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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U.S.Soft
Power KongXiangyongandMeiRenyi暋 (7)……………………

JosephNyefirstdevelopedtheconceptof“softpower暠in1990inre灢
sponsetoapopularbeliefthattheAmericanpowerwasindecline.
NyearguedthattheUnitedStateswasstillthestrongestnationnot
onlyinmilitaryandeconomicpower,butalsoinathirddimensionof
thesoftpower,whichrestedprimarilyonthreesources:itsculture,
itspoliticalvaluesanditsforeignpolicy.Inrecentyears,anti灢Ameri灢
canismincreasedthroughouttheworld,andmanypeoplesheddoubt
ontheUnitedStates狆softpower灢itsabilitytoattractothersbythele灢
gitimacyofU.S.policiesandtheideologicalvaluesthatunderlay
them.ThispaperanalyzessomeessentialcomponentsofAmerican
softpower灢competitivenessinscienceandtechnology,inthoughtand
innormandinagendasetting,ineducationandpopulation,andcon灢
cludesthatAmericansoftpowerwillcontinuetogrow.Whatreally
hamperAmericansoftpowerarenotitsinternationalrivals,butthe
frustratedmoodofAmericanpeopleanddomesticpartisandivisions.

SomeThoughtsonU.S.NationalPoweranditsGlobal
Status ZhuChenghuandMengFanli暋(29)………………………

TheU.S.nationalpowerandglobalstatushavebeencrippledbythe
financialcrisisstartingfrom2008,andtheUnitedStatesfallsintore灢
cession.However,thisfactdoesn狆tmeanthattheUnitedStateswill
embarkonapathofpermanentdecline,sinceitsnationalmechanisms
areconducivetoitsrecoveringfromthecrisis.Besides,theimpactof
thefinancialcrisison USislimited,andUSdominantpositionin
worldaffairshasnotbeenfundamentallyshakenandwillmaintain
thatdominanceforafairlylongtime.

Same灢SexMarriageIssueandAmerican
Politics ZhangYeliang暋(43)………………………………………
Theissueofsame灢sexmarriageishighlycontroversialinthemaking



ofAmericanpublicpolicy,andverycomplexandsensitiveincurrent
Americanpolitics.Fromtheperspectiveofpartypoliticsandelectoral
politics,andbasedonahistoricalsurveyoftheevolutionofsame灢sex
issue,thisarticleholdsthatwiththedevelopmentofLGBTrights
movement,publicacceptanceofhomosexualityandequalrightsfor
gaypeoplehasbeengrowing,butAmericansocietystillsplitonthe
same灢sexmarriageissue.Thedisputesoversame灢sexmarriagearea灢
boutwhethergayandlesbiancouplesshouldhavetherighttomarry,
andwhethergaymarriageshouldbegrantedfederal灢sanctionedbene灢
fitsequaltoheterosexualspouses.Thecontroversy,inreality,re灢
flectstwodifferentculturalandmoralvaluesandindicatesconflicts
betweentraditionalviewson marriageand modernviewsonequal
rights.Towardsame灢sexmarriage,thereareremarkabledifferentat灢
titudesintheareasofAmericanpoliticalparties,ideology,race,eth灢
nicity,religion,gender,age,andregions.ForAmericanpolitics,
thesame灢sexmarriageissueisoneofdefiningissuesfortwomajor
parties狆imagesandanimportantpartanda“wedgeissue暠inpresi灢
dentialelections.

ABriefAnalysisofObamaAdministration狆sMinilateralDiplomacy
intheAsia灢Pacific ZhangYong暋(66)………………………………

SincetheObamaAdministrationcameintopower,theUnitedStates
haslaidmoreemphasison“SmartPower暠strategytoachievethegoal
offorgingamulti灢partnerworldunderAmericanleadershipbycontai灢
ningworldmultipolarizationandbyintegratingnewvariables.Inpar灢
ticular,theObamaAdministrationisconvincedthattheUSdominant
positionintheAsia灢Pacificareaischallengedbytherapidintegration
ofthearea,whichisdrivenbytheriseofChina.Itfollowsthatthe
ObamaAdministrationhasreliedonexpanding“minilateral暠security
groupingstosupportitsreconstructionoftheAsia灢Pacificsecurityar灢
chitecture.TheU.S.isweavinganewmulti灢levelsecuritynetwork,
whichiscenteredonbilateralalliance,linkedby“minilateral暠securi灢
tygroupings,andcircledbymultilateralengagement.Theminilater灢
aldiplomacyrevealstheU.S.狆sintentiontorelieveitshegemony
burdenthroughencouragingcooperationandtoadoptapolicyalterna灢
tivetomakeChinaembeddedintothenet.Intheforeseeablefuture,
thisnewsecurityinfrastructure,asissignifiedby“multilateraland
minilateral暠approaches,willcontinueintheAsia灢Pacificarea.

DrivingForceofAmerica狆sForeignPolicy:DualistApproach
orMaterialInterest? GaoCheng暋(82)……………………………

Thispaperstudiesthedrivingforceof America狆sforeign policy

·4·



throughahistoricalreview.Accordingtothemainstreaminterpreta灢
tionof“dualistapproach暠,USforeignpolicymakingisnotonlydi灢
rectedbytraditionalinterests,butalsoinfluenced,toalargeextent,
byitsaspirationofrealizingidealistvalues,whicharerootedinA灢
mericanExceptionalism.Behindtheintertwineddualistgoals,for灢
eignpolicymakingandstrategicchoicesoftheUSareessentiallyaf灢
fectedbymaterialinterests.Underthecircumstancewhenthemaxi灢
mizationofitsinterestsisensured,influencesofidealistvalueson
America狆sforeignpolicy makingaresoweakthattheycanhardly
workasanindependentdrivingforce.

U.S.PolicytowardsIraqinthe1980s:From “Tilting暠
to“Bottom灢up暠 LengXuemei暋(97)…………………………………

Withthetransformationofinternationalstructure,andthechanges
ofthestrengthsbetweenAmericaandtheSovietUnioninthe1980s,
thestrategicconsiderationofAmerica狆sPersianGulfpolicychanged
dramatically.ThenewlydeclassifiedUSNationalSecuritydocuments
presentedagreatdiversityofinconsistentevenconflictingpolicies
donebytheUSgovernmenttowardsIraq.Nevertheless,underthe
seeminglychaoticinconsistencyinthepolicies,theprincipleandob灢
jectivesofAmericanpolicytoIraqwasclearandcoherent,andwas
followedallthetime.ItaimedatapproachingandinfluencingIraq
througheconomicanddiplomaticmeasures,surpassingthepresent
“ConstructiveEngagement暠relationshipwithIraq,andfinallyturn灢
ingIraqintoapro灢Americanregionalpower.ThisadjustmentofA灢
mericanpolicytoIraqwaspreconditionedbytheoperationregulation
ofAmericanForeignpolicy狆sdecision灢making mechanism.Atthe
sametime,itrepresentedastrategicshiftofAmericanregionalpolicy
fromideology灢orientedonetonationalinterest灢orientedone.

TheU.S.GovernanceofIllegalImmigrationandItsDilemma:
FocusingonImmigrationEnforcement ChenJimin (114)…………
Immigrationenforcementisanimportantpartofillegalimmigration
governanceintheUnitedStates.TheU.S.governmenttriestoa灢
chievethedesiredgoalsinthetreatmentofillegalimmigrantsmainly
byintegratingimmigration enforcementresources,strengthening
borderenforcementeffortsandupgradingdomesticworksiteenforce灢
ment.However,thesemeasuresdonoteffectivelycontrolandman灢
agetheillegalimmigrantsintheUnitedStates,whichreflectsthedi灢
lemmasinthehandlingofU.S.illegalim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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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美国的软实力

孔祥永暋梅仁毅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约瑟夫·奈1990年提出“软实力暠的概念是旨在回应盛行

其时的“美国衰落论暠。近年来,随着世界上反美情绪的日益高涨,又出现了

“美国软实力衰落论暠。实际上,美国软实力的各个组成部分,如美国在科

技、教育、人口方面的竞争力,以及在思想、规范和制度安排方面的影响力,

均未衰落。真正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因素是美国民众的情绪和国内分歧。

关键词:美国外交 软实力 竞争力 民众情绪 两党分歧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 (JosephS.Nye,Jr.)最早明确提出并论述了“软实

力暠(softpower,又译为“软权力暠)这一概念。1990年,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

力性质的变迁》栙一书出版,奈在当年的《外交政策》杂志上又发表了《软实力》一文。

在这本书和这篇文章中,奈较为清晰地论述了“软实力暠一词的基本内涵。栚2004年,

约瑟夫·奈的新著《软实力:在世界政治中获得成功的途径》出版,他在该书中对自己

1990年提出的观点做了重要补充和扩展。栛奈提出“软实力暠的概念是受到了彼得·

巴克莱奇(PeterBachrach)和摩尔顿·巴拉茨(MortonBaratz)1960年代合写的一篇

文章的启发。栜奈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软实力暠概念的,而那时正是以历史学家

栙

栚

栛

栜

JosephS.Nye,Jr.,BoundtoLead敽TheChangingNatureofAmericanPower(NewYork:BasicBooks,

1990),chapter2.
JosephS.Nye,Jr.,“SoftPower,暠ForeignPolicy,Fall1990.
JosephS.Nye,Jr.,SoftPower敽TheMeanstoSuccessin WorldPolitics (New York:PublicAffairs,

2004).
PeterBachrachandMortonBaratz,“DecisionsandNondecisions:AnAnalyticalFramework,暠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September1963,pp.632~642.



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及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

与军事冲突》为代表的“美国衰落论暠占主流地位的时代。栙由此可见,奈提出“软实

力暠的概念是着眼于回应盛行其时的“美国衰落论暠。他当时认为,美国并没有衰落,

除了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美国还拥有其他权力资源,如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等

“软实力暠优势。

顾名思义,“软实力暠是相对于“硬实力暠(hardpower)而言的。在奈看来,“硬实

力暠指的是硬性命令式权力(hardcommandpower),它来自一个国家的军事和经济

实力,一般通过经济(“胡萝卜暠)或军事(“大棒暠)来引诱或者威胁他人改变自己的意

志或者行为;而“软实力暠是指通过吸引力让他人自愿追求你所要的东西的能力。在

《软实力:在世界政治中获得成功的途径》一书中,奈阐述道:“从行为角度看,‘软实

力暞是吸引力。从资源角度看,‘软实力暞是那些产生这种吸引力的资产。暠栚国内学者

对奈的“软实力暠概念也有不少解析。张小明认为,“软实力暠的运用主要表现为通过

某种思想、文化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仿效或者接受体

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影响他人确定自身的偏好。栛 周琪强调,奈的“软实力暠理论主要

包括以下内容:首先,“软实力暠通过吸引力和诱惑而不是强制或劝说发挥作用;第二,

“软实力暠反映了一国倡导和建立各种国际制度安排的能力;第三,“软实力暠具有认同

性。栜 楚树龙认为,“软实力暠包括科技、管理、体系、吸引力、文化、人的素质及竞争力

等,“软实力暠最重要的环节是价值观、文化、教育等精神方面的吸引力,而一个国家、

民族、集体和个人的最永久、最根本的软实力是创造力、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栞周桂

银等学者认为,“软实力暠应包括建立并控制国际制度的能力、文化与价值观及意识形

态、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国家形象和地位等三个要素。栟

近年来,美国的软实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在九一一事件和小布什政

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加剧了国际上的反美主义情绪。2004
年约瑟夫·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美国软实力的衰落》一文。文章开篇即指出,

“世界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因此美国的软实力———美国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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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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栟

PaulKennedy,TheRiseandFalloftheGreatPowers敽EconomicChangeandMilitaryConflictfrom1500
to2000 (NewYork:VintageBooks,1989).
JosephS.Nye,Jr.,SoftPower敽TheMeanstoSuccessin WorldPolitics (New York:PublicAffairs,

2004),p.6.
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思想分析》,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第22~23页。
周琪、李枏:《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及其启示》,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10年第4期,第74~75页。
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4~76页。
周桂银、于雷:《从软实力理论看美国霸权地位的变化》,载《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价值观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吸引力———正在衰落。暠栙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朱利亚·E.斯维格(JuliaE.Sweig)在《洛杉矶时报》撰文指出,“从2001年以来,美

国在全世界的道德指数急剧下降……在世界范围内,反美主义不仅仅是对布什总统

外交政策的不满,而且是几十年来深怀憎恶的情绪表现。暠栚作家弗莱德·里德(Fred

Reed)在2007年8月13日撰文写道:“美国是地球上最遭憎恨的国家……然而我们

以前是那么地广受钦羡。现在我国几乎被普遍认为是个无赖国家。暠栛蒙蒂·纳拉

安·达塔(MontiNarayanDatta)也指出,“全球范围内的反布什情绪和反美情绪导

致美国的提议在联合国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少,美国的软实力也因此衰落。暠栜2008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美国衰落暠的评论更是引起了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成

为全球辩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尝试对美国软实力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真正影响

美国软实力的因素。

一暋 美国软实力的现状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当我们的

政策在他人眼里具有合法性时,我们的软实力就会得到提升。在国际政治中,产生软

实力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个组织或国家的文化、国内行为和政策及处理与他

国关系时所体现的价值观暠。栞从约瑟夫·奈的话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有

三个主要来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对外政策。文化是指一套为一个社会创造含义的

价值和实践。文化可以区分为高雅文化(highculture)和通俗文化(popularcul灢
ture)。栟美国文化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源泉。正如奈所说,“不管我们做什么,美国的

大众文化都具有全球影响。好莱坞、有线电视网和互联网的影响无所不在。美国的

电影和电视节目宣传自由、个人主义和变革(包括性和暴力)。总的来讲,美国文化的

全球影响力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软实力,即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暠栠就价

·9·如何看待美国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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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S.Nye,Jr.,“TheDeclineofAmerica狆sSoftPower,暠ForeignAffairs,Vol.83,No.3,2004,

p灡16.
JuliaE.Sweig,“WhyTheyHateUs?暠LosAngelesTimes,August15,2006.
FredReed,“WhytheU.S.GovernmentIsHatedOvertheWorld,暠InformationClearing House,May
22,2007.
MontiNarayanDatta,“TheDeclineofAmerica狆sSoftPowerintheUnitedNations,暠InternationalStudies
Perspectives,No.10,2009,p.265.
JosephS.Nye,Jr.,SoftPower (NewYork:PublicAffairs,2004),pp.x,8.
周琪、李枏:《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及其启示》,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10年第4期,第78页。

JosephS.Nye,Jr.,TheParadoxofAmericanPower敽WhytheWorld狆sOnlySuperpowerCan狆tGoIt
Alon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p.xi.



值观而言,奈认为,美国奉行个人主义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重视民主、人权是美国软

实力的重要源泉。如果美国在追求这些价值观时采用双重标准或前后不一的态度,

就会被其他国家的人民看作是虚伪的,这将削弱美国的软实力。栙从美国的国内表现

看,虽然它在医疗开支、高等教育、图书出版、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使用、接受移民及就

业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平均寿命、初等教育、工作安全、医疗照顾或收入平等方

面就无优势可言了。特别是谋杀和入狱人口在总人口中的高比例大大地降低了美国

的吸引力。栚

在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因素中,对外政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正如约瑟夫·奈所

言,“目前的反美情绪是由于我们的政策所致。暠栛这一点在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

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一篇发自中东的报道中,路透社记者阿里斯太尔·里戎

(AlistairLyon)写道:“一位埃及科学家指出,伊拉克战争之后,对很多人来讲,美国

像是这个地区的占领国……这进一步削弱了这个地区的人对美国的同情。暠栜美国采

取单边行动入侵伊拉克,显示出它作为超强大国的傲慢已达顶点。为了本国私利,美

国毫不理会传统盟国的反对,把不听从其号令的国际组织甩到一边,而且无视国际

法,这些都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厌恶和不满。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加剧了

美国形象的下滑,也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奥巴马2009年初就任总统后,在外交上

推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措施,努力改善美国的形象。首先,奥巴马政府提出了

“无核世界暠的口号,与此同时积极推进核裁军。2010年4月,奥巴马政府又在华盛

顿召集了核安全峰会,号召国际社会运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手段,采取多边形式解

决核问题,加强核安全。不仅如此,2011年2月,奥巴马签署了美国与俄罗斯新的

《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其次,奥巴马政府决心从伊拉克撤军,改变反恐

策略。奥巴马政府极力缓和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敌对情绪,不再宣称“伊斯兰激进势

力暠是主要敌人。再次,奥巴马政府的关注重心已经从“布什时代以反恐、防扩散为中

心的军事安全议题,转到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为中心的经济安全

议题暠上。栞最后,奥巴马政府努力改变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极力争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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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重要议题上的话语权,在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美国政府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和

开发新能源等问题采取了较以往而言更为积极的态度。奥巴马的多边主义路线改善

了美国形象,也加强了美国的软实力。

关于美国软实力的现状,2008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ChicagoCouncil

ofGlobalAffairs)与东亚研究所(EastAsiaInstitute)在亚洲做了一次关于软实力的

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软实力仍然高居榜首。(见表1)

表1暋软实力指数

暋综合所有关于软实力的问题后,影响力平均水平的范围是从0~1。

受调查国家 美国的软实力 中国的软实力 日本的软实力 韩国的软实力

美国 — .47(3) .67(1) .49(2)

中国 .71(1) — .62(3) .65(2)

日本 .69(1) .51(3) — .56(2)

韩国 .72(1) .55(3) .65(2) —

印度尼西亚 .72(2) .70(3) .72(1) .63(4)

越南 .76(2) .74(3) .79(1) .73(4)

暋暋资料来源:The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inPartnershipwithEAI,“SoftPowerinAsia:Resultsof
a2008MultinationalSurveyofPublicOpinion,暠2008,p.2,availableat: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

UserFiles/File/POS_Topline%20Reports/Asia%20Soft%20Power%202008/Chicago%20Council%20Soft%
20Power%20Report-%20Final%206-11-08.pdf.

在谈及过去十年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时,48%的人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在提高,而

只有20.75%的人认为美国的影响力下降了。(见下图)

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暋暋资料来源:The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inPartnershipwithEAI,“SoftPowerinAsia:Result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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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8MultinationalSurveyofPublicOpinion,暠2008,p.6,availableat: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

UserFiles/File/POS_Topline%20Reports/Asia%20Soft%20Power%202008/Chicago%20Council%20Soft%
20Power%20Report-%20Final%206-11-08.pdf.

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软实力持肯定态度呢? 2004年6月佐

格比国际公司(ZogbyInternational)进行了一项名为“2004年美国印象暠(Impres灢
sionsofAmerica:2004)的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在接受调查的5个阿拉伯国家中,

尽管有超过85%的人对美国的政策持否定态度,但仍然有71.5%的人对美国的科学

技术持肯定态度,54.6%的人表示接受美国的产品,46.6%的人表示喜欢美国的教

育。(见表2)

表2暋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价值观、产品和政策的态度

摩洛哥

(肯定/否定)
沙特阿拉伯

(肯定/否定)
约旦

(肯定/否定)
黎巴嫩

(肯定/否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肯定/否定)

科学/技术 90/8 48/51 83/13 52/46 84/12

自由/民主 53/41 39/60 57/40 41/56 39/53

人民 59/29 28/64 52/39 39/58 46/35

电影/电视 60/37 35/60 56/41 30/66 54/43

产品 73/24 37/59 61/35 39/57 63/34

教育 61/16 12/74 59/29 38/54 63/23

对阿拉伯世界国家 4/90 4/85 8/89 5/86 7/87

暋暋资料来源:“ImpressionsofAmerica2004:HowArabsViewAmericaandHowArabsLearnAboutAmeri灢
ca,暠ASix灢NationSurveycommissionedbytheArabAmericanInstituteFoundation,ConductedbyZogbyInter灢
national,June,2004,p.3,availableat:http://www.aaiusa.org/page/-/Images/Polls/Impressions%20of%
20America%202004.pdf.

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与东亚研究所的调查中可以看出,美国的软实力除了

涉及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等因素外,美国的科技创新力和高等教育也是其软

实力的重要方面。不仅如此,美国在思想、规范和制度安排及人口构成方面的竞争力

对于美国的软实力也是极为重要的。

二暋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力

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发现已经成为美国经济进步和生活水平改善的根本推动

力。美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为美国的创新能力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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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的优势依赖于它能比其他国家更快地发明和使用新科

技。暠栙

(一)对研发的投资状况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发布的《2010科学和工程学指数》,全世界研究与开发

(简称研发)的总投资在11年内翻了一番,由1996年的525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

的1.1万亿美元。“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研发投入最大的国家。2007年美国的

研发投入为3690亿美元,超过亚洲地区的3380亿美元和欧盟27国的2630亿美

元。暠栚(见表3)

表3暋全球研发支出及预测

2009
用于研发的支

出(亿美元)

2009
研发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例

2010
用于研发的支

出(亿美元)

2010
研发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例

2011
用于研发的支

出(亿美元)

2011
研发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例

美国 3836 2.7% 3958 2.7% 4053 2.7%

中国 1237 1.4% 1414 1.4% 1537 1.4%

印度 281 0.8% 333 0.9% 361 0.9%

欧洲 2670 1.7% 2686 1.6% 2766 1.7%

暋暋资料来源:“2011GlobalR&DFundingForecast,暠R&D Magazine,SponsoredbyBattelle,December,

2010,p.3,availableat:http://www.battelle.org/aboutus/rd/2011.pdf.

作为当今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美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的投入对于其保持未来的

国际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以下数据反映了美国在这些产业上的支出和地位。

1.生命科学领域

2008年,美国用于生命科学的研发投入为632.8亿美元,占1250亿美元全球总

投入的50.6%。据估计,2011年全球研发投入为1387.4亿美元,仅美国一国的投入

就达到622.7亿美元。美国在生命科学技术的8个领域中的7个占有绝对的优

势。栛

2.信息技术领域

2008年,全球在软件、互联网、计算机服务等方面的研发投入为456.2亿美元,

美国的研发投入为345亿美元。据估计,2011年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将

达到364.1亿美元,占全球总投入503.2亿美元的72.4% 。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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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航空航天、国防、国家安全领域

2008年,全球在航空航天、国防、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研发投入为234亿美元,美

国一国的研发投入就高达120.2亿美元。据估计,2011年美国在这些方面的研发投

入将达到118.1亿美元,占全球254.2亿美元研发总投入的46.5%。在涉及航空航

天、国防、国家安全的7个领域(信息安全、传感器网络、空间技术、远程感应、化学/生

物感应器、生物测定学及无人驾驶运输器)中,美国在4个领域拥有70%以上的优

势,在其中的3个领域拥有80%以上的优势。中国的平均优势为4%。栙

总之,《研发杂志》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在关键科技领域的研发方面仍处于遥遥

领先的地位。栚 (见表4)

表4暋全球领先的科技领域研发者的观点

农业和

食品生产

保健、医疗、
生命科学及

生物技术

复合材料、
纳米技术和

其他高级材料

能源生产

及节能

军事、国防

和国家安全

仪器、电子和

计算机硬件

软件和

信息管理

汽车和其

他机动车

空间技术、
轨道运输及

其他交通工具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日本 美国

中国 英国 日本 德国 俄罗斯 日本 印度 美国 日本

印度 德国 德国 日本 中国 中国 中国 德国 中国

巴西 日本 中国 中国 以色列 韩国 日本 中国 德国

日本 中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德国 德国 韩国 法国

暋暋资料来源:“2011GlobalR&DFundingForecast暠,R&D Magazine,SponsoredbyBattelle,December,

2010,p.33,availableat:http://www.battelle.org/aboutus/rd/2011.pdf.
一个国家研究类出版物的构成与分布,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科学研究重点。2007

年,在美国研究人员发表的文章中,有超过50%的文章都涉及生物医学及其他生命

科学。工程学方面的文章比例则由1988年的36%下降到了2008年的20%。此外,

美国学术论文的相对“被引证率暠居世界之首,美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

者人数也居世界首位。以产品的专利权为例,在2008年美国专利和商标局颁发的专

利中,49%的专利由在美国的发明者获得。美国居民申请专利的数量也一直在增加,

从2000年的16.5万项增加到2008年的23万多项。栛 2007年,知识和技术密集型

产业对全球经济产出的贡献达到16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30%。而美

国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出达到了3.3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其他国家。2007
年,全球5个高技术产业的附加值达到了1.2万亿美元,美国再次独占鳌头,占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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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但是,美国在以下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

1.2009~2011年间,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研发总投入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而亚

洲的比例则在逐年递增。(见表5)

表5暋全球研发投入比例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美国 34.7% 34.4% 34.0%

亚洲 33.6% 34.8% 35.3%

中国 11.2% 12.3% 12.9%

印度 2.5% 2.9% 3.0%

暋暋资料来源:“2011GlobalR&DFundingForecast暠,R&D Magazine,SponsoredbyBattelle,December,

2010,p.3,availableat:http://www.battelle.org/aboutus/rd/2011.pdf.

2.美国在能源和高级材料方面的研发投入只占全球研发总投入的20%~22%。

3.根据《2010科学和工程学指数》,在5个高技术产业所产生的附加值中,虽然

美国在通信和半导体、医药及航空与航天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在科学仪器和计算机

方面落后于欧盟和中国。

4.就专利权而言,美国发明家获得专利的比例由1995年的55%下降到了2008
年的49%。1997年,34%的高附加值的专利权由美国人获得,2006年,这一比例下

降到了30%。2007年,亚洲研究人员数量是295.1万人,占世界研究人员总数的

40.9%,而美国的研究人员为142.6万人,占世界研究人员总数的20.0%。

(二)美国对研发的扶植政策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小布什任期内和奥巴马上任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

2005年10月12日,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和美国医学研究所共同发布了题

为《站在风暴之上》的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必须优化在知识领域的资源,特别是优

化它在科技领域的资源,并以为新型及复兴产业创造良好环境的方式,来保持自身在

战略和经济方面的安全。栙

2006年2月,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了一份题为“美

国竞争力计划暠的文件。根据这一计划,联邦政府2007年将追加拨款59亿美元,今

后10年将累计增拨1360亿美元用于增加对研发、教育、创业与创新的投入。该计划

说明,美国不遗余力地促进其研发、创新和教育的发展,这是保持其强大国力的关键。

经济上的竞争优势来自于科技的竞争优势,“美国竞争力计划暠体现了美国对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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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这一计划规定的研究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栙

2007年,国会通过了《为长远促进一流的技术、教育和科学创造机会》(简称《美

国竞争法》)的法案(AmericaCreatingOpportunitiestoMeaningfullyPromoteEx灢
cellenceinTechnology,Education,andScienceAct)。该法案的主旨是保持美国在

21世纪的创新性,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因而被外界誉为美国未来科技教育发展的“路

线图暠。《美国竞争法》要求对联邦政府的一系列科学、技术和研究项目注入多达336
亿美元的资金。按法案的规划,在未来3年内,联邦政府将对一系列与科学有关的联

邦机构实施注资计划,这些机构包括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

部下属的一些科学计划等。栚

2010年12月,国会通过了《美国竞争法的再授权法案》,由奥巴马在2011年1
月签署后成为法律。该法案规定,2011财政年度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财政拨款

为74亿美元,2012财政年度为78亿美元,2013财政年度为83亿美元。

2011年1月25日,奥巴马在国情咨文讲话中强调,“在未来25年内,我们的目

标是使80%的美国人能够拥有高速铁路,人们乘高铁出行会比驾车出行节省一半时

间。对一些旅程来说,乘坐高铁将比乘飞机更快。在我讲话之时,加州和中西部地区

的高铁线路已在建设之中。暠奥巴马又说:“在未来五年内,我们将使业界向98%的美

国人提供下一代高速无线网络连接成为可能。这不仅意味着人们将拥有更高速的互

联网连接和更少漏接电话,也事关使美国的各个地区都进入数字化时代。暠除此之外,

奥巴马还制定了发展清洁能源的目标,也即“争取在2035年之前使美国85%的电力

供应来自清洁能源。一些人想要风力和太阳能,其他人想要核电、清洁煤炭和天然

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需要所有这些清洁能源。我呼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

人通过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暠栛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了虚拟经济的脆弱性,因此大力发展制造业已经成

为美国产业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政府强调,美国经济要从过去依靠金融信

贷的高消费模式转向出口和制造业推动的成长模式。制造业将成为美国生产率提

高、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者。2011年6月,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和科学

技术委员会向奥巴马递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主要论述如何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

上的领先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建议就是实施“先进制造业计划暠。2011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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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发表演讲时宣布了一项联合顶尖大学和工业界领头人的

计划。该计划的投资总计5亿美元,目的是通过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在制造业领域创

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复苏。另外,他还宣布美国已经启动了新的耗资7000万

美元的机器人计划,以加速开发和普及机器人的使用。机器人将不仅用在工业方面,

还将用于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方面,如先进的机器人可以进入下水道进行系统作业。

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超强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科技投入机制。

美国的科技投入机制主要包括六个层次:一是国家科技计划层次;二是科技投入优惠

政策层次;三是风险投资层次;四是科技工业园区层次;五是国际科技合作层次;六是

官产学研合作层次。栙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在美国科技投入机制中处于核心位置。在

这些企业中,既有迅速成长的科技型小企业在美国科技投入上作出的巨大贡献,如苹

果公司和微软公司等,又有高新技术跨国公司在科技投入中发挥的主体作用,还有风

险投资企业在美国科技投入方面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加速了高新技术产品

的更新换代,增强了美国配置全球科技资源的能力。

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极力培育促进科技能力增长的社会

环境,并从战略高度提高政府财政支持科技的强度和规模。政府投资研发已经成为

美国政府的关键职能之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直高度重

视基础研究。众所周知,基础研究主要是以一些新的核心技术要素为基础,建构一个

原创性技术范式。这些原创性范式具有利润高、时间长、竞争力强等特点。基础研究

为美国的科技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美国科技能长期领先世界上其他国家

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美国政府不断实施优惠政策,以建立对科技投入的利益补偿

机制。通过实施优惠政策,美国政府引导科技资源向国家的战略性关键技术领域集

中。另外,美国科技投入机制强调政府、产业界、大学和研究机构在高新技术产业化

各个阶段的优势互补。美国的官产学研合作机制已经成为了一种最为有效的科技投

入方式,在美国的科技创新中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Forum)发布的《2010~2011全球竞争力报告》(TheGlobalCompetitive灢

nessReport2010~2011),美国“大学院校与产业之间在研发上的合作暠排在世界首

位。栚总之,美国科技投入机制为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保持其竞争力提供了有力的制

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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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暋 美国在思想、规范和制度安排方面的竞争力

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话语权,也即一国能够推出具有国际

认同的想法,并且在国际制度安排方面具有主导性。

首先,美国创新型的经济不但使其有能力制定技术标准方面的规则,而且也使得

美国有可能修正与其政治和文化价值观,如隐私权、信息安全和知识产权等相左的商

业行为。美国的跨国企业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和超强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各自的行业标准和规范。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美国公司和广告业的经营者、

好莱坞电影公司的老板们,不仅向世界上其他国家销售他们的产品,而且也推销美国

的文化和价值观暠。栙麦当劳作为美国快餐文化的产品,体现了美国现代经营理念和

大众消费主义的倾向。到2011年为止,全世界麦当劳连锁店的总数达到了3.2万多

家,它们每天为全球6400万名消费者提供快餐服务。随着麦当劳在全球的扩张,它

所体现的效率和经济价值的特征也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美国马里兰大

学教授乔治·利泽把这种现象称为“麦当劳化暠。他认为“麦当劳化暠体现了资本主义

的发展趋势,也反映出美国大众消费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栚另外,美国在互联网领

域的话语权更加凸显了它在制定技术标准方面独一无二的地位。众所周知,互联网

是1970年代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局 “阿帕网络暠(AdvancedResearchProjectA灢

gencyNetwork,ARPANET)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时至今日仍然在美国政府

的控制之下。管理网络地址的最高组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

就坐落在美国的加州。实际上,它是隶属于美国商务部的一个准政府机构。互联网

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所有13台记录、保存全球互联网各域名地址目录的根目录

服务器都在美国控制之下。就域名而言,美国占有了全球42亿个地址中的74%,相

当于每人有10个网络地址,而中国的域名拥有量仅为2500万个。另外,在一些“顶

级域名暠,如.com、.org、.gov等网络地址尾名的制定和分配上,美国也具有绝对的话

语权,由此可见美国在互联网领域的绝对影响力。再以美国的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

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子产品生产商之一,它的每次新品发布会都会引起全世界的

关注。究其原因,苹果公司的产品,如iPod、iPhone、iPad等已经成为了时尚的代名

词,它的每一款产品都会给电子市场带来一场革命,它对全世界的数码产品走向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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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深远的影响。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进程的提速,占全球企业500强

半数的美国跨国公司有了更多的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拓展各自企业的软实力。约瑟

夫·奈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权力的分配模式犹如一盘三维棋局。上层是单极的军

事棋局,中间是多极的经济棋局,而底层是超越了政府界限的跨国关系,涉及问题极

多,包括恐怖主义、国际犯罪、艾滋病传播、全球变暖及金融流动等问题。在这一层面

上,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其软实力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二,许多新的想法和理论都是由美国的大学和智库的研究人员创造的。2010
年,全球共有智库6480个,其中美国的智库数为1816个,占全部智库数的28%。中

国位居第二,共有425个,但只占美国总数的1/4。栙在全球最好的25个智库中,美国

有12个,比例高达48%。栚在最有创造力的25个智库中,美国占了9个,且前四名全

部是美国的智库,它们是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凯托研究所和新美

国基金会。栛美国的智库“对内是美国制度的支柱之一,对外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

‘沉默的伙伴暞暠。栜智库本身就是美国权势集团的一部分,同时它们又独立于政府之

外。它们与政府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智库人员的见解往往可以改变决策者对美国

国家利益的认识。例如,在小布什上台之前,传统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华

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等思想库就开始为建设导弹防御系统大造声

势,还提出了“流氓国家暠、“导弹威胁暠等说法。奥巴马就任以来,美国进步中心

(CenterforAmericanProgress)、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nFoundation)、新美

国安全中心(CenterforaNew AmericanSecurity)、全球气候变化皮尤研究中心

(ThePewCenteronGlobalClimateChange),以及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

(StanfordUniversityCentreforInternationalSecurityandCooperation)等智库在

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上对奥巴马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上的立场的积极转变与这些智库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栞 智

库的成员绝大多数是上层精英的代表。根据一项调查统计:13家美国最大智库的董

事会成员有一半以上出自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栟智库中的很多负责人曾担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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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级职位,如腊斯克(DeanRusk)、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邦迪(McGeorge

Bundy)、万斯(CyrusVance)、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詹姆斯·斯坦伯格

(JamesB.Steinberg)等。这些人在美国的外交决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近1/2诺贝尔物理奖和医学奖获得者是美国人。自从

1968年诺贝尔委员会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截止到2010年,共有67人获得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美国人46位,占全部获奖人数的68%。这些美国经济学家如

保罗·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约瑟

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等,提出了很多

当今非常流行的理论和观点。

自2000年以来,美国国务院每年都要发布一份人口贩卖年度报告,并将某些人

口贩卖记录差的国家列入“黑名单暠。如果一个国家连续两年被列入人口贩卖“黑名

单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就会对其采取制裁措施。这种做法是

以美国的方式制定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典型表现,也是把美国的国内法律要求和标准

强加给世界的做法。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人权、宗教自由和毒品的报告和人口贩

卖报告如出一辙,都体现了按照美国准则制定国际规范、标准和国际事务议程的做

法。美国在这些事务中扮演着法官、检察官和陪审员的角色。

在国际政治中,诸如软 实 力、“巧 实 力暠(smartpower)、“流 氓 国 家暠(rogue

state)、“失败国家暠(failedstate)和“邪恶轴心暠(axisofevil)等名词都是由美国人创

造的。除了“邪恶轴心暠之外,这些概念都已被学者和各国的记者接受并经常使用。

就中美关系而言,描述中美关系和定义中国角色身份的很多名词都源自美方,如

2005年罗伯特·佐利克(RobertB.Zoellick)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暠(re灢
sponsiblestakeholder)、2009年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B.Steinberg)提出的“战

略再保证暠(strategicreassurance)、弗莱德·斯坦伯格(C.FredBergsten)和布热津

斯基(ZbigniewBrzezinski)提出的“两国集团暠(G2)和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

森(NiallFerguson)提出的“中美国暠(Chimerica)。不管这些概念是被接受、修改,还

是最终被弃用,它们均已成为讨论中美关系的常用语了。在讨论未来世界前景时,无

论是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的“后美国世界暠、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的“无极化时代暠,还是西蒙·瑟法蒂(SimonSerfaty)的“迈入后西方世界暠,

都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引起了热议。所有这些都是美国的软实力在国际规范、话

语权和国际事务议程设定方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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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暋 美国在教育方面的竞争力

2007年4月,美国研究生院顾问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美国科学

技术的领先优势主要是以其出色的研究生教育和全世界最有才华的稳定生源为保障

的。暠栙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是美国保持未来经济竞争力

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暠栚

美国在教育方面的竞争力依然雄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大学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根据2010至2011年

度 QS世界大学排名,在排名前20位的大学中,美国的大学有13所,占总数的

65%。栛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推出的世界顶尖大学排名,在前30位的大

学中,美国的大学有15所,占到了总数的一半。栜这就是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为什么

会说,“在过去的50年,美国的研究生一直是美国教育系统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暠栞

在过去的十年里,全世界62%的化学、物理学、医学和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在

美国获得研究生学历的人。栟 根据美国研究生院的统计,2003年美国共拥有博士学

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68.53万人,2006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71.18万人,增幅为

3灡5%。美国凭借其先进的教育体系吸引着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到美国留学。而这些

优秀的外国学生完成学业后,很多都留在了美国从事科研工作。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02年时持有临时签证、在美国大学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外国人中,有62%的人

2007年仍在美国。在这些外国人当中,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比例分别为92%和81%。

据美国能源部(U.S.EnergyDepartment)、橡树岭科学与教育研究所(OakRidge

InstituteforScienceandEducation)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ScienceFoun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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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ion)联合编制的数据,1997年毕业的这类人当中,2007年仍在美国的有60%。栙

所有在美国工作的理工科博士学位持有人中,约40%为外国人;在工程、数学和计算

机领域,这一比例甚至更高。根据橡树岭研究所的数据,2007年获得美国理工科博

士学位的外国公民有1.6022万人,占总数的46%。相比之下,1997年有1.2966万

人是外国人,占总数的30%。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4月,各类研

究生项目的外籍理工科学生入学人数达到了15.843万人,同比上升了8%。栚大量的

高科技人才向美国流动有利于提升美国软实力,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自由主

义政治学家,现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安妮灢玛丽·斯劳特(Anne灢Marie

Slaughter)指出,美国人口虽只有中国和印度的1/4,但先进的教育和网络体系却能

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美国。美国社会的开放性和人口的多样性是美国软实力的重

要源泉。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斯劳特预言,21世纪又是一个“美国世纪暠。栛

其次,美国有意识地将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目的定位为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培养有

技术、有专业知识和文化意识的未来知识的创造者和发明者。美国研究生院顾问委

员会的报告在这个方面做了精辟的论述。该报告指出,因为交叉学科更容易产生新

知识和新发明,所以未来的人才应掌握交叉学科的技术和知识。也正因为如此,交叉

学科和跨学科的计划应得到重点支持和鼓励。栜美国现在鼓励更多的本科生和研究

生选择科学和工程学专业。美国的教育机构现在也强调未来的领导者不仅仅应该拥

有技术能力,而且必须要能够熟练地应对全球面临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栞美国研究生

院顾问委员会重点强调了三点:科学和工程的重要性;文化意识;交叉学科和跨学科

的合作。报告所提的这些重点既能指导美国的现实,又与未来息息相关。这体现了

美国人的战略眼光。

第三,美国政府将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力作为其在教育领域的工作重点。在签署

《美国的竞争力计划》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写道:“美国竞争力的基石是受过良好教育、

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大军。暠栟马丁·贝利(MartinN.Baily)和马修·斯劳德(Matth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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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laughter)进一步指出,“20世纪美国经济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通过中等和

高等教育大幅提高了美国劳动力的技能。暠栙但近些年的一系列统计数字引起了美国

专家和官员的担忧:(1)1980年全世界15岁及15岁以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有

7300万人,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达到了31%,中国的比例只有5%;而到了

2000年,全世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有1.94亿人,其中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

例下降到了27%,而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上升到了11%;栚(2)在2007年的

国际数学和科学测评趋势(TrendsinInternationalMathematicsandScienceStudy)

中,美国四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529)低于参加测评的14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值

(534)。美国八年级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508)同样低于参加测评的16个国家和地

区的平均值(514);栛(3)2006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forInternational

StudentAssessment)的科学测试结果显示,美国学生的平均成绩是489分,在参加

测试的24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6位;(4)1999年,美国68%的八年级学生的数学

老师都不是数学专业毕业的,2000年,美国93%的五到九年级学生的老师都没有物

理或科学方面的学术背景。栜

因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改变现状。这些措施包括:(1)自2005年起,

每年招收1万名科学和数学教师,到2015年,美国就能培养出10万名合格的基础教

育教师;(2)鼓励更多的学生选择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学科作为研究生阶段的学

科方向;(3)通过夏季训练营、硕士课程、大学预修课程和国际预科训练课程等加强

25万名教师的技能培训;(4)为使美国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美国将继续招收、培

训和尽力留住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专家指出,美国需要改革它的移民制度以鼓励

来自全世界的最好和最聪明的学生来美国学习、研究和生活。

五暋美国在人口方面的竞争力

2006年10月17日,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Bureau)正式宣布,美国人

口达到了3亿,截止到2010年4月,美国的人口总数已达3.08亿,是仅次于中国、印

度的世界第三人口大国。栞美国的人口总数为俄罗斯的2.1倍、日本的2.4倍、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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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7倍。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年12月的一份人口统计分析报告显示,在美国平

均每8秒钟增添1名新生儿,每26秒钟增加1名外来移民,每12秒钟死亡1人。以

此推算的话,美国人口将在2039年超过4亿。从这份统计报告可以看出,美国人口

增长主要源于高生育率和不断增加的移民人数。目前,美国妇女平均每个人一生中

生育子女的数量为2.1个,而其他发达国家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仅为1.4个。美国在

21世纪的前六年中,新增人口为2000万,其中60%为自然增长。栙 外来移民是美国

人口增长的又一重要原因。美国是世界上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美国现有移民总数

是3800万人,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2.3%。栚2008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

示,自1990年以来美国新增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占新增人口总数的60%以上,达到了

1020万。栛

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给美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根据

2011年3月国会研究机构的报道,195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0.3岁。到2000
年,美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5.3岁,远远年轻于其他很多发达国家。大量移民的涌

入是造成美国人口很“年轻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1990年到2000年间,大约有1100
万人以合法移民的身份进入美国,平均每年大约有110万人。在2005年到2009年

间,美国国内出生于外国的人口增长率是16%。栜美国统计局预测,如果美国保持现

在的出生率和移民速度,未来20年,美国将有3500万新出生人口和3000万新移民。

这将保证美国人口增长和“年轻暠。外来移民是美国劳动力大军的重要源泉。1970
年代外来移民占美国新增劳动力大军的10%,1980年代这一比例为25%,到了1990
年代,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0%左右。外来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劳动力短缺

的状况,他们为美国经济在20世纪末连续118个月保持增长提供了关键的劳动力保

障。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人口问题专家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Jackson)认

为,“美国人口的活力赋予了美国巨大的地缘优势和责任……在未来的10至20年几

乎每个发达国家的人口都呈下降趋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如果保持当前的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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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到2050年德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比现在减少24%,对于日本而言,这一比例为

38%。暠栙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人口增长停滞甚至是下降的问题,他

们还要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就美国而言,外来移民的平均年龄都比

较低,当其他发达国家和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美国依然拥有一支强壮的劳动力大

军。年轻且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是美国经济发展美好前景的保证。(见表6)因此,

理查德·杰克逊断言:“在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中,美国的形势要比其他发达国家

好。暠栚美国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及年龄结构的年轻化是其社会和经济健康发展的保

障。

表6暋1950~2050年 美国人口年龄分布(千人)

年龄/年代 1950 1975 2000 2025 2050

总人口数 152,272 215,972 282,171 357,452 439,010

0~19 51,673 75,464 80,576 94,254 112,940

20~64 88,202 117,630 166,522 199,290 237,523

65~65+ 12,397 22,696 35,074 63,907 88,547

各个年龄段所占比例

0~19 33.9 35.0 28.6 26.4 25.7

20~64 57.9 54.5 59.0 55.8 54.1

65~65+ 8.1 10.5 12.4 17.9 20.2

暋暋 资料来源:“TheChangingDemographicProfileoftheUnitedStates,暠LauraB.Shrestha&ElayneJ.He灢
isher,CRS,March31,2011,p.14.

