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8期 / 总第722期
环球 / 4月17日出版

美国府院“权力游戏”
在美国政治发展进程中，随着其国内局势的变化和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总统权力因国家多次处
于危机状态和行使霸权的需要而不断增强和膨胀，国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遭到了削弱，美
国的权力中心实际上发生了从国会到总统的逐渐倾斜。
魏红霞

无益于国家内政外交的稳定，所以，最后设
计出总统和国会两院共享权力但又互不隶
属的体制。
但是，这个制度框架没有明确划分总
统和国会的一些具体权限。于是，总统为
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国会为了限制总
统的权力，
常常陷入冲突。
在联邦宪法对美国权力结构的规范
中，国会处于权力体系的中心，其权力的体
现就是制定法律和规则。总统虽然被赋予
了广泛的行政权，但更多地是国会确定的
法律的执行者。在国内，总统的动议需要
得到国会两院的讨论和批准。在对外政策
方面，总统拥有签署条约的权力和战争权。
2018 年 11 月 30 日，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美墨边境墙附近进行训练

但是，战争权不是总统独享的，是与国会共
享的。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是武装部队总
司令，
而宣战权由国会掌控。

樱花掩映下的美国白宫和国会山里，
权力缠斗的“游戏”不断更新，
间歇升级。

朗普所宣布的南部边境“紧急状态令”
，众
议院“翻盘”未果。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3 月

随着美国历史的演进，这种权力分享
的结构逐渐被打破。

4 月初，就美军停止参与也门战事的

26 日暗示，根据美国法律，民主党掌控的众

在美国政治发展进程中，随着其国内

相关决议，美国国会和特朗普政府再度离

议院可能在 6 个月后再度投票叫停特朗普

局势的变化和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总

心。目前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均已通过该决

的“紧急状态令”
。

统权力因国家多次处于危机状态和行使霸

议，下一步国会将把决议提交总统特朗普
签署。然而白宫此前就表示，该决议“有缺

同时，面对特朗普步步升级的“亲以”
举措，
部分议员表示了明确反对……

陷”
，将予以否决。推翻总统的否决需要参
众两院各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目前看
来，
两院的表决结果难以达到这一多数。
类似情形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特朗

权的需要而不断增强和膨胀，国会在国家
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遭到了削弱，美
国的权力中心实际上发生了从国会到总统

总统权力扩张路
美国宪法和政治制度的设计者担心，

的逐渐倾斜。这种倾斜在美国应对外部世
界挑战和确立美国霸权时表现最为明显。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时任美国

普首次动用总统否决权，扼杀了一份国会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总统的权力太大，会

总统威尔逊成功迫使国会放弃孤立主义传

参议院决议，而这份决议原本是要叫停特

导致其成为“君主”式领导人，权力过弱又

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主导权。20 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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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院之争动辄导致总统关掉其

纪 30 年代，美国陷入经济危机，可以说举国都寄希

政府部门，
易引发全球对美国政

望于一个拥有广泛权力、能够解决问题的强有力的

当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同时发生的时候，
议员们

府治理能力和美国政治信用的

总统，这个时候，富兰克林 •D. 罗斯福上台了。从 20

既想制约总统，又不愿意破坏举国外御；
总统既不想

质疑，对美国的国际形象而言，

世纪 30 年代一直到 40 年代，美国在国内摆脱危机

放弃权力，又面临困境，这样就常常出现戏剧般的局

无疑是负面的。

和在国际上参与世界大战的现实需要，让罗斯福成

面。例如，克林顿执政时期，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

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总统之一，他提出的一系

利用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对其穷追猛打，意欲

列政策建议都得到国会来者不拒的批准，总统对国

弹劾。而克林顿却转移视线，
在伊拉克核查问题上找

会权力的超越在罗斯福时期达到顶峰。

出理由，
命令美国空军轰炸伊拉克。一些共和党议员

响力较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历任总统在权力扩

对克林顿挑选的袭击时间节点非常气愤，
但他们也只

张方面继续前行。约翰逊总统利用权力实施了一系列

能满怀无奈支持克林顿的军事行动，
从而让一场白热

重大社会工程，
包括应对贫困和失业、
提升公共服务、

化的闹剧及其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降下帷幕。

扩大公共设施、
改善教育质量、
改革移民法、
完善保险

特朗普上台以来，由于其执政风格强硬，与国会

制度、
赞助人文研究、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等等。这些

的缠斗从未停止。2018 年美国中期选举以后，民主

耗资巨大的社会工程通过 323 项国会批准的法案而得

党重新掌控众议院，
府院缠斗和相互制衡变得更加激

到实施，
而这些法案均是约翰逊政府提议的。另外，
约

烈复杂。

翰逊采取逐步升级的方式，
将美国拖入越战，
开启了美
国历史上未经国会授权而将美国卷入战争的先例。
越战结束后，为了避免美国再次陷入类似战争，

恶化美国政治生态

美国国会通过了《战争权力法》
（1973 年）
，
显示出国

府院缠斗已导致数次联邦政府关门，
而且呈现出

会希望回收流向总统的权力。但是，之后几十年美

越来越频繁的特点。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预算

国进行的多次战争表明，这部法律并未使美国总统

问题。

权力受到“理想”制约。在对外干涉时，历届政府往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预算问题曾导致 2011 年和

