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美关系专题研究

欧美关系的裂痕及发展趋势
周　 琪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ꎬ欧美曾携手在中东欧培育新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以及扩

大欧盟和北约ꎬ双方的合作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达到高潮ꎮ 然而ꎬ“９１１”事件之后美国发

动的伊拉克战争成为欧美从合作高潮跌落的转折点ꎮ 在如何处理国际问题上ꎬ欧美的分

歧逐渐显现ꎬ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初期紧密的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ꎮ 奥巴马政府时

期ꎬ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ꎬ欧洲人开始担心欧洲对美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下降ꎮ

自特朗普总统上任后ꎬ欧美关系又出现诸多新裂痕ꎮ 特朗普抨击北约和欧盟ꎬ赞赏甚至

鼓励欧洲内部的民粹主义势力ꎬ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奉行“美国优先”的原则ꎬ导致欧盟国

家的普遍反感ꎮ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ꎬ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以及退出伊

核协议ꎬ也沉重打击了欧美关系ꎮ 本文主要分析欧美关系恶化的根源以及未来欧美关系

的发展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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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特朗普总统上任后ꎬ随着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以及对全球化态度的转变ꎬ

欧美关系出现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和新裂痕ꎮ 有观点认为ꎬ跨大西洋关系的黄金时代已

成为历史ꎮ① 由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持久和最紧密的同盟关系ꎬ也是

最重要的同盟关系之一ꎬ其未来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ꎮ 对

欧美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前景做出分析和推测ꎬ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具有重要的意

义ꎮ

一　 冷战结束后欧美关系的演进

为了解当今欧美问题及其根源ꎬ有必要对冷战后欧美关系的演进做一番考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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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美国作为欧洲的解放者、欧洲战后重建的援助方ꎬ以及在

西方与苏联的冷战中欧洲安全的保护者ꎬ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具有特殊地位ꎮ 美国的马

歇尔计划加速了西欧的经济复兴ꎬ为西欧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ꎬ也为未来的欧洲一

体化创造了条件ꎻ１９４９ 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ꎬ在军事上将美国和欧洲连为一

体ꎮ 自此ꎬ西欧与美国形成了当代最密切的同盟关系ꎬ美国也成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中的主导者ꎮ

冷战结束后ꎬ欧美关系并没有因其共同敌人苏联的消失而疏远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ꎬ当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时ꎬ北约拥有全球无以匹敌的军事力量ꎬ跨大西

洋伙伴关系一时成为几乎可以左右世界局势的政治力量ꎬ为美国主导世界提供了强大

的支撑ꎮ

１９８９ 年ꎬ欧美之间确定了两个合作主题ꎬ反映了欧盟和美国对后冷战时代秩序和

价值观的思考ꎮ 老布什总统在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的讲话中首次将“整体的和自由的欧洲”

作为后苏联时代的追求目标ꎮ① 这一简单明了的主题为美国人和欧洲人所接受ꎬ继而

成为未来 １５ 年北约和欧盟扩大的动力ꎮ②

第二个主题是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１９８９ 年发表在

«国家利益»(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杂志上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ꎮ 他认为ꎬ自由民主已

经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ꎬ一个和平与安全的新时代正在出现ꎬ今后不再有意识形态和

制度冲突ꎬ历史因此终结了ꎮ③ 耐人寻味的是ꎬ虽然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与萨缪

尔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的“文明的冲突”论在理论上形成了鲜明对立ꎬ并且两

者在美国均招致各种不同的反应ꎮ 但在欧洲ꎬ正是福山的观点开始成为许多西欧人看

待世界的方法ꎮ 他们认为ꎬ苏联的垮台开启了欧洲价值观在没有外部威胁的条件下迅

速传播的时代ꎮ

虽然这两个主题代表了跨大西洋社会对未来新时代的憧憬和筹划ꎬ但在如何追求

这两个目标方面ꎬ欧洲与美国之间包括欧洲内部都存在争论ꎮ 第一次重要争论是关于

德国的统一ꎮ 美国与赫尔穆特科尔(Ｈｅｌｍｕｔ Ｋｏｈｌ)总理领导下的西德结盟ꎬ希望尽

快实现德国统一ꎬ使其成为连接中东欧新民主国家的桥梁ꎮ 但法国、波兰和英国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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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热衷ꎬ特别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Ｔｈａｔｃｈｅｒ)竭力反对ꎬ理由是一

个统一的德国将在欧洲范围内发挥不成比例的巨大作用ꎮ① 虽然德国的统一在柏林

墙倒塌后不到一年就完成了ꎬ但许多欧洲领导人至今对德国由此获得的权力耿耿于

怀ꎮ

第二次争论涉及欧盟的扩大ꎮ 德国统一问题得到解决后ꎬ美国和欧盟建立了一个

非正式但明确让中东欧国家融入跨大西洋核心机构的程序ꎮ 这些国家可以先加入欧

洲委员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ꎬ然后加入北约ꎬ最后加入欧盟ꎮ 第一步要求这些国家做

出一系列价值观和行为的承诺ꎬ但不需要做出广泛的政策或法律改变ꎻ第二步则更为

复杂ꎬ它涉及改革国家的军事和情报部门ꎬ以及解决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暴行问

题ꎮ 由于美国在北约中占据核心地位ꎬ它在决定哪些国家符合资格方面发挥了主要作

用ꎮ 然而ꎬ北约的扩张引起苏联 /俄罗斯的强烈反对ꎬ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领导人声

称ꎬ作为 １９９０ 年与美国就德国统一问题谈判的一部分ꎬ老布什总统承诺不会扩大北

约ꎮ②

第三步加入欧盟的进程则更为复杂ꎬ因为 １９９２ 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

高了入盟的门槛ꎮ １９９３ 年的«哥本哈根协议»详细规定了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必须完

成的国家改革ꎮ③ 在这一过程中ꎬ美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关系ꎮ

首先ꎬ美国被中东欧国家视为进入北约的“门票”和加入欧盟的主要支持者ꎮ 这

些国家在发展与美国主要决策者的个人关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ꎮ 美国也由此与这

一地区的国家建立了广泛的个人和机构联系网络ꎮ 苏联解体后ꎬ为促使中东欧国家实

现自由民主化的战略目标ꎬ美国许多大型基金会都将中东欧地区市民社会的发展作为

一项重要的优先任务ꎬ并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来扶植几乎所有部门的非营利组织ꎮ 与此

同时ꎬ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前往东欧为各种非政府组织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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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北约和欧盟的扩大使美国和欧洲的许多民众发自内心地相信人类处于“历

史终结”时期ꎬ而苏联威胁的消失也使其认为欧洲是一个不存在敌人和威胁的大陆ꎮ

考虑到欧盟扩大的成本ꎬ欧洲国家减少国防开支便成为一个自然趋势ꎮ 美国保护欧洲

的承诺ꎬ也使欧洲国家大幅削减国防预算显得合情合理ꎮ 然而ꎬ１９９１－２００１ 年在巴尔

干地区爆发的一系列战争ꎬ使欧洲缩减军事力量的速度大为减缓ꎮ 欧盟东南边界的战

争表明ꎬ历史并未“终结”ꎬ德国、法国和其他主要欧洲大国意识到仍需要维持干预对

欧洲具有直接影响的冲突的能力ꎮ 此外ꎬ美国最初不愿参与任何干预的态度也在提醒

欧洲人ꎬ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是有限的ꎮ 在关于德国统一的谈判中ꎬ老布什政府也明

确表示ꎬ制止在南斯拉夫的冲突是欧洲的责任ꎬ而不是美国的责任ꎮ 只是在波斯尼亚

局势不断恶化之后ꎬ美国才决定与其他北约盟国联手制止冲突ꎬ而且只参与建立禁飞

区ꎬ并未派出地面部队ꎮ

再次ꎬ德国在此过程中崛起ꎬ逐渐成为欧洲强大的政治力量ꎮ 它不仅是欧洲大陆

东西部之间的桥梁ꎬ同时也成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纽带ꎮ 由于统一德国的一半原属于

