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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

———访王缉思教授

徐彤武暋魏红霞暋暋暋

被访人:王缉思,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现任北

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

访问人:徐彤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魏红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

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问:您曾经在1992~2005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您就任美

国所负责人后从科研上抓了哪些事?

答:我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是抓美国所必须研究的美国全面性、长期性的问题,

也即资中筠老师离任前跟我交代工作时反复提及的,这就是研究美国的兴衰。当时

大家也在争论:美国到底是相对削弱还是绝对衰落? 当时一种普遍看法是:美国的地

位肯定是下降了,但这种下降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 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第二是

抓中美关系的研究。对美国兴衰研究涉及到美国的各个方面,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

也涉及到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也是要全面地研究。第三就是抓刊

物《美国研究》。这个刊物要不要办? 怎么办? 我们当然是坚持要办。当时还有个

《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后来又改成《美国大观》。我把办《美国研究》当成很大的一件

事来做,努力保持它应该有的特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应景

的指令下来,如果完全按照指令行事,这个刊物就不成其为学术刊物了。

在比较困难的环境下,我努力在所里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良好的研究氛围,在

我力所能及的地方减少人际摩擦,也尽量不让当时某些不良的大环境感染到美国所,



要“挡住暠不好的外来影响。有段时间,院里受社会的影响兴起研究所“创收风暠,有的

研究所甚至办起了出租车公司。有些领导总问我:王缉思,你怎么不想想如何创收?

我想,我们学术机构到哪里创收去? 这个东西(创收)是不能持久的,我看准了,坚决

不跟风。与此同时,通过各种关系拓展对外交流的机会和渠道、寻找科研经费。如向

国家社科基金、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申请经费,与别的机构联合举办学术会议、搞合作

研究项目等等。我到美国所后基本就是干了这几件事。

问:您能谈谈您就任所长后抓的科研工作吗? 或者说很重要的外事活动?

答:美国所的研究活动脱离不了大环境。一个是学术大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外政

治和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如20世纪90年代初,大家都在争论美国的兴衰问题,还有

所谓“世界的主要矛盾暠到底是什么? 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是不是“黑云压城城欲

摧暠? 中国应该韬光养晦吗? 中美关系还要不要搞好? 对这些问题,美国所必须发表

自己的观点。当然不能说美国所的研究人员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是基本判断是有的。

那时候隔几天就会有一次研讨会,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内部的。我那时也参加过中

央层次的研讨会。后来就是克林顿上台,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闹了一段,但闹得不

凶。闹得最厉害的是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接着是1996年台海军事演习,中美关

系恶化,然后有人写《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书,好像成为一股风气。有人问:美国是

否支持“台独暠? 当时的主流判断是:美国当然支持“台独暠。中美这场风波之前,双边

矛盾基本上是政治问题,1995~1996年风波之后,军事因素介入到中美关系中来。

这期间,美国所有许多外事交流活动。我记得很清楚的是《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

家,也就是《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来访,当时他来见

我,给了他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有舆论认为中国马上就要武力攻打台湾。我跟他说

中国进行军事演习不是要真动手打仗,而是给“台独暠势力一个警告,也给美国一个警

告。弗里德曼听了我的谈话后就把这个观点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引起很大反响。

从此,我们俩就成为好朋友,直到现在还经常交往。

1997~1998年期间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中美首脑互访,后来出现科索沃危机,接

着就是1999年“炸馆暠事件发生。当时社会上关于中美关系再一次引起很大争论,甚

至对于改革开放都有人产生了怀疑。现在回头看,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但中央把握

住了局面,很好地处理了这些危机。到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又出现了相

关的辩论。在这些辩论中,美国所的研究人员头脑冷静,跟中央保持了一致,没有说

什么过头的、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有点脸红的话。

说到对外交流,也是跟这些事件有关系。美国方面来过不少人到所里交流,包括

当时的美国高官谢淑丽、李侃如等人,美国所的人也常去美国使馆或者外交部参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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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活动,当时的交流主要集中于中美关系热点问题。九一一之后,由于伊拉克战争爆

发等因素,我对中美关系的关注与过去相比稍微地降低了一些,2005年就离开美国

所了。总体来说,如何判断美国,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这是相互关联的一条线。恐怕

这也是美国所不能不承担的某种社会责任,责无旁贷。你要对一些大的问题做出判

断,要说清楚美国的力量到底如何? 中美关系的性质如何? 美国向哪个方向发展?

中美关系向哪个方向发展? 这是美国所的责任。

问:您到美国所以后,中美关系经历了几次大的波折或者危机,美国所由于其承

担的社会责任,也参与了国内多次对美政策的研讨,这对于美国所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或者影响?

答:首先的作用就是你不能说美国所不受重视了。比如2003年底以后中央领导

提出要研究美苏争霸及其历史教训,要研究这个课题,院里还得找美国所和俄罗斯东

欧中亚所。这个研究课题美国所参加了,总报告是我执笔的。反过来看,正因为有这

些研讨活动、科研任务,社会上有这种需要,所以美国所不能置身事外。当然在研究

上也有个人兴趣因素,但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上有需求。可以说,关于美国的事情总有

人感兴趣,比其他国家的事情吸引眼球,当年办《美国大观》还有许多人看嘛。所以只

要人在美国所待着,就不会闲着。如果你闲着,那么只能说明你自己有问题。

问:美国国内的人是如何看待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的? 外界的研究者或者观察

者在看待美国的时候需要注意把握什么?

答:美国国内的人对美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许多视角。我在1997年写了一

篇题为《高处不胜寒》的文章,初步探讨了美国的世界地位和作用。这个问题与中美

关系有关,但你研究这个问题时不能从中美关系写起。世界上有很多人评说美国,但

对美国说得最多的还是美国人自己。美国人对于美国兴衰的判断,我觉得主流还是

认为美国没有衰落,也不会衰落,20世纪是美国世纪,21世纪还是美国世纪,许多美

国人对此是很有信心的。但也有相当多的美国人确实对美国不满,认为美国和过去

比不行了,遇到很多问题和危机,如美元地位问题、财政危机、国内凝聚力下降、政治

两极化、国内垄断利益集团控制等。“愤愤然暠的人,比较左的人,把责任放到美国大

的垄断资本集团(如石油公司及支持它们的小布什政府等)的头上,你永远都能听到

这种声音。但是极少有美国人,或者说基本上没有美国人认为别国的制度比美国的

制度好。美国人基本上认为他们的制度本身没有大问题,如果有问题,他们也会去克

服,对美国的根本制度、价值观不用做大的调整。对于美国的弊病他们揭露得很深

刻,但是总的来说他们还是一个向上的民族,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的民族。

·9·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



对于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人多少有些“恨铁不成钢暠,也多少有点儿恐惧

感、危机感。如果说目前美国的地位下降与过去有所不同的话,那么首先就是金融危

机的冲击。这次危机使得美国人感到美国经济内部存在深层矛盾,危机的爆发不是

偶然的,而是由一系列因素引发的,如房地产泡沫,你说原因是华尔街贪婪也好,金融

监管失控也罢,总而言之是美国太“右暠了;市场经济本身没问题,但是华尔街不够透

明,还有过度消费等等。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人是一个很大的触

动,使美国人感到必须反思自己的经济制度、反思他们整个的经济结构。如果虚拟经

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太大,实体经济下降,这会从根本上损害美国的实力,值得反思。

但是,美国人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是不可克服的,或者需要一种更大的变革,如革命、动

乱等来改变,只要从现存体制内部就可以进行调整。很少有美国人说我们的资本主

义不行了,要让位于社会主义。更没有美国人说因为别国的制度比我们的好,所以我

们要学习别的国家的根本制度。美国人往往是说要借鉴别国经验。如奥巴马总统在

2011年的国情咨文中多次提到中国,称自己不努力我们就要落后于中国了。奥巴马

总统本人、奥巴马身边的人、还有跟奥巴马关系不错的人如我的朋友弗里德曼等,之

所以说到中国,是想要激励美国。比如说中国的教育如何严格,小学生做数学题比美

国人强多了;说中国经济发展多么快,不久就要赶上美国了;说中国的软实力上升,用

“魅力攻势暠争取非洲等等。希拉里·克林顿说中国在东亚开展外交攻势,所以国务

院要多做工作,国会要多给钱。这些都是要激励美国。他们说到美国地位的相对下

降,产生危机感,是一种激励奋发型的,不是内心深处真的感到美国不行了。这是一

种向上的、努力克服自己弱点的爱国主义心态,而不是悲观失落的。

我觉得,关于美国衰落的讨论还会持续很多年,直到它真正衰落。但是我现在看

不到美国从今天开始走下坡路的长远趋势。我可以做一个比喻:美国的发展已经走

到了顶峰,不能再高了,这个顶峰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不可能“一超更超暠,它已

经“超暠到头了。从克林顿时期开始,在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是美国

在世界上的相对实力达到巅峰的时期,从此这个国家开始往下走。但是,这个顶峰并

不是一个尖顶,而是一座平顶山。这座平顶山上也有坑洼,所以有时往上有时往下,

现在还看不到美国什么时候在这座平顶山上走到头了,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的迹

象。但是终有一天这个是会看到的。这就像一个人一样有生老病死,一个国家也是

如此,有兴盛就会有衰落。就像《红楼梦》中讲的那样,大有大的难处,没有不散的宴

席,这是历史的规律。

关于这次美国地位相对下降还有一个与过去几次辩论不一样新因素,这就是中

国的崛起。我刚上本科生和研究生时,人们谈论美国实力下降是在美苏争霸的背景

下。有人预测,苏联经济年增长率5%,美国经济年增长率2%或者3%,那么到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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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苏联就会战胜美国,成为比美国更强的超级大国。这个问题还没有争论多

久,苏联就衰落下来,最后解体了,这谁也没有想到。1987年苏联开始有衰落迹象的

时候,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也提到了中国,但是他

的着重点是论述日本和西德(后来是德国)。他和其他一些人的估计是日本有可能在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超过美国,之后很快也要在国内生产总值上超过美国,时间也定

位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结果到了1990年之后,日本就不行了,经济停滞。美国

成为“一超独大暠,那时似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可遇见的将来去挑战美国的绝对领导

地位。

但是今天不同了,之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美国人再次议论相对衰落,是由于中

国和许多新兴国家一道崛起,包括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对美国的地位构成了新的

挑战。这个时候研究美国,就不能仅仅研究美国了。以前辩论美国的地位,比的是日

本、德国这些发达国家,但这次不一样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由共产党

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哪怕在势头上强过美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

国,那就会给世人一个警醒:即美国的这套制度一定比中国的制度强吗? 或是说在资

本主义的一统天下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是否有个尽头? 这就引发人们很深的

思索。现在世界上的竞争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了。中国、印度、巴西更

被看好,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俄罗斯(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俄罗斯受这次金融危机

打击很大,经济又主要依赖资源出口,所以并不被许多人看好),这些国家的实力跟美

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现在的对比,一个是美国与自己的过去比;一个是美国与新兴

的发展中国家比。今天的美国与欧洲和日本比,结论已经相当肯定了。即使整个欧

盟加起来发展势头也不如美国,更何况欧盟并不是个整体。整个发达国家世界或者

统称的西方世界(日本,欧洲,再加上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整体的实力在下降,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单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还有日本与美国相比,差距不是

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因此美国在世界上的整体地位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这其中有许

多可以进一步分析的地方。

美国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后的全盛时期是没法比的。当时美国的工

业总产值占到全世界的近一半,各国都在战争中受损,只有美国是通过这次战争发了

财,而苏联的经济实力最多是美国的1/3,所以当时还谈不上两极世界,直到20世纪

的60~70年代才达到两极世界。美国现在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时代。但是美国战后

历史上也有一段时期,主要是尼克松和卡特政府时期,在世界上的地位比现在还要

弱,各种数据显示美国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当时美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比例大约

是22%甚至更低,加上石油危机冲击、越南战争的消耗、国内的反战情绪、黑人的民

权运动、驻伊朗使馆人质危机等等,所以那个时候的美国在世界上几乎被瞧不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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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人评论尼克松国情咨文的文章标题是《无可奈何的自供状》。也有反映当时历史

的书籍《光荣与梦想》。美国梦在当时好像破灭了。卡特时期,伊朗使馆人质危机闹

了400多天,美国人感到很丢脸,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降得很低,加上还有苏联在那

儿呢。即使在西方世界中美国也叫人瞧不起。今天美国的力量与那个时期相比是大

大增强了,无论是相对力量还是绝对力量都增强了,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相

比则是大大地下降了。所以观察美国,要看一个长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也可以

从罗斯福时代起,这个较长的历史轨迹,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和大国兴衰的轨迹结

合在一起,才可以做出一个初步的观察或者结论。

我们的问题在于下结论太草率,往往凭一时一事。如九一一事件发生,有人认为

美国从此就不行了。现在利比亚的危机出现,美国束手无策,于是乎美国不行了。对

于金融危机的判断也是这样。关于美国兴衰的研究,我想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但我

这里想说的是,国内的研究者也好,我们的整个舆论也好,几十年来低估美国、唱衰美

国的时间更多一些,而有很多次已经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情绪

被掺杂在研究或者判断里面:我不喜欢美国,就不喜欢说美国强大。现在说美国还行

的,除了美国人自己外,就是一些学者;而外国政治家中说美国不行的多。说美国衰

落的,更多的不是基于客观分析,而是出于政治考虑。若要对美国的兴衰做出一些基

本比较准确的判断,你就不能根据舆论去判断,而要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分析,要找

出一些标准。比如“兴暠是根据什么标准? “衰暠又是根据什么标准? 再有就是拿美国

跟谁比? 跟什么时期比? 有些东西,如软实力,是很难判断的,要看对哪个国家、哪个

地区所发挥的软实力。在软实力方面,美国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

也还有上升的,这些都要具体分析。

问:判断美国的兴衰有什么标准吗?

答:我想强调,判断美国的兴衰要注意两个标准:第一,美国是如何强大起来的?

促使美国强大的因素有没有变化? 如果这些因素不变,或者没有明显的变化,美国就

会继续强大下去,就不能轻言美国衰落。这个标准涉及学术上的分析。第二,人才流

动方向,这是一个很直观的标准。资中筠老师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世界各

国的学生不再以去美国留学为首选,对外的移民也不再以美国为目的地,美国使领馆

门前不再(因申请美国签证)人头攒动,那么美国就衰落了。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清华

或北大的学生还是要去美国名牌大学留学。如果要你在哈佛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之间

选择,或者俄亥俄大学与开罗大学之间选择,你去哪儿? 大家好像对此心里有数,“用

脚投票暠。人们觉得虽然美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在美国可以生活得舒服,创造

才能可以得到发挥,能够开创自己的事业,能往家里寄钱,比在原来的地方生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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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们对北京的感情纠结一样,你可以说北京问题成堆,有住房问题、交通问题、医

疗问题等等,但为什么许多外地人还是要往北京跑、要搞北京户口呢? 这其中的道理

是一样的。其实不仅中国人如此,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是如此,无论你是科学家、技术

人员、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打工仔,都心里有数,想去美国,虽然他们不一定了

解美国。欧洲人、非洲人,以及中东、日本、韩国、东南亚的人也都这么想。他们觉得

如果要想掌握知识、掌握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还是首选美国。只要这种情况持续,

美国就不会衰落。所以,只要以上两个标准掌握了,判断美国兴衰的关键就掌握了。

关于支撑美国,使美国得以强大的因素,我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次序在这里并

不重要):

(一)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这是凝聚美国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之所以强大,与

法治很有关系。我还专门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讲法治与法制的不同。法治(ruleof

law),法(law)是主语,是法律在治理国家。依法治国(rulebylaw)的概念里其实还

包含人治,因为它的意思是某些人依靠法律来统治(somebodyrulesthecountryby
law),至于某些人(somebody)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他们有权力治国,那就不管了。

法治是美国治国的根本。

(二)简单划一的价值观或者说意识形态。美国的意识形态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清

楚,即美国的价值观是一个圆圈,或者用科学术语说是一个闭环,自成一套系统,其中

的东西可以互相解释,从自由开始,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法治这些东西是一环

套一环。这种单一的主流价值观从来没有变化,它把美国人凝聚起来,而且在可以预

见的将来也不会改变。没有美国人对美国主流价值观提出怀疑,主张学习另外一套

价值观。美国的这套价值观又与宗教信仰有关。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比较多元,但基

本上还是以基督新教为主流的信仰。

(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一整套完整的体系。美国是一个创新型国家,鼓励

人们去创新。直到今天它的创新动力还远远没有枯竭。而且还有很多人做着美国

梦,别的国家的人要到美国去创新。关于这点,资中筠老师有很多文章,如基金会制

度就是一种创新。

(四)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公民素质。美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比较独特,社会

有很大的凝聚力和创新力,而国家或者政府的权力根据法律是有限的。社会的力量

可以说大于政府的力量。到美国参加座谈,美国人发言时不说我代表政府,他可以批

评政府,骂小布什,但所运用的价值判断还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一套价值体系。包括美

国左派思想家乔姆斯基这些人,我们觉得他们很左了,但剖析他们的言论就会发现:

他们还是在拿美国的这套价值体系去评判美国政府,所以他们不满。但是当美国人

拿这套价值体系去评判别的国家时,他们更加不满。你可以说他们是非政府的,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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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政府的、反体制的,但这些人毕竟还是美国人,他们的存在实际上对美国更有好

处,它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和吸引力。因为有这些人存在,人们就认为美国是多样化

的,是丰富多彩的,什么样的人在美国都可以发挥影响,所以人们要往美国去,而不是

说由于这些人骂美国就觉得美国不行了,不去美国了。

(五)美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这是别的国家没法儿比的。它本

身是个“两洋暠国家,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墨西哥和加勒比海诸国,谁也欺负不了美

国。不管是自然的地理环境,还是自然资源,如矿产、土地,美国都很丰富。

以上的第一至第四条因素加起来,是造成美国强大的基本因素,而到现在为止这

些因素基本上都没有改变,最后再加上一条自然的天赋资源因素。如果说美国现在

的创造力枯竭,它要从此一蹶不振了,那么我认为这样讲为时过早,恐怕美国还远没

有到这种地步。

问:以上所说的第一至第四条因素,是否可以归结为制度因素?

答:可以这样说:美国人认为他们国家的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是没有人认为别国

的制度比美国的好,或者说美国应该学习别国的制度。如果把制度做一个宽泛的定

义,那么上边所说的第一到第四个因素都可以归入其中。美国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可

没有美国人说美国不再需要法治,而需要人治;没有人说美国不需要创新,而应去别

的国家获取知识产权,抄别国的技术。美国的创新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之所以

科技领先,也是靠各种具体制度,如人才制度。但它的这种人才制度并不是政府主导

的,而主要是给人才创造条件。人才不是哪个组织培养出来的,给予充分条件,人才

自会成长。我在美国所的时候就讲,要创造宽松环境,不是重点去想谁当学术接班

人、所长接班人等等;哪个研究人员要做事,能做事,就支持他。

问:您认为美国这个国家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什么?

答:我觉得,要抓住美国特色。上面所谈的都是美国特色,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但研究美国不能只盯着美国。例如,研究美国政治的,要对世界政治有所认识,至少

有点粗浅的知识吧! 研究美国文化的,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直到美国文化的发展

应该掌握基本的知识。我不赞成“美国学暠的提法,学科不是这么分的,是按照政治

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划分的,而研究美国是综合性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基础知识。

美国的特色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它的多样性和单一性的关系。美国也充满各种各

样的矛盾。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 市场和政府是什么关系? 美国的

市场经济与德国、日本、法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 具体到美国企业又有什么不

同? 美国简单划一的意识形态是怎样形成的? 美国是用什么办法把国家给拢到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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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我跟某位经济学家前几天还争论过,他说,想要统一思想是做不到的。我说美国

人就做到了。但美国并不是通过强制的办法统一思想的,它是自然而然地做到这一

点的,形成了统一的价值观。比如说萨达姆或者卡扎菲是好人还是坏人? 恐怕美国

人中没有人说他们是好人。美国人会说,不喜欢这些人,但怎么对付这些人,大家会

有不同看法。基本价值判断是一样的,但政策思路可以不同。

我们研究美国的时候,要注意研究美国内部。如果对美国缺乏一个长远的综合

性观察,对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方面情况没有一些了解的话,就

没法儿判断美国的外部行为,更没法儿判断它的兴衰了。要抓住美国特色,可以总结

出很多条来,而且每一条都值得研究。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

子,有许多原因。美国的许多细节很值得我们去研究。比如移民政策,美国有很多移

民,为什么没有闹成欧洲那样? 美国移民的种族构成很复杂,为什么没有出现国家分

裂? 再如,美国的大学是怎么办的? 大学的教育思想是什么? 大学的人才管理制度

是怎样的,比如怎么评职称?

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研究美国的内部,首先是要明白其基本制度,但基本

制度里还包含很多具体制度,对这些具体制度也不能忽略?

答:是这样。有许多细节我们了解很少,但很有必要搞清楚。比如,美国的税收

制度,这不是一本书可以写清楚的。它的税收制度非常复杂,报税时人们很头疼。美

国人没有身份证,只有驾驶执照,出国才办个护照,当然它还有个人的社会保险号码。

但它是怎么做到税收人人逃不掉的? 从税收入手就可以进行很多的研究。再者,具

体与我们有关的,就是美国的思想库。这些机构是怎么吸收人才的? 拿什么标准吸

收人才? 是公开招聘? 还是由人推荐? 什么人才能推荐? 按照什么程序? 布鲁金斯

学会本身的结构是什么? 我有一次去兰德公司找波拉克(JonathonPollack),他当时

负责兰德公司的科研管理,跟我很详细地谈了一遍兰德公司的管理情况。当时他们

有600多位科研人员,没有分政治经济等部门,不像我们研究所内还分研究室,它的

学部都是虚的,600多人就这么直接管理。波拉克跟我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经费是怎

么申请、怎么控制的,每年每个研究人员工作量怎么计算,那里的秘书是怎么回事,助

手从哪里来,等等,复杂极了。总之,他们有一整套相当精细的管理制度。我们国内

关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也出了几本书,但对于这些思想库的具体制度和内部关系并

没有介绍。

问:您认为中国学者在研究美国的时候,需要把握哪些基本原则?

答:首先,在观察美国外部行为的时候,要先观察美国内部。对于美国的内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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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是应该做的,可是我们没有做好。我们在观察美国的时

候,基本上就是看外表。比如,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就说奥巴马这个人对华政

策将如何,而不是从美国内部来进行分析。

其次,不要用政治道德来做简单评判,或者说应该尽量减少政治道德的评判对客

观分析的影响。你对美国可以做出政治道德判断,说它是帝国主义国家、邪恶的国家

等,怎么说都行,但这是政治道德的判断,不应影响到你的分析。不能因为不喜欢美

国就说美国衰落,也不能因为喜欢美国、欣赏美国而说美国什么都好、什么都强。不

能让感情去影响客观的学术分析。有人觉得美国是一个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国家,

所以黑人和女人是绝对不可能当上总统的。可是上次美国大选民主党里就是一个黑

人和一个女人竞选,奥巴马的胜选推翻了这种看法。这就是美国。奥巴马当选后有

人还预测,奥巴马即便当上总统也会很快被暗杀,因为美国人绝对不可能接受一个黑

人总统。这是以我们自己主观的好恶或者表面印象来判断别的国家,在研究美国乃

至研究国际问题时都存在这个问题,而我们应该避免这种偏向。我们批评美国用自

己的政治道德标准去评判别人,那么自己也要避免类似的问题。所以,你要站在一个

不完全是中国人的角度上试图去揣摩、观察美国。你对美国可以不喜欢它,但要去研

究它,了解它。

其三,要接触实际,不完全依靠书本。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美国的了解基

本上还是从书本出发。你必须得去访问呀、常住呀! 比如,研究美国的思想库,要去

美国进行实地访谈。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如李侃如等,他们到中国来天天就是做访

谈,而不是天天看《人民日报》或者《环球时报》。接触实际是研究美国需要把握的一

个基本原则。通过访谈、实地考察,增加对美国的了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 那你

就看一点“活暠的东西,比如现在视频和网络这么发达,可以看很多东西,也可以和美

国人建立通讯联系。就是美国的大人物,你给对方发一个电子邮件,没准儿你还能得

到回复。

第四条,就是要看英文原文资料,包括原版的影视资料。本来书本知识就已经落

后了,或者说很片面了,然后你还去看中文的,那是第二手的第二手,许多中国人基本

英文都不过关,翻译也不过关,你还引用,那就很可怕了。反正我是这样做的:如果要

引用的中文中提到的资料,凡是我能够查原文的,一定要查询,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注解,因为翻译过来的东西极不可靠。有些人研究美国,就靠看“大参考暠和《环球时

报》,然后就做上评论了,那个结论下得斩钉截铁,比我斩钉截铁多了。

以上这几条,是最基本的要求。你要研究中美关系,至少有一半学问在美国那

边,也就是说要对美国进行研究。现在充斥于各大网站关于美国的文章,许多还是

“透过现象看本质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先下结论后找论据。一些著作也是这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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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总认为你要搞清美国什么事情,看我这一本书就足够了,好像中国人的水平总表现

在高度的概括能力。

问:如果说要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对于研究者来讲,是不是意味着不要老想一些

大题目,而是要注重一些很具体的细节性研究? 这样聚沙成塔,为研究美国内部情况

做些贡献?

答:是这样。对于中国的美国研究现状,非常坦率地说比我刚进美国所时的预期

要差。随着国力的增长、年轻一代科研力量的成长,研究成果应该有大幅度提高。但

可惜,实际上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提高得很慢,有些地方甚至还落后了。这同中

国增长的国力、我们的资源以及整个社会对我们的需要都很不相称。那么,为什么会

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在担任美国研究所所长和中华美国研究会会长的时候就一直在

思考,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些是我们可以克服的,而有些则是无法

克服的。

(一)国家和社会投入不够。无论是对于国际问题研究,还是对于美国这样一个

我们认为“重中之重暠的国家的研究,国家投入都不够。比如,要去美国考察思想库,

单位可以拿出经费来派一个小组或一个人去,可国家的投入呢?

(二)研究课题导向。多年来国内有许多大而化之的课题。这些课题的导向可以

说是重政策,轻基础;重宏观,轻微观。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改变的,但在可以想见的

将来也难改变。对于那些大到无边的课题,每年国家花费颇多,最后能够得到什么样

的美国研究成果? 不容乐观。下面的两个原因是美国研究难以避免的。

(三)美国研究的地位相对下降。首先,刚刚创建美国研究所开展美国研究的时

候,国家的需要和人们的心气儿与现在都不一样。那时举国上下提出要实现现代化,

大家认为必须学习和借鉴美国的经验。而现在对美国的看法不一样了,我们对美国

的看法是有变化的,我们心目中的美国是有变化的。其次,对别的国家和地区研究的

重要性上升,这是好事。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对美国研究的兴趣比较浓厚,对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少,这是由于以前人们对别的国家兴趣不高,接触也不多。现

在中国与别的国家和地区关系发展了,对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国的兴趣增长、它

们的重要性也凸显,这样在研究经费的分配时美国研究就相对少了。其三,功能性的

议题在上升,比如能源问题、金融问题、国际体系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哪一个问题

都离不开美国,但是这些议题又都不是美国研究的一部分,研究者也不以美国研究为

主要方向或者主要目的。最后,美国研究的专业人员的数量有减无增,至少是没有增

加。30年前,研究国际问题的专业人员按照所研究的对象国划分,当时没有人按照

功能性议题划分专业。现在情况已经不同,把美国研究作为专业方向的人数总体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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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升,至少美国所的人员数量还是那么多,因此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很难提高。

(四)美国人不支持。我对此体会很深。我刚当美国所所长的时候,刚开始搞美

国研究的时候,美国对中国人搞美国研究充满兴趣,热情支持。他那时想教你,觉得

你太不了解美国了,送你各种资料、音像制品等,现在则对此兴趣锐减。现在美国人

来访是为了了解中国,他们把中国人弄到美国去,还是为了研究中国而不是研究美

国。我跟热心促进中国的美国研究的张之香(JuliaChangBloch)讲过这个问题,我

说第一你美国人不支持,第二即便支持一点,也是集中在中美关系研究方面。如果现

在到美国的基金会去申请经费,说要研究美国的思想库,它不会给你钱。但如果你说

要研究中国的哪个少数民族问题,美国人立马给钱。美国人的这种转变也是逐渐的。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人对研究中国的兴趣增长了,所以对中国人研究美国不热心。

你要是研究一点他们的政治敏感问题,他们还很警惕。美国人当然很自私,我要批评

他们也有很多话要说,但谁不自私呢? 你跟美国人抱怨也没有用,我们只能自己努

力。

问:您对美国研究所青年一代研究人员有何寄语或期待?

答:在目前这样的客观环境下,年轻人要主动创造机会和条件,包括出国的机会

和条件。要主动去申请研究项目,把项目做好,同时应加强自主性和主动性,独立思

考,去发掘研究题目。现在环境宽松,想研究什么课题都行,已经很好了。但如果没

有基本功,就永远不行。比如英语应该达到交流水平,包括写作。如果你英语不好,

人家就不搭理你了。所谓英语好,最终的标准是写作水平如何。所以最基础的还是

要加强英语及相关知识的学习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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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学术与政策影响之间的平衡

———访李侃如博士

赵暋梅暋暋暋

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博士是继费正清、鲍大可之后,美国当代卓有成就

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曾

任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和商学院教授、威廉斯·戴维斯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1998年

至2000年,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部资

深主任。他在密歇根大学执教的30多年间,讲授中国政治课程,可谓“桃李满天下暠。

2009年从密歇根大学退休,到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任中国中心主任后,

他更加活跃于政策咨询舞台。他对中国的看法,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

影响。在美国所建所30周年之际,本刊编辑部对李侃如博士进行了采访。

采访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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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所的老朋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美国所的同行的?

答:是在1981年春天,我随一个美国学术代表团来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主办

者要求每位美国与会者提交一篇会议论文,中国与会者进行点评。我的论文是由资

中筠女士来点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事实上,在那次会上,我们花太多时间讨论,

没时间评论了。她在休息的时候找到我,坚持对我的论文做出评论。这是我第一次

与资中筠女士的接触。那次会议美方的主办者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洛克菲勒基金

会,或是亚洲基金会。它们认为,让美国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与世界其他地方研究中

国的年轻学者接触,建立联系,交流对中国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观点很有远

见,在当时也很少见。那次会美方与会者共六位。我们访问了日本、新加坡、印度、中

国和意大利,并在那里举行研讨会,与当地学者交流对中国的看法。当时美方年轻的



学者,除我之外,还有何汉理(HarryHarding)等。那时我30多岁。

问:您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您看到的中国与以前在书上读到的一样吗?

答:我1976年7月访问中国,那时文革还没结束。我可以感觉到当时北京的局

势非常紧张。每天晚上,军人持枪在街上执勤。我来中国前对中国做过很多研究,非

常熟悉那时的口号、标语,但身临其境,还是有些不同的地方。我在天安门广场辨认

出的唯一建筑物是人民大会堂。这告诉我,在书上读到的与活生生的人和物是不同

的。你知道,身临其境,你会见到真正的人,真正的物。我记得那次访华途中的另外

一件事。我们乘火车南行,到河南、河北,那时是人民公社年代。我们参观了一个模

范人民公社,我和当地农民交谈。那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少。一次在没有陪同在场

的情况下,我和农民交谈时引用了毛泽东语录,那位农民赶快走开了。

问:您以前是研究苏联问题的,怎么后来转而研究中国?

答:这很偶然。20世纪50年代,我上高中的时候,对苏联特别感兴趣,学了三年

的俄文。我在达特茅斯学院读本科的时候,那里有俄国外交研究项目,该项目允许学

生到国外去研究俄国,并且有部分时间在苏联,我对此很感兴趣,所以主修俄国研究。

后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之所以选择哥伦比亚大学,是因为那

里有全美最好的苏联研究中心。开学前,学生要与导师见面。我的导师是兹比格涅

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他当时是哥大苏联研究中心的主任,后来在

卡特政府时期任国家安全顾问。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如我想学什么等等。我说我想

研究苏联。他想了想回答说:“我的结论是你不要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苏联。你已经

上过我们讲的所有有关苏联的课,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了,研究些其他问题

吧!暠我当时想:“什么? 我选择哥大,就是因为这里有全美最好的苏联研究!暠

我对共产党国家感兴趣,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还开设了中国政治的课程,于是我

就选了这门课,任课教师是鲍大可(A.DoakBarnett)教授。我被这门课的内容深深

吸引了,我的课业成绩特别好。学期结束时,鲍大可教授建议我把中国研究作为专业

研究方向,继续深造。我决定这样做,于是在哥大上了中国研究的硕博连读。后来回

想起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从那以后,我一直对中国抱有浓厚的

兴趣。布热津斯基是我的第一位导师,而后是鲍大可。鲍大可教授离开哥伦比亚大

学到布鲁金斯学会工作后,迈克·奥克森伯格(MichelOksenberg)指导我写博士论

文。

问:您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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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关于天津的革命。选择这个题目,主要是由于资料方面的原因,那时研究

中国的资料非常有限。我在论文中想探讨的是,革命对天津这样一个工商业城市产

生了哪些影响,时间是从1949年到1954年。我做这一时期的研究,阅读的材料不仅

限于这一时期,还读了很多1949年以前的材料。南开大学1930年代有一个非常好

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出版了一些有关1930年代天津的资料。我在哥伦比亚大

学中国中心翻阅了所有这些材料。所以我读的材料包括1949年以前、1949年到

1954年的材料。论文所用的资料都是中文的,报纸是我在香港大学服务研究中心读

的,杂志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读的。我还

采访了一些住在香港的来自天津的中国人,他们大多是商人、中产阶级或是上层人

士。在香港,还有一些来自天津的帮会。我不停地采访这些人。在香港,帮会常在茶

馆聚会。我想接触这些人,就去茶馆。后来我发现,这是个大错误,因为他们把我当

成英国的间谍,我当时的处境其实很危险。

问:在您上学的那个年代,美国人研究中国主要依据的材料和采用的研究方法是

什么?

答:我在哥大上第一门有关中国的课是在1965年秋,此后不久中国发生了文化

大革命。所以在那时,大量来自中国的有关红卫兵的资料流入美国,这是美国人理解

中国的资料来源之一。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扩大了已经开展多年的一个非常广泛的

项目:翻译中国的报纸、杂志和广播,将其作为政府出版物每日出版,并对任何想了解

中国的美国人开放。每日阅读这一政府出版物,是我们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

道。当然,美国有很多中国历史方面的资料。胡佛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等收藏了很多有关中国历史的资料。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后来也成

为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个重要机构。

我们那一代政治学者所受的学术训练是很传统的,即大量阅读相关资料,然后找

出自己感兴趣、试图回答的问题。我们那时几乎不用当下在美国政治学界颇为盛行

的模型、博弈论、统计等研究方法,那时没有人用这些研究方法。

问:我曾在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ornerHouse)已故的奥克森伯格教授的

办公室墙上,看到挂着一幅已经发黄的黑白中国地图,上面用繁体字写的“广西暠特别

醒目,令我想起中美对峙的年代。那时,你们是在这幅地图前分析中国形势吗?

答:事实上,我们使用的有关中国的资料非常广泛。我忘记那幅地图是繁体字版

的了,我们也有简体字版的。事实上,美国大学几乎购买了1949年获准带出中国的

所有资料,在图书馆收藏并对读者开放。所以,我们得以读到内容非常广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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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那个年代,直到19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公布的资料非常少,非常不透

明。如果你要认真研究中国的经济,非常困难,有关中国经济的资料非常少,即使对

中国经济学家来说也是如此。一方面,中国公布的官方资料非常少,获准流出的资料

也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有些资料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在资料极为有限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在字里行间寻找潜台词,推测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想在那时,很多中国人

也在做同样的事。

问:从读研究生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您研究中国的目的从那时到现在是否有

所改变?

答: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初的研究兴趣是共产党国家制度的比较研究。我对共产

党的制度感兴趣,想了解这一制度是如何运行的,存在哪些优势和问题。我对中国感

兴趣,最初因为它是一个不同于苏联的模式。博士毕业后,我在大学任教。我教的第

一门课就是“比较共产主义暠。你看,那时我们可以讲这类课。把中国作为比较共产

主义研究的一部分,是我研究中国的目的之一。此外,我还对革命的动力学感兴趣。

这里所说的“革命暠是广义的,不是特指1949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一场革命。所以,对“革命暠的研究兴趣驱使我关注中国。

时过境迁,美国人研究中国的目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对我来说,研究目的几

乎完全改变了。中国不再是一个革命的社会,它已成为一个大国,一个拥有与全球经

济紧密互动的巨大经济体的大国。中国的军事问题,已不再是野战军如何整合为常

备军,而是军队如何在信息时代实现军事现代化的问题。所以,关注点与以前完全不

同。我在2011年5月即将出版一本新书《应对中国挑战》(ManagingtheChina

Challenge),这是一本关于跨国公司战略的书,主要讨论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影响中

国经济,这些影响对于那些想要到中国发展的跨国公司意味着什么。该书的基本理

念是:向读者展现中国如何运作的现实;基于这种现实,跨国公司应如何开发和营销

产品,如何处理政府与公司的关系,如何降低风险,等等。坦白地说,如果我在1970
年代出版这样一本书,人们会笑我,因为那时没有公司在中国做生意。但是现在推出

这本书显得很重要。这反映出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美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兴趣

也随之改变。

对我来说,最令我陶醉的一点是,中国的变化是如此迅速而深刻,这使我始终把

中国作为研究的对象。现在的中国已经与我初涉这一研究领域时的中国完全不同。

中国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如果你研究希腊古代历史,研究对象本身不会发生什么变

化,你或许能够发现新问题,对历史的解释会发生变化,但研究对象本身是不变的。

而中国研究,研究对象本身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这迫使我不断探索非常不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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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课题。

问:奥克森伯格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美国所的老朋友,也是您的

挚友。您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最主要的学术贡献是什么?

答:迈克·奥克森伯格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学者。他最大的贡

献主要在:首先,他不断地提出研究中国的新议题。例如,他先于其他美国学者提出

中国决策过程的问题,而后很多美国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并开始从事这

方面的研究;其次,他是一位积极的学术组织的促进者。他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美国科学院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等许多美国全国性学术组织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

的推动作用。他不断为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提出新思想、提供新资源,并且精力充沛。

他发起并组织开展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以加深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他深信并极

力推动中美两国的交流。他虽然从未独立出版过专著,但他发表过许多非常有影响

的文章。至于他从未出版专著的原因,我想也许是由于他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声望

非常高,那么他的书也应该是最好的,他对此也许没有十分的把握。当然,这只是我

个人的猜测,我的确见过他写的从未面世的书稿。迈克对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产生过

重要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卡特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正常化。此后,他在影响美国对华

政策制定方面一直非常活跃;第三,迈克另外一个杰出贡献是教书育人。我曾与他共

事十多年,共同培养学生,在此以前是他独自培养学生。他引导学生对中国产生浓厚

的兴趣,把中国研究作为其毕生的事业。他培养出的几十位中国研究的学生,如今已

是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生力军。总之,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新问题、帮助组织全

国性学会和培养学生。

我把我即将出版的新书献给两个人,其中之一是迈克。我想以此表达我对他所

做的贡献的感激之情。

问:鲍大可教授是您的导师。您对他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什么?

答:鲍大可是老一代学者,他培养了迈克,也培养了我。迈克是鲍大可的学生,并

深受他的影响。鲍大可没有受过正规的政治学训练,但他在中国长大。1940年代中

国内战时期,他作为一名记者遍访中国各地,从西南到东北,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

深入报道。随后,他转赴香港工作了五、六年,继续撰写有关中国时局的报道。鲍大

可深爱中国,我不是说他“亲华暠,他不是政治上的左翼,完全不是。他非常了解中国,

深爱这个国家。他对中国的了解胜过他对美国的了解,因为他在中国长大。他只是

在美国上大学,毕业后他随即返回中国工作。他生命的头30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

在很大程度上讲,中国是他真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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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大可的性格特别好,非常善解人意,人们爱他,喜欢与他共事;其次,他有着丰

富的中国历史知识。他从未写过中国历史的著述,但我在哥大听他讲的第一堂课,即

是以古代中国文明作为开场白。你可以问他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你会对他渊博的

知识由衷地钦佩;第三,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美国社会反华情绪强烈。如果你看他

所写的旧作,你会发现他努力用美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我认

为他最大的贡献在于作为记者,他不带任何政治或意识形态偏见地报道中国。他是

一个好作家,文字清新流畅,美国人非常容易理解他的意思。他不是见地深刻的思想

家,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的报道上,他撰写的每篇报道都基于深入的研究。我

非常爱他,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人之一。每当被问及中国的未来时,他总是回答说:

“我对此审慎乐观。暠他从不说:“我知道答案。暠他的看法从不极端,他总是综合考虑各

种因素,并从中找到契合点。

问:您对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怎么看?

