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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
及其前景

徐彤武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启动的医疗改革是一场规模空前、任务艰巨、争论激

烈、过程曲折的重大社会改革,其主要目标是抑制急速膨胀的医疗保健费用及其导致的

巨额财政赤字,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让医疗保健体系适应21世纪

美国加强国家竞争力的要求。迄今为止,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

的医疗改革议案及其修正案,距离最后的成功仅一步之遥。尽管改革过程和方案存在重

大缺陷,改革的前景也充满变数和挑战,但奥巴马政府已经创造了历史,初步实现了美国

医疗改革的百年梦想,奥巴马也将由此形成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关键词:美国政治 美国社会 奥巴马 医疗改革 全民医保

2009年1月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紧锣密鼓地倡议和启动了内政外交诸多议题的

改革。就国内政策而言,影响最广泛、问题最复杂、过程最艰难、争议最激烈、后果最

深远,也是奥巴马最重视的,莫过于对美国医疗保健体系(healthcaresystem)的改

革。栙 本文力求较全面地探讨这场改革的背景、目标、原则和难点,概述其中的曲折

及有关利益各方激烈博弈关键阶段的情况,分析本次医疗改革的特点、成果及前景。

一暋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现状和基本问题

美国现今的医疗保健体系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逐渐演化成型的。它

栙 一些媒体和文章把这场改革称为“医疗保险改革暠,这很不准确。这场改革触及到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所有

主要方面,而改革医疗保险制度仅仅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虽然有时奥巴马总统也使用“医疗保险改革暠
的提法,但综观奥巴马政府有关医疗改革的一系列文件和奥巴马总统的多次重要讲话,可以清晰地看出这

场改革的对象是美国的整个“医疗保健体系暠(healthcaresystem)。



所包含的众多矛盾凸现为一个在发达国家中绝无仅有的现象:在这个全球最富有的

国家,政府和个人全部支出的1/6用于医疗保健,而与此同时,有近1/6的国民没有

任何医疗保险。虽然这两个1/6可以最简要地概括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现状和问

题,但鉴于本文所谈问题的复杂性,为了清晰阐明奥巴马政府医疗保健体系改革(以

下简称医疗改革)的内容和主要争议,有必要对美国历史上的改革尝试、目前的现状

及主要问题进行简要回顾。

(一)奥巴马之前的美国医疗改革

美国政治家公认,美国医疗改革的首倡者是担任过两届共和党总统的西奥多·

罗斯福。1912年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分裂,西奥多·罗斯福作为新生的进步党总统

候选人参选,在竞选纲领中首次提出了建立全国性医疗保险制度,联邦政府设立国家

卫生部等有关医疗改革的主张。虽然竞选失利,但实现全民医保从此成为美国有识

之士追求的一个梦想,为此而进行的努力持续了近百年。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于1935年推出

《社会保障法》(SocialSecurityAct),并开始设计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由于严峻的经

济形势和政治条件所限,关于全民医保的条款未能列入《社会保障法》的最终文本。

此后,国内外环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陆续提出的各种改革议案无果而终。

美国第一位主张医疗改革的在任总统是杜鲁门。1949年11月19日,他向国会

正式提出建立由联邦政府主管的全民医保制度的设想。栙美国医师协会(AMA)表示

坚决反对,认为这种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实行“公费医疗暠(SocializedMedicine)。由于

当时冷战气氛浓烈,反共思潮甚嚣尘上,民主党内部亦有分歧,加上朝鲜战争突然爆

发,改革议案终未诞生。

1965年约翰逊总统就职后立即开始实现其以医疗和教育改革为特色的“伟大社

会暠构想。当年春季,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修正案,决定设立服务老年人和残疾

人的医疗照顾计划(Medicare)和服务低收入人群的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7月

30日修正案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约翰逊还先后使国会通过40多个其他医疗法

案,从而完成了自1935年《社会保障法》以来美国最重大的一次社会改革。栚

尼克松政府后期,医疗改革再度进入国家政治议程。1974年2月6日尼克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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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HarryS.Truman,“SpecialMessagetotheCongressRecommendingaComprehensiveHealthReform,暠

November19,1945,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11月20日。＊美国总统文献引

用说明:本文引用的美国总统文献,除非另有说明,全部引自: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

SantaBarbara,CA:UniversityofCalifornia(hosted).GerhardPeters(database),availableat:http://

www.presidency.ucsb.edu/.为节省篇幅,相同来源的引用均不详注,只列明资料来源为 TheAmerican
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并注明在线查询日期。
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1949~2000》,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页。



统向国会提出实施 “综合医疗保险计划暠的建议,以便让全体美国人都能享有“广泛、

平衡并负担得起的暠医疗保险。栙尼克松曾踌躇满志地宣布要让1974年成为美国的

“全民医保元年暠,但“水门事件暠迫使他辞职下野,几乎胜券在握的医疗改革功亏一

篑。

1977年执政的卡特政府曾经试图进行以控制开支为重点的医疗改革,但相关的

短暂努力迅速以失败告终。1993年克林顿总统上台后,把医疗改革作为最重要的施

政内容,期望通过改革让每一位美国公民都享受到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服

务。第一夫人希拉里受命领衔由多位内阁成员和600多名专家组成的“全国医疗改

革特别小组暠,并破天荒地到国会为改革方案作证。但由于克林顿政府“操之过急暠,

始终未能成功说服已有医疗保险的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改革无损他们的利益,这次

改革在20个月后夭折。栚

上述改革经历与成果,尤其是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实现全民医疗

保险的理想和1965年约翰逊政府创建的为老年人、残疾人和穷人服务的医疗保险计

划对后来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正是在这些前人的一系

列信念、原则、方案、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的最新尝试。

(二)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现状

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是一个从结构到内容都非常复杂的庞大系统,它的基本特

点是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引导、监管或直接参与下,通过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保险计

划和医疗保健网络向公众提供各种档次的医疗保健产品与服务。整个体系依赖三大

支柱支撑,即超群的国家经济技术实力、联邦和州政府的服务与监管、发达的医疗保

健产业与市场。

第一大支柱:独步全球的综合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水平为美国的医疗保健事业

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2008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

年日本、德国、中国和印度4个经济大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在17个最发达国家中,

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325万美元,名列前茅。栛美国的国民卫生支出(Na灢
tionalHealthExpenditure,NHE),即公共财政和居民个人的医疗保健开支总额亦

·9·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及其前景

栙

栚

栛

RichardNixon,“SpecialMessagetotheCongressProposingaComprehensiveHealthInsurancePlan,暠Feb灢
ruary6,1974;“RadioAddressaboutaProposedComprehensiveHealthInsurancePlan,暠May20,1974,

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11月19日。
暡美暢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著:《亲历历史》(潘勋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这17个最发达国家是挪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
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DivisionofInternationalLaborComparisons,U.S.BureauofLabor
Statistics,InternationalComparisonsofGDPPerCapitaandPerEmployedPerson,17Countries,1960
~2008,Table1,July28,2009.



为全球最高值,2008年约为2.387万亿美元,超越同期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栙美

国的医疗保健资源丰富,截至2008年底,全美共有各类可提供住院床位的医院6171
家,专业护理机构1.5万个。栚另据2007年的不完全统计,全美有在职医生81.67万

名(平均每10万居民271名),护士246.8万名(平均每10万居民819名)。栛整个医

疗保健系统每年接纳住院患者3500万人次,完成6400万例手术,医师诊所接待就诊

9亿人次,开具药品处方35亿张。栜

美国在医学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入与成就长期处于国际公认领先地位。全球

50所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领域的顶尖大学,美国占了20所。国立卫生研究院(Na灢
tionalInstituteofHealth)是世界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有近6000名科学家,年

度预算为305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绝大多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都授予美国科学家,医学和生物制药领域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也大多发生在美国。

先进的医学科研水平和各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美国医疗保健事业的一些重要

指标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每百万居民中有27台核磁共振成像仪,加拿

大和英国则都是6台。各类癌症患者的平均5年存活率,在美国是男性66.3%,女

性63.9%;在欧洲则分别为47.3%和55.8%。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技术先进性不

仅造福于美国公众,每年还吸引40万外国人到美国进行体检和治疗。栞

第二大支柱:政府在为社会特定人群提供公共医疗服务和依法监管医疗保健市

场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里所说的特定人群主要是指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

人、孕妇、低收入家庭成员(特别是儿童)、现役和退伍军人,以及虽然没有医疗保险但

又亟需医疗救治的病人。2008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机构所负担的医疗

开支约为1.108万亿美元,占当年国民卫生支出的46%;若加上各级政府为鼓励企

业和居民个人购买医疗保险而实行的各种财政优惠措施,公共财政负担的份额接近

国民卫生支出的60%。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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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forMedicare& MedicaidServices(CMS),U.S.DepartmentofHealth & HumanServices,Na灢
tionalHealthExpenditureData,availableat:http://www.cms.hhs.gov/,2009年10月25日。据世界

银行2009年10月7日公布的数据,意大利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293万亿美元。

U.S.DepartmentofHealthandHumanServices,2009CMSStatistics(CMSPub.No.03497),August
2009,p.2.
U.S.CensusBureau,The2010StatisticalAbstract敽HealthCareResources,Table159.ActivePhysicians
andNursesbyState,2007,availableat:http://www.census.gov/,2010年2月27日。

AtulGawande,“GettingTherefrom Here:HowShouldObamaReform HealthCare?暠TheNewYorker,

January26,2009,p.32.
FredBarnes,“AnUnnecessaryOperation,暠TheWeeklyStandard,September21,2009.
HealthPolicyBrief,“KeyIssuesin Health Reform,暠August20,2009,availableat:http://www.
healthaffairs.org/,2009年9月15日。



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负责医疗保健事务的部门是美国最庞大的联邦政府机

构之一,2008财政年度末约有工作人员11.32万。栙他们和各州政府配合,负责以下

医疗保险计划(或医疗系统)的管理、实施、协调和监督:

1.医疗照顾计划(Medicare)。这是一个非营利性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主要费用

由联邦政府负担,对象是所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未满65岁的残疾人,以及所有罹

患晚期肾脏病的居民。它由四部分保险组成:A.住院保险;B.常规医疗保险;C.升

级保险计划,这是服务多样但费用较高的私营医疗保险;D.政府补贴处方药保险。

够资格的居民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一个或者几个部分投保,2009年共有4590
万人参加医疗照顾计划,联邦政府耗资4254.23亿美元。栚

2.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这是一个带有社会救济功能的医疗保险计划,由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具体管理工作由州政府承担。它需要依据经济情况调

查的结果而确定申请人是否具备资格,扶助对象是那些符合联邦和所在州一系列法

律规定的低收入个人和家庭,各个州的具体标准和做法不尽一致。政府补助并不直

接划拨给受益人,而是支付给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方(医院、诊所、养老院等)。2009年

按月享受医疗补助计划的人数约为5110万,联邦政府提供了全部资助总额的57%,

即2623.89亿美元。另外还有700多万人享受各州政府自行设立的额外医疗补助计

划。栛

3.儿童医疗保险计划(Children狆sHealthInsuranceProgram,CHIP)。这是一

个由联邦政府提供主要资金、各州政府负责配套资金与具体管理的医疗保险计划,始

创于1997年。它的对象是那些没有资格享受医疗补助计划但又需要医疗救助的贫

困家庭儿童。2009年,有约920万儿童受益,联邦政府的相应支出为85.66亿美

元。栜

以上三大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计划由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依法领导、拨款和

监督,并制定具体政策、标准和指导纲要。相关服务基本由符合政府要求的签约私营

企业提供。2009财政年度这三大计划共耗费联邦政府开支6963.78亿美元,约占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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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Vogel,“FederalGovernmentNeedsMassiveHiringBinge,StudyFinds,暠TheWashingtonPost,

Thursday,September3,2009,p.A4.
U.S.DepartmentofHealthandHumanServices:2009CMSStatistics(CMSPub.No.03497),August
2009,TableI.1;FiscalYear2010BudgetinBrief,May7,2009,p.9.
U.S.DepartmentofHealthandHumanServices:2009CMSStatistics(CMSPub.No.03497),August
2009,TableI.16;FiscalYear2010BudgetinBrief,May7,2009,p.9;TheKaiserFamilyFoundation,

TheMedicaidProgramatAGlance,November2008,Publication(#7235~03).
U.S.DepartmentofHealthandHumanServices:2009CMSStatistics(CMSPub.No.03497),August
2009,TableI.16;FiscalYear2010BudgetinBrief,May7,2009,p.9.



生与公众服务部当年预算的85%。栙

4.联邦雇员保健福利计划(FederalEmployeesHealthBenefitsProgram,简称

FEHBP)。这是一个由联邦人事管理局主管、几乎覆盖所有联邦全职工作人员、家属

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的优惠医疗保险计划,1959年创立。目前受益人总数约800
万人,其中的403.4万人为包括国会议员、联邦法官在内的联邦公务员和全日制雇

员。它是美国最大的由雇主(单位)投保的医疗保险计划(employer灢sponsoredinsur灢
ance),联邦政府承担保费总额的70%,其余部分由个人缴纳。每年联邦人事管理局

根据其标准选择一批私营医疗保险公司承保,并谈判确定当年“团购暠优惠保费水平

和可供投保人挑选的医疗保险计划“菜单暠。2009年,有269个医疗保险计划入选,栚

联邦政府为此埋单376.4亿美元。栛

除以上医疗保险计划外,联邦政府还直接经营着三个公立医疗系统,它们是:国

防部领导的军队医疗保健系统(MilitaryHealthSystem,MHS),它为全球920万美

国现役军人及家眷提供医疗保健服务,2009年预算为416亿美元,占当年国防预算

总额的8%;栜退伍军人事务部管理的退伍军人医疗保健系统(VeteransAffairs

HealthCareSystem),2009年总支出为428亿美元;栞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属下的印第

安人医疗保健系统(IndianHealthService),2009年预算为35.81亿美元。栟

在管理和监督上述7个医疗保险计划(或系统)的同时,联邦政府承担的其他职

责还包括:组织协调相关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项目;开展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工作;

进行医疗卫生事业数据统计;规范并监督食品、药品、疫苗、生物制品、血液制品、医疗

器械的安全;处理涉及医药领域反垄断和维护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纠纷;保护消费者

权益;监督实施基于雇佣关系投保医疗保险的法律法规等。栠在联邦体制下,各州政

府对在本州行医的医生发放执照、监管医疗卫生设施和在本州开业的私营医疗保险

公司。在联邦政府层面,监管医疗保险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74年的《雇员退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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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epartmentofHealthandHumanServices,FiscalYear2010BudgetinBrief,May7,2009,p.9.
OfficeofPersonnelManagement,OPMFY2010CongressionalBudgetJustificationPerformanceBudget,

May2009,p.21.
ExecutiveOfficeofthePresidentoftheUnitedStates,MajorSavingsandReformsinthePresident狆s2009
Budget,February2008,p.190.
U.S.DepartmentofDefense,FiscalYear2009BudgetRequest,February4,2008.有关美军医疗保健系

统的各方面情况可详见该系统的官方网站http://www.health.mil。

DepartmentofVeteransAffairs,FactsabouttheDepartmentofVeteransAffairs,January2009;Depart灢
mentofVeteransAffairs2010BudgetHighlights,availableat:http://www4.va.gov/,2009年10月22
日。

U.S.DepartmentofHealthandHumanServices,FiscalYear2010BudgetinBrief,May7,2009,p.9.
美国联邦政府担负这些职责的主要机构是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特别是其所属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以及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联邦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司法部和劳工部等。



保障法》(ERISA)和1996年的《医疗保险转移变更与责任法》(HIPAA)。栙前者对雇

主或医疗保险主办机构投保、管理的医疗保险计划做出了一系列详细规定;后者主要

规范雇员变更工作或者失业后原有医疗保险计划的管理,并限制医疗保险公司对投

保人的歧视,保护小企业的投保权益。

第三大支柱: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医疗保健产业、最大的医疗保健产品与服务市

场和最大的私营医疗保险市场。2008年美国在医疗保健服务业和社会医疗急救机

构就业的人数高达1581.9万人。栚在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两大类快速增长的医疗保健

消费中,美国占据了最大的份额。2006年,世界医疗器械消费总额约2200亿美元,

美国占30%;2008年世界药品销售总额约7400亿美元,美国占48%。栛

美国的私营医疗保险业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今天已拥有2亿人的客户群体,

发展出两大类医疗保险组织和灵活多样的医疗保险计划模式。第一大类组织是由州

政府依照本州法律颁发牌照的医疗保险组织,包括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多为股份制)、

蓝十字和蓝盾牌组织 栜和健康维护组织(HMO);栞第二大类组织是受联邦法律管辖

的“自有资金雇员医疗保健组织暠,即由雇主、雇员组织(如工会)或者这两方面共同出

资成立的医疗保险机构。

依靠三大支柱支撑的美国医疗保健体系使绝大多数国民享受到较高水准的医疗

保健服务。最新官方统计显示,包括被不同医疗保险计划重复覆盖的人,栟2008年,

美国3亿人口中有医疗保险的人为2.551亿,其中2.01亿人投保了私营医疗保险,

8740万人享受政府资助医疗保险,无医保人口约4630万。栠在私营医疗保险覆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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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mployeeRetirementIncomeSecurityAct)1974年9月2日由福特总统签署,《医
疗保险转移变更与责任法》(HealthInsurancePortabilityandAccountabilityAct)1996年8月21日由克林

顿总统签署。这两部重要法律和其他相关联邦法和各州法律共同构成了对美国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实施监

管的法律体系。

U.S.CensusBureau,The2010StatisticalAbstract敽HealthCareResources,Table156.Employmentin
theHealthServiceIndustries:1990to2008,availableat:http://www.census.gov/,2010年2月27日。
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度世界卫生报告(中文版)《初级卫生保健:过去重要,现在更重要》,第12页。
蓝十字(BlueCross)和蓝盾牌(BlueShield)均是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的医疗保险组织,详细情况可见蓝十

字和蓝盾牌协会官方网站http://www.bcbs.com/。
健康维护组织(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最基本的特点是医疗保险计划的投保人只能享受与该组

织签约的医生、医院和其他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方的服务,而且这些服务必须符合健康维护组织设定的要求。
自从《1973年健康维护组织法》(The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Actof1973)生效后,健康维护组织

就同时受联邦法律和所在州的法律制约。
截至2007年7月1日,在美国有约800万人具备享受政府的医疗照顾计划(Medicare)和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id)的双重资格(dualeligibility)。SeeU.S.DepartmentofHealthandHumanServices:2009CMS
Statistics(CMSPub.No.03497),August2009,p.1.
U.S.CensusBureauNews,Income,PovertyandHealthInsuranceCoverageintheUnitedStates敽2008,

September10,2009(CB09~141),availableat:http://www.census.gov/Press灢Release/,2009年9月11
日。



群中,约1.59亿人,即过半数的美国人口参加由雇主投保的医疗保险。据2009年数

据,在这类保险计划中雇主平均承担73~83%的费用。栙

这里有必要说明,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并非享受不到任何医疗保健服务。大

批慈善机构一直在为没有医疗保险的穷人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更重要的是,联邦法律

保障了无医保人群获得紧急医疗救治的权利。自1986年《紧急医疗救治与劳工法》

(EMTALA)生效以来,栚除符合特别规定的医疗机构外,所有具备急诊条件的医院

都必须无条件接收急诊病人,而不论其支付能力、年龄、肤色、种族、宗教信仰、国籍、

常住地、移民身份,甚至不论病人是否是罪犯,否则相关医生和医疗机构都将面临民

事处罚。救治无医保病人所发生的费用,一部分能得到各级政府报销,其余则由接诊

医院和医生承担。栛

美国公众对本国医疗保健体系的评价如何? 根据2006年9月和2009年8月的

两次权威性独立调查,大多数人对医疗保健体系的现状不满,主要是担心医疗保险费

用上升。与此同时,约90%的受访者对自己参加的医疗保险计划总体评价为“优秀暠

和“良好暠。栜这一幅看似矛盾的图景典型地反映了美国医疗改革面临的两难境地:大

多数公众希望既能少花钱,又能持续获得高质量医疗保健服务。

(三)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主要问题

美国医疗保健体系亟待解决的难题有三个:医疗费用和政府医疗开支过高、约

1/6的国民没有医疗保险、医疗保健服务质量需要改进,概括起来就是费用、覆盖面

和质量三个关键词。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的目标及改革所引发的激烈争议,无不与

这三大难题和改革所寻求的破解之道有关。

1.费用: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是全世界最昂贵的,高速增长的医疗支出吞噬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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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KaiserFamilyFoundationandHealthResearch&EducationTrust(HRET),EmployerHealthBene灢
fits敽2009SummaryofFindings(KaiserFamilyFoundationpublication#7937,thefullreport#7936).
《紧急医疗救治与劳工法》(EmergencyMedicalTreatmentandLaborAct)不是一个单独的法律,它于1986
年作为《1985年综合预算调节法》(Consolidated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f1985,COBRA
1985)的一部分生效,原先的英文名称为EmergencyMedicalTreatmentandActiveLaborAct,《1989年综

合预算调节法》(COBRA1989)删除了原英文名称中的“Active暠一词。
根据美国医师协会(AmericanMedicalAssociation,AMA)2003年5月的调查,每名急诊医生每年平均要为

相关病人(遵循《紧急医疗救治与劳工法》救治的没有医疗保险的病人)提供价值13.83万美元的免费服务,

1/3的急诊医生每个星期要为这类病人工作30小时。详见美国急救医师协会(AmericanCollegeofEmer灢
gencyPhysicians,ACEP)的官方网站http://www.acep.org/,2009年12月1日。

ABCNews/KaiserFamilyFoundation/USAToday,HealthCareinAmerica2006Survey,October2006
(KaiserFamilyFoundationpublication #7572);KaiserFamilyFoundation,KaiserPublicOpinion敽
Americans狆SatisfactionwithInsuranceCoverage,September2009(publication#7979)。在2009年8月4
至11日的调查中,对自己的医疗保险计划评价为“优秀暠(excellent)者占36%,评价为“良好暠(good)者占

54%。



社会的财富。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的“老大难暠,历次改革均无良策。据官方统计,

国民卫生支出1965年约为422亿美元,人均211美元;2009年预计达到2.5万亿美

元,人均8046美元,约为1965年人均水平的38倍。国民卫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例,1965年为5.9%,2009年上升到17.3%,平均年增速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

两个百分点以上。若不采取任何控制措施,预计到2018年国民卫生支出将超过4.3
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人均1.31万美元。栙根据2006年的比较数据,在

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超过位列第二名的瑞士52%,高于其他工业大国1
至1.5倍。栚推动国民卫生支出猛增的首要原因是三大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计划,尤

其是医疗照顾计划开支膨胀。2009年它们的支出占联邦预算的21%,高于国防开支

(20%)。栛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医疗保健服务和产品的价格日趋昂贵。20世纪60
年代以来,美国心脏病发作病人的死亡率从30至40%下降到6%,但治疗费用从

1977年的约5700美元暴涨到2007年的5.44万美元。栜

1999至2009年间,美国平均工资涨幅为33%,但同期医疗保险费总水平却上升

了131%。栞与此同时,与医疗保险计划密切关联的投保人自付费用也在快速增长。

高额医疗费用给美国公众和企业带来了沉重财务负担。许多家庭削减相关开支,从

而使本应及时进行的治疗被替代、延误或取消。栟高额医疗保健支出令遭遇金融海啸

和经济危机的企业陷入困境。全部美国企业有96%属于雇员少于50人的小企业,

它们在办理相同的医疗保险时,每名雇员的平均费用要比大企业高出18%。许多小

企业主为节省开支干脆不为雇员投保医疗保险,这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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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sforMedicare& MedicaidServices,DepartmentofHealthandHumanServices,NationalHealth
ExpenditureData,availableat:http://www.cms.hhs.gov/,2009 年 10 月 25 日。Christophe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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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2520。SeeKaiserFamilyFoundation,HealthCareCosts敽APrimer,March2009(publication#7670
~02),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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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19%的受访者因医疗费用而遭遇严重的财务困难。TheKaiserFamilyFoundation,HealthCare
Costs敽APrimer,March2009(publication#7670~02),p.9.



常不利。栙

在国民卫生支出高速增长的同时,政府的公共财政状况却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1965年迄今,联邦政府仅有5个财政年度呈现盈余,其他年份均为赤字。栚在2009年

9月30日结束的2009财政年度,赤字达到创纪录的1.417万亿美元,栛这个数字超

过了美国建国头200年的国债总和,高于印度的经济总量,相当于每个国民负债

4700美元。栜

2.覆盖面: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至少

463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这个群体的规模相当于西班牙的总人口。在无医保人口

中,80%以上来自至少有一人参加全日制工作的就业家庭;2/3的人是穷人。栞在有伤

病时,无医保人口的本能反应是大大降低要求,把医疗支出控制在最低水平,其后果

往往是牺牲健康甚至生命。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年约4.5万美国人的死亡

与没有医疗保险有关。栟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依赖社会医疗救助服务,而这样做势必加

重公共财政负担,过度挤占医疗资源。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全美由无医保病人发

生的无偿还能力的医疗费用高达574亿美元,栠这些费用的最终承担者还是广大纳

税人和医疗保险计划的投保人。

3.质量:这方面的问题有多种表现,其中饱受诟病的是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在追求

利润上远比服务做得好。栢为降低经营风险,它们往往以既往病史(pre灢existingcon灢
ditions)为由把所谓“不适合投保的人暠剔除,或者提高保费、为投保人的受益附加各

种条件。约有1260万65岁以下的成年美国人在投保时遭受过医疗保险公司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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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从2000年到2007年,私营医疗保险计划的保险费增长了90%以上,同期美国10家

最大保险公司的利 润 暴 涨 了 428%。SeeEzraKlein,“PrescriptionsforReform ThenandNow,暠The
WashingtonPost,Outlook,Sunday,July26,2009,p.B5.



歧视。栙每年还有许多美国人在诊断出罹患某些需要高昂治疗费用的疾病(如癌症)

后被解除医疗保险合同。质量问题还包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满足不了所有需求;医

疗资源分配不平等;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生注重检查、治疗过程,忽视治疗效果和预防

性措施;各地治疗同一疾病的效果和费用差异太大;浪费现象惊人;医疗事故频繁(每

年发生40万起因用错药导致的人身伤害,约9.8万名住院病人因医疗事故死亡)等

等。栚在世界各国中,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得分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栛

二暋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略及影响改革的利益因素

奥巴马政府主导的“新医改暠,是自1965年以来美国医疗保健体系最雄心勃勃的

变革。它的基本目的是要通过国会立法修改现有医疗保健体系中的大量“游戏规

则暠,对财政资源和医疗卫生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因此,厘清奥巴马政府的改革方略

及改革中的重要利益因素,有助于理解这场改革的难点及复杂性。

(一)奥巴马政府的医改班子和改革方略

白宫是医疗改革的“总参谋部暠所在地,奥巴马总统直接领导的医疗改革班子有

6位核心成员: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凯瑟琳·西贝柳斯(KathleenSebelius)、白宫

医疗改革办公室主任南希-安·明·德帕勒(NancypAnnMinDeParle)、白宫行政

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欧尔萨格(PeterOrszag)、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

曼纽尔(RahmEmanuel)、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巴恩斯(MelodyBarnes)和国家

经济委员会主任、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与他们

保持密切联系,在国会“冲锋陷阵暠的三位民主党大将是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NancyPelosi)、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Reid)和参议院常设财政委员

会主席马克斯·鲍卡斯(MaxBaucus)。

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目标是要解决长期困扰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三大难题,

即遏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趋势,减轻政府、企业和国民的经济负担;实现医疗保险

的全民覆盖,杜绝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全面提高医疗保健

水平,改善服务质量。这三大改革目标仍可概括为费用、覆盖面和质量这三个关键

词。为实现改革目标,医疗改革班子制定了改革应遵循的八项原则:改革方案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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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节流的基础上具备自我支付能力,不增加政府和企业的财务负担;政府应为美国

民众提供财务保障,使他们不致因发生大病重病而导致财务破产;确保民众选择医生

和医疗保险的自主权;推广和资助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计划;推广和资助行之有效的

措施,保障病人安全;利用激励手段、信息技术和有效医疗干预改善医疗保健服务质

量;降低医疗保健计划的管理成本,减少浪费,提高效率;确保国民在失业或更换工作

时能延续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公司不得再以既往病史为由拒绝投保人。栙

三大目标和八项原则构成了奥巴马医疗改革的总方略。为贯彻实施这个总方

略,民主党人认为改革的一项中心内容是扩大政府的作用,创建一个由政府主办的公

共医疗保险计划,通过它与私营医疗保险计划的竞争降低保险费用,让更多的人获得

医疗保障,从而基本实现全民医保。

(二)共和党人对医疗改革的基本主张

共和党的政治家们很清楚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现状和亟待解决的三大难题,所

以完全认可医疗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过他们提出的方案主要针对控制费用和

提高质量,在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的问题上,虽然同意“所有美国人都应能够获得负

担得起的医疗保险暠,但缺乏具体可行的建议。共和党人强调,医疗改革应当遵循的

首要原则是以消费者(投保者和病人)为中心的“无害原则暠,即不损害现有医疗保险

客户的利益,不扩展政府的管理权限,不妨碍病人的自由选择权利,不为降低费用而

开征新税,不危及现有医疗保健体系。栚他们坚决反对民主党让政府发挥更大作用的

设想,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产生高成本、低效率的官僚机构,导致不公平的竞争环

境,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权。共和党人的主张包括:用扩大市场、调节税收、实施经济激

励等手段引导更多的人购买医疗保险;要求医疗保险公司停止歧视性做法;推动医疗

事故诉讼和民事责任改革;增加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方的透明度;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提高现有医疗保健体系的服务质量。栛总的来说,共和党不反对启动医疗改革,也

表示希望能和民主党就改革取得共识。他们与民主党的最大区别不在于是否要进行

这场医疗改革,而在于“怎样改革暠和“改革要走多快、走多远暠。

(三)“六大家暠:医疗保健产业利益集团的代表

美国一年2.5万亿美元的国民卫生支出,除了极少部分支付给公立机构外,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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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都被私营保险公司和私立医疗服务机构赚取。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与它

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占国民经济1/6的医疗保健产业里,主要利益集

团对改革进程会产生极大影响。在众多协会和工会中,有6家举足轻重的全国性组

织,它们是:

1.先进医疗技术协会(Advanced MedicalTechnologyAssociation,简称 Ad灢
vaMed)。它是美国主要医疗器械和诊断设备制造商的组织,其会员公司的产品占据

了美国国内市场的90%和全球市场的50%。

2.美国医师协会(AmericanMedicalAssociation,AMA)。始建于1847年,是

美国规模最大、涉及专业最多、最具有职业权威性的医生组织。

3.美国医院协会(AmericanHospitalAssociation,AHA)。这个1898年成立的

协会是美国最主要的医院组织,现有近5000家会员机构和3.7万名本行业的个人会

员。

4.美国医疗保险协会(America狆sHealthInsurancePlans,AHIP)。它代表了向

2亿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计划的近1300家私营保险公司,是医疗保险市场上的“巨

无霸暠。

5.美国药品研发和制造商协会(PharmaceuticalResearchandManufacturersof

America,PhRMA)。美国所有知名药品研发和生产厂商的代表组织,从某种意义上

说它也是世界顶级药业跨国公司的商会。

6.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EmployeesInternationalUnion,简称SEIU)。

它的210万会员中约半数在医疗保健岗位上工作,在北美有330个地方机构。

上述六个全国性组织,可谓是在美国医疗保健产业呼风唤雨的“六大家暠利益集

团。它们对于医疗改革的立场自然受到奥巴马政府的格外关注。这些利益集团的领

导层倾向于顺应时势,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改革,但同时要求与联邦政府和国会讨价还

价,进行利益交换。一旦感到自己的利益不保,立场就会发生动摇和逆转,从而使改

革前景增添变数。

(四)美国公众的基本态度

美国公众并不是医疗改革的消极旁观者,相反,由于这场改革涉及全体美国人的

健康、生命质量和长远福祉,他们的看法、情绪和行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政府官员

和国会议员们的立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左右着改革进程。公众对医疗改革

的态度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党派、社会地位、是否有医疗保

险、所在城市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所属民间组织的立场等。例如,65岁以上的老年人

普遍反对削减医疗照顾计划的支出。美国社会中传统的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政

府权力的防范心理等也会影响公众意见。2008年11月的总统大选结果证明,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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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普遍拥护民主党的医疗改革设想。在奥巴马政府推进医疗改革的过程中,公众

的情绪和立场也在不断调整。在活跃于美国社会各个角落的民间组织中,拥有4000
万会员(均为50岁以上)的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RetiredPer灢

sons,AARP)不但是人数最多的会员制组织,也是在“六大家暠之外对医疗改革最有

影响力的全国性机构。它的立场可以说是观察医疗改革的一个风向标。

三暋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的基本历程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宣誓成为第44位美国总统。从这一刻起,新一轮医

疗改革正式拉开帷幕。到2010年3月下旬为止,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序曲暠阶段(从新总统就职到2009年4月初)

在本阶段,奥巴马政府一方面为医疗改革进行扎实的准备,如组建医疗改革班

子、接触相关利益集团、与国会参众两院领导人展开前期磋商等,另一方面推出了若

干涉及国民医疗保健的重要措施。这些措施是:增加对儿童医疗保险计划的联邦拨

款440亿美元,以便到2013年使受益儿童达到1100万;栙通过经济刺激计划,为数百

万失业者提供延续医疗保险特别补贴,向各州医疗补助计划提供870亿美元紧急援

助,并将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预算总额增加1670亿美元,以开展一系列旨在提高

医疗体系质量的基础性研究项目和医疗信息化项目。栚奥巴马总统认为,就促进医疗

改革而言,这些措施的力度“超过了以往10年中所做的一切暠。栛

(二)国会常设委员会产生方案阶段(从2009年4月至10月中旬)

在本阶段,国会参众两院五个常设委员会关于医疗改革的方案陆续出台,各种政

治势力、各方利益集团及广大公众开始全面介入改革进程,展开了一场为当代美国所

罕见的激烈的医疗改革大辩论。

2009年4月8日,奥巴马总统签发第13507号总统令,在白宫设立医疗改革办

公室,此举标志医疗改革“主战役暠全面打响。这个办公室拥有广泛权限,除了要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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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pp.12~14.
BarackObama,“AddressbeforeAJointSessionoftheCongress,暠February24,2009,TheAmericanPres灢
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11月5日。



疗改革班子核心成员所在部门密切合作制定相应政策外,还要与其他联邦机构、国会

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协调,收集社会各界反应,提醒总统应该关注的问题,监督相关部

门的工作进度,确保联邦政府各机构在医疗改革方面步调一致。栙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有五个常设委员会拥有医疗保健事务的法定管辖权。它们

是:众议院的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筹款委员会、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参议院的财政委员

会和卫生、教育、劳工与养老金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需要产生各自的医疗改革方

案,为此都要经历举行听证会、起草议案、国会预算局评估、栚委员会辩论、投票表决

等一系列法定程序。这种情况先天地决定了改革进程在本阶段不会一帆风顺。各个

常设委员会提出的医疗改革方案,无论是草案还是正式方案,都引发了全社会各界广

泛参与的辩论。人们激辩的两个最主要的议题是:政府是否应该出资创建并管理一

个公共医疗保险机构以提供公共医疗保险选择(publicoption)? 由谁来负担医疗改

革所需的巨额费用?

为消除阻力,推进改革,奥巴马总统在本阶段采取了两项具有全局意义的行动。

第一是与“六大家暠达成合作意向,这在美国医疗改革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以往

历届政府医疗改革计划遭遇“滑铁卢暠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利益集团反对,奥巴马要

做的是至少使它们暂时保持中立。经过在白宫举行的会谈,“六大家暠承诺支持医疗

改革,在2010至2019年期间自愿降低服务和产品的收费,以求国民卫生支出的增速

每年回落1.5%,相当于贡献2万亿美元。作为回报,联邦政府答应在设计医疗改革

方案时考虑“六大家暠的利益。

奥巴马的第二个行动是在2009年9月9日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关于医疗

改革的专题演讲,就议员们普遍关心的几个要害问题阐明立场。除了重申改革的三

大目标外,奥巴马强调改革并非要“另起炉灶暠,而是要纠正现存医疗保健体系的问

题。所以左派憧憬的政府统一管理支付模式(single灢payer)和右翼鼓吹的纯市场模

式属于“两个极端暠,均不可取。他声明,医疗改革经费主要依靠优化资源和减少浪

费、舞弊与滥用医疗服务的现象,绝不会给财政赤字增加“一个子儿暠(adime),改革

总成本以10年间花费9000亿美元为限。栛这次演讲取得了良好效果,使公众对医疗

改革的支持率大幅度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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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ackObama,“ExecutiveOrder13507:EstablishmentoftheWhiteHouseOfficeofHealthReform,暠A灢
pril8,2009,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11月5日。
国会预算局(CongressionalBudgetOffice)1974年7月12日成立,系国会直属机构,现有工作人员235名,
其中多数为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分析人员。国会预算局的基本职能是为涉及经济和预算的决策提供“客
观、超党派和及时的分析暠。

BarackObama,“AddressbeforeAJointSessionoftheCongressonHealthCareReform,暠September9,

2009,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10月29日。



经过半年的努力,到2009年10月中旬,所有国会常设委员会的医疗改革方案均

已正式出台。当耗时最久、被各界称为“鲍卡斯方案暠(BaucusPlan)的参议院财政委

员会方案表决通过后,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医疗改革进程“抵达了一个重要里程

碑暠。栙

(三)参众两院各自通过改革议案阶段(从2009年10月中旬至12月底)

本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在民主党国会领袖的主持下,参众两院在整合常设委员会

方案的基础上出台各自的医疗改革议案。在此期间,最令奥巴马和民主党国会领导

人伤脑筋的不是如何对付共和党的阻挠,而是怎样弥合民主党内部激进自由派与较

保守的中间派之间的分歧。

2009年10月29日,1990页的众议院议案 HR3962面世。它最突出的特点是

在历史上第一次要求全体美国人都能享有医疗保险,使购买医疗保险成为所有公民

和雇主的法定义务,通过一系列措施把无医保人口减少3600万,将全国医疗保险覆

盖率提高到96%。在美国医师协会和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表态支持后,11月7日众议

院全体会议以220票对215票通过该议案。

11月18日,长达2074页的参议院议案 HR3590公布。栚它在许多方面与众议

院议案相仿,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对改革资金来源的规定。经测算,参议院议案可让

3100万无医保人口受益,使医疗保险覆盖率上升至94%,并有望减少联邦财政赤字

1300亿美元。栛 奥巴马总统认为,这个议案的诞生是医疗改革进程的“第二个重要里

程碑暠。栜

参议院议案问世后未能迅速付诸表决,而是经历了缓慢而又曲折的修改过程。

其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各派参议员提出了450多个修正案,栞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

反复斗争、辩论、对话和磋商,议案的最后文本到12月19日才以附加383页修正案

的方式完全敲定。尽管美国医疗保险协会不满,但美国医师协会、美国医院协会和服

务业雇员国际工会相继声明支持这个文本。2009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的清晨,

参议院全体会议以60票对39票通过医疗改革议案,这是参议院自1895年以来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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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ackObama,“RemarksonSenateActiononHealthCareReformLegislation,暠October13,2009,The
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10月19日。
该议案全称为《病人权益保护与可负担医疗保健法》(PatientProtectionandAffordableCareAct),由于它

实际上代替了众议院原来的 HR3590号议案,故仍旧沿用原编号,而没有像通常那样采用以字母S开头

(代表参议院)的编号。

CongressionalBudgetOffice,PatientProtectionandAffordableCareAct,November18,2009.
BarackObama,“StatementonthePatientProtectionandAffordableCareAct,暠November18,2009,The
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11月22日。
“TheSenatePostmortem,暠TheWallStreetJournal(Asia),Monday,December28,2009,p.11.



在圣诞节前夕进行投票。奥巴马总统盛赞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表决暠,企盼参众两院

早日协商产生一个统一的国会议案,完成医疗改革“最后和最重要的一步暠。他预言

2010年将成为医疗改革的成功年。栙

(四)调整和最后冲刺阶段(2010年元旦至3月下旬)

本阶段的目标是全力弥合参众两院医疗议案之间的分歧,尽快形成国会统一版

本医疗改革议案,最后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送交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参众两院分别批准的改革议案约有70%的相似性。虽然具体规定有所差异,但

两个议案都要求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规定公民和企业参加医疗保险的强制性义务

(mandate)、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投保补贴、建立为低收入人群和小企业服务并由政府

管理的医疗保险计划交易平台、削减医疗照顾计划支出、对医疗补助计划进行大规模

扩张、强化对医疗保险公司的监管等等。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主要集中在是否创建

公共医疗保险、改革经费来源、堕胎相关规定和是否成立监督医疗照顾计划开支的委

员会这几个方面。总的来说,不包含公共医疗保险条款的参议院议案相对温和,政治

风险小;众议院议案比较慷慨,受益人口多500万人,改革措施更能反映民主党主流

派的意愿,但改革成本过高。

在奥巴马总统的直接指导下,白宫医疗改革班子和民主党的国会领袖在2010年

1月中旬已经基本扫除了参众两院议案整合工作中的主要障碍,开始准备最后的改

革议案文本。正值此时,华盛顿的政治天平突然发生了不利于民主党的倾斜。2010
年1月19日,马萨诸塞州举行联邦参议员特别选举,以填补由于爱德华·肯尼迪参

议员(EdwardM.Kennedy)去世而空缺的参议院席位。栚肯尼迪参议员是毕生为医

疗改革事业奋斗的自由派旗手,连续46年保持着参议院议席。马萨诸塞州是民主党

的“老根据地暠,也是美国第一个基本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州。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

高层本以为能够稳操胜券,不料选举结果却是共和党人斯科特·布朗(ScottBrown)

获胜,这使民主党丧失了在参议院的60票绝对多数,医疗改革面临前功尽弃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白宫和民主党国会领袖不得不在震惊和失望的气氛中紧急拟定对策,

对原来的医疗改革计划和策略进行全面评估与调整。

事实上,马萨诸塞州补缺选的结果集中反映了中间选民对就业状况的不满、对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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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持久的医改辩论的困惑与愤怒,它并未改变导致改革的基本动因。栙放弃改革,民

主党的执政基础将受到根本动摇,医疗保健体系的三大难题亦只能愈演愈烈。当时

的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公众中支持和反对医疗改革议案的人数比例旗鼓相当,但

54%的受访者认为医疗改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而且随着公众对改革议案

的了解增加,支持度还会上升。栚就连医疗产业利益集团现在也不愿停止改革,因为

成功的改革有望为医疗保险和医疗保健服务市场带来至少3000万有支付能力的新

顾客,它们的获益将远远超过政治游说的开销。

2010年1月27日晚,奥巴马总统发表了他执政后的首份国情咨文。在这次全

国瞩目的演讲中,奥巴马承认医疗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辩论持续越久,人们

就越心存疑虑暠,他应该为“没有能更清晰地向美国人民说明情况而承担责任暠。同

时,他毫不含糊地表示绝不会退缩,欢迎来自两党的任何更好的方案,呼吁大家团结

一致完成医疗改革大业。栛此后,白宫和民主党高层决定:用独立的修正案对参议院

议案进行“修补暠,产生一个取得党内广泛共识的最终改革议案交国会审议,并利用

“调节程序暠(reconciliation)让参众两院分别以简单多数通过它,以避免共和党的阻

挠。栜2月22日,奥巴马总统通过白宫网站公布了他的医疗改革建议。栞这份建议坚

持了参议院改革议案的基调,弥合了两院议案的若干分歧。它最重要的地方有两点:

一是只字未提公共医疗保险,等于正式宣布放弃这个民主党主流派的核心主张;二是

把改革总成本增加到9500亿美元。

2010年3月18日,由白宫和国会民主党高层共同敲定的最终版本改革议案 HR

4872面世。经国会预算局评估,该议案和参议院早先通过的 HR3590号议案一道

有望把全国医疗保险覆盖率提高到95%,使3200万无医保人口受益,同时在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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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阻挠行动(filibuster)而迅速通过有争议议案的立法程序。它限制了法案的辩论时间和修正工作,有利于

控制了国会简单多数的政党通过自己的议案。它的最大好处是不要求参议院必须有60票才能通过议案,
而是仅仅要求51票。不过,这种程序的启动是有条件的,而且它对于议案本身有诸多限制。考虑到医疗改

革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相关议案通过这个程序表决并非最佳立法路径,实属无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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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2010~2019)减少联邦赤字1430亿美元,改革的总成本约为9400亿美元。栙 为

了确保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议案所必须的216张赞成票,奥巴马总统推迟了出访,通过

面谈和打电话亲自对约60位民主党众议员做工作。3月21日(星期日)众议院经过

10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后,以219票对212票通过了参议院 HR3590号议案,接着又

在午夜前以220票对211票通过 HR4872号议案。至此,医疗改革闯过了最困难、

最关键的一关,可谓胜券在握。栚 在白宫罗斯福厅观看实况转播的奥巴马总统随即

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感谢所有支持医疗改革的人,称赞众议院的表决“为美国梦的

基础稳固地安放了一块基石。暠栛

四暋医疗改革过程中的重大争论与利益博弈

在医疗改革中,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两党内部各派别之间的分歧日益凸现,政

治斗争急剧升温。公众中怀疑、反对医疗改革者大有人在,而支持改革者对许多具体

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各利益相关方在台前幕后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游说和公关活

动,借助一切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力求把它们塞进医改议案的修正案。栜在所有争

议、辩论、协商和博弈中,以下几方面问题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一)是否应由政府创建并管理公共医疗保险机构

由政府创建一个公共医疗保险机构为无医保人口提供经济实惠的公共医疗保险

选择,是民主党主流自由派一直大力推崇的设想。他们的领军人物、众议院议长佩洛

西一度坚称公共医疗保险应该是改革议案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自由派认为,政府投

资经营的保险计划不会像私营保险公司那样要在市场营销、高层经理薪酬、股东利益

回报等方面有较大开销,能有效降低医疗保险的成本与费用。另外,这样做还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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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经过这次表决,参议院改革议案 HR3590只待总统签署;HR4872号议案,即对参议院议案的修正案将在

几天内送交参议院辩论表决。由于参议院民主党人只须有51票即可通过该议案,故胜算很大。
白宫官方网站http://whitehouse.gov/blog/2010/03/22/waht灢change灢looks,2010年3月22日。
到2009年9月上旬,各种与医疗改革相关的游说活动、政治捐款、媒体广告的花费已高达3.75亿美元,其
中,6月份以后每一天的电视广告耗资100万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评论说,医疗改革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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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竞争度和顾客的选择性,打破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在事实上的垄断地位,栙扩大医

疗保险的覆盖面。奥巴马总统支持这个设想,但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民主党中间派

的支持,缓解与共和党右翼势力的对抗,消除许多公众对政府主办的“公费医疗暠的担

忧,他采取了相当灵活的态度和表达方式。栚这种政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白宫

与民主党激进自由派的距离。

共和党毫不妥协地反对任何公共医疗保险的建议,他们认为,政府使用纳税人的

钱举办医疗保险,意味着由政府接管医疗保健事业。这必然窒息市场活力,形成不公

平竞争,减少市场提供的私营医疗保险品种和选择性,降低服务质量,损害消费者的

权益,导致医疗改革目标落空。除了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使然外,一个重要

原因是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私营保险公司担心无力同政府主办的非营利性公共医疗

保险机构竞争,从而导致长期形成的保险市场格局重新洗牌,自身利益永久受损。国

会研究局的一份报告也不讳言,公共医疗保险机构可能造成不公平竞争,最终把私营

保险公司逐出市场。栛另外,公共医疗保险还面临着经营风险、管理成本和与医疗保

健服务提供方的关系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谁也无法为它的成功打保票。美国医疗

保险协 会、美 国 商 会 (U.S.ChamberofCommerce)、企 业 圆 桌 会 议 (Business

Roundtable)等重要商会组织都一致而且强烈地反对公共医疗保险,并为此展开了密

集的政治游说,其中美国医疗保险协会2009年的相关开支就达到890万美元。栜

(二)医疗改革中的非法移民和堕胎问题

医疗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尽可能地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而无医保人口中许多没

有合法身份。美国全国约有3800万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这两类移民往往生活在一

个家庭里。参众两院的改革议案都要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医疗保险补贴,并要求雇主

为员工办理医疗保险,这就有机会让非法移民受益。实际上,要完全不让非法移民

“沾光暠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党众议员威尔逊(JoeWilson)在国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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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34个州中,75%的医疗保险市场被5个或者更少的医疗保险公司占据。在亚拉巴马州,近90%的医

疗保险市场被一家保险公司垄断。SeeBarackObama,“AddressbeforeAJointSessionoftheCongresson
HealthCareReform,暠September9,2009,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10月29
日。
奥巴马总统8月在科罗拉多州的一次集会上表示,公共医疗保险(publicoption)只是整个医疗改革计划中

“极小的一部分暠(justonesliver)。以后他又重复过这个观点。SeeAnneE.Kornblut,“PublicOption
CalledEssential,暠TheWashingtonPost,Tuesday,August18,2009,p.A4;CeciConnolly,“WhiteHouse
AidesReaffirmPublicOptionIsNotMandatory,暠TheWashingtonPost,Monday,October19,2009,p.
A4.
BobLyke,“HealthCareReform:AnIntroduction,暠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April14,2009,p.9.
KevinBogardus,“HealthInsurersSpentBigBucksonLobbyingoverthePastYear,暠January24,2010,

TheHill,availableat:http://thehill.com/business灢a灢lobbying/77715,2010年1月25日。



席会议上公然向奥巴马总统叫板的真正原因。栙民主党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高层领

袖信誓旦旦要把非法移民拒于医疗改革门外,而众多代表移民利益的民主党议员要

求适度灵活、网开一面,并向领导层施加政治压力。共和党人则一直反对让医疗改革

方案惠及非法移民。

历来敏感的堕胎问题在医疗改革辩论中占有独特地位。主张妇女权利的民主党

自由派虽然无意挑战现行的《海德修正案》(HydeAmendment),栚但倾向于为堕胎

妇女提供宽松的环境。然而,在参众两院各自改革议案的关键时刻,堕胎问题都成为

矛盾焦点,而且这种矛盾主要产生在民主党内部若干极端保守的中间派与自由派之

间。当众议院最后辩论和表决 HR3962号议案时,得到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U.S.

