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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专题 正确看待中美关系

近期，中美关系起伏很大，变化不定。今年（2011 年）8月 17 日， 《中美 8·17

公报》恰巧签订 29 周年，美国副总统拜登此时来华访问，与中国领导人一起讨论中美

关系的美国债务，美国对台军售，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这是近期中美趋向友好合作的一大表现。但到 9月 21 日，美国却宣布了又一轮对台军

售清单，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回顾自 2009 奥巴马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可谓一波三折，

扑溯迷离，合作对抗，时起时伏。本专题要探讨的是中美关系的现状，原因特点及其对

策。看视屏后请大家就此交流看法。

（放视屏：美国对台军售）

（请学生以“中美关系的现状，原因特点及其对策”为题交流看法）

总结概述：正确对待中美关系，需要了解其曲折发展的历程，找到其内在的影响原

因特点，选择合理科学的对策。

第一节，中美关系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

一，过去 60 年中美关系的一波三折

回顾自新中国诞生到 2009 这 60 年的中美关系，可谓阴晴不定，大起大落。

先是 20 多年的全面敌视对抗。那时，美国极力要把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扼杀在摇

篮中，外交上对中国全面孤立，拒不承认新中国，扶持台湾当局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联

合国中代表中国；经济上对中国封锁制裁，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商品技术禁运；政

治上对中国颠覆渗透，视为专制独裁国家；军事上对中国包围威胁，控制台湾，发动朝

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构建美日，美菲，美澳新等军事联盟。中国则依靠苏联，把美国当

做最大的安全威胁加以抗衡。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中美关系出现了 180 度的大转弯。1972 年 2 月 21 日至 28 日，

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在二战后首次访问中国一周，签订了著名的《中美上海公报》，

美国含糊的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从此打开了对华关系的大门。1979 年 1 月 1 日，《中

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美国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美国与台湾关系实现了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1982

年 8 月 17 日，因为美国以《与台湾关系法》借口，对台军售，破坏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经过中国的严正谈判，签署了《中美 8·17 公报》。美国承诺将限制，逐渐减少并最后

终结对台军售，还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上述三大公报至今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法律依据。它也保证了全面深入的

发展。此后中美关系，与前 20 年相比，天壤之别，对比鲜明：政治上合作取代了敌视

对抗，双方高层会晤日益频繁，对话磋商机制日益增加，在解决全球性的核武器，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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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金融危机问题和地区的朝鲜核武器，伊朗核武器，反恐等方面共同努力，合

作增加；经济上交流往来取代了封锁制裁，商品贸易，资金流通，技术交流，企业合作

非常深入；人员文化交流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相当频繁；军事上，交流合作取代了直

接的威胁对抗。

二，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一波三折

1.2009 年 1 月 20 日奥巴马在盛大的就职典礼中高调履新。这一年中美关系渐入佳

境，一路高歌。

四月份，双方定位了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基础。4月 1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

统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２１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

系，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7月份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标志着中美关系建立了新的重要的合作对话

机制和平台。7月 27 日至 28 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首次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在

经济对话中，双方围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条主线，本着合作的精神，就事关两国经济

的战略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为发展 21 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

中美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在战略对话中，双方就中美关系、全球性和国际地区问题进

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探讨，达成了广泛共识，取得了积极成果。

11 月，奥巴马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把中美关系推向高潮。2009 年 11 月 15

日至 18 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于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会

谈交流。同时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是中美关系史上第四个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文件。其内容主要涉及中美关系、建立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经济合作和全

球复苏、地区及全球性挑战以及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 5个方面。奥巴马在《中美联合

声明》中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

“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2，2010 年新年伊始，中美关系风云突变，一系列事件接踵而来。美国先是在气候

问题上指责中国，接着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美国高调介入谷歌事件，在人权、

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方施压等等，使中美关系出现了“倒春寒”，急剧降温。

2009 年 12 月，在哥本哈根召开气候变化会议上，美国公开把矛头指向中国，拿中

国做挡箭牌，使得中美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矛盾凸显。2010 年 1 月 30 日美国政府

宣布，美国将向台湾地区出售“黑鹰”直升机、“爱国者-3”反导系统等总额近 64 亿

美元的武器装备。2010 年 2 月 18 日，奥巴马在成功访华回国后不久即接见了达赖，触

动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2010 年 1 月 13 日。谷歌表示，公司已经决定不愿再对谷歌中国

上的搜索结果进行内容审查，并称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将会关闭谷歌中国。本来该事件

完全是一件商业事件，但美国政府高调介入，奥巴马、希拉里纷纷发表看法，对华施压，

并将其上升到所谓的网络自由和政治自由的高度。该事件迅速被政治化，成为影响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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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发展的又一问题。2月 4日奥巴马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亚洲将会继

续是美国出口的庞大市场，但必须处理汇率问题。此后，美国财政部推迟原定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向国会递交的汇率报告，不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压。