答:与我上学的时候相比,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几乎所有进入研究生院打算研究中国的学生都到过中国,都会讲中文。

我上学的时候,没有一个学生去过中国,那时美国人不能访问中国。我们只能在学校

学中文。现在想研究中国的学生已经知道中国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他们已经在中国

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们会说中文,有很多中国朋友,熟知中国的电影、网站,很多人到

过中国很多地方。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各不相同。

其次是政治学本身的变化。遗憾的是,我觉得现在美国的政治学界过于强调方

法论,如统计、模型、博弈论等。学生不得不上很多方法论而不是有关中国的、有实质

内容的课。在我曾执教多年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几十年来都拥有全美最好的中国研

究。1983年我开始在那里任教,那时学生必修2~3门有关中国政治的课,一门中国

历史课,一门中国经济课。我们还鼓励学生上中国社会的课。现在中国政治专业的

博士生上一门中国政治课,也许另外一门有关中国的课,仅此而已。所以,学生们上

的有关中国的课非常少,然后就开始做论文。他们的主要精力不得不放在方法论上。

如今在美国大学要获得终身教职,你必须展现出具有运用复杂的研究方法来分析问

题的能力,例如统计学、定量分析等方法,这意味着研究的课题将因此受限。在我看

来,许多研究课题并不需要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研究。过于强调方法论,实际上给研

究者造成一定的压力,迫使他们研究一些不太重要、但可以运用复杂的研究方法的问

题。

第三,现在许多学生把精力放在研究一些有关中国的过于狭窄的问题上,如上海

的城市化问题,等等。我年轻的时候,美国重要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需要向公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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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整个中国的情况。那时的学生既要研究具体问题,也要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跟踪研究,所以我们讨论中国的国家政治、国际关系、经济问题、军事问题,等等。我

们中的一批人,其中很多你可能认识,如兰普顿(DavidLampton)等都能做到这一

点。而年轻一代学者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也许是由于现在信息很多,你不

必去事事追踪,另外则是由于专业化的要求。所以,我一直积极参与并推动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培训项目,即把全美最好的研究中国的学者组织起来,在鼓励他们

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引导他们把中国视为一个整体,研究一些更为重要、内容更为

广泛的问题,学习如何面对媒体,如何面对美国公众,使他们成为全国性的知识分子。

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第四,以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大多是由几个重要的研究中心完成的,因为那时很难

获得研究资料,而研究中心收藏了这些资料。美国人只能到那里去做中国研究。但

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非常盛行,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任何研究中国的美国人都可

以获得相关的电子资料。即使你在一所非常偏僻的学校教书,依然可以获得有关中

国的最新资料。

第五,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界的另外一个趋势是,一些非常了解中国的美国学者

纷纷离开大学的政治学系,到美国智库去工作,因为他们在政治学系很难获得终身教

职。这很遗憾。在我看来,美国大学的政治学系拥有非常好的公共政策、国际关系研

究,这些学者的研究其实属于这类研究范畴。遗憾的是,政治学系正在培养的下一代

学者,对为学生勾勒出一幅中国完整的图景越来越不感兴趣,缺乏对中国的深入了

解,过于强调方法。而美国智库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学者只出成果不教书。我对美国

中国研究界的这一趋势深感忧虑。我在《中国研究在政治学中的演变》(TheEvolu灢

tionoftheChinaFieldinPoliticalScience)一文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收

录在牛津大学新近出版的《当代中国政治:新资料、新方法和实地考察的新策略》

(ContemporaryChinesePolitics敽NewSources,Methods,andFieldStrategies)一

书中,该书的中文版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问:您对当前的中美关系怎么看?

答:我曾在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时就这个问题接受过媒体采访。时隔不

到三个月,我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我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不仅要告诉对方,而且

要告诉本国人民,中美关系是如此重要,不允许出现任何倒退。中美两国的价值观、

文化、历史和利益迥异,我们双方需要努力化解分歧,寻求共同利益,共同营造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这是中美首脑峰会传递出的信息。我认为,现在中美关系建立在较为

稳定的基础之上,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两国共同努力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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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经济方面。全球经济复苏尚不稳定,在不远的将来也许会出现全球性经

济问题。美国经济正在复苏,但美国国内远未在政府的作用、如何控制财政问题上达

成一致,美国国内对此正在进行激烈辩论。我想未来两年辩论将结束,美国政府将出

台一个有效解决经济问题的计划。从中国方面看,中国领导人对于美国正在进行的

这场辩论深感担忧,因为中国在美国拥有大量直接和间接投资,高度依赖美国经济运

行良好。此外,中国自身面临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如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中国政府

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中国政府试图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但步

履维艰。我赞同中国领导人的想法,改革是必须要做的。所以,中美两国各自存在很

多的不确定性,而所有这些都会在中美政治换班的过程中发生。在美国方面,明年将

要举行新一轮总统选举。我发现,领导人换届时期通常不是做出正确经济决策的时

期,因为执政者面临其他的压力,有其他的考虑。所以,从经济方面看,我们会遇到非

常大的问题。事实上,布鲁金斯学会打算举办一次研讨会,就未来五年如何重建中国

和美国的经济,以及中美两国经济对彼此及世界经济的影响进行讨论。

其次,在军事方面。两军的军事交流落后中美两国民事关系近10到20年。这

是一个棘手和危险的问题。在军事行动的范围上,中美两国存在分歧。这有可能导

致令人失望的突发事件。坦白说,我对朝鲜的局势非常担忧。如果朝鲜半岛局势变

得非常不稳定,中美两国在如何回应这一问题上没有达成谅解,这将是一个非常危险

的情况。在台湾,如果民进党赢得明年的选举,我想紧张局势会加剧。尽管台湾问题

依然是可控的,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从目前情况看,各方对台湾问题都处理得很

好,但这种情况是可能改变的。所以,展望未来,政治换班、经济问题、两军缺乏足够

的联系,以及台湾的选举,都有可能成为大问题。

我的看法是,中国把自己视为重要的全球性大国,而美国是首屈一指的全球性大

国。在未来几年,两国会发现置身于这样一种情况:或者是我们互不信任,无论中国

还是美国都深刻地预感到:中美之间将出现竞争,比谁做得更好;或者中美双方更多

地认识到:采取更加合作的方式双方都能做得好。换句话说,在未来几年,其中的一

种看法将会被广为接受:或者中美两国视对方为一个大麻烦;或者中美间的合作对全

球的未来有益,也符合两国的利益。我的担心是前者将成为主流,即中美将对方视为

大麻烦。一旦出现这一前景,中美两国都会为此付出代价,因为它们会集各自的资源

降低对方的能力。

我认为,中美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最大的败笔是,中美之

间缺乏互信。我非常了解美国政府官员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15年间,我也在美国

对华政策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我曾经在白宫对华决策部门任职。正因为我与美国对

华政策制定者非常熟,所以我知道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设法实现的目标。而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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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他们的目标,与很多中国人所认为的相去甚远。甚至在今年,当我向美国官员解

释中国人认为美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美国的真正战略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大笑,觉

得我在开玩笑,因为这与他们真正想要做的大不相同。而当我告诉中国人美国政府

希望中国做得更好,因为这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没人相信我。缺乏互信,这是中美

关系中的一个大问题。

问:您觉得日本此次地震及灾后重建会引起东亚局势或中美日关系的改变吗?

答:我觉得现在做判断为时尚早。首先,我们不清楚核泄漏到底给日本及周边国

家造成多大危害;其次,我们不清楚日本经济复苏需要多长时间,以及地震给日本政

治带来多大影响。中国向日本表达了对受灾地区的同情并提供救援,这是非常正确

的做法。地震加强了美日关系,美国在震后向日本提供了许多技术支持,以及大量的

后勤和食品等援助。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此次地震是否给日本经济造成了持久的

破坏。我不知答案,我觉得现在没人知道答案。日本地震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为

世人敲响了核安全的警钟。中美都是核大国,美国已经拥有很多核设施,中国正在建

造许多核设施。如何避免日本核泄漏的悲剧重演,是此刻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问: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智库。离开密歇根大学到布鲁金斯学会

中国中心工作后,您的研究兴趣是否发生了变化?

答:我离开密歇根大学到布鲁金斯学会工作,部分原因在于我的研究兴趣发生了

一些变化,布鲁金斯学会更符合我当前的研究兴趣。具体来讲,我在1998年到2000
年在美国政府工作。离开政府以后,我对政策问题比进入政府之前更感兴趣。我发

现在美国,像密歇根大学等重要的研究型大学,欢迎学者做研究,得出有意思的结论,

出版研究成果;但坦白地说,它们并不关心这些成果对决策或对世界产生哪些影响。

它们所要的是产生新知识。而布鲁金斯学会希望研究者做认真的研究,产生新的理

解,并使这些理解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对中国、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政策产生影响。

布鲁金斯学会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严肃而认真的研究;二是坚持使这些研究产

生影响。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平衡。我喜欢做研究,喜欢写书,喜欢通过研究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但我也喜欢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真实的世界产生影响。布

鲁金斯学会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去做这些,部分原因在于布鲁金斯学会位于华盛

顿,部分是因为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的人像我一样,既是学者又希望对决策产生影

响。布鲁金斯学会鼓励我们去研究那些能够对决策者和决策产生影响的问题。我喜

欢这种平衡。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令我印象深刻———“优质、独立和影响暠。“优

质暠意味着拥有一流的研究,“独立暠意味着无论研究资金从哪里来,研究都应该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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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而客观的,不受资金来源的左右;“影响暠就是对决策产生影响。在耶鲁、哈佛等学

术机构,提倡“优质暠和“独立暠,但不注重“影响暠。所以,最初布鲁金斯学会邀请我到

中国中心工作的时候,我并没有很强的意愿。我想:“不,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暠现在我

发现,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真正适合我工作的地方,因为它把“优质暠“独立暠和“影响暠

三者合一,而且非常认真地践行这个座右铭。

问:今年是社科院美国所建所30周年。您对它有何寄语?

答:在美国所建所30周年之际,我想表达自己最诚挚的祝贺。由于无法参加美

国所建所30周年的庆祝活动,我深表遗憾。美国所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过去30年

间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几乎所有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的美国学者,都有美国所

的朋友。我有幸结识美国所自1981年建所至今的每一位所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

有机会参加美国所主办的研讨会,邀请美国所的学者访问我们的大学、研究所。美国

所的学者,如资中筠、王缉思、陶文钊教授,还在密歇根大学我的课上授过课。

在过去30年间,美国所架起了一座中美两国学者间无可替代的桥梁。通过开展

很多对美国和中美关系见地深刻的研究、接待美国学者来华进行实质性讨论和座谈、

其研究人员在本国及世界其他地方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所

贡献卓越。美国所编辑出版的《美国研究》,刊发了很多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和中美关

系的优秀文章,引起中国读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在推动中国的美国研究方面,《美

国研究》功不可没。

我衷心祝愿美国所繁荣昌盛,通过它有洞察力的研究及其与美国学者和知识分

子之间的独特纽带,增进对美国的了解。这项工作不可或缺,我希望美国所在未来

30年取得更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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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认知美国

朱传一暋暋暋

30年前,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潮流蓬勃兴起的年代,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

究所开始筹建的年代。1980年我已是55岁的初老之年,因对美国并不熟悉,对去美

国研究所工作有所犹豫。但在改革开放国策的鼓励下,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作为筹组

美国所的一员投入到建所工作中。

美国所还未成立,任筹备组组长的李慎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商定,派我

先期赴美国进行考察。原因是我曾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有兄长早期留学美国并

获得重大科学研究成果,还有不少同学在中国驻美使领馆和联合国工作等方便条件。

更重要的是,不需要美国所或院方提供任何经费资助(美国所尚未成立,没有经费预

算,也未有国际组织资助)。

问题在于我到美国后究竟应该研究什么课题? 讨论中众说纷纭。主管社科院外

事工作的宦乡副院长倾向于研究美国这个国家社会发展的趋势。当时他有个观点,

认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实际发展,已经到了“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还有一定生命力暠的

阶段。美国“还有一定生命力暠这个观点,在国内讨论时曾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不少批

评。当宦乡知道我将赴美考察时,嘱咐我回国方便时,可找他个别谈谈。美国所筹备

组组长李慎之提出,要我研究美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以便和当时国内发展私营工

商业的需求相适应。我自己则倾向于研究美国对亚洲的政策,这是因为我曾任东南

亚研究所学术秘书,可以驾轻就熟。讨论中意见不一致,最后,筹备组对我到美国后

的研究课题暂不做决定。这样,正适合当时最流行的思路,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

石头过河暠。

1981年3月4日我作为波士顿大学的访问学者登机赴美国考察。在飞机上我

望着浩瀚辽阔的太平洋,心里还在琢磨:在美国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究竟去哪里寻找

它的“一定生命力暠呢?



一暋先寻觅“石头暠再考虑“过河暠

初到美国,能想到的就是先得找块靠得住的“石头暠。只有寻觅到稳妥可靠的“石

头暠,学习中国古人所说的“投石问路暠,才有可能平安“过河暠,走上正途。

生活在美国的科研环境中,脑子里有问题,最方便的就是请教那里的同行,特别

是那些早年定居在美国的华裔教授们,再有就是美籍犹太裔学者们。以色列这个国

家,与中国有类似的古老历史背景,犹太人更有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容易与中国人相

处。何况,我在国内曾经探访和研究过中国的犹太人。在美国,我就这个题目举办的

讲座获得美籍犹太裔学者们的极大欢迎,与他们相聚时,更有许多共同语言。我决

定,就摸着他们这些新交和亲友的“石头暠,尝试着“过河暠吧。

这个尝试果然见效。到1981年5月左右,我向美国所筹备组写出了第一份报告

《与美国学术界人士谈研究美国问题》。这份报告综合了大约10次座谈的情况,参加

者是来自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布兰戴斯大学、黑勒社会福利

学院、东北大学等院校的教授和学者们。此外,还邀请了波士顿市南端区社区和民间

社团的负责人一起讨论。参加座谈的美国人热情、友好,富有社会经历,对美国社会

与经济问题常有精辟的意见和建议。

每次座谈的主题都不同,美方参加的人物也不同。大家经常争论激烈,但气氛始

终热烈而融洽。座谈最集中的建议都是希望我们“在发展中看待美国暠,“充分估计美

国社会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暠,看到其“多样性与复杂性暠,从各种不同角度观察美国,

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以“区别现象和本质暠,并在学习美国经验的同时不忘接受

其教训。他们还提醒我们:在看到美国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思

想与世界观在世界上的出现对美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倡导“走出书

斋,跳出学术界的狭隘圈子,到实际生活中接触各个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力求得出

较完整的概念暠。“要用比较的方法,区别不同的环境和背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

选择重点,进行研究与借鉴。暠这些善意的告诫,特别是关于美国这个国家在其经历的

历史长河中也在“不断变化暠的观点,对我这个曾尝试“过河暠的人来说,虽然已经过去

30年之久,仍然记忆犹新。

二暋站在前人肩膀上才能高瞻远瞩

使我想不到的是,国内的人们,包括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非常重视我反映的美国

情况。1981年12月,参考性刊物《经济消息》第48期刊登了我写的总标题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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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注视中国的经济变革》的一组4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是我根据在美国的座谈

整理出来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看到后,对我的文章做了十几处批语,说美国

人的一些意见“对暠、“中肯暠、“说到了要害暠,并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只在小改、

小革上下功夫暠。做出批示后,他还要我“看看是否妥当暠,要我再写些话和意见给他。

于是我又陆续写了几篇东西。薄一波表示“很乐意看写出的新东西暠,还打来电话。

同时他也表示,这些“只是个人间交换意见暠。

1981年12月19日,我写了一封信给薄一波副总理。信中说:“为什么一些美国

学者能透视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并能提出一些比较中肯的意见呢? 我想答案

可能是:社会与经济的变革,正如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一样,有它自身的客观发展规

律。如果人们(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作为,合于自然规律发展,它就会获

得成就;相反,逆于自然规律发展,它就会碰壁而失败。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

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特别是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取得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等方面一

定的进展。至今,其细胞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这说明它的所作所为,包括社会与经

济发展,有其符合于客观规律的一方面。我们应该正视和承认这一点。美国人士能

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和能提出一些建议,我认为,并非是他们对中国经济

问题有些什么真正透彻的研究,主要的只是,他们是一些‘过来人暞,是一些熟练的驾

驶员,能从一辆汽车转弯的倾斜度,判断出这辆车能否顺利地行驶在大道上。暠

我说明:“在美国,加强了我这样的决心,这就是必须学习著名科学家牛顿,要学

会站在前人的肩上高瞻远瞩(无论这个前人是些什么人);否则,我们自己就是蠢人。

我正是这样理解我们为什么要保持一个‘开放社会暞的。暠

三暋横渡“大河暠激流,需要“适应变化暠的稳定机制

在美国这个大国中周游、交往,我逐渐意识到,要适应其复杂、多样、不平衡与变

化,只是在书斋中研究、讨论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走入这个社会,与广大各阶层人

民接触,尽可能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思想状态,这好像才是研究美国的正道。这

就好比我们在河中摸到和抱住“石头暠并不是目的,还要向“大河暠深处走去。从浅滩

走向深水,从静静溪水走向激流漩涡,当然需要很多勇气和决心。

在来美国所之前,我曾多年下放东北和河南农村劳动。下放期间使我印象深刻

的是在基层访贫问苦,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使我接触到了中国的实际。到

美国后,接触美国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是我考察的重要内容。我生活在美国名牌大学

圈子里,周围的教授、学生大多居于美国中产阶级。周末受邀到他们家里,经常聚会

攀谈,似乎不难了解他们。至于与美国上层社会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也不困难,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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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被邀请参加狮子会、扶轮社的聚会,和企业家大亨一起观赏上层人士和富豪们

组织的活动,如高尔夫球比赛、网球比赛、在乡村俱乐部遨游聚餐等,常常能听到他们

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议论与争辩。

美国大学中的应用社会系、社会工作系、社会管理系或者社会福利系是最令我感

兴趣的部门。那里的教授、学生很愿意带我一起访问各地的贫民窟和少数族裔聚居

区。对那些地方,我起初也顾虑会遇到斗殴、枪战、吸毒、盗窃、妓女拉客等不测和风

险,但后来逐渐了解到,只要有当地的社会工作者、教会牧师、团伙领袖们带领、引导,

当地人了解你的来路、背景,他们不仅不会伤害到你或者干预你的访问,而且会时刻

帮助和保护你。这样,我访问贫民窟的胆子越来越大,曾经遍访波士顿、费城、纽约、

底特律、华盛顿、洛杉矶6大城市的贫民窟,与当地的黑人领袖、贩毒团伙、妇女组织、

社区福利与慈善救助机构,乃至吸毒者、妓女和江湖好汉都有过一些接触。我还曾经

在基层社区中遇到美国共产党领导人霍尔(GusHall)的前秘书、劳联-产联(AFL-

CIO)负责人和煤矿工会的前主席。我在考察美国落后农村地区时,还访问过美共举

办的山区培训班、亚拉巴马州贫困农村的黑人聚居区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修建水电工

程后形成的穷苦的移民区。在美国“访贫问苦暠期间,我无数次听过贫苦民众对当地

政府不顾环境保护和农民生活稳定的怨言、批评甚至谩骂。有许多时候,我当夜就留

宿在他们“鸡笼暠似狭小的家里,与他们攀谈苦难的经历直至深夜。谈话中,我经常被

感动得和他们一起流泪。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美国底层贫民所具有的强烈的维权意识。他们迫切要

求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就业权、居住权、环境保护权、儿童抚养权、养老权、妇女权益、

残疾人工作和福利权益等等。各地似乎都不缺乏“水泊梁山暠式的“好汉暠,但总的来

说,一方面是怨言如潮,另一方面却看不出至少是在短期内会发生社会大动乱的迹

象。这是为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家兄朱传榘(J.C.Chu,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暠、

英文缩写是“ENIAC暠的6位创始人之一,曾获美国电子和电气工程师协会颁发的

“电子计算机先驱奖暠)、陈郁立(RobertChin,波士顿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费孝通先

生的老友)、沈瑷琍(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雷洁琼先生的好友)在一次聚会

时共同指出:要了解美国社会,就要研究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及其变化。他们说,中

国革命的胜利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美国也有自己的法宝以

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这样一些谈话使我意识到:适应社会变化,建立并不断改进自

己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各阶层人民生活中的各类迫切需求,有可能就是美国保

持社会稳定和国家相对长治久安的一枚“定海神针暠。

1984年冬,我应邀去费城考察,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招待所里,同屋的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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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我们一见如故。相处期间,我们俩经常就个人观察美国的感想

相互交流,有时一直谈到深夜。我告诉他,根据我的观察思考,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

改进、充实和创新,可能就是美国延长其“生命力暠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思考后也认为

有道理。不久他接到国内急电,要他立即中断访美回国接受新的工作,彼此只好惜惜

而别。

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初返京后还未来得及与家人好好团聚,我便接到国务院

通知,要我去参加一系列的“社会保障研讨会暠。据说,就是那位新上任不久的国家计

划委员会副主任张寿把我写给他的长信以及我们谈话的内容报告给国家计委主任

后,这些材料又被呈报给了当时的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在我的报告上两

次批示,并指示国务院“作为专题认真研究暠、“提出方案暠。这真的使我感到了改革开

放国策的巨大动力和影响。

从此,我身不由己。在职期间,先后曾与美国研究所各研究室的同事们一起编写

了《美国社会保障》一书,期望引起更多人士特别是所内青年研究人员对这个问题的

兴趣。经我与美国联邦政府社会保障署副署长协商,取得编译权,编译了《全球社会

保障》的中文版(60万字),翻译了《21世纪的社会保障》一书,组织有关人员编写了

《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社会保障》。此外,我还主持了国家重点科研课题“社会发展与社

会指标体系暠,建立了国内5个省、市或地方的社会发展实验区,担任过国家科委社会

发展课题专家组组长。从推动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出发,又具体参与到研究中

国的养老事业、社区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开拓民间社会组织等诸多课题中去。

30年一瞬间已经逝去。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老一辈科研人员都

已垂垂老矣,一些人也已驾鹤西去。回首往事,能聊以自慰的是:在波涛汹涌、激动人

心的中国改革开放年代,我也曾尽力而为。

朱传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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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来暋暋暋

时间过得真快,几乎在转眼之间,美国所就到了“而立之年暠! 作为最早的一批研

究生,我从美国所毕业也有1/4世纪了。当年入学、读书和后来从事研究时与前辈交

往的点点滴滴,在此纪念的时刻,纷纷涌上心头。

(一)

美国所1981年成立,年底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我是82级研究生,不过,由于

这两届研究生入学时间只差半年,而且,大家都住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借来的办学

地———北京西郊的十一学校,所以,大家往来比较多。81级有四位研究生,我们82
级有五位同学,这九个人当中,八位都是77和78级应届毕业生。

当时,虽然社科院名声很响,但新成立的美国所却默默无闻,没有几个人知道。

我们这些报考美国所研究生的同学,多少有些瞎猫碰死耗子,几乎都是在考前查阅招

生单位名录时才知道美国所并决定报考的。以我个人为例,我在吉林长春的东北师

范大学历史系读书,三年级开始,就一直参加丁则民教授主持的美国史课外研究小组

的活动,表现不错,丁先生也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他原计划在77级和78级中各招

2名研究生,但没有想到的是,77级考生非常多而且考的非常好,丁先生一下子招了

4个。这样我只好另寻他途,转换师门,计划报考南开大学杨生茂先生的研究生。在

查阅招生简章中,无意中发现社科院还有一个美国所,而且还请杨先生招收美国外交

方向的研究生。虽然第一次知道“这个暠美国所,但我当时对“另一个美国所暠,也就是

苏联科学院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印象很深,因为苏联美加所及其所长阿尔巴托夫的

名字常常出现在《参考消息》上,于是,就毫不犹疑地报考了这个完全陌生的研究机

构。在我印象中,美国所第一次为大众所知是在1982年夏天,当时刚刚从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所调过来的张也白以美国所研究员的身份,在《人民日报》撰文批评美国售

台武器。

那时研究生的考试不像今天这样还指定参考书,基本上是一种靠平时积累的“裸

考暠。我们美国外交史专业考世界史、美国史和美国政治三门。前两门课我都学过,

但美国政治却只能自己琢磨。我估计其内容不外乎是政治制度和现实政策。现实政

治主要看《世界知识》和《人民日报》,政治制度则依靠北大沈宗灵教授写的《美国政治

制度》小册子,还有就是美国所研究人员万青、万明父子翻译的《美国政治》。我把沈

书读得相当仔细,居然还发现了若干小问题,并向沈先生讨教。沈先生在回信中对我

鼓励褒奖一番,让我开心了好几天! 美国政治的考试中,有十个英文名词解释,难倒

了不少考生。多亏在丁老师的指导下,我研读过几本美国原版书,除了托克维尔(A灢
lexisdeTocqueville)以外,其余都答了出来。我们入学后,有一次所长李慎之特地

举出托克维尔的例子来批评我们学生知识面过窄,说当时没有一个人能答出来。

由于那年考生众多,竞争相当激烈。入学后,听负责招生的田隆德老师讲,很多

落榜考生写信给有关部门,说美国所录取时有后门。田老师感到很冤枉,对我们说:

“我们哪有什么后门呀,考上的人我们原来一个都不认识。暠她还以北大历史系的高材

生章百家为例说:“章文晋大使(章百家之父)与老李(慎之)关系那么好,我们都没有

录取他。暠章百家无论是学识、能力,都在我们几个外地小子之上,他何以名落孙山,多

少是个谜。杨生茂先生后来告诉我:百家在回答美国史试卷上的一道论述题(说明美

国外交史上三个重要原则)时,为了迎合“标准答案暠,结果跑了题。他考后给杨先生

写信,说明自己内心真实的看法。杨先生回复说,如果你把你信中的观点写在试卷

上,那就对了! 第二年,美国所不招生了,百家转而考上近代史大家李新教授的研究

生,最终成为知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出任中共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这是后话。

(二)

刚入学时,我们这些研究生对学习的环境颇为失望。堂堂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只

能寄人篱下,租借十一学校的两幢二层楼房办学。美国研究所也是如此,租装甲兵招

待所的客房办公! 不过,我们美国所同学的一个优势就是,从十一学校定时开放的东

北门出来,穿过一个马路,就到了装甲兵招待所。此外,社科院研究生院相对松散、甚

至有些混乱的教学管理体制,也让我们这些刚从大学里来的研究生有些不适应。大

学里的师生关系相对密切,培养计划较为严格、规范,但研究生院就不同了。我们的

基础课(政治和外语)由研究生院负责,培养计划及专业课由研究所负责,院所的协调

沟通不畅。而且,美国所刚刚成立,绝大多数老师没有培养研究生的经验,加上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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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师在我们学习期间长期在美国进修,因此,我们只能靠自学为主。我们两个美国

外交史的同学更是如此,每学期只能与导师杨先生见一两次面,或者是我们去南开,

或者是利用杨先生来京开会的间歇。平常都靠书信往来,向导师问学。1985年秋

天,我从美国所毕业考取杨先生的博士生,在南开第一次拜访先生时,他把厚厚的一

叠信函交给我,我一看原来是我过去三年向他汇报自己学习的信件!

杨先生是极其负责的老师,每函必复,并且制定一些书单让我们阅读,还要我们

写出读书报告。我给他写的第一篇读书报告是《美国早期宪政上的联邦法令废止

权》,完成于1984年底。2000年,我的研究兴趣从美国外交史转向宪政史。这篇旧

稿又被翻了出来,经过大量修改,在《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发表。我在这里谈这

个插曲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杨先生的“函授暠指导对我帮助很大,知道了该要读什么

样的书,选择什么样的题目入手;二是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性。“联邦法令废止权暠是研

究19世纪美国式“中央-地方暠关系的关键,这个题目尽管是16年前做的,但到发表

时国内依然没有人做过。美国所老所长资中筠先生就指出过,美国所1980年代“讨

论的问题虽然相当基本,但却与本质的问题有关。这是很宝贵的暠。我的这一经历也

可以作为一个旁证。

选择并且能够完成这篇论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社科院和美国所的优势。因

为研究所是综合性的国别研究所,全方位地研究美国,这就避免了高校里按学科专业

“画地为牢暠的问题。我的“仁兄暠任越研究美国司法审查,与他的日常交流促使我关

注美国的分权问题,自然就会倍加注意美国政治的最大问题———联邦制。虽然那时

社科院还没有自己的图书馆,研究生院和美国所的藏书也非常有限,但北京图书馆和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社科院从科学院独立出来时,人文社科图书依然留在了科学院图

书馆)有关美国政治史的藏书却是全国一流的,没有这些藏书也就无法做出国内较好

的研究。此外,当时还在外交学院校园里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也有不少美国外

交史的藏书,我们有时就通过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同学来借阅。研究生院为我们办了

北图和科图的集体借书证和个人阅览证,给我们借书和看书带来莫大的便利。在老

北图阅览室(北海)看书的确是个享受,硬木地板和书桌,还有书桌上铜底绿罩的台

灯,给人一种严肃但又舒适的读书氛围。读书间歇,可以到图书馆前后庭院漫步,心

旷神怡,那种看书环境至今回忆起来,依然非常美好。不过,当时唯一不方便的是,没

有地方吃饭,经常靠馒头、包子充饥。

在北京读书的另一大优势是可以接触众多一流的学者,接受他们的谆谆教诲。

当时美国所为我们开了两门专业课。一门是陈宝森先生主持的美国经济,他不仅亲

自授课,而且还请北大的洪君彦等专家来讲座。另一门课是我的师兄何志功张罗的

“中美关系讲座暠。美国所师资不足,开课困难,但所里领导特别是负责研究生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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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田隆德老师,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鼓励我们利用各种关系,主动联系所外老师

来开讲座,由所里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于是,以美国所名义,我们俩(主要是何志

功)就开始联系学者来讲中美关系。大概是1984年下半年,在研究生院那个简陋的

临时板房里,新中国第一门“中美关系史暠研究生课程(文革前大学里有类似的课程,

叫“帝国主义侵华史暠)开讲了! 当时授课老师的阵容非常强大,有北大的罗荣渠、齐

文颖;人大的卿斯美和河北大学的乔明顺;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资中筠、姚伟;美

国所及社科院的张静怡、彭加礼和李强;还有来自出版和新闻界的邓蜀生、陈有为、丁

仰炎。讲课的内容也相当广泛,既有诸如“中国皇后号暠使华、《望厦条约》签订、史迪

威事件、马歇尔使华这类历史题目,又有美台关系、中美苏大三角这样的现实问题。

这些讲座让我们接触到最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极大地开阔了眼界,同时也影响了我

们的研究选题。何志功后来的学位论文写的是作为大使的司徒雷登,我则选择抗战

期间美国对华援助。

(三)

1985年初夏,研究生三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我们几个人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

题。81级研究生只有任越留在所里,我们这届计划四人留所。我考上了南开杨先生

的博士生,但内心里还想去研究所报到,保留身份,像后来常见的在职博士生。但田

隆德老师告诉我:“所长讲了,任东来既然考上了博士生,就没有必要来报到了。暠就这

样,我告别了美国所,来到南开大学,将我和杨先生的师生关系从“函授暠提升到“亲

灸暠。开始两年,我还有毕业后重返美国所的希望。但是,当我在南京大学-霍普金

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结束一年的访问学生项目后,我放弃了原来的想法,义无反

顾把这个研究机构确定为我的安身立命之所。

由于机构间的联系和个人的学术志向,我和美国所的因缘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有幸获得美国所先后三任所长及其他前辈的提携和帮助。创

始所长李慎之先生多次访问中美中心,我得以跟随左右,聆听他的长篇宏论。在他不

幸去世时,我将对他的怀念写在了《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中。在资中筠先生

出任美国所领导之前,我就拜读过她的大作、聆听过她的讲课,她对中美关系史的研

究成为我们这一代研究者临摹的范本。当我从中美关系史、美国外交史转向时,她又

充分肯定我在美国宪政研究做出的微薄成绩。他们和我的业师丁则民、杨生茂成为

我人生和事业的“四大精神导师暠。第三任所长王缉思也是我半个前辈,亦师亦友,他

为拙作《美国宪政历程》写的序言,帮助这本书一度成为学术畅销书。我常常想,资先

生在《美国研究》创刊号开篇时倡导的美国研究学者应该成为“全民族的智囊暠,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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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自己和缉思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美国所前副所长陶文钊是国内中美关系

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组织者,20年来一直主持召开中美关系系列研讨会,从未间断。

正是在他筹备和精心组织的第一次(1985上海)和第二次(1988南京)中美关系史讨

论会上,我走上了学术舞台,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经过他的细心修改,我第一篇重

要论文得以在《中美关系史论文集》上发表,通过他的推荐,我的博士论文《争吵不休

的伙伴》最终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美国研究所三十而立之时,我这个当年的研究学徒生也到了“五十而知天命暠!

回顾过去,我才发现,我的“天命暠和我的事业是如此紧密地与美国所联系在一起! 此

时此刻,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愿:30岁的你生日快乐!

任东来: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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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软实力栙资源的和平队

重受美国政府重视

周暋琪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2011年是美国和平队成立的第50个年头。现任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

的总统竞选中提出将摈弃小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更加重视多边合作,并主张在美国领

导世界时,不仅要应用硬实力,而且还应更加重视对软实力的应用。奥巴马总统上任后,

大幅增加和平队的预算,并许诺在2011年把和平队的人数翻一番。奥巴马对和平队的

鲜明态度,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重新重视和平队作为软实力资源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

关键词:美国外交 软实力 和平队

一暋组建和平队的目的与美国的软实力

美国和平队建立于冷战的高潮之中。美国政府建立和平队的主要目的可以用一

句话来概括:在同苏联共产主义的竞争中,“赢得不结盟发展中国家中的人心和头

脑。暠栚既然想要赢得人心和头脑,就不能使用强制力或强加于人,因此和平队从建立

栙

栚

国内学术界对softpower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译法,包括“软权力暠、“软权力暠、“软力量暠和“柔性权力暠等,出
现最多的译法可能是“软实力暠。这些不同的译法实际上反映了学者对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英文的pow灢
er虽然有strength、force、capacity等词的含义,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与之互换,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学术

术语,它的中文译法只有一个———“权力暠。鉴于软权力概念是从权力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笔者倾向

于采取“软权力暠这一译法。详细说明请见周琪、李枏《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及其启示》,载《世界经济与

政治》,2010年第4期。尽管如此,本文采用目前国内通译“软实力暠。
“ThePeaceCorpsinaTurbulentWorld,暠BrookingsInstitutionGovernanceStudiesProgram,workingpa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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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就如同美国对外援助一样,是被当作软实力资源来使用的。

和平队的诞生和美国对外援助体制的形成都始于肯尼迪政府。肯尼迪总统建立

和平队的计划与20世纪50、60年代大批新独立国家的出现及冷战密切相关。尽管

美国国会在杜鲁门总统1949年提出的第四点计划的指导下,于1950年6月通过了

《援助不发达国家法》,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投入大量援助,想要帮助那里的人民“实

现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暠,“建立对要求发展的国家之间伙伴关系的理解暠。然而事与

愿违,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每况愈下。这其中有几个主要原因:美

国国内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美国蔑视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干涉这

些国家的内政,从事颠覆左翼政府的活动。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之下,1960年美国中

央情报局介入对刚果总统鲁蒙巴的暗示行动就是其中一个实例。

大约在同时,威廉·莱德勒(WilliamLederer)和尤金·伯迪克(EugeneBurdi灢
ck)1958年发表了一本世人瞩目的著作《丑陋的美国人》(TheUglyAmerican)栙,其

中详细描述了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工作的美国外交官的奢侈生活、恩赐态度,以及对当

地人民文化的不尊重,同时表达了许多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获得的新的硬实力的方法感到不安。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当美国变得更为富裕时,美

国人理解第三世界国家和与之互动的能力减弱了。而相比之下,从20世纪60年代

起,苏联显得更加贴近现实和第三世界的现状。

1960年是“非洲年暠,12个非洲国家获得了独立。美国政府意识到,为了使美国

在冷战中赢得非洲的支持,美国表现出同情非洲国家人民的愿望。当肯尼迪1961年

入主白宫时,他决意改变艾森豪威尔以往的非洲政策。他断言,对于美国同苏联的冷

战来说,非洲太重要,美国不能失去非洲。在1960年的竞选中,他批驳艾森豪威尔的

非洲政策,“由于我们忽视和忽略了非洲人民的需要和愿望,我们已经丧失了基础。暠

在竞选的最后一年,肯尼迪曾479次提到非洲。他认为,非洲已经变成一个冷战的关

键“战场暠,美国必须使非洲人民“开始注视美国,注视美国总统在做什么,而不是注视

赫鲁晓夫或中国共产党人。暠栚他声称,为了避免共产主义在非洲的推进,美国“必须

抵挡共产主义使非洲陷入陷阱的努力。在非洲,活跃的革命力量已经给了共产主义

者扩大其影响的机会。暠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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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和平队被美国政府提上议事日程。最初,当国会中就和平队

进行辩论时,就有评论说,“没有比提供美国与其他国家公民之间的接触更好的抵制

反美宣传的方法了……那些将组成和平队的生气勃勃的、年轻的、富有献身精神的美

国人,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最佳成果和这个国家所能产生的最优秀的大使。仅仅通过

在国外生活和工作……他们就能够比用所有的金钱能购买的反宣传都更好地为这个

国家的形象服务。暠栙1960年,罗伊斯和参议员理查德·L.纽伯格(RichardL.Neu灢

berger)(俄勒冈州)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了相同的议案,要求对在海外服务的全国

性项目的适当性和可行性进行“非政府暠研究。国会支持这一想法,它把和平队设想

成为一个对付共产主义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众议员亨利·S.罗伊斯(HenryS.

Reuss)(威斯康星州)说,“发展中国家需要经济援助,但是它们甚至能够从接触托马

斯·杰斐逊和亚伯拉罕·林肯的思想中获得更大的好处。暠栚参议院安全委员会把罗

伊斯众议员关于对和平队进行研究的建议写进了在此之前悬而未决的《共同安全法》

(theMutualSecurityLegislation),该法于1960年6月被国会通过。

在竞选中,肯尼迪本人也发现和平队是一个把反共产主义和对年轻人的理想主

义的激励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1960年11月1日肯尼迪在旧金山演讲时,指责艾

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官对外国的语言和文化一窍不通,无法同“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惜

在海外渡过一生的暠苏联技术人员、医生和教师相竞争。因此,美国必须以“和平队暠

的形式来展现美国公民的技能、决心和仁爱,以此来与苏联相抗衡。栛他还表示“我想

要向赫鲁晓夫先生和其他人表明,新一代的美国人已经接管了这个国家,年轻的美国

人将为自由事业服务,就像共产主义者为他们的制度工作一样。暠栜1961年,肯尼迪

在其就职演说中告诉美国人,美国必须在“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暴政、贫困、疾病和战

争本身的斗争中暠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和平队。出于对第三世界

革命情绪日益高涨的担忧,肯尼迪把和平队看作是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时代非洲和

亚洲新独立的国家中驳斥“肮脏的美国暠和“美国佬帝国主义暠观点的一个手段。他想

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以防止共产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推进 。他在要求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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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暠栙他期望,

志愿者将向第三世界人民显示美国的利他主义,而当地人民将以拒绝共产主义作为

回报。

成立和平队的做法也代表了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重新思考,即需要促进第三

世界的经济发展。60年代肯尼迪强调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是因为他认识到,不发达

的、新独立的、高度民族主义的国家比繁荣的国家更容易受共产主义的影响。而这些

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发展是实现美国领导下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前提,只有实现经济稳

定,才能确保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肯尼迪期望,和平队虽然是一个冷战政策工具,

但它也可以成为缓解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矛盾的手段。栚另

一个可以证明美国政府建立和平队的目的和把它当作美国软实力资源来使用的言论

是约翰逊总统1965年在签署“和平队法案暠时所说的一番话,他说:“我希望有像陆

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那样多的你们这样的人。你们的人数越多,我们就需要越少的

士兵。暠栛

建立和平队的官方宗旨迄今始终未变,即和平队具有三个目标:

(1)帮助有兴趣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满足其人力训练的需要;

(2)促进美国人对他们所服务的国家的人民有更好的了解;

(3)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民对美国更好的了解。栜

为了向第三世界展示美国最优秀的方面,提高美国对这些国家人民的吸引力,和

平队要求其志愿者同与他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国家的人民建立密切的个人联系。

和平队强调自力更生、种族平等、自决权及社会公正,它想要向其他国家彰显美国的

利他主义精神,显示超越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普世价值观念和进步暠。然而当时

的事实是,在美国自身的社会中还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

所有这些都表明,和平队是被美国政府有意识地当作赢得冷战的软实力资源来

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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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暋 冷战时期和平队地位的起伏

从建立之日起到2008年奥巴马上台,和平队作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

的地位经历了多次起伏。

1961年8月28日,肯尼迪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中为第一批前往加纳和坦桑尼

亚的和平志愿者举行了送行仪式。加纳之所以被选中为第一批派遣和平队的国家之

一,是因为加纳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中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而加纳总统克

瓦米·恩克鲁玛(KwameNkrumah)是一名著名的非洲独立运动领袖、泛非主义的

主要倡导者和对美国外交政策批评最激烈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他还被看作是60年代

初非洲大陆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当年8月30日,52名美国和平队志愿者到达加

纳首都阿克拉。

到1962年6月,和平队就把其工作扩大到了阿富汗、伯利兹、玻利维亚、塞浦路

斯、喀麦隆、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伊朗、象牙海岸、牙买

加、利比里亚、尼泊尔、尼日尔、秘鲁、索马里共和国、斯里兰卡、多哥、突尼斯、土耳其

和委内瑞拉诸国,共2816名志愿者服务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和平队。虽然和平队牢

固地巩固了其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地位,但在和平队成立后不久,肯尼迪就被更

紧迫的冷战问题所困扰,如猪湾登陆的惨败、古巴导弹危机,因此他对和平队的早期

发展没有起任何重要作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一任务留给了其妹夫、和平队第一

任主任萨金特·施赖弗(SargentShriver)。不过,和平队的规模一直迅速扩大,到

1963年,和平队有了6646名志愿者,得到了5900万美元的联邦预算;1964年有

1灡0078万名志愿者,获得9400万美元的预算;1966年和平队的人数达到了历史上的

最高点,有1灡5556万名志愿者,预算超过了1.07亿美元。栙

1971年7月,反对和平队项目的尼克松在当选为总统之后,执行了逐渐减少和

平队预算的政策,想要使它寿终正寝,和平队志愿者的人数因此大幅度下降。尼克松

把和平队置于“行动暠(ACTION)机构的管理之下,该机构涵盖了美国国内外的所有

志愿服务项目。但福特总统之后的民主党总统卡特是和平队项目的热情支持者。卡

特的母亲曾在和平队项目中作为一名护士工作,她称在和平队中的经历是“她一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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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荣耀的经历之一暠。栙 1979年,卡特在第12137号行政令中申明,和平队的项目是

完全自主的。1981年,国会通过立法使和平队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联邦机构后,和

平队的独立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在冷战时期,非洲项目是和平队最大的项目。例如,在1976财年,有3729.7万

美元,即和平队总预算的34.05%被用于非洲(包括摩洛哥和突尼斯),包括它负担的

“行动暠机构的开支部分。1977年财年,估计有2940.4万美元,即总预算的35.4%被

拨给了非洲。1978年,用于非洲的预算为2852.5美元,占总预算的36.2%。从人员

上讲,非洲项目所投入的志愿者所占比例也更大。例如,1976财年有2897个志愿

者/年,即总数的40.8%;1977年有2238个志愿者/年,即40.21%;1978年,2286个

志愿者/年,即42灡4%,是被用于非洲项目的。这些非洲国家包括贝宁、博茨瓦纳、喀

麦隆、中非帝国、乍得、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象牙海岸、肯尼亚、莱索托、利

比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卢旺达、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

昂、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上沃尔特、扎伊尔等。栚

到里根总统执政的80年代,和平队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6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

的不同,这反应了里根总统对和平队的态度:里根总的来说更加重视在硬实力上同苏

联对抗,在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中击退苏联的扩张。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同苏联展开了

