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的国内动因

刘卫东

［内容提要］从 2017 年年底开始，特朗普政府以经贸问题为核心，对华实施了力度空前的压

力。美国国内各界对此的反应也明显与以往不同。工商业界、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国会议员虽然

对于是否应打贸易战存在分歧，但在对华强硬方面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特朗普政府，整个美国社会的

对华关注度大幅提升，尽管仍存在不同派别，但其共同诉求多于差异，均对华表现出强烈的焦虑感

和紧迫感，要求调整对华接触战略，均大力推动特朗普政府打破传统、主动行动。不过，美国各界多

不愿承受在与中国对抗中的利益严重受损，相关群体与其背后的国会议员都在为此而对特朗普政

府施压。这一总体姿态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推动其在强度上有所突破，加剧

了其反复无常的政策特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美对抗的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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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 年底开始，特朗普政府对华姿态出现急

剧调整，连续出台多项施压举措。与以往不同的是，

本次美国政府对华施压在其国内得到普遍支持，各

界似已迅速对此达成共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非

常复杂，既是中美相互地位发生明显转变后的自然

产物，也与当前两国互动中一些特定因素和具体事

件的触发密不可分。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施压的背

后，是美国国内对华认识的显著变化。从不同群体

的立场转变着手去观察和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

的调整，将为我们理解中美关系的走向提供一个有

说服力的视角。

一

在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施压之后，其强硬、坚

定、不计后果、反复无常的行为方式非但没有在国内

引发多少非议，却博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推崇，特朗

普处理经济问题的工作认可度还随之上升。① 这一

现象表明，美国国内各界的对华观已发生了深刻变

化，对中国的怀疑与担心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

点。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内积累已久的对华负面

情绪与诉求集中爆发出来，力图利用其当政的有利

时机影响政府决策，并重塑美国的对华战略。美国

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影响突出的力量可以归纳为以下

几个。
第一是工商部门。中美经贸合作历来被视为两

国关系稳定的压舱石。但是近年来，美国商界的对

华认知在悄然发生变化。代表 850 家会员企业、位

列华盛顿游说大户第一的美国商会在其《2017 年度

报告》中宣称，相比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增多，中国

对外国企业的限制令其愈发感受到敌意。会员企业

反映最多的问题包括: 法律不明确、存在保护国有企

业不受市场力量影响的规定、政府官员对规章制度

的解读不一致、政策制定和执行缺乏一致性。在这

种情况下，80%的美国在华企业感觉其受欢迎程度

低于前几年，超过 60%的企业对中国未来 3 年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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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开放市场没有或几乎没有信心。① 美国制造业

