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政治经济评论

“特朗普冲击波”对美欧关系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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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美欧关系具有重要影响ꎮ 特朗普激进的执政理念

及其提出的颇具颠覆性的对外政策主张ꎬ令欧洲对未来美欧关系不确定性的增加感到担

忧ꎮ 在美国利益第一的原则下ꎬ特朗普将通过施压和采取“交易式”方式同欧洲在诸多领

域讨价还价ꎬ寻求利己的解决方案ꎮ 随着潜在分歧与摩擦的增加ꎬ美欧关系在今后一个

时期可能会趋于紧张ꎬ但紧张程度仍将被控制在双方可承受的范围内ꎮ 考虑到美国在欧

洲的核心利益未变以及欧洲盟友对美国依然具有全球战略价值ꎬ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可

能完全撤出欧洲和北约ꎮ 经过新一轮的防务资源分配调整ꎬ美欧安全防务关系仍会以稳

定为主基调ꎮ 特朗普对欧政策的实施将受到国内因素的一定制约ꎬ这也将有助于确保美

欧关系处于正常轨道ꎮ

关键词: “特朗普冲击波” 　 美国对欧政策　 美欧关系　 北约改革　 欧盟

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出乎预料地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

是 ２０１６ 年继英国“脱欧”之后又一个重大国际“黑天鹅”事件ꎮ 作为美国乃至西方民

粹主义政治力量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ꎬ特朗普从竞选伊始就显得与美国传统建制派政

客截然不同ꎬ他对奥巴马政府多个领域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ꎬ并提出激进的改革方案ꎮ

特朗普无任何政府和军队工作经历ꎬ缺乏政治与行政经验ꎬ竞选时自称将会是一名打

破常规的总统ꎬ不会惧怕任何规则、机构甚至宪法原则ꎮ① 特朗普激进的性格与执政

理念引起了国际上对其执政后美国外交政策大转型的恐惧ꎬ欧洲国家及欧盟为未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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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关系不确定性的增加感到担忧ꎮ 跨大西洋关系长期居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ꎬ特朗

普治下的美欧关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ꎬ其变化的性质与双方关系前景如何等ꎬ成为

当前美欧关系研究的焦点问题ꎮ 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ꎮ

一　 “特朗普冲击波”与欧洲的反应

２０１６ 年的美国大选以及特朗普获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ꎬ我们姑且称

之为“特朗普冲击波”ꎮ “特朗普冲击波”对欧洲的影响尤为显著ꎮ 特朗普竞选时称ꎬ

北约已经“过时”ꎬ应重新审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ꎮ① 他指责欧洲盟国“搭便车”、

占美国的便宜ꎬ称如果后者不增加防务支出ꎬ美国将放弃北约和欧洲ꎮ 特朗普俨然对

７０ 多年来一直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基石的对欧军事保护政策提出了严重质疑和挑战ꎮ

此外ꎬ特朗普在国际贸易领域也提出了全面收缩的理念和主张ꎬ同样令欧盟感到震惊ꎮ

欧洲国家及欧盟担心特朗普的战略大收缩会影响欧洲的安全和贸易利益ꎬ甚至大西洋

共同价值观也会因此受到损害ꎮ 美国大选前ꎬ欧盟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针对两位总统候选人在欧盟的 １０ 个成员国中

做了一项调查ꎬ当被问及什么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时ꎬ１ 个成员国认为若希

拉里当选ꎬ美国将是世界最不稳定的因素ꎬ而有 ９ 个成员国认为若特朗普胜选ꎬ美国将

超越俄罗斯或叙利亚成为导致世界不稳定的最大因素ꎮ② 欧洲人对特朗普的不信任

和担心由此可见一斑ꎮ

由于竞选期间口无遮拦、政策设想极端ꎬ欧洲起初完全不看好特朗普当选美国总

统ꎮ 法国总统奥朗德称ꎬ特朗普的极端言论让他感到反胃ꎮ③ 特朗普出人预料地胜选

之后ꎬ欧洲国家对其持谨慎欢迎的态度ꎬ法德两国领导人的表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ꎮ

奥朗德称欧美关系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ꎮ④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贺信中说:“民主、

２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①

②

③

④

Ｐｈｉｌｉｐ Ｂｕｍｐꎬ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Ｉｓ ｊｕｓｔ ａｂｏｕｔ Ｏ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Ｗｈｏｌｅ ＮＡＴＯ Ｔｈ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ｔｈｅ－ｆｉｘ / ｗｐ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１ / 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ｉｓ－ｊｕｓｔ－ａｂｏｕｔ－ｏｖｅｒ－ｔｈｉｓ－ｗｈｏｌｅ－ｎａｔｏ－ｔｈｉｎｇ / ?
ｕｔｍ＿ｔｅｒｍ＝ .８ｃ９８８１８ｂ４４ａ０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Ｓａｍｕｅｌ Ｍｏｒｇａｎꎬ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ｌｙ Ｃｏｍｐｌａｃｅ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 Ｕｎｒｅａｄｙ ｆｏｒ Ｔｒｕｍｐ ｏｒ Ｃｌｉｎｔｏｎ”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ｃｏｍ /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ｇｌｏｂａｌ－ｅｕｒｏｐｅ / ｎｅｗｓ /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ｌｙ－ｃｏｍｐｌａｃｅｎｔ－ｅｕｒｏｐｅ－ｕｎｒｅａｄｙ－ｆｏｒ－ｔｒｕｍｐ－ｏｒ－ｃｌｉｎｔｏｎ－ｓａｙｓ－ｅｃｆｒ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
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 Ｓａｙｓ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Ｍａｋｅｓ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ｔｃｈ’”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
ｉａｎ.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 / ａｕｇ / ０３ /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ｓａｙｓ－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ｍａｋｅｓ－ｙｏｕ－ｗａｎｔ－ｔｏ－ｒｅｔｃｈ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Ｔｒｕｍｐ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 ‘Ｅｒａ ｏｆ Ｆｒｅｅ－ｌｏａｄｅｒｉｓｍ Ｉｓ Ｏｖｅｒ’”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ｔ. ｃｏｍ / ｏｐ－ｅｄｇｅ / ３６６３０８－ｕｓ－
ｔｒｕｍｐ－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自由以及尊重法律和人类尊严、出身、肤色、宗教、性别、性取向或政治观点的价值观将

