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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守住“中字诀”,就是在现代化和应对“文明冲突”中坚持中国

主体性,这是近代中华复兴伟业包括６０年来新中国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美

国学者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概念,既是对美国对华战略思想的表述,也
是对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某种理论和实践倾向的概括.本文

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角度对“中美国”(Chimerica)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当前中美关系需要进入“软着陆”的新阶段,“软着陆”的定义,

就是“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赖”.

　　关键词　“中美国”(Chimerica)　文明冲突　中美关系　利益均衡

　　近３０年来,中美关系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发展条件,演变为当前中国

发展的某种瓶颈.对于中美关系逐步演变至今的状态,美国人发明了“中美

国”(Chimerica)一词加以概括.虽然这个概念没有被中国接受,却是美国的

真实思想.深入研究这个思想对中国非常重要,有必要加以国际政治经济学

分析.

一、守住“中字诀”,是近代中华复兴伟业包括６０年

来新中国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对“中美国”(Chimerica)的分析,不能就事论事,需要纳入百多年来中西

“文明冲突”的历史背景加以考察.

　　中国从１８４２年鸦片战争失败至今１６８年,实际上在做一件事,就是致力

于救亡图存和中华复兴.由于历史局限,虽然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的思

路不能成功,但是,历史证明它毕竟是儒家士大夫应对西化的一个不无价值的

思路.这个基本思路的实质,就是守住“中字诀”,实现现代化.虽然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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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戊戌变法都失败了,但是“中体西用”的思想在应对“文明冲突”的大方向上

有可取之处,且有深远影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际上是西方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化的早期形态,包含中国古代大同理想,也是试图守住“中字诀”,应对全

球化,实现现代化.以后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也包括毛泽东、周恩

来等人,都是从儒家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核

心思想其实也在于守住“中字诀”,并能实现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指导中国革

命和建设.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

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句话说到底,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人百多年

来一脉相承的守住“中字诀”,既要现代化又拒绝西方(美国)化的基本思想和

成功经验.
　　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以后,中国赢得了一段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共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

经济建设上来,完全正确,成绩是主要的.问题在于,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

种倾向.美国自始就力图“规范”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指望中国做美国的附庸,
近年来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迫使中国就范.中国早在

１９８２年就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拒绝西化,但是在改革开

放极为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也滋生了一种右的思潮,包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解释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实践上则是心照不宣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

思潮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实践上某种照搬美

国模式的倾向,致使在中国总体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中国

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面临被纳入适合美国利益的轨道的风险.美

国学者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概念,既是对美国对华战略思想的表述,
也是对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种理论和实践倾向的概括.近

年来由于各种矛盾迅速激化,中国内外资源腾挪的空间已经愈来愈有限,无论

从经济发展方式看,还是从发展和改革以及中美关系的基本思路看,都到了进

一步反思和调整的时候了.

二、“中美国”(Chimerica)的经济、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

　　美元储备体系存在问题,就是美元信誉已经不足以支持以美元作为国际

储备货币的地位.２００９年美联储宣布动用３０００亿美元购买美国长期国债的

恶劣事件,相当于公开打劫.中美经济关系存在问题,关键是利益不平衡.斯

蒂格利茨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自己也非常需要(钱)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

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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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转移,是外援的一种形式.”①国际舆论认为这是“绑架”行为.通过软战争

战胜中国,以中国“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地演变(战胜)中
国,或将其纳入美国利益的轨道,这是美国战略,是一种成本最低的也是最佳

的选择.这是美国对付前苏联的战略,现在用来对付中国.近年来美国发动

对人民币汇率和其他方面的“围剿”,也属于此类.

