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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主义” 的演进与美国对拉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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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即将迎来 ２００ 周年的 “门罗主义” 至今仍被视为

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基石ꎬ 这不仅反映了美国对拉美战略目标的稳定

性ꎬ 也反映了门罗主义的灵活性ꎮ 门罗主义在伴随美国霸权演变的

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ꎮ 在服务于美国霸权目标的同时ꎬ 门罗

主义也成为美国在拉美进行领土扩张、 干涉和控制拉美、 排斥域外

大国以及实现美国全球扩张的工具ꎮ 基于门罗主义的美国对拉战略

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变化而调整ꎮ 在美国霸权主导的时代ꎬ 美国缺

乏对拉美的长期战略ꎬ 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呈现 “忽视—应激反应”
的周期性循环ꎮ 在后霸权时期ꎬ 美国对拉战略目标和战略框架没有

太大变化ꎬ 但美国对拉美战略呈收缩之势ꎬ 美国主要两党的对拉战

略差异扩大ꎮ 从门罗主义的视角出发ꎬ 探讨美国霸权在崛起、 确立

及衰落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ꎬ 以及中国作为西半球最

大的域外影响因素如何规避美国遏制风险ꎬ 对中国而言具有启发意

义和现实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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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主义” 的演进与美国对拉美战略　

　 　 被视为美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以下简称 “拉美”)① 政策基石的 “门
罗主义”ꎬ “比其他任何以美国总统名字命名的外交政策主义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都获

得了更深层次的民众支持、 更广泛的公众赞誉和更长久的生命力ꎬ 也为美国

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大的政治效用”②ꎮ 在 “门罗宣言”③ 诞生将近 ２００ 年

之际ꎬ 探讨门罗主义为何有如此长久的活力ꎬ 其内涵的演变历程ꎬ 门罗主义

的有效性与美国霸权的兴衰和美国对拉战略的关系等问题ꎬ 将对我们认识大

国在崛起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如何平衡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

的关系以及中国作为除美国外拉美地区最大的外部影响力量如何避免门罗主

义的地缘政治风险等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ꎮ 本文将从区域霸权视角出发ꎬ 回

顾和探讨门罗主义与美国霸权的演进关系以及美国在不同霸权时期的对拉战

略和得失ꎮ

一　 “门罗主义” 的演进

门罗宣言是美国构建霸权的起点ꎬ 其后美国不断根据霸权扩张的需要赋

予其新的内涵ꎬ 提出了一系列门罗主义推论ꎮ 在门罗宣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门罗主义也演变为美国霸权扩张的工具ꎬ 美国外交政策开始从一个基于孤立

主义的防御性政策转为寻求美洲区域及全球霸权的进攻性政策ꎮ 伴随着美国

霸权的成长ꎬ 门罗主义的精神从 “美洲人的美洲” 逐渐转变为 “美国人的美

洲”ꎬ 进而越出西半球的空间限制ꎬ 转向 “美国人的世界”④ꎮ 美国也从一个

“美洲大陆大国” 成长为西半球霸主、 世界超级大国和全球帝国ꎮ 然而ꎬ 随着

美国霸权的衰落ꎬ 传统门罗主义出现回归之势ꎮ
(一) “门罗主义” 的内涵

１８２３ 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 (Ｇｅｏｒｇｅ Ｃａｎｎｉｎｇ) 提出与美国一道阻止

“神圣同盟” (Ｈｏｌ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在美洲的殖民扩张ꎮ 但在国务卿约翰昆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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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主义及美国对拉政策关注的周边区域常称为 “美洲” 或 “西半球”ꎬ 除美国和拉美国家ꎬ
也包括加拿大和一些尚未独立的地区ꎮ 本文主要聚焦美国与拉美的关系ꎮ

Ｍａｒｋ Ｅｒｉｃ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 Ｓ－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６４ － ６５

门罗宣言和门罗主义是同一个英文词汇ꎬ 国内两种译名都有ꎮ 本文的门罗宣言特指 １８２３ 年门

罗总统的国情咨文ꎬ 门罗主义则包括门罗宣言及其内涵的演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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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 (Ｊｏｈｎ Ｑｕｉｎｃｙ Ａｄａｍｓ) 的建议下ꎬ 美国总统门罗 (Ｊａｍｅｓ Ｍｏｎｒｏｅ) 甩开英

国ꎬ 在 １８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向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中ꎬ 单独发表了美国对美洲政

策的门罗宣言ꎬ 警告欧洲国家不再将美洲视为未来殖民的对象、 反对欧洲将

其制度扩展到美洲ꎬ 表示不会对欧洲任何形式的干预无动于衷ꎮ
排斥原则是门罗宣言的核心内容ꎮ 门罗总统当时抛开英国ꎬ 单独发表针对

欧洲的政策ꎬ 其真实意图不仅反对神圣同盟ꎬ 也反对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和扩张ꎮ
该原则随后演变为排斥所有域外大国ꎮ 门罗宣言的排斥原则不仅指地理上的排

斥ꎬ 还包括政治制度的排斥ꎮ 门罗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ꎬ “ (神圣) 同盟

各国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张到美洲的任何地区ꎬ 不可能不危害我们的和平与幸

福ꎮ”① 基于此项原则ꎬ “门罗主义在欧洲的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建立了意识形

态和外交壁垒”②ꎬ 这意味着门罗主义不仅将域外国家排除在西半球地理之外ꎬ
也要把不被美国认同的意识形态排除在西半球之外ꎬ 即 “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

国家必须采用美国认为对其国家及战略利益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③ꎬ
从而为美国后来以意识形态为由ꎬ 干涉拉美事务埋下了伏笔ꎮ

门罗宣言是美国独立后提出的第一个外交战略原则ꎬ 是美国单方面发

表的在美洲建立势力范围的外交政策宣言ꎬ 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于欧洲、
由美国完全主导的西半球体系ꎬ 该体系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在独立之初就

有的一个战略构想ꎮ 美国独立之父托马斯杰斐逊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曾向

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 吐露:
“美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半球ꎬ 它必须有自己的独立的利益体系ꎬ 而不能服

从于欧洲的利益体系ꎮ” 然而ꎬ 门罗宣言提出时ꎬ 美国还无力阻止欧洲国家

对美洲的殖民ꎮ 门罗宣言的起草者、 门罗总统的继任政府国务卿亨利克

莱 (Ｈｅｎｒｙ Ｃｌａｙ) 曾明确告诉墨西哥总统ꎬ 门罗主义并不意味着美国在法律

上承诺捍卫它④ꎮ 因此ꎬ 门罗总统发表门罗宣言的重点不在美国是否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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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它ꎬ 而是 “对时代趋势的明智发现”ꎬ 即美国已经成为 “美洲大陆的大

国”①ꎬ 并进行战略宣誓ꎬ 将美洲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ꎻ 它解决了 １９ 世纪早

期美国外交战略中的一个根本问题ꎬ “美国是要成为欧洲政治体系内的一个

帝国ꎬ 还是要成为一个完全独立体系的太阳”②ꎮ 可以说ꎬ 门罗宣言确立了

美国在西半球构建垄断性区域霸权的目标ꎬ 而且将这个目标贯穿于美国对拉

外交的始终ꎮ
(二) “门罗主义” 与美国的领土扩张

门罗宣言在 １８２３ 年发表后很多年内很少被提及ꎮ 为了支持自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的领土扩张ꎬ 波尔克总统 (Ｊａｍｅｓ Ｋｎｏｘ Ｐｏｌｋꎬ １８４５—１８４９ 年) 和其他扩

