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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四十年
——中美关系的回眸和前瞻
陶文钊
【内容摘要】 中美关系正常化 40 年来，两国之间有分歧、有摩擦，但共同利
益远大于分歧，两国关系一直是向前发展的。进入新世纪，中美关系在全球治
理中的分量越来越大。合作共赢是两国 40 年关系的主旋律，是两国关系的本质。
两国都从一个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也促进了世界的和
平、稳定和繁荣。中国从中美关系中的获益主要表现在帮助构建对现代化建设
有利的国际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反对“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人文交流四
个方面。美国同样是中美关系的受益者，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及防
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增进经济利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人文交流四个
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
为“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者”，美方还挑起贸易摩擦，这些都说明美国
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实质性转变，中美关系进入了战略转型期。但是，中美关系
不会走向新冷战。中方要冷静、沉着地加以应对，努力缓和摩擦，管控竞争，
把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出来。维护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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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正常化整整 40 年，这 40 年不是轻轻松松走过来的。作为两个
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两国间有分歧、摩擦，但双方
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和两国本身的原因，两国关系时
有颠簸，甚至大起大落，但总的说来，两国关系是一直向前发展的，尤其是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在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越来越大。可以肯定地说，
合作共赢是两国 40 年关系的主旋律和本质。两国都从健康、稳定的双边关
系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一、合作共赢是两国关系的主旋律
40 年来，中美双方都从双边关系的发展中实实在在获益，这是有目共
睹的事实。双方的同步获益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有益基础。
（一）中国的获益
中国从中美关系中的获益集中在帮助构建对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国际环
境、促进经济增长、反对“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和扩大人文交流四个方面。
过去 40 年，中国聚精会神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为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
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而其中对美关系是重中之重。美国是中
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处理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主要缔造
者。它是西方国家的头，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已经与中国
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因为中美关系未正常化，它们得看美国的眼色行事，
所以跟中国的正常关系也发展不起来。① 中美建交以后，这一状况得到相应
改善。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保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拥有持续的良好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过去 40 年，中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周
边环境总体而言是安全的、稳定的，这与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大，当时中国资金奇缺，技术落

① 参见陶文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有利国际环境的积极营造》，《国际展望》2018
年第 3 期，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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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管理水平低下。邓小平当时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是要“吸收和借鉴人类
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①。邓小平在访问美
国期间十分恳切地表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主要依靠过去 30 年
建立起来的基础和积累起来的建设经验，同时也特别注意加强同世界各国的
经济、文化和科技交往。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工农业生
产和科学技术的很多领域领先，在经济管理和教育事业方面也有很多成就，
我认为，进一步发展我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友谊，向美国人民学习，完全符
合中国人民的利益。”②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的资金进来了。资金不单
是钱，它还带着设备、技术，带来了工程技术人员，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
验。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大问题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他们文化水
平不高，没有专业技术，要解决数亿农民工的就业不是容易的事情。③ 而美
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早就向全世界扩散了。中国改革开放了，就把美国早先
转移到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中国，解决了
数亿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中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问题是市场，而美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出口产品的近三分之一的最
终目的地是美国，这个可观的外部市场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贡献不小。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江泽
民、朱镕基等时任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要“入世”，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
