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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将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落下帷
幕，打着“反全球化”旗号的“门外
汉”川普成为白宫新主。由于他的政
治经验一片空白，外界无法预测他
的对外政策走向。正是缘于这种不
确定性，更让外界担心世界上这对
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美
中关系会否出现颠覆性巨变？
舆论对未来美中关系持以悲观
和忧虑心态，不仅是因这位亿万富
翁毫无政府工作经验，还因川普在
竞选中便已多次拿中国开刀。比如，
他表示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作国，
要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等等。但川
普真的会在美中关系上开倒车吗？
这其实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在 20 世纪一段时期，美中关系
互动的确很大程上取决于美国哪个
政党执政。毛泽东便曾对美国记者

斯诺表示，他更喜欢美国右派（共和
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较
民主党而言，共和党不太看重意识
形态，而是更讲求实用主义。事实也
证明，美中关系破冰是由共和党总
统尼克松完成的。后来，当老布什与
民主党人杜卡斯基竞选总统时，中
国再度表现出对共和党的青睐。当
时，邓小平便曾对美国记者公开表
示，他更希望布什胜选。
不过，随着 90 年代前苏联解体、
中国崛起，两国关系正在悄然发生
变化，两党总统对美中关系的定位
和决策开始显出趋同性，两国关系
进入了一个新的调试期。无论是民
主党的克林顿、奥巴马入主白宫，还
是共和党的小布什主政美国，美中
关系走势都与国际格局背景和两国
实力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克林顿

期间，两国曾因南斯拉夫大使馆事
件剑拔弩张，但两国也同样建立起
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小布什时
期，美中也曾因为南海撞机事件龃
龉不断，但两国在“9·11”后又迅速
结成反恐同盟。奥巴马时代，虽然美
中在南海、网络等问题分歧加剧，但
这并未妨碍两国合作面的不断拓展
延伸。比如，气候变化、经贸投资、能
源问题、粮食安全、人道救援、反恐
禁毒、朝核危机、防扩散等方面，美
中合作实现了深耕细作。
对于美中关系，
“ 求同存异，合
则两利，斗则两伤”正成为越来越多
舆论、学者、政界的共识，这也标志
着美中关系已进入到竞争与合作共
存，冲突与协调同在的新阶段。言外
之意，即便美中关系偶因国际格局
变化等因素出现跌宕起伏，这也只

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小插曲，两国 的视角里，商人具有“和气生财”、
培植的深厚合作沃土终会对其加以 “讲求共赢”、
“ 精于算计”、
“ 善于谈
矫正和纠偏，而不会让两国轻易走 判”等多元特质。体现在新一届美国
向冲突和对抗。这是美中关系的大 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上，那就是一个
局和走势，不会因哪个政党或哪个 稳定繁荣的美中关系才会最符合美
人上台，
而出现颠覆性变化。
国国家利益。要实现这一蓝图，川普
川普声称要实现“美国优先”， 就须祭出他擅长的谈判协调等手
但与中国相背而行、白刃相接，显然 段，而不是诉求你死我活等非理性
会与其目标蓝图南辕北辙。何况，美 手段。
国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也会对川
14 日，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
普外交政策起到约束和制衡作用。 平通了电话，面对习近平“合作是美
目前，虽然参众两院都被共和党拿 中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提议，川普
下，但不要忘了这些人大多曾是围 也用
“合作意愿”给予了积极回应。
剿川普参选的主要力量。在这些共
正如前美国总统林肯所言，
“预
和党建制派议员眼里，川普是一个 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创造未
门外汉，也是造反派，他们自然会用 来”，川普和习近平共同展现合作的
手中的投票权防止川普任性而为。 态度，也同样让外界看到了美中关
川普的商人特性，也是窥探美 系这艘巨轮会沿着既有航线继续前
中关系走势的重要切入点。在大众 行的可能。