ConferenceofCatholicBishops)栛支持的民主党议员巴特·斯图帕克(BartStupak)

临时提出一项修正案,禁止堕胎妇女受惠于任何涉及政府资金的医疗改革制度设计。

议长佩洛西认为这项苛刻的提案已经超越了现行法律,但为了不使改革议案“触礁暠,

只好被迫妥协,此举招致民主党左翼的极度失望与强烈不满。栜参议院辩论 HR3590
号议案期间,民主党参议员本·纳尔逊(BenNelson)一再提出措辞严厉的修正案,以

防止在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时联邦资金被用来资助堕胎。为获得他对参议院议案的

“第60张支持票暠,多数党领袖里德不得不与他达成多项妥协。当最终改革议案在众

议院面临“决战暠的前夕,以巴特·斯图帕克为首的近10名民主党议员再度就堕胎问

题发难,若不是奥巴马总统允诺专门发布禁止联邦资金用于堕胎的总统令,以换取他

们立场的转变,他们的反对票将足以彻底葬送改革。栞 共和党方面的立场很明确:坚

信医疗改革必然导致联邦政府资助堕胎的“违法暠行为,同时谴责民主党领导层为通

过议案而不择手段地进行“幕后交易暠。

(三)如何筹措医疗改革所需的巨额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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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9日奥巴马总统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就医疗改革问题发表演讲,当他谈到改革不会让非

法移民获益时,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威尔逊(JoeWilson)大喊了一声“你撒谎!暠(Youlie!)。
联邦政府资金不能用于资助堕胎的法律来源于1976年国会通过、1977年生效的《海德修正案》。该修正案

由共和党议员亨利·海德(HenryHyde)提出,主要内容是禁止联邦政府出资的公共医疗保健计划(如医疗

补助计划)支付堕胎费用,除非母亲的生命由于怀孕受到威胁。该修正案不干涉私人医疗保险计划下的堕

胎,甚至不干预州政府对堕胎的补助。
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UnitedStatesConferenceofCatholicBishops,USCCB)是美国天主教的最高权力机

构,由全国各个天主教教区的主教组成,总部设在华盛顿。
密歇根州众议员斯图帕克(BartStupak)的立场代表了大约40名民主党众议员,若佩洛西议长不让步,众议

院 HR3962号议案注定受阻。SeeAlexWayneandEdwardEpstein,“DemocratsWorktoHoldDefections
Down暠,CQWeekly,Vol.67,No.42,November9,2009,pp.2592~2593;“AbortionIssueLoomsas
ObstacleasSenateTakesupHealthBill,暠TheWashingtonPost,Monday,November9,2009,p.A9.
JaredAllenandJeffreyYoung,“Stupak,DemsReachAbortionDeal,暠March21,2010,TheHill,availa灢
bleat:http://thehill.com/homenews/house/88143,2010年3月22日。



奥巴马总统曾承诺改革成本不超过9000亿美元,后来又增加到9500亿美元,其

实这些都是较理想的愿景。据各方估算,医疗改革至少需要1万亿美元。这样一大

笔钱从何而来? 在联邦政府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只能靠开源节流。在“开源暠方面,众

议院 HR3962号议案规定对高收入群体征收附加税,这遭到共和党人的一致声讨,

民主党内对此亦有不同看法。再有一种选择是对俗称“凯迪拉克暠(Cadillac)的高端

医疗保险计划课税。美国的经济学家和卫生专家几乎都认为,基于雇佣关系的医疗

保险所享受的免税待遇极不合理,因为它鼓励过度医疗消费,促使国民卫生支出膨

胀,增加了财政负担。栙若取消这项免税待遇,一年就能为联邦政府提供改革资金约

2500亿美元。栚事实上,由于牵扯各方利益太深,要这样做几乎不可能,但可以变通地

对超过一定金额的高端医疗保险计划课税,将收入转为改革经费。参议院 HR3590
号议案采用了这种做法,但这个获得国会预算局肯定的做法在众议院受到了180名

民主党议员的联合抵制。为争取受益于“凯迪拉克暠保险计划的工会组织支持改革的

最后议案,奥巴马总统亲自出面与工会领导人协商出一个大打折扣的妥协方案。栛

在“节流暠方面,民主党与共和党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耗资巨大的医疗照顾计

划。栜由于这涉及数千万老年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两党政治家都竭力避免“捅马蜂

窝暠。民主党认为完全可以在不影响医疗照顾计划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做到10年内节

约5000亿美元支出,因此参众两院各自的改革议案都包含削减医疗照顾计划支出的

条款。奥巴马总统多次指出,整个医疗保健体系充斥着浪费和滥用医疗资源的现象,

靠节约开支,尤其是节省医疗照顾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的费用就能为改革提供多数

资金。历史上曾反对建立医疗照顾计划的共和党这次扮演了老年人医疗福利捍卫者

的角色,坚决反对削减医疗照顾计划支出。这其中的缘由相当复杂,既包含了保护医

疗保健服务提供方利益的考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老年人,特别是10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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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邦财政角度看,对基于雇佣关系的医疗保险计划的免税待遇已经成为继医疗照顾计划(Medicare)后

的第二大国民卫生支出项目,每年约耗资2500亿美元。See“TheThird灢bestReform:How Congress
DuckstheProblemofTax灢freeHealthInsurance,暠TheWashingtonPost,Editorial,Sunday,October25,

2009,p.18A.
“IncredibleShrinkingCadillac,暠TheWashingtonPost,Editorial,Saturday,January16,2010,p.16A.
这个妥协方案使联邦政府从高端医疗保险计划上的税收由“鲍卡斯方案暠的2150亿美元(2013~2019年

度)缩减到约900亿美元,而且把课税期推迟到2018年,这使筹措医疗改革的经费遭遇巨大困难。
医疗照顾计划(Medicare)已经成为美国规模最大、开销增长最快和对医疗保健体系影响最深远的联邦医疗

保险计划。全国约1/5的医疗采购和1/3以上的医院都要依赖该计划的资金。医疗照顾计划在联邦政府

年度支出中的比重,1970年为4%,1980年为6%,1990年为9%,2000年为12%,2008年为15%,预计

2019年为20%。SeeLisaPotetz,“HealthPolicyAlternatives,暠Inc.andJulietteCubanski,TheHenryJ.
KaiserFamilyFoundation,APrimeronMedicareFinancing,July2009,KaiserFamilyFoundationpubli灢
cation(#7731~02).



万投保医疗照顾升级计划老年人的担忧。栙联邦公共医疗计划中心(CMS)的独立研

究报告认为,众议院 HR3962号议案中削减医疗照顾计划开支的条款可能对老年医

疗服务的可及性产生不利影响,也无助于控制国民卫生支出。这份报告为共和党提

供了政治杀伤力很强的弹药。栚

(四)如何照顾医疗保健产业的重大利益

医疗改革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涉及医疗保健产业的利益问题。实际上,奥巴马

政府无意、也无法照顾这个产业的所有利益。但是,有两个大方面是任何医疗改革都

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怎样解决医生群体和药品企业的利益关切。

1.以美国医师协会为首的主要医生团体坚决反对政府创建公共医疗保险计划,

认为这将极大地损害医生的利益。同时,他们非常关心医疗照顾计划的服务费标准

问题。1997年国会曾为控制医疗费用支出而规定逐年降低参与医疗照顾计划服务

的医生的诊疗费。由于此举遭到医生团体的一致谴责,自2003年起就被国会以每年

通过临时决议的方式冻结。美国医师协会等医生团体一再要求国会在制定医疗改革

议案时考虑永久解决这个问题,即废除旧法,把累计冻结本应该降低的收费2470亿

美元列入改革成本核销。栛由于这样做会使改革费用突破奥巴马确定的限额,所以参

众两院的民主党人均设法在改革议案之外另辟蹊径,以换取美国医师协会等组织配

合改革。从目前情况看,这个陈年难题的破解之道只能有赖于国会通过专门议案,相

关的博弈未有穷期。

2.药品企业最在意的是维护自己的技术领先地位和市场占有率。美国药品研发

和制造商协会是最早就改革问题与白宫达成交易的利益集团。它提议今后10年让

利800亿美元,使参加医疗照顾计划的老年人能以半价购买知名药厂的产品,并基本

取消D部分(补贴处方药保险计划)中需要投保人自费的开支。医疗改革有望为药

厂增加数千万处方药顾客,政府还明确承诺保护生物制药企业的技术优势。这笔交

易不仅涉及美国的就业和医药科技发展,而且关乎许多政客的职业生涯。在医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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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到2009年3月份,参加医疗照顾升级计划(MedicareAdvantage)的老年人总数为1020万人,约占

整个参加医疗照顾计划人数的22%。SeeTheKaiserFamilyFoundation,MedicareAdvantage,April2009
(publication#2052~12).奥巴马总统认为,联邦政府资助医疗照顾升级计划的经费实际上是在资助私营

保险公司,提出应在10年内削减该项支出1770亿美元。SeeBarackObama,“640灢RemarksataTown
HallMeetingandaQuestion灢and灢AnswerSessioninPortsmouth,暠NewHampshire,August11,2009,The
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10年1月5日。

OfficeoftheActuary,CentersforMedicareandMedicaidServices,DepartmentofHealthandHumanServ灢
ices,“EstimatedFinancialEffectsofthe ‘America狆sAffordable HealthChoicesActof2009暞(H.R.
3962),暠PassedbytheHouseonNovember7,2009.
2009年9月21日美国医师协会常务副会长迈克尔·梅维斯医生(MichaelD.Maves,MD,MBA)致参议

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鲍卡斯的信。此信可从美国医师协会官方网站http://www.ama灢assn.org/获得。



革中,药业公司是医疗保健产业中最舍得花钱的机构,仅2009年上半年的政治游说

投入就达到1.1亿美元;雇用专职说客1228人,平均每名国会议员有2.3位说客。

政治游说的首要目的是取得尽可能长的对生物制药产品的法定保护期,保护期过后

才允许廉价仿制药上市。有些国会议员主张保护期不超过5年,奥巴马总统建议7
年,而国会最终改革议案按照药业公司意愿定为12年,难怪《时代》周刊说生物制药

企业是美国医疗改革的“最大赢家暠。栙

五暋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的特点、缺陷与前景

奥巴马是近百年来矢志医疗改革,实现全民医保梦想的第八位美国总统。按照

他的说法,以前的七位总统和七届国会的医疗改革尝试均告失败。栚那么,奥巴马发

动并领导的“新医改暠有何不同呢? 归纳起来,这次医疗改革有六个鲜明特点:

一是改革任务最艰巨。今天的美国医疗保健体系,无论自身规模、复杂程度、涉

及人口还是待解决问题的难度都远超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栛

二是联邦财政最拮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巴马政府是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

强国以来最“穷暠的政府,产生了美国建国后的最高赤字、背负着天文数字的公共债

务,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实现改革目标的能力。栜

三是改革时机最困难。奥巴马总统履新之际美国正在同时进行着两场战争(伊

拉克和阿富汗),并恰逢国家经历 “大萧条暠后最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730多万失

业大军为改革增添了巨大压力。

四是医疗保健产业利益集团的阻力较小。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以“六大家暠为

首的医疗保健产业利益集团没有像从前那样全力破坏医疗改革,而是相对合作。

五是对改革方案的评估最细致。国会预算局1974年才成立,此前的改革均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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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TumultyandMichaelScherer,“Biologic灢drugMakersArePoisedtoScoreHugeinAmericanHealth
careReform,暠TIME (Asia),Vol.174,No.17,November2,2009,pp.22~25.
BarackObama,“RemarksbythePresidentduringTownHallMeetinginElyria,暠Ohio,January22,2010,
白宫官方网站http://www.whitehouse.gov/the灢press灢office/,2010年1月26日。

1935年罗斯福总统推出《社会保障法》时,美国虽然已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但普通民众基本上仍处于缺医

少药的境地。当时得了普通流感就算重病号,家庭主妇的重要职责之一是照看病人。1/4的家庭没有自来

水,1/3的家庭没有厕所。参见威廉·曼彻斯特著:《光荣与梦想 1932~1972年美国实录》(第1册)(广州

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译,朔望、董乐山、关在汉校),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8、339页。

2010年美国联邦赤字预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6%,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比例。2010年2
月1日奥巴马总统公布了联邦政府2011财政年度预算,这个预算方案创造了两项新纪录:一是支出总额为

3.83万亿美元,二是联邦政府赤字高达1.56万亿美元。SeeLoriMontgomeryandMichaelA.Fletcher,
“ObamaBudgetWouldSpendBillionsMore,暠TheWashingtonPost,Tuesday,February2,2010,pp.A1,

A11.



系统性评估;克林顿政府医改方案的评估亦无法与本次改革相比。

六是改革过程最透明。虽然奥巴马没有实现“电视直播政治暠的诺言,但得益于

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帮助,这次改革在提高决策透明度方面开启了美国政治的先河。

平心而论,奥巴马政府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使医疗改革取得了不菲的阶段性成

果,即国会通过的改革议案。这两个冗长而复杂的议案远称不上完美,但是一个任何

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坚冰已被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明确。经历了15个

月的艰苦努力后,医疗改革已经获得了历史性突破。然而,对照奥巴马政府宣布的医

疗改革的三大目标和八项原则,以及美国历次重大社会改革的经验,可以看出这次改

革存在众多缺陷,其中有两个蕴藏最大的风险:

1.没有建立起跨党派的政治基础。这次改革是美国近3/4世纪中唯一没有取得

跨党派共识的重大社会改革,执政的民主党始终未能有效争取共和党的支持,共和党

方面也鲜有建设性举措,两党之间的对立如水火不容。在所有议案的表决中,共和党

议员一共仅投出两张赞成票。栙相比之下,同样是由民主党政府主导的重大社会改

革,无论是社会保障制度(1935年)、民权法案(1964年)还是医疗照顾制度(1965年)

和福利改革(1996年),都得到了相当多共和党议员的支持。栚在本次改革中,共和党

温和派女参议员奥林匹娅·斯诺(OlympiaJ.Snowe)曾对“鲍卡斯方案暠投下了宝贵

的赞成票,但后来她对参议院议案的“纯党派暠色彩“深感失望暠,连奥巴马总统做工作

都不管用,最后与全体共和党参议员一道坚持反对立场。历史经验证明,一定程度的

跨党派共识是美国任何成功的重大改革的必要条件。国会最终议案仍然没有取得跨

党派共识,这将使医疗改革的后续阶段举步维艰。

2.在降低国民卫生支出方面乏善可陈。发动医疗改革的首要动因是控制高速膨

胀的医疗保健费用,抑制联邦财政赤字。不过,无论是五个国会常设委员会的方案,

还是后来参众两院各自的改革议案,都缺乏控制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面的医疗保健

支出的有力措施。2009年11月17日美国23位知名经济学家(其中包括两名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向奥巴马总统发出公开信,强调控制医疗支出、减少政府赤字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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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是共和党参议员奥林匹娅·斯诺(OlympiaJ.Snowe)投给参议院常设财政委员会医疗改革方案的赞

成票,另一张是众议院表决其医疗改革议案时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众议员安·约瑟夫·曹(Anh“Joseph暠

Cao)投下的赞成票。

1935年《社会保障法》在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时,共和党方面64%的参议员和79%的众议员表示赞成;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法》(CivilRightsAct)获得82%的共和党参议员和80%的共和党众议员支持;表决

创建医疗照顾计划(Medicare)的法案时,41%的共和党参议员和51%的共和党众议员投了赞成票;1996年

克林顿总统进行福利改革(welfarereform)时,得到几乎所有的共和党议员,以及98位民主党众议员和25
位民主党参议员支持。See“OlympiaSnoweIsRight,暠TheWallStreetJournal(Asia),Friday/Sunday,

December11~13,2009,p.12.



疗改革特别重要的一个长期目标,为此任何改革方案都应包含四项互相联系的内容:

实现收支平衡和逐步减少赤字;对高端医疗保险计划课税以鼓励节约医疗开支;成立

对国会负责的医疗照顾计划专家委员会,遏制高速膨胀的医疗照顾计划支出;改革提

供医疗保健服务的系统,改变以医疗业务量而非医疗质量为衡量尺度的医疗评价体

制。栙最终版本的改革议案距上述要求仍有不小的差距。美国的专业人士和媒体普

遍认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有效抑制医疗费用的增长,即便最终议案经奥巴马总统签

署成为法律,改革也难言成功。

尽管存在着缺陷和风险,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必将对美国医疗保健体系产生

全方位的深远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

1.通过对医疗补助计划的空前扩展、减税和发放政府补贴等一系列措施,让

3200万无医保人口获得医疗保险,从而第一次把全美合法居民的医疗保险计划覆盖

率提高到95%,为最终实现真正的全民医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第一次以国会议案的形式明确所有合法居民和企业对维护健康的法定义务,

确立了政府、雇主和公民个人三方共担责任的基本原则。

3.创建了医疗保险计划交易平台,为大批小企业和广大低收入人群提供了一种

费用相对低廉的选择。私营医疗保险公司经过必要程序可参与平台的服务,并可在

满足一定条件后推出跨州医疗保险计划。这意味着私营保险公司第一次被允许跨州

运营,从而为投保人带来便利,并提高了市场竞争度。

4.极大地强化了联邦政府对私营医疗保险业务的监管。医疗保险公司的服务

将更加规范,以既往病史为由拒绝投保申请等歧视性做法将被根本杜绝。

5.医疗照顾计划面临自创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瘦身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措施是

大幅度削减联邦政府拨给参与医疗照顾升级计划的私营保险公司的补贴。

考虑到美国医疗改革的巨大规模、高度复杂性、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及政治因素

作用,可以预计,在改革议案最后文本送交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后,改革仍然任重而道

远,后续阶段将充满艰难险阻。无论如何,美国医疗改革的百年梦想已经初步实现。

现在也许可以这样说:奥巴马总统已经创造出了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他可能因此而

跻身于最有成就的美国总统之列。不过,这百年一搏能否获得大多数美国公众认可

的理想结果,还需拭目以待。

徐彤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研究中心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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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CatherineRampell,“Economists狆LettertoObamaonHealthCareReform,暠TheNewYorkTimes,No灢
vember17,2009,availableat:http://economix.blogs.nytimes.com/2009/,200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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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个人消费的趋势探讨

卢暋林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财富效应和信用杠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个人消费增长的主要

驱动因素。在2007至2008年次贷危机后,由于金融界致力于规避风险,政府着手强化

对金融业的监管,美国财富积累和消费信用杠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都受到了严重

侵蚀;此外,美国人口分布也正在酝酿结构性的变化。这一切预示着美国人的消费意愿

和能力将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因此,以预期美国消费上升为基础的宏观或微观发

展战略,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风险。

关键词:美国经济 消费模型 财富效应 信用杠杆 政府干预。

美国的个人消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60%以上;从1990年到2007年,又从66%跃升到70%。栙个人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

比例之高,作用之大,在世界各国中是首屈一指的。不仅如此,美国的个人消费还影

响着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经济。因此研究美国个人消费的走势,具有普遍的经济和

商业战略决策的意义。

考察美国个人消费走势的视角多种多样。本文以经济学理论中最基本的消费模

型为框架,结合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特别是其人口变化的现实、动力和趋

势,从财富效应和消费杠杆的角度,对美国个人消费的发展和走势进行分析。

2007、2008年间次贷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对美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造成了

深远的影响。其结果是,美国的个人消费尽管在短期内无疑会逐步回升;但长期来

看,美国人的整体消费能力很可能无法恢复到其鼎盛时期的水平。有鉴于此,以预期

美国消费上升为基础的宏观或微观发展战略,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风险。

栙 英国《经济学家》经济情报组(EIU)统计资料。



一暋美国个人消费:基本模型和主要动力

美国个人消费的迅猛增长,是一系列制度条件和历史发展促成的。这包括美国

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拥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

以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特别是战后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国家干预政策。

具体而言,美国的联邦多元政治体制,自由市场经济,开放型的移民政策,个人主

义及鼓励标新立异的文化精神和制度等,奠定了它民富促国强和藏富于民的基本制

度基础,而这些因素使个人的收入和消费得以与国家经济增长同升俱进。

除此之外,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因其政治经济上的天时地利,不仅取得

了世界工厂的产业地位,而且使美元取代了黄金,成为国际经济结算的本位货币。这

种举世无双的经济地位,使它得以充分利用和享受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实

惠,变全球为其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源产地和消费对象。即使是冷战两大阵营的形成

和演化,也没有改变这个基本现实。美国的经济地位虽然在1970年代曾受到较大冲

击,但随着冷战的结束,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全球性的市场化进程,美国的经济和消

费增长又有了新的刺激和动力,这促成了美国过去近20年间的经济和消费繁荣。

最后,美国战后的国内政治经济政策,为美国人的消费增长提供了原动力。肯尼

迪的“新边疆暠、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暠,承继并扩展了战前罗斯福新政中的社会福利政

策的主要内容,栙工会力量在战后增长迅猛等因素,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和中

产阶级的兴起,提高了个人的消费能力和愿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消费在理念上似

乎不但是受制于能力的一种满足,而且是一种社会赋予的权利了。这些背景构成了

我们理解美国经济消费模型的外在影响因素。

用以解释宏观消费的内在因素在经济学家中见仁见智。栚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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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Murray,LosingGround敽AmericanSocialPolicy敽1950~1980 (New York:BasicBooks,Inc.
1984),p.17.
早先的消费理论假设收入变化完全解释了消费变化。凯恩斯将消费细分成两个部分:由收入主导的引致消

费和由非收入因素主导的自动消费。此后,弗里得曼又从稳定消费偏好的角度提出了长期收入的假说,对
引致消费的收入驱动做出了修正;而欧文·费舍尔(IrvingFisher)、罗伊·哈罗(RoyHarrod)、艾伯托·安

多(AlbertoAndo)和佛朗哥·莫迪格里阿尼(FrancoModigliani)则从收入期待的角度,提出了生命周期假

说,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收入与消费关系的理解。这些模型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收入因素如何影响消费

的变化,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条件下的消费变化。但撇开种种消费模型的细节,其核心因素无非是收入。



且以凯恩斯的模型栙为基础,结合其后的消费理论发展,栚从引致消费和自动消费的

角度,来探讨战后美国经济中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及其变化。

经济学中消费理论模型大致可以表示为:

C=毩+毬Y -毭S+毰
其中,C是消费,Y为可支配收入,S为储蓄;毬是引致消费倾向,它表示收入对消

费的影响;毭测量储蓄倾向对消费的影响。简单地说,收入与消费呈正相关,储蓄与

消费呈负相关。常数项毩则总结了收入和储蓄以外与消费变化有关的因素,比如对

未来的预期和消费信用等,它影响着凯恩斯所谓的自动消费。本文论述的重点是消

费信用(信用杠杆)的作用。

研究表明,从长期看,引致消费因素(收入)主导了总消费的增减。对美国经济的

研究显示,毬(收入)系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0.6,在战后上升到了0.9,栛这表明

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愈益显著。但在具体时段中,自动消费因素

的作用可以显著增加。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消费增长可以与收入增长不完全同

步。导致不同步的原因很多。比如,信用杠杆的使用会使消费偏离收入水平;储蓄倾

向在短期经济萧条的条件下,也可以抵消收入对消费的部分影响。

除了经济学的因素外,影响消费增长的还有心理和社会的因素。对于宏观消费

趋势,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鉴于美国的开放性移民制度及其

正在导致美国人口族群分布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影响消费的经济学因素(收

入和储蓄倾向)、社会因素(阶层)和文化因素(储蓄偏好)之间存在显著关系,我们在

这里将注意力放在美国社会的人口变化上。它不仅影响消费模型中的主要参数,即

收入、储蓄和消费信用杠杆的水平,而且影响着这些参数的行为倾向,即估计系数毩,

毬和毭,从而间接地影响消费整体水平的变化。

最后,经济学的消费模型往往表述成决定性的理论,其中自变量可以完全解释消

费的变化。本世纪以来,这种决定性模型受到不少批评。栜理论和经验的研究说明,

没有一个理论或理论组合可以完全解释消费变化,在宏观层次上如此,在微观经济领

域更是如此。为了留下不确定的余地,本文在上述消费理论模型中加入了一个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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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MaynardKeynes,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 (NewYork:Harcourt,

BraceandCompany,1936),Chapter8~10.
NicholasGregoryMankiw,Macroeconomics,5thed.(NewYork:WorthPublishers,Incorporated,2002),

pp.432~460.
RudigerDombuschandStanleyFischer,Macro灢Economics,3rded(NewYork:McGraw灢HillBookCompa灢
ny,1984),pp.168~171.
FrankH.Knight,Risk,Uncertainty,andProfit(Boston:HoughtonMifflinCompany,1921),p.197.尽
管奈特是从微观经济分析的角度出发批评决定性经济模型的,他的论说同样适用于宏观经济理论。



误差量毰,使决定性的模型变成为一个理论统计模型。

现在简化了的分析框架就是:

消费 = 财富(收入+财产)+ 信用杠杆 + 人口分布 + 其他因素

二暋美国个人消费的财富动力的变化及趋势

驱动消费的财富(收入)水平,主要由可支配收入和个人资产决定。前者受制于

就业水平、生产率、工资水平及税收政策和制度,而后者则直接表现为所拥有的个人

财产,比如房产和股票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生产力高度发达,以致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

雷思(JohnKennethGalbraith)在1958年出版的《丰裕社会》一书 栙 中对美国过分注

重生产提出了批评。生产力的提高造就了经济的繁荣。正如查尔斯 · 莫里斯

(CharlesR.Morris)栚所说,1950和1960年代的美国人认为当时是黄金时代:工资

普遍提高,大多数公司开始实行养老金和医保制度,在好学区拥有房产,许多美国人

梦想成真。自1970年代出现经济动荡以来,美国经过了1980年代的里根经济革命

和产业地位的回升,以及1990年代的高技术革命,生产率的提升提高了可支配收入;

而房价飙升,股市猛涨,很自然地推动消费信心不断攀升。尽管不少研究指出这段时

间里美国社会的分配不均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未能得到相应的实惠,但不能否认通过

国家的财政政策,社会各阶层都从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好处。

消费随着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集聚而水涨船高。美国社会中的财富积累和消费

增长之间,一直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关系。从1960到1980年代中叶,个人消费一直保

持在可支配收入的5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比例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

了明显的变化:消费开始接近可支配收入的水平,而后更是超出了可支配收入。栛个

人消费在1980年代中占可支配收入的50%左右,到1990年代中叶,则占到了80%
左右,而到2008年,它猛增到可支配收入的120%左右! 可见,美国的个人消费增

长,在最近20年间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虽然它在高科技泡沫崩裂和九一一事件以

后的经济衰退中出现过十分短暂的同比负增长,但最终恰恰是迅速恢复的消费增长,

使美国经济强力反弹复苏。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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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积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同样受到了重创。到2008年,美国的民居房价从

2005年的高峰平均下跌了35%。尽管2009年3月以来房价有所回升,但按通涨调

整后的价格计算,才刚刚回升到2001年的水平。栙因此,从短期看,居民房地产市场

依然十分疲软。虽然奥巴马政府将减少民居房贷违约和没收率(foreclosure)作为其

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民居房贷违约和没收率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从2009年初的12%持续攀升至第三季度的近15%。栚不仅如此,迄今已有近1/4的

房贷借款者的贷款额超过了房屋的市价。栛另一方面,美国的股市虽然开始回升,但

整体风险依然很高。攀升的储蓄率反映出美国人对剩余资金的处理仍然持十分谨慎

的态度,没有承担新风险的意愿。当然,随着美国经济的全面恢复,股市的持续回升,

引致消费必然会提高。但中短期内,引致消费仍将处于疲软状态。

就业市场虽然说不上在继续恶化,但也还没有回升。美国自2008年1月以来到

2009年10月间,已失去了约700万个非农业工作岗位。尽管2009年1月以来情况

逐渐好转,但非农业工作岗位的减少预计至少要持续到年底。此外,失业率在2009
年还在不断攀升,截止到10月已经达到了10.2%。据美国劳工部2009年7月公布

的数字,到2009年7月底,共有1400万美国人失业,而长期失业者(即未能在27周

内找到工作者)增加到500万,栜占总失业人口的比例从2008年的约17%上升到

2009年11月的37%。栞就业市场面对的一个新的不确定因素是,由于医疗改革的法

案对雇主在提供医保的职问题上语焉不详,因此,国会正在酝酿和辩论的医疗保险制

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增添了它们招聘雇员的顾虑。

美国目前的就业问题,不仅反映在失业人数的攀升上,而且表现为收入在下降。

在这次危机中,不少有幸保住饭碗的人的收入由于工资削减、福利降低、不发放奖金

等原因而程度不同地减少了。对于不少就业岗位失而复得的人来说,新工作的报酬

往往低于已经失去的工作。另外,收入降低已经成为中长期的趋势:不少公司在经济

危机中修正了商业模型,对公司业务进行结构性调整,在人事上辞旧(技能旧,资历

深,薪水高)雇新(技能新,资历浅,薪水低);又比如,在汽车行业,管理层与工会达成

新的协议,新员工的收入和福利都要低于现有员工的收入和福利。从长远来看,随着

国际竞争越来越越激烈,美国企业的劳工成本正在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凡此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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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预示着美国的就业市场在产生中、高收入工作机会方面,将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

高收入阶层在这次危机中也受到了严重打击。高收入者大幅度削减消费,是这

次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直到2009年第三季度,这个阶层的消费还没有明显回

升。关键问题是旧的高收入行业,如1990年代的高科技行业和过去10年间的金融

业逐渐衰落,新的高收入行业还没有产生。美国近年来投入到产业的风险投资一直

保持在低水平,因此在高科技泡沫破裂后,迄今还没有推出一个有规模效益的新的高

收入产业。尽管在此次危机中已有不少政学界人士呼吁要重申美国的产业政策,栙

奥巴马政府也有意以绿色能源为新的产业突破口重振美国制造业,一来可以加强美

国的经济实力,二来可以打造新的中高收入行业,但是现在看来,能否达致这个目标

还不明朗。

收入前景不明朗,消费恢复就难以乐观。消费能力的恢复可以有两层不同的含

义:其一,恢复到 “正常暠经济状态下的、在可支配收入允许范围内的可持续的消费

水平;其二,恢复到危机前的消费水平。前者易,后者难。从逻辑上推理,如果危机前

美国的高消费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信用泡沫基础上的话,那么高消费和信用泡沫

恰如皮存毛附的关系:信用泡沫之皮不存,我们何以指望高消费之毛复现?

美国政府的救助计划固然可解燃眉之急,然而它的效果不佳,也不能持久。有研

究指出,政府意在刺激消费的救助,只有1/3被用于消费,栚其余的或被存入银行,或

被用于还债。即使是如此低效的刺激,终归也不是长久之计,而由此导致的巨额财政

赤字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从而降低美国人的实际消费能力。

此外,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需求加上本地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再加上许多国

家在经济危机中都采取了赤字财政的政策,这将会推动国际商品和原材料价格的上

涨,增加通货膨胀的风险,从而使美国的个人消费受到抑制。而美元的长期走低,虽

然会有助于美国的出口,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但它同时也会通过提高国际产品的价

格而抑制美国人的消费能力。

总而言之,美国人的财力在危机中受到重创,旧的高薪产业风光不再,新的高薪

产业尚未出现,加上国际产业竞争日益激烈,美国人的收入增长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前景很不明朗。因此,美国的个人消费前景也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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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暋美国个人消费的信用杠杆动力的变化及趋势

财富效应并不能充分解释美国近10年来的消费增长。它可以解释消费不断逼

近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但无法解释大幅度和长时期超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消费增长。

要解释消费超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我们必须讨论消费模型中的常数项毩,即非收入

因素中的消费借贷或消费杠杆的作用。

前面的分析提到,从1980年代后期美国的个人消费开始接近可支配收入的水平

并最终超出了可支配收入的界限。也就是说,消费杠杆在近20年来对美国消费增长

起了实质性的作用,它的广泛大量使用,是造成美国消费增长速度高于收入增长速

度,从而造成消费水平高出收入水平的主要原因。

消费杠杆的使用主要表现为大量发行和使用信用卡。据统计,信用卡消费在

1995年只占美国零售消费交易的8%,到了2003年则增长到21%;栙美国的滚动债

务(主要是信用卡未付余额债务)在1960年代末只占消费债务总额的1%左右,到

1980年代末则上升到近1/4,到了1990年代末更是占到了近1/3的比例。栚消费信贷

的泛滥,又与近20年来的低利率、房地产泡沫、信用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和泛滥有密

切关系。栛对于这些原因,我们在此不予深究。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信用杠杆受到了严重打击,其影响既是短期的又是长期的;

其原因既是商业的又是政治的。

首先,商业银行在房地产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倒闭率陡增。根据美国联邦存款

保险公司的统计,2005至2006年美国没有发生银行倒闭,2007年有3家银行倒闭,

2008年26家倒闭,到2009年11月,倒闭的银行达到了124家;栜根据2009年6月

的统计,还有416家银行有可能倒闭,这个数字是15年来最高的。栞另外,继居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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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危机后,商用房地产在经济长期萧条的影响下也险象环生。这使美国的银行业

面临着新的信用和流动资金风险。

消费信贷也难以为继。虽然信用卡坏账率从2009年下半年起有所好转,但其总

体坏账率仍然徘徊在10.5%左右,远高于正常情况下的3.5%左右。栙在这样的信用

环境下,银行于无奈之中只能明哲保身,减少放贷,规避风险。结果,消费信用增长和

滚账余额增长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放慢,到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出现负增长。

2009年8月的数字表明,两者的负增长率都保持在8%左右。栚消费者囊中羞涩,贷

款又无门,消费信心于是直线下降,落到了将近20年来的历史最低点25。2009年第

三季度消费信心虽然有所提高,但也只是在50左右徘徊。栛

更为严重的是,有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用于应对经济危机

的金融非杠杆化短期措施将向中长期的永久制度方向演变。美国媒体、商界和公共

政策界自2008年底开始讨论以金融非杠杆化和政府大面积干预市场为特征的所谓

的“新常态暠(NewNormal)或新现实,栜就是一个表现。

作为金融杠杆的一种,证券化是数年来美国大中型金融机构融资和增长信贷的

一个重要途径。但在2008年,美国各类私营证券化(private灢labelsecuritization)已

经下降到了2000年的水平,仅为2007年的40%左右;而2009年10月的数字又低于

2008年的水平。栞这个趋势既是经济现实使然,又是政府监管的长期目标之一。美国

政府拟议中的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严格监管制度,以防止金融机构过度使

用金融杠杆。因此可以肯定,此次危机后金融杠杆的使用不可能恢复到前几年的水

平。

金融杠杆的淡化,固然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但同时也会削弱银行的放贷能

力。过去10年的经济现实是,美国的消费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金融杠杆基础上

的。这一基础一旦不复存在,高消费就成了无本之木。

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强化还表现在对消费信贷,主要是信用卡发行的新

立法上。但迄今为止,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针对信用卡机构的新立法考虑,如奥巴马

总统2009年5月22日签署生效的《2009年信用卡权责、职责和知情法》(Credit

CardAccountability,Responsibility,andDisclosureActof2009)的效果都将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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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愿违,挫伤银行发放新消费贷款的积极性,从而抑制美国国内消费的增长。

信用卡业的商业利润是以年费、商户折扣和借贷利差为基础的。栙对许多信用卡

公司来说,借贷利差是其主要的利润来源。因此,能随时根据持卡人的信用度变化来

制定歧视性借贷利息率,不仅是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也是其商业利润的一

个主要来源。但上述于2009年8月20日,2010年2月22日和8月22日分别生效

的法律对信用卡公司随时调价的能力进行了法律限制。

在新法律生效之前,一旦持卡人违约,发卡公司就会立即提高利率,而且该利率

适用于所有的未付余额;而按照新法律,一旦持卡人违约,新的违约利率只能适用于

14天以后的新余额;又如,以前对未付余额的调价可以起因于持卡人的任何信用风

险行为,而按照新法律,对现存未付余额调价只能是因为持卡人逾期达60天之久。

所以,新法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剥夺了发卡银行随时根据持卡人的信用变化相机

调整利率定价的自由。

面临着将失去这些自由,不少银行或者开始严格限制授信,或者干脆退出了信用

卡业务。许多银行开始依赖降低现有客户的信用额度来控制风险。根据2009年7
月的一个统计,从2007年到2009年,尽管信用卡的未付余额量并没有变化,但信用

卡行业的未使用的信用额度却下降了近20%。栚这类措施有效地限制了持卡人的借

贷余地。又如,银行对新客户的征集,要么缩小了规模,要么更加挑剔。数字显示,美

国前五大信用卡发行银行2009年的市场开拓费用比2007年下降了至少30%。栛与

此相应,信用卡月邮销量在2009也大幅下降,同比邮销量减少了70%左右。栜虽然邮

销量在2009年第三季度有所回升,但行业界和投资界普遍认为,在中短期内,像以往

那样大规模地征集新持卡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是新开始的信用卡邮销,其卡

种的功能设计,也大都是面对高收入者的便利用卡人的需要。例如,大通曼哈顿新发

行的黑卡和运通公司重新将商业模型建立在借记卡上,都反映出信用卡业的新趋

势。在这个背景下,真正需要消费信贷的中低层收入的消费者,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还有一些信用卡公司,抢在该法律生效之前,纷纷普遍抬高利率定价,个别的甚

至上调到基础利率(primerate)加20%。栞在这样的高利率下,大部分滚动债务使用

者将由于无法支付借贷利息而停止使用信用卡,同时,有责任心的持卡人也将停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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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滚动债务,将信用卡当借记卡使用。其结果是,消费者对信用卡借贷将望而生畏,

从低消费。

最后,信用卡公司的上述举动不仅仅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而且会影响到

大量的小企业主。高利率提高了小企业的贷款价格,抑制了它们的消费、招工和生

存。根据“发现卡小商户追踪暠2009年11月的一个问卷调查,尽管对美国经济前景

持乐观态度的小商户从2008年同期的10%左右上升到了30%,但在过去90天遇到

流动资金困难的小商户从2009年上半年的40%上升到下半年的50%左右。此外,

在未来几个月计划招工的小商户数量基本没有变化,但计划辞工者却有所上升;计划

减少投资的小商户有所上升,但计划增加投资的却略有下降。栙

总之,美国新经济中的非杠杆化不仅发生在金融界,而且发生在消费者身上。

美联儲估计,美国家庭债务在美国经济高峰期达到了13.7万亿,是税后年收入的

125%。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估计,需要经过数年时间,美国家庭的债务负担才有可

能降低到相对而言可持续的100%。毋庸置疑,要保持过去的消费水平,就不能实行

非杠杆化措施,而要实行非杠杆化,就必然会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四暋人口变化

人口变化是另一个对美国消费增长具有战略意义的因素,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

一是美国“婴儿潮暠(Babyboomer)一代的历史地位变化,二是美国种族分布的变化。

这两者都通过收入水平、消费倾向和借贷能力,对美国未来的消费产生战略性影响。

在1980至1990年代,美国社会结构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战后至60年代中

期美国“婴儿潮暠一代进入了成年高收入和高消费期。这一代人成为中产阶级,美国

当代政治、经济和商业精英的主体。战后的丰裕繁荣,使他们具有较之前一代人更强

烈的消费意愿和更高的消费能力。事实上,过去20年来间美国市场的开发和营销,

大都是以这一代人的口味为基准的。

但是,这一代人渐渐进入中老年,其创造收入和消费的能力开始明显下降。从人

口出生率的资料分析,战后“婴儿潮暠时期出生人数年均400万以上,而此后 X代,即

1965至1980年出生的人年均为300万左右。栚所以,即使新一代美国人的消费能力

不变,消费人数也将大大减少。诚然美国的移民政策可以吸引不少青壮年劳动力和

·24· 美国研究

栙

栚

Discover猝SmallBusinessWatch,citedfromTheBuckinghamResearchGroup,EquityResearch敽Consum灢
erFinance/CreditCards/Payments,November30,2009.
NeilHoweand William Strauss,MillennialsRising敽TheNextGreatGeneration (New York:Vintage
Books,2000),p.76.