府总体来说是支持自由贸易、支持中国“入世”的。克林顿政府在任期最后
一年全力以赴，克服重重阻力，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这是中美关系自正常化以来最
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发展。中国“入世”后的 10 年中，充分享受了“入世”
带来的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对外贸易每三年翻一番，强劲拉动 GDP 增长。
2001 年中国的 GDP 是 1.16 万亿美元，占世界不到 4%，居世界第 6 位；2010
年达到了 5.88 万亿美元，占世界 9%强，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④ 这是中
① 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80 页。
③ 陶文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有利国际环境的积极营造》，第 7 页。
④ 参见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的深度调整》，《和平与发展》2018 年第 2 期，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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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真正经济起飞的阶段。总之，中美经贸合作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
善，有利于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邓小平生前对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时时牵挂在心，既对美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也对美
国怀有一定的期望。① 他说：“我们希望美国不要做妨碍用和平方式解决台
湾问题的事情。美国有力量也有条件促进双方谈判，美国在促进用和平方式
解决台湾问题上，可以做很多事情。”②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两面的，既承
认一个中国，又向台湾出售武器，并因此对中美关系造成周期性冲击。但如
果“台独”分裂势力冲撞一个中国的底线，美方也会表示不满，提出批评，
甚至予以严厉谴责。1999 年克林顿政府批评李登辉的“两国论”是一个例
子。在陈水扁当政时期，“台独”分裂势力尤其嚣张。中国时任领导人江泽
民、胡锦涛、温家宝一再向小布什总统和布什政府高官表示，“坚决反对和
制止‘台独’，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战略利益。”③ 布什政府
听进去了，从 2002 年 8 月起，布什政府不断公开严厉谴责“台独”分裂势
力的“废统”“修宪”“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等分裂活动，在一
定程度上遏制了“台独”势力，与中国政府共同维护了台湾海峡的稳定。 ④
与美国的人文交流也使中国获益匪浅。早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邓小
平就决定要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明确表示，“赞成增加派遣留学生的数量，
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⑤ 此后，
留学美国成为当代留学运动的新潮流，有公派的，但更多是自费的；学习的
门类遍及理工农医及社会和人文学科。截至 2016 年，中国大约有 458 万学
生到世界各国留学，已经回国的有 322 万，⑥ 而美国无疑是留学的首选之地。
—6 页。
① 参见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的深度调整》，《和平与发展》2018 年第 2 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766 页。
③ 《胡锦涛同布什通电话 就双方共同关心问题交换意见》，新华社北京 2015 年 12 月
6 日电，转引自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ldhd/2007-12/07/content_827316.htm。
④ 参见陶文钊主编：《美国思想库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1—86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1 页。
⑥ 陈宝生：《让留学生回国潮来得更猛烈些吧》，人民网，2017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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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17 年中国的留学生总人数为 60.84 万，赴美留学的人数为 35 万，
超过赴其他各国留学人数的总和。① 留学生把从海外学到的先进科学知识带
回国内，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 ②
（二）美国的获益
美国同样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受益者，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及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增进经济利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人文交
流扩大方面。
“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本土遭受史无前例的攻击。中国领导人
立即对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表达了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意愿。时任外交
部长唐家璇在访问美国时明确表示，“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人民
和美国人民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站在一起。”③ 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打
击恐怖主义的各项决议。中国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巴基斯坦成为美国
打击塔利班的前线国家。中美成立了反恐磋商机制，共享信息和情报，在执
法联络以及金融资产监控方面进行良好合作。
“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与反恐并
重成为美国的首要关注。中国进一步完善了防扩散机制，实现了从行政管理
向法制化管理的转变，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中国加入了核供应国集团，
加入了美国发起的集装箱安全倡议。尤其是在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
中国发挥了东道主、美朝之间的斡旋者和会谈积极参与者的三重作用，竭尽
全力，充分运用政治智慧，与各参与方一道，达成了 2005 年 9 月 19 日的
“共同声明”，并使宁边核设施的无核化取得了一定进展，一再受到小布什
政府的赞扬。④ 虽然由于事情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美俄之间的深刻矛盾，后来
http://edu.people.com.cn/n1/2017/0312/c1053-29140221.html。
① 参见
《中国赴美留学人数连续 8 年位居榜首，2017 年超过 35 万》
，搜狐网教育频道，
2017 年 11 月 22 日，http://www.sohu.com/a/205923360_475836。
② 据统计，有留学经历人员在“两院”院士中占 80.49%，在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中占