协会发表声明称: “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和使用

不公平贸易举措对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就业岗位

带来明显威胁。”②美国内还有人认为，中国 2016 年

通过的《网络安全法》强制要求金融和通信等行业

的外国公司接受安全检查、在中国境内存储数据，将

令其运营成本更高，或使其无法进入中国市场; ③

“中国屏蔽谷歌、推特、脸书之类的美国互联网企

业，却在国内推出了极为成功的替代产品……这也

是极为典型的贸易壁垒”。④ 而更大的问题是遭到

“不公平对待”的美企无法得到国际规则的有效保

护，美国商会大中华地区副总裁杰瑞米·沃特曼

( Jeremie Waterman) 表示，中国限制投资的体制和要

求技术转让的其他工业政策使得近年来中国对于外

国公司来说已不再那么有吸引力，而很多此类政策

不能被世贸组织( WTO) 的规则所改变。⑤ 在特朗普

政府实施对华强硬政策后，美国工商界总体上是支

持的，但对于打贸易战则感到不安。美国 CNBC 电

视台汇总了 15 家美国公司和贸易集团对特朗普对

外国钢铝制品增税的反应，只有铝业协会和通用汽

车两家表示赞同，其他均认为这会提升美国国内物

价，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⑥ 107 个美国商业组织

还给国会发出联名信，敦促其在特朗普对华贸易战

中保护消费者。⑦ 6 月 26 日，美国 270 多家全国和

地方性商业组织发表联名信，呼吁国会通过立法限

制总统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征收关税的权力。美国国

际钢铁协会及其两家会员企业还向美国国际贸易法

院提起诉讼，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国外钢铁产品加征

25%关税所依据的“232 条款”违宪。美国商会会长

多诺霍( Tom Donohue) 也警告称，特朗普总统在贸

易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可能会危及 260 万个美国就业

岗位。⑧

第二是政府外的政策精英。美国的政策精英活

跃在智库、大学、媒体与专业机构中，正是他们最早

开始对中国近年来的国际作用和中美关系的演变进

行了深刻反思，不断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国

会听证，主动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在塑造对华舆论

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政策

精英对华看法基本是负面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一是确信中国已在逆美国希望而行。前助理国务卿

坎贝尔( Kurt Campbell) 和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

全顾问拉特纳( Ely Ｒatner) 联合撰文称，无论美国祭

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没有像预期那样改变中国。
美国的一系列期待都落空了。⑨ 二是认为中国在外

交上已放弃韬光养晦战略，转而变得“咄咄逼人”。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约翰逊( Christo-
pher Johnson) 表示: 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听起来是说

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哲学正式消亡了。”瑏瑠三是认为中

美的竞争正从利益领域转向制度层面。有美学者指

出，“北京的年轻人似乎坚信，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世

界上最好的，尤其是特朗普当上总统后，他们似乎认

33

《现代国际关系》 2018 年第 7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Made in China 2025，Global Ambitions Built on Local Protec-
tions，”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2017，https: / /www． us-
chamber．com /sites /default / files / final_made_in_china_2025_report_full．
pdf．( 上网时间: 2018 年 2 月 25 日)

David Lauter and Jonathan Kaiman，“Trump’s China Tariffs
Get Bipartisan Support，Ｒeflecting Widespread U．S． Disillusionment with
Beijing，”Los Angeles Times，March 22，2018，http: / /www．latimes．com /
politics / la－na－pol－trump－china－tariffs－20180322－story．html． ( 上网时
间: 2018 年 6 月 19 日)

易林:“中国高科技领域 美商还有无立足之地?”美国之音，
2017 年 1 月 27 日，https: / /www．voachinese．com /a /us－tech－firm－chi-
na－20170126 /3694379．html．( 上网时间: 2017 年 7 月 13 日)

Adam Minter，“The Great Firewall Is A Trade Barrier，”
Bloomberg，March 27，2017，https: / /www． bloombergquint． com /opin-
ion /2017 /03 /26 /china－s－great－firewall－is－yet－another－trade－barrier．
( 上网时间: 2017 年 9 月 25 日)

David Lawder，“U． S． Business Groups Say WTO Unable to
Curb Many Chinese Trade Practices，”Ｒeuters，October 5，2017，ht-
tps: / /www． reuters． com /article /us － usa － china － trade /u － s － business －
groups－say －wto － unable － to － curb －many － chinese － trade － practices －
idUSKBN1C92UL．( 上网时间: 2018 年 4 月 3 日)

Fred Imbert and Thomas Franck，“What Companies and Trade
Groups Are Saying about Trump’s Steel and Aluminum Tariffs，”CNBC，
March 1，2018，https: / /www．cnbc．com /2018 /03 /01 /what－companies－
and－trade－groups－are－saying －about－ trumps－steel－and－aluminum－
tariffs．html．( 上网时间: 2018 年 6 月 10 日)

Vicki Needham，“107 Business Groups Urge Congress to Pro-
tect Consumers from Tariff Battle with China，” The Hill，April 12，
2018，http: / / thehill．com /policy / finance /382797－107－business－groups
－urge－congress－to－protect－consumers －from－tariffs－battle．( 上网时间:
2018 年 6 月 10 日)