德美两国联系在一起ꎮ 我愿意在这些价值观基础上同美国新总统密切合作ꎮ”①在分

析人士看来ꎬ默克尔这是向特朗普表明:放弃你竞选时宣称的半数主张ꎬ我们就能很好

地相处ꎮ 由于特朗普对欧洲民粹主义者持鼓励和支持态度ꎬ默克尔似乎有理由怀疑其

对大西洋价值观的忠诚与坚守ꎮ 此外ꎬ特朗普对俄罗斯政治调门的变化及对俄修好的

前景令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感到恐惧ꎬ它们对特朗普是否认同北约的理念和目

标表示怀疑ꎮ 北欧国家也对美国可能走向孤立主义感到忧虑ꎬ它们借致贺信的机会表

达了对特朗普处理未来双边关系的期望ꎬ以尽可能避免双方互动中的冲突ꎮ 相比之

下ꎬ英国反应较为温和ꎬ首相梅(Ｔｈｅｒｅｓａ Ｍａｙ)希望特朗普依旧能重视“英美特殊关系”

这一历史纽带ꎬ保持双方的价值观共识ꎬ继续在经济、安全、防务领域加深合作ꎮ②

如果说欧洲国家的反应主要是基于对美双边关系的考虑的话ꎬ那么ꎬ欧盟机构的

回应则更多反映了对未来欧盟与美国关系前景的关切ꎮ 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一直对

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及其参选持否定态度ꎬ认为其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思想以及对现有国

际规则体系的藐视将对当前面临各种挑战的欧盟与世界带来强烈的冲击ꎮ③ 舒尔茨

认为ꎬ特朗普的胜出意味着美国人对未来感到恐惧与焦虑ꎮ 不过ꎬ他仍坚信美国的政

治制度会保证美国与欧盟关系继续处于稳定发展的态势之中ꎮ④ 相比之下ꎬ欧洲理事

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回应则更为委婉ꎮ 两人对特朗普也持有疑虑ꎬ

但作为同他打交道的欧盟领袖ꎬ无法回避与他的互动ꎮ 他们联名致信祝贺特朗普当

选ꎬ在信中强调了美国与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是双方对自由、人权、民主等共同价

值观的认可以及对市场经济理念的支持ꎬ重申了美国与欧盟紧密合作对于世界的重要

意义ꎬ希望特朗普能够继续支持美国与欧盟在世界贸易自由化和全球治理诸多领域ꎬ

３　 “特朗普冲击波”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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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反恐、气候问题、移民问题与乌克兰内战等展开深入合作ꎮ① 另外ꎬ欧盟委员会副主

席、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也表示ꎬ跨大西洋关系是稳定的ꎬ不会因特

朗普的上台而出现剧烈的变动ꎬ但事实上ꎬ作为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掌门人ꎬ她对未来

欧美关系不确定性增加的担心尤著ꎮ 莫盖里尼过去一直强调加强欧盟防务不是要重

复北约的作用ꎬ但如今面对特朗普“拆台”欧盟ꎬ她更强调加强欧盟的团结以发挥更大

自主性作用ꎮ 莫盖里尼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发表讲话称:“当今世界越来越需要一个

信奉多边主义和合作的有原则的全球安全提供者ꎬ欧盟应响应这一呼吁并承担起责

任ꎬ我相信如果我们团结成一个真正的联盟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ꎮ 欧盟正成为世界和

平不可或缺的一个‘超级大国’ꎮ”②

面对特朗普改革北约的要求与压力ꎬ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Ｊｅｎｓ Ｓｔｏｌｔｅｎｂｅｒｇ)

承认北约在防务费用分担方面存在不公的问题ꎬ但强调北约目前正在改善这一状况ꎬ

欧洲成员国也在增加对北约的费用投入ꎮ 他还表示ꎬ战后至今美欧一直保持着亲密的

盟友关系ꎬ这种关系不仅对欧洲安全有利ꎬ对美国的安全也有重要意义ꎮ③ 他相信ꎬ特

朗普会继续承担北约集体防务义务ꎮ 不难看出ꎬ斯托尔滕贝格的回应是以维护北约的

团结为主要目标ꎬ以加强与特朗普的沟通为主要方式ꎬ积极评价美国与北约关系ꎬ以确

保美国在北约中继续发挥可靠的作用ꎮ 然而ꎬ这一期望能否实现并不确定ꎬ他本人或

许也未抱有足够的信心ꎮ

综上而言ꎬ欧洲方面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预案ꎬ做出的反

应总体上是比较谨慎的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欧洲人对特朗普的负面认知有可能成为影响

美欧关系走向的一个重要变量ꎮ 有舆论认为ꎬ特朗普完全符合欧洲人对美国人的粗

鲁、贪财、没有文化的印象ꎮ④ 这种带有主观性的评价使欧洲国家难以将特朗普视作

一位合格的国家领导人ꎬ但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ꎬ特朗普却又十分在意其他国家是否

给予他足够的尊重ꎮ 鉴于此ꎬ欧洲对特朗普的不良印象与评价(这种负面评价在短时

间内难以改变)可能恰好成为美欧正常沟通与互动的障碍ꎮ 还需要指出的是ꎬ欧洲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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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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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精英虽承认特朗普当选对美欧关系构成了潜在威胁ꎬ但倾向于认为其当选后不大可

能将其竞选时发表的主张付诸实施ꎮ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其调查报告中对这一危

险认识提出了警告:特朗普对欧洲的看法和观点并非竞选期间的突发奇想ꎬ而是其长

期坚持的信念ꎻ由于美国总统拥有较大的外交权ꎬ现职总统的愿望“从来都离政策不

远”ꎮ 欧洲国家的政府普遍认为ꎬ美国的制度将最终阻止特朗普实施其竞选时宣布的

政策ꎬ然而ꎬ美国国内的反对者和批评者则认为ꎬ特朗普上任后将带来一场“大灾难”

(ａｐｏｃａｌｙｐｔｉｃ)ꎮ①

在笔者看来ꎬ“大灾难”之说未免言过其实ꎬ但欧洲人看轻特朗普的施政能力、忽

视与其互动以及寄望于美国国内对其进行约束的想法和行为并不可取ꎮ 与那些夸夸

其谈的政治人物不同的是ꎬ特朗普是一个实践家(ｍａ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ꎮ② 特朗普在未获得

