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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前 言

僅僅在一年以前，似乎沒有人相信，在科學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人

類社會將因一次全球性公共衞生事件而發生巨大變化。然而，自 2019年

年底至今，一種前所未遇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席捲整個中國乃

至全世界，迄今已在全球造成上千萬人感染，數十萬人死亡。在生者為逝

者哀慟的今日，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似乎比過去二十年充滿着更多不確定

性的時代；新冠肺炎疫情也必將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改寫或重規人類歷史進

程的實實在在的「黑天鵝」事件。

新冠肺炎疫情在這短短的半年時間內，已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

所熟知的這個世界：一方面，它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並持續地

給世界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打擊：產業鏈受到嚴重衝擊使全球經濟陷入了可

能長期衰退的危機，這種危機又顯著地投射到金融領域，導致各國股市多

次熔斷，國際石油價格和黃金價格暴跌，相關國際經濟和金融機構不斷下

調本年度經濟預期。另一方面，疫情的持續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世

界政治的面貌，加劇了前疫情時代的諸多矛盾：民粹主義加劇、保護主義

抬頭、治理能力缺失的惡果日益顯著，中美戰略博弈更加激烈，熱點地區

衝突不減反增；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交織，帶給全人類遠勝以往的

嚴峻考驗。總而言之，國際社會對全球治理變革的需求因此次疫情而比以

往顯得更為迫切，提升國際治理能力水準將成為後疫情時代亟待解決的重

大課題。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有至少兩大方面的問題急需中國學界從歷史經

驗和學術視角出發，予以解答和展望。

其一，如何看待後疫情時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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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回答的是，後疫情時代的世界必然同前疫情時代的諸多潛在矛盾

相互關聯，這些矛盾之間存在着怎樣的聯繫和區別？它又將在何種程度持

續改變我們所熟知的世界？現有的理論和歷史的模型是否足以預知後疫情

時代的世界面貌和趨向，如何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之下應對傳統安全

問題和非傳統安全問題？如何彌補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國家治理能力和

全球治理能力的「赤字」？同時，這些問題的解決程度又同新冠肺炎疫情

的未來發展密不可分。必須認識到，儘管因治理能力赤字帶來的逆全球化

思潮和運動成為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難以避免的現象，但應對人類共同危

機的努力必將也只能是超脫單一國境範圍的全球性的合作。歸根到底，如

何應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這兩種趨向之間的張力，是人類社會在後疫情時

代所必須共同解決的難題。

其二，如何看待後疫情時代的中國。

所有人都無比期待下述問題的答案：中國將在後疫情時代的世界中扮

演何種角色，採取何種態度和策略，以應對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毫

無疑問的是，在後疫情時代，中國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將是前所未有的。

一方面，中國以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姿態和責任感，積極配合世衞組

織的抗疫工作，及時向全世界通告疫情發展情況，並近乎決定性地取得

了抗疫鬥爭的階段性勝利；在此基礎上，中國進一步履行大國擔當，宣

佈為全球共同抗疫提供公共產品，承擔應盡的責任，這無疑提升了中國

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和地位。另一方面，中國同發達國家尤其是

美國的雙邊和多邊關係也面臨着更為嚴峻的挑戰：「中美脫鈎論」「中國

賠償論」「中國病毒論」等論調甚囂塵上，美國對華戰略認知發生重大改

變，自 2018年以來已然惡化的中美關係雪上加霜；與此同時，疫情所導

致的經貿往來的中斷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全球經貿格局的變動和轉移，未

來中國對外開放的面貌面臨着極大的不確定性。2020年 4月 8日，習近

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

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總之，中國以何種姿態和

方式應對來自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挑戰和衝突，又如何在未來難以避免的衝

突中謀求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合作，必將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後疫情時代

