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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mericanPublicPerceptionoftheRise
ofChina YuanZheng暋 (9)…………………………………………
Basedonverticalandhorizontalcomparisonsandanalysisofthere灢
sultsofvariouspublicopinionpollsbydifferentAmericanorganiza灢
tions,thisarticleexaminestheAmericanpublicperceptiononthe
riseofChinaandthefactorsinfluencingtheperception.Theresults
oftheseopinionpollsindicatethatthereisagrowingawarenessofthe
riseofChinainAmericansocietysincethebeginningofthe21stcen灢
tury.AlthoughthegeneralimpressionoftheAmericansonChina
doesn狆tchangemuch,Americanpeopleincreasinglyholdorapprove
theviewofsocalled “Chinathreat暠.Meanwhile,Americanpublic
viewdividesonhowtodealwithU.S.灢Chinarelations.Despitelong
existenceofthetoughstancetowardChinaintheUnitedStates,most
AmericansbelievethatitisessentialtomaintainstrongU.S.灢China
relationsandhopethatthetwocountriescanseekmorecooperations
inkeypolicyareas.BecauseAmericanviewsonChinaareformedby
interactionsofvariouscomplicatedfactors,Chinawillgothrougha
lengthyandcomprehensiveprocesstoenhanceitssoftpowerandim灢
proveitsimageinAmericansociety.

AnAnalysisoftheU.S.AllianceSystem WangWei暋(34)……………
TheUnitedStateshasestablishedabroadalliancesystem,under
whicheachallyplaysaroleandenjoysalliancebenefitinreturn.The
UnitedStatesispronetoobscuretreatyobligationandavoidover灢
commitment,butitseekstobalancecommitmentamongitsallies.
Suchalliancebehaviorhasasolidinstitutionalbasis.Withacompara灢
tiveanalysisofthecontentsofvariousallianceagreementsinvolving
theUnitedStates,thisarticletriestodefinethelimitsofU.S.secur灢
itycommitment.Itcontendsthatalliances,builtupindifferentstra灢
tegicneedsandwithdifferentlevelsofsocialidentification,assume
differentresponsibilitiesand,accordingly,carryoutdifferentU.S.
securitycommitments.TheU.S.alliances,forgedwithcommonin灢
terests,strongroleidentificationandthereforepowerfulinstitutional
linkage,canendurehardtimesandsurvivethechangingcircum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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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ces.Incontrast,alliancesbasedonmereinterestbutwithoutsol灢
idsocialidentificationcannotstrengthensubstantiveinstitutionallink
thatcanstandagainstchangesofpolitical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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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sisfundamentallydifferentandisaffectedbythedifferentfeatures
ofthekey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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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ly,globalclimategovernancehasincreasinglybecomeamain灢
streamdiscourseontheglobalagenda.Asoneoftheworld狆sbiggest
greenhousegas (GHG)emitter,theU.S.playsacriticalpartin
globalclimategovernance.Althoughconfrontingthe“climatefragili灢
ty暠inthedimensionsofecologicalenvironment,socialeconomy,and
nationalsecurity,theU.S.stilltakesarelativelynegativeattitude
towardclimategovernance,andrefusestojointhekeyinternational
climateregimes.ThecostofGHGreduction,domesticstructureand
GHGreductiondilemmaarethethreemajorelementsinshapingU.
S.climategovernancepolicy.Inthedecadesahead,theamountofits
GHGemissionswillbe maintainedatacomparativelyhighlevel.
Consequently,theU.S.willnotonlyhavetofacecriticismsfromthe
developingworld,butalsothepressurefromotherdevelopedcoun灢
tries(group)fortheircarbonreduction.Meanwhile,itsinactionin
climategovernancewillalsoputitselfundertheinternationalmoral
pressure.

Inequality,FullEmploymentandPoliticalLegitimacy:U.S.
DomesticChallengesfromaSocial
Perspective WeiNanzhi暋(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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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politicaltraditionhighlyvaluesequalopportunity.None灢
theless,neo灢liberalismandeconomicglobalizationjointlypromotethe
integrationofU.S.politicalandeconomicinterests.Suchintegration
notonlyweakensthecapacityofmasssocietytocopewiththehe灢
gemonyofmarketforce,butalsolimitsAmerica暞sstatecapacity,
andhenceposeschallengestothelegitimacyoftheU.S.Govern灢
ment.ThecurrentAmericancrisis,strictlyspeaking,isnotonlyan
economiccrisisofcapitalism,butalsoadomesticchallenge,caused
bythedynamicsoftwoprocessesthestatecapacity狆sbeingrestricted
bythecapitalpower,andthecapitalhegemony狆sbeingresistedby
socialpower.

OntheFormationandCharacteristicsofIndianDiaspora
intheUnitedStates TengHai灢qu (113)……………………………
IndianDiasporaisanewly灢risingethnicalgroupinAmerica.Thede灢
velopmentofthisgrouphasgonethroughalonganddifficulthistoric
processbeforeitsfinalformationandhasbeenmainlyconnectedwith
the“push暠and“pull暠factorsofIndiaandAmerica.However,itwas
thelong灢termslowdevelopmentofIndia,thesignificantmodification
ofAmerica狆simmigrationpolicies,andthestrongculturalidentifica灢
tionandimmigrants狆attachmenttotheirmotherlandthathelpedthe
Indiangroupobtainsomespecialcharacteristics,suchastheobvious
elitenatureofitsinternalcomposition,therapidgrowthofitsethni灢
calpopulation,theholisticethnicunityandtheperfectpreservation
andtransmissionofitstraditionalculture.Suchcharacteristicsnot
onlygreatly distinguishthegroupfrom other Americanethnical
groups,butalsolayasolidfoundationforitsfastdevelopmentinA灢
mericaanditssmoothassimilationintothemainstreamsociety,and
asaresult,directlyhelpitgetstrongerandmoreinflu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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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栙

袁暋征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本文对美国多家机构的民调结果进行了纵向和横向比较,

考察了美国民众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及其成因。多项民意调查的结果显

示,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了更多的认知。尽管美

国人对于中国的总体印象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

持有或认同“中国威胁论暠的看法。不过,在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上,美

国民众的观点明显出现了分化。尽管要求对华强硬的声音一直存在,但大

多数美国人认为强有力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并期望两国在关键的政策领

域进行更多的合作。美国人的“中国观暠是由多种复杂因素交互影响下逐步

积淀而成。中国要提高自己的“软实力暠,改善中国在美国社会的形象,也将

是一项漫长的综合工程。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民意调查 公众舆论 中国崛起

随着中美交往的不断深入,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也有所加深,并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两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当今美国人如何看待正在崛起的中国? 对于中国的印象如

何? 他们主张如何处理对华关系? 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依据美国相关机构近年来

的民调结果栚做出论述,进行纵向和横向对比,并试图解释其背后的原因。

栙

栚

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谬误则由作者负责。本文部分图示得到了王玮的帮

助,特致谢。
美国的民意调查相对而言比较规范,但受访民众同样会受到问题设计的语境、客观环境、个人情感、政治立

场等多种因素的交叉影响,而民调公司数据分析的侧重点也会有所差异,从而有可能产生偏狭的结论。为

了尽可能揭示客观事实,减少偏差,本文采用了多家著名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进行比对分析。



一暋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的国内

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尽管中美之间的差

距还相当明显,但这种差距正在日益缩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都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16年超

过美国。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已逐步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而多

项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感受到中国在逐渐崛起。

在2006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的一

项调查中,当被要求以10分制来给主要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进行打分时,受访民

众给中国的平均分是6.4,落后于美国(8.5)、英国(6.7)和日本(6.4)。栙而时隔两年

之后,在该委员会2008年7月的调查当中,尽管美国的影响力依旧高居榜首(9.5
分),但是中国的得分上升到了7.9,超过了欧盟(7.8分)、英国(7.8分)、日本(7.5
分)和俄罗斯(7.1分)。栚这表明,多数美国人已将中国视为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

最富影响力的国家。在被问及相关国家对美国的重要程度时,52%的受访者认为中

国“十分重要暠,仅次于英国(60%)和加拿大(53%)。栛2010年,该委员会的调查显

示,中国的影响力为7.5分,美国则为8.6分;而到了2020年,中国的影响力将上升

至7.8分,而美国则降到8分。栜2012年的民调显示,在美国民众眼中,当前中国的影

响力为7.4分,美国则为8.5分;而到了2022年,中国的影响力将上升至7.8分,美

国则降为8.1分。换句话说,在美国民众看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上升,美国影响

力的总体趋势则是下滑,10年以后中美的国际影响力大体旗鼓相当(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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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TheUnitedStatesandtheRiseofChinaandIndiaResultsofa
2006MultinationSurveyofPublicOpinion (Chicago:The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2006),p.
83,AppendixA.2006年的民意调查中还要求被采访者给相关国家“10年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暠打分,结
果美国得到了8.5的平均得分,名列第一,中国以6.8分位居第二,日本6.6分、英国6.4分、欧盟6.1分,
分列第三到第五位。

The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GlobalViews2008U.S.PublicTopLineReport,July,2008,p.
52,availableat: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UserFiles/File/POS_Topline%20Reports/POS%
202008/2008%20Public%20Opinion_US%20Topline.pdf.
The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AnxiousAmericansSeekaNewDirectioninUnitedStatesForeign
PolicyResultsofa2008SurveyofPublicOpinion (Chicago:The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

2009),p.23.
The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ConstrainedInternationalism:AdaptingtoNewRealities,Results
ofa2010NationalSurveyofAmericanPublicOpinion(Chicago:The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

2010),p.12.



图1暋美国公众对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影响力的认知

(注:10分为满分)

资料来源:The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ForeignPolicyintheNew Millennium,Resultsofthe
2012ChicagoCouncilSurveyofAmericanPublicOpinionandU.S.ForeignPolicy (Chicago:TheChicago
CouncilonGlobalAffairs,2012),p.10.2022年的数据取自于2012年的民调结果。

事实上,2010年的民调还显示,40%的受访者认为五年之内就有另外一个国家

变得和美国一样强大,还有2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将会被另外一个国家超越,而这

个国家实际上主要暗指的就是中国。当被问所列出的国家中哪些国家对美国十分重

要,则有54%的受访者认为是中国,比2008年增加了两个百分点,列第一位。栙高达

68%的美国人栚认为中国对于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暠而言非常重要,已经超越加拿

大和英国。与2008年相比,持有这一看法的人数比例大幅增长了17%。栛

中日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两个国家。近年来中国实力快速增长,国际影响力

日益提升,而日本经济多年来徘徊不前,政局不稳。中日之间形成的这种鲜明对比,

也对美国公众的认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相较于日本,中国

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不断提升。1998年,当首次被问及日本和中国哪个对美国更为重

要时,只有2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更为重要,而认为日本更重要的占到47%。2002
年,认为日本或中国重要的比例同为43%。此后,认为中国更为重要的受访者比例

一路走高。2012年的民调显示,高达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更为重要,而只有27%
的民众认为日本更为重要(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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栚

栛

ConstrainedInternationalism:AdaptingtoNewRealities,p.18.
这里指的是受访美国人的统计数据,以下同。

ConstrainedInternationalism:AdaptingtoNewRealities,pp.50~51.



图2暋“就当今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而言,日本还是中国对于美国更为重要?暠

资料来源:The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ForeignPolicyintheNewMillennium,Resultsofthe
2012ChicagoCouncilSurveyofAmericanPublicOpinionandU.S.ForeignPolicy (Chicago:TheChicago
CouncilonGlobalAffairs,2012),p.34.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得到了其他机构民调的印证。2011年2月

盖洛普公司(Gallup)的民调显示,超过70%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是

“生死攸关的重要暠(vitallyimportant),另有22%的受访者认为“重要,但不是生死攸

关的暠(important,notvital)。相较而言,中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高居榜首。与2007
年相比,认为中国的变化对于美国“生死攸关重要暠的上升了12个百分点(见表1)。

表1暋“您认为当前下列国家的变化对于美国而言的重要程度如何?暠

(生死攸关的重要性,%)

国家 2007年2月(%) 2011年2月(%) 百分比变化情况

中国 58 70 12

朝鲜 64 59 灢5

伊朗 65 57 灢8

以色列 55 54 灢1

伊拉克 70 52 灢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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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54 51 灢3

墨西哥 42 50 8

巴基斯坦 47 48 1

埃及 灢 45 灢

加拿大 36 39 3

俄国 40 36 灢4

印度 28 31 3

暋暋“灢暠表示2007年的民意调查并没有问及埃及。
资料来源:“ChinaTopsListofCountriesVitallyImportanttoU.S.;Egypt9th,暠GallupPoll,February

9,2011,availableat:http://www.gallup.com/poll/146039/China.

虽然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同样受到了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尤其是对外出口一度

遇到很大困难,但中国政府适时采取的多种举措依旧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栙

与中国经济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经济全面复苏之路还漫长,失业

率高居不下,民众的消费信心依旧低迷。栚在这种情况下,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更使

得美国民众在心理上形成了较大的落差。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美国还相差不小,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低,但不少美国民众在认知上有不小的误差,甚至认为中国已经

超越了美国。显然,美国人对于本国经济状况的担忧和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举

世瞩目的成就的关注,大幅提升了他们对中国的重要性的认知。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盖洛普公司近年来

的民调结果似乎说明了这一点。2000年,6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

国,只有10%的受访者认为是中国(见图1)。到了2008年,4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

是当今世界上第一经济强国,只有33%的美国人认为是美国,而10%的美国人认为

是日本。栛2012年2月,盖洛普的民调显示,5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

经济强国,33%的人认为是美国,另外分别有7%和3%的人认为是日本或欧盟(见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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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栛

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2%;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3%;2011年同比增长9.2%;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7.8%。
自2008年起,美国失业率逐步走高。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10月,失业率一度高达10%。
到2013年2月,失业率有所降低,但依旧保持在7.7%的高位。

LydiaSaad,“U.S.SurpassesChinainForecastforEconomicPowerhouse,EconomicConfidenceinUnited
StatesSurgesamongDemocrats,暠February16,2009,availableat:http://www.gallup.com/poll/114658/

Surpasses灢China灢Forecast灢Economic灢Powerhouse.aspx.



图3暋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或国家组织

资料来源:“AmericanStillViewChinaasWorld暞sLeadingEconomicPower,ExpectChinatoBeLeading
PowerintheFuture,暠GallupPoll,February10,2012.availableat:http://www.gallup.com/poll/152600/A灢
mericans灢View灢China灢World灢Leading灢Economic灢Power.aspx.

如果纵向来看,认为中国是当今第一经济强国的受访者人数比例大幅上升,而认

为美国是当今第一经济强国的比例则明显下滑。从2000年1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

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到2011年和2012年分别有52%和53%的美国人持有这

种看法,也从一个层面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美国人心

灵上的震撼。当然,美国经济陷入低谷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形成的鲜明对比,也潜移

默化地强化了普通美国人的看法。

2000年,55%的美国人对于美国在未来20年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感

到有信心,只有少数人认为中国、日本和欧盟将会超越美国。然而,自2008年以来,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预测中国将会在未来20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2000年,只

有1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会在未来20年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

2008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数比例上升至44%,2011年和2012年更是分别上升到

47%和46%。这些民调数据充分表明了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的势头给美国人带

来的心理上的冲击力不容低估(见图4)。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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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耐人寻味的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只有41%的老人

群体认为中国是头号经济强国。而50岁以下的美国人则明显倾向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
同样,对于未来20年谁将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问题的民调结果,也显示了年龄越大,就有更多的受访者

倾向认为20年后美国依旧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与此相对应,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更多地倾向于认为中

国将是20年后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图4暋未来20年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资料来源:GallupPoll,availableat:http://www.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6年和2008年的民调显示,那些认为中国经济有一

天将增长至与美国一样规模的人数比例较此前有了大幅的增长。2008年,3/4的美

国人(76%)持有这种观点,较2006年60%的人数比例有了明显的上升。超过2/3
的美国人不认为50年后美国继续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而另外一个国家(大概是中

国)将和美国一样强大,或者超过美国。栙2010年和2012年,分别有75%和76%的受

访者认为中国经济有一天将会增长至与美国一样的规模。栚

皮尤人物与新闻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forthePeople&thePress,以

下简称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2008年2月的民调中,41%的普通民众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到了

2009年11月,这一人数比例下降到了27%。与此同时,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

济强国的比例则从30%上升至44%。栛皮尤中心和史密森杂志(SmithsonianMaga灢
zine)2010年4月21日至26日联合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大约46%的美国人认为

中国肯定或很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超级强国;而49%的人则持相反的观

点。不过,多数美国人(53%)表示美国在2050年时的国际地位不如现在重要,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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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xiousAmericansSeekaNewDirectioninUnitedStates,p.23.
The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ConstrainedInternationalism:AdaptingtoNewRealities,p.30;

ForeignPolicyintheNew Millennium,p.35.
“U.S.SeenasLessImportant,ChinaasMorePowerful,暠December3,2009,availableat:http://people灢
press.org/report/569/americas灢place灢in灢the灢world.



40%的受访者表示那时美国的地位会更加重要。栙2011年3月18日至5月15日,皮

尤研究中心的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PewGlobalAttitudesProject)在全球23个国

家进行了民意调查。和2009年的类似调查相比,认为中国将要或已经取代美国成为

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人数平均比例,从2009年的40%上升至2011年的47%;与此

相对应,认为中国将不能取代美国的受访者的比例从2009年的44%下降至2011年

的36%。这其中,认为中国将最终超越或已经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超级大国

的美国受访者比例从2009年的33%上升至2011年的46%,增加了13%。栚

而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和舆论研究公司(OpinionResearchCorporation)

2010年11月的民调显示,46%的人认为中国“现在已是一个超级大国暠,43%的人认

为中国“有一天会成为超级大国暠,只有8%的人认为中国“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超级

大国暠。栛如果和1997年的民调对比,美国受访者中无论是认为中国已是超级大国还

是认为中国即将成为超级大国的比例,都有了大幅提升。

2010年2月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联合进行

的民调同样印证了这一看法。这份2月2日至8日在全美范围内对1004名成年人

进行的调查显示,就世界事务中的主导角色而言,38%的受访者认为21世纪将更可

能是“美国世纪暠(AmericanCentury),而43%的人认为21世纪更可能是“中国世

纪暠。就世界经济中的主导角色而言,40%的受访者认为将可能是“美国世纪暠,41%
的受访者则认为将更可能是“中国世纪暠。栜这些数据表明,在美国经济陷入低谷、复

苏遥遥无期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

美国民众的高度认知,同时对他们的心理也构成了冲击。

二暋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总体印象

回顾自中美建交以来的民调数据,人们不难发现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总体印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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栜

PewResearchCenterforthePeople&thePress,“PublicSeesaFutureFullofPromiseandPerilLifein
2050:AmazingScience,FamiliarThreats,暠overview,surveyreport,June22,2010,availableat:http://

people灢press.org/reports/pdf/625.pdf.
PewResearchCenter,“ChinaSeeOvertakingU.S.asGlobalSuperpower,暠Overview,23灢NationPew
GlobalAttitudesSurvey,July13,2011,seealsoAndrewKohut,“TheWorldSaysChinaWillOvertakeA灢
merica,暠TheWallStreetJournal,July14,2011.
CNN/OpinionResearchCorporationPoll,Nov.11~14,2010,availableat:http://i2.cdn.turner.com/

cnn/2010/images/11/17/rel16f.pdf.1997年10月的同一民调显示,2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已是一个超

级大国暠,而49%的人认为中国“将可望成为超级大国暠,22%的人认为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暠。

ABCNews/WashingtonPostPoll,Feb.4~8,2010,availableat:http://www.pollingreport.com/china.
htm.



是比较平稳的。自中美建交以来,盖洛普公司多次进行类似的民意调查,美国人对于

中国的总体印象除了中美建交、布什总统1989年访华时对中国抱有的好感度大幅提

升外,普通美国人对华持有负面印象的人数比例大致在35%至45%之间徘徊。

如果将上述数据做成坐标图像,就更为直观(见图5):

图5暋 自1979年9月以来美国人对于中国印象的变化走势 栙

资料来源:盖洛普民调数据,availableat:http://www.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2012年2月,盖洛普与《中国日报》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尽管美国人对于中美

关系的认知相对积极一些,但对于中国的印象却出现明显分歧。42%的美国成年人

表示对中国有好感,44%的人则表示对华没有好感。在舆论领袖中,49%的人表示对

中国有好感,但40%的人持相反的看法。栚

美国人在对华态度上的复杂心态也能从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的联合民

调中反映出来。2011年1月的两家联合民调显示,42%的民众对于中国有好感,而

49%的人表示没有好感(见表2)。这组民调表明,美国民众的对华态度会受到中美

两国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影响而出现一定程度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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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42%的受访民众对中国有好感,而对中

国 没 有 好 感 的 占 到 49%。 参 见: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灢srv/politics/polls/postpoll_

01172011.html。
“Americans,OpinionLeadersSeeU.S.灢ChinaTiesasFriendly,暠GallupandChinaDailyPoll,February
2012,availableat:http://www.gallup.com/poll/152618/Americans灢Opinion灢Leaders灢China灢Ties灢Friend灢
ly.aspx.



表2暋“总体来说,你对中国有好的印象还是坏的印象?暠

有好感 无好感 难以确定

1989年2月 69% 28% 3%

1989年4月 80% 17% 2%

1990年3月 39% 58% 3%

1998年6月 34% 52% 14%

2011年1月 42% 49% 9%

暋暋资料来源:ABCNews/WashingtonPostPoll.Jan.13~16,2011.N=1,053adultsnationwide,available
at:http://www.pollingreport.com/china.htm.

三暋中国:盟友还是敌人?

中美是当今世界上的两个大国:一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一个是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国际体系中的“守成大国暠,一个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暠。两

国国情有很大差异,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不尽相同,相互缺乏战略互信,但共同利益

的需要又使得双方不得不重视发展同对方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相互间的关系,的确

是摆在两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重大战略议题。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要致力于发展

同中国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暠。小布什刚刚上台时,一度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

手暠。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两国关系峰回路转,布什政府将中美关系的定位

逐步调整为“建设性合作关系暠,进而在2005年提出了“利益攸关方暠的界定。2009
年4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确定了“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和全面的中美关

系暠的新定位。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声明》,

一致决定“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

应对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暠。尽管如此,从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上来看,美国官方实

际上还是将美中关系界定为“非敌非友暠的关系,对中国合作与防范并存。栙

那么,在普通美国人的眼中,中国是美国的盟友还是敌人?

盖洛普公司自2001年2月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之初就美国的“最大敌人暠问题

进行民调,至2012年2月进行了数次。2001年小布什上台之初,他对华的不友好的

言论也传染给了美国的普通民众,14%的受访者认定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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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通常来说,美国对国家实力、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现实利益等因素做出综合评估后,将世界上的主要力量

按照亲疏程度划分为朋友、盟友、伙伴、竞争对手、潜在敌手和敌人六大类。依据这一划分,中国在美国全球

战略定位中的地位始终在“伙伴-竞争对手-潜在敌手暠三者之间来回摆动。而这种变换,则主要取决于美

国的战略需要、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全球战略格局的态势。



年9月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多个层面上进行了卓有成效

的磋商与合作,双边关系日渐平稳,因此认定中国为美国“头号敌人暠的美国人的比例

有所下降。但2008年后随着美国遭受次贷危机和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中

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这种反差使得一些美国民众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美国国

内“中国威胁论暠的渲染又有所抬头。

2008年盖洛普公司的民调显示,有1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

仅次于伊朗和伊拉克,列第三位。2011年,分别有25%、16%和16%的受访者认为

伊朗、中国和朝鲜是“当今美国最大的敌人暠。栙2012年,盖洛普的民调显示,分别有

32%、23%和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中国和朝鲜是“当今美国最大的敌人暠,中国名

列前三位之一。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敌人的受访者人数比例上升到自2001年以来

的最高位(见图6)。

图6暋对于美国“头号敌人暠认知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FrankNewport,“AmericansStillRateIranTopU.S.Enemy,ChinaIsSecondonthe‘Greatest
Enemy暞List,暠GallupPoll,February20,2012,availableat:http://www.gallup.com/poll/152786/Ameri灢
cans灢Rate灢Iran灢Top灢Enemy.aspx.

而2013年2月的最新民调结果从一个层面印证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视中国

的崛起为威胁。尽管分别有83%、83%和81%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发展核武器、朝鲜

发展核武器和国际恐怖主义在未来10年会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暠(vitalinter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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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JeffreyM.Jones,“AmericansContinuetoRateIranasGreatestU.S.Enemy,NorthKorea,ChinaTiefor
Second;MentionsofIraqDownSignificantly,暠GallupPoll,February18,2011,availableat:http://www.
gallup.com/poll/146165/Americans灢Continue灢Rate灢Iran灢Greatest灢Enemy.aspx.



ests)构成“严重威胁暠(criticalthreat),但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力量的增

强或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暠构成了“严重威胁暠,另有39%的

人认为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或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对美国构成了“重要但非严重的

威胁暠(importantbutnotcriticalthreat)。不仅如此,如果纵向来看,可以发现近年

来美国公众越来越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见图7)。应当说,中国的高速增长和国际

影响力的快速上升显然影响了美国民众的看法,他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的霸

权地位产生冲击。

图7暋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国际事务

资料来源:JeffreyM.Jones,“InU.S.,83%SayNorthKoreanNukesAreaCriticalThreat,暠GallupPoll,

February18,2013,availableat:http://www.gallup.com/poll/160541/say灢north灢korean灢nukes灢critical灢threat.
aspx.

2012年1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伊朗、中国和朝鲜被视为美国

的三大威胁。28%的受访者将伊朗视为美国最大的威胁,这一比例较前一年高出了

16%。主要是伊朗核问题的紧张引起了美国普通民众的关注。不过,中国被视为仅

次于伊朗的威胁。2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威胁,这一比例较2011年上

升了2%。栙

尽管美国人认为中国构成军事威胁的比例变化不大,但近年来认为中国对美国

构成经济威胁的人数比例明显上升。2008年7月,美国有线新闻网和舆论研究公司

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而49%的人则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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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PewResearchCenter,“PublicPriorities:DeficitRising,TerrorismSlipping,暠Released:January23,2012,

availableat:http://www.people灢press.org/2012/01/23/public灢priorities灢deficit灢rising灢terrorism灢slipping/?

src=prc灢headline.



样认为;另有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只有30%的人持否定意

见。栙而到了2010年11月,该民调显示,高达58%的人认为“中国的富足和经济力量

对美国而言更多地是一种威胁暠,而只有35%的受访者认为这对美国而言是一种“机

遇暠。栚

表3暋“下列哪种描述最接近你对当今中国的看法?暠

对手(adversary) 严重问题 不是问题 不确定/不回答

1997年9月 14 46 32 8

1999年3月 20 48 25 7

1999年6月 18 53 22 7

2000年3月 17 44 26 13

2001年5月 19 51 22 8

2002年2月 17 39 33 11

2004年7月 14 40 36 10

2005年10月 16 45 30 9

2008年9月 19 49 26 6

2009年11月 19 41 30 9

2011年1月 22 43 27 9

暋暋资料来源:ThePewResearchCenter,“StrengthenTieswithChina,ButGetToughonTrade,暠January
12,2011,availableat:http://people灢press.org/reports/pdf/692.pdf.

其他机构的民调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倾向。2011年1月,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

60%的受访者更为担心中国的经济力量,而27%的人表示更担心中国的军事力量,

另有7%的受访者对两者都担心。受访者中,22%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对手暠,43%
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暠,只有27%的人认为中国“不是问题暠(见表3)。栛

2011年3月18日至5月15日,皮尤研究中心的皮尤全球态度项目(PewGlobalAt灢
titudesProject)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79%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

量对美国而言是“坏事暠,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是“好事暠;37%的人认为中国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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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OpinionResearchCorporationPoll.July27~29,2008.N=1,041adultsnationwide.availablea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china.htm.
CNN/OpinionResearchCorporationPoll,Nov.11~14,2010,availableat:http://i2.cdn.turner.com/

cnn/2010/images/11/17/rel16f.pdf.1997年10月的该项民调显示,认为中国的富足和经济力量对于美国

而言分别有43%和45%的受访者认为是威胁或机遇。

2012年1月,皮尤中心对全美范围内748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伊朗、中国和朝鲜被认为是对美国构成最

大威胁的三个国家。分别有28%、22%和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中国和朝鲜是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

国家。



增强的经济实力对美国而言是“好事暠,而53%的人认为是“坏事暠。栙

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2011年初联合进行的民调同样显示,47%的受访

者表示中国是一个“友好国家暠,33%的人表示中国是“不友好的国家暠,还有11%的

人表示中国是敌人。与1998年“考克斯报告暠发布前后和2001年中美军机撞机事件

之后的民调相比,对华印象有所改善。不过,高达6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于美国

人的就业和经济安全而言是“一种威胁暠,只有29%的民众认为是“一种机遇暠。这表

明,在美国经济全面复苏之路漫漫、失业率高居不下的情况下,美国民众有一种焦虑

和危机感(见表4)。

表4暋“就与美国的总体关系来说,你认为中国是一个友好国家还是不友好的国

家? 如果不是友好的国家,你是否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还是说仅仅是不友好?暠

时间 友好 不友好 敌人
处于友好与

不友好之间
不能确定

2011年1月 47% 33% 11% 4% 5%

2001年4月 28% 37% 20% 8% 6%

1998年6月 39% 35% 12% 9% 5%

暋暋资料来源:ABCNews/WashingtonPostPoll,Jan.13~16,2011,N=1053adultsnationwide,availablea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china.htm.

根据2011年11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调结果,2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军事

力量对美国的安全是主要威胁(majorthreat),42%的人认为是“次要威胁暠(minor

threat),有26%的受访者认为不是威胁。不过,高达6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最近的

“经济扩张暠总体来讲“对美国经济是坏事暠,只有15%的受访者认为对美国经济有

益。栚

如同上述多项民调显示的那样,“中国威胁论暠在美国还颇有市场。中美之间在

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各自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差异,使得双方对于

外部世界的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力的不断增强,从

美国的精英阶层,到普通的民众,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危及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中国

威胁论暠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于美国社会,并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

四暋美国人看中美关系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不断深化,但也受到了诸如1995年李登辉访美、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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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wResearchCenter,“ChinaSeenOvertakingU.S.asGlobalSuperpower,暠PewGlobalAttitudesPro灢
ject,July13,2011,availableat:http://www.pewglobal.org/2011/07/13/chapter灢4灢views灢of灢china/.
CBSNewsPoll,Nov.6~10,2011,N=1182adultsnationwide.



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和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的冲击。自奥巴马上台以

来,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进,中美关系也是跌宕起伏,台湾、西藏、南海、朝核、

钓鱼岛争端和经贸摩擦等诸多问题困扰着双边关系,中美博弈的局面或隐或现。这

种态势也反映在了民意调查的结果上。2011年1月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只有16%
的民众认为中美关系改善了,22%的受访者认为中美关系“恶化暠了,另有55%的人

认为中美关系没有什么变化(见表5)。

表5暋对中美关系状态的印象

改善 维持原样 恶化 不确定/拒绝回答

% % % %

2011/1/5~9 16 55 22 7

2004/7/8~18 18 58 13 11

2002/2 16 61 14 9

2001/5 6 48 40 6

2000/3 13 55 19 13

1999/6 7 50 35 8

1999/3 13 60 19 8

1995/8 16 53 22 9

暋暋资料来源:皮尤中心调查数据,availableat:http://www.pollingreport.com/china.htm.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拓展,发展对华关系十分重要已经成为美

国民众的共识。皮尤中心的这项民调还显示,分别有58%和30%的受访者认为与中

国建立更为强有力的关系“十分重要暠或“有些重要暠(somewhatimportant),而认为

不重要的只占到9%。不过,还分别有53%和32%的受访者表示在经贸问题上对华

强硬“十分重要暠或“有些重要暠。栙

2012年2月14日,在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前夕,盖洛普公司与《中国

日报》联合发布的民调报告显示,多数美国人和舆论领袖视中国为友好的国家或美国

的盟友,大约1/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不友好的国家或敌人(见表6)。栚

表6暋“您如何界定中国同美国的关系? 你认为中国是……?暠

美国成年人(%) 美国舆论领袖(%)

一个盟友 13% 6%

友好的国家,但不是盟友 63%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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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中心2011年1月民调数据,参见http://www.pollingreport.com/china.htm。

2012年12月,盖洛普公司对2007名美国成年人和250名舆论领袖进行了民调。舆论领袖包括美国政府官

员、思想库领导人、媒体精英、商界管理层和大学教师。



不友好的国家 17% 19%

一个敌人 6% 4%

暋暋资料来源:“Americans,OpinionLeadersSeeU.S.灢ChinaTiesasFriendly,暠ChinaDailyandGallupPoll,

February14,2012,availableat:http://www.gallup.com/poll/152618/Americans灢Opinion灢Leaders灢China灢
Ties灢Friendly.aspx。

尽管美国公众与舆论领袖总体上对于中国有一种复杂的心态,但绝大多数人认

为强有力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71%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强有力的中美关系暠“有些

重要暠(somewhatimportant,27%)和“十分重要暠(veryimportant,44%)。而高达

85%的舆论领袖持有这种观点,其中57%的人认为“十分重要暠。超过60%的美国人

希望中美在关键问题上进行更多的合作(见表7)。

表7暋“请指出你是否希望中美在下列领域更多、大致相当或更少地进行合作?暠

(美国成年人/舆论领袖)

经济和能源合作 文化教育和科技合作 政治和外交合作

更多一些 67%/78% 64%/68% 63%/77%

大致相同 18%/13% 25%/23% 24%/17%

更少一些 14%/8% 11%/8% 12%/5%

暋暋资料来源:“Americans,OpinionLeadersSeeU.S.灢ChinaTiesasFriendly,暠ChinaDailyandGallupPoll,

February14,2012.

这项民调还显示,分别有51%的美国成年人和60%的舆论领袖表示,中国日益

增长的军力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一种威胁。不过,许多美国人和舆论领袖认识到两

国有许多共同利益和合作的机会,都表达了支持加强中美关系的主张。对于过去10
年里中美关系的发展,大约35%的成年人和43%的舆论领袖表示双边关系获得了改

善,但分别有28%和22%的受访者表示中美关系下滑了。另有大约1/3的人表示中

美关系不进不退,维持原有的状态。栙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表示强有力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但他们也认识到发展两国

关系面临的主要障碍。这其中,分别有76%的美国成年人和78%的舆论领袖表示,

两国间缺乏信任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见表8)。

表8暋美国人眼中发展强有力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

存在的问题 主要障碍 次要障碍 根本不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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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调查显示,分别有81%的美国成年人和88%的舆论领袖认为中美之间密切的关系对美国而言是好事,但与

此同时,分别有61%的美国成年人和63%的舆论领袖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对美国而言是

件坏事。参见CynthiaEnglish,“AmericanSeeBenefitsofCloseU.S.灢ChinaRelations,暠GallupandChina
DailyPoll,April17,2012,availableat:http://www.gallup.com/poll/153911/Americans灢Benefits灢Close灢
China灢Relations.aspx.



缺乏信任 76% 17% 5%

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 66% 22% 8%

不同的政治体制 59% 29% 8%

文化误解 48% 41% 9%

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46% 36% 11%

暋暋资料来源:CynthiaEnglish,“AmericanSeeBenefitsofCloseU.S.灢ChinaRelations,暠GallupandChina
DailyPoll,April17,2012.availableat:http://www.gallup.com/poll/153911/Americans灢Benefits灢Close灢Chi灢
na灢Relations.aspx。

中美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已成为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石。

1979年两国建交时贸易额只有25亿美元。据美方统计,2011年,美国对华出口

1038.7亿美元,从中国进口3993.3亿美元,贸易总额达到5032亿美元;2012年双边

贸易额则达到了5362.3亿美元以上,创历史新高。而据中方统计,2011年中美贸易

额达到4467亿美元;2012年双边贸易额为4846.8亿美元。栙目前中美互为对方的第

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根

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计12028亿

美元,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栚

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公众有着明确的认知。2012年2月,当被问

及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对华贸易关系时,高达5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关注,35%的人

表示关注,两者合计高达86%,而表示“不太关注暠和“一点也不关注暠的受访者只占

到14%。栛

然而,随着两国往来的增多,经济摩擦也有所上升。特别是在全球遭受金融危机

重创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经济景气状况出现明显分化,美国普通民众的担忧也在与

日俱增。

早在2008年7月,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就显示,67%的美国人表示中

国推行“不公平贸易暠,这一数字较2006年的民调结果大幅上升了9个百分点。中国

是美国六大贸易伙伴中唯一被视为“不公平贸易者暠的。栜该委员会2010年的民调再

次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推行“不正当贸易暠。在这些人当中,又有61%的人

认为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暠目标。与此相对应,

71%的受访者表示多少有些关注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做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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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和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统计数据。
蒋旭峰:《美国财政部:2012年底中国增持美国国债197亿美元》,新华社华盛顿2013年2月15日电。参

见http://www.gov.cn/jrzg/2013灢02/16/content_2332462.htm。

GallupPoll,availableat:http://www.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AnxiousAmericansSeekaNewDirectioninUnitedStates,p.24.



23%的人则表示“十分关注暠。56%的民众不主张美国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栙

2010年,只有8%的受访者对中国经济规模赶上美国持有正面的态度,而50%的民

众则认为好坏参半,但有38%的人认为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

(MostlyNegative)。栚2012年的民调结果再次表明,只有9%的受访者对于中国经济

规模赶上美国持有正面的态度,而49%的民众认为好坏参半,但认为主要是负面影

响的占到了40%。栛 与此相对应,认为中国对美国推行“不公平贸易暠政策的受访者

比例近年来有了明显上升(见表9)。

表9暋“总体来看,你认为下列国家(中国)是否对美国推行公平或不公平贸易政策?暠

暋暋暋暋贸易

时间暋暋暋暋

推行公平贸易

(%)

推行不公平贸易

(%)

不能确定/拒绝回答

(%)

2002 32 53 15

2004 36 51 13

2006 31 58 12

2008 26 67 7

2010 29 63 8

2012 29 67 4

暋暋资料来源:The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GlobalViews2012,U.S.PublicToplineReport,July
27,2012,p.38,availableat: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UserFiles/File/POS_Topline%20Reports/

CCS2012/2012Topline.pdf.

