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拜登执政与对外关系

拜登政府 “印太战略”新态势

与中美关系

仇朝兵*

【内容提要】　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美国

“印太战略”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推进了美国 “印

太战略”的实施：加强与盟国及伙伴的关系并进一步明确其安

全承诺;强化多边合作，升级四边安全机制;深化与域外盟国

的战略沟通与协调;深化与盟国及伙伴的军事关系，强化在印

太地区的军事行动;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推动规则塑造;战略推

进过程中更加强化意识形态色彩。拜登政府 “印太战略”的推

进深刻影响了中美关系并使其呈现出一些新态势：在关键议题

领域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并进一步加码;加强与盟国在涉华

议题上的协调，形成联合对华施压态势;对华政策 “意识形态

化”进一步加剧;在与中国进行激烈竞争的同时也寻求某些领

域的合作。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美关系发展可能都会比较困

难。中国需要关注美国应对中国的战略方法，并高度关注美国

与印太国家及域外盟国在印太的互动及其趋势，恰当处理好与

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努力塑造良好的地区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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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 “印太战略” 新态势与中美关系

　　自2０21年1月拜登入主白宫以来，美国 “印太战略”的推进呈现出一些新

的态势，威慑、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和强烈，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前

景值得关注。本文拟在尽可能全面地考察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通过分析拜登政府关于 “印太战略”的基本认知，详细梳理过去一年美国 “印

太战略”之推进所呈现的新态势和中美之间的互动，探讨美国 “印太战略”之

展开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 拜登政府关于 “印太战略” 的基本认知

认识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以来美国 “印太战略”的推进，需要以全面和准确

地认识拜登政府关于 “印太战略”的基本认知为基础。同时，认识拜登政府的

“印太战略”，也需要以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 “印太战略”，甚至更长历史时期

内美国 “亚太战略”全面和整体的认知为基础。

冷战结束以来，从 “亚太”到 “印太”，美国的战略视野和战略思维改变

了，但其基本的战略目标却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维护美国所谓亚太／印太地区

的 “和平”“稳定”“繁荣”以及 “扩展民主”等。冷战结束后历届美国政府都

是如此界定其亚太或印太战略之目标，只是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国际形势

和问题，不同的美国政府做出的政策选择或应对方式有所不同而已。认识拜登

政府的 “印太战略”，需要充分考虑美国亚太／印太战略之目标的历史延续性，

同时也需要充分注意该地区各种议题的发展和变化对美国相关战略的影响。通

过对比前后两届美国政府对 “印太战略”的基本认知，有助于深刻认识美国

“印太战略”的实质，把握其未来走向和发展前景。

　　（一）“印太战略”愿景和原则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实现了战略视野从 “亚太”向 “印太”的转变。

到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美国正式推出了 “印太战略”。2０1７年11月，特朗普

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说，阐述了其推动建立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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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①后来，特朗普政府发布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国防战略报告》《印太战略报告》《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推动一种共同愿景》等

重要报告和2０21年初解密的 《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等明确阐述了其 “印太战

略”的愿景和原则。

关于美国的印太愿景及其基本原则和精神，拜登政府完全继承和延续了特

朗普政府时期的说法。2０21年1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就其

国务卿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回答质询时表示，拜登政府认为印太地区是一个至

关重要的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必须处于优先地位，美国将继续用 “印太”

概念来描述这个地区。②2０21年12月，布林肯在印尼大学发表了题为 《自由和开

放的印太地区》的演讲，详细阐述了拜登政府关于 “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

愿景，提出美国将 “推动塑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在该地区内部及该地区

之外建立更强大的联系”;“推动基础更广泛的繁荣”：“帮助建设更有韧性的印太

地区”;以及加强印太地区的安全。关于 “自由和开放的印太”之意涵，布林肯解

释道：“自由指的是书写你们的未来的能力并对你们的社会和你们的国家中发生

的事情拥有发言权，不管你们是谁或者你们知道谁。开放，天然地来自自由。自

由的地方对新的信息和观点是开放的。它们对不同的文化、宗教、生活方式是开

放的。它们对批评、自省以及更新 （renewal）也是开放的。”“当我们说我们希望

塑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时，在个人层次上，指的是人民在其日常生活中是自

由的，并生活在开放的社会中。在国家层次上，指的是每个国家都能够选择其自

己的道路及自己的伙伴。在地区层次上，指的是在世界上的这个部分，问题将会

以开放的方式得以解决，规则将以透明的方式达成并得以公正地运用，商品和思

想以及人民将会在陆地、网络空间和开放海洋自由地流动。”③拜登政府在2０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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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发布的 《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明确表示，美国必须与其盟国和伙伴合作，

致力于 “塑造一个自由和开放、互联互通、繁荣、安全和有韧性的印太地区”①。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 “印太”问题上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

关于 “印太战略”的基本认知，其基本精神和核心内容都是一致的，也就是塑

造所谓 “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二）对威胁和挑战的认知

拜登政府对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的认知，与特朗普政府时期

也是一致的：都将中国视为首要的挑战;都强调朝鲜是严重的地区威胁;都重

视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

特朗普政府发布的2０1７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在东北亚，朝

鲜快速发展其网络、核及弹道导弹计划，构成了 “全球性挑战”，“可能会导致

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武器在印太地区及更广泛地区的扩散”。②美国国防部

2０1９年６月发布的 《印太战略报告》也强调：“恐怖主义、非法武装、毒品、人

口和野生动物贩卖，以及海上抢劫，还有危险病原体、武器扩散和自然灾害等

普遍存在的跨国挑战”等都是印太地区面临的威胁。③

拜登政府在2０21年3月公布的 《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认为中国、俄罗

斯、朝鲜是地区稳定的挑战者。美国还面临着治理脆弱国家内部的挑战和有能

力破坏美国利益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国内和国际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

依然是重要威胁。④

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到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关于印太地区的愿景、对印

太地区存在的威胁与挑战等的认知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本地区安全形势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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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改观。所以，拜登政府的 “印太战略”基本上是全面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美

国 “印太战略”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并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调整了应对

印太地区各种问题和挑战的方式。当然，拜登政府的 “印太战略”与特朗普政

府时期也不完全相同。比如，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更强调气候变化、公共卫

生等区域治理问题。

二、 拜登政府 “印太战略” 的推进

尽管拜登政府关于 “印太战略”的基本认知与特朗普政府时期是一致的，

但因应印太地区形势之变化和美国与印太相关国家之间互动的实际情况，其具

体推进过程也体现出一些明显的差异和特点。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拜登政府推

进其 “印太战略”所呈现出来的这些差异和特点，是在整体上继承特朗普政府

时期 “印太战略”的基础上的发展和延续。

　　（一）加强与盟国及伙伴的关系并进一步明确其安全承诺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与盟国之间虽然也龃龉不断，但实际上特朗普政

