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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
如何重塑对华政策淤

吴心伯摇 摇 摇

也内容提要页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经历重要变化的美

国国内政治生态正在全方位塑造其对华政策。 在政治理念层面,美国民粹

主义扭转对华政策价值取向,改变对中国的身份界定,塑造消极的对华政策

政治与社会环境。 在政治结构层面,随着共和、民主两党热衷于拥抱本土化

势力而排斥全球化势力,倡导并实施越来越强硬的对华政策,美国社会中支

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日趋式微和边缘化。 在政治过程层面,对华政策成

为国内政治的抓手和两党博弈的筹码,对华行为趋向极端化,越来越具有对

抗性和冒险性。 鉴于美国对华政策愈来愈受其国内政治的驱动,中国要善

于利用利益、力量以及国际制度与规范,从外部塑造美国的对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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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

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格局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美国对外战略包括对华政策

越来越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于这种影响在内涵和表现形式上随着国内政治生态

的变化而变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美国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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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在全方位塑造其对华政策,并使其呈现出诸多新特征。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呈现出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民粹

主义势头强劲,并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而达到巅峰;二是政治联盟和政党的重

组;三是政治极化越来越严重、党争越来越激烈。淤 在美国国内政治发生上述变化的

同时,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也出现重大转折,中美战略竞争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全

面展开,在拜登执政后不断深化与固化。于 一些研究者发现,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对美

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如:“美国政治极化和对华政策极端

化的‘两化爷问题,出现前所未有的共振冶;盂“美国政治极化程度加深,两党政治舞台

上充满情绪化、煽动性的表演,构成美国对华政策突变的催化剂冶;榆民粹主义与反华

舆论同步高涨;虞美国国内政治联盟变化界定了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

主题等。愚 在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这些研究有助于揭示美国国内政治

变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有助于深化对中美关系变迁的国内根源的认识。 然而,
现有相关成果的不足在于,由于未能建立一个整体性分析框架,研究的学理性不强;
关于美国国内政治变化作用于中美关系的经验性研究缺乏系统性,未能充分揭示这

一重要问题的全貌。 鉴于此,本文拟构建一个整体性分析框架,阐释美国国内政治影

响其对华政策的作用机理,并通过实证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这一影响的具体表现与

特征,思考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国际效应及其限度。

一摇 分析框架

分析美国国内政治对于对华政策的影响,需要关注三个维度,即政治理念、政治

结构和政治过程。
政治理念包括政治思潮和政治主张等观念性因素,它既作用于国内政治,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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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外政策。 政治理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有研究者认为,“政治文化既

为一国外交战略提供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核心理念,也为一国的具体外交行为提供合

法性保证和国内政治支持。冶“政治文化对外交战略的外溢,最为明显地体现为对敌

人或他者的建构。冶淤就对外政策而言,政治理念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决定一国对外政

策的价值取向,建构敌人或他者身份(意象),塑造对外政策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政

治理念为对外政策提供正当性与合法性。 在过去 20 年间,世界政治思潮发生重要变

化,“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本国优先、认同政治,正在使得世界政治日益碎

片化和冲突化,对于各国的外交政策、战略关系和战后的国际秩序都构成了巨大的冲

击。冶于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政治思潮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自由主

义式微,民粹主义急剧抬头,这对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政治结构主要是指作为执政者权力基础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利益集团、政党、

社会联盟等。 执政者为巩固其权力基础,在制定对外战略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所

依靠的由特定国内行为体所组成的政治联盟的利益和诉求,这就使后者得以通过影

响前者的政策立场而干预外交决策的进程及结果冶,盂因此政治结构决定了对外政策

的利益趋向。 美国作为两党制国家,其政治结构比较固定,民主、共和两党拥有各自

的权力基础,因此一般情况下政治结构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执政党更替体

现出来。 但是在政治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的情况下,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会突破传统

的党派分野,呈现出新的特征。 这在特朗普和拜登执政时期鲜明体现出来。
政治过程包括政党与政府的政治运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 执政者推进其重

要政策议程或应对重大国内危机,行政部门与国会的博弈,国会内部两党的角力,总
统与国会选举,国内政治辩论,等等,在这些政治过程中,行为者往往利用与炒作外交

议题以服务于其国内政治需要,他们的国内政治话语、政治行为、政策主张也会对外

交产生不同程度的外溢效应,这些都影响到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外交是内政的

延续,对外政策行为不仅反映国内政治的需要,还带有国内政治运作的某些烙印。 从

特朗普执政开始,美国高度极化的政治环境显著地塑造了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

策的逻辑与行为特征。
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对外政策或对华政策的这三个变量具有不同特征。 政治理念