其他机构的民调似乎也印证了这一倾向。2009年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55%的

美国人认同中国在对美贸易中“使用不公平的方式占据了优势暠。栜2009年11月美

国有线电视网和舆论研究公司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高达6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

美国公司而言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暠,只有2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公司的巨大

潜力市场。栞2011年1月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力量

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而27%的民众认为是军事力量构成更大的威胁。尽管高达

58%的民众认为构建强有力的对华关系“十分重要暠,但53%的受访者也认为在经贸

问题上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十分重要暠(见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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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暋 “对华政策:在贸易问题上强硬,但也要加强中美关系暠

十分重要 有些重要 不太重要

构建强有力的对华关系 58% 30% 9%

在经贸问题上对华更加强硬 53% 32% 11%

进一步推进中国的人权 40% 32% 22%

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环境政策与实践 39% 33% 23%

暋暋资料来源:“StrengthenTieswithChina,ButGetToughonTrade,暠Pew ResearchCenter,Jan.5~9,
2011,available at: http://pewresearch.org/pubs/1855/china灢poll灢americans灢want灢closer灢ties灢but灢tougher灢
trade灢policy.

总而言之,在经济不佳、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

思潮抬头。而美国政客和媒体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使得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的贸易

政策持有负面印象。这也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的美国国内政治背景。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已逐渐成为亚洲地区富有影响力的国家。与此相对应,

中国被视为美国更为主要的经济和战略竞争者(competitor)。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

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了这一点。2008年的民调显示,高达70%的美国人担忧中国

会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这其中,25%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担忧暠,还有46%的人则

是“有些担忧暠。不少美国人还主张利用日本来平衡中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上升。

54%的美国人主张美日联手来限制中国的崛起。栙 为达到此目的,高达66%的受访

者认同如下观点:鉴于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和来自朝鲜的“威胁暠,日本应当更为

自由地使用其自身的军事力量。为了使得日本能够“更加有效地帮助美国处理地区

不稳定局势或者世界范围内的潜在冲突暠,57%的美国民众支持日本修宪。这一比例

甚至远远超出了日本人支持修宪的人数比例(23%)。栚到了2010年,为了应对中国

崛起的挑战,更多的美国人(58%)主张加强同亚洲盟友如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来

制衡中国,只有31%的受访者主张侧重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在“天安舰事件暠引发朝

鲜半岛局势紧张的大背景下,55%的受访者主张美韩应当联手限制中国的崛起,而只

有38%的人反对这样做。栛

不过,美国民众似乎并不支持积极推进限制中国崛起的努力。根据芝加哥全球

事务委员会2006年的民调显示,6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当采取友好合作与对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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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的政策来应对中国的崛起。栙2008年,64%的受访者主张采取这一对华政策,这一

比例和两年前相比几乎没有改变。栚201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8%的受访者表

示美国应当对华采取合作与接触的政策,而只有28%的人主张美国应当积极采取行

动来限制中国力量的增强,这一比例相较于2008年降低了5个百分点。栛2012年,

69%的受访民众主张美国应当对华采取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政策(见图8)。

图8暋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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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he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ForeignPolicyintheNew Millennium,Resultsofthe
2012ChicagoCouncilSurveyofAmericanPublicOpinionandU.S.ForeignPolicy,p.36.

五暋影响美国人看中国的主要因素

通过对于近年来美国多家民调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首先,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了更多的认知。越来越多

的美国民众意识到中国国际影响力在上升,意识到中国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在金融危机来袭、美国经济陷入低谷的大背景下,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甚至产生了错

觉,认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其次,随着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持有或认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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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论暠的看法。近年来的民调数据显示,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戒心和不信任度在上

升,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暠或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

成了威胁。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近年来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的人

数比例明显上升,主张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要更加强硬。

第三,在对华舆论上,美国公众并非“铁板一块暠。尽管都认知到中国的崛起,但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年长者和青年人的看法有着微妙的差异。2013年2月,盖洛

普公司发布的民调显示,多数共和党人(55%)和独立人士(57%)认为中国是当今世

界的头号经济强国,而只有44%的民主党人持有这种观点。自2000年以来,共和党

受访者中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人数比例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

69%下降至2013年的29%;而民主党人的自信心近年来有所增强,认为美国是当今

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受访者比例自2008年的26%上升至2013年的42%。栙相较于

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更担心中国力量的日益增强,对中国的崛起更多地持有负面的态

度。2012年芝加哥全球委员会的调查显示,51%的共和党人和53%的独立人士将中

国视为一个对手(rival),而54%的民主党人将中国视为伙伴(partner)。栚2013年2
月,盖洛普的调查同样显示,高达62%的共和党人认为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对“美国

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ctiticalthreats)暠,而只有49%的独立人士和48%的

民主党人持有这种看法;59%的共和党人认为中国军事力量是威胁,而51%的独立

人士和45%的民主党人持有这种观点。除了党派因素外,不同年龄段的美国民众的

对华认知也存有差异。5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接近2/3的民众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

头号经济强国,而65岁以上的受访者中只有39%的人持有这种看法。与此相对应,

65岁年龄段中有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栛同样,在中国军事

力量和经济力量是否是威胁的问题上,34岁以下的成年人认为中国对美国至关重要

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人数比例相对较低,而更多35岁以上的受访者持有这种看

法。栜

第四,美国对华公众舆论会出现波动和变化,甚至出现一种自相矛盾的复杂状

态。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意识到中国的崛起,表示不能信任中国,认为中国

是一个“竞争者暠,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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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上,美国民众明显出现了分化。不仅如此,美国公众和精英阶层

在对华关系上的看法和侧重点也有差异。栙尽管要求对华强硬的声音一直存在,但大

多数美国人认为强有力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并期望两国在关键的政策领域进行更

多的合作。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大多数民众表示美国应当对华推进一种

友好接触与合作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地去限制中国力量的增强。栚皮尤中心2011年3
月的调查显示,53%的美国人表示加强同中国的关系更为重要,而40%的受访者则

赞同在经济政策上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到了2012年10月,受到美国大选的影响,

49%的受访者强调要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而42%的人则表示加强对华关系更为重

要。栛

总体而言,美国民众的“中国观暠有着明显的偏狭性,对中国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

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在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同时,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度非常有

限,对于中国的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通常来讲,普通美国人更为关注那些直接涉及

自身利益的事务,诸如经济、就业、个人收入、社会保障、教育等问题,而对于国际事务

则关注度不够。这在和平时期尤其明显。即使在特定条件下,如国际上出现关系美

国安全的重大事件,普通美国人的关注会大幅提升,但这种时段也是短暂的。这种状

况也与美国人对于自身实力和本国政府的看法有关。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就是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虽也遭遇过挑战甚至是挫折,但美国本土并无战火燃起。长此

以往,多数美国人更多地关注内忧而非外患。不仅如此,许多美国人认为外交事务就

应当是由政府来处理的。在他们眼中,政府花了纳税人的钱,就理所应当地担当起保

卫美国国家安全的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不需要普通人来操心。相较于中国民众对于

世界事务的关注和认知,美国民众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和了解程度都是很不够的。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巨大挑战都缺乏一种全面而客观的认识。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

化的加速发展,特别是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加深,使得美国民众对于中国及对华

关系的关注明显提升,但是他们看待中国的一个重要视角是更多地从自身的日常生

活感受为基本出发点。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看待问题的视角发生偏移,侧重点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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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发生偏斜。而在特定的环境下,这种感性而非全面、理性的认知就会容易受到政

客或利益集团的诱导而产生非理性的看法。比如,一些美国民众会将美国制造业的

衰落和工作机会的丢失归结于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归结于所谓的中国“不公平

贸易手段暠。

其次,美国的政治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美国人的看法。在特定的社会里,人们看

待问题会有一定的模式和价值规范,在特定的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除了具有一

定的独立思想之外,人们还有基本的价值取向,乃至根深蒂固的成见。李普曼的描述

颇为经典,他写道:“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暠;

“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

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

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暠栙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特定的价值观念

和信仰成为凝聚美国社会至关重要的“粘合剂暠。作为美国社会中的一员,美国民众

生活在特定的环境,自小受到一些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氛围的影响。深深扎

根于美国社会之中的价值观念、信仰和美国人的自我认识时刻影响着美国普通大众

的价值判断。自由主义理念、“美国例外论暠的自我优越感和与此相对应的使命感使

得美国民众倾向于用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和民主程

度。而经过20世纪冷战所强化的反共理念及冷战后兴起的“民主和平论暠,更使得美

国人用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崛起。实际上,美国人对于中国有一种颇

为复杂甚至是矛盾的情感:一方面,长期以来美国人就一直在试图改造中国,而20世

纪上半叶中美曾互为盟友的经历更强化了美国人的对华特殊情感;另一方面,当代中

美两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都有很大差异,而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偏见

也不时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他们对于中国力量的日益增强抱有很大的戒心。

而根深蒂固的自我优越感更是使得美国民众难以用平和的心态来面对中国的崛起。

奥巴马“不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暠的誓言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美国民众的心愿,也

表明了美国内心深处的一种忧虑。栚可以说,美国国内上上下下要接受中国日益崛起

的现实还需要有一个心理适应过程。

第三,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与中美双边关系的状态密切相关,两国关

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情感判断。新中国建立后,中美在冷战的

大背景下相互对抗。在“谁丢失了中国暠的指责声中,大多数美国民众将新中国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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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敌人。到了1970年代,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实现和解,普通美国人对于中国

的看法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总体来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看法相

对比较平稳,并无根本的差别,但也时不时受到中美关系中一些事件的影响,出现一

定的波动。比如1989年的政治风波、1995年台海危机、1999年“考克斯报告暠出台和

中国使馆被炸及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都使得美国公众的对华看法出现了一定的波

动,而如前所述卡特政府宣布与中国建交、布什总统访华等则使得美国人对华的好感

度有大幅提高。不过,这种波动是暂时性的,难以持久。近年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

但双方摩擦不断。一方面是中国力量日益增强,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美国需要中国

的合作;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加强对华防范的举措,中美相互博弈和竞争

的势头也趋于明显。中美关系的状态会影响美国民众的对华认知,反过来又会影响

或牵制中美关系的发展,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第四,国际环境的变迁也影响到美国人看待中国的态度。1930、1940年代和

1970、1980年代是美国民众对中国印象最好的两个时期。而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

是,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分别为日本和苏联),并结成了某种形式的战略合

作关系。两国的战略合作客观上有利于美国民众形成积极的中国观。反之,当此战

略基础消逝的时候,往往也会影响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冷战结束后,一度失去

战略基础的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发展极不平稳。当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面临

新的非传统威胁。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美国在很多方面离不开中国的合作。

在美国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经济陷入低谷之时,中国的合作就显得更为重要。然而,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美国经济的低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心中的失落和

危机感更为明显,一些人甚至将心中的不满转移到对华关系上,认为中国采取了不正

当的贸易手段。这是近年来中美经贸摩擦不断的一个背景。应当说,面对中国的日

益崛起,美国民众的心境实际上颇为复杂。

第五,普通美国人对于中国的认知和看法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新闻媒体和精英舆

论的影响。如前所述,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度非常有限,信息来源和知识积累

常有缺陷,因此他们的注意力往往被媒体所设定的议题所左右,其看法也容易受到新

闻媒体的引导。当新闻媒体的报道是正面的时候,普通美国人的对华看法也多是积

极的。反之,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负面印象就会上升。西方媒体向来秉承“狗咬人不

是新闻,而人咬狗才是新闻暠的准则,更倾向于报道负面新闻。而意识形态的差异、自

我优越感和由此而产生的对华偏见使得美国媒体更多地报道中国的负面消息。冷战

之后,美国媒体的这种表现更为明显。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美国

公众对于中国消极的看法。尽管近年来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客观性较之前有所改

进,但远没有发生根本改观。所谓精英舆论,主要是指政客和有关专家的讲话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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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看法和论断也会引导普通民众对于国际事务的判断。意识形态的偏见、利益集

团的游说、党派之争的需要和个人政治收益的考量等诸多因素使得一些政客不断渲

染“中国威胁论暠,公开指责中国。相对于政客言论而言,美国的智囊机构及其相关专

家的看法要客观一些。不过,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美国国内舆论氛围不太可能有

明显的改善。

不过,美国人的中国观是由多种复杂因素交互影响而形成的,而非单一因素所成

就。同时,美国人的中国观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史积淀下来、逐步形成的。这

就意味着要让美国人对中国有一个客观而全面的认知,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鉴于

美国公众在对华舆论上并非“铁板一块暠,也会发生波动和变化,因此适时展开对美公

共外交、提升中国的形象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中国要提高自己的“软实力暠,改善中

国在美国社会的形象,也将是一项漫长的综合工程。

袁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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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盟体系的制度分析栙

王暋玮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本文探讨了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的限度。美国拥有一个

广泛的联盟体系,对待联盟义务,美国有模糊立场和规避责任的总体倾向,

但对于不同的盟友,其真实表现又存在极大差异,而这种行为上的差异具有

制度性的根源。本文认为,联盟是战略需要和社会认同的产物,联盟义务的

水平和可信度自然会因为盟友的重要性和认同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以共

同利益和身份认同为基础而具有牢固制度纽带的联盟,能够经受住强烈的

变革压力而保持它的总体结构,并不断自我调整以适应持续变化的国际形

势。反之,联盟若只是建立在利益关系基础之上,缺乏内在的社会认同,就

难以发展出有效的制度纽带,因此,在利益关系发生变化之后,联盟将很难

甚至无法适应新的形势。

关键词:美国外交 联盟体系 盟友 身份认同 制度安排

结盟是借助外力实现自身目标的重要手段,但这种政治联姻也会限制国家的行

为自主性,有时甚至会把它拖入到不必要的冲突当中。美国自立国以来共经历了14
次重大武装冲突,其中有九次就是因为盟友而卷入战争,相反,盟友从未因为美国

(forAmerica暞ssake)而卷入战争。栚 因此,美国决策者和理论家在不断反思,为什么

栙

栚

感谢黄平研究员、李少军研究员、袁征研究员在本文成稿过程中给予的指正,也感谢《美国研究》匿名审稿人

的中肯意见。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Matthew Motened.,BetweenWarandPeace:HowAmericaEndsItsWars(NewYork,London,Toran灢
to,andSydney:FreePress,2011),p.7.



美国屡次卷入盟友的战争,栙美国应如何维持盟友信任又不刺激潜在对手。栚不过,当

前研究多从权力政治角度考察美国的联盟行为,突出强调国际形势的变化对美国行

为选择的影响,却往往忽视了美国联盟体系所内含的制度纽带和社会关系。实际上,

影响美国的联盟行为的因素,除了以往研究所突出强调的权力结构,还有相对而言被

忽视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联系。本文通过对美国联盟条约的主要条款进行统计分析,

来探讨美国对不同盟友的安全承诺的限度,并简要讨论美国联盟体系在后冷战时期

的适应性。

一暋美国联盟体系的条约基础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对“联盟暠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界定认为,联盟

是指主权国家之间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按照这种观点,国家之间只要

相互承担安全义务,就构成了实质意义上的联盟,不论义务关系表现为何种形式。栛

与此相反,狭义界定以正式的法律文书作为衡量联盟的标准。例如,布雷特·阿什

利·利兹(BrettAshleyLeeds)认为,联盟是指国家之间为了应对军事威胁而签订协

议并据此展开军事合作。这里所说的协议,是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协议,包括官

方换文、国际公约、行政协定、经各方签署的共同声明等。按照这种狭义界定,持有相

似立场、相互协调行动只是构成了某种国际联合(alignment),而只有当这种联合协

调活动受到正式协议的约束时,方可称之为“联盟暠(alliance)。栜本文采用狭义界定对

美国的联盟体系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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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方面理论贡献突出的著述有:托马斯·谢林:《承诺的战略》(王永钦、薛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GlennH.Snyder,“Securi灢
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暠WorldPolitics,Vol.36,No.4(July1984),pp.461~495.
AlanNedSabrosky,“CommitmentsandConundrums:TheAmericanExperiencewithAlliances,暠Teach灢
ingPoliticalScience,Vol.15,No.1(Fall1987),pp.24~30;DanReiter,“Learning,Realism,andAlli灢
ances:TheWeightoftheShadowofthePast,暠WorldPolitics,Vol.46,No.4(July1994),pp.490~
526;ThomasJ.Christensen,“China,theU.S.灢JapanAlliance,andtheSecurityDilemmainEastAsia,暠

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4 (Spring1999),pp.49~80;JenniferM.LindandThomasJ.
Christensen,“Spirals,SecurityandStabilityin EastAsia,暠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4,No.4
(Spring2000),pp.190~200;EmmaChanlett灢AveryandBruceVaughn,EmergingTrendsintheSecurity
ArchitectureinAsia:BilateralandMultilateralTiesAmongtheUnitedStates,Japan,Australia,and
India,CRSreport,RL34312,January7,2008.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11~12页。

BrettAshleyLeeds,AllianceTreatyObligationsandProvisions(ATOP)Codebook,July12,2005,p.4,

availableat:http://atop.rice.edu/download/ATOPcdbk.pdf.



根据联盟条约及义务条款数据库 栙 (AllianceTreatyObligationsandProvi灢
sions,ATOP),美国自1812年起参加的具有盟约性质的条约有《鲁特高平协定》、《英

法日美太平洋条约》、《大西洋宪章》、《美葡密约》、《雅尔塔协定》、《查克佩特议定书》、

《西半球联防条约》、《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北大西洋公约》、《旧金山对日和约》、《美

菲共同防御条约》、《澳新美同盟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御条

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安卡拉条约》、栚《美巴共同防御条约》、《美土共同防御条

约》、《美国利比里亚合作条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

议》、《美西防务协议》、《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巴拿马运河条约》、《美以防务协议》、

《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共计26个。栛

利用该数据库对美国20世纪的联盟外交进行统计分析就会发现,美国参加缔结

的主要是“防御性联盟暠,它参与缔结“进攻性联盟暠只是极少有的例外(如图1所

示)。栜所谓“防御性联盟暠,就是指在盟友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受到侵犯时承担军事上

的协助义务。而所谓“进攻性联盟暠,则是指联盟义务超出了维护盟友主权与领土完

整的范畴。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结盟史,可以发现,美国在这半个多

世纪中并未向盟友承担过进攻性的联盟义务(offencecommitment)。栞

进一步来讲,美国参加且至今仍有效力的有十项联盟条约,这些条约的核心条款

统计如下表所示。在这些联盟条约中,无论协议本身是否需要经过宪法批准程序,美

国都毫无例外地设置了附加条款。附加条款的作用,就在于缩小美国承担国际义务

的范围。由此可以看出,对待所有的盟友,美国都有减少承诺的倾向。只不过,对待

不同的盟友,这种倾向又会有细微的差别。例如1952至1954年间,美国分别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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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ttAshleyLeedset.al,“AllianceTreatyObligationsandProvisions,1815~1944,暠InternationalInter灢
actions:28,2002,pp.237~260.
《土耳其1975年7月25日宣布联合防御协议失效》,参见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2000)》,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0页,但在美国国务院2010年公布的《国际条约集》中,该协议仍名列其中,参
见:UnitedStatesDepartmentofState,TreatiesinForce:AListofTreatiesandOtherInternationalA灢
greementsoftheUnitedStatesinForceonJanuary1,2010。
当然,这里有需要商榷的地方,比如美苏之间有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该条约具有联盟

性质。再如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也谈不上是同盟组织。此外,如果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被视为安全条

约的话,那么,联合国宪章当仁不让也当名列其中。这就是说,联盟条约及义务条款数据库存在纳伪、去真

两类错误。尽管如此,该数据库仍不失为重要的研究工具。
这实际上反映出美国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围绕战争权的权力斗争。就战争权而言,国会依据宪法有权发动

进攻性(offensive)战争,总统则有权进行防御性(defensive)战争。但是,总统可以轻易地扩大这项权力,使
一场“防御性战争暠具有进攻性(conductdefensesoaggressively)。同理,缔结防御性联盟只是行政部门绕

开立法部门的政治策略,这绝不意味着此类联盟仅限 于 防 御 而 不 具 有 别 的 功 能,可 参 阅:ArthurM.
Schlesinger,Jr.,TheImperialPresidency (NewYork:MarinerBooks,2004),p.36。

BrettAshleyLeeds,AllianceTreatyObligationsandProvisions(ATOP)Codebook,July12,2005,p.9,

availableat:http://atop.rice.edu/download/ATOPcdbk.pdf.



本、韩国和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同日本、美国同韩国的共同防御条约

分别包含一项附加条款;而美国与台湾当局的条约则包含了三项附加条款。栙

图1暋1921~2002年间美国承担的安全义务

暋暋数据来源:联盟条约及义务条款数据库,availableat:http://atop.rice.edu/download/data/ATOP3_

0csv.zip.

除《北大西洋公约》外,所有其他条约还包含了免责条款(renounce),即在条约中

言明缔约国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放弃履行条约义务。栚 《北大西洋公约》不包含此类条

款,让欧洲盟友相信美国的承诺是可以信赖的。反之,其他包含了此类条款的盟约,

则不免会让盟友担心。栛另外,《北大西洋公约》还包含了其他盟约所缺的忠诚条款

(loyalty),即缔约方不得参加有悖于该公约宗旨的其他条约。《北大西洋公约》具有

特有的忠诚条款而没有免责条款,这就使它区别于美国缔结的其他联盟条约。在机

制设计上,美国为自身承担条约义务多上了两把锁,使其欧洲盟友相信美国不会放弃

履约,因此也不必寻求其他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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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类安全条约有多少附加条款及其对条约义务的影响,可进一步参阅:DavidP.Auerswald,“Senate
ReservationtoSecurityTreaties,暠ForeignPolicyAnalysis,Vol.2,No.1(January2006),pp.83~100。
美国国内一贯反对过度承担国际义务,对束缚美国行动自由的条款更是极度排斥,这种倾向在安全领域更

加明显。换言之,若是没有这些条款,美国未必会签署协议;即使签署协议,也未必得到美国立法部门的支

持。因此,一项安全条约若想得到必要的立法支持,必须将美国的承诺降低到一定限度,诸如免责条款、附
加条款等法律漏洞(loophole)就能起到这种作用。对于这种现象,罗森多尔夫和米尔纳指出,“灵活条款暠,
即在不废止协议的情况下中止履行义务的条款,能够有效地增进合作。按照这种观点,如果条约做出正式

规定使成员国得以暂时不承担义务(temporarilyescape),那么,长远观之,它们将有更强的合作意愿,参阅:

B.PeterRosendorffandHelenMilner,“TheOptimalDesignofInternationalTradeInstitutions:Uncer灢
taintyandEscape,暠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5,No.4(Fall2001),p.830。
卡特宣布废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就曾引起轩然大波,被斥为开了行政部门单方面废止条约的危险先例,
国会议员还以此举违反宪法为由发起了诉讼。“TheImperialPresidency:TaiwanSelloutSetsDangerous
Precedent,暠HumanEvents,Janurary6,1979.



美国参加且至今仍有效的联盟条约

安全条约名称

双
边
同
盟

战
时
同
盟

立
法
批
准

免
责
条
款

忠
诚
条
款

干
预
条
款

附
加
条
款

领
土
开
放

军
事
援
助

军
事
基
地

非
军
事
合
作

北大西洋公约 曫 曫 曫 曫 曫

西半球联防条约 曫 曫 曫 曫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 曫 曫 曫 曫 曫

美以防务协议 曫 曫 曫

安卡拉条约 曫 曫 曫 曫

美国利比里亚合作条约 曫 曫 曫 曫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曫 曫 曫 曫 曫

澳新美同盟条约 曫 曫 曫 曫

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曫 曫 曫 曫 曫 曫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曫 曫 曫 曫 曫 曫 曫

暋暋数据来源:联盟条约及义务条款数据库,availableat:http://atop.rice.edu/download/data/ATOP3_0csv.
zip。

注:“曫暠表示包含此条款或属于此情况,“空格暠为不包含或不属于。

与《北大西洋公约》大致同期的多边防御条约还有两项,一项为《西半球联防条

约》,另一项为《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这些地区性联合因为各国地理上相近,政治

文化联系紧密,且对构建国际合法性有所裨益,因此经常受到美国的青睐。例如,美

国在格林纳达、巴拿马、海地进行干涉行动时,就曾援引了《西半球联防条约》的“干预

条款暠,纠集部分美洲国家对上述三国进行军事入侵。栙 但是,这些地区性联合往往

缺少重要手段,也难以形成共识,最重要的是,地区小伙伴在多数时候只是不断进行

索取,而不能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有所贡献。因此,在拉美地区和亚太地区,美国并不

愿意做出太多的多边承诺,即便有所承诺,这些承诺也远低于它对欧洲盟友的承

诺。栚

就双边联盟而言,美国也是有所侧重,区别对待不同的盟国。在美日、美韩共同

防御条约中,条约载明两国会在特定情况下向美国开放领土,允许美国在两国领土上

发起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行动;允许美军使用本国军事基地,在战争时期还可以使用民

用设施,比如从民用机场起降战机。另外,日本还与美国有全面的非军事合作项目,

·83· 美国研究

栙

栚

理查德·N.哈斯:《新干涉主义》(殷雄、徐静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ChristopherHemmerandPeterJ.Katzenstein,“WhyIsThereNoNATOinAsia?CollectiveIdentity,Re灢
gionalism,andthe Originof Multilateralism,暠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6,No.3 (Summer
2002),p.583.



如人道主义救援、后勤物资供应等。栙反之,一些其他盟友与美国的双向合作则会少

一些,而且在盟友关系中它们更多地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对象,它们所能获得的美国承

诺是有限的,栚在关键时刻美国经常是口惠而实不至。

综上所述,美国在安全合作的机制设计上,力求缩小承担义务的范围、降低承担

义务的强度。在这种整体性的行为倾向之下,美国的政策又因为联盟对象的不同而

显示出不同的取向。当然,考察美国的联盟行为,不仅要看它在联盟条约中做出何种

承诺,还要看它建立了怎样的条约触发机制,更要看这些承诺针对的对象。一方面,

对象国具有不同的战略重要性;另一方面,美国与各国关系的远近亲疏各异。这样,

美国对盟友也就会有不同的期待,相应地,它愿意为盟友做出的承诺也不尽相同,最

终,美国兑现承诺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

二暋战略需要与安全承诺

美国承担的联盟义务既有广泛的多边义务,又有相对明确的双边义务,某些情况

下还有单方面承担的安全义务。围绕安全承诺的内涵及兑现承诺的方式,美国国内

有激烈的政策辩论。受孤立主义传统的影响,美国处理同盟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逐
步降低盟友对美国的依赖,让盟友在安全问题上逐步实现自保或自立。特别是从

1960、1970年代起美国实施战略收缩,开始要求盟国分担更多的联盟责任。冷战结

束后,参议院对克林顿政府明确设限,要求政府不得对欧洲国家做隐性的安全保证,

也不得从军事预算中挪用款项应对未知风险。栛孤立主义者坚信美国应当减少对联

盟的安全投入,但是没有明言盟友之间的差别,因此不能说明美国对不同盟友的承诺

限度。

国际主义观点则认为美国不应当回避属于它的责任,特别是“守卫自由世界暠、

“扩展民主地带暠的责任。更强硬的主张是,即使在财政压力之下,美国也应当牢记自

己的历史使命。按照这种观点,“只有改善国际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国防预算的

压力,而我们本身就承担着塑造国际环境的主要责任。主张让美国减少对国际体系

承诺的人,对这将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毫无预见。美国在一处克制退让,必将在另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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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丧失信任。暠栙总之,使命论者认为,在一个相互联系的联盟网络中,美国需要向每

一个盟友展示它的可靠性(credibility)。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道出盟友之间存在的

内在差异,因此也不能说明美国对盟友承诺的限度。

折中的观点认为美国应当承担适度责任,并让盟友意识到美国不会提供无条件

的安全保证 栚 (unconditionalcommitment)。同时,美国也不会在没有重要安全利

益的地区承担义务,特别是在预算紧缩的情况下,尤其不可能为此投入本就捉襟见肘

的经费和资源。栛而且,即便是拥有安全利益的不同地区,美国也会执行有差异的地

区政策,坚守对重点地区的投入。例如,冷战期间,美国严格限制对东南亚条约组织

(SEATO)的地面力量部署,其主要原因就是担心这样做会转移美国对欧洲地区的安

全投入。栜

上述三种观点相互碰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国联盟外交传统:美国对联盟的投

入总体有限,但投入的重点却十分突出。这反映了美国既希望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又

害怕承担国际责任的矛盾心态。观察美国对国际法的遵守情况可以发现,美国对它

的国际责任态度模糊,并且只在有利可图时才会兑现承诺栞(comply灢when灢expedi灢
ent)。不过,在安全领域,由于美国一旦爽约,就会在整个联盟体系中引发信任危机,

因此,尽管美国对一般国际法若即若离,但是在安全领域却信守对盟友的最低承诺。

美国承诺在盟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受侵犯时,会与之协商并辅以必要的军事措施。

为此,美国需要针对盟友面临的安全威胁做出延伸威慑。而由于盟友面临的威胁主

要来自地区层面,且不同盟友面对的威胁又潜伏在不同的地区,这就与美国所追求的

目标有所冲突。

一方面,美国盟友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局限在地区层面因而往往是确定的,如韩

国面对的生存威胁。美国盟友力图让美国向本地区实施更大的投入。然而,恰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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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谚语所说,“狗的愿望如果都要予以满足的话,天上不得下骨头雨啊!暠栙更何况它

的盟友是如此之多,向一个盟友许诺会导致其他盟友的艳羡,而后者要争取同等待遇

的话,美国要么予以满足从而疲于应对,要么不予满足从而损害自身形象。美国有自

身的行为准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让盟友牵着鼻子走。

另一方面,美国的安全威胁则来自全球层面,而且往往是不确定的,例如恐怖主

义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美国若是顺遂盟友之愿,则必然会受到地区事务的

羁绊,而不能集中应对困扰美国自身安全的全球威胁。正如戴维·卡莱欧(DavidP.

Calleo)所指出的,“过分扩张是每一个霸权国家最严重的恶习,美国的长远战略如欲

对此加以规避,就需要发展真诚的伙伴(关系)。一个能够为维护所在地区和平承担

起主要责任的强大的欧洲,可以解除美国的一个沉重负担,并将其所释放出来的资源

用于维护其他地区的秩序,特别是亚洲(的秩序)。暠栚

因此,为了避免“过度扩张暠,美国就要谨慎投入并让盟友分担责任,还需要周旋

于众盟友之间,均衡地做出安全投入。对美国来说,在不同地区实施“离岸平衡暠

(offshorebalancing)政策就成为一种追求总体均衡的联盟管理战略。栛 在不同地区,

美国依靠地区盟友防范现实的或潜在的地区对手,进而尽最大可能从中渔利。地区

盟友在消除不安全感和获得相对安全的同时,逐渐被美国编织进全球性的安全合作

网络,从而在无形之中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进一步而言,如果不同地区的盟友能

够合理分工,专注于本地区的安全事务进而实现自保,则美国可以超脱于地区事务而

具有全球机动性。通过有限的地区性投入,美国得以整合各个地区的政治军事力量,

从而获得整体性的、全球性的战略优势。

鉴于美国对整个联盟体系的投入是有限的,盟友之间也不单单是合作应对共同

威胁的简单关系。特别是,由于不同地区的盟友有着不同的安全诉求,加大对某一地

区的投入就有可能以减少对另一地区的投入为代价。面对有限的资源或者不相容的

目标,联盟之间会存在某种竞争关系甚至是冲突关系。栜出现这类盟友间竞争局面

时,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服从当时的战略需要。吉米·卡特和杰拉德·福特在

1976年10月总统大选辩论时的表述突出地展示了这一点:

吉米·卡特:中东政策重心的转变是令人不安的。上届民主党政府时期,以色列

获得美国销往中东地区武器的60%,而今60%的武器流入了阿拉伯国家,这还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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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伊朗的部分。如果扣掉伊朗所占份额的话,大概只有20%的武器进入了以色

列。这背弃了对以色列———我们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友(majorally)———的安全承

诺。这是屈服于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对美国的发难。这也是福特政府能源政策

不佳的明确信号。

福特总统:卡特州长显然没有意识到,自本人担任总统以来,美国向以色列出售

了价值40亿美元的武器系统。以色列建国27年来,我们提供了45%的经济和军事

援助。本届政府对以色列友邦 (goodally)做了出色的工作,我们也一直致力于维护

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

卡特州长可能没有意识到对伊朗军售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他不主张这么做。

但是,伊朗与苏联接壤,并有伊拉克这样的邻居。伊拉克政府中充斥着共产主义分

子,和苏联一道威胁着我们的盟友伊朗。我深信,对伊朗的军售不仅是在保障它自身

的安全,也是在武装我们的盟友,我们强有力的盟友。

我们同伊朗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杜鲁门时期,那时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伊

朗对我们自身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尽力予以帮助。伊朗是一个可靠的盟友

(goodally)。它没有参加1973年的石油禁运,并持续向我们提供石油。我相信,对

伊朗的军售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以色列、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利益。栙

当然,国际形势总是变幻莫测,美国的战略需要也总是在变化之中。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为了抗拒德国,美国和苏联结成了联盟。战后苏联拒绝从欧洲撤军,美国

开始惆怅这种不自在的联盟关系。为了抵消苏联的影响,美国和北约盟国积极支持

中国军事现代化,甚至还引起了亚洲盟友的恐慌。栚再如,卡特在担任州长时曾指责

福特背弃对以色列的承诺,而他在担任总统后援引宪法权利单方面废止了同台湾当

局的共同防御条约。类似情况时有发生。尼克松与肯尼迪辩论时曾主张不得对“进

犯台湾的行为暠采取绥靖政策,栛而他在指示谈判越南战争停火协议的基辛格时却

说:“要让阮文绍认识到,必要时采取些手段,哪怕是砍了他的头,让他认识到……美

国不会为了把‘北方不得向南方渗透暞写进协议而去轰炸北越,见鬼去吧,才不会

呢。暠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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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尽管美国的战略需要总体稳定,但毕竟总是在变化之中。如果单用战略利

益来解释美国的联盟行为,就不能有效解释美国行为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特别是它对

个别国家的特殊关照。显然,在战略利益和理性算计之外,还有别的因素影响着美国

的联盟行为。

三暋社会认同与安全承诺

在国际政治领域,行为体结盟的目的在于制衡现实的或潜在的外部威胁。国家

间进行安全合作,一定有其初始动因。合作的动因源自于当时情况下对所处安全环

境的感知。基于此,参与者相互承担义务,订立调整联盟关系的协议。但是,联盟关

系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不能发挥本身的协同效应,还会羁绊行为体的自由,甚至迫使

它们卷入不相关的冲突当中。所以,对待结盟对象,行为体总是慎而又慎,以防出现

不合本意的局面。

行为主义研究表明,“个体表现合作的倾向通常依赖于对他们交往的人的认同:

内部人优于外部人暠。栙内部人之所以被认为优于外部人,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之间的

相互认可度更高。如果联盟的对象为自己所认可,同时也认可自己,那么,双方对联

盟的忠诚度无疑是真实的、可靠的。否则,只要不是心悦诚服的选择,那么,不论是敷

衍了事,还是迫不得已,盟友的忠诚度都是令人起疑的,例如英国曾长期被欧洲伙伴

视为“特洛伊木马暠。关键在于,美国如何判断盟友是不是真正的自己人。

从美国国务院的表述栚中可以发现,美国对不同盟友的定位是存在差异的。就

欧洲主要盟友而言,英国被称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暠(oneoftheclosestallies),

法国被称为“积极、友好、亲密暠的伙伴(active,friendly,close),德国则被称为“美国

可信的盟友暠(reliableally)。就亚洲盟友而言,日美同盟被称为是美国亚洲利益的基

石(cornerstone),澳大利亚被认为是坚定有力的亲密伙伴(strongandclose),菲律宾

被称为是一个重要的非北约盟友(amajornon灢NATOally),韩国则是在安全上得到

美国的帮助和支持(help,support)。从这些外交关系定位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

对盟友有着不同的期许,在外交辞令的使用上也有微妙的平衡。对于“谁更值得信

赖暠的提问,美国国务院精心选择的上述辞藻,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

不过,不能过分依赖这些具有外交辞令性质的文本,还需要找出一种价值上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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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方法,来衡量美国同盟友关系的远近亲疏。在此基础上与美国国务院的陈述相

互印证,从而更好地界定美国盟友的谱系。笔者采用“相互认可度暠的概念体系,来衡

量美国同盟友关系的亲疏程度。从可操作性的角度考虑,笔者希望用全面的数据和

简约的模型来展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认可度。

图2暋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认可度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数据来源为盖洛普公司的调查数据。

下文将用两份来自于盖洛普公司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的散点分布过

程(scatter),来拟合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认可度。第一份数据是盖洛普公司2012
年2月公布的关于美国民众对各国的好感度(favorability)的调查数据。栙数据反映的

是美国民众对加拿大、英国等23个国家的认同感。第二份数据是盖洛普公司2012
年4月公布的关于各国对美国国际领导权认可度(approval)的调查数据。栚数据反映

的是全球范围内126个国家的民众对美国领导权的认可程度。两份数据能够产生

18个认知配对,也就是说,既有美国民众对一国的好感度数据,又有该国民众对美国

领导权的认可度数据。另外,盖洛普做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调查,但没有在中

国做过反向调查,笔者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四所联合调查栛的类似数据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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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这样就获得了一份包含19个样本点的数据集。基于此可以得到如图2所示

的散点分布图。

在右侧区域,英国、加拿大栙和澳大利亚与美国的相互认可度最高,无怪乎美国

国务院会将这些国家定位为最亲密的伙伴。日本、法国、德国、以色列与美国的相互

认可度紧随其后,被认为是亲密的伙伴和重要的盟友(keyally)。尽管美国民众对希

腊和印度有很高的认可度,但因为两国民众都不甚赞同美国的国际领导权,因此它们

和美国的相互认可度稍低。确实,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关系定位中,希腊被称为同穆

斯林关系等问题上的重要盟友(importantally),印度则被空泛地称为战略伙伴

(strategicpartner)。总之,在右侧区间,美国民众对这些国家的认可度较高,处在60
至100的高分区,但是它们对美国领导权的认可度有所差异。因此,即使同处盟友区

