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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
总统、难民危机、半岛核安全问
题、中东乱局……在刚刚过去的
2016年里，快速的“变化”成为
基本事实。

“觉得 2016 年已经够糟了
吗？2017年可能更糟。”英国《镜
报》这样说。2017年，美国将迎来
新一任总统，欧洲多个国家将举
行大选，美联储已经表态的加息
预期令全世界紧张不已，恐怖主
义的风险依旧存在……当然，或
许还有一些“黑天鹅”会从谁也没
想到的角落里飞窜出来。展望新
的一年，我们放下幻想，回归理
性，在动荡中寻求新共识，在风险
中寻找新航向。

某种意义上，英国脱欧这
只 “ 黑 天 鹅 ” 差 不 多 代 表 了
2016 年全年世界形势的面貌。
这一年里，边缘变为主流，叛
逆变成正统，许多不可想象的事情变为可能。而这其
中，如果要选出最能代表全年“乱象”的关键词，最有
可能的答案应该是：民粹。

美国 《国家利益》 杂志刊登文章说：“英国脱欧公
投和特朗普主义在美国的兴起，被视为民粹主义革命的
标志。”

整个西方世界，太多人对现存的体制失去了信心。而
这种悲观情绪又恰是民粹主义的精神土壤。法国前总理多
米尼克·德维尔潘在美国大选后对记者说：“我们进入了一
个不确定的阶段。民粹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的抬头，标志着
愤怒与恐惧等政治情绪的上升。民主国家承受着这种巨大
压力，无法应对。这是当代的巨大挑战。”

对欧盟来说，面对民粹主义在 2016年里不断带来的
挑战，始终没有找到有力应对的办法。2017年，这种乱象
的“病毒”仍会在欧洲各国继续蔓延。

首要的威胁就是法国总统选举。法国目前的情况
是，持中右翼立场的共和党选择了弗朗索瓦·菲永作为
参加2017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据了解，菲永在文化问
题上是保守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则是个自由主义者。
很多法国人都认为，要避开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持强硬右
翼立场且对伊斯兰教持仇视态度的“国民阵线”的挑战，
最具能力的候选人非菲永莫属。但英国《金融时报》专栏
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指出，目前勒庞女士也获得了工薪
阶层选民的青睐，而她希望把此次总统大选框定在菲永
主张的“撒切尔式”自由主义和国民阵线主张的国家社会
福利制度之间做出选择。斯蒂芬斯预测，从这个角度看，
勒庞和菲永极有可能在大选的决赛阶段对决。如果法国
接受了国民阵线，那对欧盟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

在欧盟这班正与离心力作斗争的“欧洲之星”列车
上，“法德轴心”一个也不能乱。德国虽说看似安格拉·默
克尔仍代表着稳定人心的力量，但是她在第四次走上总
理座位的路上，也需要应对来自极端右翼势力的威胁。

如今，挡在默克尔三连
任面前最大变数仍然
是难民问题。2017年，
难民引发的问题和争

议只会多、不会少，任何重大、恶性、突发事件可能迅速发
酵，影响民意。因此，一句“一切皆有可能”并非危言耸
听。

这还不算完。欧盟的6个创始国之一的荷兰预计也
将在 2017 年的 3 月举行大选。虽然自由党马克·吕特首
相和工党组成的执政联盟是2002年以来唯一完成一届议
会的政府，但民调显示，由仇外和反欧洲立场的海尔
特·维尔德斯领导的自由进步党现在已经占据了领先地
位。此外，奥地利也有可能选举前纳粹分子创建的政党
的领导人成为该国总统。

闹出脱欧大戏的英国也需要面对接下来如何正式启
动脱欧程序的问题。由于英国最高法院已宣布将尽快裁
决“脱欧”主导权归政府还是议会，这场“府院之争”的悬念
恐将拖进2017年。