塑造的对外政策价值取向或建构的他者身份具有长期性或根本性,一般短期内不会

发生大的变化。 政治结构决定的对外政策利益趋向具有动态性,这是因为执政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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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的政治力量具有多元性,各种势力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会不断地进行激烈

角逐,从而导致对外政策利益诉求的动态调整。 政治过程塑造的对外政策行为逻辑

具有工具性特征,它服务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且常常带有国内政治运行的特征。 这

三个变量之间也存在重要互动关系。 政治理念变化作用于政治结构变化,同时二者

又影响政治过程。
美国国内政治通过理念、结构和过程三个维度影响到对外政策的价值取向、利益

趋向和行为逻辑。 但是这种影响并非存在于美国对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中,而当国

内政治作用于美国对某些国家的外交时,它也不是同时在三个维度上都有所体现。
然而,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这三个维度的影响却全面地和充分地体现在美国对华

政策上。 之所以如此,一是对华政策涉及美国政治思潮中自由国际主义与经济民族

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冲突,二是对华政策关系到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联盟

的利益诉求,三是对华政策能够在美国政治过程中被不同的行为者加以利用,以达到

各自的政治目的。 在这个意义上,对华政策是美国国内政治重大转型影响其对外政

策的一个典型案例。 从各个维度对这些影响进行具体考察,不仅有助于在经验层面

更好地揭示美国国内政治对对华政策的影响,更能深化对中美战略竞争复杂性的

理解。

二摇 政治理念变化与对华政策

由于 2008 年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冲击,美国民粹主义狂飙突起,成为塑造美国政

治生态的一股重要力量。 在先后爆发带有强烈民粹主义特征的“茶党冶运动、“占领

华尔街运动冶之后,特朗普在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标志着民粹主义在美国政

治中的影响力达到巅峰。 美国民粹主义包括左翼和右翼两个分支,特朗普代表的更

多是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诉求。 右翼民粹主义的核心理念是种族主义、本土主义和

民族主义,基本价值取向是反移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主张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

保护主义。淤

民粹主义思潮在美国大行其道,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 首先

体现在价值取向上。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形成的以“接触冶为特征的美国对华政策,其
价值取向是自由国际主义,它主张通过多边安排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使
中国接受反映美国利益和价值偏好的国际规则与规范,并为美国企业打开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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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取重大商业利益。 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总体上延续了以自由国际主义为价

值取向的对华接触政策。 然而,自由国际主义的政策偏好受到来自民粹主义尤其是

右翼民粹主义的挑战。 右翼民粹主义“强烈反对一切国际政治机制和以自由主义为

基础的跨国社会活动冶,淤“要求实施带有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冶,于表现

在对华政策上,就是以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以美国主张的“对等冶原则(Reciproci鄄
ty)取代国际规则,以竞争取代接触。 特朗普政府 2017 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

略》报告宣称,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面对全球范围内日益激烈的政治、经济和军

事竞争,美国需要重新思考其过去的政策,“这些政策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与竞争对

手的接触并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将使它们成为良性的参与者和可信赖的

合作伙伴。 在很大程度上,该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冶。盂 报告断言美国对华接触政策

已经失败,要与中国开展全面战略竞争。 这份报告发出的明确信号就是,在民粹主义

浪潮冲击下,美国对华政策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次是对中国作为“他者冶和“敌人冶的身份界定。 民粹主义者反对全球化,而中

国被认为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从而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民粹派将中国视为

美国精英阶层的‘合谋者爷与美国面临的最迫切挑战,认为中美经贸问题导致了美国

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引发了毒品滥用、社区崩溃等经济社会问题,还令中国获得尖端

科技,影响美国的长期福祉与国家安全冶。榆 特朗普在 2015 ~ 2016 年的竞选活动中

频频攻击中国抢走美国就业机会、“占美国便宜冶,就是对这种民粹主义情绪的直接

呼应。 通过对中国的这些攻击,“特朗普已经成功地把中国塑造成美国的‘敌人爷,强
化了其支持者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而且使得中国也成为其继续动员大众的重要工

具。冶虞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冶 “对手冶和“修
正主义国家冶,指责中国挑战美国力量、利益和影响力,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

荣。愚 这样民粹主义通过渲染中美利益冲突,不仅在社会层面而且也在政策层面建

构了中国的“对手冶与“敌人冶意象。 更为极端的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种族主义意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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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将中美竞争定义为不同文明、不同种族之间的竞争。淤

再次是塑造对华政策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在特朗普执政之前,从克林顿政府到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官方在界定中美关系的性质时都认为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中国

之于美国既是竞争者又是伙伴。于 特朗普执政后,由于民粹派和国防保守派主导对

华政策,盂他们推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界定为首要的“战略竞争者冶
“对手冶和“修正主义国家冶,对华关系也被认为充满了竞争性甚至敌对性。 随着特朗

