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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美国肆意对华打压，使中美关系有滑向“新冷战”的风险。

但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和经济相互依存、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其他各国

力量的牵制，使中美仍有避免“新冷战”、重启战略合作的可能。基于

对全球事务管控以及美国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美国新政府有可能会策

略性调整对华战略。对中美战略合作路径的探索表明，两国既要保持经

济合作大局的稳定，也要尝试在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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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出于一己私利和政治偏见，对中国进行不

择手段的造谣抹黑，毫无理智的打压制裁，甚至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企图把

世界推入“新冷战”的深渊，中美关系经历建交 40多年来最严峻局面。[1] 学

界对中美关系是否进入“新冷战”有不同的认识，但均认同两国关系“变冷”，

甚至有螺旋恶化的危险。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将对美国外交政策作出调整。

[1]　王毅：“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下的中国外交：为国家担当 对世界尽责——在 2020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2月 12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39713.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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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对中美关系抱持一定期待，“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1]。

本文重新检视中美关系当前状态，探讨中美重启战略合作的路径。

一、中美存在走向“新冷战”的风险

在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尤其是亚洲影响力相对下降而中国影响力不断上升

的大背景之下，美国认为大国主导力转变的临界点已经出现。中美冲突实质

上是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竞争为主线的比拼，辅之以军事施压或军事对

抗等手段。在经济层面，美国的目的是阻止中国可能出现的经济超越，因此

出现了中国对经济发展的合理诉求与美国试图限制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冲突。

同时，在国际体系层面，美国谋求建立新的排斥中国的国际体系，出现了美

国计划另起炉灶而中国试图维持现有国际体系的矛盾。

在一些美国反华势力看来，中美冲突有着同冷战相似的特征，美国和中

国之间的分歧是明显和根本性的，几乎不可能通过谈判得到解决，也始终不

可能真正得到缓和。军事上，中国致力于推动美国海军和空军远离西太平洋（中

国南海和东海），但美国人不会在西太平洋地区让步。经济上，贸易谈判难

以取得实质上的进展。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和中国制度之间的鸿沟正在变得

像美国民主制度和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鸿沟一样巨大。[2]“这是两个主要大

国（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就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展开的战略竞争……这也

关乎中美治理体系的差异以及各自社会如何组织运转，这些都源于他们自己

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3]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25 日，http://www.
xinhuanet.com/world/2020-11/25/c_1126786476.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 日）

[2]　Robert D. Kaplan, “A New Cold War has Begun,” Foreign Policy, January 7, 2019, https://
foreignpolicy.com/2019/01/07/a-new-cold-war-has-begun/.（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3]　邝云峰：“美国、中国和冷战类比”，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上）》，

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 年，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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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美国不断升级对华战略竞争，包括挑起贸易摩擦，以国家安

全名义升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拒绝给在美国学习科学和技术的中国学生

发放签证，将中国公司加入黑名单并施加制裁，等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以来，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变本加厉。美国严厉指责中国的涉疆政策，游说欧

洲禁用中国安检企业同方威视的产品，因涉港问题对相关中国官员实施签证

限制，终止一些由中国资助的文化交流项目等。美国上述挑衅抹黑必然引发

中国毫不妥协的回击。中美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针锋相对、限制与反限制

的较量。

随着中美全面竞争格局的形成，美国的“冷战体制”正在复活，美国政

府正动员资源，加紧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以及思想文化战、意识形态战。

2020 年 8 月 15 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其中东欧之行中发表了一次

演说，一些人把这次演说比作对中国的“冷战宣言”。蓬佩奥强调自尼克松

政府以来盛行的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已经不复存在。《纽约时报》

记者黄安伟和史蒂文·李·迈尔斯解释说，这些敌对言论所带来的综合效应

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遗产：“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根

本性的战略和意识形态对抗得到牢固确立。”[1]

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各方有不同的评估。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已

经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一些政界人士认为，与中国的“新冷战”已

经开始。[2] 而且，美国领导人需要用“冷战”这一框架向公众解释国家安全

决策。美国人通常理解，“冷战”意味着强国之间的竞争，涉及政治、技术、

[1]　Edward Wong and Steven Lee Myers, “Officials Push U.S.-China Relations toward Point 
of No Return,” New York Times, July 27,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25/world/asia/us-
china-trump-xi.html?_ga=2.65222957.2073078792.1605517757-241945421.1599011251.（ 上 网 时