大规模的军备竞赛。里根政府还对和平队把精力放在贫困农场发展上的做法提出了

批评,要求增加一些与商业有关的项目,把志愿者派到小商业领域中去。在里根政府

时期,许多保守主义者和共和党人志愿者第一次加入了海外和平队,和平队志愿者的

年龄比以前有所提高,技能更加专门化。但是,由于里根对和平队并不重视,80年

代初和平队的经费开始被缩减,其预算降到了尼克松政府时期的水平,而且如果考虑

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其预算大约只相当于1968年预算的2/3。与此同时,每一位志

愿者的开支有了很大的增长,这导致海外志愿者人数下降到了5380人,该组织从而

跌落到其建立以来的低谷。到1985年,以美苏日内瓦首脑会晤为开端,美苏之间开

始了新的缓和进程,随着里根政府同苏联的直接对抗有所收敛,和平队得到的预算又

有所回升。

从1961年和平队开始执行其项目起到1986年,有50多万美国人申请到那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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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国家工作两年,到1986年已经有12万志愿者在完成项目之后返回美国。栙

三暋冷战后和平队项目的调整

1990年,世界步入了后冷战时代,涌现出大量脆弱的民主制国家,各国都在力求

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此时,和平队的报告认为,“和平队已经进入了一个有无以

伦比的服务机会的时代。暠栚克林顿政府时期,到1995年,志愿者人数增加到了7200
名,但是,和平队的规模与1960年的繁盛期相比仍然缩小了一半多。一年以后,经费

继续下滑到仅够维持6500名志愿者。然而,在美国公众中,对参加和平队服务的兴

趣从未减退,和平队每年都要收到15万个有关志愿者的询问和1万多个正式申请。

为了增加经费,克林顿总统感到必须说服国会拨款。1998年1月,克林顿在演说中

号召到2000年把海外志愿者从6500名增加到1万名,为此他不断对国会进行游说。

为了说服国会增加预算,当时担任和平队队长的马克·吉兰(MarkGearan)尽可能

缩小了和平队的官僚机构,以便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海外服务,从1993年到1998
年,和平队在国内的工作人员被减少了13%。栛 吉兰想要向国会证明,和平队的经费

并没有被滥用。1999年国会终于批准了前所未有的拨款:从1998年到2003年把和

平队的预算提高50%,从2.41亿美元增加到3.6亿美元。该计划得到了议会中跨

党派的支持,众议院以360:90票,参议院全体一致通过了有关法案。

冷战结束后,和平队关注的地区和国家重点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不再把注意力

地放在西半球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因为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国家的需要不再那么紧迫,

而是把更多的志愿者派到非洲、亚洲和东欧。不过,在和平队员被派往的新地点中,

有不少因内战而造成政局不稳和法律与秩序遭到破坏,和平队员的安全因此成为一

个问题。为此,仅在1997和1998年两年中,和平队就把其志愿者撤出了9个国家。

此外,由于更多的国际发展计划集中在第三世界妇女的作用上,对和平队妇女志愿者

的需求增加了,结果,1999年参与和平队项目的妇女占到志愿者的3/5。志愿者教育

水平和职业经验也有所提高,这使得和平队可以提供更多和更好的技术援助。早期

志愿者大多担任教师,或为农业、医疗和农村电气化项目工作,如今,和平队的服务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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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了环保、商业发展和医疗照顾,包括防治艾滋病。栙

关于和平队的政策始终没有发生变化的是对和平队志愿者的生活补贴。和平队

依然遵循肯尼迪政府1961年制定的方针,“不发薪水,只发仅够满足基本需要的补

贴暠,这是为了确保志愿者能够基本上过与当地人民同等水平的生活,以使他们与当

地人民打成一片。补助根据地区有所不同。志愿者的整个服务期一般为27个月,其

中3个月是培训期,志愿者可以为培训期得到一次性总额为6075美元的支付,在以

后的服务期每个月得到的补贴为225美元。栚

柏林墙倒塌之后,和平队很快制定了在整个前苏联的项目。和平队从20世纪

90年代初开始进入东欧,以后它逐步扩大了其在东欧和中欧的项目,首次在拉脱维

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其他新独立的前苏各加盟共和国中设立了项目,目的是“援助

前苏人民过渡到市场取向的民主制暠。栛 在乌克兰,志愿者支持政府工业私有化和创

造就业机会的计划,他们通过商业中心来为企业家提供商业咨询,在新的管理训练中

心帮助制定商业发展大纲,并帮助国家和地方政府鼓励自由企业的发展。在罗马尼

亚,1996年志愿者与450名未来的企业家一起工作,帮助他们启动自己的商业,制定

商业计划、进行金融分析、寻找信贷和市场。在乌兹别克斯坦,志愿者在中学专科学

校和技术研究所帮助制定商业教育项目。17名志愿者与乌克兰的塔什干国立经济

大学的志愿者一起合作,审订经济学教学大纲和资料,以制定合适的教学大纲。栜 据

此可以看出,和平队的项目同美国政府当时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但

和平队采用的是吸引和示范的方法。从1989年到2005年,和平队在新独立的14个

国家中的12个设立了项目。整体来说,在苏联解体之后,和平队在东欧和中欧的20
个国家设立了项目。以后,和平队发现它在6个东欧国家,已经实现了原定目标,在

社会转型的十年关键期,这些国家已在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制过渡方面取得了重要进

步,不再需要和平队提供的帮助,而且它们之中的大多数也开始得到欧盟的大量援

助。在这种情况下,和平队结束了在那里的项目。在这些国家之中有波兰、斯洛伐

克,以及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

在非洲,和平队志愿者在许多国家的基层工作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了在大部分

非洲大陆解决缺乏金融资本和外国投资的问题,志愿者努力建立同企业、银行和贸易

协会的联系,以帮助当地获得资本、原材料和出口市场。和平队在非洲项目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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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南非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1995年12月5日,南非副总统和美国总

统克林顿签订了美国向南非派遣和平队的协议。和平队主任吉兰声明,“向南非派遣

和平队对于和平队和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通过与草根层一起工

作,和平队志愿者可以进一步加强美国人和南非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暠栙和平队副主

任查尔斯·R.巴奎特(CharlesR.BaquetIII)表示,和平队在南非除了把关注点放

在传统项目上,还将根据南非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来制定规划,其四个重点是:(1)把

基本的医疗保险制度带到城镇和乡村地区;(2)把“失落暠的一代带回到主流社会,即

那些年龄在13~30岁之间的人,他们在种族隔离的黑暗时代曾支持过解放斗争;(3)

开发水资源,因为非洲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在许多方面与水资源有关;(4)发展小商

业。栚

中国从1993年开始接受第一批和平队志愿者。1998年6月中美两国政府签订

了关于中国接受美国“美国友好志愿者暠的协定。实际上,在协定签订5年之前就已

经有42名美国志愿者来到中国,在中国四川省的12所师范学校从事英语教学。即

使是在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仍有一支新的由31名成员组

成的和平队准备从华盛顿启程前往中国。栛

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布什总统对和平队产生了新的兴趣,但“布什主义暠看

重的是美国能够赖以进行先发制人和政权变更的硬实力,而不是美国的软实力,他只

是想要重新利用理想主义和年轻人对国际政治的兴趣来为美国的反恐战略服务。他

在2002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一个计划:到2007年把和平队的规模扩大一

倍,增加到1.5万人,并把它同另一个新的志愿者机构结合起来,即“美国自由队暠

(TheUSAFreedomCorps)。栜当年,他发表讲话说,“40多年以前,牺牲和服务精神

使得和平队诞生了。我们那时需要和平队,我们今天也需要和平队。暠栞他强调和平

队在21世纪的重要性,“美国仍然对确保和平、希望和对所有人民的许诺承担责任,

和平队在这些努力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暠栟这样,从2002财年底到2004财年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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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队志愿者人数从5925人增加到7733人。栙

然而,布什政府并没有做出实际努力来推动国会增加对和平队的拨款。2008年

和平队的预算是3.3308亿美元,由于资金不足,不用说增加志愿者,就连维持原有人

数都有困难。经费不足主要是由于美元贬值而造成的,它引起海外租金费用、志愿者

生活费、能源开支,以及国外雇员薪水的增长,而布什政府此时要求增加经费变得更

为困难,因为财政部正在与国会谈判批准7800亿美元的紧急财政支出来应对金融危

机,民主党主导的国会也不愿为布什的和平队计划拨款。

直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和平队作为软实力资源的作用才真正重新获得重视。奥

巴马在竞选期间,就于2007年12月提出要在2011年和平队成立50周年之际把和

平队人数增加一倍的目标。他说:“肯尼迪使他们(即志愿者)的服务成为通向发展中

国家的桥梁。暠栚奥巴马当选以后,其政府2009年5月提出的2010年财政预算,包括

了把和平队的预算在2008年的基础上提高10%的方案。奥巴马的计划获得了国会

的广泛支持,众议院的相关法案得到了113名共同发起人,参议院的相关法案有37
名共同发起人。2009年11月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法案支持奥巴马的

外交政策和发展政策,其中的一项是,“大幅度增加和平队预算以支持奥巴马把和平

队志愿者人数翻一番的目标,同时授权使用短期志愿者来对人道主义和发展需要做

出反应的计划。暠栛12月16日众议院通过了2010年拨款法,要求和平队主任应就如

何使用这些经费向拨款委员会提出建议,在2010年6月16日之前,向委员会提出报

告对当前项目模式做全面评估,并说明改革和改善和平队运作方式的战略。栜不久,

根据国会立法的要求,和平队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和平队的全面评估报告》(The

PeaceCorps,AComprehensiveAgencyAssessment)。

2010年2月1日,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出2011年财政预算时,再次要求大幅度

提高对和平队的拨款,即增加到4亿4615万美元,比2009年的预算增加大约1/3。

奥巴马表示,这将增加志愿者人数,使和平队得以进入新增加的20个国家,包括塞拉

利昂和印度尼西亚,“到2012年把和平队的录用人数增加到9400人,到2016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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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11万人暠。栙 尽管奥巴马所要求的2011年财政拨款不能实现在和平成立50周

年之际把和平队的规模翻一番的目标,但是6000多万美元已经是在和平队历史上最

大的年度预算增长了。

近年来,和平队在穆斯林国家建立或扩大了项目。到2010年,有25%的志愿者

在1/3的穆斯林国家中服务。《关于和平队的全面评估报告》指出,在未来的几年中,

在穆斯林国家建立更多的项目仍然是和平队的优先考虑。栚

四暋 当前和平队的主要工作

从1961年和平队建立以来到2009年,累计已经有将近20万名和平队志愿者在

139个国家服务。栛 2009年有7671名志愿者在77个发展中国家工作。栜 在2010年

前的10年中,和平队结束了在23个国家的活动,其中17个是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

其他的6个是由于和平队在这些国家已经实现了最初的目标。如果根据联合国发展

项目所制定的2009年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把所有国家划分

为四个1/4,大约70%的和平队项目是设立在人类发展指数较低的50%的国家中,

仅有29%的项目设在排位第二的1/4,而在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1/4的国家中,没有

和平队志愿者在服务。换言之,和平队志愿者的服务集中在全球较贫困的国家。(见

表1)

表1暋2010年和平队项目的分布

(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划分四个四分之一的国家)

第一个25% 0

第二个25% 29%

第三个25% 36%

第四个25% 35%

暋暋 资 料 来 源:Peace Corps,Performanceand Accountability,Fiscal Year2006,http://multimedia.
peacecorps.gov/multimedia/pdf/policies/annrept2006.pdf,p.44.

根据《和平队2009年度报告》,2009年有7672名和平队志愿者栞被派往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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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服务,他们在被派往的国家被划分为三个地区:非洲;欧洲、地中海和亚洲;拉丁美

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计划派遣的和平队志愿者分布在以下地区:

表2暋派往不同地区的和平队志愿者人数

地区 计划派遣志愿者人数(2010年9月30日)

非洲 2620

欧洲、地中海和亚洲 2616

拉丁美洲和太平洋 2564

地区总数 7800

危机队志愿者* 50

联合国志愿者 1

总人数 7581

暋暋*危机队为前和平队志愿者提供在发展中国家执行有报酬的短期任务的机会。2008年,56名和平队志愿

者在9个国家服务。2010年1月,危机队参与了对海地地震的救援工作。迄今,已经有1100名危机队志愿者

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太平洋和欧洲的40多个国家服务。

资料来源:ThePeaceCorps,AComprehensiveAgencyAssessment,p.22.

根据和平队的报告,和平队的项目划分为六个领域:农业、商业、教育、环境、卫生

和艾滋病,以及青年发展,它们占志愿者项目的比例分别为:教育35%,环境14%,卫

生和艾滋病21%,商业发展15%,农业5%,青年项目6%,其他4%。栙

这些项目的内容包括:

(一)农业:和平队农业项目的目标是帮助当地农民种植适合于环境的农作物。

和平队志愿者与环境部门的志愿者一起工作,通过教育他们保护和改善土壤、管理水

源,显示如何用自然方法控制虫害,来帮助他们提高农业生产力,同时帮助东道国减

轻全球食品安全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商业发展:商业发展领域又分为四个子领域:社区、大城市、商业和组织发

展。受过各种商业教育和具有职业经验的志愿者被委派给一些项目,这项目集中在

地方政府办公室、非盈利机构和盈利商业组织的商业、组织、联络技巧方面。最近,这

一领域的重点更多地从商业咨询转向了社区经济发展,强调增加收入。由于全球经

济需要的增长,商业志愿者数量在持续上升。

(三)教育:教育仍然是和平队最大的项目领域。教育项目包括算数、科学、卫生、

环境以及英语和文学方面以公民教育和技巧为基础的课程。最大的教育项目是英语

作为第二语言的培训。根据东道国的需要,志愿者支持弱势的、被边缘化的或其他有

特殊需要的儿童的项目。他们为儿童创造学校后项目、俱乐部和营地以促进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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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提高生活技能。教育志愿者也培训教师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来扩大学习机

会。志愿者也努力通过扩大对妇女的教育机会来对女孩儿的教育和性别觉醒做出贡

献。

(四)环境:环境项目的目标是帮助加强社区可持续地使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志

愿者主要在草根层次工作,集中在人类需要和可持续发展。例如,环境志愿者识别并

培训地方领导人,通过他们传授给其他农民如何以与自然和谐的方式来改进其土地

生产力,并以可持续的方式来种植。志愿者也举办环境俱乐部和环境夏令营。在一

些地方,学校和社区结为伙伴,使家长和青年一起工作来制定共同项目,如玻璃瓶回

收和社区清洁日。

(五)卫生和艾滋病:卫生项目的志愿者促进预防疾病的教育和实践,强调全面

的健康。他们的项目包括保健和卫生;水系统的建立和发展;营养和食品安全;身体

健康和儿童健康;生育健康;传染病、慢性病;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进行决策。一些志愿

者把注意力专门放在艾滋病的预防和照顾上,或者把其作为全面社区医疗项目的一

部分。志愿者越来越多地被分配到与艾滋病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对这些组织的技术、

管理和行政能力提供越来越大的支持。例如在2006年和平队志愿者的调查中,55%
的志愿者报告说,他们曾参与了与艾滋病有关的活动,这是其和平队工作的一部分,

而这一比例与2004年相比有明显增长,2004年为25%。栙

许多志愿者为降低疟疾在一些国家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尤其是对儿童的影响而

工作。志愿者通过讲授有关疟疾传播的知识来帮助控制疟疾。在水源、卫生和保健

方面,志愿者帮助当地人民建立、管理和维持他们的水供应系统和卫生基础设施。志

愿者也敦促改变卫生习惯,如用肥皂洗手,以减少腹泻和肺囊虫性肺炎的感染机会。

(六)青年发展 :在和平队工作的许多国家中,将近50%的人口是25岁以下,因

此和平队特别重视与青年人一起工作。社区中的青年人被看作是志愿者的第一个语

言教师和当地文化的解释者。青年人也珍惜从和平队志愿者那里学习的机会。志愿

者在青年发展工作方面有三个指导原则:促进积极的青年发展;促进更多的青年参

与;促进社区发展。青年发展项目也旨在建立青年服务组织的能力,以及与青年人一

起工作的东道国专业人员的能力。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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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暋和平队如何配合政府的外交政策

虽然和平队在拟定自己项目时具有独立性,但是和平队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和

平队负有在这些国家推进美国的优先考虑的责任,只要这些考虑与东道国的优先考

虑相一致。暠栙这就是说,和平队会积极去做既对东道国有利也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战

略目标有利的事情,这两个条件都不可或缺。和平队通过从白宫、国务院和国会了解

有关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信息,来决定其项目重点。这三个部门都对和平队志愿者

的派遣国家和预算的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正如和平队法所要求的,和平队主任直接向美国总统报告。和平队资深工作人

员是由行政部门任命的。和平队中还有一名被任命的白宫联络官,他是和平队中的

第一个政治任命官员,与总统人事办公室和其他白宫办公室密切合作,推进和平队的

日程。这些办公室包括内阁事务办公室、总统人事办公室、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第一

夫人办公室、副总统办公室、国会事务办公室,以及国内政策委员会(TheDomestic

PolicyCouncil)中的社会革新办公室。和平队也参加各种政府特别工作小组,如“白

宫妇女和儿童特别工作小组暠。

和平队与国务院的关系是最初被和平队法所规定的。1961年以后历届政府的

国务卿都会通过给美国驻外使团首长的电报来规定和平队与国务院的关系。这些电

报既肯定了和平队的独立性,又强调了和平队与驻外使团相互合作和支持的必要。

最早的这类电报是1963年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腊斯克发出的,最近一份是2009年

2月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克林顿夫人的电报———《美国使团与和平队工作人员之间

的关系》。这份电报说:

总统的指示信和其他相关法律和规章(包括你们在《外交安全法》下被授予的责

任)概述了你们对包括和平队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行政部门雇员的权力和责任。正

如我的前任一样,我要求你们与我一起行使这些权力,以便为和平队在其日常运作中

提供尽可能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只要这与美国的目标和政策不相冲突。正如国务

卿腊斯克1961年所说,“和平队不是一个外交政策工具,因为如果把它当作这样一个

工具来使用,它就不可能为外交政策做贡献。暠栚

和平队的国别主任构成美国驻外使团的一部分,他们能够通达使团首长和使馆

工作人员。大使馆工作人员在诸如安全和保健问题等许多问题上与和平队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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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协调。在对一个新国家进行评估或审查正在进行的行动时,和平队工作人员特

别依赖于美国使馆收集信息。

在与国会的关系方面,和平队向国会拨款委员会和其他有关议员就有关和平队

的活动进行咨询,包括设立、结束或扩大某个和平队项目。和平队中设有国会关系办

公室(TheOfficeofCongressionalRelationsatthePeaceCorps),负责协调与所有立

法问题和利益有关的活动,是和平队主任与国会议员和国会工作人员之间的官方联

络渠道。和平队定期受到国会议员对有关选区和行动的具体问题的询问。国会关系

办公室及时协调和平队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通过这些询问,和平队行政官员可以了

解国会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是和平队领导做出最高层次上的决定的考虑因素之一。

在有关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平队从回国后担任议员的前和平队志愿者那里获得

了强有力的支持。例如在第111届国会中,有1名参议员和5名众议员是前和平队

志愿者,其中有一名是共和党人,其他均为民主党人。栙

六暋和平队如何构成美国软实力资源

关于和平队是否起到了美国政治家们所期望的作用,和平队评估小组做出了如

下评估:“几十个国家的总统和内阁部长都认为他们受益于早期触动他们生活的和平

队志愿者。和平队志愿者在77个东道国中正在点亮未来领导人心灵之火。暠“和平队

是美国最好的大使,他们在世界各国社区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建立了与战略伙伴国的

关系。暠栚

上文提到,和平队有三个至今未变的基本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满足东道国的需

要,而第二和第三个目标实际上是加深美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之间更好的理解。

2009年,和平队对四个东道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尼加拉瓜和罗马尼亚)中的

528人的调查,显示了和平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其目标:

99%的受帮助者表示,在他们的工作中运用了他们从与和平队一起工作而获得

的知识和技能。69%的人每天都使用这些知识和技能。

99%的受帮助者和受益者表示,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使用了从志愿者那里获得

的知识和技能,70%的人每天都使用它们。

82%的东道国合作者和84%的全体东道国国民非常满意他们与和平队一起工

作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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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肯定想要继续同和平队志愿者一起工作。

98%的受访者认为和平队工作带来的积极变化在和平志愿者离开后在某种程度

上保留了下来。79%的人说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暠或“完全暠被保留下来。栙

关于第二个目标———使东道国的人民更好地了解美国人,调查显示出这个目标

也较好地得到了实现:

84%的东道国受帮助者和86%的全体东道国国民报告说,在与和平队志愿者工

作后,他们关于美国人的观点发生了正面的变化。

87%的东道国家庭成员说,在与和平队志愿者生活之后,他们关于美国人的看法

更为正面。

受访者对美国的态度从在与志愿者互动之前对美国人仅有有限的了解,变为在

此之后有了适度的了解。栚

早期的和平队的工作获得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领导的赞扬。例如,60年代中期,

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hmedSekouToure)在赞扬和平队获得了不带

种族偏见的声誉时说,“为什么恩克鲁玛把和平队称作‘值得高度赞扬的大胆主张暞,

这是因为和平队致力于一个比任何种族、任何宗教、任何民族都更伟大的事业,不属

于任何种族、单个宗教和任何一个民族。暠栛

社区发展方面的工作得到评价可以以拉丁美洲为例。在哥伦比亚,和平队官员

认为,和平队在这些地方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当地激发了原先不曾存在的“勤奋工作

的态度、主动精神和想象力暠。拉丁美洲地区主任杰克·胡德·沃恩(JackHood

Vaughn)在考察了玻利维亚的5个印第安人村庄之后发现,那里的和平队在三年内

做到了其他西方人在1000年里没有做到事情:每个村庄都建立起了一所学校,有了

接生诊所,并用管道把清洁水引进村里,这些成就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而最重要的

是村民对外界的态度和交流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对15
个有志愿者的居民区和5个没有志愿者的居民区进行了调查,发现和平队已经改变

了“传统的暠世界。在伊朗的一个边远地区,市民们为一名青年志愿者巴克利·摩尔

(BarkleyMoore)建造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他为这座小城建立了第一座公共图书

馆。另一名在印度农村当学校教师的和平队志愿者被许多报道描述为“那些动机纯

洁高尚的美国年轻人中的一员暠。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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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无论和平队的工作是否产生了美国决策者所期望的成效,作为美国软

实力的资源,和平队无疑发挥了一些重要作用。和平队是在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刚

刚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民族独立、“变革之风吹遍了非洲暠栙之际建立起来的。

当一些老牌殖民帝国正在不情愿地退出前殖民地时,美国做出了一个与它们完全不

同的同情和关心新独立国家人民的姿态。当美国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期以前不断

武装干涉第三世界国家,或通过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来颠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

时,大多数和平队队员的利他主义行为对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恶劣形象起到了一

定的抵消作用,为它在老殖民主义者撤出后扩大它在这些地区的势力,同苏联进行冷

战争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平队体现了美国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暠和使命感,它

在冷战的紧迫局势下,把美国表现为一个“特殊的暠国家,具有促进其他国家“发展暠的

能力,并承担了帮助美国在非殖民化时代的潮流中重新扩张自己实力的使命。和平

队在为东道国人民一起生活和工作的同时,也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播了美国的价

值观和发展模式。

此外,和平队就其创始人的初衷而言,不乏某种真诚的理想主义,但他们的主要

目的还是改善美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当硬实力不能实现美国的目标时,和平队就

被当作软实力的资源用来表达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善意和增加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的

好感。和平队志愿者的工作越是有成效,和平队志愿者作为个人的良好动机越是不

容置疑,就越能被当地人民看作是美国人的仁爱道德和美国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关

怀的代表。

提出软实力理论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说过,软实力主要有三个资源:文化(具

有对其他人的吸引力)、政治价值(能够在国内外实践这些价值),以及该国的外交政

策(这些外交政策应被看作是合法的并具有道德权威)。栚 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和诱惑

而不是强制或劝说发挥作用的,栛或者说,“软实力是吸引的能力暠,而且吸引力往往

导致默认和仿效。栜 奈主张,为了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应当把硬性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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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和软性的吸引力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巧实力暠。栙从这方面而言,肯尼迪总统时

期建立起来的至今仍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和平队,恰恰起到了提高美国对其他国家民

众吸引力的作用。美国国务卿希拉克·克林顿在许多场合称:和平队对美国在发展

和民主方面的努力做出了直接贡献,它通过针对人口某些部分的人民对人民之间的

交流,用独特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这是肯尼迪总统在50年前首次说过的话,它如

今更加有效。栚这就是和平队成为美国软实力资源的原因所在。

周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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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因素分析

朱世达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美国的政策是影响美国软实力强弱的主要因素;追求国家利益是美国塑

造和运用软实力的动因;美国在展现其文化价值观时,如果时机和地点选择不当,或与当

地文化相违背,反而会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发挥,甚至酿成文化冲突和反美主义。在美国

软实力的构成中,其政治影响力与文化价值影响力之间存在着分裂现象,这是影响美国

发挥其软实力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美国政治 美国文化 软实力 国家利益 宗教性

近一个时期,美国遭遇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

衰退,失业率几近两位数,栙美国政府一年的赤字高达15万亿美元,占到其国内生产

总值的10%,栚这意味着赤字占到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0%,栛这种情况实属罕

见。近年来,人们对以自由市场﹑浮动汇率和选举政治为特征的“华盛顿共识暠产生

了诸多疑惑也是因为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人们又开始援引保罗·肯尼迪 (Paul

Kennedy)在1988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观点:“一个帝国为支撑其势力必

然要支付巨大的军事开销,这样,帝国所赖以君临天下的财富会因此而消融殆尽,这

必然将帝国无可挽回地引向衰落和灭亡。暠栜 在经历了此次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美

国的未来产生疑惑:美国进入一个相对衰落的阶段了吗? 美国软实力的现状如何?

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因素是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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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一个深入而全面的分析,由此才能得出较为理性的结

论。

一暋政策因素

在国际政治中,作为唯一的世界霸权国,美国自然有优越于其他国家的地方,这

种优越性使它具有一种天然吸引力(naturalattractiveness),这就是它的软实力。根

据约瑟夫·奈 (JosefS.Nye,Jr.)的说法,“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和劝说其他人采

取你的目标,得到你所希冀想得到的东西的能力。暠他指出,美国的软实力“来自美国

的文化和美国的政策。暠栙也就是说,美国的软实力来自美国的文化﹑政治理想和政

策的吸引力。

在影响美国软实力的诸种因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它的政策因素。约瑟夫·奈

认为,“目前的反美情绪是由于我们的政策。暠栚 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政

治的决策中每每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帝国冲动,试图影响或控制远在海外的政治或其

他方面的结局的帝国野心。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达了这样一幅自由

主义的世界政治图景:“最终,美国将利用目前的时机在全球推广自由的好处。我们

将积极地将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暠栛 当

美国遏制或收敛其帝国冲动时,海外对它的评价就会比较正面,美国的软实力就较

强;反之,美国就会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唾弃。

从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这一规律。以2001年9月11日美国

遭受恐怖主义攻击及其后时局的演变为例,可以看出美国的软实力和它的政策是如

何紧密相关的。事实上,在九一一袭击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伊

斯兰世界的大部分人对美国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是同情的。即使在美国新保守主义

决策者决定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开战之初,美国仍然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国际支持。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布什政府越来越推行干涉主义方针,甚至不惜走单边主义的道

路,使用武力干预其他主权国家的内政,强行推广美式民主,专注于“政权更迭暠。更

有甚者,布什总统在一次讲话中将这场反恐战争描述为“十字军暠征伐,这样一来,美

国反恐战争就越来越像是一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这使美国在世界上变得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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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不得人心。对美国的支持率在世界上持续下降,低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其他国

家。栙美国的“帝国傲慢暠损害了它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栚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前,对美

国的支持率在土耳其是52%,在印尼是75%,在巴基斯坦是23%,但在布什政府

2003年3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后,对美国的支持率在土耳其和印尼这两个人数众多

的穆斯林国家都骤降至15%,在巴基斯坦降至13%,在约旦降至惊人的1%。“帝国

傲慢暠(imperialhubris)使美国的软实力在这些穆斯林国家消融殆尽。(见表1)

表1暋对美国的支持率(%)

1999/2000 2002 2003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土耳其 52 30 15 23 12 9 12 14 17

埃及 30 21 22 27 17

约旦 25 1 21 15 20 19 25 21

黎巴嫩 36 27 42 47 51 55 52

印尼 75 61 15 38 30 29 37 63 59

巴基斯坦 23 10 13 23 27 15 19 16 17

暋暋资料来源:22灢NationPewGlobalAttitudesSurvey,June17,2010.

奥巴马总统2009年就任之后,改变了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开始实行多边

主义路线。奥巴马认为应该在外交努力无效的情况下才诉诸武力,这与布什政府的

先发制人战略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同时,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表现出他的包容。

他欢呼美国是一个由“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印度教徒和无神论者组成的一个

杂拌儿。暠他是第一个在就职演说中谈到穆斯林的美国总统。他旁敲侧击地谈到叙利

亚和伊朗,“我们愿意伸出手去,如果你们愿意将拳头松开的话。暠栛约瑟夫·奈评价

说,这对主流穆斯林是有利的,它将使外交政策带有一种非常不同的调门。栜奥巴马

在穆斯林国家的支持率比布什总统高得多。他在埃及的支持率为42%,在印尼为

71%,在黎巴嫩为46%,分别比布什总统高出31%,48%和13%。(见表2)

正如民主党智囊理查德·霍尔布洛克 (RichardHolbrook)指出的,“对这场针

对世界上10亿穆斯林心灵的所谓的(心理)战争做出限定是具有决定性和历史性意

义的。暠栞奥巴马采取措施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他的开罗演讲赢得了伊

斯兰世界的广泛赞同。格林威 (H.D.S.Greenway)评论说,“他在开罗显示了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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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尊敬,他懂得象征性的力量。暠栙美国中东特使乔治·米歇尔 (GeorgeMitchell)

说,“在白宫还从没有哪一位总统如此献身(于以建立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为目标

的中东和平进程),在我们所有在座的人的有生之年中也不会再有另一位总统如此献

身于这一问题了。暠栚在巴勒斯坦,在2009年6月4日奥巴马演讲后,对美国的支持率

从14%增至19%,不支持率从84%降至80%;对奥巴马领导力有信心的从21%升至

26%,对奥巴马领导力没有信心的从76%降至72%;认为奥巴马将考虑穆斯林利益

的百分比从27%升至39%。栛

表2暋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会做正确的事吗? (%)

布什(2008年) 奥巴马(2009年)

埃及 11 42

约旦 7 31

黎巴嫩 33 46

巴基斯坦 7 13

土耳其 2 33

印尼 23 71

暋暋资料来源:22灢NationPewGlobalAttitudesSurvey,June17,2010.

由此可见,政策是影响美国软实力的主要因素。分析表明,如果美国奉行单边主

义政策,它的软实力就会削弱,甚至消融。

二暋国家利益因素

追求国家利益依然是美国塑造和运用软实力的动因。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

的,软实力变得十分必要,不仅是由于苏联实验的垮台使世界政治愈益复杂,而且还

因为它将使美国更容易达到外交政策的目的。栜从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这一问题来

分析美国政策与软实力的关系,就可以看出美国的软实力是为它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美国政府抵御其国内种种要求实行经济制裁,也即运用硬实力压人民币升值的努力,

而使用以谈判和劝说为主的“外交的方式来劝说中国将人民币升值暠。栞以谈判和劝

说为主的外交的方式比动辄使用硬实力的傲慢的高压政策能更好地解决美国与其他

国家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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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白宫试图用高压手段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冲动非常明显。

财政部长盖特纳 (TimothyF.Geithner)在国会的听证会上矛头直指中国,称中国

“操纵人民币暠。盖特纳在2010年9月16日就人民币汇率和中美经济关系问题在参

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作证时,明确要求中国“让人民币汇率朝着更加市

场化的方向迈进。暠他说:“我们也在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使用哪些综合工

具和国际多边方法能有助于鼓励中国官方在这方面加快速度。暠奥巴马总统也发表过

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的言论。2010年9月20日他表态说,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未尽

全力,美国将较过去“更有效地暠执行贸易相关法律。

在有关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2010年3
月,众议院130名议员敦促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实施惩罚性的关税和其他手段,以对抗

人民币被低估。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Graham)和查尔斯·E.舒默

(CharlesE.Schumer)提出议案迫使财政部将人民币列为被操纵的货币。在议案

中,他们援引了经济政策研究所 (TheEconomicPolicyInstitute)的一项研究报告

说,2001年到2008年间,中美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使美国丧失了240万个就业

岗位。格雷厄姆称,“使中国行动起来的唯一办法就是强硬的立法。暠栙2010年9月

29日,众议院以348比7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旨在对所

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

根据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的计算,“在未来几年中,中国的重商主义

有可能夺去美国大约140万个就业岗位。暠栚他建议对中国进行威胁:“如果所有甜蜜

劝说都无用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首先,美国财政部必须停止回避(这一问

题)。……在目前,很难看到中国将改变它的政策,除非让它面临威胁。暠他提到,

1971年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进口货物征收一种10%的临时性的附加税,几个月后终

于解决了德国和日本货币被低估的问题。他建议对中国采取同样的威胁,只是进口

附加税应该升至25%。他说,“该是采取立场的时候了。暠栛

然而,在2010年4月初,美国财政部一改先前的强硬态度,决定推迟原定于4月

15日就贸易伙伴汇率问题每半年向国会提交一次的报告,直至7月8日才公布该报

告,而且报告并未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暠。路透社在评论中说,“财政部长盖特纳

追求一种更为外交的方式,竭力劝说北京,采取一种由市场调节的货币政策是符合中

国的最大利益的。暠栜白宫在一篇低调的声明中说,奥巴马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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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是提到中国“需要迈向一个由市场决定的汇率。暠栙这也是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

教授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A.Kupchan)所谓的“华盛顿和北京相互迁就,给各自

留下在国内行事的空间。暠栚塞维尔·陈(SewellChan)分析认为,“这表明(美国)当局

更愿意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分歧,而不是正面对峙。……通过推迟报告,奥巴马政府给

予中国人以喘息的时间,使他们能按自己的方式调整人民币币值。暠栛 彼得森国际经

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 (NicholasR.Lardy)认为,这“表明当局愿意在一个多

边的而不是一个单边的基础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暠栜

渣打银行上海办事处的经济学家斯提芬·格林 (StephenGreen)认为,“盖特纳

先生需要面对来自美国的批评,认为他对中国过于软弱了。暠栞事实上,美国政府当时

希冀通过较温和抑或是柔性的外交手段解决分歧,也是因为它面对一个无可争辩的

事实:美国有软肋捏在中国人手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

债权国,拥有10000多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是

对美国的一个极大的掣肘力量。保罗·克鲁格曼在评论中提到,美国现在受制于中

国,美国有人担心,如果美国公然挑衅中国的话,中国有可能抛售它手中的美元资

产。栟 杰夫·索穆尔 (JeffSommer)指出,中国只要稍微做出这种暗示,就可能给业

已相当脆弱的美国经济带来打击。栠经济学家迪恩·贝克则称,“在过去一年里,存在

一种恐惧感,担心中国在某个时候因为对美国政策不满,用不再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来

惩罚美国。这种趋势被认为会将美国经济引向金融的大决战。暠他还称,“这也被用来

解释为什么奥巴马政府在敦促中国升值人民币的行动中不可能十分坚决。暠栢

美国政府希冀通过较温和或者说柔性的外交手段解决分歧,也是因为它面对另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立场,因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1%,中国外汇储备将损失168亿美元,人民币升值40%,中国外汇储备将损失约

6720亿美元,所持美债80%都将化为泡影。正如分析家所指出的,“中国官员异乎寻

常地表示他们不会做出在他们的人民看来像是在美国压力下做出的政策变化。暠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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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乾评论道:“美国越压中国将人民币升值,中国领导人则将更加坚守他们的立场。暠

他指出,“华盛顿希望人民币升值是对的,但通过恫吓北京以达此目的则是错的。暠栙

美国报纸也报道说,中国官员特别是商务部官员“声言中国不会按美国的想法行事,

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的压力是非理性的。暠栚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美国也表示,“中国

政府绝不会屈服外国要求我们调整汇率的压力。暠栛与此同时,中国民众支持政府抵

制美国压力。美国报纸报道说,美国的压力“在互联网聊天室和中国报纸头版头条的

新闻中引起反美情绪,它们表示中国一定不能‘后退暞。暠栜 库普乾从北京回到华盛顿

后在一篇评论中说,愤怒地要求国家领导人顶住美国的恫吓的声音,充斥在中国报刊

和互联网博客社区。栞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政府也不得不考虑中国民众的情绪。

这表明,美国政府运用软实力是其对国际和国内政治进行权衡的结果。一方面,

它不得不顺应国内政治的诉求;另一方面,在有些时候,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它不得不

采取一种劝说性的外交姿态,施展其柔性的一面。不管中美将来在人民币升值的问

题上将会进行怎样的博弈,这种柔性方式仅仅是软硬兼施的一个方面而已。正如哈

佛教授尼阿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一针见血指出的,“软实力仅仅是一副包藏

铁手的丝绒手套而已。暠栟终极的考虑仍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三暋价值观因素

价值观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相信通过运用软实力,可以更好和

更有效地推行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奉行个人主义,社会和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

和实现人的幸福。它同时奉行人人平等﹑机会均等的价值观。在政治上,美国创造

了自治结构的模式,实行权力制衡的宪政原则。以好莱坞电影、爵士乐、乡村音乐、麦

当劳为代表的美国俗文化,以它的平民性﹑通俗性﹑民主性、非贵族性和娱乐性而符

合广大民众的需要。美国在本质上是一个移民国家,它兼收并蓄地吸收了世界各地

的精英文化,具有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它的移民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使美国成为当

今世界前沿科技的家园。美国社会具有完善的鼓励创新的机制,它鼓励与众不同,鼓

励独立思考。这是美国文明的理性部分,也是它的软实力,吸引着其他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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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看到一种奇特的国际政治文化现象:本来是美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进行了错误地运用,或是与当地文化相违背,却也有

可能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酿成文化冲突与反美主义。有些美国学者认为反美情绪

“不是由于我们的文化暠栙的观点不符合客观事实。有些反美情绪就是源自美国文

化,源自从美国文化衍生出来的政策。

如果从美国的宗教性和从其宗教性而衍生出来的政策来进行分析,就可以很好

地证明这一结论。例如,虽然美国和欧洲在文化上都同属希腊理性主义和基督教信

仰,但在奉行界定西方的核心价值,即多元性这一方面,美国和欧洲产生了重要的歧

异。欧洲人仍然保持着他们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美国则远没有欧洲那样世俗化。

美国领导人怀着清教徒的宗教使命感,致力于建立一座“山巅之城暠。美国外交政策

的帝国动力便是“一种使命感,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一种福音的狂热。暠栚希拉里·克

林顿在竞选总统期间的历次演说中都提到要在世界上重建美国的“道德权威暠。栛由

于其宗教性,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执意推行福音,推广民主。美国人的使命感本身就是

一种福音布道的延续。美国人“非善即恶暠的二元论 (Manicheanvision)及宗教的作

用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影响日增,造成了美国与多元的世俗主义的欧洲之间的裂痕,

这也是造成欧洲反美情绪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一次就“世界如何看待上帝暠的问题在10个国家1万人中的

调查,54%的美国人经常前往教堂做礼拜,而在英国这一数字仅为21%,在俄罗斯只

有7%。79%的美国人相信有神论,在英国这个数字仅为46%。栜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的(PewResearchCenter)的一次调查,荷兰和法国的大多数人及英国和德国的许多

人认为美国人具有太强的宗教倾向,而大部分美国人却认为自己国家的宗教性还不

够。栞欧洲的世俗性(secularism)和美国的宗教性(religiosity)之间的分歧就在于,欧

洲国家将宗教视为个人的一种反省和选择,将其纳入私人领域,公民身份与政治身份

相联系;而在美国,宗教左右社会和公共政策。马塞尔·范·赫本 (MarcelVan

Herpen)指出,在美国,在公众的自我意识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宗教色彩,许多人相

信美国“在世界上需要起一种特有的执行神意的作用暠,他们相信美国人是“上帝的选

民暠。在布什政府的外交语言中,宗教的色彩十分浓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福音派

和灵恩运动(charismaticmovement)新基督教右派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日益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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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左右美国总统选举的重要力量。赫本认为,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复兴“使美国

政府更容易从‘非善即恶暞的二元论视角来定位反恐战争。暠栙这种宗教性语言使世俗

的欧洲人深感忧虑,美国的例外论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世界观进一步疏离了欧洲

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04年3月的一次调查,62%的法国人、59%的德国人、34%
的英国人对美国持有“非常暠或者“有些暠不赞成的看法。英国广播公司2005年1月

举办的一次调查显示,54%的法国人、64%的德国人和50%的英国人认为美国在世

界上是一种“负面的力量暠。栚欧洲人由此发展到对美国社会和道德价值的评价日渐

负面。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意识形态的原

因,欧洲对于美国公众看待美国在世界上应如何行动的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

和我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的(欧洲)总是说我们非法地行动,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许会在更早的时候消融我们行动的能力。暠栛这就消融了美国的软实力。皮尤中心

2005年的全球态度调查显示,欧洲人在认为美国人诚实﹑有创新精神和勤劳等美德

的同时,又认为美国人贪婪和暴力。栜欧洲人持续对美国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及其文

化霸权有一种恐惧感,对美国化所可能造成的对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自主性的冲

击深感忧虑。由此可以看出,价值观因素,特别是美国关于“必须履行其特别的历史

使命暠的宗教观念对美国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的宗教观念反过来又

遏制了美国自身软实力的发挥。这是美国软实力面临的一个悖论。

四暋认知因素

美国在海外施展软实力的过程中,往往发现它所奉行的所谓普遍价值与当地的

文化价值发生冲突和矛盾。栞这是一种认知上的错位,每每造成误解甚至对抗。

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交往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并非都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而是双方之间存在误解,在于自我认知同对方对自己认知之间的反差。栟 正如彼

得·曼德尔森(PeterMendelson)所说的,(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期望与中国对自身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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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角色和责任的估计之间存在着错位(mismatch)。栙这种错位属于政治文化范畴,