“鉴于多国即将举行大选而太多的严重问题没有得
到解决，欧洲显然将继续陷于政治动荡之中。面对有可
能导致欧盟彻底瓦解的强大势力，欧洲显得十分脆
弱。”美国《纽约时报》《新一波众怒可能在2017年冲击
欧洲》一文中评价道。

事实证明，用传统的价值观去思考今天的国际局势
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世界政治评论网主编朱达·格伦
斯坦就指出，推动民众支持特朗普、玛丽莲·勒庞、海
尔特·维尔德斯等领袖，是人们积聚的愤怒情感，而并非
逻辑。

“西方大厦的砖石渐渐散落，向民主国家叫嚣的民族
主义浪潮势头犹如一场准备抹掉现有秩序的海啸。”法国

《费加罗报》说。
从这个角度看，刚刚过去的 2016年或许会成为现行

西方民主制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拐点，大西洋两岸整体
的趋势都是“政策重新民族主义化、恢复边界、重新肯定
民族身份和退守本国”。难以确定的只是这种“乱局”将
会扩大到何种程度？

无论是难民危机、经济危机、反全球化危机，
还是恐怖主义危机、地区安全危机，回归到本质
上，其实都有共同的原因：即原有的发展逻辑的衰
败。而作为这种逻辑传统上主要推动者的美国，一
定程度上，也会在 2017 年成为所有“危机”相互
关联的根源所在。

如今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正在开启新一轮政
治周期。新任总统特朗普将以何种方式治理美国经
济，整个世界都在密切关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在未来的经济展望中预测称，世界经济增
长率 2017 年将提高至 3.3％（较此前预期上调了 0.1
个百分点），2018 年达到 3.6％。考虑到特朗普式的
财政扩张政策，美国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期达到
2.3％，比之前提高 0.2 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前副总裁朱民日前说，目前市场不清楚特
朗普将如何实施刺激经济方案，这成为全球经济最
大的不确定因素。

以减税、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保护为三大政策
重点的“特朗普经济学”具体内容如何还有待观察，
对美国经济的利弊还需时间检验。目前来看，首要
的“危险”就是特朗普的“零和思维”会不会造成贸易
战的真正到来？如果美国走向贸易保护主义，毫无
疑问世界将丧失摆脱经济低速增长的动力。

同时，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增强，美国长期
利率的上涨会让之前流向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的资
金开始向美国回流。新兴国家不得不实施保卫货币

的措施，也让全球市场混乱的潜在风险不断升高。
“保护主义、储蓄不足与赤字开支组合在一起

会成为‘一杯格外有害的鸡尾酒’。”耶鲁大学杰克
逊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称。

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称，2017年，美国将更
“保守”，其工业将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如此，
扛起全球化大旗的责任或将落到中国的肩上，以保
障开放市场的连续性。

然而，更大的风险还在于特朗普的外交政
策。特朗普强调要推翻奥巴马政治遗产、追求

“美国优先”的政策立场几乎会成为决定所有
危机问题产生“蝴蝶效应”的关键所在。

一场危险的军备竞赛正在进行。“世界大
国面临着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不确定性。”美国
肯塔基大学帕特森外交与国际商务学院学者
罗伯特·法利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上撰文，
预测了 5 个可能在 2017 年引起第三次世界大
战的地方：“美国需要关注几个极其危险的要
点，它们很有可能激发并加速美国、俄罗斯和
中国之间的矛盾：朝鲜半岛、叙利亚、网络战
争、南亚、波罗的海。”

尤其是核安全危机，在近期美俄纷纷强调

要“增核”更引得全球警惕。“东北亚的核危机必将成
为新一任美国总统面临的最危险挑战之一。”美国

《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称，如果特朗普在就任后依
旧坚持支持韩国和日本有核化，放弃美国一直以来
坚持的核不扩散信条，那恐怕将会“彻底改变东北亚
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形势”。有专家分析，朝鲜的逐步
核武装化，导致韩国和日本的蠢蠢欲动以及俄罗斯
在克里米亚的“侵占”与在叙利亚的强势，都使得美
国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核政策，以便在特朗普上
台后继续称霸世界并维护自己的利益。

