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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2009年第1期

编者按:为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2008年12月15~16日,中国社会

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美国美中政策基金会在北

京联合举办“中美关系30年:过去、现在、未来暠国际学术研讨会。本刊特刊

载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中国社会

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陈宝森等人在研讨会上的发

言,以及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教授为此次会议提交的书面发言,以飨读

者。

对中美关系变化的展望

傅立民暋暋暋

30年前,晚年的邓小平说服了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两项相互关联的决定。在第一

项决定中,中国决定借鉴其他国家社会-经济制度以使它自己的制度重现活力。在

第二项决定中,中国政府决定要与美国建交。在建交过程中,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吉

米·卡特在破除国内政治障碍、避开不可调和的分歧方面都表现出了同样的胆识。

纵观历史,很少有什么决定像这两个决定一样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

使中国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所跨越的历程———从1978年的沉闷贫穷和在国际上

的孤立,到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上展示中国的实力和声望———震惊了世界。正如邓

小平先生希望的那样,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帮助促成了中国改革的奇迹。尽管在这

一过程中有时会发生争吵或偶尔不愉快的事件,如今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关系

之广阔、深入和稳定,是30年前任何人所不能想象的。中美关系已经而且仍然在以

人们难以预料的方式,塑造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中美关系正常化30周年之际,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适当的回顾

我们相互交往所取得的成就和应当从中汲取的教训的时刻。有鉴于此,我想要提出

关于中美关系的八个论点。它们可以提供一个框架来检验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程,也



有助于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我先将这八个论点一起提出,然后再回过头来对它们

逐个作简要的、更具体一些的说明。

第一,中美关系本质上始终是战略关系,也就是说,不能脱离其全球和地区环

境,或按照纯粹的双边关系来分析它。

第二,中美关系的变化在改变和塑造全球和地区秩序中曾经并将继续起关键作

用。

第三,中美关系的状况是其他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这些国家会受到我们两国互

动所造成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也会受到中美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而不是与这些国家

的关系时所设定的相关政策重点的影响。

第四,中美关系一直受到并仍在受到一些分歧的困扰,为了追求我们之间更大的

共同利益,这些分歧最初被搁置了,但以后并没有得到解决。

第五,中美关系一直是并仍然是以利益来驱动,而不是以价值观为基础,也不依

赖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这赋予了中美关系从倒退中逆转的恢复力。

第六,如今的中美关系不仅是建立在我们两国政府官员相互交往的基础上,而且

在同等甚至更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我们两个社会相互交往的基础之上。

第七,中美关系是多方面的,而且大于两国政治、经济、金融、文化和军事关系的

总和。忽视整体而只考虑其中一个方面的分析方法是无法理解它的。

最后,中美关系存在一种能动性,它表现在两个社会和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不断

变化上,也表现在随着时光的推移两国力量的差距正在日益缩小。

让我们先来看看前三个论点: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本质;两国关系对全球和地区秩

序的影响;两国关系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1971~1972年尼克松向中国开放很好地说明了这三点。这是一个为保持各自

优势地位而采取的外交行动的经典案例。毛泽东主席接受了尼克松的倡议,遂使全

球和地区的战略格局被重新安排。毛泽东将中国纳入了美国遏制苏联的目标,从而

换取了美国对苏联进攻中国的制止。尼克松的倡议改善了美国与莫斯科和河内讨价

还价的地位。它也结束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推动联合国接受北京而不是台北作

为中国的首都,并促进了中国与日本关系的正常化。

七年之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巩固了这些有利条件。它在中国用武力阻止越南

在印度支那建立帝国时,防止了苏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它也开启了中国对社会

-经济制度的战略重建。一年以后,苏联入侵阿富汗使中国和美国与主要的阿拉伯

国家及巴基斯坦建立了广泛的战略联盟。这个联盟对阿富汗游击队的支持帮助它们

最终击败了苏联,并迫使其撤出阿富汗。同时,中国还通过展示摒弃苏联的政治经济

模式所取得的成就,使苏联人名誉扫地。过度的军事开支和苏联制度的其他长期而

·8· 美国研究



明显的弱点导致了它的衰落。先是苏联帝国的解体,接着是苏联本身。

自1989年冷战时代两极秩序终结以来的20年间,人们看到了中美关系在世界

格局中的中心地位,尽管这种地位在政治-军事领域不如在经济-金融领域。中美

经济的相互开放已经成为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现象的主要推动力,这一现象就是商品、

制造业产品、劳动力和资本跨国市场的迅速涌现。我们两国多部门参与的战略经济

对话(SED)所讨论的议题事实上是对全球化现象的承认。这些议题突出了目前我们

两国关系的战略性质。如果我们两国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刺激经济,世界就不能从

当前的恐慌和衰退中走出来。如果没有中美间的伙伴关系,世界就不能构建它所需

要的新的、更为安全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如果没有中美之间的合作,未来的世界将更

没有能力来追求和平与发展。

如今,世界经济比上个世纪头1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开放和相互关联。当

然,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被未曾料到的大国间战争的爆发所打断,这些国家都曾是全

球化这个时期的主要获益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政府公债的市值缩水

了一半,英国也已失去了其全球统治地位,而且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荡然无存。虽然中

美之间的战争不太可能发生,但如今这样一场战争会对世界秩序产生同样可怕的后

果。

这不禁让我思考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军事科学中,机动战(其中最著名的

例子也许是“闪电战暠)的原则是避开敌人的优势兵力并孤立他们,同时集中兵力攻击

可以被更迅速和容易取得的关键目标。中美关系开启时所采用的“突破性外交暠堪与

这种机动战相比,通过突破性外交,中美关系取得了最大的进展。突破性外交是集中

就可能解决的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同时推迟解决更棘手问题的尝试。

这是一个富有成效的管理国家的方法,通过它,国家间的关系可以得到迅速发

展。但是,正如在机动战例中一样,那些绕开的堡垒和问题并不会在搁置之后自动消

失。有时,它们会沉渣泛起,威胁到进一步的发展。最终,如果想要巩固已经取得的

成果,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中美之间的一些严重分歧,例如如何处理各类武器扩

散的问题,最初都是以这种方法绕过的,但以后得到了解决。其他一些问题,如朝鲜

半岛局势的某些方面,目前正在讨论之中。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仍未解决。

在这些被搁置和未解决的问题中,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问题最为重要。台湾问题

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激情与美国强烈的荣誉感产生了碰撞。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

对我们所取得的进展始终是一个威胁。假如不受理性的控制,在台湾问题上的情绪

可以轻易地点燃我们两国之间的战争。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历史表明,这样一场

战争可能不仅对我们的双边关系,而且对世界秩序都是灾难性的。值得庆幸的是,迄

今为止,我们双方对冲突或错误地企图就不可调和的分歧进行谈判所造成的损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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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醒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认识到通过致力于维持和平的、重新确定海峡

两岸关系的前景,我们所能获得的利益。令人鼓舞的是,当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入第四

个10年时,台湾问题的前景从未像今天这样好。

我的第五和第六个论点:中美关系主要是由利益而非价值观所推动的;我们两个

社会之间的交往不亚于、甚至多于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交往,这促进了我们两国之间

关系的稳定。尽管相互怀有很深的猜疑和反感,中美两国在30年前还是出于对各自

国家利益的冷静思考而走到了一起。简而言之,中美联姻是地缘政治的安排,而不是

由于相互倾心。然而,从那时起,我们的感情纽带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彼此的错觉也

已减退,相互的了解有了极大改善。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友谊和友爱。然而,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仍然是我们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源。在代议制民主、人权、

宗教信仰、集体谈判在我们各自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上,我看不到会很快达成共识的

前景。因此,在我们追求共同利益时,必须继续处理好这类价值观上的分歧。尽管我

们偶尔会有激烈的争吵,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这上面把事情搞糟。

中美两国关系的起步曾得益于我们两国政府最高层的远见卓识:尽管中美两国

“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暠有着“本质的区别暠(引自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暠),但战略合

作符合我们两国的国家利益。从那时起,特别是在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的30年

中,对两国共同利益的认识已经稳步地扩大和加深了。它现在关系到各级政府、各种

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我们两个社会知识和文化生活的各种因素。即使我们在对外

政策的一些重要方面存在着分歧,例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们仍发现追求共同利益

是可能的。在汇率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阻碍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我们

在社会问题上的争论也没有妨碍志趣相投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往。

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利益而不是价值观上所产生的现实主义,以及通过我们两

个社会的交往所带来的稳定,使我们能够经受住一些严重的事件,这些事件可能对建

立在不那么冷静和广泛基础上的外交关系是致命的。在此,我带着难过的心情想起

了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意外轰炸,以及海南空中撞机事件(王伟中队长在此次

事件中不幸罹难)。一些国家甚至在经历更小的事件时都会走向战争,而我们选择了

另一条更好的路。

我最后的两个论点是,中美关系比它各部分关系的总和更广泛,它反映了两国政

府和社会各种力量对比的迅速变化。我估计今天的与会者中没有什么人会反对这两

个观点。然而,我们还是会不断地读到一些专注于某个方面、而对整体关系有害的中

美关系分析报告,对军事领域的分析尤其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美关系的这

一方面发展得最为缓慢,实力的不对等也最为明显。正如某些中国人想象着美国在

努力用军事手段包围和遏制中国一样,我们国家的某些人也把中国想象为一个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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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野心的军事对手。

总的来说,中国人存在着一种倾向:低估中国已成为全球领导国之一的地位,不

愿接受这种地位所赋予的责任。与此同时,美国人却习惯于高估中国的实力,并要求

中国做出更多努力来维护国际规则、稳定和繁荣。这是一个有些令人困惑的反差。

它反映的是实力对比变化所引起的令人困扰的自然状态,而这种变化可能引发不正

常的否定及毫无根据的恐惧。在未来数十年中,随着我们之间力量对比的继续变化,

以及我们两国关系的迅速演进,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虽然实力上的显著差距仍会继续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除军事以外的其他所

有方面,中美两国间的力量对比已比30年前更加不相上下。政治上,中国的声望从

未像现在这样高。经济上,中国现在已经被看作是在全球经济繁荣中发挥决定性作

用的强国。文化上,中国的电影导演、演员、艺术家及音乐人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

一位中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军事上,中国的自卫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它

的军队已经职业化,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间。上述成就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发展同中国

的良好关系已成为美国更优先的选择。

这些都是有利的方面。展望未来,美国新政府最初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问

题上,更多地关注西亚和欧洲而不是东北亚的发展趋势。但中美关系的前景仍会是

一个例外,很多问题的答案只能在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找到。到适当的时候,奥

巴马总统就会把注意力转到崛起的中国财富和实力所呈现出的机遇上来。在我看

来,这些机遇包括:

(1)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起努力,为全球贸易和金融确立一个新秩序,对此,

中国能够做出与其从持续的全球化、和平和发展中获得的收益相称的贡献。

(2)创建三边和多边的对话机制来协调地区政策和管理危机,同时使中美关系对

其他国家更加透明。日本、韩国、朝鲜、东盟诸国、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中亚各

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安全和繁荣,以及我们两国各自同它们的关系状况自然受到中国

和美国的关注。这些国家也同样对中美互动感兴趣。增强对话将会使所有各方受

益。

(3)应当认识到相互开放的进程可以带来更多的利益,这一进程是30年前两国

明智的领导人通过系统地检验和消除两国在法律、规章及其他方面的障碍而开启的,

这些障碍是对我们两个社会所有层次上的更大互动和合作的阻碍。

毋庸置疑,寻求这些机会和其他机会来推进中美共同利益的先决条件是,确保历

史遗留问题不会爆发从而威胁到现在或未来。基于我们过去30年来的表现,我认为

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奋起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当人们思考

我所提出的中美关系的八个论点时,一定会对过去中美关系为两国社会和世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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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的诸多贡献感触良多。这突出地表明:中美关系在未来继续其积极发展的进程

对中国人、美国人乃至整个世界都利害攸关,同时它也凸显了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的

重要性。

(周琪、李枏 译暋周琪 校)

傅立民(ChasW.Freeman,Jr.):美国前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美中政策基金会理

事

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新起点

马振岗暋暋暋

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国际合作局邀请我参加这次国际研讨

会。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中美关系的人,对比30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可以说是感慨万

千。这30年时间,中美关系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我们当中许多人经历过两国关系

“蜜月暠时期,也亲身体验过“冷战暠结束前后的艰难岁月,一直到关系恢复正常和此后

的持续发展的年代。看到两国关系今天的状态,既感到激动,也充满期待。

中美是两个具有世界影响并担负世界责任的大国,中美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纯的

双边关系。但也应实事求是地承认,中美之间确实存在诸多不同与分歧。这样两个

国家,短短30年间关系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实在不容易。就以经贸为例。双方贸易

额当初仅有20多亿美元,上世纪90年代初期突破100亿美元,当时我是外交部美国

处处长,对此兴奋不已。而这几年,每年的增长额就是500多亿,5000亿美元也将是

指日可待。中美关系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不能与30年前同日而语。关系发展得

如此迅猛,根本上讲是由于中美两国间确实存在着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这首先

要感谢我们两国领导的战略眼光、智慧和胆略,这也要归功于中美两国所有为两国关

系尽心尽力的人士。30年的历程,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世界局势和中美两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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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30年,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不仅我们两国人民需要认真思考,世界人

民也在观望和期待。特别是美国明年将有一位新总统,一个新政府,人们热切希望两

国关系能够承前启后,顺利过度,持续积极发展。

在此时刻举办的这次国际研讨会,绝非是一次世俗的庆祝活动,而是回顾和总结

过去30年走过的道路,对未来进行展望,寻求进一步发展的途径。这次研讨会的独

特价值和重大意义尽在于此。有这么多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参加,我深信会议一定

会取得辉煌成果。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中美关系的未来

约瑟夫·奈暋暋暋

正式建交30年来,美中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诸如贸易、币值、知识产权、人权、

台湾和西藏等若干问题造成了摩擦,但这些问题在任何一种正常关系下都可以得到

控制。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和美国是否将拥有一种正常关系。

纵观历史,新兴大国的崛起一向伴随着不确定性和焦虑不安。暴力冲突虽不总

是但却经常接踵而至。正如修昔底德所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根源是雅典实力

的上升及其在斯巴达引发的恐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

力的上升,将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两、三个问题之一。

很多观察家将中国的崛起与上世纪初的德国相比。林蔚(ArthurWaldron)认

为,“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战争可能迟早会在亚洲爆发……今天中国积极寻求

把美国从东亚吓走,颇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试图通过建造‘冒险舰队暞来恐吓英

国。暠按照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的说法,“中国领导层看待今日世界的方式很

像一个世纪前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中国领导人不满其受到的束缚,想方设法要

在自己被国际体系改变之前,抢先改变国际体系的规则。暠

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近10%的年增长率,国防预算以大约17%的速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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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大楼《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把中国认定为一个问题。而中国领导人则在谈论中国

的“和平崛起暠或近来所说的“和平发展暠。

芝加哥大学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等现实主义分析家断言中国

无法和平崛起,并预测说:“美国和中国很可能陷入激烈的安全竞争,并有引发战争的

巨大可能性。暠阿什利·泰利斯(AshleyTellis)等其他人则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

以来,中国一直奉行睦邻政策,解决了边界争端,在国际机构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

认识到运用软实力的好处。持怀疑态度者反击说,中国只是在等待经济继续为未来

霸权奠定基础,其目标是把美国赶出亚洲,并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孰是孰非? 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不会得到答案。但辩论者应看到修昔底德深刻分

析中的两个因素。引发战争的不仅是一个大国的崛起,而且还有它给对方造成的恐

惧。冲突不可避免的信念可能构成一大主因。由于相信最终将兵戎相见,各方都在

做着适当的军事准备,而对方又将此解读为对其最严重威胁的证据。在一种扭曲的

跨国联盟中,各国的鹰派引用对方的讲话作为确凿的证据。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

示,1/3的美国人相信中国“不久将主导世界,暠而54%的人则把中国的兴起视为“对

世界和平的威胁。暠分析家应警惕此类夸大的恐惧和自我实现的预言。

中国的崛起

事实上,“中国的崛起暠用词不当。“复兴暠则更准确些,因为从疆域和历史来看,

这个中央王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的主要大国。从科技和经济方面看,中国从公元

500年至1500年间都是世界的领导(尽管影响未遍布全球)。仅在最近500年间,中

国才被欧洲和美国赶超。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计算,在工业时代之初的1820年,亚

洲制造了世界约3/5的产品。到1940年,这个数字减少到1/5,尽管该地区的人口

占世界的3/5。如今,快速的经济增长已使其产品比重恢复到2/5。亚行推测,到

2025年亚洲将恢复到其历史水平。当然,亚洲包括日本、印度、韩国等其他国家,但

中国最终将发挥最大作用。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较高的年增长率使其国民生产

总值引人瞩目地增加了两倍。讲求实效的经济表现,加上儒家文化及新近对公共外

交的重视,加强了中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英国广播公司日前对33个国家的一项民

意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影响力在20个国家获得积极评价,而给予美国积极评价的

仅有13个国家。

然而,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发展仍面临许多障碍。用官方汇率(更准确的

实力衡量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法,世界银行最近用此法衡量的结果,认为官方汇率衡量

法低估了40%)衡量,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其人均收入仅为1700美元,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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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美国人均收入的1/25。中国的研发水平仅为美国的10%。如果美国和中国继

续按目前的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在20、30年后超过美国,但美国的人均

收入(对经济复杂性的更准确衡量手段)仍将高出中国4倍。此外,中国的军事实力

远远落后于美国,并缺乏美国所享有的软实力资源,如好莱坞及世界级大学等。与之

相比,德意志帝国1900年就已在工业生产总量上超过英国,并对英国海上霸权发起

严峻的军事挑战。历史的类推误读了历史,也夸大了中国的实力。

另外,有关经济增长趋势的简单线性预测会造成误解。一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

受益于进口技术,往往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随着该经济体进入发展的更高阶

段,增长速度通常会放缓。在低效的国有企业、脆弱的金融体系和不充分的基础设施

等方面,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严重的转型障碍。收入差距的扩大、大规模国内移民、落

后的社会保障网、腐败和机制不完善等,都会造成政治不稳定。法治和政治参与机制

的建设一直落后于经济发展。实际上,一些观察家对羸弱的而非崛起的中国所带来

的动荡忧心忡忡。如果中国无法控制移民流动、环境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及内部冲突,

就会造成另外一系列问题。政治可能打乱经济规划。

只要中国经济确实保持增长,其军事实力很可能也将越来越强大,从而使中国看

上去对其邻国更危险,并使美国在该地区承担的义务复杂化。但军事实力的平衡也

将取决于美国及其他国家在未来几十年中的作为。在信息时代,军事实力的关键依

赖于对天基监控系统、高速计算机及“精确制导暠武器等构成的复杂系统进行收集、处

理、传播和整合的能力。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开发出一些这种能力,但据很多军事分析

家称,中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与美国的差距。

中国不太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与美国匹敌的竞争对手,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

着它不会在东亚对美国构成挑战,或者台海战争等其他问题不可能发生。有时当处

于相对弱势的国家感到走投无路时,就会发起进攻,比如像日本在珍珠港或20世纪

50年代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时所发生的那样。例如,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无论要付出

多大的经济和军事代价,中国可能都会对台湾动武。但这样的战争难以打赢,而双方

都奉行审慎的政策则可以避免这样的战争。

设计应对挑战的战略

20世纪90年代,当克林顿政府制定东亚战略时,美国就面临着这些问题。我们

知道,呼吁遏制中国的鹰派将无法打着这个旗号聚集起其他国家。我们也知道,如果

我们把中国视为敌人,就必定会造成未来的敌对。既然我们无法确定中国将如何演

变,那么排斥更美好的未来前景就是毫无意义的。综合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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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回答是:均势和经济一体化。一方面,我们强化美日同盟,从而使中国无法对我

们打“日本牌暠;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布什政

府延续了这一战略,这是两党一致的难得例证。不过,国会却存在一些厌恶这一战略

的声音。就对华政策而言,美国国内政治可概括为左派和右派反对中间派。

中国目前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官方债权人。评论家辩称,对华贸易

使我们变得脆弱。中国抛售其持有的美元资产将对我们造成伤害,但这样做也会损

害其本国经济。人民币汇率或许被低估,但在过去5年中,中国仅占美国贸易逆差增

加额的1/3,人民币升值也无法消除我们的逆差。至于就业,即使美国禁止从中国进

口低成本产品,我们也要从其他地方进口。要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就必须通过增加

储蓄、减少逆差并改进基础教育等方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与夸大中国的经济威胁

相比,这更有助于维护美国的安全。

中国国内局势的演变仍不确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使4亿人脱贫,

但仍有4亿人日均生活费不足2美元。中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民工大军高达1.4
亿人,污染严重,腐败猖獗。政治变革一直落后于经济发展。

面对这一不确定性,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以战略对话的方式与中国保持

接触,鼓励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暠,即认为自己应协助提供国际公用品,而非

仅仅追求自己国家的短期利益。有迹象表明,中国的态度正向此方向转变。但也总

是残存着一种危险,即面对国内问题,中国会陷入竞争性民族主义。中国年轻人面对

外界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批评所做出的表现,表明这种情绪会变得多么强烈。

结暋暋论

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必要发生战争。并非每一个新兴大国都

会带来战争,19世纪末美国超越英国即是证明。中国软实力或吸引力在美国等地的

上升会有助于使中国看上去威胁小一些。同样,美国软实力的增强也有益于中国。

实力不必是一种零和关系。如果中国的崛起一直是和平的,就很可能大大有利于中

国、其邻国及美国。但请牢记修昔底德的忠告,对于安全问题分析家来说,重要的是

不要将自己的简单理论误认为现实,避免错误地使用历史类推(就像有关德国的),并

避免让夸大的恐惧造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或者套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来说,通

过慎重对待恐惧本身,我们能够使两国都更安全。

(许安结 译暋胡国成 校)

约瑟夫·奈(JosephS.Nye):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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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广阔的中美经贸关系

陈宝森暋暋暋

中美经贸关系的30年是快速发展的30年,是由陌生到密切到比较成熟的30
年,是为今后更大发展奠定基础的30年,展望未来,前景十分广阔,将为人民造福,值

得双方倍加珍惜。在这里谈谈个人的切身感受。

作为一个观察美国经济的研究人员,我也算中美经贸关系30年发展的一个见证

人。1982年我从财政部调到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工作,正好赶上中美建交伊始的这班

车。1984年底我接受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所奥森伯格教授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来

到了安阿伯。现在回忆,当时彼此对对方国情都很陌生,中美经贸关系会怎样发展,

双方都没有底。1985年春天,中国研究所邀请了一位中央情报局(CIA)的研究员作

报告,他对中美经贸关系有一番畅想,认为如果中国沿海石油有重大发现,中美关系

就会有很大发展,否则前景并不乐观。大家都知道,当时人们对中国沿海石油曾寄予

厚望。另一件事,是1980年代末,李侃如教授带队对中美汽车合作的前景做调查,我

参加过在香山召开的一次讨论会。当时正值吉普风波之后,中国的外汇存底很紧张,

北京吉普合作遇到挫折,所以这次调查的结论是认为中美汽车合作还不是时候。

但是中美经贸关系是有生命力的,尽管当时大家对它的认识还很陌生,它本身却

在依照自己的规律前进。贸易在快速发展,旅游、餐饮、化妆品业投资在中国获得成

功。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更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应当

说,经过10年的交往,彼此已经熟悉多了。记得有一次在宴会上看到了一位老朋友

高伯乐,他原来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经济参赞,后来他调到香港任总领事,而这次

他是作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中国总裁来上任的。他告诉我说,美国电话电

报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落后了,现在要急起直追,因为他熟悉中国,所以被委以重任。

也就在这个时期,美国福特公司、通用公司的总裁也都纷纷来华开展业务。因为他们

已经得出结论,中国这个大市场大有可为,绝对不可忽视。

应当说,中美经贸关系进入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是在解决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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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后。这时中美建交已经20年。说比较成熟有几方面的表现:

第一,在这20年里,中美经贸关系风风雨雨有许多摩擦点,如知识产权问题、贸

易逆差问题、反倾销问题、纺织品贸易问题、产品质量问题、高科技产品出口问题等

等。摩擦是坏事,但也是好事。从中方说,通过摩擦对国际标准、国际规则、国际惯例

比较熟悉了,对自己方面的问题,努力改善,尽可能使自己的行为与国际接轨。对对

方的问题常常也能够通过谈判、沟通,获得对方的理解、支持和解决,虽然有时并不尽

如人意,但总是取得了不少进展。

第二,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找到解决问题的正当渠道。这同

过去双边谈判,旷日持久,争执不下,形成明显对比。

第三,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把许多战术问题放到战略层面和长远利益的高度

来解决。尤其是把能源、环境等事关全球利益的大事都提到议事日程,而且找到了不

少协调与合作的途径,也为双边贸易投资开拓了新领域。

现在中美经贸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彼此不可或缺的关系。中国成为美国第二大进

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对象国,美国则成为中国第四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出口对

象国,双边关系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经济中的中国因素已经对美国人

民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美国美泰公司召回玩具事件,影响到中国产品的声誉。

这令某些美国人不敢再买中国货。这给美国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 美国女作

家邦焦尔尼在她出版的《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中做了生动的描绘。书中说她想

花一年时间试验一下不买中国货,看看怎么样,结果味道是苦涩的。拒绝购买来自中

国15美元的童鞋,只得花70美元给4岁的孩子买意大利的鞋子。电灯不亮了,不买

中国蜡烛,就找不到别国的产品。她的儿子非常想买中国玩具,因为丹麦玩具已经玩

不出新花样。邦焦尔尼在书中的结论是:“抵制中国货让我反思中国与我之间的距

离。通过将中国推出我们的生活之外,我非常吃惊地发现中国已经多么深入地进入

了我们的生活。暠

同样,中国经济中的美国因素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支撑力量。以中

美之间的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为例,它们不仅在中美贸易中占了大头,而

且是中国解决就业问题必不可少的途径。诚然,加工贸易在全球产业链中属于低端,

技术含量低,收益有限。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解决了中国农村过多剩余劳动力的

出路问题,而中国农村的过多劳力如果不能进城务工,中国的广大农村劳力仍然大量

闲置,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解决三农问题也将遥遥无期。中国实行改

革开放政策,搭上了经济全球化这班车,最大的收益就在于参与了全球产业链的分

工,发挥了劳动力充沛这个独特的优势。而美国则是许多产品不可或缺的最终市场。

诚然,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过多发展外向型经济转变为合理发展外向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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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但中国不能不参加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不能不让如此众多的劳动者闲置,而

不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贡献。

孔夫子说,“三十而立暠。30年中美之间建立起来的比较成熟的经贸关系,已为

进一步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展望未来,我们对前景是乐观的,是充满希望的。30年

经贸关系的发展,已经使这种关系扩展到方方面面,贸易、投资、金融、环保、能源领域

都充满着合作双赢的机会。而其基础则是两国雄厚的经济基础,庞大的市场容量和

互补关系。

中国的经济规模现在不到美国的1/4(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2007年的国

内生产总值(GDP)现价是138112亿美元,中国是32801亿美元),但是中国经济增长

较快。假定今后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能保持每年7%,那么到2017年它将

是6.4万亿的规模,2027年则是12.6万亿的规模。尽管仍然略小于现在的美国经

济,但这个市场已经相当可观,可以为美国企业提供无限商机。从美国方面看,在未

来10~20年美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全球科学技术的领头羊和创新的策源地,

美国公司仍将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企业。美国现在陷于金融危机,但这是暂时的,

经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相互协调与合作,危机终将成为过去,从危机中吸取经验

教训,进行国际金融规则和秩序的必要改革,美国经济将恢复活力,并为中美经贸关

系开拓更好的前景。

在布什总统任期,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良好的发展,我们希望这个势头能够继续保

持下去。从候任总统奥巴马的竞选讲话看,他有通过对话、沟通,发展两国经贸关系

的良好愿望。但是他对中美贸易不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的言论是受到误导的,是与实

际不符的,我们不希望它们成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障碍。相信只要两国加强交流

对话,增进互信,扩大共识,促进合作,客观公正地看待对方的发展,中美经贸关系一

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陈宝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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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次贷危机严重性的实证判断

李云林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本文从六重视角对2007~2009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严重性作了实证判

断。主要结论是:本轮次贷违约的恶化程度及速度在美国房贷史上空前;危机的爆发和

加重与2004~2006年高风险、低质量次贷(thesubprimeloanswithhigh灢riskandlow灢

quality)的过度发放关系密切;目前非机构抵押债券(Non灢agencyMBS)已停发,抵押债券

发行市场(marketofMBSissuance)全部依赖政府和政府资助企业的支撑;决定投行命运

的关键因素不是高倍杠杆率(highleveragerate),而是引发资产质量下降的违约问题;五

大投行的倒闭、兼并和转型,标志着次贷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作者预计2009年

因次贷发放风险导致的违约压力将逐渐减轻,但因经济衰退带来的违约压力会继续加

重;次贷违约率将进一步上升,但上升幅度呈收缩趋势;金融市场的动荡局面将归于平

静;未来美国经济可能不会陷入深度衰退,但经济的低迷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关键词:美国经济 次贷危机 金融市场 证券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8月爆发以来时起时伏,但总的来看2008年的危机表

现比2007年要严重得多。2009年会否更严重? 需要通过实证来加以判断。导致危

机加重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房贷过度证券化,其中次贷的过度证券化问题最严重,成为

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诱因。当然,危机加重还包括近优质房贷(Alt灢A)栙和优质房

贷过度证券化的影响,本文主要从次贷的违约、发放、证券化、余额、利率和企业等六

重视角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2009年危机的严重程度作综合判断,供有关方

面参考。

栙 关于 Alt灢A的分析,请参阅李云林:《美国近优质房贷:规模、特性和风险》,载《中国债券》,2008年第5期。



一暋次贷危机蔓延中的金融市场动荡

次贷危机始于何时? 国内目前仍有不同看法。有的研究将2007年4月美国新

世纪金融公司的倒闭作为危机爆发的标志。当然,大型次贷相关企业的倒闭是危机

的重要表现,但单纯从企业角度进行危机始末的标定并不全面。鉴于次贷危机的金

融本质,从金融市场的动荡表现来标定危机始末更为合理。

图1反映了全球金融市场状况的伦敦银行间美元短期拆放利率(LIBOR,Lon灢
donInterbankOfferedRate)在2007~2008年的表现。如图1所示,无论是隔夜美

元短期拆放利率,还是1个月期美元短期拆放利率,在2007年7月以前的表现都基

本平稳,而在8月份开始突然上升,表明美元短期信贷市场因次贷状况恶化开始紧

张,流动性出现不足。不难看出,尽管8月以前也出现过各类与次贷相关的企业和基

金垮台,但并未波及到金融市场的稳定;而8月以后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次贷问题开

始引发金融市场动荡。所以,从金融市场表现看,次贷危机的爆发似应标定在8月。

图1暋2007~2008年伦敦银行间短期拆放利率(LIBOR)的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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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暋数据来源:英国银行家协会,美联储。

从实证看,次贷危机表现为由金融冲击力较大的系列次贷突发事件(如北岩银行

危机、瑞银等大型投行账面的大幅减值、贝尔斯登垮台、雷曼兄弟破产等)引起的金融

动荡。美元短期拆放利率的振荡幅度表明,较之2008年7月以前北岩银行、贝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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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等突发事件引发的若干次动荡,9~10月雷曼兄弟垮台引发的短期拆放利率上升

幅度要大得多,表明金融动荡要严重得多,这也是西方称之为“金融风暴暠或“金融海

啸暠的缘由。到10~11月,隔夜美元短期拆放利率已降至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以下,这

既表明大规模注资措施对短期信贷市场流动性的缓解效果,也表明有关国家对金融

风暴有否反应过度之嫌。

图1只是从金融市场角度直观描述次贷危机爆发和加重的过程,而从专业角度

看还存在两种更规范的观测或度量方法。美联储主要采用3个月短期拆放利率与隔

夜指数互换(OIS)栙的利差(LIBOR灢OIS)来观测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和动荡情况,

而有些金融机构则采用3个月LIBOR与同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TED)栚来度

量。通常利差越大,表明金融市场风险越高,动荡也越严重。由于近年来美国短期国

债收益率过低,故以 TED度量的风险和动荡结果较之伦敦银行间短期拆放利率与

隔夜指数互换的利差(LIBOR灢OIS)更严重一些。

图2暋2006~2008年3个月LIBOR与隔夜指数互换(OIS)的利差 (百分点)

暋暋暋资料来源:圣路易斯联储银行。

图2显示了次贷危机蔓延过程中若干次危机对伦敦银行间短期拆放利率与隔夜

指数互换的利差的影响。如图2所示,2007年8月前,伦敦银行间短期拆放利率与

隔夜指数互换的利差约为0.1个百分点;次贷危机爆发后,利差开始大幅爬升,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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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指数互换(OvernightIndexedSwap)是利率互换的一种,即将一个周期的互换浮动利率与该付款周期

每日隔夜指数(即公开利率)的几何平均数挂钩,从而得到一个相对固定的利率。

TED在字面上由T灢Bill和ED两部分构成,表示美国短期政府债券(T灢Bill)和欧洲美元期货合约(theEuro灢
dollarfuturescontract,ED)的利差。



北岩银行危机使之扩大到0.85个百分点;12月瑞银、雷曼兄弟等大型投行账面大幅

减值导致利差扩至1.08个百分点;2008年3月贝尔斯登垮台造成利差又扩大到

0灡83个百分点,而雷曼兄弟破产对金融市场的冲击最大,10月份的伦敦银行间短期

拆放利率与隔夜指数互换的利差冲高到3.65个百分点。

二暋从次贷违约看危机严重性

次贷的集中大量违约是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导因,也是危机蔓延和加重的源头,

因此,判断危机的严重程度首先需要对次贷违约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下我们从次

贷、调息次贷(即浮动利率次贷)和2/28调息次贷栙(以下简称2/28)的违约状况来判

断次贷危机的严重性。

(一)次贷违约状况对危机的影响

图3暋2006年3季至2008年3季美国次贷的违约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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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暋数据来源:美国抵押银行家协会。

如图3所示,2006年3季度以来,次贷的严重拖欠率(拖欠90天以上)和丧失抵

押权赎回率(以下简称失赎率)都呈逐季上升势头。2006年3季度的次贷违约率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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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2/28混合调息次贷是指还贷期由前2年定息期和后28年调息期构成的次贷。
实际中的违约标准一般以进入失赎程序前发出违约通知书为准,而本文中次贷违约概念为包括进入失赎程

序和拖欠90天以上的次贷。



10.7%,其中严重拖欠率和失赎率分别为6.8%和3.9%,到2008年3季度违约率已

升至32.2%,严重拖欠率和失赎率分别为19.6%和12.6%,三项指标分别比危机爆

发前的2007年2季度提高了17.4、10.3和7.1个百分点。次贷违约率如此之高,在

美国房贷史上是空前的。

图4表示到2008年3月各年度发放次贷的累计拖欠率。发放年度曲线自下而

上依次为2003、2004、2002、2001、2005、2006、2007。如图4所示,从24个月贷龄看,

除2007年外的上述6个年度所发次贷的累计拖欠率依次为6.8%、8.5%、10%、

12灡5%、14.2%、26.2%。不同年度发放次贷的累计拖欠率高低,可以反映出该年度

次贷的发放质量。不难看出,2004~2006年各年发放的次贷质量在逐年下降,其中

2006年的累计拖欠率分别是2005年和2004年的1.8倍和3.1倍。当然,拖欠率的

上升与房价下降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2006年过高的累计拖欠率仍足以表明该年

发放次贷的质量在2004~2006年中应是最低的。从拖欠率的实证也可证实2004~

2006年次贷发放风险逐年增大的一般性判断,栙即随着2004~2006年次贷的逐年发

放,符合放贷条件的借款人在逐年减少,发放风险自然会逐年增大。由此推知,2007
年发放的次贷风险可能比2006年的还大,总的来看,2005~2007年发放的次贷可能

是影响危机今后演进的重要风险因素。

图4暋2001~2007年各年次贷发放后不同贷龄的累计拖欠率(%)

暋暋暋资料来源:圣路易斯联储银行。

(二)调息次贷违约状况对危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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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详见《美国次级债危机可能还会加重》,《中国投资》,2008年第3期。



“贷款绩效暠和纽约联储的联合抽样调查结果表明,调息次贷的违约状况比次贷

违约更严重,而且在逐月恶化。如图5所示,2007年8月至2008年11月,证券化调

息次贷的违约率栙从20%升至46.2%,增加了1.3倍;其中拖欠率从12%升至

20灡1%,提高了8.1个百分点;失赎率从7%升至16.1%,提高了9.1个百分点;而房

主更名率则从1%升至10%,提高了9个百分点。如此高的证券化调息次贷违约率

和违约恶化速度在美国房贷史上更是空前的。违约的三个部分相比,证券化调息次

贷拖欠率的提高幅度相对较低,而失赎率和房主更名率快速升高。这一违约的结构

性变动趋势表明,在次贷危机的蔓延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调息次贷借款人在失去或即

将失去自有住房,同时也造成银行因收回抵押房产所占用的资金规模不断扩大,导致

其流动性不足的压力逐步增大。

图5暋2007年8月至2008年11月美国证券化调息次贷的违约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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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暋数据来源:贷款绩效,纽约联储银行。

上述两家联合抽样调查的结果还表明,大量违约导致次贷特别是调息次贷的存

活率栚日趋下降。如图6所示,2007年8月至2008年11月,固定利率次贷(以下简

称定息次贷)的存活率从83%降至73%,只下降了10个百分点;但调息次贷存活率

的下降幅度相当大,从67%降至42.9%,大幅下降了24.1个百分点。到2008年5
月,处于正常还本付息状态的调息次贷就已不足一半。由此可见,调息次贷不仅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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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调息次贷违约概念为包括进入失赎程序和房主更名的60天以上拖欠,与前述的次贷违约不同。
存活率是指处于正常还本付息的房贷与包括违约和提前还贷的全部房贷之比。



率比定息次贷要低,而且存活率下降的速度也比定息次贷要快。存活率的动态对次

贷余额具有直接影响。一般来说,在发放规模一定的条件下,次贷的存活率越低,降

速越快,可能导致相应的次贷余额收缩幅度越大。预计至少到2009年上半年,调息

次贷的存活率仍呈缓降趋势。

图6暋2007年8月至2008年11月美国次贷存活比率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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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暋数据来源:贷款绩效,纽约联储银行。

(三)2/28混合调息次贷违约状况对危机的影响

2/28具有提前还贷和违约比率很高、存活率很低的特点。提前还贷或违约表现

与房价涨落相关,通常在房价上涨时多表现为提前还贷,而在房价下跌时表现为违

约。据联储专家估算,截至2008年3月,2001~2004年发放的2/28存活率分别只

有1.2%、1.6%、3.4%和7.6%,而2005~2006年发放2/28存活率分别为22.2%和

48.1%。可见目前仍处于正常还本付息的2/28是以2005~2006年发放的为主。

三暋从次贷发放看危机严重性

次贷违约率高低只是判断危机严重程度的因素之一。在违约率一定的前提下,

次贷发放规模越大,则实际违约规模越大,对危机严重性的影响也越深。此外,所发

放次贷的质量越差,风险越高,违约状况也越严重。因此,次贷发放的规模和特性也

是影响危机严重程度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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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7所示,2001年美国次贷的发放规模仅为1900亿美元,占抵押房贷发放总

额的8.6%;但2004~2006年的发放规模大幅增加,尤其是2005~2006年两年的发

放规模都超过6000亿美元。所以这两年次贷发放的风险特别值得关注。2007年受

次贷危机的影响,次贷发放规模降至1920亿美元,基本回落到2001年的发放水平。

因此,2007年以来发放的次贷对危机严重程度的影响较之2005~2006年相对小得

多。次贷危机之所以在2007年爆发而在2008年加重,与2004~2006年次贷过度发

放所形成的累积风险有着密切联系。

图7暋2000~2008年美国次贷发放额及占抵押房贷发放额的比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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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暋数据来源:抵押金融内情,抵押银行家协会。

根据美国抵押银行家协会估算,2008年上半年的次贷发放额只有196亿美元,

仅占同期房贷发放的2.1%。又据“抵押金融内情暠估算,2008年2季度非优质房贷

(包括近优质房贷和次贷)的发放额占全部房贷发放的比重才3.8%,其中次贷仅占

0.5%;而3季度非优质房贷发放的比重仅为1.7%,次贷基本处于停发状态。因此,

2008年发放的次贷对危机轻重的影响微乎其微。

表1列出了2001~2007年次贷发放的构成和特性。表中混合式是指定息和调

息混合的调息次贷,主要包括2/28和3/27两种形式。在2005~2006年发放的调息

次贷中,2/28占75%以上,3/27约占15%。表中气球式支付是指分期付款只覆盖部

分房贷的还本付息,贷款期末一次付清其余部分的贷款形式,其中部分房贷也采用混

合式的利率期限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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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暋2001~2007年美国次贷发放的构成和特性 (%)

