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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中，亿万富翁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当选美国第 45 任总统。对于这一结果，很多中国人都乐观的

认为特朗普会为中国崛起提供更为宽松的国际空间。但事实上，以特

朗普的这种精明的商人性质和对重建美国制造业的渴望和专注，将使

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第一部分重点分析了特朗普的两大竞

选口号——“使美国再次强大”和“美国优先”的真实含义。第二部

分对特朗普其人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主要分析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对中

国形成的两方面挑战。一是在经济方面，对外贸易保护主义、对内新

自由主义的政策将对中国形成沉重打击；二是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

普很有可能会撬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力量来围堵中国，为中国制造

不稳定因素。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下，特

朗普很可能会更有效地利用美国现有的超级大国地位，采取各种非常

规手段改变各种游戏规则，促进资本回流美国，从而重塑美国国内和

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对此，中国必须尽快研究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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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间 2016 年 11 月 8 日，政治素人、亿万富翁唐纳德·J.特

朗普（Donald J. Trump）“出人意料”地击败被各种主流民调看好的

前国务卿希拉里，当选第 45 任美国总统。虽然他的当选在美国国内

引起前所未有的抗议浪潮和盟国的无比担心，但却被不少中国人视为

中国崛起的一个战略机遇——商人特朗普可能会采取孤立主义政策

并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上，从而使中美之间可能通过

商业性质的谈判来达到合作共赢的局面。然而，这很可能是一种过于

乐观且非常危险的战略误判。事实上，正是在这种轻意识形态而聚焦

经济竞争的执政思想指导下，作风彪悍的特朗普政府最有可能毫不掩

饰地抛开各种面纱、大胆地集中火力，采取各种政治经济手段对中国

经济，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力量实施精准打击。因此，特朗普的当选很

可能对中国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使美国再次强大”与“美国优先”的真实含义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使美国再次强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无疑是特朗普最重要

的两个竞选口号。毫不夸张地讲，正是这两个竞选口号才使得这个被

奥巴马总统称为“最不够格”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最终赢得了大选。

因为他喊出了广大美国劳工阶层，尤其是白人劳工阶层的心声并使这

些沉默的大多数团结在他周围，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特朗普远非一

个完美的候选人。由于这两个口号肯定会成为特朗普执政的核心指导

思想，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包含在其中的真实含义。 

（一）“使美国再次强大”——矛头直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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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世人皆知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超强的

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但是为什么特朗普却大声疾呼“使美国再次强大”

并成为其竞选活动中绝对第一重要的口号呢？答案就隐藏在下面的

三个问题之中。 

第一，什么让特朗普认为美国不再是最强大国家？ 

首先需指出的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更准确的含义应

该是“Make America Greatest Again”，即“使美国再次最强大”，因为

特朗普坚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令特朗普忧心忡忡的

是美国正在失去昔日荣光——国内基础设施破败，制造业及其附属服

务业工作机会大量流失，以至于“在过去 7 年，有超过 1400 万美国

人离开劳动力市场，劳动参与度是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每 5 个家庭之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一个家庭成员获得就业机会；小时

工资和周薪甚至低于 1973 年”。1总之，特朗普强烈地意识到美国正

面临着失去世界最强国家地位的危险，因此呼吁“美国人民团结一致

为一个目标奋斗就能够恢复这一地位而使美国继续作为自由、力量和

繁荣的世界灯塔”。2 

第二，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不再强大呢？ 

在特朗普看来，美国之所以变得不再那么强大主要是源于克林顿

总统以来历届政府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是：（1）美

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国参入 WTO 等国际贸易谈判

中让步太多，未能充分保护本国制造业，以至于“自由贸易”导致美

                                                        
1 参见：“Economy: Donald J. Trump’s Vision”(https://www.donaldjtrump.com/policies/economy)。 

2 参见：Donald J. Trump:“Meet the President Elect”(https://www.greatagain.gov/meet-president-elect.html)。 

https://www.donaldjtrump.com/policies/economy)
https://www.greatagain.gov/meet-president-ele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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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制造业空心化；3（2）放任以墨西哥人为主的大量非法移民（估计