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2]　Michael T. Klare, “A Full-Blown Cold War with China Could be Disastrous,” The Nation, 
June 12, 2020,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orld/a-full-blown-cold-war-with-china-could-be-
disastrous/.（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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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和价值观领域。[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美人文交流课题组对

国内 100 名学者进行了电话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超过六成的中国学者认

为，美国的确是在对华发动“新冷战”。[2]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关系还没有进入“新冷战”。美苏“冷战”是你死我活，

竞争是全球、全方位的。中美的竞争不是全方位的，主要还是集中在地缘政

治和技术领域，在地缘上也不是全球的，只是在西太平洋这一带。[3] 中美当

前的竞争只是大国竞争的一种量变，而非走向“新冷战”的质变。中美关系

处于“新冷战”前夜。[4]

还有观点认为，美中对抗不是另一场“冷战”，而是一种新的形态。中

美两国的竞争领域同美苏“冷战”不同，技术领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个重

要战场。美国将会把重点放在限制技术向中国流动、重塑全球供应链等领域。[5]

中美竞争已经出现一种不同于“冷战”的新的大国冲突形式，这种形式包括

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生物战甚至是舆论战和网络战。也有人认为，现

在出现的不是“新冷战”，而是“新铁幕”。“新铁幕”与“新冷战”的区

别在于对抗的低风险性、成本的高敏感性和结果的可控性。“新铁幕”战略

希望达到的目的不是消灭而是控制。[6]

尽管当今中美冲突不同于美苏冷战对抗，但美国对华“新冷战”战略已

[1]　Jacob Stokes, “Who Cares if the U.S. is in a ‘New Cold War’ with China?,”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February 26, 2020,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0/02/who-cares-if-us-
new-cold-war-china.（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2]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美人文交流课题组：“中国能应对好美国‘新冷战’

攻势”，《环球时报》2020 年 7 月 7 日，第 7版。

[3]　姚洋：“中美怎样才能避免走向热战”，《企业观察家》2020年第 8期，第74-81页。

[4]　王勇：“全面竞争与疫情交织背景下的中美舆论与沟通”，《对外传播》2020年第6期，

第 4-7 页。

[5]　Adam Segal, “The Coming Tech Cold War with China: Beijing is Already Countering 
Washington’s Polic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9,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
north-america/2020-09-09/coming-tech-cold-war-china.（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6]　于海洋、马跃：“新铁幕抑或新冷战：美中关系现状及中国应对之道”，《社会科

学文摘》2020 年第 5期，第 36-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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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形，其实质就是想把中国变成苏联，迫使中国不得不以“冷战”的方式应对，

卷入竞争，落入陷阱，尤其是利用中国急于在高科技上取得突破然而又有技

术不足的时刻彻底卡住中国。美国试图发动的“新冷战”的重点在没有硝烟

的无形战场，即贸易战、金融战、网络战、科技战和人才战等。然而，为了

配合无形战场，美国在有形战场的造势有可能持续升温，不断踩踏中国红线，

制造战争边缘危机，力图打乱中国的应对节奏，让中国自乱阵脚。虽然中国

无意于加大中美冲突的烈度，但美国不断在涉华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上对中

国进行挑衅干涉，中国将不得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虽然中美目前尚未陷

入“新冷战”，但如果美国延续当前政策，中美进入“新冷战”的危险将进

一步增大。

二、中美战略合作重启的可能性

中美当前的战略态势为战略对手，还不是战略敌手，避免两国关系由对

手转为敌手是当务之急。对手之间也有可能存在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从历史

经验来看，中美并不是无法调和的宿敌，两国之间并无领土争端，也没有长

久的历史恩怨。二战期间，中美携手抗击法西斯主义。新世纪以来，双方在

反恐和防扩散领域加强协调合作。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

成立二十国集团，中国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世界

经济走出衰退，这成为中美合作的成功范例。[1]2014 年，两国向非洲派出医

疗队，与多国合作成功阻遏埃博拉病毒蔓延。2016 年，两国与国际社会一道

推动达成《巴黎协定》。实践表明，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

性意义和影响。

巨大的经济相互依存使中美难以完全“脱钩”。贸易摩擦的斗而不破表明，

[1]　“崔天凯大使应邀接受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对话鲍尔森’节目专访（实录）”，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2020 年 9 月 17 日，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
zmgx/t1815643.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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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在经贸领域可以也必须找到共赢之道。“过去 40 多年仅双边贸易就增长