府并不像有些人士批评的那样不重视盟国。总体来说，美国与印太盟友及伙伴

关系是继续强化与发展的。这一趋势在拜登执政后显著加强。

早在2０2０年大选期间，拜登及民主党阵营就曾反复批评特朗普政府不重视

盟国，破坏了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不符合美国利益。在入主白宫后不久，拜登

政府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印太盟国，及印度、越南、印

度尼西亚等伙伴就展开了密集外交活动，进一步深化与印太地区盟国及伙伴的

关系，并更加明确地重申对盟国及伙伴的安全承诺。拜登政府在2０21年3月公

布的 《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明确表示，美国的盟国是巨大的力量之

源和美国独特的优势，美国将会重振其在全世界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并使之现

代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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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０21年3月，美日举行 “2＋2”对话。双方在会谈中重申，美日联盟依然

是印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日本决心提升其能力，支持国防并进一

步加强联盟。美国强调了其对于通过各种能力，包括核能力防卫日本的坚定不

移的义务。①2０21年４月，拜登与到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会谈。双方承诺

“合作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以及诸如东海、南海以及朝鲜等议题”。菅义伟表

达了 “加强日本之防务能力的决心”，拜登再次表达了 “美国对于防卫日本的承

诺，包括 《美日安保条约》之第５条适用于钓鱼岛等”②。

2０21年５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访问华盛顿并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

行会谈，双方重申了对美澳联盟 “牢不可破”的承诺。③2０21年９月，美国与澳

大利亚举行第31次 “2＋2”部长级磋商。双方表示，将寻求在包括地区安全、

基础设施、经济增长技术、民主韧性、人权、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应对流行性

疾病等优先关注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双方重申致力于通过四国安全对话机

制 （Quad）支持印太伙伴应对该地区的决定性挑战。④

2０21年2月，拜登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话，强调了加强美韩联盟的承诺，

双方同意在朝鲜问题上密切协调。⑤2０21年3月，美韩举行 “2＋2”会谈，双

方重申了按照 《韩美共同防御条约》防卫韩国和加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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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neataJointPressAvailability，AntonyJ.Blinken，SecretaryofState，MarisePayne，AustralianFor-

eignMinisterandMinisterforWomen，BenFranklinRoom，Washington，DC，May13，2０21，available

at：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and-australian-foreign-minister-and-minister-for-

women-marise-payne-at-a-joint-press-availability／［2０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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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outofPresidentJosephR.Biden，Jr.CallwithPresidentMoonJae-inoftheRepublic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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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FudanAmericanReview2０22／1

同承诺。①2０21年５月，文在寅访美并与拜登举行会谈，双方同意把韩国的 “新

南向政策”（NewSouthernPolicy）与美国 “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愿景”对接

起来，合作创造一个安全、繁荣和富有活力的地区。②

2０21年1月，布林肯同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 （TeodoroLocsinJr.）通电话，

布林肯强调了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两国安全的重要性，并强调其明确适用

于对太平洋地区，包括南中国海的菲律宾武装力量、公共船只或飞机等的武装

攻击。2０21年11月，美国与菲律宾举行第９次 “双边战略对话”，双方重申了

两国的条约义务，包括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４条的义务。③美国完全遵守其

在2０2０年７月13日发布的 《关于南海地区海上声索的立场》（PositiononMari-

timeClaimsintheSouthChinaSea）文件。④

2０21年2月，拜登与印度总理莫迪 （NarendraModi）举行电话会谈，双

方同意继续合作推动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保持支持航行自由、领土完整，

以及更强大的地区架构。⑤2０21年７月，布林肯访问印度。在与印度外交部长

苏杰生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布林肯说，世界上没有哪种关系比美印

之间的关系更重要，深化与印度的伙伴关系是美国最优先的外交政策关注

之一。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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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 “印太战略” 新态势与中美关系

2０21年2月，布林肯与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 （PhamBinhMinh）通

话，双方重申了 “美国—越南全面伙伴关系”，并讨论了两国对于维护自由和开

放的印太地区及保护和维持基于规则的南海的承诺。①2０21年11月，美国与印

度尼西亚举行第1９次年度 “美国—印度尼西亚安全对话”，双方表达了推动印

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和强化双边防务合作的共同愿望，并同意推动一些

深化双边伙伴关系以解决新的和新兴挑战的倡议。②

在2０21年中，除了进一步明确对盟国及伙伴的安全承诺外，拜登政府与印

太盟国及伙伴在更广泛的议题上都进行了协调与合作。比如，加强了与日本、

韩国、印度及东盟国家在疫情防控问题上的合作;在朝鲜问题上，与韩国和日

本进行了协调;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就所谓 “中国的挑战”进行了沟通，

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新疆问题等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等等。

　　（二）强化多边合作,升级四边安全机制

拜登政府宣称重视 “外交”，强调所谓 “多边主义”，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更强

调国际合作，尽管其 “多边主义”只是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美国在印太地区进行

的多边合作，主要有机制化的美日澳、美日印、美日韩等三边对话、美日印澳

“四国安全对话”，还有就具体议题或项目进行的多边合作。其中，最突出的是进

一步强化或深化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再启的美、日、印、澳 “四国安全对话”机制。

在其入主白宫后不久，拜登就曾表示希望把 “四国安全对话”提升到领导

人层级，同时确保四国合作建立更好的沟通并强化四国之间的合作及合作的习

惯。③2０21年2月，美、澳、印、日举行四国外交部长会议，就应对新冠肺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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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经济复苏及气候变化等进行了讨论，并承诺合作应对这些全球挑战;四方