媒体没“普”，选民有“普”， 川普会使美国暴走到孤立主义吗？
所以“普”当选了！
质，跟度量衡的道理一样，不能拿着尺子量
份量。
这是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儿。在
投票日之前，把持着话语权的媒体都看好
希拉里，各路英豪拼尽全力黑川普。然而事
与愿违，川普这匹竞选黑马一路狂飙，媒体
的路堵严了，就另辟蹊径，用推特向选民宣
导，终于，投票日次日凌晨，川普大叔为人
民服务得逞，而他的对手希拉里则是让美
国再次强大的想法未遂。
川普当选，希拉里落败，这是不是天意
呢？说来您可能不信，但事情就是这么发生
了。希拉里落败的信号一个多月之前就有
了，只是很多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911
纪念活动当天，希拉里突感身体不适，倚靠
在水泥柱上摇摇欲坠。那个时候，离总统大
选投票日一个多月的时间，正是迈入白宫
川普大叔当选美国总统了！
的冲刺阶段。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希
有人欢喜有人愁。还不止有人愁，不少 拉里迈不动步了，靠别人架着才进了车子。
人简直是愤怒。不少城市相继爆发反川普 正需要“冲刺”的时候“迈不动步”，这番场
示威，把下一届美国总统川普当成泄愤的 景不是预兆是什么？
对象。为什么川普在有些人眼里这么不招
再看川普，从第一次辩论到最后一场
待见？原因很简单，川普的竞选政纲得罪了 辩论，我看他除了鼻子有点不通气之外，其
这些人。
他地方浑身上下哪儿都通气儿。而川普当
选举之前，我就说过，我们华人该投票 选的天意信号就发生在投票日的前一天。
给谁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两个候选人， 联邦前司法部长雷诺（Janet Reno）说过，
看谁都不顺眼，一个被贬为骗子，一个被称 “只要我活着，川普就当不了美国总统。”巧
为疯子。还有人说，两个候选人，两个烂苹 的是，这位前司法部长就在投票日的前一
果，没一个好东西。但是，下一届美国总统， 天——11 月 7 日，
告别了人世。
要么是个骗子，要么是个疯子。两个烂苹果
川普在竞选过程中的确得罪了不少
当中，必然会有一个烂苹果整天摆在桌子 人，弄得社会菁英阶层不高兴，华尔街不高
上恶心着我们。就像鲁迅说的，蚊子臭虫苍 兴，老墨不高兴，外国的移民也不高兴。
蝇跳蚤，都是害虫，但是必须喜欢一个，而
他要高筑墙，治移民，搞大生产，不称
且非喜欢一个不可。在这种情况下，鲁迅说 霸。高筑墙，就是要在美墨边境高筑墙，高
他选择了跳蚤。
筑墙还要让墨西哥掏钱。他要治移民，审核
说到骗子和疯子。从医学角度看，疯子 身份可疑的移民，不让他们入境，好让美国
可以吃药控制一下，但是骗子没有药能治。 消停消停；他要搞大生产，看着不顺眼的中
就是说，疯子能治，骗子没治。如果非要在 国制造就高关税，45%！他要美国今后少管
他们俩当中选一个不可的话，我的朋友说， 世界上的闲事儿。哪儿乱让他乱去，美国不
他们宁愿选择疯子。
去捣那个乱，省下点钱好好照顾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大叔当选的天时地
因为得罪了好几票人，其中就有利益
利人和的原因之一。
集团在背后撑腰的媒体。所以，媒体一个劲
如果按照我的建议，谁当选，您都会高 儿地黑他。黑川普。说川普说话办事不靠
兴，不会像那些上街示威的人那么愤怒。选 谱。
票投给谁？就投给您瞧着不顺眼的那位。这
说到这儿，川普当选的最主要原因就
样的话，谁当选您都高兴。您瞧着不顺眼的 出来了。不管媒体怎么追捧希拉里，选民心
人当选了，您应该高兴，因为您投的就是 里有“普”，而媒体的确没“普”。媒体不但没
他。您瞧着顺眼的人当选了，虽然您没有投 “普”，做出的民调还特别的“离谱”。
“离谱”
票给她，但是您喜欢的人当选了呀，就更没 的媒体说川普没谱，而有“普”的选民认为
有不高兴的理由啦。现在，川普当选了。可 川普有“普”，所以就投了名字中带有“普”
喜可贺！来！兹拉一口酒，
吧嗒一口菜。
的票，鼓励这位说话没谱的川普入主白宫
有人这么认为，说川普当选有六大理 之后干些有谱的事儿。
由。1，对现实失望的群体扩大；2，政治正确
选民心里很清楚，希拉里喊出的口号
引发厌倦；3，对手的诚信危机；4，美式民主 也挺响亮，together，stronger。意思是：在一
依然有效；5，搭档、子女的加持，对美国政 起，更强大。可是选民知道，想要更强大，怎
治制度的信任；
6，他是川普。
么能“稀拉痢”
（Hillary）呢？起码也要“多拿
我不知道这最后这一条想说什么，反 的”
（Donald）吧？
正是在每一个理由下面都巴拉巴拉巴拉一
纵观这次美国总统大选。除了选出了
堆论述，但是我一个也没记住。我认为，说 总统，还体现了民意。这是真正的美国民
清楚一件事的理由，很简单，用不着那么努 意。这个民意一时间被媒体扭曲了，被社会
劲巴活的，
更不能拿着尺子量份量。
菁英扭曲了，被媒体的各种民调掩盖了。这
拿尺子量份量，由于用错了工具，得出 才有了 11 月 8 日投票的盛况，才有了 11 月
来的结论就必然似是而非。拿尺子量，个头 9 日跌破眼镜的结果。
大的重，个头小的轻。很多情况下的确如
这也说明，美国的菁英政治基础开始
此。但是有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一个杠铃体 动摇了，美国的主流媒体是没谱的媒体，反
积小，一床被窝体积大。但是体积大的被窝 映的民意也跟实际民意有差距。今后看了
轻，体积小的杠铃就重。所以，看问题的实 主流媒体的消息，别忘记多打个问号。

