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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

编者按: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建所30周年(1981-2011),本刊编

辑部专辟“回顾与展望暠栏目,刊登系列文章,回顾美国研究所建立和成长的难忘历

程、总结30年来我国的美国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展望未来本学科的发展前景。本

期刊登陈宝森、霍世亮先生的回忆文章,以及对资中筠先生的专访,以飨读者。

磨 剑 十 年

———忆美国所的初创期

陈宝森暋暋暋

“十年磨一剑暠通常是指做科研的人要下苦功才能锻造出好成品。我认为这句话

对创建一个高水平的学术机构说也许更为恰当。一个研究所在初创期是很艰难的,

它要花足够的时间去汇集优秀人才,探索研究方向,夯实专业基础,营建学术氛围,团

结一致,共同奋斗,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过硬的人才队伍,奉献出优良的科研成绩。

我是第一批来美国所从事美国经济研究的人员,1982年来所,1992年离休,在这十年

中,我见证了美国所初创时期的奋斗历程。



一暋求真务实,摆正研究方向

我第一次同美国所的接触发生在位于毛家湾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那是1980
年秋天,当时在那里见到了即将就任所领导的李慎之和李寿祺。慎之同志1979年随

小平同志访问了美国,可算是知美派。我原来是在财政部搞研究的,初次见面他们要

我讲讲对搞美国经济研究的看法,并要我做出筹建美国经济研究室的方案。大家谈

得不错。他们强调了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搞美国研究。第一就是美国所不能办成

亲美所,要认清两种哲学和价值观的差异;第二就是要防止教条主义,比如有位领导

同志说:资本主义垂而不死,挨了批,这不应该,要正视现实。这样我就明确了美国所

经济研究的大方向。一方面要适应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大形势,弄清美国市场经济

的长处,弄懂为什么列宁说帝国主义“垂死暠、“腐朽暠而实际上却能延年益寿;另一方

面,又要头脑清醒,不被人忽悠,忘记一分为二地观察问题。美国经济有繁荣有危机,

中美关系有顺境有逆流,搞美国研究首先要把中美两国根本制度的差别弄清楚,同时

又要与时俱进,掌握鲜活资讯,了解其新发展,否则就会食古不化,找不到准星。掌握

住这个大方向使我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得以避免犯大的错误。

二暋重视调研,深入美国实际

我到美国所已届耳顺之年,既没有留过洋,美国经济的专业知识也不多,属于半

路出家性质。这时,美国所有一条政策对我以及同我类似的几位同志很解渴,这就是

要让年长者打先锋,冲上第一线,接触美国实际。这种年长者优先的办法有点不寻

常,但很符合美国所的实际。照我理解,这样做有两层意思。一是这些人有一定的研

究经验和认知能力,但需要“充电暠才能够较快地出成果;二是要首先提高骨干科研人

员的水平才能组织起有战斗力的团队。1981年,我还没有来所报到,所里就安排我

和施咸荣、杨生茂(南开大学老教授)参加了由日本同志社大学在京都主办的夏季美

国经济研讨班,主讲人是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RobertA.Mundell)。由此得知日本

对研究美国极端重视,以及他们的研究方法。同志社大学也有一个美国研究所,专职

研究人员很少,却拥有资料丰富的图书馆,学术活动十分活跃,这给了我们不少启示。

1984~1985年间在美国卢斯基金会的支持下,我第一次到美国做访问学者。这一年

多时间对美国经济与社会的调研和资料搜集,奠定了自己研究美国宏观经济的基础。

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在这次访问中,卢斯基金会的主席卢斯三世(LuceIII)举行过一

次盛大的欢迎宴会。他在宴会上看到请来的多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学者,便略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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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以后他要多请一些年轻人。这个说法对我们有点泼冷水,不过由此也可以理解

主人和客人各有自己的心思。过了两年,所里又利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派我到美国

搞调研。这一次是研究美国经济的周期规律。这次我接触的面更广,收获也更大。

我们这批人轮流出去之后,接着就是给年轻人创造出去的机会。在这方面所里也下

了很大的本钱。通过这一路径,逐渐锻炼出一支较好的队伍。当然由于大环境的影

响也流失了一些人才,但算总账的结果还是得大于失。

三暋广交朋友,拓展信息渠道

研究美国,信息来源非常重要。和美国各界人士交朋友,是了解美国国情,拓宽

信息来源的重要途径。当然这些只有在研究所的支持下才能做得好。刚建所时,同

美国大使馆的往来比较多。一年中大体上要由美国所宴请他们一两次,所领导和主

要研究人员都参加,美国使馆的主要官员也愿意来。他们也常请我们到使馆做客,这

种沟通很有益,是建立友谊,增进了解的好机会。当时的经济参赞高伯乐(ArthurL.

Kobler)后来到香港当副总领事,1993年回到北京担任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大中华区总裁,谈到过去忽视和错失中国市场的教训,以及他们为公司的利益如何去

国会做游说工作,对我很有教益。另一些美国朋友同美国所特别友好,比如密歇根大

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奥克森伯格(MichaelOxenberg)、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等

都对我们十分热情。我第一次去美国访问就是奥克森伯格邀请的。那一次李侃如也

很帮忙,我要到美国各地做调查,他当介绍人让我参加纽约一个叫“色瓦斯暠(Servas)

的国际交换住宿组织,这个组织在美国各地都有会员,他们愿意接待外国朋友。只要

事先联络好,他们就免费接待,管吃管住,安排做一些实地考察,这种条件是很难得

的。奥克森伯格对促进中美友好,极具热忱。在他去世之前,我在斯坦福大学同他见

过几面,他最关心的还是中美双方如何增进政治互信,不要因为误判而影响友好大

局。尼克松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保罗·麦克拉肯

(PaulW.McCracken)是我在密歇根大学期间结识的好朋友。我向所里推荐由美国

所出面邀请他访问中国,他来了两个星期,对中国改革开放获得了深刻印象,从此更

加支持我们对美国经济的研究。我第二次去美国做调研时,是他把我介绍给格林斯

潘(AlanGreenspan),斯普林克尔(BerylSprinkel,1985~1988年间里根的经济顾问

委员会主席)及商务部、财政部官员做调研的。直到现在我还同这位已经95岁的老

教授保持着很好的联系。其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同外国学者进行学术

交流是有特殊有利条件的,遗憾的是我们不像大学那样有自己的宾馆,我认为这个问

题有待院里建立起国际交流中心才能得到较好地解决。

·9·磨 剑 十 年



四暋协调资源,广集各方英才

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世界的影响太大,国际上所有问题几乎都有美国因素。改

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何要成立美国研究所,我想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

副担子很重,不是美国所能独自承担挑起来的,所以建所后,筹办中华美国学会的计

划就提到了所领导的议事日程。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建国门的总部大楼还没有盖

好,美国所在永定路办公。慎之同志要我参与筹建工作。记得学会的第一次大会我

是参加者。当时全国各地从事美国研究的专家对这个设想都很支持,踊跃参会。与

此同时,美国所的美国经济研究室也在考虑把在北京各部门和学术机构研究美国经

济的力量加以协调。所里对我们的设想很支持,鉴于组织学术活动要花点钱,至少开

讨论会要吃个便饭,所里同意给点经费。这样就把事情办了起来。效果也不错。可

惜这件事未能长期坚持下去,主要是因为我连续去美国调研无暇兼顾。好在全国性

协调工作还有早已成立的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在做。这个机构挂靠在武汉大学美加研

究所,原来武大教授吴纪宪先生是会长。吴先生德高望重,很有号召力,学会办得很

有成绩。我们就积极参加。目的就是依靠各方面的力量,集思广益,把研究美国经济

搞深些搞透些。我在写第一本著作《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时就借

助了学会的力量。我写完初稿后发给学会有造诣的专家征求他们的意见,还特地坐

火车到武汉大学向美加所的各位专家求教。我觉得借助学会这个平台进行这种学术

交流是很好的方式,也得到所里的大力支持。

五暋精诚团结,发挥群体力量

在美国所,研究室是基本的科研单位。把一个室的力量团结好,发挥好是搞好科

研的关键。在这方面我体会所里的指导思想,一是把核心价值观和学术民主的关系

处理好,另一个是搞好团结,增强集体的凝聚力。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想法去做的。但

是做得并不算好,只能勉强及格。我们注意对学术问题开展自由讨论,不扣帽子,不

把意见强加于人。另外我们也重视人的工作,注意用各种方式增进感情,使室里的同

志能够和睦相处,亲密无间。为此我们常在业余时间搞点小聚会。开始是在周砚同

志东交民巷家里,后来也去南沙沟茅于轼同志住处。这样做之所以必要,还同我院的

具体条件和研究工作的性质有关系。院里的科研人员不坐班,一周上班两天,其他时

间由自己安排。这样做是因为研究工作需要有安静的环境,天天上班,办公室中相互

干扰,并不利于阅读和写作。通常有两天时间返所,解决一些需要集体参与的活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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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够了。不过,也有事情的另一面,就是相互之间接触太少,缺少聊天沟通的机会。

实际上研究人员特别是年轻人,在生活上常会有一些困难,如果大家在一起只谈学

术,相互的关系就像隔一层皮。当然,研究所的所领导、办公室和其他职能机构可以

解决学术以外的问题,但是若研究室对其他问题完全不闻不问,凝聚力也要打折扣。

所以创造氛围,谈谈心还是很必要的。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还是很不够

的。

六暋展望未来,前途无比美好

我觉得经过最初十年创业的美国所,还是给今天的美国所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

础。我们这批人,今天虽然已经离退,对美国所还是怀有深厚感情的。如果说我们曾

为美国所做过一点事,也是院、所领路对头的结果。就我个人说,离休后并没有停止

走这条路。我的学术生命仍在继续。并且力求不愧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给我的荣誉,

继续在美国经济研究领域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认为美国所的前途无比美好。党中央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定位于党和国家的思

想库和智囊团,应当说这个定位对美国所更是寄予了深厚的期盼。中国正在向小康

社会迈进。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从国际环境说就是要争取到一个较长的战略机遇

期及和平环境,而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处理好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关系。

为此,美国所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奋力做到。而我对此信心满

满。每当我有机会返所的时候,使我倍感欣慰的是看到那么多朝气蓬勃、精神焕发的

年轻朋友。看得出来他们都有为我国科研事业献身的热忱和攀登科学殿堂的决心和

勇气,这是美国所最宝贵的财富和力量的源泉。

关于如何做学问的问题是我常同年轻朋友交流的话题。我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研

究最核心的一条还是要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这把解剖刀。现在国际上都在谈论中国快速发展的秘密。对此有各种解读,然而

多数是隔靴搔痒并没有切中要害,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这是因为中国人掌握了最先

进的哲学思想并把它运用到革命和建设中去的结果。我们也有些人回避这个问题,

主张淡化意识形态,因为这本经被某些人念歪了,把它变成一种在新社会中谋求个人

昇发的敲门砖和口头禅。我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抛弃这个做学问最锐利的

武器,去缘木求鱼,而是要与时俱进,花大力气去学习它,掌握它,运用它。

另一个想法是我们如何才能不辱使命,当好思想库和智囊团。我没有研究过思

想库和智囊团的标准定义,照我的理解,二者的内涵还是略有不同。思想库要求对学

科的系统认知和理论建树。智囊团则要求对热点问题在决策上给以支撑。但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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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又是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与之相对应的应当是基础研究和热点研究。思想

库要有基础研究作基础,智囊团则要进行更多的热点研究,反过来它又可以使基础研

究得到丰富和发展。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纯政策研究部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要求它在基础研究的地基上发挥智囊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把基础研究和热点研究

辩证地结合起来,不能有所偏废。这种结合的矛盾之处在于一个需要慢火,一个需要

快攻,在既定时间往往难于兼顾。这就要靠规划,靠集体,靠锲而不舍,靠分工协作,

研究所的好处和必要性也就在这里。比如说研究美国经济,我觉得就应当靠集体力

量,深入细致地把美国经济各行各业以及历届政府的政策变化研究透,为此必须有长

远规划和周密分工,并找到切实可行的抓手。只抓热点问题而忽视基础研究,是不可

取的,实行课题制要防止这种可能出现的偏颇。

就研究人员来说,为了培养出大学问家,应当鼓励基础研究与热点研究并重,而

不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暠。应该把热点的课题研究同基础研究融为一体,制

订自己的长远规划,从热点问题入手,从基础研究着眼,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通家和全

才。这无疑要求我们付出更辛勤的劳动,要我们拿出对事业献身的钉子精神。在我

们这样一个伟大时代,这样做无疑是十分值得的。

美国所有坚强而敬业的领导班子,有团结一致聪明智慧的群体,我相信一定会不

辱使命,办得越来越好。

陈宝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21· 美国研究



《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

初 创 回 忆

霍世亮暋暋暋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5月,今年美国所将迎来30周年所

庆。在这个纪念的日子里,作为最早参加美国所工作的一个老同志,我在脑海中搜寻

到了关于建所初期的一些点滴回忆,记述如下。

我从1981年6月至1993年12月在美国所工作12年,其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负责国际研究学部的工作3年,1996年从美国研究所退休。回顾自己的一

生,我感到有两段工作经历最值得怀念。第一段经历是1950年夏我从天津南开中学

高二年级毕业时,组织上调我离校参加革命工作后的几年。第二段经历就是从1981

~1985年间在美国研究所创建初期的工作经历。当时李慎之同志被任命为第一任

所长、分党组组长,吴展同志和李寿祺同志任副所长。1985年李慎之同志离开美国

所,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段时间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以下一些事。

一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现有的各个研究所中,初创时一无所有,完全白

手起家的研究所只有两家:美国所和日本所。凑巧的是,这两个研究所的筹建负责人

李慎之和何方两人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就相识了,是彼此非常熟悉、相知的

老同志。1981年的时候,他们俩同在北京毛家湾的一处四合院内办公,朝夕相处,就

筹建研究所的各种事宜交换意见、制定实施方案。

1981年6月的一天,李寿祺同志电话通知我说李慎之同志要见我。我按时赴

约,在毛家湾第一次见到了李慎之。慎之同志先对我介绍了情况。他说,美国所和日

本所已经成立,但是目前只有所名,连地址都没有。两个研究所从成立的那一刻起,

就在一起办公。现在已从全国总工会的干校找了几间屋子,当作两个研究所的临时



场所,而他与何方同志只能在毛家湾和全总干校之间来回奔波。我向慎之同志谈了

我的工作经历、家庭情况以及调到美国所工作的想法,并表示:虽然我是个做研究工

作的“新兵暠,但一定会刻苦努力,自己也有信心。如达不到要求,将主动请求调离,唯

一愿望是不担任行政性职务。慎之同志听后笑了,说你的想法我知道了,会考虑的。

现在美国所、日本所还正在为建所奋战呢,你现在就到全总干校那边和大家一起忙

吧。谈话结束我刚要离开时,从外边进来一位不相识的人,慎之同志向我介绍说:“这

是何方同志暠。何方同志见到我后立即关心地询问了我哥哥霍世章和嫂子庞文华的

情况。原来,1938~1939年间他们都同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

慎之同志同我谈话后,我于6月25日到全总干校美国研究所的临时场所报到上

班。由于美国所和日本所两个单位的人在一起上班,所以地方显得拥挤。从1981年

下半年到1982年的一年多时间里,两个所一起搬家3次:从全总干校搬到西苑饭店

老楼,再转移到解放军装甲兵招待所,然后迁入张自忠路3号东院。后来,在建国门

社科院总部大楼落成后,美国研究所搬入它的13层,日本所则仍留在张自忠路,至

此,这两个研究所总算安了家。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两个研究所其实是一个共同

体:实行一样的上下班制度,每周上班6天,每个星期三、五的上午为两所共同的吹

风、学习时间;两位所长讲话、传达文件时,两所的同志一起开会、分组讨论。大家平

时不分彼此,团结互助。

1982年初,美国所的副所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李寿祺同志即将赴美进行半年多

的研究考察,他和慎之同志要求我代理临时党支部书记的职务。1982年国庆节之前

成立了美国所的正式党支部,我任书记,副书记是孙瑄同志,支部委员是田德隆同志,

凡事三人一起研究决策。慎之同志对我们有过交代,即他与何方同志商定,每当慎之

同志不在所里时,请何方同志代管一下美国所,支部严格地照此执行了。每当我们按

照何方同志的意见工作后,也都及时把情况汇报给慎之同志。回想起这些事,我总是

深深地感到党组织中同志间的团结、理解、相互支持、共同奋斗的力量和意义。

在美国所的机构设置上,建所之初只设立了外交组、社会文化组、图书资料组和

办公室。直到1985年12月9日所领导才在全所大会上宣布美国外交、美国经济、美

国政治和美国社会文化4个研究室正式成立,同时任命了各个研究室的正、副主任。

二

建所之初,要做的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大家非常忙碌。我体会到,作为首任所长

的李慎之是一位朴素真诚、胸襟开阔、淡泊名利、追求奉献的老同志,也是一位才思敏

捷、勤于探索的学者。他对工作有着高度的责任心,对工作要求极为严格。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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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的职责是将他的全部时间与精力无保留地投入到美国所的创建工作中,全力以

赴把这个所建设好、治理好。他曾谈到过他自己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感兴趣,但在

他任所长期间,他把个人的研究兴趣完全搁置到一旁。

慎之所长对美国所进人的标准是严格掌握的。以我自己为例,过去我没有做过

研究,我提出希望从事研究工作后,慎之所长说他要对我进行测试后才会做出决定。

我1981年6月来所报到,10月份他就要求我写第一篇文章。经他同意,我选择写

《一年来里根政府对华政策》,同年12月完稿后交慎之同志,他看过后表示满意,遂刊

发于所内的《美国研究参考资料》第27期。接着,他要求我写一篇当时美国热议的关

于“中国因素暠的文章,并当场交代标题就叫《“中国因素暠乎? “中国牌暠乎?》,这第二

篇文章写好并经慎之同志看过后刊发在《美国研究参考资料》第46期。接着,慎之同

志交给我一份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rthurDoakBarnett,1921~1999)写

的研究报告,要我写一篇介绍文章。我研读后写出了《暡美暢鲍大可:美国武器出售:中

国大陆、台湾纠葛》一文,慎之同志阅后嘱交《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分两期刊发,后来此

文被新华社《参考资料》1982年8月29日第19546期转载。直到这时慎之同志才对

我说,祝贺你,你已经开始入门了,就这样一篇一篇地写下去吧! 正是由于他对我的

严格要求与指导,我才能在研究上有所收获。今天,慎之同志已经离去,我也已经退

休多年,但他对我的帮助我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在办所方针上,李慎之同志的看法是:既不能把美国研究所办成党政机关,又不

能把它办成单纯的学术单位。他主张:为了对美国进行全面研究,应当把美国所办成

一个综合性的所。要了解美国的文化、文明,而不是就事论事,这样对美国的认识才

能深刻。所以,研究的范围应当包括美国的经济、政治、外交、社会文化、军事等方面。

当时没有成立美国军事研究室,对美国军事问题的研究放在了美国外交研究室内。

实际上,张静怡、蒋正豪、吴展等同志研究美国军事问题的成果受到了我国有关部门

的重视,这证明了这个领域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此后,有几位所里自己培养的

研究生和调进的同志陆续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慎之同志还主张将研究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美国所的研究范围,并曾要我

专门去科技部门了解一下,有无可能调来几位合适的同志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现在回头看去,我认为慎之同志的这个考虑是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美国在世界科

学技术史上是具备强大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国家,深入研究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了解

其战略和方向,有助于我们从中获得启发,借鉴经验,更快地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

事业。可惜,当时大家对此项研究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未能做出相应的决策,错过

了历史机遇。试想,如果30年前美国所就落实慎之同志的设想,着手建立研究美国

科学技术发展的队伍,那么我们的研究成果无疑能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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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忆及这件事,我都感到是个很大的遗憾。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一项很重要的研究

工作,希望美国所能采取措施,切实加强对美国科学技术发展问题的研究。

李慎之同志认为,美国所的研究应该有重点。他曾说过,对美国外交的研究应该

成为重点,不过他也强调,实际上对美国经济的研究更为重要。我认为,他对我1982
年9月提交的赴美研究进修计划所做的批示,其内容也是对全所同志的希望。他写

道:“极重要的是要弄清美方一切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论点,找出一套驳斥这种论点、因

而有利于说服美国人民发展中美关系的论点。暠

美国所刚刚成立时,缺乏了解美国的研究人员。李慎之所长为了提高大家的研

究水平,宁肯让当时的研究工作暂时受一些影响,也要抓住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

在1982年下半年到1983年初陆续选派8位同志到美国不同的学术和研究机构进行

为期一年的研究与进修。他们在美国都收获颇丰,在完成了研究和进修计划后均如

期返所。这项工作有效提高了大家的研究水平,为后来设立的研究室准备了一批业

务骨干。

从1985年起,李慎之所长开始抓美国所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工作。1985~

1986学年的第一学期,所里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美国研究系开设了3门必修

课:美国经济(54学时)由陈宝森同志讲授;美国外交(40学时)由张也白同志讲授;中

美关系史(48学时)由我讲授。除了这些必修课外,研究生们还经常到所里由各自的

导师面对面地教授专业课程。此后,美国所又有多位同志在研究生院开设课程,研究

生的人数也不断增加。

总之,在美国研究所创建的头几年中,在所长李慎之同志的领导下和全所同志的

共同努力下,美国所初具规模,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在美国所庆祝成立

30周年的日子里,我衷心祝贺美国所30岁生日快乐! 祝愿美国所今后有更好的发

展,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霍世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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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资中筠先生访谈录

赵暋梅暋暋暋

被访人:资中筠,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现任中

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访问人:赵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执行主编

问:我在1996年曾对您进行过采访,那篇访谈发表在当年《国际经济评论》创刊

号上。在纪念美国所建所30周年之际,我很想续写对您的访谈,以探寻您的学术思

想历程,以及您对美国及中国的美国研究的看法。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您对中国的美

国研究的现状怎么看?

答:我目前正在整理以前的作品,准备出自选集。借此机会把专著以外的有关国

际问题研究的文章重读了一遍,自己认为,不少现在还有发表的价值,因为好多材料

现在的人可能并不太清楚。我那个时候还是真下了功夫,钻档案,泡图书馆。可惜现

在我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那一阵子的文章,我觉得都挺浓缩的,而且有些看问题的

角度与众不同。比如说,收入你和胡国成编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

50周年论文集中的《大国保证和平的原则与大小国家平等的信念:论联合国的初始

构想》这篇文章,详细叙述了联合国成立的过程。我认为联合国创始时所设想的原则

与今天一般人所理解的平等原则并不是一回事。联合国从概念的形成到建立的全过

程,主要体现的是大国意志。还有中国如何成为“五常成员暠等。我发现现在很多人

并不知道这段历史和当时各国的微妙关系。还有那篇1996年发表在《美国研究》上

的《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一文。我在文章中探讨了中美两国外交思想的历史遗

产、中美两国在实践中的互相希望与失望等问题。我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在中美关系



中除了实际利害的考虑外,各自的传统思想也起着重要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在不同

程度上发生影响。“在中美关系中除去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之外,在思

想层面有许多外交的复杂问题,为其他国家之间所少见。暠

我所做的这类研究,包括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台湾问题的由来,对历史过程、

当时是怎么回事,叙述得非常详细,现在很多人不见得清楚。我这样说,是因为几年

前我参加一次座谈会,会上谈到了台湾问题。有位年轻学者说,现在这么多国内学

者,怎么就不把台湾问题的由来说说清楚。我当时想,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就已

经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而且非常详细,是你自己没看。所以,我觉得以前写的这些

文章还是值得再版的。所以我就把它们都收录到自选集中了。

再比如,我为《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一书写的绪论———《20世纪下

半叶的国际舞台上的美国》。我后来重读这篇作于1988年,发表于1993年的文章,

觉得我在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至今仍站得住脚。文章结尾处写道,“美国的强点,或

者说它最有自信的一个方面还是政治和文化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它将继续处于攻

势。……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原则的运用有一定限度,所以实际上对不同对象还将采

取双重或多重标准。美国及整个西方文化今后遇到的主要对抗力量可能是伊斯兰教

文化,美国在中东地区遇到的麻烦除其他原因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重要因素。暠

我写这段话的时候,冷战刚刚结束,没有引起国人任何注意,而后来亨廷顿提出此观

点,就马上引起国内学者热议。当然当时我只是凭直觉,没有进行任何论证,其依据

是对刚发生的海湾战争的观察。同一篇文章也有预言错了的,就是我说在可以预言

的将来,雅尔塔格局不会有很大变化。在《外交史》正式出版时,苏东剧变,雅尔塔格

局荡然无存。这一错误判断,促使我进一步思考,而后有《冷眼向洋》之作。

这一批文章,有些情况和数据过时了,但是思路和脉络现在还是管用的。

问:正像您刚才所说的,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您觉得这是因为现

在人们很难有时间专心读书吗?

答:我常觉得国内的学者,至少是国际研究界,不大看同行的著作。比如说,我那

本初版于2003年的《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原名为《散财之道》,访

问人注)一书。这本书再版过很多次,现在又再版了。它在国际问题研究界以外的很

多地方,挺有影响的,还有人买了书请我签名,但是我发现从事美国研究的人却很少

看。所以有个小青年,就大胆地抄袭,结果她的论文通过了答辩,可见那些答辩委员

也没太看这本书。而且,这本书的一部分内容,即《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这篇文

章,早已发表在《美国研究》上。那个小青年的论文也不加引证地剽取了这篇文章的

内容和她不可能见到的资料。当时我就想,我写了这么半天,在美国研究这个环境

里,大家似乎没有印象。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各自写各自的东西,不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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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只看外国人写的。即使看了国内学者写的东西,也不引,觉得好像引外文资

料更显得有学问,结果有些明明是间接引语,变成了直接引语,实际上是违规的。在

我看来,历史学界似乎略好一些,他们一般了解其他人写了些什么和不同的观点,所

以还有争论。

再比如,最近一份由美方资助、国内学者写的综合评述中国美国研究的研究报

告,多罗列大量的书名,而不讲内容和观点,看不出研究的实质进展,我注意到,只有

一次提到《冷眼向洋》这本书,一笔带过,还把它放在文化类中。我觉得做综述的人很

可能好多书都没有浏览过。可能现在习惯于狭隘地分类,而《冷眼向洋》讨论的问题

是比较宽的,放在哪一类也许都不是特别合适,但是我觉得可以放在历史类,因为整

个是写20世纪的美国,或是放在政治思想类。归类的确是比较难做的。问题不在于

把这本书放在哪一类,而在于这份报告只罗列了一个清单,基本没有观点。这几十年

来,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究竟做了哪些工作,研究了哪些问题,看法如何,有哪些

新的发展,哪些人有一个独特的角度,写过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感觉到,我们美国研究做了30年了,如果这30年的成果连做这方面研究

的专业人士都不能互相吸取营养,是令人遗憾的。这不是说我个人,而是比较普遍的

问题。比如说,任东来那些有关美国司法的文章就很好,也是一个很独特的视角,我

不知道我们美国研究界有几个人认真读了。这类研究,不是热点问题,也不是美国人

所特别关注的,因为美国人觉得这些问题是过去的事情。而对我们来说,却很值得研

究。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好像是狗熊掰棒子,以前很多人做的工作都不算,再重头来。

包括有关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讨论,一百年前人家早就把观点说清楚了,现在又来讨

论了。现在不去说这个,我说的是美国研究界。

你去翻一翻《美国研究参考资料》,这是在《美国研究》公开出版前美国所编的杂

志。我发现在那个时候,《美国研究参考资料》有不少很好的文章。那时美国所刚建

所,只出内部资料,没有公开出版物。《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是翻

译、介绍美国的作品,有一些国内学者写的文章。有一些介绍美国基本情况的文章,

不见得现在大家都清楚。那时人的心气不一样,特别想了解美国,吸收美国的经验,

讨论的问题虽然相当基本,但却与本质的问题有关。这是很宝贵的。我记得《美国研

究参考资料》发表过一些关于美国宗教、社会的流动性等问题的文章,现在说起来好

像是 ABC了,但不见得现在中国美国研究界的人都具备这些常识和知识。

问:美国所创办初期,美国所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些有关美国的基础性研究的文

章,现在国内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更多关注现实问题。您觉得这与中国国际地位和

心态的变化有关吗?

答:这是一方面原因。美国所建所初期,那时的人觉得对美国确实不了解,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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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另一方面则与现在整个学风有关。80年代的人求知欲非常旺盛。我记得

1986年,为纪念《美国宪法》通过二百周年,国内举办了学术研讨会。那次会就很好,

好多人真正在研究美国宪法。那时,李道揆觉得原来的译本不令人满意,于是重新翻

译了《美国宪法》。那时的学者还下这种功夫,现在整个学风是比较浮躁的,非常急功

近利,不想潜心做些事,客观上也缺乏这样的氛围。有些人还没有做深入细致的研

究,就想当政府的“智囊暠。

问:能不能请您讲一下您自己研究美国的过程?

答:我个人的研究是从中美关系开始的。我是从国际问题研究过来的,那是因为

我原来从事对外活动的工作,只能研究对外政策、研究外交关系。但是当我有机会坐

下来从事研究工作,接触到从所未见的档案资料时,就埋头于这些资料。

第一篇长文是《历史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台政策》(载于《国际问题研

究》1982年第2期),后来写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

版社,1987年版)。我用了半年的时间,把解密的那个时期的美国档案《美国对外关

系文件》(FRUS)都看了,有关中国的电报我一页一页地读。那时没有电脑,我是抄

的,我抄了好几个笔记本。这篇文章发表时刚好赶上中美关于售台武器的《八一七公

报》谈判尾声,所以受到很大注意,《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但是实际上那纯粹是巧合,

我并非奉命或有意配合。后来我觉得不能局限于中美两家,到了社科院美国所之后,

有了条件,就拓开去,所以我的第二本书就不是研究美国对华政策,而是美国对全世

界的外交关系。这是集体项目,由我主持,并撰写了最多的章节。然后,我觉得不能

光研究“关系暠,需要研究对象的本身,我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美国自身的问题,以后

就是《冷眼向洋》这本书。通过这本书的撰写,我自己觉得眼界大为开阔。

我觉得现在学术界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求知欲。每次我写书或文章,就是特别想

弄明白一些问题,于是去找资料,去问学,有了心得然后写出书和文章。我觉得现在

是倒过来,是课题先行,限期完成任务,然后分头写作,像工厂车间一样出活。过去

《美国研究》上发表过一些非常好的、讨论美国热点问题的文章,如沈宗美的《对主流

文化的挑战》(载于《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美国研究界

的关注。我们曾围绕这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举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可惜他英年

早逝,不久就亡故了。他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自己访美的观察有所感,进一步思考

研究而写,并不是先有什么课题布置。这个问题当时很新鲜,现在越来越受到关注。

问:您的研究重点最初是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怎么后来转而对美国的基金

会感兴趣了?

答:我对美国基金会的研究兴趣是在写《20世纪的美国》一书时开始的。我写这

本书的时候就在思索,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在于满足社会最基本的诉求,一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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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发展。在调剂这两方面的诉求上,我觉得美国做得特别好。快速发展容易导致

两极分化,就需要有所平衡。在缓解两极分化方面,我注意到除了进步主义运动、罗

斯福新政之外,还有私人公益基金会的作用。在《20世纪的美国》中有一章写公益基

金会。为写这一章,我收集了很多资料。由于材料特别多,一章放不下,于是就写了

一本书。实际上,我陆续收集有关基金会的材料,前后有十年的跨度。第一次感觉到

要写基金会,是在1991年在威尔逊中心,还是玛丽·布洛克(MaryBullock)介绍我

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馆,那时我只是为了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文化关系,所以只看

了关于中国部分的档案,我复印了好几箱资料回来。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洛克菲

勒基金会做的事情多极了,绝不仅仅在中国。后来我又去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档案

馆。在威尔逊中心做访问学者之后,我没有长期访美的机会。我每次利用赴美开会

的机会,争取多住几天,查一些资料,赶快复印下来。后来有一次,我得到福特基金会

的资助,在会议结束之后在美国多住了一个月。一是去福特基金会档案馆,二是采访

了很多其他基金会,包括西海岸的基金会,最后写成了《散财之道》一书。这本书的材

料到现在我还有好几箱,有些已经是历史。《散财之道》初版于2003年,再版于2005
年。在这之后,美国公益基金会应该有很多新的发展,但我没有机会和精力再收集新

资料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有人告诉我,这仍是国内唯一系统讲述美国公益基金会的

著作,它从理念、历史、法规上系统地阐述了美国的公益基金会,还是比较全面。我的

初衷是帮助国人进一步了解美国的社会发展过程和特殊的文化。但是,国内美国学

界的人好像不太注意这本书,好像这不算是正宗的美国研究。注意到这本书的,反而

更多的是国内基金会、企业界、慈善公益界的人。有很多企业家读这本书,他们从中

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民政部、民政局的人也来找我。所以现在又要再版了。

问:您也许注意到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

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学界包括美国人自己对美国兴衰问题的讨论。您怎么看美国的

兴衰?

答:关于美国衰落,我觉得是相对的。所谓衰落,有两个标准,一是霸权,就是它

在世界的影响力。以前美国在全世界或是在其盟国中能招呼得动,其他国家都听它

的。现在有好多国家不听美国的了,美国有点捉襟见肘,一会儿这里出问题,一会儿

那里出问题;二是国内发展状况,即美国自身的力量是否下降。现在我们总说美国衰

落,指的是同过去相比,美国的对外影响力也许下降一些,影响范围缩小一些,不能像

以前那样了。但是我们总有一种思维方式,看一个国家的兴衰,总是着眼于它怎样开

疆拓边。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兴衰最根本在于它本国人民过得是否幸福。比如荷兰

从前在海上称霸,后来不称霸了,但是荷兰人现在过得很幸福。还有英国,我们认为

它曾经是日不落帝国,后来衰落了,成为二等国家。但英国人本身并未因为殖民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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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而生活下降,在文明方面还是处于先进地位。实际上,英国并没有衰落。英国赶

上了一波又一波的工业化、信息时代浪潮。英国一直处在前沿。所以,也许美国有一

天不再是全球称霸的角色,影响力慢慢缩小,但并不等于其本身衰落。

我们在谈论美国兴衰问题时,眼睛总盯着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以及它的国内

生产总值占全球的百分比。别的国家发展起来后,美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

比例自然会减少,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真正说明问题的是,它现在的失业率这么

高,以后还能不能够继续下去。如果失业率持续攀升,人均收入或生活水平持续下

降,这才叫真正的衰落。还有一个判断标准,就是要看其高科技产品或高科技的水

平,是否依旧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现在的高科技还在美国。我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世

界舞台上的美国》一文中,有一段专门讨论美国衰落的问题。我的标准是,在人才流

动的今天,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它的自然流向如果还是美国的话,美国就不会衰落。

实际上,情况还是这样。现在的精英、优秀移民的首选还是去美国,至少到现在为止,

美国还是吸引全世界最优秀人才的国家。人才流动是不能强迫的,一个对人才有如

此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我认为这个标准现在依然适用。

问:您担任美国所所长、副所长期间,主要抓了哪些工作? 换句话说,您的治所理

念是什么?

答:实际上我在美国所当副所长、所长,一共才五年。开始时大家的心气不一样,

对国内充满希望,对研究美国,求知欲比较强。在我开始接手工作的时候,我主张除

政治、经济、外交研究室外,设立社会和文化研究室。当时社会和文化室是分开的,文

化室有施咸荣、董乐山等,社会室有朱传一、邓方等。政治室研究美国行政、司法和立

法的人都有,张毅研究国会、任越研究司法、师枫燕研究政党。

那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人才流失。很多年轻人出了国都不想回来,例如有一个

专门研究美国行政部门的年轻人,出国没回来。还有一个研究美国地方政府的年轻

人,我还专门帮他联系,到美国实地考察州政府的运作。那时,中美刚刚打开关系,资

助他到各州去调研,这项研究非常重要。后来他也没回来。那时福特基金会每年资

助两名美国所的学者赴美进修,我去和基金会谈,延长一年资助,使他们有机会在美

国进修两年,结果反而助长了人才流失。那阵子美国所流失好多人,那是在大的出国

潮下,我无能为力。美国所派出去的年轻人几乎都一去不复返。这个损失特别大,如

果他们当时全回国了,现在美国所的研究力量很可能不一样,他们的英文、学术水平

都挺不错的。

我自己做美国研究,就是这么一个思路。但是,作为美国所所长,我觉得任内建

树极少。既有客观,也有主观原因。主观上,我提出了一个不太切实际的原则,我认

为一方面在学术思想上应当尽量地放开,另一方面在行为规范上应该守规矩,应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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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比较严,学术上要高要求。我觉得第二个原则同事不满意。我总拿自己过去兢兢

业业地工作那样一种标准来要求别人,不太现实。我对人、对文章要求太严,对所里

年轻人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和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关心不够。这与我个人的工作和生

活经历有关,我自己是不太管生活的,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

问:您觉得现在研究美国,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答:我觉得还是要研究美国本身,就是要研究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当然还要注

意它的最新发展。一是美国现在种族成分的变化,很可能会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就

是瓦斯普(WASP)主流文化还能存在多少年? 假如拉美裔人口所占比例很大的话

(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了),会不会对美国社会发生影响。因为他们的传统非常不一

样。过去美国是一个大熔炉,什么种族的人去了,都认同其价值观,慢慢就被同化了。

但现在美国这个“化暠,还能化多久。这是一个应该研究的课题;二是从经济上讲,美

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点是什么? 2010年我在《国际经济评论》上发表过一篇关于美

国经济周期历史的文章。我发现美国历史上发生经济危机已经不知多少次了,但它

每次从危机中走出来都是因为它有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发明了铁路、电报、汽车、飞

机等等,20世纪最后是数字经济。这样一轮一轮地有了实体经济的增长,不只是股

票市场的起伏,而是有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经济复苏达到新的繁荣。那么现在美

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什么,前途如何?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觉得新能源,或者说是

清洁能源,恐怕能成为一个新兴产业。但是我没有机会很好地研究这些问题。另外

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美国自我纠正的机制,以后哪些起不了作用,哪些将继续发挥

作用。美国以后的兴衰,应该取决于它的自我纠正机制的作用。比如说,它的媒体。

我觉得美国的媒体现在有些堕落了,表现为它的那种商业化。我觉得美国的媒体不

会被政府操纵,但会被财团利益操纵,这还是很可能的。比如像《纽约时报》这种报

纸,可能还坚持它的批判原则,可是快要破产了,不知它还能坚持多久;而且,美国媒

体可以监督政府,但是媒体本身受谁监督? 单靠原来的行业道德自律够不够? 美国

社会现在需要很好地去研究,以前美国所的邓方是学社会学的,她用社会学的方法来

研究美国。她发表在《美国研究参考资料》的两篇文章都很不错,一篇是研究美国社

会的流动性。她通过对美国社会流动曲线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当时美国社会的向

上流动比向下流动的曲线大,所以美国就兴旺发达。她做的另外一项研究是美国少

年犯罪问题,也是用社会学方法做的研究。以后国内很少有学者用这种方法来研究

美国了,因为很少有人有这个耐性;美国基层政府、市和州的政府是如何运作的,这也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地方政府的运作,与联邦政府大为不同,而美国民主的基础

在基层,并不在华盛顿。诸如此类的课题,都还是值得做的。

问:1987年,您在《美国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那篇代发刊词《中国的美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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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谈到了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和加强美国研究的意义。24年过去了,您对中

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

答:我现在重读原来那篇文章最后一部分,自己的看法没有变。现在完全适用。

当然现在中国人能够接收到的关于美国的资讯之及时和丰富与那时已不可同日而

语。惟其如此,更需要研究以便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我提到

的前两点:1)为了正确估计国际形势;2)为了处理两国关系,现在依然存在因对美国

误判而影响对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的正确处理的问题;3)现代化的参照系,当然现在

依然有效。其实不仅是美国,当前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教训都可作为我国现代化的

参照。只是美国作为最发达、最富强、综合素质最先进(不是所有方面)的国家,其借

鉴意义更大。这个仍然没有因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增加而过时。所谓“参照暠

不是“照搬暠,这点我在文章中已说清楚了。包括负面的经验也值得参照。问题在于

我们往往取糟粕而拒精华,这个问题现在仍然严重地存在。

我提到的最后一点,作为一门学问,需要把美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系来深入研究,

鉴往知来,有别于新闻媒体和实际操作部门的取向。在研究界普遍急功近利的今天,

我更加坚持和强调这一点。我自己在过去20年中做了一些尝试,从历年的论文和著

作可以看出思路的轨迹。现在由于年龄和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个人难以沿着这

条路继续深入下去。遗憾的是,这种取向尚未能为美国研究的专业研究界理解。我

发现我的著作的读者,以及思想观点的影响所及,反倒是“圈外暠多于“圈内暠。这可能

也与当前的“课题制暠有关系。

问:我刚到美国所的时候,听同事说您出国回来,把国外资助余下的美元全捐了。

是这样吗?

答:那是在1982~1983年我第一次出国回来,把剩下的钱捐了,那时我还在国际

问题研究所工作。我买了一台复印机,捐给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时复印机还很少。那

时的观念就是这样的,好像自己手里不该存有外汇,那时的相关政策也不明确,现在

当然自己可以留着了。那时如果公派访问学者或留学生,一个月大概只有400美元。

我去美国做研究,是对方出资,一个月有一千美元。那时大家都省吃俭用,而且我也

没有想回国后用出国指标买几大件之类。我记得当时我只买了个双卡录音机。这样

我就剩下了好多钱,给国际问题研究所买了台复印机。我总觉得自己是公家派出的,

比别人多赚点钱,好像不对劲。

问:您原来谈中美关系和美国比较多,现在对国内问题发表意见比较多。我读了

最近您写的《岁末杂感》和10年前写的《重建精神的家园:还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

走下去》等文章,您的研究兴趣好象更多地转向了国内。这是为什么?

答:我现在对中美关系不太发表意见,一是没有很多的资讯,现在我了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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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报上看来的,最近与美国人来往也不多,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知道得多;二是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反正还都是那样,什么时候出现哪些问题,谁都看得见。

至于说很具体的谈判内幕,也不是我所知道的,何必去谈这些。所以,我现在对中美

关系基本不发表意见,但并不等于不关注。在《财富的归宿》一书之后,我没有精力和

条件再做这种实证性很强的研究了,这是限于能力。我不可能再去钻图书馆、档案馆

了。有人说,那你找一个助手吧。我说,现在不可能有这样的助手。要是真有,他一

定自己写东西,不会有时间帮我查资料。再说,我心所系现在也越来越在国内,不在

国外。

问:您现在读哪些国内出版的国际问题杂志?