张主义者复活了门罗宣言的原则ꎬ 创造了 “门罗主义” 一词ꎬ 并发展出门罗

主义的 “波尔克推论”ꎮ １８４５ 年波尔克总统在国情咨文中第一次引用门罗宣

言的原则ꎬ 来捍卫美国对俄勒冈领土的权利ꎬ 声称英法提出的美洲 “均势”
概念 (一个强大的墨西哥ꎬ 一个独立的德克萨斯ꎬ 一个强大的英属北美包括

俄勒冈海岸的很大一部分ꎬ 甚至一个独立的加利福尼亚) 尤其是英国对俄勒

冈领土的主张ꎬ 与门罗宣言的原则是不一致的ꎬ 提出必须在英国的影响力占

主导地位而损害美国安全之前采取行动ꎮ③ 这为美国吞并德克萨斯、 占领 “整
个俄勒冈”、 将德克萨斯边界扩展到格兰德河以及收购加利福尼亚和尤卡坦半

岛提供了理由ꎮ 门罗主义的波尔克推论不仅是美国对已存在的威胁进行干预

的依据ꎬ 也使对可能的威胁采取行动变得合理化④ꎮ 门罗主义由此开启了美国

对美洲ꎬ 特别是对拉美地区的进攻性政策ꎮ
在 １９ 世纪ꎬ 美国持续因领土扩张问题引用门罗主义ꎮ １８７０ 年ꎬ 企图兼

并多米尼加的格兰特 (Ｕｌｙｓｓｅｓ Ｓ Ｇｒａｎｔ) 总统为推动这一目标向参议院提出

了门罗主义的 “格兰特推论”ꎬ 宣布 “这片大陆上的任何领土都不能转让给

欧洲国家”⑤ꎮ １８９５ 年在解决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之间边界争端的过程

中ꎬ 美国时任国务卿奥尔尼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Ｏｌｎｅｙ) 提出了门罗主义的 “奥尔尼

推论”ꎬ 宣称 “今天ꎬ 美国在这片大陆上实际上拥有主权ꎬ 它的命令就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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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ꎮ 由于受到美国的武力威胁ꎬ 加之英国忙于欧洲的事务ꎬ 英国被迫同意

接受仲裁ꎬ 此举标志着英国承认门罗主义和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ꎮ 由

此ꎬ 奥尔尼推论将 “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的口号变成了 “美洲是美国人

的美洲”ꎮ①

至 １８９８ 年美西战争ꎬ 美国将西班牙人赶出了美洲ꎬ 美国基本完成了对拉

美的领土扩张ꎮ ２０ 世纪初ꎬ 反对域外大国在拉美获得领土的做法仍得到延续ꎬ
应用对象也包括了欧洲之外的域外国家ꎬ 应用条件也更为宽泛ꎮ １９１２ 年ꎬ 美

国国务卿洛奇 (Ｈｅｎｒｙ Ｃａｂｏｔ Ｌｏｄｇｅ) 针对日本商人在墨西哥与美国相邻的下加

利福尼亚购买土地的计划ꎬ 提出禁止外部强权、 国外势力在西半球获得土地

以得到 “实际控制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ꎮ②

(三) “门罗主义” 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初ꎬ 随着实力的增长以及将主要大国排除在西半球之

外后ꎬ 美国基本确立了在拉美的霸权地位ꎮ 基于门罗主义的美国对拉政策从

领土扩张转向对拉美内政的干涉ꎮ 美国对拉美的干涉成为此后门罗主义最重

要的特征或是代名词ꎮ
面对欧洲大国向拉美国家武装讨债的行为ꎬ 在反对欧洲大国干涉的同时ꎬ

西奥多罗斯福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Ｊｒ ) 总统提出了门罗主义的 “罗斯福推

论”ꎬ 表示面对西半球国家的 “妄为” “无能”ꎬ 美国作为文明国家要进行干

涉ꎬ 行使 “国际警察” 的权力ꎮ③ 门罗宣言最初只是间接地提到美洲国家的

制度与欧洲不同ꎬ 而西奥多罗斯福明确提出美国可根据拉美国家的内政干

涉拉美国家ꎬ 将之视为美国的权利ꎮ 在这一推论之下ꎬ 在其他美洲国家未受

到欧洲列强干预之时ꎬ 美国也能够积极主动地对其进行干预ꎬ 这就将原本主

要是防御性的门罗主义原则发展为一个真正积极主动的区域霸权原则④ꎮ 罗斯

福总统甚至提出了集体干涉的想法ꎮ 他曾建议ꎬ 必要时美国要 “结束对其他

国家内政的单枪匹马干预ꎻ 在其他 (美洲) 国家的合作下ꎬ 我们将在这个半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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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有更多的秩序ꎬ 减少敌意”①ꎮ ２００１ 年美国推动美洲国家组织通过了 «美洲

民主宪章»ꎬ 在其中可以看到罗斯福推论的影子ꎬ 由此为美国对拉美干涉披上

了 “集体行动” 的外衣ꎮ
罗斯福推论开启了美国干涉拉美内政的新时代ꎮ １８９８—１９３４ 年ꎬ 美国对

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军事干涉达到 ３０ 次以上ꎮ② 冷战以后ꎬ 门罗主义与美

国的反苏反共政策联系起来ꎮ 此时的门罗主义既有排斥外部大国的意图ꎬ
也有干涉拉美内政的内容ꎮ “遏制政策” 的提出者乔治凯南 ( Ｇｅｏｒｇｅ
Ｋｅｎｎａｎ) １９５０ 年在游历拉美之后提出了门罗主义的 “凯南推论”ꎬ 认为拉

美国家容易受到 “共产主义渗透”ꎬ 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方针下要用一切手段

应对拉美出现的共产主义威胁ꎬ 包括利用拉美国家的独裁政权③ꎮ 因此ꎬ 反

对共产主义在拉美的渗透成为冷战时期美国频繁干涉拉美的借口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在中美洲国家内部动荡的背景下ꎬ 里根政府时期任中情局情报司副司

长的罗伯特盖茨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ａｔｅｓ) 在 １９８４ 年提交给局长凯西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ａｓｅｙ) 的一份备忘录中表示ꎬ 应该支持尼加拉瓜的反对派ꎬ 否则就是放弃门

罗主义ꎮ④

美国对拉美的干涉是美拉之间权力结构不平等的产物ꎬ 其背景还有美国

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ꎮ 美国学者拉尔斯舒尔茨 (Ｌａｒｓ Ｓｃｈｏｕｌｔｚ) 在

«美国之下: 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史» 一书中详细罗列了美国对拉美的种族主

义偏见⑤ꎮ １９ 世纪文明等级论在欧美盛行ꎬ 约翰昆西亚当斯及其同时代

人认为ꎬ 天主教徒不如新教徒ꎬ 西班牙裔不如盎格鲁人ꎬ 黑皮肤不如白皮肤ꎮ
在吞并墨西哥领土的过程中ꎬ 美国打着 “改善伊比利亚文明” 的旗号来掩饰

他们的贪婪行为ꎮ 西奥多罗斯福在多年后写道: “这是不可避免的ꎬ 也是为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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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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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人类的利益ꎬ 美国人民最终应该把墨西哥人从他们人口稀少的北方省份

排挤出去ꎮ”① 罗斯福推论还将美国的安全问题与拉丁美洲的劣等性假设结合

起来ꎬ 认为对拉美国家进行预防性干涉ꎬ 以避免拉美可能成为 “革命者、 腐

败政府和掠夺性外国人的猎物”②ꎮ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更是把美国对拉美的

干涉看作是 “国家的文明使命”ꎬ “将共和政府的好处延伸到世界上未开化和

治理不善的国家目的是创造稳定ꎬ 消除欧洲干预的基础ꎮ”③

(四) “新门罗主义” 与 “旧门罗主义” 的强势回归

２０ 世纪初ꎬ 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已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ꎮ １９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 美国海军大白舰队从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锚地出发开始环球航行ꎬ 美