共和党精英支持的情况下ꎬ依靠其个人专制形象吸引了大量底层民众的支持并最终胜

选ꎬ这意味着特朗普个人因素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效果将十分明显ꎮ 特朗普上台后会以

更加务实而非意识形态的、商人惯用的“交易式”方式处理对外事务ꎮ 他不是一个谋

求以美国方式改造世界的空想家ꎬ不喜欢在不清楚目标是什么的情况下胡乱作为ꎬ而

是会谋求达到他希望实现的那些有限的、具体的目标ꎮ③ 在美欧关系上ꎬ特朗普更有

可能选择性地参与欧洲事务ꎬ这符合其“美国利益第一”的执政理念ꎮ

二　 对安全防务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抛出北约“过时论”的意图是以此相威胁ꎬ谋求重新分配成员国所需承担

的北约防务开支ꎮ 如何分配成员国的防务支出是北约自成立后内部一直存在的一个

争议性问题ꎬ长期困扰着美欧关系ꎮ

１９５０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ꎬ美国面临军事资源的分配问题ꎬ遂要求重新武装西德以

减轻自身承担的防务压力ꎮ 为迫使对此抱有疑虑的法国就范ꎬ美国表示要将其对欧洲

的军事援助同法国接受西德的重新武装联系起来ꎬ最终法国不得已提出了关于建立欧

洲防务共同体的“普利文计划”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美国推动调整北约军事战略ꎬ以加

强北约的常规军备建设ꎮ 由于深陷越南战争ꎬ美国为了减轻自己的经济和防务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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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ꎬ①要求欧洲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ꎮ 在美国的压力下ꎬ西欧国家最终于 １９６７ 年

同意了“灵活反应战略”ꎬ西德也增加了对驻德美军的补偿费用ꎮ② １９７３ 年ꎬ基辛格提

议订立一个新的大西洋关系宣言ꎬ并特别强调了美国保持对欧洲安全的承诺、西欧对

美国做出经济补偿以及在军事领域与美国分担负担之间的“联系”ꎮ③ 次年 ６ 月签署

的大西洋声明重申了美国对西欧的安全保障义务ꎬ但强调这一义务是同欧洲盟国承担

合理的防务负担相联系的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至 ８０ 年代中期ꎬ由于西欧盟国增加了

防务支出ꎬ大西洋联盟内部团结似乎加强了ꎬ但实际上西欧对美国核保护伞不可靠的

担忧与日俱增ꎮ 简而言之ꎬ美欧在北约防务支出问题上的分歧根本上是由双方的处境

与实力对比差异以及保护与被保护的不平等关系所决定的ꎮ 冷战期间ꎬ美国多次将拒

绝提供对欧洲盟国的防务保护作为威胁手段ꎬ来实现自身对北约的改造目标ꎮ

苏联解体和外部威胁消失后ꎬ北约改革获得了更大的动力ꎮ “‘深层次的结构性

力量’”正在促使欧洲和美国渐行渐远ꎬ大西洋安全合作的高潮已成为过去ꎮ”④美欧新

一代领导人对大西洋联盟明显缺乏情感和信念ꎬ他们对大西洋合作的支持更多是出于

冷酷的实用主义考虑ꎮ⑤ 在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大辩论中ꎬ对欧政策是辩论焦点之

一ꎮ 新孤立主义者认为ꎬ对外扩张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ꎬ主张减少对欧承诺ꎬ

包括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ꎬ以便更多地关注和解决国内问题ꎮ 尽管政治精英们

仍对美国参与欧洲事务持较为积极的态度ꎬ但大多数民众对外交政策日趋冷淡ꎬ甚至

反对美国的对外行动ꎬ这表明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国内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ꎮ 近年

来ꎬ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倾向更为明显ꎮ 奥巴马虽然发表了许多有关共同价值

观和多边主义的言论ꎬ但全球实力的重新分配导致其外交政策趋于内向ꎬ对国际事务

的参与更具有选择性ꎮ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ꎬ奥巴马政府计划在未来十年至少削减

４８７０ 亿美元的国防预算ꎬ缩减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规模ꎮ 同时ꎬ奥巴马政府也显著减少

了对外干预行动ꎮ 欧洲过去一直认为ꎬ一旦发生危机ꎬ美国一定会迅速给予支援ꎬ但这

种设想已经无法成为现实ꎮ 奥巴马政府吸取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教训ꎬ力图

避免陷入反叛乱的长期作战ꎮ 利比亚战争爆发后ꎬ美国称:“既然这是在欧洲的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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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危机ꎬ美国期望欧洲国家能发挥领导作用”ꎮ 一些欧洲国家抱怨奥巴马在与普京

打交道时缺乏决断ꎬ这与其说反映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ꎬ还不如说反映了美国观念的

逐步转变ꎮ①

更值得注意的是ꎬ历来主张干预国际事务的美国共和党的理念发生了显著变化ꎮ

在特朗普崛起之前ꎬ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就已进入明显的方向转型时期ꎬ但这一时期并

不是由单一观念主导的ꎬ而是三种观念:保守的反干涉主义(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ｉｓｔｓ)、保守的世界主义(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ｓ)和保守的民族主义(ｃｏｎｓｅｒｖａ￣

ｔ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ｓ)相互竞争和妥协的过程ꎮ 在奥巴马执政后期ꎬ保守的反干涉主义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ｔｓ)开始兴起ꎬ它针对美国过重的对外保护负担ꎬ要求美

国政府实施离岸平衡策略ꎬ以减少对外义务中的费用投入ꎮ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恰是对

保守的民族主义和保守的反干涉主义的结合ꎮ② 在他胜选之前ꎬ西方政界与学界大多

认为ꎬ特朗普的政治理念与政策设想仅代表美国社会少部分边缘人群的观点ꎬ但随着

其在选举中胜出ꎬ学界与政界开始承认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理念在美国社会中并非无

足轻重ꎮ③ 由此可以预估ꎬ除去特朗普在对外方面的极端言论ꎬ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应是朝战略收缩的方向发展ꎬ着力解决国家内部问题ꎮ