　　美国人喜欢创新,经常会提出一些新概念,往往预设陷阱,或含有“三聚氰

胺”,需要防范.在美国高层圈子里有一句流行语:“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一
些人说好话,干坏事;另一些人说坏话,干坏事;就看你喜欢哪一种.”多年来,
美国为无法给中国定位而“苦恼”,前几年佐利克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

者”的概念,对中国来说,那是一个孙悟空的“紧箍咒”.北京奥运会之前,西方

千方百计煽动媒体,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反华浪潮,妄图给中国搅局并引发“颜
色革命”.转眼之间,算盘落空,美国自己引爆金融海啸.西方马上不怀好意

地盯上中国的钱袋.希拉里感叹“中国已经成为山姆大叔的银行”,其实山姆

大叔更希望中国成为他的 ATM(自动提款机).在召开了多种国际峰会不能

如意以后,美国战略专家托马斯巴尼特提出“美国应与中国结盟”,２００８年８
月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更提出了“G２”(中美两国集团),
紧接着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又别出心裁地发明了“Chimerica”这个概

念,丰富了英汉词典.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布热津斯基多次向中国提出“G２”建议,基
辛格也撰文强调,美中两国应当成为未来世界格局的核心.

　　“G２”对于美国来说,其实不是新东西,而是故伎重演.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

国与苏联两霸,就是一种“G２”模式,其结果众所周知.这是历史的前车之鉴.
如何对待“G２”建议,根本问题在于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

华复兴的伟业,还是帮衬美国去实现维护其衰落的世界霸主地位? 美国提出

“G２”建议名义上是加强中美合作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其实是以此为钓饵来利

用和误导中国,真义是借助中国来解决美国自身危机问题和搞垮中国.实际

上近３０年来,中美之间的经济“互动”的结果已经形成了某种中国向美国“输
血”的经济机制、某种程度的“依附”经济模式(如外贸)和知识界部分人唯美国

马首是瞻的思维模式.“中美结盟”、“G２”和“Chimerica”都是一个意思,就是

把这种不等价交换和利益不对称的双边模式通过某种形式固定下来,既解救

了美国的经济危机,又彻底堵塞中国自主创新和独立发展道路,直到榨干中国

的资源和血汗为止,同时破坏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一句话,就是

吃定中国.“Chimerica”这个奇特的经济现象,使得一些美国人很得意.美国

自由派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得意地说:“如果从中国审视美国的银行危机,
一方面令人瞠目结舌,另一方面令人感到沮丧.因为人们难免得出结论认为,

① 法新社联合国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６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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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两国一制’(twocountries,onesystem).”①这真是一石

两鸟,“两国一制”也好,“Chimerica”也罢,难怪希拉里那么喜欢中国“同舟共

济”的比喻.美国作祸,殃及中国,中国首先需要自保,何来“共济”一说? 美国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何曾与中国“共济”? “同舟”,就更离谱.美国金融

海啸发生以后,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原是一件匪夷所思或不得已的事情,
难怪美国人笑称保尔森兼任中美两国财长.中国这样做,应当理解为着眼于

大局,算政治账、大账.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要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这是非常正确的.该坚持的要坚持,该解套的要解套,不解套,不能“自主创

新”(该口号绝不仅限于技术),中华复兴就是一句空话.以上所论,还只是就

“Chimerica”这个概念的经济含义而言.

　　“Chimerica”的构想毫无疑问有其国际政治目的.香港媒体的一篇文章

揭露说:“在美国高层观点一致的联盟中,一项以‘国际社会化’思想为基础的

新的对华政策已经形成.其想法是使中国陷入由国际组织、国际公约和标准

构成的复杂的网中.这样,国际社会化的过程将促使中国遵守国际社会的标

准价值观.”②这种政治手法叫“羁縻”,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手段,大概西

方研究中国文化,被学了去用来对付中国,可谓青出于蓝.可见,中国必须竭

力避免落入或跳出这张“复杂的网”.

