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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U.S.ElectionsandSino灢U.S.Relations

ReasonsforObama狆sRe灢electionandChallenges
inhisSecondTerm ZhouQiandQiHao暋 (7)……………………
Inthe2012Americanpresidentialelection,theincumbentPresident
BarackObamawasre灢electedbyalarge margin.Mainfactorsfor
Obama狆svictoryincludetheimprovementoftheeconomyandem灢
ployment,supportbythemajorityofethnicminorities,andgreater
favorabilityofthemid灢lowincomegroup.Nevertheless,inhissecond
term,athome,agravelypolarizedsocietyandthepersistentwrang灢
lingbetweenthetwopartiesinCongresswouldblockObama狆sefforts
tofulfillhisfollowingpolicyobjectives:toputthemedicalcarere灢
formactintopractice,todevelopcleanenergyandreducegreenhouse
gasemissions,andtopushanewimmigrationlawbyworkingwith
theCongress.Abroad,theObamaadministrationhasshownthein灢
tentiontocontinuethestrategyof“rebalancing暠towardstheAsia灢
Pacific.However,theObamaadministration wouldbeconfronted
withtwoproblems.Oneistomaintainabalancebetweenstrengthe灢
ningthetieswithitstraditionalAsianalliesanddevelopingcoopera灢
tiverelationswithChina.Theotheristhattheseriousandcomplica灢
tingsituationintheMiddleEastmayholdbackhisstrategicadjust灢
ment.

Cycles,PartyRealignment,andSectionalismofAmerican
PresidentialElectionsinHistoricaland
ComparativePerspectives XieTao暋(30)……………………………

MostofthestudiesofAmericanpresidentialelectionsaresingle灢case
studiesthatfocusonthepresentelectionandhencefailtoputthee灢
lectionoutcomeinproperhistorical灢comparativecontext.Basedon
theoriesofhistoricalcycles,partyrealignment,andsectionalism,
thispaperarguesthattheelectionsof1968and1992arecriticalelec灢
tionsthathaveresultedinpartisanandsectionalrealignments.The
paperfurtherarguesthattheoutcomeofthe2012electionlargely
continuesthepatternsofpartisanandsectionalrealignmentsestab灢



lishedinthewakeofthe1992election.Thepaperpredictsthatthere
wouldbeanewroundofpartyrealignmentafter2016,whenBarack
Obama狆ssecondtermends.

The2012U.S.PresidentialElectionandSino灢US
Relations ZhangYeliang暋(46)………………………………………
TheissueofChinaandU.S.policytowardChinaremainedahottop灢
icthroughoutthe2012Americanpresidentialelection.Contraryto
politicalandsecurityissuesintheprecedingelectionsaftertheCold
War,theChinaissueinthiselectioncenteredoneconomicandtrade
issuesthatarerelatedwithAmericandomesticeconomicproblems.
BashingChinaonsuchissuesastherenminbiexchangerate,trade
practice,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China狆sholdingsofU.S.
Treasurysecurities,aswellashowtocopewithChina狆seconomic
competitionweretworecurringthemeswhenthepresidentialcandi灢
datesmentionedChinainthecampaigntrail.Apartfromcampaign
interestsandAmericanpublicanxietyovertheirlivingconditionsun灢
derthesluggisheconomyandjobsituation,howtodealwitharising
ChinaanditschallengestoU.S.globalsupremacy,whichisoneof
thekeyforeignpolicyissuesthenextU.S.presidenthastoaddress,
wastheinherentandmoreimportantfactorthatmadeChinaacam灢
paignissue.Thisreflects,inasense,thestructuralchangesofU.
S.灢ChinarelationscausedbytheriseofChinaandthenarrowingof
thepowergapbetweenthetwocountries.Economywillbecomethe
mostintensiveareainSino灢U.S.strategiccompetition.

The2012U.S.CongressionalElectionsandtheInfluenceof
theNewCongressonU.S.Policy
towardsChina DiaoDaming暋(68)…………………………………

The2012CongressionalElectionsshowthevigorousreturnofparti灢
sanship.WithredistrictingandPresidentialcoattaileffects,thetrend
ofpartisanpolarizationcontinues.TheDemocratshasgotslightgain
inSouthernredstatesasaresultofchangingdemographicstructure,
especiallythegrowthofminority,whiletheRepublicanPartyisdriv灢
enfurtherrightbytheTeaParty.Consequently,thepartisanstale灢
mateinCongresswillstayforalongtime,andthenewly灢elected
CongresswillcontinuetobattlewithPresidentObamaonmanydo灢
mesticandforeignissues,whichundoubtedlywilldistortnationalin灢
terestandlandAmerican灢styledemocracydeeplyinmythandconfu灢
sion.AsfortheUSChinapolicy,theCongressmaycontinuetoplay
theroleof“discordantnote暠,whichislikelytodisruptthesteady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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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developmentofSino灢USrelations.Thearticlearguesthatthe
dividedgovernmentmayprovokemorenegativeactionsontheChina
issue,andhencebringunnecessarycosttothebilateralrelations.
Moreover,thechangesandadjustmentsofthemembersandleader灢
shipsinthekeycongressionalcommittees,inthekeycongressional
caucuses,andthechangesofthecongressionalmembersrelatingto
China,andevenchangesofTeaPartymemberswillincreasethepos灢
sibilityofthenegativeimpactofthe113thCongressontheChinais灢
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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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ibuster,apowerfulparliamentarydevicetodelayorentirelyob灢
structavoteonagivenbillwithactionssuchasprolongedspeechor
otherproceduresinthe UnitedStatesSenate,wasemployedfre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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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flictbetweentheforcestoprotecttheminorityandtheunder灢
lyingprinciplesofchecksandbalancesandthegroupstoensurema灢
jorityrulesoastosafeguardefficiencyandsmoothoperationofthe
government.FilibusterembodiesthevaluesofU.S.democracyin
protectingminorityrightsandrestrainingunlimitedpowers.

ThePoliticsofDemonstrationandtheCombatagainsttheTudehParty:
thePointFourPrograminIran YuGongde (111)…………………

AccordingtothecontainmentstrategyoftheCold War,theU.S.
governmentimplementedthePointFourPrograminIranoutofcon灢
cernovertherapidgrowthofthecommunistpartyTudeh.Tocom灢
battheappealofthecommunistidealamongtheIranians,theU.S.
governmentunderlinedtheimportanceofdemonstrationanddevoted
tospreadinganidealofprogressandamodeofdevelopmentbycarry灢
ingouttheProgram.Throughthewarofideals,theU.S.govern灢
menthopedtowintheheartsoftheIranianpeopleagainsttheTudeh
Party,butitwasnotsuccessfulin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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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连任的原因及其
第二任期面临的挑战栙

周琪暋 齐皓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在任总统奥巴马以较大优势获得连

任。经济和就业状况的好转、绝大部分少数族裔的支持,以及中、低家庭收

入的选民对奥巴马的好感,是奥巴马赢得大选的主要原因。然而,奥巴马仍

然面临国内政治极化严重和两党在国会中难以妥协的局面,这将使他完成

其第一任期遗留下来的国内政策目标方面遇到重重阻力,包括实施医保改

革法;在推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政策方面取得进展;同国会合作制定新的

移民法。在外交政策方面,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推进“战略再平衡暠,但是将遇

到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在加强与传统盟国的关系和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之

间进行平衡;二是中东的严峻局势可能对其战略调整构成牵制。

关键词:美国政治 总统大选2012奥巴马 国内政策 外交政策

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落下帷幕,到11月7日为止,美国大选最终结果显

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赢得332张选举人票,罗姆尼为206张。奥巴

马的普选选票为6204灡977万张,米特·罗姆尼(MittRomney)为5875灡7388万张。

民主党保住了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获得53席,比大选前增加了2席,共和党为45
席。共和党得以继续控制众议院,以233比194领先于民主党。在11个州的州长选

举中,民主党人在特拉华、密苏里、蒙大拿、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华盛顿和西弗吉尼亚

州获胜,共和党人在印第安纳、北卡莱罗纳、北达科他、犹他州获胜,这样,共和党的州

栙 《美国研究》匿名专家为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笔者参考评审意见进行了修改。特此致谢!



长职位增加到30位,民主党减少至19位。栙

一暋大选前民调与大选结果的差异

2012年9月初,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全国范围内的角逐正式展开。

虽然在正式选举之前,奥巴马成功连任的呼声仍然较高,但选前也有很多分析认为,

经过三次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辩论,罗姆尼开始获得某些优势,表现为民意支持率逐渐

上升,甚至有赶超奥巴马之势,这将使奥巴马获得连任更加困难,甚至有可能出现奥

巴马在选票总数上输给罗姆尼、仅靠选举人票获胜的情况。选前的三次辩论及之前

的民调都表明此次大选结果悬念较大,很难排除偶然性因素对大选结果的影响。

在三次辩论开始之前,罗姆尼与奥巴马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2012年9月

30日~10月2日之前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在已注册的选民中,奥巴马与罗姆尼的支

持率之比为50%:45%,在第一次辩论刚刚结束之后的10月4~6日的民调中,两人

在注册选民中的支持率持平,均为47%,而且罗姆尼的优势还在不断扩大,到10月

15日,第二次辩论开始之前,在可能投票的选民中,罗姆尼与奥巴马的支持率之比为

50%:46%。此外,在10月9~15日的民调中,奥巴马与罗姆尼在注册选民中获得的

支持率逐渐接近,到10月14日以后都为47%。栚

显然,鉴于辩论之前罗姆尼在支持率上落后于奥巴马,第一次辩论后的民调数据

表明罗姆尼获胜。但在后两次辩论中,不同的民调都显示美国民众认为奥巴马表现

得更为出色。在10月17~18日的盖洛普民调中,76%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观看了第

二次辩论,51%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在辩论中表现出色,而罗姆尼得到的支持率为

38%。栛 在第三次辩论后的10月23~24日的民调中,56%的选民认为奥巴马表现

更好,而认可罗姆尼表现的选民比例为33%。栜

尽管民调显示,奥巴马在三次辩论中以2:1获胜,但是三次辩论的侧重点有所不

同。第一次辩论集中于美国国内问题,主要是失业、财政赤字等经济问题,这是美国

选民最关心的话题,而后两次辩论主要集中于外交政策方面,美国选民对这些问题的

关注程度弱于经济问题。这在随后的民调中有所体现。盖洛普10月23~24日的民

·8· 美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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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lectionMaps,availableat:http://www.politico.com/2012-election/map/#/President/2012/.
LydiaSaad,“Romney50%,Obama46% AmongLikelyVoters,暠October16,2012,availableat:http://

www.gallup.com/poll/158048/.
JeffreyM.Jones,“ObamaJudged WinnerofSecondDebate,暠October19,2012,availableat:http://

www.gallup.com/poll/158237/obama-judged-winner-second-debate.aspx.
FrankNewport,“ViewersDeemObamatheWinneroftheThirdDebate,暠October25,2012,availableat:

http://www.gallup.com/poll/158393/viewers-deem-obama-winner-third-debate.aspx.



调还针对三次辩论询问选民,哪位候选人在三次辩论中表现更佳,虽然普遍认为奥巴

马以2:1的总比分获胜,但是46%的民众认为总的来说罗姆尼表现更佳,认为奥巴

马表现更佳的比例仅为44%。另一个更具说服性的数据是盖洛普2012年10月20

~26日的民调,它显示,在注册选民中,奥巴马与罗姆尼的支持率持平,均为48%,而

在可能投票的选民中,罗姆尼的支持率为51%,高出奥巴马五个百分点。

在这种胶着的选情下,美国的一些摇摆州成为决定大选结果的关键。主要原因

有二:一是2008年以来,民主党丧失了很多“基本盘暠。从2008年到2010年,坚定支

持民主党的州从30个减少至14个。2011年2月的盖洛普民调显示,2008年在坚定

支持民主党的30个州内,民主党支持率至少领先共和党10个百分点,但在奥巴马取

胜之后,这些票仓逐渐流失,在两年内“缩水暠幅度超过一半,有6个州变为摇摆州。栙

二是民主、共和两党选民对总统工作满意程度的两极化现象极其严重,这种趋势

在奥巴马任内逐渐加强,到2012年10月三次辩论结束后达到顶点。极化的严重使

得两党在能够确保获胜的州下功夫意义不大。在10月进行的针对民主、共和两党对

总统施政满意度的盖洛普民调显示,90%的民主党选民对奥巴马的工作表示满意,而

只有8%的共和党选民对奥巴马的工作表示满意,两者的差距为82%,这是1984年

有记录以来,在总统大选年的10月,两党对现任总统施政满意度之间出现的最大差

距。1984年,在里根竞选连任之前,这一差距为68%,1992年老布什竞选连任之前,

这一差距为56%,1996年,克林顿为63%,2004年,小布什为80%。调查数据显示,

奥巴马执政以来,两党对其施政满意度的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在2009年,平均差

距为65%,到2010年,差距扩大到68%,到了2012年,更进一步扩大到75%。在现

任总统谋求连任的年份,两党选民对现任总统工作支持率的差距往往达到最高值,

2012年的差距仅次于2004年小布什竞选连任时76%的差距,而2004年小布什仅以

微弱的优势战胜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栚

上述选前民调数据都预示,在此次大选中奥巴马获得连任之路将充满荆棘。然

而,最终的结果却与此前的民调数据有较大出入,奥巴马不仅以较大优势获得连任,

而且在俄亥俄、佛罗里达、内华达、科罗拉多等九个关键摇摆州都取得了胜利。这说

明尽管存在着经济上的短板,仍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帮助奥巴马最终获胜。

·9·奥巴马连任的原因及其第二任期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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栚

JeffreyJones,“NumberofSolidDemocraticStatesCutinHalffrom08to10,暠February21,2011,availa灢
bleat:http://www.gallup.com/poll/146234/number-solidly-democratic-states-cut-half.aspx.
JeffreyM.Jones,“Americans狆ViewsofObamaMorePolarizedasElectionNears,暠October12,2012,a灢
vailableat:http://www.gallup.com/poll/158018/americans-views-obama-polarized-election-nears.
aspx.



二暋奥巴马获胜的主要原因

奥巴马在2012年的竞选连任中获胜有多重原因,主要有:

(一)大多数少数族裔支持奥巴马

奥巴马能获得连任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得到了少数群体的支持。选后的出口民调

显示,白人选民占选民总数的72%,少数族裔选民占28%。尽管在白人选民中,罗姆

尼领先于奥巴马20%,但是奥巴马得到了80%少数族裔的支持,这些少数族裔主要

由拉美裔、非洲裔和亚裔三大群体所组成。栙

在这些少数族裔群体中,非洲裔选民继续支持奥巴马。有93%的非洲裔选民在

本次大选中投票给奥巴马,这与2008年95%的比例几乎持平。栚 奥巴马作为第一位

黑人总统,得到大部分非洲裔选民的支持属情理之中,因此这可以被视为奥巴马获胜

因素中的常量。其他两个少数族裔群体是拉美裔和亚裔,它们所占的投票比例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与2008年大选相比,奥巴马在本次大选中从这两个群体获得了更多

的支持。栛

在投票站所做的出口民调显示,大约71%的拉美裔选民投票支持奥巴马,只有

27%的支持罗姆尼。这是自1996年以来民主党在拉美裔选民中获得的最大优势。

在2008年大选中有67%的拉美裔选民投票支持奥巴马,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

恩则获得了38%的支持率。此外,在此次大选中,拉美裔选民占到选民总数的10%。

特别是在几个关键的摇摆州,拉美裔选民的支持是奥巴马获胜的关键。在科罗拉多

州,奥巴马与罗姆尼在拉美裔选民中的得票率之比为75%:23%,在内华达,两人得

票率之比为70%:25%。而且在这两个州中,拉美裔选民占选民总数的比例都有所

上升,科罗拉多的拉美裔选民比例从2008年的13%上升到2012年的14%,内华达

州的比例从15%上升到18%。在佛罗里达,非古巴裔的选民比例呈上升趋势,尤其

是在佛罗里达中部地区,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民数量的上升使得奥巴马获得了比2008
年更大的优势。根据在佛罗里达州投票站出口进行的民调,60%的拉美裔选民支持

奥巴马,只有39%的支持罗姆尼。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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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在此次大选中获胜还得益于大多数亚裔美国人的支持。民调显示,绝大

部分亚裔美国人在大选中支持奥巴马,有73%的亚裔选民投票给了奥巴马,投票支

持罗姆 尼 的 亚 裔 仅 有 26%。栙 此 外,“亚 裔 美 国 人 法 律 辩 护 与 教 育 基 金 会暠

(AALDEF)和“亚太地区美国社区同盟暠(CAPACD)两个组织也在大选前夕进行了

一次针对亚裔选民的民调,这次民调采用的是中文、韩文和越南语。结果显示,支持

奥巴马的亚裔美国人是支持罗姆尼的三倍。根据“亚裔美国人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

会暠的调查,1996年至今,亚裔美国人的投票数量增长了128%,这使得亚裔成为投票

比例增长最快的少数族裔。尽管亚裔选票只占选票总数的3%,但有可能在2030年

之前增长到7%。在这次调查中,47%的亚裔认为奥巴马关心与亚裔美国人有关的

问题,只有14%认为罗姆尼关心这些问题。亚裔选民最为关心的是改善经济状况、

医疗照顾、教育改革和移民问题,60%的受访人认为政府应当在提供医疗保险方面发

挥更大的作用。在移民政策方面,35%的接受民调的亚裔选民表示他们更愿意看到

奥巴马连任,原因是奥巴马决定暂停驱逐那些被父母非法带入美国境内的年轻人。

“亚太地区美国社区同盟暠领导人认为,美国的两大政党必须注意到亚裔选票在增长,

因为在这次大选中,在一些关键的摇摆州,例如内华达和弗吉尼亚州,亚裔选民已经

能够影响到选举结果。栚

美国少数族裔支持奥巴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奥巴马的社会政策尤其是移民政

策,更加符合他们的利益。在第一任期,奥巴马对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采取了较为温

和的政策。他在10月接受艾奥瓦州媒体的一次采访中透露,他将在第二任期的前两

年推动国会通过移民改革法案。而罗姆尼及共和党一直支持对非法移民采取较为强

硬的政策。根据大选前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民调,尽管拉美裔选民也同其他族

裔的选民一样,把经济视为美国最大的问题,但是他们同样关心移民问题,很多拉美

裔选民都担心罗姆尼不愿在移民政策改革方面采取具体措施。尽管拉美裔选民也对

奥巴马没有进行全面的移民政策改革感到失望,但支持奥巴马给予一些非法入境的

年轻移民赦免权,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少数族裔选票在大选中影响力上升的主要原因在

于:首先,少数族裔人口在过去十几年中的持续增长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2010
年在美国进行的人口普查统计表明,美国拉美裔人口已从2000年的3530万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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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0年的5050万人,增长率高达43%,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6%。相比之下,白人

人口在这10年间从1.946亿人增加到了1.968亿人,增长率仅为1%,在美国人口

总数中所占比例从69%下降至64%。此外,亚裔人口已从2000年的1020万人增加

至2010年的147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从10年前的4%提高到5%。栙 美国人

口普查局2012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7月,美国白人婴儿占全年新生

儿的49.6%,包括拉美裔、亚裔、非洲裔和混合族裔在内的少数族裔的婴儿出生率占

50.4%,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白人新生儿未过半数的情况。栚

其次,投票结构发生了变化。美国总统大选的总投票率一般维持在50%~60%
之间,多年来变化不大,栛但是各族裔所占的投票率却有很大的变化。统计显示,从

1992年到2012年美国共经历了六次大选,在这六次大选中美国白人投票所占比例

呈现出逐次下降的趋势,历次的比例分别是87%、83%、81%、77%、74%和72%,20
年间共下降了15%,平均每次下降3%。同期,非洲裔投票所占比例从8%上升到

13%,拉美裔从2%上升到10%,亚裔则从1%上升到超过2%,其他族裔约占2%以

上。一般来说,非拉美裔白人族裔相对支持共和党,其他族裔普遍则支持民主党,而

奥巴马的非洲裔特点使得他能够吸引大多数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在2008年和

2012年两次大选中,支持奥巴马的非洲裔选民高达95%和93%,其他族裔也把67%
以上的选票投给了奥巴马。栜

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到2012年的大选,而且可以预料,此种趋势还会

继续下去。根据皮尤中心2008年的预测,到2050年,美国的少数族裔将成为美国的

多数群体。其中,拉美裔将从占美国人口的17%上升到29%,非洲裔选民将小幅上

升到13%,亚裔选民将从5%上升到9%。在少数族裔比例上升的同时,非拉美裔白

人将从2008年占美国总人口的63%下降到2050年占一半甚至一半以下。栞 外来移

民的不断增加和白人较低的出生率,是导致这种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在最近

40年中,美国经历了历史上的移民高潮,超过4000万移民来到美国。与此前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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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不同的是,以前移民的主要来源是欧洲,而最近几十年移民的主要来源是拉丁美

洲和亚洲。这些移民的特点与几个世纪前来自欧洲的移民一样,即他们之中有很大

一部分是到了生育年龄的女性,其生育率超过美国本土出生的女性,这些群体中的人

口增长动力更多来源于高出生率。同时,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出现了老龄化趋势,其

出生率一直在持续下降。

不过,尽管外来移民的数量不断增长,外来选民数量的增长速度仍慢于移民数量

的增长速度,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很多新移民尚不具有投票资格,二是美国

的少数族裔平均年龄低于白人,因此达到投票年龄的选民数量少于美国本土出生的

白人选民。根据2011年美国人口统计局的估算,在18岁以上年龄的人口中66%是

非拉美裔白人,这一比例比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高出3个百分点,而拉美裔只占18
岁以上人口的15%,比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低2个百分点。这说明外来移民的年龄

是造成他们选民数量较少的主要原因。不过,这种情况会在未来几十年中,随着拉美

裔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和白人生育率的下降而发生较大程度的变化。栙

(二)经济信心指数和就业率持续改善

选后的出口民调显示,尽管59%的民众认为经济是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但其

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不振给奥巴马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认为奥巴马

或罗姆尼更善于处理经济问题的选民比例大致持平,分别为48%和49%。这说明,

尽管罗姆尼在竞选中始终宣称自己在改善经济状况方面更在行,但他并没有在选民

心中与奥巴马拉开差距;其次,在谁应当对美国当前经济状况负责的问题上,53%的

选民归咎于小布什,只有38%的选民认为是奥巴马的责任。栚

此外,大选前美国经济状况的不断好转也帮助奥巴马在大选中获得更多未确定

的选票。2012年10月30日盖洛普公布的关于经济信心指数的民调显示,美国经济

信心指数升至4年多来的最高值,显示了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在2012年10
月28日的一周,美国经济信心指数升至-14,为该机构自2008年1月初开始统计该

指数以来的最高点。栛 盖洛普公司在2008年1月初开始统计该指数时,美国经济信

心指数为-24,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经济信心指数在2008年10月初降至-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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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低点。美国经济信心指数由美国民众对经济现状的信心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两

项分指标组成。美国经济信心指数显著提高,是由于该指数的两项分指标都有所改

善。有16%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美国经济表现强劲,39%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美国

经济表现糟糕,45%的人认为美国经济将逐渐改善,49%的人认为美国经济将变得更

糟糕。栙

大选前美国就业状况的持续好转也为奥巴马带来了更多的支持。2012年10月

5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失业率从2012年8月的8.1%降至9月的

7灡8%,近四年来首次低于8%。10月份劳工部的就业报告显示,9月美国新增加了

17灡1万个就业岗位,高于8月和9月。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就任总统当月的失业

率恰好是7.8%。与此同时,美国7月和8月的就业数据也都根据季节变化被向上

修正,8月份增加的就业人数向上修正为14.2万人,初值为9.6万人;7月的就业人

数也由原来的14.1万人修正为18.1万人。栚

(三)多数中低收入选民对奥巴马更有亲近感

除经济状况、人口结构变化等一些影响选举的客观因素外,选民对两位候选人的

印象也是影响投票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美联社所做的一份出口民调显示,选民对

奥巴马更有好感。民调的主要问题是:“你认为哪位候选人更接近于普通人暠,选择奥

巴马的选民超过罗姆尼10个百分点,而且91%的持这种观点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

奥巴马。栛 在《华盛顿邮报》的选举站出口民调中,有一组问题是针对两位候选人的

主要特点的,包括“候选人是否关心像我这样的人暠,“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暠,“与我

有相同的价值观暠,以及“具有未来的视野暠四个问题,有21%的选民认为第一个问题

最为重要,这部分选民中的81%投票支持奥巴马。栜

同时,大多数选民认为罗姆尼的政策倾向于富人,这与对奥巴马政策的评价形成

了鲜明对比。70%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倾向于中产阶级和穷人,只有

40%的受访人认为罗姆尼的政策也有利于中产阶级。在大选过程中,奥巴马也充分

利用了这一点对罗姆尼进行抨击,他特别指出后者提出的全面减税政策有利于富人,

但牺牲了中下层收入者的利益。许多选民对此有同感,这反映在不同收入水平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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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表现出的不同投票倾向中:在家庭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选民中(这部分选民占总

选民数量41%),奥巴马赢得了60%的支持,而罗姆尼只得到38%的支持。栙

三暋奥巴马连任后的国内政策挑战

展望第二任期,奥巴马在国内政治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这是因为:

首先,与2008年大选相比,在本次大选中奥巴马所得选票大幅度减少,而且在选

票结构方面,奥巴马和罗姆尼分别得到了不同族群、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教派选民的支

持,这意味他将面对一个选民和族群严重分裂的美国。目前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仍

然是经济复苏。未来奥巴马的经济、社会政策能否得到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能否有

效改善就业状况、加快经济复苏,尚待事实的检验。

其次,两党的政治争斗依然激烈。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时声称要成为一名联合

两党政治意愿的总统,但四年过去了,他非但没有做到这一点,两党之间的分歧还有

所加剧。特别是在其第一任期期间的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民主党在

参议院中的多数席位也下降到了60席以下,而两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中的表决基本上

以党派划界,这使得奥巴马难以推动国会通过任何具有实质性的改革议案。此次大

选的结果并没有改变国会中的这种局面。因此,未来新政府能否说服共和党人在一

系列政策上达成妥协,是奥巴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可以预料,奥巴马在国内政策方面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以下

一些问题上:(1)实施医保改革法;(2)在推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政策方面取得进

展;(3)同国会合作制定新的移民法。

在这三个主要任务之外,奥巴马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如何避免美国坠入“财政悬

崖暠(fiscalcliff)。“财政悬崖暠一词由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Bernanke)首先使

用,是指到2013年1月1日小布什政府时期推动的减税政策即将到期,而新的开支

计划可能导致巨大的财政缺口。栚 如果美国国会无法在2013年1月1日以前就削减

赤字计划达成一致,为避免政府债务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美国将自动启动减少赤字

的计划。根据美国财政部2012年9月公布的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和债务增长速度,美

国政府削减支出和增加税收的规模必须达到6000亿美元,而联邦税收和开支的“一

减一增暠突然转变为“一增一减暠,预计将影响企业收益和个人福利,进而影响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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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费,从而可能导致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栙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报

告,如果国会不能避免大规模增税和自动减少赤字,美国2013年底的失业率将达到

9.1%,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0.5个百分点。栚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会能够再次在提高债务上限方面达成妥协,美国也必须在

税改和减少赤字方面采取措施。然而,民主和共和两党在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将使美

国经济面临严重考验。奥巴马政府认为增税对象应以富人为主,这一方面可以促进

美国社会的公平稳定,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消费;共和党则认为对富人大幅度增税会破

坏他们投资的积极性,更加不利于改善就业状况和美国经济的复苏。民主和共和两

党还在税收改革和减少赤字的时间表上存在分歧。2012年11月7日,美国众议院

议长约翰·博纳(JohnBoehner)表示,占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将与奥巴马总统

合作,建议以税制改革方式增加财政收入,而非仅对富人增税。他提议,两党可先就

如何避开“财政悬崖暠找到短期解决方案,然后在2013年就更长远的税收改革和减少

赤字方案达成妥协。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哈里·里德(HarryReid)则倾向于

在年内达成预算协议,而不是采取临时措施避开“财政悬崖暠,把问题遗留给2013年

1月开始的新一届国会。

在整个第二任期,奥巴马在国内政策方面的第一个目标是全面实施医改法。医

改法被视为奥巴马执政以来的最大成就。奥巴马在第一任期投入了全部个人资本推

动国会通过医改法案,并最终在2010年使国会通过了《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

(ThePatientProtectionandAffordableCareAct,PPACA)的名称在国会以微弱多

数获得通过。在法案通过后的两年时间里,美国国内的质疑声从未间断,共和党人更

是对新的医保法耿耿于怀。此次大选期间,罗姆尼甚至提出如其当选,就将在其就任

的第一天推翻“奥巴马医改暠。栛 在医改法上之所以争议不断,关键在于其中的“强制

参保暠条款。全美相继有26个州出现了有关“医改违宪暠的诉讼,认为美国宪法并未

赋予政府机构强制民众购买医保的权力,医改法干涉了个人自由,应被视作违宪。

2011年8月,设在亚特兰大的联邦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医改法违宪,成功地将

其提交最高法院。2012年6月28日,最高法院裁定,奥巴马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险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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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法大部分条款符合宪法,其中最具争议的“强制医保暠条款也得以保留。栙

医疗改革法将于2014年全面实施,联邦和各州议会、政府将面临如何推行医改

法的细节问题。在实施该项法的过程中,各州及私营保险公司能够保持多大的灵活

性,将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争论的焦点。2012年11月6日的出口民调显示,在全民医

改法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评论认为,在奥巴马的

第二任期,实施医改法仍将困难重重。奥巴马需要挑选15名专家组成“独立支付顾

问委员会暠,就如何削减联邦医疗保险提出建议,这些成员需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

但到目前为止,奥巴马还没有提出独立支付顾问委员会的任何一位人选,而共和党议

员早已对该委员会充满了敌意。栚

第二个目标是,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政策方面取得进展。奥巴马再度当选,意

味着这些方面的政策将延续。2009年上任伊始,奥巴马就倡导同气候变化作斗争,

以后又围绕着发展清洁能源而制定了美国的经济复苏计划。医保改革和气候变化本

是奥巴马总统的两大目标,他在第一任期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之后,气候变化将成为其

第二任期的政策重点。2012年11月14日,奥巴马表示,他将在第二个任期内与国

会合作,在不损害美国经济的前提下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目前,页岩气开发在美国的

迅速发展使许多美国人产生了一些乐观的看法,即美国将实现天然气自给和在不久

的将来完全停止从中东进口石油。但是,考虑到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气候变化和发展

清洁能源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传统能源利益集团的强大游说能力,奥巴马能走多远,

仍将是一个问题。

奥巴马的第三个目标是,尽全力通过新的移民改革法。2008年,奥巴马在竞选

总统时曾承诺他当选后将立即推动移民改革法,也因此赢得了大部分拉美裔和亚裔

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奥巴马在第一任期曾多次敦促国会批准针对非法移民的移民

改革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奥巴马政府开始采取一些灵活政策。2012年6
月,奥巴马宣布将暂停遣返儿童时期进入美国的守法的年轻非法移民,并向他们发放

工作许可证。根据这项新政策,符合不被遣返的非法移民的标准是:非法进入美国时

年龄应低于16岁,目前年龄应在30岁以下,必须在美国生活至少连续五年,必须在

美国高中毕业或者通过全美承认的替代高中毕业生文凭的“一般教育发展考试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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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D),或者仍在校就读或者在军中服役,而且必须没有犯罪记录。栙 在大选的最后

阶段,奥巴马表示,他将在第二任期上半年推动国会通过新的移民改革法。奥巴马的

这些言行使得少数族裔对他寄予厚望。大选结束后,拉美裔团体即开始敦促奥巴马

兑现承诺,尽快与国会协商推动移民改革法案,并表示奥巴马的决定将影响下一次中

期选举。栚 这样,移民改革将成为奥巴马第二任期,尤其是这一任期前两年的紧迫任

务之一。

四暋美国“战略再平衡暠的继续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在外交领域里同样面临着许多难题,甚至存在着美国被卷入大规模冲突

或战争的危险。因此,在下一个四年,美国能否采取有效的外交手段,防止地区性冲

突的发生,继续保持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是奥巴马政府的主要任务。

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将如何继续其“战略再平衡暠,即把战略重心转向亚洲的政策,

尤其是对华政策,近来再次成为华盛顿智库和媒体的热门议题。奥巴马竞选连任后,

首次出访就选择了东南亚三国,出席了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亚峰会,并成为首位访

问缅甸的在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这些行动向外界显示了一个姿态:他在第一任期

内提出的“战略再平衡暠将保持连续性。

在第一任期,奥巴马政府通过一系列外交和军事部署,使“战略再平衡暠的内涵逐

渐清晰,即强化美国与亚洲盟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的安全联盟关系;加强在亚

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多次清楚地表明,美国将在未来10年内把

60%的海军军力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并在该地区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发展同东南

亚、南亚国家如印度、缅甸等国的关系,拓展其在亚洲的伙伴关系,以增强其在亚洲的

存在感;加强亚太多边经济体系的建设,如亚太经合组织以及“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暠(TPP);谨慎处理与中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以上这些具体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并将在未来

四年继续影响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局势。

首先,在亚太地区,在加强与传统盟国的关系的同时发展新的伙伴关系。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和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美国得以逐渐从

中东地区抽身,这为奥巴马政府一直在构想的战略重心转移创造了条件。美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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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平衡暠的重点之一是巩固“老关系暠,发展“新关系暠,即巩固与其亚洲传统盟友的关

系,发展与其他中国近邻国家之间新的伙伴关系。

在美国进行战略调整的过程中,东亚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为美国宣示“重返暠亚

洲提供了契机。2010年3月,韩国“天安暠号警戒舰在执行巡逻任务时被击沉,韩国

方面在调查后认为是朝鲜所为,为此,美国和韩国在2010年7月和9月分别在中国

的东海和黄海举行了在两次联合军事演习。栙 7月23日,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在

越南的河内举行,国务卿克林顿在会上宣称,美国在南海岛屿争端中仍保持“中立暠地

位,但是维护南海国际航道的“航行自由暠关乎美国的利益,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应遵从

国际法。这一表态标志着中美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争论的开端,栚自此中国南海问题

开始成为中美之间的主要争论问题之一。

从2011年开始,美国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巩固与日本、韩国和澳大

利亚的同盟关系。2011年7月,美国和澳大利亚海军及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在濒临南

海的文莱近海举行联合军演,这是美日澳三国首次在中国南海附近举行军演。栛

2011年11月,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宣布,美国将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驻军2500
人。栜 在对澳大利亚议会的演讲中,奥巴马表示,他的目标是“美国在塑造亚太地区

及其未来方面发挥更大的、长期的作用。栞 按照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

隆(TomDonilon)对此的解释,美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影响亚太地区的规范和规则

促进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得到遵守,商业和航海自由得

到保障,新兴大国与其近邻建立相互信任,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争端暠。栟这些目标明显

都是针对中国的。2012年1月,奥巴马在五角大楼宣布美国新的《国防战略》报告时

表示,美军在经历了“十年反恐战争暠之后正处于一个过渡期,虽然美军将继续为维护

全球安全做贡献,但有必要对其全球关注点进行“再平衡暠,“把重心转向亚太地区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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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纽约时报》的评论,这是美国第一次对加强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作出明确表

态。栙

此外,美国还积极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新的伙伴关系,其中与印度和缅甸的关系

发展得最为迅速。2010年11月,奥巴马访问印度并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明确表示

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意放宽向印度出口军民两用高科技设备的限制,

并愿意在核供应国集团等国际组织中支持印度。2011年11月,美国国防部向美国

国会提交了一份《美国-印度安全合作报告》(U.S.灢IndiaSecurityCooperationRe灢

port),认为美印安全合作关系正变得更加“牢固暠。美国国防部主管南亚及东南亚事

务的副助理部长罗伯特·薛尔(RobertScher)表示,美国国防部已制订了加强美印

双边安全合作的五年规划,并已确定将在四个主要的领域加强和拓展与印度的关系,

即:联合军事演习、国防贸易和支持印度军队的现代化、在诸如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

领域里的合作,以及与其他亚洲伙伴的合作。栚 对于缅甸,美国则努力与其恢复外交

关系,鼓励缅甸政府放松对国内的政治控制,使其向民主选举转变。栛 在过去的几年

中,美国官员频繁访问缅甸,并在不同场合与缅甸领导人会面。此次大选之后,奥巴

马又成为第一位访问缅甸的美国在任总统。这些说明了美国十分重视与缅甸的关

系。

除了与亚太国家发展双边关系之外,美国还在寻求与这些国家发展多边合作。

近年来,美国积极参与“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暠(TPP)的谈判,试图与亚洲

国家建立一个新的多边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但是美国为该协定成员国所设定的一些

与贸易无关的限制性条款,例如劳工标准、限制资本账户的使用控制等,意味着它有

意把中国排除在外。该协定被认为是对中国在一些地区问题上更加具有“进攻性暠做

出的政治回应。栜

其次,加强在东盟的“制度性存在暠。

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美国除继续强调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传统

盟友的同盟关系之外,比以往更加重视同东盟国家的关系。美国不仅试图在中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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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的领土争端中发挥调解和斡旋作用,还寻求与这些国家在制度化的框架内

发展关系,这从美国对东盟活动的参与中可以看出明显端倪。

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美国对东盟峰会的参与。2009年,美国与东盟在新加

坡举行了首届峰会。会上,奥巴马邀请东盟首脑在2010年访美。2010年9月,第二

次美国-东盟峰会在纽约召开,主要讨论南海争端和美国与东南亚迅速增长的贸易

关系,美国在会上承诺将在该地区事务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奥巴马对会议致辞说,

“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亚洲的人民与未来对美国利益攸关。暠他表示,美国希望在亚

洲扮演领导者角色。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海上安全暠、“自由航行暠的重要性。

2011年,美国正式加入由东盟主导的,包括东盟峰会、10+1和10+3的东亚峰会机

制,这标志着美国正式成为东(南)亚国家组织的一员。

在过去四年,美国建立起许多与东盟有关的组织和项目,例如:(1)设立美国驻东

盟使团。2010年6月,美国成为第一个在雅加达建立驻东盟专任使团的非东盟国

家;(2)支持美国-东盟奖学金项目。除了美国-东盟富布赖特计划(U.S.灢ASEAN

FulbrightInitiative)外,美国还支持美国和东盟成员国的学者在设在华盛顿的美利

坚大学东盟研究中心举行研讨会,研究如何解决该地区的重大问题;(3)与东盟华盛

顿委员会(ASEAN WashingtonCommittee)进行频繁交流。为了进一步增进与东盟

的相互协调,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Campbell)每月都

与东盟华盛顿委员会举行会议。该委员会由东盟成员国驻华盛顿大使所组成;(4)对

救灾管理提供制度支持。自2011年中期以来,美国支持派驻东盟秘书处东盟地区论

坛(ASEANRegionalForum)全职常驻顾问的工作,并通过秘书处和东盟人道主义

援助和救灾中心(ASEANCenterforHumanitarianAssistanceandDisasterRelief)

对更广泛的救灾管理行动提供支持;(5)建立美国-东盟杰出人士小组(US灢ASEAN

EminentPersonsGroup)。2011年11月,奥巴马在美国-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议上宣

布了小组的3名美方成员:曾任美国贸易代表的查伦·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穆赫塔尔·肯特(MuhtarKent)和

曾任驻新加坡、中国和印尼大使的芮效俭(J.StapletonRoy)。这个小组将编写一份

报告,就如何提升美国与东盟的关系提出建议,该报告将提交奥巴马总统、克林顿国

务卿和东盟领导人;(6)派遣国防事务联络官。2011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向美国驻

东盟使团派出一位联络官,目的是鼓励国防部与其他美国机构就东南亚地区的多国

安全项目分享信息,并鼓励保持和深化国防部对与东盟防卫事务相关的论坛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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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东盟国家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SEANDefenseMinistersMeetingPlus)机制。栙

除上述已经成型的合作项目之外,美国还积极要求扩大与东盟的伙伴关系。近

年来,美国官员密集访问东盟国家,并希望形成制度化的联系。2012年8月,美国贸

易代表罗恩·柯克(RonKirk)在柬埔寨暹粒举行的第44届东盟国家经济部长系列

会议上表示,东南亚目前存在“爆发性暠的经济增长时机,美国希望与东盟发展“更加

全面的合作关系暠。10月3日,第三届东盟海事论坛在菲律宾马尼拉开幕。论坛结

束后,由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巴西里奥主持的首届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于5日在

马尼拉举行,来自东盟成员国以及参与东亚峰会的中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

兰、俄罗斯、韩国和美国八国的政府官员、学者等参与了讨论,议题主要涉及“当今背

景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暠、“海上互联互通与能力建设:基础设施、装备升级与海员

培训暠、“保护海洋环境与促进东亚地区的生态旅游及渔业管理:确定最佳合作实践暠

等内容。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约瑟夫·云

(JosephYun)表示,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应当在东盟海事论坛的基础上“制度化暠。

尽管扩大会议未来的模式尚未确定,美国支持这一会议机制“持续下去暠。

以上这些举动说明,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暠是综合性的和全面的,不仅要参与地区

安全,还要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救灾管理等各个方面参与到东盟的制度性框架中

来,并尝试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

第三,美国在钓鱼岛和中国南海争端问题上态度有所不同。

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即将结束和新任期即将开始的这段时间内,中美关系面临的

最大挑战莫过于中日钓鱼岛争端和美国如何在中日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美国表

示不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采取任何立场;另一方面,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要求

美国承诺在日本所管辖的区域遭到攻击时支援日本。美国国会研究局(CRS)于

2012年9月修订并再版了1996年出版的《钓鱼岛纠纷:美国条约的义务》(Senkaku

IslandsDisputes:U.S.TreatyObligations)报告。报告显示,美国政府在委托国会

批准1972年与日本签署的《返还冲绳协定》时认定:“将钓鱼岛行政权转交给日本并

不意味着对该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任何倾向。暠也就是说,美国虽然将第二次世界大战

停战后负责管理的钓鱼岛返还给日本政府,但对于中日两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持

“中立态度暠。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Rogers)就国会提出的“《返

还冲绳协定》是否会影响钓鱼岛主权暠的问题回答说:“对这些岛屿的法律地位(主权)

没有任何影响。暠但报告还表明:“美国虽然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持中立态度,但《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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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确实包括钓鱼岛。暠因为《美日安保条约》规定其适用对象为“日

本拥有行政权的地区暠。栙 2012年11月2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在2013财年

《国防授权法案》中加入补充条款,明确规定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

对象。栚显然,美国参议院试图把《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既存事实用法律形

式确定下来的做法,是在对中国做出威慑,以防止领土争端进一步升级。

这是一个看似十分矛盾的立场,引起了中国国内对美国态度的强烈质疑。在

2012年9月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美日安保条约》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不应超出双

边范畴,不应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希望美方从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大局出发,切实体现

对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不持立场的态度。栛 2012年9月19日,中国副主席习近平在

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时表示,希望美方从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谨言慎行,不

要介入钓鱼岛主权争议,不要做任何可能激化矛盾和令时局更加复杂的事情。这可

以被视为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对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问题上的警告。10月底,由美

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阿米蒂奇以及前助理国

防部长约瑟夫·奈组成的代表团分别访问了北京和东京,在访问结束之后,代表团向

克林顿国务卿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认为,中日之间极度缺乏交流而且误解很

深,这使得发生冲突的风险加大。如果双方的舰船相撞或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这场

领土争端很可能进一步升级,因此中日需要提高各层级的沟通与交流。11月,美国

《时代》周刊登出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的文章,该文章认为奥

巴马新任期的一个重大外交政策危机可能是中日两国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的争端,

并设想了最糟糕的结果,即如果两国海军舰船的擦枪走火使中日卷入一场海战,那么

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亚洲战争。栜 这应当引起中国的警觉。

对同样是海洋领土争端的中国南海问题,美国却采取了“主动介入暠的态度。自

2010年7月23日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以后,美国对南海领土争端频频表态,美国

高官也频繁访问东南亚国家,并且与东盟国家不断加强军事交流,表现了从先前的

“中立主义暠向“干涉主义暠转变的苗头。2010年8月,美国与越南在南海展开首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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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海军出动了“华盛顿暠号核动力航母,这是美越自1995年恢复

外交关系以来的首次军演。栙 2011年6月,美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海

军在马六甲海峡和菲律宾苏禄海域举行东南亚合作训练演练,目的是增强相互协作,

提高对抗海上威胁的能力。栚 2011年11月,国务卿克林顿在访问菲律宾时,使用“西

菲律宾海暠一词指代南海,并表示“美国不站在任何一种领土主张的一边,因为任何提

出主张的国家都有权利去坚持主张,但它们没有权利使用恫吓或胁迫的方式,应当遵

守国际法、有关法律规定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暠栛这番讲话显然是针对中国的。

2012年7月,中国宣布建立三沙市及三沙市警备区,将南海纳入正式的行政管辖范

围。对此,美国国务院的反应是,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南海问题只能通过相

关国家以对话、多边合作的外交方式来解决。栜 8月,美国国务院又就南海问题发表

声明,认为中国提升三沙市行政级别、在南海有争议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警备区之举违

反了通过外交合作解决分歧的原则,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然而,连一些美国

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注意到,美国批评中国对菲律宾、越南等国的行动反应过度,但从

未批评这些国家挑起事端的主动行为,这对中国是不公平的。栞 这显示出,虽然美国

声称在南海诸岛主权归属上保持中立,但在争端的解决上,却更多地偏袒越南和菲律

宾等国家,在不同场合表示对中国使用武力的担忧。

观察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可以发现地域重要性上的差异可能是导致美国对

两者持不同态度的主要原因。对美国来说,南海对美国的海洋主导权及“战略再平

衡暠可能更加重要。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暠于2012年1月10日发表的一份战

略报告很值得关注。该报告认为,中国南海系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咽喉暠,是全球

化和地缘政治的“冲突点暠,美国能否在21世纪领导亚太地区,取决于具有重要战略

地位的南海。栟 还有一些分析认为,美国不断提及维护其在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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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美在“南海与中国核心利益暠等用辞上存在着认知差异,栙导致中美在南海问

题上产生了严重的相互猜疑。与南海问题不同,钓鱼岛问题更多的是冷战时期遗留

下来的问题,美国主要担心中日在其归属问题上的矛盾升级,将导致美国被迫卷入冲

突。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有美国官员表示,很难想象中日将会为“一堆岩石暠开战。尽

管美国有义务在日本遭到进攻时保护日本,但美国从来没有在钓鱼岛问题上帮助过

日本,希望中日能通过对话搁置争端和缓解矛盾。栚

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与新一轮南海主权争端几乎同时发生,加重了

中国对美国“战略再平衡暠的猜疑。对于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和美国在南海争端问题上

的立场,中美双方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美国强调,它所采取的政策不是直接针对中

国的,它希望与地区大国加强合作,解决地区争端,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栛 而在

中国看来,美国的做法严重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其主要目标在于遏制中国,美国是借

南海领土争端鼓动中国的周边国家与美国合作,共同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扩展。栜 在

领土争端问题上,中国政府做出了明确表态。2010年6月,在首次中美亚太事务磋

商会召开之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没有领土诉求,因此

最好将领土争端交给当事国自行解决,美国不要引火上身。如果美国希望发挥作用,

可以敦促提出领土诉求的国家采取克制态度,并采取更加负责任的行为。暠2012年8
月,在美国国务院对中国设立三沙市表示担忧并对南海问题发表声明后,中国外交部

立即召见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并以严厉的措辞做出回应,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栞

第四,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可能遇到的问题。

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继续推行 “战略再平衡暠,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挑战和

机遇,主要表现在:

(1)美国在一些地区性问题上的政策可能导致中美之间更多的相互猜疑,主要是

中国同一些东盟国家的南海岛屿主权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中美之间能否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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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8/05/us-china-usa-southchinasea-idUSBRE87401120120805.