实际数量在 1800-2000 万）进入美国，争夺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并拉

低了美国人的工资水平；（3）在世界，尤其是伊斯兰世界推广“民主”

意识形态而错误地发动了多次消耗巨大的战争，并为盟国承担了太多

国防支出（比如，北约 23 国仅 5 国国防开支达到约定的 2%，而美国

承担了北约组织 70%以上的国防开支），从而导致国内基础设施和民

生工程投资不足。 

第三，到底是哪些国家导致了美国不再强大呢？ 

这个国家不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高科技领域

都没有能力争夺美国的就业机会，而且综合国力上根本不可能对美国

构成威胁，尽管欧洲盟友对俄罗斯充满忧虑。 

这个国家不是来自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国，因为它

们谁也没有实力和意愿挑战美国的地位，因此只需要通过重新谈判迫

使盟友们承担更多国防费用。  

这个国家也不是墨西哥。虽然墨西哥在在制造业和非法移民上对

美国造成了很大伤害，但墨西哥毕竟国力有限，因此通过“修墙”、

遣送非法移民和重新谈判北美贸易协定（NAFTA）就能够扭转不利

局面。事实上，在特朗普当选之后不久，加拿大和墨西哥就立刻主动

表态愿意对北美贸易协定展开重新谈判。 

那么，这个导致美国经济最受伤而变得不那么强大的国家就是中

国！ 

                                                        
3 参见：“Clinton’s Globalist Trade Policies Have Been Devastating For American 

Jobs”(https://www.donaldjtrump.com/press-releases/clintons-globalist-trade-policies-devastated-mi-oh-pa-nc-nh)。 

https://www.donaldjtrump.com/press-releases/clintons-globalist-trade-policies-devastated-mi-oh-pa-nc-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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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是中国吸走了美国的制造业资本而把美国从第一制造业

大国的地位上挤了下去。更重要的是，中国体量巨大，经济科技军事

等方面的发展势头很猛，最有可能在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上赶超美国

而使美国变得不再是“最强大的国家”。这就意味着，以“使美国再

次强大”为己任的特朗普上任之后必然将美国政府的任务聚焦于：如

何使制造业资本流出中国并流向美国？如何抑制中国综合国力的快

速增强？ 

（二）“美国优先”——特朗普执政的最基本哲学 

在特朗普整个竞选活动中，“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是与“使

美国再次强大”同等重要的。事实上，对于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来

说，这一口号更加重要，因为这是其最基本的执政哲学。虽然这被美

国精英阶层和国际盟友广泛诟病为美国“孤立主义”的回潮而引发巨

大担忧，但却在美国普通选民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因为特朗普的“美

国优先”可能更应该被解读为：美国首先应该以是否符合美国经济利

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想作为判断敌友和指导政策制定的首要标准。这

其实很类似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思想。 

当然，“美国优先”并不是说作为特朗普不推崇美国的自由民主

人权的意识形态，而是在作为商人的他看来，经济利益才是美国人民

最重要的东西，是美国强大的真正基础。换句话说，特朗普认为那些

直接把维护和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作为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

一）是愚蠢的，因为这使得美国在国际交往中经常迷失了方向而使美

国经济利益受损。比如，为了在中东地区推广西方民主制度，美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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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地发动了耗资巨大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为了维护共同的价

值观而容忍盟国在国防开支上搭便车；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在各种国

际贸易谈判中（比如，TPP）加入了太多意识形态因素而导致自己让

步太多。这些都严重拖累了美国经济并侵蚀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正是这个原因，特朗普反复抨击和嘲讽竞选对手希拉里虽然有几十年

的治国理政经验但却都是一些“糟糕经验”（bad experience）。 

总之，尽管历任美国总统都以维护和增进美国经济利益为己任，

但至少二战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像特朗普这样旗帜鲜明地公开鼓吹

以“美国优先”作为其基本的执政哲学。因此，我们不应怀疑特朗普

政府将比之前任何一届政府都更明确、更坚定地调动各种政治、经济、

军事资源来保护和增进美国经济利益，甚至将其作为第一目标。就美

国而言，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可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却很可