间,它们和美国的亲疏远近也是一目了然。

在中间区域,美国民众与中国、俄罗斯、埃及、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民众相互之

间并不太认可对方,但也并非完全互相排斥。在美国国务院的对外关系定位中,中国

是可以与之务实合作的伙伴(practicalcooperation),但是刻板的印象限制了中美关

系的高度。用乔治·凯南的话说,“我们对中国能有多大期望? 无论我们怎么做,他

们都不会热爱我们。他们也不会变得像我们。我们不能总是老生常谈……抛开那些

无用的说教吧。让他们一如所是,我们也只要相应对待就好暠。栚当然,这种刻板的认

识是相互的,正如阎学通所说,中美两国仅仅是“假朋友暠栛而已。反过来讲,俄罗斯

被认为是攸关美国安全的国家,因此需要以相互尊重和坦率沟通的方式培育双方之

间的合作关系。埃及被称为是维持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伙伴(keypartner)。墨

西哥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它与美国的关系则被描述为“重要但又复杂暠(im灢

portantandcomplex)。总之,中间地带国家和美国的相互认可度较低,达不到成就

铁血盟友的地步,但是这些国家仍然可以成为美国联合的对象,双方可以从事某些事

务的合作,抑或建立某种准盟友关系。栜

对于散点图的左侧的这些国家,美国民众的认可度都很低。这一区间的国家恰

恰就是美国想要解决的国际政治问题,其中,利比亚、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发生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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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更替。对于最左下方的伊朗,美国民众的认可度只有10分,而伊朗对美国国际领

导权的认可度也只有9分。当今时代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屈指可数,更何况

美国是因为使馆被占事件而中断了同伊朗的外交关系。近年来,美国对伊朗采取了

步步紧逼的“煮青蛙暠策略。国内外分析人员在预测“下一个是谁暠时,“邪恶轴心暠之

一的伊朗总是热门的候选国。总之,左侧区域的国家,不管它们是否认可美国的领导

权,美国民众对它们一概没有多少好感。正如“文明冲突论暠所宣称的那样,它们就是

问题的根源,而不是美国解决问题可以依赖的力量。

当然,身份认同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经历了关键时刻之后。目前人们所看到

的美英特殊关系,实际上也是经过不断洗礼进而长期积淀的结果。1950年代,美英

两国还经常各行其是,对联盟义务的认识也经常不一致。1954年,为了解救被困越

南奠边府的法国部队,艾森豪威尔拟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在征询盟国意见

时,美国未能说服英国,只好放弃军事计划。栙1959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法

国和以色列在既没有咨询(consult)、也没有知会(inform)美国的情况下,对西奈半岛

发起军事打击。对此,艾森豪威尔愤怒到了极点(outraged),迅速发表声明谴责了这

起军事行动,并动用美国的外交和经济手段迫使三国撤军。马岛战争期间,英国在美

国的帮助下,从阿根廷手中夺回岛屿控制权,双方关系才重又紧密起来。栚其结果就

是,在日后一切重要行动中,如对利比亚的空袭及伊拉克战争,英国坚定乃至孤身支

持(steadfastevenlonely)美国的行动,铸就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Blair)所说的

“为全球价值而战的全球联盟暠。栛

综上所述,即使美英是特殊关系,两国之间也并非没有波折。双方的联盟关系在

某些时期或者某些问题上若即若离,在对方需要时不予理会甚至还会有所抵触。但

是,经过调整和适应,双方成就了这种亲密无间的联盟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双方

可能不再主要关注“他对我的需要是不是甚于我对他的需要暠。一言以蔽之,战略算

计是行为体固有的思维习惯,能够超越这种思维模式的联盟伙伴,需要有超越利益关

系的共识基础,这就是不能用利益得失来衡量的、源自于伙伴之间内心深处的相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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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四暋联盟的适应性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面临的生存威胁和安全困境有所

减轻。据有关统计,冷战结束以来传统军事同盟的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在步入一个逐

渐消失的时代。军事结盟的情况越来越少,联盟终止(termination)的情况却越来越

多,而维持下来的联盟的性质和功能也在发生变化。栙美国的联盟体系作为一项重要

的冷战遗产,在剧烈变化的国际环境中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压力。但是,在长达半个世

纪中,联盟体系是美国大战略及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撑,因此也造就了根深蒂固的

“路径依赖暠。保持现有联盟体系的稳定,就具有了强烈的政策惯性,因而较少受到政

党政治和府会关系的影响。这样,美国致力于维持现有联盟体系稳定的目标,就与冷

战后“去联盟化暠的国际政治生态发生了冲突。

为了让联盟体系这一冷战遗产在后冷战时代继续发挥效力,美国不断尝试引导

联盟体系的变革,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在美国的整个联盟体系中,北约和

亚太同盟的变革与转型最引人注目。随着苏联解体和华约解散,北约将何去何从成

为大西洋两岸共同关注的问题。政界和学界对北约的实体规模、涵盖范围、历史使

命、行动能力提出了各种见解。美国坚信并且也力图让欧洲盟友确信,北约仍然是最

好的选择,栚而且未来的北约“越大越好暠。栛最终,北约战略关注点从西欧和北美地区

的防卫事务,转变为广泛的集体安全、危机管理、冲突应对和组织扩大。栜总的来说,

北约承担的使命越来越多,不仅仅局限在战略和安全领域,同时也承担起社会化栞

(socialization)新进入者的职能。

与此同时,美日、美澳等双边同盟的性质和职能也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美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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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由“单轮驱动暠转变为“双轮驱动暠,由“日美双边防御型暠转变为“地区安全主导型暠,

由“美前日后型暠转变为“美日一体型暠,简而言之,就是逐步成为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

郎所说的“世界中的日美同盟暠。栙美澳同盟由“威胁主导型暠转变为“危机主导型暠,由

“美国主导型暠转变为“责任分担型暠,重视推行美式价值观和自由民主理念,双边同盟

多边化的倾向初现端倪,同盟关系出现“内涵丰富、外延扩大暠的趋势。栚

从北约这一多边同盟的转型和美日等双边同盟的转型中,不难发现,美国的联盟

体系涵盖的议题不断增加,盟友承担地区责任(in灢area)的份额在不断扩大。不过,美

国并不满足于此,它还希望盟友能分担更多责任。特别是对于北约和美日同盟,美国

对它们承担“区外责任暠(out灢of灢area)的期待越来越高。然而,尽管日本一直积极配

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但是欧洲盟友则无意承担过多的区外责任,美欧关系甚至因

此出现了重大裂痕。可以说,美欧之间在联盟定位、未来走向、责任划分、相互认知这

些根本问题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执。正如罗伯特·卡根所言,“美欧的共同看法不

多,而且相互理解越来越少暠。栛在这里,有必要变换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那就是,

北约为什么能够容纳激烈的矛盾而依然保持活力? 如果不是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和

牢固的制度纽带,栜“回到未来暠栞(backtothefuture)或许就已经成为欧洲现实了,欧

洲的安定团结又岂能延续到现在? 单单靠利益维系在一起的联盟是脆弱的,而北约

不属于这种情况。

实际上,在美国的联盟史上,也不乏利益的联盟。1955年,伊朗加入《巴格达条

约》,正式与美国结成联盟。之后,为了弥补欧洲殖民者留下来的权力真空,美国大肆

援助伊朗巴列维政府,允许伊朗“无限制地向美国购买任何常规武器暠,使伊朗成为除

以色列以外的又一个区域性强国。但是,美国“依靠仆从国来维护海外利益的政策暠,

却潜伏着深刻的危机。1979年革命后,伊朗成为波斯湾地区最激进的反美国家。栟翻

开历史记录,尼克松总统曾盛赞伊朗是“当今世界最自豪的国家之一暠。而今,美国却

成为最希望伊朗政权垮台的国家之一。事实表明,纯粹的利益联盟,用米尔斯海默的

话说就是“出于便利的婚姻暠。这种纯粹的利益联盟,在利益关系发生变化之后,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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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调整并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

反之,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允许并且能够自我调整、调适而存活的联盟,必然有着

可靠的身份认同和坚定的制度基础。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大西洋关系发生了显

著的变化,联盟关系会走向何方,也成为困扰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的核心问题。不可否

认,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对联盟的定位出现了偏差,从而在制度运行方面影响到联盟的

团结。对欧洲盟友来讲,复归于本地区(localization)并着力建设共同体才是其外交

政策的当务之急。而对美国来讲,欧洲盟友是最有力(mostcapable)的伙伴,在配合

美国的全球战略上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这种认知偏差和目标冲突的确影响跨大西

洋联盟的运行,但冲突的烈度始终能够被控制在联盟之下。

与此相类似的是,自诞生以来,美日同盟也一直面对着各种争执,但美日两国一

直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一直在承受的“强加体制暠(imposedregime)使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美国

和日本之间有密切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缓和了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紧张

关系。实际上,“自从1890年代它变成太平洋强国以后,在美国的外交、商务和战略

意识中,一直把日本放在亚洲的中心地位。只有在日本直接攻击美国后,中美联盟才

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暠栙前已述及,盖洛普的调查数据显示,日美之间的相互认可

度,甚至还高于法德等欧洲国家与美国的相互认可度。要全面理解“世界中的日美同

盟暠,就不能忽视这一基本情况。

简而言之,北约和日美同盟之所以成为美国联盟体系的重要支点,除了因为受到

战略利益的驱使之外,也因为它们之间有紧密的社会关联和牢固的制度纽带。这些

联盟缔结后,美国与盟友的争执就如影随形,但联盟本身却历久弥新,始终保持着活

力。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北约和日美同盟保持了原来的

总体结构,而它们所涵盖的议题却越来越多,北约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它们所承

担的义务的份额也越来越高。如果只用安全利益来解释这些变化,显然只会得到片

面的结论,无法给出全面的解释。从身份认同和制度安排的角度予以补充解释,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丰富我们对联盟的认识。

总之,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领域出现了“去联盟化暠的政治生态。然而,就是在

这种情况下,美国联盟体系中的北约、日美同盟都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在这个

过程中,美国与盟友之间始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执,如果不是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

和坚实的制度基础,联盟演变的结果可能不会是现在这样,或者至少会多一些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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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论证表明,在国际安全结构剧烈转型的情况下,美国与这些传统盟友因为有强

烈的认同和条约的背书,从而得以调整安全合作方式并不断地适应持续变化着的

形势。

结暋暋语

历史上,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并且避免与外国结盟。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且成为超级大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缔结了一系列同盟条

约,并且建立起遍布全球而又相互联系的联盟网络。在多边安排上,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是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主要平台,美洲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合作安排则是

重要的补充。在双边安排上,旧金山体系确立了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结构,美

日、美澳、美韩、美菲等双边联盟应运而生并延续至今。此外,美国还建立了一系列非

正式的安全合作关系,例如以非成员身份参加《巴格达条约》,以条约附件形式对老

挝、柬埔寨和南越承担义务。本文集中考察了美国联盟体系中的条约基础,对美国联

盟协议的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中揭示出美国对不同联盟承担义务的限度也是有

所差别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源进行了探讨。

大略来讲,美国的联盟体系是在处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问题过程中建立起

来的。在当时,冷战的加剧和“麦卡锡主义暠的盛行,造就了美国领导层的安全认知,

让他们认为美国的联盟体系是一副多米诺骨牌,它的存在依赖于每一个组成部分的

存在,而任何一处的退让都将导致全局的溃败。美国于是动用一切手段,不断强化其

联盟体系,不惜在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加大投入,对内宣示自己遏制共产主义的决

心,对外表明美国是值得信赖的盟友。但是,经过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介入地区事务

的意愿大大降低,无意介入难以取得决定性速胜的战争。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选择

性介入暠,成为美国处理地区事务的基本方略。

这样一来,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日渐演变成为存在内部竞争的合作关系。美

国对其联盟体系的期待是,为其全球战略优势提供支撑;而盟友则期待美国协助解决

更为具体的事务,这无疑会分散美国的力量,甚至让它在各处都难以确立或保持优

势。因此,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一种联盟困境,它投入过多则担心过度扩张,投

入过少又担心失去盟友的信任。最终,适度承诺与突出重点,就成了美国管理联盟体

系的总体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总体上倾向于回避责任,但一直恪守着最低

限度的安全承诺,这也正是盟友对美国满怀期待的原因之所在。

当然,美国重视认同感更高、战略重要性更强、制度联系更密切的盟友,并愿意为

此做出资源投入,反过来讲,这些联盟也因此得以在诸如冷战结束这样的剧烈变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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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下来。这充分表明,如果联盟只是建立在一时的利益需求之上,那么,在利益关

系发生变化之后,联盟关系也极有可能随之而瓦解。反之,如果联盟超越了单纯的利

益关系,有共同坚守的信念为支撑,那么它就能不断加以调整并适应变化的形势。

总之,美国的联盟体系在冷战期间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苏联的威胁使美国得以凝

聚联盟共识,并让联盟体系保持戒备状态。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大

大降低。尽管美国在战略层面上仍然为赢得大规模武装冲突而充分备战,但在操作

层面上它主要面对的是小型战争和非对称冲突的威胁。在非传统威胁尤其是恐怖主

义威胁日益影响美国本土安全的形势下,美国在强化反恐、防扩散领域的合作等方面

对盟友有了更多的期待。但是,由于凝聚联盟意志的全球性共同威胁已不复存在,美

国联盟体系的演变就成了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未来还需要做进一步探讨的

是,美国为应对既定威胁而建立的这个联盟体系,将如何继续维持下去并不断进行调

整,从而被用于应对不确定的威胁。

王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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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因素与中美关系的变迁栙

王伟光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变。这种演

变可以通过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变化来加以解释。所

谓结构性因素,包括各国以及中美之间的权力对比、双方在价值观和台湾问

题等方面的重大分歧与矛盾、中美之间的双边联系和多边领域中的联系,以

及中美双方的对外战略等。自1972年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动荡起伏的特

征,但在不同时期,中美关系的性质及其成因是不同的。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国际格局 权力转移 国际关系

国内外学者和公众对中美关系过山车式的起伏波动可能并不陌生。1990年代

就有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关系总是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即从战争———向相互

合作不断摆动,而很难处于持续的均衡状态暠。栚 也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一直处于

转型的过程中暠。栛 从紧张到缓和、从冲突到合作的有规律的动荡,充满了中美关系

的发展历程。自19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表现出合而不和、斗而不破的特

栙

栚

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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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似乎“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暠。栙 如何界定中美关系似乎也变得

越来越难,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敌对关系,到中美建交后逐渐形成的准同盟关系,再

到“一种脆弱的关系暠,再到世纪之交的“同床异梦暠和小布什政府所言的“复杂关系暠,

直至当下中美双方期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暠,中美关系一直处于不断的转型中。

那么,为什么中美关系会呈现出近乎规律的动荡和脆弱与韧性并存、冲突与合作并存

的特征呢? 其未来将会怎样发展?

有关中美关系的绝大部分阐释都涉及到对中美双方在国家利益上的一致与矛盾

的分析。这种阐释是合理的,但简单地以国家利益的异同一言蔽之是不够的。中美

之间有哪些共同的利益? 在哪些利益上存在着矛盾?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共同利益和

矛盾? 它们在不同的条件下或环境中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需要

进一步阐述。

也有学者从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和政治家的个人特征等方面,来解释和预测中

美关系的变化。美国的总统选举与更迭、国会选举、党派斗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更

是得到了许多的关注。栚 还有一些学者从更普遍的层次,如全球化、全球国际体系的

变迁等,来解释、预测中美关系的发展。栛 也有一些研究分析了中美两国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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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体等的互动、心理、认知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栙

在这些研究中,不同学派的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给出的解释和预测往往存在很大

的差异。栚 而最近十几年来,无论哪个流派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要分析中美关系中的

所谓霸权衰落与更迭、均势或权力转移等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包括:美国的霸权是

否正在或已经衰落,而中国是否已经赶上或必将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实力增长是否

会导致中国采取强硬立场或对外扩张的做法;美国是否将遏制中国的崛起或发动预

防性战争;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将导致中美走向冲突和战争,还是走向合作与和平。栛

大多数美国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确实在缩小,但美国在当下仍然占据优

势,而且中国未来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认为中国即将崩溃或美国即将被中

国取代的极端论者,至多认为这种情况将发生在不远的将来,而不是当下。至于中国

实力增强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这必然导致中美之间的冲突,中国将推翻美国的霸

权;栜有的则认为,即使中国的实力赶上了美国,美国或西方建立的现有国际秩序或

霸权仍可得到维持,中国可能会接受这种体系。栞 乐观的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崛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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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中美实现更好、更广泛的合作。栙 当然,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中国的崛起是对中

美关系的一个挑战。栚

领导者个人、国内政治或全球层面的因素对于中美关系当然很重要,但本文尝试

把分析的焦点从分析层次的两端向中间靠拢,通过对那些对中美关系有直接影响的

结构性因素进行分析,来解释中美关系的变迁。所谓结构性因素,即在中美关系中持

续稳定地存在并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中美两国无论哪个

政治家、政治势力都需要面对的中美关系的基本现实。而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

全球化等体系性变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是通过这些结构性因素体现出来的。

具体而言,本文考察的影响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1)国际以及中美

间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即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和斗争状况,包括中美之间的权力

对比和敌我或同盟状态;(2)中美间的双边联系,这些联系不仅包括两国在外交、政治

领域的联系,还包括双方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事务性或功能性领域的联系与互

动;(3)中美在多边外交领域中的联系,如两国在军备控制、气候变迁、地区安全、经济

与能源等领域的联系;(4)中美之间的重大现实分歧与矛盾,主要指长期存在的事关

双方重大国家利益或根本价值观的分歧与矛盾,如双方在台湾问题、意识形态与人权

问题上的矛盾;(5)中美双方的对外大战略,即两国对外的基本目标与战略。

一暋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

学术界对冷战开始和结束的准确时间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以1989年为界来划分

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就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截

然不同的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间的中美关系

在这段时期,中美两国处于严重的敌对、冲突和隔绝状态,分别属于不同的阵营。

美国对中国实行了全面封锁,双方之间发生过严重的直接军事冲突,如朝鲜战争。中

美两国的这种关系,首先是由当时的大国权力关系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之时,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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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开始,美苏对抗的冷战和两极格局已经形成。因此,当中国采取“一边倒暠战略,

选择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时,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其后的对抗就几乎是不

可避免的了。朝鲜战争在加强中苏同盟关系的同时,也使中国“与美国的敌对关系进

一步加深和固化。暠栙因此,中美之间的对抗与矛盾从属于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构成

了冷战的重要部分,并受到冷战形势变化的制约。在这个时期,中美的对外目标与战

略也有严重的冲突,表现为美方对共产主义势力的遏制和中国对民族解放运动、世界

革命的支持。

这种敌对关系使中美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联系几乎为零。在国际舞台上,中美

之间的互动也很少,主要局限于政治、军事上的冲突与对抗,比如在朝鲜、越南问题上

的对抗。更为重要并产生长远影响的是,这种敌对关系制造了中美在现实利益或具

体问题上的重大矛盾。在这段时期,中美之间的一些矛盾随着事态的发展得到解决

或消失,如双方在朝鲜半岛、越南等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逐步缓解,但有些矛盾却逐

渐固化,成为中美关系中持续存在的棘手的重大现实矛盾与分歧,如双方在台湾问

题、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分歧与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些矛盾越来越

受到中美双方都难以完全控制的第三方因素的影响。栚 比如,台湾自身的因素就对

中美关系及中美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方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些分歧与矛盾要么牵涉到双方的根本价值观与政治体制,要么牵涉到重大的

国家利益,而且,经过长时间的渗透与沉积,在双方的政治生活中都产生了广泛、持续

而重要的影响,不仅涉及到决策者,而且涉及到普通民众。栛 其中有些矛盾甚至被以

法律等形式确定下来,如台湾问题就是如此,“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反映的是一个历史

遗留的承诺,是意识形态的亲和,是国内政治,是对美国在亚洲安全利益的总体关注;

而中国的利益则涉及了持久和至关重要的安全忧虑和强烈的民族情感。暠栜这类重大

的现实矛盾与分歧成为中美任何政治家都难以回避的问题,也是难以一下子解决的

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变化具有持续而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说,大国的权力关系状况对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

以说,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中美)对抗关系完全是全球两极体系的结果。暠栞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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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素一旦形成后,就开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到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并

从盟友变成敌人,中美关系并没有随之立即发生转变,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敌对

状态。

(二)1972~1989年间的中美关系

当苏联对中国构成越来越明显、紧迫的威胁,而美国又因深陷越南战争和面对苏

联在全球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而处于越来越不利的位置时,中美终于超越双方之间

的矛盾走到了一起。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根本性转

变,两国开始联合对抗苏联的威胁。这构成了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此时

的中美关系是根据双方“共同反对什么暠来界定的。栙

因此,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国际层面和中美之间的现实权力关系状况,仍然是

中美关系的基础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个因素是中美处理双方关系时的首要考

量,在双方的政治议程中占据着决定性的优先地位。

中美间的重大现实分歧与矛盾,如台湾问题、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

仍然存在。虽然双方都做出一定的让步以达成部分的妥协,但是大多数分歧与矛盾

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只是在双方面临更重要、更紧迫的现实需要———对抗苏联威

胁的情况下,被暂时搁置或超越了。这些分歧与矛盾仍然存在,并不时引起摩擦和双

边关系的动荡,只不过由于中美都努力避免它们失控并进而危及双方在对抗苏联上

的战略合作,所以两国关系一直斗而不破。

因此,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在这段时期的合作与冲突的演变,仍然可以用冷战形

势的变化、中美权力关系的根本性扭转、中美在台湾和人权等问题上的现实矛盾与分

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技巧、结果来解释。不过,中美在双边与多边领域的联系、中

美对外战略与目标等因素,在这段时期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在这个

阶段,对中美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行为尚无决定性影响,但其作用却是在不断增大,并

对后来的中美关系具有长远影响。根据这些变化,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大体上可以

以1978年为界划分为两个分阶段。

在第一分阶段,中美间的联系仍然主要局限于政治与战略层面,而其他方面的联

系(如经贸关系)虽有很大突破,但仍然非常有限,对双方来说都不是需要特别考虑的

重要因素。在中美各自的对外目标和战略方面,美国的目标仍然是遏制苏联的威胁,

而中国虽然仍然反帝和支持世界革命,但反苏已成为其首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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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分阶段,在中国,邓小平掌握领导权并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这对中美关

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对外的目标与战略来说,虽然“反霸暠(主要是针对苏

联)仍然是考虑的重要问题,但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渐缓和,中国对苏联威胁的担心在

减少,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战

略的首要考量。这增加了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栙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中美两国除了在政治、外交等领域相互联系外,在

经济、社会、文教等领域的双边联系也迅速增加。在全球层面,虽然对抗苏联仍然是

中美主要关心的议题,但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渐重返国际舞台,加入各种

国际组织,中美在多边领域的联系也开始慢慢增加,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展。对美国

来说,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利益的考量虽仍然有限,但正在慢慢增加。中国的改革开放

还使美国幻想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与开放将带来中国在政治上的开放与转变,从而

最终成为与美国类似的开放、自由、民主的国家。如果说之前推动中美关系的唯一力

量是对抗苏联这个“外需暠,那么现在,中美在经济、外交、社会甚至军事等领域的双边

联系的增加则使中美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暠,进而使双方关系的发展多了“内

需暠这个推动力。同时,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和中美在多边舞台上的互

动的增加,则使“外需暠力量多元化。中美双边、多边联系的发展,为中美关系赋予了

新的内涵。虽然在这段时间,对中美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仍然是对抗苏联这个

“外需暠,但上述这些变化有深远的意义,将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

影响。

总的来说,1972~1989年的中美关系仍然建立在共同对苏的战略基础之上,但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美多边、双边联系的增加,进一步拓展了中美间的合作。在这

段时期,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主要源自双方之间的重大现实分歧与矛盾,但反苏这

个共同的战略目标有力地约束了这些分歧与矛盾对中美关系造成的破坏。

二暋冷战后的中美关系

1989年后,美国对中国宣布全面制裁,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历史低谷;苏联

解体与冷战和两极格局终结,更使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荡然无存。因此,表面上看,

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呈现出与1972至1989年间的中美关系相似的冲突与合作并

存、紧张与缓和交替的特征,但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中美关系波折起伏却又能保持

一定韧性的原因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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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性因素的变化

中美关系中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导致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转变,并影响着冷战后

中美关系的演变。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国权力关系发生变化。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存

在着像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巴西等一般性大国,国际格局由两极格局转变为“一

超多强暠的单极格局。冷战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缓和了

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与竞争。同时,美国的主导性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

大国间权力竞争的作用。因此,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出现了普遍缓和的迹象,至少在形

式上,大国之间建立了多种多样的伙伴关系。而随着传统安全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满足,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开始获得更多的关注。

就中美两国来说,在这段时期,虽然美国经历了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最久的

经济增长,但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更为惊人。中国被许多人视为一个正在崛起、未来

可能会挑战美国霸权的大国。中美两国的 GDP变化对比请见图1。

图1暋中美GDP变化与比较(单位:10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2011年9
月),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1/02/weodata/WEOSep2011all.xls,登录时间2012年1
月20日。中美的 GDP都采用该数据库中双方 NGDPD栏的数据,其中包括对未来几年的预测。

其次,随着苏联的消失,中美之间原有的战略合作基础不再存在,也不再有一种

明确的战略需要驱动双方关系的发展,经济、社会、安全等国内、外更加多元化的“需

求暠开始影响双方的关系。这些影响有的有利于双方的关系改善和合作,有的则加剧

了双方的分歧与矛盾。双方在外交、政治领域既有合作、协调,也出现了严重的摩擦

乃至对抗,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能源等其他领域的联系则总的来说延续了此前迅

速增长的势头,有实质性的发展。特别是双方的经贸联系出现了“政治经济‘二元论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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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即政治关系的动荡不定与经济关系的持续发展并存暠。栙 自两国恢复交往至

1989年这段时间,如果说中美在经贸、社会等领域的联系只是实现了从无到有,那么

冷战结束后,双方在这些领域的联系则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迅速增

加了,并对双方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图2反映了中美双边贸易和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额的变化;从中可以窥见两国在经贸领域交往的迅速增长。

图2暋中美间贸易额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变化

暋暋数据来源:中美对双方贸易的统计因计算方法差异而存在着较大不同,此处采用的是美方的数据。1978~
1984年的数据转引自俞承贤:《中美经济合作及其政治经济意义》,载《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4期,第106~
114页;1985年及之后数据,见美国统计局数据,http://www.census.gov/foreign灢trade/balance/c5700.html,
登录时间:2012年2月20日。关于中美双方贸易统计数据存在差异的原因,可参考双方共同发布的《中美货物

贸易统计差异研究报告》,http://www.mofcom.gov.cn/accessory/201003/1267753095106.pdf,登录时间:

2011年5月20日。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网站的统计数据: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

lntjsj/wstzsj/2010nzgwztj/t20120130_140686.htm,登录时间2012年2月20日。

第三,在多边领域,中美间的联系也迅速增加。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

入和实力的增强以及相应的国际影响力的增加。虽然双方合作抗苏的战略性政治互

动消失了,但中美在国际舞台上的互动则迅速增加,且互动的频率、规模、范围都有很

大的增加和扩展。在军备控制、联合国事务、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与国际经贸、全球

问题治理等领域,中美都有互动。中美在这些多边领域的互动不再拥有某个明确、稳

定的优先领域或问题,至少不再有战略性的政治合作,互动中既有一致之处,也存在

着分歧。

第四,中美两国的对外目标与战略出现了调整。就美国来说,虽然冷战后其对外

战略曾因缺乏明确的优先目标而出现过迷失和动荡,但总的来说,其对外战略仍可以

概括为保护美国的安全与利益,维持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

就中国而言,为改革开放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维护国家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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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统一,则明确成为这段时期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中国对外奉行邓小平提出的

“韬光养晦暠原则,谨慎、节制却又“有所作为暠,力图渐进地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中,而

不是另起炉灶或破坏、推翻它。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今天,中国往往希望

维持现有世界秩序,而美国却往往试图摆脱国际制度的约束,从而破坏其创建的秩

序。暠栙因此,在这个时期中国虽然经历了实力的迅速增长,但仍然是一个“维持现状暠

而非“修正主义暠国家。

不过,传统上存在的中美重大现实分歧与矛盾仍然存在,甚至变得更加复杂。台

湾问题仍然是引发中美冲突的最重要原因。而冷战的结束也没有使中美完全摆脱意

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分歧。这种差异加上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和误解,经常引发中美

之间的摩擦,如中美在人权、西藏等问题上就一直相互指责。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意

识形态或价值观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关于两种制度或意识形态谁优谁劣的

竞争,而是根植于两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影响着中美对对方的基本判断,影响着

双方之间的情感与信任,并制造着相互摩擦。“意识形态问题本身可能不会激起中美

之间的冲突,但它会激化和放大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暠栚

(二)中美关系缘何“斗而不破暠

这些结构性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变化,对中美关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或者说应

怎样解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冲突-合作暠、“紧张-缓和暠等波动起伏? 事实上,

困难之处不在于解释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出现紧张、冲突,而是要解释为什么中美关系

会具有某种斗而不破的韧性,为什么会出现缓和、合作? 因为相比较于之前的中美关

系,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失去了促使双方合作、抑制双方冲突的最重要的战略基础,

即共同对抗苏联的威胁。同时,双方在价值观、台湾问题等方面的重大现实分歧与矛

盾继续存在,甚至更加凸显和复杂。苏联威胁的消失和六四事件的发生亦使中美之

间的“非结盟的友好国家暠关系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进一步

增加了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意味。所以,如果说1972年至1989年间这段

时间内的中美关系在双方尚存在重大战略合作需要的情况下都充满了摩擦和动荡,

那么冷战后中美关系在原有战略合作基础不复存在同时新增不确定性或竞争因素的

情况下出现紧张、冲突与动荡,就更是“必然暠的事情了。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出现摩擦、紧张和冲突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让人感到疑惑

的是,中美双方的关系不仅没有彻底破裂,反而出现了缓和、合作。特别是为什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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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冷战后会选择与中国接触,而不是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封锁和对抗? 本文认

为,这是因为虽然一般而言两国关系取决于双方的互动而非单方的行为,但由于中美

的实力和地位不对称,美国往往在中美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和主动的位置,对中美关系

的发展影响更大;而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战略也决定了它在利益没有受到严重损

害的情况下不会蓄意挑起对抗,恶化中美关系。

那么,为什么这段时期中美在失去原有战略合作基础并存在重大现实分歧与矛

盾的情况下,能在关系紧张后走向缓和,冲突中又会有合作,而不是出现全面的对抗?

本文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大国权力对比与相互关系这个结构性因素为中美的关系缓和与合作提供

了一定的空间。这个因素在这一时期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中美实力差距明显;中国实

力迅速增长;一超多强;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普遍缓和。栙 这些特征对中美关系来

说,其作用是多重的。

就消极方面而言,这些特征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中美关系的传统战

略基础消失,双方的分歧与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凸显。中美之间实力的不对称性给

中国造成很大压力,也使美国容易忽视中国的核心利益与权利,从而容易引起中美间

的摩擦与冲突。而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更是最明显和引人关注的特征。一些学者

(特别是西方学者)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权力转移理论或霸权战争理论等,预测中美

权力对比的变化将导致中美之间的对抗和冲突,甚至会引发所谓的“争霸战争暠。当

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双方发生对抗;栚中国崛起并不代表美国

霸权衰落,有可能“中美力量同时上升暠;栛“中美之间的实力变化并不存在着零和关

系暠。栜 但是,即便一些谨慎的学者也认为,这种变化虽然不一定导致中美间的冲突,

但确实增加了双方竞争和发生冲突的危险。栞

虽然有学者断言,中国将不仅很快赶上美国,而且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栟但事

实上,至少在冷战后迄今这段时期内,中美权力对比的基本特征不是中美实力对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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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情报委员会在2008年发布的关于未来趋势的预测(GLOBALTRENDS2025)改变了2004年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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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中美关系的未来》,载《美国研究》,2009年第1期,第1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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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勉等著:《大磨合:中美相互战略和政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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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德·塔门、亚采克·库格勒:《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第1~20页。

ArvindSubramanian,“TheInevitableSuperpower,暠ForeignAffairs,Vol.90,No.5(2011),pp.66~78.



大体平衡或趋于平衡,而是实力对比的不对称。直到1999年,格拉德·西格尔(Ger灢
aldSegal)还发文称,中国只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大国,是一个现实中的二流中等大

国(second灢rankmiddlepower)。栙 即便在今天,中美两国在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等方

面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也同样非常悬殊。栚 单从军事开

支来说,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按照2010年不变价值美元计

算,中国2008年的军费开支约为1293亿美元,而美国的军费开支则约为6896亿美

元。栛 按照美国情报委员会(NationalIntelligenceCouncil)的估计,即使中国保持持

续的高速发展,其 GDP也要到2036年才会赶上美国。栜 而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

即使中美两国的 GDP相等,中国在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和军事力量等方面也仍然会

远远落后于美国,加之中国的大部分资源要投入到内部需要中,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仍将难以赶上或超过美国。也就说,冷战后迄今这段时间,虽然中国实力高速发展,

但中美间仍然是一个主导性霸权国家和一个一般大国的关系,而不是两个实力相当、

争夺霸权的大国之间的关系。栞 因此,在这段时期,“美中关系总的来说并没有占据

美国人日常意识的首要位置,它们不是‘头版暞的内容……中国并不是对美国人来说

生死攸关的、直接的挑战。暠栟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崛起确实“构成问题,但还不是赶

上暠。栠 因此,“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

国霸权管理能力的挑战,而非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暠栢

过分夸大中国的实力及威胁,固然不利于中美关系,并可能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矛

盾与冲突,但过分轻视中国的实力与影响,也可能会不利于中美关系。事实上,这段

时期中美关系出现的一些紧张与冲突并非起源于中国的日益强大和中国对美国霸权

的挑战,而恰恰相反,往往是因为两国实力悬殊导致美国忽视或无视中国的核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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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疏于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和管理。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实力增长所带来的中美

情势“趋同使得彼此调和比对抗更加容易暠是有一定道理的。栙 冷战结束之初,美国

许多政客、学者不是认为中国强大、重要,而是认为中国的实力与影响被过分夸大了,

中国对美国的需要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无关紧要,无需再

对中国进行妥协、让步。栚 譬如,克林顿就是在认为中国不再重要、美国不再需要中

国和认为老布什对中国过于娇纵的心态下上台的。因此,在其第一任期的前半段,克

林顿的对华政策一度因缺乏战略控制与焦点而显得模糊、混乱、不谨慎,导致中美在

军备控制、人权、贸易乃至台湾问题上,都发生了严重的摩擦和危机。栛 而克林顿与

小布什当政时期,中美关系都经历了从紧张、动荡到缓和、相对稳定的转变,这在很大

程度上与美国相对客观、理智地看待中国的实力与地位、重视中美关系有重要关系。

克林顿和小布什上台后对华战略方针的确立,都建立在对中国是一个大国、中美关系

重要这样一个事实的重新认知与确认的基础之上。栜

因此,在这一段时期,虽然中美间权力对比的变动导致了其间的某种竞争与不确

定性,但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中美间的权力结构中,

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空间。这种空间为中美即使存在着重大现实分歧与矛盾也不至于

完全对抗并达成一定妥协乃至合作提供了可能。栞

所以,就积极方面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与冷战后大国关系

普遍缓和的局面,又进一步有利于这种空间的存在,有利于缓和中美权力对比变动和

重大现实分歧与矛盾给中美关系造成的不利影响。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意味着美国

不仅需要关注中国,还需要关注其他大国或国家集团,如俄罗斯、印度、日本、欧盟等。

与这些大国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和缓解了美国对中美间实力对比变动的关注与

担忧,并对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形成某种掣肘。在世界安全形势普遍比较缓和、中国未

构成明确威胁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也不会贸然支持美国全面对抗中国。

中美双方的对外战略也有助于中美权力对比中的空间对中美关系发挥缓冲、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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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作用。就中国来说,自身的发展仍然是首要任务,为改革开放和发展创造一个和

平、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外交的目标。在“美国在经济、教育、文化、技术和

科学等领域都占据全球性领导者地位暠的情况下,正如王缉思所言,“中国要想取得现

代化的成功,就必须与美国保持一种紧密的关系,暠“直接挑战西方世界所支持的国际

秩序和国际机制是非常愚蠢的,事实上也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暠栙因此,中国在这段时

期内不是寻求挑战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高度重视与美国的关系,积极发展

中美关系;不是对外扩张或威胁其周边国家,而是积极寻求参与、合作、和平共处,更

深地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根据 KOF全球化指数(KOFIndexofGlobalization),

1970年,中国的全球化指数为16,1989年为27,2007年则增长到63。栚

就美国来说,中国的迅速崛起虽然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与竞争,但中国并不是一

个明确、紧迫的威胁,也不一定成为美国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把中国推到敌

人的位置并不是一种最佳选择。在世界安全形势相对缓和、中国并非明确威胁的情

况下,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大多认为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暠、一个“具有善意而

非恶意的国家,接受中国崛起暠的情况下,栛正如曾出任布什政府副助理国务卿的柯

庆生(ThomasJ.Christensen)所言,“即使美国试图采取直接和全面的遏制政策,也

只会产生反作用。这不仅会增加中国的怨恨和愤怒,还会削减美国在该地区的相对

权力。美国不仅很可能在这样的努力中找不到新的同盟,而且还会失去一些现有的

盟友。暠栜“试图通过与中国直接争夺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将是愚蠢

的暠;“遏制政策在亚洲不会获得多少支持暠。栞 因此,对于美国来说,一方面与中国

“全面接触暠,积极影响和引导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使之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

方(responsiblestakeholder),栟 另一方面为中国变成敌人做好准备即两边下注

(hedging)的办法,无疑是一个现实而明智的选择。这也正是这一时期美国采取的对

华政策:一方面,美国继续保持与中国的交往,宣布欢迎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强大、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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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和平和负责任的一员;另一方面,美国积极调整其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和军事

力量部署。栙

事实上,中国对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的需要,使其与美国这个国际秩序的主导

者在地区乃至全球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利益一致之处,比如双方都试图维护亚太地区

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并没有寻求对抗美国的权力优势,而是“接受(accommoda灢
tion)暠这种优势,同时为防止自己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侵害而做准备。栚 因此,一

般大国接受现有霸权结构与秩序,而霸权国接受一般大国的实力与地位的和平增长、

谨慎处理关系到一般大国重要利益的事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美双方都可以接

受的安排。因此,2001年7月,时任中国外长唐家璇在河内会晤时任美国国务卿科

林·鲍威尔时指出,中国并不寻求把“美国挤出亚洲暠,“欢迎美方在维护亚太和平与

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愿意就此同美方加强合作暠。栛 2009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

斯泰因伯格(JamesB.Steinberg)提出的“战略再保证(strategicassurance)暠,同样表

达了类似的认识与立场。栜 在2009年11月发布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双方更正式

表达了这种共识:“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

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

出努力。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暠栞因此,在冷战后

大国权力关系这个结构性因素中,虽然存在着使中美相互不信任和竞争的压力,但同

时也存在着某种空间,缓和了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与不信任,使中美避免陷入全面对

抗成为可能。

第二,冷战结束后,中美之所以没有陷入全面冲突的深渊,除了因为中美关系中

尚存一定的空间使双方能够相互妥协甚至合作外,还因为这种深渊(即中美发生全面

对抗甚至大规模战争)包含着巨大的风险这个事实,以及陷入这种深渊的非常现实的

可能性。无论对中美双方来说,还是对其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来说,中美全面对抗甚至

发生战争,都将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中国固然不想陷入这样的对抗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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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美国在中国的威胁还不明确和迫切之前,在不涉及至关重要的利害关切的情况

下,也不愿陷入这种可能是两败俱伤的对抗。

1995~1996年因李登辉访美而引起的一系列危机,清晰地展示了中美有可能滑

向全面对抗甚至战争的危险。这些危机虽然可能使美国加速调整、加强它与日本、澳

大利亚等盟国的关系,向关岛等亚太地区转移军事部署重心,但也使中美双方“清

醒暠,“中国和美国由此认识到,避免冲突是一件好事,这为可能的有关长远利益的有

意义对话创造了机会暠。栙 兰普顿(DavidM.Lampton)对此评价道,从此次台湾海峡

危机中,“华盛顿和北京所学到的最大经验教训是……它们之间的双边关系不是简单

的关于贸易、技术和人权的关系,而是一种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暠栚其实,如果一

定要为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寻找某种战略基础,大概避免这样的对抗与战争可以算是

中美关系中最明确的基础了。这一点已经逐渐成为中美双方的共识,这也有助于这

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与逐渐稳定。

第三,中美关系在这个时期虽然发生了多次危机,存在着严重的摩擦与矛盾,但

却最终没有滑入全面的对抗与冲突,还与中美之间的双边、多边联系迅速扩展有关。

其中,中美之间经贸联系的迅速增长尤为引人注目。事实上,即使中美在政治外交上

出现了严重的摩擦,这种迅速增长的势头也没有被打断。这种经贸联系被认为符合

中美的共同利益。到今天,这种联系是如此的紧密、重要,以至有些西方学者用“中美

国(Chimerica)暠来描述双方这种休戚相关的状况。

许多学者认为,中美在经贸联系中存在的巨大共同利益与相互依赖关系,使双方

走向了合作。因此,这种经贸联系也被许多学者称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暠。对于经

贸联系对中美关系的作用,笔者并不赞同自由主义者所坚信的这种联系必将使中美

走向合作、和平的过分乐观的看法。中美在最惠国待遇、中国加入世贸、知识产权保

护、贸易平衡、人民币汇率等诸多问题上,都存在过矛盾与摩擦。这些提醒我们,经贸

联系并不一定自动导致两国关系的和谐、合作,也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但

这一时期中美经贸联系的积极意义远大于其消极意义,对两国及两国的企业来说,保

持这种联系是有利的。因此,中美都尽量避免双方的分歧与摩擦过分损害到这种联

系。事实上,克林顿于1994年将人权问题与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后,中美双方

基本上对政治与贸易问题采取了务实的双轨制做法,即尽量不让双方在外交、政治领

域的分歧与矛盾破坏双方的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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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美中两国如何谋求共同利益和处理好分歧》,载埃兹拉·沃格尔:《与中国共处:

21世纪的美中关系》(田斌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DavidM.Lampton,“ChinaandClinton狆sAmerica灢HaveTheyLearnedAnything?暠AsianSurvey,Vol.37,

No.12(1997),pp.1099~1188.