消费者,但历史资料说明,由于经济实力、文化和社会保障的原因,移民的消费能力会

明显低于新一代美国人。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中的收入和消费大户,即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比例在不断下

降,而西班牙裔和黑人的比例不断上升。预计到2050年,美国白人将不再占人口多

数,而西班牙裔和黑人将成为美国最大的人口族群。根据近年来的统计,这两个族

群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都明显低于美国白人。

以西班牙裔的人口情况变化为例。经过1970年代到1990年代的大量移民,这

一群体在2008年占美国人口的15%,预计2025年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分别达到

21%和29%。如此庞大的人口,其经济和社会状况却令人忧虑。44%的第一代西班

牙裔移民只有高中以下的学历,31%只有高中学历;贫困率高达24%;生活在这样的

环境中,其子女的经济前景实在不容乐观。根据对东南欧移民在美国发展状况的研

究,西班牙裔的后代要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至少要经过三到四代人的努力。就

中期和短期而言,美国的人口变化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正如华盛顿的移民研究

中心行政主任所评论的,“没有过去30年的移民,我们的国家本来会更加平等,更加

富裕,更少摩擦,更加融合。暠栙

与上述人口因素有关的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险制度,也面临着入不敷出的局面。

美国公司近年来不断削减退休和养老金福利待遇,加上股市不振使未来的收入严重

缩水,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结果也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会严重影响居民的

中长期消费意愿和能力。事实上,考虑到这些人口发展因素,美国一些日用品厂商

(比如P&G)已经开始转为生产低价位商品,以便应付长期性的消费萧条。栚

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上述影响消费的变数,可能会发生积极或消极的变化,从

而影响美国的个人消费发展方向。比如,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出现,美国政府对银行信

用贷款政策的改变,或者美元价格的上扬等,都会对美国的个人消费产生提振的作

用。但迄今为止,还看不到可能有助于消费的因素发生了作用。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收入、信用的角度,还是从人口发展的趋势而言,美国的个人

消费增长前景都是黯淡的。诚然,从短期看,美国个人消费必然会回升,但从长期看,

美国市场的容量尽管仍然会居世界之首,但其重要性和稳定性将不如既往。

卢林: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上海美国

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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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执政以来的美俄关系

徐洪峰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重启暠美俄关系是奥巴马执政后重要的外交议程之一。美国面临的多

重困境是奥巴马政府积极“重启暠美俄关系的关键推动力量。2009年的美俄外交呈现出

“务实暠和“机制化暠的特征。相对国家实力的对比变化,使“奥巴马-梅德韦杰夫时代暠的
美俄两国在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成为可能。美俄双方一直存有严重分歧

的议程有可能成为2010年美俄外交的难题,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增加变数。

关键词:美国外交 美俄关系,奥巴马

2009年是奥巴马政府上台执政的第一年。执政伊始,在外交层面,奥巴马政府

考虑的首要议程之一即是如何处理对俄关系。2008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

突导致美俄关系严重恶化。冲突发生后,俄罗斯宣布暂停执行《欧洲常规力量武装条

约》,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工作中断,俄罗斯与美国的军方交往暂停,美俄双边关系跌

至1991年以来的低谷。

2009年3月6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瑞士日

内瓦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既是为4月1日20国(G20)伦敦峰会期间奥巴马与梅德韦

杰夫的首次会晤做前期准备,也是奥巴马政府2009年1月就任后美俄两国政府的首

次正式接触。栙日内瓦会晤期间,希拉里·克林顿首次提出“重启暠(reset)美俄关系的

栙 希拉里·克林顿与拉夫罗夫的日内瓦会晤是奥巴马执政后美俄两国政府的首次正式面对面接触。但是,在
此之前,两国政府已经通过电话和信件开始了初步接触。在与奥巴马政府最初的两次电话接触之后,梅德

韦杰夫曾致信给奥巴马,该信件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回应。为表示重视的诚意,奥巴马政府负责政治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威廉·J.伯恩斯(WilliamJ.Burns)和一位资深官员将回复信件送到了莫斯科。参见 The
WhiteHouse,BackgroundReadouttotheTravelPoolonPresidentObama狆sMeetingwithRussianPresi灢
dentMedvedev,April1,2009,availableat: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Background灢
Readout灢To灢The灢Travel灢Pool灢By灢Senior灢Adminstration灢Officials灢On灢President灢Obama灢s灢Meeting灢with灢Rus灢
sian灢President灢Medvedev.



建议,栙并立即得到拉夫罗夫的积极响应。可以说,日内瓦会晤为“重启暠美俄双边关

系奠定了基础。

2009年4月1日,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在伦敦20国峰会期间举行了首次正式

会晤,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该声明涉及到军事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地区

热点等美俄关系的方方面面,为“未来美俄关系的发展确定了一个具体的实质议

程暠。栚以伦敦会晤和《联合声明》为标志,美俄双边关系的“重启暠进程正式开始。

一暋多重现实困境

奥巴马执政后,2009年美俄外交关系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得以“重启暠和全

面推进,在相当程度上与奥巴马政府的主动和积极姿态不无关系。对于奥巴马政府

而言,除了美国新政府上台需要修复因为俄格冲突而恶化的美俄外交关系,需要考虑

和制定有别于前任的对俄外交战略和政策这些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即美

国当前面临多重紧迫的现实困境。

现实困境之一是美国在阿富汗、伊朗等热点问题上急需得到俄罗斯的配合和支

持。栛

首先是阿富汗反恐问题。奥巴马上任后,调整了美国的反恐战略,他认为阿富

汗是九一一恐怖袭击的真正策源地,应该将美国的反恐重心由伊拉克转移到阿富汗

-巴基斯坦地区,以彻底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栜2009年2月18日,奥巴马批准向阿

富汗增兵1.7万人,通过增兵,美国希望为阿富汗2009年8月的大选提供强有力的

安全保障,以尽早实现阿富汗的政局稳定。栞随着驻阿军力的增加,美国驻阿部队需

要更多的供给来源和多样的供给路线,但与此同时,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却在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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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通过了关于废除美军租用该国马纳斯空军基地协议的法案,栙在此情况下,

奥巴马政府希望俄罗斯成为向驻阿美军运输供给的另一可能通道。如果经由俄罗斯

的空中供给通道成为可能,则不但可以节省运输时间,还可以较大程度降低美军驻阿

军队的供给运输开支。栚此外,鉴于历史上苏联在阿富汗长期的地缘影响,以及俄阿

两国境内伊斯兰组织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彻底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尽早实现从

阿富汗脱身,争取俄罗斯的支持和配合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至关重要。

其次是伊朗核问题。如何防止伊朗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防止其成为“事实上

的有核国家暠是奥巴马政府上任后需要立即面对的又一难题。在采取何种手段限制

伊朗发展核武器方面,美俄双方一直存在分歧:美国一直坚持对伊朗应该采取“外交暠

和“压力暠并行的所谓“双轨暠政策,而俄罗斯则认为“把伊朗逼到无路可走未必会得到

想要的结果暠,坚持认为“私下的、幕后运作暠的方式更有效,栛并且反对美国和欧洲安

全理事会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坚持伊朗核问题的讨论应该置于联合国框架内,意在

凭借自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保持对伊朗核问题的决定权。在此背景

下,奥巴马政府要想解决伊朗核问题,无法绕开俄罗斯的认可和同意。

现实困境之二是美国国内经济形势日益严峻。

小布什留给奥巴马的是深受金融危机重创、处于衰退边缘的国民经济。面对严

峻的国内经济形势,奥巴马政府采取了诸如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加快医疗保险改革,

为中产阶级减税,发展清洁能源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栜其中,通过政府的外交渠道支

持本国企业拓展海外贸易、支持本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是奥巴马政府恢复美国经济

的重要举措之一。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讲,虽然当前美俄间贸易和投资水平相对较低,

但在未来俄罗斯却有可能成为美国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此外,在保障国际能源安全

方面,俄罗斯也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无论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还是要

俄罗斯配合保持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都必须首先与俄罗斯恢复良好的外交和政治

关系。

现实困境之三是美国的国际威望和影响力下降。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单边主义政策严重影响了其国际威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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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反恐使其再次深陷战争泥潭,再加上受金融危机之困,自身经济实力的相对

下降,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力和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

奥巴马政府需要通过借助俄罗斯、欧盟、中国等其他大国的支持,保持对热点地区形

势的有效控制和在重要国际机制的领导地位。

2009年美俄双边外交的迅速“重启暠,除了奥巴马政府的主动推动外,与俄罗斯

方面的积极态度也不无关系。虽然在重新发展美俄关系方面,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

诉求相对较多,但同时,“重启暠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对于俄罗斯来讲同样具有现实意

义。

首先,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俄罗斯经济同样遭受重创,需要政府支持企

业拓展更多的海外贸易和市场,并且经济危机的冲击有可能使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

的需求更为迫切,而这离不开美国的认可和支持。

其次,俄罗斯当前尚还处在“复兴暠过程之中,发展创新经济、完善法制整治腐败、

加快住房医疗等社会改革等是梅德韦杰夫需要面对的紧迫问题。在此背景下,俄罗

斯需要通过稳定和改善与诸如美国这样世界大国的外交关系,为国内经济和社会发

展提供一个安全、有利的外部环境,以便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国家实力的恢复

和提升中。

此外,在阿富汗、伊朗问题上,从某种程度上说,俄罗斯一直在免费搭乘美国的

“国际便车暠,阿富汗境内恐怖势力的清剿对于俄罗斯控制本国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活

动不无裨益,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会使作为近邻的俄罗斯的外部环境更为安全,所有

这些考虑都会使俄罗斯倾向于在阿富汗、伊朗问题上与美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最后,经过独立之后近20年的复兴历程,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大幅度提升,随之俄

罗斯自然要求与国家实力相当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这也同样离不开现有霸

权大国美国的认同和支持。

从总体上看,各自面临的困境和难题使得美俄两国对于对方的战略诉求同时存

在,这些诉求成为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美俄关系较快“重启暠的关键推动力量。此

外,美国新任总统的上台也是美俄关系“重启暠的重要背景,它为美俄双边关系的发展

提供了机会:美俄关系由小布什政府末期的“游离暠和“过渡暠、2008年8月俄格冲突

后之后的“恶化暠,最终向“正常化暠和“常规化暠的“全方位暠发展转变。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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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游离暠(drifting)、“恶化暠(degraded),以及“正常化暠(normalize)、“常规化暠(regular)、“全方位暠(full灢scale)
这些词语多次出现在奥巴马政府官方对美俄关系的描述中,体现出奥巴马外交团队对奥巴马执政前后美俄

双边关系的看法。PhilipH.Gordon,U.S.灢RussiaRelation:StatementbeforetheHouseForeignRelations
Committee,July28,2009,availableat:http://www.state.gov/p/eur/rls/rm/2009/126537.htm.



二暋“务实暠和“机制化暠

2009年初奥巴马执政以来,美俄两国高层互动频繁,不仅通过“务实暠外交在进

攻性战略武器谈判,导弹防御、重启两军合作、欧洲安全,合作解决阿富汗、伊朗、格鲁

吉亚、朝鲜、中东、土耳其-亚美尼亚等关键议程上得以推进,而且还通过建立“美俄

双边总统委员会暠(U.S.灢RussianBilateralPresidentialCommission),通过“机制化暠

的方式使两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见下表)。

2009年美俄高层会晤及其议程

高层会晤 议程

外长会晤

(日内瓦,3月6日)
重启双边关系,为总统伦敦会晤做准备

总统会晤

(伦敦,4月1日)

参加20国峰会/关于进一步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谈判的联合声明;两国总

统的联合声明

拉夫罗夫访美

(华盛顿,5月7日)
落实总统伦敦会晤议程,为总统莫斯科会晤做准备

总统峰会

(莫斯科,7月6~8日)

两军交往新的战略框架协议;美俄军事中转协议;恢复“美俄战俘和作战失踪

人员联合委员会暠的工作;成立美俄双边总统委员会;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

条约的联合谅解备忘录;美俄两国总统关于核合作的联合声明;美俄两国总

统关于导弹防御问题的联合声明;美俄两国总统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联合声

明;俄美高层商业论坛

总统会晤

(纽约,9月23日)
参加联合国大会

希拉里访俄

(莫斯科,10月13~14日)
落实总统莫斯科峰会议程,确定美俄总统双边委员会的结构和规则

总统会晤

(新加坡,11月15日)
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

总统会晤

(哥本哈根,12月18日)
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伊朗;阿富汗;经济

暋暋资料来源:根据白宫、美国国务院、美国政府网站、美国驻俄罗斯使馆网站、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俄罗

斯总统网站,俄罗斯外交部网站、俄罗斯驻美使馆网站相关资料整理。所涉及的不同文件出处分别参见正文的

相关注释。

(一)通过“务实暠外交解决前任遗留问题和紧迫议程。总结2009年美俄两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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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议程,“务实暠外交的特点贯穿始终。栙所谓“务实暠外交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正视美俄两国双边关系中的利益契合点和利益冲突点,对于存在共同利益

的领域,通过合作实现双方各取所需,例如推动达成新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

条约、栚签署美国过境俄罗斯向阿富汗运送军队和设备的协议、栛达成重启美俄两军

交往的战略框架协议,并决定恢复“美俄战俘和作战失踪人员联合委员会暠的工作;栜

而对于利益冲突的领域,例如导弹防御、伊朗核问题、格鲁吉亚问题、人权民主问题、

贸易摩擦等则尊重彼此利益和底线,在防止分歧扩大化的同时,协调立场解决矛盾,

或者暂时“冷冻暠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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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栛

栜

“务实暠外交不仅体现在奥巴马政府的对俄政策上,而且梅德韦杰夫的对外政策也多次强调外交的“实际暠和
“实用暠。DmitryMedvedev,AddresstotheFederalAssemblyoftheRussianFederation,November12,

2009.
美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Treaty)将于2009年12月5日到期,为了继续通过法律框

架维持战略平衡,美俄政府都将达成新的条约作为2009年两国外交议程的首要任务。奥巴马和梅德韦杰

夫在4月1日的伦敦20国峰会期间和7月6日的莫斯科总统峰会期间分别就此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削减

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条约的联合谅解备忘录》,双方一致同意,将各自的

战略核弹头削减到1500到1675枚,战略核武运载器削减到500到1100个(之前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莫

斯科条约规定所允许拥有的核弹头的最高数量为2200枚,战略核武运载器的最高数量为1600个),并将奥

巴马4月5日布拉格讲话中提出的实现无核世界作为削减的最终目标。TheWhiteHouse,JointState灢
mentbyDmitriyA.Medvedev,PresidentoftheRussianFederation,andBarackObama,Presidentofthe
UnitedStatesofAmerica,RegardingNegotiationsonFurtherReductionsinStrategicOffensiveArm,April
1,2009,availableat: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Joint灢Statement灢by灢Dmitriy灢A灢Med灢
vedev灢and灢Barack灢Obama/.TheWhiteHouse,FactSheet:TheJointUnderstandingfortheSTARTFol灢
low灢onTreaty,July6,2009,availableat: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FACT灢SHEET灢
The灢Joint灢Understanding灢for灢the灢START灢Follow灢on灢Treaty/;The White House,RemarksbyPresident
BarackObama,April5,2009,availableat: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灢By灢
President灢Barack灢Obama灢In灢Prague灢As灢Delivered/.
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在7月6日的莫斯科总统峰会期间分别发表了《美俄总统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联合声

明》和《美俄军事中转协议》。根据《美俄军事中转协议》,俄罗斯同意每年4500架次美国飞机过境俄罗斯,
向阿富汗运送军队和设备,该条新的中转线路将为美国每年节省1.33亿美元的相关费用。TheWhite
House,FactSheet:UnitedStates灢RussiaMilitaryTransitAgreement,July6,2009,availableat:http://

www.whitehouse.gov/the _ press _ office/FACT灢SHEET灢United灢States灢Russia灢Military灢Transit灢Agree灢
ment/.TheWhiteHouse,JointStatementConcerningAfghanistan,July6,2009,availableat:http://

www.whitehouse.gov/the_ press_ office/JOINT灢STATEMENT灢BY灢PRESIDENT灢OF灢THE灢UNITED灢
STATES灢OF灢AMERICA灢BARACK灢OBAMA灢AND灢PRESIDENT灢OF灢THE灢RUSSIAN灢FEDERATION灢D灢
A灢MEDVEDEV灢CONCERNING灢AFGHANISTAN/.
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在7月6日的莫斯科总统峰会期间发表了《美俄两军交往新的战略框架协议》,决定重

新启动2008年8月中断的两军交往,并列出了2009年两军将近20个交流和合作项目。此外,还决定恢复

“美俄战俘和作战失踪人员联合委员会暠的工作,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寻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冷战期间,以及苏联的阿富汗战争中失踪的美俄军事人员。TheWhiteHouse,FactSheet:Unit灢
edStatesp灢RussiaMilitarytoMilitaryRelations,July6,2009,availableat:http://www.whitehouse.gov/

the_press_office/United灢States灢Russia灢Military灢to灢Military灢Relations/.The White House,FactSheet:

U灡S.– RussiaJointCommissiononPOW/MIAs,July6,2009,availableat:http://www.whitehouse.
gov/the_press_office/FACT灢SHEET灢US灢Russia灢Joint灢Commission灢on灢POW灢MIAs/.



其次,发展美俄关系以不损害与盟友的关系和不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为代价。栙

所谓盟友主要意指格鲁吉亚、乌克兰等被俄罗斯视为传统势力范围的国家。在2009
年7月初奥巴马访问莫斯科后,美国副总统拜登随后在7月下旬对乌克兰和格鲁吉

亚进行了访问,此举意在安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两国的情绪,表明美国与俄罗斯修补

双边关系并不会以牺牲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利益为代价。此外,在“重启暠与俄罗斯

外交关系的同时,奥巴马政府继续坚持对俄罗斯国内人权和民主活动的支持。2009
年美国政府拿出2900万美元,用于支持俄罗斯境内的人权和民主活动,其中大部分

用于加强俄罗斯的独立媒体、法制建设和培育市民社会。栚

第三,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而非空洞的关系原则,并迅速付诸实施。自2009年

3月美俄高层正式接触之后,十个月时间内双方总统会晤多达五次,并签署和发表了

十项左右的框架协议和联合声明。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些协议和声明并非空洞的关

系原则,而是列出了后续行动具有直接可操作性的具体计划。栛并且,在达成相关协

议和声明之后,两国立即成立相关的工作小组付诸实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多项具

体成果。

(二)通过“机制化暠推动双边关系长期、全方位的战略发展。2009年7月,总统莫

斯科峰会期间美俄两国决定成立“美俄双边总统委员会暠。栜如果说奥巴马政府上任

后,通过“务实暠外交推动了美俄双边一些紧迫和短期议程的解决,那么,“美俄双边总

统委员会暠则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推动美俄外交长期、全面的战略议程。

“美俄双边总统委员会暠处于美俄两国总统的直接领导下,由两国外长负责总的

协调工作。委员会下属16个工作小组,栞各小组分别由美俄两国相关部长或副部长

级官员领导。该委员会的工作涉及到了军事、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人文等方方面面,

从7月份成立到年底的半年时间内,委员会各个小组的工作均已启动,并取得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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栚

栛

栜

栞

PhilipH.Gordon,StatementbeforetheHouseArmedServicesCommittee:TheU.S.SecurityRelationship
withRussiaandItsImpactonTransatlanticSecurity,July30,2009.http://www.state.gov/p/eur/rls/

rm/2009/126769.htm.
PhilipH.Gordon,StatementbeforetheHouseArmedServicesCommittee:TheU.S.SecurityRelationship
withRussiaandItsImpactonTransatlanticSecurity,July30,2009.
TheWhiteHouse,BackgroundReadouttotheTravelPoolonPresidentObama狆sMeetingwithRussian
PresidentMedvedev,April1,2009.
TheWhiteHouse,FactSheet:U.S.灢RussiaBilateralPresidentialCommission,July6,2009,availablea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FACT灢SHEET灢US灢Russia灢Bilateral灢Presidential灢Commis灢
sion/.
U.S.DepartmentofState,RemarksonSecretaryClinton狆sMeetingswithForeignMinisterLavrov,Octo灢
ber13,2009,availableat: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09/oct/130563.htm.



具体成果。栙

“美俄双边总统委员会暠的成立可以说是2009年美俄外交关系“重启暠的一个标

志性事件。该委员会的成立是奥巴马执政后对美俄关系未来几年发展的一个系统、

长远的战略考虑和行动,虽然通过2009年的“务实暠外交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推动美俄

两国一些重大和紧迫议程的解决,但是,从长远看,在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任内,美俄

双边关系的发展需要一个更全面、具体、可持续的框架“机制暠,在两国高层的直接领

导下将两国关系在各领域全方位推进。“美俄双边总统委员会暠的成立为奥巴马和梅

德韦杰夫任内美俄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具体平台,如果说奥巴马的“务实暠外

交主要集中解决前任遗留问题和短期紧迫议程,而“美俄双边总统委员会暠则着眼未

来、列出了美俄关系发展的长期战略议程,从这个角度讲,它标志着美俄双边关系已

经开始正式进入“奥巴马-梅德韦杰夫时代暠。

三暋美俄关系的走向

与“小布什-普京时代暠相比,“奥巴马-梅德韦杰夫时代暠的美俄关系已经具备

了不同背景,并且在此背景下将会表现出自身特点。

在“奥巴马-梅德韦杰夫时代暠,美俄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即是两国相对国

家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俄罗斯独立后经过叶利钦、普京任内十

几年的发展,到了梅德韦杰夫时代,国家实力已经大大增强。除了2008年受国际金

融危机的影响外,自2000年至2007年的八年期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左右,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力的恢复重新给俄罗斯人带来自信,屈辱感逐渐淡去,

大国心态和强国意识开始抬头,同时国力的增强也为俄罗斯重新恢复昔日的大国影

响和大国地位提供了经济和军事基础。俄罗斯国内的这种变化反映在对外战略上,

即在恢复外交的独立性之后,外交主动性日益增强,日益要求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与其

增强的国家实力相应的大国影响。而在与美国的双边交往方面,则要求受到尊重和

公平对待。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诸如北约东扩、导弹防御等问题上寸步不让据理

力争。栚另一方面,对于美国来讲,面对俄罗斯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在经过“小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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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EmbassyoftheUnitedStates,JointStatementbytheU.S.灢RussiaBilateralPresidentialCommissionCo灢
ordinatorsonCommissionProgress,December31,2009,availableat:http://moscow.usembassy.gov/st_

123109.html.
TheMinistryofForeignAffairsofRussia,TheForeignPolicyConceptoftheRussianFederation,July12,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 mid. ru/ns灢osndoc. nsf/0e9272befa34209743256c630042d1aa/

cef95560654d4ca5c32574960036cddb? OpenDocument.



-普京时代暠美俄双边关系的磨合之后,美国已经开始逐渐适应和接受俄罗斯作为世

界大国的崛起,对俄罗斯重新发挥大国影响持欢迎态度,愿意在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

与政治和经济制度趋同的俄罗斯发展全方位的双边关系。

对于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而言,虽然在新的背景下,双方已经有了在尊重、平等

的基础上全方位推进两国关系的积极意愿和前期行动,但是双方一直存有严重分歧

的议程仍有可能成为今后美俄外交的难题,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增加变数。

首先是东欧导弹防御问题。尽管2009年7月美俄总统莫斯科峰会期间两国曾

经就反导问题专门发表联合声明,并准备建立与反导系统有关的美俄“联合数据交换

中心暠,栙但是,在此问题上,美俄双方一直没有完全达成共识。2009年9月,奥巴马

宣布放弃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转而决定部署针对伊朗短程导弹

的改进型防御系统,并积极邀请俄罗斯与美国合作建立联合反导系统。栚自2009年

下半年美俄两国一直就此问题进行频繁协商,双方最终能否在这一关键议程上达成

共识将会对2010年美俄关系带来重要影响。

其次是格鲁吉亚和北约东扩问题。奥巴马虽然上任伊始就着手“重启暠与俄罗斯

的外交关系,但是,对格鲁吉亚以及乌克兰等被俄罗斯视为自身“势力范围暠的前苏联

加盟共和国地区,奥巴马政府的态度一直没有任何松动。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奥巴马

政府始终态度明确,坚决不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不认可俄罗斯的“势力

范围暠,要求俄罗斯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撤军,坚持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前苏联加

盟共和国有自由选择盟友的权利,栛言外之意即不排除在未来有将格鲁吉亚和乌克

兰等国纳入北约的可能。而俄罗斯则一直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反对格鲁吉亚和乌克

兰加入北约。栜虽然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2009年8月上任后,将改善与俄罗斯关系

列为北约的优先目标,但北约仍然在2010年1月启动了乌克兰加入北约快速反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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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议程,此举实质上是北约在其成员国行动计划框架之外推动与乌克兰协作的替

代路线,届时北约东扩相关问题将不可避免再次成为影响美俄关系的不确定因素。

第三是伊朗核问题。在伊朗核问题上,俄罗斯的考虑主要两点,一是通过向伊朗

出售相关武器和技术获取经济利益;二是通过伊朗维持波斯湾地区的地缘平衡。但

是在防止伊朗成为有核国家这一关键点上,俄美双方的立场是相同的,毕竟俄罗斯与

伊朗地理位置更近,可能受到的核威胁更直接。尽管立场一致,但是梅德韦杰夫政府

一直反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也不赞同奥巴马为伊朗制定的时间表。而美国方

面则一直指责俄罗斯帮助伊朗发展核武器,要求俄罗斯暂停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的建

设,反对俄罗斯向伊朗出售S-300型防空导弹系统。然而,2010年初俄罗斯原子能

公司负责人基里延科宣布,俄罗斯将在2010年启动布什尔核电站建设。可以预见,

2010年美俄双方在该问题上的争论还将继续。

第四,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和美俄贸易摩擦问题。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承诺积极

支持俄罗斯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2009年6月,俄罗斯总理普京却突然宣布

要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一起撤回单独加入世贸组织的申请,三国将寻求以“关税

同盟暠成员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俄罗斯的这一新举措能否得到美国的认可还是未知

数。此外,随着近些年美俄经贸联系的增多,美俄贸易摩擦也开始频繁和升级,2009
年由于俄罗斯对美国肉类和家畜的出口限制致使美国相关外贸企业损失了13多亿

美元,栙而类似的贸易摩擦有可能在2010年再次出现。

最后是人权民主问题。虽然积极“重启暠、发展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但是奥巴马

政府一直对俄罗斯的民主和人权状况颇有微词。2009年10月,在奥巴马7月和希

拉里·克林顿访问莫斯科期间,分别与俄罗斯的人权和民主活动组织见面,表示将一

直对俄罗斯的人权和民主状况予以关注。栚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纳塔利娅·埃斯坦

米诺娃2009年7月在车臣被绑架谋杀后,奥巴马政府公开要求俄政府进行全面调

查。栛奥巴马2009年执政后,对俄罗斯的独立媒体、市民社会,以及人权、法制的发展

援助和政治支持力度并未降低,不排除今后会重现类似埃斯坦米诺娃的突发事件,给

美俄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徐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亚所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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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法改革述评

张怀印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近年来,由于专利授予数量和专利诉讼案件的激增,美国国内要求进行

专利改革的呼声迭起。美国两党议员自2005年以来已经连续三次向国会提交《专利改

革法案》。法案提议修改的内容主要有先申请原则、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创设专利授予

后的异议程序、设立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等几个方面。改革法案的提出,引起了美国

企业界、各州及各种利益团体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辩论,引发了人们对美国专利制度的深

层次思考。

关键词:美国法律 美国经济 专利改革法案 先申请原则

2009年3月3日,美国两党议员同时向参众两院递交了《2009年专利改革法案》

(以下简称“法案暠),这是近年来美国议会第三次审议专利改革法案,前两次分别为

《2005年专利改革法案》和《2007年专利改革法案》。2007年9月7日,美国众议院

以220票赞成、175票反对,通过了《2007年专利改革法案》,但该法案在2008年递交

参议院批准时未能获得通过。《2009年专利改革法案》与前两部法案相比并无太大

变化,其目的是“提高专利质量、增加专利诉讼方的确定性暠;如果该法案能够获得通

过,这将是自1952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专利制度改革。本文将在回顾近年来美国

专利法改革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分析美国《2009年专利改革法案》引发的争议和分

歧,探讨美国专利改革之动因。

一暋美国近年来专利法改革的历史背景

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建立专利制度的国家之一。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弗吉尼亚

州及南卡罗来纳州代表提议设立专利制度保护发明家。当时虽有人顾虑到欧洲王室



授予专利所造成的“垄断暠局面,但却一致认为“专利带来的社会利益将大大超过国家

给予发明家个人的利益暠。栙因而在美国宪法第八条第八款中规定:“保障著作家和发

明家对其作品及发明物于限定时间内专有权利,以奖励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暠栚

在此基础上,国会于1790年2月16日通过专利法案,4月10日经华盛顿总统签署

后成为美国第一部专利法。栛该法颁布后,历经1793、1836、1837、1842、1849、1852、

1861、1870、1921等多次修订,美国专利法逐渐形成相当完善的制度。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专利法又进行了三次较大的变革。

第一次变革发生在1952年。当年7月1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新的法案修

改专利法,是为1952年美国专利法。该法案修订、整合了历次专利法案,并融合了美

国专利法史上的重要判例,于1953年1月1日正式实施。栜

第二次变革是在1982年开始的一系列改革。从1982年开始,美国国会对专利

制度的运作方式进行了两次调整。一是专利案件司法上诉程序的变化。1982年10
月1日开始生效的《联邦法院改革法》(TheFederalCourtImprovementAct)设立一

专门联邦上诉法院(TheCourtofAppealsfortheFederalCircuit),受理所有来自各

地方法院(districtcourt)的专利上诉案件,以及专利商标局各委员会(boards)的上诉

案件。该法院的设立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专利政策,大大强化了对专利的保护。栞二是

美国专利商标局(TheUnitedStatesPatentandTrademarkOffice,USPTO)自身费

用结构和资金供应方面的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会将美国专利局从由

财政拨款、只收取象征性专利申请费用的机构改造为由其收取的费用提供资金的机

构。栟上述改革在当时被认为只是行政和程序的调整,而不是本质上的变化。现在,

这些看似普通的程序改革共同发挥作用,显而易见已经使美国专利政策和实践发生

了自1836年以来最深刻的变革。栠

第三次是2005年至今的这次变革。2005年6月8日,拉马尔·史密斯(La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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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众议员引入了备受争议的2005年专利改革法。拉马尔将该法称为“自国会

通过1952年专利法以来对美国专利法的最全面的修改。暠栙通过该法,立法者希望能

实现三个突出目标:(1)提高专利质量;(2)减少失控的专利诉讼;以及(3)将美国专利

法和世界其他国家统一。栚2007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改革法案,但在2008年参议院

的表决中却遭否决。2009年3月初,美国参众两院再次启动了专利改革的程序,对

《2009年专利改革法》进行辩论。

二暋美国专利改革的焦点问题

2005、2007和2009年的改革法案在美国备受瞩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修改之一

是从“先发明原则暠转向“先申请原则暠。其他提议修改的内容还有损害赔偿、创设专

利授予后的异议程序、设立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等几个方面。笔者将依据《2009
年美国专利改革法案》做进一步分析。

(一)从“先发明原则暠(FirsttoInvention)转向“先申请原则暠(FirsttoFile)

在专利审查过程中普遍存在两种原则:一是以申请先后为准,只对最先提出申请

的申请人授予专利权,即“先申请原则暠。二是以发明先后为准,对最先完成发明的发

明人授予专利权,即“先发明原则暠。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先申请原则,而

美国长期采用先发明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最先提出申请的发明人不一定最终得到

发明权。如果另外有人先期做出同一或相似发明,该人即使没有先于他人申请,也有

机会在特定时间内通过 “冲突程序暠(InterferenceProgram)向专利局提出申请,从

而可能通过专利局的最后裁定而最终成为专利权人。这种制度显然有其优越性,有

利于保护先发明人的利益。美国专利商标局前局长唐纳德·W.班纳(DonaldW.

Banner)认为,“‘先发明原则暞可以保证发明人有一年的宽限期(graceperiod),从而

保护发明人在一年的时间里能够避免公诸于众的不良影响,同时也可以给发明人在

这一期限内考虑是否申请或者出售其发明的权利,从而提高了专利的‘效率暞。并给

予发明人以评估发明的商业价值的机会。暠栛当然,美国国内也存在一些反对意见。

如竹中俊子教授(ToshikoTakenka)认为,尽管美国在法律制度上采用的是“先发明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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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而实际上超过99%的申请案是在“先申请暠制度下审查授权的,因此,美国在实

践上实行的是“先申请暠制度。栙这一制度给专利申请过程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从

而增加了专利诉讼的机会。近年来,美国一些申请专利数量较多的公司,如微软、国

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等跨国公司,不断游说美国国会将法律改为“先申请原则暠,但

一直未果。

在本次改革中,“法案暠第一条将美国专利制度转化为“先申请暠制度,对争讼的发

明给予申请在先者优先权。此前规定的冲突程序被一个决定争讼的发明中先申请者

是否恰当的派生程序所代替,这一程序将比冲突程序更快捷,成本更低。该条款还通

过设置宽限期,公开披露被争讼的发明主题来鼓励信息共享,防止专利丧失优先性。

(二)改变专利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

关于损害赔偿计算方式是本次专利制度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由于这一规定对

专利权利人和侵权人的影响都非常重大,因而成为改革法案中最受争议的内容之

一。栚

美国现行法律对专利侵权的赔偿有专门的规定,将合理的专利使用费作为这种

“合理赔偿暠的最低限额。《美国专利法》第284条规定:“根据有利于原告之证据显

示,法院应对原告因专利受侵害之程度做出判决,给予足够之赔偿,其数目不得少于

侵权人实施发明所需之合理权利金,以及法院所定之利息及诉讼费用之总和。陪审

团如未能确认损害赔偿额,法院应估定之,以上任一种情形下,法院均得将决定或估

定之损害赔偿额增加至三倍。法院得请专家作证,以协助决定损害赔偿或在该状况

下合理之权利金暠。栛

“法案暠第四条保留了被侵权专利的损害赔偿应不少于“合理的特许使用费暠的现

有规定,并进一步要求法庭进行分析以确保判定“合理的特许使用费暠时能够反映该

专利的“相对于先前工艺的特殊贡献暠的经济价值,即依据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所规定

的促进科学和艺术发展方面的贡献。

该法还要求法院识别“合理的特许使用费暠的决定因素,确保法官或陪审团在估

量被侵害者损失时有清楚的档案可供权衡。如果一项发明存在任何未被执行的市场

许可行为的话,法院在确定“合理的特许使用费暠时还需考虑到这一点。

“法案暠第四条还对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做出了重大修改。根据法案的规定,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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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赔偿要基于专利对现有技术的贡献所具有的市场价值。法院在计算损害赔偿时通

常使用两种方法来处理各种因素的影响:“整体市场价值暠和“分拆暠。如果消费者对

整个侵权产品的需要是基于专利特征上,专利赔偿应该按照整个产品的市场价值计

算。而“分拆暠是指在损害赔偿中将侵权人在侵权产品中附加的改进、非专利因素、制

造、商业风险等价值扣除。栙

(三)创设专利授予后的异议程序

美国现行的专利异议程序是放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进行的,即只有当专利持有人

已经起诉或者已起诉威胁专利的使用人,专利使用人才能向法院就专利的有效性提

出异议。正如赵启杉教授所说:“这种制度对专利使用人而言只能是盾而不可能是

矛。如果专利使用人不将某项专利投入商业化使用,则很难引起专利权人以诉讼相

威胁,也就不可能对该项专利的效力提出异议。暠栚

本次专利改革法案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新设了一个专利授予后的异议程序,专利

权利人外的申请人可以在不迟于专利被授予后的12个月内请求专利商标局启动该

程序申请确定该专利有效性,无需再向法院提起诉讼确定专利有效性。栛其理由主要

为:当前的专利法对专利提出异议的途径局限于复审程序或高额的诉讼,而新设立异

议程序据称可以在诉讼成为必需之前就提供相对经济及迅速的确定专利有效性的专

利异议途径。栜然而,这个异议程序使侵权人可以轻易地对有效专利不断提出异议和

挑战,增加了专利权人和投资人的成本和不确定性。

法案扩充了一方当事人依据美国专利法第301条向美国专利商标局举证的证据

规定,还规定专利所有人需要提出被争讼专利在申请前一年在美国已被公开使用或

销售的书面证明。根据美国专利法第302条所规定的再审查请求可以依据在先的技

艺、在先的公开使用或销售等理由,并要求双方再审查。

(四)设立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

设立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是本次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美国现行专利法中的

“专利上诉和冲突委员会暠被新的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所取代,该委员会的职责有:

(1)审查检察人员对申请做出的不利决定和再审查程序;(2)启动派生程序;(3)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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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专利授予后的异议程序。栙

(五)限制审判管辖地和审判管辖权

在管辖问题上,法案也做出了大量修改,排除了制造地管辖,并对被告所在地和

侵权行为地做了大量限制性的规定。

依据法案第八款,专利侵权的民事诉讼行为,仅能在下述法院提起:(1)被告主

要经营场所或合并及设立地点所在的法院;对在美国拥有子公司的外国公司来说,为

其子公司的主要经营场所或合并及设立地点所在地法院;(2)被告实施实质性侵权行

为,拥有被告控制的、定期的、固定设备的地点所在地法院,而这些设备应构成被告经

营活动的实体部分;(3)主要原告居住地法院,如果诉讼中的主要原告是高等教育机

构或非营利性专利和许可组织的话;(4)原告居住地法院,如该案中唯一的原告是一

名发明人,他有资格成为“微型实体暠。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法案对专利纠纷中绝大部分法院的管辖权都做出了限制。

正如中国学者程永顺所言:“(这些限制)很容易被被告人利用,使他们可以根据自己

的意愿,将管辖权限限制在特定的法院,由倾向于被告的法官审理,这在诉讼中无疑

对被告人极为有利而对寻求专利保护的专利权人非常不利。暠栚

三暋美国专利法改革进程中的争议与分歧

专利法改革法案公布以后,引发了美国国内各界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

争论。如前所述,《2007年专利改革法案》最终在众议院以高票获得通过,而在参议

院却遭否决,可见专利改革进程的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纵观整个美国专

利法改革进程,以下三方面的问题是《2009年专利改革法案》顺利通过的主要障碍。

(一)不同企业和公司之间的争议

美国专利改革法案的提出,造成了不同公司和企业间的紧张关系。包括微软、苹

果等科技巨头在内的高科技企业对专利改革法案表示支持,认为该法案有利于保持

美国在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能够减少低质量专利的产生,减少专利诉讼爆炸的现

象,并降低诉讼成本。而与此同时,专利改革法案也受到美国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灢
MyersSquibbCompany)、强生公司(Johnson&Johnson)和安进公司(Amgen)为代

表的制药及生物科技企业、专利投资公司及制造业的强烈反对。它们认为,专利改革

法案将会弱化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双方对法案的看法有如此迥异的差别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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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双方对“先申请原则暠所持的态度。积极推动美国由“先发明原则暠转向“先

申请原则暠的动力除了美国专利商标局、国家科学院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产权委员会及

美国知识产权法协会以外,主要是微软这样的大公司;而小企业和个人则担心其资源

缺乏将使自身处于不利地位。栙

(二)各州之间的矛盾和争议

在专利改革的问题上,美国各州之间所持的态度也很不一致。2008年初,在

《2007年改革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即将送交参议院审查表决之际,美国各州议

员纷纷致信参议院议员和议长,表达他们对该法案的态度。在美国50个州中,有22
个州的议员在信中表达了反对态度。以田纳西州和亚利桑那州为例,这两个州的制

造业比较发达,因而其议员担心专利法改革会影响本州制造业的发展。加利福尼亚

州有很多生物科技、电子、医药技术和通信方面的高科技企业,该州的议员也担心这

些企业会因专利制度的相关改革而使自己受到削弱和打击,因而对专利改革持反对

的态度。这些持反对意见的州普遍认为,改革将降低发明者的动力,削弱中小企业同

大企业竞争的能力。栚

(三)不同市民团体和利益集团间的争议

美国专利法的改革还在不同市民团体和利益集团间引发争议。《2009年改革法

案》公布之后,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协会、美国软件与信息工业协会等立即表达了对改

革法案的欢迎和赞同的态度;栛而此后不久,美国商业和工业委员会等23个市民团

体则联名致信参议院议员里德(Reid)和麦康奈尔(Mcconnell)、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Pelosi)和众议院议员贝纳(Beohner),强烈反对通过改革法案。他们认为:“这项立

法将危害美国的小发明者、大大小小的国内制造业者、风险投资者、农业机构、生物科

技、制药公司、非营利性研究财团和研究型大学。暠栜

四暋美国专利法改革的动因

美国国会为何要大力推行本次专利法改革? 是因为国内某些产业、某些利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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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推动和游说,还是到了根本变革的时刻而不得不做出改变? 笔者认为主要有如

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与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冲突与协调。美国知识产权制

度一直走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前列,但却仍然存在一些与其相矛盾之处。以“先发

明原则暠为例,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至今还在其专利法中坚持实行“先发明原则暠的

唯一国家。近年来,在国际专利协调问题上,美国一直站在专利法国际协调、甚至建

立统一专利审批制度的立场上。而从专利法的国际协调角度来看,“先发明制度暠完

全是美国独特的制度,在国际上并没有市场。在这一点上,美国坚持“先发明制度暠似

乎与其国际协调的政治目标不尽一致。栙因此,受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影响,美

国专利制度的变革亦在情理之中。

其次,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发展的碰撞。本次专利改革的主要支持者是专利公

平联盟。该联盟的奠基成员包括苹果公司、思科公司、戴尔公司、惠普公司、英特尔公

司、美国美光(Micron)公司和美国甲骨文(Oracle)公司。栚这些公司代表了美国高科

技公司等新兴产业的利益诉求。他们认为,通过提高专利质量、限制专利侵权司法诉

讼权力的滥用,专利制度必将在鼓励创新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

积极支持并大力推动美国专利制度的改革。美国小发明者、大小国内制造业者、农业

机构等传统产业自身的专利拥有水平较低,他们希望得到强有力的保护,担心专利制

度的相关改革使自己的竞争力受到削弱和打击,因而对专利改革持反对的态度。

第三,解决专利爆炸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

专利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美国专利和经济创新专家亚当·杰夫(Adam B.

