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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社：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在一個月間多次發
表 「討共檄文」，並鼓
動「自由世界」連手對抗

「共產黨中國」，嚴重挑動意識形態衝
突，惡化中美政治關係，中國如何避免
進入這一「陷阱」？
何亞非：中國堅決反對以意識形態劃

線建立相互對立、隔絕的政治經濟陣
營，中國希望與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國
家一起，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減
少和消除頑固不化的意識形態偏見，努
力建設各國合作應對全球挑戰、美美與
共的人類利益和命運共同體。
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冷戰的慘痛教訓

需要深刻牢記。二戰後建立的新國際秩
序誕生了以聯合國體系為核心的國際體
系包括全球治理體系。伴隨着全球化的
全面深入發展，這一國際秩序給各國帶
來了70多年的世界持久和平和經濟繁
榮。
可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自以為

國際政治制度競爭已經結束，著名美
國學者福山稱之為「歷史的終結」，
認為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全面勝
利」，已經後無來者。而隨後出現的
「美國單極世界」（Moment Of Sin-
gularity）更使得美國對自身和世界局
勢發展產生了誤判。其間，中國作為
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與美截然不同的
新興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在現有
國際體系包括全球治理體系內的發展
壯大對美國衝擊很大，美國的戰略焦
慮日益增長，打壓新興大國的衝動再
次來襲且十分強烈。
很可惜，美國對世界力量平衡變化

帶來的中美巨大合作機遇置之不理，
以「一山不容二虎」的偏執先是鎖定
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再爾
把美中競爭提升至意識形態和政治制
度之爭，為自己樹立了「完美的敵
人」。這裏還有一個歷史背景，那就
是美國進入21世紀以來，更加執意以
西方意識形態和西方文明劃線，繼續
推崇「美國例外論」，以「美國第
一」至上制定對外政策，在全球範圍
獲取最大限度的利益，並推行美式
「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及其機制安
排，無論是通過顏色革命還是軍事干
預都在所不惜。
中國非常清楚以意識形態劃線來構建

國際格局的嚴重危害性，長達幾十年的
美蘇冷戰就是十分慘痛的教訓。世界文
明的多元化、各國政治制度的多元化、
發展模式的多元化不僅是全球化時代的
重要特徵，更是各國建設利益和命運共
同體的基礎。
美國部分高官最近宣稱要推動建立針

對中國的「民主國家同盟」有一定的蠱
惑性，其要害是把中國描繪成「非民
主、非西方文明」的「非我族類」。但
是，這恰恰說明美國以意識形態劃線的
政治極端性和「認同政治」的做法禍害
無窮，是對真正民主和國際關係民主化
的反動。中國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對建
國初期兩大陣營對立造成的危害深受其
害，絕不會認同走回頭路，繼續以意識
形態劃線來割裂世界。世界各國都要從
冷戰中汲取教訓，認識到意識形態之爭
包括「認同政治」將重新撕裂各國的嚴
重危害性，從而敢於發出反對冷戰的聲
音，以制約美國和西方國家一些人的偏
執之見。
正如哲人所說，這是最壞的時代，

也是最好的時代。未來世界向何處發
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兩國的對外
戰略，也取決於其他各國的對外戰
略。還是那句話，合作是唯一選擇，
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冷戰絕對
不是選項。對其他國家來說，也是如
此，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時代的主題。
《聯合國憲章》開篇呼籲各國人民通
力合作、防止戰爭浩劫
再次發生，應該成為各
國對外戰略的核心宗
旨，時刻銘記在心。

