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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11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殖民定居点旧址，一些全
副武装的演员正在重现当年殖民者士兵与印第安人战斗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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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崛起史
就是一部侵略扩张史扩张史

本报记者 张 红

美国历史学家、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高级讲师保罗·阿特伍德在
《战争与帝国：美国的生活方式》一书中写道：美国的历史是一个充满战
争和扩张的历史……战争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种“好战”因子自美国
建国之初就已经显露苗头，并逐渐壮大。

1776年7月4日，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此时，美国领
土只有大西洋沿岸13个州的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如今，美国国土面
积是当年的10余倍，位列世界前四，而且，通过控制全球海洋版图上的
多处战略要地和建立军事存在，美国拥有了全球霸权。在扩张领土和势力
范围、成为全球霸主的过程中，美国不断宣扬所谓的“天定命运论”“美
国例外论”，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其侵略性和掠夺性。

2013年7月27日，一名身着传统装束的印第安人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帕
瓦仪式”上表演舞蹈。 新华社记者 王 雷摄

1836年圣哈辛托战役墨西哥战败，墨西哥总统桑塔·安纳向受伤的美军统帅塞缪尔·休斯顿投降的一幕。此
战后，墨西哥再也无力阻止得克萨斯独立为共和国。因美国国内政治问题，9年后的1845年，得克萨斯才正式
并入美利坚合众国。图为威廉·亨利·哈德尔的画作《桑塔·安纳投降》。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昭昭天命”的残酷 印第安人的血泪印第安人的血泪 “美国例外论”的傲慢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曾说：“一部
美国对外政策史实质上是美国对外扩张 （领
土的、经济的、政治的扩张） 的历史：从大
陆扩张到海外扩张，从资本主义阶段的扩张
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扩张。”

诚如其言。在美国不断扩张的进程中，
武力是其最惯用的手段。翻开美国历史，几
乎每一页都弥漫着浓重的硝烟味。美国前总
统卡特在 2019 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在美国
240 多年的建国史中，仅有 16 年没有打仗，
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

从建国之日起，甚至更早之前，武力扩
张的基因就已存在于美国的血液中。或许在
一些人的印象里，如今美国拥有的全球前四
的国土，大多通过购买得来。其实不然，美
国的国土扩张远没有这么“佛性”。更准确
地说，放眼美国，许多看似平静的土地，都
浸透了血与泪：1817年，为了从西班牙手中
抢走佛罗里达州，美国将军安德鲁·杰克逊

带领军队跨越边境，对佛罗里达州境内的塞
米诺尔部落及西班牙驻军进行武力打击；
1846年，在欲出重金购买加利福尼亚遭拒绝
后，美国派出数万军队，从陆地和海上入侵
墨西哥，最终迫使墨西哥将包括德克萨斯、
新墨西哥、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在内的几乎
一半国土“拱手相让”……

通过武力扩张，美国从最初仅80万平方
公里的13个殖民地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强权国
家。一部美国起家史，实为一部充满刀光剑影
的战争史、一部浸透血雨腥风的霸权史。

当然，美国的扩张“胃口”绝非世界前四
的国土就能填满。对尼加拉瓜、古巴、哥伦比
亚、巴拿马等地采取军事行动，获得条约特
权、运河权利等回报；通过美西战争，将菲律
宾纳为自己的殖民地；在二战后向日本、德
国、意大利等国派驻大量军队，海外军事基地
一度多达 2000 余个……为了建立并维持全
球霸权，扩大并巩固势力范围，掌控别国乃至
全球，美国从未放下手中的大棒，尽管方式更
加多样且隐蔽，但那颗穷兵黩武的“好战心”
始终蠢蠢欲动，没有一刻消停过。

时至今日，美国仍旧恶习不改。从崛起
阶段的扩张和干涉，到成为超级大国之后的
维持“国际秩序”、推行“美式民主”，美国
使用武力的所谓“合理依据”变了，但使用
武力的“惯性思维”没变。有研究发现，冷
战之后，美国使用武力的频率出现爆发性增
长。依仗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遍布全球多地
的军事基地，美国变本加厉，四处充当“世
界警察”，拉拢盟友为虎作伥，动辄使用武
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搅乱地区乃至全球局
势。毫不夸张地说，哪里有利益可图，哪里

就有美国的军事存在；哪里有美国的军事存
在，哪里就不得安宁。

武力扩张造就了今日美国，却让美国失
尽人心。早在 2019 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
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就显示，越来越多国家将
美国视为全球安全的“主要威胁”，其中韩国、
日本等美国盟友的担忧和恐惧更甚。今年年
初，包括德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 10 多个国
家民调也显示，有一半乃至更多的受访者认
为，美国构成重大安全威胁。即便是本国民众，
也未从美国的“一身肌肉”中获得安全感。美国
广播公司近日一项民调显示，只有49%的美国
人认为，美国比 2001年“9·11”袭击之前更加
安全，低于10年前的64%。