答:我读《美国研究》,不是全看,而是看一些感兴趣的文章。随便举个例:徐彤武

的那篇关于美国医疗保健的文章比较有特色,他真的做了一些功课,是一个独特的角

度。我认为美国的医疗保险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值得研究的问题,克林顿一上台

也把这个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让他的夫人希拉里去主持这个事。我当时建议美国所

的秦斌祥研究这个问题,他赶在出国之前写出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两位总统都正巧

重视这个问题? 又为什么改革总是这样艰难? 涉及到哪些群体的利益? 是不是只有

民主党重视? 现在好不容易通过的方案,又有被推翻的危险。这些都是值得持续研

究的问题,比每四年讨论一次美国大选有意思多了。国内出版的其他国际问题研究

杂志,题目吸引我的,我才看。我没有精力每篇都看,看不过来。好多书我都想看,没

有时间,一是历史书,如那一套《醒狮丛书》,很值得重游晚清、民初那一批先贤的见

解,实际上他们已经见到的,我们现在还不见得都认识到,更谈不到已经实现。还有

不少关于美国的,以及其他的经典作品,我想从头好好看一遍。我以前都是翻阅。有

些书我通读过,但我觉得现在还应该从头读起。包括我家里有的杰斐逊、爱默生的著

作,我以前没有好好看过,都是翻阅。我现在觉得读书的时间太少了,收到报刊杂志

很多,都想翻翻,稿约特别多,应付不过来。我现在写时事的文章比较多,也与稿约有

关系。还有采访、会议等等。我想应该重新分配一下自己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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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政策的调整

沈暋鹏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奥巴马总统执政以来,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轨迹表现出起伏性的变化。在

执政初期,奥巴马试图改变布什时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敌对态势,对伊朗实施了积极接

触的政策。但是,奥巴马趋向缓和的调整遭遇了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挑战。在伊朗大选危

机、美国国会坚持对伊朗实施制裁等因素的压力下,奥巴马逐渐回归到对伊强硬的姿态,

并重新运用制裁这个工具遏制伊朗。从美伊关系的角度看,两国的领导层都没有足够的

战略紧迫感来调整对各自核心利益的认知。双方都只是在建构良性关系的道路上迈出

一小步,因此,这种试探性行为在两国国内政治和突发事件的影响下,很容易重新回到过

去的对立状态。

关键词:美国外交 奥巴马政府 伊朗政策 伊核问题

奥巴马总统在2008年大选时提出了“变革政治暠的口号,在对外战略方面表现为

“变革外交暠,决心同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做出明确区分,大规模调整美国外交战略

的姿态和做法。伊朗核问题作为世界热点问题和美伊斗争的焦点之一,关系到奥巴

马政府在大中东地区政策的实施,也涉及建立“无核世界暠及全球反导系统部署等重

大对外战略的落实。因此,奥巴马政府将对伊政策调整纳入重要的政策议程。对话

成为调整的首要选择。奥巴马就职演说中所说的“如果你们愿意松开握紧的拳头,美

国将向你们伸出双手暠的比喻,表达了华盛顿愿意同德黑兰直接会谈的愿望。栙 然

而,这种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变得越来越远离现实,奥巴马政府又逐渐向对伊制裁

政策回归。

栙 PresidentBarackObama狆sInauguralAddress,January21,2009,availableat:http://www.whitehouse.
gov/blog/inaugural-address/.



奥巴马推出对伊接触政策的动力和表现是什么? 导致奥巴马政府伊朗政策呈现

不稳定态势的因素都有哪些? 本文拟在回顾布什政府对伊政策的基础上,从国际和

国内政治两个层面分析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政策调整的内容和动因。

一暋布什政府的遗产:美国对伊朗的遏制和制裁

美国对伊朗的敌对政策及其具体措施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全面确立。栙 小布

什政府时期一直坚持对伊朗推行遏制政策,把伊朗定位为“邪恶轴心暠国,对其采取

“遏制暠、“制裁暠加“武力威胁暠的政策,以实现其“政权更迭暠的战略目标,但并未达到

预期效果。

首先,布什政府认为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例如,伊朗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向美国

表示支持国际反恐,但美国一直怀疑伊朗与基地组织有联系。栚 2002年3月,美国国

防部在提交给国会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将伊朗作为美军在紧急情况下实施核打

击的7个目标国之一。由于伊朗与中东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伊斯兰运动组织穆斯林兄

弟会、真主党、哈马斯和杰哈德等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美国认为伊朗通过支持中

东的激进势力破坏中东和平进程,威胁以色列的生存,通过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

破坏伊拉克的稳定等等。栛 到2008年9月,布什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伊朗仍是

他提到的两个支恐国家之一。栜

其次,布什政府不断敦促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

2002年8月,伊朗核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

于2003年2月起率团对伊朗核设施进行了多次检查之后,提交了第一份关于伊朗核

项目的报告。栞 8月26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德黑兰南部的纳坦兹(Natanz)检测到

了武器级浓缩铀的痕迹。美国认为这是伊朗核武器计划的组成部分,敦促国际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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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暠政策;1992和1996年,美国国会分别通过了制

裁伊朗的《伊朗—伊拉克不扩散法案》和《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这样就全面确立了对伊朗的经济封锁、
政治孤立和军事威慑。以上政策和法案的内容可参见 AnthonyLake,“ConfrontingBacklashStates,暠For灢
eignAffairs,March/April,1994,pp.45~55;Iran灢IraqArmsNon灢ProliferationActof1992敾Iranand
LibyaSanctionsActof1996.
9/11Commission,The9/11CommissionReport敽FinalReportoftheNationalCommissiononTerrorist
AttacksUpontheUnitedStates(NewYork:W.W.Norton& Company,2004),pp.240~241.
参见陶文钊:《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研究》,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4期,第24~25页。

GeorgeW.Bush,Sept.23,2008,“Remarkstothe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inNewYorkCity,暠

availablea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 pid=84377&st=&st1=.
“ImplementationoftheNPTSafeguardsAgreementintheIslamicRepublicofIran,暠IAEAReport,June
6,2003,p.7,availableat:http://www.isisnucleariran.org/assets/pdf/iaea-iranreport-060603.pdf.



能机构对伊朗进行严格核查。布什总统于2003年6月18日公开表示,美国不能容

忍伊朗发展核武器,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阻止伊朗制造核武器。栙 2005年,伊朗保

守派总统内贾德上台后,在核问题上坚持更为强硬的立场。布什政府也把伊朗当作

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栚 2006年1月10日,伊朗重启其铀浓缩设施,恢复了中止两

年多的核燃料研究活动。在美国的敦促下,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于当年的3月8
日将伊朗核问题报告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从2006年到布什任期结束的两年中,安

理会先后五次通过决议,实施对伊朗的制裁。栛 制裁范围包括:对与铀浓缩、重水反

应堆和弹道导弹相关的物资、技术和设备实行禁运;冻结与伊朗核计划和弹道导弹项

目有关的人员和公司的资产;要求各国政府与国际金融机构不再承诺向伊朗政府提

供赠款、财政援助和优惠贷款等。然而,由于伊朗与国际社会对是否暂停铀浓缩活动

存在严重分歧,因此并未按照安理会要求停止核活动。栜

第三,布什政府虽然一直否认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从不排除这种可能。布

什总统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在制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这个问题上,美国可以采取任

何手段。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也曾多次提到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例如,2003年6月

20日,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JohnBolton)表示,美国要在伊朗具有核打击能

力之前阻止其实施核武开发计划,而军事打击仍将是美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手

段之一;栞2007年1月15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J.Had灢
ley)重申美国不排除“武力解决暠伊朗核问题的可能;2月1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

翰·内格罗蓬特(JohnD.Negroponte)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称美国

不排除用任何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2月24日,美国副总统切尼在澳大利

亚访问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所有的选择仍摆在桌面上暠。栟 2007年3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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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都大暠。参见 TheWhiteHouse:Th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ReportoftheUnitedStatesofA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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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联合国安理会决议1696号(2006年7月)、1737号(2006年12月)、1747号(2007年3月)、1803号(2008
年3月)和1835号(2008年9月)。
从伊朗己申报的核设施上,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没有发现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证据,也不能确定伊朗是否还

有未申报的核设施及核活动。伊朗认为自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有权

和平开发和利用核能,因此拒绝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但西方国家则指责伊朗的铀浓缩活动是为了制

造核武器,认为伊朗是在为发展核武器拖延时间。
参见BBC对约翰·博尔顿的采访,“IranNuclearInstallations,暠June20,2003,availableat:http://news.
bbc.co.uk/2/hi/programmes/newsnight/archive/3007144.stm.
VicePresident狆sRemarkswithAustralianPrimeMinisterJohnHoward,February24,2007,available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 pid=83748&st=&st1=.



4月初,当伊朗宣布已进入工业级别核燃料生产阶段时,美国派出3艘航母在海湾地

区演习,施加空前的军事压力。

第四,布什政府还谋求从内部动摇伊朗现政权的统治基础。美国主要通过在美

国设立伊朗反对派电视、广播频道,进行反伊政治宣传。2002年12月开通了一天24
小时对伊朗广播的波斯语节目“明日广播暠。2003年10月前后开通了对伊朗的波斯

语网络。“美国之音暠从2003年7月起还开通了对伊朗的电视节目。栙 美国国会也

不断给予行政部门大量拨款支持各种推进“伊朗民主暠的行动。2003年6月伊朗发

生了一系列反政府示威,布什总统发表声明表示明确支持,称美国支持抗议者希望自

由生活的愿望,希望伊朗当局听取人民对民主和法治的渴望。栚 布什政府还支持流

亡的伊朗人在美国成立组织。

最后,布什政府长期拒绝与伊朗进行谈判,美伊核谈判一直受阻于布什政府提出

的“先决条件暠。美国要求伊朗先中止铀浓缩活动,然后才开始谈判;而伊朗则坚持对

话必须建立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基础上。由于双方互不让步,始终没有打开僵

局。栛 由于对伊强硬政策长期未能奏效,在布什政府执政后期,副国务卿伯恩斯(R.

NicholasBurns)出席了2008年7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伊朗核问题5+1会议。这是布

什政府任内美国高官第一次参与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最后会谈无果而终。

总之,布什政府对伊朗主要使用了强制性外交手段,试图迫使伊朗放弃铀浓缩活

动,但收效甚微。相反,伊朗的核发展进程不断加速。在联合国通过制裁决议后,伊

朗仍坚持扩大用于制造浓缩铀的离心机安装规模,迅速从几百台增至数千台。2009
年2月,伊朗成功利用自制火箭发射首颗卫星后,宣布在未来5年内将离心机数量增

至5万台。可见,布什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究其原因,可归纳为

以下几点:首先,伊朗拥有的油气资源和地缘政治优势对欧洲各国,以及俄、印、日、中

等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对伊朗施行孤立政策或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的企图

很难实现;其次,伊朗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文化并且比较富裕的宗教国家,美国难以

通过金钱和民主自由观的渗透动摇伊朗政权;再次,虽然布什政府的某些成员倾向于

对伊朗使用军事对抗的行为,但由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已使美国在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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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兵力上捉襟见肘,在这种状况下发动一场对伊朗的战争显然十分困难。栙 并且,不

管美国对伊朗实施何种军事打击,后果都将是遇到伊朗的反击。因此,美国对伊朗军

事威慑的效果也相当有限。最后,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美国对伊朗发动全面军

事打击很难在国内外得到支持。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在内的主要盟国都不支持美国

动武。

二暋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调整

从竞选到上任初期,奥巴马改变了对伊朗的强硬姿态,对美伊关系作了与布什不

同的表态。在竞选期间,奥巴马就表示愿与伊朗进行无前提条件的谈判;栚2009年2
月9日,奥巴马在就职后举行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称,其国家安全团队正在检视对伊

朗的现行政策,考虑在哪些领域可以同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和进行直接接触。他强

调,美国将动用包括外交在内的“所有资源暠同伊朗接触。栛

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政策的初期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奥马巴总统向伊朗多次发出“缓和暠信号。在总统就职典礼上,奥巴马重申

希望与伊朗进行直接对话。2009年3月20日,在伊朗新年之际,奥巴马以“新年新

开端暠为主题通过视频直接向伊朗喊话,强调美国新政府将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所

面临的各种问题,并致力于在美国、伊朗和国际社会之间发展“建设性关系暠。奥巴马

在讲话中首次提到伊朗的历史文明,承认伊朗在世界上有一定地位,并特意引用了

13世纪波斯著名诗人萨迪的名句“亚当子孙是一体暠。他还称伊朗为“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暠,暗示美国不谋求推翻伊朗现政权。栜 2009年5月和9月,奥巴马又两次致信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要求就伊朗核问题举行对话。栞2009
年6月4日,奥巴马在开罗就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发表演讲,承认伊朗在遵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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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扩散条约义务的基础上拥有和平利用、发展核能的权利。栙

第二,改变布什政府不同伊朗进行“核对话暠的做法。2009年2月7日,美国副

总统拜登在第4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美国愿意与伊朗就核问题直接对话,而且

回避了“伊朗必须停止铀浓缩暠的谈判前提。2009年4月8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全面

参与六方与伊朗的核谈判,主动放弃了此前坚持的伊朗必须先停止浓缩铀的前提条

件。栚

第三,增加了与伊朗接触的渠道。2009年3月间,伊朗与美国及其盟国的接触

显著增加。3月27日,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问题特别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召开,美国

派特别代表助理国务卿帮办帕特里克·穆恩(PatrickS.Moon)首次参加上海合作

组织的会议。在会议期间,穆恩与伊朗副外长迈赫迪·阿洪扎德(MehdiAkhundza灢
deh)就阿富汗问题举行了会谈。栛 3月3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欢迎伊朗参加

在海牙举行的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据希拉里称,在会议期间,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

坦问题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Holbrooke)与伊朗副外长进行了“简短而

诚挚的交流暠。栜 奥巴马政府除了放松限制美国外交官在国际会议的场合会见伊朗

外交官外,还通知美国驻世界各国使馆,允许它们邀请伊朗外交官参加美国独立日的

庆典活动。栞

第四,奥巴马总统及其政府官员在表态时尽量不提解决伊核问题“不排除任何选

择暠的说法,与布什政府的作法显示出明显区别。

第五,在2009年伊朗大选危机刚开始的阶段,奥巴马政府表现出尽量不干预伊

朗内政的姿态。2009年6月12日伊朗举行总统选举,根据伊朗选举委员会于6月

13日公布的数据,内贾德以63%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伊朗总统。选举结果公布后,改

革派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HosseinMousavi)的支持者立刻走上德黑

兰街头进行示威游行,称选举中存在大规模舞弊行为。此后,伊朗全国发生了自

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的街头示威活动。而此时,美国政府却一改对伊朗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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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题持批评态度的常态,表现出异常的冷静,仅仅对选举舞弊的说法“表示关

切暠,对伊朗大选期间出现的“激烈辩论暠感到鼓舞。国务卿克林顿在6月13日接受

媒体采访时称,尽管她注意到了伊朗国内形势的变化但不便对此做过多评价。栙 而

奥巴马本人到6月15日才对发生在伊朗的事件做了评述,称他对德黑兰街头发生的

暴力行为表示担心,注意到伊朗政府已经承诺对选举中的不法行为展开调查,但由于

缺少国际观察员对伊朗选举进行监督和报告,不能进一步评价事态的发展。奥巴马

同时还强调,“伊朗领导人应当由伊朗人民自己决定暠。栚 6月17日,奥巴马又在一个

电视访谈节目中表示,他不认为穆萨维和内贾德在本质上有任何差异。此后数日,在

美国国会及共和党政治人物的强烈抨击下,奥巴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才发生显著

变化。

第六,奥巴马政府还启动公共外交手段,利用“网络外交暠积极配合对伊政策调

整。奥巴马将其对伊朗的新年讲话视频直接公布于白宫官方网站,并附有英语和波

斯语字幕,获得了大量浏览和好评。栛

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奥巴马政府执政之初积极调整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这一点

也得到奥巴马身边官员的充分确认。栜 然而,这些政策的调整具有试探性特征,需要

等待美国内外的回应。从本质上来看,奥巴马政府在表达对伊朗接触意向的同时,并

没有完全放弃对伊朗的遏制政策。奥巴马政府并没有表示要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

裁,而是依照惯例于2009年3月15日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续延了一年。栞2009年3
月3日,美国财政部宣布,由于伊朗国民银行资助本国政府推行核计划及导弹研发计

划,11家与之存在业务联系的伊朗公司将受到美国的制裁。2009年3月29日,美国

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参加“福克斯周日新闻暠访谈时说:“或许向伊朗施加足够大的

经济压力,外交就能成为他们走出困境的一扇大门。只要他们选择改变政策就能走

出来。所以我认为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但我觉得促使他们坐到谈判桌前的是经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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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暠。栙奥巴马也没有改变美国的政策底线,即不让伊朗提炼高纯度浓缩铀,拥有核能

力。

意识到单方面的政策调整不一定会取得成功,奥巴马公开表示,不能指望美伊双

边关系在一夜之间改变,以免外界对美伊接触政策抱有过高的期望。

对于奥巴马的政策调整,伊朗做出了谨慎的回应,其中既有积极信号也有消极信

号:2009年2月8日,伊朗议长阿里·拉里贾尼(AliLarijani)表示,美国只有在根本

战略上做出改变,才能为伊美两国直接对话创造条件。2月10日,伊朗总统内贾德

在庆祝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30周年之际表示,“伊朗做好了对话的准备,但对话必须

在平等的环境中,以互相尊重为基础进行。暠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也对奥巴马

的“新年视频讲话暠做出反应。他认为,“除非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敌对态度,并在对外

政策中有真正的变化,否则两国关系不会有任何变化暠。他还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的一

系列敌视行为:长期对伊朗进行制裁、在两伊战争中支持萨达姆政权、1988年在波斯

湾击落了伊朗客机、指控伊朗发展核武器等。栚

三暋对伊政策调整面临的挑战

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政策的调整在美国国内外都遭遇了一系列挑战。其中来自国

外的挑战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伊朗大选危机

2009年6月伊朗大选危机爆发,奥巴马政府起初试图保持低调。然而随着伊朗

大选危机的升级,特别是发生流血事件后,奥巴马的这一举措遭到美国国会和保守势

力的猛烈抨击,美国的整体社会舆论也不利于奥巴马继续保持低调。这场危机对奥

巴马的伊朗政策构成严峻挑战。2009年6月19日,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案,

强烈支持伊朗公民追求自由、人权和法制,谴责伊朗政府对示威者使用武力。栛 共和

党的一些政治人物也借伊朗大选危机攻击奥巴马。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约翰·麦凯恩(JohnMcCain)都强调美国应该发挥领导作用,指责奥巴马

的反应“怯懦和被动暠;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Grassley)称,奥巴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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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事件上迟缓和沉默的反应不利于伊朗选民改变和质疑伊朗政府的愿望。栙 曾

任布什政府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Wolfowitz)在《华盛顿邮报》发

表文章,要求奥巴马改变政策立场。栚

在伊朗紧张局势和美国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下,奥巴马转而表示,美国将根据伊

朗形势发展决定未来的政策,强烈谴责伊朗当局“非正义地暠镇压示威,宣称对伊朗

“过去数天所发生的威胁、殴打和囚禁感到震惊和愤怒暠,相信“那些为正义挺身而出

的人总是处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暠栛白宫还宣布,取消邀请伊朗官员参加美国驻外使

领馆7月4日独立日庆祝活动的决定。奥巴马的言论遭到伊朗总统内贾德的强硬反

击,称奥巴马重蹈了布什的覆辙,以相似的方式向伊朗施压。栜

(二)伊朗核问题国际谈判受挫

伊朗大选结束后,伊核问题谈判终于再次提上议事日程。然而,自2009年10月

重启的国际谈判和伊朗的政策反馈却不断出现不利于美伊缓和的发展势头,导致奥

巴马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越来越大。

2009年9月7日,伊朗总统内贾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与六国(联合国5个常任

理事国加上德国)进行谈判,但伊朗不会就其合法的核权利进行任何讨论。栞 经过一

番磋商,10月1日,5+1集团在日内瓦开始与伊朗代表就伊核问题举行谈判。就在

会谈前夕,伊朗宣布已经研制出新一代离心机,掌握了生产核燃料的所有工序,后又

证实伊朗正在建设第二座铀浓缩工厂。美、英、法三国领导人一致发表声明,谴责伊

朗对国际社会的隐瞒行为。经过谈判,伊朗同意接受对其第二座铀浓缩设施进行核

查,并原则上同意第三国代为加工浓缩铀,承诺很快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对位于

库姆(Qom)的浓缩铀设施进行核查。

美伊官员还利用会谈间隙举行了非正式双边磋商,这是美伊高官自1980年两国

断交以来双方最高级别的双边接触。10月25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抵达德

黑兰,开始对伊朗新公开的铀浓缩工厂进行核查。而关于第三国代为加工浓缩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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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伊朗与美俄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进行了磋商。在谈判的进程中,美国

国会要求奥巴马必须在2010年1月31日前向国会提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

题的报告,强调如果伊朗拒绝美国提出的建议,拒绝中止所有铀浓缩活动,在这种情

况下安理会如反对对伊朗实施进一步制裁,那么国会将批准对伊朗进行更严厉制裁。

还要求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提交关于伊朗的未来战略报告。栙 10月14日,美

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议案,根据这项议案,美国各州、地方

政府将获准终止对在伊朗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有2000万美元以上投资的企业进行投

资。栚

此时,伊朗的立场不断发生变化,先是要求分批将浓缩铀运到境外,后来又改为

要求在境内进行核燃料交换。11月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伊朗必须全面接

受草案不得有任何改动。对此,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不会接受任何由美国预先设置的

条件。11月27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了针对伊朗核问题的决议,要求伊朗

与国际社会“全面合作暠,澄清涉及其核计划中的一切未决问题。栛 伊朗对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决议做出强硬回应,强调不会执行这一决议。内贾德还宣布将新建10处铀

浓缩设施以向伊朗核电站提供足够燃料。栜 12月2日,内贾德称伊朗核问题早已“完

结暠,伊朗将自行生产其研究用核反应堆所需的纯度为20%的浓缩铀。栞 白宫则指

出,2009年底是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燃料交换提议的最后期限。于是,伊朗

核问题有关各方又回到了对抗状态。

(三)以色列的压力

奥巴马政府还面临来自盟友以色列的压力。奥巴马执政后,以色列对美国中东

政策的调整忧心忡忡。栟 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和平进程、伊朗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发

生了分歧。以色列将伊朗列为其“最大的安全威胁暠,要求美国尽快采取行动阻止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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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的核行动。有些以色列高官还公开威胁,如果美国和国际社会不作为,那么以色列

就会单独对伊朗采取行动。栙 右翼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上台后,对奥巴马政府构成的

压力更大。2009年3月,内塔尼亚胡在就任以色列总理的当日接受《大西洋月刊》采

访时表示,他对奥巴马的政策能否得到伊朗的积极回应表示怀疑,反复强调伊朗掌握

核武器是以色列绝对不能接受的。栚 2009年7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问以色列时,

伊朗核问题是以色列方面关注的核心问题。针对奥巴马的对伊政策,内塔尼亚胡政

府担心美国的政策调整会损害以色列的安全与利益,强烈要求美方就此与以加强战

略磋商与协调,向以提供安全保障以及更多的安全援助,并为美伊谈判设定时间

表。栛

基于美、以特殊关系,以及美国国内犹太利益集团的影响,奥巴马不得不顾及以

色列的利益。奥巴马多次重申,美国高度重视以色列的安全,强调保障以色列作为一

个独立国家的安全始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同意与以色列就伊核问题

加强战略协调。栜 2009年5月内塔尼亚胡总理访美时,伊朗核问题成为两国领导人

会晤时的首要议题。

美国国内对伊朗的敌对情绪根深蒂固,因此,国内政治也是影响奥巴马政府对伊

朗政策调整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一)美国国会对伊朗持敌对态度,不断出台制裁伊朗的法案议案

目前来看,美国国会对伊朗的敌对态度比行政部门表现得强烈。国会议员一般

对伊朗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充满了偏见和仇视。美国民众、媒体与国会的反伊情绪互

相强化,形成美国国内消极的政治氛围。在美国人心目中,1979年的伊朗人质事件

是美国遭受的最大耻辱之一。自那以后,无论美国政府对伊朗出台多么敌对的政策,

美国民众都能接受。国会比行政部门更易受民间反伊情绪的影响,甚至在大多数议

员的心目中,伊朗仍是当年扣押美国人质长达444天的那个“野蛮国家暠。议员还可

以通过演讲、听证会等方式进一步反作用于民众和媒体对伊朗的负面情绪。另外,在

伊朗问题上,犹太利益集团、宗教右翼组织,以及人权组织都在不断地游说国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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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由于支持伊朗的因素较少,这就造成国会一边倒的态度。

近年来,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议员都在伊朗问题上表现强硬。共和党人倾向

于把伊朗看作是“邪恶的暠,而民主党人则经常把伊朗作为一种表现自己立场强硬的

工具。例如,美国国会不断更新制裁伊朗的议案,对其行为是否会影响伊朗核问题的

谈判显得不那么关心。栙 2007年以后,国会曾提出多个议案试图进一步强化《伊朗制

裁法案》的制裁力度。栚 其中由汤姆·兰托斯(TomLantos)提出的《2007年伊朗防

扩散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虽未成为法律,但影响很大。栛 针对伊朗在核技术方面

取得的进展,国会更是不断发出制裁的威胁。在2009年10月伊核问题国际谈判进

行的过程中,国会不间断地推进制裁伊朗的法案。2009年底,伊核问题国际谈判未

能取得成果,美国国会通过了搁置数月的议案。2009年12月15日,HR2194号议案

(《2009年伊朗精炼油制裁法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众议院,其主要内容包括:任何

公司如果向伊朗出售单笔价值20万美元以上或在一年之内出售总额超过50万美元

的汽油,将受到制裁。帮助伊朗进口石油制品的公司、为伊朗提供物资、服务或技术

帮助后者提炼石油的公司也在制裁范围内,例如为货运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和为货

运承保的保险公司。制裁内容包括禁止这些公司进入美国市场或进行外汇或金融交

易等等。栜 参议院也于2009年11月提出与 HR2194号议案内容相似但制裁范围更

广泛的议案———S2799号议案《2009年伊朗制裁、责任及撤资法案》。该议案于2010
年1月28日在参议院通过,又增加了一些重要制裁内容,包括恢复在2000年已经解

除的某些从伊朗进口产品的限制;要求美国政府冻结参与武器扩散或推动国际恐怖

主义行为的伊朗实体或个人的资产;禁止美国政府从与伊朗能源部门打交道的企业

采购商品,鼓励联邦、州、地方及私人投资方从上述企业撤资;将贸易制裁扩展到包括

美国公司的外国分支机构;禁止美国政府与向伊朗出售审查和监控互联网设备的公

司进行贸易,以增强伊朗反对派反监察能力。栞 2010年3月11日,参议院通过的

HR2194号议案及其修正案,采纳了S2799号议案中包含的额外制裁措施。此后,两

院协商委员会对议案的最终版本进行了整合,并等待最终出台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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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强化既有的对伊单边制裁措施外,国会还希望推动国际组织对伊朗进行制

裁,并通过各种方式阻止别的国家与伊朗进行经济合作。例如,2004年,国会通过了

有关决议案呼吁国际社会使用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包括中止与伊朗进行

所有的核合作或其他方面的合作;栙2005年,国会众议院酝酿的一项联合国改革议案

要求美国在联合国投票禁止向伊朗出口用于和平目的核技术,除非总统证明伊朗不

再进行铀浓缩活动;栚2006年8月,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伊朗问题

的报告,称伊朗将在当年制造出武器级的高浓缩铀,其核能力超出了国际原子能机构

和美国情报部门的想象。对此,巴拉迪向美国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发出抗议

信,称报告严重歪曲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项目的核查结果,核查结果认定伊朗

只是生产出用于核能发电的低浓缩铀;栛2006年,国会认为俄罗斯长期支持伊朗的核

与导弹项目,于是停止了美国对俄罗斯援助项目的60%。

国会举行了大量关于伊朗问题的听证会以引导社会舆论、影响政府政策。例如,

国会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小组委员会曾就伊朗问题举办了多次听证

会。2006年2月和3月,该委员会就“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未来的举措暠举办了两场

专题听证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下属东亚和中亚小组委员会曾于2003年6月举办“执

行《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和伊朗不断增强的安全威胁暠听证会,2004年6月举办

“伊朗的扩散行为:对恐怖主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以及美国反扩散政策的意义暠

听证会。

与此同时,国会通过了数个要求伊朗政权更迭的法案、议案,更为清晰地表明其

支持伊朗政权改变的态度。2003年,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Brownback)提出

了《伊朗民主法案》,希望加强美国资助的对伊朗的无线电和电视广播,呼吁举行由国

际监督的公民投票,使伊朗人民能够和平地改变他们的政府制度。栜 仅108届国会

就还有其他数个要求政权更迭的议案被提出,例如 HR2466号、HR5193号议案。

国会还对奥巴马的接触政策施加压力。2009年上半年,在奥巴马对伊朗实施接

触政策的期间,国会决定暂缓通过新的制裁法案,但多位议员要求奥巴马的外交接触

努力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例如,众议员霍华德·伯曼(HowardBerman)在提

出 HR2194号议案时表示,“假如对伊朗的接触没有在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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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效果,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推出新的制裁法案暠。栙 3月26日,七位民主党众议

院领袖联合致信奥巴马,要求为接触政策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框架。栚

总之,国会作为美国政府的核心部门之一,对伊朗的态度基本上是敌对的,经常

成为美国国内反伊力量的代表和发言场所。如果说国会推动议案的过程对奥巴马政

府形成了持续的压力,那么议案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则宣告奥巴马对伊朗实施接触

政策的缓和阶段已经基本结束。

(二)美国国内犹太利益集团的影响

美国利益集团中还有一股强大的有组织的反伊朗力量,那就是美国的犹太利益

集团。犹太利益集团在确保美国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

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栛 占美国人口2.3%的犹太人在金融、经济、军工复合体等

领域都有很大影响。犹太裔议员在美国国会也占有众多席位。美国政府的要职上常

见到犹太人的身影,如前国务卿基辛格、奥尔布赖特,以及布什政府中的国防部副部

长沃尔福威茨。奥巴马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RahmEmanuel)也是犹

太人。奥巴马在2008年美国大选中也得到了犹太社团的强大支持,赢得了78%的

犹太人投票。犹太利益集团的力量还主导了众多美国智库的中东研究,并通过智库

影响舆论和决策。受其影响的智库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

究会、传统基金会、哈德逊研究所、外交政策分析学会等等。栜 例如2003年5月6日,

企业研究所与哈德逊研究所、民主保护基金会等联合举办关于伊朗问题的研讨会,呼

吁推翻伊朗政权建立一个民主政权。栞 而《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美国的各

大电视网,也都受到犹太利益集团的强大影响。栟 犹太利益集团发挥其影响力的方

式与其他集团在做法上区别不大,主要包括游说当选议员、行政官员、提供竞选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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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p.32.
LetterbyDemocraticLeaderstoPresidentObamaonIranEngagement,March26,2009,availableat:ht灢
tp://www.aipac.org/Publications/SourceMaterialsCongressionalAction/IranEngagementPrinciplesLetter_

-_3.26.09.pdf.
重要的美国犹太利益集团主要有: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重要犹太组织主席会议(CPMJO)、美国

犹太人委员会(AJC)等等。其中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成立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赢得美国和国际社会

对以色列的支持。曾被《纽约时报》评价为“影响美以关系最重要的组织暠,《财富》杂志也把它列为美国最强

大的利益集团之一。
参见JohnJ.MearsheimerandStephen M.Walt,“TheIsraelLobbyandU.S.ForeignPolicy,暠Middle
EastPolicy,Vol.XIII,No.3,p.46.
关于这次研究会的情况可参见企业研究所网站:http://www.aei.org/EMStaticPage/300? page=Summa灢
ry.
参见JohnJ.MearsheimerandStephen M.Walt,“TheIsraelLobbyandU.S.ForeignPolicy,暠Middle
EastPolicy,Vol.XIII,No.3,pp.45~46.



影响公共舆论等,但效率却极高。

美国犹太利益集团担心奥巴马政府倡导的对伊和解政策将使以色列的战略安全

环境恶化,并使以色列在美国中东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下降。其实,自伊朗核问题激化

以来,几乎所有的犹太利益集团的官方网站都将该问题列为最主要的议事日程,号召

其成员向美国政府积极地表达对于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坚决抵制。为了使美国的政策

向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他们多年来持续地跟踪美国的政策,不间断地向美国

政府施加压力。例如“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暠的主要出版物《AIPAC问题备忘录》

(AIPACIssueMemo)、《近东报告》(NearEastReport)、《防卫摘要》(DefenceDi灢
gest)等,都对伊朗核问题进行跟踪报道。栙 有些报告可以直接送达议员的手中,因此

许多议员都感受到来自犹太利益集团在伊核问题上的压力。栚 布什政府虽然努力阻

止伊朗的核计划,但由于收效不大,犹太利益集团采取了各种方式对其施压。例如,

他们声称伊朗的核威胁迫在眉睫,警告不要对“恐怖暠国家采取绥靖政策,还敦促国会

通过《支持伊朗自由法案》、《2007年伊朗防扩散法案》,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对于奥

巴马政府的伊朗政策,犹太利益集团不断进行严厉指责。在推动国会通过了最新一

轮制裁伊朗的法案后,又强烈要求严格执行这些制裁伊朗的法案。栛 由于犹太利益

集团的影响力能够渗透到美国政府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成为对抗奥巴马政府新

政的强大力量。

总之,这些挑战对奥巴马政策的阻碍作用十分显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互相迭

加,形成一种合力,迫使奥巴马不得不考虑新的举措。而重新回到制裁和敌视伊朗的

轨道上似乎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

四暋向对伊强硬政策回归

奥巴马执政以来的美伊外交实践表明,奥巴马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收效甚微,两

国仍处于高度敌对状态。在2010年的伊朗新年之际,奥巴马虽然再次向伊朗表示祝

贺,但贺词的内容已透露出对伊朗政府的明显失望,并把两国关系紧张的责任归给伊

朗。奥巴马称“面对国际社会张开的双臂,伊朗领袖亮出他们紧握的拳头暠。又称伊

·04·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参见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网站:http://www.aipac.org/Publications/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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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政府选择自我孤立,没有按照自己的国际义务公布本国核项目的范围和意图。栙

在国内外多种压力下,进入2010年,美国政府已经明显地向强硬表态和制裁伊

朗的传统政策上回归。首先,美国决心推动新一轮多边对伊制裁。内贾德于2月11
日宣布,伊朗已生产出第一批纯度为20%的浓缩铀。对于伊朗的这一举动,西方国

家反应强烈。1月4日,希拉里说,美国正和其他国家协商,准备对伊朗实施制裁;其

次,对于伊朗国内保守派与反对派之争,美国一改谨慎观望的态度,奥巴马公开要求

伊朗政府释放反对派,并支持伊朗反对派“绿色运动暠;再次,美国开始提高军事遏制

伊朗的调门和部署。1月1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DavidH.Petrae灢
us)宣称,美军已制定针对伊核计划的紧急军事方案。栚 美国还加速在卡塔尔、阿联

酋、巴林和科威特4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伊朗导弹袭击暠。3月

11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访问以色列时称,伊朗核武化会危及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美

国将坚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栛4月6日,美国公布了《核态势报告》,宣布美国将

削减核武器、停止发展新核武、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承诺不对签署

并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但奥巴马当天指出,像伊朗、朝

鲜等违反或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不在美国政府承诺不使用核武器的对

象国之列。栜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MikeMullen)8月1日还宣

称,美国采取军事行动遏制伊朗核武器项目的计划一直存在,现在也是“摆在桌面上

的暠选择之一。栞 这是美国军方首次明确表示存在攻打伊朗的军事计划。

为了缓解国际制裁的步伐,伊朗希望在其邻国土耳其境内进行核燃料交换。

2010年5月17日,伊朗、巴西和土耳其签订了一份伊朗核燃料交换协议。伊朗同意

将约1200公斤纯度为3.5%的浓缩铀运往土耳其,以交换120公斤纯度为20%的浓

缩铀。这份新协议基本上与2009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的方案一致,但美国

等西方国家认为由于这时的情况已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伊朗已经在将浓缩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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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的水平,并会持续这一行动,因此此前的方案已失去意义。栙 就在这一协议签

署的第二天,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德国在安理会正式散发了六方达成一致的制

裁伊朗的新决议草案。

2010年6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核问题通过第1929号决议,决定对伊朗

实行自2006年以来的第四轮制裁。主要制裁措施包括禁止伊朗在国外参与核领域

的投资活动;禁止各国向伊朗出口坦克、战斗机和军舰等重型武器装备;禁止伊朗进

行任何与可运载核武器弹道导弹有关的活动;加强在港口和公海对涉嫌运送违禁品

货船的检查措施;禁止各国与伊朗进行与核活动有关的金融交易,同时禁止伊朗在国

外开设可能会被用于资助其核活动的独资或合资金融机构。栚 伊朗对此做出强硬反

应,内贾德表示,伊朗将不会继续与西方国家就其核问题进行谈判。还称“如果美国

及其盟友认为,它们能够手持制裁大棒坐下来与伊朗进行谈判,那就大错特错了暠。栛

此后,美国财政部于6月16日宣布对伊朗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包括将伊朗国有银行、

船运公司等相关实体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和导弹司令部等列入黑名单。6
月24日,美国国会也通过了早已准备好的制裁法案,奥巴马于7月1日签署了该法

案。这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最严厉的单方面制裁,制裁内容包括禁止伊朗获得精制

石油产品,如汽油和飞机燃料,并使伊朗孤立于国际金融系统等。栜 该法的通过立即

受到了美国犹太公共事务理事会、亲以色列游说团体“J街暠等组织的欢迎。

最近的事态再次加重了美伊对立:2011年1月21日至22日,在土耳其的伊斯

坦布尔举行的伊朗与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及德国关于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再次无果

而终,双方仍坚持各自的立场,分歧严重;2月14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地发生了

反政府抗议活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当天在国会热情地赞扬了伊朗反政府

抗议活动的“勇气暠,表达了对数千名抗议者的“坚定支持暠,并敦促伊朗向埃及学习,

“开放暠其政治体制。栞

由于伊朗目前提炼的20%纯度的浓缩铀尚不是武器级核材料,并且欧盟各国仍

坚持外交施压和制裁的作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强化制裁伊朗的决议案后,也尚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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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伊朗的进一步反应,因此,美国下一阶段可能仍将采取外交施压与军事准备的两手

战略,并继续设法通过“颜色革命暠等手段推翻伊朗政权。伊朗核问题在美国外交政

策议程上的位置十分重要,目前的困境将影响整个奥巴马政府外交和军事战略的布

局,甚至拖累“巧实力暠外交理念的深入展开。

结暋暋语

布什政府的对伊朗政策效果不佳已引起众多批评,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成为调

整美国伊朗政策的机遇。在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之前,他本人以及其他政界人士就

对伊朗问题不断提出不同于布什政府政策的看法。例如,2006年由美国共和党和民

主党资深政治家组成的伊拉克小组就提出报告,建议美国政府与包括伊朗在内的伊

拉克周边国家合作,以共同稳定伊拉克局势;理查德·哈斯(RichardHaass)和基辛

格都主张小布什政府与敌人对话;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也主张,在美国不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应与伊朗直接对话。奥巴马本

人于2007年在《外交》双月刊上撰文称,即使是对付类似于伊朗和叙利亚那样的长期

对手,以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等全面手段为支撑的严厉外交能够带来成功。栙 从议

程设置的角度来说,这些变革力量以奥巴马当选总统为契机,得以将调整美国的伊朗

政策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栚 奥巴马政府的新政也得到了美国西方盟国的支

持,欧洲对奥巴马政府伊朗政策的支持度超过对布什政府政策的支持度,美欧立场有

所接近。从伊朗方面看,美伊关系的改善的确也存在一定的基础。许多伊朗人并不

满意伊朗孤立处境,因为这一处境减少了他们的经济收入、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栛

一些伊朗媒体和国会议员也对内贾德的强硬核外交政策提出质疑。

然而,在政策执行阶段,奥巴马遇到了强大的反对力量。首先,美国国内因素影

响很大,特别是美国国会的制约作用不容小视。在国内压力下,奥巴马没有足够的战

略资源和决心采取实质性解冻两国关系的措施,如解除对伊制裁或停止孤立伊朗。

其次,伊朗改革派力量在伊朗大选危机中遭到严重打击,强硬派力量得到巩固。对于

伊朗在伊核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英法等国领导人比奥巴马的态度还要强硬,使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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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良祥:《奥巴马政府伊核政策调整探析》,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89~90页;BarackObama,“Re灢
newingAmericanLeadership,暠ForeignAffairs,July/August,2007.
关于议程设置理论,参见约翰·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第二版)》(丁煌、方兴译),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08年11月初,60名伊朗经济学界人士呼吁政府改变路线。参见 OrdeF.Kittrie,“HowtoPu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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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感到十分尴尬。栙

奥巴马政府的伊朗政策演变过程显示了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复杂性。美

国总统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制定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偏好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一项政策能否出台或能否得到其行政团队的执行,但总统的个人意愿并

不能超越整个美国政治体制对他的限制。为了推行一项困难的外交政策,总统首先

需要说服行政部门的主要制约者———美国国会。在美国错综复杂的政治体制中,多

权力中心相互作用,总统并非权力的绝对主宰。此外,由于美伊之间相互敌对了几十

年,美国政府十分缺乏与伊朗打交道的经验,政府内外也缺乏伊朗问题专家。美国前

国务卿赖斯就曾感叹伊朗“是一个我们不太了解的政治系统。暠栚

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亦难以打破美伊关系的长期僵局,从这一点来看,美伊矛盾

也可以说具有结构性冲突的特征。伊朗核问题是美伊改善关系的主要障碍,并具有

强烈时间紧迫感。在目前条件下,仍看不到解决的前景。伊朗已将核计划看成是实

现其地区大国梦想的标志,停止浓缩铀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在美国国内,无论民主

党还是共和党都坚决反对伊朗掌握核开发技术,并借机发展核武器。两年来,双方都

无法在伊核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只是在建构良性关系的道路上迈出一小步,而这

种试探性行为很容易受到两国国内政治和突发事件的影响,并重新回到过去的对立

状态。

沈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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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犹太组织与奥巴马政府

对伊朗的政策栙

赵建明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美国犹太组织是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认定伊朗发展核

武器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威胁,以及担忧奥巴马政府改变对伊朗的政策,因此美国犹太

组织在国会内外开展游说,促请国会议员提出制裁伊朗的法案。尽管奥巴马阐明美国对

伊朗奉行的是“原则性接触暠政策,但不得不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签署了《伊朗制裁、问

责、撤资综合法》。这一法律的出台结束了奥巴马政府接触伊朗的尝试,制裁和遏制再度

成为美国对伊政策的主流。

关键词:美国外交 犹太组织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 奥巴马政府 伊朗

犹太人仅占美国总人口的3%,但犹太认同和对以色列的忠诚促使他们成立组

织来维护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的利益。在犹太组织看来,以色列是犹太人摆脱颠沛流

离的家园、犹太民族存续图强的根本,所以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和捍卫犹太利益是它们

义不容辞的义务。身在美国而心系以色列,是美国犹太组织的最佳写照。一旦出现

与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相关的议题,深嵌在美国政界的犹太游说组织就会利用它们所

掌控的资源,推动有利于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政策。

犹太组织为何在奥巴马政府宣扬接触伊朗之时仍力主制裁伊朗? 它们对政府的

游说存在何种影响机制和游说路径? 它们在国会与政府的竞争中发挥着怎样的作

用? 这些问题对于认识美国对伊朗政策至关重要。本文在对美国犹太组织网站、政

栙 特别感谢《美国研究》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和杂志编辑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提供的宝贵意见与支持。文章中的