Josh Delk，“Chamber: Trump’s Trade Policies Could Threaten
2．6 Million Jobs，”The Hill，May 31，2018，http: / / thehill． com /blogs /
blog－briefing－room /390179－trumps－tariffs－could－cost－26m－jobs－re-
port．( 上网时间: 2018 年 6 月 10 日)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Ｒatner，“The China Ｒeckoning －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Foreign Affairs，March /A-
pril，2018，pp． 60－70．

Charles Clover，“Xi Jinping Signals Departure from Low－Pro-
file Policy，”Financial Times，October 20，2017，https: / /www．ft．com /
content /05cd86a6－b552－11e7－a398－73d59db9e399． ( 上网时间: 2018
年 3 月 15 日)



为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①“在十九大的报告中，

中国为希望实现现代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展现了一

个新的路径……意味着中国将自身的成功视为自由

民主模式可靠的替代物。”②“西方民主正处于防御

中，基于经济进步和民族自尊的中国实用的威权主

义提供了一个( 与西方) 严重对立的模板。”③四是称

中国一直在“欺骗”和“玩弄”美国。有学者称中国

这种做法甚至已“长达百年”，“如果中国认为美国

将会失败，就不会让步; 如果认为美国将坚持到底，

它将寻求找到能够安抚美国的最低限度的改变。”④

有人认为一旦中美出现争端，“中国可能会试图通

过提供投资让步，来支持像姆钦和库德洛这样的亲

金融官员，以对抗像纳瓦罗这样的强硬派。他们可

以通过对美国制造汽车的市场准入和购买更多美国

商品以减少贸易逆差来吸引特朗普。但这些都没有

解决更大的问题。”⑤著名媒体人士法里德·扎卡利

亚( Fareed Zakaria) 认为: “在严厉制裁中国这个问

题上，我倒愿意让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去试一试，

其他方法都不起作用。”⑥

第三是美国国会。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会议

员在中国问题上频频作出表态，积极迎合特朗普的

政策主张，且两党议员态度并无大的分歧。在共和

党方面，参议员丹·沙利文( Dan Sullivan) 认为:“美

国必须制定一项计划，引导全球努力，以市场为基础

来应对中国的经济侵略。”⑦众议员泰德·约霍( Ted
Yoho) 则宣称“中国的锐实力不同于软实力，前者是

隐藏的和强制性的，不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吸引力，而

是在中共控制信息和压制不同意见的基础上的。这

威胁到媒体独立、学术自由以及冷战结束以来的基

础民主。”⑧在民主党方面，参议员施罗德·布 朗

( Sherrod Brown) 宣称，中国的欺诈行为让美国人失

去了工作机会，我为美国政府坚定打击中国持续的

违法行为喝彩。参议员杰夫·默克里 ( Jeff Merk-
ley) 认为:“中国不是唯一采取掠夺性经济手段的国

家，但是很明显中国在破坏国际标准和准则、忽视协

议以及在以自己的方式获取国际市场方面是领头

的。”⑨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 Nancy Pelosi) 则

呼吁“不能因为经济关注而忽略了中国的人权问

题”。瑏瑠 除了表达对华不满外，国会还采取了很多实

际行动。在 2017 年 11 月特朗普开启访华之行的前

夜，众议院通过了两党联署的支持达赖喇嘛的议案。
两党议员还提出立法，要求所有涉及敏感行业的外

国投资，都必须经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针

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确。众议院在其《2019 年国防

授权法》中，提出国防部有权终止对参加中国“千人

计划”之类项目学者的所有资助。此外，参众两院

还以史上罕见的全票形式表决通过了所谓的《台湾

旅行法》。
不过，国会对特朗普政府采取强硬对华政策的

反应也有矛盾之处。一方面，议员们希望特朗普强

硬到底，这在反对特朗普在制裁中兴问题上态度摇

摆一事上表现尤其明显。近期 27 名两党参议员联

名敦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财政部和商务部，反对

对中兴公司进行有条件豁免; 32 位民主党参议员联

名给特朗普写信，质疑其企图协助中兴恢复正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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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有违“美国优先”的竞选承诺; 众议院拨款委员