250 多倍，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支撑了美国内约 260 万个就

业岗位。累计 7.25 万家美企在华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赚了大钱。”[1] 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中美人流虽断，物流却逆势增加。2020 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

达到 2340 亿美元，仅 6月一个月就突破 500 亿美元。[2] 调查显示，大量美国

企业不愿撤离中国，愿意保持或增加对华投资。中美冲突将日益尖锐的竞争

与仍然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结合在一起。[3]如果一国真的要与另一国“脱钩”，

一定要有替代方。美国“试图与中国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最终会适得其反”。[4]

非传统安全挑战依然严峻，两国需携手应对。中美面临着大量的非传统

安全问题，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跨国犯罪、

流行性疾病等，这些问题的危害性和迫切性大于中美之间的矛盾。仅就新冠

肺炎疫情而言，美国的财富、就业以及生命的损失就远远大于所谓的中国经

济竞争给美国带来的损失。此次疫情表明，全球范围的流行性疾病可以打乱

人类正常生活，阻断正常的经济交往，对人类社会构成巨大灾难，其影响和

负面后果堪比战争甚至超过战争。“即便美国认为中国已成为比苏联更可怕

的竞争对手，中国也已成为美国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如果中美没有共同合作，

那么就无法解决两国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5]

[1]　乐玉成：“中美走向合作的大势是挡不住的——在外交学会与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举

办的中美关系视频对话上的致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0 年 7 月 8 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795909.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2]　乐玉成：“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人民网，2020 年 9 月 7日，http://
world.people.com.cn/n1/2020/0907/c1002-31851826.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 日）

[3]　Hal Brands and Jake Sullivan, “China has Two Paths to Global Domination,” Foreign 
Affairs, May 22,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5/22/china-superpower-two-paths-global-
domination-cold-war/.（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4]　Andrea Shalal, “Biden Adviser Says Unrealistic to ‘Fully Decouple’ from China,” Reuters, 
September 22,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china-biden-idUSKCN26D1SM.
（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5]　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competition-with-china-
without-catastrophe.（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61

中美关系的未来 :走向“新冷战”抑或战略合作重启？

中国无意与美国展开“新冷战”。中国并不寻求在世界各地推广本国的

政府形式。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但中国并未认为这个发展道路需要推

广到其他国家，反而倡导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路径。中

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应持有包容的态度，一直努力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直

面交锋，强调意识形态之争也是可以化解的。中国无意与美国在意识形态领

域形成相互替代和针锋相对的较量。虽然美国不断对中国进行挑衅，但中国

的反应还是冷静而谨慎的。中国仍然希望将中美竞争与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

之内，希望两国仍然会遵循“避免大国直接军事冲突”的惯例。值得注意的

是，许多美国学者也意识到中国的反应是理性克制的，中国从没有刻意扩大

或加深中美之间的对抗。面对争端，中方为中美关系树立了清晰框架。“一

要明确底线，避免对抗；二要畅通渠道，坦诚对话；三要拒绝脱钩，保持合作；

四要放弃零和，共担责任”。[1]

美国国内缺乏支持“新冷战”的民意基础。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依然

很高，导致中美“新冷战”的成本远高于美苏。中美如果出现“新冷战”，

美方将付出比冷战更为巨大的代价。“160家美国企业向美国会提交联名信，

要求取消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信中说，2019 年美民众为此多支付了 500 亿美

元的关税，每个家庭平均多花费 1277 美元。中美贸易战使美上市公司市值缩

水 1.7 万亿美元。”[2]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威廉·伯恩斯撰文介绍了

其就美国俄亥俄州、科罗拉多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三地中产阶级对美国外交政

策的看法进行的调查研究。研究表明，美国政府与它所服务的公民之间存在

着巨大的理念差距。比如，与目前在华盛顿政策圈提出要有更强硬姿态的鹰

派不同，受访的美国人对与中国展开一场新的“全面冷战”并没有兴趣。[3]“如

[1]　“王毅就当前中美关系接受新华社专访”，中国政府网，2020 年 8 月 5 日，http://
www.gov.cn/guowuyuan/2020-08/06/content_5532729.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2]　乐玉成：“中美走向合作的大势是挡不住的——在外交学会与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举

