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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
——评美国一些人战略迷误的危险（中）

■ 国纪平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
关系之深度调整激起一些迷雾在所难
免。当前，透过中美经贸摩擦，很多人
在思考大国相处之道，谈论“修昔底德
陷阱”的声音也随之多起来。

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格雷厄姆·艾利森，几年前他使用该名
词用于指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
的关系，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身陷结
构性矛盾，冲突极易发生。这一观点的
核心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
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出的“诊断”——“使
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
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反映出
的是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否真如一些人
所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困境？探
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中美两国乃
至世界未来。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
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
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
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
题。”习近平主席这一深刻论述，对于人
们廓清谬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正如美国观察人士所指出的，
当前美国“任由政治论述坠入不良深
渊”的现象颇为令人担忧。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对大国零和博
弈结构的默认，早已引发种种学理批判。
然而，当前美国一些人，对于零和博弈理
念总是心有戚戚焉。他们的信条是：守
住“美国第一”，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于
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
就被他们视为美国的敌人和眼中钉。

这种痴迷于“丛林法则”的零和博
弈思维正在华盛顿蔓延。过去一年多
来，美国无视国际通行规则，无视国际
社会普遍反对，执意单方面挑起并升级
对华贸易争端。就这一举动的背后考
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
德曼分析称，（中美贸易争端）不只是属
于财经版面的故事，也是进入历史书籍
的故事，因为这场争端涉及“经济和权
力关系的规则”。以史蒂夫·班农为代
表的美国右翼政治力量，更是急欲将贸
易争端塑造为一场长期战略对抗。在
这位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眼中，中国对
美国构成“最严重的生存威胁”，贸易争
端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
意图以及这些雄心壮志对美国繁荣意
味着什么”。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国
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决策上，都无法想象
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和它一样强
大。美国的这一“传统”，在近来对中国
科技企业的打压上再次尽显无遗。尽
管平日也热衷于在国际舞台挥舞“自由
市场”大旗，但当中国科技企业真正对
美国优势构成竞争，华盛顿所能提供的

“自由”就开始缩水，变得大打折扣了。
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就
华为公司案例指出，“来自美国的信息
很清楚，技术和软件出口不再仅仅是一
个商业问题，而是关乎权力”，“从现在
起，美国将把强权凌驾于市场之上”。

最为反讽的是，今天华盛顿一些人
一面豪情万丈地声称自己正“再次伟
大”，但谈起中国却又装出一副吃亏受
害的样子，脸上写满战略焦虑。看似矛
盾的背后，却自有联系。有人说，今天
美国一些人的对华论述中，出现了一个
个“历史画面”——比如，挑起对华贸易
摩擦的剧本与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
摩擦高度雷同；又如，刻意将今天中国
的科技进步塑造为又一个“苏联卫星时
刻”。美国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
弈思维，总想给自己找一个敌人，实在
找不到就“塑造”一个出来。在他们看
来，今日中国恰是美国的“理想敌人”。
日前，《华盛顿邮报》就对华关系刊发评
论文章，标题是《直到今天，美国保守派
冷战以来一直缺少一个合适恶人》，淋
漓尽致写出对华博弈的亢奋情绪。

美国一些人的对抗性思维值得警
惕，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是：如何防止美国肆意借强力维护自身
霸权地位，给国际体系的平稳运行带来
更多冲击。

（二）众所周知，美国一些人总是将
赤裸裸的霸权行为包装得“大义凛然”。
一年多来，为了给对华施压“正名”，他们
抛出了一套“美国吃亏论”，甚至有战略
人士将对华关系数十年发展，同越南战
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列，称为二战结束后
美国自损最重的三大对外政策错误。然
而，空口袋毕竟立不起来，语言游戏不管
怎么重复，也难以自圆其说。

中美关系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到
底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事实是最有力
的回答。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
达6335亿美元，较两国建交之初增长
了252倍。如果没有中美经济的高度
互补，没有双方企业的共同获利，美国
又怎会甘心忍受连续吃亏40年？