Jaffe)和乔希·勒纳(JoshLerner)认为:“检验标准的降低和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已

经导致美国批准的专利数量显著增加。暠栛美国授予的专利数量在1930~1982年间,

每年低于1%。此后,美国专利申请数量以爆炸似的速度增长。20世界90年代中

期,美国专利申请量年增速为8%;到了90年代后期,年增速达到了13%。栜专利申请

量剧增引起的最直接的后果有三:(1)专利质量降低、问题专利(QuestionablePa灢
tents)增加。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2003年10月发布的“促进创新暠报告认为:“问
题专利暠是指不当授权的专利,包括不符合现行专利法规定的授予条件,以及虽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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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授予专利,但权利要求范围过宽的专利。问题专利会阻碍创新或者提高创新的成

本。栙 (2)“专利丛林暠(PatentThicket)栚 的出现。“专利丛林暠是指在某一技术领域

的专利过多,并且为不同的专利权人拥有,形成了相互重叠而细密的专利网(Patent

Web)。因此,一个渴望正当推出产品的公司如果不获得多重的许可就不能做,而获

得这种多重的许可又是相当困难的。栛这就阻碍了专利在商业产品上的开发和应用。

(3)专利诉讼的爆炸性增加问题。在专利申请和授予数量剧增的同时,美国专利诉讼

案件数量也在同步增加。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专利诉讼的数

量大体不变,在20世纪80年代,专利诉讼随着专利授予数量的增加而开始显著增

加,在20世纪90年代数量激增。栜专利诉讼的迅速增加使得律师而不是企业家和研

究人员成为竞争性诉讼斗争的参与者。因而,美国专利系统开始偏离了创新,技术进

步和经济增长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美国专利法改革不仅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很多关注。

日本知识产权协会曾表示支持美国《2007年改革法案》;《中国知识产权报》上刊登的

程永顺的文章则表示了对该法案的质疑和批评态度。由此可见,美国国内和国际社

会对美国的专利改革都还存有很大的争议。

虽然美国的专利改革进程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仍有一些重要力量在推动改革的

进程。目前的专利改革法案,得到了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微软等电脑软件业巨头的支

持。他们组成了实力很强的“游说集团暠,近5年来一直在试图推动有关专利法的改

革,他们声称一直在为正在增长的专利诉讼数量和专利赔偿数额困扰。一个被削弱

的专利体系,或者说一个使那些并不依赖于专利保护获得市场的企业受益的体系更

符合他们的利益。栞同时,专利制度改革后,的确将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如专利诉讼

中的变数将明显减少,诉讼结果的可预见性又会使诉讼的数量减少。趋于简化的专

利制度也将有助于减低专利诉讼的费用。栟因此,经过美国国会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

力,美国专利制度必将更加完善、更加适合其经济发展。

张怀印:湘潭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博士后

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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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私人养老金担保项目

的政治经济分析

黄暋念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私人养老金担保项目是《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中最有争议的措施,它由

汽车工会等产业工会倡议,但由于受到企业雇主和部分劳联工会的反对,其出台经历了

漫长曲折的斗争过程。在汽车工会和钢铁工会的游说压力之下,国会负责财税立法的委

员会向负责劳工立法的委员会做出了完全的让步,使担保项目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

产业工会所要求的高水平待遇保障。担保项目不仅允许联邦政府介入私人部门养老金,

还在私人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强制性的再分配关系,使产业工会成员获得了享有保障的

特权地位。

关键词:美国经济 社会保障 私人养老金 产业工会 国会劳工委

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下简称《保障法》)栙中的养老金担保项目(Pen灢
sionBenefitGuaranteeCorporation,PBGC)是由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Auto

Workers,下简称汽车工会)在1960年代初开始提出和设计的,在约翰逊政府时期被

作为“向贫困宣战暠政策的一部分纳入议程。但由于雇主的激烈反对,直到尼克松总

统第一任期结束,该项目还没有获得通过。国会中与劳工组织关系密切的改革派栚

是担保项目的热心推动者。参议院劳工和公共福利委员会(SenateLaborandPublic

WelfareCommittee,简称劳工委)利用媒体大肆渲染私人养老金的风险,使得为其建

栙

栚

TheEmployeeRetirementIncomeSecurityActof1974(ERISA),Pub.L.No.93~406.
国会改革派指持自由主义(相对于保守主义而言)立场的议员,主要是民主党议员,也有部分持自由主义立

场的共和党议员,如在《保障法》中发挥主要作用的贾维茨(JacobK.Javits)参议员就是自由派共和党人。
与劳工组织关系密切的改革派主要是两院负责劳工立法的委员会,参议院中是劳工和公共福利委员会,众
议院中是教育与劳工委员会(HouseCommitteeonEducationandLabor),本文有时统称国会劳工委。



立担保项目的必要性“深入人心暠。在汽车工会和钢铁工会的游说压力下,国会改革

派还采取“捆绑式暠立法策略,最终使公共担保项目与《保障法》)中其他条款一起获得

连带通过。

一暋私人养老金担保项目倡议与争议

为避免私人养老金破产给工人造成损失,汽车工会建议由政府出面建立公共担

保项目。虽然担保项目的设计面临许多技术困难并且容易诱发道德风险,但由于“司

图特贝克事件暠所造成的社会反响,约翰逊政府仍然采纳了汽车工会的担保项目倡

议。

(一)汽车工会的公共担保项目倡议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一些小型汽车公司的养老金计划破产终止给雇员造成

了重大损失,引起了汽车工会对养老金违约风险的关注。汽车工会曾考虑与雇主协

商如何改善计划财务状况。有两种方法可以考虑,一是降低待遇,二是增加缴费。但

这两个方法都会影响雇员利益:降低待遇会导致老年雇员退休生活水平下降,使老年

雇员不愿意退休;要求雇主增加缴费又受到企业负担能力限制或者是以降低在职雇

员的工资水平为代价。工会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于是,汽车工会提出了一个方

案,即由政府出面为企业养老金成立一个类似于联邦存款保险的再保险机制或者说

担保项目,用于支付计划破产终止情况下雇员的养老金待遇。

汽车工会在试图设计一个可行的担保项目时,面临着极大的复杂性和困难。首

先,一种风险要能够按保险机制来分摊,就要求它具有同质性、随机性、并且可以明确

界定其损失。而企业举办的私人养老金计划并不具有这些特征,因为养老金计划终

止的情况非常复杂,如一个公司关闭其某个工厂或者大幅裁员都可能导致计划的部

分或完全终止,试图对所有类型的计划终止提供担保将危及担保项目的可行性。另

外,计划违约风险及其对担保项目造成的损失是很难评估的:不同企业对其养老金计

划采用不同的待遇公式和精算方法,因此其筹资缺口难以准确评估;计划终止的概率

不但受到系统性风险和随机性风险的影响,计划举办人还可以操纵计划终止。因此

很难为担保项目制定合理的保险费率标准,按汽车工会专家的说法,只能借助“魔力

水晶球暠来猜测养老金计划的风险和保险费率。栙

即使能够准确评估计划的违约风险,担保项目还面临一个融资上的困境,即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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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像商业保险机制那样按照计划的风险水平来收取保险费(即精算保费)。那些经营

状况不好的企业所推行的养老金计划往往财务状况较差、破产风险比较高,如果实行

精算保费就会导致这些企业无力承担高昂的保险费支出,其雇员不能获得担保项目

的保护。如果担保项目要达到保护所有养老金计划成员的目的,就只能实行一种含

有再分配性质的统一保险费率(非精算保费),但这又会引发逆向选择:低风险企业需

要缴纳的保险费率高于其计划的损失风险,而高风险企业的保险费则低于其计划的

损失风险,这会造成低风险企业不愿意参与担保项目,而留在担保项目之中的都是高

风险企业。因此,除非政府用强制手段迫使所有企业参保,否则担保项目无法运作。

最后,工会在设计担保项目中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道德风险严重,因为养老金

计划的终止概率和损失大小并不是随机性的,雇主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其加以操纵。

例如雇主可能故意减少计划缴费,或者随意提高待遇水平,以换取工会在工资谈判中

的让步。企业还可能在即将破产时建立养老金计划或提高待遇,然后迅速终止计划

并向担保项目索赔,从而将计划债务转嫁给担保项目中的其他计划或纳税人。这些

策略行为都会增加对担保项目所造成的损失风险。

(二)私人养老金担保项目被民主党政府纳入议程

汽车工会经过多年努力探索,终于在1962年初发布了为私人养老金设计的公共

担保项目框架,其资金来源于计划发起人缴纳的保险费,保险费与计划筹资缺口和投

资风险挂钩。这种费率设计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但它仍

然没有完全的公平性,因为它没有考虑计划终止的可能性大小。工会还提出了以下

几方面措施:把参与担保项目作为私人养老金计划获得税收优惠的一个条件;对担保

的待遇水平加以限制并规定了等待期要求。然而这个担保项目方案仍然存在很多棘

手的问题和结构性缺陷,尤其是那些丧失缴费负担能力的企业所举办计划的担保问

题。此后,工会又花了两年时间来改进其担保项目设计,但仍然无法解决这些困难。

1964年1月,工会领袖要求约翰逊总统采纳担保项目方案。但考虑到担保项目存在

很大的争议性,总统采取了回避态度。于是工会只好直接诉诸国会,与联邦参议员哈

特克(VanceHartke)共同努力,根据工会设计的担保项目框架拟订出一个立法提案,

命名为《联邦私人养老金再保险法案》(FederalReinsuranceofPrivatePensionAct,

S.3071)。

在汽车工会为私人养老金的担保项目设计而努力的同时,“司图特贝克事件暠

(Studebaker)给了汽车工会推动其担保项目的良机。司图特贝克汽车公司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陷入经营困难,很长时间没有向其养老金计划缴费,计划偿付能力存在极

大危机。汽车工会领导催促公司“信守承诺暠,增加养老金缴费。但工会与公司长达

数月的马拉松式谈判也没有改变计划破产的命运,1964年10月公司正式破产,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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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计划宣告终止,数千名工会成员不但失去工作,还失去所指望的养老金待遇。

“司图特贝克事件暠把私人养老金计划的违约风险赫然暴露出来,汽车工会趁机迅速

与钢铁工会等产业工会联合起来,宣传为养老金计划建立担保项目的必要和紧迫性。

汽车工会明知其担保项目建议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按照保险机制来运作,之所以

称之为“再保险暠是为了掩盖其转移支付性质,并吸引决策者的注意。栙把担保项目称

为“再保险暠,好像是在不同企业举办的私人养老金计划之间分摊风险,而不需要联邦

政府掏全国纳税人的腰包,但汽车工会知道联邦政府出面运营还意味着政府将为其

承担最终责任。在“司图特贝克事件暠使养老金破产风险引起社会关注之际,将担保

项目称之为“再保险暠相当具有吸引力,引起了政策制定者和养老金专家的关注。当

时民主党政府正在对私人养老金的问题进行调查,哈特克鼓吹私人养老金其他方面

的问题都可以晚些再考虑,而建立担保项目却是迫在眉睫。

约翰逊政府最终同意为私人养老金建立担保项目,私人养老金破产所造成的工

人老年贫困也是约翰逊政府“向贫困宣战暠的对象。

(三)雇主和部分工会反对公共担保项目

1.雇主激烈反对政府建立养老金担保项目

《保障法》是不受雇主欢迎的一部法案,而担保项目是其中受到最强烈反对的措

施。一些雇主质疑养老金担保项目的可行性,更反对由政府建立公共担保项目,其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建立担保项目意味着必须制定相应的严格监管措施,如

对计划筹资和投资加以约束,导致企业在养老金决策上的扭曲和灵活性的丧失;其

二,担保项目要求雇主对担保项目的给付承担责任。私人养老金计划的设计通常是

由计划承担养老金支付责任而不是由雇主直接承担责任,如果强行规定雇主对计划

承担责任,将导致企业债务负担增加、信用等级和筹资能力下降,加速企业的毁灭及

其养老金计划的破产;其三,雇主还担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会破坏担保项目的可行

性,尤其是那些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和大公司,他们担心自己不得不对那些违约风险

高的企业及其养老金计划给予补贴;最后,担保项目要求雇主缴纳保险费,为雇主额

外增加一笔成本支出。栚

一些雇主还认为,即使不考虑担保项目是否具有可行性,担保项目本身并不是一

个可取的好制度。“司图特贝克事件暠并非说明了建立担保项目的必要性,恰恰相反,

它表明担保项目是一个不公平的制度。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总裁罗耶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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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Royes)指出,司图特贝克企业养老金计划出现筹资不足的原因在于汽车工

会与雇主的策略行为。公司和汽车工会商定对即将退休者支付慷慨的待遇,导致计

划债务大幅上升。工会本来可以要求公司相应地增加缴费积累,但他们却没有这样

做,而是同意公司在30年时间内分期偿还这笔债务,其结果是导致计划存在大额未

筹资债务,破产风险增加。既然汽车工会容忍计划存在偿付能力风险,那么工会决策

者就应该自己承担其决策的后果,而不应该试图通过担保项目将其决策的后果转嫁

给其他养老金计划。栙

为反对公共担保项目这样的激进干预措施,一些雇主加大游说力度,提出各种备

选方案以期取代政府举办的公共担保项目。大公司提出愿意主动对雇员养老金给予

更多的保护,并接受《保障法》中的其他保护性措施如待遇归属标准和筹资标准,希望

以此取代公共担保项目。当国会两院劳工委表示决意要通过担保项目之后,它们向

国会提出担保项目应该以私人市场保险的方式来运营,政府不应该涉足其中,并警告

政府插手干预私人养老金会造成不良后果。

2.劳工部和商务部对担保项目所持的不同立场

在私人养老金改革上,商务部和劳工部是两种对立利益的代表,劳工部倾向于对

劳工利益给予更多的保护,商务部则更同情企业雇主的立场,反对政府干预私人养老

金。约翰逊政府原指定的负责私人养老金改革的多部门工作组是以劳工部为主要负

责部门,并没有让商务部参与其中。但企业要求把商务部也纳入政府私人养老金改

革工作组,由其传达企业的心声和政策立场。尽管约翰逊总统把商务部纳入了私人

养老金改革工作组中,但商务部在其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重视,其意见基本上没有得

到工作组采纳。

尼克松政府也成立了多部门联合工作组对私人养老金计划风险进行调查,得出

的调查数据表明,因计划破产违约而受损失的雇员数量和损失总额并不大,违约风险

似乎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对于这一调查结论,劳工部和商务部却得出截然不

同的政策立场。劳工部认为计划违约风险不严重恰好是建立担保项目的优势所在,

因为建立担保项目并不需要多少成本就能够解决雇员的养老金保障问题,并且能够

为政府赢得政治支持。商务部则认为,既然计划违约风险并不是很大,而专门为其建

立一个担保项目却需要相当大的成本,因此建立担保项目是得不偿失的;只要制定一

个最低筹资标准,就足以保护大部分计划成员的养老金安全,余下少量损失风险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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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某种私人部门机制来解决。栙

3.管理多雇主计划的工会也不支持担保项目

美国不同工会与雇主谈判建立的养老金计划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有单个雇主

运行管理的计划,也有多个雇主联合举办的计划;产联下属的产业工会与雇主谈判建

立的养老金计划主要是单雇主计划(single灢employerplan),而劳联下属工会与雇主

谈判建立的计划主要是多雇主计划(multi灢employerplan),部分产业工会也建立了

多雇主计划。劳联工会主要分布于那些季节性或企业规模较小的行业中,特别是餐

馆、洗衣店、建筑业或卡车运输业企业等,采取多个雇主联合举办养老金计划并由行

业性工会在其中发挥主要管理作用,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克服稳定性差、流动性大的

缺陷。

单雇主计划主要是由雇主管理的,工会在其中很少或没有发挥管理作用,政府干

预所造成的成本由雇主承担,而收益却由工会成员享受,因此产业工会支持政府对私

人养老金制定监管和担保措施。多雇主计划主要由工会发起和管理,雇主除了向计

划缴费外很少或没有参与管理,政府干预主要是工会的问题,因此建立多雇主计划的

劳联工会反对政府干预。

1967年劳联-产联理事会对其所辖工会对《保障法》的态度进行了调查,发现在

私人养老金担保问题上,有11个工会赞成政府提供担保,有10个工会反对。这些工

会反对政府建立担保项目的原因是担心它会带来配套监管措施,对私人养老金运作

造成干预和约束,影响计划成本和退休待遇水平。这些工会还以多雇主计划风险较

小为由反对政府干预,他们指出多雇主计划涵盖多个企业甚至整个行业,具有较强的

抗风险能力,计划终止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不需要政府提供担保。栚然而劳联工会这

种理由遭到民主党政府质疑,因为这些多雇主计划并不一定比那些实力雄厚的垄断

性大企业(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所推行的单雇主计划更安全。

二暋《保障法》中的担保项目获得通过的政治经济因素

1968年劳工部向国会提出了包括监管措施和担保项目的私人养老金改革草案

(PensionBenefitSecurityAct,S.3421),但由于受到工商企业雇主的强烈反对而没

有获得国会通过。但这个草案受到参议院劳工和公共福利委员会主席贾维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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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并成为1974年《保障法》立法蓝本。产业工会和参议院劳工委利用媒体制造了对

《保障法》的“多数同意暠。国会改革派还采取了“捆绑式暠立法策略,并借助民主党占

据国会多数席位的优势,终于在1974年使得包含担保项目在内的《保障法》获得通

过。

(一)民主党与产业工会的密切关系

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导致古典自由主义原则被抛弃,秉持新政自由主义的

民主党开始主导美国政坛。民主党的主要选民是工会会员,尤其是在大规模制造业

中组织起来的产业工会,栙此外还包括来自天主教国家的移民、黑人和犹太人等自由

派群体。民主党得势的根本原因是工业化导致的社会结构改变:一方面,美国长期工

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美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受雇劳动者阶层构成选民多数;另

一方面,工业化虽然促使美国生产力和物质产出空前提高,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贫

富差距却在扩大。受雇劳动者在民主制度下成为决定政府人选和政策的多数,他们

希望政府采取干预手段来提高受雇者的经济地位和福利水平,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

投票支持同情他们利益主张的民主党候选人,这成为新政后民主党长期掌握政权和

福利制度扩张的政治保证。

产业工会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最先组织起来的汽车工会和钢铁工会,这两个工会

具有雄厚的罢工基金和组织资源,可以采取一致行动对付雇主,它们在与行业内雇主

谈判中,迫使雇主答应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并建立了美国最早的集体谈判式养老金

计划。随着时间推移,汽车和钢铁行业养老金计划日益膨胀,工会与雇主的集体谈判

使养老金待遇水平不断提高,而且退休人员队伍日益庞大,养老金计划债务不断提

高。一旦这些行业发生衰退,养老金破产风险加大,工会成员既得待遇就会面临危

险。因此汽车工会和钢铁工会积极支持政府为养老金计划建立担保项目。正如钢铁

工会主席亚伯(I.W.Abel)在国会听证会上所言,钢铁行业市场饱和及就业机会下

降,导致许多钢铁工人不但失去了工作,其养老金也面临危险。一些最大的钢铁公司

所举办的养老金计划都存在偿付能力危机,虽然工会与雇主谈判要求雇主增加缴费,

但有的雇主拒不执行合同规定的缴费安排,并以关闭工厂相威胁。为了保护钢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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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不受计违约风险的威胁,工会迫切需要一个法定筹资标准和公共担保项目。栙

(二)参议院劳工委与产业工会操纵民主

约翰逊政府1968年提出的包括私人养老金担保项目的法案没有获得国会通过,

而尼克松政府反对为雇员建立养老金担保项目,因此担保项目实际上是在参议院劳

工委的积极推动下获得通过的,劳工委主席贾维茨在其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贾维

茨虽然是共和党人,但这位来自工业发达的纽约州且有着犹太血统的议员在政策立

场上倾向于自由派,主张通过政府力量保护工人权益(包括养老金权益),其立场与共

和党内的保守派严重对立,与民主党更为接近,并得到民主党支持。

1970年,贾维茨与其下属劳工小组委员会主席威廉姆斯(HarrisonWilliams)一

起在汽车工会帮助下对私人养老金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其目标是为了使公众理解

私人养老金的风险并“推销暠其改革理念。劳工委采用尽可能浅显易懂的表达方式,

渲染私人养老金风险的严重性。然而,这项问卷调查是非常不可靠的,从其问卷设计

到回收的数据都存在很多问题,它不仅遭到私人部门养老金专家的批评,还遭到劳工

小组所聘用统计人员甚至国会民主党的质疑。

虽然劳工委办事人员认为调查统计质量很不可靠,但贾维茨急于将这些统计信

息通过媒体公之于众。在1971年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贾维茨发言说,“我们很震惊

地发现,私人养老金这样一个重要的制度竟然是完全令人失望的,数千万参加养老金

计划的劳动者中仅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获得他们长久期盼的养老金。……我们必须

采取坚决行动促使雇主兑现其养老金承诺,保护雇员养老金安全。暠栚很快,各大报纸

都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私人养老金计划中存在的风险,告诉读者“参议院调查发现千

千万万老年工人的养老金梦幻破灭,国会将很快立法保护孤苦伶仃的老年人暠。贾维

茨接着发起更多听证会及记者招待会,挑选出一些养老金遭到损失的老年人,邀请他

们在听证会上诉说其“骇人听闻的悲惨遭遇暠。贾维茨声称,这些人代表了许许多多

无辜损失养老金的劳动者,并指控雇主对雇员的养老金承诺是不可靠的。栛

私人部门的养老金专家对贾维茨的“毁谤性暠宣传感到非常愤怒,指出参议院劳

工小组问卷调查中存在着重大缺陷,批评他们“完全是歪曲事实,故意操纵统计解

释暠。但私人部门的反驳没有能够产生很大影响,因为媒体的渲染使得劳工委成功地

达到了推销其私人养老金改革的目标。参议院劳工委成功地改变了美国公众对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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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的看法,使公众越来越相信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和风险,必须要由政府出面采

取干预和保障措施才能保障雇员养老金的权益和安全。

(三)担保项目由私人还是政府运营

国会两院负责劳工立法的委员会和负责财政税收立法的委员会(参议院财政委

员会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之间在私人养老金政策上持相反的立场。劳工委更多关

心劳工的养老金权益保障,支持公共担保项目。负责财政税收立法的委员会在公共

政策上持保守立场,主张市场自由、解除政府管制、削减福利开支和财政赤字;在私人

养老金问题上,不赞成政府插手干预,尤其是反对为私人养老金提供公共担保。参议

院财政委本来主张由私人非赢利性机构来运行担保项目,而非像劳工委提议那样采

取由劳工部管理的公共机构形式。同样,众议院筹款委虽然不得不同意了担保项目,

但提出让私人部门在其中发挥首要的作用。具体方式是成立一个私人公司和一个公

共公司,但后者仅作为前者的“替补暠,即让私人公司首先实施担保项目,如果私人公

司在法规出台两年之内都没有能够运行起来,才由公共公司来负责实施担保项目。

汽车工会和钢铁工会强烈反对私有制担保项目的法案。钢铁工会写信给筹款委

表示抗议和谴责。工会声明担保项目不可能按照私人保险机制来运作,因为私人保

险机制中保险费是按照风险确定的精算保费,高风险企业所举办的养老金计划需要

缴纳的保险费远远超过其承受能力,而这些计划所覆盖的雇员恰好是最需要担保项

目的保护。解决办法只能是实行统一保险费率并通过政府强制手段要求所有计划参

保。在产业工会的强烈反对下,众议院筹款委不再坚持由私人部门在担保项目中发

挥主要作用,将担保项目的立法权完全让给劳工委。参议院情况也类似,担保项目的

立法讨论正值国会改选之时,财政委一些本来德高望重的资深共和党议员就因为反

对政府干预私人养老金事务,而在国会竞选中丧失了连任资格。在选举压力面前,参

议院财政委不得不向劳工委妥协,同意由政府公共机构运作担保项目。

(四)产业工会与国会改革派的“捆绑式暠立法策略

《保障法》中的担保项目是受雇主反对最强烈的内容,其之所以能够获得国会通

过是由于产业工会和国会劳工委采取的“捆绑式暠立场策略,将担保项目与其他较为

容易通过或者争议较小的改革措施捆绑在一起,获得连带通过的。

新上台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向党内来自美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自由派妥协,

采取了为企业和投资者建立担保项目,此举给了汽车工会及哈特克参议员推动其担

保项目的良机。1970年6月美国最大的一家铁路公司申请破产,尼克松总统催促国

会授权交通部对陷入财务困难的铁路公司提供紧急援助;还批准成立一个为保护投

资者的保险基金。尼克松在企业及投资者压力下用公共资金为其提供担保,却对劳

工的养老金担保问题漠然视之。汽车工会主席伍德科克(LeonardWoodcock)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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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总统“愿意为富有的投资者提供担保,却对工会呼吁已久的养老金担保问题充耳

不闻,让贫困无助的退休工人在晚景凄凉中终其一生暠。栙这封极具煽动性的信带来

了积极的舆论铺垫,引起选民对养老金担保项目的同情。紧接着,汽车工会向国会施

加压力,要求把哈特克关于担保项目的法案附在尼克松提议投资者担保法案后面作

为其修正案,以便使私人养老金担保与投资者担保法案获得一并通过。贾维茨虽然

称赞汽车工会对尼克松的谴责信“雄辩地证明了为私人养老金提供担保的正当

性暠,栚但由于汽车工会这一策略会造成一个没有配套监管措施的养老金担保项目,

贾维茨与威廉姆斯阻止了这一行动。

众议院劳工小组委员会主席邓特(JohnDent)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议

员,其选民包括许多钢铁工人,他与贾维茨一样支持《保障法》中的监管措施和担保项

目。然而,邓特对私人养老金改革的积极态度得到汽车工会和钢铁工会的热烈拥护,

却激怒了保守的劳联-产联领导人,结果他被夹在具有不同利益的工会之间左右为

难。邓特虽然多次就《保障法》草案举行听证会,但直到1972年底仍然没有能够向众

议院提交一个法案。钢铁工会对众议院劳工小组迟缓的行动日益不耐烦,不断催逼

他尽快行动。于是在1973年第93届国会上,邓特采取了一个折衷的立法策略:把

《保障法》分为两个法案,把其中争议性较小的监管措施如受托人准则、待遇归属和筹

资规则放在一个法案中,而把争议太大的担保项目放在另一个法案中。这种安排实

际上是对参议院劳工委的积极立场和尼克松政府的保守立场之间的一个折衷措施,

但它却极有可能导致担保项目无法获得通过:如果要众议员对同一领域的两个法案

进行分别投票,议员往往会投票支持争议较小的那个法案,而反对争议较大的那个法

案。

邓特的分别立法策略使钢铁工会和汽车工会陷入极大的焦虑当中,它们强烈要

求邓特把两个法案合并为一。钢铁工会主席亚伯声称为保障工人养老金安全的所有

措施是一个整体解决方案,决不能分割为不同法案进行分别投票,并谴责邓特没有履

行其支持私人养老金改革尤其是担保项目的诺言。汽车工会代表也向众议院劳工小

组成员展开游说攻势,强调说担保项目是工会希望达到的主要目标。在这两个工会

强大的压力下,邓特众议员不得不做出让步,把两个法案合二为一,提出了众议院的

《保障法》版本,从而为担保项目的通过扫清了障碍。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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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暋妥协结果:《保障法》中的担保项目设计

《保障法》是国会负责劳工立法的委员会和负责财政税收立法的委员会之间斗争

和妥协的结果。参议院的担保项目方案比众议院更多地反映了产业工会对高水平担

保的要求,而众议院的法案更多考虑如何避免担保项目被滥用,此外还对多雇主计划

给予特殊对待。关于担保项目的最终规定是两院《保障法》不同版本之间协调的结

果,在两院协调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雇主和产业工会以及劳联工会抓住这个影响

立法的最后机会进行游说,争取对各自有利的条件。最终,《保障法》中的担保条款结

合了产业工会对高水平保障的要求、雇主希望减轻其负担的要求、劳联工会希望多雇

主计划得到宽松对待的要求。

(一)融资结构

在担保项目的融资问题上,参议院劳工委采取了类似于汽车工会提出的方案,即

根据计划筹资状况确定保险费率,筹资率越低的计划需要缴纳的保险费率越高,而达

到足额筹资的计划则无需缴纳保险费。财政委规定按人头收取固定保险费,而且保

险费水平非常低:起初甚至规定雇主每年仅需要为每个计划成员缴纳0.5美元,后来

修改为1美元。参议院劳工委和财政委之间在保险费公式上达成妥协:要求在担保

项目成立之初,单雇主计划和多雇主计划都为每个成员缴纳1美元的保险费;等担保

项目建立和运行起来后,再允许担保公司实行与风险挂钩的较为复杂的保费结构。

这种保险费结构的优点是简单易行,有利于担保项目尽快建立起来,早日开始向破产

计划的成员支付养老金。两院协调委员会采纳了参议院的保险费公式:在担保项目

成立之初实行简单的固定保费,所有计划无论筹资水平高低都缴纳同样的费率水平,

单雇主计划为每人每年1美元,多雇主计划每人每年0.5美元;成立两年之后,担保

公司可以采取与计划债务挂钩的保险费公式。栙

(二)担保待遇

参议院法案规定担保项目所担保的待遇比众议院法案更加慷慨。其一,参议院

法案对养老金计划中的既得待遇给予担保,而众议院法案只对法定最低归属标准下

的既得待遇给予担保。众议院这种限制比参议院更为严格,但由于国会允许计划选

择不同的待遇归属标准,它还导致关于计划适用标准上的模糊性。其二,在担保水平

限定上,参议院法案担保的待遇水平是雇员在计划终止前5年的平均月工资,最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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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750美元;而众议院规定担保待遇与雇员服务年限挂钩,每服务一年可以获得每

月20美元的担保,这样雇员服务30年才可以获得每月600美元的养老金担保。栙

众议院对担保待遇的严格限制有助于防止担保项目被滥用,但它遭到钢铁工会

和汽车工会成员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两个工会所谈判的养老金计划常常对提前退休

者的养老金给予补贴,如果按照服务年限确定养老金,必然会造成提前退休者的养老

金待遇降低。于是最后国会采取了参议院的方式,而且还提供了有利于提前退休者

的高水平担保,对雇员收入最高5年的平均月工资给予100%担保,最高限额为750
美元。栚

(三)雇主责任

担保项目条款规定雇主在终止其计划并向担保公司索赔时,应该用企业净资产

对担保项目的给付承担一定的责任。雇主责任条款是为了防止不道德的雇主为转嫁

其养老金债务而随意终止计划,但雇主责任条款会加重企业负担,对企业及私人养老

金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雇主和产业工会之间在雇主责任规定上存在完全对立的利

益,雇主自然希望尽量少承担责任,而工会则要求雇主尽可能多承担责任;相应地国

会不同委员会之间也存在分歧,负责劳工立法的委员会对雇主规定了较重的责任;负

责财税立法的委员会则不希望过度增加雇主责任。

参议院关于雇主责任的规定是在劳工委与财政委之间协调的结果:劳工委规定

雇主对担保项目的给付承担全部责任,而财政委仅要求雇主承担担保项目赔付额的

10%,二者对雇主责任最高限额的规定都是企业净资产的50%,最后二者妥协的结

果是雇主以其净资产的30%为限对担保项目给付承担责任。而众议院劳工委仍规

定雇主应以其净资产的50%对担保项目赔付额承担责任,这一规定比参议院严格得

多,企业界和尼克松总统都反对众议院的雇主责任规定。一些大公司游说两院协调

委员会采取参议院的规定,指出“30%是一个合理的雇主责任水平,它既足以阻止雇

主恶意终止计划的行为,又不会对企业信用等级和融资能力造成过分的危害暠。最后

国会采取了参议院对雇主责任的规定,要求企业仅用其净资产的30%来补偿担保项

目的赔付。栛

参议院财政委和众议院劳工委都曾考虑通过为雇主提供责任保险的方式来减轻

雇主责任,允许企业只要多缴纳一些保险费就可以不用承担责任。栜但这种规定无疑

会引发另一层道德风险:计划筹资缺口大的雇主只需要额外支付少量保险费,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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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其对计划债务的共担责任,将其应尽的责任转嫁到其他企业头上。因此雇主责

任保险条款没有获得国会通过。

(四)等待期

新成立计划和新增待遇什么时候才能从担保项目中获得担保也是一个很有争议

的问题。为了防止雇主和雇员以获得担保项目给付为目的而建立计划或提高待遇,

就必须规定一个等待期。但等待期长短如何设定,需要衡量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等

待期过短不利于防止道德风险,等待期过长又不利于保护雇员的养老金权益。

对于担保项目生效之后的新计划或新增待遇所需要的等待期,众议院规定的等

待期比参议院更加严格。参议院规定无论新计划还是新增待遇,只要满足了3年等

待期后就可以获得担保公司的给付;众议院则规定计划成立5年后才能获得担保,对

于成立不足5年的计划,担保公司可以根据计划成立时间长短酌情给予担保;担保待

遇水平限额是雇员服务年限乘以20美元;对于新增待遇众议院规定必须满5年后才

能获得担保。栙

两院协调委员会原本采纳了众议院的方法,要求新计划或新待遇必须要满足5
年等待期才能获得担保,但钢铁工会和汽车工会不满意新增待遇要5年后才能获得

担保的规定。这些工会与雇主谈判的计划是按照每服务满一年给予一定数额待遇的

办法来支付月度养老金的,每年服务所得待遇水平是根据雇主和工会每一轮谈判协

定而提高,5年等待期规定意味着计划终止时5年内谈判所提高的待遇完全得不到

担保。国会最终向工会做出让步,对新增待遇按照每年20%的比例逐步提高担保。栚

还有个类似的问题是担保项目生效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计划如何转型的问题,国会在

这个问题上也同意了钢铁工会和汽车工会的要求,对于法规生效时成立5年以上的

计划给予全额担保。栛

(五)生效日期

关于担保法规何时生效涉及到3个关键问题:计划何时开始缴纳保险费、雇员何

时开始获得担保、雇主何时开始对担保项目的赔付承担责任? 生效早晚关系到两个

相互冲突的问题:法规生效越早雇员获得的保护就越大,但生效时间太早又会对担保

项目的实施带来困难,并且雇主开始承担责任的时间也越早。协调委员会建议担保

·57·美国私人养老金担保项目的政治经济分析

栙

栚

栛

H.R.2(Senateversion),Section422(b)(1)and(2),H.R.2(Houseversion),Section409(d)(3)and
(5).
Arnold& PorterLegislativeHistory敽EmployeeRetirementIncomeSecurityActof1974 (ERISA灢LH),

pp.4635~4636.
“PensionPlanTerminationInsuranceisMadeRetroactivetoJuly1inConferees狆LastMeeting,暠pp.AA~
1.



项目在1974年12月31日生效,缴纳保险费义务、担保给付和雇主责任同时生效。

但行政部门对这一生效日期有异议,因为担保项目的实施需要建立起一个组织和运

行制度,没有充足的时间行政部门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行政部门希望至少多给

半年的时间来建立担保项目,建议生效时间推迟到1975年6月30日。栙

雇主群体和钢铁及汽车工会在担保项目生效时间上持相反的立场。雇主向来对

担保项目持反对立场,虽然他们为了阻止州政府干预私人养老金而不得不支持联邦

立法,但他们希望尽可能拖延其生效日期,以推迟缴纳保险费和规避承担责任。因此

雇主赞成参议院较晚的生效日规定,即1976年12月31日。而钢铁工会和汽车工会

迫切需要担保制度,它们认为担保项目应该尽早生效,以便雇员养老金尽快地获得担

保,法规生效得越晚就会导致更多雇员永远地失去获得担保的机会。这两个产业工

会催促国会把生效日追溯到1974年7月1日。由于雇主和工会之间的冲突,国会最

后协调了雇主和工会双方的利益:根据工会要求把担保项目开始支付的时间追溯到

1974年7月1日,而雇主履行缴费义务和承担责任的时间从法规颁布之日即1974
年12月31日才开始。栚

国会向雇主和工会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妥协的后果必然是由纳税人来为

担保项目买单,因为担保项目在开始收取保险费之前,就开始对半年内终止的计划承

担支付雇员养老金待遇的责任。不仅如此,这种安排还会刺激雇主为了避免承担责

任而立即终止计划并向担保公司索赔。自成立伊始,担保项目的财务亏空及其造成

的转移支付后果尽在预料之中。

(六)单雇主计划与多雇主计划分别对待

关于担保项目是否需要对单雇主计划和多雇主计划分别对待的问题也很有争

议。参议院法案没有区别这两种类型的计划,而是为两种计划建立同一个担保基金,

两种计划都向这个基金缴纳同样的保险费率并从这一个基金获得担保。管理多雇主

计划的工会(尤其是建筑业工会)本身并不支持公共担保项目,它们要求多雇主计划

得到区别对待,为其建立单独的保险基金,或者至少适用不同的保险费率。在工会要

求下,众议院劳工委员会对其法案进行了修改,分别为两种计划建立了单独的基金。

一些企业代表也赞成把两种计划分别对待。于是国会最终对两种计划区别对待,为

单雇主计划和多雇主计划分别建立了单独的保险基金,并对后者适用较低的保险费

率。国会还把多雇主计划担保项目的生效时间推迟到《保障法》颁布之后3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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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1日。栙

在雇主责任规定上,众议院劳工委对多雇主计划中的雇主责任给予豁免,而参议

院法案对两种计划规定了同样的雇主责任,多雇主计划终止时,参与计划的雇主和5
年内退出计划的雇主都要以其净资产的30%向担保项目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豁

免雇主责任必然会激励雇主为转嫁其养老金债务而退出多雇主计划,加速担保项目

的毁灭。于是最后国会采纳了参议院对雇主责任一视同仁的规定。栚

(七)管辖权的争论及安排

国会负责劳工立法和财税立法的委员会在担保项目管辖权上发生了很大争议。

在参议院,劳工委把担保项目作为劳工部下属的一个政府部门,将其管理权完全赋予

劳工部;而财政委不赞成把担保项目作为政府机构来运行,也不同意劳工部独享管辖

权。财政委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公司,让劳工部、商务部和财政部都参与管理,

这三个部门的部长共同组成担保项目受托人。最后财政委向劳工委妥协,同意把担

保项目作为劳工部下辖法人机构,由劳工部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并赋予财政部和商

务部在其中拥有一定的管辖权。在众议院,由于筹款委在担保项目上完全向劳工委

让步,因此众议院把担保项目的管辖权完全赋予劳工部,由劳工部长和另两名劳工部

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来负责担保项目的运作。尼克松总统支持参议院的管辖权安

排,反对由劳工部独揽大权的做法,因为私人养老金担保项目与私人企业财务、资金

管理及经营密切相关,必须由商务部和财政部参与其管理。于是国会最后采纳了参

议院关于管辖权的规定。栛

四暋结暋暋论

如前所述,私人养老金公共担保项目是在汽车工会和钢铁工会等产业工会的呼

吁下被约翰逊政府采纳的,其设计反映了产业工会所要求的高水平保障,同时还要考

虑到减轻企业雇主负担的要求,其结果必然导致担保项目的财务困难并将负担转嫁

到普通纳税人头上。

(一)担保项目运行中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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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项目自成立以来财务状况一直不佳,特别是单雇主计划担保项目长期处于

赤字状况。随着半个世纪以来制造业的结构性衰退,美国钢铁、汽车行业养老金计划

大量破产终止。21世纪头几年内,担保公司更是遭遇了钢铁产业一系列巨额养老金

索赔案,包括国家钢铁公司的13亿美元、LTV钢铁公司的19亿美元,伯利恒钢铁公

司的39亿美元。近年来美国汽车行业同样发生严重危机,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这

3大汽车公司面临破产重组危机,其养老金计划债务对担保公司而言如同高悬的达

摩克利斯之剑。据美国雇员福利研究所(EmployeeBenefitResearchInstitute)在

2009年5月所做的预测,美国汽车业未来可能发生的破产案件还将为担保公司带来

约420亿美元的净损失。此外,国民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等系统性风险都会增加养老

金计划破产风险。如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养老金计划资产受到严重损失,90%以上

的计划出现筹资缺口,对担保公司造成损失的风险骤然上升。2009年计划破产和投

资亏损给担保公司造成100多亿的净损失。栙

为了应对养老金计划对担保项目的索赔,保险费率不断上升,企业举办计划的负

担日益沉重,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担保公司的财务困境。担保项目成立之初基

本保险费率仅为每人每年1美元,到80年代中期和1990年先后上升到每人每年

8灡5美元和19美元,2006年又大幅提高至每人每年30美元。但保险费率提高给担

保公司带来的收入增加相对于大量养老金计划索赔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如2009
年单雇主计划保险费收入仅18亿美元,而赔偿支出却达到42亿多美元,远远超过保

险费收入。据国会预算司估计,10年内担保公司向破产计划支付的待遇总额将增至

2灡5倍,从2005年的40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100亿美元。照此下去,到2021年前

后担保公司全部资产将消耗殆尽。栚最终担保项目的赤字将会成为普通纳税人的负

担。

(二)为私人养老金提供公共担保的弊端

如前所述,私人养老金担保项目在计划风险的评估、保险费制定和融资机制设计

存在诸多困难,因此不能像商业保险那样实行按风险定价的精算保费,只能通过行政

强制手段让所有举办养老金计划的企业都必须参加担保项目并缴纳保险费。为雇员

提供养老金担保原本是出于减少老年贫困、促进社会公平的目标,但事实上却造成了

另一种不公平:很容易诱发道德风险,计划举办人可以任意提高计划风险,而不必担

心受到费率机制的惩罚;导致某些雇主或雇员丧失责任感,滋长其惰性,动辄依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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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计划举办人和普通纳税人的付出;而那些经营良好、风险较低的企业却需要为别人

的失败或道德风险承担责任,无辜地承受越来越沉重的保险费负担。

不仅如此,强制所有计划举办人参加担保项目会阻碍企业及其养老金计划的发

展,长期内并不利于保护雇员的养老金。一方面,私人养老金既然是自愿性的,政府

既不能强制规定企业必须提供养老金,也不能规定雇主应提供多高的待遇水平,如果

政府干预造成企业举办养老金的成本加重,雇主可以终止计划或降低待遇,其结果反

而使得工人失去养老金收入。另一方面,担保项目必须要求雇主承担责任,导致企业

负担沉重、竞争力下降,工人就业和养老金均面临危险。例如庞大的养老金债务导致

美国3个老牌汽车公司信用等级大大下降,其发行的债券被评为垃圾债券,已不具备

任何投资价值,在新兴的日本汽车同行面前日益丧失竞争优势,陷入破产重组的境

地。栙

(三)产业工会拥有的不正当特权

民主党采纳汽车工会的养老金担保项目是基于其幼稚的民权观念,即认为每个

工人都享有某种天赋的自然权利去获得一个确定的退休保障。然而,使用国家权力

和公共资源对工人提供稳定的养老金担保,就成为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享有的特权,因

为从中受益的主要是这部分有谈判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权势工人集团。产业工会一味

地只顾捍卫其特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放弃其特殊保障地位,而不惜牺牲雇主、

其他劳动者和纳税人的利益。即便在投资者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或是国民经济衰退

导致普通劳动者陷入失业或收入锐减的情况下,产业工会仍然能够获得稳定的退休

收入来维持其舒适的生活水平,而不愿意与其他同胞有难同当、共渡难关。

尽管企业雇主有客观理由反对担保项目,但产业工会、劳工部及国会两院劳工委

并不顾及雇主的呼声,而是利用一些手段并借助民主党在国会的优势强行通过了担

保项目。虽然相对于受雇劳动者的数量来说,雇主只是公民中的少数群体,但多数人

由一种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影响选举和操纵立法,就导致少数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栚

此外,更多劳动者并不拥有雇主所提供的养老金计划或固定的退休待遇,他们不但没

有养老金担保,反而面临着为破产计划买单的潜在负担,其不安全感日益增加。正如

哈耶克(F.A.Hayek)所说,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方法来为部分人提供更充分的

保障,就会使另一些人陷入更加没有保障的困难处境,尤其是没有组织、没有政治影

响力的那部分人,从而导致更严重的不公平。栛于是,公共担保项目在对产业工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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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曹长青:《美国汽车被工会“灭暠了》,载《看》,2009年1月号。转引自网站 http://www.youpai.org/

read.php?id=2827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66页。
参见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20页。



供保障的同时,却使得广大普通纳税人面临的负担越重、危险越大,导致更严重的收

入和地位差距。

(四)担保项目立法反映国会代表性问题

产业工会和国会两院劳工委员会在私人养老金担保项目上采取的“捆绑式暠立法

策略反映了美国联邦国会立法中备受诟病的“政治分肥暠(pork灢barrel),指议员们为

了讨好各自选区选民而胁迫联邦政府给地方拨款资助的项目。这些反映地方或集团

狭隘利益的项目如果单独立项,肯定得不到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于是代表不同州选民

的议员之间展开讨价还价,大家把各自的项目塞进某一比较容易通过的议案使之获

得连带通过。在担保项目获得通过中发挥主要作用的3位议员哈特克、贾维茨和邓

特都是来自制造工业集中的东部地区,钢铁工人和汽车工人在其选民中占据重要分

量,钢铁工会和汽车工会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游说力最强的工会,其意见对

总统和国会选举都有着重大作用,这些议员在立法中自然关注如何满足这些工会的

利益。

民主政治的一个理想是公共政策应该为全体公民的最长远利益服务,但实际上

国会立法常常只反映少数人或群体的利益,即那些决定他们政治前途的选民群体或

利益集团。担保项目获得国会通过并不意味着它代表了多数的意见和利益,乃是国

会改革派利用民主制度中多数统治原则,通过不确切的统计数据并借助媒体渲染舆

论,制造了担保项目获得通过所需要的“多数同意暠。这正应验了美国建国之初制宪

者的担心:立法者们对各种各样狭隘的地方利益过于敏感,甚至仅仅成为他们所在地

方选民的代言人,导致各州选举出来的议员常常滥用立法权,使联邦国会政策出现

“少数化暠“地方化暠弊端,破坏了民主立法的公共利益目标。栙

黄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系2006级在读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

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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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
对跨国性美国研究的影响栙

简·德斯蒙德暋暋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暠这是孔子的一句名言,其大意是:当有朋友从远方来

的时候,不是令人快乐吗?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从远方来到这里结交新的朋友,不

是令人快乐吗?

今天,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汇聚一堂,为此要对各位表示感谢,欢迎你们。能够

在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同行面前做主席发言,我感到十分荣幸。我想利用这

个机会与大家进行一次严肃的对话。我认为,这个话题对于我们大家而言意义重大,

并且不乏挑战。我要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亚洲暠以及亚洲以外地区的学者

而言,身处在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如此强大、甚至是难以逾越的背景之下,他们所从

事的跨国性学术交流会受到何种影响?

一

首先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为什么决定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为什么决定同大家一道

思考这个问题。在筹划这次在中国召开的国际美国研究学会会议的时候,我(们)在

每个环节都曾遭遇到,或者说是引发了时而是隐性、时而是显性的划分行为,例如对

中国与非中国、“西方暠与“东方暠(本人在下文中还会提及这两个词)、欧洲/北美与亚

洲的地域范围划分问题。有时,这些概念上的划分只是名称上的差异;有时,这种划

分却具有其他的根源。我们是否能够对这种划分现象进行解析,以便理解得更清楚

栙 本文系作者在2009年12月于北京举行的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第四届世界大会上的发言,本刊发表时略有删

节。



呢?

我将举几个筹备过程中的例子来为我们在未来三天内将要讨论的问题提供一些

思想的框架。最后,我要呼吁大家采取行动,去抵制某些条条框框可能会对我们所造

成的限制,以免影响对未来的希望。然而,讨论这些话题并非易事。我充分认识到这

些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有时候,这些问题在政治上是比较敏感的。但是,我认为,

只要因此而有所收获,承担一些风险也是值得的。这次会议不仅会激励我们去应对

这些问题,而且也是一次机遇,让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共同讨论这些问题并

取得突破。

在探讨是否可以在中国举办这次会议的时候,我首次意识到东方主义/西方主义

的思维可能会成为问题。当时有几位来自欧洲和北美的同行惊讶地说:“没有人会参

加的!暠然后他们又抱怨说:“太远了!暠结果对于第一种担心的回应是:与会者虽然与

以前的会议———像在荷兰的莱顿、加拿大的渥太华和葡萄牙的里斯本召开的前三次

大会———有所不同,没有那么多来自欧洲和北美的同行,但仍然有很多人参加这次会

议。这次有许多中国学者与会,而参加前几次大会的中国学者却寥寥无几。对于第

二种忧虑——— “太远了!暠———我的回答同时也是问题:离哪里太远了?!