办的中美关系视频对话上的致辞”。

[3]　William J. Burns, “The Bolb Meets the Heartland,” September 24, 2020, https://
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9/24/blob-meets-heartland-pub-82781.（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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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场新的‘冷战’真正开始的话，我们（美国人）都将为加剧对中国的敌

意付出某种代价（即使不会导致热战）。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新冷战’

的第一个后果可能是从冠状病毒引起的经济崩溃中复苏的力度低于预期。”[1]

美国两党虽然在对华强硬打压方面有共识，但对于“新冷战”并没有形成一

致看法。

美国的“新冷战”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48 个国家的前政要、专家

学者发起“任何针对中国的新冷战都违背人类利益”的全球连线会议，发表

14 种语言的“拒绝新冷战”共同声明，可以说是对美国拉帮结派、分裂世界

行径的有力喝阻。[2] 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在全球范围内造就了巨大的利益共同

体。中国是世界上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澳大利亚、日

本和新西兰等美国的主要盟友。在冷战期间美国可以通过强调苏联对世界安

全的威胁而调动盟国，但现在美国盟国不愿意放弃与中国的商业合作。[3] 美

国很难形成一个围堵中国的阵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自己都承认，组建一个

针对北京的国际联盟是困难的，对有那么多的国家支持中国感到“吃惊和失

望”。[4]

总之，中美关系的相互依存性没有改变，一是两国关系的“全球性”和“战

略性”没有改变，二是两国关系的“互补性”和“互利性”没有改变，三是

两国关系的“交融性”和“互鉴性”没有改变。中美仍然存在合作的可能性。

[1]　Jeffrey Bader, “Avoiding a New Cold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ugust 17,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08/17/avoiding-a-new-cold-war-between-
the-us-and-china/.（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2]　“乐玉成：美国在 21 世纪复活‘冷战’ 麦卡锡主义幽灵在美重现”，中国新闻

网，2020 年 8月 12 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8-12/9262920.shtml。（上网时间：

2020 年 11 月 14 日）

[3]　Ben Westcott, “There’s Talk of a New Cold War. But China is Not the Soviet Union,” 
CNN, January 2, 2020, https://edition.cnn.com/2020/01/02/asia/us-china-cold-war-intl-hnk/index.
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4]　“Review of the FY 2021 State Department Budget Request,”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July 30, 2020,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hearings/review-of-the-fy-2021-
state-department-budget-request-073020.（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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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中美亟需推动形成新的战略共识。拜登新政府可能就应

对中国挑战采取现实而平衡的看法，[1] 在策略上进行比较大的调整，在一些

不得不合作的重大问题上强化与中国的联系。两国是有可能通过解决彼此关

切来发展某种“竞合”（竞争与合作）关系的。[2]

三、中美战略合作的路径探索

中美之间始终有合作，有时合作是主流，有时合作则是支流。战略层面

的合作对技术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具有单向促进作用。战略层面的合作一定能

促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而技术领域的合作并不一定促进战略上的合作。奥马

巴时期气候变化领域是中美合作的亮点，但并没有外溢到其他领域。特朗普

时期中美只剩下肿瘤医疗的合作。欧洲一体化是以功能性合作促进国家间合

作的典范，但也是以战略领域煤钢联营的合作开始的。而且，即使是重大战

略对手之间也能形成一些领域的合作，功能性的合作对于大国战略稳定也是

必要条件之一。冷战期间，美苏之间也有合作，比如 1967 年达成的《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中美之间冲突的尖锐程度并未超过美苏，双方的合作空间还

是存在的。

现在，中美仍然存在广泛的经济合作，共同面临大量非传统安全威胁（比

如新冠肺炎疫情）和传统安全问题挑战（比如朝核问题）。从战略高度重视

和促进具体领域的合作，保持中美经济合作大局稳定，恢复非传统安全合作，

推进传统安全合作，以小合作促进大合作，应当成为当前探索中美战略合作

[1]　“Susan Thornton Discusses US-China Relations,” China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18, 
2020, https://www.chinacenter.net/2020/news/susan-thornton-discusses-us-china-relations/.（上网时