年份

构成 特性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调息次贷

混合式 气球式支付

融资

Refinancing

贷款与房产比率

Loan灢To灢Value

债务与收入比率

Debt灢To灢Income

2001 66.8 59.9 6.5 70.3 79.4 38.0

2002 71.0 68.2 2.5 70.7 80.1 38.5

2003 66.4 65.3 0.8 69.9 82.0 38.9

2004 76.2 75.8 0.2 64.2 83.6 39.4

2005 81.4 76.8 4.2 58.7 84.9 40.2

2006 80.1 54.5 25.2 57.6 85.9 41.1

2007 72.5 43.8 28.5 70.4 82.8 41.4

暋暋暋数据来源:贷款绩效,圣路易斯联储银行。

如表1所示,从构成看,在2001~2007年发放的调息次贷占66%以上,其中

2005~2006年发放的调息次贷比重最高,达80%以上;而再融资栙部分占57%以上,

其中2005~2006年的比重最低,在60%以下。说明这两年超常发放的1.2万多亿

美元次贷中调息次贷和新购房次贷居多。气球式支付具有减轻购房借款人还贷的前

期压力而加重后期负担的作用。2006年气球式支付比重从4.2%越升至25.2%,在

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该年度次贷借款人有可能还贷能力不足。从特性看,2001~

2006年发放的次贷,贷款与房产比率、债务与收入比率都是逐年上升的,说明次贷发

放的风险在逐年加大。由此推知,2004~2006年的发放风险逐年加大,是导致2008
年的累计还贷风险比2007年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暋从次贷证券化看危机严重性

2004~2006年次贷过度发放与次贷过度证券化紧密相关。次贷证券化,简言

之,就是大型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将收购的次贷集中打捆包装,再以抵押支持证券

(简称抵押债券,MBS)等形式发行到债市的过程。据专家估算,这三年发放的次贷

约有75%被证券化,可见次贷过度发放在相当程度上以其过度证券化为支撑。

美国抵押债券分为机构和非机构两类。机构抵押债券是房利美、房地美两家政

府资助企业发行的抵押债券,非机构抵押债券则由民间发行,包括大额(Jumbo)、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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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美国房贷发放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新购房贷款(Purchasing);另一部分为再融资(Refinancing),即提前

还贷后再借入新房贷。



贷和近优质房贷(Alt灢A)抵押债券三部分。栙

图8暋2007年6月至2008年11月美国抵押债券的月度发行额(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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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暋数据来源:美国证券业及金融市场协会。

如图8所示,2007年7月,非机构抵押债券的月度发行额为579亿美元,占全部

抵押债券月度发行额的31.3%。由于房利美、房地美收购房贷的法定上限从2007
年的41.3万美元大幅提至2008年的73万美元,导致非机构抵押债券的月度发行规

模从2007年12月的160亿美元迅速收缩至2008年1月的36亿美元,占全部抵押

债券发行额的比重也从12.3%降至3.5%。到2008年8月,非机构抵押债券的月度

发行规模已收缩至12亿美元,仅占全部抵押债券发行额的1.2%。9月出现金融风

暴后,包括次贷抵押债券在内的非机构抵押债券已全部停发。因此,目前美国抵押债

券发行市场已全部依赖政府和政府资助企业的支撑。而房利美、房地美也转而开始

收购次贷,2009年房贷收购的法定上限又被调回到2007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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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美国抵押房贷分为普通(Conventional)和非普通(Non灢Conventional)两类。有政府机构担保的称为非普通

房贷或政府支持房贷,无政府机构担保的房贷称为普通房贷。普通房贷又分为达标(Conforming)和非达标

(Non灢Conforming)两类。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NMA,简称房利美,FannieMae)和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

(FHLMC,简称房地美,FreddieMac)是两家联邦政府支持企业(GSEs),负责收购民间抵押房贷并将其证

券化。凡达到两家企业收购标准的房贷称达标房贷,而未达标准的房贷称为非达标房贷。超过两家企业的

法定收购限额的普通房贷称为大额房贷(JumboLoans),而限下普通房贷则称为非大额房贷(Non灢Jumbo
Loans)。大额房贷归入优质房贷(PrimeLoans),除大额房贷以外的非达标房贷分为 Alt灢A(美官方称为近

优质房贷)和次级房贷(SubprimeLoans,简称次贷)。关于美国房贷分类问题,请参阅李云林:《美国抵押房

贷及证券化的六大分类》,载《学习时报》第438期第2版,2008年6月2日。



次贷危机不仅造成非机构抵押债券发行市场实质上的关闭,还影响到整个抵押

债券市场以及证券保险业。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抵押债券的月度发行规模高达

1849亿美元,但金融风暴后已缩至650亿美元。次贷的大量违约和次贷企业的大量

破产兼并,导致6.5万亿美元的抵押债券失去了定价基础。据布伦勃格的估算,2007
年初至2008年7月中旬,美国保险业因担保违约互换(CDS,CreditDefaultSwap)而

减值776亿美元,其中美国国际集团公司(AIG,AmericanInternationalGroup,

Inc)一家减值390亿美元,占减值总额的50.3%。

五暋从次贷余额看危机严重性

次贷余额也是决定违约对次贷危机严重性影响的基本指标。较之次贷发放额,

余额对危机严重性的影响更直接。总的来看,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由于还贷和违约规

模高于发放规模,所以次贷余额呈收缩趋势。同时,次贷质量日见下降。

图9暋2000~2007年美国次贷余额及占抵押房贷余额的比重(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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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暋数据来源:抵押金融内情,《今日美国》、美联储。

如图9所示,2000~2007年,美国次贷余额逐年扩大,从3700亿美元增至1.2
万亿美元,占抵押房贷的比重从7.2%升至11%,其中因2005年发放过度,导致当年

的次贷余额比重升至12.1%的历史高点。

据美联储专家估算,2007 年底的房贷为 5470 万笔,其中次贷 670 万笔,占

12灡2%;定息次贷和调息次贷各320万笔,各占次贷总数的47.8%,其他形式的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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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4.5%。在1.2万亿美元的次贷余额中,定息和调息次贷各占33.3%和58.3%,

其他占8.3%;质量与优质房贷相当的次贷约占20%。

根据“贷款绩效暠的不完全数据推算,到2008年11月底,次贷余额已不足1万亿

美元,其中调息次贷所占比重也降至56%左右。又据“贷款绩效暠估算,11月底的次

贷余额中,2007年发放的占15%,2006年发放的占36.7%,2005年的占25.4%,

2004年及以前的占22.9%。可见2005~2006年发放的次贷仍占到62.2%,是影响

2009年次贷状况好坏的主体。

据美国证券业及金融市场协会统计,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狆s)和惠誉

(FitchRatings)两家信用评级机构在次贷抵押债券评级中,2007年上半年升级的有

311支,降级的是935支;2007年下半年升级的11支,降级的大幅提高到7462支;到

2008年上半年升级的只有9支,而降级的则达1.44万支。由此看出,次贷危机蔓延

过程中,信用评级机构对次贷质量评价越来越差。这其中,当然也有评级机构在危机

爆发前的次贷抵押债券发行过程中放松标准的原因。危机的爆发和加重在相当程度

上与此有关。

六暋从次贷利率重置看危机严重性

鉴于混合式调息次贷在次贷中所占比重高,要正确判断危机的轻重,还需要对次

贷的初次利率重置栙进行实证分析。初次利率重置对危机的影响一般取决于重置时

的利率上升幅度和进入重置的调息次贷规模两方面。

(一)重置利率升幅对危机的影响

美国混合调息次贷在初次利率重置后,利率定息转为调息。调息利率由调息指

数和固定差额(Margin)两部分构成,而调息指数大多选择美元LIBOR。据前述联合

抽样调查,混合调息次贷中99%的调息指数是参照6个月的美元 LIBOR,只有1%
是参照12个月的美元LIBOR。近年来混合调息次贷的定息期利率水平在8%左右,

固定差额大致为6个百分点。如果初次利率重置恰逢较高的LIBOR,就可能加重次

贷借款人的还贷负担,导致拖欠率或失赎率的大幅升高,以及违约状况的恶化。

如图10所示,2007年7月,6个月期的美元短期拆放利率在5.4%左右。以8%
的定息水平计算,初次利率重置后的调息水平为11.4%,高出定息水平3.4个百分

点。联储9月开始降息的目的之一就是压低美元短期拆放利率,以减轻因初次利率

·13·关于美国次贷危机严重性的实证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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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增加的还本付息负担。2008年3月前,美元短期拆放利率基本随联邦基金利率

下降;但在3月联邦基金利率降至2.25%之后,短期拆放利率却不降反升,6~10月

一直处于3%~4.4%左右。9月金融风暴前,初次利率重置只造成次贷利率上升1
个多百分点,因而对金融风暴的影响较之2007年要低得多。金融风暴出现后,6个

月期短期拆放利率一度升至4.4%,造成重置后利率上升2.4个百分点;而到11月

间短期拆放利率已降至2.6%左右,重置利率只上升不到1个百分点。所以,因初次

利率重置对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已大大下降。

图10暋2007~2008年美元6个月、1年期伦敦银行间拆放利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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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暋数据来源:英国银行家协会,美联储。

(二)利率重置规模对危机的影响

如图11所示,2007年进入利率重置的调息次贷规模约为4000多亿美元,而

2008年的规模约为5000多亿美元。从进入利率重置的规模看,2008年因利率重置

引起的违约恶化应比2007年更严重些,但联储的大幅降息,又使2008年的严重性有

所减轻。2009年的初次利率重置规模大幅降至约600多亿美元,所以利率重置恶化

危机的压力将大为缓解。根据“贷款绩效暠2008年10月份的估算,未来进入利率重

置的调息次贷分布是,1年以内初次利率重置的占24.6%,1~2年内的占5.2%,2
年以上的只占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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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暋2007~2011年进入初次利率重置的抵押债券构成及分布(10亿美元)

暋暋暋资料来源:美国银行,布伦勃格,FactSet。

七暋从次贷相关企业看危机严重性

次贷危机蔓延过程中,大型次贷相关企业的垮台对金融市场动荡的直接冲击是

巨大的,对当前和未来危机的严重程度也具有重大影响。

根据美国重工公司 (Implode灢ExplodeHeavyIndustries,Inc.,IEHI)的最新

跟踪,2006年下半年以来,破产、兼并、改组或停业的抵押房贷企业已达331个,包括

2008年11月下旬刚关闭的汇丰房贷。汇丰排在2006年次贷发放企业之首,发放规

模达528亿美元,占当年次贷发放的8.8%。目前存活的抵押房贷企业中尚有16个

处于“病态暠经营,其中包括花旗抵押批发(CitiMortgageWholesaleLending)。

表2列出了处于2006年次贷抵押债券发行前10位的企业,其中包括了雷曼兄

弟、华盛顿互惠、美林、通用汽车(GMAC)和通用电气,对危机严重程度具有重要影

响。10个企业2006年的次贷抵押债券发行规模达2800多亿美元,占比63.3%;

2005年的发行规模近3000亿美元,占比57.6%。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后,新世

纪金融、美利凯斯特抵押和全国金融等企业就已陆续垮台,9月金融风暴后,雷曼兄

弟、华盛顿互惠、美林等大型企业也相继倒塌。目前10家次贷抵押债券发行企业已

全部关闭、兼并或破产。由此推断,2009年基本不会再出现类似因雷曼兄弟、华盛顿

互惠等大型次贷抵押债券企业垮台而冲击金融市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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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暋2006年美国前10位次贷抵押债券发行企业的发行额及比重

排序 发行企业

2006 2005

发行额

(亿美元)
比重

(%)
发行额

(亿美元)
比重

(%)

1 全国金融 CountrywideFinancial 385 8.6 381 7.5

2 新世纪金融 NewCenturyFinancial 339 7.6 324 6.4

3 择一抵押公司 OptionOne(H&RBlock) 313 7 272 5.4

4 弗里蒙特投资FremontInvestment 298 6.6 194 3.8

5 华盛顿互惠 WashingtonMutual 288 6.4 185 3.6

6 第一富兰克林FirstFranklin(美林) 283 6.3 194 3.8

7 居住资本集团 ResidentialCapital(GMAC) 259 5.8 287 5.6

8 雷曼兄弟 LehmanBrothers 244 5.4 353 6.9

9 WMC抵押(通用电气) 216 4.8 196 3.9

10 美利凯斯特抵押 AmeriquestMortgage 214 4.8 542 10.7

前10位发行企业 2839 63.3 2928 57.6

全部发行企业 4486 100 5080 100

暋暋暋注:括号中企业为发行企业的母公司。

暋暋暋数据来源:抵押金融内情。

在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蔓延和恶化过程中,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表现一直

令人关注。国内有些研究将危机原因归咎于投资银行运作的高杠杆率。当然,高倍

杠杆对次贷风险的扩张作用无庸置疑,但其对危机严重性的影响力度大小还需作进

一步的实证分析。

图12暋2003~2007年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杠杆率(=负债/股权)(倍)

暋暋暋数据来源:美国各投资银行财务报表,维基百科。

如图12所示,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在2003~2007年的杠杆率差异相当大,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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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杠杆率最低,只有15.6倍;贝尔斯登在2007年的最高,达32.6倍。2007
年与2003年相比,各家杠杆率都出现上升,美林从15.6倍升至30.9倍,高盛从

17灡7倍升至25.2倍,摩根·斯坦利从23.2倍升至32.4倍,雷曼兄弟从22.7倍升

至29.7倍,贝尔斯登从27.4倍升至32.5倍。投资银行杠杆率的上升可能出于银行

家的贪婪,但也不应忽视2007年有关投行大跌的股价对其年度高倍杠杆的重要影

响。股价大跌与投行抵押债券及衍生品引发的资产质量问题可能关系更大,而资产

质量问题又与不断上升的次贷违约率和日益恶化的违约状况直接相关。

从2003~2007年的杠杆率平均数看,摩根·斯坦利和贝尔斯登的平均杠杆率均

为28.3倍,雷曼兄弟的是24.8倍,高盛的是21.9倍,美林的是20.8倍。不难看出,

投行的高倍杠杆并不一定是导致其垮台的必然原因。摩根·斯坦利和贝尔斯登的平

均杠杆率虽然相同,但两者的最终命运并不一样;美林的平均杠杆率虽比高盛还低,

但并未摆脱被兼并的下场。所以,决定投行命运的关键因素并不是杠杆率,而是自身

的资产质量及引发资产质量下降的次贷、次贷抵押债券及相关金融衍生品的违约问

题。美国投资银行业务在次贷证券化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五大投行的倒闭、兼并和

转型,标志着次贷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

八暋关于2009年次贷危机严重性的综合判断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可得到有关2009年次贷危机严重性的以下三方面基本判

断:

(一)关于次贷对危机严重性影响的基本判断

从未来违约状况看,预计2009年因2005~2007年次贷发放风险导致的违约压

力将逐渐减轻,但因经济衰退带来的违约压力则有可能继续加重,因而总的来看,次

贷违约率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可能呈收缩趋势。

从次贷规模的变动趋势看,2009年次贷的发放和次贷抵押债券的发行将可能因

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次贷收购而较2008年有所好转;次贷余额继续呈收缩态势,其中

定息次贷的份额进一步上升,而调息次贷的份额呈下降态势。

从利率重置看,根据混合调息次贷的初次利率重置分布推断,2009年进入利率

初次重置的规模将大幅收缩,由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已调降至0.25%,如果按定息

水平8%计算,可能使重置利率的上升幅度进一步收缩至0.5个百分点以下,利率初

次重置对次贷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大大缓解。

从次贷相关企业看,鉴于大型次贷相关企业在2008年大部分已垮台,次贷危机

蔓延中最坏的时期已过。预计2009年不会出现因大型次贷相关企业破产而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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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金融市场的现象。所以,预计金融市场的动荡局面将归于平静。尽管如此,2009
年仍可能出现中小型次贷相关企业的破产兼并;而已收购次贷相关企业的大型商业

银行或保险公司的资产质量也不会马上好转,减值和报损预计至少要持续到上半年。

(二)关于美国房贷和房市复苏的基本判断

在2009年美国房贷市场中,近优质房贷和次贷份额可能继续下降,而优质房贷

和政府担保房贷(即联邦住房局和退伍军人局担保的房贷)的份额可能继续提高;房

贷发放规模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扩张,其中定息房贷和再融资房贷的份额可能大幅

上升,而调息房贷和新购房贷款的份额可能下降。由于房贷收购的法定上限大幅回

调,预计2009年非机构债券的发行规模可能转而扩大,发行规模有可能超过2008
年。美联储此次75个基点以上的强力降息可能会在2009年上半年刺激出美国房贷

较强的再融资高潮。美国房市的复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此轮高潮的带动。如果带

动效果不明显,那么美国房市有可能陷入较长的低迷期。

(三)关于美国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

预计2009年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减轻。然而,由于持续性的增

长动力不足,栙经济很难因次贷危机的结束而马上走出衰退。2009年的失业率有可

能继续上升,并突破8%的水平。考虑到美国政府可能会陆续推出一些刺激经济的

措施,未来经济可能不会陷入深度衰退,但经济的低迷可能会覆盖2009年以至更长

一段时间。

李云林: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经济体制处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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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08年大选
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趋向

张业亮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本文在对美国2008年大选奥巴马和民主党获胜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探讨了大选结果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以及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的趋向。文章

认为,2008年大选是美国选举政治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一次历史性的选举。奥巴马获胜的

主要原因是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严重衰退,选民对布什处理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

不满,以及奥巴马作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非洲裔总统竞选人所激起的黑人、拉美裔和

年轻选民的投票热情。大选的结果将对美国政治走向和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产生重要

和深远的影响。中左将是今后四年美国政治的基本走向。民主党16年来第一次同时控

制白宫和国会、公众的期望和支持率高,这些为奥巴马政府实施其内外政策主张提供了

有利的条件,但它仍然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美国政治2008年大选 奥巴马政府 气候变化

自2007年1月启动,历时两年的美国2008年大选终于落下帷幕。在总统选举

中,高举“变革暠大旗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来自伊利诺伊州年仅47岁的第一任期参

议员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以365对173张选举人票和53%的绝对多数选民票,

战胜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现年72岁的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

院约翰·麦凯恩,当选为美国第44任总统。在国会选举中,民主党巩固并进一步扩

大了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地位。在众议院改选的全部435个议席中,民主党净增24
个议席,与共和党的席位之差由选举前的233比202上升为257比178。除扩大了

在众议院的多数外,民主党还赢得了佛罗里达、康涅狄格、伊利诺伊、北卡罗来纳、俄

亥俄等原先倾向于共和党的州的联邦众议员选举的胜利。这是民主党近75年(1932
年)来第一次在众议院占据这么多的席位。在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在改选的35个



议席中至少新增6席,与共和党的席位之差由选举前的49比49变为58比41,栙虽

然没有达到阻止“冗长发言暠(filibuster)所需的60席多数,但是民主党已经变微弱优

势为稳固优势。栚在州长和州议会选举中,民主党也取得了胜利。2008年大选共改选

11名州长,以及44个州共5824个议席。栛选举前,民主党占据28个州长职位,共和

党为22个;选举后,民主党掌握29个州的州长职位,比选举前多一席;共和党则比选

举前的22个少了一个。栜州议会选举前,民主党在全国49个州议会的98个参、众两

院中控制57个,内布拉斯加州议会为无党派的一院制;选举后,民主党在全国99个

州立法机构中占据优势。在州参议院中,民主党控制27个,共和党控制20个,还有

两个州的参议院两党席位相当;在州众议院中,民主党控制30个,共和党控制19个。

这是民主党获得全面胜利的一次选举,更是一次历史性的选举。奥巴马的当选,

是美国232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非洲裔总统,这注定将对美国政治、社会乃至人们的

心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奥巴马还是自1964年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第一个

以超过半数选民票当选的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五个当选时最年轻的总统,第16
位参议员出身的总统及肯尼迪之后第一位参议员出身的总统。栞

从选举政治的角度看,2008年大选也是美国选举政治史上最引人瞩目和最重要

的选举之一。奥巴马竞选获胜,加上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扩大了在参、众两院的多数

地位,使民主党自1995年以来第一次同时掌握白宫和国会两院的控制权,这将对美

国今后四年的政局和政治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拟在对奥巴马和民主党获胜的

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选举结果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以及奥巴马

政府内外政策的趋向。

一暋奥巴马和民主党获胜的原因

奥巴马和民主党赢得选举的胜利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选举的政治环境有利于民主党及其候选人

·83·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栜

栞

包括两名独立派,但参加民主党党团会议的参议员。
到本文完稿止,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选举的重新计票还没有结束。这场选举在在任共和党参议员诺姆·
科尔曼(NormColeman)和民主党挑战者阿尔·弗兰肯(AlFranken)之间进行,初步统计结果,阿尔·弗兰

肯微弱领先。
印第安纳、蒙大拿、新罕布什尔、北达科他、犹他、佛蒙特、西弗吉尼亚、华盛顿、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州。
改选的议席占州议会全部议席的79%。
密苏里州的州长一职由共和党转为民主党。
当选时比奥巴马年轻的总统有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S.Grant)、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灢
velt)、约翰·肯尼迪和比尔·克林顿。



2008年大选是在布什的声望和公众支持率下降到任期以来的最低点,美国遭受

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外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

泥潭,全球领导地位下降和国际形象严重受损的内外形势下举行的,这使民主党面临

十分有利的选举环境。早在本次选举开始的2007年,美国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埃

伦·里奇曼(AllanLichtman)在分析选举前的各种因素后就认为,自1984年里根胜

选蒙代尔以来,在总统选举的前一年,政治图景如此有利于一党是没有过的。栙这一

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布什的公众支持率持续走低

2008年大选是对布什执政8年的一次全民公决式的“回溯性选举暠(retrospec灢
tiveelection)栚。布什第一任期的公众支持率在50%上下波动,不过,在美国遭受九

一一恐怖袭击后,布什的公众支持率曾一度高达90%。布什连任后,由于伊拉克局

势的持续恶化,驻伊美军伤亡人数不断上升,对“卡特里娜飓风暠(HurricaneKatrina)

所造成的破坏救援不力,以及相继发生的阿布格莱布监狱(AbuGhraib)虐囚丑闻和

“特工门暠事件等,导致布什声望大跌,公众支持率不断下降。根据2005年11月美国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布什的公众支持率只有35%,下降到他就任总统以

来的最低点。2006年5月,美国14家主要民调机构举办的民调显示,布什的平均支

持率只有34%,到2006年底更进一步下降到28%。2007年7月,由《华盛顿邮报》

和美国广播公司举办的民调显示,65%的美国人不满意布什的工作表现,这一数字一

直持续到布什任期结束。在《华盛顿邮报》和盖洛普自1938年举办民调以来,只有杜

鲁门总统和尼克松总统曾高于这一不支持率。栛

公众对布什支持率的持续走低,削弱了布什及共和党标签的政治影响力,对共和

党竞选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由于对布什的支持率下降,支持共和党的人数由2001
年的52%下滑到2007年的41%;相反,支持民主党的人数则由48%上升到54%。栜

如何看待布什,成为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一个难题,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与布什拉开

距离;而民主党候选人则把批评布什政策、改变美国前进的方向作为动员选民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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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口号。“对布什任期的表现和美国前进方向的不满,成为2008年大选的一个中

心动力,暠栙加之2008年总统选举是美国近56年来第一次没有在任总统和副总统竞

选连任的开放选举,这给奥巴马和民主党赢得大选提供了机会。在大选开始仅数月

之内,《今日美国报》所做的一次民调就显示,在已登记的选民中,51%的选民认为民

主党将在本次大选中获胜,只有38%的选民预测共和党将获胜。栚

2.选民的政党认同发生变化

从选民的角度来看,奥巴马赢得总统选举得益于两党认同者人数发生了有利于

民主党的转移,认同民主党的人数在增多,认同共和党的人数在减少。政治图景的这

一变化是奥巴马获胜的主要原因。

所谓政党认同,指的是选民加入某一政党或对某一政党忠诚的程度。栛政党认同

是决定选民投票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与根据候选人政策主张和执政表现的议题投

票的模式不同,政党认同的投票模式具有稳定性。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NES)从

1952年开始对选民的政党认同进行跟踪调查。根据它的统计,自1952年到1960年

代中期,认同民主党的选民比认同共和党的选民多20%。进入1970年代,特别是

1980年代里根当选总统后,共和党缩小了与民主党在选民政党认同方面的差距,继

而在2000年大选中与民主党的选民力量不相上下。栜到2004年,认同共和党的人数

上升了2个百分点,而认同民主党的人数则下降了2个百分点,两党的认同人数均为

37%。栞2004年之后,主要是由于对布什政府处理经济和伊拉克战争的不满,选民对

两党的政党认同发生了有利于民主党的变化。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出口民调(exit

poll),认同民主党的人数由2004年的37%增加到2008年的39%,而认同共和党的

人数由2004年的37%下降到2008年的32%。栟美国其他民调机构和主流媒体的民

调也显示,民主党在选民的政党认同方面比共和党高出5到10个百分点。栠

3.大选年不断恶化的金融和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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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经济议题多次在美国大选中成为总统候选人和选民关

注的主导性议题,往往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大选年的经济形势好,有

利于在任总统所在党派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获胜。

2008年大选是在美国经济遭遇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

背景下举行的。自2007年12月起,美国经济就已经陷入衰退。由次贷危机引发的

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了经济衰退,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大量失业导致领取失业救

济金和丧失医疗保险的人数激增,数以万计的家庭面临失去住房。金融和经济危机

及美国联邦政府的救援措施,加剧了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内外债务,凸显了美国长

期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都导致了选民对布什政府和执政的共和党处理经济

的强烈不满和求变心理。栙尤其是以美国著名投资银行相继倒闭为标志的金融海啸

集中爆发在总统选举的冲刺阶段,这对共和党候选人极为不利。民调显示,在共和党

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麦凯恩逐步拉近了与奥巴马的差距,但在华尔街金融风暴发生

后,奥巴马的支持率大幅领先麦凯恩直至投票日。

经济形势的恶化,还使经济议题自九一一以来首次在美国全国性选举中取代伊

拉克战争和国家安全,成为选民最为关注的议题和决定选举胜负的最关键因素。根

据皮尤研究中心在选民投票后进行的民调显示,只有10%的选民把伊拉克作为影响

他们投票的最重要的议题,而认为经济是最重要的议题的选民则高达63%。栚在

2004年大选中起关键作用的道德价值观问题,在本次大选中基本没有受到选民的关

注。

4.战后美国选举政治史的“规律暠

从战后美国选举政治史上来看,民主、共和两大党中很少有一党能够连续控制白

宫超过两届,唯一的例外是老布什借助里根总统的巨大声望赢得1988年大选,使共

和党连续掌控白宫12年。这是因为两党中无论哪一党连续执政8年,都会面对选民

求变的局面。选民求变的原因要么是该党执政观念陈旧,要么是执政团队被丑闻包

围,要么是执政团队被其以前的不当决策所造成的出乎预料的后果所困扰。在这次

大选中,求新求变的潮流也是对已经执政8年的共和党极为不利的选举因素。栛

(二)“奥巴马效应暠:激起黑人和年轻人的投票热情

奥巴马赢得总统选举还得益于本次大选的高投票率,特别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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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多数黑人和拉美裔选民的踊跃投票。据统计,2008年总统选举,约有1.33亿选民

参加投票,选民投票率高达62.8%,高于2004年的1.22亿选民和60.1%的投票率,

是1964年以来投票率最高的一次大选,也是第三次投票率连续上升的大选。栙其中,

黑人和年轻人的踊跃投票是本次大选投票率高于往届的重要原因。

传统上,黑人的投票率较低。奥巴马作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非洲裔总统竞选

人,激起了黑人选民极大的投票热情和政治期望。根据选后民调,黑人选民占2008
年选民总数的13%,高于2004年的11%,增幅中多数是第一次参加投票的黑人选

民。据统计,本次大选第一次参加投票的黑人选民占总数的19%,相比之下,第一次

参加投票的白人选民只有8%。栚黑人投票率的上升加上黑人选民对奥巴马的一致支

持,是奥巴马选民票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同样地,在国会选举中,黑人选民的高投

票率对民主党竞选人有利。如,在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选举中,黑人选民的高投

票率是在任共和党参议员多尔竞选连任失败的因素之一。

作为美国政坛一颗耀眼的新星,奥巴马的多元文化背景、超凡的魅力、近乎传奇

的经历、出众的口才和充满激情的演说,加上美国主流媒体无处不在的渲染,使他受

到美国年轻人偶像般的崇拜,被视为“接触多种文化并能驾驭网络的年轻一代的代

表暠,激起了年轻人极大的投票热情。在2008年大选中,年轻人选票占选民总数的

18%。根据皮尤出口民调,在战场州,28%的年轻选民参加了一次竞选活动,比率远

远超过其他年龄段的选民团体,约1/10(9%)的年轻选民为竞选捐款。年轻选民对

奥巴马的压倒性支持是他获胜的关键之一。根据全国选举民调(theNationalElec灢
tionPoll)的选后调查,在本次大选中,奥巴马获得2/3(66%)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

的支持,远高于2000年戈尔的48%和2004年克里的54%。相反,麦凯恩只赢得

31%的年轻人选票。栛

除黑人和年轻选民之外,奥巴马获胜还得益于拉美裔的选票支持。拉美裔美国

人高达3000多万,是美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族裔之一,也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少数族裔。

同时,由于拉美裔主要聚居在一些选举政治上重要的州,他们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越

来越大。传统上,拉美裔是民主党选民联盟的可靠力量,高达44%的拉美裔投民主

党的票,而认同共和党的只有16%,其他为独立选民。在2000年和2004年两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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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选举中,拉美裔投给共和党候选人的票数略有上升。但在2008年大选中,主要是

由于对布什和共和党的移民政策不满,拉美裔选民投奥巴马票的人数增多。根据皮

尤拉美中心在投票日进行的民调,在此次总统选举中,拉美裔选民中有66%支持奥

巴马,只有32%支持麦凯恩。栙从各州拉美裔选民的投票情况来看,奥巴马在所有拉

美裔人口大量居住的州都赢得了多数支持。

(三)奥巴马的选举策略得当

在现代美国竞选中,制定竞选策略(campaignstrategy)是竞选的必要步骤,正确

的竞选策略是争取选民支持的关键一环。奥巴马能够取得总统选举的胜利,除了有

利的政治环境之外,他的竞选策略得当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首先,奥巴马利用多数选民对伊拉克战争、经济和布什政府引导国家的方向的不

满和求变心理,提出“变革暠的口号,并不断根据选举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这一口号的

形式和内涵。在与希拉里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党内预选阶段,针对希拉里

大打“经验暠牌,奥巴马提出了“变革暠的竞选口号。在希拉里也打出变革的旗号之后,

奥巴马及时把“变革暠这一口号调整为“我们可以相信的变革暠(“ChangeWeCanBe灢
lieveIn暠),以显示希拉里所谓的变革不真诚,从而战胜希拉里,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提名。在进入两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阶段之后,针对麦凯恩,奥巴马又专门把“变

革暠这一口号进一步调整为“我们需要的变革暠(“TheChangeWeNeed暠)。

其次,奥巴马及其竞选班子有出色的组织、动员选民的能力。与历史上和本次大

选的其他总统候选人不同,奥巴马除了运用电视、电话、广播、报纸、集会等传统方法

拉选票外,还建立竞选网站,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方式筹措资金,动员选民。

他还坚持“50个州暠的竞选方针,广泛建立基层组织,依靠社区志愿者,挨家挨户争取

选民,激发他们的参政热情,特别是主动接触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并吸收了更多的

独立派选民的支持。

再次,针对麦凯恩和共和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传统竞选优势,奥巴马及其竞选

班子把经济和医疗保健作为竞选的关键议题。早在2008年6月,奥巴马的竞选顾问

就从次贷危机导致的经济不稳定中看出,经济议题有可能主导2008年总统大选。在

三次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奥巴马都强调美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亟需变革,并把经济

问题作为支持他的这一论点的主要依据。根据民调显示的18个战场州中67%的选

民把经济作为头等重要的议题的情况,奥巴马把对选民的争取重点放在赢得那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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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选举哪位候选人犹豫不决但担忧经济问题的选民身上。栙

最后,奥巴马争取到郊区选民的支持,从而赢得了关键战场州的竞选。奥巴马在

全国18个竞选的战场州都设立了竞选办公室,不局限于民主党传统的选举基地,而

是在弗吉尼亚和科罗拉多等倾向于共和党的州与麦凯恩一争高低,尤其是把重点放

在争取关键州的郊区选民的选票上。调查显示,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奥巴马赢得

了50%以上的郊区选民的选票,超过克里在2004年大选中的选票数,是自1972年

以来民主党在郊区最多的选票数,从而扩大了他在一些战场州的多数。栚

(四)民主党在竞选经费上的优势

在美国全国性选举中,竞选人竞选资金的多少对其能否胜选有直接的影响。传

统上,共和党由于得到大企业的支持,在竞选经费上占据优势。就总统选举而言,唯

一的例外是在1964年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林登·约翰逊由于在民调中领先,

募集的竞选费用超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在2006年中期选举中,对共和党

不利的选举政治环境及民主党有可能重新夺回国会控制权的前景,使得不少大公司

增加了对民主党的政治捐款,加上民主党加大筹款的力度,从而历史性地缩小了与共

和党在筹集经费上的差距。

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奥巴马在大选阶段放弃联邦公共竞选资金,利用互联网

等现代媒介募集竞选费用。到竞选前的一个月,奥巴马共筹集了7.5亿美元竞选费

用,其中大部分是小额捐赠,栛这大大超过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8410万美

元的联邦公共竞选资金和共和党募集的2.4亿美元。栜充裕的竞选经费使他可以在

蒙大拿和印第安纳等红色州发动有效的竞选攻势,向这些州的选民强力宣传其竞选

主张。相比之下,麦凯恩主要依靠企业界筹款后劲不足,严重限制了他宣传竞选主张

的能力,难以抵御奥巴马的舆论攻势,甚至不得不放弃在密歇根州的竞选。

(五)中间选民对奥巴马的支持

所谓中间派指的是在政党意识形态上持中间立场的人。近十多年来,美国选举

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越来越多的选民认为自己是中间派。以前,中间派在政

党意识形态上是社会问题上的自由派和财政问题上的保守派。近年来,许多中间派

在政府对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开支、提高最低工资和政府对环境治理规则的制定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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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持自由派的观点,但在死刑、堕胎等问题上则持保守派的立场。尽管在过去的五

次总统选举中,中间派都支持民主党,但奥巴马比克里和戈尔获得了更多的中间派选

民的支持。在本次选举中,奥巴马赢得了60%的中间派选票,而麦凯恩只获得44%。

相比之下,2004年大选,克里只赢得54%的中间派选民的支持。栙此外,奥巴马还赢

得郊区选民50%的选票,天主教徒54%的选票和其他关键的摇摆选民团体的选

票。栚多数中间选民倒向民主党是奥巴马赢得选举的一个因素。

(六)国会选举形势对民主党有利

在国会选举中,除了经济下滑和布什支持率下降这样的政治环境有利于民主党

候选人之外,民主党的开放席位少于共和党,也使民主党占有优势。

除了政治环境因素之外,影响国会选举的因素还有制度和个人因素,主要表现为

由于议员退休而产生的开放议席、各州历史上的投票模式等。其中,抓住开放议席已

被证明是过去国会选举重组的关键因素。1994年中期选举,在国会中,共和党夺取

了22个民主党的开放席位,从而赢得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1974年水门事件后的

国会选举,民主党赢得13个共和党的开放议席。

在2008年国会选举中,参、众两院在选举前的形势都对共和党不利。首先,共和

党由于议员退休而造成的开放席位多于民主党。在参议院改选的35名参议员中,民

主党只有12席,共和党则高达23席,民主党需要保住的议席少于共和党。而且,其

中5个共和党参议员由于退休而造成开放席位,民主党参议员则都竞选连任。在众

议院选举中,在民主党具有竞争力的一些州,如伊利诺伊州、纽约州、明尼苏达州和俄

亥俄州,有20多个共和党众议员宣布退休,而且在东北部地区的11个竞争最为激烈

的竞选中,民主党只有两名在任议员竞选连任,其余9名不是共和党竞选连任就是目

前空缺的共和党席位。其次,一些在2006年新当选的原本席位岌岌可危的第一任期

民主党众议员,由于共和党在大选年仍被同党众议员不断陷入腐败丑闻所困扰,地位

反而得以巩固。栛不利的选举形势,加上总体上不利的政治环境,使共和党在这次国

会选举中,共丢失6个参议员席位、21个众议院席位,这是自1932年以来共和党首

次在连续两次选举中丧失这么多的议席。

(七)麦凯恩竞选策略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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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总体政治环境对麦凯恩和共和党不利外,竞选策略不当也是共和党失利的

一个原因。首先,为赢得提名,麦凯恩寻求共和党保守派的支持,但此举削弱了中间

派对他的支持。其次,为了同时获得共和党内保守派和中间派这两大选民团体的支

持,他选择佩林为竞选伙伴,但多数美国人认为佩林并不具备当副总统的资格。再

次,他放弃了关键州之一的密歇根州的竞选。第四,麦凯恩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表

现,给选民留下了“动摇不定暠(unsteadiness)的印象。最后,麦凯恩在竞选中极力与

布什拉开距离,但其关键的外交和经济政策的主张又与布什差不多,以致48%的选

民认为麦凯恩当选将延续布什的政策。栙

二暋大选所反映的美国政治和社会变化及其影响

奥巴马打着“变革暠的旗号当选,他在选举日当晚的胜选演说中说,他的当选表明

“美国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暠栚美报评论认为,“奥巴马的历史性胜利给美国带来了

政治和代际性的变化暠,它“宣告了美国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重组时代的到来暠。栛

奥巴马在2008年大选中的历史性胜利引起了美国学界的关注和争论。这些争

论主要是:民主党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并连续两次赢得国会选举的多数,究竟是意味

着美国政治走向发生变化———保守主义的终结、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抑或只是奥巴马

个人的魅力、对共和党不利的政治环境及恶化的经济形势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与此

相关的是,在2008年大选中,民主党16年来第一次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这是否开

创了民主党长期主导美国政治的时代? 奥巴马获胜主要得益于黑人、拉美裔、年轻人

和妇女选民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的白人的多数支持,这是否意味着两党的选民基

础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新的政党选民联盟? 奥巴马的当选究竟会给美国社会种族关

系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 美国内外政策的趋向如何? 本文拟就上述这些问题做一些

初步的探讨。

(一)对美国政治走向的影响

美国学术界在上两次全国性选举之后都进行了关于美国未来政治走向的争论。

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得势是过去20多年美国政治走向的总体趋势。布什2004年

竞选连任成功,共和党当时又控制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有美国学者认为,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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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选“是一次改变美国政治、导致政党选民再结盟的选举暠,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

共和党长期主导的、也许是永久主导的时期暠。栙但这一断言很快就被两年后的中期

选举所打破。在2006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除一举夺回对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之外,

在州长和州议会选举中也取得全面的胜利。这时又有美国分析家声称,民主党的全

面胜利标志着长期主导共和党的保守主义运动的终结。栚

在2008年大选之后,美国的政治走向再次引起争论。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2008年大选“是对政治哲学的一场明显的全民公决———进步

主义的哲学获胜。暠栛还有美国分析家认为,“奥巴马的当选是一个政治上的里程碑,

开创了民主党在美国政治中占主导的时代。暠栜而保守派则对这次大选的政治意义做

出了相反的诠释,他们认为民主党虽然取得了选举胜利,但美国的社会和政治潮流没

有发生变化,美国仍将是一个右翼的国家。栞两种判断都有一定的证据支撑。

本文认为,2008年大选是对美国保守主义的一次重挫,在民主党的主导下,中间

偏左将是今后四年美国政治的基本走向。这一论点的主要依据有五个。

1.保守主义兴起与得势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保守主义之所以能在上世纪

70~80年代兴起与得势,除了保守派利益集团的推动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为

那个时代的问题提出了适当的解决方法。暠栟在保守主义运动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

之后,美国所面对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守主义理念及其政策主张已不

能有效地解决当今美国的社会经济问题,也难以应对美国当前面临的全球挑战。共

和党在2006年中期选举和2008年大选中败选,从根本上来说,是选民对布什政府执

政八年,特别是对他推行的保守主义国内政策和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一次否定,是

美国公众对保守主义理念的摒弃。

2.从两党的意识形态来看,选后民调显示,共和党将更加保守,民主党的多数人

主张走中间路线。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选后调查,60%的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

的选民希望看到共和党转向更保守的方向,只有35%的人希望共和党领导人遵循一

条更加温和的路线。相比之下,民主党认同者中有57%支持其领导人在未来的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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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走中间路线,认为民主党应向左转的只占33%。栙

3.从选民的政党认同、自我宣称的意识形态和议题立场来看,伴随着选民认同向

民主党倾斜,自称为自由派的选民也略有上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在2008
年,选民中自称是自由派的为23%,与2004年的21%相比,上升了两个百分点。尤

其重要和最能反映美国社会思潮变化的是,近年来,选民在一些关键的社会和文化价

值观问题上的看法持续地左转。皮尤研究中心2007年3月发表的报告显示,虽然公

众在美国社会最具分裂性和争论最为激烈的堕胎、同性婚姻、枪支管制和死刑上等问

题上的态度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总体上,对传统的保守的社会价值观的支持在缓慢

而稳定地减少,对传统的家庭婚姻价值观的支持由1994年的94%下降到2007年的

76%。此外,公众对社会保障网和政府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上升,认为政府应该

帮助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的选民分别由1994年的57%和41%上升为2007年的