还讨论了反对虚假信息、反恐、海上安全，以及恢复缅甸民主选举的政府，并

把在更广泛地区加强民主韧性作为优先关注事项。四方强调至少每年举行一次

部长级四国安全对话会议，定期举行高级和工作层次上的会谈，以加强合作，

推动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①

2０21年3月，美、日、印、澳举行四国领导人视频峰会。此次峰会聚焦新

冠疫苗合作、气候变化合作、关键和新兴技术合作三个核心议题。此次会议之

后，四国发起建立了 “四国疫苗专家小组”，支持四国长期合作，扩大新冠疫苗

生产，支持印太地区卫生安全和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建立了新的 “四国气候工

作组”，加强四国合作，并与其他国家合作，推动 《巴黎协定》之实施，推动低

排放技术解决方案，支持减排等;召集了 “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以确保关

键和新兴技术之管理符合共同利益和价值并按照这一原则运作。②四国领导人强

调致力于加强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承诺共同致力于推动一种自由、开放、

基于规则、植根于国际法的秩序，促进安全和繁荣，反对印太地区及更广泛地

区的威胁。③

2０21年８月，美、日、印、澳四国高级官员举行线上会议。四国官员讨论

了持续的国际合作对于结束印太地区新冠大流行及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性;研

究了促进在包括该地区面临的战略挑战、反对虚假信息、促进民主和人权、加

强包括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以及支持印太地区易受胁迫行为影响的国家等

众多共同感兴趣的议题上的合作;讨论了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并重

申 “四国安全对话”（Quad）对东盟中心地位和 《东盟印太展望》的支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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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０21年９月，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举行首次面对面峰会。四国再次

承诺共同推动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植根于国际法而且不屈服于胁迫的秩序，

支持印太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与繁荣。除深化在应对新冠大流行、气候危机及

关键和新兴技术等问题领域的合作外，四国还将扩大合作领域，特别是建立新

的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发起成立 “四国基础设施协调小组”（QuadInfra-

structureCoordinationGroup），促进印太地区高质量基础设施发展。此外，四国

还将在网络空间、教育和人员合作、阿富汗问题、反恐与人道主义合作、朝核

等问题上进行合作;四国将继续培育合作的习惯，四国领导人和外长将会举行

年度会晤，四国高级官员将会定期会晤。①四国发布的 《关于技术设计、开发、

治理及使用的原则》重申，技术设计、开发、治理和使用的方法应该由四国共

同的民主价值和对普遍人权的尊重来塑造。四国致力于支持一个开放、可获得

和安全的技术生态系统，基于互信和信任。②

从2０21年3月美、日、印、澳四国第一次视频峰会开始，四国安全对话机

制 （Quad）合作领域已大大扩展。虽然美方强调 “四国安全对话”只是一个非

正式聚会 （gathering），也不是地区安全组织③，但通过建立一些工作组和加强

日常合作，其合作也在不断走向深化。

　　（三）与域外盟国的战略沟通与协调进一步深化

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相比，拜登政府在推进其 “印太战略”时更加注重与域

外盟国的战略沟通与协调，特别是与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及欧盟和北约

的沟通。拜登政府在 《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明确强调，美国将会重振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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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联盟和伙伴关系，重申、投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与澳大利亚、日

本和韩国的同盟，并使之现代化。①2０21年４月，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美军印太司

令部司令交接时说：“美国将会与其印太及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的朋友

合作，以强化基于规则的、有助于促进自由的国际秩序。”②

2０21年3月，英国政府发布的 《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防务、发展

及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强调，英国将深化与印太地区的接触，通过强大的

外交和贸易联系，支持共同的繁荣和地区稳定。③美国国防部代理副部长亚曼

达·多瑞 （AmandaDory）对英国发布的 《综合评估报告》强调跨大西洋联盟和

印太地区表示欢迎。④2０21年４月，国防部长奥斯汀与英国防卫大臣本·华莱士

（BenWallace）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通过定期高层战略交流，讨论在欧

洲和印太地区面临的共同挑战。⑤2０21年７月，奥斯汀与本·华莱士在五角大楼

举行会谈，讨论了跨大西洋合作和责任分担对于应对全球广泛安全挑战的重要

性及欧洲和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本·华莱士强调了英国在防务现代化方面的

投入及对印太地区业已增加的关注。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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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地区也是法国外交的优先关注。2０21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

法国武装力量部部长弗洛朗丝·帕利 （FlorenceParly）通话，强调了两国之间

战略联盟的重要性，并讨论了在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①2０21年1０月，奥斯汀

与弗洛朗丝·帕利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在印太地区的持续合作。2０21年1０

月，拜登与马克龙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时表示，美国欢迎法国作为

印太伙伴发挥持久作用，其长期的承诺、地理位置及在整个地区的军事力量使

它成为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关键贡献者和安全提供者。②

德国在2０2０年开始形成其印太战略。2０2０年９月，德国政府发布印太政策

指导方针——— 《德国—欧洲—亚洲：共同塑造21世纪》，确立了其印太政策新

框架。③2０21年９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 （KathleenHicks）与德

国国防部国务秘书贝内迪克特·齐默 （BenediktZimmer）举行会谈，双方表示

致力于继续在印太地区之安全等方面进行合作。④2０21年12月，奥斯汀与德国

国防部长克里斯汀·兰布雷希特 （ChristineLambrecht）通话，双方重申加强防

务合作，包括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合作。

除双边沟通外，美国还就 “印太战略”相关问题与域外盟国保持着多边沟

通与协调。2０21年５月，美、法、德、英四国国防部门举行线上会谈，讨论了

在印太地区投入力量和维持稳定等问题。⑤2０21年６月，美国及其盟国在 “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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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峰会上 “强调了维持包容和基于法治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

性”①，美国—欧盟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双方愿意与其伙伴合作，推动

实现包容、基于法治和民主价值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②2０21年11月，美、

法、德、英四国再次举行线上会谈，重申了联盟团结对于应对各种安全挑战及

在印太地区之合作的必要性。2０21年12月，美国与欧盟举行首次美国—欧盟印

太问题高级别磋商。双方评估了各自与印太的接触和战略，重申愿意与伙伴合

作，支持塑造自由、开放、包容、基于法治和民主价值、有助于地区稳定、安

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印太地区。③

美国与英、法、德等盟国在印太地区具体的政策目标、利益追求虽有所不

同，但就总体原则和基本价值而言，美国印太战略与这些盟国的印太战略基本

上是一致的。与域外盟国的沟通、协调与合作，也表明美国 “印太战略”的实

施越来越具有 “全球性”。这些协调与沟通，与英、法、德等盟国及欧盟和北约

对 “印太”事务之关注的深化也是一致的。

　　（四）深化与盟国及伙伴的军事关系,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

过去一年多来，美国与印太盟国及伙伴的军事关系和军事合作继续推进，

并就地区热点问题保持着密切沟通;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加强。拜登

政府 “印太战略”的 “军事化”色彩日趋浓厚。

第一，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泰国等印太盟国及印度、

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新西兰等伙伴国的军事关系进一步深化，并就地

区热点问题及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保持着频繁的沟通。

６１１

①

②

③

CARBISBAY G７SUMMIT COMMUNIQUÉ，June13，2０21，availableat：https：／／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０21／０６／13／carbis-bay-g７-summit-communique／

［2０21-1０-31］.