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2]　Fu Ying,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is Possibl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4,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1/24/opinion/china-us-biden.html?_
ga=2.1335858.2061796828.1607144399-1742255980.1607144399.（上网时间：2020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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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

（一）保持经济合作大局稳定

对于美方对中国的强硬施压，尤其是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施压，中国必须进行

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但与此同时，中美仍然需要努力去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大局，

推进中美合作。

中美合作不是因为彼此认同，而是因为通过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共赢。20

世纪 70 年代尼克松来访中国，明确表明他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来。中美建

交以来的合作能够延续也是因为双方在合作中能够共同获益、实现共赢。目

前中美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是合作中的问题，是合作中共同获益再分配的问题，

是要解决共赢中不同期望值的问题。我们仍然要努力重建共识，推进尽可能

多的合作，提升合作效益，外溢合作功能，促成由点到面、由区域到整体的

合作局面。受到共同利益的推动，中美经贸合作仍是大势所趋，不是少数别

有用心的政客可以阻碍中断的。事实已经表明，即使是美国政府把经贸问题

政治化、安全化，中美之间的合作仍在持续。2020 年以来，埃克森美孚、霍

尼韦尔、特斯拉、沃尔玛等美国公司都在扩大对华投资与合作。下一步，中

美在信息通讯、人工智能、线上教育、远程医疗等领域将有更多合作机会。

随着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盈利机会将进一步增加。中

美可以开展第三方合作，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

济等领域开展合作。

（二）恢复非传统安全合作

中美之间不仅应该合作，而且有大量的合作议题可以推进。中国驻美大

使崔天凯指出：“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强化中美合作、构建更加强劲双边

关系的巨大机遇。首先是要合作抗击疫情，合作研发疫苗和治疗药物，努力

拯救生命，保障民生和就业，恢复经济增长，恢复世人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

的信心。其次，双方还要恢复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和朝核、伊朗核等地

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1]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认为，

[1]　“崔天凯大使应邀接受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对话鲍尔森’节目专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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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要拓展能源、执法、禁毒、地方、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中美两军应

加强接触交往，用好互信机制，使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因素。双方

还应就朝鲜半岛、阿富汗、中东、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国际地

区问题继续开展协调合作，让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从中美及其他国家的

合作中得到更多利益。”[1] 拜登曾表示，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

协议，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2] 上述领域将为中美合作留下大量空间。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中美可以开展合作的两个领

域。中国作为较早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一直致力于为其他国家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中美之间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合作实际上早已开始，

但是受到美方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两国之间的合作现在还仅限于物资贸易

的层次，经验交流也局限于地区与地区、医院与医院之间。拜登上任后，两

国或有机会开展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交流，这一交流可能包括科技层面，特

别是疫苗研制与投放等方面的技术合作，打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两国各

自为战的局面。中美两国的疫苗应该说各有优势各具特色，如果能够加强这

一医疗领域的深度合作，则可以使疫苗的针对性更强，适用性更广，从而帮

助更多的民众摆脱疫情困扰。在生命安全面前，疫苗领域是不应被垄断的，

需要更多实现共享。

在气候变化方面，拜登新政府料将采取同特朗普政府截然不同的政策，

重返《巴黎协定》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中国已承诺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相较于特朗普上任前的 2016 年，

如今的气候变化问题更显严峻，其引发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为包括中美两国

在内的亚太各国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损失。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中美清洁能

[1]　杨洁篪：“尊重历史 面向未来 坚定不移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人民日报》

2020 年 8 月 8 日，第 6版。

[2]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3,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 上

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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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研究中心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两国已形成的气候变

化协调机制完全可以作为成熟经验，在拜登上任后重新发挥作用。中美是世

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的议题设计、技术交流、

规则制定等方面有广泛的合作空间，理应树立起大国合作的新标杆。

（三）推进传统安全合作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美两国有很大合作空间；在传统安全领域，两国

亦能发现潜在的合作点。比如，在伊朗核问题上，中方始终支持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的履行；在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中国外交部就表示，“中