3，2011 年伊始，中美关系峰回路转，迅速回暖，交流频繁，合作强劲。

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重新定位中美关系，使中美关系又上一个台阶。应美国总

统奥巴马的邀请，国家主席胡锦涛于 2011 年 1 月 18 日至 21 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取得的一大成果是将中美关系重新定位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是 2009

年确定的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提升。

（可放视屏：胡奥会：定位中美新关系）

5月，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落幕，为中美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的合作伙伴关系拓展了新契机。5月１０日，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落幕。

对话取得圆满成功，体现了更加务实和日益深化的特点。对话有四个亮点：亮点一：军

方代表首次参加对话，亮点二：围绕胡主席访美成果 对话体现“互利共赢”，亮点三：

聚焦重要经济议题 “商业亮点”频现 ，亮点四：精彩妙语盛赞中美关系 增强彼此互

信。

• 5—7 月中美军事交流全面恢复，意义重大。历经五次中断之中美军事交流,（自

2008 年）在 2011-年五月又全面恢复了，持续两个月下来,中美军事互动,不仅行程紧凑,

而且是有声有色 。 上述双方之互访达成了数项未来中美军事交流项目:(1)明年亚丁湾

打击海盗联合演习,人道援助及灾害救助联合演习.(2)年内解放军军区司令员与美军太

平洋司令部高级将领互访.(3)进行海上军事安全会议,建立海上军事安全协商机制协定

8月，美国首个华裔驻华大使骆家辉就职，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强化了中美合作

的趋势。拜登 17 日开始的 6天正式访问，是中美高层互访的继续，是中美双方就当前

关系各项议题的又一次直接沟通和交流，是推动中美关系的又一步骤。拜登访华意在承

前启后 投资中美关系未来。

2011 年 9 月 9 日下午，上任还不满一个月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以“美中关系的未来”为题发表了演讲。这也是他赴任后首次公开亮相。骆家辉在演讲

中说，美国欢迎一个繁荣的、成功的、对世界承担更大责任的中国的崛起，他和奥巴马

总统都不同意中美之间是零和竞争的说法。“我们能够也必须实现共同的安全和繁荣”

骆家辉说。在演讲中他也立下了“军令状”，在任内要加强和扩大美中合作，其中包括：

让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翻倍；增加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加开

放和公平的环境努力；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与中方在人权、宗教自由、公民社会问

题上展开对话；推动人文领域的交流。

http://www.huanqiu.com/zhuanti/world/2009obama/
http://www.huanqiu.com/zhuanti/world/2009obama/
http://www.huanqiu.com/zhuanti/world/2009ob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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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美关系一波三折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根源

追溯过去 60 年，尤其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时起时伏，动荡不定，合

作对抗，兼而有之。追溯其深层根源，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影响中美关系问题的有四类

国家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不变的利益。这是国家关系风云变

幻，扑溯迷离的最深刻根源。国家利益内涵丰富，从领域说，有安全，经济，政治，文

化等利益之分；从地位说，有核心，重大利益与一般，次要利益之分；从时效说，有永

恒持久利益与突发多变利益之分；从性质说，有对抗，零和利益与合作，互利利益之分。

国家利益的这种丰富多样，错综复杂内容，在中美关系中，具体体现为四类问题。

第一类是涉台、涉藏、宗教、人权等长期存在的问题，它事关中国的安全核心利益；

它制约着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具有根本性，对抗性和长期

性。

第二类是南海争端，经贸摩擦和人民币汇率等日趋突出的问题，它事关中国的经济

利益；它制约着中国的经济实力的兴衰强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具有频发性，多变

性和依存性。

第三类是伊核、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第四类是气候变化、核裁军、反恐，能源合

作，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是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以及发展繁荣的问题，它事

关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既有合作性，也有竞争性，既有持

久性，也有多变性。

二，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上述四类问题以及国家利益的复杂性，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美国对华政

策具有“左右两手”：国家现实利益和意识形态因素。美国日子不好过时，国家现实利

益就会突出，这时美国需要与中国的支持与合作。美国日子好过些时，意识形态因素就

会增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忌就会上升，突出与中国分歧和竞争。

1，现实利益推动美国对华合作，是因为;

第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这使美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离不开中国。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之所以果断的打开对华关系大门，直接目的是联华抗苏，也是鉴于中国实力

上升，美国再也不能忽视中国。当前，解决伊核，朝核问题，国际裁军，反恐，应对气

候变化，金融危机，都离不开中国。

第二，金融危机的正面效应。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受到损害，并

累及它的实体经济，引发其他发达经济体同时出现了经济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

济体在强大财政刺激和金融支持下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阻止世界经济继续下滑

的重要推动力量。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依赖中国的积极合作，。此外，在未来的全球经

济政策协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上，中国仍然是美国必须依

靠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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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和平的对外战略。中国的力量增长并没有改变其对外战略的和平性