U.S.-EUSummitStatement，June1５，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whitehouse.gov／

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０21／０６／1５／u-s-eu-summit-statement／［2０21-０９-21］.

EU-U.S.：JointPressReleasebytheEEASandDepartmentofStateontheHigh-LevelConsulta-

tionsontheIndo-Pacific，December3，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state.gov／eu-u-s-joint-press-

release-by-the-eeas-and-department-of-state-on-the-high-level-consultations-on-the-indo-pacific／［2０21-12-

2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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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０21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通话，

重申了美国对美日联盟的承诺，并就确保美日联盟之准备状态交换了看法。奥

斯汀进一步重申， 《美日安保条约》之第５条涵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Sen-

kaku），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海之现状的企图。①2０21年12月，奥斯汀与

岸信夫通话，讨论了深化防务合作以维护地区威慑的努力。

奥斯汀先后与三位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通电话，重申美澳之间 “牢不可破的

联盟”。2０21年８月，美澳举行 “防务政策与战略对话”（DefensePolicy&Strat-

egyTalks），讨论了地区安全环境、力量态势、应对安全挑战的多边方法以及战

略能力共同发展等问题。②2０21年11月，美国和澳大利亚发表了 《澳美军事态

势倡议十周年联合声明》，致力于进一步提升 “军事态势倡议”③。

美国和韩国军方也保持着机制化对话。在2０21年3月美韩 “2＋2”对话期

间，奥斯汀与韩国国防部长徐旭 （SuhWook）承诺把 “做好准备”放在优先位

置，保持强大防务态势。④2０21年５月，美韩举行第1９次 “一体化防务对话”

（KIDD），承诺两国联合部队将保持准备状态，做好防卫韩国的态势。⑤2０21年

８月，美韩举行首次双边 “信息与通信技术合作委员会 （ICTCC）论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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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ReadoutofSecretaryofDefenseLloydAustin'sCallWithJapaneseDefenseMinisterNobuo

Kishi，January23，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４８０９1９／

readout-of-secretary-of-defense-lloyd-austins-call-with-japanese-defense-minist／［2０21-12-1９］.

ReadoutofU.S.-AustraliaDefensePolicy&StrategyTalks，August1０，2０21，availableat：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７2８1６1／readout-of-us-australia-defense-poli-

cy-strategy-talks／［2０21-12-2０］.

JointStatementon1０-YearAnniversaryfortheAustralia-UnitedStatesForcePostureInitiatives，

November1６，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８４５４3８／

joint-statement-on-1０-year-anniversary-for-the-australia-united-states-force-po／［2０21-12-2４］.

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RemarksWithDefenseMinisterSuhWookoftheRe-

publicofKoreainSeoul，Korea，March1７，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

scripts／Transcript／Article／2５４０2０3／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remarks-with-defense-minister-

suh-wook／［2０21-12-2５］.

JointPressStatementforthe1９thKorea-U.S.IntegratedDefenseDialogue，May13，2０21，

availableat：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６０６９2４／joint-press-statement-

for-the-1９th-korea-us-integrated-defense-dialogue／［2０21-12-2５］.

DoDandROKConductFirstBilateralCommunicationTechnologyCooperationCommitteeForum，

August５，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７2０６2８／dod-and-

rok-conduct-first-bilateral-communication-technology-cooperation-commit／［2０21-12-2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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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０21年９月，美韩举行第2０次 “一体化防务对话”，深化网络和太空领域合

作。①2０21年12月，美韩举行了第４６次 “美韩军事委员会会议”（MCM）和第

５3次 “安全磋商会议”。

2０21年2月，奥斯汀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扎纳 （Delfin

Lorenzana）通话，重申了美国对美菲联盟及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和 《菲美访

问部队协议》（VFA）的承诺。②2０21年７月，奥斯汀与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

杜特尔特 （RodrigoDuterte）会谈后，后者撤回了终止 《菲美访问部队协议》的

通知书。③2０21年９月，奥斯汀与洛伦扎纳会谈时重申，美国对菲律宾安全的承

诺坚如磐石，双方同意采取一系列新倡议，以确保美菲联盟能够解决新兴

挑战。④

美国与印度、新加坡、新西兰等伙伴的军事关系和军事合作也进一步强化

了。2０21年3月，奥斯汀访问印度并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举行会谈，

双方讨论了提升美印 “主要防务伙伴关系”的机会，并同意在信息共享、后勤

合作、人工智能以及诸如太空和网络等新领域进行合作。⑤2０21年1０月，美国

与印度举行第1６次美印防务政策小组 （U.S.-IndiaDefensePolicyGroup）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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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JointPressStatementforthe2０thKorea-U.S.IntegratedDefenseDialogue，September2８，

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７９０８1７／joint-press-state-

ment-for-the-2０th-korea-us-integrated-defense-dialogue／［2０21-12-1９］.

Readoutof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sPhoneCallWithPhilippinesSecretaryof

NationalDefenseDelfinLorenzana，February９，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defense.gov／News／

Releases／Release／Article／2４９８９1７／readout-of-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s-phone-call-with-phili-

ppines／［2０21-12-1９］.

JimGaramone，PhilippinePresidentRestoresVisitingForcesAgreementWithU.S.，July3０，

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７13６3８／philippine-

president-restores-visiting-forces-agreement-with-us／［2０21-12-2４］.

Readoutof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sMeetingWithPhilippineSecretaryofNa-

tionalDefenseDelfinLorenzana，September1０，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defense.gov／News／

Releases／Release／Article／2７７1４４1／readout-of-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s-meeting-with-

philippine-sec／［2０21-12-1９］.