國際格局的面貌。

為此，2020 年 4 月，正值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數呈指數增長之際，

我們開始組織 20位國內頂級專家學者，合力編寫《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經

濟與世界秩序》一書。本書從宏觀經濟和國際關係等學科角度，探討經濟

全球化的走向、世界經濟衰退風險、受疫情衝擊的產業鏈以及後疫情時代

的世界秩序、全球治理與大國關係等被廣泛關注與爭論的核心議題。

本書為我們呈現了中國學術界在面臨新冠肺炎疫情之時的問題意識和

危機意識。在這一特別的時期，希望本書的出版可以為國內讀者呈現中國

學界對後疫情時代的世界面貌和格局深入而及時的思考；同時，也期待本

書成為中國學界對外交流的平台，為人類共同應對後疫情時代的諸多挑戰

盡中國學界的一份力量。

在本書付梓之際，我對應約為本書供稿的專家深表謝意，衷心感謝各

位領導、專家對我們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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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中美關係： 
風險、選擇和路徑

傅  瑩

2020年 2月，筆者和幾位中國學者一道參加了在德國舉辦的第 56屆

慕尼黑安全會議。這屆會議報告的主題是「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

從歐洲人的視角看「西方」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最重要的地緣政治中心

是否正在衰落。21這是一個有歷史縱深的理論性問題，引發了與會人士的熱

烈討論，但仍免不了被中美之間的現實矛盾所沖淡。

當時正值中國新冠肺炎疫情最困難之際，與會的美國政要們不但對關

於疫情的討論或者信息沒有興趣，反而抬高對中國批評的調門，糾纏華為

5G、中國香港、新疆等問題，強勢要求歐洲人站隊，試圖形成對中國戰

略競爭的西方統一立場。出席會議的美國人陣容強大，包括眾議長佩洛西

等 20多名參眾議員，還有國務卿蓬佩奧、國防部部長埃斯珀、常駐聯合

國代表克拉夫特、前國務卿克里等政要、高官和智庫學者。他們顯然是協

調了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一致立場，把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威脅」作

為與會的主打話題，聲稱華為產品是「中國情報系統安置在西方內部的特

洛伊木馬」。他們指責中國奉行「脅迫性的海洋政策」，運用軍事和外交

力量挑釁他國等，同時宣稱「西方沒有沒落」「西方價值觀將戰勝俄羅斯

和中國對『帝國』的渴望」，要求歐洲與美國共同應對「中共不斷增強的

*   作者係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
1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 p.6.https://securityconference.

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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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阻擋中國前進的步伐，這股力量的動員力和影響力都在擴大。美國軍

方則以西太平洋、東印度洋為重心，升級軍事部署、強化同盟網絡、推進

「印太戰略」，利用中國南海、台灣等問題增加對中國的制衡。外界普遍

擔憂：中美是否會閉着眼睛跳入所謂守成大國的恐懼與新興大國的崛起必

然導致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多邊全球合作的架構是否會因此分裂甚

至崩塌？

現在看來，2020 年年初發生在慕尼黑的一幕似乎預示了，中美關係

在這一年裏將加快下墜。

慕尼黑安全會議結束後不久，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在全球蔓延，2020

年 4月上旬美國成為世界衞生組織宣佈的「全球大流行病」新「震中」。

這場新冠肺炎疫情是進入 21世紀以來第三次改變世界議程的重大事件。

前兩次是 2001年的「9．11」事件和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尤其是後

者使美國陷入嚴重困難，當時世界各國鼎力支持，與美國一道共克時艱。

然而這一次，美國在全球層面沒有釋放團結合作的信號，完全沒有體現出

發揮領導作用的意願和能力，不僅不出面組織國際防疫，還試圖阻礙合

作、製造對抗，令世人驚詫。

國際社會最初對中美合作抗疫抱有很高期待。一方面，經過 13輪艱

難談判，第一階段中美經貿協議在 2020年年初簽署，延宕一年有餘的經

貿摩擦終於得到緩解，給持續下滑的雙邊關係踩了剎車。在雙方正式簽署

協議之前，2019年 12月 20日中美元首通了電話，習近平指出，「中美兩

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達成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在當前國際環境極