69%和54%;公众对美国社会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加大了关注,对强硬的国家安全

政策的支持也有所减少。栚

4.从公众对自由或保守的公共政策的态度来看,选民在多数议题上对自由主义

的公共政策的支持在增大。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集中在四个领域:政府作

用、社会福利、种族和社会问题。其中,如何看待政府的作用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的最主要分野之一:自由主义主张扩大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守主义则反对联邦

政府权力的扩大。保守主义“小政府暠的理念源于对政府作用的疑虑。里根的名

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问题本身暠,被反政府保守派奉为圭臬。近年

来,虽然美国公众对政府的效率和有效性仍然持怀疑态度,但困扰美国的社会经济问

题,诸如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层收入下降、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不断增加等,导

致美国公众在政府作用问题上向左转。特别是在当前美国正遭受自20世纪30年代

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和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支持联邦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

预及在医疗保健等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人数在显著增多。多数公众认为,当前美

国的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是布什政府保守的经济政策和放松对金融市场

的监管所致。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选后调查,希望联邦政府在解决美国目前存在的

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公众由2004年的46%上升到51%。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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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奥巴马政治理念及公共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来看,美国学者认为,虽然奥巴

马主要依靠民主党自由派的支持胜选,他在参议院的投票记录表明他本人是一个坚

定的自由派,但奥巴马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会根据形势变化随时采取新的战略和措

施。栙布鲁金斯学会的汤姆·曼(Tom Mann)认为,奥巴马“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主义者

(即自由派),但他不是一个空头政治家,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面临新局势时将采

取新方法或新策略。暠栚奥巴马本人在竞选期间也多次承诺,要改变华盛顿的行事方

式,超越意识形态,实行跨党合作的“新政治暠,“推动华盛顿政治进入后党派时代暠,打

造“有效政府暠。奥巴马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政府太大还是太小,而是是否有效暠。栛

奥巴马的这些政治理念反映在公共政策制定上就是以政府效率而不是意识形态为出

发点行使权力。改变美国政治的方向,实行自由主义的内外政策是奥巴马政府和民

主党控制的国会今后四年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向,但在必要时他们会与保守派妥

协,以在关键的议题上取得立法目标为准。

(二)对政党和选举政治的影响

2008年大选反映两党选民结构和地理基础发生了下列对民主党有利的、具有长

远趋势的变化:

首先,郊区选民投民主党票的人数上升。从1960年代末“新政暠联盟解体至

1980年代,两党选民力量在地理分布上的一个特点是:大城市的选民多数投民主党

的票,而郊区、小城镇、乡村的多数选民则支持共和党。进入1990年代以后,在城

市—乡村分野仍泾渭分明的同时,两党对郊区选民的影响却发生了逆转:共和党的影

响式微,民主党的影响上升,特别是非南部郊区的选民的多数在多数情况下支持民主

党。两党中无论哪个党都不能称拥有郊区选民,郊区成为两党激烈争夺的一个地

区。栜2008年大选显示,民主党在对郊区选民的争夺中取得了优势。根据选后民调,

奥巴马赢得了50%以上的郊区选民的选票,超过克里在2004年大选中的选票数,是

自1972年以来民主党在郊区获得的最多选票。栞

其次,民主党扩大了选民联盟。除了郊区选民外,在2008年大选中,奥巴马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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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到民主党传统票源少数族裔和妇女选民的支持,还赢得了年轻选民及富裕的、受

过高等教育的白人选民的支持,从而使民主党形成了新的选民联盟。

年轻人对奥巴马的支持上文已述。近年来,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多,白人占选民的

总数不断缩小。1976年,白人占选民总数的90%,2008年大选时下降到74%。根据

选后民调,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上升。在

2004年总统选举中,布什赢得的该选民团体投票比克里多11个百分点,奥巴马把差

距减少到4个点。栙这使得支持奥巴马的选民与支持麦凯恩的选民相比,更加种族多

元化。支持麦凯恩的选民90%是白人,而支持奥巴马的选民结构则更加种族多元

化:61%的白人、23%的黑人,11%的拉美裔、2%的亚裔,3%的其他族裔。

第三,民主党在共和党主导的南部有所突破。在2008年大选中,奥巴马和民主

党不仅赢得了民主党传统上占优势地区的选民的支持,还赢得了关键州的选举,并在

共和党占主导的红色州有所突破,使美国的政治地图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俄亥俄、佛

罗里达、弗吉尼亚和宾西法尼亚这四个决定本次选举成败的关键战场州,奥巴马都取

得了胜利。在国会选举中,民主党不仅在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众议员选举

中赢得5个共和党席位,使其在东北部地区85个众议院议席中占有65席,而且民主

党还有约1/3的新增席位来自西部,包括新墨西哥州两个席位,亚利桑那、科罗拉多、

爱达荷和内华达州各一席,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民主党在东北部和西海岸的传统基地。

此外,民主党还赢得了佛罗里达、康涅狄格、伊利诺伊、北卡罗来纳、俄亥俄这些原先

倾向于共和党的州的众议院选举。

导致两党选民结构和地域分布的上述变化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对诸如俄亥俄州这样的老的工业地带的冲击尤其严重,使这些州的多数选民纷纷转

投奥巴马和民主党的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这些地区外来移民大量增加及郊区

发展所带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近年来,大量受过良好教育和富裕的选民从美国东

西海岸迁徙到中西部地区和城市的郊区,加上外来移民的增加,改变了南部和郊区人

口的构成,议题主张也发生相应变化。例如,在郊区,城市化的发展使郊区人口更加

种族多样化。近年来,共和党为争取保守的乡村选举基地的支持,在议题主张上强调

乡村较为关注的堕胎、同性恋和同性婚姻等文化价值观问题,并且在这些问题上持保

守的立场;而随着城市化和种族多元化的发展,郊区选民更加关注的则是公共教育、

吸毒、医疗保健和经济等与民生相关的问题。正是由于共和党在议题主张上忽略了

郊区选民的诉求,才造成郊区选票稳定地流向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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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变化显示,美国选举政治正在发生有利于民主党的长期变化的趋势。移民

人数的增加,使少数族裔人数占全国人口比例上升,白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相对下

降,这将进一步扩大民主党的选民基础;随着在克林顿领导的民主党政府期间成长起

来的年轻一代逐渐进入选民年龄阶段,而在战后“婴儿潮暠时期出生的人进入退休阶

段,美国选民将越来越注重国内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这些趋势都有利于民主

党。但笔者认为由此判断民主党将长期主导美国政治还为时过早。就目前来说,民

主党能否长期保持选举的优势,主要取决于奥巴马政府的国内经济政策议程,主要是

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能否取得成功,以及美国一些长期的经济社会问题能否得到有

效的解决。

(三)对国会政治和府会关系的影响

2008年大选使民主党16年来首次同时掌控白宫和国会,并扩大了其在参、众两

院的多数优势,由此开创了民主党主导国会的新时期,这将有助于推行奥巴马和民主

党的立法主张,但在国会两党政治极化及国会内的共和党人进一步趋于保守的情况

下,两党围绕关键立法的意识形态之争将会日趋激烈。

首先,2008年大选对国会政治带来的变化之一是这一届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将更

加保守。这是因为在2008年国会选举中共和党落选的参、众议员多为中间派,而新

当选的议员大多是保守派。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温和派的消失,加强了国会共和党

在意识形态上的同质性,扩大了两党在经济政策上的意识形态分歧,使得建立跨党派

联盟的可能性变小,从而将加剧国会两党政治极化的现象。

其次,在2008年国会选举中,民主党虽然把在参议院的微弱优势转变为稳固优

势,但并没有达到克服参议院共和党立法阻挠的60票,这使奥巴马政府力图推出的

一些关键立法仍将在参议院面临较大障碍。参议院的立法机制与众议院不同。在众

议院的立法中,一项立法只要简单多数就可以通过。但在参议院,由于有“冗长发言暠

的规则,少数议员就可以阻挠对某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因此,在出现立法僵局的情况

下,一党在参议院中取得克服“冗长发言暠的绝对多数席位对于一项立法能否获得通

过至关重要。由于民主党在第111届国会众议院占有257对178的绝对多数,这使

其可以在即使没有一个共和党议员支持的情况下通过相关法案。但在参议院,民主

党必须与参议院共和党温和派议员缔结工作联盟,一些立法才有望获得通过。

再次,与共和党不同,在第111届国会中,民主党新当选的参、众议员多数为温和

派,其中约1/3的新增席位来自西部,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微弱的多数当选,因

此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将可能采取中间偏右的立场。他们的加入进一步扩大了在社

会问题上持保守派立场的国会温和派联盟,这将加大民主党内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在

某些政策议题上的分歧。

·15·美国2008年大选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趋向



最后,在总统与国会关系方面,奥巴马的白宫班子和顾问多数来自国会,奥巴马

本人也是参议员出身,熟知国会事务,这是有利于奥巴马政府立法议程的一面。但美

国府会关系中许多立法先例说明,一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的“一致政府暠(unified

government)并不一定能打破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立法僵局。在国会两党议员都没取

得绝对多数的情况下,一项议案的通过取决于国会参、众两院靠近中值议员的政策倾

向(即,众议院的第218名议员,参议院的第50位议员),以及取决于现行政策与关键

议员政策倾向的接近程度。

国会政治和府会关系的上述情况表明,民主党虽然扩大了在参、众两院的多数优

势,但奥巴马和民主党的一些关键立法仍将面临较大的阻力。

(四)对美国社会和种族关系的影响

2008年大选对美国社会种族问题乃至人们的心理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种族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一个敏感且具分裂性的问题。在大选期间,两党总统

候选人在竞选和辩论中都小心翼翼地避开种族问题。栙在竞选开始时,奥巴马的支持

者曾担心种族问题对竞选的影响,但是大选投票前所预言的“布莱德利效应暠(“Brad灢
leyeffect暠)并没有出现。

奥巴马作为非洲裔美国人,他的当选在美国种族关系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一

方面,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aendoflongjourney),表明美国在解决种族问题上

取得了巨大进步,“突破了美国政治最后一个壁垒暠(美国务卿赖斯语)。栚根据《今日

美国报》和盖洛普在选举投票次日进行的民调,奥巴马的当选激起了公众对美国未来

种族关系的乐观看法,对美国能解决其种族问题有信心的公众上升到历史新高,2/3
的美国人预测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将得到解决,这是自1963年民权运动高潮

时盖洛普有该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数字。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种族问题并没有完全从美国政治中消除,至少在南部一些

州,种族身份仍在选举中起重要的作用。此外,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经济

中的不平等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根据美国进步研究所的报告,目前美国所有

家庭的收入都处于停滞,但拉美裔和非洲裔美国人的收入状况尤其堪忧,他们的家庭

年收入远远低于白人。2000~2007年,拉美裔家庭年收入由3.9935万美元下降到

3.8679万美元,年平均下降0.5%。相比之下,2007年,白人家庭的年均收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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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灡492万美元,是拉美裔的1.4倍。同一时期,非洲裔美国人家庭年平均收入由2000
年的3.572万美元下降到2007年的3.4091万美元,年均下降0.7%。2007年,生活

在贫困线以下的黑人是白人的3倍。栙

三暋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趋向

上述分析为进一步探讨奥巴马政府内政外交趋向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奥巴马在

竞选期间就反复阐述了他在内政外交的一些关键议题上的政策主张。当选和就任

后,其国内政策的议程和对外政策的基本趋向逐渐清晰。

(一)奥巴马政府的国内政策议程

在国内政策上,奥巴马政府将把经济、能源和气候变化、医疗保健、税收改革和教

育作为优先议程。其中,奥巴马政府又将把防止美国经济进一步下滑,推动经济尽快

复苏,创造就业作为任期内国内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和首要目标。奥巴

马在当选后召开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将是我上任

后的首要任务。暠

1.以振兴经济为主的经济政策

奥巴马以推动经济复苏、创造就业为目标的经济政策主要有以下三项内容:

(1)提出并推动包括扩大政府开支和减税在内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加强联邦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和当选后,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

并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导致经济衰退加深,失业率不断攀升,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企

业破产增多,消费开支下降。奥巴马当选后于2008年12月6日公布了其大规模经

济刺激计划,作为应对美国经济衰退的主要措施。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称为“美国

经济复兴和再投资计划暠(AmericanRecoveryandReinvestmentPlan),其主要内容

是:加大联邦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美国学校的教育设施,改进医疗状况,通过

大规模公共开支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国会参、众两院两党经过激烈的磋商,

于2009年2月13日通过了总额高达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2)推动并实施大规模金融救援计划,同时加强联邦政府对美国金融机构、市场

和金融产品的监管,稳定金融体系和市场。在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奥巴

马还敦促国会尽快发放布什政府期间国会批准的金融救援资金中还未发放的3500
亿美元,并提出加强对金融的监管。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联邦政

府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监管。在竞选期间,奥巴马提出加强金融监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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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选后的优先课题之一。根据奥巴马的竞选承诺及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正在讨论

的相关立法,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对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等联邦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结构性改革;二是对监

管制度进行广泛的立法审查,把不规则的金融业务,如对冲基金、质押中介、衍生品贸

易和信用评级机构等置于联邦监管之下,严格审查信用评级机构,加强对房贷中介机

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灢defaultswaps)及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尚未纳入监管的金

融衍生工具的监管;三是加强对操纵市场和掠夺性借贷的惩处,成立新的金融市场监

督委员会以定期评估条件,就潜在的风险给总统和国会提建议;四是限制银行的规

模,对高管的收入进行监督等。栙

(3)实施房市救援计划,稳定房市。奥巴马把房市救援看作是帮助美国摆脱经济

衰退的一项重要措施,拟通过设立基金,帮助偿还抵押贷款有困难的房主;给房贷巨

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注资,以防它们在住房市场进一步扩大业务时遭受损失;由房利美

和房地美为房主提供抵押贷款再融资等措施,避免大批家庭丧失住房抵押赎回权,从

而稳定房市。

2.为中产阶层和穷人减税的税收政策

为中产阶级减税是奥巴马竞选的经济政策主张之一,也是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的税收政策可概括为向富人增税、为中低收入家庭减税。

奥巴马政府希望以此达到恢复社会公平,提高政府税收收入的目的。

在为中产阶层和穷人减税方面,奥巴马在竞选中承诺,当选后要为每个年收入不

到25万美元的家庭减税,继续实施布什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法案直到该法案有

效期截止的2010年。根据奥巴马的税收计划,中等收入纳税人的税后收入在2012
年将提高5%,或一年提高2200美元。中等收入被界定为年收入在4至7万之间。

他还承诺为没有明确细化扣除额的房屋业主增加新的税收减免,以及为储蓄、大学学

费和农业减税;实施名为“劳有所得暠(“MakingWorkPay暠)的税收减免计划,该计划

为符合条件的每个单身劳动者减免500美元,每对夫妇减免1000美元,对那些收入

太低而不用缴纳所得税的人,减免的税额用以抵扣工资税中用以缴纳社会保障和医

疗保健的费用。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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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占美国家庭数5%的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富人增税,也是奥巴马竞选纲领

的一部分。奥巴马认为布什的减税计划进一步拉大了富豪和其他美国人之间的贫富

差距。奥巴马对富人增税计划主要是废除布什政府减税方案中的两个最高的边际税

条款,提高资本所得税和利息税。

为获得国会中财政保守派对其经济政策的支持,奥巴马税收政策还包括经济刺

激计划中的减税措施。减税占奥巴马经济复兴计划的40%,包括他在竞选中承诺的

为多数工人免税500美元,该项措施将花费1500亿美元,还有超过1000亿美元为企

业创造就业及投资于设备或工厂。栙

3.减少美国对国外能源的依赖并在国内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实现能源自给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是奥巴马最优先的议程之一,也是选

民希望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解决的仅次于经济的一个问题。根据2008
年12月中旬《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联合举行的调查,84%的选民认

为奥巴马应该推动联邦计划,控制电力公司的排放,同时为更多的再生能源提供资

金。栚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目前仍十分依赖传统能源资源。在美国目前

的能源消费中,煤炭、核能和石油仍是主要能源来源,其中,石油进口目前占美国年均

消费的58%。统计显示,煤炭、石油和核电是满足美国电力需求的三大来源,目前,

煤炭和核电已经得到充分开发和广泛运用,但到2030年,美国的电力需求将上升

50%,栛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将更大,另外,国际能源价格趋升及美国大量使用矿物燃

料对环境保护的压力也将加大。

气候变化既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是与美国国内能源结构和消耗密切相关的一

个问题。美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克林顿政府时期,迫于国际社会

的压力,美国于1998年11月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布什政府上台后,以中国和印度

没有加入该协定、强制减排将阻碍美国经济发展,以及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

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为由,于2001年3月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布什第二任期,在民

主党控制的国会的压力之下,布什开始调整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奥巴马政府就任

后,美国的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将进一步做出重大调整。

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多次强调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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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环境又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绿色倡议(greeninitiatives)。就任后,奥巴马在白宫

专门设立“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协调员暠(WhiteHousecoordinatorofenergyandcli灢
matepolicy)和气候变化问题特使职务,并任命了一些主张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

家和前克林顿政府官员担任能源和环保部门的领导。

奥巴马对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核心主张是美国应该减少石油消费,鼓励能源

储备和效率,发展低碳能源。其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的目标和主要措施是:(1)在未

来十年内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开发可再生能源资源和清洁能源技术,大规模改造美

国的能源结构,以减少美国对国外石油的依赖,同时创造就业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008年10月,奥巴马在一次竞选演说中说:“我将每年投资150亿美元用于可再生

能源,从而在今后十年创造500万个新能源工作岗位。暠栙他还要求美国到2012年,

10%的电力由替代能源资源中产生,到2025年,进一步增加到25%。(2)确定美国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奥巴马的气候变化政策目标是到2020年把美国的气体

排放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到2050年再减少80%。栚(3)支持建立“排

放上限和交易暠(capandtrade)制度,力争在2009年8月国会休假前通过相关联邦

立法,并从2012年美国经济开始好转时实施。奥巴马政府拟通过这一制度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增加联邦税入,用超标排放企业缴纳的罚金支付为中低收入者减税所付出

的开支。栛(4)允许加利福利亚等州制定本州更严格的汽车排放标准。(5)在气候变

化问题上发挥全球领导作用,推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合作。

4.改革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制度

美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制度面临资金即将枯竭、医疗保健费用上升、开

支加大等难题。首先,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面临潜在的财政危机。由于美国社会保

障以“账单到期即付暠(pay灢as灢you灢go)的方式运作,即用目前在职人员缴纳的工薪税

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随着“婴儿潮暠一代陆续到达退休年龄及人的预期寿命延长,

社会保障面临的资金压力将越来越大。医疗照顾的财政状况比社会保障还要糟糕。

美国目前没有享受医疗保险的人数高达4500万;随着受经济危机影响而失业的人数

的增加,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将进一步上升;经济下滑及金融救援减少了联邦政府可

用于覆盖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的财政投入,用于医疗照顾的支出将大幅上升。医疗照

顾到2010年就将出现赤字,在今后的20年中,医疗照顾的开支将增加一倍,占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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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的25%。栙其次,日益上涨的医疗费用已经成为不少美国人面临的严峻问题。根

据美国一研究机构的报告,近十年来,医疗保健费用的上涨速度是其他物价上涨的4
倍,个人收入中增长的部分基本用于支付上涨的医疗保健费用。2007年美国65岁

以下的成人中有超过2/5的人难以支付医疗费用。每5个美国人中就有4个对医疗

保健支出不满。栚

奥巴马在竞选中承诺“每一个美国人都有享受可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的权

利。暠栛就任后,奥巴马多次表示,新政府将把改革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制度作为限制

联邦开支努力的“一个中心部分暠,重塑美国的社会保障和医疗照顾,特别是在经济危

机造成失业人员剧增的情况下,改革医疗保健制度更是“不可拖延暠。栜

但如何大范围改革社会保障,到目前为止,奥巴马政府还没有出台具体措施。在

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方面,奥巴马政府拟采取的措施有:(1)在为期两年的经济刺

激一揽子计划中,扩大联邦政府医疗保健保险和失业救济的范围。一是扩大失业救

济的范围到临时工,该提案多年前遭到国会共和党的否决;二是为雇主延续为下岗和

退休工人及其亲属缴纳的保险提供补贴。栞 (2)在税收政策中,通过向年收入超过25
万美元以上的富人增税得来的收入,弥补扩大医疗保险范围资金的不足。(3)通过降

低医疗保险费用、投资医疗信息技术、建立疾病预防和治疗合作等,为每个家庭减少

医疗保健开支2500美元。此外,民主党控制的第111届国会上任后,通过了被布什

否决 的 “州 儿 童 保 险 计 划暠(theState Children狆s HealthInsuranceProgram
(SCHIP)),该计划覆盖600万儿童,根据国会预算局预计,新增的400万儿童将在今

后5年内用350亿美元开支加以覆盖。

此外,在教育政策上,奥巴马政府将加大联邦的投入,其中1000亿美元用于扩大

早期儿童教育,80亿美元用于进一步实施《不落下一个孩子》(NoChildLeftBe灢
hind)的教育改革法案。奥巴马政府还将为数以万计的学生每人减免4000美元的学

费。在其他社会政策方面,奥巴马政府的优先议程包括取消布什政府于2001年颁布

的禁止联邦政府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行政命令,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等。

(二)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趋向

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趋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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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恢复和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作为对

外政策的总体目标。

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以反恐为契机,大力推行单边主义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布什主义暠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恶化了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的关系。同

时,随着国际上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相继崛

起,美国的实力地位相对下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地动摇了

美元的霸主地位和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使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遭

到普遍质疑。因此,奥巴马政府的总体对外政策目标就是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修复受损的国家形象。

2.在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方式上,奥巴马政府将强调多边合作与对话,运用“巧

实力暠(smartpower)开展灵活务实外交,改变布什第一任期奉行的新保守主义对外

政策及单边主义军事政策,以及在反恐问题上“非友即敌暠的外交理念。

“巧实力暠是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理念。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人员苏

珊尼·诺塞尔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最早提出“巧实力暠这一概念,国际关系理论新

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软实力暠概念的提出者约

瑟夫·奈在其著作中也提到“巧实力暠,并将这一概念引入对外政策理论。所谓“巧实

力暠,指的是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从而实现对外政策目标。2009年1月13日,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参议院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当前面临的安

全威胁要求新政府必须诉诸“巧实力暠,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包括外交、经济、军

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领域的可行手段,打开美国外交的新局面。

在“巧实力暠外交理念指导下,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将趋向务实、灵活。其具体的

体现是:(1)在伊朗核问题上,愿意与伊朗“无条件暠谈判,通过直接对话,说服伊朗和

叙利亚“不采取危险行动,成为有建设性的地区事务参与者,暠与此同时,加强与埃及、

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关系。(2)在朝核问题上,基本遵循布什政府时期建立的六

方会谈框架,通过六方会谈迫使朝鲜弃核,同时也不排除美朝直接对话。(3)摒弃布

什反恐战略“非友即敌暠的理念。奥巴马的对外政策纲领指出,将寻求与所有国家,不

论是敌是友,进行直接的外交谈判。(4)主张增强多边合作,并强调联合国等多边机

构的作用。

3.把防务、外交和发展援助作为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

在防务和安全上,奥巴马政府将在保持美国军事实力相对优势的基础上,强化美

国的联盟体系,保护本土和盟国的安全,进一步削减美国的核武器数量,并就削减核

武器条约与俄罗斯展开谈判,重新评估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在外

交上,奥巴马政府将本着“谨慎改善紧张的外交关系,继续建设现有外交关系暠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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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首先着力处理好大国关系。一是巩固美国与其欧洲传统盟国的关系,改善布什时

期因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与老欧洲日渐疏远的关系。希拉里说,巩固美国与德、法等传

统盟友的关系,“仍然是新政府的头等要务暠。二是继续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将它作为

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希拉里说:“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政策不可或缺的基石,在维

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不可或缺。暠三是努力修复与俄罗斯因在波兰和捷克部署

导弹防御系统、在北约东扩和中亚的战略博弈等问题上的分歧而日趋紧张的关系,同

时寻求俄罗斯在经济、地区安全和不扩散领域的合作。四是在对华政策上,奥巴马政

府将大体延续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在寻求中国在地区安全,特别是在朝核问

题的解决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延续并提升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恢复中美军事交

流;加强在经贸、能源和环境等领域双边合作的同时,扩大中美合作的范围,特别是在

克服当前金融危机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方面的合作,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发展

双边关系的新内容。在台湾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暠的政策,欢迎

台海两岸改善关系,鼓励两岸加强对话和交流,但对台军售的立场不会改变。

4.把从伊拉克撤军,增兵阿富汗以遏制阿富汗局势恶化,进而铲除基地组织作为

对外政策的重点和优先议程。

(三)奥巴马内外政策面临的挑战

奥巴马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的推动和实施,既有有利条件,又面临严峻的挑战。

公众的支持率高,加上民主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参、众两院,这是奥巴马兑现选举承诺,

实现其内外政策主张的有利条件。奥巴马打着“变革暠的大旗,以改变国家前进的方

向,改变布什政府政策的承诺上台,这使得美国多数民众对奥巴马抱有极大的期望。

虽然奥巴马的选民票仅为53%,但根据盖洛普的调查,公众对奥巴马当选的欢迎程

度和期望值高达68%,高于克林顿在1992年的60%和布什在2000年的56%。栙皮

尤民调发现,67%的选民相信奥巴马任期会取得成功,今后四年,美国会好转;而在

1992年克林顿当选后和2000年大选后,对国家前景看好的人数只有50%。栚

但另一方面,奥巴马的内外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受到诸多的限制。首先,奥巴

马国内政策议程的实施将面临巨额财政赤字的限制。布什执政八年,由于实施减税、

进行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以及缺少对国内福利开支的限制,联邦政府的财政赤

字不断攀升,2008年财政赤字高达4550亿美元。根据国会预算局预测,即使不把奥

巴马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计算在内,2009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总额也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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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3%,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纪

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于2009年2月发布的关于美国财政危机的报告也指出,即使

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从2009年开始的未来十年,美国每年的财政赤字也将平均为1
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政赤字不仅将引发国会内部两党围绕经济刺激计划的平衡

预算之争,还将限制奥巴马刺激经济复苏,改革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制度,兑现为中

产阶级减税的承诺的能力。

其次,在国会两党政治极化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国内政策议程的自由主义色彩

将会遭到共和党和保守派的反对。两党政治极化是近年来美国公共政策制定和国会

立法所面临的基本政治环境。尽管奥巴马在竞选中和当选后承诺要跨党合作,实行

“新政治暠,民主党进一步扩大了在参、众两院的多数,但在当前美国两党政治高度“极

化暠和国会共和党更加保守的情况下,奥巴马的自由主义国内政策议程必然加剧国会

两党在相关立法上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当前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

情况下,虽然在国会中两党在刺激经济的必要性上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如何刺激经济

尽快复苏的问题上,两党的主张截然不同。民主党主张加强联邦政府的干预,通过实

施大规模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创造就业;共和党则从传统的保守哲学出发,主张减

税,批评民主党的经济刺激计划规模过于庞大,消费性开支太多,不如减税效果好,增

加了美国下一代的债务负担。虽然奥巴马为使经济刺激计划得到国会共和党议员的

支持而在法案中加进了减税的内容并亲自游说,计划最终获得国会通过,但众议院所

有共和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在参议院对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表决中,只有3名共

和党温和派参议员投了赞成票。如此以党派划线投票还将出现在奥巴马议程中的其

他立法上,特别是改革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制度、加强对金融监管等立法上。

第三,奥巴马政府的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及其相关立法,将引起联邦权力和州

权,以及中西部工业州(brownstates)与加州及东海岸(greenstates)诸州的利益冲

突。美国现行法律《联邦海岸地区管理法》(TheCoastalManagementAct)规定,能

源的开采权属于州权的范围。目前,美国已有23个州加入了降低二氧化碳污染的地

区协定,其中康涅狄格、加利福尼亚、夏威夷、明尼苏达、新泽西和华盛顿等六个州在

其州内已经实施了排放的最高限制。由加州发起的“西部气候倡议暠(TheWestern

ClimateInitiative)目前已有10个州参加。中西部各州也在磋商本地区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的对策。奥巴马的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则把联邦政府置于决策地位,但各州

关心的是在近海石油开采、鼓励使用替代能源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各州保

留多少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如果推动联邦关于气候变化的立法,将可

能引发联邦和州权之争。此外,奥巴马的气候变化政策将面临来自“铁锈地带暠的燃

煤发电厂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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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奥巴马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条款,以及民主党控制

的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强,不可避免将加剧美国与包括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

的经贸纷争。

最后,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美国在实力地位相对下降的

情况下所做出的一种战略调整,能否取得预期目标也是疑问。

张业亮: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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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女权批评

金暋莉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本文从宏观的角度,厘清了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女权批评各自的发

展轨迹,探讨了三者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并论述了它们共同关注的主

题。本文认为,美国女权运动的兴起与美国女性文学的第一次繁荣同步;美国女权运动

的第二次浪潮引发了美国女权批判作为学科的发展,并促成了美国女性文学在20世纪

后半叶璀璨的成就;自1970年代以来,女权运动、女性写作和女权批评携手共进,成为美

国文化与社会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也为其带来巨大的变化。

关键词:美国文化 女权运动 女性文学 女权批评

美国建国仅有200多年的历史,自殖民地时期开始,美国女性就生活在英国法律

统治之下,殖民地从欧洲国家承继的男权文化传统,导致了这一新兴国家文化和社会

中也有男尊女卑的现象,造成了两性不平等的现实。尽管与欧洲大陆的女性相比,由

于地理环境的原因,美国女性有着更大的自由,但在很大程度上,女性仍然被视为二

等公民,被剥夺了男性所享有的许多权利,丧失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因此,从美国建

国之始,女性就开始了争取与男性平等权利的斗争。她们不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

治运动,也在文化和文学领域中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她们长期以来的奋斗,已经给美

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极大的变化。本文探讨了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和女权

主义文学批评各自的发展轨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试图对于美国女性争取自

身地位的提高所做出的努力,做出全景式的描绘。

一暋女权运动

美国妇女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女性一样,长期以来生活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



社会里。虽然美国是个移民拓荒国家,女性在美国建国初期及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

中也发挥过巨大作用,但美国女性仍然无法幸免于社会上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因

此,早在建国初期,美国女性就已经开始反抗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她们把家庭暴君等

同于君主暴君,要求把女性的天赋人权也一同写进新建共和国的基本文件中去。美

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的夫人阿尔盖比· 亚当斯(AbigailAdams)在1776年时就曾

经致信给丈夫,提醒他在新生的国家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不要忽视女性的权益。她

写道:“希望你们会在此时记住女士们,而且要比你们的前辈对待她们更为慷慨大度、

更为友善。切切不要把无限的权力置于丈夫的手中……如果不给女士们以特殊的关

怀和关注的话,我们就决心起来造反,并且决不会受到任何没有我们的声音、没有我

们的代表的法律的约束。暠栙亚当斯夫人的语言铿锵有力,表现出强烈的两性平等意

识。

玛格丽特·富勒 (MargaretFuller)是一位高度关注女性地位和女性发展的19
世纪女知识分子。她在1845年写出了美国第一部妇女问题专著《十九世纪妇女》

(WomenintheNineteenthCentury,1845),提倡开发女性智力,论述两性平等对于

社会和谐发展的益处。作为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一员,她将其倡导的浪漫主义观点

用于女性。“我们会摧毁一切专制的堡垒。我们将打通所有道路,让它们像对男性那

样,自由地对女性开放。暠栚富勒的论著为女性要求两性平等的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

令人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的主流意识没有把女性视为与男性

有同等权利的人。到19世纪中叶,美国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婚后无权控制自己或

子女的财产、不能立遗嘱,在未经丈夫许可的情况下,也不能签署法律文件或提出诉

讼,她的地位只相当于一个未成年人或是奴隶。而正是女性地位与奴隶地位的这种

内在联系,使得当时参与了美国废奴运动的女性认识到,她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争取两性平等权利。

美国女权运动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其标志为1848年在纽约州的塞尼卡富尔

斯(SenecaFalls)召开的美国第一次妇女大会。在19世纪的废奴运动中,许多白人

妇女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正是在参与公共活动的过程中,像柳

克丽霞·莫特(LucretiaMott)、伊丽莎白· 卡迪·斯坦顿 (ElizabethCadyStan灢
ton)、格里凯姆姐妹 (SarahM.GrimkeandAngelinaE.GrimkeWeld)这些具有正

义感的女性,因为在社会上出头露面而遭受非议和排斥。1840年,去伦敦参加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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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奴运动大会的女性因其性别而被剥夺了在大会上发言的权利,引起了这些女性的

极大愤懑。在反抗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女性深深感受到社会上同时存在着的性别歧

视。女性要获得解放,必须组织起来争取获得被剥夺了的权利。

塞尼卡富尔斯妇女大会吹响了美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政治斗争的号角,而由

斯坦顿起草的大会《观点宣言》(DeclarationofSentiments)具有讽刺意味地套用了

杰斐逊执笔的《独立宣言》的结构、词句和语气:“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不言而喻,

即,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男人对于女人进行

不断的伤害与篡夺其权利的历史,他们把建立一种绝对的暴君统治作为直接目

标……他从不允许她行使她的有效选举权……他在婚后从法律上剥夺了她的公民权

利。暠栙大会宣言毅然把人生而平等视为两性共享的天赋人权,为美国女性争取自身

解放的斗争拉开了序幕。这场被称之为美国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的主导力量是中产

阶级白人妇女,其主要奋斗目标在于解放妇女,使其获得政治权利。之后,斯坦顿与

另一位杰出女性苏珊· B.安东尼(SusanB.Anthony)于1869年建立了全国妇女选

举权协会,这个协会与露西· 斯通 (LucyStone)后来创立的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

在1890年合并成为美国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后来又更名为妇女投票者联盟。南北

战争后,美国黑人男子终于获得选举权,但女性选举权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女权主义

者们在一切可能的场所进行抗议,组织了不计其数的游行。她们撰写各种宣传手册

和其他资料,收集向国会请愿的签名。经过长达72年的不懈斗争,关于女性选举权

的第19条宪法修正案最终在1920年得到国会的批准,美国妇女从此获得了投票选

举权。缘于此,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也通常被称为“女性争取选举权运动暠。

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也被称为“妇女解放运

动暠。参与这场运动的女权主义者针对的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

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 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发表于1949年的作品《第二

性》(TheSecondSex)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尤其是她在书中所说,“女人并非生

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才成为女人暠,成为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名言。值得指出的是,美

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仍然伴随着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美国黑人在抗

议其在法律上获得解放一个世纪之后仍没有获得真正平等权利时,美国女性也在反

思自己在获得选举权的几十年后的社会地位。而贝蒂· 弗里丹(BettyFriedan)发

表于1963年的《女性的奥秘》一书,栚则被视为20世纪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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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弗里丹在书中描绘了女性面临的“无名的困扰暠,解构了社会所倡导的贤妻良母

式的“理想女性暠模式,呼吁女性走出家门,改变失去自我的生活,发挥她们的才智和

潜能。她于1966年领导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暠,组织妇女上街举行抗议活动,要求

结束一切歧视妇女的行为,实现男女平等。1970年,在女性获得选举权50周年纪念

日,美国女性在40个城市举行了大规模游行活动。在这场运动中,提高妇女对于性

别压迫的觉悟,以及把个人经历视为政治问题的观点,成为第二次浪潮中女权主义早

期的奋斗目标;栙平等权利、生育权利和职场的平等待遇,成为女权主义活动家大声

疾呼的口号;性暴力、色情表演、色情作品等遭到女权主义者强烈的谴责。虽然妇女

平等权利修正案至今未能通过,但美国妇女的性别意识已经大大增强,女性的社会地

位也获得了较大改善。

女权主义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掀起了第三次浪潮。栚第三次浪潮既是对于

第二次浪潮的挑战,也是对诋毁第二次浪潮的回应。在第二次浪潮后期,女权运动内

部不断分化,各自派别林立、观点迥异。差异成为对于第二次浪潮最初的挑战。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第三次浪潮不是在第二次浪潮之后出现,而产生于其中。栛而这种挑

战发展成女权主义中两大互相对立的阵营,一种把身份政治作为获得解放的关键,而

另一种则把对于身份的抵制视为自由。第一个阵营由有色人种和其他族群女权主义

者组成,她们秉持的身份政治和区际理论批判了第二次浪潮的本质主义立场、白人中

心主义,以及在处理有色人种和其他族群所经历的各种压迫时的失败。第二个阵营

以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者为代表,她们质疑具有一致身份的观点,并且

把对于类型或身份的抵制视为真正的自由。栜

作为第三次浪潮真正意义上的开拓者,有色人种女权主义首先对于主流白人女

权主义进行了批评,以美国黑人女性为主体的有色人种或第三世界女性,在承认女性

的性别身份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种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她们指出,一个女人必然隶

属于某个阶级、来自某个民族,所以每个女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经历。著名黑人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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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ArcherMannandDouglasJ.Huffman,“TheDecenteringofSecondWaveFeminismandtheRiseof
theThirdWave,暠Science&Society,Vol.69,No.1,Jan.2005,p.58.
SusanArcherMannandDouglasJ.Huffman,“TheDecenteringofSecondWaveFeminismandtheRiseof
theThirdWave,暠Science&Society,Vol.69,No.1,Jan.2005,p.58.



主义者贝尔·胡克斯(BellHooks)坚持认为,白人女性的女权理论无法概括女性经

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白人女性也无法代表她们的利益。栙可以说,美国非裔女性对

于白人主流女权主义的挑战,进一步拓展了女权运动的范围和视野,也进一步推动了

女权主义的纵深发展。在此之后,其他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对于种族的关注,以及各

色人种的女性对于阶级的关注,都极大地丰富了女权主义的斗争内容。同时,美国主

流女权主义不仅受到有色人种女权主义的批评,也因未能反对被视为父权权力结构

重要组成部分的强制性异性恋,受到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抨击。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女权运动越多越多地融入当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

思潮。后现代女权主义是基于这样的理论之上的,即,所有群体类别都应被视为是本

质主义的而应加以解构。即使是基于差异的群体也不具有同一种声音或同一种观

点。对于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者来说,身份就是一种语言、话语和文化实践的建构。

在第三次浪潮中,还有一批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成人的年轻女权主义者,她们的政

治策略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她们颂扬矛盾,把它作为

对于类型身份的抵制,并以此揭露现实的社会建构。她们宣扬身为女性的自信心和

自豪感,强调个人责任,而不再热衷投身于政治运动。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女权运动已经更加成为主流,更加职业化,也更加商业化。

美国全国性的妇女组织还在继续发展,妇女研究机构不断扩展,女权主义者更加关注

自我发展和变革。栚但女权运动面临的挑战也是明显的。强调女性因其独特的生理

经验而具有独特的经历和感受、因而也有着统一斗争目的观点必然会陷入本质主义

的窠臼;否认了女性之间由于阶级、种族、文化和族群不同所造成的差别,也会把女性

局限于一种作为女权的性别身份范围之内。但过分强调差别和多样性,也会动摇女

性主义者把女性从整体上视为一个受压迫阶层的基础。女权主义因此既要认识到女

性之间的差异,避免建构一种宏大叙事的企图,又要把女权主义的观点置于女性的普

遍经历之中,在最大程度上消除性别歧视。

二暋女性文学

如果说美国女权运动对于唤醒广大妇女的性别意识、反抗男权文化歧视,起到了

巨大作用,那么美国女性文学则在文学领域中表达了女性的经历、感受和诉求。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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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所有美国女性文学都是女权主义文学,但美国女性作家还是在作品中表现出

对于妇女问题的思考和对于女性地位的深切感受,在主题建立、题材的选择和语言风

格上也常常有较明显的特点。

美国女性文学诞生于美洲殖民地,学界通常认为美国女性文学始于1650年安

妮·布雷兹特里特(AnneBradstreet)的第一本诗集《新近在美洲出现的第十位缪斯》

(TheTenthMuseLatelySprungUpInAmerica,1650)。栙布雷兹特里特是早期殖

民地第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她在操持家务的空隙里创作的诗歌被内兄带到伦敦发表

后,流传甚广。布雷兹特里特在涉足写作这个传统上的男性领域的时候是十分谨慎

的,但她还是从女性的视角描绘了欧洲移民在新大陆艰苦环境里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她的诗歌宗教色彩浓郁,而其中记录了早期殖民地,尤其是殖民地女性生活的作品,

笔触细腻、情感真切,堪称佳作。

18世纪末,小说开始在英国流行。这种文学形式以其通俗的语言、世俗的观点

和对平民生活的描绘,赢得了广大读者,并且反映了新兴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建国初

期的美国还未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学,因此在英国小说越过大洋来到美国的时候,习惯

于从英国人那里寻求文学表达方式的美国人也进行了这种文学尝试。但早期的美国

女性小说在语言、风格和内容上大多是模仿之作。18世纪末苏珊娜· 罗森(Sus灢
anneRowson)创作的《夏洛特· 坦普尔》(CharlotteTemple,1791),就是当时流行

的引诱小说的代表作品。在这类小说中,女主人公为中产阶级的年轻女性,她们天真

浪漫,毫无处世经验,很容易受诱拐而沦落。这类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说教意味,是

作者对于世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年轻白人女性的道德训诫。除了在作品中使用了美

国地名之外,这类作品与当时英语小说的区别微乎其微。

美国的民族文学在19世纪中叶达到第一个繁荣期。在这一时期,政治上取得独

立的美国人在争取文化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从此,美国人有了真正

意义上的美国文学。19世纪中叶也是美国女性文学发展的昌盛时期,女性小说成为

极受欢迎的文学形式。1848年的第一次美国妇女大会使得女性出现在公共视线之

中,而与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几乎同步的是女性文学的迅猛发展。不难看出,女

权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至少是间接地影响到女性开始从事之前一直被男性垄断的

职业。如果说,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女性社会活动家,在文化和

社会领域中为女性权利而不遗余力、大声疾呼,更多的才华女性则是通过手中的笔,

在文学领域描述了女性的地位和感受。由于不出家门就可以从事写作,因而写作成

·76·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女权批评

栙 ElaineShowalter,Sister狆sChoice敽TraditionandChangeinAmericanWomen狆sWriting (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4).



