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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察哈尔学会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会议。 我今天主要想讲

三个小部分。第一部分是简单介绍两位影响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重

要智囊人物。 一位是特朗普政府前首席智囊斯蒂文班农。另一位是

中国人都熟悉的基辛格。 第二部分是简单讨论一下特朗普政府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和中美在一带一路方面的可能竞争。 第三部分是

提出两点个人建议。 

 

影响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两个外交智囊 

 

我先谈第一部分。大家都知道，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出现

了重要转向。特朗普当选不久就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挑战中

国对台湾的底线。 近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谈也影响了中国

与朝鲜的关系。再就是 近一周以来爆发的中美贸易战。我想大家都

很关心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转向？谁是

特朗普背后的主要外交智囊？这些智囊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是什

么? 这些问题很复杂，很难说清楚。特朗普本身的思想也很可能是一

个重要原因。我不能说我能准确回答这些问题，我只是想通过我对英

文文献的阅读而提供一点个人的思考和理解。我认为有两个人对特朗



普的外交政策转向起很大作用。第一位是斯蒂文班农。第二位是基辛

格。 这两人都有各自的重要理论基础来支撑他们的全球大战略. 班

农信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且力主采取全面对抗的激烈方式来对

付中国崛起, 基辛格则是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者，他信奉国际关系研

究中的力量均衡理论 (balance of power), 建议用温和的均衡战略来

应对中国崛起.  

班农是特朗普政府的前首席智囊. 他原来是美国一家以煽动民

粹主义为目的的广播公司（Breitbart News）的老板。班农主要是从文

化和文明的角度来思考中美关系。他在 2016 年夏天加入特朗普竞选

团队之后, 对特朗普的竞选策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特朗普总统的

当选与美国草根阶层的民粹主义力量的兴起是不可分开。可以说, 班

农制定的竞选策略功不可没。  

在特朗普上台的前后，班农发表了几次很引人注目的重要演讲.

著名的两次是 2014 年在有关欧洲宗教右翼的研讨会中的演讲和

2017 年秋天在日本的演讲。班农在这几次演讲的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他认为自冷战之后，西方世界正在偏离西方文明的主流价值观，也就

是世俗化倾向的加强和宗教信仰的缺失。 他认为以犹太基督教为基

础的西方文明正遭遇着重大的危机。西方文明危机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政治和经济层面, 他认为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启蒙式资本主

义制度（enlightened capitalism）正在衰败，这种启蒙式资本主义强调

用良心和基督教伦理来规范和约束商业行为，是近代西方世界成功崛

起的 重要原因。由于犹太教基督教信仰的衰落和世俗化，这种启蒙



式的温和或人性化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

另类资本主义，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挑战。 他攻击我国社会主义

特色市场经济为儒家重商资本主义制度（ Confucianist Mercantilist 

capitalism）。换句话说,  班农强调的是中美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 导

致中美经济模式的不同和激烈竞争。他将近年来西方的经济衰退的责

任都推给了中国.  把中国当成了西方世界经济困难的替罪羊. 他竟

然说中国过去 25 年的快速发展是以牺牲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为

代价的。中国出口的通货紧缩和过剩产能，造成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困

难, 导致了英国的脱欧和 2016 年美国大选的结果。  

班农还关注到一个更高层面的文明竞争， 即亨廷顿所说的不同

文明之间的竞争与冲突。 班农特别担心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扩张， 他

认为伊斯兰国运动（ＩＳＩＳ） 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扩张的体

现。他认为美国正在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展开一场全球战争。 

他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目的是为了扩大中国在中亚和其他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 他甚至预言中国的儒家威权

