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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解决世界难题不能少了中国”

两国关系会是怎样的？
科恩：
很大程度上取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
18 日至 21 日对美国进行了
国事访问。本报记者 20 日就
胡锦涛主席访美取得的成果
等问题对美国前国防部长威
廉·科恩进行了独家专访。

——
— 专访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

找出双方合作领域
《 参考消息》：胡锦涛主席此次国事
访问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
科恩：
此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了使两国关

系更加密切。
过去一两年来，
两国关系有疏远
的迹象，
两国关系也曾有一些摩擦。
此次访问
总的战略目标是给其中一些冲突和摩擦降
温，
同时考虑到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
济体，
我们必须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
零和
游戏——
— 即一国获得所有的好处而另一国
承担一切损失——
— 现在来说是不可取的或
者不可能的。
我想此行的总体目标是使我们
的关系更加密切，
我想这一点已经做到了，
至少是在领导人这个层面上。
我不知道在国
会这个层面上目前是否已经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自上而下地开始加深关系是很重要的。
《 参考消息》：鉴于双方所取得的成
果，此行对于未来两国关系有什么重要
意义？
科恩：我想肯定有很多问题会让我

们产生分歧，会使我们成为竞争对手。此
行的目标是在双边关系中找出哪些领域
是我们可以密切合作的重要领域。我们
可以看到在气候变化方面，这不仅对于
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对
中国自身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人质疑为什么中国一面每周建设
一个煤厂，而另一面又大谈对气候变化
的承诺。这两方面中国人都要做。他们不
仅建设煤厂，也投资于新技术。为了继续
使数亿人民脱离贫困的巨大事业，中国
仍要维持经济的活力。因此我认为中国
人要执行两套政策。一个是继续保证能
源的充足以推进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他
们也知道要为改善气候做出贡献，他们
在长期的投资战略上正是这样做的。所
以，我们在这个领域肯定能够共享技术，
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
问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
注。如何解读胡主席此次访美成
果？ 记者就此采访了德国波恩大
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

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彼此。
目前还很难说清楚。首先，
我们要承认我们彼此都需
要对方。美国在解决所有
□本报华盛顿特约记者 马修·拉斯林
的世界难题时都不能少了
共同承担发展的承诺。
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同
在其他领域，当然包括阻止大规模
样中国也需要美国。我们在共同
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方面，中国也发挥着
解决气候变化、疾病大流行以及
重要作用，不仅是在同朝鲜打交道的过
跨国界的问题上都需要对方。恐
程中，而且还包括同伊朗打交道。对于恐
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
怖主义活动的扩张，我们都愿意阻止恐
问题不仅在双边层面是重要的，
怖主义在我们各自国家里扎根，并尽可
在多边层面上也很重要。所以如
能地通过合作来阻止其扩散。
果我们能够合作，我想这有助于
反对盗版，在这一领域我们有很多
稳定亚太乃至全世界的局势。而
方面可以合作。我想这是双边关系要关
当大家感到我们之间有了冲突或
注的问题。
者两国关系真的开始走向恶化
中国要成为一个更加依靠消费推动
时，其他国家就会害怕。这可能
的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未来 5 年内，
迫使其他国家做出选择，该站在
美国显然希望自己的出口额能翻一番。
所
谁的一边。其他国家宁愿不要面
以我们要多储蓄，增加出口。中国人已经
临这样一种选择，所以我们与中
存了很多钱，但是现在要开始更多地消
国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维持稳定
美国前国防部长、
全球商业咨询公司科恩集 的局面。有了稳定，就有了更多
费。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真正地改
变他们的政策，侧重于发展国内经济，而 团董事长威廉·科恩，出席在 北京举行的中国发 的发展机会，经济发展才会生根
展高层论坛 2009“国际金融动荡中的中国发展和 发芽。但是假如出现了不稳定以
美国就可以更多地参与进来。
(资料图片)
这些就是双边关系层面需要解决的政 改革”学术峰会。
及爆发冲突的危险，那么就会出
策问题，
我想这些问题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的军备建设。所以在双边层面，这一点是 现这样一种局面：资本外逃。资本一外
很重要的。
逃，就会出现经济衰退，就会出现混乱，
然
促进军事信息交流
在多边层面，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合 后局势可能更加紧张。
《 参考消息》：在亚洲及世界的安全 作，
美国和印度能合作，中国和印度能合
总的来说，
我们希望继续通过谈判来
与和平方面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作，日本也很合作，
那也是很重要的。所有 解决那些我们观点不一致的问题。
这是现
科恩：
一定要更加透明。现在，这个 这些多边关系我们都要发展，
这样当我们 实。而从现在起 5 年或者 10 年之后，最重
问题已经是头等大事了。我们必须更清 在军事上加强同日本、澳大利亚、印度、
韩 要的是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总统要
楚地了解中国在扩张军备方面做了哪些 国的关系时，这一举动就不会被视作是在 这样做，国会也要这样做。
在这里，
我想国
事情，中国军队的目标和追求是什么，中 “包围”中国或者“遏制”中国的企图。同 会议员应该到中国去看看，中国的政治家
国军队是否会加入国际安全体制，中国 样，我们希望中国、日本、印度、韩国之间 们也要来美国看看，这是很重要的。有了
是否会对本地区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所 的关系也能得到发展。这样我们就能一步 我们之间经常性的交流，
我们就不会把对
以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 更加透明、更 步减少恐惧、减少误判和爆发冲突的可能 方看作是对手或敌人。我们很难说 5 年后
加开放、更多的军事交流。这样就能减少 性。做到这一点需要时间，但是我想这次 或 10 年后情况会怎么样。这取决于领导
误判的风险。这些事情要一步步来，也是 首脑会议之后，
我们要看我们的做法能否 人。
过去几天我们亲眼看到了美国和中国
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 更加开放，我们能否竭尽所能减少犯错和 都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中美都)表示我
认为中国军队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具有 误判对方动机的可能性。
们都有责任，都对世界负有责任，因为中
侵略性。如若不然，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会
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已经成为大国，
因此
维护世界局势稳定
产生对抗反应，为了保卫自己或者阻吓
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在国际舞台发挥和
《 参考消息》：
展望未来，
你预计未来 平的力量，
中国军队越来越强大的地位而加强自身
全面融入国际体制中。