东欧ꎬ因此ꎬ德国比其他西欧国家更深地卷入了东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转型ꎬ这也使其

领导层在推动这一进展上具有极大的紧迫感ꎮ 德国的各种政治基金会花费了数百万

美元培训前东欧国家的年轻政治家ꎬ其外交部也成为欧盟机构的政治指导者ꎮ 自德国

统一开始ꎬ德国总理科尔与美国老布什总统及此后的克林顿总统的密切关系就成为东

欧国家融入西方的特殊途径ꎮ 德国之所以乐于承担这一角色ꎬ一方面是由于它赞赏美

国在德国统一中所起的作用ꎬ另一方面是因为科尔怀有特殊的目的:使德国成为一个

“正常”国家ꎬ在美国的关照下成为欧洲的领导者ꎮ

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使欧美国家团结在一起ꎬ对抗苏联及其领导的东方阵营ꎮ 冷战

结束后ꎬ尽管美国与欧洲在如何巩固和扩大“不战而胜”的成果上的观点不尽相同ꎬ但

欧美在欧洲始终拥有一个共同目标:在中东欧地区培育新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ꎬ扩

大欧盟和北约ꎮ 因此ꎬ在整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欧美之间的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达到

了高潮ꎮ 然而ꎬ在失去了苏联这个冷战时期的共同敌人之后ꎬ跨大西洋关系发生变化ꎬ

“９１１”事件便是其从合作高潮跌落的转折点ꎮ

二　 “９１１”事件后欧美关系出现转折

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使欧美之间在如何处理国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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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分歧表面化ꎬ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初期紧密的跨大西洋关系出现了裂痕ꎮ

最初ꎬ“９１１”事件促成了欧美之间的空前团结ꎮ 美国因遭受恐怖主义袭击而博

得了欧洲的极大同情和声援ꎮ ９ 月 １２ 日ꎬ«南德意志报»(Ｓü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在头版

刊登了一幅德国政治领导人为美国受害者举行公祭活动的照片ꎬ发表了德国总理格哈

德施罗德(Ｇｅｒｈａｒｄ Ｓｃｈｒöｄｅｒ)和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Ｊｏｓｃｈｋａ Ｆｉｓｃｈｅｒ)支持美国

的讲话ꎮ 法国«世界报» (Ｌｅ Ｍｏｎｄｅ)则刊发了一篇题为“我们都是美国人”的著名文

章ꎬ对美国表示同情和支持:“我们怎能不感受到与那些人民、那个国家———美国的深

刻团结ꎬ我们与它如此亲密ꎮ 由于它ꎬ我们获得了自由ꎬ因而我们是团结一致的”ꎮ①

欧洲其他国家也表达了类似看法ꎮ 这种情绪凸显了欧洲对美国的同情和欧美之间的

紧密关系ꎮ 在此次袭击后ꎬ北约第一次援引第五条款:“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

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ꎬ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ꎬ要求跨大西洋联盟中的每个国

家都必须承担北约的使命ꎬ打击为基地组织提供避难所的阿富汗塔利班政府ꎮ 此后ꎬ

北约在阿富汗部署的军队数量最多时超过 １３ 万人ꎬ分别来自 ５０ 个北约国家和伙伴国

家ꎮ② 许多新近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国家ꎬ也乐意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ꎮ 然而ꎬ北约的

团结好景不长ꎬ小布什政府随后领导的对伊拉克的入侵使北大西洋国家之间的分裂达

到冷战时期难以想象的程度ꎮ

法国和德国强烈反对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的入侵行动ꎮ 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

做了最大的努力来阻止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ꎬ它明确表示会不惜使用其在安理会的

否决权来阻止任何可能为战争铺平道路的决议ꎬ以至于美国与法国在联合国中的关系

几乎达到破裂的程度ꎮ 而英国则坚定地追随美国的外交ꎬ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

(Ｔｏｎｙ Ｂｌａｉｒ)甚至专程飞到美国发表支持性演讲ꎬ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表示

愿意与美国积极合作ꎮ 如此一来ꎬ在美国一时出现了“新欧洲”和“老欧洲”之说:法国

和德国等被贬称为“老欧洲”ꎬ因为在美国看来ꎬ它们拘泥于传统、守旧的国际秩序和

规则ꎬ已经落伍ꎻ而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支持美国的中东欧国家则被视为“新欧

洲”ꎮ

７８　 欧美关系的裂痕及发展趋势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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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Ｅｕｒｏｐｅ％２０ａｎｄ％２０Ｎｏｒｔｈ％２０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Ｕ’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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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德等为代表的欧洲传统大国与美国的分歧表现在:前者主张欧洲应有独立

的防务和外交ꎬ不应盲目追随美国ꎬ坚持通过联合国这样的多边国际组织来解决国际

争端ꎬ这与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和政权变更等一套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ꎬ

因而受到美国的蔑视和嘲讽ꎮ 相形之下ꎬ“新欧洲”国家中如许多中东欧国家更认同

美国的理念和方法ꎬ积极支持美国用武力推翻专制的萨达姆政权ꎬ希望以此获得美国

对其加入北约的首肯ꎬ从而迅速融入美国主导的集体安全体制ꎮ “９１１”事件不仅导

致欧美关系的分裂ꎬ也使欧洲内部出现严重的分歧ꎮ

在关于美国行为的辩论中ꎬ罗伯特卡根(Ｒｏｂｅｒｔ Ｋａｇａｎ)的文章“权力与弱点”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尤为值得关注ꎮ 该文对美欧之间的差异和分歧进行了分析ꎮ

作为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一员ꎬ卡根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ꎮ 他认为ꎬ美国人和欧

洲人对世界的看法和应对世界挑战的能力之间存在根本差异ꎮ 卡根甚至提出:“在当

今重大的战略和国际问题上ꎬ美国人来自火星ꎬ欧洲人来自金星:他们的相互赞同和理

解越来越少”ꎻ“这些跨大西洋分裂的原因是深刻的、经过长期发展的、可能是持久

的”ꎮ 在他眼中ꎬ美国人的特点是ꎬ以善恶和敌友来划分世界ꎻ倾向于采用强制的方式

而不是劝说ꎬ强调惩罚性制裁而不是诱导ꎬ强调大棒而不是胡萝卜ꎻ在国际事务中奉行

单边主义ꎬ不愿通过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来行动ꎬ缺乏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寻求共

同目标ꎮ 而欧洲人的特点是:用更细微、复杂的方法解决问题ꎻ通过微妙和间接的方式

施加影响ꎻ更容忍失败ꎬ更有解决问题的耐心ꎻ一般喜欢对问题做出和平反应ꎬ更愿意

采取谈判、外交和劝说ꎬ而不是强制ꎻ更尊重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国际舆论ꎻ试图使用商

业和经济纽带将各国联系在一起ꎻ更看重过程而不是结果ꎮ①

伊拉克战争是冷战后欧美深刻分歧暴露的起点ꎮ 此后ꎬ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高

昂代价、无休止的误判ꎬ以及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以及政权变更等方式ꎬ

逐渐消磨了欧洲对美国政治智慧和维护安全方式的信任ꎬ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事件以

及网络监视等问题ꎬ更破坏了美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ꎮ② 尤其在小布什总统任职

时期ꎬ欧洲公众更是普遍反对美国的政策ꎬ尤其是在德国、法国和比利时ꎮ 甚至连与美

国关系最密切的中东欧国家也变得不愿接受美国决策者和专家的观点ꎮ 不仅如此ꎬ２１

世纪初出版的一些论著ꎬ强调欧洲模式是更好的治理、创造福利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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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ꎮ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Ｍａｒｋ Ｌｅｏｎａｒｄ)２００５ 年发表的著作«为什

么欧洲将主导 ２１ 世纪»(Ｗｈｙ Ｅｕｒｏｐｅ Ｗｉｌｌ Ｒｕ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ꎮ