方呼吁所有各方本着负责任态度，从长远和大局出发，坚持政治外交解决方向，

妥善管控分歧，尽快回到继续执行全面协议的正确轨道上来。”[1] 如果拜登

新政府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中美在落实核协议问题上可以展开合作。

朝鲜核问题是中美可能进行合作的另一领域。两国在反核扩散、半岛和

平进程以及地区稳定方面存在共识，并有可能达成新的战略共识。对中国

来说，美国与朝鲜的战争将是一场灾难。美国解决朝核问题离不开中国。[2]

拜登已明确提出将与美国盟友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共同推进朝鲜无

核化的目标。[3] 这一表态虽然指向并不明确，也缺乏具体的措施清单，但

显然拜登新政府已经意识到，美国如果想在朝鲜核问题上取得进展，与中

国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中美在朝核问题上均应发挥各自应该发挥的作用，

同时注重相向而行。中方在朝鲜核问题上坚持“三个不动摇”的立场，即：

坚持对话解决半岛问题的方向不动摇，坚持通过分阶段、同步走建立半岛

和平机制、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不动摇，坚持防止半岛生战生乱的决心

[1]　“外交部就美国总统宣布美终止参与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等答问”，中国政府网，

2018 年 5 月 9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5/09/content_5289623.htm。（上网时间：

2020 年 11 月 27 日）

[2]　James Stavridis, “Can the U.S. and China Cooperate? Sure,” Bloomberg, July 31,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08-01/u-s-and-china-can-cooperate-on-covid-
climate-and-the-arctic.（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

[3]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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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摇。[1] 中美两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的目标存在交叉重叠，路径也存

在相通之处，这为中美在传统安全问题上进行创造性合作提供了空间。

 “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不能因此全盘否定过去。”[2] 当前中美关系

的关键是要制止双边关系继续下滑。要做到这一点，利用好双边经贸关系这

块“压舱石”至关重要。因此，重启中美战略合作要首先稳住双边经济合作大局。

在此基础上，两国可以探索当前就可进行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合作，如共同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传统安全议题上，两国也有合作的空间，伊朗

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可能是双边合作率先取得突破的方面。此外，两国在打

击毒品犯罪、军备控制 [3]、两军潜在危机管控机制 [4] 等方面，还存在相当大

的合作空间。

四、结语

在当前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形势下，推进中美战略合作甚至是功能性合

作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一些美国学者对中美合作持悲观态度，认为中美安全

利益难以保持充分一致。许多分析家谈到要在中美竞合关系中找到平衡，但

难度越来越大。中美合作领域会一直存在，但是其是否具有战略价值，能否

抵消利益分歧，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5]

然而，在特殊选举季和疫情下的极端做法会随着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改

变而得到缓解，中美合作可能迎来新的契机，只要在困难的时候不放弃合作，

[1]　“韩国总统文在寅会见王毅”，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26 日，http://www.xinhuanet.
com/world/2020-11/26/c_1126791262.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27 日）

[2]　乐玉成：“中美走向合作的大势是挡不住的——在外交学会与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举

办的中美关系视频对话上的致辞”。

[3]　James Stavridis, “Can the U.S. and China Cooperate? Sure”.
[4]　Fu Ying,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is Possibl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5]　Evan S. Medeiros, “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US-China Relations,”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 No.3, 2019, 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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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合作将会出现。破局合作需要耐心和毅力，要由小而大，

由易向难，善于发现新的合作路径。拜登上台为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带来一定

机会。当然，在美国国内对华强硬或为共识的背景下，中美重启战略合作困

难重重。对于中国而言，只要存在合作的领域和机会，我们就要争取，同时

把中美之间的合作由形式合作变成实质合作，小合作变成大合作，局部合作

变成战略合作。可以就功能性领域的合作设立新的专业化对话机制，以求务

实高效地推动合作的展开。

回望过去，当今美国在国际关系、地区政治中遭遇的阻力，几乎都同冷

战中美国的单边威胁、制裁乃至干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同样经历过冷战的中美两国人民应当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避免重

蹈覆辙，世界各国人民也不会让中美两国上演“新冷战”。在美国一些政客

倒行逆施的今天，两国有识之士要重启“乒乓外交”的精神，推动新一轮中

美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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