中美经贸合作，当然不是美国向中
国输送财富的“单行道”。目前，美资企
业在华年销售收入7000亿美元，利润超
过500亿美元。2017年，通用汽车公司
全球亏损额折合人民币达109.8亿元，但
从两家在华合资企业赚取了133.3亿元
利润。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
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美国
《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美中
在国际商务中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之一，美方忽略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所带
来的潜在经济好处，这是一大错误。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以来，其国
内的种种反对之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
映了中美贸易中的美方受益情况——

普通消费者为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忧虑，
制造商苦于成熟产业链被打乱，农民则
担心精心培育的出口市场将一去不复
返。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援引的
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政府关税措施
总共给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增加了688
亿美元的支出，而美国实际收入却减少
了78亿美元。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也许
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家
马丁·沃尔夫作出如是评价：“如果（中
美）彼此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和看法，
那么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事实上，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于其自身
经济结构，以关税战“平衡”贸易之说，
是拿任何一条经济学原理都解释不通
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
艾伦说：“去年，中国在美投资减少了
80%。在我看来，这是个悲剧，大多数
市长、州长和想找工作的失业美国人都
这么认为。我们应该为中国在美投资
者铺好迎宾毯。”

中美关系40年发展，两国经济日渐
交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当然，中美经
贸往来规模巨大，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关
键是要能客观看待和理性处理问题。历
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要坚持在互利互
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
处理问题，双方就有机会在维护共同利
益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眼下华盛顿一些人大肆鼓吹对抗
论调，暴露了他们的霸权思想。《纽约时
报》近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写得很直白：
过去一年多美国对华立场的转变，“更
多是因为美国的焦虑，而不是中国的行
为，后者并没有什么新变化……没错，
中国崛起本身就威胁着美国的利益
——只要美国将其利益定义为在全球
各地永远保持主导地位”。

本届美国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
灭华盛顿“政治正确”的口号，但在对华
关系方面它又打造了另类“政治正
确”。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对中国是否
强硬，正被华盛顿一些人塑造为检验是
否“爱国”的指标。受零和博弈观影响，
今天华盛顿谈论对华关系，事实变得不
再重要。一位长期研究美中经贸问题
的美国学者表示，她正怀疑自己对中国
企业技术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还有意
义，因为“中国技术偷窃说”已经被不加
论证地标注为标准答案。就连国会参
议员克里斯·库恩斯也感叹，当前的气
候让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反苏”在政
治上没有坏处的时代。

在美国国务院此前长期负责东亚
事务的资深外交官董云裳看来，华盛顿
的政策辩论正成为“政治叙述的囚徒”，
而这些叙述很多时候着眼的是“狭隘
的、短期的利益”。如今，华盛顿一些人
对于塑造“中国战略威胁”依旧沉迷，依

旧亢奋。越来越多人担心的是，这种脱
离现实的危险误判，正给中美关系的平
稳运行乃至全球稳定带来更大风险和
不确定性。

（三）如果将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
置于各国利益交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
审视，其“时代错乱症”就会非常扎眼。
美国一些人陈旧的极端利己主义，被著
名学者约瑟夫·奈形容为“充满霍布斯
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
家利益的狭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届美国政府出台《国
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告“激烈的军事、经
济与政治竞争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因此
美国“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
争”。时至今日，世界对美国“参与竞争”
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成瘾破坏
全球规则体系，无端挑起贸易争端引发
全球恐慌，肆意极限施压制造人道灾难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
克斯指出，今天的美国将竞争对手的经
济成功“视为美国全球主导力的威胁，因
此也是美国的安全威胁”，“这些观点反
映了美国政治长期以来好斗和偏执的特
点”，“它们让国际冲突永久化”。