就在前一年ꎬ欧盟完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张ꎬ接纳了 １０ 个新成员ꎮ 伦纳德在书中提

出ꎬ欧洲的软实力、强调国际合作、摈弃民族主义ꎬ使其成为一种具有普遍吸引力的模

式ꎬ在未来的几年内可在世界其他地区被效仿ꎮ① 他认为ꎬ欧洲会引导一场全球政治

革命ꎬ欧盟会成为国际组织典范ꎬ国际关系的规则会被欧洲改写ꎮ 这一时期ꎬ欧洲的一

些主要国家ꎬ如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的经济稳定发展ꎬ也促使“欧洲具有优势”

的观点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间得到许多欧洲人的认同ꎮ 欧洲决策者也关注气候变化和中

国崛起等全球性议题ꎬ但并不认为后者会对欧洲的和平与繁荣构成威胁ꎮ

总体而言ꎬ欧洲人更欢迎奥巴马膺任美国总统ꎬ因为他们对美国共和党的外交政

策已完全失望ꎬ认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理念与自己相一致ꎮ 但中东欧国家对奥巴马的

俄罗斯政策持怀疑态度ꎬ因为它对俄罗斯表现出明显的善意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ꎬ尚未举行

就职仪式ꎬ奥巴马就通过电话和信函向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达了“重启”美俄关

系的愿望ꎬ并得到后者的积极回应ꎮ 在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格鲁吉亚－俄罗斯战争发生后仅 ７

个月ꎬ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向俄罗斯外交部长发出了开启美俄关系新时代的信

号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ꎬ二十国集团(Ｇ２０)伦敦峰会期间ꎬ美俄首脑首次举行会晤ꎬ在共同削

减核武器方面达成了共识ꎬ为双边关系设定了新议程ꎮ 这标志着美俄关系的“重启”

正式开始ꎮ②

随后ꎬ奥巴马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访问了莫斯科ꎬ紧接着在 ９ 月决定停止在波兰和捷克

共和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ꎮ 与此同时ꎬ许多中东欧国家觉察到俄罗斯在这些地区越来

越活跃ꎬ指责俄罗斯煽动种族冲突、散布虚假信息、资助新贵政党ꎬ并大肆扩大其间谍

活动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ꎬ一群中东欧知识分子和前政府官员签署了一封致奥巴马总统的

公开信ꎬ自称为“北约和欧盟内部的大西洋主义声音”ꎬ因曾受益于美国对自由民主和

自由价值观念的支持ꎬ一直是美国最强大的支持者中的一部分ꎮ 他们质疑奥巴马政府

没有尽力阻止俄罗斯对欧洲东部的侵略ꎬ并批评说:“冷战结束 ２０ 年后ꎬ我们看到中

东欧国家不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ꎮ 随着新的奥巴马政府确定其外交政策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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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ꎬ我们的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美国不再担心的世界的一部分ꎮ”①

欧洲国家对奥巴马政府政策的担忧始于 ２０１０ 年美国宣布将把其战略重点转向亚

太地区ꎮ 对欧洲人而言ꎬ这意味着美国将远离欧洲的传统盟友ꎬ专注于其在亚洲的朋

友和敌人ꎬ如此一来ꎬ美欧传统的紧密伙伴关系将处于危险之中ꎮ 欧洲人也开始怀疑

奥巴马总统是否把欧洲受到的挑战视为攸关美国战略利益的挑战ꎮ 他们看到ꎬ奥巴马

总统并未将乌克兰的主权视为与美国的战略利益直接相关ꎬ也未因俄罗斯“兼并”克

里米亚而对它进行武力惩罚ꎬ仅仅宣布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ꎬ但制裁带来的损失大

部分是由与俄罗斯经济联系更为紧密的欧洲经济体承担的ꎮ

“９１１”事件之后ꎬ尽管欧美之间在政治上产生了相互怀疑ꎬ但在经贸方面ꎬ欧美

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ꎬ双方是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ꎮ ２０１５ 年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商

品和服务贸易额为 １.１ 万亿美元ꎬ与欧洲的贸易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 １８.９％ꎬ２０１６ 年

与美国的贸易占欧盟贸易总额的 １７.７％ꎮ②

三　 欧美之间政策分歧的案例分析

“９１１”事件之后ꎬ欧美之间的政策分歧不断产生ꎮ 从实例来看ꎬ战略利益、经济

利益、历史联系等是造成欧美一系列分歧的主要因素ꎬ因篇幅所限ꎬ仅列出近五年来发

生的三个案例加以说明ꎮ

(一)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看来ꎬ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ꎬ是冷战结束

以来在欧洲地区第一次跨边界使用武力ꎬ并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次用武力

夺取领土ꎬ这是不可接受的ꎮ 美国和欧盟国家认为ꎬ对克里米亚的“兼并”ꎬ破坏了建

立在领土不受侵犯、不使用武力解决国家间领土争端的原则基础上的欧洲冷战后秩

序ꎮ 从欧洲的角度看ꎬ北约未来的发展和欧洲的向心力也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影响ꎮ 乌

克兰危机爆发后ꎬ一些欧洲盟友要求美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欧洲ꎬ并通过轮转的方

式把更多的美国和北约兵力部署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等东方前线ꎮ 为此ꎬ北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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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威尔士峰会上做出决定ꎬ将重新聚焦于确保欧洲成员国安全的能力ꎮ①

但同时ꎬ乌克兰危机也对美国同俄罗斯在处理全球共同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构成了

挑战ꎬ包括应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伊朗核问题ꎬ以及维

护阿富汗的战后稳定ꎮ 正因为需要在上述问题上同俄罗斯合作ꎬ美国才一直避免在乌

克兰危机中同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ꎮ 美国尤为担心ꎬ西方的制裁会导致俄罗斯与中国

加强合作ꎬ最终把俄罗斯推向中国一边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如果美国同俄罗斯进行直接

军事对抗ꎬ就会对冷战后的世界秩序造成毁灭性打击ꎮ 对此ꎬ无论是美国还是北约都

没有做好准备ꎮ 而且ꎬ美国国内民意也未强烈支持乌克兰ꎬ多数民众反对美国充当世

界警察以及在国际冲突中充当领导者ꎮ 这导致奥巴马政府不愿也无力介入与俄罗斯

的正面冲突ꎮ

另一方面ꎬ美国必须做出不能放任俄罗斯用武力夺取邻国领土行为的强硬姿态ꎮ

乌克兰虽然不是北约成员国ꎬ也不是美国的盟国ꎬ但作为对乌克兰放弃«布达佩斯备

忘录»规定的从苏联继承核武器的补偿ꎬ１９９４ 年ꎬ美国、英国和俄罗斯共同承诺向乌克

兰提供安全保障ꎮ 奥巴马也正是意识到对乌克兰的安全负有责任ꎬ因此实施了对俄罗

斯的经济制裁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１７ 日和 ２０ 日ꎬ奥巴马总统颁布了三个总统令ꎬ对相

关俄罗斯官员以及亲俄的乌克兰官员进行制裁ꎬ冻结他们在美国的不动产ꎬ并对俄罗

斯 １４ 家国防公司、６ 家主要银行和 ２ 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ꎬ同时中止美国向俄罗斯的

出口信贷以及对俄罗斯经济发展项目的资助ꎮ② ４ 月 ３ 日ꎬ美国国会通过了«支持乌

克兰主权、领土完整、民主和经济稳定»的法案ꎮ③

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处理影响了它在盟国中的信誉ꎬ并受到来自乌克兰和欧洲盟

国的质疑和抨击ꎮ 它们指责美国没有能力维持冷战后的欧洲秩序ꎬ履行承诺不力ꎮ 美

国的亚洲盟国也对此保持密切关注ꎮ

美欧在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上也存在分歧ꎮ 对俄罗斯的第一轮经济制裁主要

由美国推动ꎮ 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约瑟夫拜登(Ｊｏｓｅｐｈ Ｂｉｄｅｎ)之后承认ꎬ虽然美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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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俄罗斯采取了统一的立场ꎬ但在商定制裁计划时ꎬ双方意见不一ꎮ① ２０１６ 年在