辜学武：中美重入良性互动轨道
□本报驻柏林记者

焦宇

《 参考消息》 ：此次访问以
及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能给世界
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辜学 武 ： 中美联合声明的

结构跨度和内容广度已经使一
《 参考消息》 ：从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看，你认
《 参考消息》 ：此次访问成果将对中美两国产生 个全球中美共治轮廓呼之欲出。这次世界各国对胡
为此次访问有何重要意义？
什么积极影响？
锦涛访美关注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它从侧面反映
辜学武：胡锦涛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基本
辜学武 ：此次奥巴马总统和以他为代表的美国 出各国都在有意无意地将中美关系的互动同自己国
扭转了去年以来中美关系几乎失控的局面，将双边关 主流政治势力以如此高规格、甚至连欧洲人都眼红 家的前景紧紧 连在一起。事 实上，中美关系越健
系从自由落体、险象环生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此次访 的礼遇来迎接胡锦涛主席，应该使那些具有理性思 康，日本的战略活动空间越小，中日之间的摩擦也
问虽然不能解决中美之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但双 维、不带 偏见的中国人认 识到，美国这个一向 傲 会越轻；同理，北京与华盛顿的互动越良性，朝鲜
方明显意识到全球化所形成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已 慢、目中无人的超级大国确实是从心理上接受了中 和韩国的战略选择也越小，除了积极配合并追随它
经将军事对抗和政治冷战的传统博弈手段的作用降到 国的崛起。那些一天到晚哗众取宠，不断利用一些 们各自的大盟主搞缓和之外别无其他更好的选择。
了最低限度，只有合作，而且是战略合作，才是唯一 花边新闻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鼓吹中美对抗的人应该 再看看欧洲，柏林、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都松了
的出路。
好好闭门思过了。所以胡锦涛主席此次访美对于加强 一口气，如果奥巴马政府确实准备承认中国为市场
这种在关键时刻消除迷惑，丢掉幻想，求同存 中国老百姓同美国合作的信心，从而强化中国对美政 经济国家并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欧盟解除
异，将中美关系引出低谷的先例，可能只有在 1972 策的认同度会有正面影响；同样，美国人也似乎意识 对华武器禁运和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只是时间的
年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言和以及 1979 年邓小平和卡 到，中国并不反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胡锦涛承 问题了。欧洲之所以乐见中美和解，是因为它最为
特相拥一笑中才能找到，如果不发生特别的突发事 诺将继续坚持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 关注的全球气候和能源合作只有在中美达成共识的
件，北京和华盛顿将迅速走上寻求经济互利、政治互 人民币汇率弹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应会提升 条件下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推进。
助和军事互信的最佳互动模式的轨道。
美国人对中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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