也是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因素之一。

研究发现,在美国向中国施展软实力时,这种错位的表现之一就是其政治影响力

与文化价值影响力之间存在着分裂现象。美国既被视为一种威胁、一种精神污染的

腐败的源头,又被看作是一种现代化的模式;美国既被视为敌人,美国文化价值(这包

括其普世性的价值)又获得一定的尊敬。“在中国,关于美国的话题无处不在,无论是

在高层还是在底层,城市还是农村,知识分子还是贩夫走卒,关于国际事务还是国内

生活,美国永远是一个被用来比较、夸赞、羡慕、嘲笑,甚至咒骂的对象。中国人对美

国的爱恨交加可以说到了极致。暠栚“笼统而单纯地谈论起美国来,人们往往更多地持

批评态度,特别是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诟病很多。但是,如果结合国

内的情况和具体的事例,特别是涉及到与己有关的生活和工作的细节时,相应的美国

因素往往就变成了一个正面的标准,人们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的

处境,对美国生出无限的艳羡之心,美国的形象在这种时刻顿时高大起来。暠栛

以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感受数据为例。当1996年国会有人提出提案要向西藏派

驻使节、批准李登辉访美、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时,《中国青

年报》在《中国青年看世界》的读者调查中,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的人占

87.1%。栜在1996年另一次调查中,53.5%的人认为美国社会的民主、自由是虚伪而

不真实的,对美国在国际上推行民主的行为,持否定态度的则上升为81.2%,大学生

群体中持这一看法的达到87%;93.8%的人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不

友好,大学生中的比例最高,达95.9%;91%的人认为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设置障碍,大学生中的比例最高,达94.7%;86.9%的人认为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

指责是干涉内政,大学生中的比例最高,达91.8%;90.3%的人认为美国在对华问题

上表现出霸权态度,大学生持这一看法的比例最高,达95.7%。栞然而,在同一次的调

查中,中国青年中有87%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物质生活富裕、国家综合实力强大的

国家,74.3%的人认为美国社会的文化娱乐生活丰富,75.1%的人则认为美国社会的

办事效率较高。栟65.49%的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适合于美国国情,如加上认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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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有普遍意义的,则达到84.13%。栙

这种在软实力问题上的政治与文化分裂现象也表现在中国大学生留学目的地的

选择上。尽管存在着反美情绪,中国人最乐于出访和旅游的国家、最乐于让孩子前往

留学的国家中,美国都居首位。栚根据2004年2月至4月对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成

都等地886人(寄发1000份问卷,回收886份,回收率为86.6%)进行的调查,在大

学生中,12.81%的大学生会“毫不犹豫暠地去美国留学,如加上“想去,但要视条件暠,

则高达89.95%。栛作家刘方炜曾列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名中国初中生对美国纽约

世贸大厦被炸兴高采烈地说“美国人活该,谁叫它在世界上这么霸道暠,然而多年后当

他要出国留学时,“不是美国的大学,坚决不上暠。栜也可以从中国年轻人对好莱坞电

影《阿凡达》的热捧上,看出这种政治与文化分裂的现象。尽管中美之间因美国向台

湾军售﹑美国总统会见达赖等事件发生波折,《阿凡达》在中国的最终票房仍然超过

惊人的9亿元。

因此,沈大伟(DavidShambaugh)和托马斯·赖特(ThomasWright)认为,就总

体软实力而言,美国在中国高居第一;美国影响力(包括政治的、外交的、人力资本和

经济的影响力)在过去的10年中增长了。栞这种影响力包括政治的和外交的影响力。

在中国的知识精英中确实存在一种美国情结,这是美国软实力持续影响中国的原因

之一。1997年9月对北京、上海、广州1500人的调查显示,27.1%的受访者认为目

前美国在国际上是中国的朋友,58%的受访者对美国总体上抱有好感。栟北京零点咨

询公司(Horizon)在“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暠调查项目中发现,在1999年60.9%的受访

者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在2004年,63%的受访者持积极看法。调查指出,虽然数字的

渐进变化微不足道,但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栠根

据芝加哥世界事务委员会 (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2008年在日本、韩

国、中国、印尼和越南进行的一次调查,近年来,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明显地更为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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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中国受访者对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持续地持积极的态度。栙中国人在2009年对

美国的支持率为47%,在2010年为58%;在2009年对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达

62%。栚

中美关系是21世纪世界政治中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构建未来世界新

的政治与经济秩序中,中美关系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栛可以发现,在中美关系中存在

一种“台地暠式的线性模式,关系陡然地升温,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陡然地降温。这主

要因为在中美关系中存在诱发冲突的因素。在这些诱发冲突的因素中,有一部分是

相互认知上的错位。比如,中国说自己要和平发展,而美国则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

是一种威胁;中国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说中国已经是发达国

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居第99位,位于牙买加﹑泰国﹑萨尔瓦多﹑纳

米比亚之后,而美国认为中国已然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应负起相应的国际责任。

这种在相互理解和认知上的错位是两国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错位也

是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因素之一。找到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并设法缩小或消除这种

相互理解和认知的错位,让两国在文化价值上找到更多的共同点、交汇点,如学习相

互的文化﹑历史和语言,栜将给中美这两个重要的国家在21世纪的合作和两国人民

之间的友谊提供一个坚实的、理性的基础。

结暋暋语

软实力本质上是一个变数。它是受政治和经济实力影响的。实际上在劝说和吸

引力的背后,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作后盾。

即使存在巨额的债务而引发的泡沫,美国模式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归根结底还是硬实力在起决定性作用。美国经济在1991年和2009年之间增长

63%,而在此期间,法国经济仅增长35%,德国增长22%,日本增长16%。1975年,

美国经济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26.3%。今天,在亚洲诸国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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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占世界总产值的26.7%。栙虽然美国遇到了金融危机,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不会衰

落,美国社会有自我修补的机制。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实力仍将为它的软实力提供

最重要的后盾。

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目的是一致和相辅相成的,它们实质上是胡萝卜与大棒、牧师

与刽子手的关系。在鼓吹美国政治体制和新自由主义的背后,有一只军事和经济实

力的铁腕在支撑着。所以,硬实力和软实力有一种内在的互补关系。保罗·范·汉

姆 (PaulvanHam)这样叙述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是辩证地联

系在一起的:美国的干涉主义需要合法的外衣(道德的或者国际法的外衣),没有这种

外衣,强制性的手段会引起太大的抵抗。……软实力需要必要的资源和决心,将承诺

付诸行动……因此,当今的美国外交政策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即没有美国的硬实力和

‘它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暞,那么,它的软实力就会立即消融。暠栚

在对影响美国软实力诸因素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美国的政策是影响其软实力强弱的主要因素。当美国遏制或收敛其帝国冲

动时,海外对它的评价就会比较正面,美国的软实力就较强;反之,美国就会遭到大多

数国家的唾弃。

(2)追求国家利益依然是美国塑造和运用软实力的动因。

(3)美国的软实力如果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进行了错误地运用,或是与当

地文化相违背,就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酿成文化冲突与反美主义。

(4)价值观因素,特别是美国以“使命观暠为代表的宗教观念,对它的外交决策产

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这种宗教观念反过来又遏制了美国自身软实力的发挥。这

是美国软实力面临的一个悖论。

(5)在美国软实力的构成中,其政治影响力与文化价值影响力之间存在着分裂的

现象。这种分裂也是影响美国发挥其软实力的因素之一。相互理解和认知上的反差

与错位,是中美两国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朱世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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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的二十国集团战略评析栙

房广顺暋唐彦林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源起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于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

经济尽快复苏成为奥巴马政府的优先议程。承认二十国集团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的

重要地位,与二十国集团合作,是美国化解其金融危机和确保经济复苏的关键战略措施

之一。奥巴马政府的二十国集团战略有多重动因,最终目的是利用这一新兴的全球治理

平台,维护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进而维持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关键词:美国外交 奥巴马政府 二十国集团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由原来的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首脑峰

会,并逐步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平台。由于二十国集团在化解金

融危机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前景。

而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暠,美国对二十国集团这一机制实际上发挥着主导

作用,美国的态度对二十国集团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二十国集团内部不同类

别成员间的斗争与博弈也在影响着二十国集团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美国政府和学

者对二十国集团的相关论述,对奥巴马政府的二十国集团战略、与小布什政府二十国

集团战略的异同,以及它对二十国集团发展前景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暋奥巴马政府的二十国集团战略

2008年11月14日至15日,二十国集团的第一次首脑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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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实际上,当时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对召开多国集团峰会以应对

金融危机并不热心。举行峰会的想法最初是由欧盟轮值国主席法国总统尼古拉·萨

科齐和时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提出的。在欧洲国家的游说下,在2008年10月11
日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美国同意承办峰会。在2008年召开的首届二十国集团首脑

峰会上,小布什总统提出,会议将原有的二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直接升格为首脑会

议;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主张加强国际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反对法国总统萨科齐

提出的建立全球监管体系的建议,但主张适度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如增强金融市场的

透明度、实行问责制、提高金融市场的诚信度、适当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治理结构并考虑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表决权;抵制保

护主义,防止建立新的贸易壁垒;承诺处在金融危机中的美国将继续援助发展中国家

等。栙小布什总统的上述构想就是要把二十国集团这一新机制纳入到美国掌控的世

界秩序之中,以实现维护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和既得利益的战略目标。

奥巴马总统与小布什总统的二十国集团战略目标并无二致。但随着金融危机和

美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的自利倾向愈益明显。虽然金融改革仍是重要议题,

但汇率问题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美国通过大量发行美元,输出国内通货膨胀,主张

通过“经常项目设限暠来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实际上,早在奥巴马总统就职之前,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就为新政府提供了针对二十国集团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

包括:应该支持二十国集团成为目前适宜全球治理的顶尖机构;讨论如何完善二十国

集团峰会的构成以便在基本不质疑二十国集团框架的情况下,提升其可信性和有效

性;支持通过合作的方式解决目前的金融危机,同时重建全球金融体系;做好准备,探

索用创新性方法有效管理二十国集团进程。栚 奥巴马就职后,基本采纳了上述建议,

最终确立了较为明确的二十国集团总体战略:

首先,承认二十国集团在世界经济乃至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将二十国

集团视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二十国集团的诞生及其发展壮大与全球性金融危机有关。建立二十国集团的设

想最初是由美国等七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于1999年6月在德国科隆提出的,目的

是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重演,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

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成立二十国集团的初衷是,促进工业化国家

和新兴经济体展开对话,讨论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等领域的重要问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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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合作来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国际金融体系架构,促进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

长。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二十国集团先后召开五次峰会,协调国际合作,避免

了灾难性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出现。2009年4月2日,在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结束

时,英国首相布朗宣布,中国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400亿美元,而欧盟和日本

分别注资1000亿美元。多国注资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规模将新增5000亿

美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已承诺提供1.1万亿美元作为世界经济恢复信贷,促进经

济增长和就业。2009年9月在匹兹堡举行的第三次峰会上,各国领袖决定将二十国

集团确定为处理全球金融、经济问题的最重要平台。奥巴马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

全球经济困难时期,靠中庸措施或任何国家单枪匹马的行动都不足以战胜挑战。现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肩负着采取大胆、全面、协调行动的重任,不仅要刺激和带动复

苏,而且要开启一个经济接触的新时代,杜绝类似的危机再度发生。二十国集团会议

为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合作提供了论坛。暠栙美国正在通过二十国集团维持永久性全球

复苏。栚 2010年5月28日,在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已经将重点转移

至二十国集团,以此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并正在努力重新平衡全球需求,

使美国增加储蓄及扩大出口,新兴经济体则需要创造更多的需求。栛美国政府的观点

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美国学者普拉萨德(EswarPrasad)提出,二十国集团实际

上已经成为设定世界经济复苏议程的机构。美国是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中心,要

想实现正增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洲大陆的经济体特别是法国和德国迅速恢复了

活力,但不大可能实现高增长;而新兴经济体则是另一番景象,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经

济在2008年陷入困境后不久就迅速扭转了下滑趋势,实现了引人注目的高增长

率。栜 美国学者金伯利·阿马德奥(KimberlyAmadeo)认为,1999年建立的二十国

集团将给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更多的发言权。二十国集团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

为“金砖四国暠引领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八国集团的经济增长则在放缓。所以,“金

砖四国暠对确保全球经济持续繁荣至关重要。过去,美国和欧洲可以开会决定全球经

济问题,而现在,“金砖四国暠在为八国集团提供需求方面变得更加重要。俄罗斯为欧

洲提供了大部分天然气,中国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制造业产品,而印度则向不少发达

国家提供了高技术服务。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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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求二十国集团采取配合美国政策的措施,与二十国集团合作是美国化解

其金融危机和确保经济复苏的关键战略措施之一。

奥巴马政府认为,切实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取决于扩大全球经济。栙 而二十国

集团的经济规模非常可观,二十国集团人口占全球人口的2/3,国内生产总值和在全

球贸易中的比重分别占到85%和80%。因此,奥巴马政府明确要求二十国集团配合

美国恢复自身经济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1)要求二十国集团实施财政刺激方案,配

合美国的经济复苏计划,迅速采取行动以刺激经济增长。2009年美国通过了《美国

复苏和重新投资法》(AmericanRecoveryandReinvestmentAct),要求二十国集团

应当共同承诺鼓励开放贸易和投资,同时遏制会导致危机深化的保护主义。二十国

集团其他成员都实施了财政刺激方案;(2)寻求与二十国集团合作,稳定美国主导的

金融体制。奥巴马提出,美国在调查主要银行的资产状况并直接促成贷款,以帮助美

国人购物、保住住房、扩大经营等行动上,必须继续得到二十国集团伙伴方的配合。栚

美国将与二十国集团采纳一个共同框架———扩大透明度和坚持问责制,并着力恢复

信贷流动这条全球经济增长的生命线;(3)要求二十国集团配合美国的对外援助行

动,维持美国的世界经济领导者角色。2009年3月,奥巴马在演说中指出:“我们肩

负着经济、安全和道义三重义务,必须向面临最大风险的国家和人民伸出援手。我们

如果置他们于不顾,这场危机造成的恶果就将蔓延,进而造成我国产品出口市场进一

步缩小,更多美国人失业,延迟我们自身的复苏。二十国集团应当迅速调配资源,以

稳定新兴市场,大力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急能力,帮助各地区开发银行加快贷

款速度。与此同时,美国将支持对口粮保障进行实质性的新投资,帮助最贫困人口渡

过今后一段困难时期。暠栛

第三,以领导者自居,为二十国集团未来发展设定议程。

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F.Geithner)和国家经济委员会(Na灢

tionalEconomicCouncil)主任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H.Summers)2010年6
月23日在《华尔街日报》联名发表的《我们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议程》的文章中提出,

“二十国集团对确保全球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多伦多峰会应该有三个重点议题:(1)二

十国集团必须继续共同努力,继续保障经由巨大努力带来的全球经济复苏。我们必

须保证全球需求继续强劲且平衡;(2)我们需要加紧努力,建立一个全球金融监管框

架。进一步推动二十国集团为实现将全球性的机构和市场纳入更透明的监管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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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出的努力;(3)我们需要在其他一些对世界未来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的全球性问

题上取得进展。在匹兹堡,二十国集团国家同意逐步取消对低效化石燃料的补贴。

美国已经表明美国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二十国集团的协调行动是对抗未来挑战的

唯一有效途径。暠栙

上述提议的确成为了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的重要内容。2010年6月27日,

第四次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多伦多闭幕,会议发表了《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宣

言》。二十国集团要求各发达国家力求稳定复苏,同时力争在2013年之前将各国目

前的财政赤字减半,在2016年前稳定并减少政府债务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同意在短期经济增长和中期财

政政策可持续性之间寻求平衡,政府将制定目标,到2013年把目前的财政赤字削减

一半。峰会前,由于欧元区爆发债务危机,欧洲国家要求控制和削减财政开支,而美

国在整体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则希望各国能够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栚

第四,美国将二十国集团视为改革金融秩序并维护美国金融霸权地位的重要舞

台。

美国除了将二十国集团视为共商当前国际经济问题的平台之外,还将二十国集

团当作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重要场所。2009年9月24日至25日,在匹兹堡召

开的第三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各国一致同意,发达国家需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部分配额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配额将从43%提高到48%。会上发表

的《领导人声明》宣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同意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份额至少增加5%,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至

少增加3%。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春季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

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共转移了3.13%的投票权,使发展中

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美国主动提出提高新兴经济体投票权,

将八国集团机制向二十国集团机制过渡,在持续经济干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

方面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大力合作,以换取这些国家在其他领域,如银行高管薪酬、

货币政策等方面对美国的支持,这实际上是美国金融霸权的策略性调整。2010年10
月,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庆州(Gyeongju)会议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

达成“历史性暠协议,确认向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6%以上份

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11月初就份额和治理改革一揽子方案达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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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根据这个份额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

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将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得到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

更大话语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方案在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上获得了

批准。“金砖四国暠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发言权将大幅提高。美国

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通过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的份额和表决权,反映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增加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

的合法性,拉拢新兴经济体支持其国际金融改革计划;另一方面减少欧盟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份额和表决权,削弱欧元对美元霸主地位的威胁。实际上,美国只希望对

国际金融秩序进行有限的改革,而从改革的结果来看,美国依然保持着对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权。这只是美国金融霸权的策略性调整。

二暋美国二十国集团战略动因分析

美国二十国集团战略既是为了达到破解金融危机困局、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创造

就业机会的短期目标,也是试图化危为机,在美国国家实力下降、新兴经济体崛起的

情况下,探索改革国际秩序的新路径,以最终维持美国主导地位的长远打算。

首先,美国二十国集团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维持其主导地

位。

奥巴马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框架发挥作用,目的是在美国难以单独治理全球事

务的情况下,通过集体合作,保持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从美国、欧盟和新兴经

济体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中,可以看出美国的意图。“在历次二十国集团峰会

上,美国、欧元区与新兴经济体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

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国家利益博弈。美国最关注的

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

改革。暠栙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则主张重新考虑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支配地

位,实行货币体系多元化和加强金融监管。2010年11月12日,法国经济、工业和就

业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Lagarde)提出了法国在二十国集团的目的和

优先议程。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拉加德认为,目前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

无效和效率低下的,国家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以及过剩的货币及资本流动危害着全

球经济。基于此,她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1)不稳定和无规则的资

本流动会损害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危害最不发达国家的币值稳定;(2)国际货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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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需要多元化,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多元性会导致风险;(3)关于监管问题,二十国

集团应更好地协调货币政策,选择更好的金融监管政策。栙因此,欧元区国家主张对

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彻底改革,提升欧元的地位。而美国只主张对国际货

币体系进行诸如适当加强监管、有限增加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中的份额等有限改革。

从目前进行的改革来看,欧洲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和表决权在下降,美国依

旧把持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权。维持美国的霸权是奥巴马政府

的既定目标。早在2007年,奥巴马就在当年的《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他的对

外政策构想,提出美国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结束伊拉克战争,同时重新确立美国的领

导地位,以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并抓住种种新契机。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则表示,

“单靠美国无法解决最为紧迫的(国际)问题,而没有美国,世界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我相信,世界一向需要美国的主导,而现在仍然需要。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国能否或是

否应该担当领导,而是美国如何在21世纪领导世界。只要美国信守理念,并采纳符

合时代要求的战略,它就将始终是一个国际领袖。暠栚

其次,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霸权,世界权力转移出现新特点。

2008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进行了评估。该报告称,

由于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崛起,全球多级体系正在出现。以前从未出现过的财富

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正在进行,并将持续下去。美国将继续保持世界上

最强大国家的地位,但优势会逐渐减少。栛 二十国集团的兴起反映了国际舞台的权

力转移,反映了权力从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

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格局呈现复

杂、多元和多重因素相互影响的态势。约瑟夫·奈曾形象地指出,国际力量格局不再

是简单的单极或者多极,而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军事、经济和多类行为体的三维尺度

的立体格局。第一维是军事的。国际军事力量格局仍然是单极的,以美国为首;第二

维是经济的。国际经济力量格局已经呈多极化趋势,以美国、欧洲、日本与中国各占

一极。美国在这一维中不占有霸权地位,需要平等地与其他几极讨价还价;第三维包

括所有政府以外的跨国行为,其中包括银行之间的大额电子转账交易、恐怖分子的武

器交易、黑客攻击、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传染病的流行等。在这一维中,力量是分散

的。这一维给安全带来了新的定义,传统的第一维中的军事力量已经不能简单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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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这些威胁。因此,他建议美国依靠军事力量实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就如同建议美

国在这样一个三维的棋局里扮演一个只有一维思维的棋手,其结果注定是要失败

的。栙 有美国学者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对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进行了比较分析,阐

述了建立二十国集团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诸如全球贸易谈判僵局、禽流感的威胁、

伊朗发展核武器及与全球贫困斗争等全球性挑战,都需要有更加具有包容性、代表性

和效率更高的全球治理新途径。八国集团作为8个工业化国家的论坛,由20世纪中

期的发达国家构成,不包含21世纪的新兴大国,已经逐渐变得缺乏效力、代表性与合

法性。美国的全球利益可以通过增加全球发展进程的包容性和有效性得以实现,而

不是坚守过时、形式化和缺乏代表性的八国集团平台。因此,最适宜和实用的解决办

法是将八国集团扩展为二十国集团:通过将主要的新兴经济体纳入全球治理体系,鼓

励它们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做出建设性贡献,分担工业化国家不能独立承担的挑战。栚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全球范围内国与国相互依赖的发展,促使美国做出了这样的战

略调整。

第三,提升二十国集团地位,加强与二十国集团合作,是奥巴马政府实施“巧实

力暠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指出,“当进入霸权弱化的时期,可供华盛顿

选择的方案主要有三种:最有可能的一种是全心全意地拥抱自由主义的多边主义;第

二种选择是重新运用国际制度,但同时按能密切反映目前美国利益的方式尽量改革

这些国际制度;第三种选择是重新关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长期因素,也就是构建轴

心—轮辐体系,通过这样的方式,与主要新兴大国和地区力量发展关系。暠栛从奥巴马

执政以来的外交实践来看,奥巴马政府综合采取了上述三种战略。落实到外交政策

上,就是明确提出并积极实践“巧实力暠外交政策。从目前情况看,修补小布什政府时

期造成的外交创伤、提升美国软实力、倚重多边主义、在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

维持美国霸权地位,成为奥巴马政府“巧实力暠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国务卿希拉

里·克林顿对“巧实力暠外交表述为:要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

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栜 奥

巴马政府认识到,美国和全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包括正在进行的战争和地区冲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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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经济危机、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气候变化、世界性贫困、不安全食品和流

行疾病等。有时候,军事力量对于保护美国人民和美国利益是必需的。但是,外交和

发展对于构建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世界来说,将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巧实力暠

的本质。栙 奥巴马政府“巧实力暠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重新认识和运用多边主

义。美国学者建议,如果多边主义被有效地运用,美国就能重建在国际社会的声望,

从而为美国在全球的国家利益和行动提供更大的合法性。栚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奥

巴马政府外交政策以重振美国经济为核心,它在对外政策方式方法上,倾向于采用多

边合作的策略以振兴美国经济。奥巴马政府注重多边主义主要表现在三个途径上:

一是积极加强与联合国的关系;二是确保美国在八国集团中的领导地位,修补其与其

他发达国家的关系;三是积极参加二十国集团的行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应对全球挑

战,提升美国软实力。

三暋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前景

国际金融和全球经济的好转,显示出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显

著地位。有中国学者认为,“二十国集团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走向取决于国际力量对

比的变化,只要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转变,国际体系的改

革进程就不可逆转,二十国集团就不大可能重回危机前的那种沉寂状态,但受各种复

杂因素影响,其发展前景也存在不确定性。暠栛

美国学者普拉萨德(EswarPrasad)分析了存在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这个论坛

的不同国家集团还存在着实质上和观念上的分歧,在面临最严重金融危机、各种经济

体开始出现返祖现象的时候,这种分歧越发变得明显;美国和英国保持着盎格鲁灢撒

克逊人对市场力量的强烈推崇,而法国和德国带领欧洲经济体希望增加监管的范围

和力度;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大多关心如何融入一个新的国际调控框架。要想使二十

国集团运作起来需要应对三个方面的挑战:界定论坛的目标、确定定量的标准和执行

机制。由于二十国集团中的主要国家对上述三个方面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这意味

着会有潜在的冲突。有的国家从政策变量角度来界定二十国集团的目标———财政平

衡和实施监管政策;而其他国家关注结果变量,即应该将经常账户收支包括在框架之

中。即使各国就目标达成了一致,比如将经常账户收支设定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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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大可能就定量标准取得一致。各国即使就目标和标准都取得了一致意见,最重

要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也就是缺乏有效的机制使国家做出可信的承诺来实现确定

的目标。缺乏有效机制,就容易出现欺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了二十国集团管

理者的角色。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实施者来采取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动来反对

不履行承诺的国家。栙

二十国集团内部分歧和二十国集团本身的机制建设,是二十国集团未来发展前

景的重要影响因素。美国学者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Pettis)认为,“参加伦敦

二十国集团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就采取一些具有实质意义或者象征意义的措施达成了

一致,但他们回避了引起主要经济强国分化的真正议题,因此,他们不能解决全球贸

易和投资不平衡的根本原因。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理解全球金融危机的

原因方面,中国、欧洲和美国有着不可调和的概念框架。此外,它们彼此冲突的国内

政治约束也很难就如何解决问题达成一致。暠栚

此外,还有诸多因素影响着二十国集团的未来走向。比如,美国和欧洲尽管有分

歧,但在发达国家应该主导二十国集团领导权的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新兴经济体

在二十国集团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它们不断地被发达国家要求承担各种义务。发达

国家在解决金融危机和恢复全球经济上,迫不得已将合作的中心转移至二十国集团,

但政治和安全问题仍依靠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来解决。因此,发达国家在面对

二十国集团发展前景时,始终做着两手准备:一方面参加二十国集团,另一方面试图

构建自己能够得心应手控制的多边治理机构。如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倾向于构建八

国集团和六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非洲国

家)组建的十四国集团,并成为“改变世界治理方式的联盟暠。在华盛顿召开第一次金

融峰会时,法国总统萨科奇当时就提出召开十四国集团会议而不是二十国峰会。同

时,萨科奇希望在2011年法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实现由八国集团向十四国集团的

转变。栛 美国则倾向于与其盟友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希望推动二十国集

团继续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弱势地位不能确保二十国集团的顺利健康

发展。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态度对二十国集团的发展至关重要。从

目前来看,美国的态度对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双重作用。一方面,美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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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的积极参与无疑为推动二十国集团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并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二十国集团的领导权问题,引领了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借助二

十国集团,拒绝对包括国际金融秩序在内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实质性改革以维持其

金融乃至经济霸主的做法,必然引发它与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尖锐矛盾,从

而阻碍二十国集团的发展。从目前情况来看,二十国集团在协调全球刺激计划、促进

金融体制改革和增强全球金融系统稳定方面采取了有效措施,与此同时,二十国集团

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大国发出更强声音的重要论坛。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金砖

四国暠的重要成员,中国将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的发展。

房广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唐彦林: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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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的台海政策及其影响栙

夏立平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奥巴马政府基本继承了小布什政府后期的台海政策,同时采取了一些新

的做法。当前美国全球战略需要稳定的中美关系,奥巴马政府积极看待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但更强调“稳定化暠。奥巴马政府支持台湾扩大国际空间,将继续对台军售政策,赞成

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加深、扩大美台之间的经济联系。奥巴马政府台海政策的

制定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美国国内战略辩论、国会、军方和军工集团、美

国对两岸关系和台湾岛内局势的评估等。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台海政策 奥巴马政府

美国的台海政策是其全球战略、亚太战略和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

2008年5月马英九就任台湾领导人以来,两岸关系有较大发展。与此同时,美台关

系也有较大改善。由于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奥巴马政府推行何

种台海政策,不仅由其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来决定,而且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

响。

一暋奥巴马政府台海政策的主要特点

奥巴马政府基本延续了小布什政府后期的台海政策,但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一)积极看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更强调“稳定化暠。

美国的台海政策从来都是根据其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决定的。奥巴马政府从一

栙 这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美国太空战略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暠的中期成

果之一和同济大学国家“985暠课题“结构实力研究暠项目的成果之一。



开始就面临着使美国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泥潭中脱身的艰巨任务,在反恐、防

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应对金融危机等方面都需要中国

合作。因此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就提出,美中两国是“合作与竞争暠关系,应建立伙伴关

系,“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保持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是符合美国利

益的。我将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努力。暠栙同时,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必须是和平的,

这一点至关重要。美国不能单方面保证达到这样的效果,但可以通过长期的努力营

造一种环境,使中国可以在这种环境下做出正确的选择。暠栚

在这种战略思维框架下,奥巴马主张,“如果这能为两岸稳定和可预见的关系奠

定基础暠,美国支持台湾与大陆建立更紧密联系。他指出:“我欢迎台北和北京为缓和

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而采取的步骤,并支持双方进一步的和解。暠同时,他“支持台湾

海峡两岸建立信任的举措,同时也支持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关系的改善暠。栛

在2009年11月7日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

方表示“欢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暠。栜 在2011年1月19日胡锦涛主席访美

期间中美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方进一步表示“支持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暠。栞 在这两个联合声明中,美方都表示“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

对话与互动。暠栟美国希望这些对话与互动是逐步的。2008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后,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会主席薄瑞光在拜访马英九时,建议两岸对话可分三个阶

段发展:第一阶段先处理包机议题;第二阶段在经济、贸易、投资等经贸合作事项更开

放;第三阶段再触及两岸和平协议、减少军事威胁与参与国际组织等敏感课题。栠 奥

巴马政府延续了这种政策导向。

但奥巴马政府支持两岸改善关系是有一定限度的,即这种关系的改善不能损害

美国的国家利益。2008年3月马英九刚当选台湾当局领导人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候

选人奥巴马在贺电中提出两岸应该建立军事互信机制。2011年1月14日,美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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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联合声明》(2011年1月19日),载《人民日报》,2011年1月20日。
《中美联合声明》(2009年11月7日),载《人民日报》,2009年11月8日;《中美联合声明》(2011年1月19
日),载《人民日报》,2011年1月20日。

Chen,EdwardI灢hsin,“China灢US灢TaiwanRelationsafterMaYing灢jeouBeingElectedasPresidentofthe
RepublicofChina,暠March26,2009,availableat:http://www.docin.com/p灢12168542.html.



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讲话中说,美国“寻求鼓励和希望看到海峡两岸有更多对话和

交流,以及减少军事紧张和军事部署。暠栙美国一些智库的专家认为,一旦两岸开始就

建立军事互信机制进行谈判,美国应随时深入了解其进展情况。栚

同时,奥巴马政府更强调两岸关系的稳定。奥巴马提出,他将“继续促进和平解

决台海紧张暠,“希望两岸对话,解决分歧,保证台湾海峡永远不会发生军事冲突。暠栛

在2009年11月和2011年1月两个中美联合声明中,美方都表示期待两岸“建立更

加积极、稳定的关系暠。栜 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会前主席卜睿哲认为,两岸关系的未来

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实现大陆倡导的“一国两制暠模式;二是出现两岸关系的长期稳

定化。这种长期稳定化的内容包括:增加双向联系,减少彼此恐惧,增加信任和可预

期性,扩大合作领域,以及互动的机制化等。栞 卜睿哲提出,两岸新互动的目标应该

是实现“稳定化暠。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施大伟明确说:“美国不

做两岸关系的调停人,也不会压台湾与大陆谈判暠。栟

(二)改善对台关系,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在马英九2008年5月20日就职之际,当时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特

地委托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会前主席卜睿哲转交致马英九的信函。信中奥巴马除了高

度评价台湾过去20年来在建立民主政治上的成绩外,还明确强调将“深化美国与台

湾的关系暠,其中包括“强化与贵政府官员的沟通管道暠。不过,奥巴马并无意改变美

国多届政府对台政策的一贯立场。在这封信函中,奥巴马表示他将“支持一个中国政

策,遵守美中有关台湾的三份联合公报,并遵守《与台湾关系法》。暠栠奥巴马政府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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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美台政治关系较陈水扁时期有较大恢复性改善。美国已将马英九过境美国访问

的礼遇恢复到陈水扁当政时前期的接待规格。美台之间高层沟通“畅通暠。

美台可能在2011年签署引渡协定和免签证协定。马英九上台后,一直把争取与

美签订这两个协定作为其对美关系的重要内容。虽然现在美台签署这两项协定的时

机还未成熟,但台当局正拟修改岛内立法和相关作业程序,“希望在2011年完成签

署暠。签署这两项协定虽属于美台事务性互动范畴,并未改变美国对台政策的大方

向,但是由于这些议题都涉及公权力和民众的切身感受,因此也可能对美国社会和民

众对台湾政治地位的认知产生影响。

而且,奥巴马宣称:“我们欣赏台湾的民主,台湾的民主应该得到我们的保护暠。

他以《与台湾关系法》和“保卫台湾民主暠为理由,主张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慑止可能

的侵略所必须的武器暠。栙 在参加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奥巴马发表声明,支持小布什

政府2008年10月3日宣布的向台湾出售价值达64.63亿美元先进武器的决定。

2010年1月30日,奥巴马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黑鹰暠直升机、“爱国者-3暠反

导系统、扫雷艇等总额近64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这虽然是小布什政府时期已定下的

军售项目,但也可看出奥巴马政府坚持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决心。对此,中国政府向

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暂停了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

(三)赞成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但同时加深与扩大美台之间的经济联系。

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2010年6月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英文

缩写ECFA)。这标志两岸经济进入双向合作互利共赢新阶段。奥巴马政府对此给

予积极肯定。2011年1月1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公开表示,美国“受到

大陆与台湾更大的经济合作的鼓舞,特别是历史性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协议暠。栚 美台商会会长韩儒伯认为,两岸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短期

目的是使两岸经济来往正常化和自由化,但它们的长期目的完全不同。大陆主要是

出于政治考量,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作为对台统一战略的一部分,而台湾

主要是出于经济考量。栛 美国专家梅里特·库克指出,造成马英九当局极力促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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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刺激因素是2010年1月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

建立。《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不仅有助于台湾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整合,更重

要的是有助于台通过大陆与东南亚国家实现经济上的区域衔接,实现台湾经济的全

球化。栙 而且,美国认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导致的两岸经济合作的加强

也有利于美国在两岸投资和与两岸贸易的发展。

同时,奥巴马政府主张加深和扩大美台经济联系。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

副助理国务卿施大伟提出,美国和台湾1994年签署“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暠(英文缩

写 TIFA),这为美台提供了主要的贸易磋商机制。美国政府应扩大美台经济联系,

使“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暠进程恢复活力,进一步消除美台经济障碍,采取新的措施扩

展美台双边贸易关系。栚 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认为,美国必须与台湾开始美

台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这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和增强美台关系,也是台湾抵抗大陆

经济影响的有效防御手段。栛

(四)支持台湾扩大国际空间。

奥巴马在2008年5月祝贺马英九就职的信中,表示希望两岸在扩大台湾国际空

间方面取得进展。他说:“对北京来说,向台湾人民显示讲求实际和非对抗的路线非

常重要。暠栜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只支持台湾参与不以主权国家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栞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转而声称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暠。栟 在台湾2009年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暠后,美国认为这还不够。奥巴马政府提出,台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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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努力下作为成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暠“亚洲开发银行暠和“亚太经合组织暠

的,今后台湾应该以类似模式参加其他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暠、“国际民用航空

组织暠等“对台湾人民有直接影响的重要国际组织暠。栙

二暋 影响奥巴马政府台海政策的主要因素

奥巴马政府的台海政策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美国国内战略辩论、

国会亲台势力的影响、军方和军工集团的影响、美国对两岸关系和台湾岛内局势的评

估,以及奥巴马政府政策团队的组成等。

(一)美国国内的战略辩论

近年来,美国国内围绕美国的两岸政策的战略辩论中形成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

主要是应如何在战略上对台湾进行定位。一些美国战略专家提出,亚太地区面临新

一轮陆权与海权的互动,中国作为陆权国家,未来不可避免地将在东亚大陆居于优势

地位,只要中国不挑战美国作为海权国家在西太平洋的势力范围,美国可以容许大陆

与台湾最终实现和平统一。还有一些专家提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国内,在今后

很长时期,中国将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发展。随着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

发展,以及中美在许多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台湾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在下降。

两岸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可以去掉一个可能导致中美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触发点,符

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兰德公司200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台湾地位解决之后的中美关系》,分析了包括

“在美国不干预条件下以武力实现统一暠的解决台湾问题的10种可能模式。报告认

为,“如果美国不协助台湾防卫的决定被认为是台湾无理挑衅北京或者随后其他一些

破坏美台关系的行为所造成,那么中国的武力行动虽然不受欢迎,却也许会被视为可

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这样并不会造成中美关系的根本改变。暠栚报告中提出的

“在美国不干预条件下以武力实现统一暠的可能模式,代表了美国战略思维的一种新

趋势。栛2011年4月8日,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美军太平洋总部前司令普理赫(Jo灢
sephPrueher)表示,美国为了拓展与北京的关系并维系区域安定,应重新审视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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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售。栙2010年1月,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季礼(BruceGilley)在美

国《外交》杂志发表文章认为,台湾正在“芬兰化暠。美国应重新遵守1982年对北京做

出的承诺,大幅减少对台军售。若台湾实现“芬兰化暠,美国逐渐从台海事务中脱身,

就能打破中美关系的恶性循环,大大改善中美关系,从而有利于美国乃至全球的安

全。栚

但美国一些亲台人士则认为,中国崛起肯定会对美国构成挑战和威胁。中国海

空军、战略核武器和太空、网络力量近年来迅速发展,而且缺乏透明度,美中军事关系

也曾在2010年陷入低谷,这些表明中国军队对美国深刻的不信任,中国民族主义情

绪上升,这种趋势表明中国将不可避免成为美国的对手,在亚太地区中国将挑战美国

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决不能轻视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不能放弃台湾,而必须利

用台湾来制约中国。2010年4月,美国海军指挥学院战略与政策系副教授詹姆斯·

赫麦斯(JamesR.Holmes)和古原俊井(ToshiYoshihara)发表文章认为,台湾是第

一岛链防御的关键环节,美国绝不能放弃。2008年美国大选前,美国前负责东亚与

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薛瑞福和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卜大年合作发表研究报告

《巩固亚洲民主:21世纪美台伙伴关系的议题》,提出一系列全面加强美台关系的建

议,甚至主张“允许台湾领导人访问华盛顿,直接和美国领导人进行交流暠。栛 这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界和智库少数重要人士的想法和主张。美国甚至还有一些人

批评奥巴马政府太粗心,应防止两岸太接近。栜

这两派观点对奥巴马政府台海政策的制定都有所影响。奥巴马政府一方面支持

海峡两岸缓和紧张关系,以避免两岸发生冲突迫使美国面临是否进行干涉的选择的

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又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加强美台军事关系。奥巴马政府将继续

在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政策中寻找平衡点。

(二)国会亲台势力的影响

美国国会中一直存在亲台势力,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在台湾问题上向奥巴马政府

施加压力。2009年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提出一项决议案,纪念国会通过《与台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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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法》30周年。决议案重申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甚至对美国没有设驻台湾的大

使表示很遗憾。2009年11月17日,奥巴马访华时,有国会议员提出跨党派提案,要

求行政部门就对台军售事宜向国会提交详细报告,以确保“台海安全暠。提案称,《与

台湾关系法》责成美国提供足够的防御性军备给台湾,可是过去一年,美国没有向台

湾出售任何军备。而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军事现代化却大幅前进,对台湾构成更大

的威胁。该提案给奥巴马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2011年1月5日,美国第112届国会正式开始运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失

利,共和党掌控众议院,民主党仅以微弱优势保住联邦参议院多数。美国再次进入

“府院分立暠时期。一般来说,共和党亲台的历史更悠久、亲台议员的比重也更大,共

和党议员更喜欢炒作台湾问题,特别是在民主党执政时期。历史证明,共和党控制众

议院及“府院分立暠的体制将强化国会打“台湾牌暠的力度。美政府在1994年推出

《对台政策评估》和1996年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便是在民主党总统执政而共和党控

制众议院的“府院分立暠时期。有些亲台议员在国会任要职,如有着强烈的反华亲台

倾向的共和党古巴裔众议员罗斯·莱赫蒂宁,任众议院外委会主席。2011年1月中

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前夕,美国众议院“台湾连线暠4名共同主席联名致函奥巴马

总统,要求在中美首脑会谈时,美国勿牺牲台湾利益。25名联邦参议员也联名致函

奥巴马总统,要求他在中美首脑会谈时,应关注台湾的安全利益。这些表明了美国会

亲台势力活跃的程度。

(三)军方和军工集团的影响

美国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在美国台海政策中有重要影响。

军工复合体,又名“军工铁三角暠,是由美国军队、军工企业和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庞

大利益集团。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军工产品的巨额利润。这种巨

额利润一方面来源于美国军队的军品采购,另一方面来源于向国外,包括向台湾出售

武器。这个集团曾经高效地将权力、资本和技术集中,快速推进了美军的现代化和高

技术化,但是目前已经走到了极端。由于美军希望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更高的待

遇,军工企业希望有更多的订单,国会议员希望其选区内的军工企业能提供更多的就

业机会,以获得更多的选票。这些相互关联的利益需求,决定“军工铁三角暠成为了一

个靠军备竞争发财的特殊利益集团。1961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向全国发表的

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就曾经提出要“谨防军事灢工业集团在政府的一些部门里取得不应

有的影响暠,并认为这种“不应有的权力的灾难性的增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并将持续

存在下去暠,而这将损害美国国家利益。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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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半个世纪过去,美国军工铁三角这头“怪兽暠仍然强大,而且打着“爱国暠、“公众

安全暠等口号。2010年5月8日,美国防部长盖茨再次严厉批评“军工铁三角暠,指责

其为了拿到巨额订单,对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进行不实渲染。盖茨指出,“军工铁

三角暠过分夸大美国面临的威胁。“在美军已经拥有3200架各种战术飞机的情况下,

我们是否应继续强化力量? 当前美国拥有和在建的作战舰艇数量比其他13个海军

大国的舰艇总数还要多,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还处在危险当中? 到2020年,美国拥有

的先进隐形战斗机的数量是中国的20倍,中国是否将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暠通过

这一连串的诘问,盖茨表达出对“军工铁三角暠的强烈不满。盖茨表示,“军工铁三角暠

的危害之一在于催生了国防官僚主义,通过在国防各环节层层设卡,“铁三角暠捞取更

多油水。盖茨承认,与“军工铁三角暠的较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他已经下决心同国会

