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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中美建交 40 周年。40 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两个大国的关系也随着
世界格局的变化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在当前中美在经贸和技术领域的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如
何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迈入新时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该如何看
待和把握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接受观察者网专访，
从文明冲突和世界格局变迁的角度解析中美关系。】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2019 年 1 月 1 日是中美建交 40 周年纪念日，您能否为我们回顾一下这 40 年
中美关系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当下的中美关系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杨光斌：首先，我们来谈一谈 40 年前中美为什么会建交。可以说，40 年前中美两国正式
建立外交关系，是两国共同的利益需要和必然选择。
美国的外交政策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另一个就是所谓的价值观、
意识形态。对于美国来说，当安全需要首当其冲的时候，价值观、意识形态就可以放一放。1979
年正值冷战的高峰期，中美两国都有对抗苏联的共同安全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建立了外
交关系。
40 年来，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 80 年代的准同盟式关系。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比如里根总统上台的
头两年，1982 年-1983 年，给两国关系制造了一些困难，但是在他 1984 年访问中国之后，双
方的关系在整个 80 年代都维持在了建交之初的一种同盟或者说是准同盟的关系。其间中美双
方有很密切的军事、经济合作，美国一些很高端的技术，包括卫星技术、导弹技术都曾在这个
时期转让给中国。美国在 80 年代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给予了比较大的支持。同时，我们也给
美国的对华贸易、对华投资提供了很多方便和支持。例如中国开放之初美国人说你们没有专利
法，不能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当时我们就迅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二阶段，上世纪 90 年代到 2015 年，中美一直维持在一种“正常化的国家关系”，其间
虽然风波不断，但是中美双方各种势力都在努力调整，维持了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向。1989 年
-1991 年，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整体震荡，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随后苏联解体、东欧易帜。
对于美国来说，安全的威胁没有了，意识形态便提升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高度。
因此在在 90 年代初的几年，美国一直是在人权等等方面为难中国，把人权问题与中美贸
易挂钩，每年都有这样的风波。但是美国当时的商业利益集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每年努力
做工作，不让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中美关系在整个 90 年代都在调整当中。1999 年 5
月 8 日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实际上是一种战争行为。但是克林顿总统和江泽
民主席还是从两国战略的高度最终大事化小，没有影响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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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2015 年之后，我个人称之为“新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中，两国习惯于合作，
对于美国来说，他们期望在接触中改变中国。但是 2015 年之后，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可能都
达成了共识，转而寻求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对抗。有人称之为“新冷战”，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
“新阶段”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到底怎样发展是有弹性的，有时可能对抗，有时可能合作，
但是，我们可以引用基辛格的一个定位来表述这个时代，就是“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

观察者网：对于中美关系这个“新阶段”的变化，现在国内有很多人认为是中国近几年
来过于“要强”，宣传“厉害了我的国”导致美国做出的反应，还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应该回
到过去“韬光养晦”的策略，埋头低调谋发展，让美国能够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对此您怎么
看？
杨光斌：这种看法就是把美国人当傻瓜了。其实美国人不是傻瓜，他们的很多精英是非常
厉害的。
首先，美国遏制中国的策略不是近两年才开始的，而是在 90 年代中期就已经形成。或者
说，美国的战略精英早在 20 年前就意识到中美的这种基于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其中最典型
的是亨廷顿在 1994 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到，西方文明面临最迫切的冲突当然是
来自于伊斯兰文明，他预测下一个世纪初这两个文明就会爆发冲突，这一点他判断得很准确。
但同时他认为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威胁不是根本性的，因为伊斯兰文明一是不团结，二是没有核
心大国来挑战美国。亨廷顿借用李光耀 1994 年的一个定位，他说中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
与者，她的到来会改变世界秩序，会使得世界秩序重新平衡。所以亨廷顿和李光耀一样看到了
中国的规模，以及这种规模可能带来的对于西方统治的世界旧秩序的挑战，所以说亨廷顿在《文
明的冲突》序言中这样说：“如果中国政治稳定保持 20 年，如果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保持 20
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是肯定的”。
所以 90 年代中期美国那帮保守派战略家都看到中国规模带来的影响，他们主张遏制中国。
但是当时由于某些客观的、偶然的因素，这一战略没有立刻实施。比如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是一个主张“在接触中改变”的自由主义派，另外就是 9·11 这一偶然事件使得美国的战略中
心迅速转移到了中东，反恐战争从 2001 年打到 2015 年，为中国谋得了 15 年的战略机遇期。
所以简单地将中美关系的现状归结于中国这几年的外交政策和宣传口径，这种看法是低估了美
国人的智慧。
另外，我认为所谓“厉害了我的国”这样的宣传对国内政治而言也没什么可挑剔的，而且