国作为一个强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ꎮ 伴随着美国霸权的成长ꎬ 美国外交政策

开始摆脱孤立主义ꎬ 转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ꎬ 门罗主义也成为美国霸权在世

界扩张的工具ꎮ
随着美国走向世界舞台ꎬ 美国已不再满足在拉美行使国际警察的权

力ꎬ 而是要在世界行使警察权力ꎮ 西奥多罗斯福 １９０２ 年在国会发言时

表示ꎬ “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且互相依赖ꎬ 使所有文明上轨道的

强国愈来愈有义务坚持对世界任务作适当的警察行为ꎮ”④ 在一战期间ꎬ
威尔逊总统将门罗主义解释为 “一种无区域空间限制的全球性政治原则ꎬ
从而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提供正当性论证” ꎬ 门罗主义开始演变为 “美国

人之世界”⑤ꎮ
１９９１ 年冷战结束ꎬ 苏联解体ꎬ 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ꎮ 美国的全

球霸权使门罗主义实现了真正的 “美国人之世界”ꎬ 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后冷战

时期推行的以人道主义和捍卫普世价值观为借口的新干涉主义实质上就是扩

展版的门罗主义ꎮ “９ １１ 事件” 后ꎬ 奉行新帝国主义论的小布什政府借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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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之口直接喊出了 “美国的命运是成为世界警察”①ꎮ 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

表达了与罗斯福推论毫无二致的观点ꎬ “全球化在增强一些国家实力的同时ꎬ
也暴露并加剧了其他许多国家的失败———这些国家过于弱小或治理不善ꎬ 无

法应对国内的挑战ꎬ 也无法阻止这些挑战蔓延出去ꎬ 破坏了国际秩序的稳定ꎮ
在这种战略环境下ꎬ 各国愿意并有能力履行其在境内外的全面主权责任ꎬ 这

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ꎮ”② 由于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使门罗主义的现实

基础发生了变化ꎬ 作为门罗主义核心概念的势力范围失去了意义ꎬ 因为 “整
个世界已经变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ꎮ 许多势力范围已经让位于一个势力范围:
强者仍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弱者ꎻ 世界其他国家被迫在很大程度上按照美

国的规则行事ꎬ 否则将面临从严厉制裁到彻底政权更迭的高昂代价”③ꎬ 拉美

似乎进入了 “后门罗主义” 时期ꎮ
早在冷战结束初期ꎬ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迪斯史密斯就指出ꎬ

“苏联的解体消除了西半球的所有外部威胁感ꎬ 门罗主义不再有任何用处ꎮ”④

多年后ꎬ 门罗主义无用论或过时论成为奥巴马政府公开的政策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 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美洲国家组织的一次演讲中ꎬ 宣布门罗主

义的时代已经终结⑤ꎬ 奥巴马总统在 ２０１４ 年也宣布ꎬ “帝国和势力范围的时代

已经结束”⑥ꎮ
然而ꎬ 奥巴马政府在宣称门罗主义过时论的同时却开启了对中国战略遏

制的亚洲再平衡政策ꎬ 并提出要重塑美国在拉美领导地位ꎮ 这种矛盾的做法

不仅反映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危机与中国快速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战略焦虑ꎬ
还反映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下美国必须寻求与大国合作的战略困境ꎮ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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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ꎬ 面对拉美左翼政府的集体性崛起ꎬ 美国无力与多数拉美国家对抗ꎮ
因此ꎬ 抑制门罗主义的诱惑非常考验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定力ꎮ 对中国等域外

国家在拉美的存在ꎬ 奥巴马政府没有采取门罗主义的排斥政策ꎬ 而实施了监

视和接触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政策ꎮ① ２０１５ 年ꎬ 奥巴马政府虽然与古巴实现关系

正常化ꎬ 但同时却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８ 日颁布了第 １３６９２ 行政令ꎬ 启动了对委内

瑞拉的制裁ꎮ 可以说ꎬ 美国从未真正放弃门罗主义ꎬ 而是实施了 “没有门罗

主义之名的门罗主义”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这是一种 “新门罗主义”ꎬ 它是

“旧门罗主义” 在全球化时代基于美国帝国霸权的变形产物ꎮ
“后门罗主义” 时代是否会来临不是一个真命题ꎮ 正如美国总统克利夫兰

(Ｇｒｏｖｅｒ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早在 １８９５ 年断言的那样ꎬ “门罗主义的原则适用于我

们国家生活的每一个阶段ꎬ 只要我们的共和国存在ꎬ 它就不会过时ꎮ”② 当后

门罗主义的政治基础出现动摇时ꎬ 旧门罗主义的回归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

然ꎮ 早在 ２０００ 年美国大选时ꎬ 帕特里克布坎南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作为美

政坛的第三个党派改革党 (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ａｒｔｙ) 的候选人对后门罗主义的政治

基础提出了批评ꎬ 认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主导的全球化战略侵蚀了美国的霸

权基础ꎬ “全球警察的工作分散了美国的权力ꎬ 并向不平衡的贸易、 非法移民

和恐怖主义开放边境ꎬ 从而使美国去国家化”③ꎮ 美国要回归门罗主义ꎬ 因为

“门罗主义是一种不介入远方冲突的孤立主义”④ꎮ 与此同时ꎬ 他提出的改善

门罗主义将美国进一步推向孤立主义ꎮ 在布坎南看来ꎬ “美国在西半球面临的

最直接和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大规模移民”ꎬ 更重要的是要 “保持一个国家ꎬ 一

个民族”ꎬ 就要采取新的移民限制措施ꎬ 结束非法移民ꎬ 尤其是来自墨西哥的

非法移民ꎮ 他给出的政策建议是ꎬ “在墨西哥边境部署军队”ꎬ 以阻止 “可怕

的难民、 移民、 恐怖分子”ꎬ 推动古巴实现权力转移ꎮ⑤他甚至主张美国与拉

美分离ꎬ 认为只要 “没有敌对政权在这个半球建立堡垒”ꎬ 美国就不应该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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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主义” 的演进与美国对拉美战略　

中美洲和南美洲政府ꎮ①

特朗普总统的反全球化、 反自由贸易、 反移民以及回归门罗主义的主张

和做法与布坎南的思想如出一辙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 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宣称再次将门罗主义原则作为美国一项正式的外交政策ꎬ
拒绝别国干涉西半球和美国自身事务ꎮ② ２０１８ 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蒂勒森在

得克萨斯大学就西半球问题进行演讲后ꎬ 在问答环节表示ꎬ “门罗主义是一个

成就”ꎬ 认为门罗主义维系了西半球的民主价值观ꎮ③ 曾任特朗普国家安全事

务顾问的博尔顿在对古巴流亡团体演讲时表示ꎬ “门罗主义还活着ꎬ 且活得很

好ꎮ”④ 与此同时ꎬ 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具有旧门罗主义或传统门罗主义特征的

对拉美政策ꎮ 一是采取了主要针对中国的排斥和遏制政策ꎬ 将中国视作对美

国在拉美领导地位和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ꎻ 二是重新强化对拉美的干涉政策ꎮ
在古巴问题上ꎬ 特朗普政府推翻了奥巴马政府时期推行的与古巴的接触政策ꎬ
加大了对古巴的经济制裁ꎬ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再次将古巴政府列入支持国际恐

怖主义国家名单ꎮ 在委内瑞拉问题上ꎬ 特朗普政府承认反对派政府ꎬ 对马杜

罗政府进行极限施压ꎻ 三是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了比布坎南更极端的做法ꎬ 如

修建边境墙ꎬ 大规模遣返难民等ꎮ 很多中外学者将特朗普对拉美政策称为

“新门罗主义”⑤ꎬ 但实际上其政策更像是传统门罗主义的回归ꎮ
高调批评特朗普主义的拜登政府虽然很少直接提及门罗主义ꎬ 但仍把拉

美看作美国的势力范围ꎮ 与将拉美比作美国后院的特朗普不同ꎬ 他称 “墨西

哥边境以南的一切都是美国的前院”⑥ꎮ 在对拉政策中ꎬ 拜登政府基本维持了

特朗普的政策ꎬ 排斥中国等域外大国的影响ꎬ 也基本延续了对古巴、 委内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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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和尼加拉瓜的政策ꎮ