中通社：自2017年特朗
普政府確定中國為美國「主
要戰略競爭對手」以來，美
中摩擦加劇，對話停擺，關

係跌宕起伏，美逐步對中國展開政治孤
立、經濟科技脫鈎、軍事威脅、中斷人文
交流，如今更是提高到意識形態和政治制
度之爭，同時着手改變國際秩序和「全球
遊戲規則」，試圖逼迫中國與美國進行
「新冷戰」，中美關係現在是否已經進入
最危險境地？
何亞非：顯然，目前形勢不容樂觀，不
少人稱之為中美關係的「至暗時刻」，令
人深感擔憂。「修昔底德陷阱」是埃利森
教授根據歷史案例用來形容美中作為守成
大國和新興大國的對抗模式，但是如今美
國試圖挑起「新冷戰」不僅有大國對抗的
意思，還給人以「文明衝突」的感覺。美
國慣於把其戰略競爭對手冠以「邪惡」之
名，以佔領大國博弈的道義制高點。今
後，中美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之爭必將如
影隨形，伴隨兩國關係的方方面面。
隨着兩國關係日益緊張，加上美國大選
年的特殊情況，突發事件隨時還會發生，
我們要做好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的準備，
但是依然要積極努力，力爭取得相對有利
的結果。
中通社：在如此惡劣的國際環境下，中
國將如何爭取相對有利的結果？
何亞非：中國俗話說，一個巴掌拍不

響。英文諺語說，需要兩人才能跳探戈。
不管美國如何一意孤行，今天這一齣明天
那一齣，中國都要保持戰略定力和戰略自
信，不能「隨美國之風起舞」，陷入「新
冷戰」的無底陷阱。中國必須從三個方面
與美國進行博弈，首先，堅決反對冷戰，
維護世界和平；其次，堅決反對中美經濟
和科技「脫鈎」； 第三，
堅決反對以意識形態劃線建
立相互對立、隔絕的政治經
濟陣營。

中通社：關於反對冷
戰，維護世界和平，美
國兩黨和軍工複合體利
益集團鎖定中國為「主

要戰略競爭對手」，不惜以各種手段
遏制中國的局面，短期內不會改變，
且在美國有一定社會基礎，中美戰略
競爭包括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之爭將
成為新時期中美關係的「新常態」或
者「新非常態」。此外，美國利用南
海、台海、朝鮮半島以及中國與部分
周邊國家的主權領土爭端給中國製造
麻煩乃至引發軍事衝突。美國咄咄逼
人至此，中國何以相處？
何亞非：首先，我們要看到如今的

中國不是前蘇聯，中國共產黨更不是
前蘇聯共產黨，這幾十年特別是改革
開放以來，中國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
給中國和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人民帶
來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好處；
其次，如今的美國也不是幾十年前

的美國，自身並非鐵板一塊。美國各

州、企業和老百姓對中國的看法可能
有些改變，但是希望中美合作做大經
濟「蛋糕」、避免冷戰損害雙方根本
利益的依然是多數。美國政治有「華
盛頓圈」（Washington Beltway）一
詞來形容美國聯邦政府的各種做法和
政策，而各州未必完全認同，特別是
一些極端的做法。這在特朗普對待移
民和留學生的做法上已經充分體現。
不少美國知名人士認為，蓬佩奧的講
話更多是為特朗普競選服務，也歪曲
了尼克松總統當年打開美中合作大門
的本意。
三是當今世界更不是美蘇冷戰前和

冷戰期間的世界，全球力量平衡變化
和全球化發展已經改變了世界格局，
世界已經不是「美國的世界」，而美
國和其他國家一樣是「世界的美
國」。以美國歐洲盟友為例。德國、
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英國都希
望與中國合作促進經濟發展、抗擊疫
情，不願也不會隨着美國的指揮棒

轉，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講話頗能說明
問題。最近美國提出從德國撤離部分
美軍的計劃，明裏說是海外美軍的部
署調整，其實與美國與北約盟友的防
務負擔分配有關。可以看出，要複製
針對中國像美國「冷戰」期間那樣的
西方反共陣營如今很難做到，很少有
國家願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再次
看到世界陷入新的冷戰，因為那只會
讓世界遭受難以承受的混亂和痛苦。
因此，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的走改

革開放、和平發展的道路。我們堅決
反對任何形式的冷戰，不會懼怕所謂
冷戰的威脅，願積極推動對話和談
判，以維護中美關係的大局和二戰以
來長達70多年的世界和平，因為中國
清楚冷戰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不符合
中美兩國以及國際社會的長遠利益。