会还在一项拨款法案中增加了一条修正案，要求商

务部继续执行制裁中兴的方案。① 但另一方面，为

了阻止特朗普不顾一切发起关税战从而损害美国选

民利益，46 名众议员给特朗普写信，宣称在“问责

中国不诚实贸易行为的同时，也要确保避免中国的

反制举措伤害美国的农业。”②众议院议长保罗·瑞

恩( Paul Ｒyan ) 和 参 议 院 多 数 党 领 袖 麦 康 奈 尔

( Mitchell McConnell) 均对特朗普增加关税的行为表

示担忧。2018 年 7 月 11 日，参议院以 88 对 11 的表

决结果通过了一项议案，呼吁特朗普政府在以国家

安全名义对进口商品增税时，应征询国会的意见，全

部 49 名民主党人和多数共和党人( 39 名) 投了赞成

票，表明两党对特朗普的行为普遍存在担心。议员

们显然试图追求一种美国单赢或中国单输的选项，

一旦受阻，他们的关注重点就会转向美国增税所致

的自身风险提升的问题上，主要代表地方利益的国

会不会任由特朗普政府因对外施压而造成持续和严

重的对内间接伤害。
除了上述几个突出的力量群体对政府的对华政

策施加影响，近年来美国普通民众的对华态度也值

得高度关注，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的一些变化颇具

深意。根据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的调查，从 2008 年以

来美国公众对华负面认识的比例不断提升，即使是

在对华相对友好的年轻人中，在 2006 ～ 2016 年间其

不喜欢中国的比例也上升了 21%。③ 但在特朗普就

职后，美国公众对华好感却出现反弹，盖勒普和皮尤

的调查都反映出这一趋势，皮尤认为这与美国经济

状况好转因而认为中国的经济威胁下降有关，不过

如果出现中国与邻国发生冲突的情况，将有更多美

国人支持动用武力来帮助盟国。④ 而盖勒普的民调

显示，从 2011 年来一直有过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世

界经济的领头羊是中国; 但在 2018 年，认为是中国

的下降到 44%，认为是美国的则上升到 42%，几乎

与中国持平。⑤ 这意味着美国公众面对中国时自信

也在增强。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制裁中国后，62%的

美国人认为值得冒险与中国进行关税战，以使美国

取得更好的贸易条件，其中 65%的共和党人相信特

朗普的举措最终会成功，23%的民主党人持有相同

看法。⑥ 68%的被调查者认为，与中国进行贸易战对

美国经济和选民有害; 44%的被调查者支持对中国

商品增加关税，45%反对; 如果因为提升关税增加了

生活成本，44%的被调查者表示可以接受，47%不可

接受; 如果增税将引发中国提高对美商品的关税，则

有 51%的被调查者反对进行关税战，40%支持。⑦

而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们表示并不担心贸易战会在

中期选举中对共和党造成伤害。⑧ 这些民调结果传

递出丰富的信息，值得进一步解读。一是美国民意

的分裂仍很明显，对于贸易战，支持与反对者基本持

平; 二是在对华自信提升的背景下，美国公众虽相信

贸易战有害，但多认为至少值得尝试，以换取更好的

贸易条件; 三是有近半数美国民众愿意忍受生活成

本的上升以打赢对华贸易战，可见其对华不满已很

严重; 四是民意中的党派色彩依旧鲜明，共和党人对

特朗普的对华施压效果信心十足，民主党人则相反。

虽然美国国内各界普遍支持对华强硬，但在具

体立场与诉求上还是有所差别，可以就此将其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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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四类。一是“意识形态派”，其代表人物包括共