得一定程度的互信,取决于美国能否在加强同亚洲盟国伙伴关系和同中国发展建设

性的伙伴关系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

(2)中美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的摩擦可能加剧。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面临的

主要问题仍然是如何促进就业和重振美国经济,美国的很多产业和美国国会都将人

民币汇率等问题看作导致美中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奥巴马第一任期,美国政府

不断敦促人民币升值,虽然中国政府做出了一些调整,但仍没有达到美国政府要求的

水平。如果美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内持续不振,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仍有可能被当作“替

罪羊暠。

(3)在军事方面,中国军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网络安全和

太空安全问题的不断升温,可能造成中美之间更多的猜疑和新的摩擦。

尽管在中美关系上存在着很多潜在冲突,双方领导人都意识到保持稳定的中美

关系和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并且努力在加强互信方面采取措施。中美双方都能以理

性的态度看待中美关系。2012年5月,中国副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克林顿

和财长盖特纳时表示,中美两国需要构筑新型大国关系,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智慧。在

美国大选刚刚结束后的11月15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尼隆在战略与国

际问题研究中心表示,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将继续把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作为施政重

点,奥巴马政府有意与中国共同努力,推动20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

东亚峰会(EAS)等国际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这些组织应对国际和地区挑战的

能力。面对经济实力迅速崛起的中国,多尼隆承认中美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今后

美国将寻求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增加中美合作,一方面提高美国的竞争力,

争取以建设而非破坏的方式来处理分歧和竞争。栙 11月20日,奥巴马在金边出席东

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表示,美中合作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安

全与繁荣至关重要,他将致力于同中方共同为此而努力。美中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

对促进亚洲与全球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负有特殊责任,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美

中两国领导人就共同面临的全球和地区问题保持接触和沟通十分重要,美方希望继

续加强两国关系。栚

实际上,中美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也为双方加强对话提供了契机。例如,中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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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不断增强虽然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但在中国军力发展不可避免的情况下,

美方有了更多的对话意愿。在2011年的中美战略与安全对话中,中美军方的代表首

次参与了对话,网络和太空安全等问题被明确提上议程。此外,一些地区争端也促使

中美加强对话。例如,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美国为了防止争端升级,加强了与中国

的沟通。9月份,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和国务卿克林顿分别访华,这有助于中美相互

了解对方的意图并对局势做出正确的判断。

五暋中东局势可能造成对“再平衡暠战略的牵制

在奥巴马继续其战略重心东移的情况下,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仍然是美国最棘

手的问题。从重要性和紧迫性来看,美国在中东地区面临着几大任务。

首先是如何解决伊朗核问题。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同以色列之间存在着明显

分歧。2012年3月上旬,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表示,核武装

的伊朗不符合美国和以色列的安全利益,美国将尽全力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但是

目前,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机会依然存在。虽然奥巴马努力约束以色列

的过激言行,但内塔尼亚胡公开宣称,以色列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暠,并且声明,以色

列不承诺在对伊朗采用军事行动之前必须通报美国政府。栙 奥巴马政府对此表示,

美国愿意向以色列提供 GBU-28激光制导钻地弹和空中加油机,条件是以色列承

诺把对伊朗的“防御性战争暠至少推迟至2013年。栚 美国和以色列所宣示的对伊朗

进行军事打击的底线有较大差异:美国强调的是伊朗做出制造核武器的决定,以色列

强调的则是伊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不过,鉴于美以特殊关系以及犹太势力在美国

政坛的影响,美国政府很难在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时拒绝对其提供支持。因

此,如何同以色列之间协调对伊政策,成为美国政府处理伊朗核问题的突出挑战。

其次,奥巴马需要兑现他将于2014年底结束美军在阿富汗的全部作战任务的承

诺。栛 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努力结束了伊拉克战争,并制定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

表,还宣布了十年反恐战争的结束。但是,即使美国按期从阿富汗撤军,也不意味着

恐怖主义问题能够得到根本解决。本·拉登虽然被美军击毙,但基地组织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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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的反美行动有增无已。2011年9月,塔利班组织向美国驻阿富汗使馆和北约

驻阿总部发起攻击;2012年4月,塔利班又在阿富汗几个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季

攻势;栙2012年9月,因为一部美国电影涉嫌诋毁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基地组织

发表声明呼吁对美国在阿拉伯国家与西方国家的目标发动新一轮攻击。栚 这说明美

国在撤出阿富汗之后,将依然面临严峻的反恐任务。

再次,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选择有限。2012年3月,叙利亚开始出现反政府示

威浪潮,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对抗和种族屠杀频繁发生。与对利比亚的政策

不同,美国只对叙利亚采取了严厉的经济制裁政策,但至今未见成效。虽然美国政府

不断暗示,美国不排除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一直没有采取实质性行

动。这说明美国在对叙利亚政策上存在着很多顾忌,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伊

朗核危机和阿富汗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美国难以下决心以武力介入叙利亚;二是

中国和俄罗斯在安理会反对美国以武力解决叙利亚问题,这从国际合法性层面牵制

了美国的决心;三是军事介入可能导致叙利亚发生大规模内战,而且叙利亚的反对派

比当年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的反对派成份更为复杂,其中还混杂了极端主义分子

甚至是恐怖主义分子。武力干预是否能够真正使叙利亚的局势改观,巴沙尔政权倒

台后叙利亚人民生活能否得到改善,国内秩序能否稳定下来,都难以预料。如果叙利

亚的极端势力得到加强,还可能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栛

最后,美国要想在中东建立一个稳定的新秩序,可能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

是因为,中东各国在未来的政治发展中难以超越本地区历史、宗教、社会和文化传统,

经历过“阿拉伯之春暠的中东国家在后革命时代可能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些不

稳定可能来自部落、种族、政治和宗教纠纷,结果可能导致国家再次出现政治动荡。

同时,伊斯兰极端势力可能会借助温和的伊斯兰政党的复兴再度活跃起来,恐怖主义

组织也可能在中东动荡的政局中找到可乘之机,这正是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所担忧

的问题。如果中东各国政治经济形势长期得不到好转,甚至趋于恶化,美国在该地区

将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精力。

上述这些中东地区存在的问题,对于美国执行其“战略再平衡暠无疑将是一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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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牵制。

尽管在本次大选中,奥巴马仍以较大的选票优势战胜了罗姆尼,但与2008年的

大选相比,奥巴马在本次大选中赢得更为艰难,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就

业岗位虽然在持续增加,但失业率的下降速度仍不尽人意。当前,美国的政治极化并

没有减弱的迹象,奥巴马不仅面对了一个选民和族群都在政治上严重分裂的美国,而

且国会在关键法案上的投票仍然以党派划界,这使得奥巴马在推行其国内政策方面

将面临重重阻力。

在外交政策方面,奥巴马在第一任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伊拉克撤军,并制

定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日期;击毙了本·拉登,结束了10年反恐战争;改善了同欧洲盟

国的关系;在应对“阿拉伯之春暠带来的中东政局变化中,通过对反对派的谨慎支持而

获得了主动性;在进行“战略重心东移暠中既巩固了同亚洲老盟国的关系,又建立了与

新盟国的密切关系。美国公众大多对奥巴马管理外交事务的能力给予了肯定。然

而,中东仍然存在的各种棘手问题对于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暠将可能构成一定的牵制。

在中美关系方面,美国在执行“战略再平衡暠中的一系列举动加深了中美之间的猜疑,

给中美建立战略互信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中美在保持关系总

体稳定的同时,有可能在领土争端、人民币汇率、太空和网络安全等方面出现更多的

分歧和更大的摩擦。如何处理这些分歧和摩擦,防止矛盾升级,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

将是一个挑战。

周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齐皓: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杨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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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选看美国的历史周期、
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栙

谢暋韬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本文从历史周期、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这三大历史比较分

析视角,对1968年和1992年大选进行了分析。1968年大选和1992年大

选都属于关键性选举,因为它们都引发了新一轮党派重组和区域重组,从根

本上改变了美国政治版图,而2012年大选的结果是1992年大选以后形成

的党派重组和区域关系的延续。在1992年大选中,克林顿战胜了在任共和

党总统老布什,开启了民主党此后24年(1993年至2016年)的主导地位。

此外,1992年大选后所形成的两大政党在区域上的重组也一直延续到2012
年大选,即中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支持共和党,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区支

持民主党。2016年之后的美国或许将迎来新一轮政党重组,在这一轮重组

后,共和党将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关键词:美国政治 总统大选 历史周期 政党重组 区域主义

每隔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不仅是选民、政党和媒体的一场盛宴,也是学术

界的一场盛宴,因为每次大选都会催生出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以刚刚结束不久的

2012年大选为例,在投票前两个月左右,就有学者利用各种历史宏观数据,如现任总

统在6月份盖洛普民调中的净支持率,或者是过去15个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总增

长率,建立统计模型,对选举结果进行了预测。有的模型非常准确,预测奥巴马和罗

栙 感谢周琪教授在文章写作过程中的大力支持。匿名评审对本文初稿提出了很多批评和修改建议,使得文章

质量明显提高,笔者表示由衷感谢。卢宁责任编辑认真负责地校对了文章,在此一并致谢。笔者文责自负。



姆尼将分别获得50.6%和49.5%的普选人票,而他们的实际得票分别是51%和

47灡3%。有的模型则误差很大,预测奥巴马只能获得47.5%的普选人票。总体来

说,这些模型大多预测奥巴马将赢得连任。栙

然而,从事预测性研究的学者毕竟是绝对少数。栚对大多数学者来说,大选的结

束才意味着一系列研究的开始。对刚刚过去的大选进行回顾和总结的研究,又可以

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叙事,它们往往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从初选开始到大选结

束,对选举的整个过程进行比较详细的描述,并试图分析哪些因素(如竞选议题、竞选

策略、竞选筹资、媒体报道等等)对选举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已故著名新闻记

者西奥多·怀特(TheodoreWhite)对四次总统大选的叙事性分析,可以说是这类研

究的经典之作。栛奥巴马2008年大选获胜后,也出现了相当多的回顾性研究成果。栜

另外一类回顾性研究,则从微观层面分析选民的投票行为。这类研究是1950年

代开始在美国盛行的行为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栞其特点是利用民意调查收集各种

选民信息,包括人口信息、社会经济背景、党派认同、意识形态、政策倾向、对候选人的

好感、投票行为等等,然后再利用统计工具分析哪些因素如何影响选民的投票决

定。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统计分析和民意调查为核心的微观研究已经在总统

大选研究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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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ter (NewYork:Wiley,1960)。最近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可参阅:D.SunshineHillygusandToddG.
Shields,“MoralIssuesandVoterDecisionMakinginthe2004PresidentialElection,暠PS:PoliticalScience
andPolitics,Vol.38,No.2,2005,pp.201~209。



无论是预测性研究、微观层面的选举行为研究,还是历史叙事,它们的研究对象

往往是刚刚过去或即将到来的一次选举。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们都属于关注当下事

件的个案研究。然而,总统大选不仅受当前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受诸多历史事件的影

响。如果我们仅仅关注当下,就会失去历史的视角。毕竟,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而

没有过去和现在,就没有未来。因此,研究总统大选,我们既要关注当下的结果,也应

该试图把这个结果放到美国政治的大历史中去考察,从纵向比较中找出规律,并在可

能的情况下对未来做出某种预测。

在美国的政治学领域,由于行为主义革命和定量分析所带来的巨大冲击,采用传

统的历史比较方法(historical灢comparative)研究总统或者总统大选的学者已经属于

绝对少数,尽管在过去十多年里这项传统研究方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复兴过程。栙在

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定量分析在美国研究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传统的历史叙事

还处于主导地位,但是这类历史叙事大多关注的也是刚刚过去的选举,没有从历史比

较的角度分析大选结果。

本文试图从三个不同的历史比较视角来分析1968年和1992年总统大选,这三

个视角分别是历史周期(historicalcycles)、党派重组(partyrealignment)和区域主义

(sectionalism)。栚历史周期论认为,从总统大选结果和一段时期内联邦政府的主要政

策议程可以看出,美国历史发展具有比较明确的规律性,犹如一个不断循环的钟摆,

并且在很多时候从钟摆的一端到另外一端需要大约30年。党派重组则指的是,在某

个时间段内,一个政党所领导的执政联盟处于主导地位,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个

执政联盟逐渐衰退并被新的执政联盟所取代,并且这个过程周而复始。区域主义指

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各个地理区域之间由于经济或意识形态等原因而形成的某

种合作或竞争关系,并且总统大选结果或国会投票记录充分体现了这种关系。

基于以上三种历史比较视角,笔者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第一,按照历史周期论,

经历了1930年代以新政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高潮,美国是否在1960年代和1990年代

迎来了另外两次自由主义高潮? 第二,按照党派重组理论,1960年代似乎应该有一

次关键性选举,那么到底是1964年还是1968年,抑或两次大选都不是关键性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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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发展(Americanpoliticaldevelopment)迅速成为美国政治学领域一个欣欣向荣的研究方向并且有

其专门的学术期刊(StudiesinAmericanPoliticalDevelopment),就充分说明历史比较并没有被定量分析

完全淹没,而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这方面的经典著述可参阅:StephenSkow灢
ronek,ThePoliticsPresidentsMake:LeadershipfromJohnAdamstoBillClint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93)。
此前笔者把sectionalism 译为区域矛盾,旨在强调各个地理区域之间因为经济竞争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矛

盾。但是,区域之间不仅有冲突,也有合作,并且它们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是不断变化的。有鉴于此,笔者在

此把它译成区域主义。谢韬:《美国国会对华政策中的区域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期。



此外,从1960年代至今,有没有发生过新一轮政党重组? 第三,鉴于两党的选民基础

具有比较明显的地域差别,那么每次政党重组有没有导致相应的区域关系的重组?

文章最后对2016年之后的美国政治做出了一些预测。

一暋美国历史的周期性

众所周知,自然现象具有各种各样的周期性,如潮涨潮落和四季变化等等。纵观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也会发现明显的周期性。中国人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

十年河西暠,就是对这种周期性的形象总结。具体到美国,早在19世纪40年代,拉尔

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Emerson)指出美国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周期

性,并且此后不断有人提出新的理论,如亨利·亚当斯(HenryAdams)。但是,真正

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老阿瑟·施莱辛格(ArthurM.

Schlesinger,Sr.)在1949年发表的历史周期论。他指出,建国以来美国历史已经在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经历了11次交替,而每次交替的平均时间是11.5年。基

于自己的理论,他做出了令人惊讶的准确预测,如美国总统约翰·柯立芝所代表的保

守主义将持续到1932年、从1947年开始的自由主义低潮将在1962年左右结束、新

的一个保守时代将在1978年左右到来。栙

老阿瑟·施莱辛格的儿子,也就是小施莱辛格(ArthurM.Schlesinger,Jr.),在

综合了各种周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美国历史就是联邦政府在

促进公共利益(publicpurpose)和私人利益(privateinterest)这两大选择上循环摇摆

的历史,并且一个完整的摇摆历时30年左右。按照他的理论,1901年老罗斯福上

台、1933年小罗斯福第一次就任,以及1961年肯尼迪执政,都标志着公共利益时代

(自由主义高潮)的到来,而1920年代、1950年代和1980年代则是私人利益大行其

道的时代(保守主义高潮)。至于说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周期循环,小施莱辛格的解释

非常简单,那就是永不满足于现状的人性。改革的时候,民众热血沸腾,然而成功的

改革带来的只是暂时的满足,不久之后他们又会对现状产生不满,重新踏上改革的征

途。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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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M.Schlesinger,Sr.,PathstothePresent(NewYork:Macmillan,1949).
ArthurM.Schlesinger,Jr.,TheCyclesofAmericanHistory (Boston,HoughtonMifflin,1986),chapter
2.其他的周期论,可参阅:AlbertO.Hirschman,ShiftingInvolvements:PrivateInterestandPublicAc灢
tio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2);HerbertMcCloskyandJohnZaller,TheAmerican
Ethos:PublicAttitudestowardCapitalismandDemocracy (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1984)。



以施莱辛格父子为代表的历史周期论是对美国历史的高度浓缩和概括。套用华

裔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话来说,历史周期论告诉我们的是基于四年一次总统大选

的美国大历史。既然是大历史,就必然会忽略很多细节,并且由于受历史学研究方法

的影响,支撑该理论的很多证据缺乏系统性和严谨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从事社

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尤其是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利用日益发达的定量分析工具,对总

统大选结果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历史的确存在显著

的周期性,并且每个周期之间相隔25至30年左右。但是这些学者给历史周期取了

一个新的名称:政党重组。栙

二暋选举政治与政党重组

政党重组理论的开山鼻祖是已故政治学家弗拉基米尔·奥兰多·基(Valdimer

OrlandoKey,Jr.,学术界通常将其简称为 V.O.Key)。他在1955年发表的一篇

论文中,分析了新英格兰地区在过去50多年总统大选中的投票记录,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关键性选举(criticalelection)这一重要概念。之所以被称为“关键性选举暠,是

因为这类选举具有以下显著特征:选民高度关注大选、政治参与热情高涨、选举后各

大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它们的选民基础发生重大变化。栚在他看来,最为重要的

是,关键性选举所形成的政党格局在接下来的几次选举中保持不变。他的分析结果

表明,1896年和1928年的大选就是典型的关键性选举。总之,关键性选举标志着旧

政党格局的瓦解和新政党格局的形成,其结果就是政党重组。栛

弗拉基米尔·奥兰多·基的理论在美国政治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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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分析了民主党在每届国会参众两院所占议席的比例,以及民主党在总统大选中的普选得票率。他

们发现,这些比例的变化具有显著的周期性,并且每个周期大约需要25至30年。但是他们关注的是选举

结果的周期性,而不是党派重组。因此,笔者没有把这类研究归属于党派重组这个研究领域。SamuelMer灢
rill,III,BernardGrofmanandThomasL.Brunell,“CyclesinAmericanNationalElectoralPolitics,1854~
2006:StatisticalEvidenceandanExplanatory,暠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102,No.1,

2008,pp.1~17.
国内相关研究不多,代表性的文章见张业亮:《“关键性选举暠与美国选举政治的变化》,载《美国研究》,2004
年第3期。

V.O.Key,Jr.,“ATheoryofCriticalElection,暠JournalofPolitics,Vol.17,No.1,1955,pp.3~18.
还有一些学者以 V.O.基的关键性选举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一套新的选举分类法。根据这套方法,选举被

分为以下四类:关键性选举(criticalelection)、维持现状的选举(maintainingelection)、脱离常规的选举(de灢
viatingelection)、转换型选举(convertingelection)。AngusCampbell,“AClassificationofPresidentialE灢
lections,暠inAngusCampbell,PhilipE.Converse,WarrenE.Miller,andDonaldE.Stokes,eds.,Elec灢
tionsandthePoliticalOrder(NewYork:WileyandSons,1960);GeraldPomper,“ClassificationofPresi灢
dentialElections,暠JournalofPolitics,Vol.29,No.3,1967,pp.535~566;JonathanKnuckey,“Classifi灢
cationofPresidentialElections:AnUpdate,暠Polity,Vol.31,No.4,1999,pp.639~653.



和影响下,不少学者投身相关研究,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政党重组学派。栙然而,就

在党派重组理论如日中天的时候,怀疑和批评的声音也逐渐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政

党解体论(partydealignment)。该理论认为,美国政治从1960年代开始出现了新的

特征,即选民对两大政党的认同感大大减弱,独立选民越来越多,结果是选举不再以

政党为中心,而变成了以候选人或某个议题为中心。栚到了2002年,以耶鲁大学政治

学家大卫·梅休(DavidMayhew)为代表的另外一些学者,则罗列出各种证据,一一

反驳了党派重组理论所推导出的各项实证性命题。栛

尽管政党重组理论不断被修改,而且有些学者甚至全盘否定该理论,但是大多数

学者的共识是,美国历史经历了至少四次明显的周期性党派重组,它们分别是1830
年代、1860年代、1890年代和1930年代。第一次政党重组以民主党人安德鲁·杰克

逊(AndrewJackson)在1828年当选总统为标志。由于他在任内大力推动平民参政,

如取消对白人投票的各种限制,因此这段时期也被称为“杰克逊民主暠。1860年共和

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则是第二次重组的标志,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就是

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在1896年的大选中,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灢
Kinley)胜出,从而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三次政党重组。1932年民主党人富兰克

林·罗斯福胜选,是第四次政党重组的开始,这次重组带来的就是在接下来十多年里

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新政联盟。

从1932年至今已经有80年了,这中间有没有发生过党派重组呢? 在这一问题

上,历史周期论和党派重组论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小施莱辛格认为,1960年

约翰·肯尼迪的胜选标志着一个新周期的开始,并且这个周期以联邦政府积极干预

社会生活为主题,具体表现为支持民权运动和倡导“伟大社会暠。然而,很多从事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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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Key,Jr.,“SecularRealignmentandthePartySystem,暠JournalofPolitics,Vol.21,No.2,1959,

pp.198~210;WalterDeanBurnham,CriticalElectionsandtheMainspringsofAmericanPolitics(New
York:Norton,1970);JamesL.Sundquist,TheDynamicsoftheAmericanPartySystem:Alignment
andRealignmentofPoliticalPartiesintheUnitedStates (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

1983);JeromeM.Clubb,William H.Flanigan,andNancyH.Singale,PartisanRealignment:Voters,

Parties,andGovernmentinAmericanHistory (Boulder,WestviewPress,1990);ArthurPaulson,Elec灢
toralRealignmentandtheOutlookforAmericanDemocracy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Press,

2007).
JeffFishel,ed.,PartiesandElectionsinanAnti灢partyAge (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

1978);MartinP.Wattenberg,TheDeclineofAmericanPoliticalPartie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灢
tyPress,1990);TheRiseofCandidate灢CenteredPolitics:PresidentialElectionsinthe1980s (Cam灢
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1);ByronE.Shafer,ed.,TheEndofRealignments?Interpreting
AmericanElectoralEras(Madison,WI: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1).
DavidR.Mayhew,ElectoralRealignments:ACritiqueofanAmericanGenre(NewHaven:YaleUniver灢
sityPress,2002).



重组研究的学者认为,尽管按照前几次党派重组的规律,1960年代应该有一次新的

重组,但是各种迹象(尤其是前面提到的党派解体)表明,这次重组并没有发生,因而

1960年大选也就不能被看成是一次关键选举了。此外,如果把1960年肯尼迪胜选

作为关键性选举的话,那么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民主党应该处于主导地位。然而,民

主党在此后的八年中因为越战和民权这两个问题发生严重分裂,最终导致罗斯福所

建立的新政联盟迅速瓦解了。栙

笔者认为,综合各种理论和数据,1960年代确实发生了一次党派重组,但迎来这

次党派重组的关键性选举不是肯尼迪胜选的1960大选,而是尼克松第一次胜选的

1968大选。首先,从1969年到1992年,共和党人执掌白宫20年,民主党人执掌白

宫仅有四年。共和党在这段时期内的主导地位,与民主党在1932年至1952年那段

时期内的主导地位可以相提并论。虽然都是共和党总统,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尼克

松是典型的温和派共和党人,其任内的很多政策,如建立联邦环保局和呼吁社会福利

改革等等,实际上与民主党的政策主张非常相似。里根是公认的极端保守派,他的当

选也被众多学者(包括小施莱辛格)看成是美国政治进入一个新保守时代的标志。栚

不管怎样,尼克松的胜选促成了共和党在此后24年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从这个角

度来说,1968年大选可以说是一次关键性选举。

其次,1968年的大选结果标志着两党的选民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罗斯福

的新政联盟由北方自由派民主党和南方保守派民主党组成,他们之间能够结成联盟

的最根本前提就是,北方民主党保证不挑战南方民主党的核心利益,那就是种族隔离

和种族歧视。然而,从1948年开始,北方民主党逐渐在种族问题上改变立场,转而支

持南方黑人的民权运动。《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以及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巴

里·戈德华特(BarryGoldwater)在1964年大选中一举拿下南方五个州,标志着从

南北战争结束以来民主党在美国南方的绝对主导地位已经开始瓦解。与此同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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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政联盟兴衰的简单而形象的描述可参阅:LaneKenworthy,“TheCollapseoftheNewDealCoalition,暠

2010,availableat:http://www.u.arizona.edu/~lkenwor/indv102thecollapseofthenewdealcoalition.pdf,
登录日期:2012年12月10日。关于新政联盟的学术著述很多,可参阅:ArthurM.Schlesinger,Jr.,The
ComingoftheNew Deal (New York:HoughtonMifflin,2003);SteveFraserandGaryGerstle,eds.,

TheRiseandFalloftheNewDealOrder,1930~1980 (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9)。
对尼克松任期的评价,参见:StephenE.Ambrose,Nixon:TheTriumphofaPolitician1962~1972
(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89);MichaelA.Genovese,TheNixonPresidency:PowerandPoli灢
ticsinTurbulentTimes(NewYork:Greenwood,1990);MelvinSmall,ThePresidencyofRichardNixon
(Lawrence,KS:UniversityPressofKansas,1999)。说尼克松是温和派共和党人,是指他走的是中间派道

路,没有走意识形态的极端。这一点在现任总统奥巴马身上也有充分体现。尽管2008年竞选时很多人攻

击他是“社会主义者暠,但是在有些人看来,奥巴马在财政和税收这两个问题上的一些立场和共和党有相似

性,因此也把他称为温和派共和党人,与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并列。WilliamSeletan,“CheerUp,Republi灢
cans,暠November6,2012,availableat:http://www.slate.com,登录日期:2012年12月8日。



和党人利用民主党内部在种族问题上的矛盾,实施了所谓的“南方战略暠。栙到了1968
年大选,民主党在南方只赢得一个州(得克萨斯),这是188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

情况。四年之后,当尼克松竞选连任的时候,整个南方已经完全变成了共和党的大本

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对这次重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

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判决的“罗伊诉韦德暠(Roev.Wade)案。栚联邦最高法

院在裁判书中指出,妇女享有堕胎的权利,尽管这种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可以说,正

是由于这个判决,道德问题逐渐成为美国政治中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各种支持

或反对堕胎的组织也应运而生,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影响地方、州和联邦的选举和

政策。栛由于道德和宗教密不可分,因此由堕胎和其他话题(如同性恋婚姻)而引发的

道德争议最后也变成了宗教问题。南方各州宗教信仰虔诚,被称为美国的圣经地带

(Biblebelt),并且大多数民众信仰的福音教派反对堕胎和同性恋婚姻,而共和党在

这两个热点问题上也是持反对态度。栜于是在种族问题和道德问题的双重影响下,南

方各州迅速地变成了共和党的大本营。

由于南方保守派脱离了民主党,民主党内部就只剩下了北方自由派。这样一来,

两党内部的同质性(homogeneity)大大提高,而且两党之间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也大大增加,于是就形成了党派极化(partypolarization)。大量研究表明,党派极化

从1970年代开始,也就是在1968年党派重组后不久开始,并且在政治精英层面,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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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共和党的“南方战略暠,可参阅:EarlBlackandMerleBlack,TheRiseofSouthernRepublicans (Cam灢
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2);KevinPhilips,TheEmergingRepublicanMajority (New
Rochelle,NewYork:ArlingtonHouse,1969)。
关于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如何做出这个历史性的判决,尤其是他们之间的协商和矛盾,可参阅:LindaGreen灢
house,BecomingJusticeBlackmun:HarryBlackmun狆sSupremeCourtJourney (New York:Times
Books,2005)。
关于“罗伊诉韦德暠案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可参阅:SuzanneStaggenborg,ThePro灢ChoiceMovement:Or灢
ganizationandActivismintheAbortionConflic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4);GilbertY.
Steiner,ed.,TheAbortionDisputeandtheAmericanSystem (Washington,D.C.:Brookings,1983);

MelodyRose,Safe,Legal,andUnavailable斂AbortionPoliticsintheUnitedStates(Washington,D.C.:

CQPress,2007)。

ChristineLeighHeyrman,SouthernCross:TheBeginningsoftheBibleBelt(ChapelHill,NC:University
ofNorthCarolinaPress,1997);StephenBates,God狆sOwnCountry:ReligionandPoliticsintheUSA
(London:Hodder& Stoughton,2011);DarrenDochuk,FromBibleBelttoSunbelt:Plain灢FolkReli灢
gion,GrassrootsPolitics,andtheRiseofEvangelicalConservatism (NewYork:Norton,2012).



其是两党的国会议员和党内积极分子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栙至于说普通美国人,尽管

媒体报道给人的感觉是他们也像政治精英一样严重分化,但是不少研究成果则表明,

普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着非常相似的观点和政策倾向,他们之

间并没有严重分化。栚

总之,1968年的党派重组与南方各州有着密切关系。谈到南方各州对美国政治

版图的影响,我们就不得不讨论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区域主义。

三暋美国政治中的区域主义

最早提出区域(section)和区域主义(sectionalism)这两个概念的是以边疆学说

闻名于世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JacksonTurner)。他在1925年发表的一

篇文章写道:“区域对于美国历史的意义在于,它就像欧洲的一个国家,并且我们应该

通过区域这个角度重新审视美国历史。区域的复杂性和各个区域之间的关系影响了

我们的政治和社会,这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暠栛特纳关于区域和区域主

义的论述得到了无数学者的认可。哈娜·格雷斯·罗奇(HannaGraceRoach)认为,

“区域主义是影响美国政治的一个基本性和长期性因素。暠栜朱利叶斯·特纳 (Julius

Turner)则指出:“区域主义对美国历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暠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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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极化已经成了美国政治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政治极化研究的创始者、同时也是在这方面做出最

重要贡献的人是基思·普尔(KeithT.Poole)和 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Rosenthal)。KeithT.Po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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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Press,2000).
对普通民众是否两极分化 的 分 析,可 参 阅:PaulDiMagggio,JohnEvans,andBethanyBryson,“Have
Americans狆SocialAttitudesBecomeMorePolarized?暠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102,No.3,

1996,pp.690~755;MorrisP.Fiorina,SamuelJ.Abrams,andJeremyC.Pope,CultureWar斂TheMyth
ofaPolarizedAmerica (NewYork:Longman,2004);MorrisP.Fiorina,SamuelJ.Abrams,“Political
PolarizationintheAmerianPublic,暠AnnualReviewofPoliticalScience,No.11,2008,pp.563~588;

LarryM.Bartels,“What狆stheMatterwith‘What狆stheMatterwithKansas?暞暠QuarterlyJournalofPo灢
liticalScience,Vol.1,No.2,2006,pp.201~226.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可参阅:张业亮:《极化的美国政治:
神化还是现实?》,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谢韬:《美国国会两党分化的原因及后果》,载《国际论坛》,

2009年第1期。

FrederickJacksonTurner,“TheSignificanceoftheSectioninAmericanHistory,暠WisconsinMagazineOf
History,Vol.8,No.3,1925,pp.255~280,quotedinPeterTrubowitz,DefiningtheNationalInterest:

ConflictandChangeinAmericanForeignPolicy (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8),p.1.
HannahGraceRoach,“SectionalisminCongress(1870to1890),暠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

Vol.19,No.3,1925,p.500.
JuliusTurner,PartyandConstituency:PressureonCongress,revisededition(Baltimore:JohnsHopkins
UniversityPress,1970).p.165.



美国政治地理学者理查德·本塞尔(RichardFrankBensel)是如此定义区域主

义的:“在一个分成两个或多个区域的国家,内部团结但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的各个区

域围绕重大公共政策而产生的政治冲突。暠他认为,由于美国独特的建国背景,国内

宗教或民族矛盾相对较少,因此区域主义主要是地理环境差异造成的经济利益冲突。

他这样写道:“尽管在个别时期,文化或宗教纷争导致区域主义,然而纵观美国历史,

区域主义基本上取决于各个地区与整个国民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关系。暠栙

区域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区域主义则属于一个政治地理学概念。与传统地理学

不一样,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是地理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地理环境,包括地理位置、气

候条件、矿产资源、土壤环境等,往往对一个地方的经济有着决定性影响。如五大湖

区盛产铁矿石,并且有着丰富的水利资源,因此这个地区的经济以制造业为主,而大

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壤和平坦的地形使之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农业产区。地理环境的不

同造成了各个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的不同,而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又通过选举这个纽带

在政治领域里得以充分体现。为了减小国外制成品对国内制造业的冲击,五大湖区

的选民可能会呼吁国会提高进口制成品的关税,但是这样做却可能使其他国家采取

报复性政策,提高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的关税,从而损害大平原地区选民的利益。区域

矛盾就这样产生了。

区域之间的矛盾是永恒的,但是矛盾的焦点却是在不断变化的。焦点不一样,区

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会不一样。在某个时期,两个地区之间可能是合作关系;但是在

另外一个时期,它们之间又可能是对立关系。笔者认为,在1992年之前,美国至少经

历了三次区域重组。第一次重组是在1860年代,当时北方的经济以制造业为主,而

南方的经济基础是以黑人奴隶制为核心的种植园经济。南北矛盾最终达到了不可调

和的地步,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场战争。在南方与北方的对立中,北方与当

时刚刚加入联邦不久的中西部各州结成联盟,打败了南方。第二次区域重组发生在

1930年代,造成这次重组的最重要原因是大萧条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在这

一次重组中,北方没有得到中西部的支持,转而通过在种族问题上的妥协与南方结成

了新政联盟。到1960年代末期,由于在种族和道德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矛盾,南北联

盟瓦解,南方与中西部结成了保守联盟,这就是第三次区域重组。

由此可以看出,区域重组和党派重组在时间上高度吻合,这是因为政党重组必然

涉及到各个政党的选民基础发生变化,而各个政党的选民基础又具有高度的地域性,

于是就出现了政党重组和区域重组高度吻合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党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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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理论强调的是某个政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在一次关键性选举后取得主导地位,区域

重组理论强调的则是在特定时期内各个区域之间的冲突和合作关系,而非执政联盟。

这三次区域重组可以被看成是美国内政的三次区域重组,因为它们的根源都来

自国内,分别是南北战争、大萧条、民权运动和道德问题。但是,美国不仅有内政,还

有外交,并且从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在美国

的对外政策上是不是也存在着区域主义呢?

有学者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发现由于各个区域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依赖程度不一

样,因此它们对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无论是战争还是国际贸易)的支持度也不一样,结

果是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矛盾也体现在的美国外交政策上,尤其体现在来自各个区

域的国会议员对重大外交决策问题的投票记录上。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在1890年

代的第一次海外扩张过程中,制造业集中的东北部和以农业为主的西部结成了联盟;

在1930年代的扩军备战过程中,东北部和南方结成了联盟;在1980年代美国重振军

备的过程中,被称为阳光地带的南方和西部结成了联盟,它们的对手则是日渐萧条的

东北部老工业地区。栙

无论是基于内政还是从外交的角度来看,上一次区域重组离现在已经有很长一

段时间了。这期间是否发生过另外一次重组? 笔者认为,1992年的大选造成了新的

一次党派重组和区域重组。

四暋从1992年到2012年:新的党派和区域重组

小施莱辛格认为,美国政治在经历了1960年代的自由主义高潮后,在1980年代

迎来了一个保守主义的高潮。按照他的理论,1990年代将迎来一个新的自由主义高

潮期,而2010年左右将会出现一个保守主义的高潮期。此外,美国历史上的五次党

派重组(1830年代、1860年代、1890年代、1930年代、1960年代)也呈现出高度的规

律性,每隔30年左右就有一次。按照这个规律,最近一次的党派重组应该是在1990
年代。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1990年代只有两次大选,那就是1992年和1996年,并且两次都是民主党人

克林顿胜出。从1992年到2016年(因为奥巴马已经赢得连任),民主党执政16年,

共和党执政八年。民主党在这24年内的主导地位,与共和党在1968年至1992年

(也是24年)之间的主导地位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果戈尔在2000年大选中胜出(他

·04· 美国研究

栙 PeterTrubowitz,op.cit.



在普选中的得票数实际上高于小布什的得票数),那么民主党执政的时间至少会增加

到20年。因此,笔者认为1992年大选是一次关键性选举,它标志着以里根为代表的

共和党进入了一个衰落期,民主党则进入了一个上升期。

这次大选也带来了最新的一次区域重组。前面已经提到,在1960年代的区域重

组中,南方和北方因为种族问题而分道扬镳,并且前者与意识形态上也相对保守的中

西部,也就是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结成了联盟。这种区域联盟在1992年大选之后

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首先,虽然大湖区和太平洋沿岸各州(除极少数例外)在1968
年至1988年间的六次大选中一贯支持共和党,然而从1992年大选开始,这两个地区

变成了民主党的重要堡垒。其次,1968年大选后,共和党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实力明

显上升,里根在1984年大选中更是赢得新英格兰地区所有六个州。在1992年大选

中,克林顿赢得新英格兰地区所有六个州,并且,在1992年至2012年间举行的六次

大选中,除了共和党曾在2000年大选中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之外,民主党在整个新

英格兰地区保持着完胜的记录。对比1992年和2012年的大选结果,就会发现它们

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没有1992年大选所带来的党派和区域重组,也就不会有

2012年大选的结果。

总之,从1992年大选至今,太平洋沿岸、大湖区、新英格兰变成了民主党的大本

营,而大平原区、山区和南方成了共和党的坚强堡垒。如此一来,美国的政治地图看

起来就像是一个三明治,共和党的选民在中间,两边是民主党的选民。共和党占主导

的地区,要么是农业发达的地区,如大平原区,要么是高科技产业集中的阳光地带,如

南方的得克萨斯州,这些地区对海外市场依赖很大,这也是共和党支持自由贸易的最

重要原因。相比之下,民主党占主导的新英格兰和大湖区都是传统工业区,在国际经

济体系中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在这些地区颇有选民基础,而民主党

也就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代名词。栙理解了两党选民基础的区域性,我们就很容易理

解,对于2000年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案,为什么绝大多数来自南部和大

平原地区的国会议员都投票表示支持,这些地区的国会议员的支持率最高,而来自新

英格兰地区的国会议员对此法案的支持率则最低。栚同样,在刚刚过去的大选中,奥

巴马为什么要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他任期内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已经高于

小布什八年任期内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总数。这两个例子,都充分说明了区域重

组和党派重组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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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美国国会对华政策中的区域主义》。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1992年的重组? 用历史周期论来解释的话,那就是到

了1992年大选时,美国人已经厌倦了以里根为代表的经济和社会保守主义,因此投

票迎来了一个新的执政党和一个新的时代。与1968年重组相比,1992年重组的最

根本原因不是种族或道德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在1992年大选中,面对在第一次海

湾战争中几乎完胜的老布什,克林顿不停地提醒自己的竞选团队:“是经济问题,笨

蛋暠(It狆stheeconomy,stupid)。选举后的诸多研究和媒体分析表明,克林顿的竞选

策略是正确的:美国人当时最关注的既不是外交政策,也不是堕胎,而是低迷的国内

经济。栙至于说当时经济为什么低迷,这与里根政府八年大规模减税和巨额军费开支

都有着紧密关系。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尽管输掉1992年大选的不是里根而是

老布什,但是大选结果实际上反映了选民对里根所代表的极端保守主义的弃绝。栛

很多人或许不同意笔者的看法,因为克林顿是在财政问题上以保守而出名的“新

民主党人暠(NewDemocrats)的领袖,并且他八年任期内的很多经济政策似乎都是里

根保守主义的延续,如1993年的削减政府开支(主要是福利开支)、1996年的福利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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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9);CarlWalsh,“WhatCausedthe1990~1991Recession?暠Eco灢
nomicReviewoftheFederalReserveBankofSanFrancisco,1993,No.2,pp.34~48,availableat:ht灢
tp://www.frbsf.org/publications/economics/review/1993/93-2_34-48.pdf,登录日期:2012年12月23
日。
有研究表明,尽管里根所代表的保守主义似乎在1980年代盛极一时,但是大量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

美国人并没有转向保守,而是两党的政治精英受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变得保守。换句话说,政策层面体现的

是美国政府走向保守,但是大多数民众仍然支持新政所代表的自由主义。ThomasFergusonandJoelRog灢
ers,RightTurn:TheDeclineoftheDemocratsandtheFutureofAmericanPolitics(NewYork:Hilland
Wang,1986).



革,以及1997年的减税。栙此外,在国际贸易这个民主党人最敏感的问题上,克林顿

也一反常态,积极支持自由贸易,并且在他的任内成功促使国会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如此种种,怎么能说克林顿的胜选表明美国

人厌倦了保守主义呢?