结暋暋语

除了以上所说的四个方面,美国在社会制度和社会价值观等方面并未发生根本

的变化,而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正是美国软实力的主要动力源泉。正如王缉思所说,

“美国的法制传统和法治精神维护着国内的长期政治稳定。美国的法治,一方面体现

为一个较为健全的宪政体制,另一方面表现为美国社会深厚的法律至上传统。法治

而非人治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美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分散到统一、保持长治久

安的最根本的制度保障……美国的社会价值观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使民

族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得以保持,爱国主义得以深化。以‘自由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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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立国之本。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宪法至高无上的法治等,是美国社会中超越政治、宗教派别、阶级

和种族界限,为全民所接受的核心价值体系。暠栙

实际上,真正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因素不是外部的竞争对手,而是美国民众的情绪

和国内分歧。就美国民众的情绪而言,主要是指其恐惧感和焦虑情绪。“2008年亚

洲软实力调查暠的结果显示,当被问及中国是否会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时,68%的美国

受访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只有27%的人表示接受这一结果。70%的美国受访者担

心中国在将来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军事威胁。栚2010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

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有43%的美国受访者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将对美

国的重大利益构成关键性的威胁。栛皮尤2009年的调查报告显示,44%的美国受访

者认为中国是全球最顶尖的经济大国,而只有2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依然是全球经

济的领航者。很多美国人将想象当作事实,他们认为中国在亚洲甚至在全世界正在

或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了领导者。有些美国人认为,即使中国现在不是领导者,在未来

的10年这种预测也将成为现实。这样的前景让大多数美国人都感到很不安。

21世纪以来的两场战争和经济危机使得美国人对于未来没有很强的信心。这

种恐惧感和焦虑情绪迫使他们改变了对全球化、自由贸易、移民、医改、赤字及其他国

内和外交问题的态度。2008年,美国选民支持民主党成为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并选

举奥巴马为美国总统。然而,仅仅过了两年,选民们就对民主党丧失了信心,转而支

持共和党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这种不耐烦反映了美国人当前的心态。而酝酿于

2008年并于2009年兴起的“茶党运动暠更是美国民众发泄不满情绪的集中体现。根

据茶党组织数次游行的表现来看,茶党推崇的是“小政府暠的政治哲学,它反对以扩大

政府开支拉动经济,并对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险改革持否定态度。与此同时,茶党认

为,美国的税收制度也应改革,过高的税收严重地影响了普通公民的生活。除此之

外,茶党还极力阻止碳减排法案的通过。探究茶党兴起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经济

危机诱发了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政府政策的不满。奥巴马上台正值美国经济遭受金融

危机巨大打击之时,虽然奥巴马政府采取了经济救助和刺激计划,但美国经济到目前

为止仍然未能摆脱低迷状况,失业率更是高居不下。不仅如此,面对美国的巨额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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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算赤字,奥巴马政府准备在未来10年增加1.9万亿美元的税收。这更加重了美

国民众的失望和不满情绪,从而对茶党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茶

党运动的兴起,茶党将对奥巴马政府的执政产生深远的影响。2010年中期选举的结

果表明,茶党已经成为改变美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美国民众的不满情

绪已经成为美国软实力的一个掣肘因素。

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及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尖锐分歧,是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又一

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斯特普·塔尔博特(StrobeTalbott)指出:

“近几十年来,国会选区的划分已使自由派和保守派形成泾渭分明的阵营。他们彼此

隔离,从而把选区边界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战线。美国人民在华盛顿尤其是国会看到

的,常常像是不可调和的阵营间无休无止的鏖战。一方本应是众志成城的乐土却变

成了一个政治斗争的战场。美国正在经受社会极化加剧和治理体系功能频繁失调两

大问题的困扰。美国的选举地图正日益变成一个红州和蓝州的拼缀图,在各州内的

各区县也基本分为红蓝阵营,紫色区块正在逐渐消退。暠栙《华盛顿邮报》2011年5月

4日报道称,“在美国的政治光谱学中,从左派到右派,包括中间派,美国人的政治观

点变得越来越教条,而且意识形态倾向越来越严重。暠“坚定的保守派暠(共和党)和“顽

固的自由派暠(民主党)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栚张业亮认为,“政

治极化,特别是两党政治极化是近十多年来美国政治变化一个最显著的趋势和最具

概括性的特点……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日趋明显,

同时两党内部意识形态同质化增强而导致两党国会议员在国会立法时一党的多数反

对另一党的多数。暠栛正如法里德·扎卡里亚所说,“美国政治各方经常为一些琐事进

行无休止的恶性争论,政治变成了吵吵嚷嚷的闹剧,却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也很少

能达成妥协和采取行动……事实上美国的政党制度鼓励政治人物固守自己的主张,

甚至在既有立场上往后退,强硬地告诉自己的团队绝不向敌人屈服。因为这有助于

筹集资金,但对于治理国家来说,这是灾难性的暠。栜美国两党在医改方案、提高债务

上限、削减财政预算、《战争权力法》及任命法官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都反映了两党

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另外,威斯康星州剥夺公职人员工会的集体谈判权,10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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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禁止堕胎的法规,以及明尼苏达州因两党分歧而未能就削减政府预算达成共识,

还导致这些州的州政府一度停止了一切公共服务项目。对于美国以外的人,两党分

歧暴露了美国政治系统的低效,这将对美国的软实力产生负面效应。对于奥巴马政

府而言,虽然民主党在2008年控制了参众两院,但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

在国会众议院取代民主党成为多数党,在参议院中,共和党也缩小了和民主党席位之

间的差距。与此同时,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的政治立场的极化现象日趋严重,持中间

立场的议员大量减少,这又将加剧两党之间的斗争。因此可以说,两党分歧和美国人

的恐惧感和焦虑情绪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即将来临的2012年大选不可能

给美国的两党分歧画上句号。

孔祥永:天津师范大学讲师

梅仁毅: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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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

朱成虎暋孟凡礼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金融危机对美国实力造成重创,美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

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陷入暂时的衰退。但美国的实力地位不会就此衰落,

它的一系列国家机制能够保障美国最终摆脱衰退,重新焕发活力。金融危

机对美国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动摇,而

且还将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关键词:美国政治 金融危机 实力地位 机制保障 衰落

从2008年9月起,美国开始陷入一场被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称

为“百年一遇暠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起始于美国,并迅速蔓延至全球,导致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衰落论暠甚嚣尘上,美国的实

力地位成为国内外学者热议的话题。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实力地位的

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对美国中短期实力地位做一个客观评估,

对于新兴的崛起大国而言至为重要。

一暋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实力

2008年金融危机给美国造成重创,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政治面临分裂,社会问题

凸显,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经受着重大考验。美国实力地位受到重创主要表现

在五个方面。

(一)美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滑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维持在30%左右。但



这次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总量造成重大影响。美国占世界贸易和经济总量的比例分

别从1999年的16%和30%下降到2008年的11%和23%。栙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基

于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十年中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

1灡82%,其中从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

率平均达到2.6%。栚 可见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增长率影响之大。相对于世界主要

经济体而言,美国的经济总量也在下滑。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20国集团中

其他国家总和的61%,到201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42%。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

值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倍,2010年不到中国的3倍。栛随着“金砖暠国家、“金钻11
国暠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还将进一步下降。有学者甚至

认为,“财富和权力正在从北方和西方转向东方和南方,美国和欧洲主导的旧秩序正

在让位于由新兴非西方国家共享的新秩序。暠栜

(二)美国制造业所占比重下滑

制造业是衡量一国工业实力的重要指标。制造业的发展状况不仅关乎工业体系

的发展,而且关乎产业工人的就业。由于美国过度重视虚拟经济的发展,包括制造业

在内的实体经济受到挤压。美国制造业所占比重下滑既是美国主动转移剩余产能的

结果,也是其他新兴国家与之竞争的结果。新兴国家由于劳动成本相对低廉,外加市

场庞大,制造业在最近几年迅速发展。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

合发布的《2010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具制造

业竞争力的国家,印度紧随其后,韩国第三,美国第四,巴西和日本分列第五、第六。栞

(三)美国国际话语权相对下降

话语权既受硬实力又受软实力影响。这次金融危机不仅给美国经济带来影响,

而且对美国软实力造成重创。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枝独秀,在各领域都独领风骚。这

次金融危机一方面暴露了美国金融领域的诸多缺陷,美国模式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也

使美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盟国和其他国家解决国际问题。美军在阿富汗焚烧《古兰

经》、枪杀平民事件,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使美国的形象受损,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

不断高涨。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感召力难免下滑。20国集

团会议的召开、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下降、美国放弃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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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Broder,“PowerPlayingwithOthers,暠CQWeekly,April20,2009.
黄平、何兴强、王玮:《美国的力量变化:十年来的一些轨迹》,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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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ohnIkenberry,“TheFutureofLiberalWorldOrder,暠ForeignAffairs,May/June2011.
http://www.compete.org/images/uploads/file/PDF%20Files/2010-Manufacturing-Competitiveness-
Index-Final.pdf.



比亚行动中的领导地位,采取“从后面领导暠(Leadingfrombehind)的方式,美国在叙

利亚、伊朗问题上的一筹莫展,都暴露了美国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下滑的事实。

(四)美国政治分裂严峻

政治分裂是美国两党制的基本形态,但两党在重大问题上总体上有相近的主张。

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政治出现重大分裂,高举“变革暠大旗的奥巴马赢得大选,却

没有改变美国政治分裂、民意分裂的事实。一是美国总统成为“跛脚鸭暠。2010年11
月,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不仅重新夺回众议院,在参议院也增加了六

个席位。这既反映了美国政治的分裂,也使美国总统成为“跛脚鸭暠,在推行重大改革

时步履维艰;二是两党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美国新一届国会召开后,民主、共和

两党在削减预算赤字、移民改革和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都有严重分歧;三是茶党的兴

起。茶党是2009年在美国兴起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其主要诉求是缩减政府开支,反

对把征税分为不同级别,减少国家债务和联邦预算赤字。茶党运动的兴起是美国政

治中颇具争议性的问题。如果两党不能解决好目前的经济复苏等重要问题,茶党的

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四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蔓延。2011年9月17日,美国爆发“占

领华尔街暠运动,并迅速蔓延到全国70多个城市。这场运动并无明确的组织领导,却

反映了民众对现状的不满。

(五)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一是债务规模空前。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国债总量不断上升,到2010年美国

国债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2.28%,而这一指标的国际警戒线为60%。栙 金融

危机使这一趋势雪上加霜,2011年5月6日,美国国债接近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

举债上限。根据这一形势,2011年8月6日,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把美国的长期主权

信用评级由3A级下调至 AA+,并将其评级前景定为负面,美国首度丧失其拥有近

一个世纪之久的最高信用评级。美国积累庞大的债务有自身经济结构的原因,包括

消费模式、社会保障体系、国防开支等原因,因此美国经济短时间内难以根本好转。

二是金融形势尚未好转。美国金融海啸,百年一遇,元气大伤。美国尚未摆脱金

融危机,欧债危机接踵而至。欧盟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特别容易受欧

债危机的影响,主要因为美国增长疲弱和面临其他方面的风险,如就业形势严峻、工

资上涨缓慢、能源成本高、贸易赤字扩大,以及政府需要大量削减开支。欧洲债务危

机开始冲击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美国的汽车、太阳能板、药剂、服装及电脑器材的制

造商,已受到影响。

三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由于美国制造业向新兴经济体的大量转移,美国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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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高居不下。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失业率长期维持在

9.5%左右。美国目前仍然有近1400万人没有工作,其中近1/3失业超过一年。栙

较高的失业率不仅增大了贫富差距,而且影响了社会稳定。

四是教育水平持续走低。美国15岁以上人口的数学和科学水平低于发达国家

的平均水平。在2011年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甚至说现在是美国新一代的

“斯普特尼克时刻暠。栚 尽管奥巴马政府大力倡导在教育领域增加投入,但各州政府

却面临财政赤字严重、教育经费短缺等问题,这一状况短期内很难得到改变。

二暋美国具有摆脱衰退的机制保障

金融危机给美国造成了重创,而且到目前为止它尚无摆脱衰退的迹象,许多学者

由此对美国实力地位表示悲观,提出了诸如“后美国世界暠等论断。但长远来看,美国

依然拥有一系列帮助其摆脱衰退的机制,它们是帮助其走出危机的重要保障。

(一)科技创新机制

20世纪以来,科技创新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美国建立并维持世

界主导地位的重要基础之一就在于科技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有三个条件:人才、资金

和体制。美国在这三个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从人才方面看,美国的高等教育体

系全球领先,每年为美国输送大量科技创新人才。同时,美国还从全球吸引科研人

员,为其科技创新提供人才支撑。从资金方面看,美国科研投资居全球之首,。从体

制方面看,美国严格执行专利权法、知识产权保护法,对科技创新具有很大的鼓励作

用。教育的投入是科技创新机制的重要保障。美国教育支出2000年为5456亿美

元,2009增长到9720亿美元,总规模翻了一番,绝对量具世界第一。栛 美国人口仅占

世界的5%,却拥有七八所世界排名前十位的著名大学,在世界排名前50所大学中,

美国大学占48%。栜 近些年,美国政府又采取各种措施,包括颁布教育改革法案、试

图增加对中小学教育的投入、重建教育评价系统等,以提高教育质量,保持美国科技

创新能力。

美国经济腾飞总是由科技创新推动的。从1950、1960年代的汽车行业,到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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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90年代的信息技术行业,再到21世纪的金融行业,美国都依靠技术创新走出

了一轮又一轮衰退危机。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美国金融业的弊端,美国再一

次陷入衰退危机。但美国在众多新兴领域中的领先优势,使其有望在短期内重新引

领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这些新兴领域包括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美

国不仅拥有研发新科技的能力,而且拥有科技产业化的体制机制优势。例如,美国拥

有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能够将资金主要集中在企业的初创期和成长期,有力地推动

了高新技术研究和项目开发,被誉为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暠。美国还拥有完

善的信贷担保体系和灵活的债券发行市场,能够有力地支撑科技创新型企业快速发

展。

(二)自我调节修复机制

美国政府和社会有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从政府运作来看,美国四年一度的大

选一方面使政府面临压力,不得不时刻反省检点现行政策,另一方面也使在野党时刻

关注政府的一言一行,并不失时机地批评现行政策,促使政府政策不断进行修正调

节。在政策矛盾和冲突较明显时,大选能够直接提供改换政府的机会。奥巴马正是

打着“变革暠的大旗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在政府内部,新一届政府在组建内阁时,又

能够推陈出新,调整政府重要部门人员,从而引入新的思想和血液,对现行政策进行

调节。

(三)危机转嫁机制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

因为美国有很强的危机转嫁机制,能够使自身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或经济体,从而减

轻自身面临的压力。从根本上来看,全球化不断发展,美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系越来

越密切的金融联系和经济联系是美国能够进行危机转嫁的根本原因。由于美国处于

全球生产链的高端,企业和公司具有灵活的应变能力,自身经济体具备抵御金融风险

和经济风险的能力,一旦出现经济危机,美国能够迅速地抽身,将危机留给位于生产

链低端的国家。例如,美国大量的对外投资曾是推动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动力,但金融

危机发生后,美国许多资金迅速撤出,使新兴国家面临企业倒闭的巨大压力。从某种

角度看,美国经济已经绑架了全球经济,美国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将自身的危机转嫁给

其他国家。美国自身实力可能会衰退,但美国的衰退会带动其他国家的衰落。

(四)国家战略机制

美国拥有不断革新的国家战略体制机制,这是推出新战略、解决新问题的重要保

障。美国决策体制的独特优势被形象地称为“旋转门暠现象,即决策人员和学者之间

频繁的、顺利的、平和的交接。美国决策官员的更换频率之高是少有的,而且美国的

更换是平和进行的。这使年轻有为的学者能够直接将新思想、新战略引入决策,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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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出新的战略思路,解决新问题。另一方面,这种交接也有利于深化相关的学术研

究,能够使研究焦点集中于现实问题上。另外,美国战略决策体制较为灵活、完善,便

于不同部门之间协调解决问题。如美国拥有协调内政、军事、外交的总统决策机

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也拥有协调军种关系的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这都

有利于协调国家各种力量,集中解决问题。美国非常发达的智库体系,是保证国家战

略决策高效运行的另一机制。以巧实力战略运用为例。面对美国软、硬实力下降的

局面,美国适时推出巧实力战略。栙 奥巴马上台后,通过“天安号暠事件、南海问题等,

巧妙地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天安号暠事件发生后,美国抓住机会,动用军

事和外交力量,积极斡旋,达到了“一箭多雕暠的目的。首先,它巩固了美韩、美日联

盟。进入21世纪以来,美韩、美日联盟一度出现松动,基地搬迁等问题一直困扰着美

国。美国借助“天安号暠事件,强化了与这两个国家的盟友关系。其次,加强了美军在

亚太地区的存在。事件发生后,美国与韩国和日本举行多次军事演习,并重新在亚太

地区排兵布阵,强化了军事存在。最后,遏制了其他大国的影响力。美国借助“天安

号暠事件使包括中俄在内的地区大国陷于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遏制了地区大国影响力

的上升势头。可以说,巧实力战略从出台到运用的整个过程反映了美国国家战略体

制机制在解决问题方面的高效性。

(五)人才吸引机制

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资源是人才。人才的多寡对一国的整体实力具有直接的

影响。资中筠教授认为:人才的流向决定着一国的实力,只要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还

是往美国流动,美国就不会衰落。栚 2000年至2010年,向美国移民人数每年达100
万人之巨。栛 由于美国严格的移民条件限制,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大多是精英人士,

属于美国急需的人才。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人才的聚集地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是美

国科研条件优越。许多国家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都选择到美国留学,并

逐渐被美国的科研环境所吸引,最终选择留在美国;二是美国文化吸引力。美国通过

媒体表现出来的美国“机会均等暠和美国梦的神话对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而言,具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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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吸引力,使他们愿意到美国生活或就业。另外,美国的多元文化也使其他国家的

移民能够很快适应美国的生活;三是美国政府的人才政策。美国在移民政策上给予

人才一定的优待,同时在政府财政支持等方面也向人才倾斜。如此,一方面美国自身

培养的人才很难外流,另一方面又从全世界吸引真正的人才,这使美国能够不断地吸

收新思想、新文化,保持自身的活力和能量。

可以说,有这些国家机制作保障,美国能够最终走出危机,重新开辟经济增长点,

保持国家竞争力。

三暋美国能够长期保持世界主导地位

美国面临的问题仅仅是具体领域的问题,是从长远看能够得以解决的问题。分

析事物发展的趋势,需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如果仅仅依据一些具体的、离散的现

象就认为美国已经开始衰落,是不符合实际的。整体来看,金融危机对美国而言仅仅

是“伤及皮毛暠,尚未“触及根本暠,美国的一超地位仍将保持。

(一)地理位置优势

美国享有两个大洋和邻国弱小的优越条件。美国独特的地缘优势,使其能够通

过欧亚均势政策,保持对欧亚大陆的主导地位。美国推行霸权均势(HegemonicBal灢
anceofPower)战略,即在确保地区均势和大国均势的基础上谋求世界霸权。这一战

略“既不同于传统的霸权战略,又有别于传统的均势战略,其目的在于遏制地区强国,

防止地区威胁性挑战国的出现暠。栙譬如,在欧洲,美国不断推动北约东扩,使欧俄形

成制衡之势。这一方面可以遏制欧洲的独立倾向,另一方面又打压了俄罗斯的复兴

势头。在亚洲,美国利用许多尚未解决的地区冲突,有意制造中日、中印、中俄、日俄

等大国之间的制衡局面,从而为其在亚太地区纵横捭阖留下空间。在中东地区,美国

支持以色列,造成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长期制衡的局面。对这一点,美国前总统尼

克松表达得最为露骨,他认为对以色列切合实际的做法应是:使之“强大到不怕谈判,

但又不……过于强大而认为不需要谈判……应使以色列强大到使它的邻国不致产生

攻打它的念头,而它们自己又极愿谈判暠。栚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大国的地缘条件要差

很多。这些国家要么与强邻为伍,要么自然资源不足、地理面积狭小。美国地缘优势

是它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天赋条件。

(二)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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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优势是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基础。美国的经济优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经济总量优势,二是经济竞争力优势。相比之下,经济竞争力优势更加重要。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经济总量一直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左右,经济增长速度维

持在3%左右,具有绝对优势。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2009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排名全球第九位,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主要的发达国家中处于领先位

置。栙 另外,美国贸易体系、投资体系、税收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法律体系,全世界对

美国经济恢复存有信心。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8-2009)》说明

美国经济竞争力优势明显,居于世界前列。栚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认

为,金融危机并没有影响美国经济的总体优势……美国依然拥有塑造世界的能力。栛

有学者用“下一个美国世纪暠来表达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栜

(三)军事优势

军事优势是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重要保证。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全

球安全事务长期具有主导优势。1990年代中,美国华盛顿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军事

革命的研究报告称,美国进行新军事革命的目的,是“使美国的军事行动出现革命性

变革,并将在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为美国带来无可争议的军事优势暠。凭借这种优

势,美国“就能左右国际体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好的地位去塑造这个世界,而

不是对这个世界做出反应。暠栞

一是巨额的军费开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保持着巨额的军费开支,积累了强大

的军事实力。冷战结束并没有使美国放弃巨额的军费开支,它一直保持着世界上最

大的军费开支。以2010年为例,美国军费支出为698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

43%,相当于中国军费支出的6倍多。栟 根据美国国防部2013财政年度国防预算

案,美国防开支总额达到6139亿美元,比2012财年有所下降,但仍占全球军费总支

出的4成以上。栠

二是先进的军事技术。美国依赖自身在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积极将它们运用

在军事领域,甚至通过先发展军事技术再转化为民用技术的方式,获得了一大批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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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技术。它在航天、卫星、信息、导航、通信、航空技术等方面遥遥领先。目前,美

国拥有全球最多、最先进的卫星,美国建立的全球定位系统(GPS)通信网络应用范围

最为广泛,美国无人机技术最为成熟,美国作战飞机性能十分领先。凭借这些技术优

势,美军在太空战、网络战、信息战领域独霸全球,能够真正实施“非线式、非接触、非

对称暠的作战行动,形成绝对的军事优势。

三是全球性战略部署。美国是唯一在全球进行战略部署的国家。美国在全球建

立了6个战区司令部,即太平洋总部、欧洲总部、北方总部、南方总部、中央总部和非

洲总部,控制着世界上的主要地区。美国也拥有全球性的军事基地。据美国国防部

2011年发布的美军基地结构年度报告显示,美国的海外基地总数达770处,遍及六

大洲(除南极洲外)、四大洋,辐射全球数十个国家。栙可以说,战区司令部是美国军事

部署的人事依托,美军基地则是美军军事部署的物质依托,两者相互结合,共同达成

战略上“前沿部署、灵活反应暠的目标。

四是丰富的作战经验。冷战后美国发动多场战争,发展了新型作战能力,并进行

了反恐战争。美国作战领域宽泛,从传统战争到信息战争,从反恐战争到非战争军事

行动,积累了大量的作战经验。

五是先进的作战理论。先进的武器装备和丰富的作战经验造就了先进的作战理

论。近年来,美军作战理论层出不穷,引领了一个又一个潮流。从“空地一体战暠理论

到“信息战暠理论,从“全谱优势暠理论到“太空战暠理论,从“网络中心战暠理论到“空海

一体战暠理论等等,都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美军的作战理论已被

默认为代表未来的作战理论,被许多国家奉为圭臬。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不结合

本国国情,盲目模仿美国的作战理论,无形中使自己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六是主导了公共空间。美国依靠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在多个公共空间

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形成独霸局面。先是依照《海权论》思想主导海洋空间,后来依照

《制空权》主导天空空间,然后发展航天力量主导太空空间,接着依靠信息技术主导信

息空间,最近集中精力主导网络空间。美国对这些公共空间的主导,使其形成了相对

其他国家的“代差暠优势,因此对任何一个公共空间的主导都能对全球安全形成决定

性影响。

(四)联盟优势

联盟体系是美国称霸全球的重要基础。美国著名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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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认为,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是由全球性的同盟和伙伴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构建了强大的联盟和伙伴体系,这是美国遏制苏

联、争夺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同盟体系并没有因为苏联威胁的

消失而消失,反而得到了加强。美国同盟体系成为美国维持安全主导地位的重要基

础。

一是不断强化同盟体系。苏联解体使美国丧失了维持同盟的基础,美国同盟体

系面临解体的危险。针对这一态势,美国提出新的安全威胁,包括所谓“邪恶轴心

国暠,将中、俄等国渲染为潜在的安全对手等。在欧洲,美国积极推动北约东扩,强化

旧有同盟体系,遏制俄罗斯的复兴。在中亚,美国以反恐战争、消除伊朗核威胁为名,

加强美以同盟和美阿同盟。在东北亚,美国借助“天安号事件暠,加强本已松散的美日

同盟和美韩同盟。在东南亚,美国借助南海问题,强化美菲、美泰、美澳新同盟等。

二是不断扩大伙伴关系体系。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提高国外伙伴的能力暠作

为重要推进国防转型的重点能力之一,认为没有美国伙伴的支持和协助,美国将无法

实现国防目标。栚在自身实力衰落的背景下,美国更注重利用伙伴体系达成安全战略

目标,不断扩大伙伴体系。美国不断加强与印度的联系,奥巴马总统将美印关系称为

“21世纪决定性伙伴关系暠,美2012年新军事战略报告更表示要继续加强美国与印

度的伙伴关系;美国表示愿意做蒙古的“第三个邻国暠;美军租借了新加坡的樟宜军事

设施。此外,随着美国军事战略重心东移,美国正迅速发展与越南、印尼、缅甸的伙伴

关系。

三是形成“轮辐式暠安全联盟体系。美国在发展同盟伙伴体系的同时,还有意加

强同盟伙伴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轮辐式暠安全联盟体系。在亚太地区,美国通过战

略对话、联合演习等手段加强盟国之间的安全联系,如建立美日韩三边安全对话机

制,有意将澳大利亚拉入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联系,多次组织多国部队参与“金色眼

镜蛇暠联合演习等。在欧洲地区,美国主导北约实施“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暠,使北约与

包括一些独联体国家在内的20个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并与7个地中海国家和6个

海湾国家有正式关系。栛 通过加强联盟的联系,美国能够更容易实现军事力量“全球

达到、全球存在暠的战略目标,使美国主导的安全联盟体系更加稳固。

(五)资源控制优势

美国学者恩道尔认为,“正如香料战争一样,当前最具战略性的问题是谁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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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资源。暠栙总体来看,谁控制了最关键的资源,谁就在安全领域具有主导权。

当前最关键的资源主要指石油、粮食和航道,在这三个领域,美国都拥有巨大优势。

一是石油控制。石油是当今经济发展的命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讲过,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暠栚美国千方百计地加强对石油的控制。

一方面,美国储存石油、降低自身石油依赖度。美国本土有数量巨大的煤炭储藏,也

有大量的天然气,更不用说极丰富的石油储藏。由于可以进口石油“七姐妹暠在中东

和北海开采的石油,美国搁置本土的石油开采;另一方面,美国运用政治、军事力量控

制石油。美国使用军事力量控制全球石油战略枢纽,保证石油输出地和输油管线的

安全。美国在中东地区拥有数十个军事基地,重点是控制波斯湾地区。美国甚至不

惜靠发动战争维持对石油的控制,美国发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的背后都有控制当

地石油的企图。

二是粮食控制。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新世纪,随着世界人口

数量的增长、可耕地面积的减少、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自然灾害的加剧、生物燃料的

快速发展,以及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粮食短缺问题非常严峻。据联合国粮农组

织测算,2008年度世界粮食库存由2002年度的30%下降到14.7%,为30年来之最

低;世界粮食储备仅为4.05亿吨,只够人类维持57天。栛 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短

缺现象,包括原来的粮食出口国欧盟、阿根廷等国家。任何必需的稀缺资源都可以成

为武器,尤其是粮食。在全球粮食短缺的时代,作为粮食生产大国的美国正在将粮食

作为其维持霸权的一个利器。

三是战略通道控制。海上战略通道是国家用于贸易运输且对其生存发展具有高

度制约及影响的海峡、峡湾、航道和运河。美国一直重视通过控制战略通道,保持运

输安全上的全球主导权。1986年,美国海军将全球海上重要航道划分为相互连接的

8个区域性海峡群和16条战时必须控制的海上航道。美国海军在2002年发表的

《21世纪海上力量:海军构想》中提出了的海上交通安全战略,划分出4个安全区域

防御圈:国土海岸安全、拉美海岸通道安全、大西洋海上通道安全、太平洋海上通道安

全。栜 在该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加强了对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实现其“全球打击、全

球参与、全球到达暠的战略目的。

(六)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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暡美暢威廉·恩道尔:《石油大棋局:下一个目标中国》(戴健等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前言部分的第5页。
暡美暢威廉·恩道尔:《石油大棋局:下一个目标中国》(戴健等译),前言部分的第5页。

http://www.fao.org.
魏秀芳:《21世纪海上力量:美国海军新世纪战略构想》,北京·海潮出版社,2008年版。



在经济领域建立反映其利益的国际制度是美国维持霸权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美国主导建立的这一套金融制度是以服

务于自身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以国际贸易体系为例,有许多条款都是按

照附和美国利益的条款设定的,其他国家要想加入这一体系,必须接受这些条款,这

也是2011年美国积极推动建立“泛太平洋伙伴关系暠(TPP)的主要动因之一。另外,

美国还在这些制度中保有最大的发言权。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任何

重要的决议必须由85%以上的投票权决定。目前,美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为

15灡85%,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为17%左右。栙 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

(JohnIkenberry)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面对的不是美国主导的秩序或西方体

系。它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广泛的国际秩序,是几个世纪斗争和创新的结果。这一秩

序非常发达,具有很强的扩展性和融合性,高度机制化,并且深深植根于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中。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这一秩序极强地吸纳了新兴

大国,并成功地融合了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暠栚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即使在国力衰

落后,美国依然可以利用其主导下建立的国际制度维系其地位,维护现行的霸权秩

序。栛其方法就是把所有国家,特别挑战国,吸收到当前的国际制度中.美国依靠制度

的约束力和合作带来的利益来安抚挑战国。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难

以改变。因此,即使美国衰落,也将是渐进式的衰落。即使美国自身实力受损,但霸

权的许多结构性特征仍将保存下来。美国创设了一种机制,使得其他国家的发展不

是削弱美国霸权,而是增强美国霸权。

(七)美元优势

美元霸权地位是由美国强大的综合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做后盾的。只要美国实力

没有全面衰落,美元霸权地位就难以撼动。反过来,美元霸权又有助于美国摆脱危

机,保持优势地位。美元霸权维持美国实力地位中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例如,虽然

金融危机后,美国财政赤字剧增,但美国依然可以发行大量的美国国债帮助刺激经济

复苏,原因就在于美国通过美元霸权绑架了其他国家的经济。由于其他国家购买了

大量的美国国债作为安全投资的对象,如果不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可能导致美元大幅

贬值,从而使自己手中的债券贬值。许多国家没有减持美国国债,甚至继续购买美国

国债,则有助于美国继续从全球募集资金,帮助其摆脱经济危机。虽然一些新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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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http://www.imf.org;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G.JohnIkenberry,“TheFutureofLiberalWorldOrder:InternationalismafterAmerica,暠ForeignAf灢
fairs,May/June2011.
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敽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84).



已经从这次金融危机中汲取了教训,主张以一种新的国际货币或一揽子货币来取代

美元霸权地位,但由于其他国家面临的内部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提议

真正落实到位尚需时日。

(八)软实力优势

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美国捍卫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和代表

的美国通俗文化对其他国家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美国建

立的联盟伙伴体系,也有共同价值观作为基础。美国还把推广民主作为国家安全战

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克林顿曾讲道:“在这个充满危险与机会的新时代,我们最重要

的目标应该是在全世界推行并维持民主。冷战期间,我们一直想办法遏制专制体制

的死灰复燃。现在,我们努力使更多的国家加入到这种自由体制之下,因为我们的梦

想就是:将来某一天,世界上每个人的能力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每个人的意见都

会得到尊重,在欣欣向荣的民主气氛下,世界人民互相合作、和平共处。暠栙小布什在

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宣称:“美国的政策就是在每一个国家和文化中,促进并支持

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壮大,最终目标是在我们的世界上结束暴政。暠栚美国文化在

全球的广泛传播也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代表美国文化的各种商业产品和文化

产品全球传播,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接受到了美国价值观的影响。正如布热津斯基

所言,美国文化的绝对主导地位,单就其规模而言既无可匹敌又史无前例,而且近期

内也不会遇到什么对手。恰恰相反,随着世界越来越城市化,人类越来越相互交融与

相互影响,世界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减少且它们越来越容易被渗透,美国文化的统

治地位反而越来越巩固。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美国衰落的争论,据学者统计,这

种争论共有5次。栜美国霸权每次面临挑战和挫折之时,学者都会发展一定的理论解

释美国衰落的原因,并预测未来的趋势。事实上,用“衰落暠一词形容美国并不准确。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每次都从危机中迅速摆脱出来,重新焕发生机,因此用“衰退暠

(Recession)来描述美国经历的挫折也许更为贴切。美国能够成功地从衰退中摆脱

出来,是由一系列国家机制支撑的。这些机制既是美国各种实力之间的黏合剂,又是

美国整体实力的反映,很难被其他国家复制和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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暡美暢约翰·米勒·怀特、戴敏等:《中美关系新战略:跨越零和博弈的中美双赢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8年版,第149页。
武军、武巍、杨玉莉:《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北京·时代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
暡美暢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王振西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指1950年代朝鲜战争后兴起的美国衰落论;1970年代经济危机发生后出现的衰落论;1980年代因为日本

和欧洲的壮大而出现的美国霸权周期性衰落论,“九一一暠事件引发的衰落论和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触发的

衰落论调。刘建华、邓彪:《美国霸权:衰落还是延续暠》,载《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期。



美国的主导地位难以撼动,但唱衰美国的论调却层出不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心

理和舆论因素在起作用。大体来看,有三种因素在推波助澜。一是美国人强烈的忧

患意识。在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1970年代尼克松时期美国经济陷入滞

胀,以及1980年代里根时期预算赤字居高不下之时,美国衰落论都很普遍;二是美国

的舆论主导能力。美国强大的软实力,发达的媒体系统,以及英语作为世界用语的优

势,使美国能够轻易主导全球舆论。美国学者的观点能够很快传遍全球,美国著名学

者的一个观点很快就能在全球主要媒体上出现,并获得全球观众的认可。美国的这

种全球舆论主导能力,也是美国衰落论迅速全球传播的重要原因;三是民族主义情

绪。美国自认为是“天之骄子暠,美国是世界的中心,“美国例外论暠和“美国至上论暠深

入美国人的血液和骨髓。在这种民族心理影响下,美国人极容易放大美国的弱点和

缺陷。从其他国家来看,由于对美国外交政策不满,一些民众也有一种希望美国衰落

的心理。

朱成虎: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孟凡礼: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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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问题与美国政治栙

张业亮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随着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发展,美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接

受程度不断提高,但在同性婚姻问题上仍陷入分裂状态。美国有关同性婚

姻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同性恋者是否拥有结婚权,以及同性婚姻是否享有与

异性婚姻同等的法律权利和经济、社会福利而展开的,这一争议实质上反映

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及传统的婚姻观与平等权之间的冲突。与

其他道德价值观问题一样,在同性婚姻问题上,不同党派、意识形态、种族族

裔、宗教信仰、性别、年龄、地区的美国人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别。对于美国政

治而言,同性婚姻问题已经成为区分民主、共和两党的标志性问题,也是近

几次总统选举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和选举战略的一个“楔子议题暠。

关键词:美国政治 同性恋权利 同性婚姻 “文化战争暠“楔子议题暠

文化和道德价值观问题的重要性上升及其所导致的政党政治和两党选民结构的

变化,是近十多年来美国政治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在引起美国社会分裂的诸多文化

和道德价值观冲突中,同性婚姻是最有争议的公共政策问题之一,也是当今美国政治

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有美学者甚至认为,同性婚姻已经取代堕胎成为美国

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冲突或正在进行的 “文化战争暠的一个焦点议题 (focal

issue)。栚

栙

栚

感谢《美国研究》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CraigA.Bimmerman,TheLesbianandGayMovements敽AssimilationorLiberation斂(WestviewPress,

2008),p.95.



