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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霸权地位经历了

从区域性霸权国向全球性霸权国转变的过程，美

国对外战略的最为重要和最为核心的目标就在于

建立和维护其霸权国地位。可以说，霸权护持是

美国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对于挑战者的遏制和

绞杀是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必然选择。即便是美

国的盟友，对于可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美

国也是痛下杀手，决不留情。可以说，二战后，日

本经济的兴衰起落完全掌控在美国手中，服从或

取决于日本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中的地位。

1 美国的霸权国地位及霸权护持战略

“霸权”是指某一国家凭借其政治、军事和经

济的优势地位，在一定区域或者全球范围内控制

他国主权、主导国际事务或谋求统治地位的状

态。在西方语境中，霸权（hegemony）是一个中性

词，一般被理解为“支配”“领导”和“权威”。罗伯

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等认为，霸权是

“一国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治理国家间关系的必

要规则，并且有意愿这样做”的情形。[1]也就是说，

霸权国除了要有强大的实力，还需要有领导意

愿。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

为，霸权是指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这一国家能统

治霸权体系中所有其他国家。[2]霸权国必定是世

界体系中最为强大的国家，成为霸权的条件是综

合国力强大，特别是要具有绝对的军事实力。

霸权护持是霸权国在整个霸权周期中最为核

心的国家利益。所谓霸权护持，就是“维持霸权国

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距离，将这种权力距离始

终保持为一个霸权国认为是安全的常数”[3]。霸权

国构成的关键条件有两个，一是霸权的自我修复

能力，二是霸权让外界对其产生依赖的能力。这

两种能力可以使霸权延缓衰落，但霸权始终难以

摆脱最终走向衰亡的历史规律。[4]对于霸权国来

日 美 贸 易 战 的 起 因 及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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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美关系，特别是对日美贸易战的起因及影

响进行分析，可以很清楚地发现，美国对日政策实际上是完全服从于美国维护世界霸权这一最为核心

的国家利益。二战后初期，美国扶持日本，是从美国意图即以日本对抗苏联和中国，从而建立世界霸

权战略的角度出发。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美贸易战全面升级，美国在经济领域对日本进行防范和

打压，则是从美国霸权护持战略角度出发。日美贸易战的起因就在于日本的崛起对美国霸权形成了

挑战，美国通过贸易战以至金融战，成功遏制了日本迅速发展的势头，解除了日本在经济领域对美国

经济霸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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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维系和巩固自己主导的霸权体系就是至关重