的确,克林顿任期内的很多政策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但是,也必须看到,作为

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在任期内也成功施行了一系列沿袭新政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如

上任第一年就大幅提高了富人的税率(增幅为和平时期之最)、提高每小时最低工资、

挫败了共和党人剥夺非法移民的后代享受义务教育的企图。此外,当共和党在1995
年试图利用自己控制参众两院的宝贵机会大幅削减政府开支时(尤其是老年人医疗

照顾计划、医疗救助计划、教育开支等),克林顿坚持不妥协,最后导致联邦政府在

1995年底和1996年初经历了两次被迫关门的情况。栚 最重要的是,在促进女性和少

数族裔利益这两个民主党的核心政策立场上,克林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他任

命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第一位女司法部长雷诺(JanetReno)、

第一位女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泰森(LauraTyson),并且在28名总统助手中录用了

14名女性或少数族裔。栛 事实上,尽管克林顿任期内的某些政策有损非洲裔的利益,

如福利改革,但是他本人的背景和他任期内的另外一些政策,如任命美国历史上第一

位非洲裔商务部长和农业部长,为他赢得了非洲裔选民的热情支持,因此有人把克林

顿称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暠。栜

总之,尽管克林顿不是一个标准的新政派民主党人,但他的八年任期还是带有很

强的自由主义色彩,与里根的极端保守主义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照。然而,小布什在

2000年意外当选,并且在2004年因另一个意外即九一一事件而赢得连任,使克林顿

所开创的温和自由主义遭遇到严重挫败。小布什八年任期推行了一系列具有里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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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民主党人暠的起源,可参阅JonF.Hale,“TheMakingoftheNewDemocrats,暠PoliticalScience
Quarterly,1995,No.110,pp.208~211;KarlGerardBrandt,“TheIdeologicalOriginsoftheNewDemo灢
cratMovement,暠LouisianaHistory:TheJournaloftheLouisianaHistoricalAssociation,Vol.48,No.
3,2007,pp.273~294.关于克林顿时期的经济政策,可参阅:JohnHohenberg,ReelectingBillClinton:

WhyAmericaChosea “New暠Democrat(Syracuse,NY:SyracuseUniversityPress,1997);JohnF.Har灢
ris,TheSurvivor:BillClintonintheWhiteHouse(NewYork:Random House,2006).
ElizabethDrew,Showdown:TheStrugglebetweentheGingrichCongressandtheClinton WhiteHouse
(NewYork:Touchstone,1997);CharlesO.Jones,ClintonandCongress,1993~1996:Risk,Restora灢
tion,andReelection (Norman: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9).
J.TerryEdmonds,“PresidentClinton狆sCivilRightsLegacy:From LittleRocktotheNation,暠available
at:http://www.clintonpresidentialcenter.org/20years/turningpoint/essay_civilrights_jtedmonds.php,登

录日期:2012年12月25日。

ToniMorrison,“ClintonastheFirstBlackPresident,暠NewYorker,October1998;DeWayneWickham,

BillClintonandBlackAmerica (NewYork:BallantineBooks,2002).



彩的保守政策,并且把这些政策称为“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暠(compassionateconser灢
vatism),如大规模减税、极力推进道德问题上的保守立场(如反对同性恋婚姻)、通过

“以信仰为基础的倡议暠(faith灢basedinitiatives)给宗教组织以联邦资助。栙正是由于

小布什在道德和宗教问题上的极端保守立场,才使得这两个问题在2000年和2004
年大选中占据了突出位置,并由此引发了新闻记者和学者对所谓的红州对蓝州,也就

是政治极化的大规模关注。栚

但是,小布什的保守主义并没有持续多久。奥巴马在2008年以较大优势胜选并

且在2012年几乎毫无悬念的成功连任,说明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倾向于民主党所代表

的自由主义。奥巴马第一任期内通过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医疗改革法案,就是这种自

由主义的最好体现。栛另外,奥巴马在2012年大选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提高富人

的税率,而且在最近与国会共和党人就如何避免“财政悬崖暠举行的谈判中,奥巴马也

一直坚持要对富人增税。栜无论是全民医保还是对富人增税,这些都是典型的自由主

义政策。虽然奥巴马的第二任期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有种种理由相信,他在今后四

年内还将继续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奥巴马的八年任期标志着

自由主义的一个新高潮。

五暋2016年之后的美国政治

2016年奥巴马卸任之后,美国政治又将是怎样一个局面?

一些迹象表明,美国或许即将迎来新一轮政党重组,并且在这一次重组后,共和

党将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迹象之一就是2009年席卷全美的茶党运动。尽管茶党组

织松散,并且成员很少,但是它在极短的时间内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少

茶党所支持的候选人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获胜,就说明了茶党所代表的保守势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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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FrederickIde,ThePortraitofaCompassionateConservative(LasColinas,TX:MonumentPress,

2000);MarvinN.Olasky,CompassionateConservatism:WhatItIs,WhatItDoes,andHowItCan
TransformAmerica (NewYork:FreePress,2000).
ThomasFrank,What狆stheMatterwithKansas斂HowConservativesWontheHeartofAmerica (New
York:MetropolitanBooks,2004);参阅第24、25脚注。
关于奥巴马医改的新闻分析和学术研究都非常多,在此不赘述。参阅谢韬:《医疗改革:奥巴马的第二个美

国梦》,载《经济观察报》2012年7月9日,availableat:http://www.eeo.com.cn/2012/0710/229694.sht灢
ml,登录日期:2012年12月25日。

HelenCooperandJonathan Weisman,“ObamatoInsistonTaxIncreaseforthe Wealthy,暠NewYork
Times,November9,2012,availableat:http://www.nytimes.com/2012/11/10/us/politics/obama-and
-boehner-circle-each-other-on-budget-impasse.html? _r=0,登录日期:2012年12月25日。



选民中有一定的基础。栙迹象之二就是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改革法案费尽周折才

勉强通过,并且通过之后立刻招来了不少利益集团和社会团体的强烈反对。另外一

个迹象就是,尽管奥巴马赢得了连任,但是与2008年相比,他的普选得票和选举人团

得票都有显著下降,这说明不少美国人对他所推行的自由主义政策已经表现出不满,

而这种情绪的出现为共和党人上台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证据表明,支持政府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由主义思潮

在美国并没有衰落,反而正在逐渐上升,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社会贫富悬

殊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当下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状况已经

达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镀金时代的水平,并且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栚另外一些

学者则指出,美国政治极化的罪魁祸首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扩大

的收入差距。栛2011年9月爆发的“占领华尔街暠运动,则被很多人视为是穷人对富

人的抗议。栜

然而,和茶党运动相比,“占领华尔街暠运动的政治影响要小得多。此外,在经历

了16年民主党执政后,很多美国人可能更倾向于让共和党执掌白宫。这就是施莱辛

格父子所说的历史周期;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喜新厌旧暠。但是,新的总有一天会

变成旧的。于是美国的两党政治就这样周而复始,循环不断。如果笔者的分析是正

确的话,那么美国将在2016年或2020年左右迎来一个新的历史周期,一个新的政党

时代。至于这个预测是否准确,只能等待时间的检验了。

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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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茶党运动的学术研究和新闻分析很多。最新的研究可参阅:KevinArceneauxandStephenP.Nichol灢
son,“WhoWantstoHaveaTeaParty?TheWho,What,andWhyoftheTeaPartyMovement,暠PS:Po灢
liticalScience& Politics,Vol.45,No.4,2012,pp.700~710。

JacobS.HackerandPaulPierson,Winner灢Take灢AllPolitics:HowWashingtonMadetheRichRicher—

andTurnedItsBackontheMiddleClass(NewYork:SimonandSchuster,2011).
NolanMcCarty,KeithT.Poole,andHowardRosenthal,PolarizedAmerica:TheDanceofIdeologyand
UnequalRiches(Cambridge,MA:MITPress,2006).
SarahvanGelderetal.,ed.,ThisChangesEverything:OccupyWallStreetandthe99% Movement(San
Francisco,CA:Berrett灢KoehlerPublishers,2011);JamesB.Stewart,“AnUprisingwithPlentyofPoten灢
tial,暠NewYorkTimes,November18,2011,availableat:http://www.nytimes.com/2011/11/19/busi灢
ness/occupy-wall-street-has-plenty-of-potential.html,登录日期:2012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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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12年大选与中美关系栙

张业亮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在美国2012年大选中,有关中国及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引

人注目。与冷战结束后前几次大选中的中国议题侧重政治和安全问题不

同,本次大选的中国议题聚焦于经贸问题并与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相联系,且

中国议题自始至终贯穿于总统竞选全程。在人民币汇率、贸易、知识产权和

中国对美债权等问题上敲打中国,以及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上的竞争,

是本次大选中国议题的两大主题。中国成为本次美国大选的议题之一,是

选举政治的驱动和美国民众在严峻的经济和就业形势下对自身生活状况的

担忧所致。更重要的内在原因是,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及其对美国全球主导

地位的挑战,已成为下一任总统不得不考虑的重大对外政策问题。这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如下事实:近十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使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从

而导致双边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经济已成为中美战略竞争最为激烈

的领域。

关键词:美国政治2012年大选 中国议题 中美关系

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候选人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大选年国内经济的状况往往决定

竞选的成败,外交政策对选举结果几乎没有或只有很小的影响。选民关注的主要是

国内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外交政策不是选民关注的重点。尽管如此,对外政策仍经

常出现在美国大选辩论中,尤其是在美国处于战争状态,或在竞选冲刺阶段出现国际

危机,即所谓的“十月惊奇暠(Octobersurprises)时,外交事务甚至成为决定选举结果

栙 感谢《美国研究》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章的疏漏不当之处由笔者负责。



的关键议题。栙此外,诸如国际贸易、移民、毒品走私等与国内经济和社会联系紧密的

“跨国议题暠(inter灢domesticissues),由于对美国民众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当这些

问题凸显时,它们广受选民关注,所以这些问题也可能使对外政策成为选举的主要议

题。栚

2012年大选是在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联邦财政赤字和债务不

断攀升、中产阶层收入停滞和生活水平下降、对外政策面临严峻挑战、美国的全球地

位及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的形势下举行的,经济和就业是此次选

举中选民最为关注的议题和两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焦点。但中国和对华政策成为此

次竞选的一个议题,无疑引人关注:中国不仅是共和党总统预选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大

选电视辩论的议题之一,而且持续出现在竞选演说、竞选广告及竞选纲领等政策文件

中,成为两党总统候选人竞相抨击的对象。

这就提出了以下问题:(1)中国为何会成为本次美国大选的一个议题;(2)2012
年大选的中国议题与前几次选举中被炒作的中国议题相比有何特点;(3)中国成为竞

选的议题对大选年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有何影响;(4)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对华

政策趋向和中美关系的前景如何。

本文拟在对冷战后美国大选的中国话题进行简单梳理的基础上,从竞选过程和

竞选战略的角度,着重分析美国2012年大选的中国议题的内容、特点和原因,探讨奥

巴马连任后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走势。

一暋2012年大选的中国议题内容及特点

中国成为美国大选辩题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后初期。1950年代,在国际上

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下和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谁丢掉了中国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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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选举政治的历史表明,对外政策在选举中的重要性在美国参与一次大的战争之后往往会特别凸显出

来。美西战争是1898年和1900年大选的一个主要议题。同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8年和1920年大选

的一个主要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对1940年和1944年总统选举有重要的影响,使罗斯福打破了总统只能

任期两届的传统。朝鲜战争是1952年总统竞选的主要议题,艾森豪威尔得益于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声望,
战胜其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在1968年大选中,越战问题迫使约翰逊放弃竞选连任,还最终削

弱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汉弗莱的选情。冷战结束后,对外政策在大选中的重要性式微,尽管外交事务在

1992年、1996年和2000年总统选举中仍然受到关注。九一一恐怖袭击和反恐战争使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

议题重新成为美国总统选举的最优先议题。但在之后的2008年大选中,由于美国遭遇自1930年代以来最

大的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经济状况的好坏成为选民最关注的议题和胜选的关键。

JohnE.Rielly,ed.,AmericanPublicOpinionandU.S.ForeignPolicy1999 (ChicagoCouncilonForeign
Relations,1999),availableonlineat:http://www.ccfr.org/publications/opinion.登录时间:2012年10月

24日。



成为美国政治辩论的话题。在1952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尼克松指

责杜鲁门政府应该为“丢掉了中国暠负责。1960年,在美国历史上首次举办的总统候

选人电视辩论中,“如何协防台湾暠是两党候选人辩论的一个主题。1970年代尼克松

访华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后,中国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1980年共

和党总统预选中,里根和老布什都谴责卡特总统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里根声称,

如果他当选,他将支持重建与台湾的“官方关系暠。

冷战结束后,尽管对外政策在美国选举中的作用下降,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

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大,美国两党总统候

选人,特别是挑战者在竞选中提及中国的次数增多。1992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比尔·克林顿在竞选中指责老布什总统“纵容暠中国的“独裁者暠,表示自己一旦当

选,将比老布什更强硬,承诺当选后将把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中国是否改善人权记录挂

钩。2000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在竞选中声称中国是“战略竞争者暠,而

不是克林顿所说的“战略伙伴暠,并表示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贸易政策,并与台湾

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和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经贸问题逐渐主导美

国大选的对华政策辩论,在经贸问题上敲打中国成为美国选举年的一个新的政治现

象。2008年大选时,在美国面临严重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奥巴马在竞选中对中国持有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表示不满,要把中国称作“汇率操

纵国暠,声称当选后将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还强调要

在人权和知识产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在经贸问题上敲打中国也出现在国会和州长

选举中。2010年中期选举,在选民对美国经济低迷感到担忧的情况下,不少两党国

会议员和州长候选人把中国作为替罪羊。在选举投票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至少有

29位竞选人,包括19位民主党国会竞选人和10位共和党国会竞选人,直接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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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发布广告,指责对手太同情中国,把美国人的工作拱手让给中国,栙“字里行间

流露出(tappinginto)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实力的担忧暠。栚

如果说,在以前的历次大选中,敲打中国只是个别总统竞选人的言论的话,那么

在2012年大选中,中国和对华政策进一步上升为总统竞选的一个议题。

(一)在本次大选中,中国和对华政策不仅持续地出现在预选、大选辩论、竞选演

说和广告及党纲等政策文件中,而且贯穿于竞选的始终。

首先,中国和对华政策是共和党总统预选辩论的一个议题。2012年总统预选,

两党的形势不同。民主党虽有多名竞选人参加角逐,由于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奥巴

马具有明显的优势,在2012年4月3日就获得了本党提名必需的2778张票,党内预

选犹如走形式。与之相反,由于没有在职者竞选连任,共和党的总统预选竞争异常激

烈。虽然正式预选要到大选年的1月3日至7月14日才举行,但多数有意问鼎白宫

的共和党人早在2011年夏就开始了竞选活动,直到2012年6月,前马萨诸塞州州长

米特·罗姆尼(MittRomney)才战胜党内对手,基本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从2011年5月5日于南卡罗来纳州格林威尔市(Greenville)举行的共和党总统竞选

人首场电视辩论拉开党内预选的序幕,到2012年2月22日于亚利桑那州梅萨市

(Mesa)举行的最后一场辩论,共和党共举行了20场预选辩论,几乎在每一场辩论

中,中国都被多次提及。

其次,进入大选阶段后,中国和对华政策不仅是两党总统候选人之间电视辩论的

主要辩题,而且持续充斥在奥巴马和罗姆尼的竞选演说、战场州的竞选广告中。总统

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首次出现于1960年的大选。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电视辩论对

候选人树立形象、阐明政策主张起着重要的作用。2012年大选共举行了三场总统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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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的电视辩论。第一、第二场辩论的主题虽然是国内议题,但对华政策成为奥巴马

和罗姆尼之间有关外交政策辩论最激烈的两个交锋点之一,栙两人均多次提及中国。

10月22日举行的第三场电视辩论以美国外交政策为主题,“中国的崛起和明日的世

界暠是这场以外交政策为主题的六大辩题之一,中国议题也首次在美国总统候选人电

视辩论中成为独立辩题。中国还频频出现在两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演讲和广告中。

特别是在竞选冲刺阶段对俄亥俄等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严重的州的争夺中,奥巴马

和罗姆尼的竞选团队在选战中都发布了大量涉及中国的相互攻击的广告。

最后,中国和对华政策还成为两党竞选纲领的主要内容。两党全国代表大会通

过的党纲或竞选纲领是两党唯一的政策性文件,它们阐述了两党总统候选人对于美

国面临的内外问题的主张。在2012年共和党竞选纲领中,中国和对华政策占了较大

的篇幅。不仅第一章“恢复美国梦:重建经济和创造就业暠和最后一章论述共和党对

外政策时提到中国,而且专门有一节阐述对华政策。此外,罗姆尼还在竞选期间发表

的外交政策白皮书等政策文件,以及在《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上

发表的文章中,全面阐述了其对华政策主张。

(二)从内容上来看,本次大选的中国议题聚焦于经贸问题且与美国国内的经济

状况相联系。

在共和党总统预选辩论中,尽管经济、就业、税收、移民、联邦赤字和债务、能源等

国内经济问题,以及奥巴马医改法、医疗保健和教育、堕胎、胚胎干细胞研究等社会问

题是主要的议题,但中国仍不时出现在与经济、就业和贸易等相关的议题中。在两党

总统候选人拉票的大选阶段,中国议题的出现也与人民币汇率、贸易和市场准入、知

识产权、中国对美债权等中美经贸问题联系在一起,出现在与美国选民最为关注的就

业和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等问题上,而对华战略、外交和安全、西藏、新疆和人权问

题等,仅出现在两党的竞选纲领和相关政策文件中。

具体分析,2012年大选的中国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在人民币汇率、贸易、知识产权、中国对美债权等问题上敲打中国。

近十年来,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是中美贸易争

端的一个焦点,也是本次大选两党总统候选人对中国竞相抨击的重点。例如,在共和

党总统预选中,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主张,如果中国

不停止操纵人民币的话,美国应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他的这一主张遭

到另一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加里·约翰逊(GaryJohnson)的反对,认为降低商品和服

务的费用对双方都有利。罗姆尼也在多场辩论中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以降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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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商品价格,声称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天就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这一主张遭到另一

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洪博培(JonHuntsman)的反对,他认为这将引发中美之间的贸易

战。在第二场辩论中,“如何应对中国通过人为调低人民币币值以促进出口这一关系

到美国贸易、赤字和就业的问题暠,成为两党总统候选人辩论的焦点。栙罗姆尼在辩论

中老调重弹,批评奥巴马“没有劝说中国停止干预外汇市场暠,奥巴马则声称,“自我担

任总统以来,中国货币汇率实际升值了11%,这是因为我们对中国施加了很大压

力。暠栚

贸易关系是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建交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

展,中国目前已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美

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经济融合的步伐加快,在总体上使双方受益的同

时,也使双边贸易关系日趋复杂。暠栛奥巴马就任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

出口贸易直线下滑。奥巴马政府把扩大出口作为经济政策的优先课题。2010年1
月,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五年内出口翻番的目标,以创造就业,带动美国经济尽

快复苏。美国对华出口增加,但出口的增长并没有减少对华贸易赤字。根据美方的

统计,美国对华贸易赤字2008年为2660亿美元,2009年下降到2270亿美元,2010
年又上升到2730亿美元,2011年则为2960亿美元,栜对华贸易赤字远大于美国对其

他贸易伙伴的赤字。巨额的对华贸易赤字激起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针对

中国的“双反暠案件显著增加,一些国会议员还提出对华强硬的贸易法案,中美贸易摩

擦加剧。也有不少美国政商界人士担忧这样会引发中国的报复措施,主张通过双边

高层对话,如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美中商贸联委会谈判来解决。

在2012年大选中,两党总统候选人都认为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是由于中国“不

公平暠贸易的做法所致,并将之与美国就业岗位流失联系起来。在竞选中,罗姆尼多

次在辩论中指责中国在其对外贸易中“欺骗暠,不遵守世贸组织的贸易规则,侵犯美国

的知识产权,操纵人民币汇率以降低出口商品价格,从而造成美国就业流失,批评奥

巴马对华政策过于软弱。2012年共和党竞选纲领也指责中国“使用各种不公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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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美国进入其国内市场,同时偷窃美国的设计、专利、商标、技术;操纵其货币使美

国出口商品处于劣势;补贴中国公司以获取商业优势;制定旨在排除国外竞争者的规

则和标准暠,批评奥巴马政府应对这些“违反世界贸易标准暠的方法就是“缴械投降暠,

声称“如果中国不修改其货币政策,共和党总统将征收反倾销税暠。共和党竞选纲领

还鼓励美国企业向法院和世贸组织提起诉讼,对窃取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公司实

施惩罚性措施,直至中国遵守世贸组织的相关协定。如果中国不遵守世贸组织的规

定,“美国将终止中国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暠。栙为反击罗姆尼对自己的指责,奥巴马在

竞选辩论中反复强调,中国必须服从经济游戏的国际规则。为实现这一目标,奥巴马

政府对中国所谓的“不公平暠贸易做法采取了比前任更多的贸易行动。

美国居高不下的联邦财政赤字和不断攀升的巨额债务,使美国人担忧出现美国

依赖债权国中国的局面,这使中国对美债权问题成为本次大选中国议题的内容之一。

中国在2008年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据美国财政部2012年10月16日

公布的数据,中国持有的美国财政部库券为1.1536万亿美元,与过去相比有所减少,

但中国仍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栚美国日益依赖中国购买其国债的局面既引起了许

多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警觉,也引发了美国公众的忧虑,他们担心中国抛售美元资产影

响美国经济的稳定。此外,美国认为,中国多年来增持美国政府债券降低了人民币对

美元的比值,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商品对美国的出口。栛奥巴马在入主白宫后不久就声

称,“我们不能继续向中国借钱。暠2011年6月14日,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

员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在众议院提出《外国持有美国债权透明和威胁

评估法》,栜要求外国特别是中国增加持有美国国债的透明度,以便美国进一步评估

外国持有美国国债给美国带来的潜在的风险。国会2011年5月通过的2012财年国

防授权法也要求国防部对中国持有的美国联邦债权进行国家安全风险评估。

对中国持有巨额美元资产的担忧,使得该问题持续成为2012年总统竞选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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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栙罗姆尼把中国对美债权作为其竞选的一个重要经济议题,在演说和电视广告

中多次提及这一问题。罗姆尼在第一次总统辩论中说:“我不会用从中国借来的钱花

在一些开支事项上。暠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明尼苏达州众议员米歇尔 · 巴克曼

(MicheleBachmann)在党内预选辩论中称,削减防务开支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美国

对华的债务,帮助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当我们削减十亿美元的防务开支时,我们实际

上以一种利息的方式把钱送给了中国暠。栚

随着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近十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不断增长。据美方

统计,仅2010年,中国对美投资就高达50多亿美元,并且近几年的投资额连年翻

番。栛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受到不少州长和市长的热捧,他们竞相欢迎中国到自己所在

地域投资。根据美国亚洲协会(AsiaSociety)的报告,中国对美投资已提供了1万个

就业岗位。栜 一些美国专家也认为,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特别是绿色能源项目,

有助于美国创造就业,改善双边经济关系。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

因美方以“威胁国家安全暠为由打压而受阻,因而长期处于低水平。到2010年底,中

国对美投资排在外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第30位。栞美国认为,中国的一些投资主要是

为了获得美国的技术,中国企业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也缺少透明度。2007年美国

《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栟 规定,美国的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theCommitteeon

Foreign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可就投资交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调

查。众议院相关法案 栠声称:“一些政府所有企业的并购案确实引起了人们对于国家

安全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在政府所有企业的并购决策是出于内在的政府原因而非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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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考虑的情况下。暠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2004年以来,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原因,对中

国公司在美国的并购案进行的立案调查就有近十起。多家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均因

美方以“威胁国家安全暠为由阻挠而失败。在2012年大选中,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

的问题也在竞选中多次被用来作为攻击对手的杀手锏,例如,奥巴马竞选团队利用华

为投资一事大做广告,攻击竞选对手罗姆尼曾仍总裁的公司———贝恩资本(Bain

Capital)合作购买美国国防承包商3Com 公司,遭罗姆尼团队的反击。栙

2.如何防止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和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是2012年大

选中国议题的另一重要方面。

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来自国外廉价劳动力的竞争,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从

1970年代末就开始不断减少,由1979年的1960万个的峰值下降到2010年6月的

1170万个岗位。栚仅奥巴马执政的头两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就由1730万下降到

1170万,减少了近1/3。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09年1月,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

为1250万人,到2012年8月不到1200万人。栛

在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和就业成为选民最关注议题的情况下,工作岗位流

失成为自2008年大选以来经济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2008年大选中,奥巴马曾

承诺将努力减缓美国就业机会向其他国家流失的速度,提出“终止减免将就业机会转

移到海外的企业的税收暠。栜 入主白宫后,奥巴马把振兴美国制造业作为创造就业岗

位的长期战略,作为这项战略的措施之一,他对把就业机会转移到海外的跨国公司增

税,以防止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但相关立法未能在国会通过。为此,奥巴马一直受

到民主党自由派的批评。同时,在美国有关制造业岗位流失原因的争论中,中国一直

被政客当作“替罪羊暠。

在2012年大选中,就业岗位流失和外包成为总统竞选一个重要的经济议题。两

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指责谁更应对美国就业岗位流失到中国负责。奥巴马在电视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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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竞选演说和广告中多次指责罗姆尼的贝恩资本公司把工作岗位外包给中国,如在

第二轮电视辩论中,奥巴马指责罗姆尼投资的公司把工作岗位外包给中国,还指责罗

姆尼目前投资一家公司为中国生产侦察设备以对付美国,称罗姆尼是“最没有资格谈

论对华强硬的人暠。栙2012年6月22日,奥巴马在佛罗里达州一家社区学院栚发表竞

选演说时,引用《华盛顿邮报》关于罗姆尼与他人共同创立的贝恩资本的一则报道,指

责罗姆尼是“工作岗位外包的开拓者暠,声称 “我们不需要在椭圆形办公室出现一个

外包先驱者,我们需要一位为美国制造业和就业而战的总统暠。栛奥巴马竞选团队还

在互联网上发布视频广告,称罗姆尼是“把美国工作岗位输往海外的专业人士暠。这

就使就业岗位流失和外包成为竞选的焦点议题之一。栜罗姆尼则反唇相讥,称奥巴马

为“把数以千亿美元的经济刺激基金拱手送给以外国为基地、在美国之外生产的企业

的总外包者暠,罗姆尼还“反复保证他将通过对华强硬来保护美国就业岗位暠。栞 在竞

选的冲刺阶段,“谁是就业岗位外包者的相互指责声在民调显示选情胶着的近十个战

场州的选战中不绝于耳暠。栟

与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议题紧密相联系的是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不

少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把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作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强调重

建美国总体实力是发展对华长期关系的关键。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从战略上塑造

中国对于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增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美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

成为总统竞选人辩论的辩题之一。例如,罗姆尼多次声称要重振美国经济,与中国竞

争。共和党总统竞选人金里奇称,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与美国国内工业的竞争,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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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之一,国会参众两院应就此问题举行听证会。栙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与以前几次大选相比,2012年大选的中国议题具有

以下特点:

首先,本次大选中,两党总统候选人对中国和对华政策关注、重视的程度大大高

于以往,中国已成为美国大选的一个议题。

其次,与冷战后前几次大选中的中国议题侧重于外交和安全问题不同,本次大选

的中国议题聚焦于经贸问题并与美国经济相联系。换言之,本次大选的中国议题既

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关键议题,也是与美国经济紧密联系的一个议题。美国大选

中国议题重点的变化反映了时空背景转换下美国对华战略和美国公众对中国看法的

变化:冷战时期,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形势下,美国对华实行遏制战略,民众在反共

宣传下,担心美国的生存会受到来自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威胁,因此,美国大选的中

国议题集中在台湾等安全议题上;冷战的终结被美国认为是民主制度的胜利,在一超

多强的国际格局下,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人权因素增大,因而在冷战后初期的中国话题

多与人权问题相联系;近十多年来,特别是美国2008年遭遇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国

内严峻的经济形势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使美国民众对自身经济状况下降的担忧增大,

中美经贸问题由此成为大选的一个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2012年大选中,尽管两党总统候选人竞相敲打中国和相

互指责对方的对华政策软弱,但这些指责都是围绕如何更好地保护美国经济、外交和

安全利益而展开的。候选人之间的相互指责和批评,通常是关于利益实现途径的分

歧,双方都强调自己将比对手做得更好,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并无根本的分歧。

二暋中国成为2012年美国大选议题的原因

中国和对华政策成为2012年总统大选的议题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中国崛起及其对美国全球地位的挑战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成为美国2012年总统选举的一个议题,是因为随着中国的

快速崛起及其对全球事务的影响扩大,对华战略已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不得不考虑

的重大对外政策问题。

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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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保持平稳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在全球经济、安全和政治事务中的影响不断增大。而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在

九一一事件后,由于经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及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的

重创,实力地位相对下降。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美国的12%,2010年

这一数字上升到40%左右。

中国崛起和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在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同时,也给中美关

系带来结构性的新变化: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中国有

可能发展成为唯一有能力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这些变化加大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

关注和政策调整。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在面对中国快速崛起及其国际影响力不断增

大的情况下,“两大党都把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作为外交政策优先课题的中心,明

确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实力、战略意图和军事能力将日益影响到美国的政策选择暠。栙

中国的快速崛起使美国对华竞争和防范意识明显增强,促使其重新调整全球的战略

布局,应对中国崛起及其影响是奥巴马政府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暠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崛起还加大了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猜疑及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向的担

忧。导致这种猜疑和担忧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政学界关于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引起

现存国际秩序的变动,且可能引发新兴国和守成国之间冲突的看法固然是一个原因,

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不同:中国的崛起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西方体系之外的大国崛起。栚中国的崛起因而具有更深层次上

的制度和发展模式竞争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目

标是维持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崛起却动摇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政治和

经济秩序;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使两国原本就互不信任,而中美实力消长的变

化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战略竞争,引发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和战略

界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塑造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部

分,这必然使中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成为本次总统选举的一个话题。2012年总

统竞选期间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实际上是探讨哪种战略能够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利

益,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议题在美国大选中的重要性上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样

一种情形:近十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使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中美双边关系发生了结构

性变化,经济已成为中美战略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

(二)选举政治的驱动和竞选策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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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举政治的视角看,两党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竞相敲打中国主要出于以下两

个动因:

1.树立领导形象和削弱对手的竞选势头。

在现代竞选中,制定竞选战略是竞选的必要步骤。正确的竞选战略是争取选民

支持的关键一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美国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内政外交

挑战,公众普遍期望总统强有力、果断(assertive)和发挥主导作用(dominant),在危

机或社会动荡时期,人们更加期望总统具备这样的领袖品质。因此,制定竞选战略的

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树立候选人的领导形象。除了展示本党传统形象、表明关键议题

主张外,总统候选人还必须展示自己有能力、有资格担任总统,并质疑竞争对手在这

方面的能力。

对外政策是总统形象塑造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美国政治体系来说,对外政策属

于总统的行政权范畴。虽然美国宪法规定外交权由总统和国会分享,但在实际政治

生活中,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处于支配地位,是外交政策的决策者。而且总的来讲,

国会历来支持总统在外交方面的决策权,最高法院也承认总统的这种特殊地位和权

力。因此,总统候选人必须在竞选中提出其关于对外政策重要问题的政策主张。公

众对总统候选人的政策立场、价值观、在对外政策议题上能否胜任(competence)的认

知,是选民判断总统竞选人外交政策价值观、能力、领导艺术,特别是危机管理能力的

一个重要方面。选民看重候选人的领导能力和果断等性格特点,“被认为是他们对候

选人如何与敌对国家领导人打交道做出判断的关键暠。栙一般来说,在竞选中,在任总

统总是强调其对外政策的成就,展示自己是个称职的总统,有资格再干一任;而其挑

战者则指责对手的政策是完全失败的政策,他们会做得更好。因此,从理论上来说,

在大选年敲打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传统,除了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的差异、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及近十年来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外交、战略安全和经济利

益产生影响之外,候选人出于竞选策略的需要,通过宣示强硬的对华政策来展示其外

交方面的能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2012年大选中,中国成为竞选的主要议题,除了因为中国议题能够展示候选

人的能力,还因为中国议题能够满足削弱竞选对手优势的需要。传统上,共和党在外

交和安全政策议题上占优势,选民普遍认为,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上,共和党做得

更好。但本次大选不同,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没有任何外交政策经验。奥巴马政府

尽管在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等国内经济政策方面乏善可陈,但在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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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他决定从伊拉克撤军、击毙本·拉登、与俄罗斯谈判签署核武器协定等外交政

策成就,则是其四年任期可炫耀的主要政绩。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民调,

77%的民众赞成奥巴马从伊拉克撤军和击毙本·拉登,这是十多年来民主党总统候

选人首次在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民调中领先。栙因此,奥巴马在竞选中突出外交业

绩,希望就此把议题从经济转移到外交,从而赢得连任。栚奥巴马及其竞选团队还抓

住罗姆尼出访欧洲、他对于以色列的言行,以及罗姆尼将俄罗斯称为头号对手的讲

话,大做文章,批评罗姆尼在外交上是新手,以削弱对手的形象。

罗姆尼的竞选战略是把这次大选变成对奥巴马执政以来糟糕的经济记录的一次

全民公决,因此,在大选中他自始至终强调经济议题,没有把对外政策议题作为竞选

的重点。在第一轮电视辩论拉近与奥巴马的选民支持率后,为改变其在选民中不熟

悉对外政策的形象,塑造自己的总统形象并以此来争取摇摆选民,罗姆尼也开始把外

交政策作为一个主要议题,抓住人民币汇率、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等问题大做文章,批

评奥巴马对华政策过于软弱,以削弱奥巴马在外交领域的竞选优势。栛

2.争取选民,尤其是战场州选民的选票。

在2012年大选中,由于自2008年以来两党的基本选民团体和两党选民结构的

地理分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造成罗姆尼和奥巴马的全国选民支持率不分上下,摇摆

州因此成为两党总统候选人争夺的重点和胜选的关键。特别是在选举后期,选情胶

着,更促使两党总统候选人把竞选的重点放在本次大选的八个摇摆州,尤其是中西部

“铁锈地带暠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最为严重的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在过去的选举

中,没有一个失去俄亥俄州的总统候选人能赢得选举。两党总统候选人因而都把俄

亥俄州作为竞选的重点。据统计,2012年1月至9月,奥巴马共访问俄亥俄州13
次。如果自入主白宫以来算起,奥巴马对该州的访问高达29次,加上副总统拜登访

问的次数,几乎达到每三周访问一次的频率。罗姆尼同期访问俄亥俄州17次,仅

2012年5月后就访问了10次。在电视广告方面,仅2012年5月到9月,奥巴马在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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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俄州的支出就高达4100万美元,罗姆尼也花出近2100万美元。栙

在美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战场州的失业情况尤其严重。根据美国劳工部2010
年1月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十年中,密歇根州已失去84万个工作岗位,2009年的

失业率为14.7%,是全美各州最高的。大选投票前夕那里的失业率仍为9.5%,高于

全国的平均失业率。受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的影响,密歇根州2009年只有410
万就业人口,是自1987年8月以来就业人数最少的情况。底特律失业率为16.7%,

是全美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最高的。俄亥俄州2009年失业率为10.6%。栚因

此,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问题成为两党总统候选人在战场州竞选的主要议题。

在竞选中,罗姆尼及其竞选团队紧紧抓住糟糕的经济数据大做文章,攻击奥巴马

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力图把此次选举变为对奥巴马执政四年处理经济问题不力的

一次全民公决,同时宣扬他在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的政绩和他经商的经历,以证明

他在管理经济方面会比奥巴马做得更好。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6月举办的民调显

示,在解决美国经济问题上,罗姆尼高出奥巴马八个百分点(49%比41%)。奥巴马

在竞选中则有效地把选举转变为选民对于他和罗姆尼两人谁更了解选民需求做出抉

择;把经济低迷不振归咎于小布什留下的烂摊子,宣称要使美国经济复苏,四年时间

是不够的,需要更长的时间;同时抓住失业率下降等经济利好消息,宣称他的经济政

策开始奏效;在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的竞选中,大力宣扬自己救助汽车行业从而挽救

了美国汽车制造业,增加了就业的业绩。两党总统候选人都在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

问题上互相指责,从而使中国议题成为本次美大选的一个议题。

(三)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看法

民调所示的公众对重要外交政策议题的看法,也可能使某个外交政策问题成为

大选的主要议题。

皮尤研究中心近年来相关民调显示,尽管美国民众总体上对中美关系持肯定的

看法,但中国的快速崛起引发美国民众对美国实力地位下降的担忧,多数美国民众认

为中国的快速崛起是对美国的一个威胁。根据该机构2010年4月举行的一次民调,

高达41%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将是世界的主要经济大国,这个数字超过认为美国是

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人数。美国民众不仅对美国未来作用下降表示担忧,而且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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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人确信中国将主导世界。2011年1月举行的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视中国为

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43%的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严峻的问题,22%的人认

为中国是对手。皮尤2012年4月30日至5月13日就中美关系举行的民调显示,美

国民众高度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及其对美国的影响,52%的美国人认为中

国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是对美国的一个主要威胁,但多数美国人视中国为经济上的

威胁,而非军事威胁,59%的美国人担忧中国的经济实力,担忧中国军事实力的只有

28%。66%的民众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只有16%的人认为中国是伙伴,另有

15%的人认为中国是敌人。其中,共和党和民主党人之中把中国视为美国最大威胁

的人数比例分别是31%和21%。栙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引起

美国民众持续、高度的关注,也是中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成为美国2012年大选重

要议题并促使两党总统候选人敲打中国的原因之一。正如在2000年大选中担任麦

凯恩竞选顾问的丹·施努尔(DanSchnur)所说:“候选人敲打中国是他们回应选民对

经济担忧的一种方式。……即使多数选民对什么是有利的对华政策和不利的对华政

策并不清楚,但他们有一种直觉,即中国正以牺牲美国经济利益来获得好处,因此他

们希望看到候选人对华示强。暠

(四)罗姆尼信奉的政治哲学和外交政策主张

在2012年大选中,罗姆尼更多地在人民币汇率、贸易、知识产权等问题上敲打中

国,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挑战者往往指责在任者的对外政策过于软弱、

是失败的,另一方面,罗姆尼喜欢敲打中国与他信奉的政治哲学和外交政策主张有

关。

罗姆尼本人是温和保守派,但其对外政策反映了传统的共和党保守派的主张。

罗姆尼的外交政策顾问班子中50多名成员来自政府部门或华盛顿的思想库,多为共

和党主流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者,罗姆尼对外政策主张主要反映了这一派人的观

点。栚罗姆尼的对华政策主张充分体现在其竞选演说、文章、竞选纲领中。罗姆尼是

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中最早提出对外政策主张的人。早在2010年出版的《无以致歉:

以美国的伟大为例》一书中,罗姆尼就对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提出批

评。栛在竞选党内提名的过程中,罗姆尼于2011年10月7日发表题为《一个美国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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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确保美国长久利益和理想的战略》的外交政策白皮书。这一白皮书长达44页,全

面阐述了罗姆尼对于美国面临的外交问题的政策主张。栙2011年10月14日,罗姆尼

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中国必须尊重自由贸易体系》的文章,批评中国通过窃取

知识产权和补贴国内产品的方式系统地剥削其他经济体。栚2012年2月16日,罗姆

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我将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一文,全面提出了他在经济、军事和

人权领域的对华政策主张。罗姆尼在文章中称,有必要“在贸易、知识产权、人民币价

值等领域直接反对中国的做法暠,并声称,在他当总统的第一天就将宣布中国为货币

操纵国,除非中国“改变其方式暠。他还呼吁强化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鼓励美国支

持中国异见人士。栛2012年月,共和党提名大会通过的题为《我们相信美国》的竞选

纲领,以较大的篇幅多次阐述了罗姆尼的对华政策。罗姆尼还在竞选演说和辩论中

阐述他的对华政策主张。2012年10月8日,在竞选最后一个月的冲刺阶段,罗姆尼

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发表对外政策讲话,再次阐述了其对外政策主张,对奥巴马对华

政策提出批评。

概括起来,罗姆尼对华政策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鼓吹重振美国的主导

地位,主张奉行“以实力谋和平暠的强硬外交。罗姆尼秉承保守主义理念,在多次演说

和辩论中批评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过于软弱,强调21世纪仍是美国世纪,美国只有

加强实力,才能赢得和平。在增强美国军事实力方面,罗姆尼列出的具体措施是:增

加美国的军舰,强化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活动并加强美国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维持防务

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比重等。栜 (2)把“塑造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暠作为对华政

策的目标。罗姆尼声称,“中国已明确表示它想做一个军事和经济超级大国暠,他以中

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升说明他主张对华强硬政策的正当性。罗姆尼还多次宣称,要

“实施一种战略,此战略要使中国谋求地区霸权之路,比她成为国际体系的一个负责

任伙伴付出的代价更大暠。(3)在军事上,罗姆尼把中国视为“下一个威胁暠,主张加强

美国在亚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双边联盟和伙伴关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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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作用,来迫使中国改变行为方式并抵消中国的影响。(4)在

经济上,罗姆尼主张美国必须在主要的经济争端上与中国直接对抗,承诺执政后的第

一天就将中国宣布为货币操纵国。(5)在人权问题上,他呼吁大力支持中国国内的异

见团体,指责奥巴马政府没有这样做是“出于害怕得罪中国政府的考虑暠。罗姆尼的

上述政策主张概括起来就是:重振美国的主导地位;加强美国在亚太平洋地区的军事

存在;强化美国与该地区的伙伴关系,在经济争端上对中国毫不退让,支持中国国内

的异见人士,来平衡中国日趋增长的实力。

由此可见,罗姆尼在竞选中敲打中国还是其对外政策主张的具体体现。

三暋中国议题对2012年大选和大选年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竞相敲打中国主要是出于竞选利益的考虑,对选

民选举行为是否具有实质性影响,由于投票后的民调没有提供相关数据,目前还难以

发现两者之间的直接实证联系。一般来说,外交政策对大选的结果没有影响。奥巴

马赢得连任,一方面是由于他得到了他在2008年形成的新的选民联盟,即黑人、拉美

裔美国人、妇女、年轻人等选民团体的支持,得益于美国经济在大选投票日前几周出

现好转迹象,另一方面是他在经济议题上的竞选战略起了重要的作用。奥巴马把美

国经济持续低迷的状况归咎于小布什,强调自己在救助美国汽车业方面的举措拯救

了该产业并增加了就业,从而有效地化解了罗姆尼把大选变为对他四年执政期间糟

糕经济业绩的一次公决的竞选战略。投票后的民调显示,53%的选民认为,前任总统

小布什应该对美国经济的疲弱不振负责,认为奥巴马应该对此负责的只有38%。

60%的选民认为经济是最重要的议题,在这部分选民中,罗姆尼只赢得了51%的微

弱多数,奥巴马则赢得了这些人中47%的人的票。40%的选民认为就业是最重要的

议题,奥巴马赢得了这部分选民中的多数。栙 奥巴马还赢得了把“在乎像我一样的

人暠作为他们投票原因的选民中的82%的人的选票。栚此外,奥巴马在金融危机期间

对美国汽车业的救助,是他获得俄亥俄和密歇根等中西部战场州蓝领工人选票从而

赢得连任的重要原因。这使得奥巴马成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第一位连续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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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都获得50%以上选票的民主党总统,也是自1940年以来第一次在失业率超过

7.5%的情况下赢得连任的总统。

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的竞选言论虽然不能等同于当选就任后的政策选择,但这

些言论可能挑动民众的情绪,确定未来的政策走向,从而有可能极大地扩大双边关系

中固有的挑战,对中美两国这样重要而复杂的双边关系来说尤为如此。此外,后冷战

时代的中美关系历史充分证明,竞选言论,特别是候选人承诺得非常具体的强硬政

策,将可能造成新政府初期中美关系的异常紧张。1992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克林顿在竞选中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他就任初期对华实行“压力政策暠,致使中美关

系出现全面倒退。直至中国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暠的对美

基本方针,从战略高度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同时美国内外也出现促使克林顿政府对华

战略思想向积极和务实方面转化的一系列因素后,中美关系才回暖。2000年大选,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公开批评克林顿政府后期的对华政策,称中国为美国的“战

略竞争者暠。就任后,小布什大幅提升美台关系,加上发生撞机事件,导致中美关系几

乎降至冰点。后来发生了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布什政府出于借重中国支持反恐和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需要,才开始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美国大选年是中美