展开激烈斗争。美联社分析认为,盖茨要打破“军工铁三角暠,面临的阻力很大。该利

益集团已经渗透进美国军政界的方方面面,像前副总统切尼、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

德都曾经在军火公司任职,盖茨本人当初能够进入前总统小布什的视野,也与“军工

铁三角暠的推荐有密切关联。栙 要打破“铁三角暠,意味着同整个美政坛为敌,其阻力

可想而知。

美国很多大公司都承担政府的国防订货项目并对外销售武器。但美国最大的一

百家工业公司的订货只占它们销售总额的不到10%。换句话说,“美国工业的大部

分收入或销售都不靠战争或战争威胁。暠栚而且,“一般说来,美国企业对发动战争或

制造不稳定的国际局势并不感兴趣。国防工业被认为是不稳定的企业———对工业公

司来说,可能大赚其钱,也可能大亏其本。偏重军工生产的公司其价格与盈利的比

例,要比生产民用品为主的公司小得多。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大公司追求的是,有

计划的稳定增长,可靠的投资和有保证的利润。而战争会破坏这些条件。当宣布实

现和平时,反映企业界人士愿望的股票市场会上涨,而不是下跌暠。栛 少数几家实力

雄厚并与台湾有大宗军火买卖或企图向台湾出售大批武器的美国公司,非常依赖军

事订货。其中最突出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通用动力公司、诺思罗普飞机公司

等。这些公司的军事合同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率分别高达88%、67%、61%。类

似的公司还有向台湾出售“爱国者暠导弹的美国雷神公司等。1992年老布什总统宣

布向台湾出售价值60亿美元的150架通用动力公司制造的F灢16A/B型战斗机,既

是出于大选需要和战略考虑,也是通用动力公司、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对美国政府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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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特别是对这些公司所在地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和出生于该州的老布什本人进

行游说的结果。这些军工企业多年来经过并购重组更加庞大。例如,通用动力公司

的军用飞机业务(包括为台湾制造F灢16战斗机的业务)1992年被洛克希德飞机公司

收购,洛克希德飞机公司1995年3月又与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合并成立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

近年来,为了实现巨额军工利润,美国军工复合体及其在美国政界、智库的代言

人千方百计夸大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渲染所谓中国大陆对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威胁。

即使盖茨担任国防部长,美国防部2010年8月向国会提交的《中国2010年军事与安

全发展报告》仍认为:“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速度增快,范围也得

到扩展,这使中国武装部队能够发展其他能力,并增加中国使用军队获得外交优势或

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解决冲突的选择暠,“中国其他的行动似乎旨在扩展解放军的兵

力投射范围,尽管中国当前维持远距离兵力的能力依旧有限暠。该报告提出:“两岸军

事力量平衡仍在朝对大陆有利的方向倾斜。暠栙这实际上是在为向台湾出售武器制造

根据。

(四)美国对两岸关系和台湾岛内局势的评估

对两岸关系的评估是美国制定对台海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奥巴马政府愿意用

欢迎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来换取中国在其他一些领域的合作,而且这样做也符合

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防部负责亚洲及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防部长迈克尔·希弗尔

认为,北京的长远战略是运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手段谋求与台湾的统一,与此

同时建立可靠的军事力量以便在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时攻击台湾。只要大陆认为从

长远看与台湾有统一的希望,就不会轻言使用武力,但北京坚信,保持可靠的军事威

慑是促进两岸政治关系进步的重要条件。栚 奥巴马政府认为:“2009年,两岸经济及

文化交流继续取得重大进展。不过,尽管出现了这些积极趋势,但中国大陆并未减少

针对台湾地区的军事建设。当前,中国正在发展相关能力,以阻止台湾地区独立,或

对台湾地区施加影响使其按照北京政府的条件解决该冲突。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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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阻止、延缓或否定美国在冲突中为台湾地区提供支持的任何可能。暠栙

同时,有美国智库专家认为,当前研究两岸关系必须看台湾内部。台湾内部现在

分歧极大。民进党继续走极端路线,反对两岸改善关系,指责马英九放弃太多的台湾

主权。马英九为了2012年连任“总统暠,一直试图在两岸关系改善与减少泛绿阵营反

弹和反对方面保持平衡。

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两岸经济整合与两岸政治统一没有必然联系,在可预见的将

来,两岸经济整合不可能导致两岸统一。美台商会会长韩儒伯认为,两岸经济依存加

深并没有对台湾人有关台湾地位和身份的认同产生影响。在涉及两岸政治与军事议

题上,马英九当局在岛内没有联盟的支持。民调显示,超过90%的台湾人赞成台湾

维持现状,即事实上的独立。随着时间的流逝和1949年移居台湾的大陆人口的减

少,台湾公众对蒋介石时代的记忆日益消退,相反,“台湾人暠意识却日益增强,包括独

特的文化、民主政府机制和法制。这就造成“希望与大陆统一的诉求暠在台湾极弱,并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逾发减弱。栚 美国有的专家甚至指出,随着两岸经济交往的日益

加深,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人数不减反增,而且台湾内部极少人支持统一。栛

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教授和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任雪莉(Shel灢
leyRigger)提出,现在中国大陆一些人对两岸关系发展期望值过高,而实际上台湾民

众并未做好准备。栜 最近的民调显示,两岸民众的认知差距非常大。在大陆,52.3%
的人认为台湾民众是(祖国)“(大)家庭成员暠,而在台湾,53.6%的人认为中国人只是

“生意伙伴暠;在大陆,64.2%的人相信两岸将会统一;而在台湾,60%的人主张不改变

现状,只有16.1%的人说两岸将会统一,8.9%的人说台湾将会独立。栞

以上这些观点对奥巴马政府台海政策有一定影响。

(五)奥巴马政府政策团队的组成

在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的头两年半中,其对华政策团队以知华派为主,对两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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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熟悉。其中有一些知华派担任与制定及执行台海两岸政策有关的要职,其中包

括: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贝德,负责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副助理国防部长克·希弗尔和米德伟、国家安全委员会亚

太事务主任麦艾文等人。这些知华派人士对两岸事务比较熟悉,有助于奥巴马政府

避免在两岸政策方面走较大弯路。

2011年上半年起,奥巴马政府政策团队进行较大调整。詹姆斯·斯坦伯格和贝

德离任。接任常务副国务卿的坎贝尔和接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的罗

素(DanielRussel)都是日本问题专家。这将对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制订产生影

响。同时,主张加强中美军事交流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即将离任,他的继任者、现任

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帕内塔(LeonPanetta)能否比较客观和积极的看待中美关系,

尚待观察。

三暋结暋暋论

奥巴马政府的台海政策不仅对两岸关系的走向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中美关系乃

至亚太安全形势有重要影响。

(一)美国积极看待两岸缓和关系,有助于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但美国现在并不

愿意看到两岸谈统一。

奥巴马政府对海峡两岸恢复制度化协商、实现直接“三通暠(通邮、通商、通航)、签

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持欢迎态度。这有助于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健

康发展。但是美国也担心两岸关系发展超出美国的预期。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高开低走再升高,呈现 V 字型。在2010年中美关

系低潮时,奥巴马政府并未将美国“重返亚洲暠战略与其对台政策紧密互动,大陆也未

因美国售台武器而改变对台政策,因此中美关系这段时间的低潮未对两岸关系产生

重大负面影响。

从历史上看,当两岸关系有较大发展时,美国曾调整对台政策,从而对中美关系

与两岸关系都造成严重负面冲击。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企图提升美台关系层级,

并允许李登辉访美,就是一个例子。今后美国是否会重蹈覆辙,值得观察。

(二)美国希望维持其在台海地区的主导地位,这促使马英九在台美关系与两岸

关系之间寻求平衡,在某些两岸关系问题上有可能屈服美国和民进党的压力。

长期以来,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在两岸关系中占有主导地位。为了继续保持其

这种主导地位,美国不希望两岸关系发展超出其预期和掌控。而美国在两岸关系问

题上,则既可以直接向马英九施加影响,也可能通过绿营间接向马英九施加压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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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如果这样做得过头,将给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马英九希望在改善两岸关系与避免美国担心之间保持平衡,也希望在改善两岸

关系与避免绿营强烈反对之间保持平衡。这使马英九的对大陆政策有一定的摇摆

性,在某些改善两岸关系的问题上甚至有可能屈服于美国和民进党的压力。例如,有

美国专家担心两岸的政治谈判可能成为和平统一的谈判,栙民进党则攻击马英九“卖

台暠,因此马英九在两岸政治谈判开始的时间问题上持谨慎态度。

(三)美国对台军售将对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小布什政府由于担心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并未做出向台湾出售F灢16C/D战斗

机的决定。奥巴马从未表示他将不向台湾出售F灢16C/D战斗机。在对台军售问题

上,奥巴马表示,他将继续提供台湾“吓阻可能遭受的侵略暠所需的武器。栚

奥巴马政府今后在售台武器方式上可能会比较谨慎,采取多增加批次,减少每批

数量的方法,但不会停止售台武器。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门已经完成了对台湾空军的战力评估,认为在两岸军力平衡

向大陆倾斜的情况下,有必要售台F灢16C/D战斗机,但奥巴马政府内部并未对相关

的时程安排达成一致意见。在2011年1月中国试飞“歼-20暠战斗机后,美国亲台派

人士要求向台出售F灢16C/D战斗机的呼声在上升。栛

(四)美国与台湾商签自由贸易协议如涉及主权问题,将对中美政治关系带来冲

击。

美国一些政界人士和专家认为,美台签署自由贸易协议(FTA)只涉及双方经贸

关系,并不违反美国“一个中国暠政策。2010年6月,美国史汀生中心研究员容安澜

提出,台湾在与其他国家洽签自由贸易协议时,应技巧地避开带有主权的意涵,否则

中国必定会施压反对。只要不涉及主权问题,台湾是有机会和其他国家签署自由贸

易协议的。栜 今后美国很可能寻找适当时机开始美台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并将签署

这一协议作为对台政策目标之一。

2010年4月底,马英九在和驻台湾外国记者联谊会座谈时说,一旦两岸签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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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他会立即提升自由贸易协议工作小组的层级,由他亲自

担任召集人,与台湾的主要贸易伙伴洽签自由贸易协定。栙 2010年6月2日,台湾大

陆委员会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台湾身为世界贸易组织一员的权利,中国不应加以

阻挠。栚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两岸之间单纯的经济协议,而如果台湾和外国

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将涉及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有一定的敏感性和复杂性。所有跟大

陆有邦交的国家,尽管形式不同,但它们都公开承诺奉行“一个中国暠政策,并据此跟

台湾展开经贸交往,这是客观的国际政治现实。只要两岸保持良性互动,不断增进互

信,双方就可以在台湾与其他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议方面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

(五)美国在推动台湾扩大国际空间方面如违反“一个中国暠原则,将对中美关系

产生不利影响。

奥巴马政府现在实际上支持台湾以“世界贸易组织模式暠、“亚洲开发银行模式暠

或“亚太经合组织模式暠参与国际组织,其中包括以主权国家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

如果台湾在未与大陆协商的情况下,以这些模式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暠或“国际民用航

空组织暠或“国际气象组织暠,则会对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奥巴马政府的台海政策有一定的稳定性,但由于受到美国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

仍存在变数。

夏立平: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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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拨款制度的变迁与改革

刁大明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钱袋权暠是美国国会最为基础而关键的权力。1789年以来,美国国会拨

款制度已经历过三次重大改革与调整,拨款权力从分享到集中再到分享,拨款委员会的

政治角色也随之从“守财者暠转变为“散财者暠。拨款制度的变迁与改革顺应了联邦政府

的发展需求,也反映出府会间的对峙,以及国会内部党团、委员会等相互博弈的政治进

程。美国200多年来的拨款制度演进史虽然集中地反映了分权制衡的宪政理念,但也导

致了拨款过程中的一些制度性缺陷。

关键词:美国政治 国会 联邦财政拨款 拨款委员会 制度变迁

根据美国联邦宪法,国会行使立法权,掌握着控制联邦政府收入与支出的“钱

袋暠,其中支出部分的拨款立法直接关乎政府的运行与政策的实施,被称为“钱袋的拉

链暠。1789年以来,国会拨款制度历经三次重大改革,国会拨款委员会的地位也随之

起伏,发生了由“守财者暠到“散财者暠的变迁。在现今的国会里,拨款、预算和筹款三

大委员会分享着拨款权力,这一制度安排在世界范围内可谓鲜见,堪称“美国例外暠的

又一体现。栙

美国学界对国会拨款早已开展了深入的讨论,理查德·菲诺(RichardFenno)、

艾伦·希克(AllenSchick)、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Stewart)等学者分别针对某

一特定阶段的拨款制度发展进行了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菲诺的《钱袋权:国会拨款政

栙 在34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暠(OECD)国家中,如美国在议会中设置三个或更多委员会管辖财政事务的

国家仅有7个,其中专门设置拨款委员会的仅有美国。



治》栙以两院拨款委员会为中心,主要讨论了20世纪上半叶的国会拨款政治。他指

出,不受党团影响的拨款委员会形成立法共识,共同维护本委员会的目标。希克的

《国会与钱财:预算、支出与税收》栚以1974年预算法案为焦点,剖析了改革前后国会

财政过程的相应变化,特别是在新规则的影响下,国会筹款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与拨

款委员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斯图尔特的《预算改革政治:国会众议院拨款过程的设

计》栛回顾了1865年至1921年间美国众议院中预算政治的演进过程,论述了1921年

的《预算会计法案》的出台,指出党团、委员会和议员之间的利益博弈促使拨款政治形

成了从集权到分权再到集权的演变轨迹。

正如道格拉斯·C.诺思所言,“不追溯制度的渐进性演化过程,我们就无法理解

今日的选择。暠栜拨款制度变迁的完整图景,既植根于不同历史阶段美国联邦财政的

现实需要,又与府会关系、国会政治的妥协与博弈相呼应。本文以联邦财政与国会政

治为背景,基于对美国学者相关研究的梳理,辅之以部分历史数据,采用历史分析为

主轴、制度与过程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这一制度演进历程的脉络进行梳理,以

期加深对美国代议民主、美国公共财政的历史与现状的理解。

一暋国会拨款制度的建立(1789年~1921年)

自首届国会以来,财政拨款权力始终是美国府会和国会内各委员会争夺的焦点。

美国财政拨款权力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变迁,从财政部主导预算,到国会建立筹款委

员会管辖收支,再到专设拨款委员会负责支出,最终形成了由国会主导的拨款制度。

但在政党党团主导下,拨款委员会的管辖权很快被授权委员会分享,导致了严重的财

政后果。

(一)1789年至1800年:财政部主导拨款权

“钱袋权暠是宪法赋予立法机构的关键权力,是延伸其他立法权力的基础。美国

制宪者明确将钱袋权视为确保政府平衡的主要武器,并在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九款中

明确规定“除依据法律规定拨款外,不得从国库支款暠。行使此权力的最初设计是,由

国会监督行政机构的预算细节,并在必要时予以修正,从而满足政策与项目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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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却并未完全如此展开。

在1789年开幕的首届国会上,钱袋权就引发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有二:一

是国会应以何种方式控制国家财政,二是财政部应如何设置。严格讲,美国建国国之

初尚无政党,国会议员以是否支持时任政府而分为两派。在首届国会内居少数地位

的政府反对派不同意财政部完全管辖财经事务,而呼吁建立若干行政委员会分别管

理财政金融,进而维护国会财政权。栙争论悬而未决之际,反对派联合了部分支持派,

推动国会于1789年7月24日批准建立“筹款特别委员会暠(SelectCommitteeon

WaysandMeans),负责当年余下的财政请求。每州各一位议员加入该委员会,并推

举反对派代表人物埃尔布里奇·杰里(ElbridgeGerry)任主席。此举很快招致支持

派的反攻。9月2日,在支持派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

的主导下,国会又批准成立财政部,令其全权负责准备并报告国家收支预算。栚两周

后,汉密尔顿的同党们动议撤销“筹款特别委员会暠,并将其权限转交给新任财长的汉

密尔顿本人。栛

1789年9月20日,美国首部联邦预算在汉密尔顿的办公室里诞生了。该预算

案仅涵盖四个领域,即政府支出、国防、偿还革命债务,以及给予退伍军人抚恤金,涉

及总额为63.9万美元,尚不足今天联邦政府一个小型行政机构的月度开支。栜9月

29日,国会迅速通过了预算案、批准拨款。

在第一届至第三届国会(1789年~1794年)期间,汉密尔顿领导的财政部按习惯

逐年准备预算,国会则按年度履行批准权。具体而言,国会的批准大多从众议院开

始,众议院通过后再由参议院审议,最终以两院通过为准。1794年初,国会分别通过

了两个不同用途的拨款法案,分别支付政府运行和军队建设。按政策领域分别拨款

的立法习惯就此确立,并被沿袭至今。

财政部主导预算的制度安排遭到了政府反对派的激烈抨击。反对派代表人物宾

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阿尔伯特·加勒廷(AlbertGallatin)坚称这种“英国模式暠的预算

将彻底令美国沦为英国的翻版,国会也将成为部长而非人民的代表。面对加勒廷的

反对,汉密尔顿阵营指控其不具备宪法规定出任参议员的公民资格,参议院以14票

比12票的投票结果支持了指控,将加勒廷逐出国会山。1794年底,汉密尔顿因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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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财长职务,其中也涉及擅自挪用国会拨付款项的嫌疑。

开始于1795年的第四届国会是美国首届具有正式党团组织的国会,联邦党

(Federalist)和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成为国会两大党,前者掌握参议

院,后者成为众议院多数党。不久,在民主共和党的推动下,国会众议院重建了“筹款

特别委员会暠,以民主共和党人身份当选众议员的加勒廷也被安排进入该委员会。特

别委员会成立5天后,接替汉密尔顿担任财长的奥利弗·沃尔考特(OliverWolcott)

将1796财年预算拨款法案交给委员会审议,从而部分重申了国会财政控制权。栙就

国会审议的具体程序而言,预算案涉及的具体项目,需先提交给相关领域的委员会授

权,筹款特别委员会只审议获得授权项目的相应拨款,即“先授权、后拨款暠。栚授权与

拨款分“两步走暠,有助于避免国会对较差决策项目的财政拨款,维持了联邦政府财政

运行的效率,这一分权性质的程序一直被沿用至今。

筹款特别委员会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争议的平息。财政部仍恪守以往的做法,即

向国会提出拨款请求时,只分大类,从不具体说明款项用途,使国会难以实现较为微

观的审议。第四届国会期间,筹款特别委员会几度要求财政部提供预算细节,以阻止

拨款的擅自挪用。据记载,沃尔考特曾写信给汉密尔顿抱怨,“管理财政部越来越难,

立法机构不会囫囵吞枣地通过立法。他们的拨款是精细的,那个加勒廷显然正在用

难以驾驭的细节拖垮财政部。暠栛

1796年,华盛顿不再谋求连任,首度白宫之争以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胜出落幕。行政与立法分支的宪政互动转变为受政党政治影响的府会关

系。1797年,亚当斯上台,沃尔考特留任财长。在亚当斯任期内的第五和第六届国

会(1797年~1800年)中,联邦党成为两院多数党,主导了立法。虽然身为联邦党人,

但亚当斯却尽量效仿前任,尝试超然于党争,而财政部和国会联邦党人皆与汉密尔顿

保持密切联系,甚至听命于后者,因而财政部与国会之间、国会内部两党之间的紧张

关系毫无缓解之势。

客观地讲,加勒廷与汉密尔顿两派的分歧只存在于对财政拨款的控制程度与幅

度上。加勒廷自己也承认,国会不可能预见行政机构的所有需求,因而令其完全控制

全部财政支出也是不现实的。栜

(二)1800年至1865年:从筹款委员会到拨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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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总统大选实现了联邦政府的首次政党轮替。谋求连任的亚当斯因竭力

超然而招致汉密尔顿等人的反对并引发内讧,民主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灢
asJefferson)当选总统。1800年的国会众议院选举也使民主共和党再度成为多数

党。

1801年,杰斐逊提名加勒廷出任财长,给财政部带来了全新的财政理念。在加

勒廷的建议下,杰斐逊致信国会,希望财政拨款应“明确界定特定需要的特定数额暠,

消除临时款项,禁止擅自挪用拨款。栙在民主共和党掌握的府会中,预算案被分解为

细目,各行政部门追加的拨款请求也不断增加,这直接加大了筹款特别委员会的审议

负担。由于筹款特别委员会仍属于特别委员会(specialcommittee),每个国会会期

(即每年)之初皆须重组,很难保证拨款审议的延续性与专业性,更难以应对众多细化

的拨款请求。栚1802年,众议院将筹款特别委员会常设化,并赋予它审批税收与拨款

法案、对公共债务进行监督,以及对行政机构的支出与经济活动进行监察的综合职

能。由一个委员会同时控制收支,意在保证“收支相抵暠的财政平衡理念。1816年,

参议院也做出相应调整,设立了常设的“财政委员会暠(FinanceCommittee)。栛

集绝大部分财政权力于一身的筹款委员会很快就陷入了新困境。虽然当时联邦

财政规模仍旧较小,但筹款委员会需要同时掌管国家收支,工作量极大。而当时行政

机构擅自挪用款项的行为屡禁不止,也增加了筹款委员会立法监督的压力。1814
年,众议院试图通过建立“公共支出委员会暠(PublicExpenditureCommittee)来专门

监督行政拨款,缓解筹款委员会的压力。虽然公共支出委员会在名义上保留至1880
年,但因它只有监督权而没有立法权,所以未能发挥实际作用。栜事实上,虽然繁重的

审议工作已令筹款委员会捉襟见肘,但其成员显然并不情愿将财政大权拱手让人。

19世纪的三场战争深刻地影响着美国。1812年之前,联邦政府收支基本持平,

1812到1815年由于美英战争才短暂出现赤字。1846到1848年的美墨战争使联邦

政府支出从每财年2700万上升至4500万美元,再度导致短暂赤字。而在南北战争

期间,联邦政府赤字加剧。截止1865年战争结束时,联邦政府支出首次突破10亿大

关。栞在美国内战中,国会的立法效率无法满足瞬息万变的战事需要,时任总统林肯

绕开国会拨款程序,自由调拨联邦资财。在国家深陷危机之际,国会不会提出反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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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但当危机逐渐平息,面对巨额赤字,国会酝酿拆分收支两个关键的财政环节,为筹

款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减负,并改善国会控制财政的效率与效果。

从本质上讲,拆分筹款委员会的做法除了提高效率、控制支出外,还直接体现了

分权制衡的原则与观念。虽然对拨款本身的监督相对乏力,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已

成为院会内最具权势的组织。筹款委员会不仅独揽收支大权、不允许其他议员和委

员会染指,而且几乎控制了全会的立法步骤与程序,其主席甚至挑战着议长等国会领

袖的权威。这就直接招致了国会上下对筹款委员会的一致反感,一致主张拆分。栙

1865年3月2日,在第39届国会众议院领导层的主导下,筹款委员会最终被拆分为

三个委员会,即管辖税收收入的筹款委员会、管辖拨款支出的拨款委员会(Appropri灢
ationsCommittee),以及管辖金融事务的银行与货币委员会(BankingandCurrency

Committee)。栚至此,拨款委员会走上历史舞台,筹款委员会前主席赛迪斯·史蒂文

斯(ThaddeusStevens)因支持拆分而被党团任命为拨款委员会首任主席。1867年,

参议院也对财政委员会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建立了参议院拨款委员会。

(三)1865年至1921年:拨款委员会的掌权与分权

拨款委员会的出现,使授权和拨款事务完全交由不同类型的委员会负责,使授权

委员会栛与拨款委员会之间展开紧张的竞争。栜1876年即第44届国会期间,时任众

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的印第安纳州民主党人威廉·霍尔曼(William Holman)要求

修改拨款规则,赋予拨款委员会通过缩减联邦政府各机构的编制和薪金、削减法案中

拨款数量等方式以节约开支的权力,史称“霍尔曼规则暠。这意味着拨款委员会将手

伸向了国会处理的所有领域。占据多数的民主党出于党争考虑支持了该提议,使之

作为规则最终被众议院接受。“霍尔曼规则暠的实施直接导致了拨款委员会的集权,

激化了授权委员会和大多数议员的不满情绪。

在党团的支持下,各授权委员会向拨款委员会发起了挑战,试图分享拨款权。

1877年,众议院商业委员会(CommerceCommittee)率先管辖了河流与港口项目的

授权和拨款。第46届国会(1879年~1880年)的规则委员会将由商业委员会管辖河

流与港口的拨款项目写入众议院规则,并将农业与林业项目的拨款转交给农业委员

会负责。第48届国会(1883年~1884年)众议院拆分商业委员会,建立专门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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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港口委员会管辖该项授权与拨款事务。到1885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仅管辖14
个大类拨款中的6类及全部追加拨款。栙1899年,国会参议院通过类似规则变动,仅

保留四类及全部追加拨款的管辖权。

拆分拨款委员会管辖权的动因与拆分筹款委员会的动因如出一辙。从国会政治

环境上看,议员希望分享特权,委员会希望扩展影响力,而国会党团领袖们则希望弱

化拨款委员会、平衡各委员会,从而维持自身权威。同时,19世纪末的美国正处于

“镀金时代暠,联邦政府职能扩张,支出规模自然随之膨胀,拨款委员会需要担负更为

繁重的审议压力,造成了立法效率不高的问题。为了更为专业、及时地进行拨款立

法,对两院拨款委员会管辖权的拆分便被提上日程。栚此外,此次拆分也存在着某些

历史偶然:时任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廉·莫里森(William Morrison)与拨款委员会主

席萨缪尔·兰德尔(SamuelRandall)之间的私人恩怨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栛

事实证明,将拨款管辖权拆分给授权委员会的做法,导致了极为严重的财政后

果。186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经济飞速发展,美国联邦财政状况转好,出现了大规

模盈余。但1890年代之后,国家在和平时代罕见地出现了大量赤字。究其原因,除

去物价变动、经济复苏、人口增加、疆域扩展、战后重建等经济因素外,国会拨款过程

的制度变化具有关键影响。栜对比拨款委员会管辖权拆分前后的联邦支出可知:1867
至1879财年,年均支出增长率为0.21%,而1880至1915财年这个数字上升为

2灡62%。栞分享拨款权力的众多授权委员会,既掌握某一领域的立项授权,又控制着

本领域大多数机构的拨款权力。各委员会之间展开竞争,每个委员会以“预算最大

化暠倾向为本领域谋求更多的财政资源。大多数行政机构则可以自由地向对应的国

会委员会申请拨款,无须通过总统和财政部。1878年,国会修改规则,要求各行政机

构通过财政部统一提交拨款需求。财政部无权修正,只是按财政年度将其汇编为“预

算报告暠(BookofEstimates),并将这个报告转交给相应委员会。但这一补救立法,

无力彻底遏制各委员会对拨款权力的滥用,以及行政机构的随意开支,财政赤字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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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增长。栙

二暋国会拨款制度的整合(1921年~1974年)

20世纪初,随着总统权力的提升,美国联邦财政进入总统行政预算时期。为强

化支出控制,国会将拨款权限重置于拨款委员会手中。在委员会国会时期,拨款委员

会一方面为维持权势而达成了“守财者暠共识,另一方面其下属的各分委员会却进行

着“拨款最大化暠的竞争。这种自相矛盾的制度特征,不能实现对拨款的有效管理,也

无法彻底改善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

(一)1921年改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西战争、养老金负担,以及巴拿马运河的修建等因素致

使美国联邦政府支出规模大增。内战后近30年的盈余被消耗殆尽,1893年之后连

续6年出现赤字。虽然由于关税等收入的增加,20世纪初联邦财政曾出现短暂的盈

余,但其后再次陷入赤字之中。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等内外危机,为总统权势的

提升创造了良机,体现之一即总统对联邦财政收支的控制。历经塔夫脱、威尔逊及哈

定等三任总统的酝酿,《预算与会计法》(TheBudgetandAccountingActof1921)于

1921年6月10日得以签署并生效,标志着总统主导联邦预算时代的开始。该法的

主要内容包括:由总统每个财政年度负责编写各行政机构的统一预算,提交国会审

议;在财政部设立预算局(BureauofBudget),以辅助总统管理预算;栚在立法机构体

系内设立总审计署(GeneralAccountingOffice),对国会负责。

在行政权力主导统一预算的同时,相应地,国会内部也强化了财政控制,将拨款

管辖权统一到拨款委员会手中。1920年6月1日,众议院以158票比154票通过了

这一规则的修订,123名众议员缺席了投票,足见这一动议颇具争议。同时,部分议

员还建议将所有领域的拨款统一到一个综合拨款法案当中,他们认为这种“一揽子暠

法案(omnibus)有助于议员在审议中全盘考虑,有效控制预算。但由于各拨款法案

的进度不一,要通过“一揽子暠综合拨款需要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该规则修订未获通

过。

1921年,重获统一拨款管辖权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立即设置了12个专门分委

员会(subcommittee),具体的分类基本对应着各行政部门,每个分委员会对应着一项

·201· 美国研究

栙

栚

AllenSchick,TheFederalBudget敽Politics,Policy,Process,3rded.(Washington,D.C.:TheBrook灢
ingsInstitutionPress,2007),p.14.
1939年,预算局被重置到总统办事机构体系之中。



拨款法案,其中的短缺分委员会(DeficienciesSubcommittee)负责所有的追加拨款。

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组织调整,给对口相关的参议院带来了程序问题。1922年,参

议院也做出同步调整。在随后的20年中,两院拨款委员会分委员会的设置保持了相

对稳定,只是随着行政机构的变化进行了几次调整。直到第91届国会(1969年~

1970年),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恢复了对外事务分委员会,撤销了短缺分委员会,最

终保持了两院拨款委员会13个分委员会在设置和职能上的平行一致。栙此时的国会

已进入了委员会主导的时代,拨款委员会也是相当分权化的组织,各分委员会在各自

政策领域内具有绝对权力。据统计,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拨款决议的97%最终被全会

接受,且极少遭遇修改。栚

(二)国会拨款委员会的构成变化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国会政治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在党团领导衰落的同时,资历

制度得以建立。1910年,受到进步主义运动影响的部分共和党人和处于少数党地位

的民主党人联合起来挑战时任议长的约瑟夫·卡农(JosephCannon)的权威,取消了

议长控制规则和委员会构成的特权。栛在国会领袖和党团对委员会不再施加控制的

同时,资深议员成为具有实际影响的群体。与19世纪末众议院中40%到50%是新

议员相比,20世纪前30年的新议员仅占20%左右。栜资深者更容易进入拨款等具有

权势的委员会,并更容易担任领导。为确保长期在任,议员们加入与其选区利益相关

的专业委员会,并在立法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将利益带回选区。选区通过议员实现利

益之后,将继续选举议员。连任的议员获得资历,将更可能为选区牟利,这就是资历

的“自我强化暠。栞1913年通过了联邦宪法第十七条修正案,国会参议员开始由民众

普选产生。当时的第63届国会(1913年~1914年)参议院完善了两党党团的组织结

构,但在委员会组织和立法规则上仍因循资历为重的旧例。这样,资历成为两院都遵

守的一个重要标准。以第86届国会(1959年~1960年)为例,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

55位成员进入该委员会前已平均具有3.38年的资历,而在参议院里这个数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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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灡26年。栙拨款委员会成员是资深议员,意味着他们经历过更多换届选举的考验,来

自更为安全的选区,一旦进入拨款委员会就更不会轻易离开。当届众议院拨款委员

会中的民主党人平均任该委员会成员已8.74年,而共和党人则是10.2年。时任拨

款委员会主席的民主党人克劳伦斯·卡农已在该委员会中服务了30年;而作为少数

党首席成员的约翰·塔伯(JohnTaber)则已身为该委员会成员36年。相似的情况

也发生在参议院,议员在拨款委员会服务的平均时间为7.44年,1/3的成员在10年

以上,最长为32年。栚

当时,议员们参与拨款委员会往往源于两个动机:国会权势和选区利益。栛事实

上,拨款委员会的管辖范围除了行政机构拨款外,也包括对整个国会系统和其他各委

员会等的拨款,在国会内外都颇具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拨款委员会成员为了维持或

突出权势,必然倾向于削减行政部门和国会其他部门的支出要求。栜这种削减也使得

拨款委员会需要面对来自国会内外的压力,导致其成员为维持拨款委员会的权势而

形成了一种组织化的网络与共识。委员会内部的党派分歧有限,两党议员往往倾向

于共同维护委员会作为“守财者暠的权威,共同削减政府开支。栞与此同时,拨款委员

会成员还会尽量向选区输送利益,加强连选连任的可能。由于参议员的选区是各州,

相对于众议员的选区更为普遍地需要联邦财政援助,因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对

选区利益的关照更为突出。栟作为拨款委员会成员,他们往往还在符合选区利益的授

权委员会内兼职。如来自密西西比、佐治亚、蒙大拿等农业州的议员可能身兼农业委

员会和拨款委员会农业分委员会的成员。栠如此重叠安排造成的最严重后果是拨款

决策可能对某些行业利益或选区利益过度倾斜。授权者就是拨款者,各授权委员会

之间的竞争直接转化为拨款分委员会之间的竞争,这样就有可能对某一行业或选区

利益失去有效的财政控制,造成联邦财政的不均衡分布甚至浪费。由此可见,议员参

与拨款委员会的动机存在着内在矛盾,一方面要维护权势而充当“守财者暠,另一方面

又要借此特权为选区利益服务,这就为拨款制度的新一轮改革埋下了伏笔。栢

(三)改革的效果与再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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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统及预算局对各行政部门支出的严格控制与国会拨款委员会等立法机构的

严密监督下,1921年改革之后十年内的联邦财政状况好转,并于1930财年偿清了国

家债务,实现了7.4亿的盈余。1931年之后,由于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

响,联邦政府支出再度上升,到战争期间升至3800亿美元,造成了近2110亿美元的

赤字。栙1948财年支出规模明显降至330亿,而1959财年又增为807亿,造成了124
亿的赤字。

上述联邦支出的巨幅增长,一方面与美国在冷战状态下的军备扩张有关,彼时的

军费支出最高可达500亿美元,占年度预算总额的一半以上;另一方面也受到日益增

长的联邦公共福利项目开支的影响。1929财年的社会福利开支仅为950万美元,到

1959财年飙升为7040万美元,1961财年则增至9710万美元。1960年代约翰逊政

府的“伟大社会暠(GreatSociety)计划更是将该领域支出推向新高峰。不断增加的社

会项目属于“强制性支出暠(mandatoryspending)而非拨款委员会可控的“自主性支

出暠(discretionaryspending)。栚事实上,陷入越战、冷战军备所需费用及社会福利等

国内支出的同步激增,均为总统主导预算时应对国内外大形势、迎合选举与政党政治

需要而做出的政策选择,是无法通过国会拨款委员会等立法控制加以调节的财政后

果。

这一历史时期中,统一管辖权的拨款委员会也并未能完全实现控制支出的预期。

各行政机构的预算请求,仍旧在拨款委员会各个分委员会中审议,仍然是多个拨款法

案付诸表决。总统汇总各行政机构的国家统一预算请求,提交给国会之后,马上被拆

分、递交到不同政策领域的分委员会中,每个分委员会仅仅考虑自己负责的那部分预

算。虽然拨款委员会领导会发挥一些调控与平衡的作用,但不同步审议的分委员会

之间很难达成合作并协调一致。拨款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仅仅对各分委员会的审议

做些“表面文章暠的监督,远未实现有效的修正或调节。

1946年,国会通过《立法机构重组法》(TheLegislativeReorganizationActof

1946),在两院之间建立了“联席预算委员会暠(JointBudgetCommittee),以协调两院

收支立法。栛联席委员会在每个会期之初召集会议,确定未来财年拨款的最大数额,

预估可能出现的赤字,最终形成报告。该报告在当年2月15日之前完成,并以“联合

决议案暠方式由两院通过,作为当年财政立法的依据之一。但这种立法机构制定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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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尝试并未成功,随后的1947、1949两年的协调都未能达成一致。事实上,该制度存

在着诸多缺陷。例如,联席委员会由两院收支相关委员会全体成员构成,总共百余位

议员的规模原本就有损效率;而作为临时机构的联席委员会又没有必要的专业助理,

从1月初开会到2月15日之前拿出报告的难度极大。又如,报告建议以无法律效力

的联合决议案方式出现,对其后的国会行动基本毫无约束力可言。

1950年,国会尝试以“一揽子暠方式强化预算控制,即在拨款委员会各分委员会

审议之后,将提案交由拨款委员会汇总为一部法案。这部431页的法案涵盖了1951
财年支出总额749亿的49%,每个领域只是其中一章。拨款委员会仅用3个小时就

完成了对该法案的审议,并以党派划线投票通过。栙其后,国会几度尝试重启“一揽

子暠方式,但均遭到议员的普遍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一揽子暠法案的内容过于繁杂而

不便详细审议。直到1980年代末,国会进行多个“延续决议案暠拨款审议时,由于涉

及项目有限且需求迫切,才连续使用了“一揽子暠拨款方式。

三暋国会拨款再分权(1974年至今)

1970年代以来,国会的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复兴,以国会财政权的重构最

为典型。在重新掌权的党团主导下,国会建立了预算委员会,进行宏观的财政管理,

限制着拨款委员会各项目的支出规模。因此,拨款委员会从“守财者暠转为了“散财

者暠,以改变或增加支出项目为维系其影响力的主要途径。虽然国会多次试图改革拨

款制度,但仍无法控制行政部门既定政策所需的巨额支出及其导致的赤字困境。

(一)1974年改革

自1921年总统掌握预算权力以来,国会始终希冀遏制总统权力,实现充分制衡。

事实上,总统除准备、提交及执行预算之外,还时常修正国会拨款立法,扣留某些项目

经费进而终止其实施。栚在尼克松时代,总统扣留拨款的行为上升为严重的府会矛

盾。1969到1970财年中,尼克松共扣留了约350亿美元;1972年12月到1973年1
月之间,刚刚获得连任的尼克松再次大量扣留国会拨款,被扣留款项牵扯到城镇建

设、农业、水资源利用等多个国内项目,涉及约180亿美元。栛总统扣留拨款行为的变

本加厉,直接引发了1974年新一轮预算拨款的制度改革。此外,1973年“水门事件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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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导致尼克松辞职,总统在社会大众中的信任度一落千丈,国会被要求加强对总统

权力的制衡与监督。

早在1972年,国会两院就组建了“预算控制联席研究委员会暠(JointStudy
CommitteeonBudgetControl),由两院筹款(财政)委员会、拨款委员会的两党领导

参加。该委员会提出了国会建立专门监督预算机构及限制拨款委员会各分委员会

“碎片化暠倾向等建议。由这些建议汇编而成的报告,经过两院各委员会的多次酝酿

与修改,最终获得两院通过,即1974年《国会预算与扣留控制法》(TheCongressional

BudgetandImpoundmentControlActof1974)。

1974年法案除了明确限制总统扣留拨款行为外,还重构了国会预算拨款的制度

安排。该法规定,在两院分别建立专门的常设“预算委员会暠(BudgetCommittee),负

责在总统预算报告的基础上制定“预算决议案暠(BudgetResolution)。该决议案无法

律效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但对国会预算过程具有约束力。预算决议案往往包括预期

总收支、授权、赤字或盈余及公债等具体要目。其中支出与预算授权按照项目门类分

别列出。栙本质上讲,国会预算决议案是与总统行政预算并立的另一个预算估计方

案,标志着国会财政权的复兴。栚比较而言,预算委员会使国会可以对联邦财政收支

的总量分布实现“宏观预算管理暠(macro灢budgeting),形成对此前拨款委员会各分委

员会针对项目支出的“微观预算管理暠(micro灢budgeting)的有效补充。栛同时,该法还

规定,两院共同建立一个无党派属性的独立机构,即“国会预算办公室暠(Congres灢
sionalBudgetOffice),与总统下属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原预算局)相对应,负责专

门为国会提供财政金融领域的专业分析,帮助国会实现独立的预算评估。

根据该法的要求,1975年第94届国会运作伊始,两院就相继建立了预算委员

会。与其他拥有财政权限的委员会相同,预算委员会的审议也多始于众议院。众议

院预算委员会规模相对较大,最初定为25人参与,其中5人来自筹款委员会、5人来

自拨款委员会、1人来自规则委员会,其他席位由两党党团负责分配。栜参议院预算委

员会最初有16人参与,未严格规定成员来源,仅由两党党团选举产生。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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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拨款委员会的分权调整

整个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政治版图的重组牵动着国会拨款委员会的权力结

构。民主党人因民权运动和社会福利改革而失去了广大南部地区,国会内长期在任

的南方民主党人数量下降,资历制度受到严重冲击。来自“新疆域暠的新议员规模增

大,开始诉求院会权力,而唯一能够组织、控制新任议员的只有他们各自的党团。栙经

过一系列改革,国会回到了党团领导之下。当然,国会成员结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

资历现象彻底消失,在各党派传统的安全选区仍旧存在资历较深的议员。党团在分

配委员会席位等资源时,仍将资历视为关键因素之一,议员在委员会内排序、发言、表

决时也以资历为准。随着两党党团重新掌握立法主导权,两党在众多议题上泾渭分

明,呈现出极化(polarization)倾向。栚

在此背景下,拨款委员会成员的构成及其领导的产生也都回到了党团领袖的控

制之中。栛在第94届国会期间,两党党团彻底主导了本党议员委员会构成与各委员

会领导人选的安排。就拨款委员会而言,具有关键影响的各分委员会领导也需由党

团选举产生。栜

拨款委员会成员仅部分保持着资历所维持的秩序,如在第95届国会(1977年~

1978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37位民主党成员中仅有8位资深议员,他们大多来自南

部,立场相对保守;而另外29位皆是在党团领导下依照政党忠诚度、政策立场等标准

进入拨款委员会的。栞这就导致在两院拨款委员会的立法过程中,委员会不再是一个

整体,他们不再恪守作为整体而形成的“守财者暠角色,而是更多地执行各自党团的意

图,贯彻“极化暠立场。比如在第94届国会期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通过的拨款法案

中的3/4遭遇了至少一个委员会成员的反对,而该数字在1947年到1962年间仅为

6%。栟

在党团的安排下,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一般不得同时参与其他授权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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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制度打破了以往议员身兼授权者与拨款者的怪象,将授权与拨款相分离,提升了