真正去中心化的世界 ——— 也许是一种想象,但却是必要的想象,因为我们所憧

憬的是全世界的学者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不会有预先设定的近与远,其

中的远近关系应该是复杂的。在这样的世界上,有多个中心、多个边缘,它们之间所

有的这种远近关系都是在不断变换的条件下,根据相互的关系计算出来的。譬如说,

我所说的“近处暠也许是你所说的“远处暠。我开展学术和日常活动的中心也许处于你

的活动中心的边缘。

这些担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的成立得益于一个与欧洲和北

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充满热忱的学者群体。学会创立之初,我们建立的关系都

是我们熟识、信赖的人。关于全球性学者组织的设想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一设想克

服了美国研究、拉美研究中的国家性格局,或者说是地区性格局。我们感谢首任主席

杰拉尔·卡迪尔(DjelalKadir)先生,以及到意大利的贝拉焦出席第一次大会并讨论

筹建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的同行们。他们把梦想变为了现实,从而使我们的讨论跨域

了多种界限,如国家、地区、南北半球、语言以及学科的界限。

然而,在亚洲举办我们的大会确实是一项新的挑战 ——— 我坚信这是一个正确

的决策,因为作为一个组织,国际美国研究学会正在逐渐壮大。但是,这在许多方面

让我们感到不舒服。首先,我们要说服参加前几届大会的同行们来参加这一届的大

会。这意味着,要计算从巴西到北京的飞机票价,并与从巴西飞往里斯本的票价做比

较;要计算从旧金山到北京的飞机票价,并与从旧金山到莱顿的票价相比;而且,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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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以上地区的学者们证明,虽然机票贵一些,但与前几届相比,这里的住宿费、餐饮

费、会务费要低得多。我要求助手在理事会召开之前寻找这方面的信息,以便我们能

够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可是,我明显感觉到,人们所感知到的并非是地理上的距

离,而是思想上的距离。为此付出时间和金钱是否“值得暠? 使这种距离感愈加强烈

的是,在欧洲和北美,并无多少人读过从事美洲问题研究的知名中国学者的著作。

2005年,在香港举行的由中美教育基金会(US灢ChinaEducationTrust)主办的中国

美国研究联络会(ChinaAmericanStudiesNetworkConference)上,资中筠教授曾就

知识流动的不平衡状态做出过这样的总结:“在对相互的研究和著作的熟悉程度上,

中美学者之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差距…… 我们的美国同行几乎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学

者所撰写的美国研究著作暠。栙

确定了会议地点之后,开始实施计划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中

国的办事方式和“国际的暠办事方式相关。当时,我们已经面临太多由于使用各种名

号所造成的思想及政治上的困境。对于我们来说,部分的挑战在于要理解隐含的思

想体系是如何影响到了大的观念,又如何影响到了更加细微的内容,以及实际表现。

比如说,我们所筹办的是邀请国际美国研究学会参加的中国会议,还是在中国举办的

国际美国研究学会会议? 组织会议的规范是要遵循中国的模式,还是另外一种模式

(我所说的“另外一种暠指的是国际美国研究学会在荷兰、加拿大和葡萄牙召开的前三

届大会的模式)? 膳食的准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8年5月,当我在北京外国

语大学为会议做筹备工作时,主办者曾经向我解释说,他们会为所有与会者提供膳食

保障,而餐费包含在会务费当中,因为这是中国学术界的惯例。在国际美国研究学会

所举办的往届大会中,与会者会自行负担餐费,并自行选择是否出现盛大的宴会。如

果与会者决定参加宴会,他的会务费数额就会增加;而不参加宴会,他的会务费用就

会减少。我们最后选择的是包括一切费用的会务费模式。

第二个差别是关于发言者的时间分配问题。这个问题看似很小,但也值得思考。

有人告诉我,在中国举行的会议上,发言时间一般都是30分钟,这样听众就不会感到

厌倦(我希望自己没有让大家感到厌倦)。但是,例如在美国,主题发言的时间一般至

少有40至50分钟,之后还会有深入的讨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感到乏味,还是

要待下去!)在此次会议上,我们只在全体会议的环节中遵循了美国的惯例。

贯穿着这些细小问题的主线就是,主办者与非主办者在处理事务方面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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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无论身处何地,都可能在不同的程度上遇到这样的现象。但是,我认为,这些现

象所隐含着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够确定,这次会议会成为一次中国的会议,或是一次

“西方的暠(我在此使用了一个隐含着最大危险的词汇)会议 …… 或者是兼具东西方

风格的会议———如果是这样,应该怎样调和。我还将谈到使用“东方暠和“西方暠这两

个概念的问题。请允许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来证明我们合作时所遭遇的挑战。

在对与会者提交的论文进行分组的时候,由来自印度、新西兰、土耳其和美国的

代表所组成的国际美国研究学会项目委员会代表收到了两份表格。这些表格是由李

期铿教授细心准备的,他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两份表格中,一份

是为“国际暠学者准备的,另一份是为中国学者准备的。第二份表格中的姓名是用汉

字书写的,而只有一位国际美国研究学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通晓汉语。国际美国研

究学会是一个应用多种语言的组织,我们的成员使用多种语言来交谈、写作和阅读,

但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是英语,或者应该说是世界各地的英语。在此,我想明确一点,

我并非要使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我只是注意到,在这个会议现场,与会成员所使

用的语言共有十余种,而英语是我们唯一共同的语言。

两份中英文论文提纲的汇总表切切实实地体现了内外有别的思维模式。在此,

我想指出的是,在这种思维模式存在的同时,我们在尝试着一道工作、一起思考、充分

信任对方,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最终努力从多种角度、多种学术立场来理解我们共

同的研究对象。在最近出版的《萨方迪:南非与美国研究》杂志上,我把这种观点称

作“多棱镜式的美国研究暠。栙

我认为,细致入微、切合实际,而又并不出乎意料的处理方法有益于本人今天所

要发起的规模更大、更加艰巨的学术事业。把世界分为两种模式的思想是由东方主

义和西方主义所造成并维系着的,我们是否仍然深受这些思维模式的约束和限制?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这些思维模式又将如何限制我们彼此之间,以及对彼此的学术成

果的期望,又将会如何制约我们在未来团结一心、创造新知识的理想?

二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东方主义暠和“西方主义暠的概念。虽然表面看来,这两种相

互补充的思维方式仅标示出两个地区,但这却把大部分的世界排除在了研究范围之

外。非洲大陆上国家、种族、语言众多,但这片大陆属于“东方暠还是“西方暠? 在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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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的中心地区被培养起来的精英已经成为了所谓的“世界主义暠的一部分,但那些

贫穷、教育水平低下的农村人口难道就不属于想象中的“西方暠吗? 拉丁美洲该属于

哪里呢? 当然不是东方(尽管在巴西和秘鲁,有大量的人口都有日本或中国血统),但

确切地讲也并非是“西方暠一词的通常所指。或者说,当地的城市知识分子和精英属

于“西方暠,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则不属于“西方暠?

“西方暠究竟指的是哪里? 从其所指意义而言,某些地区和人口无疑“属于暠这一

类别。如瑞典、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加拿大和美国(但美国的一些后殖民时期的领

地,如关岛,也许不属于西方?)……日益壮大的欧盟的所有成员国都属于西方? (那

么斯洛文尼亚呢? 波斯尼亚呢?)穆斯林是否属于这一虚构的“西方暠的一部分? 或

者,西方所暗指的是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世界? 南美洲是否属于“西方暠呢,比如乌拉

圭? 如果西方并非是一个地域,而是一种观念,那么东方又是怎样? 哪里是确实属于

东方的? 中国当然属于东方,还有日本(虽然日本是八国集团的成员)和东南亚。那

么,印度和伊朗是否属于东方呢? 俄罗斯的东部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是否属于东方?

阿留申群岛以及当地居民是否属于东方? 塔斯马尼亚岛呢?

“东方暠和“西方暠是宽泛的概念划分。倘若着手搞清楚这两个词所指的是哪部分

人口、哪些区域,我们就会知道,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我们还会认识到,在

部分意义上,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就在于其模糊性。同时,这两个概念的“核心暠所指

总是由其模糊性所造成的。这样一来,世界就被分成了两半——— 但同时却有一大部

分世界因此而被忽略。我们新近使用的术语,如南半球国家(theGlobalSouth)和北

极圈周围的原住民因纽特人和萨米人,已经突破了以上两个概念的疆界。但在历史

和影响方面,新近出现的术语却不能和东方与西方这两个词语相提并论,因为这两个

概念是东西双“方暠在长期的建立殖民帝国的历史中所留下的遗产。

在其1978年出版的著作《东方主义》中,爱德华·萨义德明确而细致地向我们证

明,东方和西方是二元对立的。萨义德在其著作中深入剖析了长期以来由欧洲和欧

洲裔学者所描述“东方暠的特点,并由此证明,他们所描述的东方不是惹人喜爱的,就

是令人厌恶的,他们的判断都是武断的。栙在萨义德看来,“东方主义暠不仅仅描述了

欧洲学者对其所说的“东方暠地区的猜想。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而言,东方主义是几个

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一种认识(episteme)的整体。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东方主义:它

是一系列假设、事实、虚构和思想意识,它们构成了却又自称解释了一种学术和政治

的想象,在此所指的是对欧洲以外的某个地方的想象。

萨义德着重研究的是支撑欧洲对于“东方暠认识的信念,而他所重点关注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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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暠是中东(又一个问题多多的名词,因为这明显会引出一个问题,即中东是指“哪个

地区的中间地带暠?)中东是在什么的中间,是在谁的中间? 然而,萨义德也可以把其

他地区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如中国、印度和日本,这些地区对于欧洲的这种东方主

义的认识具有长期、丰富的影响,而且这些地区与中东地区对欧洲具有同等重要的影

响,甚至对于美国及广大美洲地区的东方主义的认识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对于这种认识,萨义德称之为“对于现实的政治性解读,而这种解读造成了熟悉

的一方(欧洲、‘西方暞、‘我们暞)与陌生的一方(东方、‘他们暞)之间的差异。暠栙这种“虚

构的地理暠栚制造并维系一种两个相互差别的世界,并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关系的

基石。栛虽然萨义德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的各种学术话语中,这种认识和假设

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他认为,现在仍然存在着一种势力强大的“隐伏的东方主

义暠。栜目前,在学术界内外,这种隐伏的东方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萨义德认为,几

个世纪以来,隐伏的东方主义的影响一直明显存在。在30年后,萨义德的论断是否

仍然正确、仍然具有意义呢?

用来描述神秘“东方暠的特点有:“东方暠据说是原始、幼稚、非理性、混乱、神秘、落

后、奇怪和暴虐的。另一方面,对于东方的典型描写还有:感性 、性感、智慧(正如“东

方智慧暠的观念),而且东方也是超越想象的古老之地。东方是美、欲望和智慧的源

泉,但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论断中,东方和东方民族并不值得信赖。在信仰和习俗方

面,他们与在东方“以外暠的地区为之著书立说的人截然不同。东方人总是沉浸在或

是辉煌、或是耻辱的过去之中。

不言而喻,东方主义的观点也描绘、创建了一种对于非东方的“西方暠的理解方

式。东方主义的观点所指出的某些特点暗示着,被称为“西方暠的神秘之地与东方恰

恰相反:它是理性、现代、直截了当、值得信任的,还拥有透明、公正的法制体系。只要

稍加思考就可以知道,这些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些观点没有在发

挥作用呢?

这些观点当然仍然存在,只是现在不那么明显,而是更加隐晦了,而且是以一种

自我认知的形式存在着。每当我们以主体的身份提及“东方暠或“西方暠,我们都会通

过一些假设——— 以及认识 ———来讲话。

如果像萨义德所说,我们仍然相信东方主义,那么西方主义又怎样了呢? 目前,

对立场的界定愈加复杂了。如上所述,所谓的“东方暠的特点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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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负面的:神秘可能是正面的 ——— 令人着迷,超凡脱俗;也可能是负面的 ———不可

了解、不可预测,因此也不值得信赖。虚构中的“西方暠也同样具有正面和负面的特

点,因为西方可能被看作是现代而富有的,或者被看作是恃强凌弱、贪得无厌、道德沦

丧、专横傲慢的。是可爱的,还是可鄙的,这取决于发言者的身份、发言的目的,当然

也取决于比较的基础。

与东方主义相伴而生的是西方主义,陈小媚在其著作《西方主义:后毛泽东时代

的中国的反话语理论》中对西方主义进行了探讨。栙陈小媚认为,作为内涵丰富的认

识型,虽然“西方主义暠与东方主义形成对照,虽然西方主义强调了东方主义所忽视的

内容 ———但西方主义可用于完全不同的目的。正如东方主义的概念一样,西方主义

可以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来批评欧美的势力,或者被反对者用来批判“东方暠。例如,某

些政府或团体可能会对他们眼中的“西化暠现象进行批判,因为这会导致不道德的世

俗化,或是强取豪夺的资本主义。但是,西方主义一词也可以用来描述一种渴望,即

对那个想象中的“西方暠之特征的渴望,而这些特征与当地的本土“东方暠特征是如此

不同。在某些国家,开展“西方化暠的号召可能会被用来促进民主政府体制的形成。

或者,如果使用“西方暠一词的说话人来自与虚构“西方暠相联系的地区,它就会是一种

自我认可的话语。例如,有人可能会说:“作为西方人,我一直认为……暠

在“西方暠,也可以见到对“东方主义暠的类似用法。在此情况下,既定的差别可能

会被用来支持当权的一方———通过与“东方暠的情形相对照而褒扬西方主义。反过

来,也可以用与虚构的“东方暠相联系的价值观来批判主流的思想、哲学和艺术实践。

在美国历史上的多个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东

方智慧暠在嬉皮士的印度印花床罩上得到了体现,受到了诸如约翰·凯奇等著名实验

艺术家的欢迎,在罗伯特·波西格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等著作的推动下普及开

来。当然,波西格的书更多是与哲学相关,而与摩托车并无太大关联。以上列举的只

是美国流行文化中的几个例子。

三

这些认识普及面广,而且影响巨大,作为学者的我们是否会免受其影响呢? 许多

观点促成了这些认识的形成,而只要接受这些观点,我们就会站在西方人或东方人的

主体立场之上,那么我们是否会免受这些观点的影响呢? 我们的东方化或西方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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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是自发的吗? 既然这类话语影响力巨大、影响面广,如果我们能免受其影响,那

着实令人称奇。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到这些话语的功能? 它们对于我们的学术交流和

研究会产生何种不利的影响? 首先,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些话语,更加全面地

掌握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赖以依存的文化互动工具。下面,我想着重谈一谈这些问

题与中国的关系。

在美国,阿里夫·德利克是研究中国史的专家。1996年他撰写了一篇十分具有

说服力的论文,题为《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在文章中,德利克从元历史的角度

对东方主义进行了考量。栙他认为,虽然东方主义属于欧洲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部分,

但也应该被看作是亚洲的现代性问题中的一个部分,而这在部分上是由亚欧知识分

子在“接触区域暠(ContactZone)栚的活动造成的。

德利克对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虽然彼此的影响并不对等,但

他认为:“如果说在19世纪初,东方主义已经成为了‘西方暞思想的一部分,那么‘西

方暞的影响也包括欧洲对于东方的认识给亚洲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暠栛在论及最近的

一段时期时,德利克指出:“正是在20世纪,欧美的东方主义观点和方法成为了中国

自身形象塑造和中国理解历史的一个明显的因素。民族主义的崛起促成了这个过

程。暠栜德利克认为,东方主义具有化约的性质,它类似于民族主义运动中经常采用的

对于文化复杂性和文化冲突的化约方式,因此他进一步指出:“民族主义类似于文化

主义层面的东方主义,而目前这表现在民族的层面。暠栞

如果民族主义的话语经常是通过一个区别于其他民族(“我们暠区别于“他们暠)的

自我主张实现同质化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产生于欧洲的“东方主义暠的认识

如何会在中国等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这正如“西方暠的观念

被用于美国民族主义的话语之中,从而把美国描述成所谓的“西方化的现代性暠的顶

峰。对于自我的定义就是非他者。同样,在民族的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区

分和比较的过程,这是构建文化独特性的话语的一部分;它被用于塑造民族身份的过

程之中,而这经常掩盖了各个次民族团体的变化、交流和区别的历史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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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的情形又怎样呢? 德利克进一步指出,“(目前)发生了改变的不是东

方主义的消亡,而是中国与欧美栙之间的权力关系。暠栚换言之,“新中国暠的崛起———

经济、军事、政治实力急剧增强的当今中国大陆 ———并不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的东

方主义思想将会在“西方暠或“东方暠终结,而是意味着东西方的重新建构和格局分配。

例如,德利克认为新儒学“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暠具有积极意义。栛当然,要对这个重

新建构的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需要中国问题专家的专业知识,我本人并不在

行。我在此所举的例子只是需要继续研究的众多问题之一。在此,我要指出的是,东

方主义的思想在欧洲和美洲也同样没有消逝,而是正在重新抬头;这也是需要我们分

析和记录的问题,因为“新中国暠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

2008年奥运会盛大的开幕式所展现的一样,中国已经重新“登上了舞台暠。同样,外

界对于“中国暠和新“东方暠的理解也有待于改变。

德利克认为,东方主义在中国并不是被否定,而是被重建;本人认为,即使面对着

当前的新格局,“东方主义暠和“西方主义暠的认识仍然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如果以上

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意味着我们面临艰巨的任务。作为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者(其人

数约占此次世界大会与会者总数的一半),以及中国以外地区的美国问题研究者(人

数占此次大会与会者总数的另一半),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会影响我们

对于对方研究成果的评价。在我们的会议中一定会存在着多种学术传统。例如在我

们定义何为“好暠观点,何为学术“论据暠,以及何为合适的研究问题时,这些学术传统

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些学术常规并非个人的选择,而是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各

种学术环境的明确或隐含的假设。因此,正如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rdieu)可能会提醒我们的一样,这些学术常规在我们自己的工作风格中、在我们用

来分析评价学术成果的标准之中已经成为了“信念暠(doxa)。

1997年,在德利克的论文面世一年后,清华大学英语教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王宁也对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栜王宁指出,虽然中

国并非是萨义德东方主义思想的重心所在,但是长期以来,西方主义在中国的反帝运

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王宁认为,不断地建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无论“西

方暠被视为主宰者还是被主宰者)所造成的是一个没有胜者的局面。他提出了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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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除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以外,难道没有其他出路了吗?暠栙王宁对东

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话语进行了对比。他认为,西方主义“就其对于学术的影响和表

现程度来讲,并非像东方主义一样成熟暠。他认为,西方主义更类似于一种反应———

“是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话语策略暠。栚无论其来源与历史如何,我认为西方主义

与东方主义同样可能会令人裹足不前。王宁告诫我们说,西方主义的持续存在可能

会“不利于我们与西方和国际学术界的文化沟通和学术交流 ……既然(西方主义)在

当今的中国及其他一些东方国家仍然存在 ……这就值得研究和分析。暠栛王宁在10
年以前这样告诫我们,那么我们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局面是否发生了根本

的改变?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何种策略会有助于我们改变这种局面?

2008年,在德利克1996年所提出的观点的基础上,朱耀伟在其论文《中国身份

的重要性:全球现代性时代中的东方主义重塑》中再次探讨了这些问题。栜在分析全

球新世纪中的“中国形象暠问题时,他首先否定了中国形象的“真暠、“伪暠概念。他着重

分析的是大众传媒中的中国形象,特别是由中国大众传媒塑造的但却在中国以外地

区传播着的中国形象。朱耀伟观点的细节及他所探讨的大众传媒的背景并非不属于

今天讨论的范围。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样一个重要问题 ———在东方主义和西方主

义的重塑时期,何为“中国暠一词的内容和所指? 同时,我想从反方向来表述这个问

题,在这个时期里,“何种内容和所指是非中国的暠?

在我看来,我们的部分挑战在于:我们的教育方式、引证体例 、分析过程,以及阅

读书目会构成框架,在我们思考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亟待展开的研究、合理的论证方

式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时,这些框架会影响到我们。而我们的学术研究就在这样的框

架下进行,在我们对于知识生产的政治历史认识的基础上展开。要具有开放的眼光,

努力理解不同于我们(无论“我们暠所指的是谁)自身背景的复杂的学术研究认识和历

史。要创建一个布莱恩·特纳(BryanTurner)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接触区域,要拥有

共同研究对象,要拥有并不完全相同、部分重合而又部分矛盾的生产模式的框架

———在此所指的是知识生产模式的框架。栞

我们在座的许多人来自不同的学术团体,却在今天汇聚一堂。我们跨越了学科

的界限,我们用不同的语言进行工作,我们与国外的同行进行合作,我们从国外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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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lismversusOccidentalism?暠p.64.
“OrientalismversusOccidentalism?暠p.66.
“OrientalismversusOccidentalism?暠p.66.
Chu,Yiu灢Wai,“TheImportanceofBeingChinese:OrientalismReconfiguredintheAgeofGlobalModerni灢
ty,暠Boundary2,Vol.35,No.2(Summer,2008),pp.183~206.
BryanTurner,“EdwardW.Said:OvercomingOrientalism,暠Theory,CultureandSociety,Vol.21,No.1
(2004),pp.173~177.



学位,我们在国外以客座身份授课,我们在本国或本地区以外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然

而,尽管如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每天都活动于某一个知识团体之内,这个知识团体

对我们形成了最大的影响。就我本人而言,我归属的学术团体、著作出版地点及著作

规范、全部的学位、大部分的职位都属于美国,我也在美国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时光。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进行这种分析。我们每个人都被自己的背景所影响,因为

正如后结构主义者所明确指出来的一样,知识总是被从某处创造出来的。我要补充

的是,这些创造知识的所在源远流长,并具有政治的框架,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学术

行为。当然,我们对此都了然于心。但是,在未来三天的讨论中,我希望大家能够对

以上的认识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此,我呼吁大家能够倾听英国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的呼唤,追随爱德华·萨

义德的脚步,去努力挣脱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束缚。萨义德鼓励我们要努力实现

“一种关怀世界的伦理体系暠(“anethicofcosmopolitancare暠)。栙很多批评家都在探

讨萨义德对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这两种对抗性范式的存在与运作的强调,却很少有

人注意到萨义德对此加以强调的目的,而这一目的在萨义德的晚期著作中有所阐述。

正如特纳所指出的:“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应该坚持世界主义,因为在全球

化、文化杂合,以及多元文化主义对于传统东方主义日程进行重写的政治背景下,世

界主义已成为学者的世界观。暠栚

但是我想补充的是,秉持世界主义的人所面对的并非是不受政治影响的乌托邦,

他们个人也并不能自由地跨越任何疆界。我并不否认过去与现在的人之间存在着重

大的差别,我们作为不同团体的成员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各种哲学传统和

知识传统之间都存在着差别。这些传统是由不尽相同的政治历史所造就的。在不同

的学科中都存在着不同的经典,也有许多反经典的活动。然而,无论是以含蓄或是以

明确的方式提出“西方暠和“东方暠的观念,事实上都在维护笼统的论断,掩盖和抹杀特

殊性。作为学者,我们需要避免这种笼统的论断,除非是在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中,我

们以自省的方式把这种笼统的论断作为研究的对象。

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可以跨越学科、语言、民族和认识论的疆界,寻求和展开对双

方都具有挑战性的对话、辩论和争论,还可以同时对这种局面的影响进行研究。我们

的研究在当前的物质、政治格局下展开———从 H1N1流感的爆发,到关塔那摩监狱

的囚犯,到仍在持续的中东地区的战争,这些只是我们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中的几个

而已。我们有幸可以成为临时的移民,但这并非出于经济、人权或政治的原因,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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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逃避某种局面而发生的迁移,而是要在相互改变、相互挑战的合作式知识创造过

程中真诚合作、迎接挑战。萨义德所提出的“关照暠伦理观及其所暗含的尊重,标志着

为促成这种相互关系所需要的元素。

学术会议实质体现的是这样一种学术氛围,要进行争论,要交换观点,而不只是

交换名片,当然最好还能够创造新的知识。这次大会成功举办并非易事。事实上,这

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相信,在某些时候,来自多个国家的大会组委会的所有成员

都希望能够少一些繁琐、少一些差异,少一些挑战、多一些共同的设想。但是,作为一

个真正在实现全球化的组织,我们必须采取切实的行动。有时,我们的路途不免坎

坷,也许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断崖,甚至遇到巨石挡道。但是,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的挑

战和宗旨正在于此。

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的组织形式为知识分子积极地创建了一个“接触地带暠。实际

上,在我们聚集到一起时,我们所代表的并不是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学术团体,也不是

各自的大学。我们是以个人的身份选择了在一个共同的以多样性为特点的地带,以

专业的态度进行互动。感谢大家参与这个真正的共同的事业。我们能够在此会聚一

堂,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因此,我希望大家在未来的三天里能够聚精会神…… 要运用杜波依斯(Du

Bois)所谈到过的那种双重视角,既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交流之中,同时又能够站在交

流过程之外,观察交流过程 ——— 留心我们自己会在什么时候就何为好的学术观点、

何为有趣的学术问题,以及何为需要了解的内容做出最明确的判断,并且能够尽量发

现,如果——— 这只是假设———我们对对方的预期或者我们与对方的接触被东方主义

和西方主义的双重势力所影响,这又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这些思想似乎削弱了我们

相互的理解,或是限制了我们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那么应该暂时后退一步,暂时抛

弃东方和西方的观念———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我们一道争论、研讨、评估和分

析的过程中,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论调一定会出现。我希望我们的学术交流能够

像今晚的盛宴一样令人满意。我们在这里的交流会开创很多的可能性,我希望大家

能够在这些可能性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便使接触地带在大会结束之后仍然长期存

在。

(王红欣译 金莉校)

简·德斯蒙德(JaneC.Desmond):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与性别/妇女研究

教授、国际美国研究学会主席、美国研究国际论坛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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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 栙

赵可金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美国政治是美国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美国学界关于美国政治

的研究汗牛充栋。根据对美国政治性质的不同界定,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形成了

地区主义、阶级冲突、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和共识主义等五个主流研究范式。同时,美国

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也受到了社会方法论发展的深刻影响。在历史上,美国学界对美

国政治的研究分别受到了德国国家学派、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革命

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美国政治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关键词:美国政治 美国学界 方法论 政治学

在美国大学里,美国政治(AmericanPolitics)与比较政治(ComparativePoli灢
tics)、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Relations)和政治理论(PoliticalTheory)一起作为政

治科学(PoliticalScience)的二级学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治学先后掀

起了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等几次高潮,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在学

界已经卷轶浩繁,蔚为大观,美国政治成为政治科学学科中发育最完善、成果最丰厚

和研究队伍最庞大的学科。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研究成果,不

是聚焦于美国政治体系的研究,就是以美国政治为参照物,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美国

政治研究的影响。因此,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是把握美国政治学界学术方向及理解

其他亚学科的必经之路。

一暋学术范式:美国政治研究的视角问题

在学术界,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阐释美国政治的逻辑,通常把一些复杂的情况进行

栙 本文是复旦大学“985暠工程二期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美国政治的理论研究暠课题成果

的一部分。



归类合并,概括为可辨识的理论模式以凝聚学术社群的共识,集中研究该政治体系某

一侧面或某一领域问题。学术界通常将此种方法论称为研究范式(paradigm)或研究

路径(approach)。栙

一是地区主义理论路径。

法国年鉴史学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认为,地域竞

争的基轴是历史的深层结构之一,大多数社会制度(如政党体制、意识形态)正是建立

在这种竞争基础之上的。栚美国是一个移民垦殖社会,偏重于强调地方性忠诚的联系

方式,这一特征使得地区主义成为许多学者考察美国政治的理论路径。

地区主义范式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丹尼尔·埃拉扎(DanielJ.Elazar)、弗里德里

克·J.特纳(FredrickJ.Turner)、埃拉·沙甘斯基(IraSharkansky)等。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特纳,他被视为是与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A.Beard)齐名的20世

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的代表作《美国历史上边疆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oftheFrontierinAmericanHistory)一书关于边疆对美国人性格的

研究影响了数以千计历史学家的看法,特别是它作为社会力量构成的地域主义(sec灢
tionalism)模型,使历史学家具备了使用社会历史分析所有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基

础的工具。栛在研究中,特纳认为美国精神和成功的关键直接取决于西进运动,随着

西进运动的结束,地域主义(sectionalism)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在他看

来,地域主义是指一国领土范围内某一部分由于地理和社会等方面的同质性,使人们

对待属本地域的利益、理想和习惯有着明确意识,并将之与人们对其他地域的意识明

确区别开来。栜

在区域主义路径看来,美国政治的成长史也是一部区域主义发展史,直到内战之

前,区域主义对美国政治的解释力仍然很大。美国最初脱胎于东北部的13个殖民

地,1797年通过的宪法就是北部和南部讨价还价的结果。随着西部殖民地的开发,

美国的区域冲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东北部、南部和西部三个区域之间的矛

盾。其中,东北部以梅森-迪克逊线为界,包括宾西法尼亚和新英格兰地区;南部包

括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肯塔基、密苏里州以南地区;西部地区则包括俄亥俄、印

第安那、伊利诺伊及大湖地区以西诸州。三个区域之间的冲突模式主要表现为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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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FrederickJacksonTurner,TheSignificanceoftheFrontierinAmericanHistory,ReportoftheAmerican
HistoricalAssociation,1893,pp.199~227.
FrederickJacksonTurner,“SectionsandNations,暠inFrontierandSection敽SelectedEssaysofFrederick
JacksonTurner (Prentice灢Hall,Inc.,1961),pp.136~137.



部和南部之间为争夺在西部的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斗争,而西部则成为了其他两个地

域的“平衡器暠。栙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区域政治基本上都可以用这个模式解释。

20世纪以来,南部和西部新兴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大量增加,改变了美国的政治

版图。北方的制造业由于生产成本提高和设备陈旧等原因失去了竞争力,汽车、钢
铁、电子和其他重工业南移,南部和西部的石油化工、食品加工、精密仪器、航空科技

等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阳光地带暠和“北方佬暠之间的矛盾,成为美国区域政治的一

个线索。栚但是,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美国卷入世界后政治全国化的趋势加

强,地区主义的影响力下降。尤其是经济大萧条和危机的出现,地方性利益内部的矛

盾在上升,肢解了凝聚地区民众的政治认同纽带。区域主义路径对美国政治的解释

力在下降。尽管如此,地区主义政治在总统大选的研究中仍然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二是阶级冲突理论路径。

随着区域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下降,阶级分化的理论变得比较重要了。

尽管美国并不具备社会主义发展的土壤,栛但阶级冲突分析也是研究美国政治不可

忽视的一个范式。该理论强调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将社会的阶级结构看作是美国政

治的决定因素,认为政治忠诚实质上是社会阶级的问题,美国政治就是美国社会少数

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围绕财富和权力的斗争。

在美国学术界,持这一理论路径的代表人物有弗农 · 帕灵顿(VernonPar灢
rington)、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A.Beard)等。20世纪初,进步党人弗农·帕

灵顿认为,“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划分为两大党派,一方是现在贵族(教士、士绅、商人、

蓄奴者、厂主)的政党,另一方是平民(农夫、村民、小贩、工人、无产者)的政党。一方

坚持要制约、限制大众的权力,使政府控制在少数人手中,以便谋求特殊利益;另一方

则寻求扩展大众的权力,使政府更能代表大多数人,促进民主的理想而非共和的理

想。暠栜帕灵顿的理论基本点是先强调经济利益的重要性,然后强调美国历史的作用,

把美国历史看作是少数人和多数人的斗争,或者好人与坏人的博弈游戏。正如路易

斯·哈茨(LouisHartz)批评进步党人所说的,“进步学派总要使一个美国英雄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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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的美国坏蛋搏斗,那是一个杰斐逊对每一个汉密尔顿的斗争。暠栙阶级冲突路

径解释的美国政治就是一个英雄和一个坏蛋的搏斗。

查尔斯·A.比尔德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美国史学的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

在对制定宪法和南北战争问题的研究中引入了追求经济利益私有化和经济冲突的分

析路径。1913年出版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就是他运用“经济决定论暠解释美国历

史的权威性著作。在书中,比尔德强调东北部的工业集团、中西部的农业集团和南部

的种植园主集团之间的长期冲突是南北战争的根源;他认为宪法是种植园主制定的

文件,法律和意识形态不过是经济利益的产品而已。栚在比尔德看来,美国政治归根

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都可以从经济冲突中得到解释。当然,与马克思主义的路

径不同,比尔德在强调经济基础的同时,否定政治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力。

比尔德的思想对美国学术界影响很大。20世纪以来,美国政治中的政治行为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用阶级冲突理论来解释,蓝领工人投票支持民主党,白领工人和上层

阶级投票支持共和党,此种选民结构令阶级冲突理论家兴奋不已。栛当然,安格斯·

坎贝尔(AngusCampbell)对此提出了质疑,他在《美国选民》一书中发现,超过1/3
的美国人“意识不到暠自己的阶级地位,在全国人口中只有相当有限的非常有经验的

人的社会阶级意识才对政治取向产生作用。栜因此,要特别注意不能将阶级冲突模式

无限扩大,在具体问题上,要将阶级分析和地区主义、多元主义等路径结合起来进行

研究。

三是多元主义理论路径。

美国是一个利益集团政治的国家。在建国之初,制宪先贤詹姆斯·麦迪逊

(James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就分析了“党争暠的问题。他认为,党争

“植根于人性之中暠,“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

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暠栞为此,麦迪逊主张以共和政

体原则提供的结构性保护来解决党争的弊端,美国政治的核心在麦迪逊那里也就转

变为实现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和消除派别祸患的张力。此后,美国的约翰·C.卡尔霍

恩(JohnC.Calhoun)、法国的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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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政治给予了肯定。

20世纪以后,利益集团政治在美国政治学界逐渐形成为一条重要理论路径,主

要代表人物有阿瑟·F.本特利(ArthurF.Bently)、戴维·B.杜鲁门(DavidB.Tru灢
man)、V.O.基(V.O.Key)、厄尔·拉瑟姆(EarlLatham)、罗伯特·A.达尔

(RobertA.Dahl)等。该理论路径认为,美国政治不过是集团活动及其相互影响不

断发生变化的表现形式而已,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纵横捭阖,任何集团都不能占据

支配地位。在这种政治生态格局下,美国政治的目标就是担任集团竞争的“裁判暠,像

裁判员那样处理集团之间的纷争,引导他们讨价还价达成妥协。

阿瑟·本特利是用利益集团范式解释美国政治的第一人。他在1908年出版的

《政府之过程》(TheProcessofGovernment)一书中认为,利益集团是政治的原材料,

社会是利益集团复杂的组合,政治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公共领域的一切方面比如

法律过程、政党、公共舆论乃至政府本身都是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结果。栙显然,在本

特利看来,利益集团的核心意义是活动和利益,更加强调动态的行为和精神的力量,

没有对那些稳定性的力量给予必要的强调。这一点在杜鲁门以及后来的学者那里得

到了补正。

戴维·杜鲁门是关于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的最权威的学者,在1951年出版的

《政府过程》一书中,杜鲁门把利益集团看作是观察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出发点,认

为美国政治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和讨价还价的复杂结合物,利益集团是调整集

团内部成员间关系和调整集团之间关系的工具,特别是在面临社会挑战时,潜在的利

益集团也会组织起来,通过积极参与政治过程而影响政治行为,因此利益集团是民主

的基础。栚相比之下,杜鲁门更强调利益集团的正式组织,注重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

响,但忽视了没有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

多元主义理论路径就是在本特利和杜鲁门的利益集团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这一派别认为政治是由多元利益集团构成的。比如 V.O.基认为,理解美国政治必

须了解主要的利益及它们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政治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是实

现合理的集团目标,协调集团冲突。政治权利的分配和政策结构取决于竞争利益的

不稳定的平衡。栛罗伯特·达尔更是强调权利分散于不同的政治利益之中,规范的美

国政治过程是人口中有很高几率的积极合法集团使得它们的声音能够在决策的关键

·79·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

栙

栚

栛

ArthurF.Bentley,TheProcessofGovernment敽AStudyofSocialPressures(Cambridge,Mass.:Har灢
vardUniversityPress,1967),p.211.
暡美暢戴维·杜鲁门著:《政府过程》(陈尧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V.O.Key,PoliticalPartiesandPressureGroups(NewYork:ThomasY.CrowellCompany,1964),pp.
17~20.



阶段被听见。栙总之,多元主义理论路径过分重视利益集团的动态平衡的作用,忽视

了少数上层阶级具有更大影响力的事实。

四是精英主义理论路径。

多元主义理论忽视精英在设置政治议程上的作用。在多元主义理论盛行的年

代,许多学者都指出美国政治权力的分散并非像达尔等人所说的那样均匀分散,政策

议程更多被由少数精英组成的一个“副政府暠(sub灢government)或者“铁三角暠(Iron

Triangle)所垄断,广大消费者、纳税人或者大众作为“默默无闻的大多数暠无法反映

其利益。栚总之,精英主义理论是与多元主义理论相对立的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有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E.E.
谢茨施奈德(E .E.Schattschneider)、查尔斯 · 赖特 · 米尔斯 (Charles Wright

Mills)、西奥多·J.路威(TheodoreJ.Lowi)、托马斯·R.戴伊(ThomasR.Dye)、

威廉·多姆霍夫(WilliamDomhoff)、曼瑟尔·奥尔森(MancurLloydOlson,Jr,)、

罗伯特·H.索尔兹伯里(RobertH.Salisbury)等。该理论认为,美国由各种最有权

势的精英人物统治,这些人在全国人口中控制着经济和政府关键部门的集团权力和

财富,其中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军方领导人及军工复合体,成为在幕后统治美国

的集团,美国政治成为一小群精英人物秘密操纵的阴谋。精英主义理论是多元理论

的发展,认为统治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政治进程。

E.E.谢茨施奈德(E.E.Schattschneider)是第一个对多元主义理论提出批评

的政治学家,在《政党政府》(PartyGovernment)和《半主权的人民》(TheSemi灢Sov灢

ereigntyPeople)两部著作中,谢茨施奈德认为,多元主义将大众排除在代表制之外,

“多元主义天国的缺陷在于天国的合唱团唱的是很强的上层阶级声音,大约90%的

人不能进入压力集团政治中去。暠栛在他看来,利益集团很容易导致政治私有化,只有

使政治冲突社会化、公开化的政党才能保持政治平衡,实现政治民主,才能寻求代表

社会的利益。栜因此,谢茨施奈德认为,惟有政党政府才是美国政治的根本保障。

谢茨施奈德指出了政党在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地位,但没有准确说明究竟哪些人

对于政治事务发挥决定性作用。C.赖特·米尔斯(C.WrightMills)、格兰特·麦肯

奈尔(GrantMcConnell)、威廉·多姆霍夫、托马斯·戴伊则直接指出精英决定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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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治。米尔斯在1956年出版的《权力精英》一书中认为,在一个自视为最民主的国

家中,真正统治美国的并不是罗伯特·达尔所说的“竞争的多元团体暠,而是由大公司

精英、政治精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军事精英联合组成的小的精英集团,小的

精英集团事实上控制着美国的真正权力,上层人士居于社会制度的主导地位。栙威

廉·多姆霍夫在《谁统治美国?》中强调私人经济精英的权力。他认为,美国的上层阶

级占美国人口总数不到1%,但几乎垄断了美国的一切权力。栚格兰特·麦肯奈尔则

认为,私人协会控制着政治权力,渗透于当代美国社会,控制着政府,形成了国家权力

的重组和再分配。栛托马斯·戴伊在详细分析了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各个方

面,包括宪法、权力结构、新闻媒体、总统、国会、选举、政党、利益集团、法院、政府机构

及抗议运动之后,得出结论:美国社会大体上分为实行统治的少数人阶级和被统治的

多数人阶级,少数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并不代表被统治的多数人,统治美国的总是杰

出人物而非群众,美国由5000名大亨统治着。栜另外,西奥多·路威的“副政府暠理
论、曼库尔·奥尔森的“副产品暠理论及罗伯特·索尔兹伯里的“政治企业家交换暠理
论都强调了精英主义范式的解释力。

精英往往身处美国政治的前台,对美国政治有着直接的影响力。精英主义范式

揭示了美国分散的政治制度背后隐含的精英政治,使之一度成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

理论,甚至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都在精英主义的批评下放弃了原来的观点。

然而,精英主义过分强调精英的角色意义,忽视精英产生的社会土壤,更无法区分精

英影响和利益集团影响,再加上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兴起,议题领域之间的交织态势明

显,特定领域中的精英力量衰退,后多元主义逐渐取代了精英主义,成为学界关注的

焦点。比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D.Krasner)在1978年出版的《捍卫国家利

益》一书中认为,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务院常常是自主地保卫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面

对利益集团的压力。栞耶鲁大学的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Skowronek)在

1982年出版的《建立一个新美国》一书中得出结论认为,职业化的军官、公务员、独立

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竭力避免受压力政治和赞助人的控制,政府的自主性、职业性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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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化趋势大大加强。栙在后多元主义路径中,精英的能量被融化在相互交错的政策网

络之中,政策网络分析成为美国政治分析的一个方向,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相

互呼应。

五是共识理论路径。

在理解美国政治的范式中,还有一个范式聚焦于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研

究上,被称之为“共识理论暠路径。与其他理论路径不同,“共识理论暠强调理解美国政

治的关键不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也不是众多利益集团的竞争,而是具有自由主义共识

的中产阶级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美国政治变革是在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不同派别互

动中前进的。“共识理论暠的代表人物有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路易斯·哈茨

(LouisHartz)、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丹尼尔·布尔斯廷(Dan灢
ielJ.Boorstin)、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丹尼尔·贝尔

(DanielBell)、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戴维·波特(DavidPotter)等。

该理论认为,由于美国没有经历封建主义,土地广袤,劳动力稀缺,民众广泛认同洛克

式的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在这个共识范围内,政治冲突比起人格和经济争端相对

要小。因此,美国政治的争论不过是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缺少封建贵族

集团,也缺乏无产阶级的土壤。

路易斯·哈茨是“共识理论暠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他在1955年出版的《美

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书中,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考察了源于欧洲并在美国普遍化

的美国自由主义共识,亦即信仰个体自由、平等和资本主义,以及认为个人成败取决

于自身的努力和能力。哈茨认为,美国历史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美国政

治的同质性决定了美国走的是一条“美国道路暠,坚持单纯追求物质上的幸福,难以接

受各种外来主义,不受阶级意识和阶级对抗的束缚,因此既没有发展成贵族社会,也

没有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一种势不可挡的和绝对的自由主义信

仰。暠栚因此,哈茨认为,美国政治的最大危险在于它无意识中潜伏着的共识容易导致

一种无法控制的政治偏执情绪。美国历史上出现的孤立主义、麦卡锡主义和反恐综

合症,都是此种政治偏执情绪的症候。

哈茨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一大批政治思想史学家对哈茨的观点表

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

《意识形态终结》等书中认为,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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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曾把文化与经济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已经散解,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享乐主义已经成

为我们社会的主导价值观,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统一性的政治:个人主义的精神气

质,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资产阶级功利观和现实主义的文化,以及追求社会地位、滞

后享受的性格结构等。栙和丹尼尔·贝尔类似,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也强调美国上

层阶级的自由主义共识,帕森斯则看重对共同价值的意见一致对美国社会秩序的凝

聚作用。栚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的自由主义共识体现在对国内事务的新政共识和关

于对外事务的冷战共识上。尽管随着冷战后新保守主义的崛起而饱受冲击,但自由

主义共识的基础还没有被完全破坏。

二暋科学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国政治的形式———制度分析

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研究异军突起。美国政治科学发端于约翰·W.柏吉

斯(JohnW.Burgess)于188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的政治科学院(SchoolofPolit灢
icalScience)。栛此前的美国政治学研究基本上是欧洲风格的,受到德国国家学派的

深刻影响,热衷于运用先验的设定、精确的概念、翔实的材料和严格的逻辑进行系统

研究。然而,19世纪后半期,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工业的飞速发展,自然科学

的方法受到了社会科学家的重视。柏吉斯十分赞赏科学主义,他认为完全可以运用

自然科学中已经取得的成功方法研究政治现象,认为用精细的历史-比较分析取代

传统政治学的演绎法,就可以揭示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则。他在《政治学与比较宪法》

一书中提出用政治共同体、制度和权力的运用这三个基本概念可以分析任何政体。

柏吉斯注重正式的文献记录,比较不同政治体的差异,开创了“新政治学暠的“科学主

义暠道路。除了柏吉斯之外,查尔斯·E.梅里亚姆(CharlesE.Merriam)、弗兰克·

J.古德诺(FrankJ.Goodnow)、邓宁(W.A.Dunning)、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劳伦斯·洛威尔(A.LawrenceLowell)、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灢
son)、阿瑟·本特利等人都是科学主义方法的追随者,他们提出了“看不见的政府暠、

“宪法外的政府暠、“正在活动的政府暠等关键用语和新政治概念,以表示“新政治学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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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

如果评选20世纪上半叶对美国政治研究最有影响的20个政治学家,梅里亚姆

会名列榜首。梅里亚姆开创了以“科学主义暠为指导的芝加哥学派,哈罗德·拉斯韦

尔、列奥纳德·怀特(LeonardD.White)、哈罗德·高斯纳尔(HaroldF.Gosnell)、

V.O.基、戴维·杜鲁门、赫伯特·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加布里埃尔·

阿尔蒙德(GabrielA.Almond)等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出自梅里亚姆领导的芝加哥大

学政治学系。梅里亚姆是“学者政治家暠(scholar灢politician),曾经担任芝加哥市议员

达六年之久,对现实政治具有非同一般的体会,梅里亚姆在1920年出版的《美国政治

思想》中分析了产业界和政治权力结合构成“看不见的政府暠,对美国制度的真正威胁

“完全在于这些看不见的政府暠。栙在1929年出版的《芝加哥:一项对大都市政治的临

床观察》一书中,梅里亚姆考察了芝加哥都市政治中的人口流动与政治的关系,社会

集团与都市政府的关系,以及都市政治里的科学技术地位等主题,对芝加哥市政构造

和过程进行了生动的描绘。栚梅里亚姆反复强调人们应该把政治学和心理学、统计学

结合起来,采取“科学的暠、“现实主义暠的方法,这直接导致了对“新政治学暠的强调。

梅里亚姆的观点得到了威廉·贝内特·门罗(WilliamBennettMunro)的支持,认为

州政府的大部分是运作在人们眼睛看不到的表面之下的各种势力,并且根据这些各

式各样的势力来调解和管理的政府。栛梅里亚姆的这一看法激励了哈尔伍德·L.查

尔德(HarwoodL.Child)在《美国国家政治中的劳动和资本》和奥斯托戈尔斯基

(MoiseiOstrogorsky)在《美国民主和政党制度》中对“宪法外的政府暠的研究。他们

认为,美国的利益集团在非正式政府的多数场合与诸多环节中比“正式的和公共的政

府自身更加重要,暠栜甚至于现代民主政治如果不站在政党的观念上就难以实现,栞换

言之,政党政治要比正式的政府制度对美国民主更加重要。

另外一个对政治学的转向发挥重大作用的是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认为,政

治学家更应注重研究法律、条令和判决背后的事实,研究真实事件、真实民众和真实

的政治生活,走向社会,深入社会,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人们把威尔逊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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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现实主义暠。威尔逊在《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一书中认为,“实际运作中

的宪法和书本上的宪法有着完全的、非常明显的不同。暠“形式上,委员会是根据议员

个人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进行审理,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慎重的、完善的调查之后,只

为众议院的最终审议和采用才进行准备。但实际上,委员会不仅对众议院的决定进

行指示,根据委员会自身的意志行事,还把众议院的讨论和审议的机会分开,使其沿

着该议案必须得以通过的方向前进。暠栙不难看出,威尔逊认为“活动着的政府暠是美

国政治研究的主题。为此,威尔逊比照英国学者白哲特(WalterBagehot)对英国国

家构造研究的成果《英国宪制》一书,来阐释美国的政治构造,完成了《国会政体:美国

政治研究》的研究。后来,威尔逊在《行政学之研究》一文中发现国会政策并没有被政

府行政机关贯彻执行,他呼唤建立一门新的行政科学来专门研究政府的执行问题,栚

构建关于政治生活的普遍化解释。

总之,早期的美国政治研究集中于美国政体的宪法、法律和制度研究,学者们充

当了美国政体“阐释者暠和“清洁工暠的角色。尽管这一方法在后来遭到了许多学者的

批评,但作为一个学术传统,并不乏名家名著。比如詹姆斯·Q.威尔逊(JamesQ.