外交关系的“紧张震荡期暠和经贸摩擦的“高发期暠,这似乎已成为冷战后中美关系的

铁律。只是近十年来,由于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的认知日益接近,

中美之间多层次、多领域的磋商和对话机制的建立,中国政府和民众对美国选举政治

认识的加深,以及中国政府出于维护双边关系大局对美国大选言论的淡化处理等因

素的作用,才使美国大选中敲打中国的言论没有造成中美关系的激烈动荡,避免了中

美关系的螺旋式下滑。

2012年大选对中美关系同样具有一定的影响。

首先,在外交和战略上,奥巴马在大选年前后的一系列战略调整和政策举措,加

剧了中美的战略对抗和双边关系紧张。在战略上,经过数月酝酿,奥巴马政府于

2012年1月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暠战略,美国全球战略东移的步伐明显加快。2012
年1月,国防部在为下一个十年防务开支确定重点的《防务战略指南》(TheDefense

StrategicGuidance)中称,随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结束,“美国必须在亚太实行再

平衡暠。栙在防务安全上,针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奥巴马政府加紧落实“空海一体战暠

计划,2011年11月,国防部设立办公室协调开发“空海一体战暠,2012年1月国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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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战略指南》明确确认该计划具有重要优先地位。栙 奥巴马政府还把强化美日、

美韩同盟,扩大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驻军等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暠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频繁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在南海问题和钓鱼岛主权纠纷上,美国虽一

再声称不持立场,但明显偏袒与中国对抗的菲律宾、越南和日本。栚在台湾问题上,

2011年9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总额高达58亿美元的一揽子对台军售案。奥巴马政

府在大选年做出上述战略调整和一系列政策行动,既可以看作是他就任以来对华政

策的延续,也可以说是他出于选举政治方面的考虑,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些行动

都造成了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双边关系紧张的局面。

其次,在经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出于竞选连任的目的,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

施明显增多,中美经贸摩擦加剧。奥巴马政府认为,解决对华经贸问题应“谈判解决

和强有力的执法双管齐下暠。栛 从执政以来到2011年10月,奥巴马针对从中国进口

的22种产品共发布了15个反补贴命令、22个反倾销命令。栜 进入大选年以来,奥巴

马政府在经贸问题上更加频繁地敲打中国,对中国产品发起一波波的“双反暠和“337
调查暠。2012年3月13日,奥巴马政府与欧盟和日本一道,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限制

稀土出口。2012年8月,奥巴马政府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汽车不公

平征税。9月17日,奥巴马在俄亥俄州宣布将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对汽车制造业

进行不正当补贴暠。10月18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硬木和装饰用胶合

板发起“双反调查暠,这是大选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的第四项反倾销调查和第

三项反补贴调查。这使奥巴马成为后冷战时代对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最多的美

国总统。美国总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斯帕林在为奥巴马对华政策立场解释时说:

“在制造业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保卫美国的汽车工业,从奥巴马上任第一天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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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经济战略的一部分。暠为强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执行力度,奥巴马在2012年

1月24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贸易执法局暠(TradeEnforcementUnit)调查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做法暠。栙2012年2月28日,奥巴马又发布行政命

令,宣布成立直属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包括农业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

国务院、财政部和中情局等部门参加的“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暠(InteragencyTrade

EnforcementCenter)。栚除贸易领域外,奥巴马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阻挠中国对

美直接投资的案例也在增多。2012年10月8日,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表调查

报告称,华为和中兴公司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建议阻止这两家企业在美国开展投资

贸易活动。“允许华为和中兴在美国提供网络设备和服务,将会冒消费者信息泄露和

美国核心安全利益受损的风险暠。2012年9月28日,奥巴马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

由,签发行政命令,禁止三一集团关联公司罗尔斯在美国俄勒冈州一军事基地附近兴

建四座风力发电厂。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大选年的中美关系之所以容易受到冲击,有以下三个原

因:一是两党总统候选人对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敏感问题发表的强硬言论,必然引起

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反弹,二是新总统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三是在任总统出于竞选连

任的目的而在大选年前后密集采取强硬的行动,对华政策趋于强硬,而后者是更重要

的原因。

结暋暋语

奥巴马连任后,其第二任期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趋向成为国际社会、中国政府

和民众关注的重点。中国成为美国大选的关键议题表明,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国

际影响力的增大,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正不断提高,因此,尽管奥巴马第二任期

面临众多的对外政策挑战,对华政策仍将是他第二任期外交政策最优先课题之一。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增大,美国对华战略由冷战后初期的“接触加遏制暠战略逐步向“接触加平衡暠战略转

变。栛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暠战略就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在今后四年,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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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将继续延续第一任期对华政策的框架:在外交方面,继续推进中美高层对话,加强

与中国在国际经济、气候变化、防扩散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在战略安全方面,

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暠战略,包括强化美日、美韩同盟;“明确寻求与其他关注中国权

力上升的亚洲国家结成以中国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纽带暠,以“使中国做出有利

于该地区和平和稳定的选择暠等。栙在经济上,由于奥巴马政府今后四年国内经济政

策的优先目标仍然是推动美国经济尽快回升、创造就业机会、解决美国财政赤字和债

务问题,所以美国将会继续在人民币汇率、对华贸易赤字和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问

题上对华施压,贸易保护主义将进一步加强。

美国亚太“再平衡暠战略将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加剧两国的地缘战略争夺。由

于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国内严峻的经济问题,中美的经济竞争将会更加激烈,经贸

摩擦领域将会不断扩大,摩擦重点将由目前的人民币汇率、贸易赤字、知识产权等问

题转向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由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中美之间的战略疑虑难以

消除。因此,虽然合作与竞争并存仍是今后四年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但竞争和冲突

将会增加。中美双边关系在保持总体稳定的同时,紧张和动荡将会不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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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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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国会选举与

新一届国会对华政策走向栙

刁大明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2012年的美国国会选举是一场两党回归基本盘的选举。

在选区重划、总统“下摆效应暠等因素的交互影响下,两党极化趋势得以延

续,民主党由于少数族裔等人口结构变动而在南方某些共和党基本盘内略

有斩获,共和党则在“茶党暠势力的驱动下进一步右倾保守化。基于对选举

结果判断,国会内两党的对峙将长期化,新一届国会将继续与奥巴马在内政

外交等诸领域博弈,这无疑扭曲着国家利益,令美式民主深深陷入困境。就

对华政策而言,新一届国会或延续其扰乱中美关系稳步、健康发展的“不和

谐音暠角色:分立府会关系或诱发对中国议题的炒作,无形中给两国关系带

来不必要的成本;而关键委员会及其领袖、关键非正式连线组织、关键涉华

议员甚至“茶党暠议员的调整与变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会涉华负面行

动的可能。

关键词:美国政治 国会选举2012府会关系 对华政策

2012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总统选举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在奥巴马凭借在任者

优势顺利连任之余,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也同步进行了换届选举,产生了将与奥巴马

总统及其行政机构分享联邦权力的第113届国会。要清晰了解和把握新府会将如何

在未来两年掌舵美国的内政外交,国会选举及选后政治走势也是一个需要观察的关

栙 感谢《美国研究》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疏漏由作者负责。



键问题。

一暋2012年国会选情

按照制度惯例,2012年美国国会选举涉及1/3的国会参议员(共33位)和全部

国会众议员的改选换届。虽然规模上与2010年的中期选举无异,但因时逢总统选

举,并未得到如中期选举那样的高度关注。

从选前情况看,本次换届席位在党派分布上对民主党较为不利。在参议院方面,

虽然选前民主党以53席比47席占据多数,但本次换届的33个席位中有23个由民

主党人占据,变动幅度更大。具体而言,谋求连任者中有民主党16人、共和党6人;

退休者中有民主党(或与民主党结盟者)7人、共和党3人;初选落败者仅共和党1
人。栙就民主党而言,本次换届席位中的6个是2006年中期选举时从共和党手中赢

得的,栚其中既包括密苏里、蒙大拿等传统保守州,也包括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及弗吉

尼亚等摇摆州,且在任参议员均为首次谋求连任,存在一定风险。就共和党而言,来

自印第安纳州和缅因州的资深参议员理查德·卢格(RichardLugar)和奥林匹娅·

斯诺(OlympiaSnowe)分别因初选失败和自动退休而将席位开放给两党,带来了较

大不稳定性。同时,马萨诸塞州的斯科特·布朗(ScottBrown)和内华达州的迪安·

赫勒(DeanHeller)皆为首次竞选谋求完整任期,也面临很大挑战。在众议院方面,

选前共和党人以242席比193席占据多数。具体讲,谋求连任者中有共和党217人、

民主党165人;退休者中有共和党19人、民主党21人;初选落败者中共和党6人、民

主党7人。栛 这就意味着,民主党将面对更多的共和党在任者,其重掌众议院多数的

几率相对较小。

从选举结果看,共和党虽然在众议院以234席比201席维持了多数,但已显示出

一定的民意劣势。从表1所示的区域分布变化看,栜共和党仅在西北中和东南中两

地区的席位比率实现了小幅上升。一般而言,西北中地区基本上属于偏向共和党的

保守农业地区,而东南中地区则属于共和党传统保守的所谓“深南暠基本盘。相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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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共和党失分最多即民主党斩获最多的是新英格兰和太平洋两地区,这就意味着民

主党进一步巩固了其传统基本盘。与此同时,共和党在南大西洋、西南中等地区的比

率略有下降,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拉美裔等少数族裔选民在该地区人口比率的上

升,对共和党保守派带来了一定挑战。栙此外,东北中地区(即“五大湖地区暠)和落基

山区基本上因涵盖着如俄亥俄、印第安纳、威斯康星、内华达、科罗拉多等多个摇摆

州,奥巴马在这些地区表现更佳,也直接导致了民主党在该地区席位的增长。概括而

言,本次国会众议院选举是一次回归、延续政治传统的选举,同时也表现出民主党在

南部人口结构变化地区及大湖区、山区等摇摆地区优势略有扩大的趋势,但两党的地

缘分野并未出现重大变动。

表1暋选举前后各地区共和党所占国会众议院席位比率及变化(%)

新英格

兰地区

中大西

洋地区

东北中

地区

西北中

地区

南大西

洋地区

东南中

地区

西南中

地区

落基

山区

太平洋

地区
合计

选举前 9.1 42.6 67.6 67.7 62.5 76.9 75.0 64.3 35.7 56.1

选举结果 0.0 43.8 60.0 68.9 61.9 80.7 74.5 61.3 29.6 53.7

变化率栚 -9.1 -1.2 -7.6 1.2 -0.6 3.8 -0.5 -3.0 -6.1 -2.4

暋暋*本表系作者根据选举结果统计整理。

与在众议院中维持少数不同,民主党较为意外地在参议院巩固并扩大了多数席

位。若计入与民主党结盟的缅因州新当选的独立人士安格斯·金(AngusKing),民

主党将以55席比45席占据多数党地位。栛具体来讲,民主党不但稳固了2006年首次

赢得的6个席位,而且还增加了马萨诸塞和印第安纳的两个席位。共和党在失去三

个席位的同时,仅从民主党手中夺得了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席位。从这四个党派易

手的席位看,马萨诸塞和缅因两州属于回归到民主党自由派传统基本盘,内布拉斯加

州回归到共和党基本盘,印第安纳的变动则属于在两党胶着中民主党略占优势的结

果。换言之,参议院选举基本上与众议院选举的风格吻合,只是延续了政治版图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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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全美50州的拉美裔人口在过去十年均实现了增长。增长前十位的州分别为南

卡罗来纳(147.9%)、亚拉巴马(144.8%)、田纳西(134.2%)、肯塔基(121.6%)、阿肯色(114.2%)、北卡罗

来纳(111.1%)、马里兰(106.5%)、密西西比(105.9%)、南达科他(102.9%)以及特拉华(96.4%),其中前

八位均属于南方地区。参见 USCensusBureau,“PopulationbyRaceandHispanicorLatinoOrigin,for
theUnitedStates,Regions,Divisions,andStates,andforPuertoRico:2000暠,availableat:http://www.
census.gov/population/www/cen2000/briefs/phc-t6/index.html.
这里的“变化率暠是指选举前和选举结果中共和党占据的国会众议院席位在某一地区总席位中的比率之间

的差距,以此判断共和党势力在该地区的增长或减少。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的两党制,目前国会众议院

内又不存在第三党,因而共和党在某一地区席位所占比率的增长,就是民主党在该地区席位比率的下降,反
之亦然,而这个数值的绝对值就是该地区两党所占席位的净变化。

ThomasFerraro,“Senator灢electAngusKingSideswithDemocrats,暠Reuters,Nov.14,2012,availablea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11/14/us-usa-congress-king-idUSBRE8AD0WZ20121114.



统,并未发生重大重组。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选举所产生的国会两院在政治生态上呈现出空前的多元化

特征。在众议院内,201个民主党人中存在着60位女性、43位非洲裔、27位拉美裔

及10位亚裔人士,这使得国会内主要政党党团首次出现了白人男性处于少数地位的

情况。栙这种变化再次验证了这样一种事实:民主党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得到女性和

少数族裔选民的关键支持才可获胜。在参议院,由于来自夏威夷、马萨诸塞、内布拉

斯加、北达科他,以及威斯康星等五州的女性候选人当选,女性参议员的规模上升为

刷新纪录的20位,其中民主党人为16位,这也凸显了两党政治中的性别鸿沟还远未

消弭。

二暋 影响国会选举结果的主要因素

如果将2010年的中期选举视为是对奥巴马政府及民主党人政治绩效的期中检

查,2012年大选则是一次期末考试。在这次大考中,奥巴马得以顺利“升学暠,而两党

则在国会中延续了以往的实力对比。从选情发展态势与结果评估来看,2012年国会

选举大致存在着三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即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后国会众议院分

布与选区重新调整、总统选举的“下摆效应暠(Presidentialcoattails),以及共和党内部

“茶党暠势力的影响。

(一)2010年人口普查后的国会众议院席位调整与选区重划

2012年大选是第一次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的联邦、州及地方层次选举。

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并根据各州人口普查的结果调整国会众议院席位分

布、总统选举人团选举人票分布及各州的政府支出项目等。这意味着,2012年大选

所基于的选民结构与2002年到2010年之间的选举相比,发生了一定变化。

根据联邦宪法,国会众议院席位及其选区的分布,必须每10年根据新的人口普

查结果重新划分(redistricting)。选区划分是各州的内部事务,目前由34个州由州

议会进行划分,州议会多数党及州长是实际决策者,另外17个州由无党派或跨党派

的独立委员会来主持划分,但仍旧由州议会享有最终决定权,州长也发挥较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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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栙在如何划分的问题上,有两个各州必须遵循的原则。一是按人口比例分配、各

选区选民人数相等的原则。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目前每70.9759万名选民中产生

一名国会众议员;二是地域连续原则,即每一个选区在地域上是连续的。这一原则不

是联邦宪法上明文规定的,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惯例。联邦法院有权介入判定选区

划分,但法院无法改变服务党派利益的选区划分结果,除非能够指出这些划分含有对

少数族裔的歧视成分。栚

如表2所示,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全美18个州的国会众议员和总统选

举人团席位发生了调整。不难发现,传统上倾向于共和党的保守州(如得克萨斯、亚

利桑那、佐治亚、内华达、南卡罗来纳、犹他等)获得了更多席位,而在减少席位的各州

中具有自由派倾向的民主党州较多(如伊利诺伊、马萨诸塞、密歇根、新泽西、纽约州

等)。此调整从静态上看对共和党选情更为有利,但动态而言也意味着这些“共和党

州暠正在经历着人口的增长与结构调整,长期而言可能酝酿着政治光谱的改变。同

时,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选区重划后,一些州出现了两位同一党派的谋求连任

者被分入一个选区而不得不竞争本党唯一提名的困境,这无疑压缩所谓“在任者暠优

势。据统计,民主共和两党分别的7位和6位初选落败者中,由于重划选区、面对另

一位在任者而失败的情况分别为5位和3位,共和党损失更少。

表2暋2010年人口普查后国会众议院席位各州的变化情况

变化 增加4席 增加2席 增加1席 减少1席 减少2席

相关州 得克萨斯 佛罗里达

亚利桑那、佐治亚、
内华达、南卡罗来纳、

犹他、华盛顿

伊利诺伊、艾奥瓦、
路易斯安那、马萨诸塞、
密歇根、密苏里、新泽西、

宾夕法尼亚

纽约、俄亥俄

暋暋资料来源:“ApportinmentPopulationandNumberofRepresentatives,暠U.S.Census,Dec.21,2010,avail灢
ableat:http://2010.census.gov/news/pdf/apport2010_table1.pdf.

如果考虑到各州州议会和州长在选区重划中所起的作用的话,也可以得出对共

和党选情有利的统计结论。目前49个州的两院制州议会中,有25个州的议会两院

在2011到2012年选举周期内同时被共和党人控制,而唯一一院制的州即内布拉斯

加州的州议会也在同时期处于共和党控制之下。在这26个由共和党控制议会的州

中,共和党所占据众议院席位比率变化约为-0.9%,其绝对值远低于众议院整体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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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率2.4%。栙而在16个州议会由民主党控制的州中,共和党所占据众议院席位比率

的变化率则约为-6.4%,其绝对值远高于2.4%。这组数据对比说明,共和党通过

控制州议会、进而控制选区重划,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其在众议院选举中的席位缩水。

此外,在州议会多数和州长同时为共和党人的22个州中,共和党所占据众议院席位

比率的变化为-1.5%,而在州议会多数和州长同时为民主党人的11个州中这个数

字上升为-8.2%。这一鲜明对比,再次验证了各州共和党借助人口普查所导致的选

区重划确保了众议院多数优势的维持。

(二)总统选举的“下摆效应暠

与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最大区别在于,2012年国会选举与总统选举同步,且受

后者影响较大。在大选中,投票率往往增加,总统所在政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更易借

总统的东风而当选,国会研究者们把该现象称为总统的“下摆效应暠。栚

从本次选前民调判断,奥巴马和罗姆尼两位候选人都存在一定民意压力。一方

面,对奥巴马而言,美国经济始终复苏缓慢,但失业率数据也长期处于在任总统谋求

连任的历史警戒阀值7.2%以上,致使其支持率呈现出下滑态势;另一方面,罗姆尼

从初选以来就较难赢得党内保守派的绝对信任,存在降低保守派投票率的可能性。

即便如此,从各州的选举结果看,两党在总统选举的造势都不同程度地助推了国会选

举。

以国会众议院选举为例,在将选举人团票投给奥巴马的26个州中,民主党所占

据席位比率上升了5.7%,其中只有艾奥瓦(-10%)、新泽西(-3.8%)、俄亥俄

(-2.8%),以及宾夕法尼亚(-9.1%)四个州有所下降。而在罗姆尼胜选的24个州

中,共和党所占据比率上升了2.9%,其中只有亚利桑那(-1.8%)、路易斯安那

(-2灡3%)及得克萨斯(-5.2%)三州略微下行。两党候选人所斩获的各州内本党所

占众议院席位比率的上升幅度都超过了众议院整体变化率(2.4%),其中的“下摆效

应暠可见一斑。几个出现逆向变化的州则能够用一些特殊情况加以解释:如艾奥瓦、

俄亥俄以及宾夕法尼亚均为摇摆州,罗姆尼阵营投入较大,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

奥巴马的“下摆效应暠;亚利桑那、路易斯安那及得克萨斯三州也,可以理解为是拉美

裔等少数族裔人口激增而导致政党版图出现细微调整端倪的直接后果。

(三)共和党内“茶党暠力量的极端化

自奥巴马推行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和全民医疗改革计划以来,一股具有保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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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众议院席位中的比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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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基本教义派色彩的政治力量即“茶党暠(TeaParty)就在美国社会中酝酿。从2010
年初共和党人斯科特·布朗赢得补选、获得泰德·肯尼迪(TedKennedy)席位这一

标志性事件开始,到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在国会众议院中翻盘为高潮,“茶

党暠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引起美国公众与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研究证明,所谓“茶党暠选民往往兼具三个基本特征:年龄较大、白人、中产阶级。

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在2010年4月的联合调查显示,“茶党暠支持者

中约有55%到60%为男性,80%到89%为白人、70%到75%为45岁以上。盖洛普

一项民调结果则指出,“茶党暠支持者中有62%认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属于共和党保守

派。由此判断,“茶党暠支持者的主要结构基本上是持有保守立场的家庭主要经济来

源者。他们要负担“养家糊口暠的重担,自然关注经济与就业议题,并且对民主党所谓

“大政府暠的政策不满。栙虽然“茶党暠在兴起初期始终表现为在财经议题上持保守立

场、在其他社会议题上则略显多样化的态势,但自2012年竞选周期开启以来,它却呈

现出两个鲜明的发展趋势:一是反对长期在任者与华府圈内人的反智、反传统倾向;

二是在社会议题上的保守化,即与传统社会议题极端保守派“合流暠。正是在这些新

趋势的影响下,在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党内竞争中出现了罗姆尼先后被五位更具保守

倾向竞争者在民调上反超的情况。

在国会特别是参议院选举中,“茶党暠的新趋势可谓拖累了共和党。一方面,“茶

党暠挑战资深在任者的倾向广泛表现在多个州的竞选当中。在印第安纳州,由于“茶

党暠支持的保守派人士理查德·默多克(RichardMourdock)的挑战,导致资深在任者

理查德·卢格无法获得提名,使本来具有在任者优势的席位转为两党的“必争之

地暠。栚在缅因州,面对党内“茶党暠势力的威胁,温和派奥林匹娅·斯诺选择了不再谋

求连任的退休,使该席位进入民主党或自由派的觊觎之中。栛在得克萨斯、内布拉斯

加及犹他等三州,具有一定政治经验和名望的候选人或在任者均面临“茶党暠新人的

压力,最终拉美裔新人泰德·克鲁兹(TedCruz)击败在任副州长戴维·杜赫斯特

(DavidDewhurst)获得得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提名、德布·费希尔(DebFischer)战

胜在任州检察官乔恩·布鲁宁(JonBruning)赢得内布拉斯加州国会参议员提名,而

在犹他州谋求连任的参议员奥林·哈奇(OrrinHatch)则艰难地击退了“茶党暠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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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人丹·利尔简奎斯特(DanLiljenquist)。栙另一方面,“茶党暠候选人在社会议题

上的保守化甚至极端化倾向,至少断送了密苏里和印第安纳两个关键席位。在密苏

里州,民主党人克莱尔·麦卡斯基尔(ClaireMcCaskill)原本连任压力较大,在2012
年3月到8月中长时间民调落后于共和党提名人、国会众议员托德·埃金(ToddA灢
kin),其中的最大差距为40%比51%。直到8月19日,埃金接受广播采访提问时声

称,“强奸导致的怀孕极为罕见,即便妇女遭遇强奸,也会找到方法避免怀孕暠。栚此言

论一出旋即招致了猛烈批评,并被身为女性的麦卡斯基尔用以作为主要攻击点。很

快,埃金在民调上与麦卡斯基尔持平,10月后彻底被麦氏反超,最大反超为36%比

51%,进而最终以39.2%比54.7%惨败。栛在印第安纳州,选情如出一辙。默多克公

开宣称“因强奸而怀孕是‘上帝的礼物暞,因而不应该被终止暠,此言也最终断送了共和

党在印第安纳州维持席位的希望。栜这样看来,如果不是“茶党暠因素的搅局,共和党

即便不可能在参议院中翻盘,也至少不会减少席位。换言之,“茶党暠对于共和党阵营

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在传统基本盘地区或能发挥加快共和党世代更迭的效果,

但在关键的胶着选举中其极端保守倾向则难以获得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的认可。

不过,从众议院的选情看,“茶党暠仍保持了一定的竞选优势。虽然一些“茶党暠在

任者遭遇了严峻挑战,如“茶党连线暠(TeaPartyCaucus)领袖的米歇尔·巴克曼

(MicheleBachmann)仅以50.5%比49.3%勉强胜出,栞而另一位“茶党暠积极分子、

非洲裔议员艾伦·韦斯特(AllenWest)则败选,栟但“茶党暠议员在本次选举后的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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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栙 为83.8%,高于整个众议院共和党的留任率81.8%。同时,在六位初选落败的

共和党在任者中就有五位是遭遇了“茶党暠新人的挑战,“茶党暠在任者被传统在任者

击败的则仅有一例。

三暋第113届国会政治走向及其对华政策

本次国会选举产生的第113届国会将于2013年1月3日就任,届时将与连任的

奥巴马共同塑造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内政外交。在这个华府决策过程中,府会关系

的互动、主要委员会等国会组织结构的调整,以及国会某些关键议员的变化都将产生

一定影响。

(一)府会僵局的持续

2012年大选之后,虽然众议院共和党人达不到推翻总统否决的290席,但参议

院民主党人也实现不了阻止冗长发言(filibuster)的60席,栚因而任何一方在府会博

弈中都不具有主导优势。奥巴马推行的政策立法即使在众议院获得表决通过,也可

能在参议院中遭遇任何一个共和党人采用冗长发言方式的搁浅,而共和党人的政策

议程虽可在众议院顺利过关,但无法逾越参议院和总统审批环节。在这种“弱分立府

会暠的微妙关系下,民主、共和两党双方极可能陷入毫不妥协的僵局当中。从当前走

势预判,奥巴马与国会共和党人至少在如下议题或政策上爆发激烈交锋。

首当其冲的是联邦财政议题,包括如何应对所谓的“财政悬崖暠、债务上限,以及

是否延续小布什时期巨额的减税计划等多个政策困局。自2011年7、8月份美国债

务上限危机暂且化解以来,由两院两党组成的“削减赤字特别联席委员会暠并未有效

达成一致,无力彻底解决赤字与债务的难题。到2012年12月7日,美国联邦债务已

飙升至16.365万亿美元,并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栛鉴于特别联席委员会机制无效,

连任后的奥巴马或将在2013年1月按照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Budget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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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f2011)的规定,启动“封存程序暠,用以削减至少1.2万亿美元的国会授权拨款,

进而直接缩减联邦政府的政策项目与服务,或将直接牵绊美国经济复苏。早在2011
年11月21日,奥巴马就曾表示,届时如果国会采取任何立法行动阻止行政封存的

话,他都将予以否决。栙从历史上观察,重构美国联邦预算财政决策体系的1974年

《国会预算与扣留控制法案》(CongressionalBudgetandImpoundmentControlAct

of1974)就是在尼克松总统反复采取封存方式扣留国会拨款项目、改变国会财政与

政策意图的背景下,国会采取的立法报复行动。栚因而,本次两党对峙或将导致新一

轮针对联邦财政决策机制的激烈争辩与重大改革。

如何有效化解财政危机,成为奥巴马必须与国会共和党人讨价还价的首要任务,

而是否延续小布什减税计划才是国会共和党人更为关心的核心议题。小布什在

2001年和2003年推动通过的两项巨额减税计划,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在众

议院翻盘的前提下,被“跛了脚暠的奥巴马同意延长至2012年底。在这一背景下,

2012年大选之后是否继续延续减税,再次摆上了奥氏和国会共和党人的党争议程。

对奥巴马而言,减税显然不符合其政治立场,也不助于联邦财政及早摆脱困境;对共

和党而言,延续减税计划不仅符合其政治诉求,而且可以将其作为遏制奥巴马推进其

他政策议题的手段。

其次是奥巴马的全民医改计划。该计划自2010年3月得到国会通过、总统签署

成为法律以来,始终被共和党人特别是“茶党暠议员视为“眼中钉暠。2012年6月,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保守派占据优势的前提下,竟然未判决其违宪,这也进一步激怒了

保守派势力,后者发誓要将该医改计划废除。由于“奥巴马医改暠是从2010年到

2018年分年度展开的一项步骤复杂的计划,如2013年的安排步骤就将包括建立激

励医生与医疗机构更好为病患服务的子分支项目、调整医疗支出单项税收返还的门

槛,以及按照特定比例增收个人所得税和医疗器械消费税等内容。栛在掌握国会众议

院多数和在参议院可以瘫痪议程的情况下,共和党存在可能限制甚至阻止相关步骤

的顺利展开、进而拖住医改计划的有效实施。就其手段而言,可以是直接立法,也可

以是通过其他立法手段,如在拨款法案中附加可以改变政策授权的和解修正案(re灢
conciliationamendment)等。如果共和党采取行动,奥巴马必然会全力保护全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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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这一重要的“政治遗产暠,府会对抗一触即发。

第三是奥巴马新一轮人事安排能否在国会参议院审议中获得通过的问题。随着

奥巴马进入第二任期,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财长蒂姆西·盖

特纳(TimothyGeithner)、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Panetta)、能源部长朱棣文

(StevenChu)、贸易代表罗恩·柯克(RonKirk),以及环保署署长莉萨·杰克逊(Li灢
saJackson)等重要官员都将离任,还有一些要职如商务部长等仍旧空缺,奥巴马将向

国会参议院提交较多重要职位的提名。届时,参议院共和党人极可能借机采取冗长

发言等方式阻挠奥巴马的人事任免,甚至借题发挥抨击奥巴马的某些政策主张。大

选之后,奥巴马暗示可能提名现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SusanRice)接任

国务卿,但遭致共和党强力反弹。以约翰·麦凯恩(JohnMcCain)和林赛·格雷厄

姆(LindsayGraham)为首的一些共和党人认为赖斯对美驻班加西大使遇袭事件的

处理“非常糟糕暠,认定其没有资格出任美国国务卿,并声言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该提

名。栙与此同时,97位共和党国会众议员也联名致信奥巴马,表达了同样的强烈反

对。栚虽然赖斯于2012年12月13日主动宣布退出提名角逐,但通过此次角力已足

见,奥巴马要顺利安排人事布局,就必须在固执己见与讨价还价之间作出权衡。栛

此外,奥巴马与共和党人的府会分治也将在很大程度上牵动着其第二任期的对

华政策。一方面,有经验研究判断,在民主党总统与共和党国会治下,国会以涉华提

案等方式负面介入对华决策的行为最为频繁,而奥巴马政府与两党共治的国会或仅

略微优于这种最差情形。栜可以想见,由于美国经济持续走低,对人民币汇率、经贸、

直接投资、高科技合作等涉华议题的炒作存在着从选举政治走向常态化、沦为民主、

共和两党博弈牺牲品的极大可能性。另一方面,面对党派之争,第二任期中更多关注

“政治遗产暠的奥巴马极可能将对外关系作为突破口,极力维持美国所谓“全球领导

力暠,继续强化“亚洲再平衡暠战略。选举刚刚尘埃落定,奥巴马、希拉里及帕内塔等人

就密集访问亚太地区正是该态势的最好明证。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美国经济复苏迟

缓和亚太经济高速发展的强烈对比,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再平衡暠可能是从军事安全

转为经济、军事、外交等多元议题并重的战略调整,比如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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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暠(TPP),以此回应国会和国内民众在经济议题上的压力与诉求。从这个判断出

发,中美未来在亚太地区的竞逐将在多层面地持续加剧。

(二)主要委员会及其领袖的调整

每届国会选举之后,由于两院党派分布、人员构成等发生某些变化,其内部都将

经历一次较为复杂的组织与结构重组,该过程被形象地称为“拼图游戏暠(jigsawpuz灢
zle)。“在委员会构成过程的每个环节中,都是将巨大的拼图游戏的拼件组合为像样

的图案的过程。暠栙这种重组在管辖各政策领域的专业委员会组成上的体现,有助于

预期未来一届国会在某些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走向。

表3显示出根据选举结果计算得出的国会参众两院各委员会成员的静态留任情

况。就国会整体水平而言,参议院的平均留任率为88.0%,众议院则为略低的

81灡8%。小幅差异基本符合两院的不同政治风格:参议院较为精英化且稳定,众议院

往往更为直接地代表民意起伏而变动略大。

表3暋2012年国会选举后两院各委员会成员的留任率(%)

参议院留任率 众议院留任率

全会 88.0 全会 81.8

老龄化 95.7 农业 84.4

农业 85.7 拨款 86.5

拨款 82.8 军事 80.3

军事 77.8 预算 91.9

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 90.9 教育与劳工 85.4

预算 95.7 能源与商业 80.8

商业、科学与交通 92.3 道德 100.0

自然资源 95.2 金融服务 77.0

环境与公共工程 100.0 外交事务 68.9

道德 100.0 国土安全 78.8

财政 83.3 会务管理 75.0

对外关系 88.9 情报 84.2

卫生、教育与养劳金 95.2 司法 84.6

国土安全 70.6 自然资源 87.8

印第安人事务 78.6 监察与政府事务 74.4

情报 94.1 规则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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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 88.9 科学、空间与技术 78.4

规则 86.7 小企业 77.8

小企业 85.0 交通与基础设施 80.4

退伍军人事务 81.3 退伍军人事务 80.0

筹款 85.7

暋暋*此表格为作者根据选举结果统计整理。斜体字标识的委员会为成员留任率低于所在院会整体水平者。

具体到各委员会而言,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等九个委员会的成员留任率低于全会

水平,其中以国土安全委员会为最低。相比而言,拨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财政委员

会及小企业委员会,集中涉及到对华决策中的军事安全议题,以及金融、经贸、税收等

经贸领域,其留任率较低意味着在处理对华军事安全决策及经贸关系等问题上可能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就众议院而言,军事委员会等11个委员会的成员留任率低于

全会水平,其中以外交事务委员会为最低。在这11个委员会中,军事委员会、能源与

商业委员会、金融服务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小企业委员会,以及科学、空间与技

术委员会较为广泛地涉及对华政策中的军事、能源、经贸、外交以及科技合作等议题,

进而可能为这些议题上的中美互动增加某些变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会两院的

军事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成员留任率水平,前者意味着新一

届国会极可能在军事决策领域存在较大波动,对美国对华安全政策特别是亚太战略

或形成一定影响;后者或预示着新一届国会在移民政策这一两党争论的焦点议题上

存在突破的可能性。

在委员会立法决策过程中,委员会领袖拥有召集会议、设定议程、安排各分委员

会构成、雇佣委员会助理、参与所有审议、代表委员会向全会提交法案等权力,扮演着

无可替代的角色,甚至被称为“国会山上的王公暠。栙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委员会领

袖同时包括来自多数党的主席和来自少数党的首席成员(rankingmember)。后者

所掌握的制度化权力小于前者,但在立法过程中可以代表本党发声,参与法案的审议

与调整,较为直接地介入决策,其非制度化影响力未必弱于前者。栚

在每次选举换届后,国会两院各委员会领袖也会相应变动,为新一届国会在相关

政策领域的立法倾向带来某种调整(如表4所示)。需要说明的是,两院共和党人设

置有“担任委员会领袖或分委员会领袖不得连任三届国会以上暠的组织规则,栛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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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国会时,参众两院将分别有6位和7位共和党籍委员会领袖面临任期限制规则。

目前仅有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2012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保罗·瑞安

(PaulRyan)得到了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Boehner)授权的豁免(waiver),其

他12位两院委员会领袖都必须离任。栙

表4暋新一届国会两院委员会领袖可能的变动情况

委员会 原领袖情况 接替人选

参议院

老龄化委员会
民主党主席赫布·科尔退休 比尔·纳尔逊接任

共和党首席成员鲍勃·科克转任其他委员会 苏珊·柯林斯可能接任

拨款委员会
民主党主席丹尼尔·井上于2012年12月17日病逝 芭芭拉·米库尔斯基接任

共和党首席成员萨德·科克伦因规则限制离任 理查德·谢尔比接任

军事委员会 共和党首席成员约翰·麦凯恩因规则限制离任 吉姆·英霍夫接任

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

委员会
共和党首席成员理查德·谢尔比因规则限制离任 迈克·克拉波接任

预算委员会 民主党主席肯特·康拉德退休 帕蒂·默里接任

商业、科学与交通委员会 共和党首席成员凯·贝利·哈奇森退休 约翰·图恩可能接任

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 民主党主席杰夫·宾加曼退休 罗恩·怀登接任

环境与公共工程委员会 共和党首席成员吉姆·英霍夫退休 戴维·维特接任

对外关系委员会
民主党主席约翰·克里因获国务卿提名而可能离任 鲍勃·梅内德斯可能接任

共和党首席成员理查德·卢格败选 鲍勃·科克接任

卫生、教育、劳工与

养老金委员会
共和党首席成员迈克·恩齐因规则限制离任 拉马尔·亚历山大接任

国土安全委员会
民主党主席乔·利伯曼退休 汤姆·卡珀接任

共和党首席成员苏珊·柯林斯因规则限制离任 汤姆·科伯恩接任

小企业委员会 共和党首席成员奥林匹娅·斯诺退休 吉姆·里什接任

规则与管理委员会 共和党首席成员拉马尔·亚历山大转任其他委员会 罗伊·布朗特可能接任

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
民主党主席帕蒂·默里转任 伯尼·桑德斯接任

共和党首席成员理查德·伯尔因规则限制离任 约翰尼·艾萨克森接任

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 民主党主席丹尼尔·阿卡卡退休 玛丽亚·坎特韦尔接任

道德委员会 共和党首席成员约翰尼·艾萨克森转任其他委员会 尚未确定

众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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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务委员会
共和党主席伊利安娜·罗斯-莱蒂南因规则限制离任 埃德·罗伊斯接任

民主党首席成员霍华德·伯曼败选 埃利奥特·恩格尔接任

拨款委员会 民主党首席成员诺姆·迪克斯退休 妮塔·洛维接任

金融服务委员会
共和党主席斯宾塞·巴克斯因规则限制离任 杰布·亨萨灵接任

民主党首席成员巴尼·弗兰克退休 玛克辛·沃特斯接任

国土安全委员会 共和党主席彼得·金因规则限制离任 迈克尔·麦考接任

司法委员会 共和党主席拉马尔·史密斯因规则限制离任 鲍勃·古德莱特接任

规则委员会 共和党主席戴维·德赖尔退休 彼得·塞申斯接任

会务委员会 共和党主席丹·伦格恩败选 坎迪斯·米勒接任

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 共和党主席拉尔夫·霍尔因规则限制离任 拉马尔·史密斯接任

交通与基础设施委员会 共和党主席约翰·迈卡因规则限制离任 比尔·舒斯特接任

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 民主党首席成员鲍勃·菲尔纳退休 迈克·米肖接任

暋暋*此表格为作者根据选举结果统计整理。表中反应的情况为截止到2012年12月23日的最新进展。

就参议院而言,20个委员会中的16个委员会将出现领袖调整,目前有20位参

议员将接任委员会新领袖。根据以往投票记录,这20位议员中的14人参与过2000
年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投票,投反对票者仅5人;7人参与过2000年解除中国军售

的贸易制裁投票,投赞成者为2人。由此可见,这些议员在经贸议题上相对理性,而

在军事安全议题上则偏向保守。其中以共和党方面的一些新领袖更为值得关注。

首先,接任拨款委员会首席成员的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Shelby)和接任军事

委员会首席成员的吉姆·英霍夫(JimInhofe)均持有极为传统的保守意识形态立

场。谢尔比虽来自农业州亚拉巴马,但此前曾担任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共和

党领袖6年,熟悉金融事务。他在中国议题上较为骑墙,2000年曾投票支持给予中

国最惠国待遇,栙但2010年中期选举面对连任压力时,又曾多次指责中国为所谓“汇

率操纵国暠,栚并在2011年投票支持由谢罗德·布朗(SherrodBrown)和林赛·格雷

厄姆提出的施压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法案。栛出任拨款委员会首席成员之后,“汇率

强硬派暠谢尔比存在借助对某些专门政策领域拨款法案进行调整或加入修正案,从而

介入中国议题、特别是汇率议题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所谓的“沃尔夫条款暠(Wolf

Clause)之后,两院拨款委员会领袖完全可以利用在拨款法案中加入禁止性条款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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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变相制裁中国,或阻碍中美之间的某些合作。英霍夫来自同样保守的农业州俄克

拉何马,其对华立场因意识形态偏见而一贯负面,2000年曾脱离本党主流意见投票

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栙近年来,英霍夫出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与太平洋事务

分委员会成员,多次提案攻击中国。例如,在2011年英霍夫就曾与民主党人吉姆·

韦伯(Jim Webb)一道提出决议案,要求禁止中国在南海地区“使用武力暠,其内容一

味偏袒越南、菲律宾等国,强调美国军事力量以保护自由为目的对南海地区的介入和

持续存在。栚2012年,英霍夫还曾以“危及美国国家安全暠为由,无端质疑中国海洋石

油总公司(CNOOC)对在墨西哥湾拥有开采设施的一家加拿大石油公司的收购计

划。栛可以预见,作为持有意识形态偏见和所谓“中国威胁论暠的鼓吹者,英霍夫一旦

占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成员的职位,极可能就南海问题等东亚周边安全议题向

中国发难。

此外,即将出任环境与公共工程委员会首席成员的戴维·维特(DavidVitter)的
涉华记录立场也比较复杂。在2000年最惠国待遇投票中,维特投过赞成票;但近年

来这位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人却在能源方面成为批评中国的“旗手式人物暠。2011
年他曾在参议院提出法案要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与美国等发

达国家统一标准,栜同时维特还时常宣扬中国在与世界各国展开能源竞争,变相炒作

“中国威胁暠。栞如此看来,在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意义上对中国持有极为负面态度的

维特,主导环境领域立法之后,势必继续刁难中国,牵绊中美能源与高新技术等领域

合作的正常推进。

相比较而言,接任对外关系委员会首席成员的鲍勃·科克(BobCorker)更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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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温和态度,并更为倾向于自由贸易。栙这位2006年当选的田纳西州国会参议员在

2011年10月参议院审议、投票通过施压人民币汇率法案过程中曾多次公开表示反

对,认为该提案无助于美国经济,反而会导致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争,该做

法“不是答案而是麻烦暠。栚从这个角度看,其领导下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可能对华持有

较为审慎的态度,可能尽量避免极端化。

在民主党方面,由于现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约翰·克里获得国务卿提名,将在

得到第113届国会参议院批准后去职,目前最有可能接任克里出任主席的是来自新

泽西州的鲍勃·梅内德斯(BobMenendez)。栛作为第113届国会唯一的民主党籍拉

美裔参议员,梅内德斯属于国会山上较为积极的“反华派暠,在人权、经贸、台湾等议题

上都曾有消极涉华行为的记录。以第112届国会期间为例,梅内德斯于2011年5月

发起其他44位参议员联名致信奥巴马、要求向台湾出售F16C/D战斗机;2012年6
月与其他4位参议员联署提出涉及中国政治制度与人权事务的负面决议案;2012年

9月又与其他20位参议员联名致信众议院议长博纳、要求众议院及早通过向中国施

压的人民币汇率法案。栜由此可见,梅内德斯在国会参议院的权势攀升需要倍加关

注,特别是掌握外交事务立法权力后,势必为中美关系制造更大障碍。此外,值得一

提的是,梅内德斯与鲍勃·科克同为2006年首次当选、2012年刚刚连任。两位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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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议员执掌批准外交条约、外事任命等重大涉外事务的对外关系委员会,或将为未来

美国外交走向带来某些不确定性。

相对于参议院,众议院的情况可能更为负面。全部21个委员会中有10个面临

领袖的更新,12位众议员将接任委员会新领袖。以往投票记录显示,这12位议员中

有7人参与过2000年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投票,投反对票者仅4人;12人全部参与

过2005年禁止对华军售投票,投赞成票者为7人。由此看来,这些议员在经贸和军

事安全议题上均更多显露出负面立场。

共和党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新任主席人选。现任主席伊利

安娜·罗斯-莱蒂南(IleanaRos灢Lehtinen)因任期限制去职,激烈竞争在来自新泽

西的克里斯·史密斯(ChrisSmith)和来自加州的埃德·罗伊斯(EdRoyce)之间展

开,最终以罗伊斯胜出告终。总体看,两人对华均抱有一定偏见,其中史密斯属于传

统价值观色彩极为浓厚的“人权派暠和“反共派暠。栙史密斯不但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

待遇、支持禁止对华军售,还多次就政治制度、人权、计划生育政策等公开诋毁中国,

提出极为消极的涉华提案,或向奥巴马政府施压要求制裁中国,甚至还积极介入了所

谓的“陈光诚事件暠。栚相比之下,罗伊斯态度较为暧昧,虽然支持了中国最惠国待遇

议题,但却同意禁止对华军售。与史密斯偏好人权议题不同的是,罗伊斯更为关注经

贸事务,他一方面重视中美经贸关系,另一方面担忧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美国国家

和市场所造成的所谓“挑战和威胁暠。栛不过必须高度警惕的是,罗伊斯属于国会山上

彻头彻尾的“亲台派暠,不但是台湾连线的最初参与者之一,而且在过去的两年中曾6
次提出涉台提案。在罗伊斯看来,“中国是台湾最大的威胁暠,为了解决这一“威胁暠必

须采取经济与安全防卫两个手段:一方面他极力推进美台自由贸易协定(FTA)、台

湾赴美免签等政策,主张“事实就是美台贸易对台湾安全至关重要暠;另一方面他还强

烈要求美国对台出售包括F16C/D在内的先进武器,“台湾面临着世界上最复杂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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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BaroneandChuckMcCutcheon,TheAlmanacofAmericanPolitics2012(Chicago:TheUniversi灢
tyofChicagoPress,2011),p.1053.
“Rep.Smith:ChinaIsa‘BrutalDictatorship暞,暠CNN,May.21,2012,availableat:http://cnnpressroom.
blogs.cnn.com/2012/05/21/rep-smith-china-is-a-brutal-dictatorship/;JosephLawler,“Chris
SmithonJoeBidenandChina狆sOne灢ChildPolicy,暠TheAmericanSpectator,Aug.23,2011,availableat:

http://spectator.org/blog/2011/08/23/chris-smith-on-biden-and-china;ChrisSmith,“China狆sIlle灢
galOrgan Harvesting,暠TheWashingtonTimes,Sept.18,2012,availableat:http://www.washington灢
times.com/news/2012/sep/18/chinas-illegal-organ-harvesting/;DariusDixon,“ChrisSmith:Chen
GuangchengFamily,FriendsaConcern,暠ThePolitico,May4,2012,availableat:http://www.politico.
com/news/stories/0512/75931.html.
“RoyceStatementonChina狆sTradeandInvestmentPolicies,暠Mar.9,2011,availableat:http://royce.
house.gov/news/documentsingle.aspx? DocumentID=228392.