不得不说，美国一些人已因零和思维
陷入幻觉，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今天，
世界经济早已成为无法割裂的有机整
体。生产一架波音747客机需要的1万
多个零部件，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各
国的众多生产商。身处全新格局，即使强
大如美国，也难以退回孤岛在自我封闭中
创造繁荣。现如今，美国一些人抱定单边
主义思维，让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的麻烦制
造者。这究竟实现了哪一项政策初衷？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种种困
难，基辛格博士给出了忠告，强调美中
关系的真正命题不是彼此胜负，而是延
续性。在他看来，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在
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方面应有更
多的携手担当。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
间，美国一些人的零和思维侵蚀中美关
系，给地区乃至全球局势都带来了冲击
和挑战，进一步凸显了中美以全球眼光
把握彼此关系的必要性。根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最新研究，美国和
中国彼此加征关税将导致2020年全球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滑0.5个
百分点，折算金额约4550亿美元，比南
非的经济体量还大。

中美合作对世界是福，中美对抗对
世界是祸。就中美关系的未来，世界
不仅不希望看到“修昔底德陷阱”，还
格外期待大国以高瞻远瞩的决策和行
动，投身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共同繁荣
的伟大实践。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抉择表示高度
赞赏和支持，因为有目共睹，在应对中
美经贸摩擦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对自己
肩上的全球责任保持高度自觉，始终坚

持捍卫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坚持开
放发展的战略抉择，且主张同美方通过
平等磋商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反差的
是，国际社会纷纷批评美方的政策选
择，要求美方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承
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不能用
过去制造问题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
这些问题。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
一些人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
给自己挖个“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华
盛顿一些人需要走出危险的战略迷误，
恢复清醒和理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
长傅立民最近撰文强调“敌对式共存”
对中美两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和美
国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解决各
自国内的发展问题。

客观看待中国发展与美国发展关
系，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用发展的
眼光去对待发展，用全球的视野去看待
发展，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可悲的是，
美国一些人还在陈旧思维作用下，以“阴
谋论”的阴暗心理揣度中国，生怕美国地
位被取代。他们的“国强必霸”逻辑，不
仅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去甚远，更同今
日中国的国际担当和作为完全背离。

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
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
他国的记录。崇尚“和而不同”“天下大
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日之中
国也从不想当什么全球老大，而是真诚
致力于全球发展事业，愿在共商共建共
享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共创繁荣。

理性看待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竞争是人类
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不可避
免，更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界定竞争的
边界，如何选择竞争的方式。当前科技
变革正加速重塑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
重新打造竞争力的任务，但这种竞争力
归根到底来自对发展动力的再挖掘、对
治理能力的再锻造，而不是使绊子、出
邪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前总统吉
米·卡特近日的一席话有必要引起当前
美国精英层的更多重视：“超级大国不
能单纯理解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而是这个国家能够在为人民创造更美
好生活方面成为领先者。”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错乱的
“竞争观”引发的种种批评，理应让这些
人回归理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近日说：“美国想要一个永远领先的局
面，如果我（美国）不领先，我就制裁你，
就派军舰去你的国家。这不是竞争，这
是威胁。”需要强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
发生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美
国所热衷的极限施压，并不会使中国退
缩，也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即使

在美国国内，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强调，
单纯污名化中国、对中国遏制封锁，根
本谈不上战略，因为这不可能奏效，也
不可能赢得世界的支持。

准确把握今天国际体系的变革方
向，才有可能走出战略迷误。数百年
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
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以制度
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中
美两国虽是人群中的大块头，辗转腾挪
都会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
其相互关系也不应脱离这个规则体
系。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民主化、法
治化，反映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符合世
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逆潮流而动的单
边主义行径，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冲击，
但不能改变潮流本身。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对华盛顿
一些人的任性表达不安与反对，不正是
反映了历史演进的辩证逻辑？以历史
眼光看，中美的长远利益都在于维护整
个国际体系的有序稳定。按照艾利森
的统计，过去500年里全球有16次主要
的霸权之争，其中12次发展成了战争，
只有4次实现了和平过渡。21世纪的
今天，国际上的事应该各国商量着办，
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
算，世界并不需要所谓的“权力转移游
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今天
应有的战略境界，自然不是上演第十三
次“迎头相撞”，也不是追求第五次“和
平过渡”，而是要真正摆脱以“霸权兴替
观”看自己、看世界。

