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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存在与无核化:
美国朝核政策浅析栙

李开盛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朝核问题的走向影响到美国的两项重大利益:一是防止核扩散,特别是

制止核技术与核材料流入恐怖主义分子手中;二是维持其驻韩美军,避免对其在东亚的

军事存在和东亚战略构成冲击。在朝核问题上,这两项利益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如

果坚决追求无核化最终很可能需要做到结束半岛战争状态、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而这

将给驻韩美军地位问题带来重大的挑战。鉴于这两项利益均十分重要,美国在尽量把朝

核问题与朝鲜问题脱钩的同时,不得不在朝核政策目标上保持着一种微妙且脆弱的平

衡。当朝核问题恶化时,无核化目标便占据首位。当局势有所缓和时,美国便延缓步伐,

避免问题的彻底解决从而危及驻韩美军的地位。自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至今,对这两大

利益的平衡考虑一直是美国政府制定朝核政策的出发点,可以预计,这一出发点仍将继

续体现在今后美国的对朝政策之中。

关键词:美国外交与军事 朝核问题 无核化 军事存在

朝鲜和美国是朝核问题最主要的当事国,两国的政策目标及其互动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朝核问题的走向。在国内外的文献中,有一个因素很少被提及,那就是美国

对维持其在东亚特别是韩国军事存在的考虑对朝核问题决策的影响。笔者认为,美

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与半岛无核化看似没有直接联系,实则有着重大关联,是美国在

其朝核政策中虽未言明但必须考虑的因素。这是因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是其

东亚战略的基石,其对朝政策必然要顾及这一战略考虑。而且,朝核问题源于半岛上

栙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薛力博士、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赵景芳博士、湖
南科技大学沈文辉博士及我的研究生胡贵生、叶泽俊等人提出了评论与意见,在此谨致谢忱,但文责当由本

人自负。



长期存在的冷战结构,作为这种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驻韩美军自然很难与朝核问题

的走向脱离开来。这种复杂的现实决定了美国的朝核政策必须考虑到两个方面:一

是制止朝鲜拥有核武器、对外扩散核技术、核材料和核武器(可以笼统称之为“无核

化暠),二是维持美国在东亚特别是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与其他利益相比,这两种目

标对美国的朝核政策至关重要,但彼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如何保持两种

目标之间的平衡、尽可能地实现利益最大化,是理解美国朝核政策的关键所在。

一暋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两大利益

无核化是美国朝核政策的公开目标,而维持并巩固其在东亚特别是朝鲜半岛的

军事存在则是其决策时的潜在考虑,两者共同影响了美国的朝核政策。

(一)无核化

美国把朝鲜归入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的“无赖国家暠之列,对其研发核武器问题保

持了高度的警惕,栙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朝鲜与其他所谓“无赖国家暠

不同,它是一个与美国在法律上处于战争状态、在事实上处于严重军事对峙的国家。

如果朝鲜拥有核武器并且与美韩爆发冲突的话,驻韩美军就得面临事实上的核武器

威胁,这将极大地改变美朝在半岛上的军事平衡。用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的话说就

是:“朝鲜获得核武器及继续发展、测试、部署和出口远程导弹将削弱朝鲜半岛上遏制

的相对稳定性。暠栚二是担心朝鲜拥有核武器会助长其他国家的拥有核武器的动机,栛

刺激东北亚地区的核军备竞赛。如果朝鲜最终拥有核武器,美国就很难长久地说服

日韩不发展核武器。这两个国家都有先进的核能工业与技术,承认一个有核的朝鲜

几乎肯定会刺激两国公众要拥有核武器的呼声。栜事实上,“当前在日本国内,已有民

间人士及政治家提出下列观点,即如果美国对朝鲜过度纵容,那么日本便应该拥有核

武器,也应该抑制来自朝鲜的导弹攻击。暠栞一个充满核武器的东亚将使整个东亚安

全形势陷入十分脆弱的状态,这对美国的东亚战略是不利的。最后其实也是美国最

担心的,那就是朝鲜可能向恐怖团体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所不喜欢的国家扩散核

技术。恐怖主义被美国认为是当前最现实的威胁,如果核武器被恐怖组织所掌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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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海峰:《解读与展望:美国应对朝核问题的政策选择》,《当代韩国》2007年冬季号,第9页。

WilliamJ.Perry,ReviewofUnitedStatesPolicyTowardNorthKorea敽FindingsandRecommendations,

October12,1999,p.6.
WilliamJ.Perry,“InSearchofaNorthKoreaPolicy,暠TheWashingtonPost,October11,2006.
CrisisGroupAsiaReport,NorthKorea狆sNuclearandMissileProgram,No.168,June18,2009,p.4.
暡日暢秋山昌广:《日美中安全对话的可能性》,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09》,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美国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在阿富汗发现“基地暠组织试图获取包

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而朝鲜被认为是可能向“基地暠组织供应

这一武器的国家。栙另外,朝鲜与伊朗、缅甸、叙利亚等一贯与美国不睦的国家都有军

事合作关系。据西方媒体的报道,朝鲜与缅甸的核合作正在进行之中,一个秘密的核

反应堆可能在2014年就能投入运作。栚

正因如此,在朝核问题上美国一直宣称要求朝鲜实现“全面、可验证的无核化暠。

另一方面,考虑到朝鲜事实上的核技术进展及朝核问题的长期性,美国也把相当一部

分的政策重点放在如何防止朝鲜对外进行核扩散上面。2003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

在访问波兰时发起了旨在“在世界范围内阻止运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

和相关材料暠的“防扩散安全倡议暠。2003年7月,防扩散安全倡议参加国在澳大利

亚布里斯班举行会议,朝鲜是被公开点名为“受到关切暠的扩散国之一。另外,美国还

一直在考虑如何应对万一朝鲜崩溃后的核失控的问题。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美

国和韩国最近草拟了一份朝鲜紧急事故应对计划,包括如何应付现政府倒台。根据

该计划,美国将负责摧毁朝鲜的杀伤力武器,包括核武器;韩国则将在其他方面扮演

主要的角色。栛

(二)在东亚的军事存在

海外军事存在是美国实施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用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维

持相当规模的海外存在使得我们的双边和多边安全承诺既有形式,也有内容,从而促

进地区安全,预防权力真空与不稳定的出现。暠栜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字,大约有

45%的美国军队被派驻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地方,成为维护美国霸权的重要力量。栞冷

战结束以后,美国的战略重心渐从欧洲向东亚转移,在欧亚的驻军数量也开始接近相

等。栟当前,美国在欧洲与亚太(美国军事概念中的亚太一般指的是东亚与澳洲)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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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韩制订计划,应对朝鲜变故》,《联合早报》2009年11月2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korea/

pages3/korea091102.shtml
TheWhiteHouse,ANationalSecurityStrategyforaNewCentury,October1998,p.26.
截止2008年3月31日,美国在全球至少39个国家建有超过820个军事基地(设施),驻军总数达到2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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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加、关岛和波多黎各。SeeU.S.DepartmentofDefense,ActiveDutyMilitaryPersonnelStrengthsby
RegionalAreaandbyCountry,September19,2008.
DavidS.Yost,“TheFutureofU.S.OverseasPresence,暠JFQ,Summer1995,p.73.



持约10万的驻军规模,在亚太的“积极军事存在和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

律宾的条约同盟关系暠被美国视为“扮演持续安全角色的基石暠栙。美国在东北亚

(日、韩)的驻军是其在亚太军事存在的关键,其驻军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日本

驻军最多,达到3.3122万人,韩国则达到2.6339万人。栚另需指出的是,美国在东亚

的军事存在还包括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网

络,由设在各国(地区)的预警、探测、发射、储运等子系统组成,成员国之间由此构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互相制约的军事体系,实际上是个军事同盟。栛在东

亚,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设想主要是拉拢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建立一个多边

防御网络。栜如果视美国的海外驻军为“矛暠的话,那么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则是“盾暠,

它们的共同作用有利于美国更好地维护其绝对军事优势与全球霸权。

二暋半岛无核化与美国的东北亚军事存在之间的关系

对美国来说,朝核问题的麻烦之处在于,无核化与军事存在这两大利益常常呈负

相关关系,常有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之虞。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半岛无核化对美国军事存在的影响

按照朝鲜长久以来的要求,只有它与美国签署和平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才有

可能彻底解决朝核问题。西方一直将此视为烟幕弹,是朝鲜回避当前弃核义务耍的

花招。但不能不承认的是,朝鲜的要求也有其合理性。朝鲜战争结束至今,各方仅仅

签署停战协定,一直没有实现法律上的和平,半岛也仍然处于分裂状态,这就是所谓

的朝鲜问题。现在冷战结束已近20年,有关签署和平协议、正式结束半岛战争状态

的要求有其正当性。事实上,尽管朝鲜不负责任的核计划是一个重要的负面因素,但

朝鲜问题的悬而未决才是导致朝核问题产生并僵持的真正根源。六方会谈主要局限

于朝核问题而试图不触及整个朝鲜问题,这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暠,因此无法

有效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终结半岛战争状态来实现半岛无核化,才能

最终实现朝核问题的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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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美国来说,终结战争状态和朝美关系正常化很可能导致一个对它很不利的

后果,那就是迫使其撤出驻韩美军。根据《朝鲜停战协定》规定,拟议中的政治会议应

该“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暠朝鲜方面也一直视

美国驻军为半岛和平的“严重的障碍暠,声称双边条约应该包括美军撤出韩国的条

款。栙另外,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还可能为南北和解铺平道路,届时朝鲜半岛增强

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可能对美国驻军形成强大压力。而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看,“一

旦(来自朝鲜)军事入侵的威胁消失,许多党派便会对美国在统一或和解后的朝鲜半

岛继续驻军提出质疑。暠栚一些美国学者还担心,如果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将对驻日美

军形成压力。栛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美国不愿看到的结局:撤退其驻韩美军。当然,美

国也有可能通过其他手段继续驻军韩国,如与朝鲜达成重大交易,甚至是在韩国同意

的情况下单方面地继续留驻。但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小,也容易导致东北亚局势出现

更多的不确定因素,这是目前仍深陷反恐与阿富汗战争的美国所不愿面对的。

(二)朝鲜不弃核对美国军事存在的影响

如果朝鲜坚持不弃核,确实对美国的安全战略与不扩散政策提出了挑战。但是,

朝鲜半岛的紧张形势对美国并非全无好处,好处就是不但有利于减轻驻韩美军面临

的压力,而且为美韩同盟、日美同盟提供了继续存在的正当性,有利于强化美国在东

北亚的军事存在。冷战后的半岛局势有一个特征:当局势缓和时,韩国国内反对美国

继续驻军的民族主义声音就大,而局势一旦紧张,相关声音就小。例如,上个世纪末,

韩国国内要求美国撤出驻军的声音一度越来越大,一部分原因与美国驻韩军队不够

规矩,违背当地法律但却不受约束有关,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韩国民众受到了朝鲜半

岛南北双方关系改善的鼓舞,认为美国在韩国的驻军成了影响南北双边关系改善的

障碍。栜所以,朝核问题对美国也是有积极作用的,有了它,美军就能“名正言顺暠地继

续驻扎在东北亚,并使得韩国同意推迟关于驻韩美军减少与重新部署的讨论。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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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朝核问题的持续存在还为美国在东北亚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提供了最

好的借口。栙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承认,核扩散“将是加速我们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

动力暠。栚 在东亚,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防御对象主要是两个:中国与朝鲜。考

虑到两者之间技术与能力上的差距,中国实际上是美国的主要防范对象。但是,鉴于

中国的大国地位,直接以中国威胁为借口有破坏中美关系的风险,而“朝鲜仍然存在

威胁暠就成为美国可以用来加速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推进其全球战略的借口。栛 另

外,朝核问题也是美国说服其东亚盟友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最好理由。日本对

参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持积极态度,首先是为此提供经费,后来于1998年8月决定

正式全面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与之相比,韩国的态度相对谨慎。特别是在金大

中政府时期,由于推行阳光政策,韩国曾明确表示将不参加美、日拟部署的战区导弹

防御系统。栜 李明博上台后,韩国对朝政策转向强硬,明确表示要强化韩美同盟。美

国驻韩美军司令伯韦尔·贝尔则趁热打铁,劝“韩国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具备可以完全

和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相融合的自己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暠栞目前,韩国军方

计划在2012年前建立独立的、负责探测和拦截朝鲜导弹的作战指挥所。栟虽然该计

划不在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范围之内,但它是否以及如何“完全和美国的战区导弹

防御系统相融合暠,尤其值得关注。

由于以上因素,朝核问题的持续存在对美国来说实际上是好坏参半。如果仅就

其军事存在与东北亚战略来说,甚至还有积极意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朝鲜与

美国的敌对关系和朝鲜与韩国的对峙状态初看起来对美国是个不利因素,但实质上

这种对立关系恰好是美国所希望得到的东北亚区域控制战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

提。暠栠或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言,在后冷战时代,朝鲜是一个“有用的恶魔暠。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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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暋危险的平衡游戏:美国朝核政策的几个原则

鉴于半岛无核化与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这两种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美国

在朝核问题上的决策常常陷于两难,因为它无法轻易对两大利益目标做出取舍。无

核化涉及美国的安全,特别是自九一一事件后,核技术与所谓“危险政权暠和恐怖主义

的结合一直被美国政府视为最主要的威胁。栙 后者涉及美国的权力,在东北亚的军

事存在是平衡中国崛起、通过保持东北亚地区均势进而维持其全球霸权的重要工具,

也是其东北亚战略的核心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最有利的就是使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脱钩,即不以美朝关

系正常化和终结战争状态为朝核问题的谈判条件,以避免触及可能的撤军问题,这也

正是美国应对六方会谈的基本方针。针对朝鲜要求通过终结战争状态和朝美两国关

系正常化来解决朝核问题的主张,美国的思路是以“安全加援助暠换“弃核暠,而这种安

全是不触及终结战争状态问题的安全,是美国单方面的安全保障承诺,就像《9·19
共同声明》中第1条规定的那样:“美方确认,美国在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无意以核

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暠对于朝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则极力淡化,而且实际

上以朝鲜完全弃核为先决条件。应该说,美国这一策略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六方会

谈文件中,核心内容都是以安全换弃核。至于朝美关系正常化,《9·19共同声明》中

的表述是:“朝方和美方承诺,相互尊重主权,和平共存,根据各自双边政策,采取步骤

实现关系正常化。暠《2·13共同文件》的表述则是:“朝方与美方将开始双边谈判,旨

在解决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并向全面外交关系迈进。暠实际上,这是将两国关系正常

化目标置于遥远的将来,并且使之仍然受制于“各自双边政策暠。至于终结半岛战争

状态问题,相关文件根本未置一词,仅仅提及“直接有关方将另行谈判建立朝鲜半岛

永久和平机制暠。如果从六方会谈文件来看,美国的策略是成功的,因为这些成果基

本上反映了美国的意愿。但如果从朝核问题现状来看,美国的策略是失败的,因为这

些成果未能有效解决朝核问题,反而使朝鲜在拥有核武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事实上,美国自己也意识到,要把两个问题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在两大利益目

标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美国所能够做的就是尽力维持两者之间的脆弱平

衡,避免让一个利益目标对对方造成重大损害。根据朝核危机爆发以来的情况,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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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种平衡政策的特征归结如下:

(一)努力防止朝鲜突破核门槛

如果把美国朝核政策选择比作一个光谱的话,制止朝鲜拥有核武器就是这个光

谱的一个极限端。因此,每次朝鲜核计划有重大进展的时候,也是美国最紧张的时

候,为了避免朝鲜走向最终拥有核武器,美国总是软硬兼施,千方百计把朝鲜从拥有

核武器的道路拉回来。如上个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后,美国一方面推

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制裁,另一方面派出美国前总统卡特作为特使前往平壤

斡旋,最终与朝鲜签署了《朝美核框架协议》。在第二次核危机中,一度表示要先发制

人、甚至把朝鲜列为核打击目标的美国也不得不最终放弃对朝鲜的强硬态度,最终达

成了2005年《9·19共同声明》,表示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为

了促使朝鲜放弃或中止核计划,美国还多次从不与朝鲜进行双边谈判的立场上后退。

如在1998年导弹危机后,美朝代表于1999年9月7日在柏林举行会谈并达成协议;

朝鲜第一次核试验后,美朝代表于2007年1月16至18日再次在柏林会晤。当前,

为了应对朝鲜第二次核试验引发的危机,美国不得不再次同意与朝鲜进行双边会谈。

(二)拖延执行相关决议,避免朝核问题的彻底解决

与危机升级时美国的积极态度相反,一旦问题降温,美国的态度也随之冷淡。例

如,美国对执行1994年《框架协议》就采取了“半心半意暠的敷衍态度,在实施协议时

节外生枝,并自1997年起就推迟供应重油。栙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美国的表现亦如此。

首先,小布什的对朝敌视行为对危机的再次爆发负有重要责任,因为他不但中断与朝

鲜的对话与接触,还将朝鲜与伊朗、伊拉克一起列入美国可以先发制人进行打击的

“邪恶轴心暠,从而迫使朝鲜主动提出核问题。另外,在2005年达成关键的《9·19共

同声明》后,美国也没有真心履行这一被它自己承认是“双赢暠的协议。在同年底举行

的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中,美国要求朝鲜先弃核,然后再讨论提供轻水反应

堆问题。同时,美国指控朝鲜印制美元伪钞及从事其他非法金融活动,再次对朝鲜实

施经济制裁。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促使朝鲜于2006年10月9日贸然实施核实验,

原有成果因此化为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从克林顿、小布什两届政府的情况

来看,在任期前期,美国总统一般对履行协议施加严格条件,不愿意采取主动。到了

任期届满时,态度又有所调整,对朝鲜履行协议采取较宽容态度。这主要是因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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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想留下外交业绩,至少是不愿给后人留下一个制造危机的总统形象。但是,这种

宽容并不会导致美国采取根本性的政策改变。等到下届政府上台,美国的对朝政策

又一如过去了。

(三)利用各种机会强化美国的军事存在

在美国朝核政策中,维持其驻韩美军的既有地位是另一个不容突破的极限端。

1995年2月《美国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即使在朝鲜的威胁解

除以后,美国也打算为地区安全起见,同韩国保持强有力的防务联盟。暠栙因此,即使

是朝核问题有所缓和时,美国也是加强而非削弱其军事存在。例如,1994年《框架协

议》签订以后,“美国一直在强化它(在该地区)自身的军力及与盟国联合作战的计划

和程序。暠栚2000年朝韩首脑峰会后,半岛上要求美国撤军的呼声进一步高涨。栛时任

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急忙赶到汉城协调对策,并放话说美国军队仍将无限期地

驻守在韩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说得更具体:“我们不应该

考虑在可预见的未来从韩国撤军。我们的部队应该留在那里,即使朝韩统一或者建

立某种联邦、联盟或其他什么可能的政治安排。暠栜可见,美国的政策均以不危及其军

事存在为底线。美国这种强化军事存在的行为无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在许多时候

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朝鲜的疑虑,部分促成了危机的升级。而一旦危机升级,美国又往

往利用危机反过来作为进一步强化其军事存在的理由。例如,1998年8月31日,朝

鲜发射了越过日本上空的“大埔洞-1暠导弹(朝鲜宣称它发射的是“光明星-1暠人造

卫星),半岛局势再度紧张。美国利用紧张局势大做文章。1999年1月,美国国会通

过《国家导弹防御法案》,把“只要在技术上有可能暠就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确认为

国家政策。栞同月20日,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宣布,美国将加速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以有效防止“无赖国家暠或“胡作非为国家暠对美国的“非对称攻

击暠。

(四)尽可能地依赖六方会谈,回避朝鲜的压力

为了回避朝鲜以关系正常化为解决朝核问题前提的压力,美国更愿意通过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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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而不是双边会谈应对朝核问题,因为朝鲜的核计划与其他各方的利益均背道而

驰,多边会谈有利于美国争取多数,对朝鲜施加压力,按美国思路解决问题。因此,除

非如上所述已到了非通过双边谈判不能遏制朝鲜拥有核武器的时候,美国总是期待

中国发挥更大作用,主张通过六方会谈解决问题。自2003年8月27日开始至今,

美、朝、韩、日、俄罗斯和中国共进行了6轮六方会谈,先后达成了《9·19共同声明》

和《2·13共同文件》,为朝核问题的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

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即美国对六方会谈的态度主要是利用,但是回避在这个

框架中应承担的责任。正如前述,在危机升级时美国极力主张通过包括六方会谈在

内的各种形式对朝鲜施加压力、缓解危机。但一旦形势缓和,美国对履行协议规定的

相应义务就并不积极了。这种情况与朝鲜的挑衅行为一起,成为阻碍六方会谈发挥

有效作用的重要因素。

总体来看,美国的政策目标摇摆于“无核化暠与“军事存在暠两个极限端之间,保持

一种动态的脆弱平衡。有人批评美国政策缺乏一致性,栙其实是未能看到美国对朝

目标的矛盾性及其动态变化。事实上,自朝核问题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政府已换届数

次,但其政策基本上保持了一贯性,即寻求半岛无核化与保持其军事存在之间的平

衡,尽可能实现美国的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两大利益目标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

这种平衡是脆弱的,正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暠。但应该承认,在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

难以分解这一事实面前,迄今为止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平衡政策仍是较为成功的。

但是,美国利益与东北亚地区的整体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不少学者也意识到,美国的

朝核政策目标在于“控制朝鲜半岛的局势,使之保持适度的紧张状态暠,“不统、不乱、

不和暠的现状对美国最为有利。栚但其结果是使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长期陷于一种脆

弱的紧张状态,对东北亚各国的自身发展与地区合作也有长期的不利影响。

四暋美国未来的朝核政策走向

奥巴马上台后,在国内外政策方面都有许多新的提法,但在朝核政策方面与以前

历届美国政府并无实质区别。

如前所述,布什政府后期也像克林顿政府后期一样,为了在外交政策方面留下成

就,对朝核问题采取了较积极的态度。在履行六方会谈协议的过程中,他也一改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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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朝鲜的挑剔,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宽容。因此,总的来看,在奥巴马上台前,朝核问题

各方在履行六方会谈相关协议方面是基本顺利的,特别是“朝美在核验证等问题上已

经达成妥协,从而标志着以朝鲜弃核为目标的六方会谈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暠栙实事

求是地讲,此时朝鲜对美国新政府也有所期待,准备与其进行合作。2009年1月末,

金正日在会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时表示朝鲜致力于半岛无核化,希望

与有关各方和平共处,不断推进六方会谈进程。2009年2月,新任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开始访问东亚,在她行前朝鲜二号人物金永南在一次讲话中释放出善意,表示

愿意“和对朝鲜友好的国家发展关系暠。但是,尽管有这些信号,奥巴马自己在竞选时

也曾表示要与朝鲜直接对话,但他上任后却实际上采取了冷处理态度。这一方面是

由于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忙于应付金融危机、在国际上则以阿富汗战争为重点,另一方

面也是他沿用以前历届政府的惯用做法,在上任初对升温中的朝美关系踩刹车。

除了冷处理之外,美国对朝政策的实际立场也有所后退。希拉里在访问东亚之

前的讲话表示愿意和朝鲜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以和平协议代替停战协定,但前提是

朝鲜“完全而且可验证地放弃核武器计划暠(这一立场她后来自己多次强调)。但美朝

双方经过多年博弈,美国此时特意强调弃核作为前提只会削弱而不会取得朝鲜的信

任,特别是希拉里公开把美朝关系与朝韩关系捆绑在一起,而当时韩国李明博政府对

朝持强硬态度,从而引起朝鲜对美国意图的疑虑。结果,就在希拉里结束东亚之行的

第三天,朝鲜公开宣布了发射科学试验卫星的计划,以进行进一步的试探。而奥巴马

政府对此反应强硬,力图进行空中拦截并发出要对朝鲜进行制裁的一系列狠话,最终

刺激朝鲜采取“以超强对强硬暠的做法。栚到2009年5月,朝鲜的国家媒体开始把奥

巴马政府描述为“以一种更加狡猾的方式暠继续其前任的“敌视政策暠。栛其后,朝鲜宣

布成功实施了第二次核试验,危机因此再次升级。面对朝鲜在拥有核武器的道路上

的这一突破,美国不得不调整相关政策,把重心放到通过软硬兼施迫使朝鲜回到无核

化的道路上来。一方面,美国表示绝不接受朝鲜成为一个核武器国家,并推动联合国

加强对朝鲜的制裁,避免其扩散核技术与导弹技术,以及向日本和韩国提供核保护

伞,强化部署在夏威夷的导弹防御系统。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得不软化态度,从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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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赴朝接回女记者,到同意进行双边会谈,其目的只有一个,即不让朝鲜丧失对

通过会谈解决问题的信心,避免其在拥有核武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以上情况表明,美国的朝核政策仍然是一贯的。尽管目前朝鲜在核进程上又进

了一步,但美国所面临的基本情势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因此其政策虽有调整,但不会

大幅度改变美国对朝核问题的基本政策原则。所以,我们可以对奥巴马政府未来一

段时间的对朝政策做出如下估计:

(一)在坚持朝鲜弃核这一目标的同时,把制止朝鲜核扩散问题置于突出位置

无核化这一目标至关重要,美国不会轻易放弃。2009年11月6日,美国国家安

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杰弗里·巴德在谈及美朝会谈时说,美国希望朝鲜永久

停止核项目,而非再次暂时关闭位于宁边的核设施。栙但是,考虑到要实现朝鲜弃核

肯定是一个长期过程,以及美国继续深陷阿富汗这一战略重心、无法倾全力达到这一

目标,美国目前可能会将制止朝鲜对外扩散核技术作为更为现实的目标。另外,对美

国来说,如果朝鲜向缅甸等其他与美国不睦的国家甚至是恐怖团体扩散核技术,将会

给美国的安全与外交制造更多的问题,必须尽力加以防止。所以,在朝鲜第二次核试

验之后,美国就极力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718号决议,对朝鲜实施制裁,避免其出

口导弹和核技术。除了1718号决议以外,防扩散安全倡议也是美国能够利用的一大

工具。目前,韩国政府已经决定全面加入美国发起的“防扩散安全倡议暠,将“以更大

力度参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暠,将在自己的领海和领空对“存在运输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嫌疑的船只和航空器暠进行检查。对朝鲜船只与飞机无需经过其领海领

空的韩国来说,这一决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这一做法对美国的防扩散安全

倡议是一大支持。

(二)继续依赖六方会谈框架处理朝核问题

对美国来说,继续依靠六方会谈不但适合它目前分身乏术的战略困境,而且也仍

然是最符合其利益的选择。因此,在朝鲜一度宣称六方会谈已死的情况下,美国仍然

坚持通过六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通过中国的努力,朝鲜领导人已于今年10月向温

总理承诺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愿视朝美会谈情况,进行包括六方会谈在内的

多边会谈。以此为基础,美国接受了朝鲜进行双边会谈的要求,但仍然坚持以以前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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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会谈达成的协议为基础,强调其目的是使朝鲜弃核和恢复六方会谈。栙因此,美国

不可能与朝鲜在双边会谈中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谈判,因为这样不利于它在多数优势

下达成有利于己的、有执行力的协议。所以,尽管美国已派出特使博斯沃思访朝,但

其代表团人数及日程都非常有限。美国的逻辑是,在双边会谈与朝鲜达成某种原则

性的协议,然后转到六方会谈进行更加具体的谈判,双边会谈只是重新启动六方会谈

的一个过渡而已。目前,美国特使博斯沃思的朝鲜之行已经结束。博斯沃思在从平

壤回到首尔后指出,他与朝鲜官员举行的一系列会谈“非常有益暠,双方就重启朝鲜半

岛核问题六方会谈和履行《9·19共同声明》达成了共识,但朝鲜将何时、如何重返六

方会谈尚不清楚。栚可见,美国特使此次访问的成果有限,但其成功之处在于把谈判

议题限定在恢复六方会谈的框架之内。至于朝鲜,它当然更愿意在双边谈判中解决

所有问题。但它也意识到,要达到这个目的是不可能的,因为不但美国坚持进行六方

会谈,其他各国都希望继续进行六方会谈。朝鲜在找不到更好方式的情况下,又在双

边会谈中得到美国的某种承诺,也很有可能借梯下树,通过双边会谈回到六方会谈中

来。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次双边接触就能够解决得了的。

(三)尽量淡化关系正常化与和平条约问题

与美国的关切相反,朝鲜更愿意与美国谈判缔结和平条约与关系正常化问题。

2009年11月10日,就在美国宣布将派遣代表访朝的同一天及奥巴马即将访问东亚

前夕,朝韩在西部海域发生短暂海战。许多观察家认为,这实际上是朝鲜在提醒美

国,半岛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美国最好与它签署和平条约。栛奥巴马东亚之行结束后,

朝鲜机关报《劳动新闻》2009年11月23日又发表评论,直言《朝鲜停战协定》“已经

不能防止战争和偶发性的武装冲突再度发生暠,敦促美国“尽快作出决断暠,与朝鲜建

立新的和平保障体制。栜在朝鲜在拥有核武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情况下,美国面临

的压力增加,无法完全回避朝鲜提出的关系正常化与缔结和平条约要求,但其策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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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高门槛,即以朝鲜完全弃核为前提,从而将朝鲜置于不利的被动地位。针对朝鲜

的呼吁,希拉里就曾多次宣称,“美国永远不会与一个有核武器的朝鲜建立正常、不存

在制裁问题的关系。朝鲜领导人不应该对此抱有幻想。暠栙博斯沃思此次访朝也告诉

朝方美国依然承诺全面履行《9·19共同声明》中的所有承诺,包括半岛无核化、建立

半岛永久和平机制、美朝关系正常化和对朝经济援助,但“途径是六方会谈和实现不

可逆转、可验证的无核化暠。栚可以认为,无论是在双边会谈,还是在今后的六方会谈

中,美国仍然会坚持以“安全加援助暠换“弃核暠的基本思路。它也会同意在相关协议

中笼统地规定美朝关系正常化甚至双方签署和平协议的前景,但能否落实及如何落

实则仍是远不确定的事情。

结暋暋语

朝核问题之所以拖延至今,固然与朝鲜罔顾国际社会的核规范,执意通过发展核

武器以实现自身利益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美国复杂的朝核问题政策目标。

美国一方面希望朝鲜实现无核化,另一方面又担心朝核问题的彻底解决对它在东北

亚的军事存在造成冲击。为了平衡这两大利益,美国的朝核政策一直是在“无核化暠

与“军事存在暠之间采取跷跷板政策,不但对真正解决朝核问题缺乏热情,而且利用一

切机会强化其军事存在。这种不乏矛盾的双重动机一直是影响美国政策与行为的重

要因素,是理解美国对朝政策趋势的重要线索。在可能重开的六方会谈中,奥巴马政

策即使有所调整,也是有限的,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朝核政策上的基本思路。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这种朝核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功,最大限度地符合了它的

利益,但是对于地区安全来说则是一项危险的游戏。按照美国的思路,彻底解决朝核

问题的前景将是黯淡的,东北亚地区将长期陷于紧张与脆弱的不安全状态之中,这对

地区合作与长远发展将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李开盛: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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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obao.com/special/korea/pages3/korea091023a.shtml
新华网:《美国特使结束访朝》,2009年12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灢12/11/con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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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朝政策:
两次朝核危机比较

樊吉社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在克林顿和布什两位总统各自8年的任期内,朝鲜试图发展核武器能力

引发的防扩散危机经历了两个阶段。从朝核危机的发展过程、为解决危机进行的谈判磋

商以及阶段性后果来看,克林顿总统8年任内对朝核危机的处理是比较成功的,而布什

总统8年任内对朝核危机的处理则比较失败。朝核危机延宕多年而没有妥善解决,其内

涵和外延均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两次朝核危机中美国对朝政策的成败为朝核危机的

未来解决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美国外交 朝核危机 布什政府 克林顿政府 防扩散

准确地说迄今为止只有一次朝核危机,即朝鲜试图发展核武器能力引发的防扩

散危机。1993年3月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触发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外

交博弈,美朝于1994年10月签署《美朝框架协议》暂时解决危机,朝核问题的“休止暠

状态一直延续到克林顿总统任期结束。2001年布什就任总统后,美朝再因浓缩铀问

题诱发危机,处于“休止暠状态的朝核危机被激活,并延宕迄今没有解决,这是朝核第

一次危机的延续。考虑到不同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对朝政策差别较为显著,危机涉及

的内容也有所变化,并且不同政策所导致的危机结果区别也较大,因此将1993年初

到2009年初持续存在的朝核问题划分为两次危机。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发生、发展、

解决和对协议的执行均发生在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执政的8年。第二次危机表面上看

始于2002年10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访问朝鲜,但实际上从布什就任总统起危机

就在酝酿,到2009年1月布什总统8年任期结束,朝核危机仍处于“待解决暠状态。

我国学界对第一次朝核危机中的美国对朝政策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广义美国外

交政策中的涉朝内容,对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的几次次生危机有所关注,如1998年



8月朝鲜试验大埔洞1号和1998年10月的金仓里事件,但对克林顿政府在朝核问

题上的防扩散政策、美朝处理朝核危机的过程、美朝框架协议本身及协议执行过程等

的研究仍有待深入。由于第二次朝核危机持续时间较长,中间滋生的谈判挫折较多,

参与谈判的国家增多,国内对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研究比较深入,特别是有关美国总体

外交政策趋于强硬和单边的特点在朝核问题上的体现、数次六方会谈的外交折冲、中

国在六方会谈中的重要作用、韩国和日本在朝核问题上的作用、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

地区和平机制的构建等。但是,相关研究对美国对朝政策的国内背景关注较少、对其

政策形成过程的关注有限、对两次朝核危机中美国政策的显著变化及调整的关注亦

比较有限。栙美国学者对朝核危机的研究多以对策性研究为主,体现经世致用的特

色,意在对美国对朝政策产生影响;有关美国对朝政策形成过程的分析也颇多,并且

质量较高,特别是参与对朝决策的前政府官员所撰写的回忆录和评论文章。栚

从朝核的发展过程和阶段性结果来看,克林顿总统8年内对朝核危机的处理是

比较成功的,而布什总统8年内对朝核危机的处理则比较失败。本文将借助现有的

国内外研究成果,从两次朝核危机发生的基本背景、内政与外交的互动、双边与多边

的路径分歧、“胡萝卜暠与“大棒暠的运用等方面比较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对朝政策

的区别,探讨美国对朝政策的得失成败。

一暋两次危机的背景比较

两次朝核危机发生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这影响、塑造甚至决定了美国的对朝政

策,因此,比较一下两次危机发生的背景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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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关第一次和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国内主要的国际政治类学术刊物上,诸如《美国

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等,在其他各种学术刊物上

也有不少相关的成果发表。有关正在进行中的朝核危机,各种即时评论出现在国内各报刊、杂志,其数量不

可尽数。有关第二次朝核危机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也非常之多,即使在一些有关中美关系或者亚太安全

问题的学术会议中,朝核危机也往往被列为重要议题之一。
主要的研究机构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军控学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

心、太平洋论坛、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平研究

所以及蒙特雷国际问题研究院不扩散研究中心等均对朝核问题有持续的关注。这些机构中的学者有关朝

核问题的研究成果出现在美国主要的国际政治类学术刊物上,并且频繁在美国主流媒体就朝核问题发表评

论,更有一些机构专门刊行有关朝核问题研究的单行本,也有一些专门有关朝鲜或者朝核的著作出现。此

处不一一列举。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参与两次朝核危机处理的官员撰写了两本著作:JoelS.Wit,Daniel
Poneman,RobertL.Gallucci,GoingCritical敽TheFirstNorthKoreanNuclearCrisis(BrookingsInstitu灢
tionPress,2004);CharlesL.Pritchard,FailedDiplomacy敽TheTragicStoryofHowNorthKoreaGot
theBomb(BrookingsInstitutionPress,2007).另外前CNN记者 MikeChinoy也撰写了一本有关朝核危机

的著作:Meltdown敽TheInsideStoryoftheNorthKoreanNuclearCrisis(St.Martin狆sPress,2008).