命的军事威胁。……为了回应中国的崛起,其邻国正在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出售

F16给台湾将释放一个积极信号。暠此外,罗伊斯与陈水扁、蔡英文等民进党人士保持

着密切关系,陈、蔡赴美都得到了其热烈欢迎,甚至他还曾致信马英九要求同意陈水

扁保外就医。栙

在民主党方面,即将接任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成员的纽约州民主党人埃利奥

特·恩格尔(EliotEngel)在涉华议题上的主动行动较少。此前,恩格尔曾投票反对

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支持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施压人民币升值。栚由此可以

推测,恩格尔或应在经济竞争意义上对中国持负面态度。2008年6月,时任国会众

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西半球分委员会主席的恩格尔曾主持了题为“中国在西半球的

新挑战暠的听证会,旨在讨论中国在西半球对美国的挑战。在开幕讲话中,恩格尔强

调了中国在西半球“扩张暠为美国带来的紧迫性,并特别提出了“中国和台湾在西半球

的外交竞争暠,其潜台词不乏以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意图。栛同时,在2011年底朝鲜

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后,曾经访朝的恩格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现出对东北亚事务的浓厚

兴趣和对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明显偏见。这些态势,或都可以判断恩格尔的对华态

度极可能陷入意识形态与经济竞争混合的负面倾向。栜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恩格尔本

人的犹太裔身份,其更为热衷于中东事务,将可能更多介入巴以问题,要求奥巴马政

府平衡亚太与中东的战略布局。此外,即将出任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首席成员的迈

克·米肖(MikeMichaud)近年来多次曾以人民币汇率议题向中国施压,如2009年3
月15日,他曾倡导近130位众议员联名致信财长盖特纳,要求其对中国“操纵汇率暠

问题“采取行动暠。栞2012年1月,米肖还曾就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PolicyIn灢
stitute)的报告攻击中国汽车制造业“抢走暠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要求奥巴马政府对中

国采取贸易强制手段。栟虽然目前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与涉华议题没有直接关联,但

米肖借此位置进入国会领导层后,或将可能获得更多涉华行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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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Lowther,“Pro灢TaiwanRoycetoHeadUSForeignCommittee,暠TaipeiTimes,Nov.30,2012,a灢
vailableat: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12/11/30/2003548980.
Availableat:http://www.thepoliticalguide.com/Profiles/House/New_York/Eliot_Engel/Views/China/.
“EngelChairsHearingontheNewChallengeofChinaintheWesternHemishere,暠Jun.11,2008,available
at:http://engel.house.gov/110th-congress-press-releases1/engel-chairs-hearing-on-the-new-
challange-of-china-in-the-western-hemisphere/.
ReidPillifant,“RecallingaTriptoPyongyang,EliotEngelSeesOpportunityintheDeathofKimJong灢Il,暠

Capital,Dec.20,2011,availableat:http://www.capitalnewyork.com/article/politics/2011/12/4715813/

recalling-trip-pyongyang-eliot-engel-sees-opportunity-death-kim-jon.
Availableat:http://www.michaud.house.gov/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
969&Itemid=76.
Availableat:http://michaud.house.gov/press-release/michaud-urges-trade-enforcement-action-
against-china.



(三)涉华关键议员的变动

所谓“涉华关键议员暠是指那些在国会内更易炒作涉华议题以此到达其满足选区

利益、提升政治影响力或者符合自身意识形态追求目的的议员。由于国会所谓“多元

而碎片化暠的决策模式,某些议题的成案最初正是由一个或几个议员推动而成的,因

而涉华关键议员的作用不可小觑。

首先,2003年和2005年国会两院相继建立起的多个涉华连线组织(caucus)值得

关注。从历史经验上看,很多涉华(涉台)提案皆为这些组织成员所为。这些连线包

括众议院的“台湾连线暠(CongressionalTaiwanCaucus)、“美中工作小组暠(U.S.灢

ChinaWorkingGroup)、“中国连线暠(CongressionalChinaCaucus)以及参议院的“台

湾连线暠(SenateTaiwanCaucus),此外众议院的“人权委员会暠(HumanRights

Commission)栙也时常抛出抨击中国的法案。如表5所示,国会涉华连线成员留任率

基本超出两院全会整体水平,仅规模最大的众议院台湾连线略低。这一数据可能引

出三个方面的事实:其一,2012年大选没有在根本上改变目前国会内有组织涉华行

为的现实;其二,涉华连线组织的参与行为一定程度上可能有助于议员的连选连任;

其三,在涉华连线有助于议员连选连任的基础上,人权等意识形态议题在这个维度上

的作用更为突出(83.1%)。值得注意的是,美中工作小组未被统计在内。有研究证

明,美中工作小组区别于中国连线而言持有更为理性的涉华态度,甚至一定程度上尝

试积极推进了中美关系的双赢发展。栚但在该连线创建者之一的伊利诺伊州共和党

议员马克·柯克(MarkKirk)2010年当选国会参议员、另一位创建者华盛顿州民主

党议员里克·拉森(RickLarsen)在同年险些连任失败之后,该连线进入了较为低调

的阶段,甚至不再公开其人员构成。

表5暋2012年国会选举后两院涉华连线的留任率(%)

参议院留任率 众议院留任率

全会 88.0 全会 81.8

台湾连线 89.5 台湾连线 81.7

中国连线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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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人权委员会暠全称为“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暠,其前身是1983年时任国会众议员兰托斯和约

翰·爱德华·波特(JohnEdwardPorter)建立的“人权连线暠(CongressionalHumanRightsCaucus)。该连

线曾多次插手中国人权、台湾、涉藏等事务。2008年兰托斯去世,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将该“连线暠(cau灢
cus)制度化为“委员会暠(commission),并以兰托斯冠名。目前其在院会中的影响力强于“连线暠,弱于“委员

会暠(committee)。参见http://tlhrc.house.gov/about.asp。
刁大明、张光:《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议题连线构成动因的比较研究》,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6期,第101
~111页。



人权委员会 83.1

暋暋*此表系作者根据选举结果统计整理。

第二,从选举结果看,涉华关键议员在2012年国会选举中发生变动者并不多,这

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本次选举不会在根本上改变目前国会在对华决策中的瓶颈作

用。如表6所示,操作人民币汇率议题的缅因州国会参议员奥林匹娅·斯诺、操作人

权与经贸议题的伊利诺伊州国会众议员唐·曼祖罗(DonManzullo),以及宾夕法尼

亚州国会众议员蒂姆·霍尔登(Tim Holden)等因退休或在初选中败北而结束国会

立法生涯。现任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主席之一的内华达州民主党人谢丽·伯克利

(ShelleyBerkeley)尝试挑战在任者共和党国会参议员迪安·赫勒失败,进而离开国

会,导致台湾连线领导层的新一轮洗牌。不过,过去四次国会选举中的三次(即2006
年、2010年和2012年)都存在涉华连线领袖从国会众议院脱颖而出、角逐国会参议

员的情况,其中两人当选,这也足见涉华连线对他们政治生涯的重大推进效果。栙

表6暋2012年国会选举中离任的涉华关键议员

议员 院会/党派 涉华行为 2012年动向

奥林匹娅·斯诺 参议院/共和党 操作人民币议题 退休

唐·曼祖罗 众议院/共和党
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分委员会主席,

操作人权、经贸议题
初选失败

蒂姆·霍尔登 众议院/民主党 操作人权、经贸议题 初选失败

谢丽·伯克利 众议院/民主党 众议院台湾连线主席之一、操作台湾议题 竞选国会参议员失败

暋暋*此表系作者根据选举结果统计整理。

第三,虽然前文提及的“茶党暠在本次国会选举中呈现出某些负面作用,但在新一

届国会两院中“茶党暠议员的规模并未发生实质性缩减。从选举结果看,参议院中的

“茶党暠议员将达到10个 (如表7所示),即在整个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中占据1/5
强;而第112届国会众议院“茶党连线暠61位议员中有50位成功连任,再计入可能加

入连线的新当选者,其规模至少可以得到维持。特别是随着国会权力结构的重组,这

些议员在某些关键委员会或党团内处于重要职位时,则可能发挥更为重大的作用。

已有学者对“茶党暠在外交议题上的立场进行研究,认为“茶党暠内部存在着干预主义

与孤立主义两种对立的外交决策倾向,当前以前者占据上风。栚但在干预主义和孤立

主义的交互作用下,“茶党暠一方面强调军事威慑与遏制,另一方面强调贸易保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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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以时间顺序分别是俄亥俄州的谢罗德·布朗、伊利诺伊州的马克·柯克,以及内华达州的谢丽·伯克

利。

BrianRathbun,“SteepedinInternationalAffairs? TheForeignPolicyViewsoftheTeaParty,暠Foreign
PolicyAnalysis,2012,pp.1~17.



义,这显然不利于中美之间发展较为稳定的双边关系。此态度在2012年大选中各层

次的共和党候选人的涉华议题炒作中已可见一斑,而且极可能延伸到新一届国会的

立法过程中。

表7暋新一届国会参议院中的茶党议员

议员 所在州 当选年 备注

汤姆·科伯恩 俄克拉何马 2004 接任国土安全委员会首席成员

迈克·李 犹他 2010

兰德·保罗 肯塔基 2010 选后再次表示可能参与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 栙

马科·鲁比奥 佛罗里达 2010 被认为可能参与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栚

帕特·图米 宾夕法尼亚 2010

吉姆·莫兰 堪萨斯 2010 接任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竞选委员会主席

罗恩·约翰逊 威斯康星 2010

德布·费希尔 内布拉斯加 2012

泰德·克鲁兹 得克萨斯 2012 出任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竞选委员会副主席

蒂姆·斯科特栛 南卡罗来纳
2012

(获得指定)
第113届国会中唯一的共和党籍非洲裔议员,

也是国会参议院中唯一的非洲裔议员

暋暋*此表系作者根据选举结果统计整理。

暋结暋暋论

1980年以来的五次在任总统谋求连任的选举中,国会选举结果均为在小幅上下

波动的同时总体上维持了选前的两党实力对比,2012年也不例外。从选举结果看,

虽然民主党在总统和国会两院选举中都实现了不同程度上的胜利,但民主、共和两党

对峙的格局并未被打破。虽然总统选举的“下摆效应暠发挥了助推的作用,但两党在

本次选举中仍旧只是对基本盘进行了回归与强化。其中民主党由于人口结构变动特

别是少数族裔因素而在南方某些传统共和党基本盘略有所斩获,而共和党虽在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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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ltman,“MaroRubio狆sLongRoadto2016BeginsNow,暠TIME,Nov.19,2012,availableat:ht灢
tp://swampland.time.com/2012/11/19/marco-rubios-long-road-to-2016-begins-now/.
BobbyCervantes,“RandPaulSaysHe狆sEyeing2016Run,暠ThePolitico,Nov.20,2012,availableat:ht灢
tp://www.politico.com/news/stories/1112/84086.html? hp=r6.
2012年12月6日即将接任参议院商业、科学与交通委员会首席成员的“茶党暠领军人物吉姆·德敏特(Jim
DeMint)突然宣布辞职,将转任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主席。17日,南卡罗来

纳州州长妮姬·黑利(NikkiHaley)宣布指定该州国会众议院第一选区的现任议员蒂姆·斯科特(Tim
Scott)暂时替补德敏特的席位,直至2014年换届选举产生新议员为止。斯科特亦为“茶党暠人士,并参加了

“茶党连线暠。



重划中占据一定优势,但又呈现出进一步的右倾保守化。从国会两党对峙的长期化

趋势判断,美国政治的两极化程度将持续加深,以共和党内“茶党暠势力为代表的保守

化倾向值得关注。

在国家决策中府会互动的意义上,新一届国会将继续过去四年中奥巴马与国会

共和党人就经济刺激计划、医疗改革、财政赤字、税收、移民、教育、能源等多个议题展

开博弈。可以说,这种水火不容的极化党争自1970年代开始发端,以1994年金里奇

“与美国缔约暠战略为结点,到今天已演化到极致。对于国会议员而言,实现政党既定

诉求成为高于一切的最大利益,甚至不惜以拖延国家内政外交等重大事项作为筹码。

从更为高远的站位审视,两党之争正在扭曲着美国的国家利益,令美国式民主再度陷

入迷思。

新一届国会在延续两党分治的政治困境的同时,也极可能继续成为扰乱中美关

系稳步、健康发展的“不和谐音暠,但其介入程度并未发生重大改变。一方面,分立的

府会关系可能诱发两党政治人物继续炒作中国议题,无形中给两国关系带来不必要

的困扰;另一方面,在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关键国会委员会及其领袖、关键国会非正

式连线组织、关键涉华议员甚至“茶党暠议员的调整与变动现况,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国会在涉华问题上采取负面行动的可能性。

刁大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魏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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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参议院“议事阻碍暠:
争议、改革及其影响栙

何兴强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美国参议员近年频繁使用“议事阻碍暠,通过冗长发言或其

他方式阻挠议事。这既是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集中表现,也是造成并推动

政治极化更加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参议员们更多地在国内政治议程上使

用它,在对外议程上的运用相对较少。围绕“议事阻碍暠的改革过程体现了

美国国内政治进程中保障少数派权利及相互制衡与保障多数权益及政府运

作和效率两股力量的博弈,“议事阻碍暠的存在体现了美国民主珍视少数人

权利、对无限制权力制约的特征。

关键词:美国政治 极化 美国参议院 议事阻碍

随着近些年国内政治“极化暠现象日益严重,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立时常发生,美国

政府不时处于运转不灵的境地,而近几届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频繁利用冗长发言

或者其他方式阻挠议事并阻挠法案通过的“议事阻碍暠栚(filibuster)则成为了加剧两

党对立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国会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立法程序。2010年,美

国副总统、参议院主席拜登(JoeBiden)对此现象发表评论,说他担任参议员36年了,

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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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作者在此表示特别感谢。文中的疏漏及不妥

之处由作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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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阻碍议事、议案阻碍等,还有一些结合音译和意译的译法,如“费力把事拖暠、“弗理罢死他暠等。本文采用

中庸一些的“议事阻碍暠译法。



但从来还没有经历过如此多的法案通过需要60票多数来克服“议事阻碍暠的情形。栙

许多议员和学者认为“议事阻碍暠导致了参议院在许多问题上议而不决,从而处于功

能失灵状态,美国政坛上下再次掀起了改革的呼声。然而,改革本身也遭到了许多另

外的议员和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议事阻碍暠对保证少数派的权利,维护权力制衡,

防止一党独断专行,保证对决策审慎的态度都极为关键,是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重要

保障,不容改变。那么,什么是“议事阻碍暠,它是怎么形成的,它在美国国会200多年

的历史中经历了怎样的变革,它现今的运行情况怎样,未来会怎样变化,对美国政治

以及美国内外政策的制订影响怎样? 本文将对以上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暋“议事阻碍暠的起源及历史演变

“议事阻碍暠经历了200多年的演变,其本身的定义和内涵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其传统定义是,美国参议员通过冗长发言阻碍议案通过的行为。然而,发展到今天,

“议事阻碍暠已不仅是进行冗长发言一种方式,而是包括了所有“处于少数派的参议员

为阻止多数派对议案进行投票从而阻止该议案通过所进行的拖延和阻碍行为暠。栚现

在,美国参议员们阻碍一个议案通过的方法有很多种,包括拒绝将提交的议案报告出

小组委员会、反对达成一致同意协定而阻止参议院的议程、故意缺席法定人数点名而

使得参议院因为无法达到法定人数而无法运作、提出各种议事程序问题(pointofor灢

der)进行拖延和阻碍等。当然,一般所指的方式还是在参议院全体会议就某一议案

进行辩论之际进行阻挠,使之无法进入表决阶段。

辩论是美国国会的传统,一般来说,议案在表决之前都要进行辩论,每位议员都

有发言权,但关于如何结束辩论,进行表决,今天的国会参众两院有着不同的规定。

参议院里每位议员的发言没有时间和内容上的限制,结束辩论的规则是必须达到参

议院成员3/5多数,即60票赞成。因此,少数派议员只要能够争取到41票就可以将

许多重要议案在表决之前就阻止掉,因为无法结束辩论,也就无法进行表决,议案无

法通过,这便形成“议事阻碍暠。众议院则不同,每位众议员的发言时间限制在一小

时,而且只要达到简单多数,即过半的票数就可以结束辩论。这可以解释为何关于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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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即包括了少数派参议员们为阻止投票而进行的所有拖延和阻碍行为。



多重大议案的斗争在参议院更加激烈,即便执政党有着参议院多数地位也很难成功

推动某项议案的通过,许多时候一名参议员的变动或者是转向都能影响大局。例如

2009年8月,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EdwardM.Kennedy)的去世,2010年1月民主

党在肯尼迪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补选中落败使得民主党失去参议院的60票多

数,曾使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法案面临危险。

(一)“议事阻碍暠的起源(1917年以前)

根据1789年美国国会成立时的规则手册,参众两院关于结束辩论的规则在当时

几乎是一致的,即“先决问题暠动议。栙 该动议对结束辩论并进行投票规定:“作为动

议提出的先决问题进行表决并且得到了赞同,那么这时主席面临的问题是:应该进行

主要问题的表决吗? 如果多数(简单多数)反对,就不应该进行主要问题的表决。暠众

议院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一规则,即简单多数即可结束辩论的动议,而参议院当今的议

事规则上已经没有这一条了。这是因为1805年时任副总统、参议院主席伯尔(Aar灢
onBurr)认为,参议院作为一个如此重要的立法审议机构,规则不清楚,许多规则都

是指向同一事情。他举例说“先决问题暠动议规则就没有必要,于是参议院于1806年

把它从参议院规则手册里删除了,栚也即参议院没有如何结束辩论的规则了。这样,

“议事阻碍暠即通过冗长的甚至是无休止的辩论阻止议案进行表决从那时候起就变得

可能了。因为参议院的传统是议员具有无限制的发言和辩论的权利,如果没有多数

赞同结束辩论的规则,发言和辩论理论上就可以一直进行下去。

美国宪法并没有对参议员们无限制地发言或辩论的权利做出规定,但宪法第一

条第五款规定,参众两院都可以自行制订其程序规则。根据参议院规则第19条的规

定,“当一名参议员想要发言时,他应该举手并向议长说明,直到议长同意才能发言,

议长必须让第一个向他示意的参议员首先发言。在辩论中,任何参议员不得未经该

名参议员的同意打断其发言。暠栛同时,由于1806年以后“先决问题暠动议规则在参议

院已经被删除,因此,结合以上宪法条款,表明参议员有无限制地进行辩论的权利。

可以说,对无限制的发言权利的实践或者说是滥用正是“议事阻碍暠的根源。

然而,在1806年以后的几十年中,“议事阻碍暠一直没有发生过。直到1837年,

有少数派议员开始利用结束辩论规定缺失的情况,才使得事实上的第一次“议事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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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暠发生了。栙 此后一直到美国内战爆发之前参议员们都很少运用“议事阻碍暠。当

时参议院按照少数服从多数传统运转,议员们希望议案能够进行投票,参议院也没有

很多事情需要讨论,议程安排很少,多数党有大量的时间坐等反对派们放弃“议事阻

碍暠行为。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两党对立的极化现象没有现在这样严

重。

19世纪中期,参议院规模扩大,需要讨论的事务增加,以党派划线进行投票的极

化现象开始出现,人们也给予了参议院更多的重视。“议事阻碍暠开始较多地出现,平

均每届国会都至少会有一次较量,经常是围绕民权、选举法、提名等当时的重大事件。

当然,比起现今参议院对“议事阻碍暠运用,这个频率还是非常低。当时参议院多数派

领袖们碰到“议事阻碍暠时也曾试图恢复“先决问题暠动议,但一直没有成功。更为经

常的情况是,当多数派认识到反对派将利用“议事阻碍暠来阻止某项议案时,他们往往

会放弃这项议案,以免危及多数派的优先事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7年。

关于1917年以前的参议院议事规则,奥利斯萨克(WalterOleszek)在其著作《国

会程序与政策过程》中引用了康涅狄格州共和党参议员普拉特(OrvillePlatt)1893
年时的说法:“在我们的规则中,只有两种办法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投票:一是得到全体

一致的赞同,每位参议员都投票赞成;二是有时被人们称为‘坐等结束暞的程序,赞成

某一立法的议员们一直坐等辩论会议结束,直到对手体力耗尽,再也不能继续辩

论。暠栚

(二)1917~1975年间“议事阻碍暠的重大变革

在此期间,美国参议院对“议事阻碍暠的认知和运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

是1917年参议院设立了结束辩论(cloture)的程序和规则,规定只要在参议院取得

2/3多数票就可以通过结束辩论动议从而结束辩论,打破“议事阻碍暠;第二个变化是

“分轨制暠的推行使得“议事阻碍暠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老式的“议事阻碍暠变得少

见,新形式的“议事阻碍暠运用变得更加频繁;第三个变化是1975年结束辩论所需的

2/3多数票(67票)降至3/5的超级多数(60票),降低了打破“议事阻碍暠所需的门

槛。1917年后的这几十年间,“议事阻碍暠逐渐演变成为了参议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参议员们也逐渐接受它为一个合法的立法策略,“议事阻碍暠对参议院立法过程的

影响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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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束辩论暠规则的创立和初期变化

1917年,参议院通过第22条规则,提出“结束辩论暠程序,创造了一条在参议院

结束辩论的途径。该规则规定如果有2/3多数参议员同意,就可以结束辩论。在辩

论结束之后,每一位参议员将允许有一个小时的发言,由参议院主席控制时间。栙

结束辩论规则的设立与当时美国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紧密相关。从19世纪中

期以来,参议院里试图阻止“议事阻碍暠的多次努力均未有结果。1917年,正值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时任民主党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武装船只法案》(ArmedShipBill)

在参议院遭到共和党人“议事阻碍暠的有效阻碍而无法通过,威尔逊于是利用其总统

的强势地位,声称此法案是一个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加之当时媒体和公

众对此法案的高度关注,在总统、媒体及公众压力下,最终威尔逊总统以国家安全的

名义,迫使参议院首次通过了关于结束辩论的规则。

然而,与当时新闻界和政治家们的看法相反,法案通过后很长时间,第22条规则

并没有起到预想中的作用。从1919年到1960年,只有23次结束辩论的动议发生且

只有4次成功,从1927年到1962年还发生过连续14次结束辩论动议失败的记录。栚

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参议员们都很少大范围地使用“议事阻碍暠。

这首先是因为大部分参议员们一直很好地遵循着参议院无限制发言和辩论的重

要传统,并没有打算运用第22条规则来克服“议事阻碍暠行为,大部分情况下仍然采

取1917年改革之前的方法,消磨对方,使其最后没有体力和精力继续发言,这并不违

反无限制发言的传统;其次,参议员们担心在参议院立法时自己的影响因为使用“议

事阻碍暠而受到削弱;第三,参议院互惠和忠诚的原则仍然是影响参议员行为的重要

传统;第四,运用结束辩论程序本身也是一个冗长缓慢的过程。

有学者因此认为,1917年改革只是象征性的,对于参议院此后几十年的运作方

式只是起到了很小的作用。栛 但当时的参议院并没有因此迅速修改或撤销结束辩论

规则,还是一如既往地使用它。毕竟,结束辩论规则给予了立法程序一种可预测性,

给予了议案的支持者们一个结束“议事阻碍暠的程序和努力的目标,这非常重要。从

此后近一百年参议院的运作情况来看,结束辩论规则的设立是一个重大变革,有着深

远的意义,极大地改变了此后参议院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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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辩论规则当时存在一个漏洞,即它只是规定“法案暠在参议院全院辩论时可

以适用此规则,没有明文规定“动议暠(motion)也适用。这个文字上的漏洞使1917年

以后的参议员仍可通过对动议进行 “议事阻碍暠,从而阻碍法案通过,结束辩论规则

很难起到作用。1949年南方参议员在来自佐治亚州的拉塞尔(RichardBrevard

RussellJr.)的率领下,运用此漏洞阻止了《民权法案》的通过。这使得支持结束辩论

规则的参议员们感觉到急需完善该规则。当年2月,他们将一个旨在堵上此漏洞的

决议(S.Res.15)提交参议院全会辩论。经过支持和反对方数周的辩论,最终达成妥

协,双方同意结束辩论规则不仅适用于全院辩论时,也适用于任何提案和动议(修改

参议院规则的提案和动议除外),但结束辩论需要“全体暠参议员的2/3同意,而不是

像此前规定的“出席暠参议员的2/3同意。栙 这样,经过这次妥协,堵住了“结束辩论暠

规则不适用于“动议暠的漏洞,但将1917~1948年间的“出席参议员的2/3同意暠结束

辩论的门槛提高为需要“全体参议员的2/3同意暠。

此后,“议事阻碍暠的使用在范围和数量上都达到了第一个历史高峰。栚 不幸的

是,当时“议事阻碍暠的运用基本都是在试图阻碍《民权法案》通过。“全体参议员2/3
多数暠结束辩论的规定使得打破“议事阻碍暠门槛很高,反对《民权法案》的参议员只需

34票就可以阻碍法案的通过。即使不足34票,他们还经常采用传统的冗长发言方

式拖延法案的表决,造成其他议事程序全被耽误,迫使参议院多数派作出让步。1953
年,参议员摩斯(WayneMorse)创下单个议员22小时又26分钟连续发言的“议事阻

碍暠记录;栛1957年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瑟蒙德(Strom Thurmond)为反对《民权法

案》通过创下连续发言24小时18分钟的记录,成为迄今为止单个参议员“议事阻碍暠

发言的最长时间;栜1964年《民权法案》被“议事阻碍暠占据了参议院57个工作日之后

才终获通过。

2.分轨制的实行

到1960年代后半期,频繁的“议事阻碍暠使得参议院里法案大量堆积,参议院无

法正常运作而经常处于事实上的瘫痪状态,这引起了许多参议员的极大担忧。于是,

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开始推动进行改革,试图创造一种既不违反参议院无限制辩论的

传统,又能使参议院正常的议事继续下去的程序。当时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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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曼斯菲尔德(MikeMansfield)带头创立了一个新的参议院程

序,即所谓“分轨暠制(trackingsystem),一方面从技术层面上保持了参议院无限制辩

论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能够阻止参议院里立法阻塞现象的发生。在这个新的程序下,

如果一个法案被“议事阻碍暠所阻止,多数派领袖能够在取得全体一致的情况下宣布

冻结此法案,参议院能够转换到另外的法案上去,对另外需要讨论的、争议较少的法

案进行讨论。这个改革背后的逻辑是,在分轨制下,遭到“议事阻碍暠的法案得以带离

参议院全院会场,使参议院能够继续其立法议程,同时能够就被“议事阻碍暠的法案再

进行幕后谈判以期取得突破;进行“议事阻碍暠的参议员仍然得到其想要的,被阻碍的

法案仍然处于被阻碍状态。这样,双方都从中获益。

因此,随着分轨制的流行,参议院领袖们一般都很少运用“消耗暠战术来挫败“议

事阻碍暠行为。1975年以后,老式的“议事阻碍暠行为,即连续的十几个、甚至二十几

个小时的发言已经很少见到了。对于“分轨制暠,尼克松总统的白宫法律顾问迪安

(JohnDean)认为,一方面,通过此体系,参议院多数党能够通过对抗“议事阻碍暠的运

用,从而维护参议院的正常运转;但另一方面,这个体系也使得少数派们进行“议事阻

碍暠更容易了,从而鼓励了更多“议事阻碍暠的出现,因为他们不需要耗费体力地连续

多个小时占据参议院发言席。栙

3.1975年“超级多数暠规定的出现

1917年结束辩论规则出台之后,特别是1949年改革后,参议院里的改革派们一

直在努力试图降低结束辩论所需要的2/3多数到简单多数,使击败“议事阻碍暠更加

容易。他们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就是所谓宪法选择,即援引宪法第一条第五款关于参

议院可以自行制订规则的规定,认为在参议院的特定责任或规则方面,多数派的意志

(即简单多数,在参议院里就是51票)应当得到贯彻,因此应该由简单多数来决定参

议院规则的修改,以重新解释并修改参议院的议事规则。宪法选择是击败“议事阻

碍暠或者其他形式的阻碍议事行为的潜在方式,也是19世纪以来参议院一直争论的

核心问题。

关于能否适用宪法选择,争论的焦点是参议院是否是一个连续的主体。长期以

来,参议院被认为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新一届国会开始时上一届参议院的规则仍然有

效,可继续沿用,理由是每届参议院都只有1/3成员会发生变化,因此参议院的法定

人数一直存在和有效,新国会开始时没有必要重新制订规则。反对者认为,在原有条

件下,参议院任何规则方面的变化都必须根据现有的规则来进行,事实上使得参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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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变化极端困难,因此,这违反了宪法授予参议院可以自行制订规则的精神,宪

法权威受到了挑战。

双方争论不下的情况下,改革者们选择新国会开幕的第一天进行努力,以创立使

用宪法选择、即简单多数修改参议院规则的先例。他们认为,新国会开始的第一天,

参议院规则、包括第22条结束辩论规则还没有应用,因此参议院可以运用国会的一

般规则即简单多数规则来运作,这样,参议院规则包括第22条结束辩论规则就都可

以运用简单多数规则来决定。如果这种规则的修改获得通过,那么每届新国会开始

时,参议员们就可以用简单多数制订新规则包括结束辩论规则,这对参议院的影响将

是颠覆性的,参议院的运作会因此发生巨大的变化。

1957年1月3日,时任副总统、参议院主席尼克松在第85届国会开始的第一

天,针对参议员安德森(ClintonAnderson)要求参议院采用新规则的动议发表意见,

认为参议员援用宪法规定来制订自己规则的权力不应该受到制约,意即参议院可以

在开始运作时适用简单多数规则来修改自己的规则。但他对此澄清道,这只是他个

人意见,不代表主席裁决(appealfromChair)。随后,安德森的动议也被搁置。1967
年1月第90届国会及1969年1月第91届国会开始时,时任参议院主席汉弗雷

(HubertHumphrey)分别针对参议员麦加文(George McGovern)和丘奇(Frank

Church)提出的要求降低结束辩论门槛的动议,两次做出了倾向改革者的主席裁决,

以支持使用简单多数通过动议,但最终被参议院全体会议投票推翻,尝试简单多数结

束辩论规则的努力还是失败了。此后,参议院主席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试

图推动宪法选择的立法实践也未能成功。栙

到1975年1月第94届国会(1975~1976年)开始时,民主党人凭借在参议院较

大的多数优势地位,再次努力降低结束辩论的门槛。17日,参议员皮尔森(James

Pearson)和蒙代尔(WalterMondale)提出议案(S.Res.4),建议将结束辩论门槛定为

所有出席的参议员的3/5多数。根据以往的经验,参议院主席裁决非常关键,如果没

有倾向于改革派的一个主席裁决,反对者们就可以运用现存的“议事阻碍暠轻易地将

改革派的议案阻碍几个月之久,这样肯定就无法通过了。20日,皮尔森提出要求表

决该议案的动议后,多数派领袖曼斯菲尔德对此提出议事程序问题,认为此动议蕴含

简单多数结束辩论的规定,违反参议院规则。蒙代尔则提出搁置曼斯菲尔德的议事

程序问题的动议。

此时的关键问题是,如果参议院全会投票决定搁置曼斯菲尔德所提的议事程序

问题,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往下走。对此,洛克菲勒裁决立即对皮尔森的动议进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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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这样,等于是裁决简单多数就可以决定此动议是否通过,实际上应用了宪法选择。

可以想见,洛克菲勒的裁决引发反对者强烈反弹。艾伦(JamesAllen)参议员认为,

如果曼斯菲尔德的议事程序问题被搁置,参议院应该返回对皮尔森的动议进行辩论。

2月20日、24日、26日,参议院连续三次搁置了曼斯菲尔德的议事程序问题,三次支

持了对宪法选择的使用。栙

在三次失败之后,曼斯菲尔德终于决定妥协,双方同意“全体参议员暠的3/5多数

可以结束辩论。但此后保守派们担心此前三次的搁置投票可能将为此后宪法选择的

使用开创不好的先例,很快又反对达成妥协。参议院于是又于3月5日对2月26日

的搁置动议重新进行投票并推翻了它。这样,反对应用宪法选择的一方也拥有了一

个对己有利的先例。至此,艾伦还是担心宪法选择会继续有效并再次团结保守派们

反对达成妥协。但民主党参议员伯德(RobertByrd)认为,保守派们至此已经没有更

好的选择了,如果他们不支持已经达成的妥协,最后的结果将是此后参议院将遵循简

单多数原则来结束辩论,这对保守派们来说将是彻底的失败。

经过两周的争论,在改革派们将宪法选择运用于结束辩论规则的威胁下,反对派

最终作出妥协,参议院于1975年3月7日以56比27投票通过了经过修改后的皮尔

森议案,栚结束辩论所需要的票数由原来的全体参议员的2/3减少为全体参议员的

3/5,这就是参议院现行的结束辩论所需要的60票超级多数。然而,同样是作为妥协

的一部分,对于参议院规则改变所需要的结束辩论的门槛仍然是全体参议员的2/3
多数。栛 这使得改变参议院规则的门槛仍然非常高。

二暋“议事阻碍暠与当代美国政治

自从20世纪70年代的重要改革之后 ,“结束辩论暠规则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

沿用至今。当然,这几十年间,“议事阻碍暠的运用还是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引发了美

国政界的许多事件,对当代美国政治造成了重大影响。

(一)“议事阻碍暠行为方式的变化

到了70年代初,随着分轨制的逐渐流行和多次使用,老式的“议事阻碍暠已经不

多见了。在此之前,如果某位参议员要进行“议事阻碍暠,必须一直站着发言,且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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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会场,也不能交出发言权,一旦交出就不能再要回来。这是因为,根据参议院规

则,参议员不得在同一立法日内就单一议案或提案演说超过两次(立法日自参议院开

议日起至休会日止,并不必然符合历法之一日),而且参议院要对每一位参议员进行

发言认可,然后才能进行投票,而参议员的发言必须得到主席的同意,主席同意了才

可以发言。但是如果某参议员因为任何原因失去发言权,发言权就会转向下一位要

求发言的参议员,会场里的议程也随着他或她的发言而转变。例如1932年,路易斯

安那州的参议员朗(HueyLong)连续发言,试图反对罗斯福总统新政的部分条款,当

时他逐条分析宪法条款,背诵沙士比亚的诗,朗读他最喜欢的炸牡蛎及肉汤制作食

谱,看到有同事在打盹他还要求参议院主席强制他们听他发言(但被拒绝),直到凌晨

4点。在连续发言15个小时又30分钟后,由于要上厕所他才不得不停止了发言,对

手们趁机投票通过了他试图阻碍的法案。栙

在分轨制实行之前,“议事阻碍暠是一个苦差事。如果参议院多数派领袖试图通

过“消耗暠的方法挫败“议事阻碍暠,必须整日整夜连续开会,直到进行“议事阻碍暠的参

议员退出或者是得到足够的结束辩论的票来挫败“议事阻碍暠。“消耗暠方法的最大缺

点就是领袖们在“消耗暠提出“议事阻碍暠参议员的同时,也在“消耗暠自己和每一位参

议员。“消耗暠战术一般来说不会取得太多成效,只会使每位参议员十分疲惫,很难达

成一致,法案就更难通过。当然,也有极端的例外情况,例如1957年参议院多数党领

袖林登·约翰逊为了击败对《民权法案》的“议事阻碍暠,利用其作为多数党领袖的地

位,不再将其他议事日程列入参议院全院大会,单独留下《民权法案》。于是,试图对

《民权法案》进行“议事阻碍暠的议员被迫尽可能长时间地占据发言席,参议员瑟蒙德

因此创下单个参议员24小时又18分钟的“议事阻碍暠最长时间记录。他当时为了尽

可能长地占据发言席,头一天在桑拿房里蒸了一整天,以减少体内水分,以便第二天

尽可能长时间不上厕所。栚 第二天他的连续发言包括朗读《独立宣言》、《权利法案》、

华盛顿告别演说,以及其他历史文献,还有他祖母的烤饼的做法等等,许多参议员实

在熬不住,从附近的旅馆里找来简易帆布床在会场内睡觉。凭借强壮的身体栛和精

心的准备,瑟蒙德在连续讲了一天一夜还不打算停止,后来在他的医生发出他的肾即

·001·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SenateHistoricalOffice,“HueyLongFilibusters,暠UnitedStatesSenate,availableat:http://www.sen灢
ate.gov/artandhistory/history/minute/Huey_Long_Filibusters.htm.
HakeemShittu,CallieQuery,Absurdities,Scandals& StupiditiesinPolitics,LuLu.com,(July26,

2006),p.86.
瑟蒙德活了101岁,做了48年的参议员,是年过100仍然任职参议员的第一人,也是服务时间第二长的参

议员,仅次于伯德。



将衰竭的警告后才停了下来。栙 两个小时后,1957年《民权法案》最终获得通过。栚

这是分轨制实行之前“议事阻碍暠与今天的“议事阻碍暠的一个重要区别,那时即

使多数派没能够凑齐结束辩论所需要的2/3多数,仍然可以进行最后的投票,方法就

是将反对者们消磨下去,就像约翰逊参议员上述所为。然而对于分轨制,有一点需要

注意,由于它并不是一个强制实行的规定,多数派仍然可以选择让受到“议事阻碍暠的

法案留在全院会场,迫使少数派们忍受无休止的辩论之苦。但这种情况在现代美国

政治里并不多见。栛

(二)宪法选择的发展和运用

1975年结束辩论规则由原来的全体参议员2/3多数降低到全体参议员的3/5
是一个重大变革。然而,在此修改之后几年内,它并没有得到广泛运用,参议院复杂

的议事规则使得参议员们总是能够找到合法的程序来进行议事阻碍,阻碍法案通过。

于是,继续通过援引“宪法选择暠来打破“议事阻碍暠行为更为广泛。伯德在其两次担

任参议院多数党主席期间,利用其地位,以简单多数通过了四项案例,在没有改变任

何现行参议院规则文本的情况下,改变了参议院议事程序,成为20世纪70~80年代

里成功运用“宪法选择暠的四个案例。这四个重大修改分别是1977年禁止结束辩论

的投票之后再进行“议事阻碍暠;1979年限制给拨款法案附加修正案;1980年允许参

议员将官员任命提名提交参议院大会辩论的无辩论动议;1987年禁止对唱名表决

(rollcallvote)本身进行拖延。栜

在这四个修改中,伯德遵循的基本路径是:通过提出动议并在动议如预料中受到

反对者提出议事程序问题的时候,提请参议院主席进行裁决。当裁决有利自己时,反

对派会提出上诉,此时伯德会对上诉提出搁置动议,如果动议以简单多数通过,参议

院就在没有改变规则文本的情况下,通过简单多数成功设立了参议院的一个先例;当

裁决不利自己时,伯德则对主席裁决提出上诉,如果参议院投票以简单多数推翻了主

席裁决,则同样能够在没有改变任何现行参议院规则文本的情况下改变参议院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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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程序,从而运用宪法选择。

到2003年,一直以来只是个参议院术语的“宪法选择暠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

当年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洛特(TrentLott)首次将宪法选择称作“核选

择暠(nuclearoption),意思是它能够对参议院的运作产生根本性的影响。2005年,参

议院里处于少数的民主党人,以“太过保守暠为由,利用“议事阻碍暠阻止布什政府对十

名联邦法案的任命,以报复上届政府共和党人阻碍克林顿总统任命联邦法官的行为。

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弗里斯特(BillFrist)向当时的副总统即参议院主席切尼(Dick

Cheney)提出,作为参议院主席可以做出裁决,对于联邦法官的任命的“议事阻碍暠行

为与宪法授予总统在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之下任命官员的权力相冲突。这个裁决的

关键点在于对“参议院的同意暠的重新解释,即“参议院的同意暠意味着多数参议员的

同意,而不是基于“参议院规则的同意暠。如果裁决通过,参议院将使用简单多数规则

来批准这些官员的任命。这就是洛特所称的“核选择暠。

围绕共和党人的“核选择暠威胁,两党进行了复杂的政治较量。2005年5月,由

共和党人麦凯恩(JohnMcCain)和民主党人尼尔森(BenNelson)牵头、由七名民主党

参议员和七名共和党参议员组成的“14人帮暠帮助达成了最后的妥协:民主党人同意

不对布什总统的任命进行“议事阻碍暠,除非是在“特殊情况暠下;共和党人同意不动用

“核选择暠除非是他们认为总统的任命在不是“特殊情况暠下被“议事阻碍暠所阻止。而

什么是“特殊情况暠由各个参议员自己定义。栙 后来,几个曾经被“议事阻碍暠阻挠了

任命的法官都顺利通过了参议院这一关。虽然两党并未就如果“议事阻碍暠再次发生

时如何定义“特殊情况暠达成一致,但这种情况最后并未出现。到2007年1月,随着

109届国会结束,这个妥协也就此终止。此后如果再出现这种运用“议事阻碍暠来阻

挠总统的任命的话,类似的争议和妥协将难免再次出现。

(三)通过调和程序规避“议事阻碍暠

根据参议院规则,关于预算调和法案的辩论被限制在20个小时以下,这包括了

对预算调和法案和对其提出所有相关修正案和动议的辩论时间。因此,预算“调和暠

法案不能被“议事阻碍暠阻挠,这被称作调和规则(Reconciliation)。

调和规则源于1974年国会预算法案(CongressionalBudgetActof1974),最初

其用途有限,只是用于减少预算赤字的法案,但由于其条文只是说明用于“改变暠收入

和开销的数量,并没有清楚说明减少赤字或者是增加收入的字样,后来调和规则运用

到了许多与预算相关的法案中。为规范调和规则,经1985年和1990年两次修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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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院通过了以参议员伯德的名字命名的“伯德条款暠,规定了不得使用“调和暠规则的

六种不相干情况。起初,调和规则主要通过增加收入并减少开销来削减预算赤字,但

最近这些年主要被用来减税。其中,布什总统运用调和规则通过了三个主要的减税

法案。1980年到2008年,一共有22个调和法案通过(在给定的一年时间内只能有

一个调和法案),其中三个被克林顿总统否决而没能成为法律。栙

调和规则虽然名为“调和暠,但实际情况是每次围绕调和法案的争论都非常激烈,

因为它是两党在涉及重大预算问题的法案上进行争斗的常用工具,即便有伯德条款

进行规范,但由于对条款中 “不相干暠情况的解释各有不同,运用情况也不尽相同。

1993年,克林顿总统试图运用此规则通过医疗改革法,却被时任预算委员会主席的

伯德认为不属于预算法案的范畴而没有成功。1999年,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运用调