Wilson)对官僚机构的分析、栛玛萨·德斯克(MarthaDerthick)的社会安全决策历史

研究,栜以及阿隆·威尔达夫斯基(AaronWildavsky)关于预算过程的研究,栞是值得

特别提及的利用传统方法研究美国政治的三部作品,至今被学界奉为经典,科学主义

和现实主义远没有过时。

三暋行为主义革命:美国政治的社会学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分散到其他学校,比如拉斯韦尔到耶

鲁大学指导了罗伯特·达尔、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Lindblom)等一大批青

年才俊,V.O.基转战哈佛大学从事政党、选举和舆论研究,戴维·杜鲁门在利益集

团研究上的进展更是另立门派,发扬光大。行为主义的浪潮最终在伦西斯·利克特

(RensisLikert)、安格斯·坎贝尔(AngusCampbell)和多文·卡特赖特(Dorwin

·301·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

栙

栚

栛

栜

栞

暡美暢伍德罗·威尔逊著:《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熊希龄,吕德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Woodrow Wilson,“TheStudyofAdministration,暠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Vol.2,No.2,June,

1887,pp.197~222.
JamesQ.Wilson,Bureaucracy敽WhatGovernmentAgenciesDoandWhyTheyDoIt(NewYork:Basic,

1989);中文版参阅 暡美暢詹姆斯·Q.威尔逊著:《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孙艳等译),北
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MarthaDerthick,PolicymakingforSocialSecurity (WashingtonDC:Brookings,1979).
AaronWildavsky,TheNewPoliticsoftheBudgetaryProcess,2nd(NewYork:HarperCollins,1992).



Cartwright)建立的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和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F.

Lazarsfeld)和罗伯特·默顿(RobertMerton)建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

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在美国最权威的政治学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上,一度到处充

斥着定量分析和科学方法的文章。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生物政治学的发展,强调

采用人种学、心理生理学、医学、生物化学、神经解剖学、心理药理学、心理病理学、营

养学等学科手段,从揭示人类生命本质理解人的政治行为,使得政治学更加“行为主

义化暠。主要代表人物包括 V.O.基、哈罗德·拉斯韦尔、戴维·杜鲁门、戴维·伊

斯顿(DavidEaston)、罗伯特·达尔、赫伯特·西蒙(HerbertA.Simon)、加布里埃

尔·A.阿尔蒙德(GabriaA.Almond)、小理查德·芬诺(RichardFenno,Jr.)、卡

尔·多伊奇(KarlW.Deutsch)等人。行为主义对科学方法和技术的重视,导致了美

国政治研究对象和主题的演变,它排除了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性质

的研究,对于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转向美国政治体系、政治角色及其行为的研究。具

体来说,在此期间,美国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美国公民个体行为研究,主要集中研究公民投票活动及其相应的其他政治

行为规律。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对个体选民选举研究的论文认为,“一个人之所以从

政治上思考问题,是因为他是社会产物,社会特征决定了政治倾向。暠栙安格斯·坎贝

尔等人在其《美国选民》一书中确立了所谓的“独立公民模型暠,认为决定选民政治态

度的变量主要有三个:对政党的认同、对政见的支持及候选人本身的个人魅力。栚

1949年,V.O.基在其《南方政治》一书中发现,南方白人种族敌视程度随着各郡黑人

集中度的变化而变化,南方政治的历史表现取决于局部人口中白人和黑人公民的相

对优势。栛后来,基与芒格(F.Munger)在对印第安部落各郡研究中发现,政治倾向

和社会特征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选民的政治倾向往往是社会环境特

征、社会网络和个人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都以或然性的方式产生作用。栜这一

问题推动着学者们研究社会环境和网络等因素对公民个人的影响,提出了微观社会

学模型、社会凝聚力模型和结构等价模型等诸多模型,以解释不同社会环境下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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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规律。栙

二是美国政治精英行为研究,集中考察总统、国会议员、政治官员和官僚的决策

情境及其规律。关于政治精英行为规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性格心理研究和社会情

境研究两条路径。从性格心理研究来看,亚历山大·乔治和朱利特·乔治夫妇(Al灢
exanderL.GeorgeandJulietteL.George)对威尔逊总统心理传记的个案研究是杰

出代表,也可能是心理传记中对总统心理最系统的论述。栚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詹姆

斯·戴维·巴伯(JamesDavidBarber)一改心理分析的路径,而注重从政治行为中确

立总统性格的坐标。他运用主动-被动、积极-消极这两个的解释框架分析总统性

格,区分出主动-积极型、主动-消极型、被动-积极型和被动-消极型四种类型的

总统性格。栛此外,理查德·芬诺在1966年出版的《钱袋权》、《委员会中的国会议员

们》、《家乡风格》等书中,用人类学家传统上所使用的细致描述的方法,对国会议员的

行动进行经验观察,不仅考察其制度内的行为,也考察其竞选职位的行为,栜被看作

是国会行为研究的经典之作。

三是利益集团及其游说活动研究,主要考察由个体行为汇集而成的利益集团和

政党的活动规律。关于利益集团的研究除了本特利和杜鲁门的研究外,罗伯特·达

尔、格兰特·麦肯奈尔和西奥多·路威、E.E.谢茨施耐德、曼瑟尔·奥尔森、罗伯

特·索尔兹伯里等学者的研究也广受关注。关于美国政党政治行为的研究,更多集

中于政党组织选举和在国会中构建政党联盟的“关键性选举暠(criticalelections)等议

题。栞政党联盟被看作长期驱动美国政治的引擎。这一理论在很长时间内具有十分

重要的影响力,但只是最近才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栟

四是美国对外行为逻辑的研究,将美国视为单个行为者而研究其行为规律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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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相应模型。卡尔·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将国际政治看作是国家和集团对外

行为,精英和领导人往往扮演关键角色,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完成维持模式、适应自

然和人文环境、实现目标和一体化的任务,目标设置、认知能力和自我改造是更发达

的体系才具有的功能,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可衡量的力量及其基础。栙与多伊奇从个

体的角度对美国对外行为进行行为主义分析不同,莫顿·卡普兰(MortonA.Kap灢
lan)从整体的角度研究了不同的国际政治系统,他认为在不同的系统下,美国对外行

为的逻辑不同。栚另一位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戴维·辛格(DavidSinger)和著名国际政

治理论大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Waltz)及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提

出了层次分析法,认为在国际、单位和个人的不同层次上,国家的行为规律不同。栛行

为主义对国家行为的研究非常强调精确化和数量化,注重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格雷

厄姆·艾利森(GrahamAllison)对古巴导弹危机的个案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理性决策

模式、政治决策模式和官僚决策模式理论,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栜

四暋理性选择革命:美国政治的经济学解释

如果说行为主义主要受到了自然科学、生物学(比如系统论)、心理学、病理学、物

理学(比如政治实验科学家芒罗)、数学等学科影响,进而用归纳综合的途径进行美国

政治研究的话,理性选择理论则更多地受到了经济学方法的影响,以演绎分析的途径

实现美国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

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上的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的行

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规律。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肯尼斯·阿罗(Ken灢
nethJ.Arrow)、安东尼·唐斯(AnthonyDowns)、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

Schumpeter)、威廉·赖克(William H.Riker)、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chanan)、

戈登·塔洛克(GordonTullock)、曼瑟尔·奥尔森(MancurLloydOlson,Jr,)、文森

特·奥斯特洛姆(VincentOstrom)、戴维·梅修(DavidMayhew)等,研究主题涉及

国家理论、投票行为、政党政治和官员政治等。

尽管理性选择理论源自肯尼斯·阿罗,但真正对美国政治进行分析的还是安东

尼·唐斯的理性选民理论。唐斯在1957年出版的《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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暡美暢卡尔·多伊奇著:《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7页。
暡美暢莫顿·卡普兰著:《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暡美暢肯尼思·华尔兹著:《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倪世雄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Graham Allison,EssenceofDecision敽ExplainingtheCubanMissileCrisis (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71).



政党也是经济人,政党追求的目标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

策而赢得选举。暠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政党一般遵循多数原则,着眼于获得执政地

位。栙唐斯认为,选民是理性的,他们参与投票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参与政治获得预期

效用最大化,亦即“理性投票人假设暠。政党和选民的关系,就是执政党制定何种政治

纲领和政策取决于执政党的预期得票数和在野党的战略,执政党的预期得票数取决

于选民的效用函数和在野党战略。栚在此基础上,唐斯提出了著名的两党竞争模型,

包括单峰偏好下的投票中间人定理,双峰下的政党极化理论和多峰下的新政党理论。

威廉·赖克在唐斯研究的基础上,在1962年出版的《政治联盟理论》一书中,提出了

“最小获胜联盟假说暠。他指出,在零和博弈之下,任何政党获胜的最佳策略都是让竞

争对手的联盟规模尽可能大,而自己保持一个最小获胜联盟和另一个与自己只有一

票之差的更小的政党联盟。栛罗伯特·阿克塞罗德(RobertAxelrod)于1970年提出

了“最小关联获胜联盟假说暠,将利害冲突较少或意识形态接近的政党联合起来,形成

一个最小获胜联盟。栜多数理性选择理论家们认为两党制要比多党制稳定,更有利于

取得较高的绩效。

理性选择理论对美国政治的研究还体现在利益集团研究上。比如马里兰大学的

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利益集团的理性行动逻辑进行了细致的研

究,在《国家兴衰探源》中,他进一步认为,“各个社会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无一例

外是争取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为了增加总的产出,换言之,他们都是‘分利集

团暞。暠栞这些分利集团通过院外游说活动和卡特尔行为影响立法和政府决策,进而改

变社会的方向。罗伯特·索尔兹伯里针对奥尔森关于大集团集体行动能力不足的问

题,提出了政治企业家理论,认为大集团之所以也可以集体行动,主要因为一些政治

企业家可以获得物质利益、观念利益和团结一致的利益,进而在集团内外都可以形成

市场交易关系。栟在此之后,更多的理性选择理论从需求和供给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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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H.阿兰森(PeterH.Aranson)、赫里奇和奥德舒克进一步认为,政党的目标函数是多样的,比如追

求选票数量最大化、追求得票差额最大化、追求得票率最大化、追求得票率超过一定标准的概率最大化等。

PeterH.Aranson,MelvinJ.HinichandPeterC.Ordeshook,“ElectionGoalsandStrategies:Equivalent
andNonEquivalentCandidateObjectives,暠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68,1974,pp.135~
152.
暡美暢安东尼·唐斯著:《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WilliamRiker,TheTheoryofPoliticalCoalition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2),pp.32~
46.
RobertAxelrod,“WheretheVotesComeFrom:AnAnalysisofElectoralCoalitions,1952~1968,暠Amer灢
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66,1970,pp.11~20.
暡美暢曼库尔·奥尔森著:《国家兴衰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8页。

RobertSalisbury,“AnExchangeTheoryofInterestGroups,暠Midwest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
XIII(February,1969),pp.1~32.



益集团,比如约瑟夫·斯蒂格列茨(JosephE.Stiglitz)的管制俘虏模型、佩茨曼(Jo灢
sephPelzman)的政治均衡定价模型和贝克尔(GaryS.Becker)模型的理论。

选民和利益集团理论是政治交易关系中的需求方,从供给方研究来看,官员理论

和政治家理论也是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焦点。威廉·尼斯卡兰(William A.Nish灢
kanen)在1971年出版的《官员与代议制政府》一书中对官员行为和政府机构日益臃

肿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官员追求的目标是在其任期内获得最大化预算,包括

薪金、机构或职员的规模、社会名望、额外所得、权力或地位等。栙尼斯卡兰的研究激

励了学者们对国会议员、法官行为的研究。戴维·梅修在1974年出版的《国会:事关

选举》一书中,利用理性选择理论回答了国会议员如何合乎逻辑地做出其投票行为的

问题。栚肯尼斯·A.谢斯尔(KennethA.Shepsle)和巴瑞·R.温加斯特(BarryR.

Weingast)等人的结构诱导均衡理论(Structure灢inducedEquilibrium)提供了国会对

官僚偏好引导的理论研究。栛谢斯尔和温加斯特的结构诱导理论激励了国会控制理

论的研究,这一理论认为国会及其委员会通过监督代理人能够应付结构诱导均衡理

论提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栜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国会改革问题,以理性选择

理论考察国会改革的理论依据、近期效应和长远影响,以此指导立法机构的设计和效

果问题,掀起了国会研究的理性选择研究高潮。栞

理性选择理论对美国政治的研究还体现在布坎南等人的宪政经济学理论上。布

坎南和塔洛克所著《一致同意的计算》、《自由的限度》、《宪法经济学》等书,系统地阐

述了宪法经济学的理论,认为美国政府出现的政府失灵,必须从宪法高度来解决;宪

法作为一系列规则,也是一个社会选择结果,要用合作的交易观取代冲突政治观来研

究宪法规则的选择理论;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在于宪法改革。布坎南提出了宪法民

主的模式和建立财政-货币宪法的问题。布坎南的理论在学界引起了广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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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A.Nishkanen,BureaucracyandRepresentativeGovernment(Chicaogo:Aldine灢Artherton,Inc.,

1971),pp.15~38.
DavidR.Mayhew,Congress敽TheElectoralConnection (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74).
SeeBarryR.Weingast,“Regulation,ReregulationandDeregulation:ThePoliticalFoundationsofAgency
ClienteleRelationships,暠LawandContemporaryProblems,Vol.44,Winter,1981,pp.147~177.
MorrisP.Fiorina,“CongressionalControloftheBureaucracy:AMismatchofIncentivesandCapabilities,暠

inLawrenceDodded.,CongressReconsidered (Washington,DC:CQPress,1981),pp.332~348;Barry
R.Weingast,M.Moran,“BureaucraticDiscretionorCongressionalControl? PolicymakingbytheFTC,暠

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91,1983,pp.765~800.
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罗格·H.戴维德森、沃尔特·J.奥里斯泽克、路易斯·菲舍、罗纳德·莫、斯坦利·贝

奇、诺曼·奥恩斯坦等。SeeRogerH.DavidsonandWalterJ.Oleszek,CongressAgainstItself (Bloom灢
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77);NormanJ.Ornstein,“CausesandConsequencesofCongressional
Change,暠inNormanJ.Ornsteined.,CongressinChange(NewYork:Praeger,1975),pp.88~114.



五暋新制度主义革命:美国政治的历史制度主义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对此前近30年时间内盛行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

论的反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声名鹊起,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等分支。栙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适用于经济

学研究之中,分析工具有产权、寻租和交易成本等,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

国会制度和国际制度的研究,关注国会的规则如何影响到立法者的行为,主要代表著

作有马修·D.麦卡宾斯(MathewD.McCubinns)和特里·沙里文(TerrySullivan)

主编的《国会:结构和政策》、加里·考克斯(GrayCox)和麦卡宾斯的《立法利维坦》、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 .Keohane)的《霸权之后》等。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适用

于社会学研究之中,源自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用一套特定

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这些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代表人物有詹姆斯·

马奇(JamesG.March)、约翰·奥尔森(JohnP.Olson)、保罗·J.迪马乔(PaulJ.

DiMaggio)、沃尔特·W.鲍威尔(WalterW.Powell)、约翰·W.迈耶(John W.

Merye)和 W.R.斯科特(W.R.Scott)等,主要关注的领域有美国与欧洲国内政策的

差异等。历史制度主义主要集中于政治学研究领域,它批判地吸收了结构—功能主

义的观点和比较政治学中有关政治发展的理论,注重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

历史,主要代表人物有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瑟达·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Skowronek)、约翰·M.汉森(John M

Hansen)和彼得·豪尔(PeterA.Hall)等。

作为一种从中层理论的角度研究制度起源、发展、制度与政策行为的关系的路

径,新制度主义实现了对美国政治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对象的重构和研究方法的转

换。栚具体来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领域。

一是美国政治发展的研究 (AmericanPoliticalDevelopment,简称为 APD)。这

一研究关注美国政体的独特性,其历史起源和发展,追问美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像欧洲

国家那样的强国家权威? 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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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没有像其他发达工业国家那样产生慷慨的社会政策?栙早期接受这一方法的重要

著作是斯蒂芬·斯科夫罗内特的《缔造一个新美利坚国家》,该书认为,美国国家中相

对缺少有效的等级控制是因为其制度发展的独特经历,并不是来自于一个十分强大

的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栚斯蒂芬·斯科夫罗内特的另一代表作是研究总统制发展

史的《总统创造的政治》一书。斯科夫罗内特认为,总统政治特征自前现代总统到现

代总统时代的变化更多地是一个循环过程而非一个直线发展过程。同时,不同类型

的总统风格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变迁。斯科夫罗内特特别重视从美国政治制度的

整体变化中寻找总统领导风格变化的根源。他将美国政治制度分为贵族制时期、党

派时期、多元主义时期和大众化时期。他指出,在不同时期总统的权力资源和执政策

略不同,这决定了总统政治形态和基本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栛斯科夫罗内特的研究激

励了一大批学者从事美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他们创办了《美国政治发展季刊》,形成了

一个学术旨趣类似的学术社群,成为近年来美国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

二是美 国 政 治 与 其 他 国 家 政 治 的 比 较 研 究。瑟 达 · 斯 科 克 波 尔 (Theda

Skocpol)在《保护士兵和母亲》一书中分析了美国社会福利计划的起源和发展问题,

追问为何美国没有产生欧洲那样强大的福利国家,结论是美国确立了保护母亲的制

度。栜爱德华·阿门塔(EdwardAmenta)则进一步考察了美国社会福利计划发展的

制度原因。他认为,新政在扩展社会扶助方面取得进展的同时,在部分程度上被颠倒

和放缓,是由于政治系统包含更大范围的弱民主地区、南方的隔离地带,政党制度依

然维持荫护主导,以及计划项目无法实现等问题所致。栞还有学者对美国劳工问题的

制度根源进行了剖析,认为美国劳工运动失败的原因是美国法院反复采取的司法审

查权压制了保护劳工的立法。栟卡伦·奥伦(KarenOrren)认为,劳工联盟受到法院

关于实施劳工规则共同法的阻碍,有效地重塑了劳工合法地位和权力的美国式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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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OrrenandStephenSkowronek,“AmericanPoliticalDevelopment,暠InIraKatznelsonand Helen
Milnereds.,PoliticalScience敽TheStateoftheDiscipline(NewYork:Norton,2002).
StephenSkowronek,BuildingaNewAmericanState敽TheExpansionofNationalAdministrativeCapac灢
ities,1877灢1920 (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暡美暢斯蒂芬·斯科夫罗内特著:《总统政治:从约翰·亚当斯到比尔·克林顿的领导艺术》(黄云等译),北
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ThedaSkocpol,ProtectingSoldiersand Mothers敽ThePoliticalOriginsofSocialPolicyintheUnited
States(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2).
EdwinAmenta,BoldRelief敽InstitutionalPoliticsandtheOriginsof ModernAmericanSocialPolicy
(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8).
WilliamForbath,LawandtheShapingoftheAmericanLaborMovement(Cambridge,MA:HarvardU灢
niversityPress,1989);VictoriaHattam,LaborVisionsandStatePower敽OriginsofBusinessUnionismin
theUnitedState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4).



附属关系。栙其他学者认为,劳工政治潜力并不仅仅受到法院权力的冲击,而且受制

于由于封建主义和权力分化而导致的普遍的权力碎片化的影响。栚但是,最近关于为

何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的研究仍然集中于美国反国家主义信仰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结

论上。栛

三是美国政治制度与政策行为研究。新制度主义对美国政治的研究更多地集中

于政策网络、法团主义的法团结构和利益集团差异性的研究上。芝加哥大学的约

翰·M.汉森(JohnMarkHansen)在1991年出版的《获取门路:国会和农业游说,

1919~1981》考察了美国利益集团变化的制度根源,探讨了政治制度如何激发某种利

益集团发生变动的原因。栜斯温·斯坦默(SvenSteimo)在《税收与民主》一书中对20
世纪英国、美国和瑞典的税收政策进行了阶段分析,特别是将工业化过程中的税收和

民主建设结合起来分析,通过税收将工业化的发展成果转化为服务民主建设的动力,

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启迪价值。栞

四是美国对外政治研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美国对外政治研究的贡献也是非

常丰富的。阿隆·L.弗雷德博格(AaronL.Friedberg)的《笼罩在驻防国家阴影下:

美国反集权主义及其冷战大战略》、彼得·卡赞斯坦的《权力与丰裕:发达工业国家的

对外经济政策》、约翰·埃肯伯瑞的《国家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和罗伯特·基欧汉的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等,都是新制度主义对美国对外政治研究

的代表作。其中,彼得·卡赞斯坦在1978年出版的《权力与丰裕:发达工业国家的对

外经济政策》对石油危机爆发之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差异进行了研

究,发现各国政策之所以存在差异,关键是不同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差异,

而政策目标的差异来自于国际地位的差异,来自于国内社会条件的差异。栟卡赞斯坦

提供了通过国内制度结构分析对外经济政策的视角,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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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暋观念学派的挑战:美国政治的文化学解释

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存在着一个贯穿始终的强劲理论流派:观念学派。这一流派

源自美国政治中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暠。这一传统首次由阿列克西·德·托克维

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出。栙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社会共

同体暠思想、西摩·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MartinLipset)的“政治人暠思想、罗伯

特·贝拉(RobertN.Bellah)的“公民宗教暠和罗伯特·普特南(RobertPutnam)的

“社会资本暠思想,都是这一学派的组成部分。

在观念学派中,最享誉学术界的当属路易斯·哈茨(LouisHartz)。他在1955
年出版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奠定了托克维尔提出的美国政治文化分析的路径。

哈茨认为,美国政治的独特特征可以通过在其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

共识或者洛克主义共识得到最好的解释,这一共识源自于美国封建主义历史的缺失

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持续的阶级结构。栚因此,塑造美国政治文化的是关于民主原

则、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有限政府的普遍共识。此种自由主义共识意味着国家权力

受到怀疑,社会主义运动普遍发现美国是一个不结种子的环境。

许多关于美国政治发展的研究都围绕着哈茨的立场展开讨论。一些学者认为,

美国事实上具有比哈茨所提及的更大程度的意识形态多样性,这一多样性对自由主

义共识作为美国政治普遍解释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在这些主张意识形态多样性的

学者之中,有一种意见坚持认为自由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垄断性的信条。相反,自由

主义意味着一系列彼此激烈冲突的政治理论家族,这一家族具有一些共同原则。栛J.
戴维·格林斯通(J.DavidGreenstone)认为,洛克主义诚然在美国政治中根深蒂固,

但自由价值在涉及到政策发展和实施问题时不必然是明确的结果,相反,自由主义在

边界上往往与其他思想的界限模糊。格林斯通提出美国的自由主义可分为两个学

派:一是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免于限制的自由;二是改革学派,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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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培育了平等主义的道德改进成果。栙

另一些学者通过展示自由主义含义的历史非连续性阐释自由主义的多样性。西

奥多·路威(TheodoreLowi)指出,新政之前的美国自由主义是自由放任主义,倾向

于支持自由市场。20世纪30年代之后,新的利益集团多元主义公共哲学占据了主

导地位,它不仅接受了普遍政府管制的必要性,而且将其赞美为利益集团在政策过程

中自由竞争的民主结果,最终将对市场模型的传统信任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

之中。路威认为,美国自由主义的这种转型播下了政府扩张的种子,形成了权威控制

的政策过程,为政府权力留下了易于独断管理裁量权和无效率的恶果。栚最近的研究

仍然强调了新政时代在改变美国自由主义方面的关键影响,通常强调现代改革者证

实经济管制和福利项目合法的方式不再是通过直接扩大政府裁量权,而是通过抓住

个人安全的一些共同原则,这些原则已经在很长时间内被证明是反对政府的合法权

利。栛

另外一种看法坚持认为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传统与自由主义原则形成了

竞争,最好的替代哲学是“共和主义暠。最强烈呼吁推广共和主义影响力的是几个历

史学家,他们认为早期美国政治文化受“公民共和哲学暠主导,植根于强调推动美德与

为公共利益牺牲自我的古典哲学传统。栜在19世纪晚期,此种传统被自由主义强调

个人自我利益和免于限制的自由主张所取代。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Sandel)更

新和扩展了这一思想的范围,认为共和主义公共哲学直到新政时代都没有被自由主

义替代,在当时,危机和去功能化的迹象变得越来越明显。栞

罗杰斯·史密斯(RogersSmith)的《公民理想》(CivicIdeals)一书也强调美国

政治中的多样化意识形态传统,自由主义不过是其中之一。栟通过研究,史密斯认为

在美国政治中有三种不同的政治哲学在发挥作用: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归因主义

(ascription),它们是众多传统交织作用的复杂产物,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不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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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斯认为,第三种哲学基于科学的和宗教的信仰,表达了一种对其他佐证激进和性别

等级结构立场彻底的意识形态的反对。正是由于美国政治由众多哲学驱动,所以美

国才缓慢地走向完全平等。栙

詹姆斯·A.莫罗尼(JamesA.Morone)运用史密斯关于“我们暠和“他们暠的区

隔,阐释为何美国人厌恶政府却又偏偏建立了强大的政府,特别是以管制渗透的方式

介入看上去完全属于私人生活空间的领域。在一项将美国政治发展的文化路径和制

度路径结合起来的研究中,詹姆斯·莫罗尼(JamesMorone)认为,从一开始,美国人

就把自己看作世界的模版和山巅之城,这些理想激发了美国人在国内和国外加入道

德十字军的行列,进而掀起一场道德风暴(moralstorm),形成公众参与的高潮,引导

美国再次起草法律,重新解释宪法,重塑政治文化乃至创建新的公共部门。栚莫罗尼

和史密斯的研究还指出,观念在美国政治中巩固了重要政策的长期走向,但观念之间

也经常相互矛盾。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蒂博拉·斯托恩(DeborahStone)在1997年

出版的《政策悖论:政治决策的艺术》一书中。蒂博拉认为,任何观念都必然有对立观

点,在政策规划过程中这些观念相互辩论以赢取足够支持,比如自由与公平之间经常

会发生激烈争论。栛这一点从禁酒运动和赌博业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看出,不能说某一

观念就一定比其他观念高明,只能说特定观念适合特定历史时期。

相比之下,罗伯特·普特南(RobertPutnam)更注重将文化纳入社会领域。他

通过将政治参与和脱离公共领域的“托克维尔问题暠联系起来拓展了观念学派的研究

范围。普特南认为,在过去一个时期,选举成为社会生活常态,但各种形式的公民参

与却下降了。栜他认为,我们时代面临“社会资本暠(socialcapital)萎缩问题,社会资本

是一种使社会合作得以实现的技巧和习惯,比如参与和网络联系。此种变化基于许

多原因,但普特南更强调指责代际更替和电视评论的有害影响,这一影响令市民在共

同生活中脱离了面对面的接触。普特南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将观念学派内化到社会

领域,逐渐走出了观念学派沉迷于政治思想研究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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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暋论

迄今为止,美国政治学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已经发育十分成熟。按照对美国政

治性质的不同界定,形成了地区主义、阶级冲突、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和共识主义等五

个主流研究范式。所有这些理论在解释不同问题上各领风骚,相互之间不可替代,研

究美国政治必须将这些理论范式结合起来,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做出相应地调整。

美国政治研究不仅受到理论范式的影响,更受到社会科学方法论潮流的强力推

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潮流都会在美国政治研究领域留下深深的印

痕。在1880年现代政治科学诞生之前,美国政治研究深受欧洲大陆方法论的制约,

重视人文历史的研究方法,注重研究美国政治历史和政治思想。美国政治研究最初

集中于历史-比较分析、现实主义和法律方法,注重从比较美国政治和其他国家政治

出发,考察美国正式的法律和制度等静态结构层面,认为只要获得一定的分析框架就

可以分析一切政治共同体。然而,此种宏大理论过于宽泛而招致了强烈的批评和质

疑,推动美国政治研究走向以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理论。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治研究受到社会学研究的深刻影响,注重研究美国政治体

系、政治角色及其行为的逻辑。行为主义政治学在20世纪60年代遭遇的困惑激发

了另外一批学者关注理性选择理论,在经济学方法论基础上,注重研究美国政治的模

型并进行推理和验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对理性选择理论不满情绪

的发展,美国政治研究开始走向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

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的研究,力图弥合宏大理论与微观理论的裂

痕,实现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当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过分注重结构、制度和行为的

研究偏好,引发了观念学派的批评,观念学派重视社会文化和非正式惯例、传统和社

会规范因素的政治意义,将自己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区别开来。

目前,在美国政治发展研究领域,最主要的辩论在历史制度主义和观念学派之间展

开,历史制度主义通过研究政治领域如何通过制度塑造行为体的利益,进而影响政治

表现;观念学派则寻求理解规范、惯例和文化愿景如何影响政治辩论及其结果。栙尽

管两个学派在基本概念、立场和方法存在深刻分歧,但两者都对美国政治发展研究贡

献不菲。如何将两个学派的优势结合起来,是未来美国政治研究的一个期待。

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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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气候变化研究述评

马建英暋暋暋

自从气候变化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国际政治议程以来,有关气候变化

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不断涌现。尤其是在美国学术界,其研究起步之早、出版

学术著作之多、研究视角之新,都为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总体上来说,虽然美国学

界现有的著述表现出不同的研究路径和多元的观点,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们又具有

共同的特点和研究偏好。出于分析的需要,本文暂且称其为气候变化研究中的“美国

学派暠。栙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无意就美国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研究的各个

方面进行详细梳理,而是遵循“问题导向型暠路径,分别就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国际

气候机制、能源问题与气候变化、伦理与全球气候治理、气候变化与国家和国际安全

等几个领域,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一暋关于美国气候外交的研究

早在冷战时期,时任美国国务院海洋与环境科学事务高级顾问的戴维·沃思

(DavidA.Wirth)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强调,面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的潜在影响,

国际社会应当加紧将应对温室效应提升到外交政策议程的高度。栚由于当时人们仍

然怀疑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性,无论是在美国政策界还是在学术界,该问题仅仅

处于“争议阶段暠,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直到冷战结束之后,随着气候变化的科学性依据说服力的增强,以及气候极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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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频发,国际社会开始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谈判,力图实现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

而作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无疑至关重要。

就在这一时期,研究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论著也开始出现。由美国环境政治学家保

罗·哈里斯(PaulG.Harris)主编的论文集《气候变化与美国外交政策》栙是这方面

颇有代表性的成果。该书主要就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气候政策进程之间的互动进行

了多角度的分析。例如,加里·布林纳(GaryBryner)在《国会与气候变化政治》一文

中专门就国会于1988~1999年期间对美国总统关于气候变化的倡议所做出的各种

反应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布林纳认为,总统和国会之间的权力分立———前者谈判国

际条约而后者批准条约并且通过立法来实施———是造成美国陷入国际气候谈判僵局

的重要原因。国会之所以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犹豫的态度,部分地是由于考虑到支

撑美国经济现状的预防性原则,而这是化石燃料行业的强大游说活动造成的。再者,

国会的分权和分裂的结构也导致了它应对环境问题能力有限,国会议员在意识形态

上的差异也对美国气候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栚尼尔·哈里森(NeilE.Harrison)通

过借助“双层博弈暠分析模式,栛探讨了国内因素对美国国际气候谈判的影响,他指

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重要性甚至比不

上美国的一次选举暠。栜雅各布·帕克(JacobPark)认为,除了白宫和国会,商业团体

和关注环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也对塑造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施加了重要

影响。栞

如果说上述学者偏重于研究国内因素对美国气候政策的影响的话,那么米歇

尔·贝特西尔(MicheleBetsill)和保罗·哈里斯(PaulG.Harris)则是以国际因素为

出发点,研究了国际气候规范对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贝特西尔通过分析美国

参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进程发现,国际气候变化规范实际

上迫使美国去重新思考“什么才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合法成员暠这一问题。面对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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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ed.,ClimateChangeandAmericanForeignPolicy (New York:St.Martin狆sPress,200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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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aulG.Harrised.,ClimateChangeandAmericanForeignPolicy (New York:St.Martin狆sPress,

2000),pp.73~88.



气候规范的压力,美国不得不调整气候变化政策以提升其国际信誉。栙哈里斯甚至认

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暠这一最重要的国际气候规范已经在美国产生了内化。栚此

外,安德烈亚斯·米斯巴赫(AndreasMissbach)还以经济学中的法国“调节学派暠

(Frenchregulationschool)栛和公共决策模型等理论,分析了美国采取特定的气候变

化政策及其政策工具选择偏好的决定因素。栜

不可否认,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将不可避免地使美国社会在短期内承担经济成本。

而在遥远的未来,减排的收益又不太明朗,这就使得制定一个成功的气候政策变得困

难重重,甚至有人对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渐增持观望的态度。即使美国国内应对

气候变化的社会共识在增强,但是在选择何种最佳行动路线的问题上,美国国内仍然

没有取得共识。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主任戴维·维克托(David

G.Victor)2004年出版的《气候变化:激辩美国的政策选择》栞一书提出了三种政策

选择:一是作为一个现代、富饶的国家,美国有能力适应气候变化,言下之意是美国无

需采取任何减排行动;二是敦促美国应当重新接受《京都议定书》,但前提是要对《京

都议定书》进行修订,以提高其功效;三是建议美国自行采取单边行动,在国内“自下

而上暠(bottom灢up)地创建一个低碳排放技术市场(意即从各州政府到联邦政府),这

与“自上而下暠(top灢down)的国际协议(从国际层面到单个国家,如《京都议定书》)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目前看来,继续游离于国际气候治理机制之外显然不利于美国国

家形象的改善。相形之下,第二和第三种观点成为美国必须面对的政策选择。

一般认为,国家对物质利益和相对权力的追求是国际气候协定难以达成的主要

因素。然而,洛伦·卡斯(LorenR.Cass)则对上述看法提出了质疑,指出物质利益

和相对权力位置并不能够充分解释一国国内和国际气候政策的演变,规范性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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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tivedebates)也是解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卡斯

在其著述中分别选取了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气候政策作为研究案例,通过对比分析他

发现,除了行为体的物质利益、大国相对权力排序之间的互动等因素在塑造三国的气

候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外,国际规范性争论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内规范性争论

也对三国的气候政策偏好产生了重要影响。栙与此同时,卡斯还提出了在一国国际和

国内气候政策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两种规范性争论:一种是“谁应当为全球温室气体

减排负主要责任暠;另一种则是“指导全球减排的一般原则暠。这些争论处于国际气候

谈判的核心,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与美、英、德三国的国内及对外气候政策立场融为一

体。栚一言以蔽之,只有将观念(规范)因素同物质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够更好地理解

一国应对气候变化时的内外政策选择。卡斯的研究突破了现实主义单纯以权力、利

益来解释国家对外政策的局限,有助于人们理解和预测一个国家在面对类似于气候

变化这样的全球性公共问题时可能做出的政策反应。

二暋关于国际气候机制的研究

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创建有约束力的气候治理机制,使相关国家

参与到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中。自1990年国际社会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谈判委员会(INC)具体负责公约的谈判和制定工作以来,先后通过了一系列的声明、

宣言、决议、协定等成果。这当中,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达成具有里

程碑意义。栛因而,早期美国学界对国际气候机制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这一公约展开

的。美国能源部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国际项目部主任罗伯特·狄克逊

(RobertK.Dixon)编辑出版的论文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执行活动试

点:经验与教训》栜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

该书专门针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共同执行活动机制(activitiesimplemen灢
tedjointly,AIJ)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评价。书中选取了12个国家,既包括发展中国

家、发达国家,也包含经济转型国家作为经验案例分析对象,其研究主要涵盖了三大

领域:一是就共同执行活动试点阶段对参与方和监督方所获经验的回顾、解读以及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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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二是对上述经验数据进行甄别、归档;三是在解读和总结以上经验的基础上,就未

来如何采取行动提出了规划性建议。参与撰文的作者既有政策分析人士和外交人

员,也有科学家、工程师、项目开发商、律师、经济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他们从各自所

在行业的视角对公约及共同执行活动机制进行了探讨。因此,该书对于研究《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内在机理极具参考价值。

随着全球气候外交的深入发展,1997年12月,经过艰难的谈判,国际社会终于

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首

次为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规定了具体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此外,议定书还引入了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约(JI)和排放贸易(ET)等三个

灵活机制,允许发达国家以成本有效的方式在全球减排温室气体。栙然而,随着《京都

议定书》的生效,一些发达国家不仅没有成功减排,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不降反增,栚这

引起了一些学者对“京都机制暠的质疑,有学者甚至发出“京都已死暠的哀叹,戴维·维

克托(DavidG.Victor)是悲观者之一。他在《暣京都议定书暤的崩溃和减缓全球变暖

的斗争》一书中写道,“十年前,全球变暖政策的中心挑战只不过是促使实业家、政府

官员和民众意识到气候变暖的危险,目前这种认知虽然增加了,但是应对该问题的最

大障碍却变成了可行的国际合作架构的缺失。暠栛换言之,在维克托看来,《京都议定

书》不足以成为应对气候变暖问题的有效架构,其主要弊病在于“各国实际排放量和

京都目标之间的差距,即政府在早期的承诺远远超过了其实际减排的能力。这种差

距暴露了管理体系中存在的根本缺陷:国际社会给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设置了毫无远

见的目标和时间表。暠栜

维克托虽然指出了《京都议定书》的内在缺陷,但并没有全面否定《京都议定书》

的贡献。例如,各国要不间断地申报本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就是京都进程的重要成果。

鉴于此,维克托提出未来可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开

京都协议的谈判,重新设定减排目标及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的分配总量,采取一种

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实现京都目标;二是任何旨在减缓全球变暖的协议都要有强有力

的国际制度保障,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汇集和评价信息的制度;三是应当采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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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思维来构建控制排放的协议。栙京都机制虽然存在缺陷,但是它毕竟是国际社会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协调众多参与方利益的基础上达成的,是各方利益妥协的结

果。如果推翻重来,谈何容易? 况且新达成的国际气候协议也未必就完美无暇。

与维克托相似,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沃里克·麦基宾(WarwickJ.McKibbin)

和彼得·威尔科克森(PeterJ.Wilcoxen)也对《京都议定书》提出了批判。栚麦基宾和

威尔科克森认为,气候政策的僵局直接源于《京都议定书》设计上的缺陷,其问题的根

源在于议定书为温室气体减排设立了目标和时间表。为了批准议定书,相关国家不

能顾及经济上的代价而毫无保留地实现减排目标,这对于拥有巨大温室气体排放量

的国家———如美国———可谓困难重重。与此同时,两位学者还进一步指出,《京都议

定书》强调的国际排放贸易在政治上是不现实的,议定书也没有可靠的监督和强制遵

从机制,一旦一个主要国家退出,它就会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麦基宾

和威尔科克森虽然在其研究中指出了《京都议定书》的内在缺陷,如缺乏强制执行机

构和措施,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一种为美国退出议定书寻找借口的意味,这显然是有

意回避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责任问题。

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三条第九款的有关规定,后京都机制(《京都议定书》第一承

诺期2008~2012年之后)的谈判不迟于2005年启动。因此,2005年后或曰“后京都

时代暠的国际气候谈判与治理就成为各方新的关注对象。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

于2008年组织出版的论文集《全球变暖:审视京都之后》一书,探讨全球气候变化问

题与“后京都机制暠。栛总体而言,该书基本上遵循了一种时间脉络,首先对气候变化

问题的科学认知及其对人类的影响进行了回顾和分析,随后对《京都议定书》进行了

评价,并就可替代性的气候政策选择做了尝试性探讨。该书还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大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未来气候政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进行了全面地考察,

为思考相关国家的气候政策走向提供了参考资料。与以往著作不同的是,该书着重

强调了产生一种与气候变化本身相协调的时间框架的重要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后

京都时代暠全球气候问题及其治理的严峻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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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暋关于气候变化视域中的能源问题研究

尽管许多人类活动都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而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当属化

石能源的燃烧和利用。根据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ResourcesInstitute)的研

究发现,来自能源生产、转化、运输、消费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到全球温室气体人

为排放的80%以上。栙由此可见,气候变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能源问题,它

构成了整个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8年,托马斯·卡斯特(ThomasR.Caster)就曾撰文呼吁美国必须提高能源

效率以节省开支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栚电力生产行业占了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1/3,美国的电力平均输送效率在1959年达到了33%的峰值,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这

一数字并未同步增长。在卡斯特看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在美国,燃料燃烧产出的2/3
电力被浪费掉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管制和环境政策使得陈旧和低效的发电厂

依然在运转。具体而言,美国的能源市场是不自由的,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70
到90年。尤其是电力行业,所有有关电力的生产、运输、分配和销售都受到了专利保

护的约束:专利保护代替了市场的力量,妨碍了创新,为提高能效设置了重重障碍,同

时也降低了能源专业人士出售节能技术的动力。为此,卡斯特建议政府应当通过结

束电力专利保护、消除提高能效的障碍和引导能源行业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等措施,

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在这一过程中,引入市场的力量从而激发电力行业之间的

竞争,对于提高电力使用效率、减少该行业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正是由于全球气候危机的日益加剧,作为清洁能源之一的核能的发展自然引起

了学界的普遍关注。2001年,由贝拉姆·科苏瑙格鲁(BehramN.Kursunoglu)等人

编辑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全球变暖与能源政策》栛就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核能的角色与

未来走向做了专门的探究。在该论文集中,有学者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这为未来核能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有学者指出,核能虽然是一

种清洁能源,但是由于人们对核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政府在建造核电站过程中必然

面临着巨大的民意压力。况且,由于建造核电站的成本和技术难度均较高,这成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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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学者从国际安全的角

度来看待核能和气候变暖问题,他们认为,以核能来代替化石燃料的燃烧固然可以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核能被各国普遍利用也意味着核扩散的加剧,这对国际安全构成

了严峻的挑战。

此外,威廉·斯威特(WilliamSweet)所著《戒除碳习惯:全球变暖和可再生能源

及核能的实例》一书,是有关气候变化与能源关系研究的力作。栙该书的宗旨是“使人

们了解过去50年间气候科学领域发生的革命,以及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暠斯威特在书中首先对燃煤发电的社会、经济成本和收益进行了分析,

并指出“虽然还不能确切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对大气的影响是否会给下一代人带来

气候灾难,但是我们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暠栚基于此,斯威特探讨了在现有条件

下,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低碳和零碳技术被大规模应用的前景。他尤其重视核能

在未来美国能源消费中的作用,认为与其花费巨资投入到“清洁暠火电站项目中,不如

多兴建几座核反应堆来生产无污染、零碳排放的电力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斯威

特极力倡导人类社会应当大力推广应用以核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但他对传统能源的

命运也做了冷静的判断:“考虑到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多数电力生产依然依赖

于煤炭和石油燃烧这一现实状况,在本世纪以可再生能源来全面代替这两种传统能

源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暠栛该书虽然以全球为论述背景,但主要聚焦点依然是美国,这

再次凸显了美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除了在美国国内研究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之外,一些学者还积极参与了跨国的

合作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多伊奇(JohnDeutch)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来

自法国阿海珐集团(Arevagroup)的安妮·劳弗基恩(AnneLauvergeon)和印尼国家

石油公司的韦德哈万·普拉维拉阿马查(WidhyawanPrawiraatmadja)两位能源问题

专家合作,于2007年向美日欧“三边委员会暠(TheTrilateralCommission)提交了一

份有关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报告。栜该报告分别就气候变化背景下北美、欧洲

和亚太三个地区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在

多伊奇所撰写的北美报告部分,他列举了四条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措施:首

先,美国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必须采取碳排放控制政策;其次,发达国家和新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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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大国必须就如何分担碳减排的成本问题达成广泛共识;第三,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主要还是依靠碳捕捉和埋存(CCS)技术。美日欧三方应当尽快在世界范围内建起5
到6个大型的碳捕捉和埋存项目,以此来证明该项技术的可行性和增强公众对碳隔

离的可接受性;第四,在能源安全保障方面,多伊奇认为在采取新的措施以降低核扩

散危险的前提下,应当鼓励和增加核能的使用。栙

虽然上述论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强调了核能在稳定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积极作

用,这一方面与当前核能在一些国家得到广泛应用的现实状况有关,另一方面也说

明,只要国际社会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开发可再生资源和清洁能源技术,人类

就有理由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缓解感到乐观。

四暋关于伦理与国际气候政治的研究

气候变化不仅涉及不同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的分担问题,而且由于从温室气体排

放不断增多演变成现今的气候暖化现象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因而气候变化问题还

涉及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等伦理问题,尤其是在2001年小布什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

反对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之后,国际气候政治中的价值、道德、正义和公平等伦理问

题迅即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2002年,由宾夕法尼亚跨学科环境政策联合研究部栚

(PennsylvaniaConsortiumforInterdisciplinaryEnvironmentalPolicy)主 管 唐 纳

德·布朗(DonaldA.Brown)推出的《美国炎热:美国回应全球变暖的道德问题》栛就

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布朗认为,以往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研究一直局限于能源、环境、经济发展等“硬

性暠方面,从而忽视了对于该问题的道德、公平、正义等“软性暠因素的关注。众所周

知,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长期扮演了一种“拖后腿暠的角色。美国在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上之所以如此消极,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确定性

一直未得到百分之百的证实,盲目减排得不偿失;二是参与温室气体减排将会严重损

害美国的经济,削弱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如果其他发展中大国(主要指中国、印

度)不参与减排,美国单方面减排的效果将会被其他国家的排放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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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布朗看来,美国寻找借口逃避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同时,却忽视了如下事

实:首先,无论是从历史累积排放量还是以现实的绝对排放量来看,美国均长期居于

世界前列;其次,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如果美国都无法做到减排,那么其他国家

更无从谈起;第三,基于公平和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不应与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

责任。总体而言,该书所传递的信息是,美国最近几年在气候谈判问题上推卸责任的

行为在道德上是不可以接受的,而建立气候变化问题的道德维度是继续推进气候谈

判的关键所在;在未来几年的全球变暖谈判中,美国需要面对一系列重要的道德问

题。

如果说布朗的著述主要围绕美国自身的道德问题进行批判的话,那么汤姆·阿

萨纳斯卢(TomAthanaslou)和保罗·贝尔(PaulBaer)的研究则从一个更宽广的层

面对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另一个伦理问题,即公平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在《致命炎

热:全球公平和全球变暖》栙一书中强调,气候治理中的公平———不是小小的改变,而

是南方国家人民真正的发展性公平———是不可或缺的。两位学者认为,面对气候变

化带来的危害,人类必须寻求一种公正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这种路径不仅是为了富人

和强者,也是为了穷人和弱者;不是植根于地方角落,而是面向全球各地。为此,他们

还呼吁国际社会经过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尽早制定出一份建立在公平利用大气权

利基础之上的、能够替代《京都议定书》的第二代气候协议。

蒂蒙斯· 罗伯茨(J.TimmonsRoberts)和布拉德利 · 帕克斯 (BradleyC.