第一次朝核危机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初,与朝核问题相关的国家间关系正经历显

著变化。冷战结束前后,苏联、中国分别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引起朝鲜的不满。

1991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单方面宣布撤出部署在海外的所有海基和陆基战术核武

器,包括部署在韩国的大约100枚核武器。与此同时,1991年11月,卢泰愚政府发

布《朝鲜半岛无核化声明》,单方面承担不生产、不拥有、不储存、不部署或者使用核武

器的义务。朝鲜虽然早已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以美国

在朝鲜半岛部署核武器为由尚未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保障监督协定。美国和韩国

分别做出单边声明后,朝鲜的条件获得满足,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保障监督协

定,国际原子能机构随后对朝鲜的核申报进行核查。在核问题上,朝鲜主要与国际原

子能机构对话;美朝关系持续敌对,其主要形式为美国对朝鲜的制裁。第一次朝核危

机发生前夕,美国已经在中东打了一场海湾战争。这次战争对美国和防扩散的意义

表现为两重:一是美国在战争中拥有巨大的战场优势,迅速取得战争胜利而很少战争

伤亡,这成为美军走出越战阴影的一次战争;二是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的武器核查表明

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进展超出了想象,地区核扩散的危险在冷战结束后

将进一步加剧。

第二次朝核危机发生在两个重要的时间背景下:一是九一一恐怖袭击的发生,二

是美国筹划入侵伊拉克。九一一恐怖袭击对美国政府和社会的冲击不亚于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的任何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布什政府对世界安全环境的看法,恐怖

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成为美国所认定的重大安全威胁。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随后发起了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阿富汗战事尚未结束,美国已经考虑对伊拉克

动武。此时美国与朝鲜、韩国与朝鲜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美朝因为

执行第一次朝核危机后签署的《美朝框架协议》而接触频繁,双边关系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改善,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末期,美朝甚至讨论克林顿总统访问朝鲜的可能。同

样,因为1998年当选的韩国总统金大中对朝鲜奉行“阳光政策暠,南北朝鲜之间在

2000年实现了首脑会晤。

两次朝核危机的人物背景也有所不同。第一次朝核危机之初到危机接近解决,

金日成是朝鲜的最高首脑,美国是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第二次朝核危机期间,金正日

是朝鲜的最高首脑,美国是共和党总统布什。朝鲜最高首脑对冷战的记忆不同;共和

党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在涉及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的基本信条明显不同,共和党强调

“实力求和平暠,民主党重视军控制度建设降低安全威胁。

两次朝核危机所涉及的虽然都是“核暠问题,但基本内容有所不同。第一次朝核

危机涉及朝鲜在宁边的5MW 反应堆,诱发事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对朝鲜核设

施进行“特别核查暠而朝鲜拒绝,其核心内容是该反应堆卸出的乏燃料棒经过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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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生产出制造核武器的钚材料。栙第二次朝核危机则是美国认为朝鲜存在秘密的

浓缩铀项目,这是宁边核反应堆之外的核项目。栚

两次朝核危机前后,美国政策目标是一致的,即消除朝鲜的核项目,防止核材料、

核技术、核武器扩散,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次朝核危机是为了消除朝鲜的钚项目,第二

次朝核危机不仅包含了钚项目还新增了铀项目。虽然同样面临朝核危机,但因为两

次危机发生的时空背景不同、美国总统的政策偏好不同、美国可资利用的资源不同,

克林顿总统和布什总统在处理朝核危机时所采用的政策手段均存在明显区别。这些

区别大致可以概括内政对外交政策选择的影响不同、所采用的谈判平台不同、所强调

的政策手段不同。

二暋美国内政与外交的互动

在两次朝核危机的处理上,美国内政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程度是克林顿政府和布

什政府对朝政策的重要区别之一。内政因素包括对朝鲜核扩散威胁严重程度的判

断、对朝政策目标是否清楚、有无专人负责对朝政策的设计或者协调、总统在对朝决

策中扮演什么较色、参与决策的机构之间或内部是否存在政策分歧、国会对行政部门

的政策影响等。

1993年3月12日,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核查的纷争陷入僵局,朝鲜宣布

退出刚加入不久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核危机逐渐展开,此时距离克林顿就任总

统尚不足两个月。朝鲜是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后宣布退约的第一个国家,

而这个条约将在1995年进行关键的审议,以决定是否延长。朝鲜退约是对该条约的

直接挑战,不仅如此,海湾战争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拉克的核查也表明地区核扩散

威胁逐步上升。克林顿政府对朝核威胁严重程度的判断并无重大分歧;对朝政策选

择上包括军事行动、谈判、遏制或者推动朝鲜政权崩溃,而克林顿政府偏向于首先与

朝鲜接触,试探谈判可能;其基本思路是首先解决核问题,阻止朝鲜通过对宁边反应

堆卸出的乏燃料棒进行后处理从而获得钚材料,其他相关问题从属于核问题。虽然

面临如此严重的安全威胁,克林顿政府当时尚无专人负责对朝政策,涉及对朝政策的

决策部门包括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的个别部门和情报机构。朝核危机初

发时美国政府欠缺协调的状况在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任命负责政治和军事事务的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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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缘起、发展及解决,详见拙文:《美朝框架协议评析:兼论美对朝鲜的不扩散政策》,载
《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3期。
有关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缘起与发展详见孙向丽:《朝核问题实质与发展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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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罗伯特·加卢奇(RobertGallucci)之后获致解决。加卢奇在国际安全事务领

域具有丰富的经验,是协调对朝政策的恰当人选。栙虽然加卢奇官阶不是很高,但他

受权可以与副部长级的官员进行协调沟通;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扩散办公室主任丹尼

尔·珀纳曼(DanielPoneman)担任他的副手,这更有利于他扮演协调角色。克林顿

总统并没有因为加卢奇曾经在布什政府任职而弃用他,反而让他担任了朝核危机期

间与朝鲜主谈的官员,并赋予其一定的政策灵活性:加卢奇可以跨机构进行协商,可

以定期与白宫沟通。克林顿总统将朝核危机作为首要安全威胁,其政策设计基本上

得到了各政府部门的支持。虽然情报机构持有不同意见,但这种意见并没有占上风。

国防部长佩里也支持在对朝政策上需要首先处理核威胁,然后才是其他议题。栚至少

在朝核危机爆发及至获致(暂时)解决的这个阶段,国会并没有发挥太大影响,更何况

当时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

克林顿政府在对朝政策上协调一致,促进了第一次朝核危机的解决。但在1994
年10月《美朝框架协议》签署后,有关协议的履行不再是克林顿政府外交议程的优先

事务,与此同时,1994年国会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

到克林顿总统卸任,国会对美国的对朝政策的影响逐渐加大,导致美朝在框架协议的

执行问题上抵牾不断。

比较而言,布什总统8年任期中内政对其对朝政策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其

在朝核危机爆发后的大部分时间内政策混乱、无所作为,危机不断升级而欠缺有效的

化解之策。根据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朝框架协议》,朝鲜在宁边的钚项目被冻结,朝

鲜基本上履行了协议义务。栛朝鲜涉嫌发展浓缩铀项目并不是新话题,早在克林顿执

政末期,美国已经试图与朝鲜讨论这个议题。栜布什就任总统后,对于朝鲜威胁的判

断,以及如何应对此种威胁,美国释放出了比较模糊的政策信号。布什政府的首要任

务是对其朝鲜政策进行评估,但政策评估的初衷不是继续推进而是颠覆克林顿政府

的对朝政策。在评估完成之前,韩国总统金大中访美,意在敦促布什政府延续克林顿

政府的对朝政策,支持韩国的“阳光政策暠,但布什总统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却表示:

“我的确对朝鲜的领导人持有某种疑虑暠,“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正在遵守所有协议

的所有条款。暠这显然是不准备沿着克林顿政府的对朝政策继续前进,布什总统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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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会上多次提到“查证暠。栙而在此前一天,国务卿鲍威尔已经表示美国计划与朝鲜

接触,以继续克林顿总统的对朝政策。栚布什与金大中会晤后,国务卿鲍威尔不得不

对他有关对朝政策的表述进行修正。布什内阁之间对朝核问题的不同认识及不同的

政策偏好导致美国对朝政策在布什第一任期内陷入混乱的状态,而布什总统并没有

采取有效措施遏止这种政策混乱。事实上,布什总统本人对朝鲜问题没有兴趣。在

2000年6月,还是州长及总统候选人的布什曾问沙特王子班达尔:“人人都给我谈论

朝鲜暠,“我为什么必需在乎朝鲜?暠栛因为布什总统对朝鲜事务不熟悉、没兴趣,副总

统切尼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此后的美国对朝政策。布什内阁成员在对朝政策上分为

两种主张,一种是国务卿鲍威尔为首的主谈派,他们认为朝鲜虽然不可信任,但可以

通过谈判说服朝鲜放弃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种是副总统切尼为首的强硬派,主

张“我们不与邪恶力量谈判,我们要打败他。暠栜强硬派包括副总统切尼及其助手、罗

伯特·约瑟夫(RobertJoseph)及其麾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助手;五角大楼的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副部长费思(DouglasJ.Feith);国务院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

的副国务卿博尔顿(他在2005年离任后,罗伯特·约瑟夫接替他的职位,两人在政策

偏好上极为相像);后来担任国家安全副顾问的克劳奇(J.D.Crouch)等。强硬派中

的多数是新保守主义者,他们更喜欢胁迫政策,而不是谈判。栞主谈派则包括国务卿

鲍威尔、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助理国务卿凯利;国务卿鲍威尔在2001年3月初被迫

修正他有关对朝政策的讲话表明,主谈派是布什内阁中的少数派。

布什政府的确考虑过任命一个负责朝核事务的资深协调官员,但没有任何官员

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暠。栟虽然布什政府已经有一个负责谈判的特使普理查德

(CharlesL.Pritchard),但最后负责朝核问题的任务落在了助理国务卿凯利身上。

即使朝核问题通过多边平台———六方会谈开始谈判,副总统切尼掌控对朝政策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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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并没有改变。在2004年2月第二轮六方会谈期间,切尼曾经直接越过国务院的电

报系统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迈克尔·格林(MichaelGreen)给美方谈判代表发出不

得从“彻底、可查证、不可逆转地裁军暠的原始立场上退让的指令,而国务卿鲍威尔直

到次日才获悉此事。栙在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期内,负责谈判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只是参

与谈判,而并无做出妥协的考虑,谈判仅仅是布什政府单边主义政策的伪装而已。

“他(布什总统)让凯利(在六方会谈中)讲话,但不让他讲任何有价值的内容;他(凯

利)来到谈判桌,但没带什么(可供谈判的)东西。暠栚

即使在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内部分强硬派和新保守主义成员相继离开政府,包

括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部长费思、副国务卿博尔顿、副国务卿约瑟夫及克劳奇

等,并且赖斯由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转任国务卿使得对朝政策的主导权略微向国务院

转移,但切尼副总统仍然对美国的对朝政策施加了无法忽略的影响。即使布什政府

最终在六方会谈的多边框架下与朝鲜进行了双边对话,主谈的助理国务卿希尔也获

得了较大的自主权,但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仍然很糟糕。在2005年9月的第4次六

方会谈实现突破前夕,财政部对朝鲜的金融制裁使得六方达成的共同声明难以执行,

六方会谈在貌似进展的状况下继续僵局。直到布什总统离任,朝核问题仍然处于潜

在升级的过程中。无论是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期还是第二任期,国会在影响美国对朝

政策上的作为均比较有限。

三暋双边与多边的纠葛

朝核问题即是一个双边问题也是一个多边问题。朝核问题中的“核暠内容主要是

美朝之间的双边议题,美国反对朝鲜的核扩散行为,朝鲜以美国的敌对政策为其核扩

散行为辩护。但朝核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核扩散问题,它同样涉及朝鲜半岛冷战状况

的存续、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周边各国对朝核问题未来发展前景的反应等,就

此而言,朝核问题更像一个内容繁杂的朝鲜问题或朝鲜半岛问题,因而具有多边内

涵。是通过多边谈判还是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朝核问题? 或者双边和多边并行解决危

机? 这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也是一个内容问题。

两位总统分别8年的任期内,面对同样的朝核问题,他们采取了明显不同的谈判

方式。克林顿政府主要是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核心争议问题,但同时争取多边力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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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谈判并协助协议的执行;布什政府主要依托多边谈判解决朝核问题,基本排斥双边

对话或者谈判,多边框架下的美朝双边接触比较有限,这种状况只在其执政后期有所

改观。

第一次朝核危机最初表现为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核查纷争及南北朝鲜

之间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但这都与美国密切相关。克林顿政府将防扩散列

为其主要安全威胁,并考虑到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条约的审议和延期问题,

朝鲜的核扩散行为被认定为危害美国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栙1993年3月朝鲜宣布

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核问题逐步升级。美国随即与朝鲜展开谈判,经过两轮

会谈后,美国要求朝鲜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核查问题的协商、南北朝鲜之间的对话取

得进展之后,美朝才能进行第三轮谈判。栚通过其他双边渠道解决朝核问题的道路很

快被证明走不通,美国不得不仍然回到美朝双边的轨道上来。在美朝进入实质性的

谈判阶段后,美国确定了问题的优先顺序,将核列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协调克林顿政

府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分歧;确定美朝谈判中可以对朝鲜做出的妥协内容。不仅如此,

美国也与韩国和日本就美朝谈判问题保持了频密的磋商,栛避免议题增多而分散了

对核问题的关注,也确保了协议达成后能够得到各方的支持。美朝谈判也得到了中

国的支持和协助,中国运用自己特殊的影响力,尽自己的努力,敦促有关各方谨慎行

事,相互照顾彼此关切,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失控的过激言行。美朝双边会谈的台

前有幕后多边的协调,这是第一次朝核危机美国对朝政策的成功之处。

美朝通过以“核暠为核心的双边谈判所达成的《美朝框架协议》包含了超越核问题

的广泛内容,它不仅仅是一个有关防扩散的协定,而是与美朝关系中的其他议题密切

相关的一个基础协议,其中包含了诸如提供能源援助、减少投资和贸易壁垒、双方互

设联络处、未来将双边关系提升到大使级的内容等。栜美朝在执行该协定的同时,还

将双边的谈判拓展到了其他领域,这不仅仅包括处理后来出现的次生危机,如1998
年8月31日朝鲜发射“大埔洞暠,1998年底的金仓里“核设施暠,还包括其他20多个

议题,其中多数会谈达成了协定或者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栞克林顿政府没有采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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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子解决的思路,而是在既有进展的基础上,逐渐增加美朝讨论的议题,并取得了较

好的进展。其中比较显著进展有两个:一是1998年朝鲜发射“大埔洞暠后美朝开始讨

论导弹试验问题,朝鲜做出了暂停导弹试验的承诺;二是1998年底美国卫星发现朝

鲜在金仓里建设大型地下设施之后,双方谈判现场核查问题并实现了现场核查。这

种务实的姿态有助于在美朝朝着建立互信的方向发展双边关系,更好地处理防止核

扩散这个核心议题。

除了美朝双边会谈,克林顿政府也协同韩国推动过多边会谈,讨论用新的和平机

制取代冷战时期的停战协议,触及朝核问题之外的“朝鲜问题暠,此即1997年12月到

1999年8月的中、美、韩、朝四方会谈。然而,多边会谈的进展甚微,四方会谈经过了

六次会谈后没有取得进展而陷入停滞。

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布什政府无论是在对朝政策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大有区别。

在对朝政策评估完成之前,布什总统已经不打算在既有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了,而

计划另起炉灶。2001年6月,政策评估完成后,布什政府准备与朝鲜就“广泛的议

程暠(BroadAgenda)展开“严肃的讨论暠,未来的议题将包括改善《美朝框架协议》的

执行、可查证地限制朝鲜的导弹项目及禁止导弹出口、降低常规军事力量的威胁等。

如果朝鲜能够展示“诚意暠,美国也打算向朝鲜提供援助及放松制裁等。栙在朝鲜尚未

与新政府建立信任的时候,布什总统考虑重新规划对朝政策,全面或者一揽子谈判美

朝之间的各类议题,这显然远离现实。

美国同与朝核有关的其他国家之间的磋商也非常不足,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美韩

之间的协调。如前所述,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布什就任之初访美,意在敦促布什政府延

续克林顿政府的对朝政策,但布什总统明确表达对朝鲜的疑虑及对朝鲜能否信守协

议的怀疑,并称即使未来签署协议也必需包含彻底核查的条款。栚布什政府是否会支

持韩国的“阳光政策暠? 美韩首脑会晤至少传递了布什政府暂时不与朝鲜谈判的信

息,栛美韩之间有关对朝政策的歧见也表现的非常明显。

九一一恐怖袭击后,布什政府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并准备

在伊拉克打另一场反恐战争,朝核问题并非美国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与此同时,布

什总统的言论也让美朝双边谈判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布什总统在2002年的国情咨

文中将朝鲜定义为“邪恶轴心暠的成员之一;2002年6月朝韩的海上冲突进一步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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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拟启动的美朝对话。到2002年10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访朝的时候,美朝关

系已经开始朝着另一场核危机的方向发展。凯利访朝之后,朝鲜的浓缩铀问题浮出

水面,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停止向朝鲜提供重油;朝鲜宣布重新宁边核设

施,并赶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人员。2003年1月10日,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一度中止的朝核危机再度被激活。

朝核危机再度爆发后,美朝在会谈的形式上纠缠不休。美国坚持多边会谈,朝鲜

坚持双边会谈。中国通过外交斡旋于2003年4月实现了三方会谈,但美国并没有准

备和朝鲜进行谈判。在助理国务卿凯利出发参与三方会谈前夕,国家安全委员会给

凯利的指令是:如果没有中国代表在场,凯利不得与朝方代表独处会谈。栙这个指令

成了接下来三轮六方会谈中凯利的紧箍咒,美朝不可能在“多边套双边暠的会谈形式

中进行真正的交流。

美方在前三轮六方会谈中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妥协姿态,但确曾提出过解决朝核

危机的动议,其主要内容包括在3个月内将朝鲜的反应堆去功能化、对核问题做出申

报、允许核查人员返回朝鲜并彻底拆除朝鲜核项目。这个动议形同命令朝鲜完全按

照美方意愿解决朝核问题,但根本不具有任何可行性。当朝鲜提出仅仅冻结宁边核

设施的时候,美国表示没有兴趣。因为其他几个国家都向美国施压,希望它与朝鲜在

多边框架中实现双边的实质性会谈,但布什政府并没有这样的打算。美国在六方会

谈中仅仅做出了“谈判的姿态暠。

2005年2月,希尔被任命为六方会谈代表后,情况出现了一些有限的改善。希

尔能够与朝方代表进行双边会谈,但并没能实质上改变美国的对朝政策立场。2005
年9月19日第四轮六方会谈所达成的共同声明似乎意味着重大突破,但正是美国的

强硬政策让这个共同声明被美朝重新解读,从而延宕了后续的谈判进程。共同声明

中没有触及导致第二次朝核危机的浓缩铀内容并且包含了同意在适当时候讨论向朝

鲜提供轻水反应堆的内容,这样的共同声明不是华盛顿的鹰派所希望看到的。据前

朝核问题特使普理查德称,强硬派起草了一份文件要求希尔照本宣科,这份文件将联

合声明中有关提供轻水反应堆时间的蓄意模糊内容清晰化:所谓“适当时候暠解释为

完全无核化之后,即朝鲜完全、可查证、不可逆转地消除了其核项目。朝方针锋相对,

在共同声明发表的次日即表示只有得到了轻水反应堆之后才会消除其核设施。栚美

国强硬派的举动成功地扼杀了历经多方外交努力达成的共同声明,从声明发表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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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策已经使得这个声明的执行成为疑问。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以朝鲜伪造

美元为由对澳门汇业银行进行制裁,冻结朝鲜在汇业银行2500万美元的账户。随

后,朝鲜将美国解除金融制裁与是否返回六方会谈挂钩,朝方希望双边会谈,美国坚

持多边会谈,多边套双边的这种模式逐渐进入美朝口水仗的阶段。

2006年7月朝鲜导弹试验、10月朝鲜核试验、11月共和党中期选举失利、伊拉

克局势不稳、伊朗危机僵局、新保守政治力量相继离开政府让布什政府开始调整对朝

政策,国务卿赖斯成为对朝政策的主导力量,助理国务卿希尔获得了同朝鲜进行实质

性双边会谈的许可。美朝实质性的双边会谈逐渐展开,美朝双边达成的共识通过六

方会谈获得确认,朝核危机开始呈现转机。朝鲜核试后,10月31日,希尔与朝鲜副

外长金桂冠在北京会晤,希尔承诺解决对汇业银行进行金融制裁的问题,朝鲜答应重

返六方会谈。2007年1月16~18日,美朝完全脱离六方会谈这个多边平台,在柏林

进行谈判,达成了《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栙的核心内容。美朝达成的协议最后以

六方会谈《2.13共同文件》的形式被确认。这份文件是美国显著调整政策的转折点。

达成该协议的默契是美国承诺解除对汇业银行的制裁,解冻朝鲜的2500万美元资

金。栚

2007年6月,朝鲜关闭宁边核设施后,美朝再次于9月2日到4日在日内瓦进

行谈判。通过谈判,美国同意在2007年底之前将朝鲜从支恐国家的名单上移除,并

解除根据《敌国贸易法》对朝的制裁,朝鲜则同意在年底前完成第二阶段的去功能化

和核计划申报。在此协议基础上,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于9月27日召开,并达成

10.3文件。然而,核计划申报如何处理朝鲜涉嫌的浓缩铀问题以及核扩散问题是一

个关键。朝鲜的核计划申报并没有如期完成,美国也没有完成将朝鲜从支恐国家名

单上移除的工作。

美朝继续通过双边会谈协调解决申报问题。2008年4月8日,助理国务卿希尔

和朝鲜外相金桂冠在新加坡会晤,随后两国就宁边5MW 反应堆和后处理厂的申报

问题达成共识。根据希尔的解释,朝鲜的核申报主要包括钚项目和与钚项目关联的

其他核设施,有关核扩散和铀项目另案处理。但有关朝鲜核申报的麻烦这才算开始,

因为与申报密切关联的是查证申报的真实性。美国公布的对朝互惠措施是有前提

的,据国务卿赖斯6月18日在传统基金会的解释,美国要评估朝鲜的合作程度,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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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不积极合作,美国的这些互惠措施可以收回。栙美国这种“前移标杆暠的做法实际

上将诸如查证、准入反应堆这些去核第三阶段的事情放在了第二阶段向朝鲜施压。7
月初,美国起草了一份“侵入性暠很强的查证议定书,并将查证与将朝鲜从支恐国家名

单上移除相挂钩,朝鲜则针锋相对宣布恢复宁边的核设施。8月22日,美国特使金

成(SungKim)赴朝磋商修改美国查证草案事宜,但没有进展,朝鲜宣布将中止去功

能化。在9月底朝核危机再度反复之后,希尔于10月初访问朝鲜讨论查证问题。10
月11日,美朝就查证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包括一份书面协议和一份口头谅解,美国将

朝鲜从支恐国家名单上移除。危机稍事缓解,但在布什任期结束前已经不可能再有

重大突破。实际上,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来后,美朝因为查证采样问题再出纷争,

第二次朝核危机延续到第七年和新一届美国政府。

六方会谈是解决朝核这个地区安全问题的多边平台,对稳定朝核局势的发展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防止朝核危机失控从而损及地区安全与稳定。这个多边平台

并非为谈而谈,它为双边实质性磋商提供了舞台。布什政府在第一任期内拒绝双边

会谈,导致这个多边平台的作用有限;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国政策有所调整,愿意

在双边层次上进行实质性的磋商并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因而六方会谈在2006年到

2008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进展。

四暋胡萝卜与大棒的运用

美国对朝政策目标与美国所拥有的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的手段是否匹配将影响美

国对朝政策的成败。无论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还是布什政府时期,彻底消除朝鲜的

核扩散能力和意图是美国不变的最终目标,在这一点上两位总统并无根本区别。然

而,从朝鲜致力于发展核能力到最终消除朝鲜此种能力,两位总统所坚持的短期目标

却大相径庭。克林顿政府时期采用了演进的思路,冻结宁边的核设施是走向最终完

全彻底消除朝鲜核能力的中间步骤,在达到最终目标之前,克林顿政府先追求冻结朝

鲜核能力。布什政府则采取了革命的路径,从危机初始阶段就提出要以“完全、可查

证、不 可 逆 转 的 方 式 解 除暠(Complete,Verifiable,IrreversibleDismantlement,

CVID)朝鲜核能力。

相比而言,克林顿总统有效使用了美国外交“工具箱暠中的常用“工具暠———胡萝

卜和大棒,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政策目标的指导下处理朝核问题,获得了成功。布什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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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则提出了过高的政策目标,却没有很好地使用手中的大棒或者胡萝卜,因而遭致挫

败。在朝核问题上,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外交“工具箱暠中可资利用的“工具暠是不

同的,各自运用手段的侧重点也有所区别,因而造就的政策结果也是不同的。

在朝核危机出现后,克林顿政府首先推动朝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进行谈判,

危机在一定的可控范围内。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朝鲜的谈判无果之后,朝核问题逐

渐升级。美国开始使用划定红线、外交施压、军事威胁、预留退路的政策手段,接手朝

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冲突。1994年5月,朝鲜通知美国将为宁边的反应堆换

燃料。美国随即将朝鲜此举视为跨越红线的举动,并加大了推动通过联合国对朝鲜

实施制裁的力度。与此同时,1994年初美国在朝鲜半岛的一些军事行动也有意无意

地释放出考虑使用武力的信号。这包括几件主要的事态:首先是美国准备为驻韩美

军装备爱国者导弹;媒体同时报道美国准备向韩国派出新的直升机;独立号航空母舰

从印度洋返回日本基地的正常举动也被理解为向朝鲜施压。1994年2月,《纽约时

报》刊文介绍美国的战争计划,突出强调朝鲜半岛一旦出现战争,美军将占领平壤;

《华盛顿邮报》则刊文称,如果日内瓦的会谈无果,美国将向韩国增派1000名美军参

与“团队精神暠(TeamSpirit)联合军事演习。栙

在5月份朝鲜决定卸出反应堆的材料后,美国加速与中国的磋商,希望获得中国

的支持。同时,美国草拟一份总统声明提交安理会讨论,这被认为是推动制裁决议的

关键一步。5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要求朝鲜立即就核问题恢复与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磋商。随后,美国马上协调美日韩在制裁问题上的立场,获得两国

的明确支持;同时争取中国和俄罗斯不阻止美国在安理会提出制裁动议。

不仅是通过外交渠道向朝鲜表明美国不接受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强硬姿态,美国

也在军事上未雨绸缪。佩里国防部长曾访问日韩两国,探讨一旦外交失败,如果通过

军事手段应对朝鲜。5月危机升级后,佩里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

将军和美国驻韩美军司令路克将军更新应对朝鲜的5027作战计划,提出了对朝鲜的

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打击的方案。佩里国防部长提出的作战计划主要是增加驻韩美

军的兵力,其中一个方案设想的增兵幅度很大。栚事实上,在卡特访问朝鲜的时候,韩

国已经出现了零星撤出人员的迹象,栛这是战争行将爆发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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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政府在认真考虑外交制裁、军事打击的同时,也为朝鲜提供了后路,即使

在美朝关系比较紧张的1月份,克林顿政府也没有关闭外交渠道。1月底,福音派牧

师比利·格雷厄姆(BillyGraham)经过与国务院、白宫沟通后前往朝鲜拜访朝鲜领

导人金日成,并捎去了克林顿总统的口信,比利则从朝鲜带回了朝鲜愿意与美国谈判

解决朝核问题的信息,美朝的紧张气氛逐渐降温。在朝核危机激化后,前总统卡特的

访问为朝鲜提供了从强硬立场后退的机会。在处理朝核危机的过程中,克林顿政府

比较认真地思考如果谈判行不通,将运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的核扩散威胁,两手准备

都是可信的。美国刚刚在海湾战争打败了萨达姆政权,其军事实践让朝鲜相信美国

有意志和能力给朝鲜制造安全威胁。另外,美国虽然也有索马里问题,但总的来看,

克林顿政府在运用军事力量进行施压的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负担。当美朝最终回归

谈判轨道的时候,美国不是穷究历史,让朝鲜澄清是否分离出了多少核材料,而是首

先冻结宁边的核设施,让朝鲜的核项目不再继续进展,以期通过执行协议最终消除朝

鲜的核扩散威胁。

相比而言,克林顿政府处理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经验最终都成了布什政府的教训。

布什政府最初的对朝政策评估设定了一揽子解决的思路,试图一劳永逸地解除朝鲜

的核威胁。但这种政策目标缺乏美朝信任的支撑,缺少可信的政治回报,也没有发出

如果朝鲜不退让美国将进行军事威胁的可信信号。至少一直到助理国务卿凯利访问

朝鲜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布什政府只有清楚的政策目标,但没有比较清楚的、能够

辅助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的“胡萝卜暠或“大棒暠。

2002年1月到2003年4月,这是布什政府在朝核问题上不断展示“大棒暠的阶

段。布什总统在2002年1月发布的国情咨文中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列为“邪恶轴

心暠,并称“美国将不会允许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用世界上最具破坏力的武器威胁我

们暠。栙同年6月1日,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更明确指出,“对自由的最大威

胁在于极其危险的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暠,对这些威胁,美国“必须向敌人主动出

击,挫败他们的计划,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前就给予迎头痛击……准备采取先发制人

的行动暠。栚针对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美国准备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

这在9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进一步得到确认。栛如果将这些言论与朝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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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DeliversStateoftheUnion Address,暠January29,2009,availableat:http://georgewbush灢
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灢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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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h灢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6/20020601灢3.html.
“Th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ReportoftheUnitedStates,暠September2002,availableat:http://

georgewbush灢whitehouse.archives.gov/nsc/nss/2002/index.html.



展核武器项目建立联系,布什政府的对朝政策几乎相当于直接对朝鲜发出军事威胁

的信号。由布什总统的言论可以推断,美国在完成阿富汗战争后,下一个打击对象可

能是朝鲜,因为朝鲜符合“邪恶轴心暠、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条件。但事实上,布

什政府当时主要关注如何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朝鲜并不在布什政府的外交议程上。

如果没有这些言论,朝鲜核问题可以停滞不前,但至少不会迅速恶化。布什政府展示

了“大棒暠,但挥错了方向。朝鲜相继采取一系列行动,将危机推向高峰。

2003年4月到2005年2月,在朝核危机延宕不决的过程中,布什政府既没有展

示“胡萝卜暠,也没有展示“大棒暠,只是派出代表参加六方会谈,但拒绝与朝鲜进行双

边的对话。处理朝核危机的六方会谈进入了一个多次会谈但没有进展的阶段。期

间,朝鲜的核项目不受任何国际监督,并将从反应堆卸出的8000根燃料棒进行后处

理,分离出可以制造核武器的材料。布什政府在2005年初决定让希尔取代凯利主谈

朝核问题可以被看做是布什政府缓慢调整对朝政策的一步,但美国似乎还没有做好

提供“胡萝卜暠的准备。即使美国在同年9月的六方会谈中展示了一定的灵活姿态,

但这种灵活姿态很快因为美国国内的政策分歧而消解,因而才有美国做出安全保证、

改善美朝关系承诺的9月19日共同声明,也有美国对朝鲜的金融制裁。应对朝核问

题,到底是更多使用“胡萝卜暠还是更多使用“大棒暠? 布什政府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政

策混乱。

2006年10月到2009年初,共和党中期选举失败,美军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此

间布什政府更多释放协调姿态,表现出愿意通过提供一定的援助、提供一定的安全保

证、有限地改善美朝双边关系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布什就任总统之初,朝核问题尚

处于可控并可以期待更多进展的时候,布什政府没有展示推进双边会谈的意愿,也没

有提出替代谈判的强硬方案。2006年10月的核试验让布什政府真正认识到朝鲜真

实存在的威胁,但这也没有迫使布什政府发出军事威胁的信号。即使在朝鲜进行核

试验后,布什总统发表的声明也仅仅是强调严防朝鲜从事扩散行为,这是很软弱的政

策表态。实际上,就算布什总统发出对朝鲜的军事威胁,其可信性也非常让人质疑,

美国既舍不得足够“甜的胡萝卜暠,又挥不起足够“硬的大棒暠。在布什总统执政后期,

朝核问题有一定的进展,但诸如去功能化、炸毁冷却塔这些问题上的进展并不足以将

朝核危机置入一个朝向最终解决的渠道,有限的进展存在反复的可能。在朝核问题

上,布什政府“软暠、“硬暠两手使用的时机不当、力度欠佳,第二次朝核危机以布什总统

任期第二年开始,但却历经六年多没有结束,这足以成为未来应对朝核危机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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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暋得失分明的对朝政策后果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同样的核扩散问题,两位总统在处理此问题时存在优先排

序、人事任命和政策偏好上的区别,这种区别体现为双边还是多边解决的路径分歧,

而对“胡萝卜暠和“大棒暠的不同运用又直接导致不同的政策后果。

1993~1994年朝核危机从发生到解决花费了19个月的时间,美朝双边达成的

协议基本上在1994年到2001年初得到了顺利的执行,至少朝鲜并没有违背《美朝框

架协议》的字面内容,期间两国通过多年谈判逐步建立了一定的互信,次生危机基本

得到了妥善的解决,美朝接近在克林顿执政末期就导弹问题达成重大妥协。朝鲜的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在克林顿政府的8年期间基本陷入停滞状态:宁边的反应堆

被冻结,燃料棒被封存,朝鲜还就导弹试验做出了承诺。不仅如此,美朝谈判代表通

过长期的接触和对话逐步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并在执行《美朝框架协议》的过程

中举行数次谈判且取得了不少进展,美朝根本上解决朝核问题的前景相对乐观。

2001年布什就任总统朝核危机就在酝酿,2002年危机正式爆发,到2009年布什

总统任期结束,谈判进行了将近6年半的时间,六方会谈达成了若干协议,但这些协

议的执行不断反复。第二次朝核危机在谈判解决的过程中又陆续出现两次核试验和

多次导弹试验,危机呈现螺旋升级的态势,但均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除了在核问题

上有一些有限的、不确定的进展外,美国并未触及到朝鲜的其他问题。在布什执政的

8年中,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朝鲜从最初只是

涉嫌发展核武器到两次核试验获得实际的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朝鲜拥有的核材料从

可能制造一两枚核武器到可能制造6到8枚核武器;栙从仅仅拥有生产钚材料的能

力到可能新增铀浓缩能力;栚从信守暂停导弹试验的承诺到试射各种射程的导弹。

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也呈现步步退让的窘迫姿态,从坚决拒绝双边谈判、拒绝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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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朝鲜“胡萝卜暠到相继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实质分歧、不断修正原有立场。6年多的

谈判不仅没有增进美朝之间的信任,反而让两国间的疑忌不断增加,但直至布什总统

卸任,朝核危机的解决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比较两位总统对朝政策的结果,成败得失不言自明。冷战结束之初有利的国际

环境、美国大胜伊拉克的余威、对威胁的清醒判断显然为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成功

提供了铺垫。与此同时,克林顿总统直接掌控对朝决策、选定专人负责设计对朝政策

并协调各部门对朝政策偏好、减少各决策机构之间的内争、设定合理的对朝政策目

标、选用恰当外交手段。这种现实主义的对朝政策避免了内政对外交的消极影响;美

国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核心问题,通过多边平台的辅助探讨地区安全问题;综合运用

“大棒暠与“胡萝卜暠,使其相互促进而不是彼此抵消。这是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成功

的根本原因。

布什政府对朝政策的失败固然有时代背景的原因,特别是九一一之后布什政府

将安全战略的重心转移到反恐战争中,而且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并未如预

想的一样进展顺利,这使得美国没有余力对朝鲜发出可信的军事威胁信号。但更重

要的是布什总统的政策偏好,他没有将朝核危机置于外交议程的重要地位,也没有为

此投入恰当的人力、物力;在对朝政策上没有确立比较现实可行的政策目标,所设定

的政策目标与实现政策目标所需外交手段与政治意愿之间的差别太大;各决策机构

之间的内斗摆布了布什政府的对朝政策;美朝有关多边和双边的纷争不过是布什政

府对朝政策混乱的外在表现而已。

不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布什政府,最为重要的是,美国在面临同样的核问题时是

否首先确定了一项应对的“大战略暠,与朝鲜接触,与“不完美的世界暠并存? 还是尝试

遏制乃至推翻朝鲜政权,将“不完美的世界暠改造成符合美国价值标准的世界? 克林

顿政府选择了前者,用演进的方式促使朝鲜“政权转型暠;布什政府选择了后者,以被

动“等待暠或主动“促变暠的方式使朝鲜“政权更迭暠。如果应对朝核危机的“大战略暠一

经确立,剩下的问题仅属于“战术暠问题,诸如是核查朝鲜从事扩散的既往历史还是阻

止朝鲜核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是首先处理核问题还是一揽子处理核问题、导弹问题,

以及常规军事力量等问题,是用有限的“胡萝卜暠换取朝鲜暂时的退让还是所有的努

力最终指向双边关系的正常化,进而促成“政权转型暠。克林顿总统在这些问题上做

出了正确的取舍,因而取得成功;布什总统做出了不当的取舍,让道德标准取代了现

实主义考虑,因而遭致失败。

朝核危机延宕多年而没有妥善解决,其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

对国际防扩散机制而言,朝核是一个直接的挑战。如果说克林顿政府时期朝核的挑

战仍处于“萌芽暠状态,现在则已是“羽翼丰满暠。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妥善解决缓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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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核挑战在冷战结束初期的示范效应,布什政府失败的对朝政策已经将朝核问题的

未来解决与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命运挂钩。不仅如此,朝核也从一个双边防扩散问题

演变为一个影响东北亚地区稳定和国际防扩散形势的多边地区安全问题。两次朝核

危机中美国对朝政策的不同后果为朝核危机的未来解决提供了借鉴。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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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栙

金灿荣暋刘世强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在美国内部权力更替、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和全球性挑战凸显的背景下,

中美关系整体上保持了积极、稳定的发展势头。尽管双方在功能性问题领域争吵不断,

两国间的战略性困难也可能因力量差距的缩小而进一步加剧,但深厚的利益基础、广阔

的合作空间和复合的对话机制使得中美间的矛盾和问题相对可控。在总体稳定的框架

内不断波动,将是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奥巴马的首次访华对中美关系进

行了战略再定位和政策再保证,中美两国正在开启走向战略互信、共存合作的新时期。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 战略互信

自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整体上呈现出积极、稳定的发展势头。中美两国高

层互动频繁,经贸联系不断增强,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合作顺利,在其他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也加大了政策协调力度。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既提升了中美关系的战略

内涵,也增强了双方的政治互信;奥巴马的首次访华则进一步确定了两国关系的总体

框架和发展方向。然而,围绕经贸、人权、气候等功能性议题,中美之间仍然矛盾不

断;因权力过渡而带来的政策波动在双边关系中也时有体现。但总体而言,奥巴马执

政以来的中美关系开局良好,支撑中美关系稳定的因素也不断增多,为未来双边关系

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暋良好的开局

过去30年来,中美关系存在一个基本规律,即每当政治权力从一个政党转换到

栙 本文系教育部课题“大国关系与中国国家安全暠系列成果之一。



另一个政党,新政府总是借批评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来凸显自己的地位。政治权力

的更替造成了中美关系的周期性波动,凸显了双边关系的不成熟和脆弱性。但是,奥

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成功地避免了政党权力转换的怪圈,开局良好。究其原因,

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中国积极的政策应对。在奥巴马执政前,中方就与他的决策班子建立了良

好联系。奥巴马执政之后,双方在官方和民间层面进行了密切接触。从国际系列峰

会到战略与经济对话、从议会外交到商贸、能源、军事外交,两国交流次数之频繁、范

围之广、层级之高、内涵之深,不仅在中美关系史上不多见,而且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也

属罕见。栙尤其是两国首脑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不仅建立起两国元

首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而且确定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总体基调。在具体

的政策议题上,中国也加强了同美国的政策协调。围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国采取

了温和渐进的态度,并不寻求对现有金融体系的革命性颠覆,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持

美元既有的主导地位;在反恐、核扩散、气候变化、军事交流等议题上,中国也采取了

合作姿态,为维持中美关系的持续稳定提供了政策保障。

第二,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战

略影响逐渐显现。北京奥运会显示了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现代化成就;而从

抗击汶川地震到应对金融危机则反映出中国超强的抵御灾难和抗打击的能力,这反

映出中国国家能力的全面提升。美国的实用主义特性使其不得不正视中国实力的增

长。2009年11月14日,奥巴马在日本东京就亚洲政策发表演讲时强调美国欢迎中

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崛

起将为国际社会注入力量暠。栚奥巴马的讲话实际上反映了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

国实力的增强为双方更加平等的交往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三,中国和平的对外战略。自邓小平确立“韬光养晦暠的外交方针起,中国通过

在对外事务中的积极合作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力量增长

并没有改变其对外战略的和平性质,和平发展战略及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进一

步明确了中国外交的合作、和平原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的是“国际

体制内崛起暠的道路,即在既定的规则框架内寻求利益增长和空间拓展。正如王缉思

教授所言,尽管美国是唯一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内部稳定施加压力并造成实质性

损害的国家,但是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仍是中国的优先政策选项。栛这使得美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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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界将对华政策的基调定位为把中国纳入现有的国际体系。利益攸关方、两国集团

(G2)、四国集团(G4)都是这种政策思维的体现,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接受度有所增

加。

第四,金融危机的正面效应。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受到损害,

并累及它的实体经济,引发其他发达经济体同时出现了经济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

新兴经济体在强大财政刺激和金融支持下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阻止世界经

济继续下滑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全球经济未来的发展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世界

经济存在长期停滞甚至再次倒退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

依赖中国的积极合作,美国对华的利益需求将相应上升。此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政

策协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上,中国仍然是美国必须依靠

的重要力量。这无疑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

第五,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变革。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巧实力外交暠的政策设想。

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1月13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其国务卿提名举行的

听证会上说,美国现在面临的安全威胁要求新一届政府必须诉诸巧实力,设法巩固原

有的联盟,形成新的联盟,以便打开美国外交的新局面。栙 “巧实力外交暠思想在政策

手段上要求摒弃过去那种军事优先和武力相向的简单做法,综合运用软、硬实力来实

现美国的外交目标;在政策基调上则突出合作意愿和软性姿态,注重倾听他者意见,

倡导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伙伴关系的定

位有助于中美关系维持稳定,建立更具实质性的合作框架。

第六,奥巴马的决策班子。政策的实行有赖于具体的决策者,他们的知识经验、

认知偏好和个性特征是影响国家对外政策选择的重要变量。栚在奥巴马的决策班子

中,“知华派暠“中国通暠占有重要比例。栛如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高级主任杰

夫里·贝德曾担任过国务院中国科科长与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早在20世

纪90年代就积累起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行政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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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在克林顿时期担任过副国家安全顾问、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等要职;负责亚太

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是深谙亚太事务的学者型政治家;新任驻华大使

洪博培与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密切,具有对华商贸往来背景并领养了一名中国女儿;再

加之朱棣文、骆家辉两位华裔部长及众多的中国问题顾问,奥巴马对华政策团队阵容

之强大可谓前所未有。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与中国交往的经历,精通中文,对中美关系

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趋向于对华采取理性务实的姿态。

二暋矛盾和问题

尽管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但两国间存在的长期性矛盾并没有消除:双方在政治制

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依然很大;围绕欧亚大陆和西太平洋的地缘竞争在客观上仍

旧存在;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战略困境有可能因国际权力转移而有所加剧;因中国

实力增强和日益自信而带来的两国模式的竞争会进一步凸显。栙与此同时,在国际金

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等现实背景下,一些新的问题领域有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发

展。概言之,未来中美关系的挑战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议题争端。首先是贸易问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迅

速抬头。这使中美在经贸领域的摩擦增多,贸易环境趋向恶化。统计显示,2009年1
至9月,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4起,涉案总额达58.4亿美元,同比大幅上

涨639%。美国商务部2009年11月24日做出终裁,以中国油井管存在补贴为由对

相关产品实施10.36%至15.78%的反补贴关税制裁,涉案金额约27亿美元,成为迄

今为止美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中美贸易摩擦显示,不管两国政治关系是

否良好,在涉及经济利益的问题领域,美国一定会以其自身的利益为重。其次是人权

问题。人权是长期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政治议题,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华有着不同的

人权关切。克林顿时期,美国关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小布什时期则强调宗教自

由,特别关注地下教会领袖的命运;奥巴马政府可能会更加关注少数民族的权利,其

中主要是西藏问题。尽管中美强调应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但人权问

题仍将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造成冲击。第三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问题。随着中国军

事现代化的迅速进展,美国对中国军力的担心会不断上升,将可能加大要求中国加入

美俄裁军谈判的力度,在军事透明方面的压力也会进一步增强。第四,在气候变化、

新能源等问题上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层面主要表现为美国将更多地将责任推

给中国,双方在减排的基本原则和责任分担上将争吵不断。第五,在东亚地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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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东南亚,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如果中日韩按照鸠山首

相“东亚共同体暠的设想进一步推进地区合作,美国则更加担心其被排除在亚洲合作

进程之外。最后是台湾问题。尽管中美两国在遏制激进台独,维持台海稳定上保持

了有限的合作,但台湾问题仍然是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关键问题。

(二)政策协调。美国的制度设计在保持权力相对均衡的同时也造成了政策协调

的困难。除了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之外,来自公共舆论、新闻媒体和利益集

团的力量也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制订。一方面,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防止权力集中

和专制倾向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决策低效。至于奥巴马政府的

对华政策,美国将面临两方面政策协调的困难。首先是美国政府内部的协调。奥巴

马的决策班子政治明星云集,他们强势的个人性格和政治背景有可能造成“互不服

从暠的局面,达成妥协和塑造共识的难度有所增加。更为困难的是奥巴马决策班子与

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的协调。特别是最近在奥巴马与民众蜜月期结束、支持率下降的

背景下,原来慑于奥巴马高民意支持率的政治势力开始提高调门,来自内部的政治制

约将造成奥巴马对华政策的摇摆。

(三)责任分担。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性失误及金融危机的破坏性

影响,美国已经意识到其战略地位下降和新兴力量崛起所带来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

是中国的崛起。美国采取的应对政策是对内通过新能源开发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通过社保、医疗改革实现更加公平的社会结构,通过金融体系改革消除弊病,恢复美

国的金融领导地位;对外则通过“巧实力外交暠进行责任外包,通过“接触暠“倾听暠和

“磋商暠换取他国对美国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中国是美国“巧实力外交暠的主要对象,

责任分担的矛盾在中美关系中会比较突出。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

的战略地位得到极大凸显,美国要求中国配合美国应对全球挑战的压力将进一步增

加。

但是与美国的期望值相比,中国并没有做好责任分担的相应准备。在物质上,中

国的力量结构仍然很不平衡,不足以支撑进取性的对外政策;在心理上,精英和民众

的集体认知是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上,中国也没有建立起国际责任承担的

完善安排。客观而论,中国是一个兼具多种双重身份的国家,中国既将自己定位为发

展中国家,又在具体利益层面与发达国家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既是一个迅速发

展、物质力量不断增长的大国,又是一个内部充满挑战、外部战略环境堪忧的大国。

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优先政策议程都是应对内部治理挑战,在外交上主要

还是采取防御姿态,外交目标是为国内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国际环境,而非在外部

“开疆拓土暠,创制新的国际体系。

(四)战略猜忌。长期以来,人权、台湾问题、意识形态、经贸摩擦等议题主导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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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华政策。随着中国力量和地位的显著改变,美国对华政策逐渐由以前分散的议

题转向中国崛起这一宏大命题上来。中国如何实现崛起及美国如何评估中国的崛

起,开始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或主线。栙经过长时间的良好沟通与有

效合作,中美两国对彼此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战略上的相互猜忌仍是困扰中美关

系的核心问题。非西方的中国崛起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意味着什么? 中国未来的

战略目标和政策走向如何? 中国将如何运用其不断累积的实力? 诸如此类的问题使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上升,反映在政策手段上就是既要努力促使中国遵守国际准

则、融入国际体系,以美国利益为准绳规范中国的行为,说服中国做出正确的选择,又

要采取“防范暠或“围堵暠战略,减少中国崛起可能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栚美国常务

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最近提出的中美“战略再保证暠正是基于中美两国缺乏战略互信而

提出的政策设想。栛其目的是美国在公开接纳中国崛起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做出不挑

战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秩序的战略承诺。同样,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也抱有怀疑。