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JointRemarksWithIndianDefenseMinisterRaksha

MantriShriRajnathSinghinNewDelhi，March2０，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defense.gov／

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2５４４４４９／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joint-remarks-with-

indian-defense-minis／［2０21-12-2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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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承诺深化两军之间的联合合作和互操作性。①2０21年11月，美国和印度举

行了第二次 “防务技术与贸易倡议产业合作论坛”（DICF），以深化两国间产业

合作。美国军方与新加坡、新西兰军事部门机制化对话与合作也在不断扩大和

深化。2０21年５月，美国与新加坡举行第13次 “双边指挥、控制和通信论坛”

（BilateralCommand，Control，andCommunicationsForum）。2０21年12月，美国

与新西兰举行第８次年度防务政策对话。②

第二，美国与其盟国和伙伴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越来越凸显出其 “印太

战略”强烈的 “军事化”色彩。

1.美国提出了深化与其盟国和伙伴之军事合作的新的战略思维。2０21年

７月，奥斯汀在新加坡演讲，强调 “威慑依然是美国安全的基石”，并系统阐述

了 “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deterrence）的思想。③

2.美国与域外盟国的军事合作展现出了新的态势。2０21年1月，美国和英

国签署 《2０21年部署航母打击群联合声明》。④2０21年６月，美英法三国海军首

脑举行会谈并签署一项三边协议，承诺深化三方海军合作并提升互操作性。⑤印

太地区是三国海军合作的一个重点区域。2０21年９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三国 “决心深化在印太地区的外交、安全和防务合作”并宣布成立了新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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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Readoutof1６thU.S.-IndiaDefensePolicyGroup，October８，2０21，availableat：https：／／

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８０６2４６／readout-of-1６th-us-india-defense-policy-

group／［2０21-12-1９］.

JointStatementon８thUnitedStates-NewZealandDefensePolicyDialogue，DEC.1５，2０21，

availableat：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８７５2４1／joint-statement-on-８th-

united-states-new-zealand-defense-policy-dialogue／［2０21-12-1９］.

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ParticipatesinFullertonLectureSeriesinSingapore，July

2７，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2７11０2５／secre-

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participates-in-fullerton-lecture-serie／［2０21-12-2４］.

StatementonCarrierStrikeGroup2０21JointDeclarationSigning，January1９，2０21，available

at：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４７５2４3／statement-on-carrier-strike-

group-2０21-joint-declaration-signing／［2０21-12-21］.

MeganEckstein，US，UK，FrenchNaviesAgreetoBolsterJointOperations，TechCollabora-

tion，June４，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defensenews.com／naval／2０21／０６／０3／us-uk-french-

navies-agree-to-bolster-joint-operations-tech-collaboration／［2０21-12-2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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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①通过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两国将帮助澳

大利亚建造至少八艘核动力潜艇，并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方面进行深度

合作。

3.美军在过去一年中与印太及域外盟国和伙伴进行了更为密集的联合军事

演习，主要包括：与印度举行的代号为 “准备战争”（YudhAbhyas2０21）的双

边联合军事训练演习;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法国海军举行的 “拉彼鲁斯”

（LaPérouse）海上联合演习;与菲律宾举行的年度 “肩并肩”（Balikatan）联合

军事演习;与日本、澳大利亚和法国举行的代号为 “ARC21”的大规模联合军

事演习;第2７次年度 “联合海上战备和训练”（CooperationAfloatReadiness

andTraining）演习;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海军举行的 “太平洋先锋2０21”

（PacificVanguard2０21）联合军事演习;“太平洋伙伴关系2０21”（PacificPart-

nership21）演习;“大规模演习2０21”（LargeScaleExercise2０21）;“马拉巴尔

2０21”（Malabar2０21）多边海上演习;与澳大利亚、日本、英国海军联合参加

多国 “海上伙伴关系演习2０21”;“刚毅之龙2０21”（ResoluteDragon21）双边

训练演习，等等。

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相比，拜登政府与印太盟国和伙伴及域外盟国的军事合

作进一步深化了，其 “印太战略”实施的军事色彩更加浓厚。

　　（五）进一步推动经济领域的规则塑造

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美国一直非常注重规则塑造。拜登政府与印太国家的

经济接触，也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做法，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

推动。这里仅以美国推动基础设施合作领域规则塑造的做法为例略作说明。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在与印太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领域推动规则塑造

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与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国及越南等伙伴合作，推动制定和执行高质

０２１

① JointLeadersStatementonAUKUS，September1５，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white-

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０21／０９／1５／joint-leaders-statement-on-aukus／ ［2０22-０2-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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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基础设施发展与投资的国际标准。2０1８年11月，美国、日本、越南和巴布亚

新几内亚共同倡议的 “亚太经合组织高质量基础设施开发与投资手册”（APEC

GuidebookonQualityofInfrastructureDevelopmentandInvestment）经修改后得

到所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所有经济体的认可。2０1９年６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

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及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共同确立了 “二十国集团高质量基础

设施投资原则”。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和日本国际协

力银行在2０1９年11月联合发起 “蓝点网络”（BlueDotNetwork）倡议，目的

是让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市民社会在开放和包容性的框架下共同推动高质量的

基础设施开发标准。

第二，推动对象国相关法律、规范和制度变革，创造能够促进基础设施发

展的开放和竞争性的环境，这是美国推动与印太国家基础设施合作的更重要、

更根本的方面。在 “基础设施交易与协助网络”倡议下，美国国际开发署开展

了一些项目，帮助推动了对象国在相关法律、监管以及政策方面的改革，以确

保公平和开放的市场竞争，并为合法行为体 （包括美国私营部门）提供公平竞

争舞台。此外，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帮助伙伴国有效规划其基础设施需求，以更

好地确定、规划和建设基础设施;支持遵守国际公认标准的透明的政府政策、

监管和交易，以使不负责任的基础设施项目和榨取资源的安排难以成功。

拜登政府也非常重视国际基础设施合作，特别是相关领域的规则塑造。

2０21年６月，拜登总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发起了 “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

（BuildBackBetterWorld，B3W）。《七国集团峰会公报》明确表示，七国集团将

会把改变基础设施融资，特别是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方法作为目标，加强与

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帮助满足其基础设施需求。①“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重

点关注领域为气候、卫生与卫生安全、数字经济与性别平等以及公正等领域的

投资，其中既包括物质基础设施，也包括数字基础设施，还包括卫生基础设施，

以及劳工和环境标准等问题。

拜登政府在推动美国与印太国家基础设施合作方面直接相关的行动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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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RBISBAYG７SUMMITCOMMUNIQUÉ：OurSharedAgendaforGlobalActiontoBuild

BackBetter，June13，2０21，availableat：https：／／uk.usembassy.gov／carbis-bay-g７-summit-communique／

［2０21-０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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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美、日、印、澳四国在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方面的协调;推进 “重建更美

