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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2.0時代的中美關係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賈秀東

美國大選終於塵埃落定，奧巴馬
成功連任，美國由此將進入 「奧巴馬 2.0

時代」。無論內政還是外交，奧巴馬在第二
任期仍將面臨千頭萬緒的問題和挑戰，不能一

切照舊、按部就班地推行現有政策。如果說奧巴
馬第一任期是打着 「變革」的旗號開始執政，那
麼在 「奧巴馬 2.0 時代」就面臨着兌現其第二次
競選口號 「前進」的壓力。從外交角度講，如何
處理對華關係將是奧巴馬第二任期對外政策面臨
的最重大課題。

「無縫對接」式的過渡期
2009年奧巴馬入主白宮後，中美兩國關係開

局良好，實現從小布什時代向奧巴馬時代的平穩
過渡，曾打破了兩國關係在美國總統更替初期每
每發生波折的怪圈。但在當年年底、2010年初，
美國對台售武，美國領導人會見達賴，使中美關
係遭受嚴重干擾，給雙方合作帶來困難。經過努
力，特別是胡錦濤主席2011年初訪美、習近平副
主席今年2月訪美，中美關係得以改善並取得新
的進展。今年美國進入大選政治周期後，涉華問

題一度被政治化、情緒化，民主黨和共和黨陣營
作為競選策略競相拿中國話題做文章，奧巴馬政
府接連發起對華輸美產品反補貼、反傾銷調查，
羅姆尼更反覆聲言如當選將在入主白宮第一天就
把中國列為 「貨幣操縱者」，給大選後中美關係
的走向平添不確定性。

從中方來說，在美國大選之年的對美外交目
標是敦促美方堅定奉行積極務實的對華政策，排
除國內政治干擾，加強輿論引導，以實際行動確
保大選年中美關係穩定，並不斷推進雙邊務實合
作。這一具體目標仍然適用於奧巴馬連任之後的
新一屆政府。

從美方來說，奧巴馬在競選期間的涉華言行
既有維護美國利益的實際需要，更有競選策略所
需。美國的大選政治告一段落，剔除競選因素，
奧巴馬對華政策將回歸其本來面目，政策的延續
性將十分明顯，不會出現重大調整，有望實現
「無縫對接」式的過渡。

同時，奧巴馬新一屆政府外交、安全、國防
、經濟等領域的決策班子很有可能發生一些重要
變動，其中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財政部長蓋特納

都已明確去意，國防部長帕內塔離任的可能性也
在增大，決策層關鍵人物的更替會對奧巴馬的對
華政策和日常操作帶來微妙變化。這一過程將對
中美關係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值得關注。

力避「修昔底德陷阱」
從目前看，處理對華關係並非奧巴馬留任白

宮後面臨的最緊迫外交議題。相比較而言，伊朗
核問題、敘利亞問題、朝鮮核問題等都會佔據其
外交優先處理清單的榜首。但奧巴馬新任期內要
面對的最重大外交課題仍是如何同一個繼續快速
崛起的中國打交道。事實上，避免掉入 「修昔底
德陷阱」是中美兩國共同面臨的重大課題。

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公元前
5世紀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爆發最終長達近30年的
戰爭，原因在於崛起力量雅典和守成霸主斯巴達
之間的猜疑和恐懼。

美國哈佛大學學者阿里森認為，19世紀末德
國的崛起也使得相關國家掉入 「修昔底德陷阱」
。當前，如果中美兩國處理不好彼此關係，就會
出現災難性後果。

在中國看來，中國崛起是不爭的事實，但中
國追求和平發展，並非全球或地區霸權；在美國
看來，中國崛起勢必擠壓美國的戰略空間，削弱
美國的軟實力影響。奧巴馬自第一任期開始力推
美國亞太戰略調整， 「再平衡」戰略加深了中美
之間的戰略互疑。

雙方必須認識到，兩國的戰略選擇和互動日
益成為影響國際格局變化以及地區和世界和平
穩定與繁榮的最重要因素。竭力避免兩國落入
「修昔底德陷阱」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而根

本出路在於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兩國已就
此達成共識，現在的關鍵是如何將共識落到實
處。

