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

在经济实力上远超其他国家。历史告诉我

们，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无一不是贸易

大国。美国的成长史和发家史，从其对外贸

易史中可见一斑。一部对外贸易史，就是一

个国家、民族的兴衰史。回溯美国百年对外

贸易政策演变，探索美国经济政策发展变

迁的历史动因，也许就能看懂当今世界经

济、政治的波谲云诡。

一、先天优势 后发制胜（1607-1781）
在殖民地时期，由于英国推行“重商主

义”政策以及颁布的两次航海条例等措施

对北美殖民地贸易进行种种限制。彼时，北

美殖民地进出口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
西印度群岛和欧洲南部。进出口贸易的路

线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角贸易”。“三角贸

易”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北美殖民地通

过欧洲南部输出粮食、肉类、鱼类和木材，

然后把类似于酒类、水果和其他工业制成

品运回英国。另一种是把北美殖民地的产

品运送到西印度群岛去交换糖等其他商

品，再用这些商品与英国交换工业制成品，

把它们运回北美殖民地；英国把北美殖民

地用糖蜜酿成的甜酒运到非洲换取黑人奴

隶，再将黑人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贩卖，以

换取糖等原材料，作为下次酿酒的原料。通

过罪恶的”三角贸易”，北美殖民地的商人

从中攫取了巨额的利润，成为殖民地资本

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美国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一个重要基础。此时，

北美新大陆作为大英帝国的经济附庸处处

受限。后来，北美殖民地一步步茁壮成长，

挣脱了“母亲”的怀抱。
英法七年战争是北美殖民地与其母邦

关系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英国的

胜利给北美殖民地人带来的不是与母邦共

同分享荣光与梦想，而是愈加沉重的税收。
为了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和创伤，英

国国会通过了一连串法案以增加税收，如

《1764 年糖法》《1765 年印花税法》《1767 年

汤森地法》《1773 年茶叶法》。诸如此类的种

种重商主义管制措施进一步激化了北美殖

民地对英国统治者的不满。甚至于 1776 年

独立战争伊始，美国人所设想的方案仍然

是有限政府管制和自由贸易的结合。《常

识》的创作者托马斯·潘恩曾经宣称：“我们

的计划就是商业保护，一种和欧洲人平等

地进行商谈的贸易关系。”

二、立国创业 棉花贸易（1782-1861）
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初期，对外贸易

占据了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主导地位。贸

易虽然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也不

可避免地导致了美国卷入国际事务和国际

争端当中。1812 年英法在欧洲大陆的战争

大国崛起：美国百年对外贸易史
胡冬敏

【上海大学文学院世界历史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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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白热化，两国为争夺海上霸权，相继下

达海上禁令，给刚刚稍有起色的北美贸易

带来了沉重的打击。1820 年议员亨利·克

莱首次提出“美国体系”，即美国持续追求

海外市场贸易机遇，以期通过依赖外部贸

易收入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纵览 19 世纪历

史，美国对外贸易的核心就是关税制度。事

实上，早在 1791 年美国首任财政大臣汉密

尔顿就曾起草了一份《关于美国商贸和制

造业的报告》，提倡通过补贴的方式，积极

推进倡导民众发展新产业。但遭到总统杰

斐逊的极力反对，最终流产。第二次独立战

争爆发后，领导人再次启用汉密尔顿的建

议，其追随者将他的理论延伸并扩展成关

税保护主义政策。
1812 年美国赢得第二次独立战争后，

“美国体系”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关税

保护主义也逐渐兴盛起来，尤以南方棉花

出口贸易表现最为明显。可以说，19 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增长，用“棉花帝

国”一词来形容最为恰当不过。棉花贸易在

奴隶制和自由劳动力环境中迅速繁荣起

来，清晰地揭示了美国在现代资本主义形

成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 19 世纪

30 年代到南北战争爆发，棉花占美国出口

总量的一半左右。“棉花帝国”的崛起也为

南方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种植园主依

赖棉花出口，并从英国进口工业制成品。支

持奴隶制的南方人接受自由贸易，并支持

将领土扩张到适合种植棉花的地区。但工

业化的北方人则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奴

隶制的废存问题，实际上是两种经济模式

之争，最终导致了南北双方不可调和的矛

盾，内战爆发。

三、内战弥合 趁势扩张（1862-1890）
美国独立后掀起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西

进运动。大批移民出于不同的原因迁往西

部，国内市场扩大，打破了自由州与蓄奴州

的平衡，进一步为南北战争埋下伏笔。南北

战争结束后，扫除了美国社会生产力发展

的最大障碍———奴隶制，不仅为美国资本

主义迅速发展提供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也

守护了亨利·克莱所倡导的“美国体系”。北

部工业化的迅速开展与西北部的拓殖运动

齐头并进，使美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

速度。此外，以电力、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

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让美国实现了弯

道超车，追赶上英国、法国、德国等老牌资

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与此

同时，美国国内出现了普尔、托拉斯、控股

公司等现代化组织，自由资本主义转入垄

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19 世纪前半期，美国羽翼尚未丰满，

在欧洲列强面前整体处于守势，但是已经

开始逐步走上对外扩张侵略的道路。1823

南方黑奴采摘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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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总统发表了“门罗宣言”，宣称“美