谬误概由笔者本人承担。



府声明、国会记录等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美国犹太组织如何通过推动国会制

定对伊朗的制裁法律,从而最终改变了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接触政策,进而探讨奥巴

马政府对伊朗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暋美国犹太集团的影响机制与游说路径

伊斯兰革命以来,霍梅尼领导的伊朗奉行敌视以色列和美国的政策,伊朗成为以

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最大敌人。伊以交恶促使美国犹太组织支持美国遏制伊朗。2002
年伊朗核问题的曝光使得美国犹太组织指责伊朗在发展核武器。2005年就任伊朗

总统的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接连发表仇视以色列和犹太的言论,进一步刺

激了本来就仇视伊朗的美国犹太组织,它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敦促美国政府对伊朗

采取强硬政策的行动之中。

(一)美国犹太组织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分野

从组织构成上,犹太组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犹太组织,它们以犹太民

众为发展对象,根据不同的政治主张、意识形态和宗教立场而创建。它们对草根阶层

的犹太民众起到了较好的动员作用。这些组织为维系犹太认同、保持犹太的民族特

质起到了良好作用。有些犹太组织相当著名,比如专门从事美以游说的美以公共事

务委员会(AmericanIsraelPublicAffairsCommittee,简称 AIPAC),以反对国际反

犹主义为己任的反诋毁联盟(Anti灢DefamationLeague,简称 ADL)等;另一类是犹

太会员组织。这类组织为数不多,但相当重要,其中美国犹太组织主席大会(The

ConferenceofPresidentsofAmericanJewishOrganization,简称 ACPJO)、美国犹

太联合会(UnitedJewishCommunities/FederationsofAmericanJewish)、北美犹太

联合会(TheJewishFederationsofNorthAmerica)最为著名。栙以拥有52个会员的

美国犹太组织总裁大会为例,其会员包括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犹太大会(A灢
mericanJewishCommittee)、美国犹太委员会、美国锡安主义组织、反诋毁联盟等组

织。这些会员组织的结构特性决定了它们在犹太民族和美国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首先,一般犹太组织同会员犹太组织不存在严格的隶属关

系。两者在运作与预算上相互独立,一般组织开展的活动无需上报会员单位批准;其

次,犹太组织之间存在着竞争。尽管所有美国犹太组织在维护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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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上有着共同利益,利益协调是犹太组织的主流,但它们在具体行动和实现目标的

途径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竞争成为犹太组织的常态,甚至不排除彼此拆台、相互诋毁

的现象。

作为深刻影响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的事件,伊朗核问题从一开始就成为美国犹太

组织的关注重心,甚至成为它们对伊朗总体政策的全部关切。总体上看,美国犹太组

织基本上分裂为两个阵营,即稳健派、保守派联合组成的制裁阵营和以自由派为首的

反制裁阵营,其中制裁阵营代表了美国犹太组织的主流。自由派(左派)鼓励奥巴马

政府接触伊朗,反对美国以遏制施压促使伊朗弃核。反制裁阵营的领袖是“美国人现

在要和平组织暠(AmericanforPeaceNow,简称 APN)、“J街暠(JStreet)、以色列政

策论坛(IsraelPolicyForum,简称IPF)。栙制裁阵营包括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为

首的稳健派和以美国锡安主义组织为代表的保守派(右派)组成。它们原则上不相信

奥巴马政府接触伊朗的成效,认为只有采取制裁、武力威胁,才是让伊朗弃核的最佳

手段。作者自制了如下表格反映美国犹太组织对伊朗的政策主张。

美国犹太组织对伊朗的政策主张

反制裁阵营 制裁阵营

自由派(左派) 稳健派(中间派) 保守派(右派)

代表性组织

美国人现在要和平组织、“J
街暠、以色列政策论坛、犹太

正义与和平联盟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

犹太组织主席大会

美国锡安主义组织、反诋毁联

盟、利库德的美国朋友、全国

年青以色列委员会、革新派犹

太主义联盟

接触伊朗
严肃、直接、不设最后期限

的对话
基本赞同 坚决反对

伊朗拥核 阻止 全力阻止 全力阻止

制裁对象 针对伊朗政权而非民众 整个伊朗 整个伊朗

军事打击 原则同意 坚决打击 坚决打击

伊 朗 问 题 与

巴 以 和 谈 之

间的关联

密切关系 各自独立 各自独立

(二)犹太组织宣扬伊朗威胁的游说动力

美国犹太组织认为伊朗核进程危及以色列的安全。美国犹太组织普遍认为伊朗

就是在以和平利用核能的名义发展核武器。美国犹太委员会认为,伊朗对国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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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构成威胁,为发展核武器,伊朗不惜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和安理会决议。为防

止伊朗向恐怖主义组织转移核武器和利用核武器讹诈中东国家,国际社会必须制裁

伊朗,以表明伊朗发展核武器是不能接受的。栙“J街暠表示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威胁以

色列和美国的利益,对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挑战。因此美以两国和国际社

会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栚

伊朗领导人否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这些言论违

背了基本事实和道德伦理,伤害了犹太的民族尊严和认同。伊朗领导人的这些极端

言论将美国犹太组织推到了反伊朗的一边。反诋毁联盟主席亚伯拉罕·福克斯曼

(AbrahamFoxman)强烈谴责伊朗:“伊朗总统将重点放在推进否认大屠杀和反犹主

义的做法绝非偶然,其目的是企图通过反以、反犹言论树立伊朗在中东的威信。伊朗

正在成为推动反犹主义阴谋的新阵地。暠栛

以色列的游说是美国犹太组织的动力来源。2009年3月本杰明·内塔尼亚胡

(BenjaminNetanyahu)就任总理,新内阁将伊朗视为以色列最大的安全威胁。栜这也

成为以色列向美国犹太组织传递的核心理念。以色列领导人通过多种形式向美国犹

太组织传递以下信息:(1)伊朗对以色列构成了“存在性威胁暠(existentialthreat)。

伊朗多次声言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由于以色列缺乏战略纵深,无法经受伊朗的核

打击。伊朗的核武器对以色列来讲是“飞来的集中营暠(flyingconcentrationcamp),

因此以色列必须坚决遏制伊朗的核冲动。栞(2)伊朗反以、反犹的言论是对全世界犹

太人的侮辱与蔑视,严重侵害了犹太人的利益。以色列期待与美国犹太组织加强联

系,从而共同抵制伊朗。栟(3)伊朗是以色列缔造中东和平的最大障碍。伊朗反对巴

以和谈,干涉中东和平进程,而且伊朗是哈马斯、真主党等反以激进组织的背后主谋,

真实企图是在战略上牵制以色列。因此要得到永久和平,以色列必须有效对付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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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栙以色列发出的上述信号成为促进美国犹太组织游说的直接动力。

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调整让犹太组织深感忧虑。奥巴马执政以来积极地打接触

牌,数次在开罗、安卡拉等地发表接触伊朗的言论。奥巴马表示,“伊斯兰革命颠覆了

伊朗同美国在冷战时期存在的传统友谊,但本届政府愿意推进两国关系,在彼此尊重

和不设置前提的基础上同伊朗和谈,这符合美国利益。暠栚在伊朗核问题尚未解决的

情况下,这些表态似乎预示着奥巴马政府要颠覆过去30年来遏制伊朗的政策,同敌

视以色列的伊朗和解。这种预期让美国犹太组织深感担忧。为避免预期成为现实,

这些犹太组织未雨绸缪,企图将奥巴马对伊朗政策的调整扼杀在摇篮之中。

(三)犹太组织的游说路径

美国犹太组织对奥巴马政府的游说基本采取一主三辅的游说路径:以国会游说

为主,以召开政策动员大会、集会请愿和党魁表态为辅。国会游说的重要意义是表达

政见并敦促议员创制法案,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栛举行的政策会议具有表达政见、

政策造势、凝聚共识和政治动员等作用。以美国锡安主义组织为例,2009年它的政

策大会主题是推动国会支持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支持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

推动的制裁法案;反对奥巴马政府将巴以问题同伊朗核问题挂钩。栜集会请愿的最大

作用是表达民意、引起关注、烘托造势。而党魁表态的作用则是舆论引导和推波助

澜。

在上述路径中,国会游说最为重要。原因在于:首先,在美国的政治框架下,国会

是影响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机构,国会能够利用法案创制权等权限影响政府的

决策。通过推动法案,在国会深耕多年、颇具人脉的犹太组织就可以分享奥巴马政府

对伊政策的决策权,将政治诉求转化为具体政策。其次,选票—代言模式成为犹太组

织与政客之间的政治交易。一方面,犹太组织的政治诉求需要特定政客才能实现,因

此物色亲犹、亲以的政治代言人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政客如果能够赢得犹太组织的

垂青,就能够顺利跻身国会和政界。得到犹太组织资助的政客愿意推动符合犹太利

益的法案。第三,现有立法和行政的人脉分布让犹太组织只能选择国会为突破口。

与两位前任不同,奥巴马的内阁中没有一位犹太人。总统安全顾问戴维·阿克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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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DavidAxelrod)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RahmEmanuel)是在奥巴

马圈子中仅存的两位犹太人。相对而言,犹太组织在国会的人脉资源十分雄厚。犹

太众议员在第111届国会中占据57席,大约占议员总数的1/8,而犹太参议员人数

则为34席,大约占3/10。栙犹太议员还把持着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这种权力分布有利于犹太组织在国会推动对伊朗的强硬法案。

二暋美国的犹太组织与制裁游说

为了让奥巴马政府放弃接触伊朗的政策,重新回到制裁与遏制伊朗的轨道,犹太

组织采取积极的两手政策:一是在国内策划推动制裁伊朗的法案,在外部进行舆论造

势;二是在犹太内部凝聚共识,同反对制裁的犹太自由派作斗争。

(一)“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法案暠

尽管数量众多,但是推动何种法案和怎样推动则要看美国犹太组织的人脉资源,

在这方面,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可谓独占鳌头。长期以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在推

动遏制伊朗方面始终不遗余力,在美国对伊政策上起到风向标作用。这是因为:(1)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被誉为“游说之王暠(KingofLobby)。尽管资历不是最老,但在

所有的犹太组织中它掌控的物质资源与人脉关系最为雄厚。《纽约时报》称其为影响

美以关系的最重要的组织。栚(2)“一手托两家暠的中间人特性,凸显了该组织在美以

两国政坛上的地位。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中间偏右,它既与以色

列的右翼利库德集团和中间偏右的工党友好,也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保持着密切关

系。因此游走于美以之间的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左右逢源,既能避免美以政权变更

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能根据美以的政坛律动进行有的放矢的游说。栛(3)现任总统奥

巴马是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重要筹码。奥巴马能够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犹太组织

的支持可谓功不可没,而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李·罗森伯格(LeeRosenberg)和

美国犹太组织主席大会主席艾伦·索洛(AlanSolow)实际上充当了奥巴马的犹太引

荐人。两人在选战中为奥巴马赢得犹太人信任,拉拢犹太人选票做了许多幕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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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栙罗森伯格与奥巴马总统的关系使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处于独特的游说位置。

2009年5月5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举行规模盛大的政策年会,包括美国副

总统拜登、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等6500名美以政要参加会议。在与会的国会议员中有

22位在会议上发言。会议主题是伊朗对以色列的核威胁。年会的重大意义在于,它

策划并推动了国会提出制裁伊朗的法案的行动。委员会主席戴维·维克特(David

Victor)表示,解决伊朗核威胁是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伊朗拥有核武器将危及美以两

国的利益,核武器将改变国家博弈的规则,为此包括美以在内的国际社会必须认真应

对。栚

在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推动下,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霍华德·伯曼

(HowardBerman)于2009年4月30日向众议院提出制裁伊朗的《伊朗精炼油法》

(TheIranRefinedPetroleumSanctionsAct,简称IRPSA),这一法案共征集到343
名联署人。与此同时,参议员伊万·贝哈(EvanBayh)和其他30名联署人也在参议

院提出类似的制裁法案。由于提案议员大多来自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该法案因而

被称为“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法案暠。法案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总统有权制裁向伊朗

提供精炼油、相关的航运、保险信贷的公司与实体。栛法案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致残

性(crippling)。法案旨在精准打击伊朗的精炼油进口、航运、金融等薄弱环节。伯曼

等人认为法案能够对伊朗造成“致残性的打击暠。第二,条件性(conditional)。只要

伊朗不在核问题做出重大让步,国会就将推进该法案。第三,配合性(coordinating)。

出台制裁法案的目的是为政府提供更多政策选择,配合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接触政

策。伯曼表示,尽管制裁法案不是神奇子弹(magicbullet),但是它将会让伊朗领袖

掂量是否继续违背国际意愿。栜由此美国国会推动制裁伊朗的行动拉开了序幕。

(二)国会之外的策应

此外,美国犹太组织还通过党魁言论和犹太人示威进行外围策应,配合国会议员

的努力。它们的策应活动主要是批评奥巴马政府对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批评声音

主要来自保守派锡安主义组织、美国犹太组织主席大会等,批评观点包括:1.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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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悦穆斯林国家,忽视伊朗威胁。2009年6月,美国锡安主义组织主席莫顿·克莱

因(MortonKlein)表示,“尽管奥巴马表示美以纽带牢不可破,但是奥巴马在开罗演

讲中只字未提如何对付伊朗。演讲还存在歪曲事实迎合穆斯林世界的倾向,总之它

是对以色列有害的演讲。暠栙2.表达犹太民众对政府对伊政策的不满。2009年6月,

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大会主席艾伦·索洛公开表示,许多犹太领袖提出美国对伊

朗的接触应当以制裁为依托,接触伊朗要确定截止时间。栚3.对奥巴马亲犹太、亲以

色列的立场表示怀疑。2009年7月,艾伦·索洛和马尔科姆·霍因雷(Malcolm

Hoenlein)再度公开批评奥巴马。“现在犹太组织对奥巴马有很多质疑,并对开罗演

讲非常不满。暠栛2009年10月,莫顿·克莱因再次猛烈抨击奥巴马,认为奥巴马在联

合国大会上的演讲违背了他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竞选诺言,演讲表明奥巴马总统改变

了其亲以色列的政治立场。栜

此外,在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大会的发起下,犹太组织将2009年9月10日和

10月24日定为华盛顿和纽约两地的伊朗威胁宣传日(AdvocacyDay),动员美国犹

太各界举行大规模示威,敦促政府遏制伊朗的核冲动。示威组织者马克·利文

(MarikLevin)表示,他们将敦促国会推动《伊朗精炼油制裁法》等制裁法案,集会是

让公众明白伊朗核威胁的重要性,并向奥巴马政府传递犹太人关注伊朗核问题的信

息。栞

犹太组织的舆论宣传和造势有效地配合了议员在国会内部策动的制裁法案。这

种内外施压的方式起到了向奥巴马政府施压的目的,迫使政府在制裁问题上按照犹

太组织的意愿行事。

(三)犹太集团内部的派系竞争

尽管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组织极力推动制裁法案,但是美国犹太组织作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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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并非铁板一块。除了协同效应之外,它们之间还存在着相互拆台的竞争关系。一

些自由派犹太组织勇敢地站在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对立面,反对制裁伊朗。这些

组织主要包括“美国人现在要和平组织暠、“J街暠、以色列政策论坛、犹太正义与和平

联盟(BritTzedekv狆Shalom,JewishAllianceforJusticeandPeace,简称JAJP)等。

在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通过年度大会推行制裁伊朗的政策的同时,这些组织也在谋

划反对制裁的行动。

综合来看,自由派组织的政见主要包括:第一,呼吁改变美国对伊朗以制裁为主

的遏制政策。“美国人现在要和平组织暠表示,事实已经证明30年来美国对伊朗的孤

立、制裁和武力威胁的政策是失败的,制裁并未让伊朗变得友善温和。奥巴马政府如

果对伊朗采取更严厉的制裁,只会削弱现有的接触政策,现在对伊朗采取“外交为主、

制裁为辅暠的政策有可能产生积极效果,因此我们支持政府对伊朗采取明智而有针对

性的制裁(smart,targetedsanctions),反对进行致残性制裁(cripplingsanctions)。栙

犹太正义与和平联盟表示,国会应当鼓励对伊朗采取包含胡萝卜与大棒在内的建设

性接触政策,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对伊朗进行直接外交,用激励与制裁并重的

方法说服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栚

第二,制裁将损害伊朗民众。“美国人现在要和平组织暠发言人奥瑞·尼尔(Ori

Nir)表示,“我们认为致残性制裁是针对伊朗民众而非伊朗政府和领袖的话,那么制

裁不仅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在战略上也是极端危险的。暠栛2009年7月,“以色列政策

论坛暠表示,威胁对伊朗进行严厉制裁毫无必要,因为伊朗领袖知道制裁将来临。伊

朗总统大选后的游行示威让犹太集团内部的分歧更为严重。“美国人现在要和平组

织暠等自由派组织表示,制裁只会伤害参与“绿色革命暠的伊朗民众对美国的信任。栜

第三,制裁将削弱奥巴马政府接触伊朗的外交努力。“J街暠表示,制裁法案是削

弱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讯号,制裁伊朗仅仅代表少数而非多数美国犹太人的想法。栞

·35·美国犹太组织与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政策

栙

栚

栛

栜

栞

LaraFriedman,“APNTellsCongress:NowIsNottheTimeforNewIranSanctionsLegislation,暠TheA灢
mericanPeaceNow Website,May1,2009,availableat:http://peacenow.org/entries/wp175.
“TellCongress:AbandonSanctions灢OnlyApproachtoIran,暠availableat:http://ga3.org/btvshalom/no灢
tice-description.tcl? newsletter_id=29796959.
OriNir,“APN:It狆sTimeforanIranStrategyThatMakesSense,Not‘Crippling暞SanctionsandUnrealis灢
ticDeadlines,暠September9,2009,availableat:http://peacenow.org/entries/apn_press_release.
伊朗国旗的底色是绿色,因此西方将伊朗民众在2009年6月伊朗总统大选后举行的反政府示威游行称为

绿色革命,参见EphraimKam,“TheInternalConflictinIran,暠June26,2009,availableat:http://www.
israelpolicyforum.org/blog/internal-conflict-iran.
SpencerAckerman,“WhyIsJStreetBackingRep.Berman狆sIranSanctionsBill,暠December7,2009,a灢
vailableat:http://washingtonindependent.com/69894/why-is-j-street-backing-rep-bermans-i灢
ran-sanctions-bill.



2009年12月,“美国人现在要和平组织暠主席德布拉·德利(DebraDeLee)表示,现

在根本不是奥巴马政府推出制裁法案的时机,政府的现实之路是全方位接触伊朗,同

伊朗进行认真、直接和持续的会谈,寻求与伊朗官员和民众建立联系。制裁法案也许

意图良好但仍是糟糕的立法。我们反对美国推出针对伊朗民众的任何制裁,尤其是

所谓的致残性制裁。栙

除了上述言论,这些组织也在积极进行反对制裁法案的行动。2009年5月1
日,“美国人现在要和平组织暠向国会的每名议员办公室发送消息,反对制裁伊朗。

2009年5月5日,“J街暠表示,该组织的支持者已经向国会议员发送1.1万封电子邮

件,敦促议员向奥巴马致信以促使美国在巴以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还向国会办

公室派遣了30名游说者,并赴白宫会见相关人员,表达同样的信息。该组织还发送

数千封电子邮件,攻击共和党前众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Gingrich)在美以公共事

务委员会的演讲。栚“J街暠要求自己的会员签署给国会议员的公开信,敦促国会采取

强硬和聪明的外交,不要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栛2009年12月,“美国人现在要和平组

织暠向所有参议员发出“热线告示暠(hotlinenotice),强烈反对《伊朗制裁、问责、撤资

综合法》法案。栜该组织表示,反对该法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所有制裁,他们支持明智

而有针对性的制裁,但《综合制裁法》并非如此,该法案将剥夺总统决定国家安全的权

力。参议院通过该法将对美国的伊朗政策造成严重后果。栞

支持制裁阵营与反对制裁阵营之间的斗法已经从政见之争延伸到组织性质方面

的争夺。锡安主义组织、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向“美国人现在要和平组织暠和“J街暠

发难,指责它们是背弃犹太和以色列的冒牌组织,混在犹太组织内部的特洛伊。莫

顿·克莱因表示,尽管“美国人现在要和平组织暠、“J街暠、犹太正义与和平联盟等组

织自我标榜是倡导锡安主义、亲以色列的组织,但它们采取的做法却连以色列左派政

·45·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栜

栞

LaraFriedman“WhyAPNOpposesIRPSAandHowIRPSACouldBeFixed,暠December7,2009,availa灢
bleat:http://peacenow.org/entries/why_apn_opposes_irpsa.
“TheInfluenceGame:Pro灢IsraelDovesSeekDCClout,暠May25,2009,availableat:http://www.npr.
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 storyId=104515154.
“Biden,KerryDefendAdministrationatAIPAC:IranBillsChallengeObamaOutreach,暠May8,2009,a灢
vailableat:http://action.fcnl.org/list/iraq/08may09/.
美国的国会法案在成为正式法案之前通常经过若干程序。热线推进是指在无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法案

在未经辩论、修改和唱名表决前通过,参见 EliClifton,“US:OneStepClosertoUnilateralSanctionsA灢
gainstIran,暠December9,2009,availableat:http://www.faxts.com/index.php? option=com _

content&view=article&id=1485:us-one-step-closer-to-unilateral-sanctions-against-iran&catid
=105:breaking-news.
LaraFriedman,“WhyAPNOpposesIRPSAandHowIRPSACouldBeFixed,暠December7,2009,availa灢
bleat:http://peacenow.org/entries/why_apn_opposes_irpsa.



党都不如,至少左派是赞同制裁伊朗的。栙

自由派的资金来源也成为众矢之的。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谴责 “J街暠接受沙

特、卡塔尔和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的资助,“J街暠的咨询委员会包含来自沙

特、卡塔尔等国的代表。栚 “美国人现在要和平组织暠也被指控接受了欧盟、挪威、芬

兰和英国的官方捐助。栛2009年以色列利库德集团成员丹尼·达隆(DannyDanon)

表示,尽管“美国人现在要和平组织暠是在美国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但是其行为已经违

背以色列的相关法律。以色列应当剥夺该组织非营利组织的资格。栜

两大阵营的激烈竞争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J街暠在强大压力之下背弃既

有原则,政治立场从阻挠制裁转变为赞同制裁。“J街暠执行官杰里米·本阿米(Jere灢
myBen灢Ami)在2009年12表示,“我们此前反对制裁法案只是反对它推出的时机,

我们强调制裁法案必须在外交接触失败后实施。法案为美国总统提供了一个新工

具,这项法案最终肯定会影响伊朗民众。但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同样重要。栞“J街暠

的立场变化对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来说是重大胜利,起到了挫败竞争者、维系犹太共

识的效果,对反对者起到警示作用。

二是国会仍在有条不紊地推行制裁程序。由于坚持对伊朗采取制裁政策的观点

仍占据犹太组织的主流,在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打响了对伊朗制裁的第一枪后,犹太

其他稳健派和激进派组织纷纷跟进,利用自己的议员代言人提出不同版本的制裁伊

朗法案。这些法案主要包括 《伊朗外交增强法》(IranDiplomaticEnhancement

Act)、《伊朗投资问责法》(IranInvestmentDivestmentAct)、《伊朗制裁生效法》(I灢
ranSanctionsEnablingAct)和《伊朗透明和问责法》(TheIranTransparencyand

AccountabilityAct)。这些法案的内容大同小异,制裁目标基本上都针对伊朗的能

源和与之相关的金融、保险和航运业。这些法案纷纷出炉表明,对伊朗进行制裁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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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主导了国会。

三暋奥巴马政府的反游说行动

针对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领衔的游说行动,奥巴马政府积极开展反游说,试图让

犹太组织接受接触伊朗的政策。奥巴马政府的反游说主要分为几个层面:一是游说

以色列,让以色列接纳美国的战略规划;二是游说犹太组织,对它们的游说又可细分

为“打点暠和“找面暠。“打点暠是游说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大

会等核心组织,“找面暠是针对犹太组织整体;三是游说国会接受政府对伊朗的接触政

策,争取议员的理解和支持。

(一)敦促以色列按照美国的政策方针行事

以色列是美国犹太集团的源动力,如果美国政府能够成功地开展源头游说,就能

纾缓来自美国国内犹太组织的压力。为此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国务卿、美国中东问题

特使米切尔(GeorgeMitchell)多次与以方领袖会谈,向以色列表明奥巴马政府的立

场:(1)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保证。为此,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新一轮军事和经济

援助,增加两国在导弹防御和信息领域的合作。栙 (2)强调解决伊朗威胁与重启巴以

和谈存在的内在联系。以色列只有停建定居点并恢复巴以和谈,美国才能借此修复

与阿拉伯世界的裂痕,建立包含美国、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等国的联盟,反对伊朗拥

核。栚以色列应当配合美国的战略安排。(3)接触和谈判是美国阻止伊朗拥核的手段

而非目的。美国不会让谈判永远谈下去,美国也不会纵容伊朗利用拖延时间的策略

发展核武器。栛(4)放松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打击的战略约束。副总统拜登在2009年

7月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是主权国家,可根据自己利益决定对伊朗的行动,无论

美国同意与否。如果以色列决定对伊朗采取行动,那是主权赋予以色列的权利。暠栜

外界怀疑美以在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打击的问题上已达成默契,美国已放松了对以色

列的战略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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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奥巴马政府对以色列政府的游说并未产生积极效果。以色列坚持巴以和

谈与伊朗核问题分开的原则,消极对待美国提出的停建定居点并启动巴以和谈的要

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权处理巴勒斯坦问题而无论伊朗发生什

么,我也希望美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无论巴勒斯坦发生什么。暠栙美以关系由此

跌至冰点,这种局面直到2010年9月以色列启动巴以谈判才略有缓解。

(二)对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组织进行反游说

2009年5月5日,在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政策年会上,针对众多美以政要对

奥巴马政府的伊朗接触政策提出指责和质疑,与会的副总统拜登进行了辩护。他承

认伊朗是中东的威胁。一旦伊朗拥核必将威胁其他国家,安全困境将引发中东的核

军备竞赛;而且伊朗通过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牵制以色列,让巴以冲突服务于伊朗的

战略利益。栚拜登就此提出了美国的应对之策。首先,美国将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接

触伊朗,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为伊朗留出合适的位置。倘若接触失败,美国将谋求广

泛的国际支持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核问题就范;其次,美国坚定地推行让巴勒斯坦

建国的两国方案。推进巴以和平是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的最佳方法。以色列必须

做原则让步以配合美国的行动,这是交易。栛

2009年11月10日,白宫办公厅主任伊曼纽尔代替奥巴马出席北美犹太联合会

年会。伊曼纽尔向内塔尼亚胡等与会代表阐述了奥巴马政府的立场,即坚定支持以

色列,并致力于解决伊朗核问题;修复受损的同盟关系,恢复美国在反对核扩散等领

域的领导权,在应对核问题上国际社会团结一致但伊朗国内出现分裂,这表明接触政

策初见成效;美国是从更宏观的视角理解以色列的安全的,以色列需要的是综合性安

全,这不仅要应对伊朗核威胁,也需要通过巴以和平保障以色列的安全。美国在中东

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需要以色列等各方的支持。栜

(三)对犹太组织的“以左抑右暠策略

2009年7月14日,奥巴马首次会见了来自14个犹太组织的16名代表,会见是

在以色列拒绝停建犹太定居点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些组织包括美以公共事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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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美国犹太组织主席大会、反诋毁联盟、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JewishCom灢
mittee)、“美国人现在要和平组织暠、“J街暠、保守犹太教联合会(UnitedSynagogueof

ConservativeJudaism)等。栙“美国人现在要和平组织暠、“J暠街等自由派赫然在列,但

锡安主义组织、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JewishInstituteforNationalSecurityAf灢
fairs,简称JINSA)等保守组织则被排斥在外。栚

此次代表的遴选体现了奥巴马政府“以左抑右暠的策略。媒体认为奥巴马政府试

图通过加强同犹太自由派的关系来平衡犹太稳健派和保守派组织,让“美国人现在要

和平组织暠等自由派组织充当制衡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力量。未受到邀请的以色

列政策论坛主席彼得·约瑟夫(PeterJoseph)表示,他理解奥巴马政府需要从“美国

人现在要和平组织暠、“J街暠、以色列政策论坛这些自由派而不是传统的主流犹太组

织那里获得支持。栛被拒之门外的锡安主义组织主席莫顿·克莱因表示,尽管奥巴马

声称期待听到犹太组织的不同声音,但实际上奥巴马并不想听到同他的立场不一致

的声音。“难以理解是,我们被拒在门外而奥巴马却表示要同艾哈迈迪-内贾德和查

韦斯坐下来和谈。暠栜

(四)游说国会接受政府的接触政策

由于国会是犹太组织推动制裁法案的重镇,因此国会也成为奥巴马政府反游说

的战场。为推行自己的接触政策,包括国务卿希拉里、助理国务卿杰弗里·费尔特曼

(JeffreyFeltman)在内的政府官员多次出席国会听证会,阐明政府接触伊朗的合法

性和必要性。奥巴马政府官员向阐述的主要观点包括:(1)政府奉行的是“原则性接

触暠政策(principledengagement),即美国与伊朗打交道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共同利

益的基础之上的,接触是敦促伊朗弃核的新政策,接触将增加美国的影响力和政策选

择,加强美国的国际地位。(2)接触并不是完全放弃遏制与施压。如果接触难以奏

效,美国将在接触与施压之间寻求平衡。这是双轨战略背后的政策逻辑。(3)接触

本身具有价值。接触使美国获得某种改变伊朗政策的可能性,帮助美国洞察别国的

·85·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栜

LynnSweet,“ObamatoMeetwithU.S.JewishLeadersatWhiteHouse,暠ThePoliticsDaily,July13,

2009,availableat:http://www.politicsdaily.com/2009/07/13/obama-to-meet-with-u-s-jewish-
leaders-at-white-house/.
HilaryL.Krieger,“Obama狆sFirstMeetingwithJewishLeadersIncludesMoreLeft灢WingGroups,暠The
Jerusalem Post,July 14,2009,available at: http://www.jpost.com/servlet/Satellite? cid =
1246443799474&pagename=JPArticle%2FShowFull.
PhillipElliot,“ObamaMeetswithJewishLeadersonIsrael,Iran,暠TheWashingtonPost,July13,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 washingtonpost. com/wp - dyn/content/article/2009/07/13/

AR2009071302531.html.
RonaldKessler,“JewishLeaderBannedfrom ObamaMeeting,暠TheNewsMax,July22,2009,available
at:http://www.newsmax.com/kessler/obama_jewish_leaders/2009/07/22/238734.html.



意图和盘算,并在接触失败后获得对于制裁的共识。栙

(五)奥巴马政府反游说的效果

虽然行政部门进行了游说,但是奥巴马政府并未让以色列和犹太组织完全信服

自己的接触政策。不过,经过劝说与解释,奥巴马政府与国会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

些共识包括:(1)“先礼后兵暠原则是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政策的内在思路。将接触与

伊朗核问题的进展挂钩,只要伊朗难以达到美国的预期,制裁就将如期而至。(2)对

以色列奉行拉打结合的政策,以推动巴以和谈作为解决伊朗核问题和凝聚国际共识

的起点。(3)接触是有条件的。接触政策的条件是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

比如暂停浓缩铀。尽管难以设定接触的时间期限,但美国决不能被伊朗拖住。(4)

国会奉行平行政策。国会在奥巴马政府进行接触时筹划制裁法案,目的是促使政府

在接触政策失败后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

2009年5月,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约翰·克里(JohnKerry)在美以公共

事务委员会年会的发言,表达了国会对奥巴马政府的基本立场:(1)美国需要给外交

手段以机会。这在根本上源于此前美国对伊朗的遏制难以奏效。(2)接触不能单独

成为战略。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对伊朗的政策应当转变为多边制裁。让伊朗为跨越

美国的政策红线付出沉重代价。美国政策的目标是确保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3)

美国需要多边合作。美国不仅需要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也需要谋求阿拉伯国家的

支持。栚

2009年12月15日,众议院经过协商,通过众议院版本的《伊朗制裁、问责、撤资

综合法》(TheComprehensiveIranSanctions,Accountability,andDivestmentAct,

简称CISAD,HR2194)。与此相关,参议院也在2010年3月11日通过自己版本的

制裁法案(S.2799)。参众两院随后成立解决版本分歧的共同委员会,并约定在2010
年5月28日前完成立法准备工作。这些行动表明,国会对伊制裁已经箭在弦上。

四暋强势国会与奥巴马政府的博弈

在参众两院通过制裁伊朗的法案后,将法案变为法律成为国会与政府的博弈议

题。犹太组织的任务由此转变为敦促国会向白宫施压批准法案。这一阶段美国对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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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的接触仅限于参加与伊朗的直接谈判,在双边关系中鲜有动作。受此影响,核问题

非但没有出现美国期待的峰回路转,反而变得更糟。2009年9月伊朗宣布兴建库姆

浓缩铀厂,2010年2月伊朗宣布将浓缩铀的纯度从5%提高到20%。栙奥巴马政府的

接触政策遭受沉重打击,由此美国的外交思路转移到凝聚国际共识,推动对伊朗的新

一轮国际制裁。犹太组织对奥巴马政府接触政策的耐性逐渐耗尽,在美以公共事务

委员会的引领下,它们吹响了向白宫施压的号角。

(一)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发起行动

2010年3月,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提前举行政策年会。会议主旨是将制裁法案

上升为法律,年会成为国会推动立法的新动力。在这次年会上,奥巴马2008年坚决

遏制伊朗拥核的竞选承诺成为与会议员攻击的目标。栚共和党参议员布拉德·谢尔

曼(BradSherman)表示,奥巴马政府的“聪明制裁暠(smartsanction)不过是“愚蠢制

裁暠(dumbsanction)的另一种说法。“我现在不关心什么美伊谈判,我只知道美国要

对伊朗采取致残性制裁。暠栛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Schumer)也表达了

对奥巴马政府伊朗政策的不满。他认为,事实证明奥巴马政府的接触外交已经失败,

伊朗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像响尾蛇那样挑衅,美国必须利用单边制裁痛击伊朗;伊朗正

处在拥核的边缘,美国等不起,为此国会必须尽快完成制裁程序;一旦制裁法案得以

通过,国会必须监督总统的执行情况,防止总统采取搁置等方式搪塞国会。栜会后,在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策动下,数千积极分子同议员举行了近500次会面,敦促国会

议员推动向白宫施压,将阻止伊朗拥核的制裁法案付诸实施。栞

针对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和议员采取的行动,白宫做出了一定的回应。2010年

3月28日,白宫高级顾问瓦勒里·贾勒特(ValerieJarrett)就制裁伊朗问题接受采访

时表态称,美国正在寻求建立针对伊朗的制裁同盟,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美国同俄

罗斯、中国等国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他声称国际施压已经产生作用:“在奥巴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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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上台前,伊朗是团结的而国际社会是分裂的;经过一年多的接触,国际社会是团结

的而伊朗内部是分裂的。暠栙显然在伊朗核问题对美国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白宫这

样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参众两院的议员分别向奥巴马发难。2010年4月14日,民主党参议员查尔

斯·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Graham)致信总统奥巴马,呼吁

白宫采取制裁行动。呼吁信得到100名参议员中的79名签名支持。呼吁信指出,阻

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是美国外交的要务。伊朗核问题事态紧急,但时间并不在美国这

边,参议院不能容许任何人阻止制裁行动。现在正值总统履行竞选诺言之时,总统应

当立即对伊朗采取致残性制裁。只有制裁与接触并用,才能说服德黑兰改弦更张,放

弃发展核武器。总统对伊朗采取制裁措施定会获得参议院的广泛支持,参议院将和

总统共同承担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艰巨任务。栚

与此相一致,众议院也采取了类似行动。2010年4月15日,民主党众议员杰

西·小约翰逊(JesseJohnsonJr.)和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彭斯(MikePence)联合发

表致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要求对伊朗实行致残性制裁,370名两党议员联名支持该

信。公开信的内容同参议院的呼吁信大致相同:既然总统重申解决伊朗核问题是优

先政策,那么应当对紧急的现实做出反应;鉴于一年多来对伊朗的接触毫无成效,参

议员们难以再坐视,不允许反对和推迟法案的人决定通过的时机和内容;期望总统履

行在2008年6月做出的全力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承诺,与盟友一道对伊朗采取致

残性制裁,这才有可能说服伊朗改变现有立场。栛

参众两院的信件表明,制裁伊朗已经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的普遍共识,两院议员

敦促总统对伊朗采取单边严厉制裁的立场完全一致。2010年5月25日,参众两院

宣布,他们计划在6月份通过制裁伊朗法案的立法工作。

(二)安理会制裁决议之后的行动

2010年6月9日,安理会在美国推动下通过了制裁伊朗的第1929号决议。新

的制裁决议规定,禁止伊朗从事核计划的关键人物出境,制裁从事核扩散和与弹道导

·16·美国犹太组织与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政策

栙

栚

栛

“TranscriptofValerieJarrettonABC狆s“ThisWeek暠withJakeTapper,暠March28,2010,availableat:ht灢
tp://blogs.suntimes.com/sweet/2010/03/valerie_jarrett_on_abcs_this_w.html.
“LetterbySens.CharlesSchumer(D灢NY)andLindseyGraham (R灢SC)toPresidentObamaCallingforI灢
ranSanctions,暠April14,2010,availableat:http://www.aipac.org/Publications/SourceMaterialsCon灢
gressionalAction/Senate_Letter_to_POTUS_re_Iran.pdf.
“LetterbyReps.JesseJacksonJr.(D灢IL)andMikePence(R灢IN)toPresidentObamaCallingforIran
Sanctions,暠April15,2010,availableat:http://www.aipac.org/Publications/SourceMaterialsCongres灢
sionalAction/Jackson-Pence_Letter.pdf.