时下的美国，仍顽固奉行扩张主义政策，
不断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制造动乱、挑起冲
突。种种恶行，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潮流格格不入。美国唯有“刮骨疗毒”，彻底祛
除好战之陋习，才能最终避免被世界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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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象 台

美国领土的迅速扩张，对美国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美国
迅速走上超级强国的发展道路和称霸
世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世纪百年间，美国领土从大
西洋沿岸扩张至太平洋沿岸。”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龚婷对本报说，“1803年，美国从法
国手中购入路易斯安那。1819 年，
美国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佛罗里达。
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通过美墨战
争获得了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
福尼亚，在这期间美国又从英国手中
获得俄勒冈。1867年，美国从沙俄手
中购入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吞并
夏威夷。”

正如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
心高级研究员王鹏对本报指出的：

“美国的领土扩张过程中，不乏找借
口发动战争、强行‘购买’、武装强
占等手段。”其中，美墨战争尤其值
得研究。“美墨战争是在西进运动和
领土扩张中，美国对墨西哥发动的一
场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不仅使美国先
后获得了约 23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还大大扩展了美国工业化进程中所需
要的市场。而这对墨西哥而言却是一
场灾难，不仅剥夺了其超过一半的领
土面积，还大大迟滞了其现代化进
程。”龚婷说。

美墨战争期间，大洋彼岸的马克
思指出了战争的另一个目的。作为旁
观者的他，在《北美内战》一文中如
此评价美墨战争的本质：“美国南部

为了确保它在参议院中的势力、并且
通过参议院来确保它对美国的领导
权，就需要不断成立新的蓄奴州。”

在美墨战争中，美国付出的代价
之低、获得的战利品之多、对独立国
家墨西哥的伤害之大，令人叹为观
止。更令人瞠目的是，美国为自己的
侵略行为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
1845年，一位名叫约翰·奥沙利文的
美国撰稿人在其创办的杂志《民主评
论》上，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题为

《兼并》 的文章，以“上帝”为名，
为美国在美洲大陆上的侵略与扩张寻
找合理性。奥沙利文将扩张行为称为

“实现在上帝赋予的这片大陆上为每
年增加的数百万人口自由发展而扩张
的天定命运”，美国领土扩张不仅不
是非道德的侵略，反而是为了实现

“自由”的光荣任务。“天定命运论”
19 世纪在美国大行其道，支持者认
为美国必须扩大领土与势力范围，并
传播其价值观。

这也让人得以窥见美国的行事风
格。龚婷说：“美国通过所谓的‘天
定命运论’为其武力扩张领土的‘合
法性’做注解，但这丝毫不能掩盖美
墨战争的侵略性和掠夺性。所谓‘昭
昭天命’就是指美国建立国家、扩张
领土、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等都是‘天
定’的。这种观念长期而深刻地影响
了美国的对外行为，从根本上来说就
是为美国的扩张主义 （不论在领土
上，还是在观念和制度上） 披上了

‘合法性’外衣。”

建国后近百年时间里，美国通过
西进运动等政策，或威逼利诱原住民
签署条件不平等的土地转让协议，或
发布行政令强迫原住民迁徙，或直接
动用武力屠杀、驱赶。通过种种不光
彩的手段，美国政府从原住民手中夺
去了约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约占
美国国土面积的 2/3。在白人殖民者
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几乎分布于全美
各处，如今却在东西海岸主要大城市
难觅踪迹。时至今日，在广袤的美国
国土上，原本属于原住民的家园已经
无迹可寻，只剩零星的“保留地”见
证着他们遭受歧视、被边缘化的悲惨
遭遇。可以说，美国的领土扩张史也
是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的血泪史。

王鹏说：“西进运动缓解了东北人

口密度过大的‘内卷’，将人口疏散到
西部，同时带去了技术、管理、产业等
要素。对于美国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
西进运动无疑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
用。但是，对于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而
言，这个过程极不人道。”

龚婷也指出：“伴随着领土在面积
上的扩张，美国通过人口自西向东的
迁徙开发了领土并拓展了国内市场。
但是，西进运动是印第安人的血泪史。
伴随着土地被掠夺和生命被屠杀，原
住的北美印第安文明也几乎遭摧毁。”

1830年，时任美国总统安德鲁·杰
克逊签署《印第安人搬迁法》，授权联
邦政府将印第安人从密西西比河以东
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印第安领
地”。虽然这部法律写着政府在与印第
安人谈判时要采用公平、和平的方式，

但实际上，美国政府经常无视这些条
文，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印第安人搬迁。

为提高系统性驱逐印第安人的效
率，美国政府还曾使出损招：猎杀北
美野牛。数量一度达到数千万头的北
美野牛，是印第安人赖以为生的主要
食物来源。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美
国联邦政府雇佣大批猎手杀戮野牛。
疯狂的猎杀行动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初，使北美野牛几乎陷入灭绝。印第
安部落不得不退缩到美国政府规定的