如前所述ꎬ特朗普的北约改革主张意在刺激和施压欧洲ꎬ促使盟国承担更多北约

防务支出ꎮ 他认为ꎬ北约的存在实际上是用美国的军队与防务开支为欧洲盟国提供保

护并维持该地区的和平ꎬ这一义务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时期确定的ꎬ而在目前经济衰退

的背景下已成为美国脱困的障碍之一ꎬ因此需要对北约进行改革ꎬ重新分配各国所需

承担的防务开支ꎮ④ 在特朗普的观念中ꎬ美欧之间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是一种交易行

为ꎬ而非义务行为ꎬ只有当北约内的欧洲盟国向美国支付了相关费用ꎬ美国才会履行自

己相应的保护职责ꎮ 这种交易观念与美国传统的军事同盟义务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别ꎬ

但是却与特朗普的商人属性吻合ꎮ 特朗普直言:“搭便车”的时代已经结束ꎬ除非欧洲

方面的情况有所改变ꎬ否则美国不会再像冷战期间那样致力于欧洲防务ꎮ 据分析ꎬ特

朗普可能会将美国承担的北约防务费用比例从 ４５％减少至 ３７％ꎬ 并要求欧洲盟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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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费用支出ꎮ①

可以预见ꎬ美欧新一轮的防务资源分配调整将使欧洲面临很大的压力ꎮ 战后至

今ꎬ欧洲已保持了 ７０ 多年的和平ꎬ在欧洲人的潜意识中ꎬ战争已经远离自己的生活ꎬ大

多数欧洲国家自冷战结束后都在削减防务开支ꎮ 北约 ２８ 个成员国中仅有 ６ 个左右的

国家国防开支占 ＧＤＰ 的 ２％ꎬ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 ２０１４ 年的军费开支只占 ＧＤＰ 的

１ ２％ꎬ未达到北约规定的 ２％的最低标准ꎮ② 建设多年的欧盟战斗群至今未执行过一

项域外任务ꎬ原因之一是很多未直接参与战斗群的国家没有支付相应的费用ꎮ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ꎬ欧盟重新评估了其安全形势ꎬ更加重视自身防务建设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英国退欧公投后ꎬ欧盟防务建设步伐加快ꎮ ７ 月ꎬ德国在近十年来发布的首份安全

政策白皮书中提出适时重启“欧洲防务共同体”构想ꎮ ９ 月初ꎬ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提出了“在部分成员国组建永久性军事机构ꎬ代表欧盟采取军事

行动ꎬ并负责欧盟战斗群和 １８ 国军队部署工作”ꎬ以及“在布鲁塞尔成立欧盟军事策

划和行动总部”等推动欧盟防务一体化的具体计划ꎮ ９ 月 １６ 日ꎬ参加欧盟秋季峰会的

２７ 国领导人(首次没有英国首相参加)深入讨论了“组建永久性欧盟军事指挥部”等

建立“欧洲军队”的防务一体化路线图ꎬ并计划于 ２０１６ 年底制订具体实施方案ꎮ 这些

举措既是为了减缓英国脱欧造成的严重冲击ꎬ重拾成员国对欧盟的信心ꎬ同时也是为

了抓住英国脱欧带来的“新政治空间”机遇ꎬ赶在新的障碍或不稳定因素出现之前使

欧盟防务建设更进一步ꎮ 特朗普胜选后ꎬ欧盟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晚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如何应对ꎮ 会议通过了一项防务计划ꎬ首次使欧盟在联合国维和部队到来前对外

派出快速反应部队成为可能ꎬ并强化了在美国不参与的情况下采取自主行动的意愿ꎮ

此外ꎬ成员国政府也支持使用规模为 １５００ 人的欧盟战斗群ꎮ③ 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

昂(Ｊｅａｎ－Ｙｖｅｓ Ｌｅ Ｄｒｉａｎ)称:“这是欧洲迈向战略自主的重要一步ꎮ”虽然该计划列举的

许多任务和目标仍显得过于抽象且缺乏资金支持ꎬ但这是欧盟为应对特朗普当选可能

给欧洲防务带来的冲击所做出的反应ꎬ标志着欧盟防务一体化的重要进展ꎮ 为了避免

美国产生疑虑ꎬ欧盟强调其防务计划不会同北约竞争ꎬ而只是作为北约的补充ꎮ 莫盖

里尼称:没有组建欧洲军的计划ꎬ欧盟成员国仍将拥有对各自军队的管理权ꎮ 法国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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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对美国和北约持相对谨慎的态度ꎬ但也不反对依靠北约平台来推进欧盟防务一体化

的现实途径ꎮ

欧洲国家提升欧盟防务能力和增加北约防务支出的努力ꎬ或将有助于缓和当前美

欧安全防务关系中的突出矛盾ꎬ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ꎬ欧美互动的过程不会顺利ꎮ

对欧洲国家而言ꎬ增加防务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ꎮ 欧洲人已习惯于被动地考虑防

务问题ꎬ“欧洲防务危机迄今未被欧洲人视为一种实际的、直接的危机ꎬ结果是没有产

生足够的社会动力来触发政治行动ꎮ 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的防务危机的政治和社会

代价尚未完全显现ꎬ欧洲人并不认为他们的安全面临很大风险ꎻ另一方面是因为欧洲

还没有面临攸关其领土完整或其民众生存的直接威胁”ꎮ①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后ꎬ高失业率、高财政赤字、银行不良贷款激增成为欧洲各国关注的主要议题ꎬ在此

背景下增加军费ꎬ必然要以缩减社会福利、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开支为代价ꎬ这对欧洲

民众来说更是难以接受ꎮ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２０１２ 年开展的有关跨大西洋趋势调查结

果显示ꎬ在 １２ 个选定的欧盟国家中ꎬ只有 ３５％的欧洲人认为战争有时是获得正义所必

需的手段ꎬ②而在美国ꎬ这一数字高达 ７４％ꎮ 安全上的低威胁感和拒绝使用武力作为

解决问题的有力途径似乎表明ꎬ欧洲人虽然不是和平主义者ꎬ但他们通常不需要也不

想使用军事力量ꎮ 除了民众反对增加国防开支外ꎬ欧盟内部对提升欧盟防务水平的态

度也不尽一致ꎮ 英国一直对加强欧洲防务建设不感兴趣ꎬ国防大臣法伦(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ａｌ￣