Parks)分析了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不公平暠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所产生的

消极作用。他们在《非正义的气候:全球非公正、南北政治和气候政策》栚一书中指

出,全球“不公平暠削弱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性努力———它是通过加强“结构主义

者暠的世界观和许多贫穷国家的因果信条、栛侵蚀普遍信任的基础、提升特殊主义者

的所谓“公平暠解决理念来实现的。两位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任何有效的“后京都暠气

候协议必须注重声誉、补偿公平、全球主要环境行为体的战略影响和各国发展利益,

这些因素与一个国家是否愿意,以及有无能力批准该协议密切相关。即便是最好的

制度设计,例如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的协议、交错性的温室气体减排期限、有差别的

减排计量方式等,也不会消除南北国家在气候政策上陷入僵局的潜在诱因。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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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说,气候变化是一个“不公平暠问题,它的解决很可能需要借助非常规的、甚至是

极端的政策干预。不过,罗伯茨和帕克斯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那就是发达国家援助

发展中国家,使后者走上更加公平的、经济上可持续的低碳发展之路。他们认为这才

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真正出路。

毋庸置疑,“公平暠是国际气候政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它对于达成任何有意义的

气候变化问题解决方案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现有文献中,多数研究者只是

泛泛而谈,并没有细究“公平暠的含义,《气候变化适应中的公平问题》一书则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栙该书是英国廷德尔(Tyndall)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成果之一,

有六位美国学者参与了其中的撰写工作,占到作者总数的一半。该书所指称的“公

平暠包含“分配性暠公平和“程序性暠公平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在空

间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这些负面影响对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经济福利及安全的影

响是不尽相同的,要区别来对待;后者是指由于历史上的和当下的不公正性,许多发

展中国家在国际谈判中缺乏维护和推进自身国家利益的能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异

质性也往往导致它们在国际谈判中各谋其利,从而无法形成团结的集团向发达国家

讨价还价。“分配性暠公平和“程序性暠公平问题经常相伴而生,难以分割,关于气候变

化问题的机制改革、形式扩展等问题,都会涉及到这两个方面的“公平暠。上述著作所

提及的“公平暠、“不公平暠及“分配性暠公平和“程序性暠公平等分析模式,对于理解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问题上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谈判

地位、谈判行为和政策立场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暋关于气候变化与国家和国际安全的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最初局限于环境领域而由科学家讨论,然而随着近年全球气候危

机的不断加剧,气候问题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威胁暠开始对国家和国际安全产生重

要影响。在美国政学界,从安全视角来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分析报告和相关著作也

相继涌现。栚

·621· 美国研究

栙

栚

W.NeilAdger,JouniPaavola,SaleemulHuqand M.J.Maceed.,FairnessinAdaptationtoClimate
Change(Cambridge:theMITPress,2006).
除了本文直接提及的文献外,其他的成果还有ClionadhRaleighandHenrikUrdal,“ClimateChange,Envi灢
ronmentalDegradationandArmedConflict,暠PaperPresentedtothe47thAnnualConventionoftheInter灢
nationalStudiesAssociation,SanDiego,CA,22~25March2006;JoshuaW.Busby,“ClimateChangeand
NationalSecurity:AnAgendaforAction,2007,暠availableat:http://www.cfr.org/;JohnPodestaand
PeterOgden,“TheSecurityImplicationsofClimateChange,暠TheWashingtonQuarterly,Winter2007/

2008,pp.115~138等。



早在2003年10月,美国国防部就给当时的小布什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气候突

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的秘密报告。栙该报告对2010至2020年的全

球气候变化情景做了如下预测:亚洲和北美洲的年平均温度下降2.8度,北欧下降

3.3度;整个澳洲、南美洲和非洲南部的关键地区年平均温度上升达2.2度;在欧洲

和北美洲东部人口密集的农业产区和水资源供给地区,干旱将持续几十年;冬季暴风

雪和大风增强,西欧和太平洋北部将遭受更强烈的大风天气。该报告据此指出,气候

变化将会引起食物短缺、水资源匮乏及能源供应紧张等问题,因此报告认为,美国国

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发生了变化,“军事冲突发生的诱因不再是意识形态、宗教或者国

家尊严等因素,而很有可能会是国家对自然资源(诸如能源、食物和水等)的争夺。暠

2007年4月,由退休将军组成的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军事咨询委员会发布了题为

《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威胁》的报告,栚从军事角度评估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

的潜在威胁。这是继2003年的“气候报告暠之后,美国军方再次抛出的有关气候变化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评估报告。该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

胁。在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某些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海平面上升、冰川消

融、人口迁移、致命疾病加速蔓延等,可能会迫使美国改变现有安全体系。此外,对海

外能源的严重依赖也会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特别是在面对敌对政权和恐怖分子时,

美国的应对能力将显得更加脆弱。报告还指出,气候变化会对美国军事领域产生重

要影响。这体现为:军事装备使用寿命的缩短及维护费用的增加;北大西洋风暴的增

加会影响到美军的海上军事行动;海平面的上升将危及美国驻扎在海内外沿海军事

基地的安全。

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气候变化将增加国家间政治上的敌对和不稳定因素,美国

可能会卷入更多的地区冲突。在容易遭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脆弱地区,由于粮食

产量下降,居民疾病增加,可用水资源日益减少,大量人口为寻找新资源而迁移,经济

和环境条件进一步恶化,这些可能成为一些国家滋生内部冲突、极端主义、独裁主义

和种族主义的温床。气候变化可能造成更为严重和持续性的自然和社会灾难,导致

社会需求超出政府掌控能力,从而引发政治混乱。在许多亚洲、非洲和中东国家,气

候变化将严重恶化本已十分恶劣的生存环境,为政治动乱埋下隐患。

报告最后给出了如下几点建议:(1)政府应把气候变化的潜在威胁纳入美国国家

·721·美国气候变化研究述评

栙

栚

PeterSchwartzandDougRandall,“AnAbruptClimateChangeScenarioandItsImplicationsforUnited
StatesNationalSecurity,2003,暠availableat:http://www.edf.org/documents/3566_AbruptClimate灢
Change.pdf
TheCANCorporation,“NationalSecurityandtheThreatofClimateChange,2007,暠availableat:http://

securityandclimate.cna.org/report/SecurityandClimate_Final.pdf



安全防御战略体系;(2)美国应在国内外发挥积极作用,以避免气候变化破坏全球安

全和稳定;(3)美国应向国际社会承诺,帮助欠发达国家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4)国防部应加快改进业务流程和技术革新,通过提高效能来加强美军战斗力;(5)国

防部还应评估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等对军事设施的影响。

与此同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于2008年11月发布的题为《2025年全球趋势:

转型的世界》栙的全球趋势预测报告,也谈及气候变化安全问题。报告指出,2025年

世界将开始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尤其是能源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会更为突出。

同时,气候变化有可能使北冰洋在航道里程、能源和矿产资源等方面具有战略意义。

各国对迅速变化的环境的感知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采取单边行动,以确保资源、领土

及其他相关利益。各国是否愿意参与多边气候合作取决于诸多因素,如他国行为的

影响、经济与环境利益等。正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远非一国所能承担,因此需要各国在全球层次上采取一致的行动。

除了上述三份气候变化安全研究报告之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2008年推出的

《气候灾难:对外政策与气候变化的国家安全含义》一书。栚该书是在数位科学家、气

候专家、外交和国家安全研究人员专门就气候变化问题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成果

基础上汇编而成。书中详细列举了气候变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八种潜在挑战栛:(1)

加剧南北国家之间的紧张;(2)造成“气候难民暠的产生和迁徙;(3)给人类健康带来负

面影响;(4)加剧水资源的匮乏;(5)恶化核安全和核扩散问题;(6)加重国家社会和政

治机构的负担;(7)对政府的效率、能力和权威提出了挑战;(8)加剧世界政治的失衡。

具体就美国而言,作者认为未来十余年中,美国国家安全将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这

些挑战主要包括:美国全球地位的逆转、国家武装力量的重建、在保持美国广泛影响

力的同时如何体面地摆脱伊拉克战争泥潭、保持阿富汗的稳定、能源安全的确保、重

新思考如何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府威信的恢复、自然或人为引起的疾病的应对、消

除对新出现或未知领域的恐惧等。其中,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就属于新出现或未知领

域的范畴。有学者指出,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判断,如果美国不主动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问题将会成为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与上述其他问题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们的

最棘手的安全问题。还有学者甚至认为气候变化将会重塑这一代和下一代人的世界

观及其对美国世界角色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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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暋总体评价

综合以上美国学界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文献,可以看出美国学界对气候变化问

题研究的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从研究范围上看,美国学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全面性和多元

性。研究主体中既有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的教授,又有政府部门如国防

部、国家环保局等的退休官员,还有一些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和环保活动

家;研究内容既涉及到环境、能源和安全等“硬暠的方面,也有有关伦理、国际机制和政

策法规等“软暠的领域;研究成果中有的以专著和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有的则是以咨询

报告和报刊评论等形式发表,个别的还以秘密报告的形式供白宫决策者参考。

其次,从研究进程上来看,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在冷战后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

域,这与其本身作为一种“国际问题暠而出现的演进过程具有同步性。虽然人类对气

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知由来已久,栙但是该问题真正进入国际议事日程却是在冷战

即将结束之际。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建立了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开启了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评估议程,标志着气候变化作

为一个“国际问题暠开始登上世界政治舞台。进入后冷战时代,一个以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评价活动为背景、以温室气体减排为主要目标的国际气候谈判

和外交博弈开始拉开帷幕。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气候变化问题也逐渐从美国政策议

程中的“边缘暠进入当前的“中心暠位置。与此同时,美国学界开始对气候变化问题做

出回应,相关研究成果也从过去的“零星片语暠到如今的“枝繁叶茂暠。可以说,美国学

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进程与气候变化问题的“热度暠和“国际化暠进程具有惊人的

同步性。

再次,从研究路径上看,跨学科研究是一大趋势。众所周知,气候变化是一个涉

及政治、经济、环境、法律等多领域、多学科和跨国界的综合性全球问题,它不仅具有

环境意义,还具有经济、政治和国际战略意义。美国学界最初对气候问题的研究主要

是集中于某一个学科领域,国际关系学者主要从政治学角度对国家气候政策及国际

气候机制的构建进行研究;经济学者主要局限于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能源、贸易问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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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而社会学者则倾向于从道德、伦理的视角来审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责任和权利问

题。但是随着近年美国学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研究的深入,集各学科领域于一体的综

合性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趋势。例如,由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与新安全

研究中心(CNAS)于2007年11月联合发布的《后果纷扰的年代:全球气候变化的外

交政策与国家安全含义》报告,栙撰写者涵盖了大气科学家、外交人士、政治科学学

者、海洋学家、历史学家和国际安全专家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些研究成果不乏对美国气候政策的反思和批判,但在一些

关键问题上,美国学界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这一点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体现得尤为

明显。气候变化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源于不同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量、产品碳

含量标准等方面的不同界定,特别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者经济转型国家的出口

商恐怕将无法满足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含量暠要求。栚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6月通

过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就规定,在2012年以后,如果进口产品产地的行业温室

气体排放量高于美国同行业的排放量,则总统有权对这些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暠。

显而易见,美国的这项政策实际上是打着保护气候的幌子,搞“碳贸易保护主义暠或

“碳贸易歧视主义暠,其目的是将“碳关税暠作为打击发展中国家贸易的一个工具,以此

争夺低碳经济的国际话语权。因此,针对本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学者不能避

重就轻,而是要对这一政策所引发的潜在后果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就如何帮助美国远

离贸易保护主义提出有效的建议。

总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无论是

从广度来看还是就深度而言,其研究水准都处于国际前沿位置。中国学者在气候变

化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与美国同行尚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考察美国学界

在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现状,对于推进国内的气候变化研究,无疑具有积

极意义。

马建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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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暠的崛起与

后美国时代下的权力转移

———评法里德·扎卡利亚的《后美国世界》

王金强 暋暋暋

对国际格局变化的理论思考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每当国际形势出现新问题,对

于国际权力转移的探讨都会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例如,20世纪60~70年

代,随着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五大力量中心暠栙构

想首次浮出水面,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探讨也由此拉开序幕。接下

来的1980年代末,随着苏东剧变,两极格局宣告终结,这又引发学界关于国际格局未

来走向的争论。同样,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形势的波动,再一次触动了国际

关系权力转移问题的敏感神经。

法里德·扎卡利亚的《后美国世界》栚一书是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

退这一背景下对权力转移进行的诠释和剖析。扎卡利亚认为,当代世界正在经历现

代史上第三次重大的权力转移。这种转移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还体现在军事、社会

和文化层面上,世界力量的分配正在逐渐脱离美国的经济支配,迈进一个多元势力共

同支撑的“后美国时代暠。但扎卡利亚反复强调,后美国世界不是一个美国衰落的世

界,而是一个“他者崛起暠(theriseoftherest)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美国和其他

各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创建一个新的国际体系,从而在全球性重大问

题上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后美国世界》既含有对国际格局权力转移的担忧,也不

乏对全球合作与治理的真知灼见,提出了一个认识国际形势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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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M.Nixon,“AsiaafterVietNam,暠ForeignAffairs,Oct.1967,Vol.46,No.1,pp.111~125.
FareedZakaria,ThePost灢AmericanWorld (NewYork:Norton,2008).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苏联的解体充分显示了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

形态领域的影响力。不管是罗伯特·吉尔平所认为的“美国霸权暠栙还是彼得·卡赞

斯坦所界定的“美国帝权暠(AmericanImperium),栚反映的都是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

显赫地位。在多数美国学者看来,美国的影响不断向外辐射,美国人按照自己的形象

重塑了一个新世界。在这种“美国化暠进程中,世界第一次经历了真正全球性的经济

增长: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国家不再是现代化的客体(objects)和旁观者(observers),

而是成为自己掌握命运的参与者(players)。栛正是在此背景下,一个真正的全新的国

际体系诞生了。

正如约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所指出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大

国,国际秩序几经重建。但从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在战后拥有如此显要的主导

地位,也从没有哪个大国像美国这样将战后的世界秩序加以制度化。暠栜在美国构建

的国际体系下,无论国际社会对美国持何种评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经济推动着

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美国的科学与技术成为世界创新与发明的引擎,美国的军事

实力被他的对手所羡慕和畏惧,美国的民主与教育体制为世界所模仿,这种权力延伸

到文化和观念领域,体现为一种文化的“软权力暠,它将美国的触角延伸到世界的每一

个角落,从而维护着美国的霸权地位。栞正因为此,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世界资本、信

息的汇集之地,硅谷的创新成果令各国精英趋之若鹜,好莱坞的电影为世界观众所神

往,“华盛顿共识暠成为他国领导层振兴本国经济的法宝。世界相互依赖下的全球化

浪潮几乎成为美国化的代名词。也正因为此,美国可以对他国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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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60年,是一个“美国的世纪暠。栙

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优势开始衰弱。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征

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使全世界对美国的信心出现了前所未有地动摇。此次金融危机既不同于对20个世

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也不同于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它不是肇始于

处于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而是源于资本主义的核心。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

响无疑是全面而深入的,几乎触及了美国经济、政治、观念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将目

光再放远一些,认为美国走向衰落的理由似乎是存在的:美国的储蓄率为零,经常项

目和财政双赤字居高不下,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正日益下降,美国在全球的

主导权日益受到挑战。在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同一天,俄罗斯出兵占领了格鲁吉亚的

南奥赛梯地区;印度也断然拒绝了美国关于多哈贸易谈判的提议,在刚刚结束的匹兹

堡国际金融峰会上,包含更多发展中国家的20国集团取代原先美国主导的八国集团

上升为全球首要合作论坛。

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衰落? 学界对于此已经多有争论,栚但至今没有定论。扎

卡利亚在《后美国世界》中独辟蹊径,他没有把重点放在探讨美国的衰落上,而是深入

考察他者的崛起,以此来回答美国人普遍持有的焦虑情绪。扎卡利亚认为,从目前的

发展趋势来看,后美国世界既不可能出现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多极世界也无法描述当

前或不远的未来的现实。对当前的国际秩序进行清楚的勾画并非易事,只能用多元

化、“民主化暠、“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暠栛进行含糊地描述。正如他在书中所言,

“界定一个体系不是什么,总比界定这个体系是什么要容易得多暠,栜因此,扎卡利亚

选择了“后美国世界暠一词。

后美国世界是否意味着美国世纪的终结(theendoftheAmericanCentury)?栞

扎卡利亚认为,在后美国世界的图景中,“并非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新秩序的兴起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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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宣告美国的衰落暠,“事实上,美国所拥有的实力使其可以在任何领域、以任何方式

操纵和塑造世界。暠栙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最为重要的国家,与崛起中的他者相比,美

国的优势并没有消失,这种优势体现在竞争力中的技术优势和移民国家中的人口优

势。正是因为这样,尽管金融危机后美国遭受重创,但在之后的三次金融峰会中,两

次都在美国举行,小布什和新总统奥巴马仍然在其中发挥着议程设置的重要角色。

扎卡利亚同时指出,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并不能因此对其所面临的

挑战视而不见。实际上,在这个所谓的“后美国世界暠中,美国虽占据高位,但它也是

受到挑战最为严重的国家。这种挑战并不仅仅来自于美国自己建构的外部威胁,更

来自于美国在全球化面前的倒退,这种倒退源于美国的成功———美国的成功带来了

一个重大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助长了美国人的自命不凡心理和傲慢之气,这使得华盛

顿已经变得易于幻想和沾沾自喜,越来越与外部世界脱离联系。栚扎卡利亚的分析可

谓一语中的:美国的退化恰恰根源于美国的超强实力。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美国

人只习惯于在一个海里游泳,而没有磨练出打入他者海域的能力。栛因此,当世界按

照美国所制定的规则开始运营时,美国却对外关上了自己的大门。这种情况下,美国

眼中“他者暠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对自我崛起的关注,对于西方和美国越来越漠不关

心。世界由过去对美国的愤怒或崇拜逐渐变得无所谓,从亲美主义或反美主义栜转

向了后美国主义。

在这个后美国时代里,不管是他者的崛起还是美国面对的挑战,现代化似乎还将

持续。但是作者很明确地提出了后现代的思想,现代化绝不是西方世界观所塑造的

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西方化、美国化不过是西方建构出来的概念,反映了文化对

权力的追随。不可否认,现代性是随着西方的崛起而出现的,因此也就被西方强有力

的塑造着。但随着现代世界的扩张,它已经融合了全球越来越多的东西,现代化变成

了一个大熔炉,越来越多地包含着“他者暠的重要元素。

这一切都表明,世界真正进入了一个“后美国时代暠。

二

权力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正如爱德华·卡尔所言,权力在国际变革中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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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有那些最浅薄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栙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绝非单

指一种实力,更重要的是特指一种“控制、支配关系暠。美国政治学界公认的权力内涵

是:“A能让B做他自己不情愿做的事情的程度暠,栚 因此,全球权力的转移,也就是

对议程、观念和发展模式控制能力的转移。关于权力转移的未来走向,历来就存在

“单极化暠、“多极化暠与“无极化暠之争。扎卡利亚在本书开篇中提出,世界在过去500
年内曾经发生了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移,第一次是15世纪前后西方世界的崛起,由

此推动了科学、技术、商业、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进程,也造就了西方国家长盛不衰的

政治主导地位;第二次是19世纪末开始的美国的崛起,美国迅速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扎卡利亚所界定的第三次权力转移实际上刚刚开始。从长期来看,无论发生什么样

的曲折,这种权力的疏散———也就是他者的崛起进程都将会加速推进。

扎卡利亚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后美国时代暠不是一个美国衰落的时代,而是一个

大国崛起的时代,是一个由许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定义的世界。这里首先需

要明确扎卡利亚眼中的他者包含哪些行为体。

首先是非国家行为体,即通称的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及其相关的国际制度。在整

个世界范围内,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随着非政府组织数量

的增加和能力的增强,等级制、集权化和控制力正在日益遭受侵蚀,而美国正是处于

这一等级制的“最上层暠。栛虽然正式的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民族国家手中,但大量形

形色色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上拥有并使用权力,导致了权力的分散和多中心化,甚

至出现了无中心化趋势,民族国家越来越无法独自解决其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在

后美国时代,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能力无疑都增强了,过去由政府独揽的一些职能,

现在越来越需要与国际机构共享。这样,政府间通过协议并采取共同行动的前景也

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变得越来越渺茫,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僵局已经说明了

这一点。正是此类崛起的“他者暠所导致的权力分散,美国的支配地位越来越难以维

系。

与非国家行为体相比,那些具有经济潜力的国家行为体是更为重要的“他者暠。

作者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尽管繁荣与萧条并存,但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在快

速增长,而且增长的范围早已越出了亚洲的范围,因此他者的崛起绝不仅仅是“亚洲

的崛起暠。在后美国时代的图景中,作者眼中的“他者暠除了高盛公司报告中提到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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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四国暠(BRICs),栙还包括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南非,以及埃及、墨

西哥和阿根廷等一大批新兴国家。正如作者所描述的,“每个行为体都是游戏规则的

制定者暠。栚在后美国世界中,这是一次真正的全球性经济增长,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在

政治、经济的互动中进行重新组合。政治学者约瑟夫·奈与罗伯特·基欧汉预言中

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世界格局日益显现。

在西方人眼中,这些所谓的他者很长一段世间内并不属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即使在后冷战时期,西方社会仍担心中国、俄国会毫不犹豫地继续选择加入到反西方

的阵营中。在其看来,一个崛起国要么融入西方秩序,要么拒绝接受这一秩序,成为

现行秩序的挑战者。但是,事实上,这些国家大部分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融入西方秩

序,但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诉求重塑(reshape)这一体系。栛这些国家一旦融入到西方主

导的国际秩序,便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随着这些国家实力的提升,他们

开始仔细剖析西方的陈述、话语和假设,并且采取与之相对应的话语进行回应。为了

更为详细勾画后美国时代的秩序模式,扎卡利亚着重分析了两个最重要的崛起

国———中国和印度。在他眼中,以这两个国家为代表的世界性大转移并不是亨廷顿

所关注的文化上的转移,而主要是权力方面的。栜

先是中国,中国的崛起无疑宣告了一个后美国时代的开始,中国的觉醒使其国内

经济和政治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传统的中国威胁论不同,扎卡利亚认

为,崛起的中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也被世界所改造着。栞这种观点与美国学者彼得·

卡赞斯坦的观点栟极为类似。受“全球化暠和“民族主义暠双重因素的影响,中国并没

有完全按照中国自己的意图塑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是不遗余力地在“融入暠与“分

裂暠两种力量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在扎卡利亚看来,中国无疑是成功的,而且走出

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务实的现代化道路。栠对美国来说,来自“中国崛起暠的挑战并不

在于可能出现的侵略扩张,而在于美国在中国现行温和的外交政策下逐渐被边缘化。

中国的挑战既非德国式,也非苏联式,因为它既没有将实力耗费在毫无意义的军事干

涉上,也没有实行僵化的前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面对这样一个合法政权影响力的对

外扩散,对美国的确是一种全新的挑战,美国不仅从来没有遇到过,而且远未做好准

·631·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栜

栞

栟

栠

GoldmanSachs,DreamingwithBRICs:ThePathto2050,GlobalEconomicsPaperNo.99,availableat:

http://www2.goldmansachs.com/ideas/brics/index.html,2009.10.19.
FareedZakaria,ThePost灢AmericanWorld,p.202.
FareedZakaria,ThePost灢AmericanWorld,p.36.
FareedZakaria,ThePost灢AmericanWorld,p.86.
FareedZakaria,ThePost灢AmericanWorld,p.88.
PeterJ.Katzenstein,AWorldofRegions敽AsiaandEuropeintheAmericanImperium.
FareedZakaria,ThePost灢AmericanWorld,p.89.



备。

在美国的政治精英思考应对中国崛起之道时,另一个大国也在悄然崛起,它就是

印度。与中国不同,这个自诩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暠采取的是自

下而上的独特发展模式,主导大众的是超前的美国式消费观念,但更多方面与中国存

在惊人的相似之处:对内都把发展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一切内政和外交都要为

这一目标服务;栙印度的对外战略也与中国存在相似之处,都不会甘愿充当美国在亚

洲的“主要盟友暠,也不愿与美国建立新型的“特殊关系暠,栚同时对美国又有着强烈的

亲近感。因此,就大国崛起的外溢效应而言,扎卡利亚认为印度的崛起似乎与中国没

有什么不同。对于印度,美国面临同样的挑战,即如何应对一个并不直接挑战美国主

导地位的“他者暠?

尽管扎卡利亚多次强调新秩序的兴起并没有宣告美国的衰落,但在本书字里行

间无不表达了他对美国可能遭受的挑战的担忧。扎卡利亚虽然强调,新世界不可能

出现一个新的超级大国,美国所拥有的强大实力,使其可以操纵或者指导这些力量来

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但这种论点的表达很明显是底气不足的。扎卡利亚不止一次提

到,美国是受到新秩序挑战最为严重的国家,美国将经历相对地衰落。在这个“他者

崛起暠的后美国时代,权力正在从民族国家向外转移,可能向上也可能向下,也可能向

侧边横向转移。因此可以说,后美国时代的权力转移也就是国际权力由集中走向了

分散。这次权力转移中,世界力量在产业、金融、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正在发生着前

所未有的分化组合。这种环境下,美国权力的传统行使方式,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

政治、军事上,其有效性与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世界正在日益偏离美国的统治。

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世界经济正在从以国家为主导转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深刻变

化。栛权力的分散反映了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不管美国是否愿意看到,后美国时代

下的权力转移将是一次革命性的结构性变化,原有的垂直性结构体系将逐渐被削平。

但与多极化的观点不同,权力分散的最终归宿不会就此走向权力分布的“匀质化暠。栜

任何将权力分配绝对平均化的观点都是一种乌托邦。在今天的全球体系中,权力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散,他者的崛起虽然是实实在在的,但这却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权力的转移也不会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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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本有影响力的著作,绝不会仅限于勾画出一个真实的世界。一本著作的闪光

点不仅在于它如何诊断病因,还在于如何对症下药,以便为应对危机和挑战提供解决

之道。《后美国世界》的着眼点也就在于,美国如何在一个后美国时代里继续保持自

己的繁荣,或者说,如何在一个权力日益分散的国际社会中继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

扎卡利亚强调,在这个他者崛起的世界新秩序中,美国面临的真正考验是政治上的,

而非经济上的。栙

对于他者的崛起速度,美国似乎早就感受到了。自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霸权

以来,美国人曾不止一次担忧过未来可能的衰落,但历次担忧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扎

卡利亚认为,原因在于美国的政治体系富于灵活性,善于应变、恢复力强,能及时纠正

自己的错误并进行相应地调整。栚美国宪法的制定和通过早就为这种政治上的纠偏

能力奠定了基调,正是这种纠偏能力不只一次地阻止了美国的衰落。

扎卡利亚认为,此次的权力的转移已不是美国所能操控的,但只要美国应对得

当,这次权力的转移将首先有利于美国,因为它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并且局势稳定

的结果。在这次权力转移中,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在后美国时代美国应该扮演一个什

么样的角色? 扎卡利亚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今天“全球的诚实掮客暠(honestbroker),

这一新角色与传统的超级大国不同,它包含着协商、合作甚至妥协,意味着通过议程

的设置、议题的界定和联盟的建立来行使权力,其中设置议程和组建联盟将成为美国

行使权力的基本模式。栛这种角色的转变要求美国必须放弃美国历来所坚持的自上

而下的支配服从模式或等级权威模式,转变成为真正的合作者。美国要想在此次权

力转移中实现这种角色转变,就必须要对其外交方略进行实质性地调整。栜

为实现这一决策调整,扎卡利亚为美国政府开出了一份药方:首先,美国对外政

策要有所选择,分清美国的利益层次,确定战略方向,反对在不必要或不明智的海外

利益问题上牵涉过多的精力和财力;其次,建立广泛的规则,摒弃狭隘的利益。在权

力日益分散的后美国时代,美国仍然是强大的,美国的使命就是为这样一个新时代创

建新的行为规范。在实现特定的自身利益和创建一套普世的规则与规范之间,美国

应该选择后者。这样,即便他者成功崛起,也仍然活动在美国所主导的制度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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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增强美国对外活动的合法性。扎卡利亚认为,在一个他者崛起的后美国时代,

要维持一个霸权国家的竞争力优势,它必须要么是观念(idea)的发祥地,要么是能源

(石油、煤炭、天然气)的聚宝盆。栙美国显然属于前者,它曾是世界上最重要观念的输

出国,这种观念,既有政治性的,也有技术性的。但与过去相比,合法性的缺失成为美

国海外行动的主要障碍,限制了美国的活动空间。随着全球化和民主化将权力分散

到越来越多的行为体手中,世界政治的合法性越发重要。栚扎卡利亚强调,小布什外

交政策的失败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合法性对于实践的必要性。栛只有在观念上赢得

了国际舆论的支持,美国才不会是孤立的。

扎卡利亚指出,在今天的国际关系秩序中,进步就意味着妥协。美国必须向其他

国家妥协,向国际制度妥协。栜美国应当接受其他国家权力和影响力上升的事实,在

接纳其他国家的崛起与制衡他们的“无赖暠行为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反过来,妥协也

意味着进步,与他者合作已经不再是一个道德或政治问题,而是越来越攸关美国自身

的竞争力。栞

四

权力的分散是后美国时代的主要特征,但权力分散的最终归宿并不是权力分布

的“匀质化暠。也就是说,尽管权力分配的相对差距确实在逐步缩小,但这种缩小的趋

势并不会无止境的持续下去。不仅迈向无极化的世界是虚无缥缈的,就是真正的多

极化时代,也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笔者认为,要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势

下,对美国是否走向衰落下一定论还为时尚早,但国际格局的转换确实正在发生。世

界格局的转换不仅是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一个过程。体系内主要大国的实力和地

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体系内主要成员国间的互动关系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

从国际社会的现实来看,美国虽然是目前开放的自由贸易体制和世界民主秩序

的主要缔造者,但它的确今非昔比。在后美国世界里,承认他者的崛起就必须承认美

国的相对衰落。扎卡利亚强调,美国应该寻求与他者共享权力,创建合作式联盟,共

同管理世界,塑造其全球合法性。他强烈主张美国放弃残存在其脑海中的单边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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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积极的态度给正在崛起的“他者暠留出国际空间,这些观点都富有建设性和洞察力,

是值得肯定的。但作为一个美国籍印度学者,扎卡利亚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不可避免

地带有美国学界的固有偏见。其实,《后美国世界》与基欧汉的“后霸权暠理论栙一样,

其真正用意并不是要论证美国是否由于金融危机而走向衰落,而是美国如何在后美

国世界中维持或重建世界领导地位,其中不乏对一个超级大国存在的依恋。在书中,

扎卡利亚一方面认为美国的衰落是由于美国特定政府政策的失误造成的,另一方面

又坚持美国应当扮演普世理想的界定者角色,并认为只有美国才能肩负起这一使命,

这就使得其论点打上了明显的“美国中心观暠色彩。此外,扎卡利亚虽然积极主张美

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但也建议与崛起大国的竞争者结成正式同盟,这里具有很明显

的制衡含义,虽然制衡的对象并没有特指中国,但却是中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警

惕的。

王金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8级在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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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国会外交权力的探究

———评周琪主编的《国会与美国外交政策》

沈暋鹏暋暋暋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美国国会的研究日渐深入,不少关于美国国会的著作面

世。栙2001年,中国政府驻美国大使馆也成立了国会工作小组。在已有的国会研究

成果中,中国学者对国会的立法机制、国会的外交权力、利益集团在立法过程中的影

响、国会和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冲突等方面的情况作了详尽的描述。中国社会科学

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周琪主编的《国会与美国外交政策》栚一书通过理论与案例的有

机结合,对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探讨。

一

国会作为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一起构成美国政府的三个组成部分。

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中,国会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对行政部门和总统的权力起

着制衡作用。众多观察者也都承认美国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立法机构。栛但情况

栙

栚

栛

参见孙哲、王义桅、赵可金:《国会研究:美国研究的新支点》,载《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第77~85页;
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转型和决策行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孙哲等:《美国国

会与中美关系:案例与分析》,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李庆四:《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政策》,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倪峰:《国会与冷战后的美国安全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版;孙哲等编:《美国国会研究I》,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孙哲等编:《美国国会研究II》,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信强:《“半自主暠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2005年版;丁孝文:《走进国会山:一个中国外交官的亲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周琪主编:《国会与美国外交政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罗杰·希尔斯曼、劳拉·高克伦、帕特里夏·A.韦茨曼著:《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概念模式与官僚政

治》(曹大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48页。



并非这么简单。由于美国宪法对国会权力的性质(特别是外交和防务方面权力)的模

糊性规定、历史上国会权力的起伏,以及在不同领域国会权力的不均衡,导致学者们

对国会究竟有多大权力众说纷纭。这依然在考验着当今国会研究者的观察力。

国会权力的大小是相对于行政部门的权力而言的。注重国会与行政部门关系的

模式在美国多被称为跨机构模式,不少美国学者越来越强调国会与行政部门共同制

定美国外交政策。栙罗伯特·帕斯特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是行政部门和国会

这两个部门或机构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有时是微妙的或心照不宣的,有时则是剧烈

的或冲突性的暠。栚《国会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虽以国会为终极关注点,但其主要脉

络紧扣着美国的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作者在开篇即提出一连串问题:哪些立法

约束行政部门在不同的外交领域里的行为? 国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的外交

政策? 总统和行政部门在什么情况下会对国会做出妥协? 总统和国会之中谁拥有更

大的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力?栛

围绕着美国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权力的消长和国会影响外交政策主要手段的变

化,本书的导论部分从总体上回顾了自美国建国以来国会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同时

也对全书的理论框架、主要问题、写作方法和章节安排做出说明。作者指出,“美国的

立国者们最初对应如何解释宪法的总统和国会之间分配外交权力没有统一的看

法暠。栜 因此,美国历史表明,美国没有一个单一的对外政策决策方式。在对外政策

领域,立法和行政关系一直是不固定的,并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栞 美国第一

任总统华盛顿通过外交实践确立了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权力,此后历任美国总统

在外交事务方面的行为都力图加强总统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国会在19世纪后期又

出现了权力反弹,参议院运用条约来指导外交政策的方法在威尔逊总统时期达到顶

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另一次转折点,外交决策方面“帝王般的总统暠在第二次大战后

兴起;越南战争的结束和“水门事件暠则再次释放了国会参与外交决策的洪流。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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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章阐述了国会参与外交政策的权限、方式以及领域问题。作者首先强

调国会在不同问题上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并引用了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经典划分

法,将美国的对外政策分为结构性政策、战略性政策和危机政策。在这三大类问题

上,国会的影响力依次递减。栙作者又对这一分类做了补充,认为“即使是在同类问题

上,国会也会有不同的认识,采取不同的立场,因而其影响也不尽相同。暠栚

二

本书第二章到第六章分别从人权外交政策、战争权力、安全政策、贸易政策及冷

战后的中美关系等视角,探讨国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其关注的焦点不约而同地

聚集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会权力复兴现象上。“70年代以来,无论是在内

政还是在外交政策的决策上,国会都在挑战行政部门。如对尼克松的弹劾、对伊朗门

事件的调查,以及对克林顿总统绯闻案的听证,等等。暠栛

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分析,本书第二章以贴近历史

事实的方式逐步展现国会在人权外交政策领域影响力的增强。人权外交问题之所以

成为本书最先关注的领域,笔者认为是因为该领域关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道德理想

之间的平衡问题,深刻地牵动着美国的立国之本。在国家利益和道德理想之间,国会

较之行政部门更加关注的后者,因而更加关注在全球追求人权。栜其他研究者也指

出,国会常常笼罩在浓厚的“意识形态暠氛围之中,表现出更多的“理想主义暠色彩。如

2007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把历史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大批杀害亚美尼亚人认定为

“种族屠杀暠的议案,但布什总统同时却必须考虑如何维持与土耳其政府的良好关系。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栞

本书第二章着重介绍了作为国会在人权外交政策领域影响力标志的美国最重要

的三项关于人权的立法,这些立法规定美国在提供安全援助、经济援助和在国际金融

机构中投票赞成或反对某个国家的贷款申请时,必须考虑对象国的人权状况。此外,

作者还指出,国会不仅立法,还监督法律的执行。监督的最后阶段是订立新的法律,

使法律更加具体化,使行政部门没有其他的解释余地。可以说,国会在推进人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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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志强大,但同时也非常担心成为政策失败的替罪羊,这决定了行政和立法斗争轨

迹的曲折性。但国会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确通过把人权放到议事日程上,

迫使行政部门更加关注在全世界促进人权。为了使读者更直观地理解国会与行政部

门在人权外交政策制订上如何拉锯,这一章的最后部分详细描述了美国对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智利四国的人权外交案例。这些案例表明,美国行政部门有时

囿于战略利益而力图绕过国会促进人权的目标,显示出美国人权政策的双重标准。

本书的第三章分析了国会的战争权力问题。战争权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国会

外交权力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它经常被称为国会外交的低潮点(thelow

ebb)。栙这一章着重分析了《战争权力决议》的出台过程及修改该法案的努力。作者

认为,“无论从事先咨询、事后报告,还是从定时条款的效用来看,《战争权力决议》对

行政部门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约束力。但是另一方面,它未如议员们所希望的那样确

保国会参与战争决策。暠栚虽然在该决议的效力和约束力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但国会

引述它本身就成为坚持自己外交责权的象征。冷战结束后,国会议员或试图补充它

或试图废除它,但都未获成功。国会战争权力的消长主要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历

次重要的对外干涉决策中。

第四章主要探讨国会在美国安全政策方面的主要决策机制,包括国会武装部队

委员会的权力、人员组织、结构和决策模式。作者认为,冷战后国会在战略性政策领

域的影响力有了明显提高,但在许多重大的外交和安全问题上,国会不能也不愿意发

挥领导作用。国会基本只顾及美国的自身利益,而很少考虑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反

应,因此立场表现得更为强硬。栛

第五章探讨国会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作者认为,与安全政策方面的稍显弱

势相反,国会在贸易政策方面不但拥有更明确的宪法授权依据,并且由于贸易问题具

有内外利益交织的特点,国会也更积极地介入贸易决策之中。自由贸易虽是国会的

主导文化,但国会意识到受进口冲击的行业通常为美国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也是大

量选票存在的地方,因此也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栜作者认为,1934年《互惠贸易协

定法》确立了美国总统与国会分享贸易决策权的体制:一方面,国会受到行政部门的

“保护暠,减少了利益集团的压力;另一方面,总统可以把外交考虑和全国经济情况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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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到贸易政策中。利益集团也仍有可以获得保护的固定程序。栙这一体制既加强了

国会内外赞成自由贸易的力量,也刺激了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能。国会与美国

贸易代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关系是这一章重点分析的内容。这两个联邦机构与总

统和国会的关系是“一仆二主暠的关系。国会支持这些机构拥有一定的独立于总统的

地位,以制约总统的权力。

本书最后一章把落脚点放在国会对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上。作者以国会

干预对华对策的多种手段和多个案例说明,国会议员在抨击中国政府、攻击中国人权

问题上是异口同声的,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一致的,都要求中国改善人权。栚国会在

人权领域和贸易领域对行政部门的强势影响十分典型地反映在中美关系上。与行政

部门的对华政策议程相比,国会有自己对问题重要性的排序。这与其他学者对近几

十年国会涉华提案的统计结果一致。国会议员对中国关注的重点依次为经贸、人权

民主、安全和台湾议题。经贸提案远多于其他议题,人权民主提案众多,且消极者占

绝大多数。栛作者认为,总体而言,国会在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上起了极为消

极的作用。

三

《国会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在学术梳理、史料运用等方面都有其特色,对于行政

和立法权力结构问题,作者也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即“在对外政策领域里行政和立法

两大部门之间相对权力的变迁呈一种螺旋上升的模式。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

对外活动的日趋频繁,国会和行政部门的权力都在增大,双方的权力不断在新的基础

上达到新的均衡。暠栜本书同时冷静地认识到,国会在外交政策领域里日趋活跃,并不

意味着国会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实际影响已经超过了行政部门。作为一个超级大国,

这个角色只有总统才能胜任。栞国会是“参与暠决策而不是“反对暠总统的政策。

国会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无疑增加了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但正