为许多才华横溢(经常也为生计所迫)的女性的出路。她们在无法向男性那样走出家

门参与公共事务、并且不得不扮演妻子和母亲的家庭角色的同时,开始了自己的写作

生涯。与同时期的男性作品相比,19世纪女性文学更多地聚焦于家庭领域以及女性

的生存状态,刻画了具有高度道德感和有独立意识的女性角色。这些女性以自立自

强的精神,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对于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

虽然大多在文学成就上难以与男性创作比肩,但因其鲜明的特征成为 “她们自己的

文学暠。栙在召开妇女大会两年后的1850年,一部女性小说《宽宽的大世界》(The

Wide,WideWorld,1850)的出现,在市场上引起轰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美

国畅销小说,也使得女性作家成为当时文坛上不可忽视的力量。苏姗·沃纳 (Susan

Warner)的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年轻女孩子的成长过程,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女性艰

难的生存环境。《宽宽的大世界》成为19世纪中叶女性家庭小说 栚 的开山之作,也

象征着“女性化的50年代暠的开端。栛在19世纪中叶,美国文坛上活跃着一大批享有

盛名的女性作家。栜她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实现了女性的美国梦,而她们在作品中所

塑造的女性形象,也为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树立了榜样。

19世纪女性作家也具有很强的社会和政治意识。虽然她们无法走上政坛和神

坛,但是她们以手中之笔参与了社会运动。哈里叶特· 比彻·斯托 (HarrietBee灢
cherStowe)是19世纪美国文坛上最为响亮的名字。她的一部《汤姆叔叔的小屋》

(UncleTom狆sCabin,1852)是19世纪除了《圣经》之外销售量最高的作品,曾经使无

数人为之感动落泪,在世界文坛上声名远扬。后来林肯总统在接见斯托时称她是“写

了一本小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暠。这部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文学著作,也

是美国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对于唤醒北方白人良知、宣传基督教民主博爱思想、揭露

奴隶制的罪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对于女性在社会领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

描绘,也令人印象深刻。

与轰动文坛和社会的斯托不同,艾米莉·狄金森 (EmilyDickenson)在生前几

乎默默无闻,她闭门不出,生活的足迹止于自家的院墙。说狄金森是19世纪最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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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诗人之一,并不是指她对于自己的时代有什么影响。她创作的1700多首诗作

中,在生前只有寥寥几首得以发表。她在自己狭隘的生活范围里以各种微小意象,描

绘自然界的芸芸众生,也探索人生的永恒真理。她言简意赅、技巧精湛、意境深远的

小诗,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诗坛,受到欧美诗人的高度推崇。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女性文学在美学上高度发展的时期。栙这一时期的女作

家已经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坛。与之前的女性作家不同的是,她们大胆地宣布自己的

作家身份,在形式上不断追求自由与创新,甚至在内容上也大胆地挑战了关于女性性

关系的清教信仰,为女性的故事创造了新的叙事形式和情节。

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莎拉·奥恩·朱厄特(SarahOrneJewett)是美国文坛上的

优秀作家。她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了19世纪后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时期新英

格兰农村地区的萧条和衰落。另一位曾在艺术上得到认可的作家凯特·肖班(Kate

Chopin)却做出了被社会视为离经叛道的事情。19世纪美国社会提倡的是一种三从

四德的女性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要使女性,特别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安心扮演

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美国评论家笆笆拉·韦尔特(BarbaraWelter)将其归纳为作为

“真正的女性暠的四种品质:虔诚、贞洁、温顺、持家。栚虽然19世纪末的社会已经发生

很大变化,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和进入职场的机遇相对增多,但一部描写女性拒绝履行

传统妻子和母亲职责、追求个性自由(尤其是性自由)的小说,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凯特·肖班发表于19世纪末的小说《觉醒》(TheAwakening,1899),其中的女主人

公在反省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意义之后,走上了一条反叛的道路。肖班在这部

描绘了女性意识觉醒的小说出版后遭受声讨,但这部作品如今已被视为美国女权主

义文学的先锋之作。

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美国妇女于1920年获得参政权,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有

了更加广泛的参与,女性作品的主题也由此进一步扩展,不再局限于被称之为她们特

有领域的家庭,而辐射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所以,20世纪美国女性文学与男性文学

的差异就不像19世纪文学中表现得那样如此泾渭分明。20世纪初适逢美国文学作

为正式的学科领域出现,在美国文学机构化的过程中,制定文学经典标准的权力主要

把持在中上层阶级的白人男性手中。栛许多曾取得了辉煌文学成就的女性作家,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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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烈男权主义色彩的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遭到贬损、受到排斥,而她们必须在此

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文学身份。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中对于美

国文学“女性化暠的恐惧和诟病,反映了充满社会偏见的意识形态:“真正的美国艺

术……应当包含男性文化的价值。暠栚 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部在之后近

半个世纪内被视为权威的《美国文学史》的作者,仍然把建构一种统一的宏大叙事视

为己任,美国特征也被定义为民主、进步、移动性和独立精神。而评论界对于“迷惘的

一代暠作家的高度关注,导致了对于同时期女性创作的忽略。女权评论家伊莱恩·肖

尔沃特(ElaineShowalter)在《姐妹的选择》一书中就曾经指出,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

由此成为“另一个迷惘的一代暠。栛但女性文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趋势显示,尽管仍然

处于极其不利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但是它正在朝着视野更加开阔、范围更加广泛、风

格更加多样、艺术更加完善的方向迈进。

伊迪斯·沃顿(EdithWharton)把笔触伸向美国上层社会,对于美国上层社会的

腐朽堕落、庸俗保守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她对于女性人物角色在日益商品化的

社会里作为牺牲品的生存境遇的描绘,更是令人印象深刻。薇拉·凯瑟 (Willa

Cather)以描写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中西部的移民生活而驰名文坛。她在代表作

《啊,拓荒者》(OPioneers敗,1913)和《我的安东妮亚》(MyAntonia,1918)中塑造了令

人难忘西部荒原上的女性拓荒者。

旅居巴黎的格特鲁德· 斯泰因(GertrudeStein)的文艺沙龙吸引了包括海明威

和舍伍德·安德森在内的众多作家和艺术家,是她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暠,而这一名

称已经成为美国文学中的风向标。斯泰因本人对于文学语言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追

求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成为美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之一。南方女作家尤多拉·韦尔

蒂(EudoraWelty)的作品没有大起大伏的情节高潮,但其简约的风格和对于细节的

关注,使其作品极有真实感。她的作品不像多数南方作家那样充满了负罪感,她常常

以讥讽的口吻袒露人类的弱点,表现出对于人类本性的理解和同情。另一位南方作

家凯瑟琳 ·安妮· 波特(KatherineAnnPorter)也在30、4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文坛

地位。她擅长创作短篇小说,以其娴熟的写作技巧称雄于文坛。她从一些人生细节

上探索和感悟人生的意义,留给读者颇多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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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赛珍珠(PearlBuck)曾旅居中国多年,

其独特经历使得她对于中国人怀有特殊的感情,因此以毕生精力跨越不同文化之间

的鸿沟,试图把中华民族的真实面目展示给西方世界。但她的女性身份和创作主题

都使她在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成为极有争议的作家。

更令人遗憾地是,占统治地位的白人男性评论界从一开始就拒绝把有色人种作

家写进美国文学史。栙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NealleHurston)是20世纪前半叶

杰出的美国黑人作家。她的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TheirEyesWereWatching
God,1937)如今被誉为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在很长

一段时期内不为人们重视,直到70年代末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把它重新介绍给

公众。小说描写了黑人女性珍妮为追求生命价值所走过的历程。通过塑造珍妮这样

有独立个性的女性,赫斯顿超越了把对抗的种族关系作为创作的唯一内容的黑人文

学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民权运动与女权运动兴起之前的女性作家在保守压抑的

社会环境中艰难地进行着探索,抒发着自我感受和对于社会的观感和批判。这一期

间,美国文坛上同样也闪烁着几颗耀眼的女作家之星。卡森·麦卡勒斯(CarsonMc灢
Cullers)23岁时因发表了《心灵是孤独的猎手》(TheHeartIsaLonely Hunter,

1940)而一举成名。她的小说曾被称为“最具哥特式风格的南方小说暠,弥漫着浓郁的

压抑感。她描绘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缺失和生活的怪异,心灵的孤

寂渗透于人物的日常生活。弗兰纳里· 奥康纳 (FlanneryO狆Conner)是一位充满

才华但英年早逝的作家。对于她来说,生活的意义在于耶稣为人类的赎罪,但周围世

界的世俗主义又与这种正统的宗教思想相冲突,因而她的作品充满了荒诞、充满暴力

倾向和毁灭性的人物与场景。玛丽·麦卡锡(MaryMcCarthy)于1963年发表了带

有自传色彩的畅销作品《少女群像》(TheGroup,1963)描绘了30年代大学女毕业生

踏上社会后的经历。作者揭示了传统角色观念给妇女生活带来的后果,并从女性的

角度公开地谈论了性关系。西尔维亚· 普拉斯(SylviaPlath)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

创作了小说《玻璃罩子》(TheBellJar,1963),年轻女性在未能为女性创造性提供发

挥的机遇的男权社会里的苦闷、彷徨、抑郁被她描写得惟妙惟肖。小说题目中所使用

的“玻璃罩子暠成为幽禁女性的牢笼的象征。麦卡锡和普拉斯的作品与弗里丹的《女

性奥秘》发表于同一年,她们以小说的形式体现了弗里丹作品中所描绘的那种对于女

性来说“无名的困扰暠,抨击了压抑女性的社会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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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许多女作家是黑人和犹太人,美国的种族问题使得

她们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被迫承受种族身份带来的巨大压力。在这种社会态势下,

她们有强烈的诉求,渴望以笔来表达她们的情感、描绘她们的体验。葆拉· 马歇尔

(PaulaMarshall)的《褐色女孩 褐砖房》(BrownGirl,Brownstone,1959)追溯了一

个从巴巴多斯移民到纽约的女孩萨丽娜的成长经历。她居住的褐色石头住房成为她

一直试图逃脱的环境的象征。房子的褐色,如她皮肤的褐色一样,总是在包围着她,

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自我身份的建构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异化,成为小说的重要

主题。

出身于社会底层并有犹太血统的蒂莉·奥尔森(TillieOlson)再一次展示了女

性在短篇小说领域的成功。奥尔森是在3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的,但迫于生计而辍

笔,直到50年代末才有机会重圆自己的创作梦。她于1961年发表短篇小说集《告诉

我一个谜》(TellMeaRiddle,1961),其同名故事获得当年的欧·亨利最佳短篇小

说奖。成功为她带来的既有声誉,还有随之而来的各种奖励和资助,使她得以继续创

作。职业女性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环境是她写作的重要主题。

“美国女性小说,作为一类独具特色的作品,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妇女运动

中才真正引起学界的注意。暠栙60年代以来日益增强的少数种族群体文化和政治意

识带来了对美国主流文化的重新定义。这种多元文化视角与女性视角是不可分割

的,寻根成为处于双重(三重)边缘文化中的女性作家的迫切需求。进入20世纪70
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女权运动为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自由。一大批女性

作家驰骋文坛,她们的创作为美国文坛注入了强劲持久的活力。

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坛上女性文学的最响亮声音来自非裔女作家,她们在文坛

上的崛起对于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之后,长期处于

无言状态的其他族裔女性,如亚裔妇女、南美裔妇女、印第安妇女,甚至包括各族裔的

女同性恋者,也开始抢占文学阵地。多样性成为80年代和90年代女性创作的主题,

强烈的女性意识成为女性作品在新时代的特征。

乔伊斯· 卡罗·欧茨(JoyceCarolOates)是当代妇女文坛的一枝奇葩,她的作

品表现出对当代妇女问题的深刻洞察力。她在早期的创作中常常描绘女主人公试图

在重重束缚中建立独立自我的努力。而在80年代发表的众多作品中,欧茨不是仅仅

把女性放在性别关系中去刻画,而是把她们置身于与自己的工作、抱负或者与历史的

关系之中。南方作家安妮·泰勒(AnneTyler)选择把美国家庭作为自己写作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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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她对社会的评论表现在她对家庭环境的刻画之中。她发表于1982年的畅销小说

《思乡餐馆的晚餐》(DinnerattheHomesickRestaurant,1982),生动地刻画了一位

被遗弃妇女在社会和心理环境双重压力下的生活。黑人女作家格罗丽亚·内勒

(GloriaNaylor)的处女作《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TheWomenofBrewsterPlace,

1982)由6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各有自己的女主人公,她们都居住在一条通往大街

的一头被堵死了的布鲁斯特街上。这条街象征着这些女人们生活的令人窒息的封闭

环境。她们的不同故事成为黑人女性整体经历的缩影,也成为女性的整体定义。托

尼·莫里森(ToniMorrison)的小说《秀拉》(Sula,1973)中的女主人公秀拉更是以

极具反叛性的行为,挑战了内化了白人价值观的黑人社区行为模式,塑造出一个不同

凡响的自我。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女性文学具有令人激动的实验性特征。这些

试验既包括把旧有的文体赋予新的政治内容的革新,也包括对使用后现代超现实的、

玄小说文体的大胆尝试,还有转向通俗文体、哥特体和侦探文体的创作。历史与想象

结合、事实与虚构交融、诗歌与小说穿插、自传与小说重叠、历史与传说携手,这种逾

越规范的旺盛活力成为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突出特点。辛西娅·奥奇克(Cynthia

Ozick)在创作中使用了许多后现代小说的游戏式技巧,但她一反这种形式通常所表

现的虚无主义观念,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玛丽琳·罗宾逊(MarilynneRob灢
inson)充满了意象的小说《持家》(Housekeeping,1980)探索了家庭生活的意义,并

把家庭小说延伸到史诗的范围。持家成为个人发展的局限和家庭与外部世界的界

限。在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SongofSolomon,1977)中,幻想与现实交

织、传说与神话相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她的另外一部力作《宠儿》(Be灢
loved,1987)讲述了一个人鬼情的故事。小说以奴隶制时期为背景,记叙了这种摧残

人性的制度为人们带来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小说中曾经被奴隶母亲亲手杀死的孩子

的鬼魂返回人间,使得一个已成为过去的世界重现在人物角色的面前。这部小说成

为女权主义观点与后现代审美情趣的出色结合。艾丽斯·沃克的《紫色》(TheColor

Purple,1982)使传统的书信文体浸透了深刻的政治内容,以此刻画了一个受尽凌辱

和压迫的黑人女性的成长过程,并诠释了黑人妇女的文化传统。书信在小说的前面

部分成为女主人公西莉宣泄绝望情感的途径,而上帝是她这些书信的唯一读者,但随

着西莉自我意识的增强,她的书信有了真正的读者,她也通过自己的行为真正站立了

起来。有着印第安人和白人混血的女作家路易斯·艾德里奇 (LouiseErdrich)的作

品《爱的药品》(LoveMedicine,1984)穿插着由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作为叙事人

的短篇故事,这些人物属于两个有关联的家庭,心理的交织揭示了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的记忆和秘密。艾德里奇大胆对叙事模式进行了试验,采用了丰富多变的叙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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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品结构,表现了后现代小说的美学特征。非洲裔同性恋女权作家奥德丽·洛德

(AudreLorde)拒绝对女性生命的任何方面保持沉默。她的作品《赞比:我名字的新

拼法》(Zami敽ANewSpellingofMyName,1982)成为第一部公开的、未经删节

的黑人女同性恋者的自传。莱斯莉·玛门·希尔科 (LeslieMarmonSilko)继承了

美国自传体创作的悠久传统,创作了具有多种声音的回忆录《说书人》(Storyteller,

1981)。这部集诗歌、歌曲、回忆、小说、艺术创作及一群亲朋好友的形象素描为一体

的作品,超越个人自传的范畴而构筑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希尔科本人身上有着印第

安人和墨西哥人的血统,她在写作中坚持把这两种文化的创作形式与西方主流文学

形式融合在一起。布拉锑·穆克吉(BharatiMukherjee)的大多数小说和短篇故事描

绘了出身南亚的美国人的生活,集中地展现了文化冲突中的暴力和荒诞。科幻小说

成为当代女作家使用的最有意义的通俗文体。这种小说体的开放式结构与更新环境

的能量,使它成为检验女权理论和女性角色含义的理想领域。厄休拉 · K.勒衮

(UrsulaK.LeGuin)在其著名作品《黑暗的左手》(TheLeftHandofDarkness,

1969)中设想了一个雌雄同体的世界。这个非性别化环境中的社会制度反映出一种

平衡,从而避免了二元思维方式。

当代妇女作家在对美学形式的探索中也倾注了她们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生力军的亚裔美国女性作家。自第二代的美国华裔作

家起,这些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作家们经常描绘的是这一代的华裔与华人社会的疏

离。栙与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大的前辈不同,在面临主流文化的歧视和排斥面

前,这一代华裔所向往的是对于主流文化的同化和归属,期盼的是实现自己的美国

梦。这些华人受美国主流文化的教育长大,接受的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早

已成为 “外黄内白暠的美国人。而在70年代之后发表作品的华裔作家们,受到民权

运动、女权运动和多元文化的影响,更增添了少数族裔意识。她们在描绘美国华裔人

现实生活的同时,力图探讨华裔的文化身份,反映华裔经历的变迁。70年代之后,美

国华裔文学在主题、文体和风格方面都更具多样化,其作品在文坛上大放异彩。汤婷

婷 (MaxineHongKingston)是亚裔美国女作家的杰出代表,其作品表现了种族文化

差异与冲突。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品《女勇士》(TheWomanWarrior,1976)

把神话、小说、自传结合在一起,其创新的叙事模式塑造了令人信服的华裔美国形象。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批妇女作品的面世,构成了美国妇女文学的又一次文艺

复兴。无论是以政治标准还是以审美标准来衡量,女性文学的成就都令人瞩目。它

为美国文学增添了活力,也使美国文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评论家肖瓦尔特在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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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增补版中指出,女性文学作为一种分离的“她们自己的文

学暠的状态即将结束。肖瓦尔特认为,随着女性作家对于妇女运动的参与和女权主义

的发展,女性小说已广为人知;原来由于背景的偏狭和风格的相同所表现出的亚文学

的统一性已经发生变化,当代女作家的写作背景具有多样性和多种族的特征;如今女

性小说已经进入主流文学。栙的确,当今美国文学的含义比起1970年时已经大大地

“女性化暠了。栚女性已经修订了美国文学的基本主题和传统,以及美国文学关于个

人、群体、语言和身份的神话。这种变化是有着根本意义的。女性和多文化视角的存

在,挑战了美国群体身份的性质,而当代妇女作品是对于这种挑战的极好答案。栛在

新世纪美国文学创作与评论中,一种两性更加平等的政治生态环境正在形成。

三暋女权批评

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它是伴随着女权运动第二次

浪潮的蓬勃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它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关注性别在

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的意义,从女性视角重新审视了文学传统、文学史和文学作

品,挑战了以男性中心文化偏见为根基的文学经典,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和巨大的颠覆

性。

女权批评与女权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女权运动争取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等方面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而女权批评以社会性别为出发点,揭露了传统文学作

品和文学批评中对于女性的忽视和歪曲,探讨了女性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所受到的

歧视。当美国女权运动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尤其是文化和文学领域时,美国女权主

义文学批评应运而生,并迅速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很快在高等院校和其他教育

领域中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毫无疑问,是女权运动催生了女权批评作为一个

学科的发展。初期的女权主义批评以改变传统教育和社会实践中的性别偏见为奋斗

目标。它的三个主要目的是:揭露普遍存在的由男性主宰的文化和文学中所反映出

来的性别歧视;呼吁重新挖掘和梳理历史上的女性的文学成就;建立理论上的女性视

角。

女权主义批评是从批判充满性别偏见的男性文本开始的。它力图建立一种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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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阅读方式,以此提高女性读者的政治觉悟。这一时期女权批评的开拓性作品为

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Politics,1971)。米利特以男性经

典文本为性政治分析的依据,披露了文学中的性别偏见和性暴力,解构了经典文学作

品中被贬损的女性角色的塑造过程。米利特对于女权文学批判的重要贡献在于她首

先把女性视角引入文学批评。而女性形象批评成为当时女权批评的流行模式。女权

评论家苏珊·考普曼·科尼隆(SusanKoppelmanCornillon)主编的论文集《小说中

的女性形象:女权主义的视角》(ImagesofWomeninFictions敽FeministPerspec灢
tives,1972)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在当时再版多次。论文作者批评了文学作品中对

于女性形象的虚假塑造,指出只有真实再现女性形象,才能为女性读者提供角色榜

样。另一位女权评论家朱蒂斯·菲特利(JudithFetterley)在其极具影响力的作品

《抗拒的读者:评美国小说的女性主义方法》中明确指出,以往的男性文本往往采用一

种以男性为阅读对象的叙述策略,女性被迫去认同文本中压迫女性的性别偏见。在

这类小说中,女性读者被要求认同一种与她相对立的自我,被要求反对她自己。栙鉴

于此,菲特利呼吁女性成为抗拒的读者,提倡一种变革的阅读方式,消除我们心中的

男权意识,以培养真正从女性视角进行阅读、拒绝与自己的压迫者合作的女性读者。

通过解构文学批评中的男性偏见,女权批评家揭露了这些批评范例的男权意识形态,

揭示了女性作家由于在文学史上的“集体失忆暠而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及被男性

掌控的批评文本所边缘化,甚至被排斥在外的状况。

与此同时,女权主义批评开始转向挖掘和定义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包括寻找和

再现那些被湮没和被遗忘的女性作家及作品,以及对于女性生活、创造性、风格、体

裁、主题、形象等性质的重新定义。女权主义批评认为,带有男性偏见的评论家所推

崇的主题是高度性别化的,几乎完全忽视了美国妇女对于民族文学的贡献。女权评

论家把矛头直指男权统治的“文学经典暠,指出以往的文学经典总是以男性标准为唯

一标准,以男性创作主题为代表美国文学的唯一主题,这种对经典的制定权和话语权

的垄断,必然把女性文学排斥到边缘,甚至置于文学经典之外。对于19世纪感伤小

说和家庭小说的日益重视就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场运动中,除了19世纪那些

曾经被遗忘被忽略的女性作家被挖掘出来之外,包括薇拉·凯瑟和伊迪丝·沃顿在

内的20世纪作家,也被从不同的女性视角进行了重新解读,得到了高度评价。

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把女性写作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形成了对于不同民

族和历史时期的女性文学的发现与重读。伊莱恩·肖沃尔特及时对女权主义文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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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进行了总结。她提出,“女权主义批评的第二阶段就是发现女性作家有她们自己的

文学,其艺术的重要性及历史和主题的连贯性,均被我们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价

值观所湮没暠。栙这一时期以女权主义视角来定义女性作品的重要著作有帕特丽夏·

迈耶· 斯帕克斯(PatriciaMeyerSpacks)的《女性想象》(TheFemaleImagination,

1975)、埃伦·莫尔 (EllenMoers)的《文学女性》(LiteraryWomen,1976)、肖沃尔

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ALiteratureofTheirOwn,1977)和桑德拉·M.吉尔伯特

(SandraM.Gilbert)与苏珊·古芭 (SusanGubar)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

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TheMadwomanintheAttic,1979)。斯帕克斯指出女性

作品被忽视的事实及女性作品与男性作品的差异;莫尔强调了作为文学主流之外的

女性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总结了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并且将女性文学划分成 “女

性特征的、女权的和女人的暠三个阶段;吉尔伯特和古芭则试图创立一种关于19世纪

女性作家创作处境的理论叙述。经过这些女权评论家的努力,到20世纪70年代末,

一种关于女性文学传统的叙事已经形成,这个叙事描绘了女性写作在过去200多年

里从模仿、抗争到自我定义的发展过程,界定和追溯了在男性统治的文化里女性所创

作的意象、主题和情节。

在经历了女性形象批评、女性文学经典的挖掘和女性文学传统的建构之后,女权

批评进入了女权理论建设的第三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女权

主义者着眼于理论的反思和理论话语的建构,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这一时期的理论

发展包括美国本土的理论建设,其中的代表作品有:安妮特·科洛德尼(Annette

Kolodny)的《关于界定一种“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暠的几点意见》(SomeNotesonDefi灢

ninga “FeministLiteraryCriticism暠,1975)和《通过布雷区的舞蹈:对女权主义文

学批评理论、实践和政治的几点看法》(DancingThroughtheMinefield敽SomeOb灢

servationsontheTheory,PracticeandPoliticsofaFeministLiteraryCriticism,

1980);肖沃尔特的《走向女权主义诗学》(TowardsaFeministPoetics,1979)和《荒

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FeministCriticismintheWilderness,1981);肖沃尔特主编

的论文集《新女权主义批评》(TheNewFeministCriticism,1985)、肯· 鲁斯文(K.

K.Ruthven)的《女权主义文学研究导论》(FeministLiteraryStudies敽AnIntroduc灢
tion,1984)、约瑟芬·多诺万 (JosephineDonovan)的《女权主义理论:美国女权主

义思想传统》(FeministTheory敽TheIntellectualTraditionsofAmericanFemi灢
nism,1985),以及陶丽·莫伊(TorilMoi)的《性别/文本的政治:女权主要文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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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Sexual/TextualPolitics敽FeministLiteraryTheory,1985)等。以上这些作品

都对女权文学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建构,它们或是着眼过去,把女权主义的思想和文化

渊源进行了梳理;或是着眼当前,把如火如荼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进行了分类剖析。

当今的美国女权批评具有以下几大特点。首先是法国女权理论对于美国女权批

评理论的影响。与法国女权主义者相比,美国女权主义者更加关注妇女在现实中的

生存状况与妇女受压迫的历史、更加重视政治行为和社会实践、更加聚焦于文化与历

史分析,强调文学批评的宗旨在于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处境。而法国女权主义者

更注重文本的特点分析、专注于女性创作研究。对于法国女权主义来说,“女性暠是一

种话语建构和表达方式,与政治活动和压迫性的日常经历毫无关系。“女性暠是他者、

无意识的性质。但法国女权主义对于理论的重视和对于语言和话语的探索,无疑促

进了美国女权批评理论的建构,增强了美国女权批评的理论性。这一特点在女权批

评进一步学院化和体制化的过程中就更加凸显出来。

其次,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女性主义的发展也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两种都具有颠覆意义的思潮在各自的轨道上行走了一段时间

之后自然地进行了交融。栙被统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想,如德里达的解

构主义、拉康的心理分析、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及新马克思主义等,都在女权主义的理

论体系中有所反映。因此女权主义批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解构主义、心理分析、结

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而这些理论也带来了女权批评

中从最初的寻求平等到后来强调差异的转变,放弃建立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宏大叙事,

已成为绝大多数女权批评家的共识。与重实践的第二代女权主义相比,后现代女权

主义显然更加转向超出女性范围的哲学思考。

最后,当代女性批评愈来愈多地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开放式的批评视角。从最初

由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主导的运动,到黑人女性、亚裔、南美裔、印第安和其他族裔女

性的参与,女性批评家以多种视角和身份,根据本族裔的文化、历史、文学现实与其主

流社会的关系,探索女性文学特征。栚纵观当今的美国女性文学批评,性别、种族和阶

级都是女性批评中常见的主题,而社会与文化的批评与审美和文本的批评相辅相成,

构成了女权批评的壮阔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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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暋暋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美国的女权运动的兴起与美国女性文学的第一次繁荣同

步,而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催生了美国女权批判作为学科的发展,并促成了美

国女性文学在20世纪后半叶形成璀璨的成就。自1970年代以来,女权运动、女性写

作和女权批评携手共进,成为美国文化与社会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也对美国社会

和文化带来巨大的变化。

金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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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与佩林:妇女运动、
性别政治和美国总统大选

张暋璐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本文通过论述女性政治家希拉里和佩林得以参与2008年总统大选的历

史和社会背景,指出这次总统大选在美国性别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本文认

为,希拉里和佩林得以参与总统大选是基于美国妇女运动前两次浪潮取得的政治成果,

即女性取得投票权和妇女参政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她们的参选也是美国妇女运动努力

与美国党派政治进行互动的一个结果。希拉里的参选反映了美国主流妇女运动自20世

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与民主党结成政治联盟的现实。民主党对女权领域重要主张的吸纳

及对女性参政的支持,是希拉里得以在这次总统大选中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重

要因素。而佩林的参选则反映出在妇女运动的推动下,女性选民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越来

越受到政党的重视。她获提名是共和党试图吸引女性选民,以抗衡民主党在女选民中的

传统优势而做出的选择。

关键词:美国政治 美国文化 总统大选 性别政治 女性政治家 党派政治 性别差

2008年美国第44届总统选举尘埃落定,贝拉克·奥巴马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

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当选被美国和世界公众普遍看作是美国社会种族关系的

一次历史性转折。其实,与奥巴马当选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相比,此次大选中同时

出现了两名备受瞩目的女性政治家,这也具有同样非凡的里程碑意义。一位是曾在

预选中与奥巴马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展开激烈角逐的前纽约州参议员、现美国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另一位则是被共和党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阿拉斯加州女

州长萨拉·佩林(SarahPalin)。《华盛顿邮报》称,如果撇开意识形态,2008年应该



被称为“女性年暠。栙事实上,除了希拉里和佩林跻身总统竞选,美国女性在国会中占

有的席位也创下历史新高,其人数在参议院中将达到17人,在众议院中则将为74
人,这充分显示出女性在此次美国大选中的政治崛起。栚《纽约时报》在大选前评论

说,民主、共和两党都将“争取成为女性的所想,暠指出女选民近年来在美国总统选战

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栛

希拉里和佩林此次参与大选,使“性别暠因素在美国总统竞选的历史中从一个“隐

性基因暠变成“显性基因“,凸显了性别政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希拉

里是第一位对美国总统一职发起最具实力冲击的女政治家。虽然她与总统一职失之

交臂,但她巨大的公众影响力,以及她在民主党预选中与奥巴马之间不折不扣的竞

争,使她成为美国一位耀眼的女性政治家。佩林是共和党历史上第一次被提名的女

性副总统候选人,其意义耐人寻味。

虽然由于希拉里和佩林的出现,第一次使全球大多数人从性别角度关注美国的

总统大选,但事实上,性别如同种族一样,一直是改变和推动美国的政治进程的一股

重要力量。

本文认为希拉里和佩林两人得以跻身总统大选,是美国妇女运动逐步涉足党派

政治,且与主流党派日益紧密政治互动的结果。本文将着力考察希拉里和佩林参选

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对美国妇女运动和美国选举政治的影响。

一暋美国妇女参政与妇女运动概况

美国妇女的参政水平,如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是和妇女人口比例失衡的,

这反映了妇女在政治领域的集体失重。虽然近些年来美国的高级领导人中出现了像

奥尔布赖特(MadelaineAlbright)和赖斯(CondoleezzaRice)这样有份量的女性政治

家,但是就美国的代议制而言,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其参政比例是明显偏低的。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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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70年代以前,在美国国会中女性寥寥无几,即使有女性,她们通常也是作为已故

丈夫的接替人在国会任职。栙从州长这一任职来看,从1976年到2004年,一共只有

79名女性获得过党派的候选人提名;单一年度女性获得州长提名的最高人数总共10
人,达到这两个衡量标准的只有1998年和2002年。栚而从2007年的统计来看,美国

女性在州立法机构任职的比例也仅为23%,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也分别只占21.4%
和24.2%的席位。栛

提高妇女的参政水平,使妇女在政治体系中获得充分的代表,是美国主流自由主

义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栜美国第一波 (firstwave)妇女运动以争取妇女的投票

权为中心,因为投票权是妇女参政的前提和基石。1848年7月20日,由300多名美

国妇女在纽约塞内卡瀑布(SenecaFalls)举行的集会,被认为是美国妇女争取投票权

运动的开端。栞妇女在这次集会上发表了历史性的“感伤宣言暠(DeclarationofSenti灢
ments),提出了男女生而平等的概念,并要求社会在政治、经济、教育、婚姻和家庭各

个领域给予女性和男性相等的权力。事实上,争取投票权(suffrage)成为美国19世

纪末到20世纪初妇女运动的核心议题。妇女活动家提出,作为公民,投票权是妇女

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公民权之一。栟然而,1868年颁布的美国宪法第14条修订案第

一次将“公民暠和“选民暠明确定义为男性,这说明美国政治权力的性别等级结构是以

男性为标准,而将女性排除在投票这样的政治公权利的领域之外。为此,妇女成立了

诸如全美争取妇女投票权协会(NationalAmericanWomanSuffrageAssociation,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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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toricofVirginiaandFrancisMinor,暠QuarterlyJournalofSpeech,Vol.93,No.4,2007,pp.375~
402.



称 NAWSA)和全国妇女党(TheNationalWoman狆sParty)这样以争取投票权为终

极目标的女性组织。直到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9条修订案,承认女性

也有投票权,才标志着第一波妇女运动的胜利。栙

第一波妇女运动之所以看重投票权,是因为只有在获得投票权的前提下,妇女才

能够进一步参与到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对社会施加有利于妇女的影响。虽然这一设

想并未在1920年美国从法律上消除阻碍妇女投票的障碍之后立即得以实现,栚但后

来的美国妇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延续、并深化了第一波妇女运动在政治方向上

的努力。

以1966年国家妇女会(NationalOrganizationforWomen,简称为 NOW)的成

立为主要标志的美国第二波妇女运动,把培养和选举女性政治家作为实现两性平等

的一种重要手段。1975年,国家妇女会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Action

Committee),主要为支持妇女权益的女性候选人筹集资金,以帮助她们竞选地方、州

和国会的公共职务。另外,1971年成立的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TheNational

Women狆sPoliticalCaucus),其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女性参政人数,为争取两性平等构

筑一个政治力量的后盾。栛同时,像艾米莉的清单(EMILY狆sList)、希望清单(The

WISHList)、妇女竞选基金(theWomen狆sCampaignFund)等专门为准备竞选公职

的女候选人筹款和拉票的组织也陆续诞生。它们通过捐助者人际网络收集捐款,在

帮助女性参政筹措资金方面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和影响力。栜

由此可见,美国妇女运动始终把妇女的参政水平作为妇女和男性达到平权的一

个重要指标。正如国家妇女会在成立之初的使命书中所说,要使妇女最大限度地得

到发展她们作为人的潜能的机会,“只有通过完全接受她们和其他社会成员作为美国

政治、经济和社会决策主流的一部分所共同面对的所有挑战和责任。暠栞很显然,提高

妇女的参政,尤其是选举具有女权主义观点和支持妇女运动的女性参与各个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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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evinCorderandChristinaWolbrecht,“PoliticalContextandtheTurnoutofNew WomenVotersafter
Suffrage,暠JournalofPolitics,Vol.68,No.1,(Feb.2004),pp.34~49.此文指出,1920年,也就是美国

妇女得到投票权的那一年,参与投票的女性远少于男性,选举法对于教育程度等的规定使女性受到的限制

更多,而且女性投票的热情远没有男性来得高。种种现象说明,妇女虽然得到投票权,却并没有立即行使这

个权利。

BarbaraBurrell,“PoliticalPartiesandWomen狆sOrganizations:BringingWomenintotheElectoralArena,暠

GenderandElections敽ShapingtheFutureofAmericanPolitics,ed.,SusanJ.CarrollandRichardFox,
(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pp.147~149.
BarbaraBurrell,ibid.,pp.15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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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e,暠http://www.now.org.history.purpos66.html



政治领域,是使妇女参与到“决策主流暠中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

希拉里和佩林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深度参与,是与美国妇女运动的努力

和发展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第一波美国妇女运动对于女性投票权的争取和第二波妇

女运动对于妇女参政的重视和投入,美国女性将无法进入到美国的政治领域,并影响

其中的决策,而女性参与总统和副总统竞选则更是天方夜谭。在美国妇女得到基本

公民政治权利的前提下,进一步来说,希拉里和佩林的出现则是主流妇女运动日益参

与美国党派政治的产物,具体表现为妇女运动和民主党的结盟,以及“妇女票暠对大选

政治的深刻影响。

二暋希拉里冲击:妇女运动与民主党的成功结盟

希拉里并非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名参与竞选总统职位的女性,但这位在美国历史

上第一位通过竞选谋得公职(纽约州参议员)的前总统夫人,也是第一位在总统预选

中跻身于美国一大主流党派候选人角逐的女性政治家。诚然,希拉里的参选和她个

人的公众知名度、从政经验及雄厚的政治和经济资本分不开,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

主流妇女运动与美国民主党结合的必然产物。实际上,民主党和共和党不仅对于政

府的角色问题有重大的分歧,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党的对立和两极化也表

现在两党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上。妇女问题恰是造成和折射出两党社会价值观鸿沟的

一个重要领域。

谢里·库诺维奇(SheriKunovich)和帕米拉·帕克斯顿(PamelaPaxton)在对世

界各国女性参政情况的研究中指出,因为“政党在政治体系中扮演的是守门人的角

色,暠所以政党在各国都是影响女性从政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女性能否参与到各国的

政治体系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是否会挑选和支持女性候选人,以使她们能够

取得有决策权力的政治职位。栙由于政治权力一直是美国主流妇女运动的主要诉求,

因此党派政治自然也是美国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活动领域。从争取妇女投票权伊

始,美国妇女运动就开始了与美国党派组织的互动。她们游说各党,要求各党把支持

妇女投票权的内容加入政纲。在为期72年的斗争中,根据参与者的自述,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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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SheriKunovichandPamelaPaxton,“PathwaystoPower:TheRoleofPoliticalPartiesinWomen狆sNation灢
alPoliticalRepresentation,暠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111,No.2,2005,p.520.除了党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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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参政的态度,也是共同影响女性参政水平的另外两个因素。但是她们着力强调的是,党派体系是尤为

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女性要参政,无论她们本身的社会实力和面临的外部性别意识形态是什么,最终都

必须通过政党这个渠道和党派的一系列程序才能参政。



者进行了277次党派游说。栙

民主党和共和党也对妇女运动的诉求做出了反应。1872年,共和党把妇女投票

权加入政纲,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支持妇女投票权的主流政党。1917年和

1918年两党分别成立了妇女代表委员会协理党务,并采取了相关措施扩大党内女代

表人数和比例。1970年成立的旨在推进妇女参政的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极大地

促进了两党内部妇女代表人数的增加,该组织向民主党和共和党提出要按照妇女所

占人口比例来调整党内女性的人数和比例。在妇女运动的积极推动下,参加民主党

全国代表大会的女代表比例由1968年的13%激增到1972年的40%。另外,民主党

从1980年以后开始强制规定各州在组建年会代表团时必须遵守性别平等的原则。

共和党也鼓励各州的党组织选举更多的女代表,而共和党内的女代表比例也从1968
年的17%增加到了1972年的30%,并在以后持续增长。栚

丽莎·杨(LisaYoung)对1970年到1993年间美国和加拿大妇女运动与两国主

要党派之间的互动进行了比较研究。杨认为,在这一时期,竞选活动从美国妇女运动

议程上的一项“边缘暠活动变成了“核心暠活动。专门致力于竞选政治(electoralpoli灢
tics)的妇女组织发展起来,妇女运动为帮助女性政治家参选投入了更多的经济资源,

妇女运动不同领域对于党派政治的重要性逐步达成了共识,这些都是竞选政治成为

第二波美国妇女运动主流诉求的反映。杨认为造成美国妇女运动日益重视竞选政治

的主要原因在于,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和乔治·H.W.布什(GeorgeH.