為複雜的背景下，中美達成這樣的協議有利於中國，有利於美國，有利於

整個世界和平和繁榮」。1在這樣的形勢下，人們對中美關係前景的判斷和

兩國合作的預期有所回升。另一方面，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人們根據中

1   《習近平應約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新華網，2019年 12月 21日，http://www.

xinhuanet.com/2019-12/21/c_1125371565.htm。

進攻性」。1

這些強硬表態呼應了特朗普上台以來對華政策的調整—把中國視為

首要「戰略競爭者」。三年來，美國相繼挑起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

在軍事上深化針對中國的部署，政治上公開攻擊中國共產黨、質疑中國

的政治體制。這一系列挑釁迫使中國做出反應和反制，中美關係出現快

速下滑。

觀察美國政策的改變，不能不看到冷戰後中美兩國的國家基本路線呈

現兩種不同方向的演進。中國判斷和把握住了世界「和平發展」的時代主

題，順勢而為，堅持改革開放、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進入 21世紀的第二

個十年，中國已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構建起全球合作網絡，同時也

開始更多地參與和影響國際事務。美國卻沉醉於「歷史的終結」和單極秩

序，力圖按照自己的意願和模式改造其他國家，發動了多場戰爭，陷入霸

權的自我消耗；加之對經濟全球化環境中資本的擴張缺乏有效管理，導致

2008年出現金融危機；同時美國對國內矛盾解決得不好，分配不均使得中

低階層生活質量下降，身份認同的矛盾讓社會分歧擴大，政治日益極化。

近年美國社會進入反思，大多數人認為國家的政策和路線是不成功的。美

國政府索性放棄自由主義國際政策，大搞保守主義和本國優先，美國的霸

權呈現戰略收縮的姿態，「燈塔效應」也變得黯淡。

中國與美國的「一進一退」，反映出兩國在同一國際體系中的反向演

進，其必然帶來國際權力調整的張力。美國一方面需要「療傷」，解決這

些年內外政策失誤累積起來的問題，另一方面對中國日益警惕，並且試圖

打壓中國。美國的政策和態度的轉變給國際形勢增加新的不確定性。美國

擔心中國與其爭奪世界主導權，把與中國的競爭視為一場輸不起的國家根

本利益保衞戰。美國鷹派勢力意圖推動對華關係走向全面對抗，認為唯此

1   傅瑩：「在慕安會感受西方對華複雜態度」，觀察者網，ht tps : / /m.guancha.cn/

fuying/2020_02_21_537581.shtml? s=wapzwyzzwz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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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2001年攜手反恐、2003年合作抗擊「非典」、2008年同舟共濟應對國

際金融危機以及 2014年共同阻擊埃博拉病毒的經歷，習慣性地認為，這

次兩國仍有可能將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共同挑戰，轉化為改善關係、恢復

合作的機會。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不如人們所願。疫情在武漢發生後，美國政府

沒有表現出關心和開展合作的願望，而是單方面撤僑、斷航，商務部部長

羅斯把中國疫情稱作「加快工作機會回流的機遇」，言談之間缺乏基本的

同情和人道關懷。美國有一些企業、個人和華人華僑給中國送來了物資援

助，但是根據中國官方的信息，沒有收到來自美國政府的實質性援助。

《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文章《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刺激了中國民

眾的痛苦記憶，引爆兩國的輿論對立，1在美國拒絕道歉的情況下，中國取

消美國三名駐華記者的執照，而美國則壓縮了中國駐華盛頓記者人數 2。第

一階段經貿協議帶來的中美關係緩和勢頭很快被沖淡了。

但是此後，美國國內疫情的暴發和失控，導致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並

牽動 2020年總統大選選情的變化。美國政府為了轉嫁防疫不力的責任、

保選情，採取「推責中國」的策略，掀起批評中國的輿論浪潮，白宮的表

態可以被看作是官方的措辭指導，強調是由於中國政府的延誤、不透明、

向外輸出旅客以及與世界衞生組織勾結，才導致美國和全世界深受疫情之

1   Walter Russell Mead,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Feb 3, 2020, https://www.wsj.

com/articles/china-is-the-real-sick-man-of-asia-11580773677.