好世界”倡议与 “蓝点网络”倡议对接。2０21年９月，美、日、印、澳举行四

国峰会，提出以七国集团宣布的 “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为基础，集合专门技

能、能力和影响力，加强该地区正在开展的基础设施倡议。四国同意建立高级

“四国基础设施协调小组”（QuadInfrastructureCoordinationGroup），定期开会，

分享关于地区基础设施需求的评估，并协调各自提供透明、高质量基础设施的

方法;协调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活动，确保四国的活动能够相互强化和相互补

充，满足印太地区基础设施需求，并在高质量基础设施方面继续发挥领导作

用。①2０21年1０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部长理事会举行会议，重点

讨论了 “蓝点网络”如何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从而在实际上重建更美好

的未来，也就是把 “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与 “蓝点网络”倡议对接起来，使

之从设想或原则转变成操作性的机制或机构。

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积极塑造印太地区高质量基础设施发展规则的努力，

有助于为其自身及盟国和伙伴的企业塑造一种所谓 “公平竞争”的环境;美国

及其盟国着力改变印太国家相关国内治理规则和实践的做法，既有助于为美国

企业扩展市场，也有助于美国扩展和深化其战略影响。当然，拜登政府推动经

济领域规则塑造的努力并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合作领域，其关注非常广泛。

2０21年1０月，拜登在东亚峰会上宣布，美国将与伙伴国研究印太地区经济框架

的发展，以在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和技术标准、供应链韧性、脱碳与清洁能

源、基础设施、劳工标准及其他共同感兴趣领域与印太伙伴达成共同目标。②

2０21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线上领导人会议期间，拜登总统强调致力于加强与

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之关系以推动公平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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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Sheet：QuadLeaders'Summit，September2４，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whitehouse.gov／

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０21／０９／2４／fact-sheet-quad-leaders-summit／［2０21-０９-2６］.

ReadoutofPresidentBiden'sParticipationintheEastAsiaSummit，October2７，2０21，avail-

ableat：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０21／1０／2７／readout-of-presid-

ent-bidens-participation-in-the-east-asia-summit／［2０22-０1-０1］.

ReadoutofPresidentJoeBiden'sParticipationintheAPECVirtualLeaders'Meeting，November

12，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０21／11／12／

readout-of-president-joe-bidens-participation-in-the-apec-virtual-leaders-meeting／［2０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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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意识形态色彩在战略推进过程中进一步强化

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的深刻影响始终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大国间竞争日趋

激烈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也会进一步被凸显出来。在认识拜

登政府 “印太战略”之推进时，需要充分注意其日益强化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一

特点。

2０2０年大选竞选前，拜登在 《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表示，在其就任总统第

一年，美国将会组织和主办全球 “民主峰会”，“以复兴自由世界国家的精神和

共同目标。把全世界民主国家聚集在一起，加强民主制度，诚实面对倒退中的

国家，并制定共同的议程”①。2０21年2月，拜登在国务院就外交政策发表演讲

时强调：“为应对各种全球挑战，美国必须从植根于其所珍视的民主价值观的外

交开始，这些价值观包括捍卫自由、支持机会、支持普遍权利、尊重法治并有

尊严地对待每一个人。这是美国不竭的力量之源。”②拜登政府在 《过渡时期国家

安全战略指南》中明确表示：“独裁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大步前进，我们必须与

志同道合的盟国和伙伴一道，在全世界恢复民主的生机。我们将与全球的民主

国家合作，威慑和防卫来自敌对国家的侵略。我们将与盟国和伙伴站在一起，

反对针对我们民主国家的威胁。”③美、英两国在2０21年６月1０日签署的 《新大

西洋宪章》中表示，两国 “决心捍卫民主和开放社会的原则、价值和制度”，

“确保民主国家能够提供解决关键挑战的办法”，拥护透明度，支持法治和公民

社会及独立媒体等。④６月13日，七国集团峰会发表的公报也表示，七国将致

力于增加在支持民主方面的合作，反击外国对民主的威胁，加强媒体自由和

确保对记者的保护，支持宗教或信仰自由，谴责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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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人权的行为。①2０21年12月，拜登政府举行 “民主峰会”，在 “防御独裁

主义” “反腐败”和 “推动对人权的尊重”三个主要领域做出承诺并采取

行动。②

在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印太盟国和伙伴的双边、三边或多边

互动中，拜登政府都反复强调 “致力于捍卫和推动其共同的价值观”，凸显出其

“印太战略”实施中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2０21年４月，在与日本首相菅

义伟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拜登说：“日本和美国是该地区两个强大的民

主国家，我们致力于捍卫和扩展我们共同的价值，包括人权和法治。我们还将

合作，来证明民主国家在21世纪仍然能够竞争并获胜。”③2０21年９月，拜登与

印度总理莫迪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并鼓励其他国家拥抱其自由、民主、

普遍人权、宽容和多元主义以及所有公民的机会平等等共同价值观，致力于实

现可持续的发展和全球和平与安全。④

拜登政府还进一步把意识形态因素注入到高科技和新兴技术合作、供应链

安全合作等议题领域。2０21年９月，“四国安全对话”（QUAD）国家申明，技

术之设计、开发、治理和使用的方式应该由四国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对普遍人

权的尊重来塑造。⑤在第一次美国—欧盟贸易与技术理事会 （TTC）会议上，美

国和欧盟双方表示将就新技术之发展和部署开展合作，以加强双方共同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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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０21，availableat：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０21／０９／2４／qu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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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合作解决技术滥用问题，支持捍卫人权。①12月８日，白宫科学技术办

公室发起一系列倡议，以刺激世界范围内用来支持民主价值观的新兴技术创

新。②在 “民主峰会”上，美国、澳大利亚、丹麦和挪威宣布了 “出口控制与人

权倡议”，帮助制止有关政府滥用技术并推动一种植根于民主价值观的积极的技

术愿景。③

中国不是美国 “印太战略”的唯一关注，但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其首要

战略关注。中美互动影响着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以及拜登政府 “印太战略”的实

施和推进，其 “印太战略”的实施和推进也在影响和塑造着中美关系的走势。

三、 拜登政府 “印太战略” 下中美关系的新态势

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认知及表述与特朗普政府时期有所不同，但本质是一样

的，都是把中国视为美国的首要威胁。特朗普政府2０1７年发布的 《美国国家安

全战略》报告宣称 “中国寻求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扩张其国家驱动的经济模

式，并重塑该地区有利于其自己的秩序”④。拜登把中国视为美国 “最严峻的竞

争者”⑤。奥斯汀多次称中国为 “迫在眉睫的挑战”或 “迫在眉睫的威胁”。拜登

政府在2０21年3月发布的 《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⑥和2０22年2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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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美国印太战略》①都认为，中国是唯一有潜力整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