这种“厉害”表现为国家实力来说还是有所节制。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从二战之后一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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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个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在综合实力、经济规模、产业链、科技链上发展到今天的水平，
宣传一下，对国内老百姓而言没有什么过分的。但是，由于中国对外的声音往往是一元化的，
这就使得外国人听到之后可能觉得比较刺耳。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厉害了我的国”而引起了
西方对中国的敌对，他们对中国的警惕其实是结构性的，从 20 年前就预见到中国的规模上来
以后对既有的世界秩序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观察者网：为什么如今美国这种主张遏制中国的保守派声音会占据主流，其形成的原因
是什么？在这其中特朗普这样一个“非典型”总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杨光斌：有一本书叫做《国王的两个身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王一方面身体是自然
的，是属于他自己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属于社会的，公共属性，不属于他的。特朗普也可以说
是有两个脑袋，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美国社会的、国家的。
对于特朗普，我的理解就是一个经济总统，他想来想去总是经济利益至上。如果把美国政
府看作是由大脑，身体构成的一体化，特朗普作为总统就是大脑。现状是，他背后的精英集团、
利益集团也好，智库也好，这些人组成的美国统治集团的身体，整个保守化了。
为什么会出现保守化？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战略焦虑。
一是来自制度优越层面的焦虑。苏联垮台之后，“历史终结论”在世界范围内很有市场：
在外交理论上表现为民主和平，而民主国家无战争，所有国家民主了，世界也就和平了。当时
美国流行的理论是，美国是世界的终端，美国的单一霸权能够给世界带来和平和稳定。但是这
个理论仅仅流行了不到 20 年，中国就意外的崛起了，根本性地改变了西方白人统治世界三百
年的世界秩序结构，这套“历史终结论”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
二是来自文明优越层面的焦虑。从 1700 年开始算，到 2000 年这 300 年之间的世界霸权先
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其间也曾有过来自欧洲的挑战者，从高卢人到日耳曼人，再到东正教背景
的苏联人，但是这些挑战都失败了，统治权始终都牢牢掌握在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手里，也就
是英国人、美国人手里。但是今天新的挑战者——中国，属于另一种文明。一般来说，当老二
的 GDP 接近美国 60%的时候，美国就需要出手了，不管你姓谁叫什么，不管你什么制度，不管
你是苏联还是日本，都要下手。中国今天的 GDP 总量接近美国的 70%，如果按照平价购买力来
说可能更多。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的精英阶级普遍感到焦虑，这是对白人支配的世界秩序的
一种焦虑。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的变化不单单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是有世界政
治、世界文明这样一个背景在里面。
三是来自国内社会的焦虑。2008 年之后，美国国内社会分裂空前加剧，这里面有几个原
因，一方面，有色人种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和之前自由派的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这些对于
保守派来说可能有点受不了，于是在政治上他们分裂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分裂，拉美的几千
万移民，他们会组成自己学校和社区，很难被美国同化。再加上工业上脱实向虚，传统的工业
地带衰败，就业困难。一个是经济上的矛盾，二个是社会上的矛盾，加上之前提到的世界政治
结构的变化，这三重矛盾叠加，使得美国精英阶级很焦虑。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有时候适度的外部紧张关系，制造敌人，有利于
弥补国内的团结。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内部和美国内都比较团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
的存在，使他们国与国之间、美国两党之间斗争是有限的、而合作是主要的。但是当苏联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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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消失之后，美国的两党政治就变成了你死我活。不妥协不合作，变成了否决制政治。为了打
破这样的局面，美国需要制造一个外部敌人，某种程度上来说需要让中国代替原来苏联的位置，
以帮助他们缓解国内这种普遍焦虑的困境。

观察者网：当前中外很多人都担心中美关系会发展为“新冷战”，特别是前段时间美国
副总统彭斯针对中国的演说，被媒体形容为“新铁幕演说”，您对此怎么看？
杨光斌：首先，我们需要界定，什么是冷战？
冷战最主要的特征是全面对抗。当年的美苏冷战，双方的对抗不但是军事上，也在思想上、
经济上。但是今天，虽然美国有些人想要制造这样的“铁幕”，但是两国在经济上很难回到当
年美苏那样的关系，军事上也不可能像当年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那样全面对抗。我的理解，其
中根本性的原因还是我们的民族性、文化不一样。
苏联和美国之间，他们的问题总体上来说是西方文明内部矛盾的一种延续。在近 300 年
（1700 年至今）比较短的时间，也可以推到 1500 年发现新大陆，就是 500 年，这个世界秩序
是由西方人塑造的，它的起点，用新全球史的奠基者、美国人麦克尼尔的话说，欧洲人是血腥、
残暴、好斗的，与东方人相比，他们统治的起点是非常血腥，过程是非常残酷的，而结果是不
平等和霸权。这样的特征在西方文明内部反复上演，最极端的就是一战、二战。这种残酷是他
的民族性所决定。西方国家不论叫什么，叫苏联也好叫美国也好，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在历史上民族主义国家具有天然的扩张性，所以民族国家之间的故事都是很惨烈的。美国就是
这样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而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体。文明体
的行为方式和民族国家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
中美两国如果出现冷战，意味着第一是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全方位对抗。在当
前的大国博弈中，当美国这样的帝国遇到了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的时候，中国不太可能像俄
罗斯这样的“战斗民族”去硬碰硬，而是有可能会四两拨千斤，用比较弹性的方式去应对。换
句话说，美国可能有一部分人想搞铁幕，想搞冷战，但是中国如果不接招怎么办？第二，这种
对抗是有组织化的对抗，需要结盟，最终发展为盟国与盟国之间的对抗。中国是结伴而不结盟，
我们周围有很多伙伴，在国际关系领域强调广泛合作、求同存异，在形式上和冷战是完全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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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当然中国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可能比较强硬，但是总体来说，当年美苏冷战那