讨论是否延长制裁协议时ꎬ欧洲国家之间也存在争议ꎮ 希腊、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家

要求放宽制裁ꎬ而英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则要求延长制裁ꎮ 虽然波兰和波罗的海

国家由于制裁而遭受了更大的经济损失ꎬ②但由于担心俄罗斯的扩张主义而支持更严

厉的制裁ꎮ

德国与俄罗斯保持着重要的经济关系ꎬ在北溪 ２ 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上可见一斑ꎮ

尽管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对此提出批评ꎬ但德国声称它并没有违反禁令ꎬ因为管道穿

越国际水域ꎬ不属于欧盟的管辖范围ꎮ 可见ꎬ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是影响欧盟国家对

制裁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德国通常从俄罗斯得到其 ３０％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供

应ꎬ奥地利则获得 ７０％的天然气供应ꎬ而意大利也是俄罗斯能源的重要进口国ꎮ 在独

联体国家中ꎬ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更是依赖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ꎬ③但它们

对俄罗斯对其领土完整的威胁及施加政治影响的担忧超过了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考

量ꎮ 相形之下ꎬ美国不断提高的能源自给自足能力使其越来越不易受到能源供应波动

的影响ꎬ而且美国与俄罗斯的贸易额数量也较小ꎮ

此外ꎬ历史背景也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ꎮ 美国人的反俄(苏联)情绪比法国、

德国和英国更为强烈ꎬ这意味着制裁在美国引起的争议更小ꎮ 而在欧洲内部ꎬ波兰和

波罗的海国家由于历史原因ꎬ对俄罗斯的警觉更为强烈ꎬ但其他一些国家ꎬ包括奥地

利、塞浦路斯和意大利ꎬ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与俄罗斯较为接近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欧盟成

员国对匈牙利正在仿效俄罗斯的政治体制非常担忧ꎬ捷克和斯洛伐克一些政治家的亲

俄情绪也有所增长ꎮ

商业利益是影响欧盟国家制裁态度的重要因素ꎮ ２０１４ 年ꎬ欧盟与俄罗斯的货物

贸易额大约是美国的 １０ 倍ꎮ 俄罗斯是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ꎬ而在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公布的数据中ꎬ俄罗斯仅是美国的第 ２３ 大商品贸易伙伴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间ꎬ美国

对俄罗斯的出口下降了 ０.２４％ꎬ而欧盟对俄罗斯的平均出口下降了 ２.８％ꎬ成员国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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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介于 ０.６％(英国)和 １２.７％(爱沙尼亚)之间ꎮ① 因此ꎬ虽然美国金融和能源公司由

于制裁而遭受了一定的损失ꎬ但欧盟各国的损失远大于美国ꎮ 此外ꎬ法国的重大项目

受阻ꎬ不得不取消向俄罗斯出口的价值 １２ 亿美元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协议ꎮ 匈

牙利和希腊反对制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希望通过维持或加强与俄罗斯的商业

关系来支撑其经济ꎮ②

(二)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态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时正式提出ꎬ为

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ꎬ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ꎬ以下简称“亚投行”)ꎮ③ 虽然国际上普遍认识到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发展的必

要性ꎬ但美国及其许多盟国ꎬ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ꎬ都对这一建议持怀疑态度ꎮ

从美国决策者的角度看ꎬ拟议中的亚投行显示了中国扩张性的外交政策ꎬ是对西方金

融主导地位的直接挑战ꎮ 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则怀疑亚投行的规则标

准ꎬ并担心其缺乏环境保障ꎬ且难以防止腐败ꎮ④

美国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应对拟议中的亚投行ꎬ政府官员公开抨击亚投行未来

的贷款标准ꎬ私下则敦促美国的欧洲和亚洲盟友拒绝加入亚投行ꎮ 欧洲国家最初支持

美国的立场ꎬ但随着亚投行成员数量的增加ꎬ开始关注本国是否会丧失在新银行形成

期间发挥影响力的机会ꎮ 到 ２０１４ 年春天ꎬ对美国的不满已经在欧洲各国以及包括亚

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内的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蔓延ꎮ 最终ꎬ除俄罗斯之外ꎬ有 １７

个欧洲国家加入了亚投行ꎮ⑤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底ꎬ亚投行已拥有 ５７ 个创始成员国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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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ＵＳ”ꎬ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ꎬ ２０１７ꎬ ｐ.４.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ｃｈａｔｚꎬ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ｓｔ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１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ｏ￣
ｌｉｔｉｃｏ.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ｕｎｉｔｙ － ｒｕｓｓｉａ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ｕｎｉｔｅｄ － ｓｔａｔｅｓ － ｅｕｒｏｐｅ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习近平:倡议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ꎬ中国网ꎬ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 日ꎬ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ｎｅｗｓ /
ｇｎｊｊ / ２０１３１００３ / １８５１０３１.ｓ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访问ꎮ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Ｗａｔｔꎬ Ｐａｕｌ Ｌｅｗｉｓ ａｎｄ Ｔａｎｉａ Ｂｒａｎｉｇａｎꎬ “ＵＳ Ａｎｇｅｒ 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Ｉ￣
ＩＢ”ꎬ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３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ｕｓ－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ｍａｒ / １３ /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ｐｏｉｎｔｅｄｌｙ－ａｓｋｓ－
ｕｋ－ｔｏ－ｕｓｅ－ｉｔｓ－ｖｏｉｃｅ－ａｓ－ｐａｒ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ｄ－ｂａｎｋ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在得到英国将加入亚投行的消息后ꎬ其他欧洲国家竞相效仿ꎮ 卢森堡抢在英国前一天ꎬ于 ３ 月 １１ 日向
中国提交了书面申请ꎬ但它要求中方在两周内对此保密ꎬ以免申请失败ꎮ 随后提出申请的欧洲国家(除俄罗斯
外)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西班牙、丹麦、荷兰、芬兰、瑞典、挪威、冰岛、葡萄牙、匈牙利和波
兰ꎮ Ｓｅｅ Ｊａｍｉｌ 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ｉꎬ “ＵＫ Ｍｏｖｅ ｔｏ Ｊｏｉｎ Ｃｈｉｎａ－ｌｅｄ Ｂａｎｋ ａ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Ｅｖｅｎ ｔ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６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ｔ.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３３ｆｅｄ８ａ－ｄ３ａ１－１１ｅ４－ａ９ｄ３－００１４４ｆｅａｂ７ｄｅ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ＡＩＩＢ Ｗｅｌｃｏｍｅｓ Ｎｅｗ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ꎬ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Ｃｉｔｅ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３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ｉｉｂ.ｏｒｇ / ｅｎ / 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７０３２３＿００１.ｈｔｍｌ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当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之后ꎬ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Ｇｅｏｒｇｅ Ｏｓ￣

ｂｏｒｎｅ)称:“这是英国和亚洲共同投资和共同成长的无与伦比的机会”ꎮ① 欧洲国家加

入亚投行反映了它们认识到加强与中国贸易和金融关系的必要性ꎮ 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与

欧洲的商品贸易占其总商品贸易的 １５％ꎬ从欧洲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 ２０％ꎮ② 此

外ꎬ中国 ８％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欧洲ꎮ 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在欧洲的私人投资总额达到创

纪录的 ２３０ 亿美元ꎮ 据估计ꎬ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间ꎬ亚洲需要 ８ 万亿美元投入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ꎬ其中 ６８％用于新增产能ꎮ③ 到 ２０２０ 年ꎬ欧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超过 ２ 万

亿美元ꎮ④ 此外ꎬ对于欧洲的主要金融服务中心而言ꎬ签约亚投行从而获得竞争优势ꎬ

成为中国进入欧洲的桥梁ꎬ是其动机之一ꎮ 英国态度的改变鼓励了其他国家的申请ꎬ

随后卢森堡宣布加入亚投行ꎬ引发欧洲内部的机会竞争ꎮ

美国在中国也具有重要的贸易和金融利益ꎮ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统计ꎬ

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对美国商品的进口约占美国商品出口总额的 １６％ꎬ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