W.Bush)这两个保守政府的上台,在立法层面给美国主流妇女运动推动变革带来了

一定的阻力。为了寻求政治权力,妇女运动只能将目标转移到可以通过竞选发生改

变的国会领域。栛

同时,杨也指出,从1970年到1993年,美国主流妇女运动的另一特点是它开始

参与党派政治,并且逐渐与民主党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她认为,这一格局尤其表现

在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大多数的资金实际上都资助了民主党的妇女。栜而在此之

前,民主、共和两党自从19世纪中期美国妇女投票权运动开展以来,对于“妇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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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暠栙所持立场和态度基本相同,没有太大差异。而且,随着1953年民主党的妇女

部的解体,民主党妇女组织和妇女在民主党内的地位在1960年代曾一度衰落。栚由

于在历史上共和党曾经是维护妇女权益,如妇女投票权和同工同酬权等诉求的积极

支持者,所以当今美国主流妇女运动倒向民主党就变成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

对于美国妇女运动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确立起亲民主党、反共和党的党

派倾向,研究妇女运动和党派政治的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娜·沃尔布莱希特(Christina

Wolbrecht)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沃尔布莱希特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妇女问题上经历了一次立场的重组(realignment)。女性生育权

问题是导致两党在妇女问题上分道扬镳,并逐渐呈现对立态势的关键领域。这主要

表现为民主党逐渐在堕胎问题上坚定支持妇女“重选择暠(pro灢Choice)的立场,而共

和党则日益标榜胎盘“重生命暠(pro灢Life)的立场。沃尔布莱希特认为,两党对于妇女

问题立场的重大转折,是两党为争夺政权、呼应各自党内联盟群体变化而重新部署的

战略。具体而言,妇女运动和劳工、少数裔等问题在民主党内的一体化趋势,以及社

会保守势力在共和党内的抬头,都影响了两党在妇女问题立场上的巨大改变。栛

通过对民主、共和两党自1972年到1992年政纲的分析,沃尔布莱希特指出,在

1972年时两党在一系列妇女议题上持有相似的态度,例如他们都支持平等权利修正

案(EqualRightsAmendments),栜女性和男性同工酬,加强保育政策,消除性别歧

视,以及在联邦政府中任命更多的女性等问题。同时,堕胎和生育权问题也没有被任

何一方纳入到妇女权利问题中来。但是1973年,在“罗伊诉韦德暠案 (Roev.W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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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种中立路线的结果就是妇女自动放弃了运用民主党为妇女的集体利益进行政治诉求。

ChristinaWolbrecht,“ExplainingWomen狆sRightsRealignment:ConventionDelegates,1972~1992,暠Po灢
liticalBehavior,Vol.24,No.3,2002,pp.237~282.
平等权利修正案(ERA)是由妇女投票权运动的领袖之一艾丽丝·保罗(AlicePaul)于1923年起草的一个

法案。此案试图通过宪法来禁止性别歧视,以达到性别间权利平等的目的。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妇

女运动就开始推动这项法案,但至今这项法案还没有被写入美国宪法中。此案1972年在美国国会通过,至
今已在35个州被批准,但规定至少需要在38个州得到批准,才能列入宪法。可参见http://www.equal灢
rightsamendment.org/



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妇女堕胎自由受宪法保护,属于个人隐私权。栙这一判决引发

了社会上广泛的争论,并使堕胎问题成为了美国最热门和最有争议的妇女问题。而

自1976年以来,堕胎问题也逐渐成为两党政纲中一个主要的妇女议题,对于妇女堕

胎权的态度逐渐成为了民主、共和两党在性别文化价值观上的主要分水岭。1976
年,共和党在政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反对堕胎自由的“支持生命暠立场,从1980年代到

1990年代初,共和党明确并坚定了这一立场。而同时,自1976年以来,民主党初步

表示赞同“罗伊诉韦德暠案的裁决,逐步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建立和巩固了支

持妇女生育选择权的立场。随着两党在堕胎问题上的分歧,它们在其他诸如保育、薪

酬和性别歧视等妇女问题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到1992年,两党在妇女问

题的立场上已完全背道而驰,共和党持明显的保守态度,而在民主党内,对于妇女堕

胎权和其他妇女权利的支持,已成为每年代表大会发言人和候选人所必须公开表态

的议题。栚这种对立的局面使得妇女运动和民主党结盟,也使民主党牢牢地树立了作

为妇女运动的“党代表暠的形象,而共和党则被视为是妇女运动及其所主张的妇女权

利的反对者。

沃尔布莱希特认为,民主、共和两党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调整主要有两方面的因

素。一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第二波妇女运动的交融,以及堕胎问题

成为妇女运动的一个日益重要的议题,这使妇女问题被重新定位。由于妇女和少数

族裔被看成是相似的社会弱势群体,且民主党内有很多人支持妇女堕胎自主,因而成

就了妇女运动和民主党结盟的政治基础。而共和党因不赞成政府为提升弱势群体的

社会地位采取扶持政策,且共和党内主张胎儿生命权利至上的意见占多数,所以造成

了妇女运动和共和党的疏离。二是民主、共和两党内部联盟成分发生转变。在两党

内,新的支持者取代旧的支持者(replacement),也带来了他们的价值和政策倾向。

社会保守主义思潮在共和党内的上升使共和党越来越敌视女权主义运动,而民主党

内支持妇女运动的人则越来越多。同时,民主党内原来对女权运动持反对意见的劳

工组织因观念转变 (conversion)也促成了利于妇女运动加盟的党内环境。栛

妇女运动与民主党的成功结盟,使得女权主义的主张进入国家政策的视野,也使

得民主党在妇女参政问题上采取了比共和党更为积极和肯定的态度和行动。作为一

名民主党妇女,希拉里公开支持妇女运动,并把多项妇女问题列入其作为纽约州参议

员所关心的问题之中。例如,希拉里表示支持薪酬平等法案,以帮助女性实现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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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平等,她呼吁拓宽女性在非传统行业中的就业渠道,并大力支持国家反对针对妇

女暴力的法案。她还表示自己曾致力于帮助未成年少女防止和结束意外的怀孕,为

计划生育项目争取资金以开展节育和科学的性教育,使家庭和个人能够在需要的时

候获得医疗服务。这些公开的立场表明希拉里认同并支持主流女权主义,包括女权

主义对生育权的看法。栙因此希拉里参加竞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美国主流妇女组

织———国家妇女会的公开和热烈的支持,该组织还为此开展了全国性的活动帮助希

拉里参选。栚由此可见,希拉里作为这次大选民主党内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之一,反

映出美国主流妇女运动与民主党结盟,民主党以吸纳女权主义的政策主张和大力支

持两性平等的政治面貌出现,从而吸引女性选民的历史背景。

三暋佩林现象:“性别差暠及其政治效应

佩林是第一位在总统大选中被共和党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女性,但和希拉里

不同,佩林的出现并不能看作是美国妇女运动对党派制度本身所产生的直接影响。

如前所述,妇女运动走党派政治路线,造成的格局是妇女运动与民主党的结盟、与共

和党的对立。虽然共和党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开始在自己的政纲中表述了支持

女性寻求平等参政权的立场,栛但它保守的价值观,尤其是在妇女问题上的保守观

念,注定了共和党对女性参政的支持是有限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扶持共和党政

府的社会保守主义思潮和新右派运动攻击的一个主要文化目标就是女权主义。他们

认为妇女运动造成了道德观念的败坏和传统家庭体系的瓦解。栜因此,保守派竭力鼓

吹父权制家庭模式,呼吁女性放弃事业和经济权,回归传统婚姻模式中女性依附于丈

夫的从属地位。栞这种主张试图把女性限制在家庭中,与鼓励妇女参政的主张完全对

立。

斯蒂 芬 · 斯 坦 博 (StephenStambough)和 瓦 莱 丽 · 欧 里 根 (Valerie R.

O狆Regan)比较、分析了1976年到2004年美国州级选举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提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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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的行为模式。她们认为女性很少能进入这一层面是因为她们很难得到各自党

派的提名,但是两个党派内的原因是不同的。她们发现,民主党提名女性候选人遵循

的是一种“管道模式暠(pipelinemodel),即提名时要论资排辈,要从一批有政治经验

并具有竞争力的女性人才库中来挑选。女性被提名少是因为缺少够资历的女性人才

储备。但在共和党内,提名女性候选人体现的是一种“祭奠羔羊暠的模式(sacrificial

lambmodel),即提名的准则不是候选人的资历和表现,而是由选举所面临的形势决

定被提名人。共和党女性得到提名的情况通常是,当共和党挑战的是十分受欢迎而

且有望连任的在位者,因而基本上没有获胜希望,只是需要填充一个候选人而已。在

这样的情况下,提名女性无异于牺牲女性,因为很难或者几乎没有可能赢得这样的选

举。斯坦博和欧里根还指出,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在公选中获职的民主党女性显

然要比共和党女性多得多,这种局面也是两党在公选提名中对女候选人采取截然不

同态度的一个表现。栙可见,虽然共和党也提拔女性参政,但绝不是出于性别平等这

样的政治信念和原则。

在这样的党派背景下,笔者认为共和党提名佩林主要是出于竞选战略的考虑。

这种战略的压力来自于美国选民投票中的“性别差暠现象。就统计现象来说,“性别

差暠指的是女性和男性在政治立场、政治党派和选择政治家等问题上所持有的观念和

态度的差异,具体体现为美国女性和男性自1980年代以来在投票选举行为中呈现出

的分歧。然而,就“性别差暠作为1980年代以来美国总统大选媒体报道、民意调查和

政治评论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来说,它是美国第二波妇女运动领导组织———国家妇

女会的一个成功的政治策略的产物。应该说,“性别差暠成为美国1980年代以来总统

竞选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第二波主流妇女运动将性别纳入美国主流政治意

识取得成功的一个标志,因为它使妇女在美国的党派政治环境中被当作一个政治团

体而受到重视,使得妇女的意见和关注的政策问题成为能够影响政府决策考虑的声

音。

据统计,自1980年的总统大选来说,女选民和男选民在投票人数比例和党派倾

向性上表现出了较为明显且有持续性的“性别差暠。如表1所示,和男性实际参与投

票人数在男性登记选民中所占的比例相比,妇女的投票比例从1980年开始就反超男

性,差距由1980年的0.3个百分点逐渐增大,到2000年提高到3.1%,2004年则为

3.8%。从绝对人数来比较,1980年差距最小,女选民比男选民多了550万,而2004
年则创下了最高纪录,女选民多出了880万,足见女性构成了实际投票选民的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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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由此成为任何党派候选人都不能忽视的一个团体。

表1暋美国总统大选中男女投票率和人数对照(1964~2004)

总统大选年 报告投票的适龄选民(%) 报告投票的人数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2004 60.1 56.3 6730万 5850万

2000 56.2 53.1 5930万 5150万

1996 55.5 52.8 5610万 4890万

1992 62.3 60.2 6060万 5330万

1988 58.3 56.4 5450万 4770万

1984 60.8 59.0 5450万 4740万

1980 59.4 59.1 4930万 4380万

1976 58.8 59.6 4560万 4110万

1972 62.0 64.1 4490万 4090万

1968 66.0 69.8 4100万 3800万

1964 67.0 71.9 3920万 3750万

暋暋暋资料来源:CenterforAmericanWomenandPolitics,“Women狆sVoteWatch:Women狆sVotesCouldDe灢
termineElectionOutcome:WomenAreaClearMajorityofVoters,暠October10,2008;“Table:VoterTurnout

inPresidentialElections.暠http://www.cawp.rutgers.edu/press_room/news/documents/PressRelease_10-10

-08_womensvote.pdf.

除了投票人数上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较男性而言,女性在大选投票中还表现

出对民主党的明显青睐,特别是从1980年罗纳德·里根执政以来,女性一直表现出

这一党派倾向。苏珊·卡罗尔(SusanCarroll)称里根为“性别差的催化剂暠,因为里

根的社会保守政策,包括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支持修订宪法加入反堕胎的条例,以

及不支持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action)等一系列立场,催化了男性和女性选民在大

选中党派选择上的区别,使男性倒向共和党,而女性则支持民主党。栙如表2所示,差

距最小时,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女性比例比男性高出了4个百分点,而差距最大时,

这个比例则达到了11个百分点。从1980年到2000年,这个性别差的平均值为

7灡7%。栚同时,这个“性别差暠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妇女群体在大选中的投票行为,而

是在不论种族、年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背景有什么不同的所有女选民中都有的现

·09· 美国研究

栙

栚

SusanCarroll,“VotingChoices:MeetYouattheGenderGap,暠GenderandElections敽ShapingtheFuture
ofAmericanPolitics,eds.,SusanJ.CarrollandRichardFox,(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006),p.79.
SusanCarroll,“MomsWhoSwing,orWhythePromiseofGenderGapRemainsUnfulfilled,暠Politicsand
Gender,Vol.2,No.3,2006,p.364.



象。栙在这次奥巴马—麦凯恩(JohnMcCain)之争中,民主党延续了在女选民中的优

势。在男选民中,奥巴马、麦凯恩两人的支持率几乎不相上下,他们分别得到49%和

48%的男性选票。而在女选民中,有56%的人支持奥巴马,只有43%的人支持麦凯

恩,这就使奥巴马在女选民中得到了超过麦凯恩13%的领先优势。与男性相比,女

选民有明显的民主党倾向,对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支持超出了7%。栚

表2暋自1980年以来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中的性别差

大选年代 获胜的总统候选人
为获胜者投票的

女性比例

为获胜者投票的

男性比例

性别差

(以百分点差计算)

2008 贝拉克·奥巴马 (民) 56 49 7

2004 小乔治·W.布什(共) 48 55 7

2000 小乔治·W.布什(共) 43 53 10

1996 比尔·克林顿 (民) 54 43 11

1992 比尔·克林顿(民) 45 41 4

1988 乔治·W.布什(共) 50 57 7

1984 罗纳德·里根 (共) 56 62 6

1980 罗纳德·里根 (共) 46 54 8

暋暋暋资料来源:SusanCarroll,“VotingChoices:MeetYouattheGenderGap,暠GenderandElections敽Sha灢
pingtheFutureofAmericanPolitics,eds.,SusanJ.CarrollandRichardFox,(NewYork:CambridgeUni灢
versityPress,2006),p.80.2008年的数据系作者根据美国妇女与政治中心(CenterforAmericanWomenand
Politics)的2008年大选统计资料进行补充而来的。

杰夫·曼扎(JeffManza)和克莱姆·布鲁克斯(ClemBrooks)考察了对于性别

差,尤其是对于女性比男性更支持民主党这个重要差别的4种理论解释。第一种“性

别社会化暠理论认为,在性别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女性的性别角色主要被定位在家庭

和养育关系的范畴内,因此可能导致女性和冷战时期主张军事路线的共和党产生隔

膜,而更倾向于关心福利政策等社会问题的民主党。第二种理论认为,家庭结构的变

迁和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是导致选票“性别差暠的主要原因。当妇女不再需要依靠

婚姻关系来维持自己的经济生活,女性受男性配偶或伙伴的支配也就可能越少。同

时,尽管女性支配经济的能力提高了,但总体来说,她们的经济地位依旧比男性脆弱,

因此也就更依赖于政府扶持性和补偿性的政策,所以妇女更青睐强调政府干预的民

主党。第三种理论认为,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的上升,可能是造成“性别差暠

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拥护女权主义的观点,而美国的妇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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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站在民主党这边的。第四种理论认为,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有偿社会劳动的

过程,才是“性别差暠出现的基本原因。女性进入职场,可能会产生一系列影响,例如

妇女在就业中更了解不同的党派政策和立场,或是女性因为亲身经历性别歧视而支

持妇女运动。与此同时,女性也更需要政府的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来解决她们的就

业和家庭抚养问题,因此也可能导致女性倾向民主党。这些解释虽然意见不同,但都

体现出了选举行为中的性别差异其实植根于两性在社会中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不平等

的权力关系。除了第一种强调社会性别角色的理论外,其他理论都认为性别差异的

浮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性关系作为一种权力关系发生变化和调整的结果。栙

曼扎和布鲁克斯对1952年到1992年的女性投票数据进行了分析,从量化的层

面对上述4种理论的准确性进行评估。她们认为,女性就业的上升趋势是和女性在

大选中更倾向民主党的性别差主要相关的一个因素。主要是妇女劳动状况的改变,

而不是笼统的社会性别化过程本身,影响了妇女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另一方面,家庭

结构的改变对男性和女性都有影响,不足以解释他/她们投票行为上的差别。对于女

权主义意识这一项,两位学者认为这也是一个与“性别差暠有关的因素,因为女权意识

和女权运动可能是推动妇女就业潮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对于前者如何影响后者,曼

扎和布鲁克斯的量化分析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栚无论怎样,她们的分析进一步

论述了“性别差暠这个现象的社会根源。

从一个统计现象变成媒体新闻报道的题目和总统选战的一个重要战略,“性别

差暠在当今美国大选中的政治地位是和美国主流妇女运动的努力分不开的。1980年

时任国家妇女会主席的伊莉诺尔·斯米尔(EleanorSmeal)注意到大选中里根支持

率的性别差异是妇女46%,男性54%支持里根,就在当年年底国家妇女会的报纸中

对此进行报道。后来在游说各州政府推行平等权利修正案的过程中,国家妇女会提

出“性别差暠一词,以描述男性和女性在投票中的分歧。在1981年10月16日的《华

盛顿邮报》中,“性别差暠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的主流报纸中。卡蒂·邦克(Kathy

Bonk)对此评论道,“就这样,性别差这个词语走进了媒体的视野,迈出了进入美国社

会意识的必要一步,但是如果没有人大力地和不断地向记者提供关于妇女票的信息

和纪录,这根本是无法实现的。暠栛正是妇女运动制造了“性别差暠这个概念,并通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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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和不厌其烦的媒体宣传在社会上引起注意,才使妇女选票作为一股政治力量

被党派和政府所关注。

“性别差暠现象的存在,使吸引女性选民成为近年来民主、共和两党在总统大选时

的一个重点战略目标,其中另一个原因是女选民历来被视为是摇摆选民(swingvot灢
ers)的主要成员。栙女选民在总统大选中的重要性在1996年比尔·克林顿竞选连任

和2004年小布什竞选连任中最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媒体对所谓“足球妈妈暠和“安全

妈妈暠这两个群体的热烈讨论和大量报道。栚

“足球妈妈暠(soccermom)一词最早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上,指的是“负担重重,

收入水平中等,经常来往于足球训练场、童子营和学校之间接送孩子的在职母亲。暠栛

该文还指出“足球妈妈暠是克林顿阵营的顾问提出的一个概念,而多数评论用这个标

签主要指代那些居往于美国郊区的中产阶级白人已婚妇女。这些报道一致强调了

“足球妈妈暠最关心的是关系她们的孩子和家庭的教育、经济和社会问题。到了2004
年的布什竞选连任,“安全妈妈暠(securitymom)和“赛车爸爸暠(Nascardad)成了媒

体的当红人物,而“安全妈妈暠更是被看作为“足球妈妈暠的延伸体。一些评论认为,

“安全妈妈暠一词是共和党民调专家的杰作,指向的实际上是所谓经历了九一一恐怖

主义事件的“足球妈妈暠,冠以“安全暠一词意在使公众认为孩子和家庭的安全保障已

取代了教育和社会问题,成为2004年大选中母亲们最关心的问题。栜

“足球妈妈暠和“安全妈妈暠可以说是近年来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媒体战略,也是

“性别差异暠被社会、政党和政客们广泛认识、接受并高度重视的体现。这种战略在语

言学领域被称为“框意暠(framing),指的是人们“在思考时所使用的一种认知结构。暠栞

也就是说,在社会沟通和大众传播领域中,所谓的客观现实,其实是人们主观认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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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ItBack.暠TheAmericanProspect,September2003,pp.32~35.http://terpconnect.umd.edu/~is灢
rael/Lakoff-framings.pdf.“框意暠一词系作者翻译。



产物,而认知是一个有关意义和价值观的领域,因此认知也就是一个可以被塑造和引

导的过程。应用在美国总统大选这样的政治传播场景中,“框意暠即“通过语言来掌握

政治现实暠。栙它成为影响党派候选人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能否拉拢选民的关

键在于大选阵营能否把各自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理念通过一个能够在选民中引

起共鸣的框架传达给公众。栚

“足球妈妈暠和“安全妈妈暠正是近年来美国总统大选“框意暠竞争的产物。她们虽

然并非子虚乌有的社会群体,但这两个名称主要是一种语言策略,是各党派谋士的一

种创造,旨在将大选的目标选民群体进行细化分割和形象化,为媒体和社会大众提供

一种大选中的认知框架,用来引导、塑造和强化各自阵营意欲推行的观点,例如,“足

球妈妈暠突出了克林顿竞选中社会政策的主题,而“安全妈妈暠突出的是布什竞选连任

时强调的安全主题。

“足球妈妈暠和“安全妈妈暠聚焦于性别,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十分重视妇女的意见,

但女权主义者却对此表示担忧。苏珊·卡罗尔认为,这是大选政治操纵选民的一种

伎俩(electoralmanipulation),利用了妇女,却没有实质性地促进妇女的社会要求和

性别利益。“足球妈妈暠和“安全妈妈暠实际上是被构建出来的目标选民群体,其特点

是,这些选民并不是以这种身份互相认同的,而且也没有任何正式的组织或利益集

团来代表这些选民。这种局面造成当选的政党在执政后并不需要兑现自己对该选民

群体所做出的承诺。

尽管如此,“性别差暠、“足球妈妈暠和“安全妈妈暠这样的称谓已经在近年的美国总

统大选中家喻户晓。虽然女选民在大选中的重要地位并不一定能在选举后为女性带

来政治利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但是评论家们一致认

为,性别已成为当代美国大选政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元素。共和党对佩林的副总统

提名主要是出于一种性别政治的需要,即希望能够通过对佩林的提名拉拢女选民,以

此来抗衡和削弱民主党自1980年代以来在女选民中所占的稳固优势,尤其是吸引在

民主党预选中支持希拉里的女选民。

因此,在接受共和党提名的时候,佩林称自己为“冰球妈妈暠(hockeymom),沿

用并巩固了“足球妈妈暠和“安全妈妈暠的框架,向公众标榜了自己的性别身份,试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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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框意暠策略,因为两个框架都在各自的竞选环境中成为了引领性的政治标语和主导性的竞选议题,并
最终帮助二人在竞选中获得成功。



女选民中取得支持。栙佩林的提名也确实在短时间内给共和党的选举阵营带来了一

股可见的政治活力,并被媒体称为“佩林效应暠。栚 在她被提名之后,《华盛顿邮报》和

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民调显示,麦凯恩的支持率提高了将近20点;《新闻周刊》的

民调也发现类似的情况,在2008年7月,麦凯恩以44%对39%领先奥巴马在白人妇

女中的支持率,而佩林的提名更是把麦凯恩与奥巴马之间的差距拉大到了53%对

37%。同时,1/3的女性表示她们更倾向于把选票投给麦凯恩,因为他提名了佩林。

而白人男性中并没有因为佩林的提名而发生类似的变化。栛但是,佩林并不认同自由

主义妇女运动的价值观。由于佩林在堕胎问题上持强烈的保守主义立场,只允许妇

女在生命遭受威胁的情况下堕胎,即便是性暴力导致的怀孕也不例外,因此她受到了

主流妇女运动的反对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媒体的垢病。栜可见,共和党对佩林的提

名并不是为了迎合妇女运动,它追求的主要是选票“性别差暠的效应,希望通过佩林这

个女候选人来赢得女性的支持。

四暋机遇与挑战

希拉里和佩林参与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给美国妇女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机遇

在于她们参选对女性参政的积极影响,而挑战则在于女性参政并不等同于女性的利

益获得代表和实现。

希拉里和佩林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同时出现,打破了女性在总统竞选中一直处

于边缘状态的局面。虽然她们参选本身并没有造成有利于妇女的政策调整,但是她

们的参选对于促进妇女参政可能会有长远的社会影响。在分析美国妇女参政比例较

低的原因时,劳拉·艾尔德(LaurelElder)在对纽约市700多名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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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KevinMerida,“She狆stheStartheGOPHitchedItsBandwagonto,暠TheWashingtonPost,September
11,2008,C01;“PalinBuzzBoostsGOP:Polls,Turnouts,EnthusiasmonRise,暠TheBostonGlobe,Sep灢
tember9,2008,A1;DavidR.Sands,“PalinEffectRattlesObamainVitalBattleforFlorida,暠TheInde灢
pendent,September23,2008,p.28.
JuliaBaird,“FromSenecaFallsto……SarahPalin?暠Newsweek,Sept.13,2008,http://www.cawp.rut灢
gers.edu/press_room/news/documents/08-09-13_Newsweek.pdf
KimCandy,“BelowtheBelt:Don狆tTakeHisWordForIt,暠September18,2008,http://www.now.org/

news/note/091808.html;Editorial,“Wasilla MadeRapeVictimsPay,暠TheBostonGlobe,Octob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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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后提出,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过程,特别是对于男女政治性别角

色比较刻板的划分,依然是影响女性从政动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时,艾尔德的调

查也发现,年轻女性对女性政治家表现出明显的赞赏,这意味着女政治家作为年轻女

性的榜样和模范,有可能对促进女性参政起到激励作用。栙沃尔布莱希特和戴维·E.
坎贝尔(DavidE.Campbell)针对这种性别“模范效应暠,从量化的角度论证了女政治

家对于青少年,特别是女孩参政兴趣的正面效果,并指出这种模范效应主要体现在女

孩们增长了对政治话题的兴趣。他们发现,女性官员的存在,显著地提高了女孩在家

中和父母讨论政治话题的积极性。栚L.R.阿特克森 (L.R.Atkeson)则特别指出,

女政治家的“模范效应暠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们的媒体曝光率和公众知名度的产物,也

就是说,媒体和社会是否关注女政治家与她们在政治竞选中是否有竞争力直接相

关。栛

由此可见,希拉里和佩林的参选对美国女性从政意义重大,但这次大选也暴露了

美国主流妇女运动强调性别认同的不足和窘境。虽然希拉里和佩林同为女性,但美

国主流妇女运动却对佩林明显冷淡,甚至表现出反感和反对,原因在于佩林和妇女运

动的立场是对立的。栜希拉里和佩林的同时出现向美国妇女运动提出的问题是,妇女

代表是否就会代表妇女利益。苏珊娜·多维 (SuzanneDovi)在探讨女性和政治代表

制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有女性“代表暠不一定意味着女性的利益得到代表,更不意味着

民主代表制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多维列举出4种代表关系:一是着重授权和

责任形式制度的“形式暠代表制度(formalistic);二是着重代表人和被代表群体之间

经验相似处的“特征暠代表制度(descriptiverepresentation);三是侧重被代表群体和

代表者有感情响应的“象征暠代表制度(symbolicrepresentation);四是重点在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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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代表群体利益是否得到推进的“实质暠代表制度 (substantiverepresentation)。栙希

拉里和佩林的参选在女性当中引起的反响,包含着以上多种机制的相互作用,同时也

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这些不同的机制对女性的群体诉求带来的影响。希拉里和佩林

作为女性,似乎都代表女性,因为她们和其他女性共享性别这一社会特征。相较于男

性,女选民对于她们给予的更高的支持和拥护,也反映出希、佩二人的性别对女性来

说有重要象征意义,即她们的出现象征着女性在美国最高参政领域的历史性突破。

但是,主流妇女运动对于希拉里的大力和公开支持,相较于她们对佩林的不支持,固

然和妇女运动的党派立场有关,但这也是因为拥护民主党的这一立场是基于能够推

进对妇女利益进行实质性代表这样的希望。很显然,佩林作为共和党中的保守派候

选人和女权主义主张的反对者,她即使当选,也不会站在妇女运动这一边。

由此可见,对美国妇女运动来说,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如何使更多的妇女参政,

而在于如何能使更多有女权主义意识、愿意为妇女谋利益的女性参政,因为只有这

样,才能够影响和促进具有性别意识、维护和发展妇女的权益,并有助于两性平等的

政策和决议。

张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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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自由化战略

与美国的区域贸易安排

何永江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竞争性自由化战略是旨在通过与美国签订各种贸易协定的方式来鼓励

外国对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和采纳美国的商业法规,并同时支持美国在全球的外交政策和

军事目标的一种战略。本文认为,由于美国在各种区域贸易安排中过分注重政治因素的

考虑和高度利用了市场的不对称性,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少数例子外,包括双边自

由贸易协定在内的绝大部分区域贸易安排对美国贸易伙伴的经济影响较小。这不仅决

定了美国的区域贸易安排的一体化程度较低和长期的停滞不前,也影响了区域贸易安排

在世界主要地区的多样化发展。

关键词:美国经济 自由贸易 竞争性自由化战略 区域贸易安排

作为美国多轨制贸易政策战略的一部分,竞争性自由化战略是综合以双边自由

贸易协定为核心的区域贸易协定、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双边投资条约等政策措施,

以便鼓励外国对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和采纳美国的商业法规,并同时支持美国在全球

的外交政策和军事目标的一种战略。在1960~1970年代,美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

纺织、肉类和棉花等农产品方面签订了大量的双边贸易协定。随着关贸总协定/世界

贸易组织(GATT/WTO)成员国的不断增多,一般性或者部门性的双边贸易协定在

贸易政策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区域贸易协定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在2000年之前,美

国仅仅与以色列、墨西哥和加拿大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ements,

FTAs),远远落后于欧盟与世界各国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为了增强美国在区域贸

易安排中的领导地位并配合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的需要,在2001~2008年乔治·

W.布什执政期间,美国提出了“竞争性自由化暠(CompetitiveLiberalization)的贸易

政策战略,积极参与双边和区域贸易安排的建设。在布什执政的8年时间里,美国与



17个国家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24个国家签定了双边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

并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开始构建美国-中东自由贸易

区、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美国-南部非洲自由贸易区,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发

展。这既是适应美国全球政治军事战略的需要,也是美国打开国外市场和推动其他

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重要举措。本文拟在探讨美国竞争性自由化战略的目标、

逻辑基础、措施及可能的后果基础上,对美国选择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的各种标准进行

探讨,分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构建更大区域的贸易安排之间的关系,并对比分析美

国、欧盟与东亚各国的区域贸易安排的异同。

一暋美国区域贸易安排的竞争性自由化战略

在2001~2008年间,布什政府确立了“竞争性自由化暠战略以后,美国与不同地

区的许多国家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及双边投资条约。

(一)竞争性自由化战略

在各国的区域贸易协定不断增多、1995年以来美国国会两党的极端对立,以及

反恐安全政策的指导下,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在2002年

提出了美国区域贸易政策的竞争性自由化战略。按照佐利克2003年12月3日的说

法:“我们要追求一个‘竞争性自由化暞的战略来推动全球、区域性和双边的自由贸易

发展。通过同时采取多轨道(multiplefront)的方式,美国可以克服或者绕过障碍,增

强开放的杠杆作用,满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政治经济改革最执著的国家的需求,对

边缘地区建立成功的范例,强化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同各地区的联系,创建一个把自由

贸易提上日程的全新政治环境。暠栙

具体来说,竞争性自由化的目标是通过美国有选择性的区域贸易安排和其他安

排,利用美国市场的竞争性准入方式来鼓励外国对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和采纳美国的

商业法规,并同时支持美国在全球的外交政策和军事目标,从而恢复美国在多边贸易

体制谈判中的领导地位。该战略发挥作用的逻辑是,在贸易伙伴竞争性地进入美国

的巨大市场中,进行改革并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优胜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对外直接

投资(FDI)和增加对美国出口,因贸易和投资转移的失利者在考虑国际地位的不利

状况下将被迫进行改革和贸易开放。伯格斯腾(C.F.Bergsten)认为,只要各国在

稀缺的外国投资和国外市场方面展开竞争,就必然诱发各国进行有利于投资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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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改革。栙西蒙 · 伊文尼特(SimonJ.Evenett)和迈克尔 · 迈耶(Michael

Meier)在分析2001~2006年各国对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态度后发现,洪都拉斯、澳

大利亚、智利、新西兰、埃及、韩国、玻利维亚和加勒比海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其

竞争对手在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对贸易转移和失去美国市场的担忧,部分地

说明了该政策的合理性。栚

为了执行竞争性自由化战略和促进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改革和开放,布什政

府努力帮助中东地区的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便强化全球贸易规则和更多的国

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其他地区的国家,美国采取“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暠(Trade

andInvestmentFrameworkAgreement,TIFA)与“双边投资条约暠(BilateralInvest灢
mentTreaties,BITs)的方式来解决贸易和投资问题,保护知识产权和简化海关程

序,为建立自由贸易区做准备;最后,利用有选择性的区域贸易安排来为各地区和国

家建立示范效应。在不同区域上,美国在执行竞争性自由化战略时也就略有不同。

在拉丁美洲,美国采取了双轨制的谈判方式,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安第斯各国的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同时进行。在中东,美国采取了多步走的战略(multi灢stepstrate灢

gy)。2003年,布什政府宣布,在2013年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指引下,

美国鼓励中东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美国签订贸易和投资协定及双边投资条约,

并在充分改革的基础上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2002年布什政府的“东盟谈判计

划暠(EnterpriseforASEANInitiative)的指导下,美国鼓励东盟各国在进行经济改革

承诺的基础上,只要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和与美国签订了贸易和投资协定,美国

就与东盟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2001~2008年间,布什政府签订了24
个贸易和投资协定与17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与新加坡、智利、中美洲自由贸易区

和多米尼加共和国(CAFTA灢DR)、摩洛哥、澳大利亚、巴林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在

实施,与巴拿马、哥伦比亚、韩国、阿曼、秘鲁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在签订后等待国会

批准或者付诸实施,与马来西亚、阿联酋、泰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的自由贸

易协定谈判正在继续进行,与厄瓜多尔的谈判在2005年后被美国终止,玻利维亚取

得了美国与安第斯集团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观察员资格。除了澳大利亚和韩国是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外,其他国家主要是拉美、中东和东南亚的发展

中国家。此外,到2008年仍然在实施的双边投资条约与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分别有

40个和31个。单从双边投资条约、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及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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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布什政府的竞争性自由化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在美国签订的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带来的外部效应的压力下,其他国家被迫

实行贸易壁垒的改革或者建立更多的区域贸易协定,从而建立起美国在区域贸易安

排中的领导地位。通过这种渐进的方式,美国最终能够把经济发展程度和开放程度

不同的国家纳入全球贸易体制,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会谈的发展。比如,在美洲自

由贸易区未在2005年取得预期进展的情况下,美国在2004~2007年间与中美洲各

国和安第斯共同体的8个国家签订了或者正在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增强了美国

在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的主导权。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会谈停滞不前,美国

也希望利用竞争性自由战略中区域贸易安排的累积效应来推动日本、欧盟等国家在

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实现贸易自由化。在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服务、电子商务、

知识产权、政府管制的透明性、环境和劳工标准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便在

未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谈判中取得谈判议题的制度优先权。另外,通过与许多国

家联合的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s,RTAs)形成的压力间接打开

非成员国市场的方式,也部分地改变了1980年代以来美国借助“301条款暠和反倾销

等单边主义的贸易政策打开贸易大国市场的方式,有助于强化市场机制在解决全球

贸易纠纷中的作用。当多边贸易谈判未取得进展时,缺乏区域贸易安排只会导致贸

易保护主义的上升。

不过,理查德·斯坦伯格(RichadH.Steinberg)认为采取区域贸易安排形式的

竞争性自由化战略存在着三个明显的缺陷,包括在区域贸易安排中获得贸易转移收

益的国家将从保护租金出发而反对未来的贸易改革,每个地区将在区域贸易安排中

形成独特的规则和谈判方式,较大的区域贸易安排将会有强烈的动机去设置不利于

第三方的贸易障碍。栙杰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N.Bhagwati)强烈反对区域贸

易安排和美国的竞争性自由化政策。在他看来,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包含了太多的

非市场准入条款,如资本控制、知识产权保护、劳动和环保标准等,从而弱化了对市场

准入的关注。栚 西蒙 · 伊文尼特 (SimonJ.Evenett)和迈克尔 · 迈耶 (Michael

Meier)认为,国会和行政部门之间关于贸易政策优先问题的严重分歧、对贸易伙伴在

自由贸易协定中增加过多的条件、美国现有的单边政策偏好,以及贸易伙伴通过其他

方式来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选择等因素,会严重限制布什政府的竞争性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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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有效性。栙因此,对于竞争性自由化战略的长期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二)美国选择贸易伙伴的标准

竞争性自由化的战略决定了美国在选择区域贸易安排的伙伴时,必然考虑区域

贸易安排的竞争性作用和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也要考虑自由贸易协定伙伴

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和地位。由于美国的贸易政策是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国务院、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等行政部门和国会两院共同决策的结果,美国选

择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的标准也必然反映这些部门的利益,这也决定了美国选择自由

贸易协定标准的多样性和不断变化性。

佐利克在2003年5月8日的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演讲时提出了美国甄选潜

在区域贸易安排伙伴的13条标准,包括:国会指示,能增强美国商业和农业的利益,

对纺织和糖类等敏感产业的影响,潜在贸易伙伴执行必要贸易改革和其他市场导向

性改革的政治意志及证据,对世界贸易组织及相关的区域谈判所作的承诺,与潜在贸

易伙伴的协定对区域一体化的贡献度,美国社会各群体的支持度,该伙伴在外交及安

全事务方面与美国合作的程度,与贸易伙伴签订的协定是否能抵消其他不利于美国

商业利益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在世界各地区及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签订自由

贸易协定的意愿,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经费限制。栚在社会

各群体的支持方面,劳工和环保组织的支持至关重要。为了防止损害美国的就业机

会和限制美国企业迁移到高污染低成本的地区,贸易伙伴足够小、劳工权利和环保标

准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就成为自由贸易协定获得劳工和环保组

织支持的关键。尽管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没有赋予每个因素在贸易协定谈判中的权

重,但美国会计总署(GeneralAccountingOffice)指出,这13个因素在2002年被明

确用来选择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4个贸易伙伴。自从2002年以来,美国贸易代

表办公室、国务院、商务部、农业部政策和财政部等相关行政机构进一步把13个标准

缩减为6个标准来甄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伙伴:贸易伙伴在政治支持、贸易政策和

法规有效性方面表现出的“国家成熟度暠(countryreadiness),美国的经济和商业利

益,美国贸易自由化战略的利益,在外交政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和签订了贸易

和投资框架协议等方面与美国的利益表现出一致性,以及美国政府的资源约束。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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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自从2002年以来,美国在选择自由贸易协定伙伴时就更具有系统性。不过,选择

自由贸易协定伙伴明确受到美国的贸易促进授权(TradePromotionAuthority)的影

响,因为所有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必须在2007年6月的贸易促进授权结束前完成,

否则只能等待国会的下一次贸易谈判授权。

理查德·范伯格(RichardE.Feinberg)在分析1989~2004年美国签订的12个

自由贸易协定后发现美国甄选贸易伙伴的5个非市场准入特征:民主政治机构的国

家或者正在朝着民主制前进的国家,显著的市场化经济改革,长期的美国安全利益,

与贸易伙伴的协定为未来谈判建立先例的可能性,贸易伙伴是否具有较大的经济实

力或者区域主导权。栙在他看来,从加拿大到摩洛哥的12个自由贸易协定国家,都满

足至少两个以上的非市场准入特征,这充分反映了美国区域贸易安排决策过程中的

跨机构和利益冲突性质。杰弗雷·肖特(JeffreyJ.Schott)分析总结了相关研究后

认为,美国选择区域贸易安排合作伙伴的标准包括:该伙伴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

对美国实现经济政策目标的影响,伙伴国在国内、区域及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改革方

面的承诺,以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栚

在这些所列举的标准中,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考虑在美国区域贸易安排政策中占

据显著地位。诚如华尔兹所说:“国际政治的结构以两种方式限制了国家间的合

作……国家担心对可能的收益进行的分配可能对他国更为有利,这是国际政治结构

限制合作形式的第一种方式。此外,一国担心由于合作的开展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换

而变得依附于他国。这是国际政治结构限制合作形成的第二种方式。暠栛对于美国来

说,预防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并威胁美国的经济安全,同时确保美国

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是美国选择自由贸易协定伙伴所必需考虑的问题。1992
年美国国防部在一份“五角大楼公报暠中提出,“现在我们的战略必须主要阻止未来任

何潜在的全球竞争者的出现暠,尽可能地在将来保持霸权。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

20日国会的联合会议上关于新的安全宣言中说:“为了维持九一一事件以来的势头,

使全球反恐战争处于最前沿,美国政府的所有部门将在双边和多边谈判中把打击恐

怖主义当作一项标准日程。暠同时,美国选择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伙伴也要考虑能源

开发、生产、提炼和运输路线等涉及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的因素。美国贸易代表罗伯

特·波特曼(RobertPortman)在2006年的一个圆桌会议上谈到与中东国家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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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区时说:“中东自由贸易区(MEFTA)国家非常重要,我不想贬低巴林或者阿曼

自由贸易协定为增强美国的出口机会方面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在一个重要地区的

更大利益在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民主发展。因此,我们的自由贸易协定并非严格

地以商业为标准,有时更大的问题蕴含其中。暠栙但是,如果不进行贸易壁垒方面的改

革,单是与美国有良好的外交和安全关系的国家并不一定成为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的伙伴,埃及就是如此。在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方面,埃及的地位仅次于

以色列。在2000年美国的179亿美元对外经济援助中,埃及获得了30.9亿美元,仅

次于以色列的39.3亿美元;在2000年的52.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中,埃及获得了13
亿美元,以色列31.2亿美元。栚尽管埃及和以色列都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盟友,但未

在贸易自由化方面进行改革导致埃及失去了成为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伙伴的机

会。栛

除了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国家外,埃及、印尼、科威特、新西兰、巴基斯

坦、菲律宾、卡塔尔、斯里兰卡、瑞士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在积极寻求与美国进

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可能性,但被公开拒绝或者推迟谈判。栜主要原因包括,埃及

缺乏与知识产权保护和关税问题有关的改革和2005年在竞选中的政治压迫,瑞士缺

乏农业贸易改革的可能性,新西兰长期反对核战舰的停泊、反对美国2003年入侵伊

拉克和牛肉、奶制品等敏感的农产品问题,与中国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会引起严重

危害中国的外交和安全问题。另外,厄瓜多尔、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泰国等国因为国

内政治问题、与美国的投资纠纷等因素在2006年和2007年被终止自由贸易协定谈

判。因此,可以说,美国的未来的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必须在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

系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国内改革,特别是伙伴国在其区域内拥有良好的政治记录或者

领先的政治体制。

由于美国法律禁止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与外国寻求自由贸易协定的正式谈判,

所有关于贸易协定谈判的正式请求必须来自贸易伙伴,这种表面的被动性增强了美

国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优势和潜在的威胁。即如果贸易伙伴不做出足够的政策减

让,美国将终止贸易谈判。因此,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一般都包括贸易伙

伴在市场准入方面的自由化,承诺进行广泛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支持美国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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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政策,美国的承诺是把高度开放的、贸易壁垒很低的市场向贸易伙伴开放。结

果,自由贸易协定只要求美国的国内政策做出微乎其微的调整,但却要求贸易伙伴做

出巨大的承诺和改革。由于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在此前曾经获得过美国

的普惠制待遇或者其他方面的关税减让,如美国对安第斯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关税同

盟的普惠制待遇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就是如此,美国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进行政

策调整的幅度更小。这是实力和市场严重不对称性的结果,也是美国政策制定者精

心构造和选择贸易伙伴的结果。

表1暋2002年美国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的贸易状况(单位:亿美元)

国家 生效日
2001年

GDP

总出

口额

对美

出口

美对贸易

伙伴出口

对美出口

份额(a)%

对贸易伙伴的出口占

美国出口份额(b)%
S=a/b

以色列 1985 1080 295 124 53 42 0.7 55.0

加拿大 1989 6940 2525 2105 1425 83 20.5 4.05

墨西哥 1994 6180 1608 1341 861 83 12.4 6.71

约旦 2001 90 50 4 4 8 0.05 138.7

智利 2003 660 170 36 23 21 0.3 63.8

新加坡 2003 860 1256 141 147 11 2.1 5.29

澳大利亚 2004 3690 650 64 123 9.8 1.7 5.55

摩洛哥 2004 340 77.7 4 6 5 0.08 59.5

巴林 2004 80 68 4 4 5.8 0.05 101.9

多米尼加 2004 210 83 42 41 50.6 0.59 85.6

哥伦比亚 2007 820 120 54 33 45 0.47 94.5

巴拿马 2007 120 8.5 3 13 35 0.18 188.2

韩国 2007 4220 1625 353 212 22 2.05 7.1

秘鲁 2007 540 76.7 20 14 26 0.2 129.1

阿曼 2007 80 60 - - - - -

CAFTA5 2004 590 201.3 118 94 58.6 1.35 43.2

美国 - 100650 6935 - - - 44.02 -

暋暋暋注:秘鲁和阿曼与美国在2006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在2007年得到国会的批准,正准备实施;巴拿马、

韩国、哥伦比亚与美国在2007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在等待国会批准。CAFTA5是指中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哥

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五国。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表13~2;中

国商务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商务年鉴2004》(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年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贸易

数据网站,http://dataweb.usitc.gov.