在美國進入 「奧巴馬 2.0 時代」和中國政府
平穩換屆之際，雙方可能不再需要經歷一個新的
磨合階段。雙方應充分利用各種業已存在的對話
、磋商機制，適時進行溝通與協調，增信釋
疑，用看得見、摸得着的行動來證明，兩國
有能力實現合作共贏，最終順利跨過 「修昔
底德陷阱」。為此目的，未來4年的時
間不多也不少。

中美應發展戰略信任
海外智庫預測兩國關係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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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福布斯》及俄羅
斯之聲7日消息：美國總統大選塵埃落定
，歐美日主要中國問題專家認為，雖然
中美之間的關係會越來越具競爭性，但
成功連任的奧巴馬將需要多花一些力氣
，去穩定中美關係，並發展兩國之間的
戰略信任。

奧巴馬在未來4年，要充實美國的軍事政策，
為擴展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存在而 「再平衡」；建立
他第2個任期的外交政策團隊；並制定持久的對華
貿易政策。

美應避免與華打貿易戰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亞洲計劃主管帕爾說，

奧巴馬應該改變他的亞洲政策。他說： 「我希望政
府能重新推廣貿易，在貿易及投資事務上尋求較
有目標的成果，而不是繼續推動在軍事方面再平
衡。」

《外交政策》雜誌編輯羅思科普夫曾在一篇題
為《下任總統必須避免的 12 場災難》的文章中寫
道，美國的新領導人必須避免與中國打貿易戰。他
警告，對抗會造成這個局面： 「這不僅在經濟上對
全球兩個最大（而且互相緊密依存）的經濟體不健
康，而且在外交上會造成崩潰，因為很多大問題都
需要雙方合作才能解決。」

路透社則對對華貿易有如下分析： 「預期在奧
巴馬的第2個任期中，對華貿易仍然會引起爭論。
奧巴馬政府有可能在世貿組織向中國提出更多訴訟
，而且有可能面對美國公司繼續施壓，以對抗來自
中國國有及國家支持企業越來越大的競爭。奧巴馬
有可能繼續向中國施壓，促進人民幣加快升值，但
不會採取任何挑釁措施，例如宣布中國是貨幣操縱
國，或者批准使用反傾銷稅來應對價值過低的貨幣
。」

中國不是擴張主義者
在重返亞太政策方面，日本拓殖大學海外事務

研究所教授佐藤丙午說，美國的防衛政策很大程度
上依靠對華關係。他指出： 「在金融問題和全球安
全方面，中國既是美國的夥伴，又是美國的對手。
11月6日過後，美國依然不可能在與日本加強關係
的同時，犧牲中國。就美國對華政策而言，把這個
視為 『美國重返亞太』的一部分是錯誤的。」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
務中心研究員維內則有如下看法： 「中國和過去崛
起的強國不同，不是擴張主義者，而這個現實有時
在討論它對解決領土糾紛的決心時被掩蓋了。」

他還說： 「雖然美中之間確實有可能出現軍事
衝突，但這並非大家主要擔心之處。大家主要擔心
之處還是在經濟和外交方面：在經濟方面，大家可
以想想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之間爆發 『貿易戰』
，會有怎樣的後果？在外交方面，這兩國之間的戰
略信任發展得不夠快（假定這沒有停滯不前或者甚
至倒退），單是這兩國的緩和也十分重要。」

俄羅斯總統普京向奧巴
馬發去賀電，祝賀他贏得

總統大選。普京發言人佩斯
科夫說： 「我們希望，兩國關係有一個良
好的開端。為了國際安全和穩定，雙方應
發展和改善在國際舞台上的合作。」

俄羅斯

英國首相卡梅倫7日祝
賀奧巴馬勝選連任，並
表示他非常期望在多個方面
再次和 「老朋友」 奧巴馬展開合作。

英國

德國總理默克爾致信奧
巴馬說，她非常希望能夠

和奧巴馬繼續合作， 「這樣
我們兩國就可以繼續並肩處理重要的外交
政策問題和經濟挑戰」 。

德國

法國總統奧朗德對奧
巴馬當選表示祝賀。他
表示，奧巴馬的連任是 「國
際社會中一個公開、團結的美國所做出
的選擇」 。

法國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向奧
巴馬發去賀電，並表示雙

方將繼續加強合作。

日本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
胡向奧巴馬發去祝賀。
內塔尼亞胡說： 「我將繼續
和奧巴馬展開合作，確保以色列和美國
的安全利益。」 內塔尼亞胡曾經在競選
期間支持羅姆尼。