口约占美国商品进口总额的 ２１％ꎮ ２０１６ 年ꎬ美国的报告显示ꎬ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

差为 ３７４ 亿美元ꎬ比 ２０１５ 年上升了 １０.５％ꎬ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增长幅度超过 ４００％ꎮ⑤ 尤

其是中国持有 １.０９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ꎬ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推动力ꎮ⑥ 然而ꎬ尽

管存在上述利益ꎬ美国的首要考虑却是战略性的ꎬ它需要保持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

的主导地位ꎬ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ꎮ 美国的战略目标一

直是主导对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ꎬ同时维持防御性条约ꎬ以管理亚洲的力量平衡ꎬ使之

有利于美国ꎮ 因此ꎬ亚投行和中国支持创建的国际银行项目ꎬ包括金砖国家新开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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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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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ｕｎｄａｔｅｄ)ꎬ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Ｆａｃｔ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ｇｏｖ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ｔａｉｗａｎ / 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ｈｉｎａ＃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ꎬ “Ｍａｊ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Ｈｏ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ꎬ Ｊｕｎｅ １５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ｔｉｃ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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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ꎬ都被美国视为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竞争对手ꎮ①

此外ꎬ美国担心中国会使用其在亚投行中拥有的 ２６.６％投票权ꎬ仅批准那些与中国利

益关系密切的国家的贷款申请ꎮ

美国官员对英国和其他盟国决定签署亚投行协议非常不满ꎮ 一位美国资深官员

批评英国:在决定加入之前实际上没有与美国商议ꎬ“我们对一个不断迎合中国的趋

势保持警惕ꎬ这不是与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交往的最好方式”ꎮ② 但是ꎬ英国接受亚投

行反映了其对现实的承认ꎬ欧亚大陆基础设施发展的迫切需要得到了大多数多边机构

和国家的认可ꎬ证明了亚投行存在的合理性ꎮ 特别是ꎬ由于美国一直阻止中国在国际

金融机构中拥有与其在全球经济中影响力相当的发言权ꎬ反对建立一个新的金融机构

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理由很难成立ꎬ尽管自 ２０１６ 年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

了配额和管理改革ꎬ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金砖四国的影响力ꎮ 最终ꎬ美国也被迫承认

创建亚投行是一个合理的倡议ꎮ 在此背景下ꎬ美国官员希望欧洲国家的加入有助于增

加亚投行的透明度ꎬ推动亚投行设立更高的监管和贷款标准ꎬ同时抑制中国将亚投行

作为扩大其亚洲影响力的手段的效力ꎮ

亚投行的案例表明ꎬ在制定一些重要政策时ꎬ欧洲更关注的是国内经济利益ꎬ而美

国则把战略利益放在首位ꎬ当欧洲优先顾及自己的经济利益时ꎬ它与美国政策的一致

性就会被打破ꎮ

(三)“棱镜门”事件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６ 日ꎬ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分别刊登了前国家安全局

(ＮＳＡ)雇员爱德华斯诺登(Ｅｄｗａｒｄ Ｓｎｏｗｄｅｎ)提供的大量秘密文件ꎮ 这些文件显示ꎬ

２００７ 年ꎬ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启动了一个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监控项目ꎬ通

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脸谱和雅虎等九大网络公司的服务器ꎬ跟踪用户的电子邮件、

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上网信息ꎬ以此全面监督用户的行动ꎮ

“棱镜门”事件令美国政府十分难堪ꎬ从总统奥巴马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白

宫发言人ꎬ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兼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ꎬ都先后在各种公开场合

为政府辩护ꎮ 但政府的辩解并没有令美国民众信服ꎬ反而引起国内关于维护国家安全

和公民权利关系的争论ꎮ 批评者认为ꎬ即使是为了反恐并得到国会授权ꎬ这种做法仍

５９　 欧美关系的裂痕及发展趋势

①

②

“亚投行开始了中美新博弈周期”ꎬＦＴ 中文网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５８８０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ａｄ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Ｄ＝ ５０００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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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ꎮ

美国的行动也惹恼了欧洲盟友ꎮ 据棱镜门事件披露ꎬ美国不仅对自己的敌对国家

和竞争对手实施大规模的网络监视和入侵活动ꎬ对自己的盟国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ꎬ

如监听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和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欧洲领导人的电话ꎮ 监听范

围涵盖 ３５ 位世界领导人ꎬ以及法国、意大利、希腊、日本、韩国、中国和印度等国大使馆

和驻外使团ꎮ 美国的行为引起欧洲各国的普遍愤怒ꎬ并遭到它们的强烈抗议ꎮ 欧盟司

法委员维维亚娜雷丁(Ｖｉｖｉａｎｅ Ｒｅｄｉｎｇ)于 ６ 月 １０ 日致信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

尔德(Ｅｒｉｃ Ｈｏｌｄｅｒ)称:“‘棱镜’这类项目及其所依据的法律可能给欧盟公民的基本权

利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ꎬ“尊重基本权利和法治是欧美关系的基础”ꎮ 雷丁强烈批评

美国的做法破坏了双方的信任ꎬ要求除非是在被明确界定、例外和可以得到司法审查

的情况下ꎬ否则美国执法机关无权直接获取欧洲公民使用美国服务器时产生的数据ꎬ

并警告说ꎬ鉴于事态的严重性以及公众舆论对此表示的严重关切ꎬ即将召开的欧洲议

会会议可能根据美方的答复来评估整个跨大西洋关系ꎮ① 随后在 ６ 月 １１ 日举行的欧

洲议会会议上ꎬ“棱镜”项目成为辩论的主题和议员抨击的对象ꎮ

“棱镜门”事件极大地冲击了美国长期拥有的全球互联网安全领域里的主导权和

话语权ꎬ颠覆了美国在这个领域里主张的道德基础ꎬ从而引发了欧洲民众和政治领导

人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行为的质疑ꎬ严重损害了欧美之间的相互

信任ꎮ

上述案例说明ꎬ在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前ꎬ跨大西洋联盟已经出现了诸多明显的裂

痕和紧张状态ꎮ

四　 特朗普的欧洲政策使欧美矛盾更为凸显

２０１６ 年特朗普的当选为欧美关系增添了一些新因素ꎬ加大了欧美之间业已累积

的矛盾ꎮ

特朗普在竞选前后就对欧洲做出了许多负面评论ꎬ例如质疑北约的价值ꎬ抨击北

约对美国纳税人来说是个骗局ꎬ欧盟国家进行了不公平贸易等ꎮ② 后被解职的白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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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Ｓｔｅｖｅ Ｂａｎｎｏｎ)曾用赞同的语气谈论欧洲的民粹主义运动ꎬ并

把它描绘为那些“不相信这种泛欧盟”的人对民族主义的渴望ꎮ 他在与德国驻美大使

彼得维蒂希(Ｐｅｔｅｒ Ｗｉｔｔｉｇ)会晤时ꎬ表示更关注美国与欧盟各国的双边关系ꎮ① 但欧

盟国家在特朗普当政的第一年普遍感到宽慰ꎬ因为他在这一年里似乎没有兑现在竞选

中承诺的对欧洲采取的措施ꎮ② 因此ꎬ欧洲国家仍存有幻想:特朗普政府内较为理性

的官员对欧美关系的立场ꎬ会对特朗普有所约束ꎮ 这些官员在不同场合均表示过ꎬ美

国将一如既往地重视跨大西洋联盟ꎮ 例如ꎬ副总统迈克彭斯(Ｍｉｋｅ Ｐｅｎｃｅ)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在布鲁塞尔宣称ꎬ特朗普总统和我“期待与欧盟一起努力ꎬ深化我们的政治和经济