普政府不断在话语上强调来自中国的挑战与威胁、在政策上强化全方位对华竞争,美
国对华政策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威胁冶成为美国对华观的话语和意识

形态基础,鼓噪对华开展激烈的战略竞争成为政治正确。 2019 年 5 月,拜登在竞选

活动中曾谴责共和党夸大“中国威胁冶,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冶。榆 然而,
在受到来自民主党内外的严厉批评后,拜登不得不迅速改口,转而表示美国“最大的

竞争对手是中国冶虞。 他入主白宫后更是明确宣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

手冶,美国要在经济、安全、外交、人权、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等领域与中国开展竞争。愚

拜登在有关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表态上与特朗普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反映了民粹主义

思潮冲击下美国对华政治环境的深刻变化。 不仅如此,带有强烈民粹主义倾向的特

朗普政府的对华话语和政策行为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社会对华印象。 盖洛普公司

(Gallup, Inc. )的民调显示,自 2018 年特朗普政府开启对华贸易战、加剧中美摩擦开

始,美国公众的对华好感度就一路走低,2018 年为 53% ,2019 年为 41% ,2020 年为

33% , 2021 年为 20% ,其中 2021 年比前一年下降 13% ,是美国公众对华正面看法下

降幅度最大的一年;与此同时,认为中国是美国最主要敌人的比例从 2020 年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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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l Gehrke, “State Department Preparing for Clash of Civilization with China,冶 April 30, 2019, https: / / www.
washingtonexaminer. com / policy / defense-national-security / state-department-preparing-for-clash-of-civilizations
-with-china;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也指出,“美国对华政策中是有种族主义因素的冶。 见《崔天凯:有些对

手极端自私没有良知,我们要在人格上打败他们》, 观察者网,2021 年 12 月 24 日,https: / / baijiahao. baidu.
com / s? id =1720028043565084446&wfr = spider&for =pc,2022. 5. 9。
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5 期,第 104 ~ 111 页。
张继业:《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与特朗普对华政策》,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92 页。
牛新春:《政治极化与美国对华政策转型》,《学术前沿》,2022 年 3 月(下),第 47 页。
《被媒体追问下表态,拜登:美国最大威胁是俄罗斯,中国是最大竞争对手》, 2020 年 10 月 26 日,环球网,
https: / / world. huanqiu. com / article / 40RP0fx9RZ1,2022. 5. 10。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蒺s Place in the World,冶 Washington D. C. , February 4, 2021, available
at: https: / / www. whitehouse. gov / briefing-room / speeches-remarks / 2021 / 02 / 04 / remarks-by-president-biden-
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 / , 2022. 5. 11.



22%上升到 2021 年初的 45% ,一年之中剧增 23% ,淤这与 2020 年特朗普政府史无前

例地攻击、抹黑和对抗中国分不开。 美国民粹主义思潮对中美经贸关系持负面态度,
也显著地影响了美国公众对双边经贸关系的看法。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民调显示,在 2019 ~ 2021 年间,持“对华贸

易削弱美国国家安全冶观点的从 33%上升到 58% , 而认为“对华贸易巩固美国国家

安全冶的则从 64%下降到 38% ;67%的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经济威胁,而认为中国是

经济伙伴的只有 30% ;62%的人支持对华产品加征关税,还有 57%的人赞成大幅减

少对华贸易,即使这会导致美国消费者付出更大代价。于

美国民粹主义扭转对华政策价值取向,改变对中国的身份界定,塑造消极的对华

政策政治与社会环境,不仅使美国对华政策在具有浓重民粹主义倾向的特朗普执政

时期发生了中美建交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也使得这一变化嵌入美国的政治理念和社

会认知,从而在特朗普政府之后得到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民粹主义仍然是美

国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就会继续给美国对华政策打上深深的烙印。 这是中美关系

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三摇 政治结构变化与对华政策

美国对外政策是国际体系因素与国内因素相互塑造的结果。 在国内层面,构成

执政者权力基础的政治联盟影响了对外政策的利益偏好。 当然,政治联盟不是一成

不变的,随着联盟结构的变化,对外政策的利益偏好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美国东北部工商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与南部军工利益集团形成东北部-南
部联盟,组成了跨党派的主导性国内政治联盟。 冷战结束后,形成了民主党代表的东

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共和党代表的南部-中西部两大政治联盟。 这些政治联盟都影

响了不同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利益目标。盂 2016 年美国大选和特朗普执政反映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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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一轮“国内政治力量重组进程的开启冶,淤对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产生

了重大影响。
2016 年美国大选,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主体、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铁锈