二　 美国霸权的演变与美国对拉战略特点

很多探讨 “战略” 或 “大战略”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的名家学者ꎬ 都倾向

从目标与手段的角度出发ꎬ 将其界定为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以达成某种宏大目

标的科学艺术ꎬ 关注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间的平衡①ꎮ 美国对拉战略的核心就

是利用不同政策手段实现美国的区域霸权ꎮ 但从本质上说ꎬ 目标的界定和战

略手段、 资源的使用都受制于现实中的国家实力、 地位ꎮ 因此ꎬ 美国对拉战

略是随着其霸权地位变化而演变的ꎮ
(一) 霸权时代美国对拉战略的特点

门罗宣言提出后的相当长时间里ꎬ 美国在西半球防范和霸权扩张的目标

主要针对欧洲列强ꎬ 而不是拉美ꎮ １８８９ 年美国构建泛美体系的初衷是 “防止

美洲国家间战争”ꎬ 以免 “诱导欧洲的入侵ꎬ 进而危害到门罗宣言”②ꎮ １９３０
年时任美国国务院次卿的克拉克 (Ｊ Ｒｅｕｂｅｎ Ｃｌａｒｋ) 在其组织撰写的 «克拉克

备忘录» 中抱怨道ꎬ 门罗主义是美国针对欧洲而非拉美的政策ꎮ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半球进入美国霸权主导的时代ꎮ 由于没有霸权挑战

者和明显的内部威胁ꎬ 美国对拉美特别是邻近一些国家进行肆无忌惮的干涉ꎬ
另一方面漠视拉美国家的发展诉求ꎮ 由于拉美国家对门罗主义的干涉政策普

遍不满ꎬ 以及考虑到二战前国际紧张局势ꎬ １９３３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Ｄｅｌａｎｏ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政府提出了 “睦邻” 政策ꎬ 这是美国第一个试图

超越门罗主义干涉政策的对拉战略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 美国进一步巩固了在拉美和世界的霸权地位ꎬ 拉

美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下降ꎬ 美国没有一个针对拉美的长期性、 全局性的

战略ꎬ 特别是缺少引领拉美发展的持久战略ꎮ 只有当美国霸权受到挑战

时ꎬ 美国才会做出预防性的应激反应ꎮ 美国对拉美的应激性政策是被动的

—０６—

①

②
③

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 Ｍａｒｔｅｌꎬ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３１ －３７ꎻ 李景治、 罗天虹等著: «国际战略

学»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第 １２ － １３ 页ꎮ
洪育沂主编: «拉美国际关系史纲»ꎬ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ꎬ 第 ５０ 页ꎮ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ｍｉｔｈ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１７７６ －２０００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９２ꎻ Ｇｅｎｅ Ａ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ｋ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Ｍｙｔｈ”ꎬ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７７ꎬ ｐｐ ４６ －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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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单向的ꎬ 政策手段主要有两种: 一是增加援助或提供更多贸易优惠等促

进发展的政策ꎻ 二是对拉美国家进行制裁或干涉ꎮ 这两种做法可以与

“胡萝卜和大棒” 的传统说法相对应ꎮ １９５９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ꎬ 肯尼迪总

统推动的 “争取进步联盟”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主要以援助和促进拉美

发展为主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里根总统为了应对苏联在中美洲地区的渗透和

中美洲危机ꎬ 采取了 “胡萝卜加大棒” 政策ꎬ 在加大对中美洲国家干涉

的同时ꎬ 也实施了一些针对该地区的援助和贸易优惠政策ꎬ 如 １９８３ 年的

加勒比盆地计划 (ＣＢＩ) 等ꎮ 然而ꎬ 当外部威胁消除时ꎬ 美国对拉美的政

策又回归忽视和干涉的政策老路上去ꎬ 由此陷入忽视和应激反应的循环之

中ꎮ １９７３ 年美国学者在 «外交事务» 上刊文指出ꎬ “美国没有拉丁美洲

政策ꎬ 除了一个良性忽视 (Ｂｅｎｉｇｎ Ｎｅｇｌｅｃｔ) 的政策ꎮ”① 美国对拉美良性忽

视是由其霸权地位决定的ꎬ 因为良性忽视不会给美国带来在政治、 经济、 安

全等领域的负面后果ꎮ
在霸权主导时代ꎬ 美国对拉美的政策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ꎬ 干涉

是美国在拉美实施强制性权力的主要手段和门罗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ꎮ 美国

在冷战初期实施了欧洲复兴计划ꎬ 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提供了巨额援助ꎬ
而对拉美没有类似计划ꎬ 并告诉拉美国家依赖贸易而不是援助ꎬ 这 “在拉丁

美洲引起了深深的怨恨”②ꎮ 此外ꎬ 美国对拉美的干涉导致了美拉关系的紧张

和拉美国家强烈的反美情绪ꎮ “从独立到 ２０ 世纪中叶ꎬ 反美情绪触及了拉丁

美洲的每一个主要社会群体农民、 工人、 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的成员在

某些时候都对被美国剥削或蔑视感到不满ꎮ”③ 然而ꎬ 美国对拉美的干涉对美

国的利益也未必是有利的ꎬ 有时在维护美国部分利益的同时侵害了美国的另

一部分利益ꎮ 美国对危地马拉、 尼加拉瓜、 古巴、 巴拿马、 海地等中美洲和

加勒比小国的干涉和入侵ꎬ 使美国常常被带入一个个 “危险的漩涡”④ꎮ １９６２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里根政府与苏联在中美洲的争夺几乎将

美国拖入战争的漩涡ꎮ

—１６—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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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２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ａｓｔｏｒꎬ Ｅｘ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ｉｒｌｐｏｏｌ: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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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对拉政策时常陷入矛盾之中ꎬ 正如前美国大使约翰巴特洛马

丁曾抱怨说: “如果我们继续与他们保持关系ꎬ 他们会指责我们干涉ꎻ 如果我

们忽视他们ꎬ 他们会指责我们关心孟加拉国ꎬ 而不是邻国ꎮ”① 由于美国与拉

美权力结构的巨大不平等ꎬ 拉美国家尽管对美国常常表示不满ꎬ 但在很大一部

分时间里ꎬ “美国与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之间的总体关系是牢固而亲切的”②ꎮ
由于拉美国家对美国的依附ꎬ 缺乏战略自主ꎬ 美国对它们来说既是问题ꎬ 也

是解决方案ꎮ 这也印证了现实主义理论家修昔底德的经典名言: “强者能做他

们有权力做的一切ꎬ 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ꎮ”③

(二) 后霸权时代美国对拉战略的变化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全球和西半球的国际关系都出现了新的变化ꎬ 其中一大特

点即美国的霸权地位遭到挑战和削弱ꎬ 这也使得美国对拉政策相应地出现了

新的特点ꎮ
１ 美国霸权的衰落与后霸权时代

门罗主义的有效性以及美国对拉美的良性忽视是建立在美国对拉美垄断

性霸权基础之上的ꎮ 然而ꎬ 随着拉美国家战略自主性的加强、 域外大国在拉

美日益扩大的存在ꎬ 美国在拉美的霸权主导地位受到挑战ꎮ ２００６ 年美国学者

彼得哈基姆在 «外交事务» 杂志上发文ꎬ 警告 “华盛顿正在失去拉美”④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了由 ２０ 多位美国著名学者和政界人士