ｌｏｎ)认为ꎬ“对欧洲国家来说ꎬ应对特朗普的最佳方式不是梦想建立欧洲军ꎬ而是增加

自身的防务支出”ꎮ③ 某些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担心ꎬ加强欧盟自身防务可能会重复

或损害北约的作用ꎮ 爱尔兰、瑞典和奥地利等中立国的态度更加谨慎ꎮ 北约前秘书长

拉斯穆森对欧盟发展自身防务的前景也不看好ꎬ称欧盟防务是“纸老虎”ꎮ④ 此外ꎬ英

国脱欧带来的冲击短期内难以消除ꎮ 英国退欧已使北约主要成员国英、德、法、意之间

产生隔阂ꎬ北约在维护内部团结上的难度增大ꎮ⑤ 在此情况下ꎬ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动

摇都将对北约的行动能力与效果产生明显的削弱作用ꎮ 从美国方面来看ꎬ虽然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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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使美国完全撤出欧洲和北约组织ꎬ但他早在竞选期间就已公开质疑美国对国防

开支过少的同盟国的保护ꎮ 为了应对特朗普的压力ꎬ欧盟不久前公布了一项防务研究

计划ꎬ内容是设立一个规模为 ５００ 亿欧元的防务基金(自 ２０１７ 年起启动)以及允许欧

盟共同预算及欧盟发展银行的资金用于军事研究ꎮ 目前欧洲议会已经批准了 ９０００ 万

欧元的试点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ꎻ欧盟可能会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年间从预算中拨款 ３５ 亿

欧元ꎬ持续支持这项军事科研计划ꎮ① 欧盟此举意在扭转 ２００６ 年以来欧盟防务开支

不断下降的趋势ꎬ同时也向特朗普表明欧盟愿意为自身的安全买单ꎮ 此外ꎬ北约秘书

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ꎬ北约成员国已承诺 ２０２４ 年前在军费开支上投入 ２％的 ＧＤＰ 的

支出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无论是增加欧盟防务建设支出还是北约防务支出ꎬ最终都将由

欧洲相关国家的政府来买单(欧洲有 ２２ 个国家同时属于欧盟和北约)ꎮ 考虑到欧洲

民众对增加防务支出持消极态度ꎬ加上许多欧洲国家致力于本国的国防项目ꎬ要想完

全实现上述目标并非易事ꎮ 鉴于特朗普不太可能改变其强硬政策ꎬ未来美欧在欧洲防

务支出问题上的互动会困难重重ꎬ甚至不排除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可能ꎮ

欧洲国家曾对欧盟的前景充满信心ꎬ立志要自主管理欧洲事务ꎬ然而时至今日仍

然需要美国再次展现强大的领导力ꎬ在危机时刻给予欧洲强有力的支持ꎮ 但是ꎬ特朗

普的上台致使双方的互动出现了障碍ꎮ 正如有分析指出ꎬ对欧洲大陆未来深感不确定

性的欧洲人丧失了信心ꎬ而美国人则对欧洲失去了兴趣ꎮ② 在笔者看来ꎬ这是当前美

欧关系的真正危机所在ꎮ

三　 对政治、经济及多边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竞选时并未提出直接针对欧盟的政策设想ꎬ但是其持有的政治、经济理念

与欧盟的观念多有相悖ꎬ从而有可能导致未来美欧在政经及多边关系领域分歧增多ꎮ

首先ꎬ特朗普的极端民粹主义思想将对美欧关系产生消极影响ꎮ 民粹主义和反欧

盟势力的崛起是近年来困扰欧盟的一个突出问题ꎮ 英国退欧公投之后ꎬ欧盟对民粹主

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更加警惕ꎮ 同时ꎬ由于美国总统选举所具有的政治导向意义ꎬ欧盟

对特朗普势力的兴起也十分关注ꎮ 特朗普在英国脱欧问题上明确支持脱欧派ꎬ并对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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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的结果表示理解ꎬ认为英国之所以选择脱欧是由于国家更倾向于自己掌握货币政

策、边境管理等ꎬ英国脱欧显然推动了再国家化进程ꎮ① 他胜选后主动与英国首相梅

通电话ꎬ表示美英特殊关系十分重要ꎮ② 此举显示特朗普有意将英国视为与其共享价

值观与世界理念的同盟ꎮ 令欧盟深感担忧的是ꎬ特朗普的胜选及其对英国脱欧的支持

可能会在欧洲产生激励效应ꎬ他竞选中所擅用的“尖锐的俏皮话远比无聊的政策主张

引人注意”的方法正被欧洲国家极端民粹主义领袖所模仿ꎬ消遣政治的倾向也开始在

欧洲显现ꎮ③ 法、意、奥等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对特朗普的胜选表示欢迎ꎬ并愿意同特朗

普建立联系ꎮ 由于这些极端民粹主义政党都对欧元抱怀疑态度ꎬ它们一旦在选举中获

胜并执掌政权ꎬ将会严重制约和危害欧盟一体化的发展ꎮ

与其仇外的民粹主义思想相关ꎬ特朗普还对法、德等国的难民政策横加指责ꎬ认为

法、德的难民政策是欧洲动荡不安的最主要原因ꎬ接纳中东穆斯林难民进入欧洲就是

在引入恐怖主义ꎮ 他批评默克尔“在移民问题上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ꎬ其接纳大

量难民的政策是“欧洲的末日”ꎮ ④特朗普还表示ꎬ应对访美的德国人和法国人进行严

格审查ꎬ以确保美国的安全ꎮ 特朗普针对德法难民政策的言论与他在美国国内提出的

政策主张相呼应ꎬ更多的是为了增强其国内主张的外部合法性ꎬ尽管不存在主观上对

德、法的敌视ꎬ但客观上将对美国与德法的双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ꎮ 简而言之ꎬ特朗普