和党参议员鲁比奥( Marco Ｒubio) 、白宫国家贸易委

员会主任纳瓦罗( Peter Navarro) 、前白宫战略顾问

班农( Steve Bannon) 等。这些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

态色彩，将中国明确视为“天然的”敌人和最大的威

胁，基本上“逢华必反”，追求全面遏制。二是“战略

派”，以两党建制派人物和智库政策精英为主，主要

关注中美相互实力地位和中国的长期战略，认为美

国过去几十年奉行的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美国

必须抓住最后机会迅速改变战略，以“短痛”来赢得

长远的成功。① 三是“逐利派”，以支持特朗普的中

下层选民为主。他们习惯于从短期利益得失的角度

考虑对华关系，对中国的不满主要来自于“吃亏”心

态，相信必须依靠美国的强大实力来改变中国“单

边获益”的游戏规则，强迫中国低头，但改造中国的

意愿并不强。四是“维稳派”，主要包括工商业界和

部分官员，他们支持加强对华施压，试图通过更有效

的外部压力改变中国的行为，但强调政策的正当性、
针对性和渐进性，反对不计后果与中国对抗。这些

派别分布于不同的价值和利益群体中，共同影响着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决策。

二

在促成美国国内对华观发生转变的诸多因素

中，除了中国崛起导致中美差距缩小所带来的危机

感以外，美国国内主流思潮的变化与政治社会现实

的冲击，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其对中国认识的调

整。
在帮助特朗普进入白宫的诸多因素中，美国民

粹主义的盛行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民粹主义者

始终如一支持特朗普，期待他能认真兑现“美国优

先”“雇美国人、买美国货”等竞选承诺。而以班农

为代表的另类右翼( Alternative Ｒight) 分子对特朗

普寄予厚望，坚定支持其施政计划。特朗普就职后

继续坚持民粹路线，依靠民粹主义者的支持来与建

制派对抗; 他虽曾公开否认与另类右翼的关系，②却

将班农的主张视为其“美国优先”原则的理论基础，

班农离职后，其观点仍对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方方面

面发挥着影响。

民粹主义者与另类右翼分子对外部世界有自己

的理解。一是另类右翼人士相信世界已经变得更加

危险，中国崛起对美带来的威胁被低估了，当中国成

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时，美国却在逐步衰落。
班农离任后不断渲染“中国使美国变得像其附庸国

一样”“现在的中国就是 1930 年的德国”“和中国的

经济战争就是一切”等言论，反映出这一群体对中

国深深的忧虑和敌视。二是另类右翼分子秉持白人

至上理念和排外情绪，对于中国移民不说英语、炒高

美国房价等行为怨气十足，一些团体还在其宣传册

内印上“白人靠边，中国人接管了”的煽动性口号来

刺激民众。③ 三是民粹主义者反对全球化和国际贸

易，认为这夺走了他们的工作，而中国被认为是全球

化的最大受益者和重要维护者，因此民粹主义者很

容易就将中国视为对手，支持对华采取强硬政策。
四是民粹主义者追求分配正义和公平权利，在其眼

里，中国长期以来的对美贸易顺差显然是“不公平”
的，中国与美国的精英们“合谋”剥夺他们，在反国

内精英的同时，他们也支持对华展开“反攻”。
从美国的社会环境来看，一个时期以来，中产阶

级比例下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与移民和少数族裔

相关的种族冲突此起彼伏，政治衰败现象频现，以白

人蓝领为代表的工薪阶层对自身处境愈发不满，而

中国则因其所谓不公平竞争、商品倾销、移民陡增而

被认为是很多问题的背后致因。加上特朗普在大选

期间指责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偷走了美国的机

会”，不断将矛盾焦点转向中国，导致对现状不满的

基层选民在中国身上找到了发泄渠道，久而久之，

“怪罪中国”和对华强硬就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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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精英阶层则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待中