牵头起草的报告ꎬ 宣称 “美国在拉美的霸权时代已经完结了”⑤ꎮ 此后ꎬ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的加速崛起、 新冠疫情、 美国国内政治撕裂都进一步

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造成强烈冲击ꎮ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曾声明ꎬ “拉美

不再是美国的殖民地”⑥ꎻ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也做出最新断言ꎬ “就美国而言ꎬ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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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奉行门罗主义或 ‘美洲是美国人的’ 口号已经不可能了ꎮ”① 尽管美国霸

权是否衰落还存在争论ꎬ 但美国霸权在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的支配力都已大

幅下降则是公认的事实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 也可以说美国的对拉战略进入了

“后霸权时代”ꎮ
２ 后霸权时代美国对拉战略重心的调整

后霸权时代是由奥巴马政府开启的ꎬ 此时美国外交战略重心从大国合作

和反恐转入大国竞争ꎬ 其中中国成为美国大国竞争战略最主要的目标ꎮ 为应

对中国的快速崛起ꎬ 奥巴马政府 ２００９ 年上台后实施了针对中国的亚洲再平衡

战略ꎮ 但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ꎬ 美国又需要中国的帮助ꎬ 因

此ꎬ 奥巴马政府针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混合战略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一方面采取

包括接触、 融合和包容的政策ꎬ 另一方面采取包括隐性遏制、 平衡或威慑的

战略ꎮ 在拉美ꎬ 虽然 “中国在拉美地区正在崛起的角色被美国视为其在西半

球面临的新挑战”②ꎬ 但由于当时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有限ꎬ 主要集中在贸易

领域ꎬ 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把中拉合作看作是巨大威胁ꎬ 只是对中国未来是否

能将在拉美的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持观望、 警惕的态度ꎮ 奥巴马政

府通过中美对拉事务战略磋商ꎬ 希望通过接触加强中国在拉美贸易和投资领

域的透明度ꎮ 奥巴马政府的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ｕｒｎｓ) 在 ２０１１
年表示ꎬ “我们不应担心亚洲 (中国) 在我们西半球的经济利益ꎬ 现有的关系

是透明的ꎬ 规则得到了遵守ꎮ”③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ꎬ 美国越来越将中国看作是美国最大的竞争

者和威胁ꎬ 对此美国两党基本达成共识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 特朗普政府

公布的首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提出ꎬ “国家间的战略竞争ꎬ 而不是恐怖

主义ꎬ 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ꎬ 中国是主要的 “战略竞争者”ꎮ 与此

同时ꎬ 美国把中拉关系的发展看作是对美国的威胁ꎮ ２０１８ 年ꎬ 美国时任国

务卿蒂勒森公然指责中国在拉美 “谋求短期盈利和拉美的长期依赖”ꎬ 称中

—３６—

①

②

③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ａｍａｃａｒｏ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Ｍｉｌｌｓꎬ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ｒｏ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６ꎬ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ｈａ ｏｒｇ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０５]

Ｄａｎｉｅｌ Ｐ Ｅｒｉｋｓｏｎꎬ “Ｒｅｑｕｉ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ｎｒｏ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ｅｓ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０]

Ｊｏｓｅ Ｌｅóｎ － Ｍａｎｒíｑｕｅｚ ａｎｄ Ｌｕｉｓ Ｆ Ａｌｖａｒｅｚꎬ “Ｍａｏ’ｓ Ｓｔｅｐｓ ｉｎ Ｍｏｎｒｏｅ’ｓ Ｂａｃｋｙａｒ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 ｄ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 Ｎｏ ５７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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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 “我们这个半球的掠夺性的行为者”ꎮ① 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的大国

竞争战略ꎬ 将中国视为 “对美国繁荣、 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构成严峻挑战的竞

争对手”②ꎮ
此外ꎬ 美国一直把拉美左翼力量的集体性崛起ꎬ 特别是拉美激进左派奉行

的反美政策、 对外关系多元化战略以及对美国实施的软制衡政策 ( Ｓｏｆｔ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③ 看作是对美国霸权和利益的挑战ꎮ 随着拉美国家战略自主性的加

强ꎬ 美国对拉美内政外交的控制在减弱ꎬ 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愈发难以得到拉

美国家的全力配合ꎮ 以俄乌冲突为例ꎬ 尽管大部分拉美国家批评俄罗斯对乌

克兰的军事行动ꎬ 但在制裁俄罗斯和军事援助乌克兰等敏感问题上都没有紧

密追随美国ꎬ 保持了相对独立的立场ꎮ 因此ꎬ 后霸权时代加强对拉美的影响

和控制ꎬ 重新将拉美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是美国面临的重要挑战ꎮ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移民、 毒品走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美国安全当

前面临的重要挑战ꎮ 其中移民问题引发的不仅是安全问题ꎬ 还有政治和文化

冲突ꎮ 一些保守人士忧虑拉丁裔人口在美国的快速增长对美国主流文化和民

族认同造成挑战④ꎬ 这也使布坎南、 特朗普等保守政治家主张采取更加具有孤

立主义色彩的门罗主义ꎮ 自 ２０１３ 年ꎬ 受拉美经济持续低迷、 ２０１９ 年冠状病毒

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加剧ꎬ 以及美国对委内瑞拉极限施压政策的影

响ꎬ 流向美国的非正规移民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ꎬ 成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

重要问题ꎮ
３ 后霸权时代美国对拉战略的收缩态势

提出 “修昔底德陷阱” 的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 (Ｇｒａｈａｍ Ａｌｉｓｏｎ) 认为ꎬ
“战略本质上就是用资源来应对压倒性的挑战”⑤ꎮ 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ꎬ 资

源受到限制ꎬ 美国对拉战略呈现收缩态势ꎬ 出现越来越北美化的倾向ꎮ 其政

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墨西哥在美国对拉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ꎬ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ｉｌｅｓꎬ “Ｌａｓｔꎬ Ｔｅａｍ Ｔｒｕｍｐ Ｈａｓ 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９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ｓｉｓ 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ｌａｓｔ － ｔｅａｍ － ｔｒｕｍｐ － ｈａｓ － ｗｅｓｔｅｒｎ －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３]

软制衡指的是中小国家使用非军事手段来提高一个强大国家在使用其硬实力时的政治成本ꎬ
并限制其实现理想结果的能力ꎮ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ꎬ 程克雄译: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ꎬ 北京: 新华

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ꎮ
Ｇｒａｈａｍ Ａｌｉ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ｐｈｅ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ꎬ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Ｍａｒｃｈ /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ꎬ ｐ ３



“门罗主义” 的演进与美国对拉美战略　

美国通过 １９９４ 年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和 ２０２０ 年修订的 «美墨加协定»ꎬ
使北美经济越来越一体化ꎮ 这不仅基本满足了美国在产业安全、 能源安全的

重要关切ꎬ 而且使美拉贸易和投资越来越向北美集中ꎮ ２０２１ 年ꎬ 墨西哥占美

国从该地区进口的 ７６％ ꎬ 出口的 ６１％ ꎮ① 在中美经济竞争中ꎬ 美国重塑全球

产业链的战略将使墨西哥、 中美洲和加勒比成为近岸的承接地ꎬ 这将进一

步推动北美经济一体化ꎮ 二是大加勒比地区②吸引了美国的安全关注和大部

分援助ꎮ 美国在奥巴马上台后与该地区国家签署了多个促进发展和安全的

协定ꎬ 并提供了大量资金ꎮ 其中ꎬ 美国在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财年为哥伦比亚计划

提供 １２０ 亿美元援助ꎻ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 财年为针对墨西哥和中美洲的 “梅里达

计划” (Ｍéｒｉｄａ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投入共 ３３ 亿美元ꎮ 梅里达计划到期后ꎬ 美国与墨

西哥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续签了 “美墨安全、 公共卫生和安全共同体 ２００ 年框