　　中国周边国家对“G２”非常敏感,其实是反感.最突出的是俄罗斯,它们

惊呼“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瓜分世界的最佳搭档”,其实是担心美国为了自身利

益,慷别人之慨,将俄罗斯的利益当作带肉的骨头扔给中国.日本也惊呼“中
美‘G２’时代拉开帷幕.”实际上“G２”的构想原本就包含孤立中国、离间中国和

其他国家关系的意图在内.所以,中美合作不必戴“G２”这顶帽子,实际上中

央对此相当冷静.欧洲人也认为,无论“(G２)这个篮子多么漂亮,中国也不会

把所有的苹果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

慈应邀回答俄罗斯记者提问时也断然否定中美结盟的可能,而且认为中国只

会“更加相信自己,他们不会向西方低头,而是会加倍努力地捍卫国家利益,为
共产党的生存而奋斗.”③可见西方有人能够读懂中国.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明言亡人之国,灭人宗祀为不义,又有“夷狄而中国,
则中国之”的观念,由此成就中国文化包容博大的胸怀,中国也成为对异族文

化和宗教最宽容的国家.中国古人重视夷夏之防,夷夏之辨,不仅在于自信自

己的文化比夷狄为高,也在于坚信自身文化的价值为最.就文化的精神层面

来说,这一点至今仍有客观依据.

①
②
③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大破解[J]国际先驱论坛报,２００８１２１７
萧新煌,艾伦扬中国献殷勤的详情[J]香港亚洲时报在线,２００８１２４
是否会出现“中美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慈访谈录[J](俄)侧面,周

刊,２００９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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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对华战略,从１６世纪末耶苏会士来华传教的“以夷变夏”,到２０世纪

中期的“和平演变”,再到２０世纪末将“文明冲突”的矛头对准中国,迄今提出

“Chimerica”,是几百年一以贯之的一个思想和战略意图:“亡我之心不死”.
西方列强对中国予取予求,百年来目的一样,方法不同.对西方政治图谋的警

惕,并非始自中国共产党,而是明末清初中国士大夫的一贯呼吁和行动,明顾

炎武则大声疾呼要防止“亡天下”.“亡天下”不指政权更迭,而是指被“率兽食

人”的夷狄文化所取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满口“自由、民主、人权”,可谓

“仁义充塞”,然其“率兽食人”和灭亡发展中国家文化和民族的行径,由一部美

洲红人史和世界近代殖民经济史言之凿凿,全球化中被“亡天下”的民族不知

凡几.２０世纪下半叶特别是８０年代以来,西方乃发动全球化意识形态攻势

来为发展中国家洗脑,也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效果.但毕竟只能欺骗一时,不可

能愚弄所有人于永远.９０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反全球化浪潮、反新自

由主义浪潮和民族主义浪潮,也都是反美浪潮,实际上标志着一种全球性的民

族政治觉醒.

三、中美关系需要“软着陆”

　　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是一对客观存在的矛盾.主观上存在盲目性,缺乏

经验,客观上有利益冲突,存在陷阱,理论上出现新自由主义偏差,实践上导致

存在某种“依附”经济倾向,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还在高

呼越开放越安全,表现为国外批评的一种“美国式思维”,其实是一种“依附”性
思维.学术文化“依附”是经济“依附”的反映,或者说是互为因果.“依附”必
然导致自主权被侵蚀,到一定程度必将丧失自主权;经济上丧失自主,学术文

化必然有同步反映,最后就是政治上丧失独立自主.其中的逻辑是必然的,也
是为历史所证实的.学术文化界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维护学术文化自

主.学术贵在独立,学术成果贵在有创见,这是中国传统,也是学统.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也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以,
守住“中字诀”非常重要.中美关系也是如此,否则就会走邪路,上错船,搞不

好就上了美国画的贼船.中美关系搞得太近,太“缠绵”,理论上不符合中国文

化,实践上搞得太近有利有弊,有时候弊大于利,所以中美关系需要“软着陆”.