自1990年代初期同性婚姻问题成为美国全国性议题以来,围绕同性婚姻的争议

日趋激烈。它不仅使联邦政府三大分支机构及州和地方政府都卷入其中,成为联邦

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许多州立法和全民公决的焦点、相关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游说

的目标,而且成为政党和选举政治中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敏感政治问题。尽管随

着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发展,美国民众中能够接受同性恋的人越来越多,但在同性婚姻

问题上,目前仍有近一半美国人表示反对。而且,在支持和反对同性婚姻的两派中,

存在种族族裔、宗教信仰、党派、意识形态、性别、年龄、经济和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

和地区等诸多方面的差别,美国社会在同性婚姻问题上正陷入深深的分裂。

对同性婚姻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从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社会运动、公共政策、

司法立法的视角做了大量深入、系统的研究,著述颇丰。本文拟从政党和选举政治的

视角,在对美国同性婚姻问题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论述支持和反对同性婚

姻的两派的观点,分析同性婚姻问题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探讨美国同性婚姻问题的发

展趋向。

一暋美国同性婚姻问题的历史和现状

同性婚姻问题在美国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1970年至1992年:关于同性婚姻问题的争议是美国社会和政治的一个边

缘问题

在美国,同性恋者争取婚姻权和平等权的运动始于1970年代。在此之前由于害

怕受到社会的歧视和伤害,同性恋者对他们的性取向都秘而不宣。1969年纽约市石

墙旅馆(theStoneWallInn)事件栙改变了美国同性恋者的态度,同性恋者开始在政

治上组织起来,积极捍卫他们的权利。到1969年底,美国成立了50个同性恋组织。

此后,在争取民权和妇女权利运动的推动下,以及随着美国族群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传统的家庭、婚姻和伦理道德观受到巨大的冲击,同性恋运动获得发展,同性恋者的

权益开始受到关注,美国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根据1976年的一次

民调,73%的人认为同性恋者是社会歧视的牺牲品,85%的人认为同性恋者应该享有

同等的工作权利。到1993年,同性恋权利运动已有能力在华盛顿发起组织有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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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1969年6月27日,纽约警察袭击了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石墙旅馆的一家同性恋酒吧,因为被抓和警察经常

袭击同性恋俱乐部,引起同性恋支持者的愤怒,导致同性恋支持者骚乱,他们向警察投掷瓶子和砖头,次日

晚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游行,骚乱延续了一周时间。石墙旅馆事件标志代表男女同性恋者利益的政治团体的

形成和当代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开始。



支持者参加的大游行。栙

由于婚姻权传统上属于州权,同性恋权利组织对各州议会、学校、大众传媒和教

会都施加了极大的政治压力,推动不少州议会废除了许多规范性关系的法律。1970
年代,有20个左右的州,包括加州和俄亥俄州,在法典中废除了鸡奸法。1980年,同

性恋条款第一次写入民主党党纲。到1990年代,全美至少有100多个城市立法禁止

在住房、银行业务、就业和公共设施方面歧视同性恋者。但另一方面,到1980年代中

期,禁止同性性行为的法律仍在25个州实施。不少州仍把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当作犯

罪处理;在联邦层面上,最高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引用宪法的适当程序条款,尤其

是198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鲍沃斯诉哈德韦克暠(Bowersv.Hardwick)一案中的判

决把隐私权排除在同性性行为之外,栚支持各州“把相互自愿的同性性行为定为犯

罪暠的法律。栛因此,多数同性恋团体的成员仍选择待在“密室暠(closet)内,拒绝公开

其性取向。栜

因此,尽管同性恋权利运动与堕胎差不多同时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但同性恋

权利问题在美国全国议程中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时期,虽然有个别同性伴

侣寻求结婚权而向州法院提出诉讼,但都没有得到法律支持。栞 从同性恋权利运动

的角度看,对同性婚姻权利的诉求没有得到同性恋权利组织的支持:同性婚姻仅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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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D.Adam,TheRiseoftheGayandLesbianMovement(NewYork:Twayne,1995),p.67.
Bowersv.Hardwick,478U.S.186(1986)该案的情况是:迈克尔·哈德韦克是佐治亚居民,他在自家屋

里与另一名男子进行性活动时被亚特兰大警察逮捕。像当时美国多数州一样,佐治亚州有鸡奸法,但很少

执行。实际上,该州最后撤销了对哈德韦克的起诉。但哈德韦克向联邦最高法院起诉该州,指控把同性别

的人之间私下进行的、相互同意的性活动作为犯罪违反了他的宪法隐私权。联邦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裁

决,宪法的隐私权并不保护与同性别的人进行私下的、相互同意的性行为。美国宪法并没有提及隐私权,但
第四、第九条修正案包含与隐私权相关的几个权利。1905年,联邦最高法院在“罗勒诉纽约州暠(Lochnerv.
NewYork)一案中首次奠定了把权利扩大到隐私权的基础。该判决连同联邦最高法院以后的几个相关裁

决,特别是1965年“格雷伍德诉康涅狄格州暠(Griswoldv.Connecticut)案和1973年的“罗诉韦德暠(Roev.
Wade)案判决,逐步确立了宪法隐私权。

AndrewSullivan,VirtuallyNormal敽AnArgumentaboutHomosexuality (NewYork:AlfredA.Knopf,

2004),p.106.
B.GuyPeters,AmericanPublicPolicy敽PromiseandPerformance(Washington,DC:CQPress,2010),

p.431.
1970年5月,美国明尼苏达州居民杰克·贝克(JackBaker)和迈克·麦康乃尔(J.MichaelMcConnell)成为

美国第一对申请领取结婚证的同性恋者。他们的申请被海涅平县(HennepinCounty)的工作人员拒绝。明

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在“贝克诉奈尔逊暠(Bakerv.Nelson)一案中裁决道:“联邦法律没有适合男性结婚的合

适程序和平等保护权。暠第一对女同性恋者申领结婚证发生在肯塔基州,她们也遭遇到同样的命运。该州最

高法院于1973年在“琼斯诉海拉罕暠(Jonesv.Hallahan)案中做出裁决。在此后的20年里,至少有四对同

性恋者寻求对同性婚姻的法律承认,但全部败诉。它们是1974年的“辛格诉海拉暠(Singerv.Hara)案、

1980年的“亚当斯诉豪顿暠(Adamsv.Hawerton)案、1984年的“德桑托诉巴恩斯丽暠(DeSantov.Barns灢
ley)案和1992年的“迪安诉哥伦比亚特区暠(Deanv.DistrictofColumbia)案。



为整个同性恋权利运动内的少数主张而受到忽视。尽管有个别同性恋者寻求婚姻

权,但同性婚姻还不是同性恋权利运动的主要方向,在美国社会和政治中远没有获得

较大的关注度。

(二)1993年至2003年:同性婚姻上升为全国性议题

1993年,夏威夷州最高法院对“巴赫诉列文暠(Baehrv.Lewin)案的裁决栙引发

了全美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争论,同性婚姻首次作为美国的一个全国性议题出现。

该案裁定,夏威夷州拒绝向三对同性伴侣(same灢sexcouples)发放结婚证是基于性别

基础上的歧视,违反了该州宪法平等权条款,除非该州能表明不得不拒绝的理由

(compellingreasonforthedenials)。然而,该法院并没有马上命令同性婚姻合法

化,而是发回下级法院重审。

夏威夷最高法院的裁决是美国第一个质疑把同性恋排除在婚姻之外做法合法性

的裁决,“挑战了众多现有的法律原则暠,栚“一些宗教和社会保守派开始在全国范围

内动员起来,以反对他们以前没有认真对待的一种威胁暠,栛即同性婚姻对传统价值

观和家庭结构带来的挑战。

首先,在夏威夷州合法化了的同性婚姻有可能被其他州承认,因为根据美国宪法

“完全尊重和信赖条款暠(fullfaithandcredit),各州都被要求尊重其他州的法律协

定,包括婚姻。栜为防止同性婚姻合法化蔓延到其他州,防止其他州承认一州的同性

婚姻,同时把对婚姻界定的话语权从法院(包括联邦和地方法院)的手中夺回来,防止

自由派法官从宪法条款中对婚姻权能动地、广泛地加以解释,“创造暠同性婚姻权利,

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于1996年9月通过《捍卫婚姻法》(DefenseofMarriageAct,简称

DOMA),同年经克林顿总统签署生效。该法把婚姻界定为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并

规定如果一个州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其他州不一定必须承认它,并且这种婚姻不能获

得联邦福利。栞 反对同性婚姻的人把《捍卫婚姻法》视为捍卫传统价值观的基石。栟

其次,宗教和社会保守派还推动各州在法律上禁止同性婚姻。在夏威夷州最高

法院裁决后的十年(1993~2003)里,美国50个州中有40多个州的议会通过了《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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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A.Fahrenthold,“GayMarriage:the‘Unthinkable暞BecomeaReality,forSome,暠TheWashington
Post,May10,2012.
美国宪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各州对其他各州的公共法案、记录和司法程序,应给予完全的信赖和尊重。暠
这一款被称为“完全尊重和信赖条款暠。

MarkStrasser,LegallyWed敽Same灢SexMarriageandtheConstitution (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
Press,1997),p.127.
MichaelD.ShearandSherylGayStolberg,“GayMarriageSeemsWaneasConservativeIssue,暠TheNew
YorkTimes,February24,2011.



婚姻法》,栙有48个州通过了把婚姻限制在异性之间的法律。在阿拉斯加(1998)、夏

威夷(1998)、加利福尼亚(2000)、内布拉斯加(2000)、内华达(2000~2002)等州,公民

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通过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或宪法修正案。栚

此外,保守派的强烈反弹也在全国性的选举政治中显示出来,同性婚姻成为

1996年总统选举的一个主要议题。

尽管在保守派的反对下,同性婚姻没有合法化,但一些州开始在承认同性伴侣权

利方面迈出步伐。1999年12月,佛蒙特州最高法院在“贝克诉佛蒙特州暠(Bakerv.

State)一案中裁定,同性伴侣享有与婚姻有关的权利和保护,但该法院将之留给州议

会解决。栛2000年4月,该州通过允许同性伴侣结成“民事结合暠(civilunion)的法律,

并经州长、民主党人霍华德·迪安(HowardDean)签署生效,使该州成为美国第一个

承认同性伴侣合法性的州。根据佛蒙特州的法律,结成“民事结合暠的同性伴侣虽然

从技术上讲没有结婚,但享有婚姻所有的权利、福利和责任。栜 在佛蒙特州最高法院

这一历史性裁决之后,有关同性婚姻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

(三)2003年至今:同性婚姻逐渐在一些州合法化,成为分裂美国社会和政治的

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问题

2003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劳伦斯诉德克萨斯暠(Lawrencev.Texas)案的裁决

和马萨诸塞州最高司法法院的一项裁决,使同性婚姻问题突然戏剧性地重新成为舆

论关注的焦点。

在同性恋者寻求结婚权的斗争中,前述联邦最高法院于1986年对“鲍沃斯诉哈

德韦克暠案的裁决,由于不承认隐私权包括同性性行为,被认为是对承认同性恋者结

婚权的最严重的障碍。栞 “劳伦斯案暠之所以备受关注,就在于它推翻了“鲍沃斯案暠

的裁决。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Kennedy)代表多数意见写道,同性恋者

拥有“根据合适程序条款不受政府干预而从事(亲密)行为的完全权利的自由暠。栟这

一裁决不仅使当时仅存13个州的鸡奸法违宪,从而把隐私权扩大到同性恋者,而且

它通过为同性恋者权利提供宪法框架,戏剧性地改变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前景,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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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laireSnyder,GayMarriageandDemocracy敽EqualityforAll(Lanham,Boulder,NewYork,Toron灢
to,Oxford:Rowan& LittlefieldPublishers,Inc,2006),p.68.在联邦《捍卫婚姻法》通过之前,犹他州于

1995年3月通过《捍卫婚姻法》,这是美国第一个有该法的州。

CraigA.Bimmerman,op.cit.,p.105.
Bakerv.State,170Vt.194;744A.2d864(Vt.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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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April10,2008.
AndrewSullivan,op.cit.,p.106.
Lawrencev.Texas,539U.S.558(2003).



国社会继续禁止同性婚姻变得困难。因此,无论是争取同性恋权利者还是反对同性

婚姻的人,都把该裁决视为促进同性恋权利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栙

“劳伦斯案暠的裁决在得到争取同性恋权利者欢呼的同时,也遭到宗教和社会保

守派的反对。在保守派看来,该裁决说明联邦《捍卫婚姻法》的缺陷,即用立法的方式

难以禁止各州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也容易被法院推翻,只有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

来禁止各州承认同性婚姻,才能防止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蔓延。因此,反对同性婚姻的

人转而寻求通过使联邦宪法修正案把婚姻界定为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的方式,来防

止各州承认同性婚姻,并以此来推翻有关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决和法律。

在保守派的推动下,2003年5月,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玛丽莲·姆

斯格雷夫(MarilynMusgrave)联合其他5名议员提出《联邦婚姻修正案》(Federal

MarriageAmendment,简称FMA),该修正案把婚姻界定为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希

望以此防止各州承认同性婚姻。栚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必须经由国会参众

两院2/3议员通过,然后还需美国50个州中的3/4州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为扩大对

该修正案的支持,姆斯格雷夫等又于2004年3月和2006年两次提出修改过的修正

案。栛2006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以党派划线投票通过了《联邦婚姻修正案》,但此修

正案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招致激烈辩论,最终没有获得参众两院通过。栜

“劳伦斯案暠的裁决也遭到共和党一些政治家的反对。小布什总统宣布2003年

10月12日至18日为“捍卫婚姻周暠(MarriageProtectionWeek),以此表明“他对《联

邦婚姻修正案》议案的支持暠。一些共和党的领导人,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

佛里斯特(BillFrist)也公开表示支持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栞

“劳伦斯案暠引发的争议尚未平息,2003年11月,马萨诸塞州最高司法法院(Su灢

premeJudicialCourt)栟对“古德里奇诉马萨诸塞州公共卫生部暠(Goodridgev.Mas灢

sachusettsDepartmentofPublicHealth)一案的裁决又在美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在该案中,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以4比3的投票裁决同性婚姻是受州宪法保护的一

项民事权利。与四年前佛蒙特州最高法院的裁决不同,该案的裁决没有授权州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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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而是要求州议会通过给予同性恋婚姻完全权利的法律。栙2004年马萨诸塞州

批准同性婚姻合法化,成为美国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州。2004年5月17日,

马萨诸塞州开始为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书。

在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裁决同性婚姻合宪之后短短两年时间内,有8000对同性

伴侣步入婚姻殿堂。栚 马萨诸塞州以外的一些城市,包括旧金山、俄勒冈州的波特兰

(Portland),纽约州的纽波兹(NewPaltz)等,也开始为同性恋者颁发结婚证书,但这

些证书后来被宣布无效,因为这些城市的市政官员没有权力为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

书。栛

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再次激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弹。在宗教和社会保守派

及一些反对同性婚姻的团体的推动下,不少州相继提出了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

案。在马萨诸塞州裁决之前,全美只有三个州通过了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栜

在马萨诸塞州同性婚姻合法化后,仅2004年8月到11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美国就

有13个州通过了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栞到2006年底,又有9个州的选民通

过了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栟只有亚利桑那州的选民拒绝了禁止同性婚姻的

提案。栠这样,加上2003年之前已经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四个州,到2008年,美国共有

27个州通过了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

在各州有关同性婚姻的争议中,加州是除新英格兰以外争议最为激烈的一个地

区。早在2000年,该州的选民就通过了“22号倡议暠(Proposition22),把婚姻界定为

男女之间的结合,栢这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在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

法后,2004年2月10日,旧金山市市长盖文·纽松(GavinNewsom)命令工作人员

“基于不歧视及不考虑性别和性取向颁发结婚证暠。栣2004年8月,加州最高法院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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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同性伴侣领取的结婚证无效,理由是该市长的决定违反了“权力分立暠的原则,栙从

而导致争议白热化。2005年9月,加州议会成为美国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合法议案

的州议会,但该法案被州长施瓦辛格否决。2007年2月,加州最高法院开始审理“22
号倡议暠是否违反该州宪法关于法律下平等保护的条款。栚2008年5月15日,加州最

高法院以4比3的投票,裁决该州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是非法歧视。州最高法院这

一裁决遭到宗教和社会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迅速组织起来,发起了一个名曰“8号倡

议暠(Proposition8)的运动,试图通过州全民公投推翻法院的这一裁决。在经过广

泛、激烈的争论后,该立法倡议于2008年11月4日以54%的选票通过,加州又恢复

了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争取同性恋权利者立刻发起诉讼。2010年8月4日,美国

地区法院一法官在“佩里诉施瓦辛格暠(Perryv.Schwarzenegger)一案中裁决“8号

倡议暠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的平等保护和适当程序的条款,案件被

上诉到联邦第九巡回法庭审理(thejudgmentwasstayedpendingappeal)。栛2012年

2月7日,在加州的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theUnitedStatesCourtofAppealsfor

theNinthCircuit)的三名法官小组以2比1的投票支持该法官的裁决,但由于此案

情况复杂,目前法院仍未了结此案,还在继续审理。栜

尽管第九巡回法院的裁决没有扩大同性恋者的权利,而是基于联邦最高法院

1996年的一个裁决,即没有合法的原因,多数不能剥夺少数的权利,但它是迄今为止

联邦法院唯一有关同性婚姻的全国性裁决(并且有可能导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这一

有争议的问题),加上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11月正式废除了实行16年之久的“不问

不说暠(“don狆task,don狆ttell暠)的军队同性恋政策和国会1996年9月通过了《捍卫

婚姻法》,这样,联邦政府的三大分支机构都被卷入到有关同性恋权利和同性婚姻的

争议之中。

在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历史性裁决之后,随着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发展,以

及美国公众对同性恋和同性婚姻的态度的变化,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州在不断增加。

2004年,康涅狄格州麦迪逊镇的八对同性恋伴侣申领结婚证被拒绝,于是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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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起诉。在法院审理该案期间,该州议会于2005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同性伴

侣“民事结合暠,给予同性伴侣与婚姻实质上一样的权利。但在州长的坚持下,该法将

婚姻界定为一男和一女之间的结合。案件的争辩集中到“民事结合暠是否享受与婚姻

一样的权利,以及同性伴侣是否是如法庭所说的“受怀疑的阶层暠(suspectclass)或者

“半受怀疑的阶层暠(quasi灢suspectclass)———一个曾像历史上黑人和妇女那样遭受歧

视的团体。栙2007年2月,该州议会司法委员会以27比15的投票通过了同性婚姻合

法化的议案。2008年10月10日,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以4比3的微弱多数,否决

了该州“民事结合暠法律,裁决同性伴侣拥有结婚的宪法权利,从而继马萨诸塞州和加

州之后成为第三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州。法院认为,把婚姻限制在异性伴侣之间

及旨在为同性伴侣提供结婚权利和好处的“民事结合暠法律,违反了宪法在法律下平

等保护的保证。这一裁决在很多方面都有突破:除了使康涅狄格州成为继马萨诸塞

和加州之后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三个州外,它还是第一个认为“民事结合暠法律

具体违反了州宪法平等保护条款的州最高法院的裁决。

在康涅狄格州之后,艾奥瓦(2009年4月27日)、佛蒙特(2009年9月1日)、新

罕布什尔(2010年1月1日)、纽约(2011年7月24日)等州和哥伦比亚特区(2010
年3月)也先后允许同性婚姻。华盛顿州议会和马里兰州议会也于2012年2月通过

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栚但要等2012年11月6日大选投票日两州全民公投后才能决

定是否生效。

目前美国同性婚姻的现状是:有八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允许同性婚姻。此外,加

州在2008年6月16日至11月4日同性婚姻合法化期间和马里兰州承认其他州合

法的同性婚姻。还有一些州,虽然禁止同性婚姻,但通过了允许“民事结合暠和 “家庭

伙伴暠(domesticpartnership)的法律。栛有31个州通过了禁止同性结合的宪法修正

案,其中,十个州仅禁止同性婚姻,栜20个州禁止同性婚姻和“民事结合暠及其他同性

结合,栞夏威夷州的宪法修正案没有明确禁止同性婚姻,而是允许州把婚姻限制在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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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间。12个州有把婚姻限制在男女之间的法律。到目前为止,同性婚姻合法的州

都是通过法院裁决和州议会立法方式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还没有一个州是通过

全民公投的方式批准同性婚姻的。

同性婚姻之所以能在美国一些州合法化,并成为分裂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一个全

国性焦点问题,除了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裁决,特别是州法院的相关裁决激起宗教和

社会保守派(主要是基督教右翼)的强烈反弹,以及同性恋权利运动有组织的活动推

动外,还有以下原因:

(一)美国公众和舆论对同性恋和同性婚姻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

从美国社会对同性婚姻的态度来看,公众和舆论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持续上升。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在联邦《捍卫婚姻法》通过的1996年,近2/3的美国人

(65%)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支持者只有27%。到2003年7月,支持同性婚姻的人

上升为38%,2004年8月下降到29%,此后支持率在33%到39%之间波动。到

2010年前后,支持同性婚姻的人数大幅上升。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举行的两次民调

显示,42%的人支持同性婚姻,48%的人反对。这是15年来该民调第一次反对人数

不到一半。2011年9月底至10月初和2012年4月进行的二次民调则显示,支持同

性婚姻的人数超过反对的人数(46%比44%;47%比43%)。但在反对和支持的两方

中,强烈支持和强烈反对的人数都为22%。这表明美国社会在同性婚姻问题上已陷

入深深的分裂。栙 《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自2004年以来的相关民调及盖洛

普民调的数据也显示出相同的趋势。

(二)美国婚姻特点的变化,以及随着越来越多的同性恋伴侣收养子女,出现同性

恋婴儿潮,从而对传统的家庭结构提出挑战。

(三)1980年代的艾滋病危机加强了人们对同性恋的关注,但也引发了一些争取

同性恋权利者寻求从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权利的要求。艾滋病的现实“突然迫使数

以千计的相互忠诚的同性恋伴侣不得不与一些不承认他们关系的权势机构,如医院、

殡仪馆、州政府等打交道。即使艾滋病人生命垂危,其生活伴侣也不能探望,因为他

们不是法律上的‘配偶暞或近亲暠。栚医院也没有义务告知同性恋患者的治疗情况。这

导致同性恋权利争取者寻求以同性婚姻的方式来改变这种状况。另一方面,艾滋病

·25· 美国研究

栙

栚

民调数据参见:“AStableMajority:MostAmericansStillOpposeSame灢sexMarriage,暠ThePewResearch
CenterforPeopleandPress,April1,2008;ThePewResearchCenterforPeopleandPress,“MostSay
HomosexualityShouldbeAcceptedbySociety,暠May13,2011;ThePewResearchCenterforPeopleand
Press,“22%:StrongSupportforGayMarriageNow MatchesStrongOpposition,暠Mary11,2012。

DavidEisenbach,GayPower敽AnAmericanRevolution (NewYork:CarrollandCrafPublishers,2006),

p.307.



危机也加剧了美国社会一些人对同性恋者的偏见。

二暋围绕同性婚姻的争议及其实质

美国有关同性婚姻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同性恋者是否拥有结婚权及同性婚姻是否

享有与异性婚姻同等的法律权利和经济社会福利而展开的,实质上反映了宗教与世

俗、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的道德价值观,以及传统的婚姻观与平等权之间的冲突。

(一)争取同性恋权利者的主张

争取同性恋权利者大多持自由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观点,他们从自由主义政治哲

学的个人权利和法律平等理念及个人主义的婚姻观出发,提出以下理由为同性婚姻

合法化进行辩护。

1.婚姻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性恋者应有结婚权

美国宪法文本并没有明确提到“基本权利暠,“基本权利暠的概念直到19世纪末

才得以发展。所谓基本权利或宪法权利,指的是人所拥有的不能被合法剥夺的自然

权利。基本权利“对一个法律上平等的社会十分重要暠。栙

在美国,婚姻是经过联邦最高法院对一系列案件的判决才被确立为一项基本权

利的,在此之前,婚姻被视为一项普通法权利,而不是宪法权利。1923年,最高法院

在“梅厄诉内布拉斯加州暠(Meyerv.Nebraska)一案中首次确立婚姻是一项宪法权

利。在该案中,最高法院认为,自由“无疑地不仅包括身体不受限制,而且包括个

人……结婚……的权利暠。栚此后,联邦最高法院1942年在“斯金纳诉俄克拉荷马州暠

(Skinnerv.Oklahoma)一案中把婚姻称为“人的基本民权之一暠。栛 虽然这两个案

件都不是直接讨论婚姻问题,但把婚姻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是当时的美国文化普遍接

受的。栜

婚姻作为公民一项基本权利的思想,在涉及婚姻法的一系列案件中得到支持,其

中最著名的是1967年的“拉文诉弗吉尼亚州暠(Lovingv.Virginia)案。该案推翻了

弗吉尼亚州一个禁止不同种族之间通婚的法律。最高法院裁决道:“结婚的自由长期

被视为个人有序地追寻幸福的重要权利之一,……人类‘基本权利暞之一……,不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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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剥夺暠。栙1978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扎布洛基诉瑞德海尔暠(Zablokiv.Redhail)案

中重申了对婚姻的这一理解:“尽管‘拉文诉弗吉尼亚州暞案是在种族歧视的背景下

提出的,本法院之前和以后的裁决都确认,结婚权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基本权利。暠栚

198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特纳诉塞夫里暠(Turnerv.Safley)案中最终确立了婚姻

作为基本权利的地位,该案承认囚犯结婚的权利。

因此,同性恋权利争取者认为,既然宪法保证每个人拥有与其选择的人结婚的权

利,同性恋者也应该拥有结婚的权利。不应歧视少数团体。正如异性恋者一样,同性

恋美国人是公民,应该受到法律的平等对待。民主要求所有公民平等,包括同性恋

者。婚姻“已被视为一个基本的民权和完全平等的有力象征暠。栛 因此,结婚的自由

必须扩大到所有的公民。

2.同性婚姻应与异性婚姻一样享有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平等的法律保护,以及由

婚姻状况而提供的经济和社会福利

争取同性恋权利者认为,同性伴侣不仅应有结婚的权利,而且同性婚姻应该与异

性婚姻一样,受到法律平等的保护,享有同等的经济和社会福利。

在美国,合法婚姻可为进入婚姻殿堂的夫妇带来实际的经济好处,其中许多来自

联邦政府。根据联邦审计署(GAO)的统计,联邦政府规定的美国公民所享受的与婚

姻有关的权利和保护超过1138项,涉及社会保障、退伍军人福利、医疗保险、医疗照

顾、医院探视、房产税、退休储蓄、退休金、家庭假期、移民法等领域。栜例如,对异性夫

妇来说,一方丧偶后,其配偶和子女可享有其社会保障;即使没有遗嘱,也可自动继承

共同财产而不用缴纳遗产税,死者的退休储蓄也可转入配偶账户,而不用缴税;婚姻

还可以领取与家庭相关的军队或退休福利;合法夫妇还可免于在法庭上对配偶的指

控作证;与美国公民结婚的外国人“有权居住在美国暠。

相反,由于同性恋者结合不算合法结婚,不管他们在一起生活多少年都不能获得

这些联邦福利。许多州规定,只有合法的异性夫妇才能享受婚姻的合法权利。在马

萨诸塞等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结婚的同性伴侣,虽然可享受州政府提供的好处,但由

于1996年联邦政府通过的《捍卫婚姻法》的规定,他们不能享受联邦政府的福利。一

些实行“民事结合暠和“家庭伙伴暠的州,同性伴侣可享受该州或地方部分或所有的婚

姻福利,但不能享受联邦政府提供的婚姻福利。这样,对同性伴侣来说,经济损失是

巨大的。据测算,60岁的同性伴侣在丧偶后将失去平均每年8780美元的补助,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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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活到77岁,将失去16.6万美元的补助。栙同性伴侣也不能享受1993年通过的

《家庭和医疗休假法》(theFamilyandMedicalLeaveActof1993,简称FMLA)的保

护。该法规定,公共机构和超过50人以上的私营公司雇员每年享有12周的不带薪

假期,在生病时或者照顾婴儿或生病的家庭成员。在假期期间,雇主必须继续为其缴

纳医疗保险,在假期后恢复其原先的工作或提供相同的工作。栚 在移民问题上,美国

同性婚姻的外国配偶也不能移民美国,2011年统计,美国有3.6万对跨国同性伴

侣。栛

因此,争取同性恋权利者和支持同性婚姻的人认为,既然婚姻是一个公民享有的

最基本的权利,政府就不得基于性取向在与婚姻相关的权利和福利方面实行歧视性

政策。同性伴侣作为一个少数团体,不应受到歧视,应受到法律平等的保护,享有与

异性婚姻完全同等的法律权利、经济和社会福利。

3.婚姻是一种私人关系,是爱情和忠诚的一种特殊表达

与宗教和社会保守派强调婚姻是一种公共制度相反,争取同性恋权利者从个人

主义的婚姻观出发,提出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理由。

争取同性恋权利者认为,婚姻有四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个人纽带、社团承认的关

系、宗教仪式、民事契约。在多数情况下,婚姻包含所有这四个方面,但有时也可能包

含的不全。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个人和社团而不是政治和宗教精英赋予婚姻合法

性,栜在当今美国社会,人们常常把婚姻理解为一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美

国个人主义的语境下,婚姻常常被视为一种个人的选择和个人义务。“婚姻权的实质

是与一个人选择的人结婚的自由。暠因此,同性恋者争取结婚权利的斗争寻求的是州

支持的民事契约,争取同性婚姻权利的政治斗争不关乎宗教仪式、社区同意,也不关

乎个人纽带,而是反对政府非法歧视一部分公民婚姻权利的斗争。同性恋权利运动

是继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1970年代的女权运动之后的又一权利运动。

同性恋权利争取者还提出,意志自由(freedomofconscience)和政教分离是自

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心。包含在美国建国文件中的这些原则,成为当今美国社会普

遍接受的准则。然而,保守的宗教组织动员其国内支持者削弱这些基本原则,诉诸流

行的偏见,反对不太被接受的少数。由于他们个人的宗教信仰,他们寻求剥夺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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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法律平等和民事婚姻的权利。在保守的美国人自由实践其宗教信仰和选择其个

人生活时,美国的联邦和州政府不能合法地制定支持一种特殊的宗教世界观的公共

政策。在争取同性恋权利者看来,许多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实际上是通过反对同性婚

姻,以扭转女权主义运动的进程,强化男性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使家长

制家庭重新在美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栙

(二)反对同性婚姻者的主张

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多数是宗教和社会保守派,他们从维护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

家庭结构出发,提出了下列观点:

1.同性婚姻将削弱美国传统的家庭价值观,破坏传统的家庭结构

最强烈反对同性婚姻的人来自基督教右翼。他们认为,从一开始,同性恋权利运

动就挑战了基督教的信仰,因为根据《圣经》,同性恋行为是一种罪恶,它的目的不是

生育而是肉体的愉悦(carnalpleasure)。婚姻传统上是男女之间的结合,婚姻的真实

目的是调节“生育行为暠,允许同性恋者结婚将歪曲(pervert)婚姻的目的。因此,同

性婚姻与传统婚姻是有区别的,政府应该遵守这一传统。

基督教右翼坚称,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是建立在基督教之上的,民主本

身产生于基督教(growsoutoftheChristianreligion)。“美国的法律和正义是建立

在犹太—基督教的美德之上的。暠栚家庭和婚姻是美国社会的基础,如果同性婚姻合

法化,那么“5000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熟知的家庭将动摇,这预示(presaging)着西方文

明本身的衰落暠。他们担忧对婚姻制度的任何挑战,把同性婚姻视为“同性恋平等的

最终信号,以及对他们传统婚姻观的最后一击暠,栛声称同性婚姻将削弱美国传统的

家庭价值观,正是这些价值观才使得美国伟大,如果要保持美国的政体,必须保护美

国的这些价值观。禁止同性婚姻“对反对同性恋权利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暠。栜

2.家庭是社会的核心,传统的家庭结构有利于孩子成长,而同性婚姻家庭抚育的

孩子容易受到伤害和虐待

与同性伴侣应否拥有结婚权利一样,同性伴侣作为父母的问题(parenting)也是

围绕同性婚姻争议的一个问题。

宗教和社会保守派反对同性婚姻的另一理由是,由同性恋家庭抚育的孩子容易

受到伤害和虐待。保守派声称,“一个儿童与同性父母(same灢sexparenting)生活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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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与均是生物学父母的生活不可能一样,从而增加了儿童被虐待的风险。暠栙在马萨

诸塞州最高司法法院就“古德里奇案暠做出裁决后,基督教右翼组织之一———“关注家

庭暠于2004年1月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刊登了一整页的广告,称“同性婚姻主张者和

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正要求本州和我们的国家对下一代进行一个未经测试的(unt灢
ested)大规模社会实验。我们必须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同性恋家庭是‘对孩子有利的

家庭暞吗?暠。栚在新教看来,家庭的作用就是教育和模仿基督教价值观。基督教右翼

一直辩称,“美国的民主要求传统的异性家庭发挥合适功能暠,栛尽管大量的社会科学

研究表明,同性恋家庭抚养的孩子与其同辈相比并没有劣势。栜

3.婚姻是一种由国家调节的公共制度,不是一种个人权利

针对同性恋者提出的个人主义的婚姻观,保守派认为,婚姻“是一个公共制度,而

不是一种私人关系暠;国家控制婚姻,决定谁可以结婚,以及给予可以结婚的人以福

利。他们反对就婚姻做出个人主义的解释。因此,在他们看来,关于同性婚姻的辩论

并不是关于个人权利的争议。

4.同性恋是一种选择,同性恋权利是一种“特殊权利暠

宗教和社会保守派借以反对同性婚姻的另一个理由是,同性恋是一种选择。换

言之,同性恋者只要愿意并且经过努力,同性恋者的性取向是可以改变的。

此外,宗教和社会保守派还宣称,“同性恋权利是一种特殊权利暠,并将之作为反

对同性恋权利和同性婚姻的一个重要理由。宣称“同性恋权利是一种特殊权利暠的做

法可追溯到1970年代。随着时间的流逝,基督教右翼把同性恋权利描述为将对“合

法的少数民权暠造成威胁的“特殊权利暠。小布什在2000年总统竞选中也使用了“特

殊权利暠的说法。既然同性恋是一种“特殊权利暠,它就不能与黑人权利、妇女权利相

提并论。美国政府没有权力来倡导违反美国社会大部分人的价值观,以及美国缔造

者的原则和宗教信仰的行为。“政府有责任保护少数人,但把少数人的价值观强加给

多数人不是政府的责任。暠

三暋同性婚姻问题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随着同性婚姻由一个边缘性问题上升为引起美国社会分裂的具有高度争议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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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它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正不断增大。

(一)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

1.同性婚姻问题已经成为区分民主共和两党的一大标志性问题和两党在文化和

道德价值观问题上冲突的新焦点

首先,两党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对立:民主党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而

共和党则反对同性婚姻,支持联邦和州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

共和党从保守的政治哲学出发,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同性恋权利和同性婚姻,支持

联邦和州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共和党的这一政策主张,与1960年代以来宗

教右翼的兴起及其在共和党内的影响不断增大有很大的关系。共和党的核心选民团

体之一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在同性恋权利和同性婚姻问题上一直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此外,保守派还认为,同性婚姻议题可以在关键时刻被用以界定其政党立场,吸引更

多的社会保守派投共和党的票,也可以使中间派在投民主党票时三思而后行。

民主党在同性恋权利和同性婚姻问题上的政策则经历了一个调整的过程。由于

同性恋权利争取者是民主党重要的竞选资金来源,以及选民在总体上对与就业和歧

视相关的同性恋问题的态度越来越宽容,民主党在同性恋权利问题上一直持支持的

态度,但在同性婚姻问题上则十分谨慎。这主要是由于选民的大多数反对同性婚姻,

并且民主党内部在同性婚姻问题上陷于分裂。根据2008年的一次民调,民主党认同

者中有49%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43%反对同性婚姻,支持和反对的人数量大体相

当。近年来,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随着美国公众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程度不断提

高,以及民主党选民的多数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民主党开始调整同性婚姻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民主党的同性恋权利和同性婚姻政策做了如下调整:

一是废除“不问不说暠的军队同性恋政策。早在1999年,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

联邦参议员时就主张废除该政策。在200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副总统戈尔

和参议员比尔布雷德利也呼吁废除该政策。奥巴马上台后,国防部对“不问不说暠政

策的影响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深入研究,于2010年11月发布了研究报告。该报告

由国防部首席法律顾问杰·约翰逊(JehC.Johnson)和美国驻欧洲部队司令卡特·

汉姆(CaterF.Ham)将军执笔。报告的结论是,废除该政策可能在短期内“给作战

部队的团结带来一些有限的和孤立的扰乱(disruption)暠,但这些影响通过有效的领

导可以得到缓解。栙2010年11月,奥巴马总统正式宣布废除“不问不说暠政策。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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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支持废除《捍卫婚姻法》。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2月23日宣布联邦司法部

不再在法庭上为《捍卫婚姻法》辩护,尽管美国仍将实施该法律直至其被废除。栙根据

惯例,司法部要为国会通过的法律辩护,即使政府不同意该法律。这一举措是奥巴马

政府同性婚姻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2011年7月19日,奥巴马还表示支持一项由

加州民主党参议员戴安妮·费恩斯坦(DianneFeinstein)提出的废除《捍卫婚姻法》

的提案。栚

三是奥巴马本人出于竞选连任的考虑,明确表示支持同性婚姻。在此之前,奥巴

马对同性婚姻问题的主张一直摇摆不定。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奥巴马1990年代在竞

选伊利诺伊参议员时发表了支持同性婚姻的言论。栛在1996年接受一次报纸采访

时,奥巴马说:“我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将与禁止这种婚姻的努力做斗争。暠栜然而,

在2008年总统选举期间,奥巴马又说:“我认为,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作为

一个基督徒,我认为它是一个神圣的结合。暠但同时他又表示支持允许同性恋伴侣的

“民事结合暠,反对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栞 在2009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他

说,他认为同性婚姻合法化应该由州解决,他本人不再反对同性婚姻。此后,他多次

表示支持对同性伴侣实施“民事结合暠的政策,但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同性婚姻,而是说

他的观点“正在变化暠(evolving)。2012年5月,在副总统拜登公开表示支持同性婚

姻后,奥巴马于5月9日宣布支持同性婚姻,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支持同性婚

姻的总统。

奥巴马政府对同性婚姻政策的上述调整表明,民主党已成为一个旗帜鲜明地支

持同性婚姻的党,从而使同性婚姻成为区分两党形象的又一标志性问题。

其次,同性婚姻将成为两党“文化战争暠的新焦点。

当同性恋权利和同性婚姻问题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第一次出现在美国

政治舞台时,两党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分歧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同性婚

姻问题由美国社会和政治的一个边缘性问题走向中心、美国公众对同性婚姻的支持

程度不断提高,同性婚姻问题逐步成为两党政治中的一个问题。但与堕胎议题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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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还不是两党在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冲突问题上的界定性议题。自1973年联

邦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暠案裁决以来,堕胎一直是引起美国社会分裂的道德价值观

问题中最重要的议题。反堕胎成为1970年代宗教右翼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随着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的不断增多及其导致的宗教和社会保守派反弹的

加剧,两党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的分歧不断扩大。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民主党的政策调

整和同性婚姻问题的不断升温,两党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的斗争将愈加激烈,同性婚姻

有可能取代堕胎,成为两党“文化战争暠的新焦点和界定性议题。

2.同性婚姻问题对两党选民结构的影响

同性婚姻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上升还导致两党选民结构的变化。民调显

示,同性婚姻问题对两党的选举联盟都起了不同程度的分化作用。两党的基础选民

中都有一些核心团体虽然从党派立场上认同民主党或共和党,但并不赞成本党的同

性恋和同性婚姻政策,这就是所谓的“交叉压力党员暠(crosspressuredpartisans)。

在共和党的选民团体中,2006年,仅有66%的白人福音派反对同性婚姻,到2008年,

这一数字增加到75%,栙2011年上升到81%,但共和党的自由派中不少人仍支持同

性婚姻合法化,反对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而在民主党基础选民中,79%的黑

人福音派反对同性婚姻,天主教徒和主流新教徒在该问题上陷入分裂,栚年轻选民和

妇女选民的多数则支持同性婚姻。

随着文化和道德价值观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上升,共和党在同性婚姻问

题上的保守主张可能会吸引更多的社会地位较低的南部白人等团体,但也可能会失

去社会地位较高的非南部白人团体的支持。同样,对民主党来说,认同者中支持同性

婚姻的人数的不断增多也可能造成该党核心选民团体之间的潜在冲突:支持同性婚

姻的民主党自由派与反对同性婚姻的非洲裔美国人、天主教徒、工人阶层的白人和南

部白人之间的紧张,导致后几类人在以同性婚姻为主要议题的选举中投共和党人的

票。

(二)对选举政治的影响

从选举政治的视角看,同性婚姻问题对选民的投票行为、选举议题和两党的选举

战略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1.同性婚姻已成为近几次大选的一个主要议题甚至是胜选的关键

由于美国民众在同性婚姻问题上支持和反对的人数大致相当,同性婚姻成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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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总统选举中一个复杂而高度敏感的问题。同性婚姻作为当今美国社会高度关注

的一个有争议性的议题,迫使两党的公职候选人必须在此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

特别是在近几次总统选举中,两党候选人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的主张截然对立:几乎所

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反对同性婚姻,或主张把该议题留给州政府解决;相反,几

乎所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支持同性婚姻或支持“民事结合暠。

在佛蒙特州最高法院1999年做出历史性裁决之后,同性婚姻成为2000年总统

选举的一个议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支持“民事结合暠,认为“家庭伙伴暠的权利

应受到法律保护;而布什承认他对同性恋伴侣的容忍,但认为婚姻必须是“男人和女

人的神圣结合暠。栙 支持同性婚姻的选民中80%投戈尔的票;而反对同性婚姻的选民

中75%投布什的票。栚

在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后,有关同性婚姻问题的分裂性辩论

对2004年大选的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2004年,俄亥俄州举行禁止同性婚姻宪法

修正案的全民投票。在两党总统候选人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 W.布什反对

同性婚姻,支持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也反对同

性婚姻,但反对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结果小布什以微弱优势赢得俄亥俄州的

选举。选举后的民调显示,小布什在俄亥俄州赢得了黑人选票的16%,高于其赢得

的黑人选票的全国平均数11%。美国许多政治分析家把布什在俄亥俄州的险胜归

功于一些牧师,特别是黑人牧师把同性婚姻作为竞选的一个议题,推动了他们教区的

选民投布什的票。栛

同性恋权利和同性婚姻也是2008年大选的一个议题。在预选阶段,同性婚姻有

史以来第一次成为总统竞选电视辩论的议题。两党的总统竞选人都被迫表明了他们

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的立场,双方还就是否废除“不问不说暠的军队同性恋政策展开过

激烈的交锋。栜

2.从选举战略的角度分析,同性婚姻问题已成为美国各级公职选举,特别是总统

选举的一个“楔子议题暠(wedgeissue)或“分裂性议题暠

所谓“楔子议题暠,指的是一个具有高度分裂性或争议性的政治和社会议题,特别

是指由一个候选人或政党提出,期望吸引或使对手传统支持者中产生分裂的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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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烫手议题暠(hotbuttonissue)或“高压线议题暠(thirdrailissue)。一党联盟内任

何一个导致分裂现象的政治问题都可以被用来作为“楔子议题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以来,枪支管制、堕胎、全球气候变暖、移民、肯定性行动、公立学校祈祷、自由贸易、

胚胎干细胞研究、福利制度改革、教育等都被用作过美国各级公职竞选的“楔子议

题暠。“候选人关注这些议题不是因为它们是国家面临的最重要和最紧迫的议题,而

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议题是吸引竞争对手的部分潜在支持者的有效的战略。暠栙除

了分裂对手外,“楔子议题暠的另一个作用是转变竞选主题,特别是竞选连任者在国家

经济形势不好时或者陷入战争困境时期。在经济形势不好或美国对外战争陷入困境

时,寻求连任的总统候选人会避开这两个议题,寻找其他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两大党在竞选中使用“楔子议题暠来聚集本党选