除了经贸联系,中美在政治、社会、文教、司法、能源、环保、科技乃至军事等领域

的联系也在不断增长与深化。

概括言之,这段时期的中美双边联系除了联系的规模与密度迅速增长以外,还有

如下特点:1.联系的主体与层次多元化,其中不仅有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还有政府部门之间的事务性联系,以及企业、社会团体乃至个人等社会行为体的参

与。2.联系的领域多元化,即联系不再局限于战略或政治层面,经贸、科技、社会等

事务性、功能性领域的联系也迅速增加,后者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上升,

而战略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则相对于冷战时期明显下降。3.双方的联系制度化与常态

化,不仅两国领导人建立了热线沟通机制,还确立了两国政府高官之间的日常沟通会

晤机制和渠道,签订了许多合作协议。

在多边领域,中美的联系也发生了类似于双边领域的变化,尽管相对而言联系的

领域、规模和影响要小一些。这些多边领域联系所涉及的问题,多集中在中国周边地

区,特别是亚太地区。一些国际组织或机制,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联合国等,为中

美的定期互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舞台。同样,冷战后中美多边领域的互动不再像冷

战期间那样存在着共同反对苏联这样一个明确、稳定的优先战略议题。其议题变得

更为分散,各个议题之间的优先秩序也并非固定不变。

中美之间双边、多边联系的增加并不一定会自动导致双方的相互协调与合作,相

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双方在更多的问题上发生分歧与矛盾。事实也是如此,中

美在双边、多边领域的互动中既存在着协调与合作,也有许多矛盾与摩擦,但总的来

说,这种联系的增加为冷战后实现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在:

1.使中美关系的发展更加全面、广泛和厚重,赋予中美关系新的内涵。这有利于淡

化中美在人权、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及其对双方关系的不利影响,淡化中美关

系中的矛盾和对抗色彩,增添共赢与合作的色彩。2.使中美关系更经得起各种分歧、

矛盾乃至冲突的冲击。一些学者认为,避免中美关系倾覆需要有“压舱石暠,而中美间

的经贸联系就被认为是这样的“压舱石暠。栙 事实上,中美经贸联系对于双边关系的

意义可能并不在于其是一块“压舱石暠,而在于其使中美关系由过去主要承载对苏战

略合作的一叶扁舟变成了一艘巨轮,从而使其能经受更大的风浪冲击。目前中美关

系的关键是,要防止一个领域的分歧与矛盾激化、扩散到其他领域,或多个领域的分

歧与矛盾同时出现并相互推动,造成整个双边关系出现“共振暠,从而使巨轮解体或倾

覆。3.有助于增加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增加中美两国处理双方关系的技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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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4.中美双边、多边联系的增加与日益制度化具有多重积极作用,有助于保持中

美关系的稳定,为中美两国提供更多的相互沟通、处理分歧与冲突的平台和工具。冷

战后中美关系屡次紧张,其后双方的接触与沟通就借助了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等多

边机制。在多边机制中解决矛盾与争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双方的直接对抗。

概括来说,这一时期大国权力关系中存在的空间、中美双边与多边联系的增加、

中美全面对抗的巨大风险与中美战略的相容性,解释了为何冷战后虽然中美之间在

价值观和一些传统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与矛盾,中美权力对比变化引起某种竞争与

不确定性,中美间传统的战略合作基础丧失,中美两国却没有走向全面的对抗,而是

保持相对的缓和状态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协调与合作。

尽管笔者不赞同中美之间的权力竞争或双方之间的重大分歧与矛盾必将使两国

成为敌人甚至走向战争的观点,但也同样不认可上述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的积

极作用必然会使两国走向合作、和平的观点,以及认为冷战结束至今中美关系的演变

路线是一条历史必然且唯一的路径的看法。这些乐观看法忽视了中美之间在价值

观、台湾问题等方面的分歧与矛盾的深刻性,忽视了中美在经贸、能源和一些全球性

问题上既存在着一致与合作也存在着分歧与矛盾的现实,忽视了中美之间的权力对

比变化给中美关系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美之间的一致与合作仍然是有限的、不稳定的,在双方的关系中并不具有清

晰、明确、稳定的优先性,不足以像冷战时期共同反苏的战略需要那样为中美关系提

供一个坚实、稳定的基础。冷战结束后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期间的中美关系具有完全

不同的性质,尽管表面看起来其变化具有相似的特征。

冷战后,中美之间的矛盾、分歧、竞争以及不信任仍然存在,并不时引发相互摩

擦。虽然中美互动所涉及的领域迅速扩展,但不仅在一个领域往往同时存在着缓

和、合作的力量与矛盾、冲突的力量之间的相互竞争和角力,而且经济、人权、军事等

不同领域之间在对整个中美关系的影响上也相互竞争与角力。在这些竞争和角力

中,仍没有一方占据稳定而具决定性的优势,可以稳定地主导、控制双方在其他领域

的互动,清晰地决定中美关系的性质。在某些时候,某个领域、问题或某种特征可能

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焦点,进而对整个中美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这个焦点可能很快

又转移到另一个领域、问题或特征上。因此,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既难以被界定为敌对

关系,也难以被界定为朋友关系,用哈里·哈丁(HarryHarding)的话来说,“既不是

对抗,也不是和谐暠,“中美之间的关系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包含着合作和竞争的因

素暠。栙 在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涉及的领域迅速扩展,但中美关系在任何一个方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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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表现出来的特征都不能准确界定中美关系的整体性质。小布什总统曾提出中美

关系是一种复杂(complex)的关系,应该说这是对中美关系比较客观的描述。这种

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使不同政治家和政治势力很容易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同判断,也

使各种势力都容易对中美关系造成较大的影响和干扰。这解释了冷战后中美关系为

什么会波折起伏。栙 这也恰恰说明了中国一再强调并逐渐得到美国认同的发展中美

关系的一条原则性建议的重要性,即要站在战略高度来处理中美关系。中美双方最

高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持续关注与重视和对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的统领,可以说是冷

战后中美关系能够历经各种风浪向前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因。栚 而中美关系的动荡不

稳、矛盾与一致共存的特征,又意味着处理中美关系需要耐心、谨慎、细致。因为,在

中美关系存在这种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的情况下,即使一些小的矛盾和冲突都可能给

中美关系带来巨大的冲击。对中美关系耐心、明智的经营,对双方间矛盾与危机的小

心、明智的处理,对中美关系来说具有更多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如果说中美之间持续存在的重大现实分歧与矛盾以及权力对比变动

带来的压力解释了冷战后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摩擦和对抗,那么大国权力关系以及中

美外交战略中存在的空间、中美双边与多边联系的增加、中美全面对抗的风险等则能

够解释为什么在失去共同反苏这个战略基础后,中美关系能够斗而不破并继续保持

一定的缓和与合作态势。而把中美关系推向紧张与冲突和推向缓和与合作这两个方

向的力量之间的脆弱平衡,则解释了中美关系的动荡不稳。

三暋结暋暋论

通过简要梳理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一些结构性因素对中美关系

产生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中美关系的动荡、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这些结构性

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变化中找到解释。

如果把这些因素及其互动所产生的作用简单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把中美关系推

向紧张、对抗和冲突,另一类则把中美关系推向缓和、和平与合作,那么可以看到,历

·07· 美国研究

栙

栚

DavidM.Lampton,SameBed,DifferentDreams,pp.153~154.
一些学者把中美双方对改善双边关系的重视和努力(即所谓“假朋友暠政策)视作中美在存在重大矛盾的情

况下却并没有走向全面对抗的重要原因,虽然对中美关系过高的期待也会导致消极后果。XuetongYan,
“TheInstabilityofChina灢UsRelations,暠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3,No.3(2010),

pp.263~292;XuetongYanandHaixiaQi,“FootballGameRatherThanBoxingMatch:China灢UsIntensi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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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2),pp.105~127;ElizabethC.EconomyandAdamSegal,“TheG灢2 Mirage,暠Foreign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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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冷战等原因所导致的中美在价值观、台湾问题等方面形成的矛盾是推动双方走向

紧张、对抗的重大力量;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美关系中的紧张、摩擦或对

抗。这些矛盾经过历史的沉淀变得复杂而根深蒂固,其影响之深刻与持续之久令人

印象深刻。对这些分歧与矛盾的妥协、管理、控制等,往往直接影响着双方关系的发

展状况。

推动中美走向缓和、和平与合作的力量因素,则发生了重要的变化。20世纪70
年代初中美从对抗走向缓和、合作的关键性原因,无疑是大国权力关系这个因素的变

化,即共同对抗苏联威胁的需要。冷战结束后,推动中美两国走向缓和与合作的力量

产生于大国权力关系中存在的空间、中美战略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容性、中美双边和多

边联系的扩展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关于未来的中美关系,鉴于中美之间现实矛盾与分歧的深刻与顽固性,笔者认

为,中美之间缓和、合作的力量未来可能仍然无法取得稳定、明显的优势,中美两国仍

然不太可能成为相互信任的好朋友;相反,中美关系陷入紧张和对峙甚至完全走向敌

对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从较短的时间来看,本文所讨论的那些影响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因素及其相互作

用可能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中美间现有的缓和与合作趋势可能仍会得到维持。不

过,中美间权力对比这个结构性因素可能会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实力的大幅增长

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在中美两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引发的焦虑、冲动和误判可能会

增大,而中美都难以控制的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也可能会增大。栙 美国从2011年下半

年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转身(pivot)暠和“再平衡暠战略调整,栚加之中国与日本、菲律

宾等美国盟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日益激化并引发中美龃龉,这些都再次引起人们对中

美关系的担忧。因此,笔者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只持非常谨慎的乐观态度。也许

许多年后回看中美关系,这段时间正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栛

王伟光: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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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认为2010年第三方因素的消极影响在增加。见杜兰:《2010年的中美关系:回顾与展望》,载《国
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第45、68~69页。

MarkE.Manyin,etal.,PivottothePacific?TheAdministration狆s“Rebalancing暠towardAsia,March
28,2012 (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availableat: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R4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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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气候治理政策及其困境栙

马建英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全球气候治理日渐成为当今全球议程中的主流话语。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举足轻

重。虽然在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三个维度上面临着较大的“气候

脆弱性暠,但美国的气候治理态度却较为消极,并且一直游离于关键性国际

气候机制之外。经济成本考量、国内结构制约和现实减排困境构成了影响

美国气候治理政策的主要因素。未来数十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会维

持在较高的水平,美国不仅面临着发展中国家的批评和其他发达国家(集

团)的碳减排压力,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不作为暠还会遭遇强大的国际道

义压力。

关键词:美国外交 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 治理困境

与世界上其他区域一样,美国亦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严重负面影响。“在过去的

30多年里,美国冬季温度的上升比任何一个季节都要来得快,中西部和北方大平原

地带的冬季平均气温增加了华氏7曘,有些变化甚至比此前预估的要快得多。暠栚基于

此,科学家曾一度警告说,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北美西部山区会造成积雪减少,冬季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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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201313023)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的

关键技术研究暠(2012BAC20B0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需要说明

的是,本文主要涉及美国联邦政府层面的气候政策,美国州政府、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气候治理政策不

在本项研究的范畴之内。

SubcommitteeonGlobalChangeResearch,“GlobalClimateChangeImpactsintheUnitedStates,暠AState
ofKnowledgeReportfromtheU.S.GlobalChangeResearchProgram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9),p.9.



水增加以及夏季径流减少,从而加剧过度分配的水资源竞争;海平面上升可能殃及佛

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其他地区人口众多的低洼地带;森林的丧失可能遗祸东南地

区、落基山脉和其他地区;城市将面临范围更大、程度更严重的热浪袭击;北美沿海的

社区和居住环境将日益受到与发展和污染相互作用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压力。栙 作为

世界上综合国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美国在全球气候治

理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美国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并非总是一致,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美国的气候治理政策不尽相同,呈现出波动起伏的特征。并且,美国始终

游离于关键性国际气候机制之外。本文基于美国官方、智库近年来发布的相关报告

和文件,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就美国的“气候脆弱性暠、气候治理政策变迁、面临的治

理困境等问题进行探究,以梳理美国气候政策的演进逻辑。

一暋美国的“气候脆弱性暠

众所周知,国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面临决策的“理性人暠,预先设定一系列发展目

标,明确这些目标之间的轻重缓急,通过成本和效益的综合评价,衡量不同策略选

择对国家利益的影响,选择最优者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基于这一逻辑,著名环境学

家德特勒夫·斯普林茨(DetlefSprinz)和塔帕尼·瓦托伦塔(TapaniVaahtoranta)

认为,生态脆弱性和减缓成本是决定一国国际环境政策的两个关键因素。栚 由此类

推,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脆弱性大小暠和“减排行动的

社会经济成本高低暠就成为影响一国气候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理解一国的气

候政策选择,首先要了解气候变化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状况或者说该国的“气候脆弱

性暠。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对各国的影响纷繁复杂,相关研究视角丰富多样,研究结论

也不尽一致,甚至存在着诸多争议。但总体上来看,气候变化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不外

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这三个维度。

(一)生态环境维度

根据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评估报告,美国

陆地年平均暖化强度要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大约25%~35%,而阿拉斯加地区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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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70%。栙 因此,如果暖化趋势在21世纪持续以年平均增加华氏9曘的幅度推进,那

么美国大陆地区的温度将同比上升大约华氏12曘,阿拉斯加将上升近华氏16曘。与此

同时,全球暖化还会导致海平面的上升。就美国而言,路易斯安那海岸、得克萨斯东

部、南佛罗里达地区、卡罗来纳的帕姆利科·阿尔伯马尔半岛(PamlicoAlbemarle

Peninsula)以及马里兰州的东部沿海地区最容易因海平面上升而遭到淹没。此外,

海平面上升还会加速风暴潮和潮汐的侵袭。由于美国北部地区的大城市大多位于受

潮汐影响的地区和河川地带,它们将不得不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防暴潮的危害。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虽然美国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都有所增长,栚但是根据目

前的气候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平均降水量分布极为不均:一些

地区和季节的降水量严重偏多,而位于北部亚热带和中纬度等较为干旱地区的降水

量则明显偏少。栛 与降水量的变化相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气候变化已经对美国

的水资源相关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参见表1)。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西部的一些

州也发现,满足目前的水资源需求水准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更不用说满足未来由于

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而推动的对水资源的更高需求。栜

表1暋20世纪美国水资源相关领域的变化状况

水资源变化 变化趋势 受影响的地区

冰雪融化导致的河水洪峰周期 提前(1~4周) 西部和东北部

降雪的比例 下降 西部和东北部

冰雪覆盖时间和强度 下降 美国大部分地区

高山积雪水当量 下降 西部地区

年降水量 增加 美国大部分地区

年降水量 下降 西南地区

暴雨频率 增加 美国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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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径流量 下降 科罗拉多与哥伦比亚河流域

河水径流量 增加 东部大部分地区

高山冰川容量 下降 美国西部山区和阿拉斯加地区

湖泊、河流水温 增加 美国大部分地区

湖泊、河流结冰期 下降 五大湖地区和东北部地区

干旱周期 增加 西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

地表水体的盐化状况 增加 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

永久冻土层的大面积解冻状况 增加 阿拉斯加地区

暋暋资料来源:Bates,B.C.,Z.W.Kundzewicz,S.Wu,andJ.P.Palutikof(eds.),“2008:ClimateChange
andWater,暠Technicalpaperofthe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Secretariat,Geneva,

Switzerland,p.102,availableat:http://www.ipcc.ch/pdf/technical灢papers/climate灢change灢water灢en.pdf.

不断上升的温室气体排放、土地利用的变化、气候变迁等因素还极大地影响到了

美国的生态系统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发展。栙 在美国同行评审的886篇有关气候变化

的生态影响的研究论文中,其中涉及到的1598种物种当中,有接近60%的物种分布

在过去20~140年中呈现出变化趋向。栚 此外,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美国的森林资源

受到来自北方昆虫的破坏性极大,而西部大部分地区还面临着发生森林火灾的危险。

与此同时,在遍布全美的河流、水库、湖泊、河口以及沿海地带,气温的上升还将会驱

使更多的鱼类将活动范围向北部地区、河流上游或者更深的水域转移。虽然气温上

升有利于温水鱼种的繁衍生长,但是对于那些喜好冷水水温的鱼类来说,气温的上升

无疑会对其生存构成威胁。栛 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些环境变化的幅度超过了某一物

种适应能力的情况下,该物种很容易走上灭绝之路。

(二)社会经济维度

气候变化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特定产业部门和基

础设施领域。不同于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对美国农业产生的影响较为分散。美国大

多数地区的农业从业人员可以通过改进农作物种植和提升农业技术来减轻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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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栙 例如,将特定农作物的耕作移向北方地区,或者改变播种和收

获的日期来应对温暖天气和干燥夏日的提早来临。然而,上述举措并不意味着美国

的农业部门可以“高枕无忧暠。美国的农业生产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主要由降

水量的变化引起,并且暖化越剧烈,负面影响就越严重。栚 虽然美国北部地区的农作

物会受益于生长季节的延长和降雨量的增加,但是南部广大地区对高温天气甚为敏

感,且较少受益于大量的降雨。栛 同时,水资源供给的减少还会进一步影响西部各州

的农业生产。在一些农业州,较大规模和更大强度的降雨容易引起洪水泛滥,进而增

加对农业的破坏。栜

此外,从农作物的种植种类上来看,小麦、玉米和大豆构成了美国最为重要的三

种农作物,也是美国主要的出口农作物。如果以355ppm栞 作为二氧化碳浓度的基

准,上述三种农作物的产量均会随着气温的上升而减少,尽管产量减少的幅度并非完

全一致。“暖化虽然可以促进植物以较快速度生长,但是快速生长意味着谷粒本身没

有充足的时间发育和成熟,从而减少了农作物的总产量暠。栟 例如,随着二氧化碳浓

度的增加,大豆的产量会有所增加,但是这并不足以抵消高温对三种农作物的产量所

带来的负面影响,原因在于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虽然有利于大豆产量的增加,但是这

一“积极影响暠会被“气温的上升对小麦或玉米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更大程度上抵消

掉暠。栠 由此可见,总体上而言气候变化对美国主要农作物生产的负面影响更为

明显。

除了会对美国的农业生产产生影响外,气候变化还会对特定的产业部门和基础

设施造成危害。例如,保险行业就是对极端气候事件较为敏感的部门之一。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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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一半的财产损失进行了投保,并且在1980~2005年间的保额高达3200亿美

元。虽然诸如飓风之类的重大事件总能占据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但是众多小事件

则占到了总赔偿金额的60%,栙许多小规模的财产损失以及与天气有关的生命或健

康理赔更是不计其数。为了保持经济上的偿付能力,保险行业必须对潜在的“天气事

件暠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和准备。栚 近几年美国恶劣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以及与

此相伴随的私人保险公司的市场退出一度将联邦政府置于财政危机的边缘。在基础

设施领域,由海平面上升、飓风和密集降雨等引起的洪涝灾害必将会加重美国政府对

沿海和主要河流防治洪水基础设施建设的负担。此外,在阿拉斯加,逐渐融化的永久

冻土层还会摧毁当地的一些建筑和道路。

(三)国家安全维度

根据美国近几年发布的有关评估报告和研究成果,虽然全球气候变化还不能对

美国的国家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它对美国的国防力量掌控,国防基础设施等形成了现

实的挑战。与此同时,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难民潮、环境恶化、极端气候事件、海平

面上升等问题也会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增加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和难度,其对美国

国家安全的含义是“军事冲突发生的诱因不再是意识形态、宗教或者国家尊严等因

素,而很有可能会是国家对自然资源(诸如能源、食物和水等)的争夺暠。栛2010年的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强调,气候变化问题在世界上具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它会

加剧全球贫困、加速环境退化,并且使得弱势政府变得更加脆弱。气候变化还会引起

粮食和水资源短缺,增加疾病的蔓延,刺激或加速大规模迁徙。虽然气候变化本身不

能引发冲突,但是它可以充当动荡或冲突的催化剂,为世界上的民事和军事机构增加

负担。栜 为此,美国需要制定政策和计划,以处理气候变化对国防部行动环境、使命

和设施的影响。具体而言,气候变化在本土和海外两个层面上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

了挑战。

在本土层面上,气候变化对美国的潜在影响包括:(1)气候突变。对美国国家安

全来讲,气候突变能够引起以下三种基本挑战:农业产量降低所引起的食物短缺;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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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干旱所导致的淡水供应和水质的降低;冰暴和风暴所导致的战略性矿石能源的

供应中断。栙 (2)海平面上升。美国海军、海岸警卫队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大部分

都设在海岸线上,陆军和空军的军事基地也位于低洼地区和沿海区。假如海平面上

升1米,美国东海岸诺福克和弗吉尼亚地区的主要海军基地都将被淹没。如果关键

军事设施受到破坏,美国军队的备战能力自然会受到影响。栚 (3)极端气候事件。此

类事件可以在瞬间对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例如,2005年发生在新奥尔良州的卡特里

娜飓风将整座城市摧毁殆尽,经济损失超过80亿美元,1800多人因此丧生,有超过

27万人流离失所。美国为抗击此次飓风动用了7万多名士兵,其中包括2.2万名现

役部队和5万多名国民警卫队成员(约占全部的10%)。卡特里娜飓风还对关键基

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使得原油生产和提炼活动长期停滞。栛 (4)北极冰雪融化。

气候变化有可能赋予北冰洋在航道里程、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等方面以战略意义。

各国对迅速变化的环境的感知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采取单边行动,以确保资源、领土

以及其他相关利益,这无疑会引起美国与其他北极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水域争端。栜

为此,2009年1月小布什签发总统令,颁布了美国的北极战略,栞明确重申美国是一

个北极国家,北极事务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在海外层面上,美国受到的“气候威胁暠主要有:(1)对美国海外财产的影响。美

国的海外财产(大使馆、领事馆和军事基地)对极端气候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后者不仅

会迫使美国海外民众进行紧急撤离,还会直接破坏美国的财产以及行动效果。例如,

美国驻孟加拉国达卡的领事馆就经常会受到洪水侵扰,美国驻扎在印度洋低洼岛屿

的军事设施也很容易受到台风的破坏。(2)海外暴力冲突。此类冲突主要是气候变

化导致的难民潮、自然灾害和降雨,它们会引起周期性的水资源短缺、农作物歉收和

受难者对生活的绝望。这些威胁对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面对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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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显然无法置身事外。(3)“失败国家暠的威胁。气候变化会严重恶化本已处于边

缘的一些亚洲、非洲和中东国家的生活水准,进而引起普遍的政治动荡和“失败国家暠

的产生,而此类国家极易滋生恐怖主义,这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安全无疑是一种挑

战。栙例如,为了应对恐怖主义,美国不得不将马里这样的国家从对外政策中的非战

略性实体纳入反恐战略和新非洲司令部计划中。(4)人道主义灾难。气候变化对邻

国的安全威胁也可能会外溢到美国。例如,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和古巴等国遭遇极

端气候事件,极易引发人道主义灾难和大规模难民的涌入,继而给美国社会带来安全

隐患。

二暋美国气候治理政策的变迁

如前文所述,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美国在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三

个维度上面临着显而易见的“气候脆弱性暠。而与此同时,美国又是世界上主要的温

室气体排放国之一。自1981~2000年这20年间,美国能源消耗排放的温室气体占

全世界的比例从25.56%下降到23.23%,接着又攀升到24.58%。此后,虽然美国

所占的比例一直在降低,但是仍然在20%以上。栚 基于此,美国有责任、也理应采取

更为积极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政策,以减缓这种脆弱性。然而,迄今为止,美国对现

有的国际气候谈判框架态度消极,并且一直游离于关键性国际气候机制之外。尽管

美国历届政府也试图为气候问题的“善治暠做出诸多努力,但是总体上来看,“虚暠多

于“实暠。

(一)“被动应对暠:老布什政府的气候政策回顾

1990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第一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并

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此同时,由于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第一次

评估报告并没有做出太多的科学预测,猜测的成分居多,因而在国际科学界存在着巨

大的争议。老布什政府起初就以气候变化的科学不确定性为由,拒绝过早的就减少

温室气体而采取行动。栛 该年4月在美国主办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会议上,老布什

强调应该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做进一步研究,宣称“我们需要的是事实,科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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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暠。栙 更为重要的是,在老布什政府看来,进行温室气体减排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

济竞争力。老布什政府认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将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影响国民经济

的发展。根据1990年发布的总统经济报告,如果美国将二氧化碳排放削减20%,那

么其成本将在8000亿至3.6万亿美元之间。栚 因此,从维护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

当时的美国更倾向于采取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此后,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委员会于1991年2月至1992年5月举行

的六次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中,与会各方在一些关键条款上分歧严重。除了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就责任承担和减缓适应等方面激烈争论外,发达国家内部也意见

不一。当时的欧洲共同体主张公约应包含发达国家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具体时间

表,即到2000年工业化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的水平上。而美国则

坚决反对将这样的时间表和具体减排义务条款写进公约,并扬言以退出谈判议程相

威胁。栛 经过激烈的博弈和相互妥协,谈判各方最终于1992年5月9日在纽约通过

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虽然采纳了“77国集团+中国暠提出的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减排承诺仅适用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

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等主张,但是由于美国谈判代表反对引入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

谈判最后达成的《公约》并不具备强制约束力,也没有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

家援助的资金数额,只是引入了一个“自愿目标暠,即建议附件I国家2000年的温室

气体的排放量应当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上。栜 由于谈判的结果更接近于美国的立

场,老布什政府在1992年6月迅速签署了该条约。美国参议院内部也没有经过激烈

的争论,于10月批准了该公约。

与上述国际气候谈判议程相适应,老布什政府也做出了一定的政策回应。1992
年10月24日,美国制定的《1992年能源政策法》中规定了促进能源节约、提升能源

使用效率、促进再生能源使用等内容,对当时的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无疑是一

种积极信号。同时,该法所包含的行政部门向国会就全球气候变化政策报告的义务、

最低成本能源策略、在能源部下设立气候保护小组、国家排放清单、自愿减排行动报

告以及创新环保技术转移方案等内容,也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缔约国的修约义务

相类似。12月,美国还颁布了《全球气候变化国家行动方案》,以评估美国的温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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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排放状况,提出与温室气体减排相关的政府行动。栙 然而,美国的上述“无悔暠措施

和行动,其初衷并非是专门为履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而制定,而是为了“应对节约能

源和空气污染问题暠,栚与之相伴随的温室气体减排只不过被视为一种“附属红利暠。

对此,时任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威廉·瑞利(WilliamReilly)所发出的担忧可谓是最

好的佐证:“我们舍得投入巨资来应对苏联可能发生的核攻击,尽管这种危险并不高。

气候变化的危险是如此之大,但是我们却缺乏相应的思维来应对它。暠栛

总体上来看,在冷战后期的国际格局处于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下,老布什政府忙于

应对“冷战变局暠,并没有将气候变化问题提升到战略的高度,而是被动的予以应对。

老布什政府以科学不确定性和减排的成本过高为由,拒绝承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量化目标。在基本符合美国利益的前提下,老布什政府和美国国会虽然迅速签署和

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但是该公约并没有强制约束力,也没有明确的减

排目标,对美国的限制作用十分有限。

(二)“签而不提暠:克林顿政府的气候政策解读

与前任老布什政府不同,克林顿上台后改变了对气候变化问题被动应对的态度,

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气候政策。上任伊始,克林顿就于1993年4月21日的“地球日暠

演讲中,宣称“美国承诺到200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上暠。栜 许

多气候政策分析家认为克林顿政府的这一宣示“标志着美国的气候政策发生了重大

转变———从是否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到如何以及何时减排暠。栞 具体而言,克林顿政府

的积极态度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接受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科学评估报告得出的结论,开始承

认气候变化是一个至少部分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严重问题。1995年联合国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二次评估报告的公布进一步提升了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确定

性,全球温室气体的不断增加在国际科学界被广泛接受。与此同时,美国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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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再证明,地球确实正在变暖,而人类的活动正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栙 基于此,

1997年10月22日克林顿在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上表示,“今天我们担负着清晰的责

任和黄金时机来应对21世纪最为重要的挑战———气候变化,……科学家们虽然还不

能精确地获知温室气体聚集带来的后果,但是工业化时代大大增加了大气中温室气

体的含量这一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我们想要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和保持美国、

全世界的生活品质,那么温室气体排放这一进程就必须受到减缓、阻止、并最终得到

削减。暠栚

第二,承认美国在过去排放了与其不成比例的温室气体,并且在应对气候变化问

题上接受公平的责任分担要求。1993年,时任副总统的戈尔曾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表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的影响负有重大责任。发达国家以占

世界不到1/4的人口,却消耗了世界上3/4的原材料,排放了3/4的固体垃圾。这意

味着,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在其一生中对地球环境的影响是同等条件下印度孩子

的30倍。因此,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应当担负起应有的环境治理责任。栛 同年10月,

克林顿政府宣布了《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栜其主要内容包括推动能耗标准的提高、促

进政府和工业界的合作以及开展联合履约项目的试点工作。该方案确定了2000年

把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水准的目标,目的是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创

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此后,《气候变化行动方案》中预设的70%的减排目标得以实

现,如果没有这一自愿减排方案,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还会大幅

度的增长。栞 此外,克林顿政府还主张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助,帮助它们建立温室气

体排放清单,建议凑集10亿美元基金,通过实施“五年计划暠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满足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条款要求。

第三,有条件的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促进国际气候谈判的进展。1996
年7月,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蒂莫西·沃斯(TimothyWirth)在第二次缔约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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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瓦会议上(COP2)声称,“科学要求我们采取紧急的行动……如果其他国家赞同,

美国也支持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排放协议。暠栙他还强调,“谈判必须

集中到那些现实的和可以取得的成果上,目标应当定位在各国可以实现的基础上,盲

目的设定过大且雄心勃勃的目标只会导致失败。美国将采取灵活的和成本有效的,

并且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将来的谈判应该集中在达成一项现实的、可核查的

和具有约束力的中期排放目标的协议上。通过选择履行政策方面最大的灵活性来实

现目标,包括在世界范围内使用联合履约活动和贸易机制来实现暠。栚 尽管美国的提

议没有包括减排目标和时间表的具体内容,但是沃斯的讲话标志着美国开始同意制

定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栛 这与其前任政府相比,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正是

克林顿政府在排放目标立场上的转变,改变了国际谈判进程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的对比,最终促成了《日内瓦部长宣言》的达成。

然而,随着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的深入发展,国会在美国气候政策制定上的影响力

开始凸显。1997年6月,参议员罗伯特·伯德和查克·哈格尔提出了伯德灢哈格尔

决议案(Byrd灢HargelResolution)。该决议案为美国参与国际气候协议设定了两条

“红线暠:栜(1)美国不应该在1997年12月的京都谈判或此后的谈判中签署任何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的议定书或其他协议———如果该议定书或协议规定

新的承诺以限制或者减少附件一所列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除非议定书或者其他

协议也对缔约的发展中国家规定了在相同阶段内新的、具体的和有时间表的限制或

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或者将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2)任何需要来自

参议院批准或认可的议定书或其他协议都应当伴有立法或需要执行该议定书或其他

协议之管制行动的详细解释,也应当伴有由于执行该议定书或其他协议所需的详细

经济成本和其他经济影响分析。

基于伯德灢哈格尔决议案的限制,在此后的谈判中,美国的立场趋于保守,并试图

让发展中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在1997年10月22日京都气候会议

(COP3)谈判前夕,克林顿政府释放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工业化国家应当制定现实

的、可以实现的和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二是美国将采取包括排放贸易和共同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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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S.Res.98,105thCong(1997),“Byrd灢HagelResolution暠,SponsoredbySenatorRobertByrd(D灢
WV)andSenatorChuckHagel(R灢NE),availableat:http://www.nationalcenter.org/KyotoSenate.html.