能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前面所言，“使美国再次强大”的潜

台词是“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才使得美国不再最强大”，因

此明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正式执政之后，必然将比以往任何一届美国

政府都更加专注于采取各种措施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实施打击。 

二、特朗普：一个超级挑战者 

国内很多著名学者非常乐观地认为，虽然特朗普上台之后一段时

间内中美之间可能会面临一些波折，但最终会向中国妥协，因为这是

自 1981 年里根总统以来的历史经验。然而，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

至少与里根之后的历任美国总统相比，特朗普可能是最足智多谋、作

风最彪悍且敢于不按常理出牌的美国总统。对于所有对手来说，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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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都必将是一个超级挑战者。 

第一，极具爱国主义情怀并敢于担当。特朗普这样描述自己的参

选动机，即“特朗普先生之所以加入 2016 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就

是因为他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深表犹豫” 4，因此感到自己不能再袖手

旁观并大声疾呼“使美国再次强大”。我们知道，房地产大亨、亿万

富翁特朗普在 2015 年 6 月 16 日宣布参选美国总统时已年满 69 岁，

享受着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如果他不是拥有超级强烈的爱国主义情

怀和敢于担当，他就不可能自掏竞选经费，毅然决然地投入到这场异

常漫长艰辛且注定要相互揭底抹黑的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之中。 

第二，非凡的胆识和战略洞察力。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的整个商

业经历之中，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他的整个竞选过程中。作为一个

毫无政治经验的局外人，至始至终都遭到几乎所有的美国主流媒体、

社会精英，甚至共和党内部大佬们的一致强力打压，但特朗普却过关

斩将并最终赢得大选。这主要归功于特朗普洞察到了美国的政治经济

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广大劳工

阶层的利益受损却被精英阶层忽视，同时外来移民的快速增加已威胁

到了白人在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由此，他不顾一切地打破美国诸多

的“政治正确”禁忌，通过大声疾呼“使美国再次强大”和“美国优

先”而赢得了美国沉默的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

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就是他自己最大的军师——几乎所有重要时点上

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他自己的主意！5 

                                                        
4 Donald J. Trump: “Meet the President Elect” (https://www.greatagain.gov/meet-president-elect.html). 

5 参见：“Doggedness and Defiance: How Trump won”（FoxNews.com, 2016.11.09）。 

https://www.greatagain.gov/meet-president-elect.html


 

 

 11 

第三，高超的战术技巧和运营能力。在整个竞选活动中，他经常

打出一些非常规的，甚至令其竞选团队都感到震惊不已而坚决反对的

牌，但事后证明大多数牌对于稳定和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产生了积极

作用。6他巧妙地利用一些争议性话题而使自己成为媒体追逐的明星

而扩大了自己在选民中的认知度。他还把 Twitter，Facebook 等社交

媒体利用得淋漓尽致。在选举过程中，特朗普两次更换竞选经理，甚

至有媒体惊呼“团队混乱罕见”，7 但实际情况是作为商界大佬，他

有一个精干而高效的竞选团队。结果就出现了这样惊人的一幕：希拉

里的竞选团队 800 多人，特朗普仅 130 人；希拉里竞选广告支出 2.114

亿美元，特朗普仅 0.74 亿美元；希拉里赢得每张选票的成本是 21.63

美元，特朗普仅 13.29 美元。8 

第四，极富挑战精神且意志坚定。凡是观看过那场著名的特朗普

与世界摔角娱乐（WWE）总裁文斯·马克马洪（Vince McMahon）

的“输者被剃头”竞赛视频的人，都会对特朗普敢于挑战的精神和彪

悍的战斗作风印象深刻。当然，在这次美国 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

这一性格特征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他面对社会精英、主流媒体、竞

争对手，甚至和共党内部建制派的一致打压，但他却越战越勇。即便

在一些民调显示其落后希拉里 10 个百分点而被普遍认为即将惨败时，

他也绝不言败，反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选战之中。这使得那些坚决抵

制和反对他政治主张的人也不得不表示佩服。 

                                                        
6 参见：“Doggedness and Defiance: How Trump won”（FoxNews.com, 2016.11.09）。 

7 参见：《再换竞选经理，特朗普重回“大嘴”套路？》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8/19/c_129240260.htm）。 