弹相关的伊朗组织,禁止与核计划有染的伊朗银行在其他国家开展业务。栙但是安理

会的制裁决议并未纾缓美国犹太组织和议员对伊朗核计划的担忧,也没能阻止他们

推动制裁法案变为法律的脚步,制裁决议反而遭到议员和犹太组织的批评。众议员

迈克·彭斯表示,“制裁决议非但没有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野心,反而让伊朗有恃

无恐。在应对专制政府日益增长的威胁上,安理会表现得软弱无力。这同时表明联

合国根本无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也无力捍卫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保卫国

际安全的使命。因此美国国会必须立即行动,尽快出台针对伊朗的惩罚性法案。只

有这样才能迫使德黑兰放弃它的核野心。暠栚

制裁决议通过后,美国锡安组织领袖莫顿·克莱因立即发表声明。声明指责奥

巴马就任以来在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方面毫无进展。18个月的接触表明奥巴马政

府将视线集中在安理会决议上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决议根本不能触及伊朗经

济的根本,它不会对伊朗造成损害,更不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了执行国际路线,

奥巴马错误地采取阻止国会通过制裁伊朗法案的行动。奥巴马政府丧失了他应当维

护的诚信。栛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对安理会制裁决议态度暧昧。该组织既对奥巴马

政府为通过安理会决议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也敦促美国尽快出台制裁伊朗的法

律。栜

在议员和犹太组织的强烈表态后,国会明显加快了立法进度。2010年6月21
日,制裁法案终于在参众两院正式通过。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当日表示,“我们欢

迎参众两院完成制裁法案的最终程序。该法案是美国迄今制裁伊朗的最严厉法案。

它是敦促伊朗停止非法核计划的最后希望。委员会向法案推进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

的克里斯·多德(ChrisDodd)、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Shelby)、霍华德·伯曼、伊

莲娜·罗斯-勒提恩(IleanaRos灢Lehtinen)表示感谢。暠栞

针对国会的行动,白宫被迫表态。白宫表示欣赏参众两院在安理会决议基础上

通过新的制裁伊朗的严厉法案。法案赋予总统新的权限。总统将与国会合作,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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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案最终成型。栙 白宫又为奥巴马政府接触伊朗的政策进行辩护。白宫表示,政

府在过去的18个月内采取史无前例的接触政策,美国这样做并非抱有任何幻想。接

触是测试伊朗意图和构建广泛同盟的必要投资。但伊朗的顽固立场让美国别无选

择,只能将外交与接触降为次要选择,1929号安理会决议只是美国向伊朗施压的第

一步。栚尽管如此,奥巴马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且战且退,并最终完成了政策变化。

2010年7月2日,奥巴马签署了制裁法案。白宫表示美国正在拧紧向伊朗施加压力

的每一颗螺丝。精炼油法案只是美国政治工具中的一种。栛奥巴马在签字仪式上表

示,签署制裁法实在是迫不得已。《伊朗制裁、问责、撤资综合法》是向伊朗表明,如果

在核问题上继续持现有顽固立场,伊朗将为此付出代价,美国将继续施压使其更加孤

立。栜

法案签署后立即得到了犹太组织的欢迎。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表示,“委员会欢

迎参议院以99比0、众议院以408比8比1通过限制伊朗精炼油和参与国际银行体

系的立法。委员会欢迎奥巴马总统正式签署《伊朗制裁、问责、撤资综合法》。制裁法

将极大地提高伊朗从事非法核活动的成本。美国及其盟友将切实履行安理会决议和

制裁法,并最终迫使伊朗放弃其非法的核计划。暠栞

《伊朗制裁、问责、撤资综合法》获得通过后,总统的豁免权限成为国会议员和犹

太组织的争执焦点。国会议员警告称,如果不能执行制裁伊朗的法律,那么等待奥巴

马政府的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拥有核武器的伊朗,要么采取武力制止伊朗拥有

核武器。严厉制裁和强硬外交是能够有效防止这两个艰难选择的最佳机会。栟制裁

法案的共同发起者、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成员迈克·彭斯表示,“我欢迎法案

最终成为法律,但最重要的是,总统领会国会意图并切实履行制裁措施。法案赋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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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否决权不能违背美国人民和国会议员的意志。暠栙

五暋美国犹太集团游说的作用评估

通过不懈的努力,美国犹太集团终于促成了严厉制裁伊朗的法律,犹太组织以实

际行动终结了奥巴马政府在对伊朗政策上可能出现的重大调整,让对伊强硬再度成

为了美国政坛的主流,犹太组织作为影响美国政府决策最重要的压力集团占了上风。

《伊朗制裁、问责、撤资综合法》也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对伊政策从接触转为遏制的分水

岭。

(一)美国犹太组织游说的效果

从下表可以看出,犹太集团的游说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首先,从接触政策来看,

奥巴马多次表示接触的大门向伊朗敞开,他将通过多种渠道接触伊朗,并防止伊朗以

接触赢取时间的拖延战术;犹太组织则反复强调奥巴马的接触政策是有条件的,必须

严格设定时间底限。最后的结果是,奥巴马政府将接触严格限定在与伊朗进行核谈

判,以及在安理会推动制裁。这实际上是采纳了犹太组织的接触主张。其次,在制裁

效用上,犹太组织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基本一致。双方都强调制裁和施压在伊朗弃

核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犹太组织始终敦促国会和政府对伊朗采取更严厉的制裁;

奥巴马政府尽管采取“先礼后兵暠的政策,但在短暂有限接触难以奏效之后即重归旧

路,将制裁列为对伊朗的主导政策。2010年8月希拉里表示,“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

伊朗进行了外交接触。通过五常加一的和谈模式,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接触伊朗。

加强同传统盟友和俄罗斯、中国的关系。但是伊朗并未抓住机会,因此美国只能从接

触退回到制裁。暠栚第三,在打击伊朗问题上,奥巴马的政策预期是保留军事手段作为

最后选择与约束以色列并重。但是随着事态发展和犹太组织的游说,奥巴马政府放

松了对以色列打击伊朗的战略约束。副总统拜登提出的相机决定权迎合了美以公共

事务委员会等犹太组织坚决遏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呼声。综上所述,犹太组织促使

奥巴马政府继承了前任遏制伊朗的政策,让接触流于形式。

(二)犹太组织、奥巴马、国会与伊朗核威胁

在推动新制裁法的过程中,犹太组织、国会议员、白宫在重大问题上并无本质区

别。这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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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表面上犹太组织在对伊朗政策上分裂为两大阵营和三大派系,但是它们在

本质上并无差别。自由派同样认可伊朗核计划和反犹、反以言论是犹太和以色列的

根本威胁,它们同其他派系只是在方法和策略上有分歧。自由派反对制裁的主张遭

到稳健派与保守派的联合攻击。由于自由派的政策预期建立在美伊在核问题上形成

良性互动的前提之上,因此随着伊朗在核计划上越走越远,自由派赞同接触的立场逐

渐在美国犹太和主流政治中失去吸引力,逐渐被遏制的声音所淹没。自由派也出现

了分化,“J街暠就离开了自由派阵营。

美国犹太集团的主张与奥巴马现行的伊朗政策

奥巴马的政策预期 犹太组织的主流主张 美国现行政策

对伊朗总体政策 遏制加接触 遏制 遏制政策

接触政策 通过各种渠道接触 设定时间底限;平行原则 接触上鲜有进展

核问题 接触为主、制裁为辅 制裁加军事打击 制裁主导型政策

军事打击 保留军事选择;约束以色列 严厉威慑 保留军事选择;放松约束以色列

暋暋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网站、美国白宫、美国国务院、美国政府网站的资料整理得出。

其次,在遏制伊朗核野心问题上,奥巴马与犹太组织的立场并无二致。奥巴马得

到了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犹太组织的支持,按说应当为犹太组织卖力,兑现“选

票—代理人交易暠。但是奥巴马身为美国总统要为美国利益服务,在伊朗核问题上从

长计议,不能完全被犹太组织所左右。角色的变化带来的行为变化是保守犹太组织

对奥巴马不满的原因。奥巴马试图在传统遏制伊朗的政策中引入弹性接触,探索新

的政策工具对伊朗核问题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努力受到保守派犹太组织的强烈抨

击,它们认定奥巴马背弃了竞选承诺,出卖了犹太人对他的信任。尽管奥巴马试图以

犹太自由派的支持来平衡犹太保守派的影响,但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核问题的紧

迫性和美伊接触失败让奥巴马总统只能回归犹太组织期望的严厉制裁。奥巴马与犹

太组织的差别仅在于,奥巴马在外交上尝试的柔性政策没有得到全体犹太组织的理

解。

第三,国会与奥巴马政府对伊核问题的认知区别有限。多数国会议员仍延续遏

制伊朗的思路,不赞同奥巴马政府的接触政策。经过相互角力,接触尝试得到国会的

理解,白宫也认可国会筹划制裁立法,以备核谈判失败后之用。随着时间变化和伊朗

核进程的发展,这一并行不悖的共识逐渐销蚀。奥巴马政府在经历浅尝辄止的接触

之后,走上了国际制裁之路。而国会也在国际制裁基础上再进一步,出台新制裁法。

至此,美国府会在制裁问题上达成新的一致。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从终点又回到起点。

总之,白宫与国会加上外部的犹太压力集团,既相互倚重,也相互制衡,每个主角

在这场博弈中都在努力诠释自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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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犹太组织成功游说的深层原因

尽管深知美国对伊朗的政策需要改弦更张,但是奥巴马在现实的约束下并未走

出关键性的一步,对伊政策采取了与犹太组织趋同的路径。原因在于:

1.核问题主导美伊关系。对于必须面对的伊朗核问题,奥巴马上任后在弃核问

题上奉行“行动对行动暠的政治逻辑,即美国的行动是提出包含美伊和解在内的激励

措施,以平等谈判者身份加入核谈判;而伊朗的行动是履行自己的核义务,厘清和平

利用核能与发展核武器之间的关系。奥巴马政府认为,伊朗必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

构的严格核查以证明它的清白,并在浓缩铀境外加工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这些

对等行动是美伊改善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但是伊朗始终坚持在其境内进行铀浓缩是谈判不能触及的红线。在此前提下,

伊朗不反对美伊关系和解,否则一切免谈。立场的僵持致使美伊两国难以超越核问

题谈论关系和解。而且这种僵持进一步加深了两国既有的对对方的认知:在伊朗看

来,美国利用一切机会削弱伊朗自力更生的能力,图谋颠覆伊斯兰政权;在美国看来,

伊朗仍是桀骜不驯的顽固国家,通过发展核武器来破坏地区平衡,威胁国际安全与稳

定。认知差异让美国的有限接触政策难以跨越30年的敌对坚冰和棘手的核问题。

2.美伊双方对于美国奉行接触政策的认知存在着偏差。伊朗期望的是美国承

认伊斯兰政权,以及美伊关系完全和解,而不是在核问题被咬住不放。栙但是奥巴马

政府仅仅将参与核谈判视为接触伊朗的主要举措,认为后续接触和激励措施需要伊

朗做出核妥协之后才能实施。显然美国是将接触当作解决核问题的手段和激励措

施,在核问题出现重大转机之前,美国的接触注定相当有限。在短暂的接触尝试失败

后,奥巴马政府被迫重回以压促变的遏制之路。如果一定说有所变化的话,奥巴马政

府至多是在制裁的基础上加入了些许接触的成分。

3.美伊关系改善的基础相当脆弱。奥巴马的接触政策虽然颇具新意,但是美国

政坛尚未形成美伊和解的政治氛围。尽管不能排除个别议员讨好犹太组织以谋求私

利的可能,但从参众两院通过制裁法案的悬殊选票来看,国会的主流思路仍然是对伊

朗采取强硬政策。30年对伊朗的遏制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对伊朗强硬业已成为美国

政坛的思维惯性,这也是奥巴马政府寻求改善美伊关系的现实障碍。即使奥巴马政

府期望转变政策,国会也未必认可,而且伊朗的核立场难以促成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调

整。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总统难以带领美伊两国走出困境。

(四)奥巴马政府政策变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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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政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出现了急转直下,从“原则性接

触暠直接发展为严厉制裁,这一迅速转变有着深刻的动因。

首先,伊朗的核进程是美国政策变化的根本原因。奥巴马政府接触伊朗的18个

月,也是伊朗不断谋求发展核发展的时间。新的秘密核设施库姆浓缩铀厂的曝光,伊

朗宣布批准新建10座浓缩铀厂的计划,以及伊朗提炼20%的浓缩铀等消息,在不断

地刺激着美国的神经,同时也在加强美国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预期。伊朗这些行动

的直接后果是让奥巴马总统腹背受敌,根本无力抵挡美国犹太组织和国会对其接触

政策的指责。

其次,奥巴马政府的接触政策本身存在问题。一方面,接触政策是有条件的,是

以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为前提的,否则美国不会推出改善双边关系的举措;

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接触政策的真实用意令人怀疑。除了2009年10月日内瓦会

谈中的短暂接触之外,奥巴马政府的接触政策更多流于言辞,缺乏实质内容。会晤级

别还未超过小布什时期的大使级会谈,美伊之间根本没有形成固定的磋商机制和良

性互动。奥巴马的接触政策更像是接触俄罗斯、欧盟、埃及、土耳其的政策,美国更多

地忙于凝聚对于伊朗核威胁的国际共识,为接触不成功未雨绸缪。美国学者加里·

西克(GarySick)表示,“美国在执行接触伊朗战略时已经深知它会失败,为此美国准

备并私下传达推行压力战略,这是最严重的问题。暠栙

第三,民主党未能成为奥巴马政府接触政策的坚强后盾。中期选举前,奥巴马领

衔的民主党享有府院一致的局面,但是这并未成为推动接触政策的优势。相反,众多

民主党议员在推进制裁法案上争先恐后,以取悦犹太组织。在制裁法案的创制阶段

和成为法律的过程中,矛盾分界线没有出现在国会与政府之间,而是出现在民主党和

共和党之间。民主党并未成为奥巴马政府推进接触政策的坚强后盾。这一分野使得

奥巴马总统难以通过党派斗争拖延法案,为接触政策赢得时间。行政部门的动向始

终处在国会的密切监控之下,在缺乏必要的民主党的利益保护和回旋余地的情况下,

奥巴马政府实际上在国会中孤军奋战。

经过一年半的接触,奥巴马政府再度延续了美国以往各届政府以压促谈的胁迫

政策,接触政策最终成了一种姿态和遏制政策的点缀。这也表明奥巴马未能引领美

伊双方走出相互敌对的恶性循环。2010年11月中期选举后,国会的政治生态发生

了新的变化,共和党赢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奥巴马尽管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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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鸭总统暠,但显然未来两年内他所面临的政治斗争将更加复杂。不过,从两党议员

争相取悦犹太组织推动制裁法来看,对伊朗强硬仍将是国会山的主流,党派之争和国

会的新一轮洗牌均难以改变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对伊朗强硬更有可能是奥巴

马政府在余下任期的政策惯性和发展方向。

只要核问题仍然主导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只要奥巴马政府仍然坚持接触仅仅是

迫使伊朗做出核妥协的策略与激励措施,那么美伊关系改善就仍将是远景而非现实。

在美国国内尚未形成美伊和解的政治氛围,美国的犹太集团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奥巴马政府对伊政策因此也难有重大的改观。尽管如此,美国对

伊朗的战略调整仍待完成,调整仍是个“在路上暠的话题,需要奥巴马政府乃至继任者

认真面对。

赵建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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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及其

对美以关系的影响

白玉广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发展适时地弥补了冷战后期及后冷战时期犹太院外

集团对美国的以色列政策乃至整个中东政策游说能力的弱化。美国犹太群体对基督教

锡安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从排斥到逐渐接受的过程,这与美国犹太群体内部的分化及日渐

保守化的趋向密不可分。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对美国的以色列政策的影响在小布什政府

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随着小布什政府后期新保守主义者的失势,基督教锡安主义对这

一领域的影响也有所减弱。

关键词:美国外交 美以关系 基督教锡安主义 犹太新保守主义 以色列

在冷战后期及后冷战时期,保守主义运动成为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新图景。

基督教右翼与新保守主义者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两股保守势力。意识形态上的相近性

成为两者合作的基础。作为美国中东战略核心之一的美国对以色列政策,是基督教

右翼与新保守主义者合作施加影响的领域之一,其中基督教右翼中的锡安主义者与

作为新保守主义中坚的犹太新保守主义者基于相近的战略理念,共同影响并塑造着

这一时期美国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本文拟就美国基督教右翼中基督教锡安主义

(ChristianZionism)的兴起及其与犹太新保守主义者在美国对以色列政策上发挥的

影响做一简要分析。

一暋锡安主义在基督教右翼中的形成与发展

基于对美国社会自由主义泛滥的忧虑,为保卫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福音派基督教



会从1970年代中期逐渐改变其对教会外现世事务漠不关心的态度,开始积极投入到

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之中。栙外交政策并非基督教右翼之所长,但是在美国对以色列

的政策上,他们却成为以色列坚定的支持者,冷战后期和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的

对以政策乃至中东政策都受到他们的很大影响。这与基督教右翼中“基督教锡安主

义者暠的存在有着很大的关系。

“锡安主义暠(Zionism)又称犹太复国主义,是指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

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而“基督教锡安主义暠是指基督徒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思想和

政治主张。这一思想的基本神学理论为末世论。根据末世论,人类的历史自伊甸园

始至基督复临重建其千年统治止,可以分作7个时间段,即神定时段(dispensa灢
tions),当下人类社会正处于基督复临并建立千年统治前的第六个时间段上。在这

一时期,《圣经》中提到的关于基督复临前人类社会的种种预言都将会实现。该理论

认为,《圣经》“创世记暠“利未记暠“申命记暠等章节所记载之上帝与犹太民族所签订的

契约是永恒的、独有的和不得篡改的。基督复临之后,信仰者得以拯救,与基督一同

升天。而留在地上的人将遭受7年的极度苦难,在此期间将出现一个反基督势力,世

界不可避免地爆发一场善恶总决战(Armageddon),战争爆发地即为以色列的米吉多

山区(MountMegiddo)。基督率领其信众将会适时赶到并赢得战争,然后建立了基

督在世上的千年统治。在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看来,犹太人复国、以色列成立、犹太人

向以色列移民(阿利亚),尤其是1967年战争之后,以色列控制整个耶路撒冷和加沙

地带、占领被称作犹地亚和撒玛利亚(JudeaandSamaria)的约旦河西岸之后,基督复

临的时刻即将到来。而基督徒支持以色列实际上是为基督的到来做准备。栚

“基督教锡安主义暠在美国的最早传播者为1862至1877年间在美国布道的英国

牧师约翰·纳尔逊·达比(JohnNelsonDarby)。其后这一思想为美国19世纪末20
世纪初宗教大觉醒运动中两位著名的布道士德怀特·L.穆迪(DwightL.Moody)

和比利·森迪(BillySunday)所继承。这一时期由赛勒斯·斯科菲尔德(Cyrus

Scofield)编纂、日后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詹姆斯国王版暠(KingJamesEdition)《圣

经》中,充满了体现这一思想的注释,对该思想在美国的复兴产生一定影响。冷战后

期,随着基督教右翼运动的兴起,一些宣扬末世论的书籍相继面世,影响较大的有约

翰·黑吉(JohnHagee)所著《耶路撒冷倒计时》栛、哈尔·林赛(HalLindsay)所著《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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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地球》栙,以及蒂姆·拉哈耶(TimLaHaye)和杰里·詹金斯(JerryJenkins)合著

的系列作品《落后》栚等。这些作品中到处是对末日和基督千年统治即将到来时场景

的想象。它们的销量非常大,有的还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影响很大,“基督教锡安主

义暠也随之在右翼运动中传播开来。

基于对末世论神学的理解,基督教锡安主义者根据《圣经》记载和描述的场景来

解读中东局势。在他们的心目中,以色列处于最为核心的位置,巴勒斯坦当局控制的

约旦河西岸是《圣经》中的犹地亚和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伊拉克是《圣经》中

的巴比伦,伊朗是波斯,叙利亚是亚述,欧盟是罗马帝国,俄罗斯是攻击以色列的歌革

和玛各(GogandMagog)。犹太人必须占领包括西岸在内的“应许之地暠并重建第三

圣殿。反基督势力将会出现并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来反对以色列,进攻以色列的军队

将由联合国、欧盟、俄罗斯派遣或联合派遣,并最终与基督领导的教会展开决战。他

们认为上帝前定之事是不可逆转的,而只有支持以色列,各国才能得到上帝的保佑和

赞许。如果反对以色列,他们就会受到上帝的诅咒及基督根据他们对以色列和犹太

人的所作所为而做的最终审判。与人们通常对战争感到恐惧和试图避免战争爆发的

理念不同,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对战争及由此引发的动荡持欢迎态度,将其视作基督复

临及千年统治到来前的必需。栛

除笃信末世论神学思想之外,一些福音教会仅依照《圣经》中“上帝保佑那些庇护

犹太人的人暠这一圣诫作为支持以色列的神学依据,其信徒也成为基督教锡安主义者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福音派基督徒或教会都是支持以色列的锡安主义者。

一些教会依然公开宣布把犹太人作为传教改宗的对象,而一些主要由知识界人士组

成的福音派组织,如富勒学院(FullerSeminary)则认为并不存在阻止巴勒斯坦国建

立的具体神学依据,而是主张根据公正原则,不偏袒任何一方,和平解决争端。2002
年7月,约有60名福音教徒致信小布什总统,称“在全面和坚定支持当前对以色列政

策方面,美国福音派人群并非铁板一块暠,要求美国不偏不倚地对待巴以冲突双方。栜

尽管如此,在支持以色列方面,基督教锡安主义者成为福音派基督徒的主流。根据皮

尤(Pew)调查中心2003年的调查显示,60%以上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赞同末世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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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色列的认识。栙而一些著名的右翼组织领导人如“道德多数派暠的创建人杰里·

福尔韦尔(JerryFalwell)和“基督教联盟暠的创始人帕特·罗伯逊(PatRobertson)、

“家庭研究委员会暠的创建人加里· 鲍尔(GaryBauer)、科纳斯通教会(Cornerstone

Church)的创建人约翰·黑吉,著名基督教右翼人物如詹姆斯·多布森(JamesDob灢
son)、托尼·珀金斯(TonyPerkins)及蒂姆·拉哈耶夫妇等,均为基督教锡安主义

者。政治人物如前众议院多数派领袖迪克·阿梅伊(DickArmey)、汤姆·迪莱

(TomDelay)等也同属这一阵营。1979年“道德多数派暠成立之后不久,福尔韦尔便

主动向美国犹太组织示好,并公开支持以色列,他的“20世纪80年代的95条论纲暠

(Ninety灢FiveThesesforthe1980狆s)中有5条是为支持以色列而提出。栚继“道德多

数派暠之后成为基督教右翼运动中坚的“基督教联盟暠依然把支持以色列当作该组织

的主要活动。“基督教联盟暠总干事拉尔夫·里德(RalphReed)称,“基督徒具有成为

影响冷战后外交政策的最有效力的选民群体的潜力……他们正在把亲以色列社群的

重心转变成为一个更加保守的和共和党的现象。暠栛目前在美国比较有影响的基督教

锡安组织主要有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Hellman)领导的“基督徒的以色列公共活

动运动暠(Christians狆IsraelPublicActionCampaign)、“基督教以色列之友暠(Chris灢
tianFriendsofIsrael)、“耶路撒冷祈祷者小组暠(JerusalemPrayerTeam)及“和平之

桥暠(BridgesforPeace)等。一些基督教会如得克萨斯圣安东尼奥的科纳斯通教会、

科罗拉多阿瓦达的“信仰圣经教会暠(FaithBibleChapel)、圣迭戈的玛拉纳撒教会

(MaranathaChapel)都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和犹太人的庇护者。2006年黑吉召

集400位牧师及其所属教会成立的“基督徒联合起来支持以色列暠(ChristiansUnited

forIsrael,简称 CUFI)成为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其宗旨是把所

有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都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用一个声音说话暠,建立一

个“快速反应暠系统来向国会游说,并组织“致意以色列之夜暠(NighttoHonorIsrael)

的活动,“以使犹太人看到并感觉到基督徒向他们表达的无其他事项的上帝之爱暠。

在它成立的一年半时间里,全美国的福音组织都对它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全国各城市

均开展“致意以色列之夜暠的活动。2006年10月该组织举行全国性活动,吸引了

3500人参与并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栜

除了战略利益和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的考虑及美国犹太人因素之外,基督教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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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主义者对以色列的支持成为影响美以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因素从里根政

府开始一直到小布什政府时期都在美以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调查显示,从

1996年起,对以色列持赞赏态度的美国民众大体上占总人口的2/3,赞赏者与不赞赏

者之比最低时为2002年的58%:35%,2005年这一比例达到最高,为69%:25%,

2007年这一比例则是63%:30%。以色列是美国人视作既喜欢又重要的少数国家之

一。栙应该说,以色列在美国有如此高的民众支持率与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在小布什总

统任期、尤其是小布什第二届总统任期内的异常活跃有很大关系。

在以色列问题上,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基本立场主要有:

1.在坚持以色列的存在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上,认为耶路撒冷是不可分割

的整体,以色列领土是应当包括整个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在内的大以色列(EretzIsra灢
el)。

2.支持世界各地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支持在以色列占领区修建犹太定居点,

甚至主张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约旦河西岸等地区。美国著名福音派领袖葛培理

(BillyGraham)等都曾公开支持苏联犹太移民的权利。“耶路撒冷祈祷者小组暠和

“以色列社区的基督徒之友暠(ChristianFriendsofIsraeliCommunities)等宗教团体

所募集的捐款维持西岸地区所有定居点1/3的资金需要。包括“基督徒和犹太人国

际协进会暠(theInternationalFellowshipofChristiansandJews)与“和平之桥暠在内

的一些组织,支持前苏联和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为他们提供教育培训项

目、旅费及安置规划等。截至2003年春,“基督教和犹太人国际协进会暠向以色列81
个城镇提供了250万美元捐款以维持其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据2004年该组织领

导人耶歇尔·埃克斯坦(YechielEckstein)估算,美国福音派基督徒每年给予以色列

的援助超过2500万美元,而在2002年以前的7年里,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给予世界范

围内犹太人的人道主义援助总计超过1亿美元。一些教会的捐款高达几十万美元甚

至几百万美元,用来支持犹太人向以色列的移民活动。栚2002年7月,在美国福音派

基督徒的资助下,有371名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栛

3.敌视伊斯兰教,主张打击甚至消灭任何反对以色列的国家和势力,尤其反对

伊朗及被看作受其指使的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等,甚至主张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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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发制人的打击策略。九一一事件之后,基督教右翼中锡安主义者的反伊斯兰言论

更为狂热。在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态度上,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反对小布什和赖斯

关于伊斯兰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应区分好坏穆斯林暠的观点,反对小布什关于基督

教和伊斯兰教信奉同一个上帝的言论。该群体的头面人物经常引用“伊斯兰法西斯

主义暠(Islamofascism)一词来诋毁伊斯兰教及其先知。富兰克林·格雷厄姆(Frank灢
linGraham,葛培理之子)称伊斯兰教为“一个极为堕落和邪恶的宗教暠。帕特·罗伯

逊布道时称“把伊斯兰教当作一个和平的宗教来谈论纯系胡扯暠。福尔韦尔称先知穆

罕穆德为恐怖分子。南浸礼会(SouthernBaptistChurches)的前领袖杰里·瓦因斯

(JerryVines)称先知穆罕穆德为“拥有恋童癖的恶魔暠等等。栙

4.对解决阿以冲突的国际性组织(如联合国)和协调机构(如四方机制)极度不

信任,并对它们的活动和决议进行种种阻挠。基督教锡安主义者认为,四方机制中除

美国之外的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均系反基督势力的组织者,是反基督的世界政府的

先驱并将发动反对以色列的战争。基于此,他们认为俄罗斯、欧盟、联合国均站在历

史发展的错误一边。栚

基督教锡安主义者随着美国基督教右翼政治势力的发展而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和

以色列政策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基督教右翼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在20世纪70年

代中期重返美国政治舞台时已经聚集了强大的政治能量。一方面,他们的信徒是美

国选民总数的1/5,其比例从1972至1980年间的19.5%增加到1984至1988年间

的20%,1992至2000年间则增长为22%,成为美国选民中除了世俗化无宗教信仰

群体之外的第二大选民群体。该选民群体平均受教育程度发生明显变化,其中大学

毕业生比例从1972至1980年间的8%增长到1984至1988年间的12%,从1992年

至2000年间已经增长到21%;栛另一方面,在政党选择上,他们改变了此前选民横跨

两党、势力分散的状况,集中向共和党转移。福音派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人数分

布从1972至1980年的36%:49%,发展为1984至1988年间的45%:41%,以及

1992年至2000年的51%:38%。信仰愈虔诚者对共和党的认同比例越高。栜在1972
至1980年间,福音派基督徒选票只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所获总选票数的1/5强

(22%),在1984、1988年两次选举中所占比例上升到1/4强(26%),在1992至2000
年总统选举中已经占到将近1/3(31%)。1994年在基督教右翼的支持下,共和党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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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200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获得了参加投票的福

音派基督徒(投票率为63%)的3/4的选票(78%),占小布什所获选票的40%。栙正是

在基督教右翼的支持下,共和党在冷战后期和后冷战时期里的政治影响超过民主党。

尤其是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政府的宗教色彩异常浓厚,基督教右翼对国会和白宫

都产生影响。早在“基督教联盟暠的影响达到鼎盛的1994年,“基督教联盟暠总干事拉

尔夫·里德便声称,当年新入选国会众议院的73位共和党议员中,44人与保守主义

宗教人士有密切联系。栚而在小布什任内,为寻求基督教右翼对其各项政策的支持,

专门设立了与宗教界联络的机构,由卡尔·罗夫(KarlRove)和蒂姆·乔格雷恩

(TimGeoglein)及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Abrams)成立白宫与基督教右翼

进行联系的三人领导小组。基督教右翼的领袖获得了直接面见总统及其顾问的特

权,并且成为总统在重大问题上进行咨询的对象,作用明显增大。栛

二暋美国犹太群体对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反应

基督教锡安主义势力上升之际,正值传统上被认作以色列在美国的最大支持

者———美国犹太群体发生深刻变化之时。这种变化体现为: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右倾

保守化趋向加强;另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内部对以色列的态度发生分化,进而导致为以

色列利益和政策游说的意愿有所削弱。

美国犹太人的保守化趋向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民权运动的分裂。民权运动

曾经吸引美国多种进步势力的参与,相当多的犹太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

而小马丁·路德·金牧师遇刺身亡之后,作为民权运动主体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政治

及社会观点激进化的趋向增强,与之观点相左的其他族裔在民权运动中遭受排挤,最

终导致民权运动分裂。在此间及以后发生的城市骚乱中,许多犹太人人身及财产成

为牺牲品。在此情形下,美国犹太人内部主张法治和秩序的势力逐渐抬头。此外

1967年、1973年两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促使大屠杀意识日渐觉醒的美国犹太人更加

关注本族群内部事务和世界范围内犹太人事务,尤其关注以色列和苏联犹太移民问

题。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犹太人和其他政治、社会势力如非洲裔美国人等龃龉不断。

而经过20多年的发展,美国犹太群体内部正统派势力逐渐增强,其中包括后来在美

国定居的苏联犹太移民。美国犹太群体的保守化趋向不但表现在地方选举中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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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主张法治和秩序的候选人,还表现在美国犹太人中出现了一些立场偏右的政治

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Lieberman)。在多次选举

活动中,利伯曼在许多问题上都持有与保守主义者相近的立场,尤其是在道德价值观

念问题上。

在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上,犹太人的立场趋于保守。尽管根据“美国犹太人委员

会暠等组织的调查显示,在政府开支、公民自由及堕胎和同性恋者权利等问题上,传统

的自由主义在犹太人中依然占据上风,但是在其他问题上,犹太人的保守主义立场极

为突出。例如,根据1997年由“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暠所做的调查显示,80%的犹太受

调查者主张对犯有谋杀罪的刑犯处以死刑。这一比例比1994年所做的调查高出6
个百分点。而60%的犹太人反对在就业和升迁方面“作为一项政策暠给予妇女、非洲

裔美国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成员“特殊关照暠。相当多的犹太人认为当前美国基于种

族、民族或宗教上的亚社会群体认同正在加剧美国社会的分化。在福利政策上,犹太

人认为政府的福利计划对于福利接受者而言是有害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暠在

2002年12月至2003年1月进行的调查显示,34%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温和派或中

间派,15%的犹太人为轻微的保守主义者,而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的犹太人为

12%。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犹太社区的保守化趋势加剧。根据“市场事实暠(Mar灢
ketFacts)2002年初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暠所做的调查显示,约有70%的犹太人赞

成采用全国性的身份认证系统,而66%的犹太人赞成扩大在街道和其他公共场所实

行闭路电视监测。许多长期以来致力于保护公民自由权的犹太组织对小布什政府的

一些反恐立法,或予以支持或保持沉默,甚至不惜为此与此前与之合作的民权组织决

裂。栙

在冷战后期到后冷战时期,美国犹太人社区右倾保守化趋向最为显著的表现便

是犹太新保守主义者群体的形成。第一代犹太新保守主义者包括欧文·克里斯托尔

(IrvingKristol)、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Podhoretz)、格特鲁德·希梅尔法伯

(GertrudeHimmelfarb)等人。他们在1970年代后期主张美国采取积极进取的外交

政策,加强国家军力建设,对内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等。冷战结束之后,第二代犹太新

保守主义者开始形成,且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组织上均超过前者。新一代犹太新

保守主义者主要有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约翰·波德霍雷茨(John

Podhoretz)、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戴维·弗鲁姆(DavidFrum)、戴维·布鲁克斯

(DavidBrooks)等人。第二代犹太新保守主义者充分利用美国媒体平台,包括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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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和电视“脱口秀暠节目来影响美国大众舆论,此外他们还积极组建或参与具有重

大影响力的保守主义思想库如传统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曼哈顿政策研究

所(ManhattanInstituteforPolicyResearch)、赫德森研究所(HudsonInstitute)、美

国企业研究所(the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和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theEth灢
icsandPublicPolicyCenter)等。如今犹太新保守主义者、正统派犹太教徒和越来越

多的美国犹太青年成为美国保守派犹太群体的中坚。栙

在美国犹太保守势力形成的同时,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及以色列政府解决以巴

冲突的具体政策的态度发生了分化。自1967年中东战争以来,美国犹太人几乎是一

边倒地支持以色列政府。这一状况自1980年代初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是拥有

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犹太人群体对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崛起做出的反应。许多美国

犹太人在认同和支持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同时,开始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利

益做出与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不同的界定。他们反对以色列右翼政府在解决巴以冲

突和对待巴勒斯坦人方面的强硬立场,主张通过加强对话和谈判促进中东地区和平,

并主张以更人道的方式对待巴勒斯坦人。早在1980年7月,56名主流犹太领袖在

《纽约时报》上刊登一则政治广告,主张应该用土地来换取和平。此后的一系列事件

如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事实,使得越来越多美国犹太人

对以色列右翼处理阿以冲突的方式和解决巴以争端的政策提出了批评。1985年底,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暠不顾以色列政府的反对,派遣代表团会晤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和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1987年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大起义(Intifada)之后,美国自由

派犹太人谴责以色列对起义者的镇压,同时呼吁召开和平会议。1989年12月7日,

美国犹太人中的一些活动分子和学者呼吁主动与巴解组织进行接触。1990年,有大

约3/4的美国犹太人主张与巴解组织进行谈判。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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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格比(Zogby)为新泽西《犹太新闻》自1997年以来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年轻的犹太人与长辈相比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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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而年龄段较长的选民投票给小布什的比率从刚刚接近6%到略微超过30%之间。年龄越长,对小布什

的支持率越低。该组织对2000年费城犹太人选举模式的调查得出了同样的结果。犹太民意调查专家史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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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受访者中宣称自己为共和党的只有11%。政治学家艾伦·费舍尔(AlanM.Fisher)称他们为“里根时

代的人暠。“他们对罗斯福和肯尼迪一无所知,他们与犹太劳工运动蓬勃发展时期有三代之遥,对于这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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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终结及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的安全环境有了根本好转,美国犹

太人对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批评之声日涨。据统计,有85%的美国犹太人反对以色列

沙米尔总理寸土不让的强硬占领政策,75%的美国犹太人领袖主张停止犹太定居点

建设。这一时期美国主流犹太组织已经开始接受诸如“新犹太议程暠(NewJewish

Agenda)等犹太组织提出的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激进主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

奥斯陆协议的抵制,甚至使得美国犹太人最大的院外活动组织“美国以色列公共关系

委员会暠和“主要犹太组织领导人大会暠3次拒绝为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策进行游说。

沙龙政府在对待巴勒斯坦人和定居点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不断受到自由派美国犹

太人的批评。对以色列的淡漠还体现在美国犹太人的捐赠上。美国犹太人募集的资

金中捐赠给以色列的部分所占比例在明显下降,这种趋势在年轻人中表现得更为明

显。史蒂文·科恩的调查发现:年龄每降低10岁,对以色列的支持度就会下降5个

百分点。早在1989年便有调查显示,知道以色列建国时间的美国犹太人不足66%,

知道以色列何时占领约旦河西岸的美国犹太人不足40%。栙2002年夏的一次民意调

查显示,有大约2/3的美国犹太人主张建立巴勒斯坦国,而持这一立场的美国人则不

到一半。

在政治选举中,美国大多数犹太组织更主要的是根据政治领导人在堕胎权、为教

育提供公共基金、校园祈祷及同性恋者权利等社会问题上的立场对政治人物进行评

判和选择,对以色列的支持已经退居次要。栚这种分化事实上削弱了美国犹太院外集

团为以色列游说的能力。以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院外游说集团“美国以色列公共关系

委员会暠为例,自里根政府开始,它反对美国向阿拉伯国家军售及美国推动中东和平

进程的力度都有所减弱。尽管这种减弱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是与美国犹太人对

该组织盲目支持以色列的批评有一定关系。2007年,有报道称,一些自由派犹太人

拟成立一个新的院外集团来对抗“美国以色列公共关系委员会暠。犹太作家和政治评

论家安妮·罗伊菲(AnneRoiphe)公开表示不赞成“美国以色列公共关系委员会暠的

立场,认为它并不代表犹太人的意见。栛

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出现,弥补了美国犹太人对美以政策日渐削弱的影响力。

已经有论者指出,如果不是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支持,犹太院外活动集团早就被边缘

化了。尽管美国犹太人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影响依然可观,但是他们的影响力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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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与基督教右翼相比。从1980年里根竞选总统开始,许多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都

大打以色列牌,目的不仅是争取犹太选民的支持,而且更多的是为了争取基督教右翼

的支持。

面对基督教右翼尤其是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崛起,美国犹太人有不同的反应。以

“反诽谤联盟暠(theAnti灢DefamationLeague,简称ADL)为代表的自由派犹太人所持

基本态度是恐惧和排斥。他们认为基督教右翼以美国的基督教化及犹太人改宗基督

教为目的,言论和著述中充斥着反犹主义情绪,这与美国犹太人长期以来奉行的理性

主义、多元主义、自由主义和反对狭隘的教派利益的原则相违背。在美国对以政策问

题上,他们认为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立场不利于阿以冲突的最终解决,严重违背以色

列和犹太人的根本利益。在1980年福尔韦尔获得以色列政府颁发的“雅伯廷斯基奖

章暠(Jabostinsky Medal)时,美国犹太人领袖亚历山大 · 欣德勒(AlexanderM.

Schindler)曾在《耶路撒冷邮报》上撰文,质问“杰里·福尔韦尔对犹太人有益吗?暠他

认为,“这一新的政治势力……除将美国基督化、使之成为一个由基督统治的共和国

之外别无所求……根据我的判断,这样一种政治气候对公民自由、人权、社会公正、不

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及美国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不利的。因此,他对犹太人是无益

的。暠栙

对基督教右翼的恐惧最初体现在1980年代的两次总统选举中。1980年美国犹

太人对信奉保守主义的里根的投票率约为39%;4年之后,由于基督教右翼在共和党

和里根政府的影响大增,使得犹太人对里根的支持率下降至31%。1984年“美国犹

太人委员会暠调查显示,有大约46%的犹太人把“大多数暠或“许多暠基督教右翼原教

旨主义者列入反犹行列。1994年,“反诽谤联盟暠发布一项题为《宗教右翼:对美国宽

容与多元主义的攻击》的报告。栚 该报告对宗教右翼所宣扬的“教派性的、绝对主义

的主张暠,以及对文化上的不同表达使用“恐惧性的、怀疑性的甚至是仇恨性的语言暠

并与“偏执分子和阴谋分子相过从暠的倾向予以抨击。报告将宗教右翼定性为将会摧

毁政教分离界线的“排他性的宗教运动暠,在某些时候“受到表现出阴谋性的、反犹的

和极端情绪的高层人物暠的唆使。该报告历数了基督教右翼运动领袖福尔韦尔、帕

特·罗伯逊、保罗·韦里奇(PaulWeyrich)和唐纳德·怀尔德门(DonaldWildmon)

等人的反犹主义言论。栛此后一些自由派犹太人如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Antho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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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Lewis)和弗兰克·里奇(FrankRich)等人,以《纽约时报》等媒体为平台对基督教

右翼进行猛烈批评。自由派知识分子指责帕特·罗伯逊所著《新千年》栙和《新世界

秩序》栚等作品充满了反犹主义观点。1995年4月17日一期的《新共和》(TheNew

Republic)杂志称罗伯逊的思想意识为“隐蔽的法西斯主义暠。近期“美国犹太人委员

会暠公布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犹太人依然认为基督教右翼是反犹的。回复调查的犹太

人中91%选择“多数暠“许多暠或“一些暠来描述基督教福音派和原教旨主义者的反犹

情绪。栛

与美国自由派犹太人不同,美国保守派犹太人极为欢迎属于基督教右翼的基督

教锡安主义者。一些右翼犹太人和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共同建立支持以色列的组织,

其中尤以犹太拉比耶歇尔·埃克斯坦于1983年在芝加哥创建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国

际协进会暠最为著名。该组织旨在加强与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联系,并宣称“真正的

基督徒是犹太人最好的朋友。暠埃克斯坦还在华盛顿特区建立“犹太-基督价值研究

中心暠(theCenterforJudeoChristianValues),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和丹·科茨

(DanCoats)共同担任该组织的主席。该组织还建立名为“支持以色列暠(StandFor

Israel)的网站,并发起旨在推动犹太人从前苏联地区、阿根廷和埃塞俄比亚向以色列

移民的项目。克林顿政府时,宣称代表8000万人,由162个支持以色列的犹太组织

和基督教组织组成的联盟———“支持以色列的联合之声暠(VoicesUnitedforIsrael),

曾在以色列总理內塔尼亚胡访美时集会表示声援。

针对“反诽谤联盟暠的报告,美国保守派犹太人曾在1994年8月2日的《纽约时

报》上刊登题为《犹太人应该对‘基督教右翼暞产生恐惧吗?》的政治广告。这份由75
位知名犹太人士签名的广告对“反诽谤联盟暠对基督教右翼的攻击进行驳斥。组织这

次活动的正统派拉比丹尼尔·拉平(DanielLapin)曾在西雅图创建了政治上保守的

犹太组织“面向传统暠(TowardTradition)。此外一些著名犹太人士如美国前驻联合

国大使莫里斯·艾布拉姆斯(MorrisAbrams)、著名犹太新保守主义者诺曼·波德

霍雷茨等人纷纷为基督教右翼辩护,甚至认为“反诽谤联盟暠走得太远了。栜

犹太保守主义者对基督教右翼的接纳既有其意识形态的基础,即对美国社会过

度世俗化和反文化运动盛行的批判及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等,也有其实用主义色彩。

犹太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欧文·克里斯托尔和新保守主义者、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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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露西·达维多伊茨(LucyDawidoicz)曾在《评论》(Commentary)杂志上撰文,认

为不应该过度看重福音神学。克里斯托尔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道德多数派源

于基督教信仰对以色列的支持,不应该成为犹太人疏远他们的理由。它为什么对我

们是个问题? 那是他们的神学理念,但这是我们的以色列。暠栙在听完基督教联盟总

干事里德1995年5月在“美国基督教公共关系委员会暠的演讲之后,后来在小布什政

府中东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深受触动,他表示虽然不

知道里德是否需要犹太人,但是“我们需要拉尔夫·里德。暠栚

右翼美国犹太人与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在1990年代后期建立的良好关系,使美国

保守主义运动获得了强大的力量,而这一影响力又因为以色列右翼政府的介入得以

强化。以色列右翼政府很早便注意并发掘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政治影响。1978
年以色列总理贝京邀请福尔韦尔访问以色列,次年以色列政府赠给福尔韦尔一架里

尔喷气飞机,1980年贝京政府授予福尔韦尔“雅伯斯廷斯基奖章暠。贝京的支持者舒

米尔·卡茨(ShmuelKatz)针对某些自由派犹太人对此举的异议辩称,“美国的道德

多数派运动已经表明其对以色列的支持,这一同情应该是相互的。暠栛1981年,当“全

国教会委员会暠(theNationalCouncilofChurches)谴责以色列轰炸伊拉克的核反应

堆时,应以色列政府的请求,福尔韦尔出面公开驳斥这一指责。此后以色列历届右翼

政府都主动与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者接触。内塔尼亚胡和沙龙不断在美国或以色列

会见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领袖或参与他们的会议和活动。以色列宗教事务部官员约

纳·马拉赤(YonaMalachy)曾被派往美国,专门研究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并逐

步与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的研究成果《美国原教旨主义和

以色列:原教旨主义教会与锡安主义和以色列的关系》栜被视为立库德集团获取原教

旨主义教会支持以色列的计划指南。为做好对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工作,以色列议

会专门成立了由12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多个政治党派的“基督教同盟议员团暠

(ChristianAlliesCaucus)。加强与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的联系成为以色列驻美使馆

的一项重要使命,以色列政府要求驻美大使主动寻求与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建立良

好的关系并积极参与它们的公开活动。栞 在基督教锡安主义者中,头面人物除经常

往返以色列进行访问之外,还联合以色列相关部门组织大批的普通成员前往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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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访问,以增进认同和获取他们的政治支持。2004年2月以色列旅游部长本尼·

埃隆(BennyElon)高度赞扬帕特·罗伯逊,表彰他不顾美国政府在九一一事件之后

发出的海外旅行警告,组织大批福音派教徒参观以色列,从而“使得以色列的旅游业

免于破产。暠栙2004年有40多万福音派教徒前往以色列参观。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保守派犹太人对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接纳,在某种程度上改

变了自由派犹太人的态度。2002年5月,“反诽谤联盟暠在美国一些报纸上刊登一系

列政治广告,拉尔夫·里德应邀在广告上称,“我们有信仰的人坚定地与以色列站在

一起。暠面对犹太群体中一些人对邀请里德出面表示反对,该组织主席阿贝·福克斯

曼(AbeFoxman)指出,尽管犹太人与基督教联盟在诸如学校祈祷等问题上的分歧

依旧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拒绝他们的支持,事实上犹太人应该对这种

支持心存感激,尤其是因为基督教右翼不要求任何回报。暠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行政

副主任戴维·哈里斯(DavidHarris)则表示,选择朋友是犹太人难以偿付的一项奢

侈,因为“末日也许明天就会到来,但是以色列在今天便命悬一线。暠栛包括“犹太公共

事务委员会暠(JewishCouncilforPublicAffairs)在内的一些犹太组织开始逐渐增加

与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的接触。

三暋基督教锡安主义对小布什政府以色列政策影响

基督教右翼在其发展历程中也曾几经兴衰。福尔韦尔创建的“基督教多数派暠于

1989年6月解散,帕特·罗伯逊创建的“基督教联盟暠也于1997 年因总干事拉尔

夫·里德的辞职而陷入低潮。基督教右翼尽管是一支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但是受

到了自卡特以来除里根政府之外的历届总统的冷遇,即使是在里根任总统后期,基督

教右翼此前在里根政府时期的风光也不复存在。但是在小布什政府尤其是小布什第

二任期时,基督教右翼终于“修成正果暠,对美国的内政外交,尤其是美国的中东政策

和以色列政策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重视基督教右翼政治影响的同时,小布什

政府还大力起用新保守主义者。犹太新保守主义者纷纷进驻国防部、副总统办公室

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对外政策制定的关键部门。

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犹太新保守主义者与以色列政府之间的

合作对美国的以色列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拥有广泛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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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基础、庞大的社会资源及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动员能力相比,犹太新保守主义者的优