的极端民粹主义思想对欧盟的理念与价值观产生了破坏性的冲击力ꎮ 战后美国历届

政府总体上都是支持欧洲一体化的ꎬ⑤而特朗普的上述言论和行为反映出其对欧洲一

体化的不乐观和消极的态度ꎬ这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欧关系ꎮ

其次ꎬ在经贸和全球治理领域ꎬ美欧之间的分歧也将增加ꎮ 特朗普主张美国在国

际贸易中全面收缩ꎬ通过取消或重审自由贸易区协定(ＦＴＡ)ꎬ减轻全球化对美国本土

经济的影响ꎮ 这与欧盟所秉持的支持经济全球化、倡导自由贸易思想相背离ꎮ 由于欧

盟比美国更依赖全球贸易ꎬ特朗普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攻击注定会使欧盟遭受比美国更

大的损失ꎮ 其导致的后果是ꎬ特朗普上台给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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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ＴＴＩＰ)谈判蒙上了阴影ꎮ 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事务的委员霍根(Ｐｈｉｌ Ｈｏｇａｎ)认

为ꎬ２０１８ 年前很难达成最终协议ꎮ① 虽然谈判在技术层面仍会继续ꎬ但由于美国不会

做出任何重要的让步ꎬ最终将难以达成一项雄心勃勃的协议ꎬ某种有限的协议或许更

符合特朗普的“交易式”外交风格ꎮ

在全球治理领域ꎬ特朗普对近期欧盟主要参与的两项全球治理议程: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和«伊朗核问题协议»都持消极态度ꎮ 特朗普对全球变暖的事实及可能的

危害表示怀疑ꎬ声明可能会让美国退出全球气候公约ꎻ此外ꎬ他还支持美国企业继续使

用化石燃料作为主要能源供给ꎬ以提升美国工业竞争力ꎮ② 这一政策可能直接导致欧

盟推动达成的«巴黎协定»遭受重创ꎬ并对未来气候变化谈判产生消极影响ꎮ 值得注

意的是ꎬ此次美国大选后ꎬ在国会中变得更强大的共和党与特朗普对待多边气候行动

的蔑视立场相结合ꎬ会进一步阻碍国际气候政策的发展ꎮ 另外ꎬ特朗普对伊朗是否会

依照核协议执行相关义务表示怀疑ꎬ称该协议是奥巴马政府所签署的一份灾难性协

议ꎬ并威胁要推翻它ꎮ③ 由此ꎬ特朗普实际上否定了欧盟 ２０１６ 年在全球治理领域取得

的最显著的两项成就ꎬ这将对未来美欧在全球治理中的互动产生消极影响ꎮ

最后ꎬ特朗普对俄、对华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美欧在多边关系领域的分歧增多ꎮ

竞选期间特朗普向普京示好ꎬ并认为“俄美两国应能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恢复世界和平

方面相互合作ꎬ更不用说贸易和相互尊重所带来的其他好处了” ꎮ④ 特朗普此举以及

他提名亲俄的蒂勒森(Ｒｅｘ 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担任国务卿的举动ꎬ预示了未来美对俄政策的可

能调整与双方关系的改善ꎬ包括不排除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在叙利亚问题上放弃

要求巴沙尔阿萨德(Ｂａｓｈａｒ ａｌ－Ａｓｓａｄ)下台的立场ꎬ以换取美俄打击恐怖组织“伊斯

兰国”(ＩＳＩＳ)的合作ꎮ⑤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欧在对俄制裁和叙利亚问题上持有共同立

场ꎬ美国更是主导了欧洲国家的对俄制裁进程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奥巴马政府在 ２０１６ 年

末推动北约加强东欧军事部署ꎬ强化了对俄遏制立场ꎮ 继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欧盟决

定延长对俄经济制裁之后ꎬ奥巴马于同月 ２９ 日授权驱逐 ３５ 名俄罗斯外交官ꎬ以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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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美国政府所称的俄罗斯网络干预美国总统选举所采取的制裁措施ꎮ 奥巴马在其

任期的最后一个月加大制裁俄罗斯的力度ꎬ或许意在为特朗普在对俄关系上设置障

碍ꎮ 然而特朗普对奥巴马此举不以为然ꎬ他公开表示对俄干扰美国大选的怀疑ꎬ并称

“是时候向前看了”ꎮ 一旦特朗普越过欧洲单方面修好俄罗斯ꎬ将陷欧洲于被动ꎬ不仅

会加深欧盟内部因对俄制裁出现的裂痕ꎬ这一行为也会被欧盟视为对大西洋伙伴关系

之价值观的背离ꎬ其影响将更为深远ꎮ 欧盟担心任何战略上的对俄示好都可能进一步

鼓励普京在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地采取“复仇主义”行动ꎮ① 由此可以认为ꎬ

特朗普对俄政策转向将对美欧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ꎬ当然ꎬ也不排除随着美俄关系的

正常化ꎬ欧盟在被动状态下也相应调整对俄立场并尝试同俄罗斯建立接近正常工作关

系(ｎｅａｒ－ｎｏｒｍ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ꎮ②

与对俄政策的缓和取向不同ꎬ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显得更为强硬ꎮ 胜选前后特朗

普提出的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设想以及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

对中国的试探ꎬ都表明他可能在任内对华采取更为极端的遏制政策ꎮ 有分析指出ꎬ特

朗普正试图改变尼克松以来的对华政策ꎬ甚至可能会“联俄制华”ꎮ 当然ꎬ更有可能的

是ꎬ特朗普会要求欧盟加大与美协调配合ꎮ 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和东亚权力结构的变

化ꎬ近年来美欧已经加强了在东亚的战略互动ꎮ③ 基于其“交易式”外交理念和减少美

国防务开支的利益诉求ꎬ特朗普可能会要挟欧盟在提供资源和联合行动方面加大与美

协调和配合ꎬ这无疑会给美欧在东亚的互动增添压力ꎮ 对欧盟而言ꎬ它一方面和美国

在维护现行国际体系和东亚秩序的有效性方面存在一致的根本利益ꎬ加上双方在东亚

也有着诸多共同利益ꎬ因此愿意和美国加强东亚战略与对华政策协调ꎻ④但另一方面ꎬ

欧盟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以及发挥一个全球行为体的作用之战略诉求出发ꎬ拒绝追随