国会预算监督过程中的合理性和高效性,强化了党团在授权和拨款过程中的主导权。

在参议院中,虽然党团领导作用同样得到了提升,但由于参议院“个人主义暠的多元权

力结构,党团本身对议员约束的方式与效果都相对有限,参议员在授权、拨款两类委

员会重叠任职的现象并未改变。

对于历经震荡变革的拨款委员会而言,1974年法案可谓是最为重大的一次制度

调整。两院预算委员会的建立,意味着拨款委员会的管辖权被再度拆分。根据该法

第302条款的规定,预算决议案在支出和授权上都分类明细,事实上是为每个授权委

员会和拨款委员会分委员会可立项和支用的数额进行分配(allocation),并明确规定

了上限。拨款委员会各分委员会必须在相应的分配额度内完成拨款立法,进而遏制

拨款委员会各分委员会之间恶性竞争、为各自领域利益争取更多拨款而导致滥用国

家财政的情况。

不同于1850年代授权委员会在项目领域内对拨款管辖权的分享,新建立的预算

委员会负责国会预算制定、审议环节,充当起“守财者暠的角色,而拨款委员会更像是

个“索款人暠(claimant),要与其他授权委员会一起接受预算委员会的监督与限制。

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拨款委员会不能再以削减拨款来彰显影响力,而是倾向于更多地

支出,即通过某种方式改变授权项目的拨款数额,或者在授权政策项目的范围内增加

某一具体项目的拨款,从而影响决策。这样一来,拨款委员会在财政立法中的角色就

从“守财者暠逐步转为了“散财者暠。栙那些被塞入授权拨款项目的专项拨款往往具有

极强的针对性,仅为议员所在选区及所代表的特殊群体牟利,因而又被戏称为“猪肉

桶暠(porkbarrel)。

(三)改革的效果与再度调整

1974年改革虽然强化了国会在预算过程中对总统的有效制衡,但联邦财政赤字

并未得到缓解。1981年,里根总统宣布3年内削减国内项目开支1300亿美元。同

年,为刺激经济发展,在国会两党的共同支持下,里根签署了《经济复兴税收法》(The

EconomicRecoveryTaxActof1981),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导致联邦政府收

入锐减。栚与此同时,在冷战的背景下,里根政府加大了国防军备的投入,军费支出升

至越战以来的最高水平。整个1980年代的年均赤字高达1360亿美元,约为1975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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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9倍。栙

为了应对居高不下的赤字,1985年国会通过了《平衡预算与紧急赤字控制法》

(TheBalancedBudgetandEmergencyDeficitControlActof1985),即“格灢拉灢霍法暠

(G灢R灢H)。栚该法为其后五个财年设定了消灭赤字的年度目标,当目标未能实现时,

总统可自动开启“封存暠(sequester)机制削减支出。虽然“格灢拉灢霍法暠将1991财年

实现“零赤字暠作为目标,但1986财年2212亿美元的赤字就远远超出了预期中的

1719亿。1987年,最高法院以给予总审计署的权限违宪为由,废止了“格灢拉灢霍法暠。

同一年,国会通过“格灢拉灢霍法暠修订版,在调整程序的同时,将目标推迟到1993年实

现。但1991财年的赤字就已增至2687亿,这宣告了“格灢拉灢霍法暠失败。栛

1990年,国会又通过了《预算执行法》(TheBudgetEnforcementActof1990),

将“格灢拉灢霍法暠预算削减目标转为此后5年内对支出的控制。此法明确对自主性支

出做出了整体限制;一旦超出限制,国会就必须进行跨委员会(即跨政策领域)的支出

压缩。换言之,在上限确定的前提下,国会可以通过压制某一项目的支出来增加另一

个项目的支出。同时,该法要求在税收和强制性支出的社会福利项目上执行所谓的

“现收现支暠(PAYGO)规则。当采取任何减税措施或增加社会福利项目支出时,必

须相应地以其他税收的增加或其他社会项目支出的削减作为补偿。1990年法案所

制定的“支出上限暠和“现收现支暠规则在府会之间建立了削减赤字的共同约束。经过

数次修正,“支出上限暠与“现收现支暠规则被延长至2002年才失效。栜

1990年代中后期,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与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在财政收支议题上有

过多次交锋,也达成了一些妥协。先是1995年底、1996年初因减税议题而引发国会

终止拨款审议,进而导致了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关门的政治危机;后有国会1996年通

过《单项否决法》(TheLineItemVetoActof1996),赋予总统否决拨款法案中个别

单一项目以维护收支平衡的权力。栞1998年9月,联邦政府财政出现盈余,而且是

1969财年以来最大规模的693亿盈余。此次盈余的原因,除了1990年法案的作用

之外,还得益于其时政经形势的变化:1990年代美国“新经济暠的快速发展为政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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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充足的收入;冷战的意外落幕降低了国防开支;由于共和党人的抵制,民主党政

府的医疗改革等社会福利项目并未顺利展开,使支出水平未明显上升。栙

2001年1月,共和党人小布什入主白宫时,财政盈余已高达2362亿美元。他上

任半年内便签署了10年减税1.6万亿美元的计划,该计划是里根总统执政以来最大

规模的税收削减。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军事和国

土安全领域的财政支出飙升。2002年,“支出上限暠和“现收现支暠规则到期,共和党

治下的府会并未将其延长,结果当年联邦财政就出现了1578亿美元的赤字。2003
年,小布什政府再次大幅度减税,并主导通过了将部分处方药纳入医疗保险范围的立

法,致使当年财政赤字激增至3776亿美元,2004年又增至4127亿美元。由于小布

什政府采取这种扩张性保守主义财政政策,使联邦财政赤字在2006年已高达5373
亿美元。栚

面对巨额赤字,在第110届国会开始运作之后,重掌国会两院多数的民主党立即

将“现收现支暠列入众议院规则,但是为了应对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不得不再度搁置

该规则。2009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上台的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在民主党控制的国会

的配合下,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绕开“现收现支暠规则增加政府支出,当年联

邦赤字即达到了1.67万亿美元。栛2009年8月,奥巴马提出的全民医保计划在国会

内遭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党内财政保守主义者的极力反对,前者反对增加税收,而后

者则强烈要求恢复“现收现支暠,以确保负责任的财政支出。2010年2月21日,奥巴

马签署了编号为 H.J.Res.45的联合决议案,恢复“现收现支暠规则,有效期至2011
年年底。

重新确立“现收现支暠规则的同时,民主党国会还向“猪肉桶暠开战。2007年1月

5日,作为众议院“100小时立法新政暠的重要组成部分,众议院规则第21条第9款采

纳了一系列对专项拨款的限制。该规则明确要求在审议法案之前明确界定专项拨款

及其提议者。1月18日,参议院通过编号为S.1的道德改革法案,要求明确公开所

有法案中的专项拨款及其提议者,要求议员将其专项拨款要求公诸于众。4月17
日,时任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的罗伯特·伯德(RobertByrd)宣布,拨款委员会将

在2008财年拨款立法中实现专项拨款公开化。7月31日,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投

票通过了S.1的众议院修正版本,参议院随后同意了众议院的修正意见。9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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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小布什批准该法案生效,即《诚实领导与公开化政府法》(TheHonestLeadership
andOpenGovernmentActof2007)。该法案最终版本中的第521条是专项拨款改

革内容,随后参议院也将其加入了议事规则,即第45条规则。栙2009年第111届国会

开始运作之后,民主党再次推动更为严格的限制专项拨款的改革,对专项拨款的提

交、验证、审查及限额等程序设置了多项约束。

必须承认,国会的“现收现支暠规则及限制“猪肉桶暠等拨款制度的改革仍无力有

效削减联邦政府财政赤字。2010年“后金融危机暠时代的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联邦

政府既要保证在创造就业、刺激经济及全民医疗等社会福利项目上的巨额开支,又要

维持阿富汗战争等反恐开销。2011年伊始,共和党凭借在第112届国会众议院的多

数党地位,通过拨款法案大幅度削减支出,使府会关系陷入僵局,“政府关门暠危机一

触即发,本已令人堪忧的联邦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根据2010年的预计,到2020
财年时,联邦赤字仍将高达约8410亿美元,美国联邦财政将很可能长期处于赤字阴

影之下。栚

四暋国会拨款制度变迁与改革的逻辑

从1789年联邦宪政框架初步建立至今,美国国会拨款制度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

的变迁与改革,最终形成了府会之间、国会内部多重机制相互制衡的财政管理方式。

首先,拨款制度的变迁与改革是在美国联邦财政史的大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国

会拨款制度是服务于联邦财政现实需要的,也对联邦财政状况产生一定影响。纵观

美国财政史,当国家经历战争、经济危机等困境时,联邦财政往往需要巨额支出,国会

只得服从需求,无法进行控制。而当内外环境缓和、经济得以发展时,国会在严格控

制财政支出上的角色就凸显出来。此时的拨款制度一旦出现混乱,就将直接殃及联

邦财政的平衡,导致滥用支出及赤字频现。自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美国既需要面

对冷战、反恐战争等带来的军费压力,又须背负社会福利项目的支出负担,因此联邦

财政支出的激增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国会拨款制度无力通过立法控制、减少支出以

削减赤字。在这种状况下,国会拨款委员会为了维持其影响力,就将其立法角色从严

格控制支出的“守财者暠转变为增加或改变支出项目的“散财者暠。这段历史表明,国

会拨款的制度安排确实对联邦财政支出与赤字状况具有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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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扭转在选举与政党政治交互下的美国政府内外政策所需的庞大支出及由此产生

的巨额赤字。

第二,拨款制度的变迁与改革是处理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宪政关系的历史。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情况或突发事件危机等因素,立法权与行政权往往此

消彼长。两者中任一权力分支影响力上升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其掌握预算与拨款权

力。府会在拨款立法上具有不同底线:对国会而言,基于代议机构的地位,其底线是

保证联邦财政不被滥用而造成浪费;对总统及其行政机构而言,要履行政府的基本职

能,其底线是保证联邦财政资金能够满足政策需求。当其中一权力分支主导预算拨

款,冲击到另一分支的底线时,便彻底打乱了府会关系的平衡,必然招致另一权力分

支的强烈反抗,最终导致一场重构府会财政关系的改革。值得注意的是,除府会关系

保持相对平衡之外,司法权也在其中扮演着微妙的角色,如联邦最高法院对“格灢拉灢
霍法暠及对总统“单项否决暠权的违宪判决,都曾影响联邦财政拨款制度的走向。这就

意味着,即便府会双方出于某种原因自动打破平衡,将权力向一方倾斜时,司法权将

会成为有效的纠正机制。

第三,拨款制度的变迁与改革是国会内部协调权力关系的历史。拨款制度在国

会内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国会两院多次调整拨款权力及其相应的拨款委员会的设置。

从府会关系上看,国会调整拨款制度安排主要集中在国会主导预算拨款期间。在这

种情况下,国会掌握拨款主导权,国会内分管拨款的委员会权力上升,导致权力制约

失衡,必然引发权力关系的调整。从国会内部结构上看,每次调整的路径大致是:由

于国会主导预算拨款,这一方面增加了立法压力,促使出现专业细化的委员会,另一

方面提升了该委员会的权势;由于专业委员会独揽预算拨款大权,引发党团、其他委

员会等国会内部权力机构之间的竞争,从而导致拨款权力的拆分;而这种拆分正是进

一步专业细化的开始,并进而导致了另一个权力集中的循环过程。在总统及其行政

机构主导预算的情况下,国会的拨款机制会反方向调整,也就是将拨款权力尽可能地

整合到一个拨款委员会中。这一方面是拨款权在国会各权力结构中失去吸引力的必

然反应,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国会及其拨款委员会集中管辖权以制衡总统权力上升的

意图。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会权力回升,与总统的行政权呈现出较为平衡的制

衡状态,于是国会内部拨款权力结构再次出现了拆分的现象。这次拆分也在制度上

促使拨款委员会将“守财者暠的角色让位于预算委员会,而它自身则转变为“散财者暠。

美国国会内预算、授权、拨款等三类委员会同时染指预算拨款,并且两院里都有

专门负责拨款立法的拨款委员会,这一制度安排是对美国财政史和政治史曲折发展

路径依赖的结果。必须看到,这一制度变迁导致了府会之间、国会内部各组织之间拨

款管辖权的过度重叠,埋下了利益不同导致的内耗与效率低下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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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多头管理暠。国会拨款的参与者众多,复杂程度就如充斥着各种利益的

迷宫。众多角色如府会、两院、委员会、党团、选区、利益集团及议员个人均参与其中,

皆维护着自己身后的利益。作为立法者与监督者的国会议员在这些利益的交互影响

下做出对拨款支出的决策,很难确定他们投下的一票究竟是代表着国家利益、选民利

益抑或是哪个群体的利益。这就回到了埃蒙德·柏克(EdmondBurke)200多年前

叩问代议制的迷思之中。

其次是碎片化。国会政治的碎片化倾向是分权制衡发挥到极致的必然状态,也

是多元利益博弈的制度后果。只有在众多发挥影响的“碎片暠达成一致(至少妥协)的

情况下,拨款才可能被顺利放行、最终成案。相反,在参与控制拨款过程的任何一个

参与者的利益不能得以实现时,拨款程序都将停滞不前。在美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立

法机构中,存在着多个同时发挥影响的竞争性参与者,这就意味着立法进程必然充满

无尽的冲突与妥协,立法效率与效果都将随时沦为碎片化利益竞争的牺牲品。

第三是牟利性。作为多元利益表达的论坛,美国国会旨在谋求相对均衡地满足

不同利益诉求的立法产出。但随着党争的加剧、竞选经费的激增及利益集团的介入,

国会议员通过立法行为谋取私利的状况逐渐成为国会山上的一种常态。这种现象最

为明显地表现在作为“散财者暠的拨款委员会及整个拨款过程当中:议员因有利可图、

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我强化暠而竭力挤入拨款委员会;作为拨款委员会成员的议

员将更多支出项目“猪肉桶暠提供给有助于自己连选连任的选区与利益群体。而碎片

化的制衡不但未能阻止这种牟利现象的发生,甚至导致了多个利益群体协同牟利。

从美国联邦财政拨款的现实看,拨款决策在总体上满足了国家利益的需求,但在细节

上却频现不同利益群体的身影;这些利益群体吞噬着比重有限、但总量可观的国家财

政资源,增加了民主的成本,也拷问着代议制的实质。

刁大明: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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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中

的自然法解释栙

江振春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虽然美国国内对于大法官在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中用自然法和自然权

利学说来释宪是否恰当长期存在着争议,但是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和裁决中,自

然法作为一种解释方法和论据从未消失过。立国初期,在塑造联邦国家与维护财产权方

面,最高法院大量使用了自然法解释;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兴

起,最高法院利用自然法捍卫自由放任主义和契约自由;20世纪后半叶,随着权利革命的

来临及人们对捍卫个人自主性的诉求日益增强,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涉及个人生活方式的

案件中不得不再次使用自然法解释。

关键词:美国政治与法律 最高法院 司法审查 自然法 自然权利 宪法解释

引暋暋言

2008年6月26日,在“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暠案(DistrictofColumbiav.Hell灢
er,以下简称“赫勒案暠)栚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裁定,第二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

是个人基于传统的合法目的(如在家里实施自卫),拥有并使用枪支的权利,而且这个

权利与是否参加民兵组织无关。这一判决广受关注,不仅是因为涉案问题敏感,同样

栙

栚

本文系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美国持枪权的历史演变和宪法解析暠(编号

10YJA770042)的阶段成果。感谢《美国研究》匿名审稿人,他详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极大地帮助了作者对

本文的修改和完善。

DistrictofColumbiav.Heller,554U.S._(2008).



也是因为三份司法意见书精彩纷呈,针锋相对,将美国宪法解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展

示得淋漓尽致。受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Roberts)之托,安东尼·斯卡里

亚(AntoninScalia)大法官起草了5位保守派大法官的多数意见(法院意见书),该意

见书堪称宪法解释新原旨论(neworiginalism)的杰作;4位持异议大法官的两份异

议也同样引人注目,由最年长的大法官约翰·保罗·斯蒂文斯(JohnPaulStevens)栙

起草的异议,堪称旧原旨论的典范,而学者出身的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起草的另一份异议则被视为非原旨论的代表作。

更令学界津津乐道的是,在多数意见中,以恪守文本论(textualism)和原旨论解

释方法而闻名于世的斯卡里亚,在运用原旨大众意义论(publicmeaningoriginal灢
ism)解释方法的同时,扛起了被主流法学界视为过时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大旗,

为自己的论证助威。在探究个人携带武器权利的起源时,斯卡里亚指出,如同第一和

第四修正案一样,第二修正案确认了“先前就存在的暠权利。正是第二修正案的文本,

清楚地承认了这个“先前就存在的暠权利,并宣布此权“不容侵犯暠。栚 从历史的角度

出发,斯卡里亚认为第二修正案起源于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栛他还从英国法

集大成者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Blackstone)、美国早期大法官詹姆士·威尔逊

(JamesWilson,1789~1798年在任)那里寻求佐证,证明自卫权是先于宪法而存在

的自然权利。最后,斯卡里亚做出以下结论:“自卫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它是第二修

正案权利的核心。暠栜对于斯卡里亚援引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论证,著名的保守派政

治学家和法理学家哈德利·阿克斯(HadleyArkes)教授认为斯卡里亚黔驴技穷,当

“原旨大众意义论暠解释走进死胡同的时候,不得不到宪法文本以外去寻求(自然法)

支援。栞资深政策研究员大卫·科佩尔(DavidB.Kopel)认为,这是斯卡里亚击败自

由派的杀手锏:“‘赫勒案暞的裁决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自然法。‘赫勒案暞中对自然

法的分析表明了斯蒂文斯的反对意见显然经不起推敲,也说明了布雷耶的反对意见

中有致命的弱点。宪法对自然法中自卫权的承认将应用于美国法律、他国法律及国

际法,意义重大。暠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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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文斯大法官于2009~2010开庭期结束后正式退休,接替他的是埃伦娜·卡根(ElenaKagan),卡根是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四位女性大法官。

Heller,554U.S._ (2008),OpinionoftheCourt,p.19.
Heller,554U.S._ (2008),OpinionoftheCourt,p.20.
Heller,554U.S._ (2008),OpinionoftheCourt,p.56.
HadleyArkes,“ScaliaandtheLureoftheNaturalLaw,暠FirstThings,July1,2008,availableat:http://

www.firstthings.com/onthesquare/? p=1107.
DavidB.Kopel,“TheNaturalRightsofSelf灢defiance:Heller狆sLessonfortheWorld,暠SyracuseLawRe灢
view,Vol.59,2008,p.999.



在英美法学界中,“自然法包括了经过自然推理凝固在人们大脑里的权利和正义

原则。它与自然正义、公平和善良保持一致,而与人定的规则有所不同。自然法被认

为在任何地方都一样,普遍适合于任何人,按照自然法则而与生命保持一致。暠栙在美

国联邦法院的司法审查中,法官究竟能否援引自然法,这个问题在整个20世纪都备

受争议,其合法性也一直被人怀疑。栚有学者甚至认为,自然法在美国法学界中已经

被打入冷宫,遭到弃用,它本身能否在法学界立足都成问题。栛不少人坚信,自然法是

一种很玄的东西,缺乏一种固定的文本,它只存在于人的心中,相当于国人常常说的

“天理暠。在那篇影响广泛的《宪法解释方法介绍》一文中,法学教授杰拉德·克拉克

(GerardJ.Clark)就提出,美国宪法的解释有两种模式:原旨论模式(originalism

models)和外源模式(extrinsicmodels)。前者主要由文本、原旨理解、结构和原则组

成。后者主要由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自然法和超理性主义组成。栜作为宪法解释的外

源模式,一些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同自然法。“自然法理论从来就没有在法律解释

中销声匿迹,反而在规范解释中频繁出没。德沃金就时常将宪法中的疑难案件作为

展现自然法理论之玄妙舞台。暠栞

对于大法官来说,他们将自然法作为一种宪法解释工具主要还是出于司法实践

的内在需要。因此,自然法像幽灵一样,一直蜷伏在最高法院的身旁,在一些重要的

法院意见书中,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本文拟以最高法院的判例为基础,以实体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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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97页。

PhilipA.Hamburger,“NaturalRights,NaturalLaw,andAmericanConstitutions,暠YaleLawJournal,

Vol.102,1993,pp.907~912.
在美国法学中废弃自然法的理由包括:当代盛行的法学既非哲理的,也不是历史的,而是社会学的;自然法

是哲理的而不是法学的,其十分抽象的价值判断不能具体地用于审理特定的案件;除非每个人的道德和经

济观念一致,并崇拜控制他们的单一权威,否则,自然法理论是无法运用的;随着宪法判决的增加,法官们现

在无需援引自然法便可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判例。参见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黎建飞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155页。

GerardJ.Clark,“AnIntroductiontoConstitutionalInterpretation,暠SuffolkUniversityLawReview,Vol.
34,2001,pp.485~510.
刘连泰:《自然法理论在宪法解释中的运用:以对美国宪法的解释为例》,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9
期,第23页。



当程序为节点,栙梳理最高法院如何运用自然法解释,以期发现其间的规律与特点。栚

一

学界普遍认为,自然法与美国宪法的制定有密切关联,而且在宪法基础上形成的

宪政制度及其实践也与古典自然法思想息息相关。自然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的自然法思想,但从法理上系统阐述这一思想的却是

西塞罗。近代以来,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承接希腊思想,发展

出古典自然法学派。栛美国开国元勋结合当时欧洲各国的政治现实,创立了一整套具

有崭新政治法律内涵的法哲学体系,并对后来的美国宪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这

集中地体现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这两个历史性文件中。在前一个文件中,杰

斐逊等人正是借助“自然法和自然神明暠来为美国革命辩护,而作为美国宪法之父的

麦迪逊是杰斐逊的好友,与杰斐逊有着类似的智识背景和法律观念。美国宪法的序

言、第一条第十款的“契约暠条款、第四条第二款的“特权和豁免权条款暠无不体现着古

典自然法的色彩。无怪乎美国著名法理学者爱德加·博登海默(EdgarBodenhei灢
mer)认为,“洛克的自然法理论与孟德斯鸠权力分立原则的结合,构成了美国政府制

度的哲学基础。暠栜北京大学何顺果教授也曾经总结道,虽然“1787年宪法没有一处地

·811·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栜

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DueProcess)是指一种侧重于审查政府政策和行为内容的实体性审查。实体

性正当程序与程序性正当程序不同,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目的在于审查政策借以执行的方式。对立法机

关的制定法律的合理性进行司法审查时,法院能积极地干预政策决策;但是如果司法审查仅限于程序上的

考察,法院就不能积极地干预政策决策。彼得·G.伦斯特罗姆:《美国法律辞典》(贺卫方等译),北京·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0页。
这种分期方法借鉴了罗素·黑廷格(RussellHittinger)和桑福德·列文森(SanfordLevinson)的部分思想。

1990年,黑廷格教授在《自由主义与美国自然法传统》一文中,把自然法在美国的使用分为3个时期:以保

护政治体制自治权为核心的革命时期、以保护经济市场中的自主权为核心的正当程序时期,以保护生活方

式上的自决权为核心的权利革命时期。SeeRussellHittinger,“LiberalismandtheAmericanNaturalLaw
Tradition,暠WakeForestLawReview,Vol.25,1990,pp.444~466.但是,黑廷格教授的分期并非严格置

于最高法院的历史视域之中,他更多地是把自然法置于法学的视域中加以考察,忽略了最高法院的历史发

展脉络。罗伯特·麦克罗斯基(RobertMcCloskey)在其代表作《美国最高法院》一文中对美国最高法院的

历史进行了严格而科学的分期,他的学生桑福德·列文森(SanfordLevinson)在这本书的增订版中,暗示隐

私权是“实体性正当程序暠第二纪元的开始。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美国最高法院》(任东来等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因此,本文借鉴了这两位学者的分期方法,以“实体性正当程

序暠这一核心概念作为分期节点。

DouglasG.Smith,“NaturalLaw,ArticleIV,andSectionOneoftheFourteenthAmendment,暠TheA灢
mericanUniversityLawReview,Vol.47,1997,pp.360~365.
爱德加·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版,第56页。



方使用‘自然法暞这一概念,但绝大多数宪法学家认为‘宪法贯穿了自然法的观

念暞。暠栙

当然,最明显的还是《权利法案》(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前八条修正案列举的基

本上是英国《大宪章》所赋予的古老权利。美国人创造的第九和第十修正案栚清晰地

阐述了这个理念:人民并没有把所有的权利让渡给他们所建立的政府。显然,制宪者

试图建立的制度和程序表明,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然权利)先于国家,而非来源于政

府。1909年,就连罗斯科·庞德(RoscoePound)这个大名鼎鼎的法律现实主义者也

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必须记住,‘自然法暞是《权利法案》的理论根据。暠栛《权利法案》

意义深远:“‘权利暞条款原属于‘自然权利暞的范畴,在英国及英属北美殖民地长期以

来由习惯法所承认和确认,由于将《权利法案》作为前十条宪法修正案纳入合众国宪

法,从而完成了人权由习惯法到成文法、由自然法到指定法、由地方法向最高法的‘三

重转变暞。暠栜由此可见,美国建国的宪法性文件所体现的思想与古典自然法思想一脉

相承。正因为自然法的这一重要性,宪法大家爱德华·考文(EdwardCorwin)认为

自然法是美国宪法的“高级法暠背景之一。栞

有趣的是,在欧洲大陆,当自然法在休谟经验价值论、卢梭的情感伦理学、孟德斯

鸠的法律社会学和伯克的历史主义法学等多方面冲击下开始走向衰落的时候,“北美

的殖民者却赋予它一种特殊的内在体验,注入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经历。暠栟他们将洛

克的思想与孟德斯鸠的思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西方宪政史上独一无二的司

法审查制度。美国的55位制宪者中,有2/3的人从事法律业务。这一独特的优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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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顺果:《一种积累型文明发展模式:试论美利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载《美国研究》,2006年第3期,第

13页。
第九修正案是: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第十修正案

是: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
转引自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第145页。
何顺果:前引文,第13页。王希也持同样的看法。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的宪法精神与实践》(修订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暠背景》(强世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1页。未成

文的“高级法暠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第一种是自然法,第二种是基本法(fundamentallaw)。两者之间存在一

定差别。SeeLeonardW.Levy& KennethL.Karst,eds.,EncyclopediaoftheAmericanConstitution,

Vol.3,(NewYork:MacmillanReferenceUSA,2000),p.1286.事实上,区分两者是很难的,两者有一定

的交叉和重叠,有学者甚至干脆把自然法等同于基本法,如罗伯特·麦克洛基斯在他的代表作《美国最高法

院》的索引中,就把“自然法暠词条等同于“基本法暠的词条。参见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美国最高法院》,第

390页。在最高法院的很多判决中,“基本法暠“基本权利暠这样的措辞要远远多于“自然法暠和“自然权利暠这
样的表达。
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美国最高法院》,第6页。



他们能够创造性地将某些自然权利原则变为成文形式,即实在法。栙不过,他们同样

认识到,成文宪法并不能完全使“高级法暠成文化,仍然存在着某些不成文的法律原

则,具有更高的约束力。栚

自然法这一“高级法暠的背景,使得最高法院在早期的司法审查中,在缺少现成的

宪法诉讼先例的条件下,大量援引自然法来解释宪法,以此作为断案的工具。詹姆

斯·威尔逊(JamesWilson)大法官无疑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威尔逊既是美国

宪法的主要制定者,又是华盛顿总统任命的第一批6位大法官之一。由于亲历制宪

的独特身份,威尔逊对新宪法的理解和解释被认为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他坚信自然

法的存在,认为如果人定法想要得到最终承认,就必须依凭永恒不变的自然法。他把

自然法原则同人民主权论结合起来,并相信自然法的基础存在于人的性格、追求及相

互关系之中,“基本上适合于全人类暠。他指出,每个人对其财产、人格、自由及安全都

拥有自然权利。宪法和法律就是确保这些自然权利免遭政府的侵犯。栛

威尔逊之后的美国第二代法官,如约瑟夫·斯托里(JosephStory,1812~1845
年在任)大法官和纽约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詹姆斯·肯特(JamesKent)等人,也都坚

信存在自然法。1816年,肯特就裁定政府必须对为公共福利而被占有的私人财产做

出合理补偿。他指出,“在美国宪法学中,这是根植于自然平等的原则,也是法律家们

所确定的且被公认的普遍法律原则。暠栜同样,布什罗德·华盛顿(BushrodWashing灢
ton,1799~1829年在任)大法官也认为宪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公民所拥有的

“特权和豁免权暠具有浓烈的自然法色彩。栞在总结这一时期的宪法实践时,博登海默

说:“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为了确保自然权利的执行,立法权不仅必须同司法权分离,

而且还必须同审查法律是否符合美国宪法所承认的高级法原则的权力相分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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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森甚至认为,实在法在本质上完全是自然法的发散物(amereemanation);法令或者决策的制定并不是

随心所欲的,它们仅仅是复制早就以某种方式存在的法律。参见约翰·菲尼斯:《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董娇

娇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ThomasC.Grey,“DoWeHaveanUnwrittenConstitution?暠StanfordLawReview,Vol.27,1975.参见张

千帆:《西方宪政体系:美国宪法》(上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爱德加·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58页。
转引自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第146~147页。

1823年,时任联邦巡回法院法官的华盛顿在审理“科菲尔德诉科里尔暠案(Corfieldv.Coryell)时,写下了著

名的意见书,援引自然法,对宪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公民所拥有的“特权和豁免权暠做出解释,发展出美

国公民至今念念不忘的一系列自然权利:“受到政府保护的权利;享有生命与自由的权利;有权要求并拥有

任何财产及追求和获得幸福与安全的权利;但是,政府为了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公正地对公民予以限制。为

了贸易、农耕或寻求职业或类似的目的,公民有权通过或在任何其他州定居;有权获得人身保护令的保护;
有权在他州的各级法院提起诉讼;有权持有和处理财产,不管是不动产还是动产;有权免除所征税费高于他

州公民;……有权参加州宪法或相关法律所管制和规定的选举。这些权利,和其他可能被提及的权利,严格

说来都属于特权和豁免。暠4Wash.C.C.371,380,381(1823).



此,美国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充当了自然法的保护人。暠栙

在“实体性正当程序暠发挥历史作用之前的岁月中,最高法院利用自然法来塑造

美国的联邦制度,维护公民的财产权。栚 在联邦国家的塑造方面,关键是恰当处理横

向分权与纵向分权问题。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的确立无疑使三权分立真正落到了实

处。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暠案(Marburyv.Madison)中,约翰·马歇尔(JohnMar灢
shall)法官“与其说适用了法律规则,不如说经由法律规则揉进了大量的自然法理论,

甚至不回避‘道德暞、‘神圣暞这一类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要‘祛魅暞的字眼。暠栛联邦政府

横向分权的基本问题解决后,州与联邦的纵向分权成为一个难题。麦克罗斯基指出,

“从1789年到内战,最高法院专注于解决宪法制定者遗留下来的问题中最重大的一

个———联邦与州的关系。暠栜建国初期,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权力划分模糊不清。宪法

文本对权力的归属并没有清晰交代。1818年的“麦考洛克诉马里兰州暠案(McCul灢

lochv.Maryland)栞就是一起典型的利用自然法理论来界定联邦与州权力划分的案

件。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将自然法理论巧妙地揉进判决,有力地论证了有关权力

的归属。该案涉及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国会是否有权组建银行? 第二,州是否有权

对国会组建的银行征税? 该案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马歇尔大段地援引美国宪法的序

言,从而推断出美国联邦的权力源于人民而非各州。联邦法效力高于州法。栟

在这一时期涉及财产权的案件中,自然法被援引的频率也非常高。1798年,在

“卡尔德诉布尔暠案(Calderv.Bull)中,大法官塞缪尔·蔡斯(SalmonChase,1796~

1811年在任)在附议中提出:“我认为州的立法权并不享有无限权利,它不是绝对的,

也要受到限制……人们进入社会的目的决定了社会契约的本质和内容,它们才是立

法权力的基础,它们决定了立法的正确目标。暠栠言外之意是,州的立法权力必然受到

自然法,特别是契约理论的约束。1810年的“弗莱彻诉佩克暠案(Fletcherv.Peck)栢

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将司法审查权运用到对州法的审查。在此案中,主要是依据宪法

第一条第十款中的契约条款,最高法院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宪法原则:各州也要受制于

其契约义务。但是,当时契约条款刚刚启用,尚无先例可循,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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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加·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57页。
黑廷格教授在谈到自然法应用在美国的分期时,忽略了自然法在早期美国联邦国家塑造方面的作用。早期

最高法院援引自然法对美国政府的分权体制做出解释。参见刘连泰:前引文,第26~27页。
刘连泰:前引文,第27页。
罗伯特·麦克罗斯基:《美国最高法院》第19页。

17U.S.4Wheat.316(1819).
该案详情可参见任东来:《美国宪政史上的“麦考洛克诉马里兰州暠案》,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春

季号,第196~202页。

3U.S.3Dall.386,388(1798).
10U.S.(6Cranch)87(1810).



不寻求自然法“作为一个辅助支撑暠,他强调财产权是不可被剥夺的“既定权利(vest灢
edright)暠。栙如果说“弗莱彻案暠宣告了财产权属于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话,那么1819
年的“达特茅斯诉伍德沃德暠案(DartmouthCollegev.Woodward)栚则把宪法契约

条款所包含的“财产权暠拓展到了法人。马歇尔对契约条款的解释同样充满了自然法

的色彩。

在联邦制和财产权宪法案件中,法官运用自然法可谓得心应手,但是在涉及一种

特殊的财产制度———奴隶制时,自然法的解释便显得左支右绌。无论是废奴主义者

还是奴隶制度的拥护者,他们都可以从自然法中找到依据。1850年肯塔基州宪法和

1857年堪萨斯州宪法公然宣称,拥有奴隶的权利“先于任何宪法暠,天经地义。州主

权理论倡导者约翰·卡尔霍恩(JohnC.Calhoun)甚至援引自然法来证明黑人的低

等。1837年2月6日,卡尔霍恩在参议院大放厥词道:“就目前文明状态而言,即两

种种族起源不同、肤色不同、体质不同,当然智力也不同,把这些放一起考虑,就知道

在蓄奴州(白人与黑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邪恶,而是善———真实的善(positive

good)。暠栛废奴主义者也打出自然法的大旗,强调“人生而平等暠的权利。结果,“在南

北战争前奴隶制争论的语境中,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看起来是分裂了:通常来讲,北方

人走了自然权利的道路,而南方人走了自然法的道路。暠栜面对这样的纷争,废奴主义

者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Phillips)感慨道:“由于‘自然暞不再以一种声音说话,

只有法官的良心才最终决定了权利的来源。暠栞把自然法权威解释寄托于法官的良心

也同样靠不住。当时的首席大法官罗杰·塔尼(RogerTaney)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曾经无条件地解放了自己从父辈继承下来的全部奴隶。在著名的“斯科特诉桑弗特

案暠案(Scottv.Sandford)意见书中,这个颇有“良心暠的大法官不无根据地指出,宪

法序言中“我们合众国人民暠根本就不包括黑人,黑人不是美国公民。他还接受种族

主义理论,试图“科学地暠证明黑人的低等。最重要的是,他援引第五修正案中的“正

当程序暠条款来论证奴隶作为一种财产是不容侵犯的。显然,塔尼所恪守的财产权是

一项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栟塔尼最终裁定,禁止奴隶制在北方扩展的国会立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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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17U.S.518(1819).
IrvingH.Bartiett,JohnC.Calhoun敽ABiography (W.W.Norton& Company:NewYork,1994),p.
227.
斯蒂芬·M.费尔曼德:《从前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美国法律思想:一次思想航行》(李国庆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约翰·哈特·伊利:《民主与不信任:关于司法审查的理论》(中英文对照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版,第50页。

60U.S.393,404,410(1856).



苏里妥协案》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美国法律史大家伯纳德·

施瓦茨(BernardSchwartz)总结说:在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塔尼的这一做法是

“第一次认为正当程序既有程序性的一面,也有实体性的一面。暠栙塔尼法院也因此成

为最高法院利用实体性正当程序限制政府权力的始作俑者。

从内战前有关奴隶制的争议中可以看出,不同利益集团将自然法玩弄于股掌之

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读,结果导致自然法的威信荡然无存。一位法律史学家挖苦

道,从那以后 “很多自然法的著作看起来多少有点精神分裂。暠栚如果仅仅是学界的

“精神分裂暠,并无大碍,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场争议导致了 “正统的实际政治处于

危险之中暠。美国内战对美国法学的一个冲击是,先前由自然法支撑的法律体系轰然

倒塌。在法学界,法学家们开始用新的法理学来填补自然法缺失所留下的真空。法

律实证主义无疑是最佳的候选对象。“自然法的衰落和实证主义的兴起是相互关联

的。暠“南北战争之后及南北战争的后果,最终加速了法理学清楚地从自然法转向实证

主义。暠栛有论者甚至刻薄地评论道,“自然法已被扔进美国法理学的垃圾箱。暠栜不过,

这些法律评论家们的话太乐观了。他们的评论多少是“法学家暠的理论预见,远不是

法律专家(法官)的司法实践。自然法可能进了法理学的垃圾箱,但却还没有被大法

官打入司法解释的冷宫。

二

内战和重建的宪法后果是宪法第十三、十四和十五修正案的通过,因其影响巨

大,遂有“第二次制宪暠之称。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所包括的“特权或豁免权暠、“法律

正当程序暠和“法律平等保护暠等三个条款注定要改变美国的宪政历史。在最高法院

的司法实践中,大法官开始从直截了当地使用自然法转为使用包含自然法因子、能够

体现自然法价值的这几个宪法条款。从前述坦尼对第五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

解释中,已经看到了自然法的影响。第十四修正案制定以后,最高法院在解释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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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程序条款时,自然会受到坦尼的启发。正是从宪法第五和十四修正案中的两个

正当程序条款中,保守派大法官发展出“实体性正当程序暠理论,栙限制联邦和州两级

政府的行为,保护个人权利,主要是个人的经济和财产权利,从而开始了实体性正当

程序的第一纪元。

相比较20世纪后半叶的实体性正当程序,这一时期的保护对象主要是法人的财

产权。因此,有人称之为 “经济正当程序暠,它是指法院基于自身对传统经济理论的

信仰———如自由放任、契约自由,认定经济权利是受到第五或第十四修正案特殊保护

的“自由暠或“财产暠,并藉以禁止联邦或各州立法机构干预市场。栚1897年“阿尔格耶

诉路易斯安那州暠案(Allgeyerv.Louisiana)栛可以说是其中比较早和最典型的案

件。该案发生在“通向宪法的自由放任暠时期(1874年~1920年),经济上的自由放任

和政治上的无为而治成为这一时期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创造

性地解释了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中的“自由暠,其间充满了自然法的色彩:

“公民自由地享有其所有技能的权利;以所有合法的方式自由地使用其技能的权

利;选择其工作与生活地点的权利;依靠任何合法的职业来维持生计的权利;从事任

何职业或爱好的权利,以及为此签订所有契约的权利,这些契约对于成功地实现上述

目的是适当的、必要的和基本的。暠栜

“阿尔格耶案暠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利用“实体性正当程序暠,以剥夺个人契约自由

为由否决了州的立法,其意见书可以说是对1/4世纪前斯蒂芬·菲尔德(Stephen

Field,1863~1897年在任)大法官1份异议的继承和深入。在著名的 “屠宰场组案暠

(Slaughter灢HouseCases)栞中,最高法院多数意见第一次狭隘地解释了第十四修正

案,认可了路易斯安那州限制屠户经营自由的《屠宰场法》。但是,菲尔德大法官用

“高级法暠(自然法)来解读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明确表示“自由劳动的权利暠和推而

广之的契约的权利,是“人类一项最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暠。栟 在1885年“巴尔比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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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方重建的结束,美国最高法院逐渐重拾信心,保守派大法官在有的案件中依旧非常直白地使用自然

法解释方法,甚至连“正当程序暠这个掩护都不用。例如,1896年,在“布朗诉沃克暠案(Brownv.Walker)的
判决中,布鲁尔法官说:“宪法前8条修正案的目的是在基本法中贯彻某些自然正义的原则。暠161U.S.
591,600(1896).1872年,在“布拉德韦尔诉伊利诺伊州暠案(Bradwellv.Illinois)案中,塞缪尔·米勒

(SamuelMiller,1862~1890年在任)大法官从自然法的角度拒绝布拉德韦尔女士做律师的申请要求,他认

为“根据神的命令和事务本性所确定的家庭组织的构造,表明家庭才是属于女性的、适合的领域和职责……
女性的最高人生目的和使命就是做高贵而温良的母亲和妻子。这是造物主的法则。暠83U.S.142(1872).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美国宪法》,第230页。

165U.S.578(1897).
165U.S578.589(1897).
83U.S.36(1872).
83U.S.36,95.83-111(1872).



康诺利暠案(Barbierv.Connolly)中,菲尔德大法官再次运用了自然法的分析方法,

直接引用了《独立宣言》中的名句“追求幸福的权利暠。“追求合法职业的权利,在任何

方式上都与他人的平等权利相一致,以致给他们带来很强的满足感。暠劳动所获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暠。栙

经过1/4世纪的不懈努力和执着追求,菲尔德用自然法来解释第十四修正案从

而将契约自由视为金科玉律的司法观,契合了美国企业镀金时代的自由放任思潮,成

为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最高法院的主导观念。当时,作为对弱肉强食的市场

法则的一种反抗,美国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利用民主政治迫使政府通过了一系列

规制市场、限制资本力量的“进步主义暠法律和规章。资本的力量遂诉诸于法院寻求

财产权利的保护,自然法成为保守派大法官腰斩“进步主义暠立法的“利器暠。1905
年,在著名的 “洛克纳诉纽约州暠案(Lochnerv.NewYork)中,最高法院恪守自然法

中的契约自由,相信人们的商业行为完全是根据自然权利所拥有的私人领域,据此终

结了纽约州限制面包房工人工作时间的立法。栚 一些法律现实主义者,比如庞德,猛

烈地批评“洛克纳案暠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宪法观,认为这种宪法观的一个根源就在于

自然权利的思维。栛在这样的思维下,“最高法院只要认为违反了未成文的自然权利

(如契约自由)———这个自然权利受到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

便毫不留情地推翻保护工人权益的法案、经济法律和社会福利立法。暠栜“洛克纳案暠

标志着“经济正当程序暠作为一项司法理论的最终成熟,也标志着最高法院“洛克纳时

代暠的开始。中国宪法学者张千帆曾经这样概括过“洛克纳时代暠司法裁决的特点:

“即使联邦或各州立法完全符合法律程序,法院也可能认为它们在内容上违反宪法或

自然法的普遍原理而予以推翻。这一理论的发展表明,司法审查权利确实可能成为

少数法官打击民主意志的手段。暠栞

需要指出的是,自然法的解释方法不仅可以保护法人的契约自由,依据同样的逻

辑,它也可以用来保护个人的其他权利。比如,在1923年“迈耶诉那布拉斯加州暠一

案(Meyerv.Nebraska)栟中,最高法院否决了内布拉斯加州的一项法律,该法禁止在

公立或私立的学校用英语以外的语言进行教学。詹姆斯 · 麦克雷诺兹(James

McReynolds,1914~1941年在任)大法官提供了一串属于正当程序保护的“自由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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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U.S.27,31(1885).
198U.S.45,58~63(1905).
RoscoePound,“LibertyofContract,暠YaleLawJournal,Vol.18,1909,pp.454~455.
RobertP.George,“NaturalLaw,theConstitution,andJudicialReview,暠availableat:http://64.203.
107.114/histdocs/naturallaw.htm.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美国宪法》,第230页。

262U.S.390,(1923).