势是他们的战略构建和理论辨析能力。犹太新保守主义者的外交理念很快得到基督

教锡安主义者的认同和支持。

1997年威廉·克里斯托尔所创建的“新美国世纪暠项目(ProjectfortheNewA灢
mericanCentury)提出了著名的《原则声明》(StatementofPrinciples)。当时在这份

文件上签名的有25位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其中多人为美国对中东政策的设计者和

执行者,如切尼、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维茨、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葆拉·

多布里扬斯基(PaulaDobriansky)等。栙

有多名犹太保守主义者参与的“高等战略和政治研究所暠(TheInstituteforAd灢
vancedStrategicandPoliticalStudies)于1996年为内塔尼亚胡竞选总理准备的研究

报告《彻底决裂:保卫这个国家的新战略》,栚反映出小布什政府的对以政策轮廓。该

报告提出抛弃《奥斯陆协议》、削弱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人中的影响、打击叙利亚在叙

境内和黎巴嫩境内的军事目标、消除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权势、摒弃以色列的

“社会主义基础暠等建议。有评论认为,这一报告致使内塔尼亚胡胜选并为其后的以

色列政府设立了基本政策框架。栛

此后,在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和威廉·克里斯托尔编著

的《当前的危险:美国外交和防卫政策中的危机和机遇》栜中,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

撰写的《以色列与“和平进程暠》一文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新保守主义对以色列和阿以冲

突的看法和对策。在文中,艾布拉姆斯批评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中东政策,认为老布什

和克林顿在巴以冲突中采取的基本原则是迫使以色列通过“用土地换和平暠的方式与

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进行交易,并期望最终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实现巴以冲突的全

面解决。这一政策原则是基于一旦巴勒斯坦建国的愿望得以实现,阿拉伯激进主义

便会消失这一认识之上。艾布拉姆斯认为,尽管“奥斯陆协议暠的签订是巴以和平进

程取得的重大成果,但事实上阿拉法特在和平问题上一直口惠而实不至。阿拉法特

领导的统治集团贪污腐败、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巴勒斯坦方面并没有履行奥斯陆相

关协议的承诺,巴勒斯坦鼓动反以的言论和行为得到美国政府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纵

容。以色列在执行和平协议方面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阻碍和平进程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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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以方。为此,艾布拉姆斯指出,美国不应压制以色列而加强巴勒斯坦的地位、不

应放弃对扩展民主和人权的支持、不应把其他所有的政治及安全目标都置于阿以和

平进程的“成功暠之下。艾布拉姆斯认为,应该改变把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界定在阿以

冲突最终解决的基础之上,而是要在寻求中东“和平暠与谋求美国及其盟国的真正安

全之间做出明确划分。在中东地区,美国必须坚定地支持盟国,反对敌国。建立导弹

防御系统、培育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军事同盟及结束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的统治,将最

终加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和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的前景。在巴以冲突中,美

国的利益底线在于避免出现可能削弱约旦、以色列甚至埃及而亲近叙利亚、伊拉克、

利比亚或者伊朗的另一个极端主义阿拉伯国家。栙 艾布拉姆斯的分析和建议把中东

和平进程陷入僵局的责任直接指向与以色列敌对的国家和势力。

小布什出任总统,尤其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后,新保守主义对中东及以色列的战略

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基督教右翼的支持。根据基督教右翼组织2002年发表的调

查报告显示,69%的保守派基督徒赞成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数字高出美国成

年人口对这一政策的赞成度大约10个百分点。栚对于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对新保守主

义政策的认同和支持,丹尼尔·派普斯(DanielPipes)在2003年7月表示,“对于那

些想知道美国何以遵循与欧洲国家如此不同政策的人来说,答案很大一部分在于基

督教锡安主义者的影响力。暠栛2002年由犹太新保守主义者戴维·弗鲁姆打造的“邪

恶轴心暠概念,就是仿效里根当年的“邪恶帝国暠来鼓动基督教右翼势力支持小布什的

反恐战争。

九一一事件改变了小布什竞选时的外交政策构想。当选后他在题为“一项独特

的美国国际主义暠的演讲中,提出通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因素来均衡地

处理国际事务。栜九一一事件前,犹太新保守主义者一度对小布什的外交国防政策颇

多诘责。2001年6月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对小布什政府未能增加国

防预算极度失望,称“(小)布什将作为一个致使美国军力衰退和美国在冷战后所具有

的突出优势消失殆尽的人而走进历史暠。栞然而九一一事件彻底改变了小布什政府的

外交构想,突变的形势使得新保守主义者成为唯一能对美国危机做出系统解释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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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应对的群体。他们很快“便使得整个国家支持他们的世界景象暠。对此,基督教右

翼“功不可没暠。

九一一事件之后,新保守主义者很快便将这一惨剧的发生归结于克林顿在安全

方面的懈怠,包括福尔韦尔和帕特·罗伯逊在内的保守主义人士都认为是“美国的自

由主义者如克林顿之流为这一事件铺就了道路,暠“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同性恋

者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CivilLibertiesUnion)令上帝震怒。暠栙很快,基督

教右翼控制的媒体如基督教广播网等栚便与支持新保守主义的媒体如福克斯新闻频

道等栛共同塑造了美国大众对时局和美国政府政策、策略的认知,其影响之大,以致

于前国会议员、后来出任克利尔频道(ClearChannel)电台台长的沃茨(J.C.Watts)

戏言 “狗们不吃暠由自由主义者提供的“狗粮暠。栜

政治势力达到全盛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充分发动其组织动员能力,除了以游说

方式向各级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施加压力外,他们甚至鼓励其成员参选国会议员。

白宫专门建立了与宗教右翼势力沟通的联络小组,使得基督教锡安主义者中的一些

头面人物甚至拥有直接面见总统或总统顾问的特权。

在小布什政府的对以政策中,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首先,他们反对中东和平路线图及两国方案。基督教锡安主义者认为路线图计

划是一种背叛,是违背上帝意志的。帕特·罗伯逊在《700俱乐部》(700Club)布道

节目中援引先知约珥“分裂我的土地者必将遭受诅咒暠的警告,认为如果将耶路撒冷

分为两半,那么小布什将会引发上帝的愤怒。在中东和平路线图出台后,白宫收到了

5万张抗议这一计划的明信片。小布什自此以后对这一问题缄口不提,有关方面也

没有达成任何决议。基督教锡安主义者还抗议以色列沙龙政府单方面撤出加沙的决

定。白宫曾特意召开会议与基督教右翼领袖就以色列政策进行沟通。尽管如此,沙

龙还是遭到以帕特·罗伯逊为首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强烈谴责。2003年7月初,

身为众议院多数派领袖的著名锡安主义者汤姆·迪莱访问以色列并在以色列国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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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讲。他保证继续支持以色列,称如果布什总统的这项路线图计划意味着迫使以

色列做出可能会影响其安全的妥协,便会反对这一方案。栙

其次,支持以色列敌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任何单边行动。根据“奥斯陆协

议暠,以色列从西岸地区撤军,将这一地区交由巴勒斯坦当局管理。然而2002年4
月,以色列军队对西岸地区发动进攻。小布什政府当即敦促以色列撤军,这激起了基

督教右翼的反对。杰里·福尔维尔组织支持者向白宫发送10万余封电子邮件,对小

布什的政策提出异议并坚持认为以色列有权采取任何它认为适宜的行动。身为基督

教锡安主义者的国会议员如汤姆·迪莱、迪克·阿梅伊和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等人亲自前往白宫劝阻小布什,并反对国务院的建议。国会以众议院352票对

21票、参议院94对2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支持以色列行动并谴责巴勒斯坦人

暴力活动的决议。迫于压力,行政部门停止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基督教锡安主

义者的院外压力,使得小布什政府停止批评以色列用“定点清除暠的方式暗杀哈马斯

领导人。2006年7月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南部打击真主党势力。战争期间,“基

督徒联合起来支持以色列暠组织3000余人汇集华盛顿,游说国会和白宫。戴维·布

罗格(DavidBrog)称:“在此关头,数以千计的基督徒来到华盛顿就是为了一个问题,

且仅为一个问题而来,那就是支持以色列,这向国会和行政部门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

的信息,我想这有助于说服人们应该给以色列更多一些时间。暠栚国会众议院于2006
年7月20日通过921号决议,称恐怖分子及其支持国应对以色列遭受的攻击负责;

支持以色列为自身安全及其他目的而进行防卫的权利。

第三,反对阿拉法特,压制哈马斯。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积极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反

对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的作法。克林顿政府参与中东和平谈判的前大使丹尼斯·

罗斯(DennisRoss)认为,中东和平路线图得以出笼是行政部门与国会在孤立阿拉法

特势力方面达成妥协的结果。后来,美国默许以色列占领杰宁后对阿拉法特实施软

禁。在巴勒斯坦大选前,基督教锡安主义者与犹太人游说组织“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

委员会暠一起游说,试图阻止哈马斯参与大选。2005年12月15日,国会通过了一项

决议,称“如果巴勒斯坦当局任何控制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代表持有消灭以色列的立

场和主张,美国将不向巴勒斯坦当局提供援助。暠在国会的支持下,美国政府对赢得巴

勒斯坦大选的哈马斯政府一直持强硬反对态度。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连同副总统

切尼的国家安全顾问戴维·沃尔姆瑟尔(DavidWurmser)和约翰·汉纳(JohnHan灢
nah)主张向法塔赫人员提供武器和训练,并向阿巴斯掌控的安全分队提供8640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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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援助,试图以武力翦除哈马斯。艾布拉姆斯、赖斯和美国中东和平进程特使戴维·

韦尔奇(DavidWelch)积极推行在军事上挫败哈马斯的计划,并拟通过新的选举或组

建没有哈马斯代表参与的巴政府的方式,将哈马斯排除在巴政治生活之外。此外,艾

布拉姆斯和韦尔奇还向联合国施压称,如果联合国不重新考虑它与巴勒斯坦当局签

订的所有项目和计划,“那将会在国会讨论联合国预算时产生影响。暠在美国的支持

下,以色列拒绝向巴勒斯坦当局转交其所控制的巴勒斯坦财政收入。

第四,支持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绝对主权,并支持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往耶路

撒冷。支持各国将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是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的一贯主张,他们还为此

成立了“耶路撒冷国际基督徒大使馆暠(InternationalChristianEmbassyJerusalem),

该组织在美国设有分会。2007年4月,参议员、著名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山姆·布朗

贝克(SamBrownback)提出一项建议,要求美国承认巴勒斯坦国之前要承认耶路撒

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著名基督锡安主义者黑吉认为耶路撒冷地位的问题是

不可以拿来谈判的。在“基督徒联合起来支持以色列暠的一次集会上,他宣称:“对于

任何人来说,只有一个耶路撒冷,它是不能被分割的,不仅是现在而是永远。暠

第五,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及敌视伊朗的政策。小布什政府为发动伊拉克战争

积极争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政治支持。如前所述,基督教锡安主义者中大多数人支

持伊拉克战争。萨达姆政权被翦除之后,伊朗问题愈发凸显。2007年5月初,为获

取对其“反恐战争暠支持,小布什总统会见了包括詹姆斯·多布森在内的一些基督教

右翼组织的头面人物。会后,詹姆斯·多布森向其支持者称,美国真有可能受到伊朗

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攻击,这些攻击能够摧毁一座甚至是10座城市。多

布森认为应该有人大声疾呼“我们正受到威胁,我们将会运用武力或采取一切必要手

段来应对之暠。小布什政府后期影响力日渐增加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者黑吉,则将伊朗

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称为新的希特勒,是激进伊斯兰的“兽首暠,并强烈主张对伊朗

的核设施尽早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即使美国城市受到伊朗“手提箱式暠和“脏弹

式暠的核弹的攻击也在所不惜。他认为以色列或美国应当对伊朗采取先发制人的打

击。在他看来,以色列的等待无异于是在冒自杀的风险,“要么是美国和以色列拿下

伊朗,要么是伊朗成为核国家后拿下美国和以色列。暠他所领导的“基督徒联合起来支

持以色列暠成员还通过私人交往,促使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甚至总统候选人关注伊朗

核问题。他们督促国会议员支持旨在加强对伊朗实行更为严厉制裁、阻止美国同帮

助伊朗核计划的俄罗斯进行合作的《2007伊朗反扩散法》(IranCounter灢Prolifera灢

tionActof2007)。他们还在州政权层面积极展开反对伊朗的游说活动。在他们的

动员下,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议会先后通过了关于与伊朗贸易的相关法律。

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加利福尼亚与伊朗公开剥离法》(CaliforniaPublicDi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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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IranAct),佛罗里达州通过了《保护佛罗里达投资法》(ProtectingFlorida狆s

InvestmentsAct)。

最后,他们反对中东和谈。2007年底,小布什政府试图通过安纳波利斯会议重

启中东和谈进程,2008年1月,布什总统前往中东访问,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对此均表

示反对。在“美国视界暠(VisionAmerica)领导人理查德·斯卡伯勒(RichardScar灢
borough)的组织下,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向白宫发送大量电子邮件表示抗议。基督教

锡安主义者的声援使得以色列在和谈开启后,依然在东耶路撒冷修建犹太定居点。

基督教锡安主义者还曾联合犹太院外活动集团对国务卿赖斯重启阿以和平进程的努

力设置种种障碍,为此,时任布什总统全球民主战略顾问的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不

得不出面安抚。

基督教右翼及锡安主义者的政治影响力主要集中在白宫和国会,但自2006年后

期起,他们的政治影响势头锐减。在2006年中期选举之后,基督教锡安主义在国会

的一些主要支持者如汤姆·迪莱、迪克·阿梅伊、比尔·弗里斯特(BillFrist)和里

克·桑托罗姆(RickSantorum)等都离开了国会,而拉尔夫·里德出任佐治亚州副州

长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一些有影响的右翼宗教领袖如埃德·麦卡蒂尔(EdMcA灢
teer)、杰里·福尔韦尔和詹姆斯·肯尼迪(JamesKennedy)等人相继辞世,另一些右

翼人物如马克·福利(MarkFoley)、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Abramoff)和特德·哈

格德(TedHaggard)等又身染丑闻。与此同时,除曾与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在中东问

题上建立良好关系的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之外,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都因为伊拉

克问题陷入僵局和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的努力受挫而被迫离开小布什政府。整个保

守主义运动在2006年后期遭遇重大挫折。这为小布什在对以政策和中东和平进程

问题上改弦更张创造了条件。2006年下半年,布什任命了由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

和前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汉密尔顿(LeeHamilton)为两主席的跨党

派小组,专门研究伊拉克问题。其后小布什总统听从了该小组及中东地区盟国首脑

的建议,与国务卿赖斯共同推动召开了安纳波利斯会议。栙

结暋暋语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受九一一事件的影响,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双

方在地区战略利益、国家安全理念等方面具有高度共识。反恐战争打响之后,双方的

安全合作进一步加强。布什任期的前6年,美国对以色列的各项援助高达170多亿

·88· 美国研究

栙 陶文钊:《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研究》,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4期,第22页。



美元,而根据2007年签署的协议,以色列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得到300亿美元的援助。

在美国的默许下,以色列获得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从107届国会到110届国会,美

国通过大量决议,一方面表示支持两国解决办法,另一方面谴责巴勒斯坦方面发动的

暴力活动,而对以色列的暴力活动均以尊重以色列的自卫权和解除恐怖主义的基础

设施为由放手不管。尽管美国提出了路线图和两国的解决方案,但是在整个小布什

政府任期内却根本未曾认真贯彻。

需要指出的是,小布什政府对以色列政策是根据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的界

定做出的,国家利益界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九一一事件的反应及出于反恐战争

的需要而做出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保守主义者的战略理念。这一战略的核心

在于,认为美国对于反美穆斯林极端主义的产生与阿以冲突的最终解决所能发挥的

作用不大;美国在这一地区所要维护的是以亲美均势为基础的地区稳定;美国对以色

列的任何压力都是对极端主义势力的鼓励,那将会威胁美国的利益。这一认识与基

督教右翼中锡安主义势力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不谋而合,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是

这为基督教锡安主义势力的亲以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但小布什政府在对以政策

上并没有完全被基督教锡安主义势力所左右。例如在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前往耶路

撒冷问题上,尽管美国国会在1995年通过了《美国使馆法》,要求将美国驻以色列大

使馆迁往该城,小布什政府在其任内多次表示放弃行使这一权力。2008年1月小布

什访问以色列时,对维持耶路撒冷的统一性问题只字未提。一旦美国反恐战略做出

重大调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界定发生变化,巴以冲突重新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

核心,那么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就将出现更多的龃龉。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尽管基督教

右翼依然会作为一个因素发挥作用,但其影响力将大大削弱。

白玉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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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球卫生治理的

战略、实质及问题栙

晋继勇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全球卫生治理日渐成为当今全球议程中的主流话语。作为国际社会中

最大的国家行为体,美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将全球卫生治

理纳入外交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之中,美国力图将卫生议题作为促进其地缘政治利益、

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此外,美国还大力加强国内的生物安全防御计

划。美国的这种战略不但弱化了其应承担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卫生援助的道义责任,而

且会加剧潜在的生物安全困境,为全球卫生治理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美国外交 国家安全战略 全球卫生治理 生物安全困境

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深化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卫生安全领域也不例外。

有学者将这种现象贴切地称为“微生物的世界一体化(themicrobialunificationof

theworld)暠。栚“非典暠、“甲流感暠等公共卫生危机的安全含义和跨国效应使得全球卫

生治理逐渐进入国际政治的研究议程。“在全球卫生方面的危机并不是疾病的危机,

而是一种治理危机暠。栛 作为当前国际社会中最强大的国家行为体,美国在全球卫生

治理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早在1881年,美国就在华盛顿主办了关于黄热病的

栙

栚

栛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暠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全
球卫生治理的国际机制研究暠项目研究成果。

G.Berlinguer,“HealthandEquityasaPrimaryGlobalGoal,暠Development,Vol.42,No.4,1999,p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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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控制问题的国际会议。会上,美国要求允许其在外国港口的领事(而不是地方当

局)对发往美国的船只颁布卫生许可证(BillofHealth)。结果,美国的这种治外法权

的要求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1902年,美国又在华盛顿召开了国际公共卫生

会议。在美国主导之下,美洲国家成立了国际卫生局(theInternationalSanitaryBu灢
reau)。后来该组织于1923年被重新命名为泛美卫生局(thePanAmericanSanitary
Bureau),亦即泛美卫生组织(thePanAmericanHealthOrganization)的前身。美国

一直反对将泛美卫生局并入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卫生组织(theHealthOr灢

ganizationoftheLeagueofNations,HOLN)。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支持

成立世界卫生组织,并使泛美卫生局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六个地区办公室之一。冷

战期间,美国通过提供对外卫生援助与苏联展开了势力范围的争夺。世界卫生组织

也成为了两国的角力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非

典暠、“禽流感暠等新发疾病和“炭疽暠恐怖袭击事件的爆发,美国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

也采取了新的战略。这种战略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外交和国家安全两个方面。美国许

多智库报告也都已把卫生问题直接与美国的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主张把卫生议题整

合到外交和安全政策进程之中。栙

目前,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许多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借助全球化的交通方式迅

速传播,构成人类安全的新危机,使得世界各国在卫生领域面临共同的脆弱性。这加

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共同意识,迫使各国进行国际卫生合作,开展全球卫生治

理。作为独一无二的大国,美国在当前的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美国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美国官方

和智库近年来所发布的相关报告和文件,对美国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的战略进行全

面梳理和分析,重点探究美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路径、战略实质及其对全球卫生治

理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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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暋美国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外交战略

卫生和外交本来是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然而随着全球卫生危机的发展和全球

卫生治理的兴起,卫生议题也逐渐进入外交政策领域。正如大卫·费德勒(DavidP.

Fidler)所言,“卫生关切、利益和承诺已深嵌于外交政策努力之中,全球卫生不可能

在世界事务中回归到‘低政治暞的外层边缘。暠栙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主编理查

德·霍顿(RichardHorton)认为,公共卫生是当前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议题,并指出

了利用公共卫生作为一种外交工具的四种战略优势。栚 2007年3月20日,巴西、法

国、印尼,挪威、塞内加尔、南非和泰国等7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共同发表了《奥斯陆部

长级宣言》(OsloMinisterialDeclaration),发起了将公共卫生作为外交政策核心内

容之一的“外交政策和全球卫生行动暠(TheForeignPolicyandGlobalHealthInitia灢
tive,FPGH),意在从卫生角度阐述外交政策,协调卫生和外交实现共同的目标。栛

联合国大会在2009年1月的决议案中重申了这份宣言的重要性,确认了外交政策与

全球卫生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卫生挑战的重要性。总之,

“外交政策和全球公共卫生目标一致,把保护和促进公共卫生作为外交政策议程的一

部分具有重要意义。暠栜“参与卫生外交越来越被看作是国际社会公民含义的一个核

心要素暠。栞 作为当前国际社会中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也将全球卫生治理问题纳入到

其外交战略之中。正如美国“卫生与人口服务部暠部长利维特·莫(LeavittMO)

2007年在一次参议院会议上作证时所言,“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卫生占有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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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暠栙“全球卫生问题越来越与美国的经济、外交政策和战略目标纠结在一起。暠栚

美国政府的卫生外交战略主要通过两种结构得以开展。一是对外援助结构;二是公

共卫生结构,也即在全球传染病监测方面展开国际合作。

(一)提供对外卫生援助是美国全球卫生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对外援助是主权国家实现战略目标、维护经济利益、营造道德形象的重要外交工

具。美国对外卫生援助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已开始。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

门就曾经强调,跨国传染病流行问题对粮食生产影响深远,粮食问题又是保证世界

和平最关键的因素。为此,他将传染病控制纳入其对外政策的“第四点计划暠中。栛

作为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石,美国在1961在年通过的《对外援助法案》及其修正案

的第104条主要是关于卫生援助的内容,这就直接地表明了美国对外援助在全球卫

生方面的努力方向。栜 在小布什政府早期,美国对外援助主要围绕三个“战略支柱暠

展开:经济发展、农业和贸易;全球卫生;民主、冲突预防和人道主义援助。栞2002年,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发表了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该报告认

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并提出了美国对外援助的六个

重点,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栟2003年,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宣

布了“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援助计划(President狆sEmergencyPlanforAIDSRelief,

PEPFAR)暠。迄今为止,该计划是由单个国家发起的对抗单一疾病的最大的国际卫

生倡议。根据该计划,美国将划拨高达150亿美元的资金,以来抗击艾滋病和向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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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ittMO.,“StatementonGlobalHealthbeforetheSenateAppropriationsSubcommitteeonLabor,

HHS,Education,andRelatedAgencies,暠May2,2007,availableat:http://www.hhs.gov/asl/testify/

2007/05t20070502b.html.
HarleyFeldbaum,BuildingU.S.DiplomaticCapacityforGlobalHealth,CenterforStrategic&Interna灢
tionalStudies,2010,p.2.
MelvilleMackenzie,“InternationalCollaborationinHealth,暠InternationalAffairs,Vol.26,No.4,1950,

p.519.
Cr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ForeignAssistanceActof1961敽AuthorizationsandCorrespondingAp灢
propriations,June16,2010,p.7,availableat:http://www.nationalaglawcenter.org/assets/crs/R40089.
pdf.
TarnoffCurt,“ForeignAid:AnIntroductoryOverviewofUSProgramsandPolicy,暠CRSReportforCon灢
gress,UpdatedJanuary19,2005,p.7,availableat:http://www.italy.usembassy.gov/pdf/other/98-
916.pdf.
其他五个重点分别是:促进民主治理、推动积极发展、降低冲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私人对外援助负责。
详见 U.SAgency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ForeignAidintheNationalInterest,WashingtonD.C.
2002,p.iv.



病感染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品。栙 从2004年到2008年,通过该计划和“全球抗

艾、结核和疟疾基金暠,美国在抗击艾滋病方面的总开支已高达180亿美元。栚 单是

在2008年,美国政府提供的与卫生相关的对外援助资金就超过75亿美元。栛 在

2007年,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国际开发署联合发布了《2007~2012财政年度战略规

划》。该战略规划列出了美国对外援助的七个战略目标,其中第四个战略目标“投资

人民暠的首要优先事项就是促进全球健康。栜

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有很多报告都已列出了奥巴马政府在全球卫生方面应当

追求的目标。栞根据凯瑟家庭基金会(KaiserFamilyFoundation)在2009年所做的调

查,高达31%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政府与前任政府一样重视全球卫生问题,高达

41%的受访者认为比前任政府更重视全球卫生问题。栟 美国医学研究所2009年发

布的报告建议奥巴马政府将卫生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支柱加以强调。栠实际上,奥巴

马政府比前任更重视卫生问题。奥巴马政府不但在国内成功地通过了医疗改革法

案,而且还在2009年5月5日宣布了“全球卫生倡议暠(GlobalHealthInitiative)。

该倡议计划在2009~2014六年内划拨630亿美元,致力于发展一个全面的美国全球

卫生战略,并使其成为美国提供对外卫生援助的主题框架(见表1)。

“全球卫生倡议暠的提出表明,美国将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担当领导者的角色,并

以提供卫生援助的方式来进一步改善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正如美国国务卿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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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主要有如下目标:1.为200万艾滋病感染患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的药品;2.为1000万艾滋病患者

提供医疗保健,包括儿童和孤儿;3.预防700万新感染病例的产生。“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暠主要

针对15个国家,其中包括12个非洲国家、2个加勒比国家和1个亚洲国家。详见“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

援计划暠官方网站,http://www.pepfar.gov/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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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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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Repeort,Order Code RS22913,July8,2008,availableat:http://pdf.usaid.gov/pdf_docs/

PCAAB934.pdf.
U.S.DepartmentofState,U.S.Agency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StrategicPlan敽FiscalYears
2007~2012,RevisedMay7,2007,p.22,availableat:http://www.usaid.gov/policy/coordination/strat灢
plan_fy07-12.pdf.
相关报告详见:CommitteeontheU.S.CommitmenttoGlobalHealth,TheU.S.CommitmenttoGlobal
Health敽RecommendationsfortheNewAdministration(Washington,D.C.:NationalAcademiesPress,

2009);NancyBirdsall,ed.,TheWhiteHouseandtheWorld敽AGlobalDevelopmentAgendafortheNext
U.S.President,Washington,D.C.:CenterforGlobalDevelopment,2008;LaurieGarrett,TheFutureof
ForeignAssistanceAmidGlobalEconomicandFinancialCrisis敽AdvancingGlobalHealthintheU.S.
DevelopmentAgenda,NewYork: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January2009.
KaiserFamilyFoundation,SurveyontheU.S.RoleinGlobalHealthUpdate,October21,2009.
InstituteofMedicine,TheU.S.CommitmenttoGlobalHealth敽RecommendationsfortheNewAdminis灢
tration(Washington,D.C.:NationalAcademiesPress,2009),p.1.



拉里·克林顿所言,“‘全球卫生倡议暞将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暠。栙

美国民主与全球事务助理国务卿玛丽亚·奥特罗(MariaOtero)也认为,奥巴马总统

已将“全球卫生倡议暠作为其以“巧实力暠为驱动的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栚

表1暋全球卫生倡议预算(2009~2014)(单位:亿美元)

2009 2010 变动情况 6年总额

PEPFAR (全球艾滋病防治 & 肺结核) 64.90 66.55 +1.65

疟疾 5.61 7.62 +2.01

PEPFAR+疟疾 70.51 74.17 +3.66 510

全球卫生优先项目 11.35 12.28 +0.93 120

全球卫生倡议总计 81.86 86.45 +4.59 630

暋暋数据来源:美国白宫官方网站http://www.whitehouse.gov.

(二)通过公共卫生结构,美国在全球疾病监测方面加强了国际合作

所谓全球疾病监测,是指在最广泛的地理范围内发现、甄别和监控疾病的能力。

新发和复发致命传染病以及生物恐怖主义活动会随时随地爆发。鉴于现今世界各国

之间的紧密联系,一种疾病在几天时间内就能蔓延至全球。对于美国而言,提升监测

和应对能力将会有助于降低生物安全威胁,无论是在自然暴发疾病、实验室事故还是

生物武器的使用方面都是如此。美国国际开发署也认为,通过建立强有力的传染病

监测能力进行遏制是最好的防御。栛“全球疾病监测是一项至关重要但又复杂的国际

问题暠。栜因此,除了加强自己的全球传染病监测体系之外,栞美国还在疾病监测体系

建构方面开展了双边和多边层面上的外交努力。

在双边层面,美国与那些传染病多发的国家开展了疾病监测方面的合作。早在

2002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全球疾病监测法》(TheGlobalPathogenSurveillance

Act)。该法以向某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为诱饵,换取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疾病

监测方面与美国进行合作,其中第四部分规定:“如果根据该法案中的任何条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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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ca.gov/st/texttrans-english/2009/May/20090505174936eaifas0.7123529.html.
MariaOtero,“SmartPower:ApplicationsandLessonsforDevelopment,暠April8,2010,availableat:ht灢
tp://geneva.usmission.gov/2010/04/15/smart-power-applications-and-lessons-for-develop灢
ment/.
USAID,ReducingtheThreatofInfectiousDiseases,WashingtonDC,1998,p.3.
CarletonJ.Phillips,AnneM.Harrington,TerryL.Yates,GaryL.SimpsonandRobertJ.Baker,Global
DiseaseSurveillance,EmergentDiseasePreparedness,andNationalSecurity.MuseumofTexasTechU灢
niversity,2009,p.9.
例如,美国国防部建立的“全球新发疾病监测和应对系统(theGlobalEmergingInfectiousSurveillanceand
ResponseSystem)暠和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生物监测一体化系统暠、美国农业部的“动物公共卫生信息系统暠
(theAnimalPublicHealthInformationSystem)等。



而对符合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必须:(1)允许世界卫生

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派员调查其国内的传染病暴发事件;(2)必须向美国的相

关机构和部门以及国际卫生组织提供病毒监测数据暠。栙 美国国防部“在全球疾病监

测尤其是在加强国外实验室的流行病检测能力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暠。栚 美国

与其他国家在疾病监测方面的双边合作主要由美国国防部开展。美国国防部早在

1996年就建立了“全球新发疾病监测和反应系统暠(GlobalEmergingInfectionsSur灢
veillanceandResponseSystem,GEIS)。栛 美国在埃及、肯尼亚、印度尼西亚、秘鲁和

泰国部署了美国海军医疗研究所(USNavalMedicalResearchUnits)的实验室。当

2002年禽流感在埃及被首次发现时,埃及政府还要依赖位于开罗的美国海军医疗研

究所来分离出 H5N1型病毒。毋庸置疑,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全球疾病监测方面的双

边合作会使那些需要技术援助的国家受益,并且有助于扩展公共卫生监测网络,促进

全球卫生安全,但是美国的这种双边合作安排明显具有防止生物恐怖活动和传染病

传播的双重用途。正如《全球疾病监测法案》的支持者杰西 · 赫尔姆斯 (Jesse

Helms)参议员所言,“在我们对该法案的公共卫生收益进行支持之时,我们不应当忽

视该立法的另外一个意图,那就是抗击恐怖主义和强化美国国家安全暠。栜

在多边层面,美国主要是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展开外交攻势,以来强化世界卫

生组织在全球疾病监测方面的效率。全球疾病监测体系的有效性取决于世界各国是

否愿意共享其边界内的疾病暴发信息。早在1998年的一份题为“减少传染病威胁暠

的文件中,美国国际开发署就指出,“所有国家发现、预防和应对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威

胁的能力是全球有效应对的关键基础暠。栞该文件认为,等待疾病暴发然后再加以应

对只是最后一招,第一道防线应该是在国外爆发的传染病到达美国海岸之前就采取

预防措施。栟 这就需要对美国海外的疾病暴发信息进行及时的监测和预警。2008
年,美国“预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委员会暠(theCommissiononPreven灢
tionofWeaponsofMassDestructionProliferationandTerrorism)指出:“疾病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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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报是一项困难而又紧迫的任务,当今的国际疾病监测网络在覆盖面上并不全

面暠。栙 也就是说,只有各国共同参与的全球疾病监测网络才能对潜在的跨国传染病

传播进行有效的预警和控制,否则将会造成全球防疫中的“黑洞暠。

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美国大力支持对原来的《国际卫生条例》进行修改,目的

是从国际规范方面落实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疾病监测方面的覆盖面、合法性和效率。

在关于《国际卫生条例》修改的先期辩论中,美国强烈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调查可疑

生物恐怖事件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力图将生物恐怖活动的监测也纳入《国际卫生条

例》所涵盖的疾病监测范围之中。然而由于巴基斯坦和伊朗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反

对,美国并没有实现其初衷。栚 尽管如此,新《国际卫生条例》(2005)还是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美国的意图。栛 美国还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建立“全球疫情预警和反应网暠

(GlobalOutbreakAlertandResponseNetwork,GOARN),以监测和应对无论是自

然暴发还是恶意释放的疾病。

此外,美国还在八国集团框架下支持多边传染病监测的运作。在2001年,美国

支持由当时的“七国集团暠和墨西哥发起的“增进卫生安全的渥太华计划暠(Ottawa

PlanforImprovingHealthSecurity),所有签字国一致同意加强全球监测和应对能

力以来防备生物恐怖袭击。栜 与此同时,针对恶意的生物恐怖袭击,美国在“八国集

团暠框架下推动了“全球卫生安全倡议暠(GlobalHealthSecurityInitiative,GHSI)。

在2002年12月于墨西哥召开的会议上,“全球卫生安全倡议暠的范围又被扩展到用

来应对自然暴发的传染病和疫情。在2006年举行的八国峰会上,美国与其他成员国

一道发布了《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宣言,承诺加强传染病的全球监测和监测网。栞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卫生援助的提供,还是通过公共卫生结构来加强全球疾病

监测体系的建设,美国都是秉承了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思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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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美国提供的绝大部分对外卫生援助资金都是通过双边机制来运作。美国

提供卫生援助的路径主要有两种:多边路径和双边路径。就前者而言,美国通过世界

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全球卫生治理的多边机制提供了一定的资助。此

外,美国还是“全球抗艾、结核和疟疾基金暠和“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暠(theGlobalAl灢
lianceforVaccinesandImmunisation,GAVI)两个组织的最大捐助国。“美国对这

些组织的捐助为美国触角和影响的扩张提供了另外一个渠道暠。栙尽管如此,与美国

通过双边路径提供的卫生援助比较起来,这些多边援助却相形见绌。在过去十年中,

从资助和项目来看,美国通过“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援助计划暠等形式提供的卫生资

助的大约86%都是通过双边渠道展开。栚 奥巴马政府的“全球卫生倡议暠也是如此。

(见图1)美国采取这种做法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双边路径,美国能够确保所

提供的卫生援助被运用于符合其政策偏好的目的国家和优先卫生项目。

图1暋美国“全球卫生倡议暠中多边与双边资助比例图(2009~2011财政年)

数据来源:TheKaiserFamilyFoundation,TheU.S.GlobalHealthInitiative敽KeyIssues,p.10.

其次,美国对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和“全球疫情预警和反

应网暠等建立的全球疾病监测体系的遵守并没有信心。因为这些多边监测体系缺乏

一套具有强制力的遵约机制,一些国家可能会出于短期利益的考量而不及时通报疾

病爆发事件;而有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往往会由于自身公共卫生监测能力不

足的原因而无法遵约。另外,即使这些落实效果十分有限的监测机制,也并没有达到

美国将恶意释放生物制剂的活动纳入监测内容的预期。因此在疾病监测体系的建构

方面,美国更重视双边合作。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疾病监测合作而言,美国国内的《全

球疾病监测法案》为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激励机制;就与其他发

达国家的合作而言,美国则通过“志愿联盟暠的形式与这些国家就疾病监测开展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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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双边合作。例如,美国通过其国际开发署、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国务院等机构,

就疾病监测项目与其他发达卫生国家达成了一系列的双边协定,“美国-日本共同科

学议程暠(US灢JapanCommonScientificAgenda)和“美国-欧盟新发疾病任务组暠

(EU灢USTaskForceonEmergingDiseases)就是其中两个支持跨国传染病监测的重

要合作平台。

总之,这种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卫生外交战略不但使得美国能够根据自己的

卫生优先事项来确定卫生项目的合作范围,也使得美国能够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来

更灵活地选择其卫生合作的对象,并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二暋美国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国家安全战略

公共卫生经常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生物医学问题,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各国

的卫生部门只负责疾病的预防和控制,而且其管辖权域只限于此。随着新发和复发

传染病(emergingandreemerginginfectiousdiseases)的出现,卫生危机越来越具有

国家安全的含义。实际上,“公共卫生是所有其他安全形式的基本信条暠。栙 国家安

全也不例外。卫生安全不但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而且还对其他国家安

全构成要素产生重要影响。栚 早在1992年,美国医学研究所在其发布的题为《新发

感染:美国卫生的微生物威胁》的报告认为,由于日益增加的全球联系,传染病对美国

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栛 鉴于“非典暠、禽流感等频发的传染病危机和潜在的生物恐怖

主义威胁,美国已经将卫生治理纳入到国家安全战略之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一)关于卫生治理的话语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日渐凸显

关于卫生与美国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话语,愈发出现在美国的官方报告中。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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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为止,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发布了四份主要关于传染病和全球卫生问题所具有的国

家安全含义的报告。栙 相关话语也体现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中。

2002年布什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其前言中首先阐述了美国在全球卫

生治理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我们会继续领导世界,在降低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所带

来的苦难方面做出努力暠。栚 《国家安全战略》(2002)列出了七项主要战略。其中第

六项战略就是“确保公共卫生安全暠;栛 第四项也与卫生问题密切相关:“美国将会以

赠款而非贷款的形式,增加提供的发展援助的数量,大量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在教

育、艾滋病、健康、营养、水、卫生以及其他人类需求方面的援助。暠栜 毫无疑问,这种

援助的增加将有助于促进全球卫生状况。

2006年布什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强调了公共卫生危机的安全含义。

在谈到全球化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所带来的挑战时,《国家安全战略》(2006)指出,“如

果不能充分地应对诸如艾滋病和禽流感等跨国流行病所构成的公共卫生挑战,那么

国家安全将会受到威胁。暠栞“公共卫生挑战为社会秩序带来的风险是如此之大,以至

于传统的公共卫生方法无法足以应对,这就有必要采取新的战略和应对措施。暠栟《国

家安全战略》(2006)还提出了美国政府主导下的“预防禽流感的国际伙伴关系计划暠

(theInternationalPartnershiponAvianandPandemicInfluenza)。栠 作为一个新的

全球国家间的伙伴关系,“预防禽流感的国际伙伴关系暠致力于传染病的有效监测和

应对,将有助快速发现和应对任何疫情的暴发。“美国正与伙伴国家和机构合作,共

同致力于强化全球生物监测能力,以便更早地发现可疑的疾病暴发事件暠。栢

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5月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关于开展广泛合作

以来应对主要的全球威胁方面,《国家安全战略》(2010)认为,“传染病威胁跨越了政

治边界,预防、快速发现和遏制可能的疫情暴发的能力从来没有如此重要;在一个地

方暴发的疫情会很快发展成一种国际卫生危机,造成数百万、上千万的人口受害,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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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旅行和贸易的撕裂,应对这些跨国威胁需要事先准备,与全球社会开展广泛的合

作暠;栙“全球合作来预防传染病的传播将会促进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暠;栚“传染病威

胁着地区安全和美国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暠。栛 为了促进卫生安全,《国家安全战略》

(2010)提出了综合的全球卫生战略。“美国追求一种综合的全球卫生战略;在促进全

球卫生方面,美国拥有一种道义和战略利益暠。栜 该战略将自然暴发的传染病治理与

生物恐怖袭击的预防结合在一起。“致命生物制剂的广泛扩散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

政治后果史无前例,我们必须继续在国内与前线应对者和卫生官员共同努力,以降低

自然暴发或恶意释放的传染病所带来的风险,强化我们应对生物威胁的能力;通过促

进全球卫生安全和强化安全和负责任的行为规范,对当前和潜在的风险进行及时而

精确的监测,采取合理措施以降低利用生物武器的可能性、扩展我们预防、追踪和抓

捕那些攻击实施者的能力,与所有利益攸关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帮助变革关于生物威

胁的国际对话,我们将与国内和国际伙伴携起手来,共同保护人类免受生物威胁暠。栞

除了上述《国家安全战略》凸显了卫生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外,美

国卫生与人口服务部还在2009年发布了美国历史上首份《国家卫生安全战略》(NH灢
SS)文件。栟 这些文件都为美国的全球卫生战略提出了指导性原则。

(二)美国整合了传染病威胁应对路径和生物恐怖主义威胁应对路径

早在1998年,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发表的题为《生物恐怖主义、新发疾病和国

家安全》的报告认为,“新发疾病和生物恐怖主义使公共卫生和国家安全合二为

一暠。栠 1999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民用生物防御中心(CenterforCivilianBiode灢
fense)所举办的“生物恐怖主义和公共卫生应对暠研讨会上,当时的美国卫生与人口

服务部部长唐纳·莎拉拉(DonnaShalala)提出了与生物恐怖主义作斗争中的“四个

重要挑战暠。其中第三个挑战就是“公共卫生和医疗部门在恐怖主义应对方面发挥主

导作用暠。栢2001年美国发生的炭疽恐怖袭击、2003年的“非典暠危机,以及禽流感的

爆发,更是加快了美国传染病治理和生物恐怖主义应对路径、部门协调及资金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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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整合。为了应对生物恐怖,美国加大了在各州和城市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方

面的投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被置于科学和公共政策的前线。美国生物武器专家克

里斯托弗·契巴(ChristopherF.Chyba)认为,“生物安全必须既解决生物武器所带

来的挑战,又要解决传染病所带来的挑战暠。栙 美国的“军控和防扩散中心暠(theCen灢
terforArmsControlandNon灢Proliferation)在发表的题为《降低安全的生物风险》

的报告中,建议奥巴马政府“强化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上关于传染病暴发的监测和

应对能力,无论是自然暴发疾病还是人造疾病暠;“美国应该强力支持通过《生物武器

公约》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之间的协调以来应对生物威胁的努力暠。栚根据上述

建议,奥巴马政府大力支持全球卫生安全方面的努力,将全球卫生安全促进列为其

“应对生物威胁的国家战略暠的首要目标。栛

就美国国内而言,传染病应对与生物恐怖主义应对路径的整合主要表现在各部

门之间的协调和资金划拨方面。如表2所示,美国诸多部门参与了生物安全的预防;

在资金划拨方面,美国卫生与人口服务部是最大的资金接受部门,所接受资金占预算

总额的一半还要多。这表明,美国卫生与人口服务部不但要在传染病暴发等公共卫

生应对方面发挥作用,还要在生物恐怖等生物安全防御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就

是说,美国卫生与人口服务部承担起了预防生物恐怖袭击的重要职责。此外,美国还

早在2002年通过了《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预备和应对法》(ThePublicHealth
SecurityandBioterrorismPreparednessandResponseActof2002)。就国际层面

而言,美国力图通过加强世界卫生组织的监测功能,力求世界卫生组织在生物恐怖活

动的调查中发挥主导作用。换言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面,美国应对传染病威

胁和生物恐怖主义威胁路径的整合表明,美国已经将卫生问题“安全化暠。正如亚历

山大·凯里(AlexanderKelle)所言,“美国的公共卫生机构在与生物恐怖主义作斗争

方面已经被安全化了暠。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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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暋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2001~2009年在生物预防和

防御方面的年度预算情况表(百万美元)

部门或机构 2001~2006 2007 2008 2009 2001~2009

农业部(USDA) 1,029 186 186 277 1,678

商务部(DOC) 15 4 4 4 27

国防部(DOD) 7,009 1,447 1,677 1,723 11,856

能源部(DOE) 160 7 8 7 182

卫生与人口服务部(DHHS) 19,280 4,063 3,999 4,171 31,513

国土安全部(DHS) 2,167 354 387 403 3,311

生物盾计划(DHS灢Project灢Bioshield) 3,354 0 0 2,175 5,529

国务院(DOS) 238 35 49 48 370

退伍军人事务部(VA) 59 1 0 0 60

环境保护署(EPA) 597 103 123 150 973

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124 28 25 15 192

邮政管理局(USPS) 1,265 0 0 0 1,265

总额 35,297 6,228 6,458 8,973 56,956

暋暋数据来源:TheCenterforArmsControlandNon灢Proliferation,“FederalFundingforBiologicalWeapons

PreventionandDefense,FiscalYears2001~2009,暠April15,2008.