现在就看新年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将在哪里倒
下了。

乱象和危机，从变革中来，也终究要重新进入变
革中去。是时候回归到问题的本质上进行思考了。
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国家内部和国际间出现的“分裂
与分散”导致的危机比想象中来得更为迅猛。事实
是，西方式民主的制度与理念、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
的制度与理念都走到了无力解决自己内生性结构矛
盾的时刻。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对此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他指出：“很容易看出民主
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民主制支持平等主
义，资本主义反对平等主义。如果经济挣扎着出了
问题，大多数人也许会选择独裁主义。”

“西方必须自救”，德国 《经济周刊》 称，2017
年，西方进入危机时代。其原因不仅来自外部的恐
怖主义，还有西方的内耗、民粹主义、社会分裂。

不再强大的欧美对世界的掌控力减小，自然使
得由大国建立起来的这一套国际秩序渐渐失去了公
信力。在欧美一些国家“逆全球化”风潮加剧的情
况下，全球治理也进入“新常态”，面临由谁引领、
谁主导、谁设计规则、谁来仲裁等需要修正的问题。

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全
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新的一年也被各方

寄予能够“领导”全球化的厚望。
“冷战结束25年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

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摇摆过。当前，世界政治正在
进入一个新的周期。”在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
长朱锋看来，这个周期可能会有以下三个趋势，第一
是“再全球化”。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自
由流动，所以“再全球化”可能意味着新的规则的出
现。第二是“再国家化”。由于全球化区域化的核心
就是要降低主权国家的角色，但当国内各种阶层的不
满声音越来越
多 时 ，国 家 需
要展现更强的
能 力 ，来 保 障
利益在各个阶
层之间的合理
分配。第三是

“ 再 意 识 形 态
化 ”。 过 去 25
年自由主义在
西方赢得巨大
的 道 德 高 地 。
如果西方自己
成为民粹主义
的 倡 导 者 ，不
仅会使得西方
这个自由主义
的灯塔黯淡下
来 ，也 会 使 得
世界各国开始
认 真 思 考 ，我

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适合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
但说到底，全球治理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

命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凯末尔·德什维
尔就指出，鉴于当下世界面对挑战的规模，或许我

们别无选择，只能加强国际合作和地区合作的机构与
框架，避免在美国、亚洲、欧洲和中东各处的身份政治
与仇外民族主义的复苏带来20世纪大悲剧的重演。

或许，2017年，人们终于意识到，试图建造一
个以始终如一的规则并由国际权威实施规则的世界
只被证明是饱含理想主义的模型。实际可行的全球
秩序需要相互的妥协、调整以及持续的协商与修正。

好在变化与机会总是分不开的。需要等待的
是，2017年最大的机会将会在哪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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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应会再发生吗？危危

全球治理进入“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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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将对国际秩序
有哪些较大的影响？

受访专家：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
室主任袁征

答：从目前来看，特朗普上台后最终会采取一个
什么样的政策还有待观察。进入21世纪后，美国实际
上并不是说不愿意发挥领导作用，而是希望其他国家
能帮助美国减轻一下军事负担。“美国第一”并不是特
朗普上台之后才提出的，实际上是美国近一二十年一
直在做的事情。

特朗普提出“要美国再一次伟大起来”，其中包含两
个层面。一是贸易问题，美国通过压迫其他国家做出更
多的让步，让美国生产和卖出更多的商品，打开其他国家
的市场，让美国自身在贸易中占得先机；另一个层面是军
事实力，虽然美国声称要削减军费开支，但实际上，不仅
今年的军费开支在增加，而且美国军队的人数也在扩
大。综合来看，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在未来还是要
试图在美国认为重要的地区发挥重要的领导和积极作