　　１９４９~２００９年６０年的中美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两个３０年.第一

个阶段是从对抗走向关系正常化;第二个阶段是从正常化走向“错综复杂而利

益失衡的相互依赖”,这里打上引号,是取之于中美学者的成论.２００９年起应

当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赖”.“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赖”,这是

笔者对中美关系实现“软着陆”的定义.

　　美国自提出Chimerica概念以后,一时间议论纷纷,美国政要很重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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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津斯基甚至发表文章说,中美“两国集团”足以改变世界.这种提法,耸动视

听,太过夸张.２００８年从８月北京奥运会前到９月金融海啸爆发,西方国家

前后对中国的态度整个是 １８０ 度大转弯.从提出要中国出巨资“英雄救

‘美’”,到提出中美“两国集团”,如此器重中国,拥抱中国,中国如无动于衷,不
增持一点美国国债,似乎不识时务,也不礼貌,不符合中国文化.如果“受宠若

惊”,更不符合中国文化,而且贻笑于国际.现在需要搞清楚什么是第三阶段

中美关系的性质即“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赖”,以此确定中国的行止.

　　首先需要明确,中国不可能、不必要也没“资格”与美国结成“两国集团”.
这里所谓资格,是指资产的“格”,中国人均 GDP才３２６６美元,与美国不成比

例,按照中国文化,不宜“高攀”.３０年来中国与美国形成错综复杂的相互依

赖关系,一方面双方都从中获益,但是严重失衡;另一方面也超出了中国经济

的承受力,例如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中国的外汇储备

过多地借给美国,不仅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缩水,而且据保尔森说还引发了美国

金融危机,诸如此类的关系近年来在中国已经激起民愤和高层对中国持有巨

量美元资产安全性的担忧,客观上已经难以“可持续发展”.虽然３０年来中国

的国力增长了,但是与美国的战略伙伴欧洲和日本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所以所谓Chimerica或“两国集团”之类的说法,也只是一说,可以表示中美关

系不仅重要,而且还须更上一层楼,但是不可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实践上

更难以实现.此外,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绑成“两国集团”,利益

未必能够实现均衡,反倒看起来,像是“傍”上美国,在国际上也难以自处.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９日笔者应邀在上海大学作题为«我看美国金融海啸»的报

告时,对国内一些学者盲目主张无条件出资救美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提出三

项主张“第一,中国不作冤大头;第二,中国不作宋襄公;第三,有条件介入.”对
金融危机不介入,隔岸观火,不符合中国的价值观和国际身份;但是盲目参与,
既中了圈套,又飞蛾扑火,为智者所不取.

　　冤大头,是一般都了解的俗语,大头,即“傻”的意思,北方民间称“脑袋

大”;冤是冤枉,“冤大头”连用合称,就是指傻到家了.所以,冤大头不能做.
金融海啸发生,美国立即向中国伸手借钱.美国人是两只手,一手向中国大陆

借钱,同时另一手向台湾售武,传递的乃是一种武力要挟的信号.中国政府从

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大局出发,增持了美国国债,从而一举超过日本,成为

美国第一债权国.美国金融海啸,中国海外资产大幅缩水,众所周知.这次金

融海啸发生以后,中国增持美国国债,高层决策,既有大局考虑,也有不得已因

素,民众能够理解.但是对于过去一段时间的海外金融投资,特别是对美国的

金融投资,产生巨额损失,某些有背景的学者乃巧为掩饰,有人在中央电视台

节目中硬说大量购买美元资产是最佳选择,还说有些人有意见,如果让他们来

做也不会比我们好到哪里去,诸如此类.这样讲话,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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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老百姓的智商.这里只举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就足够了.国内外公认的一

个事实是,在国际金融理论方面,中国落后;在国际金融投资领域,中国更加落

后,这方面几乎没有多少实战上过硬的高级人才,这是造成近年来海外金融投

资屡遭重创的根本原因所在.最近国家某著名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在香港说,
投资“黑石”公司造成巨亏,我们已经不敢在海外投资了.这是实话实说.我

们必须有勇气承认在这方面,我们还不行,只有勇于承认不行,才有可能进步.