三暋美国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实质

通过把卫生治理问题纳入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轨道,美国将全球卫生治理上升

为优先解决议程。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全球卫生倡议暠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毋庸置

疑,美国的这种战略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地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这一全球性挑战,从而

促进全球卫生治理。然而,这种促进只是美国卫生战略的一个副产品。正如阿兰·

英吉拉姆(AlanIngram)所言,“大多数将卫生问题界定为一个安全和战略问题的话

语都是由发达国家的机构、决策者和分析家所提出,他们所关切的只是疾病如何影响

到他们的利益,而非其政策如何影响全球疾病负担。暠栙具体而言,美国将全球卫生治

理上升到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主要是出于如下利益考量:

(一)地缘政治利益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实现其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

·301·美国全球卫生治理的战略、实质及问题

栙 AlanIngram,“TheNewGeopoliticsofDisease:BetweenGlobalHealthandGlobalSecurity,暠Geopolitics,

2005,No.10.p.538.



在2000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了控制稀有国家资源的斗争,从

而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暠;栙“新发和复发传染病恶化了那些对美国具有重要利益的

关键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暠。栚 因此,美国将卫生援助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

具或作为跳板,以更好地控制其他国家的战略资源。美国还将对外卫生援助作为反

恐战略的一部分。例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2年发表的关于艾滋病的报告中涉

及尼日利亚的部分认为,艾滋病将恶化对于美国能源安全和美国反恐战略具有重要

意义的国家的国家能力。栛 因此,美国大力增加对尼日利亚的援助。在2007年,美

国通过“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援助计划暠划拨了5.78亿美元以来援助尼日利亚,这远

远超出了其他捐助国。作为援助的一部分,“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援助计划暠为尼日

利亚军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艾滋病监测体系,实施预防计划、创造一个更加可靠的供

应链、为那些携带有艾滋病毒的军事人员及家属提供治疗。栜

(二)对美国国家安全进行“再保险暠

传染病的跨国传播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从历史上看,禽流感、霍乱等传染

病等都是首先从那些公共卫生条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爆发。因此,如果能够对爆发

于发展中国家的传染病进行早期的监测,那么美国在这些传染病扩散到美国本土之

前就赢得足够的时间,以采取必要的预防和应对措施。也就是说,有效的全球疾病监

测体系为美国国家安全上了“再保险暠。这就是美国大力促进和推行全球疾病监测计

划的主要原因。全球疾病监测计划也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优先事项,因为“在面

临疫情暴发时,全球卫生监测体系作为一种起到稳定作用的力量而促进美国国家安

全。暠栞也就是说,美国在发展传染病的全球监测系统方面是主要的既得利益者。鉴

于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无与伦比的合法性,美国极力促进在世界卫生组

织框架下建立有效的全球疾病监测体系。对于那些卫生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而言,

这种全球疾病监测体系基本上是毫无用途,因为这些国家即使通过监测体系发现了

相关传染病暴发信息,国内薄弱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也使得这些国家无法采取任何

有效的预防和应对措施。因此,美国假世界卫生组织之手,为本国国家安全又设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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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重要的防线。正如布鲁斯·琼斯(BruceJones)所言,“世界卫生组织在成为防

御‘非典暞外层防线的同时,允许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集中在国内的防御措

施。暠栙可以认为,美国强化全球传染病监测,目的并不是将其当作一种改善全球健康

的工具,而是将其视作一种应对生物恐怖主义、增强国家安全的工具。正如菲利普·

克莱因(PhilippeCalain)所言,“国外疾病暴发方面情报的搜集主要服务于发达国

家暠。栚 如果说全球监测外溢出了任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建设意义的卫生后果

的话,那么这也并非是美国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标,而仅仅是一种积极的外部性而已。

(三)增强美国的“巧实力暠

“巧实力暠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而是指两者的有机结合。它意味着利用

软实力和硬实力,制定一个一体化的战略、资源基础和工具箱,以来实现美国的目标。

对于美国而言,一体化的全球卫生政策就成为美国增强“巧实力暠的一个重要载体。

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2010年发表的报告所称,“当美国使用巧实力在世

界各地促进美国的利益时,需要利用美国全球卫生政策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暠。栛 一

方面,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促进了软实力的增强。“对外卫生援助正在快速成为美国

软权力的一个支柱暠。栜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认为,“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

援助计划暠和“总统防治疟疾行动计划暠(thePresident狆sMalariaInitiative,PMI)等

项目树立了美国的正面形象。栞 例如,2007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PewGlobalAtti灢
tudesSurvey)显示,在10个对美国最具有好感的国家中,有8个是美国为之做出最

大卫生努力的非洲国家;栟另一方面,美国在全球卫生方面的努力也促进了美国硬实

力的发展。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有助于实现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的稳

定。总之,美国在全球卫生方面的努力使其“软实力暠和“硬实力暠兼得,并统一于“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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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暠的实现。奥巴马政府制定的为期六年的“全球卫生倡议暠战略也是美国通过在

全球卫生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从而强化其“巧实力暠的具体实践。

(四)推行对外经济战略的一个工具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也被纳入其经济战略中。到2007财政年度,“总统防治艾

滋病紧急援助计划暠和艾滋病项目成为所有美国对外援助的一个主要目标,资金高达

33亿美元,大约占美国所有对外援助总额的15%,占美国全球卫生援助总额的

60%。栙 在奥巴马政府所建议的全球卫生预算中,美国官方卫生发展援助总额的

70%都是针对艾滋病的治疗项目。栚 美国之所以将卫生援助项目大量集中在艾滋病

的治疗方面,而不是改善发展中国家薄弱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在全球五家最大的抗艾滋病药物生产商中,美国就占了三家。栛 在世界贸易组织框

架下,世界各国就艾滋病药品的专利权所导致的发展中国家治疗药品可及性问题达

成了《TRIPS协定与公共卫生多哈宣言》,其中规定,发展中国家可以使用“强制许

可暠条款,由本国的制药企业对相关药品进行仿制,以来降低艾滋病治疗药品的高昂

价格。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对南非、巴西等艾滋病问题严重的国家利用“强制

许可暠条款的做法却表示强烈反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美国这种以艾滋病治疗为

优先的战略是为了维护美国制药公司的经济利益,协助本国的制药企业垄断抗艾滋

病药物的市场,以此来促进美国整体的经济利益。另外,美国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提供

卫生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也为本国的产品开拓了

市场。在美国看来,全球卫生“只是一个治国方略的工具而已,它的价值仅仅在于其

在服务于国家的物质利益和能力的效用方面暠。栜 “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国民的安全,

发现外国土地上的病魔并与之作斗争符合我们的现实利益,国外卫生状况的提高为

美国产品拓宽了消费市场,增加了贸易。暠栞美国众议员休斯·凯利(HughL.Carey)

的这番话充分说明了美国全球卫生战略中的经济利益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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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暋美国全球卫生治理战略带来的问题

美国通过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路径,将全球卫生治理融入到本国的外交和国

家安全战略之中。不可否认,美国在全球卫生方面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

卫生治理。然而,无论是双边路径还是多边路径,美国所有的努力都是围绕国家利益

来展开,将卫生议题工具化。美国通过双边层面的对外卫生援助,追求地缘政治和经

济利益,因为“美国的领导人十分清楚,在全球卫生项目方面的投资虽然要长时间才

能见效,但是绝对有益于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外交动议。暠栙通过多边路径,特别是

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卫生条例》,美国主要是为其国家安全设置一道防疫线,而不是

为了促进全球卫生治理,因为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政治上看,《国际卫生条例》的目的

都不是为了改善贫穷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而是防止发达国家免受发展中国家疾病

的传播。美国是这种多边卫生机制的最大受益者,其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的多边

卫生努力依然没有超越这种“自利最大化暠的巢臼。

通过将卫生问题纳入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之中,美国实现了卫生问题的“安全

化暠。毫无疑问,这种“安全化暠有助于将更过的资金和政治支持吸引到全球卫生治理

之中。然而,对于全球卫生治理而言,这种“安全化暠战略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它弱化了美国应当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卫生危机的道义责任。就美国的

对外卫生援助而言,受援对象通常是那些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而不是那些最

需要卫生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优先解决议程的卫生项目通常是那些被认为对美

国具有重要经济利益含义(例如艾滋病)或者对美国构成重大风险的疫情(例如禽流

感),而不是那些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广泛影响的疾病(例如慢性病和热带病)的预防

以及公共卫生基础能力建设。正如美国安全问题专家苏珊·贝德森(SusanPeter灢
son)所言,“美国将传染病称作为一种安全威胁的含义就在于,只有当它们威胁到美

国的安全时,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疾病控制方面的援助才具有正当性。暠栚这种在卫

生援助接受国和卫生项目重点方面的“有选择性(selectivity)暠说明,美国的全球卫生

政策是基于其国家安全利益之上,而非道义和全球卫生正义之上。“解决大多数全球

卫生问题不应当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暠。栛 实际上,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

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健康促进更应当负有道义责任。也只有解决了全球卫生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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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义问题,才能更好地促进各国的卫生安全,因为“当今的全球卫生形势提出了紧

迫的正义问题暠。栙

其次,它有可能会加剧国家间的生物安全困境。所谓生物安全困境是指一国防

御性的生物计划可能会被其他国家认为是进攻性的生物计划,因此其他国家被迫实

施可能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对冲战略(hedgingstrategy),结果陷入安全困境。“将卫

生与安全联系起来并不一定造就双赢暠。栚 有时可能会导致“双输暠,亦即“生物安全

困境暠加剧。炭疽恐怖袭击发生以后,美国在传染病和生物恐怖应对方面过于强调防

御性的医疗应对措施,在民用生物防御研发方面的投入大为增加(见图2)。由于生

物技术的“双重用途暠的特点,所以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防御性的生物研发和进攻性的

生物研发之间的区别难以把握,再加上《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各国在生物制剂发展

方面建立信任措施的缺位,美国在民用生物防御研发方面的大力投入可能会引起其

他国家的猜疑,造成了可能会导致生物武器军备竞赛的生物安全困境。

图2暋美国民用生物防御预算总额(2001~2011)(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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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染病的语境下,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我们距之遥远,没有一个人我们与之

毫无瓜葛。暠栛当今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全球相互依赖关系使得任何国家都别指望

能够在其边界筑起阻止疾病传播的“马其诺防线暠。毋庸置疑,美国的全球卫生战略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卫生治理。然而,这种基于国家自利和囿于国家安全的全

球卫生战略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产生的实效极为有限,因为卫生领域的全球和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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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并非与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观恰好相符。“全球卫生治理是指在世界范围

内为促进健康和卫生正义而采取的集体行动暠。栙 美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重视双边

而轻视多边的做法表明,美国的出发点并非是全球健康的整体促进,而是出于本国政

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量,弱化了美国在全球卫生战略中本应对发展中国家承担的

卫生援助的道义责任,并有可能加剧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生物安全困境暠。“巨大的

不平等构成了最严重的全球卫生威胁暠。栚 因此,只有更多地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框架等这样的多边机制,致力于加强广大发展中国家薄弱的公共

卫生能力,缩小或消除南北卫生差距这样一种“结构性暴力暠,并正视全球卫生正义问

题,才能更好地促进全球卫生治理,这也最终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可持续性促进。

晋继勇: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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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

李忠斌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近年来,网络社区的兴盛,促使美国进入新媒体社会。新媒体成为影响

美国政治的重要推动力量,美国公共外交也越来越受到新媒体的影响。在新媒体的影响

之下,美国公共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奥巴马政府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政治

理念、组织机构和政策日程上对美国公共外交进行了调整。上述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了美国的国家形象,但是由于负责美国公共外交的机构之间的协作存在一些问题,加之

各国对新媒体的管制,美国公共外交仍然面临着挑战。

关键词:美国外交 公共外交 奥巴马政府 新媒体 网络社区

近年来,新媒体(New Media)成为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推动力量。借助于

新媒体,普通民众影响国内政治生态的能力增强,政治家推销自我政治理念也变得容

易。因此,在外交层面,公共外交空间也越来越宽广。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

政治生态,使得以往美国政治为精英阶层垄断的情况有所改观。在此背景下,奥巴马

入主白宫。如何在新媒体塑造的新网络社会中重新铸造民主的精神,如何在公共外

交中推销美国的理念和精神,这是奥巴马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那么,新媒体给奥巴

马政府的公共外交带来何种挑战? 奥巴马政府如何调整公共外交政策以适应新形

势? 奥巴马政府如何借助新媒体推行公共外交政策? 本文将探讨这些问题。

一暋新媒体对奥巴马政府公共外交的挑战

一般来说,公共外交存在三个维度,即短期的迅速反应、中期的未雨绸缪和长期



的关系建构。栙但是近几十年来,公共外交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个维

度的生成越来越受到媒体的影响。媒体已经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途径和领域,

特别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这样的媒体,在公共外交政策制定上起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栚近年来,网络的兴起为公共外交提供了新的平台,特别是新媒体的出现,

为美国公共外交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新媒体社会在美国的兴起

新媒体这一词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电视的出现而出现。对于新媒体的定义,

学界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新媒体的扩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海湾战争以及

总统竞选活动,使得电视谈话和互联网成为政治竞选的工具,媒体由原来精英控制转

向公众主导。栛也有学者认为,新媒体是一种流动的、个体互动的、能够散布控制和自

由的媒体,尽管新媒体高度依赖于计算机,但它并不仅仅是数字媒体,在更大程度上,

新媒体是一种互动性的媒体。栜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来说,新媒体是指

新的通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形成了一系列数字化的媒体。但是新媒体之所

以新,并不限于媒介形式的新颖,而在于它改变了互动形式。普通民众在新媒体中能

够参与互动,并形成媒体的创造、出版、传播和消费的民主化。

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互动形式,势必会冲击美国的民主体制。随着美国网络的

高度普及,网络成为民意表达的重要途径。在当下美国,随着“网络2.0(web2.0)暠的

普及,以注重用户互动和独立创造的网络社区逐渐成为引领互联网发展的主要力量。

例如,优兔网(Youtube)、脸谱网(Facebook)、聚友网(MySpace)、推特网(Twitter)等

知名网络社区成为美国年轻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些网络社区中,

普通民众自己创作网络日志、上传视频和图片,表达自己的看法。当前美国的年轻人

是第一代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群体,他们的团队取向和渴望分享信息的行为特点将

会影响美国的文化和政治。聚友网和优兔网等网络社区的兴起改变了社交网络,进

而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栞

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和麦凯恩(JohnMcCain)在利用网络社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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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策略上截然不同。“在民主党一方,奥巴马在互联网选战中表现更为积极。在整

个大选过程中,奥巴马充分利用了网络工具,视频、播客(视频分享)、博客和网页广告

等多管齐下,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了网民的支持,最终赢得了竞选。暠栙奥巴马组建了一

个网络营销团队,在网络上建立起层层支持结构,突破了传统制度,利用网络媒体赢

得网民的支持。栚从总统大选来看,奥巴马代表了实用主义的、后意识形态的和技术

娴熟的一代,这一代人通过新颖的、具有创造性的语言联系,在家也会通过优兔网、

Facebook等多媒体发送信息。栛奥巴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提高了总统选举的投票

率,赢得了大多数年轻人的支持。

不过,新媒体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美国国内政治,在全球化时代它也有可能对美国

的外交活动带来负面影响。例如,2010年7月美国知名的泄密网站“维基解密暠

(WikiLeaks)公布了7.7万份美国阿富汗战争机密文件,10月又再曝出40万份伊拉

克战争秘密文件,11月28日,它又公布了20万份美国外交密电。维基泄密事件震

惊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技术专家,被美国政客和外交官视为“美国外交九一一暠,也让人

们深刻认识到21世纪数字信息安全问题。尽管维基解密公布的外交电报并没有什

么特别的“爆料暠,只不过再一次证明了美国外交官在运用一切外交、政治、经济手段

实现外交目标,但这却对美国的外交运行模式产生了一定的挑战,并对美国的国际声

誉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同时由于互联网的传播将这种冲击扩大了,美国国务院也因

此多次发表声明“避嫌暠并要求公众不要阅读泄密文件。传统上,外交一直被认为是

一种比较高尚、秘密的活动,普通公众难以接触,诸如维基泄密中对各国领导人的评

价等内容让公众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外交。其实,对美国外交真正造成冲击的,并

不是维基解密所公布的消息内容,而是其泄密的渠道。这些带有机密(confidential)

标签的文件被公之于众,本身就意味着美国的外交军事信息传输机制存在问题,美国

需要反思如何与全球化时代的新媒体打交道。

(二)公共外交的新特征

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及新媒体的兴起,美国的公共外交也出

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公共外交的主体有所变化。以往的公共外交,多是国家与

国家,或者国家与他国人民之间的行为,但是随着新媒体对国内社会的再建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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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的主体逐渐发生变化。在国内层面,新媒体重塑了国内社会网络,进而会影响到

公众的行为。有学者就指出,由于新媒体鼓励民众把自我分裂为越来越多的特殊群

体,鼓励民众形成特殊的观察、阅读和倾听习惯,强调群体的差异性,因此在新媒体的

世界里,广告可以撕裂美国社会。栙

在国际层面,以往仅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国家与

非国家行为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

下,外交民主化成为当今外交发展的方向。栚特别是随着非政府组织的活跃,全球化

的进程已经从国家主导变为全球市民社会主导,公共外交通过构建共享的文化内涵,

逐渐超越了权力关系。栛恐怖主义的网络化给美国带来挑战。随着技术进步和组织

的变革,恐怖主义组织对学习采用其他组织的创新形式表现出很强的能力,从而使得

组织创新的扩散加速。栜虽然跨国之间的信息和经济公共外交仍然存在,但随着移

民、贸易和技术转移的加速,各国的边界被打破,国家内部的公共外交逐渐增强。栞对

美国来讲,九一一事件之后,反恐战争使得美国直接面对恐怖主义组织的挑战,以恐

怖主义组织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暂时成为美国战略的重点,公共外交也由此转向。

其次,公共外交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其一,公共外交由单向推销转向双向互

动。公共外交的传统方式,多是一国对另一国开展宣传。冷战结束以来,公共外交逐

渐转向双向的互动和谈判。以往,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美国之音等媒体是美国

公共外交的主要宣传工具,但是现在网络社区逐渐成为美国输出理念,实现“攻心暠战

略不可缺少的工具。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公共外交逐渐转向双向对话,这提升了美国

的国际声誉。栟其二,公共外交的部门功能逐渐由政府转到社会。冷战期间的公共外

交一般遵从政府对政府(government灢to灢government)和政府对民众(government灢to灢

people)的模式,新媒体社会兴起后,一般遵从的则是民众对民众(people灢to灢people)

的模式。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步,战争、危机和突发事件的透明性逐渐增强,民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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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件能够做到一览无余,逐渐导致公共外交的部分功能从政府转向社会。栙其

三,实现方式从“硬权力暠转向“软权力暠。冷战期间,“硬实力暠是实现公共外交的最重

要方式,但是九一一事件之后“软权力暠逐渐成为公共外交最重要的途径。美国赢得

反对恐战争的胜利不能单独依靠军事手段实现,美国需要借助公共外交政策的辅助,

发挥“软权力暠的作用。栚

(三)新媒体对美国公共外交的挑战

美国国内新媒体的兴起及其公共外交出现的新特征,给美国带来了挑战。主要

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非国家行为体给美国公共外交的实施造成困难。21世纪的全球化洪流势

不可挡,社会网络结构的变迁及新技术的出现逐渐改变了国家主导的公共外交。栛在

新的历史时期,美国政府面临着双重重任:一是美国需要应对国际社会非国家行为体

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冲击。美国政府必须重组其与新出现的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

系,与之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以在公共外交上发挥最大的效能;二是美国需要动员

国内非国家行为体为美国服务,但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也可能成为公共外交的阻碍性

因素。

其次,美国公共外交的手段需要调整。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有五个组成部分,分

别是倾听、鼓吹、文化外交、交换和国际广播。栜从这五个组成部分来看,基本是单向

的独白,而这远不能满足当前世界对公共外交的需求。也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有独

白、对话和合作三个层次。栞由此观之,对美国来说,在对话和合作层次上尚需要下足

功夫。如若改善美国的公共外交政策,美国需要更多的倾听他国,尊重他国的利益,

改变一些政策,例如增加语言培训、改进广播、改变援助政策等等。

再次,美国的公共外交机构与新媒体之间出现紧张关系。新媒体带来的技术变

革,必然引起美国公共外交机构的变迁。根据制度理论,制度需要维持其自身存在的

合法性。有学者以国际广播技术的变革为例指出,制度的生存和维持,因为它们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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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嵌入到结构中以适应技术变化,以维持自身的合法性。栙对美国政府来说,随着新

媒体的兴起,美国需要调整政府机构,使其嵌入新兴的社会结构。

二暋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政策调整

早在奥巴马竞选总统期间,他就充分利用社会网络和媒体,充分利用新媒体为自

己赢得选举奠定了基础。奥巴马选举成功的心得,成为他改变公共外交政策的一个

契机。当前,奥巴马政府在政治理念、组织机构和政策实践三个方面对美国公共外交

做出了调整。

(一)政治理念的转变

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时,就秉持“变革暠(change)的口号,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提出了一揽子变革计划。奥巴马就任总统后,在此变革理念下,美国的外交政策也

服从新政府的政治蓝图,推动外交政策的战略转型。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

战争的泥潭,美国需要抽身而出,不仅在战略上作调整,还需要在战术上通过公共外

交“输出美国暠,赢得对其他国家的“攻心暠战略。

奥巴马甫任总统就签署了一个备忘录,提出美国应该建立一个“透明开放的政府

(TransparencyandOpenGovernment)暠。栚奥巴马通过总统竞选,已经充分意识到,

美国已经进入到一个“网络2.0暠的时代,美国政府在新的社会网路内要维持良好信

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已经难以隔绝于社会。在奥巴马就任总统的前几个月,

他督促政府各部门投身于网络社会中。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5个政府部门建立了优

兔网频道,国会图书馆在Flickr网站上上传了数以千计的历史照片,包括白宫在内的

30个多联邦机构加入脸谱网。栛这些工作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是这意味着美国政府

致力于建设“社会网络友好型政府暠(Social灢Network灢FriendlyGovernment)的工作

逐步深入。在外交政策领域,奥巴马推动美国的公共外交政策进入“公共外交2.0暠

时代。栜所以,当美国政府遭遇了新媒体时,逐渐改变世界的脸谱网和推特网已经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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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美国政府的公共外交政策加快进入“公共外交2.0暠的步伐。栙美国政治精英已经意

识到,以脸谱网和推特网为代表的网络社区,逐渐成为美国宣扬美国精神,推广美国

民主政治的重要舞台。在奥巴马政府的执政理念中,“网络2.0暠技术已经成为美国

的核心精神理念———自由、民主、平等的重要载体。

(二)公共外交机构的调整

公共外交是实现“巧实力暠(smartpower)战略的重要工具。在“公共外交2.0暠

时代,奥巴马公共外交的核心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作用,并融入美国的民主自

由理念,以实践“巧实力暠战略。2009年1月,希拉里·克林顿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

员会的听证会上指出,美国需要秉持“巧实力暠战略,运用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

法律和文化上的一切工具,以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栚“巧实力暠这一概念是继

约瑟夫·奈划分“硬权力暠和“软权力暠之后,美国学术界和政界提出的又一概念。就

其本质来说,这一新概念装的仍不过是旧酒。美国政治精英提出“巧实力暠战略,并以

此变革包括公共外交在内的外交政策,不管执行程度如何,这是一种转变趋势。尽管

希拉里想以“巧实力暠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栛

在1999年以前,美国新闻署是美国政府推行公共外交的核心机构,承担着“输出

美国暠的历史重任。栜美国新闻署裁撤以后,美国政府内部缺少一个独立推行公共外

交的组织结构,公共外交的职能分散于各个部门。2002年,尽管白宫成立了全球传

播办公室(TheOfficeofGlobalCommunications),负责协调、统合政府部门间的工

作,并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影响公众,推行公共外交政策。栞但是全球传播办公室

仅仅作为一个协调机构,并不能直接负责公共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学者认为,

当初美国政府裁撤美国新闻署是个错误的抉择,为了挽救美国的公共外交,提升公共

外交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奥巴马政府需要在美国国务院中设立公共外交局,以更好

为美国外交政策服务。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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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媒体在美国公共外交政策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政府对制度的调整

逐渐浮出水面。为了使美国的品牌更有市场,更为公众接受,奥巴马任命探索通讯公

司(DiscoveryCommunications)前总裁朱迪斯·麦克黑尔(JudithMcHale)为负责公

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麦克黑尔认为,新媒体作为一种工具,美国必须应用

合适的技术,并熟谙何种技术适合特定的市场。栙从任命麦克黑尔这一举动来看,不

难看出奥巴马政府对新媒体和公共外交的一些理念。

美国政府各部门逐渐创设了新机构和新项目,与“公共外交2.0暠嫁接。例如,在

白宫方面,白宫主动与脸谱网、推特网等网络社区建立合作关系,及时公布奥巴马的

活动信息和政策动态,与各国网民及时通报,白宫声称其已经跨入了“白宫2.0暠时

代。栚国务院的项目则更为丰富多彩,国务院与一些主要的新媒体公司、哥伦比亚大

学法学院建立基于互联网的全球网络,集中一批青年运动组织联合反对暴力与压迫;

它同时建立了网络博客,在脸谱网上开设网页,建立社会网络站点;国务院还建立由

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人才组成的数字外联小组(DigitalOutreachTeam),参

与伊斯兰世界的网站及聊天室讨论,为赢得“攻心暠战略而努力。栛为了更好的开展公

共外交,奥巴马政府还加强国务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等涉外部门之间的

协作,确保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例如,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每天召集各部门资深官

员召开“跨部门政策协调机制战略沟通暠的会议,就政府各机构开展的公共外交等领

域活动进行协调。栜

(三)政策实践的变化

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麦克黑尔在其上任之初就提出了一些工作设想。她认

为,新媒体技术给政府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利用参与互动的新模式,美国必须创设一

个能够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制度化框架,并能够理解这些工具在特定环境下必须被小

心运用,并且经常运用于更大的战略。栞2009年6月4日,奥巴马总统在开罗发表演

讲,指出他来开罗是“寻求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一个新的开始暠,这种新型关系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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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共同利益和彼此尊重,基于美国和伊斯兰不是排外的,不需要彼此竞争。栙为了改

善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美国政府广泛运用互联网,包括社会网络站点、白

宫实况转播网站等,通过文字和视频,来推销美国政府。栚

在公共外交的具体操作上,奥巴马政府更是充分利用新媒体来实现其外交目标。

2009年11月16日,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他利用驻华大使

洪博培提出的问题,间接指责中国的防火墙,并通过推特网来宣扬美国政府坚持信息

流通的自由和透明。2010年初,以希拉里为代表的国务院官员宴请十名科技界和传

媒界的领军人物,这其中就包括谷歌(google)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推特网公司董事长杰克·多尔西(JackDorsey),国务院拉拢这些领军人

物,利用新媒体提升公共外交的意图昭然若揭。随后,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华盛顿新闻

博物馆(Newseum)发表关于互联网自由的演说。她在演讲中指出,美国将与实业

界、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一道,确立发挥互联网技术威力的长期努力,利用这些技术

推进美国的外交目标。她希望中国对导致谷歌日前宣布网络攻击事件进行彻查,因

为限制互联网涉及到信息自由,并影响到中美关系。栛作为对网络审查的回应,美国

政府努力重振“全球互联网自由小组暠(GlobalInternetFreedom TaskForce),以应

对全球网络自由受到的威胁,促进全球网络自由和透明。希拉里关于互联网自由演

说之后,美国逐渐把“网络自由暠提上了美国公共外交的日程,美国政府还专门组建一

支强有力的技术团队,以支持这一目标。2011年2月15日,希拉里在乔治·华盛顿

大学再次就国际互联网自由问题发表讲话,在强调互联网重要性的同时,明确表达了

美国将在这个相对空白的领域制定游戏规则的意图。

美国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共外交成效最明显的例子,则是2009年伊朗大选引发的

骚乱。改革派总统候选人穆萨维指责大选明显违规,并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在抗议活动中,网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美国政府支持的社交网络,例如

推特网、优兔网等,这些网站成为抗议者传播信息、组织活动的重要工具。在伊朗选

举中,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支持美国网站,为伊朗反对派提供支持。例如,美国国

务院官员杰瑞德·科黑(JaredCohen)给推特网创始人传递信息,推特网应该推迟全

球网络维修计划,以保证伊朗抗议活动的最新信息为外界所知;这一“小事暠已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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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美国政府视社交网络为美国公共外交的“新箭头暠,也验证了希拉里经常要以“网络

外交暠来对付打压国内媒体的国家言辞。栙透过伊朗大选期间美国与伊朗之间“网络

战暠的暗流,可以发现,美国利用社交网站推动公共外交的势头越来越强。社交网站

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反对伊朗等国家的新武器。栚

三暋对奥巴马政府公共外交的评价与展望

奥巴马自2009年1月入主白宫以来,对美国公共外交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如何

评价当前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政策,其未来走向将如何?

奥巴马上台以来,积极推动美国公共外交适应新媒体的要求,广泛利用新媒体技

术。他还推动政府机构做出调整,实现与新媒体技术的嫁接,并在更高层次上提出了

实现美国公共外交的新理念。美国政府对公共外交政策做出了很大的调整,并取得

了可观的效果。根据美国皮尤(Pew)公司对美国国家形象的调查,在世界大部分国

家中,美国的国家形象基本正面。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对美国的支持

率总体上明显提高,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是美国在冷战中的对手俄罗斯。在美国的

西方盟国之中,美国的国家形象稳中有升。在伊斯兰世界中,虽然有所提升,但是增

幅不大,只有埃及对美的支持率大幅下降。栛美国总统对美国公共外交的影响非常显

著,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美国领导人的信誉塑造他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看

法。栜

与此对比,奥巴马在世界各国民众中的支持率却有所下降。特别是在伊斯兰世

界,其支持率不容乐观。根据皮尤公司的调查,伊斯兰民众对奥巴马渐生失望。除了

印度尼西亚之外,在其他伊斯兰国家,奥巴马在2009年的支持率大幅滑坡:在埃及,

民众对奥巴马的支持率由41%下降到31%;在土耳其,则从33%下降到23%;在巴

基斯坦,2009年只有13%的人表示对奥巴马有信心,但是2010年持有此种观念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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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已经下滑到8%。栙在新媒体时代,奥巴马政府调整了公共外交的政策,加之于奥巴

马的独特个人魅力,美国在全球的国家形象有了大幅提升。但是,不可忽视的现实

是,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调整,仅仅限于策略和工具的调整,其政策目标和实质没

有变化。从美国政治发展和变迁的逻辑来说,美国政治存在着连续性。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也面临着诸多未来挑战:

首先,美国政府各部门应对新媒体面临挑战。由于各个部门职责和功能的差别,

公共外交的实现,有赖于诸多部门的密切配合。例如,国务院、商务部、国防部都有负

责公共外交的机构,如何统合并协调各部门的利益,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仅在国务

院内部,新闻署并入国务院,由于两者运作的驱动力不同,公共外交机构的资源逐渐

下降,美国公共外交机构之间的协作存在很多问题。栚由此观之,如何理顺部门纠葛,

对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政策充满了挑战。

其次,新媒体带来社会结构和民众交往进程的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交流

的速度和密度维持在较低的水准,但是新媒体崛起以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速度和密

度大为提升,社会互动的进程加快,这给美国公共外交提出了挑战。新媒体的出现,

使普通民众的自由度显著提高,加之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变化,社会知识结构出现

扁平化的趋势。这一趋势的结果之一就是个体之间在知识生产和传播上越来越平

等,因此个体的原子化更加严重。

再次,各国政府的管制束缚了美国公共外交的手脚。尽管奥巴马政府主张各国

之间维持信息自由流通,特别是互联网的自由和透明,但是各国的国情不同,大多数

国家对新媒体都有或多或少的限制。美国利用新媒体提升公共外交,必然受到各国

对新媒体管制的束缚。例如,在2009年伊朗大选中,伊朗政府通过网络管制,抵制美

国政府利用社交网络影响伊朗大选。美国政府不可能一帆风顺地推行其“公共外交

2.0暠,各国的抵制和管制,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绕不过去的门槛。

奥巴马政府在公共外交政策上已经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但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

政治生态的变化,奥巴马政府的调整需要深化,以适应局势变化。未来奥巴马政府的

公共外交政策可能出现下面几种趋势:

首先,公共外交的顺利执行,需要拥有和培训专业的技术人才,并且需要密切的

配合,因而需要整合各组织机构和各种资源。在新闻署并入国务院后,美国政府缺少

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公共外交,因而公共外交往往因为部门间的纠葛而难以发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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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效能。美国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并且给予负责公共外交的主管官员以真正实权,

特别是在任用、训练、提升、分配和预算方面。栙但由于政府部门之间利益盘根错节,

在国务院内单独成立一个“公共外交局暠必然阻力重重,短期内成立这一机构并非易

事。

其次,美国公共外交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新媒体兴起的一个结果就

是改变了公众交流的方式,进而重塑了美国的社会结构。随着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

的变化,公众逐渐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角,社会分化造成的集团化会更加突出。在

当下美国,各种社交网站与政府联系越来越紧密,民众可以在网络社区上发表自己对

外交政策的看法,美国政府很难置这些观点于不顾。新媒体的出现,拉近了美国政府

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推动了公共外交的民主化,改变了公共外交以往单一方向的特

征。

再次,美国公共外交实施的难度越来越大。在全球化深化的背景下,加之新媒体

的发展,在国际层面,两个因素增加了美国公共外交的难度:一是国家管制新媒体的

能力逐渐增强。美国利用新媒体渗透到其他国家内部的能力在增长,其他国家管制

新媒体的能力也跟着水涨船高,矛与盾的争斗已经越来越激烈;二是各国民众的独立

程度也在增强。在新媒体时代,普通民众能够接收到多种不同角度的信息,甄别并独

立做出抉择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各国民众利益的多元化给美国公共外交带来了挑

战,美国政府必须尊重多元利益的存在。

总之,在新媒体的与日俱增的背景下,美国以往的公共外交政策在应对全球化时

代的外交时,已经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公共外交在政

治理念、组织机构和政策实践上都做出了大幅度调整。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政策

在提升美国国家形象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新媒体给社会结构带来的

变化,使得未来美国公共外交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美国公

共外交政策的调整仅仅是策略的调整。美国在其根本外交理念和政策目标上,并未

发生实质性变化。

李忠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121·新媒体与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

栙 PeterKrauseandStephenVanEvera,“PublicDiplomacy:IdeasfortheWarofIdeas,暠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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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缓和背景下的彭明敏事件栙

赵明昊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1970年1月“台独暠人士彭明敏逃离台湾并申请赴美“避难暠,此事发生在

中美展开缓和进程的最初阶段,也处于美台充满猜忌、摩擦不断的多事之秋。“彭明敏事

件暠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烫手山芋暠。虽台湾当局未能成功说服美方拒彭入境,但中

国大陆则利用彭明敏事件多次获得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关于美国不支持“台独暠运动的承

诺。在某种程度上,本来是“烫手山芋暠的彭明敏事件,却让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在两岸

分治并“势不两立暠的情况下,针对“台独暠势力首次形成了颇具历史意义的“默许同盟暠。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美台关系 “台独暠运动 彭明敏

1970年1月“台独暠人士彭明敏离台赴美,并于当年10月获准进入美国。台湾

当局在彭明敏逃离后旋即展开不懈努力,运用多种外交手段阻止美国发给彭明敏入

境签证。此事发生在中美关系缓和进程的最初阶段,同时也处于美台之间充满猜忌、

摩擦不断的多事之秋。“彭明敏事件暠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烫手山芋暠(hotpota灢
to),但也无形中使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应对此案所关联的“台独暠问题时形成某

种“默许同盟暠(tacitalignment),即便各自的目的迥然不同。彭明敏事件成为深入探

栙 本文曾提交由香港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共同主办的“毛
泽东最后十年的中国与世界暠国际研讨会(2009年1月9日至10日)。感谢与会学者和《美国研究》杂志匿

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疏漏由作者负责。本研究得到北京大学台海两岸现代化研究中心的资

助,特致谢忱。



究中美缓和时期美、中、台三方复杂关系的一个入口。栙

本文利用美国和台湾近年解密的外交档案材料,探讨“彭明敏事件暠对当时中美

关系缓和进程及美台关系的重要影响。本文试图指出,虽然目前尚无足够材料证明

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策划、组织了彭明敏的出逃,但美国最终批准彭明敏入境,并不像

美国官员所言是因拒发签证缺乏相应法律依据,而是带有“为我所用暠的企图。台湾

当局为阻遏彭明敏进入美国,动用了上至“总统暠、下至一线外交官几乎所有“外交暠

管道,但仍无济于事。正如蒋经国所言,美国批准彭明敏入境“成为近几十年来最伤

感情之事暠,对台美关系冲击甚大。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多次做出

反对“台独暠的承诺。关于“台湾问题暠的争议虽因中美两国领导人采取“战略模糊暠策

略得以暂时搁置,但“台独问题暠却在台湾退出联合国、中美关系缓和不断推进的背景

下变得愈发突出和棘手,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最大难题并延宕至今。

一暋彭明敏逃离台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收复台湾,但它对待台湾“本省人暠的政策却

一再出现偏差,甚至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残酷镇压台湾当地人的反抗,如二·二八事

件。美国国内舆论和官员纷纷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法西斯式统治,“本省人暠

问题成为美台关系中一大矛盾所在:一方面,从大陆败退至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为维护

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须认同和实践民主,以维持“自由中国暠之形象;另一方面,美国政

府中虽有不少人对蒋介石政权不抱好感,对台湾当局大肆利用特务组织施行白色恐

怖尤为嫌恶,但碍于尊重盟国“主权暠之考虑,亦不好过分干预“中华民国的内政暠。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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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关于尼克松时期美 中 关 系 正 常 化 的 主 要 著 作:RobertS.Ross,NegotiatingCooperation敽TheUnited
StatesandChina,1969~1989 (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5);RosemaryFoot,ThePrac灢
ticeofPower敽USRelationswithChinasince1949(Oxford:ClarendonPress,1995);WilliamP.Bundy,

ATangledWeb敽TheMakingofForeignPolicyintheNixonPresidency (New York:Hill& Wang,

1998);PatrickTyler,AGreatWall,SixPresidentsandChina敽AnInvestigative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1999);JamesMann,AboutFace敽AHistoryofAmerica狆sCuriousRelationshipwithChi灢
nafromNixontoClinton (NewYork:AlfredA.KnopfPress,1999);ChenJian,Mao狆sChinaandthe
ColdWar,(ChapelHill: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2001);RobertS.RossandChangbinJiang,

eds.,Re灢examiningtheColdWar敽U.S.灢ChinaDiplomacy,1954~1973(Cambridge,Mass:HarvardU灢
niversityAsiaCenter,2001);WilliamC.Kirby,RobertS.RossandLiGong,eds.,NormalizationofU.
S.灢ChinaRelations敽AnInternational History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MargaretMacMillan,NixonandMao敽TheWeekthatChangedtheWorld (New York:Random
House,2007).近期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中文著作有张曙光:《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北
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战期间,人权问题始终是导致美台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栙

20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在“美援暠帮助下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但极权统治仍未

有松动。虽然不再出现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但“外省人暠、“本省人暠之间的矛盾却不

断深化。彼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拘押逾5000名“本省人暠政治犯以震慑意欲“谋反暠

之人,另一方面则着力培养亲蒋介石的“本省人暠才俊,竭力“招安暠以高玉树为代表的

党外人士,但两蒋对“本省人暠仍心存极大猜忌。栚 彭明敏便是所谓“本省人暠才俊的

代表人物。1923年,彭明敏出生于台中县一个地主家庭,青少年时代在日本接受教

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东京帝国大学学生转入台湾大学。彭明敏后来赴加拿大、

法国留学并获国际法学位,返回台湾大学政治系任教,34岁即升任正教授,可谓年轻

有为。彭明敏不仅得到胡适、萨孟武等学界权威的提携,也深得国民党政府青睐,除

当选第一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暠外,还于1960年作为“中美文化合作会议暠代表受到

蒋介石接见。栛但是,求学期间即萌生“台独暠意识的彭明敏并不为蒋介石政权的“栽

培暠之心所动,反倒坚信蒋介石政权“代表中国暠和“反攻大陆暠的神话,对台湾人民殊

为不利。因为如此一来,“国民党政府便不会以建设台湾为目的暠。对“蒋总统暠的垂

青,彭明敏也看出蒋并非真心实意。彭明敏后来回忆说,蒋介石在1960年召见他时

问了三个问题:家人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是否需要帮忙;但彭于1962年再次被

召见时,蒋介石还是重复上述三个问题。栜因此,彭明敏感到,蒋介石政权对“本省人暠

精英的所谓“栽培暠显得飘渺无着。

彭明敏逐渐表露出他与国民党政府分道扬镳的决心。1960年代初,他受“外交

部暠委托进行非洲问题研究,在研究报告中刻意凸显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的感情因素,

并呼吁关注非洲民众“与过去断绝联系暠的做法。彭明敏和国民党越走越远,终于在

1964年初和他的几个学生一同发表《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公然反对蒋介石政权

在台湾的独裁统治和“反攻大陆暠的方针,宣称“‘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暞早已是铁一般

的事实暠,呼吁台湾民众“迎上人民觉醒的世界潮流暠,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走出第

三条道路来。彭明敏在宣言发表后感到“生命似乎有了新的意义暠,但台湾并未因一

·421· 美国研究

栙

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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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冷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本省人暠的镇压及美台在“本省人暠问题上的争论见RichardC.Bush,AtCross
Purposes敽U.S.灢TaiwanRelationssince1942 (Armonk,N.Y.:M.E.Sharpe,2004),pp.40~84.
蒋介石一直未放弃吸纳“本省人暠的努力,其中李登辉的例子最为典型。1965年,时任“台美农村复兴联合

委员会暠秘书长的蒋彦士向蒋经国举荐李登辉,蒋经国非常欣赏李登辉的博士论文《台湾经济发展中农工部

门间资本流动》,李登辉返台后即被任命为“农复会农村经济组组长暠,1970年,李登辉在蒋彦士等人促请下

加入国民党。陶涵(JayTaylor):《蒋经国传》(林添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87页。
彭明敏文教基金会:《彭明敏看台湾》,台北·远流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

敏回忆录》,台北·台湾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彭明敏看台湾》,第38~40页。



纸宣言而改天换地,倒是他们自己面临被捕判刑的晦暗命运。栙

与其前辈相比,以彭明敏为代表的“本省人暠精英在“台独暠实践上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更多采取“文攻暠方式,二是重视和善于利用国际势力。1956年和1960年,彭明

敏两度应时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之邀出席国际研讨会。彭明敏于1964年被捕

后,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K.Fairbank)、基辛格等人发表声明,强烈批评国民

党政府践踏人权的专制统治和不法之举,要求台湾当局释放彭明敏等人。后来,台湾

当局在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特赦彭明敏。栚彭明敏获释后并未得到真正自由,

国民党政府对其进行了严密控制,特务威胁他说“我们不怕任何外国人。不要忘了我

们随时都可以把你毁灭,把你杀掉。暠彭明敏的亲友也受到牵连,其姐失去学校校长之

职,其兄甚至连正常的商业贷款也无法获得。栛在这种情形下,彭明敏的美国朋友又

一次伸出援手。1968年5月,美国密歇根大学邀请彭明敏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台

湾当局研究后未予批准,而是安排彭明敏进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暠工作。彭

明敏不用上班,但可按月领取不低的薪水,台湾当局希望借此“安定其情绪与生活暠。

1969年5月,彭明敏的日本友人致信当时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

希望他能多加关注彭的处境,并请他要求台湾当局准许彭明敏赴美访学,但只收到基

辛格助理的回复———仅是冷冰冰的“收到请求暠而已。5月24日,彭明敏的这位日本

朋友再次请求基辛格帮助彭明敏获取签证,基辛格见信后决定“不作回复暠。栜1969
年7月,加拿大和美国的国际法学者邀彭明敏赴芝加哥大学任教。栞 台湾当局认为

批准彭明敏离台无异于“放虎出山暠,故没有同意。栟

彭明敏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于1970年1月启动了逃离台湾的计划。彭在日本的

朋友宗像隆幸为其准备了一本假护照,由他人从日本带给彭明敏。化妆之后的彭明

敏持这本假护照在一名美国牧师陪同下从台北松山机场出境。栠 彭明敏逃出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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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3~11页。

StevenPhillips,“BuildingaTaiwaneseRepublic:TheIndependenceMovement,1945灢Present,暠inNancy
B.Tucker,ed.,DangerousStrait(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5).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200~203页,第206页;陈佳宏:《台湾独立运动史》,台北·玉山

社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第117页。

Memofrom HoldridgetoKissinger,January28,1970,U.S.DepartmentofState,ForeignRelationsof
theUnitedStates,hereafterasFRUS,1969~1972,Vol.17(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
Office,2006,下略),p.173,footnote2.(下略为 Memofrom HoldridgetoKissinger,January28,1970,

FRUS,1969~1972,Vol.17,p.173,fn.2)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210页。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暠(下略),档名:《张群致魏道明》,1969
年7月1日,卷名:“彭明敏等被捕暠,档号:406/0097,第267页。(下略为《张群致魏道明》,1969年7月1
日,“彭明敏等被捕暠,406/0097,第267页)
陈佳宏:《台湾独立运动史》,第118页。



后,经香港赴欧洲避难,1970年1月3日获得瑞典政府的政治庇护。栙与此同时,以美

国为基地的“台湾独立联盟暠将彭明敏逃离台湾的新闻稿送《纽约时报》刊载以造势。

其后,彭明敏从瑞典到英国,又转去加拿大,显然他的最终目的是进入美国。栚

1970年1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何志立(JohnH.Holdridge)向基

辛格汇报了彭明敏出逃事件,并提出了应对彭明敏申请入美签证的对策建议。何志

立坦言,彭明敏事件已成为美国的“烫手山芋暠,美国因此面临两难:首先,考虑到彭明

敏在美国学界人脉广泛,如不予签证,美国国内的自由派分子定会抨击尼克松政府屈

从蒋介石政权的压力,也将使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形象更加不堪;倘若给予签证,美

国则将遭到来自台北和北京的指责。蒋介石不仅会把这一决定视为极大侮辱,也会

将此举与美国调整台海巡防政策、中美恢复华沙会谈等一系列旨在缓和中美关系的

动作相联系,认为美国人正大搞“一中一台暠并最终将其出卖。当时美国国务院的一

些官员不太在乎台湾当局的反应,因为他们相信以美国为靠山的蒋介石不敢与美国

彻底闹翻。但何志立认为如果允准彭明敏赴美,将会使台北在包括联合国中国代表

权问题在内的诸多美台合作上踟蹰不前,蒋介石甚至会在重重怀疑之下做出“惊人之

举暠。但他同时也指出,从法律层面而言,美国并没有充足理由拒发签证。故而在何

志立看来,应对此事的上策是,在彭明敏承诺不在美国从事“反叛暠台北的政治活动

后,准其入美。栛

当时,“台独暠运动领袖廖文毅已被台湾当局“招安暠,自日本返台,台日之间的一

大难题从而得到解决。但“台独暠运动随之进入关键转折期,即“台独暠的首要活动基

地由日本转至美国,因此应否批准彭明敏入美继任“台独暠运动之领袖事关重大。栜如

美国接纳彭明敏,则必使美台关系陷入紧张,何况当时美方对彭明敏能否重整“台独暠

旗鼓仍存疑虑。栞准彭入境果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上策吗?