2   2020年 2月 3日，《華爾街日報》發表美國巴德學院教授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撰
寫的《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評論文章。2月 19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
例行記者會上宣佈，對於發表種族歧視言論、惡意抹黑攻擊中國的媒體，中國人民不
歡迎，鑒此，中方決定從即日起，吊銷《華爾街日報》三名駐京記者的記者證。3月 2

日，美國國務院宣佈，新華社、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中國日報》、中國國際廣
播電台和《人民日報》駐美機構的中國籍僱員人數需從 160人減少至 100人。3月 18

日，中國外交部官網發消息宣佈，中國出台對等措施，包括要求「美國之音」、《紐約
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時代週刊》5家美國媒體駐華分社提交申報材料，
他們年底前記者證到期的美籍記者限期交還記者證，今後不得在包括中國香港、澳門
在內的中國領土上從事記者工作等。6月初，路透社報道，美國計劃將包括央視和中新
社在內的 4家中國媒體列為「外交使團」，要求其向美國國務院登記在美人員和財產。

害。1美國國會一些議員聞風而動，煽動對中國的抱怨，挑動針對中國的溯

源追責調查，個別州的檢察部門試圖發起針對中國的索賠訴訟。2020年 4

月 21日，美國密蘇里州總檢察長施密特在密蘇里東區聯邦地區法院提起

針對中國所謂「索賠」訴訟，緊接着 4月 22日，密西西比州檢察長費奇

也同樣提起此類訴訟。

中國也不示弱，堅決反擊美方不實之詞，同時用大量數據和事實呈現

中國黨和政府採取的負責任措施。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20年 6月 7日發

佈《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更加全面和系統地介紹了中

國人民抗擊疫情的歷程和做法。

美國政府沒有因為疫情而放鬆對中國的打壓，美國行政部門頒佈針對

華為的貿易和出口新規，限制進而準備封鎖華為獲得美國軟件、硬件的

產品供應，同時將更多中國企業和機構列入「實體清單」，限制在美上

市的中資企業。由此可以看出，美國加大推動與中國的科技、產業「脫

鈎」力度。

與此同時，美國戰略界有輿論指責中國借疫情離間美歐跨大西洋關

係、擴張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影響力，聲稱中國試圖加強對國際組織的掌

控，說中國已經「不再掩飾」與美國爭奪全球領導力的意圖。在中國台

灣、香港、新疆等問題上，美國國會動作不斷，通過《2019 台北法案》

等新的干涉中國內政的立法，後續還有一批涉華議案等待審議。美國行政

部門違背「一個中國」政策，與進入第二任期的中國台灣蔡英文當局增加

了官方接觸和實質交往。加之中美航線聯繫、人員交流等均因疫情而陷入

暫停，這些都在事實上加快「人文脫鈎」的步伐。

兩國關係的急劇惡化對雙方民意產生了負面塑造作用，相互憤恨、敵

視情緒迅速擴大。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2020年 3月

1   Alex  Isenstadt, “GOP memo urges anti-China assault over coronavirus”, April 24, 2020,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4/24/gop-memo-anti-china-coronavirus-20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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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至 29日對 1000名美國民眾的調查顯示，66％的被調查者對中國持負