要的国家利益，其中，消除对霸权地位和霸权体系

的潜在挑战者，是霸权护持的最为重要的手段。

由于美国在当前世界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巩

固和护持霸权就成为美国最为核心的国家利益。

同以往的霸权国相比，就霸权的特点而言，美国是

一个非常“例外的”新型霸权国。[5]一旦美国确立

了自己的霸权国地位，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就是

维持霸权国地位。这样，对美国来说，就需要对能

够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或有潜在能力挑战其霸

权地位的国家保持绝对优势的实力地位。

二战以后，美国就将国家利益定位在建立和

维持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霸权体系上，美国的核心

国家利益就是护持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一体系包

括四个结构：以美国为超强军事力量的国际实力

配置结构、以自由经济制度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利

益结构、以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为核心

的国际规范和制度结构、以西方价值理念为核心

的世界文化结构。保证这四种结构的确立和发挥

功能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6]霸权是美国强权政

治逻辑在界定其国家利益时的明显表现，美国最为

核心的国家利益就是护持美国的霸权国地位。

由于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多领域具有非

常强的优势，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能够撼动其霸权国地位。二战结束

时，美国工业总量占世界的56%，黄金储备占全世

界的 59%，并拥有世界船舶供应量的 50%，[7]美国

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债权国。可以说，人

类历史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从未出现过这一局

面：一个国家像巨大的磁铁那样吸引了全世界的

智力、财富和目光。[8]此后，美国逐步建立起了以

美元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并在全球建立军事

基地，组建快速反应部队，锻造了全球性的军事打

击能力。同时，美国一直致力于构筑良好的同盟

网络，阻止挑战者的存在，特别是阻止挑战者联合

起来威胁由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美国大力扶持

亲美国家，重点是西欧和日本，并通过军事同盟关

系，把它们和自己捆绑在一起。但是，二战后初

期，美国的霸权一开始就有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

那就是苏联，苏联的存在使得美国在这一时期并

没有建立起全球性霸权体系。

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

级大国，建立起了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体系，美国成

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霸权

国。在这一霸权体系下，由美国主导的金融霸权、

军事霸权、科技霸权和制度霸权都表现得比冷战

时期更加显著，美国还尽力强化西方政治经济模

式和思想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并不断绞杀和阻止

可能对其霸权形成挑战的国家，以尽力确保美国

的霸权地位或延长美国霸权体系存续的时间。

美国能够持续保持世界体系的霸权位置，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具有不可替

代的地位，美国建立起了非常强势的金融霸权。

美元霸权的形成史，基本上可以说是一部“撸”羊

毛的历史。羊毛“撸”得越多，霸权就越巩固。美

国要想保持自己经济的繁荣就必须让更多国际资

本流入美国，而要让国际资本源源不断流入美国，

就必须保持美元的霸权地位。这是保持美国强大

和繁荣的重要力量之源。美元霸权是非常复杂的

一种金融体制，既是美国霸权的明显体现，又是美

国霸权的重要支柱。

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覆盖全球的军事同

盟也是美国实现世界霸权的重要支撑条件。二战

后，只有苏联凭借比较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和美国

一争高下，但是双方的争斗也只是限于战争手段

之外的“冷战”。这场“冷战”进行了40多年，可谓

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这一时期，美国的军事战略

可分为以常规武器为主的“遏制战略”时期（1946-

1953年）、以核力量为主的“威慑时期”（1954-1975

年）和在有限战略与无限战略之间徘徊的时期

（1976-1990年）[9]，美国军事实力总体保持着对苏

联的一定优势，最终艰难地但是彻底拖垮了苏联。

美国能够称霸世界也与美国拥有领先世界的

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美国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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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战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美国培养和吸引了世

界上许多优秀人才，拥有世界上最多和最优秀的

科技人才；美国在许多基础科学研究方面，例如：

数学、物理、生物、化学、天文、地球科学等，取得了

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在世界上处于前沿水平；美

国在计算机、信息与通信技术、新能源与新材料、

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技术、环境保护等技术方面做

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创造

出了非常多的先进科研手段，非常有力地推动了

科学技术的发展。美国在经济与军事上的优势，

说到底，都根植于美国领先的科学技术。

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是美国推行制度霸

权的需要和结果。美国霸权的建立与护持，不同

于以往的军事征服和殖民统治，主要是通过政治、

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优势获取支配权，在全球范围

内建立起一系列国际制度，形成了所谓的制度霸

权。美国通过自身掌握的国际组织控制了其他许

多国家，把它们绑架在自己的战车上，并使它们自

身不至于形成反美联盟，同时，美国又通过国际制

度控制这些国家，迫使这些国家遵循它所主导制

订的一系列国际制度，使它们在自己确定的框架

内行动。

除此之外，美国在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等领域也具有非常强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能够通

