系稳定的制度基础。

第三，为两国解决经贸问题定下了积极的基调。面对特朗普反复强调的
两国贸易失衡的问题，习主席在与特朗普会晤中提出了“做大蛋糕”的思路，

提出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关键是着眼于“增量”，双方同意通过“100 天行动
计划”确定增量的盘子，并取得了一系列早期收获。这在相当大程度上避免
了两国在经贸领域的“零和”局面，稳定或进一步夯实了经贸关系在两国关系
中“压舱石”的地位。

第四，在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方面达成了初步共识。2013 年中国正式提
出“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后，美国疑虑很深，视之为企图挑战美国对现行国际
秩序“领导权”之举，不仅不参与，而且挑拨离间，阻止别国参加。特朗普政府
做了调整，派出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格 ( Matt
Pottinger) 代表美国政府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6 月 22 日，特朗
普总统在白宫会见杨洁篪国务委员时进一步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在“一带一
路”有关项目上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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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中美就朝核问题进行了坦率的沟通，涉及历史、现状和未来，加深了
特朗普政府对朝鲜半岛事务复杂性的认识，也使双方在有限空间里开展旨在
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失控破局的协调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两国间的各种结构性矛盾，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
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展望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风险仍在，不能掉以轻心。

首先，当前的美国政治紊乱复杂，内斗不休，尤其是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
矛盾尖锐复杂，存在激化的可能，如果政治利益勾兑失败，不排除“通俄门”等
丑闻被进一步发酵，从而影响特朗普执政的稳定性。不仅如此，迄今为止，特
朗普内阁 80%的副部长、司局长和驻外使节岗位仍然空缺，这对从上到下政
策的贯彻执行构成巨大风险。与此同时，特朗普的一些处理中美关系的方式
也引发了建制派的不满，认为特朗普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是高举轻放，中国获益
颇多，“像是天天过圣诞节”，在政府内外都对特朗普形成压力。随着建制派
与反建制派内斗的加剧，不排除这种内斗外溢对中美关系产生冲击。

其次，不按常理出牌是特朗普突出的行事特征，其本人及其团队交易思维
重，强调所谓“对等”，处理对华关系注重“结果导向”，一旦发现在一些问题没
有达到预期目的，随时有可能“翻脸”，在一些事关中国核心和重大利益的问
题上，以“赌徒”的方式再度挑战中国的底线。

再次，在朝核问题上，特朗普把过多希望和责任推到中国身上，想当然地
认为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在中国手里。如果他认定中国“不帮忙”或者“假帮
忙”，有可能在美国国内政治因素驱动下，与中方“闹情绪”，启动对朝“二级制
裁”，甚至可能铤而走险地对朝采取极限手段，值得高度关注。

最后，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亚太安全政策和南海政策
与奥巴马执政后期相比，保持了相当的延续性。2017 年 5 月以来，特朗普执
政团队中以国防部长马蒂斯、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为代表的战略派
的影响力上升，对主张经济优先的“高盛帮”形成牵制，南海巡航、对台军售等
行动纷纷出笼，这有可能使中美在西太平洋一线的战略对峙再度上升。

【责任编辑: 张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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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shared interes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might have moved backward significantly. Since the end of Cold War，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found new anchor i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political，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China is gaining more power in shaping the
direction of bilateral relations，such as in dealing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and coping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potential challenge posed by a rising
China，the United States launched the strategy of Ｒebalance to Asia. Meanwhile，
China proposed to develop 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Ｒ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hape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Likely，the United States will adjust itself to the rising of China，
an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ll develop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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