8 参见：“More With Less： Trump’s Lean Machine Beats Clinton’s Bank Account”（FoxNews.com, 2016.11.10）。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8/19/c_129240260.htm
http://www.fox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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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虽然商人喜欢与合作伙伴“讲交换，

讲合作，讲平等，讲共赢”，但千万也不要忘了商场如战场。商人为

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敢于不择手段地打击竞争对手，甚至不

惜发动战争——如果被赋予了发动战争的权力和手段。事实上，特朗

普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为了自身利益而敢于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虽然

在美国竞选活动中，对手之间相互抹黑在所难免，但人们还是不得不

惊呼这场有特朗普参与的大选至少是二战以来美国最怪异、低俗的大

选。特朗普攻击竞选对手的很多言语和策略被视为“无底线”而被批

评为破坏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形象。正因如此，很多共和党内的初选对

手在败选之后始终不肯与他和解；在最后两场电视辩论中两个竞选对

手竟然没有礼仪性地握手；奥巴马甚至在大选之后仍然坚持认为特朗

普最不具备担任美国总统的品格。 

总之，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美国第 45 任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具

有非常卓越的战略眼光、战术技巧、极具挑战精神且战斗作风彪悍。

在“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下，特朗普很可能会更有效地利用美国现

有的超级大国地位，采取各种非常规手段改变各种游戏规则，促进资

本，尤其是制造业资本回流美国，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经济增

长，从而重塑美国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因此，不能排除特朗

普真的会成为美国人心目中又一个伟大总统的可能性。可是对其他国

家，尤其是中国却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特朗普可能对中国形成巨大挑战 

相对于那个对中国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和倡导美国“重返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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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希拉里，似乎很多中国人更喜欢轻意识形态而重商业利益的特朗普，

甚至有不少人乐观地认为商人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将给中国崛起提供

更为宽松的国际空间的战略。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中美之间的竞

争在本质上就是经济实力而非意识形态的竞争；而且，正是中国经济，

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使中美经济之间更多地呈现出竞争性，并被特朗

普视为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胁。因此，恰恰是特朗普的这种精

明的商人性质和对重建美国制造业的渴望和专注，将使中国面临前所

未有的挑战。 

（一）“对外贸易保护主义+对内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挑战 

面对制造业空心化和劳工阶层大量失业的现实，特朗普对美国经

济开出的药方可以总结为：对外搞贸易保护主义，对内搞新自由主义。

不少学者以美国劳动力成本及其生产成本高为由而不看好特朗普为

美国开出的药方，甚至以里根总统为例证——里根当初大力推行减税

和去管制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可美国制造业恰恰是从这个时

期开始外流的。9且不说保护主义在历史上就是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

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利器，10更无需说正是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塑造

了美国之后几十年的经济辉煌，我们在此仅仅需要指出：对于当前中

美两国制造业成本的认知很可能已过时而脱离现实！ 

我们知道，中国自 1997 年以来实际工资增长率平均年增长率超

过 10%，而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平均值仅为 2.5%左右，甚至近

                                                        
9
 陈平:《特朗普上台 将加速美国主导全球化的终结》

(http://www.guancha.cn/chenping1/2016_11_14_380464_s.shtml)。 

10 Chang, Ha-Joon (2003):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Anthem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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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已出现停止增长的迹象（见图 1）11。然而，同时期的美国却出

现了另一幅景象，即：虽然劳动工资增长停滞甚至下降，但是制造业

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非常显著（见图 2）。与此同时，中国逐年加

大了对进口石油天然气的依赖；美国却因页岩气革命而变成了世界上

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并使得以页岩气为主的美国能源价格大大低于国

际市场上传统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就是：中

国制造业相对于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遭到了严重侵蚀！波士顿咨询

公司对全球 25 个主要出口经济体的制造业综合成本的研究成果就充

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见图 2）。 

波士顿咨询公司以工人小时工资、劳动生产率、能源成本、汇率

等四个因素来测算各国的制造业综合成本。他们的研究发现：若将美

国制造业的综合平均成本设为 100，那么从 2004 年到 2014 年世界其 

图 1  中国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率和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1991-2014） 