带冶各州选民支持共和党,从而导致特朗普当选。 由于白人蓝领阶层和“铁锈带冶各
州传统上是民主党的票仓,因此他们倒向共和党不仅是此次大选中最具戏剧性的事

件,也是有可能重塑美国政治版图的重要变化。于 对特朗普来说,白人蓝领阶层成为

其关键的选民群体,对其巩固执政基础和争取连任至关重要,因此,“这一政治联盟

的利益诉求已经成为特朗普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的首要甚至决定性变量冶。盂 这一政

治结构变化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显著影响。 由于白人蓝领阶层从自身的经济利益

考虑出发,要求重振制造业、增加就业岗位、提高收入水平,这意味着要减少从中国的

进口,推动制造业从中国回流美国本土。 为此,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了史上最大规模

的贸易战。 从中美关系的宏观视野看,这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成为中美建交以来美

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领域对华出手后,又先后在

技术、外交、安全、政治、人文交流等领域对华施压,突出全面对华竞争态势。 美国对

华政策越来越具有挑衅性和对抗性,中美关系一路下行,激烈震荡。榆 虽然在这一过

程中右翼保守势力也竭力推波助澜,但白人蓝领阶层所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利益

诉求是美国对华政策逆转的强大推动力。 长期来看,共和党试图通过与美国劳工阶

层融合实现转型,“未来共和党可能成为部分美国资本家与劳工以反全球化为目的

建立的政治联盟冶。虞 在共和党重组背景下,来自内陆落后地区、信奉基督教的白人

平民阶层日益进入保守阵营,成为共和党的拥护者,由于这一群体具有强烈的白人民

族主义、霸权主义倾向,“共和党对华政策将继续朝着民族主义、霸权主义方向发

展冶。愚

另一个重要的政治结构变化是传统上作为共和党主要支持者的跨国公司和大企

业的边缘化。 一般而言,支持共和党的商界力量包括了本土派和国际派,前者主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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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载《当代亚太》,2019 年第 1 期,第
44 页。
王浩:《“特朗普现象冶与美国政治变迁的逻辑及趋势》,载《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6 期,第
179 页。
王浩:《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载《当代亚太》,2019 年第 1 期,第
45 页。
吴心伯:《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冲击与美国对华政策剖析》,载《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5 期,
第 169 ~ 175 页。
金君达:《从 2020 年美国大选看美国共和党的“工人政党冶转型》,载《美国问题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127 页。
张继业:《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与特朗普对华政策》,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95 页。



向国内市场,带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后者致力于拓展国际市场,主张全球化

与自由贸易。 在全球化蓬勃发展背景下,由跨国公司和大企业构成的国际派是共和

党商业派的主导力量,代表其利益诉求的美国商会和商业圆桌会议等利益集团资源

充足,影响力巨大,在贸易、税收、移民等问题上游说行政部门和国会制定反映其利益

偏好的政策。 国际派对中美经贸联系的扩大和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推动作

用。淤 然而,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和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浪潮影响下,反映跨国公司

利益的美国商会和商业圆桌会议这样的组织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开始下降。于 在 2016
年大选中,美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Thomas Donohue)表示不赞成特朗普挥舞

的民族主义旗帜,尤其是其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令特朗普不满。 特朗普执政后,公
开指责美国商会只关心其成员的利益,而不关心美国国家利益。盂 特朗普政府青睐

以房地产开发商、博彩业巨头、私募公司和家族企业老板等为代表的本土派,而疏远

以苹果公司、英特尔公司、高盛集团为代表的国际派,使得后者在华盛顿的权力格局

中被边缘化。 随着经贸领域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新战场,国际派的影响力每况

愈下。榆 竭力鼓吹对华贸易战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鄄
varro)甚至公开警告华尔街和全球派精英“不要充当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冶,要求他

们不要通过所谓的“外交冶活动影响特朗普在贸易上的主导权。虞 正是由于跨国公司

和大企业在共和党内被边缘化,他们既不能阻止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也未能阻止

贸易战升级并外溢到技术、金融等领域,中美经贸关系严重受挫,两国总体关系也急

剧恶化。 长远来看,由于共和党试图拉拢劳工阶层,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倾向愈演愈

烈,主张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跨国公司将与共和党渐行渐远,其对共和党对华政策的

影响也会越来越小。
随着共和党愈益成为一个本土化的民族主义政党,它也在转变为一个对华超强

硬的政党。愚 共和党对华看法越来越负面,对华态度越来越强硬,越来越积极地推动

对华打压与对抗。 除了特朗普政府主导了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巨大转折外,
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也竭力推动反华政治议程。 从国会涉华立法的情况看,自第 116
届(2019 ~ 2021)国会以来,涉华立法数量不断增加,所涉问题更敏感、对抗性更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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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第 2 期,第 60 ~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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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1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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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而共和党议员表现十分踊跃,是涉华立法的主导者,一些共和党议员如马克·卢