“毫无疑问,自由不仅仅只指免于人身禁锢的自由,而且还包括个人契约的自由、

从事任何普通职业谋生的自由,获取有益知识的自由、结婚的自由、建立家庭及抚育

孩子的自由,根据自己的良知崇敬上帝的自由,享有普通法所承认的特权,而这些特

权对于自由人追求幸福来说至关重要。暠栙

1934年的“内比亚诉纽约州暠案(Nebbiav.NewYork)栚标志着经济正当程序开

始衰落,而1937年的“司法革命暠标志着“洛克纳时代暠的结束。栛 但是,菲尔德、麦克

雷诺兹等最高法院大法官用自然法对个人自由所进行的广泛阐述,预示着未来权利

保护的新领域。这其中之一便是个人刑事司法程序的权利。在1947年“亚当森诉加

利福尼亚州暠一案(Adamsonv.California)中,最高法院大法官因第十四修正案应

该以“全部吸纳暠还是“选择吸纳暠的方式来使《权利法案》全国化发生了激烈的交

锋。栜在争论的背后,暗含着自然法解释的交锋。最高法院法官的多数意见反对“全

部吸纳暠理论。他们认为,“从整个思想史来说,‘自然法暞与主观地把前8条修正案全

部吸纳进第十四修正案相比,更久、更好地发现意义和正当性。暠栞

对此,作为严格的宪法文本主义者,雨果·布莱克(HugoBlack,1937~1971年

在任)大法官在异议中倡导全部吸纳的同时,抨击了多数意见漫无边际地使用自然法

的做法:

“我相信,(法院采用自然法)方法本身是违反我们宪法的,因为它在宪法中并未

具体限制立法权力的领域内,把决定公共政策的最终权力悄悄地从立法机构转移到

法院……我们不要混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审查:一类是根据人权宣言及宪法其他

部分所列举的特定标准,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另一类则运用那些被认为超越宪法、

且未受宪法定义的‘自然法暞来推翻立法。在前者,法院在清楚标示的宪法范围内行

动,以寻求去实施写进宪法的政策;在后者,法院随心所欲地漫游于毫无极限的领域,

根据自身对合理性的信念来选择实际政策;但宪法却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人民的立法

代表。暠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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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U.S.390,399(1923).
291U.S502.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美国宪法》,第240页。

332U.S.46.
332U.S.46,65.
转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美国宪法》,第217页。



“亚当森案暠是最高法院把注意力转移到非经济领域人权保护的典型案件。栙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关注基本人权和追求社会平等成为世界性潮流。以1948年联合国

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世界迎来一个“权利时代暠,各种各样的人权成为不容

置疑的价值诉求。面对各种崭新的权利类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不得不再次寻求

自然法的解释。

三

在美国,“权利时代暠更多地表现为争取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在这场伟大的民

权斗争中,最高法院成为“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和人道主义敲击最强烈的政府分

支。暠栚人们通常认为,从学理上看,人权和民权的价值依据虽然是超验的,但其哲学

基础却是古老的自然法。栛 人们又一次发现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价值,盼望它们在

新的时期以新的姿态回归到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中。的确,沃伦法院时期(1953年

~1969年),最高法院的角色发生了重要转变,“创造出或拓展了大量的新的宪法权

利暠,因此这一时期的司法实践被称为“权利革命暠。栜但是,在维护黑人民权方面,最

高法院的司法实践却对自然法讳莫如深。“布朗案暠虽然敲响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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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美国诉卡罗琳暠案(UnitedStatesv.CaroleneProductsCo.)预示着最高法院的这种转型。在该

案中,斯通大法官的注脚4为未来50年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指明了方向。这个注释试图说明,司法克制的假

定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僵硬原则,它有三个例外情况。其一,明显违反《权利法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立法;其
二,那些限制更多人参与政治进程的立法;其三,那些歧视弱势群体,妨碍他们参与政治进程的立法。304
U.S.144,152~153(1938).该案确立了司法审查立法的双重标准:对经济立法的“理性基础暠标准;对个

人自由和权利立法的“严格审查暠标准。
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法院与宪法》(田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页。
政治学教授朱迪丝·N.施克莱认为,“总结起来,自然法为三种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石,一是跨国法,二是理

性伦理,三是人权。暠参见朱迪丝·N.施克莱:《守法主义:法、道德和政治审判》,第59页。但是,也有学者

指出,自然法不能应用到人权运动中,因为“关键问题是人权是否基于‘自然暞,如果是这样,在缺乏精心鉴定

的论据时这一观点能否站得住脚。在没有这种论证的情况下,作为自然法产物的人权观念可能为自私的行

为和趋于无政府状态(在那里,人民要求做其所乐意做的事情的权利而不计社会后果)提供理论依据。暠参见

彼得·G.伦斯特罗姆:《美国法律辞典》,第30页。

CharlesR.Epp,TheRightsRevolution敽Lawyers,Activists,andSupremeCourtsinComparativePer灢
spective (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8),p.2.其实“权利革命暠最早起源于罗斯福总统1944
年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的演讲,也就是著名的“四大自由暠(言论自由、信奉上帝的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和

免于恐怖的自由)。美国宪法学者桑斯坦把罗斯福以社会经济权利为主要取向的创议称为“第二部权利法

案暠,有别于1791年的专门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等项权利的《权利法案》,详情请参见 CassR.Sunstein,The
SecondBillofRights敽FDR狆sUnfinishedRevolutionand WhyWeNeedItMoreThanEver (NY:Basic
Books,2004)。



声丧钟,但是,最高法院判决的依据却是社会学和心理学方法,因此该判决备受质

疑。栙后来的黑人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Thomas,1991年起任职)就认

为,如果运用自然法的术语,沃伦的司法推理可以使判决更有说服力。所以,他非常

推崇哈兰大法官在“普莱塞诉弗格森暠案(Plessyv.Ferguson)中的异议,认为哈兰

“不顾肤色暠(blind灢color)的论述表达了崇高的自然法精神。他说:“布朗案暠的法院

意见本应该体现这样的自然法精神,而非“模糊的社会科学暠。栚

一位美国法理学家认为,最高法院之所以从来都不用哪怕是最隐晦的自然法语

言来捍卫“自然暠的社会秩序,是因为这很容易让人们回忆起南方在南北战争前对自

然权利的论证。相反,大法官更多地是暗暗地探求自然法或自然权利所隐含的价值,

并以此来捍卫自然的或不可剥夺的权利。栛所以,这一时期大法官虽然极力避免直接

使用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理论,但依然努力地追求自然法的价值,寻找它的精神。

在民权以外的权利领域,最高法院有时不得不直接诉诸于自然法思想。其中最

有名的例子就是1965年涉及“隐私权暠的 “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暠案(Gris灢

woldv.Connecticut)。栜 在该案中,当年被保守派大法官用来保护有产者财产权和

契约自由的自然法,现在却被自由派大法官用来发现并解释宪法中并没有涉及的隐

私权。最高法院以7比2的票数认定康涅狄格州禁止节育的法律违背了《权利法案》

暗含的隐私权。尽管宪法文本中没有明白地提到或暗示隐私权,威廉·道格拉斯

(WilliamDouglas,1939~1975年在任)等自由派大法官却在“《权利法案》具体条款

发散而形成的阴影地带中暠发现了它。栞 在法院多数意见的结尾处,道格拉斯暗示隐

私权源于自然法:“我们所处理的隐私权要比《权利法案》还古老———比我们的政党和

学校体系还古老。暠栟因此学界有人认为,道格拉斯等人的“发现暠完全可以归功于“跨

社会的‘自然法暞规范或‘自然正义暞暠。栠实际上,该案的出现离不开当时权利革命的

大背景。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极权主义的回应,整个国际社会更加关

·821·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栜

栞

栟

栠

例如,1954年5月18日,美国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JamesReston)在《纽约时报》撰文称,该案最高法

院依据“更多的是社会学家而不是法律先例……最高法院的法律意见读上去更像是一份关于社会学的专业

论文,而不是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暠转引自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最高法院史》,第330页。

ClarenceThomas,“TheHigherLawBackgroundofthePrivilegesorImmunitiesClauseoftheFourteenth
Amendment,暠HarvardJournalofLaw & PublicPolicy,Vol.12,1989,p.63.
斯蒂芬·M.费尔曼德:《从前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美国法律思想:一次思想航行》,第193页。

381U.S.479(1965).
381U.S.479,484(1965).
381U.S.479,485~486(1965).
保罗·布莱斯特等:《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下册)(张千帆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1127页。



注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捍卫个人自主性(personalautonomy)进入了司法保护的前

沿。栙

从严格坚持宪法文本的布莱克大法官的批评中,也可以发现多数派法官对自然

法的依赖。虽然与道格拉斯同为自由至上论者(libertarian),布莱克还是在异议中指

责多数意见沉湎于“自然法正当程序暠的判断,并挖苦说,长期以来,自然法原则已经

“臭不可闻暠。布莱克认为,道格拉斯等人虽然行自然法之实,却羞于承认自己的做法

实际上等于认可法官有权贯彻未成文的“自然法暠,宣布那些违背未成文的“自然法暠

或“实体正当程序暠的立法无效。栚布莱克的观点得到了极端保守的联邦上诉法院法

官罗伯特·博克(RobertBork)的积极回应,他认为“(借助)自然法裁决的正确性无

异于痴人说梦。暠栛 有趣的是,到 1973 年最高法院裁决“罗伊诉韦德暠案(Roev.

Wade)栜时,反映自由派立场的多数意见和代表保守派立场的反对意见却都援引了

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为自己辩护。借助宪法隐私权的先例,新任大法官哈里·布莱克

门(HarryBlackmun,1970~1994年在任)起草的法院意见书支持了妇女的堕胎权。

但是,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Rehnquist,1972~1986年任大法官,1986~2005年

任首席大法官)的反对意见却援引“生命权暠这个自然权利,来反对妇女的堕胎权。栞

除了备受争议的隐私权,自然法解释还被用来保护刑事被告的权利。长久以来,

宪法第八修正案内容栟被认为明确无误。现在,最高法院却将自然法的价值观应用

到涉及第八修正案的相关判决中。在1968年“邓肯诉路易斯安那州暠案(Duncanv.

Louisiana)中,最高法院质疑路易斯安那州的刑事程序:“此程序是否是基本的,对于

有序、自由的盎格鲁-美利坚社会制度是否必需?暠栠在这里,“基本的暠、“有序、自由暠

和“盎格鲁-美利坚社会制度暠等词汇隐约地体现了自然法的色彩,根本不是现代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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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Primus,“ABroodingOmnipresence:TotalitarianisminPostwarConstitutionalThought,暠Yale
LawJournal,Vol.106,1996,p.423.个人自主权是指 “按照个人理解,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固有的期

望。暠JosephRaz,TheMoralityofFreedom (Oxford:ClarendonPress,1986),p.57.
RobertP.George,“NaturalLaw,theConstitution,andJudicialReview,暠availableat:http://64.203.
107.114/histdocs/naturallaw.htm 道格拉斯在他早期的判决中就体现了自然法及自然权利的精神,如在

1942年 “斯金纳诉俄克拉何马暠案(Skinnerv.Oklahoma)中,道格拉斯代表最高法院发表多数意见,第一

句话就是“此案触及到敏感而重要的人权领域。俄克拉何马州剥夺了某些个人的权利,此权利对于子孙繁

衍、永久维系种族(生存)是最基本的。暠316U.S.535(1942).
RobertH.Bork,“NaturalLawandtheConstitution,暠FirstThings,March1992,p.16.
410U.S.113(1973).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罗伊案暠的多数意见并非基于自然法,而是基于法律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参见Ste灢
phenM.Krason,“ConstitutionalInterpretation,UnenumeratedRights,andtheNaturalLaw,暠TheCath灢
olicSocialScienceReview,Vol.I,1996,p.25.
第八修正案是:“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惩罚。暠

391U.S.149(1968),Footnote14.



格的法律术语。栙 在1972年“弗曼诉乔治亚州暠案(Furmanv.Georgia)栚中,最高法

院认为该州监禁与执行死刑违反了第八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在他的附加意见

中,道格拉斯指出,应该从“标志一个社会成熟进步的不断演化的道德标准暠来理解第

八修正案的意义。栛

将“道德标准暠引入最高法院的意见书,是对法律实证主义的一大反动。不过,这

样的意见的确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思潮和法律思潮。最典型的就是法理学大家罗

纳德·德沃金(RonaldDworkin)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197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

开始为在宪法判决中使用“道德哲学的方法暠而辩护,他们认为这种道德哲学具有普

世价值,“从某种程度来说,它直接源自古典自然法进路暠。栜但是,在一个文化多元主

义盛行、现代价值遭遇到后现代挑战的时代,越演越烈的“文化战争暠栞撕裂了美国社

会的文化和谐与价值统一,普世价值饱受质疑,“道德标准暠众口难调。

即使以法律代言人自居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也为“文化战争暠所困,无法确定究竟

哪一种“道德标准暠与宪法价值相一致,保守与自由两派大法官唇枪舌剑,5比4这样

极端分裂的判决比比皆是。在1996年“罗默诉伊文思暠案(Romerv.Evans)中,保守

派大法官斯卡里亚抱怨持多数意见的法官们在同性恋“‘文化战争暞中有所偏好。暠栟

在1997年“华盛顿诉格吕克斯堡暠案(Washingtonv.Glucksberg)中,最高法院发表

了由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起草的多数意见,拒绝了协助自杀的“自然权利暠,指出超过

700年的普通法传统根本就不支持这个权利。栠 有人认为,伦奎斯特等人的多数意见

虽然用了“普通法传统暠这样的措辞,但本质上却是用“逐渐展示的自然法暠来反对所

谓的协助自杀的自然权利。栢

虽然在法院意见书中,利用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精神作为辅证来支持自己法律意

见书的大法官不乏其人,但是对自然法解释情有独钟、明确将自然法视为释宪重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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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U.S.238(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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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此说法。356U.S.86,101(1958).
LeonardW.Levy& KennethL.Karst:EncyclopediaoftheAmericanConstitution,Vol.3,p.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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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文化战争暠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隐私、堕胎、枪支管制、同性婚姻、
安乐死等成为“文化战争暠的主旋律。“文化战争暠往往拷问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价值。

517U.S.620,652(1996).
521U.S.702(1997).
DouglasW.Kmiec,“Natural灢Law OriginalismorWhyJusticeScalia(almost)GetsItRight,暠Harvard
JournalofLaw & PublicPolicy,(Summer1997),p.649.



具的,却只有托马斯大法官一人。1991年老布什提名托马斯出任大法官时,宪法权

威、哈佛法学院劳伦斯·却伯(LaurenceH.Tribe)评论说,他是“50年来第一位明确

声称解释宪法时可以援用自然法的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暠托马斯还一贯坚持“生命

权暠是一项受《独立宣言》保护的自然权利。栙 美国《时代》周刊曾发表文章称,“在托

马斯为数不多的作品和演讲中,‘自然法暞老生常谈 。这位将终身任职于最高法院的

法官如何看待和使用自然法不是很清晰。这使有些人理应警惕———这情有可原,因

为他们担心保守派法官滥用‘自然法暞来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就像保守派法官控

诉自由派法官滥用‘隐私暞去贯彻他们的政治信念一样。暠栚1995年,在“阿德兰德承

包公司诉佩纳暠案(AdarandConstructors,Inc.v.Pena)栛中,托马斯的附加意见的

立足点仍然是《独立宣言》中所体现出的自然法价值。托马斯曾总结道,美国宪法中

存在大量的不成文的自然权利,至少在以下三个领域可以寻求自然法解释:平等保

护、隐私与堕胎、经济自由。栜

2008年的“赫勒案暠也让人们看到了极度保守的斯卡里亚竟然也使用了自由派

大法官惯用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解释方法。对此,阿克斯调侃道,斯卡利亚对自然

法持开放态度是感情用事,但是他又担心其他法官过度感情用事,从而按照自己的党

派观点释法,因为他们所援引的“自然正义暠已经背离了宪法文本。栞不过,作为保守

派的旗手,斯卡里亚并非一概反对司法审查援引自然法,他自己就承认,宪法解释和

裁决中,具体哪种方法最合适,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栟有学者指

出,斯卡利亚的“原旨论暠与自然法解释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相反,“恰恰正是自然法才

确定和确保了原旨意义暠,“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深深地根植于历史与传统中,这为宪法

文本提供了原初意义。暠“自然法是原旨论一个无法逃避的重要的因素,任何忠实的原

旨论者都不会省略(对自然法)的这样的探究。暠学界称这种解释方法为“自然法原旨

主义暠(naturallaworiginalism)。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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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复兴与个人自主性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因为私人生活

领域的权利具有很强的道德色彩,卷入了所谓的“文化战争暠,自然法的介入在一定程

度上顺理成章;另外,在最高法院日益居于优势地位的保守派大法官,正从过去的司

法克制主义转向司法能动主义,在“赫勒案暠中一向执着于文本主义和原旨论的斯卡

利亚求助于自然法就是又一个证明。

结暋暋语

美国宪法的制定与西方悠久的自然法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美国最

高法院解释宪法的司法实践中,自然法作为一种司法解释方法从未消失过。它或者

为早期的联邦制和财产权背书,或者在美国资本主义镀金时代表现为“经济实体性正

当程序暠,维护市场的契约自由,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权利革命时代,为各种个

人权利寻找历史和道德的支持。

虽然尊崇先例、珍视传统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解释方法,但是

喜新厌旧的美国主流法理学界却不再支持法官援引自然法进行宪法裁决和法律推

理。学界反对在进行司法审查时援引自然法有以下几点原因:自然法的内容含糊不

清,人们认知不一,这为法官任意断案打开了方便之门;法官缺乏足够的权威去这样

做,因为非民选的法官与民选官员和议员相比,在解释自然法方面的权威性更值得怀

疑。栙

尽管有这样的批评,从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来看,自

然法解释有复兴的趋势。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的结束、世界“权利时代暠的

到来,为自然法解释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积极追求自然法

的价值和精神,开启了一个自由主义司法能动的时代。在他们看来,存在着某些宪法

中未成文的权利,当多数人的统治和少数人的权利发生矛盾,且这些权利并非宪法文

本明示与隐含的时候,只能诉诸自然法或其他更高级的法。进入1990年代以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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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新的权利诉求,最高法院根据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不得不去“发现暠新的宪法权

利。栙在当前愈演愈烈的“文化战争暠中,最高法院面临的一个“法律困境暠是,即便是

积累了两个世纪之久的美国宪法原则及其庞大的案例库,也无法自如地应对诸如堕

胎、协助性自杀和同性婚姻等充满矛盾和争议的权利宣示。在利用规范的、实证的宪

法解释工具来解决这一法律困境时,最高法院往往捉襟见肘。为此,那些新权利的倡

导者便向法官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当我们遇到确切的、严重的人权和人的尊

严的问题,而现有的解释方法有时显然不能提供一个答案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诉

诸自然法吗?暠栚

面对这样的权利诉求和法律人的质问,大法官不得不有所回应。但是,作为社会

一部分,大法官也无法摆脱“文化战争暠的影响。本来大法官就因为政治立场上的保

守与自由,司法哲学上的能动与谦抑而意见纷呈,现在又因为文化和思想上的分歧而

变得更加莫衷一是,无法就可否援引自然法进行司法审查达成一致意见。

自然法毕竟不是实体法,缺乏固定的文本和清晰的内容,给人以玄妙之感,因此

在宪法解释和裁决中,自然法往往不适于直接作为裁决的依据。法理学家詹姆斯·

安修(JamesAntieau)也不得不感叹道:“现在,最高法院法官很少在宪法解释中使用

自然法语言或赋予新的宪法准则以自然法为依据。暠然而时代的发展、权利和价值的

多元化,导致现有的实体法根本不足以应对个人权利诉求的大潮,因此自然法和自然

权利的理论成为法官脱离法律困境的最佳选择。因为毕竟自然法准则已经成为司法

审判的惯例。栛 罗素·黑廷格(RussellHittinger)教授甚至认为,宪法解释中运用自

然法解释模式是“不可避免的暠,这是因为:首先,“《权利法案》的制定者和批准者的意

图是至少利用这些修正案确保那些自然权利(的实现)暠;其次,“最高法院的宪法司法

审查使自然法理论有可能运用于法律诉讼暠;第三,“最高法院三番五次地基于文本之

·33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中的自然法解释

栙

栚

栛

斯卡里亚曾感慨称,单是1996年这一年,最高法院就“发现了暠以下宪法权利:在 “罗默诉埃文斯暠案(Romer
v.Evans)中,“发现了反对州法拒绝对同性恋进行特殊保护的宪法权利暠;在“宝马北美分公司诉戈尔暠
(BMWofNorthAmericav.Gore)案中,“发现了反对过多的赔偿金的宪法权利暠;在“威本瑟县行政专员

委员会诉尤姆博暠(BoardofCountyCommissioners,WabaunseeCounty.v.Umbehr)案中,“发现了反对由

于党派属性而被排除在政府合同之外的宪法权利暠;在“美利坚诉弗吉尼亚暠(UnitedStatesv.Virginia)案
中,“从宪法角度禁止州立学校只招单一性别的学生暠;在“加斯佩里尼诉人文学科中心暠(Gasperiniv.Cen灢
terforHumanities,Inc)案中,“从宪法角度支持了对陪审裁定的联邦上诉审查暠。SeeAntoninScalia,A
MatterofInterpretation:FederalCourtsandtheLaw (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7),p.
139.但是,在涉及安乐死、同性婚姻等敏感的“文化战争暠的相关案件,最高法院有时只能使用“存而不论暠
的最低限度主义的方法。参见凯斯·R.桑斯坦:《就事论事: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第11~
38页。

StephenM.Krason,“ConstitutionalInterpretation,UnenumeratedRights,andtheNaturalLaw,暠p.21.
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第154页。



外的诉求来捍卫个人权利。暠栙虽然对于美国宪法自然法解释的合宪性的争论一直没

有停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解释宪法时现代大法官并不拒绝这一解释。“它继续

成为隐私、程序性正当程序及学校消除隔离等案件裁决的最好解释方法。暠栚但是,最

高法院在解释宪法的时候,究竟在哪些具体问题上、在多大程度上运用自然法解释模

式,一直是困扰学界和法律界的难题,问题的解决也许要更多地依靠法官的司法实践

而非纯学理的探讨。

江振春: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研究生、南京审计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431· 美国研究

栙

栚

RussellHittinger,“LiberalismandtheAmericanNaturalLawTradition,暠WakeForestLawReview,Vol.
25,1990,p.429.
GerardJ.Clark,“AnIntroductiontoConstitutionalInterpretation,暠SuffolkUniversityLawReview,Vol.
34,2001,p.499.



《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

开启幸福政治

———读《幸福政治:政府能从幸福的新研究中借鉴什么》

耿国阶暋暋暋

20世纪以来,促进和保持经济增长逐渐成为衡量政府绩效的最主要指标之一,

但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衍生出很多问题。随着经济增长引发的诸多问题

的显现,对经济增长优先理论的相应反思和实践探索也开始出现,2008年以来的金

融危机更是促进了这种反思和探索。美国教育家德瑞克·伯克(DerekBok)的《幸福

政治:政府能从幸福的新研究中借鉴什么》栙讨论政府如何采用学术界对幸福进行经

验性研究的成果,完善和改进各项相关公共政策,从而促进民众幸福。

《幸福政治》一书令人印象深刻,不仅在于其研究主题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更

在于其条分缕析的结构和论证。这本书建立在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

家对幸福的经验性研究之上,是一本详尽讨论幸福与政治、政府、政策关系的专著。

一

德瑞克·伯克曾经担任21年的哈佛大学校长。他也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教育

学、政治学等领域著述颇丰。《幸福政治:政府能从幸福的新研究中借鉴什么》系统地

运用关于幸福的经验性研究的现代成果,分析幸福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该书可以划

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伯克介绍了关于幸福的经验性研究的现代成果,并论证

了其可靠性;在第二部分,伯克系统地分析了“促进国民幸福是否应当成为政府施政

目标?暠,认为促进国民幸福应当成为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但不能是唯一的目标;在

栙 DerekBok,ThePoliticsofHappiness:WhatGovernmentCanLearnfromtheNewResearchonWell灢be灢
ing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0).



第三部分,伯克具体分析了在运用关于幸福的经验性研究的现代成果以促进公共政

策优化方面面临的各种障碍,并结合美国国情分析讨论了幸福研究者在经济增长、不

平等、经济保障等七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美国政府在各个领域能够促进民众幸

福的政策改进建议。将促进国民幸福纳入政府的施政目标,并运用关于幸福的经验

性研究的现代成果优化公共政策,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伯克首先简单介绍了不丹以国民幸福为主旨的政治实践。1972年,不丹开始采

用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简称 GNH)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NP)

作为衡量不丹进步的主要标准。在具体政治实践中,不丹首先将国民幸福总值的理

念具体化为四大纲领:(1)善治和民主化;(2)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3)保护环境

和资源;(4)保留传统文化。不丹的发展不是片面地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

追求实现这四个目标。其次,不丹将这些抽象的纲领细化为72个量化指标,以具体

衡量进步的程度和步伐。再次,不丹对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政府架构进行重组以保

证政策的落实。这种以国民幸福为主旨的政治实践取得了巨大进展。根据英国学者

怀特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在有数据的178个国家和地区中,不丹的幸福指数排名第

八,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民生产总值更高的国家都排在不丹之后。

伯克认为,不丹以国民幸福为主旨的政治实践远非完美,但是它以国民幸福而非

经济增长作为主旨的理念和实践,的确为世界范围内对目前发展模式的反思注入了

新的动力。

伯克指出了传统幸福研究的缺陷。西方思想史上不乏推崇以幸福为社会目的的

思想家,例如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在《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中明确阐述

了“最大幸福原则暠,即任何正确的行动和政治方针都必须做到产生最大多数人的最

大幸福,并且将痛苦缩减到最少,甚至在必要情况下可以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边沁

还提出建立能测量快乐和痛苦的单位以对人的行为加以预测的程序,即所谓的“幸福

计算暠(felicificcalculus)。但是,正如伯克所指出的,这种对以幸福为政治和社会目

的的主张还只是停留在哲学理念的层次,缺乏可靠的经验性研究来支持。

伯克系统介绍了关于幸福的经验性研究的现代成果,例如幸福与收入、婚姻、社

会关系、工作、健康、宗教信仰、政府素质等之间的关系。对幸福进行系统的经验性研

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目前已有几千篇相关论文、几十部学术著作研究幸

福,幸福研究俨然形成了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研究领域。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

学家对幸福的经验性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影响幸福的各种因素上。

对于幸福与收入的关系,现在不仅在国家层面上政府把保证和促进经济增长作

为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在社会层面上大多数普通人也认为收入是影响其是否幸福的

关键因素,相应地,学者对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很多研究,其中不乏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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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对立的研究成果。有三项调查的结果值得注意,其中两项是共时性的,一项是历

时性的。共时性的调查结果中,一是美国人平均幸福程度伴随收入层次的提升(横向

社会阶层体系内的)而提升,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平均国民收入和平均幸福指数正相

关,除了少数的例外情况,较富裕国家的国民幸福程度一般要高于较贫穷国家的国民

幸福程度;历时性的调查结果是,在过去50年中,尽管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提

高,但是民众平均幸福程度的提升则很微小,即使在其他分配更为平均的国家,例如

瑞士、挪威、奥地利,也基本如此。伯克再书中列举对于这种现象的多种解释:较富裕

的人较为幸福不是因为其收入更高,而是因为其更容易成功和获得更高的收入;虽然

人均收入的提高确实提升了幸福感,但是幸福感被诸如收入分配不公及离婚率、犯罪

率、失业率的升高所冲淡;较富有的人的幸福感更多来源于与社会的对比而非财富本

身。同理,大多数中下阶层人士历时性的收入增长也被社会上的对比所冲淡。尽管

较富有的人更容易幸福,但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那些过于看重财富的人更容易感到

失望和不幸。如同许多研究者一样,伯克在经过详细的辨析和比较之后,倾向于接受

这样的结论,即在一个人均收入不能满足基本需要的国家,经济增长能够大幅提升幸

福指数;但是,当人均年收入达到1万至1.5万美元之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对改善

幸福指数的贡献很小。个人也是如此,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收入和幸福的关联

度就开始下降。

相对于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其他因素如婚姻、社会关系、工作、健康、宗教信仰和

政府的素质与幸福的关系更加重要,但就这些因素与幸福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成果分

歧和争议却较少,一致性更多。多项研究表明,已婚者的生活满意度要高于单身、离

婚、分居或同居但未婚的人;虽然婚姻及孩子可能会带来很多烦恼,但是婚姻的终止

和失去孩子却肯定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如同婚姻一样,社会交往,包括朋友之间的交

往、参与社会组织的活动,能够有效地减缓不幸或痛苦的打击,显著地增加幸福感。

关于工作是否能够带来幸福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失业却肯定会带来较长期的痛苦,再

慷慨的失业救济也难以缓解这种痛苦。另一个与幸福密切相关的因素是健康。健康

与幸福的关系与个体的自我感知密切相关,失去一个胳膊的人可能会很快恢复先前

的幸福感,但是慢性疼痛、抑郁症、艾滋病或癌症等绝症,对人的幸福的影响巨大。宗

教对幸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教徒感到生活和工作是有意义的,在宗教信仰驱使下

的志愿行为和慈善活动也有利于促进幸福,教徒社区和网络也从社会交际的意义上

有助于提升其幸福感。研究显示,虔诚的教徒更容易健康长寿,更不可能犯罪、离婚

或自杀。最后,有很多证据显示,政府的素质与幸福密切相关。80多年以来,几乎所

有生活满意度最高的国家都是成功的民主国家。

伯克介绍了现代幸福研究的两种主要方法,并论证了其可靠性。迄今为止,对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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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的经验性研究主要采取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回溯性评价法(RetrospectiveEvalua灢
tion),即通过调查,询问个体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这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第二

种方法是经验采样法(ExperienceSampling),调查者询问人们一天中从事不同活

动———工作、与孩子们玩耍、打扫院落、与朋友交往等———的感受。幸福是一种无形、

易变和难以捉摸的东西,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它太复杂而难以测量。伯克虽然也充

分地意识到如何衡量幸福并非易事,但是他认为对幸福的经验性研究还是具有较高

可靠性的,伯克从两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主张。首先,他认为,虽然对幸福进行经验

调查面临很多困难,例如即时事件或情绪的影响、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受访者容易夸

大自己的幸福程度等,但是认真严谨的调查、调查样本的规模和多样化的调查(样本、

时间、调查者等的差异)能够有效降低或弥补这些缺陷,提高测量结果的精确度和可

靠性;其次,问题并不在于对幸福进行经验性研究的方法完美与否,而在于与决策者

所依据的其他测量人群偏好、意见和需要的方法———例如民意测验、与选民的面谈、

阅读选民邮件———相比,它的精确度和可靠性毫不逊色。而且,从目的和手段上讲,

国民生产总值等统计数据仅测量物品和服务的产出,物品和服务仅仅是满足人们需

要的手段,而幸福至少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主要目的,关于幸福的经验性研究是直接

测量人们的这一目的的实现程度,因而对决策者而言更具可信性。但是,伯克也很清

醒,他在为关于幸福的经验性研究的可靠性进行辩护之后,也明确告诫决策者:幸福

研究仍然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很多问题仍待进一步研究;决策者应视其决策的性质而

决定是否参照既有的研究成果,谨慎的决策者最好不要依赖这些研究成果推动可能

打破现存秩序的根本性变革。

二

幸福对于人的重要性,不仅是从苏格拉底、洛克到弗洛伊德等重要思想家所一再

强调的,而且也被众多的抽样调查所确认。对大多数人而言,幸福是最首要的目标。

促进国民幸福是否应当成为政府的施政目标? 对此,伯克将它分为两个层次来

回答:第一,促进国民幸福应当成为政府的施政目标;第二,促进国民幸福不应成为政

府唯一的施政目标。

伯克认为,促进国民幸福应成为政府的施政目标。伯克通过剖析四种代表性观

点申明自己的主张。

第一种观点认为,自我实现、美德、为上帝或他人的福利献身比自身幸福具有更

高的价值,幸福与这些价值相比并不是最重要的。伯克认为持这种理念的人毕竟是

少数,作为民主国家的政府,应该反映大多数人的需要,民主国家的政府最不应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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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将这些价值理念强加于普通民众。

第二种观点认为,幸福虽然很重要,但不应成为政府的施政目标,幸福应当是个

人的事情,政府应该将其职能局限于维护自由,而且政府如果在促进民众幸福方面做

的太多了而成为“保姆国家暠,将会不利于个体的自立、自强及自我成长。虽然伯克认

同自由的价值,但是他认为“以保护自由为唯一目的暠的政府在现代民主国家是不现

实的,例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项目,不仅获得了大多数公众的支持,也有效地促进

了民众幸福,取消这些项目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幸福有很多来源,有的来源与自由并

无直接关系。但与此同时,伯克认可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维护自由,并且认为这种

来自于自由主义的批评会让决策者在参考幸福的经验性研究成果时保持清醒和审

慎。伯克认为,政府可以发展有利于促进民众幸福的基础设施,可以采取措施鼓励民

众选择有利于促进自身幸福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教育说服公众做出更好的选择,甚至

可以就系安全带和义务教育强制立法,但政府不应当强制民众进教堂或参加社区服

务,即使关于幸福的经验性研究证明这样做有利于个体幸福。他认为,政府尤其不能

像英国“反乌托邦暠小说《美丽新世界》栙中描述的那样,通过让人们服用“快乐丸暠

(feel灢goodpills)的人工方式创造“无思想的幸福暠(mindlesshappiness)。

第三种观点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促进民众幸福,因为根据有些学者的研究,在与

幸福相关的因素中,有高达80%的比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后天的人为干预作用甚

小。伯克援引更多其他研究成果说明,虽然遗传因素的确十分重要,但现今的研究者

的一个共识是,一个人幸福与否大约50%是由先天基因决定的,剩下的约50%则是

由事件、情境和深思熟虑的选择所决定,这就为包括政府行为在内的人为干预留下了

足够的空间。

第四种观点称,据信挫折、痛苦与忧郁是思想、精神及创造力的源泉,害怕政府在

促进民众幸福方面做的太多太好,从而影响思想的发展、精神的丰富,以及社会的创

造力。伯克认为,这种观点有些杞人忧天,不仅高估了政府的能力,而且现在鲜有科

学证据证明幸福程度高的社会就丧失了思想、精神和创造力。

不过,伯克明确指出,促进国民幸福不应成为政府唯一的施政目标。虽然有扎实

的研究证明,在具有可比性的教育、智力、种族限定条件下,奴隶可能与自由民一样幸

福,但这不能成为支持奴隶制的理由。同理,一个无罪的人即使逐渐适应甚至学会了

享受狱中生活,也并不能说明对他的错判就是正当的。因而,伯克认为,虽然有很多

理由支持幸福成为政府的施政目标之一,但它并非是排他性的唯一目标,保护自由、

给予民众平等的机会等等,同样是政府施政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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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伯克认为,即使幸福成为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也并不能自动促使政府运用

幸福研究的成果去指导决策,即便这些经验性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包括

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在内的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人

们往往错误地判断什么能使他们幸福,例如大多数人往往高估了收入与他们的幸福

之间的关系。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在一个民主国家,假如大多数人认为经济增长是促

进他们幸福的最有效的途径,那么,民选官员是应该执行民众的意志,还是尊重与此

相左的专家的结论?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在与民众意见强烈相左的问题上,决策者

几乎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只有在民众意见互相矛盾、四分五裂或不被注意的问题上,

决策者才有较为充足的空间自主决定是否参考幸福研究的经验性成果来辅助决策。

伯克指出,虽然关于幸福研究的经验性成果是可靠的,但在运用它们辅助决策方

面,仍有不少难以克服的障碍。第一,如果幸福成为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之一,如何

在决策时衡量幸福与其他竞争性目标的权重? 例如,有限资源的分配应该侧重于医

疗保障改革,还是增购新的航空母舰维护国家安全? 第二,如何衡量和比较不同的具

体举措对促进幸福的影响? 例如,有研究证明,如果大幅提升烟草税,那么下定决心

戒烟的人会比继续支付高价吸烟的人更幸福,但是如何衡量两个人群在决策中的权

重? 第三,如果政府行为涉及到外国公民的幸福,那么决策者应该赋予外国公民的感

受以多大权重? 例如伊拉克战争中的伊拉克平民及在美国的非法移民。

即使如此,伯克坚持认为,幸福的经验性研究成果在辅助决策方面具有实用性和

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一,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帮助决策者选择价值排序。例如,现有研

究表明,精神疾病和慢性疼痛会产生持久的痛苦,医疗资源的分配向这方面倾斜会有

利于提升总体幸福感。再如,现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幸福感要高于年轻人,那么在

分配社会保障资源时,就应该向有利于年轻人的儿童看护和学前教育倾斜;第二,目

前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决策者更好地评估不同的决策对受众群体的影响,比如前面

提到的提升烟草税的例子;第三,现有研究成果有利于揭示政府自身改革的方向,促

进政府转变,提高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性,提高政府服务水平。

在一般性地论述了幸福与政治的关系、运用关于幸福的经验性研究成果优化公

共政策的可行性之后,伯克用大量的篇幅详尽地论述、辨析了幸福研究者在经济增

长、不平等、经济保障、健康、婚姻与家庭、教育、政府素质这七个领域的研究,并结合

美国国情分析讨论了其政策含义,提出了美国政府在各个领域能够促进民众幸福的

政策改进建议。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政府可以调整工作时间,以利于增加积极的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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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也可以在较长时期内考虑放缓经济增长的步伐,调整其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

系;在不平等问题上,政府应提高低收入阶层、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水平,

促进政治平等;保证机会均等、平等竞争,促进社会流动和经济平等;在经济保障问题

上,政府可以改进养老保险项目,普及全民医疗保险,强化个人和家庭责任;在健康问

题上,医疗资源的分配应向慢性疼痛、失眠、抑郁症等带来最大痛苦的疾病倾斜;在婚

姻和家庭问题上,政府可采取教育、经济等手段,鼓励对性和婚姻的谨慎态度,降低婚

外怀孕的比例,帮助年轻父母抚育小孩等;在教育问题上,政府应在中等教育和高等

教育中扩大人文、艺术、交际、体育等科目的权重,培养学生的兴趣和态度,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仅仅培养“劳动生产力暠;在政府素质问题上,一方面,政府要改进

办事程序,提高政府效能,另一方面,鼓励人们对政府合理认知,降低对政府的不现实

的期望。

四

《幸福政治》有两点令人印象尤其深刻:一是作者驾驭既有研究成果的能力。面

对庞杂且经常互相矛盾的研究结论,作者对引证、印证、比较和辨别的工作显得驾轻

就熟,虽然旁征博引、材料丰富,仍然条理清晰,逻辑分明,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研究功

力;二是作者贯穿始终的清醒态度。他既肯定了已有经验性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对

决策者的用处,又对幸福研究的不成熟性和研究成果用于辅助决策的重重困难具有

清醒的认知,体现了良好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这样一本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出自

曾担任过21年哈佛大学校长的伯克之手,更令人钦佩美国大学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

相较于其官僚传统的深厚。

伯克的研究主要限定在既有的经验性研究成果与美国政府、政策的关系上,这既

是本书的严谨之处,也是给人感觉不无遗憾之处,他因研究需要将幸福与政治的关系

局限得很窄。

第一,对于促进幸福而言,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中心治理结构或许比单一的政府更

加重要。治理强调包括政府、市场与非政府组织的多中心合作、上下互动、引导而非

强制,栙尤其是在对幸福非常重要的若干因素上,例如婚姻与家庭、社会交际、宗教信

仰、教育等,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发挥政府所难以发挥的作用。

第二,与上一点密切相关,伯克的研究局限于政策,基本未涉及治理结构的改变,

换言之,其政策是以现有治理结构作为基础的。这一点可能是一个不足,即使幸福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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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之一,也必将引发治理结构一定程度的嬗变,而不仅仅是理

念的变化。更深远的转变也许不仅仅限于治理结构的转变,还涉及社会设置(social

institution)的改变(也许包含市场机制的转变),当然这可能是很远的话题。

第三,伯克的探讨仍然仅限于主权国家范围内的问题,而现有的国际政治架构并

不利于政府以促进人民的幸福为施政目标。现有的国际政治是主权国家之间相互竞

争的政治,经济增长不仅具有民生意义,更具有国际竞争、军事和国家安全意义。这

种现状如果不改变,放缓经济增长就有可能使本国成为国际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

虽然从理论上讲,美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放缓经济增长速度的阶段,但只要

它担任全球霸主的雄心不变,就不可能放缓经济增长速度,更不可能将每年高达

6000甚至700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转移到医疗保障上去。

第四,伯克的研究局限在具体问题上,并未过多涉及深层次的价值冲突,例如自

由与幸福之间的冲突。既有的研究证明,人们对于什么会使他们更加幸福经常做出

错误的判断。自由赋予其错误的判断以行动的权利,如果大多数人都做出了错误的

判断,那么民主制度导致的集体行动就形成了制度性的压力和氛围。如果促进幸福

和维护自由、民主都是政府的目标,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伯克仅对实用性的操作层面

问题做了回答,而未涉及更深的制度层次、政治理念层次的问题。也许,这种冲突将

对西方政治制度及其所依据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形成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第五,伯克显然并非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问题,所以他最后将希望寄托在教育

上,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观念。这尤其凸显了伯克的思想弱点,既定的社会

设置不改变,单纯改变教育项目能否实现伯克的期望? 既定的社会设置不改变,单纯

的教育项目改变可行度有多大? 治理的未来也许不属于政治学,而属于教育学,但这

种教育学应该是与社会设置的变化相匹配的教育学。

最后,伯克的研究虽然出色,但是主要针对美国政府及其政策,由于发展阶段的

根本性差异,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启示大于借鉴意义。

耿国阶: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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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战略的浮动性和适度性