样持续数十年全面对抗的情况，我认为不太可能发生。
观察者网：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的冲突还是表现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您觉得未来两国
的摩擦会不会升级，以至于扩展到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冲突？
杨光斌：目前来看，无论是技术冲突还是贸易冲突，都是属于低政治（Low Politics）的，
会不会走向外交和军事上的对抗，作为学者很难说，也很难做预测，这里面不确定性因素太多。
比如说换个总统，换个党，情况似乎会不一样。从目前特朗普政府来看，美国真正受过良好教
育的一流学者不愿意与特朗普“有染”，导致他的班子里充斥着一批二流以下的“智囊”，这
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假设 2020 年特朗普将继续当选执政，
大国之间会不会出现军事摩擦，比如说在南中国海，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不排除这样的可能。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另一个大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俄罗斯采取的行动在美
国看来是威胁更大的。比如收回克里米亚半岛，这对美国人、欧洲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他们之间关系很僵，彼此处于一种类似于冷战的对峙状态。我认为，虽然大国之间出现军
事上的擦枪走火，可能也难以避免，但是即使这种情况发生，它的结果我们也不用想象得过于
严重，因为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彼此牵制的关系。至少目前在军事层面上，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在叙利亚上与美国和西方的冲突，对他们来说军事威胁要比中国人来
得更大。
至于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随着颜色革命国家近况的失败和西方国家内部危机的加剧，使
得曾经被视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已经从道德高地上被拉下了马。另一方面，特朗普是一
个经济总统，他明确宣布不愿意在自由民主人权问题上干涉别国内政，他认为这些都很荒唐。
如果他继续执政，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太可能升级与中国的对抗。
观察者网：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曾提到“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您觉得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层面、尤其是中美关系上我们应当怎样
理解？
杨光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的理解并不是一百年，而是一个影响世界 300 年甚至 500
以来格局的变化。我刚才提到，白人统治世界的旧秩序正在动摇，这种动摇首先表现于物质财
富的转移：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工业产品总值的对比从 1980 年的西方国家占 90%，非西
方占 10%，到 2010 年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这种新兴市场国家，占到 40%，西方国家占
60%，这个结构还在继续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权力确实在发生转移，尤其是从物质财富这个
角度来说。而带领这个权力转移的是中国和印度，尤其是中国。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 GDP 占世
界经济总量的不到 2%到今天占 15%，巨大的变化有目共睹。
更重要的是，一些可能进一步改变世界秩序的要素正在出现。比如说西方统治世界的做法
是通过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政治上是联合国，经济上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等等。以 IMF 为例，目前 IMF 受制于美国国内法，改革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中国在 IMF 虽然特
别提款权的量在增加，但是中国无法取得更重要的地位，因为美国在 IMF 拥有一票否决权。在
这个背景之下中国搞了亚投行，用和西方一样的游戏规则去投资，这显然就削弱了美国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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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世界银行等组织的作用。更让西方人更紧张的是“一带一路”，其实在中国提出“一带
一路”这个倡议之前，中国已经是大约 120 个规模以上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个在历史上
是很空前的。现今再加上“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一步步推进，假设中国和“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 60 多个国家形成你中有我为中有你的密切关系，和这些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达到中
国和欧洲日本这样的经济密切程度，我们很难想象未来的场景是什么样子，或者说，中国会强
大到什么样子。
对于西方的保守派来说，这样的未来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他们会不遗余力地遏制中国。但
是对于一些自由派，他们认为美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变化。包括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就曾经发文
说，“要乐见中国崛起”。包括像《必有一战》的作者哈佛大学艾里森教授，他提出中美的“修
昔底德陷阱”，他的主张是如何避免这些陷阱，言外之意就是说中美并不必然有一战。这样的
观点美国内部有，中国国内更多，双方都有相当大的力量在努力寻求避免更加激烈的冲突。
最后，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政治的本身是很残酷的。中国人的个性不那么好斗，
因此，每当出现一些对抗性的事件，很多人就觉得不可理解。然而大国之间的对抗才是世界政
治的常态，也是历史的常识。我们新中国建国 70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承平日久，
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认为世界政治理所当然应该是和平、合作和发展，然而，历史的现实是，
70 年的和平局面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上都非常罕见。
总体来说，未来的三到五年如果出现对抗性加剧的事件，我也不感到大惊小怪，也没什么
可怕的，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由之路。历史上，从落后到发达，从二号到一号，
大国成长的道路都是非常血腥的。我们要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中国
能够不经过流血的战争而只是一些对抗，最终在对抗中崛起，完成这样的“变局”，已经是非
常幸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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