比奥(Marco Rubio)、泰德克·鲁兹(Ted Cruz)、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吉姆·班

克斯(Jim Banks)、汤姆·科顿(Tom Cotton)等更是涉华提案的急先锋。淤 尽管特朗

普输掉了 2020 年大选,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仍致力于推动对华强硬政策。 在共和党

重组的大背景下,对华强硬被认为关乎该党的未来。 担任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

(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主席的吉姆·班克斯声称:“中国是向前发展的新保守

运动的关键部分。 如果共和党想在 2024 年赢得白宫,并在 2022 年赢回多数席位,我
们需要持续对华强硬,将其作为我们纲领的关键部分,并揭露(民主党)是亲华政

党。冶于

另一方面,2020 年美国大选,民主党重新夺回“铁锈带冶的密歇根、威斯康星和宾

夕法尼亚等州,扭转了 2016 年大选中出现的白人蓝领倒向共和党的趋势。 然而,民
主党在“铁锈带冶的获胜一定程度上与拜登本人蓝领出身、与工会关系密切等个人特

质有关,盂并不意味着民主党对蓝领白人的吸引力决定性地压倒了共和党。 这些州

未来很可能仍处于摇摆状态,甚至倾向共和党。榆 在此情况下,拜登政府要巩固民主

党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重点关注“铁锈带冶的利益诉求。 这一政治考虑体现在对外政

策上,就是推行所谓“中产阶级外交冶。 拜登宣称:“我们在国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
都必须考虑到美国工薪家庭冶。虞 换言之,拜登政府内外经贸政策的重点就是如何改

善美国工薪阶层,特别是蓝领的就业和收入状况。 鉴于白人蓝领这一核心群体的本

土主义倾向,拜登政府的经贸政策呈现出浓重的保护主义色彩,对内致力于提高商品

与服务中“美国制造冶的比重,对外不再积极推动自由贸易。 美国贸易代表的工作重

点不再是为金融服务公司、制药公司和其他公司开拓市场,因为这些公司的海外投资

不会直接促进美国的出口或就业。愚 拜登政府既无意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冶,也不想重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冶谈判。 不难看出,所谓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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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外交冶“本质上是民主党建制派对美国民粹主义的再包装冶。淤

拜登政府经贸政策的保护主义倾向直接影响到对华政策。 表现之一是在对特朗

普对华加征关税的处理问题上。 拜登在 2020 年大选中就曾批评特朗普发动对华关

税战,认为此举伤害美国甚于伤害中国,并向商界暗示他上台后会处理这一问题。 然

而在执政后,拜登政府担心取消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不仅会招致共和党指责其对华

软弱,也会引起为其提供政治支持的工会势力的不满,加上执政团队内有人主张把关

税作为对华施压的杠杆,因此全盘保留了特朗普加征关税,仅做出有限的豁免。 在美

国通胀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此举引起行政当局内部、国会以及商界的不满。 在政府内

部,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认为加征关税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增
加了美国消费者的开支,助推了通货膨胀,主张取消或削减大部分加征关税,而贸易

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则坚持保留这些关税以推进更广泛的对华贸易战略,该战

略的目标是保护美国的工作岗位、纠正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行为,她甚至还主张对华

加征新的“战略关税冶。于 2022 年 1 月,美国国会两党 140 多名众议员联名致信戴琪

表示,依据“301 条款冶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对美国制造业、农业、渔业、零售

业、能源、技术和服务业企业造成了广泛影响,要求扩大豁免范围。 在此之前,2021
年 8 月,包括代表半导体、零售业等领域的 30 多家美国行业商会向戴琦和耶伦发出

联名信,敦促拜登政府撤销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的关税,并呼吁重启与中国在经贸领

域的接触。盂 尽管如此,由于担心取消加征关税会得罪工会组织,拜登迟迟不愿采取

行动。
另一个表现就是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与商界的疏离。 民主党传统上与高科技、

先进制造企业和部分国际金融公司关系密切,这些企业曾在 2020 年的大选中积极支

持民主党。 拜登执政后,他们期待拜登政府制定新的对华经贸政策,处理他们在关

税、出口和技术限制等问题上的关切,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 2021 年 3 月,波音

公司总裁卡尔霍恩(Dave Calhoun)提醒拜登政府,不要将中国内政问题同两国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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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为一谈,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僵局将使波音对华出口受损,而使其竞争对手空客获

益。淤 然而为了照顾蓝领阶层的关切,拜登政府无意积极回应商界的诉求。 担任拜

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杰克·沙利文(Jack Sullivan)早在 2020 年就曾公开表示,贸
易代表不应该为高盛公司打开中国金融市场,不应该为美国企业投资海外服务。于