（五）“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
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
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
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修昔底德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如此警示后人。

见证过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布热
津斯基曾经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两个大国——一个当前的大国与
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被相互依存的共同
利益联结在一起。”

欧洲著名学者罗伯特·库珀在《和
平箴言》一书中写道：“在我们开始制定
外交政策前，我们不仅要问我们希望生
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上，而且还要问‘我
们’是谁。我们的答案范围越广，‘我
们’就越有可能生活在和平之中。”

不知当前的美国一些人能否从这
样的真知灼见中汲取一些智慧。希望
他们认识到，陷于“寻找敌人”的迷思，
坠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不仅于中美无
益，而且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以合作化解冲
突，以理性管控分歧，在尊重彼此核心关
切、懂得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施展

“战略想象力”，方能走出战略迷误，享
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的和平与安宁。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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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日上午 9时 30分许，交
行南海支行迎来了一名特殊的客
户，存共计4万元左右的1元的残损
现金，虽然业务简单，但需要耗费很
长的时间。

网点工作人员一接到消息，考虑
到周末柜台少客户多，长时间清点钞
票，势必造成柜台严重拥堵。本着急

客户所急，想客户所想的初心，解决
客户的燃眉之急，工作人员立即联
系休息的营运主管，同时通过该支
行微信群向休假在家的同事们寻求
帮助，短短 10分钟，便有员工回应
愿意赶到支行。大堂经理小陈也放
弃与家人团聚过节的机会，顶着烈
日赶到支行。个金客户经理小李放

下手的工作，进入柜台清点钞票。
而柜台主管更是在托老院看望父母
后，急匆匆地赶回来。

据了解，这些残损钞是公交车公
司付给该客户的货款，有的非常潮
湿，有的非常破旧，不能放入点钞机，
只能人工清点。4位员工不怕苦、不
怕脏，经过近2个小时的清点，终于

完成客户资金的入账。
正是团队的力量，使麻烦问题迎

刃而解；正是坚持为客户服务的初
心，才避免了柜面拥堵；正是作为银
行人的责任感，才能够让他们放弃
周末，为客户解决难题；正是把客户
真真正正放在心上，才能获得客户
的赞扬。

周末加班清点残钞

交行南海支行获客户好评

交行工作人员在清点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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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网点转型落地，交通银行
海口迎宾路支行因地制宜开展柜台整
合工作，着力提升转型效能，打造价值
厅堂。

在温柔的叫号声中走进交行海
口迎宾路支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四个“被遮挡”的高柜，环视一圈后，
伫立在厅堂旁的一排智能机柜最引
人注目。原来在整个厅堂忙碌时，
智能柜的利用率竟比柜台还要高出

不少。厅堂的大堂经理是如何引导
客户主动前往智能柜自助办理业务
的呢？大堂经理小吴介绍，该行在
广泛听取多方意见后，将正面柜台
做了“遮挡处理”，利用错位视觉，
开立侧面高柜及低柜柜台，连接原
有的“公众教育区”，将大厅悄然打
造成了智能银行服务区+客户洽谈
区，顺利的“淡化”高柜，将智能柜拉
入广大客户的眼帘，提升智能柜的

存在感。
据了解，智能柜涵盖业务范围

广，不仅支持发卡、开户、激活、信用
卡还款、基金业务、理财产品等大部
分银行卡及电子银行服务，还能为
客户提供多种格式的借记卡交易明
细打印、转账交易凭证打印等服
务。大大缩短了客户在厅堂排队等
候的时间。

智能柜给力的同时，网点人员

服务也不掉队。“人工网点+电子银
行+客户经理”的“三位一体”服务网
络，旨在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无缝
连接，迎宾路支行以“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业务不遗漏、人员不掉队”
为目标，制定了《网点转型业务培训
计划表》，涵盖个金、公司业务产品
及对公业务流程等内容，按周开展
培训，用网点的个性化服务赢得客
户们的“芳心”。

因地制宜开展柜台整合工作

交行迎宾路支行打造价值厅堂

交行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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