———读《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

魏光启暋暋暋

大战略是政府的一种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即自觉地本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

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资源,

争取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栙 简言之,大战略具有全局观念和宏观目标,通常预示着

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行动的总方向,因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然而,长远来看,大战

略的制定和执行并非一成不变,一国的主客观情势的变化总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其

大战略走势,比如世界大战、意识形态对抗、恐怖袭击的爆发等。另外,大战略选择可

能不是单维的,有时实施两维或多维的综合大战略更能为该国带来收益。

近年来,多有学者致力于美国大战略研究。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乔治·布什政府

与公共服务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Layne)在《和平的幻想:1940
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ThePeaceofIllusions敽AmericanGrandStrategyfrom

1940tothePresent)以下简称《和平的幻想》)一书中提出用隔岸平衡大战略(off灢
shorebalancinggrandstrategy)栚替代超地区霸权理论(extraregionalhegemonythe灢
ory)。栛 莱恩指出,美国在过去60多年中整体上推行的是一种超地区霸权或全球霸

栙

栚

栛

时殷弘、宋德星:《作为大战略组成部分之一的对外经济战略:暣美国对外经济战略暤述评》,载《美国研究》

2003年第3期,第130页。
这里笔者同意孙建中研究员将“offshorebalacinggrandstrategy暠译为“隔岸平衡大战略暠而不是“离岸平衡

大战略暠的做法。孙在解释中着重指出,“隔岸平衡大战略暠更符合本战略的内容和现实目标,且同时包含退

出、均势、联盟、袖手旁观等战略内容。详见: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
(译序)(孙建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extraregionalhegemony暠的基本含义是美国在北美大陆之外的霸权。笔者认为,本书译者将“extraregion灢
al暠译为“超地区暠的做法值得商榷。按照目前学界较为普遍的译法,将“extraregional暠译为“域外暠或“治外暠
更为贴切些。为了与译文保持大体的一致,这里笔者仍沿用译者的译法。



权战略。他认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大战略的扩张特征至今没有发生根本

性变化。栙莱恩对美国大战略的思考和分析视角,引人注目。

一

莱恩在《和平的幻想》一书中重点分析了1940年以来美国大战略的主要内涵、发

展脉络及运行“偏差暠,努力找寻产生这一运行“偏差暠的原因,并结合本书所处的时代

背景,提出了一种颇受争议却影响至深的大战略视角,并对这一视角的现实基础和未

来前景做出了较为乐观的肯定。

(一)美国过去60年的主导大战略

莱恩指出,过去60年,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是一部扩张史,该战略的逻辑强力驱使

美国在北美洲之外的西欧、东亚和波斯三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建立霸权。美国奉

行的是“超地区暠霸权,这是美国得以跃升为全球霸主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来的冷战只不过是美国追逐这一既定霸权大战略中的一道新程序而已,

从根本上说它服务于美国的超霸权战略需求。栚

莱恩从现实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对霸权的含义进行了探讨。他认

为,首先,霸权着眼于硬实力(hardpower),获得军事统治力、经济主导地位及物质资

源优势。其次,霸权源自于主要大国的抱负,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的目的是为了确保

大国的私利。再次,霸权与极性密切相关,单极国际体系意味着存在一个单一的霸权

国家。最后,坚强的意志是霸权国必不可少的条件。本质上看,霸权主要指的是国际

体系的结构性变化问题。栛

莱恩依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进一步指出,促使美国选择超地区霸权大战略的

根本动机在于其国内的政策因素———“门户开放暠要求的经济与意识形态扩张。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决定在欧洲追求超地区霸权是一个主观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国际

体系结构的客观压力所致。美国大战略的目标始终是创造一个“门户开放暠的世

界———一种国际体系或世界秩序。经济“门户开放暠的逻辑体现了美国目标与理想的

“道德万能暠政策,可为美国带来三大好处:经济繁荣、国内政治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

三大好处正是美国霸权产生的前提。概言之,美国“门户开放暠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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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目标如果没有美国霸权和扩张的支持就不可能实现。超地区霸权大战略要求美国

在西半球以外的地区追求霸权,主要根源于美国国内因素而不是国际结构因素;是源

自“门户开放暠的需要,而不是客观的安全考量。栙

莱恩认为,1940年以来,超地区霸权战略逐渐成为引领美国向前发展的总体方

略,这是对“门户开放暠政策的延续。首先,美国超地区霸权大战略的基础形成于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其次,美国在冷战初期的对苏大战略,其目标是在战后10年里通过

防止苏联成为对等的竞争对手来确保其全球霸权目标的实现。在莱恩看来,是美国

的霸权野心将美苏双方逐渐推入到冷战之中,战后美国对欧大战略从根本上是由“门

户开放暠而非冷战因素所驱动;第三,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欧大战略,目标是

推行西欧霸权,实现“门户开放暠。

(二)超地区霸权大战略的基本局限

莱恩书中论述了美国当前大战略的主要局限及未来的战略选择,意在提出一种

更适合美国未来发展的大战略,即隔岸平衡大战略。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一国拥有

了霸权,那么整个国际体系不再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是迈入了等级制度状态。栚 莱恩

赞同国际体系处于等级状态,但认为这种等级状态并不意味着霸权国可以为所欲为。

在塑造国际体系和支配国际事件的能动性方面,美国这个空前的霸权国也摆脱不了

固有的局限:

第一,按照权势转移的基本历史逻辑,奉行超地区霸权大战略从长远角度来看

注定会加速弱化一国的实力。美国也不例外,它注定也逃脱不了这一逻辑曲线的束

缚。

第二,从实践上看,美国超霸权理论也遇到许多问题:(1)经济和军事扩张必然招

致相关国家的抵制和反抗,而扩张带来的地区不稳定从根本上危及美国的各种利益,

美国甚至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2)美国的霸权目标是美好的,但效果往往不那么美

好,甚至适得其反。霸权所倚重的一个根本手段是军事行动。然而,武力的运用除了

耗费巨额的人力财力之外,其合法性也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质疑;(3)全球化和相互

依存的纵深蔓延使得美国的传统霸权战略越来越陷入较为缓慢的行动空间。

第三,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特别是新兴行为体的出现,正在或潜在地挑战美国

主导的全球霸权秩序。总之,美国绝对优势能力的下降不可避免地掣肘着美国霸权

行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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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略调整与隔岸平衡大战略

全球态势的变化及美国现存大战略的基本缺陷是促使美国调整大战略的基本原

因。莱恩认为,小布什政府先发制人、单边主义的对外策略助长了超地区霸权大战略

的深入实践,这一过度扩张的姿态无疑带有现实的危险和未来的隐患。因此,如何

“纠偏暠以继续维持美国的权势地位是莱恩重新思考美国大战略的直接动因。可以看

出,奥巴马在取代小布什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后,单从对外战略的方式上,就已经变

更了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莱恩认为,美国应逐渐放弃超地区霸权大

战略而选择隔岸平衡大战略。

与超地区霸权大战略的前提假设不同的是,隔岸平衡大战略假定美国在欧亚大

陆唯一重大的战略利益就是防止欧亚大陆出现霸权国家,欧亚大国间的战争不一定

将美国卷入进去,且军事手段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式。隔岸平衡大战略承载四个

重要支柱:将美国与未来可能在欧亚大陆发生的大国战争相隔离;避免为道义、他国

或不必要的目标而战;增强美国本土防范恐怖主义袭击的能力;竭尽所能提升美国在

国际社会中的相对实力及战略上的行动自由限度。栙 隔岸平衡是一项负担转移战

略,而非义务分担战略。通过将自身的军事力量从欧亚大陆撤回来并且尽量保持审

慎和克制,同时将欧亚大陆上主要大国自身防务的主要责任转交给它们自己,让其更

加关注邻国的威胁。这样,作为隔岸平衡国,美国坐山观虎斗,以尽可能大的耐性强

化美国的相对实力。栚

从现实政策选择的角度看,莱恩建议,美国作为隔岸平衡手应做如下努力:退出

北约和从欧洲撤军,由欧盟负责防卫欧洲大陆的内外利益;终结与日本的双边安全条

约,帮助日本获得独立军事力量;防止与中国公开对抗;对俄罗斯采取超然和非对抗

态度;从韩国撤军;实现永久性核霸权地位;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制定并实施本国新能

源战略;调整中东政策,从海湾撤军,切实推进中东问题的解决;谨慎推行隔岸平衡大

战略等。栛

本质上讲,莱恩提出的隔岸平衡大战略是对“美帝国暠收益与代价的综合考量,冀

望于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多的收益。该战略不主张使用权势主导其他国家,而是尽

力量采用非军事手段平衡其他大国间的关系。只有当某一大国产生破坏区域或地方

性平衡的威胁时,美国才选择介入。这样做既有益于保存美国的相对实力,又有助于

增强美国在全球的投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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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学者对美国大战略进行

了诸多研究。关于大战略选择研究,霸权大战略、选择性干预大战略及隔岸平衡战略

是较为典型的代表。比如,罗伯特·阿特将选择性干预大战略视作美国当前极佳的

大战略选择,因为选择性干预战略能够维护美国核心盟国的利益和保持足量的前沿

兵力,并能够维持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栙 阿特的理论根基是现实主义,但也吸纳了

自由主义和少量建构主义的成分。显然,莱恩对于选择性干预大战略持保留意见。

一方面他承认这种大战略较之于超地区霸权大战略更加符合美国的实力状况,另一

方面该战略难以在未来肩负起引领美国持续掌控世界领导权的重任。

在分析1940年代以来的主导大战略时,莱恩借助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

超地区霸权大战略,并分析此种战略最终将为隔岸平衡大战略取代。学界对他的研

究成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本杰明·施瓦兹(BejaminSchwarz)认为,《和平的幻想》

一书是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领域最具有穿透力和大胆精神的著作。栚 科林·杜克

(ColinDueck)称,莱恩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在《和平的幻想》中详细阐述“隔岸平衡大

战略暠,融概念、历史及政策问题的讨论于一体,具有深邃的历史视角、缜密的理论建

构和大胆的政策指导功能。栛 《和平的幻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分析美国大战略

的杰作,既分析了布什总统外交政策与过去的战略之间的连续性,同时批判了过去

60年来美国追求霸权的动机,并且提出了一种旨在保护美国利益的隔岸平衡大战

略。栜 从宏观上看,莱恩教授的研究视角为人们认知美国的大战略注入了新鲜的“血

液暠。

莱恩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提出了超地区霸权理论和隔岸平衡大战略,对

美国过去60年来的大战略轨迹及美国未来可资采用的战略进行梳理,将历史素材、

理论根基和战略取向有机结合起来,在说理过程中展现历史和战略,在历史描述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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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理论和战略,在战略演绎中映射历史和理论。

与罗伯特·阿特的创作思路一样,莱恩的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即对冷战

后,特别是恐怖主义袭击后美国大战略的一种重新思考。美国究竟推行了什么样的

大战略? 该大战略是否是美国的最佳选择? 如果是,那么为何美国没有能够阻止21
世纪初的恐怖袭击? 可以说,正是由于现实事件的“意外暠发生,深深刺激了莱恩这类

学者,促使他们从整体角度思考影响美国现实政策取向的根本因素。莱恩提出的超

地区霸权大战略实际上是小布什政府一直践行的指导思想,只是由于小布什过分倚

重单边行动和先发制人,而使美国的选择空间大大减弱。小布什的鲁莽和冲动,毫无

节制和缺乏审慎,正是莱恩忧虑的地方,因为长此以往,美国的霸权势必衰微。莱恩

开出的秘方是进行战略调整,美国应逐渐弃用超地区霸权大战略,转而选择更为现实

可靠的大战略。

莱恩的思想一如既往地反映了美国学者对于本国未来命运的理性思考,是对美

国未来大战略的概括。在未来的世界中,权势转移及美国的霸权衰弱不可避免。莱

恩通过历史轨迹和现实情势的综合考量,认为隔岸平衡大战略最能代表和维护美国

的根本利益。隔岸平衡大战略为美国延缓霸权衰落指引以一条重要的发展道路。收

缩空间,避免无端的介入和硬软实力的浪费,承认新兴行为体的作用,核心是做好预

防潜在大国或组织的挑战,这是美国继续领导世界的关键。在2010年5月出台的新

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奥巴马弱化前总统小布什倡导的“先发制人暠原则,摈

弃“反恐战争暠说法,并试图摆脱布什政府时期不受欢迎的单边主义政策,呼吁将美国

的合作对象从传统盟友扩展到中国、印度等正在崛起的大国。栙 这一点似乎为莱恩

思想的未来运用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正如莱恩本人含蓄认同的那样,超地区霸权

大战略的根基深入人心,不会轻易让位于隔岸平衡大战略。但未来的总统(以奥巴马

为起点)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总的来说,莱恩认为美国应

明智且审慎克制自己,以降低他国对于美国权力的关注。假使美国不能践行多极战

略和在军事、意识形态上的克制战略,它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这一点是具有潜在危

险性的。

自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以来,唱衰美国的论调不断出现。在当前美国大战

略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下,莱恩教授的隔岸平衡大战略带有明显的韬光养晦内涵,即

节省支出,避免过度扩张,严防核心挑战者。

莱恩的大战略思想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本杰明·米勒(Benjamin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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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以“门户开放暠政策为根源而持续追求美国霸权的论述上,莱恩将过去60年

时间看作一个整体,因而忽视了冷战及后冷战时代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栙 杰尔·

朗德斯塔德教授(GeirLundestad)较为恰当地指出了本书的不足之处。他认为需要

斟酌如下三点:首先,历史分析有待完善。莱恩在历史分析中,主要着眼于西欧、波斯

湾和东亚这三个地区。因而,超地区霸权大战略存在模糊欠妥之处。最明显的例子

来自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他认为美国对欧洲奉行的是一种“门户开放暠政策,但

是其开放力度似乎超过了美国大战略的支配范围,即允许欧洲发展成为独立的一极;

其次,突出内因决定论。莱恩过度集中于内部因素,特别是追求霸权的“门户开放暠决

定论和意识形态扩张,而淡化美国与苏联的真实对抗。第三,轻视域外大国的作用。

美国大战略的塑造受制于多方因素的制约,但是莱恩没提西欧国家如何鼓励美国在

本地区采取更为积极措施的内容。栚

笔者认为,莱恩虽然强调用隔岸平衡大战略取代超地区霸权大战略,但没有言明

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指出两者之间是否可以交叉使用,或者是否可以与其他大战

略结合使用。实际上,在操作层面,美国通常诉求的是多种大战略的“变体暠,而不是

某一特殊的大战略。莱恩对此没有深入探讨。广义上讲,米尔斯海默、莱恩和沃尔特

都主张隔岸(离岸)平衡,只是三者的侧重点不同而已。米尔斯海默认为水域会限制

美国域外的投射能力,美国应追求一种区域性霸权;栛相反,莱恩却认为,水域不是阻

碍条件,美国能够追求超区域霸权,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是铁证。沃尔特认为

美国应追求多极隔岸平衡,借助北约、联合国等多边组织平衡他国。栜 莱恩虽然也提

倡美国诉诸多极隔岸平衡战略,但他清楚多极隔岸平衡不是美国领导者惯常推行的

策略。此举是对美国单独行动可能性的默认。莱恩希望避免采取武力来推行隔岸平

衡大战略,但他为军事介入其他地区的事务预留了空间。他的思维虽然锁定在“外交

为上、军事为下暠的逻辑上,但显然疏于对国际正义、公平及美国对外行动的合法性等

问题的探讨。

概言之,本书提出了研究美国大战略的另一视角,虽有瑕疵和遗憾,但是莱恩的

努力为思考国家大战略的浮动性和适度性创设了必要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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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客观地说,在一定时限内,一国的大战略处于相对稳定的态势,不会因普通变量

的干扰而发生根本性变革。历史上,英国曾长期奉行“光荣孤立暠战略,美国从建国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洲大陆以外总体上推行的是“孤立主义暠和“中立主义暠路线,

俄国在沙皇时代力主对外扩张战略,而中国则在晚近的封建王朝时代一直恪守“闭关

锁国暠战略。大战略的相对稳定性根源于国家内部占主导地位的个人、集团、阶层、阶

级或整个民众的总体倾向和战略意志。这是以实力后盾的相对稳定性为前提的,同

时,也离不开国际制度影响力的相对恒定。可以说,战略观念、国家实力和国际制度

是构建国家大战略的核心变量,也是维持国家大战略的主要支柱。栙

一般来讲,大战略的调整或浮动(而不是突变)在上述变量稳定的前提下是不会

出现质的“飞跃暠,但是这种趋势变化是潜在发生的,甚至是必然发生的。大战略的浮

动性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大战略自身的局限性和非大战略因素。大战略不应是乌

托邦,而应是对一国情势的主客观考量,它必须存在于特定的环境中,且没有明晰的

时空限制。大战略本身的局限性主要发轫于它的时空限制。尽管大战略具有宏观、

长远的持久力,但这不等于说大战略是一成不变的。反之,虽然不能准确预测或指出

某一大战略的时效性和区域影响度,但大战略自身运行轨迹的实效性必然会有一个

浮动进程。一国大战略的运行成效类似于市场经济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规律,

总是围绕着一国的核心目标波动或浮动,而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不确定性极大地影响

大战略的浮动性。另外,大战略不是完美无暇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暠,也不可能

涵盖一国所有的愿望、目标和追求。大战略是一种宏观的运筹帷幄,然而,这种全局

性战略有时也需要其他“兄弟暠大战略的“陪衬暠或“补充暠。这也是大战略的一个不容

忽视的“软肋暠。

大战略浮动性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影响,也即非大战略因素。此因素又分为两

部分,即国家内部和外部。基于上述分析,国内的影响变量主要是自身的实力和领导

阶层的意愿,国外的变量集中体现在国际制度及权势兴衰上。突发事件可能造成大

战略的骤然浮动,甚至产生较大的振荡。日本偷袭珍珠港和九一一事件都曾迫使美

国领导层作出幅度较大的战略调整。按照莱恩的设想,美国自1940年以来追求的是

超地区霸权大战略,无论是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暠,还是推行“单边主义暠和“先发制

人暠的全球性“反恐暠战争,都没有根本超越超地区霸权的逻辑框架,只不过推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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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略的具体形式产生咄咄逼人的态势,以至于美国这种黩武主义倾向在后冷战时

代尤其令对手或同伙感到瞠目结舌、不可思议。

第二次世界大至今,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首要地

位或领导地位。两极格局和“一超多强暠的后冷战格局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利益而运

作,其中不乏实力和意愿的变动,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国家利益的基础。在两

极时代,美国的实力曾一度遭受苏联的挑战而勃发“衰弱暠论,但苏联的解体很快又使

美国人乐观起来,以至于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暠。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这个超级大

国的实力是其他国家短时间无法赶超的。克林顿政府的自由国际主义和小布什的新

保守主义虽然具有不同的内涵,但大体还是为了寻求超地区霸权。然而,全球化和多

极化趋势已经使国际权势对比发生了悄然的变化。美国稳坐世界头把交椅,可以在

全世界“发号施令暠,但过度的扩展理念正在耗费它积聚数十年的能量。人道主义干

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正在吞噬它的权势基础。与此同时,随着欧洲、亚洲等

地区新兴行为体的日益崛起,美国的权势和对国际制度的塑造正在遭受严峻的挑战。

一些悲观论者甚至指出,由于陷入帝国的迷思,美国的优势地位业已处于土崩瓦解的

过程中,如果不及时调整战略,美国时代的终结将比“历史的终结暠更加显著。栙

因此,依据莱恩的逻辑,美国过去60年的主导大战略———超地区霸权从未发生

本质的变化。“霸权稳定论暠、“霸权后合作暠、“国际机制暠、“先发制人暠等都是因时代

变迁而实现美国领导地位的不同方式。美国大战略的纲要没变,变的是半个多世纪

里特定年代的战略举措。

毫无疑问,大战略的浮动性是客观存在的。古往今来,在时空纬度里,没有恒定

不变的大战略。大战略受制于特殊的环境,主要体现一定情势下国家或者主导某个

国家的领导阶层的基本利益或观念抱负。在“美国治下的和平暠环境中,美国大战略

的浮动性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可以预料的是,浮动性意味着国家大战略的根基没有

变化,美国依旧在追求世界领导地位和推行霸权战略。现任总统奥巴马发布的《2010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没有超越这一范畴。报告明确表示美国继续要维持其世界

的领导地位,其意在表明,美国的超地区霸权思维仍然是白宫当局的主要依托。

为了论证超地区霸权战略的可替代性,莱恩根据美国国内和世界格局的现实走

势,提出一种能够长久维持美国领导地位的大战略,即隔岸平衡大战略。其核心要点

是避免过度扩张或“参与暠世界事务,收缩自己的行动空间,保存实力,遏制潜在行为

体的挑战。应该说,隔岸平衡大战略是对超地区霸权大战略的一次修正,是莱恩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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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观念、制度等张力而提出的一种较为审慎的美国大战略。该大战略虽没有完全

改变先前的大战略模式,但也在量变的过程中促进了部分质变。比如,隔岸平衡意味

着责任移交和线路修正,而不是到处插手和惟我独尊。如果美国政府采纳莱恩的主

张,那就改变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惯常采取的“主动出击暠的战略,或许部分

回归到建国之父们所设计的“孤立主义暠或“中立主义暠战略线路上。这一转变具有极

为重要的意义。美国依旧要维护其世界领导者地位,但在地区事务或世界事务中或

许更加偏重沟通、协商、合作等“软性暠方式,而较少地选择武力威胁及军事行动等“硬

性暠手段。

莱恩上述论证的深层机理在于:大战略具有浮动性,而浮动性又是大战略适度性

的前提条件。这是莱恩提出用隔岸平衡大战略取代超地区霸权大战略的主要思路。

国家内外各种变量的综合作用影响到大战略的浮动性,而大战略的浮动性又引起国

家内部决策者对大战略进行适度调整。大战略的适度性主要表现为大战略的延续性

和生命力。延续性突出大战略的历史关联性,制定超越历史阶段和违背国情的大战

略无疑损害大战略的适度性(本文讨论的主要是渐进式大战略,而不是革命性大战

略)。生命力是与大战略的前瞻性和“先进性暠联系在一起的。符合当前需要,又能映

射未来数载、数十载甚至数百载的大战略是决策者无法回避的现实要求。生命力说

到底是一个方向问题,它要求决策者至少在现有大战略的方向上要有比较适度的认

识,对本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着透彻的把握。在具体操作上,“先进性暠不一定意

味着标新立异和更新换代,它提倡一国通盘考虑影响本国大战略的各种变量,慎重整

合、分析和评估所有变量的影响力度,制定和执行一种既符合本国实际要求、又能统

领未来发展的方针政策。

大战略的适度性是验证大国战略效用的关键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战略是

否具有适度性,与大国的兴衰密切相关。莱恩正是认识到这一要义而力主调整美国

大战略。在他看来,隔岸平衡大战略要比超地区霸权大战略更具有现实的适度性,更

能延续美国的领导地位和生命力,更能保持美国长久的繁荣昌盛。然而,维持大战略

的适度性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影响它的变量甚至比影响大战略浮动性的变量更

多,更复杂,更难以把握。除了实力、观念、制度的变量外,国内领导层的经验、政府的

更迭、全球突发性事件或危机等高度变化的新情势因素往往令一国决策层难以制定

和推行适度性的大战略。其中,目光短浅和追求眼前收益是最致命的影响因子,它甚

至能够破坏或中止既定大战略的延续性和生命力,促使国家陷入“歧途暠。

魏光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安徽阜阳师范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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曫学术动态

“中国与美国:相互认知与两国

关系暠研讨会综述

何维保

2011年3月31日至4月2日,由
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

国研究所、中山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联合主办,中山大学历史系和亚太

学院承办的“中国与美国:相互认知与两

国关系暠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这也

是美国研究所庆祝建所30周年系列学

术活动之一。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外国语大

学、山东师范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国政

法大学、山东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等30多家学术单位的80多位学者与

会,提交论文56篇。与会者主要围绕以

下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中美两国相互认知的历史考察

不少与会学者对中美两国相互认知

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综合性或个案式的考

察。
中山大学的梁碧莹教授梳理了中美

两国人民早期的相互认知历程。她指

出,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直接认知始于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暠号首抵广

州,此后,美国的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

陆续抵达中国,他们从不同的视野和角

度认识中国,并留下了他们的文字记载。
而中国人对美国的直接认知则是始于两

个独特的群体,一个是清政府派出的第

一批留美学生,另一个则是晚清派驻美

国的外交官。她认为,晚清中国与美国

的相互了解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但
也为中美两国后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借

鉴和启迪。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梅仁毅教授和陈

崛斌博士对自1948年以来中美关系出

现众多曲折起伏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他

们认为,时代、形势和相互定位的变化是

造成并贯穿这种起伏的重要因素。一方

面,中国对时代的认识经历了从“革命与

战争暠、“世界和平是可能实现的暠,到“和
平与发展是主题暠的变化;另一方面,美
国对“威胁美国利益的主要敌人是谁?暠
这一问题的答案也不断发生变化。“这
种对时代的认识决定了中美两国对自身

的定位及相互定位,进而影响着各个特

定历史时期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和整体

外交战略暠。
北京大学的王立新教授集中考察了

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

间,美国来华传教士这一特定群体对中

国文化认知的态度转变问题。他指出,
在如何处理跨宗教关系和对待中国文化

问题上,这些美国传教士的态度经历了

从文化帝国主义向文化国际主义的转

变。他认为,这种文化国际主义思想极

大地改变了传教运动的面貌,并可成为

全球化时代处理不同文明与不同宗教关

系的重要资源。
还有与会学者对中美相互认知过程

中的一些个案进行了探讨。中山大学的

朱卫斌教授探讨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

斯福的对华认知与其对华政策之间的关

系。他认为,罗斯福的对华认知与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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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政策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和一致

性。但是,罗斯福的对华认知并非是其

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身为总统

的罗斯福必须要考虑为美国谋取在华更

多更大的利益。
暨南大学的秦珊教授对晚清中国知

识分子对美国议会制度的认识过程进行

了梳理和分析。她认为晚清中国知识分

子对美国议会制度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三

个阶段:(1)通过美国传教士、外国书籍

等间接了解;(2)实地考察;(3)理性思考

并效仿运用。
西南大学的王勇副教授以“湖广铁

路债券案暠的解决过程为例,考察了中国

对美国司法制度的认识偏差对该案件的

解决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这个案例

说明“认知暠在中美争端的形成和解决过

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山大学的温强副教授探讨了尼克

松政府的对华认知与其对日防务政策确

立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准确认知中国

的对日立场对于尼克松政府最终确立其

对日防务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山东大学的张丽娟教授探讨了近年

来美国民众对自由贸易问题认知的变化

过程。她认为,美国曾是战后世界自由

贸易的主导国,但美国国内对自由贸易

的认知一直存在分歧。美国的自由贸易

政策 自 1970 年 代 末 开 始 受 到 质 疑。

1990年代,美国提出了“自由且公平暠的
贸易原则。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美国民

众的认知喜忧参半,并影响着美国的对

华贸易政策。
除此之外,其他学者的论文还对中

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相互认知与互

动、中美在中国崛起问题上的认知差异、

中美两国参加朝鲜战争时的心态差异、
“门户开放暠的提出与美国对华家长观念

的形成、美国军事观察团对中美相互认

知的影响,以及美国视阈下中国国家身

份的演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中美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认

知

与会者还就中美两国普通民众对对

方国家的认知问题展开了讨论。
外交学院的熊志勇教授根据盖洛普

公司历年的相关民意测验数据,对建国

以来62年间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看

法进行了考察。他指出,这些数据说明

在过去的60多年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

法总体上是消极的,这个基本面多年来

没有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中国持

积极看法的人在不断地增多,积极面与

消极面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到2011年这

二者已经非常接近了,这个发展趋势令

人乐观。
美国研究所的袁征研究员在对盖洛

普公司、皮尤中心等国际知名民意测验

机构及多家美国重要媒体近年来所做的

民意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考察

了近年来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总体印

象、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及对中国角色定

位等的变化情况。他指出,诸多民意调

查的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

感受到了中国的日益崛起,同时,认为中

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的美国民众在受访

者中长期占据较大的比例,这说明“中国

威胁论暠在美国仍有比较大的市场。他

认为,美国人的中国观是由多种复杂因

素交互影响而形成的,是通过历史积淀

逐步形成的,这意味着美国民众客观而

全面地认识中国,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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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的何慧教授考察了新

中国成立后中国民众对美国认知的变化

情况。她认为,在1950至1960年代,中
国民众对美国的基本认知是将其视为凶

恶的敌人;197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关

系的缓慢解冻,中国民众对美国的看法

和定位也从“美帝暠逐渐变为“美利坚暠;
而当代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已经多元化

了。此外,她还分析了中国民众认知美

国的主要途径,并总结了中国民众认知

美国的几个特点。
(三)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在本次研讨会上,不同认知下中美

两国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也是不少学者探

讨的一个重点。
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美国研究

所的陶文钊研究员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成功融入国际体系的原因进行了考察。
他认为,在过去的32年间,中国在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得到

了发展,而美国也从中国融入这个体系

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虽然中美关系从

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一个现存的超

级大国与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不但

实现了和平共处,而且建立起了一种相

互依赖、互利双赢的关系,这种情况是传

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对于

未来的中美关系,他认为,进入新世纪之

后,中美关系的基础越来越开阔,这使得

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拓展了,但两国利益

的相互冲撞也随之增加了。不过他认

为,这个过程是可以管理的,中美两国过

去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处理两国关系的经

验,因此两国是可以避免战略摊牌的。
山东师范大学的王玮教授对2011

年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的访问进

行了分析。他认为,胡主席的这次访美

是中美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发展进程中的

重大事件,标志着长达40年的中美关系

正常化的进程正在跃上一个全新的高

度,因此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韩山师范学院的王德春教授分析了

战后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所产生的影响。
他指出,美国战后对华租借援助延期虽

有扶蒋压共的政治意图,但其初衷和主

要目的是针对日本的。但国民党政府自

恃军力强大,不愿向中共做出合理的妥

协让步,挑起了全国内战,租借延期援助

积聚的能量自然而然地指向了解放区政

府,客观上异化成为扶蒋反共的武器。
还有学者对中美两国间的经贸问

题、中美缓和与越美和谈的关系问题、中
美军事交流问题、美国的西藏政策、基金

会在美国对华文化外交中的作用、美国

在青岛的驻军问题,以及美台关系等问

题进行了探讨。
(四)话语体系、媒介与中美两国的

相互认知

在研究中美两国的相互认知时,有
与会者注意到了话语体系和媒介的传播

作用对中美两国的认识主体所产生的影

响,并对此进行了探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王磊副教授

对杜鲁门、里根和布什这三位美国总统

在任期内发表的《国情咨文》进行了统计

和分析,探讨美国外交话语的保守规范

及美国外交话语对民众认知的影响。他

认为,美国外交话语的保守规范,倾向于

用面临的威胁来论证对外干涉的必要

性、用道德来论证对外干涉的必要性。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段青副教

授探讨了国家角色对中美两国官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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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影响。他认为,中美两国的官方

语言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两国的国家角

色所决定的,而对国家角色的定位反映

了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自我认知。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中泽教授

分析了中美两国间的电影交流历程。她

认为,中美两国间的电影交流具有促进

中美两国相互认知的政治功能、社会功

能和文化功能。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有

着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它们之间的电

影交流从多个方面促进了两国的相互了

解和认知,不失为跨文化交流和多元文

化融合的典范。
与会者还对美国高校的中国政治课

课程与教材问题、《大西洋月刊》对费城

博览会上中国展品的介绍倾向、美国第

三次三 K 党运动的大众传媒方略与大

众文化异化,以及电影对美国本土文学

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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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系列丛书出版

为纪念美国所建所30周年,经过长期筹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于2011年6月共同推出美国研究系列著作,向国内广大读者提供较为全面的美国研

究成果。
《美国蓝皮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编纂的国内首部美国问题

研究报告,每年出版一本,旨在对美国的内政外交等诸方面进行梳理和归纳,并对其来年的走

势进行适当预测。第一本由黄平、倪峰主编,将于2011年6月出版。
《美国研究丛书》收录国内学者关于美国问题的最新专题性研究成果,已推出《美国对华

军事制裁》(张金翠著)、《美国军事》(樊吉社 张帆著)、《第三力量》(卢咏著)、《美国资本流动:

非成本要素与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分析》(王孜弘主编)。
《美国问题研究译丛》收录海外美国问题研究的重要著作,以提供一个了解、认识美国的

域外视角,已推出《力量与克制》(暡美暢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顾国良主编)、《美国的下个世纪》
(暡美暢尼娜·哈奇格恩、莫娜·萨特芬合著)、《美国对外政策》(暡法暢夏尔-菲利普·戴维等

著)、《危险的国家》(暡美暢罗伯特·卡根著)。
《当代美国丛书》一套十本,该丛书初版于2001年。此次修订出版,依然坚持深入浅出的

著述风格,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兼顾可读性,在全方面、多角度的前提下深入地剖析美国的方方

面面,即将于2011年6月推出其中四本:《当代美国政治》、《当代美国经济》、《当代美国文化》

和《当代美国法律》。
《美国研究文选》(1987~2010),由黄平、胡国成和赵梅主编。该书收录了《美国研究》

1987~2010年间发表的部分学术论文,涉及美国经济与科技、政治、社会、文化与历史、外交

与军事,以及中美关系,共46篇,约90万字。该文选是过去30年间中国学者研究美国问题

的成果集萃,也是中国美国研究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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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政民主下的司法与资本主

义经济发展》暋韩铁著,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11月第1版。除出版说明、导
言、参考文献外,全书共14章,约45万

字。
作者韩铁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

授,本书是他近十年来在美国法律史方

面的研究成果。全书分为导言篇、鸟瞰

篇、探索篇和回眸篇,各篇由专题论文组

成,对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做了比较全

面和深入的历史探讨:(1)美国的法律和

司法实践在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

展中之所以举足轻重的原因,(2)司法在

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重

要作用,(3)各种不同法律门类在经济发

展中所产生的具体影响,(4)美国法律史

研究的进展及启示。作者对美国法律中

私人财产是否神圣不可侵犯、美国公司

法向民主化与自由化方向的发展、美国

法院司法审查的重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从宪法领域向行政法领域的转移等一

系列问题,均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看

法,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美国宪政民主

下司法制度的特点、美国法律的经济功

能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目“世界近现代史上的政

治民主化问题暠的成果之一、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十五暠规划项目“法律与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暠的最终成果,
以及李剑鸣主编的“外国政治民主化进

程研究丛书暠之一。

《当代美欧关系史》暋赵怀普著,世
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全

书除总序、绪论和后记,以及参考文献之

外,共8章,约45万字。
作者现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教授、博士生导师。本书全面评述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欧关系。作者根据

美欧关系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不同历

史时期的发展变化,通过各种重大国际

事件探究其发展演变的脉络和遇到的问

题,并做了理论性的分析,同时对今后美

欧关系的发展前景及演变趋势作了展

望。作者指出,合作与冲突是贯穿当代

美欧关系发展变化的一条主线。战后建

立的大西洋联盟堪称世界史上迄今为止

最为持久、最为成功的联盟。虽然联盟

内始终都存在着冲突因素,但是在冷战

格局之下,双方战略利益的根本一致决

定了合作是美欧关系的主导面。冷战结

束和苏联解体动摇了大西洋联盟的政治

基础,欧盟的成立和发展也对传统的美

欧权力关系格局形成了挑战。美欧关系

随之进入了一个历史性和结构性调整时

期,即从冷战时期以北约为支柱的大西

洋联盟式的“特殊关系暠向冷战后美国和

欧盟之间以合作与竞争并存为基本特征

的“正常关系暠转变。在这种竞争与合作

的复杂关系中合作仍是主导面;竞争不

大可能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冲

突,而将更多地体现为“合作性竞争暠,其
结果是美欧之间有可能形成某种“合作

性均势暠。
本书为“外交学院学术丛书暠之一,

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大使为该丛书作

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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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

化暠研究》暋王晓德著,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全书

分上、下两册,除了绪论、结语、参考文

献、作者发表的相关论文列表、索引和后

记外,全书共9章,约91.6万字。
作者王晓德是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

史学院教授。本书从历史的角度对全球

“美国化暠问题追根溯源,比较全面地展

现出20世纪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给世界

其他文化发展带来的挑战,为研究中国

“美国化暠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相关信

息资源。作者认为,在20世纪世界文化

发展史上,全球“美国化暠是一种越来越

引人注目的现象。在20世纪发生的对

世界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中,
美国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或决定性的

作用。全球的“美国化暠可以说大致与这

一进程同步。全球的“美国化暠尽管是以

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作为

后盾,但其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或观念

在美国历史上并非新颖,对国内新移民

的“美国化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

“美国化暠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国内“美
国化暠向疆域之外的延伸。美国大众文

化的向外传播与现代消费社会的兴起密

切相关,同时也体现了美国文化的“外向

型暠扩张特性。
本书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

库暠收录。

《世事如棋局局新:21世纪初中美

关系的新格局》暋吴心伯著,上海·复旦

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除了前

言、导论、结尾语及参考书目外,全书共

6章,约24.1万字。

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

授。本书聚焦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

中美关系,试图揭示中美关系的最新发

展。作者认为,从中美关系的结构看,国
际环境是塑造两国关系的最重要的外部

因素,经贸关系、安全关系、台湾问题则

是这对关系的核心内容,而交往方式和

冲突形式则是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外在

体现。作者选取了中美两国在国际层面

的互动、经贸关系、安全关系、台湾问题、
交往方式和危机管理等为研究对象,分

6章将这6个不同的侧面加以论述,以
便多角度地展示中美关系的新格局。在

写作过程中,作者除了利用书面文献外,
还充分利用各种交流平台,对不少中美

两国政府现任和前任官员及有关专家学

者进行了访谈,从而丰富了本书的论述

与论证。在“结尾语暠中,作者对2009年

至2010年的中美关系做出了评估,指出

这两年的中美关系呈现出6个基本特

征,即重要性提升、建设性凸显、对等性

增强、全球性指向、稳定性提高、更加注

重游戏规则的修改与制定。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
(卢宁 供稿)

RachelTang,“China狆sSteelIn灢
dustryandItsImpactonthe United
States:IssuesforCongress,暠Congres灢
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September 21, 2010,

32pages.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钢铁业

大幅扩张。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钢

铁生产国和消费国。2009年中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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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超过5.67亿吨粗钢,这一产量几乎是

世界总产量的一半,是美国产量的 10
倍。大部分中国产的钢材都用于中国的

国内需求。但是随着中国钢材产量的持

续增长,产能过剩正成为中国产业政策

制定者及中国之外的钢铁生产商对中国

钢铁业的主要担忧。尽管产业统计数据

显示中国的钢铁业不是出口导向的,但
是中国钢铁业的持续高产使美国的钢铁

生产商担忧,一旦中国国内对钢材的需

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过量的中国钢材

就可能会淹没全球市场。这种担忧伴随

着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仍处于自2007
年12月经济衰退以来的缓慢复苏之中

而更加强烈。

KenMiller,“CopingwithChina暞s
Financial Power,暠 Foreign Affairs,

Vol.89,No.4,July/August2010.
本文作者认为,中国一直试图利用

自己骤然获得的金融实力,一直在不断

地积累巨大的外汇储备,并运用这些外

汇储备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援助和投

放优惠贷款从而获得原材料和新技术,
以此提升国内经济增长及维护共产党统

治的合法性。作者认为这些政策是重商

主义政策,但是他承认中国在海外部署

的资源与美国公司在国外的投资相比还

是要小得多。由于仅仅在国际金融市场

亮相10年,所以中国还需要学习实现其

整体国内目标并同时成为全球金融市场

的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的最佳途径。作

者勾勒了一幅中国运用不同手段在发达

经济体进行更多投资的前景。放开资本

流动将使中国公司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跨

境的并购和收购,使中国诞生民族品牌

以拓展海外市场。人民币的可兑换将加

强中国的国际金融地位,并使上海成为

一大金融中心。作者认为,上述战略转

变将极大地改变中国经济模式的特征,
可能会引发中国国内的大动荡。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卢宁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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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美国软实力研究暠专题研讨栏目刊发了两篇文章。周琪的文章考察了

奥巴马政府对和平队的政策。她认为,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加强了和平队的建

设,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重新重视和平队作为软实力资源在美国外交中的作

用。朱世达的文章分析了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因素。他认为美国的政策是决定其

软实力强弱的主要因素;影响美国发挥软实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构成其软实力

的政治影响力与文化价值影响力之间存在着分裂现象。
房广顺和唐彦林论述了奥巴马政府的二十国集团政策。他们认为,承认二

十国集团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与二十国集团合作,是奥巴马政

府化解金融危机和确保经济复苏的关键战略措施之一。
夏立平对奥巴马政府的台海政策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奥巴马政府基本继

承了小布什政府后期的台海政策,这项政策的制定受到美国国内战略辩论、国
会、军方和军工集团、美国对两岸关系和台湾岛内局势的评估等因素的影响。

刁大明对美国国会拨款制度进行了探讨。他认为,1789年以来美国国会拨

款制度经历过三次重大改革与调整,拨款权力从分享到集中再到分享,拨款委员

会的政治角色也随之从“守财者暠转变为“散财者暠。美国的拨款制度演进史虽然

反映了分权制衡的宪政理念,但也导致了拨款过程中的一些制度性缺陷。
江振春的文章认为,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和裁决中,自然法作为一种

解释方法和论据从未消失过,在立国初期塑造联邦国家与维护财产权、19世纪

末20世纪初捍卫放任主义和契约自由,以及在20世纪后半叶捍卫个人自主性

的诉求时,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曾使用自然法释宪。
本期“回顾与展望暠栏目刊发了对王缉思和李侃如的专访,以及朱传一和任

东来的回忆文章。在访谈中,王缉思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李
侃如回顾了自己研究中国的经历,并指出了当前中美关系及美国的中国研究中

存在的问题。朱传一回忆了改革开放之初自己赴美访学的经历,这个经历真实

地反映出中国的美国研究是如何筚路蓝缕地步步前行。作为美国所建立之初培

养的研究生,任东来回忆了报考和就读美国所的点滴,送上了一名学子的真诚祝

福。
本期付梓之时正值美国所30周年华诞,在庆贺之际,我们决心与全国同行

一起努力,把中国的美国研究做得更加深入、更加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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