除了经济实力的高度不对称外,自由贸易协定各国更是高度依赖美国的出口市

场。如果用S表示贸易伙伴对美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份额与美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

占美国全部出口的份额的比值,那么,较大的S值表示贸易伙伴严重依赖美国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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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从表1可以看出,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尤其是对

于那些小国更是如此。除了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外,其他国家极

度依赖美国的市场,许多S值都超过50。尽管如此,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市场对美

国还是非常重要的。根据2002年的贸易数值计算,美国对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出口

份额占了美国全部出口额的44%。如果加上泰国、马来西亚、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和

阿联酋等正在进行谈判的国家的贸易,美国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贸易份额将占美

国全部出口的50%以上。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墨西哥和加拿大分别占了美国出口的20%和12.4%
以外,新加坡、澳大利亚和韩国市场也仅占了美国出口的2%,其他国家的市场不足

美国出口额的0.6%。因此,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动机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经济

动机占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如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在充分利

用美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基础上形成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没有积极参与美

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二是政治动机占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巴林、阿曼、摩洛

哥、以色列、中美洲各国、秘鲁、智利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就具有明显的政治动机。这

些政治动机包括增强美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实力,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AgreementoftheAmericas,FTAA)和中东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发展,限制移

民、打击毒品走私和建立反恐怖主义的网络,确保主要的国际航线枢纽和石油等资源

的生产和运输。当然,与墨西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包含有限制墨西哥移民、毒品走

私、获得墨西哥的石油供应和确保墨西哥的政治稳定和民主制的建设等政治动机。

三是政治、经济动机并重的自由贸易协定,如与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自由贸

易协定是在充分利用这些国家的市场基础上来加强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与泰国、马

来西亚、南非等国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如此。传统上,韩国、澳大利亚、泰国

和马来西亚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美国选择这些国家不仅能够对其国内

市场注入竞争活力和获得海外出口机会,防止在与日本、欧盟和中国的区域竞争中处

于劣势,也是利用与这些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加强美国在世界贸易体系及规则制定

中的领导权,协调其他国家区域贸易安排规则与美国惯例的冲突,减少他国区域贸易

规则对多边规则的影响,为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规范发展提供可供模仿的美

国模式。多米尼加共和国也因为强烈支持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和美洲自由贸易区中

的谈判地位而得到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因此,美国选择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伙伴是服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需

要的。如同20世纪初衰落中的英国选择了帝国特惠体制来弥补经济实力不足的经

验一样,美国也选择了与弱小国家的区域贸易安排的联盟形式来弥补美国经济实力

的相对衰落。约翰·彼得斯(JohnPeters)曾经说:“美国更需要以广泛的联盟体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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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的地区维系和创造对美国有利的局面,减少和延缓冷战格局崩溃可能造成

的对美国不利的剧烈动荡和冲突,从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和世界霸权地位。暠栙

美国的区域贸易安排的竞争性战略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为了维护美国的经济安

全,以及国会在贸易问题上存在严重的两党对立,自由贸易协定中许多敏感性的贸易

问题只能被推迟或者被限制,如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对澳大利亚的牛

肉和羊肉进口设置了20年的贸易壁垒,在美国与中美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对中美洲

各国的纤维和棉织品设置了进入美国市场的障碍。

二暋美国区域贸易安排的进展与展望

众所周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目前区域贸易安排的主要方式,但是,美国的区

域贸易安排政策不局限于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希望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网

络基础上,构建更大区域的自由贸易区。到目前为止,除了开放性的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APEC)外,美国积极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中东自由贸易区、南

部非洲自由贸易区。为了构建这些自由贸易区,美国与东南亚、中南美洲、中东各国

签订了大量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些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过程中,北美自由贸易

区(NAFTA)无疑是最为成功的一个自由贸易区。

(一)美国区域贸易安排的历史演变

与欧盟不同的是,美国在1980年代以前并没有加入任何区域贸易协定。当战后

的新型多边贸易体制建立时,美国大力提倡非歧视性原则,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长

期认为,全面遵守非歧视性原则符合所有国家的经济利益。由于反对违背非歧视性

原则,美国是1970年代最后引入普惠制的发达国家。到了1980年代,美国的贸易政

策思想发生了向实用主义的转变。在19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中,为了扩大美国企业

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美国企图发动一场新的多边贸易谈判的努力只是得到其他国

家有限的支持。即使乌拉圭回合进入谈判之后,进展也十分缓慢,美国政府对多边谈

判进展缓慢表示强烈的不满。随着欧洲单一市场在筹划之中,美国把欧共体描述成

“欧洲堡垒暠,担心美国的产品被挤出欧洲单一市场。美国企业也对进入日本市场的

困难深表不满。栚为了促进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多边谈判和出于对欧盟和日本保护主

义的担心,美国政府公开表达了美国愿意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来替代多边贸易自由化

的想法。基于中东战略的考虑,美国与以色列在1985年签订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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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过,美国贸易政策的真正转向是1988年美国与加拿大签订的《美加自由贸易

协定》,1994年墨西哥加入这个协定而形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力争在15年内

建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在乌拉圭回合没有预期结束的情况下,美国在1993年积极参

与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力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开放性的贸易和投资区域,并积极

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近年来,美国与欧盟磋商,计划建立欧盟-北美自由贸

易区之间的“大西洋共同体暠,在此基础上,与南方共同市场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

区暠,从而把亚太地区、美洲和欧洲都纳入美国的自由贸易区范围。栙

1989年成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跨越亚洲、大洋洲和美洲,是第一个跨

洲域的区域集团。这个组织的成员国包括俄罗斯、日本、韩国、中国、中国香港、中国

台北、越南、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巴

布亚新几内亚、智利、秘鲁、墨西哥、美国、加拿大等亚太地区的21个国家和地区。

2002年,21个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19万亿美元,栚占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一半,显示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全球区域贸易安排中的重要性。1993年11月,美

国总统克林顿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亚太领导人会议,为亚太地区的未来勾画了蓝

图,争取利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来实现该地区的增长和繁荣。1994年,亚太经济合

作组织在印尼举行了亚太领导人第二次会议,发表了《茂物宣言》,规定了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成员国分别在2010年和2020年根据最惠国待遇和开放的原则实现贸易投资

自由化。2001年的上海会议重申了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决心。与美国构建的其

他自由贸易协定的单极垂直联合不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因为日本、中国、俄罗斯和

美国的存在而成为多极垂直联合的区域贸易安排。由于成员国数量较多、经济发展

阶段的不同及在许多关键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成立以来并未在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更多的是各国领导人进行信息交流的区

域性论坛和磋商机构,远未实现美国的亚太地区市场开放的目标。栛在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长期停滞不前的时候,美国在2001年后陆续与新加坡、智利、澳大利亚、韩国、秘

鲁等亚太国家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与泰国、马来西亚等亚太国家进行自由贸

易协定谈判。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过程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等6国,把1967年成立的政治组

织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在1992年改造为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随着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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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老挝和缅甸(1997年)与柬埔寨(1999年)陆续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

10国日益成为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区域贸易安排。200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

动,这导致东盟原有六国的平均关税从1993年的12.7%下降到2003年的2.39%,

东盟区域内的贸易的比重从1990年的17.4%增加到2003年的22.5%。2003年10
月,东盟各国领导人在印尼巴厘签订了《巴厘第二协约》,提出东盟在2020年建成东

盟经济共同体、东盟安全共同体和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在内的东盟共同体。在区

域经济一体化方面,该协定规定在2020年把东盟建成没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单一

市场。在2004年9月3日在印尼的雅加达举行的第36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提

出,到2012年,东盟10国将对11个领域的产品实行零关税措施,新加坡、泰国、菲律

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六国将提前5年互免关税。在东盟采取双边和多边自由贸

易区、次区域合作和共同有效优惠关税等多种合作形式中,中国、日本、欧盟等贸易大

国都与东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或者其他经济合作协定。栙为了抵消其他国家的区

域贸易安排对美国企业在东盟地区的市场开放和投资等造成不利的影响,除了与新

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签订或者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外,美国在2003年提出了与东

盟在2013年建立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为了促进该计划的发展,美国还与

东盟自由贸易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菲律宾、文莱等签订了

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以便为美国和东盟的投资和贸易建立基本框架。另外,美国还

利用普惠制待遇来推动东盟国家融入美国的市场。在2006年美国进口的326亿美

元的普惠制待遇的产品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各国占了83亿美元,其中泰国43亿美

元、印尼19亿美元、菲律宾14亿美元,栚充分显示了美国推动东盟谈判计划的决心。

除了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东盟计划的发展外,美国也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来

推动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政府每年拨款5亿美元的大中东计划是美国在更大范围内

在中东地区扩展贸易优惠的计划,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参与、自由贸易协定、对小企业

的经济鼓励和援助、技术转移等,以便促进中东地区的民主化和现代化,最终消除恐

怖主义的威胁。从实质上说,美国的大中东计划起源于1973年欧佩克的石油禁运,

美国随后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就是如何控制欧佩克国家的石油及防止苏联控制中东的

问题。美国加强与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关系,是这个战略的第一步。以色列

和埃及每年从美国获得大约30亿美元的双边援助。栛1991年1~2月,在海湾战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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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老布什总统就发起了阿拉伯-以色列和平进程和中东新自由经济改革两项计

划,政策口号是推动中东地区的人权和民主。在克林顿政府的“中东伙伴计划暠和

2002年的《联合国阿拉伯人发展报告》的基础上,布什政府在2003年2月26日首次

公开了“大中东计划暠,提出“一个新的伊拉克政权将为该地区其他国家的自由树立一

个效果奇特的激励榜样暠。栙伴随着伊拉克战争的持续进行,美国在中东地区也展开

了贸易优惠安排的谈判,因为“现在打败萨达姆将为美国提供难得的机遇,告诉阿拉

伯和穆斯林世界,阿拉伯人的愿望只有通过与华盛顿合作才能得到最好的实现暠。栚

在帮助阿曼、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分别在2000年和2005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

陆续与中东地区的巴林、约旦、埃及等国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也与巴林、伊拉克、科

威特、黎巴嫩、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也门等国签订了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并与约

旦、巴林、阿联酋等国签订或者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以便在2013年实现美国与中东自

由贸易区的计划。

当然,美国也没有忘记与非洲国家建立区域贸易安排,以便获得南部非洲的稀有

金属和推动民主制的发展。在授予西部非洲经济货币联盟的9个国家的普惠制待遇

基础上,美国在2002年通过了并在2006年继续延长了《非洲增长与机会法》(The

AfricanGrowthandOpportunityAct,AGOA),授予撒哈拉沙漠以南的37个非洲国

家的大量产品免税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以便进一步推动南部非洲的经济发展和促

进美国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同时,美国与喀麦隆、刚果民主国、刚果共和国、摩洛

哥、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卢旺达等国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也与东南非洲共同市场、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阿尔及利亚、加纳、利比里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卢

旺达、南非等国签订了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由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outhernAf灢
ricanCustomsUnion,SACU)的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莱索托等5
国是《非洲增长与机会法》的主要受益者,占了美国在该地区70%的进口,美国从

2003年6月在南非开始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举行自由贸易的谈判。这是美国与撒

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是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第一次以集

体身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其目的是美国为了抵消欧盟-南非自由贸易协定

的不利影响,确保美国该地区的出口市场和推动多哈会谈中的共同目标的形成,实现

竞争性自由化。由于在许多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美国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谈

判在2007年后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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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美自由贸易区

在美国的所有区域贸易安排中,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经济重要性是不

言而喻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起源于1989年生效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早在1965
年,美国与加拿大签订的《汽车协定》建立了北美汽车统一市场。尽管加拿大多次要

求扩大美国和加拿大自由贸易的范围,但是,加拿大市场相对于美国的狭小性,使美

国认为这样的自由贸易协定对加拿大的好处较多。美国1970年代后半期国际收支

逆差的扩大,1986年后乌拉圭回合谈判进展缓慢、1986年欧共体吸收了西班牙和葡

萄牙以及美国在与欧共体农业市场的贸易战中的失利等因素,导致了美国担心市场

的损失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从而对展开美加双边自由贸易的谈判兴趣不断增加。美

国《1979年贸易协定法》的第1104条规定:“总统应该研究与西半球北部国家缔结贸

易协定,以促进美国及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相互扩展市场机会的合理性。暠美国贸

易代表办公室随后提出了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报告,加拿大特鲁多政府也

发表了《80年代的加拿大贸易政策》报告,提出依据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的同

时,发展美加自由贸易关系。1987年10月3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就完全

消除商品贸易关税、投资自由化和争端解决机制等作了详细的规定,经两国国会批准

后于1989年1月1日生效,这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铺平了道路。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在1988年的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包括墨

西哥而在1992年签订的,并在1993年补充有关劳动、环保协议后于1994年1月1
日生效。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与欧洲在柑橘、核桃、奶酪、白兰地、牛肉、谷物等产品

方面展开频繁的贸易战。1992年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欧共体与欧洲自

由贸易联盟建立欧洲经济区的努力,对美国的企业在失去市场、贸易转移、新的贸易

壁垒等方面形成了新的威胁。在北美各国内部,墨西哥主要关心自由进入美国和加

拿大的市场、减少美国贸易救济法的伤害、进行国内市场改革以及对乌拉圭回合谈判

不确定性的预防机制,美国和加拿大主要关注墨西哥的较高关税率、重要市场、石油

资源以及乌拉圭回合的替代战略。

由于墨西哥1986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和进行自由化改革后,60%以上的外商投资

和出口市场都集中在美国。为了锁定自由化改革进程,强化放宽管制和开放市场的

承诺,墨西哥认为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提高墨西哥政府在经济自由化改革方

面的可信度,于是最先倡议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对于美国来说,缩小美国与墨西哥

的关税率差距,改善美国企业在墨西哥的投资环境和市场准入机会,保护美国的知识

产权,制定汽车、纺织品和服装等产品的原产地规则来防止区域外产品借助墨西哥进

入美国市场,同时加强墨西哥的工业化来解决非法移民、环境污染和毒品走私问题以

及扩大得克萨斯州获得墨西哥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这些问题都需要与墨西哥签订

·111·竞争性自由化战略与美国的区域贸易安排



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协定得到最优解决。加拿大则希望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来确保

美国市场的开放、利用准司法程序来遏制美国贸易的保护主义行为和回应欧共体加

快统一大市场的建立。1991年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加拿大多伦多就市场

准入、贸易规则、劳务、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和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进行首轮谈判,

1992年12月17日,三国签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了防止美国企业利用墨西哥较

低的环境标准而迁移到墨西哥生产,减少美国的就业机会,美国与墨西哥在1993年

签订了一个有关劳工和环境问题的补充协议,以安抚美国的工会、环保组织和产业利

益集团。由于工会组织是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基础,为了获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国

会的批准,克林顿政府只能与出口集团占优势的共和党结成跨党联盟。经过复杂的

党派斗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1993年11月7日以234票对200票在众议院获得

通过,在11月20日的参议院表决中以61票对38票获得通过,1994年1月1日正式

生效,并规定经过15年的努力在2008年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

表2比较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异同。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

投资、贸易规则和救济、政府采购标准等领域,世界贸易组织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

规定很相似,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商务人员的短期进出、能源、反倾销和反补贴的

争端解决机制、原产地规则(rulesoforigin)、汽车贸易、环境、劳工等规定方面超出了

世界贸易组织的范围。可以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实质涵盖范围上比世界贸易组

织的一体化程度高。

表2暋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比较

项目 世界贸易组织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关税 最惠国待遇的关税率 无关税的自由贸易区

争端解决机制 一般性,自动法律约束力 针对反倾销和反补贴,一致同意原则

投资 很少规则
投资的宽泛定义,非歧视性待遇,国家之间、国家与投资者的

争端解决机制

服务 特定的通信、金融服务 一般性服务,与 WTO原则相似

补贴 补贴和反补贴规则 未达成补贴规则,但有争端解决机制

农业和纺织 全球和系统性问题 区域性问题,原产地原则

暋暋在组织结构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自由贸易委员会由三个国家的部长级代表

组成,监管协定的执行和进一步的改善,解决协定解释方面的争议。在执行过程中,

该委员会采取一致同意的表决原则,但在一致同意的表决原则下,可以采取其他表决

原则。不过,该协定没有公众参与和出版有关报告的规定。与欧洲委员会的集权不

同,北美自由贸易委员会不过是美、加、墨三国的高级贸易代表会谈的代名词,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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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范围也十分有限。新的规则和协定的变化需三方谈判和批准。除了少数几个

例外,当争端出现时,争端中的任何一方可以选择世界贸易组织或者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的解决程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构想了三方人员参与的委员会来对争端进行初步

协调。如果没有达成协议,争端的任何一方有权任命三方同意的、五位成员构成的仲

裁小组。这个小组采取多数同意的表决原则,其决定具有终极性。如果败诉方成员

不遵守小组的建议,胜诉方有权暂时中止“同等效果暠的好处。如果对“同等效果暠的

措施有争执,北美自由贸易委员会组成另外一个小组来决定中止的好处水平是否过

度。因此,尽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提供了确定性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的争端解决机制,

但是,争端的最终解决还是依赖三国会员会的政治代表,明显不同于欧盟内部依靠欧

洲法庭来解决争端的方法。

与欧洲联盟的经济一体化不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贸易协定,寻求在商品

和服务领域的贸易自由化,加速资本在三国之间的流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强调的

是协作,而不是联盟或者货币和政治的一体化。欧盟积极进行一体化的努力,目的是

通过欧洲经济的一体化来避免战争与实现和平,政治动机占主导。建立北美自由贸

易区的目的是对分割的美加墨市场实行一体化,因为地缘接近性和消除自由贸易的

壁垒对三个国家都有利。这样,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市场的扩大,改善了美国国际竞

争力,也为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奠定了基础。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创了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处于一个区域性经

济集团的先例,是现代经济区域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实质上推动了自由贸易的发

展和墨西哥的工业化进程与产业结构调整。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税率较低,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对其他发达国家与美国、加拿大的贸易影响不大。但是,由于美国对发

展中国家的关税率较高,这将影响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和

较大程度的贸易转移。按照规定,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纺织品和服装的关税将在10年

内取消,免关税的服装必须是用北美生产的纺织品制成的。结果,美国从墨西哥和加

勒比海地区的纺织品和服装进口显著上升,越来越多的服装制造商在美国和墨西哥

边境进行跨国生产,因为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纺织品制造、人造纤维生产和零售,墨

西哥的比较优势在于服装生产。表3对比分析了美国服装进口采购地的变化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在1995~2000间,墨西哥在美国的服装进口中的份额从7%上升到

13灡6%,相反,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的份额从21.1%下降到14.3%,东盟的服

装生产商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也轻微下降。这就充分说明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服装

行业的转移效应。当然,这还与墨西哥的经济改革有关。在1994~1995年墨西哥危

机期间,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限制,墨西哥被迫采取市场开放的政策,结果美

国与墨西哥两国的贸易都增长,促进了经济发展。在1992~2000年间,美国对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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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和加拿大的农产品出口增长了62%,而美国农产品整体出口只增长了19%。

表3暋美国服装进口采购地的变化(占所有进口的百分比)

采购国家/地区 1981年 1995年 2000年

中国 5.6 14.9 13.2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 60.6 21.1 14.3

东南亚生产商 7.9 14.1 13.6

加勒比海地区生产商 2.8 13 14.5

墨西哥 3 7 13.6

暋暋暋资料来源:暡英暢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刘卫东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7年版,第296页。

在汽车工业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贸易和外来直接投资都明显增加。蒙

托特(S.Montout)等研究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汽车产业内贸易后发现,距离和市场

规模对水平性的汽车产业内贸易的影响非常显著,区域内汽车贸易协定也影响着产

业内贸易的程度。栙因为汽车贸易涉及较高的交通运输成本,这与距离必然成反比。

当市场容量小于一定的规模时,一般选择贸易方式;当市场容量能够实现规模经济

时,直接投资就成为重要的选择。因此,直接投资与贸易的比率是随着市场规模的不

断扩大而增加的。布里得(JuanC.Brid)通过对墨西哥汽车工业的近50年的历史

分析后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区使墨西哥汽车工业得到成功重组,每年出口近100万台

发动机和40万辆汽车。栚福山(KunikoFujita)和希尔(RichardHill)认为,受到美国

对日本自愿出口限制措施的影响,日本汽车制造商从1990年代开始对北美自由贸易

区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以取代传统的汽车产品出口方式,但零部件供应仍然在北美主

要依靠贸易方式实现。栛约瑟夫·弗朗西斯(J.Francois)在对比研究了欧盟和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对汽车贸易和投资产生的影响后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区内成员国之间

的汽车零部件和整车都存在显著的创造效应,而且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汽车零部件的

贸易创造效应要远远大于汽车产业部门的总效应。栜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区推动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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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汽车行业的整合,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栙

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与墨西哥的双边贸易额在1994年增加了160亿美

元,与加拿大的贸易额也增加了232亿美元,为美国创造了近1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欧洲、日本和美国在墨西哥的外商投资大幅度增加,为

墨西哥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和新的企业。但是,大量金融资本涌入墨西哥,诱发了

墨西哥1994年的金融危机和因强行出卖农村土地而又引起的“萨帕蒂斯塔起义暠和

比索大幅度贬值,也导致墨西哥100万人失业和工资下降了25%。为了保护美国和

西方国家投资者的利益,美国政府对墨西哥政府提供了近50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以

提供金融稳定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方式承担了拯救弱小成员国的责任,也承担了来

自比索贬值后对美国出口快速增长的金融危机国的转嫁成本,为未来美国的双边自

由贸易协定和美洲自由贸易区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和可信度。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从

1992年的顺差49亿美元逆转为1996年的184亿美元逆差。因此,从北美自由贸易

区形成的过程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区域贸易安排中开放国内市场的速度过快,容易造

成金融稳定问题和社会问题;发达国家由于提供区域发展的公共产品,承担着维持区

域性组织稳定发展的责任和较大成本,这种较大的成本投入也为发达国家获得更有

利的协定条款提供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1994年1月1日的生效,为了防止被

世界主要区域贸易协定所排斥和增强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实力,拉美地区出

现了新一轮区域主义的浪潮。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在1994年6月组成了三

国自由贸易集团,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在1995年1月组成了南方共同市场,栚安第

斯集团在1995年2月组成了关税同盟,加勒比海共同体也加强了内部合作。因此,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客观上推动了全球的区域贸易安排的发展。

(三)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与进展

美国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长远目标是逐步形成美洲自由贸易区,借助西半

球的经济一体化来维护美国霸权和对抗欧盟的一体化与东亚经济的崛起。从1990
年代起,美国对拉美的兴趣就从过去的政治和外交利益转变为谋求贸易和投资利益。

由于美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从1983年的240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1020亿美元,

对拉美的出口额从1985年的300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800亿美元,美国总统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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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成果,参见李玉举:《发展中国家参与区

域经济一体化: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和安排》,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162页。

1991年3月,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等南美四国签订《亚松森条约》,形成南锥体市场,1995年智利

脱离安第斯集团并在1996年加入该条约后,南锥体市场演变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该集团内

部消除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了对外统一的共同关税,发展到关税同盟阶段。



什在1990年6月27日的“美洲事业倡议暠(America狆sEnterpriseInitiative)中提议把

北美自由贸易区扩展为美洲自由贸易区。由于许多拉美国家自从1980年代以来进

行了经济自由化改革,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安排将有助于拉美国家锁定改革逆转

的成本,提供政策的透明度和遏制贸易保护主义。

1994年,34个美洲国家(古巴除外)参加了迈阿密峰会,就市场准入、商品、服务

部门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及贸易便利化措施进行了谈判,在发表的《原则宣言》(Decla灢
rationofPrinciples)中确定了在2005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以便保持和增

强美洲民主共同体,通过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促进繁荣,在西半球消除贫困和歧视

以及保证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美洲国家后来举行了多次部长级会议和就具体问

题达成了一些共识。1995年10月,智利宣布加入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等

国创建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欧盟也与南方共同市场在1995年签署了自

由贸易协定。2001年4月,美洲国家部长会议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建立美

洲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达成了框架协议,同意在2005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为了

推动南方共同市场发展的进程,美国与智利、中美洲五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拿马、

哥伦比亚等国家分别在2002~2008年间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由于墨西哥金

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工会的极力反对,美洲国家经济规模、经济发展程度和关税水平

的巨大差距,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集团、加勒比海国家共同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

的平行发展,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实质性谈判进展缓慢。因此,34国的美洲自由贸易

区的建设,与21国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一样,都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可以预

计,美国将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更加注重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

三暋美国、欧盟和东亚的区域贸易协定比较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欧盟和东亚的中国和日本等贸易大国都积极进行区域

贸易安排的建设。自从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已经与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签署了经济一体化协定,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签订了自由贸易协

定,并积极与澳大利亚、海湾合作委员会、新加坡等国进行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日本

也与东盟、墨西哥、新加坡、智利等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已经与近20个国家

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积极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美国-
东盟计划和美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计划,以便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和贸易自由化

的发展。除了成员国的数量从15国增加到27国外,欧盟把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当作

备选成员国,把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科索沃和黑山等东南欧国家当作潜

在的备选成员国,并与地中海沿岸、非洲、加勒比海和亚洲的前殖民地国家签订了大

·611· 美国研究



量的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推动区域贸易安排前进的主要动力。尽管从1990年代以来

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主要是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前殖民地签订的,但是从2001
年以来,欧盟的绝大部分自由贸易协定伙伴都是亚洲和拉美的国家。2000年欧盟与

76个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岛国在《洛美协定》(LomeAgreement)基础上签订了

《科托努协定》(CotonouAgreement);在2001~2005年间与阿尔及利亚、智利、约

旦、黎巴嫩、埃及、韩国、孟加拉国、叙利亚、伊朗等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具体而

言,欧洲的很多国家平均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区域贸易协定,美洲国家平均

签订了10~19个区域贸易协定,亚洲、中东和非洲国家平均签订4~10个区域贸易

协定。栙这些区域贸易协定已经从原来的相互限制边境贸易壁垒的协定转变为促进

双边经济互动的正式管理安排,从单纯的商品服务的贸易协定扩展到包括工作签证、

移民、竞争政策、投资等问题的综合性协定。

美国、欧盟、东亚等贸易大国的区域贸易协定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保持与多边谈判

过程的紧密联系,并在整体上保持一定的序惯性,即在某一区域与一个国家签订的区

域贸易协定的目的是为了与该地区更多的国家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比如,新加坡的

产品基本上是免关税的,智利对美国的出口集中在铜矿、水果和蔬菜等方面,但美国

与新加坡和智利签订协定的目的是为了与澳大利亚、安第斯共同体、中美洲自由贸易

区、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欧盟、中国和日本的区域贸易协定也具有

这个典型的特征。不过,美国、欧盟和东亚的区域贸易协定在许多重要方面表现出不

同的发展方向。

在1990年以前,欧盟对其前殖民地主要提供单方面的援助或者救济来帮助其发

展。但在1990年以后,欧盟通过区域贸易协定的形式,积极帮助这些国家采纳欧盟

的法律规则和政策,以便为欧盟的企业在这些国家经营提供一个良好的贸易、投资和

法律框架。对此,欧盟区域贸易协定的核心内容是消除或者削弱边境壁垒措施以便

改善市场准入的条件和欧盟企业在伙伴国境内的经营环境,这就需要在区域贸易协

定中规定伙伴国的法律结构、竞争政策、标准安排等。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欧

盟的区域贸易协定采取了合作协定、联系协定、框架协定等形式,有些协定是作为最

终加入欧盟的分阶段协定,更多的协定是单独的区域贸易协定,包括知识产权、劳动

惯例、竞争政策、投资、文化和人员流动等与企业经营相联系的内容。因此,与美国的

自由贸易协定的静态性质不同,欧盟的区域贸易协定是明确规定了伙伴国可以前进

的一系列垂直性的伙伴协定,甚至是加入欧盟的过渡性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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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以色列在1985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外,美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自由贸

易协定一般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关税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更多的涉及能源安

全、金融服务、争端解决机制、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等。其典型特征是消除双边仍然存

在的工业品关税,并且较小的贸易伙伴需要在银行、保险、通信等核心服务部门采取

单边的自由化措施,保护知识产权和建立竞争政策。这些部门的自由化受到原产地

规则、保障条款、部门豁免等条件的限制。例如,2002年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

的正文有210页,附录1375页,单是原产地规则就占了299页。约翰·魏利(John

Whalley)把这样的协定称为关税额外协定(tariffplusagreement),即关税外的问题

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文本长度和重要性方面都超过了关税问题,因为最惠国待遇关

税已经非常低了。栙除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外,美国的区域贸易协定基本上都是一体

化程度较低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双边投资协定和贸易与投资框架协定保持非常紧密

的关系。相反,欧盟的许多区域贸易协定都是动态性的,都是为加入欧盟或者沿着一

体化不断深入发展的。

中国和日本的区域贸易协定一般在文本中称为合作和伙伴协定,如中国-东盟

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日本-新加坡新时代经济伙伴协定等,是具有自由贸易协定

性质的综合协定。这些协定在旅游、农村发展、规则制定、竞争问题、消除贫困和促进

相互承认方面做出广泛的承诺,在许多方面都超出了目前或者可预计的世界贸易组

织的谈判日程。中国和日本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关税削减方面做出广泛的承诺,但是,

具体的关税削减需要进一步的谈判。与欧盟和美国的区域贸易协定采取标准的形式

相比,中国的区域贸易协定更多的是从贸易伙伴的需求和中国的市场机会出发而采

取的灵活多样的方式。在一体化程度方面,中国的区域贸易协定比欧盟和美国的区

域贸易协定的一体化程度更低。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数量的不断增多

和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普惠制的丧失和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不断增强,区域贸易安排从1990年代以来在各国得到迅猛的发展,并表现出不同的

特征。对于美国而言,区域贸易安排的政策更多与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带来的

全球战略调整有关。“自由贸易协定是服务于国家安全及整体贸易战略的工具,美国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地区经济一体化战略体系的重要环节和步骤,

是与多边、区域及其他双边协定谈判相协调和相促进的,并服务于地区战略和经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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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等整体利益。暠栙

结暋暋论

从1980年代以来,美国的区域贸易安排政策是推动全球区域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之一。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成为区域贸易安排的主导者,欧洲和美洲是形成区域

贸易协定最多的地区,中国和日本等贸易大国也在2000年后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安排

的建设。在成员构成上,区域贸易协定从以传统的邻国成员为主发展到跨洲的不同

国家之间、不同国家与区域贸易集团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成为目前区

域贸易安排的主导形式。在内容上,区域贸易安排在重视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减让外,更加重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国际投资、环境和劳工标准等内容。布什政府

在2001~2008年期间实施的竞争性自由化战略不仅推动了美国的区域贸易安排政

策的发展,而且也强化了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谈判实力。

从美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大部分协定中,可以看到服从于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

全需要的明确的政治动机。从区域贸易安排政策的角度看,美国目前的双边自由贸

易协定是构建更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区的中间环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美洲自由贸易

区、东盟自由贸易区、中东自由贸易区、南部非洲自由贸易区都是美国自1990年代以

来努力构建的较大区域的自由贸易区。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北美自由贸易区在推

动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的经济一体化和专业化分工方面的成就更为突出,特别是明

显推动了墨西哥的纺织行业和汽车业的发展。

同欧盟、东亚各国在区域贸易方面的安排相比,美国、欧盟、东亚等贸易大国的区

域贸易协定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保持与多边谈判的紧密联系,并在整体上保持一定的

连贯性。但美国的区域贸易安排的一体化程度比欧盟要低,也缺乏中国和日本的区

域贸易协定的灵活性。由此可以预见,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美国的区域贸

易安排政策也将进行进一步调整。

何永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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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阶段论暠
与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栙

梁暋志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Whiteman

Rostow)提出了拥有全球视野、深受“自由主义传统暠与“帝国主义理论暠影响的“经济增长

阶段论暠,并试图促使美国实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大规模开发援助的“世界经济计划暠

(WorldEconomicPlan)。在推动这一计划的过程中,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暠得到了

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赏识,因此成为1960年代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的理论基础。然

而,最终罗斯托既没有达到追求真理的学术目标,也没有实现推动第三世界国家走向“起

飞暠(takeoff)的 政 治 抱 负。本 文 重 在 探 讨 “经 济 增 长 阶 段 论暠(StagesofEconomic

Growth)的主要内容、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影响,从而揭示如罗斯托这样亦官亦学的理论家

在推动政策制订和实施方面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美国外交 对外开发援助 沃尔特·罗斯托 经济增长阶段论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冷战的相互影响成为国内外冷战史学界

关注的焦点之一,具体范畴包括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社会科学理论家接近决策集团的

栙 本文所属项 目:教 育 部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重 大 课 题 攻 关 项 目 “冷 战 时 期 美 国 重 大 外 交 政 策 研 究暠
(06JZD0013);上海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406)。



方式及其影响,以及促使政策制订者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要求的相关历史背景。栙美国

著名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及其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暠也被当作这一范畴的

典型研究对象。很多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探究“经济增长阶段论暠这一发展经济学理

论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战略取向之间的关联。栚本文意在探讨“经济增长阶段

论暠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影响,以及如罗斯托这样亦官亦学的理论家在推动政策制订

和实施所面临的困境。

一暋“经济增长阶段论暠的主要内容及其意识形态内涵

1950年代上半期,苏联明显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栛在美国看来,这

是苏联以经援为手段对欠发达地区进行的“政治渗透暠。这样一来,苏联经济增长模

式将成为引导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潮流的航标,“自由世界暠与“共产主义世界暠的斗争

场所开始向第三世界转移。栜日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向美国提出了一个富有挑战

性的课题:抑制民族主义力量推行激进改革的冲动,引导新兴独立国家走上自由资本

主义的道路,从而遏制共产主义。顺应时势,部分关注全球变迁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积

极倡导“政策科学暠(PolicySciences)的理念,郑重宣称其研究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

·121·“经济增长阶段论暠与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

栙

栚

栛

栜

该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如:NoamChomskyandHowardZinn(eds.),TheColdWar&theUniversity敽To灢
wardanIntellectualHistoryofthePostwarYears (New York:TheNew Press,1997);Christopher
Simpson(ed.),UniversitiesandEmpire敽MoneyandPoliticsintheSocialSciencesduringtheColdWar
(NewYork:TheNewPress,1998);NilsGilman,MandarinsoftheFuture敽ModernizationTheoryin
ColdWarAmerica (Baltimore:Th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2003);暡美暢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

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牛可:《自由国际主义

与第三世界:美国现代化理论兴起的历史透视》,载《美国研究》,2007年第1期,第34~56页;于群:《社会

科学研究与美国心理冷战战略:以“学说宣传项目暠为核心的探讨》,载《美国研究》,2007年第2期,第68~
82页。

KimberCharlesPearce,Rostow,Kennedy,andtheRhetoricofForeignAid;DavidGrosmanArmstrong,
“TheTrueBeliever:WaltWhitemanRostowandthePathtoVietnam,暠Ph.DDissertation,TheUniversity
ofTexasatAustin,2000;ParkTae灢Gyun,“W.W.RostowandEconomicDiscourseinSouthKoreainthe
1960s,暠JournalofInternationalandAreaStudies,Vol.2,2001,pp.55~66;PikiIsh灢Shalom,“The
RoleofTheoreticalConceptsinFormingAmericanForeignPolicy:TheCaseofRostow,theModernization
Theory,andtheAllianceForProgress,暠RegionandPolitics,Vol.13,2004,pp.1~30;DavidMilne,
“OurEquivalent:WaltRostowandtheBombingofNorthVietnam,1961~1968,暠JournalofMilitary
History,Vol.71,January2007,pp.169~203;梁志:《罗斯托、现代化理论与冷战》,载《世界近现代史研

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265页。

W.W.Rostow,Eisenhower,Kennedy,andForeignAid (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1985),pp.
14~20.
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FRUS),1955~1957,Vol.10,MutualSecurityandForeignAid,

pp.28~30,32~33,35,53,64~65,187,200;FRUS,1955~1957,Vol.21,EastAsiaSecurity,p.28;

FRUS,1958~1960,Vol.4,MutualSecurityandForeignAid,pp.473~475.



“科学性暠,许诺可以生产出直接用于冷战斗争、塑造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知识工

具。栙在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下,罗斯托向新古典经济学以量化标准研究短期经济趋势

的方法发起挑战,提出了旨在指导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暠。

1952年,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罗斯托出版了《经济增长进程》栚一书,完全摒弃了在

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态势进行短期评估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试图重

构18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揭示持续增长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关联,对长

期经济发展趋势做出预测。他将英国工业革命作为人类现代化的开端和模型,指出

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社会和个人可以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并对马克思提出的资本

主义劳动异化的观点和苏联中央计划的经济增长方式予以驳斥。在罗斯托看来,英

美经济发展模式才是欠发达国家未来现代化道路的指针,后者必然会像前者一样由

“起飞暠走向“自促增长暠(Self灢sustainedGrowth)。栛

1957年,罗斯托和米利肯共同出版了《一项建议:实行有效外交政策的关键》栜。

这本著作的前身是其撰写的一份对外援助政策研究报告。他们首先批评了美国外援

政策中的四个错误理念,即外援的任务是赢得朋友,加强受援国的军事力量,确保私

企在受援国的主导地位,以及通过消除饥饿来阻止共产主义影响的扩大。他们指出,

虽然任何两个国家的资源、文化、历史和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不同国家的

发展道路却具有一定的共性,需要经过“前提条件阶段暠、“起飞阶段暠和“自促增长阶

段暠。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所应遵循的五个基本原则,即

银行观念(根据受援国的资本吸收能力确定援助数额);自助原则(受援国在提高有效

利用资金的能力方面承担主要责任);目的明确(援助国清楚地表明援助不附加任何

政治或军事条件);充分的国际性(推行国际通行的援助哲学和基本规则并协调各援

助国的计划);连续性(援助计划应做出相对长时间的承诺,避免美国国会的一年一审

制)。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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栚

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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栞

PinarBilgin& AdamDavidMorton,“HistoricisingRepresentationsof‘FailedStates暞:BeyondtheCold灢
WarAnnexationoftheSocialSciences?暠(注:其中的“Historicising暠一词的拼法照引原文,疑为“Historici灢
zing暠)ThirdWorldQuarterly,Vol.23,No.1,2002,pp.58~59;DavidL.Szanton,“TheOrigin,Na灢
ture,andtheChallengesofAreaStudiesintheUnitedStates,暠ThePoliticsofKnowledge敽AreaStudies
andtheDisciplines,2003,availableat:http://repositories.cdlib.org/uciaspubs/editedvolumes/3/1;雷迅

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第78~80页。

TheProcessofEconomicGrowth,NewYork:W.W.NortonandCompany,1952.
W.W.Rostow,TheProcessofEconomicGrowth (NewYork:W.W.NortonandCompany,1952).
AProposal敽KeytoanEffectiveForeignPolicy,NewYork:Harper&Brothers,1957.
MaxF.Millikan& W.W.Rostow,AProposal敽KeytoanEffectiveForeignPolicy (NewYork:Harper
&Brothers,1957).