伙伴关系”ꎮ③ 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韦斯米切尔(Ｗｅｓｓ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也曾发表演讲ꎬ重申美国要保卫东欧和南欧ꎮ 在此情况下ꎬ欧盟主要国家希望不是特

朗普做决定ꎬ而是他的顾问、国会、法院和美国市民社会左右决策ꎮ 它们以为ꎬ特朗普

内阁中理性的官员以及国会能够绕开特朗普制定对外政策ꎬ但它们的失望比中国来得

更快ꎮ 相对理性的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ꎬ如蒂勒森、麦克马斯特等先后被解职ꎬ继任官

员的立场普遍更为强硬ꎬ与特朗普的理念也更为一致ꎮ 在此过程中ꎬ有三个事件对欧

美关系形成重大打击ꎮ

第一ꎬ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ꎬ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ꎮ

在气候治理方面ꎬ欧洲曾在国际上发挥了引领作用ꎬ而小布什总统拒绝承认气候

变化是一个真实的全球性问题ꎬ因而美国不愿参与国际气候治理合作ꎬ也不加入«京

都议定书»ꎮ 但这一立场在奥巴马时期有所改变ꎮ 奥巴马一上任即表示ꎬ在其领导

下ꎬ美国将成为全球与气候变化做斗争的领导者ꎮ④ 事实上ꎬ这也成为中美战略与经

济对话取得最多成果的领域ꎮ 但特朗普的反对使全球共同努力化为泡影ꎬ也促使一些

欧盟国家转而期待中国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的引领者ꎮ

第二ꎬ特朗普政府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底决定ꎬ以国家安全为由ꎬ对进口钢、铝分别加征

２５％和 １０％关税ꎬ但欧盟、加拿大、韩国等盟友可获得临时豁免权ꎬ豁免期在 ２０１８ 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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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 日结束ꎮ

然而ꎬ６ 月 １ 日ꎬ美国拒绝了欧盟钢铝永久豁免关税的请求ꎮ 美国商务部威尔

伯罗斯(Ｗｉｌｂｕｒ Ｒｏｓｓ)在巴黎宣布ꎬ６ 月 １ 日起将对欧洲钢铝产品加征进口关税ꎬ并

表示欧盟应当效仿中国与美国谈判ꎮ 当天ꎬ七国集团(Ｇ７)成员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

加拿大惠勒斯召开会议ꎬ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Ｓｔｅｖｅｎ Ｍｎｕｃｈｉｎ)成为众矢之

的ꎮ 六国财长集体向他发难ꎬ指责美国征收钢铝税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ꎬ质问美国怎

能将自己的盟友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ꎮ 而且ꎬ特朗普政府还向德国施加压力ꎬ警告它

如果希望获得对钢铝关税的永久豁免ꎬ就必须放弃对德俄之间的北溪 ２ 号天然气管道

项目的支持ꎬ甚至威胁要对参与这一项目的欧洲企业进行制裁ꎮ①奥地利、荷兰、法国

和德国在这一项目上持有大量股份ꎮ 美国的反对有可能迫使欧洲终止此项目ꎮ

第三ꎬ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ꎬ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ＪＣＰＯＡꎬ亦称“伊核协议”)ꎮ

随着蒂勒森和麦克马斯特的离任ꎬ特朗普政府的伊核政策变得更加激进ꎬ罔顾国

际上公认伊朗无可争议地遵守了 ２０１５ 年的协议条款ꎮ 特朗普在宣布退出该协议时表

示ꎬ美国将取消在伊核协议下对伊朗制裁的豁免ꎮ 他强调:“我们将制定最高水平的

经济制裁ꎮ 任何帮助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国家都可能受到美国的强力制裁ꎮ”此举引发

了一场“跨大西洋关系危机”ꎬ欧洲主要国家立即对美国的行为做出了回应ꎮ 它们发

表了一份联合声明ꎬ表达了对特朗普政策的关注ꎮ 欧盟认为ꎬ特朗普的举动降低了美

国未来作为解决伊核问题的欧盟伙伴的可信度ꎮ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Ｔｈｅｒｅｓａ Ｍａｙ)

表示ꎬ特朗普总统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的行为令人感到遗憾ꎬ她强调欧洲将继续恪守

伊朗核协议ꎬ呼吁所有各方本着负责任的态度ꎬ致力于全面实施伊朗核协议ꎬ并呼吁美

国避免采取那些会妨碍其他全面实施伊朗核协议的行为ꎮ 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

德容克(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Ｊｕｎｃｋｅｒ)声明ꎬ欧盟将于 ５ 月 １８ 日开始启动所谓的阻止法规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ꎬ以保护欧洲公司在与伊朗进行生意往来时不受美国经济制裁的影

响ꎮ 容克还表示ꎬ欧盟投资银行将继续为欧洲在伊朗的投资提供融资ꎮ 虽然欧洲在尽

力挽救伊核协议ꎬ保护自己的公司免受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影响ꎬ但是为了避免制裁ꎬ安

联、标致和道达尔等欧洲公司在压力下已经宣布从伊朗撤出ꎮ②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Ｈａｓｓａｎ Ｒｏｕｈａｎｉ)回应称ꎬ对伊朗而言ꎬ特朗普关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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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伊核协议的决定是一个历史性事件ꎮ 目前ꎬ该协议只存在于伊朗与五个国家之

间ꎮ 他表示ꎬ在与欧盟若干成员国讨论后ꎬ伊朗已做好恢复核活动的准备ꎻ启动与欧盟

国家、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磋商ꎬ并采取了汇率管制措施准备实施改革ꎬ以应对特朗普

针对伊朗核协议的决定ꎮ①

欧盟之所以看重伊核协议ꎬ不仅因为它是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

德国六国长达 ９ 年谈判的结果ꎬ更重要的是ꎬ放弃协议会使其与伊朗的分歧解决变得

更加困难ꎮ 欧盟担心进一步孤立伊朗会助长其国内的强硬派ꎬ加剧地区不稳定ꎮ 越来

越多的欧洲国家政府确信ꎬ与伊朗的外交对话最终可以改善中东的暴力和不稳定局

面ꎮ 而且ꎬ欧盟应当进一步寻求外交途径ꎬ与伊朗就波斯湾航行自由等非核问题进行

对话ꎬ减少目前在也门和叙利亚冲突中的暴力行为ꎬ以缓解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紧张

局势ꎮ②

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后ꎬ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欧洲事务的官员查尔斯

库普钱(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ｕｐｃｈａｎ)称:对于欧美关系而言ꎬ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是压垮骆驼

脊梁骨的最后一根稻草”ꎮ③

特朗普上任之后ꎬ欧洲国家愈益感受到其不愿与欧洲合作的倾向ꎮ 在一次采访

中ꎬ特朗普称赞英国退出欧盟的决定ꎬ还预期有其他国家也会离开ꎬ并宣称对欧盟的命

运漠不关心ꎮ 特朗普当选之初接受一家欧洲报纸采访时ꎬ就指责德国把欧盟变成自己

的经济平台ꎮ 新任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Ｐｅｔｅｒ Ｎａｖａｒｒｏ)批评在德

国政府的操纵下ꎬ欧元价值被严重低估ꎬ以获得德国对其他欧洲伙伴甚至对美国更大

的贸易优势ꎮ④ 美国对德国的贸易逆差(约合 ６４０ 亿美元)ꎬ被看作德国操纵欧元促进

其出口的证据ꎮ⑤ 美国政府认为ꎬ德国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没有对欧洲防务履行应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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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ꎬ其国防开支仅占 ＧＤＰ 的 １.２４％ꎬ因此ꎬ要求它将该比例提高到 ２％以上ꎮ 特朗

普指责说ꎬ欧盟在贸易方面“比中国更糟糕”ꎬ不仅仅是德国从美国获得不公平交易的

渠道ꎮ 而欧洲国家认为ꎬ除了要求欧盟在贸易方面做出让步外ꎬ特朗普对欧盟的关注

甚少ꎮ①

为了说服美国改变退出伊核协议的政策ꎬ德国总理默克尔两度访问美国ꎬ但一无

所获ꎮ 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拒绝同默克尔握手ꎬ使两国紧张关系公开化ꎮ 美国

驻德国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ｒｅｎｅｌｌ)在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初上任后几小时内ꎬ就