约等形式的灵活机制来实现减排目标。三是除非其他关键性发展中大国参与其中,

否则美国不会承担任何具有限制性的减排义务。栙 在此基础上,美国确立了“京都战

略暠的五个关键原则:栚(1)政策必须以科学为指导。(2)政策应当建立在市场原则基

础之上。(3)美国应当寻求“双赢途径暠(既可以提高能耗的技术,又可以节约资金和

减少排放)。(4)全球性参与对于解决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必须参

与)。(5)美国政府必须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和科学进行定期评估。

经过近两周的艰苦谈判,各方最终于1997年12月11日达成了《京都议定书》。

尽管美国并未完全实现其谈判目标,但是议定书所设定的排放目标、时间表以及以市

场为基础的灵活减排方式都反映了美国的立场。由于《京都议定书》的内容并不能完

全满足“伯德灢哈格尔决议案暠的要求,因此克林顿后来虽然签署了该议定书,但是并

没有将其提交给参议院批准。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克林顿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总体持一种积极的

态度。在克林顿政府看来,气候变化的科学不确定性不应该成为不采取行动的借口,

美国也逐步接受了具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突破。但是

由于国会的阻挠,克林顿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步履蹒跚,不得不坚持利用市场机制来实

现减排目标。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还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是稳定全球温室气

体浓度的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显然逃避了美国的历史责任问题。由此可见,克林顿政

府的气候政策虽然积极,但是执行能力却大为削弱。

(三)“强行退出暠: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气候政策

虽然在竞选期间,小布什也声称“为了减少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气体的排放,将

要求所有的电厂满足清洁空气标准,提供诸如排放贸易之类的市场激励机制来帮助

工业界实现上述目标暠。栛 然而,成功当选后的小布什由于受到国内保守主义势力和

传统能源利益集团的压力,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转向消极,其主要表现就是单边

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2001年3月13日,小布什在给四位共和党参议员的一封信中表示,“我反对《京

都议定书》是因为它排除了世界上80%的地区,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义务,并且会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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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经济造成严重损害。暠栙在其授权下,时任美国环保局局长的克里斯廷·惠特曼

(ChristieTodd Whitman)于3月28日正式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6月11
日,小布什在白宫的一次演讲中还为美国的行为再次进行辩护:“《京都议定书》存在

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其余80%将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中

国、印度等世界上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都被排除在《京都议定书》之外。许多国家

不能够实现《京都议定书》的目标,因为协议本身是‘强词夺理的暞,不是建立在科学基

础之上的。对于美国来说,遵守这些规定将产生消极的经济影响、工人的失业和消费

价格的上涨暠。栚 具体来看,小布什拒绝《京都议定书》的理由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栛

第一,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在小布什看来,关于气候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

人类的活动造成的,答案并不明确,而且现在对全球气候变化原因及相关科学知识并

不全面,在商业上也缺少消除与储藏二氧化碳的可行性技术。第二,认为《京都议定

书》的效果无法保障。小布什政府一再声称议定书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是无效的,

因为它排除了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的义务,而后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正在赶超发达

国家。第三,对《京都议定书》的设计目标提出异议。小布什认为议定书的目标不是

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它的目标和时间表是政治谈判下武断的结果,与具体的科学

信息和长期目标无关。第四,指出《京都议定书》的目标过于草率。小布什政府认为

要实现议定书所规定的美国的减排目标,将要求美国在不到七年的时间中削减三分

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一目标显然过于“宏大暠。第五,《京都议定书》可能给美国经

济带来巨大的损害。大部分的模型表明,如果实施不带有排放贸易机制的《京都议定

书》,那么到201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1%~2%。其他国家也将难以实

现减排目标,这给议定书框架的可行性提出了挑战。第六,《京都议定书》使美国丧失

独立性。小布什政府认为议定书将使美国过度依赖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东欧,

因为美国将需要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购买减排信贷来实现其减排目标,这对于美国的

自主性无疑是危险的。

在单方面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同时,为了应对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环保主义者

的批评,小布什政府出台了一些对策回应:

一是提出应对气候变化替代方案。2002年2月14日,小布什提出了应对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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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倡议,即实施大幅度削减三种大气污染物的“洁净天空暠法规和关

于气候变化的新政策。具体包括:(1)洁净天空行动计划(TheClearSkiesInitia灢
tive)。按照该计划,美国将分两个阶段将电厂排放出的三种污染最严重的气体———

氧化氮、二氧化硫和汞———削减70%。栙 (2)“全球气候变化计划暠。目标是在10年

内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18%,从2002年每百万美元 GDP183公吨降至

2012年每百万美元GDP151公吨。2003年将为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的活动提供45亿

美元的经费,比往年增加7亿美元。栚

二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机制之外,发起一系列多边环境/气候伙伴关系行动计

划,如甲烷市场伙伴关系、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有效性伙伴关系以及亚太清洁发展和气

候伙伴关系等(参见表2)。

表2暋小布什政府时期发起的多边环境/气候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发起时间 名称 主要目标

2001年7月
第四代核能系统国

际论坛

旨在培育国际合作研究和开发下一代安全、成本更低和更不易扩散的

核能源体系。

2002年8月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

有效性伙伴关系

目的是推进和扩大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场,发起和提供资金支持,帮助

创建政策网络,知识和信息共享。

2003年6月 碳螯合领导人论坛 目的在于推动下一个十年的碳螯合技术研究、开发和开展。

2003年11月
氢经济国际伙伴关

系

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氢燃料电池的交通工具商业化,实现向氢经济

的过渡。

2004年11月 甲烷市场伙伴关系

该计划着眼于注重成本效益的、近期的甲烷回收和使用,以此达到降

低全球甲烷排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环境和促进能源安全、增强

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2006年1月
亚太清洁发展和气

候伙伴关系

该伙伴关系的宗旨是加速应用清洁技术,以加强能源安全、减少贫困

并减轻污染。

暋暋虽然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气候政策严重冲击了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

的努力,但世界各国并没有因此停止脚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机制每年照

常召开年会,讨论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及各国共同应对的具体措施;欧盟与加拿大等国

都在积极落实《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在积极采取行动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小岛国家也为自身生存而积极呼吁国际社会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应对

气候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国内也在不断汇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力量,这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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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2001年以来所发生的印度洋海啸、卡特里娜飓风、北极冰块迅速融化等气候灾

难导致的严重损失,促使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发生转变,栙

军方呼吁将气候变化当作严重威胁加以应对,栚学术界也不断呼吁政府正视气候变

化的科学结论。栛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接受了气候变化是客观事实的观

点,并形成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是人类面临的严重威胁的观念。栜

在上述背景下,小布什在其第二任期逐步转变了否认气候变化属实的立场,在气

候变化问题上做出了姿态性的调整。2005年7月6日,小布什在参加苏格兰八国集

团会议途经丹麦访问时首次承认人类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的增加正在导致全球变暖

问题的出现。栞 在2007年1月23日举行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进一步承认气候变化

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挑战,认为技术进步是缓解之道,同时建议实施强制性的可再生燃

料标准和增加太阳能和风能的投入。栟 同年5月31日,小布什政府又希望包括中

国、印度在内的15个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共同努力确立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长

期目标,并在2008年底以前就此达成共识。6月6日在德国海利根达姆(Heiligen灢
damm)召开的“气候变化八国峰会暠上,小布什同意考虑欧盟提出的至2050年前,参

加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至1990年排放量的一半,以实现使全球气温升高不超过

3灡6曟的目标。栠 在2008年4月16日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小布什还总结了其

执政期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并确定了一个新的目标:到2025年美国将

遏止温室气体排放继续增长的态势。栢 由此可见,在气候变化科学确定性日益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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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和国际压力日渐加剧的情况下,小布什政府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在气候政策话

语上有所改变。

总结小布什政府的气候政策不难发现,其执政初期奉行单边主义外交,强行退出

了《京都议定书》,并且自行设计了一套温室气体减排替代方案和几类多边气候合作

计划,但效果并不明显。在其执政后期,小布什政府逐渐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现实

性和严重性,并赞同各国合作减排的主张。然而,由于担心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以及抱怨发展中大国未参与减排,小布什政府并未采取相应的实质性减排行动。

(四)“谋求变革暠: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调整

2008年,打着“变革暠的旗号并不断强调“绿色新政暠的民主党人奥巴马成功入主

白宫。他在其就职演讲中数次声称,“我们对能源的使用,日益让对手强大,与此同时

又威胁着我们的星球暠、“我们将利用太阳、风与土壤,来驱动我们的汽车和工厂运

转暠、“我们将与老朋友和老对手一道,共同消除核威胁,解决全球变暖的根源暠。栙 总

体上来看,奥巴马在气候变化问题的核心主张是,在国内减少石油消费,鼓励清洁能

源和低碳能源发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此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国际上积极

参与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多边合作,发挥全球领导作用。栚

第一,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投入,推动节能减排活动。2009年初,奥巴马政府提

出并由国会批准了《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根据该法案,在总额为7872亿

美元的资金中,将会有91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开发、提高能效、环境保护以及为促

进绿色环保动议而实施的税收激励方面。栛 上述投资无疑将促进美国国内能源、环

境以及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和开发,这不仅有利于近期新能源经济产业的成长并创

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还有利于为未来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正如布鲁金

斯学会发布的研究报告所言,“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仅可以改善环境、避免未来付

出更大代价,还有助于绿色技术研发的投入,而后者则有利于创造一个更加强大、更

具活力的美国经济。美国可以通过带头减排来保持世界创新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因

为这样可以刺激能源技术相关领域的创新集群的形成,而此类创新集群则是工作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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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来源,同时也可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增强美国在创新领域的突出地位暠。栙

此外,在美国,建筑物碳排放量约占碳排放总量的40%,源于建筑物的碳排放预

计比其他经济部门产生的排放增长速度更快。奥巴马深信美国有机遇也有责任来提

升新旧建筑物效能。为此,奥巴马政府设立了一个目标:到2030年使所有新建建筑

物的碳排放保持不变或零排放,在未来10年将新建筑物和现有建筑物效能分别提高

50%和25%。奥巴马认为联邦政府应当在减少能源消耗方面起到带头作用,作为总

统,他将确保所有的新联邦建筑物至2025年达到零排放,并在未来5年内,将所有新

建联邦建筑物的内效能增长40%。同时,奥巴马还计划每年提供150亿美元资金用

于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投资。栚 这些节能措施和相关投资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

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减少石油消耗,推动能源独立。自尼克松时代以来,美国历届总统都承诺

采取一定措施增强能源独立,降低对中东的石油依赖。面对国际油价的急剧波动和

全球气候变化的危害,美国迫切需要寻找新的能源来源,提高能源的自给率和清洁

度。基于此,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在传统能源领域推动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内生产,如加

快在蒙大拿州、北达科他州、得克萨斯州以及阿肯色州的油气勘探工作,建设阿拉斯

加国家石油储备区和推进美国灢加拿大跨国油气管道建设等。另一方面则建议提高

燃油经济标准,并推动与汽车制造商、汽车工人和供应商合作实施此项计划。此外,

奥巴马政府还为美国国内的汽车工厂和零部件生产厂商在改革税收抵免和贷款担保

方面提供40亿美元,使得新型节能汽车在美国而非国外进行组装。这两项举措将促

进美国制造业的发展,确保美国工人组装未来的先进汽车,并帮助美国在10年内不

必过度依赖中东和委内瑞拉的石油进口。栛

第三,确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建立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奥巴马沿袭了

《京都议定书》的思路,以总量减排方式为美国设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的具体目标和时

间表,计划到2020年把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到

2050年再减少80%。栜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还着手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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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上线和交易暠机制(CapandTrade),通过这一机制建立起碳排放总量管制体系,将

个人津贴与允许排放的总量相挂钩,以此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联邦税入。为了

确保对大众的公开透明,防止不公正的公司福利政策,所有津贴将以拍卖的方式进

行。此外,公司还可以自由买卖津贴,这样既可以降低成本减少污染,又可以赋予传

统生产商进行调整的能力。栙

第四,重视国际气候合作,重塑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作为对小布

什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补救暠,奥巴马力图恢复美国在应对气候威胁方面的领

导地位。为此,他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运用外交

手段,重启致力于解决气候问题的主要国际论坛。2009年4月27日,世界温室气体

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在美国专门就全球能源和环境问题召开了“全球能源论坛暠。栚 美

国不仅希望通过此次论坛为哥本哈根会议做准备,更希望各国在气候外交方面展现

出创造性,消除全世界对以碳为基础燃料的依赖局面,协调开发能减少污染并提高可

持续性的“改变格局的技术暠。栛 其次,在能源部管辖范围内创立技术转让方案,致力

于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气候友好暠型技术,以帮助后者抵御气候变化。同时,利用现有

机构(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使能源安全成为全球共同目标。最后,为国外的农民

和农场主提供奖励,以保护森林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的管理。栜 上述政策无疑会有利

于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增强美国的领导力。

不可否认,就大方向而言,奥巴马政府将刺激经济复苏、能源结构调整与气候变

化政策相互链接、统筹兼顾,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奥巴马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

积极态度也使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在国际气候多边治理中会比以往更有所作为。然

而,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目标又过于宏大和理想化,其实现的国际国内环境尚不成

熟。尤其是面临着全球经济危机和本国“财政悬崖暠的背景下,其气候治理雄心会不

可避免的陷入“有心无力暠的困局,这可以从美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2010
年坎昆气候会议、2011年德班气候会议以及2012年多哈气候会议中的消极表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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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佐证。栙 可以预判,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美国会继续避免做出实质性减排承

诺,并且会继续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来,只是形式将会更加

间接化和多样化。栚 就此而言,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新政有其局限性,其政策效果并不

理想。

三暋美国气候治理面临的困境

纵观美国的气候治理政策变迁,历届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并不十分

一致,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性。从总体上来看,美国的气候治理政策较

为消极。美国不仅拒绝参与实质性温室气体减排,游离于关键性国际气候机制之外,

还试图让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责任,无视国际气候治理中的公平和道义

原则,这使得美国一度成为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中的“拖后腿者暠。虽然美国具有无可

匹敌的国力优势,也试图走出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不作为的“阴影暠,然而从当前美

国的能源消费状况、碳排放态势、国际气候博弈现状以及国际伦理等角度来看,美国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依旧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能源消费状况及其趋势不容乐观

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充足、廉价的能源

资源基础之上的。这些能源主要包括煤、石油、天然气、水能和核能。然而,这里存在

的一个悖论是,充足和廉价的能源供应并不利于促进其效率的提高。事实上,过去美

国的人均能源消耗量或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耗能量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出约70%。

美国仅占世界人口总量的5%,却消耗了全世界25%的能源。栛 与此同时,根据美国

能源信息局(EIA)于2012年12月5日发布的《年度能源展望2013:前期概述》分析

数据,2011年美国主要能源消费总量为98暳1015Btu(英热单位Btu),到2035年这一

数字将上升为104暳1015Btu,此后还将以年均0.6%的增长速度,于2040年达到108

暳1015Btu。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化石能源将依然是未来美国能源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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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来源。具体而言,煤炭消费量将从2011年的19.7暳1015Btu上升为2040年

的20.5暳1015Btu;石油将从37暳1015Btu略降为36.1暳1015Btu;天然气从24.4暳

1012立方英尺上升为29.5暳1012立方英尺。栙相对而言,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消费

中所占的比重依旧十分有限。

(二)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长期维持在高位

一般而言,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取决于能源的使用及其碳含量状况。

美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为主,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

的统计,2009年对化石燃料的燃烧占据了美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94.6%。栚 与此

同时,在上述三种传统能源中,煤炭无疑又是其中含碳量最高的。作为世界上煤炭资

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2006年美国的煤炭储量占世界储备总量的27.1%,同时还是

世界第七大煤炭出口国。栛 与其他资源相比,丰富的储备以及开采和运输条件的改

善使得煤炭价格更为低廉。也正是基于此,煤炭在美国注定会成为一种理想的电力

来源。尽管早在1970年就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但是自那以后美国的煤炭发电量还

是增长了近三倍。而且在使用煤炭最多的十个州中,来自煤炭的电费比其他燃料产

生的电费要便宜40%。栜 虽然据推测,煤炭在整个美国电力消费来源中的比重会从

2011年的42%降至2040年的35%,但它在此期间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发电来源。栞

由此可见,国内相对丰富的资源储备及其安全供应意味着煤炭在美国未来的电力需

求中将继续扮演着关键角色。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能源信息局预计未来美国的电力

消费总量(包括向电厂购买和现场发电)将会以年均1%的速度增长,由2009年的

3745百万千瓦时上升为2035年的4880百万千瓦时。栟 因此,可以预见美国未来与

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会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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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研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美国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下降了3%和近7%。与此同时,2027年之前美国的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不会超过2005年的水平(5980百万公吨)。然而,从2027年至

2035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会再增长5%,达到6315百万公吨。栙 这意味着

在2005至2035年期间,美国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将会以年均0.2%的幅度

增长。同样在这一时期,由于对电力和交通燃油需求的增长会被较高的能源价格、能

耗标准、各州政府的可再生能源标准、联邦政府制定的公司平均燃油经济标准等因素

所抵消,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会以年均0.8%的幅度下降。从总体上来看,

美国在未来数十年依旧会是全球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这意味着美国在全球温室

气体减排中理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集团)的双重压力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受到了一些贫穷国家和小岛国家联盟

(AOSIS)的强烈批评。由于基础设施落后,科技水平有限,贫穷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

方面的脆弱性更差。如果不尽快遏止气候变化,贫穷国家将会面临国家治理能力溃

败的危险,而小岛国家则会遭受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它们当中的一些甚至会在21世

纪失去80%的国土面积。基于此,小岛国家和贫穷国家对美国长期以来逃避温室气

体减排责任的行为抱怨不已。

与此同时,美国还受到其他发达国家(集团)减排的压力。例如,作为国际环境治

理中的积极领导者,欧盟不仅在区域内实行领先的环保标准,在国际层面还积极开展

环境外交,倡导以多边主义方式推动各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在2001年小布

什政府执意退出《京都议定书》,使得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几近陷入僵局之际,欧盟则积

极运用其外交力量动员其他国家支持和加入《京都议定书》。一方面,针对加拿大和

日本等国仍对《京都议定书》的执行机制持有异议的情势,欧盟、77国集团及中国在

谈判中经过磋商,采取了灵活的态度,最终促使各方达成《波恩政治协议》和《马拉喀

什协定》。这两个协定既帮助了发展中国家进行环境保护,又规定了碳汇的计算方法

及允许使用碳汇额度的上限,使得对《京都议定书》附件I国家减排义务的规定大大

弱化,也为议定书的生效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欧盟还以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为条件,积极推动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2004年10月22日,俄罗斯国家

杜马在全体会议上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从而为《京都议定书》的最终生效扫清了障

碍。可见,欧盟在京都进程中所扮演的“领导者暠角色已经给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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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forecasts/aeo/pdf/0383er(2011).pdf.



压力。

由于《京都议定书》的第一个承诺期于2012年截止,如何构建后京都时代的国际

气候制度成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更为重要的是,国际气候政治的博弈

不仅表现为领导权之争,还表现为国家发展模式的竞争。如果美国不在全球气候治

理中“有所作为暠,那么有可能丧失国际社会对美国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信心,从而

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因此,如何夺回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

导权并重塑民众对本国发展模式的信心,就成为未来美国政府不可回避的课题。

(四)国际伦理和道义压力

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气候科学家可以协助我们发现气候变化的“因暠和“果暠,也可

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但人们应该如何做,这不仅是科学技术领

域的课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栙 而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不作为暠必将使其面

临巨大的国际伦理和道义压力。

首先,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不能成为任何国家推脱气候伦理责任的理由。

在诸如气候变化这样的环境问题中,当(气候变化)科学不确定性不能就该问题对人

类健康的危害和可能产生的环境后果做出明晰的预测时,伦理问题就产生了。栚 这

是因为即使科学可以精确地描述出气候变化的危险层次,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接受

性暠的问题。也就是说,从科学的结论来看,气候变化的确引起了一些特定的威胁或

者危险,但是在缺乏首先决定某个固定的接受标准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预知这种威

胁是否可以被普遍接受。因此,“接受性暠的标准应当被看作是一个伦理问题,而非科

学问题。忽略上述问题将意味着人类的健康和环境会被置于一种“合法性危险暠(le灢

gitimaterisk)情景之下,即决策者在潜在的环境威胁面前选择不采取行动。栛 虽然

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尚存争论,但是它所引起的一些危害的确已经发生。世界各国应

当采取预防性措施来预测、阻止或者将气候变化的诱因最小化,以此来减缓其负面影

响。只要存在危害或者不可逆转的破坏,人类社会就不能以缺乏百分之百的科学确

定性为理由来推迟采取气候治理行动。对于美国而言,上述伦理问题同样需要正视。

其次,国际气候正义原则要求美国理应采取有效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

中的正义内容主要包括:人与自然平等相处、国际社会中的利益和义务承担要遵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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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皓:《正义、权利和责任: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伦理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0期,第59页。
有关环境决策过程中科学与伦理关系的讨论,可参见JohnLemonsandDonaldBrown,“TheRoleofSci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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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SustainableDevelopment;Science,Ethics,andPublicPolicy,(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灢
lishers,1995),pp.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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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Boston:Rowman& LittlefieldPublishers,2002),p.138.



遍规范和标准。在前一个内容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做到人与自然的平等

相处;在后一个内容上,由于国际社会的规则、规范和标准是由那些早先进入国际社

会的主要大国制定的,而那些国际社会的迟来者则很难在“祖父原则暠下获得公平的

利益和权利。栙 此外,在分配排放权和非均衡性的影响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

家历史上长期过量排放,而发展中国家排放较少,并且更易受到前者温室气体排放的

危害。栚 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应当在温室气体减排上做的更多,并且对那些遭受气

候变化影响的弱小国家进行补偿。

最后,国际气候条约和规范明确规定了各类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无视他国权利和

逃避自身责任将会使美国失去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国际气候机制中的一个最为重

要的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暠。根据该原则,发达国家缔约方应该率先采取行

动,尽最大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支

持的前提下,有责任采取一定的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这里的“共同暠强调各缔

约国均对生态环境链有着整体性和关联性责任,“区别暠则强调了先发国家的历史责

任、兼顾了后发国家的发展需要,体现了一种公平精神。栛 就美国而言,自20世纪50
年代以来,美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总排放量的大约27%,几乎三倍于地球上的

任何一个国家。每一个美国公民每年平均排放25吨的二氧化碳,比欧盟的人均排放

高出二倍,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栜 对此,美国著名的环境学家唐纳德·布朗

(DonaldBrown)指出,“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美国表现出了一种利用其政治、

经济和军事力量来逃避碳减排责任的倾向,而结果是,美国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将不

得不面对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立场信任的流失暠。栞 换言之,如果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

观感而践踏国际气候伦理规范,必将会给自身的道义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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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的“祖父原则暠(GrandfatheringPrinciples)最初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和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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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暋暋论

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兴起以来,国际社会围绕如何构建有效的

国际气候治理机制而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和博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

放国之一,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无疑至为关键。虽然气候变化在生态环境、

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三个维度上对美国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但是整体上而言,美国

并没有采取与其国际地位相称的气候治理政策。本文通过深入分析美国的气候治理

政策及其实践历程后发现,减排成本、国内结构、现实困境三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框

定了美国的气候治理力度和边界,具体而言:

第一,在美国的“气候脆弱性暠和减排成本之间,美国政府更注重成本因素。在综

合权衡下,美国决策者认为进行温室气体减排有损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这是制约美国

采取积极有效的气候治理政策的根本原因。

第二,从美国历届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治博弈进程来看,美国权力高度分

散的国内结构容易导致应对气候变化政策陷入不同机构部门(尤其是在国会、总统和

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制衡的漩涡,进而使得行政当局很难在国内自上而下的实施该政

策。例如,克林顿政府虽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迫于国会压力,并未提交参议院

审议;小布什政府的气候政策则长期受制于石油利益集团的影响;奥巴马政府的气候

新政能走多远,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国会两党在财政问题上的博弈态势。可以说,

权力分散式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政府及时制定和有效实施环境/气候政

策的绊脚石,这是美国的立国先驱们所始料未及的。

第三,美国面临着节能减排的现实困境。从能源消费状况来看,美国长期位居世

界头号能源消费国位置,且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依然占据美国的能源消费结

构主流。只要短期内美国的能源消费状况得不到根本性改观、“气候友好型暠技术得

不到“质暠的提升和“量暠的普及,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依旧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马建英: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讲师、海洋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本文责任编辑:杨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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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充分就业与政治正当性

———从社会角度分析当今美国国内挑战栙

魏南枝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全球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美国经

济结构向金融化转型,本国经济的产业空心化和新兴国家廉价劳动力市场

的冲击,使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状况逐年恶化,社会不平等性加剧、失业情

况严重、社会流动性下降。美国政治传统要求保护机会平等,但是,新自由

主义和经济全球化二者共同推动了美国的政治利益与资本利益更紧密地结

合,既削弱了大众社会力量对抗市场霸权的能力,也限制了美国的政治国家

能力,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政府的政治正当性形成挑战。目前美国所面临的

危机,严格意义上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是政治国家能力被资本

权力所限制、社会力量对资本霸权进行抵制而形成的多重国内挑战。

关键词:美国政治 资本主义 政治正当性 机会平等 社会流动性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时代下的世界各地被全球化网络不断吸纳的同时,也帮助美

国得以对世界任何“陷入麻烦的地区暠进行迅速的干预。栚 但是,随着单边秩序的结

束,全球化的力量既以巨大的吸力将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越来越紧密地链接

在一起,也导致全球社会不平等性的加剧,因而遭到了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反全球化

栙

栚

本论文为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社会保护机制与政治体制互动关系研究:以中美法为例暠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ChalmersJohnson,TheSorrowsofEmpire:Militarism,Secrecy,andtheEndoftheRepublic (New
York:HenryHolt,MetropolitanBooks,2004).冷战结束后,出现美国主导世界的单极世界格局。美国主

导全球化,以实现对全球的干预,约翰逊将这种全球干预视为单极时代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



社会力量的巨大反作用力。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和就业机会的大量自由“移民暠,随着新兴国家的力量崛

起,这些国家开始进入世界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栙给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设

计和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带来冲击。进入21世纪,美国面临不断恶化的社会不平等

问题,严重的失业和社会不平等引发了各种社会不满。经济衰退、社会冲突和政治困

境等因素的结合,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政府的政治正当性形成了挑战。本文围绕美国

内部的社会不平等、不充分就业及其对美国政府的政治正当性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

讨,从社会的角度对美国目前面临的国内挑战进行分析。

一暋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侵蚀美国精神

美国精神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传统,以个人主义为核心,鼓励追求个人自由和物

质财富。在强调自由权的同时,美国社会也强调平等性。然而,美国传统上的平等是

指机会平等,栚强调法律面前的平等性,赋予“机会平等暠以绝对的道德至上性与政治

正确性,突出“勤奋劳动暠对形成贫富差距和阶层差异的决定性意义,而不注重结果的

平等性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责任的平等。因此,美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工作社会。栛

同时,美国也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向上流动性,通过众多类似富兰克林这样的“平民到

富翁到政治家暠的成功范例,将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作为美国社会正确性的重要基础,

以此证明精英地位的来源正当性。因此,机会平等性和社会流动性二者共同构成理

想的美国社会模式所具有的意义、正确性和信心的基石。栜

美国的社会模式强调经济自立,因而形成对“贫穷文化暠的批判,穷人的行为、态

度和价值等被认为因自身原因而陷入“贫困陷阱暠。栞 这种批判态度符合美式自由资

本主义的要求,同时也因美式资本主义本身而产生和成熟。早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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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建国早期,充足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美国人相信所有人通过辛勤劳动

都会占有土地和拥有财富,普遍的土地所有权被杰斐逊视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力量的

一个源泉。针对19世纪的美国社会,德国学者桑巴特认为,美国资本主义为工人提

供了丰厚的物质报酬,美国社会具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加上美国普选制等政治制度

对公民可以进行有效整合,使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暠。栙

19世纪晚期,美国社会开始出现贫富悬殊。经历了进步时代的大调整,政府对

经济的干预逐渐为美国社会所接受。20世纪上半叶,美国左派学者萨姆森对美国的

资本主义进一步阐述,他认为美国无疑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其对资本主义的定义

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美国精神在意识形态上替代了社会主义暠。栚

长期以来,“所有阶层的公民暠与精英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被认为可以通过自由市场

经济得以规范、调整和正当化,因而,美国的政党政治和劳工运动、工会之间的联系先

天不足。

美国的各种制度特别是其民主政治制度曾经被誉为使个人奋斗梦想成为可能的

基础和引擎。但是,追求个人自由、资本自由和促进社会团结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

突,社会普通民众与部分精英之间的利益博弈也不可避免。依据美国的民主政治制

度,美国民众有权通过大众民主制度要求政府干预市场,或者推动政府改变社会政

策、以实现对社会利益的保护。不过,基于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自

由主义传统对社会政策选择倾向的长期影响之下,美国精神认为自决高于保障,并不

认可政治国家对实现社会与经济的结果平等负有义务,甚至对政府的干预经济和提

供大量公共服务存在不信任感,因此美国民众要求美国政府干预市场的意愿和能力

是有限的。

自进步主义时代以来,美国政府在多重压力之下开始干预经济、并采取多种措施

增强社会平等性。栛 但这种经济干预的核心任务是保持经济稳定和促进充分就业,

以确保市场主导的福利提供模式的顺利运行。即使经历了20世纪的大衰退,罗斯福

新政所通过的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案,也并未建立起欧洲式的全民社会保险制

度,而是深受美国长期奉行的自由放任主义和英国济贫法传统的影响,遵循补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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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214页。桑巴特

认为丰富的物质报酬使工人阶级丧失激进主义动力,社会流动性抑制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而美

国的政党制度可以有效地提升公民整合度。

LeonSamson,TowardaUnitedFront:APhilosophyforAmericanWorkers(NewYork:Farrar& Rine灢
hart,INC.,1935),p.17.
19世纪的美国有一句著名的话形容当时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即“国家与社会什么都不是,个人就是一切暠
(thestateandsocietywerenothing,theindividualwaseverything)。这种理念自进步主义时代开始发生变

化,FaithJaycox,TheProgressiveEra (NewYork:FactsOnFile,Inc.),pp.iv~x。



则、提供具有资格审查性质(means灢test)的公共服务,对社会保险和公共救助进行了

严格区分:前者主要指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后者主要针对老年人、盲人、需要抚养

孩子的贫困家庭等。虽然该法案将社会保障视为政府的神圣职责,但是,社会福利计

划“仅仅针对值得救助的人群暠。也就是说,有限的“值得救助的人群暠才有从政府获

得救助的法定权利,栙用于社会政策的公共支出水平较低,市场仍被视为个人福利的

主要提供者和经济安全的保障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美国政府对经济进

行较积极的干预以促进充分就业,促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栚 特

别在约翰逊总统推行“伟大社会暠政策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联邦反贫困立法,公共救

助的覆盖面和程度都有所提高,建立了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id)和食品券(FoodStamps)等制度。美国政府通过提高穷人的教育水平和

工作机会而降低贫困率,20世纪初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

无论是罗斯福新政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时期,美国

政府对美国经济具有相当的调控能力,因而能够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保持一

定的平衡。但是,这一阶段美国扶贫减贫的社会政策并没有有效地和经济政策联系

起来,美国政府逐渐陷入严重的财政赤字。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进一步陷入滞

涨,反凯恩斯主义思想开始在美国盛行。以默里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

收入转移支付降低了个人进取动机,构成了经济发展停滞的原因。栛 尽管当时也有

研究表明这种降低的实际程度非常有限,栜但强调个人责任的美国基本价值观在预

算赤字的刺激下与社会福利思想之间发生了强烈的碰撞,新自由主义思潮迅速风靡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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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kocpol,“TheLimitsoftheNewDealSystemandtheRootsofContemporaryWelfareDilemmas,暠The
PoliticsofSocialPolicyintheUnitedStates,eds.M.Weir,A.S.OrloffandT.Skocpol(Princeton,NJ: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8),p.296.
EricRauchway,TheGreatDepressionandtheNewDeal:AVeryShortIntroduction (New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2008),p.6.
CharlesMurray,LosingGround:AmericanSocialPolicy1950~1980 (NewYork:BasicBooks,1984).
在1980年代,有研究表明,美国所有的福利项目仅减少了经济部门总工作时间的4.8%。SheldonDaniz灢
iger,RobertHaveman,andRobertPlotnick,“HowIncomeTransferProgramsAffectWork,Savings,and
theIncomeDistribution:ACriticalReview,暠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No.19,1981,pp.975~
1028.



20世纪8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基础上,栙美国以新

自由主义(里根新保守主义)的理念和方式,对国际国内经济秩序进行重构,也对其社

会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确立了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支配地位,通过不断减少政府

干预,瓦解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实现收入分配从劳动向资本的倾斜。1990年代,克林

顿施行以支持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为前提的“第三条道路暠福利改革,继续自里根政

府以来的社会保障私有化,用促进就业代替公共救助,对扶贫减贫政策进行了迅速缩

减以避免所谓“福利陷阱暠。例如,1996年《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建立了贫

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项目,取代了被广泛批评为过于慷慨的针对有子女抚养家

庭的补助计划(AFDC)。栚

自此,市场力量的统治地位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政治国家与市场经

济之间的平衡。除了提倡自由贸易,美国将私有化、资本的自由流动、撤销管制措施、

减税、废除补贴等各种措施相结合,将自由市场经济奉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唯一

正确路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将美国的政治利益与资本利益直接结合在一

起。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以市场为导向、较少对市场进行规制。这种

市场导向和政府规制的相对“缺位暠,使美国的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易于产生直

接冲突。在这种直接冲突之下,新自由主义通过对市场力量所具有的政治正确性的

肯定,确保了美国精英阶层的特权地位的政治正当性,一方面促进了统治阶层的团

结,另一方面削弱了大众社会力量对抗市场力量的能力。栛

对外政策方面,美国着力于推动华盛顿共识,强调普世价值衡量标准的单一性和

自我主导性。一方面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施压,使其接受并

遵循新自由主义的信条;另一方面,按照新自由主义理念,对财政上依赖国际金融组

织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改造,利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推广

美式民主,以此作为被改造国家的政权获得其政治正当性的基础。栜 与此同时,以跨

国公司和私人金融机构为代表的资本力量本能地支持和推动新自由主义,使其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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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在各项经济指标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因此主导设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

际经济秩序:自由贸易规范、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金融体系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贸

易体系、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越南战争使美国财政赤字连年扩大,不得不大量发行美元,
美国陷入财政困难。1971年美国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履行对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

义务,也就是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与此同时,日本和德国的经

济迅速崛起。然而,美国用浮动汇率制为基础的新国际货币制度击败了日本和德国。1990年代,由于高科

技部门的迅速发展,美国赢得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模式击败了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
罗云力:《浅论克林顿第三条道路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G.WilliamDomhoff,“TheClass灢DominationTheoryofPower,暠April2005,availableat:http://who灢
rulesamerica.net/power/class_domination.html.
DavidHarvey,ABriefHistoryofNeoliberalism (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5),pp.39~86.



全球性的霸权地位。栙 美国政府和跨国资本力量共同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

以及该思潮统治下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栚

在各种生产要素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将市场自由化和经济效率优

先的价值凌驾于社会团结之上,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商品价格、工作方式和劳动收入

等。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获得了高速发展。但

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美国并不能完全控制哪怕经济上依赖美国援助的其他国家的经

济政策,也不能在贸易争端经贸谈判中总是处于优势地位。栛 尽管美国政府和资本

力量二者进行合作,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但是,资本自身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自由流

动,美国政府对此难于进行有效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也无法完全

对其进行掌控。

基于国际国内格局的双重改变,在美国的大众社会力量被不断削弱的情况下,美

国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不断恶化,社会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虽然对底层人民的基本

物质需求没有进行绝对的剥夺,栜但是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陷入贫困,栞中产阶

级规模趋于萎缩,相对剥夺的情况日益严重,使美国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二暋就业、社会平等与社会流动性

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利润与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能够促进投资的效率,因此可

以为整个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繁荣。然而,全球化浪潮中的美国经

济结构发生了转型,随着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不断萎缩,生产环节不再占据重

要位置,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美国趋向消亡,也就是说,美国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

降。金融业务取代了制造业的地位,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部门。金融市场提供了大

量进行金融投资的机会,财富迅速向少部分人积聚,也刺激了短暂的经济繁荣,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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栞

政府所代表的政治国家可以对市场的力量进行规制,所以,仅有市场的力量,即使强大的跨国资本力量施

压,也无力实现新自由主义在世界的统治地位。但是,在美国的里根主义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的推动下,政
治力量与资本力量二者相结合。通过政治上推行美式民主、经济上奉行新自由主义,在华盛顿共识形成之

后,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获得了政治正确性,迅速占据统治地位。

JamesL.Richardson,ContendingLiberalismsinWorldPolitics:IdeologyandPower (Boulder:Lynne
Rienner,2001),pp.155~163.
MichaelMann,TheIncoherentEmpire(London:Verso,2003),pp.49~79.
以3个家庭成员的家庭为例,2012年北美大陆的48个州的贫困指导线为1.909万美元。FederalRegis灢
ter,Vol.77,No.17,January26,2012,pp.4034~4035.按照布鲁金斯学会的统计,有20%的美国孩子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3% 的美国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availableat:http://www.brookings.edu/re灢
search/topics/u灢s灢poverty。

2010年,美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为4620万人,为52年来的最高值。SabrinaTavernise,“Poverty
RateSoarstoHighestLevelsince1993,暠NewYorkTimes(September14,2011),p.A1.



部分的利润并未投资用于扩张以及升级制造业系统,也未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高速发展,全球

劳动力市场规模迅速膨胀,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大量向新兴国家转移,对美国国内劳动

力市场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冲击。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之下,美

国的国内劳动力市场状况逐年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劳动力不得不适应新自由主义逻辑下的雇佣、劳动契约和工作方式,主

要特点为灵活就业和缺乏监管。栙 自1990年代以来,虽然技术创新使美国经济得到

了高速发展;但是,随着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持续下降,栚兼职工作的比重上升已经不

是周期性的现象,而是变为结构性发展趋势。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显示,2013年3月

因经济原因选择兼职的人数为800万人。栛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具有高度的灵

活性,签订稳定的长期劳动合同的工作机会被临时性工作机会所替代,全职工作机会

被兼职工作机会所取代,稳定的中产阶级职位正在萎缩。此外,灵活就业导致工薪阶

层整体工资收入水平的降低,并且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该社会保障主要指基于稳

定工作而获得的与缴纳收入所得税的工作岗位相关联的各种社会保险、退休计划和

带薪假期等,栜具有缴费性、非财产审查性的特点,这种与工作相关联的社会保障的

私有化将劳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从兼职工作获得的直接劳动收入偏低,又缺乏从

社会保障机制获得的间接收入(转移支付收入),这就使“工作穷人暠的比重不断攀升。

低收入灵活性工作岗位比重的上升和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等使美国社会的工作

人口从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所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的购买力进一步萎缩,不利于刺

激美国经济复苏。同时,由于非正式就业人口增加和产业工人比重减少,参加工会组

织的工人比例很低,栞工人组织的力量也处于迅速衰退之中,栟这就使美国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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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imoCastilloFernandezand MarthaOtis,“HegemonyandtheU.S.LaborModel,暠LatinAmerican
Perspectives,Vol.34,No.1,TheCrisisofU.S.HegemonyintheTwenty灢FirstCentury (Jan.2007),

pp.64~72.
StevenKroll,TheDeclineinWorkHoursduringthe2007~2009Rrecession,availableat:http://www.
bls.gov/opub/mlr/2011/04/art10full.pdf.
Availableat:http://www.bls.gov/news.release/pdf/empsit.pdf.
UlrichBeck,Unnuevomundofeliz:Laprecarizaciondeltrabajoenlaeradelaglobalizacion(BuenosAi灢
res:Paidos,2000),p.39,citedfrom DidimoCastilloFernandezand MarthaOtis,“Hegemonyandthe
U.S.LaborModel,暠LatinAmericanPerspectives,Vol.34,No.1,TheCrisisofU.S.Hegemonyinthe
Twenty灢FirstCentury (Jan.2007),p.69.
2011年,美国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比例为11.8%,公营部门就业人员加入工会的比例为37%,而在私营部

门就业的劳动力加入工会的比例已经下降到7%以下,这是1932年以来的最低纪录,availableat:http://

www.bls.gov/news.release/union2.nr0.htm.
RobertE.Baldwin,TheDeclineofUSLaborUnionsandtheRoleofTrade(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3).