77.61%，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学研究基地主任中占 71.65%，在长江学者中占 94%，在国
家“863 计划”首席科学家中占 72%。《我国“两院”院士 80%具有留学经历》，人民网，
2008 年 12 月 15 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07/64109/8576153.html。
③ 唐家璇：《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永远大于分歧》，中国网，2001 年 9 月 22 日，
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1-09/22/content_5060640.htm。
④ 如布什在 2003 年 10 月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期间就曾说：“我要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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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逆转，但不能否认中美双方的合作及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在那些年
里，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是基本稳定的。
在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与美国也保持合作。中
国在美伊之间劝和促谈，既要求伊朗顾及国际社会的关切，不发展核武器，
又坚持政经分开的原则，反对将核问题与国家关系及正常的经贸关系挂钩。
尤其在 2013—2015 年密集的高强度谈判中，中国以建设性姿态积极参与，
充分发挥正能量，在不同阶段提出切合实际的主张，锁定已有共识，推动谈
判以分步、对等的原则解决问题，终于与有关各方一道，达成了《全面联合
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奥巴马总统专门
致电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发挥的“十分重要的作用”表示感谢。 ①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是互利双赢的范例。2017 年，按中方统计，两国双
边贸易额达 5 837 亿美元，是 1979 年建交时的 233 倍，是 2001 年中国“入
世”时的 7 倍多。② 商人不会做赔本的买卖，如果不是互利双赢，双边贸易
不会发展到这一规模。美国从两国经济关系中获益是多方面的。中国物美价
廉的产品丰富了美国消费者的选择，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如 2015 年中
美贸易平均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 850 美元；降低了美国通胀水平，为美国实
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较大空间；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2015
年，美国对华出口和中美双向投资为美国提供了 260 万个就业岗位；为美国
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商机和利润，2017 年中国是美国 46 个州的前五大货物出
口市场之一；还促进了美国的产业升级。 ③ 中美经贸关系绝不是零和博弈。
中美两国在能源、环境方面的合作始于小布什时期，2008 年战略与经
济对话期间签署的《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U.S.-China Framework
胡主席在北京会谈中的领导作用。我们讨论了如何推进北京会谈。我们讨论了如何达到我们
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无核化的半岛……我要感谢胡主席。” George W. Bush: “Remarks
Following Discussions With President Hu Jintao of China in Bangkok,” October 19, 2003,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 /ws/?pid=612。
① 《 习 近 平 同 美 国 总 统 奥 巴 马 通 电 话 》 ， 新 华 网 ， 2015 年 7 月 21 日 ，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21/c_1115990400.htm。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新华每日电讯》2018
年 9 月 25 日，第 3 版。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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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Ten Year Cooperation 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是一个标志成果。奥
巴马政府把应对气候变化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之中，中美两国在应对气
候变化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特别是在 2014、2015、2016 这三年，
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接连发表了三份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在每年
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都不断充实双边合作的内容，使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中美
双边关系的一大支柱。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两个能源消费大国、温室气体排
放大国的积极作为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促成了 2015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
巴黎峰会的成功举行和《巴黎协定》的达成。2016 年 9 月，中美两国又率
先向联合国提交《巴黎协定》的批准文书，使协定得以及时生效。
美方同样从与中国的人文交流中获益。美国把中国最聪明的一部分“头
脑”吸引过去，他们在美留学期间、在毕业以后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
美国高等教育保持高水平高质量是一个重要贡献。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人文
交流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双方建立了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拓展了在
教育、科技、文体、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尤其是互派留学生的工作得到
较大发展。美方启动了“十万美国人留学中国”计划，国务院还推动成立了
“十万强基金会”（100K Strong Foundation）促进美国学生来华留学；中方
则提供了 3 万个名额的交流机会。据统计，目前在美国的留学生中约有三分
之一（35 万人）来自中国，他们缴纳的学费也成为美国教育经费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些曾经留美或已经留美的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对美国的科技进
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美两国的合作也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两国在防扩散方面的合作维护