“保留地”。这些偏远的“保留地”，贫困
率高，住房和卫生条件差，普遍缺水
缺电。更严重的是，印第安人“保留
地”还被用作倾倒有毒垃圾或核废料
的场所，由此引发的环境和健康问题
折磨着一代又一代印第安人。

《福布斯》 杂志曾刊文说，美国
政府宣称印第安人部落没有能力拥有
和管理土地，因而印第安人“保留地”
在法律上属于联邦政府所有。这意味
着，印第安人无法像其他美国人那样
通过质押土地来换取商业贷款，他们
也无法自由开采土地上的资源。

“从17世纪到20世纪，美国政府
（包括美国未建国时的殖民地政府）
对印第安人发动的战争与这个国家同
时代的其他冲突有着根本的不同。对
于美国印第安人来说，这是种族灭绝
战争。”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学教授
杰弗里·奥斯特勒认为，“早期美国人
对‘自由’的定义建立在夺取原住民
土地和生命的基础上。美国领导人所
谓保卫‘文明’的叙事，成了他们杀
死印第安人的理由。”

“19世纪末，美国基本完成陆地
领土扩张，形成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
两大洋的幅员。20 世纪后，美国主
要通过海上扩张来走向世界，通过重
视海权拓展影响力，最终成了世界霸
主。”龚婷说。

在美国扩张领土以及势力范围的
过程中，“门罗主义”尤为显眼。“‘门罗
主义’即‘美洲事务即美洲人的事务’，
它事实上是美国奉行扩张主义并寻求
控制拉丁美洲的外交宣言。”龚婷指
出，“在‘门罗主义’提出后，美国与英、
法、西等欧洲大国进一步加大在美洲
地区的争夺，后又赢得美墨战争、美西
战争，不仅实现了领土扩张和开发，而
且基本把西班牙等‘宗主国’势力赶出
拉美。‘门罗主义实质是打着‘不干涉主
义’口号的干涉主义。对于拉美而言，

‘门罗主义’并非简单的‘反对欧洲殖民
和干涉拉美独立’那么冠冕堂皇，而是
美国介入、干涉甚至控制拉美各国事
务的‘纲领’。长期以来，美国将拉美视
作自己的‘后院’和‘势力范围’，频频诉
诸军事入侵、政治干涉、经济封锁和控
制、文化渗透等方式，扩大对该地区的
控制，确保其在美洲的势力范围。”

北京大学学者章勇乐也认为，所
谓“门罗主义”，是美国积极主动地
以美洲或西半球的名义发声，实际用
意在于改善美国自身的国际环境。这
一概念在19世纪被不断重新解释，逐
渐演变成一个积极谋求区域霸权的行
为准则。1895年，美国介入英属圭亚
那与委内瑞拉边界纠纷，国务卿奥尔
尼向英国发出照会宣称：“如今，美
国实际上已经统治着这块大陆，他的
命令对于它所管辖范围之内的大陆臣

民来说就是法律。”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国力

越发强大，这一时期的美国不仅巩固
了在美洲的霸权地位，也已经有实力
进行全球扩张。面对帝国主义纷纷在
世界各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
这一新兴强国也开始跃跃欲试。美国
先是在古巴击败西班牙，随后占领菲
律宾，彰显争夺太平洋的决心，同时
在中国推行门户开放，发挥自己在商
业方面的优势，规避与其他列强发生
摩擦，让自己在华利益实现最大化。王
鹏指出：“这一时期，世界基本已经被
列强瓜分完毕。所以，美国开始转入

‘精工细作’，开发各国商业价值。与同
时代的西方列强相比，美国的对外扩
张轻土地而重利润，主要体现了美国
国内工商、金融等利益集团的诉求。”

龚婷认为：“这一时期，美国与
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行为并无本质区
别。美国把自己的对外战争包装为出
于‘仁慈目的’的‘友好干预’，披
上了‘道德合法’的外衣，实质是掩
盖其扩张和侵略行为，并透露出‘美
国例外论’的优越感和傲慢。”

美国动武成瘾还同输出价值观有
关。美国一直自诩为“山巅之城”，
信奉“美国例外论”，长期痴迷于鼓
吹自己定义的所谓“普世价值”，并
以此为借口公然对价值观不合的国家
实施干涉。对于不屈服于美国淫威的
国家，美国常常找借口动武，还拉上
盟友“群殴”，并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描
述成“正义之师”。正如美国北佛罗里
达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考特莱特所
说，暴力是美国历史最根本的问题，也
是美国自由和富裕的“阴暗背面”。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的一个印第安人村落，几名儿童走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2010年1月27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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