的影响力和对抗资本力量的能力进一步下降,美国劳工阶级的力量在不断被分割和

削弱。对此,弗里曼认为,工人的真实收入和其实际创造的产值之间的差距日益扩

大,既体现了资方管理者在设定劳动条件方面居于强势地位,也表明劳动者对其劳动

收入进行集体协商的能力有限。“过去20~30年间,绝大多数的生产增长所创造的

价值最终进入了少数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口袋里。暠栙

另一方面,以信息科学为代表的新生产方式与精益生产等新管理方式的结合,使

生产环节得以不再集中于发达国家。资本天然的排斥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因此,美国

大企业大量采用外包的形式:首先,外包有利于稳固其不可转移的核心业务;其次,将

其他业务分散到劳动力价格更低、劳动市场管制更宽松的发展中国家中的高度专门

化企业,例如中国和印度,有利于其尽可能降低生产管理成本。栚 在大量吸纳以外包

业务为主体的外资投入的基础上,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成为跨国企业链

条中的供应者,反过来增加了美国的进口压力。栛

近30年来,美国本土经济的增长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的信贷消费和资产价格泡

沫,栜但在产业技术升级和生产自动化的推动下,美国制造业产出总值仍然保持了增

长。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表明,制造业提供的工作岗位自1996年到2006年减少

了300多万,也就是下降了18%;但是,美国制造业的产出仍在不断上升,该期间美

国制造业的 产 出 上 升 了 15%。栞 1989~2010 年 间,美 国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增 长 了

62灡5%,而工人人均小时报酬却只增长了12%,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增长率之间的缺

口不断扩大。栟

与劳动力市场状况恶化同时存在的是高失业率。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布的

2013年2月就业形势报告显示,该月美国失业率为7.7%,其中已经失业27周以上

的长期失业人口数大约为480万,占总失业人数的40.2%。栠

但是,按照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分析,这个官方失业统计数据并不全面,因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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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B.Freeman,AmericaWorks灢TheExceptionalU.S.LaborMarket (New York:RussellSage
Foundation,2007),p.40.
对于资本而言,这种外包业务的战略具有明显的优势:降低成本、减少税负、降低雇主责任、弱化工会力量

等,有利于资本尽可能获取更大利益。
但也有学者否定这种观点,穆迪认为进口竞争和外包都不能完全解释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迅速萎缩的原

因。他认为,自1990年以来,在生产力下降、来自日本等地的全球性竞争加剧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通货膨

胀等因素推动下,美国的制造业转向新技术产业,导致就业吸纳能力下降。Kim Moody,U.S.Laborin
TroubleandTransition (London:Verso,2007),citedbyHorstBrand,“U.S.WorkersConfrontGrowing
Insecurity,暠Dissent,Fall2009,p.50.
参阅崔学东:《新自由主义导致全球劳资关系不断恶化》,载《红旗文摘》,2012年第20期,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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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统计那些长期失业的人,也没有统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业失败的数百万

工人。栙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官方统计将年满16周岁以上的自由平民(Civilian

noninstitutionalpopulation)栚分为平民劳动力(Civilianlaborforce)和非劳动人口

(notinlaborforce)栛两大类,计算失业率的基数仅覆盖平民劳动力。尽管针对企业

调查得出的结果,美国2013年2月份非农就业岗位增加23.6万个,使其官方失业率

相比上月下降0.2%。但是,2013年2月平民劳动力减少13万,其中新增就业人口

17万,失业人口减少30万;而非劳动人口增加29.6万,其中65周岁以上人口只增

加5.5万。栜 为何在16周岁以上的自由平民人数增加的情况下,失业人口减少的数

量会高于非农就业岗位增加数量? 为何非农就业岗位增加数量高于实际新增就业人

口量? 为何失业率还出现了下降? 原因就是平民劳动力人数也在下降,流动到了不

被官方失业率作为统计基数的非劳动人口这一类别之中了,而非劳动人口中有就业

要求的人也并未有效地被新增工作岗位所吸纳。

官方数据也明确指出,不纳入失业率统计基数的待就业人口数(personswere

marginallyattachedtothelaborforce)栞为260万,其中有88.5万人已经不再积极

寻找工作(discouragedworkers)。栟 这些数字游戏的背后是,美国被纳入非劳动人口

之中的16至64岁的成年人已经高达5528.6万。栠 长期的高失业率会进一步打击这

些长期失业人群和待就业人群寻找工作的积极性和可能性,有相当多劳动力因为放

弃寻找工作而脱离就业大军,使美国有效劳动力人口实际上在不断减少,整体实际失

业率并未好转。

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美国劳动模式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的

状况恶化、失业严重,原本有希望通过工作脱贫的贫困人群缺乏足够的机会。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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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就业市场(Civilianlaborforce)的人口数为1.56亿。年满16周岁以上的自由平民是指在美国居住的

16周岁以上的非现役军人,而且没有被关在监狱、限制在精神病院或其他监禁设施内的人。Availabl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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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工作或找不到工作的劳动力总数为8930.4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数为3481.4万人,想找工作

的人口数为682.1万人。Availableat:http://www.bls.gov/news.release/archives/empsit_03082013.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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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就业人口是指没有被纳入劳动力统计、但想工作也能够工作并且已经在过去12个月里面寻找工作。而

他们未被纳入失业人口是因为他们在官方统计前的四个星期没有找工作。
不再积极寻找工作人口是指因为认为自己无法得到工作机会而在近期不再寻找工作的人。
其中,2013年2月,美国16至64岁的女性人数为3380.9万人,16至64岁的男性人数为2147.7万人。A灢
vailableat:http://www.bls.gov/news.release/archives/empsit_03082013.pdf.



就业人口内部的贫富悬殊也在日益加大,失业和收入不足共同构成了美国收入贫困

的主要成因。根据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发布的人口普查报告,2011年美国贫困人口

达497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栙

美国产业结构的空心化和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导致工人内部少量受到良好教育的

技术工人的收入得到了增长,而其他大部分工人、特别是缺乏技术的低报酬工人,由

于中等收入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低收入的服务业岗位大量增加,劳动实际收入的

增长也陷入停滞甚至下降。栚 2012年11月之前的12个月里,美国非农业私营部门

就业人员的平均每小时工资增长率为1.7%,而2012年前11个月的平均通胀率为

2%左右,工资性收入在财富分配比例中的份额在持续萎缩。栛

自2012年2月,私有企业就职的人员平均时薪增长了2.1%,达23.82美元。

其中,旅游休闲行业就业人员数达1335.9万,其平均时薪仅为13.39美元;公用事业

的就业人员数为55.62万,其平均时薪为35.05美元。这种行业收入差距和大量低

收入工作岗位的存在意味着工作贫困人口的数量在增多。2013年2月私有企业总

就职人员数为1.11432亿人,其中私有企业非管理类岗位就职人员数为9350.6万

人,占私有企业总就职人数近84%,而该类人员的平均时薪为20.04美元,比私有企

业就职的人员平均时薪少3.78美元,可见占总人数16%的私有企业管理类岗位就

职人员的收入明显高于非管理类就职人员。栜 这说明同行业内部的管理类和非管理

类就职人员的收入差距也很大。

个人的收入来源主要可以分为三类:财产收入(资本收益)、劳动收入和转移支付

收入(社会保障)。在失业严重和收入不足的双重作用下,2010年美国的官方基尼系

数为0.469,栞收入不平等情况达到自1967年以来对家庭收入进行统计以来的最高

点。然而,美国普查局的统计方法仅针对家庭的货币收入,包括工资、利息、社会保障

收入等各种现金收入,但排除了在国民收入中实际比重不断上升的资本收益。对此,

有批评认为,美国最富裕的家庭的投资获益很大,而美国普查局没有将资本收益统计

在内,这说明美国的实际收入不平等情况比官方数据要严重得多。栟

上述对就业市场状况和社会贫困状况的分析表明,美国政府对经济放松监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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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放任甚至帮助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导致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栙

这种社会不平等不仅体现为收入的不平等(结果不平等),还体现为严重的机会不平

等。根据一项跨国社会调查显示,美国社会更具有精英管理社会的特点,无论向上流

动还是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都低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

从这一调查结果来看,父亲收入(家庭收入)处在全美收入最低的1/5的孩子,比

家庭排在全美收入最高的1/5的孩子以较好成绩从高中毕业的机会更低,并且更有

可能在就学年龄阶段就成为未婚父母或者因犯罪被监禁。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公

布数据表明,近年来美国的未婚生育率仍然较高,栚这就使传统家庭结构面临分崩离

析危险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儿童因为处于单身家庭而处于贫困状态,直接进一步导致

儿童前途的两极分化。

而与这种贫富阶级之间的机会不平等同时存在的是,非常明显的族群之间的不

平等。上述不平等就使得对相当比例的底层人群、特别是底层黑人和拉美裔族群而

言,贫困不再是暂时现象,长期贫困变得越来越普遍。

2013年2月,在美国平均失业率为7.7%的情况下,黑人失业率为13.8%,拉美

裔失业率为9.6%。美国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难以得到缓解,2013年2月,

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就业率达18.76%,而16至19周岁在就业市场的年轻劳动力

失业率为 25.1%,其中白人青年的失业率为 22.1%,黑人青年的失业率高达

43灡1%。除了族群之间的就业差距,不同学历人群的就业差距也很明显,未获得高中

毕业文凭以下的人群失业率为11.2%,随着学历的提高、失业率不断降低,学士学位

以上的人群失业率仅为3.8%。栛 也就是说,越早进入就业市场的劳动力其学历越

低,其失业的可能性越大,而很早进入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中黑人与拉美裔的比重明显

高于白人。

这种高比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高监禁率和高监禁率背后的种族差异。

美国司法统计局2012年12月公布的美国2011年监禁情况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

被宣判入监的人员中93%为男性,61%为39周岁以下的人群,其中非拉美裔男性黑

人与拉美裔男性比白人男性的犯罪率更高,而且犯罪年龄更低。白人男性的被监禁

率为0.5%,拉美裔男性的被监禁率为1.2%,而非拉美裔男性黑人的被监禁率为

3灡0%。在18至19周岁的年龄段中,每10万美国居民中有1544名黑人男性被监

禁,而白人男性为166人,前者是后者的9倍。栜 大量有监禁前科的黑人与拉美裔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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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此而中学辍学,很早进入就业市场,但又在就业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其中相当

比例的人就逐渐固化为全美收入最低的人群。

当今美国已经不再能确保美国政治传统所期待的高社会流动性:一方面美国劳

动力市场的吸纳能力在萎缩,另一方面美国大多数本土和移民人群的上升渠道已经

被精英统治所缩减甚至垄断。尽管美国政府按照其政治传统没有确保结果平等的政

治义务,但贫富悬殊的加大,客观上正在使美国社会趋向分裂。栙 机会平等性和社会

流动性二者所受到的严重冲击使美国社会模式的正确性遭遇质疑,也导致美国社会

趋向分裂。

三暋社会分裂挑战政治正当性

劳动力市场状况恶化、失业严重、社会流动性下降、社会贫富悬殊巨大化……,这

种社会不平等性对曾经发挥替代社会主义功能的美国精神构成了挑战。美国政治国

家的借贷和赤字畸形膨胀,美国的中下阶层不仅要分担国家赤字等债务,还是美国经

济危机恶果的主要承受者。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2013年4月公布的2011年美国

消费支出报告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打击下,美国国内民众消费支出从2008年开始

下降,至2011年逐渐缓慢回升,但仍未恢复到2008年的消费支出水平。栚

美国社会深受传统自由经济和小政府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传统和现实社会问

题之间的冲突,就直接体现为2009年开始兴起的“茶党暠运动和2011年开始的“占领

华尔街暠运动的对立。无论茶党还是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宣称“与草根阶层站到一起暠,

两场运动的对立势必进一步加剧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分裂,最终体现为美国社

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裂和对立的加剧,美国民主政治体制的公民整合度下降,美

国政治极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这就给美国政府的政治正当性提出了新的挑战。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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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世界,民主性已经成为政治正当性的试金石,栙而自由主义是美国的建

国之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已经多次证明,自由市场机制会导致贫富悬殊的加大、不受

控制的市场力量对社会具有破坏性,并且自由市场经济的可持续性有赖于具有基本

正当性和公平性的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为了确保这种可持续性,美国政府应当在

美国宪政框架内,提供一个有利于社会融合和社会团结的安全网或者安全机制。栚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应当对市场进行适当干预、对社会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保护、维持

基本公平的社会秩序,以最终实现对自由市场的保护、实现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共

赢。但是,是否应当干预和如何进行干预,应当植根于美国社会对政府干预行为的政

策倾向性。

美国社会政策的基础在于:工作年龄阶段的个人,其主要收入来源应当是其从市

场中获得的劳动报酬(或资本收益);社会政策的目标在于救助“值得救助的暠低收入

者,而不是纯粹的给予救济。但是,美国产业向空心化发展、美国经济部门无法提供

足够的工作岗位、美国普通民众缺乏充分的机会使其得以通过努力工作达到自我实

现,深受清教徒思想影响的美国式社会契约伦理,亦即通过辛勤工作就人人获得成功

的美国精神,其现实基础正在经受严峻考验。栛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恶化,工作收入、

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劳动报酬,已经不再能够为工作的个人及其家庭提供抵御社会风

险的足够保护。在这种缺乏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不合理的情况下,美国社会

要求缓解日益突出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然而,对于应当采用何种方式促进社会平等,是否主要依赖再分配机制促进社会

平等,美国社会对此存在意见分歧。从美国社会政策的历史来看,金融危机、经济衰

退和社会政策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目前,美国面临经济大衰退,对美国的社会

政策走向,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社会不关注结果平等,但关注机会

平等,市场机制是强调平等基础上的契约经济,所以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不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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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社会政策的根本性变化,栙该种观点占据美国舆论界的主导地位;另一种观

点认为,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对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机制的需求上升,或者说社会支出

的增长有利于经济复苏等。栚

另有调查研究表明,对于如何解决恶化的社会不平等性,美国民众的意见不确

定、也缺乏对此的充分了解,因而,随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媒体、政客和学者等的辩论,

其政策选择趋向也处于不断摇摆之中。该调查发现,美国民众更倾向于扩大教育支

出以解决不平等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民众依旧认为机会平等比收入再分配机制(结

果平等)更适合美国。栛

所以,面对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缺乏经济安全感,美国人尽管在进行深刻的自我

反思,对资本霸权以及资本与政治的利益结合体对公共空间的侵蚀提出了抗议,但并

不会从根本上否定其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其政治主流无论左右本质上信奉

的是同一套价值体系。栜 为了维护其政治正当性,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将社

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相结合,一方面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保护与促进机会平

等。这些政策的合理制定、顺利通过和有效实施等,都有赖于政治国家具有强大的

能力。

但是,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掌握了美国经济超过50%的财富,财富被高度集

中在相对少数人群。栞 这些掌握巨大财富的少数人群通过其掌控的资本在全球进行

广泛投资和自由流动,垄断资本的全球化使其获取越来越大的利润,由其所组成的全

球资本网络已经突破了美国作为政治国家的掌控范畴,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和限

制着美国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

经济全球化使主权政治国家之间的较量进一步复杂化:廉价的进口产品有利于

稳定美国国内市场价格,增加了普通美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为了增加本国就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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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onPolitics,No.3(September2009),pp.459~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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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美国商务部计划不断扩大对外出口,美国未来必将继续与其他经济体加强经贸领

域的合作。但是,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客观上仍在受到国际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新兴

国家的冲击。

同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随着资本自由度的上升和盈利性的增强,包括美国在

内的主权政治国家能力已经被资本的力量所局限。主权政治国家的诸多基本制度难

于有效地发挥其原有作用,甚至被迫产生转型。栙 也就是说,政府的基本治理行为和

现代国家的责任机制已经被重构,当下全球社会经济秩序更多体现为全球性资本主

义和现代国家制度之间的较量。

美国国内政治机制受资本力量和自身制度设计的掣肘难于推动全面的改革以实

现对机会平等的保护,使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二者事实上形成了冲突。这种改革所

面临的困难主要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社会机会基本成为寡头政治的

特权。特别是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取消《联邦竞选财务法》,栚被批评为使美国

政治陷入困境之中,不可靠和无法追溯来源的政治捐金将控制美国的选举,栛美国社

会和政治的现实表明,政治和经济寡头们对政策制定者的实际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

中产阶级,美国的各政治机构对商业利益和富人利益的回应性也远高于对普通民众

利益主张的回应性,栜这使得美国政府缺乏足够动力进行改革以推动机会平等。

其次,美国复杂的立法和司法程序对总统权限有着各种限制,并且,美国政治极

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栞 如福山所批评的,否决政治制度使美国政治易于陷入瘫痪。栟

这种制度性限制和政治极化使美国政府为促进机会平等的各种改革努力面临各种阻

力。例如,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制定与通过历程、2012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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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裁决等充分说明美国保守派政治人物和部分美国民众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排斥。栙

实际上,自2008年当选总统以来,为了实现自己的内政改革目标,奥巴马一直处于谈

判、妥协和政策调整的艰难过程之中。栚

最后,美国现行福利制度的碎片化、隐匿性和边缘化,使得推动社会政策改革举

步维艰,也使得福利制度本身对促进机会平等的作用有限。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不

是普惠的、统一的和一致的。联邦政府和各州甚至各地政府的不同社会福利制度之

间存在重合、缺乏统一的制度设计,而这种多重性进一步增加了美国社会政策的复杂

性。此外,大量的社会福利支出以减免税的形式出现,不像社会保障等直接社会支出

那样易于让受益者感知。因此,美国社会政策被批评为“损害了政策受益者对其的支

持度暠。栛

结暋语

资本倾向于管理经济危机,而不是解决经济危机。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等同于

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近30多年来,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长期垄断导致美国公共伦

理精神的缺失。目前美国所面临的危机,严格意义上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而是政治国家能力被资本权力所限制、社会力量对资本霸权进行抵制而形成的多重

挑战。这种多元危机之下,随着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不平等性的加剧和社会流动性

下降,美国社会分裂的趋势日趋明显。资本主义全球化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

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由于受到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掣肘,美国政府迄今仍未有效解

决上述种种社会矛盾,其政治极化的社会基础因而可能日益固化。尽管目前为止的

各种社会冲突和社会运动并未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出根本性质疑,

但是如果失业、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下降等社会问题迟迟难于得到解决,如果政

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结合使大众社会利益长期遭受剥夺或损害,最终将对美国政府

的政治正当性构成挑战。

魏南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博士后

(本文责任编辑:杨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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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印度裔族群的形成及特点栙

滕海区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印度裔族群是美国新近兴起的一个少数族裔群体,它的最

终形成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印度国内发展的长期滞缓、美国外来移民

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祖籍国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使该族群具备了

内部构成鲜明的精英特性、族裔人口急速增长、族群总体上团结和睦、坚守

传统文化传承等显著特点,从而为其在美国的快速发展和顺利融入主流社

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扩大了族裔力量和影响。

关键词:美国社会 种族 人口 印度裔

自美国1965年对外来移民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以来,美国印度裔族群在短短40
余年时间里就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仅已成为了仅次于华人的美国第二大亚裔群体,

而且还因近年来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所取得的瞩目成就,逐渐赢得了美国社会各界和

祖籍国印度的广泛关注,社会影响不断增强。本文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和官方数据统

计,通过对美国印度裔族群栚的移民历程、动因、族裔特点、已有成就和影响等内容进

行深入的探讨,探析该族群的发展轨迹和取得重大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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栚

《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建设性修改意见,特此致谢。文中不当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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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美国的印度侨民和已加入美国国籍的印度人及其后裔所共同组成的族裔群体。从内容上讲,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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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暋美国印度裔族群的形成

印度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数量也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增加。据印度

政府所属的“海外印度人促进中心暠2009年统计显示,海外印度人的总数已上升为

3000万左右,遍及世界130个国家,栙其中生活在美国的印度裔移民目前大约占到了

海外印度人总数的10%,美国成为拥有最多海外印度人的单一国家。栚

与大部分其他亚裔群体较为相似,美国印度裔族群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而

漫长的过程。据美国国土安全部资料显示,印度人移民美国开启于1820年,然而直

到20世纪来临之际,印度裔移民的人口才有了一定的增长,其中1899~1914年间约

有六七千人进入美国,而且他们中的85%都是来自印度旁遮普邦、并在英军印度军

团服过役的锡克教农民。期间,随着人数的增多,印度人还曾首次成为了美国第三大

亚裔群体。栛 经过艰辛的劳作,印度裔移民的境况开始改善,特别是有了一定的积蓄

后,有些人开始买地或租地。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截至1919年,他们所购买的土地

竟然多达8.8万英亩,其中大部分位于萨克拉门托河谷(theSacramentoValley)和

帝王谷(theImperialValley)。栜

然而,美国并没有成为印度裔移民的理想乐园。随着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多,印度

人日益成为了种族限制的重要对象。首先,美国移民局针对印度人赴美申请的拒签

率不断提高,从1907年之前的不到10%迅速攀升到了1913年及之后的50%以上;栞

其次,多个限制法案相继出台,其中加州1913年通过的《外国人土地法》(AlienLand

Law)因禁止外国人合法获取土地而令印裔移民损失惨重,国会1917年通过的《禁

移区法》(theBarredZoneAct)则完全终止了印度人移民美国的合法性,而1924年

由国会通过的《配额法》(TheQuotaAct)以“民族来源暠为由而关闭了亚洲人移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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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大门;最后,1923年,美国最高法院依据文化和肤色差异而裁定印度裔移民无权

归化为美国公民,栙使许多原已归化的人们又逐渐被剥夺了美国公民资格。栚 此外,

许多印度裔移民还因参加反英等政治活动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栛 排外情绪和低

迷的社会经济状况令印度裔移民难以立足。他们中的大部分被遣返,或者选择自行

离开,其总量到1946年7月杜鲁门总统签署《陆席灢塞勒法案》(theLuce灢Celler

Bill)栜时仅剩下了1500人。栞 虽然此后开始逐年增加,但其人口直到美国1965年出

台《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ImmigrationandNationalityAct:Amendments,以下简

称1965年移民法)前夕仅有一万人左右。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诸多历史事件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社会对外来移民的态度

开始悄然发生变化。1958年,肯尼迪总统公开宣称外来移民不再是美国社会发展的

威胁,而是国家赖以建立和前进的基础。此后,为推动国家的快速发展,美国国会于

1965年和1990年相继出台了新的移民法案,不仅为印度人移民美国创造了绝好的

机会,而且还直接推动了其族裔人口的快速增长。据美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美国

印度裔移民的总量已从1965年的约一万人增加到了2011年的290.8204万人,如果

再加上30~40万的非法移民,其人口总量已超过了320万。1980年,美国人口统计

局正式将印度裔移民单列出来作为统计对象,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得到了美国官方的

正式认可,而且也标志着其族群的最终形成。

显然,1965年成为了印度人移民美国的分水岭。由于早期印度人移民美国基本

上都是为了赚钱,并期待有朝一日荣归故里,因而在美国主流社会和外来移民政策的

双重压制下,其族群难以扩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裔族群1965年后却得到

了飞速的发展,这绝非偶然,是复杂时代背景下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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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N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p.7.



首先,印度国内发展长期存在的羁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印度独立后,由于

政府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苏式经济体制,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尤其是

严格的“生产许可证暠制度更是令经济发展缺乏竞争,发展乏力,其严峻的后果之一就

是造成了大量高级知识技术型人才的失业,例如1967年印度此类失业人数竟高达

90万之多,超过了印度当年知识技术型劳动力总量的7%以上。栙 与此同时,印度历

来臃肿低效的官僚体系也逐渐发展到了极致,并严重影响了优秀人才寻求在国内发

展的积极性。由于印度1949年宪法明文规定公民具有迁徙权和居住权,栚这就为他

们移民海外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为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印度众多高级人才退而

选择移民海外,从而为美国印度裔移民的迅速增加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此外,印度中

央政府自独立后对种姓制度中的低等人群制定并执行的保留政策栛和政治上对妇女

的重视,削弱了婆罗门等种姓制度中高等人群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许多人因此而移民

海外,并主要选择了美国。栜 需要特别明确的是,尽管印度国内发展长期缓慢,但

1965年后印度人移民美国基本都出于自愿,而非迫害所致。

其次,美国对外来人才的大量需求为印度人移民海外创造了机会。冷战爆发后,

由于国际形势的剧变和国内民权运动的高涨,美国热切期望通过大量引进外来高级

人才的方式,合力推动国内经济腾飞与社会稳定,提升科技和军工能力,以赢得冷战

的最后胜利。在此背景下,美国加快了其移民政策的调整进程,并于1965年通过了

新的移民法,它在原有家庭团聚型和技术型移民优先机制的基础上,废除了美国

1924年移民法有关歧视亚洲和东南欧国家移民的“民族来源条款暠,各国移民从此可

以在“一视同仁暠的条件下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进入美国,进而为美国印度裔移民人

口的迅速增加创造了绝好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内容的国

际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再次出台了《1990年移民与国籍法》(the1990Immigration
andNationalityAct),其显著特点就是大幅增强了对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外来高技

术人才的引进力度,这就为印度人大量移民美国再次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值得一提

的是,在此后美国引进的所有高技术外来人才中,亚洲人增长最快、人数最多,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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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印度人为最。他们大多先通过 H灢1B非移民工作签证栙进入美国,然后在条件成

熟时申请美国永久居留资格(即绿卡),继而归化为美国公民。

再次,印度人自身的强烈需求为其移民美国提供了动力。除上述寻求更好的发

展空间外,印度人移民美国还与其自身的强烈需求密切相关。对于众多印度人而言,

由于国内发展的制约,移民海外成功与否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因而在社会和文

化意识的推动下,又逐渐与家族荣誉和威望的提升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并被视为提高

家庭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而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则令众多印度人感觉更是如此,并

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社会思潮。栚 不仅如此,由于接受高等教育以实现人生目标和价

值一直是印度上层社会的一大追求,因而教育体系完善和教育水平高位的美国对于

众多印度人而言无疑也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当然,印度人移民美国也存在着政治和

宗教上的原因。自印巴分治以来,印度国内种族和宗教对立长期存在、喀什米尔冲突

不断发生、印度人民党之类的极端印度教政党异军突起等因素,极大地推动了众多印

度人,特别是社会中上层穆斯林人士移民海外。栛 此外,某些情况下印度妇女的决定

性作用(许多中上层已婚妇女希望逃离丈夫家庭的约束和影响)、人们对传统种姓制

度约束的憎恨、美国社会的移民性质和包容性特质对印度人文化传承上的帮助,以及

对美国社会发展的由衷向往等等,也都推动了印度人移民美国的发展进程。

最后,原殖民宗主国英国移民政策的调整为美国印度裔族群的快速发展创造了

条件。为尽快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与发展,英国扩大了对外来专业技术移

民的需求,因而在原殖民地母国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许多印度职业人士都将英国当

成了移民的首选之地,并在1955年至1965年期间形成了一个移民高峰。然而,由于

战争的极大破坏,英国在社会供应和服务上存在着众多的欠缺。随着外来移民的不

断增加,他们在为英国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引起了严重的种族对立,针对外来移

民的敌视情绪日益强烈和暴力袭击不断发生。因此,为应对不断恶化的种族对立和

冲突,英国于1962年通过了《英联邦移民法》(TheCommonwealthImmigration

Act),开始为英联邦内部移民设置限制;1965年,议会又于通过了《种族关系法》(The

RaceRelationsAct),名义上是为了反对种族歧视,实质上则是为了严格限制英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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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人种成员国新移民的进入。栙 严峻的种族对立和严格的移民限制随后致使印度

人移民英国急剧减少,并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一直都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

平。栚 英国的严格限制促使众多希望通过移民海外来寻求发展的印度人不得不另谋

他途,而美国正好因其1965年新移民法的出台和执行,为印度人移民海外打开了另

一扇大门,从而为美国印度裔族群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暋美国印度裔族群的特点

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森严等级之别,不仅很大程度上剥夺了绝大部分普通民众

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而且致使他们因极端贫困而难以承受高昂的移民费用。因此,

最后真正实现移民海外的基本上都是来自社会中上层,并接受过高等教育或具备殷

实经济实力的人士。美国印度裔族群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鲜明的精英特性。长期以来,几乎全部的社会精英都属于印度婆罗门等高

种姓阶级,他们至今仍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占据着印度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

而占印度人口绝大部分的普通民众则因贫困而处于从属地位,并难以获得良好的教

育。栛 由于1965前的美国印度裔移民不仅大多出身卑微,而且数量非常有限,并难

以通过“家庭团聚暠方式迅速增加。1965年后成功移民美国的印度人大多属于来自

社会精英人群的知识型高技术移民,英语流利,并熟知西方社会生活。栜 据统计,在

1966~1980年间移民美国的印度人中,95%属于专业技术人才,其中仅1966~1977
年间印度就有近2万名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4万名工程师和2.5万名医生成功

移民美国。栞 虽然他们在此后的80年代因美国移民政策的调整而在比例上有所下

降,但随着美国90年代新移民法的出台,技术移民再次得到激增。这一阶段最大的

特点就是大量印度人以 H灢1B工作签证进入美国,其中仅1996~2001年期间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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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人。栙 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起,赴美留学的印度人也越发增多,特别是近年

来已连续八年稳居美国外来学生首位,其中2008~2009学年间竟高达103260人,占

美国当年所有外来学生总数的15.4%。栚 大部分赴美留学的印度人在学成之后都留

美工作。栛 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所有移居西方发达国家的印度高技术

人才中,美国占到了其总量的80%以上。栜

随着知识型高技术移民的增多,美国印度裔移民整体性的职业层次和教育水平

也得到了快速的提高。据美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统计结果显示,印度裔移民目前从

事高技术和管理类职业的比例不仅在所有亚裔移民当中位列第一,而且还在全美范

围内独占鳌头。栞从事管理等专业技术类职业的美国印度裔占到了其族裔劳动力总

量的66.5%,高于美国白人、华人与日裔的37.7%,54.4%和53.6%,也高于全美和

亚裔平均水平的36.0%和48.5%。与此同时,就教育层次而言,在美国所有族裔的

25岁或以上人群中,印度裔移民大学或以上学历的拥有量多年来亦位居榜首,例如

2011年的拥有率就高达82.1%,远高于全美和亚裔平均水平的57.5%和69.5%,比

紧随其后的菲律宾裔的76.9%和日裔的74.9%还分别高出了5.2和7.2个百分

点。栟 整体上的高职业层次和高教育水平,美国印度裔移民因而在具备了鲜明的精

英性质和较高的族裔素质,这就为他们短时间内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并取得瞩目成就

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族裔人口增速惊人。在1965年之后的短短四十几年时间里,美国印度裔

移民从最初的一万人迅速增加到了目前的320万人。不仅如此,美国印度裔移民所

占美国人口总量和美国亚裔人口总量的比例也都得到了大幅提高,在美国人口总量

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0.3%增加到了2000年的0.6%和2010年的0.89%,栠所占

美国亚裔人口总量的比例则从1980年的10.4%上升到1990年的11.8%、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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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6.4%,以及2010年的18.77%。栙 事实上,印度裔移民1993年就超过日裔移民

而再次跃居美国所有亚裔族群人口的第三位,栚而2003年时则更是以2226585人的

数量超越菲律宾裔移民而位居第二大亚裔族群,仅次于美国华人,栛并保持至今。事

实表明,印度裔族群不仅是美国所有亚裔族群,而且也是美国所有外来族群人口增长

最快的少数群体。栜

第三,尽管宗教信仰多样,族裔组织众多,但族裔内部总体上却较为和睦、团结。

与早期锡克教移民占绝大多数相比,1965年之后美国印度裔移民在宗教信仰上则呈

现出多样化态势,其中印度教教徒最多,约占总人口的60%左右。栞 与此同时,随着

印度裔族群的快速发展,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各类族裔组织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

相继建立,其数量目前已超过了1000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栟 在过

去几十年间,美国印度裔族群内部总体上表现出了少有的平和态势。由于历史原因,

美国印度裔移民中的许多穆斯林或基督徒本身就是由印度教教徒改教而来,虽然信

仰改变了,但印度教许多原有的体制、习俗和意识并未因此消失,从而使得不同教派

在对待祖籍国的情感和态度上能够维持一种超越宗教和种姓差别的认同感,栠对不

同的印度裔组织起到了极大的约束和凝聚作用。不仅如此,印度裔移民整体上的精

英特质栢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不同教派之间遇事能够平等协商,和平解决。

第四,传统文化得到了较好的坚守和传承。过去近50年来,尽管美国印度裔移

民不断增多,然而他们在不断自我发展和积极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却又很好地保持

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尤其体现在宗教、婚配、服饰和饮食等方面。美国印度裔移民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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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与传承传统文化的主要方式包括宗教、家庭教育和同族婚配等,而且在这一过程

中,长辈们的影响和美国印度裔组织的推动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切主要还是

源自于美国印度裔移民对祖籍国和族群自身强烈的文化认同。

最后,族裔内部男女性别比例非常均衡。早期美国印度裔移民的性别比例严重

失调,男性远多于女性,例如1904~1911年间移民美国的近7000印度人中只有3到

4名妇女,而1930年时的男女比例则是1572:1,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女性也仅占

到族裔人口的2~3%。栙 这不仅造成了族裔内部的不稳定,而且也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1965年后,移民美国的印度人则在性别对比上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并表现出了相当的均衡性,例如1979年至1990年间移民美国的印度人男

女数量就几乎相当。由于他们大多出身社会中上层,而且坚守传统文化的意识非常

强烈,因而在美国所有外来移民中,印度裔家庭不仅最为稳定、离婚率最低,而且族裔

间通婚也较少发生。栚 此外,由于1965年后移民美国的印度人大多属于知识技术型

人才,在文化理解、情感沟通以及生活习惯上比较容易适应美国的新生活,因而相比

早期移民而言,栛他们具备了更高的谋生能力,在地理分布上也早已遍及全美各地。栜

三暋发展与影响

对于跨国移民而言,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移民海外,一旦他们完成移民过程,并在

目的地安定下来后,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生存和发展。对此,精英出身而深谙

西方社会的美国印度裔移民不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由于鲜明的族裔特点已

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几代人艰苦的努力,他们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和

成就。

首先,在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为美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毋庸置疑,经

济实力是国际移民在移居国获取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努力发展族裔经济就

成为了印度裔移民立足美国的重中之重。据美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早在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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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W.HelwegandUshaM.Helweg,p.101.
KarenIsaksenLeonard,p.77.
早期印裔移民主要聚集在加州地区,例如1910年该地的印裔移民占到了其族裔人口总数的77%,到1930
年时高达60%。参见 KarenIsaksenLeonard,p.70.
据200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印度移民在美国的分布情况大致为:33%生活在美国东北地区、26.2%生活在

美国南部、24%生活在美国西部地区、17%左右生活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参见 KhyatiY.Joshi,NewRoots
inAmerica暞sSacredGround:Religion,Race,andEthnicityinIndianAmerica (Piscataway,N.J.:Rut灢
gersUniversitypress,2006),p.2.



70年代初,印度裔就曾是美国少数族裔中收入最高的群体;栙之后的80年代虽因家

庭团聚型移民的增多而有所下滑,但1994年后又重回峰位,栚并保持至今。例如,

2011年印度裔的平均家庭收入达到了10.2894万美元,高于华人的7.7209万美元、

日裔的9.0550万美元、白人的6.6025万美元和亚裔平均的7.7742万美元,全美平

均的6.1455万美元。栛 除高收入外,美国印度裔移民在商务领域也成绩斐然。据有

关统计数据显示,由他们创立的各类公司2006年已超过了22万家。栜 以加州硅谷

为例,约60%的印度裔移民创办了私人公司,而由其经营的技术公司1998年时就超

过了775家,销售额达36亿美元。栞 在美国酒店服务业中,印度裔酒店业主的总量

已超过了2.5万人,占全美50%的经济旅馆和35%的酒店产业。栟 据统计,2000年,

美国印度裔170万人口中拥有百万美元家产的家庭达到了20万户;2003年,每九位

印度裔移民就有一位是百万富翁,其人数占到了美国百万富翁总数的10%;到2007
年初,美国印度裔百万富翁人数达25万。栠

美国印度裔族群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和成就的取得不仅为美国带来了大量的财

富,而且还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就业市场的发展。据统计,2004年,美国印度裔族群就

以超过600亿美元的生产总值位居印度所有海外移民群体经济实力的首位,几乎是

同期名列第二的英国印度裔移民生产总值的两倍,栢2006年,美国印度裔所属公司的

年度财政收入超过800亿美元。栣 美国印度裔经营的便利店2004年提供的就业人

数就超过了30万人,而由他们开办的公司2006年提供了超过60万的工作岗位,占

美国当时全国就业总量的0.6%以上。枮爜爦

其次,积极参政以维护族裔利益和扩大社会影响。美国印度裔移民在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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枮爜爦

AnjaliSahay,p.11.
SanjeevKhagrametal.,p.272.
AmericanFactFinder,U.S.CensusBureau,availableat:http://factfinder2.census.gov/faces/nav/jsf/pa灢
ges/index.xhtml.
“AsianIndian灢OwnedFirms,暠暋inU.S.CensusBureau,2002SurveyofBusinessOwners,(revisedonAu灢
gust29,2006),availableat:http://www.census.gov/.
AnnaleeSaxenian,“TheBangaloreBoom:From BrainDraintoBrainCirculation,暠inKennethKeniston
andDeepakKumareds.,ItExperienceinIndia:BridgingtheDigitalDivide(ThousandOaks,CA:Sage
PublicationsInc.,2004),p.169.
“LittleIndiaMagazine,暠availableat:http://www.nriol.com/indiandiaspora/indians灢abroad.asp.
Dr.ThomasAbraham,“IndiaandHerDiaspora:EvolvingRelationship,暠theMaulanaAbdulKalamAzad
InstituteofAsianStudies,Kolkata,India,January11~13,2007,availableat:http://www.gopio.net/

publications_articles/.
Datafrom WorldBankDevelopmentIndicatorsandMinistryofOverseasIndianAffairs,availableat:ht灢
tp://www.oifc.in/Upload灢s/MediaTypes/Documents/AttractingFDIFromIndianDiaspora.pdf.
“AsianIndian灢OwnedFirms暠,availableat:http://www.census.gov/.
“AsianIndian灢OwnedFirms暠,availableat:http://www.census.gov/.