美国对华友好政策是长期性的合作取向还是危机事态下的权宜之计? 美国和平演变

中国的战略野心是否会继续下去?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行动是否在对中国进行

战略包围? 这些都是中国在对美决策时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中美战略互信的缺失

使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并可能诱发战略层面的对抗。

(五)第三方问题。第三方问题主要指的是中国周边的国家普遍存在对华不信任

感,它们都倾向于借助美国的力量来牵制中国。比如俄罗斯最近在伊朗核问题上一

改以前的政策立场,跟随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不能排除这一变化源自它对中国的畏

惧;日本最近动作频频,设法推动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支持日本;东南亚国家在南海

问题上也尽力让美国卷入,推动南海议题的“国际化暠。所有这些来自第三方的问题

都是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重要变量。

三暋中美关系发展的稳定性因素

上述问题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中美关系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相

当成熟,利益的高度融合、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复合的对话机制使得这些问题相对可

控。与此同时,在新的全球背景和双边关系结构下,支撑两国关系发展的“稳定器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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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舱石暠也不断增多,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双方共同利益的扩大。中美在客观上存在着大量共同利益,而且这种共同

利益还在发展之中,体现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等各个层面。在双边层面,中美经贸关

系持续扩大和深化,达到空前的相互依存程度。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

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国债持有国,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直接投资国。栙据中国海关统计显示,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冲

击,2008年中美贸易总额增速降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7年来的最低点,但两国全年

的贸易额仍然突破了3000亿大关,达到3337.4亿美元。栚不管双方在经贸领域存在

多少冲突,巨大的贸易总额足以说明两国在经济层面的相互需求和利益共生关系。

此外,在社会领域,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都有良好的印象,保持着频繁交往的积极势

头。在地区层面,中美在朝核危机、稳定亚洲金融和经济格局及维持东亚地区整体稳

定等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要求。在全球层面,中美在诸如反恐、防扩散、气候变化与

其他环境问题、能源安全、航道安全及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等议题上,也拥有广泛的合

作空间。

第二,美国对中国的重视逐渐长期化。20世纪70年代,基于对抗苏联霸权扩张

的共同利益需要,中美两国摒弃了意识形态敌对,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从而使

世界战略格局向“大三角暠转型。冷战结束后,美国决策者对是否仍然在战略上需要

中国产生了动摇,美国对华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徘徊在遏制还是接触的两个

政策取向之间。栛在政治话语上,这种徘徊表现为对中国行将崩溃的预期一度充斥美

国的媒体;在具体实践上,则表现为中美关系一度陷入议题对抗和危机不断的脆弱时

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美国逐渐认识到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及

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国务卿希拉里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改变世界版图方面正

扮演着关键性角色,美国在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和合作的关系。暠栜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开幕致辞中直言,中美关系将塑造21世纪。栞这意味

着美国对华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种重视将随着中国战略地位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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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凸显而持续增加。可以说,重视中国已在美国战略界形成共识。正是在这一共识

的作用下,美国逐渐提升了中美关系在其外交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并将其定位为世界

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既为中美关系确立了重要基调,也有利于未来两国关系的

发展。

第三,中美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两国之间需要解决的

问题越来越多,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这就需要两国之间开展越来越频繁的互动,并

将这种互动机制化。栙两国迄今已建立6大类60多个对话和磋商机制,涵盖政治、经

济、军事、执法、科技、教育、能源、环保、航空等方面,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略与经

济对话机制。在布什政府时期,中美之间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和双边问题进行了

6次高层战略对话和5次战略经济对话。为了进一步提升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共

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两国领导人于2009年伦敦20国峰会期间达成共识,将原来的战

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合二为一,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首轮中美战略与

经济对话于2009年7月27至28日在华盛顿成功举行,这不仅为两国在战略层面进

行沟通提供了新的平台,也起到了消解双方战略猜疑、培育政治互信的作用。中美关

系的日益制度化使一些问题可以通过相应渠道而得到解决,也能避免因某一问题领

域的争端而导致两国关系出现倒退。这也是中美关系不断走向成熟的主要表现。

第四,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和实力积累,中国的综

合国力显著增强。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的能力差距迅速缩小,其速度之

快超出了普遍的预期。按汇率计算,198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926.08亿美

元,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31268.50亿美元,双方的差距达10.7倍;到2008年,中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16.14亿美元,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则为142646亿美元,

两国的差距缩小到3.2倍。(见表)国家能力并非仅仅由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还应包

括政治整合和动员、学习适应、抵御风险等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中国正在迎头赶上美

国。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意味着美国单方面改变中美关系的能力下降,而中国主动

塑造两国关系的能力则相应上升。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目标在于维持两国关系框架

的总体稳定,尽量减少美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干扰。因此,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可定

义为稳定因素,中国力量的增长在逻辑上有利于两国整体关系的稳定。

第五,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敏感度逐渐下降。自2008年5月20日台湾地区

领导人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之间的博弈由主权之争回归到治权之争,总体形势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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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岸关系新的主题。当然,台湾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武

器售台仍然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特别是在指挥、情报、训练、人员培养和体制等软性

合作方面,美台已经达到准军事同盟的程度。2008年10月3日,美国政府通知国

会,决定向台湾出售包括导弹和攻击直升机在内的65亿美元的先进武器和军事装

备,导致了中美军事交流的一度中断。但总体而言,美国在涉台问题上将继续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中美在遏制激进台独的问题上仍会保持

战略默契。这意味着台湾作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和最具爆炸性的问题的可

控度不断增加;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使得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力度大为减小。

中美在过去30年主要年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对比(单位:亿美元)

1981年 1990年 2000年 2005年 2008年

世界 119742.97 228230.22 319419.22 450902.98 606898.12

美国 31268.50 58030.75 98169.75 124218.75 142646.00

中国 2926.08 3902.78 11984.78 22357.50 44016.14

暋暋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09年4月。

第六,中美关系形成了新的关系结构。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中

国对美国的需求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借重。中国在维持国际环境稳定、吸引资金技术、

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等诸多方面有求于美国。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得原本不对等

的中美关系结构更加失衡,步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中国对美国的利益需求进一步上

升。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及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性失误,中美之间的关系

结构开始发生改变,即中国对美国的需求趋于稳定,而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明显上升。

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及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则加速了中美崭新关系结构

的确立。具体而言,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国作为问题排在问题清单的后面,而作

为帮助者却被放在前面。在美国战略家看来,中国的力量和模式都意味着中国对美

而言是一个问题,但这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打击恐怖主义、防

止核扩散、安抚愤怒的俄罗斯和伊斯兰等在美国的外交议程中则更为紧迫。相反,美

国决策者在解决上述问题时都离不开中国的政策支持。这一崭新的关系结构无疑有

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四暋对奥巴马访华的基本评估

2009年11月15日至18日,奥巴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奥巴马执政

以来的首次访华,使他成为上任首年就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访问时间和行程安排

反映出美国新政府对华的重视程度;从访问的实际效果来看,奥巴马的访问取得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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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奥巴马通过访华获得了有关中国的多重信息。上海之行使奥巴马亲眼目睹了中

国的现代化成就;与青年学生交流使奥巴马得以了解中国社会的活力和观点的多元;

在北京的访问有助于奥巴马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个人友谊和良好的工作关系;游览故

宫和长城则使奥巴马体会到悠久的中国历史。访问期间,中美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

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入了深入、坦诚的会谈。双方不仅对中美建立30年来的两国

关系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而且为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确定了总体框架和发展方向。

从两国元首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和《中美联合声明》来看,中美关系已经站在一个新

的历史起点上,两国正开启共存合作的新时期。概言之,中美关系在如下层面取得了

积极进展:

第一,中美在战略层面进行了再定位。战略定位是对国家关系性质的基本判断,

决定着一国政策手段的选择范围及国家关系的整体取向。冷战结束至今,中美之间

的战略定位几经变化,逐渐由模糊走向清晰、由双边走向全球,反映了两国关系发展

的曲折性,以及随着国际环境和力量对比变动的适应性。由于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

基础不复存在,中美在后冷战时代一度陷入了战略定位的困惑期,导致两国关系危机

时起、波折不断。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中美两国确定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暠

的定位,为中美关系在克林顿执政后期的发展确立了基调。小布什上台之初将中国

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威慑和遏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中美关系一度出现倒退。

九一一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首要战略威胁,基于中国在反恐问题和全球事务

上的重要性,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战略定位,将中美关系视为坦诚、建设性的合作关

系。栙2005年9月25日,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佐立克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将中国

定义为“负责的利益攸关方暠,美国新的对华政策框架逐渐形成。栚胡锦涛主席2006
年春访美时提出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暠,更是“建设性合作者暠。2009年4月在伦

敦20国峰会上,中美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奥巴马访华后的《中美联合声明》重申了这一战略定位,并提出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

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栛至此,中美两国在战略层面进行了再定位,为两国关

系的未来发展确立了新框架。

第二,中美开始探讨两国的共存合作问题。美国战略家总是喜欢套用历史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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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崛起的模式———大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必然导致对外军事扩张和体系性战争的爆

发———来看待中国的发展。栙反映在政策选择上,美国尝试了孤立、遏制、西化等手段

试图阻止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崛起的事实使他们感到,美国面临的“真问题暠不是如

何延缓中国的崛起,而是在接纳中国的同时如何引导中国的政策行为,并建立合作性

的中美关系框架。在《中美联合声明》中,“中方表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

界。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

国。暠栚这无疑为双方的共存合作提供了政策保证。进而言之,能否照顾彼此的核心

利益关切、能否扩展新的合作空间、能否进行有效的危机管控将是政策保证的具体标

准。如果在这3个层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中美就有可能打破历史上“挑战—战争暠的

悲剧循环,开启权力和平转移和大国共存合作的新时代。

第三,中美在功能性议题上进行了范围广泛、内容具体的合作。《中美联合声明》

对两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政策基调和合作领域做了具体阐述。在政治军事领域,

双方确认两国领导人互访、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对保持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的重要作用,积极评价了中美两军交流合作,并采取具体措施推进两军关系未来持

续、可靠地向前发展。此外,双方同意在反恐、刑事调查、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加强磋

商合作;在经济领域,双方重申将继续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维持开

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并致力于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积极解决双边贸易和

投资争端;在科技领域,双方积极评价《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30年来两国科技合

作与交流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意加强在载人航天飞行和探索方面的对话,并在民用航

空领域开展合作;在人文交流层面,双方原则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双边机制促进两国的

人文交流,美方将启动一个鼓励更多美国人来华留学的新倡议,今后4年向中国派遣

10万名留学人员;在全球问题领域,双方就亚太地区安全、核不扩散、朝鲜半岛无核

化、伊朗核问题、南亚地区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等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气候变化与新

能源领域,双方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全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同意在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基础上,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突破。在此基础

上,中美双方达成了推动两国清洁能源联合研究、启动中美电动汽车倡议、促进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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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碳捕集与封存合作研究和应用、启动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和平利用核能等议

程。

第四,中美在在争议性问题领域中的分歧仍然存在。在军事透明度问题上,双方

列举了具体的交流与合作计划,旨在加强双方开展务实合作的能力,增进对彼此意图

和国际安全环境的理解;在人权和发展模式等问题上,双方承诺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

的精神处理有关分歧;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了自己的核心利益,美方则表示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并欢迎海峡两岸建立更加积极、稳定

的关系;在东亚地区事务上,中国继续坚持开放地区主义的立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

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可见,中美对众多争议性问题进行了

开诚布公的讨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彼此间的战略猜疑。但是,如果跳出《中美联合

声明》的文本框架,仍能清晰地看出中美之间的深刻矛盾。比如,美国政府官员与达

赖进行会面仍然是难以阻止的政治现实;美国对台军售也不会因其政权更替而终止;

中美在军事透明化、市场经济地位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上的分歧仍将持续存在。

结暋语

在美国内部权力更替、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和全球性挑战空前凸显的内外背景下,

中美关系也步入了“而立之年暠。在过去30年中,国际战略格局和中美力量对比发生

了变化,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就重要性而言,两国

的力量结构和战略地位决定了能否处理好中美关系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的福祉,而

且影响着21世纪的世界格局。就复杂性而言,中美两国一方面拥有深厚利益基础和

广泛合作空间,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双方认识到建构互信对两国关系发展至

关重要,但战略上的相互猜疑却从来没有间断。

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进一步显现,两国在保持整体关系

框架稳定的同时,在功能性议题上却争吵不断。同时,在新的全球背景和双边关系结

构下,中美又面临着新的合作空间和挑战。因此,妥善处理两国间的争端和分歧,拓

展双方的共有利益和战略共识,成为中美关系面临的核心问题。奥巴马的首次访华

及《中美联合声明》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战略再定位和政策再保证,双方真正开始了理

性正视问题、共同应对挑战的有益尝试。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世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9级在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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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走向

李振广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基本维持稳定的基调。随着中美战略对话与合

作不断加深、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美国的对台政策环境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

改变。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将在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同时,朝着进

一步提升美台关系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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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对台政策是影响台海关系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既

与其亚太战略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中美在

经贸合作、地区安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合作与战略对

话,正在把两国关系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自2008年5月以来,随着台海两岸

在“九二共识暠的基础上恢复协商谈判,实现三通,两岸关系也逐渐步入和平发展的轨

道。这两大因素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对台政策走向。

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台政策一直处于平稳状态。2009年11月,在奥巴

马访华期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不仅强调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

性暠,而且“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暠栙

在与胡锦涛主席的会谈中,奥巴马强调,“在台湾等问题上,美国承认和尊重中国的主

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核心利益。美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支持海峡两岸改善关系。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坚定的、不会改变。暠栚

奥巴马政府在涉台问题上的这些原则性论述,反映出在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发生巨

大变化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对台政策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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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暋奥巴马上台之初的对台政策立场

奥巴马本人及其政府团队自竞选到上台以来的相关言行,基本上把美国新一届

政府的对台政策架构与立场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来。

在2008年5月,奥巴马曾以美国总统竞选人的身份写信给马英九,明确表示,

“支持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暞政策,坚持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三个公报,遵守《与台湾

关系法》。暠栙奥巴马政府首次系统地就台湾问题表达正式立场,是新任国务卿希拉

里·克林顿2009年1月13日在出席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会期间接受议员书面咨询台

湾问题时的答复。希拉里提出,美国新政府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暠,以及三个公

报中有关台湾的条款,同时也要遵守《与台湾关系法》,因为“它是美国对台关系的法

律基础暠。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将是协助台海两岸“以和平方式化解歧见暠;同时,美

国也“不接受任何片面改变现状之举暠。栚

奥巴马总统赞赏两岸关系出现的积极变化。他声称,“我们支持台湾海峡两岸

建立信任的举措,同时也支持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关系的改善。在双方善意的努力

之下,两岸关系迎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好时机。暠栛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

伯格在2009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美国“欢迎两岸关系的改善暠,“多年来,在如

何鼓励台海两岸和平解决问题和和平对话问题上,美国共和党政府与民主党政府之

间有着重要的政策连续性,我认为我们希望看到这种政策继续下去。暠栜负责亚太事

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Campbell)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上

提出,“美国欢迎台海两岸最近增加互动、对话与缓和紧张的举措。暠栞美国在台协会

主席薄瑞光(RaymondF.Burghardt)也曾表示,美国政府和美国商界欢迎并支持台

海两岸在经济方面取得的进展。栟在两岸关系逐步进入和平发展轨道之际,对两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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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改善明确表示赞赏和支持,是奥巴马政府对台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奥巴马政府继续在政治和台湾扩展国际空间等问题上对台湾提供支持,并

延续对台军售政策。

支持台湾的“民主制度暠,在美国学界、政界有着较为广泛的认同。栙布什政府多

次明确表示支持台湾的“民主政治暠,曾把台湾称作“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暠,栚并以

此作为加强美台关系的理由。奥巴马继承了布什政府的这一政策。2008年5月奥

巴马在给马英九的信中提出,美国应该加强与台湾方面的沟通管道,称“在未来的岁

月中,我将竭尽全力支持台湾的民主。暠栛。

在对台军售问题上,2008年10月,布什政府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价值64.63亿美

元的武器装备。时任奥巴马竞选团队国家安全事务发言人的温迪·莫莉姬(Wendy
Morigi)在一项声明中指出,“奥巴马参议员欢迎布什政府的决定暠,认为“此项军售是

对台湾防御需求的一项重要回应,完全符合《与台湾关系法》所规定的义务,有助于台

湾的防御及维护台海的健康平衡。暠她还称,“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不仅不会对紧张局

势缓和的进程造成破坏,实际上能够促进局势的缓和。暠栜

奥巴马总统就任后不久,国务卿希拉里出访亚洲。在2月15日飞往日本的途

中,希拉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对台湾政策是依据‘一个中国暞政策、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及《与台湾关系法》;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的明确规定,美国将继续

为台湾的防御提供支持,这也是美国过去多年来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物资的原因。暠栞

基于这项政策,奥巴马政府已先后批准出售包括171枚“毒刺暠空对空导弹、雷达配件

等在内的多项对台军售案。栟

奥巴马政府仍旧坚持有条件地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拓展国际空间。

2009年1月,希拉里在回答美国参议员莉萨·穆尔科斯基(LisaMurkowski)等人的

质询时表示,在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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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支持台湾获得更大国际空间的努力,包括支持台湾成为世界

卫生大会观察员暠。栙2009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第62
届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伍德(RobertWood)在对此事发表评

论时表示,美国欢迎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以“中华台北暠的名义出席今

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并期待台湾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专长能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栚在

此之前,美国曾多次与一些国家及世卫组织秘书处官员举行会谈,以寻求台湾参与世

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途径。但是美国也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加

入联合国以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以主权国家为先决条件的联合国专门机

构。暠栛

二暋美国对台政策环境的变化

奥巴马政府初期的对台政策表现得较为稳定,但随着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发

展变化,2009年4月,美国学界和政界有人呼吁重新评估美国的对台政策。曾经在

布什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和东亚事务资深主任的韦德宁

(DennisWilder)指出,美国的“现行政策不能说明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岸关系

及两岸各自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暠。“两岸关系正处在变化之中,美国的政策必须适应

这些变化暠。栜

(一)中美关系最显著的变化是两国利益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美国越来越重视中

美之间的战略对话与合作。

自尼克松打开两国关系大门以来,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由强到弱,中美之间

的经贸联系从小到大,并日益密切;中美之间的合作也由少到多,由经贸、文化合作发

展到范围甚广的战略对话与合作。对此,奥巴马总统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美

中两国已经建立了成熟而广泛的合作关系暠。栞中美关系也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

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的利益相互依赖,而且这种相互依赖还在不断地加深。暠栟

作为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经济大国,中国庞大的对外贸易、广阔的国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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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稳健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奥巴马上台恰逢金

融危机严重冲击全球之际,深陷困境的美国新政府亟需与中国展开密切合作。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来仪(BonnieGlaser)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奥

巴马政府上任之时就带着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中美合作对于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

变化这样紧迫性的全球性挑战是至关重要的暠。栙在中美战略合作方面,布什政府给

奥巴马政府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外交遗产。奥巴马上台后,继续推进中美之间的战略

对话与合作。2009年2月,国务卿希拉里在访华前后,用与中国“同舟共济暠一词来

表达美国与中国发展“积极的合作关系暠的期望。希拉里强调,“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

关系对于美国未来的和平、进步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暠栚。4月1日,奥巴马总统在

伦敦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首次会谈中,形容“中美关系变得非常具有建设性暠。栛

奥巴马政府正式以“战略对话暠代替此前一直惯用的“高层对话暠,明确了两国关系的

新定位,即“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暠。4月2日,希拉里和财政部长盖

特纳发表共同声明,承诺通过“美中战略暨经济对话暠平台,推动美中关系。7月27
日,奥巴马在首轮中美战略暨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致辞时提出,“中美关系将塑造21世

纪的历史暠,“中美通过合作寻求共同的利益将造福于两国人民和整个世界———因为

两国能够彼此合作也是解决当前众多全球性挑战的一个先决条件。暠“我们的任务就

是要为后代探索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避免出现互不信任暠。此次中美战略暨经济对

话“将有助于确定这一进程的最终目标,也意味着双方将以持续合作而不是对抗来塑

造新的世纪。暠栜在2009年11月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中美双方同意在宏观经

济政策、反恐、执法、科技创新、航天科学、民用航空、农业、全球公共卫生、食品安全、

地区安全、发展问题、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等广泛的领域展开合作。这显示出对话

与合作在中美关系中日益重要,也反映出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合作寄予厚望。

“由于中国实力的提升,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利益关联程度增强,对中国的依赖加

强,不得不更加尊重中国暠。栞按照奥巴马的说法,“美中两国成为伙伴不仅是需要使

·55·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走向

栙

栚

栛

栜

栞

BonnieS.Glaser,“U.S.灢ChinaRelations:AGoodBeginningIsHalfWaytoSuccess,暠ComparativeCon灢
nections,April2009,availableat: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901qus_china.pdf.
HillaryR.Clinton,“U.S.灢AsiaRelations:IndispensabletoOurFuture,暠February13,2009,availableat: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7333.htm.
Remarkby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HuJintaoofChinabeforeMeeting,availableat:http://www.
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灢by灢President灢Obama灢and灢President灢Hu灢of灢China灢before灢Meet灢
ing/.
Obama,“RemarksattheU.S./ChinaStrategicandEconomicDialogue,暠July27,2009,availableat:ht灢
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灢by灢the灢President灢at灢the灢US/China灢Strategic灢and灢E灢
conomic灢Dialogue.
马振岗:《对中美关系的热期盼与冷思考》,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5期第5页。



然,也是机遇使然。暠栙这也是自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者暠(stakeholder)概念以来,美

国对中美关系性质认知的新提升。显而易见,奥巴马政府把中美合作提升到这样的

战略高度,显示出当前中国对于美国在经济复苏、应对全球问题等方面的有着很高的

期待。

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的这种认知,无疑将成为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因素

之一。在美国深陷困境的背景下,为了更紧迫的现实利益,奥巴马政府将会慎重考虑

中国对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关切,谨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二)两岸关系呈现出的积极变化也影响着美国对台政策。

自2008年5月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在短

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台海两岸在“九二共识暠的基础上恢复了协商与谈判,实现了大陆

游客赴台旅游、两岸三通。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这些变化

标志着两岸关系已逐渐进入和平发展轨道。栚随着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正在给两岸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不仅得到两岸民众的支持,也

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的赞赏和支持,为两岸最终“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

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暠带来光

明的前景。

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标志着“两岸关系历经风雨坎坷,站在了新的历史起

点上。暠栛从1949年到2008年近60年的时间里,两岸关系在前30年处于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的全方位敌对状态。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大陆开始推行“和平

统一、一国两制暠政策,两岸关系由全面对峙转向逐渐相互开放与交流。在这一过程

中,两岸民间交流扩大,但两岸关系却因李登辉、陈水扁的分裂行径而陷于紧张状态,

使得分裂与反分裂、“台独暠与反“台独暠之间的斗争成为这一阶段两岸关系的显著特

征。2008年5月,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在“九二共识暠的基础上不仅恢复了协商谈判,

更重要的是,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两岸关系正在从对峙、对抗转入合作交流,和平发

展成为两岸关系的主题。

两岸经贸、文化、教育乃至政治等联系也在逐渐恢复,两岸重新融为一体的基础

日趋充实。从1949年到1978年,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小伙伴,台湾在政治、经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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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ama,“RemarksattheU.S./ChinaStrategicandEconomicDialogue,暠July27,2009.
2009年11月19日,国台办主任王毅在出席海峡两岸(陕西)经贸科技合作大会开幕式致辞时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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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9年1月1日第2版。



全、对外交往等各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支持,因此美国对台湾有着巨大

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自1979年以来,经过30年的开放和交流,两岸再一次在经济、

文化等方面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两岸相互依存的格局,尤其是台湾对大陆经济

的依赖更为明显。当前,大陆是台湾的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和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

台湾企业对外投资最集中的地区。两岸关系的状况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变得至关重

要。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认为,“两岸经贸合作对台湾的意义重大,两岸关系已

经成为台湾的核心,两岸的经济、政治,大大影响了台湾的发展。暠他举例说,现在台

湾向大陆的出口已经占台湾总出口额的40%。在2004至2006年,台湾的国内生产

总值(GDP)增长为4%,其中内需占1.5%,外需为2.5%,其主要是对中国大陆的出

口,可见两岸经贸关系对台湾具有很重大的影响。栙萧万长提出,台湾“必须建构稳

定、安全而正常化的两岸经贸关系架构。中国大陆将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台湾如

何维持与大陆稳定、正常的经贸关系,自是无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暠未来,两岸还要协

商“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暠,他认为“这是台湾连结两岸、参与全球不可或缺的

一环。暠栚马英九也提出,因为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出口最多的地方,所

以,“推动签署经济协议,大陆是首选暠。栛

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轨道及台湾对大陆经济依赖的加深,在一定程度上将对

美国的对台政策产生影响。在两岸对峙和对抗时代,台湾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

严重依赖美国。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后,一方面两岸合作与交流代替对峙对

抗成为两岸关系的主流,另一方面台湾在经济等方面对大陆的依赖加强,而对美国的

依赖程度相对下降。虽然美国还有插手台湾问题的能力,但是,“随着大陆在两岸关

系中的积极动作,美国插手的余地会缩小暠。栜

三暋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走向

奥巴马政府承袭了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台政策框架。按照美国国家安全会亚洲事

务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reyBade)的说法,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即中美三个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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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报及《与台湾关系法》,“是不能改变的暠,奥巴马政府不准备触及这一框架。栙尽

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会将一成不变。与此前美国历届政府

一样,由于不同的政策环境与政策理念,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也将在上述政策架构

基础上,既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也将有新的发展,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对台政策。

(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奥巴马政府将继续予以支持。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自尼克松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一贯主张。当前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初步解除了部分美国人的担忧———卷入因“台独暠分裂引发的战火而与中国迎

头相撞。长期以来,“台独暠分裂活动一直是引发两岸关系紧张和台海局势动荡的主

要根源,同时也给美国造成很大的困扰。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奥巴马政府给

予了肯定。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曾表示,美国对“两岸之间的积极对话感到

鼓舞,同时美国也鼓励台海两岸探索建立互信,以便使台海两岸的关系更加密切,台

海局势更加稳定暠。栚斯坦伯格称,美国欢迎两岸关系改善,“希望两岸尽可能地降低

紧张、开展对话、密切经济合作,暠“美国希望继续保持这一趋势暠。栛

(二)提升美台关系的层级、加强美台经贸关系,是美国平衡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

方式。

当前两岸关系的发展形势与1994年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在取得“九二共识暠及

第一次汪辜会谈之后,两岸关系取得很大进展。在此背景下,1994年克林顿政府重

新审议了对台政策,大幅提升美台关系的层级,例如允许美国经济和功能机构的内阁

一级官员访问台湾等。后来,由于陈水扁推动“台独暠冒险,引发台美关系紧张,美国

不再派现任部长访问台湾。现在,在两岸关系改善的同时,美台关系也因陈水扁下台

而得以改善,美国恢复内阁级官员访问台湾的可能性也开始浮上台面。一年多来,两

岸签署了一系列协议,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取得巨大进展。面对两岸关系的积极变

化,美国也希望通过提升美台关系来强化对台湾问题的影响力。2009年9月,吴敦

义就任台湾行政部门领导人。美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施大伟(David

Shear)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将持续和台湾新“内阁暠维持非官方的合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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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也期待和台湾新‘内阁暞有第一次的非官方互动。暠栙希拉里在国务卿任命听证会

答复书面质询时曾表示,“盼恢复(美台)双方在布什政府以前进行之阁员互访暠。

2009年9月,台湾民意代表林郁方访问美国期间就此事询问美国国务院相关官员,

该官员指出美国“国务院的确十分重视此事,暠且“正就时机问题进行审慎评估。暠栚如

果在近10年后美国现任部长级官员再次访问台湾,就意味着美台关系的层级恢复到

陈水扁上台之初的状态,将是奥巴马政府加强美台关系以平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体现。

美台之间一直有着较为密切的经贸关系。现在,台湾是美国第11大经济贸易伙

伴,经贸关系在美台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美国“新美国安全中心暠(Centerfora

NewAmericanSecurity)研究员理查德·方丹(RichardFontaine)在一篇文章中呼吁

美国政府大力发展美台经贸关系,别只顾对台军售,称“现在已经是华盛顿认真考虑

经济政策的潜在地缘政治影响的时候了暠。他认为,一旦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架构协

议暠(ECFA),将使得台湾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大陆。为此,美国应该扩大与台湾的经

贸关系,“考虑与台湾开启中断已久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商谈。暠栛两岸经贸关系的密

切,尤其是将在2010年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对美国也构成了一定的压力。

2007年,因涉及美国带骨牛肉出口台湾问题而导致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灢
FA)谈判停滞两年多。随着2009年10月美台达成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协议,这一障

碍已被扫除。在诸多因素推动下,美国有可能通过重启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谈

判等措施,从经济上进一步密切台湾与美国的关系。

不放弃对台军售也是加强美台关系的一种体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给美国的售

台武器政策带来巨大的压力。“两岸关系最近的转变使奥巴马政府处于一种尴尬的

位置,即在努力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同时又要为台湾的防御提供支持暠。栜美国副国务

卿斯坦伯格坚持认为,美国对台军售“有助于增强台湾与大陆对话和谈判时的信心暠。

“虽然会引起中国的不高兴暠,在两岸关系持续改善之时,美国仍将“提供适当的武器

给台湾。暠但美国“也会倾听中国大陆对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关切暠。栞这表明,奥巴马

·95·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走向

栙

栚

栛

栜

栞

《美副助理国务卿:期待与台新阁非官方合作》,参阅网页:http://cn.chinareviewnews.com/doc/1010/7/

4/0/101074035.html? coluid=0&kindid=0&docid=101074035.
林郁方:《美重视台美“阁员暠级官员互访时机》,参阅网页:http://www.twtimes.com.tw/html/modules/

news/article.php? storyid=66863.
RichardFontaine,“WashingtonMustBoostEconomicTieswithTaipei,暠TheWallStreetJournal,Octo灢
ber25,2009.
WendellMinnick,“U.S.NSCReviewingTaiwanIssues,暠DefenseNews,September21,2009.
JamesSteinberg,“LeadingtheChargeorChargetheLeading?暠(transcript),November6,2009,Center
forAmericanProgress,availableat: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events/2009/11/inf/steinberg灢
transcript.pdf.



政府不会放弃对台军售,但在具体操作上可能会有所顾忌,比如,把一揽子的大额军

售项目化整为零,以减少大陆的强烈反应。

结暋暋语

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谨慎处理台湾问题,将有助

于落实奥巴马提出的中美两国“以持续合作而不是对抗来塑造新世纪暠的主张。中美

关系的大环境及两岸关系的新发展也为此创造出良好的条件。马英九上台以来积极

认同“九二共识暠,大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宣称不再做“麻烦制造者暠,两岸关系

逐渐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

加强美台关系是奥巴马政府对两岸关系日益密切的一种回应,也带有深刻的地

缘政治意涵。容安澜曾说,“美国同双方(大陆和台湾)继续保持健康的关系,将有助

于它们相信美国政策的连续性,这不仅会加强它们各自同华盛顿的关系,也会增强它

们彼此有效地同对方打交道的能力。暠栙除此之外,美国提升美台关系层级、加强美台

经贸关系,维持对台军售等,也是出于安抚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地区盟友及顺应美国

国内某些利益集团要求的需要。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

2009年度报告中,一方面“建议美国国会敦促奥巴马政府支持近期以来的两岸关系

改善,暠另一方面也“建议国会催促奥巴马政府寻找机会加强美台经济关系暠,“继续与

台湾合作,实现台湾防务的现代化。暠栚这反映出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加强美台

关系的紧迫感。

李振广: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助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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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准军事同盟暠:
美台安全合作的深化与升级

(1995~2008)栙

信暋强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1995~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出台和推行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使美台双边安全关系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和深化,其中包括协助台军建立和完善一

体化的“三军联合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暠、推动美台尖端军事科技合作、促进两军信息情

报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提升美台军方交往互动层级、设立军事热线、制度化美台高层对话

机制、参与和指导台湾军事演习等。随着美台军事“软件暠合作的不断升级及“体制化暠程

度日益加深,美台安全关系正逐步朝着“准军事同盟暠的危险方向发展。

关键词:美国外交与军事 美台关系 台湾 “准军事同盟暠军事交流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台政策出现了大幅的摇摆和调整,尤其是在1995~1996
年第三次台海危机之后,美台安全合作得到了显著提升和强化。在“硬件合作暠方面,

美国对台军售的力度不断加强,不仅在作业程序上变得日益公开化和制度化,而且在

武器销售方面呈现出所谓的“高、大、全暠的趋势,即武器质量高,技术先进;数量大,金

额高;种类齐全,涵盖了陆、海、空三军作战武器系统,有些武器系统甚至已超越了“防

御性武器暠的范畴和限制。栚尤为重要的是,面对台军在很多军事“软件暠项目上存在

的严重不足,为了将台湾的军事防御部署纳入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防御体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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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全面提升美台军事互动与安全合作。而随着美台安全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体

制化暠程度的日益加深,美台安全关系开始朝着“准军事同盟暠的方向发展。

一暋美台军事“软件暠合作的加强

自1979年美台“断交暠以来,美台安全联系主要集中于“硬件出售暠,即美国向台

湾当局出售各类“防御性暠武器装备。但是自冷战结束后,尤其是在1995~1996年第

三次台海危机以来,美国部分亲台人士开始积极地鼓吹对抗和遏制大陆的军事崛起

和“武力威胁暠,并强调由于台军在“软件建设暠方面存在着严重不足,因此单纯依靠武

器装备的出售,已不足以保证台湾的安全。栙此后,美国开始着力强调“软硬结合暠,进

而将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转向提升台军的军事“软件暠建设,包括培训台军掌握新式武

器装备、为台军提供训练和改进方案、美台两军的情报共享、信息资讯的即时链接、装

备的联合化及尖端军事科技合作,以求最终实现和提升美台两军的协同作战能力。栚

(一)“三军联合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暠的建构

在现代化战争的情况下,信息搜集、传输、处理能力至关重要。“三军联合作战指

挥自动化系统暠(C4ISR),具体而言就是指信息战条件下具有关键作用的“指挥(com灢
mand)、管制(control)、通信(communication)、计算机 (computer)、情报 (intelli灢

gence)、监测(surveillance)、侦察(reconnaissance)暠系统。该系统不仅可以为战役决

策提供重要的情报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在情况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该系统可以依托

现代电脑和网络技术,管制陆、海、空三军的各类武器和载具作战,利用资料链路快速

传送作战资料,实现战场情报共享、信息加密后的自动传递和自动化处理,使得原来

需时较长的信息和命令下达,可以在短短几秒之内完成,从而不仅可以极大地整合并

发挥强大的统合战斗力,也因此被誉为是现代战争中“战斗力的倍增器暠。

早在1985年,台军便在美国的协助下开始实施一项极为机密的电子战装备发展

计划,即所谓的“玄机计划暠,主要用于提高台湾陆、海、空三军的电子战能力,包括电

子情报侦察、预警和电子干扰能力等。第三次台海危机之后,美台两军均认识到,台

湾尽管购进了大量先进的陆、海、空武器系统,但是由于不具备与之匹配的指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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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通讯、情报系统,因此无法充分发挥这些先进武备的优越性能和打击效力,也将严

重影响各军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为此,美方一再“强烈建议暠台军未来应以发

展和购买先进的“三军联合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暠软硬件系统设备作为重点目标,以

期提高台军总体的指挥、管制、通信、信息、监视、侦察和情报处理能力。栙

2001年2月,刚刚上台的小布什即指示国防部,以书面形式向台军高层提供了

作战模拟数据,并建议台军应先筹建完整、有效的预警系统,然后再逐渐构建跨战区

的一体化防空作战指挥系统。栚不久,美方又通知台湾当局,将协助台军建立、完善其

“三军联合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暠,提升台军现有指挥控制系统性能和战场管理能力,

进而谋求建立两军间兼容互通的“三军联合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暠,对于这一规划,台

湾将之命名为“博胜专案暠,并分为“数据链路系统暠与“指管通资情监侦系统筹建暠两

案加以执行和推动。栛

2001年7月20日,美国宣布售台价值7.25亿美元的50套“联合战术资讯分配

系统暠(JointTacticalInformationDistributionSystems,JTIDS)。这是一种功能全

面的通信、导航和识别综合系统,它可以把包括预警机在内的各种探测系统收集到的

战术信息汇集起来,通过一个通讯网把各指挥、情报、作战单位联系起来,是多兵种联

合指挥自动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与其主要盟军实现联合作战的重要保

证。栜借助这一系统,美国开始为台湾陆、海、空军建构完整的战术资料链系统,以整

合台湾三军武器系统的通讯联系,从而意味着“博胜专案暠正式进入系统构建阶段。

2002年7月2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协助台军提升F-16战机的任务模组电脑

性能。通过这一举措,将使台湾的F-16战机具有配备数据资料链路的能力,不仅

可以与空军的E-2T预警机连线,也可与海军舰艇、陆军地面部队连线,而且还可以

与美军战机、军舰和地面部队建立资料传输的连线,达成协同作战的目标。栞2002年

8月,美方派遣一个20人组成的考察团抵达台湾,与台湾“国防部暠进行“博胜专案暠

协调会,经过美台军事专家四次协商,确定以台湾原有的空军“强网暠、海军“大成暠与

陆军“博胜二号暠为基础,建立三军“三军联合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暠。栟一旦“博胜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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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暠建构完成,台湾军方不仅可完成内部指管机制的整合,大幅提升台湾三军的联合

战力,同时也建立了与美日军队资讯交流的接口。未来台海一旦爆发战事,美日的侦

察、监视和预警设施都可成为台军的耳目,等于为美、日、台三方军事合作预留伏笔。

2003年9月,台湾当局又向美求购属于“博胜专案暠的202套价值7.75亿美元的“多

功能资讯配置系统暠,并获得美方批准。栙2003年7月,美台军方高层在年度军售会

议上达成共识,首次明确将把建构台军“三军联合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暠与采购“爱国

者-3暠型导弹一起列为优先推动的重点项目,也标志着美国对台军售开始向“资讯化

军售暠时代过渡。

(二)尖端军事科技合作

随着军事侦察卫星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美台也在抢夺“制天权暠方面展开

了深入合作。早在1988年台湾便试图自行发展卫星,并于当年11月在台“行政院暠

之下成立了独立的“人造卫星应用及发展研究小组暠。由于美国担心台湾一旦“自行

研制暠卫星成功将导致难以对台湾“难以管控暠,因此出面反对,致使该计划中道夭折。

随后,美国开始直接插手台湾的卫星研制工作,双方约定由台方在15年内出资136
亿新台币,美方负责卫星星体的设计、研制和发射,并为台方培训300余名相关专业

人才,而台湾则将拥有卫星的使用权。

1991年8月,台湾启动了“太空卫星计划暠,并成立“太空计划室暠。1994年4月,

该计划室与美国“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暠公司(ThompsonRamo Wooldrige

Inc.,TRW)正式签约,开始展开“中华一号暠卫星的研发工作,而洛克希德公司则负

责该卫星发射载具的研制。当年6月,“中华一号暠卫星主体在美国开工设计。1999
年1月,完成设备安装和整测项目的“中华一号暠卫星在美国的卡纳维拉尔角(Cape

Canaveral)航天基地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指定轨道,开始运行作业。栚此后不久,台

湾当局又和美国、法国合作开始了“中华二号暠卫星的研制工作。卫星的星体由台湾

成功大学、中央大学,以及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阿拉斯加大学共同设计。

2004年5月24日,“中华二号暠卫星在美国顺利升空,该枚卫星所携带的高清晰度太

空遥测摄影机图像分辨率可达2米,从而使台军的技术侦察和空间预警能力得到了

极大提升。

2006年4月14日,由台湾“太空计划室暠与美国国家气象研究中心合作开发的

“福卫三号暠卫星在美国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栛 “福卫三号暠的研制耗资近一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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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其中台方出资8000万美元,美方出资2000万美元,是一个由6颗近地轨道卫

星组成的全球定位气象导航“卫星网暠,可以接收美国24颗全球定位卫星所发出的信

号,并进行数据链接。栙更有甚者,与前两次发射均由美国商业公司承担有所不同,

“福卫三号暠卫星是首次利用美国军方的火箭发射。栚通过这一系列合作,台湾不仅获

得了卫星设计以及制造方面的技术,也标志着美台尖端军事科技的合作又迈上了一

个新台阶。

2003年11月20日,台湾“立法院国防委员会暠公开表示,台湾空军将重点进行

“第四代战斗机相关技术的研制、整机的采购及配备等暠,并将参与美国“联合打击战

斗机暠(JointStrikerFighter,JSF)项目的研发。联合打击战斗机是美军为满足21
世纪作战环境而设计的一种多用途作战飞机,并将具有空军型、海军舰载机型和短

距/垂直起降型三种类型。在美国国防部的邀请下,台湾得以加入联合打击战斗机的

资讯分享行列,成为美军研制联合打击战斗机战机的“安全合作伙伴暠。籍此台湾可

以出席和参加美军相关决策会议、获得设计与研发的相关资讯等。栛如此,一方面可

确保台湾在未来拥有联合打击战斗机的衍生机种,获得对大陆纵深实施有效、精确打

击的能力,同时还可能借此享有与美国北约盟国相近甚至相同的“待遇暠。尤为重要

的是,由于台湾对美军事采购向来是以购买市场现有武器系统为主,而此次合作是台

军首次参与美国新武器的研制工作。因此,参与这一项目,不仅可以使台军购买到美

国最先进的进攻性武器系统,提高台湾空军现代化作战能力,而且对美台军购而言也

是一次突破性的进展。栜

(三)情报搜集及共享

现代战争极大地依赖即时情报的获取和分析,冷战结束后,美台双方大力加强了

情报搜集及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台海局势出现紧张甚至危机时,美军都会

向台军提供即时动态卫星照片,建立协同机制,以备必要时美台协同作战的需要。随

着第三次台海危机的爆发,美国防部于1996年2月专门成立了一个处理台海危机的

特别工作组,并与台军联合组建“军事及情报危机处理联络中心暠,及时交换情报,以

便共同处理台海危机事态。危机过后,两岸局势波折不断,为了“监督暠和防范大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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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力量的发展,美台大力加强了两军信息咨询和情报的共享程度,并着力增强台军对