架” 协议 (Ｕ Ｓ － Ｍｅｘｉｃｏ Ｂｉ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ａｆ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美国将中美洲从梅里达计划中分离出来ꎬ 实

施了 “中美洲地区安全计划” (ＣＡＲＳＩ) 和 “加勒比盆地安全计划” (ＣＢＳＩ)ꎮ
拜登上台时承诺提供至少 ４０ 亿美元援助ꎬ 以促进中美洲和墨西哥南部的

发展ꎮ
美国对拉战略收缩是美国霸权衰落的现实反映ꎮ 门罗主义的空间范围是

由美国的霸权实力决定的ꎮ 门罗宣言在 １８２３ 年提出时ꎬ 美国的霸权目标 “并
非针对整个大陆ꎬ 只是针对北美和加勒比地区”③ꎮ 美国著名战略家、 地缘政

治理论家马汉 (Ａｌｆｒｅｄ Ｔｈａｙｅｒ Ｍａｈａｎ) 曾提出ꎬ “美国的安全担忧在亚马孙河

结束ꎬ 没有必要在亚马孙河流以南实施门罗主义ꎮ”④ 由于地理上的靠近ꎬ 北

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历来受到美国的重视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美洲危机期间ꎬ
时任美国务卿舒尔茨将这一地区称为美国的 “第三条边界” ( ｔｈｉｒｄ ｂｏｒｄｅｒ)ꎬ
称 “如果这一地区 (中美洲) 被敌视我们的政权所统治ꎬ 或者如果它成为长

—５６—

①

②
③

④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１７ｔｈ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６ꎬ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ｃ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ｇｏｖ / ｐｒｏｄｕｃｔ / ｐｄｆ / Ｒ / Ｒ４６７８１ [２０２２ －１２ －１６]

大加勒比地区包括北美和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等南美北端国家ꎮ
Ｃａｒｌｏｓ Ｇｕｓｔａｖｏ Ｐｏｇｇｉｏ Ｔｅｉｘｅｉｒａꎬ “Ｕｍ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ｐａｒａ ｏ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ｅ: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ｄｏ ａ Ｄｏｕｔｒｉｎａ

Ｍｏｎｒｏｅ”ꎬ ｅｍ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 ｄｅ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５７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１５ － １３２
Ｄａｖｉｄ Ｈｅａｌｙꎬ Ｄｒｉｖｅ ｔｏ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ꎬ １８９８－１９１７ꎬ Ｍａｄｉｓｏｎꎬ Ｗ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８ꎬ ｐ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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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社会动荡的场所ꎬ 对我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确实会很大”①ꎮ １９９７
年ꎬ 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宣称美国是一个 “加勒比国家”②ꎮ “９ １１” 事件后ꎬ
小布什将美国的 “第三边界” 扩展到环加勒比地区ꎮ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ꎬ 这

一地区与美国在地缘上的接近ꎬ 使安全因素的相互影响加大ꎮ 这一地区政治

经济的不稳定、 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 疫情传播等问题对本地区国家间

的相互影响扩大ꎬ 对美国国内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ꎬ 成为美国的 “国际

性国内问题”③ ( ｉｎｔｅｒｍｅｓｔ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ꎮ 因此ꎬ 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关注成为美国

对拉战略的优先地区ꎮ

三　 后霸权时代美国对拉美的战略

在后霸权时代ꎬ 如何提振美国在拉美的霸权地位是美国两党政府面临的

共同任务ꎮ 奥巴马总统在 ２００８ 年大选时提出的目标是 “重塑美国在拉美的领

导地位”④ꎮ 特朗普政府 “让美国再次伟大” 的目标也投射到拉美ꎬ 目标是让

门罗主义回归ꎮ 拜登政府强调拉美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ꎬ “由于强大的贸易联

系、 共同的民主传统和家庭纽带ꎬ 没有哪个地区比西半球对美国的影响更

大”ꎬ 提出重振与拉美的伙伴关系⑤ꎮ
在后霸权时代ꎬ 美国对拉美自冷战结束后形成的民主、 繁荣和安全的战

略框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ꎮ 虽然特朗普奉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和孤立主义ꎬ
寻求结束美国领导的自由秩序和带有强权色彩的单边主义外交ꎬ 但美国外交

政策的惯性使他难以颠覆这一战略框架ꎮ 特朗普政府在 ２０２０ 年发布的 «西半

球战略框架» 的报告中明确表示ꎬ “美国与西半球接触的主要目标是支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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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Ｌａｒｓ Ｓｃｈｏｕｌｔｚ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ꎬ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７ꎬ ｐ １１７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Ｐａｙｎｅ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 ２０５ － ２１８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Ｆ Ｌｏｗｅｎｔｈａｌꎬ “Ｔｏｗａｒ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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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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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 安全和民主的地区ꎮ”① 但在这个框架下ꎬ 奥巴马、 特朗普和拜登政府

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策略手段ꎮ
(一) 促进民主战略

促进民主不仅符合门罗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ꎬ 也是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推

行全球国际自由秩序战略之一ꎮ 在这个战略下ꎬ 美国致力于将拉美打造成

“潜在的民主后盾”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ｂａｃｋｓｌｉｄｅｒｓ)ꎬ 并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实

施一系列促进民主的行动ꎬ 其中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美洲国家组织通过的 «美洲民主

宪章» 为西半球的民主化打造了集体制度保障ꎮ 通过这一机制以及对促进西

半球民主的单边承诺ꎬ 美国在促进美洲民主方面扮演了一个 “负责任的管家”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ｓｔｅｗａｒｄ) 角色②ꎮ

然而ꎬ 美国促进民主的战略也给美国对拉战略带来一定的挑战ꎮ 自 １９９８
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胜选开始ꎬ 一批拉美左翼政府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ꎬ
给美国带来了一些政治挑战ꎮ 特朗普总统虽然对促进民主给美国带来的好处

表示怀疑③ꎬ 但美国的保守派仍认为促进拉美民主符合美国利益ꎮ ２０２２ 年美

国在南美的主要盟友哥伦比亚实现了历史性的左转ꎬ 引起美国的强烈不安ꎮ
但美国保守派参议员卢比奥 (Ｍａｒｃｏ Ｒｕｂｉｏ) 认为 “只要有民主ꎬ 哥伦比亚就

会没事ꎮ 他们可能会选一个我们不同意的人ꎬ 我们可能不喜欢他们做的每一

个决定ꎬ 但最终他们将不得不通过选民约束来管理自己ꎬ 选民将惩罚他们和

他们的政党ꎮ 如果没有民主ꎬ 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ꎬ 这通常是引发战争和

危机的原因ꎮ”④ 此外ꎬ 保守派也认为促进拉美民主是后霸权时代美国不得不

做出的战略选择ꎮ 在全球化时代ꎬ 拉美国家与外部强国加强经济联系是必然

选择ꎮ 在美国不能为拉美提供贸易、 投资和金融贷款的替代性选择时ꎬ 美国

不可能要求拉美国家放弃与中国及其他域外大国的合作ꎮ 另一方面ꎬ 拉美国

家在与中国交往时ꎬ 美国通过反腐败倡议、 安全合作和安全援助进行监督ꎬ
以确保不会对美国构成重大安全挑战ꎮ 事实上ꎬ 美国正在将促进民主作为霸

—７６—

①

②

③

④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 Ｕ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Ａｕｇｕ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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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ｕｌ Ｋ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ｒｓ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ｒｕｍｐ’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１３３ꎬ Ｉｓｓｕｅ 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４１１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 Ｒｕｂｉ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ｏｎ ２０２２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ꎬ Ｍａｙ ２６ꎬ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ｕｂｉｏ ｓｅｎａｔｅ ｇｏｖ / ｐｕｂｌｉｃ / ｉｎｄｅｘ ｃｆｍ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０４]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权工具ꎮ “民主” 与 “威权”ꎬ 或 “民主” 与 “专制” 的叙事ꎬ 为美国打压中