以色列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香港美國商會6
日現場直播了美國總統選舉最新選情，並舉行模
擬投票，有過百人 「觀戰」，結果奧巴馬得四分
三的模擬選票。當證實奧巴馬連任時，現場掌聲
雷動，歡呼聲不絕，有人更開香檳慶祝。美國商
會會長魏理庭表示，奧巴馬當選對中美關係較有
利，就算是羅姆尼當選，都不會對中美經貿關係
有太大影響。

「氣氛和轉變不會太大，我相信中國都會明
白選舉和實際表現通常不同，我很有信心，無論
羅姆尼或奧巴馬勝出都會維持中美良好關係。」
但魏理庭承認，羅姆尼揚言當選後會將中國列為
匯率操縱國，他表示驚訝，不支持其做法。他希
望，奧巴馬連任後，能先處理國內主要問題。

大國政要電賀奧巴馬大國政要電賀奧巴馬

克里或接任國務卿
對華立場溫和 外交經驗豐富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7日電】4年一
次的美國總統 「大選秀」終於落下帷幕，美
國民主黨候選人、現任總統奧巴馬勝選連任
。華中美問題專家分析指出，奧巴馬連任對
中國是利大於弊。

金燦榮表示，此次奧巴馬連任對中國是
好事，因為如果羅姆尼上台，雖然長期看對
中國不會有太大影響，但是總歸頭幾個月會
有一些麻煩。羅姆尼大選時說了一些 「狠話
」，如 「要使中國在邁向區域強國的路上付
出更高昂的代價」等，這些話要往收回也不
容易；另外羅姆尼上台會換新人，他的亞洲
政策顧問普林斯頓作風比較強悍。現在奧巴
馬連任，這個短暫的麻煩就沒有了。

介於拉攏與防範之間
金燦榮說，奧巴馬在第一個任期曾經試

過兩個辦法與中國打交道，一個就是 「中美
共治」和 「兩國集團」（ 「G2」）。在應
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中國表現出色，地
位上升，奧巴馬 2009 年提出 「G2」概念，
想把中國拉來做夥伴，一起處理問題，被中
國拒絕了。

之後他就換了第二招，就是 2010 年的
「回歸亞洲」政策，這一招現在看來也有問

題。美國國內有批評聲音稱，這個辦法要花
很多錢，美國財政無法負擔。所以奧巴馬現
在已經在思考用新的辦法來對付中國，就是
在 「G2」和 「回歸亞洲」、在防範和拉攏
之間的一種政策選擇，非常可能是五月初戴
秉國國務委員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向美
方建議的 「C2」，也就是 「兩國合作」。

金燦榮表示，此次美國大選中，中國因
素非常突出，且與過去相比有新的特點。一
是美總統候選人對華關注點不再是人權，而
是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從美國中心主
義走向了相對平視的狀態。二是中國問題不
再是純粹的外交問題，而是已進入美國國內
政治；奧巴馬與羅姆尼兩個人爭論中國時，
更多是與美國內部的經濟和就業問題結合起
來談。三是兩人都對中國態度矛盾，既要向
美國公眾表示他們對中國強硬，又要向中國
表態他們是中國的夥伴。這個矛盾態度反映
了中美關係的複雜性，也是中美關係既競爭
又合作的現實。

金燦榮：奧連任對華利大於弊

法新社／新華社

【本報訊】外界廣泛猜測，奧巴馬的第2個任期明年一展開
，民主黨馬薩諸塞州參議員克里（圖）將接替希拉里擔任美國國
務卿。克里曾於2004年代表民主黨與當時爭取連任的總統小布
什對壘，在外交政策方面有豐富經驗。克里目前是參議院外交關
係委員會主席，以對華立場溫和，及與中國官員建立親密工作關
係見稱。他也曾是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東亞與太平洋事務小組
委員會內的一位資深民主黨人，被視為該區問題的專家。

外界眼中其他的美國國務卿人選包括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蘇
珊‧賴斯，和奧巴馬的國家安全顧問多尼倫。

中美關係之

香港美國商會模擬投票

◀ 3月26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同美國總
統奧巴馬在韓國首爾舉行會晤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