过思想和文化手段影响甚至控制其他国家。

不可否认，美国在世界体系中处于霸权国地

位，但是，美国的霸权国地位并非无可挑战或者至

高无上，也没有达到了可以为所欲的地步，美国的

霸权国地位仍然受到多种力量的限制与约束。塞

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认为：“当代世

界体系并不适合于单极体系、多极体系、无极体系

三种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复合式的单

极-多极体系，其中存在一个超级大国和多个重要

力量”。[10]同时，霸权的存在是周期性的，不存在

永远的霸权体系和霸权国。美国现在建立的霸权

体系远超罗马帝国，但是，美国不可能在时间的延

续方面超过罗马帝国，也许，几十年之后，美国就

会从霸权的顶峰掉落下来。可以说，美国的霸权

国地位仍然存在严重的脆弱性，这也是美国推进

其霸权护持战略的必要所在。

2 美国霸权战略背景下对日本政策的变化：

从改造、扶持到打压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霸权战略中一直是非常

重要的一环。二战结束之初，日本作为战败国，是

美国改造的对象。但是，由于东西方冷战的展开，

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

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日本成了美国的盟友，并成为

美国对抗苏联和中国的重要棋子，成为美国扶持

的对象，这种变化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很好

的机会。但是，美国最为核心的国家利益就是护

持美国在霸权体系中的霸权国地位，美国对外政

策的重点必然是遏制可能对美国霸权国地位形成

挑战的国家。简单地说，护持霸权是霸权国最为

核心的国家利益，而“绞杀”挑战者则是实施霸权

护持战略最为核心的目标和任务。在日本经济获

得高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之后，美国意识到

日本可能对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形成威胁，就开

始对日本进行防范、遏制和“绞杀”，不惜以贸易战

甚至金融战的方式，阻止住了日本高速发展的势头。

1945年 9月 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随即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占领日本。美国占领日本

后，就开始着手对日本进行改造，以“根绝日本的

战争能力与军国主义”“通过民主化使日本成为世

界国家中的一员”为目标，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

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改造日本，这种改造一直持

续到 1951年 9月 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订。

如果说，明治维新是日本主动从西方引进君主立

宪制度，那么，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所谓“民主化

改革”则是西方国家向日本强行植入现代民主制

度。[11]这场以“民主化”“非军事化”为主要内容的

改造不仅彻底消除了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对日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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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体制的影响，为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

民主化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为日本经济的重建

与恢复及以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

然，也不能否认美国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

造存在不彻底性。

随着二战的结束，东西方关系不断趋于紧张，

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

大幕。此后，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发生

了重大变化。美国希望在亚洲建立起针对苏联和

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力图构筑以苏联和中国为

目标的军事包围圈。这样，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

中的地位就变得非常重要，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全

面复兴日本经济的政策。在 1945-1951年的六年

时间里，美国政府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呈现出从

惩罚性的拆迁赔偿，转向缓和赔偿、放弃赔偿、或

进行劳务赔偿。[12]日本作为美国抵御苏联和中国

影响的桥头堡，得到美国大量的经济援助，又加上

朝鲜战争的军需旺盛，以及日本战后重建的经济

需求，日本经济迅速重建和恢复。

1948年，美国开始改变占领初期的惩罚性经

济统治政策，对日本提供经济复兴援助。1948年

12月，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联合提出“稳定经济九

原则”，麦克阿瑟指令日本政府必须无条件执行。

后来，美国又为执行“稳定经济九原则”提出了出

口导向的道奇路线。道奇路线的推行产生了两个

重要后果。一方面，它消除了日本战后的通货膨

胀；另一方面，随着货币的稳定，日本开始出现经

济萧条。正当日本为经济恢复而苦恼之时，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成为美军的后方和军需基

地，美国政府支付巨额的特殊采购，这些特殊采购

占当年日本出口贸易的 27%，从而给日本带来了

“特需景气”，日本经济由此走出困境并迈向繁荣。

1957-1973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

日本经济在高速发展阶段有过三大繁荣时期，分

别是“神武景气”“岩户景气”“伊奘诺景气”。“伊奘

诺景气”持续时间达到 57个月，其中在 1966-1970

年，日本实体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10.2%、11.1%、

11.9%、12.0%、10.3%，1971年降为4.4%。1968年，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跃