三年后,罗斯托又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栙,“经济增长阶段

论暠正式出炉。栚该书详细论证了一国经济增长需要经过的五个阶段,依次为“传统社

会暠栛、“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暠栜、“起飞阶段暠栞、“走向成熟阶段暠栟与“大众消费阶

段暠栠。随后,罗斯托将“经济增长阶段论暠用于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主义和

共产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大体可以分为外向(对外洗雪旧耻或扩张)和

内向(巩固对地方势力的控制或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进步)两种。在这种情况下,即

使若干年后“共产主义威胁暠下降,美国仍有可能受到欠发达地区朝敌视西方方向发

展的重大威胁。因此,必须增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开发援助,引导它们仿效西方工业

化道路走向“起飞暠并维持“自促增长暠,继而成为合乎西方标准的民主国家。栢对于共

产主义,罗斯托将它看成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病症暠(adiseaseofthetransition)。栣共

产主义“能使一国在没有产生足够数量的、有企业精神的商业中产阶级且领导人之间

尚未达成政治共识的情况下推动和维持经济增长进程暠。这种“病症暠最易出现在大

多数亚非拉国家正身处其中的“过渡社会暠(“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暠)和“起飞阶段暠尚

未巩固的时期。1950年代初以来苏联的“侵略暠目光已由发达国家转向欠发达地区,

在那里展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攻势,以增强共产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最终把美

国赶出欧亚大陆。针对苏联的新战略威胁,罗斯托开出的“药方暠是加强对第三世界

长期发展的支持。枮爜爦

“经济增长阶段论暠的内涵和逻辑明显地受到以往美国历史文化中的意识形态,

特别是“自由主义传统暠与“帝国主义理论暠枮爜爧的影响。“自由主义传统暠在美国由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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栚

栛

栜

栞

栟

栠

栢

栣

枮爜爦

枮爜爧

TheStagesofEconomicGrowth敽ANon灢CommunistManifesto,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0.
W.W.Rostow,TheStagesofEconomicGrowth敽A Non灢CommunistManifesto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60).
在这一阶段,经济结构在有限的生产函数内发展,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制造业不同程度地得到发展。然

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现代科学知识,劳动生产率进步有限。
期间,教育得到发展,新型企业家出现,对交通、通讯及原材料的投资增加,国内外商业范围扩大,现代制造

业广泛发展。但因为受到旧的政治制度的束缚,这些经济活动进展缓慢。
这是五个阶段中最重要的阶段,此时投资率与储蓄率可能由占国民收入的5%左右提高到10%乃至更多,
新兴工业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在10年或20年后,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较大转变,稳定的经济

增长率得以保持。
大体相当于“自促增长阶段暠,“起飞暠开始后约60年一般可达到成熟阶段,经济超越曾推动“起飞暠的初级

工业的水平,有能力非常广泛地利用资源和现代技术的最先进成果。
主要生产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

W.W.Rostow,TheStagesofEconomicGrowth敽ANon灢CommunistManifesto,pp.29,112~114,143
~144.
W.W.Rostow,TheStagesofEconomicGrowth敽ANon灢CommunistManifesto,p.164.
W.W.Rostow,TheStagesofEconomicGrowth敽ANon灢CommunistManifesto,pp.160,162~164.
在此,如此区分只是为了论述方便,事实上二者的关系无论是在广义的美国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罗斯托的

著作中均远非泾渭分明。



久,内涵相当丰富,“经济增长阶段论暠继承了其中的两项———“激进主义与革命是坏

东西暠(radicalismandrevolutionarebad)和“变革与发展并非难事暠(changeandde灢
velopmentareeasy)。栙罗斯托指出,在战后新近独立的国家中,传统制度和文化正在

消解,人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预期迅速上升,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通过暴

力变革和否定民主制度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共产主义的存在使“民族国家建构暠对

美国来说更具威胁。栚他从“经济增长阶段论暠出发提出了对策。在他看来,亚非拉地

区的战后发展进程与18世纪后期、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其他工业国经历过的“起

飞的前提条件阶段暠和“起飞阶段暠极为相似。因此,他十分强调打破发展中国家走向

“起飞暠过程中的资金和技术瓶颈的重要性,以及经济增长对于传统的政治、社会和文

化的改造作用,而相对忽视当地政治、社会和文化中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殖

民统治留下的各种“后遗症暠。栛罗斯托建议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发起一个五年开发

援助计划,分别提供100~120亿和20~30亿美元的资本和技术援助。若该计划延

续至10年,最终可使“自由世界暠所有欠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年收入每年增长至少

1.5%~2%。栜更重要的是,外援将推动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力量把主要精力用于

现代化建设,继而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共同体,为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的存续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经济增长阶段论暠中还饱含着帝国主义思想,包括传统的美国例外论、种族中心

论和使命观。栞罗斯托在论述“起飞的前提条件暠时指出,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

于“生而自由暠的国家,从未受过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框架和价值观的深度困

扰,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是资金和技术问题。栟这种观点不仅没有促使

罗斯托重新思索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是否适合战后新兴国家的问题,反而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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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美国“自由主义传统暠的论述,参见 RobertS.Snyder,“TheU.S.andThird WorldRevolutionary
States:UnderstandingtheBreakdowninRelations,暠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43,No.2,June
1999,pp.265~290;RobertA.Packenham,LiberalAmericaandtheThird World敽PoliticalDevelop灢
mentIdeasinForeignAidandSocialScienc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pp.111~
160;暡美暢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96~130
页。

MaxF.Millikan& W.W.Rostow,AProposal敽KeytoanEffectiveForeignPolicy,pp.4~5,141~
142.
MaxF.Millikan& W.W.Rostow,AProposal敽KeytoanEffectiveForeignPolicy,pp.1~2,25~26,

37~39,49~50;W.W.Rostow,TheStagesofEconomicGrowth敽A Non灢CommunistManifesto,pp.
139~142.
MaxF.Millikan& W.W.Rostow,AProposal敽KeytoanEffectiveForeignPolicy,pp.126~127.
关于这些美国思想文化质素的由来和影响,参见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第17~57,229~281页;暡美暢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第51~95页。

W.W.Rostow,TheStagesofEconomicGrowth敽ANon灢CommunistManifesto,pp.17~18.



种族优越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一方面,罗斯托断定亚非拉地区战后发展进程与以

往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前提条件阶段暠和“起飞阶段暠十分接近;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世

界各地都不同形式地存在着与西方民主传统相一致的保护个人尊严的氛围,而西方

民主范例特别是美国革命和价值观的感召力将使该氛围更加浓郁。栙罗斯托明显地

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主要发展经验看成是普遍适用的,并以此为尺度标示出欠

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便具有了“指导暠

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即所谓“白人的负担暠。在他看来,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

使“自由世界暠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获得稳定显著增长的国家,必须尽最大努力以自身

经验导引该地区走上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唯其如此,才能使美国远离孤立主义

的深渊和精神萎靡不振的危境,才能使美国的“使命感暠焕发新的光彩。栚

总结以上论述,可以将“经济增长阶段论暠用“现代化暠的概念包装自由主义传统

和帝国主义理论,不再主张以赤裸裸的武力干预外国革命,没有从肤色等生理特征区

分民族优劣,亦舍弃了“山巅之城暠和“希望之乡暠的“使命观暠言辞,代之以通过经济和

技术援助引导正在由“传统社会暠向“现代社会暠过渡的国家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

道路,最终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世界共同体。

二暋基于“经济增长阶段论暠的政策倡议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回应

罗斯托的学术追求从一开始便与现实关怀息息相关。1930年代中期,罗斯托决

定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经济史和卡尔·马克思,以期有朝一日能回应马克思主

义。后来,他进一步认识到对抗作为共产党现代化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

学研究日程表上头等重要的大事暠,需要广泛调动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工

具方能完成。栛

从其职业生涯来看,罗斯托是典型的“在政府和学界之间进进出出的人暠(Aca灢
demic/government“inandouter暠)。1940年他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41~1945
年,先在战略情报局服役,后加入驻伦敦大使馆经济战办公室(EconomicWarfare

Division)敌方目标小组(EnemyObjectivesUnit);1945~1946年,担任国务院德奥

经济司(German灢AustrianEconomicDivision)司长助理;1946~1947年,先后在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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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哈佛大学执教;1947~1949年,担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EconomicCom灢
missionforEurope)执行秘书助理;1949年进入剑桥大学任教。

如许多其他亦官亦学的思想家一样,罗斯托在其学术和从政的生涯中致力于将

“公共政策纳入学术研究暠的同时,也极力推进学术思想在政策上体现出来。1949年

春,苏联明显加强了对“美国之音暠俄语广播的干扰。1950年10月,美国国务院组建

了一支由20余位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构成的项目组,针对该问题展开研究,这就是

著名的“特洛伊计划暠(ProjectTROY)。计划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仿效特洛

伊小组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一个常设研究机构。1952年1月,罗斯托和米利肯联合

创建了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MITCenterforInternationalStudies),宗旨是

“通过基础性社会科学研究解决美国在当前世界斗争中面临的问题暠,以及“生产马克

思主义替代品暠。此后,罗斯托踏上了以“经济增长阶段论暠为理论依托,积极推进其

对外开发援助政策倡议的征程。栙

(一)“世界经济计划暠

“世界经济计划暠是罗斯托依据其经济增长阶段思想设计的大规模开发援助项

目。反过来,这一政策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也促使罗斯托进一步完善了其经济增长阶

段理论。

1954年春,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莫斯科宣布通过援助加

强同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关系的新方针,但美国政府多数决策者却在一味地强调军

援甚至酝酿提出“贸易而非援助暠的主张,栚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F.Dulles)为

此焦虑万分。3月25日,他私下邀请即将辞去总统心理战助理一职、回归亨利·卢

斯(HenryR.Luce)报业集团担任副总裁的 C.D.杰克逊(C.D.Jackson)共进午

餐,请求后者根据当前的冷战形势提出外援政策建议。杰克逊立即向经常与之讨论

外援问题的罗斯托和米利肯求助。5月15~16日,在罗斯托和米利肯的协助下,杰

克逊组织召开了由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和经济学家参加的普林斯顿研讨会。绝大

多数与会者都认为共产主义似乎为穷困者提供了一条通往繁荣富庶之地的捷径,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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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月3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提交国会的咨文中阐发了新一届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要义:“援
助———我们希望削减;投资———我们希望扩大;货币兑换———我们希望更加便利;贸易———我们希望发

展。暠这标志着“贸易而非援助暠政策的出台。当年国会批准的外援拨款额仅为24亿美元,86% 属于军事和

防务支持援助。



叹美国缺乏足以与《共产党宣言》抗衡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武器,提议由华盛顿倡导实

施一项针对欠发达国家的开发援助计划———“世界经济计划暠。两个月之后,罗斯托

和米利肯撰写出 “新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建议暠报告,其主要内容为:目前的美国对

外政策过分强调军事和其他“消极暠手段,使美国失去了欠发达国家的信任,迫使它们

转而“乞灵暠于共产主义经济增长模式;为了维持自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自由的生活

方式,美国必须推动日本、德国等工业化国家开辟海外市场并说服第三世界选择西方

经济增长模式;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的目标应是积极地提高第三世界的生活水平

而非消极地遏制共产主义,具体做法是牵头制订一项总额为200亿美元(贷款为主、

赠与为辅,美国提供100亿美元)的五年“世界经济计划暠。100亿美元这个天文数字

吓坏了一心维持收支平衡的艾森豪威尔乃至希望重审外援政策的杜勒斯,他们不愿

为此与财政保守派和国会争执,因而否定了该建议。栙

尽管“世界经济计划暠没有被采纳,但其蕴含的思想却广为传播。在讨论米利

肯—罗斯托报告的过程中,部分高级决策者认识到改善南亚和东南亚的生活水平与

维持“友好国家暠的军事力量同等重要,援助不宜附加任何军事条件,应该将以当地货

币偿还的贷款作为援助的主要形式。栚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的溃败、印度支那“失陷暠

的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国内反共热潮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改变外援方针提

供了契机。1955年上半年,艾森豪威尔多次强调外援计划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必要组

成部分,共同防卫计划的重点必须由欧洲转向亚洲,开发援助理应成为外援计划的要

素之一。为了论证这一新的政策取向,他借用了以罗斯托和米利肯为代表的麻省理

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们锻造的开发援助逻辑链条理论,即大规模外部资

本投资曻国内资本积累曻提高劳动生产率曻改善生活水平曻遏制共产主义。栛

然而,罗斯托并未从此放弃“世界经济计划暠。1955年6月5~10日,总统特别

助理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A.Rockefeller)将罗斯托、米利肯、杰克逊等11位

高级学者、新闻界巨头和军方官员召集到弗吉尼亚州匡蒂科(Quantico)海军陆战队

基地,指定由罗斯托主持会议,研究艾森豪威尔在将要举行的日内瓦高峰会谈中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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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立场的问题。研讨小组提出了包括美苏相互检查军备情况和试探针对全球各欠

发达地区设立合作经济开发基金的可能性等多项建议。栙受到总统采纳“开放天空暠

(OpenSkies)建议的鼓舞,9月25~29日洛克菲勒又组织了由各领域专家和政府要

员参加的第二次匡蒂科会议,就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特别是外援方针展开了广泛

讨论,最终将1954年“世界经济计划暠的修改版纳入会议报告。报告认为,未来十年,

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吸收能力,各工业国每年出资20~30亿美元(美国提供15~

20亿美元),支持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开发。但是,艾森豪威尔拒绝大幅增加外援,新

版“世界经济计划暠再次受到冷遇。栚

1955年12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N.Bulganin)在访问阿富汗、印度和缅甸

时慷慨解囊,承诺向它们提供大量的技术援助和贷款。1956年初,艾森豪威尔宣称,

为了“对付共产党主要针对欠发达国家采取的分化瓦解、利诱唆使和口蜜腹剑的新花

招,暠“必须将美国外援计划建立在全新的、长期的基础之上暠。作为呼应,杜勒斯发表

声明,敦促公众支持艾森豪威尔提出的长期对外经济援助计划建议,以迎接苏联在世

界范围内发起的挑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和国会广泛发动各界人士重评外援

计划。其中,罗斯托和米利肯提交的题为“美国经济援助政策目标暠的研究报告影响

最大,不仅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议院讨论的对象,而且受到新闻媒体的好评和公

众的关注。他们在报告中指出,苏联对外战略的重心正在由公开的“军事侵略暠转向

以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为主的“隐蔽扩张暠,因此美国外援计划的重点也要相应地由

军事和防务支持转向经济开发。向第三世界提供开发援助显然符合美国的利益,一

项与军援和其他援助计划分立、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注重长期利益而非短期目标的

为期二十或三十年的全面经济援助计划必将催生“稳定、高效、民主的社会暠。1957
年,二人将该研究报告扩充整理成著作出版,题为《一项建议:实行有效外交政策的关

键》。这部著作超越了外援政策讨论中的两党之争,为华府内外各式各样的开发援助

主张提供了一个辩论的命题———“现代化暠。艾森豪威尔政府主要官员大体同意罗斯

托和米利肯的看法,认同增加长期开发援助的必要性,决定设立开发贷款基金(De灢
velopmentLoanFund)。虽然无论是艾森豪威尔提出的5亿美元拨款要求还是国会

批准的3亿美元实际基金总额都与罗斯托和米利肯“世界经济计划暠的设想相去甚

远,但美国毕竟还是在《共同安全法》(MutualSecurityAct)的框架内向强调开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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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栙

(二)肯尼迪-库柏议案

1950年代下半期,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及其政策建议的影响日渐扩大,其

中“起飞暠思想一度成为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JohnF.Kennedy)和共和党参

议员、前驻印度大使约翰·库柏(JohnCooper)促使国会通过援助印度议案的核心话

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和1950年代上半期苏联经济增长模式在第

三世界的再度盛行冲击着许多美国国会议员的思想,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约翰·F.肯

尼迪便是其中之一。他逐渐意识到发展中地区已成为冷战的重要战场。在这场关乎

自由生活方式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美国必须放弃反对中立主义的那套经文

法器,积极地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引导欠发达国家朝着现代社会迈进,消除“共

产主义病毒暠赖以滋生蔓延的贫困动荡。1956年,这位年轻的参议员开始就外援政

策特别是印度经济发展形势问题与罗斯托交换意见。1957年11月,打算以“援助印

度议案暠作为竞选策略之一的肯尼迪派助手弗雷德里克·霍尔本(FrederickHol灢
born)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争取专业人士的支持,罗斯托和米利肯等人受邀

成为其外交政策顾问。1958年2月26日,罗斯托借赴华盛顿参加参议院外交关系

委员会听证会之机与肯尼迪会面,并答应帮他撰写援印议案演讲稿。1958年3月25
日,肯尼迪联合库柏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美国组织其他西方国家援助印度完

成第二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他在关于议案的演讲中阐述的主张包括:美国偏重军

事反应的政策方针不足以解决欠发达地区不结盟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印度是名

副其实的民主国家,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已经证明其具有实现增长的能力,它在

与共产党中国的经济竞赛中究竟表现如何对第三世界来说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意识形

态意义;由于外汇短缺,印度的二五计划危若累卵;当前的美援水平对印度来说只是

杯水车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必须立即向印度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印

度的经济已然起飞,此次努力将使她在本世纪末跻身世界大国行列。……当前的印

度恰如1947年的西欧,既让我们无限期待,又使我们面临严峻的考验———我相信美

国人民会等同视之。暠议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然而却遭到众议院的否决。民主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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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1月国会选举中的大获全胜,众多抵制开发援助的议员离去,美国政府对地

区开发计划态度开始转暖,其他工业化国家在援助印度问题上也表现出兴趣,这促使

肯尼迪和库柏在1959年2月19日再次将修改后的议案提交到国会。根据罗斯托拟

定的讲稿,肯尼迪发表了题为“经济差距暠的演讲,提出“经济差距是美国面临的最大

挑战。……而我们对这一挑战做出的反应却是时断时续,畏首畏尾,三心二意。……

1959年可能也应该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机。今后几个月的国会讨论将为我们提供

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我们立即采取适当行动,经济差距可能会因此而缩小。

1959年的印度经济面临两种可能性———崩溃抑或走向超越人口膨胀、实现经济稳定

并为未来的持续发展和增长奠定基础的‘起飞暞。暠9月,国会批准了“肯尼迪—库柏决

议案暠,成立了援助南亚经济开发的世界银行代表团。栙

总而言之,由于艾森豪威尔在财政方面奉行的是共和党压缩政府支出、维持收支

平衡的传统理念,栚不愿大规模增加对外援助,因此“世界经济计划暠始终没有获得政

府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罗斯托的努力一无所获:一方面,包括部分政府官员在内

的许多美国人理解甚至接受了罗斯托的学术思想和外援主张,“起飞暠一跃成为美国

对第三世界政策讨论的关键词;另一方面,罗斯托在推进其政策建议的过程中帮助肯

尼迪通过了援印议案,意外地得到了肯尼迪的赏识,为后来踏入决策圈打下了良好的

人际基础。

三暋“经济增长阶段论暠的影响

1960年,罗斯托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该书将经济增长过

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标示出各个国家在这一进程中所处的位置。发展中国家从“经

济增长阶段论暠中看到的是“起飞暠所需的各项条件、外援的价值、自助的重要性,以及

未来的发展前景;西方工业化国家从“经济增长阶段论暠中看到的则是自身发展经验

的普适性、开发援助在预防和治愈共产主义这种“过渡时期病症暠方面的绝佳“疗效暠

及其具体的操作流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此书是真正的应时之作。正如美国学者戴

安娜·孔兹(DianeB.Kunz)评论的那样,“罗斯托主义为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

供了知识武器,依此行事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挡共产主义的扩张。只要美国投入

种子基金(seedmoney),那么发展中地区就几乎一定会走上非共产主义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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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暠栙换言之,正因为罗斯托现代化理论的内容浅显明了,政策建议具有极强的可

操作性,意识形态内涵与反共主义相契合,所以才受到决策者的青睐,成为肯尼迪和

约翰逊政府对外开发援助政策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增长阶段论暠与对外开发援助政策的制订

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顾问中,肯尼迪最看重罗斯托,因为他精力旺盛,

热情洋溢,总是能对咨询做出“言辞犀利、态度明确的答复。暠受到重用的罗斯托亦不

失时机地以“经济增长阶段论暠为画笔,描绘出美国对外开发援助事业的未来图景。

1960年12月,他向已当选总统的肯尼迪进言:“新一届政府上台伊始的首要任务之

一是在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方面取得突破,这对(保持或提高)自由世界的地位至关

重要。暠栚1961年3月2日,身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的罗斯托在一份有关

“发展的十年暠的备忘录中进一步指出:“欠发达地区相当多的国家将在20世纪60年

代到达或接近起飞点,……只要我们大家埋头苦干,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

拉、印度、菲律宾、台湾、土耳其、希腊———或许还有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

克———都有可能在1970年实现自促增长。暠美国应努力改变发展中国家的面貌,为西

方赢得人心。白宫在推进这一计划时须借用由“起飞暠走向“自促增长暠(Self灢sus灢
tainedGrowth)的学说,只有这样国会和受援国才会相信美国的干预只是暂时之举。

肯尼迪接受了罗斯托的建议,委托他撰写3月22日呈交国会的外援特别咨文。栛咨

文开篇便指出了推行新的外援政策的必要性,认为当前的外援计划和理念很多方面

都不尽如人意,如断断续续的短期资助,毫无规划的项目取向,僵化拖沓的运行机制,

以及应急近视的政治目标等等,根本无法适应美国和欠发达地区的需要;“自由欠发

达国家暠普遍存在的贫穷与动荡很可能引起现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崩溃,这些虚弱的

肌体正是“共产主义病毒的最佳入侵对象暠。如此恶劣的外部环境不仅会给美国的国

家安全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且将使美国永享繁荣富庶的愿望化为一枕黄粱;20世

纪60年代是“发展的十年暠,为自由工业化国家通过外援推动欠发达国家实现自促增

长———至少是逐渐走向自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

期,美国一定可以向世人证明“20世纪会像19世纪那样,南半球与北半球也并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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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是可以携手并进的。暠为此,肯尼迪提出了一整套新的外援方

针:统一外援管理机构;以单个受援国为单位制订长期开发援助计划并提供长期资

金;在援助类型上特别强调以美元偿付的贷款;鼓励受援国充分动员自身资源、采取

必要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并制订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尽可能地鼓励其他工业化国家

提高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水平;将社会和经济开发援助与军事援助分开。栙

8月31日,国会通过了《1961年对外援助法》。9月4日,肯尼迪签署了该法案。

《1961年对外援助法》承认了3月22日外援特别咨文提出的大部分方针,将推动第

三世界发展看成是一个需要因国而异地制订计划并确保财力支持的长期奋斗目标,

认定开发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促使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自由民主和政治稳定,进

而阻止共产主义“扩张暠,防止欠发达地区因贫困而陷入混乱。11月3日,国际开发

署(Agency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成立,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主要强调长

期经济和社会开发援助的外援机构,全面接管了分散在国际合作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gency)、开发贷款基金、进出口银行(Export灢ImportBank)和农业部

“粮食换和平暠(FoodforPeace)计划中的各项援助职能。隶属于国务院的国际开发

署下设非洲和欧洲局、近东和南亚局、远东局与拉美局,具体职责是根据对单个国家

的长期开发计划审核并完成援助项目。国际开发署的援助以开发贷款为主,诸多开

发计划的理论假设均来自于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暠。这一切表明,经过罗斯托

数年的苦心经营,“经济增长阶段论暠终于占领了“华盛顿市场暠。栚

1963年11月22日,林登·约翰逊(LyndonB.Johnson)继任总统。约翰逊执

政期间,罗斯托先后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兼顾问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

别助理。他依旧十分关注对外开发援助问题,不断提出相关的政策主张。1964年10
月28日,他在致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Rusk)的备忘录中建议,“在下一阶段,

我们必须努力改变援助政策的重点,进一步强调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促使各国私人企

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增加经济和军事援助总额。暠1966年10月14日,罗斯托又在致

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中就对外援助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

继续奉行“地区主义暠(Regionalism),以迫使当地人民在自身发展方面承担更大的责

任,更加充分合理地利用援助资源,逐渐减轻美国的政治和军事负担;推动欧洲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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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加大援助力度;坚持将粮食和人口、教育、健康、提高私企作用和鼓励私人投资作为

对外开发援助的四个主要方向。栙

部分地由于罗斯托的建言献策,约翰逊政府在大体遵照前任确立的对外开发援

助政策方针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有重点地向最有可能取得经济进步、实

现经济自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开发援助;遵照“地区主义暠,加强对以湄公河流域南俄

大坝(NamNgumDam)为代表的区域开发合作计划,以及非洲开发银行(African

DevelopmentBank)等地区金融组织的支持;提出“向饥饿宣战暠(WaronHunger)的

口号,着力协助第三世界国家提高粮食产量、降低人口出生率;竭力提高欠发达国家

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更加重视私人机构和企业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多边主义暠(Multilateralism)为指导,更坚决地要求其他工业化

国家增加对第三世界的开发援助。栚

(二)“经济增长阶段论暠与“争取进步联盟暠

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各项对外开发援助计划中,受“经济增长阶段论暠影响最

大的是争取进步联盟(AllianceforProgress)。1958~1959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的

拉美之行,巴西总统朱赛里诺·库比切克(Juscelinokubitschek)发起的“泛美行动暠

(OperationPan灢America)倡议,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Castro)的上台,这些

事件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提高了对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视程度,泛美开发银行

(Inter灢AmericanDevelopmentBank)和社会进步信托基金(SocialProgressTrust

Fund)相继成立。栛1960年8月,总统候选人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和防务小组开始制订

改善拉美经济状况的详细计划。时任众议院立法监督小组委员会(LegislativeOver灢
sightSubcommittee)特别顾问的肯尼迪的助手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Goodwin)

以“经济增长阶段论暠为框架,广泛吸纳了罗斯托提出的“民主的示范效应暠,“美国所

取得的政治经济成就会因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分享而大放异彩暠,以及“经济援助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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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短期政治目标束缚暠等思想,为肯尼迪撰写了拉美问题演讲稿,全面阐述了民主

党的拉美政策构想。事实证明,肯尼迪作出的关于建立美拉伙伴关系和向拉美提供

大规模长期开发援助的承诺唤起了西半球各国对“现代社会暠的向往,收到了极佳的

宣传效果。1960年10月至1961年初,肯尼迪内阁班子一直忙于设计针对拉美的大

规模开发援助计划,即“争取进步联盟暠。“自助暠、“由起飞走向自促增长暠、以受援国

的“吸收能力暠作为发放开发贷款的标准,以及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可以携手并行等

罗斯托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理念成为肯尼迪鼓舞人心和打动国会与拉美国家的话语体

系。1961年3月13日,白宫举行拉美各国外交官集会。肯尼迪发表了主题演讲,号

召西半球人民“加入新生的争取进步联盟———一项规模空前、目标高尚的大型合作计

划,以满足美洲人民的住房、就业、土地、健康和教育需求。暠美国将马上要求召开泛美

经济和社会理事会(Inter灢AmericanEconomicandSocialCouncil)会议,敦促拉美各

国制订旨在实现民主和取得进步的十年发展计划,主要内容为充分利用自身资源、调

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发起社会改革。1961年8月,泛美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会议通

过了由古德温和罗斯托起草的著名的埃斯特角宪章,栙“争取进步联盟暠由此成立。

在宪章预期达到的12项总体目标中,有7项是由罗斯托提出来的,其他诸如要求受

援国制订长期的、详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强调农业改革等规定也明显地带

有“经济增长阶段论暠的印记。栚

虽然埃斯特角宪章的豪言壮语令拉美人民心向往之,但奇迹迟迟没有出现。栛肯

尼迪总统的遇刺使争取进步联盟的前景变得更加黯淡。约翰逊继任总统后,在国内

承诺建设“伟大社会暠,在国外立誓打赢越南战争,拉美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失去了以往

的重要性和优先地位。作为“争取进步联盟暠设计师之一,罗斯托心有不甘。1966年

4月4日,他在致约翰逊的备忘录中提到,越南危机“主导着公众对总统及其外交政

策的看法暠,政府应该想办法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

就,例如保证和促进“争取进步联盟暠目标的实现。10月14日,罗斯托进一步指出美

国必须增加对拉美的开发援助。1967年3月13日,约翰逊要求国会将此后5年对

拉美的援助额提高至15亿美元。4月,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ofAmerican

States)峰会在埃斯特角城召开。约翰逊总统与20位拉美国家元首举行会谈,要求

建立拉美共同市场并推行经济改革。会议通过了“美洲各共和国总统致美洲人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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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暠,宣布拉美各国将共同促进民主,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可是,10月罗斯托不得

不在向约翰逊汇报时承认:“埃斯特角城会议后半年间,争取进步联盟并未取得明显

成绩。暠栙

(三)罗斯托与“和平队暠计划

美国志愿援外机构“和平队暠(PeaceCorps)的建立和运作同样伴随着“经济增长

阶段论暠的影子。1960年大选刚刚结束,肯尼迪马上给罗斯托写信,委托他与米利肯

“担负起研究和平队这个想法的责任,搞出点什么东西来,以便我能在1961年冬天予

以实施暠。栚1961年2月28日,罗斯托在呈交肯尼迪的题为“外援关键问题暠的备忘录

中指出,推行“新面貌暠外援政策的必要步骤之一是调整技术援助的方向,重点强调提

高受援国的基础教育水平,向受援国人民传授现代科学知识并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

出于这一考虑,应将拟建的和平队与这项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计划结合起来。栛3月

1日,肯尼迪发布第10924号行政命令,决定组建和平队,主要职责是配合美国、联合

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对外援助计划,向海外人士提供培训和服务。栜为了保证志愿者

能够完成推动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使命,和平队培训部不仅要求学员学习受援国

的语言和文化,而且特意布置他们去阅读一些与欠发达地区未来发展方向有关的著

作,其中包括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栞约翰逊政府时期,和平队

的规模达到了顶峰,人数最多时有15000多人,活动范围遍及发展中国家。然而,正

是从这时起,和平队存在的问题相继暴露出来,以致遭到多个国家的驱逐。栟

(四)“经济增长阶段论暠与“战略村暠计划

美国在越战中推行的“战略村暠(StrategicHamlets)计划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

“经济增长阶段论暠的影响。1961年6月,经肯尼迪批准,罗斯托代表政府在布莱格

堡(FortBragg)发表了题为“欠发达地区游击战暠的政策声明。声明指出,共产党人

发动的游击战是其“利用欠发达国家内在的不稳定因素暠的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通

过推广自己的“民族解放暠发展模式使欠发达国家相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帮助他们

实现其获得独立、世界地位和经济进步的热切愿望暠。游击队是从“传统暠社会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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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暠社会过渡过程中的“食腐动物暠,要想消灭他们,必须加速当地的社会进步,促使其

早日实现现代化。栙11月20日,国务院出台了一份经罗斯托修改的关于欠发达地区

共产党游击战的研究报告,倡导美国应把在欠发达地区的政策目标设定为“推动现代

化暠、“维护法律秩序暠、“催生自由政府管理理念暠,以及“支持建设性外交政策立场暠,

一边以武力镇压共产党的“颠覆暠活动,一边通过经济开发和技术援助促使当地政府

推行改革。栚在以上思想的指导下,1962年3月肯尼迪政府开始在南越实施战略村计

划。具体做法是把农民驱赶和集中到各个战略村,由国际开发署向他们提供修建新

的住房所需的建筑材料及医疗设备、教育设施、牲畜、农药和食品,争取一举实现阻断

越共与农村的联系和将“与世隔绝、愚昧无知暠的南越人塑造成为“现代公民暠的双重

目标。栛南越吴庭艳政权也大力鼓吹该计划,认为这是 “一场适应欠发达国家的政治、

社会和军事三位一体的革命,可以同时解决越南面临的落后、内乱和共产主义三大结

构性问题暠。栜但事实证明,战略村计划既没有达到割断越共与农民联系的目的,也没

有实现推动南越走向现代化的理想。栞

争取进步联盟并未使拉美贫困人口真正受益,和平队先后被十几个国家驱逐,战

略村计划无果而终,这一切不仅仅是由于美国政府没有得到本国国会和各受援国统

治集团的全力配合,更重要的是因为作为这些对外开发援助项目理论假设的“经济增

长阶段论暠是从西方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中抽取出来的简单的线性单向发展模式,与

欠发达地区复杂各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无法契合。

结暋暋论

1940和1950年代,在学界和官界“旋转暠的罗斯托认为共产主义在亚洲盛行的

主要原因是,“与西方冗长复杂的概念相比,其简明的口号更易于被当地知识分子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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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暠。栙为了替代马克思主义,他另行构建了一套用于解释和指导全球变迁的通俗易

懂的理论———“经济增长阶段论暠。虽然罗斯托承认任何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

制度和资源储备都不相同,但同时又相信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从英国、法国、美国等

西方现代化先驱的发展历程中抽取出普适的共同特征,即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

经历“传统社会暠、“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暠、“起飞阶段暠、“走向成熟阶段暠和“大众消

费阶段暠。栚在这一线性单向的模式中,欠发达地区应该沿着西方历史演进的路线,由

“传统社会暠或“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暠向“起飞阶段暠迈进;以美国为首的各工业化国

家有能力也有责任通过“伙伴计划暠推动后来者走向“起飞暠,进而引导民族主义力量

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建设,防止共产主义在“过渡时期暠乘虚而入。为确保实现预期目

标,罗斯托具体规定了计划所需的年限和资金,列出了实施计划所应遵循的各项原

则。这与致力于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肯尼迪政府的理论需求不谋而合。但事实

上,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暠与政治之间始终处于“互动暠但不“相容暠的状态。因

此,据此制订出来的对外开发援助计划并没有如设想的那样使欠发达国家迅速地由

“传统社会暠过渡到“现代社会暠,其主要根源在于工具取向决定了“经济增长阶段论暠

势必有意无意地夸大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示范作用而忽略欠发达地区复杂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现实。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冷战期间,社会科学理论为决策者所接受乃至上升为对外政

策指导思想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简明普适———以尽可能少的变量解释尽可能多的社

会现象;可操作性强———由抽象的科学理论推演出具体的行动路线并详细预测其未

来绩效;迫切的现实关怀———阐发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部分公众的内心愿望。

然而,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代价很可能是或多或少地牺牲社会科学理论追求真理的

本义;反过来,依据这样的社会科学理论制定出来的国家对外政策必然出现偏差。这

不仅仅是罗斯托面临的困境,更是冷战时期美国其他拥有社会科学理论家与政府官

员双重身份的研究者面临的共同困境。

梁志: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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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忧虑中国的崛起?
———《太平洋流》读后

樊吉社暋暋暋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多边外交日趋活跃,综合国力总体不断加强,影响随

之不断扩大。中国日渐崛起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美国政界、学界热议的话题。

各种政治力量依据自身政策偏好解读中国崛起,以期影响甚或塑造美国当下和未来

的对华政策,此即美国又一轮的对华政策辩论。由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麦艾文

(EvanS.Medeiros)栙主持的调研项目“美国亚洲盟国和安全伙伴眼中的中国崛起暠

即为来自兰德公司的声音。该调研项目历经三年研究,最终以《太平洋流:美国东亚

盟国和安全伙伴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栚(以下简称《太平洋流》)为题于2008年底出

版。

一

《太平洋流》一书是美国国内有关中国崛起的“大合唱暠众多“声部暠之一,评介该

书之前有必要了解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的基本背景。在美国官员或者学者看来,中

栙

栚

感谢麦艾文博士赠书及提供他在2009年1月29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讨会上有关该书的演示文稿。

EvanS.Medeiros,KeithCrane,EricHeginbotham,NormanD.Levin,JuliaF.Lowell,AngelRabasa,

SomiSeong,PacificCurrents敽TheResponsesofUSAlliesandSecurityPartnersinEastAsiatoChina狆s
Rise(SantaMonica:RANDCorporation,2008).笔者曾就书名的中文译名与麦艾文博士沟通,此处的Pa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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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静暠,故将书名译作《太平洋流:美国东亚盟国和安全伙伴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亦可作双向解读。在以

下引文中,为了简便明了,只列出书名和相关页码。



国的崛起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中国军事现代化等“硬实力暠的

崛起,还包括中国多边外交、“中国模式暠(北京共识)等“软实力暠的崛起。相应地,美

国国内对中国崛起的关注也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关注中国的组织机构的增加,也包

括关注议题的扩大。

十年前,美国军方、国会、智库关注的重点似乎还是俄罗斯问题。正是在布什总

统执政的八年中,美国各类政策相关的机构对中国的关注迅速上升,行政部门、国会

和智库都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对中国的研究。2000年之前,国防部还只在《四年防务

评估》、军事战略和东亚地区安全战略中顺便提及中国军事问题,并无专门论述。这

种状况自2000财年开始改变。根据《200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规定,美国国防

部长应当“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和未来的军事战略提交一份报告。该报告应当讨

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前和未来可能的军事-技术发展,以及今后20年里中国的大战

略、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及军事组织和作战观念等方面的原则与可能的发展暠。据此

提交的报告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的大战略、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中国军

事学说和军力结构的发展,包括那些能够提高中国军事能力的先进技术发展;台湾海

峡的安全形势。截止到2009年1月,美国国防部总共向国会提交了8份中国军事力

量年度报告。栙虽然国防部是应国会的要求撰写每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但也恰好借机

放大对中国的“关切暠。国会还通过《2001年国防授权法》成立了美中经济与安全评

估委员会调查中美经贸关系,并向国会提供立法或者管理行动建议。该委员会后来

将关注的领域扩大到八个,包括中国的扩散行为、能源、地区经济与安全影响等。栚该

委员会的保守倾向从2006年选出的两位主席即可看出:主席是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

研究中心前任主任武尔泽(LarryWortzel),副主席是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

佩洛西的前任办公室主任巴塞洛缪(CarolynBartholomew)。除了军方和国会,华盛

顿诸多关注当下政策的智库也设立了专门的项目或者中心,提升中国问题研究的质

量。例如,布鲁金斯学会不仅早就设立了东北亚政策中心,而且新近增设了约翰·桑

顿中国中心;主要为五角大楼服务的海军分析中心也新添了有关中国的研究项目,并

且扩大了研究人员的规模;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不仅增设了中国项目,还从2006
年10月起主办了题为“重塑中国政策:卡内基辩论暠的多年系列辩论会。栛布鲁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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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还与中国相关研究机构合作设立驻京的机构。以军控

和防扩散问题为例,就笔者自身的感受而言,几年前关注这类议题的美国机构和学者

都很少,中美双方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渠道也很有限,如今各种学术交流、第二轨道

交流大幅增加、正式的双边磋商机制化,同时也涌现了不少年轻的中国军控问题专

家。

关注中国崛起的政府、国会、智库在扩充组织机构的同时,他们关注的中国议题

也大大增加。以前比较常见的涉华议题通常是双边经贸、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和防扩

散问题,现在的关注点进一步扩充,涵盖了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方方面

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政策辩论就是这种变化的集中体现。截止到

2008年3月,这个辩论会已经进行的8次,议题包括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能否维

持威权统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暠)、经济增长(没有重大的、较快的改革,中国经济

的飞速增长是否仍能持续到超越美国经济)、军事现代化(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否是

日益增长的、对美国和亚洲的威胁)、人权(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是否显著改善了中国的

人权状况)、地区影响(中国是否寻求主导亚洲并迅速消除美国在亚洲的影响)、贸易

规则(中国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时候,是否需要其贸易伙伴立即采取强硬措施迫其遵

守规则)、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中国目前或者将来是否会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