民、分裂对手选民联盟的例子不胜枚举。1968年,尼克松用“校车接送暠(busing)问

题作为一个“楔子议题暠来争取白人工人阶层,特别是南部民主党人的选票,赢得了

1968年的大选。1980年大选,里根把堕胎作为一个“楔子议题暠,吸引社会保守派,此

后社会保守派成为共和党的基础选民。非法移民、肯定性行动、枪支管制和同性婚姻

一直被共和党在州和全国的竞选中作为“楔子议题暠,共和党对这些问题的利用取得

了不同程度的成功。2004年大选,民主党把胚胎干细胞研究作为一个“楔子议题暠。

同性婚姻之所以能成为竞选中的“楔子议题暠,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同性婚

姻问题在民主党的核心团体中要比在共和党核心团体中更有分裂性。在民主党各团

体中,绝大多数(85%)的坚定自由派(solidliberals)支持同性婚姻,温和派和保守派

中则分别只有32%和34%的人支持同性婚姻,而在共和党的核心选民团体中,绝大

多数人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二是在两党候选人竞相争夺的摇摆选民中,反对和支持

同性婚姻的人数大致相等。

由于同性婚姻是棘手的社会问题,两党都运用此问题来吸引和争夺选民,特别是

宗教和社会保守派更是把该议题作为动员选民支持保守的公职候选人的一种竞选策

略和组织努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由于美国多数民众反对同性婚姻,共和党候选人

常常利用同性婚姻议题来争取中间派和保守选民的支持,同时迫使民主党竞选对手

不得不应对这一棘手的问题。2004年大选,布什运用同性婚姻作为“楔子议题暠。

2006年中期选举,不少美国选举专家分析,共和党可能会失去对众议院、甚至参议院

的控制权。在投票日到来之前的一个月,新泽西州最高法院裁定,同性伴侣享有与异

性夫妇同等的法律权利和经济福利,而同时改选参议员的八个州中不少州将在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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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就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进行公投。小布什和共和党竞选战略家借此把同性

婚姻作为一个议题,动员保守的选民投票,以保持共和党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就是例

证。栙

目前,美国民众在同性婚姻问题上陷入分裂、在两党中支持和反对同性婚姻合法

化的人都占多数的情况下,同性婚姻将更容易被两党的公职竞选人用作“楔子议题暠。

3.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

在决定美国选民投票行为的诸多因素中,政党认同和候选人的议题主张是两个

最主要的因素。除此以外,种族、族裔、宗教信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

地位等因素对选民的投票行为也有影响。与堕胎、胚胎干细胞研究、公立学校祷告等

其他文化和道德价值观问题一样,美国公众对同性婚姻问题的态度也存在种族族裔、

宗教信仰、性别年龄、经济和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地区等方面的差别。一般来说,

在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上,有色人种比白人的支持率要低:白人中的支持率为50%,

而在非白人中,则为39%。这一现象同样跨越年龄层。在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

67%的白人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而非白人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只有48%。宗教

信仰在决定公众对同性婚姻问题上的态度也起重要作用。每周上一次以上教堂的人

与较少上教堂的人比,更反对同性婚姻(73%比43%)。在福音派基督徒中,约80%
反对同性婚姻(81%的白人福音派、79%的黑人福音派),而天主教和主流新教在此问

题上产生分裂,拉美裔天主教徒反对同性婚姻的人数要少(52%)。从年龄上来看,年

长人中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居多,其中65岁以上的人群中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占

2/3(67%);30岁以下的人群中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人约占一半(49%)。栚 年轻一

代是同性婚姻的强烈支持者,这是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人数增多的原因之一。在地

区差异方面,目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六个州中,有四个在新英格兰地区,该地区成为

有组织地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中心;南部和中西部的许多摇摆州都反对同性婚姻。

上述差别为两党候选人利用同性婚姻问题吸引本党基础选民、分裂对手选民联盟提

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对公众政策制定的影响

美国政治学家西奥多·洛维(TheodoreJ.Lowi)把公共政策分为四类:分配政

策、调节政策、再分配政策、选举政策。所谓调节政策,指的是“运用法律手段来确认、

修改或者替换公众价值、道德规范和人际行为的准则暠,而诸如堕胎、同性婚姻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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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德价值观冲突属于社会调节政策的范畴。这类公共政策的主要决策者是联邦司

法系统,尤其是最高法院。栙 从上文中可看出,法院在有关同性婚姻的政策制定中起

主要作用,又由于婚姻权传统上属于州权范围,州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又起着主要

的作用。目前除“劳伦斯案暠和推翻加州“8号倡议暠(Proposition8)的裁决外,联邦法

院还没有直接审理有关同性婚姻的案件。而在上述州最高法院审理的同性伴侣权利

合法化案件中,基本上都是在4名法官支持、3名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的裁决,只要一

个法官改变立场,结果就可能不同,这必然进一步加剧两党围绕法官任命问题的斗

争。此外,由于到目前为止,所有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和宪法修正案都是国会和州议

会制定的,这使得国会、州议会、联邦各机构和政府成为支持和反对同性婚姻两派游

说、施压的主要对象。

(四)对2012年大选的影响

2012年大选是在美国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仍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展开的。

尽管在奥巴马宣布支持同性婚姻后,同性婚姻已成为2012年总统选举的一个议题,

但在美国经济仍没有大的起色的情况下,经济和就业将是本次总统选举最优先的议

题,同性婚姻不会成为主要议题。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4月的民调结果显示,选民

最关注的议题是经济和就业(86%和84%),同性婚姻等社会热点议题排在最后

(28%)。栚可以预料,未来数月美国经济的走势将是决定奥巴马能否连任的关键。

目前奥巴马和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米特·罗姆尼的选民支持率不相上下。罗姆尼

为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在预选中尽力争取党内保守派的支持,招致温和派的

不满。尽管共和党认同者的绝大多数表示在大选中将投罗姆尼的票,但共和党一些

传统选民团体的投票热情不是很高。罗姆尼大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争取共和党

温和派和拉美裔、妇女选民的投票。在同性婚姻议题上,罗姆尼一直持反对态度。因

此,奥巴马宣布支持同性婚姻的目的,除了筹集竞选资金外,主要是把同性婚姻作为

一个“楔子议题暠,以强化其选民基础中年轻人和妇女选民的投票意愿,并迫使竞选对

手罗姆尼表明其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的立场,削弱其在共和党温和派和自由派中的选

民的支持,与此同时,奥巴马还可以达到转移选举议题的目的。但奥巴马此举也可能

削弱一贯反对同性婚姻的非洲裔美国人,特别是黑人新教徒对他的选举支持。此外,

本次总统选举的战场州大多分布在反对同性婚姻的中西部和南部,把同性婚姻作为

一个“楔子议题暠,也不利于奥巴马在今年总统选举的战场州争取摇摆选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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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将在2012年大选投票日就同性婚姻法案进行全州公投的华盛顿州和马里

兰州,以及已于2012年5月经过全民投票通过禁止同性婚姻的北卡罗来纳州来说,

同性婚姻问题将是这些州国会选举、州长和州议会选举的主要议题,候选人在同性婚

姻问题上的主张可能是决定他们能否胜选的关键。

四暋同性婚姻问题的趋向

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性婚姻问题仍将是分裂美国社会的全国性政治辩论的焦点

议题之一。

(一)从文化和道德价值观问题的特点来看,由于同性婚姻问题是个非功利性质

的是非问题,它难以通过交易和妥协得到解决,这就决定了在今后一段时期同性婚姻

问题仍将是分裂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一个问题。

(二)从美国民众和舆论的态度来看,尽管美国社会对同性恋日趋宽容,同性恋者

竞选并担任公职的人数不断增加,同性恋者的社会地位为公众接受的程度不断改善,

同性婚姻合法化在一些州已成为现实,但对同性恋容忍程度的提高并没有转变为接

受同性婚姻的态度,绝大多数州和美国近一半人反对同性婚姻。这表明,在同性恋权

利和同性婚姻问题上,美国社会仍将持续地分裂下去。

(三)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看,同性恋运动内部的分歧也将影响同性恋权利争取者

寻求结婚自由和权利平等的前景。纵观美国同性恋运动简短的历史,在同性恋权利

运动内部一直存在着“同化派暠(assiminationist)和“解放派暠(liberationist)两种路径

的争论。前者强调用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的视角,主张在更广泛的多元民主的框架内,

为挣得一席之地而斗争;后者主张更激烈的文化转变,一种实质性的改变并且是从美

国政治制度结构外部产生的变化。平权是当代同性恋权利运动战略的核心目标。早

期同性恋者争取婚姻权的斗争并没有得到同性恋组织的支持,目前仍有一些同性恋

权利争取者认为,同性婚姻问题的妥协性过大(tooaccommodating),因此不能作为

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政策和政治日程的中心目标。栙换言之,在是否把同性婚姻作为该

运动的政策和政治日程的中心的问题上,同性恋权利运动内部仍存在分歧。这必然

影响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内的整个美国同性恋运动的发展。

张业亮: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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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

“少边主义暠外交浅析栙

张暋勇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更加借重以“巧实力暠战略来整

合国际格局的新变量,以求实现遏制世界“多极化暠、塑造“多伙伴暠世界并捍

卫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目的。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感到美国的传统优

势地位正在面临由中国崛起带动的区域一体化的严峻挑战,并将拓展少边

安全组合作为调整其亚太安全布局的重要支撑。美国编织的以双边同盟为

核心、少边安全组合为结点、多边安全参与为外围的多层次新亚太安全网初

现端倪。少边主义外交体现了美国通过扩大合作为其霸权减负和将中国

“嵌入暠关系网络的政策取向。

关键词:美国外交 奥巴马政府 少边主义 亚太地区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少边主义栚外交成为美国外交尤其是美国亚太政策实践中

的一个亮点。早在2009年2月,由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

(KurtCampbell)等重要阁僚参与、为奥巴马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的重要智库新美国安

全中心就不断发表报告,要求美国政府改进其亚太政策设计,支持日本扩大同韩国、

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志同道合的国家间的三边合作,要求韩国加

栙

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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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同日本的接触,以解决朝鲜和中国带来的挑战。栙2011年6月,美国与日本举行了

“2+2暠安全磋商,双方首次提出在面向共同的亚太战略目标的同时,构建并强化美日

韩、美日澳、美日印、美日+东盟等多个三边合作框架。除了已有的美日澳三边战略

对话(TSD)和美日韩三边对话外,2011年12月19日,奥巴马政府在华盛顿又启动

了美日印三边官方对话。到目前为止,非官方的美日印第二轨道外交活动已经进行

了八次,并发表了年度报告。栚 3年来,发展三边合作组合成为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

区践行少边主义外交的主要表现。

什么是少边主义外交? 奥巴马政府为何在亚太地区如此青睐“少边暠外交? 如何

认识这种外交实践的特点? 它对亚太地区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本文试图在对相关文

献进行解读的基础上,结合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推行少边主义外交实践,对上述问

题进行探讨。

一暋概念界定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对少边主义(minilateralism)的关注与日俱增,但在国际

关系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对少边主义概念的界定却说法不一。在20世纪80、90年

代的早期研究中,少边主义被认为是一个用于研究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问题的

概念。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美国学者肯尼斯·奥耶(KennethA.Oye)和米尔

斯·卡勒(MilesKahler)。他们主要就行为体数目与个体利益博弈和集体行动有效

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少边合作形式比扩大化的多边合作形式更有利于

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从而有效地促进问题的解决。栛 后来,对于少边主义的研究拓

展到了经济贸易、气候变化、金融稳定以及核扩散等跨国治理领域。奥巴马政府于

2009年4月在华盛顿先期举办的由澳大利亚、巴西、英国、中国、法国和德国等16个

主要经济体和丹麦、联合国参加的“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论坛暠(MEF),

被视为一次典型的少边主义外交活动。近年来,类似模式的外交活动进一步拓展到

传统的政治安全领域,如美日澳于2006年3月启动的三边安全对话(TrilateralSe灢

curityDialogue,TSD)就是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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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维克多·查(VictorD.Cha)认为,少边主义合作是由三到四个成员参

与的安全论坛或者对话。它通常以特定议题为导向,而且主要关注传统安全问题,如

1999年 成 立 的 韩 美 日 对 朝 政 策 协 调 会 (TrilateralCoordinationand Oversight

Group,TCOG)。栙 上海外国语大学苏长和教授的《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

制度的分析》一书对少边主义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多边主义或少边主义都是联盟的

非正式表现形式。少边主义可能是双边的,也可能是三边的,或者是四边五边的。判

断多边或者少边的标准不在于数目的多寡,而在于实现合作的形式。也就是说,如果

数目多寡不构成实现合作的障碍,那么多边主义的制度安排取向就成为可能;如果数

目多寡成为集体行动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那么少边主义的制度安排即成为自然。栚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讲师顾静认为,英文“mini灢lateral暠指参与方数量较少、通常只有

三至五个成员参与的合作机制。她将之译为“小多边暠,并认为美国的多边主义东亚

新政策表现为将双边同盟关系合并或扩展成小多边机制。栛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

际研究所主任斯图瓦特·帕特里克(StewartPatrick)认为,奥巴马政府既需要确保

现有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和运作能力,同时,也要灵活有效地组成临时性同盟。为此,

他建议美国应该更多地使用“小多边暠合作。栜 由此可以认定,“少边暠和“小多边暠实

际上是同一概念,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主要采用“少边暠的说法。

在笔者看来,上述学者在界定或提及少边主义时,大都将少边主义作为多边主义

的对应物,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因此,界定少边主义的概念,首先需要搞清多边主义

的概念。目前学界比较权威的“多边主义暠概念认定,当属美国著名学者鲁杰(John

GerardRuggie)所下的定义:多边主义是一种在广义的行动原则基础上协调三个或

更多国家间关系的制度形式。也就是说,这些原则是用来规定适合的行动的,并不考

虑任何特定事件中各方的特殊利益或战略紧急情况。这些原则包括不可分割性原

则、非歧视性或普遍行为原则,以及扩散互惠性原则。栞

不可分割性原则指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利益汇合相当密切,以至无法分割开来。

普遍行为原则是指反对根据单个国家的偏好、其形势所迫下的需要及其排他主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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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以个案的方式来区别对待国家间的关系。扩散互惠性主要旨在培育一系列连续

行为,注重长期关系的持续承诺,避免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取向。在这里,普遍性原

则、利益汇合体与国际制度取向是衡量多边主义标准的三大维度。普遍性原则即非

排他性原则;利益汇合体即非单位层次的特定利益取向;关于国际制度的界定,则似

乎较为复杂。国际制度主要涵盖三个维度:一是正式的国际制度。它具有明确的规

则,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能够监督行动体的行为并对其做出反应;二是非正式的国际

制度,特别是国际惯例。它没有明确的制度形式,但能够塑造行为体的预期,并协调

它们的行为;三是保证国际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运行机制。栙 既然多边主义是“一种

要求极高的制度形式暠,栚它当属上述维度中的“正式制度暠。那么“非正式制度暠主要

是经由什么途径孕育和产生的呢? 频繁会谈与交流可以建构惯例、规则与规范,随着

重复的继续,清谈内容就演变为惯例。如果人们依照惯例办理,惯例就会成为不成文

的规则,起到示范与指示作用。栛 应急性或问题导向性的小团体会议或集体行动对

培育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少边主义作为多边主义的对应物,具

有排他性原则、特定利益及界定原则,以及非正式制度取向三方面特征。显然,对多

边主义与少边主义的上述对比分析是以制度维度为视角的。如果加上单位层次与组

织层次的视角,就会对两者的差异产生宏观认知。

单位层次指的是从外交政策的角度看,无论双边主义、少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

都是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外交活动和工具;组织层次是指开展这些外交活动的平

台或运行制度设计的载体;制度层次体现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程度秩序目标的价值追

求。因此,就第一个层次而言,可以对应地统称为双边外交、少边外交或多边外交;就

第三个层次而言,可以统称为双边主义、少边主义或多边主义。

从定量的角度分析,少边主义适用的范围至少应该是三个以上国家行为体。在

这个界定层面上,少边主义看似与多边主义趋同,但笔者认为有一点需要注意:如果

将关键性的利益相关方排除在外,即使参与者为数众多,也不应将其纳入多边主义的

范畴。譬如,2012年4月在突尼斯召开的“叙利亚之友会议暠有众多国家和代表参

与,但它们聚集在一起幕后操纵一个国家的命运与未来,失去了应有的合法性,所以

只能称之为少边活动。从定性的角度分析,少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工具性、组织性与制度性这三个维度的程度差异上。工具性主要表现为在特定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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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性与不同程度排他性基础之上的实用性;组织性主要体现为无固定的组织机构、

章程与表决机制,运作过程具有即时性与协调性特点,如20国集团在国际法中没有

正式地位,只能作为非正式经济的政治对应物而运作,与正式国际机构并行不悖;栙

制度性主要体现为利益诉求的功利性和规范约束的非强制性。显然,少边主义在这

些方面较为薄弱。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将少边主义外交定义为“有特定共同利益或相关

干系的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国家行为体,本着追求集体行动效率的实用主义原则,在

既有制度框架之内或之外,通过非正式组织的安排,就特定议题寻求协调政策、构建

共识与解决问题的外交实践。它是与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相对应的实现国家目标的

政策性工具暠。相关国家不同时期的世界观、自身力量的变化以及国内政治气候变迁

所引发的对外政策的变化,是影响其发展前景的关键性变量。这也使少边主义外交

的未来常常带有不确定性。2007年5月25日,东盟地区论坛(ARF)高官会议在菲

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美、日、澳、印四国举行了第一次“少边暠会议。但是,2007年11
月陆克文当选澳大利亚总理之后,澳方对此丧失了兴趣,导致美、日、澳、印“四方倡

议暠(QuadrilateralInitiative)就此搁浅。

二暋美国在亚太推行少边主义外交的动因

少边主义外交是奥巴马政府践行“巧实力暠战略与构建多伙伴网络世界新秩序的

重要路径。当前美国面临的不是单一的、奉行扩张主义的敌对帝国的威胁,而是多样

化的挑战。栚 非国家行为体的增多和全球性议题的大量涌现,与美国主导的旧有国

际体制特别是多边制度的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凸显。从2001年就开启的世

界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至今依然步履维艰;2009年7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无果而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应对西

方世界金融危机方面捉襟见肘。世界特别是美国舆论对多边外交谈判前景和联合国

能力的质疑也在上升。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主编莫塞斯·奈姆(MoisesNaim)认

为,在某项议题上具有影响力的几个关键国家应该通过形成“魔数暠组合的特定方式,

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有效性,建立一种规模更小、反应更为灵敏的国际制度。栛

·07·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安妮灢玛丽·斯特劳:《世界新秩序》(任晓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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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5月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曾多次指出传统国际机构的

局限性与不足之处,并声称美国将帮助促进现有国际机制的有效运作。但是,如果这

些机制存在缺陷,美国会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机制来推动改革,并促进不同机制与联

盟间的政策协调。栙 美国谋求构建一种“基于行动能力效率与广泛包容性暠的新制

度。包括联合国等在内的国际制度能否继续保持其生命力和实际影响力,取决于它

们的合法性与代表性,以及其成员是否具有迅速和负责任地应对问题的能力。栚 奥

巴马执政以来,一直重视提升20国集团峰会(G20)在稳定全球金融秩序方面的可信

性与有效性;在防扩散方面,奥巴马发起了世界核峰会。这些都是在联合国多边框架

之外通过“少边暠路径提升国际合作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与结果导向性的外交实践。

美国相对实力下降与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之间的矛盾,成为奥巴马政府捍卫其

领导地位和全球战略目标所面临的新问题。21世纪初的十年中,国际格局力量变化

的一个明显标志,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金砖五国(中国、

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2001年的

17.71%上升到2009年的24.22%。2011年4月,金砖五国首次领导人峰会在中国

举行。新兴国家合作机制的逐步建立对美国传统霸权体系构成了新的挑战。2000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约为30.6%,但随着中国、俄罗斯等新兴经

济国家的崛起,到2011年,这一比重下降至约21.5%。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和严峻

的财政吃紧状况,已经影响到了美国在全球的资源配置能力及其国家战略取向。奥

巴马政府已经启动了总额高达3500至5000亿美元的第一轮国防开支削减计划,并

改变了延续几十年的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两线暠军事战略,转而谋求实施“打赢一

场,干扰一场暠的所谓“赢扰(1+)暠战略。

如何更好地应对21世纪权力分散的现实,重塑美国的领导力,成为奥巴马政府

调整对外战略的基本出发点。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在哪里呢? 以约瑟夫·奈及奥巴

马政府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安妮灢玛丽·斯劳特(Anne灢MarieSlaughter)为代表

的美国战略精英,提出了维系美国领导地位的“巧实力暠方略。这种战略在外交上的

集中体现是,通过多种“灵巧暠或“小巧暠的手段来推动战略合作,并借此重振和提升美

国的领导力。这里即包括双边合作,也包括多边和少边合作。

化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合作困境意味着同时有大量多边主义和少边主义行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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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并按照不同事务的性质来分配权力资源。栙 在新的国际体系变革过程中,美国应

追求所谓“关系性权力暠,栚将美国置于全球、地区乃至次区域机制网络构建的中心位

置,塑造美国的中心纽带作用,是美国维系新世纪优势地位的关键。在权力扩散及新

兴国家崛起的全球信息时代,美国的成功需要合作伙伴。这意味着在维护传统联盟

的同时,发展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在内的新的网络。栛 据笔者统计,在

奥巴马政府2010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关“联系暠或者“关系暠的措辞使

用频率至少达81次(link8次,connection16次,network27次,relation30次)之

多。“如果权力源于关系,那么领导力塑造的关键就在于建立关系来解决共同问题的

能力……即能够组织动员不同的国家组成联盟,来解决特定议题。暠栜2011年美国《国

家军事战略报告》认为,正在进行的相对实力的转变和国际秩序中日益增长的相互联

系预示着一个战略转折点,各主要国家之间相对实力的变化将导致世界朝着“多节

点暠的方向转变,各国将根据外交、军事和经济利益的不断变化结成联盟。栞 以上两

处所说的“联盟暠,除了美国传统的联盟体系外,还应指特定议题导向型的小团体组合

形式,因为这种结合要根据特定利益的变化适时地进行调整更新。在外交政策上将

少边主义外交作为创建国家关系网络的结点,以提升美国的影响力,是奥巴马政府践

行“巧暠外交的突出特点。

美国正通过构建国家关系网的方式,彰显网络推手美国的领导力优势,借此实现

融合其他关键性国家并将其塑造成帮助美国维系其霸权的全球性合作伙伴的战略目

标。这是新时代背景下美国俾斯麦式轴辐大战略(TheGrandStrategyofHubsand

Spokes)的网络升级版。栟 诚如克林顿国务卿所言,美国面临的挑战是要建立一个遍

布太平洋的伙伴与制度关系网络。这个网络正如美国已经建立的大西洋网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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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持久,而且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始终一致。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要与确保和

维系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所有努力相适应。栙

少边主义外交是奥巴马政府用来应对中国崛起、革新传统“轴辐暠体系以配合亚

太战略新布局的需要。21世纪初期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急速提升,是世界经济政治

版图演进过程中的突出变化。亚太地区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近50%,国内生

产总值占全球的60%,而且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到2030年,该地区的国内生

产总值总量将超越西方七国集团的总和。亚太地区将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

主力。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的经济和安全事务中的实力和影响力正在不断提升,这是

亚太地区和全球性战略环境不断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栚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2000
年位居世界第七,2010年位居世界第二。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亚太地区的主要行为

体,也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全球行为体。栛 因此,美国战略界更加认定,中国在亚洲

的崛起已经对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构成全方位的挑战。

中国正在通过拓展少边与多边相结合的综合性外交路径谋求和平崛起,这严重

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并存在最终破解美国在亚洲的轴辐同盟体系栜的潜在可能性。

一旦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体系瓦解,不仅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将被削弱,更会危及美国

的全球霸权。继成为韩国与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后,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

动,2010年,中国又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此外,中国还是澳大利亚、印度、孟加

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带动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轴辐双

边同盟的特点是,美国的盟友牺牲其部分主权协助美国维系亚太安全,美国则为盟友

提供出口的主要贸易投资市场。但是,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经

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变成许多美国盟友的最大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可避免

地搭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便车,美国作为区域公共产品主要供应商的传统地位

正经受着考验。中国正在通过积极推动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和中日韩峰会、中俄印

三方外长会议等少边机制的建设,构建广泛的新地区网络。加上日本鸠山内阁的“东

亚共同体暠构想及其国际地位的相对下滑,以及韩国对本国军队战时指挥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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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引发了美国对其未来亚洲地位的警惕和担忧。美国战略规划圈的主流意见认

为,中美在亚太地区综合实力的消长变化和美国的亚太盟国与中国在经贸、政治、社

会及军事方面日益密切的互动,使这些国家步入“战略犹豫期暠,徘徊在“亲美暠或“亲

中暠两条政策路线之间,甚至引发内部政治派系的争斗。栙 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泰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轴辐联盟模式,正在被亚洲国家之间更为广泛、更为复杂和

更为分散的关系网络浸蚀。栚

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应对中国力求在和平框架内牵制美国

霸权的政策取向。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正在五个方面间接地增强自己的话语权,包

括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推销多边主义概念;参与并创建新的国际组织;在发展中世

界践行积极的软实力外交;在国际制度框架下否决美国的动议;设置国际地区组织的

议程。中国要借此达到的目标是:在实用主义层面,尽力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追求

与美国霸权相协调;在秩序层面,通过自身与亚洲多边机制间的捆绑,暗中对抗美国

霸权的合法性。栛 还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实施“格列佛战略暠,其战略目标是通

过套索性的国际安排来牵制美国,进而削弱美国对华施压和冒犯中国利益的能力。栜

小布什政府的许多官员敌视美国制定和领导的、基于规则的多边制度,这种敌对情绪

是愚蠢和危险的。中国正在崛起并变得强大。美国最有力的战略“武器暠应该能够确

定哪种国际体系可以恰当地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一战略不仅要确保西方体系是开放

的和基于特定规则的,也要确保西方体系不被诸多双边、少边协议所肢解。在美国仅

与不同地区的几个关键国家维持关系的情况下,中国将有机会与多个国家签署一系

列双边和少边协定。栞

2010年1月,克林顿国务卿提出了奥巴马版的亚太合作新战略,即美国参与亚

洲多边主义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包括:第一,新战略必须建立在双边关系之上;第

二,地区机制必须有助于推动美国与该地区国家间共同目标的实现。这些目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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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和平与稳定;保持经贸自由和持续增长;推广民主价值观;第三,地区机制应该实

现由“清谈馆暠向结果导向型制度的转变;第四,美国在支持多边合作时,会保持相当

的灵活性。这意味着美国将更加关注机制的结果而非过程,更为接受叠加性与多层

次的架构,包括次区域的及目标特定型的机制创设;第五,美国必须以评估有效性为

界定原则,加入到关键性的地区机制之内。栙可以看出,稳固双边合作、拓展少边合

作、参与多边合作,是奥巴马新亚太战略的基本特征。事实上,这更多地体现了美国

亚太战略的延续性。早在1998年美国政府发布的《东亚战略报告》中就指出,在全球

安全战略布局中,美国将双边、少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框架看作是推动新世纪亚太地区

共同安全的一个多元的、灵活的框架。栚 这个战略先前之所以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

除了众所周知的党派传统和政府更迭因素外,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美国一直坚

信传统的轴辐体系是牢固的,没有必要对其革新。其判断依据主要是冷战结束后亚

洲没有爆发战争,没有发生大问题,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安全体系的重构。基于这

种认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事业更多地表现为被动的“等待行为暠,而不是主动改

善安全关系的积极战略。栛 但是现在,亚洲形势变化之快超出了华盛顿的预期,令其

在许多方面没有能力做出反应。因此,美国需要一个更为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应对

的亚太新战略,结束其“等待与观望暠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拓展了“亚太暠的内涵。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动荡弧暠(ArchofInsta灢
bility)概念专指中亚、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形成的弧形区域,其中不包括东亚和东北

亚。栜 2012年初奥巴马政府发布的《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

任务》也提到了“弧形暠概念,但其地理范围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其范围从西太平洋

与东亚延伸到印度洋与南亚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印度太平洋地区(Indo灢Pacif灢
ic)。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与这个弧形地区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栞 对于印

度太平洋的地缘政治环境来说,一种较多受安全网络驱动而较少由地理概念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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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合架构是比较适宜的。栙 奥巴马政府积极支持日印、日韩、日澳等盟友之间双边

关系的发展,以此为更为广泛的少边合作做铺垫。美国在亚太发起并召开了一系列

少边(minilateral)会议,将相关利益国家结成小型组合体,来应对特定的挑战。美国

还寻求与蒙古、印度尼西亚、日本、哈萨克斯坦和韩国等国建立新的三边关系,与亚太

地区的强国印度和中国保持接触。栚 巩固双边同盟、支持辐条间的关系链接、借助拓

展少边安全组合构建次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推动和参与跨太平洋多边合作,已成为美

国新亚太安全框架构建过程的突出特征。少边主义外交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结点与支

撑的重要作用。

三暋奥巴马政府少边主义外交的特点

下面结合相关案例分析,从外交与理论层面对奥巴马少边外交实践的特点加以

探讨。

首先,少边外交作为帮助美国推行其亚太政策的工具,带有外交政策层面的实用

主义色彩。为保证和延续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奥巴马政府着眼基于亚太一

体化的未来共同体构想,而不是东亚或者亚洲共同体。它坚持两个原则:其一,谋求

包含印度洋、横跨太平洋的一体化,而非东亚或其他更小范围内的一体化;其二,在这

样的亚太一体化进程中,美国必须扮演领航者的角色。任何违背这两项原则的区域

一体化,都将对美国的亚洲利益甚至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构成巨大挑战。因此,奥巴马

政府在外交辞令、演讲和各种会议中,不遗余力地强调并塑造美国的太平洋国家身

份,并强调美国不能被排除在任何区域一体化进程之外。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尽管奥巴马政府强调多边参与,但也清楚东亚一体化的进程

势不可挡,亚太一体化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美国面临的政策抉择是,既要参与东亚

一体化的进程,又不能让这一进程发展过快,还要引导该进程向着美国乐见的亚太一

体化的方向进展。由于缺乏共同的地区威胁认知,建立地区同盟体系的前景还很遥

远,但是,可以深化双边同盟与伙伴关系,为更为广泛的三四个国家间的三边或少边

合作打下基础。栛 在此,少边外交成为帮助奥巴马政府实现其亚太政策目标的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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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东亚峰会(EAS)自2005年创立至2011年底,其成员数量与规模不断扩大。

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的加入已经在事实上把它变成了讨论跨太平洋一体化

的平台。它给东亚共同体的未来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会前或会议过程中,美

日澳、美日韩等少边组合往往预先对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政策层面的沟通与协调,美

国按照自身意愿引导峰会议程的意图凸显。例如,2011年11月17日,美日韩三方

高官就曾在印尼巴厘岛第六届东亚峰会期间进行过三边磋商。类似的灵活的实时安

排既没有正式条约的绑定与束缚,又保持了美国外交的战略主动性,同时可经由高效

的集体行动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少边路径由于参与者较少,场合选定灵活,有利于

将外交政策实践的有效性最大化,也是融合新兴国家的工具。栙 它使美国的外交政

策更好地适应了亚太变化的新形势,借助灵活的实用主义外交捍卫了美国坚守的领

导地位。

其次,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少边外交体现了一种霸权后的合作安排,带有强烈的新

现实主义色彩。有西方学者曾就25个关键政治术语在对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外

交辞令中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后发现,奥巴马政府更为重视安全、共同利益、核

武器等问题,而小布什政府则更为青睐民主、自由、人权等字眼。栚 这也反映在奥巴

马的亚太外交布局之中。事实上,“共同利益暠已成为奥巴马政府构建美日印等少边

安全组合时惯用的黏合剂。美日印三边对话达成共识的所谓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三

方在西起波斯湾、经由印度洋与马六甲海峡直至中国南海的国际航道上拥有共同利

益。美国推行的三边合作的最重要部分,是实现基于共同利益的三国间的务实合作。

它没有必要寻求建立一个安全公约组织。栛 又如,在2010年12月6日的美日韩华盛

顿三边协商中,美日韩除关注传统的朝鲜核问题这一焦点问题之外,也讨论了诸如全

球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撒、海盗、气候变化、疫情传播、能源安全、绿色经济、航

海自由等广泛的“低级政治暠议题。在某些情况下,大型多边机制可能缺少必要的工

具来处理具体问题。因此,在某些领域,美国通过参加旨在应对具体挑战的非正式磋

商,支持那些有利于周边国家共同利益的次地区机制的建设。栜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

为,国家之间共同利益共识的构建与低级政治议题的融入,是缓解国际安全困境、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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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对峙冲突风险和促成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

在美国的全球霸权步入低谷的情势下,少边外交可以帮助美国霸权减负。早在

奥巴马上台前,美国国内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者都对布什政府近八年的对外政策

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他们认为,其他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免费搭便车且收益颇

丰,发展了足以挑战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公共产品输出方面,美国已经透支。因此,

美国必须牵制中国等体系受益者免费搭便车的行为,让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栙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霸权国的公共产品输出能推动合作,但如果霸权国过度提供公

共产品,让其他国家永远免费获益,那么其霸权优势就会丧失殆尽,其霸权也必然会

走向衰落。建设卓有成效的多边机制要求相关国家必须分担管理的重担,鼓励不劳

而获地搭便车和最低限度地参与的体系注定要失败。栚 按照已故美国经济学家奥尔

森(MancurOlson)的集体行动逻辑,小集团与大集团相比,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不

仅可以限制免费搭便车的行为,而且运作更为有效。栛 因此,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

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转嫁其霸权负担:其一,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重要盟友

或伙伴国的角色扩展至亚太乃至全球;其二,促进盟友自身安全能力的提升;其三,在

新旧盟友之间连接新纽带,也就是加强美国亚太盟友之间的少边合作,而美国主要发

挥幕后推手或召集人的作用。美日印三边对话的目的之一,是美国希望印度承担更

多的责任。美国把印度带入东亚地区,把日本带入印度洋地区,而它只付出了较小的

代价。栜 美国正在通过组建亚太海上联盟的方式,让盟友为其加强地区主导权的努

力买单,并在降低自身维系霸权的成本的同时,不断增加中国扩大其地区影响力所付

出的成本。少边安全组合是美国用来预防中国或国家集团在亚洲称霸甚至排挤美国

出局的工具,在本质上,它是新现实主义取向主导下的复合型霸权合作安排。

最后,少边主义外交带有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如前所述,包括约瑟夫·奈和安

妮·玛丽斯特劳在内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精英都支持通过构建关系网络获取

“关系性权力暠,进而延续美国霸权的战略。这也是破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的必

由之路。奥巴马政府认为,中美关系作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影响最大的双边

关系之一,需要加以审慎、稳定和动态的管理。未来美国会继续把同中国的关系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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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一个更为广泛的地区性安全同盟、经济网络和社会纽带的框架内。栙 详见下

表:

“嵌入暠亚太多层网络的中美关系

暋暋暋暋暋暋暋类别

层次功能
多边 少边 双边

交往

(engagement)

东盟地区论坛(ARF)
东亚峰会(EAS)

亚太经合组织(APEC)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栚

六方会谈(SPT)
中美日对话(动议中)
中美印对话(动议中)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
中美亚太事务磋商(APC)

防范(hedge)

美日澳(TSD)
美日韩协调

美日印对话

美印澳对话

(动议中)

日韩对话

日澳对话

日印对话

威慑(deterrence)
传统“轴辐暠

体系

(Hub灢Spokesystem)

暋暋注:此表为笔者自制。

布什政府曾将中国定位为“利益攸关者暠。不难发现,上述以少边安全组合为结

点“网入暠中国的设计,是奥巴马政府对布什对华政策的升级和改造。美国的综合性

亚太战略目标依然是将中国塑造成建设性伙伴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并把它融入

东亚和国际社会。栛 在轮辐式社会网络中,中心轴的位置可以成为权力的中心。美

国具备成为其他国家之间沟通结点的条件和优势。它追求的是一种塑造他国行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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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中心轴权力。栙

通过上页表可以发现,网络“综合性暠作用主要体现在“双规嵌入暠上:首先是“交

往暠层次上将中国纳入关系网络中的包容性“嵌入暠。即美国在积极介入其中的同时,

不断扩大美国认同的志同道合的伙伴的数量,积极经营有利于支撑美国政策利益取

向的网络结构;其次,在“防范暠层次上,美国在包含中国的体制外构筑外围网络,在助

推内部压力的同时,在外围限制中国的行为抉择空间,提高中国破网的成本与资源投

入,以达到将中国助推到“交往暠层次的目的。如果这两个层次的作用无效或收效不

大,那么顺延下来的“威慑暠层次将发挥关键性的“防波堤暠作用。将中国塑造成日本、

韩国这类支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区域乃至全球性“合作暠伙伴,是美国对华政策目

标的要义所在。就此而言,少边主义外交也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传统中的自由主义

战略色彩。

结暋暋语

九一一事件以来,世界权力分散化的趋势有增无减。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世

界经济的前景更加不确定,加上美国长期陷于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其相对实力

下滑的趋势明显。由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崛起带动的亚太经济迅速发展和一体化进程

的加快,导致亚太地区国际地位骤升。新的世界战略环境对美国的地区和全球领导

力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如何整合变化中的新世界,重塑美国的领导力,走出霸权兴衰

“周期律暠的怪圈,是美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美国的对外政策集中体现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想上。栚 在今天的美

国,现实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的界限和差异正日渐模糊,两者甚至被视为一个连续的

统一体。巧实力战略要求旧有的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区别让位于新的或

许可以称之为自由现实主义的综合体。栛 在经历了冷战后20年来外交政策的摇摆

之后,今天的美国政府基本实现了实用主义指针下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回归与

融合。

后冷战时代的战略环境对美国历任总统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的能力设置了结

构性限制。在国际上,缺乏共同的来自大国的威胁,削弱了美国与盟国间的制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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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使得多边合作更加难以达成意见一致的条款。栙 换句话说,战后旨在解决冲突、

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多边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等),已经难以独自应对新时代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在继续倚重这些传统多边国际组织或制度服务于美国霸权

的同时,不断开拓少边主义外交的新领域,尤其在被小布什政府“忽略暠的亚太地区积

极推动少边合作。美国愿意面对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现实,并更加积极地介入到这一

进程中来,而少边主义外交作为有效的工具,在这一介入过程中备受重视。美日澳、

美日韩、美日印等务实性少边主义外交组合既支撑了美国的地区霸权,又“嵌入暠规制

了中国,体现了实用主义指针下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桥接。美国编织的以

双边同盟为核心、少边安全组合为结点、多边安全参与为外围的多层次新亚太安全网

初现端倪。美国外交中的少边安全组合取向还将继续在双边与多边安全架构之间发

挥桥梁作用。……亚太转型中的地区秩序将逐渐由有效的少边与多边安全机制来管

理。栚 中美将步入新环境下亚太乃至世界“规则制定权暠的竞争时代。

张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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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栙

高暋程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问题。居于主流的“二

元决定论暠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不仅受利益支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理想主义价值诉求的影响;这种特殊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建立在“美国

例外论暠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证明,在看似相互交织的二元目标背后,美

国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的本质是以物质利益为主导。在确保物质利益最大

化的情况下,植根于“例外论暠的价值观念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驱动作

用微弱,难以构成独立影响外交政策的“一元暠。

关键词:美国外交 孤立主义 美国例外论

在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及政策制定的动因研究中,“二元决定论暠最为普遍并占据

主流,它遍布国际关系理论界、美国对外政策史学界和美国政界。无论是塞缪尔·亨

廷顿(SamuelP.Huntington)、沃尔特·米德(WalterL.Mead)、布鲁斯·金特尔森

(BruceW.Jentleson)、沃尔特·拉夫伯(WalterLaFeber)等学者,还是亨利·基辛

格(HenryA.Kissinger)、乔治·凯南(GeorgeF.Kennan)、康多莉扎·赖斯(Con灢
doleezzaRice)等政要,都是美国对外政策“二元决定论暠的信奉者。“二元决定论暠观

点的核心内容在于,美国对外政策由理想主义和现实利益这两大目标所决定,它始终

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点;其中,理想主义目标背后的驱动力来源于一种独特的外交观

念,即“美国例外论暠,这种“例外论暠观念的存在使得美国对外战略及其具体政策的制

栙 《美国研究》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有助于本文的修改和进一步完善,作者在

此表示特别感谢。文中的疏漏及不妥之处由作者个人负责。



定有别于其他国家,很大程度上受理想主义价值观的驱动。这些研究和观点影响了

国内学界对于美国对外政策性质的判断。周琪指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是美国外

交政策的两大传统,而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例外论暠观念使美国外交具有不同于其

他大国的特质,这一点是美国学界的普遍共识。栙

然而,建立在美国“例外论暠基础上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质

性地影响或改变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选择? 在物质利益与基于“例外论暠的观念两者之

中,哪个因素真正主导着美国对外战略及政策制定的方向? 本文试图透过历史视角,

使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予以回答。

一暋关于“美国例外论暠和二元外交传统的研究现状及不足

在美国的外交史上,看似有多个相互交叠、补充,或者彼此冲突的传统。栚这些外

交传统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政治主张,无一例外都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徘徊。

王缉思指出,美国外交思想最大的特点,是“现实利益考虑与意识形态考虑之间的矛

盾交织暠。栛亨廷顿认为,美国介入世界的方式通常是两种力量牵引的结果,一种是国

家利益和权力,另一种是政治道德和原则。金特尔森将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锁

定在权力、和平、繁荣与原则之上。栜

这其中的前三项目标只是现实利益的细化而已。学者们用不同的名词定义美国

外交政策动因的二元性:利益与理想、权力与道德、现实主义与乌托邦、实用主义与原

则、历史的现实主义与理性的理想主义、华盛顿与威尔逊等等。不论表述方式如何变

化,他们都断定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二元性这一现实。栞

从一些著名的美国对外关系史著作中,也能辨析出美国外交传统中明显的二元

迹象。如拉夫伯在撰写《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时,分别从如下两条线索展

开叙述:美国人如何建立起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机器,以及这部机器如何与那个时代

的传教冲动一道,塑造了经济崛起时期的美国及其外交政策。栟基辛格在《大外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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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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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Norton& Company,2000),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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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拉夫伯:《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1865~1913)》,孔华润(沃沦·科恩)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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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明确以价值与物质利益二元对立为主线来梳理20世纪美国外交的基本脉络。

在他看来,任何一位严肃的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都不可能无视“美国例外论暠的传统,

与此同时,他们又必须理性地审度推行例外论传统的现实背景;关于价值观与自身利

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抉择,时常令美国的外交政策“深陷道德与现实的拉锯之

中暠。栙

与基辛格将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相对立的看法相比,更多美国学者和政治家相

信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目标是彼此相容的。保罗·施罗德(PaulW.Schroeder)指