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其目的不仅在于确保

美国的安全，而是在于维护美国在拉丁美

洲的利益，防止欧洲列强染指西半球事务。
在中美洲，美国迫使哥伦比亚政府赋予美

国地峡铁路和运河的修建权，并强迫洪都

拉斯同意美国建立海军基地；在加勒比海

地区，美国企图兼并古巴，并发表了《奥斯

坦德宣言》；在非洲，武装侵略北非，并建立

西非殖民地门罗维亚（现称利比亚）；在亚

洲，参与侵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迫使

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

列不平等条约，以期扩大中国市场。1854
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远征军打

开了日本的国门，同日本签订《神奈川条

约》，强迫日本开放港口与美国通商。

四、争霸大洋 门户开放（1890-1913）

1890 年的美国工业发展令人瞩目，以

当时衡量工业能力最为重要的指标———钢

产量为例，美国 1875 年的钢产量还不足 40
万吨，到了 1890 年猛增为 430 万吨，超过

位居第二的英国约 20%。美国钢产量的激

增与铁路的大规模铺设正好形成了相互促

进的局面，1869- 1893 年间，美国先后建成

了 5 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然而迅猛的经

济扩张背后也酝酿着非同寻常的经济危

机，1893 年 5 月，美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

重的经济危机，产能过剩与国内消费不足

的矛盾集中爆发，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

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先后宣告破产。应景的

是，1893 年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得里克·特纳

发表了其赖以成名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

的意义》，似乎在向美国人考问：西部的土

地拓殖完了，美国新的边疆在哪里？

1890 年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出版了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 1783》一书，书

中强调制海权对一国力量最为重要。美国

的决策层从这部著作中找到了答案，迅速

接受了其思想，美国人对海军的认知逐步

向海洋国家靠拢，并把海外贸易和海军联

系起来。马汉的“海权论”非常适时地指出

了一个明确的扩张方向，也指出了一种新

的扩张方式，从而为美国发展成一个不同

于英法等欧洲殖民帝国的新型帝国做好了

思想和理论的准备。
19 世纪末，美国的国内市场显然已经

不能满足其经济扩张要求，强烈觊觎海外

市场，力图跻入欧洲列强的势力范围。美国

再次将苗头对准了拉美地区，第 25 任总统

本杰明·哈里森上任之后通过了一个庞大

的海军计划，并于 1889 年占领了萨摩亚群

岛，这也是美国资本家掠夺海外资本的第

一站。为了排斥英国在拉丁美洲的势力，扩

大美国的影响，完全控制西半球。继“门罗主

义”之后，再于 1889 年号召组成美洲共和国

商务局。该组织在 1910 年更名为泛美联

盟，成为一个超国家政治组织，美国通过该

机构牟取了调停美洲各国争端的仲裁权。
1898 年，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被时任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称之为“一场绝妙的小

战争”，但很多人还是将其视为美国成功崛

起的标志和帝国扩张的关键一步。美西战

争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从西班牙手中夺取

了部分海外领土，更重要的是，战争改变了

美国国内政治生态，顺利完成对夏威夷、菲
律宾、关岛、威克岛等海外领地的兼并，一

个“太平洋帝国”由此建立。美西战争可以

说是美国对外扩张的转折点，一个新崛起

的帝国与一个老牌的孱弱帝国争夺太平洋

的主导地位。经此一战，美国国内对海外扩

张的热情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美国在 19 世纪的最后两年以两次著

名的外交照会收尾。1899 年和 1900 年的

“门户开放”照会尽管针对的是中国，但其

真正意义是对美国海外扩张基本方式的一

海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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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重新确认，即美国摆脱了美西战争后兼并

海外领土的短暂热情，重新回到贸易和影响

力扩张的路线，“门户开放”因而成为美国

海外扩张逻辑的集中体现，美式帝国至此

也基本定型。美式帝国区别于旧式殖民帝

国的领土扩张，开创了要点式扩张和贸易

扩张的新模式，即建立海外军事基地，以此

为跳板维护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商业利益。

五、世界霸权 规则输出（1914-1945）
两次世纪大战期间，欧洲其他工业国

家相继陷入战争的深渊，大量的人力、物力

与财力资源花费在战争上，美国则渔翁得

利。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经济产

生了巨大影响。无论是战争初期美国保持中

立状态，还是后来加入协约国与德奥作战，

其商品出口、资本输出以及军火交易都极

大刺激了国内外市场对美国产品的需求，

扩大了美国工农业生产的能力。一战极大

地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对手。德国战败后，放

弃了其海外殖民地并面临着向协约国支付

战争赔款的巨大经济压力；英国和法国虽

然在战争中取胜，但是实力遭到了极大的削

弱，而且还要偿还一战期间从美国获得的

巨额战争贷款。世界经济的重心陡然生变，

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强势崛起。
凭借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积累的巨