益攸关方)、对台政策(美国是否需要改变其对台政策)。总的来看,随着中国崛起,美

国所关注的中国议题明显增加,听众也显著扩大,不仅直接影响行政部门的政策,也

影响国会议员助手、议员的态度,并塑造公众舆论等,其政策影响随之大幅上升。

二

美国密切关注中国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的忧虑。近年来美国行政部门、国会和

智库发布的政策文件或者研究成果均体现出了这种关切。首先是担忧中国军事现代

化的速度和幅度。在美国反恐战争的前几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没有引起五角大

楼过多的重视,2000年到2004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比较温和地评估中国军事现代

化的发展趋势。从2005年起,美国政府官员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忧虑开始增多。同

年2月16日,中央情报局局长戈斯在参议院举行的“美国当前和预计面临的国家安

全威胁暠听证会上表示“北京的军事现代化和军力增强正使台湾海峡的均势发生倾

斜。中国(军事)能力的提高危及这一地区的美国军队。暠栙随后的美日2+2安全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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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议联合声明要求中国提高军事透明度,敦促中国建立公开、透明的地区机制。栙

美日联合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表示如此关注尚属首次。美国还强力阻挠欧盟解禁对

华军售,认为欧盟的武器技术不应该被中国用于扩展军事实力。栚美国国防部长拉姆

斯菲尔德则在6月4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上发出一连串的诘问:“中国的

防务支出远高于中国官方已经公布的数字。……既然中国并未受到任何国家的威

胁,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军事投入不断增加? 为什么持续进行大规模的、不断扩展

的武器采购? 为什么持续进行强有力的部署?暠栛同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延宕多日,

国防部那些“有关中国崛起的张扬言论掩盖了政府内部那些视中国为美国国家安全

主要威胁的人与那些相信中美仍有很多合作空间、甚至可成为伙伴的人之间尚未解

决的争执暠。栜最终出台的报告反应了美国对中国军力提升后的关切:报告质疑中国

提升军力的意图以及军力提升背后的战略,担忧中国军力发展的长远趋势,并敦促台

湾加强军购。栞

中国的多边外交行动和多边经济合作也成为美国忧虑的对象。由于经济增长导

致能源需求上升,中国致力于实现能源来源的多样化,同非洲、中亚、中东、东南亚和

拉美等国达成了一些经济合作协议,并且谋求同地处海上通道的一些重要国家进行

合作以维护运输通道的畅通。美国同其中多数国家关系紧张,因而怀疑中国的这些

经济合作背后蕴含的战略意义。同样,由于中国对周边国家采取了“睦邻、安邻和富

邻暠的政策,中国与多数东盟成员国保持着包括军事关系在内的积极外交关系,并且

参与了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峰会。中国同中亚国家的合作也因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存

在得到了进一步推动。中俄之间进行了较多的能源和军事合作,并举行了联合军事

演习。中欧之间近年来高层互访频繁,双方还在探讨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对于

中国的这些多边外交行动,美国担心中国将在亚太地区竞争,甚至排拒美国的影响;

在欧洲趁着美欧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打入“楔子暠;同俄罗斯结成相互利用的战略关

系以对抗美国。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和忧虑主要基于如下几个逻辑。一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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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转化的逻辑。这种逻辑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大幅增加必将导致中国成为重要的经

济强国,中国经济上强大之后就有可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从而导致中国也

很快成为军事大国。二是历史经验主义的逻辑。这种逻辑认为历史上崛起的大国均

挑战现状,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国崛起之后非常可能采取动武的方式解决台湾问

题;一旦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武力尝试获得成功,它将极大激励中国采取类似手段解

决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领土纠纷。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之后可能排斥美国在亚

太地区的影响,甚至谋求霸权,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三是意识形态的逻辑。受意识

形态驱动的美国所谓的“战略思想家暠认为,中国是不同于西方各国的“异质的暠社会

主义国家,中国崛起后也不会建立民主制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暠。另外,中国在现

有体制下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经济成就,同时确保了本国和本地区的稳定,“中国模式暠

有可能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将对“美国模式暠构成挑战。这些都成了美

国对中国崛起日感忧虑的逻辑基础。

三

在这场持续较久的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中,实质性的问题是,中国最终是否会通过

逐渐削弱美国亚太防务同盟的方式将美国排挤出亚洲地区。栙中国的崛起正对东亚

地区各国的内政外交产生影响不容置疑,这些国家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地

区安全战略至关重要。深入了解美国的东亚盟国和安全伙伴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可

以为美国制订更为合适的地区安全战略提供参照,这既是《太平洋流》一书的出发点

也是它的归宿。

该调研项目于2006财年立项,恰逢美国对华政策辩论最为激烈的时期。如作者

所言,中国崛起引起了美国的担忧,但东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地区,只有细致分析东

亚各国的反应才有助于促进一个更为理性的对华政策辩论。栚 《太平洋流》一书选择

了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六个盟国和安全伙伴进行考察,主要

采用了2005年到2006年的经济数据和民调数据,并在六国进行了大量的访谈,同时

深入研究了已有文献。这个研究项目由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资助,由兰德公司空军项

目(RANDProjectAirForce)组织研究,高级研究员麦艾文博士主持了该项目,四位

亚洲问题专家和三位国际经济学家共同完成了这项调研。

作者用四个变量考察六个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这四个变量分别是国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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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众舆论、经济(贸易和投资)、外交(双边和多边)、防务政策(军费、采购),这四个

变量涵盖了中国同六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内容。作者不仅考察中国同这些国家在单一

变量上的互动,也考察了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在塑造该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中所占有的份量。栙通过考察,作者得出了四个主要结论:第一,虽然中国日渐介入并

影响东亚的经济和安全事务,但并未从根本上损害美国亚太地区同盟和安全伙伴的

基础。被考察的六个国家均未将中国视为可行的、能够替代美国的战略盟友,这些国

家同中国的接触均受到经济逻辑的驱动,要确保这种状态可持续需要美国继续当前

的政策。第二,中国正在改变美国的某些同盟或伙伴关系。美国的亚洲盟国和安全

伙伴均希望从中国和美国获益,希望美国继续介入该地区,但仅限于某种方式、某个

时刻的某些问题上。栚第三,中国正获得对周边国家内政、外交的影响。在经济和外

交上对中国这些国家非常重要,它们对中国的利益和偏好越来越敏感,特别是涉及台

湾、西藏和人权的问题;中国比较有效地阻止了反华的遏制尝试。这类影响属于“被

动性的暠,涉及的是让一些国家不做某些挑衅中国的事情。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中国

扩展“攻击性的影响暠,亦即分化或者化解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关系,因为中国主张太多

反而事与愿违。与中国接触的地区性共识具有尝试性质,因为这些国家无法确定中

国的未来会变得更强大还是羸弱,同时它们也担心中国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形成竞

争。栛第四,东亚没有出现媒体报道中的现实。在东亚地区还没有出现中国霸权,该

地区的国家也没有因为预期中国最终会成为霸权而采取“搭车暠战略。一些国家担忧

中国成为本地区的主导力量,但东亚现在还没有出现军备竞赛,没有任何国家因为中

国崛起而增加国防预算或者调整军力结构。与此同时,东亚各国加强了现有的同盟

纽带并同其他国家构建多样化的安全关系。栜

具体到被考察的六个国家,情况各有不同。日本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出一定的焦

虑和无所适从。所有的政党都愿意援引“中国威胁暠,而且两国支持双边关系的民意

正在下降。中国是日本头号贸易伙伴,对日本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至关重要,日本在中

国的投资也以年均17%的速度增加。由于日本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它正竭力实现安

全关系的多样化,包括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的安全纽带。日本

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关切逐步上升,但国防预算并没有太大变化。澳大利亚对中国

崛起采取了悄悄两面下注的战略。中国不是澳大利亚的政治议题,多数澳大利亚人

对中国评价比较积极。中国是澳大利亚的头号贸易伙伴,澳大利亚的对华贸易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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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增长,但影响不大。在外交上,澳大利亚加强同中国接触,同时努力维持美国的

影响,利用多边组织阻止中国成为霸权国。澳大利亚在防务领域积极与中国接触,对

中国军事现代化日益关注,同时致力于提升同盟协调作战的能力。新加坡的战略是

综合性的。新加坡国内没有对华政策辩论,它希望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成为地区整

合的中枢。新加坡担忧中国成为亚洲霸国,因而积极维护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并加强

了与美国的战略关系。韩国与中国的蜜月已经结束,中国不是韩国内政和民意的重

要议题,但目前韩国的对华友好的民意正在下降。中国是韩国的头号贸易伙伴,但它

担忧过度依赖中国,两国的经济竞争逐渐上升。中韩在外交上合作处理朝鲜问题,但

双边关系也会因为个别议题受到消极影响;韩国军事上主要关注朝鲜,并依托美韩同

盟与中国打交道。泰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是“随风倒暠。泰国将中国看作主要的经济

机遇,中国对泰国的投资也在增加,但相对于美国和日本仍然比较有限。泰国在外交

上利用多边主义改善同美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力争保持灵活性,实现利益

最大化。菲律宾对中国的评价比较正面,两国贸易增加迅速但不重要。菲律宾不再

将中国看作安全威胁,两国双边接触增加,但美菲关系同样也在加强,菲律宾在外部

安全问题上依赖美国。总的来看,六国民意对中国的评价比较积极,同中国的贸易均

有显著增加。外交上,六国积极与中国接触,它们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评估各异,从最

大到完全没有,但它们都扩大了同美国的同盟合作。

六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该书认为,美国处于加强其核心地

区目标的有利地位,各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仍在酝酿之中;美国仍有很大的地缘政治

空间加强安全伙伴关系、巩固在该地区的作用并建立地区秩序。美国必需对其盟友

的关切比较敏感,没有任何国家希望中国控制该地区,但也没有任何国家想挑衅中国

或被拖入反华尝试中,或者希望美国离开东亚;美国全球和地区作用的合法性有待加

强。美国需要一项有区别的战略,积极介入多边经济和安全机制,并充分理解各国的

经济和安全需求;美国应当拓展同亚洲各国的安全合作,继续为该地区提供“公共产

品暠。栙

四

在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对比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反应,不难看出两种取

向:美国关注潜在的中美对抗可能,中国周边国家则强调潜在的双赢可能。全球化促

成了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目前中美关系的基本状态、中美沟通渠道的多样化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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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美国对华政策难以在“接触暠或者“遏制暠之间简单取舍,原有的大国竞争模式已

经不再适用于当下国际关系的现实。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相互隔绝,经济和人员

互不往来,美苏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军事实力领域展开全面竞争。美苏当时所进

行的沟通更多局限于危机稳定、危机管理,竞争则主要体现在军备领域。当时美苏在

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也极为有限,安全利益的冲突和分歧是双边关系的主流。这

些情况迥异于当前中美关系的基本状态。中美当前经济互动频密,中美两国几乎形

成了经济相互依存的状态,虽然中美偶尔因为经济问题产生摩擦,但这些摩擦是可控

的。中美社会之间的交流远多于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中美高层互访和对话

频繁、制度性的磋商频密。两国在诸多全球性和地区性安全问题上也进行了良好的、

有效的合作,特别是朝核危机以及反恐问题。中国已经完全融入了现存的国际体系,

中国并不试图挑战主要由西方国家倡导建立的国际制度,当然对于这些制度安排中

的不合理内容中国也主张通过磋商的方式推进改革。目前中美在单个议题上的利益

冲突已经不足以牵动中美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中国只在晚近时期才开始军事

现代化的进程,军事现代化的主题既是为了实现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也是更新军事

学说、作战理论,以应对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国防御性的国

防政策主要目的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设一个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并防止他国对

中国领土和主权问题的干预,中国无意于称霸亚洲,也无意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诚

如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所言:“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中国虽未实行民

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中国虽然有时采行重商主义,

但并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前途

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暠栙此种基本现实表明,断言中国崛起后必将

成为类似冷战期间苏联一样的威胁是没有根据的。

事实上,即使按照美国国内相当一部分主张对华强硬的政治力量来规划美国的

对华政策,美国也不太可能像冷战期间应对苏联威胁一样集纳足够强大的政治、经济

和军事资源全面围堵中国。在一个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遏制战略并不可能得到各

主要国家的积极回应,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范式已经不能适应中美关系的新现实。

《太平洋流》一书对中国周边六个美国亚洲盟国和安全伙伴的调研似乎已经证实了这

一点。六个国家大致比较正面看待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崛起可能为它们带来经济

机遇,但它们并没有将崛起后的中国视为潜在的霸权,也不认可中国崛起后必然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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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的论调。在它们的国防政策规划中,也没有出现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以应对

中国崛起的内容,亚洲并不存在美国想象中的军备竞赛。同等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中

没有任何一个希望面对中美对抗、而它们被迫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选择的局面,甚

至美国在亚洲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也不希望如此,它们均希望能够避免这种“摊牌暠

的结果。栙不可否认,这些国家仍然保持、甚至加强了同美国的安全合作,这些合作并

不是支持美国有朝一日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而是为了保持适度的平衡,栚并通过同

中美两国的双重接触获益。事实上,如果美国在与其东亚盟国和安全伙伴合作的过

程中采取竞争性的对华政策态势,它很可能也会导致美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疏离。

被考察的六个国家面对中国崛起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外部平衡暠,栛即通过加强

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或者同美国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实

力,而不是像美国一样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主导美日同盟内涵的拓展、推动

美印关系的战略转变。面对中国崛起,亚洲各国为什么不像美国那样“深谋远虑暠?

这种反应值得美国思考。亚洲各国需要美国在亚洲扮演维持地区稳定的角色,但它

们不愿意被看作或者当作美国亚洲战略棋局中的“棋子暠。布什总统第一任期内美国

的单边主义和强制外交并没有获得其亚洲盟友的支持。栜亚洲各国更不希望被拖入

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如果出现这种冲突,它们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将因此受损,美国

在亚洲存在的合法性将被质疑。因为它带来的将不是稳定与繁荣,而是动荡和战争。

届时美国的亚洲盟国和安全伙伴极有可能像现在面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一样,在中美

对抗的问题上保持最大程度的灵活性,并将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参

与限定于特定的方式、特定的事态,而不是如美国所愿“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暠。栞亚洲

各国没有将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亚洲的存在看作“零和博弈暠,它们也竭力规避这种

趋势;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未曾利用由此获得的政治、经济优势拓展针对美国的

“攻击性影响暠。因此,美国当前对华“两面下注暠的战略中“接触暠的内容更容易、更可

能获得其亚洲盟国和安全伙伴持续的支持,但这绝不意味着其“防范暠的内容也会得

到同样的支持。

概言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亚洲可以实现“双赢暠。对美国而言,维持亚洲稳

定与繁荣的关键不是围堵或者遏制中国的崛起,亦非制造“自我实现的预言暠,而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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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中美两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并妥善照顾各自的核心安全利益,在容易催生

或者诱发冲突的主权问题上慎重决策。如此,面对中国崛起,美国原本可以不必如此

忧虑。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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曫学术动态

“中美关系30年:过去、现在、未来暠
国际研讨会综述

刘卫东暋李暋枏暋暋暋

2008年12月15~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及国际合作局主办,美

中政策基金会协办的“中美关系30年:过去、现在、未来暠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等近百

位中国学者与会。曾亲历中美关系发展的中国前驻美大使柴泽民、李道豫,中国国际

战略学会会长熊光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中国前驻英大使马振岗,美国前驻

华大使芮效俭(J.StapletonRoy),美中政策基金会理事、美国前驻沙特大使傅立民

(ChasW.Freeman,Jr.),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李侃如(KennethG.Lieberthal),美

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兰普顿(DavidM.Lampton)等也应邀出

席了会议。

在开幕式上,中国社科院王伟光副院长指出,在中美建交30年之际,举办这样一

个研讨会,回顾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评估当前发展,展望未来前景具有重要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熊光楷将军提出中美学术界需要积极努力,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

展作出更多贡献。美国驻华使馆代理大使彭达(DannielW.Piccuta)表示,最近新落

成的美国驻华使馆已成为美国政府在海外的第二大建筑,这表明了中美关系对于美

国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中,中国问题第一次没有成为竞选辩论

的主要议题,这反映出中美之间的关系已逐步成熟,相互依赖也在加强。

与会者对建交30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未来进行了回顾与展

望,讨论的问题分别涉及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1980、1990年代及2000年以来的

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的关键议题及其教训,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等问题。

一暋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回顾

傅立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首先分析了30年来中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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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发展的特征。傅立民指出,中美共同努力建立官方关系,这对世界历史构成了极为

深远的影响。1978年以来,中国取得的进步得到举世公认。中美官方与民间的联系

正变得愈发广泛、深厚和稳定,两国正在共同改变着世界。他总结了建交30年来中

美关系的七个特征:第一,中美关系建立在战略的基础上,与地区和世界的发展息息

相关;第二,中美关系的变化在全球和地区秩序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三,中美在

国际交往中的联系日趋多样化;第四,中美之间正在寻求更为广泛的共同利益;第五,

中美关系的发展仍然主要受到利益的驱动,而不是价值驱动或基于领导人的私人关

系;第六,中美日益加深的民间联系比官方联系更受瞩目;第七,中美关系的演变体现

出了两国国力的变化,两国之间的国力差距正在缩小。他认为,虽然中美关系正常化

之初两国就存在很多分歧,有些至今也没有得到解决,但中美之间的紧密联系已使两

国不会再回到以前的敌对状态。他建议中美要共同承担起在世界体系中应承担的责

任,在地区政策和危机管理上建立起三边或多边机制,加强两国在法制、人权等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两国领导人应保持开放的对话。

陶文钊总结了十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六个特点:第一,两国的合作基础和在各领

域的交往在不断扩大;第二,中美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正日趋制度化、常规化;第三,中

美关系正日益成熟,双方的互信正在加强;第四,两国的经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中美

已成为经济上的伙伴;第五,中美在民间层面的交流比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都要广

泛,这对稳定中美关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六,两国虽然存在分歧,但并未对合作构

成明显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陈宝森总结了30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特点。

首先,中美经贸关系虽然经历了许多摩擦,但通过摩擦,中方也变得更加成熟负责;其

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迅速解决问题,这与过去旷日持久的

双边谈判形成明显对比;第三,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找到了很多协调与合作的途

径,也为双边贸易投资开拓了新领域。

兰普顿认为,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当时都认识到苏联的威胁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

共同基础,同时中美建交也是各自国内政治发展的需要。中美当前依然面临很多共

同的威胁和挑战,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这就给两国提供了广泛的合作空间。如

今中美两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双方交往的渠道也从单纯的外交职能部门扩展到更广

泛的范围,学术界、媒体、非政府组织都参与进来,彼此国内民意的走向也受到更多关

注。在当前全球化的过程中,中美两国为了增进相互关系,首先要加强合作,将共识

转化为可遵守的标准;同时需要重新审视两国已走过的道路,珍惜合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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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暋战略背景下的中美关系:1980年代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教授指出,中国在1980年代并不存在一个清

晰的全球战略,而是致力于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中国更多是在为自身构筑安全的

国际环境,而来自苏联的威胁促使中国明确了中美战略合作的目标;另一方面,在80
年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量激增,官方与民间的交流不断增多,两国

间的理解也在加深,这对中国30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中美关系的

加深使中国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自己。也有其他与会者认为,由于当时战略环境的

变化,中美关系从战略对抗阶段转变为以共同利益驱动为核心的战略合作阶段。复

旦大学的倪世雄教授用“基石、里程碑、试金石暠三个词语来概括这一时期的中美关

系。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着重阐述了中美在198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如台湾问

题、人权问题等。李侃如从国内政策的视角探究了两国领导人所进行的战略抉择。

中美两国与会者普遍认为,进入8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日趋紧密,尽管两国在1982年

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有过争端,但由于双方对苏联威胁的共识,以及对双方经济潜力

的巨大期许,中美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双边关系的蜜月期,尤为典型的表现是,比较敏

感的双边军事交流在这一时期开始起步。

三暋1990年代的中美关系:合作与分歧

李侃如认为,随着中美两国在1980年代末期关系的恶化,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

印象迅速加深,中美贸易量下降;同时,苏联的解体使美国的战略目标发生改变,人权

因素在美国国内的影响上升。这些因素都给老布什总统带来很大压力,使他无法在

改善中美关系方面放开手脚。之后,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新的

契机,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引起了美国更多的关注。在整个1990年代,中美虽

然在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台海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及炸馆事件上都有摩擦,但两

国于1998年确定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贸易量也有了空前的增长,关于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也不断取得进展。因此可以认为,1990年代是两

国寻找新的共识的时期。

芮效俭大使则表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没有被美国的主流媒体报道,因为媒体老

板们对中国充满敌意。此后布什政府曾试图恢复中美关系。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中

国在朝着积极的路线前进,而美国则走向相反的方向,华盛顿的一些人对于中国在很

多方面取得的进展都视而不见,中国已经在人权领域与美国展开合作,美国依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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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权问题在一年内要取得基础性改善,并依然在日内瓦惩罚中国。这一切使

得两国关系的改善缓慢。但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的重点已经从人权转向贸易方

面,大量美国企业看到在中国的商机,于是人权问题就成为一个对华关系的杠杆。随

后李登辉访美事件严重破坏了中国对美国的信任。李道豫大使对此评论道,美国之

所以同意李登辉访美是因为美国人认为苏联解体后中国不再重要;中国的社会主义

体制也难以继续维持;中国依赖美国胜过美国依赖中国;同时美国也不明白台湾问题

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总的来说,1990年代,也就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比

较混乱。不过,尽管困难重重,中美关系仍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一些中国与会学者认同中美关系在1990年代经历了相对困难时期的判断。复

旦大学教授吴心伯指出,首先,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

同盟关系。这一战略带来了负面作用,小布什上台后延续了这一战略,使得地区安全

局势不断紧张;其次,由于中美不同的地区安全设想,两国在地区事务如朝鲜半岛问

题上的合作很少。在这一阶段,中国在深化国内改革,美国在寻找新的敌人和机会以

维持霸权,这是中美试图重新考察、重新定位相互关系的时期,而当时两国对彼此的

战略定位尚处争论之中,究竟是敌是友还认识不清。于是就出现这样一幅场景:政治

上中美相互怀疑对方的目的———面对正处于上升期的中国,美国不断在台湾问题、人

权问题,以及贸易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制造麻烦;而在经济上,两国政府和商界又都

有切实的相互需求,这种模式直到九一一事件发生以后才结束。但是,从积极方面上

看,1990年代中美两国也增加了互信,交流更为广泛,合作机制逐步确立,最终建立

了“战略伙伴关系暠,这一方面得益于双方在经济上的融合,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美两

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这也为随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四暋200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

布什政府任内中美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平稳时期。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认为其原因在于:(1)中国的崛起。这在2004到

2005年已成为西方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布什需要为此而调整政策。(2)世界局势

的转变。九一一事件的冲击带来两个变化:美国的战略重点从原来设想的西方转向

东方调整为从西方转向中东,从遏制大国崛起转变为防范潜在的长远威胁,这两点都

促使中美在朝鲜等地区事务上加强了合作。(3)机制性因素。中美之间互设首脑热

线,建立战略对话机制,领导个人之间的友谊深化,这些都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稳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陈东晓认为,新世纪中美外交结构发生的变化也有助于

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一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从对手改变为“利益攸关者暠,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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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认为中国在故意挑战其利益;二是两国的利益交织使得双方都要更加关注对方

的利益;三是中国的外交重点从聚焦于美国转向更加国际化。但美国也犯了两个错

误,一个是将台湾放在美日同盟的防卫范围内,另一个是与印度签署核协议,这都对

中美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傅梦孜对布什上台初期的中美关系做了回顾,认

为发生在2001年的撞机事件的顺利解决表明,中美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前已开始在困

难问题上进行协调;而2001年6月鲍威尔访华要求和中国建立协商关系,同样也表

明中美期待相互的合作。此后,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唐家璇曾表示欢迎

美国在东亚发挥积极作用,暗示接受美国的现有地位,这种表态没有先例;2001年4
月布什曾声称将保卫台湾,但后来面对陈水扁的不断挑衅,布什政府对其做出了史无

前例的严厉表态;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对华认识也在改善,美国领导人心中的“中

国威胁论暠也在下降。

美驻华使馆政治处公使衔参赞黄浩(BenjaminMoeling)认为,现在的中国不是

苏联,不会打破现有秩序,美国政府要继续鼓励中国在全球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中

美需要培养这种互信以便在关键议题上进行合作。

五暋中美关系中的关键议题和教训

这部分的讨论主要涉及到当前的金融危机、西藏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两国间仍然

存在的问题。李侃如认为,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因素主要包括金融危机、贸易摩擦和

环境问题。首先,中美需要共同面对的当前金融危机。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基

础性的,情况会变得很差,中美对此如何应对会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中国

应该辨明质量投资与冒险投资的不同,中国企业不仅应将注意力放在质量投资上,而

且还要学习怎样规划他们的投资以便使其在美国的投资看起来更像是质量投资。其

次,中国怎样处理出口、贸易顺差,以及调控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也很重要,还有中国如

何处理多边关系以重新构建全球金融体系的问题。第三是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这

可能是今后主要的安全威胁。奥巴马已经确立了三个最重要的议题,一是伊拉克和

阿富汗问题,二是环境危机,三是能源问题。所以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将成为今后影

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芮效俭重点谈论了西藏问题。他表示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政,西方没有人对此

持有异议。他认为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最大风险在于西藏的外逃者获得了外国政府

的同情。

陈宝森谈到了当前中美经济关系中的共同面临的关键问题。他认为,当前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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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一是如何处理金融危机,二是如何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三是怎样建立一个稳

定的货币兑换体系,四是怎样解决与金融危机并存的能源和粮食危机。这些问题需

要中美两国合作解决。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暂时的,中美经贸关系今后还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

此外,有与会者对一些具体问题表示出担忧,如起源于中国境内的国际河流的利

用问题可能引发争议;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索马里等问题上,中国的做法将决定

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也有学者提出诸如美国是中国腐败官员和经

济罪犯的理想庇护所等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孙哲认为,中美应该做到遇

到危机时也要继续对话并加强第二轨道的交流;维护关系要保持耐心,通过协商解决

问题;中国应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并充分意识到其重要性。

六暋中美关系的未来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约瑟夫·奈教授(JosephS.Nye)在为会议提供的

论文中,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

国的军事力量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缺乏美国具有的好莱坞和一流大学那样的软实力;

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长期保持初期的高速度。鉴于中国的国内前景依然难

以确定,中国看来不太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竞争者。但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

能在亚洲对美国形成挑战。只是不要夸张这种担心。如果我们对担心本身保持警

惕,我们就可以使两个国家都更加安全。为了解决当前经济上的问题,美国应该从自

身做起,提高储蓄,削减赤字,改善基础教育,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这比渲染中国的

威胁更为有效。

袁鹏认为,中美之间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严重缺乏互信,这是首要的问题;

两国关系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不是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军事冲突的风险仍在,尤其

是在台湾问题上。吴心伯认为,两国当前面临的任务是:努力加强地区的合作与整

合;为应对当前的挑战,必须用“双赢暠的模式取代“零和暠的模式;传统的安全结构建

立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战略的基础上,而新的安全结构应包含所有的东亚大国。

清华大学—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教授提出,为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中美日三国应建

立固定的汇率制度,这在操作上简单易行,只是要消除政治上的阻力,在此基础上还

可以建立一个中央银行。中美如果同意,日本也会加入;如果中美日赞同,则欧洲也

无法不加入,这是一种双赢,也是中美赢得战略互信的重要举措。

对于奥巴马执政后的中美关系,美国与会者表示,当前的美国正处于一个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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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过,中美与会者普遍认为,奥巴马的外交决策团队更多强调软实力,强调多边

外交,更加重视务实的外交风格,也会更关注国内事务。这表明美国已经意识到了自

身能力的不足,但美国并未衰落。

曫学术动态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举办

“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暠公共政策论坛

2009年2月26日,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举办题为“中美气候变化

合作暠的公共政策论坛。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和商业管理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客座研究员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教授在会上做主题演讲,介绍布鲁金斯学会

最新出版的《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OvercomingObstaclestoU.S.-Chi灢

naCooperationonClimateChange)研究报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

建中央前主席成思危,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进行了评论。

该研究报告于2009年1月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在中美两国

同时出版,系李侃如教授和戴维·桑德罗(DavidSandalow)先生合作撰写。李侃如

教授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戴

维·桑德罗先生是美国能源和环境学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任负责海洋、

环境和科学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环境事务资深主任、美国白

宫环境质量委员会负责全球环境的副主任等职。

报告在文献研究和对多位在中美两国政府、智库、大学、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工作

的个人进行访谈的基础上写成,主要内容分为四章,约2.8万字。第一章描述了气候

变化对全球造成的危险。报告认为: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每推迟一年都会使中美两国

乃至整个地球处于更大的危险中;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合作不仅有双边、并

且有全球收益。第二章对中美两国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政治进行了比较研究。报告指

出,在过去五年中,美国国内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急剧增加,许多州、地方政府及美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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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均采取重大行动以应对这一问题。奥巴马总统已将能源政策和气候变化列为首要

问题,在未来岁月中,美国联邦政府很可能采取有关气候变化的重要行动。在中国,

能源效率已受到密切关注,这体现在当前的五年计划和许多法律法规中,扩大发展可

再生能源已成为中国目前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第三章为中美两国合作应对气候变

化提出了九项建议,包括承认对方观点的合理性,建立清洁能源合作框架,突出一、二

个重要的引人注目的倡议,强调共同开发技术,促进两国地方间的合作等。第四章以

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备忘录的形式对报告进行了总体归纳,指出了缺乏互信等影响

中美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上合作成功的四个主要障碍,并在为克服这些障碍而采

取行动的指导原则方面给两国领导人提出了建言。

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和美国携手推动清洁能源的开发,将有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

暖,这可以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

做出的共同努力,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利益,而且将惠及整个世界。报告全文请见:

http://tinyurl.com/uschinaclimate.
(斯暋萍 供稿)

曫学术动态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

对外发布研究报告

2009年2月27日,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在举办的“奥巴马时期的中美关

系:人权政策视角暠的学术研讨会上,对外发布了《奥巴马新政府的战略走向与中美关

系》的大型政策研究报告,供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参考。报告全文3.5万余字,

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奥巴马新政与美国未来、美国新政府的全球战略走向、美国对

华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与中美经济关系、中国对美外交的政策建

议。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美国政治、经济和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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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该中心围绕美国政治、经济与对外战略的走向及其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先后组织了20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研讨,经

过三个多月的调研和讨论,完成了这份政策评估报告,试图对社会各界所提出的种种

疑问进行回答。据悉,该报告是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定期化、制度化和长期化的《中美

关系评估报告》系列的第一期,第二期将在今年下半年对外发布,其主要内容是奥巴

马政府的环境和气候政策及奥巴马执政半年的中美关系。

(张旭东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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曫著述巡礼

DavidHirst,“IMFFinallyKnocksonUn灢
cleSam狆sDoor,暠TheAge,June30,2008.

作者指出,据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将

对美联储展开调查,这显示出美联储信誉的丧

失,是对美国金融系统健全性的一次打击。作

者在为澳大利亚的《时代》杂志撰写的这篇专

栏文章中,援引德国《明镜》周刊的话说,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这次调查“简直就是给整个

美国金融系统拍一个 X光片。暠这个 X光片显

示,美联储已挽救了挥霍无度的美国金融机

制。但是作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美国

改革其金融体系不抱希望。他预计,在美国,

这次调查“将会被美国全球广播公司电视频道

上拉拉队挥舞着绒球告诉人们现在是购物的

最好时机的画面所湮没。暠作者指出,对于布什

执政期间美联储处理金融丑闻的表现,其他金

融团体也持类似的暗淡看法。他指出,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其他主要成员,如加拿大、英国

和意大利都进行了类似的调查。“而与此同

时,美国市场和美国经济都进入了熊市,我们

正开始进入漫长的曲折时期,离重建开始的时

候还远。暠

C.FredBergsten,“A PartnershipofE灢
quals: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to
China狆s Economic Challenge,暠Foreign Af灢
fairs,Vol.87,No.4,July/August2008.

作者认为,尽管中国大多数民众还不富

裕,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经济超级大国之

一。在美国和欧盟努力把中国拉入他们建立

并维护了60年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时候,中国

正愈发对这个秩序构成挑战,尽管中国并未提

出任何替代这一秩序的方案。作者指出,尽管

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有最大的利益,但是它

拒绝建设性地参与世贸组织的谈判,几乎导致

本轮谈判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他认为,也许

更糟糕的是,中国通过大幅度干预外汇市场从

而维持其被大幅低估的人民币的币值,这对国

际货币体系构成了挑战。中国的做法有悖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已经造成了贸易不

平衡,这可能引发美元的崩溃,使全世界的经

济遭受严重损失。作者指出,美国要做的是促

使中国为全球经济体系提供共同的领导。中

国自身的利益应该使它接受这一邀请,承担起

其对世界经济运行日益增长的责任。

DanielCoxand DianeL.Duffin,“Cold
War,Public Opinion,and Foreign Policy
Spending Decisions:Dynamic Representation

byCongressandThePresident,暠Congressand
thePresidency,Vol.35,No.1,Spring2008,

pp.29~54.
两位作者指出,越战前的传统观点认为,

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没有什么影

响。越战之后的学者们发现公众舆论对外交

政策有偶尔的影响,但是仍未能考察公众舆论

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后越战时代的一批学者

随后揭示了长期以来存在在公众舆论与防务

开支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通过分析不同的

政府机构在不同的外交政策领域对公众舆论

的反应,以及说明大多数已有成果中没有提及

的一个关键变量———冷战的结束,拓展了已有

的研究。两位作者建构了一个模型,用以解释

公众舆论和冷战对总统、众议院和参议院提出

防务及对外经济援助的开支计划的影响。公

众舆论和冷战的结束对总统提出防务开支计

划有直接的影响,而参众两院提出防务开支计

划主要是受到公众舆论和参议院的政党构成

状况的影响。本文指出,在对外经济援助的问

题上,与公众以往的看法相反,冷战的结束为

美国增加开支计划提供了机会,而非缩减了美

国对外经援的需要。

AntoniaChayes,“How AmericanTreaty
BehaviorThreatensNationalSecurity,暠Inter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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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Security,Vol.33,No.1,Summer
2008,pp.45~81.

文章作者是美国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

与外交学院的访问教授。他在文章中指出,在
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美国目前的条约行

为已经过时,而且越来越引发美国的盟友和对

美国不太友好的国家的担忧。在核扩散、恐怖

主义、人权、公民自由、环境灾难和商业运作等

问题上,美国已在国外引起了混乱和愤怒。作

者认为,这种气氛无助于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

域进行国际合作。美国引起各国担忧的行动

不一而足,其中包括未能批准一些条约,在批

准条约之前附加保留意见、谅解和宣言,批准

条约之后未能支持条约体制,以及退出条约。

作者指出,美国的条约行为不仅反映了它作为

一个超级大国所表现出的傲慢,其实更为重要

的是,形成美国目前的条约行为的结构性、历
史性原因植根于美国的政府体制。不过,作者

同时指出,世界遇到了太多的全球性问题,将
需要更长的时间加以解决,如果没有美国的参

与,恐怕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BonnieGlaserand Wang Liang,“North
Korea:TheBeginningofAChina灢U.S.Part灢
nership?暠Washington Quarterly,Vol.31,

No.3,Summer2008,pp.165~180.
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

卿希尔曾说:“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任何其他事

情比整个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进程更能使美

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暠本文的两位作者同意希

尔的说法。毋庸置疑,美国和中国在朝核问题

上的合作的确改善了两国之间的关系。两位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尽管中美两国都认为它们

对于用和平方式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目

标一致,但是双方在此问题上进行合作并不是

必然的。美国希望用多边方式解决朝核问题,

而中国认为这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双边问题。

不过,2003年2月份,时任国务卿的科林·鲍

威尔使中国人确信,布什总统决心用外交手段

解决朝核危机,但是美国方面坚持,必须用多

边方式解决这场危机。于是中国开始向朝鲜

施加压力,2003年4月多边会谈启动。文章认

为,美中关系可以从对朝核问题的处理过程中

吸取许多经验。美中合作需要双方之间有足

够的利益重叠,而中国仍然十分不愿意涉足国

际争端的解决,除非这个争端直接影响到中国

的利益;美国和中国之间仍然存在重大的分

歧,特别是在制裁朝鲜的问题上;美中两国在

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也一直由于双方对对方的

长期意图怀有疑虑而受阻。

HafsaKanjwal,“American Muslimsand
TheUseofCulturalDiplomacy,暠Georgetown
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9,No.

2,Summer/Fall2008,pp.133~139.
作者任职于乔治敦大学的穆斯林学生联

合会的董事会。他指出,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挑

战将是着手解决西方社会与穆斯林社会之间

不断增长的相互疑虑、恐惧和误解。作者认

为,文化外交应优先于公共外交。在公民或者

政治层面上与美国结成一体之前,美国的穆斯

林群体需要展示一种高雅的文化存在,以塑造

一个有内聚力且易被理解的美国穆斯林身份

认同。在美国人口中,穆斯林所占的比例不

小,但是这些穆斯林感到他们被“核心暠所抛

弃,而这个“核心暠常常一心一意地关注神学问

题。作者论述了美国穆斯林群体所创造的文

化和物质财富,并引述了不少个案加以说明。

Victor Cha, “Beijing狆s Olympic灢Sized
Catch灢22,暠WashingtonQuarterly,Vol.31,

No.3,Summer2008,pp.105~123.
作者是乔治敦大学亚洲研究部主任,前国

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他把中国作为2008年夏

季奥运会主办国的地位,形容为一种“第22条

军规暠的状态:一方面,中国希望借助奥运会的

聚光灯提升自己的威望,另一方面,中国又不

得不面临要求其做出政治改变的强大压力。

各种人士已利用奥运会的聚光灯向中国施压,

这其中包括女演员米亚·法罗在《华尔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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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把北京奥运会称为“种族灭绝奥运会暠,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因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辞

去了北京奥运会艺术总监的职务。这些压力

已使中国在达尔富尔和缅甸问题上加强了与

国际社会的合作,还使中国在一些人权个案问

题上做出了象征性的让步。作者认为,尽管中

国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已经做出了选择性的调

整,但是这些压力对中国的长期影响仍不明

朗。

AlexisSimendinger,“Michigan:TheDe灢
pressedState,暠NationalJournal,Vol.40,

No.26,June28,2008.
此文章作为《国家杂志》一系列文章中的

一篇,考察了潜在的摇摆州的现状。作者在这

篇文章中论述了密歇根州的情况。他说:“如
果说其他各州的情况看起来是暗淡的,那么密

歇根的情况则可以说是绝望的。暠作为一个严

重依赖汽车工业的州,密歇根遭受到经济困难

和没收抵押品的重创。人们认为它是全国经

济最糟糕的州之一。作者从一个长期支持两

党候选人的家庭的视角,论述了密歇根州居民

对一位总统的期望。尽管密歇根人对经济状

况不满是明显的,但是他们将此情况归咎于哪

个党派却并不明确。这就是为什么难以预测

哪一位候选人能够赢得大选的原因。文章还

论述了总统候选人向密歇根人发出的信息。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信息局;卢宁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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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国际研讨会,讨论中

美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本刊专题研讨栏目刊发了来自中美两国四位学者对中美关系的

评述。傅立民大使回顾并总结了建交30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他认为,中美关系的发

展始终是由共同的利益推动而非建立在相同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只要双方能够有效地解决

历史遗留的问题,抓住当前形势下各种合作的机遇,中美关系就一定能够不断发展。马振岗

所长认为,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实属不易。现在中美关系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约瑟夫·奈教授指出,中国的崛起不一定重演新兴大国崛起必然会挑战现存霸权国的历

史;中美两国的力量消长不是零和游戏;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利于美国;最关键的是,不要让两

国对对方的恐惧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陈宝森研究员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有广阔的前

景。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及其影响、奥巴马政府的内政外交走向等问题是当前学者们关注

的问题。本期专论刊发张业亮研究员和张璐博士的文章,对2008年大选结果进行分析。张

业亮在对奥巴马和民主党获胜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大选结果对美国社会和政治

的影响,以及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的趋向。他认为,中左将是今后四年美国政治的基本走向;

虽然民主党同时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但是奥巴马政府的施政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张璐从妇

女运动的角度对希拉里和佩林参与大选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希拉里的参选反映了美

国主流妇女运动与民主党结成政治联盟的现实;佩林的参选则是共和党试图吸引女性选民,

以抗衡民主党在女选民中的传统优势而做出的选择。

尽管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但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还在蔓延。李云林的文

章从实证的角度,用翔实的数据论述了美国次贷危机的起因和后果。他预计,未来美国经济

可能不会陷入深度衰退,但经济的低迷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在本期刊发的其他专论中,金莉教授从宏观的角度对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女权批评

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并对三者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及共同关注的主题进

行了探讨。

何永江先生对美国竞争自由化战略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由于美国在各种区域贸易安排

中过分注重政治因素和极大地利用了市场的不对称性,决定了美国区域贸易安排的一体化程

度较低和长期的停滞不前,也影响了区域贸易安排在世界主要地区的多样化发展。梁志的文

章讨论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暠的主要

内容、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影响。

随着奥巴马新政府的上台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加深,中美关系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

战。我刊欢迎学者及广大读者与我们一道,继续关注美国的变化及中美关系的发展,潜心研

究,踊跃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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