出,在两大目标间平衡、协调乃至超越两大目标,才是美国所建立的稳健的国际秩序

的核心。栚前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Talbott)也强调,“美国的价值观

和利益是相互增进的。暠栛前国务卿赖斯更自信地声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一古

老的二分法从未真正应用于美国暠,因为美国人从不相信其“国家利益和普适的理想

不一致暠。在她看来,尽管美国理想和现实利益的关系在短期内有时会趋于紧张,但

是从长远来看,它们是不可分割的。赖斯将其称为“独特的美国现实主义暠。她认为

这种独一无二的理念一直指导着美国对外政策,决定了美国决策者思考自身力量、利

益和价值观的方式。栜

相较历史悠久的欧洲利益外交的传统,对理想主义目标的追求被视为美国外交

传统中独特的元素。而理想主义目标背后的观念支持是所谓的“美国例外论暠。“美

国例外论暠的观点雏型见于亚历克西·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的著作,栞之

后其内涵不断丰富和扩展,逐渐发展成为一套观念体系。“美国例外论暠的精要大致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美国优越论暠,即美国在基本制度、人民才智和地理因素等方面

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更为优越;“美国榜样论暠,即美国是全世界的灯塔,占领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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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制高点;“美国使命论暠,即美国有责任去关注和改变世界其他地区的状况;“美

国神佑论暠,即美国及美国的事业永久获得上帝的保佑,美国命中注定要领导世界。栙

在“美国例外论暠的信奉者看来,美国人对于价值目标的真诚向往的确影响了其外交

决策。他们甚至认为,作为一个赋予对外行为“道德暠要求的国家,美国在许多场合为

了追求理想主义目标,不惜牺牲其物质利益。

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是美国历史上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外交原则,它们通常

被视为是“美国例外论暠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美国外交政策具体采取哪种原则却取

决于美国的相对实力。其中,“孤立主义暠外交原则力求与其他国家尽可能少地发生

政治关系,“干涉主义暠外交原则表现出强烈的进攻性和扩张性。栚 多数学者认为,孤

立主义和干涉主义原则所包含的独特的理想主义逻辑是建立在美国人对传统价值和

社会制度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之上的。孤立主义原则是美国在其实力尚不强大时为了

维系其价值体系的完整而采取的一种“隔岸观火暠的策略。对此,理查德·克罗卡特

(RichardCrockatt)总结道:“孤立主义所要表示的不是对世界的排斥,而是一种信

念,即美国可以在寻求自己合法利益的同时,既不会损害自己的价值观,也不会引起

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大国令人讨厌的关注。暠栛干涉主义的实质在于,当美国的国家

实力达到可以充当世界“救世主暠时,它便通过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积极地把美国

人认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向外扩张。凯南认为,这两种貌似对立的外交原则

在价值诉求上有共性,即一种绝对的国家道德观既可以被推动去逃避“异己暠的东西,

又可能受鼓励去转化这些“异己暠的东西。栜孤立主义力图逃避参与国际事务,确保美

国不要“世界化暠,而干涉主义则要确保美国不受约束地参与国际事务,目的是使世界

“美国化暠,让整个世界合乎美国人的原则,进而变得像美国一样“美好暠。栞在查尔

斯·库普乾(CharlesA.Kupchan)等学者看来,美国人对自身价值和制度的超常自

信,既为美国远离国际体系创造了价值基础,同样也为美国人按照美国观念重塑国际

体系提供了推动力。栟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二元因素共同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传统,成为美国外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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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主导思想。关于这一点,研究美国历史或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们没有太大争议。

在“例外论暠观念的驱动下,美国外交特有的理想主义一面切实引导了美国的对外政

策,对于这一点,美国学界也达成了一定共识。然而,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论解释,

特别是其中关于“例外论暠对美国外交实践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判断,往往忽视了如下

两个问题:

其一,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观念与它的物质利益追求是

高度吻合的。这种高度的吻合性在逻辑上削弱了将“例外论暠看作美国对外政策动力

源的观点的解释力,无法检验“例外论暠是否起到相对独立的作用。

其二,在“例外论暠的外交文化背景下,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原则的

变化主要是美国实力的变化所致。这种主流观点认为,当美国对外推广价值观念的

愿望获得强大国力支持时,美国的大战略便开始由孤立主义转向对外干涉。这一战

略转型不仅基于物质利益的驱动,而且深受“美国例外论暠这一理想主义动机的推动。

然而,对于美国对外战略这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暠的解读,似乎无法有效

阐释在19世纪末其国家实力占据明显优势并具备“兼济天下暠能力的情况下,美国为

何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仍坚持“孤立主义暠的外交原则,而不愿为其理想主义

目标在海外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责任。

二暋从孤立到局部扩张:“例外论暠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

当我们试图为基于物质利益的传统外交模式注入价值上的“例外论暠因素,并使

二者共同构成所谓二元结构时,首先需要证明新加入的变量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具有

独立的影响力。然而遗憾的是,历史经验显示,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其对外价

值诉求与物质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当物质利益和理想主义目标和方向一致时,事实

上很难轻易判断,基于“例外论暠的价值诉求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制定具有实

质影响力。换言之,在所谓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解释中,“例外论暠观念并未脱离

利益外交的传统,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宏观历史中起到独立作用。反之,这一观念一直

在为美国的物质利益诉求提供合法性。

1793年,乔治·华盛顿颁布了《中立宣言》,要求美国人“真诚而又善意地采取并

执行一种对各交战国友好的和不偏不倚的做法暠。栙此后,《中立宣言》确立的“孤立主

义暠外交原则支配美国对外行为长达一个多世纪。在这段时期内,美国的对外政策十

分明确:避免卷入海外纠葛,不急于参与国际军事竞争。在许多学者看来,孤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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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原则背后体现的“美国例外论暠之逻辑在于:欧洲战争的交战各方是“道德上的一

丘之貉暠,战争的性质是“陆上暴君与海上暴君的争斗暠;如果新的共和国想要日后“激

励其他民族暠的话,就必须首先“保持其纯洁质朴的特性暠,绝不能沾染和涉足“卑鄙肮

脏的欧洲王朝政治暠,以致“玷污自身清白暠,“堕落到与共和原则背道而驰的宫廷阴谋

诡计和不计道德的民族私利暠之中。栙然而,“例外论暠对于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解读

无法独立于该政策背后显而易见的物质利益诉求。

建国初期的美国是一个以农业、贸易和航运业为主的弱国,在经济上对欧洲的依

赖性相当大,其内部的民主共和制度、甚至领土与国家主权的统一也尚处于脆弱状

态,亟需一个安定的环境来稳定、发展和壮大自己。在独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孤立

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的一项指导原则,正体现了美国决策者利用地理上的隔绝条件和

欧洲的均势,避免新生共和国卷入国际政治和军事纠纷的现实考虑和精明算计。“对

外联系越少越好暠的孤立主义理念只是不适用于美国的对外贸易和商业领域。栚 “孤

立主义暠原则不仅强调政治上不介入外国纷争,它同时意味着在经济上最大限度地发

展同各国的贸易关系。栛 有学者将“欧洲的灾难暠与“美国的机遇暠联系起来,这丝毫

不夸张。栜 美国充分利用欧洲旷日持久的战争和经济领域的恶性竞争关系,不但消

除了自身边境的威胁、获取了远远超过国父们曾经梦想的领土规模,而且几乎独享了

人类历史上最为奢侈的“商业蛋糕暠。通过长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美国不仅向欧

洲出售了本国出产的几乎全部商品,而且把世界各地的商品运到欧洲,剩下不直接出

口到欧洲的商品也大都被运往西印度群岛的欧洲殖民地。栞 美国商品直接出口和转

口贸易额不断翻倍,其海外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导致了美国持

续多年的繁荣,栟并且帮助它在相互敌对的欧洲国家获得了市场份额和工业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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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lassC.North,“TheUnitedStatesBalanceofPayments,1790~1860,暠inTrendsintheAmericanE灢
conomyinthe19thCentury,StudiesinIncomeandWealthofthe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

Vol.24(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0).



积累。栙

美国人在道德上极力宣称反对旧世界殖民传统的同时,却在其发展进程中始终

醉心并致力于在美洲扩张领土和势力范围。如果对“孤立主义暠大行其道时期美国国

土扩张的历史进行简要回顾,可以发现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相得益彰的例子比比皆

是。主导西部扩张运动的价值观念同样是与“美国例外论暠,特别是与美利坚民族的

使命感糅合在一起的。在美国决策者的公开言论中,美国在美洲大肆扩张的欲望和

作为,与其谴责旧世界的权力政治及维护自身的纯洁无辜和道德原则并不相悖。特

别是,当美国人将领土扩张行为与“自由世界的屏障暠和“天定命运论暠联系在一起解

释时,整个西进运动的道德合法性便获得了一致认同。栚在美国领土的扩张进程中,

美国人使用最频繁的词语是“天定命运暠,它是“美国例外论暠的重要体现。这种“例外

论暠试图说明美国的领土扩张行为与其他民族不同,它是“通过预言和许诺获得土地暠

的。在“天定命运暠的话语体系中,上帝为美国预备了合适的边界,美国人必须依照天

命延伸到准确的、适当的范围其自由才能永存,谁也阻挡不了这一使命的完成。栛

独特的“天定命运论暠充当了这一时期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土及势力扩张行为与其

维护道德理想之间的精神桥梁,它同样没有脱离美国的物质利益诉求而独立推动对

外政策。其实质正如温伯格(AlbertK.Weinberg)所说,“道德是自利的同伴,而扩

张主义则是两者亲密结合的产物。暠栜确保“自由暠精神之存活的美洲“内部暠扩张政

策,在现实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美国商业化的潜能,释放了紧随其后的工业化经济的

威力。西进运动最积极的推动者和最直接的受益者是东北部的工商业集团。这场扩

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工商业集团对于更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的利益需求。向太

平洋扩张并控制其沿岸的海港贸易之后,东北部商人就可以把同拉美贸易所获的利

润投入到太平洋贸易中,还可以通过经营鸦片和转口贸易,获取巨额利润。栞除了拓

展市场规模之外,国家在西进扩张领土的过程中,还不断向制造业集团提供新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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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资源,为美国指日可待的经济“起飞暠做了必要的准备。正是在巨大的商业利益

的驱动下,同时在铺天盖地的标语、社论和小册子文章所表达之价值诉求的感召中,

美国人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将区区13州的小面积国土迅速扩张数倍,成为连接

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领土广袤的国家。从这一角度来看,“孤立主义暠是美国物质利益

最大化的战略选择。它不但为美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使之实现了资本主义工

业的崛起,同时壮大了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实力。到19世纪末期,美国已奠定其强

大的物质基础。栙

19世纪晚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美国开始有选择地在欧

洲以外的部分地区积极推行海外扩张政策。特别是随着西部“自由土地暠供应的递

减,美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门户开放暠政策逐渐取代了“门罗主义暠政策。

人们通常用“美国例外论暠来解释这一变化,认为这是已经具备改造世界的实力的美

国人抱着惯有的使命感和对美国式文明的执着开始了所谓“拯救暠落后地区的征

程。栚非基督教文明被视为基督教世界的对立面。中国成为将来可能对基督教文明

造成威胁的“睡狮暠。栛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明确把帝国主义与“美国传

统上独具特色的历史根基暠联系在一起。栜1898年9月,他号召美国人承担责任“去

建立殖民地,去帮助‘受压迫的人民暞暠,并表示全人类“将由此受益暠。栞这位总统为美

国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的行为做出的辩护最为经典。他声称,在凌晨二、三点钟祈祷

之后,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这声音指示他应当兼并菲律宾。栟于是,他自然而然地将

占领行为视为“提升、教化和基督教化暠菲律宾人的良机。栠

与遵从上帝意旨在其他国家传播美国价值原则相呼应的另一幅场景是,美国商

人集团在海外扩张中赤裸裸地追逐现实利益。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利用政治和军事

力量在欧洲国家关注的边缘地带为美国商业集团开拓了销售市场。栢从19世纪末开

始的有选择的海外扩张政策,显示了美国对欧洲列强尚未染指的世界市场的强烈关

注,以及在全球财富中获得更多份额的物质诉求。美国的商业和金融巨子将目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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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拉美和远东地区市场。栙1898年,由300家大型垄断公司联合组成的全国制造商

协会(NAM)不仅在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控制权的变革

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而且还明确要求政府建造一支庞大的商业船队、开凿地峡

运河,与拉丁美洲市场建立牢固的联系。栚 美国的决策者对于商业精英在海外不断

膨胀的野心显然是赞许的,并且通过实际行动给予他们有力的支持。栛 西奥多·罗

斯福一再重申,为达到保持通往东方终端市场的商路畅通之目的,美国政府必须保证

对通道的管理主要从国家的商业利益出发。甚至连鼓吹道德影响力的伍德罗·威尔

逊(Woodrow Wilson)也明确提出了“外交就是管理商务暠的观点,并表示他随时准备

“把整个中国这个大瓷器唏哩哗啦地装进本国的碗橱里暠。栜

在整个崛起时期美国的对外扩张行为中,“例外论暠所包涵的价值诉求与实现本

国商业利益始终紧紧捆绑在一起,从未脱离后者单独推动美国的对外政策。1909
年,郝伯特·克罗利(HerbertD.Croly)出版了《美国生活的前景》一书,将经“美国

例外论暠美化的对外部世界的物质诉求推向极致。栞 该书在民间热销并受到决策层

的高度重视。一切正如该书的推崇者所期待的那样,美国政府运用了其所能聚集的

全部能量,在海外拓展市场以增进美国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尽一切可能通过机构、

组织和个人在海外扩大美国宗教和民主观念的影响。栟 这个由官方机构和民间宣传

组织联手创建的、被艾米莉·罗森堡(EmilyS.Rosenberg)称为“推销员式的政府暠,

在海外维护并推进着美国至关重要的对外政策。栠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

代,是美国在近东和远东地区发展传教事业的黄金时代,这与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商业

扩张完全同步。拉夫伯撰写美国这一时期的远东扩张史时,精心选择了如下标题:

“亚洲:商品、上帝与炮舰暠。栢它绝妙地展示了美国以“例外论暠为依托的所谓价值诉

求与其商业利益之间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

·09·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栜

栞

栟

栠

栢

入江昭:前引书,第12、14页。
拉夫伯:前引书,第435、388页。

TomE.Terrill,TheTariff,Politics,andAmericanForeignPolicy,1874~1901 (Westport,CT:

GreenwoodPress;MargaretLeech,1959);InthedaysofMcKinley (New York:Harper& Brothers,

1973).
拉夫伯:前引书,第423、451、471~472、372页。

HerbertD.Croly,ThePromiseofAmericanLife (Boston,MA:NortheasternUniversityPress,1909,

1989).
拉夫伯:前引书,第522~524页。

EmilyS.Rosenberg,SpreadingtheAmericanDream敽AmericanEconomic&CulturalExpansion,1890
~1945 (NewYork:Hill& Wang,1982),pp.57~59.
拉夫伯:前引书,第369~377页。



三暋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美国对外政策:
对“例外论暠作用的反驳

暋暋在相信美国对外政策受二元因素而非仅受传统的利益外交驱动的学者眼中,“孤

立主义暠是实力不足的美国力图“独善其身暠的一种外交文化理念;随着相对实力的变

化,这一外交理念开始向“兼济天下暠的方向发展。然而,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前美国对外政策史对于这一假说和结论提供了最具代表性的经验反驳。在长

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并没有在其实力达到可以实现价值扩张的时候去试图

挑战其眼中“污浊暠的旧秩序,或着手建立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新秩序。

1894年,美国以95亿美元的工业产值,占据工业世界的第一把交椅。栙 第一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引擎,其军事力量也已具

备当世界霸主的条件。自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的实力原本可以

支持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实现其改变世界的价值诉求,这一点是美

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共识。栚然而,在这一时期,美国仍然主要以“孤立主义暠的姿

态处理其对外事务,刻意回避担任世界主导者的角色。奉行积极对外战略、且以行为

“冒进暠著称的西奥多·罗斯福在任期间仅一次干预过欧洲的势力均衡。栛被公认在

影响全球事务中最信奉理想主义的威尔逊政府也未能实质性地改变美国在参与海外

事务方面的保守倾向。

19世纪末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美国为何在实力占优势的情况下,主动

放弃通过主导国际秩序来实现其“拯救世界暠的价值诉求? 笔者认为,其原因正在于

选择“孤立主义暠政策和接受欧洲旧秩序是其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在这一时

期,“孤立主义暠外交战略使美国及其商业精英集团获得的海外市场利润远高于参与

国际事务、并试图改变既有秩序之平衡状态可能带来的收益。这导致美国承担世界

主导者责任的动力明显不足。

工业革命后,美国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国内剩余资本主要被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

所消化,一直没有遭遇市场阻塞。自19世纪60年代后期步入工业高速增长阶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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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一直较为集中地在欧洲销售其产品。栙在进入20世纪

前的几十年中,美国对欧洲的出口几乎一直占其出口总额的80%以上,其中一半以

上商品的销售对象是其传统贸易伙伴英国;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共消化了美国95%
以上的出口需求。栚20世纪之后的十几年中,尽管美国的外贸市场分布开始呈现多

元化趋势,但其对欧洲的出口比例仍然占主导地位,欧洲和美洲两大市场仍然消费了

90%以上的美国出口商品。就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分布而言,自19世纪最后几年美

国开始向海外输出资本以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洲和欧洲市场共吸纳

了美国93%以上的海外投资需求。栛

如前所述,美国也参与到19世纪末期的海外扩张潮流之中,试图在欧美两大市

场之外的更多地区扩展其销售途径。栜然而,美国当时并没有挑战大国的既得利益和

旧欧洲秩序,它只是尝试着在列强争夺的边缘地带扩展市场。美国在19世纪末期的

海外扩张主要是在被欧洲强国视为边缘利益的拉美和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建立并

巩固其市场优势。栞美国在美洲大陆之外的扩张重点是太平洋地带,特别是夏威夷和

萨摩亚地区。栟美国在夏威夷的整个扩张过程没有遭遇欧洲国家的干涉。在萨摩亚,

虽然欧洲列强直接参与了争夺,但竞争比较和缓。在欧洲主要强国重点扩张的中东、

非洲和远东市场,美国几乎没有与它们直接角逐或产生摩擦。栠尽管在19世纪末通

过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的控制权,并且试图

同日本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美国所选择的这两个海外竞争对手都不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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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之列,它们或已退出、或尚未进入列强视野,因此这些冲突并没有触动当时主要

大国在海外的利益分配格局。为了表示对英国殖民体系予以支持,美国公开鼓励伦

敦挫败印度土著居民要求独立的愿望,甚至称赞英国在埃及的殖民活动是“伟大的文

明事业暠。栙

1914年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及其商业精英阶层不愿直接卷入战争。在他们看

来,政治上维持“孤立暠的对外战略显然远比介入到世界纠纷中具有更高的收益率。

在实行孤立主义政策的背景下,美国商人不但把本国生产的商品销售到欧洲,而且可

以凭借中立国的特权在欧洲国家之间从事转口贸易。在1914年8月至1917年3月

的中立期中,美国向英国及其盟国出售的武器价值就超过22亿美元,而钢铁、食品等

重要物资的出口也以同样的数量剧增。当战争导致欧洲的商船从亚洲、中东和拉美

等地撤出后,美国商船很快遍布全世界,替代了欧洲国家在这些地区的市场份额。与

此同时,大量美国资本流向亚洲和拉美地区,投资于当地的银行、铁路和工厂,在商业

上占据先机。伴随战时中立贸易的另一个重要经济后果是,美国在欧洲的借贷迅猛

增长,美国迅速从债务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栚凭借战时中立政策在世界贸

易和融资领域获得的地位,华尔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了世界的金融中心。栛

美国最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源于商业利益受阻。随着战争向有利于德国

的方向发展,美国决策者和商业精英阶层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商业利益方面的威

胁,他们尤其担心德国可能通过中断跨大西洋贸易而对美国经济利益造成严重的破

坏。栜1917年初,德国潜艇开始攻击横跨大西洋的美国商船,并声称如果美国不迫使

英国遵守关于中立贸易的国际法,德国将可能再次发动更强大的无限制潜艇战,不断

击沉美国开往协约国的商船。栞德国此举直接导致美国于4月6日对德宣战。美国

通过战争参与欧洲纠纷,其中经济利益的考虑是首要的。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短期经济原因是,在英德两国军事封锁或打击的压力下,通过中立贸易维持其欧洲

市场的路径严重受阻;其长期顾虑则来自德国称霸后对于美国海外商业渠道的破坏。

一旦经济获利方面的障碍和隐忧解除了,美国旋即就从世界事务的舞台退回到

霸权争夺的看台上。这种现实利益的考虑有效压制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美国人将

自身制度和观念进行推广的热情。威尔逊提出了国联14点计划,试图让美国通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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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机制获得世界领导权。栙在经过一系列博弈后,1919年6月28日,相关国家签

订了《凡尔赛和约》。栚然而,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为反对该和约的美国社会主流提供

了思想和舆论氛围,栛以致《凡尔赛和约》的批准在美国国内遭遇到强大的阻力。以

亨利·洛奇(HenryC.Lodge)为首的39位参议员草拟了一份联名声明,要求在原

始和约文本基础上附加15条以逃避国际义务为目的的保留性条款。洛奇本人还是

对美国参与海外事务秉持相对积极态度的政治代表。相比之下,议会中顽固的孤立

主义者则更不希望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并承担义务,他们反对任何带有国联盟约条款

的国际条约。这些不同的力量集结成强大的同盟,反对威尔逊版的《巴黎和约》。栜

最终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附有洛奇保留条款的和约文本与未附保留条款的原始和

约文本均遭到否决。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随之而来的1920年大选成为了候选人之

间围绕美国是否选择批准《凡尔赛和约》所进行的角逐。较量的结果是共和党获得了

参众两院的大多数席位。《凡尔赛和约》在1919年的参议院投票和1920年的大选中

均未获得美国人的认可,这充分体现出,在海外商业利益渠道畅通的情况下,美国主

流精英和社会大众对获得并担当世界领导地位持冷淡甚至排斥的态度。

在停战和大萧条之间的年代里,美国决策者认为本国海外商业利益无虞,便试图

避免承担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沃伦·哈定(WarrenG.Harding)上台后旋即表

示,他的政府“肯定而坚决地放弃加入国联的一切想法暠,并且“不提议从旁门、后门或

地下室的门进去暠。栟 他在就职演说中明确声称:“我们不打算被连累。暠随后,美国分

别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签订和约。与同盟国单独缔结这些和约意味着,美国实际

上解除了它在《凡尔赛和约》中需要承担的责任,不再为制止未来扰乱和平的行为做

出任何保证。

直到20世纪30年代,几乎还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愿意承担构建世界经济和安全

秩序的责任。美国人的“例外论暠观念和推广自身价值观的理想并没有转化为实质性

的对外行为。截至1929年,美国已占据世界国民收入的近50%,工业总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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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国际贸易总额的16%,以及世界黄金储备的半数以上。栙这一世界经济力量平

衡的根本性变化,要求美国在建立一种可行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方面起到领导作

用,带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局。然而,美国政府却未采取任何主动行动阻止全球经济大

崩溃,并且完全无视政府间的债务和赔款这—战后国际经济和安全体系中最有可能

引发动乱的危险因素。栚在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看来,导

致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在英国已丧失管理国际体

系能力的同时,具备这一能力的美国不愿承担稳定国际经济体系的责任。栛

当整个世界再次陷入混战的时候,美国的算计与其在上一场世界大战中相比,并

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它仍旧通过了比以往更为严厉的中立法案,并希望借此在

战争中继续牟取暴利。栜这一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帮助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之后拥有了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53.4%、出口贸易的32.4%和黄金储量的

74.5%,栞再次成为世界大战的最大赢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放弃了“孤立主义暠政策,开始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

并终于将其“令世界美国化暠的理想主义价值目标提上日程。这一对外政策重大转型

背后的真正驱动力仍然是物质利益诉求。和此前半个世纪相比,美国不得不面对如

下局面:在美苏两种意识形态的纷争中,全球市场遭到人为的割裂,且美苏各自所占

的市场份额在权力争夺中此消彼长;与此同时,它曾赖以实现经济崛起的西欧市场则

在大战中成为一片废墟。这对于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美国而言,实现其核心

物质利益所必需的海外市场显然缩小了。一方面,美国需要以“自由世界的领袖暠身

份带领欧洲和日本重建并振兴经济,相应地,它为后两者提供安全、市场和货币等公

共品的动力也明显增强。另一方面,美国还需要通过与苏联进行政治角逐,来打通中

国、东欧等因意识形态原因被人为阻隔的市场。直到此时,以世界领导者身份全面干

预全球事务才成为美国的对外战略,用以实现其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致力于推广美

国价值观的所谓理想主义目标不过是从属于物质利益目标的一个注脚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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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暋暋论

在关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研究中,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对外行为的驱动力不

同于欧洲以利益为主导的一元传统,而具有独特的“二元性暠。这种独特性的表现是,

“美国例外论暠的观念实质性地作用于美国的对外决策。本文的研究以美国对外政策

史为经验材料回应了以上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是其物质利益诉求。

在美国历史的重要时期,就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而言,所谓的“例外论暠只是

附属于美国自身物质利益需要的因素,并没有起到独立的作用。美国对外政策史显

示,理想主义与物质利益这两条看似相互交错的线索其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在所谓

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二元论暠解释中,“例外论暠这一独特的一元并未脱离传统的利

益外交因素,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宏观历史中发挥独立的作用。这一理想主义观念附

属于美国对外行为中的物质利益诉求,一直有效地为其提供着道德上的合法性。

进入20世纪后,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美国在经

济实力、甚至军事实力取得明显优势后并没有试图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重塑当时的

世界秩序,甚至刻意回避担当全球主导者的角色。这一历史案例对“二元论暠构成了

有力的反驳。美国拥有“兼济天下暠的实力与它追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其价值诉求的

抱负明显不同步的现象,正是美国为了确保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当实现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建立在“例外论暠基础上的理想主义目标达不到

高度吻合,或者核心物质利益诉求不需要理想主义目标作为借口时,“例外论暠情结对

于美国对外政策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力。因此,“例外论暠的价值观念难以独立作

为二元结构中的一个维度,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发挥其有别于物质利益的特殊驱动作

用。无论美国奉行孤立主义还是扩张主义政策,都不是基于“美国例外论暠观念的外

交文化,而只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外交策略选择,其背后的驱动力是物质利益诉求。这

一诉求正是美国制定及调整对外政策和大战略的主要根源。

高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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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

———从“偏向暠到“摊牌暠栙

冷雪梅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及美苏实力对比的

消长,美国对海湾地区外交政策的战略考量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研究和

梳理美国新解密的国家安全档案,这一时期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得到展现:

虽然对伊拉克的“偏向暠政策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相互矛盾的政

策却迭次而出,甚至并行推进。尽管对伊政策不断调整的过程体现了美国

的海湾战略由意识形态主导向经济和政治利益主导的转移,但政策的乱象

最终却是以美国与伊拉克在海湾战场上的兵戎相见而终结。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这是美国政策失误酿出的苦果。

关键词:美国外交 对伊拉克政策 偏向政策 摊牌政策

20世纪80年代伊朗与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迅速确立了不干涉、不介入两伊

战争的“中立政策暠(neutralitypolicy),然而在“中立政策暠的掩饰下,美国设计了暗中

支持伊拉克萨达姆(Saddam Hussein)政府的“偏向政策暠(tiltpolicy),这项政策潜伏

在“中立政策暠下多年,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海湾政策最核心的实践目标。随着两伊战

事的演进及战略需求的变化,从1986年开始,美国暗中恢复了同伊朗的武器贸易往

来,美国既支持伊拉克又支持伊朗的“双轨政策暠(two灢trackpolicy)出台,由此引爆的

“伊朗门暠(Iran灢gate)丑闻令里根政府形象蒙羞,其对伊朗政策也随之调整,但对伊拉

栙 本文系东北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号:10QN039)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克的“偏向政策暠却始终坚挺。两伊战争接近尾声之际,随着高达10亿美元的对伊拉

克贷款担保的批准,以及1988年伊朗屡次遭到美国军方报复性打击,美国对伊拉克

的“偏向政策暠达到顶峰。

与此同时,由于萨达姆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和毒气对国内库尔德人残酷镇压,引起

国际社会公愤。美国国会通过了对伊拉克实施全面制裁的“摊牌政策暠(bottom灢up

policy)草案,结果却被里根总统搁置。1989年上台执政的布什政府通过国家安全指

令第26号文件(NationalSecurityDecisionDirectives26,NSDD26),确立了全面支

持伊拉克的新政策,但“伊拉克门暠丑闻(Iraq灢gate)和接踵而至的伊拉克对科威特的

入侵,迫使美国对伊拉克政策全面转向,“偏向政策暠迅速被“摊牌政策暠和美伊两国在

海湾战场上的兵戎相见所取代。

一暋多种政策并行

两伊战争之初,美国公开表示对两伊的政策态度是“保持中立暠,栙这种观望态度

下掩饰的是美国决策层内部的举棋不定。从1983年10月开始,里根政府通过一系

列重要的内部文件确立了对伊拉克政府的新政策,其中多次用到“偏向政策暠一词。

这是美国对伊拉克“偏向政策暠的开始。

该政策设想最早可追溯到卡特政府时期,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建议

美国为了弥补失去伊朗所造成的损失,栚应将政策向伊拉克倾斜,并声称“我们没有

看到美国和伊拉克关系从基础上存在利益冲突。我们没有感觉到美伊关系要在对抗

中冻结。暠栛当时卡特政府认为时机不成熟,所以没有采纳。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

始,美伊关系经过一系列密切接触,获得飞速发展,美国决策层内部开始呼唤对伊新

政策。

随着两伊战争呈现胶着状态,里根政府认为最初的“中立政策暠已经不能满足其

在海湾地区的战略设想,因为:其一,在两伊战争最初3年里,美国与伊拉克双边关系

得到迅速发展,但是与伊朗之间“没有实质性进展暠,正是“中立政策暠促使交战双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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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目前的军事僵局;栙其二,两伊双方已经开始对对方的石油设施实施毁灭性打击,

海湾石油出口遭到重创,美国石油利益遭到挑战,“中立政策暠想要达到的“避免波斯

湾地区石油供应遭到毁灭性打击暠栚的目标很难实现;其三的考虑来自萨达姆政府可

能垮台的推测,而此时里根政府正在尝试选择萨达姆作为新的代理人培养对象,这促

使里根政府开始实施对伊拉克可能的“偏向政策暠。

通过1983年10月至1984年3月出台的一系列秘密文件,美国推出了包括经

贸、外交和军事三个领域的对伊拉克“偏向政策暠:经贸领域主要措施是放宽对伊拉克

的出口限制以及提供直接经济援助;外交领域主要措施是发表公开声明支持伊拉克

领土完整及现政府,同时在联合国进行有利于伊拉克的斡旋工作,特别是鼓励第三方

对伊拉克进行经济援助;军事领域主要措施是阻止向伊朗提供关键军事装备和敏感

情报,允许美国军事设备通过第三方进入伊拉克,提升美国对波斯湾国家防御的支

持,甚至不排除美国加入多国部队保护伊拉克石油出口设施的可能性。栛

从上述解密文件可以看出:海湾石油安全是美国制定对伊“偏向政策暠的一个重

要原因,文件中明确指出:“美国的任何行为都应该以保证波斯湾地区国际石油输送

的安全为前提暠。对伊“偏向政策暠启动后,重点放在了经贸领域,在美国内部文件中

屡次提到放宽对伊拉克的出口限制,“偏向政策暠洞开了美伊贸易之门,也正式开启了

20世纪80年代美国同伊拉克“建设性接触暠(constructivecontacts)阶段。整个20
世纪80年代,美国对萨达姆政府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经济援助和贸易合作,并提供了

非常优惠的出口政策。这在美国对伊拉克的情报支持、优惠的农产品贷款担保,以及

生化物资出口政策上都有明显体现。美国“偏向政策暠的原则是:只要用经济援助和

贸易出口等所谓“低级别暠外交手段能够解决的问题,那么就尽量避免美国直接的军

事干涉。

这一政策又被美国高层统称为“积极中立政策暠(activeneutrality),栜其特点就

是在两伊战争中,即不支持伊朗也不支持伊拉克,但是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倾向于伊

拉克的立场。美国的这种政策可以使其在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达到不损害其国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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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Friedman,Spider狆sWeb敽TheSecretHistoryofHowtheWhiteHouseIllegallyArmedIraq (New
York:ChallianInc.andJohnFielding,1993),p.25.



誉的目的,最终则是为了达到在海湾地区接近和控制地区政治和能源大国———伊拉

克的战略目的。

美国迅速推行对伊拉克“偏向政策暠的另一方面,突出表现在对伊朗实施的阶段

性武器禁运上。在伊朗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美国同伊朗保持着良好的军事贸易和

武器援助关系。1977年美国向伊朗出口的武器协议额是27.6亿美元,移交额是

24灡16亿美元,这是两国军事贸易往来的最高历史记录。1978年伊朗革命后,两国的

武器贸易最初也未受到根本性的影响,1979年还保持在26亿美元。但是霍梅尼伊

斯兰革命后,尤其是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朗的对美强硬态度导致美国同伊朗关系全面

破裂。1980年4月7日断绝关系后,两国之间的武器贸易骤然下降,1980年的数据

显示已经降到了仅剩1400万美元,栙此后美国对两国间武器贸易实行了冻结。这一

时期美国确实试图惩罚性地孤立伊朗,秘密文件称:“既然伊朗自己宣布把美国作为

敌人,那么伊朗的胜利就是美国的失败。暠感受到伊朗“野心勃勃暠的美国决心准备组

织“海湾地区中立的友好国家暠一起阻止伊朗在海湾地区影响力的扩张。栚

1983~1984年是里根政府极力推行“偏向政策暠的阶段,也是美国同伊朗关系冻

结时期。此时伊朗政府在外交上实行孤立主义,排斥美国等西方国家,并像萨达姆一

样试图采取武器来源多样化政策。里根政府一方面有些恼羞成怒,一方面为了向伊

拉克示好,积极地采取了对伊朗的武器贸易禁运手段。除了自己不向伊朗出售武器,

美国驻巴西、阿根廷、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新加坡、葡萄牙、以色列、韩国的大使,分

别被告知要将对伊朗的武器禁运问题提到重要的外交议事日程上来。栛 与此同时,

美国在放宽对伊拉克出口限制方面则提高了调门。

1984年出于两伊战事的需要,伊朗政府开始向务实外交转变,将目光重新投回

经济、军事实力强大的美国。伊朗的离心离德并非美国所愿,毕竟这是美国中东两极

政策中已经营多年的重点目标。1985年6月,发生了美国在贝鲁特的公民被伊朗支

持的“伊斯兰圣战者暠组织绑架事件。伊朗在释放人质方面提出了四个条件,特别指

出了美国可以用武器交换人质。贝鲁特人质事件给里根政府重新规划对伊朗的政策

提供了契机。

改变对伊朗全面禁运政策的呼声首先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29日,国

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C.McFarlane)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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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朗禁运并不利于美国恢复在伊朗的影响,也不利于人质事件的解决,应该“鼓励

加强同伊朗之间的商业合同,以减少伊朗的孤立状态,使其不能倒向苏联暠。栙 这种

观点得到了国防部的赞同,栚而军方的参与确实影响了美国伊朗政策的定位。

1986年1月,美国方面开始接触伊朗在欧洲的代理人,并向里根提交了题为《美

国向伊朗出售武器的建议》备忘录,在里根后来签署的附件里强调:要“帮助第三方和

第三国争取同伊朗政府内外的温和分子建立接触的努力,办法是向这些温和分子提

供武器、装备和有关物资,以便他们显示出有能力获得保卫国家、抵御伊拉克和苏联

干涉所需的财力和物力,从而使他们在努力争取建立一个较为亲美的伊朗政府的过

程中提高自己的可信性暠。栛

根据里根总统的指示,1月17日,一份被称作美国-伊朗关系“里程碑暠的国家

安全委员会内部文件出台,确定了对伊朗出售武器及物资的具体方式。实施方式详

细如下:“设备暠通过第三方从(美国)军方购买并转销到 X;“设备暠不能直接运到 X,

而是运到合作的第三方;第三方将提前从X得到1/4“设备暠的预付款;第三方将负责

购买并将1/4“设备暠运送到X;在X接收到1/4“设备暠后,将向第三方转交它一直掌

握的原料;然后X将给第三方提供其余3/4“设备暠的款项,其余3/4“设备暠由第三方

负责购买并运到X;钱款由X从瑞士银行的户头直接打入第三方设立的外国银行账

户,但是这个账户表面上不能同第三方有任何联系;钱款通过第三方的外国银行账户

汇入(美国)军方账户。栜

在这里,“X暠特指伊朗,“第三方暠则正是美国的老朋友以色列。这一切均由美国

中央情报局与国防部共同设计。它为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安排了障眼法,通过一个

不为人知的第三方来掩盖对伊朗的武器输出,以保持美国的中立形象。

从1986年初开始,美国政府实际上确立了既向伊朗出口武器,也不放松对伊拉

克的积极出口贸易政策,这就是两伊战争中美国的“双轨政策暠,也是美国政府在外交

上惯用的两面手法。

政策一抛出,美国马上委托以色列以第三方身份与伊朗做交易,4000个陶式导

弹装置(Tow Weapon)分批辗转到达伊朗,栞和这些武器装置一起送到伊朗的还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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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栙 美国很快向伊朗出售了价值1230万美元的武器。栚然而,在

2月6日美国国务院代表会见伊拉克代表的时候,却还信誓旦旦地表示:美国目前单

单阻止武器流入伊朗是不够的,还要削弱其军事能力,阻止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等

众多国家给伊朗提供武器;同时许诺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栛

1986年初是美国两伊政策的分水岭,“双轨政策暠正式登台。里根政府“双轨政

策暠的出现并不突然,可以从美国外交传统的均势理论中找到支持。传统均势理论经

过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均势暠(balanceof

power)理论,即通过建立和加强美国自身的实力、借助和利用盟友的实力、稳住和笼

络中间的实力、限制和削弱对手的实力等手段来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栜 这种均势

理论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中,初期表现即为双代理人政策,栞正是这种理论决定了“双

轨政策暠的模式,栟也有中国学者称之为对两伊的“弱势均衡暠栠战略,其目的是防止出

现威胁美国霸权的地区性大国。

因此这一时期,在海湾地区的美国政策出现了三种看似矛盾政策的并行:“中立

政策暠、对伊拉克的“偏向政策暠和对两伊的“双轨政策暠,虽然令人费解,但是正如基辛

格所说:“20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非美国莫属。……在日

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美国与欧洲的外交政策模式都是其本身特

殊环境的产物。暠栢

从美国政策的形成来看,这种政策一方面是均势理论在对两伊外交实践中的逐

步变型,另一方面也有美国政府内部不同部门相互斗争的因素。支持伊朗和支持伊

拉克的两派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存在,在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支持伊朗派占上

风,而国务院、农业部则是支持伊拉克的主要力量,商务部则扮演“砝码暠角色,在给伊

拉克审批许可证的时候,时而同意,时而拒绝。

支持伊朗派认为:伊朗已经逐步认识到需要美国,而美国也要看到伊朗同苏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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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地缘位置非常重要,尽管军售不是必需的手段,但应努力寻求同伊朗发展关系,这

也是美国和伊朗共同利益所在。因而主张对伊朗采取“温和暠政策。

支持伊拉克派则认为:对伊朗军售会损害同伊拉克间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并

会使美国在伊朗和伊拉克眼中成为不明确、不可靠的政策合作者,从而导致曾经的外

交努力付之东流。栙

事实上,在里根政府看似变化无常的外交决策表面下,有这样一种特点:在美国

国家利益没有遭遇重大挑战和威胁的时候,美国外交会呈现出一种“含混暠、“温和暠和

“有待于进一步明确暠的特点。对于里根政府来说,放任决策层内部的纷争,有利于美

国政策的双面性解释,这一点在对伊拉克“偏向政策暠的持续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然,无论是支持伊朗派还是支持伊拉克派,在冷战时期对伊朗与苏联毗邻的战

略地位都是认同的,伊朗毕竟是美国传统的代理国家,因此美国对伊朗采取的是直接

军售,重点放在军事援助上,短期内扶植起伊朗对美国的信心;对伊拉克则重点扶植

两国经贸关系,保护美国对伊拉克市场的渗透和占有,通过贸易出口这种相对保守的

方式来保持对伊拉克政府长期持续的政治影响力,保持美国对伊拉克石油的步步接

近。这正是“双轨政策暠出台的另一个原因。

1986年11月3日,贝鲁特人质被释放,但是黎巴嫩的杂志也报道了美国暗中给

伊朗提供武器的内幕。这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伊朗门暠丑闻爆发。11月18日,

萨达姆给里根的信中表达了强烈的愤怒和背叛感。但是伊拉克政府还是对美国向伊

朗出口武器表示了相当的克制,一方面等待美国做出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也希望把

这个事件变成对自己有利的事件。但是在伊拉克政府内部,反美呼声开始渐渐升

起。栚 美国-伊拉克关系进入“建设性接触暠期的第一次危机。

与此同时,以美国前参议员约翰·托尔(JohnTower)为主席,组成了总统特别

调查委员会,即托尔委员会(Towercommission),栛就“伊朗门暠丑闻进行美国有史以

来对国家安全决策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最为彻底的调查。委员会详细调查了国家安全

委员会如何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并将其所得用于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过程,

认为这次事件是由重大决策失误造成,这些失误“应该归咎于某些个人的失误,而不

应该归咎于美国的政府制度和法律制度暠,并强调加强对决策机器的管理力度。栜“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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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门暠丑闻给美国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然而,美国政府通过牺牲一些个人顺利地

将决策部门和决策制度同政策危机剥离开,从而安然度过危机的作法,却在此后“伊

拉克门暠丑闻爆发时再次被沿用。

1984年伊拉克开始在海湾北部对购买和运输伊朗石油的国际油轮展开袭击,在

很短的时间里就导致海湾石油运输总量减少了1/4。伊朗也展开报复,开始在海湾

地区布设雷场,两伊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封锁战。1987年5月17日,美国护卫舰斯