拜登政府故意疏远主张全球化和发展对华经贸关系的这部分商界力量,使他们无法

对民主党政府发挥影响力,推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改善。
由此可见,美国政治结构变化正在导致共和、民主两党一方面争相拉拢白人蓝领

阶层,另一方面疏远那些支持全球化的商界力量。 共和党越来越对华强硬,并将中国

问题作为国内政治斗争的重要抓手,从一个重要维度操控着美国国内政治的主旋律。
在此背景下,民主党也不得不随之起舞,通过对华示强来显示政治正确。 随着共和、
民主两党热衷于拥抱本土化势力而排斥全球化势力,倡导并实施越来越强硬的对华

政策,美国社会中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日趋式微和边缘化。 美国政治重组对中

美关系的负面效应愈加突出。

四摇 政治过程与对华政策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政治中的极化和党争不断加剧,这一现象到了 21 世

纪的第二个十年变本加厉,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更是达到了“极端极化冶和“超
级极化冶的程度。盂 这一趋势在拜登执政后并未减缓。 政治极化和党争激化改变了

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影响着美国的政治过程,并对外交事务产生了显著的外溢效应,
其典型表现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逻辑与行为特征,使得对华政

策的内政化、工具化和极端化倾向极为突出。
对华政策越来越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共和党为了迎合民粹

主义和右翼势力,将中国问题作为其政治纲领的关键内容,在与民主党的博弈中大打

“中国牌冶。 另一方面,民主党人也意识到在国内政治中打中国牌的必要性。 他们认

为,一项对抗中国的战略不仅有助于维护美国的繁荣与安全,重振其理想,还能修复

其破碎的国内政治。 因此民主党应利用同中国的战略竞争来推进其国内议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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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扩大投资、鼓励创新、推动社会包容和国家振兴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淤 此外,“一
部分美国前政要和学术精英希望靠对抗中国来缓解美国的政治极化、刺激美国形成

跨党派共识,以加速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并更好地与中国竞争冶。于 共和、民主两党和

一批政治精英基于国内政治需要而竞相打“中国牌冶,使得对华政策的内政化趋势十

分突出。
在此背景下,对华政策的工具化特征不断强化。 表现之一是执政者通过打“中

国牌冶来推进其政治议程。 曾任职于奥巴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何瑞恩(Ryan Hass)认
为,“在党争激烈的当下,对华政策已成为民主党与共和党最容易达成一致的地

方冶。盂 特朗普时期,美国国会通过“建造法案冶 (BUILD Act),成立美国国际开发金

融公司(USIDEF),将美国全球基建项目融资规模增加至 600 亿美元。 国会之所以同

意这一重要举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建造法案冶剑指中国的“一带一路冶倡议。 民主

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Chris Coons)感叹:“说实话,这令我震惊。 我仍然不相信

我们干成了此事。 自 2015 年以来我们就在做这件事。 它与我们在奥巴马执政时期

的提案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将其重新包装成针对中国的方案。冶榆拜登执政后,为
推动国会通过其高达 2 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宣称此举要“使我们能够在未来赢得

与中国的全球竞争冶,而白宫则将该计划描述为对抗“专制中国的野心冶。虞 事实上,
拜登执政以后,无论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还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法案,抑或是增加对

科技研发的投入,都要拿中国说事,通过激发朝野对华竞争意识来获得国内支持。 在

空前极化的政治环境中,强化对华竞争罕见地成为两党高度的一致,这使得执政者可

以利用中国议题来推进其国内议程,对华政策成为撬动两党合作的杠杆。
表现之二是对华政策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美

国暴发后,特朗普应对不力,导致民众不满,其支持率下降,这使志在谋求连任的特朗

普深感焦虑。 在此情况下,共和党的谋士们主张打“中国牌冶,一方面通过将疫情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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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中国来转移公众对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不满,另一方面通过显示对华强硬以在

大选中争取保守派选民的支持。 2020 年 4 月,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向竞选机构

发送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建议共和党候选人在竞选中主打中国牌,一是攻击中国导

致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并企图掩盖真相,二是攻击民主党对手对华软弱,不值得信

任,三是承诺当选后将对抗中国,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并在新冠疫情问题上制裁中

国。淤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团队内部的极端反华鹰派策划对中国打出前所未有的攻

击组合拳。 一是对华发动舆论战。 5 月 29 日,特朗普发表对华问题讲话,就香港国

家安全立法、新冠肺炎疫情、经贸等问题指责中国,宣布启动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政策

的程序,终止部分中国学生学者入境美国,调查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的不同做法等。 在

随后的两个月内,国安会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C. O蒺Brien)、联邦调查局局长雷

(Chris Wray)、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Barr)、国务卿蓬佩奥(Mike Pempeo)先后发表