了国际防扩散体系；在 G20 中的合作帮助国际社会克服了金融危机，中美两
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帮助国际社会走
出哥本哈根峰会后的阴霾，开辟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灿烂前景。历届美国政府
曾多次如此表示：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难以解决。 ①
① 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赖斯 2008 年 6 月 29 日说：“我们（中美两国）有分歧，但这些分
歧没有模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如果我们要解决在国际社会中面临的许多挑战的
话 ， 美 国 与 中 国 就 必 须 合 作 。 ” http://www.aerica.gov/st/peacesec-english/2008/
june/200806301320abretnuh0.8307611.html；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不止一次
作过类似表示，见 Hillary Clinton and Timothy Geitner, “ A New Strategic and Economic
41

2019 年第 1 期

二、缓解摩擦，管控竞争，争取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新情况。特朗普政府 2017 年 12 月
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 年 1 月发表的《国家防务战略报告》
颠覆了冷战结束后历届美国政府的共识，对国际政治形势、对中国作出了新
的判断。过去历届政府都认为，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威胁下降，非传统安
全威胁上升，共同应对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跨国犯罪、传染
性疾病这类非传统威胁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合作新的基础。特朗普政
府的上述报告却确认了地缘战略竞争的回归，认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大
国竞争，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以往历届政府都表示欢迎中国的崛起，肯定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也会对中国的
一些政策和做法表示不满，但上述两个报告却把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
“战略竞争者”。特朗普政府还挑起了针对中国的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这
些都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实质性转变。
但是，笔者不认为中美两国可以“脱钩”。在过去 40 年中，中国进行
了巨大努力，以对外开放促进、倒逼改革，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既从全球
化中获益良多，也为全球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
界经济，全球经济也已经深度一体化了。今天全球的产业链是几十年来根据
市场规律自然形成的，是通过优胜劣汰、竞争、选择、组合形成的，其惯性
之强大绝非一国的权力所能左右。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最大
的外贸大国，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之间在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已经很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想割断就能一
刀两断的。尽管现在双方有贸易争端，而且以后还会有，但是笔者认为，经
贸关系依然是两国关系的稳定器。
笔者也不认为中美关系会走向“新冷战”。冷战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
特定历史现象，它最基本的两个特征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和集团对抗，这两个
Dialogue with China,”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7, 2009, http://www.wsj.com/articles
/SB10001424052970204886304574308 75382539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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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现在都不具备。特朗普实际上是冷战后美国历任总统中最不重视意识形
态的。美国的盟国体系本来是其维护全球霸权地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
但特朗普对它恰恰不予重视，并以“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一再得罪盟国、
羞辱盟国，公开争吵，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美国的盟国各有各的利
益，不可能结成一个共同应对中国的“统一战线”。最近一个时期中国与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关系的改善就是有说服力的例子。既然不具备意识
形态对立和集团对抗的特征，就不应将中美关系的走向与冷战扯到一起。
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关系正进入一个战略转型时期。在这一
时期，两国仍然是既有合作，又有分歧，但竞争和博弈成为两国关系的新常
态。这种竞争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有不同的表现，也可
能一方面的竞争刚刚消停，另一方面的摩擦又尖锐起来，甚至可能同一时间
有不止一个突出问题。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过渡时期，是一个战略不确定时
期，在竞争和博弈过程中，两国还会有合作，会有相互调适、相互妥协。这
个时期可能延续相当长时间，比如一二十年，通过这个过程会形成中美互动
的新模式。
当年邓小平把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整个改革开放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让中美关系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个设计是
完全正确的。今后我们仍然要努力缓和摩擦，管控竞争，努力维护中美关系
的稳定。要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要冷静、沉着，要防止以民族主义情
绪对抗美国的民粹主义，防止意气用事，抵制与美国进行战略摊牌的诱惑；
对于美方伤害中国根本利益的举措，既要坚决回击，也要努力寻求对话，尽
量通过协商的办法来化解、缩小、缓和双方之间的分歧和争端。要把两国关
系中的各种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这些积极因素，既包括政府的、民间的，
中央的、地方的，也包括商务、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现在的中美
关系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把各行各业的积极因素都挖掘出来，把
中美关系的正能量充分发挥出来，把两国关系潜在的空间（这个空间还是很
大的）都释放出来，努力争取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
[责任编辑：樊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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