用，不会在一些问题上退
缩，寻求世界领导者的地
位，但实现的方式和路径
会发生一些变化。我认为
未来盟友的关系会进一步
加强，但合作模式并不是
说“美国一边倒”起决定作
用。随着盟友的话语权进
一步加强，双方会变得更
加平等，但美国还是起主
导作用，希望盟友能积极
地配合美国。

问：欧洲显然将继续陷于政治动荡之中。欧
盟在2017会走向瓦解的方向吗？

受访专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
究所所长崔洪建

答：说 2017年欧洲一体化将瓦解可能还为时过早，
但是今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由于这些选举结果还
有很大不确定性，因此只能做一个判断，就是欧洲政治
上会更加保守，会给一体化带来更多问题。目前看来，
欧盟内部大家的不满情绪在上升，但是还没到整个反过
来的程度，特别是各国民
众更加实际一些，可能更
多的是对欧盟在某些领
域的具体做法或政策不
满。因此即便极右翼政
党上台，也不一定直接挑
战一体化，而是会通过对
欧盟具体政策的反对来
争取维护自己的主权国
家的利益。贸然搞公投
或者退出欧元区未必会
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问：2017年，全球安全最大的隐患在哪里？冷战后
的国际安全治理格局，会不会随着这些军事同盟关
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问：2017年，全球安全最大的隐患在哪里？冷战后
的国际安全治理格局，会不会随着这些军事同盟关
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受访专家：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东南亚
研究中心主任许利平

答：传统安全朝着复杂的方向发展。从最近普京和特朗普的
互动的情况来看，美俄关系会得到改善，但结构性的矛盾难以消
除。2017的安全隐患主要集中在非安全隐患。由于特朗普主张打
击伊斯兰国，而伊斯兰国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一旦伊斯兰国遭
遇打击，可能就会出现四处逃窜的情况。所以，全球恐怖主义蔓
延的态势是比较严峻的。此外，如果2017年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

府和朝鲜的关系不能得到改善，或者
双方还没有建立一个对话的机制，很
有可能朝鲜会铤而走险进行再一次核
试验。这样的话，朝鲜半岛无疑可能
有战争的隐患。

如果特朗普按照他竞选的承诺如果特朗普按照他竞选的承诺，，
防务政策更多以经济利益为考量的防务政策更多以经济利益为考量的
话话，，同盟关系发生改变这是毫无疑问同盟关系发生改变这是毫无疑问
的的。。那么未来国际安全治理格局会朝那么未来国际安全治理格局会朝
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并更多反映各并更多反映各
个地区和大国的利益变化个地区和大国的利益变化。。

问：2017年新兴市场国家能否保持或者寻找到新的
经济增长动能？什么将成为新兴国家被“剪羊毛”
的关键因素？

受访专家：中
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世界
经济研究所所
长陈凤英

答：世界经济
已经调整了六年，
一 直 在 往 下 走 ，
2017 年 的 情 况 应
该是修复性增长与高度不确定性同时存在，国际经济关系可能会
比较紧张。目前看很难避免贸易摩擦，保护主义肯定会上升。

但也不要把所谓的“剪羊毛”的作用夸大。在现代国际关系
中，债权是一个掌控对方、影响对方宏观政策的非常重要的因
素。美国很多债务都在亚洲，所以对于亚洲而言，美国剪不了多
少羊毛。新兴国家金融市场要转型，出口导向也不能完全抛弃，
必须有自己的政策。新兴国家应该坚持“南南合作”和结构调
整，做到制度创新、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创新、科技创新。新兴
市场必须抱团，合作共赢，不要以邻为壑，只力争自己的发展。

（本组回答由刘林卿、周丹丹采访整理）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中文网中文网

这是这是 20162016 年年 1212 月月 1111 日在叙利亚阿勒颇南部一处营日在叙利亚阿勒颇南部一处营
地拍摄的支持政府的武装部队地拍摄的支持政府的武装部队。。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臻杨臻摄摄

一名抗议者身披欧盟旗帜坐在英
国首都伦敦街头。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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