国和俄罗斯ꎬ 加强盟友团结ꎬ 对被特朗普称为 “暴政三角” 的古巴、 委内瑞

拉和尼加拉瓜进行极限施压提供了借口ꎮ 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的演讲中表示ꎬ “我们试图在道义上和战略上明确认识到ꎬ 专制主义在

我们这个半球是一种威胁ꎬ 它对我们美国是一种威胁ꎮ 我们不能容忍这些政

权邀请坏人进入ꎬ 并试图把结盟的民主国家变成独裁国家ꎮ”① 在促进民主的

战略中ꎬ 美国格外需要拉拢拉美国家ꎬ 以扩大 “民主” 国家的阵营ꎮ 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拜登政府召集的全球民主峰会上ꎬ 拉美国家的 ２５ 个政府及民间社会

活动人士受邀参加ꎮ 美国在 ２０２１ 年支持哥斯达黎加、 巴拿马和多米尼加成立

民主发展联盟 (ＡＤＤ)ꎬ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美国率先与民主联盟国家签署促进供应链

的协议ꎬ 以此作为 “刺激民主发展联盟增长、 同时促进美国利益的最切实可

行的方式”②ꎮ
不过ꎬ 促进民主作为美国在全球自由秩序下的战略工具也是一把双刃剑ꎮ

由于民主是美洲大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ꎬ 美国对该地区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

可能性下降ꎮ 面对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拉美左派政府ꎬ 美国不得不扩大对拉

美多样化民主的容忍度ꎮ 美国对委内瑞拉持续执政超过 ２０ 年的激进左翼力量

早有不满ꎬ 但奥巴马政府对查韦斯政府都相对克制ꎬ 只是到了后期才启动对

马杜罗政府的制裁ꎮ
事实上ꎬ 促进民主战略也不会妨碍美国对拉美的干涉和违背对民主的承

诺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很多拉美有左翼倾向的政府都遭遇到 “政变” 或有争

议的政治危机ꎬ 这些国家包括委内瑞拉 (２００２ 年)、 洪都拉斯 (２００９ 年)、 巴

拉圭 (２０１２ 年)、 巴西 (２０１６ 年)、 玻利维亚 (２０１９ 年) 和秘鲁 (２０２２ 年)ꎮ
面对这些情况ꎬ 美国往往没有深究其中的程序合法性ꎬ 而是从美国的利益出

发ꎬ 不同程度上支持在政变或危机之后上台的政府ꎮ
美国促进民主战略的重心从促进民主选举转向民主治理ꎬ 其中加强司法

治理、 反腐成为拜登政府在拉美ꎬ 特别是在中美洲推进民主治理的重点ꎮ 这

一转向的目的是提升拉美国家的治理水平ꎬ 为美国及企业的近岸投资创造良

—８６—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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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环境ꎮ 最引人注目的是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ꎬ 美国推出的恩格尔名单 (Ｅｎｇｅｌ
ｌｉｓｔ)ꎬ 它成为美国打击中美洲腐败官员的重要手段ꎮ 那些被列入恩格尔名单的

人将不仅被禁止进入美国ꎬ 还可能遭到冻结在美资产等额外制裁ꎮ 美国对拉

美腐败官员的司法制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ꎬ 其中甚至包括拉美现任政府高官

和前政府首脑ꎬ 如巴拉圭任副总统阿德阿尔贝托 (Ｈｕｇｏ Ａｄａｌｂｅｒｔｏ Ｖｅｌａｚｑｕｅｚ
Ｍｏｒｅｎｏ)、 洪都拉斯前总统埃尔南德斯 (Ｊｕａｎ Ｏｒｌａｎｄｏ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ꎬ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
年在任)、 巴拉圭前总统卡特斯 (Ｈｏｒａｃｉｏ Ｃａｒｔｅｓꎬ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在任) 和巴拿

马前总统马蒂内利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Ｍａｒｔｉｎｅｌｌｉ)ꎮ 然而ꎬ 拜登政府致力于民主治理的

长期目标ꎬ 在短期内还造成了美国与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等美国传统盟友的

紧张关系ꎮ
(二) 促进繁荣战略

拉美国家的繁荣和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ꎬ 这是美国各届政府的共识ꎬ 这

被认为是促进美国繁荣和减少拉美国家向美国非法移民、 走私毒品等安全威

胁的重要手段ꎬ 也是应对域外大国向拉美渗透和扩张的需要ꎮ 尽管如此ꎬ 美

国仍没有对拉美发展进行持续关注ꎬ 且美国促进拉美繁荣的战略更多地服务

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内经济的发展ꎮ 中国是除美国外影响拉美地区ꎬ 特别

是影响拉美经济发展的最大外部因素之一ꎬ 美国政府促进拉美繁荣战略的主

要目标是应对中国的挑战ꎮ
奥巴马政府将自由贸易作为对冲中国战略竞争的手段ꎬ 其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相继推动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和 «跨大西

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ＴＴＩＰ) 谈判ꎬ 希望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区

域多边贸易和投资安排ꎮ 作为美国全球贸易战略的一部分ꎬ 奥巴马希望将拉

美国家纳入美国的跨区域协定安排ꎬ 特别是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ꎬ
从而使 “快速增长的亚洲市场与美洲强大的民主国家连接起来”①ꎮ 为此ꎬ 原

本反对自由贸易的奥巴马总统推动批准了美国与哥伦比亚和与巴拿马 (２０１２
年) 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ꎬ 美国还支持 “太平洋弧倡议” (ＰＡＩꎬ ２００９ 年)ꎬ
支持倾向自由贸易的拉美区域组织太平洋联盟的建立ꎬ 希望通过它们将拉美

太平洋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经济圈中ꎮ
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促进拉美繁荣的战略有很多相似之处ꎬ 都从贸易转向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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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投资和产业链合作ꎮ 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特朗普在 ２０１７ 年上台后马上

退出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ꎬ 这导致了奥巴马贸易战略的失败ꎮ 厄瓜多

尔和乌拉圭与美国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愿望也随之落空ꎮ 为了应对中国 “一
带一路” 倡议在拉美的发展ꎬ 特朗普于 ２０１８ 年提出了 “美洲增长倡议”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ꎬ 由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提供资金支持ꎬ 促进对拉

美能源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在美洲首脑峰会上ꎬ 拜登政府提

出了 “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 (ＡＰＥＰ)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２７ 日ꎬ 美国与巴巴多

斯、 加拿大、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加、 厄瓜多尔、 墨西哥、
巴拿马、 秘鲁和乌拉圭签署了 “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联合宣言” (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ꎬ 致力于 “通过

扩大区域贸易联系ꎬ 加强供应链的多样性、 可持续性和抵御能力ꎬ 推进优质

基础设施建设”①ꎮ 然而ꎬ 美国投入的资源有限ꎬ 能否与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竞争存在疑问ꎮ

此外ꎬ 为了提升美国产业链安全ꎬ 推动与中国产业链脱钩ꎬ 促进制造业

回流ꎬ 美国在推动全球产业链重组的战略中ꎬ 将拉美作为近岸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ｉｎｇ)
外包和友岸外包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ｏｒｉｎｇ 或 Ａｌｌｙ － ｓｈｏｒｉｎｇ) 的承接地ꎮ 特朗普政府在执

政后期曾计划推出促进生产链 “回归美洲” 的计划ꎬ 准备利用财政奖励措施

来鼓励美国企业将亚洲的生产设施转移到美国和拉美国家②ꎬ 但迄今未能及时

推出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ꎬ 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了 “西半球近岸法”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ｉｎｇ Ａｃｔ)ꎬ 该法案将通过税收减免和从发展金融公司 (ＤＦＣ) 获得低息