往借口事态紧急，来不及召集国会讨论和根据国会

2013 年两次政府关门危机。其中 2013 年的美国政府

意见做出决定，从而越过国会采取行动。此次特朗

关门危机影响颇大，几十万联邦雇员下岗回家，许多

普签署“紧急令”亦如此。

政府服务项目受限或关闭，引发一系列民众抗议，一
些公共场所如公园、图书馆等关门停业，与公共部门

府院缠斗日趋复杂

度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总统与国会的关系是随政治环境

2018 年，特朗普上台一年之际，由于短期政府预

的变化而互动的，并且相互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周

算案没有在截止期限前获得参议院通过，
美国政府宣

期性特点。一般而言，在国家处于危急时刻，或者面

告停摆。这次政府关门不仅是府院之争，
还涉及两党

临外部威胁，特别是战争时期，为提高行动效率，国

之争。美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府院斗争所引起的政

会往往授予或默认总统的“便宜行事权”
，总统的权

府关门对美国社会、
政治和经济等领域都造成很大影

力会得以扩大。当危机减退，国家处于平稳时期，总

响，包括国家和社会经济损失、公共服务能力下降以

统权力扩大的条件不复存在，国会希望重新确立其

及美国政治的极化，
等等。

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宪法权威，让国家生活回归常规

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还不在于上述短期和局部

的政治环境，于是将努力收回一些权力，总统行使权

的冲击，
而在于长期的政治影响和其对美国国际形象

力的能力将受到较大限制。

的影响。比如，
府院之争动辄导致总统关掉政府部门，

从涉及的议题来看，在事关传统国家安全的问
题方面，美国总统容易扩展权力，而在贸易、财政、移
民、公民权利等相关的问题方面，国会的参与度和影
42

有业务联系的服务机构和公司的运营也受到一定程

易引发全球对美国政府治理能力和美国政治信用的
质疑，
对美国的国际形象而言，
无疑是负面的。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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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院缠斗背后
张建伟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樱花

美国政府与参众两院通过相互斗争

来美国行政权扩张的结果。

不容忽视的是，支撑着所谓“美式民

而保持政治权力在总体上平衡，理论上而

从美国建国开始直至 19 世纪，
国会在

言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在实践中，一旦哪

制定政策方面往往都具有主导作用，美国

一方出现“政治任性”状态，
府院之争便可

的国家权力结构实际是一种“国会至上”

能呈现出无休止的缠斗，政治极化现象也

的体制。进入 20 世纪以来，尤其是“罗斯

力已下降。一般而言，在经济上升期，政

将显露无遗。

福新政”以来，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不

治游戏的规则相对容易维持，而当经济实

断扩张，国会的权力相对被削弱，权力的

力下降时，
挑战来袭，
难题往往接踵而至。

一轮又一轮的“府院缠斗”
，凸显出当
代美国政治制度的特征。
首先，
“否决政治”的底色凸显。
“否

重心逐渐向总统倾斜，最终进入了以总统
权力为主导的体制。

主”的很多条件，如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进而将给其带来不少挑战。
首先，就国际条件来看，美国相对实

其次，美国人的社会观、处世观出现
变化。在当今的美国，对他人观点的容忍

决政治”是美国学者福山对美国政治制度

美国这套宪制设计尽管内含冲突的

的描述，该词最早出现在弗朗西斯·福山

基因，却经受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时间检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处于罗伯特·帕特

2014 年发表在《美国利益》杂志上的文章

验。不过，从横向来看，大部分模仿美国

南（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所说的“独自打保

《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中。福山指出，美

这一体制的国家基本都失败了。类似所

龄球”的状态。

国建国初期设计的权力制衡制度，本意是
防止权力的膨胀与滥用，但在实践中却造
成了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层级之间的相互
掣肘、
彼此限制。

谓“美国例外论”的逻辑何在？
大 致 而 言，美 国 这 套 制 度 的 长 期 存
在，
离不开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条件。

度在下降，而加入社团的热情也在减退，

第 三，美 国 阶 层 结 构 正 发 生 深 刻 变
化。英国著名记者爱德华·卢斯在其最
新出版的著作《西方自由主义的衰落》中

从国际层面来看，美国的政治制度以

指出，
“
（美国）历来是西方国家中阶层流

在横向的联邦政府层面，总统、国会

其国际地位为支撑。自建国以来，美国的

动性最高的国家，如今却是最低的。今天

与最高法院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否决

国际地位较长时间处于上升期，这是保障

一个美国人要变得富有，比一个英国穷人

的关系；
在纵向的国家结构层面，
联邦与州

美国制度较为稳定的重要基础。

变得富有更加困难，这意味着在美国越发

之间的权力划分也非常明确。

就国内条件而言，最主要的就是“权

不能实现美国梦了。
”阶层流动性的衰退

其次，在美国总统与国会的较量中，

力的有限性”
。美国长期奉行“小政府，大

带来阶层分化的加剧，并对政治制度带来

长期以来，总统处于攻势，国会处于守势。

社会”的模式。因此，即使产生诸如政府

不可避免的侵蚀。

比如，围绕“修墙”的较量，主动权实际掌

停摆之类的政治僵局，也未导致整个社会

握在总统手上。这一趋势也是 20 世纪以

秩序的崩溃。

（作者单位：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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