术实力，对国际制度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者，正在整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

技术力量，追求在印太地区的势力范围。

在延续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之基本认知的情况下，拜登政府 “印太战略”的

推进与中美关系的互动相互影响，进一步塑造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使中美关系

呈现出一些新态势。

　　（一）在关键议题领域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并进一步加码

基于对中国整体的基本认知，在影响中美关系的几个关键议题领域上，拜

登政府也都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有些方面甚至因中美之间的消极互

动而进一步加码了。

在台湾问题上，在过去一年中，美国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大大提升：行政部

门官员互动频繁，事务性合作取得突破，国会两党议员频频窜访台湾;重启了

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美台军事合作也在走向深入;美国还积极支持台湾当局

所谓 “拓展国际空间”的活动。

在科技脱钩问题上，拜登政府也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做法，多次以所

谓 “国家安全”理由，把一些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所谓 “实体清单”。2０21年

６月，美国国防部根据 《2０21财年国防授权法》发布了所谓中国军方企业名单。

美国国防部坚决反对 “中国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认为这 “通过确保这些表面

上是民用实体的中国企业、大学和研究项目获得和发展的先进技术和专业技能，

支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目标”②。此外，在贸易问题上，拜登政府也未

纠正特朗普时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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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强与盟国在涉华议题和对华政策上的协调,形成联合对华施

压态势

由于把中国视为 “首要威胁”，拜登政府在推进 “印太战略”的过程中，特

别是在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印太盟国及印度、越南等伙伴的双

边及多边外交活动中，在涉华议题上都与之进行了沟通和协调。它试图通过构

建更大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联合围堵、威慑和遏制中国，这种意图正变得

越来越明显和强烈。

2０21年3月，美日举行 “2＋2”对话，双方就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钓鱼

岛问题等进行了沟通。①2０21年４月，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并与拜登交换了关于

中国之行动对印太地区及全世界之和平与繁荣之影响的看法。②2０21年3月，美

国和韩国举行 “2＋2”对话，双方也讨论了涉华议题。③

拜登政府在与欧盟及七国集团及北约框架内的互动中也加强了在涉华议题

和对华政策上的协调与合作。2０21年3月，布林肯和欧盟高级代表和欧盟委员

会副主席何塞普·博雷利 （JosepBorrell）发起了举行 “美欧关于中国问题对话

高层会议”的倡议。2０21年５月，美国和欧盟举行了第一次 “美欧中国问题对

话”的高层会谈，讨论了共同关注的议题。双方还讨论了在诸如气候变化和不

扩散以及某些地区议题上寻求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等。④2０21年12月举行的

第二次美欧关于中国问题对话高层会议评估了六个工作组的工作，并强调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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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u-s-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2０21-12-2５］.

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andSecretaryofStateAntonyBlinkenConductPress

ConferenceWithTheirCounterpartsAfteraU.S.-ROKForeignandDefenseMinisterial（“2＋2”），Hos-

tedbytheROK'sForeignMinisterChungEui-yongandMinisterofDefenseSuhWook，March1８，2０21，

availableat：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2５４12９９／secretary-of-de-

fense-lloyd-j-austin-iii-and-secretary-of-state-antony-blinken-c／［2０21-12-2５］.

U.S.-EU：JointPressReleasebytheEEASandDepartmentofStateonConsultationsBetween

DeputySecretaryWendyShermanandSecretaryGeneralStefanoSannino，May2６，2０21，availabl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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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欧盟就与中国进行接触的方式保持沟通的重要性。①

　　（三）对华政策 “意识形态化”进一步加剧

意识形态始终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特朗普

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开始高度 “意识形态化”，更加强调和重视意识形态领

域的斗争。在2０1９年和2０2０年里，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等美国政府高

级官员多次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中国进行攻击。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意识形态

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剧了。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 “意识形态化”，既体现在它对中国的基本认知方面，

也体现在它对影响中美关系的若干具体议题的论述中。拜登政府处理影响中美

关系的 “台湾问题”“贸易问题”等关键议题的做法，都被赋予了 “价值观”

“人权”等内涵，使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四）与中国进行激烈竞争同时寻求某些领域的合作

拜登政府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方式，与其整体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思路是一致

的，也就是利用外交手段，通过外交发挥领导作用。2０21年2月，拜登在国务

院就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表演讲时说：“通过外交发挥领导作用，意味着再次

与我们的盟国和关键伙伴肩并肩站在一起。通过外交发挥领导作用，还必须意

味着与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竞争者进行外交上的接触，这符合我们的利益，而

且会促进美国人民的安全。”②

拜登、布林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美国政要多次表示，美中关系

有竞争的方面、敌对的方面和合作的方面，并多次表示要从 “实力地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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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与中国的关系。①拜登政府一直是既强调与中国进行 “激烈竞争”，也强调

“管理”中美之间的竞争，并在符合其利益的领域与中国进行 “合作”。拜登政

府公布的 《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也指出，战略竞争不能、也不应该阻

碍与中国的合作。美国将从实力地位与中国进行接触，进行务实的、结果导向

的外交，并致力于减少误解和误判之风险。②

2０21年６月，以国防部中国工作组 （DoDChinaTaskForce）提交的最终建

议为基础，国防部长奥斯汀发出内部指示，要求国防部开始采取若干行动，以

更好地解决中国作为美国首要迫在眉睫的挑战造成的安全挑战。③2０21年７月，

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谢尔曼 （WendySherman）访华时呼吁在中美关系中建立

“护栏”，以防止中美之间 “极端的竞争”升级到失控状态。奥斯汀在新加坡发

表演讲时表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差异和争端是真实的，但 “管理差异和争端

的方式很重要。当我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不会退缩。但我们不会寻求对

抗”④。2０21年11月，拜登与习近平主席在线上峰会前表示，希望与中国为两

国间 “直接的竞争”建立某些 “常识性护栏”，明确和诚实地面对双方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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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益交融的地方进行合作，以确保两国间的竞争转向冲突。①2０21年12月，