质，和平发展战略及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交的合作、和平原则。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的是“国际体制内崛起”的道路，即在既定的规则

框架内寻求利益增长和空间拓展。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仍是中国的优先政策选项。这

使得美国战略界将对华政策的基调定位为把中国纳入现有的国际体系。利益攸关方、两

国集团(G2)、四国集团(G4)都是这种政策思维的体现，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接受度有所

增加。

第四，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变革。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巧实力外交”的政策设想。

“巧实力外交”思想在政策手段上要求摒弃过去那种军事优先和武力相向的简单做法，

综合运用软、硬实力来实现美国的外交目标;在政策基调上则突出合作意愿和软性姿态，

注重倾听他者意见，倡导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

伙伴关系的定位有助于中美关系维持稳定，建立更具实质性的合作框架。

第五，奥巴马的决策班子。在奥巴马的决策班子中，“知华派”“中国通”占

有重要比例。朱棣文、骆家辉两位华裔部长及众多的中国问题顾问，奥巴马对华政策团

队阵容之强大可谓前所未有。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与中国交往的经历，精通中文，对中美

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趋向于对华采取理性务实的姿态。

2，意识形态导致美国对华冲突，是因为;

第一，两国间存在的长期性矛盾：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依然很大;

围绕欧亚大陆和西太平洋的地缘竞争在客观上仍旧存在;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战略困

境有可能因国际权力转移而有所加剧;因中国实力增强和日益自信而带来的两国模式的

竞争会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等现实背景下，又出现

了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问题。

第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忌。长期以来，人权、台湾问题、意识形态、经贸摩擦

等议题主导着美国对华政策。随着中国力量和地位的显著改变，美国对华政策逐渐由以

前分散的议题转向中国崛起这一宏大命题上来。中国如何实现崛起及美国如何评估中国

的崛起，开始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或主线。战略上的相互猜忌是困扰中

美关系的核心问题。非西方的中国崛起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意味着什么?中国未来的

战略目标和政策走向如何?中国将如何运用其不断累积的实力?诸如此类的问题使美国

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上升，反映在政策手段上就是既要努力促使中国遵守国际准则、融入

国际体系，以美国利益为准绳规范中国的行为，说服中国做出正确的选择，又要采取“防

范”或“围堵”战略，减少中国崛起可能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

坦伯格最近提出的中美“战略再保证”正是基于中美两国缺乏战略互信而提出的政策设

想。其目的是美国在公开接纳中国崛起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做出不挑战以美国为主导的

西方秩序的战略承诺。同样，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也抱有怀疑。美国对华友好政策是

长期性的合作取向还是危机事态下的权宜之计?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野心是否会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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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下去?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行动是否在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这些都是中国在对

美决策时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中美战略互信的缺失使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

性，并可能诱发战略层面的对抗。

第三，公众不满奥巴马“软弱”的中国政策

第四，美国国内经济面临众多问题

三，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三个变量

中美关系的起伏变化，动荡不定，还因为美国对华政策受如下三个变量所决定。

1，2009 年被刻意压制或掩盖的问题

2，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发酵而强化的问题

3，美国发展转型衍生的问题

第三节，正确看待中美关系

一 中美关系最为特殊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头号发达国家

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东方国家的代表--西方国家的代表

最大债权国----最大债务国

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进口国

二，中美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

1，战略互信大大增强，中美现有 60 多个对话合作机制，提升互信，突破瓶颈，建

立真正的战略互信

2，经济整合越来越紧密，目前中美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 2001

年的 805 亿美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3853.4 亿美元，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 2.9 倍。美方对

华直接投资累计超过 652.2 亿美元，是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地之一，中国对美投资也已经

超过 47.3 亿美元，且增长迅速。双方在能源、环境、科技、教育、人文等领域合作不

断深化。

中科院预测中心：中美贸易总额 2011 年将超过 4,500 亿美元

3，两国交流大大增加，文化，军事，教育全面深入，增强了相互的吸引力。约瑟

夫·奈认为，中美彼此增加吸引力可减少误会

三 中美关系日益具有全球意义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向外延伸，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

四 中美关系不能搞坏

1，奥巴马对华政策四个基本未变

对华战略倚重未发生根本改变

中美关系的基础总体仍未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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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团队对华态度总体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对美关系的意志依然坚定

2，把握大势，保持良好心态

3，加强危机管控，把握发展大局

对美工作的心态上，顺境不盲目乐观，逆顺境不过于悲观。对美工作的策略上，既

要坚决斗争，注意分寸，适可而止，又要深化合作。

4，用好现有机制，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扩大双边关系增长点

5，深化沟通，加强两国舆论引导

总的来说

不断增强中国综合国力是同美国打交道的根本

目前,中国还远不具备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实力，当然美国也不会真心让中国同其平

起平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