如本书序言中所指出的,这是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国会代表选民利益,反映人民呼

声,理所当然要在对外事务中有所作为,对当政者形成牵制。暠栟国会的代议性使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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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关于美国人民的希望、要求、需要、特点和智慧的最有代表性和最具有政治敏

感性的信息的来源。栙在可预见的未来,国会将依然会在外交政策领域里起着审查、

评估和监督的角色。

《国会与美国外交政策》所描绘的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符合美国学者杰

里尔·罗塞蒂总结的三种越战后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栚

第一,争论型影响立法-行政关系。即总统仍在驻外军事力量的使用方面占据

优势地位,而国会可能在不涉及使用武力的政策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国会通常作为一个“反应性暠部门存在,总统往往掌握政策的主动权,国会

主要是对总统决策和行政部门的执行作出反应,但国会长于对一项政策的细节进行

处理;

第三,国会是美国政府内最根本的“政治性暠部门。国会对公众的反应、政治支持

及其在公众眼中的形象十分敏感。

本书还指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观察的问题,如九一一事件后国会、行政与立法之

间的关系,以及随着21世纪国际格局的形变化及美国在海外使用武力的新发展等,

国会在21世纪的行为特点、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关系等,这些仍将是美国外交和政治

研究的关注重点。

沈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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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30年:回顾与展望暠
研讨会综述

魏雪梅

2009年12 月 12~13 日,“中 美 关 系 30
年:回顾与展望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共中央

党校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

所主办,美中教育基金会协办。50多位与会者

分别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防大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参事室、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美中教育基金

会,美国马里兰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大西洋理

事会、美国亚洲协会等单位。会议围绕建交30
年来的中美关系、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

经济关系、奥巴马及民主党国会的对华政策、

中美关系展望:竞争、合作抑或冲突等问题进

行了研讨。
(一)中美关系30年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美建交后尤其是改

革开放后,中美关系发展迅速,但中美之间既

有共同利益也存在分歧,这导致过去30年的

中美关系有起有伏。

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尼古拉斯·普拉

特(NicholasPlatt)肯定了改革开放在推动中美

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多年以来,

中美的命运已经联在了一起,不能相互损害,

不能相互脱离,要相互信任,一起解决全球性

问题。

宫力教授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有其内

在动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与中美建交

几乎是同步的,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是有内

在动力支撑的。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

动力更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

长袁鹏研究员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依然很不

平衡;中美之间战略互信严重不足;中美在全

球层面如何合作还没有找到基本规律;两国民

间和媒体还相对比较隔漠。他指出,中美关系

30年妥协的产物就是美国对台军售和《与台湾

关系法》,这个问题关系重大,现在应该是清

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将认

为,中美关系的“起暠是源于共同利益,“伏暠是
由于存在分歧。未来的中美关系仍将是起伏

不定的。中美要共同努力,使两国“起暠能维

持,尽量不要“伏暠,即使“伏暠出现了,也要尽量

使之保持在较短时间之内。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前所长杨毅少将指

出,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中美

双方必须调整心态;中美构建一种复合性的稳

定关系结构,由以往单纯依靠共同利益转变为

依靠共同利益和力量均衡相结合的更稳定的

关系。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部张沱生

主任认为,中美关系经过30年,正在趋向成

熟,要真正使其成熟起来,就要将过去的危机

管理转向机遇管理。中美在非传统安全等问

题上面临诸多挑战,是在一条船上,必须要联

手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

荣教授认为,应该充分认识30年前中美和解

的历史价值,中美不但实现了各自的目标,还
有额外收获:对美国来说是有利于赢得冷战,

对中国来说是有利于改革开放,中美关系的稳

定为整个亚洲引来了投资。中美关系能够发

展到今天,除了共同利益,还有超出共同利益

的共同社会、文化共同性质。
(二)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关

系

与会中国学者认为,2008~2009年的国际

金融危机并不代表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失败,也
不代表中国市场经济的胜利。中国应该从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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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中吸取教训,寻找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与

会美国专家普遍对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恢

复抱有信心认为,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并没有

因金融危机而动摇。金融危机一方面促进了

中美间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经济问

题,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有利或不利因素并不

会对中美关系起决定性作用。

负责美国亚太商业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

卿亨利·莱文(HenryLevine)认为,全球金融

危机带来的有利因素是:金融危机促使中美积

极展开合作,如中美在20国集团中共同发挥

主要作用;使许多中国公司有更多机会与美国

公司展开合作,这是一个增加更多中美平行利

益的机会。其带来的不利因素是:中美失业率

上升增加了人们的保护主义倾向;金融危机使

美国消费下降,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扩大内需

来保持增长,这使有些人认为中国不再那么需

要美国了,这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另一个

方面是与中国的发展道路相关,美国商界人士

担心中国越来越多地采取行业政策来引导产

业创新。这些不利因素很可能成为中美之间

潜在的摩擦点。但金融危机对中美关系并不

起决定性作用,中美关系的发展在于能否处理

好中美之间战略互信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肖炼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

发展模式存在的许多问题,中美已经成为利益

攸关方,应共同合作,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中国要改革现行的国际经济组织,但不挑战美

国的领导地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丁一凡研究员认为,

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的问题决定了中美之间的

经济和贸易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马小军教

授认为,中国应该考虑寻找一种真正适合自己

的方式。美国对中国发展30年产生了最大影

响的是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但很显然中国是无

法承受13亿人以美国方式生活的。
《十亿消费者:来自中国商场第一线的经

验》一书作者麦健陆(JamesMcGregor)先生将

美国经济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比喻为一个喝醉

酒的司机在开车,这次经济出了状况,但美国

就像是在酗酒治疗中心停下来并修复经济。

而中国正在世界经济舞台中央,引起全世界的

关注,在展示自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如不可持

续发展、不平衡、不够稳定等问题。这些问题

将使中国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难,因此,中美

两国都需要朋友,需要一起合作来解决这些问

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楚树龙教授认为,

金融危机发生一年多了,很多国内媒体认为美

国从此衰落了,但学术界包括政府应该更清醒

地看待这个问题。美国仍是第一制造业大国,

美国模式虽然有些过度,但基本上是适合现代

经济的。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潘悦教授认为,

过去30年中国并非是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的,实际上只有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出
口才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金融危机

之后,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很大。
(三)奥巴马和民主党领导下的国会:对华

政策的意义

与会中国学者大多认为,表面上美国国会

的反华倾向比较明显,似乎是中美关系的“麻
烦制造者暠,但实质上,国会与政府在本质上并

没有差别,它们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最终只会

增大对中国的压力。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刘建飞

教授认为,现在民主党国会和白宫在对华政策

上,作为不大。奥巴马访华时与中国发布的

《联合声明》并没有实质性进展。在看待《与台

湾关系法》上,既然国会和白宫都认为对华关

系很重要,是影响两国战略互信的最重要的因

素,美国就应该努力推动此问题的解决。问题

的关键在于奥巴马能否做出像尼克松访华那

样的政治决断。《与台湾关系法》对中国和美

国来说都属于“恶法暠,它既影响中美关系发

展,又损害美国国际形象。总之,解决《与台湾

关系法》问题不是不能,而在于有没有决心。

负责美国亚太地区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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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薛瑞福(RandySchriver)认为,奥巴马政府与

布什政府的区别在于:布什政府更支持自由贸

易,奥巴马政府却不太拥护贸易自由化;奥巴

马政府将美中关系放在了重点位置,而布什政

府只是将之放在区域政策之中;二者在对待美

中关系的基调上有一定的区别。他认为,国会

中不少人对中美关系是感兴趣的,但存在分

歧,有议员认为美国对中美关系重视不够,有
议员关注中国的人权、民主和安全问题。但大

多数美国国会议员还是愿意推动中美关系向

前发展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庆四教授

认为,不能单纯从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关系的

角度来看待美国对华政策或中美关系,而应该

从大环境下来分析。美国的强势地位使得其

有条件在政治体制上对中国施加压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

授认为,国会与总统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比较

重视对华关系,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很务实、很
理性。但二者也有差别,总的来说国会比较消

极。国会众议院议员很少有机会能来中国,因
此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想象。

另外,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常常会左右

民众的倾向,反华有利于议员拉选票。很多议

员也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感和不安。但国会

的消极倾向并不会改变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

究员指出,美国国会并非一个整体,议员属于

不同的州和选民,选民、利益集团及媒体都会

对议员形成影响。如果说议员的反华倾向来

自于他们对中国的不了解的话,那么中国改革

开放30年来,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和人民之间

的交往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这与国会议员对中

国如此不了解的现象是矛盾的。

国务院参事室张立平研究员认为,总统与

国会的“蜜月期暠结束后,中美之间的争议性问

题和结构性矛盾就会浮现出来。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潘国平从国际法的角度质疑美国国会的权限。

国会出台《与台湾关系法》,任意干涉别国内

政,实际上是违背了国际规则或国际法。

张之香大使认为,中国要了解美国国会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美国,亚裔对国会的影响

非常小,因为亚裔几乎不做或不以正当途径做

政治捐款,没有团结起来,也不爱投票。因此,

要改变国会对华政策倾向就必须游说国会议

员,否则他们为什么要花他们的政治资本去处

理敏感的政治问题。
(四)中美关系展望:竞争、合作抑或冲突

与会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中美间在台湾问

题、民主、人权问题上仍将存在分歧,在经济、

能源等领域仍将存在竞争和冲突,但是这些问

题是可控的。中美之间在未来的十五到二十

年间仍将难以建立起战略互信。与会美国学

者大都认为中美可以努力减少战略不信任,民
主、人权等问题并不会造成中美间的战略紧

张。与会学者大多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持

乐观态度,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增加对对方核心

利益的理解,都应该进行改革,调整心态。在

应对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上,中美

间的合作是必须的。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主任、中美能

源与气 候 合 作 计 划 项 目 主 任 班 宁 · 加 勒 特

(BanningGarrett)认为,应该从全球角度来思

考中美关系未来30年的走向。中美之间不能

进行零和竞争,尤其是战争,这不符合双方的

战略利益。中美必须进行合作,但二者之间缺

乏合作所必需的互信,缺乏对对方核心利益的

完全理解,缺乏应对共同问题的责任感,缺乏

合作机制,还缺乏公众支持。虽然政府高层已

经认识到这一点,但军方对此认识还不足。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孙哲教授认为,

未来15到20年中美之间的互信仍难以建立,

双方领导人需要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明确定位,

并有远见卓识,推动中美合作。中美将来可能

会生活在一种若隐若现的合作伙伴或20国关

系中和一种以相互竞争、相互遏制为常态的关

系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周琪研究员认为,

中美之间缺乏互信的原因在于美国人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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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和文化上的优越感,总是用自己的价值观

和政治制度来衡量中国,这使他们很难了解真

正的中国,也就难以建立战略互信。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

认为,中美两国的合作和竞争都是结构性的。

冲突的可能性即便是1%也总是存在的,关键

在于将它严格限制在一定的领域。不管合作

还是竞争,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战略猜

疑,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中国无论

如何解释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最大的

障碍。对国际社会,中国已经有了巨大贡献,

虽然中国今后应该对国际承担责任,但美国要

求过多,期望过高,这种倾向值得警惕。

刘建飞教授认为,民主问题仍是影响中美

两国建立战略互信的一大因素。在民主价值

观问题上,美国追求民主,中国也不反对民主。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有

效治理。并非多党制才是民主,民主可以有许

多形式,而要看其实质,人民是否能真正享受

权利。民主要适合国情。奥巴马访华没有提

民主和人权话题,这只是策略上的变化,并非

战略上的抉择。

中国政法大学刘长敏教授认为,中美建交

30周年,发展的大体框架、轨迹都已基本明确

了。从历史看,中美关系实质是建立在现实主

义基础上的一种利益平衡和交换关系,因此,

要建立互信是比较困难的。她提出要以“君子

和而不同暠理念建设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赵梅研究员

认为,与美国人从美国人的视角看中国一样,

中国人也不可避免地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美

国。研究表明,美国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960~1970年代是敌人

形象,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是现代化样板形

象,89年后对美国的看法是比较复杂的。中美

双方看待对方是很不同的,美国人是把中国人

民和中国政府分别看待的,而中国人则把美国

人和美国政府看做一体。中美间有很多不同

也有很多共同利益,寻找共同利益很重要,换
位思考也许将有助于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

展。

“中美长期对话暠研讨会在京举行

魏红霞暋刘得手

2009年9月27~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与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在北京联合

举行了“中美长期对话暠国际学术研讨会。来

自美国凯特林基金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科院马列研

究院、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机构和大学的20
余位中美专家与会。与会者就当前中美关系

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及及中美两国的社区发展

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当前的中美关系

开幕式上,美国凯特林基金会主席戴维·

马修斯先生(DavidMathews)和中国社会科学

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顾国良研究员分别致辞,

回顾了过去20年来“中美长期对话暠对促进中

美关系的发展、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互相了解所

做的工作。戴维·马修斯认为,在过去的十多

年里,中美两国保持了稳定和平的关系,中美

在国际事务和双边关系中合作的领域在不断

扩大。顾国良研究员认为,奥巴马政府推行务

实、灵活、合作的外交政策,着眼于提出新理

念、新政策和新办法。奥巴马执政后,中美关

系实现平稳过渡和全方位合作,总体发展比预

期得好。

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国际事务部主任哈罗

德·桑德斯(HaroldSaunders)认为,随着世界

的变化,中美关系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仍然存在问题。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不同,

有这不同的世界观。中国强调国家追求自身

的利益和不干涉他国内政,而美国认为建设一

个稳定的国际社会需要首先帮助一些国家建

立稳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基础,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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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包括人文和社会资源

的发展。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

关系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David M.
Lampton)认为,现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总

体来看是健康和平稳的。稳定世界经济、核不

扩散问题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两国关

系的基础。从根本上看,中美两国对世界的看

法是一致的。两国需要利用彼此的资源来应

对共同面临的问题。但是,不应因为中美关系

有了良好的开局,就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将会

一帆风顺。实际上,中美两国在军事方面还缺

乏互信。而且,在对待诸如失败国家和气候变

化等全球挑战性问题方面还需要合作。中国

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陶文钊研究员总结了

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几个特征。他认

为,两国关系实现了完美的过渡。中美关系继

续保持稳定,并进一步发展,没有发生以前曾

经经历的那种起伏和颠簸。奥巴马政府执行

现实的外交政策,承认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和

相互依赖,两国必须合作共事,抓住共同的机

会,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包括金

融危机、气候变化、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问题

等。对于两国之间的分歧,奥巴马政府明确表

示共同利益比分歧更重要,并且与中方就分歧

进行对话,不让分歧妨碍合作。人权关系的淡

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一些固有的矛盾

仍然未从根本上解决。美国一部分人对中国

仍然有很深的疑虑。在台湾问题上,奥巴马政

府很难改变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基本框架。不

过,可以预期,奥巴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将会

谨慎行事,台湾问题一时不会成为中美关系中

的突出问题。

美国麦 耶 公 司 首 席 执 行 官 汉 克 · 麦 耶

(HendrikMeijer)认为,美国人民日益认同中

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这种相互依

存的关系式脆弱的,很容易被政治关系削弱。

目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如

何安抚在选举中支持他的美国工会组织。

前美国 驻 北 约 常 驻 代 表 威 廉 · 塔 夫 托

(WilliamTaftIV)认为,人权应该被当作一个

全球性的问题,而不是两国之间的问题。现在

美国与中国的对话主要讨论经济和贸易问题,

人权问题被淡化了。尽管如此,人权问题仍是

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分

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他认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一直影响着美国

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布什政府8
年任内将民主作为推进其全球战略的工具。

奥巴马政府目前弱化民主的做法是暂时的,因
为美国目前面临很多难题,需要各国的合作。

美国强调民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里面包含

了对中国民主政治的认知。在美国决策层的

眼里,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刘建飞教授认为,

中国正走向民主,这是毫无问题的。他阐述当

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把中国目前的民

主分为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三个层

面,其中政治民主包含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层次

的宪政民主、村民委员会这一层次的农村基层

民主,以及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主要反映在中

国出现了许多非政府组织。中国物权法的出

台则反应了经济民主的发展。总之,中国民主

在向前发展,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在推进民主

发展的历程中,中国重视的是民主的实质而不

是形式。中美在民主问题上不是对立的,双方

的目标都是要发展民主。只是两国所走的道

路不同。

国防大学徐辉博士分析了中美军事关系

的发展。他指出中美两军交往的历程具有具

有“升温—受挫—降温—恢复—再升温—再受

挫—再降温—再恢复暠这样一个“波动规律暠,

而且恢复远远缓慢于中断,几乎始终处“危机

管理暠状态。目前中美军事交往仍没有走出这

种曲折历程,但已经见到了走出这一怪圈实现

正常化的曙光,这种曙光的出现得益于两军交

往大环境的变化。他指出,中美双方不存在任

何领土争端,双边的军事合作实际上有着很多

潜力。然而,深化两军合作仍然存在很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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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如对台军售问题。他认为,发展中美军事

关系的 指 导 思 想 应 该 是 “标 本 兼 治、相 辅 相

成暠。第一步要明确双边军事关系长远发展目

标和交往指导原则。第二步要深化和扩大两

军对话与交流。第三步要努力解决妨碍两军

关系深入发展的具体障碍。第四步共同探索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途径和样式。第五

步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两军危机管理机制。
(二)中美两国社区的发展

会议讨论的第二个议题是中美两国社区

的发展,这是“中美长期对话暠中的一个崭新议

题。与会者交流了两国在社区发展方面的情

况,并认为这对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是非

常重要的。

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副总裁陶美心认为,全
球化被许多人认为是零和游戏,是坏东西。但

每个人在维护其自身价值的同时也要学会彼

此珍惜,彼此尊重。

中国社科院马列院陈志刚副研究员介绍

了中国西部的社区重建情况。在其课题小组

对内蒙、云南、贵州、陕西、河北等地乡村进行

的调研基础上,他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乡村社

区出现了公共性危机。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虽然使农民走上了相对富裕的道路,但其

实践过程没能有效实行“统分结合暠的原则,往
往只有分,没有统,村级组织的权威被削弱,组
织和动员能力减弱,农村社区的公共治理日渐

衰落。其次,当市场成为获取收入和满足需求

的主要来源时,农户间的竞争或者说个人主义

意识加强,合作互助意识以及集体意识减弱,

维系社区、家庭稳定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第

三,村级正式组织在没有依靠村庄传统资源又

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无力承担社区公共性

重建的任务,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产品。因

此,西部农村社区的发展不但要关注公共的自

然资源、公共的经济资源,更要关注公共的社

会资源,激活被打散的社会公共资源对于新农

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指

出,社区重建不但需要加强政府的支持,更需

要发动社区民众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不

但要建设一个新的农村,也要塑造新农民。

桑德斯指出,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理

论的缺失,是忽视了社区中的公民在解决经济

问题中的作用。社区发展在美国的民主实践

和社会的有效治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美长期对话暠会讨论社区建设问题,令人鼓

舞。对话不仅要关注政府的政策,还要重视社

区在应对经济和社会挑战时所起的作用。他

以其亲身调解阿以冲突的经历说明,虽然政府

签署了和平条约,但人民缔造了和平。桑德斯

还指出社区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的作用。他

认为,对于社区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

美关系而言,这种研究现在正帮助我们构建一

个新的概念框架,使中美开始更紧密地进行合

作,建立一个可以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国际社

会。

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

研讨会综述

樊吉社

2009年9月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

研究所军备控制与不扩散研究中心主办的“美
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暠

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外交部、商务部、中国

军控与裁军协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

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宇航学会、

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清华

大学等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与会者就奥巴马政府军控与防扩散政策调整

的内容、背景、地区防扩散问题,以及美国军控

与防扩散政策调整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进行

了探讨。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调整的内容

与会者认为,布什执政期间,美国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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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控制,将政策重心放在防扩散问题上,而
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美国在军控政策上做出了

比较明显的调整,提升了军控问题的重要性,

并将军备控制作为防扩散的手段之一,通过军

控进展推进防扩散这个核心目标。奥巴马在

布拉格讲话中提出了无核世界的概念,将军控

与防扩散结合在一起,这是军控观念的重要变

化。

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的调整具体表现

为:一是明确提出了无核世界的倡议,并且加

强了宣示的力度。除了布拉格讲话外,美国还

在八国峰会、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等国际舞台

上争取在核裁军问题上的国际共识。2009年9
月24日,奥巴马将主持召开主题为不扩散核

武器和核裁军的安理会特别会议;2010年3月

还计划召开一次核安全峰会。二是重新重视

美俄裁军。美俄在7月初的峰会上已经就《第
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的后续条约

达成了框架性的共识,两国可望在年底前完成

条约的谈判。三是做出在导弹防御问题上调

整政策的姿态。一方面仍强调导弹防御系统

是防扩散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提出美国将加

强其他制度安排以减少导弹威胁。四是在地

区防扩散问题上改变了以往的强硬姿态,强调

多边合作而非单边主义,重视接触而非对抗。

五是在涉及军控和防扩散问题的人事安排上

任命了具有丰富的裁军谈判经验的专家型人

物。

多数与会者认为,这些变化是奥巴马政府

军控与防扩散政策的重要调整,而且可能在未

来几年持续下去。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的政策

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无核世界倡议的意

义被夸大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俄罗斯施

压,推动俄进一步裁减核武库。美国国内在核

裁军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是否真正倡导

无核世界将取决于未来美国在《全面禁止核试

验条约》批约、可靠替代弹头、导弹防御、延伸

威慑等问题,特别是美俄是否准备将核武库裁

减到1000枚以下以及如何界定核武器作用问

题上的政策和态度。

(二)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调整的原因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与布什政府相比,导
致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军控和防扩散政策做出

显著调整的原因较多。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

布什政府重视核武器、强调防扩散、推行单边

主义的政策没有取得成效,反而使得美国的软

实力受损。因此,奥巴马就任总统后通过调整

美国的军控和防扩散政策以修复美国国际形

象,重建美国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的领导地

位。从实际的效果来看,美国通过无核世界的

政策宣示等姿态扭转了美国在相关议题上的

被动地位,重新获得了在军控议题上的“道德

高地暠。其次,美国国内决策环境的变化是政

策调整的另一个原因。由于美国受金融危机

影响,美国拟削减用于导弹防御的预算,而同

俄罗斯谈判削减庞大核武库也是降低开支的

方式之一。另外,国内舆论也在反思过去几年

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的成败得失。其三,国
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也提供了美国政策调整的

契机。地区安全问题的持续升温,核恐怖主义

的威胁上升,核走私问题和地区核扩散问题久

拖不决等,美国需带头推动核裁军才能够取得

各国对美国政策的支持与合作,共同应对这些

安全挑战。其四,精确打击的常规武器已经可

以实现过去只有核武器才能完成的使命,而核

武器的威慑前提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各国对核

武器作用的认识更趋于理性,因此美国可以考

虑调整其核裁军政策,并以此作为调整大国关

系、特别是美俄关系的突破口。

也有学者指出,目前美国的政策调整仍仅

限于凝聚国际共识,美国最终能否实现这些调

整仍然取决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美国国内在

此问题上的认知。
(三)美国在地区防扩散问题上的政策

与会学者认为,奥巴马就任以来,在朝核

和伊核两个地区防扩散问题上采取的政策有

别于布什总统。在伊核问题上,美国展示了更

多的对话意愿。在朝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在

过去的半年中经历了朝鲜核试和导弹试验的

几次挑战,但没有做出过度的反应,随后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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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总统克林顿前往朝鲜解决被扣押的记者,美
国对朝“两手政策暠更趋明朗。奥巴马政府一

方面主张继续在“六方会谈暠的框架下谈判解

决朝核问题,同意与朝鲜在多边框架下进行双

边的会谈;另一方面,美国仍在推动对朝鲜的

制裁和施压。目前,美国对朝的总体政策仍在

形成过程中,双方也在相互试探。多数与会专

家学者认为,奥巴马总统将会延续布什政府后

期采取的对朝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适当的

调整。朝核问题目前不仅仅是美朝之间的防

扩散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地区安全问题,朝核

问题的未来解决将影响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

稳定,各国在此问题上均有自己的安全利益。

虽然朝鲜期待美朝双边谈判,但美国不会轻易

摆脱解决朝核危机的“六方会谈暠这个多边框

架。经过两次核试验后,美国对朝政策目标是

否发生了变化? 有学者认为,美国现在更加侧

重防扩散,而将无核化放在第二优先的地位,

因为朝鲜核计划尚未对美构成直接威胁。鉴

于朝鲜拥核对周边国家的“溢出效应暠,美国仍

会继续承诺对日韩等盟国提供核保护伞的政

策。

对于伊核问题,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期间一

再表示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但不排除其他政

策手段。目前伊朗总统选举已经结束,内贾德

再次当选,新总统也表现出了谈判的意愿,但
美国和伊朗能否真正实现谈判仍不确定。另

外,美国也准备在伊朗不对谈判倡议做出积极

回应的情况下,继续推动对伊朗的制裁,伊核

僵局能否短期内化解仍不确定。
(四)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调整对中国

的影响

与会者认为,奥巴马政府调整军控和防扩

散政策,重视军控制度建设符合中国利益。中

美在制止地区核扩散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两国

存在较多的合作空间。中国早在 1963 年和

1964年就发表政府声明,主张全面、彻底、干
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并倡议召开世

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为逐步实现全面禁

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所应采取的步骤。奥巴

马政府提出无核世界倡议并没有超越40多年

前中国政府的呼吁。中国一贯支持全面、彻底

销毁核武器,支持美俄通过谈判条约实现核武

器的裁减,并支持多边军控机制的建设。

有学者认为,虽然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无核

世界倡议短期内并无实现的可能,但将对所有

有核国家构成舆论压力。中国在核问题上非

常克制,不过,将可能面临核透明的压力。也

有学者认为,核透明与战略信任相互关联,缺
乏战略互信就很难实现真正的透明。要增加

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双方都要做出更多的努

力。中美两国在出口管制方面具有进一步合

作的空间,而美国放松对中国高科技的出口管

制将有助于提高两国的互信。此外,中美两国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有着良好

的合作。与会学者认为,在即将来临的2010年

的审议大会上,中美两国都将面临来自无核国

家的压力。两国有必要继续加强合作,强化核

不扩散机制,为国际和平做出更多的贡献。

美国研究联络会第六次年会

综述

闫循华暋孙有中

2009年9月19日至20日,美国研究联络

会(AmericanStudiesNetwork)第六次年会在

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该联络会由美籍华人

张之香(JuliaChangBloch)主办的中美教育基

金会(U.S.灢ChinaEducationTrust)主持成立,

旨在推动中国的美国研究和教学,每年在国内

举办一次研讨会。2009年是继2007年的“九
一一后的美国:变化与延续暠国际会议之后,中
美教育基金第二次与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

究中心联合举办美国研究联络会的年会。美

国驻华大使乔恩·亨茨曼(JonHuntsman,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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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名洪博培)、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和中美

教育基金会主席张之香女士出席了大会开幕

式并发表了演说。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普林斯

顿大学教授格劳德(EddieS.Glaude)做了题为

“奥巴马时代的种族论暠(TheorizingRaceinthe
AgeofObama)的主旨发言。中国学者资中

筠、孙哲和美国资深记者格维特兹曼(Bernard
Gwertzman)同台主持了“奥巴马与世界:重新

定义美国软实力暠大会专题论坛。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 “奥巴马现象:重读美

国的契机暠。共有近40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

美国、荷兰等地的学者与会,从奥巴马现象的

文化背景、社会基础,奥巴马胜选原因,以及奥

巴马时代的美国社会与外交等方面对年会的

主题进行了探讨。
(一)奥巴马现象的文化背景

与会学者认为,奥巴马的崛起,得益于各

时期文化精英的思索探求及由此形成的文化

积淀。荷 兰 学 者 皮 萨 兹—拉 米 雷 (Gabriele
Pisarz灢Ramirez)认为,美国的早期身份认同不

仅来自英国,也受到了非洲、加勒比海及拉美

地区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废奴作家的作品

中体 现 出 来。乔 治 敦 大 学 奈 斯 特 (AmyR.
Nestor)指出,惠特曼和杜波伊斯对民族主义和

种族主义所带来的创伤性经历都有过类似的

严肃思考。

江南大学刘剑锋教授认为,惠特曼的《草

叶集》歌颂民主、自由、平等,表达了对上述理

念的倡导者、奴隶制的废除者林肯总统的崇

敬。而奥巴马的当选,正是对林肯总统所倡导

的“民主、自由、平等暠的有力见证。

四川大学叶英教授考察了杜波伊斯的教

育理念,指出他将教育的根本目的归结为开发

才智,教育不应只关注眼前所面临的具体的黑

人问题,还应该考虑该民族长期的发展与进

步,并倡导在整个黑人教育体系中,尤其是高

等教育中重视人文教育。杜波伊斯的教育理

念对黑人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京大学方红副教授指出,非裔学者盖茨

(HenryLouisGates)推动非裔文化研究的制度

化,倡导社会融合,为奥巴马的当选做了文化

层面的铺垫。盖茨为独立解读和评价黑人文

学提供了审美理论基础,与人合编了《诺顿非

裔美国文学选读》,并通过主持和制作节目,宣
讲种族融合的必要性。

(二)奥巴马现象的社会基础

与会者大多认为,美国社会的包容性和开

放性,以及民权运动的推动,是促成奥巴马现

象的重要社会因素。云南大学刘晓红教授指

出,奥巴马胜选说明,美国选民可以跨越种族、

政治和文化的藩篱,美国社会更为宽容和包

容,更具跨国性。这也显示奥巴马强调变革与

社会和解的信息,得到了选民的积极认可。

江南大学吕庆广副教授指出,奥巴马胜选

除个人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自肯尼迪以来的社

会变革。虽然美国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文化

冲突与融合这两种倾向,但近50年间,主流态

势是多元和包容,这奠定了奥巴马胜选的社会

基础。当然这只是开端,真正实现文化融合,

美国仍需努力。

曲靖师范学院高吉先认为,奥巴马的政治

崛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黑人民权已经得到改

善,地位稳步提高。他认为三个因素推动了黑

人在政治上的崛起。一是黑人良好的政治基

础,二是黑人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三是

黑人为争取民权所进行的斗争。
(三)奥巴马胜选的原因

与会者从政治机制、身份认同、话语策略

诸方面,探讨了奥巴马胜选的原因。湖南工程

学院沈文辉博士认为,奥巴马的胜选得益于三

个因素。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实用主义哲学,决
定了美国选民不必拘泥于肤色,而是看谁能改

善民生、重振美国。小布什政府内政外交不甚

成功,早已失去了民心。再者,奥巴马团队精

诚团结,策略得当。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期铿教授分析了第三

党参选规律,指出2008年大选没有第三党的

介入搅局,因而奥巴马及麦凯恩的选票没有在

本阵营内分散。2008选举中,第三党没有重量

级的候选人参选,未能筹集到足够的竞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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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而且美国政治的两极化也降低了其搅局的

可能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沈三山副教授使用话

语行动理论和批判性话语分析,对奥巴马竞选

演讲涉及种族的内容进行了归纳和分类,指出

奥巴马在种族问题上采取了普世性的态度,这
正是他能胜选的主要原因之一。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张敬珏(King灢Kok
Cheung)教授通过对奥巴马传记的解读,指出

奥巴马在印尼的成长经历,拓宽了他的视野,

使他形成了更为包容的世界观,培养了他跨越

种族、宗教、阶层和性别藩篱的能力。这一点

是他能够当选的重要因素,也有助于他处理对

外关系。

(四)奥巴马当选与民权和性别问题

与会学者普遍肯定奥巴马当选对美国民

权运动的积极意义,但对于美国能否真正实现

种族平等,与会学者则大多持审慎态度。

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恩铭教授指出,黑人争

取自由平等有两种策略。温和派强调融入美

国社会,成为真正的公民。激进派主张分离,
“自立和自治暠。此分歧是由于他们“既是美国

人又是黑人的二元身份决定的暠。只要种族主

义存在,黑人的二元身份就不会消失。奥巴马

当选给“融入主义暠注入了活力,但能否有根本

性变化,言之尚早。

普林斯顿大学格劳德(EddieS.Glaude)教

授指出,奥巴马当选并执政后,关于种族有两

种错误看法。其一是认为美国进入了“后种族

时代暠,种族主义已经销声匿迹;另一种看法认

为美国可以此为契机,把种族问题视为阶层问

题,实现种族平等。他认为,应该采取实用主

义的态度,从解决黑人的实际问题入手。

湖北大学刘文祥教授和研究生卢妮娜认

为,奥巴马的当选体现了美国民主体制的力

量,但他们同时认为,奥巴马的当选也是美国

人急于寻找一条不同于小布什路线的选择。

奥巴马的当选虽然为黑人争取民权带来了新

希望,为外交带来了新契机,但民权运动的道

路还很长。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王波教授从平等程度

和融入程度两个方面,考察了当今美国黑人的

境遇。他认为,虽然黑人在这两方面取得了可

喜成就,尤以奥巴马的当选更具代表意义,但
教育水平、就业及司法公正问题上,仍有很长

的路要走。

北京理工大学鲍忠明指出,黑人当前所面

临的问题,契合了福克纳对于黑人问题的关

注,如生活状况低下,教育和宗教生活中的种

族隔离,以及民权无法保障等等。奥巴马的胜

选,似乎印证了福克纳的预言:作为国家的救

赎者,黑人即使成为领导者,仍将继续受难。

此外,性别问题也引起与会者的关注。香

港大学福特(StaciFord)博士以米歇尔·奥巴

马为例,指出美国仍存有性别不平等问题。从

竞选开始,米歇尔的一些言论,如对布什政府

和不平现象的批判,就遭到了公众的批评,因
为她超越了社会对于“女性暠的传统定位,迫使

她不得不转换面孔,刻意表现出其更具“母性暠

和柔性的一面。
(五)奥巴马时代的外交

与会者认为,奥巴马治下的美国外交从整

体战略,到与具体地区和国家的关系,已经发

生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资中筠研究

员指出,奥巴马的当选顺应了历史潮流,但美

国的政治现实又意味着其内政议程将面临阻

碍。虽然评判其对外政策还为时尚早,但是其

走向值得肯定。不过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奥巴

马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似乎过重。

清华大学孙哲教授指出,奥巴马上台以来

实施了稳定金融的措施,并大致形成了“3D暠的
对外战略:(1)“共同防御暠(CommonDefense),

加强与欧洲、日本的同盟关系,分担责任;(2)
“全球发展暠(GlobalDevelopment),减少世界贫

困人口;(3)“民主外交暠(DemocraticDiploma灢
cy)。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周士新博士分析了

美国对东盟关系的战略调整,认为由于经济危

机、美国实力下降,以及奥巴马独特的政治理

念,奥巴马政府对东盟可能采取更为合作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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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之成为促进美国安全的重要伙伴。

海南大学曹玲娟教授探讨了奥巴马的新

能源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指出奥巴马的新

能源政策给中国的能源市场带来了活力和更

高的期待,也为促进中美经济交流,推动中国

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正面影响。

与会者还对奥巴马外交理念的成因,以及

金融危机下美国外交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

行了探讨。

浙江万里学院张全义副教授从政治心理

学的视角指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 理念与诸多

因素有关,如其家庭背景和海外成长经历,对
林肯、马丁·路德·金、肯尼迪等人物的推崇,

以及他早年从事社区工作的经历等。这都有

助于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采取更加灵活的态

度。

南京大学江宁康教授探讨了经济危机给

美国全球影响力造成的悖论:一方面经济危机

凸显了“美国梦暠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另一方

面,“美国梦暠又具有号召力和激发力,可以增

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奥巴马政府如何应对

这一挑战,是其对外政策上需要着重考虑的问

题。

此外,会议还就由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牵头

组织撰写的《中国的美国研究30年回顾》,以
及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翻译的英

文稿进行了讨论。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北京

外国语 大 学 梅 仁 毅 教 授 和 香 港 大 学 罗 伯 茨

(PriscillaRoberts)博士专门就报告进行了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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曫著述巡礼

《新冷战前沿:美国外层空间政策研究

(1945~1969)》,张杨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全书约36万字。

本书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副教授,该书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

成。作者在考察了冷战时期美国外层空间政

策的发展历程后认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外层空

间政策有三个特征:一是以苏联的空间项目为

参照系制定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二是美国的

外层空间政策有两重性,一方面与苏联竞争,

谋求太空霸权,另一方面,又与苏联进行军控

谈判,追求缓和的外层空间政策;三是同步推

进保密性强的军事空间项目和可以公之于众

的科学空间项目。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共分

四章,分别论述了战后早期美国外层空间探索

和努力(1945~1957)、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

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的外层空间

政策。

DavidE.Johnsonetal.,Preparingand
TrainingfortheFullSpectrumof Military
Challenges敽InsightsfromtheExperiencesof
China,France,andtheUnitedKingdom,In灢
dia,andIsrael (Santa Monica,CA:The
RANDCorporation,2009).

本书是兰德公司2009年发布的一份研究

报告。这一研究报告的主题是美军如何借鉴

中、法、英、印度和以色列的经验,做好应对各

级各类军事挑战的准备与培训工作。这份研

究报告由国防部长办公室赞助,兰德公司国防

研究学会人力与资源政策中心的人员执笔完

成。报告分为七章。除导言和结论之外的五

章分别考察了中、法、英、印度、以色列的军方

如何强化各自军队的战备状态、适应性和执行

作战任务的能力。在结论部分,报告比较了

美、法、英在执行培训、顾问和援助(Train,Ad灢
viseandAssist,简称 TAA)任务时的不同模

式,指出三国在如何遴选和培训人员,如何部

署培训、顾问和援助任务,以及如何解决人员

的职位升迁等问题上做法迥异。

RobertKaplan,“CenterStageforthe21st
Century:PowerPlaysintheIndian Ocean,暠

ForeignAffairs,Vol.88,No.2,March/A灢
pril2009.

作者系《大西洋月刊》的国内部记者。文

章认为,印度洋是理解21世纪地缘政治的中

心问题。“印度洋地区集伊斯兰教为主、全球

能源政治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这些情势于一

体,展现了一个多层次、多极的世界。暠印度洋

原本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及其他货物的

交易走廊,而现在它将变得更为关键。随着

中、印两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及海军角力的加

剧,实力正在下降的美国海军将不得不管控印

度洋地区的和平问题。美国需要在印度洋依

靠印度海军、在太平洋依靠日本海军来限制中

国的扩张,与此同时,美国还必须把中国海军

拉入国际的联盟,从而实现全球政治的稳定。

美军在冷战时期面对的是来自苏联的单一威

胁,而如今在印度洋地区却必须应对各种由于

“虚弱的政府和摇摇欲坠的永久性军事防卫设

施暠引发的危机。这些危机遍布从索马里到巴

基斯坦再到缅甸沿线的地区,所以美军需要变

得更加灵活,针对不同的危机组成不同的联盟

加以应对。

Joel Wuthnow,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inChina暞sStrategicDiscourse,暠Issues
&Studies,Vol.44,No.2,June2008,pp.1
~25.

文章指出,中国的战略家们已经认识到以

传播价值观、文化、创新和其他因素为内容的

“软实力暠,对于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实现从地

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迈进的长期目标的外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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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至关重要。中国努力减少外界将其视为威

胁的看法,树立其致力于和平发展的国家形

象。中国正在全世界开办“孔子学院暠,并向外

国大学生提供类似于美国的富布赖特项目的

政府奖学金,从而推广汉学。中国正寻求增强

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Jacqueline Newmyer,“Oil,Arms,and
Influence:TheIndirectStrategybehind Chi灢
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暠Orbis,Vol.
53,No.2,Spring2009,pp.205~219.

作者是一家名为“长期战略集团暠的防务

咨询机构的主席。文章指出,根据最近的一份

兰德公司的报告,到2020年,美国将无法抵御

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军事进攻。作者认为

这份报告像其他许多报告一样,说明外界对于

中国当下的防务情况所知甚少。作者认为,中
国的战略方针既非主要着眼于打仗,而是旨在

构建对北京有利的军力部署从而使中国无需

打仗。作者指出,与其把中国的战略看作是他

们按照一幅规划蓝图行事,将动用军事力量夺

取领土或诸如石油之类的重要资源,不如考虑

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北京的行动是旨在消除打

仗的必要性。作者称,北京也许认为它通过向

别国转让武器或者给予发展援助可以建立起

一个对中国友好或依赖于中国的国家网络,从
而保障它的利益不受攻击。中国的这个假定

是,中国未来的敌人发现自己被包围或者受阻

于与北京结盟的国家之中,因而将无法发动一

场军事行动阻止中国获取石油。这样一来,这
些未来的敌人将不能通过诸如破坏中国的石

油供应等行动来威胁中国。作者指出,美国的

安全问题专家推断美国无法在2020年成功协

防台湾,就是中国运用这种更广泛的威慑战略

的功效之大的一个明证。

“TheTransatlanticAgenda:US-Europe灢
anRelationsinaGlobalizedSystem,暠Harvard
InternationalReview,Vol.30,No.3,Fall
2008,pp.78~80.

本文介绍了《哈佛国际评论》对德国联邦

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进行访谈的内容。文章

指出,这次访谈的主题是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跨

大西洋关系的问题。施泰因迈尔认为,跨大西

洋关系使美欧能实现它们如果单干则无法达

致的目标。在未来,美国和欧洲必须运用它们

的关系下决心处理诸如恐怖主义、全球化、资
源匮乏、政治化的伊斯兰,以及亚洲的格局变

动等紧迫问题。施泰因迈尔指出,构建一个更

安全的世界所需解决的最关键问题之一在军

控领域,美国和欧洲不应让过去几十年间业已

建立起来的裁军架构垮塌。他认为,美国与欧

洲继续在军控问题上进行合作,就能使世界变

成一个更可持续、更安全、更公正和更开放的

地方。

MattSchumannandKarlSchweizer,“The
RevitalizationofDiplomaticHistory:Renewed
Reflections,暠DiplomacyandStatecraft,Vol.
19,No.2,June2008,pp.149~186.

文章作者马特·舒曼和卡尔·施魏策尔

分别来自东密歇根大学和剑桥大学。文章指

出,美国外交史学者正在倡导更多地研究对外

关系的历史,因为“对外关系史暠这个概念更宽

泛,它既涵盖对外交的研究,又不仅限于对外

交的研究。这些外交史学者建议,历史学家应

把外交谈判作为一个更宽广的领域进行研究,

不能把对外交的研究局限于对国家的代表在

正式场合开展的外交活动的研究。他们认为,

应该把外交谈判视为“任何一种旨在实现个人

的特定目标的社会活动暠,这样一来,“社会史

的研究对象就成为外交史的研究对象,这样就

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外交史的传统研究工具去

研究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就像过去轻而易举地

用它们研究代表国家利益的人一样。暠文章认

为,这种对“外交史暠概念的拓宽,使原来那些

认为自己被外交史学者边缘化的人也能参与

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卢宁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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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暋暋后

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启动的医疗改革,是一场规模空前、任务艰巨、争论激

烈、过程曲折的重大社会改革。新的医改方案不仅在美国备受争议,也引起世人

关注。徐彤武的文章着重探讨了此次医疗改革的背景、目标和难点,概述了有关

利益各方激烈博弈的情况。他认为,迄今为止,这场改革的主要成果是参众两院

分别通过了医疗改革议案,美国医疗改革的百年梦想已初步实现,然而由于改革

过程极其复杂、改革方案存在重大缺陷,因此改革前景充满变数和挑战。
徐洪峰的文章对2009年以来的美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美国面临的

多重困境是奥巴马政府积极“重启暠美俄关系的关键推动力量,相对国家实力对

比的变化则使两国在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成为可能。然而,两国

的严重分歧并没有因为关系“重启暠而消失,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仍然充满变数。
卢林的文章对当前美国个人消费的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他认为,

金融危机使美国财富积累和消费信用杠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受到了严重

侵蚀。上述因素及人口分布的结构性变化将影响美国的个人消费发展方向。从

短期看,美国个人消费必然会回升;但从长期看,美国市场的容量尽管仍然会居

世界之首,但其重要性和稳定性将不如从前。
张怀印的文章探讨了美国近年来的专利法改革问题。他认为,美国这场专

利制度的变革受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影响,也反映了美国国内高科技公司

等新兴产业的利益诉求。目前阻挠专利改革的力量是国内制造业者、农业机构

等传统产业,推动力量是高科技企业。虽然专利改革面临很大争议,但改革后的

专利制度必将更加完善、更加适合美国经济的发展。
黄念的文章追溯了美国私人养老金担保项目出台的历程及其影响。该文认

为,私人养老金改革方案的通过,不仅使联邦政府得以介入私人部门养老金,还
在私人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强制性的再分配关系,使产业工会成员获得了享有

保障的特权地位。
国际美国研究学会主席简·德斯蒙德的文章,探讨了“东方主义暠和“西方主

义暠对国际美国研究的影响。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如何突

破“东方主义暠和“西方主义暠两种思维模式、打破地域划分的困境来进行广泛而

客观的跨国性学术交流这一问题。她认为,无论“东方主义暠还是“西方主义暠,都
对学者的认识有着持续的影响;研究者所处的位置会影响他们对于对方研究成

果的评价。她呼吁美国研究者努力挣脱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束缚,以实现“一
种关怀世界的伦理体系暠。她所提出的问题和看法,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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