奥斯汀在里根图书馆发表演讲时又表示，冲突并非不可避免，美国不希望与中

国进行新冷战。“我们决心威慑侵略，防止冲突，并建立常识性护栏。”②

2０22年2月发布的 《美国印太战略》也明确表示，美国在国内正在投资其

实力的基础，与其盟友和伙伴协调应对方法，与中国进行竞争，以捍卫其共同

的利益和未来愿景。美国的目标 “不是去改变中国，而是塑造其运行的战略环

境”，在世界上建立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有利于其共有的利益和价值的

影响力的平衡，“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③在过去一年中，中美两国防务

部门也多次举行视频会谈，包括防务政策协调对话，保持着开放的沟通管道，

以防止和管理危机和风险。

对于美国政要所说的 “竞争”“合作”“沟通”等说法，中国需要有清醒

的认识，准确把握其意涵和意图。拜登政府更加强调 “外交”的作用，更加

强调 “接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放松对中国的 “竞争” “遏制”和 “敌

视”。在这种总的处理对华关系的原则之下，拜登政府在对华竞争方面做得远

比合作要多，“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在主基调，“合作”是服务于其对

华 “竞争”的。

拜登政府在影响中美关系的这些关键议题上的政策和做法，无一不进一步

恶化了中美关系;拜登政府加强与盟国及伙伴在涉华议题上的合作与协调，形

成了对中国联合施压的态势，对未来中美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及中国地

区安全环境将会产生复杂影响;拜登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强调意识形态问题，特

别是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只会导致对抗更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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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语

拜登政府关于 “印太战略”的认知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关于印太战略的基本

认知，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亚太／印太战略都具有高度的历史延续性。与特朗

普政府时期相比，拜登政府 “印太战略”的推进是在特朗普政府 “印太战略”

之实施的基础上展开的，既有高度的延续性，也展现出一些新态势：美国对印

太地区盟国和伙伴的安全承诺更加清晰;多边合作进一步强化，四国安全机制

进一步深化;域外盟国高度介入印太事务并与美国进行了紧密沟通;推动经济

领域规则塑造的努力更加雄心勃勃;战略推进的意识形态色彩进一步强化。战

略竞争的 “意识形态化”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意识形态化将会强化相

互负面认知，使得双方的政策调整和改变都变得更加困难。

在其 “印太战略”框架下，拜登政府全面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政

策：对中国的基本认知没有改变;影响中美关系的具体议题领域的政策也是延

续大于改变。但过去一年，中美关系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美国与盟国在涉华

议题上沟通和政策协调进一步加强，形成了美国与其盟国和伙伴联合对华施压

的态势;美国对华政策的 “意识形态化”进一步加剧;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更加

激烈，“管控竞争”的难度在加剧。

拜登政府 “印太战略”的推进，已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未来相当

长时期内，中美关系的发展可能都会比较困难，竞争性将会更加强烈，中美矛

盾的长期性和斗争的艰巨性可能会成为两国关系的基本特征。中国需要重视美

国应对中国的战略方法，并高度关注美国与印太国家及域外盟国在印太地区的

互动及趋势，恰当处理好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着力改善自身的安全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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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politicstoday.WhetherinDemocraticPartyorRepublicanParty，

strongideologicaldifferencesanddifferencesinvalueshavebroughtdeep

factionalriftswithintheparty，andalsobroughtsignificantinfluenceand

consequencestolegislative processesand policyissuesof Congress.As

“minority”politicalgroups，factionswithinagivenpartythattendtobe

ideologicallyradical—likethefar-rightRepublican“FreedomCaucus”andthe

far-left Democratic “Progressive Caucus”—are more politically and

legislativelyactive.Theyemploytraditionalandnon-traditionalmeansto

challengeanddenypartyauthoritiesandleadership，obstructorshiftmajor

policyissuesinordertoframealternativepoliticalagendasor（re）createan

environmentfavorabletoadvancingtheirownpolicyinitiatives.Inthecasesof

the2０1５IranDealandthe2０21InfrastructureAct，factionalgroupswithinthe

partieshaveexertedimportantimpactsonthelegislativeprocessesandpolicy

goalsof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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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Bidenadministration'sIndo-Pacificstrategyisinessence

thesamewiththatoftheTrumpadministration.FollowingwhattheTrump

administrationhaddone，theBidenadministrationhasaggressivelypromotedits

Indo-Pacificstrategyinseveralaspects：strengthenedrelations withand

commitmentstoitsalliesand partnersintheIndo-Pacific;intensified

multilateralcooperationandliftedtheQUADtotheleaderlevel;deepened

coordination withitsalliesbeyondIndo-Pacific，such as UK，France，

Germany，EUandotherNATOmembers;maintainedclosemilitaryrelations

withitsalliesandpartnersandfortifieditsmilitarypresenceandoperations

acrossIndo-Pacific;furthereditsefforttoshapetherulesforthe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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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ment;andunderlinedthecriticalroleideologyplayedinthepromotionof

itsIndo-Pacificstrategy.ThepromotionofBiden'sIndo-Pacificstrategyhas

seriouslyanddeeplyinfluencedtheSino-U.S.relationship，andhenceemerged

thenewtrends：theBidenadministrationfollowedandevenwentfarmorethan

whattheTrumpadministrationhaddoneinalmosteverycriticalareainthe

Sino-U.S.relationship;coordinatedcloselywithitsalliesand madejoint

pressureonChina;theideologicaldifferenceswereemphasizedinitsdealing

withChina;andwhiletryinghardtocompeteintenselywithChina，the

U.S.alsoseektocooperatewithChinawheretheyhaveaninterestindoing

so.Itcanbeexpectedthatinarelativelylongperioditwouldbehardforthe

Sino-U.S.relations.Chinashouldpay moreattentiontoapproachesthe

U.S.pursuedtodealwithChinaandtheinteractionsamongtheU.S.andits

alliesandpartnersinandoutsidetheIndo-Pacific，properlymanageitsrelations

withtherestofIndo-Pacificcountriesandtrybesttoshapeafriendlyregional

security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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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itsalliancesandpartnershipssystemhasbeena

majorpartoftheBidenadministration'sstrategytocompetewithChina.Ithas

beentryingtobuildalatticeworkofalliancesandpartnershipstocounterthe

all-around，worldwideandlongterm “Chinachallenge”.Itsapproachhas

mainlyconcentratedinthetwomajorregionsof“Indo-Pacific”andEurope，

andthreemajorareasofeconomy／technology，politics／diplomacy，security／

military.TheBidenadministration'sfirst-yearapproachofstrengtheningits

alliancesandpartnershipssystemhasbeenrelativelypragmatic，which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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