二暋美台关于彭明敏事件的交涉

毫无疑问,台湾当局绝不愿看到彭明敏入美的结局,他们在欧洲、日本、加拿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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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司暠:《美政府准许彭逆明敏入境案说贴》,无日期,“彭明敏等被捕暠,406/0098,第372~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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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期暠的含义之一是当时台湾学生的留学目的地大致已从日本转往欧美,参见克劳德·乔弗瓦:《台湾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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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cker,ed.,DangerousStrait(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5).
Memofrom HoldridgetoKissinger,January28,1970,FRUS,1969~1972,Vol.17,p.173.



美国同时展开了围堵彭明敏的行动。栙1970年1月29日,台“驻美大使暠周书楷拜会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MarshallGreen),并采取“激

将法暠对格林进行游说。周书楷表示,虽有人声称彭明敏的出逃系美国炮制,但台北

不愿相信这种传言,若美国最终允许彭明敏入境,则台北不能不有所猜疑,望美国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批准彭明敏入境。周还强调,台美之间已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事

件,希望双方勿因“不必要事件暠使彼此信心发生动摇,如果彭明敏入美,则后患无穷。

格林则向周书楷阐述了美国拒发签证的不利影响,他并未就此事给周书楷明确的答

复,而是暗示让其做最坏打算。栚相较于美国的暧昧态度,日本很爽快地答应了台北

的请求,不仅同意阻止彭明敏入境,还提供了彭明敏在瑞典生活状况的秘密情报。栛

3月10日,台湾“外交部次长暠杨西昆在台北会见美国驻台使馆副代表安士德

(OscarV.Armstrong),尝试利用“北京因素暠劝说美方勿予彭明敏签证。杨西昆指

出,新华社2月23日(应为2月24日,笔者注)发表的文章指责美、日与彭明敏逃亡

有牵连,如彭明敏获得美国签证,北京势必以此为由继续攻击美国,这无疑将破坏华

盛顿与北京“解冻暠关系的计划。栜同日,周书楷则在华盛顿继续对美施压,他对国务

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官员布朗(WinthropG.Brown)表示,台湾对此事极为关切,如美

方批准彭明敏入境,就将对两国友谊和互信不利。布朗未明确表态,只称美国向来对

外人入境采取“宽大的政策暠。栞

台美之间关于彭明敏事件的交涉因1970年4月蒋经国(时任台湾“行政院副院

长暠)访美得以暂时平息。美国对蒋经国的来访极为重视,给予其下榻布莱尔宾馆等

元首级待遇,尼克松、基辛格、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P.Rogers)和国防部长莱尔德

(MelvinR.Laird)分别与其会面。美国如此殷勤,既是为“讨好暠蒋经国这位日后台

湾大权的执掌者,也是借此弥补美台关系因尼克松政府对中国大陆不断示好而出现

的裂痕。栟访美期间,蒋经国虽得到尼克松等人对于美台“邦谊暠及“条约义务暠的承

·721·中美关系缓和背景下的彭明敏事件

栙

栚

栛

栜

栞

栟

“北美司暠:《彭明敏潜逃,我处置情形》,1970年1月28日,“彭明敏等被捕暠,406/0097,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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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楷致“外交部暠》,1970年3月10日,“彭明敏等被捕暠,406/0098,第157页。
裘兆琳:《台美关系:1969~1978》,载宫力等主编:《从解冻到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1969~
197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300页。美国原来希望在1970年2月安排蒋经国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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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恢复华沙会谈为由威胁取消美国之行,《周书楷致“外交部暠》,1970年4月14日,“蒋经国副院长访

美暠,412.21/0306,第167~168页。



诺,但并未如愿获得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栙更令台美始料不及的是,蒋经国23日

在纽约参访期间竟遭“台独暠分子黄文雄等人刺杀。美国联邦调查局事后查明,这起

刺杀事件很可能与彭明敏有关。栚

刺蒋案发生后,彭明敏的很多友人都对他获准入美持更加悲观的态度,栛但“蒋

经国遇刺暠并没有增强台北劝说美方勿予彭明敏签证的说服力。7月底,彭明敏在瑞

典以应聘密歇根大学教职为由申请赴美签证。布朗约见周书楷并告知他,如不发给

彭明敏签证,国务院必将成为众矢之的,明言美国学术界有地位人士对国务院施加了

很大压力。周书楷则称,“台独叛乱分子暠在美活动越发猖獗,以致发生刺蒋事件,彭

明敏如进入美国,势必令“台独暠组织更加有恃无恐。周书楷认为,美国政府应从大处

着眼、果断行事,美国国内的批评自会“瞬即消逝暠。至于美国国内舆论对台北的批

评,周则坦言,台北情愿两害相衡取其轻,“欲攻击我者,纵然毫无事故,亦可任意诽

谤,故我宁可使彭不能来美而遭抨击暠。理屈辞穷的布朗只得反问周书楷,为何如此

确定彭明敏赴美后必定会参与政治活动。后来,台北的“外交部暠高层看到此种“明知

故问暠后不禁生怒,愤然在电文旁写下“发此问,岂有此理!暠。栜

在以情以理皆无法打动美国的情况下,台湾当局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改从

法律层面再作努力。8月28日,“外交部长暠魏道明约见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暠马康

卫(WalterP.McConaughy)。魏道明表示,彭明敏有罪在身,美方不应允许盟国之

“在逃犯暠(fugitive)赴美。马康卫却回应称,按照美国法律,“叛乱暠和“偷渡暠都不能

作为拒发签证的理由,望台湾能够理解美国的难处。马康卫随即向国务院报告了魏

道明的严词之请。栞国务院对彭明敏事件进行了全面审议,认为彭明敏符合发给签证

的各项条件,况且彭也承诺在美期间不参与有组织的“台独暠活动,如果彭被拒签,势

必引发美国国会和公众舆论的强烈不满。就在魏道明会见马康卫的同一天,格林向

副国务卿理查森(ElliotL.Richardson)呈报了批准彭明敏一年非移民签证的方案,

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逊(U.AlexisJohnson)于9月3日将这一方案呈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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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委员会,9月5日基辛格便批示同意。栙9月17日,彭明敏终于在瑞典首都斯

德哥尔摩得到了赴美签证,美国在当地的领事官特别提醒彭明敏,“你是要到大学去

做研究的,我们希望你不会与你原来的目的走偏差了暠。栚

仅在发给彭明敏签证的前一天,美方才将此决定告知周书楷。格林安抚周书楷

称,彭明敏已承诺不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美方也自有办法对彭明敏进行约束,而且

这次发给彭明敏的签证有效期为一年,如果彭明敏违反承诺,美国将再驱逐他。极为

愤怒的周书楷严辞指出,美方公布这一决定恰值“中华民国副总统暠严家淦即将访美

之际,势必产生极恶劣的影响,而彭明敏赴美后“台独暠势力的气焰必将更为嚣张。周

书楷请求美方对此事再作考虑,格林则斩钉截铁地说,准彭入美已是无法挽回的最终

决定。栛9月18日,“外交部次长暠沈昌焕在台北约见安士德,道出了彭明敏事件带给

台北的最大忧心和触动,“最使吾人诧异者乃,中华民国既为美国之盟邦,但其观点对

美政府而言,竟毫无任何力量,亦无任何影响!暠安士德只能按照国务院的口径,复称

拒绝发给彭明敏签证将对美台不利,尤其破坏“中华民国暠的形象。沈昌焕据理力争,

反驳说:“‘中华民国暞的形象要靠‘中华民国暞自己负责,……贵国此举完全漠视我政

府之立场,且对我政府有关本案之意见亦不置理,贵国虽一再声明保证履行协防义

务,惟此举实无助于我内部安定之维持。暠栜由此可见,对台湾当局来说,彭明敏事件

对台美关系的影响倒在其次,它最担心的是彭明敏案在岛内引发剧烈震荡。当时,台

湾“国家安全局局长暠周中峰也对美国官员表示,批准彭明敏入境美国将“造成台湾人

民极大的误解和抗议暠,他要求美方务必使彭明敏远离政治活动。栞

蒋介石看到他的外交官阻彭入美的努力已然失败,决定亲自致信尼克松,劝其收

回成命。9月22日,台湾的“好朋友暠、美国副总统阿格纽(SpiroT.Agnew)将蒋介

石的信函送达白宫。栟结果证明,蒋介石的个人外交亦未能带来转机。当月29日,彭

明敏经底特律进入美国,不同的是十年前他手持台湾当局颁发的“外交护照暠,而这次

却是“作为政治亡命者,手持瑞典政府所发的无国籍者证件暠。栠

此后,台湾当局利用多个场合“责备暠美国,意图使美方感到歉意内疚,以免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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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覆辙。10月21日,蒋经国会见马康卫,先是抱怨美国对台军援锐减给台湾带来极

大震动,政府各部门对此皆是怨声连连且对美信心极大动摇,后转而谈及彭明敏事

件。蒋介石直言,美国批准彭明敏入境实在是近20年来美台关系中最伤感情的决

定,这一举动将对台湾内部稳定造成直接而严重的打击。蒋经国认为,彭明敏出逃之

后,不仅“外交部长暠、“驻美大使暠接连向美国表达最强烈、最急迫的请求,蒋介石本人

也亲自出马敦促美方。然而“美国政府对一个友好政府的最坚定请求全然置之不理。

结果给外界留下美国同情‘台独暞运动的印象,极大鼓动了‘台独暞情绪,使处于困境中

的‘中华民国暞雪上加霜。暠马康卫则老调重弹称,按照法律,美方无法将彭明敏视为

“颠覆分子暠,如不予签证,美国学界、国会及新闻媒体将会对尼克松政府和“中华民

国暠大加抨击,反而导致美台关系受损。蒋经国反驳道,美国曾多次成功阻止它所不

愿接受的外国人,如果美国真的愿意,它绝对可以轻松地拒彭于国门之外。针对美国

公众会对台北心生嫌恶的说辞,蒋经国更加不以为然。他说,台北对部分美国的恶言

恶语已司空见惯,对台北来说,维持内部稳定比迎合美国人或者获得他们的好感要重

要得多。蒋经国无奈地表示,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之间的友谊,都需给予对方“同情

之了解暠,并应尽力克服麻烦,维系和巩固友谊,但彭明敏事件却显示美方完全是背道

而驰,美国的决定已给台美关系留下了深深伤痕。为进一步敲打美国,蒋经国还告知

马康卫,他手里已有不少可以证明美国人支持和参与“台独暠活动的证据。栙10月25
日,在美国访问的“副总统暠严家淦就彭明敏获准入美一事再次向尼克松表达不满。

颇具诡辩天份的基辛格在重复美国没有拒签的法律依据这一说辞之外,还特别提出,

如彭明敏被拒美国门外,反倒会使其受到更大关注,而彭明敏赴美后,这一议题自会

渐渐平息。尼克松则泛泛地表示,美国将在日后更多地考虑台北的意见和感受。栚显

然,这种承诺已是极为苍白无力了。

那么,美国一直坚称的所谓“法律依据暠是否存在呢? 台“外交部暠官员查照美国

相关移民法律后发现,美方本可依照既有法律中至少两条规定拒绝彭明敏入境,由此

他们认为“其不重视我层峰以次之态度,甚至别有用心可以想见暠。栛 此外,美国对彭

明敏不准参与政治活动的限制也显得分外模糊,彭明敏则利用其学者身份在“政治活

动暠问题上玩弄文字游戏。彭明敏在申请赴美签证时就曾向美国外交官员清楚表示,

“我的专业职务包括让世人知道我对时事的看法。如果我到美国,这将也是我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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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范围之内。依照我的观点,对于政治提出专业的评论,并不构成政治活动。暠栙彭

明敏赴美后,美方确实对他的活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约束。彭明敏本想辞去密歇根

大学教职,与人合办“福摩萨研究所暠(FormosaInstitute),但美方威胁说,如果彭明

敏辞职便令其离境。栚美国显然不会驱逐彭明敏,正如中央情报局主管中国事务的官

员金·凯利(Jim Kelly)对其台北同行所言,彭在美国的活动并没有受到舆论的重

视,如将其驱逐出境,反倒引起轩然大波。栛

缘何尼克松政府宁愿激怒台北、冒犯“蒋总统暠而给予彭明敏入境签证呢? 当时,

“中华民国暠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的确是江河日下,美国的亲台势力也大不如前,

1950年代声势浩大的“百万人委员会暠(theCommitteeofOneMillion)彼时已陷入

人力和财力皆匮乏的窘境。栜此外,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已经公开化,对华

盛顿受台北牵制而坚持僵化的对华政策批评甚多,而彭明敏事件恰巧给尼克松政府

提供了反击这一论调的有力抓手。尼克松政府确实博得了一些“反蒋暠议员的赞赏。

1970年10月5日,参议员富布赖特(J.WilliamFulbright)在国会发言中认为国务

院对彭明敏事件的处理“大致成熟且切合实际暠栞。当然,美国之所以敢于触怒台北,

从根本上来讲还是源于台湾对美国的依附关系。《纽约时报》在评论彭明敏事件时便

断言,不管美台之间的摩擦如何发展,台湾绝不能失去美国的支持。栟换言之,台湾当

局除了表示不满,其实并没有多少反制美国的手段。值得强调的是,在处理彭明敏事

件的过程中,美国已经意识到,彭明敏及“台独暠运动日后似可为美国所用。根据台湾

安全部门的情报,美国参议员赛明顿(StuartSymington)、哈佛大学日本问题专家赖

肖尔(EdwinReischauer)、“中国通暠费正清均对彭明敏很有好感,且有意支持彭明敏

在美开展“台独暠活动;彭之获准入美,实系由于费正清等多方游说基辛格,其目的在

于培养“台独暠运动之领导人物,且准备于必要时将彭明敏作为与中国大陆谈判的工

具。栠那么,彭明敏事件在华盛顿与北京缓和关系的谈判中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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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暋彭明敏事件与“默许同盟暠的构建

1970年2月,《人民日报》对彭明敏1月出逃台湾一事进行了公开报道,称“美日

反动派把它们的走卒、所谓‘台湾独立运动暞头目之一的彭明敏秘密地从台湾弄了出

来,让他大肆进行活动暠。报道指出,1970年1月15日“台湾独立联盟暠在美国的成

立与彭明敏的出逃存在密切联系,这表明“尼克松政府更加狡猾地玩弄反革命两手策

略,在制造‘两个中国暞的问题上大耍各种阴谋手段暠。栙

毋庸置疑,台湾问题是中美缓和谈判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部分,中国政府一直坚

持“一个中国暠原则,认为是“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暠,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暠或“一

中一台暠。虽然尼克松政府为向中国示好,自1969年底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不少姿态,

但中方仍然无法确定美国对台政策的真实意图。1969年8月,中苏边境冲突的不断

升级促使尼克松下定决心,选择台湾问题作为突破口,全力加快与中方的接触。1969
年10月,美国开始调整美军台海巡防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专家何志立建

议,尼克松政府应千方百计让北京注意到这一“善意暠。栚10月10日,基辛格让巴基

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AghaHilaly)私下告知中方,美国打算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驱

逐舰。栛10月16日,基辛格又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YahyaKhan)向北京传

话,提出既要告诉中方美国已从台湾海峡撤走了两艘驱逐舰,又须强调北京不应对此

进行过分解读,此举并不影响美国对台基本政策,只是一种消除紧张因素的努力。栜

美国的所谓“善意暠后因美日首脑会晤及《美日联合声明》的发表而变得更为含混不

清。中方有理由质疑,为何美国一边调整台海巡防政策,一边却又和日本共同提出台

湾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因素暠。栞

彭明敏出逃台湾后,中方实际上是将此事件置于美、日、苏、中、台多边网状关系

中加以审视的,中国领导人对于“台独暠的担忧进一步增强。首先,中国领导人难以完

全排除“美日共谋暠加速推进“台独暠的可能性。一方面,当时日本右翼政治人物佐藤

荣作、岸信介等不断呼吁“改变台湾地位暠;另一方面,中方认为尼克松为推行“新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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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暠,促使日本“承担更多责任暠,或许会以对台湾的实际控制权引诱日本就范。栙其

次,中国领导人还认为苏联也在“配合美日反动派制造‘两个中国暞暠:1968年,具有苏

联克格勃背景的维克托·刘易斯(VictoLouis)以英国《星期六晚邮报》记者的身份获

准访台,蒋经国亲信刘捷则应邀访问苏联。栚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在报道美国副总

统阿格纽亚洲之行时竟然将台湾称为“国家暠。因此中方公开宣称:“苏修社会帝国主

义同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政治僵尸蒋匪帮勾结得越来越紧密!暠栛

彭明敏事件发生后,大陆方面一直没有停止对彭明敏的谴责,且说辞与台北方面

几乎完全一致,以致于那些驻在北京的外交官们对此感到一头雾水。栜虽然大陆方面

明确反对“台独暠,但是与蒋介石为敌的彭明敏仍期望与“敌人的敌人暠结成联盟。他

在逃离台湾之后,一直希望在中共和蒋介石政权之间插入楔子,抓住各种机会讨好大

陆。1970年2月,彭明敏在英国进行演讲时表示,希望大陆方面能像对待香港、新加

坡和澳门那样对待台湾,他还特别强调蒋介石政府所进行的反共运动与“台独暠运动

无关。栞彭明敏入美后,在公开演讲中呼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承认“北平政府暠,以

解决“两个中国暠问题。栟1971年10月25日,彭明敏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福摩萨

的未来暠的文章,再次向大陆喊话:“福摩萨人民希望和中国人民生活在最友好的联系

中,将会和中国建立最紧密的经贸、文化甚至是政治联系暠。栠值得指出的是,美方也

认为彭明敏很有可能会向北京靠拢。根据美方的估计,大陆方面可能会不惜改变政

策以便与彭明敏合作,利用彭明敏打造“统一战线暠,加强反蒋攻势,促进两岸统一。

此外,彭明敏曾打算将他在台湾的情妇许惠美弄到美国。他计划让一名美国士兵与

许惠美假结婚,使许惠美能够蒙混出境,但这一图谋被台湾安全部门识破。栢美方推

测,这种个人情感上的打击,再加上美国对“台独暠运动的冷漠态度可能会促使彭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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铤而走险,像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那样向北京寻求庇护。事实证明,彭明敏的确有

投靠大陆的想法,按照与彭明敏接近的人士的说法,彭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暠。

台湾当局在阻止彭明敏入美的努力失败之后,转而尽力劝服彭明敏像廖文毅那

样“回头是岸暠,选择与当局合作。1971年8月,台湾派人赴美与彭明敏展开秘密接

触,表示只要彭明敏赞同“反攻大陆暠方针,接受国民党政府对岛内军事力量的控制,

他就可以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如果彭明敏拒绝,台湾的“本省人暠将受到更加严格的管

制。彭明敏未作明确表态,在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的同时,他竭力和大陆方面拉关

系。他主动请求当时即将访华的谢伟思(JohnS.Service)带口信给周恩来,希望能

够访问大陆,或者和大陆的领导层建立直接联络渠道。周恩来则给出一个谨慎、智慧

而又留有余地的回复:“彭明敏的任何没有参加或者不赞成‘台独暞运动的朋友可以来

访并向彭通报暠。栙虽然大陆不欢迎“台独分子暠彭明敏来访,但却可以让彭明敏事件

在当时中美谈判中发挥一定作用。

1971年7月,基辛格展开秘密访华行程,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首次会谈时便提

到了彭明敏事件,并借蒋介石的话,抱怨彭明敏是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逃离台湾

的。基辛格回复道,虽然彭明敏是他的老相识,但他认为“中情局与彭明敏教授来美

国毫无关系暠,基辛格向周恩来明确保证“我们不会支持‘台湾独立运动暞暠。栚1971年

10月,基辛格再度与周恩来会面,商量尼克松访华的筹备工作。周恩来仍不失时机

地谈及“台独暠问题,对在纽约及其他一些美国城市发生的支持“台独暠的示威大为不

满,并怀疑中情局试图煽动并利用“台独暠运动。基辛格却略带自嘲地表示,周恩来过

高地估计了中情局的能力。他还把球踢给了周恩来,提出“如果你们给我材料,我回

国将展开调查,并把调查结果通知你们暠,“我们将不会鼓励精心炮制的‘两个中国暞或

者‘一中一台暞的政策,不管其出现的形式是什么。我们将会努力通过和平手段,在

‘一个中国暞的框架内达成一个解决方案暠。栛

正当基辛格在北京与周恩来紧张筹备尼克松访华行程时,台湾于1971年10月

25日被驱逐出联合国。栜一时间,台湾的未来命运成为岛内外关切所在,“台独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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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迫性进一步凸显。时任“外交部次长暠的杨西昆认为,台湾退出联合国无异于一

种“政治自杀暠,台湾必将面临被进一步孤立的困境,不得不思考台湾前途问题。他在

与美国官员的私下交流中透露,台北最高领导层针对台湾未来发展方向和外交政策

等问题产生相当激烈的争论,“守旧派暠和“务实派暠的阵营分野越发明显,包括杨本人

在内的务实派甚至向蒋介石建议更改“国号暠为“中华台湾国暠。栙岛内外“台独暠势力

也企图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台独暠运动。1971年12月,台湾长老会发表《对国是

的声明与建议》,呼吁当局“彻底革新内政暠,鼓吹“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

决定暠的“自决暠论调。“台独暠学者陈隆志在美国出版《台湾的独立与建国》一书,“台

湾青年联盟暠等组织在美国多个城市大搞示威游行,声称“中华民国暠被逐出联合国虽

化解了中国代表权难题,但“台湾问题暠仍未解决。栚

这一局面令大陆方面深感不安。更让大陆忧心的是,日本政客频频往来于东京

和台北之间,企图诱使蒋介石选择“独立暠。栛北京甚至相信,美、日在蒋介石政权退出

联合国后势必加紧推动“台独暠。栜周恩来在1971年7月和基辛格的谈话中表示,中

方对日台之间的勾结非常忧虑,担心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影响下会接受日本人的“台

独暠建议。栞总之,蒋介石政权退出联合国并不意味着大陆取得了绝对胜利,台湾在内

外困窘局面下化危机为转机的冒险尝试反而给大陆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台湾

独立暠。在这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上,中方需要美国做出明确表态。

1972年2月,尼克松展开对华访问,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采取“战略模糊暠策略

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尼克松郑重表示,美国认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

是中国一部分暠的原则,不会鼓励任何形式的“台独暠运动,同时也不支持日本复兴军

国主义和侵占台湾。栟2月24日,周恩来在与尼克松会谈时,再次提出彭明敏的出逃

得到了美国的协助。基辛格迅即重申美国政府机构和人员与彭明敏的出逃无关。他

补充说,据他所知,彭明敏的出逃与厌恶蒋介石的美国“左派暠势力有关。他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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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1972,Vol.17,p.600;《是“非我所知暠还是“佯装不知暠》,载《人民日报》1972年2月20日第6版。
《美日反动派加紧策划“台湾独立暠阴谋》,载《人民日报》1971年10月20日第5版。

MemoofConversationbetweenKissingerandZhou,July10,1971,FRUS,1969~1972,Vol.17,p.405;

MemoofConversationbetweenKissingerandZhou,October21,1971,FRUS,1969~1972,Vol.17,p.
514.
MemoofConversationamongNixon,ZhouandKissinger,February22,1972,FRUS,1969~1972,Vol.
17,pp.696~701.



当初美国很难拒绝让彭明敏入境是因为“那时我们之间还没有联络暠,“如果这种事情

再次发生,我们或许就有可能成功阻拦暠。基辛格再次向周恩来强调,“无论是美国政

府官员个人,还是美国政府机构,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鼓励或支持台湾独立运动。暠尼

克松不仅对基辛格所做的保证予以确认,还向周恩来坦言,彭明敏出逃台湾,“蒋介石

对此不高兴,你对此不高兴,我对此也不高兴。但是,这件事与我们毫无牵连暠。栙

美国舆论对尼克松访华成果的评价好坏参半,有很大一部分批评者认为尼克松

引以为豪的《上海公报》竟然没有提及“台湾独立问题暠,尼克松和基辛格将“台湾人暠

抛之脑后,不顾道义和人权,为了国家间的“现实政治暠不惜损害1400万“台湾人暠的

利益。栚对于这一指责,尼克松颇为不屑,他甚至粗口咒骂“台独暠运动。而在老谋深

算的基辛格看来,美国虽然承诺不支持“台独暠,但也并未言明反对,美国舆论太过吹

毛求疵。栛1972年2月16日,彭明敏以“台湾独立世界联盟暠负责人名义致信尼克松,

要求“华盛顿与北平间之谈判不应涉及台湾之未来问题暠,并吁请尼克松“尊重台湾人

民自决之权利暠。栜显而易见,尼克松根本不会将当时寄居美国的彭明敏放在眼里,但

这之后“台独暠运动的发展及其不利影响则肯定超出了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想象。

结暋暋语

“彭明敏事件暠为探析中美缓和初期美、中、台三方关系提供了极好的切入点。应

该说,彭明敏出逃台湾的时机选取是煞费苦心的。在当时美国国内强烈要求华盛顿

和北京改善关系的背景下,“中华民国暠被视为美国改变对华僵化政策的绊脚石,美国

学界、政府内部和公共舆论对蒋介石政权的认知颇为负面。在这种情形下,彭明敏事

件成为一块“试金石暠,被美国公众用来衡量尼克松政府是否确为台湾当局所羁绊,而

无法做出真正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决断。因此,当时美国很难顺从台北方面的请求,

做出拒绝彭明敏入境的决定。

无疑地,台湾处于绝对依附美国的地位,这便从根本上决定了台湾当局在围绕彭

明敏事件的对美交涉中并不具有多少筹码。台湾当局很清楚美国欲与中国大陆缓和

关系,为达到阻止彭明敏进入美国的目的,甚至不惜搬出“北京因素暠游说美方。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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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ofConversationamongNixon,ZhouandKissinger,February24,1972,FRUS,1969~1972,Vol.
17,p.771.另见《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第695~696页。

MiltonViorst,“HasAnyoneAskedtheTaiwanese?暠WashingtonEveningStar,March11,1972,p.A5;
“TheForgottenTaiwanese,暠TheNewYorkTimes,March10,1972,p.A36.
RecordofConversationamongNixon,KissingerandHaldeman,March13,1972,FRUS,1969~1972,

Vol.17,pp.848~850.
《“外交部暠致“驻美大使馆暠》,未注明日期,“彭明敏等被捕暠,406/0100,第4页。



当局之所以如此惧怕彭明敏获得入美签证,主要是担忧此例一开,永无宁日,不仅使

岛外“台独暠势力气焰更盛,也必将给岛内稳定带来极大冲击。台湾当局本想通过彭

明敏事件检验美国对“中华民国暠的忠诚度和台北对华盛顿的影响力,试图藉此缓慰

内心中对美国与大陆“亲近暠的疑虑。然而,事件的最终结果却让台北方面备尝受辱、

绝望之感。

在美国释放混杂信号的情况下,大陆方面难以摸清美国对台政策的真正意图,深

信可能存在美日推动“台湾独立暠的国际阴谋,甚至苏联亦涉足其中。虽然中美领导

人借助“战略模糊暠使“台湾问题暠不致成为两国缓和关系的不可逾越的阻碍,但以彭

明敏为代表的“台湾人问题暠却没有得以解决,反而在“中华民国暠退出联合国之后愈

发棘手。在与美国展开的谈判中,中国领导人多次利用彭明敏事件获得美国方面不

支持“台独暠运动、也不支持日本侵占台湾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本来是“烫手山芋暠

的彭明敏出逃事件,却让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在两岸分治并“势不两立暠的情况下,

针对以彭明敏为代表的“台独暠势力首次形成了颇具历史意义的“默许同盟暠。这或许

便是彭明敏逃离台湾的“小事件暠对中美缓和这一“大历史暠的“贡献暠吧。

赵明昊: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731·中美关系缓和背景下的彭明敏事件



《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

二战后美国对西藏政策的调整栙

———从约翰逊到尼克松

王金强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随着不同时期的形势发展变化,美国对西藏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新

中国成立后,从遏制新中国战略出发,中央情报局积极支持并操纵西藏分裂势力,策划了

一系列旨在制造“西藏独立暠的阴谋活动。约翰逊政府将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秘密袭扰

战转为准军事行动,同时与印度联合在西藏展开高原情报战。尼克松上台后,随着中美

关系的改善,尼克松政府对美国的西藏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大幅削减对达赖集团的各

项援助,搁置和推迟了达赖的访美计划。可以看出,美国的西藏政策是为其对华整体战

略而服务的。一方面,美国对达赖集团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美国也绝不可能完

全放弃对他们的支持。利用“西藏问题暠牵制中国将是美国的一项长期策略。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西藏 达赖

“西藏问题暠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在不同时期

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中美交恶时期,美国秘密插手西藏事务,在军事上为西藏武装

力量提供各种军事支持,在国际上对流亡藏人提供政治支持,美国俨然成为西藏人民

利益的“代表暠。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需要放弃对达赖及其流亡藏人的各项支

持而与中国合作,此时的达赖及其西藏分裂集团便成为美国对华大战略棋盘上的一

颗“弃子暠。所以,美国对达赖及其西藏分裂势力的支持是有限度的。本文拟在对美

国不同时期的国家档案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对“西藏问题暠在美国整个

栙 本文为朱明权教授主持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美国对外政策暠(项目批准

号:07FCZD024)的中期成果,感谢美国研究中心朱明权教授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课题组成员潘亚玲和

毛瑞鹏两位博士也在本文的修改中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在此谨表谢意。



对华关系中的地位,以期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对未来美国西藏政策的走向进行

评估。

一暋约翰逊政府前美国在西藏的秘密行动计划

最早引发西藏问题的是英国,而不是美国。19世纪中后期,伴随资本主义对外

扩张的浪潮,英国开始向西藏扩展势力。通过两次入藏战争,英国政府迫使清政府签

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西藏的许多特权。栙但是,英国并不以此为满足。

为了进一步控制西藏,英国政府积极培植西藏上层的亲英势力,提出了旨在分裂中国

的“西藏独立暠论,这就是现在所谓的西藏问题的缘起。

美国涉足西藏稍晚于英国。一般认为,最早进入西藏地区的美国官方人士是曾

担任驻华使节的美国外交官威廉姆·伍德威尔·洛克赫尔(William WoodvillRock灢
hill,又名柔克义)。栚 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西藏政策,即“在事实上

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Suzerainty)暠,栛从而实际上排除了中国政府对西藏主

权的合法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寻求中国在远东战场上的合作,将西藏地

位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最大程度争取中国的合作。

1949年1月5日,美国驻新德里大使洛伊·亨德森(LoyW.Henderson)指出,

鉴于目前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应该对亚洲形势及西藏的战略地位进行重新评估。

同年4月12日,国务院就亨德森这一提议举行了专门的讨论会。国务院部分官员声

称,“如果共产党完全控制了中国,西藏就将是亚洲大陆仅存的非共产主义堡垒之

一暠,考虑到西藏独特的战略地位,“西藏将在意识形态与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暠。栜

此后,美国基本放弃了认可“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暠的立场,承认“西藏自满清政府

覆灭、特别是西姆拉会议以来事实上的自治地位(defactoautonomy)。暠1950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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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侵藏条约《中英烟台条约》,取得了入藏特权。之后,又先后签订了《中
英藏印条约》(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续约》(1893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和《中英藏印通商

章程》(1908年),通过这些条约,英国获得了在西藏通商、铁路修建、矿产开采等一系列特权。参见王贵、喜
饶尼玛、唐家卫著:《西藏历史地位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205~225页。
暡加拿大暢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伍昆明、王宝玉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
页。
宗主权即西欧封建社会君主对其领主行使的支配权力,在这种权力体系下,封建主与其诸侯是宗主国与附

属国的关系,宗主国只拥有部分主权。参见李晔、王仲春:《美国的西藏政策与“西藏问题暠的由来》,载《美国

研究》,1999年第2 期,第53页;另载 KarlE.Meyer,CloseEncountersofanAmericanKind:William
WoodvilleRockhillinTibet,WorldPolicyJournal,Vol.15,No.4(winter,1998/1999),pp.73~90.
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以下简称FRUS),1949,Vol.IX(WashingtonD.C.:U.S.Gov灢
ernmentPrintingOffice,1974),p.1065.



国甚至考虑将西藏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independentstate)。栙尽管鉴于台湾当局的

立场,美国最终并未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但却秘密地与西藏分裂势力勾

结,阻止共产党中央政府接管西藏政权。1951年西藏获得和平解放,这标志着美国

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计划的破产,美国转而采取以“帮助暠西藏反动势力从

事分裂主义活动的秘密行动计划。

西藏秘密行动计划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起。1954年3月15日美国国家安

全委员会通过了第NSC5412号文件,第二年又先后通过了NSC5412/1和NSC5412/

2号文件。根据这些文件,1955年底,由总统、国务院和国防部指定代表组成一个跨

部门的特别小组,专门制订和讨论如何反对和遏制“国际共产主义行动暠的间谍和反

间谍计划,由于这一小组是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5412系列文件而设,因此又称

为“5412委员会暠。这项秘密行动由中央情报局负责具体实施,目标是在所谓受到国

际共产主义威胁和统治的地区发展秘密抵抗力量。栚但在1956年之前,此项秘密行

动计划的涵盖范围并不包括西藏。直到1956年11月,中央情报局成立专门的西藏

特别工作组,任命约翰·里根(JohnReagan)担任“西藏秘密行动暠的专门负责人,承

担与达赖进行联系并为藏人武装力量提供各种支持的任务。栛美国这一政策的调整

表明:西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大约在1958年,将“西藏从共产党中

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暠正式成为美国的一项对外政策目标。栜

在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策划下,美国不仅为西藏武装分离势力提供各种武器装备

和负责军事培训,甚至直接派遣武装人员加入其叛乱活动。1957年,美国中央情报

局从旅居国外的藏人中挑选部分人员送到美国军事基地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据统

计,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仅在科罗拉多州训练的“康巴(Kampa)游击队员暠就达170
多人。栞 这些经过训练的武装人员秘密返回西藏后,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可以说,特

别小组及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策划的秘密军事行动直接导致了1959年3月19日达赖

集团的全面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中央情报局一方面“保护暠达赖集团逃到印度,筹

备组建流亡政府。另一方面,对退却到西藏边境上的抵抗组织提供军事物资。1959
年5月7日,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W.Dulles)就“达赖请求给西藏

抵抗运动提供装备问题暠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认为这是美国介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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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抵抗运动的好时机,提出要尽一切努力找到藏人抵抗力量并与之建立联系。栙 这

一建议获得批准后,中央情报局和流亡上层分裂势力决定为其寻找一个新的活动基

地,由于印度不愿公开为其提供这一基地,他们遂选择了尼泊尔境内的木斯塘(Mus灢
tang)地区。栚 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木斯塘组建了一支约2000人的武装力量。

到1961年1月,其中800人已通过美国的空投获得武器装备。栛 除了提供军事装备

外,中央情报局还负责进行各种军事训练。这支受过培训后的武装力量多次破坏北

京至拉萨的供给运输线及公共设施,有时甚至袭击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和驻藏部

队。栜 可以说,不管是西藏的武装叛乱还是各种军事袭扰活动,美国都是幕后的策划

和参与者。

为了掩盖美国在西藏的秘密行动计划,同时为将美国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支持合

法化,美国努力将“西藏问题暠引入联合国,寻求对所谓西藏独立地位的国际承认。栞

早在1950年11月15日,在美国国务院的暗示下,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赫克多·

戴维斯·卡斯特罗就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联合国大会应该设立委员会研讨对“西藏问

题暠可以采取的适当步骤。栟 在西藏叛乱被基本平息后,1959年5月5日,美国就示

意西藏分裂分子向联合国发出呼吁,目的是制造一种政治气氛推动联合国通过有关

“西藏问题暠的决议。栠 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森(WalterS.