贷款的制度安排ꎬ 鼓励美国公司将其供应链转移到拉美ꎮ 拉美国家对美国的

近岸和友岸外包战略表现出深厚的兴趣ꎬ 希望在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过程上获

益ꎬ 扩大投资ꎬ 促进本国工业发展ꎮ 然而ꎬ 近岸和友岸外包能否使拉美国家

受益取决于诸多条件ꎬ 如劳动力套利、 产业配套、 自由贸易协定、 投资条件、
市场规模等ꎮ 除墨西哥和少数中美洲国家之外ꎬ 多数拉美国家难以成为产业

转移的承接地ꎮ 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ꎬ 全球价值链重组将为该地区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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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短期收益的答案是否定的ꎬ 也许只有墨西哥是个例外①ꎮ
(三) 安全战略

安全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主要支柱ꎮ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ꎬ 美国不再将恐

怖主义列为优先的安全议题ꎬ 而将边界开放导致的毒品走私、 有组织犯罪、
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作为对美国安全的重要威胁ꎮ

在解决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上ꎬ 特别是打击非法移民问题上ꎬ 特朗普与

前任奥巴马政府和继任的拜登政府产生了极大的战略冲突ꎮ 奥巴马政府上台

时曾提出进行移民改革ꎬ 将非法移民正规化ꎮ 拜登政府则致力于建立一个公

平、 有序和人道的移民体系ꎬ 加强对移民输出国的援助ꎬ “从根源上解决人类

不安全和非正规移民问题ꎬ 包括贫困、 犯罪暴力和腐败”②ꎮ 拜登政府还在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与拉美一些国家签署了 «洛杉矶移民与保护宣言»ꎬ 在解决移民

问题上寻求拉美国家的支持ꎬ 倡导责任分担ꎮ 而特朗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表

现出强烈的孤立主义倾向ꎬ 推动修建美墨边境墙ꎬ 试图将移民排除在美国边

境之外ꎬ 并采取强硬手段ꎮ 如在 ２０１９ 年威胁削减对中美洲 “北三角” 国家萨

尔瓦多、 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援助ꎬ 试图迫使这些国家政府遏制移民流入

美国ꎬ 以及与美国签署第三方安全协定ꎬ 允许美国将难民申请人从第三国转

移到这些国家ꎮ 然而ꎬ 如果不解决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以

及拉美国家的治理赤字问题ꎬ 无论采取哪种战略ꎬ 都不能解决困扰美国的安

全问题ꎮ

四　 结语

“门罗主义” 诞生近 ２００ 年来ꎬ 始终都是美国对拉政策的核心线索ꎮ 在这

个意义上ꎬ 其作为美国的一个区域战略是成功的ꎮ 然而ꎬ 门罗主义的成功难

以复制ꎬ 因为它是由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的ꎮ 美国在地理上远离世界政

治中心ꎬ 正如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所说ꎬ “域外竞争对手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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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大洋攻击美国”①ꎬ 且美国周边都是中小国家ꎬ 没有能力挑战美国ꎮ 更重

要的是ꎬ 门罗主义的思想底色是权力政治ꎬ 干涉和强权是它的本质特征ꎮ 在

全球化各国利益相互依存的时代和全球多边治理体系已建构起来的今天ꎬ 权

力政治虽然没有彻底消除ꎬ 但已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唾弃ꎮ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

倡导的合作共赢的理念才是大国崛起的正确之路ꎮ 美国让门罗主义回归ꎬ 重

新挑起大国竞争也是逆时代潮流的ꎮ
门罗主义的长久生命力是建立在美国霸权基础之上的ꎮ 随着美国霸权的

衰落、 新兴大国的崛起和拉美国家战略自主性的增强ꎬ 门罗主义目标的合理

性和手段的有效性将面临重大挑战ꎮ 自奥巴马政府开始ꎬ 美国要重振在拉美

的霸权ꎬ 但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ꎬ 美国政府之间的政策冲突在扩大ꎮ 这种冲

突反映了美国霸权衰落之后ꎬ 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理论的冲突和美国对

拉战略的困境ꎮ 美国对拉战略要走出这种困境有两条路可选: 要么更新外交

理念ꎬ 要么复兴美国的霸权地位ꎮ
后霸权时代ꎬ 美国政府一致选择了复兴美国在拉美霸权的目标ꎬ 力图恢

复美国对拉美政治经济的影响力ꎮ 但美国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很大ꎮ 一是缺

乏利益驱动ꎮ 除墨西哥外ꎬ 拉美在美国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下降ꎮ 以矿产品出

口为例ꎬ 由于产业的空心化ꎬ 美国对拉美的矿产品需求下降ꎬ 美国占拉美矿

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４ ３７％下降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９ ５１％ 和 ２０２０ 年

的 １ ８％ ②ꎮ 随着美国在 ２０１９ 年实现能源自给ꎬ 拉美能源对美国的重要性大大

下降ꎬ 占美国原油进口的比重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７ ４％下降到 ２０２１ 年 ２２ ７％ ③ꎮ 美

国的对拉战略缺少利益驱动ꎬ 很难保持战略的连续性ꎮ 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

全问题虽然对美国地缘政治安全很重要ꎬ 但这些问题盘根错节ꎬ 积重难返ꎬ
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ꎬ 迫使美国孤立主义的回归ꎮ 二是美国难以在全球目

标与区域目标中保持平衡ꎬ 这将影响美国对拉美资源的投入ꎮ 美国在全球与

中国展开战略竞争ꎬ 拜登政府卷入俄乌冲突ꎬ 这使美国能够向拉美提供多少

资源出现不确定性ꎮ 拜登总统在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访问墨西哥时已明确告知墨西哥

—２７—

①

②

③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ꎬ 王义桅、 唐小松译: «大国政治的悲剧»ꎬ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４２ 页ꎬ 第 １５７ － １５９ 页ꎮ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ＵＳ ＄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ꎬ ＷＩＴ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ＬＣＮ / Ｙｅａｒ / ２０２０ / ＴｒａｄｅＦｌｏｗ / Ｅｘｐｏｒｔ / Ｐａｒｔｎｅｒ / ａｌｌ / Ｐｒｏｄｕｃｔ / ２５ － ２６ ＿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３]

“Ｕ Ｓ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ꎬ ＥＩＡ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ꎬ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ｉａ ｇｏｖ / ｄｎａｖ / ｐｅｔ / ｈｉｓｔ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３]



“门罗主义” 的演进与美国对拉美战略　

总统ꎬ “我们的责任并不仅限于西半球ꎬ 它在中欧、 亚洲、 中东和非洲ꎮ 我们

有多个焦点ꎮ”① 拜登总统在上任初期ꎬ 曾承诺投入 ４０ 亿美元帮助中美洲发

展ꎬ 以阻止非法移民ꎬ 但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中ꎬ 美国还未兑现任何投资②ꎬ 美国

对拉政策的捉襟见肘可见一斑ꎮ
门罗主义的回归意味着美国强权政治的复兴ꎮ 而中国作为影响西半球经

济的最大域外因素是回归之后的门罗主义针对的主要目标ꎮ 因此ꎬ 中国应避

免使中拉合作落入门罗主义的地缘政治陷阱ꎮ 与此同时ꎬ 我们也要看到ꎬ 很

大程度上美国将中国视为在西半球的主要威胁是基于恐惧和战略焦虑ꎬ 而非

中国的实际行动ꎮ 中国在拉美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贸合作ꎬ 并不谋求在拉美

建立霸权ꎬ 也并不希望借助拉美国家损害美国安全ꎻ 中拉合作能够促进拉美

国家的繁荣稳定ꎬ 而拉美的繁荣和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ꎮ 因此ꎬ 加强中美战

略对话ꎬ 努力改变美国的认知而非直接对抗ꎬ 更符合中美双方以及拉美国家

的利益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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