塔克(USSStark)号被伊拉克飞机误中,7月份一艘科威特油轮撞上了水雷。这些事

件触动了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安全利益,许多国会议员要求改变里根政府的

海湾政策。里根的海湾特别委员会讨论后对海湾政策做了一些调整,从接下来的一

系列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政策非但没有因为伊拉克误中美国护卫舰的尴尬

事件而向伊朗方面倾斜,反而促使里根政府决定“我们不光要继续采取援助伊拉克的

行动,而且要保证使这种援助众所周知。暠栙

政策调整后,里根政府抛弃了以往不愿从军事上卷入两伊战争的立场,采取了一

系列明显支援伊拉克的军事行动。7月末,里根发表政策宣言,宣布科威特石油船只

改旗,美国海军负责提供航运保护。8月份,中央情报局提供给伊拉克的情报已经彻

底变成军事性的。栚 9月21日,一架带有夜视装置的美国休斯(Hughes)AH6攻击

机袭击了伊朗的安吉尔(Ajr)号布雷艇,炸死3名伊朗士兵。10月19日,美国的4
艘导弹驱逐舰向伊朗两处石油设施开火,将其变为废墟。1988年2月,美国又派出

15架 OH-58D型基奥瓦(Kiowa)直升机到伊朗海域,对伊朗舰船进行偷袭。栛 同年

4月,美国海军参谋部决定开始“祈求螳螂暠(OperationPrayingMantis)行动,对“希

利暠(Healy)号等多个伊朗沿海石油平台展开袭击,并派“企业暠号航母(USSEnter灢

priseCV-6)对伊朗舰艇进行打击。栜 7月,美国“文森斯暠号巡洋舰(USSVincennes

CG-49)在海湾击落一架伊朗民航客机,导致机上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1987~1988年的秘密海战将里根政府对伊拉克的“偏向政策暠推向了最高峰,秘

密海战打破了美国政府在对伊“偏向政策暠中轻易不动用军力的准则,为了支持伊拉

克,美国不惜违反《战争权力法》(WarPowersAct)的中立原则。值得注意的是,美

国对伊拉克的贷款担保计划也在1988年度达到最高峰,当年的贷款担保配额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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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亿美元。

二暋“偏向暠与“摊牌暠政策的对立与消长

1988年8月,伊朗和伊拉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萨达姆开始出手解决境内的库

尔德人问题。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显示:1988年3月,伊拉克政府对哈莱卜杰

(Halabjah)的库尔德居民和伊朗士兵使用了化学武器和神经毒剂,导致7万多库尔

德人向土耳其逃亡,伊土边境吃紧;同时萨达姆还开始插手黎巴嫩内部事务。8月25
日,两伊停火后5天,伊拉克再次对库尔德人村庄进行了袭击。萨达姆政府的暴力强

权形象惹来国际社会质疑之声,土耳其和黎巴嫩接连到联合国告状,美国在国际道义

上面临巨大压力,国会也频频质询国务院对伊拉克政策。

美国政府此时面临的挑战包括:第一,“偏向政策暠促使美国同伊拉克之间建立了

紧密的贸易网络和利益纽带,既得利益集团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政府出台更有利的对

伊政策或促进商贸的政策;第二,美国政府内部将美国同伊朗和伊拉克的战时关系看

作是“零结果暠游戏的观点开始流行,觉得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特别是美国对伊拉

克“安抚暠多年,但伊拉克始终不能被培养成对美国言听计从的代理人;第三,伊拉克

袭击美国斯塔克护卫舰事件的余波导致美国国内反伊情绪高涨;第四,战时伊拉克在

美国滋养下建立的新军事能力加强了它作为激进的地区霸权国家的地位,使得伊拉

克“支持恐怖主义暠问题重获国会重视;第五,伊拉克政府对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的

事实及其声名狼藉的人权记录也是插入美伊关系的利剑。这些都推动美国国会出面

干预对伊拉克的政策。

9月,国会频频以“证据确凿暠向国务院施加压力,国务卿舒尔茨被国会质询弄得

焦头烂额。到伊拉克进行实地调查的要求遭到拒绝,而国会却显得咄咄逼人:要求再

次将伊拉克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清单中,终结与其军事和经济联系,并切断与它

的一切外交关系。这样,国会便以一种全面否定的强力姿态出面干预美国的伊拉克

政策,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对伊“偏向政策暠。国会的整体政策立场被国务院的反对派

冠以“摊牌政策暠栙之名。它主要体现在国会的对伊全面经济制裁议案中。

1988年9月9日,参议员克莱本·德波拉·佩尔(ClaiborneDeBoraPell)指出:

“我们的公开宣言塑造了我们自己雄心勃勃的形象,伊拉克却可能在我们醒悟之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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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更激烈的报复手段,温顺地屈服于国际压力可不是萨达姆的性格暠栙。同一天,美

国参议院通过了第S.2763号议案即《佩尔议案》(PellBill),要求禁止美国对伊拉克

的所有出口、贷款及援助,同时禁止进口伊拉克石油。栚

9月13日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HouseForeignAffairsCommittee,

HFAC)通过了内容更为广泛的 H.R.5271号议案即《兰托斯议案》(LantosBill),栛

不仅包括对伊拉克的进出口禁运,还增加了对伊拉克的制裁。在该议案的制裁范畴、

制裁执行与授权方式部分,不仅提出了收紧对伊拉克某些化学品的出口,还首次提出

由联合国或相关中立方核查的方案。栜 可见,该议案重点在于迫使伊拉克放弃化学

武器使用并接受可能的解决问题的过渡方案,它凸显了国会的人权考虑。

国会的“摊牌政策暠姿态一出,以国务院为首的美国决策高层反应强烈:10月18
日,国务院迅速出台《美伊关系:经济制裁议案的内涵》备忘录,从美国地区战略利益

与经贸利益层面驳斥了对伊拉克实行经济贸易制裁的政策主张;10月19日,国务院

情报研究局(TheBureauofIntelligenceandResearch,INR)出面批驳国会用“人权

否定一切暠的逻辑,并保证:“一旦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暠,“运用正常的情报手段我方

就能知道暠;栞11月4日至12月29日,国务院近东和南亚事务司(NearEasternand

SouthAsianAffairs,NEA)、政治灢军事事务局(BureauofPolitical灢MilitaryAffairs,

PM)等部门相继发表声明,表明对“摊牌政策暠的反对态度,声称国务院已经在通过积

极的外交渠道解决伊拉克的人权问题,栟同时试图继续推行对伊拉克的贷款担保计

划。栠

相对于国会“维护人权暠的出发点,国务院的反驳更具战略性和务实性。国务院

认为:此时出台对伊拉克强硬制裁政策,将摧毁美伊双方领导人刚刚建立起来的认同

感,在政治上会导致美伊关系迅速降级,萨达姆会因觉得美国“卸磨杀驴暠而迅速倒向

苏联;同时,两国关系的迅速恶化,将导致伊拉克盟友约旦、埃及和沙特对美国意图的

质疑,从而损害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战略安全。从经济上看,制裁议案会严重影响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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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对伊商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导致美国农业部对伊贷款担保计划的终止,恼羞成怒

的伊拉克会终止债务的偿还;而美国的商业公司可能将被完全地排斥在伊拉克市场

之外,无法参与伊拉克政府的战后重建工作,失去大量有价值的商贸合同。

到1988年为止,美国的电力、化工、运输、石油和钢铁公司同伊拉克已经签署了

价值超过40亿美元的合同,美国在伊拉克的商业卷入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仅1987年

美国从伊拉克进口的石油就高达50.6000万桶/天,并出口了10亿美元的农产品。栙

“摊牌政策暠一旦推行,最直接的可能是迫使伊拉克转向求助于美国的商业竞争对

手———西欧和日本。因此,国务院将国会的“摊牌政策暠称之为“冒险政策暠。国务院

的努力立竿见影,关于继续给伊拉克的工业部提供3亿美元贷款的协议没有受到国

会的影响而顺利通过。栚

这两个制裁议案被国务院近东和南亚事务司批评为“狭隘暠和“为时尚早暠。栛 特

别是12月29日国务院备忘录的措辞十分严厉,指责国会过分依赖库尔德问题来分

析和假定,“滥用暠美国人权政策原则,却不顾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和目标;辩称

伊拉克的军事行径尽管残暴,但主要是为了收回被占土地,同时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

伊拉克试图毁灭整个库尔德族,只不过军事行动“正好发生暠在库尔德人居住区罢了。

我们知道,美国一直采取支持库尔德人的政策,但是在应对伊拉克问题上,为了

实现在该地区的政治外交利益,美国在库尔德政策上采取了回避和模糊的态度。美

国一直信奉的人权原则也不得不败在现实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下,同时对伊拉克的“安

抚暠也体现得更为鲜明。

在国务院似乎更有说服力的外交利益至上原则的攻歼下,国会的人权主义政策

建议一直处于劣势。1988年底,根据国会“摊牌政策暠中“实施制裁的条件暠为总统留

下的特权,卸任前的里根宣布“搁置暠这两个议案。难怪美国内部有人一针见血地指

出:“如果撇开人权和使用化学武器不谈,那么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才是驱动我们

同伊拉克平衡关系的关键暠。栜

1989年初,乔治·布什入主白宫,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的调整作为一个重点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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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日程。从布什政府迅速出台的《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纲要》内容看,“偏向政策暠不但

没有受到“摊牌政策暠的影响,反而进一步升格。

这份政策纲要强调伊拉克的市场地位和巨大的政治经济前景,最重要的是伊拉

克现政府更倾向于选择美国作为它强有力的合作伙伴;而一旦它选择了美国,那么未

来美伊经贸将因伊拉克的重建而充满光明。栙 伊拉克的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包括

萨达姆的女婿、伊拉克工业部长侯赛因·卡迈勒(HusseinKamel)适时地通过军事

电台向美国提出了援助伊拉克经济重建的要求。1988年5月,伊拉克开始对美国公

司进口伊拉克的石油给予价格上的优惠,导致美国从伊拉克石油进口量的猛增,到

1989年达到了50万桶/天的数量。栚 伊拉克的军事进口也开始活跃,尤其是在购买

双重用途物资和高科技军事产品的意向方面。这些都以压倒性的优势促使美国政府

忽视伊拉克违反人权的行径,并确定延续“偏向暠伊拉克的政策基调。

在美国对伊拉克政策上,经贸因素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通过宽松的

出口政策渗透伊拉克,萨达姆也坚信美伊贸易的激增能够刺激伊拉克的军事发展,从

而为伊拉克赢得在海湾地区政治上的冲击力。两伊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伊拉克的重

建怀有浓厚兴趣,美国新政府有意通过参与伊拉克重建,获得对其政治经济的进一步

渗透,借此改变同伊拉克之间一直松散的政治关系。而伊拉克政府也在“寻租暠,试图

为自己的重建找一个实力雄厚的买家。在以经济渗透带动政治影响的政策思路下,

美国新政府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手法。

布什政府在对伊政策纲要中提出的政策方向是:“美国要鼓励伊拉克所谓的要在

这个地区担任领导角色的要求,出于我们本身的利益认真地发展同伊拉克之间互利

的、高于一切的稳定关系,在强调我们的军事和人权担忧的同时,促进我们同伊拉克

之间的商业和政治对话。暠栛美国政府下一步的首要任务是督促伊拉克出台解决斯塔

克事件的声明,消除美伊关系中“偶然暠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最终目的还是继续

和深化“偏向政策暠。

在此之前,美国同伊拉克的政治对话一直纠结在如何结束两伊战争上。随着军

事上的停火,为了深化政治对话,美国政府决定不惜满足萨达姆想成为海湾主要影响

势力的要求,希望通过一些政治支持,使伊拉克能够从同苏联的武器买卖关系中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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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出来,并将进口新武器系统的希望投向美国。栙

政策纲要为后来的第26号国家安全指令做了铺垫,它一方面说明了美国渴望参

与伊拉克战后重建,因此延续了对伊拉克的“偏向暠政策;另一方面,在纲要里也提出:

要逐步地把伊拉克纳入“理智而且负责任的西方政策轨道暠之中。这是美国政府一贯

的政治和外交政策目标。所谓“西方政策轨道暠,不过是培养言听计从的代理人的代

名词而已。

美国新旧政府在伊拉克政策上的一致性,突出表现为对伊拉克的贷款担保计划

并没有因为新政府上台而终止,反而越发坚挺。同时,在新政府的政策指导下,国务

院近东和南亚事务司做出了一系列外交努力。3月24日,近东和南亚事务司政策计

划室主任(PolicyPlanningStaffDirector)丹尼斯·罗斯(DennisRoss)同伊拉克驻

美国大使尼扎尔·哈姆丹(NizarHamdun)会谈,象征性地表达了美国对伊拉克化学

武器扩散的关注,但是会谈的中心议题却是拓展美伊关系、敦促伊拉克出台解决斯塔

克被袭事件的声明。

3天后,伊拉克政府一改过去拒不道歉的强硬态度,发表了道歉声明,宣布给

1987年在斯塔克被袭事件中遇难的美国水手家属提供2730万美元的赔偿。此举解

决了两国外交关系上的尴尬局面,美伊关系进一步深化的绊脚石被轻松移除。

20世纪80年代美伊商贸往来滋养起来的利益集团———美伊商业论坛(U.S.灢

IraqBusinessForum)栚此时也为美伊关系的提升做着努力。1989年6月,美伊商业

论坛代表团访问巴格达,此访因萨达姆的接见而意义非凡。萨达姆表示未来伊拉克

会积极同美国合作,敞开大门欢迎美国投资,并保证不出现债务重议(debtresched灢

ule),栛前提条件是不希望美国再出现对伊拉克的制裁议案,同时美国要向伊朗施加

比较明显的政治压力。栜

可以看出,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此时商业机会和海湾战略的重要性是并行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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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美国政府开始帮助更多的公司深入伊拉克。两个月后,美伊商业论坛获准操作沃

尔沃公司同伊拉克之间建立卡车装配线联合公司的项目:由美国工厂生产重型卡车

零件,然后运到伊拉克组装。这一次国会大部分议员表示支持这个项目,认为它将为

美国带来超过1.3亿美元的利润及外交利益。栙国会甚至出面同沃尔沃公司和伊拉

克政府谈判以确保对这个项目的必要资助。9月,给伊拉克提供10亿美元贷款的预

算,国会也原则上通过了。这表明国会针对“偏向政策暠的“摊牌政策暠立场,在巨大的

商业利益面前也败下阵来。

1989年8月4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Reserve

BankofAtlanta,FRBA)与美联储调查小组突袭检查意大利拉伏罗国民银行(Banca

NazionaledelLavoro,BNL)在美国亚特兰大的支行,从而牵涉出了包括意大利、英国

和美国等国为伊拉克提供黑色贷款甚至武器的“伊拉克门暠丑闻。但是这件事最初被

曝光时,因主要被调查方是意大利的银行,并没有引起美国媒体和公众的特别注意。

因此,尽管美国国会组织了调查小组,但是并没有阻止美国对伊拉克“偏向暠政策的进

一步展开。10月2日,布什签署了第26号美国国家安全指令,明确指出:

“接近波斯湾的石油以及保障该地区友好国家的安全,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来说非

常重要。美国仍然承诺保护在这个地区的主要利益,必要和适当的时候会动用美国

军队来抵抗苏联和任何对我们利益有危害的地区力量。美国也承诺支持友好国家的

自卫,保证他们在自己的防御上能够扮演积极的角色,以减少美国单边军事干预的可

能性。美国鼓励西方盟友和日本与我们一起维护我们在海湾地区的共同利益。

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正常关系将有利于我们的长期利益和促进海湾和中东地区

的稳定。美国政府将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鼓励伊拉克,规范它的行为,提高我们对伊

拉克的影响力。同时,伊拉克领导层必须懂得:任何非法使用生化武器的行为都将导

致经济政治制裁。为此,我们将从我们的盟友那里寻求更广泛的支持。国际原子能

委员会监管下的伊拉克有任何违约的行为也会引起相同的后果。人权考虑将继续成

为我们对伊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伊拉克应停止对外部事务如黎巴嫩的干

涉,应该在同伊朗磋商解决问题和中东和平进程的合作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我们应该为美国公司参与伊拉克经济的重建提供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在能源领

域,这不会同我们的核不扩散政策和其他意义深远的目标相抵触。这也是介入伊拉

克的防御建设并保持对其影响力的一个手段。美国应该考虑向伊拉克提供非致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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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援助,以提高美国在伊拉克的政治影响力暠栙

这份指令确定布什政府将继续采取“支持萨达姆暠的“偏向政策暠,而此时国会和

国务院已经找到了政策的一致点:支持萨达姆是为了达到安抚笼络的政治目的,促进

其“温和暠的一面,遏制其血腥和独裁的一面。该指令显示美国要通过更多的合同来

缓和伊拉克的霸权行为,其中包括非致命性武器援助。国务院甚至要求实现美伊军

事关系正常化,认为当前美国高层的政治氛围不利于同伊拉克军事关系的改善:过去

伊拉克对化学武器的使用、对人权的践踏及阿以冲突是造成这种不良政治氛围的原

因;如果同伊拉克展开一定级别的军事合作,同时抛弃国会对总统行政命令的限制,

开展不用国防部赞助的培训,加强文化的互访和其他地区化的合同,将会使美伊关系

的拓展更深一步。栚

第26号国家安全指令不仅从内容上对《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纲要》做了补充,同时

也使“偏向政策暠从地下走向地上,从暗中走向明朗,从商贸走向外交,并在性质上发

生了根本转变———从隐秘政策升级为美国对伊拉克的正式官方外交政策。

三暋美国对伊拉克政策解析

纵观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的轨迹,可以看到,尽管美国对伊拉克政策最初萌芽于对

苏联冷战的战略考量中,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冷战格局逐步式微的历史时期,

美国对伊拉克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弱,随着美国商贸利益在伊拉克的

不断深入,其国家能源、政治与经贸利益在伊拉克政策中的重要性逐步提升。

从1972年4月苏联和伊拉克签署为期15年的《苏伊友好合作条约》(Soviet灢
IraqTreatyofFriendshipandCooperation)开始,如何与苏联争夺伊拉克就成为美

国海湾政策战略考虑中的主要问题。特别是苏联对伊拉克的武器援助在20世纪70
年代达到最高潮栛及类似的情报数据,都显示出“苏联威胁暠的增加。20世纪70年代

末期美苏冷战进入最后一个高潮期,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一行动被美国认

定是苏联南下海湾地区和印度洋的重要举措。1980年1月,卡特主义出台,宣布美

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暠,击退外部势力控制海湾地区的企

图。栜 里根执政后,提出了加强在世界范围内同苏联的争夺、重振美国的世界领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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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扩大美国阵地的里根主义。在判断苏联军事及武器研发计划的意图上,美国刻意

夸大苏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及其在海湾地区推广的前景。在寻求应对之策的

过程中,伊拉克作为海湾地区的重要力量迅速进入美国的视线。

随着伊朗与美国交恶以及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两伊战争爆发后,苏联调整

了对两伊的政策,一方面同伊朗有所接触,另一方面减降对伊拉克的援助力度,这使

得苏联同伊拉克之间的关系降温。萨达姆出于生存需要,努力寻求武器和经济援助

来源的多样化,从而为美国对伊拉克进行有限接触提供了契机,1980年美国内部开

始出现要求接触伊拉克的声音。1981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和南亚事

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DeputyAssistantSecretary)莫里斯· 德雷珀(MorrisDrap灢
er)访问巴格达,宣称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中,伊拉克是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来考虑

的,伊拉克在对抗苏联在该地区的渗透方面意义非凡暠。栙

可见,美国最初是把伊拉克作为与苏联争夺的潜在“代理人暠来策划它未来的伊

拉克政策的。美伊之间的试探性接触从1982年美国民用农业机械出口伊拉克开始,

到1984年计划同伊拉克共建伊拉克灢约旦阿卡巴(Aqaba)港的石油管道,都是从不敏

感的经贸合作领域介入。经贸上的投入和经营当时是美国亲近伊拉克的一种战略手

段,将伊拉克培养成对美国言听计从的海湾地区代理人,排挤苏联在该地区的势力,

确保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石油安全利益才是其最终战略目标。

从美国伊拉克政策推行轨迹来看,从确立“偏向政策暠开始,到为了确保海湾石油

安全而动用海军力量打击伊朗,美国在伊拉克战略目标呈阶梯式推进:进一步接近海

湾石油(不惜动用武力)———经贸刺激为战略手段———深入影响伊拉克的军事防御建

设和人权政策走向———提升在伊拉克的政治影响力———培植伊拉克在海湾地区乃至

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涉及到的大量美国解密文件中,已经较少提到苏联因

素。这说明随着历史进入冷战衰落期和入侵阿富汗的战事不利,苏联已经进入守势,

其在美国中东战略持续关注的焦点中,重要性已下降。而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美国的

能源利益逐渐提升到了美国中东与海湾政策的核心地位,成为美国深入这一地区的

源动力之一。

在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具体实践中,美国使用的战略手段已经多元化,同时各种战

略目标的实现也一步步展现。美国经贸利益的大量卷入,在美国对伊拉克政策实施

过程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伊拉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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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是美国新时期战略重点转移的重要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在操控经贸外交的过程中,美国原本期望通过有限的经贸渗入来

达到自己的政治战略目标的设想有时会难以控制,特别是难以控制本国经贸利益集

团大量卷入目标地区,况且这种卷入的程度同政治战略目标的实现之间并不对称。

因此,在政策进行调整时显现出政策相互矛盾的乱象,如“双轨政策暠的短命、人权原

则屈服于经贸利益、“摊牌政策暠最初的无为等等。美国国务院为“安抚暠萨达姆做了

大量的工作,甚至不惜违背美国出口限制法令和人权原则,但最终也未能把萨达姆培

养成得心应手的代理人,反而滋养了萨达姆政府称霸海湾的野心。这表明美国原本

的政策设想走入了歧途。

“伊拉克门暠丑闻此时虽已爆发,但尚未引起广泛关注;而总统和国务院对改善美

伊关系满怀期望,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表明美伊关系即将得到全面发展。1989年10
月4日,带着第26号国家安全指令的福音,美国新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rker)同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 阿齐兹在华盛顿会面,双边关系的拓展依然是

会谈主题。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方面在3月做出的道歉声明表示赞赏,同时两国就人

权问题展开对话。伊拉克方面关注不久前曝光的“伊拉克门暠丑闻是否会影响美国对

伊贷款担保,美国方面则周旋称需要时间调查。栙 10月21日,贝克致函阿齐兹称:

“布什总统要我通过您转告萨达姆总统,我们反对任何损害和威胁伊拉克的言行,我

们将尽一切努力加强两国关系。暠栚此时,距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不足10个月!

布什政府全面支持伊拉克的政策刚刚如火如荼地展开,就因“伊拉克门暠丑闻影

响的迅速发酵而不得不陷入停滞,国会此时站出来以“强力形象暠介入“伊拉克门暠丑

闻调查。1990年8月,自感羽翼丰满的萨达姆悍然出兵占领科威特,美国对伊拉克

继续推行“偏向政策暠的路径彻底堵塞。形势的急转直下让美国决策者恼羞成怒,“偏

向政策暠迅速被“摊牌政策暠和海湾战场上的兵戎相见所取代。

短短十年内,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乱象丛生。最终决定出手击溃自己培植的海

湾地区代理人,不能不说是美国在品尝自己的政策失误所酿出的苦果。

冷雪梅: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暋胡国成)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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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非法移民的治理及其困境

陈积敏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移民执法是美国非法移民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政府

主要从整合移民执法资源、强化边境执法力度与更新国内工厂执法方式等

方面着手,以期实现非法移民治理的目标。然而,从效果上看,这些政策措

施并未对非法移民形成有效的控制与管理,这折射出美国在非法移民治理

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困境。

关键词:美国社会 移民 非法移民 治理 移民执法

自1980年代以来,非法移民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即便是在美

国深陷两场战争之中的2006年,美国公众对非法移民的关注度依然相当高。栙从这

个角度来说,非法移民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美国政治生

活的一部分。实际上,自1970年代末以来,美国政府在管理和控制非法移民方面做

出了诸多努力,如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并制定出针对非法移民的专项法律以构建起

治理非法移民的法律框架。栚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更加重视非法移民问题,将这

个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并且对移民机构进行了大规模改组,使得原来移民归

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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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盖洛普2006年的民意调查显示,移民问题成为美国人“最重要暠的关注点之一,仅次于伊拉克战争。See
JeffreyM.Jones,“Americans狆ViewsofImmigrationGrowingMorePositive,暠availableat:http://www.
gallup.com/poll/23623/Americans-Views-Immigration-Growing-More-Positive.aspx.
美国非法移民治理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两部法律:1986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ImmigrationReformand
ControlActof1986,IRCA)和1996年《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theIllegalImmigrationReformand
ImmigrantResponsibilityAct,IIRIRA)。



化局(ImmigrationandNaturalizationService,INS)的功能得到了细化和强化。栙此

外,美国政府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非法移民的管理与控制方案,冀望达到预期的治理

效果。

与此同时,非法移民的治理问题也引起了美国学者与相关研究机构的高度关注,

其中尤以各主要移民研究机构为甚。栚它们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及时跟踪非法移民的

动态与特征,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将主要依据美国移民研究机构的研

究报告、国土安全部的相关资料及学者的研究性论文,对美国治理非法移民的政策措

施及其效果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美国非法移民治理政策所面临的现实困

境。栛

一暋美国非法移民现状与移民执法资源的整合

众所周知,美国非法移民数量庞大,非法移民的来源和分布区域呈现出集中的特

点。栜自2007年以来,美国非法移民数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从1240万人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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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2年《国土安全法》(TheHomelandSecurityActof2002),美国政府创建了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HomelandSecurity)。2003年3月1日,移民归化局被正式编入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其原有的功能分

别交由三个部门执行,即美国公民与移民局(U.S.CitizenshipandImmigrationServices,USCIS)、美国移

民与海关执法局(U.S.ImmigrationandCustomsEnforcement,ICE)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andBorderProtection,CBP)。SeeGAO,“DepartmentofHomelandSecurity:AddressingMan灢
agementChallengesThatFaceImmigrationEnforcementAgencies,暠GAO-05-664T,May5,2005,a灢
vailableat:http://www.gao.gov/new.items/d05664t.pdf.
美国主要移民研究机构包括:(1)移民研究中心(CenterofImmigrationStudies)。该中心是一个独立、无党

派的非营利性研究组织,创建于1985年。它是美国唯一致力于研究移民对美国经济、社会、政治、人口、财
政、环境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并提供相应政策建议与分析的思想库。该中心倾向于较为保守的移民政策。
(2)皮尤西裔中心(PewHispanicCenter)。该中心是一个无党派的研究机构,创建于2001年,由皮尤慈善

信托基金会(ThePewCharitableTrusts)资助,主要提供移民数据、民意调查等相关信息。(3)移民政策研

究所(MigrationPolicyInstitute)。它是一个独立、无党派的非营利性思想库,致力于研究世界范围内的人

口流动。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非法移民具有跨国性,因此从治理角度来看,非法移民治理应该包括国内治理与国际治

理两个层面,本文主要研究美国非法移民的国内治理层面。就国内治理的方式而言,美国政府采取了“软暠
“硬暠两种手段,笔者将其称为美国非法移民的“柔性治理暠与“刚性治理暠,而“刚性治理暠主要指的是美国的

移民执法行为;就国内治理的主体而言,美国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担负了治理之责,但美国联邦政府是非

法移民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移民执法行为。
美国非法移民主要来自于拉美地区,尤其是墨西哥,在过去30年中,其平均比例约为59%。在区域分布

上,非法移民多集中于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纽约州。SeeJeffreyS.PasselandD狆Vera
Cohn,“APortraitofUnauthorizedImmigrantsintheU.S.,暠April14,2009,p.1,availableat:http://

pewhispanic.org/files/reports/107.pdf.



2010年的1120万人,但与2000年的840万人相比仍处于净增长状态。栙因此,从数

量上看,美国非法移民问题依然严峻。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国非法移民

的居住模式与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变化。目前,非法移民与配偶、子女一同居住的家庭

模式开始增多,这改变了以往非法移民将自己的配偶、子女留在原籍国的传统做法,

意味着非法移民及其家庭成员可能将美国作为其长期居住地。需要说明的是,这些

非法移民子女大多是美国公民。据统计,2003年非法移民子女共有430万,其中270
万是在美国出生,约占总数的63%。2008年,非法移民子女人数达到550万,其中约

有400万在美国出生,约占总数的73%。从2003年到2008年,非法移民子女的数

量增加了120万人,而在美国国内出生的非法移民子女比例也随之增长了10%。栚

这种情形增加了非法移民父母定居美国的决心与可能性。根据美国移民法律,一旦

子女成年之后,可以依照亲属移民的规定,为其父母申请永久居留权,因而这些具有

美国公民身份的非法移民子女又被形象地称为“定锚婴儿暠(anchorbabies)。可见,

美国非法移民由“寄居者暠(sojourners)转变成“定居者暠的倾向日益明显,这就进一步

加剧了非法移民问题的严峻形势。更为重要的是,经历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

对于国土安全问题异常敏感。由于九一一事件的主要实施者大多是非法移民,如恐

怖分子穆罕默德·赛义德(MohamedAttaal灢Sayed),这使得美国政府与民众更是将

非法移民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认为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是恐怖主义可以利用的

工具,已经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严重隐患,“毫无疑问,(人们)愈来愈将移民视为全球

恐怖主义的潜在传播媒介暠。栛

在此情境之下,美国政府加大移民执法力度已是大势所趋。具体而言,美国移民

执法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之一便是移民执法主体的构成。根据美国宪法

和相关法律,移民执法权专属于联邦政府所有,这赋予了联邦政府执行移民法律的权

威与责任。美国非法移民数量众多,由非法移民所引发的犯罪行为也屡屡发生,这给

美国国家安全与社区安全造成了威胁。而美国移民执法力量相对薄弱,主要表现为

人员配置不足、拘留场所有限等。面对现实,美国联邦政府逐渐意识到州和地方政府

不仅可以在保卫国土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能够在移民执法上提供必要的

协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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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PasselandD狆VeraCohn,“UnauthorizedImmigrantPopulation:NationalandStateTrends,2010,暠

February1,2011,p.1,availableat:http://pewhispanic.org/files/reports/133.pdf.
JeffreyS.PasselandD狆VeraCohn,“APortraitofUnauthorizedImmigrantsintheU.S.,暠April14,2009,

p.7,availableat:http://pewhispanic.org/files/reports/107.pdf.
ChrisRudolph,“NationalSecurityandImmigrationintheUnitedStatesafter9/11,暠CenterforCompara灢
tiveImmigrationStudies,WorkingPaper157,August2007,pp.1~2,availableat:http://www.ccis-
ucsd.org/PUBLICATIONS/wrkg157.pdf.



为了解决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移民执法方面的合作问题,1996年《非法移民

改革与移民责任法》中特别增加了一项新的规定,即第287(g)条款。该款授权联邦

政府可以与州和地方政府在移民执法过程中展开合作,并且负责培训州和地方执法

人员,以配合联邦移民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从而使得地方执法部门担负起部分移民

执法的功能。这些职能主要包括审查地方和州监狱案犯的移民身份、逮捕和拘禁移

民违法者、调查移民案件,以及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U.S.ImmigrationandCus灢
tomsEnforcement,ICE)组成特别行动组,处理与移民有关的刑事案件等等。栙这一

规定通常被称为“287(g)计划暠。实际上,它赋予了州和地方执法部门与联邦移民执

法部门合作展开移民执法的权力。栚与此同时,为了明确州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

更好地规范移民执法行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还建立了一套管控体系,比如,它

与州和地方执法部门签署“协定备忘录暠(memorandumsofagreement)。该备忘录

规定,只有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官员的监督下,州和地方执法部门才能够参与移民执

法活动。栛对于未参加287(g)计划的州和地方政府,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07年秋

又推出了“加强社区安全与保卫合作协定暠(ICEAgreementsofCooperationinCom灢
munitiestoEnhanceSafetyandSecurity,ICEACCESS)。该协定允许移民与海关执

法局官员与地方执法部门的官员在应对社区安全挑战方面展开合作,共同寻求解决

方案。这一举措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灵活性,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地方执法部门

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栜

287(g)计划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在2008财年,通过这一

计划约有43000名外国人被拘捕。此外,这一计划还降低了犯罪率,并加大了对重复

犯罪的非法移民的遣返力度。然而,在该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

·711·美国非法移民的治理及其困境

栙

栚

栛

栜

CristinaRodr湭guez,MuzaffarChishti,RandyCapps,andLauraSt.John,APrograminFlux:NewPrior灢
itiesandImplementationChallengesfor287(g),March2010,MigrationPolicyInstitute,p.3,available
at:http://www.migrationpolicy.org/pubs/287g-March2010.pdf.
MaiThiNguyenandHannahGill,The287(g)Program:TheCostsandConsequencesofLocalImmigra灢
tionEnforcementinNorthCarolinaCommunities,February2010,p.1,availableat:http://isa.unc.edu/

migration/287g_report_final.pdf;RichardM.Stana,“ImmigrationEnforcement:ControlsoverProgram
AuthorizingStateandLocalEnforcementofFederalImmigrationLawsShouldBeStrengthened,暠Testimony
BeforetheCommitteeon HomelandSecurity,HouseofRepresentatives,March4,2009,GAO-09-
381T,p.1,availableat:http://www.gao.gov/new.items/d09381t.pdf.
WilliamF.Riley,“Examining287(g):TheRoleoftheStateandLocalLawEnforcementinImmigration
Law,暠TestimonybeforetheU.S.HouseofRepresentativesCommitteeonHomelandSecurity,March4,

2009,p.3,availableat:http://homeland.house.gov/SiteDocuments/20090304140905-47205.pdf.
WilliamF.Riley,“Examining287(g):TheRoleoftheStateandLocalLawEnforcementinImmigration
Law,暠TestimonybeforetheU.S.HouseofRepresentativesCommitteeonHomelandSecurity,March4,

2009,p.6.



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该计划有种族歧视的嫌疑;二是指责该计划只关注

对轻微犯罪的治理,削弱了对严重犯罪的重视与打击力度。栙为此,奥巴马政府一方

面继续沿用287(g)计划,另一方面对该计划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与改革,其侧重点

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辖区内担负移民执法功能的巡警加强监督、管理,以规范地

方执法人员的移民执法行为;二是将移民执法的重点置于确认、拘捕和遣返严重犯罪

或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非法移民身上,并确保地方执法部门对上述目标的遵从。栚

2011年10月18日,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11财年中,美国

共遣返约39.6万名非法移民,创下了该机构成立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在全部被遣

返人员中,超过21.6万人有犯罪记录,占到总比例的55%,比2008财年增加了

89%。栛 上述数据表明,奥巴马政府加大了对被列入优先遣返类别的非法移民的执

法力度,这些人包括有犯罪记录、威胁国家安全、屡次违反移民法规、近期非法入境的

非法移民,以及逃避移民法庭的非法移民。栜 可见,整合移民执法资源,统筹联邦政

府与地方政府的移民执法力量,已成为美国对非法移民进行治理的一项重大举措。

二暋边境执法力度的强化及其影响

除了移民执法主体的构成之外,美国移民执法的另一个内容是执法方式。在这

方面,美国政府主要采用了边境执法与国内工厂执法两种手段,以期实现治理目标。

边境执法是非法移民治理的重要一环,或者说是首要一环。如果能够将非法移民阻

挡在边境线之外,那么可以说是从源头上阻止了非法移民的流入。因而,有学者认

为,边界控制是美国移民政策的中心理念。栞但是,外国人非法越境行为频频发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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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M.Stana,“ImmigrationEnforcement:ControlsoverProgram AuthorizingStateandLocalEn灢
forcementofFederalImmigrationLawsShouldBeStrengthened,暠TestimonyBeforetheCommitteeon
HomelandSecurity,HouseofRepresentatives,March4,2009,GAO-09-381T,pp.6~7,availableat:

http://www.gao.gov/new.items/d09381t.pdf;N.C.Aizenman,“ReportCitesProblemsInICETraining
Program,暠March4,2009,availablea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

2009/03/03/AR2009030304231.html.
CristinaRodr湭guez,MuzaffarChishti,RandyCapps,andLauraSt.John,APrograminFlux:NewPrior灢
itiesandImplementationChallengesfor287(g),March2010,MigrationPolicyInstitute,p.4,available
at:http://www.migrationpolicy.org/pubs/287g-March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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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tstoPublicSafetyandNationalSecurity,暠October18,2011,availableat:http://www.ice.gov/

news/releases/1110/111018washingtondc.htm.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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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ary2002),p.73.