美国对华实施“硬制衡”ꎮ 欧盟深知ꎬ在亚太地区同美国采取完全一致的战略会损坏

欧盟在亚太的形象ꎻ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ꎬ如果欧盟联手美国来“制衡”中

国ꎬ那将是欧盟在亚洲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失败ꎮ⑤ ２０１５ 年ꎬ英、法、德、意等国纷纷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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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设的亚投行ꎬ表明欧盟对华接触与合作的核心战略未变ꎮ 针对特朗普胜选后质

疑美国迄今为止不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的政策ꎬ默克尔强调德国坚持“一个中国”

政策立场不改变ꎮ 法国外交部也通过新闻发布会明确表示ꎬ法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ꎬ

并且这一立场“始终如一、毫不含糊”ꎮ 未来欧盟有可能在经贸和安全领域加强与美

国协调ꎬ但同时也会争取在中美之间发挥斡旋和调停作用ꎬ减少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

性ꎮ 由此推论ꎬ若特朗普对华过于强硬ꎬ将可能加剧美欧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ꎮ

四　 美欧伙伴关系在变与不变中延续

鉴于特朗普激进的执政理念和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国内环境的变化ꎬ未来美欧关

系发生一定的变化有其必然性ꎮ 但也要看到ꎬ历史上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大西洋伙伴关

系依然有着坚实的共同利益与价值观基础ꎬ这决定了美欧关系调整与变化的幅度也将

是有限的ꎮ

目前欧洲仍然是关涉美国战略利益的首要地区ꎬ而美国对欧政策的核心目标始终

未变ꎮ 二战后至今ꎬ美国一直将保持欧洲的和平与安全作为对欧政策的核心目标ꎬ而

这从根本上说是由美国在欧洲的重大利益决定的ꎮ 欧洲仍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

投资来源地ꎬ欧美双方在经济上高度依存ꎮ 如果欧洲不稳定甚或发生战争ꎬ将会损害

美国在欧的经济利益ꎬ进而削弱美国的权力ꎮ 苏联解体消除了欧洲安全的一个主要威

胁ꎬ但近年来俄罗斯与美欧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重新紧张ꎬ一旦爆发冲突ꎬ将会带来非

常严重的后果ꎮ 同时ꎬ叙利亚危机、ＩＳＩＳ 恐怖活动导致的中东地区动荡外溢到欧洲ꎬ也

会威胁欧盟的稳定ꎮ 从欧洲内部来看ꎬ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和英国脱欧等一

连串危机不仅会损害欧洲经济、削弱欧盟及欧洲一体化的吸引力ꎬ也对欧洲的安全稳

定构成了威胁ꎮ 英国脱欧有可能诱发连锁反应ꎬ使欧盟面临解体风险ꎮ 如果欧洲一体

化进程停滞不前ꎬ甚至出现逆转ꎬ欧洲或有可能重新回到过去那种竞争性甚至侵略性

的民族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ꎬ也不排除某个欧洲大国趁机谋求获得欧洲主导地位

的可能ꎮ 一旦出现这些情况ꎬ将危及美国在欧洲的经济安全和重大战略利益ꎮ 由此可

见ꎬ欧洲一体化的倒退乃至欧盟解体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ꎮ 克林顿总统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访欧时表示ꎬ他赞同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欧盟ꎬ并说ꎬ一个虚弱的欧洲不符合美

国的利益ꎬ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如此ꎮ① 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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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称:“欧洲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欧洲持续的接触和保持领导地位ꎮ 历史

经验表明ꎬ欧洲的稳定对于我们的国家利益也至关重要ꎮ 因此我们将继续保持对欧洲

的接触ꎮ”①此次美国大选前ꎬ前副国务卿伯恩斯(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Ｂｕｒｎｓ)在英国«金融时报»

撰文ꎬ呼吁下任美国总统关注欧洲ꎬ和欧盟一道应对当前欧洲所面临的内外挑战ꎮ②

除了保持欧洲的稳定ꎬ美国对欧政策还追求另一个与之相关的目标ꎬ就是防止欧

洲出现一个单一主导性大国(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防止德国称霸欧洲)ꎮ

基辛格曾指出:“从地理上讲ꎬ美国是一个岛国而欧亚大陆的资源和人力大大超

过美国ꎮ 如果某个大国控制了欧亚大陆的任何一端———欧洲或亚洲———那对美国来

说都是真正的战略危险ꎮ”③五角大楼的一份防务计划指导文件建议ꎬ冷战后美国应努

力防止在欧洲、亚洲或前苏联地区出现任何竞争性的超级大国ꎬ“阻止它们挑战我们

的领导地位或是谋求推翻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ꎮ④从当前的欧洲形势来看ꎬ美国虽

然对统一后的德国存有戒心ꎬ但却把主要防范目标指向了欧盟ꎮ 亨廷顿曾指出:“如

果欧洲共同体的政治一体化真的发生ꎬ将会导致出现一个极其强大的实体ꎬ而这肯定

会被视为对美国利益的一个主要威胁ꎮ”⑤因此ꎬ美国一方面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

稳定ꎬ同时又对欧盟持警惕和防范的态度ꎮ 在欧盟防务建设问题上ꎬ美国既希望欧盟

承担更多的欧洲防务责任ꎬ同时又反对欧盟脱离北约搞独立防务ꎮ 总之ꎬ美国从自身

利益出发不可能完全撤出欧洲和北约ꎬ北约不仅对于维护欧洲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

义ꎬ而且是美国保持其在欧洲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的重要战略工具ꎮ 特朗普的北约

“过时”论更应被理解为对北约改革的一种刺激ꎬ而非真正要放弃集体防务义务ꎬ事实

上他也无法通过全球收缩来实现其使美国变得“再次伟大”的目标ꎮ

在全球层面ꎬ美欧作为传统盟友依然互有需求、相互借重ꎮ 欧洲人认识到ꎬ在当今

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ꎬ欧洲自身的安全稳定仍离不开美国ꎬ美国和北约不仅是防范

潜在的俄罗斯威胁的战略保证ꎬ同时也是避免使欧洲重新陷入传统的民族主义、地缘

政治冲突和内部纷争的重要保证ꎮ 美国在欧洲的这一作用总体上仍然被欧洲人所接

受ꎮ 此外ꎬ欧盟自视为一个全球行为体ꎬ希望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ꎬ而这一作用

５１　 “特朗普冲击波”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ꎬ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９７.
[美]尼古拉斯伯恩斯:“下任美国总统应转向欧洲”ꎬＦＴ 中文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７００４１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访问ꎮ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ꎬ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ꎬ １９９４ꎬ ｐ.８１３.
Ｍｏｒｔｅｎ Ｏｕｇａａｒｄꎬ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Ｂｕｓ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Ｏｌｅ Ｎｏｏｒｇａａｒｄꎬ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ｋｏｌａｊ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ｉｎｔｅｒꎬ １９９３ꎬ ｐ.１９９.