额财富，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

家。1920 年，美国工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

稳居世界首位，纽约成为当时的国际金融

中心。这一时期美国的商品也大量出口到

国外，占据了过去由英、德控制的世界贸易

市场。因此，1920- 1929 年被称为“柯立芝

繁荣时期”。随着工业实力的壮大，美国开

始转向当年英国的自由贸易策略并短暂降

低过关税。但突如其来的 1929 年经济大危

机，美国再度增加了整体关税，1930 年通过

的《斯姆特 - 霍利关税法》，成为美国历史

上税率最高的关税法令，美国平均关税税

率从 38%上升至 48%。这引发了世界范围

内的多国参与的贸易战，并且也是世界经

济史上唯一一次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导

致全球贸易量在 1929 年到 1933 年间降幅

达 25%，贸易保护的恶性竞争使全球经济

遭受重创。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美

国再次大发战争横财。从战争爆发到 1941
年底，美国在尝试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同

时，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同盟国对军需品

的需求。战争期间，罗斯福总统宣称要建立

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短短几年间，美国的工

业生产与出口贸易均增长了近一倍。二战

极大刺激了美国经济并且使美国人相信战

争有助于其经济繁荣。
美国工业霸主地位最终确立后，开始

实施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贸易

自由化策略，希冀以本国强大的工业拓宽

国际市场。1944 年，44 国政府代表在美国

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签订

了“布雷顿森林协议”，组建了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关税及贸易

总协定三大组织，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

世界经济贸易新格局。关贸总协定的签订

促进了多边国际贸易机制的建立，虽然美

国倡导自由贸易并从中受益，但其贸易保

护主义却从未从美国的政策体系中消失。
尤其是在美国陷入经济困境时，贸易保护

主义总是占据上风。

六、科技革命 独占鳌头（1946-2000）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 1958 年欧洲各国

货币恢复自由兑换之后，美国的大公司利

用美国在政治上的霸主地位和美元在国际

上的优势，开始了大规模的跨国投资活动。
二战后最初 25 年为美国资本主义称霸世

界的鼎盛时期。以原子能技术、航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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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

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在美国兴起，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加之

现代企业的兴旺发达以及跨国公司的海外

扩张，美国一跃成为高度现代化的超级大

国，并开始向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
经历了短暂的战后繁荣期，70 年代的

“滞胀”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导致欧

共体与美国围绕农产品和钢铁的贸易争端

不断升级。美国针对欧共体对农产品的保护

性关税，向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申诉并

两次强制收取惩罚性关税；针对相对弱势

的钢铁产业对进口钢材征收反倾销和反补

贴税并提起诉讼。在亚洲，美日之间在纺织

产品、钢铁、彩电等产品领域贸易摩擦初见

端倪，美国通过向日本施压，迫令其签订自

愿出口限制协议，限定日本对美出口相关

产品总量。美国还善于使用非关税壁垒，这

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例如

资源出口约束、进口产品配额、产品保护和

补贴；同时，各种临时性、制裁性和报复性

关税等单边贸易制裁手段开始使用，《1974
年贸易法》中的 301 条款就是重要武器。

除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美国还通过

加大军工投入和促进军民融合来扶植本国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实现本国产业转型

升级。正是一系列国防重大项目带

动了美国计算机、通信设备等核心

技术突破并塑造了相关产业竞争

力。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终结，美国

民众最终抛弃了共和党领导下的

“里根革命”，转而投向克林顿的“新

经济”时代的怀抱。克林顿上台后，

把扩大出口贸易作为三大长期战略

目标确定下来，并经过不懈努力最

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而使美国

过剩的生产能力成功转移到海外。
出口贸易一方面为美国百万人创造

了大量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从发展中国家

进口廉价商品和原料也维持了美国较低的

物价水平。克林顿政府时期一直不断致力

于消除贸易壁垒，在寻求国际多边合作基

础上，运用单边主义对本国产业实施强制

保护。进入新世纪，美国政府继续实施明显

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国逐渐成为美国

保护政策的矛头所向。

小结
纵览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对外贸易政策

史，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建

国初期，北美殖民地关注自身经济的发展，

以反抗来自母邦英国的压榨。随着经济实

力的增强，美国通过门罗宣言、门户开放等

一系列对外政策，愈发开始寻求在国际贸

易中的地位。一战和二战削弱了欧洲传统

强国，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

机，最终使其一跃成为世界贸易规则的制

定者。美国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为基础，

维护其在全球的商业利益，并善于使用贸

易保护手段，确保了其在高新技术产业领

域的领先地位。由此，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发

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美国对外扩张史，更

是一部贸易保护主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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