国。他们并不认为中国要为美国自身的问题负责，

但中国对美的挑战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在国际上

正与美国展开全面竞争，到美国国内“窃取技术”
“恶意收购”，使用“锐实力”进行胁迫，甚至试图将

意识形态渗透进美国社会，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民

主体制。他们从中美互动中感受到的更多是失望和

不安，以及对未来的忧患。可以说，逐步趋同的对华

观将并非同路人的美国各界人士联系在一起，使其

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的坚强后盾。在总体消极

的对华观影响下，美国国内的两党之间、建制派与非

建制派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在对华认识问题上的

分歧都明显减少，整个美国政坛上已无知华派的身

影，连在一贯反对特朗普的传统媒体上也没有人为

中国说话。各方普遍认同朗普政府对华的基本定

位，相信中国已从美国期待的“追随者”转变为现实

中的“竞争者”“挑战者”。《华尔街日报》评论道，

美国的自由派、保守派和民粹主义者们在欧洲、中东

等很多国际事务上都存在分歧，但他们在面对与中

国相关的事务上却越来越有共识，那就是“应对华

强硬”。①

再者，在美国社会中，对华关注度大幅提升。对

华政策在过去属于相对小众的话题，但是现在，美国

社会各界都积极参与进来表达关切。中美关系以往

从未吸引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尤其是连大学行政机

构、行业协会、工农阶层等“圈外”群体，现在也纷纷

出面表态，以“中国的长臂伸进美国校园”②“中国黑

客为何成为美国的主要威胁”③“中国的锐实力如何

让国外噤声”④等醒目主题来表达不满，意味着越来

越多社会群体的利益和情绪被卷入到中美互动中，

导致其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愿望不断增强。
此外，美方对华关注正从“软议题”转向“硬议

题”。美方认为，中国的“强势领导”和“自信民众”
试图通过修改国际规则、建设“国家资本主义”、发

展超出需求的军力和发挥“锐实力”来挑战美国的

领导地位和国家安全，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

弗·雷( Christopher Wray) 甚至宣称，整个中国社会

都是对美国的威胁。⑤ 这些指控涉及到基本路线或

战略规划，中国能够做出调整的能力和空间有限; 而

原本在中美关系中非常敏感的人权等议题的重要性

下降，表明美国对华外交中的理想主义成分基本破

灭，“改造中国”的企图让位于“压制中国”。
不过，对于中美当前的竞争博弈，美国内各界普

遍不能接受双输的结局。美国各界相信对华施压是

正确选择，但并不希望付出过高成本。“所有的政

治都是地方政治”，当国家利益与地方政治发生冲

突时，政府决策就会变得敏感微妙。当前美国伤害

中国的能力显然要超过中国的报复能力，但中国的

体制结构赋予了其强得多的忍耐力。贸易战中没有

赢家，比拼的就是谁更能承受打击。如果特朗普政

府无法迅速找到一种美国单赢或中国单输的有效政

策选项，美国的利益受损群体及其代理人就会放弃

国家利益，以求保护自己，转而向特朗普政府反向施

压，使其无法在贸易战中走得太远。

三

特朗普执政之后，在民粹主义裹挟、建制派牵

制、民主党对抗、核心选民期待和社会舆论压力下，

并未推进预想中的“交易型外交”而让中美关系出

现相对稳定、可控的局面; 恰恰相反，正是在这位

“商人总统”任内，美国对华不满集中爆发出来，并

迅速转变为相关政策。对于美国国内因素在其中发

挥的作用，从效果上讲，可以做以下评估。
第一，史无前例的国内共识赋予特朗普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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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的强烈推动力。历史上美国对华定位一定程度