Ｓａｍｕｅｌ 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ꎬ Ｖｏｌ.３３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１９９１ꎬ ｐ.１２.



也依赖美国的支持ꎮ 另一方面ꎬ美国则承认其国际优越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其众

多盟国的密切关系ꎬ而政治和文化上与美国接近的欧洲无疑是最亲密也是最有价值的

盟友ꎮ 在当今这样一个单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控制局面的世界上ꎬ美国意识到拥有欧洲

盟友的支持仍是重要的ꎬ而特朗普要想使美国变得“再次伟大”也需要获得欧洲的认

同和支持ꎮ 最后要指出的是ꎬ同历任美国总统一样ꎬ特朗普实施其对欧政策也将面临

国内因素的制约ꎮ 美国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之一ꎬ总统及行政当局的行

为也受到美国立法、司法机构的约束ꎮ 具体来说ꎬ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总统与

国会互动、诸多政府部门共同参与的过程ꎬ而关键领域的重大政策通常较为稳定ꎻ要改

变外交政策不仅需要获得国会的支持ꎬ也需要在关键政府部门之间展开辩论ꎮ 长期以

来ꎬ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在对外政策上拥有一个基本共识:发挥美国的领导力对于美国

乃至世界都有利ꎮ 尤其是两党的精英仍保持着对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及美欧关系

中共有价值观的坚持与认可ꎬ他们有可能成为国会中修正特朗普偏激观点的中坚力

量ꎬ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对规则与重要原则的藐视ꎮ 如果特朗普真要尝试削弱北约

或者削弱欧盟ꎬ他会遭到美国国会和两党精英的激烈抵制ꎬ这可能削弱他作为总统的

地位ꎮ 此外ꎬ特朗普对俄修好也将面临建制派精英的挑战ꎬ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国会重

量级人物麦凯恩(Ｊｏｈｎ ＭｃＣａｉｎ)和格雷厄姆 (Ｌｉｎｄｓｅｙ Ｇｒａｈａｍ)等知名共和党人会坚决

阻止特朗普和普京结盟ꎮ 麦凯恩和格林厄姆就上述俄干预美国大选的“黑客门”事件

明确表态ꎬ不会允许这一事件被粉饰或掩盖ꎮ 格林厄姆继而称ꎬ美国将针对俄罗斯总

统普京个人和他的“核心集团”实施制裁ꎮ① 值得一提的是ꎬ特朗普的一些重要内阁成

员也与他在诸如贸易、移民、气候变化以及与俄罗斯关系等一些关键问题上产生分歧ꎮ

与普京相识有二十多年的蒂勒森在听证会上突然对俄罗斯强硬起来ꎬ称该国对全球

“构成威胁”ꎬ他还赞成维持当前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ꎮ 总之ꎬ国内多种制约因素将使

特朗普执政面临挑战ꎮ 当然ꎬ也不能排除特朗普在实施有争议的政策时知难而退的可

能性ꎮ 例如ꎬ在“废除”伊朗核协议问题上ꎬ特朗普或许会逐渐意识到撕毁承诺及不尊

重其他协议参与方的行为的代价远比他想象的大得多ꎬ由此产生的高昂成本和代价显

然与他减少美国国际支出的政策初衷不符ꎮ 另外ꎬ美俄“黑客门”事件也使特朗普陷

于被动ꎬ虽然他声称俄方行动未对美大选结果造成影响ꎬ但是不再否认俄黑客干预美

总统选举ꎮ 这一事件的持续发酵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特朗普的对俄修好政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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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与冷战时期相比ꎬ冷战后美国民众和领导层对美国在欧洲作用的关注度明显降

低ꎬ继续深度卷入欧洲事务似乎显得不合时宜ꎮ 特朗普改革北约的主张是冷战后美国

减少对欧事务涉入之既定政策调整进程的延续ꎬ因而有其必然性的一面ꎮ 然而特朗普

极具个性化的执政理念与激进的对欧政策主张ꎬ令欧洲人对未来美欧关系不确定性的

增加感到恐惧ꎮ 可以肯定的是ꎬ特朗普将会以“交易式”方式处理对欧关系ꎬ同欧洲在

诸多领域讨价还价ꎬ寻求利己的解决方案ꎮ 特朗普有可能从美欧联合行动(如北约框

架下的集体防务、美欧联合对俄制裁等)到美欧伙伴关系的价值观基础(如自由、民

主、人权)等多个方面调整美国对欧政策ꎮ 随着潜在分歧与摩擦的增加ꎬ美欧关系可

能较以往更趋紧张ꎮ 但是ꎬ这种紧张关系不应被过分放大ꎮ 美欧在长期互动中积累了

处理相关分歧与摩擦、把控危机风险的经验与能力ꎬ在实现新一轮的防务资源分配调

整后ꎬ美欧安全防务关系仍将以稳定为主基调ꎮ 更重要的是ꎬ美国在欧洲的核心利益

与政策目标并未改变ꎬ出于维护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ꎬ特朗普不可能完全撤出欧洲和

北约ꎮ 而在全球层面ꎬ美欧作为长期的军事和价值观盟友拥有诸多共同利益ꎬ在许多

问题上相互协调配合ꎬ这一点也是特朗普不能忽视的ꎮ 当然ꎬ美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

总统和国会之间的制衡机制对特朗普的对欧政策也将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ꎬ从而有助

于确保美欧关系处于正常轨道ꎮ 一言以蔽之ꎬ“特朗普冲击波”给美欧关系带来了强

烈冲击ꎬ美欧之间的分歧与摩擦可能会更趋明显ꎬ但仍将被控制在双方可承受的范围

内ꎬ大西洋联盟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增加ꎬ但美欧伙伴关系仍将在变与不变中

延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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