 

注：本图由中国人民大学张杰教授提供。 

                                                        
11 张杰:《关注中国生产率增速过快过早弱化的现象》《中国社科学报》（2016.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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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劳工的每小时生产率增长、实际小时平均报酬和实际

中位数小时报酬（1973-2011） 

 

资料来源：James Joyner: “What Happened to the Wage and Productivity 

Link?”  ( http://www.outsidethebeltway.com/what-happened-to-the-wage-) 

 

他 24 个主要出口经济体的制造业综合成本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

中国制造业综合平均成本指数在 2014 年已快速上升到 96，与美国相

比仅有 4 个点的优势。一位浙江老板 2014 年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投

资办厂的经历更是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若将美国的相关成本视为 1，

则中国的土地成本为 9，产房建设成本为 4，配件成本 3.2，银行借款

成本为 2.4，物流成本为 2，电力/天然气成本为 2 以上，蒸汽成本为

1.1……中国的优势仅仅是人工成本 0.4。12 考虑到：（1）中国的劳动

工资仍然在快速增加；（2）中国的劳动保护和环保措施正在不断加强；

（3）中国近年来房地产价格暴涨所引发的工业用地价格和物业价格

                                                        
12 参见：《一位浙江老板对比了中美制造业的真实成本》（http://pit.ifeng.com/a/20160901/49877318_0.shtml）。 

http://www.outsidethebeltway.com/what-happened-to-the-wage-
http://pit.ifeng.com/a/20160901/49877318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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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制造业相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很可能已进一

步收窄，哪怕近两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有所贬值。  

图 2 全球前 25 个出口经济体制造业成本指数（美国=100） 

 

资料来源：《波士顿咨询：全球制造业成本的变化令人吃惊！》 

（http://cj.sina.com.cn/article/detail/1790671321/97620?column=china&ch=9） 

与上述事实相关的另一事实是：中国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已在全球

失去竞争优势而正在艰难地进行产业升级；同时，美国的再工业化也

绝不可能是发展劳动密集性产业。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正

在或者已经从之前的产业互补关系转变为产业竞争关系。在这些资本

和技术相对更密集的行业中，中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工资优势将变得

不再那么重要；相反，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能力和工人职业素质的重

要性大大上升。具有更好法制和人文环境的美国恰恰在这些方面比我

们更有优势。 

当我们认识到上述事实之后，中国也许就不太可能再对特朗普的

经济政策嗤之以鼻了。     

1、几乎可以肯定特朗普将会对中国采取多种贸易保护措施。特

http://cj.sina.com.cn/article/detail/1790671321/97620?column=china&c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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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不仅在竞选过程中反复宣称将对中国产品征收高达 45%的高额

关税，并在 10 月 22 日发表葛底斯堡演说时明确宣布“将中国列为汇

率操纵国”列为《特朗普与美国选民的契约》的重要内容。13诚然，

特朗普不太可能在明年 1 月 20 日之后真的对中国采取如此极端的贸

易保护措施，因为这会挑起贸易大战而两败俱伤。14可问题在于：在

中国制造业对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已基本丧失殆尽的现实情况下，

美国只需采取比较轻微的保护措施就很可能对中国形成非常有效的

打击。对于一个视中国为头号竞争对手、敌视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作

风彪悍且不按常理出牌的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他

不会这么干呢？ 

2、也许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推行减税和放松管制的

新自由主义措施将对中国制造业形成更加巨大的挑战，何况这些措施

还不违反任何国际贸易协定。具体而言，特朗普的国内经济政策包括

这样一些主要内容：第一，将美国的商业税率从 35%减少到 15%；第

二，大量取消增加企业负担的各种政府管制；第三，废除奥巴马医疗

法案，因为该法案不仅增加了家庭负担而且还大幅增加了企业负担；

15第四，减轻奥巴马和克林顿对能源基建项目所采取的限制，甚至退

出巴黎气候协定。16在特朗普看来，各种气候协定都是中国限制美国

能源产业和制造业发展的阴谋。特朗普希望通过上述新自由主义改革

                                                        
13 参见：https://assets.donaldjtrump.com/_landings/contract/O-TRU-102316-Contractv02.pdf。 