中通社：當下，「脫
鈎」一詞頻繁出現在特
朗普政府關於中美關係
的描述中。特朗普6月

18日在推特上帖文說：「美國在各種
情況下當然還擁有一個政策選項，那
就是與中國徹底『脫鈎』。」美國財
政部長姆努欽6月23日也聲稱，如果
美國企業不能在中國經濟中公平競
爭，中美經濟將會「脫鈎」。美國高
層各種脫鈎言論，看似已經啟動和正
在加速推進美中「脫鈎」進程，在此
前提下，中國如何堅決反對中美經濟
和科技「脫鈎」？

何亞非： 美國政府推進美中經濟
科技「脫鈎」很大程度出於地緣政治

考慮，想借此削弱中國的經濟發展勢
頭，以維護美國科技獨大的地位，在
美中戰略競爭中勝出。其實這樣做對
美國企業和老百姓並無好處，屬於
「殺敵一千、自傷八百」。以美國芯
片企業為例，其主要下游市場在中
國，如果真的實行科技「脫鈎」，雖
然中國會遇到很大困難，但是美國芯
片業也會遭受巨大打擊，失去中國不
斷擴大的市場。美國企業界和華爾街
未必贊同政府這麼做。美國政府想在
國內形成推進中美「脫鈎」的共識並
使之成為現實絕非易事。部分科技脫
鈎可能難以避免，但是兩國經濟全面
「脫鈎」幾無可能，除非兩國爆發熱
戰。

不過，中國也需要做好部分「脫
鈎」的準備，這是兩國關係發展的現
實，也是經濟全球化2.0版和全球供
應鏈變化的現實。
然而，全球化大趨勢不會逆轉，人心

思和、人民希望生活美好的願望不會改
變。在中國如此，在美國也是如此。在
美國大選年政治喧鬧沉寂之後，經濟發
展、健康生活依然是人民的首要選擇。
目前，新冠疫情流行給各國帶來巨

大損失，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生產方
式，打破了全球供應鏈，世界經濟陷
入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衰
退。疫情帶來的經濟困境使許多國家
進退兩難，無法找到抗擊疫情和恢復
經濟的平衡點。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中國反對中

美經濟和科技「脫鈎」，需要做的就
是積極推進國際經濟合作、修復全球
治理體系，堅持全球化大方向，維護
和調整全球、地區供應鏈和生產鏈，
爭取世界經濟早日復甦。
中國還將堅持中美和國際經濟合

作，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歷史
不會直線前進，但是無論在雙邊還是
多邊、地區還是全球層面，經濟、政
治、文化、科技合作的確是維護世界
和平、促進經濟增長的唯一選擇，沒
有任何別的選項，除
非各國願意時光倒
流，重回全球化前的
經濟相互割裂、冷戰
時期相互對立的落後
封閉狀態。

中美角力白熱化，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繼7月23日提出組建一

個國際對抗中國的新民主聯盟

後，7月30日，又在參議院外

交關係委員會作證時，將中國形

容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威

脅」，並稱美國針對中國的外交

努力已經奏效，「我們積極的外

交行動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中共威

脅的覺醒。潮流正在轉向。」

蓬佩奧的講話被普遍視為對華

的「新冷戰宣言」，中國應如何

應對美國的「宣戰」，如何面對

美國掀起的這一波反華潮流？香

港中國通訊社就此問題專訪了中

國外交部前副部長何亞非。

█中通社

華將保持定力
不陷美新冷戰陷阱

何
亞
非

談「脫鈎」：全球化大勢不會逆轉

談意識形態衝突：
多元化是時代特徵

談世界格局：非「美國的世界」

■何亞非 資料圖片

■何亞非說，中國也需要做好部分「脫
鈎」的準備。圖為美國紐約一家百貨出
售中國製造的外套。 資料圖片

■■何亞非表示何亞非表示，，要做好中美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的準備要做好中美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的準備，，但是依然要力爭取得相對有利的結但是依然要力爭取得相對有利的結
果果。。圖為早前在中國駐美國紐約總領館圖為早前在中國駐美國紐約總領館，，一名老師為美國學生展示古箏彈奏一名老師為美國學生展示古箏彈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何亞非說，中國還將堅持中美和國際經濟合作。圖為青島自由貿易港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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