面態度，這是自該中心 2005年開始對這個問題進行調查以來，最為消極

的評價，2017年這方面的比例為 47％。此次調查中，還有 62％的民眾認

為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是美國面臨的一個主要威脅。1美國哈里斯民調中心

（Harris	Poll）4月在全美開展調查，90％的共和黨人、67％的民主黨人認

為中國應該為疫情擴散負責，66％的共和黨人、38％的民主黨人認為特朗

普政府應該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政策。2中國國內雖然沒有民調機構進行

此類調查，但從網絡空間的大量評論和媒體聲調看，民眾對美國朝野疑華

反華言行十分反感，負面情緒和不信任感也達到了中美建交以來的高點。

5 月 20 日，白宮網站發佈《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方針》報告

（以下簡稱「戰略方針」）。3該報告是根據《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的要求

向國會提交的，並非出台新的對華戰略，但其中包含了根據形勢變化而更

新的政策思考，更加明確地否定美國過去歷屆政府推行的對華接觸政策，

更加激昂地渲染中國崛起給美國帶來的「威脅」和「挑戰」，更加具體地

描繪對華競爭的路線，意識形態對立的含義更濃，可以認為，美國對華競

爭性新戰略朝着成型又邁進了一步。

究其原因，還是美國強硬勢力要咬緊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不想讓雙方

在抗疫中的合作需求緩和競爭，進而分散乃至打亂他們的「戰略部署」，

相反，他們試圖藉機強化競爭。「戰略方針」中提出「有原則的現實主義」

1   Kat Devlin, Laura Silver and Christine Huang, “U.S.Views of China  Increasingly Negative Amid 
Coronavirus Outbreak”, April 21, 2020.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4/21/u-s-

views-of-china-increasingly-negative-amid-coronavirus-outbreak.

2   Zachary Evans, “Poll:Americans Report Bipartisan Distrust of Chinese Gov’t, support  for 
Tariffs”, April 8, 2020,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news/poll-americans-report-bipartisan-

distrust-of-chinese-govt-support-for-tariffs.

3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0,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

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0.20.pdf.

（principled	realism）概念，1成為闡述對華戰略的關鍵詞。回顧美國對外戰

略中的現實主義傳統，影響最大的是列根時期「以實力求和平」的現實主

義思想（「列根主義」）。在當時的冷戰形勢中，美國處境並不十分有利，

列根政府通過大力渲染擴充軍備、擴大核威懾，將蘇聯誘入軍備競賽的陷

阱。近些年面對俄羅斯復興、中國崛起等挑戰，美國有學者倡導「進攻性

現實主義」2，其基本判斷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注定了大國競爭的悲

劇宿命，主張以進攻的思維和行動提防對手、維護權力、捍衞霸權。「有

原則的現實主義」更像是「以實力求和平」的「列根主義」和「進攻性現

實主義」的雜糅，不排除白宮試圖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一套新的對華競爭

理論，對未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發揮「塑模」作用。

中美關係在螺旋下降的循環中，步入兩國建交以來十分困難的階段。

如果把美國對華戰略調整的過程比作一個 360 度的「圓」，那麼前半個

180度的「圓」在 2018年年底就差不多劃定了，也即美國朝野、府學各

界基本形成必須調整對華戰略的共識。但是對於後半個 180度的「圓」怎

麼劃，也即究竟應該形成什麼樣的有效對華新戰略，則一度缺乏共識，

有主張「聰明競爭」、在加強遏制的同時保持必要接觸和合作的呼聲，也

有主張不惜一戰全力打壓中國的叫囂。2019年以來美國政治動員的趨勢

是，推動構建更加明確的與中國競爭的「全社會」共識，兩國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間的碰撞明顯加快了這個進程，目前的狀態恐怕還不是最低谷。

中美矛盾成為國際格局轉變中的一對主要矛盾，當前緊張態勢主要是

由美國主動推動的，集中體現在以下四個博弈場上。

一是制度和價值觀之爭。新冠肺炎疫情之前，西方思想界已經開始擔

心，中國作為非西式民主制度國家的成功，帶來稀釋西方價值觀號召力的

1   Ibid.

2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被公認為是「進
攻性現實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參見 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Norton,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