信息情报的处理、传输速度和能力。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披露,台军情报部门收集

到的所有情报在经过初步处理之后,都要经过卫星传至美国家安全局进行分析。美

台之间还建立了军事情报互换机制,美定期向台军通报与大陆的军事交流情况,供台

军掌握大陆军事动态。而台军也向美军提供其掌握的大陆军事情报。栙2002年,美

国在帮助台军完成“数据处理中心暠的系统升级之后,美军方、国家安全局和台湾“国

安局暠、“国防部电讯发展室暠合作,在台“国防部军情局暠所属的台北阳明山秘密基地

建立了针对大陆的监听站,而美军人员则以“军职外调暠的形式进驻,对台军提供“技

术指导暠,帮助台军提升电讯截收能力,并把所获“信息情报资讯暠通过人造卫星直接

传送给美国。栚

为了应对大陆的“潜艇威胁暠,早在冷战期间,美台双方就积极致力于建构西太平

洋地区的海底潜艇监听网络,即在台湾建立潜艇监听中心,并在台湾南北两端铺设海

底缆线,向北经钓鱼岛与琉球群岛连接,向南自鹅銮鼻出海,穿过巴士海峡连接菲律

宾。2001年初,美台决定对这一系统加以进一步升级,并合作建设两条水下电缆,形

成水下“侦监屏障暠。通过这一套完整的水下监听系统,美台两军可以获得大陆沿海

海床上的音响信息,并经过大功率计算机的分析,从海流波动、海底生物运动、海底地

壳变化中寻找潜艇运动迹象,从而建构起侦潜、反潜网络系统,监视和跟踪大陆潜艇

活动,而在必要时则可藉此对大陆进行海上封锁。栛

长期以来,由于台湾不具备独立的导弹预警能力,一旦台海“有事暠,台军只能等

待美方预警卫星侦测后,再经过长达数分钟的分析和传递,才能获知对岸导弹来袭,

采取防御动作和弹道拦截程序。为解决这一问题,2003年7月上旬,台湾新任“国安

会副秘书长暠柯承亨秘密赴美,在与美国国防部门官员密集磋商后达成一项共识,美

方承诺将向台湾提供“国防支援计划暠(DefenseSupportProgram,DSP)预警卫星所

搜集到的即时情报,并通过台湾军方的指挥通讯系统实现即时传达。栜2004年初,美

军又帮助台军部署了10套由美国提供的卫星监听接收系统,借助这一系统,台军可

以直接与美国设在全球的数十个大型地面卫星站和120颗监听卫星整合联网,使台

湾成为美国在亚洲继韩国之后第二个拥有“梯队系统暠的中枢网点。栞如此种种,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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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暠(台),2003年7月23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3年7月25日,第8版。
《台沦为美防堵中国的前沿战区》,载《亚洲周刊》第1期2004年7月4日。



志着美台“电子情报侦搜联盟暠的逐渐成形。

(四)利用售台武器接收进行培训演练

根据美国防部规定,向美国采购武器的国家和地区均可派人至美国军校受训,费

用由当事国和地区自行负担。为此,台湾当局每当购入先进武器装备之后,都会派遣

大批军事人员赴美接受培训,并借机与美军进行协同性演练。例如,早在美国陆续向

台湾交付F-16战斗机之际,台湾每批战机接机人员均会赴美空军基地接受美军培

训,并在自美国飞抵台湾期间与美军飞行人员进行协同性飞行训练。2002年7月,

美国军方网站首次公开了代训台湾飞行员的情况,并展示了台湾飞行员接受空中加

油训练的情况。栙2000年4月,美国决定对台出售 AIM-120C中程空对空导弹。台

湾空军随即向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卢克空军基地(LukeAirForceBase)派遣了一支战

斗机飞行员小组,进行导弹发射试验和相关的操作训练。栚2005年3月,台湾空军首

次获邀参加美国空军的年度“红旗演习暠,而此前只有美国的“盟国暠才能参与美军这

一实战模拟程度最高的综合性空战演习。栛

1999年9月,美海军“安克雷奇暠船坞登陆舰退役后还未封存,台湾海军便派员

赴美国接舰,并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接舰训练。2005年10月29日,美军交付台湾

的首批两艘“基德暠级驱逐舰由美国启航,经巴拿马运河、夏威夷珍珠港和关岛等地进

行补给,于12月8日抵达台湾。整个航程历时38天、行程1.2万海里。航行期间,

两舰首次与美军太平洋舰队实施了“海上共同操演暠。对此,台湾媒体曾引述台湾一

位海军将领的话说:“与太平洋美军进行操演,形式上不属于两国间的联合军演,但实

质上确实已经达到了联合军演的水平,特别是证实‘基德暞舰上的作战和通讯系统,确

实是可以和美军连通。暠栜事实证明,美对台军售后的相关培训业已成为两军之间进

行军事合作交流的重要渠道,也使得美台两军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加

强。

冷战结束后,美台之间的“软件暠合作,尤其是“三军联合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暠的

建构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这意味着美台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武器硬件系统的购

买,还有一种“软件暠合作。如此一来,未来台军使用的通信频率与电子系统,必须与

美军在亚太地区各驻军基地结合兼容,以便在战时获得必要的“资讯支援暠。籍此台

湾不仅可以分享美军所提供的部分卫星预警信息,形同美台两军实现军事资讯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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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而且双方还必须经常联合测试系统的完整顺畅,从而使美台军事安全合作得到了

大幅提升。栙

二暋迈向“准军事同盟暠:美台安全合作的“体制化暠

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大陆国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对大陆的防范意识日益增强。

出于“以台制华暠的战略考虑,美国不仅加强了与台湾军方的高层互动,近年来更是动

作频频,美台安全合作日趋活跃、公开,而且呈现出向“体制化暠发展的态势。

(一)美台高层军事对话机制的建立

第三次台海危机的爆发不仅令美国认识到了大陆打击和反对“台独暠的决心,也

在客观上推动了美台军事互动的迅速提升。在1996年大陆在台海地区举行大规模

军事演习期间,时任台湾“国安会暠秘书长的丁懋时便秘密飞往纽约,与时任美国总统

副国家安全顾问(deputynationalsecurityadviser)塞缪尔·伯杰(SamuelBerger)举

行闭门会议,随后双方建立起了每半年一次的定期会面机制,即所谓的“美台国安高

层对话暠,分别由台方的“国安会秘书长暠和美国总统府国家安全顾问担任双方首席代

表。这一机制一直延续到2007年初,才由于陈水扁当局一再推行“台独暠挑衅政策,

令白宫深为不满而一度中断。但是据岛内媒体报道,2008年9月,新上任的马英九

当局“国安会秘书长暠苏起秘密赴美,与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吉姆·杰弗里(JimJef灢
fery)、国安会亚太事务主任韦德宁(DennisWilder)秘密会谈,并就美台关系、台湾防

务需求以及对台军售等议题展开讨论,标志着这一美台国安高层对话机制得到了恢

复。栚

第三次台海危机过后,美国防部认为必须扩大同台湾军方高层之间的交往和接

触,共同讨论东亚军事战略及“反制暠大陆武力攻台等方式,以应对未来可能再次出现

的台海危机。栛基于这一考量,自1997年开始,美台双方每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雷

(Monterey)举行一次“战略与安全对话暠,亦即所谓的“蒙特雷对话暠(Monterey
Talks),重点讨论美国驻太平洋司令部与台军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台湾出席对话的

包括“国安会暠、“外交部暠及军方的代表,而美方参加者则来自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

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在美国政府看来,扩大双方军事交流有助于降低台湾的孤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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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美台军方的互信,并能够使美方更好地了解台军的战略思想和规划。栙

此后,这一对话机制成为美台军方高层互动的一个重要平台,尤其是在小布什上

台执政之后,双方参会人员的层级不断提升,台美军事关系也持续升温。例如在

2001年7月举行的第7次蒙特雷会谈中,台方代表团团长为台军“副参谋总长暠苗永

庆,成员包括台“外交部暠、“国安会暠和陆委会的众多官员,而美方代表团则由负责国

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彼得·罗德曼(PeterRodman)率领,成员包括国务院、

国安会、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而在2002年7月召开的第8次

会谈中,台方代表团包括“外交部政务次长暠高英茂、“国防部常务次长暠李海东、“副参

谋总长暠朱凯生等人,而美方与会官员则包括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

利(JamesKelly)、彼得·罗德曼和白宫国安会官员,双方参会人员的层级又有所提

升。

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变,目前这一会谈机制已成为美台安全合作的“第二管道暠,会

谈内容也从纯就战略和安全构想交换意见,逐渐扩大到包括台海应变计划的讨论,并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暠,如确定了美军在派遣战机和军舰进入台海周边重点防区

时如何进行敌我辨识———亦即建立“安全走廊暠的方法、美军事卫星如何为台军“爱国

者暠导弹发射及时发送预警情报等。蒙特雷会谈直接为强化美台军方“联合作战能

力暠和指管通情系统铺平道路,也正因为此,该会谈的机制化也被岛内视为美台“联盟

作战暠已隐然成形的征兆。栚

(二)美台军方互动层级不断提高

自1989年7月郝柏村以台军“参谋总长暠的身份首次秘密访美开始,美台高层军

事交流和互访尽管也屡有发生,但多是就对台军售事宜进行讨论,且双方均较为谨慎

低调。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台两军交流的渠道日益拓宽,频率明显增加,而互动

层级也不断得到提升和“突破暠。在美国的默许下,目前台军高级将领访美业已形成

“定制暠,即台湾“参谋总长暠任内“依照惯例暠至少要访问美国一次;由“副参谋总长暠率

团赴美参加年度军售会议,而台三军“总司令暠则轮流到美国进行例行性访问,参观美

军军事设施与采购装备,并实现了每年美台军售会议以及陆、海、空三军三个小组会

晤的制度化。

2001年12月,台湾“国防部长暠伍世文以“过境暠为由,得以在纽约经停并活动,

成为1979年美台“断交暠后首位踏足美国本土的台湾“国防部长暠。2002年9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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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暠康宁祥获邀访问五角大楼,并与美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

福威茨(PaulWolfowitz)会面,成为自1979年以来访问五角大楼的最高级别的台湾

官员。2003年5月31日至6月10日,台“国防部副部长暠林中斌赴美活动,分别与

沃尔福威茨、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RichardMyers)上将、美军太

平洋司令部总司令托马斯·法戈(ThomasFargo)上将等人见面并开展“战略性对

话暠。在会谈过程中,林中斌甚至要求美方加强对台建军备战指导、建立美台定期战

略对话机制、允许台参与美盟友联合军事演习。而美方则重申对台安全承诺,并表示

将强化对台防务指导、人员培训等合作关系。这是美台“断交暠以来,台“国防部副部

长暠第二次以正式身份访美,有意造成台“国防部副部长暠访美惯例,并促使美台高层

军事交流管道成型。

2002年3月10日至12日,首届“美台防卫高峰会议暠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召开。

美方与会人员包括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助理国务卿凯利、空军部及陆军部军售

主管等高级官员,而台方参加会议的则有“参谋总长暠李杰、“国防大学暠校长陈镇湘等

高级军官。同时,美方不顾大陆的严正交涉,执意邀请台湾新任“国防部长暠汤曜明赴

美与会,并公然向汤曜明发放了“公务签证暠。汤曜明此行不仅是继1970年蒋经国以

台“行政院副院长暠兼“国防部长暠身份访美后,台湾“国防部长暠的首次访美,更是美台

“断交暠后23年来台湾访美的首位“国防部长暠,标志着台“外交部长暠和“国防部长暠不

能赴美的限令最终被打破。在会议期间,汤曜明不仅发表了公开演说,参与了各项活

动,并与沃尔福威茨及凯利举行了正式会谈,从而使得会议被抹上了浓浓的“官方色

彩暠。也正因为此,该次会议被台湾称为自美台“断交暠以来首次“国防官员最高规格

的双边会谈暠,并被视为“台美外交及军事交流的一大突破暠。此外,由于此次会议内

容涉及军售、台湾防务改革及21世纪台湾军事需求等多个议题,表明以往美台之间

单纯的军售会议已经转变为涉及安全和战略的高层对话,美台关系也由以往的战术

层次开始向战略层次发展。栙

2003年3月8日,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处处长玛丽·泰伊(MaryTay)率领一个

包括美国国防部、美军太平洋总部和导弹防御专家在内共约10人的高级访问团抵达

台北,督促台湾致力于提升导弹防卫能力以及整合“三军联合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暠

的能力。由于该处处长一直以来都由美将级军官担任,故此玛丽·泰伊成为美台“断

交暠后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防官员。栚2004年5月2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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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国防授权法》,明确要求美国防部长应与台湾展开高层军官交流,内容包括针对

大陆的军事威胁分析、美台各自的军事理念、相关的军力设计、后勤支持、情报搜集及

分析、战略战术及操作流程等广泛议题。此外,该法案第1215条还特别授权,允许未

来美军访问台湾的现役军官级别可以提升至将军级,文职官员可以提升至助理国防

部长帮办以上的级别。从而从法律规定上打破了此前关于访台现役军官军衔不得高

于上校,文官不得高于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的规定。栙

(三)参与和“指导暠台湾军事演习的制度化

为了强化台军作战能力,对抗大陆可能的“武力攻台暠,台军每年都会大张旗鼓地

举行规模不等的各类军事演习,而通过“观察暠和“参与暠台军的演习行动,美台军方得

以展开密切互动。2001年3月初,陈水扁首次提出希望参加美、日、韩在西太平洋的

联合军事演习,而美军随即迅速做出回应。就在当年4月台军举行的“汉光17暠演习

中,美军首次派遣多位现役校级军官以“考察暠为名全程参与,以观察和评估台军态

势,并设法帮助提升台军军事演习的能力。这是美台“断交暠、美军顾问团撤出台湾之

后的首例,也就此开创了美军变相参与台军演习的先例。栚

2003年4月,由刚刚退役不久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四星上将丹尼斯·布

莱尔(DennisBlair)带队的20余名美军军事人员以“撤侨小组暠的名义,直接参与“汉

光19暠演习,并进驻台湾“国防部战情指挥中心暠———“衡山指挥所暠,揭开了美台两军

举行秘密联合军事演习的序幕。栛期间美军还派遣所谓的“指导团暠,参观了台湾宜兰

导弹试射、访问了台军“参谋本部暠和“国防部暠,对台军战略战术和部队训练提出建

议。

2004年6月中旬,台军举行“汉光20暠演习,美军不仅派遣军事顾问小组进行观

摩督战,还派出60名军事观察员和顾问赴台了解演习进程,帮助台军检讨缺失,协助

其熟练掌握与美军相同的“战区联合作战电脑兵棋系统暠,为日后两军网络连接提前

热身。栜在演习过程中,美军向台湾提供了军事训练软件和美国太平洋舰队使用的后

勤设备,其中一个军事小组甚至取代台军“总参谋部暠,直接指挥了此次演习中计算机

模拟的2006年两岸军事对峙,以及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并在6天内占领台

·17·迈向“准军事同盟暠:美台安全合作的深化与升级(1995~2008)

栙

栚

栛

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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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演习。栙

2008年4月22日,台军展开“玉山08暠政军兵棋推演,以美国“在台协会暠(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StephenYoung)为首的美国官员首次参加,并乘坐装甲车

跟随陈水扁等岛内政军要员进入“圆山指挥所暠。这是美方官员首次参加素有岛内

“最高机密暠之称的“玉山兵推暠。名义上其目的是为了规划并验证美方官员在战时的

保护和撤离工作,而其实质则无外乎借机加强美台的军事安全协作。栚

(四)“迈向准军事同盟暠:美台安全合作的“体制化暠

随着近年来美台军事交流的层级不断提高,互动日益频繁紧密,美台安全合作呈

现出日趋“体制化暠的特征,进而逐渐迈向“准军事同盟暠的发展方向。这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台湾被接纳为美国“非北约主要盟国暠。2001年5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

的《2002财年国务院授权法案》规定,美国在转移武器和防卫服务时,应给予台湾“等

同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要盟国暠的地位,享有与日本及韩国的等同待遇。2002年

中,国会两院通过《2002财年补充拨款法案》和《2003财年外交授权法案》,并分别于

当年8月2日和9月30日经布什总统签署生效。而这两项法案均规定美国在提供

军事协助上应将台湾视为“非北约盟国暠,并决定其待遇。栛此后,在国会两院共和党

领袖的积极游说和敦促之下,2003年8月29日,美国防部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

副部长迈克尔·韦恩(MichaelWynne)公开宣布:台湾将被视为“非北约主要盟国暠,

基于此,台湾不仅可有权拒绝采购美国自己不想应用的军事装备,允许美台双方合作

进行军事研发计划,并将加速对台湾的卫星相关技术出口的审查作业。栜美台军事合

作自此开始逐步向“准军事同盟关系暠提升。

2.建立“海上紧急救难合作机制暠。据岛内《联合晚报》2003年6月11日披露,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台湾一方面积极向美求购潜艇,一方面美台双方“先已签订秘密

军事合作协定暠,同意建立“海上紧急救难合作机制暠。根据这一机制,一旦台湾潜艇

发生意外,通过美太平洋搜救协调中心或美台军事热线,在“低调、减少敏感度暠的原

则下,美方将派遣深海救难潜艇与台湾一起进行救援。此外,随着该合作机制的启

动,未来一旦台军任何军舰在台湾周边海域发生意外,美军也将赴台提供帮助。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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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台双方依照《与台湾关系法》进行军售之外更具体的军事合作,也是美军舰艇合法

赴台的重要约定。暠栙

3.美台军事热线的开通。1996年台海危机过后,为了与台湾当局建立畅通的

信息沟通渠道,完善危机应变和处理机制,美方首先于1997年提出建立美台军事热

线的构想,并要求台湾军方及时向美国通报台海局势和台军动向。但最后由于台湾

方面希望借此提升美台“政府间实质关系暠而作罢。小布什上台之后,美台在军事交

流和合作方面不断加深。2002年3月,在佛罗里达举行的“美台防卫高峰会暠上,美

方重提设立军事热线的动议,同年9月,台“国防部副部长暠康宁祥“访问暠五角大楼,

随后美台“军事危机处理电话热线暠开始正式开通。栚该热线的对口机构均为双方最

高防卫部门,而台湾获授权使用热线的最低官员为“国防部副部长暠。该热线的硬件

部分由美方提供,由美方派专人协助设置,采用美军卫星通讯技术,并附有最高级别

的加密保护。在平时,通过军事热线,台方可向美方及时通报台海局势、台军演习情

况以及大陆的军事动态等讯息,而美方则可借此掌握两岸军事动态,对台海局势及时

做出政策调整和反应。栛而在台海出现紧张局势甚至危机之际,台湾还可借助军事热

线,突破“外交暠限制,与美国政府及美国军方高层沟通对话,协调双方军事行动。另

据岛内媒体报道,2007年中,台军“衡山指挥所暠与美军太平洋总部的战情系统也已

实现了全天24小时电话热线联系。栜

三暋结暋暋语

自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第三次台海危机过后,美台双边安全关系得到了大幅的

提升。美台军售不仅在成交金额上屡创新高,而且售台武器系统的质量和性能也一

再得到提升。面对台军在很多军事“软件暠项目上存在的严重不足,美国开始不遗余

力地推动美台尖端军事科技合作、帮助台军建立和完善与美军一体化的“三军联合作

战指挥自动化系统暠和后勤保障体系,促进美台两军在信息、情报、电子战方面资源的

全面整合。更有甚者,美方还加紧拟定在台海联合作战的军事预案,提升两军高层互

动交往,直接派员参加和指导台军军事演习,设立军事热线,加强对台湾提供军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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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建议,以提高美台军事协同能力。种种迹象表明,美台军事合作实践正在不断升

级,开始从军售协商逐步发展到专业技术指导、情报搜集与共享、高层战略对话、联合

训练乃至协同作战计划。美台军事安全合作呈现出范围不断扩大、程度日益加深的

态势,并逐步朝着“准军事同盟暠的危险方向发展。

信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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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口状况的发展变化

及其影响栙

楚树龙暋方力维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美国是世界发达国家中唯一人口数量仍在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国家,这使

美国得以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生产和消费较快增长的势头,使美国国力的数量方面呈现

持续发展和上升的趋势。但在美国人口数量较快增长的同时,美国人口结构也在发生根

本性的变化。作为人口增长主力的大量拉美移民及后代的受教育程度较低,英语水平较

低,使美国人口的总体质量呈现下降的长期趋势。人口质量和素质的下降,势必影响到

美国产品和服务在全球的竞争力,从根本上导致美国的实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21世

纪上半期及以后呈下降的趋势。

关键词:美国社会 美国经济 人口

20世纪70、80年代,由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和贫穷落后,世

界范围内出现否定人口多的倾向,认为人口众多是国家力量的负数。但1990年代以

来,中国、印度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又使全世界看到人口众多在造成一定的负面影

响的同时,仍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必要的条件。因为自从20世纪大危机诞生凯

恩斯经济学说以来,全世界都承认相当数量的人口规模仍是生产和消费的必要条件。

特别是世界经济转向“消费带动生产暠、“消费决定生产暠的时代以后,较大数量的人口

规模就成为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较大数量的人口仍

是21世纪世界发展的基本和必要条件。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人口仍在增长、甚至是较为快速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

栙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的一部分,笔者感谢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及复旦大学美

国研究中心对该项目研究的支持。



体,这也是美国经济长期在发达国家中增长最快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西欧、俄罗斯、

日本等西方和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呈人口下降、经济社会发展呈长期停滞趋势的情

况下,西方世界惟有美国在21世纪呈人口持续快速增长趋势,同时人口结构和质量

也在发生显著变化。这一人口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变化趋势必然对美国经济、社会

和政治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暋人口数量呈长期较快增长趋势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Bureau)公布的人口统计资料,2004年美国人口

增加了280万人,即1%;到2006年10月17日,美国人口达到了3亿,成为继中国、

印度之后的世界第三人口大国。

美国人口从1950年到2006年增长了1倍,即增加了1.5亿人。在21世纪头6
年中,美国人口增加了2000万人,其中60%是国内自然增长,40%是外来移民。

“事实是,我们看见人口急剧增长。暠美国环保杂志《E 杂志》编辑、人口学家吉

姆·摩塔瓦力(Jim Motavalli)如此评论道。而且,人口专家忧心,美国如果保持此人

口增长的速度,在2050年之前,总人口数就将增加至4.2亿,而在21世纪结束前,人

口总数更可能翻两番。栙

人口普查局将人口的急剧增长归因于良好的生育率和持续增加的移民人数。统

计显示,在美国每8秒钟就有一名新生儿出世,而每26秒钟就有一名新移民踏上美

国领域。“以此速度,在22世纪来临前,美国人口可能高达10亿,而其中将有2/3会

是移民,暠人口普查局发言人罗伯特·伯恩斯坦(RobertBernstein)指出。栚

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年8月预测,美国人口在2039年将超过4亿,2050年达

到4.39亿。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2月发表的报告也认为,美国人口到2050年

时会达到4.38亿。

二暋人口结构的变化

现在美国3亿多人口中,1/3是“少数民族暠,即1亿拉美、黑人、亚洲和美洲土著

居民;现在美国5岁以下的儿童中,约有一半是少数族裔。移民现在占美国人口

12灡4%,1860年至1920年移民最高峰时期是14%。现在移民总数为3570万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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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增加了1.3%,10年后将占总人口的40%。

美国人口增长主要来自移民及移民的出生率,占增加人口的82%。外来移民是

美国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近10年来美国白人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降到一

个较低水平,大量移民的到来对美国人口的规模、分布和构成影响巨大。1990年至

2000年间,进入美国的移民近1100万,占美国人口增长的1/3。从2000到2005年,

美国国内出生于外国的人口增长率是16%。

据联合国统计,美国拥有全球20%的移民。在1900年至2005年的15年中,美

国吸引了全球新移民的75%,即1500万人。排在美国之后的是德国和西班牙,各自

吸收了400万新移民。栙

人口普查局2008年预测,从2008年到21世纪中叶,美国人口族裔结构将发生

重大变化,白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将从目前的66%下降到46%,少数族裔将从

目前的1/3上升到54%。其中,拉美裔增长最快,人口将增加1倍,达到人口总数的

29%,从目前的4279万增加到1.328亿,几乎是目前的3倍,届时每3个美国人中就

将有1个是拉美裔。非洲裔增速较慢,将从目前的4110万增加到6570万,占人口比

例由现在的14%上升为15%。亚裔将从1550万增加到4060万,占总人口比例从

5灡1%上升到9.2%。此外,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夏威夷土著和其他太平洋岛民

将从600万增加到1120万。混血人口将从520万增加到1620万。栚

1970年,近99%的美国人被确定为白人或黑人。30年后,这一百分比降低到约

87%,其中白人人口由1970年的87.4%降到2000年的75.1%,同一时期,黑人人口

由11.1%增长到12.3%。白人人口的变化与“其他族裔暠人口的增加相抵,后者由

1970年的1.4%增加至2000年的12.5%。

美国非拉美裔白人的数目正在减少。20世纪80年代,美国黑人的人口增长了

13%,美洲土著人增长了39%,拉美裔人增长了53%,亚裔增长了108%,而同一时

期白人人口只增长了6%。栛白人人口2000年占人口总数的70%,2005年减少至

66灡8%。非拉美裔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990年为75.6%,而2009年人口普查时

已降到69.1%。这一下降在城市中尤其明显。在全美100个最大城市中,非拉美裔

白人1990年占总人口的52%,在其中30个城市中居于少数。到2000年,他们在总

人口中的比例降到了44%,在其中48个城市中居于少数。1970年时,非拉美裔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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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占美国人口的83%,为压倒性多数,而人口学家们预言他们到2040年时将降为少

数。栙

目前,在全美范围内,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夏威夷、新墨西哥州及首都华盛顿

的少数族裔人口已经超过了白人人口。在马里兰、佐治亚和内华达,白人的比例都低

于60%。在所有的州里,只有西弗吉尼亚和夏威夷的白人数量在增长。栚

美国的宪政体制在过去200多年中基本保持了稳定,而同期美国的人口构成却

发生了巨变。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当时拥有390万人口。栛自20
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外来移民人数直线上升。从每10年的移民绝对数看,1961

~1970年仅为332.1667万人,1971~1980年为449.3314万人,1981~1990年增加

到7338.623万人。1990年美国将合法移民的限额从27万提高到70万人,而1991

~2000年合法移民总数(包括限额外批准入境的人数)达到了909.5417万人。从20
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的外来移民增加了174%。20世纪60年代,进入美国

的移民为330万人;从1990年代起,每年非法与合法移民人数高达百万。栜

国外出生的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60年为5.4%,而在2002年已翻番

到l1.5%。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中,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增长了57%,从1980
万人增加到3110万人。

在20世纪最初20年获准进入美国的1450万移民中,85%来自欧洲,其中大部

分来自南欧和东欧,这与20世纪最后20年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几乎同样比例的

移民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非洲国家。

移民情况年年不一样,但到21世纪之初仍毫无减退迹象。由此可见,美国正面

临着一个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情况,即移民数量持续保持高水平。栞

反恐战争、美国经济走弱及减少签证申请待办数量已经产生影响,使合法移民和

非法移民的总数从2000年3月至2001年3月的240万人,降到2001年3月至2002
年3月的120万人。栟但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在2000至2005年的5年

内,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移民潮,共接纳了790万合法与非法移民。这5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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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移民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移民人口最多的来源国是墨西哥,墨裔移民数量已

达到1080.5万。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位居第二,总数为183.3万人,其中包括来自

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移民。截止到2005年3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有3520万外国

人居住在美国,创下了历史新高,相当于1910年移民高峰期1350万人的两倍半。在

新近合法移民中,55%来自拉美,30%来自亚洲,15%来自欧洲。5年中来自欧洲的

移民减少了29.4%。栙

出生于国外的美国人占了年龄25~54岁美国居民人数的大多数。在最积极的

社会居民群体中,“新美国人暠几乎占了59%,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多出近16%。栚

美国人口增长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拉美裔的高出生率。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地

区,如欧洲和日本,都存在着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问题,但美国在这方面却没有那么

严重的问题。美国人的年纪也较轻。全美人口平均年龄为36岁,而拉美裔为27岁。

由于人口年龄较轻,他们的出生率增长很快。2004~2005年度全美有80万拉美裔

婴儿出生,拉美裔新移民有50万人,人口增长率达3.3%,占同期美国人口增长的一

半。栛

1970年至2000年,拉美裔移民占美国大陆全部外来移民的大约一半。而在20
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拉美裔移民的半数以上是来自墨西哥。据估计,到2040年,

拉美裔将占美国总人口的25%。2002年美国非拉美裔白人的生育率为1.8,黑人为

2.1,拉美裔人为3.5。《经济学家》周刊评论说:“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随着大批

拉美裔人在一二十年内进入育龄高峰,拉美裔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猛

升。暠栜

近些年来,拉美裔在美国人口比重中增长最快,从1982年占美国人口的7.5%
到2002年的13.8%;亚裔人口则从1.9%增长到4.2%。黑人2005年的人口增长只

有1.3%,比拉美裔和亚裔低。

据统计,1960年,在美国以外出生的人按其原籍分类,最多的是来自以下5个国

家:意大利125.7万人、德国99万人、加拿大95.3万人;英国83.3万人;波兰74.8
万人。而在2000年,排名前5国则是:墨西哥784.1万人;中国139.1万人;菲律宾

122.2万人;印度100.7万人;古巴95.2万人。可见,在这40年间,在美国之外出生

的人口大增,居前5位的由欧洲人和加拿大人变成了亚洲人和拉美人,而其中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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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占压倒多数。他们在2000年全部国外出生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27.6%,

居第二位和第三位的中国人和菲律宾人只分别占4.9%和4.3%。栙

这一以西班牙语为日常用语、以墨西哥人为代表的移民浪潮,正在悄悄地改变着

美国各地的面貌和人口结构。根据美国最近的人口普查统计,拉美裔人口已超过

40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4%,取代非洲裔美国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其中包

括数目庞大的非法移民。他们在语言、文化、宗教背景和生活习惯上与来自欧洲等地

的老移民截然不同,对白人主体文化形成强大的冲击。栚

三暋人口年龄和地区分布变化

近年来,美国人口在年龄和地区分布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人口老龄化。同其他现代社会一样,美国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但

由于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移民人口的大规模增加,加之移民人口相对年轻,使美国

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之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不明显、不严重,这在发达国家中是少

见的,甚至是仅见的。

21世纪初,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总数的12%。其中85岁以上的500万

人。2004年出生的美国婴儿预期寿命为77.9岁,在世界排名第42位,20年前为第

11位。

从年龄结构上看,美国的外来移民大多数较年轻,近20年外来移民的平龄一直

在30岁左右,而65岁以上移民仅占3.96%。

其次,人口地区分布变化。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字,从2000年4月到2006
年7月,共有180万人离开了美国东北部,110万人离开了中西部。同时,有260万

美国人从其他地区迁移到美国南部。在同一时期,有160万移民进入东北部,100万

移民进入中西部,240万移民进入南部。国内人口迁入和移民人口使南部人口在5
年中增长了近9%。栛

美国人口的增长并不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而是在南部、西南部和中西部各州。人

口增长的地区从过去的大城市转向小城市和边缘城市。小地方的人口增长占了本世

纪以来美国人口增长的一半。这与20世纪9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人口普查局资料

显示,人口增长最迅速的是内华达州,增长率高达4.1%。这也是有“赌博者天堂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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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内华达州连续第18年位居人口增长之首。另有4个西南部和中西部州也在人

口增长前10名之列,它们分别是第二名的亚利桑那州、第四名的爱达荷州、第七名的

犹他州及第十名的新墨西哥州。

人口调查显示,幅员辽阔、生活负担轻、户外环境上佳是这些西部偏远各州吸引

人移居的原因。但同时,美国民众迁居的最主原因还在于“良好的天气和工作机会暠,

这也是为什么佛罗里达州成为美国人口成长第三快的州的原因。除此之外,其他人

口增长快速的州也都在南部地区,包括第五名的佐治亚州、第六名的得克萨斯州和第

九名的北卡罗来纳州。这些人口增长最快的前十州几乎占了美国2004年人口增长

的一半。

2004年美国人口普查指出,加州仍然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有近4000万人,其

次是德州,有2250万人。排名第三的纽约州有1920万人。美国人口最多的前十州

人口总和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占了54%。此外,美国南方各州的人口总和已经占

了全国的1/3(36%),西部和中西部各占23%、22%,而东部仅占全美国人口的

19%。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从东西两岸沿海城市搬迁至房价和生活费用较低的内陆地

区。近年来加利福尼亚每年都要流失10万人口。许多居民选择将手中快速增值的

房子出售,搬到房价等价格相对较低廉的州,如亚利桑那、华盛顿和俄勒冈州。美国

国家住房联合会近期的资料显示,旧金山平均房价为70.5万美元。要能够在旧金山

买这样一栋房子,一个家庭必须年收入22.3万美元,而旧金山小学教师的年薪为

5灡3万。相比之下,凤凰城一栋房屋的平均价格只有19.3万,只要年薪达到6.1万

的家庭就能负担得起。一名小学教师在凤凰城的年薪虽然只有4.5万,稍低于旧金

山,但对一个双薪家庭而言,拥有自己的房子不再遥不可及。栙

从2000到2005年,美国南方人口增长比其他地区更快,直到现在,其人口的增

速也没有放缓的趋势。这是由于中西部或一些北方州的税收高,而南部各州的税收

和消费偏低,因此促进了人口流动。一些南方州如佐治亚和佛罗里达人口增长快;而

在中西部尤其是大型的老工业城,如密歇根州的底特律、纽约州的水牛城,却面临着

相反的人口发展态势。

外来移民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地区,移民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东南部。

1988至2002年间,分布在美国西部、南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外来移民依次为

567.5371万人、36.338万人、351.4071万人和152.5918万人,分别占外来移民总数

的39.16%、25.05%、24.25%和10.53%。同期接受外来移民最多的10个州依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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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456.1693万人)、纽约(200.1439万人)、得克萨斯(126.5587万人)、佛

罗里达(114.2382万人)、伊利诺伊(70.3299万人)、新泽西(69.7483万人)、马萨诸

塞(33.8103万人)、弗吉尼亚(28.1252万人)、华盛顿(27.4255万人)和马里兰

(25灡8139万人)。

亚裔人口主要居住在美国的西岸和东北部。其中西岸为49%,东北部21%。以

州计算,2007年亚裔人口多数住在加州、纽约和夏威夷,分别是420万、120万和70
万。栙

在2000至2005年到达美国的500万移民中,58%居住在6个传统移民地区:加

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纽约、新泽西和伊利诺伊。加州吸引了21%的新移

民。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这6个州吸引了80%新移民,加州一州吸引了35%。

同期移民增长幅度超过全美平均两倍的州还有南卡罗来纳、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

西比、阿肯色、田纳西、肯塔基、内布拉斯加和新罕布什尔州。

新移民的目的地比以前更多了。现在前往传统的落脚地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移

民少了,更多的人来到“新定居地州暠,如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艾奥瓦州、犹他州

和特拉华州。

美国大都市人口日渐流失。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几十年人口减少的美国大

都市随着外来移民的涌入和新潮咖啡馆、餐厅和住所的兴起,曾经重现生机。但是好

景不过维持了10年。2005年5月30日发布的人口普查估计,超过24个在过去10
年中曾迅速发展的大城市目前正处于衰退中。快速成长的城郊地区向人们提供了越

来越多的服务型职业,而适中的房价也是吸引外来移民搬到这里的原因,虽然他们一

开始是在大都市的市中心发展起自己的事业。

“一个重大变化是,人们开始从城市中搬出来了。对很多人而言,大都市是他们

落脚的一个中转站,没有人知道20世纪90年代大都市的辉煌期还能延续多久,暠布

鲁金斯学会人口学家威廉姆·弗雷 (William H.Frey)说,“但我们显然是在朝着和

那时不同的方向发展。暠栚

在半个世纪前的20个最大的城市中,有16个城市的人口在减少。底特律、克里

夫兰、匹兹堡、圣路易斯、水牛城等人口50年间减少了一半,费城减少了1/3。

2004年7月至2005年7月间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是埃尔克格罗夫(Eikgrove),

在加州萨克拉门托南部,一年内人口增长12%,达11.2338万人;以下依次为内华达

的北拉斯维加斯,增长11.4%,佛罗里达的圣卢西亚港(PortSt.Lucie)增长11%,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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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桑那州的吉尔伯特(Gilbert)增长11%,佛罗里达的科勒尔角(CapeCoral)增长

9灡2%,加州的莫雷诺谷(MorenoValley)和兰乔库卡芒加(RanchoCucamonga)分别

增长7.3%和6.4%,佛罗里达的米拉马(Miramar)增长5.2%,亚利桑那的钱德勒

(Chandler)增长4.9%,加州的欧文(Irvine)增长4.9%。人口减少较多的城市是:弗

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减少2.3%,圣路易斯减少1.8%,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减少

1灡6%,北卡罗来纳的费耶特维尔(Fayetteville)减少1.6%,波士顿和佛罗里达的海

厄利亚(Hialeah)分别减少1.5%,底特律和新奥尔良都减少1.4%,匹兹堡和克利夫

兰减少1.3%。在美国前10位大城市的排序中,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取代圣迭

戈成为第七大城市,人口达126万。凤凰城第五,费城第六。50万人口以上增长较

快的7个城市中有4个在德州,它们是沃思堡、圣安东尼奥、奥斯汀和埃尔帕索。栙

中西部城市受挫最大。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全美251个大都市中,有68个在

2000年到2004年间人口缩水。而在20世纪90年代时,只有36个城市出现了这种

情况。20世纪最后10年里,只有1/3的城市人口减少,而现在加入这一行列的城市

却高达60%。南部和西部也曾出现这种情况,其中包括加州重镇旧金山和奥克兰。

人口学家将这一衰退归因于这些城市高企的房价和高科技经济泡沫的破灭。弗

雷说,即使是发展迅速的美国新兴城市,扩张步伐也放慢了。在这10年中,芝加哥人

口减少了3.4万人,但主要是因为拉美裔移民的外移。拉美裔家庭开始大批离开城

市,到郊区享受更安全的居住环境,并为子女提供更好的学校。一些年轻的单身移民

甚至直接到城郊落脚,那里能为他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建筑、清洁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工

作机会。

密歇根州最大的城市底特律人口流失之严重,已经影响到它在整个美国的地位。

底特律现在的人口缩减到90.0198万人,被硅谷中心圣何塞挤出了前10大城市。这

种人口趋势对整个密歇根州来说都是件悲哀的事情。

东海岸呈现多样化。相对于西部而言,美国老牌工业基地东北部的大都市算是

景况尚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和纽约市都在沉寂了几十年后有所反弹。特别是纽

约,自2000年起城市规模—直持续发展。但是像费城和克利夫兰等却更早现出“昨

日黄花暠的惨境,人口缩水的趋势从未停止。巴尔的摩和首都华盛顿的人口调查也显

示,这两个城市自从1950年代起人口就一直在缩水。

在21世纪的第—个10年中,美国城市人口流失的趋势已成定局。这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美国城市发展的大趋势,所谓1990年代的城市复苏,也只是这长期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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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昙花一现罢了。如果这—趋势延续下去,到2010年在美国人口超过100万人的

大都市中,将有3/4不如1990年代。

四暋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的深远影响

美国人口结构变化主要体现为移民人口和移民出生率的增加及与之相应的美国

白人人口的减少。移民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有多方面的影响。但一个不可

争议的事实是,移民是美国近几十年和未来人口增加的主要来源,而人口的快速增长

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据美国移民局估计,现在有900万个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住在美国。栙关于移民

问题,美国国内的讨论大体有两种论点:一种是“移民有益论暠,另一种是“移民有害

论暠。“移民有害论暠的一个论点是,外来移民增加了美国本地人的经济负担。他们无

论如何都是靠当地人养活的。移民夺取了当地居民的工作,强迫国家为他们的子女

上学支付学费,为老人和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支付退休金等。负责管理外来移民工

作的官员的薪金也是由当地纳税者提供的。

笔者认为,移民对美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难以一概而论。

首先,外来移民加速了美国种族的多元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来自欧洲

的移民的减少和来自亚洲、拉美的移民增加,美国有色族裔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比较

快,其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而白人所占比例持续下降。外来移民人口的

持续增加,以及移民来源地的日益多元化,使美国人口的种族格局进一步呈现“多姿

多彩暠的特点,的确对主要由信仰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构成的主流社会产生了

一定的冲击。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教授、人口学家约翰·洛根(JohnLogan)认为这

种变化是积极的。他指出,“更多的拉美裔移民和更多的亚裔移民的确是在改变美国

社会,这是一个积极的改变。美国曾经是个黑人和白人对立的社会,拉美裔和亚裔人

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黑白两大族裔的鲜明界限,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多样性。

这是一件好事。暠栚

其次,外来移民丰富了美国文化。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大量进入美国,也丰富了

美国宗教、语言、音乐、饮食、节日等文化的内涵。在语言方面,由于拉美、亚洲移民的

大量涌入,美国居民中讲西班牙语或亚太语言的人也越来越多。2000年美国人口普

查结果显示,美国居民5岁以上人口中多达4695.2万人在家讲英语以外的语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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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以上人口的17.9%,其中讲西班牙语言给一些学校的教学体系带来了压力,但同

时也丰富了学生对非西方文学和艺术的了解。在音乐方面,来自亚洲和拉美的移民

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音乐文化。

第三,外来移民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移民进入美国,势必对美国经济带来重

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刺激了拉美裔企业的发展。从1997年到2001年,拉美裔企业

在全美的拓展速度以34%领先于亚裔(32.1%)和其他少数族裔,并高于白人企业的

27.4%。

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供应、消费市场、教育及科研等方

面。在劳动力供应方面,外来移民一直是美国劳动力大军的重要来源,而且外来移民

占美国新增劳动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上升。20世纪70年代外来移民占美国新增劳动

人口的比例为10%,1980年代上升到25%,而1990年代美国新增劳动人口中有一

半是外来移民。美国东北大学劳动市场研究中心于2002年12月初发表的调查报告

显示,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外来移民功不可没。该调查报告认为,外

来移民不仅弥补了美国若干地区劳动力不足的缺口,也改变了美国劳动人口及若干

产业的结构。该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1990至2001年间,迁居美国的1300万合法