上飘摇不定，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认识迅速

形成共识，“修正主义国家”和“竞争对手”的定位得

到政府、精英和大众的普遍认同，这种现象应该是中

美建交以来的首次。当前美国各界一致认为，传统

的对华接触战略必须做出深刻调整，否则美国将失

去未来。这种决策环境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之举

既有动力又有压力，使其在与中国对抗时几无后顾

之忧; 但政策调整空间也受到压缩，即使只是做出战

术性让步，也可能引发国内各界的强烈反弹。
第二，国内压力迫使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施压强

度上有所突破。当前美国国内各界均相信，不能再

像以往那样仅满足于中国的战术性让步而不彻底解

决实质性问题，必须从调整结构和机制着手迫使中

国做出改变。为了体现出与以往的不同，各界正推

动特朗普政府出台一些空前的强硬之举以求取得突

破。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为了比拼谁更能代

表美国选 民 的 利 益，两 党 也 会 争 相 顺 从“主 流 民

意”; 特朗普政府亦需向民众证明其会守信，坚持对

华“极限施压”将成为顺应国内压力的标志性举措。
第三，美国国内的对华认识分歧和利益差异加

剧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反复无常。虽然目前美

国各界已达成原则性的对华共识，可一旦涉及到具

体问题，利益冲突就会使相关博弈变得复杂。美国

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对华接触政策? 美国是否能

够或应该承受与中国全面对抗的风险? 美国愿意付

出多大成本来迫使中国改变? 政府如何补偿利益受

损群体才能使各方满意? 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答

案。由于不同群体在对华交往中的融入度和获益程

度差别很大，而其背后则是代表当地的联邦议员，这

种利益纠葛会明显增大联邦政府平衡国家利益、地
方利益和群体利益的难度，特朗普政府的涉华政策

反复无常、朝令夕改，与美国国内的利益博弈也不无

关系。
第四，国内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美竞争

与对抗的烈度。由于对华强硬已经成为美国国内的

政治正确，美国各界都会反对特朗普政府对华妥协，

中美之间的紧张对抗将会成为今后一个阶段内的常

态; 但这又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制约，在国家利益与

选民利益并不完全重合的背景下，一旦对抗导致美

国显著丢失就业岗位、某些产业出口明显受阻、国内

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对抗导致的即时利益受损就会

产生比对华隐忧更强大的舆论效应，使得那些希望

中美关系能维持相对稳定、不致破局的声音能得到

更多的关注，特朗普政府也将不得不做出妥协，从而

适当控制对华竞争与对抗的烈度。

四、结 语

在对华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不惧冲突对抗，敢

于突破界限，坚持以结果为导向，为达目的不择手

段。这些表现既是由于其原本就对维护中美关系稳

定兴趣不大，也是美国国内因素积极推动的必然结

果。但由于美国主流观念尚未将中国视为敌人，因

此还难以在国内凝聚起像当年应对苏联时的那种共

识，在对华施压方面仍是患得患失，时紧时松。同

时，中国的独特性及其与美国不同群体间利益交融

的复杂性决定了美国各界很难迅速就对华战略达成

共识，对美国来说，中国依然是个哲学问题。① 因

此，美国调整对华战略不会一蹴而就。从长远来看，

国内因素推动美国政府对华外交转型已是大势所

趋，但对华合作仍无法回避，美工商与金融界力图维

持或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地方政府期待中国

资金的投入，美国选民则希望继续享受中国物美价

廉的商品，这一切都决定了对华接触政策只能被修

改而无法被彻底放弃。换个角度来看，美国国内群

体对华利益诉求仍有且将长期存在显著差异的现

实，也为中国对美发挥能动作用提供了机遇，是否能

够在加快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有效利用美国国内的

不同声音来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决策，也将在很

大程度上考验中国的外交智慧。○
( 责任编辑: 王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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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obert D． Kaplan，“The Trap of Empire and Authoritarian-
ism，”The National Interest，March 5，2018，http: / /nationalinterest．
org / feature / the－trap－empire－authoritarianism－24761． ( 上网时间: 2018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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