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

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如

此长时间连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仅在日本历史

上十分罕见，而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也是

绝无仅有。

此后，日本进入经济稳定增长阶段（1974-

1989年）。1974年，日本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经济

负增长，并且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时，日本制

造业重心转移，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迅速成长，

但是，这些新兴产业未能改变日本经济减速的趋

势。尽管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宣告结束，但仍

然保持着较好的增长态势，实现了稳定的增长，这

对美国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形成了极大挑战。

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三菱财团买下了位于美

国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这被视为日本兴起和美

国衰落的象征。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感受到日本在经济领域

已经对其形成了严重威胁，所以，不得不痛下杀

手。苏联解体后，美国已经不存在全球性挑战对

手，它开始把可能破坏美国地区性霸权的国家作

为打击的主要对象，同时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框

架中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各国之间相互关系定

位的全球性战略格局发生重大改变，[13]这样，美国

不仅在主观意愿上可以放手对付日本，而且可以

对日本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来阻止其经济发展。

3 日美贸易战的展开及后果：

从美国霸权护持战略角度进行审视

二战后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对日本

经济采取由改造到扶持的政策，并对日本实行自

由贸易政策。冷战开始后，美国希望通过日本加

强对苏联和中国的制约与围堵，把日本变成反对

共产主义的桥头堡，因而大力支持日本经济的重

建和复兴。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日本经济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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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恢复，并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日本是美国的

忠实盟友，成为美国实施全球霸权战略在东亚地

区的重要基地，为美国实现全球霸权起到了马前

卒的作用。

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企业大量向美

国出口纺织品和钢铁等商品，严重威胁到了美国

这些产业的发展，由此日美之间发生了首次贸易

摩擦。美国轻工行业针对日本中小企业出口带给

美国纺织业的消极影响，向国会提出限制进口的

保护请求。为了避免矛盾激发，1956年日本纺织

业实行自愿出口限制。1957年迫于美国压力，日

美两国政府签署了《日美棉织品协议》，以政府间

协议的方式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同时，随着战后

美日关系的发展和日本经济的繁荣，日本不断谋

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与美国改造和支持日本的初

衷相违背，并且，日本经济势力在亚洲的扩张，也

损害了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14]，同

时也损害了美国的霸权利益，显然，美国不能允许

日本偏离自己的轨道。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日美贸易摩擦开始

升级，日美贸易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并开始涉

及金融领域，以金融战的形式表露出来。20世纪

7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传统产业和新

兴产业都受到来自日本和欧洲及新兴工业化国家

的严峻挑战，这引起了美国国内的空前关注与激

烈争论。于是，美国开始改变对日本的经济政策，

并不断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在经济领域做

出重大让步，特别是希望通过迫使日元大幅度升

值来削弱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

缓解美国对日贸易赤字。

为了避免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日本采取了扩

大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缓解美日经济摩擦。日

本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逐步放开日本国内市

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1986年日本对 1800多种进口产品实行降低关税

并免除进口税，1987年修改特惠关税制度，取消

300个低税进口商品的进口税。1990年取消1004

项商品的关税，使进口制成品中进口关税的取消

率从 42%提高到 56%。 [15]为了规避美日贸易摩

擦，日本积极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促进东亚

地区经济合作。日本为防止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

的下降，将国内淘汰的某些传统工业生产转移到

东亚，把东亚地区作为日本工业制品的重要销售

地，[16]并创造了雁行模式[17]。

但是，美国对此并不满足，它要求日本作出更

大的让步。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本国产

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

况。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

和英国等五国的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简称

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签订了《广场协

议》，宣布联合干预汇率市场，结束美元汇率偏高

的情况。《广场协议》拉开了日元升值的序幕，也奏

响了日本经济被绞杀的悲歌。

《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双

双下行，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不断放松银根，

造成国内流动性泛滥，加上大量资金为了躲避汇

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从而不断推升日本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热潮，日本经济出

现明显的脱实向虚倾向，大量资金进入金融领域

和房地产领域，经济泡沫化趋势不断增强。并且，

由于日本产品的竞争力依然较强，日元升值并没

有减少美日贸易逆差，因而美国要求解决的问题

也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对此仍然充满了不满。从

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战的发展史可以看出，日

美贸易战逐渐发展成为包括技术战、投资战、贸易

结构战等多领域的复合化、多元化贸易战。[18]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美贸易之间的矛盾日