与非法移民中,有800万人进入劳动市场,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工作,就是在找工作。

而马萨诸塞研究所与公民银行在马萨诸塞州联合进行的一项题为“劳动力的变革:移

民和马萨诸塞州的新经济暠的研究,也证实了外来移民对马萨诸塞州劳动力增加所起

的“意义非凡的作用暠。该研究报告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7年,外来移

民在马萨诸塞州的民用劳动力增长额中所占比重高达82%。该报告估计,如果不是

移民涌进使得工厂保持活力,新英格兰现在的从业人数会比1990年少20万人。到

90年代后期,移民已占据许多蓝领行业劳动大军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对制造业的生

产和输出至关重要的行业。在技术型制造行业,移民被雇佣的机率是出生于美国人

的两倍。作为制造工、装配工、机器操作员这些维持工厂运转的工种,外来移民被雇

佣的机率是土生土长美国人的3到5倍。该报告认为,“在专业领域,移民也要比土

生土长的美国人出色。移民成为大学教师的机率比后者高两倍。移民中超过2%的

人拥有这种职位,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有这些职位的人不到1%。暠栙

由于近年来美国生育率下降,美国已开始向老龄化社会发展,宽松的移民政策将

有利于缓解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促进美国经济繁荣。

在消费市场方面,外来移民是一个大的消费群体,他们不但是一般消费品的购买

者,更是房地产的重要购买者。2000年1月,美国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研究所(A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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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isdeTocquevilleInstitution)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移民的到来,促使首都华盛顿

及周边的房地产集中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上升13.8%,远远高于全市2.7%的平均增

幅;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和马里兰州,在外来移民数量增加113%的同时,房地产价格

上扬了37.5%;而在外来移民数量很少或者没有外来移民的地区,房地产价格则出

现了下滑。该研究报告显示,在外来移民数量下降最多的10个居民区,外来移民人

口平均下降39%,房地产价格则平均下降了7.6%。栙

移民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一些地区的失业率,促进了美国的产业成本的

降低。在美国,外来移民比率最高的那些城市显示出最低的失业率和经济的高速发

展。这些城市包括纽约,其43%的居民出生在国外,还有9.2%的纽约市居民出生在

移民家庭。再如洛克—安杰列克,1/10的居民不久前才来到美国。移民潮事实上帮

助美国当地居民降低了失业率,外来移民通常情况下愿意干当地人不愿做的工作,并

情愿得到较少的工资。这使当地的生产者降低了生产和服务成本,有利于美国应对

全球化条件下的激烈竞争。

在教育及科研方面,外来移民的贡献更加突出。一方面,外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本

身就是一种教育消费。1976年在美国高校注册的外国学生仅有17.9万人,而到

1990年和2001年却分别增加到38.7万人和54.8万人,其中读工程、科学和商学的

人占了近一半。据美国国际教学研究所(The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

的报告,2001至2002学年度,在美国高校注册的外国学生高达58.2996万人,其中

以来自印度和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最多,分别为6.6836万人和6.3211万人,来自韩

国、日本、中国台湾和加拿大的留学生人数紧随其后。这些外国留学生大都进入收费

较高的私立学校。该报告说,外国留学生每年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120亿美元。同

时这些留学生中不少人毕业后都留在了美国,可以说是给美国提供了大量“免费人

才暠。另一方面,外来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呈现两极分化的特点。虽然外来移民中未完

成高中学业的人的比例较美国出生人口的相应比例高,但移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的比例也明显较美国出生人口的相应比例高。2002年3月,美国人口普查局进行的

调查统计显示,虽然外来移民中未完成高中学业的人的比例较美国出生人口的相应

比例高出18个百分点,但外来移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较美国出生人口的相

应比例高了6个百分点。栚

外来移民的受教育程度也直接影响到其所从事的职业。正如美国敦山大学区域

经济研究学院经济学家巴苏所说,尽管20世纪90年代到美国的移民中有1/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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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属蓝领阶层,但是几乎每4人中就有1人从事科技、管理、制造等专业性工作。

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研究所在1996年的研究中采用了一项著名的技术革新统计

指标,即新专利的公布,来衡量外来移民的发明和创新精神。该研究所从美国公布的

专利中随机抽出250个专利进行调查。他们发现,其中有19%的专利权是授予外来

移民或外来移民的美国出生者联手发明的项目。这一比例数是外来移民所占美国总

人口比例的两倍。该研究发现,其中4位外来移民的发明提供了1600多个工作机

会。

2001年,在从美国大学毕业的硕士生中,非美国居民占了13%,在博士生中,他

们占到了24%。这个数字在理工科更高。比如,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

中,有将近一半是外国人。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显示,在美国大学取得科学领域

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中,将近1/3是外国学生;这个比例到了工程领域则更大,有过半

的毕业生来自外国。1987年,有49%的外国学生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留了下来,而到

1999年,这个数目增加到71%。

第四,外来移民对美国政治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移民问题向来是美国政坛

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以拉美裔为例,1951至1998年间进入美国的拉美移民多达

1043.99万人,占美国外来移民总数的42.99%,结果拉美裔适龄选民人数急剧增加,

从1972年的560万人猛增到2000年的2160万人,拉美裔的政治影响力由此可见一

斑。民主测验专家本迪克森(SergioBendixen)认为,“2000年选举的最大新闻是新

移民选民的激增———外国出生者政治影响的上升,200万来自一个特别的选民集团

(拉美裔)的特大选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暠栙

在通常情况下,外来移民有激情,具有从事经济活动的主动性。他们带来了特殊

的知识和技能,这使他们能够在美国获得成功。家庭成员至少有一位在亚洲出生的

美国家庭年平均收入是4.19万美元,不仅超过所有其他在外国出生的美国人,甚至

超过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家庭年均收入的3万美元。如来自亚洲的移民家庭的平均

收入要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平均收入高出近10%。

移民数量的庞大及其种族背景的差异,使得美国人产生了民族认同的危机感。

据统计,迈阿密是美国50个州之中拉美裔色彩最浓的大城市。30多年间,在迈阿密

说西班牙语的人已经占绝对优势,从根本上改变了迈阿密的人口种族构成和文化、政

治及语言。栚到2000年,在迈阿密市生活的国外出生的人口中,96%的人来自拉美和

加勒比海地区,其中除了海地人和牙买加人以外,全都说西班牙语。迈阿密2/3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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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拉美裔,半数以上是古巴人及其后裔。2000年,迈阿密居民中有75.2%的人在家

里不说英语(这一比例在洛杉矶为55.7%,在纽约为47.6%)。迈阿密在家里不说英

语的人当中,有89.3%是说西班牙语。2000年,在国外出生的人占迈阿密居民的

59.5%(这一比例在洛杉矶为40.9%,在旧金山为36.8%,在纽约为35.9%。其余

大城市中,这一比例均在20%以下)。2000年,自称英语流利的迈阿密成年人只有

31.1%,而这一数字在洛杉矶为39.0%,在旧金山为42.5%,在纽约为46.5%。栙

这种情况使美国国内持续出现关于民族认同问题的讨论。外来移民是否接受美

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以及他们对美国主流文化是否会产生影响,成为关注的焦点。

悲观的一方以塞缪尔·亨廷顿的《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为代表。这

一派观点认为,新移民拒绝接受代表美国民族认同和政治文化基石的基本信念,正在

挑战美国的主流文化,只有阻止西班牙文化和移民,美国才能保持文化和政治上的完

整。

结暋暋论

总的来说,外来移民和美国少数族裔较高的出生率使美国人口数量保持了较快

的增长,使美国人力资源优势得以保持,生产、消费得以较快增长,使美国作为世界上

最大、最强的发达国家在21世纪初仍呈上升趋势。同时,外来移民和国内少数族裔

人口的较快增长也使美国社会、文化、政治不断地多元化,美国的面貌在发生根本性

的深刻变化。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国家和社会,白人人口比重在下

降,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复杂。

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美国人口质量的重大变化。一方面,持续的较大规模

的移民和发达的高等教育使美国继续吸引相当数量的海外优秀人才,保持了美国在

高科技等领域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由于移民和国内的人口增长大多是少数族裔,

他们多数受教育程度低,英语水平低,这使美国人口的质量和素质下降,使美国人口

和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有所下降,并导致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总体水平呈下降趋势。

近几十年来,美国在制造业,特别是在汽车、电子、机械等行业的产品竞争力不如德国

和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趋势,很大程度上不是美国科学技术、设计水平和

劳工成本的问题,而是美国产品最终制成中的质量问题。尽管其高素质人才的创新

和科技水平仍在上升,但近几十年来生活在美国和熟悉美国的人都明显感到美国的

各行各业,如航空、饭店、电信、银行、交通、零售、餐饮等行业的服务今不如昔,服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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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质量的下降不是服务设施硬件水平的下降,而是服务人员素质的下降。这对美

国与其他国家力量对比的长期发展趋势、对美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及影响力的长期

走势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先进和发达的教育是美国实现崛起和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多

年来美国各种调查显示,在美国的以墨西哥裔为主的拉美移民的教育水平明显偏低。

2000年的调查表明,出生于美国的成年人当中,中学毕业者占86.6%;在美国之外出

生的成年美国人当中,中学毕业者所占的比例高低不等,欧洲裔有81.3%,亚洲裔有

83.8%,非洲裔有94.9%,而拉美裔只有49.6%,其中墨西哥裔最低,只有33.8%。

在1990年,墨西哥裔当中的中学毕业比例仅为整个国外出生者的比例的一半。栙

1998年,全国拉萨协会(美国一个著名的拉美裔人组织)发现,拉美裔中学生退

学率为3/10,而黑人退学率为1/8,白人退学率为1/14。2000年18至24岁人口中,

中学毕业以上水平的白人为82.4%,黑人为77%,拉美裔人为59.6%。栚

与墨西哥移民的教育情况相似,2000年在美国国内出生的就业者中有30.9%的

人是担任专业职务和经营管理职务的。其中,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在来自不同地方的

移民就业者当中的比例相差悬殊,墨西哥裔人担任这类职务的比例最小。其中加拿

大裔46.3%,亚洲裔38.7%,欧洲裔38.1%,非洲裔36.5%,拉美裔12.1%,墨西哥

裔6.3%。栛在处于贫困状态而依靠救济为生的人当中,墨西哥裔移民占的比例很高。

1998年,在7个最大移民群体的贫困率中,墨西哥裔为31%,古巴裔为24%。栜

可以得出结论认为,虽然移民和国内少数族裔出生率较高使美国人口数量持续

相对地快速增长,美国没有出现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出现的人口减少趋势,美国人口老

龄化的程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而言也并不严重,美国经济和社会得以维持较快的

发展速度。但是,人口结构和质量的变化也使美国的优势逐步减弱,使美国的产品和

服务在全球的竞争力呈下降趋势,并从根本上导致美国的实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

21世纪上半期及以后呈下降的趋势。

楚树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方力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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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政策抉择

———论杜鲁门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1945~1948)

袁暋征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本文通过分析杜鲁门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以色列立国前这

一时期的巴勒斯坦政策,力图揭示出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通过

这个案例,说明美国国内政治是如何影响其外交决策的。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杜鲁门政

府举步维艰,时时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巨大的国内压力要求杜鲁门政府帮助犹太人建

国,而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则使其有必要同阿拉伯世界保持友好的关系。冷战开始后,形
势愈加复杂。杜鲁门政府内部也存在分歧:国务院和军方着重于长远利益,主张同阿拉

伯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而白宫政治顾问则主张从国内政治需要出发,要求对犹太复国主

义的要求给予考虑和支持。杜鲁门总统在两派之间摇摆,美国的政策因此显得前后不一

甚至自相矛盾。几经权衡之后,杜鲁门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最终决定支持犹太复国主

义。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东 巴勒斯坦政策 冷战 杜鲁门

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顾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在英国撤离巴

勒斯坦之际,宣告以色列国成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以色列立国,美国在这一

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杜鲁门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东的国际关

系格局。在学术层面上,这一时期白宫和国务院的政策分歧,后来被引入到史学研究

中,出现了“白宫学派暠和“国务院学派暠之分。栙两派对这一时期杜鲁门的政策动机争

论不休。“白宫学派暠的代表为当年杜鲁门的白宫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国务院学派暠的代表是埃文·M.威尔逊(EvanM.Wilson),他是国务院

栙 MichaelJ.Cohen,PalestinetoIsrael,FromMandatetoIndependence(London:FrankCass&Co.LTD,

1988),p.198.



在1943至1947年间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官员。栙两派的主要分歧在于:“白宫学派暠

坚持杜鲁门总统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是出于对犹太难民的人道主义关怀,而不像

国务院那样只关心确保阿拉伯的石油和西方的战略基地。“国务院学派暠则声称杜鲁

门总统的行为是有悖于国家利益的,这不是因为他对犹太幸存者的关心和同情,而是

为了自己狭隘的政治利益,即为了获取犹太人的选票。两派的争执无疑带有一定的

政治背景,双方竞相为已开脱,均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本文试图依据美国外交文

件栚、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和专著,论述这一时期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考察其政策形

成及发展变化的动因。

一

近代以来,犹太人在欧洲各国屡遭迫害。19世纪末,在反犹运动席卷整个欧洲

的大背景下,几经酝酿,新闻记者西奥多·赫兹尔(TheodorHerzl)发起了犹太复国

主义运动。在他看来,反犹主义的问题可通过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的方式而获

得根本解决。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建立了世界犹

太复国主义组织,将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确定为“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由

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之家暞暠。栛

1917年,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推动下,英国为赢得美、俄两国犹太人对协约国

一方的支持,宣布了“贝尔福宣言暠,明确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

家暠。栜此宣言获得了主要协约国的支持,在1922年国联将巴勒斯坦交给英国的托管

令中重申了此宣言。“贝尔福宣言暠是英国出于当时协约国政治和军事的暂时需要而

炮制的。这种典型的自私和强权政治的作法,正式承认了犹太人同巴勒斯坦的联系,

它为犹太团体在巴勒斯坦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基础,也使得巴勒斯坦问题进一步复

杂化。英国为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犹太团体的发展大开绿灯,而犹太复

国主义者则采取了渐进政策,不断增强巴勒斯坦犹太团体的力量。犹太移民不断移

往巴勒斯坦,希特勒上台后犹太移民的数目迅猛上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

希特勒就很难有今天的犹太国家。1920年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仅有6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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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当地人口的10.1%;1939年则达到44.5万人,占人口的30%。与此相应,犹太人

拥有的土地也翻了一倍。栙这些变化正按照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设想,逐渐改变巴勒斯

坦的面貌。

阿拉伯世界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在中东的渗透,认为这是西方殖民者变换手

法对阿拉伯国家的殖民侵略。随着犹太人不断移入巴勒斯坦地区,矛盾也愈加尖锐,

阿拉伯人不断起义反抗英国的政策。1936年,阿拉伯人民大规模起义,前后历时三

年。当时欧洲形势日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英国为缓和矛盾,拉拢阿拉伯世

界,于1939年公布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明确宣布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

太国并非其政策的一部分,并对移民加以限制。白皮书规定:从1939年4月起,在五

年之内接受7.5万移民入境;五年之后不再容许犹太移民入境,除非巴勒斯坦的阿拉

伯人对此加以默认。此外,该白皮书对土地转让也加以限制。栚

在白皮书公布之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要以英国为中心在欧洲发展。然而,

1939年白皮书摧毁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同英国合作的基础。不仅如此,德国希特勒上

台后,大肆迫害犹太人,欧洲局势愈加动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欧洲发展的客观环

境严重恶化。在这种背景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逐渐把重心转向了美国。

美国之所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属意的中心是有其原因的。首先是因为犹太人

认为美国这个国家可靠。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相信美国将成为战后主宰世界的国

家,认为华盛顿的支持将为废除白皮书提供最好的机会。栛在他们看来,在不能继续

获取英国支持的情况下,获取美国的帮助一定会推动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发展,乃至

可能最终实现其建立犹太国家的梦想。其次,犹太人在美国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力

量,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时至1939年,约500万犹太人居住在美国。这些人大多

比较富裕,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集中于重要的大城市内,可以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活。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政府曾给予犹太复国主义一定的同情和支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支持了“贝尔福宣言暠。栜巴黎和会上,美国建议邀请

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定居,主张“巴勒斯坦应成为一个犹太人国暠。栞1922年,美国国

会通过决议,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暠。对于遭受希特勒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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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犹太人,罗期福政府给予了同情和关注。这些使犹太复国主义者觉得,如果从美国

国内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美国就可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基于这些考虑。美

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指出,“母国的命运依赖于在随后几年中美国犹太人从道义和财

政上所给予的支持暠。栙

当犹太复国主义者把目光转向美国寻求支持时,美国的犹太人并未组织起来,他

们力量分散,还难以发挥有力的影响。1942年5月,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纽约

比尔特摩尔(Biltmore)饭店开会,要求英国从巴勒斯坦撤退,允许犹太移民不受限制

地迁往巴勒斯坦,并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属于激进派的本·古

里安(Ben灢Gurion)和拉比栚埃利泽·西尔弗(EliezerSilver)取代属于温和派的钱

姆·韦茨曼(ChaimA.Weizmann)和斯蒂芬·怀斯(StephenWise)成为犹太复国主

义运动的领导者,使这次会议成为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转折点,它预示着犹太复

国主义者将以更激进的方式来追求其建国的梦想。与此同时,这次会议也正式标志

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至美国,寻求美国的支持成为实现《比尔特摩尔纲

领》的一个关键步骤。

此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美国迅猛发展。到1943年,由内厄姆·戈德曼(Na灢
humGoldmann)领导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紧急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建立分支机构,获

得了大多数犹太人对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着手影

响公众和美国政府以赢得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紧急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指导其地方机

构同国会议员建立直接的联系,并向华盛顿派驻代表,逐渐形成强有力的院外游说集

团。犹太复国主义者还获得了非犹太人支持组织的帮助和支持,其中美国巴勒斯坦

委员会影响巨大,它吸引了大量的官方人员参加,其领导人为纽约民主党参议员罗伯

特·F.瓦格纳(RobertF.Wagner)。在此基础上,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断组织大规模

游行,同时利用信件,传单、报纸、广播等多种方式展开宣传,扩展其影响力。而希特

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不仅把大多数犹太人团结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周围,也赢得了

美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1944年,美国3000多个组织(无一是犹太复国主义控制的

犹太机构)通过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并向国会发出了电报。1945年,在获悉

英国要采取行动危害其复国利益后的短短一天之内,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紧急委员会

迅速地预订了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用以举行活动,并大量购买新闻广告和广播热点

栏目,邮出了25万份布告。随后,大批民众写信给美国政府,还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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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游行活动;犹太人及其支持者一天之内接触了2/3的参议员,促使他们就巴勒斯

坦问题发表讲话,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栙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得以在美国迅猛发展的深层原因是与美国的种族主义观念和

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宣扬“两极世界暠来美化殖民侵略,即世界

分成两大块:拥有先进技术、代表着进步、效率和良治的西方文明社会和需要开发和

指导的、落后的东方世界。依据这种思维,传播西方文明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

由此殖民侵略是利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竭力在此框架下来塑造和引导舆论,赋予

犹太复国主义以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模式所具有的发展、现代化和良治等特性。与

此相对应,使用落后、愚昧和好战等负面词汇来描述中东的穆斯林民众。他们不断宣

扬,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益于在中东地区推广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模式。这种看法强

烈地塑造了美国人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认知。栚不仅如此,宗教信仰

也影响了美国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如同《圣经》中所阐述的,犹太教与基督教

都将巴勒斯坦视为圣地,而犹太人则是巴勒斯坦的主人。对于许多从小熟读《圣经》

的美国人来说,他们更容易接受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

一般来讲,成功的院外游说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利用选举对党派或候选人发出

有效的威慑;强有力的游说机构体系;把自己的目标与美国的理想、价值观念相联系

的能力。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游说已基本具备了这三个条

件,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

政府在战时对巴勒斯坦的政策,而且也牵制了杜鲁门政府在战后巴勒斯坦问题上的

政策抉择。

二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美国迅猛发展的同时,美国在中东开始全面卷入。一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一地区的战略军事意义日益突出,美国开始加强同阿拉

伯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不断向罗斯福施加压力,极力推动美国政府

直接插手巴勒斯坦问题,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越来越带有官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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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主要是“私人发展的私人利益暠。栙美

国官方同中东的联系则十分松散,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尚未同一些国家建立外

交关系。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国军事力量的直接卷入,迅速改变了这种

局面。首先是出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需要,为避免该地区落入法西斯之手,美

国需要争取阿拉伯世界加入反法西斯阵营。其次,最令美国政府关注的是这一地区

的石油。战争对石油的巨大需求展现了石油的战略价值,美国难以忽视在战后保持

其获取石油的必要性。第三,中东的地理位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显示出重要的战

略意义。基于这些考虑,1943年,罗斯福总统宣布,沙特阿拉伯对保卫美国极为重

要,按照“租借法暠对其提供援助。1945年,美国在沙特的达兰(Dahran)建立了空军

基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巴勒斯坦问题在美国并未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转折性胜利后,国际和国内的变化已使罗斯福政府难以避

开巴勒斯坦问题。在国内方面,比尔特摩尔会议后犹太复国主义力量日益壮大,对美

国政府不断施加压力,而以“军事需要暠为借口来回避巴勒斯坦问题不再有效。从国

际上看,美国在中东的不断卷入及其固有利益,也使华盛顿不能回避这一问题。阿拉

伯世界极为关注美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意图,担心美国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陆军准将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J.Hurley)在报告中指出:“贯穿整个中东地区

(阿拉伯人和他)的讨论中,特定的重点大多不是放在战争或者和平上,而是是否在巴

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政治国家。暠栚沙特国王伊本·沙特(IbnSaud)非常关注巴勒斯

坦问题,专门致函罗斯福总统,要求获得私下保证,并警告:“如果……犹太人的要求

得到满足,巴勒斯坦将如同过去一样永远成为麻烦和困难的温床暠。栛作为答复,罗斯

福保证:“没有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充分协商,不会做出任何改变巴勒斯坦基本局

势的决定暠。栜

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力和阿拉伯世界对巴勒斯坦前途的关注,使罗斯福政府不得

不直接面对巴勒斯坦问题,试图确立美国的政策立场,并寻找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途

径。1943年夏,罗斯福试图促成韦茨曼和伊本·沙特国王直接会谈来协商解决巴勒

斯坦问题,但伊本·沙特断然拒绝。在这次外交努力失败后,罗斯福曾考虑过托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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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即“使巴勒斯坦成为一个三大宗教的真正圣地,由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和一

个伊斯兰教徒作为三个担当责任的托管人。暠栙然而,在国内要求支持建立一个犹太

联邦的巨大压力下,托管计划终被搁置。罗斯福政府难以找出一个妥善的途径来解

决巴勒斯坦问题,却从1944年起采取了自相矛盾的立场。罗斯福在竭力阻止国会通

过关于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犹太联邦的决议案后,默认犹太复国

主义领导人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从未赞成过英国1939年白皮书。总统对巴勒斯坦

大门向犹太难民敞开感到高兴。暠栚罗斯福预想到此项声明在阿拉伯世界所造成的影

响,随即又安抚阿拉伯各国说,美国政府从未支持过1939年白皮书,美国也从未对白

皮书采取任何立场。栛

1944年是总统大选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加紧他们的活动,对民主、共和两党施加

压力。共和党首先通过决议,号召开放巴勒斯坦,让犹太人无限制入境和取得土地所

有权,并宣称:“巴勒斯坦可以重新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暠栜民主党也在竞选

纲领中表示,“我们赞成开放巴勒斯坦,不限制犹太移民和犹太人的拓殖,这种政策旨

在那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犹太共和国。暠栞迫于竞选压力,罗斯福重申民主党大会

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纲,并许诺“将努力寻求合适的途径和方法来实施这一政策,

我知道犹太人为在巴勒斯坦建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犹太联邦长期热忱地工作和祈祷,

我确信美国人会支持该目标,如果重新当选,我将促其实现。暠栟这已不再是对犹太复

国主义表示同情,而是承诺要寻求途径来帮助其实现目标。雅尔塔会议之后,罗斯福

同伊本·沙特会面,试图探寻一个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法。但此次谈话使罗斯福

意识到,一个犹太国家只能靠武力在巴勒斯坦建立和维持下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罗斯福还是竭力去应付和平衡犹太组织和阿拉伯世界的要求。

综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中东的不断卷入,迫使持观望态度的罗斯福

政府不得不考虑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然而,国内外的压力和阿犹双方的尖

锐矛盾,使其难以找到一个途径来解决此难题。因而他平衡阿、犹双方的要求,以求

得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此问题。一方面,他承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另一方面,他又不

断私下安抚阿拉伯人的情绪。罗斯福的双向承诺使阿犹双方各执一词,都认为美国

有义务履行其诺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双方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罗斯福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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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和他做出的自相矛盾的承诺,更增加了此问题的复杂性,使杜鲁门政府处理

此问题更加困难。

三

1945年 4 月 18 日,杜鲁门接任总统不久,国务卿小爱德华 · 斯退丁纽斯

(EdwardStettinius,Jr.)就以备忘录的形式告知新总统巴勒斯坦问题的敏感性。国

务院显然担心新总统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影响,提醒杜鲁门“巴勒斯坦问题是极其

复杂的,涉及的不仅仅是欧洲犹太人苦难的问题暠,因此建议新总统在采取任何特别

立场之前全面而仔细地了解情况。这份备忘录进而指出,由于近东的紧张局势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巴勒斯坦问题引发的,而美国在这一地区有至关重要的利益,因此必须

“尽可能小心地加以处置。暠栙然而,对于国务院的提醒,杜鲁门有不同的解读。在两

天后接受史蒂芬·怀斯的访谈时杜鲁门表示,他怀疑国务院那些“过分注重形式的小

伙子们暠(stripedpantsboys)的态度,认为他们不太关注发生在欧洲幸存的犹太人身

上的苦难。杜鲁门还告诉怀斯,他很熟悉“贝尔福宣言暠和罗斯福总统在这一问题上

的立场。栚实际上,杜鲁门对于国务院人员本来就没有太多好感,且不愿被那些专家

告知应当如何做。作为继任总统,杜鲁门更是将国务院的备忘录视作一种侮辱:“那

些‘过分注重形式的小伙子们暞实质上警告我小心一点。他们认为我真的一点不知道

那里发生的情况。暠栛不难看出,国务院的意图没有得到新总统的认可,反而适得其

反,激起了杜鲁门的反感。

而白宫的政治顾问们则对杜鲁门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总统特别顾问克利福德

是同样来自密苏里的一名律师,帮助杜鲁门1948年再次当选总统成为他的唯一目

标。而在他看来,赢得犹太选民的支持是必要的。克利福德是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

主义支持者,不断反驳国务院的立场,贬低阿拉伯人。克利福德的助理马克斯·洛温

塔尔(MaxLowenthal)是一个犹太人,并被认作是白宫的巴勒斯坦问题专家。担任

总统少数族裔问题顾问的戴维·奈尔斯(DavidK.Niles)也是波兰裔犹太人移民,十

分同情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诉求,实际充当了杜鲁门、克利福德与各种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络人,不时将美国政府内部的消息泄露给犹太复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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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栙由于和总统的私人关系甚密,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务院和军方主张

的影响力。

杜鲁门上台伊始,欧洲犹太难民问题十分突出。随着欧洲的解放,希特勒德国对

犹太人的灭绝性屠杀这一真相进一步被揭露出来,绝大多数美国人对犹太人表示同

情,赞成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人的比例上升了11%。栚犹太复国主义者抓住时机,积

极活动,争取杜鲁门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1945年5月,在一份要求迅速采

取措施使巴勒斯坦向犹太移民开放、建立民主的犹太联邦的请愿书上,54名参议员

和251名众议员签了名,并交给了杜鲁门;而由37个州长签名的请愿电也发至白

宫。栛主要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希望英国取消1939年白皮

书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限制。这是杜鲁门政府直接干预巴勒斯坦问题的开始。

随后,在事先没有征询国务院意见的情况下,杜鲁门致函英国首相艾德礼,敦促其迅

速采取行动准许10万犹太移民立即移入巴勒斯坦。栜

杜鲁门要求增加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激起了英国的不满。英国在中东有着巨

大的利益,保证苏伊士运河的安全,获取中东的石油和保持其在中东各国的政治影响

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英国政府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上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

面对杜鲁门不顾政治后果要求大规模移民巴勒斯坦,英国政府决定干脆让美国分担

一些责任,从而使美国在巴勒斯坦事务中“从幕后策划者的地位变成公开负责的合伙

人暠。栞英国政府提出了建立英美调查和解决犹太难民问题委员会的建议。事实上,

英国艾德礼政府试图通过该委员会的调查找到一个巴勒斯坦的替代地来安置犹太

人。但在杜鲁门的坚持下,英国同意主要集中在犹太移民巴勒斯坦的问题上。经过

调查,委员会建议英国政府发放10万张证书,尽快推进移民工作;主张巴勒斯坦既不

是一个犹太国家,也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英国继续托管,最终由联合国来协商一个

托管协议,建立的政府应充分保护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利益。栟

1946年4月底,杜鲁门利用英美委员会报告的发布之机发表声明,强调了解决

犹太难民问题的重要性。“我很高兴我提出的立即允许10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

要求已得到英美调查委员会的一致认可……我同样高兴的是,委员会实际上建议废

除1939年白皮书,包括现在对移民和土地占有的限制,以便能进一步发展犹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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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暠对于其他建议,杜鲁门认为它们“处理长期政治政策的其他问题和国际法的问

题,需要仔细研究,我将在建议下采取政策。暠栙杜鲁门这种择肥而噬的做法使艾德礼

政府颇为恼火,要求在实施大规模移民之前先解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地下武装,美

国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栚而杜鲁门及其顾问则认为英国故意在移民入境这一主要

问题上支吾拖延。

为打破僵局,英美开始了专家会谈。以前任助理国务卿享利·格雷迪(Henry

Grady)为首的美方专家同以英国枢密院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Morrison)为首的

英方专家会谈后,制订出一个“分省自治方案暠,即“莫里森—格雷迪方案暠。方案规

定:在巴勒斯坦实施一种联邦式托管制,下设一个犹太自治省,一个阿拉伯自治省;上

有一个英国控制的中央政府,拥有包括移民问题在内的广泛权力,管理国防、外交、关

税和治安等;在决定实施这个整体计划后,12个月内允许10万犹太移民进入犹太省

份。栛

此方案披露之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不欢迎这个计划,美国国内也反对声四

起。杜鲁门回忆道:“美国国内对这一计划的反对非常剧烈,以致现在就可以明显地

看出来,要想动员足够的舆论力量来拥护这一计划,从而使美国政府给予有效的支持

是不可能的。暠栜在同内阁成员和一些国会议员商讨后,杜鲁门通知英方,由于美国国

内的激烈反对使他无法支持“莫里森—格雷迪方案暠。事实上,杜鲁门个人是赞成此

方案的,他事后在信中说道:本来应采纳“莫里森—格雷迪方案暠,但阿拉伯人和犹太

人似乎都不接受它。栞时任副国务卿的艾奇逊也回忆道:“总统一度曾经考虑对这份

报告加以修订,但因既已被人骂得一钱不值,暂时只好作为废纸暠。栟

此时,出现了新的动向:犹太机构执委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后通过秘密决议,建议

在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区建立起一个主权犹太国家。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在政策上一个

显著的变化。随后,内厄姆·戈德曼同美国官员会晤,要求支持分治方案。犹太复国

主义者在《纽约时报》上公开发表了“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暠,以选举相

要挟,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要求。栠犹太机构透露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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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约翰·杜威(JohnDewey)已打算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攻击杜鲁门和民主党政府

的一个重点暠。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RobertHannegan)也出面

游说,向白宫施加压力。

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杜鲁门考虑发表声明支持分治计划,但国务院提出了反对

意见,认为在英、阿、犹三方伦敦会议栚期间发表此声明是不适宜的,单方面干预只会

带来害处:“如果我们现在就屈从于高度组织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压力,并发表声

明意在支持他们(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政策,只会鼓励他们一旦觉得美国政府发

表进一步声明符合他们利益时,他们就会提新的要求和在未来施加压力。况且阿拉

伯国家已越来越敌视美国,美国对分治计划的支持无疑将加剧这种状态,使美国的重

大安全利益受到影响。暠栛但当奈尔斯得知共和党人杜威将在10月6日号召自由地

向巴勒斯坦移民之后,就动员杜鲁门抢先发表声明,以争取犹太人的选票。于是,杜

鲁门拒绝了英方的请求,于10月4日发表声明,再次要求尽早采取措施允许10万犹

太难民移入巴勒斯坦,并宣布:“犹太机构建议创立一个有活力的犹太国来解决巴勒

斯坦问题,这个犹太国家在巴勒斯坦的一个适当地区而不是整个巴勒斯坦管理它自

己的移民和推行其经济政策。……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法,我国政府将给予支持。暠栜

10月4日是犹太人的重要节日赎罪日(Yom Kippur),杜鲁门选择这一天发表

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要求的声明,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此声明是美国对巴勒斯坦政

策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国内外产生了不同的反响。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民主党

为此而欢呼雀跃。犹太人高兴是因为这是杜鲁门就任以来第一次公开表示支持犹太

复国主义的基本目标。民主党人则认为声明将“对我们在纽约州的(当选)机会产生

十分必要的政治效果暠。栞阿拉伯方面则极为愤怒,巴勒斯坦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认为

杜鲁门的行动“清楚地揭示了美国的政策是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也是反对所有支

持他们巴勒斯坦兄弟的阿拉伯人的。暠栟

杜鲁门赎罪日声明的更重要的一个后果是对英美关系的影响,它宣告了英美合

作的失败。杜鲁门要求立即把10万犹太难民从东欧移居巴勒斯坦的同时,却“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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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这一决定承担任何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责任暠,认为“巴勒斯坦的长远命运问题是

由我们联合国组织来解决的问题暠。栙作为委托统治国,英国担负着维护巴勒斯坦秩

序的任务,对于美国不顾政治后果,不愿承担责任但一味要求移民的作法自然深为不

满,况且英国力保其在中东的巨大利益,不愿在移民问题上恶化同阿拉伯世界的关

系。

英美合作试图找出解决办法的努力落空,而巴勒斯坦的局势却不断恶化。为维

护秩序,英国在海上将偷渡的犹太难民截送至塞浦路斯难民营,这又遭到世界舆论的

非议。战后英国急需资金进行恢复工作,而在巴勒斯坦却耗费了英国政府相当的精

力、物力和人力,国内舆论纷纷要求英国放弃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英国为摆脱困

境,决定退出巴勒斯坦,让联合国来解决此问题。

四

1947年4月,英国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TrygveLie),要求事

先召开联大特别会议以处理巴勒斯坦问题。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会议设立了由常任

理事国之外的11国栚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调查巴勒斯坦问题,并向联大例会提出报

告。特别委员会最终通过一项报告。该报告规定结束英国的委任统治,经过短期过

渡后允许巴勒斯坦独立,过渡期内由联合国“保护暠。但是对巴勒斯坦的未来政治形

式,委员会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对巴勒斯坦实施分治,在经济联合的基础上分别

成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从1947年9月1日起有两年的过渡期,仍由

英国代管,不过要在联合国监督下,并允许15万犹太移民进入犹太国;耶路撒冷交由

联合国托管。这就是所谓的“多数方案暠。“少数方案暠则主张,经过最多三年的过渡

期后成立一个联邦国家;过渡期间由联合国大会授权管理;耶路撒冷成为该联邦国家

的首都。栛

来自国内的压力要求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对分治主张采取积极的立场。据盖洛普

民意调查显示,65%的被调查者支持分治,只有10%的人反对。栜近东和非洲事务办

公室主任(Director,OfficeofNearEasternandAfricanAffairs)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承认:“当前我们正处在要求拥护这样一个方案的巨大压力之下暠。栞杜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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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赎罪日声明已被广泛地解释为对分治的明确承诺,而且杜鲁门也在许多公开场

合表示过他对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巴勒斯坦的支持。不仅如此,在阿犹对立的情况下,

美国支持“多数方案暠,顺应多数国家的主张,就可减弱对双方的刺激。另一方面,“少

数方案暠十分类似“莫里森—格雷迪方案暠,美国政府不可能再支持已被公开否定的类

似方案。鉴于这些原因,美国决定支持“多数方案暠。

尽管美国准备支持“多数方案暠,但不愿过早地表示承担具体特定的义务。早在

7月,亨德森就建议在联大对巴勒斯坦的前途做出最后决定之前,美国的策略应当是

保持一定的灵活。而且,国务院不愿在分治问题上过于刺激阿拉伯人,从而使美国在

中东的利益遭到难以预测的损失。此时,冷战序幕已全面拉开,苏美关系日趋紧张。

国务卿马歇尔预计采用“多数方案暠,会引起阿拉伯人强烈的反应,美国必须避免在支

持分治问题上表现得过于积极,从而导致阿拉伯国家和苏联接近,因此马歇尔一再告

诫美国赴联大代表团不到必要时,不要过于明确表示美国的态度和立场。栙国务院曾

就美国代表团的基本目标问题提出建议,即尽力帮助在联大找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的办法;确保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及在所有联合国成员中尽可能达成一致协议;美国采

取自己的立场时应尽可能保护美国在近东的战略、经济和政治利益;达成一个联合国

方案,这个方案不被当成“美国方案暠。栚

与此同时,苏联的态度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在联大召开之前,有迹象似乎表

明苏联将站在阿拉伯一方。然而,在联大特别会议上,苏联代表葛罗米柯的讲话令美

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感到吃惊。他同情犹太人在战时的苦难,要求结束英国的委任统

治,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二元的、民主的和同样性质的阿拉伯—犹太

国暠。如果此方案不能实施,就应“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一个是犹太

国家,一个是阿拉伯国家。暠栛这与苏联一向所持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10月13日,

苏联宣布支持分治,再次引起美国的惊讶。苏联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政策转变?