对华演讲,从不同角度污蔑和攻击中国。 奥布莱恩大肆攻击中国的意识形态,雷聚焦

所谓中国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冶,巴尔大谈中国的“经济非法行为冶,蓬佩奥全面攻

击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内外政策。 这一系列反华演讲集中传递的信息就是,美国必须

改变尼克松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转向以施压和对抗为特征的对华政策;美国要挑战

中国的政治体制,推动中国的“政权更迭冶。 二是密集推出一系列全面对抗中国的举

措,涉及政治、经贸、外交、文化等广泛领域,其中如吊销 1000 多名中国赴美留学生和

学者的签证,肆意监控、滋扰和盘查、逮捕在美中国留学人员,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

馆,美执法部门多次突击检查中方轮船船员,并对中方多架次赴美航班机组人员问

询、盘查,甄别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等粗暴做法,为中美建交以来所仅见。于 虽然大

选年美国政客们热衷于炒作反华议题并不新鲜,但这次特朗普阵营如此激烈的大打

“中国牌冶,确实创造了纪录。
政治极化也导致了对华政策的极端化。 在当下美国政治文化的转型过程中,极

端化、不确定性是其重要特征,它使政治行为更加极端,也更具有冒险性。 这一现象

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外溢效应就是对华政策的极端化和对抗性。盂 首先表现在美国对

华话语上。 有学者指出,“作为政治极化的一种表现,政治话语的粗俗和无礼正在变

得日益突出冶。榆 在竞争激烈而喧闹的政治环境中,政治人物为了吸引眼球和兜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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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政见,常常不顾基本的政治和社会规范,喜欢发表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言论。
近年来,美国对华话语越来越粗俗、夸张、尖刻,越来越充满挑衅性和对抗性。 从特朗

普在 2016 年大选期间声称中国“强奸冶美国,到 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

责中国对美发动“经济侵略冶,再到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特朗普等人将其称

为“中国病毒冶“武汉病毒冶;从特朗普政府一众高官赤裸裸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执
政党,到蓬佩奥和布林肯(Anthony Blinken)污蔑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种族清洗冶,
再到拜登宣称美中竞争是“民主与专制冶之争等,美国对华话语的极端化倾向有增无

减。 美国政客对中国肆意攻击、抹黑,夸大“中国威胁冶,煽动对华对抗情绪,不仅反

映了美国政治文化的粗鄙化,更加深了美国精英和公众对中国的不满和负面认知,毒
化了中美关系的气氛。 其次表现在美国对华政策行为上。 在政治极化和党争激化的

背景下,美国政治人物行为的冲突性与对抗性加剧,这不仅体现在内政问题上,也体

现在外交上,尤其是在对华问题上。 在 2018 ~2019 年间,特朗普政府对高达 5000 多

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这不仅为中美关系史也为世界经济史所仅见。 在

2020 年大选期间,特朗普政府出台了几十项挑衅、打压中国的举措,其范围之广、频
率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淤 拜登执政后,竭力炒作中国新疆议题,声称新疆存在

所谓“种族清洗冶“强迫劳动冶等现象,制裁相关中国官员,禁止新疆产品输美,拉拢盟

友对华施压,并以此为由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冶等。 共和、民主两党在对华

行为上的极端化倾向,已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常态,成为极化政治生态下政治正确

的重要表现。
由此可见,在政治极化和党争激化的政治生态下,对华政策越来越受到国内因素

驱动,越来越服务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对华政策成为国内政治的抓手和两党博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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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这些举措具体包括:收紧中国驻美记者签证,将 6 家中国媒体列管为“外国使团冶,吊销超过 1000 名中国留

学生和学者的签证,肆意监控、滋扰和盘查、逮捕在美中国留学人员,要求孔子学院美国中心登记为“外国

使团冶,威胁关停全美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终止《关于建立中美省州长论坛以促进地方合作的备忘录》;出
台针对华为公司的出口管制新规,将华为在 21 个国家的 38 家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蓬佩奥以国务卿名

义祝贺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连任,批准多批对台军售,美军运输机首次穿航台湾岛上空,派遣美国卫生与

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台,美国海军陆战队抵台教授台军作战课程;将一些中国机构

和个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冶;宣布实施“对等进入西藏法冶,对中方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将部分新疆当

地官员列入制裁名单,将 11 个所谓“与新疆侵犯人权冶有关的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冶;特朗普

签署“香港自治法案冶,取消香港有关特别待遇,制裁 11 名中国中央政府部门和香港特区官员,暂停或终止

与香港特区签署的有关移交逃犯、移交被判刑人员、豁免国际船运利得税等三项双边协议;关闭中国驻休斯

敦总领馆,要求中国驻美高级外交官访问美国高校和会见地方政府官员、中国驻美使领馆在馆外举办 50 人

以上的文化活动均须报美国国务院审批;蓬佩奥发表演讲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利主张,美方宣布对