的同时,还积极涉入美国政治生活。他们通过为美国的各项政治选举提供大量资金

支持栙和美国国会的“印度连线暠组织的桥梁作用,加强与美国政界的联系。他们在

大力推动国会通过了多个有利于美印关系发展和族裔利益维护的相关法案,栚对美

国外交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再次,推动了美国科技的创新与发展。目前,美国宇航局的印度裔雇员不仅占员

工总数的30%,而且还包括了300名世界顶级的印度裔科学家;栛另据印度外交部报

告显示,印度裔科学家占全美科学家总数的12%,而其族裔人口却还不到全美总人

口的1%。栜 与此同时,美国印度裔移民还占到了微软公司员工的34%、英特尔公司

的17%、思科公司的25%,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公司的28%。此外,7%的

美国硅谷技术公司由印度裔经营。这些印度裔移民在努力实现自我人生目标和价值

的同时,也为美国高科技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

值。以诺贝尔奖为例,印度裔科学家获奖者已有四人。栞

最后,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体系。如上文所述,美国印度裔

移民的传统文化得到了较好的坚守和传承,然而这也间接影响到了美国社会的发展。

印度的音乐、舞蹈、食物、服饰、瑜伽、绘画艺术、传统节日等文化遗产,不仅在美国得

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展示,而且还与美国主流文化进行了很好的融合。例如,目前修炼

瑜伽的美国人数已超过了1800万,而且还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栟

此外,印度裔移民在美国教育和医疗服务事业的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据统

计,目前任教于美国各高校的印度裔移民早已超过了5000人,自1965年美国修正移

民政策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印度裔移民是医务工作者,他们当中的大部分生活在都市

郊区或中小城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美国城镇社区和广大农村医疗服务上的人员

空缺。

美国印度裔移民也为祖籍国印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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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们为美国2002至2004年间的各项选举提供了1600万至18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为2008年总统

大选募集的现金则超过了2000万美元。
例如,2009年,经印裔会员占绝大多数的美国亚裔酒店业主联盟等组织的积极游说和大力推动,由国会议

员2007年提交的《雇员自由选择法》因未能获得参议院支持而胎死腹中,因为该法案授予雇员很大的自由

选择权,它将令企业裁员变得更加困难,也会使雇主的裁员方式受到严格限制。

AnjaliSahay,p.171.
SharmilaRudrappa,“BracerosandTechno灢Braceros:GuestWorkersintheUnitedStates,andtheCom灢
modificationofLow灢WageandHigh灢WageLabor,暠SusanKoshy&R.Radhakrishnaneds.,Transnational
SouthAsian:TheMakingofaNeo灢Diaspora (NewDelhi:OxfordUniversityPress,2008),p.305.
“ListofIndianAmericans,暠availableat: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Indian_Americans#Poli灢
tics.
“IndianAmericans,暠availableat:http://en.wikipedia.org/wiki/Indian_American.



第一,通过不断增长的侨汇输出、银行储蓄和购买政府债券,为印度的经济建设

提供了重要的资金补充。近年来,美国印度裔移民每年通过正规渠道输送回印度的

侨汇都达到或超过110亿美元,他们因此而成为印度侨汇收入最为重要的来源对

象;栙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印度裔移民大多来自高种姓阶层,因而在侨汇使用途径上,

基本上都被用于了投资或扩大再生产,而非生活开支,从而缓解了急需资金投入的印

度经济建设的压力。栚 与此同时,美国印度裔移民还以向印度各所属银行进行资金

储蓄和积极购买印度政府债券的方式,为印度增加外汇积累和实现收支平衡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栛

第二,通过返乡投资创业,为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许多美国

印度裔成功人士不断返乡投资创业。他们在直接带回大量资金栜、人力栞和先进管理

理念与机制的同时,还有效地利用其早已建成的移民网络,间接地推动了许多诸如通

用电气、微软、戴尔、摩托罗拉等大型跨国公司的对印投资,从而不仅极大地刺激了印

度经济的快速崛起,深化了印度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和协同发展,而且还保证了技术和

信息的及时更新、资金的合理流动,扩大了美国与印度间的贸易往来而强化了彼此间

的经济联系,栟影响深远。

第三,通过慈善捐赠,为印度的社会进步与稳定做出贡献。由于大部分都出身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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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印度的侨汇收入之所以能从2001~2002财年的121亿美元迅速上升到了2008~2009财年的

520亿美元,主要就是得益于美国印裔侨汇的快速增加。参见 MichaelFullilove,WorldWideWebs:Dias灢
porasandtheInternationalSystem (NewSouthWales,Australia:Lowy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Policy,

2008),p.31.
StephenCastlesandMarkJ.Miller,TheAgeofMigration:InternationalPopulationMovementsinthe
ModernWorld (4thedition)(NewYork,NY:GuilfordPress,2009),p.61.
例如在2008年437亿美元的海外移民储金中,美国印裔移民竟然占据了一半以上;而在印度自1991年以

来先后三次向海外发售的总额为113亿美元的政府债券中,美国印裔移民的购买量也超过了其中的一半以

上。参见SuhasL.KetkarandDilipRatha,“DevelopmentFinanceviaDiasporaBonds:TrackRecordand
Potential,暠TheWorldBankDevelopmentProspectsGroupMigrationandRemittanceTeam,August2007,

p.2,availableat:http://www.dilipratha.com/rem&mig.htm.
在投资数额上,仅美国IT领域的印裔成功移民对印度每年的投资量人均就高达20万美元(参见Pierpaolo
Giannoccolo,“TheBrainDrain:ASurveyoftheLiterature暠[R].Spain:MarineCurieTrainingFellowship
atUniversityAutonomadeBarcelona,2004),而自2005年以来,美国印裔移民对印度各行业的直接投资每

年都不少于150亿美元(这是笔者于2010年3月17日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访学期间对印裔组织 Net灢
SAP主席苏钦·阿德拉克哈先生(Mr.SuchinAdhlakha)进行访谈时,对方给我的回复)。
在创业人数上,仅2002~2003年间就有5000名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的美国印裔技术人员返回印度创业

(参见 AnnaLeeSaxenian,p.288),而另据估计,2000~2005年间返乡创业的海外印裔IT产业高科技移民

人数高达25000人,其中大部分都来自美国。参见 ElizabethChacko,“From BrainDraintoBrainGain:

ReverseMigrationtoBangaloreandHyderabad,India暞sGlobalizingHighTechCities,暠GeoJournal68,

2007,p.134。
近年来正是在美国印裔移民网络的大力推动下,才促成了印度信息技术出口产品的2/3都销往了美国。参

见 AnjaliSahay,p.181.



英阶层,经济实力较强,因而相比世界其他印度裔群体而言,美国印度裔移民一直都

更为热心于对祖籍国的慈善捐赠,并已成为了印度最为重要的慈善来源。栙 近年来,

他们的慈善捐赠不仅数额较大,而且还非常普遍。例如,仅美洲印度基金会(AIF)就

为印度2001年古加拉特邦大地震提供了超过690万美元的赈灾善款,并于2004年

前为印度的基础教育捐献了高达5000万美元的建设善款;栚另据印度慈善基金会

2000年对150名美国印度裔移民的社会调查显示,57.4%的人在过去两年中捐赠了

三到五次,17.3%的人捐赠超过五次,而同期在捐赠金额上,7.3%的人承认超过了

3000美元,19.4%的人介于1000~3000美元,14%的人介于500~1000美元。栛 由

于美国印度裔移民的慈善捐赠主要用于印度的医疗、教育和赈灾等领域,因而间接促

进了印度社会的进步与稳定。暋
第四,推进印度海外移民政策的调整与完善。美国印度裔移民在不断扩大对印

度社会发展投入的同时,也利用自身条件,通过提供经济援助等方式密切与印度政界

的联系,以寻求彻底终结印度过去僵化的冷漠政策。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印度逐步

实现了由“海外印度裔卡暠计划(PIOCardScheme)到“双重国籍暠计划(DuelCitizen灢
shipProject),再到“印度海外公民暠方案(TheOverseasCitizenshipofIndia(OCI)

Scheme),相关移民政策不断得到调整与完善。

最后,推动美印关系的良性互动。通过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和积极游说,他们不仅

在推动诸如《美印民用核合作协议》付诸实施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利用国会

“印度连线暠组织提交或审批了多部有利于印度的法案,而且还通过教育、文化、职业、

企业精神等方面的亲身表率,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美印两国民众彼此间的认识与态

度,从而为美印关系的良性互动创造了条件;美国印度裔移民对美印关系发展的大力

推动,甚至对国际社会认知印度的视角都产生了越发重要的影响,从而也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栜

结暋暋语

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族裔群体,美国印度裔族群目前已在多个领域取得了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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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shKapuretal.,“IndianDiasporaPhilanthropy,暠inPeterF.Geithneretal.eds.,DiasporaPhilan灢
thropyandEquitableDevelopmentinChinaandIndia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
Press,2004),p.194.
AdilNajam,“DiasporaPhilanthropytoAisa,暠inBarbaraJ.Merzetal.eds.,DiasporasandDevelopment,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7),p.124.
DeveshKapuretal.,p.188.
PeterF.Geithneretal.,eds.,p.柂枽.



的成就,不仅日益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并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加强了与祖籍国之间的密

切联系,并借助美国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与影响力,在政治、经济等众多方面为印度近

年来的快速发展和美印关系的良性互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美国印度裔族群实力的

快速增强与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引起了美印当局的日益关注,早在2002年,美国国会

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詹姆斯·林德森(JamesM.Lindsay)就曾评论说:“在

未来几年内,印裔美国人最有可能发展成美国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暠。栙显然,詹姆

斯的预言目前已得到了初步的实现。

滕海区:五邑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讲师

(本文责任编辑: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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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老汇中国戏剧导演第一人

———记熊式一在美国导演《王宝钏》

郑暋达暋暋暋

1935年10月30日,“贝伦盖利厄号暠远洋轮从英国驶抵纽约,当地报纸争相报

道此消息,作为重要新闻。船上的乘客中有一大批社会名流,包括著名电影名星、演

员、舞蹈家、导演,如查尔斯·博耶(CharlesBoyer)、默尔·奥博伦(MerleOberon)、

查尔斯·奥布里·史密斯(CharlesAubreySmith)、蒂利·洛西(TillyLosch)等,他

们身材高大,碧眼白脸,衣着时髦,其中夹着一对中国夫妇,相形之下,特别引人注目,

他们俩个头矮小,都不满1.6米,男士身穿一袭咖啡色的中式长衫,面目清秀,双眼炯

炯有神,身边站着他的夫人。这位名叫熊式一的中国人,来纽约导演英文剧作《王宝

钏》(LadyPreciousStream)。报界称他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暠、“中国诗人暠、“百老汇

中国戏剧导演第一人暠。几个星期之后,他的消息居然见诸于纽约报纸的头版,尤其

醒目。

在此之前,梅兰芳的美国之行,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0年,梅兰芳在百

老汇的49街剧院(Forty灢NinthStreetTheatre)和其他城市演出中国古典剧目,其优

美的身段、精湛的演技,令观众如痴如醉,美国的公众因此得以观赏到了作为中国文

化精粹的京剧的神韵。这一次,熊式一亲自前来,在百老汇的布思剧院(BoothThea灢
tre)执导他本人根据中国京剧改编成的英语剧《王宝钏》。此剧1934年11月底在伦

敦首演,迄今已上演了400余场,盛况空前。熊式一这次远涉大西洋,把《王宝钏》带

来纽约,成为第一部成功闯入百老汇的华人编导的中国戏剧,为弘扬中国文化和传统

理念、增进东西方沟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熊式一出生于江西南昌,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系毕业后,工作了几年,1932
年底去英国,打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英国戏剧。他对戏剧素有兴趣,不仅熟谙中国



古代戏剧,还钟情于西方戏剧,翻译过萧伯纳和莎士比亚,以及所有的巴雷剧作。他

的英语功底扎实,天资聪颖。鉴于英国对中国戏剧缺乏了解,莎士比亚专家阿勒代

斯·尼科尔教授劝他研究中国戏剧,并建议他以中国的题材写一部戏。熊式一仔细

作了分析思考之后,选定了京剧《红鬃烈马》,决定以此改写成英文的戏,花了整整六

个星期,完成了这项工作。

《红鬃烈马》是一出中国古典传统剧目:唐丞相王允,生有三个女儿,为了给小女

儿王宝钏选婿,决定高搭彩楼,抛绣球,由老天决定命运。不料,绣球击中街头乞丐薛

平贵。王允因嫌贫贪富,想要悔言,为此,王宝钏不服,与父亲三击掌,毅然远离富贵,

去破瓦寒窑与夫婿共度清贫。后来,薛平贵应征平西,一去十八年,音信杳无。王宝

钏清守寒窑,尝尽酸楚万般。最后,薛平贵归来,与王宝钏团圆,并惩处了奸贼魏虎。

《红鬃烈马》原剧共有十几折戏,其中《彩楼配》、《三击掌》、《平贵别窑》、《探寒

窑》、《武家坡》、《大登殿》等最为有名,通常每场只演其中的一两折。熊式一把原剧作

了浓缩,剔除了其中所有的唱段和武打部分,改成了一部两个小时左右的现代话剧,

基本上能适应西方英语观众的口味。他还把主角王宝钏的名字改为王宝钏,并以此

为剧名。同时,他在内容上也作了不少改变,使它更容易让观众接受。譬如,《王宝

钏》添加了第一场丞相府花园内新年赏雪的内容,薛平贵由原先街头讨乞的流浪汉变

成王允家的园丁,能文善武,不仅膂力过人,而且还会吟诗书法。借由移石、赋诗、猜

暗谜等一系列细节,王宝钏对他暗萌爱意,誓订终身。原剧中所谓的红鬃烈马,原来

是一头大妖怪,被降伏后,现出原形,成为薛平贵的坐骑。熊式一去除了这一细节中

的荒诞成分,改为猛虎骚扰村民,薛平贵不畏强暴,飞箭将它射死,为民除害。原剧

中,薛平贵平西回国,与魏虎对簿公堂之后,斩首以报旧仇;熊式一在新剧中改以40
鞭笞,既惩处了奸贼邪逆,又避免了酷刑之嫌。

《王宝钏》由麦勋书局(Methuen&Co.)出版,好评如潮。不久,伦敦小剧场的女

经理南希·普莱斯签约,上演此剧。此戏院强调质量,上演肖伯纳、高尔斯华绥、皮南

德诺的戏,可惜票房不佳,一直亏损,自从《王宝钏》开演之后,一周八场,连演了三年,

常常满座,剧院老板因此赚了不少钱。至1935年底,《王宝钏》除了在英国演出外,都

柏林、阿姆斯特丹、上海也演过,而且已经签了约,计划去挪威、芬兰、丹麦、瑞典、德

国、奥地利、匈牙利、法国、香港等演出。

20世纪30年代,百老汇的剧院正处于鼎盛兴旺时期,公众尤其钟情于英国的戏

剧。电影明星黄柳霜主动与熊式一商量,愿意帮助牵线,为《王宝钏》进军百老汇出

力,她自己也想在戏中扮演主角。康州西港的小剧场主任劳伦斯·拉格纳答应可安

排先在他的戏院上演,如成功,移师百老汇则十拿九稳。但熊式一认为不妥。他觉得

既然《王宝钏》已经在伦敦大获成功,无须再作任何尝试,理当长趋直入,直接上百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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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舞台。

幸运的是,该剧引起了莫里斯·盖斯特(MorrisGest)的关注。盖斯特是个苏俄

移民,在戏剧界混了多年,算是百老汇和美国戏剧界的名牌制作人,他信奉创新,爱独

树一帜,自成一家,颇有传奇的色彩。20世纪20年代初,经他策划,俄罗斯芭蕾舞团

和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次来美国访问演出,轰动一时。盖斯特素来对东方的文化情有

独钟,他在伦敦,去戏院看了《王宝钏》,立刻就决定把它引到百老汇,介绍给美国的

公众。

在熊式一的帮助下,盖斯特不失时机,开始筹划具体安排。梅兰芳当时刚结束欧

洲的巡回考察,回国不久。盖斯特和熊式一给他发去电报,请他为《王宝钏》剧定制豪

华精美的剧服。1935年10月底,熊式一抵达纽约后,马上开始招募演员,安排面试,

如果一切顺利,他打算12月初启程返回伦敦。可是,事情的进展不尽如人意,一拖再

拖,到年底圣诞节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主要演员。

1935年12月底,熊式一从他在时代广场附近下榻的爱迪生酒店草拟了急电,发

给上海唐瑛,恳请她为祖国、为人民争光,同意来美国扮演王宝钏:

你何时能坐船来参加一流的世界性历史剧目? 一起帮助中国发扬光大,让世人

了解中华佳丽。如果应允,速航空寄照片。

唐瑛毕业于中西女塾,精通英文,擅长昆曲,属于沪上一代名媛。与北京的陆小

曼平分秋色,称有“南唐北陆暠之称。1935年夏,上海卡尔登大剧院上演了英语剧《王

宝钏》,唐瑛演主角,一口流利的英语,身段曼妙,姿态绰约,长袖掩面,观众看得如痴

如醉。负责演出的国家艺术剧院主任伯纳迪恩·弗里茨(BernardineFritz)告诉熊式

一:“整个中国最适合扮演这角色的暠非唐瑛莫属。她甚至宣称,在上海和伦敦看过同

一出戏的,全都认为,上海的演出更为精妙。弗里茨认为,要是唐瑛能涉洋去百老汇,

必定引起轰动。可惜,唐瑛因为家庭婚事等种种纠葛,无法成行,最后回电拒绝了:

“拟不予考虑。至歉。暠中国一家报纸发表短评,为之甚表失望,说不然的话,唐瑛为中

国所起的作用,不亚于20位大使。

开幕前一周,盖斯特总算选定了海伦·钱德勒(HelenChandler)扮演主角。钱

德勒很有天分,虽然年轻,却已经从艺多年,舞台经验丰富,成功塑造了许多人物角

色。她原先已经签约,在百老汇另一家剧院的《傲慢与偏见》中扮演简·贝内特。盖

斯特出面,帮她解了约,并邀她的夫婿、英国演员布拉姆韦尔·弗莱彻(Bramwell

Fletcher)演薛平贵。

1936年1月27日晚上,《王宝钏》终于在布思剧院拉开帷幕。首场演出,名人和

贵宾云集,剧院内座无虚席。银行家约翰·摩根的女儿安·摩根(AnneMorgan)看

了之后赞不绝口,“这出戏等了20年,值得。暠纽约一家报纸写道:“愉快动人,异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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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与众不同,耳目一新,新颖独到,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王宝钏》是所有这一切

的总和。暠1936年3月初,《王宝钏》移师到附近的49街剧院继续,至4月25日,在百

老汇的首演季结束,共演了105场。夏天之后,新的演季开始,又去芝加哥和中西部

其他城市演出。

《王宝钏》在百老汇演出期间,新闻媒体对熊式一和此剧作了大量的评论报道。

熊式一刚到纽约时,温德尔·道奇(WendellDodge)就写信与他接洽,邀请他们夫妇

共进午餐,商讨筹划欢迎酒会和晚宴的事。道奇是燕京大学美国咨询委员会成员,他

告诉熊式一,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恰好从中国返回美国,届时也会出席晚宴活动。

1935年12月8日,墨利山饭店的大厅内,精心布置装饰,墙上悬挂着古色古香的大

红灯笼、长龙、中美国旗,几百名上层社会的名流人士,应邀前来,欢聚一堂,参加道奇

夫妇主办的活动,欢迎熊式一和司徒雷登这两位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嘉宾。酒会之后,

来宾们缓步走进旁边的宴会厅就餐,晚宴结束后,舞会开始,大家兴犹未尽,在音乐的

伴奏下,轻歌曼舞。道奇对这次活动的成功显然很满意,他给熊式一的信中这么写

道:“毫无疑问,对中国、对阁下、对即将上演的《王宝钏》,公众已经留下了灿烂的印

象!暠

出席盛宴的众多嘉宾中,“钨矿大王暠李国钦也忝列其间。他是美国商界的著名

人士,且热心社团公益,为纽约侨界首领。第二天,他给中国驻美国大使施肇基写了

一封长信,提出要在一月份首场演出之前再举办一场大型的晚宴,邀请近两百名学术

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参加,也恳请施肇基大使拨冗莅临。他表示,愿意个人出资举办这

活动。他在信中写道:

据熊先生介绍,盖斯特会竭尽全力,保证这出戏一举成功,我坚信这对中国有益。

这出戏与众不同,相当有意思。它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哲学,但绝对彰显了中国文

化。它没有美国上演的那些中国戏剧或者影片的腐臭味儿。对此,我们中国人应当

扶植。

李国钦提到,中国正面临日本入侵的威胁,所以应该抓住这一机会,向美国的公

众展示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爱好和平,中国人不应当一直受其他民族欺侮。

李国钦组织的晚宴,在首场演出后如期举行,出席的嘉宾中有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化

学术界人士,还有许多社会各界名人。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3月14日晚上,罗斯福总统夫人带着她的孩子们一起去

观赏《王宝钏》。她很喜欢这出戏,夸它“迷人、有趣、含蓄、服饰华丽,令西方人大开眼

界。暠演出结束之后,总统夫人上台向剧组人员致谢。熊式一事先让夫人蔡岱梅去附

近的唐人街准备了一份点心,作为礼物。蔡岱梅刚出国不久,不了解西方的文化习

惯,未经包装,把这点心直接送给了总统夫人。总统夫人平易近人,毫无架子,欣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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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礼物,拿在手中,与熊式一夫妇、盖斯特、施妹妹栙一起合影留念,这珍贵的一刻

得以保存了下来。

《王宝钏》的舞台布景、内容、形式,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传统的特色。西方的

戏剧往往采用考究的舞台布景,强调逼真与现实,表现手法也多偏于现实主义,而中

国古典戏剧,则重含蓄,强调想象的空间和张力,美国的公众因此得到一次崭新的审

美体验。第一幕,丞相府花园内,幕台上的布景十分简约,但见蓝色天空的画景,一根

长杆绑在椅子上,扎着些疏枝和绿叶,代表树丛,左侧是一张桌子,代表巨石。扮演薛

平贵的弗莱彻在表现上马、飞驰、下马等动作时,全凭着手中所执的一根鞭子,它象征

着无形的骏马。王母去寒窑探望女儿时,扮演侍从的演员举着两面绣着车轮的大旗,

代表马车,夹带着中间的王母,徐步向前。马车到了窑洞前,王母作下车的动作,像一

出哑剧一般。薛平贵从西凉王国脱身连闯三关、飞速归乡时,演员们举着长布条,弗

莱彻急匆匆地从下面经过,代表穿越重重关山。台下的观众必须使用自己的想象力,

或者说,他们必须投入戏中,像戏剧的制作人一样,为舞台上的空间填补内容。许多

报章的评论介绍都对这种抽象的表演方式深感好奇,也有一些表示困惑不解的,一篇

报道文章干脆以“你的想象力暠为题,直截了当地点出了中西舞台艺术的区别。

检场人这个角色,对于西方的观众来说也是很新鲜的。中国的戏剧舞台上,检场

人负责搬道具,或者在演员假装昏厥、倒地身亡时,上前扶持一把。他们大多穿日常

的服装,毫不起眼。台下的观众大都了解他们的作用,不去注意他们。可是《王宝钏》

剧中,扮演检场人的两个外国演员,身穿戏装,在舞台的两侧,等着冲到台上搬移鞭

子、长剑、桌椅等道具,或者等着把垫子抛给演员作下跪用,整场戏下来,据说他们需

要搬移桌椅多达一百余次,但这两个演员,乐此不疲,在空闲的时候,故意抽支烟或者

翻翻报纸,装出一番百无聊赖的样儿。这角色,本来就很新奇,加上演员的夸张,又非

常逗笑,所以很受欢迎。

在百老汇的演出,剧组中佳评最多的是报告人。这一角色是熊式一为西方的观

众特意增设的。1930年,梅兰芳在纽约演出时,安排了一位解说员,每次开幕之前,

他用英语简单介绍京剧的技法和剧情的概要,以便于台下的观众理解、欣赏戏的内

容。熊式一比这更进了一步,戏中报告人的部分贯串始终:演出开始,报告人帮着介

绍场景和人物;演出过程中,报告人解释场景和时间地点的更替衔接、中国戏剧和表

演技法的基础知识概要;最后,报告人以幽默的语句结束全剧。可以说,报告人起到

了一个重要的连接作用,帮助加强观众与舞台表演之间相互沟通。

当时,报告人这角色是由中国大使施肇基的女儿施妹妹扮演的。她小时候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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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长大,从美国威尔斯利学院毕业后,去法国学美术,然后又回纽约开画室,她在艺术

上颇有天分,虽然年仅26岁,已经在艺术界崭露头角。《王宝钏》首演前一周,熊式一

找到她,恳切地邀请她加入剧组:“你这是为祖国服务。……这不是普通的表演而

已。暠施妹妹曾在伦敦看过这出戏,可她从未上过舞台,没有任何舞台经验。不过,看

到熊式一如此诚意,她稍稍考虑了一下,就马上答应了。她全心投入,背台词,参加排

练,剧组的演员,除了她以外,全都是白人,但她得到的评论最多、最好。她在台上神

态自如,穿一身绣金旗袍,显得淑丽娴雅,仪态大方。一口纯正的英语,赢得评论家齐

声称道,夸她的英语无懈可击,完美无瑕。据说,好莱坞因此看中了她,想怂恿她从

影,取代红极一时的华裔明星黄柳霜。

《王宝钏》,一出中国的古典戏剧,跨越了时空,以新的表演形式,出现在西方最引

人注目的戏剧舞台上,这标志着熊式一戏剧创作生涯的一个高峰,也成为中国现代戏

剧史上的一个亮点,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通过《王宝钏》,西方的观众

对中国古典戏剧、美学思想、伦理道德、文化观念获得了正面且比较全面的了解,使西

方的公众对中国的社会现状,包括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有了比较客观的感性认

识。《王宝钏》的成功,也证明东西方之间存在着许多根本的共同点。熊式一不同意

吉布林所谓东西方之间的隔阂不可逾越的讲法,他觉得,其间的区别,是表面的、外界

的现象,一旦涉及思想内容,它们有许多可以沟通认同的地方。熊式一在美国期间,

去大中院校、文化社团作演讲,会晤并结交了许多文化界人士,蔡岱梅也经常应记者

邀请作访谈,介绍中国妇女的现状,畅谈她个人创作、学习、家庭、生活的经历和看法。

美国的公众由此看到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也看到了中国的新一代女性在争

取平等自由,她们有教育、有能力、也有胆识,不同于以往那些裹着小脚、百依百顺的

旧式妇女了。

1936年1月27日,首场演出前几个小时,盖斯特夫妇特意发贺电给熊式一夫

妇,预祝演出成功:

祝愿《王宝钏》像丁尼生的“小溪暠一样,永恒长存。祝你好运,愿上帝保佑。

艾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Tennyson)是英国的桂冠诗人,他的著名短诗“小

溪暠描写涓涓的溪流,穿山谷、越田野,流经石径,淌过草坪,千里跋涉之后,汇入江河。

“人们可能来来往往,而我永远地奔流向前。暠诗人以磅礴的激情,豪放的笔调,赞颂那

不折不挠、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歌唱那种向往光明、向往美好的高尚境界。盖斯特

以“小溪暠作比喻,预祝并坚信《王宝钏》像湍急的河川,充满了活力,奔流不息,永恒

长存。

郑达:美国萨福克大学(SuffolkUniversity)英语系教授、亚洲项目主任。

(本文责任编辑:赵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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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黄金制约下的美元霸权栙

———读《黄金、美元与权力》

金卫星暋暋暋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

美元霸权一直是国内外媒体和学界关注的焦点。一批以“货币战争暠、“金融战争暠或

“资本战争暠为题的畅销书,从全球经贸层面论述了美元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霸权

地位,认为“美元霸权不仅是阴谋性的,而且是不受约束的。暠但事实上,美元在当今全

球货币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经历了从西方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通货演变为全球货

币金融领域主导货币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并不是单方面享有为国际经

济提供货币的铸币税特权,而是要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支付不同程度的

成本。

2004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约翰逊(LyndonB.Johnson)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弗

朗西斯·加文(FrancisJ.Gavin)出版了《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

(1958~1971)》一书,集中探究了冷战期间美元霸权的成本问题。栚 该书利用新解密

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欧洲的档案文件,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和国际关系理论,

重新评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与国际货币密切相

关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以及冷战背景下的欧洲安全和美国与欧洲的联盟关系,从而

栙

栚

本文是教育 部 2010 年 度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一 般 项 目 “从 ‘门 户 开 放暞到 美 元 霸 权暠(项 目 批 准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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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FrancisJ.Gavin,Gold,Dollars& Power:thePoliticsofInternationalMonetaryRelations,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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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一个隐藏在美元霸权表象下的重要史实:在1958年至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

系运作的黄金阶段,黄金固然是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硬通货,但在更大程度上又是制

约美元霸权的政治成本。

一

自15世纪后期西欧国家开辟新航路以来,黄金就是西方世界公认的财富象征。

这一同时具有货币属性、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的特殊商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

倡建的国际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被当作稳定国际经济的“定海神针暠,而与黄金挂

钩的美元则成为各国购买“神针暠的“法定暠通货。那么,如果“神针暠被毁,以美元为中

心的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真的会瘫痪或崩溃吗? 弗朗西斯·加文通过描述冷战时期

的谍战影片007系列《金手指》的情节,栙表达了自己对黄金在西方经济传统重要地

位的质疑,继而阐述了从1958年开始不断困扰美国政府的黄金外流问题,以及由此

引发的美国与欧洲盟国在货币金融和安全事务关系方面的矛盾与冲突。

《黄金、美元与权力》全书由前言、八个章节、两个附录以及参考文献组成。在前

言部分,作者首先指出既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史上最有效、最稳定的国际货

币体系暠的观点存在严重缺陷,认为该体系并未如协定所希望的那样带来金融稳定、

经济互助和国际合作,“相反,战后货币关系的显著特征是危机和混乱、强行的资本控

制以及不可兑换。暠其次,作者认为通常所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迫使其他国家持有

美元,为美国的海外帝国融资暠,“使美国可以寅吃卯粮暠也不符合事实,该体系在某种

程度上让美国政府体会到的是“脆弱感暠,而不是“强势的来源暠。因为“按照体系的规

则,欧洲日益增加美元持有量并随时可以兑换成黄金,这是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

斯之剑暠,所以“许多美国决策者非常愿意通过牺牲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所享有的优

势以结束这种脆弱性暠。栚 根据解密的档案资料,作者认为美国早在1962年即已认

真考虑终结美元的特权地位,至尼克松上台时美元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病入

膏肓。第三,作者还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冷战期间西方内部就黄金、货币体系改革

和美国在欧洲常规驻军等问题发生矛盾的根源。三届美国政府均受制于国际收支赤

字,“不断地牺牲经济利益以换取地缘政治利益暠,进而制约了美国在西欧的经济、政

治战略。作者指出,美国决策者之所以对日益增加的国际收支赤字感到惶恐不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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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引发世界大战的历史悲剧重演。

在本书第一章,作者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关系。作

者认为布雷顿森林协定之所以受到广泛欢迎,是因为它满足了民族国家的政府避免

对经济实行紧缩控制的共同愿望,“允许各个国家进出口黄金而不受惩罚暠。而赤字

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助以及由该组织批准的小幅汇率调整来纠正暠,从而

“使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当局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市场的国际压力暠。栙 协定所建立的既

要保持有限存量黄金的使用,又要满足无限国际交易融资需求的金汇兑本位制,意味

着美国作为关键通货发行国,须以其国际收支赤字来满足国际贸易流动性的需求。

问题在于,“该体系的设计是使赤字成为必要,但从未明确在不削弱对美元价值信心

的同时满足流动性需求,赤字到底要多大或多小暠?栚 由于协定没有明确解决这个问

题,在1958年至1968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巅峰时期,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从

10.58亿美元激增至250.16亿美元。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为遏制越来

越大的国际收支赤字费尽心机,但他们无从指望布雷顿森林协定提供解决方案。这

是因为,美国越来越大的赤字就是由该协定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缺陷造成的:一是“缺

乏调整国家间持续存在的收支失衡问题的机制暠;二是为避免危及钉住汇率体系所需

的收支失衡调整,需不断由美元提供流动性为国际收支赤字融资。“这意味着其他国

家既需要美元作为储备资产,又需要为贸易融资暠。栛 美元作为储备通货由此陷入了

困境:政治上,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使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加脆弱暠,“将美元兑换成黄

金成为贸易盈余国家获得政治权力的一种重要来源暠;栜经济上,非储备货币国家如

果连续出现国际收支赤字,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改善其出口,而依据黄金定价的美元若

要贬值,其他国家只需调整其通货价格即可将其抵消。为了将国际收支赤字维持在

相当水平,美国政府经常通过经济利诱和政治压力促使贸易盈余国家持有美元,限制

它们购买美国的黄金。

本书第二章详细叙述了始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任职后期的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

流问题。新解密的档案显示,贸易、财政赤字和黄金外流问题直接诱发了美国对外经

济政策与冷战战略成本之间的矛盾。1957年末,艾森豪威尔政府曾因此而陷入军事

战略威胁金融安全的困境。当时正值冷战高峰期,美国已经“在欧洲迈上生产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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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经济)扩张和货币自由兑换的路上花费了近800亿美元暠,栙还要“一年花费400
亿美元或更多的钱来建立我们的威慑力量和防御力量暠。栚 为摆脱困境和维持美元

霸权,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出现了三种意见:财政部希望撤回美国在欧洲的常规驻

军,以减少国际收支赤字;国务院希望巩固美国在欧洲驻军这一承诺;艾森豪威尔本

人倾向于在欧洲的经济得以恢复并且能自我防护的情况下,撤回美国在欧洲的驻军。

柏林危机发生时,艾森豪威尔曾探寻过美国从欧洲撤军的良机,甚至主张“对英国、德

国和法国采取强硬立场,使它们担负更多工作暠,认为“我们不能再向欧洲提供军事援

助了。它们现在能自我维持了暠。后来,由于苏联不断向柏林施加压力,“艾森豪威尔

(才)决定推迟大规模撤军的行动暠。栛 1960年10月,伦敦黄金市场的金价飙升至

40.6美元/盎司,美元面临巨大的兑换黄金压力。艾森豪威尔致函西德总理阿登纳

(KonradAdenauer),并派财政部长安德森 (RobertAnderson)和副国务卿狄龙

(DouglasDillon)出访西德,要求其为美国驻军买单,以减轻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

流的压力,结果遭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考虑“重新部署军队暠,

只因“柏林危机期间维持军事强势是最高的国家利益暠才延缓“重新部署军队暠的决

策。栜

在第三、四章,作者以翔实的资料论述了肯尼迪总统任期内———时值美苏冷战和

对峙的最紧张关头,美国与法、德两国展开的一场盟国间分担冷战成本的“黄金战

役暠。为缓解由于美国对欧洲安全的军事承诺而加剧的美元与黄金外流危机,肯尼迪

执政伊始即制定了三管齐下的国际货币政策:要求从美国驻欧军队身上赚得外汇的

国家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以补偿美国,并且自愿持有盈余美元不购买黄金;建立多边

防御体系以应对美元可能遭受的投机性攻击,考虑改革全球收支体系的计划和方案;

启动旨在降低欧洲关税的艰苦的贸易谈判。栞 当时,美国财政部主张增加商品出口,

削减美国在海外的开支,尤其是军费开支;经济顾问委员会则主张北约盟国分担军事

开支,改革有缺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西欧国家央行达成协议,先为赤字提供融资

以防止黄金大量流失,最终通过实现全面就业永久性地降低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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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国际货币政策需要与欧洲最大的美元盈余国家联邦德国和法国合作。起

初,联邦德国在美国的施压下承诺持有盈余美元,不再购买黄金,并与美国达成军事

外汇补偿协议。法国则不满美国的柏林政策,谋求独立发展核武器,认为美国在滥用

美元储备通货的地位,继续购买黄金向美国施压。1963年1月,法德两国在欧洲安

全问题上与美国拉开距离。14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公开拒绝参加美国提议的欧洲

“多边核力量暠计划,并拒绝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随后又与联邦德国签订合作条约,

约定就重大外交问题定期磋商。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政府立即分别就改革国际收

支体系、限制海外支出、重新部署美国在欧洲的驻军等方案展开论证,准备对法德施

压,并应对其可能向美国库存黄金发起的货币攻击。本书作者指出,在1963年11月

肯尼迪遇刺之前,美国政府实际上面临着相互交织的两场危机。一场危机是政治性

的:法国和联邦德国“公开挑战美国政府在欧洲的冷战战略暠;另一场是货币性的:“法

国和(联邦)德国通过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或取消一些用于缓解美元和黄金枯竭问题

的安排,……对肯尼迪的安全政策表达不满暠。栙 最终,虽然“黄金战役暠因与戴高乐

合作的阿登纳政府下台和美国与联邦德国新政府达成全面的外汇补偿协议而宣告结

束,但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流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第五、六、七章,作者以大量新解密的电文、备忘录等资料,揭示了约翰逊政府

为解决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流问题所实施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计划,描述了计

划实施过程中美国与联邦德国和法国进行的政治和货币方面的博弈,指出美国与欧

洲盟国最终达成的协议只是暂时解救了垂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此三章的内容可以

概述如下:

约翰逊政府改革计划的重点是,针对既有国际货币体系只由美元提供流动性的

缺陷,准备召开一次布雷顿森林式的国际货币会议,创立一种新型的、非国家形式的

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s,SDRs),以部分替代美元为世界

经济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提供流动性。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将摆脱依靠国际收支

赤字为世界经济提供大部分流动性的负担,削减并最终消除赤字,进而避免对美元价

值的信心缺失。美国财政部长福勒(HenryFowler)认为,“在一个贸易和资本流动

都在快速增长的世界里,只有依靠更大量的流动性才能维持增长与汇率稳定的并

存暠,“呼吁通过国际谈判来决定应该如何提供这种新型的流动性暠。栚 特别提款权计

划有赖于西欧盟国之间的合作,而当时美国与联邦德国和法国却在外汇补偿协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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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上存在严重分歧。

美国与联邦德国在外汇补偿协议上的分歧,缘于双方对1963年协议内容的不同

理解。美国认为,协议规定“德国完全补偿美国驻扎在联邦德国六个师的部队所产生

的外汇成本,而且今后也会一直如此暠;而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LudwigErhard)只

答应履行现有的补偿协议,不愿意接受六个师的军事存在与承诺通过采购美国的武

器装备而完全、无限地补偿美国的外汇成本之间存在直接关联暠。栙 1966年8月,联

邦德国与英国的补偿谈判也宣告破裂,英国准备撤回驻莱茵地区的军队。为防止北

约崩溃,约翰逊政府提议举行美英德三方会谈。经过两个阶段的会谈,新上任的联邦

德国基辛格(KurtGeorgKiesinger)政府与美英两国分别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德