其动机究竟何在? 美国政府在苦苦推测着,但无论如何,从冷战的需要出发,美国不

能允许苏联有机会渗透到中东地区。

1947年10月22日,联大设立了由三个小组委员会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讨论特

别委员会的两个方案。苏美在实施分治之前过渡期的长短问题上出现分歧,双方最

终达成妥协,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到1948年5月1日终止,到时所有英军撤出巴

勒斯坦;独立的阿拉伯国和犹太国将不迟于1948年7月1日独立,一个由安理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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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由来自3至5个小国家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帮助英国行使管辖权直至托管终

止,并负责两个月过渡期间的管辖事务,安理会要求英国继续负责维持法制和秩

序。栙但英国已决意退出巴勒斯坦,不愿陷入被动局面,所以宣布在1948年8月1日

前完成撤军。

国务院试图使阿犹双方能达成最大可能的妥协,避免矛盾过于激化;同时又不愿

过于干预,使其变成“美国方案暠。因此美国赴联大代表团在联大分组讨论时,除在原

则上表示支持“多数方案暠外,希望各成员国对各方案进行探讨、协商;而且国务院已

作好准备,一旦“多数方案暠不能得到2/3的支持,就考虑出一个代替方案。栚迟至11
月24日,杜鲁门给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A.Lovett)的指令中还表

示不希望美国代表团对其他代表团使用威胁或施加任何不恰当的压力来使其投票支

持“多数方案暠。栛然而,这一方针并未能贯彻到底,美国在最后时刻向一些代表团施

加了压力。犹太机构驻纽约的代表在投票后写道:“总统变得十分不安,动用了个人

的力量以努力达成一个决定。只是在星期五到星期六最后48小时我们才获得了美

国的充分支持。暠栜亨德森后来回忆道,白宫顾问奈尔斯曾从白宫打电话通知美国驻

联合国代表赫谢尔·约翰逊(HerschelJohnson),说总统要他“行动起来争取获得尽

可能多的票数,如果投票出现差错,地狱般的灾难就要降临暠。栞

之所以出现这种急转直下的情况,其主要原因是犹太机构在投票前的关键时刻

动员犹太人及其支持者向杜鲁门政府及美国代表团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杜鲁门回忆

道:“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受到像这次这么厉害的针对白宫的压力和宣传。少数极端激

烈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纠缠不休使人感到不满,感到恼火,这些人基于自己的政治

目的,不惜采取了政治威胁的手段。暠栟在迫使杜鲁门政府参与行动的同时,犹太复国

主义者还游说国会议员,由他们出面,向相关国家施加压力。

根据杜鲁门的指令,美国对利比里亚、海地、菲律宾、古巴、希腊、法国等国施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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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并取得了成效。栙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进行了历史性的投票,以33
票赞成对13票反对,通过了阿犹分治的决议。美国的决定性作用使分治决议得以通

过,从而使创立一个犹太国家具有了国际合法性,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步骤。国务院

从一开始极力避免的结果最终却出现了,联大的分治方案被许多国家视为是一个“美

国方案暠。这就意味着,当英国开始如愿地卸去委任统治的负担时,美国却更深地卷

入了巴勒斯坦这个复杂的问题之中,并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五

尽管美国在联大支持了分治,但在国务院内部,以亨德森为代表的官员一直对此

事持有异议。早在1947年6月,国务院的一份绝密备忘录就建议对巴勒斯坦实施托

管,由联合国托管委员会或一个或多个国家托管,三年之内成立制宪会议,制订宪法,

组织政府,过渡八年成为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有的独立国家,而非一个阿拉伯国

家或犹太国家。栚当年9月22日,亨德森在致马歇尔的备忘录中认为,支持巴勒斯坦

分治或建立一个犹太国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因为,它将会影响美国同阿拉伯国家和

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从而给苏联的渗透创造了条件;美国将为此承担军力、物力和人

力的义务;任何巴勒斯坦分治计划都是无法实施的;如果采用分治计划,将使巴勒斯

坦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一时难以解决;分治计划并未完全揭示整个巴勒斯坦问题;此

分治计划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和美国所坚持的宗旨。亨德森建议对巴勒斯坦实

施托管一个时期,然后由联合国在全民公决的基础上对巴勒斯坦问题做出最后决

定。栛

亨德森等人的预言似乎被证实了。联合国分治决议一通过,阿拉伯人纷纷举行

示威,决心坚决抵制分治计划,并宣布一旦英国撤退,阿盟成员国军队就将进驻巴勒

斯坦。而犹太复国主义者抓住时机,利用武力扩大其控制区域,并用恐怖手段驱赶阿

拉伯人,以造成分治这一既成事实。双方的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各种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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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表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将不惜一战。英国依旧采取不合作

的态度,除维持英军驻扎地区的秩序外,在阿犹冲突中竭力保持中立,并通知联合国

巴勒斯坦委员会在英国所有的政府文职官员完全撤出的两星期前才能抵达巴勒斯

坦,而手中没有军队来维持秩序的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在两个星期内完成接管任

务是根本不可能的。栙

面对这种形势,国务院重新考虑分治的可行性。随着英国托管期限到期的临近,

巴勒斯坦的战斗和冲突依旧不断,国务院愈加倾向于美国从支持分治向实行托管的

政策转变。1948年1月19日,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乔治·凯南(GeorgeF.Ken灢
nan)在一份绝密的备忘录中重复了近东与北非局已表述多次的看法:一边倒地支持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即目前支持分治,损害了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声望,危害美

国在整个中东的经济和军事利益。栚凯南对于分治方案的质疑得到了中央情报局、国

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中情局的报告坦率地指出分治方案不可能被实施。

军方则担心,如果由联合国部队来强制实施分治,将会导致苏联军队在中东的介入。

与此同时,他们也反对动用美国军队来实施分治。栛

阿拉伯人对分治的抵制和美国公众反对美军介入巴勒斯坦冲突,使杜鲁门处于

一种尴尬的位置,尽管他仍然支持分治,但他不知如何实施分治计划。1948年2月,

国务院向杜鲁门提交了政策建议报告,其核心内容是:美国认为安理会为维护国际和

平有权处置任何内部和外部对巴勒斯坦和平构成的威胁,但无权强制执行联大的决

议;一旦阿拉伯人不妥协,安理会又不能找出一个替代分治的解决办法,那么此问题

应再次提交联大特别会议审议。按国务院的考虑,巴勒斯坦尚不具备自治的条件,某

种形式的联合国托管是必要的。栜杜鲁门原则上同意这个基本立场,但要求任何递呈

安理会的建议不能被解释为美国在联大所持立场的倒退。

几乎与此同时,捷克“二月事件暠发生,意大利选举进入关键时刻,欧洲形势日趋

紧张,美国认为苏联极可能在欧洲制造事端,挑起战争,故美国更不愿在巴勒斯坦投

入兵力实施分治,毕竟中东还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况且实施分治会进一步恶化同阿

拉伯世界的关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JamesForrestal)警告道:即使作

为联合国军队的一部分去实施分治,美国的军事后备人员也将使用殆尽。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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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促进了美国对其巴勒斯坦政策的转变。经过精心考虑,3
月19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R.奥斯汀(WarrenR.Austin)在安理会上宣布,

鉴于难以通过和平方式实施联大分治计划,美国政府建议“在联合国托管委员会下对

巴勒斯坦实施临时托管以维持和平,并为必须居住在一起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那

个国家的未来的政府达成协议进一步提供机会暠,“当然,这样的联合国托管将不损害

最终政治解决的特性。暠栙

国务院酝酿宣布美国的新立场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已开始利用1948年总统大选

年向杜鲁门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采取行动支持分治。栚奥斯汀在联大发言后,犹太人

的反应十分强烈。犹太人及其支持者向白宫发出了大量责问的信件和电报。民主、

共和两党的许多政治家都攻击杜鲁门政策的转变。来自纽约市的民主党议员伊曼纽

尔·塞勒(EmanuelCeller)认为“美国做出了在国际政治中没有比此更令人羞耻的

决定。暠民主党众议员阿瑟·G.克莱因(ArthurG.Klein)则认为这一转变是“自慕尼

黑以来对平民百姓最可怕的出卖暠。栛公众舆论也强烈反对美国政府这种犹豫不定的

政策立场,甚至对杜鲁门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

出乎国务院的预料,杜鲁门对奥斯汀联大发言十分愤怒。他认为国务院完全改

变了他的巴勒斯坦政策,从而使他“像一个说谎的人和一个出卖朋友的人那样暠十分

难堪,他指责国务院的中下层官员试图将他置于死地。栜更有意思的是,3月25日,杜

鲁门发表声明指出,尽管美国支持分治,但分治在现行情况下不能和平地实施,而且

美国不能承诺使用美军来强制实施分治;面对巴勒斯坦的危险局面,美国提议托管,

但托管“不是替代分治计划,而是作为填补很快由于委任统治终止而出现真空的努

力。托管不损害最终解决的特征暠。栞此声明实际上完全支持了奥斯汀的发言。

杜鲁门的立场之所以自相矛盾,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尽管杜鲁门在国务院的大力推动下支持了托管方案,但奥斯汀的发言却不

是时候。此前一天,杜鲁门秘密接见了韦茨曼,表示美国依然支持分治,并希望尽快

实现。而国务院不知内情,次日就提出托管建议,无疑使杜鲁门处于十分尴尬的境

·601·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栜

栞

FRUS,1948,Vol.V,Part2,pp.742~744.
杜鲁门感到了压力所在,他回忆道:“在联合国就分治问题投票以后,犹太人对白宫所施加的压力并没有减

轻。有些是以个人名义,有些是以团体名义,都向我提出要求,而且往往是用一种吵嘴的方式,言辞激动,要
我制止阿拉伯人的行动,阻止英国人支持阿拉伯人,要我派遣军队,要我做这做那。暠参见《杜鲁门回忆录》,
第186~187页。

NewYorkTimes,March20,21,1948,QuotedfromJohnSnetsinger,op.cit.,p.98.
RobertH.Ferrelled.,OfftheRecord敽ThePrivatePapersofHarryS.Truman (Middlesex:Penguin
Books,1980),p.127.
FRUS,1948,Vol.V,Part2,pp.759~760.



地。他迅速让人转告韦茨曼他事先并不知道奥斯汀发言一事,他依旧支持分治。

第二,杜鲁门并未充分预计到政策变化所引起的巨大反响。直到奥斯汀宣布托

管计划,美国政策的讨论一直处在高度秘密状态之下,因而难以预想公众尤其是犹太

人的反应程度。同时,捷克二月事件、意大利选举等许多问题都引起杜鲁门的极大关

注,他不可能花更多的精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

联大特别会议召开后,美国一直试图使托管决议通过。但犹太人拒绝托管,认为

这将会阻碍他们建立犹太国;而阿拉伯人也担心托管会倾向于分治,或是(实施)分治

的一个诡计。栙其他国家对托管也不热心,除非美国愿意拿出具体措施实施托管,他

们才肯投票支持,因而联合国特别会议对美国托管建议的辩论毫无结果。

犹太人从未停止建国工作。1948年4月12日,犹太复国主义总委员会(the

GeneralZionistCouncil)在特拉维夫宣布将在委任统治制度终止之时,成立犹太国

家。随着委任统治结束时间的逼近,杜鲁门政府不得不考虑对犹太国的立场问题。

苏联屡次声明支持联大分治决议,使杜鲁门政府不得不考虑其影响,美国极力要避免

的是苏联插足巴勒斯坦。当年5月,美国政府已获悉苏联试图第一个承认以色列。栚

在国内,杜鲁门也面临着巨大压力。美国转而支持托管,已在国内引起轩然大

波。现在,犹太人及其支持者极力敦促杜鲁门迅速承认即将成立的犹太国。鉴于总

统大选的到来和犹太人的影响力,民主党人也同声附和,一再向杜鲁门指出其巴勒斯

坦政策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人索尔·布卢姆(Sol

Bloom)向杜鲁门建议美国第一个承认犹太国。栛一些迹象表明,共和党人也试图利用

巴勒斯坦问题获取政治上的好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Taft)宣

称,如果他是总统的话,他将在犹太国宣布成立的时候承认它。栜

当时,国务院想等到巴勒斯坦局势稳定和知道什么样的犹太国家建立并能生存

后再决定承认的问题。然而,在巴勒斯坦局势日趋恶化而联大讨论又无实质性进展

的情况下,杜鲁门再次转向国内政治的考虑,决定承认以色列。1948年5月6日,白

宫特别顾问克利福德和助理奈尔斯在杜鲁门授意下,商谈了承认以色列的问题。奈

尔斯为杜鲁门起草了一份声明,并把内容通知了本·古里安。5月12日,杜鲁门召

开会议商讨承认犹太国问题。国务院和白宫明显出现分歧。尽管杜鲁门没有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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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决定承认犹太国的意向已很清楚。栙为弥合双方分歧,克利福德同洛维特又进行

了晤谈。克利福德告诉洛维特,总统正承受着要求迅速承认犹太国家的巨大压力,这

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英国结束委任统治后,巴勒斯坦将没有任何形式的政

府或权力机构,从而形成权力真空,杜鲁门总统不能允许这种局面的出现;另一方面,

从国内角度来看,“承认的时间对总统来说具有最大可能的重要性。暠栚

1948年5月14日,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告以色列正式成立后仅11分钟,白宫

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CharlesRoss)便宣布,“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临时政

府。暠栛

杜鲁门在国务院提议托管却进退两难之时,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也是为了填补

英国委任统治结束后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在克利福德等政治顾问的劝说和策划下,

第一个承认了以色列。尽管这种承认是事实上的承认,而非法律上的承认,栜但美国

的迅速承认对以色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以色列外交官和史学家沃尔特·埃坦

(WalterEytan)评论道:“没有(别国的)承认,一个新国家就会窒息而亡。……(以色

列)被美国承认近乎一个奇迹,对这个仍幼小的国家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最重大的事

件。暠栞承认以色列是杜鲁门政策的转折点,随后杜鲁门做出了一系列支持以色列的

决定,开始了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

六

从染指犹太移民问题起,杜鲁门政府一步步地卷入巴勒斯坦问题,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但问题的复杂性却使杜鲁门政府举步维艰,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寻求一个

理想的解决方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实质上是由阿拉伯人还

是由犹太人来掌握巴勒斯坦前途的问题。犹太人依据“贝尔福宣言暠,要求大规模移

民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犹太联邦暠;而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周边

阿拉伯国家都坚决反对建立犹太国家,主张建立起一个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国。双

方的矛盾十分尖锐,多年的民族仇恨越积越深,相互都不愿让步。而杜鲁门政府把安

置犹太难民同巴勒斯坦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使得自身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处于左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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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境地。一方面,美国国内巨大的压力要求杜鲁门政府采取行动,帮助犹太人建立

自己的家园。另一方面,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迅速扩展,中东的

军事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又使得美国有必要同阿拉伯世界保持良好的关系。

在冷战拉开序幕后,形势就变得更为错综复杂。苏联因素被突出地纳入杜鲁门政府

的考虑之中。英国决心袖手旁观,而美国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和军事力量的现状,不

愿承担在巴勒斯坦的军事义务,但又必须防止苏联人插手。在阿犹矛盾尖锐、英国拒

绝合作的情况下,要制订一个巴勒斯坦政策,避免犹太人或阿拉伯人倒向苏联并维护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并非易事。因此玛格丽特·杜鲁门指出,“就某些方面而言,巴勒

斯坦问题是他(指杜鲁门总统)整个执政期间最为棘手的进退维谷的问题。暠栙

在杜鲁门政府内部,决策人员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也出现重大分歧,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国务院和军方人员,尤其以近东和北非事务办公室亨德森等人为代表。他们

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军事和经济利益考虑出发,提醒杜鲁门在制订和推行巴勒斯坦

政策时要考虑到阿拉伯人的反应。他们认为,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对美国来说是至

关重要的,而且关系到“马歇尔计划暠能否成功实施的问题,因为欧洲的复兴需要中东

的石油能源。苏联伺机插手中东,为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暠,美国应和阿拉伯人保持

良好的关系。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国务院主张谨慎从事,亨德森早在1945年8
月的备忘录中就反对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栚国务院的立场得到了美国军方的赞同。

时任陆军部长的福雷斯特尔一直认为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计划会损害美国的

利益。1946年6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鉴于一个对西方国家友

好而稳定的中东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地区是俄国和英国的地中海生命线之

间的缓冲地带。如果中东人民转向俄国,其影响将在许多方面同俄国人军事征服这

一地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土耳其维持它内部和政治上的完整,她能否继续维

持她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地位和维持一个不同于其他俄国卫星国的地位,也很成问题。

而且,从军事角度上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对中东石油的控制问题。……我们军事力量

和生活水平的一个巨大部分是建立在石油之上。暠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不应采取任

何要么导致美国使用武装部队,要么促使中东人民脱离西方大国的行动,因为美国在

那个区域有生死攸关的安全利益。暠栛

另一派以白宫政治顾问克利福德、奈尔斯等人为代表。他们主要从国内政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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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出发,主张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要求予以考虑和支持。这是因为,自威尔逊以来的美

国历届总统都对“贝尔福宣言暠表示支持;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也曾通过决议赞成在巴

勒斯坦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犹太联邦。暠栙 这种支持既是一种人道主义行动,又能

缓和国内政治压力,争取犹太人对民主党的支持。对于他们来说,努力让杜鲁门获得

1948年大选的胜利是最为重要的目标,而确保500万犹太选民的支持是至关重要

的。他们还争辩称,对犹太复国主义予以一定的支持,能防止他们投入苏联的怀抱,

而对阿拉伯人的反应则不必过于担心。奈尔斯被称为“杜鲁门先生身边的神秘人

物暠,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维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利益。栚1946年5月,奈尔斯在

备忘录中劝说杜鲁门不要因为害怕失掉沙特国王的友谊而不敢支持犹太人。他说:

“你知道罗斯福总统曾对我们中的一些人私下说过,他只要花几百万美元就可以做到

要伊本·沙特怎么样就怎么样。暠而且,阿拉伯人的威胁并不可怕,“可以对穆斯林世

界联合起来的危险大打折扣,因为穆斯林世界的很大一部分是追随甘地和信奉他的

不抵抗哲学的。暠栛克利福德则认为,“阿拉伯国家必须拥有石油产地使用费,否则(石

油产地)一文不值,例如,90%的沙特财政收入来自美国的石油产地使用费。阿拉伯

国家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其他的石油顾客:(1)他们必须要有美元,而且只能从美国获

得;(2)如果转向苏联,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将遭受无可挽救的损害,而且对于他们

的统治阶层来说,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无异于自杀;(3)在这个地区,沙持阿拉伯拥有

最大的石油储量,伊本·沙特国王甚至已数次公开拒绝威胁取消美国的石油租借权,

……。暠他得出结论:“他们对美国的需要大于我们需要他们暠,所以美国不应成为“在

一些游牧的沙漠部落面前颤栗的可笑角色。暠栜

这两派竟相对杜鲁门施加影响,从而使杜鲁门成为美国巴勒斯坦政策中的关键

角色。决策机构内部有机协调的实现,影响着对外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且其力量是巨

大的;相反,如果国内各机构不协调,连决策也困难。1945至1948年这三年中,杜鲁

门的巴勒斯坦政策按照不断变换的压力来回在两派建议之间摇摆着,他在美国长远

利益考虑和国内政治需要之间游移不定,所以美国的政策表现为犹豫不决,前后不一

甚至自相矛盾。他试图找到一种理想的政策,既能维护美国在中东的长远利益,又能

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缓和犹太人及其支持者的压力。但由于阿犹双方不可妥协的

矛盾,杜鲁门时时陷于困境。几经犹豫之后,他只能做出抉择,其结果是在关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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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听从了白宫政治顾问们的意见,顺应了国内政治的需要,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对杜鲁门施加了巨大压力。如前所述,犹太复

国主义运动自1942年比尔特摩尔会议后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影响力不断增强。而

犹太人在希特勒统治期间所遭受的灭绝性屠杀和战后犹太难民的苦难又赢得了美国

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时任国务院官员的迪安·腊斯克(DeanRusk)写

道:“在战争之后,许多人觉得犹太人应有他们的祖国。暠栙从1945年到1948年的民

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舆论对犹太人自由移居巴勒斯坦和建立独立的犹太国给予了

有力的支持。栚根据统计,1947年、1948年和1949年三年间,白宫收到的有关巴勒斯

坦问题的信件有8.65万封,明信片84.1903万张,电报5.1万封。栛这些邮件几乎全

部是发自于犹太利益集团及其支持者。国会和州政府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游说下,

也不断施加压力。1945年12月,国会通过决议要求美国使用政府职能在巴勒斯坦

建立一个民主联邦;33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决议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

家;40个州长、54名参议员和250名众议员向总统递交了请愿书。栜尽管杜鲁门有时

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味施压十分恼火,但作为总统,作为民主党的领袖,他难以消

除和忽视这种压力。犹太人主要居住在纽约、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州,这三州当时

有110张选举人票。除1916年大选外,自1876年以来没有一个候选人失去纽约州

而获得选举胜利的。克利福德就认为纽约州犹太人的选票是至为关键的。如果对犹

太人的要求予以一定的支持,那么不仅可以缓和巨大的压力,而且也能为自己和民主

党获得一些政治上的利益。1946年的“赎罪日声明暠和1948年承认以色列在很大程

度上就体现了这种意图。

第二,从国内政治来考虑巴勒斯坦问题,也符合杜鲁门本人对犹太人的情感。在

决策过程中,杜鲁门对犹太人的同情是不能抹杀的。和很多美国人一样,杜鲁门自小

就阅读《圣经》及相关的大量著作。在他的心中,巴勒斯坦是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

的世界的真正延伸,应当是犹太人固有的家园。杜鲁门甚至认为国务院专家们是反

犹太人的,是“将犹太人置于与中国人和黑人同类的做法。暠栞早在担任参议员时,杜

鲁门就表示拥护通过一项赞成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决议,并曾宣称,当适当的时机到

来时,他愿意提供帮助以争取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之家。栟他在回忆录中说,“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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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主义下的犹太牺牲者的命运,是我个人所深切关怀的问题暠,因此“我的态度是,对

于希特勒种族迫害狂的牺牲者被剥夺建立新生活的机会这一点,美国不能袖手旁

观暠。栙在巴勒斯坦这个复杂问题上,个人的情感渗透到杜鲁门的决策之中,促其从国

内政治的需要出发选择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国务院学派暠忽视了一点,即作为一个

政治家获取犹太人的选票和“同情暠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并不冲突,恰

恰是二者合一推动了杜鲁门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对待巴勒斯坦问题。需要指出的是,

杜鲁门的“同情暠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限的:一部分犹太难民希望移民美国,但美国从战

时到战后一直严格控制着移民的数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1948年,杜鲁

门才要求国会扩大每年的移民数目,这期间,犹太人移入美国只占犹太难民总量微不

足道的数目;支持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和建立一个犹太国就可缓解对美国的移民压

力。不过,这种有限的“同情暠确实影响了杜鲁门的决策考虑。

第三,在支持犹太人的同时,杜鲁门不是没有考虑到阿拉伯人的反应。不过,在

美国国内,阿拉伯人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力量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当几名奉召从中东回国的美国外交官表述了阿拉伯人的观点后,杜鲁门的评论则是,

在他的选民中缺乏大批阿拉伯人。栚在国际上,尽管阿拉伯国家一再公开威胁,但种

种迹象表明,他们并不愿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直接发生政治冲突。1946年10月,

伊本·沙特告诉美国大使,他决心不让巴勒斯坦问题破坏同美国的“最友好的关

系暠。栛同年,美国石油公司同约旦的谈判一度失败,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Ab灢
dullahI)秘密告诉美国总领事,国内民众的情感暂时“束缚了他的手暠,他许诺尽早同

石油公司达成协议。栜在联大通过分治决议后,伊本·沙特再次表示不愿意“因这个

问题同友好的西方强国发生冲突暠。栞这些迹象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克利福德的

分析,使杜鲁门不必过于担心阿拉伯人的反应。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东的石油依赖性不强。到

1948年3月,美国进口石油仅占国产石油的8%,约为每天45万桶,其中该年度美国

从沙特阿拉伯平均每天进口石油仅2.93万桶。栟尽管中东有巨大的石油资源,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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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其重要性并未充分显示出来。况且,伊本·沙特国王无论是在私人谈话中还是

在阿拉伯联盟委员会上,不断将美国官方与美国公司区别开来对待。栙这就意味着即

使美国政府同阿拉伯国家关系恶化了,美国仍有可能从中东获取石油。

第五,国务院及军方一再主张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巴勒斯坦问题,但

却又不能制订出一个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来。相反,1948年的托管方案使杜鲁门陷

入被动的境地。除此而外,国务院对苏联支持分治的错误估计也削弱了其发言的份

量。

杜鲁门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策制订过程充分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

的影响,这是一个典型的国内政治影响外交决策的范例。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抉择不

是从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而是因应当时国内政治一时之需做出的。在这一过程中,

犹太院外游说集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种决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的后果。乔

治·凯南就曾指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抱有地方性目标和利益的外国血统的

院外游说集团和少数族裔集团,这些集团的私利可能不是同整个国家的利益一致,从

而使政府就国际环境采取行动的权力由于国内政治原因常被滥用和扭曲。栚由于杜

鲁门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着眼于当时国内政治的需要,应一时之急,所以随着时间的

推移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东石油依赖性的加强及冷战的发展,后来的历届美国政

府在制订中东政策时,不断面临着在阿以冲突中外交周旋余地狭小、左右为难的局

面。不仅如此,杜鲁门政府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对犹太复国主义予以支持,实质上

是把痛苦强加于无辜的阿拉伯人头上,这种大国推卸责任而强加于别人的作法是一

种典型的强权政治,从根本上违背了国际法中“民族自决暠的原则,其后果也只能给世

界带来动荡和不安,中东国际关系此后的发展确证了这一点。

袁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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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平民党运动的再思考

原祖杰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发生在19世纪末的美国平民党运动,是以农场主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

的弱势群体,针对大银行、大公司等垄断企业及支持和包庇它们的联邦政府发起的一场

民众抗议运动。史学界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莫衷一是。分歧

的焦点在于怎么看待19世纪美国农民的道德与经济诉求以及产生这些诉求的文化与社

会语境。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中逐渐被边缘化的农业居民所面临的并不是一个公平的市

场经济。土地投机和价格垄断都让农民损失惨重,他们因此将代表这些经济行为的大企

业看作是美国社会中的“他者暠。尽管农民在数量上已不足全体人口的一半,他们自己却

以“人民暠自诩,其目标则是寻求自身的政治、经济保护。

关键词:美国历史 平民主义 人民党 进步运动 农场主联盟

近年来,一个被公众逐渐淡忘的政治学名词又频频出现于西方媒体,那就是“平

民主义暠(populism)。从2008年大选开始,平民主义的“幽灵暠就在美国大地徘徊,并

给这个为金融危机所笼罩的选举年制造了诸多的悬念和惊喜。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当

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平民主义的胜利,而这场胜利的余波正在持续涤荡着美

国社会。发表在2009年3月26日《经济学家》的《血色将至了吗?》(WillThereBe

Blood)一文,开门见山地指出:“平民主义的复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假想的,但基本上是

属实的暠。这篇文章针对的是当时美国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利用刚刚到手的政

府补贴大量发放管理人员红利的丑行,以及由此引起的全国人民的愤怒。题目沿用

的是根据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Jr.)发表于1927年的小说《油》(Oil)改编

的电影名《血色将至》(ThereWillBeBlood)。该电影展现的是美国镀金时代石油大

亨的贪婪腐败,而《经济学家》文章暗示的是,美国的金融保险业管理层如果继续置人

民的感受于不顾,将可能激发人民的反抗和平民主义的复活。同一时期其他各大主

流媒体也纷纷拾起平民主义的话题,让人们重新回忆起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平民党运



动。

如果说当年那场政治运动的“他者暠(theother)是工业巨头、金融寡头和政治

家,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在这场始自2008年大选的“平民主义暠潮流中的“他者暠就是

华尔街金融和保险业的投机分子和放任、支持他们的政府机构。金融危机带来的无

奈和恐慌让人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和金融领袖们感到失望,在这种氛围下,声称未受

政治污染的奥巴马就成了人民的代言人。在奥巴马的支持者中,种族和宗教的界限

已经模糊。“人民暠包括了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就像奥巴马在竞选中强

调的那样,没有非裔、亚裔和白种美国人,只有美国人。不管美国社会现在的种族问

题是不是真像奥巴马说的那样已经得到解决,美国历史上出现第一个黑人总统的事

实已经说明,这个由清教徒开创的国家在种族、文化融合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

“平民主义暠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栙在宗教改革前后和期

间,平民主义就在西欧的许多地区,尤其是英国初露端倪。尽管平民主义总是和反贵

族、反精英联系在一起,但在政治立场上却未必是激进的或者左倾的。无论在欧洲还

是在美国,平民主义经常会掺杂进一些种族主义的因素。20世纪末的美国平民党运

动正是这样一场在成员和见解上都十分复杂的运动。与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进步主

义知识分子不同,平民党人则主要来自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较低层社会,而又不是最

底层,因为他们,尤其是南部的平民主义者,既反对给黑人以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

也反对增加新移民。栚平民主义运动的多重特征造成了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在评

价这场运动中的严重分歧。本文将根据美国史学界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重新认识

和评估平民党的诉求。

一暋对美国平民党运动的不同看法

早期关于平民党运动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约翰·D.希克斯(JohnD.
Hicks)的《平民主义者的反叛》。希克斯以西部大平原边疆地区和南部棉花王国农场

主的经济状况为背景,分析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农民遭遇的经济困境。农产品

价格下跌,运费高涨,信贷制度苛刻,以及自然灾害连续不断,促使农民们试图通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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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动来改变现状。所以,希克斯的结论是:“艰难世事造就了平民党人。暠栙希克斯

主要是从经济环境和党派政治角度看待这场运动的,对其民主成分基本持肯定态度,

其学术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与希克斯对农场主的同情观点明显不同的是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带有同情的批判。在其著名的《改革时代》一书中,霍氏将矛头指向美国

农场主们的文化传统,即他所谓“农业神话暠。这个“农业神话暠中的英雄是自耕农

(yeoman),他们“拥有一块小农场,全家人以此为业,从而构成一支简朴、诚实、独立、

健康和快乐的人类群体。暠栚因为他们依靠的主要是自然之赐,所以能够保持自身的

正直和完善,而这对于“堕落的城市人口暠来说是不可能的。“他的福祉不仅是物质

的,而且是道德的;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公民道德(civicvirtue)的核心资源;不仅是

世俗的,而且是宗教的,因为上帝创造了土地并招人耕作之。暠栛“农业神话暠的缘起并

非来自大众,而是出自知识阶层,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上层的先入之见。栜这

些社会上层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杰斐逊民主党人,他们的理想就是要把小农经济和民

主制度扩展到整个大陆。杰克逊时代就有一些政要喜欢摆出躬耕田垄的姿态以昭显

其品质。这种现象在工业革命后的20世纪仍然存在,甚至在任期间对农民问题漠不

关心的柯立芝总统也喜欢穿起白衬衫到农场中的草堆旁留影。栞霍夫斯塔特注意到

的这些现象有点像中国古代皇帝亲耕姿态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然而,霍氏却认为,这

样的道德同情在美国是脱离实际的,因为美国农业在内战前就已经商业化,完成了由

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过渡。栟他还论证说,如果说农业意味着情感和技艺都投入到

土壤中,这样的农业在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区都从未存在过。栠在霍氏眼中,“这些美国

的农场主们早已心甘情愿地投身于现代商业世界,并在其中追寻他们自己的机会,但

当交易的条件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就转而从农业神话中寻求安慰,认为在土地上劳作

的人最接近上帝。暠栢这些平民党人自认为是传统道德和美国民主的捍卫者,而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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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经济困境归咎于银行、信贷等金钱势力针对他们策划的阴谋。栙但在霍夫斯塔特

看来,这种“阴谋论暠是没有充分依据的;农场主们的困境是他们加入市场经济所应该

付出的代价。至于他们将阴谋论延伸到对犹太人的排斥、对非盎格鲁-萨克逊人的

不信任和在国际上表现出的好战倾向,则更与他们的民主形象相悖。栚因此他以辛辣

的笔触写道:“当平民党人和进步派试图坚持一些农业生活价值、挽救个人事业和机

会、保持一个同质的扬基文化的时候,我却发现其多半是倒退和妄想,其少量是罪恶,

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滑稽可笑的。暠栛

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史学界和一般公众对平民主义的评判是诟病

多于褒扬。用当代著名平民党运动专家小罗伯特·麦克马思(RobertC.McMath,

Jr.)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许多知识分子对群众运动不再着迷并将其看作是民主的

‘过火暞表现的时代。暠栜而一些社会科学家更将其看作是一场无法预测的平民运动,

与法西斯主义和麦卡锡主义有相似之处。栞霍氏也对他所作的批评进行了如下解释:

我发现自己对平民主义-进步主义传统的批评,要甚于15年前做研究

时的观点。我说的是批评,而不是敌视,因为我的批评多半是出自内部的。

我是在进步主义改革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我的政治情怀也由此形成,因为这

一传统事实上是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传统。或许是因为美国在其历史上

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政治上保守的国家,而其主要思想传统正好相反,也就

是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的暠,即平民的,民主的,进步的。而对于我们整个

民族的保守主义,却没有形成一个充分而灵活的传统来阐释坦率的保守思

想。栟

霍夫斯塔特试图说明,他对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传统的批评是有感于美国保守

主义思想的薄弱而发的。尽管如此,针对霍夫斯塔特对平民党运动和进步主义的尖

锐批评,美国学术界除了诺曼·波拉克等部分学者持支持观点外,栠仍有许多史学家

表示异议:首先,批评者认为,霍氏据以诟病平民党运动的那些在运动中出现的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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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倾向的片言只语不具有代表性;平民党人有时表现出的排外情绪和种族主

义倾向,与美国人在整体上的倾向相比,并不为过;其次,大多数社会史学者现在认

为,美国农村并非无组织的、分散的“群众暠社会,而是“被有力的社区和家庭团体的网

络所覆盖暠;第三,“尽管平民党人的文化传统有对早期乡村美国的怀旧成分暠,“他们

的价值和信仰却是激进共和主义的,而后者即使在19世纪晚期仍然是美国工人的主

要动力暠;第四,霍著的理论视角是基于这样的设想,即“社会的自然状况是其各个组

成部分的和谐一致,只有当急剧社会变化导致社会结构出现暂时的紧张时,冲突和抗

议才会发生。暠“这样,资料就集中到了抗议一方,抗议就成为对变化的不理智反应暠,

对此,批评者认为是在责备受害者。栙

对平民主义研究的新突破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杜克大学教授劳伦斯·古

德温(LawrenceGoodwyn)出版于1978年的《平民党人时刻:美国农民反叛小史》为

代表。古德温依据当时当地的出版物和平民党人手稿,以及大量的二手资料,追踪了

平民党人从19世纪80年代初在得克萨斯出现到1896年大选后瓦解这一短暂时期

的各种活动。与希克斯的党派视角和霍夫斯塔特的“农业神话暠不同的是,古德温将

切入点放在“农场主联盟暠(TheFarmersAlliance)上,并试图说明这一联盟是如何形

成自身的“运动文化暠(movementculture),以及这一文化对后来的平民党发展产生

了何种影响。

古德温在研究中发现,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商业和金融业的企业主们控制了民

主、共和两党。到1888年本杰明·哈里森入主白宫时,美国政党制度的重组已基本

完成。虽然两党对不同派系、种族和宗教背景的南北民众各有所侧重,但有一点是共

同的,那就是都对工商业者有求必应。栚在美国工业化高歌猛进的19世纪最后30年

中,官、商和知识精英联合起来对付弱势的工农大众,栛不仅逼迫产业工人一步步走

向激进道路,而且促使分散的各地农民联合起来。栜农民的反抗始于南部边疆地区,

然后波及得克萨斯和其他内战时的南部联盟州,继而扩大到西部平原。从运动开始

到形成南部与西部的联合,前后共用了15年的时间。而其思想轨迹则可从1892年

的奥马哈人民党政纲,追踪到1889年的圣路易斯政纲,1888年的达拉斯诉求,再到

1886年的克勒本诉求。古德温认为,是1886年由农场主联合会“为希望和自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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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暠的冲动最终导致了1892年人民党的成立。“一股人民政治的新文化先是1886
年在得克萨斯被物质化了,到1892年成为闻名全国的平民主义。暠栙

与古德温《平民党人时刻》差不多同时出版的还有麦克马思的《平民党先锋》

(1975)。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更注重通过量化来确定农民的经济能力和经

济问题,以及由投票比例决定的政治力量,并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或马克思理论(有些

研究实际上是由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完成的)来进行社会分析。古德温和麦克马

思等人对“运动文化暠的强调促成对平民党意识形态的重新评估,认为这种民主合作

文化是对不公平的货币体系和公司控制政治现象的挑战。栚如果说早期希克斯、霍夫

斯塔特和波拉克对平民党的定性分别是自由派的(liberal)、反动的(reactionary)和原

始社会主义的(proto灢socialist),后期古德温等人的研究中则将其看作共和主义和生

产者主义(RepublicanismandProducerism)的潜在结合,强烈的农业主义信条不可

避免地使其走向反公司和反垄断,但平民党人却从未反对资本主义。栛要合理地理解

平民党人的诉求,还要回到内战和重建之后的美国,了解一下美国农场主们的真实处

境。

二暋内战和重建后美国农场主面临的困境

美国的农场主运动源于内战后的南方。根据张友伦先生的研究,原来的种植园

主虽然在内战后收回了他们的土地,但由于南方经济元气大伤,原来的大种植园经济

已不能恢复,加上1867年棉花价格大幅下跌,许多大种植园解体转化为更多的小农

场。农场主多半实行谷物分成制,招雇无地的农民为自己耕种。缺少生产资金的小

农户不得不向商人贷款,提前将农作物收成抵押给商人,遭受商人的高度盘剥,遇到

歉收之年则纷纷破产。栜中西部的农民同样面临着资金上的困境。他们中大多数原

来就不富裕,认购上百英亩的土地,即使只交一部分手续费也耗尽了他们的积蓄,可

要让土地产出粮食和其他农牧商品,他们还要添置农具、种子、化肥等必须品,没办法

只好将土地、房屋抵押借贷,而这往往会将他们置于自己并不熟悉且充满风险的信贷

市场。栞

·911·对美国平民党运动的再思考

栙

栚

栛

栜

栞

GoodwynLawrence,ThePopulistMovement敽AShortHistoryoftheAgrarianRevoltinAmerica,p.55.
RichardL.McCormick,“PublicLifeinIndustrialAmerica1887~1917,暠inEricFoner,ed.,TheNewA灢
mericanHistory(Philadelphia:TempleUniversityPress,1997),p.119.
MichaelMagliari,“AmericanPopulism:ASocialHistory,Review,暠TheJournalofAmericanHistory,

Vol.80,No.3,(Dec.1993),pp.1107~1108.
张友伦:《美国西进运动探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274页。

PioneerPress,January19,1884.



霍夫斯塔特似乎对这些处境困难的农民缺少同情,他的理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

观点。他设想市场经济是一个公正的平台,既然农民可以靠它来受益,吃亏时就不要

叫苦连天。如前文所述,为了证明自己评判的公正性,霍氏还解剖了他认为足以误导

世人的“农业神话暠:早期近代的自耕农总是让人产生许多美好的联想,除了杰斐逊的

民主设想是以此为基础的,其他如自由、独立、艰苦奋斗、个人主义等美国人崇尚的价

值观也都与自耕农成分密切关联,而美利坚合众国本身也是生于乡村而迁入城市

的。栙但是,霍夫斯塔特认为,历史事实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国农业早在1815~

1860年间就完成了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业化经济的过度。栚因此可以说,美国

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大平原、大草原地区从未有过真正立足于土地具有前工

业景观的农业经济。栛既然是市场经济中的一分子,就应当接受市场规律的结果,而

不应该指望政府的帮助。这不仅是霍夫斯塔特的观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

的美国修正派史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共识。

然而,这种观点难以说服许多秉承“新政暠传统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看来,纯粹的

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市场参与者的命

运。美国内战后,政府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采用什么样的金融货币政策。战时,联邦

政府为了筹措经费发行了大量的绿背纸币和债券,认购债券的银行家们认为他们有

功于联邦政府,希望政府能够加倍偿还他们,并收缩货币,恢复硬通货政策。对于政

府来说,无论是增加税收以提高财政收入还是紧缩货币以稳定金融都意味着牺牲广

大债务人的利益。紧缩货币政策相对降低了农产品价格,同时又增加了农场主们偿

还贷款的负担。尽管美国当时正处在工业革命开始阶段,通货膨胀政策明显有利于

经济的发展。而内战后两党都对大银行、大公司采取拉拢政策,政府和国会制定的各

项财政金融政策多半符合他们的利益而牺牲处在弱势地位的农场主的利益。所以,

古德温认为:“对国内的农场主来说,货币收缩政策是一场大灾难,最终导致了平民党

人的反抗。暠栜

其实,内战后的金融货币政策只是金融和商业巨头通过民主、共和两党操纵政府

政策的较为典型的一例。其他方面的政府政策或许没有金融政策这样直接,但政府

在许多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如交通运输,采取听任大公司为所欲为的政策同样牺牲

了民众应有的权利。尤其是到19世纪80年代,大公司已经获得了对某些行业的垄

断地位,占据了经济优势。而分散、孤立的农民要起来对抗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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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工业化中形成的工商业精英,包括企业主和服务于他们的

高级管理人才,在政府支持下创立出许多新的游戏规则,农场主们只能被动地应对和

接受,这些自认为是国家主人的美国农民们突然发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

而为了保卫自身利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合起来,形成集体谈判力量。

内战后美国农场主的联合应该追溯到1867年“格兰奇暠(Grange,全称为“Na灢
tionalGrangeofthePatronsofHusbandry暠)的建立。这个带有秘密色彩的农民自

发组织最初的目标是为农场主提供教育和社交的机会。其领导人奥利弗·哈德森·

凯利(OliverHudsonKelley)原是农业部的一名办事员,在内战结束时巡视了南部的

农业状况,回华盛顿后着手组织了这样一个互助组织。随着内战后农民处境的日益

困窘,格兰奇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成为当时最大的合作网络组织。到1875年,格兰奇

的成员已经超过了85.8万人。栙其功能也由初期的教育和社交发展为以经济上的互

助合作为主,在许多州设立供销代表,为农场主生产资料购买和产品销售作代理,甚

至尝试着建立自己的农具工厂。艾奥瓦、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等州的格兰

奇参与者还推动州议会通过了一系列被称为“格兰奇法暠的州立法,对铁路和谷物升

降机等进行严格地规范。栚1874年在圣路易斯全国会议上,格兰奇参与者通过的宣

言明确要求:反对贷款制度和抵押制度,反对垄断资本,反对高薪金、高利率和商业暴

利等有可能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但又明确声明格兰奇们不是资本的敌人。格兰奇

运动到1880年代走向衰落,脱离格兰奇的一部分西部小农投身于绿背纸币运动。栛

但从圣路易斯宣言中可以看出,美国中小农场主的平民主义要求已经在格兰奇运动

中得到全面申述。

古德温和麦克马思等平民党运动研究专家们通常将以农场主联盟为主要载体的

平民党运动溯源于美国南部农民的反抗。首先组织起来的是得克萨斯东部的小农场

主。1877年9月,一批农场主聚集到兰帕萨斯县的一个农场中,成立了互助骑士团

(KnightsofReliance),后改名为农场主联盟,并迅速在南方各州扩展开来。从1870
年代末到1890年代初,各种各样的农民联合组织先后在南部和西部平原一带出现,

其功能主要是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解决农民经常遇到的信贷问题、运输问题,农产品

销售问题和种子化肥等生产用品的供应问题,在一些公共服务上可以与政府和铁路

公司进行谈判。如在乔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农场主联盟就曾通过集体行动获得了成

功议价。栜这些农场主联合在性质上都属于经济组织,但如果从党派政治角度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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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就会发现这些组织,以及后来成立的人民党,事实上都是农场主和其他被民主、共

和两党忽视和抛弃的阶层成立的保护和代表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组织。

平民党人回归农业民主式美国的梦想赋予这场运动某种悲剧色彩。希克斯将这

场运动看作“从工业美国的血盆大口中拯救农业美国的长期而失败的斗争中的最后

一场暠;栙有历史学家将其看作“农场主对已经稳占上风的工业文明的最后反扑暠。栚但

对平民主义持批判态度的霍夫斯塔特却认为,“基于旧的小农意识的这场政治运动的

失败,不应被看作作为经济利益的商业化农业的失败。……平民主义是我们农业政

治发展转型时期的一种表达方式:在最后一次坚持过去的思维方式的同时,又充当着

新思维的先驱。暠栛客观地看,19世纪最后20年里,美国的平民党人实际上是一些在

工业化中失势的利益攸关者的团体组合。然而,他们为什么要以“人民暠自诩? 这种

政治定位会给他们的利益诉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回到政治

学中平民主义的层面,从理论上略加诠释。

三暋“人民暠与“他者暠的对立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弗朗西斯科·帕尼扎(FranciscoPanizza)认为,要解读平民

主义,首先要理解:谁是人民? 谁在为人民说话? 平民党人认同是如何发生的? 他是

将平民主义理解为一种“反对现状的对话暠,而这种对话通过象征性地将社会划分为

“人民暠和“他者暠(theother)而使政治空间简单化了。栜平民主义总会让人联想到政

治学中的“人民主权暠或者“人民是国家主人暠这样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

尔斯(EdwardShils)认为,平民主义认同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

二是人民与政府直接相关。栞而英国政治学者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Cano灢
van)进一步完善了平民主义的定义:平民主义认同是在其诉求中形成的,“其最常见

的方式是直接诉诸‘人民暞,反对既有权力结构,反对社会的主流思想与价值暠。栟将社

会划分成“人民暠和与之相对的“他者暠体现了平民主义的政治特征。帕尼扎指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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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antagonism)是政治的核心,因为通过对抗才能构建政治认同,才能想象出激进的

选择来取代现存秩序。暠栙总之,那些以人民自诩的平民党人,可能其本身只是社会中

的某一群体,当他们感觉到自身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当他们以前的代表已经习惯于

漠视他们的利益时,其主权意识可能会忽然膨胀,起而抗议和抵制他们认为的“他者暠

和纵容“他者暠的政府(有时政府也成了“他者暠的一部分)。当对立形成,“人民暠也会

把不满现状的其他群体裹挟进来。所以,在美国平民党运动中看到的不只是农民的

参与,还有其他力量的分化组合。正如帕尼扎所分析的那样:“平民主义因而不只是

一场代表权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人们疏远了他们旧的认同,转而拥抱一个新的‘平民