川普赢得美国大选，这将给美国的外交政 多”的义务，美国历史上曾在很多时候采取了
策带来哪些改变，世界各国又将如何适应美国 “卷入不承担义务”的外交政策，川普的主张于
的这些变化呢？有人预测川普对美国外交政策 这种外交思想更为接近。
的调整将是颠覆性的，这不但将影响美国和美
尽管川普不少关于外交政策的言论都令
国盟友的处境，甚至会对国际格局产生剧烈影 人感到匪夷所思，但从中仍可看出他外交思想
响，也有不少人担忧川普很可能把美俄、美中 的轮廓。在川普的构想中，美国应该抛弃哪些
等双边关系推向恶化。
“过多”义务呢？第一项就是在美国与盟友之间
实际上，认为川普胜选将会引发外交灾难 存在的全责不对等关系，比如驻日美军问题，
完全是一种危言耸听的论调，美国外交政策虽 日美之间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盟友，而是美国为
然受总统执政风格影响，但政策最终出台，还 日本提供安全保障，这意味着日本遭受攻击的
是要经过多方讨论，国会也会对总统有所制 话，美国有义务提供支援，而美国遭受攻击时，
衡，政策形成后，还会由专业的外交政策团队 日本没有义务协助美国。在这种不对等关系
负责执行，这些都保证了总统更迭也不会让美 下，美国还要为全面负责驻日美军的日常开
国在外交领域出现
“暴走”
。
销，这种关系是川普不能接受的，故此，他多次
退一步讲，即便川普担任总统真的是“狼 敲打日本，提出如果日本不承担驻日美军军
来了”，那么现在，
“ 狼”也还没有来，共和党在 费，美国将可能撤军。
国会参众两院占有优势，这让川普可以比较顺
川普的外交主张里较少有理想主义色彩，
利实行自己的外交主张，这也是很多人担心他 对于过于理想主义和实现起来难度太大的外
会把竞选过程中的很多过激主张付诸实施的 交议程他也不愿投入很大的力量去实现，最典
原因，但从现在到川普正式出任总统，并完成 型 的 事 例 就 是 他 对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协 议（即
外交团队重组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短期之内， TPP）的态度。自赫尔倡议创建关贸总协定以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出现太大变化，同时，这 来，美国就一直是建立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主
个空档期也可以让川普有足够的时间重新评 要倡导者，但当前世界经济已经发生深刻变
估自己的外交政策。
化，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下滑，这让人们不得不
川普的外交主张被认为是要让美国回归 重新审视原有自由贸易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在
“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是美国建国后很长一 这种情况下，TPP 这种原有自贸体系的加强版
段时间内秉承的外交政策，即美国不参与国际 能否对各国经济起到提振作用就受到了质疑，
事务，尤其是要避免卷入欧洲各国的纷争之 然而，这样一个效果难有保障的协议却要让参
中。美国参加一战后，
“孤立主义”被打破，美国 与国大费周章，
不断调整经济政策来推进，
这样
逐步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主要角色，时至今日， 的政策显然也是川普不愿继续维持的。在反对
美国的利益和力量遍布全球，再次回到“孤立 TPP 这一点上，
川普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其中
主义”已不再可能。因此，川普的“孤立主义”主 不乏有实力的政界人士，这可能会让他在正式
张只是为了迎合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 当选后维持这样的主张。
在具体政策上，他是不会也无法按照“孤立主
总之，川普担任总统后，美国的外交政策
义”原则行事的。
会出现调整，但这样的调整来的不会太快，也
实际上，川普要对外交政策做出调整，并 不可能太过急促，它将是一种有步骤的抛弃
不是因为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参与国际事务，而 “过多”义务和过于理想主义的议程的过程，因
是因为他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了“过 此，外界不必过度担忧，世界各国都将有足够
多”的义务，他所要做的就是不再担负这些“过 的时间来观察和适应这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