和规则,通过了增加赤字的法案但后来被克林顿总统否决。2010年,奥巴马和民主

党人创造性地运用调和程序,避开了共和党人的“议事阻碍暠,通过“两个法案战略暠,

艰难地通过了医疗改革法。

在2009年底民主党人利用其参众两院的绝对多数分别通过了医疗改革法案、两

院民主党人为如何缩小两院法案的差别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作为民主党大本营、50
年来一直没有共和党参议员当选过的马萨诸塞州,在2010年1月19日参议员补选

中民主党意外败给共和党,使得民主党在参议院的优势不到60票,不能克服参议院

共和党人的“议事阻碍暠,从而使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法案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参众两

院关于医疗改革的法案内容差别很大,如果两院举行共商会议商讨两院法案的话,在

此过程中参议院共和党人可以利用其41票,阻挡民主党人通过两院协商法案,或者

延迟甚至阻挡两院共商会议的举行,协商后的医疗改革法案很难再在参议院获得通

过。

在马萨诸塞州选举结果出来后的第二天,奥巴马分别让参议院和众议院修改各

自的医疗改革法案,缩小两院法案的差别。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Pelosi)坚

持其全面改革方案,两院分歧无法弥合。她拒绝让众议院通过没有修改的参议院法

案的方案。当时民主党失去参议院绝对控制权,修改后的文本肯定将遭到共和党人

的“议事阻碍暠而无法通过,因此可能的解决之道是让众议院通过参议院法案并由总

统签署成为法律,但这等于是让众议院放弃自己的法案。佩洛西坚决反对,表示绝不

会在众议院通过参议院法案。至此,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计划陷入绝境,几乎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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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暠。栙

就在此时,一个“两个法案战略暠引起了民主党人的注意。一向支持医疗改革法

案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家庭暠执行主任波拉克(RonPollack)在马萨诸塞州选举结果

出来之前就已经在向医疗改革者和立法专家们推销一种如何在没有60票的情况下

通过医疗改革法案的办法,即众议院先通过参议院法案(PatientProtectionandAf灢
fordableCareAct,PPACA),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然后紧接着在参议院走预算调和

程序,以对参议院法案(PPACA)修正案的方式,通过众议院法案。这是一个重大的

策略改变,非常具有创造性,甚至连资深的参议院规则专家达夫(RobertB.Dove)也

认为“这非同寻常,我从未见过这样一种‘两个法案战略暞,即运用调和程序来修改另

一个法案,但它是参议院规则允许的,只是我从未见过。暠栚波拉克在马萨诸塞州举行

补选前一天把他的“两个法案暠方案发给了19位国会高级助手及多位白宫高级幕僚,

得到了佩洛西的立法助手们的欢迎。最后,佩洛西同意按照此方案操作。栛

在马萨诸塞州选举结果的压力下,“两个法案暠方案给予了民主党内主张全面医

疗改革还是部分改革的双方一个打破僵局的机会,而这在事后被证明是唯一的机会。

既然众议院和参议院民主党人无法弥合分歧,那就干脆放弃弥合分歧,采用“两个法

案战略暠,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对方的法案,分别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栜 奥巴

马政府最终的医疗改革法律即由这两个法案组成,完成了原先设想的全面医疗改革

方案。如此运作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民主党在参议院失去了60票的绝对多数,无法克

服少数党的“议事阻碍暠,才走了这样一条不同寻常的曲折立法之路。

(四)“保留暠及“秘密保留暠成为十分有效的“议事阻碍暠行为

根据参议院规则,进行议事必须得到全体参议员的一致同意方可进行。因此,任

何一位参议员都可以通过写信或其他方式通知其所属党派的领袖,不同意将某一法

案、动议、提名或者其他任何措施进行全院讨论。如果是私下通知,这就被称作“秘密

保留(secrethold)暠,如果公开让其他参议员和公众所知,就是“保留(hold)暠。任何一

位参议员都可以通过保留即拒绝同意议事的方式对法案的通过造成延误甚至阻挡。

保留是一种非正式的立法程序,参议院的规则和程序没有对此做出规定,但它已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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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的一个惯例。栙

根据国会研究部的研究,保留怎么开始的已经无法确定,但1970年代参议员们

已经开始大量运用“保留暠。其中主要原因是随着“分轨制暠的流行,参议员不用采取

老式的“议事阻碍暠,只要通知本党领导人自己对某一法案保留意见,不同意议事就可

以了。基于全体一致原则,参议院允许“保留暠的存在和运用是尊重每一位参议员的

权利,使每一位参议员都在参议院有着自己的影响和制衡能力,鼓励每位参议员提出

自己的政策目标和建议。

理论上,参议院安排议程的权力由多数党领袖掌握,是否同意某位参议员的保留

要求由多数党领袖决定,但多数党领袖都会与少数党领袖进行协商,对是否有人对某

一法案、动议或者提名提出“保留暠进行通气。多数党领袖可以拒绝保留要求而继续

议事,但需要发起投票来结束保留。投票会占用一定时间,一次投票大约15分钟。

如果累积起来多位参议员都不同意议事,这种延误就会比较长,法案、动议或者是提

名就会被延误或者是阻碍。例如,当参议院就第一位参议员的保留进行结束投票,第

二位议员表示不同意就此进行投票,那么参议院还得对是否同意第二位议员的这个

举动进行投票,如果还有第三个议员不同意对是否同意第二位议员不同意对第一位

议员的保留进行的投票,那么参议院就必须进行三轮投票,以此类推,如果有多位议

员不同意进行议事,参议院就会有太多的延误而无法正常议事,这就是104届国会参

议院民主党领袖达斯勒(TomDaschle)所说的“保留的保留的保留暠。栚

在当今参议院议程非常繁忙,许多事项都有紧迫的最后期限的情况下,多数党领

袖经不起任何的延误,哪怕一天的延误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国会休会期到

来之前,这种延误的效果会更严重。因此,多数党领袖意识到这种风险,一般都不会

采取拒绝保留而发起结束保留进行强行议事的办法。这样,保留已经从最初的参议

员预先通知多数党领袖,希望他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关注,发展到一种十分有效的延

迟和阻碍立法、动议或者是提名的手段,被称为“无声的议事阻碍暠(silentfilibuster)。

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如果多数党并不是全力强迫推动某个并不那么重要的法案,那

么如果少数党能够迫使多数党领袖进行结束保留的投票,这种投票所延误的时间足

以让多数党放弃这个法案。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党即使凑不足41票,同样可以用“保

留暠方式阻碍法案的通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留暠比正式的“议事阻碍暠更有效,因

为少数几个议员就能够达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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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执政后,两党对立和极化现象有增无减,围绕奥巴马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

系列措施及医疗改革法案,两党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参议院里“议事阻碍暠的应用也随

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少数党即共和党人在头11个月里就发起了100多次

“议事阻碍暠行为,打破了国会单个会期进行“议事阻碍暠的记录。栙 参议院改革“议事

阻碍暠的呼声随之再次响起,参议院规则委员会2010年多次举行听证会。2011年1
月26日,参议院以92比4通过了结束允许参议员通过秘密保留的方式进行“议事阻

碍暠的行为,参议员仍然可以通过“保留暠阻止议案或者提名,但必须公开自己的身份。

参议院少数派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MitchMcConnell)承诺今后要减少运用“议

事阻碍暠,以换取参议院多数派领袖里德(HarryReid)承诺给予共和党人更多机会去

提出修正案。栚

三暋“议事阻碍暠在外交方面的运用

参议院在外交方面的权力包括对外条约的批准、外交官员任命的批准,以及对涉

及外交政策方面法案的批准。“议事阻碍暠在这三个方面发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首先,批准对外条约是参议院最为重要的外交权力之一。宪法规定批准条约需

要参议院2/3议员同意。也就是说,批准条约所需要的67票超过现行参议院打破

“议事阻碍暠所需要的3/5多数60票,它的高门槛使得“议事阻碍暠没有多大意义。因

此,在今天的参议院,利用“议事阻碍暠阻碍对外条约的批准,得另辟蹊径。一个途径

是从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在条约的审批阶段进行“议事阻碍暠。2010年,部分共和党人

试图阻碍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START)的批准,希望推动参议院外交关系

委员会拒绝将条约报告出委员会。然而,民主党人控制着该委员会,主席是民主党人

约翰·克里(JohnKerry),而且该委员会两党对立并不严重,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

人卢格(RichardLugar)也赞成通过该条约。最终,共和党人在小组委员会的努力未

能成功。

其他可用于阻碍条约批准的“议事阻碍暠手段,还包括重拾冗长发言的传统拖延

战术、不同意议事提出保留。但前者已经很少在现代参议院里使用,后者很少用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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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批准上。而且,并非所有国际协定皆属条约,故无须参议院批准。总统也可以不经

参议院而缔结行政协定。参议院 “议事阻碍暠对外交条约批准的影响有限。

第二,在外交官员任命方面,因为其程序和其他官员任命的批准并没有差别,“议

事阻碍暠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多数党对此的反制措施包括引用“核选择暠打破阻碍行

为,总统还可以绕开参议院,通过国会休会进行任命。宪法规定总统可不经参议院建

议与认可而于国会休会期间进行人事任命。当然,休会任命仅暂时有效,到下次国会

会期开始时将失效。

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对外交官员的“议事阻碍暠是小布什政府时期民主党人对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JohnBolton)任命的阻碍。2005年3月,布什总统提名博

尔顿为驻联合国大使。然而,民主党人非常不喜欢博尔顿对联合国极为强硬的观点,

极力反对这个任命,几位温和的共和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也反对。起初,

共和党人凭借其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多数(10比8)过了小组委员会这一关,

但几位本党议员对此持保留态度,不赞成在将此任命提交参议院全院大会时附上积

极的评价,这给博尔顿的任命蒙上阴影。民主党人则在全院大会上运用“议事阻碍暠

全力阻击博尔顿的任命。共和党人在参议院的多数优势并不明显,只有55比44(有

一名独立派议员),离击败“议事阻碍暠还需五票,而且,来自俄亥俄州的本党参议员沃

伊诺维奇(GeorgeV.Voinovich)也激烈反对此任命,共和党人无力打破民主党人的

阻碍,5月到6月,两次试图结束辩论的投票分别以56比42、54比38失败,离击败

“议事阻碍暠还差4~6票。栙

同期,参议院里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达成妥协。民主党人承诺不对布什总统提

名的十位联邦法案的任命进行“议事阻碍暠,但民主党人认为该妥协只适用于对联邦

法官的任命,不包括大使任命,博尔顿的任命不适用该妥协。虽然共和党人认为这个

妥协应该包括全部任命,也抨击民主党人在两党达成妥协后不到72小时就出尔反

尔,栚但无法改变博尔顿的任命被民主党人阻碍的事实。

布什总统看到博尔顿的任命无法在参议院通过,于是利用总统休会任命的权力,

于国会休会期间的8月1日任命博尔顿为联合国大使。但这种任命只能持续到该届

国会会期结束。到2006年初,布什寻求再次提交博尔顿的任命,并通过参议院外交

关系委员会安排将在7月26日举行任命听证会,希望能在博尔顿的休会任期到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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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eAsher,MegynKendall,LizaPorteusandTeriSchultz,“SenateHoldsoffonBoltonConfirmation,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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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完成听证程序。本来博尔顿有望在参议院全院大会上通过听证,因为此前强烈反

对他的本党议员现在转而支持他了。然而,此次提名听证恰逢国会中期选举,参议院

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和党成员查菲(LincolnChafee)因为忙于其困难重重的重选而无

暇出席委员会听证,导致共和党与民主党人在该委员会比例成为9比9(参议院的规

则是平手时法案、动议不能通过),博尔顿的提名因此在小组委员会阶段就被民主党

人“议事阻碍暠掉。12月4日,提名无望通过的博尔顿在国会休会任命在12月9日

截止之前向布什总统提交了辞呈。

第三,涉及外交政策,包括外交、国防方面拨款法案的批准。参议院在对这些法

案的批准与对其他法案的批准没有区别,“议事阻碍暠在这些方面的运用主要发生在

两党对立和分歧较为严重的议题上。2007年,民主党人试图通过限期撒军伊拉克的

法案,由于民主党人在参议院的多数非常脆弱(51比49),打破共和党“议事阻碍暠比

较困难,需要对方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共和党人于2007年2月5日、17日利用“议

事阻碍暠两次成功阻止了民主党人要求撤军的决议案。4月26日,围绕伊拉克战争

拨款法案,民主党人利用调和程序避开了“议事阻碍暠,以54比46通过了包括撤军日

期的拨款法案,但该法案后来被布什总统否决,由于推翻总统否决需要2/3多数,民

主党人无法达到此目标,法案最终还是被阻止。7月中旬,针对重量级民主党人、参

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莱文(CarlLevin)提出的包括让美军在120天之内从伊拉

克撤军的国防政策法案修正案,共和党人在辩论中采用传统的连续长时间发言进行

“议事阻碍暠,占据多数席位的民主党人则针锋相对采取消耗战术,把持议程,进行连

续辩论。从7月17日上午11点到18日上午11点,经过24小时的连夜辩论,最后

进行了结束辩论投票,结果52比47票,未达到结束辩论所需的60票,栙民主党人的

努力终告失败。

总体上看,参议员运用“议事阻碍暠影响外交政策的情况比较少见。“议事阻碍暠

运用的一个前提就是两党对立和极化现象严重,而外交方面的条约、法案和官员任命

都经常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只要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受到威胁为由,许多外交方

面的“议事阻碍暠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美国利益,这使得许多参议员

很难坚持原来的立场,相对容易将党派纷争放到一边。此外,相关外交法案一般不涉

及参议员本选区的利益,劝说其支持国家安全,转变立场支持对方的法案相对容易。

一些长期关注外交政策的参议员,特别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也容易摒除党派

偏见,支持相关外交政策法案。例如,十多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支持了新《削减战略

武器条约》,包括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卢格。而2007年参议院在伊拉克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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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的较量中,共和党人以法案涉及美国军队安全的理由给民主党人施加了很大的

压力,加之民主党人多数优势微弱,无法凑足打破“议事阻碍暠所需的60票,最后只有

放弃。

结暋暋语

从“议事阻碍暠200多年的演进历史看,它的出现并非如美国国内流行的“是建国

之父们关于参议院的宪法设计之一暠的说法,而是缘于一个始料不及的变化,即当时

参议院主席伯尔的一个决定而产生。此后的发展和改革过程也充满了偶然性,与当

时美国国内国际形势紧密相关。然而,“议事阻碍暠复杂的发展历程体现了美式民主

中尊重少数人权利的重要特征。它保证了参议院里少数派的声音不会永远保持沉

默,即使少到只有一名参议员,他的声音也可以听到,能够提出法案,进行投票,多数

派并没有掌握“恐吓者的钥匙暠。而且,它缘于参议院的两个重要特征或说参议员的

两个权利,即成员无限制发言的权利及无限制地提出修正案的权利。这也符合参议

院比众议院更为温和、慎重,更少受到公众舆论影响的精神。

“议事阻碍暠在参议院里起着“冷却剂暠的作用,扮演着保护参议院作为对行政部

门可能的无限制权力的制衡者的关键角色,体现了参议院运作的核心原则,是关系到

整个美国国会运作和地位的重要传统。“议事阻碍暠的存在反映了美国参议院乃至美

国社会里一个基本的力量,即一直以来对保护少数人权利、相互制衡的基本原则的珍

视。如果没有“议事阻碍暠,宪法选择即简单多数即可结束辩论的规则通过,那么参议

院的运作会发生根本改变,监督功能就不可能得到发挥,美国政府的特征就会深刻地

改变。具有非民主特征的参议院是美国民主体制中权力制衡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

分,只有充分的、没有限制的自由辩论权利才能使这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议事阻碍暠发展的进程中也一直存在改革甚至是谴责的声音,其中典型的说法

是它是一个纯粹的阻碍策略,违反了民主制度中少数服从多数的神圣原则,威胁到了

美国的民主,造成了“少数人的专制暠;它还造成了参议院无法议事、功能失灵。伴随

着这些指责的一个趋势是对“议事阻碍暠的改革一直在进行,改革的方向是使打破“议

事阻碍暠变得越来越容易,但这种改革产生的结果却是复杂的。一方面,打破“议事阻

碍暠所需票数下降到60票,加之“调和法案暠、“核选择暠的威胁使用,击败它已经不是

那么难了;但另一方面,改革的结果造成了运用“议事阻碍暠的成本下降,在两党政治

极化的背景下使用越来越频繁,参议院功能失灵的情况也随之越来越多。

“议事阻碍暠在近年的频繁使用一方面既是美国两党政治极化现象的一个集中表

现,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并推动着政治极化走向更加严重的原因。它更多地运用在国

·901·美国参议院“议事阻碍暠:争议、改革及其影响



内政治议程上,例如经济刺激法案、金融监管法案、医疗改革法案、游说改革法案、官

员任命等,斗争极为激烈,表明国内政治方面两党对立严重的极化现象。在对外政策

方面,由于一些程序上的因素,总统在参议院在外交权力方面的强势及外交和国防政

策方面涉及国家安全而两党对立程度较轻,相对容易达成共识,“议事阻碍暠运用较

少。

围绕“议事阻碍暠的改革之路,体现了美式民主尊重和保护少数人权利的传统理

念与现代民主制度的效率和功能的冲突。“议事阻碍暠被视作一种必要的“恶暠,是防

止多数人狂热危险的“必要篱笆暠,但它并非一成不变。调和程序可以规避它,威胁使

用宪法选择可以打破它。在“议事阻碍暠的影响下,1964年《民权法案》、2010年奥巴

马医疗改革法案的通过充满了曲折,出现了许多复杂的甚至是创新的运作程序,这些

政治斗争反过来也推动着“议事阻碍暠的发展。多年来,美国政治一直是在彼此对立

的力量竞争、妥协之下发展的,一方面,保障少数派权利的基本力量一直存在,另一方

面,要求保障多数权益、保障效率和政府正常运作的力量也一直要求对原来的一些规

则进行变革。“议事阻碍暠自它出现以来一直伴随着威胁终止它的“宪法选择暠的使

用,最终两股力量的妥协和平衡,推动着“议事程序暠发展到今天,也将推动着它未来

的发展。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状况必然推动对“议事阻碍暠的一些改革,以阻止它更

多地出现,或者使得打破它更加容易,但也不可能走到废除它的地步,其中体现出来

的妥协和平衡正是美国民主政治运作的特点和本质。

何兴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魏红霞)暋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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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点计划在伊朗:“示范暠的背后

余功德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在冷战的遏制战略逻辑下,出于对快速发展的伊朗共产主

义政党“图德党暠的担忧,美国政府在伊朗实施了第四点计划。在计划的实

际推行中,美国政府将“示范暠这种独特的援助形式放在了重要位置,致力于

推广一种以进步理念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美国政府意识到对抗共

产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战,美国必须为伊朗民众提供一种新的、能替代共产

主义思想的理念,才能消除“图德党暠所秉持的共产主义理念在民众中的吸

引力。美国在伊朗推行计划的结果表明,这种设想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

目标。

关键词:美国外交 第四点计划 伊朗 图德党 示范

1952年9月10日,美国派驻伊朗的第四点计划主管瓦内(WilliamE.Warne)、

伊朗健康部部长法曼(SaberFarmenFarmanian)与伊朗政府和第四点计划健康处的

众官员一起,检阅了三辆“流动健康汽车暠。这三辆汽车都配备了临床实验室设备,包

括空调实验室、诊疗室、检查接种室。这些设备既先进又齐全,被认为是美国先进的

医疗技术水平的体现。此外,每辆车还配备有一个医疗小分队,由美国派来的医生、

护士、接生员、实验室监督员和助手、病历记录助手、司机各一名组成。这三个小分队

将分别部署在伊朗的大不里士(Tabriz)、巴博勒萨尔(Babolsar)和德黑兰地区。在以

后的数年时间内,他们将穿梭在这三个地区的广大农村,为农民提供健康检查、治疗、



接种、公共健康教育,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覆盖全国的永久性的医疗中心。栙 美国派

驻伊朗的计划主管瓦内放弃了在华盛顿的优裕生活,于1951年来到伊朗。与众多的

第四点计划的执行者一样,瓦内为杜鲁门总统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提出的第四点计

划所鼓舞,认为这个计划代表了“最光明的理念暠,栚为伊朗人民打开了“一扇通向天

堂的窗户暠,“开启了进步之门暠。栛

这种医疗小分队是美国派驻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数百支技术小分队之中的几支,

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健康和教育领域,广泛地活跃着美国派出的此类组织。这是一

种特殊的援助形式,被美国政府称之为“示范暠(demonstration)。学术界对第四点计

划的研究通常集中在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较少关注第四点计划在实际中是如何推

行的,它采取了哪些具体形式。栜 在发展研究中,第四点计划标志着发展的起源,它

所采取的诸如“示范暠之类的具体形式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发展模式的典型

做法,研究这些具体形式及其背后的战略因素是有价值的。本文采用历史学的研究

方法,通过对20世纪40、50年代美国政府有关伊朗的外交文件、解密资料进行梳理,

对美国政府采取“示范暠的特殊形式及其背后的战略因素进行探讨。

一暋美国对伊朗局势的评估及战略目标的确定

伊朗所在的中东地区是美国战略遏制苏联及国际共产主义的重点地区之一。这

不仅因为该地区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更因为该地区是围堵苏联势力扩张的地缘战略

要地。伊朗是美国推行第四点计划的一个重点国家,也是首批获得美国第四点计划

援助的国家之一。

(一)美国对伊朗局势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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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世界格局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老牌殖民主义国家逐渐丧

失了其殖民地位。英国在伊朗的统治正是如此。虽然英国和苏联曾签订了在伊朗划

分势力范围的协定,但日趋没落的英国显然无法维持在伊朗南部的优势地位,抗衡强

大的苏联。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英国在伊朗的影响力迅速丧失。在这种背

景下,美国遂趁虚而入,取而代之,并逐步走向对抗苏联的前台。

美苏在伊朗的地缘竞争是美国对苏冷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遏制战略的轻

重缓急安排中,欧洲无疑是战略重心,是美国地缘政治的首要考虑。杜鲁门政府启动

了规模庞大的马歇尔计划,将恢复和重建欧洲置于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地位。中东

地区亦是美国遏制苏联及国际共产主义扩张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其战略地位仅次于

欧洲。1947年4月,美国三军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提交给联合参谋总部一份关于美

国从国家安全角度提供外援的报告,该报告对中东地区给予了重要关注。三军联合

战略调查委员会认为,“在意识形态战争中,对于美国战略具有第二位重要性的地区

是中东,这不仅是因为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加工设施,而且也因为它具有与我

们的意识形态敌人直接接触的可能性。暠栙

作为该地区最大的国家,伊朗由于所处的地缘战略位置和拥有对现代战争不可

或缺的石油资源的丰富蕴藏,其重要地位自是不言而喻的。但当时美国军方认为,这

些国家不能为美国提供“切实的军事援助暠,故“直接援助这些国家被认为是无关紧要

的暠;不过,美国应对其提供优惠条件,促使其从美国购买必需品,同时为其提供军事

援助和民用技术援助,以“使它们对美国保持诚意暠。栚 所以,伊朗尽管地缘位置重

要,但大规模援助伊朗并不是美国当时的战略选择。随着冷战的升级,杜鲁门政府开

始考虑给伊朗提供大规模援助,以保持对伊朗的控制。

在大规模援助西欧的同时,杜鲁门政府也一直密切关注伊朗的局势,并对之进行

审慎的评估。在1948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伊朗局势的评估报告中,一个基本判断是

伊朗的内部安全可以得到保持,伊朗政府将坚定地抵制苏联的压力。但报告同时也

认为,伊朗政治不稳定在日益增长,令人失望的经济条件所带来的普遍不满仍在持

续,特别是在北部与苏联接壤的阿塞拜疆地区。栛 在政治上,伊朗议会(Majlis)陷入

无休止的争吵与分裂之中,未能制定任何特别计划,国王巴列维只顾贪求更大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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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更加剧了分裂和不稳定的局面;在经济领域,伊朗政府在民众广泛讨论的社会和

经济改善计划的推行方面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一些紧要问

题,如失业、物价飞涨、贸易失衡、效率低下的政府管理等;在军事领域,伊朗总参谋部

积极地与一些部族达成协议,驱逐分裂分子,在北部与苏联接壤的地区建立安全区,

阻止苏联的进犯,但伊朗需要从美国购得大量的军事装备;在外交方面,中情局认为,

苏联在寻求以一项争端为借口,借自我防卫之名直接干预伊朗事务。栙 对于未来形

势的发展,中情局并不乐观。报告认为,尽管伊朗政府目前还在积极地抵制苏联的要

求,但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伊朗有可能屈服;而伊朗是否屈服将取决于西方国家所

能给予的支持和保护的程度。栚

中情局认为,伊朗的局势在1949年出现了一些好转。在关于伊朗局势的报告

中,中情局认为,伊朗的内部安全可以得到有效保证,伊朗政府开始推行七年计划,致

力于大规模改善经济和社会条件。与此同时,伊朗军方仍在致力于将部落武装整合

进政府的防卫框架之中,苏联的威胁和压力已经受到伊朗政府抵制。栛 报告同时也

认为,严重的经济问题仍在伊朗持续,主要是通货膨胀、粮食短缺、普遍较低的生活水

平、低工资、长期失业等。报告据此指出,虽然严重的骚乱在伊朗并未发生,但这不过

是民众以“斯多葛哲学暠(Stoicism)的坚忍来接受罢了。这种形势对政府来说足够危

险,想要让劳工安顿,伊朗政府必须为其提供就业机会。栜 关于伊朗与苏联的关系,

报告认为双方依旧对立,但报告也延续了1948年对伊朗的预测,认为如果缺少来自

英、美的足够支持,伊朗很可能转向中立,或者被迫向苏联妥协,与其达成对伊朗不利

的协定。栞

(二)美国对伊战略目标的制定

综合这两年的情报分析可以看出,中情局对伊朗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美国需要向

伊朗提供援助,以助其改善经济、社会、军备等方面的条件,保持政治、社会稳定,抵制

苏联的控制企图。也就是说,在中情局看来,伊朗的稳定实际上是一种脆弱的稳定,

美、英如果不继续给予强大的援助,伊朗很可能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为苏联所控制,从

而改变其亲西方的立场。基于这种判断,美国政府考虑对伊朗实施综合性的援助计

划。

确定美国在伊朗的外交与政治目标,是决定美国政府对伊援助规模、形式以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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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时间的前提。尽管杜鲁门政府笼统地提出了对中东的战略目标,但这还不够,在涉

及具体的国家时,还需要细化。1950年,美国国务院需要对下一财政年度的援助计

划提出报告,在考虑1951财政年度美国给予伊朗援助的问题时,美国国务院明确提

出了这一援助的主要外交和政治目标。美国政府首先以“多米诺骨牌效应暠的思维来

看待伊朗问题:“从政治上来说,伊朗对美国在冷战中的安全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伊

朗落入苏联之手对美国其他友好国家的士气将产生巨大影响,并很可能导致绝大多

数中东国家落入共产主义的掌控之中。这种可能性对任何熟悉该地区及其资源的战

略与政治重要性的人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暠栙

而在美国政府看来,苏联恰恰有完全控制伊朗的意图:“苏联在伊朗的政策目标

是以苏联的傀儡政权取代伊朗政府,以图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伊朗的完全控

制,并将伊朗领土的大部分强制性地并入苏联。暠栚

基于这种看法,美国政府确立了美国对伊朗的基本战略目标:“美国对伊朗政策

的首要目标是阻止伊朗为苏俄所控制,并加强其亲西方倾向。我们的政策首要强调

的是促进伊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以加强其抵抗共产主义的能力。暠栛

因此,美国要向伊朗提供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援助,具体来说,提供第四点计划、

《史密斯-蒙特法案》和富布赖特计划下的技术援助;提供军事援助,以增强伊朗的自

信和抵抗苏联的实力;提供外交支持———主要通过联合国机制来进行。栜 这是美国

为伊朗设计的综合性的援助计划。

在杜鲁门政府所设计的遏制战略中,对苏联行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苏联及其主

导的国际共产主义具有扩张和追求势力范围的本能,其最终目的是控制整个世界;而

世界上一切虚弱的地方都有可能为苏联及国际共产主义所利用,以实现其目的。杜

鲁门政府有关伊朗虚弱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容易招致苏联控制、苏联最终要将伊朗纳

入其势力范围的判断,与其遏制战略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因此,美国在伊朗推行的

第四点计划就成为其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尽管从战略上来说,第四点计划对抗苏联的目的已经很清楚,但与其他援助不同

的是,第四点计划注重知识与技术传播的特殊形式有其明确的针对性。它所针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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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伊朗极端贫困、脆弱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导致的伊朗人民对苏联式革命的向往。按

照杜鲁门政府的看法,这是思想领域的斗争,不是借助军事手段所能解决的,只能通

过有针对性的意识形态斗争才能取胜。第四点计划就是这种意识形态战的具体体

现,这与杜鲁门政府对伊朗共产党———“图德党暠的认识分不开。

二暋“图德党暠与第四点计划在伊朗的推行

信奉共产主义思想的“图德党暠,被美国政府看作是苏联势力的代理人。美国在

伊朗推行第四点计划,旨在消除“图德党暠及其意识形态在伊朗人民中的吸引力。

(一)美国政府对“图德党暠的基本定位

“图德党暠(TheTudehParty)即伊朗人民党,是1920年代在伊朗北部地区创建

的共产主义组织。早期“图德党暠发展缓慢,直到20年代结束时,只有2000名党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组织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到1942年已经在国会拥有了8
个席位。栙 “图德党暠的章程规定,该党由工人、农民、店员、爱好自由的启蒙人士(即

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等受压迫阶级的成员组成,追求伊朗的独立与完整,并坚决反

对施加于伊朗的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在1949年前后,其成员大概有2.5万人,以

工厂、铁路劳工为主,另有部分农民、工匠、运输工人(汽车、出租车司机等)等。栚 根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料,“图德党暠主要活动于伊朗北部的大不里士、阿塞拜疆、德

黑兰一带,其正式成员不超过2000人。中情局认为,在德黑兰活动的“图德党暠地下

组织受大不里士的“图德党暠组织的领导,而大不里士的组织又与苏联驻当地的情报

中心(SovietInformationCenter)有密切联系。栛

“图德党暠在伊朗民众中拥有很强的号召力。中情局认为,自从国王礼萨(Reza

Shah)独裁统治崩溃之后,伊朗的许多政党都成了著名人士之间维持联系的松散的

团体,而“图德党暠独不然,它是唯一有着相当程度的“真正大众支持暠的政治团体。栜

1943年5月,一些“图德党暠领导人创建了独立的工会组织———贸易联盟中央联合会

(CentralUnitedCouncilofTradeUnions,CUTCU)。据中情局估计,该组织在章

程上和“图德党暠几乎一样,二者就是一个组织。在组织劳工和政治抗议方面,双方密

切合作,尤其在伊斯法罕(Isfahan)的纺织工厂、英伊石油公司和伊朗国家铁路系统

中,该组织成功吸收了大量的工人。在其顶峰时期,贸易联盟中央联合会有186个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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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组织,大约20万成员。栙 借助该工会组织,“图德党暠发展了大量党员,最高峰时达

到7万名。

另外,该党与苏联及其主导的国际共产主义之间亦有着紧密联系。尽管“图德

党暠声称该党只是伊朗土生土长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改革者,但中情局坚定地认

为,该党就是伊朗的共产党。理由是,它不但宣传共产主义路线,而且致力于增进苏

联的利益,按照民主集中制进行组织,从一开始就由苏联训练的煽动者和马克思主义

知识分子主导。中情局由此断定,如同各地公开活动的共产主义政党一样,“图德党暠

与苏联之间亦存在直接的指挥、联络关系。栚 换言之,在中情局看来,“图德党暠是苏

联及其共产国际在伊朗的工具。

中情局如此重视“图德党暠,一方面因为该党与苏联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另一方

面则因为该党在伊朗人民中所拥有的强大号召力。“‘图德党暞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

该党与苏联的联系使其在逻辑上成为一个苏联可以藉此干涉伊朗内部事务的卖国政

府的核心,而且因为该党通过推动伊朗人民摆脱政治上的冷漠状态而获得了领先优

势。暠栛

在伊朗民众中有动员能力,说明该党有能力制造动荡政局,甚至发动革命;而该

党受苏联遥控,则有可能造成该党将伊朗拱手送给苏联,进而破坏美国等西方国家利

益的局面。杜鲁门政府正是基于这两种考虑来看待“图德党暠对美国利益所造成的威

胁的。事实上,冷战开始后,杜鲁门政府一直对“图德党暠的活动进行评估和监控,并

在积极思索应对之策。

在1948年有关伊朗局势的报告中,中情局虽然认为伊朗的内部安全尚可保证,

但强调“图德党暠对伊朗政权的威胁:“对政府权力的一个更加难以捉摸的威胁来自

‘图德党暞。该党在产业工人和下层阶级中拥有广泛的吸引力。尽管该党在议会中没

有官方代表,并且仅为极少的代表所支持,但它仍是伊朗国内直接得到人民支持的唯

一政治组织。暠栜

中情局认为,伊朗其他政党多由大地主、部族领袖和贵族们控制,他们运用其在

地方上享有的特权获得选民的支持,而“图德党暠则不然。它是靠在人民中的吸引力

而存在的。尽管1947年“图德党暠在势力和声誉上遭遇了严重的挫败,但它在1948
年又通过广泛的招募和建立秘密组织而很快得以恢复元气。另外,“图德党暠组织体

系严密,各省的组织体系及城市的委员会由一个更大的全国委员会来领导,并有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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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附属组织,这使得该党成为伊朗最有组织性的政党。栙 这种严密的组织体系

也使得“图德党暠比伊朗其他政党更有战斗力。

报告也强调了“图德党暠与苏联的关系。报告认为,“图德党暠的新闻宣传基本上

由苏联在伊朗的广播定调,该党领导人与苏联驻德黑兰的大使馆联系密切。“图德

党暠从苏联训练有素的共产主义组织者那里接受建议和指示,并从苏联领取活动经

费,这是毫无疑问的。由于1949年伊朗要举行第14届议会选举,中情局推断,“图德

党暠将借助苏联对伊朗的压力,通过在劳工中制造动乱和破坏社区秩序,来壮大自己

的声势。栚 而苏联在伊朗的活动则致力于“根除,至少是最大限度地削弱暠栛美国的影

响力。“图德党暠的活动显然是苏联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9年2月,“图德党暠发动了对伊朗国王的暗杀行动,伊朗政府遂宣布该党为

非法,并逮捕了该党数百名关键成员,但该党近20位高级领导人得以逃脱,其中一些

据称躲到了苏联大使馆。栜 虽然“图德党暠及其领导的工会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但这

并不意味着“图德党暠的力量已经式微。相反,由于伊朗的经济、社会形势持续恶化,

人民生活水平长期难有起色,中情局评估认为,“‘图德党暞的政纲仍然对伊朗的工人

们具有吸引力,未来该党在伊朗的劳工阶层中将仍是一支力量暠。栞 只要伊朗政府在

采取行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延宕拖沓,“仍然势力强大的‘图德党暞和其他叛乱分

子会再一次获得力量。他们将找到适合其行动的一片沃土,在这片沃土上,尤其是在

失业严重的工业地区以及北部的阿塞拜疆地区,他们可以搅起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

长期以来,这些地区的人民一直对中央政府心怀有不满暠。栟

另外,苏联将保持对“图德党暠及其他叛乱分子的支持,以削弱伊朗政府,并在伊

朗的库尔德人中煽动民族主义,在北部阿塞拜疆地区鼓动分离主义,而其“当前的一

个主要目标仍将是根除美国在伊朗的影响力,并重建苏联在伊朗北部地区至高无上

的统治暠。栠 阿塞拜疆地区占有伊朗1/5的人口,是伊朗的主要粮食生产区。如果该

地区为苏联所控制,将极大地威胁伊朗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这意味着美国及

其他西方国家在地缘上将失去伊朗这样一个有利于围堵苏联及其主导的国际共产主

义的战略地区,这是杜鲁门政府所不愿看到的。

然而,这种挑战又不是单纯的军事挑战,不是杜鲁门政府运用军事对抗手段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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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美国必须保持对苏联的武力遏制,并向伊朗政府提供军援,这是伊朗政府能

够存在的基础。应对这种挑战的关键是让伊朗人民不去追随“图德党暠及其他叛乱分

子,从而巩固伊朗的亲西方政权。这是民心之争。持续恶化的经济、社会条件,事实

上为伊朗受压迫阶级信奉“图德党暠及其他力量的革命主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要想

有效地根除“图德党暠及其他叛乱分子的革命运动,就必须着手迅速改善伊朗的经济

社会条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第四点计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提出来的。

(二)在伊朗开展第四点计划

早在1949年11月,杜鲁门在妇女国家民主俱乐部(Women狆sNationalDemo灢
craticClub)的演讲中提到,要开发两河流域,使之再一次成为“伊甸园暠。栙 这是杜鲁

门关于在中东地区推行第四点计划的重要意见表述。1950年初,国务院近东、南亚

和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麦基(GeorgeC.McGhee)起草了国务院给美国驻伊大使馆

的文件。文件中,国务院就美国政府拟对伊开展援助的情况向大使馆下达了指示,明

确提到国务院一直考虑在伊朗实施技术援助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何时实施,是否由伊

朗政府提出请求,以及援助是通过第四点计划还是通过其他机制来进行。国务院告

知大使馆,尽管第四点计划的具体方案还在等待国会的批准,在此之前无法采取具体

的行动,但是政府相关部门已经研究了向伊朗提供技术援助的最佳途径。如果伊朗

提出请求,可以告知伊政府,美国可能通过《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灢MundtAct)

的授权提供技术援助,作为小规模的前期工作。国务院指示大使馆就此进行讨论,但

是须把握原则,即伊朗可能从美国获得的任何技术援助均要与从其他西方国家和国

际组织获得的援助相互协同,且伊朗政府需要建立相关的机构,以配合计划的开展。

国务院关于第四点计划的意见是,美国应基于伊朗政府已经开展的七年计划,提供相

应的技术援助,予以配合。国务院要求大使馆就此方针拿出意见,尽快上报。栚 这显

示出美国国务院开始筹备在伊朗开展第四点计划的前期工作。

随后美国驻伊大使韦利(JohnC.Wiley)就此与伊朗国王会谈,但伊朗国王对美

国提供经济发展援助的兴趣明显没有对军事援助的兴趣大。伊朗国王以土耳其为

例,认为美国为土耳其提供了大量的军援,却未给伊朗提供多少,这是不公平的。但

美国国务院的意见是,美国更关心伊朗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将重中之重放在伊朗的军

事上。栛 究其原由,是因为国务院认为此时伊朗尚未面临土耳其所面临的军事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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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伊朗国王的目标只是为了一味地增加军备,从而建立确保其统治地位的内部秩

序。栙

伊朗国王的意见并不能左右美国政府的政策。到4月份,伊朗局势日益恶化,美

国国务院普遍认为伊朗遇到了危机。此时在伊朗国内,经济萧条已经造成了实质性

损害,导致失业加剧,商业破产,并在某些地区造成了饥荒。“图德党暠凭借其良好的

组织能力和充足的资金来源,向伊朗人民广泛渗透,其影响力正在惊人地增长;政府

领导人无组织性,自行其是,不能为应对这种状况提供有效的计划。栚 鉴于这三项因

素,美国国务院对伊朗的前景做出了非常悲观的估计,认为伊朗局势的崩溃可能为期

不远,而苏联在伊朗危机的时候仍然施加压力和威胁,其目的无非是让伊朗进一步虚

弱、崩溃,从而坐收渔利。因此,美国国务院认为,为了“在经济战线采取有效的治疗

行动暠,第四点计划必须立即启动,“一旦第四点计划确定下来,美国应立即招募一支

技术援助代表团。该代表团应集中于一个或两个援助领域,如公共健康和道路修筑。

对援助项目应予以适当的宣传,使其尽可能早些在伊朗得以实施。国务院应当就所

需行动做出决定。暠栛

这是国务院内部会议上讨论的内容。此时,伊朗政府已经多次向美国提出了要

求,希望美国提供经济和财政援助,但美国以伊朗的汇率形势不好且缺乏解决该问题

的经济发展方面的进步为由,予以拒绝。面临危机的形势,麦基向国务院建议向伊朗

提供一揽子援助,其中就包括尽快派遣第四点计划性质的代表团。栜 可见,在国务院

看来,第四点计划在伊朗的启动已是迫在眉睫,只待国会批准该项计划,国务院会立

即将之付诸实施。

195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开发法案》,第四点计划获得立法授权。9月

份,经双方商定,伊朗向美国政府提交了要求提供援助的申请,随后美国政府予以批

准,与伊朗的双边计划得以执行。这笔援助是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约2500万美

元的信贷,其具体项目包括两大部分:柵公路建设工程,共计600万美元,其中500万

美元用于道路建设,100万美元用于美国公路管理局提供的监管和培训服务;柶农业

发展项目,包括为加强地下水利用而提供的设备和服务、农业机械的引进和示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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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农产品的储藏、处理和包装设备等三个主要部分,共计近1900万美元。栙 此外,美

国政府在第一财政年度拨款50万美元,在伊朗部分省份建设健康、教育示范中心,伊

朗政府负责提供人力、土地、住房等方面的协助;成立负责该项目的伊朗-美国乡村

改良联合委员会(Iranian灢U.S.JointCommissionforRuralImprovement),共设七

位代表,其中四位来自伊朗政府,三位来自美国,主席由伊朗人担任;项目的重点放在

乡村健康、农业和教育领域。栚 这表明美国向伊朗提供的第四点计划项目正式步入

实施阶段。

1951年的《共同安全法案》是冷战升级的产物,其主旨是美国政府须采取更大的

努力去遏制苏联及其主导的国际共产主义,其中对于第四点计划,法案要求予以扩

展。该法案通过后,为适应第四点计划扩展的需求,技术合作署对第四点计划的管理

体制进行了改组,加强了控制,伊朗由该署下面的近东和非洲计划主管负责。同时,

美国政府与伊朗订立了综合性的第四点计划协定,这使得在伊朗实施的第四点计划

在范围上得到扩大,在管理上更为规范和集中。

这个协定是由美国国务院与伊朗政府于1952年4月订立的,其目的是将美国在

伊推行的第四点计划予以扩展。该协定由三个项目协议组成:(1)农业项目,涉及农

业专家服务团、牲畜改良、土壤和水资源保持、农作物改良等;(2)公共健康项目,包括

在伊朗健康部下建立卫生工程处和公共健康教育处,改善卫生条件,为妇女和儿童提

供医保;(3)教育项目,包括改善乡村教育设施,建立示范性学校,对乡村教师进行培

训。作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伊朗可向美国派遣学生接受相关培训,美国为此专门提

供了100万美元。该协议启动的第一年,美国政府提供了1100万美元;到下一财政

年度,迅速增加到2345万美元。栛 与之前的计划相比,这个协定显然在具体的项目

上更为细化,美国政府在资金的投入上也有了很大提高。协定订立之后,伊朗的摩萨

台(MuhammadMosadeq)政府立即任命了伊朗方面的四人委员会———包括健康部

长、教育部长、农业部长和一个项目主管,与美国官员一道推行此计划。栜 此后,第四

点计划在伊朗稳步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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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暋“示范暠的政治

在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在经济发展的诸要素中,“不发达(underde灢
veloped)国家和地区暠在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上都很丰富,所缺的不过是掌握现代生

产技术和知识的劳动力而已,只要具备了这一点,再加上自己的资本积累和少量外

援,这些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就可以得到开发,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物资和产品。按照

杜鲁门的话,“第四点计划主要是一场技术革命。这些不发达国家之前为19世纪、20
世纪的技术发展所遗忘,现在要迎头赶上。暠栙

如何实现技术革命? 答案是教育。第四点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教育计划,

即通过美国技术和知识的传播,使“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暠的人民掌握扩大生产能力的