14 刘利刚：《特普朗当选，中美贸易战不太可能》（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088?full=y）。 

15 参见：“Tax Plan”， “Regulatory Reform”和“Healthcare” (https://www.greatagain.gov/policy/)。关于奥巴马

医疗法案对企业的影响可参见：林达：《特朗普上台，那头大象终于跑出来了》（凤凰网，2016.11.16） 

16 参见：“Energy Independence”（https://www.greatagain.gov/policy/energy-independence.html）。 

 

https://assets.donaldjtrump.com/_landings/contract/O-TRU-102316-Contractv02.pdf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088?full=y
https://www.greatagain.gov/policy/regulatory-reform.htm)
https://www.greatagain.gov/policy/energy-independence.html


 

 

 18 

实现两个目标：第一，普遍性地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第二，进一步拓

展页岩气在内的本土能源产业，保证美国的能源独立并为美国制造业

创造能源成本优势。 

虽然我们并不认为特朗普的这些国内新自由主义计划都能实现，

但相当部分变成美国法律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已

经控制了参众两院。对中国而言，这将意味着大量制造业资本从中国

流向美国并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因为：（1）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在 2013 年中国的企业总税率（=（税费+强制缴费）／利润）高达 67.8%，

而美国为 43.9%；（2）中国已进入到必须走绿色发展道路的阶段，大

量远距离进口石油天然气在所难免，所以特朗普的减税、放松管制和

大力发展页岩气等措施无疑会进一步削弱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甚

至还有可能使美国获得成本优势。这就很可能引发制造业大规模从中

国流向美国。 

（二）地缘政治的巨大挑战 

很多人将特朗普的当选解读为孤立主义在美国的重新兴起，从而

会减少对中国地缘政治上的围堵。然而，可能大家很快就会意识到这

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前面所言“使美国再强大”背后的真实

含义是：强势崛起的中国才是美国不再那么强大的根源，因此美国必

须全力阻止中国的真正崛起，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通过

各种手段打击中国制造业来发展美国制造业。为此，美国有必要“更

聪明地”利用现有的超级大国地位、撬动地缘政治力量来围堵中国，

为中国制造不稳定因素，促使资本流出中国而流向美国，因为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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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避讳的就是不稳定。注意，虽然奥巴马和希拉里都强调“巧实力”，

但在特朗普看来，他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中国还不够强硬，策略上

也不够聪明，仅有一些“糟糕经验”而已。 

我们知道，奥巴马还是有很强的人文主义情怀的，因而在全球气

候问题上有求于中国的合作。与之不同，特朗普敌视巴黎气候大会，

视之为中国约束美国能源和制造业发展的阴谋，因此他似乎还没有想

出在哪些国际事务上必须寻求中国合作。结果，轻意识形态而重经济

利益的特朗普很有可能对中国单刀直入，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形成前

所未有的挑战。 

1、美国很可能与俄罗斯迅速和好。在整个竞选活动中，特朗普

频频表达对俄罗斯总统普金的敬佩之情并因此招来美国各方面的批

评和非议，比如希拉里阵营就宣称普京在背后干扰美国选举。不过，

除了特朗普是“大嘴的”因素之外，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一方

面，在特朗普看来，国力已弱的俄罗斯并不能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形成

挑战，尤其俄罗斯还没有能力损害美国的经济和就业机会；另一方面，

作为中国最大邻国的俄罗斯却有可能是美国围堵中国的一个潜在的

重要帮手，因为俄罗斯骨子里也不喜欢过于强大的中国。因此，奥巴

马政府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对欧洲盟友不必要的承诺导致美国与

俄罗斯对抗，这是非常愚蠢的政策，因为这导致俄罗斯倒向中国，以

至于两个大国形成了某种反美的同盟关系。 

我们应该还记得：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抛开意识形态偏见、顶住国

内压力而在 1971 年 7 月派基辛格秘密访华，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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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国围堵美国当时最大的对手苏联。历史很可能重演，只不过是角