发布了一则要求欧洲人从伊朗撤资的声明:“正如特朗普所说ꎬ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制

裁ꎬ德国在伊朗有业务的企业应当立即撤离”ꎮ 不久ꎬ他接受了一家在欧洲和美国运

营的右翼网站“Ｂｒｅｉｔｂａｒｔ”的采访ꎬ宣布计划“授权”欧洲内部的保守党派ꎬ为他们“站

台”ꎮ 从默克尔政府角度看ꎬ格雷内尔发出的信息很明确ꎬ他打算支持国内的政治对

手ꎮ 由于其傲慢无礼ꎬ这位新大使在欧盟国家普遍受到反感和冷落ꎮ②

正因为特朗普对欧盟的这种态度ꎬ使其在欧洲不得人心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的民意调

查显示ꎬ特朗普在欧洲的受欢迎程度甚至低于俄罗斯总统普京ꎮ③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

纳德图斯克(Ｄｏｎａｌｄ Ｔｕｓｋ)甚至表态说:“特朗普最近所做的决定ꎬ不免让人有此感

想:有这样的朋友ꎬ谁还要敌人? 但坦率地讲ꎬ欧盟应当心怀感激ꎬ因为特朗普让我们

丢掉了幻想ꎮ 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ꎬ如果你需要一个帮手ꎬ最终会发现ꎬ它就长在自己

的手臂上ꎮ”④

虽然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困难ꎬ但无论其战略意图如何ꎬ美国都

是欧洲国家内部的政治存在ꎮ 无论是作为欧洲安全的提供者还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的

关键性地缘政治盟友ꎬ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都不可低估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前白宫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Ｓｔｅｖｅ Ｂａｎｎｏｎ)似乎正在帮助反

建制派政治家在欧洲建立“分店”ꎮ 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ꎬ欧洲民粹主义领导人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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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Ｏｒｂａｎ Ｖｉｋｔｏｒ)把特朗普看作同欧盟斗争的武器ꎬ对他没

有给予支持感到失望ꎮ 当下ꎬ整个欧洲的民粹主义者的政治力量在扩张ꎮ 他们认为ꎬ

欧盟应对其国内的经济问题负责:南欧的选民认为ꎬ欧盟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其国家的

经济衰退、货币紧缩和贫困增长ꎻ中东欧选民指责欧洲的移民政策威胁其身份认同和

独立ꎻ英国的多数公民则投票支持退出欧盟ꎬ以此表达欧盟应对英国经济问题负责的

立场ꎮ 目前ꎬ欧洲至少有五个欧盟成员国政府(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英国)对

欧盟表示不满ꎮ 凡此种种都可能使欧盟变得难以控制ꎬ有人担心ꎬ如果 ２０１９ 年欧洲议

会选出的多数议员希望废除欧洲议会ꎬ情况将会变得更加糟糕ꎮ①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８ 日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ꎬ再次引发了欧洲的担忧ꎮ 欧洲民众认为ꎬ

特朗普政府试图引发正在动摇欧洲政治的民粹主义浪潮ꎮ 欧洲政治家们担心ꎬ美国对

民粹主义反对派的支持会使后者在欧盟内部获得更大的力量ꎬ虽然其产生的根源是在

欧洲内部ꎮ 而且ꎬ欧洲的民粹主义者找到了一种获得特朗普支持的方法ꎬ即通过帮助

实现“美国优先”的事项在欧洲内部的斗争中获得支持ꎮ 例如ꎬ新任意大利总理朱塞

佩孔特(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Ｃｏｎｔｅ)是加拿大七国会议上唯一一位支持特朗普邀请俄罗斯参加

会议的人ꎬ因此得到特朗普推特的赞赏ꎬ特朗普祝贺他当选并邀请他到美国访问ꎮ 特

朗普对欧洲一体化漠不关心的态度及对欧盟贸易的敌意ꎬ至少给整个欧洲的民粹主义

者带来了希望:即使威胁到欧洲一体化ꎬ他们也能得到美国的支持ꎮ②

尽管欧洲和美国都不时表示支持跨大西洋团结ꎬ但欧洲人对美国的价值观、经济

模式以及安全和情报活动的不满日益增长ꎮ 对于美国的间谍活动及使用无人机进行

有针对性打击的担忧ꎬ以及对美国反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ＴＴＩＰ)的失

望ꎬ不断催生出欧洲的不满ꎮ③ 金融危机和美国对外干预的失败也引发了欧洲对美国

在国际舞台上作用的怀疑ꎬ同时欧洲内部分歧和欧元危机已使欧洲人的关注重心转向

欧洲内部ꎮ 欧美领导人追求目标的优先顺序不同ꎬ使欧美之间的矛盾愈加凸显ꎮ

五　 欧美矛盾加深的主要原因及欧美关系前景

以上述及ꎬ欧美矛盾凸显虽然发生在特朗普政府时期ꎬ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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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优先”当作其治国理政的信条更加剧了双方的矛盾ꎬ但其政策并不是仅由个人特性

所决定的ꎬ而是具有深刻的国内外根源ꎮ

第一ꎬ就美国国内而言ꎬ特朗普当选总统并非偶然ꎮ 欧美关系矛盾加深首先源自

美国自身政策的变化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美国 ＧＤＰ 增长速度放缓ꎬ贸易逆差加大ꎬ就

业增长缓慢ꎬ制造业就业人数大幅减少ꎬ贫富差别拉大ꎬ国防开支被迫缩减ꎮ 美国实力

的相对下降与其在下一个 １００ 年继续担当世界领导的雄心已变得明显不相称ꎮ 在发

动反恐战争 １０ 年之后ꎬ美国不得不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使用ꎬ正如“再平衡”战略的始

作俑者、奥巴马政府第一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说:“在美国资源短缺的情况下ꎬ

毫无疑问ꎬ我们需要明智地把资源投在将产生最大回报的地方ꎬ这就是为什么对我们

来说亚太地区代表了这样一个 ２１ 世纪的真正机会ꎮ”①这一政策调整带来与欧洲相关

的一个明显的变化ꎬ美国战略的重心继续从中东地区东移ꎬ转到亚太地区ꎮ 与此同时ꎬ

欧洲相对受到忽视ꎮ

第二ꎬ美国对欧盟的忽视并非始于特朗普ꎬ而是始于奥巴马ꎮ 奥巴马就任总统时ꎬ

就不是一位“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ꎮ 他削弱了与英国的关系ꎬ声称自己是美国第一

位“太平洋总统”ꎮ② 自 ２０１０ 年起ꎬ美国开始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ꎬ将 ６０％的海

军军力部署在西太平洋ꎮ 这表明ꎬ从美国的角度来看ꎬ美欧联盟的地缘政治意义已经

不那么重要ꎮ③ 欧洲国家认为ꎬ如今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和地缘政治利益而言ꎬ最严

重的威胁不在欧洲ꎬ也不在中东ꎮ 如果是在中东ꎬ欧洲国家仍能助美国一臂之力ꎬ因为

它们仍然拥有关于这一地区的政治经验和专业知识ꎬ也可以提供有意义的军事支持ꎮ

但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亚太和更广泛的印太地区ꎬ而在北约的美国盟国中ꎬ很

少有国家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领域扮演重要角色ꎬ至少在应对中国的挑战方面ꎮ 而

且ꎬ欧洲在全球 ＧＤＰ 和国防开支中的份额相对亚太国家正在缩小ꎮ 虽然这并不意味

着北约对美国来说已经变得无足轻重ꎬ因为北约中的欧洲国家毕竟是美国最可靠的盟

友和西方民主国家伙伴ꎬ但至少意味着美国战略的成功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美国在欧洲