美国边境管理构成了重大挑战。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美墨边界。

据1996年美国移民归化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被拘捕的非法移民中,墨西哥人占到

了95%以上,99%的拘捕行动发生在美墨边界。栙 为了缓解这一局面,美国政府有意

识地加强了在边境执法方面的力度。具体而言,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增加边境执法的财政投入,扩充边境执法人员数量。自1986年移民法实

施之后,美国对于移民执法的财政投入明显增加,从1985财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

2002财年的49亿美元,其中对于边境执法的投入达到14亿美元,比1985年增长了

5倍有余。栚2003年,国土安全部所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海关与边界保护局

(U.S.CustomsandBorderProtection,CBP)成为主要移民执法机构,其中海关与

边界保护局下辖的边境巡逻队(U.S.BorderPatrol,USBP)承担了主要的边境执法

任务,其主要职能在于威慑、侦测和拘捕未获政府授权入境和未在指定口岸入境的外

国人。栛2010财年,美国政府用于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预算达到了114亿美元之多,

而边境移民执法的预算支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栜

除了财政投入以外,美国政府还扩充了边境执法人员的数量。2002年负责边境

巡逻与边境检查的全职人员数量比1991年增长了1.0113万人,增长率达到了

128%。栞2009财年美国边境巡逻队的人数从2008财年的1.7499万人增加到20119
人,增长了约15%。栟另外,美国政府还动用军事力量来协助移民执法,这在美国国内

引发了很大争议。实际上,美国军队参与国内执法行为受到了1878年《地方武装法》

(PosseComitatusAct)的制约。该法规定,除非得到宪法或国会的授权,否则不得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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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y2002),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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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军队参与如搜查、扣押、逮捕等执法行为。栙然而,从1980年代起,美墨边界的贩毒

活动日益猖獗,这使美国政府对于《地方武装法》的遵守有所松动,政府开始允许军事

部门协助边境巡逻队抓捕毒品走私犯。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出于国土安全原因,

重新考虑在美墨边界部署军队。2006年5月,布什总统宣布向美国南部边界派遣超

过6000名国民警卫队员,以加强针对美墨边界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栚在宣布此项

政策时,布什总统明确指出,国民警卫队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运作监视系统、分析情

报、设置围栏和可移动障碍、修建巡逻道路和提供培训方式等手段协助边境巡逻队。

国民警卫队将不直接参与执法活动———这是边境巡逻队的职责暠。栛不过,这个行动

让墨西哥感到十分忧虑。墨西哥总统福克斯(VicenteFox)认为,美国的这种做法是

迈向美墨边界军事化的危险信号。墨西哥外交部长德贝兹(LuisErnestoDerbez)在

墨西哥城一家电台接受访问时表示,“如果我们看到国民警卫队开始直接参与拘押民

众的行动,……我们将立即通过我们的领事官员提起诉讼。暠栜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灢
mericanCivilLibertiesUnion,ACLU)呼吁总统不要在边境部署部队防范非法移民,

并指出这种行为“违反了《地方武装法》的精神,它禁止军队从事民事执法行为暠。栞

虽然此举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争议,同时又引起墨西哥的强烈不满,但动用国民警卫队

对于打击美墨边界的非法移民起到了一定的震慑效果,“虽然部队不能实际拘留非法

移民,但是他们的存在是对越境者的威慑暠。以亚利桑那州为例,自从部署了国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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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队之后,该州拘留非法越境者的比例下降了23%。栙 正因为如此,奥巴马政府继续

沿用了这一做法。2010年5月,奥巴马总统向西南边境四个州派遣了1200名国民

警卫队员,以充实当地的执法力量。栚

第二,构筑边境隔离墙,装配高科技电子设备,严格防范边界非法越境行为。

1990年代初,美国边境巡逻队制定了“威慑预防暠战略(PreventionThroughDeter灢
rence),其目的是在美墨边界配置更多的人员与资源,以防止和减少非法越境行为。

作为该战略的一部分,美国边境巡逻队实施了“国家战略计划暠(NationalStrategy
Plan),修建边境隔离墙便是其中的一部分。1990年,边界巡逻队在圣迭戈(SanDie灢

go)地区设置了第一道隔离墙,以防范非法移民与毒品走私。修建隔离墙配以边界执

法专项行动,如1993年的“守住底线行动暠(OperationHoldtheLine)、1994年的“守

门员行动暠(OperationGatekeeper),在预防与打击非法越境行为方面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但是,修建隔离墙也造成很多问题。首先,修建隔离墙耗资巨大,对环境的破

坏也较严重;其次,这些隔离墙容易遭到非法移民的毁坏。1993年,受移民归化局委

托,美国桑迪亚实验室(SandiaLaboratories)提出了“三层护栏系统暠的概念。这一系

统不仅能更加有效、灵活地应对非法移民的越境行为,而且将有助于防止非法移民对

栅栏的破坏。该提议的部分内容被纳入到1996年《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当

中。栛

九一一事件给美国国土安全敲响了警钟。为了加强边界防卫,并减少非法移民

数量,美国政府于2005年11月启动了“边界安全计划暠(SecureBorderInitiative),其

目的在于通过建设和应用边界安全计划网这一技术手段,以及加强边界基础设施建

设,为美国边界安全机构有效控制边界提供支持。栜2006年10月26日,国会通过了

《2006年安全围墙法》(SecureFenceActof2006)。此法批准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

地区修建一道长达1126公里的隔离墙,并且授权建设更多的可移动栅栏、开设更多

的检查站和架设更多的照明设备,批准国土安全部使用更多的高科技设备,如摄像

头、卫星和无人机以完善边界基础设施,阻止非法入境行为。布什总统在签署这一法

案时指出:“此法将有助于保卫美国人民。它使得我们的边界更加安全,这是迈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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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改革的重要一步。暠栙不过,这部法律引起了墨西哥的强烈不满。当时正在加拿大

访问的墨西哥当选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在与加拿大总理哈珀会谈后联合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边界隔离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人类修建柏林墙就已经犯下了一个

大错误。我认为,现在美国在边界上修建隔离墙也同样是在犯一个严重错误。暠栚不

仅如此,美国国内的移民团体、人权团体及环保团体也纷纷将矛头指向这部法律。然

而,美国政府仍坚持认为,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的做法对于缓解非法移民问题是有

效的。奥巴马政府表示会更加重视修建隔离墙的消极影响,并将采取积极措施加以

消解,但美国不会停止隔离墙修建计划。栛

三暋国内工厂执法行为与效果评估

如果说边境执法的目的在于“堵暠,将非法移民拒于国门之外,那么国内执法的目

的则在于“驱暠,将已经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清除暠出去,其主要形式是工厂执法。

显而易见,经济利益是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主要驱动力。可以说,非法移民来到

美国,其目的主要在于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而美国的经济结构与部门利益又为

非法移民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因此,加强移民执法,控制非法移民的流入,就必须排

除就业这块“磁石暠的吸引力。可见,美国国内移民执法的重点应当在于工厂执法。

当然,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986年的《移民改革与控制法》就将“雇主处罚暠

列入三大支柱之一,即对于故意雇用非法移民的雇主予以处罚。但是,这里存在一个

技术性难题,那就是雇主如何知晓受雇人员的移民身份。1994年,两党移民改革委

员会总结认为,“一个良好的工作许可核实系统是有效执行雇主处罚执法的中心。暠因

此,该委员会建议开发和实施一个简单、安全、无歧视的计算机登记系统,它将以社会

保障局和移民归化局提供的数据为主要信息来源。栜为此,自1997年起,针对非法移

民使用伪造证件获取就业机会的现状,美国政府实行了“基础试验计划暠(theBasic

Pilot),即“雇佣资格核查计划暠(EmploymentEligibilityVerificationProgram),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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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可以对员工是否具有工作资格予以审核。栙

理论上讲,通过核查雇员的移民身份将会有效降低非法移民的就业几率,从而达

到预期的治理目标。然而,工厂执法效果却并不理想,一方面工厂执法在执行上存有

难度,这种难度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雇主认为工厂执法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二是工

厂执法易引发种族歧视问题。一般来说,美国移民机构通过“无匹配信函暠(No灢
MatchLetters)栚的方式来告知雇主其雇员所提供的信息是否与社会保障卡及社会

保障局的信息记录相符。根据规定,若信息不相符合,而雇员又无法在90天以内澄

清事实,雇主不仅会被要求辞退雇员,而且自己也有可能因蓄意雇用非法移民而面临

相应处罚。对此,美国国内出现了意见分歧,有部分法官认为这种措施不仅会增加雇

主的负担,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因为社会保障局的信息记录中存在错误而

导致合法工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栛另一方面,工厂执法行动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内

容。近些年来,非法雇用行为并未受到有效的处罚。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到2003
年之间,美国移民执法部门在工作场所的执法行动缩减了95%,这直接影响到工厂

执法的效果。1999年,美国给417家公司开出了罚单,而到2004年时,仅有3家公

司被开了罚单。栜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在工厂执法中遭到拘捕

的6000多人当中,仅有135名是雇主。栞难怪美国有评论认为,政府加强内部移民执

法的承诺是“可笑的暠。栟 显然,美国国内移民执法行动陷入了一种失衡状态:一方

面,美国政府对于雇用非法移民的雇主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另一方面,为了控制非

法移民的数量,美国政府将移民执法的着力点放在了打击和遣返非法移民工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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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栙这种情形在小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内表现得更为明显。

奥巴马执政以来,移民问题并未成为其执政重点,奥巴马政府在移民政策改革问

题上也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栚在很大程度上,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布什政府的移

民执法措施,如实行并强化雇工身份核查系统(E灢Verify)、继续向美墨边境派遣国民

警卫队等。不过,在工厂执法方面,奥巴马并没有继续沿用布什政府时期的突击检查

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强令企业解雇非法移民,试图借助于民事权利保护(如劳工权利)

与罚金的方式,对蓄意雇用非法移民的企业主进行处罚。栛对于非法移民工人,奥巴

马政府并没有采取统一的拘捕与遣返措施,而是逐案审查,区别对待。奥巴马政府将

遣返对象优先集中于那些有犯罪记录、危害国家安全及反复违反移民法律的非法移

民身上,而对无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工人则暂缓遣返。换言之,奥巴马政府在国内移

民执法方面采取了新的策略,即把对雇主的处罚与对非法移民的处罚结合起来,并将

前者作为国内工厂执法的重点,“一个有效的、全面的工厂执法战略必须既能解决雇

主明知雇员身份却故意雇用非法工人的问题,又能解决这些工人本身的问题暠。栜美

国国内很多人,尤其是商界人士对于此项政策的效果持悲观态度。美国商务部移民

政策负责人安杰诺·阿玛多尔(AngeloAmador)便表示,过去的政策将非法移民工

人妖魔化,而现在的政策转而将雇主妖魔化,“我们认为两者都不会很有效果暠。栞

四暋美国非法移民治理的困境

纵观美国非法移民治理的各项措施,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这突

出表现为非法移民数量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综合来看,造成非法移民治理困境的原

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移民执法的投资力度仍显不足。美国在移民执法方面的投资不足,主要表

现在经费投入不足和人员、设备补充不足两个方面。在非法移民增加较为迅速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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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70、80年代,移民归化局的财政预算却未有增加。1980财年,移民归化局的预

算总额只有3.37亿美元,仅占联邦预算的极小一部分。此外,人员配置严重不足。

当时,边境巡逻队的总人数只有2200人,在美墨边界执勤的人数仅有400人,这与长

达3000多公里的美墨边境线相比,显得太微不足道了。曾担任移民局专员的莱昂内

尔·卡斯蒂略(LeonelCastillo)在国会作证时表示,1978年有超过50%的移民从加

利福尼亚的圣迭戈、得克萨斯的埃尔帕索(ElPaso)和亚利桑那州的尤马(Yuma)非

法入境。栙这说明,边境执法力量的薄弱直接影响到美国非法移民治理的效果。1986
年移民法实施之后,美国政府有意识地增加了移民执法的预算投入,例如1980年到

2004年间,美国边境执法的实际开支增长了六倍多,2005年更是达到了22亿美

元。栚但是,这种投入与巨大的非法移民规模相比仍然是捉襟见肘。另外,由于安全

环境日益复杂化,美国移民执法部门所担负的职责更加多元,这使得移民执法力量更

不够用。总而言之,与非法移民庞大的基数相比,美国移民执法部门显得力不从心。

第二,国内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严重地制约了美国政府对于移民执法的政治意

愿。以1986年移民法产生过程中的波折为例,对此加以说明。实际上,每次移民法

律的出台都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利益博弈过程。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美国

的非法移民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学术界对于移民问题已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美

国应当加紧控制非法移民,并限制净移民量。无论是卡特政府,还是里根政府都对此

极为重视,组成了相应的委员会加以讨论与研究。与此同时,美国的民意也明显倾向

于限制非法移民。然而,学术的论证与民意的支持并不能带来即时的政治效果,反对

对移民入境加以限制的利益团体实力强大,涉及面广,从企业主到普通消费者(尤其

是服务业的消费者)再到移民输出国政府,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美国政府的立法行

为。栛另外,国会内部对此事的分歧也十分明显,各方争执不下。实际上,国会议员们

对于移民问题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当时有评论认为,“移民政策对于多数政治家来

说缺乏吸引力。虽然他们意识到无所作为会带来长期的灾难性后果,然而他们对现

在采取行动却感到忧虑不安。暠栜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非法移民的治理“最主要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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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实质上是在政治方面,而非技术层面暠。栙由于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及各政治派别

之间的分歧,美国政府执行移民法律的政治意愿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从而出现了这样

一种局面:美国政府一方面认识到了非法移民治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另一方面它

却未能形成统一的执行力与政治决心。因此,非法移民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美

国社会的一大“顽症暠,难以得到有效化解。

第三,边境执法效果不佳。自1986年《移民控制与改革法》出台以后,该法律所

推行的三项主要措施,即雇主制裁、边境执法及非法移民“合法化暠政策,成为美国非

法移民治理的主要内容。栚可以说,1986年移民法为美国控制非法移民提供了一个可

以借鉴的路径模型,而边境执法也成为非法移民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如

前所述,美国在边境移民执法方面的力度不断增强。然而,这种做法并未有效地控制

非法移民的涌入,也未实质性地减少美国非法移民数量。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梅西

(DouglasS.Massey)在其研究中指出:“执法增加了非法越境的成本,这无意之中产

生了一个后果,即鼓励了非法移民在美国待更长的时间,以弥补其入境费用。结果是

非法移民不太可能返回其母国,致使滞留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增加。暠栛由此可见,不

能过高估计边境执法对于打击和减少非法移民的作用,“更为严格的边境控制措施的

效果是模糊不清的。一方面,这些措施增加了非法入境的成本,阻挡了非法移民的秘

密流入。另一方面,它们又促使移民增强反侦察能力,减少了他们被发现的几率与被

驱逐率暠。栜因此,虽然边界控制是必要的,但它的副作用已经显现,单纯地加强边境

执法显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正如美国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执法第一暞的呼声可能

有政治吸引力,但是联邦政府不同步检视我们的移民法律,包括有效执法、合法移民

改革及无证件移民的合法化,它就不会起到作用暠。栞

第四,移民执法部门对于工厂执法重视不够,并有姑息之嫌。控制非法移民的一

个重要手段就是要切断非法移民来美的主要诱因,即工作机会。因此,国内执法,尤

其是雇主制裁等措施具有至关紧要的意义,然而“由于政治制约,美国主要关注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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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而不是监督美国的雇主们暠。栙这一点可以从边界巡逻队(主要负责边境执法)

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主要负责国内工厂执法)的执法时间上来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从1990年到2003年,边界巡逻队的执勤时间增长了3.8倍,由原先的250万个小时

增长到950万个小时。然而,国内执法的时间却有明显减少,以1999年与2003年为

例,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原先由移民归化局负责)的工厂执法时间由原先的48万个小

时下降到18万个小时。栚这严重制约了非法移民治理政策的实施效果,并直接体现

为受到处罚的雇主数量在不断地减少。1990年因雇用非法移民而遭到罚款处罚的

雇主人数为15人,1994年为12人,1998年2人,到2004年,这个数字竟然为零。就

连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AccountabilityOffice)的研究报告也不得不承

认:“无论是移民归化局还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工厂执法计划都是最不优先考虑的

计划。暠栛此外,在执法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制约,移民执法部门的执法

行为经常难以持续,甚至还出现了包庇、纵容雇主雇用非法移民的现象。例如1998
年,移民归化局在收获季节对佐治亚州的洋葱农场发动了突袭,结果引发了该州两名

参议员及三名众议员联名向当时的司法部长雷诺(JanetReno)写信,指责移民归化

局的行为破坏了佐治亚州的农业。无奈之下,移民归化局只得表示此后不再开展工

厂执法活动。栜2005年,美国西部种植业协会(theWesternGrowersAssociation)发

布了一项声明,抱怨由于移民执法过于严格,导致亚利桑那州无法雇用到足够的劳工

来收割莴苣和其他蔬菜。实际上,该协会是代表美国西部农场主利益的商业游说团

体。栞 鉴于此,美国学者评论道:“美国政府采取的宽松的工厂执法行为是政治因素

对非法移民执法强度产生影响的一个间接证据。暠栟

第五,美国移民执法行为存在着随意性和阶段性弊端。美国学者汉森与斯皮林

伯格(AntonioSpilimbergo)对边境执法的力度和大量雇用非法移民的工业产品的价

格关系作了系统研究。从理论上来说,移民密集型产业的商品价格越高,那么这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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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门游说政府放松移民执法力度的积极性也就越高,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

系。两位学者通过研究验证了这一理论。他们发现,移民集中的产业部门的商品价

格相对有所提高之后的五到十个月内,边境执法力度会有明显降低,“这种结果表明,

当非法移民需求量增加时,美国当局就会放松移民执法暠。但另一方面,随着移民执

法力度的减弱,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又会相应增加,这必然引起美国社会要求政府加

大移民执法力度以保护美国本土劳动力的利益,随之而来的便是新一轮的移民执法

行动。“当美国总体劳工市场状况收紧时,执法力度也会增强,这表明当潜在的非法

移民被认为处于高位时,美国政府便会加大移民执法。暠栙这至少反映出以下三个方

面的事实:第一,美国政府的移民执法活动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阶段性,并且陷入了

一种循环怪圈当中。第二,非法移民只是美国政府手中的一枚任其利用的棋子,这表

明美国移民政策带有浓厚的工具性色彩。第三,美国政府在整个移民执法过程中处

于主导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操控非法移民的数量。“通过选择性地加大或者缩小

在边境的执法力度及对商业雇佣行为的监管力度,美国移民当局暗中决定了非法移

民(入境和居留)的程度。暠栚

第六,美国移民政策体系存在弊端,难以形成有效合力。前文已经提及,美国联

邦政府对于移民问题拥有绝对权威,这种制度设置降低了地方政府参与移民管理的

能动性与积极性,甚至使联邦政府呼吁地方政府配合其移民执法活动时都无法得到

应有的支持。根据1996年《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地方政府需配

合联邦执法部门的移民执法行动。但是,美国多个城市却提出了针对移民,包括非法

移民的“庇护政策暠(sanctuarypolicies)。它主要有两种形式:非正式庇护政策和正

式庇护政策。所谓非正式庇护政策是指这项政策并没有以纸质文件的形式存在,但

事实上却由政府工作人员(如行政、服务、安全等部门)实际执行着。所谓正式的庇护

政策是指地方政府机构以决议、条例或者行政命令等形式发布的书面政策,如2004
年缅因州州长所发布的一项“关于缅因州所有符合资格居民可享有州服务暠的行政命

令。栛实行这一政策的城市要求其执法人员和其他政府雇员不得将自己管辖范围内

的非法移民情况通知联邦政府。通过此项政策,非法移民也可以受益于城市的各种

服务。2008年4月,旧金山市主管(Supervisor)阿米诺(Tom Ammiano)就公开宣

称:“作为一个保护城市,旧金山已经并将继续向所有移民提供体恤服务,不论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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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暠栙目前,美国实行“庇护政策暠的城市数量日益增多,其中不乏纽约市、洛杉矶

市、芝加哥市这样的大中型城市。栚对于“庇护政策暠,共和党众议员坦科里多(Tom

Tancredo)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一现象实际上令美国的移民政

策变得支离破碎。栛可见,当前美国移民政策体系的弊端为非法移民提供了可乘之

机。栜

综上所述,美国非法移民治理的困境既反映了美国移民执法体系本身所存在的

机制性弊端,如联邦政府集权过大,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等,更反映出美国存在着一

个强大的、与非法移民有关的利益链,这成为美国非法移民治理道路上最大也是最难

以逾越的障碍。可以说,美国政治本身的特点决定了非法移民问题的解决将会是一

场异常艰难的利益博弈,其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以各方的妥协而收场。正如中国学者

梁茂信所言,美国的政治体制既具有组织缜密、决策科学的优越性,“但是政府权力的

制衡性和分散性,以及利益集团的多元性等等也常使联邦政策步履维艰、事倍功半,

或因立法软弱而治标不治本暠。栞美国非法移民治理的困境恰好反映出美国政治体制

的这种两难特征。

陈积敏: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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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与决策者的关系

———来自白宫的看法

理查德·范伯格暋暋暋

到目前为止,在美国政治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评价学者与

决策者之间鸿沟的研究文献(如乔治、詹特尔森、李侃如、奈、威尔逊等人的文章)。不

过,这一所谓的鸿沟主要集中体现在正式的国际关系理论上,与那些直接与“现实暠世

界联系密切的经济学领域关系不大。值得庆幸的是,就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各

种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差异在学界和政界所造成的鸿沟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

缩小。意识形态的两极化与共有价值观的缺失,这一标志冷战时期特征的现象已大

为改观,为各界之间的对话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根据自己在白宫负责美洲国家

事务的工作经历,笔者认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的政策(如多边外交、经

济一体化以及民主的推广),与学术研究一样复杂,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和根据,正如评

估“影响暠原因在方法论上非常复杂一样。本文在结尾处提出了一些教学和研究方法

方面的建议,以期能对进一步改善学界与政界的对话氛围有所帮助。

一暋学者与决策者之间的鸿沟

人们所看到的大量的(上面已经举例)、主要集中体现在政治学及国际关系领域

的文章,都在为象牙塔与决策界存在的鸿沟而感到惋惜。在这些文章提出的意见中,

学者惯用的高度抽象化的理论、晦涩的语言、沉迷于方法论的繁琐考证,以及缺乏全

面分析等毛病受到诟病,所有这些特点把学术研究与决策过程割裂开来。有些学术

理论也进一步受到批判,因为一些简单化的假定严重扭曲了人类的现实,而他们的一

些惯用词语虽然简练新颖,但却忽略了其中关键性的变量;而且太多的理论都是静态



理论,对于面对瞬息万变形势的决策者几乎无用。问题是,社会科学学科矮化了地区

专业化和语言研究的重要性,其对于方法论的过度执着使人们不重视案例研究工

作———而这正是与每天要处理特定地区和国家的具体问题的官员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的关键所在。

这些文献进一步指出,大学与公共政策领域之间的不和深深源自于学术界盛行

的个人激励和文化之中。为了获得终身教职而奋力拼搏的青年学者必须多发表文

章,成为顶尖的学术刊物作者,或跻身大学出版社(这些对于大部分政府官员来说通

常很少接触得到),而他们在政策相关的场合发表政策性的文章却很少得到赞誉。的

确,花费时间为大众感兴趣的媒体写文章有可能对他们不利,容易被人看成是浮躁和

浅薄。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形容词比“搞新闻的暠这个词更能损人的了,它如同在官场

上用“学究气暠来贬损别人。(“学术的暠这个字眼,在官员们的眼里就是指空谈理论、

对于政治现实麻木不仁、对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一窍不通,以及对紧急事件漠不关

心。)

对于学者和政客在演讲和专题发言中的不同风格,鲜有评论。为了避免落入俗

套,学者们在发表言论时往往爱用一种婉转的、试探性的、深思熟虑式的、反思似的、

批评和嘲讽的方式。他的研究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行制订的。相比之下,成功的

决策者的口头言论则显得更加直白、不容置疑和吸引人,而且充满自信、乐观和可行

性。他们的意见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想法或者某些刊物,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不受领

导意志左右。两者对时间的观念也有所不同:学者们可以提前几个学期甚至几年来

安排他们的研究计划;而决策者则必须在数小时或数日内完成任务。学者们可以充

分阐释一个问题的复杂性,而政府官员寻求的是简明和直截了当的答案。学者们会

因为自己阐明了复杂而晦涩的问题而得到赞赏,而优秀的决策者却想知道怎样才能

找到解决问题的折衷办法,怎样才能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可供选择的方案在哪里,

而且是刻不容缓!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学术研讨会和某种政府部门之间会议的不同之处。一次学

术研讨会有可能持续90分钟,做报告的人要面对人们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通常集

中在与以前学术成果相关的问题上,研究者采用的方法是否合理,以及对未来研究的

指导意义等方面。研讨会的目的是促成人们积极地交流、提高论文质量和增进知识,

而不是做什么总结。相比之下,政府部门会议会利用20~30分钟的时间集中讨论一

个主题,与会者代表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观点而是其所在部门的诉求。人们为了节省

时间,会尽快审查一些事实与分析,然后把重点转向手头的实际问题:确定可供选择

的方案,在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尽快结束会议。这种交流模式简单明了。

美国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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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美洲国家关系的特殊意义,美国的知识分子引以为荣的是他们的批判性眼

光和挑战权威的勇气。栙 在学术界,如同在新闻界一样,奖项往往青睐的是批判和指

摘,而随声附和则会被人怀疑是不明真相,受人蒙蔽和自我宣传。拿一些有关美洲国

家关系的政策性文章来看,它们主要抨击的对象都是那些对官方行动表示赞成的意

见。无论是政策性杂志还是大众媒体的编辑们,更感兴趣的是负面性的东西和挖掘

丑闻(即“调查性质的新闻暠)。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官员的职责就是要证明自己做的

事情有道理,学者的任务则是提供另外一些不同的看法。

此外,冷战时期,有关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战略利益问题上,许多美国学者并不认

同官方的观点。有些学者更认同国际流行的观点和拉美左派的价值观,即认为美国

政府把与它的战略对手苏联结盟的都视为敌人。即使那些并不完全认同拉美左派观

点的学者也不赞同官方对美国利益和优先问题的界定。例如,许多学者不喜欢美国

政府过多关注企业利益,而主张优先考虑贫苦大众的困境。另外,许多学者难以接受

在美洲国家关系上存在着的极大的力量不均衡现象,以及在政界流行的“霸道式的专

横暠态度。学者们认可的是拉美同行中普遍所持的那种国家主权和不干预的观点(与

此同时,学者们谴责美国的决策者没有在人权和社会正义方面采取积极的行动)。

由于在美国利益和优先问题上各执一词,学者和决策者各行其道,造成的直接后

果是他们对于现实看法差别极大,他们缺乏最起码的基础来形成“共同形象暠,而这是

实现富有成效的交流所必需的。也就是说,学者与决策者之间的鸿沟已经不再是无

关紧要的问题,它在拉美问题上已发展成一种明显的对抗,这种对抗超过了他们在其

他地区,比如在西欧和东欧地区问题上的对抗,在那些方面学者和决策者至少还有一

些共同的想法和观念。

随着冷战的结束,虽然这些对抗逐渐销声匿迹,但思想上的分歧依然很尖锐,它

们呈现出新的形式。随着政策争论转向自由贸易和以市场为推动力的全球化,有些

政治学家把“新自由主义者暠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然而,这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

无所谓,“市场暠一词对他们而言,就像“政党暠一词对美国政治学家一样关键和重要。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在市场自由化和贸易开放化的争论中,无论在学术界

还是公共政策界,那些专业的经济学家都处于最主要的地位,他们虽然在改革的理想

速度和范围上发表不同看法,对各种政策的折衷办法提出不同的意见,但还能够使用

共同的语言交流,运用大家都理解的理论和方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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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相互融合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尽管文化上的、思想上的和社会学上的张力紧张依旧存在,

但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中,至少能够在美洲国家事务方面,找到越来越多一致的想法

和共同关注点。当前,学术界与政界的这种相互融合情况如下图所示:

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仍然停留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即使有自己的政策性倾向,

他们也缺乏时讯方面的信息流(互联网不能取代政府和坐在华盛顿办公室里忙碌的

政客们能够获得的大量信息流),以及面对面的交流,而后者对于成功地参与政策辩

论至关重要。这样或许是有益的,因为学术研究显然有自身的重要任务。

如上图所示,有些社会科学家与广泛的政界进行互动,其范围不仅包括行政部门

和国会,还延伸到华盛顿周围思想活跃的各个阶层,其中有各种智库、不断增加的非

政府组织和更加严肃的媒体。有大量的学者参与了这种广泛的讨论,而其中小部分

人还进入官方决策者的圈子内部。

然而,学者是否有必要为了影响官员们而直接与政界打交道呢? 众所周知,繁忙

的决策者既没有读书的时间也没有阅读期刊文章的爱好(他们忙于撰写并阅读他们

自己内部的备忘录,开会,没完没了地与政府其他部门的人争论,这消耗了他们大量

的工作时间)。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想法就不受学术思想的影响。如同约

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名的评论所言,“自认为能够不受任何知识分子影响的实干

家,其思想往往是历史上某位已故经济学家观点的翻版。暠为此,前美国外交官戴维·

纽瑟姆曾说过,“教师播下种子来塑造新一代人的思想;这或许就是学术界最长远的

贡献。暠栙

·331·学者与决策者的关系

栙 DavidNewsom,“ForeignPolicyandAcademia,暠inForeignPolicy,Vol.101,pp.52~67.



一些在华盛顿办公的智库在相对独立的学术界与政界之间发挥了桥梁的作用。

这方面的一个恰当例子是,智库的工作对于克林顿政府时期拉美政策的整体观念产

生的重大影响,现在我们已经向这方面转变。

二暋白宫岁月

受过教育的思想往往是许多影响的产物,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学

术界中的学科,有其严格的训练和完善的传授知识的成套方法,它们帮助头脑灵活的

学生全面地了解世界,学习大量的分析方法。当然,人的经历也同样重要,许多研究

拉美的学者就深受其领域研究以及与国内同行之间交流的强烈影响。工作中的经历

同样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尤其是在一个组织完善、对自身目的和任务了如指掌的机关

里工作。一个人在这样的机构中才能不断进步。

因此,如果决策者把某些政策的形成简单归结于一种来源,比如一种特定的学术

理论或研究,那么这未免有些幼稚。同样,如果一个人要求为某项决策的成功受到过

多的褒奖,那么他未免有些自以为是,因为有许多先人都为此做过贡献,有些人是近

代的,有些是很久以前。尤其难以厘清的是某些深层的结构性思潮和个人的单独行

为产生的作用。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从托洛茨基到托尔斯泰,都花费了大量精力,试

图说明历史力量与伟大领袖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笔者将上述告诫牢记在心,并根据自己的经历向人们阐明,克林顿政府时期针对

西半球的重要政策都植根于学术界和智库的思想与著作,而智库本身在一系列问题

上都受到了学术研究的极大影响,例如发起美洲国家峰会、争取地区自由贸易,以及

推进民主制度。

美洲国家峰会

1994年,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召开的拉丁美洲研究协会(LatinAmericanStud灢
iesAssociation)会议上,我在发言中说道:

“通过目前在政府中工作,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思想界的至关重要

性。克林顿政府不断地征求学术团体的建议,大量的学者被吸收到政府部门中工作。

新近任命的大使现在都定期聆听学者们介绍情况。我们召开了一次有美国顶尖的拉

美事务专家参加的会议,来分析我们的西半球政策。现在我们期待着你们来帮助我

们准备今年召开的美洲国家峰会。暠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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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阿密峰会是时隔近30年来举行的第一次美洲国家峰会,其目的是要展现长期

以来主流的美国学者和拉丁美洲学者所倡导的许多价值观,即:为寻求相互的利益而

进行广泛的磋商;关注与民主的推广与良好的治理、人力资本和社会正义有关的议

题;通过多边程序和机构付诸实施。这些程序和议题经过拉美事务谈判者的努力,也

得到了推进。此外,它们还得到了在华盛顿的研究地区问题的一流智库支持:当克林

顿政府准备就职时,美洲国家对话(Inter灢AmericanDialogue)组织发表了一个对以

后产生深远影响的报告———《融合和共享性:1993年的美洲国家》。这一报告的主题

与峰会公报在许多问题上不谋而合,这并非出于偶然。美洲国家对话(Inter灢Ameri灢
canDialogue)的报告本身生动反映了冷战后新出现的美国和许多拉丁美洲政府之间

价值观的融合。作为一个智库,美洲国家对话(Inter灢AmericanDialogue)同样也是

学术思想与公共政策之间的桥梁。

美洲国家对话(Inter灢AmericanDialogue)并不是唯一为峰会的准备工作提供帮

助的非政府组织。许多人权团体、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商业协会也做出了贡献。栙 一

些民间团体的代表亲临峰会并参与峰会后的相关工作。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学术界做了大量工作,拉美国家也表示了很大的兴趣,但迈

阿密峰会险些没有开成。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提案后,美国政府中的高级

官员考虑再三,搁置了召开一次峰会来讨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想法。多亏了有副

总统艾尔·戈尔的领导,以及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议后的墨西哥城讲话已做好

安排,才迫使负责的官员们结束了官场上的扯皮,赶紧面见总统请示工作。栚 全球热

点问题和国内政治产生了无休止的压力,使美国高层领导难以关注西半球的事务。

所以,为了得到总统对召开美洲国家峰会的批准,人们不得不在采用学者和智库意见

的基础上,抓住官场上的机会,甚至冒险让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要员出马。这是思想和

行动的一次最富有成效的合作,为近几年来更为重要的美洲国家倡议活动开了先河。

经济一体化

随着峰会计划安排的不断进展,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急于要发表一个声明,讨论美

洲自由贸易区问题。政治学家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各执己见,有些人赞成经济学家的

效率论,而其他人则更强调人们对分配结果的担心,或这样做给国家主权带来的侵

害。不过,自从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以来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在为国际经贸往

来歌功颂德。因此,充斥着博士经济学家或其弟子的国内政府机构及国际官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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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大力支持更开放的市场。在美国,财政部和贸易代表都一致倾向于自由贸易,尽管

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一开始就提醒人们注意自由市场问题。然而,经济学家在

看待地区贸易安排的效果上意见不一;有些人更喜欢全球协议带来的更高的效率,担

忧偏心的地区主义会造成市场的混乱,而其他人更看好地区协议,认为它们是取得更

高的全球效率的基石。在美国政府内部,经济学家之间的这些分歧削弱了他们在美

洲国家贸易政策的内部争论中发挥的专业作用,从而使那些负责国内政治事务的官

员们能够趁机拖延这方面工作的进展。这些分歧显然危害很大,因为随着20世纪

90年代晚期末美国的犹豫不定的表现,一些最关键的拉美国家改变了主意,不再支

持西半球贸易安排,于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机就这样错过了。

推进民主

克林顿政府将推进民主作为其全球政策的核心。在这里要首次披露一下,笔者

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员杰里米·罗斯纳,共同起草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

尼·莱克所做的那篇影响深远的关于“扩大化暠的演讲稿。正如莱克所言,“遏制原则

之后必须实行扩大化的战略,即扩大世界上市场化民主国家的自由社会……我们既

没有到达历史的终点,也没有面临文明的冲突,而是迎来了一个巨大的争取民主和进

行创业的时刻。我们绝不能坐失良机。暠

演讲的起草者心目中最重要的是东欧和拉丁美洲的发展;在这个方面,拉丁美洲

政策可以推动美国的全球战略。在谈到促进拉美地区“民主国家社会暠时,莱克直截

了当加入了学术界的争论:“我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悲观的观点,即认为拉丁美洲当前

的民主化浪潮仅仅是昙花一现,像钟摆运动一样之后又回到过去的独裁统治。暠这位

国家安全顾问接着说:“作为美国人,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学者,我们对这种现象都不能

熟视无睹。最终的结果将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暠莱克以前曾是大学教

授,他提醒人们要注意一般的学术观点和政策观点之间的区别:政策的目的不在于评

论历史,它更着重改变未来的道路。

在有关推进民主的争论中,人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派以华盛顿特区的非政府

团体活动分子组成,最初以华盛顿拉美办公室(WashingtonOfficeonLatinAmeri灢
ca)为主,后来大赦国际(AmnestyInternational)、美洲观察(AmericasWatch)和开

放社会(OpenSociety)也加入了,它们不厌其烦地鼓动政府和国际机构去制裁独裁

国家,并在民主政权下改进民主治理和加强公民社会;另一派由学者们组成,他们认

为这样自由的激进主义可能效果不大,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它们可能会妨碍当地的民

主标准的完善。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围绕着推进民主的模式,学术界的专

业水平得到了提高,他们探讨民主治理的理论,为检验干预的有效性而设计并运用一

些方法,调查公众对于民主价值的看法。所以当人们后来发现这些学者变得更加活

·631· 美国研究



跃和乐观,并对决策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时,并没有感到奇怪。

逆转政变:海地和危地马拉

在克林顿政府执政初期,其民主推广战略在两个国家面临着考验:海地和危地马

拉。在这两个例子中,美国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其实就是学术界和智库早已教给人们

的东西,即重视采取多边行动,最大限度地施加压力,耐心等待政权取得其政治合法

性。在海地,美国策划的制裁策略,能最直接地危害政变领导人的利益,像拒发签证

和冻结资产;制裁策略是多方面的,它不仅覆盖该地区,还涉及到西半球以外的国家。

谁也没有多想个人渠道造成的漏洞,海地人仍然能够通过它们获得包括石油在内的

重要的必需品,有些东西是通过海地与其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那长长的、疏于监

管的边境运进来的。当经济制裁无法把掌权的军政府赶下台时,美国就头一次求助

于美洲国家组织,然后是联合国,希望它们能批准采取最后一种手段———军事干预。

这是美国在与美洲国家打交道的历史上第一次约束自己的军事行动,即使是在其势

力范围“不远的地方暠———加勒比盆地,它要得到地区安全组织和全球安全组织的批

准。在军事干预以及废绌非法军政府之后,来自联合国各成员国家的军队才真正地

在联合国多国部队指挥官的率领下进驻海地。

值得一提的是一名阿根廷外交官在美国制定对海地的战略中所发挥的作用,这

名外交官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吉多·迪特利亚,他本人就是顶尖的拉美研究知识分子。

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和总统比尔·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迪特利亚

为阿根廷向美国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提出的条件是,它需要得到有关多边论坛的批准

(笔者出席了那次会议)。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参政的非同寻常的例子,在历史上的这

个关键的决策时刻,他运用了其专业知识和价值观。

美国对危地马拉政变的回应也遵循了这种多边主义的做法。在1993年春天,危

地马拉总统豪尔赫·塞拉诺企图滥用手中的独裁权力,关闭国会。对此,美洲国家组

织(OAS)吸取了1992年秘鲁总统阿尔韦托·藤森自我政变(auto灢golpe)时自己优

柔寡断的教训,于当天下午就召集会议,明确谴责塞拉诺的自我政变(auto灢golpe)并

敦促其立即和平恢复宪政民主。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巴埃纳·苏亚雷斯立即率领一

个由外交部长们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危地马拉城,传达了国际社会的意见。与此同时,

美国暂停了对危地马拉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并警告危地马拉商业界他们有可能

失去自己的贸易优惠。此外,一些多边开发银行也停止考虑给予危地马拉新的贷款。

然而,危地马拉行动策略的内容更多地是来自于决策者积累的经验,而不是学术

文献。决策者从美国以前改变其他国家政治进程的努力中得到了三点教训:(1)在政

变站稳脚跟之前迅速行动;(2)针对其国内关键的行为者进行选择性的制裁,在这个

例子中就是危地马拉强大的商业部门,并与双边和多边经济行为体进行协调;(3)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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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目标国家里的友好力量,没有他们的参与国际社会将一事无成。学术文献在避免

独裁倒退方面很少能够深入到这样的操作层面,而且许多学者不愿意公开支持对发

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如此露骨的干预。不管怎么说,1993年危地马拉自我政变

(auto灢golpe)的逆转是一场极其成功的集体捍卫民主政体的演习。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内部,美国对危地马拉政变企图所做的反应一度被称为

“范伯格教义暠。

古巴和哥伦比亚

引起更多争议的是,克林顿政府也试图推动古巴和哥伦比亚的人权和安全利益。

在古巴问题上,克林顿政府的行动显得十分小心,它担心在一些关键的选举州会引起

古巴裔美国人社区的对抗性反应,而且政府受到国会立法方面越来越严格的限制。

然而,凭借智库和学术团体提交的大量政策报告,以及西欧在冷战末期对东欧运用

“人民到人民暠这一成功政策的经验,克林顿政府逐渐放宽了个人旅游、给亲属汇款及

某些商品的贸易。在克林顿整个任期,非政府组织、学者和智库专家不间断地游说政

府,敦促政府削减(如果不能废除的话)针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到这届政府任期快结

束时,克林顿甚至会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长期挚友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奎兹,

探讨了与古巴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坚定看法的影响下,政府在政治条件允许的范围

内,尽其最大努力朝着这方面前进。

但政府的策略在一个重要方面的确与学术观点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许多学者

更偏向于采取单边措施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与此相反,政府对于“一报还一报暠的

策略情有独钟,其宗旨是美国采取的进一步解除制裁的措施要以这个岛国的改革为

条件。在强权政治文化的熏陶下,美国的外交官们不习惯在没有获得回报的情况下

就“放弃暠谈判筹码。

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哥伦比亚酝酿着一场暴乱。一些人通过非法活动把大量资

金注入该国,使形势火上浇油。尽管美国国内就这个问题存在极大争议,克林顿政府

还是通过它的“哥伦比亚计划暠,回应了学界对美国以前的拉美政策提出的批评,学者

们认为美国政府过于重视安全而忽视了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经济剥削和政治压

迫。克林顿政府做出努力,争取更好地平衡安全目标和经济目标的关系。新的援助

计划不仅要加强哥伦比亚的安全部队,而且要减少对人权的侵犯,加强法律架构,并

开始解决这个国家紧迫的社会问题。克林顿政府的这一方法在国会里获得了两党的

广泛支持,尽管此时此刻有些非政府组织还在尖锐批评政府,主张立即举行和平谈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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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暋少一些对立,多一些交流

总体而言,这些政策,即通过举行最高领导人的峰会以推进多边主义、地区贸易

一体化和民主等,都表明在冷战后的一种更加宽松的氛围下,美国的政策体系是能够

接受知识分子意见的,现在学术界、智库与官方之间意见一致的地方已相当普遍,大

有超过原来那些文献中普遍断言的学界与政界存在的鸿沟的趋势。

另外,更加鼓舞人心的是,这一鸿沟目前也许正在进一步缩小。那种使拉美国家

四分五裂和让许多美国学界和政界人士各行其道的尖锐的政治分化,也正在消失。

与此同时,标志着20世纪美洲国家关系不对称的现象也在缩小(随着美国经济和政

治制度止步不前,而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在不断进步),它缓和了美洲国家紧张关系

背后的一个结构性因素。美洲国家之间的问题日益集中在现实的、技术性的事务上,

虽然难免争议,但不会引起深层的意识形态上的龃龉。此外,拉美大部分国家日益增

长的活力在逐渐消除长期以来笼罩着学术界的悲观主义,帮助他们更好地与天生乐

观、向前看的政界相结合。

四暋建议:缩小学术与决策之间的鸿沟

知识分子与政府机关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理想的。栙 总

而言之,二者进行有益的互相交流是有很大余地的。有关学者与决策者之间鸿沟的

文献(尤其是奈、沃尔特等人的文章)一遍又一遍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学者们除

了完成研究工作外,应该通过在政策性期刊和报纸专栏上发表作品来直接参与政策

讨论,争取与决策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当政府部门在紧急事务上征求意见时迅速作

出回应;栚应该提供更多的奖学金来促进与政策有关的学术研究,让更多的学者有机

会直接在行政机构和国会实习。同样,要让更多的官员有机会与学术界进行互动。

为了实现这一点,应该改变奖励机制,为政策性研究和写作提供更多的奖励。设想一

下,对知识分子采取的雇用、长期任用和晋升,不仅有利于提高出版物的数量和地位,

而且能够加强它们对政策的影响!