色发生了变化，即：共和党总统特朗普选择与俄罗斯和解，以便可以

集中力量来围堵美国当前最大的挑战者中国。事实上，特朗普对俄罗

斯这一角色的看重已体现在这样一个微妙的细节之中，即：虽然包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在特朗普当选之后

都与他通话表示祝贺，但只有 11 月 14 日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活动被

“候任总统特朗普”的网站及时报道而且是以“Readout”形式加以

报道（见下图）。该新闻稿简洁但热情洋溢，其中最后一段话这样写

道：“候任总统特朗普告诉普京总统，他非常（very much）期待与俄

罗斯和俄罗斯人民建立一种强大而持久的关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直到 16 日特朗普为了回应纽约时报等媒体质疑，才将他与中

国主席习近平等其他国家领导人的通话活动以列表的形式加以通报。 

对美国来说，抛开意识形态偏见，与俄罗斯和解的好处是巨大的。

首先，这不仅有利于美国从欧洲脱身，而且还能够与俄罗斯合作，尽

快解决中东的恐怖主义势力。这既可节约军费还可将更多的军力集中

到亚太地区。更重要的是，未来一旦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至少可以

保证俄罗斯保持中立。事实上，一旦美国和俄罗斯真的和解了，欧洲

也应该很快与俄罗斯和解，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到时，俄罗斯的经济应该得到很大改善，对中国的依赖自然就会弱化。

对俄罗斯而言，一个过于强大的中国绝不是件好事，因此它是有可能

默许甚至支持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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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军事上“重返亚洲”只会加强而不会弱化。确实，特朗普会

不出意外地在上任之后正式放弃奥巴马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因为特朗普觉得 TPP 承载了太多的地缘政治因素而使美国

在经济上让步太大。然而，这绝对不能被解读为“特朗普毙了 TPP，

日本哭了中国笑了”。在特朗普看来，即便废除了 TPP，那些面临中

国强大挑战的日韩等国也还必须依赖美国，继续做美国的坚实盟友。 

对于台湾地区，尽管特朗普未必喜欢蔡英文，但是他也绝对不可

能抛弃这个制约中国的重要棋子。不喜欢“政治正确”且作风强硬的

商人总统特朗普可能并不会太多顾及中国的抗议而坚持向台湾地区

大卖武器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因为这样做既赚了大把美元还能为中

国制造麻烦。 

对于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和

印度等国，美国只可能更加努力地加强与他们的关系，以便美国在南

海强化军事力量，为中国制造不稳定。事实上，这些国家也视中国为

潜在的最大威胁，因此他们很有可能与美国相互呼应，参与围堵中国

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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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基本丧失的现实情形下，

精明而作风彪悍的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很可能会强化对中国在政治经

济军事上的地缘政治围堵，因为这会使得中国面临严重不稳定的外部

环境而促使厌恶不稳定风险的资本流出中国而流向美国。 

四、总结 

亿万富翁唐纳德·J.特朗普以“使美国再次强大”和“美国优先”

为口号而当选美国第 45 任总统。他不仅视中国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

手，而且明确地将竞争聚焦于制造业的争夺。为了打击中国的制造业，

促使制造业资本从中国回流到美国，特朗普很可能在经济政策上搞两

手抓，即一手强化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另一手在美国国内大

力推行减税去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与此同时，为了恶化中国的外

部环境和制造不稳定因素，美国很可能与俄罗斯和解，进一步强化亚

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深化与周边国家的联盟关系，甚至更加大胆地对

中国进行军事挑衅。考虑到近年来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相对于美国的成

本优势已基本消失，因此特朗普政府真的有可能对中国形成前所未有

的巨大挑战。对此，中国必须尽快研究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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