参与南沙岛礁建设的中方企业及人员实施制裁;要求字节跳动关闭或出售“抖音冶(TikTok)美国业务,在美

国境内禁止与微信(WeChat)和“抖音冶有关交易,发起“清洁网络计划冶,打压中国高科技和互联网企业;美
执法部门多次突击检查中方轮船船员,并对中方多架次赴美航班机组人员问询、盘查,甄别他们的共产党员

身份,等等。



筹码,对华行为趋向极端化,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和冒险性。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不断加

剧的对抗性、冲突性与动荡性,对华事务与美国内政的深度交织使得中美关系的复杂

性上升,显著增加了管理双边关系的难度。

结摇 摇 语

本文从政治理念、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三个维度剖析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如何影

响对华政策,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美关系变化的国内根源的理解。 本文的研究

还引出了几个相关的问题,即:如何看待美国国内政治剧烈变化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广

泛影响? 这种影响的限度为何? 面对美国国内政治正在全方位塑造其对华政策这一

现实,中国该如何应对?
一般来说,一国的内政变化会带来外交政策的调整,而外交政策的变化又会对双

边关系、地区或国际格局产生某种影响。 由于国家间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差异,
不同国家外交政策波动所产生的国际效应是不一样的,换言之,大国、中等强国和小

国的内政变化所带来的外溢效应不可同日而语。 正因为如此,当下美国国内政治变

化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美国综合国力的巨大优势及其在国际体系

中的霸权地位,决定了其国内政治的激烈变化所带来的国际冲击不仅仅体现在双边

关系层面,而是具有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重大后果。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美国民粹

主义的猖獗使得美国外交呈现民粹化倾向,而“美国外交的民粹化存在推动国际政

治、经济、安全秩序改变的可能冶。 在政治上,它使得权力政治和民族主义大行其道,
“世界政治将呈现出更多的对抗与不稳定性冶。 在经济上,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

主义意识的上升使得美国对全球化、自由贸易持愈加消极甚至抵触的态度,这会导致

全球化放慢步伐甚至逆转,统一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走向碎片化和相互封闭。淤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国内政治正在发生的变化,不仅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更
在引起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美国国内政治变化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固然是重大的,但也

是有限度的。 尽管与一般国家相比,美国享有的实力优势和霸权地位决定了其外交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要较少受到国际结构的制约,而更多地为国内因素所驱动,但这并

不意味着美国外交可以不受外部因素的限制而为所欲为,也不意味着美国国内政治

所产生的国际效应是无限的。 实际上,国际结构在以下三方面作用于美国外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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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调节和制约美国国内因素对外交的影响。 首先是利益层面。 美国国内因素驱动

其外部利益行为,但这种行为最终要受到外部行为者与美国之间利益博弈过程的影

响。 例如,特朗普基于国内政治考虑对华发起史无前例的关税战,但在中国强有力的

反击下,美方最后只能与中方达成协议而使贸易战告一段落,这一妥协可能不完全符

合美方的预期,但它是中美两国利益平衡的结果。 其次是力量层面。 在当今世界,美
国相对于任何其他国家都占据综合实力优势。 但是由于美国的力量分布是全球性

的,整体的力量优势并不意味着局部的优势。 例如,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美国相

对于中国的力量优势正在减弱。淤 此外,还存在着对美国使用其力量的外部限制因

素,如核威慑、大国冲突的风险等。 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国内强烈主张大力挺乌抗俄,
而拜登政府之所以决定不出兵乌克兰,就是因为它承受不了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

的代价。 最后是制度与规范层面。 国际制度与规范约束国家行为。 当今以多边主义

为基础的国际制度与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导建立的,但“美国对多边主义的

承诺是自利并有选择性的冶,于在美国国内始终存在着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 尽管如

此,美国的对外行为并不能完全摆脱国际制度与规范的约束,这对于相比共和党更重

视多边主义与国际规则的民主党政府来说尤其如此。 例如,在世贸组织问题上,特朗

普政府采取了“弃之如敝屣冶的态度,而拜登政府则有意对其进行改造与利用。
上述分析对中国如何处理日趋复杂的中美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美国对华政策

越来越受其国内政治的驱动,中国虽不能直接地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却可以利用利

益、力量和国际制度与规范从外部塑造美国的对华行为。 例如,中国可以利用其丰富

的外交、经济与安全筹码,通过与美国的利益博弈影响其内部的政策互动过程。 随着

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也可以在亚太地区和一些重要的问题领域调节、制约美国的对

华政策。 此外,中国还可以更多地利用国际制度与规则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等行为,既丰富对美博弈手段,又增强对美斗争的道义正当性。

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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