如同在公共政策学院经常发生的一样,应该教会学生们在政界取得成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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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比如怎样把文章写得清晰和令人信服、如何起草简明扼要,结构合理的行动备

忘录;如何在各种政策场合下自信而乐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对上级的报告以及

部门之间的讨论会等。这些课程有助于缩小学术界与政界之间某些风格上的差异。

尽管如此,许多美国的知识分子仍将保持他们对于掌权部门的批判性姿态。但

就笔者在政界和学术界的经历而言,学者与决策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更有成效,学者们

可以通过注意以下的一些方面,调整自己的方法,使执业者更乐意倾听他们的意见:

1.国际关系研究应该更重视官僚政治。栙 部门之间的不仅仅是发生在它们内部

的现象! 许多政策结果反映的是官僚利益。由于官僚政治常常是无形的,所以很难

研究和衡量它们,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无关紧要。有些了解政府部门紧迫任务的分析

家会发现,那些整天被这些事务困扰的决策者们其实更乐意接受别人的意见。同样

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缺乏对拉美国家官僚政治的研究,比如我们需要知道地区大国

(巴西和墨西哥)的经济部门、安全部门和总统是如何达成共识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

构在对外政策的制订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政府的决策者会很高兴接受对这

些问题的评估意见。

2.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们应该更仔细地研究拉美国家的外交政策。美洲国家关

系在美国的外交中经常被视为一项基本研究。更准确地讲,美洲国家关系应该被看

做是西半球国家(以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一系列互动。拉美人也有自身的影响力,

这一点决策者心中十分清楚。学者们应该承认,事实上,美国经常试图与拉美政府拉

关系,但总是遭到那些国家外交部门的回绝,在它们眼里,美国更像是打着合作的幌

子想以势压人的大国。最近布丽塔·克兰德尔撰写的一部经典的研究著作恰如其分

地揭示了美国-巴西关系中这种令人难堪的道德上的积怨。

3.分析家应该直言不讳地阐明他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政策产生的结果,因

为实际结果往往难以达到理想中的目标。分析家们也应该分清楚什么是在决策者影

响下发生的变化,什么是他们尚未搞清原因的变化。例如,有一本批评20世纪90年

代克林顿政府在该地区平淡无奇的宏观经济表现的书,就隐讳地过分强调美国政府

控制下的政策性工具。在一些观点占上风的形势下,有批判眼光的分析家们有责任

提出与事情无直接关系但可能会产生更好结果的事实。例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调整方案提出批评的分析家应该说明,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他们怎样做才能实现

外部和内部的稳定,同时减少穷人的痛苦。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Insti灢
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的经典文章向人们表明,他们完全可以做出这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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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和现实的分析。

4.不是所有的政策目标都能一蹴而就。人们需要根据资源匮乏情况、各方利益

及互相矛盾的工作重点,来安排为贯彻政策制定的计划。许多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

严厉批评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认为它没能解决贫困问题。然而他们没有

看到,处于困境中的政府在消除贫困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之前,必须要先理清它们的

欠账,使自己摆脱严重的经济衰退。现在,随着局势恢复稳定,政府开始把注意力转

向了紧迫的“下一代暠社会发展计划。这也是目前多边开发银行的出版物面临的任

务,它们的贷款方案将会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同样,良好的治理并不是一天就能建

立起来的,它需要时间逐步进行。分析家们应该恰如其分地记载社会发展计划的执

行情况,他们不应该借口说政府在开始阶段没有解决好各种问题,就忽略它初期取得

的成就。

5.在所有人当中,学者在给原因和结果定性时应当十分慎重。当然,很难厘清

事情背后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比如在民主国家的崩溃和创建问题上。但遗憾的

是,许多学术文献总喜欢在事情搞砸时先指责美国政府(或者称其为“新自由主义暠),

而当事情顺利时便把功劳一古脑归于地方力量。难怪有些决策者,尤其是那些为自

己或他们的上司寻求连任的决策者,也会津津乐道于那么一点点称赞。

最重要的是,学术界要做到的是理论上的严谨,我把它说成是仔细地辨认各种变

量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还要提出明确的设想和假定,用有效的数据进行

检验。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和拉美国家的许多一流大学都在给新一代社会科学家传

授这些价值观和技能;我们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将其才能用于美洲国家关系的研

究。他们要面对的挑战是,在掌握了思维上的严谨和渊博的知识同时,还要清醒地认

识到来自决策界的局限性和各种挑战。

理查德·范伯格(RichardFeinberg):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

洋研究学院(Schoo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PacificStud灢
ies,UniversityofCalifornia,SanDiego)教授

(孙敏译暋段若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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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外交政策评说

———读《塑造历史:贝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

赵天一暋暋暋

外交政策一向是美国总统选举中的重要话题。2012年是大选年,各种竞选活动

早已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个时候,梳理、分析过去几年中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有

助于其他学者开展相关研究,也有利于候选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今后施政打下基

础。2012年3月,《塑造历史:贝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栙一书由布鲁金斯学会出

版。该书分“新兴大国:中国暠、“战争、反恐与国土安全暠、“中东和平进程暠、“阿拉伯之

春暠、“流氓国家暠和“‘软安全暞事务:能源、气候与贫穷国家暠六个部分,对奥巴马执政

三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做了全面回顾,并评价了成败得失。

该书的三位作者目前均任职于布鲁金斯学会,从事外交政策研究。学会副主席

兼外交政策研究部主任马丁·因迪克(MartinS.Indyk)博士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曾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是一位中东问题专家。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

心暠主任李侃如(KennethG.Lieberthal)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任克林顿政府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学会外交政策研

究部研究主任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E.O狆Hanlon)博士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曾

在国会预算办公室中从事国家安全分析工作,是一位国土安全和防务政策专家。栚

上述三位作者不仅学术造诣深厚,而且拥有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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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S.Indyk,KennethG.LieberthalandMichaelE.O狆Hanlon,BendingHistory:BarackObama狆s
ForeignPolicy (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Press,2012).
作者的个人资料均来自于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请见http://www.brookings.edu/experts。



一暋关于“塑造历史暠

本书的英文标题为“BendingHistory暠,笔者姑且将其译为“塑造历史暠。之所以

如此,主要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过去的三年无论对美国还是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奥

巴马政府上台伊始,美国正经历着一场自“大萧条暠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着两场战争。在这三年当中,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恐怖主

义势力的猖獗、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动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气候变化和能

源短缺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都对现存的世界格局造成了冲击,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和

国家利益构成了挑战。正如该书所言,从奥巴马入主白宫的第一天起,历史的重任就

压在了他的肩膀上,他注定会在历史的书卷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栙

二是奥巴马本人有远大的抱负,以“创造历史暠为己任。具体到外交事务上,就是

努力与小布什政府的政策拉开距离,重新制订美国的外交政策。凡是前任没有做过

的奥巴马都愿意去尝试,比如从伊拉克撤军、与所谓的“流氓国家暠对话。栚 作为一个

年轻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并没有太多的外事经验,但他善于倾听学者和官员们的意

见。早在竞选之初,他就吸收了一批具备丰富外交经验的学者加入团队,他们中的多

数都曾在克林顿政府中任职,包括本书作者之一李侃如博士。在竞选过程中,奥巴马

多次针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发表讲话,强调“求新、求变暠的理念。上台后,他努力化解

新兴大国崛起对美国实力地位的冲击,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改善与阿拉伯穆斯林世

界的关系,通过对话和多边协商应对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他任命希

拉里·克林顿为国务卿,一些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官员重新回到国务院工作。这一切

都显示奥巴马意在“塑造历史暠。

三是“塑造历史暠这句话含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恰好与该书的主题相对应。

奥巴马在竞选时做出了种种许诺,在外交上提出了很多目标,这体现了他的个人理

想。与此同时,奥巴马又是一位奉行实用主义的总统,能够努力排除意识形态的干

扰,为美国谋取现实利益。三位作者正是以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为出发点,通过比

较奥巴马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想要什么而实际得到了什么,分析其外交政策的成败

得失,为他人的研究和未来美国政府的施政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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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暋应对中国崛起

在三位作者看来,中国崛起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国际体系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应

对中国崛起自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影响中美

两国关系,也将影响到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栙

早在竞选之前,奥巴马就认为美国应将中国视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关键,鼓励中

国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按规矩办事。在竞选期间,他批评小布什政府只关注美中和

美日关系,忽视了美国在亚洲的整体影响力;只关注全球反恐战争,忽视了亚洲在世

界格局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奥巴马认识到,美国的未来在亚洲。同中国发展一种建

设性的关系,双方各自明晰对方的战略意图,避免零和博弈,是奥巴马政府对华决策

的指导思想。栚

本书认为,中方高层对中美关系的基本看法与奥巴马不同,他们更容易认同小布

什政府的亚洲政策。在中方看来,美国试图遏制中国,这是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中

国并不认同美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暠爆发后。由于得

不到回应,奥巴马政府不得不从2010年起调整对华政策,更趋于现实,最终于2011
年高调宣布“重返亚洲暠。栛

奥巴马上台伊始就任命熟悉外交事务的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B.Stein灢
berg)为副国务卿,“中国通暠杰弗里·贝德(JeffreyA.Bader)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东

亚事务主任,中美关系似乎充满了希望。在奥巴马执政的第一年,两国在应对经济危

机、气候变化和核扩散等问题上利益一致。双方紧密合作,高层互访频繁,中美关系

可谓进入了一个“蜜月期暠。

然而之后,两国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就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

底访问了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在本书作者看来,中方认为奥巴马本

人过于理想化,在施政过程中加入了过多理想主义的情绪。中美在东海、南海、黄海

和专属经济区问题上趋于紧张,中国也不愿意为了他国的经济复苏放慢本国的经济

发展速度。更糟糕的是,美方还不断触碰两国关系的“雷区暠,如美国商务部否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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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国防部发布中国军力分析报告、对台军售,以及美国

政府高官接见达赖喇嘛等。

中美两国之间的首要问题是安全。近年来,美国一直对中国增强军力充满猜忌,

而奥巴马政府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行动能力的做法也让中国感到如芒在背。进入

2011年以后,中国同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等邻国的关系恶化,而其中多数国家都

是美国的盟友,这不能不影响中美关系。在朝鲜问题上,尽管中国参与了国际社会对

朝鲜的制裁,并试图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但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国仍是朝鲜政权

最主要的支持者。中日东海争端和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争端都有可能引发地区

局势的动荡,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两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争执也日趋激烈,

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威胁本国的网络安全。此外,经贸问题也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健康

发展,尤其是在汇率和市场准入上。

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都不希望两国关系趋于破裂。2011年1月中旬,奥巴马总

统和胡锦涛主席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谈,弥合双方的裂痕。双方在暂停对台军售的前

提下恢复了两军的高层交流,双方都认识到彼此在历史、文化、政治体制和国家利益

上有所不同,都试图避免让这些分歧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栙 “中美战略与经济

对话暠继续举行,为双方解决各种分歧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

本书认为,尽管奥巴马政府认为美中关系十分重要,但美国的对华政策并非是美

国亚洲政策的唯一轴心。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仍然重视多边组织、经贸合作、防务同

盟,以及民主化改革的作用。栚 在作者看来,这似乎成为中国判断美国怀有敌意的新

证据。展望未来,作者认为美国政府需要让中国领导人相信,在不挑战美国全球领导

地位的前提下,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持肯定态度,并鼓励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扮演更为重

要的角色。而中国则需要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这对两国来说同样重要。栛

总的来说,该书对中美关系的讨论和分析体现了美国学界和政界的主流观点,即

认为中美关系中出现各类问题主要是中国的责任。虽然作者力图保持中立,但他们

仍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美国作为体系大国在塑造双边和多边关系中起到的决定性作

用,低估了美国的行为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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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暋保障国家安全:战争、恐怖主义与“流氓国家暠

如何结束小布什政府遗留下来的两场战争,是奥巴马上台伊始面临的最为棘手

的问题。战争的长期化给美国带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伤亡,还有低落的士气、伊斯兰

世界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以及沉重的经济负担。伊拉克和阿富汗似乎已经成为了

“21世纪的越南暠。早在上台前,奥巴马就多次批评小布什政府的战争政策,表示要

尽早结束这两场战争,将资源真正用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保障美国和世界的安全。

上台初期,他努力兑现这一承诺,这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本书作者看来,奥巴马是靠反对伊拉克战争起家的。早在2002年第一次竞选

州参议员时,他就称伊拉克战争是“一场愚蠢和鲁莽的战争暠。与希拉里·克林顿不

同,奥巴马从未发表过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言论,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总统候选人的重

要标志。栙 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他曾多次要求政府削减驻伊美军,用于在阿富汗的军

事行动。上台伊始,奥巴马的伊拉克政策多少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曾公开表示要

在12至16个月内撤出全部15个旅的美军作战部队,只保留部分教官和后勤人员。

不久,他就趋于现实,将目标更改为在19个月内将驻伊美军人数减至5万人以内。

本书认为,尽管奥巴马在驻伊美军问题上并没有完全履行竞选时的承诺,但毕竟驻军

人数已经大大下降。虽然美军从伊拉克大规模撤出在短时间内会给伊拉克的安全造

成挑战,但从长期看这不仅有利于改善美伊双边关系,也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地

位。栚

然而,奥巴马对待阿富汗战争的态度则截然相反。早在竞选之初,他就清晰地表

达了对这场战争的支持。他承诺在阿富汗增兵两个旅,而实际增加了8个———2010
年底,驻阿美军人数从奥巴马上台之初的3万人增加到10万人。虽然此后这个数字

削减到原先的一半,但奥巴马在2011年6月再次决定增兵,目标是到2012年夏将驻

阿美军人数维持在6.8万人。2011年5月2日,本·拉登被击毙,这是阿富汗战争

的一个里程碑。基地组织失去了创始人和精神领袖,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塔利班也释

放出了愿意和谈的信号。作者认为,尽管奥巴马政府的阿富汗政策取得了一系列成

果,阿富汗也没有成为一个无政府的国家,但美国在未来仍然需要在这个国家留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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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军队。花费如此大的代价仅换来这些成果,值得商榷。栙

尽管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全球反恐行动,努力保障国土安全,但威胁和问

题依旧存在。频繁的越境打击和一次次的误伤平民事件严重影响到了美国与巴基斯

坦的盟友关系,在击毙本·拉登后双方的争吵到达了高潮。而2010年来美国本土侦

破的各类未遂袭击事件则证明,恐怖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甚至还有抬头的趋势。总

之,尽管奥巴马的国土安全和反恐政策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但形势仍不容乐观。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奥巴马对所谓的“流氓国家暠的政策。在竞选时和上台之初,

奥巴马试图与小布什的政策拉开距离,通过对话解决所谓的“流氓国家暠问题,保障美

国的安全。这一政策起初似乎收到了效果,朝鲜和伊朗都表现出了少有的温和与灵

活,愿意与美国开展对话。然而,双方在利益上的巨大差异和长期以来的不信任使得

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发展核武器是朝鲜和伊朗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他

们在过去的三年中一直坚定地推进各自的核计划。另外,两国国内长期推行的反美

宣传也使得对话难以进行下去。奥巴马不久后就开始在“流氓国家暠问题上退缩,回

到了小布什政府的路线,倾向于通过制裁和施压迫使两国放弃核计划。不过,作者依

然认为奥巴马对“流氓国家暠的政策部分取得了成功,主要是在他的努力下,国际社会

团结了起来,建立起了有效的防扩散机制。栚

笔者不太赞同本书作者的这些观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是小布什政府

的决策,奥巴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前任“买单暠。目前,美军正逐步从伊拉克和阿富

汗“体面地暠撤出,而两国的安全形势也并未因此受到明显影响,能做到此已属不易。

尽管近几年来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层出不穷,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本土还没

有遭受另一次重大的打击,这也可以算是奥巴马政府的一大功绩。在应对朝鲜和伊

朗方面,奥巴马政府可谓毫无建树。作者所说的“团结起来的国际社会暠和“有效的防

扩散机制暠似有待商榷。

四暋重塑美国形象:中东政策与应对“阿拉伯之春暠

奥巴马在竞选时就立志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尤其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

他认为,小布什政府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将美国推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对立面上,作为继

任者他必须缓和双方的矛盾,弥合分歧。这不仅有利于维持美国的国际地位,也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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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上台后,奥巴马政府开始从伊拉克撤军,关闭了关塔那摩监

狱,并与伊朗开展对话,向伊斯兰世界释放了善意的信号。不过,奥巴马认为改善与

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核心还在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只有巴以实现永久的和平,才能

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形象。栙

上台伊始,奥巴马就急于恢复巴以和谈,敦促双方签署永久性和平协议。他想当

然地认为,只要说服以色列做出足够的让步,巴以之间就能达成协议。为此,奥巴马

多次在公开场合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冻结在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最

终从那里撤走所有的犹太定居者,就像2005年以色列在加沙做的那样。他忽视了以

色列人的利益,也让阿拉伯国家误以为完全停建定居点是美方为巴以和谈设置的先

决条件。内塔尼亚胡最初试图以一定的让步换取美国的支持,他力排众议暂时冻结

建造新定居点的计划,但要求扩建一些原先的定居点以应对人口的自然增长。奥巴

马拒绝了该方案,并以停止援助相威胁。内塔尼亚胡不为所动,退出了谈判。这也加

深了阿拉伯世界对奥巴马政府的误解,他们认为美国政府这次完全站在他们一边。

因此,阿拉伯国家采取了联合行动,在联合国提出了巴勒斯坦加入的问题,让奥巴马

政府陷入了两难。不出意外,最终美国代表还是投了反对票,这就使得阿拉伯人感到

被欺骗了,而内塔尼亚胡则更趋强硬。

作者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完全失败了。他既没能在中东和平进程上获

得突破,也没有改善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到2011年底,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

关系同小布什政府时期一样糟糕。奥巴马犯的最大的错误是过于理想主义,将完全

冻结犹太定居点建造计划作为巴以和谈的前提,这是巴勒斯坦行政当局同历届以色

列政府谈判时从未提出过的。他本人的言行也不一致,在授权国务院官员同以色列

方面会谈时,他并未将此作为谈判的底线。另外,奥巴马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急于

求成,造成了各方的误解,使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不前。栚

本书认为,“阿拉伯之春暠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奥巴马政府之前并没有为此做充分

准备。当2011年初突尼斯民众推翻本·阿里的独裁统治时,美国基本保持了沉默。

在埃及出现游行抗议浪潮之初,美国的政策一度倾向于穆巴拉克,希拉里·克林顿还

发表讲话支持行政当局对反对派的镇压。埃及是美国在大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

一,埃及的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而埃及反对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倾向也让美国感

到担心。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奥巴马政府认识到继续支持穆巴拉克无益于在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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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美国的良好形象,美国开始逐渐倾向于支持反对派。然而当巴林发生什叶派政

变时,美国立刻表达了强烈的关注,支持沙特出兵予以镇压,很快扑灭了这场革命。

巴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立足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奥巴马政府绝不

允许巴林落入反美主义者手中。栙 在利比亚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虽然没有派出地

面部队会直接参与战斗,但还是为西方盟国和反对派联合推翻卡扎非政权提供了空

中支援和后勤支持。在叙利亚局势紧张之际,奥巴马政府也积极奔走,为反对派提供

道义和物资支持。

在本书作者看来,目前对奥巴马政府的这些政策还很难做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

价,因为它们的影响可能在好多年后才显现。但至少从当前的局势看,奥巴马的应变

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巴林维持了一个亲美政权,埃及与美国的传统关系没有受

到太大的影响,利比亚新政权表达了对美国的善意,而伊朗在叙利亚的势力也受到了

削弱。栚 本书认为,奥巴马政府在该地区真正面临的挑战并非阿拉伯国家的政权更

迭,而是伊朗持续推进的核计划。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就无法

避免,其后果不言而喻。栛

笔者基本同意本书作者的评价。奥巴马政府在中东事务上的失败是显而易见

的,既破坏了美以关系,又没能赢得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好感。归根结底,奥巴马

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既要讨好阿拉伯人,又要维持美国对该地区的控制。这是

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

五暋推动“软安全暠议题的解决:能源、气候变化与贫困

在全球性问题上,奥巴马一改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做法,注重通过多边合作共同应

对。在他看来,能源短缺、气候变暖、跨国犯罪同国际恐怖主义和全球经济危机一样,

都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和利益。

在能源安全问题上,奥巴马在上台之初曾提出用10年时间,开发新技术、寻找新

能源、拓展进口能源的渠道,使美国摆脱对中东油气资源的依赖。在过去的三年中,

美国政府加大了对新能源和节能产业的扶植力度,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目前,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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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军队和部分企业已经开始用各类生物燃料代替传统的矿物燃料。然而,目

前的情况与奥巴马的构想还有很大距离,美国仍需进口大量的矿物燃料满足国内需

求。尤其是在与南美产油国关系恶化的情况下,美国对中东地区油气资源的依赖性

不降反升。也许就像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全球都不可能摆脱对中

东油气资源的依赖。栙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奥巴马力主美国强制减排,并试图推动世界各国在哥本哈根

峰会上达成一致。虽然这一努力失败,但他仍是第一位热心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美国

总统。

在应对贫困和跨国犯罪方面,奥巴马也比小布什积极得多。他希望能向非洲地

区提供更多的援助,防止那里因为贫困而爆发冲突,导致地区和国际局势的动荡,或

是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他强调与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政府合作,共同打击贩毒、走私

等跨国犯罪,促进两国的发展以减少滞留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

本书认为,受制于不景气的经济,尽管奥巴马本人怀有人道主义精神,对这些问

题有很高的热情,但他在这些方面建树不多,并不比其他的美国总统做得更好。栚

总体看来,本书详细阐述了奥巴马执政三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分析了各项

政策的出台背景和取得的效果。它有助于决策者和研究人员了解这一时期美国出台

某一政策的整个过程,尤其是了解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正如作者所言,某些外

交决策的影响要到多年以后才能显现。也许在数十年后,我们才能对奥巴马政府的

外交政策给予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

赵天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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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新作

———读戈登·伍德的《自由的帝国:早期共和国历史(1789~1815)》

叶凡美暋暋暋

2009年,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戈登·伍德推出了《自由的帝国:早期共

和国历史(1789~1815)》(以下简称《自由的帝国》)一书。栙伍德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

历史学家之一,是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中的领军人物,治史成绩斐然。他曾经撰写多

部关于美国早期史的优秀著作,其中包括荣获班克罗夫特奖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

(1776~1787)》和荣获普利策奖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伍德的新著《自由的帝

国》是一部长达800页的鸿篇巨著,构思宏大,论证缜密,汇聚了作者长年从事美国早

期史研究的精粹。该书的出版引起美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荣获2010年普利策奖

提名。

《自由的帝国》讲述了从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至1815年第二次对英战争结

束这一时期的历史。全书共分19章。在书中,伍德用清晰细腻的语言和丰富具体的

史实对早期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社会生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

鞭辟入里的叙述和分析,生动地再现了早期美国社会的全貌。

一

在引言部分,伍德为全书定下了基调。他引用19世纪早期华盛顿·欧文创作的

《里普·范温柯》(RipVanWinkle)的故事,道出了统领全书的中心思想,即在美国革

命后短短的几十年间,美国社会和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1815年,美国人

栙 GordonS.Wood,EmpireofLiberty,AHistoryoftheEarlyRepublic,1789~1815 (NewYork:Ox灢
fordUniversityPress,2009).



在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看待自己及周围世界的方式上都发生了变化暠,并且这

种变化并非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突破等“通常与现代社会变革相联系的暠因素所

引起的。栙早期美国社会和文化所经历的巨变及其动因成为伍德在书中重点考察的

对象。

在伍德看来,美国革命乃是早期美国社会和文化发生巨变的首要动因。在前八

章,伍德以时间为顺序对制宪时期至1800年的政治史进行了详细阐述,突出强调了

美国革命对这一时期社会政治产生的深远影响。美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推翻了

君主制并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制国家。与共和制相伴而来的是一种新的社会理

念,即人人(对当时人来说,此处的“人人暠指白种成年男性)生来是平等的,拥有某些

天生固有的权利,没有人拥有高于其他人的世袭特权。这种“颠覆性的观念暠成为“革

命后几十年间主导美国人思想暠的观念。栚与此同时,开国元勋们推崇的共和政体在

本质上是贵族制性质的,他们认为只有出身富有家庭、有教养、有闲的绅士们才有资

格担任政府官员治理国家,普通人如商人、自耕农、手工业者等可以有选举权,但是缺

乏担任政府官员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和能力。然而,在新诞生的美国,特别是在北部各

州,这种古典共和主义观念开始逐渐丧失影响。在美国革命宣扬的平等和自由思想

的冲击下,绅士阶层与普通人之间原本就不森严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而且,越来越

多的普通人富裕起来并且有一定的文化和教养,伍德称这些人为“中层人物暠(mid灢
dlingsorts)。这些“中层人物暠日益视自己与绅士们是平等的,并开始向绅士以往享

有的尊贵地位发起挑战。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社会斗争,即当时人所说的“少数人

与多数人的竞争暠,或者说“贵族与民主的竞争暠。在伍德笔下,美国建国后不久爆发

的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之争,实际上就是这场斗争在政治上的体现。伍德称1789年

至1800年间的美国为“君主共和国暠。在这一时期,以华盛顿、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等

为首的联邦党人倡导一种类似于君主制的共和政府,试图建立由少数绅士统治、服务

于少数社会上层人物利益的强大政府,维护少数人高高在上的等级社会。联邦党人

的构想和政策遭到南部奴隶主阶层和北部“中层人物暠的反对,他们团结在“民主暠的

代言人、共和党领袖杰斐逊的旗下,并在1800年总统选举中打败了联邦党人。“1800
年革命暠的胜利意味着,在“贵族与民主的竞争暠中,“民主暠最终取得了胜利。在伍德

看来,这一胜利意味着美国革命的最终成功。

至此,全书的主题已经昭然若揭:早期美国社会和文化经历了民主化的巨变。这

种转变的显著表现是民主政治的兴起。自1800年以后,大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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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许多州取消了选举和任职财产资格的限制,选举权得以扩大,出身卑微、没有受过

良好教育的普通人纷纷当选政府官员。民主政治的兴起宣告了由普通人占据主导地

位的民主社会的到来。然而,这种变化并不仅仅是美国革命推动的结果。在第九章,

伍德把笔触转向推动这一变化的人口和经济动因。早期美国的人口几乎以每20年

翻番的速度增长,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广袤的西部迁移。同时,尽管绝大多数美国

人都是居住在乡村的农民,但是他们大多数从事商业贸易,富有雄心和创业精神,是

“当时世界上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人群之一暠。栙人口的快速增长、高度流动及商业的蓬

勃发展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有助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秩序、瓦解传统的

社会权威,使普通人享有更好的经济机会及更多的自由和平等。美国革命则推动普

通人大胆挑战所有的等级秩序。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8世纪末残存的君主社

会等级制度宣告瓦解,至19世纪初,美国社会已然是一个更为平等的民主社会。

二

早期美国社会和文化所经历的民主化转变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还体现在社会

生活的其他领域。从第9章至第16章,伍德对早期美国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进行了

详细考察,叙述的内容包括社会关系的变动、西部扩张、司法体系、社会改革、奴隶制、

文学和艺术、宗教等等,并重点论述了民主化在这些领域的体现。伍德指出,在残存

的君主社会等级制度宣告瓦解后,早期美国的社会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改变:普通人同

绅士一样被称呼为“先生暠;雇主不再被称为“主人暠,而是改称“老板暠,“仆人暠则改称

“帮手暠;契约奴基本上消失了;父权陷入危机,子女享有更大的独立性,妇女享有更多

性自由和社会自由;在大学里,传统权威和等级遭遇挑战,学生抗议和骚乱时有发生。

当然,民主化也带来了自身的问题:在早期美国,人人追逐财富私利,社会原有秩序遭

到破坏;由于传统社会权威失势,暴力、骚乱等发生率较之欧洲国家为高,斗争激烈的

党派政治则使暴力和骚乱进一步加剧。尽管如此,普通大众对他们的民主共和国的

未来满怀信心。在抛弃了旧的君主制社会观念和习俗之后,美国人积极地投入到对

社会和文化的民主改造当中。他们发动了一系列改革运动,其中包括改善教育,促进

教育的普及化;推进知识与信息的广泛传播;改进邮政业和交通条件;组织各种慈善

社团,倡导道德;改革刑法;改造家庭,提高妇女的地位和权利等。这一时期最大的改

革是反奴隶制运动。与许多认为美国革命的最大失败在于未能解放所有奴隶的历史

学家不同,伍德认为美国革命促成了奴隶制被普遍憎恶的文化氛围,部分奴隶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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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不过,伍德承认,美国革命引发的废奴运动也导致了种族主义的产生,奴隶制

的存留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痼疾。最后,宗教领域也发生了民主化转变。传统宗教

权威的崩溃非但没有削弱宗教,反而释放了普通人巨大的宗教热情,第二次大觉醒运

动蓬勃发展,形成教众激增、教派林立的局面。“至1815年,美国已是世界上受福音

派影响最大的基督教国家。暠栙

第17、18章对杰斐逊执政以后的外交和1812年战争进行叙述,强调了共和党的

独特外交理念,即他们信奉自由国际贸易原则并希望以此促进国际和平。第19章对

全书做了总结,重申了全书的主题———在1789年至1815年间,美国社会发生了根本

变化。建国之父们深受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试图在美国建立一个由精英主导的、自

由而有序的理想社会并培育出灿烂的文化,结果却并非如他们所愿,实际上,在美国

兴起的是一个由中产阶级(即“中层人物暠)占主导地位的庸俗化、商业化的民主社会。

三

《自由的帝国》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这是一部杰出的宏观叙事之作。自

1980年代末以来,美国史学界对重建宏观叙事的呼声日益强烈。这种呼声是针对新

史学(即社会史学)暴露出来的问题而发出的。1960年代以来,新史学在美国史学界

全面崛起,并取代传统的政治史学而成为美国史研究的中心内容。其后,新史学也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和批评。学术界对新史学的主要批评是,它导致了美国史研究

中的“碎化暠现象,“把美国史研究变成了一种割裂的地方或个别群体的研究暠,栚并且

导致历史学家的著述枯燥乏味,无法吸引普通读者。作为美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伍

德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呼吁同行们创作既有普及意义、又是扎实地建立在史学专著基

础上的综合叙事历史,栛而他自己显然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重建宏观叙事意味着

要关注美国历史的重大主题。《自由的帝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重大主题,即美国革

命导致了一个民主社会的诞生。这一主题反映了伍德长期治史所得。他认为美国革

命并不仅仅是一场独立革命,还是一场少数绅士们与多数普通人之间的社会斗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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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S.Wood,op.cit.,p.3.
王希:《近30年美国史学的新变化:埃里克·方纳教授访谈录》,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第68
页。

GordonWood,“InDefenseofAcademicHistoryWriting,暠PerspectivesonHistory,April2010,available
at:http://www.historians.org/perspectives/issues/2010/1004/1004art1.cfm



争的结果是普通人最终取得了胜利,从而使美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民主化转变。栙在

《自由的帝国》中,伍德以民主社会的诞生为主线构建了一个整体解释框架,并将早期

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社会生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活动揉合在其中,

构筑了一个综合性的历史叙事。他以高超的叙事才能将早期美国的种种社会场景娓

娓道来,引人入胜,使阅读本书成为普通读者的一种享受。同时,该书又是一部建立

在对大量原始史料及史学界已有成果进行研究鉴别基础上的厚重学术著述。

其次,作为一部宏观叙事之作,《自由的帝国》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史学,而是体

现了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结合。新史学是“自下而上暠的历史,它的一个重要贡献是

“对那些被传统美国史学无视或忽视的美国群体的历史给予高度重视暠,促成了美国

黑人史、种族关系史、妇女史等的兴起。栚新史学不仅丰富了美国史研究的内容,而且

加深了人们对美国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理解。不过,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缺陷是

忽略了对美国历史的整体研究,而这正是传统史学的长处。当前美国史学界对重建

宏观叙事的呼吁与其说是要史学家回归传统史学,毋宁说是探索传统史学与新史学

的结合,只有这样才既有助于把握美国历史的整体面貌,又能对美国历史的复杂性有

深刻的洞察。《自由的帝国》可以说是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相结合的一种尝试。在关注

传统政治史学的同时(全书前后有十章内容关乎政治和外交史),伍德在书中充分论

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和普通人的历史。他吸收了大量新史学的研究成果,对早

期美国印第安人、黑人和妇女的历史均有客观公允的讨论。他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

讨论奴隶制,指出奴隶制的存留表明了早期美国民主共和制的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

他对这一时期妇女地位的改善和权利的扩大有详尽的探讨,同时对其局限亦有恰当

的评述。不仅如此,书中对早期美国报业的发展、学徒制的衰落和手工业者的转型、

公共学校的设立、文学艺术的发展、城镇暴乱、酗酒成风等各种现象均有淋漓尽致的

描述。即便在政治史叙事中,伍德既注意强调政治精英人物的领导作用,也充分展现

了普通人在国家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在伍德笔下,威廉·芬德利(WilliamFindley)

和马修·里昂(MatthewLyon)等北部“中层人物暠乃是真正的历史主角,他们勇敢地

向固守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联邦党人发起挑战,推动了早期美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有评论者批评伍德在书中忽视了印第安人、黑人和妇女的历史,认为《自由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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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认为,少数绅士们与多数普通人之间的分层是18世纪最为重要的社会分层,在普通人当中既包括富有

的商人、技工、自耕农等,也包括更穷困的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劳工等;从社会角度看,美国革命是一场导致

深刻社会变革的社会革命。他将自己与进步主义学派史学家相区别,认为他们仅仅从经济角度把美国革命

视为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的斗争。
王希:《近30年美国史学的新变化:埃里克·方纳教授访谈录》,第61~62页。



国》是关注政治精英的传统史学。栙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公允。恰恰相反,伍德在

书中对印第安人、黑人和妇女的历史给予了恰当的关注。另一方面,应当承认,伍德

并没有给予印第安人、黑人和妇女的历史很重的写作分量。这是有原因的。早在

198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伍德便指出,历史学家通常没有充分认识到早期美国爆

发的社会革命和普通人成为社会主导力量的重大意义。新社会史学家往往只关注那

些主流社会之外的人群如印第安人、黑人、妇女等。这些人群的历史应当得到关注,

只是他们并不是早期美国爆发的那场深刻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因此不能成为历史

写作的重心。栚那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乃是普通白人男子,伍德在《自由的帝国》中对

他们的历史加以浓墨重彩的描述,讴歌曾经长期处于卑微地位的普通民众获得平等

和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的历程。

当然,《自由的帝国》也并非尽善尽美。书中引起较大争议的问题是伍德对早期

美国北部和南部两大地域的不同描述。显然,伍德笔下的美国主要是北部美国(他在

书中经常使用“尤其在北部各州暠一语)。在他看来,早期美国社会所经历的民主化转

变主要发生在这一地域,他在书中讴歌的典型美国人就是北部各州追随杰斐逊的“中

层人物暠,他们富有民主精神,代表着美国的未来。与北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蓄奴的

南部。用伍德的话来说,与美国主流相比,南部的有闲蓄奴贵族显得“越来越异常暠,

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南部开始“觉得自己在忙碌的美国是受到围困的少

数派暠。栛这不免让读者产生一些疑问:在书中描述的历史时期,南部社会属于少数派

吗? 伍德笔下的北部“中层人物暠究竟是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栜这些问题显然有待

进一步探索。

学术界对《自由的帝国》一书中部分观点的争议,恰恰说明历史的复杂性和矛盾

性,也说明历史学家任重而道远。《自由的帝国》不失为美国早期史领域的又一部精

湛之作,势必对该领域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叶凡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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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http://oieahc.wm.ledu/wmq/July10/reviews/Brooke_BR.pdf;RobinEinhorn,“OntheMake,暠

TheNation,February1,2010,pp.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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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与地区防扩散形势暠
研讨会综述

李恒阳

2012年3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信息情报研究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

院美国研究所军备控制与防扩散研究中

心承办的“核安全与地区防扩散形势暠研
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人民争取和平

与裁军协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战略学

会、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中国国防

科技信息中心、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战

略研究中心、宇航学会、清华大学和中国

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20余名专家

学者与会。与会者就首尔核安全峰会、
金正日之后的朝核问题走势、当前伊朗

核问题的形势进行了研讨。
一、首尔核安全峰会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目前全球核安

全形势并不乐观,世界上还有大量的核

材料未得到有效保护,核安保还存在严

重漏洞,核恐怖主义仍是当今世界面临

的最严重威胁之一。
于2012年3月25日至27日在首

尔召开的核安全峰会,是继2010年华盛

顿核安全峰会之后的第二次会议。美国

大力推动核安全峰会,主要出于以下原

因:第一,通过推动核安全峰会提升国际

社会对核材料安全的关注度。美国担心

核材料保护不当将导致核恐怖主义,而
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是

美国认定的最大威胁之一。通过倡议核

安全峰会,美国将其首要关切转化为国

际社会的共同关切;第二,通过推动核安

全峰会,确立美国设计、国际社会分担责

任的核安全机制。美国希望通过推动核

安全峰会,敦促各国确保其各自核材料

的安全,分担防范核恐怖主义的责任,借
助国际合作缓解美国的安全关切;第三,
谋求推广美国的核安全观,将核裁军、核
军控、防止核扩散与核安全作为一揽子

问题处理;第四,以核安全峰会为平台,
谋求大国间的合作,引导地区和热点问

题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与会学者认为,加强核材料安全和

反应堆安全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可以

利用这个平台,加强国内的核安全文化

建设,同时深化与日韩等周边国家的核

安全合作。核安全峰会有利于促进中美

两国就核安全展开建设性合作,扩大双

边利益。中国还可以借助核安全峰会宣

传我国比较成功的加强核安全的举措,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倡导既

要推动民用核能发展,又要加强核材料

和核反应堆安全的理念。
二、金正日逝世后的朝核问题走势

与会学者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器是

外因和内因共同决定的,外因涉及国际

环境、朝美关系、朝韩关系等方面,内因

涉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由于朝鲜发展核

武器的主要原因没有改变,所以在现有

的国际环境下,朝鲜不愿意放弃其已经

拥有的核能力;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对其

有利的国内外环境,朝鲜有可能在其现

有核能力不受到威胁的前提下做出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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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
也有学者指出,近期美朝在第三次

会谈后达成的协议是出于维持半岛局势

稳定的需要。该协议对美朝均有好处。
对美国来说,2012年是选举年,如果美

国在朝核问题上取得进展,对奥巴马的

竞选连任是有利的。对朝鲜来说,通过

美朝接触,确定了金正恩在双方谈判中

的地位,同时有利于国内稳定。美朝虽

然达成了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突破,因
为朝鲜此前曾经作过类似的表态,朝核

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很多。
三、当前伊朗核问题的形势

与会学者认为,根据国际原子能机

构去年的报告和2012年2月伊朗公布

的核技术进展情况可以判断,伊朗的核

技术并没有很大的突破,也没有充分的

证据证明伊朗正在发展核武器。美国和

以色列商讨对伊朗动武是出于政治考

虑,意在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

要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撤军后美国在

中东难以控制的国家只有伊朗。伊朗国

内比较团结,不会出现利比亚和叙利亚

那样的情况。美国更寄望于通过制裁对

伊朗施加压力,限制伊朗国内的经济发

展,削弱其经济实力,如有可能则推动其

政权更迭。美国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

下,不会对伊朗动武。以色列也不会像

其宣传的那样主动对伊朗动武。毕竟战

争的代价很大,而且军事手段也无法从

根本上解决伊朗核问题。
有学者指出,联合国安理会、欧盟、

美国及美国的盟国都有制裁伊朗的措

施,此外还有大量的防扩散措施涉及伊

朗。实际上,联合国、欧盟的制裁手段都

是美国发明的,是美国制裁的国际化。
这些制裁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已经远

远超越了防扩散的范围。美国希望通过

经济制裁引发伊朗国内政治势力的变

化,但实际上制裁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对于美国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互

动,有学者指出,伊朗问题涉及多个方

面,包括能源安全、中东和平、防扩散和

反恐等问题,但美国只想与伊朗谈核问

题。美国和伊朗很难找到共同点,双方

妥协的意愿也比较弱。美国不与伊朗讨

论其最关切的问题,只想谈核问题,结果

就容易导致谈判失败。以前美伊谈判的

核心问题是,伊朗不愿意放弃其铀浓缩

权利。今后,美国可能同意保留伊朗的

铀浓缩权利,但加大对伊朗发展民用核

能的限制。

李恒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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曫著述巡礼

《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2):美国全

球及亚洲战略调整》暋黄平、倪峰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
月第1版。全书约37.4万字。

本书是由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组织编

写的美国蓝皮书2012卷。全书分总论,
美国全球及亚洲战略调整,美国经济、政
治与社会,中美关系四个部分,既有对美

国当今实力、地位的较为宏观的分析,也
有对美国近年来具体内政、外交政策的

微观考察,是读者观察和认识美国及中

美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参考。
本书主编黄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

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

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倪峰系中国社科院

美国所副所长。
(李洋暋供稿)

《美国文明三部曲:制度“创设暠—经

济“合理暠—社会“平等暠》暋何顺果著,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除导言和后论外,共3章,约15.6万字。

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在

本书中,作者集多年教授、研究美国史的

思考,对美国文明的发展历程做出了自

己的总结概括。作者认为,美国文明本

质上是一种现代法治文明,因为在其发

展、演进中,法律始终是起核心作用的要

素。这表现为:首先,美国文明之国家体

制、政府模式的建构是以《合众国宪法》
的制定起步的;其次,正如托克维尔所指

出的,美国出现的政治问题最终基本上

都是作为司法问题解决的;再次,美国文

明取得的每一个进展或成果也总是以一

定的立法或司法方式被确定下来。因

此,作者以法律为切入点,将美国文明的

发展历程分为三部曲加以论述。本书用

三章分别论述了这三部曲,即立国过程

中的制度创设,在垄断和反垄断过程中

对于“合理暠标准的确立,民权时代对社

会平等的追求。简言之,美国文明的发

展就是“制度创设暠、“经济合理暠、“社会

平等暠三部曲。作者指出,在美国文明发

展的这三部曲中,“人人生而平等暠和对

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是塑造美国文

明的路径和基本线索。他认为,这条美

国文明发展路径的形成,归功于两个重

要机制:一是宪法中的宪法修正案条款,
二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制度。

本书系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世界文

明之路丛书》之一。
(卢宁暋供稿)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逻辑:遏
制战略解析》暋周建明著,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全

书共10章,约35万字。
本书作者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

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本书以美国对外关

系文件的翔实史料为基础,系统研究了

军事实力、外交力量、经济防卫政策、秘
密行动在遏制战略中的运用。本书作者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重新审视美国安全战

略,探究它的基本因素和基本逻辑,并对

之进行客观评价,以期为中国制订国家

安全战略提供借鉴和参考。
(李洋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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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暋暋后

本期专论刊发了两篇讨论美国实力变化的文章。孔祥永、梅仁毅的文章指

出,近年来世界上出现了“美国软实力衰落论暠,但美国软实力的各个组成部分如

在科技、教育、人口方面的竞争力,以及在思想、规范和制度安排方面的影响力,
均未衰落;真正对美国软实力造成伤害的因素是美国民众的情绪和国内分歧。

朱成虎、孟凡礼的文章认为,金融危机虽然对美国实力造成重创,但美国的

实力地位不会就此衰落,其全球主导地位也未发生根本动摇,并将维持相当长一

段时期。它的一系列国家机制能够保障美国最终摆脱衰退,重新焕发活力。
张业亮的文章讨论了美国国内围绕同性婚姻的争议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

响。他指出,争议主要围绕同性恋者是否拥有结婚权、同性婚姻是否享有与异性

婚姻同等的法律权利和经济、社会福利而展开,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和道德价

值观及传统的婚姻观与平等权之间的冲突;它已成为区分民主、共和两党的标志

性问题,也是近几次总统选举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张勇的文章认为,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面对由中国崛起带动的区域一体

化的挑战,开始编织以双边同盟为核心、少边安全组合为结点、多边安全参与为

外围的多层次新亚太安全网。少边主义外交体现了美国通过扩大合作为其霸权

减负和将中国“嵌入暠关系网络的政策取向。
高程的文章探讨了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问题。他指出,认为美国对外政

策既受利益支配又受理想主义价值诉求影响的“二元决定论暠并不准确,美国对

外政策和战略的选择是以物质利益为主导的,植根于“例外论暠的理想主义价值

观作用微弱,难以构成独立影响外交政策的“一元暠。
冷雪梅的文章讨论了1980年代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她指出,虽然美国对

伊拉克的“偏向暠政策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相互矛盾的政策却迭次而

出;尽管这一时期美国不断调整对伊政策的过程体现了其海湾战略由意识形态

主导向经济和政治利益主导的转移,但政策的乱象最终却以海湾战争爆发而收

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美国政策失误酿出的苦果。
陈积敏的文章论述了美国非法移民的治理及其困境。他指出,美国政府从

整合移民执法资源、强化边境执法力度与更新国内工厂执法方式等方面着手进

行非法移民治理,但这些政策措施并未对非法移民形成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在

造成非法移民治理困境的诸多原因中,一个强大的非法移民利益链的存在是治

理道路上最大、最难以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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