体制与伊斯兰的神权体制有天然的亲和力， 一带一路战略可能使得

我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他甚至认为美国和中国在未来五

到十年在南海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他并且说俄国是美国的天然盟友，

而不是威胁，因为俄国文化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一部分，可以帮助美

国对抗中国伊朗和土耳其。 很显然，班农对中国充满偏见甚至敌意。 

相对于班农，基辛格对中国的态度要温和与友好很多。基辛格是

大家都很熟悉的美国著名外交家和前国务卿。他在上世纪 1970 年代



初尼克松政府中担任总统安全顾问，为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正常化

作了重要贡献。大家都知道他信奉现实主义，不重视道德伦理原则在

国际关系中的应用, 而是强调国家之间实力的均衡分布是世界和平

的基础。他不相信任何一个大国或霸权能够一统天下,  而是相信大

国之间的合作,协调与结盟可以应对任何大国的潜在侵略行为。 

基辛格在 1970 年代，运用这种现实主义思维来应对中，美，苏

大三角关系， 成功地说服尼克松政府利用中国与前苏联的矛盾, 拉

拢中国靠近美国, 以共同对付前苏联。基辛格近年来再次从力量均衡

理论的角度来思考中美俄三角关系。基辛格在 2016 年的美国《国家

利益》杂志上撰文，呼吁美国和俄国抛弃自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以

来双方所形成的偏见与怨恨，让两国关系重新走上正轨。他认为世界

格局在朝着全球化和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导致了世界力量的失衡和不

稳定。这些世界格局的剧变是需要各个主要大国通力合作，才能重新

恢复全球力量的均衡（global balance of power）。 而俄国是重新建立

新的全球力量均衡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new global equilibrium）。他认为克里米亚问题和叙利亚问题是改善美

俄两国关系中两个 大障碍。 

特朗普总统当选之后不久，基辛格很快就与候任总统见面。特朗

普上台之后，基辛格又穿梭于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扮演华盛顿和莫

斯科的中间人，致力于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基辛格并且推荐他的老

朋友美孚石油公司的总裁蒂勒森当任国务卿。 蒂勒森也是普金多年

的老朋友。 2016 年 12 月底，根据德国媒体《图画报》（Der Bild）报



道，基辛格向特朗普总统提出一个改善美俄关系的方案：美国承认俄

国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并取消美国对俄国的经济制裁，条件是俄国不

再支持在乌克兰东部的反政府武装分子。 不少国际媒体猜测基辛格

的外交思路是要改善和拉进美俄关系， 以对付和制衡中国的崛起。 

他们称基辛格的新战略为反向尼克松战略， 也就是联俄抗中， 而不

是以前的联中抗俄。 因为基辛格的努力，美国和俄罗斯在 2017 年夏

天共同促使叙利亚政府与温和的反政府武装分子达成了停战协议， 

条件是美国停止支持叙利亚境内的温和派反政府武装分子。 特朗普

的新政策改变了奥巴马政府自 2015 年以来意图通过支持温和的反对

派武装分子来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外交政策。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刺

激了俄国开始出兵支持阿萨德政权， 以保卫俄国在叙利亚的海军基

地。 

近，特朗普在加拿大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说克里米亚不是乌

克兰的领土，因为大多数克里米亚居民都是说俄语的俄国人。未来几

天，特朗普和普京将在赫尔辛基举行会谈，美国和俄罗斯是否能在乌

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上达成共识，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特朗普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和政策 

 

我现在简单讨论一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和

立场。奥巴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没有很明显的立场，可能是处于观

察阶段。但是近一年多来，随着特朗普总统上台，美国学者和官员开



始重视一带一路倡议，并发表了不少论文和言论。 

西方学者和官员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我们的认知有很大的

差距。 （众所周知，我国在 2013 年颁布的一带一路倡议书的宗旨是

通过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而实现互联互通， 从而促进

中国国内经济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是双赢的合作）。 

    一些西方官员和学者将一带一路倡议看作是中国挑战美国建立

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开始。他们将一带一路倡议解读为中国试图通过大

型国有企业控制甚至垄断沿线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出口, 以及工业

产品进口市场, 并且保障中国国家能源安全。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一

带一路有一个隐藏的军事和战略目的，即在军事层面上通过建立海外

海军基地而保障海上能源通道的畅通和安全, 必要的时候通过中国

国有企业控制和主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如铁路和港口和矿

产）以便达到控制当地政治的目的。  

这些官员和学者的思路影响着特朗普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

度和政策。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 2017 年秋天访问印度时候, 提出

了一个新概念, 即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区域（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Region）， 用印度太平洋的地理概念来取代传统的亚洲太

平洋（Asia-Pacific）概念。很显然，蒂勒森认为美国和印度的紧密合

作是美国的印太区域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黄之涵（Alex N. 