化暞的认同。它也是一种新的代表权的开始,让那些由于阶级、宗教、种族或居住地等

方面原因而从未被代表过的人加入进来,成为政治行动者。暠栚

美国平民党人在成分上是一群具有不同色彩的福音派信徒。詹姆士·维沃尔

(JamesWeaver)代表绿背纸币党;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Donnelly)代表乌

托邦派;“不穿袜子的暠杰瑞·辛普森(JerrySimpson)代表农场主。一般认为,农场

主们是平民运动的中坚,他们为低农产品价格、高运费和不合理的银行贷款规则所

苦,从19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格兰奇和农场主联盟等组织,在维护

经济民主的旗帜下争取自己的权益。

平民党运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农场主们把自身遭受的灾难看成是全民的灾

难,认为工商业的扩张危害了美国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道德和价值体系。霍夫斯塔

特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美国农民的政治、经济诉求。他分析说,“农场主们生活在大

世界之外,而他们的命运却事实上由这个大世界决定着的。……在平民主义思想中,

农场主并非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商人,一个置身风险重重的经济体中的受害者,而是一

个受伤的自耕农,充当着与平民道德格格不入的外来者的猎物。暠栛这种心态在唐纳

利为人民党纲领撰写的前言中暴露无遗,针对由银行家和企业主主导的全球工业化,

他写道:“一个针对人类的巨大阴谋在两个大陆已经形成,并正在迅速占领世界其他

地方。如果不加遏制或推翻,就会带来可怕的社会动荡、文明破坏或绝对专制的建

立。暠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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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的眼光看,19世纪后期美国的平民党运动实际上就是南部和西部平原的

一批农场主以“人民暠自居,而把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大银行、大公司等工业革命的产

物视为人民公敌;平民主义的最大敌人就是华尔街。栙当然,那些处处为大公司开放

便之门的政府部门也同样难辞其咎。

对“人民暠的认同和对“他者暠的确定为平民党人的抗议运动设定了阵容。1890
年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平民党人的第一次聚会上,被称为金嗓子的堪萨斯人玛丽·伊

丽莎白·里兹号召说:“你们农场主要做的,是少长一些玉米多长一些愤怒。暠她代表

农场主们提出要求:“我们要钱、土地和交通。我们要求取消国家银行,我们要求接受

国家直接贷款的权力,我们要求取消可恨的丧失赎取权制度。……我们要保卫我们

的家园,坚守在我们的炉边,如果必要就诉诸武力,我们拒付那些凶猛的高利贷公司

的贷款,直到政府偿清对我们的亏欠。暠栚这些主张在后来的人民党纲领中被概括为:

自由铸造银币,累进所得税,由政府建立便于交换的供人民安全储蓄收入的邮政银

行,由政府拥有和运营铁路和电报、电话系统等。栛

然而,在工业主义和城市化处于“镀金时代暠的美国,平民党人的声音听起来是有

些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复古倒退的。在世人的眼中,他们即便不属于产业工人那样的

到处闹事的“麻烦制造者暠,也难以博得广泛的同情。一方面,农场主们的联合行动并

没有在根本上拓展他们的政治视野,他们仍然拒绝接受南部的黑人、新移民,并继续

敌视犹太人,将其看作华尔街阴谋的主导者。另一方面,作为工业化时代的弱势群

体,他们在政治上同城市工人一样,面对的是政府官员、大企业主和知识精英联合打

压的局面。栜

四暋平民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合与分

1896年大选中,民主党的在任总统克利夫兰因坚持金本位制而受到本党人士的

质疑和抨击。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以一篇被称为“金十字架暠的演说征服了民主党

听众,并被顺利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同年7月,人民党全国大会在圣路易斯举行,也

推举了已属民主党人的布莱恩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大选中布莱恩在27个州发表

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并受到公众的热烈拥护。然而,选举的结果却是足不出户的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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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候选人威廉·麦金莱靠大公司的支持而轻松获胜,美国农场主自由铸造白银的努

力至此完全失败了。在这次选举中,平民与精英壁垒分明,支持布莱恩的主要是南部

各州和西部部分州的农场主和社会下层,而麦金莱则得到人口稠密经济富裕的东部

各州、加里福尼亚和工业发达的中西部的支持,支持者中许多是银行家和保险公司、

石油公司等企业领袖以及他们操纵下的公司员工。这场选举的结果彻底瓦解了平民

党运动;改革的主动权为共和党所掌握。

然而,就在布莱恩失败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大多数平民党人的主张却在美国

付诸实施,并且对后来美国政府的改革运动产生着持续影响。这次选举之后,平民党

人发现他们可以继续利用自己的经济组织来影响政府改革。1900年成为美国政府

改革的分水岭:从1865年到世纪之交,美国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农业困难重重,农

场主们从来没有看到联邦政府给他们多少同情,也没有像样的立法措施给他们施以

援助。然而在20世纪初,罗斯福的“公平施政暠和威尔逊的“新自由暠却产生了许多农

业立法。到1920年,给农业部增加的为农场主提供服务的拨款已经是1890年的30
倍。栙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平民党人是失败的成功者;他们在选举中失败了,但他

们的目的却达到了。1905年,曾经当选过堪萨斯州平民党众议员的杰瑞·辛普森

(JerrySimpson)从新墨西哥回到堪萨斯,遇见了几位昔日的共和党对手,他们对他

说:“噢,杰瑞,你现在应该在堪萨斯才对,堪萨斯整个都是平民主义的。暠他回答说:

“你们这些本州保守商人,无疑是这里最聪明的人,但现在学的却是这州农场主们14
年前就知道的东西。暠他还评论说:“当我们转向罗斯福时,平民党消亡了。……而他

们却都来学我们了。他们不叫自己平民党人,但玫瑰无论叫什么都是芳香的。暠栚

的确,如上所述,在20世纪最初20年先后由共和、民主党主导的进步主义改革

运动中,往日平民党人的许多诉求都得以实现。一方面,平民党运动中形成的改革文

化已经弥漫全国,一些社会精英也意识到工业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已经到了非改

革不可的地步;另一方面,在1896年大选后,原来的一些平民党人纷纷转向共和、民

主党,并把他们的诉求带进了执政党。在进步主义大行其道的20世纪初,平民党人

和进步派曾出现合流的局面,许多人既是平民党人,又是进步派。前文提到的杰瑞·

辛普森就是一例。

然而,平民党人与进步派的主流在地域、身份和诉求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对

此,卢卡克斯指出:“进步派和平民党人从开始就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是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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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暠栙 他认为,美国进步派大约从1880年开始形成,加入其中的是一些对“共和

党自我满足的物质主义暠忧心忡忡的人,在进步派看来,共和党的政客都“庸俗和落后

得不可救药暠。这些知识分子和社会与政治改革者们多属上层美国人,几乎都是新教

徒,并且大多来自新英格兰地区。他们相信社会与政治的可计划性,就是说,一场由

他们发起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可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问题。而平民党人则多来自

中西部和南部,他们相信来自下层的改革,或者是革命。当然,他们依靠的也不是所

有下层,因为在南部,平民党人坚决反对给黑人平等的社会与政治权利;他们还经常

充当反对移民的急先锋。栚

进步派与平民党人的组合没有持续多久,到20年代中即出现分化。1925年7
月,在围绕世界瞩目的田纳西州约翰·斯科普斯案(ScopesTrial)的辩论中,维护《圣

经》、反对进化论的老牌平民党人布莱恩和支持进化论的芝加哥进步派克拉伦斯·达

罗(ClarenceDarrow)各不相让,平民党与进步派的分野由此形成。栛中西部和西部一

些州中的平民党人推动出台了一些令自由派感到震惊的立法,其中包括教科书审查

制度。到30年代,平民党人形象被认为在格兰特·伍德(GrantWood)的著名油画

《美国的哥特人》中得到很好的表现,足见其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下降。而休伊·朗

(HueyLong)和库格林神父(CharlesCoughlin)等带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平民党人的

出现以及他们对进步派中国际主义的攻击,更让二者走向彻底决裂。

结暋暋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平民党人造反情有可原。霍夫斯塔特等人在

自由主义经济观下对平民党人做出的评判有失公允,因为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市场经

济并不是一种健全的经济体制,权力与金钱的勾结、大公司的垄断都造成了农场主等

社会阶层丧失了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危害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民主;而许多美国精

英服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工农大众缺少同情,这样就形成以大银

行、大公司为主体的垄断势力、以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主体的政府权力,和以各大报

刊为主体的知识精英联合打压弱势群体的局面,而农场主正是不堪这种打压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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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Lukacs,DemocracyandPopulism敽FearandHatred,p.57.
JohnLukacs,DemocracyandPopulism敽FearandHatred,pp.57~58.
1925年7月,田纳西州戴顿的约翰·斯科普斯因教授进化论违犯州法被捕受审。克拉伦斯·达罗和达德

利·费尔德·马隆为其辩护,而布莱恩则是起诉人之一。结果是斯科普斯被判有罪,并被罚款100美元。
这场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审判被讽刺为“猴子审判暠。该条州法直到1967年才被废除。详见:EricFoner,

VoicesofFreedom敽ADocumentaryHistory,pp.123~127;ArthurM.Schlesinger,Jr.TheAlmanacof
AmericanHistory,p.446.



反抗的;二是平民党人的狭隘和保守是一种历史性的客观现实。霍夫斯塔特等人罗

列的平民党人身上的种种偏见和陋习,不应被简单地看成是个别现象,而应该从美国

文化深处追寻其根源;从美国历史和现实中审查其影响。平民党人的怀旧情结、种族

主义倾向、宗教狂热和对外政策上的好战姿态都给其政治形象带来负面评价。尽管

有的辩护者称这些倾向同样表现在进步派、工人阶级等其他群体中,但它们与平民党

人或者说是农场主的联系,确实要更为密切一些。这些将其他平民排斥在外的平民

党人却以人民自居,其本身虽然具有讽刺意味,但却反映了美国历史上对“人民暠一词

的界定和认同是受时代局限的。事实上,历史上的“美国人民暠是一个变化的概念。

回顾美国的政治史,可以看出美国人在身份认同上有一条清晰可见的脉络,那就是人

民内涵的演变和民主范围的延伸。从殖民初期具有强烈排他性的自称为上帝选民的

清教徒,到独立时期松散的美国人民;栙从早期排除黑奴和妇女的有限公民,到后来

的包括不同性别、种族享有较为充分的政治权利和多元文化的美国选民,美国的民主

之路是一条逐步完善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作为清教传统中坚的美国

农场主经常是偏于保守和落后的,但却在美国工业化的镀金时代扮演了经济民主化

推动者的角色。

原祖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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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参见李剑鸣:《“人民暠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10~133页,特别是

第112页关于北美殖民地初期对“人民暠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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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治理中国》有感栙

王缉思暋暋暋

一周之前,在华盛顿到北京直飞航班的候机室里,我同李侃如教授不期而遇。登

机后,发现又恰巧彼此相邻而坐。十几个小时里,除了休息以外,说了不少话,基本上

没有脱离“今日中国暠这个话题。一如我们两人以往的语言交流,大部分时间是他侃

侃而谈,我洗耳恭听。临别,李侃如教授非常礼貌地再度提醒我,《治理中国》一书中

文版的一切工作都已就绪,唯独缺我答应给他写的序言。

其实,要讲学术,我没有给本书作序的资格。虽然我一生一世在中国生活,而且

在海外如果有讲学的机会,主题也是中国政治与外交,但绝不能说自己全面了解中

国。本书内容之丰富,超过了我的学术视野。为了作序,我又通读了一遍《治理中

国》,不仅发现了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还想到了一些值得深究的问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暠。我们常常说要“从国情出发暠,但中国人了

解自己的国情,研究自己的国家,也因为“身在此山中暠等多重原因,而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尤其是要把“中国政治暠这样一个高度复杂、高度敏感的议题浓缩到一本三十

多万字的学术著作里,既力求客观公允,又不失独立见解,非一般功力可逮。从了解

自己的国情、国史、国策的角度出发,读这本书一定大有收益。这是我管窥所及,极力

向国内读者推荐本书的最大理由。

当然,如果深究细节,任何一个中国读者都会在本书中发现自己不能认可的事实

或观点。例如,研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人,可能认为本书第一章中对儒学的概括过于

简单,褒扬不足;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可能会发现书中对当代中国政治史的许多描述

栙 本文是作者为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所著《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GoverningChina敽
FromRevolutionThroughReform.NewYork:W.W.Norton&Company,2004)一书的中文版所写的序

言,该书中文版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同自己的理解有出入;对妇女问题有所关注的读者,可能会对第十章中关于当今中国

妇女地位问题的观点提出异议。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本书才更有其价值和可读性。

本书观察中国政治的广阔视角,是国内外许多相关著作难以企及的。第一章到

第五章厚今薄古地纵向描述了中国政治史;第六章和第七章论述的是中国政治体制

及其运作过程;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则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对外关系等角度刻画了

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发展前景。这种章节间纵横交错、章节内丝丝入扣的

写法,符合《文心雕龙》所称的“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暠。

本书看似简单的章节安排和深入浅出的内容陈述,其实是以深厚的政治学功底

为基础的。李侃如没有花费宝贵的篇幅去表述写作本书的方法论,而是把严谨的方

法和学风融化到全书结构以至每一个注释之中。他也没有刻意将中国比照于西方或

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比较政治学的方法随处可见。本书原版的主要读者是西方人,所

以要把中国的事情讲清楚,有时不能不借用奥斯曼帝国、苏联、印度、美国等一些国家

的事例来做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同他国相比才能突出“中国特色暠。从学术上

研究中国政治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都需要运用比较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

找出各国政治的共性和个性。本书对于我们理解怎样运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来研究国别政治,如何从学术角度观察政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治理中国》中的“治理暠(govern及其名词形式governance)一词在现代政治学

上的含义,值得深究。Govern的本意是统治、支配、统辖,所以其名词形式之一是

government,即政府。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执政党与政府以外的社会团体及公民

个人参政议政、公民平等参与公共事务、居民自治与互助、公民依宪监督、依照民意与

听证会立法、司法部门监督行政等等,都超出了政府管治的范围,因而有了比govern灢
ment的内涵更为宽泛的governance的概念,用以包含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参与

国家政治生活。本书第十章专门论述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且作为本书的中

心议题和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问题。或可换一种解释:本书标题的“治理暠是

“治暠(ruling)和“理暠(managing)的结合,其行为主体不仅是架构于社会之上的政府,

也包括社会本身。对于习惯于把“政治暠看成“政府事务暠的中国读者来说,了解这点

至关重要。

“治理暠与“政府暠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在论述环境的第九章中得到了最生动

的体现。用接近本书十分之一的篇幅去描绘中国环境质量的下降,以及中国各级政

府和社会力量治理环境的艰苦努力,足见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第九章也是

给我最深印象、最大感触的一章。环境恶化,可能成为中国未来之路上最大的羁绊。

环境政治,也因而越来越成为“大政治暠。

窥一斑而知全豹,透过本书可以看到美国人研究中国的学术史、水平和深度。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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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如师从已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DoakBarnett)教授,治学与为人也

深受这位先师的影响。同西方中国学先驱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教授主攻历

史不同,鲍大可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新中国的政治与外交。在本书第一章,可以看到作

者借鉴费正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撞击-回应暠模式的痕迹。在全书的其他章节,作

者又多处引述了鲍大可的著述。比鲍大可、白鲁恂(LucianPye)等老一代学者更为

幸运的是,李侃如刚刚进入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就赶上了美中关系改善和随后的中国

改革开放,使他能有很多机会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同中国社会各界进行深入接触。

本书引证了大量事实、数据和结论,其中许多来自于作者本人及其西方同行近30年

来在中国调研的“活材料暠,而不是仅仅来自一般的书报资料和政府文件。在此意义

上,可以说本书的成果建立在西方几代汉学家和当代西方对中国研究的厚实积淀之

上。中国学者在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方面可以而且应当同西方学者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但不能对他们几代人、近百年的知识积累视而不见。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国际问题的中国学者来说,阅读本书和其他许多类似著作,还

可以对比出我们在研究方法和深度上的不足。中国知识界和社会精英的一个普遍说

法,是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超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对于一般公众而言,这个判断

当然是正确的。但凡有点文化的中国人,谁不知道奥巴马、尼克松、好莱坞、迈克尔·

杰克逊、波音、微软? 相比之下,除了中餐馆、功夫片和“中国制造暠的商品外,美国普

通民众对中国所知有限。但是,说到中国人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层了解,特别

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美国问题研究,一定要看到我们的差距与不足。比如,以美国

国内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等为自己的终生专业方向的中国学者,其人数最多只有

研究中国相应问题的美国学者的几十分之一。中国学者撰写的研究美国的学术专著

中,真正基于个人长期钻研而又有创见的,当属凤毛麟角。像本书这样全面论述“当

代美国是如何治理的暠中国学术专著,似乎尚未问世。因此,在阅读本书之后,我们更

应当对中国人了解美国的程度、研究美国的水平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的态度。

李侃如教授和与他年龄相仿或更年轻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在中美关系解

冻、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之后成名成家的。同其学术前辈相比,他们有更好的条件

和更多的机会提供政策建议,以至直接参与对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奥克森伯格

(MichelOksenberg)教授在卡特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要职,在中美关系

正常化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经与李侃如教授在密歇根大学政治系长期共事,

合作著书立说(本书多处引用他们两人的合著)。不幸的是,奥克森伯格在2001年英

年早逝,令人痛惜。在克林顿时期,李侃如和另一位中国问题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都从大学教授的岗位上直接进入政府,分别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部资深主任

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直接处理对华关系。直至今天的奥巴马政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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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有“学而优则仕暠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政府内外出谋划策。李侃如教授去年从密歇根

大学退休,到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任中国中心主任,在政策咨询的舞台上更加

活跃。

一代代学者专家对中国的理解、视角、观点以及不同学派,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潜

移默化,形成了既有大共识、又有小分歧的思想背景。《治理中国》这本书虽然不直接

谈及美国对华政策,但从其对中国政治的基本判断特别是第十一章对中国未来所做

的预测中,可以推衍出作者本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务实思路。我们从书中看到的,

更多的是作者对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的深思与担忧,而不是中国对外部世界形成的

威胁。

回到序言开头提到的我同李侃如教授在飞机上的促膝长谈。他说,今日中国最

令他感到担忧的,一是社会价值观的缺失,二是水资源日益缺乏。接着,他详细介绍

了南水北调工程遇到的困难,以及在这一重大项目中各方利益的碰撞。我一边惊愕

于他对事实的占有(特别是同我们这些所谓美国问题专家对美国的了解相比),一边

在想这同美国利益有何关联? 我们研究美国是为了中国,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他

们研究中国却不完全是为了美国。这一强烈反差,既反映了中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

同,也反映了文化背景与精神境界的差异。想到这里,本书给我的厚重感,已经大大

超越了其内容本身。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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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故中重构美国法律

———读《事故共和国》栙

胡晓进暋暋暋

19世纪的运输革命与产业革命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前者以运河和铁路为

代表,后者则体现在棉纺、采矿、冶铁等方面。这两方面的革命,加上内战后国家的全

面统一,促使美国工业生产加速增长,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位的工业生产大国。

但是,运输革命与产业革命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自然环境破坏,工伤事故

频发。这引发了美国社会的持续关注与广泛争论。如果说当时关注自然环境的还只

是少数民间自然保护主义者与上层有识之士,那么工伤事故则涉及千万劳工家庭,与

工人、雇主、工会组织乃至州政府紧密相关。如何赔偿在工业生产事故中伤残、死亡

的工人及其遗孀,成为美国工业化时期亟待解决的社会与法律问题,也是美国学者约

翰·F.维特的《事故共和国》栚一书所讨论的主题。

维特(JohnFabianWitt)现任美国耶鲁大学法律史教授,在耶鲁获得学士及博士

学位。法律史属于交叉学科,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必须接受历史与法律两方面

的训练。维特本科专业是历史,耶鲁的小班教学给他提供了大量阅读与研讨的机会,

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本科毕业之后,维特进入耶鲁法学院,经过三年系统

的法律训练,于1999年获得法律博士学位。其间,他还同时选修了耶鲁历史系的博

士课程,并于2000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随后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任教,开始自

己的职业学术生涯。《事故共和国》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也是他的第

栙

栚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8JC82004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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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著作。由于作者受过两个学科的严格训练,其论文又涉及美国历史上重要而复

杂的社会改革问题,视野广阔、细致入微地重现了19世纪晚期工业世界的社会图景,

分析了美国法律变革中的各种社会因素。《事故共和国》甫一出版(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受到法学界与史学界的一致好评,并于次年获得美国法律史协会的威

廉·克伦威尔奖(William NelsonCromwellPrize)栙与美国法律与社会协会的威

廉·赫斯特奖(J.WillardHurstBookPrize)。栚 维特也因此荣升哥伦比亚大学法学

院教授,并于2009年7月回到母校耶鲁法学院任教。

《事故共和国》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7年6月10日在弗吉尼亚詹姆斯敦博

览会上的演讲为引子,开宗明义地指出,随着国家的工业化,工业事故将取代内战前

后的种族冲突,成为新世纪的中心难题。的确如此,工业事故不但完全改造了古典侵

权法(ClassicalTortLaw),而且冲破了传统的自由劳动观念,并通过不同力量之间

的博弈,引导美国走向政府赔偿立法之路,最终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建立起基本

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暋工业事故与侵权诉讼

正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演讲中所言,“机械与制造工业的巨大进步,意味着

雇佣工人所承受的事故数量的相应增长。暠1900年前后,每50位美国工人中每年就

有一位因工伤事故死亡或者伤残,其中铁路与煤矿的事故发生率最高,仅1890年这

一年,每300名铁路工人中就有1名在工作中丧生,而在货运铁路司闸员中,每100
名工人中就有1名在工伤事故中死亡。最惊人的工伤率出现在1850至1860年代宾

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无烟煤煤矿,在那里,每年有6%的工人死亡,6%的工人永久性伤

残,还有6%的工人遭受暂时性的严重工伤。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博览会发表演

讲的1907年,正是“工业事故历史上最糟糕的年份暠,18次工业灾难共造成918名矿

工死亡,其中弗吉尼亚州的一次矿井爆炸,夺去了361名矿工的生命(见该书第4~5
页,以下各节引用页码均指该书中文版页码)。

频仍的工业事故很快在司法诉讼中体现出来,事故诉讼案件的数量在1870年

后急剧攀升,其中大量的是人身伤害侵权诉讼。以纽约为例,从1870年到1890年,

纽约州法院内事故诉讼案件的数量增长了近8倍;到1910年,这一数据又增加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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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在1870年,侵权案件仅占纽约市初审法院诉讼案件总量的4.2%,而到了1910
年,此类案件已占到案件数量的40.9%,增幅近10倍(第100页)。

但是,19世纪中期美国的人身伤害侵权诉讼却陷入了古典侵权法的困境,因为

当时过错侵权责任仍占据着美国侵权法的统治地位。过错侵权责任理论要求行为人

就其过错引起的人身财产损害对他人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首先要证明行为人有

过错,而过错又与人身财产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才能获得侵权赔偿。可是,现代

工业使用极其复杂的机器设备,大多数工业事故并不是因为雇主或雇员的过失,而是

因为无法避免的“工业危险暠。正如俄亥俄州律师协会在报告中所言,无论雇员与雇

主多么谨慎,半数以上的工业事故都“源于行业内的自然危险或风险暠(第108~109
页)。

19世纪中后期,工业事故诉讼中的人身伤害是一种新的侵权行为,如何给这种

侵权行为归责,既是美国侵权法需要讨论的理论问题,也是摆在美国法院面前的现实

难题。根据后来学者的研究,当时的美国法院为了避免给铁路、矿山、钢铁等新兴产

业造成过重的负担,以种种方式有意识地限制侵权赔偿,以便尽可能降低这个资本短

缺的国家发展工业的经济成本。当时法院用来限制赔偿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原告过失

(contributorynegligence)栙、同事过失(thefellow灢servantrule)和自担风险(assump灢
tionofrisk)三大抗辩理由。原告过失是指原告本人如有过失,就不能向同样有过失

的被告索赔。同事过失则规定因同事过失受害者,只能状告有直接过失的同事,而不

能告与工伤无直接关系的雇主。自担风险则是以雇员明知在矿井、铁路或工厂里工

作有风险还受雇为由,断言他们愿意自担风险,因此雇主无须为工伤负责。栚

这三条理由都是针对工业事故中的伤害赔偿而来,也都是在为雇主与工厂开脱

责任。美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M.Friedman)和杰克·拉丁斯基

(JackLadinsky)一针见血地指出,支持这些理由的法官与法学家,希望事故赔偿侵

权体系不要给新兴工业增加问题。栛这些规则使法人企业完全免受个人伤害诉讼。栜

结果,美国的工业生产突飞猛进,工伤事故也一路飚升,而且绝大部分工伤事故

的赔偿微不足道,只是象征性的怜悯与救济。根据抽样统计,1909至1910年,至少

有43%的工伤死亡事故家庭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即便有些家庭能从雇主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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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赔偿,金额往往不超过死者半年的收入,栙根本不足以弥补其经济损失,更遑

论抚养孤儿寡母。面对这种悲惨的状况,俄亥俄州律师协会曾明确表示:“在我们的

法律体系中,如此大比例的死亡与伤害都无法获得赔偿,这个法律体系是不公正的。暠

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评古典侵权法的无过错责任理论

及其三大辩护理由,要求雇主承担一定的责任。其中最有名的批评者当数克丽丝特

尔·伊斯曼(CrystalEastman)。伊斯曼是20世纪早期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新闻

记者。1907年,她受一家基金会(RussellSageFoundation)资助,参与调查匹兹堡地

区的工业事故与劳工状况,并于1910年出版调查结果《工作事故与法律》(WorkAc灢
cidentsandtheLaw)。这个调查报告指出当时的制度无法处理频发的工业事故,批

评侵权法不应盲目追究过错责任,要求政府立法,强制雇主赔偿所有在工作中伤亡的

雇员及其遗孀。该书引起美国社会广泛关注。工业事故成为美国公共生活的重要议

题。

与进步主义运动时期其他方面的一些调查报告一样,《工作事故与法律》作用巨

大,促进了美国工伤赔偿立法的进程。1910年,伊斯曼本人参与起草了美国第一部

赔偿立法,即纽约州劳工补偿法,为危险行业中的雇员提供强制性工伤补偿。此后

10年中,美国48州中有42个仿效了纽约州的做法(第222页)。与此同时,很多州

还制定了雇主责任法,废止同事过失规则,修正原告过失规则,限制自担风险规则(第

116~117页)。美国的侵权法开始走出古典困境,由过错责任原则转向无过错的严

格责任原则,向现代侵权法迈进。

二暋家庭工资与自由劳动

伊斯曼的《工作事故与法律》之所以能如此打动人心,与工业化时期美国雇佣劳

动的一个重要特点紧密相关,即家庭工资制。所谓家庭工资,是指丈夫外出工作,赚

取工资养活妻子儿女。在《工作事故与法律》一书中,伊斯曼从女性特有的敏锐与独

特视角出发,紧紧围绕受害家庭的命运及其对孤儿寡母的影响来讨论工作事故,将

“贫穷的寡妇暠引入工人赔偿运动的中心。强调工作事故对一个家庭的毁灭性打击,

是《工作事故与法律》的主题,也是伊斯曼的独特贡献。伊斯曼表示,在她研究的匹兹

堡工作事故中,“最惊人的特征暠就是工业事故完全发生在养家糊口的工人身上,绝大

多数的工业死亡都是男性工人丧生(在526位死亡者中仅有3名女性)。1899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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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在纽约州工伤事故造成的近2000名工人人身伤亡中,

只有85名是妇女。挣工资的男性工人一旦死亡,就意味着家庭的唯一或主要支柱突

然倒塌,会把家庭拖入无依无靠的行列,只得典当他们的家具,用尽他们银行账户内

少得可怜的存款,屈辱地求助于慈善团体或亲朋好友。(第62页、229页)

一同参与匹兹堡调查的著名摄影记者刘易斯·海因(LewisHine)拍摄了大量伤

残工人与孤儿寡母的照片,栙记录了肉体与机器相遇时的暴力:受害者撕裂的肢体、

伤痕累累的身体、贫困家庭成员的茫然眼神。(第63页)借助这些照片,伊斯曼讲述

了工业事故过后匹兹堡许多家庭的悲惨命运,引导联邦和各州研究工业事故的专设

委员会把目光投向孤苦的妻儿,并最终将家庭工资写入工伤赔偿立法。

当然,在美国的人身伤害法中,家庭工资并不是鲜见,在1840至1850年代的过

错死亡(wrongfuldeath)法中就已出现。所谓过错死亡,是指因某人的过错导致他人

死亡。过错死亡法属于美国古典侵权法的一种,也要求在有过错的前提下承担赔偿

责任,即过错者赔偿死亡者家庭。鉴于男女工不同,男性养家糊口,女性生儿育女,因

此当时美国的过错死亡法规定,只有寡妇才有资格接受赔偿,鳏夫没有这种权利。这

样的规定体现的正是家庭工资制度,虽然具有明显的性别不对称性,却反映了工业化

时代美国特有的社会现象。1910年的《纽约州劳工补偿法》延续了这种性别不对称:

“在致人死亡的工伤事故中,只有当工人留下孤立无援的‘寡妇或直系血亲暞时,政府

才可能提供损失工资的赔偿。暠20世纪初,将家庭工资写入工作事故法的并非纽约一

家,1914年之前各州制定的26部赔偿立法中,有14部采用了性别不对称的死亡救

济方案(第231~232页)。由此可见,当时的工人赔偿法本质上是男性工人赔偿法。

工人赔偿法的性别不对称,体现的是家庭工资制度的性别不对称。这种不对称

结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仍然存在,成为罗斯福新政时期社会保障立法的重要

经验与特征。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复制了男人外出工作供养妻子儿女的家庭工

资模式,将退休养老金限制在近乎清一色的男性工人行业内;妇女要获得救济金,必

须通过她们的丈夫或未成年子女(根据儿童救助项目)。1950年修改社会保障法时,

老年鳏夫才开始获得救助,但首先要证明他们依靠亡妻的工资生活,而寡妇领取救济

金时并不需要类似证明。可见,家庭工资性别不对称的影响仍然存在。直到1970年

代中期,联邦最高法院判定这种性别不对称构成性别歧视,属于违宪行为,家庭工资

的性别不对称结构才最终消除,传统的家庭工资概念也随之完全改变。

家庭工资的顽强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内战前后美国的一项重要思想意

识:自由劳动(freelabor)。根据美国学者对自由劳动体制与家庭结构理念关系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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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家庭工资也就是自由男性劳动者对其妻儿的抚养,是自由劳动体制成功的主要象

征。自由劳动与奴役劳动之间的关键区别,不仅仅在于前者意味着独立或自治,也不

在于它比奴役劳动更有效率,而在于自由劳动让家庭领域免受市场风险干扰。(第

59页)概言之,自由劳动是自由男性的劳动,妇女与儿童不在其中。家庭工资将她们

与市场区隔开来。

自由劳动与自由土地(freesoil)、自由的人(freemen)一起,构成1850年代美国

共和党的建党纲领。内战前,林肯曾称赞自由劳动是公正的、高尚的、成功的制度,它

“将希望、能量、进步及社会地位的上升赐予所有人。暠(第25页)美国内战因此也被称

为自由劳动之战,内战结束后,作为核心遗产的自由劳动思想更是深入人心。

工业化时代,自由劳动意味着雇佣自由与契约自由。内战前后的很多学者都认

为,自由的工人自愿与雇主签订契约、进工厂劳动,就应该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包括

工伤事故。雇主在雇佣工人时所付的工资,已经包括了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支付,

因此工人不应要求工伤赔偿。在这种自由劳动思想的支撑下,伤残工人及其家庭迟

迟得不到补偿,不得不独自承担工业社会带来的不可预料的风险。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工业化速度史无前例,工伤事故也空

前绝后。大量的工伤事故,使自由劳动理论带来的风险变得无法回避。由伤残的工

人、贫穷的寡妇独自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绝对是不合情理的。因此,尽管陷入了古

典侵权法困境,工业事故引发的侵权诉讼仍日渐增多。

除了风险无法回避外,工业事故与自由劳动思想的其他主张之间的关系也很紧

张。自由劳动思想鼓吹独立、自治与效率。独立自治意味着政府与其他组织不得干

预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契约自由,效率则要求出现工业事故后,不应过分强求雇主赔

偿,以免影响生产。这些价值取向无一不加剧了工业事故。反过来,工业事故导致的

工人伤残,带来了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也使自由劳动思想的效率观受到质疑。最终,

在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政府通过工人赔偿法强制调节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实

际上是干预了契约自由,改变了传统自由劳动思想中的独立、自治价值观,重构了自

由劳动的理念与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业事故侵权诉讼与工人赔偿法之后的契约自由,已经不是真

正的自由,用美国学者的话来说,真正的契约精神已经死亡,侵权“吞并暠了契约。栙19
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史学家亨利·梅因(HenryMaine)曾认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

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栚美国的工业事故及美国人处理这些事故的经验却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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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代社会不仅是契约的社会,更是侵权的社会。从契约到侵权,也许是20世纪

美国法律的主要特征。

三暋合作保险与历史的偶然性

在对待工业事故问题上,美国人从自发的侵权诉讼走向政府强制的工人赔偿立

法,经历近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里,美国的事故赔偿呈现出了多种可能选择。其

中最有意义、也最受忽视的尝试是工人合作保险(cooperativeinsurance)运动。

合作保险源自各行业内工人的互助传统,是一种由合作组织内工人共同分担事

故风险的保险方法。每当团体内成员出现工伤事故需要补偿时,合作组织就会向所

有成员筹集资金,数额通常是一美元,每年募集的次数大概在15~20次之间。(第

145页)全体成员每次都分摊同样的数额(即平等会费),体现出成员之间的平等、友

爱、互利,有利于促进对团体的忠诚。而且,资金都是临时筹集,不设金库,避免了可

能引发的腐败。因此,合作保险很快战胜了其他商业性保险,成为19世纪末工伤事

故赔偿的主要保险来源。据统计,在1900年,每15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属于某家

合作保险组织。有些州的比例更大,如1891年康涅狄格州每6位公民中至少有一位

加入了合作保险协会。(第138页)

在19世纪最后20年,合作保险运动几乎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了美国的绝大部

分地区与行业。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也与美国的自由劳动思想紧密相关。合作保

险运动希望将政府与雇主排除在工伤事故赔偿之外,凭借工人自己的力量实现自我

救济,最根本的目的是维护自由劳动的独立、自治,在不动摇自由劳动传统的前提下,

适应新的工业化社会。正如作者所言,合作保险运动曾经是美国自由劳动传统中最

重要的制度体现,它可以让工人感受到有限但珍贵的独立。(第351页)

但是,合作保险也有自身的弱点。一是团体忠诚的局限性。提供合作保险的团

体一般以某个工厂、地域、宗教、族裔为单位,数量虽多,但很难超越种族与行业界限。

19世纪20世纪之交,东南欧的新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又吸引大量工人加入小型的地

区性互助组织,合作保险日益小团体化,救济水平也逐渐弱化。二是团体成员的逆向

选择。合作保险的宗旨是共同平等分担风险,但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与工种的差异,同

一合作组织内的不同成员遭受风险的几率是不一样的。年轻的新成员无疑要为年老

成员多次分摊费用。他们若离开被高风险年老会员所拖累的协会,就可以有效减轻

自己的保险成本,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第159页)逆向选择使合作保险组织像

细胞一样呈几何级数分裂,也使老的高风险协会像细胞代谢一样迅速凋亡,并最终瓦

解了合作保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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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工业事故赔偿的历史上,合作保险运动如流星一般划过,灿烂而短暂,很

快就被时间湮没了。美国的多元性成就了合作保险运动,也瓦解了合作保险运动。

正是因为合作保险这条路走不通,美国的工人、雇主、改革者与政治家才开始超越自

由劳动思想传统,寻找其他分担风险的途径,并最终引入政府机制,制定强制性的工

人赔偿法。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事故法曾面临多条道路、多种选择,最后踏上立法

赔偿之路,确实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维特以“事故共和国暠(accidentalrepublic)作书名,一语双关,表达了两重相互关

联的意义。第一重意义是字面含义:工业事故(accident)和事故法的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奠定了20世纪美利坚共和国的基础。第二重含义较为抽象,是想说明“美国事

故法及其所塑造的美国法制度是偶然的(accidental)暠。(第34页)20世纪的美国

法,既是工业事故塑造的,也是偶然形成的。事故是意外,事故法是偶然。但如此频

繁的意外,足以形成一种历史潮流,已经不仅仅只是意外。美国的事故法虽然具有偶

然性,但也是美国特有的自由劳动思想意识与家庭工资制度的果实。当事故达到可

以预计的频率时,事故就不是事故(accident)了。正如我们常说的,历史充满偶然,但

是太多的偶然汇聚在一起,也就构成了某种必然。

美国经历了剧烈的工业化时代,中国也在走工业化的道路,工业化必然会产生工

业事故。2008年,《事故共和国》翻译成中文出版时,正是中国矿难事故频繁之时。

维特很重视这本书的中译本,不但专门为中译本写序,还在自己的简历中特地注明本

书已经译成中文,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官方网站也报道了中译本问世的消息。栙可见

维特对中国读者的反应充满期待。维特认为,今天的东亚经济体正经历着与美国当

年大致相当的事故率,当代的工业化国家也必须走上管制工厂安全风险的道路,其中

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工厂安全的有效法律制度。因为适当的工业安全不仅对工人有

利,对雇主而言同样是有效率的,不会由于伤亡造成高成本的劳工流失(中文版序

言)。当然,降低工业风险并非只有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美国走向工业安全的政策

道路是特定历史条件塑造的,是多种可能性的综合。今天的工业化国家有各式各样

的途径去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但是,正如维特所言,无论走哪条道路,发展中国家

如何解决工业安全的难题,都很可能会塑造它们在新世纪内的法律体制。

胡晓进: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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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向

———读肖恩·威兰茨的《美国民主的兴起》

蔡暋萌暋暋暋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曾不断尝试阐释美国民主的起源。早在美国史学

专业化之前,以班克罗夫特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史学家就热情洋溢地歌颂过美国的民

主。美国史学完成专业化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用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方法继续

诠释着美国的民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肖恩·威兰茨(SeanWilentz)的《美

国民主的兴起:从杰斐逊到林肯》栙一书从政治史的角度,对美国民主的兴起及发展

进了重新阐释。无论是对美国民主特性的把握,还是对研究方法的应用,该书都表现

出对美国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该书甫一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荣

获当年美国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暠。

一

威兰茨首先阐述了美国民主兴起的历史进程。他以普通人在政府中的地位为尺

度定义“民主暠的含义。按照威兰茨的这一定义,他认为普通人在政府中地位不断上

升的过程,就是美国政治不断民主化的过程,因此美国的民主是逐渐兴起的。

独立之初,美国政治虽然有民主的因素,但那时的美国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

是一个精英统治的共和国。开国元勋们精心设计的制度虽然在本质上为人民主权,

但在实际权力运作中却远离普通民众。仅仅半个世纪之后,普通人就在政府中占据

了主导地位。大批之前没有选举权的普通人不仅拥有了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利,而且

栙 SeanWilentz,TheRiseofAmericanDemocracy敽JeffersontoLincoln (NewYork,London:W.W.Nor灢
ton& Company,2005).