趋白热化，表现出结构性贸易战特征，日美贸易战

全面升级。这一时期，美国进一步向日本施压，催

促日本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的结构性障碍因素。

1989年 5月，美国总统布什提议发起日美结构性

障碍倡议，希望通过日美之间的经贸磋商，促使日

本开放更多的国内市场，并修改相关经贸政策。

美国总统布什和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在1989年7月

5



日本政治与经济论坛 2019年 第6期 总205号

巴黎经济首脑会议上宣布了日美结构性障碍倡

议，并发布声明计划于1990年春季左右达成中间

协议，一年之内签署正式协议。1990年6月，日美

在中期协议的基础上达成《日美结构性障碍协

议》。该协议旨在推动日本在反垄断法、专利法、

定价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放松对进口商品以

及外国企业的歧视性待遇。[19]尽管日美之间的磋

商在表面上是对等的，互相可以指出对方的结构

性问题，并提出相应措施加以改进，而在实际上并

非是对等的，主要是美国要找出日本方面的问题，

由日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经济泡沫叠加美国压力，日本经济开始出现

衰退。1989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指数达到最高

的 38957点，此后开始下跌。土地价格也在 1991

年左右开始下跌。这样，泡沫经济开始破裂。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一般认为是在

1986年12月到1991年2月之间，日本出现了非常

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日

本经济出现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衰退。日美贸

易战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美国通过贸易战成功

遏制了日本的崛起，稳固住了自己的经济霸主

地位。

4 结 语

回顾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轨迹，可以说，日

本经济的兴衰起落掌控在美国手中，服从或取决

于日本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中的地位。二战后，

日本经济步入重建和恢复阶段（1945-1956年），美

国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并开始扶持日本经

济。此后，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1957-

1973年），这一时期，美国完全把日本纳入了自己

的全球战略框架之中。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

日本结束高速发展阶段，进入经济稳定增长阶段

（1974-1989年），这一时期，美国已经意识到日本

的发展对美国形成了挑战，开始防范或遏制日本

的崛起。1985年《广场协议》意味着美国开始对日

本痛下狠手，到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苏联解体，

日本的战略地位大为下降，美国更是把日本视为

挑战者，全力围堵，结果日本经济停滞，日本辉煌

不再，更谈不上挑战美国了。

美国霸权的历史就是不断控制和虐杀他国的

历史，美国霸权护持的过程就是不断猎捕和绞杀

挑战者的过程。在二战结束后的四十多年间，美

国通过冷战，绞杀了苏联，这个与美国超级大国对

立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其结果是苏联解体，分崩离

析，不再具有整体上向美国霸权挑战的能力。日

本亦如此。在美国猎捕和绞杀苏联过程中，日本

充当跟班和帮凶，借机发展起来。这一次，美国通

过对日本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制裁，成功实现了对

其猎捕和绞杀，并使之彻底驯服，失去了挑战美国

霸权的意志和信心。

[本文系2018年度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中心、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研究”（编号：18ZDL16）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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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perspective of America's hegemonic maintenance strategy to vie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the

U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especially by analyzing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Japan-US trade war, it is clear that the

US's policy toward Japan focused on completely obeying America's hegemonic strategy, which is the core of American nation-

al interests. During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political purpose of the US to support Japan was establish-

ing a global hegemonic strategy of the US by using Japan to fight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Since the 1980s, the Ja-

pan-US trade war has been comprehensively upgrade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ainment applied to Japan by the US in the eco-

nomic field was based on the American hegemonic maintenance strategy. The cause of Japan-US trade war was that the rise of

Japan challenged American hegemony. The US successfully suppress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Japan through the trade war

and financial war, and overcame Japan's challenge to American economic heg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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