技能,并接受美国式的进步观念,这样,他们自身的生活水平就可以得到提高。也因

此,他们就不会再去相信苏联及其主导的国际共产主义所宣传的“歪理邪说暠,美国开

展第四点计划的目的也就实现了。那么,如何实现美国知识和技术的传播? 根据早

期美洲事务协会(IIAA)在拉美的经验,美国政府认为“示范暠是最为方便、节省和有

效的途径。

(一)建设试点工程

早在第四点计划之前,美洲事务协会在拉美就进行了很多试点,其目的是通过亲

身示范,让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学会相应的技术、知识,并体验到这种技术和知识所带

来的好处。杜鲁门政府将这种做法纳入第四点计划中,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受援国建

设试点工程。在第四点计划总的资金分配中,美国在双边计划中更注重建设试点工

程,同时借助联合国推行的多边途径,注重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规划。后者由于只

支付雇佣专家的费用,因而与前者相较在资金花费上要少得多。栚

美国在伊朗的双边计划伊始,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设试点工程。计划刚启动时,

美国政府决定拨款50万美元用于在伊朗地方上建设两家示范中心。该中心既作为

示范的地方,也作为培训伊朗民众的场所。在示范中心,一些侧重于实际运用的项目

作为样本被展示,以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和提高生产率。一些伊朗的教师和行动者

来此接受培训,然后到一些村庄,将在中心所学的现代技术和知识传授给当地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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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比如,在一个健康中心,一般的培训项目包括以下几项内容:在职护士培训;临床

医生培训;卫生方面的助手培训,主要培训负责村庄的公共健康、水处理、滴滴涕喷

洒、浴室建设等事务的人员;健康访问员培训,主要讲授访问员如何在村庄巡回传授

卫生保健方面的做法。栙

在先期建设两个示范中心之后,杜鲁门政府计划到1952年上半年,共在伊朗建

设10个诸如此类的试点。结果,该计划提前完成,到1952年初,10个试点均已建设

完毕。栚

杜鲁门政府将这种援助方式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每一个示范区域都是一个

节点。由此出发,提高食物产量、减少疾病、提升教育水平及其他方面可以改善人们

生活条件的技巧,将被逐渐传遍伊朗的各个村庄。这些活动对于伊朗整体的经济发

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暠栛

(二)美国专家的角色

示范是通过美国派驻的专家和技术官员进行的。杜鲁门政府在第四点计划的落

实方面,特别强调要以村作为基本单位。美国派出的技术专家和项目官员要最大限

度地接触发展中国家村级的底层人民,与其一起工作,改变其命运,影响其观念,这即

是所谓“人民对人民暠(peopletopeople)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作为现代技术与知

识的拥有者,专家们一方面担负着向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传道授业的任务,另一方面,

他们也是美国国家形象的代表,担负着在发展中国家人民中传播美国的善意、改善美

国形象的光荣使命。

专家们是现代技术和知识的代言人。就第四点计划而言,专家们多具有农业、教

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专业知识,因为第四点计划援助的重点是“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暠

的农业、健康和教育领域。美国驻伊大使就曾建议国务院加大技术和知识在伊朗人

民中传播的力度:“曾有人认为任何援助项目都是以资本投资为主的,但我们必须把

重点放在培训伊朗人民掌握力学、现代农业、预防医学及其他领域的知识上。如果伊

朗想摆脱半封建状态,那么这些知识就必须得到传播。暠栜

第四点计划的专家团一般由农业、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专家各一人,外加一位

文书和一位熟悉情况的当地人组成。他们的任务是深入受援国的村民中间,向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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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现代技术与知识的好处,并与村民一起工作,从而改善民众的生活,使其对未来满

怀希望。

尽管这些专家们各有专长,但在派出之前均要接受3~4周左右的培训。培训内

容涉及派驻目的地的语言、风俗等内容,以使专家们能更好更快地与当地居民打成一

片,迅速融入当地社会。除此之外,一个重要的培训内容是把握美国政府制定第四点

计划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美国外交目标的体现,包括:(1)先做重要的事情。

“不发达国家暠的基本问题是饥饿、疾病和无知,第四点计划必须首先集中处理这些问

题;(2)教育和展示。第四点计划基本上是一个教育计划,而不是“大规模赠予暠的计

划,包括教育、培训、示范;(3)草根计划。为使第四点计划获得成功,必须深入到人民

之中,从为人民工作起步,针对其需要帮助他们,一步一个脚印;(4)合作是必要的。

第四点计划不是慈善,也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的计划,而是一个联合的事业;(5)只有接

到请求才开展行动。除非接到请求,第四点计划不会给予任何援助,当事国政府的要

求应落实在由双方外长签署的计划协定中,具体的项目协定则应由其农业部、健康部

等签订;(6)与联合国合作。应避免与联合国在援助活动中发生竞争和重复建设,与

之进行全面的合作,充分交换信息。栙

这些专家们不仅是将进步观念传递给发展中国家普通大众的使者,而且是美国

政府在发展中国家人民中赢得民心的重要载体。正因为如此,对专家的挑选是非常

严格的。除了相应的专业知识外,专家们还必须对美国保持忠诚,言行要与美国的外

交政策合拍。所有的专家被选中后,都要接受联邦调查局的审查,通常为期三个

月。栚

到1952年初,美国在伊朗的各类专家和项目管理人员已经达到62人,这些人散

布在各个示范中心,在受援国政府的配合下,直接在基层开展工作。栛

对美国政府而言,这是一种新型外交。曾担任技术合作署署长的宾厄姆(Jona灢
thanB.Bingham)所称的“短袖外交暠,就是指美国派出的第四点计划的专家们挽着

袖子与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一起工作的情形。栜 美国政府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进步观

念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大众所接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就没有了用武之

地,美国在伊朗抵制共产主义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美国驻伊大使对此做了很好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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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帮助伊朗改善其生产设施,提高其生活水平,这样,共产主

义的花言巧语和伊朗内部的虚弱将不会致其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暠栙

结暋暋语

伊朗在美国对苏“遏制暠战略中的地位,以及美国对伊朗共产主义组织“图德党暠

发展形势的评估,促使美国决定在伊朗开展第四点计划。

第四点计划名义上是一个合作计划,实际上是在落实美国政府将受援国的经济

政策引导到美国政府所倡导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来的政策。作为前殖民地,受援国政

府一般与前殖民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依赖美国的支持(如伊朗国王巴列维),

他们对共产主义势力的仇视使其与美国政府拥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受援国对于美

国提供的第四点计划的援助一般来说是欢迎的,尽管它们更愿意获得资金、物资等方

面的大规模援助,而不是接受美国的技术专家。

美国政府在这种双边援助中尤其注重试点工程和美国专家的示范作用。通过这

样一种方式,美国政府希望其设计的发展道路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从而使其稳

定局势,人心得以收拢,最终获得对共产主义的“免疫力暠。

第四点计划在伊朗的命运是显而易见的。从政策层面上来说,该计划受制于美

国党派政治的相互攻讦与内斗。作为带有浓重理想主义色彩的改良方案,第四点计

划在美国民众和民主党中颇受欢迎,杜鲁门总统甚至称之为他任内“最具前途的暠外

交政策。但在美国的两党政治下,这个计划被贴上了民主党“在全世界做圣诞老人暠

的标签,加之伊朗无法提供配套资金,所有援助费用都需由美国提供,这令共和党人

难以接受。所以,1954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并采取压缩政府开支的政策后,第四点计

划就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该计划的经费遭到削减,领导机构被合并,只能依靠国际

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去实施。栚 从计划的实际执行层面上来说,作为一种改良方案,第

四点计划的开展要依靠伊朗国王巴列维等所谓精英势力的支持,并不触动伊朗既有

的权力和利益结构。因此,当有美国国会议员在听证会上提出改善当地的劳资关系

和工作条件时,宾厄姆明确予以拒绝,理由是这么做会损害美国与当地精英阶层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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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激起当地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栙 总的来说,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党派政治,第四

点计划的长期性难以维系———而第四点计划的性质恰恰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在短期内

能取得“示范暠效应的计划;另一方面,与伊朗精英阶层结盟,引发伊朗民众反美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第四点计划的“示范暠效应在伊朗收效甚微也就不足为奇了。1979
年,霍梅尼革命宣告了美国长期扶持的巴列维政权的倒台,新政权成为一股反美的力

量。第四点计划并没有如设计者所设想的那样争取到伊朗的“民心暠,这是对第四点

计划在伊朗长期效果的最好注脚。

余功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暋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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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追思:怀念唐耐心教授

编者按: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系教授、外交史学家唐耐心 (又译南希·

塔克,NancyBernkopfTucker,1948~2012)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12
月1日去世。唐耐心长期从事中美关系、中国问题研究,著述颇丰,在国际

学术界有很高的声望。她的《尘埃中的模式:中美关系与承认争议,1949~

1950》(PatternsintheDust敽ChineseAmericanRelationsandtheRecogni灢

tionControversy,1949~1950 )与其丈夫、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荣休教

授孔华润(又译沃伦·科恩,WarrenCohen)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灢

merica'sResponsetoChina敽AHistoryofSino灢AmericanRelations)两部

著作,在中美两国都有很大影响,成为研究中美关系史学生的必读书。她对

中国感情深厚,就在去世的前两周,还发表了有关台湾问题、中国领导人换

届等问题的评论文章。她去世后,本刊采访了葛来仪、李侃如、何迪等曾经

与她共事过的中美学者,并邀陶文钊、章百家、牛军教授撰文,以表哀思。

忆唐耐心教授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虽然早就知道唐耐心(本文第一部分中多称南希 )教授患了癌症,但得知她去世

的消息仍然感到突然,毕竟她只有64岁,对于学者来说这个年龄正是壮年。一时间,

从相识以来点点滴滴的回忆一齐涌上心头。

一

与她相识是在1983年夏天。我当时作为公派学者在美国乔治敦大学进修,恰好



那年美国外交史学会年会在该校举行,我在会上认识了她以及她后来的丈夫孔华润

(本文中多称沃伦)教授。当时沃伦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任教,已经是著名的美国外交

史,尤其是中美关系史方面的专家。他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在美中两国都很

有影响。南希取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在一所不大的学校科尔盖特大学任教。她给人

的第一印象是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精力充沛,是正在上升的学术新星。不久,我就有

了更多的机会来了解她。

1986年10月,由北大袁明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何汉理(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博士组织中美两国研究中美关系的中青年学者在北京举行了一次1945~

1955年中美关系史讨论会,我和南希都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还邀请了两国数

位资深的学者作为顾问,沃伦是作为顾问与会的。这是中美两国的学者第一次坐在

一起进行讨论,题目是中美关系史中最敏感的一段历史,讨论打破了1949年的界限,

延伸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南希为会议提供的论文是《遏制中国:第一任艾森豪威尔

政府的亚洲政策》,收录在袁明、哈里·哈丁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

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

我在乔治敦大学进修时,教授美国外交史的是戴维兹(JulesDavids)教授。他是

老一辈的美国外交史专家,主编的三套数十卷本的《美国外交与公共文件:美国与中

国,1842~1860,1861~1893,1894~1905》(AmericanDiplomaticandPublicPa灢

pers敽TheUnitedStatesandChina)已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并得到广泛引用。1984
年我回国后没有几年,他就去世了。南希接任了他的教职,此后,她一直在乔治敦大

学历史系和外交学院教授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等课程,除中间有两年去国家情报

总监办公室工作外。

我认识她时,她还是单身。几年后她与沃伦结婚,被学术界传为美谈。一次,在

会议休息期间,有美国学者跟他们打趣地问:你们俩谁照顾谁多一点? 这样问的原因

是因为沃伦比南希年长13岁。沃伦很自然地回答:现在我照顾她更多些。等我真的

老了,干不动了,就要靠她照顾我了。现在南希居然撇下沃伦,自己先走了,怎不令人

唏嘘!

唐耐心的成名之作是根据她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尘埃中的模式:中美关系与承

认争议,1949~1950》。因为我本人也研究这段历史,所以很想把这本书翻译过来。

可是书中有一个情节涉及我国一位领导人与外国记者的谈话,对于这个情节的真实

性我没有把握。趁他们夫妇来访的机会,我利用陪他们去北海公园散步的时机提出

了这个问题,并试探着询问,能不能把那段话去掉,以免麻烦。南希很严肃地说,这本

书注释详尽,占的篇幅不少,如果中文翻译想适当减省一些注释,她可以理解,也可以

商量;但正文一个字都不能改,不能删。她当然希望出中文翻译本,但如果要她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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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宁可不出。后来我接触了更多的美国学者,才知道,这是许多严肃的美国学者的共

同态度。

美国的思想库与政府之间有“旋转门暠的制度,这个制度也一度把南希转进了政

府。2005到2006年,她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工作。其间我有一次去华盛顿访问,

沃伦请我在他们家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当时他已经从密歇根州立大学退休,但每星

期去巴尔的摩教两次课。他说,这回南希是见不了我了,在政府里工作身不由己,每

天一早起来就上班,晚上常常是很晚才下班,周末也不一定能休息;南希却似乎很享

受这份工作,人家希望她两年干完再干两年,南希也倾向于同意,但他不愿意,这份工

作搞得没有了家庭生活。所以南希干完这两年就会回到乔治敦大学继续任教。讲到

他自己,他说正在给几本书写书评。他还打趣地说,南希不会浏览,她要读书就是一

句一句地读。

2010年1月,我要去华盛顿出差,事先给沃伦发了个电子邮件。沃伦回邮件说,

南希病得很厉害,正住在医院里,这趟可能不能见我了。到华盛顿后,我才从一些美

国同行那里得知,她得了妇科肿瘤。7月,我要去威尔逊中心开会。又给沃伦发了个

邮件。他们知道我住在离中心不远的一家饭店,就在附近找了家餐馆请我吃饭。有

些年不见了,彼此都很亲切,尤其是南希大病初愈。她说,当初头发都掉光了,现在的

头发是新长出来的。这不禁有些令我惊讶。如果不是她自己说,你看不出她一头浓

密的头发与原先有什么区别。她的气色挺好,饭量也不错。席间基本上是聊家常。

当我问到她最近做什么研究时,她说她在研究将来台湾回归后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政

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还问我,中国学者有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她的研究在

我看来是超前的,中国学者还没有顾上研究这个问题呢。

2011年10月,美国所组团去华盛顿参加与凯特林基金会的年度对话,并纪念该

基金会与中国交往25周年和美国所建所30周年,我也参加了此次活动。凯特林基

金会与美国研究所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天公开的学术活动,会上又见到了沃伦和南希

夫妇,这次沃伦显得心事重重,南希倒是很坦然。趁南希去取饮料,沃伦很忧郁地对

我说,南希的情况很不好,她的癌症复发了,医生对前景也不乐观。我一时不知道说

什么好。谁知这竟是与南希的最后一次见面。

二

唐耐心教授是一位勤奋、高产、有自己独特见解的学者。我与她的研究领域非常

接近,她的主要成果我都比较熟悉。

她的成名作《尘埃中的模式》截取了中美关系史中最紧要、最富争议、也最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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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间段1949~1950年,从美国、中国(包括国共双方)、国际三个不同的层面全景

式地展开了两国关系丰富而又错综复杂的画面。尤其是美国方面,作者详细地叙述

了官方、学者、媒体、传教士对中国革命和中美关系的态度。此书1983年在美国由哥

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立即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和争论。除了一些枝

节问题外,争论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对抗,乃至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

见是“tragedy暠,还是“folly暠? “Tragedy暠指的是如希腊四大悲剧那样的命中注定的

事情,任凭你做什么都无法避免;“Folly暠指的是因为人们的愚蠢行为所引起的悲剧,

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一定非发生不可。实际上在1986年中美两国学者讨论这段

中美关系时,最主要的争论之点也在这里。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自然难有一个标准答

案。两国大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中国和美国的国内因素等种种原

因,这基本上是一个“tragedy暠,但其中确实有误解、误判,美国和中共的交流渠道也

不畅通,双方都难以充分地得到对方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双方都在猜测对方的

政策。唐耐心的著作为这段历史提供了许多材料和论述,是对中美关系史的一个贡

献。该书后来列入汪熙教授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汪

熙教授为便于中国学术界了解,将该书题目改为《艰难的抉择: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

题上的争论(1949~1950)》(朱立人、刘永涛译、刘永涛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版)。

该书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注释特别多,特别详尽。翻译成中文后,正文共225
页,注释却有190多页,参考文献有180多页。真可以称得上是言必有据。很多注释

不仅著明出处,而且是作者思想的继续展开和对历史状况的进一步说明。这对研究

者来说是特别有帮助的。

唐耐心在相当长时期内把对中美关系研究的重点放在台湾问题上,她1994年出

版的专著《不确定的友谊:台湾、香港与美国,1945~1992》(UncertainFriendships敽

Taiwan,HongKong,andtheUnitedStates,1945~1992.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4)是关于美台关系和美国与香港关系的一本通史性著作。书中说,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认为,英国的殖民主义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中国应该收复

国土。但由于冷战的发生,尤其是朝鲜的热战爆发,美国认可了英国继续待在香港,

美国的政策转变为加强英国在香港的存在。但美英两国在亚洲的政策是有深刻分歧

的。英国遵循现实主义传统,于1950年与中国新政权建立了关系。而美国则根据威

尔逊主义的遗产,希望新政权垮台。同时美国又扶植、支持退守台湾的蒋政权,试图

把台湾改造成自由的堡垒。国民党人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台湾进行了一些

成功的改革,站稳了脚跟。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而在一些外交

问题上,如果美国与台湾利益不一致时,台湾也得以成功地加以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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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另一部关于台湾问题的通史性著作是上述著作的姊妹篇,那就是《海峡对

话》(StraitTalk敽UnitedStates灢TaiwanRelationsandCrisiswithChina.Boston:

HarvardUniversityPressMarch18,2011)。该书比较系统地叙述了1949年后60
年中的美台关系。作者指出,美国对台政策的最大特点是,历任总统与其核心幕僚对

国际事务的主要关注都不是亚洲,对亚洲的关注重点也不是台湾,更不会顾及台湾的

感受。台湾方面预期会亲台的共和党人,结果当了总统后可能更加伤害台湾,如尼克

松、里根、小布什等。作者对台湾的批评是:作为受援方,台湾常常通过利用美国的制

度,使美国采取对自己不利的政策。书中举出的事例包括:台湾在美国政府内部安排

间谍以破坏中美建交,以及李登辉通过种种运作取得访问美国的签证。书中也指出,

李登辉和陈水扁滥用民主,增加了美台关系的困难,增加了双方的疑惧与海峡冲突的

可能性。该书在台湾出版了中文译本(《1949年后的海峡风云实录》,林添贵译,台

北·黎明文化,2012年1月版)。

我使用最多也受益最多的一本书是《中国秘档:美国外交家与中美关系,1945~

1996》(ChinaConfidential敽AmericanDiplomatsandSino灢AmericanRelations,

1945~1996.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1)。这不是唐耐心的专

著,而是她根据采访50多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美国对华交往中担任过各种职务的前

外交官的记录加以整理、编辑而成的口述历史著作。这些亲历者的记忆经过了沉淀,

虽然一些具体细节不如当年记得清楚,但对事情的理解却大大加深了,再回过头去看

往事,多了些冷静和客观,少了些功利和偏颇,所谈的也都是最深刻的记忆和印象。

尤其是对于后期的中美关系,两国的档案材料都没有解密,这些当事人的回忆更显可

贵。如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美国驻华

使团副团长傅立民、“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暠主任李洁明对1982年“八·一七暠

公报谈判的回忆就是很精彩、很有用的史料。尤其现在恒安石、霍尔德里奇、李洁明

都已作古,他们的回忆就更显得珍贵了。

中美两国学界大都有这样的现象:历史学家是抱着对现实的关注来研究中美关

系史的,而由于现实与历史的联系是那样紧密,所以他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从研究历

史走向研究现实问题,成了所谓“专业的历史学家暠,“业余的国际政治学者暠。唐耐心

教授也是这样。近年来,她的主要关注是美国对台湾政策和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是《如果台湾选择统一,美国会在意吗?》(“IfTaiwan

ChoosesUnification,ShouldtheUnitedStatesCare?暠WashingtonQuarterly,Sum灢
mer2002)。她在文章中分析了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后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中国、美

国、亚洲的影响,然后说,中国的统一确实会给美国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但其正面的

影响无疑要大得多,那就是将极大地消除中美关系中的潜在爆发点,极大地消除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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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间冲突的可能。她还说,如果台湾真的选择统一,美国也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来

加以阻止。她的看法成为台湾问题研究中的一家之言。

唐耐心教授的学术成果远不止这些。看着摆放在桌上的这些学术论著,我真切

地感受到,她还在我们中间,在继续与我们进行探讨,继续为中美关系史研究做出她

的贡献。

交往与印象
———忆唐耐心教授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我认识南希·塔克教授是1986年。那年10月下旬,中美两国中青年学者在北

京陶然亭湖畔的一所房子里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主题是1945年至1955年的中美关

系。我和南希都参加了那次会议。北京的秋天很美丽,但由于一股寒流到来而冷得

格外早。会议室温度很低又没有取暖设备,美方的学者们显然对此缺乏准备。南希

是其中唯一的女性,穿得更少些,冻得瑟瑟发抖。开幕式结束后,会议主持人临时决

定延长休息时间,她立既跑到附近的商店买了一套棉毛衫穿上。这个小插曲是她留

给我的第一个记忆。

那次会议在学术圈内格外引人注意,因为这是中美两国学者第一次坐在一起,讨

论两国关系的一个敏感时期。与会双方对这次会议都高度重视,派出了最强阵容。

论文由两国的中青年学者撰写,共17篇,大致采取一对一形式,每个专题由两国学者

各提交一篇论文;评论则由两国的资深外交官和学者担任。会议的讨论是严肃而热

烈的。作为初出茅庐的学者,我从双方高水平的探讨中获益匪浅。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的是美国学者的坦率与各抒己见,他们之间的争论甚至比中美两国学者间的争论

更激烈。我们的论文在写作过程中都经过集体讨论,所以会上中国学者之间并没有

什么分歧。这次会议开创了两国学者共同讨论中美关系史的道路,也使与会的两国

学者结下了不寻常的友谊。当时,大家一致的感受是,这种共同研究不仅促进了学术

交流,也将有益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这次会议后不久,南希到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做过了几个月的调研工作。那段

时间,我们来往较多,相约互教中文和英文。其实,我们只是有那么几次在一起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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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时而英文的聊天。我的英文和她的中文都长进不大。那时,我才知道她有一个

中国名字叫唐耐心,是她的一位老师起的。她曾问我这个名字好不好? 我说,用“耐

心暠两个字当名字挺奇怪。不过,她还是用了这个中文名字。现在想想,这名字真的

挺符合她的性格,无论是做事还是待人,她都非常有耐心。

1988年,我到美国作了几个月的访问学者,90年代初又几次去美国开会,与南希

有了更多接触,也更加了解她的人品和学风。我在美国第一次拜访南希时,她刚到华

盛顿乔治敦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外交史课程。那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教职。应聘

者中有一位南希很尊重的前辈,是参加北京会议的一位美方顾问,也是我在美国访问

的东道主。南希说,她以为学校一定会聘用那个教授,但不知为何最后却选择了她。

她虽然为此感到高兴,但又总觉过意不去。当时,我感到的是南希的谦逊和真诚;后

来,我感到乔治敦大学真是慧眼识珠。作为后起之秀,南希·塔克教授不仅完全胜任

这份工作,而且做得极其出色。

我曾问过南希一个问题:美国学者的成名作一般是花几年功夫完成的。南希告

诉我,她的第一本书《尘埃中的模式》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前后用了七

年时间,她为写作这本书搜集的档案就有满满一大箱。读过这本专著的人都对书中

超多和极翔实的注释印象深刻,听她这样一说也就毫不奇怪了。同样的问题我还问

过许多美国学者,得到的答案是,最快的也要五年,最长的是12年,七年左右其实很

常见。我们也谈起当时这本书要在中国出版遇到的困难。在我记忆中,主要是她依

据美方档案所写的涉及中共高层决策的个别细节从中方角度看不太可能,也显得敏

感,出版者希望有所删节以避免麻烦。而南希坚持她言之有据,不同意删改正文。虽

然经过一番周折,这本书几年后还是照原样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历史是极其复杂的,

人们需要有不同角度观察和思考,需要不同观点的辨析才能接近真相。在南希身上,

我看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和标准、精益求精的学风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结合,我感到这

正是美国学术界能够人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到南希不能不提她的先生沃伦·科恩教授。我们相识也是在北京的那次会议

上。在我当时的印象中,他是一位睿智而和蔼可亲的长者。他与美方的几位顾问以

深厚的学术素养博得了中方学者、特别是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的尊重。当时就听说南

希是沃伦的学生,后来我到美国时听说他们结婚了。虽然他们年龄相差不少,但我觉

得他们的结合挺自然也挺合适。他们一起到北京访问时,我还在家里请他们吃了一

顿饭,其中一道菜是炒膳鱼丝,他们夫妇虽然觉得味道不错,但总觉得吃这种东西时

不能想它们的样子。以后见面,他们还常提起这件事。

作为教师,沃伦和南希都是事业心很强的人。他们婚后很长时间仍分别在两地

教书。沃伦在密西根州立大学。我曾去那里访问。他的弟子中有不少中国学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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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不仅是老师,而且像亲人一样。每逢周末,沃伦常驱车

近千公里到华盛顿与南希相聚。沃伦开的是一辆两门的日本小车。在美国北部,因

为冬季多雪,开这种小车的人并不多。我问他经常跑长途为什么不换个好点的车?

他回答,为了省钱。南希告诉我,他们结婚后,沃伦工资中很大一部分开销就是交通

费。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生活方式似乎很讲究奢华;并不知道还有一种“美

国的简单生活暠(Americansimplelife),就是工作努力,生活简朴。这其实是一种更

符合美国精神的生活方式。我认识的许多美国学者生活都是如此。从沃伦和南希身

上,我感受到他们对亲情的重视和对精神的追求。

90年代以后,南希和沃伦到中国来得不多。1995年以后,我由于工作变动也很

少有机会去美国。我们见面和联系就很少了。但是,我知道南希一直在继续关于中

国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的研究,并以历史学家独特的视角关注中美关系的未来。

南希的去世对我来说很突然,特别在我们相识之初,她是美方学者中最年轻的一

位。我们这群人一起开始了中美关系史的合作研究,并在这种合作中建立起友谊。

转瞬间已过去了近30年,我们的工作正在由下一代学人接手。就中美合作研究而

言,需要传承的不仅是形式和成果,还应有一种精神、一种使命感。

当记忆回到原点时,我想起了在那次会议上我的父亲、中方顾问章文晋所说的一

段话:“到历史中寻求答案是为了从历史中看到未来。就对两国关系的研究而言,任

何一方的独立研究往往只能看到历史的一个侧面,这种认识不可能是完整的。如果

我们能用合作研究这一形式,对中美两国关系史进行认真全面的研究探讨,我们的认

识一定会比较完整。这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学术的发展都必将有很大益处。暠

一个好友眼中的南希

暡美暢葛来仪 (BonnieGlaser)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亚洲事务资深顾问

南希是一个非常投入的人。她每项工作、每件事都全身心投入,精益求精。她大

部分时间在乔治敦大学教书,对教学抱有极大的热忱,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研究中国问

题的学生。她也曾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工作,整合情报界的培训,提高情报分析的

水平,是美国首位正确与标准情报分析助理主管。我不太清楚她的具体工作,因为是

保密的。但是她开设的一门课后来成为所有进入情报界工作的学生的必修课,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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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作成绩出色而获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奖励。总之,她总是非常投入地去做每一

项工作,无论是教书还是在政府工作。她十分清楚自己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并设法成

功应对。

南希非常关注中国,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和中美关系。就在去世前的两个星期,

她还应邀在《新闻日报》(Newsday)上发表一篇短文,就十八大后中国新领导人及中

美关系走向发表自己的看法。文中,她对未来中美关系表示担忧,指出两国将“继续

处于不安、复杂与难以预测的关系之中。暠《新闻日报》是纽约长岛的一份主要报纸。

生活中的南希和工作时一样的和蔼和热心。她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在我遇到困

难的时候,我总是向她倾诉。她和她的丈夫沃伦始终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她有过

一段不幸的婚姻,并且很久以后才从那段失败婚姻的伤痛中恢复过来。后来她遇到

了沃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一起生活了近25年。他们志同道合,一起写书、写

文章,也是彼此的挚友。他们合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2012年2月,是关于布热

津斯基博士,他的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2011年她还出版了一本史学著作《中国

威胁:1950年代的回忆、迷思与现实》,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很多人

认为南希的主攻方向是台湾问题,因为她写了很多关于台湾的非常好的著作,但其实

她最主要的贡献在于美国外交史,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史。她首先是一位外交史学

家。我读过她的《中国秘档:美国外交家与中美关系,1945~1996》一书。我非常喜欢

这本书,因为书中有许多口述历史。我认为,她对于加深对美中关系的理解做出了杰

出贡献。她做了很多档案工作,查阅、收集和整理相关的美国政府和总统档案。

我希望更多南希的书能够翻译介绍到中国。她编著了八部著作,有着不同的受

众。有些读者把她视为台湾问题专家,有些则把她看作美国外交史学家。

南希经常在她的课上邀请不同的学者,就中美关系中的不同问题进行演讲。我

曾经在南希的课上做过特邀嘉宾,讲的是中国南海问题。她也请了沃伦做这门课的

特邀嘉宾。学生们久仰孔华润(沃伦)的大名,但不知道他是南希的丈夫。

南希做出了很多贡献。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认为她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她做的

档案工作和口述历史研究。她做过很多非常好的采访。她的著作条理清晰、说服力

强。她讲述历史,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作家。在台湾问题研究上,她主要关注政策层

面,也做出了很多贡献。她以极大的勇气面对病魔。癌症,特别是卵巢癌,不管是疾

病本身还是治疗过程对身心都是巨大的消耗。通常,卵巢癌晚期病人活不过五年,她

活了四年。她很乐观,从不自哀自怜。她不希望周围的人为她感到难过,每天尽其所

能进行教学、写作和研究工作,不希望给别人带来任何麻烦。她非常优秀,直到生命

的最后一刻。她指导博士生,但患病之后没有再招新的博士生,因为知道自己将不久

于人世,无法把他们带到毕业。她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身体好的时候,她参加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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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演讲或是做点评。身体不好的时候,就在家里休息。

她走得太早了。没人想到她会先于年长她13岁的丈夫离去。沃伦总称她为“我

年轻美丽的妻子暠。他认为自己一定会先南希而去,总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南希能否

生活得好。但事实上,在过去四年他夜以继日地照顾她。他退休了,不再教书也不整

天写作,全天候的工作就是照顾南希。对沃伦来说,南希的离去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南希在出版的最后一本书的扉页上写道:“献给沃伦:为你所给予的一切暠。

我希望中国人能永远记得南希对中国的热忱,对理解美中关系、特别是美中关系

史的原貌所付出的努力。基辛格博士出版的回忆录里很多是他个人的解释。南希在

美中关系史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做了很多细致的档案工作,努力还历史以原貌。

南希去世后不久,威尔逊中心以南希的名义设立了年度系列讲座,即“南希·伯

恩考夫·塔克美国与东亚关系系列讲座暠(NancyBernkopfTuckerLectureSeriesin

U.S.灢EastAsiaRelations)。从2013年起,威尔逊中心每年以南希·塔克的名义颁

奖并举办有关美国与东亚关系的讲座。南希生前知道威尔逊中心将以她的名义设立

系列讲座的计划,便精心挑选了一张自己最满意的照片,希望以美丽的形象出现在众

人面前。她选的这张照片真的很美。

沃伦希望在2013年春季首场讲座之际为南希举办一个追思会以表达哀思,为那

些熟悉、敬重和想念南希的友人们提供一个机会,追忆和她共同渡过的美好时光、她

的杰出贡献,以及她独一无二的个性。我也希望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朋友能够怀念她,

无论是通过这个系列讲座、译介其新著到中国,还是撰写像这样的怀念文章,都是对

她所做贡献的最好肯定和纪念。

(赵梅采访并根据录音整理,孙梅岑协助编译校对)

亦师、亦友、亦家人
———怀念唐耐心

何迪

博源基金会总干事、瑞士银行副主席

得知唐耐心去世的噩耗后,我很难过,马上给她的先生沃伦写了封电子邮件。信

中写道:“亲爱的沃伦,尽管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南希去世的噩耗传来,我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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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感到很震惊,我希望能像往常一样,每年能与你和南希见面,起码一次。2012年10
月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在东京召开,我痛失在华盛顿与你和南希见

面的机会。她的去世,不仅是学术界和中美关系的损失,也是我个人的巨大损失。我

失去了亲如家人的最好的朋友。1986年的中美关系史会议开始了我们26年的友

谊,我们有着这么多美好的回忆。我们一起开了很多会,私下进行了很多富有成果的

谈话和讨论。您作为我的教授,南希作为我学术生涯的榜样,你们的鼓励和启迪曾经

并将永远伴随我。我有幸见证了您与南希浪漫的恋爱、超过24年的婚姻,共享成功、

幸福和苦难的美丽人生。在此,谨表我最诚挚的哀思,也衷心愿您能够坚强和勇敢,

不只是为我们———你的朋友们,也为南希,这是她在天堂所希望看到的。暠

1986年初,社科院美国所派我去美国做司徒雷登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口述历史,

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我的研究领域是中美关系史,从大学开始,我就发

表了多篇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美政策演变的学术论文。到美国所工作以后,我继续

这方面的研究,但把研究的时间段延续到战后,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到1950年

朝鲜战争爆发前成为研究的重点。根据大量中共档案和当事人的口述历史,我发现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对美政策并不像我们教科书及报刊上所说的那样,甚至和毛选

第四卷那几篇批判《美国对华白皮书》所讲的也不完全相同。正值南希的博士论文

《尘埃中的模式》在美国出版,该书运用了很多解密档案资料,对1949至1950年美国

对华政策的演变进行了梳理,认为美国失去了与新中国保持正常关系的机会。她的

这本著作当时在美国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成了重新审视50年代中美关系的一部非常

重要的著作。我们研究的领域、时段相同,都依据了大量的解密或尚未解密档案,一

个是从美国方面,一个是从中国方面研究这段历史,相互印证,我从她的这本成名作

中受益良多。1986年10月,北京大学袁明老师邀请我参加中美两国青年学者有关

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的会议,会议成果以《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为题结集

出版。这次会议,美方顾问是沃伦·科恩、入江昭(AkiraIriye)、沃尔特·拉斐伯

(WalterLaFeber)、艾伦·惠廷(AllenWhiting),青年学者则由何汉理(HarryHar灢
ding,又译哈里·哈丁)领衔,最年轻的是南希;中方的顾问是章文晋、李慎之和资中

筠,领队是袁明,最年轻的是贾庆国。这次会议上,我们开始了长达26年的友谊。在

后续的研究中,她帮我找美国方面的研究资料,订购《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国卷)》赠

予我参考,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也帮她找中国方面的档案材料,并在她作

为学者身份在驻华使馆工作时,为她介绍了浦寿昌、马列、陈浩等曾在周总理身边参

与对外工作的一些当事人,她进行了采访。我们成为学术研究方面互助互学的好伙

伴。

记得在1987年10月,我参加在意大利科摩(Como)湖洛克菲勒研究中心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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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东亚关系学术研讨会。沃伦和南希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俩当时都是单身,

与会者有些议论,觉得他俩挺般配,但没人去捅破这层窗户纸。我当时遇到了签证问

题。我从美国去意大利开会,必须重办签证才能再进美国。当时,中国留学生办赴美

签证特别难。南希请美国国务院给驻米兰的美国领事馆发函,并与沃伦一起,从科摩

湖驱车两个多小时陪我到米兰办签证。期间,我问他俩,听说你们在谈恋爱,都是单

身,一个是学生,一个是教授,挺合适的。有这回事吗? 他们听后,都愣住了。此后不

久,他俩真好上了。后来沃伦告诉我,当时这层窗户纸没人去捅破,你这么一说,是

呀,为什么不呢? 我俩认真考虑,的确很合适,就好上了,发展得很快。等我90年再

去美国的时候,他们已经结婚,并在马里兰买了房子。他们请我到家里吃饭,我记得

房子不大,后院有一片小树林,很幽静,很美。那天,南希下厨做了烤三文鱼,特别好

吃,至今我还记得那美味。他们总说我是他们的媒人,是他们家庭的一员。尽管岁数

与南希差不多,我总说他们是我的老师,我是他们的学生。

1993年,在弗吉尼亚的美国陆军学院开了一个关于马歇尔研究的会,这是我与

南希、沃伦共同参加的最后一次学术活动。我的研究题目是马歇尔使华及美国与中

共关系。也是我最后一次提交学术论文。当时我提交给会议的英文论文,语言不太

流畅,南希帮我做了很多润色工作。史蒂夫·莱文(SteveLevine)后来帮我把这篇论

文重译了一遍,收入了论文集。也就是那一年,我下海开公司去了。南希当时的研究

重点是台湾问题。尽管那时我已离开了学术界,但她仍然把她写的关于台湾问题的

缘起、美国对台政策的历史演变等论文草稿让我看,征求我的意见。那时我业务刚开

展,没能给她提供很大的帮助。但她的论文我都看了,尽可能从大陆的视角,提出了

一些对台湾问题的现实及未来走向等方面的看法。在后续的两、三年里,我和南希在

学术上还有相当的交流,但后来就越来越少了。那时,她对于我弃学从商感到很遗

憾。她认为本来我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学者。

1997年加入瑞士银行后,每年我都会去美国参加各种会议,特别自2000年后,

每三年中有两年定期去华盛顿开世界银行的年会。每次我去华盛顿,都设法与她和

沃伦见面。这样,几乎每年起码见一次。有时她到香港、大陆访问,我们也见面。

2007年,我决定创办博源基金会时征求过她的意见,她对于我有可能回学术界感到

非常高兴。她认为,创办基金会,促进独立的研究,尽管是现实政策方面的研究,这同

样也可铺垫一条回到学术界的路。她说她非常希望看到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个

银行家的何迪。她对我寄予了厚望,我们感兴趣的共同话题更多了,关于中国的改革

开放、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关于美国经济政治状况、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当然中美关

系和台湾问题是每次必谈的话题。每次会面,她都会精心挑选一个有特色的餐馆,而

且不重复,一边品佳肴,一边谈学术,往往谈上两三个钟头,每次见面都是一次非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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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思想盛宴。

最后两次见面是在2010年和2011年。那时,她已经病了,记得2010年那次见

面,她经过化疗,恢复得不错。当时她找了一家非常好的意大利餐厅,我们一起吃饭。

我带给她一本由博源基金会策划、资助出版的《改革开放30年》画册,记载了中国30
年来的巨大变迁,而当时美国正在金融危机的严重时刻。我们就中国崛起、美国衰

退、中国模式,以及中国是否会在世界舞台取代美国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她有一个观

点令我印象深刻,她认为如果美国的移民政策不改变,美国就不会衰落。只要还能吸

引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也包括中国的人才到美国学习、创业,美国就有希望。对于

中国崛起,一方面她感到十分高兴,另一方面也对出现的一些问题感到担忧。

2011年我访美的时候,由于她要做化疗,我们的见面时间来回改了好几次才确

定。南希的身体状况明显不如以前,虽然精神状态很好,但没有像以前可以谈到10
点半、11点。我们见面只谈了一个多钟头,她就得回去休息了。我感觉到她的身体

有些问题,不是很好的征兆。记得这次还像过去多年一样,由她开车,因为她不放心

沃伦。想到南希多次谈到对美国学界研究中美关系史的看法。有一段时间,她对美

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有些失望,认为后继乏人。对此,她感到有些遗憾。如今美国学

界,通过史料挖掘,宏观地做美国对华政策史研究的为数不多,她在这方面贡献卓著。

那次见面,我内心里很悲伤。一是看到她的身体状况,二是看到何汉理的状况。

何汉理也是我每次去华盛顿都见的老朋友。2010年,我们见面的时候,谈的很好。

当时他到弗吉尼亚大学的政治学院教书,他觉得美国政治体系出了问题,因而他的研

究领域从中国研究转向研究美国的政治及民主程序等问题。2011年我去美国的时

候,何汉理因中风在康复中心治疗,我没能见到他。这些都是自1986年第一次中美

青年学者对话后结下的朋友,而且都是美国中国通的佼佼者,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为

美国正确了解中国做出过重要贡献。而这一代在60、70年代成长起来的优秀的中国

学学者们正逐步淡出舞台,新一代的中国通们可能难以再有他们那一代学者的历史

感,可以从大历史中来理解中国的变迁和中美关系。

沃伦对南希特别好,他们是一对特别好的夫妻,虽然年龄相差那么大,一个是老

师,一个是学生。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们相濡以沫,共同渡过了最美好的时光,他们一

起生活了20多年。南希去世,对我来讲,并不突然,我已有心理准备。我给沃伦发的

邮件,的确反映了我的心声。在过去20多年里,我见证了他们的结合与幸福,困难和

成功。

南希一生从事东亚、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研究。对中国的关心和热爱,成为她生

命的一部分。我非常珍视与南希的这段友谊。她的去世,是整个中美关系史学界的

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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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梅采访并根据录音整理)

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学者

暡美暢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

南希是这样一类美国学者,她探求知识,特别是有关中美关系方面的知识,历史

的与当代的;她培养了大批学生,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乔治敦大学教书。这些学生

有的攻读博士学位,希望将来成为像她那样的学者;有的进入政府,或者在各类国际

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工作。所以,她既培养未来的学者,也培养学生在现实世界应对挑

战的技能。此外,她自己也为美国政府工作。她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一段时间,负责

中国事务。在她的学术生涯的后期,她曾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一个新成立的办公室

工作,负责确立档案标准。她把她的学术专长带到工作中。她非常努力,建立起了一

套质量相对较高的政府档案和理解这些文献资料的系统。所以,她是不断探寻知识

的学者,并且教书育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她还身体力

行,在中美关系的外交实践和美国政府的档案工作中做出了贡献。

她是我的很好的朋友,她的态度总是很积极,和她在一起总是感到很愉快。不幸

的是,几年前她罹患癌症。医生做手术时,发现已是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她

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但仍然继续工作。就在一年前,她还出版了一本新著。患病后,

她继续执教,继续做着应该做的事。2012年春天,我有幸在她在乔治敦大学的最后

一门课上做特邀嘉宾。她希望我用两个小时,就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与学生

座谈。对于这个问题,我曾与人合写了一个研究报告,那时这份报告刚刚发表。南希

认为这个问题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她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既从学术又从

政策制定的角度,在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思考这一问题。那次课为时两个小时,她全

身心投入,我知道那时她已经很虚弱了。她熟悉课上的每个学生,听课的学生大概有

20多人。课前她告诉我好几个学生的情况,课后她与我讨论每个学生对我的课的反

馈。学生们也意识到了,这也许是南希一生中所讲的最后一门课。

这就是南希。她做事全身心投入,努力以自己的智慧把事情做得更好。我知道

她的前几部关于中美关系史的著作对中国学界有很大影响。我相信她也知道。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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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生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的话,她会笑的,因为她非常关注中美两国相互理解的问

题。所以,如果她的著作为中国学界熟知的话,这是对她工作的最好回报。

(赵梅采访并根据录音整理)

悼念唐耐心教授

牛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周末晚9点多钟接朋友从国外打来电话,告诉我南希教授几个小时前因病去世

了,当时我心头一沉,然后几天总有种难言的沉痛感。2011年夏天,我在华盛顿威尔

逊中心开会时还见到南希教授,当时她是带病参会,看上去很疲倦,我真没想到那会

是最后一次见面。

应该说,我是从书中认识南希教授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中美关系的中国

学者大概没有人没读过她那本名著《尘埃中的模式》。那时美国外交研究在中国刚起

步,这本书帮助很多正在走出思想禁锢的中国学人开始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

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我读这本书时曾经想象过,作者一定是位目光敏锐、思想犀

利的学者。

后来在华盛顿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认识了南希教授和她的先生孔华润教授,从

此开始了同他们的学术交往。孔华润教授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书在

中国学界也是必读的。如果用一个词概括他给我的印象,那就是睿智,南希教授同他

相比则更显思想的犀利。四、五年前,我应邀去华盛顿参加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

办的“美国对华情报评估研讨会暠,会议的目的是要对冷战时期中情局对华情报质量

做专业性的分析。那次,南希教授也去了,她在会上的发言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针对会议主办者提供的部分《中央情报局对华情报评估》文件,南希教授提了两个问