之外的成功ꎮ 因此ꎬ欧洲受到相对冷落便是顺理成章的了ꎮ

第三ꎬ欧美联盟关系的不对称ꎮ 尽管欧洲国家对美国越来越不满ꎬ但并未明显改

变对美国的态度ꎮ 这是因为ꎬ欧洲国家依赖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ꎬ而美国并不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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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欧洲ꎮ 欧洲仍然担心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ꎬ并且认为ꎬ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ꎬ当俄

罗斯对欧洲发动侵略时ꎬ欧洲人将无力抵抗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在布鲁塞尔举行北约首脑

会议之前和期间ꎬ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几乎向特朗普提供了他所要求的一切:为美国领

导的阿富汗行动提供更多的军队ꎻ承诺将增加军费开支并做好与俄罗斯可能发生冲突

的准备ꎻ扩大北约在伊拉克的反恐训练任务ꎮ 凡此种种并没有换来特朗普对北约的好

感ꎮ 这反映了北约业已存在的结构性失衡———欧洲与美国在权力、地理和政治文化上

的失衡ꎬ①给欧洲带来了深刻挑战ꎮ 欧洲对美国具有强烈的战略和心理依赖ꎬ但特朗

普领导下的美国对欧洲的传统角色不感兴趣ꎬ也不愿履行其条约责任ꎮ 正因为如此ꎬ

即使欧洲人抱怨或抗议特朗普对欧洲的态度ꎬ他们也不怀疑欧洲与美国的密切关系ꎮ

这种单方面依赖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基本特征ꎮ 目前ꎬ欧洲对特朗普的主要批评是反多

边主义ꎬ而不是像中国等国家一样ꎬ批评他是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ꎮ 两者的区别在于ꎬ

前一种批评主要涉及政策方法ꎬ后一种批评涉及了对当今世界的基本看法ꎮ

第四ꎬ西方在过去 ７０ 年建立了自由主义秩序ꎬ欧洲处于该秩序的核心ꎮ 美国从背

后提供了安全保障ꎬ而且一直是为维护自由主义秩序出资金和人力最多的国家ꎮ 但如

今美国人感到需要“自顾自”了ꎬ不愿欧洲在安全方面再搭美国的便车ꎮ 对于赞同特

朗普“美国优先”理念的民众而言ꎬ他们很难接受让美国继续保护远在欧洲的相对稳

定的富裕民主国家ꎮ 美国的外交机构及其欧洲盟友也很难找到有力的反驳论据ꎮ 美

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实际政策是:让欧洲人承担自己的安全责任ꎬ督促欧洲国家增加国

防开支ꎮ

第五ꎬ从欧盟方面来看ꎬ自冷战结束以来ꎬ欧洲精英和政策制定者们认为ꎬ欧洲的

政治经济一体化模式代表了国际政治的未来ꎮ 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建立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ꎬ也以此作为理想目标ꎮ 冷战结束后ꎬ相互依赖、合作和一体化将

带来自由民主的趋同的看法更为欧洲人所接受ꎮ 然而ꎬ从当今的国际政治情势来看ꎬ

这一预想并不现实ꎬ欧洲一体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ꎮ 而且ꎬ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

到ꎬ正如英国评论家贾南加内什(Ｊａｎａｎ Ｇａｎｅｓｈ)最近提出的ꎬ对于世界来说ꎬ欧洲正

在成为一个例外ꎬ而不是常态ꎮ② 即使连 ２００５ 年乐观地为“欧洲将主导 ２１ 世纪”欢呼

的马克伦纳德ꎬ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也无奈地承认:“欧洲人的基本心态发生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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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ꎮ 他们不再把欧盟视为一个可以改变其他人的普遍模式ꎬ而是开始将欧盟视为一个

需要保护的、例外的模式ꎮ”①随着欧盟接二连三地遭受金融危机、大量中东移民涌入

以及要求脱离欧盟的民粹主义势力的打击ꎬ自身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也在下降ꎬ欧美关

系的平衡变得越来越不利于欧洲ꎮ

第六ꎬ美国与欧洲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本质相同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ꎬ这本应是跨

大西洋关系的坚实基础和牢固纽带ꎬ但目前欧洲遇到的偏偏是一个没有强烈意识形态

观念和地缘政治概念的美国总统ꎬ而且这位总统一味追求“美国优先”ꎮ 其行为表明ꎬ

他领导下的美国不会对自己的盟友和伙伴另眼看待ꎬ在为交易讨价还价时手下留情ꎮ

这就导致特朗普政府对一个统一欧洲的发展不感兴趣ꎬ而是更多地把视线盯在贸易

上ꎮ 在欧洲ꎬ其“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主要针对欧盟的实际领导者之一———德国ꎮ

鉴于特朗普总统的政策重点正在收缩到国内ꎬ美国不愿再承担过去担负的许多国

际责任ꎬ除了欧洲安全和中东地区的冲突之外ꎬ美国也没有更多事务需要欧洲的合作ꎮ

此外ꎬ在全球性问题上ꎬ特朗普的反全球化立场促使美国背离了奥巴马政府时期在诸

多问题上与欧盟的共同目标ꎬ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清洁能源等ꎬ甚至在特朗普最重

视的核不扩散问题上ꎬ美国的行动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了主要由欧盟推动的解决伊核问

题的进程ꎮ 由此ꎬ在全球性问题上ꎬ美国与欧洲的合作被忽视ꎬ并受到更多的限制ꎮ

特朗普对欧洲盟友的轻视和怠慢ꎬ不仅受到民主党人的强烈批评ꎬ甚至连政府内

阁的重要成员也提出了质疑ꎮ 刚刚递交辞呈的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Ｊｉｍ Ｍａｔｔｉｓ)在

辞职信中说:“我一直坚持的一个核心信念是ꎬ我们国家的力量与我们独一无二的、全

面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体系的力量密不可分ꎮ 尽管美国仍是自由世界不可或缺的国家ꎬ

但如果不维持强大的联盟并尊重这些盟友ꎬ我们就无法保护我们的利益ꎬ或有效地发

挥这一作用ꎮ”②

当然ꎬ上述这些因素尚不能根本改变欧洲与美国的传统关系ꎬ特别是从意识形态

和政治制度考虑出发的政治联系ꎬ也不能期望欧洲与美国的疏远就会带来欧洲与中国

的接近ꎮ 欧洲的许多学者和媒体仍在不断谈论对国际稳定的主要威胁来自一个正在

崛起的“专制的”中国ꎬ有时甚至会把中国与俄罗斯相提并论ꎮ 而且ꎬ许多欧洲国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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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普遍感觉ꎬ即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需要欧洲与美国协调一致做出反应ꎬ它

们因此抱怨说ꎬ特朗普选择对欧洲发动贸易战使这种协调变得不可能ꎮ① 这意味着ꎬ

只要美国有所改变ꎬ它们还是愿意与美国重归旧好ꎮ

从上述原因来看ꎬ除最后一个因素之外ꎬ其他因素都与国际形势的演变、欧洲自身

的变化、美国内部问题的增多及其相应的战略调整有关ꎮ 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ꎬ因此

需要把资源集中使用在对美国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亚太地区ꎬ这从目前来看

是一个发展趋势ꎬ未来若干年内不会逆转ꎬ亦不以美国总统的更迭为转移ꎮ 特朗普虽

然在形式上抛弃了奥巴马总统的“重返亚洲”或“再平衡”战略ꎬ而大谈“印太战略”ꎬ

但两者仅有方法的差别ꎬ并无本质区别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美国政治家和美国民众都更

不情愿把美国的资源用于保障欧洲的安全ꎮ 特朗普的个性不过是使这些因素以更加

极端和个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ꎮ 即使民主党能在今后的大选中获胜ꎬ美国政府对欧洲

的态度和政策会因此有所改观ꎬ但欧美关系的不对称问题仍将存在ꎮ 双方因追求各自

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而导致的对外政策的差异不仅难以消除ꎬ而且可能会增大ꎮ 因此ꎬ

未来欧美裂痕加深将可能是一个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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