Wong）后来对这个新概念有很详细的解释。  

黄之涵说自由的意思就是要保证这个区域的国家免受其他国家



的干预和胁迫，保证这个区域国家的社会变得更加自由， 拥有良好

和透明的治理体系，人权得到保障。开放的意思是要保证这个区域的

海上和空中交通线的畅通和开放。因为这个区域的 50%以上的贸易经

过南中国海。 开放还意味着支持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开放和透

明。美国要支持那些可以真正促进经济发展的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而

不支持那些会压制经济发展造成负债累累的基础设施建设。很显然，

美国的印太区域概念就是针对中国的一代一路倡议和南海政策的。） 

特朗普 2017 年底访问日本时候，与安培首相签署了美日国际基

础设施建设合作意向书。 目的是为非洲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

要的基金支持，也就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开

展竞争。日本打算为这个基金投入一千亿美元。 日本与印度在非洲

也有类似的合作。所以我们不排除美日印三国联手合作，为亚洲和非

洲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援助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特朗普

似乎已经决意要在国际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中国开展竞争，争夺主导

权。未来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从以上分析,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 特朗普似乎认为

战后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今世界格局的大

变化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而中国崛起就是世界格局大变化的主要之

一。所以他认为这个国际秩序需要作必要的修正。 

特朗普政府现在的对华政策似乎受到基辛格的很大影响而所采

取了温和的竞争策略，也就是在经济，政治和战略方面与我国开展和

平竞争。在经济方面发动贸易战, 试图改变我国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 



迫使我国减少政府对企业和经济的干预, 阻止或延缓我国的高科技

发展。 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在全球大战略方面，改善和拉近美俄关

系以便共同制衡中国。 

但是如果特朗普政府的温和竞争战略不能奏效， 也不能排除特

朗普政府接受班农的文明冲突论的可能性, 也就是采取全面对抗的

战略来对付中国崛起, 将中美关系拖入新冷战。 

 

      如何应对缓解中美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竞争 

 

     我们需要作两手准备。一方面， 我们也要做好准备，应对中美

关系可能的进一步恶化。一代一路倡议是我国总体经济战略的重要部

分，体现了我国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只有去产能，调结构

和国际化才能有更高质量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 一带一路倡议可

以说是我国必须的心利益之一, 是我们必须捍卫的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尽力缓解与美国的竞争，通过与联合国和世界

银行的合作，来增强两国的互信。 

 有关缓解中美竞争， 增加中美互信， 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 

我们需要将一带一路放在国际格局剧变的大环境下来考虑。 一带一

路的地理覆盖范围可能需要审慎考虑。 我们不能超出我们的实际能

力来搞一带一路， 不能承担起我国经济所不能承受的国际责任。我

们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和印度在南亚的利益可能需要特别的考虑

和关注。我们需要重视这些大国的传统势力范围。 如果不注意与这



些大国的协调，可能将这些原本比较中立的大国推向美国，给自己添

麻烦。  

     第二，我们不仅要从战略高度来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我们也需

要从文化和文明的高度来捍卫我国的核心利益. 这就需要我们要充

分重视和利用文化软实力。   

     我们在国际关系中至少要重视两个方面的共同文化价值观。第

一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现代普世价值。 我们需要寻求一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观， 这样将加强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感

召力和亲和力，可以起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个国际社会都能接受的

共同价值就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和平，正义，人权与发展等现

代普世价值。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非常的及时

和重要。 我们可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联合国所体现的人类共同价

值观相结合。 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互通和发展理念显然与联合国所

推崇的经济发展理念非常一致。 为了缓解与美国的竞争增强中美两

国的互信，我们不仅需要加强与美日印在基础设施援助上的合作， 还 

特别需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属下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机构

如世界银行的合作， 这方面的合作目前还很少。 

    另外，我们也要重视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文化沟通和文化融合，

增强我们和这些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特别是儒家文化圈或汉字文

化圈，这包括韩国，朝鲜，越南，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