题:第一是这几十份“评估暠是从多少尚未解密的档案中选择出来的? 第二是根据什

么标准选择出来的? 毫无疑问,这两个问题是最实质性的,因为对它们的解答决定着

与会者讨论的真实价值。直到现在,南希教授的发言一直是我给研究生上课必定介

绍的内容,而且今后也一定还是这样。

2011年,应英国出版的《冷战史》(ColdWarHistory)杂志之邀,我为南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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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著《海峡对话》撰写了书评。这本书详尽考察了1950年代以来美国与台湾之间关

系的复杂性,包括矛盾、冲突和混乱,南希教授指出,冷战以来的历次台海危机很大程

度上也是美台之间混乱的同盟关系造成的。我认为,关注台海局势和未来的人应特

别关注她提出的观点,不论站在什么立场考虑台海的矛盾和冲突,要解决问题必须实

事求是。南希教授的研究告诉人们,不论多么宏大的战略思考,只有建立在可靠的知

识基础之上才会有意义。写这些,是为了表达对我非常尊敬的朋友南希教授的悼念

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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曫学术动态

“2012年美国大选后的

中美战略关系走向暠
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暋欢

2012年11月26日,“2012年美国

大选后的中美战略关系走向暠学术研讨

会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来自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事科学

院、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

国研究所等单位的50多位学者与会,就
大选后美国对华战略基本态势、美国对

华政策调整及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

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理论分析。
(一)美国对华战略态势。多位学者

指出,2012年大选后美国对华战略将基

本保持竞合的态势,但竞争性因素正在

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

长倪峰研究员指出,过去几年来的中美

关系具有几个特点,包括:高层互访作用

递减;第三方因素从积极转化为消极;军
事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中国国内

政治开始介入中美关系;在双方矛盾和

摩擦增加的情况下,中美之间没有发生

重大危机。多位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具

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北京师范大学经济

与工商管理学院的贺力平教授指出,中
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和过去大国间的战略

关系相比,很重要的一个差别是,双方拥

有十分密切的经济关系,经济上的高度

依存成为两国关系稳定的重要基础。清

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

世俭指出,中国已于2011年超过日本成

为美国第三大商品出口市场,也是美国

增加出口的最有力的市场。奥巴马政府

落实出口倍增计划,振兴美国经济,离不

开中国市场的支撑。同时,也有多位学

者认为中美关系存在变数。中国社会科

学院美国研究所原副所长、荣誉学部委

员陶文钊研究员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

程史无前例,美国的心态因此发生变化,
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新节点上,可能发展,
也可能逆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

院长贾庆国教授认为,中长期影响中美

关系的变数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美国

在财政、经济困境中自信心下降,对中国

的疑虑增加;二是中国对自己身份和利

益的认知存在矛盾,导致对外政策包括

对美政策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种认知

矛盾表现为:中国既要维护自身作为发

展中国家的利益,又有追求成为发达国

家的雄心;既有普通国家的思维方式,又
开始有超级大国意识。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院长崔立如研究员指出,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的总量迅速发展到占美国的一

半,比双方预期的要早得多、快得多,中
美双方都没有准备好,从机制、能力到认

知都有差距,摩擦必然增多,关键在于找

到破解结构性矛盾的处理方式。
(二)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多位学者

认为,奥巴马在第二任期没有连任压力,
因而他会试图在强化亚太、伊朗问题、叙
利亚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以及朝核问题

等多方面寻求突破,这将直接形成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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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变数。奥巴马第二任期外交安全班

子会有较大调整,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

领导层会换新人,国务卿、负责东亚事务

的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都要换人,这些

新人在认知国际关系和对华关系方面会

与前任有所不同,个人风格也不同,尽管

不会改变美国对华政策整体框架,但是

会对具体政策内容和实施手段有所影

响。多位学者指出,美国将逐步对“再平

衡暠战略展开调整,在全球军事收缩状态

下,进一步西收东移、强化亚太;美国重

返亚洲的目标将更加多元化,在强调政

治与安全问题的同时,补充强化重返战

略中的经济配套措施,在关注东北亚的

同时,更加重视东南亚;美国在南海问题

和钓鱼岛问题上增加对华压力,可能给

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进一步制造

障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高

祖贵教授指出,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存

度在下降,主导中东的意愿也在下降,维
护主导地位的手段和策略发生了很大变

化,它更多地寻求盟友和多边机制的支

持,中美之间存在维护中东能源通道安

全的共同利益及出台相关政策的可能

性。多位学者指出,美国对华政策调整

幅度受到其整体外交战略和具体政策环

境的约束。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傅梦孜研究员指出,美国对华战略总体

上服从于美国的整个外交战略,其核心

目标是重振美国的战略地位,奥巴马政

府的外交战略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共识基

础,其对华战略不会因为人事变化出现

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政治室主任周琪研究员指出,奥巴马连

任后将在内政外交领域面临一系列艰难

抉择,中东问题对美国而言比亚洲事务

更为紧迫,而美国在伊朗核问题、结束阿

富汗作战任务、叙利亚问题及巴以和平

问题上,都需要同中国合作。美国如果

把中国和伊朗并列视为潜在敌人,就很

难争取到中国的支持。
(三)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多位

学者指出,中美关系并非必然是零和博

弈,但是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双方付

出努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楚树

龙教授指出,由于中美两国在制度、文
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
在共同利益之外,还需要双方尊重彼此

的不同点,不挑战、不危害对方的重大利

益,这样才有可能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
崔立如研究员指出,随着中国的快速崛

起,中美两国需要超越大国竞争的传统

思维,在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更高的价

值认同上寻找共识,从地区多边机制入

手,取得合作关系的突破。陶文钊研究

员认为,两国需要在制度和意识形态等

无法建立互信的领域之外建立互信关

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刘学成研究

员指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美

国对“再平衡暠战略进行再调整,合理利

用多种机制,面对现实,管控分歧,以建

设性方式处理问题。中美最高级领导人

应尽快确定两国关系方向、大的方针战

略及政策框架,以利未来四年中美关系

的稳定发展。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中心

主任姚云竹研究员指出,中美两军关系

是两国总体关系中的短板,双方应该积

极寻找利益共同点,特别是在反恐、打击

海盗、救灾、护航、维和等非传统安全领

域展开互利合作,通过合作积累互信。
双方应在有一致利益的全球公共安全领

域展开互利合作,并在亚太地区寻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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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个中美都能发挥作用的多边机制。
多位学者指出,中美之间已经建立的90
多个对话机制起到了一定的沟通、摸底

作用,今后需要更加重视重要对话机制

的实际落实效果。多位学者认为,对于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的热心程

度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积极地强调建设

新型大国关系,并用伙伴关系来定位中

美关系,而美国较少关心建设新型大国

关系这个命题,并把两国关系形容为非

零和竞争关系。中国应该从两国国内主

要社会力量入手,挖掘利益共同点或交

汇点,以民间促政府、以地方促中央,进
一步夯实两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社会

基础。本次研讨会内容丰富,交流比较

充分,得到了与会学者的积极评价。中

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

员做了总结性发言。他指出,中美关系

无法简单地维持现状,更为紧要的是,双
方要防止两国关系落入零和式的冷战游

戏;现在需要两国在全球、地区和重大领

域共建一个健康积极的战略框架,营造

建设性的进程,逐步形成一个新的世界

格局,真正建立起新型的大国关系。

中国美国经济学年会暨

“当前美国经济走势与中美经贸关系暠
研讨会综述

刘元玲

2012年11月17日,由中国美国经

济学会主办、东南大学承办的中国美国

经济学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当前

美国经济走势与中美经贸关系重大理论

问题暠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就当前

美国经济走势、贸易协定以及区域合作,
美国经济政策走向、财政政策发展和货

币体系改革,美国国际经济地位演变、汇
率走势和新型全球治理,中美经贸关系

展望等议题展开讨论。来自中国社会科

学院美国研究所、武汉大学、浙江大学、
吉林大学、东南大学等40多家单位的

120多位学者与会。会议就当前美国经

济面临的问题及发展趋势,财政政策、货
币体系改革与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演

变、展汇率走势及中美经贸关系展望等

问题交换了看法。
一、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及发

展趋势

与会者首先针对当前美国经济发展

的形势、面临的问题以及发展趋势等问

题交换了看法。武汉大学周茂荣教授指

出,美国次贷危机的后遗症到现在还没

有完全消除,尽管美国在努力发展战略

型新兴产业,但目前仍看不到任何新的

经济增长点出现。中银香港经济研究处

主管谢国樑先生认为,从美国目前的房

地产市场、制造业发展、个人实际收入和

支出、消费者信心指数以及就业来看,美
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有好转的迹象,预计

第四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8%
的增长率。南开大学李坤望教授从生产

率增长趋势的角度,指出当前美国劳动

生产率增长放缓、投资低迷、产业没有新

增长点,对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持非常

谨慎的乐观。清华大学的周世俭研究员

认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能否就“财政

悬崖暠问题达成妥协将直接影响美国未

来经济的发展走向。
关于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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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美国财政的可持续

性、投资及科技创新领域。谢国樑先生

针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短中期风险因素进

行分析,并认为美国“财政悬崖暠问题有

可能拖到最后时刻才能达成协议,此前

将会对市场造成一些不稳定的影响。武

汉大学周茂荣教授认为,21世纪的第二

个十年,受制于各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

和财政政策失灵、欧债危机拖累、新经济

增长点难觅等因素,世界经济仍将处于

长期低迷的发展状态,美国也将处于持

续温和的复苏态势。南开大学李坤望教

授则认为,受过度金融化恶果的影响,美
国企业还将处于投资低迷的状态,这对

美国就业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吉林大学

李晓教授指出,美国的金融霸权超越了

其产业霸权,维护美国恒久赤字是美国

的核心利益所在,短期内美国还将维持

经济金融上的绝对优势地位。
二、财政政策、货币体系改革与美国

国际经济地位演变

中国美国经济学会顾问郑伟民研究

员以“当前财政悬崖和美国经济周期变

化暠为题,对美国财政政策进行探讨。华

东师范大学吴信如教授指出,若美国现

行的政策不做适当改变,美国的财政路

径将不具有可持续性,但短期还存在空

间,因此对美国经济前景不要过于悲观,
因为美国在科技、教育、军事等方面仍然

具有国际竞争力。就美国的公共债务问

题,东北财经大学路妍教授通过建立跨

期预算约束模型分析了美国公共债务的

可持续性,并运用欧洲重债国的数据验

证了该模型和实证结果的合理性。分析

结果表明,美国的公共债务具有可持续

性,但未来仍面临重大的挑战,这将对中

国经济造成影响。武汉大学王德祥教授

对美国最近十年来的州和地方财政的运

行和发展进行分析,指出美国州与地方

财政在应对危机的经验及其运行机制安

排方面,或许能为推进我国的财政改革

提供经验和教训。
四川省社科院王晓琪研究员和谢春

凌博士分析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改革与我国的战略选择。在对各种改革

方案进行评估以后,他们指出,通过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在管控风险的前提下进

一步开放资本账户,积极务实地推动国

际货币体系改革是我国应有的策略。吉

林大学王达博士在分析美国主导下的全

球金融市场上法律实体标识系统(Legal
EntityIdentifierSystem,缩写为 LEI)
的构建之后,指出这一方面代表了国际

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方向,另一方面也

将对广大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产生

复杂影响,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其中并发

挥作用。湖北大学吴秋实副教授等分析

了东亚区域内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指
出虽然东亚经济体目前都还没有正式宣

布把人民币作为钉住货币,但在实际上

人民币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内一个至关重

要的隐形货币锚。
中国美国经济学会顾问陈宝森研究

员以“中美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暠为题

做主题发言,分析目前美国在科技创新

上取得了页岩气革命、以三维打印为代

表的智能化生产模式的创新,以及信息

技术革命为代表的三项主要成就。并指

出,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具有创新

活力和潜能的国家,中国建成创新型的

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美两国应该

在科技创新领域合作共赢,促进良性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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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国美国经济学会顾问李长久研究

员指出,美国在人才、教育、创新方面的

战略重视和投资将对美国实施“再工业

化暠和“第四次技术革命暠提供良好的物

质和人才保障,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

位还不存在根本性的挑战。中国社会科

学院美国研究所王孜弘研究员以国内生

产总值(GDP)为衡量标准对中美经济

实力差进行分析,指出百分点差距的缩

小不意味着值差的缩小。若以国内生产

总值为衡量标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来同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

扩大了。近年来中美间以国内生产总值

衡量的差距与2006年前比有所缩小,但
与人民币升值有关。即便如此,同1980
年代中国改革之初比,中美间的以国内

生产总值衡量的差距仍是扩大了,而不

是缩小了。
三、区域合作、贸易协定与美国经济

政策走向

与会者围绕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

协定(Trans灢PacificStrategicEconomic
PartnershipAgreement,TPP)最近的发

展情况、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中国

应该如何应对等问题展开讨论。福建社

科院全毅研究员分析了 TPP的最新进

展,以及美国参与并主导该协定对东亚

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认为参与 TPP是

奥巴马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一次重要调

整,标志着美国新的亚太区域合作政策

的战略转变,中国对此应该采取两边下

注的策略,争取双赢局面。浙江大学陆

建人教授指出,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战

略经济伙伴协定对中国及其亚太区域合

作战略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总体来看是

机遇大于挑战。中国应该积极应对,分

享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南开大

学宫占奎教授认为,中国目前尚未准备

好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因
而中国对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的

参与和影响也是有限的。
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成靖博

士结合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的近

期发展,对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进行了分

析。研究显示,美国对华投资在2011年

呈现净流出现象,特别是对中国具有优

势竞争力的制造业投资出现下滑,一方

面由于经济复苏和“再工业化暠战略吸引

美资回流北美自贸区,另一方面也是由

于中国国内经济环境变差。广东金融学

院刘运顶副教授系统分析了奥巴马政府

的《美国创新战略》,指出美国鼓励创新

的做法在全球范围内均具有示范意义,
对于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国也有深

刻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四、汇率走势、新型全球治理和中美

经贸关系展望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陈伟恕教授在

题为“世界秩序巨变期的中美经济较量:
一种新视野的探讨暠的发言中指出,美国

在货币问题上有三个基本的做法:维持

美元作为世界独尊的货币地位是其最高

目标之一;美国虽不是直接的美元汇率

操纵国,但美元数量和美元利率是美国

的操纵工具;美元长期上的贬值趋势和

短期内的升值波动,会是美元在相当长

时期内的基本特征。浙江工商大学赵英

军教授和他的硕士研究生戴玉华对人民

币均衡汇率与失调做了基于自然均衡汇

率 理 论 NATREX (NaturalRealEx灢
changeRates,NATREX)模型的实证分

析,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币值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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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是被低估的。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

况,阐述了造成低估或高估的原因,认为

中国应当适当上调汇率水平,以促进我

国经济健康发展。
武汉大学刘威副教授对20国集团

治理对全球经济失衡演变的影响做了研

究。他认为,由于20国集团的机制化建

设不足、其全球失衡治理与世界经济复

苏存在矛盾、未重视全球经济结构性失

衡调整、对失衡治理标准未达成一致,以
及20国集团未改变以美国为中心的国

际金融体系的影响,20国集团治理并未

根本改变当前全球经济失衡扩大的趋

势。
吉林大学项卫星教授作了题为“中

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

性:基于‘金融恐怖平衡暞视角的分析暠的
主题发言。他指出,中美之间的经济相

互依赖主要表现为非对称的双边资本循

环。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

敏感性和脆弱性,远远高于美国。国际

金融危机通过中美之间的双边资本循

环,加剧了中国对美国货币政策和金融

市场的依赖,特别是强化了两国之间的

“金融恐怖平衡暠。他认为,美元本位制

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出口导向发

展战略,是导致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

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远远高于美

国的根本原因。目前中国不能主动打破

两国之间的“金融恐怖平衡暠,但必须通

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和加快金融转型这两个途径,降低中

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湖北

大学陈汉林教授与她的学生胡敏玲提交

的题为“中美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问

题研究暠的文章认为,中美高技术产品产

业内贸易是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
虽然表面上出现巨额的贸易顺差,但这

是国际优化分工的结果,中国在高技术

领域中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中

国应该采取措施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

构,培养有竞争力的高技术大型企业等。
根据大会议程,中国美国经济学会

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同期举行。秘书长

张彬教授汇报第八届理事会以来的工

作,会员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学会章程

修改草案。第八届理事会会长、第九届

理事会召集人陈继勇教授就第九届理事

会顾问、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和秘书

长人选提出建议名单并获大会通过。学

会会长与秘书长分别由武汉大学陈继勇

教授和武汉大学张彬教授担任。中国社

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王孜弘任副

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

员王荣军任副秘书长。
(本文责任编辑:张超)

“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对外关系暠
研讨会综述

陶非奇

2012年11月17~18日,“非政府

组织与美国对外关系暠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浙江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

世界历史研究所暨美国研究中心主办,
与会者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共中

央对外联络部、美国国务院、美国驻上海

领事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美国问题

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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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美国卡托研究

所、纽约大学等单位。
会议由浙江大学世界史所所长、美

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柱教授主持。浙江

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吕一民教授、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中
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林

伯承、美国国务卿负责高级顾问托米

察·蒂尔曼(TomicahTillemann)、中共

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

任金鑫研究员分别致辞。与会者围绕美

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概况和特点、与联

邦政府的关系、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作

用、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提升软实力,
推进中国公共和人文外交等问题进行了

讨论。
(一)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概况及其特

点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班多认为,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数量之多、牵涉领域

之广、参与人群阶层之宽,都使得美国国

家政策的制定无法逾越这个群体。而且

大部分的非政府组织很活跃,组织建设

也较完善,为美国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提

供了一个沟通对话、增信释疑、平衡各方

利益的渠道。
纽约大学教授古德丹(DanGutt灢

man)从全球合作的角度,积极评价了非

政府组织在发出各种声音、维护公共利

益、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所做贡献。武

汉大学教授潘迎春也认为,美国是世界

上非政府组织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各
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在政治、经济舞台

上十分活跃。不少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

治领域也极为活跃,对美国外交政策的

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成为美国外交战略

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和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研究员何

兴强认为,非政府组织不能代替政府的

作用,但却经常能为政府之所不能为,它
比政府的优越之处体现在:(1)公信力。
美国非政府组织发展是源于美国古典自

由主义的传统,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暠,
从立国起便对政府权力严加限制,这是

美国政治传统中的主流观念。因此,民
间主导的慈善基金会、思想库等各种形

式的非政府组织比政府有着更多的公信

力,更容易得到认同;(2)专业性。非政

府组织可以长期集中其大部分资金在一

项工作上,而政府的决策受多方政治和

利益的影响,非政府组织的针对性则要

强得多,更具专业性;(3)创新性。非政

府组织在实施项目时所受的限制较小,
工作方式更为灵活,更容易采取创新的

方式来推动相关政策。
(二)美国非政府组织与联邦政府的

关系

古德丹教授指出,美国的非政府组

织正式注册后可以得到政府的资金支

持,并寻求联邦政府的免税地位。但大

多数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几乎没有得到政

府的资助。为了保持自身决策的独立

性,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采用多渠道的资

金来源和策略。20世纪中后期,由于第

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等原因,美国政府

加大了支持智库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

力度。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董小川认为,美

国政府对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是这些

组织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非政府

组织与政府的配合则是美国对外文化事

务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非政府组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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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之间是相互支持、默契配合、互
不干涉、追求共同目标的关系。

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只要遵守联邦

税法和相关法规,便可以独立开展符合

其宗旨和章程的活动,政府部门无权干

涉。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研究员徐彤武分析指出,非政府组织除

了依法接受联邦政府监管外,它们还会

在接受政府资助、承担官方援外项目、配
合外交工作、参与政策辩论、人员交叉任

职五方面与联邦政府产生联系。
(三)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外关系中

的地位和作用

卡托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班多认

为,非政府组织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然
而很难准确地量化这种影响到底有多

大。而且,美国的政治是分权制衡和复

杂的,不同的群体在具体问题都可能存

在分歧和各自立场,他们会通过不同的

方式影响政治,并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

的外交政策。
选举制度国际基金会欧亚区主任查

德·威克瑞(ChadVickery)则指出,非
政府组织有三方面作用和角色,分别是

合作者、工作者和贡献者。在政府的大

型政策的推进中,非政府组织在私营企

业和国家之间建立联系,为被帮助方提

供量身定制的服务,给各方都带去便利

和帮助。在全球化背景下,非政府组织

在国际舞台上可以更好地符合全球标

准,可以派出更多的专家推进全球理念,
也能更好地得到被帮助方的信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陶文

钊教授以“新美国世纪计划暠为例,说明

思想库在冷战后的美国外交决策中的重

要作用。他认为,伊拉克战争有着长达

十余年的酝酿过程,而九一一也为新保

守派智库“新美国世纪计划暠进行战争动

员带来了天赐良机。从提出理念、储备

人才、帮助制订政策、制造舆论等方面来

说,这个个案对于研究思想库在美国决

策和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具有典型意义。
东北师范大学张杨教授对美国非政

府组织海外教育项目进行了分析。她认

为:非政府组织不易引发外国民众对于

美国“政府暠援助的反感和质疑。由非政

府组织出面提供的资金支持,是官方教

育援助的有益补充。对内可以整合知识

群体和教育资源,对外可以利用长期建

立的“信任暠关系,推进美国的海外教育

项目广泛开展。
外交学院副教授左晓园以洛克菲勒

基金会为例,说明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

资助研究、人员交叉任职等方式,影响了

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美国在

拉美实行公共外交的有利渠道。基金会

凭借其非政府形象,替代政府在政治敏

感地带开展工作,既实现了基金会的慈

善目标,也传播了美国的价值观,体现了

美国的软实力,契合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四)非政府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其发

展方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余万里副教

授以全国民主基金会为例,指出了非政

府组织存在的局限性。首先,财政效率

特别低。有研究发现,资金从全国民主

基金会分配到四大研究所,再到华盛顿

大大小小的基金会,层层削减,到达实际

服务对象处数量非常少;其次,组织协调

容易出现失控问题。在伊拉克甚至出现

资金流入恐怖组织的现象,这与美国的

国家利益是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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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海云在其《冷
战时期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及其政治属性

分析》一文中指出,冷战时期美国的非政

府组织存在双重政治属性。其一,国际

性与本土性双重地位。许多非政府组织

在职能上既追求全球公益目标,也不否

定对美国自身利益的追逐;其二,疏远政

治与贴近政治的双重性。美国的非政府

组织都具有自身的公益或专属目标,一
般选择远离政治、保持中立、独立发挥其

社会职能。然而,受冷战思维的影响,美
国的非政府组织无一例外都带有很强的

政治倾向性。对于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未

来,许海云认为关键在于其能否实现社

会转型,即在非政府组织所涉及的政治

属性、综合职能、社会定位、运转空间、发
展方向等方面实现全新转变,使非政府

组织成为一种全能型的新型权力架构。
如果美国非政府组织顺势而为,则完全

有可能为其未来发展开辟一片新天地。
潘迎春教授分析了美国非政府组织

在保护文化遗产、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方

面的作用。她指出,这类组织积极传递

和宣传着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
值观念、制度模式、民族精神和国家形

象,拓展着国家的“软实力暠。但需警惕

的是,一些机构以非政府组织的面目出

现,却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在国际交往

中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需要冷静、理
智,富有智慧应对。

(五)对提升软实力,推进中国公共

和人文外交的思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胡文涛指

出,文化外交是指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

通过教育文化项目交流、人员往来、艺术

表演与展示以及文化产品贸易等手段为

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

相互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

形象与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交形式,是
外交领域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支

柱。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建议要充分发

挥民间力量为政府对外战略服务,充分

利用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在国家文化外

交中的参谋、智囊作用,鼓励这些组织进

行理论研究、政策调研和国际交流,吸收

学术力量为文化外交决策服务。
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会执行总裁

王琛发指出,美国对东南亚宗教组织的

公共外交活动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美

国的整个外交政策是基于“普世价值暠理
念的合作,在东南亚不只限于与政府打

交道,也注重与民间非政府力量直接交

往。
班多认为,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规

模和地位都有所发展,它提供了一个独

特的公民参与政治进程的形式。这些组

织能容纳大量分散的人群,提供各种各

样有效的手段来影响政策,可以作为推

动中国发展的力量。中美非政府组织积

极合作,可以促进两国人民更好地了解

彼此。
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认为,非政

府组织以公民社会为基础,它的资金来

源、人才提供、组织运行、管理能力都需

要公民社会的支持。中国需要意识到非

政府组织在外交中具有的作用,加强公

民社会建设。
浙江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所长、美国

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柱教授肯定了美国的

一些非政府组织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社会

发展、加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的积极贡

献。历史地考察了“全国民主基金会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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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项目,对不同时期“全国民主基

金会暠对华工作的特点及其成因做了分

析。他指出,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应该在

尊重中国国情、遵守中国法律的前提下,
与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全面务实的合

作,为促进中国的民主法治以及公民社

会建设做出贡献。
(本文责任编辑:张超)

“杰斐逊时代的民主、共和与国家

构建暠研讨会综述

邵声暋何芊

2012年11月17~18日,“杰斐逊

时代的民主、共和与国家构建暠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由北京大

学历史学系和罗伯特·史密斯杰斐逊国

际研究中心(TheRobertH.SmithIn灢
ternationalCenterforJeffersonStudies
atMonticello)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美
国、英国的36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

包括戈登·伍德(GordonS.Wood)、哈
里·迪金森(HarryDickinson)、杰克·
雷科夫(JackRakove)、迈克尔·朱克曼

(MichaelZuckerman)、彼得 · 奥努夫

(PeterOnuf)等。
会议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剑鸣教

授主持。他谈到,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和

内容涉及美国历史上的一些经典话题,
并且与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发

展有所关联,期待聆听与会学者的新见

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希教授、美国

杰斐逊基金会主席莱斯莉·鲍曼(Leslie
GreeneBowman)女士、杰斐逊国际研究

中心主任安德鲁·奥肖内西(Andrew
O暞Shaughnessy)教授、洛阳外国语学院

叶凡美副教授先后致词。与会学者就

“杰斐逊与民主问题暠、“杰斐逊时代的共

和主义暠、“杰斐逊与早期美国的国族/国

家构建暠、“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新趋向暠、
“21世纪的美国史研究暠等五个主题进

行了研讨和交流。
(一)杰斐逊与民主问题

杰斐逊时代的民主问题,尤其是杰

斐逊本人的民主思想,是美国早期史领

域经久不衰的话题。布朗大学戈登·伍

德教授认为,杰斐逊深信人的善良本性

和社交天性使人民能有效地自我管理,
维持社会和谐;故而政府应当限权,以免

侵害人民和社会。杰斐逊的这种观念带

有浓郁的地方主义和反权威主义色彩,
对后世美国民主的发展有着直接影响。
弗吉尼亚大学彼得·奥努夫教授则认

为,杰斐逊重视塑造美国国民性格和培

育人民美德,强调共和政府应当培养人

民的公民能力,使民主成为人民的生活

方式,而非仅为一种制度。
事实上,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并非是

纯粹的思想问题,而是与其所处的历史

情境紧密相连。北京大学李剑鸣教授在

重新考察了美国革命时期的“人民暠和
“民主暠概念后指出,“人民暠、“民主暠等概

念在当时含义纷繁,人们对此各执一词,
并不断重新界定;革命时期的美国人建

立了“代表制政府暠,并辅之以选举、分
权、制衡等制度,让“民主暠的内涵得以扩

大,令“共和暠的形式发生变化,并在民主

政治“精英化暠和精英政治“民主化暠这一

双向转变中,完成了“现代民主暠的构建。
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与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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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学兼职教授满运龙博士提交的《托
马斯·杰斐逊及其民主思想在中国》一
文,梳理了杰斐逊及其民主思想在中国

的介绍、研究和传播,描述了其自由思想

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介绍了中国学者近

几十年来在杰斐逊研究上的概况与成

果,尤其是阐述和高度评价了刘祚昌先

生在这方面的努力与贡献。
评论人迈克尔·朱克曼教授在评论

中对伍德教授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
他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地方主义和

反权威主义色彩,杰斐逊对民众的态度

并非是“绝对信任暠,他所高扬的人民实

为白人男性。伍德教授对此做了回应和

反驳。他强调,杰斐逊信奉“人人平等暠
不意味当时美国社会已实现了“人人平

等暠,也不意味杰斐逊对民众不抱信任。
他反对今人以当前的观念来褒贬杰斐

逊,并批评朱克曼教授政治倾向过于强

烈,以致在评价杰斐逊时出现了时空错

置的观点。
(二)杰斐逊时代的共和主义

谈到民主就不能不涉及共和主义。
因为杰斐逊曾长期信奉共和主义,并于

晚年将“共和暠和“民主暠相等同,所以共

和主义之于杰斐逊时代意义非常,这在

当时的政党政治中尤为明显。斯坦福大

学杰克·雷科夫教授指出,美国的宪法

和政治唇齿相依,互为表里,政治现实和

政党斗争会影响宪法的架构与文辞,而
宪法的解释与修改也会牵涉政治决定和

政党利益。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让美国

的宪政不断面临挑战,促使美国的政治

日益民主化,进而推动美国“民主宪政主

义暠的发展。耶鲁大学琼安 · 弗里曼

(JoanneFreeman)教授认为,美国人在

建国后对于如何立足民意以构建共和政

府,如何了解民情、树立民望,并化解各

种危机,并没有多少经验,处在一个“学
习如何实行共和暠的过程中;进入18世

纪90年代后,政治家与民众频频接触,
以期能增进了解,完善共和国的管理。
在这一过程中,共和党人更善于倾听民

意,技高一筹,并最终在政治上击败联邦

党人。
要深入理解杰斐逊时代的政治斗

争,不仅须关注政体与政局的变化,还有

必要考察共和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福建

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指出,立国之初,建
国之父们笃信古典共和主义,认为人民

只有大公无私,克勤克俭,重农抑商,方
能避免堕落腐化。然而美国积弱的现

实,人民逐利的天性,使得发展商业、增
强国力变得刻不容缓。这让建国之父们

不得不接受工商业在美国的发展,美国

也由此开始了向资本主义和现代工商业

社会的转变。南开大学董瑜博士认为,
在建国初期,美国各州政府为发展经济,
积极设立特许商业公司,以期能繁荣社

会,促进公益。但是,这类公司的投资人

均为私人,这就使公司内在的自利倾向

和外在的公益职能产生矛盾。而且,在
政党政治的格局中,这类公司往往沦为

党派斗争、争取选民的工具。这就使美

国的共和主义在经济发展中陷入两难境

地。
奥努夫教授对上述发言做了评议,

认为四位学者的报告虽视角不同,但都

在探究早期美利坚共和国的构建与变

化。迪金森教授即席发言说,在古典共

和主义中,公民若为应对国家的内忧外

患而使个人财产和国家利益保全,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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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德暠和“公德暠则为一体,并不矛盾。
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针对弗里曼教授的

报告提问说,美国的精英自何时起意识

到美国的“共和试验暠已经取得了成功?
从何时起又从探索共和制转为输出共和

经验? 弗里曼教授回应说,这种变化是

一过程,不存在具体的时间点。伍德教

授指出,“公司暠确系研究早期美利坚共

和国及其政治的有效工具,由于早期“公
司暠都是政府授权私人以处理公共事务,
因而必与当时的政治联系密切。

(三)杰斐逊与早期美国的国族/国

家构建

在杰 斐 逊 时 代 的 国 族/国 家 构 建

(nation/statebuilding)中,黑人和奴隶

制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杰斐逊国际研

究中 心 的 克 里 斯 塔 · 迪 尔 克 夏 德

(ChristaDierksheide)博士根据杰斐逊

对奴隶制的态度,探讨杰斐逊时代奴隶

制与民主制之间的关系,指出杰斐逊时

代美国民主制的发展,不但未能消除南

方奴隶制,反而最终强化了南方奴隶制。
宾夕法尼亚大学迈克尔·朱克曼教授则

认为,杰斐逊对法国镇压海地黑人革命

的支持,使其获取西部土地、构建农业帝

国的梦想险遭破灭;而海地黑人成功抗

击法军,又促使法国以低价将路易斯安

那卖给美国,使美国成为名符其实的农

业帝国。
这种着眼现实而舍弃理想的外交风

格,可见于杰斐逊各个阶段的外交活动

中。爱丁堡大学的弗兰克·科里亚诺

(FrankCogliano)教授指出,杰斐逊在

外交上并非理想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

者;为了国家的实际利益,杰斐逊可以改

变其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杰斐逊外交

政策的最大束缚并非来自其外交理想,
而是美国脆弱的现实。

“主权暠问题在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

中具有的核心意义。爱丁堡大学的哈

里·迪金森教授认为,英国在“光荣革

命暠后所的建立“议会主权暠原则,与殖民

者基于自治传统所形成的“人民主权暠原
则相冲突,从而陷入理论困境:即英国自

由之存续有赖于英国议会权力的强大,
而北美自由之保证需得靠限制英国议会

的权力。这种困境最终使英美矛盾难以

调和,爆发战争。
厦门大学盛嘉教授讨论了杰斐逊在

中国革命中的影响。他指出,在20世纪

40年代,美国革命及杰斐逊的思想成为

毛泽东实施革命策略的工具,但并未对

其革命意识形态的内涵产生影响。
弗里曼教授在评论中言简意赅地指

出,四位学者所论的核心是,政治理想如

何与政治现实相协调。王希教授认为,
美国历史上“国族构建暠往往与“非国族

构建暠相伴随,并与“国家构建暠休戚与

共;他还指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尽

量做到设身处地,朱克曼教授对于杰斐

逊的看法,盛嘉教授对于毛泽东的评价,
似乎有求全责备之嫌。朱克曼教授对王

希教授的意见表示赞同,但他同时补充

说,杰斐逊作为革命领袖,较常人不同,
对他的评价不能囿于特定的时代和文化

背景;杰斐逊对当时许多问题的处理失

当,应承担责任。
(四)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新趋向

与会学者围绕“美国早期史研究的

趋向暠和“21世纪的美国史研究暠展开讨

论。
科里亚诺和弗里曼两位教授认为,

·451· 美国研究



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跨大西洋或全球

化的视野已为学界广泛采用;这种跨大

西洋乃至全球化的视野可以使研究者跳

出美国的范围,把美国早期史和美国革

命放到更广大的背景中去理解,获得更

多的启示。朱克曼教授则认为,在新的

学术潮流中,原先被忽视的个体和边缘

群体渐趋为美国史研究的重心。鲍曼女

士指出,边缘群体受到关注将有助于美

国人重新思考和界定自己的身份。雷科

夫教授强调,在跨大西洋视野中,人口和

资本的流动是早期史中的两个重要问

题。
与会者还就政治史、文化史、国族构

建、国家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朱克曼教授认为,随着研究内容的日益

多样,政治史已不再是青年学者关注的

重点。弗里曼教授则认为,政治史重要

与否首先取决于对“政治暠的界定,并回

应雷科夫教授认为文化史研究并不重要

的观点,强调政治和文化是紧密联系的,
文化史研究有助于打破许多研究界限。
关于美国的国族/国家构建,迪金森教授

认为,“国家暠有两种含义,一为地理意义

上的,一为政府层面的。他强调,就政府

层面来说,早期的美国政府规模较小,对
社会生活的影响有限,因而其国家构建

的程度亦很有限。朱克曼教授对国族构

建和国家构建做了区分,认为前者主要

基于非政治的方式,如人口流动;而后者

有赖于政治手段,如武力征服等。
王立新教授对当前美国早期史研究

中的趋向提出质疑。他认为,现代专业

史学的诞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现

代国族国家的出现桴鼓相应;但在当前

跨大西洋视野的影响下,美国早期史研

究势必出现去国族化的趋向,这与美国

的国族国家构建相背离。科里亚诺教授

认为这一质疑触及了当前美国史研究的

要害,尤其是如何将美国的殖民地史纳

入到美国整体的国族国家历史叙述中,
确实是一个难题。朱克曼教授则持不同

看法,认为美国史研究主要取决于学者

与读者的兴趣,而非固定的条条框框;在
全球史兴起、国族史式微的形势下,研究

者不应囿于国族国家的研究范畴,而应

广辟新径,展现历史的多姿多彩。
(五)21世纪的美国史研究

就未来美国史研究而言,政治史依

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王立新教授指

出,当前美国史研究呈现出一种趋势,即
新文化史消退,政治史复苏。伍德教授

呼吁学者们不要将政治史视为是“寿终

正寝之物暠,而是要运用新视角从中挖掘

新内容。迪金森教授对此深表赞同,认
为当前可用于政治史研究的视角非常丰

富,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元素。
奥努夫教授则进一步认为,社会史、文化

史、全球史所带来的研究视角更新,以及

信息技术所引发的研究手段革新,将大

大推动政治史和美国史的研究。
专业史学如何拓宽道路,如何面向

大众,也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伍德教

授指出,目前专业史学与公共史学日益

脱节,缺少像当年霍夫斯塔特、布尔斯廷

等前辈所写的那类雅俗共赏的史学作

品。对此,迪金森教授亦有同感,他认为

这其中的关键是研究者和公众的关注点

不同。伍德教授觉得这种局面还将持

续,一时难以改变。
此外,美国学者还就中国美国史学

未来应当如何发展提出了建议和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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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暋谢

诸多学者在2012年为本刊进行了匿名审稿。本刊编辑部谨对他们的支持

与帮助表示诚挚谢意,对他们严谨而认真的学风表示敬佩。他们是(按汉语拼音

字母排序):

樊吉社暋韩暋铁暋姬暋虹暋李剑鸣暋梁茂信

罗振兴暋倪暋峰暋牛暋军暋沈暋鹏暋盛暋宁

史静寰暋孙群朗暋孙暋哲暋陶文钊暋王暋欢

王缉思暋王荣军暋王暋希暋王孜弘暋熊志勇

徐彤武暋袁暋征暋张小明暋赵学功暋赵行姝

周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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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外国人侵权法令》诉讼中的管辖权 暋李庆明暋12栙…………………………………………

美国反托拉斯法协议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研究 暋刘进暋12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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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促进农业出口政策机制研究 暋张丽娟暋高颂暋12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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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正常化前夕的中美资产要求问题谈判 暋毛瑞鹏暋12栙…………………………………………

如何看待美国的软实力 暋孔祥永暋梅仁毅暋12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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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 暋冷雪梅暋12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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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底资源分配制度演变与美国海底政策的转向 暋王金强暋12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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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竞争、冲突与合作 暋蔡翠红暋12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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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社会·文化

17世纪塞勒姆审巫案起源初探 暋李文硕暋12栙………………………………………………………

美国非法移民的治理及其困境 暋陈积敏暋12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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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发展趋势及中美关系前景 暋王缉思暋12栛………………………………………………………

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变与中美关系 暋宫力暋12栛…………………………………………………

从美国走向霸权的过程看当前中美权力转移 暋黄仁伟暋12栛………………………………………

如何看待美国的战略调整 暋陶文钊暋12栛……………………………………………………………

美国的战略重点转移 暋夏立平暋12栛…………………………………………………………………

独特的中美关系需要独特的管理模式 暋徐辉暋12栛…………………………………………………

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形势和特点 暋刘学成暋12栛…………………………………………………

书评·文评

美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法院的角色 暋张庆熠暋任东来暋12栙…………………………………………

———读《美国宪政民主下的司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美国女性批评的西部拓展 暋金莉暋12栙………………………………………………………………

———评尼娜·贝姆的《美国西部女性作家:1833~1927》

奥巴马外交政策评说 暋赵天一暋12栚…………………………………………………………………

———读《塑造历史:贝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

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新作 暋叶凡美暋12栚………………………………………………………………

———读戈登·伍德的《自由的帝国:早期共和国历史(1789~1815)》

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亲历者说 暋卢宁暋12栛…………………………………………………………

———杰弗里·贝德《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评介

对当代美国政治文化冲突的思想诊断 暋贾敏12栛……………………………………………………

———读丹尼尔·罗杰斯的《断裂的年代》

·851· 美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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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唐耐心教授

一个好友眼中的南希 暋暡美暢葛来仪暋12栜……………………………………………………………

亦师、亦友、亦家人 暋何迪暋12栜………………………………………………………………………

———怀念唐耐心

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学者 暋暡美暢李侃如暋12栜…………………………………………………………

悼念唐耐心教授 暋牛军暋12栜…………………………………………………………………………

学术札记

学者与决策者的关系 暋理查德·范伯格暋12栚………………………………………………………

———来自白宫的看法

学术动态

“中美政府机构设置及其运行模式比较研究暠研讨会综述 暋徐峰暋12栙……………………………

“核安全与地区防扩散形势暠研讨会综述 暋李恒阳暋12栚……………………………………………

“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暠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美国学会、

暋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年会综述 暋余功德暋12栛………………………………………………………

“2012年美国大选后的中美战略关系走向暠学术研讨会综述 暋王欢暋12栜…………………………

中国美国经济学年会暨“当前美国经济走势与中美经贸关系暠研讨会综述 暋刘元玲暋12栜………

“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对外关系暠研讨会综述 暋陶非奇暋12栜…………………………………………

“杰斐逊时代的民主、共和与国家构建暠研讨会综述 暋邵声暋何芊暋12栜…………………………

其暋他

著述巡礼 暋12栙栚栛……………………………………………………………………………………

编后 暋12栙栚栛栜………………………………………………………………………………………

致谢 暋12栜………………………………………………………………………………………………

2012年《美国研究》总目录 暋12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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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暋暋后

美国总统大选刚刚落下帷幕,本刊以“2012年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暠为题,约请国内学者

撰文,对美国大选、新一届国会对华政策走向等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周琪和齐皓的文章分析了奥巴马连任的原因及其第二任期面临的挑战。文章指出,经济

和就业状况的好转、少数族裔的支持,以及中、低收入选民对他的好感,是奥巴马赢得大选的

主要原因。在第二任期,奥巴马仍将面临国内政治极化严重和两党在国会中难以妥协的局

面,很可能无法完成第一任期未竟的诸项国内议程。在外交议程方面,奥巴马推进“战略再平

衡暠时,不但会受到中东严峻局势的掣肘,而且须在强化传统盟国关系与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

之间进行平衡。
谢韬的文章从历史周期、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三个视角,分析了1968年和1992年两次

关键性选举对美国政治版图的影响。他认为,这两次大选引发了新一轮党派重组和区域重

组。1992年大选开启了民主党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2012年大选结果是1992年大选后形成

的党派重组和区域关系的延续。2016年之后的美国或许将迎来新一轮政党重组,届时共和

党可能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张业亮的文章讨论了2012年美国大选中中国议题的内容及特点。他指出,在人民币汇

率、贸易、知识产权和中国对美债权等问题上“敲打暠中国,以及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竞

争,是本次大选中中国议题的两大主题。它表明,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经济已成为中美战略

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
刁大明的文章探讨了国会选举与新一届国会的对华政策走向。他认为,本次国会选举是

一场两党回归基本盘的选举。选举结果表明,国会内两党的对峙将长期化。就对华政策而

言,新一届国会或将延续其扰乱中美关系稳步健康发展的“不和谐音暠角色:分立的府会可能

诱发对中国议题的炒作;相关的委员会及其领袖、非正式连线组织、涉华议员甚至“茶党暠议员

的调整与变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会涉华消极行动的可能。
在本期专论的其他文章中,何兴强的文章讨论了关于美国参议院“议事阻碍暠的争议、改

革及其影响。他指出,美国参议员近年频繁通过冗长发言或其他方式阻挠议事。这种“议事

阻碍暠既是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集中表现,也是促使政治极化更加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议
事阻碍暠的改革过程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进程中保障少数派权利及相互制衡与保障多数权益

及政府运作效率两股力量的博弈。
余功德的文章探讨了冷战时期美国对伊朗共产主义政党“图德党暠的遏制政策。他指出,

美国政府意识到对抗共产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战,因此采用“示范暠的独特援助形式,致力于

推广一种以“进步暠理念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以消除“图德党暠的共产主义理念在民众中的吸引

力,但这种政策最终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乔治敦大学历史系教授唐耐心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12月1

日去世。本刊通过采访和约稿,请曾与唐耐心教授共事的部分中美学者追忆与她的交往,以
表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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