拥有担任公职和监督政府的权利。在这个时候,威兰茨所说的“民主暠就出现了。栙

威兰茨把这一历史进程限定在大约1800至1860年期间。他以三个关键人物,

即杰斐逊、杰克逊和林肯为重点,勾勒出美国民主从起步到鼎盛到走向危机的整个过

程。杰斐逊时期是第一阶段。以杰斐逊为首的反对派打出反对联邦主义者“精英统

治暠的旗号,呼吁让独立的、有美德的自耕农参与政治。在杰斐逊的两届任期内,一部

分州取消或降低了选举和任职限制,选民范围得以扩大,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大增

长,政府公职向更多的普通人开放。栚因此,威兰茨将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视为美

国民主兴起的起点,视为一个 “新秩序暠的开端。

杰克逊时期是第二阶段。杰克逊推行官职轮换制,打破了由社会上层精英垄断

政府的局面,使政府职位进一步向普通民众开放;为了反对经济特权、实现经济平等,

杰克逊否决了第二合众国银行;各州的民主改革进一步深化,大部分州初步实现了白

人男性的普选权,议会席位的重新分配增加了普通民众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威兰茨

称赞杰克逊的改革“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统治暠,“标志着美国民主30多年发展的顶

峰暠。栛

威兰茨认为,第三阶段是美国民主走向危机的阶段。美国的民主经过杰斐逊和

杰克逊时期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同时内部的危机也逐渐显现出来。1840至1860年

间奴隶制问题的不断激化使北方和南方发展出两种截然对立的民主:北方是“自由劳

动的民主暠,“将奴隶制视为国家的祸害,认为如果任其蔓延将会阻碍自由劳动的发

展,将会毁了美国的繁荣暠;栜南方是“种族奴隶制的民主暠,“将奴隶制作为白人政治

平等的基础。暠栞这就是威兰茨所谓的“民主的危机暠。这种危机随着林肯的当选最终

化为了一场战争。

其次,威兰茨论述了“美国民主是如何兴起的暠这一问题。概言之,他强调民主概

念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民主发展道路的未知性和曲折性,这构成了整本书的理论基

础。

关于民主概念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他指出,从美国立国开始,在联邦、州和地方

的各个层面,民主就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多种不同定义之间的激烈竞争。栟

威兰茨从政治视角出发,以普通人在政府中的地位作为衡量尺度给“民主暠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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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之所以如此重视政治是因为威兰茨认为,“政治是当时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

方式。19世纪早期的美国人继承了革命时代的共和主义观点,认为政治制度是社会

和经济关系的基础。如果社会安定、繁荣,他们认为是因为政治制度的优越和政治家

的美德;如果社会混乱、经济萧条,他们认为是源于制度的不完善和野心家的腐

败。暠栙19世纪早期美国的社会变迁给各地区、各阶层和各职业的美国人都造成了大

的冲击。在美国人眼中,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所有政治问题最后都指向民主。他

们从这样或那样的方面去理解民主,将自己的利益、需要、恐惧和希望用民主的话语

表达出来,并通过各种党派和社会团体来争取政治权力。对他们来说,民主不是抽象

的名词,而是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追求,是他们诉诸政治行动的有力武器。个人、

党派和社会团体争取政治权力都是为了捍卫各自心中对民主的理解。

威兰茨指出,杰克逊认为1824年昆西·亚当斯的当选是肮脏的政治交易,违背

了人民的意愿,亚当斯领导的政府浪费并侵吞国家财产,而自己作为人民的代表有责

任站出来挽救民主。在杰克逊看来,第二合众国银行拥有的权力过大,形成了一个金

融贵族的帝国,是对人民主权的威胁,因此必须摧毁;在战争期间纸币和信贷体系获

得的权力凌驾于人民主权之上,因此必须加以改革和规范。“国会法令废止权暠是一

部分阴谋家企图以反对关税为借口,滥用宪法赋予人民代表的权利,企图分裂联邦,

必须予以制止。废奴主义者是受了蛊惑的慈善家,是被北方的银行贵族和南方的州

权派所欺骗,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废奴运动转移视线、制造政治分裂、摧毁民主事业。

因此,废奴主义者也是民主的敌人。栚 对杰克逊来说,他的参选及当政期间的所有政

策无疑都是在捍卫他认为的“民主暠。

“国会法令废止权暠是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反对1828年关税法而提出的,其理论核

心是卡尔霍恩的州权理论。他认为,“出台保护性关税是北方利用多数统治的原则对

南方少数州的剥削和压迫,是违背宪法的。纠正这种多数暴政的唯一方法就是承认

每个州的主权先于联邦而存在,每个州有权判定联邦的某项法令是否违宪,并终止其

在本州内的执行。暠栛对于南方的州权派来说,“国会法令废止权暠是为了反抗暴政,维

护南方人的平等权利,也是为了捍卫民主。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领导的废奴主义者认为黑人拥有和其他美国人一样的权

利,不仅呼吁根除奴隶制的罪恶,而且要消除所有形式的种族压迫和不平等。他们认

为自己才是“唯一的、真正的民主派。暠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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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辉格党人眼中,以杰克逊为首的民主党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都是自私自利

之徒,他们企图将政府变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剥夺人民的财产和权利。辉格党人认为

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只是个托辞,实际上他们是想通过臭名昭著的“宠物银行暠将人民

的财产侵吞进自己的腰包。杰克逊扩大总统和行政机构的权力是为了实现行政专

权,从而为他个人、他的幕僚和代理人谋取私利。栙对辉格党人来说,他们反对杰克逊

是为了树立真正的民主。

同杰克逊及其反对者一样,“反共济会派暠认为东北部的商业化导致了道德败坏

和贵族制,因此他们呼吁维护传统的平等原则和美德才是捍卫美国的民主。“自由土

壤党暠认为奴隶制度的不断扩展会威胁西进的北方小农的利益,摧毁北方的民主制

度,因此他们提出“自由土壤、自由劳动、自由言论、自由的人暠是为了捍卫民主。“一

无所知党暠认为美国的文化正在被天主教徒和其他异质文化侵蚀,普通美国人的生活

正在受到新移民廉价劳动力的威胁,因此自己歧视外来移民,厉行排外主义也是为了

捍卫美国民主。在北方激进的劳工组织眼中,美国的民主正在遭到破坏,因为大多数

创造价值的劳工正在受到不创造价值的少数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因此他们主张

取消资本主义工资劳动制度同样是为了捍卫民主。

威兰茨指出,如上所述,一样的民主话语,却有着不同的含义。一旦化为切身利

益和政治斗争,民主的概念就具有了不确定性和竞争性。关于民主发展道路的未知

性和曲折性,威兰茨指出,美国民主的兴起是时断时续、点滴积累的过程,历经坎坷且

无法预知结果。栚威兰茨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利益多元化、党派林立的国家,尽可能

地团结各种利益群体、建立一个多党派联盟的政党对于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至关重

要。威兰茨认为,从杰斐逊到林肯是美国政党制建立并日趋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

的美国经历了第一个和第二个政党体系的形成和瓦解,先后出现了以杰斐逊为首的

民主共和党、以杰克逊为首的民主党、辉格党和以林肯为首的共和党四个政党联盟。

在威兰茨看来,政党联盟的形成、发展、分裂和衰落是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的过程,

也是各种民主概念冲突和融合的过程。民主的发展方向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果,因

此充满了未知性和曲折性。

二

威兰茨对民主特性的把握和从政治史角度进行研究既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史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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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新趋势,也为美国史学的发展探索了道路。对民主的研究作为美国传统史学中

一个古老的课题,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对于此,美国传统史学大致有如下两种解释

框架:

第一是 “进步学派暠的解释框架。这一学派的理论基础是二元对立的冲突史观

和进步主义观念。这一派史学家认为,美国历史充满了两种对立势力之间的冲突:在

特纳眼中是边疆与已定居地区之间的地域冲突;在比尔德眼中是对立的经济集团之

间的冲突;在弗农·帕灵顿眼中是特权与自由的思想斗争;在小施莱辛格眼中是商业

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阶级斗争。持续不断的斗争和冲突是美国历史进步的动

力,民主的逐渐展开和实现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根据“进步学派暠的解释框架,美

国历史的发展是朝向一个既定终点的旅程,虽然路途艰辛、充满波折,但前途是光明

的。

第二是 “共识学派暠的解释框架。与“进步学派暠的冲突史观不同,“共识学派暠声

称,美国历史的主要特征不是冲突,而是无所不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历史上的冲突

只是人们在具体政策上的分歧,在对宪法及自由、民主等美国核心价值的认同上,美

国社会是和谐的、一致的。正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夫斯塔特所说:“美国文明建筑

在一个共同基础之上,建筑在一个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统一体上。它超越了各种暂时

和局部的冲突。暠栙“共识学派暠否定“进步学派暠的冲突史观,但是默认并继承了其进

步主义和历史目的论的观念。

对于试图构建一个宏观叙事的传统史学家们来说,政治是他们最好的分析角度。

因为变化是人类历史的主要特征,是宏观叙事的核心内容。只有政治史才最精确地

关心时间的流逝和事实的变化。宏观叙事必须要有一个运动着的时间结构,只有政

治史才能提供这个结构。政治史的特征和宏观叙事的本质要求,决定了政治在传统

史学中的主导地位。无论“进步学派暠和“共识学派暠对美国民主的发展过程的看法有

多少分歧,他们的民主框架最终都落实在政治层面上。政治是他们构建美国民主的

宏观叙事的基石,民主是他们解释政治的理论指向,那些最能推动美国民主化进程的

政治因素———政治制度、社会运动、政党、选举、精英人物等———是他们关注的主要内

容。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动荡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促进了美国新史学的

勃兴。与传统史学相比,新史学在研究主题、研究对象、写作方式等各个方面发生了

根本变化。

·441· 美国研究

栙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序
言。



新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或者说是历史学的社会科

学化。新史学颠覆了以往以时间为轴线的历史叙述,转而大量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专注于对历史中的某一方面提出问题,并用相关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加以分析和阐释。

传统史学研究流动的历史过程,而新史学研究在某一点上的静止状态;传统史学寻求

对美国历史进行整体解释,而新史学的志向在于站在独特的角度,用独特的技术方法

分析具体的问题;传统史学著作是以“民主暠或“自由暠等终极价值为框架建构起来的

宏伟史诗,而新史学著作则是大量数据、图标、模型堆积出来的分析报告。

新史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摈弃了研究制度、政党和精英人物的传统视角,转而

研究政府之外的更广泛的社会及普通人的生活。正如美国史学家希梅尔法布概括的

那样,传统史学关注整体和政府、法律和政策、外交和对外政策、战争与革命,新史学

则聚焦于阶级和族群、社会问题和公共机构、城市和共同体、工作与娱乐、家庭与性、

出生与死亡、童年与老年、犯罪与疯癫。传统史学是“自上而下的历史暠,是“精英史

学暠;新史学是“自下而上的历史暠,是“大众史学暠。栙

将新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应用到政治研究中就诞生了新政治史。与传统

政治史的主导地位不同,新政治史仅仅是新史学众多领域中的一个,是一种社会科学

化的、研究具体问题的政治史。它依赖计量方法和政治学、行为科学的理论,研究某

一特定地区或基层普通民众的选举动机和投票行为,建立了“政治重新组合模式暠和

“种族文化模式暠等一系列解释政治行为的模式。新政治史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

范围,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放弃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方法。新政治史

同劳工史、妇女史、家庭史等领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实际上,新政治史中没有“政

治暠,只有“社会暠。新政治史丧失了独立地位,沦为了社会史的一个分支。

经历了1960、1970年代的鼎盛后,从1980年代起新史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

判。如何在吸收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克服过度社会科学化带来的“学科危

机暠? 如何既不失新史学的精确性又能把握历史的流动和整体趋势? 围绕这两个核

心问题,美国史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重建宏观叙事的呼声日益强烈。

重建宏观叙事首先意味着要关注美国历史的重大主题,构建一个整体解释框架,

正如“进步学派暠、“共识学派暠所做的那样。但是,1960年代激烈的社会动荡粉碎了

美国历史的“和谐暠神话。新史学揭示了美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彻底动摇了进

步主义和历史目的论的观念。因此,美国史学界需要重建的宏观叙事是传统史学和

新史学的综合,既整体解释美国历史,又摒弃进步主义和历史目的论,把握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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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复杂性。

作为美国新一代史学家的代表人物,埃里克·方纳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宏观叙事模式———“质疑性叙事体暠(contestednarrative),即一种

不确定的、无预设限制的叙事性历史。在这种历史叙事模式中,历史的发展是既有前

进,也有倒退,并非直线向前发展,因此历史叙事没有一个事先决定的起点和终点,也

不只是叙述美国历史上的进步和成就,而是要说明,在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内,许

多的事物和观念总处在不断地被人们质疑和辩论的状态之中。栙在《美国自由的故

事》中,方纳用“质疑性叙事体暠的模式,以“自由暠为中心,构建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总体

脉络,展现了“自由暠这一观念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是如何引起争议、受到质疑和被

重新界定的。栚

《美国民主的兴起》一书可以被看作是“质疑性叙事体暠的另一次尝试。与方纳一

样,威兰茨也试图找到一个宏观框架构筑一种综合性的历史叙事。方纳用的是“自

由暠,威兰茨用的则是“民主暠。《美国民主的兴起》以“民主暠为中心构筑了从革命到内

战期间的美国历史发展。威兰茨指出,民主概念从来不是预定的,而是始终处于争论

之中,各个党派团体出于各自的利益要求,对民主的概念做出了不同的理解;民主的

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进步与倒退并存,民主在北方发展为“自由劳动的民主暠,

但是在南方却成为“种族奴隶制的民主暠;民主的实现不是命定的结果,历史的发展是

不可预知的,谁都未曾料到民主的发展最后会导致战争。在《美国民主的兴起》中,可

以看到宏观叙事,一个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不同地域之间的激烈冲突,以及历史发

展的复杂性和不可预知性。继方纳之后,威兰茨再次证明了 “质疑性叙事体暠作为新

的宏观叙事模式的可行性。

作为宏观叙事的强大工具,政治史的复兴正在起步。复兴不是回归传统史学,而

是要把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和领域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综合。栛这一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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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首先是政治史内部的综合,其次是政治史和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其他领域的

综合。

1990年代,政治史大综合的代表作当属查尔斯·塞勒斯的《市场革命》。栙该书问

世之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被公认为实现了美国史学界多年的呼吁。学界认为,该书

不仅是对新社会史研究成果“碎化暠的综合,还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史叙事,即将杰克

逊时代的高层政治和底层政治结合起来,既强调了精英人物的领袖作用,也展现了普

通人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该书代表了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的最高水平。栚

“市场革命暠是塞勒斯用以解释1815至1846年美国历史变迁的模式。他认为,

“市场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治,从而创造了我们和我们所知

的世界。暠栛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被市场革命改变了。市场革命首

先带来了经济上的变化,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逐渐让位于新型的商业经济。市场革

命也带来了全面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为了缓解市场革命给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带来

的危机,美国人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和宗教运动中。市场革命反映到政治中是民主

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受到市场革命冲击的北方工匠、移民劳工和自耕农,以及南部的

种植园主与安德鲁·杰克逊结成民主党同盟,竭力抵制市场革命的发展,斩断政治特

权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纽带。因此,“市场革命暠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模式,可以解释这一

时期美国社会生活的所有变化。在塞勒斯看来,1815至1846年的美国政治是市场

革命的结果,是美国整体社会变迁的一部分。政治史和社会史结合的结果是政治融

入了社会,政治只是一个被动的、附属的角色。

然而,《美国民主的兴起》只有两处提到了“市场革命暠,而且都是在批评这一模

式。威兰茨指出,塞勒斯将杰克逊主义描述为农民和城市工人抵抗资本主义侵蚀的

运动,这种观点没有反映出民主兴起和发展的动态性和不稳定性。塞勒斯将政治史

融入了社会变迁的历史之中,将政治和民主降低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副产品,忽视了政

治的重要作用。栜而这两点正是威兰茨在《美国民主的兴起》一书中的理论基础。威

兰茨指出,杰克逊时代政治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塞勒斯所说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对

抗暠。实际上,民主的概念是多样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威兰茨力图证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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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开放的话语系统是如何被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利用的,支持美国进一步商业

化的人高呼民主,反对商业化的人也援引民主。因此,根本不存在“民主与资本主义

的对抗暠,存在的只是对民主的不同理解。市场革命也不是影响这一时期政治变迁的

唯一原因。为了区别于塞勒斯的解释,威兰茨反复强调当时美国人是用政治的角度

看待世界的,他强调政治的独立地位和重要性,认为杰克逊主义和美国的两党制是由

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共同塑造的,其中核心的因素是政治。栙

可以说,《美国民主的兴起》是对塞勒斯政治史研究方法的重大修正。在该书中,

威兰茨一改以前政治史的被动状态,树立了政治在社会变迁中的核心地位,并且赋予

政治斗争以民主的含义,从而在新的理论基点上构建起宏观叙事。

《美国民主的兴起》出版后,引起美国史学界的新一波争论。除了对一些具体问

题的不同观点以外,学界普遍关注的是威兰茨对政治史研究的修正。从学者的评论

和威兰茨所做的回应来看,他们争论的问题主要是,《美国民主的兴起》是否过于抬高

了政治的地位,过于强调精英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 如果说之前的政治史是社会史

的附庸,是普通民众的历史,那么威兰茨是否矫枉过正,使社会史成为了政治史的附

庸,使政治史走上了回归精英史学的道路?栚也就是说,在构建一个宏观叙事时,应该

如何处理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关系,以及精英人物与普通民众的关系? 自新史学诞生

以来,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应见证着美国史学的发展。威兰茨重新提出了这个问

题,并试图在总结传统史学、新史学和政治史复兴的基础上为美国史学开启新的方

向。

蔡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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曫学术动态

国际美国研究学会

第四届世界大会综述

李期铿暋孙有中

2009年9月18日至20日,由国际美国研

究学会(InternationalAmericanStudiesAssoci灢
ation,简称IASA)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

中心主办,美国教育交流中心、中美教育基金

会、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协办的“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第四届世界大会暠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大会云集了来自中

国、美国、英国、意大利、新西兰、印度、日本等

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多名专家学者

和研究生。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海平

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长李剑鸣教授、国
际美国研究学会现任主席、伊利诺伊大学教授

简·德斯蒙德(JaneDesmond)及国际美国研

究学会前任主席、牛津大学教授保罗·吉尔斯

(PaulGiles)等出席了此次大会。北京外国语

大学副校长金莉教授和英语学院院长孙有中

教授担任本次大会的组委会主席。

国际美国研究学会成立于2000年,是世

界范围的非政府、非营利性国际纯学术机构,

其会员来自世界五大洲的 40多个国家和地

区。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各国美国研究专

家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每两年举行一次

世界大会。本次大会是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的

第四届世界大会,也是亚洲国家首次赢得该学

会的世界大会主办权。

本次会议以“在全球化视野下解读美国文

化暠为主题,包括“美国文化的域外批判和接

受暠、“‘全球化暞与‘美国化暞暠、“域外美国研究暠、
“‘美国例外论暞:神话与现实暠、“美国神话:文

学、历史与文化暠、“奥巴马现象的文学与思想

环境暠等分主题。会议共安排三个主旨发言、

一次关于“中国的美国研究暠的全体会议及50
多场小组会议。会议工作语言为英语。

国际美国研究学会主席德斯蒙德教授发

表了题为“跨国美国研究:东方主义和西方主

义的遗产暠(TheLegaciesofOrientalismand
OccidentalismforTransnationalStudiesofthe
U.S.)的主席致辞暨主旨发言。德斯蒙德从筹

办本次研讨会过程中与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

学者共事过程的具体例子出发,引申到理解不

同个人和机构利害关系等理论问题。她旁征

博引,对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等挥之不去的各

种偏见一一辨析,认为这些偏见对真正的跨国

美国研究构成了挑战和阻碍。德斯蒙德认为,

学者们想象中的基于地理范围的世界地理图

像会限制我们的合作能力,使研究者在理解彼

此的工作时难免戴上这些扎根于历史的认识

论的有色眼镜。不难看出,作为国际美国研究

学会主席,德斯蒙德教授对美国研究国际化及

跨国美国研究问题极为关注。

剑桥大学出版社《美国研究》(Journalof
AmericanStudies)主编、伦敦国王学院教授苏

珊·卡斯蒂洛(SusanCastillo)以“拥抱潮流:范
式之后的哀叹、黑天鹅及美国研究暠(Embra灢
cing Flow:Post灢Paradigm Tristesse,Black
Swans,andAmericanStudies)为题,发表主旨

演讲。卡斯蒂洛回顾了国际美国研究领域发

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范式及范式分析法在美

国研究领域中的局限性,阐述了纳西姆·尼古

拉·塔勒布(Nassim NicholasTaleb)2007年

出版 的 《黑 天 鹅:高 度 意 外 性 事 件 的 影 响》
(BlackSwans敽TheImpactofthe Highly
Improbable)这一发人深思的著作的主要观点,

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研究的影响。卡斯

蒂洛教授认为,作为学者,我们应该对普遍接

受的观点持健康的怀疑态度,应准备应对混

乱、偶然事件和突然的历史变化,应明白当前

的金融危机在世界某些地区引起的保护主义

和民族主义反应可能对大学经费和大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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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最后,卡斯蒂洛呼吁,美国研究领

域应培植一种不求共识、积极争辩的精神气

质,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美国,正是这种精神

的体现。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梅仁

毅教授发表了题为 “奥巴马的当选:美国又一

周期的开始?暠的主旨演讲。梅教授引用美国

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1986年提出的“美国历

史30年周期论暠为依据,分析了1980年大选与

2008年大选前美国的国内、国际形势及选民的

心态与要求,指出“求变暠是共同点。梅仁毅讲

述了里根总统与奥巴马总统如何抓住选民求

变的心态,取得大选的胜利。大选获胜后里根

大力推行以减税、放松甚至取消监管及削减非

军事开支为特点的国内政策和以实力为基础

的对苏强硬的外交政策。他还分析了奥巴马

上台后的内外政策,指出这是自由主义的开

端,但能否延伸为一个周期,尚待观察。

为凸显会议的中国元素,在国际美国研究

学会的建议下,本次研讨会召开了一次主题为

“中国的美国研究暠的特别全体会议。全国美

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刘海平教授,中
国美国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李剑鸣教授,

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李今朝博

士分别就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中国的美国历

史研究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美国研究状况进

行了主题发言。

刘海平教授发言的题目是“美国文学研究

与中国的现代化努力暠。他认为中国的美国文

学研究一直是国家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正是

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全国美国文学研

究会于1979年应运而生,这是致力于美国文

学和文化教学与研究的唯一的全国性学术机

构。很快,其会员便遍布全国高校。在回顾了

中国美国文学研究的历程之后,刘海平介绍了

当前中国的美国文学和文化学者们正在从事

的工作,包括近年来学术会议的主题、全国人

文社科基金项目纲要及该领域的学术成果等。

最后,刘海平回顾了在改革开放30年历程中

中国学者面临的种种挑战。

李剑鸣教授阐述了60年来中国的美国史

研究状况。他的发言包括五个部分:基本趋势

和主要成绩、问题来源与意义指向、理论取向

与方法探索、史料利用和资源积累、最新动向

与前景展望等。他认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

一个年轻的学科,尚不成熟。最初的一些出版

物大多属于“编译暠的性质。1949年以后,中国

史学界对外国史的重视程度,较以前大为提

高,但多数美国史出版物属于“编写暠的范畴。

1978年以来,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国内

(仅指大陆地区)的美国史和其他学科一样,出
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发展势头。在最近30年

里,这个学科逐渐摆脱了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

配,艰难地突破了“编译暠和“编写暠的樊篱,正

在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探索的领域。他

指出,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既要深入美国历

史语境,又要体现本位文化意识。如果中国史

学不能在研究范式、理论取向、研究方法和问

题指向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能在国际学

术界取得一席之地,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包括

美国史研究,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学术品格,无
法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但与此同时,李剑鸣

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未来充满信心。他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快

速成长、不断进步的30年。它已成为一个富

有生气、蓬勃向上的领域,尤其是最近几年的

进展,一代学术新人正在成长。他们大多是最

近几年毕业的研究生,在学期间获得了比较系

统的学术训练,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学术

规范。较之二三十年前的一代人,他们的学术

起点无疑要高得多,而且他们还赶上了一个政

治环境更加宽松、经济持续增长、研究条件不

断改善的时代,待到他们在学术上成熟的时

候,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应当呈现出真正的欣欣

向荣景象。

李今朝博士从微观的角度对北京外国语

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个案

分析。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于

1979年,以培养硕士和博士为主,其发展历程

基本上与中美关系发展的轨迹相吻合。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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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对该中心30年来硕士论文和毕业生去向

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该中心

取得的成绩,指出了该中心的跨学科研究与全

英文教学特点。李今朝认为,中国的美国研究

需要更严谨的学术训练、更深入的批判性思维

和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她强调,对跨国美国

研究,国际美国研究学会主席德斯蒙德教授提

倡的“棱镜式、面向用途与价值的方法暠非常重

要,因为这种方法承认美国研究在特定社会环

境与政治环境中的特定用途或价值。

此外,本次研讨会共安排50多场小组会

议,每个小组3至6名发言者,议题包括“全球

化与美国文化暠、“全球化与美国扩张暠、“美国

化及其影响暠、“美国霸权暠、“解读美国文化、价
值观 与 身 份暠、“海 外 美 国 空 间暠、“美 国 例 外

论暠、“巧实力与美国外交暠、“布什与奥巴马的

国外影响暠、“中美碰撞与交流暠、“美元与美国

经济暠、“文学及其历史背景暠、“美国电影与电

视中的种族与性别解读暠、“跨国美国研究暠、
“美国研究教学暠等等。小组会议在保证议题

一致的条件下尽量兼顾跨地区组合,讨论非常

热烈。

“正常化以来的中美关系暠
研讨会综述

蔡翠红

由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

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复旦

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承办的“正常化以来的中美

关系暠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6~7日在复

旦大学召开。与会者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

所,约70人,提交论文40余篇。与会者就如下

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国际格局与中美关系:历史与现实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起步和中美关系的进

一步发展与国际格局的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吴心伯教授认为,自20
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两次国际

化的进程:第一次始于1972年的中美和解,第
二次是在世纪之交。从发展趋势看,中美关系

的国际化越来越向功能性层面倾斜。江西师

范大学李才义副教授认为,国际格局的变动过

程体现了中美间相互纠缠的利益与矛盾。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朱明权教授及其

课题组成员回顾了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的对

华政策调整,认为这些调整都基于对当时国际

格局与时代的战略理解。复旦大学历史系傅

德华等总结了中美建交后第一个10年中《人

民日报》的相关报道,分析了中美关系从20世

纪70年代初暂时的“现实主义暠选择下的均衡

局面,到冷战格局缓和后两者在制度、意识形

态等“理想主义暠层面分歧影响下的碰撞局面

的过程,指出“理想与现实暠的平衡是中美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
(二)地区安全与中美关系:合作与冲突

东亚地区是中美利益交织最密集的地区,

东亚多边合作对中美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

义。中国社科院美国所魏红霞副研究员分析

了中美两国在东亚多边合作机制中发挥的作

用,她认为,中国虽然目前是积极的参与者和

推动者,但其作用是非主导性的。美国的霸权

地位和传统战略确定了其对东亚多边合作的

重要影响。美国既不愿让多边合作打破传统

的双边安全同盟体系,也不想置身于在东亚地

区的多边合作进程之外。中美应以地区内的

共同安全关切(如能源合作)为突破点,充分利

用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探索培育新的地区合

作机制。西南财经大学讲师陈宗权从国家互

动模式的视角分析了中美建交前后两国在朝

鲜半岛进行互动的情形和建交对两国互动模

式转化的影响,认为中美建交虽然没有立即使

两国在朝鲜半岛互动的性质发生转变,但建交

给两国领导人带来的认知变化、直接政治互动

的增多和两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局部调整,为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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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朝鲜半岛进行的合作性互动提供了契机。

海南师范大学胡素萍副教授考察了冷战

后美国对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美关系的

影响,认为美国在“南海问题暠上的立场变化已

成为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之一。北京外

国语大学博士生顾国平等基于2004年7月到

2008年7月4年间美、中官方在达尔富尔问题

上的主要发言和声明,从话语分析的视角解读

了双方话语所体现的各自立场和政策及其背

后的原因。
(三)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表面与实质

中山大学历史系朱卫斌教授根据不久前

公布的美国对外关系档案回顾和探讨了基辛

格访华与尼克松访华期间美方在“一个中国暠

问题上对中方所作的保证与承诺,认为这些内

容远远超出了1972年《上海公报》中的相关表

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黎家勇副教授从国际

法与国内法角度分析指出,美国制订的《与台

湾关系法》既违反了中美联合公报,也违反了

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该法与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法律效力上都存在着

严重的冲突。西安外国语大学张广秦教授比

较了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及中国的《反分裂

国家法》,指出虽然中美双方都主张用和平方

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双方采取非和平方式的

实质目标并不一致。
(四)多元中美关系:从军事安全到人文交

流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许嘉教授分析了冷战

后中美军事交流的统计数据,认为中美军事交

流在稳步向前发展的同时经常受到突发事件

的影响,而且中美两军的实质性交流少于接触

性交流。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莉文副教授认为,
“责任论暠与“威胁论暠掩盖下的意识形态差异、

安全借口、经济霸主地位的独尊性助长了美国

对华采取贸易歧视性政策。中国知识产权研

究会马秀山分析了中美建交30年来我国知识

产权特别是专利制度的发展,认为中美贸易有

利于我国专利制度的发展。解放军外国语学

院孙逊教授以2009年7月美国公布的《五轴同

步数控机床关键技术评估报告》为案例,评析

了奥巴马政府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最

新动向。

上海外国语大学钱皓教授根据美国学者

的相关研究,认为美国对华环境、能源战略和

政策是融合在美国对华战略的总体框架中。

王联合副教授认为中美在能源上游、中游和下

游三个领域的互动中,形成了竞争与合作并

存、共同利益与相悖利益交织的局面。中国社

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在评论中

指出,在当前中美有关能源问题的争论中,中
国对“污染权暠的争取对于目前的国情是可以

理解和原谅的,但这不应是常态。她认为中美

应争取更多合作,中国尤其应争取美国的新技

术援助。

华南师范大学何慧副教授以具体实例和

数据说明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民间关系

领域不断扩大、形式越来越多样、层次日益分

明的发展趋势。西南大学讲师王勇等分析了

美国地方政府通过人员互访、建立友好城市或

州省关系、设立专门机构等措施对中美关系的

推动作用。外交学院熊志勇教授和北京外国

语大学谢韬副教授根据相关数据分析了美国

公众的对华反应。熊志勇认为,自中美建交以

来美国公众对中国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但发

展趋势是缓缓向好的。谢韬利用芝加哥外交

委员会及其他权威民意调查机构的数据,分析

了美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分析结果表

明,大多数美国公众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的崛

起,并倾向支持与中国保持接触和合作。

在文化关系方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

生徐寅透过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好莱坞电影

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了中美文化交流存在不对

称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马芸芸

认为与美国“自由暠与“天赋使命感暠影响下的

“二元对立论暠的世界观不同,中国所倡导的

“和而不同暠的政治文化是国际关系准则的一

次完善。
(五)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现状与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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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秦治来副教授

分析了美国第110届国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

反应,指出国会在中美贸易、中国人权状况等

问题上的影响逐渐增强,对白宫对华政策的牵

制更加突出。

与会者还就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

进行了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陶

文钊研究员认为,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是现实的

外交政策,中美之间既有的对话机制为双边协

商沟通提供了平台,全球性议题上升到了双边

关系的中心,双方都努力不让分歧主导中美关

系,中美关系比以前更趋平稳。

资中筠分析了影响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

因素。她认为,过去苏联因素推动了中美关系

的发展,冷战后台湾因素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发

展,目前台湾问题退居到次要位置。现在是中

美两国各自的未来决定两国关系的未来。在

当前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如果美国经济能够

恢复,美国就不会将中国作为第一对手,中美

关系将不会出现倒退,但是台湾问题和贸易保

护主义也将是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如果美国

出现衰落,则对中国不利,因为美国是个危机

感非常强的国家,它往往会夸大其危机;如果

中美两国都发展良好,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

展,因为中美相互依赖会越来越紧密,中国如

果能够改革成功,其民主化程度的提升也将在

一定程度上缩小中美意识形态差距。此外,国

际环境越呈现多元化发展越有利于控制中美

之间的冲突。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倪世雄教授对中

美关系进行了展望,他认为把握中美关系一看

时代,即中美关系的发展应该顺应时代的变

化;二看发展,即中美各自的国内发展;三看挑

战,即中美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双边层面及

如台湾和西藏等国家核心利益方面如何避免

对抗。

与会者还回顾了汪熙先生的学术生涯及

其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及中美关系研究的杰出

贡献。

“东亚大国关系与热点问题暠
国际研讨会综述

王成至

2009年6月15日,由上海社科院亚太所

和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韩国国

际交流财团协办的“大国关系与东亚热点问

题暠国际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

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的学者就奥巴马政府的

对华政策、东亚地区安全形势、朝核问题及东

亚区域一体化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一、奥巴马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前景

美国凯托研究所防务与外交政策研究项

目副主任卡彭特(TedGalenCarpenter)认为,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开局良好,但主要是实用

主义的。奥巴马政府认识到,应对当前这场全

球金融危机,需要中国的协作,因此谋求与中

国发展“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暠关系,包括将

战略对话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和安全领域,

加强双方高层互动,避免因人权等有争议的问

题触怒北京。目前,美国民众对于奥巴马领导

国家走出国内经济危机和反恐困境抱有很高

的期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局面肯

定会改变,如果经济迟迟不见起色,社会对政

府的不满情绪将会反弹,民主党主导政府和国

会的局面必将被打破,美国国内对于奥巴马在

中国问题上的实用主义政策的宽容度也会越

来越少。当奥巴马对中国的实用主义政策未

能让民众看到中国在上述方面发生显著变化

时,民众会逐渐失去耐心。而美国的体制承担

不了这种情绪,会迫使奥巴马政府向这种情绪

妥协,重新回到给中国找麻烦的轨道上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

钊在发言中指出,在对华政策上,奥巴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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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基本政策,但是采取了不

让分歧阻碍合作的态度。然而,作为对国际金

融危机的一种反应,美国经济民族主义有所抬

头,威胁自由贸易制度,中国出口产品市场萎

缩,与出口相关的产业受到较大冲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刘学成也认

为,奥巴马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前任政策的延

续,不同之处是把中美合作由经济领域扩展到

政治和安全领域。其对华政策协调使其超越

了两面下注(hedging)的战略。另外,民主党政

府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是相互协调的。奥巴

马以实用主义外交取代了价值观外交,更注重

双方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

同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

立平教授认为,奥巴马给中国的定位是“非敌

非友暠,其政策目标是把中国纳入现有的以美

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使之成为“负责任的大

国暠。其策略表现在如下方面:1.加强与中国

的对话;2.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迫使

中国军事透明化;3.鼓励海峡两岸对话,同时

继续对台军售;4.谋求中国不减持美国国债,

同时又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国防部军队转型办公室前任助理巴

奈特(ThomasBarnett)认为,那种认为中国把

战略重点放在台湾或是中国愿意为维护朝鲜

而与美、日交恶的判断,是对形势的曲解。他

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心,

相反却应当欢迎中国在亚洲发挥大国的作用,

与美国一起为减少风险和危机携手合作。他

提出,中国要真正成为崛起的大国,就要有大

战略;要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要建立

亚洲价值观;要把“一国两制暠模式扩大为东亚

的“一区多制暠,构建亚洲联盟。巴奈特还认

为,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拓荒者,行为如美

国初期开发中西部地区以及把势力范围推向

太平洋和整个美洲那样,不过不同于美国时常

诉诸暴力手段,中国采取的是经济手段,例如

正在将非洲变成自己的低端产业加工基地。

他认为美国新一代领导人更为开明,外交行为

会更侧重于对话,他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是乐观

的。

二、朝核问题

韩国国立外交事务研究所教授金兴圭对

朝核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奥巴马上台以

来,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加强了与韩、日的合

作。美中日韩之间应当加强战略对话,协调行

动,并且考虑对六方会谈的功能进行改革,以
适应半岛形势的新变化。

卡彭特则提出了解决半岛危机的四种可

能的选择:一是朝鲜半岛陷入一场总体战或地

区战争;二是与朝鲜的对话之门仍然敞开,但
进一步加强对其经济制裁,这一点必须在中国

积极参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他认为,孤

立政策并不明智,有可能使朝鲜成为全面的核

国家;三是接受朝鲜的核国家地位,但是防止

其威胁地区稳定,然而这一点光靠威慑是做不

到的,因为朝鲜会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核扩

散;四是提升六方会谈的全部或部分功能。就

目前的情况来说,朝鲜的态度使奥巴马难以与

之对话。朝鲜进行核试验后,把奥巴马置于一

种迫于压力下而对话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的对

话是得不到美国国内支持的,奥巴马也不会乐

意被人称作21世纪的张伯伦。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刘鸣

研究员指出,卡彭特关于应对朝核危机的四个

政策选择,全面反映了美国政策设计者的想

法,但是军事打击不应当得到支持。中国所能

做的,是与美国合作,对朝鲜加速发展核武库

进行限制,切断核扩散的通道。他认为,各国

应该准备应对朝鲜领导人更迭可能给局势带

来的变化,中、美、日、韩应当加强在这个问题

上的协调。他认为,有批评说六方会谈没有起

到作用,这不符合事实,六方会谈实际上起到

了延缓了朝鲜核武器发展进度的作用。

陶文钊指出,当时举行六方会谈是各方的

共识,至少目前仍然是其中五方的共识,并非

中国对朝鲜意图存在所谓的“误读暠。事实是,

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不掌握在中国手里,而是

掌握在美国和朝鲜手里。现在,联合国要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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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实施禁运,这应当被视为是促使朝鲜弃核

的手段,禁运本身并非目的。中国目前并不把

朝鲜当作所谓的“缓冲地带暠,中国作为朝核问

题的调停人,不存在跟谁做交易的问题。

刘学成提出处理朝核危机应当遵循三项

原则,一是和平稳定;二是半岛去核化;三是外

交原则(或对话协商),本着这三项原则,禁运

政策的底线应当是不触发战争。

日本松下综合研究所政策综合研究部主

任研究员前田宏子认为,站在日本的角度看,

小布什政府处理朝鲜问题的措施被证明是彻

底失败的,美国单方面作出了许多让步,却没

有对阻止朝鲜发展核武产生任何效果,希望奥

巴马政府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汪伟民

认为。朝核危机的解决,最终还是取决于朝美

之间能否构建一个有利于双方和平共处的范

式,而这需要朝美最高层之间进行沟通以及双

方长期的努力。

巴奈特表示,奥巴马的政策尚未包括对朝

鲜采取B计划的选择,但主要的趋向是更为强

硬,但这种政策是有限制的,是不希望引起战

争的。

三、东亚区域一体化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

员蔡鹏鸿指出,一体化不仅是政府间在贸易和

金融领域进行合作协调的制度安排,也涉及到

集体政策的制定、地区机制的建设及应对危机

的政策协调。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涌现的

东盟+1(ASEAN+1)、东盟+3(ASEAN+3)、

东盟+6(ASEAN+6)、跨太平洋协定等模式得

到了不同国家的支持。其中,中国支持东盟+
3模式,也就是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协调机

制,日本支持东盟+6模式,而美国则支持跨太

平洋协定。中国参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

程,很大程度是获得外国投资的驱动,目前,中
国接受新地区主义的原则,积极参加地区制度

的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

红霞认为,美国的东亚政策首先表现为反对任

何将美国排斥在外的一体化方案。虽然奥巴

马上台时间不长,新亚洲战略究竟怎样发展还

有待观察,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

心(CSIS)已经建议奥巴马在亚洲奉行“地区多

边主义暠。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中美是可以

做到双赢的,因为两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有很多

重合,还可以利用多边合作机制避免彼此在双

边和地区问题上陷入冲突,并且可以开辟合作

的新领域,提供共同的公共产品。

卡彭特指出,把欧盟一体化的模式复制到

亚洲来是不现实的,因为彼此赖以发生的国际

和地区环境显著不同。实际上,民主欧洲的安

全一体化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基础,正是当初

存在苏联的威胁,才使欧洲推动一体化成为可

能。而亚洲的情况则不同,因为没有苏联这样

的敌人,美国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来保持在

该地区的存在。鉴于保持同东亚的密切联系

对于美国在战略上十分重要,美国对东亚一体

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是不能听任自己被排除在

外,但也无意在该地区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

的多边体系,它不支持不是由它发起的多边安

全架构,并反对建立一个综合性的东亚安全架

构。

巴内特认为,随着中国国力以不可逆转的

方式持续增长,中国必然会成为一个在亚洲具

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对此,美国不仅不应将其

视为挑战,更应当视其为一个机遇,因为中美

在经济上已经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美国应

当谋求中国承担与其国力相符的国际和地区

责任,而分担自己肩上过分沉重的责任,为此

应当与中国加强在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建立一

个美、中、日的合作机制。中国也应当使自己

的发展与狭隘的民族主义脱钩,并培育一种亚

洲地区主义的自我认同。

美国中 国 海 事 研 究 所 副 教 授 艾 里 克 森

(AndrewErickson)指出,认为美国担心中国在

亚洲影响力的扩大,这不符合事实。对于美国

海军来说,是欢迎中国在维护海洋运输通道安

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美国海军以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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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评价中国参加在亚丁湾打击海盗的国际

行动。他认为,在未来10~15年里,中国海军

会发展成为一支具有国际影响的海上力量,阻
挠这一发展是徒劳无益的,美国应当正视这一

现实,并看到其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的积极意

义,而不是从传统的国家利益思维出发,作出

错误的判断。实际上,中美海军应当加强在相

关领域的合作协调,包括共享情报。同时,中
国海上力量的发展须保持透明度,如通过发表

海军白皮书,阐明其战略意图。

四、中日关系

两国学者还就中日关系进行了讨论。前

田宏子指出,自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于2006
年访问中国后,日中两国保持着基本稳定的关

系。日本其实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希望

看到中美关系像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那样对

立。相反,日本欢迎中美接近,因为日本对日

美关系是有信心的。不过,由于东海油田问

题、钓鱼岛问题,以及中国海军的发展等问题,

日本对中国仍然很不信任。另外,双方民间的

民族主义对立情绪尚未得到显著舒缓,而中日

关系的决策者往往把更多精力放在政府间关

系上。他们应当投入更多精力争取民间对政

府政策的支持。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

究员刘阿明认为,有两个因素有利于双方将友

善的关系保持下去,一是商业利益;二是战略

利益;这决定了两国政府能够为促进合作与维

护双边关系稳定做很多事。此外,还应当重视

民间交流对于维护两国健康关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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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暋暋后
朝核问题的反复使之成为2009年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期专论刊

发了两篇相关文章。李开盛的文章认为,在朝核问题上,美国有半岛无核化和维

持其驻韩军事存在这两大利益,并在这两大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平

衡。樊吉社的文章比较了克林顿时期与布什时期处理朝核问题的成败得失。他

认为,从朝核危机的发展过程、为解决危机进行的谈判磋商及阶段性后果来看,
相较于布什,克林顿八年任内对朝核危机的处理是比较成功的。

奥巴马政府执政已近一年。金灿荣与刘世强合写的文章对这一年来的中美

关系进行了回顾。他们认为,美国政权更替并未给中美关系的发展造成冲击,这
在过去几十年来的中美关系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整体

上保持了积极、稳定的发展势头,在总体稳定的框架内不断波动,将是未来一段

时期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
李振广的文章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将在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同时,朝着进一步提升美台关系的方向发展。信强的文章认为,自1995~1996
年第三次台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出台和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美台双边安

全关系得到了大幅提升。美台安全关系正逐步朝着“准军事同盟暠的危险方向发

展。
楚树龙与方力维合写的文章论述了美国人口状况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他

们认为,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人口数量仍在以较快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人口结构

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人口增长主力的拉美移民及后代的受教育程度较

低,使美国人口的总体质量呈现下降的长期趋势,这将导致美国的实力、国际地

位和影响力在21世纪上半期及以后呈下降趋势。
袁征的文章分析了杜鲁门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以色列立国前这

一时期的巴勒斯坦政策。他认为,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杜鲁门政府面临两方面的

压力:国内政治要求杜鲁门政府帮助犹太人建国,而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则使其有

必要同阿拉伯世界保持友好的关系。几经权衡之后,杜鲁门出于国内政治的需

要,最终决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原祖杰的文章试图对19世纪末美国平民党运动进行再评估。他认为,平民

党运动是工业化进程中以农场主为主的弱势群体针对大银行、大公司等垄断企

业及支持它们的联邦政府发起的一场民众抗议运动。
除专论外,本期刊发了王缉思教授为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教授《治

理中国》一书中文版所作的序言。文中对“治理暠一词的辨析,以及他对美国学者

研究中国的深入程度、广泛视角和境界所发出的感慨,引人深思。
又值岁末,展望来年,我们将与广大作者和读者继续努力,把本刊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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