　　“不做宋襄公”,涉及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许多人耳熟能详,这里不作解

释.简单地说,如果中国遭遇金融海啸,相信美国很难不落井下石.中国文化

不同,也是为了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不会那样做.但是中国无论如何也不应

当做宋襄公.

　　第三点,“有条件介入”的条件,就是利益均衡.所以“有条件介入”,不仅

指国际金融危机,而且也可以用来思考下一步中美关系“利益均衡的相互依

赖”.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美国是祸首,但是不负责任,自己家

着火,乃转嫁危机,纵火自救,自是一种文化.中国被美国连累,金融和出口遭

到重创,但是,中国是君子国,不出恶声,不像美国占尽便宜还倒打一耙.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基于道义,挺身而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自己蒙受损

失,帮助了亚洲国家.这次金融海啸,中国也不能袖手旁观,但是,兹事体大,
不能盲目救助,要“有条件参与”.条件是要有国际金融话语权,也要维护中国

的海外金融债权的安全,要争取有效的担保、抵押,或做有效的资产置换(债权

换优质的股权之类),总之可乘机调整资产结构,减少风险,减少损失,提高效

益,维护自身利益.例如美国要求中国增持美国国债,美国有那么多黄金储

备,拿出来作等值抵押,中国尽可以放心增持.乃由一个部长出面告诉中国政

府,中国投资美国国债无风险,等于开一纸空头支票,反倒给中国添堵.担保

如果做不到,那就出让其他利益.

　　这次美国金融海啸表明,如果中美两国经济关系过于紧密,则过犹不及,
也有弊端.主要的弊端,在于双方的利益不平衡;不平衡,就需要调整;不能有

效调整,就不易持久.美国有人将中国外交视为软弱可欺,金融海啸发生后,
美国还向中国传递某种以武力相威胁的信号.这就太不了解中国人了.布热

津斯基提出,中美“应当超越为化解经济危机而通力合作的现有需求,扩大并

深化两国的地缘战略合作”,还具体提出了要中国参与解决许多美国棘手的国

际热点问题.还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必须是一种全面的伙伴关系,类似于

我们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①首先,美国如有诚意与中国开展地缘政治合作,
就应当立即废止«对台湾关系法»,首先是立即停止对台军售,而不是搞些别的

花活儿;其次,中国并不羡慕欧洲、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中国只需要与美国有平

① [英]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足以改变世界的两国集团[J]金融时报,２００９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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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利益均衡的关系;再次,至于“政治和哲学上的远大目标”,美国现在说这

个,有点不着边际,需要从身边的事情做起,否则太空洞.

　　世界正在发生根本转折,美国不愿意接受改变,还在坚持传统思维,跟不

上时代变化.总之,中美关系,需要利益平衡;利益平衡,就是“软着陆”.这样

才关系长久,友谊长存,用现在的话说叫“可持续发展”.

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icAnalysisof“Chimerica”

ZhengBiao

　　Abstract　Keepingthe“Chinesecharacteristic”istoinsisttheindependＧ
enceofChina,whichisalsothebasicexperienceof６０years’newChina’s
constructionandcontemproryrenaissance．Theconceptof “Chimeric”is
bothanexpressionofUnitedStatesofAmerica’sstrategyagainstChina,

butalsoasummaryofsometheoryandpracticaltendencyoccurredin
China’sreformingandopeninguplately．ThispapermakesinternationalpoＧ
liticalanalysison “Chimerica”fromtheperspectiveofeconomics,politics
andculture,andputsforwardthattherelationshipofChinaandAmerica
needstoenterthenewstageof“softlanding”,thatis,“interdependence
withequilibriuminbenefits”．
　　Keywords　“Chimerica”　civilizationconflicts　relationshipofChina
andAmericaequilibriumin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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