Robertson)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详细阐述了美国的联合国行动计划:如果藏人公

开向联合国提出诉求,美国应该支持这一诉求,并呼吁其他国家给予支持。栢 1959年

9月10日,中情局长杜勒斯在 NSC418次会议上讲到,达赖已经向联合国提出了申

诉。杜勒斯认为,达赖已与很多杰出外交家进行了讨论,许多大国对他的诉求都持同

情态度,栣美国政府可以利用联合国扩大“西藏问题暠的影响。正是在美国的引导和

推动下,1959年10月21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353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

“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以及他们独特的文化与宗教生活暠。枮爜爦 这成为美国利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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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促动“西藏问题暠国际化的先例。1961年,在美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又通过了有

关“西藏民族自决暠和“基本人权暠问题的决议。

总体上说,20个世纪50年代,“西藏问题暠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美国

在西藏的秘密行动计划主要以军事袭扰战和军事性培训为主。这一秘密行动在肯尼

迪政府时期也基本上得以继承。但从实际效果来看,随着中国政府在西藏政权的日

益巩固,美国的这种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做法并未收到明显

成效,相反却浪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

二暋约翰逊政府对美国西藏秘密行动计划的初步调整

美国插手和干涉“西藏问题暠的政策在美国国内也招致了一些批评。1961年,美

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E.Stevenson)就指出,美国反对中国政府

“接管西藏政权暠的法律基础是相对薄弱的。栙美国驻印大使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KennethGalbraith)与前驻印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EllsworthBunker)也明确反

对美国在西藏的秘密行动。栚甚至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理查德·比赛尔(Richard

Bissell)也将美国在西藏行动中取得的成效仅仅看作是一种边际收益(marginal

yield)。栛在反对者看来,原先的西藏行动计划是不成功的,美国原先所设想的利用西

藏影响中国政策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若不对原先的秘密计划加以调整,美国政府不仅

会在这一问题上继续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而且无法向国内民众交代。在此情况下,

约翰逊政府一方面继承了之前西藏行动计划的总体思路,另一方面对它进行了局部

调整。

出于对政策连续性的考虑,在1963年12月13日召开的会议上,跨部门的特别

小组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继续在西藏开展秘密行动的计划,并为其提供高达173.5万

美元的财政资助。按照这一计划,美国将继续援助流亡印度的达赖一行和在木斯唐

地区活动的藏人武装力量,并计划将这一武装的部分人员送往美国接受进一步的军

事培训。与此同时,特别小组会议对西藏行动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界定,主要包括政治

行动、舆论宣传和准军事(Paramilitary)行动。栜“准军事行动暠与此前美国在西藏实施

的秘密行动有所不同,主要为藏人武装力量提供各种军事装备和负责各种培训,而

不再像在拉萨骚乱和达赖出逃过程中所做的那样派遣人员直接涉入藏人的武装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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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对藏人实施各种培训计划是约翰逊时期美国西藏秘密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与

之前的培训活动相比,这一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非军事性培训为主。特别小

组会议指出,西藏目前面临的一个严肃问题是缺乏一些具备语言和行政管理能力、经

过良好训练的行政官员。栙为此,中央情报局特意挑选一些流亡美国的藏人,然后将

他们送入印度接受非军事性培训。为保证这一计划顺利开展,美国建立了一个由一

些知名美国人士组成的咨询委员会(advisorycommittee)具体负责这一培训计划。栚

美国康奈尔大学也尝试性同意为这一计划提供教育设施。1964年秋,4名藏人作为

第一批受训学员来到康奈尔大学进行为期9个月的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人类

学培训。第二年秋,8名藏人抵达康奈尔大学接受培训。栛此外,中情局经过遴选,对

藏人武装中的20名中层头目进行了非军事性培训 。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美国这一

行动并未取得预期效果。1967年3月,以批评美国政府闻名的自由杂志《壁垒》

(Ramparts)月刊披露了中央情报局在国内外的秘密培训活动。副国务卿卡曾巴

赫·尼古拉斯(KatzenbachNicolas)也对这一秘密培训行动表示了谴责,并建议约翰

逊政府暂停在海内外对藏人的培训。栜为此,约翰逊政府下令停止美国在印度的藏人

秘密培训计划。中央情报局则终止了由康奈尔大学已经开始的对第三批8名藏人进

行的培训,其学员全部被遣返回原地。栞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仍试图在有限的范围

内继续实施这一计划。

对藏人进行非军事性培训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在美国之外成立各种西藏办事

处。培训计划结束后,受训人员被派往“支持西藏问题国际化暠的国家和地区,负责成

立各种西藏办事机构。1967年至1968年初,在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藏人组织先后

在新德里、日内瓦建立了西藏办事处(TibetHouse),这些办事处成了达赖的非官方

代表,其目的是使西藏作为一个所谓的独立政治身份(TibetPoliticalidentity)的概

念而存在,从而实现将西藏从中国的领土中分裂出去的图谋。例如,日内瓦办事处主

要负责在瑞士和其他欧洲国家的500个难民安置计划和相关的文化活动,并且对有

关的国际机构和组织进行游说,栟促使联合国大会通过歪曲西藏历史和现实的议案。

美国为此特意派出一位曾担任前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的著名国际法律师(未解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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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参与指导这一活动。栙

在约翰逊时期,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情报活动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美国所

支持的秘密袭扰活动已无法对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构成实质性影响,

并且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指责,这一时期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秘密行动越来越集中于

组建更加有效的情报网络。1964年春,一支100多名藏人组成的情报队在美国的黑

尔(Hale)训练营完成培训后被秘密派遣到印度,主要活跃在靠近喜玛拉雅山的一个

名为乔里克特(Joelikote)村庄的附近营地,这群被称为“乔里克特男孩(Joelikote

Boys)暠栚的情报人员被分成数十个小分队,少则两人,多则五人,其主要任务就是负

责将收集到的有关西藏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通过电台秘密发回美印情报合作

机构———特别中心(SpecialCenter)。栛为了提高情报质量,中央情报局特意为每个小

分队配备了型号为RS-I和RS-48的无线电台和配有爆炸能力和太阳能电池的微

型装置。栜尽管他们有时也进行秘密政治宣传和扩大网络活动,但除了自卫之外不得

进行破坏和袭扰活动。情报窃取行动在初期非常成功,因为连接中国内地与西藏的

电话线大都暴露在地面,便于监听,但这种窃取情报的方式也存在很大风险,很容易

暴露。到1965年,这支情报队伍大部分被剿灭,1966年11月,特别中心关闭了乔里

克特村附近的情报基地。栞

中央情报局除了利用藏人开展情报窃听外,另一项举措就是与印度开展情报合

作。中印发生边境冲突后,印度对西藏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央情报局的撮

合下,美国与印度制定了秘密情报合作计划,多数行动与西藏有关。栟在空中侦察方

面,196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印度提供 10 架 C46 运输机和 4 架(最后增加到6
架)短距离直升机(HelioSTOL)。为了提高其侦查能力,中央情报局将其中1架运

输机的机身改装成电子情报平台(electronicintelligenceplatform 缩写为 ELINT),

此架飞机沿着喜玛拉雅山飞行,收集西藏地区的通讯情报。栠1964年10月中国成功

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试验以后,美印情报合作进一步升级,窃听范围进一步扩大。

1965年,美印决定利用喜马拉山脉进行针对中国的秘密情报活动,为此需要在喜马

拉雅地区安装一个固定的核动力探测装置。他们先是选择南达德维峰(NandaDe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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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一装置的安置点。1967年3月,他们又决定将新装置的安置点选择在南达克

达峰(NandaKot)。栙 1968年底,美印又在靠近中印边界的达拉克首府列赫(Leh)安

装了新的气动力探测器(gas灢powersensor),栚大大提高了情报收集效率。1968年,

中央情报局代表詹姆斯·克里克费尔德(JamesCrichfield)认为,与其他行动相比,

在过去几年中,中情局在西藏方面的情报收集工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情报价值上

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栛

综上所述,尽管约翰逊政府仍然将西藏的秘密行动计划作为遏制中国的一种工

具,但其具体做法已与艾森豪威尔时期有了明显的区别,削弱了直接的、军事的成分,

加强了政治培训和情报收集活动。

三暋尼克松政府对西藏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1969年初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改善中美关系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目

标。为了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美国政府开始对西藏政策进行实质性的调整。

(一)对西藏行动计划的再评估

总的来说,尼克松政府认为,美国在西藏的行动对中国是一种“并不成功的刺

激暠,不仅“不大可能影响中国的政策暠,反而“阻碍了(美国)同中国的和解暠。栜1969
年9月12日,在一份给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AlexisJohn灢

son)的备忘录中,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JosephSisco)

就提出,中情局认为,在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或者在北京“对西藏的控制暠因为“其他

原因暠有所削弱的情况下,美国可以使用藏人武装力量,但他对这种观点是持“保留暠

态度的。在9月15日给副国务卿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西斯科又根据“中苏关系的现

状暠对使用藏人武装力量的可能性表示了进一步的担心。他说,在与中国发生武装冲

突的情况下,苏联会在西藏制造内乱,为此,303委员会必须清楚表明,“直到它对当

时的情况进行了极为仔细的分析,否则必须对任何使用藏人武装力量(位于尼泊尔境

内木斯唐山区的所谓藏人游击队)的问题都要保留自己的判断。暠西斯科还建议说,中

央情报局应当向该地区的其他政府强调,藏人的武装力量在性质上是“防御性的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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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使用应当谨慎小心。栙这些备忘录都被转给了303委员会。

303委员会在1969年9月30日讨论了“西藏问题暠,参加的有基辛格、中央情报

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Helms)等人。一方面他们认为西藏行动计划是“很

值得的暠。另一方面他们又同意了中央情报局关于减少在西藏和相关地区的准军事

性行动计划的建议。栚

这样,可以看到,在尼克松第一总统任期期间,尼克松政府“继续维持了对达赖及

其追随者的长达十年的支持,包括政治行动、宣传和准军事活动暠。美国政府继续向

尼泊尔境内的藏人武装力量提供武器和财政援助,资助达赖在流亡美国以及其他地

方的藏人中的宣传活动。这些活动在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任期即已开始,贯穿了肯尼

迪和约翰时期。

与此同时,尼克松政府也对前任的做法进行了调整,主要削减了对西藏行动计划

的资助,特别是减少了对“无效暠的藏人武装力量以及流亡藏人的准军事性行动的支

持,同时还推迟乃至搁置了达赖的访美计划。

(二)对西藏行动计划援助的大幅度削减

基于上述判断,1969年8月1日,中央情报局向303委员会提交了一份14页的

地区情报活动的报告,其中包括了在西藏的情报活动。该报告称,1969年用于西藏

项目的费用已经减少到250万美元,建议在1970财年继续维持这一水平,其中用于

1800名藏人武装的费用为50万美元。随着藏人武装的人数最终削减到300人,对

其财政支持也将减少到10万美元。栛此外,一项对被裁减人员进行安置的多年计划

一共需要250万美元。栜303委员会在1969年9月30日讨论了“西藏问题暠,同意了

中央情报局上述关于减少在西藏和在相关地区的准军事性行动的计划。栞

1971年,40委员会(由303委员会改名而来)进一步讨论并通过了中央情报局就

西藏行动提出的建议,包括将藏人武装力量从大约1800人减少到300人,对其财政

支持也相应削减到每年10万美元;对非军事行动的资助则将从1970财年的50万美

元减少到1971财年的36.3万美元,1972财年的26.3万美元。栟

1972年9月6日,中央情报局在一份给40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在1973财年,

将继续执行它的西藏计划,但是所要求的预算总额从1972财年的55.7万美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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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万美元,其中包括对达赖及其随从的资助,对在尼泊尔境内的藏人武装力量的

资助,对情报活动的资助以及在纽约的西藏办事处的资助,但是不再资助媒体活动、

行政训练和在日内瓦的西藏办事处。栙在国务院的要求下,中央情报局也已经通知在

纽约的西藏办事处,从1972年开始将在三年中逐步取消对该西藏办事处的资助,因

为中国错误地认为这一办事处是美国而非印度发起的。栚通过这样的调整,美国将继

续支持达赖的保存西藏文化、种族和宗教身份认同的努力,但这种努力不应涉及到挑

衅性的舆论宣传和政治活动。

(三)对达赖访美计划的无限期推迟

尼克松时期美国对西藏政策的进一步调整还突出表现在美国政府对达赖的访美

要求的处理上。

1968年12月6日,达赖的哥哥扎勒顿珠在与美国代表沃尔特·罗斯托(Walt

W.Rostow)的会面中提出,达赖希望借助看望生活在欧洲的西藏留学生之机借道访

问美国。为了避免中美在“西藏问题暠上再起摩擦,扎勒顿珠表示,达赖将以私人身份

进行这次访问。罗斯托表示,他将会就此事征询美国政府的意见。而约翰逊政府认

为,大选临近,美国内部不方便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达赖访美一事最好由下一届政

府加以考虑。栛1970年1月,达赖驻新德里代表土布登·宁吉(ThuptenNingee)再次

向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官员表示,达赖希望在1970年秋对美国进行一次“私人性的、非

正式的暠访问,会见生活在美国的藏人社区和对“西藏问题暠感兴趣的相关学者。1970
年5月达赖在美国的代表菲恩索·土登(PhintsoThonden)又提出了达赖在访美期

间会见美国高层官员的要求。栜

由于达赖访美势必影响到尼克松政府改善美中关系的努力,因此国务院的最初

反应是找个机会巧妙“劝阻暠这一访问。但是,在是否接受达赖的访美请求问题上,国

务院内部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以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

尔·格林(MarshallGreen)、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和美

国前驻联合国大使、西藏基金会主席欧内斯特·格罗斯(ErnestGross)等人都表示

不能断然拒绝达赖的访美请求。栞1970年4月8日,美国驻印大使肯尼思·基廷

(KennethB.Keating)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过去几年美国“积极鼓励达赖访

美暠,鉴于达赖的哥哥扎勒顿珠的行事风格,印度政府是知道这个背景的。如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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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减少对某些敏感西藏项目资助的同时,又对北京做出了友好的姿态,因此在此

时刻如果“完全拒绝暠达赖的对美国进行“私人访问暠的请求,不仅会被西藏的领导和

印度政府看成是对达赖的“侮辱暠,而且也会被认为是华盛顿正在“软化暠对中国的立

场以至“讨好暠(appeasing)北京的证据,从而引起印度政府的担心和不满。栙同时,美

国的媒体与西藏游说集团的压力也会使美国政府难以在达赖访美期间拒绝接见他。

肯尼思声称,通过以下方法可以“策略而又稳妥地暠处理达赖访美问题,同时又能避免

不必要地引起北京的“反感暠:第一,国务院“修改暠其立场,至少允许达赖进行私人访

问;第二,国务院和驻印使馆必须向藏人明确指出,在美国政府将会为达赖此行“悄悄

地提供适当安全保护暠的同时,美国希望这一访问将维持“私人性质暠,他对美国官员

的“礼貌性访问暠在层次上将是受到限制的,他或其随行人员不应利用美国作为攻击

中国的平台,或者从事政治活动。栚

但是,从基廷·肯尼思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国务院的整体态度是反对达赖的此次

访美请求。理由是,这一访问将导致“对西藏事业的支持和注意暠,从而“没有必要地

和没有补偿地暠在中美关系中“制造出暠“又一个摩擦点暠。栛 因此,国务院的对策是设

法巧妙地“预先阻止暠达赖的此次访美请求。1970年3月23日,基辛格专门就达赖

访美的问题给尼克松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一方面表示,毫无疑问,达赖这次访问的

时间是“不合时宜的暠,因为正值美国努力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时刻;“过于紧密地认同

西藏分离主义抱负暠将会成为阻碍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路障暠,就像美国的台湾政策

一样。另一方面,基辛格又声称,中国政府不可能改变其“基本立场暠与美国进行谈

判,所以美国应当避免为了迁就它而“仓促暠做出放弃自己原则的决定;同时,达赖以

前在海外的行为表明,只要将有关的“基本规则暠讲清楚,在访问美国的过程中他会

“谨慎行事暠,不会试图“为难暠美国政府。为此,基辛格认为,不应当“草率地暠否决达

赖访美的建议,而应当继续为他今后进行私人访问打开大门,这与美国“过去的立场暠

更加一致。事实上,美国政府不希望自己因“讨好中国共产党人而在权宜之计的基础

上行动暠受到指责。并且,当美国现在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感到某种喜悦的时候,不应

当“忽视暠这样一种可能性:可能还有必要与达赖及其随从维持“良好的工作关系暠。

基辛格的结论是,为了解决这样一种矛盾,美国不应当“直截了当地暠反对允许达赖来

访的“概念暠,而是应该表明愿意在下述条件的基础上在未来接受他的访问:

(1)这一访问将是“私人性质的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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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达赖访美期间会见的美国官员不会超过常驻联合国代表查尔斯·约斯特

(CharlesW.Yost)大使或副国务卿约翰逊这一级别;

(3)在达赖访问期间不应出现“西藏的政治地位问题暠;如果出现,美国将仅仅“重

复我们当前的立场暠;

(4)达赖在1970年访美是“不合适的暠,美国希望在1971年“认真地考虑暠这一问

题。栙

尼克松采纳了基辛格的建议。1970年4月1日基辛格在一份给罗杰斯的备忘

录中逐字逐句地转述了这四点条件。4月14日,罗杰斯给美国驻印度大使基廷发去

了一封电报,其中主要谈到:非常欣赏基廷就达赖访美一事提出的看法,但是总统已

经做出了“不希望达赖今年来到美国暠的决定;在向藏人转述上述决定时应明确表示,

美国将在下一年“认真考虑这一访问暠,美国也没有改变其对藏民的“传统同情态度暠

以及“继续向藏族难民提供大量财政援助的计划暠;美国不想“将这一访问安排在今

年暠也与联合国有关,因为1970年是联合国成立的25周年,会有一系列贵宾来访。栚

这样,达赖在1970年未能实现他的访美计划。

在美国政府拒绝了达赖1970年的访美请求后,活跃在美国的西藏分裂分子和美

国援藏游说集团,仍不断为达赖的访美计划大肆鼓噪,美国政府中也有人主张尽早允

许达赖访美。例如,1970年12月26日,在通过副国务卿约翰逊送给国务卿罗杰斯

的一份备忘录中格林和西斯科提出:尽管达赖访美存在可能“激怒北京暠的危险,美国

仍应该同意他在1971年春天对美国进行一次“严格的暠“私人性的和非政治性质的暠

访问。与1970年相比,1971年达赖在访美期间“进行政治活动的危险已经降低

了暠。栛在此背景下,1971年1月13日,罗杰斯在一份备忘录中建议尼克松同意达赖

在1972年春天对美国进行一次“纯粹是教育和文化目的暠的访问。

但是,尼克松并没有对罗杰斯的这一备忘录做出回复。助理国务卿西奥多·埃

利奥特(TheodoreEliot)在1971年2月18日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认为,扎勒顿珠在

之前访问国务院时曾“表示暠,“达赖没有在今年春天访问美国的计划,或许全年都没

有这样的计划暠;但是,如果达赖确实再次提出访问要求,可以在三个条件的基础上加

以批准:第一,这应当是一次“私人性质的暠访问;第二,不会出现“西藏政治地位暠问

题;第三,能够接待达赖的“礼貌性访问暠的官员不会超过副国务卿约翰逊的级别,即

美国的最高级别的职业外交官。埃利奥特还说,虽然北京“在任何时候暠都会对达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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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美“表示愤慨暠,但是如果加以适当处置可以“避免它对中美对话产生严重的不利影

响暠。栙

在看到了2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约翰·霍尔德里奇(JohnHoldridge)就

这一备忘录所写的归纳后,1971年3月21日,基辛格给埃利奥特回信说,如果符合

备忘录所规定的三个条件,达赖的访美计划是“可以接受的暠;约翰逊则在3月9日给

格罗斯的信中写到,在秋天联合国大会的会期过后,就可以“愉快地讨论暠达赖来年年

初的访美计划。栚

但是,1971年7月基辛格对北京进行了秘密访问,并就尼克松的中国之行达成

了协议,中美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为此,在7月22日与尼克松、基辛格开会讨论中

美关系的时候,罗杰斯提出,达赖计划在来年春天访美,美国应该推迟这一访问计划,

他并表示会妥善处理此事。8月27日,之前反对拒绝达赖访美的格林在给约翰逊的

备忘录中也认识到:无论达赖的访美是在尼克松的北京之行以前进行还是在此以后

很快进行,中国都会感到“不快暠。栛同一天,西奥多·埃利奥特在给基辛格的备忘录

中建议,达赖的访美时间可以推迟到1972年末或1973年初。9月22日,国家安全

委员会官员珍妮·戴维斯(JeanneW.Davis)在给埃利奥特的回信中写到,基辛格同

意他的建议,“采取必要步骤暠再次推迟达赖的访美时间,可以初步定在1973年初。9
月22日约翰逊与格罗斯在电话会议中也取得一致看法,鉴于最近形势的发展,达赖

访美可能会被“从政治观点方面加以错误解释暠,因此应被推迟。栜至此,达赖的第二

次访美请求也归于失败。

1972年10月5日,埃利奥特在一份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报告说,美国驻联合国

前大使、西藏基金会主席格罗斯提出,是否同意达赖于1973年春对美国进行一次非

政治性访问。埃利奥特认为美国应该表示同意。他说:“鉴于我们已经两次推迟了这

一计划,在缺乏强有力的理由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推迟,可能会被藏人看成一种怠慢,

这会对其他地区的佛教徒产生不利影响。暠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霍尔德里奇在10月

10日将这一备忘录转给基辛格时也建议赞同这一访问,但是基辛格对此都没有做出

回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小亚历山大·黑格海军准将(BrigadierGeneralAl灢
exanderHaig,Jr.)则建议到11月中旬再做出最后决定。11月14日,霍尔德里奇再

次建议赞同这一访问。他还说,副国务卿约翰逊也催促就这一访问请求做出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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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但是,基辛格最后否决了这一提议。栙11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詹姆

斯·哈克特(JamesHackett)在给埃利奥特的备忘录中写道:“所建议的达赖为了非

政治性目的访美一事,已经得到认真的考虑,鉴于当前的世界形势,这一建议此次未

能得到批准。暠栚这样,达赖在1973年的访美计划再次夭折。事实上,直到1979年达

赖才实现了其访美计划。

结暋暋论

从约翰逊政府到尼克松政府,美国的西藏政策经过了两次重要调整。约翰逊时

期的西藏政策主要是在继续贯彻西藏行动计划总体思路的前提下,转变秘密活动的

模式,将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秘密袭扰战转为准军事行动,加大对藏人分裂势力的行

政性培训,最为明显的就是与印度着手在西藏开展秘密情报战。但是,除了情报搜集

活动外,约翰逊的政策调整从总体上说是不成功的。这说明,仅在策略上对原有的西

藏政策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无法取得明显成效。

尼克松从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美国的西藏政策应该服从于中美

关系的改善这一大局。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美国明确反对以武力改变中国领土

现状的立场。从中美关系的发展来看,尼克松时期的西藏调整是积极而主动的,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

从不同时期美国西藏政策的变化可以看出,美国对西藏的政策服务于美国对华

战略大局,美国根据对华战略的调整与形势发展的变化对西藏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中美交恶时期,美国秘密插手西藏事务,在军事上为藏人武装力量提供各种军事支

持,在政治上对流亡藏人提供各种“庇护暠,在联合国中兜售 “民族自决暠和“西藏自

治暠。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改善,达赖及其领导下的西藏分裂势力在美国对华战略中

的重要性下降,美国需要放弃对他们的各项支持而与中国合作。在当前中美之间的

相互依存不断加强但又存在原则分歧的情况下,一方面,美国对达赖及其西藏分裂势

力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不会容许达赖及其分裂集团的活动损害美国的利益;另一方

面,美国也不可能完全放弃对他们的支持,利用“西藏问题暠牵制中国将是美国对华政

策的一项长期考虑。

王金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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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中美国的世界地位

———《美利坚独步天下》读后

牛暋军暋暋暋

《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全球优势的》栙(以下简称《美利

坚独步天下》)是美国著名外交史学者韩德(MichaelH.Hunt)教授的又一部美国外

交史力作。韩德教授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和美国外交的中国学者中并不

陌生,有些可能同他还很熟悉。这部分地是因为他同中国学术界的长期交往,当然更

主要的是他的著述引人注目,其中已经有两本被翻译成中文。一本是由复旦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TheMakingofa

SpecialRelationship敽TheUnitedStatesandChinato1914),另一本是世界知识出

版社出版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IdeologyandU.S.ForeignPolicy)。两

本书能在中国翻译出版有不少学术上的理由,其中的共同点是两本书除了反映著者

的学术造诣外就是独特。前一本书被评论为跳出了美国前辈学者的经典著作的框

框,“破成说,立己见,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暠。栚 这种评论同该书在美国获奖的原因是

一样的。后一本书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暠,“是美国史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

外交史上意识形态影响的著作暠。栛

在这里评介《美利坚独步天下》也是基于以上同样的理由。这本书是美国史学界

(大概也是世界学术界)第一部从全球史的视角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著作。正如作

栙

栚

栛

MichaelH.Hunt,TheAmericanAscendancy:HowtheUnitedStatesGainedandWieldedGlobalDomi灢
nance(ChapelHill,NC: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2007).该书中译本《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

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全球优势的》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年内出版。
韩德:《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项立岭、林勇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丛书主编前言暠,第1页。
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者本人所言,该书融合运用了文化史、国际关系史和全球史三个研究方法,其中对作

者的思考影响最大的还是全球史。他是基于对美国对外关系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提

出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需要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叙述中心的传统框架,重视跨学科的

和比较的研究,从全球历史的新视野来重新界定美国的世界地位,以及认识美国在新

世纪面临的麻烦和问题。唯其如此,才能为美利坚的未来找到方向。该书的序言已

经概要地介绍和解释了这本书的分析框架和主要思路,在此不赘述了。我认为该书

的重要价值大致反映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展现了一种从新的也是更宽阔的视角去认

识和理解美国对外关系和美国世界地位的历史;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再次提出了到底

应该如何了解和认识美国这个基本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层面,该书最有价值的观点是清楚地阐述如何理解美国世界地位的

关键所在:即美国霸权是同全球化进程紧密联系并基本同步的。该书展示的美国对

外关系历史画面丰富多彩,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美国获得

世界优势地位的历史过程;美国获得世界优势地位的国内基本条件,如高速增长的经

济、强大的军队、强势的政府和智慧及富有远见的国家领导人;美国世界地位的重要

且独特的表现是在国内形成的极富吸引力的消费生活方式和极具传播力的美国文

化,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已经与当今全球社会几乎融为一体等等。该书将不同阶段上

出现的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各种因素都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将它们同世界上同

时发生的各种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并进行比较。

与以往论述美国对外关系的论著多将重点放在国家战略、对外政策和决策分

析、领到人物等方面大为不同,该书在展示美国崛起和对外关系发展的过程时,特别

关注对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科学技术大幅进步、消费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思想等等对

美国世界地位的形成以及对全球化造成的影响,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特点。对于

1960年代后期美国动用其世界优势地位造成的问题和麻烦,即过度干预国际事务和

继续膨胀的雄心壮志与目标给美国在世界上造成的损害,以给对国内各个方面带来

的严重的消极后果等等,该书做了详细和深入的分析,并据此提出美国公众应该思

考,美国是否有必要为了价值、信仰及由此产生的历史性冲动等,便如此之积极和不

仔细权衡代价地动用其优势地位,以致造成今日看上去对美国来说是很不确定的麻

烦局面。这个问题不是新的,但世界和美国面临的内外麻烦的确是日新月异的。

关于第二个层面,该书的结构和宏大叙事是富有启发的,它跳脱了以往外交史以

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窠臼,在全球史的框架中观察和叙述美国对外关系史。从全

球史的视角观察,毋宁说美国代表了或者说就是一种新的文明;美国代表了或者说就

是全球化中的一个过程。不能简单地将美国仅仅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即使只是为了

认识美国的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也是如此。该书的视角和宏大叙事方式的结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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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凸显并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观点。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认美国是一个民族国

家,该书也论述了美利坚民族主义的特点和重要影响,但美国的确因为对全球化影响

过于强大而变得很独特。在当今影响世界的主要事件中、各种大事小事中的主要规

范、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几乎都打上了“美国暠的烙印。

简而言之,美国霸权是“全球化暠的,它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霸权是基本不同

的,其优势几乎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潜移默化地形成着新的认同。此前从

未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深入和广泛地同世界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以及通过

自己在各个领域的努力和作为,如此强有力地将世界各国如此紧密和深入地联系在

一起;并在此发展的基础上构建越来越多的共同标准和走向越来越制度化的方向。

世界上那些将现代化作为自己国家追求目标的读者,包括中国的读者,如果能从全球

史的角度和视野界定美国的历史地位,审视自己国家同美国的关系,从美利坚民族

“全球化暠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这同只是从“霸权兴衰暠、“大国博弈暠、“老大老

二暠出发的思考相比,肯定会更丰富、更深入、获益更多。在此基础上制定持久一些的

政策,或许更容易凝聚共识。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是用提问结束的:“美国统治下的秩序会是脆弱和短暂的? 还

是坚固而持久的? 美利坚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会在美国的主持下繁荣? 还是会在积

聚起来的重压下衰退? 这些压力来自国家之间的猜疑、地区内部的怨恨和全球的问

题。在令人恐惧的世界潮流带着他们并不喜欢的答案汹涌而来之前,历史上最强大

共和国的公民们应该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暠。看过这本书后,读者其实也不妨这样提

问:世界的其他部分是否考虑过并准备好应付美国在面对大混乱时不再愿意动用或

不再拥有其优势地位的局面,尽管这在短期似乎不大可能发生。不过,当下中东的乱

局还是提醒人们:“预则立暠。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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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与中美经贸关系暠
研讨会综述

杜邢晔

2011年1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美国研究所经济室主办的“美国经济

与中美经贸关系暠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银行、中国进

出口银行、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及社科

院美国所等单位的10多位学者与会。
会议就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政策及

经济走势、人民币汇率、中美战略合作、
美国气候立法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政策

及经济走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雷达教授认

为,刚刚过去的这次金融危机不同于

1930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而更像1973
年发生的石油危机。经济的复苏也将如

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复苏一样,时好时

坏,出现波动。他指出,最近几年经合组

织国家(OECD)研发投入水平下降,以
专利申请为代表的研发产出下降,在新

能源等领域专利申请未有预期的增长势

头。未来十年技术上不会有太大突破,
因此经济增长不会有大的突破。

中国银行(澳大利亚、加拿大)有限

公司王元龙董事认为,当前美国宏观经

济具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经济数据表

明经济增长质量在改善之中,消费信贷

出现正增长,劳动市场数据开始走强;其
二,虽然周期性复苏已经出现,但是解决

长期结构性问题仍然遥遥无期。在处理

短期复苏与长期结构性问题时,奥巴马

政府面临两难选择;其三,二次量化宽松

政策的短期效果已经显现,但是长期效

果有待观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院长桑百川教授认为,美国经济对华尔

街高度依赖、再工业化很难实现、二次量

化宽松政策很难影响实体经济这三个事

实,再加上高贸易赤字、高财政赤字、高
债务、高工资、高福利“五高并存暠的情

况,使美国经济走出低迷状态需要很长

时间。首先,美国经济对华尔街的创新

有依赖。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转移使美

国消费品需求通过进口满足,从而引起

贸易赤字。美国需要以资本项目顺差来

弥补经常项目逆差。因此,必须在资本

项目下创造有吸引力的资本产品,华尔

街的金融创新起到了吸引境外资本回流

的作用。加强金融监管在短期内会对华

尔街产生影响,但是未来类似的金融危

机仍然不可避免;其次,美国的再工业化

很难实现。奥巴马政府压人民币升值,
希望以此改善美国贸易逆差状况,从实

践经验看是无效的。马克和日元都曾对

美元大幅升值,30年后美国仍然对德、
日有大幅贸易逆差。这说明,汇率本身

不能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美国制造业

已转移到境外,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

比重比其他国家低得多。要想增加出

口,必须吸引境外的美国跨国公司回流,
实行再工业化。然而,再工业化是逆产

业规律的调整。美国制造业之所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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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就是因为高工资、高福利使生产成本

升高,降低工资则会触发大规模工会运

动,所以再工业化很难实现;第三,二次

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是为回流到美国的

跨国公司融资提供平台,然而,美国跨国

公司回流的困难不在于缺乏资金,而在

于国内生产没有竞争力。美国跨国公司

在全球的转移还会继续进行。因此,量
化宽松政策效果不会到达实体经济。北

京大学经济学院平新乔教授也持同样观

点,认为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很难改变。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金融系贺力平教授分析了美联储二次量

化宽松政策的目的及其对通胀和汇率的

影响。他认为,第一,二次量化宽松政策

的目的是为了扭转美国国内对通货紧缩

的预期。目前美国处在通货紧缩的边缘

上,而通货紧缩不利于经济复苏和降低

失业率。1930年大萧条的情况值得借

鉴:当时的危机呈 W 型,经济出现了二

次探底,原因在于第一轮政策是有时效

性的,积极效应发挥完之后,引起了经济

的再次下滑。因此,第二轮刺激是必要

的。在第二轮政策完全实施前,经济就

已经好转。这是因为人们改变了对经济

下滑的悲观预期。第二,二次量化宽松

政策对通胀的影响是有限的。国际社会

对该项措施的批评大多出于政治因素。
实际上,受两个因素约束,其制造通胀的

可能性较小。一是房地产市场取消抵押

品赎回权(foreclosure)遇到很多困难和

新问题,二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制约了地

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在这两个约束条件

下,经济需求不足,在半年至一年内出现

大幅通胀的可能性很小。第三,二次量

化宽松政策对汇率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

面。首先,由于汇率超调,短期影响非常

强烈。其次,该政策释放的流动性跑到

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较小。原因在于,
《巴塞尔协议III》和金融监管对银行杠

杆率和资本金的要求加强,并且美国大

型金融机构还在调整之中,因此,美国大

型金融机构调动上百亿美元的流动性到

境外不大可能。但是,不排除小机构资

金有异常流动。由此来看,二次量化宽

松政策对国际资本流动带来冲击,但只

是短期冲击。现阶段还未掌握足够证据

显示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对资金进行大规

模战略性调整。再次,美元汇率在短期

大幅波动,从中期来看,由于欧洲主权债

务危机及日本经济增长缓慢使欧元、日
元对美元升值对欧、日经济不利,这些外

部因素有助于美元在中期回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宇飞副教授评

述了美国金融监管立法情况。2010年7
月,奥巴马签署了名为《多德-弗兰克华

尔街 改 革 与 消 费 者 保 护 法》(Dodd灢
Frank WallStreetReform and Con灢
sumerProtectionAct,以下简称《多德

法》)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该法案包括

一系列银行及金融业限制措施,旨在为

消费者提供更多保护,加强针对大型银

行的监管,并力保纳税人无需为日后救

助金融企业埋单。这项法案可与《格拉

斯-斯蒂格尔法》(Glass灢SteagallAct)
相媲美,但是远不如《格拉斯-斯蒂尔法

案》那么严厉。而且,从众议院到参议院

的两个版本来看,该法案有很多妥协之

处:其一,对于银行是否有自营的交易性

业务,在 严 格 的 伏 尔 克 法 规 (Volcker
rule)下是不允许的,但是《多德法》容许

银行投资私募基金或对冲基金,规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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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投资不得多于银行一级资本的3%;
其二,没有银行税的规定;其三,没有成

立一个统一的银行监管机构。其四,没
有立刻实施的要求,规定了过渡期,甚至

还可以延缓实施。这份2000多页的法

案留有很多余地和讨价还价的空间。对

法案的反对意见,尤其是来自共和党的

反对意见,认为政府权力太大,官僚部门

膨胀、低效问题会加强,认为这是对金融

领域的过度监管。银行家则认为该法太

过严厉:一是加大了银行经营成本;二是

抑制金融创新;三是降低金融业的效率;
四是减少了消费者选择,并且过度保护

消费者,会引致消费者道德风险。刘宇

飞认为这些反对意见站不住脚,原因在

于:关于加大成本,如果不加大银行的成

本,则会加大社会成本;金融创新能否真

正带来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社会福利的改

善,这一点是存疑的;未必降低了市场效

率,对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反而会提高

效率;在危机背景下,消费者选择未必是

真正了解和需要的,对消费者利益的保

护还是不足的。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教

授认为,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应该

有前瞻性规划,不应该只关注价格而忽

略制度建设。人民币国际化也应该有一

个基本的框架。
雷达认为,以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

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符合历史发展逻

辑,应该先国际化之后,再为了满足投机

需求来设立离岸市场。
平新乔认为,中国最好守住固定汇

率制。固定汇率制有益于国家利益这是

常识。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整个世

界基本实行浮动汇率。美国、欧洲、拉美

由于守不住固定汇率制才不得不放弃

的。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依靠

黄金。应该多储备黄金。同时,他指出,
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固定汇率制与独立

货币政策相矛盾,但是我国经验显示,固
定汇率与人民币货币政策的独立这两者

可以兼得,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王元龙认为,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

制输入型通胀的可能性不大。他指出,
升值效应的产生要有前提条件,即通过

降低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抑制通胀。但

是,这个前提条件要求中国的需求变化

不会影响到国际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
现实情况是,中国的需求对国际市场大

宗商品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不是国

际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是国际价格的影

响者。同时,进口成本下降也会使国内

需求上升,最终影响全球商品需求和价

格,根本不可能实现抑制输入型通胀。
他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一个伪命题。支

持升值有两个理由,一是中美贸易逆差

由人民币币值低估引起,二是根据购买

力平价模型来测算人民币存在低估。但

是,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对于第一

个理由,逆差不等于人民币低估,逆差的

关键不在中国,中国出口加工贸易占很

大比重,这些多由美国企业自己在中国

生产,并且,中美贸易统计存在差异。对

于第二个理由,他认为是购买力平价理

论被滥用了。该理论有四个前提假设:
国际贸易自由、所有价格同幅变动、物价

是影响汇率唯一因素、影响购买力的因

素是货币数量。这些前提假设都不成

立,因而用购买力平价理论作为主要依

据来测算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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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的。
(三)中美战略与经济关系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美应该建立

坚实的战略合作关系。谭雅玲认为,中
美是战略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中

美实力不对称,没有竞争对手之说。摆

正自身位置,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

要前提。与此同时,应该警惕媒体存在

一边倒的倾向,论证问题时应全面、综
合,而不是片面地分析问题。她同时指

出,在中美战略合作上,美国有长期的策

略和规划,中国也应该有长期规划,避免

过于被动。雷达认为,虽然中国经济改

变了世界格局,但是缺乏技术创新基础,
这方面与美国差距很大。平新乔指出,
对中美力量对比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

经济经过30年的持续发展,2010年较

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16倍,但总规模仍

然只有美国的1/3,中美实力至少相差

30年。
中国进出口银行经济研究部严启发

副总经理对美国出口战略的新发展及其

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进行了述评。美

国出口新战略是在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

面临复苏困境和增长方式转变这一大背

景下提出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完善政

府主导的出口促进组织体系,组建出口

促进内阁;大幅增加对出口企业尤其是

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加大对美国企业

及其产品和服务的海外宣传力度;为美

国企业开发新市场提供“一站式服务暠、
倡导全球经济再平衡等。这些政策措施

的实施效果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从美国

制造业的竞争力来看,在劳动力、土地、

原材料成本等方面都不具备优势,因此

低端制造业大都转移至海外。在美国高

新技术出口管制松动之前,高端市场的

贸易份额将更多地被欧洲和日本所占

据,从而导致其出口很难大幅提升。新

出口战略将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重大影

响。在美国商务部的管制清单中,包括

航空发动机等20大类的美国高新产品

不得对中国出口,导致中国高科技产品

自美进口比重大幅下降。新出口战略是

美国经济复兴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应该

妥善应对,趋利避害。
(四)气候变化立法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许光清副教

授述评了美国气候变化立法的进展。她

指出,近几年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一直为世人所诟病,美国在国际气候变

化谈判中扮演了不太积极的角色。但

是,其国内的环境立法、科学研究一直是

曲折向前的。奥巴马上台后,气候立法

进程较快,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由国

会立新法,其优点是其内容可以超越环

保范围,效力和影响面非常大,缺点是周

期较长;二是国内环境保护署(EPA)根
据已有的《清洁空气法案》裁定二氧化碳

是否像二氧化硫那样危害人体。如果

是,则也可以根据《清洁空气法案》对其

进行规制。这是一个比较快的立法途

径;三是州政府和区域层面的立法。美

国州政府有立法权,并且可以申请联邦

法律的豁免权,因此可以实行排放标准

严于联邦政府的法律,如加利福尼亚州

和马萨诸塞州都通过了州环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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曫著述巡礼

《美国外交思想史(1775~2005)》暋
王玮、戴超武著,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7年12月第1版。除了导言、结语、
参考书目、索引和后记外,全书共17章,
约53万字。

作者王玮是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戴超武是华东师

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本书论述了美

国外交的渊源、美国早期外交中的孤立

情绪和海权思想、门罗主义、门户开放政

策等问题,梳理了19世纪以来至21世

纪初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思想的演

变。
两位作者认为,美国既是世界上最

具务实精神的国家之一,也是一个注重

思想建设的国家。这一特性体现在外交

领域就是美国外交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一

种完备的思想体系,几乎每位总统都能

抛出一个“主义暠作为其外交的纲领指

南。因此,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的外交,
较少有盲目、即时性、权宜性和一时冲动

的决策,更多的是一种深思熟虑、周密谋

划、具有长远目标的决策和行为。美国

的外交思想中有两个最为核心的主体,
即“利益暠和“责任暠。二者有时是互相关

联的,有时又是互为悖论的。全书观点

明确,内容翔实,是一本了解美国外交思

想史的基础读物。

本书是200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的最终成果。

《美国与东亚关系导论》暋张小明

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
月第1版。除了导言、结论和后记以外,
全书共6章,约26.7万字。

作者张小明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本书从东亚地区国际体系变迁

的角度,阐述并分析了自1784年美国商

船“中国皇后暠号来华到今天美国与东亚

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作者指出,美国

与东亚关系的历史,总是同东亚地区国

际体系的变迁密不可分。美国与东亚关

系的开启,就是两种国际体系之间相互

碰撞历史的组成部分。美国与东亚关系

的发展,也是东亚被逐渐纳入现代国际

体系,以及美国塑造东亚地区国际体系

的过程。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国际体系

的变迁也对美国的行为及美国与东亚的

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导言部分,作者论述了本书的分

析框架、历史进程、分析概念和分析层

次。6章内容分别是:美国参与对东亚

国际体系的冲击、美国与列强主导的东

亚国际体系、美国对东亚国际体系的重

塑、美国与东亚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冷
战后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与美国、美国

与东亚区域合作。
本书是“北京大学21世纪国际关系

学系列教材暠之一。
(卢宁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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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暋暋后

近来,埃及动荡引发了中东乱局,美国的中东政策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本期“专题研讨暠刊发系列文章探讨美国对伊朗、以色列等中东国家的政策及其

影响因素。
沈鹏和赵建明的文章都认为奥巴马上台之初对伊朗的接触政策失败,重新

回归到过去的强硬姿态。沈鹏指出,奥巴马执政之初,美伊双边关系的调整只是

试探性行为,两国并没有调整对各自核心利益的认知。赵建明分析了美国犹太

组织对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影响。他认为,正是这一组织在国会内外开展游说,促
请议员提出制裁伊朗的法案,从而导致奥巴马政府接触伊朗的尝试失败,使制裁

和遏制再度成为美国对伊政策的主流。白玉广的文章分析了基督教锡安主义随

着美国基督教右翼政治势力的发展而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和以色列政策产生的影

响。
本期“专论暠文章分别对美国对全球卫生治理的政策、美国公共外交,以及对

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晋继勇的文章认为,美国将全球卫生危机的发展和全球卫生治理的议题纳

入了其国家外交战略和安全战略之中,在提供卫生援助和进行全球疾病监测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战略却会加剧潜在的生物安全困境。
李忠斌的文章认为,网络社区推动了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公共外交日程的调

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美国的国家形象,但是由于负责公共外交的各个机构之

间存在不协调因素,加之各国对新媒体的管制,美国公共外交仍然面临着挑战。
赵明昊的文章以“台独暠人士彭明敏逃离台湾并申请赴美“避难暠的历史事件

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本来是“烫手山芋暠的这个事件却在两岸问题上发挥了具有

历史意义的作用,让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在两岸分治的情况下,针对“台独暠势
力首次形成了“默许同盟暠。

王金强的文章回顾了从约翰逊到尼克松时期美国对西藏政策的调整。他认

为,美国的西藏政策是为其对华整体战略服务的。一方面,美国对达赖集团的支

持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美国也绝不可能完全放弃对他们的支持。
今年是美国研究所建所30周年。本期“回顾与展望暠栏目刊发了陈宝森和

霍世亮两位前辈对美国所初创时期的回忆,以及资中筠先生的访谈录,以为纪

念。欢迎广大读者继续赐稿,回顾我国的美国研究走过的历程,并展望未来发展

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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