国将对美英进行一些军事采购,同时购买大量的美国中期债券,并承诺无限期信守不

兑换黄金的诺言;英国将在莱茵地区只削减一个旅的驻军;美国将从德国轮换一个陆

军师并召回96架战机,同意在英国进行一些采购,并将部分德国对美采购分流给英

国。美英在欧洲的驻军与补偿问题从此正式脱钩。本书作者认为,该协议表明美国

在“保卫欧洲还是保卫美元暠上做出了选择,美国在德国的驻军“既保护又限制德国,

稳定了欧洲的大国政治,这是美国人不希望破坏的一种局面,甚至为缓解美元和黄金

危机也不愿破坏。暠栚

美国与法国在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上的分歧,源于两国各自制定的改革国际货币

体系的目标。美国追求“消除国际收支赤字,管理海外所有人积累的巨额美元,以及

‘设计适当的国际货币安排,以满足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数额不断增长的

需要暞暠。法国则呼吁回归纯粹的金本位制,认为金本位制“将迫使政府举止合理———

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政府暠,栛并且强烈反对约翰逊政府的特别提款权计划,认

为这是美国的一种伎俩,旨在“迫使西欧国家为愈加庞大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提供融

资暠。1967年6月,法国退出黄金总库,栜拒绝为美国的赤字融资。9月,美国的特别

提款权计划在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支持下获得批准,“但是不清楚什么时候以及如何

激活特别提款权,也不知道它们是否能被广泛运用暠。栞

1968年初,在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引起的通胀以及美元因救援英镑危机而

走弱的双重压力下,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再度剧增。世界金价面临暴涨,黄金总库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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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严重,难以为继,美国的黄金流失到了危险的边缘。在此情况下,约翰逊政府于3
月中旬与欧洲主要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紧急磋商,决定分割私人黄金市场与央行

的黄金市场:各国央行之间的金价保持35美元/盎司;允许私人市场的金价波动。作

者认为,此举“使世界进入了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暠,“通过威胁不向在私人市场出售

黄金的央行售卖黄金,美国实质上消除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要求暠,避免了固定汇率

制的彻底崩溃,从而“暂时解救了垂暮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暠。栙

在逐一分析从艾森豪威尔到约翰逊三届政府所面临的美元黄金外流困境及其应

对措施后,本书的第8章论述了尼克松政府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必然性。尼克松

执政之际正值美国经常账户的盈余转为赤字,美国自身已不能平衡国际收支赤字;

1968年3月黄金市场分割后,各国央行也吸纳不了日益庞大的赤字美元。尼克松政

府遂将国际收支赤字问题与军事开支问题脱钩,转而寻求新的国际货币政策目标:增

加特别提款权配额;迫使西欧国家重新估值通货;扩大固定汇率制的弹性。至1969
年10月,美国利用外汇市场的乱局实现了前两项政策目标。当1971年欧洲各国央

行陷入新一轮美元过剩危机之际,尼克松为实现第三项国际货币政策目标,于8月

15日采取了单边行动: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正式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

汇率制。从此,美元和各国货币的汇率开始向由市场决定的自由浮动方向演进。

在本书的结语中,作者强调了美元和黄金问题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史中的重要

性:(1)美元和黄金问题“影响到了财政政策、有关美国在欧洲军事战略的争论,以及

美国与北约的关系暠,其重要性超过人们以往的认识。(2)布雷顿森林体系虽使美国

受益,但积累赤字美元的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所展示的货币权力,却让美国感受到自身

经济的脆弱,甚至到了考虑“彻底改变国际货币体系,并在很多情况下限制美元所享

有的特权暠的程度。(3)“联盟政治、货币关系以及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紧密关联

的暠。栚

从专题研究的视域看,本书的两个附录最具资料研究价值。附录 A 对1960~

1961年美国的国际收支进行了数据分析,很有启发意义;附录B的图表提供了1948

~1975年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的黄金持有量、1958~1972年的美国国际收支、1952

~1972年北约军事开支占GDP的比重、1958~1971年英、法、西德的国际收支,以及

1970~1975年西方七国特别提款权持有量的详细数据。这些数据既方便读者进行

查考,更为对该课题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了有研究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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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1958~1971)》一书最大的学术价值在

于,它第一次以翔实的档案资料完整地勾勒了冷战期间美国四届政府调整和实施国

际货币政策的过程,并且运用经济分析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评估、分析了美国的

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流问题,以及该问题对欧洲安全和北约内部联盟关系错综复

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还从历史传承、制度设计、制度运作和霸权形态四个

层面,开启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视域。

从历史传承的层面看,美国倡建稳定战后国际货币格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始终

是受金本位制是最稳定、可靠的货币制度这一观念支配的。该观念不仅深深影响了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前后的各国政府,成为贯穿构建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的历史与现实的内在信念,而且至今都是人们用以研究如何对付全球国际货币体系

中的美元霸权的重要观点。栙 正是为了汲取大萧条期间因各国竞相货币贬值、放弃

金本位而造成混乱的历史教训,英美筹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个方案才都主张建立

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制度。只不过英国的凯恩斯(JohnM.Keynes)方案主

张弹性汇率制下的透支原则,美国的怀特(HarryD.White)方案主张固定汇率制下

的存款原则。弹性汇率当时被美国斥责为30年代导致放弃金本位,“毁掉了货币,造

成了混乱暠的罪魁。栚 最终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两挂钩一固定暠的金汇兑本位制,

旨在既实现各国货币的自由流动以促进贸易,又通过适当的汇率调整来平衡国际收

支。美国按35美元/盎司价格兑换黄金的承诺,即成为该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支柱。

这种承诺同样基于对固定汇率和金本位的信赖。甚至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

政府对该承诺必然会带来的国际收支赤字的惶恐,也源于“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

对外经济政策中所吸取的教训暠,即“货币混乱和贬值催生以邻为壑的政策和经济民

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滋生独裁政权,独裁者发动世界战争暠。栛 在此,人们显然可以

感受到历史传承的规律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内在作用。尽管未能深入分

析,但本书无疑开启了金本位观念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之间的关系这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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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视域。

从制度设计的层面看,建立在金汇兑本位制基础上的美元霸权既要承担经济、政

治方面的成本,又要应对适用范围方面的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35美元/盎司

的固定比价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同时将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这实际上是让美元行

使黄金的(部分)国际储备资产和交易货币功能。美国政府因此而获得了巨额的铸币

税利益。这个利益有三项经济成本:一是美国必须开放市场,承受一定的国际收支赤

字,以满足国际贸易流动性的需求;二是美国必须切实履行按35美元/盎司的价格兑

换黄金的承诺;三是美国必须设法巩固人们对美元价值的信心,以保持国际货币体系

的稳定。这三项成本实际上逐项联接,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开放市场、承受赤字、向

世界提供美元如果超出国际贸易流动性的需求,必将导致挤兑黄金,造成美国库存黄

金外流,进而削弱人们对美元价值的信心,国际货币体系亦将陷入动荡与混乱;美国

如果拒绝按35美元/盎司的价格兑换黄金,必将造成赤字美元泛滥成灾,国际货币竞

相贬值,固定汇率制土崩瓦解,世界贸易陷入混乱;美国如果不能巩固人们对美元价

值的信心,则将引发世界范围内抛售美元、挤兑黄金的风潮,美国自身的经济亦将陷

入通货膨胀。由于难以区分国内外的赤字,以及向世界提供流动性的赤字没有明确

的上下限,在尼克松政府拒兑黄金后,第一项成本遂逐步演变成为美国经营世界经济

的获益性美元霸权。栙 美国享受铸币税利益的政治成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冷战期

间为了对西欧盟国履行军事、安全承诺所作的政治妥协,表现为美国政府对财政赤字

的担忧和政策选择上受到的限制;二是美国为贯彻其全球冷战战略,在应对地区危机

和进行局部战争的过程中所付出的金融代价;三是美国政府的立法、行政机构和各利

益集团围绕国际收支赤字和军事开支所进行的政治博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设

计虽然是全球性的,但其适用范围却仅限于冷战期间的西方世界,实际上是西方冷战

同盟之下的货币同盟,或者说是与西方世界的政治、军事战略相辅相成的金融战略。

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建立了经互会,形成卢布核算体系,冷战期间的世界实际上

存在着东西方两大经贸货币体系。美元虽然在东方世界不是没有价值,但其霸权地

位当时主要适用于西方世界。只是在冷战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霸权才

真正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本书更大的学术价值在于,

通过初步梳理、分析美元霸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度设计上需要承担的经济和政治

成本,启发读者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而对冷战前后的美元霸权适用范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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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进行必要的区分和研究。

从制度运作的层面看,冷战期间西方世界围绕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所

进行的博弈,以及美国政府本身在美元黄金外流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使美元霸权充满

了不确定性,呈现为非稳定状态的动态霸权。1946年12月18日,32个国家宣布了

固定汇率下的货币平价,但次年英镑自由兑换即遭失败,美国遂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

洲实行美元“输血暠。在西欧货币实现自由兑换前,美元承担了国际储备资产和为贸

易提供流动性的功能。“这意味着其他国家既需要美元作为储备资产,又需要美元为

贸易融资暠,栙稀缺的美元由此独享了十年的硬通货地位。1958年12月,西欧主要国

家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美国则开始出现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不断外流的局面,美元

的硬通货霸权地位逐渐趋向衰弱。1960年,美国对外流动债务达210亿美元,超过

黄金储备的价值(折合178亿美元),美元兑换黄金的可信度严重受损,其霸权地位转

而依赖于美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对市场不同程度的联合干预:1960年10月,美国与欧

洲主要国家央行达成稳定金价的“君子协定暠;1961年3月,美国与欧洲八国央行达

成稳定汇价的《巴塞尔协议》;10月,美国与欧洲七国建立了平抑金价的“黄金总库暠;

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美国的倡议下召集十国巴黎会议,达成60亿美元

的“借款总安排暠协议,帮助美国平衡收支,稳定汇价;1962年3月,美联储银行分别

与西方14国央行签订总额为117.3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定暠,以便随时平抑汇价波

动。到1968年3月解散黄金总库、开始实行金价双轨制时,美元霸权地位的延续已

完全依靠美国政府与西方各国达成的各类应对危机的协议来支撑,并且因受制于政

治上的讨价还价而带有不确定性。本书作者将其描述为美元的“脆弱感暠,这实际上

初步开启了对美元霸权非稳定状态的研究视域。

从霸权形态的层面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作历程和美元霸权的不确定性迫使

美国政府不得不相机选择应变政策,这导致美元霸权难以形成最终的完备形态,只能

在国际协调合作的基础上随经济模式变化而作相应的理论、政策和机制方面的创新。

以1958年12月西欧主要国家实现货币自由兑换为界,“两挂钩一固定暠的布雷顿森

林体系从建立到终止实际上经历了前后两个运作阶段。前一阶段是美国为施行其所

倡建的金汇兑本位制下的国际汇率稳定、货币自由流动的国际货币机制,用充足的黄

金储备为美元霸权主动买单的阶段。在此期间,美国先后为1947年英镑自由兑换的

失败,以及向英国、西欧提供直接援助的马歇尔计划花费了近200亿美元。后一阶段

是美国为维系脆弱的美元霸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以冷战形势下的西方联

盟政治、欧洲安全承诺等政策杠杆来平衡、缓解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流的压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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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先后酝酿、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措施,包括减少海外军事开支,

迫使西德签订补偿协议,与获得赤字美元的盟国达成融资协议,实行黄金价格双轨

制,创建新型的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乃至在愈演愈烈的黄金危机中对国际收支

赤字采取善意忽视政策,为美元最终与黄金脱钩奠定基础。本书将研究重点放在

1958~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后一(黄金)阶段,通过具体阐述四届美国政府

围绕解决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流问题进行政策选择的过程,初步开启了研究这一

阶段美元霸权形态的新视域。作者的研究思路及其发掘的档案资料,必将有助于学

术界深入研究美元霸权在其他历史阶段的基本表现形态。

本书的研究内容涉及货币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等多个领域

的既有研究成果。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这些成果尽可能地标明出处并适当加

注,以示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全书的整体研究框架虽按历史时序构建,但在分析具体

问题时并不严格拘泥于时序,而是探究问题的内在联系,逐层展开论述。这样一来,

有时会使人感到跨度稍大,头绪复杂。这也是这本专著的一个特点。

金卫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世界史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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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霸权的“持续性暠而谋

———《对外政策始于国内:打理好美国内务》评介

张暋勇暋暋暋

苏联解体后,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

生之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但是,战事旷日持久,久拖不下,2008
年的金融危机又雪上加霜,“美国衰落论暠由此成为舆论焦点。美国的帝国之运真的

要应验保罗·肯尼迪(PaulM.Kennedy)的预言吗?栙 在此新情境下,美国各路精英

纷纷著书立说,为捍卫美国霸权出谋献策。栚 著名国际关系专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

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N.Haass,以下简称哈斯)的新书《对外政策始于国

内:打理好美国内务》就是为延续美国全球领导地位而谋的最新力作之一。栛

栙

栚

栛

保罗·肯尼迪认为,美国也难免历史上因“帝国过分扩张暠而导致衰落的风险与尴尬。参见:PaulM.Ken灢
nedy,TheRiseandFalloftheGreatPowers:EconomicChangeandMilitaryConflictFrom1500to2000
(NewYork,NY,Random House,1987),p.515.
代表性的有:FareedZakaria,ThePost灢AmericanWorld(NewYork&London:W.W.Norton&Compa灢
ny,2008);NinaHachigianandMonaSutphen,TheNextAmericanCentury:HowtheU.S.CanThriveas
OtherPowersRise(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8);JosephS.Nye,TheFutureofPower(New
York:PublicAffairs,2011);G.JohnIkenberry,LiberalLeviathan:TheOrigins,Crisis,andTransfor灢
mationoftheAmericanWorldOrder(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1);ZbigniewBrzezinski,Strategic
Vision:AmericaandtheCrisisofGlobalPower(NewYork:BasicBooks,2012);CenterforaNewAmer灢
icanSecurity,“America暞sPath:GrandStrategyfortheNextAdministration,暠(May,2012),availableat:

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NAS_AmericasPath_FontaineAndLord.pdf.
RichardN.Haass,ForeignPolicyBeginsatHome:theCaseforPuttingAmerica暞sHouseinOrder(New
York:BasicBooks,2013);事实上,此书是由哈斯2011年的一篇文章扩展而来,详见“RichardN.Haass:

BringingOurForeignPolicyHome,暠availableathttp://www.cfr.org/us灢strategy灢and灢politics/bringing灢
our灢foreign灢policy灢home/p25514.



一

自2003年开始,哈斯任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智库栙———美国对外关系委

员会(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CFR)主席。哈斯的研究专长为美国对外政策、

国际安全与全球化,尤其在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方面建树颇丰,研究重点区域为亚洲

与中东,曾自撰写或合著外交政策方面的著作达11部之多。哈斯曾在政府部门和美

国多家智库任职,先后供职于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曾是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W.Bush)与小布什(GeorgeW.Bush)政府时期的重要内阁幕僚。栚

作为美国对外政策方面温和派的代表,哈斯不仅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政策框

架设计及实践的参与者,而且在学术方面也一直关注美国如何保持冷战后的世界领

导地位。他在内政与外交如何平衡方面的立场具有连贯性。在《不情愿的治安官:冷

战后的美国》中,哈斯提到:为了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美国这个治安官必须首先排除

来自国内的各种阻力,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栛 在《良机:美国改变历史进程的时

刻》一书中,他认为,美国无法同时推行大炮、黄油和降低税收的政策。栜 哈斯直言,

这部新书是前述两部书的续篇。栞

冷战的结束宣告了两极国际体系的瓦解,美国突然没有了外部敌人,国家安全面

临的重大威胁也不复存在,美国国内对资源配置向外投注的民意热情也在减弱,美国

对外政策内向化取向较为明显。但是,冷战后世界中的新威胁不断出现,世界进入了

“放松管制暠(deregulation)时代,美国与世界并没有得到安宁。哈斯认为,美国不可

担任全球警察,但应公平地与其他国家合作,担任一个“诚实的掮客暠(honestbro灢
ker)。结果,美国治理这个失序世界的需要与不情愿让美国充当治安官的美国社会

之间形成了巨大鸿沟,栟这大概是“不情愿的治安官暠名称的来由。

在《良机:美国改变历史进程的时刻》一书中,哈斯认为,时代发展为美国提供了

领导其他国家共同塑造21世纪和平与繁荣的难得机遇: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争霸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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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栛

栜

栞

栟

JimLobe,“RealistsRule?暠InterPressService,August19,2005.
“CFRExpertsGuide,暠availableat:http://www.cfr.org/content/about/CFR灢Experts灢Guide灢20130114.
pdf? co=C000601.
RichardN.Haass,TheReluctantSheriff:theUnitedStatesAftertheColdWar(NewYork,NY:Council
onForeignRelations,1997),p.140.
理查德·哈斯:《良机:美国改变历史进程的时刻》(王明侠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

102页。

RichardN.Haass,ForeignPolicyBeginsatHome,p.2.
RichardN.Haass,TheReluctantSheriff:theUnitedStatesAftertheColdWar,p.138.



已经不复存在,且使大国怀有敌意的意识形态对立已荡然无存,共同维系国际体系的

稳定对所有大国而言都关系重大。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美国史无

前例的绝对优势足以慑止相关国家的侵略意图与行为;二是国际社会对于美国治理

世界的实力与意图普遍持接受与容忍态度。美国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在于推进实施

整合战略(integration),该战略的目标是通过制定规则与制度以管理国际关系,并说

服其他大国遵守规则、进行有效合作,形成大国协调,共同在美国麾下维系全球和平

与繁荣。

哈斯这三本书的出版时间相隔都是8年,可以说,这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冷战后

哈斯学术心路的发展历程,可谓三部曲。如果说,哈斯的前两部书旨在提醒美国不要

重内轻外应抓住历史机遇重塑世界新秩序的话,而2013年的这部新书则聚焦于通过

重塑美国自身来重铸美国全球霸权之基,提醒美国政府内修方能外治。哈斯对外政

策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看似矛盾,但其本质上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外交是内政的延

续。冷战后一直到2005年可以说美国处于自身国力的兴盛时期,哈斯主张美国积极

参与新世界秩序的构建也在情理之中。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内外交困,哈斯主

张美国“安内固本暠为先便是顺理成章。

哈斯认为,自己较此前立场有所调整的原因———也即撰写新书的动机———在于

要解决当前美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性问题: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间的失衡局面。栙 一

方面是资源分布与收支严重失衡。长期以来,美国在海外特别是中东地区过分投入,

这不仅忽略了亚太及北美地区,而且使国内债台高筑,形成了对中国的金融依赖。另

一方面,国内经济状况不佳,这已经严重限制并削弱了美国采取有效海外行动的能

力。这些不仅使“华盛顿共识之美国模式暠的榜样力量受损,而且严重影响了美国的

世界形象尤其是全球领导的威望,因此美国对外战略应进入战略间歇期(strategic

respite),推进自身的国家复兴应成为优先选项。

新书框架结构比较简洁,除导言与结论外,共分为三部分:美国所处的国内外环

境的新变化,对外政策重塑以及国家复兴。本书认为,美国安全与繁荣面临的最大威

胁不是源于海外而是源于国内,美国要在全球付诸有效行动,就必须要复兴美国实力

的国内基础。新兴国家的崛起及全球权力的分散化应成为美国振兴国力的动力与机

遇,美国应未雨绸缪,在其他国家还在追赶美国之时,只有以安内固本为先,方能最终

巩固美国优势地位并延续美国霸权的命运。国家内外政策是紧密相连的:如果国外

一片混乱,美国人在国内就不会享受到他们所期待的美好生活;如果美国不能重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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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力量之基,就难以去应对国外的混乱局面。栙 如何巧妙地把握内政与外交两者间

的平衡关系一直是国家内外决策需要考量的优先课题。栚

二

本书第一部分为“历史的回归暠。这部分主要是提出问题并介绍了美国需要调整

内政与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哈斯看来,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可能性在于,

整个大的国际环境对美国而言是新的机遇。哈斯用了较小的篇幅分析了欧洲、日本、

印度及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国家行为体难以成为未来美国的挑战性力量的前景。哈斯

认为,在未来几十年中,大国间爆发传统的争霸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未来一、二

十年内也很难出现足以挑战美国力量的对手,也不存在能够推翻现存国际秩序的国

际力量。栛 而且,大多数国家从现存体系中获益并乐于与美国领导共处。如何有效

防止大国间竞争退回到传统的均势争霸时代,这取决于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对外行为

以及行为的方式。

在哈斯看来,过分乐观也会招致风险。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的传统性挑

战依然存在,这些威胁主要来自于野心勃勃的伊朗、朝鲜等国家,以及那些治理能力

较差的脆弱国家。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无极世界,治理起来变得愈加困难。全球性挑

战与建立有效的国际应对机制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这就是哈斯所说的“全球化鸿

沟暠(globalgap)。原因在于美国与主要国际力量(中国、欧洲、俄罗斯、日本与印度)

在建立治理国际关系的规则与违规惩罚层面一直很难达成有效共识。哈斯还对目前

美国是否具有继续担此重任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经济、军事、外交与文化

四方面看,尽管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无容置疑,但是美国面临的内外挑战更令人担

忧。首先,随着中国等竞争者的崛起,美国的相对国际地位正在下滑;其次,在当代,

要让实力转化为相应的影响力已变得愈发困难(如在应对拥核的朝鲜、伊朗及恐怖主

义方面,军事手段已很难奏效);再次,国内问题的掣肘也在威胁着美国的国际地位;

最后,美国多年陷入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事之中,这削弱了美国的海外战略行动能力。

在哈斯看来,外部世界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现实性存

在,其他主要大国集中发展自身而且挑战美国霸权的意愿与能力不足,敌友界限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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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N.Haass,ForeignPolicyBeginsatHome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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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一。

RichardN.Haass,ForeignPolicyBeginsatHome,pp.64~65.



分越来越模糊,国家利益至上越来越鲜明,这样一个时代才体现了国际关系演变动力

的真正本质,这也许就是哈斯所说的“历史回归暠的内涵所在。

本书第二部分为“对外政策的重塑暠。哈斯在评述美国对外政策四大指导原则的

基础上,详细阐释了“重塑暠的内涵,并就控制美国国防预算的问题提出了政策性建

议。对外扩展民主一直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共同目标。但是,在哈斯看来,美国对此有

不少不当做法与认识误区。通过武力介入或政权更迭来移植民主,代价高昂。执意

推进民主不是拓展美国国家利益的唯一目标所在,美国不应让推进民主压倒其他目

标追求。再者,不能把一人一票选举模式等同于民主,民主的真正内涵是在尊重大多

数的同时,维护少数人的平等利益,民主的最终成熟有赖于真正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形

成。美国推进海外民主不应有统一的模式,应视当地文化、传统与历史的不同,区别

对待,逐步推进。至于人道主义原则,哈斯认为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美国不应在自身

资源受限的时候实施不加节制的干预;应通过长期的能力建设与国家重建从根本上

去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源;美国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反应方式应视情况而定。

同时,他给出了尽量避免直接军事干预的其他替代性选择。在反恐问题上,哈斯认

为,应该摈弃“反恐战争暠的说法,除军事手段外,美国政府应采用多管齐下、综合性的

应对措施实时地并长期地应对恐怖主义的具体挑战。对于他自己先前主张的对外

“整合暠战略,他认为已经产生了一定效果,但是鉴于目前的新形势,应暂缓推进。世

界贸易组织谈判陷入僵局、全球气候问题谈判步履维艰、朝鲜和伊朗去核化进程前景

不明,还有在应对全球经济挑战方面也是进展有限。美国要等待机会成熟时,再继续

推进“整合暠战略,但仅凭这个战略并不能保证美国对外政策的成功。

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塑有赖于三大支柱。首先,与20世纪相比,对美国而言,外部

世界已变得相对不具有威胁性,这构成了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美国应再平衡

应对国内外挑战的资源配置以解决国内的关键性需求。目标是重铸美国实力之基,

以击退潜在的战略挑战对手或准备好应对挑战者的出现。其次,美国对外注意力不

应再聚焦于大中东地区,而且再也不要抱着改造其他国家的目的去发动大规模地面

战争,而且,美国的关注重点应转向亚太与西半球。最后,“重塑暠也意味着再平衡美

国对外政策的执行工具,应慎用军事手段更加重视经济与外交手段。

哈斯认为,复兴国家实力与推进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与行为方式间的再平衡是“重

塑暠政策的本义,其核心是基于“偿付暠理念:美国的海外行动不应以侵蚀美国基本的

经济稳定与国家实力为代价。栙 对外政策重塑不是主张要美国回到“孤立主义暠,也

不是说美国要从中东退出。相反,美国将继续开展积极的对外政策,创设国际协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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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应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同时需要加强国内建设,其重点是恢复美国经济基础的实

力。哈斯主张在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应将军事预算控制在适当的水平,以

为改善美国国内经济状况开路。这似乎与奥巴马政府要坚决大幅削减美国国防预算

的计划如出一辙。

在最后的“国家复兴暠部分,哈斯阐述了美国面临的国内问题及应对措施。认为

美国应该用十年的时间复兴美国实力的经济、安全与物质基础,以为未来几十年美国

的可持续发展储备能量。当下美国面临诸多国内问题的挑战,但五大核心问题亟待

解决:减少财政赤字及外债在给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制定综合性的能源战略;提

升教育质量;升级国家基础设施;现代化过时的移民政策。另外还需推动经济增长与

弥合国内政治分歧。十年来,美国联邦财政赤字总额从最初的大约6万亿美元已升

至如今的大约16万亿美元,这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栙 长期的还债周期将影

响美国政府在教育、科研及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中,美国

的竞争力将因此受损。因此,美国面临选择的拐点:要么成功解决自身的财政问题,

要么承担因失败招致的严重国内外后果。为此,哈斯主张美国应削减联邦自由财政

支出与国防安全预算,选择性地削减联邦财政支持项目(如社会保障、医疗保健与福

利开支等)并选择性地提高国家税收。

哈斯认为,美国的能源状况整体向好,但也存在供应短缺及油价上涨等不确定性

因素的影响,因此,美国有必要出台更富有弹性且更负责任的能源政策。具体目标是

减少能源消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减少对中东石油进口的依赖,以及降低碳消

耗在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打组合拳:增加国内油气产能;

降低油碳需消耗比重;搞好与周边能源供应国的关系;增加燃油税及改进核能生产技

术等。比起能源状况来,哈斯对美国的基础教育(K~12)栚状况甚为担忧。美国的基

础教育投入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教育效果不够理想,投入与产出之间不成正比。哈斯

对此的建议是:改善师资状况、提高师资待遇;将资源由行政口向教育口倾斜;转变传

统的课上课下教学方式;政府引导树立终身教育意识;加大针对就业者的上岗技能再

培训。

哈斯对美国落后的基础设施现状深感不满,认为这不仅带来了资源浪费,而且在

应急救灾方面也会致使行动迟缓。基础设施不断更新现代化的中国等也对美国竞争

力构成挑战。哈斯列出了为基础设施筹资的新方:抬高交通燃油税;设置交通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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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提高过路费;利用公私关系筹集国内资金而后用过路费返还。

至于移民政策,哈斯认为这是个令人更加头疼的问题。美国对此的国内争议主

要有三点:防止非法移民入境问题;使200万已入境非法移民美国身份合法化问题;

合法移民的准入标准及规模问题。在最后一个问题上,哈斯建议美国不妨仿效澳大

利亚及英国的做法,根据教育背景与技能状况对移民申请人量化打分,积分高的可给

予移民资格。另外,还可根据市场需要实行浮动性的绿卡发放年度限额制度。哈斯

的依据是美国教育质量欠佳,难以短期培育出市场需要的高端人才,这样做会提升美

国的世界竞争力。

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恢复至相对较高水平(应是平均3%以上)栙是美国维系国家

稳定与全球领导权的条件,否则,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美国在国内外将面临严重的后

果。哈斯最后在总结上述五大核心要素的基础上,还谈及了刺激经济增长的其余四

点因素:推进世界贸易谈判进程,扩大美国海外贸易;吸引更多海外投资;实施大企业

减税计划;政府要保持经济政策连贯性以增强市场信心。

早有美国学者指出,“外强内弱暠是美国政治制度中一直存在的悖论。栚 哈斯意

识到,美国在制定与延续国内外政策连贯性方面的能力正变得愈加不足,而这方面的

成功才是保持美国强大并使其应对21世纪挑战的关键所在,此种能力的欠缺是当前

美国面临的最大也最紧迫的挑战。栛 哈斯认为,在应对这一挑战方面,美国社会不仅

意愿不足而且也不够积极作为,这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有利于某个政党的国会选

区划分方式增加了共和与民主两党的“保险席位暠数,结果两党“极化暠现象严重,导致

竞争性的中间派议席数减少;政治资助逐渐成为个人的事情,结果导致难以形成广泛

的政治联合体,激进派的声音在增强;广播电视窄播化栜不仅扩大了社会裂痕而且使

公众变得愈加无知,博客信息易导致大众偏见的形成,最终信息的准确性与充裕性无

法得到保障;最为严重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已经在排挤美国政治中的公共利益。对

此,哈斯建议推动国会运行机制改革,并剥夺州立法机构对国会选区的划分权并将之

交由指定的政治平衡委员会来管理。但是,这些目标的实现还有赖于两个条件: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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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去构建国家共识的强势总统与美国传统的党派“妥协暠政治文化的复兴。

在书的最后结论部分,哈斯认为落实以上政策建议也就是实现“国家复兴暠与“对

外政策重塑暠目标———需要的是美国真正的领导力———这首先需要美国领导人具有

制定符合美国各阶层整体性利益共识的政策的意愿。否则,未来的美国可能会陷入

漂流、危机甚至是社会分裂之中。不过最终,哈斯从近期美国历史上历次浴火重生的

自我救赎中看到更多的还是希望。

三

《对外政策始于国内》一书是对哈斯前两本书(《不情愿的治安官:冷战后的美

国》;《良机:美国改变历史进程的时刻》)实用主义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此书所谓

“打理好国内事务暠的主张反映出当前美国战略精英界的主流共识,但是这并不等于

说美国要回到“孤立主义暠的老路上去,而是主张推行优化资源配置前提下的选择性

参与战略,借此来保障未来美国全球战略行动能力的持续性。

“实用主义暠(Pragmatism)至上是哈斯外交思想的真谛。重政策、轻理论与重实

用是近乎哈斯所有作品的特点。这在哈斯外交思想中集中体现为政策灵活、利益至

上与务实高效。哈斯外交思想的变化是对冷战后美国所处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反应。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哈斯反对美国“帝国阵线过长暠论调,他甚至认为衰落

派要求美国削减军备的建议是因小失大,将给美国带来风险。栙 而今,他认为“帝国

阵线过长暠确是导致眼下美国经济窘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栚这也是他主张对外战略间

歇并维系适度国防的缘由所在。哈斯还指出,等到美国经济社会力量的国内支撑更

加稳固时,美国或许可以弱化复兴政策或者可以重拾“整合暠战略了。栛 “实用主义之

所以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暠栜对外政策的有用性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环境变化的适用性,利益最好即时获得而理想可以渐进去实现。

哈斯一直坚信美国的领导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是必须的,他不是不相信“民主和平

论暠,只是在推进美国民主的时机、方式与方法层面更加注重务实与效果,而且在利益

诉求与价值诉求冲突的时候,后者应该暂时让位于前者 。“没有实用主义的理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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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无所作为的,而没有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却又是毫无意义的,暠栙从这层意义上

讲,哈斯又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另外,哈斯的政策主张代表了当下美国学界要求美国战略收缩与政策内向化的

主流共识。栚 哈斯认为,对外政策重塑是要美国在对外行动与方式方面有更多选择

权,以便为处理内政腾出更多精力与资源。栛 哈斯为了让自己与“孤立主义暠标签撇

开干系,还特别解释了美国在亚太战略措辞表达上用“再平衡(rebalancing)暠替代“转

向暠(pivot)的原因。“转向暠政策会发出误导性的信息:这好像等于说美国要从中东

抽身,并且也会让人忽略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在远东做过的贡献。栜 战略收缩是美国

处于不利境地时内外资源的再平衡过程,根本目的以退为进,以更小的投入获得更大

的回报。哈斯主张的对外政策重塑是美国对国际博弈棋盘的重新布局,与其说是战

略收缩不如说是战略调整,因此,哈斯主张的美国对外战略的主导方面应属于实用与

灵活色彩很强的选择性参与战略的范畴。栞 在这样一个美国经济紧缩与全球权力分

散化的年代,奉行选择性参与战略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但这并不是说美

国从全球撤回其军事力量,相反,这是要追求美国领导力的持续性。栟

目前,美国学界有关美国“大战略暠(grandstrategy)的大辩论逐渐形成了所谓的

“战略收缩暠(strategicretrenchment)派与“深度参与暠(deepengagement)派。“战略

收缩暠派除哈斯之外,代表人物还有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斯蒂芬·沃

尔特(StephenM.Walt)、罗伯特·阿特(RobertJ.Art)、巴里·波森(BarryPos灢
en)、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等。沃尔特简要总结了他们的思想特点:一是主张战

略限制与选择性介入的根本目的是要保证美国全球战略参与的持续性,而非回到孤

立主义;二是美国要集中有限优势资源在世界关键地区维系有利于美国的均势,而非

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去改造这些地区;三是他们追求的是用可以接受的较小成本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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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捍卫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栙 “深度参与暠派以约翰·伊肯伯里(G.JohnIkenber灢
ry)为代表,他们打出了“美国不能回家暠的口号,主张延续美国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

全球“深度参与暠战略:继续承担全球安全义务;继续重点维持海外军事存在;继续加

大成本投入构建自由主义国际新秩序。栚

“战略收缩暠派是着眼于已经变化了的全球战略新环境,要以暂时的战略间歇或

退缩来追求美国参与全球事务战略的持续性,这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战略远见,既没

有主张美国“打道回府暠,也没有主张美国放弃民主世界构建的梦想。伊肯伯里这派

则从历史的经验出发,认为美国应在坚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既有国际秩序基本规则

的基础上,继续领导全球新规则的制定议程,借此,尽可能的将新旧力量聚拢到美国

霸权的周围,尽可能的扩大西方民主世界的范围。保卫了西方的民主价值体系,也就

延续了美国霸权的寿命,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哈斯最初提出的“整合暠战略思想的影

子。因此,“回不回家暠只是“战略收缩暠派与“深度参与暠派之间的表象区别,他们追求

的最终秩序层面的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在践行这些思想的时机、条件

与具体策略的选择上,两派略有不同。

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暠,学界对美国崛起历程的类比研究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其

中大家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议题是:到底有没有指导美国崛起的大战略? 如果有的

话,该不该把美国的成功归因于美国刻意谋求霸权的战略设计? 美国崛起及不断战

胜国内外挑战的“秘诀暠在于不断推进“国内变革暠栛———这也许是美国一直秉持的最

大国家战略———如果这也算是“战略暠的话。通过推进国内改革重铸21世纪美国霸

权之基,这就是哈斯新书的核心主张。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言,一个国家的内忧越

大,它的外患也就越大,而这时的危机对国家更有危险。栜 哈斯新书给予读者的最大

感悟及对中国崛起之路的最大启迪意义也在于此。

张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2011级在读博士研究生

(本文责任编辑:魏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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曫学术动态

大国关系“路向何方暠?
———“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与

发展趋势暠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暋骞

2013年9月26日,上海市社会科

学联合会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

院举办了主题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与发展趋势暠学术研讨会,来自政府、高
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

研讨会。围绕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与会

者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新型大国关系

互动的路径,以及新兴大国关系发展趋

势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多数与会者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内

涵的关键是围绕“新型暠展开,其表述本

身是针对“传统暠意义而言的。传统的大

国关系内涵包括了三种认识:一种是冲

突难免论,认为新型大国与既成大国之

间的冲突无法避免。纵观世界历史,新
型大国和既成大国之间的冲突总是周期

性地发生。另一种是利益受损论,强调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难以

调和。在西方的逻辑内,任何力量的崛

起都意味着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暠,其
直接的结果是“一杯羹暠的重新分配,这
势必影响既得利益主体的利益。第三种

则是界定错误论,认为在国际关系的互

动中,彼此在相互认知上总是相互猜疑

而难以坦诚相待。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勉教授

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正是针对上

述认识所给予的回应,所谓“新型的关

系暠就是要实现崛起者与既成者之间和

平共存;所谓“新型的大国暠就是要实现

权力大国(power)与地位主要国(major
country)之间利益的相互协调;所谓“新
型暠的“新暠就是要实现对传统发展逻辑

的突破,构建新的话语及其话语逻辑。
作为一个新生的概念,新型大国关系正

处在逐步发展的进程之中,既包括国际

社会,特别是相关大国的现实考虑和期

待,也包括从政治词汇向学术语言转换

的理论建构。其核心是,要想国际力量

对比发生根本改变而避免导致战争和严

重冲突,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必须

实现共处,乃至和平换位。
中国驻德国前大使梅兆荣总结了当

代国际关系受到的三重限制,认为这决

定了处理大国关系的传统方式面临着挑

战:其一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使

得大国之间如果发生战争将付出无法承

受的代价;其二是经济全球化使得国与

国之间的关系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暠
的状态,这意味着彼此间利益相互交织,
谁都无法在冲突中单方面得利。其三就

是当今世界面临着很多全球问题,而这

些问题都无法由一个国家单靠自己的力

量来应对,必须要和国际社会或者借助

国际社会其他力量共同解决。基于此,
梅大使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在于

“新思维暠,这不仅意味着要突破传统国

际关系中以意识形态及零和利益的判断

标准,还要在实践中设定“新目标暠,即放

弃零和,寻找共赢;运用“新手段暠,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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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抗要合作;找到“新方向暠,即淡化差

异求共性。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夏立平教授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并非仅仅是针对传统大国关系的静态化

表述,其中还包括着一种动态意义的塑

造,体现的是一种对国家良性互动的倡

导,对促进全球各国利益共同发展的呼

吁和对增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期

盼。他提出,新兴大国关系的内涵凝结

于四个“稳定暠之中:第一,良性互动的稳

定。大国关系必须要实现动态稳定,而
这必须要建立在良性互动基础之上。第

二,综合性的稳定。大国关系形成的稳

定不是单向的,而必须是综合性的。就

中美关系而言,在构建中美战略稳定关

系中,核武器虽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但
不是全部。经济因素甚至是更重要的因

素。第三,非对称性的稳定,尽管都是大

国,但是不同的大国在不同的领域,其实

力对比是不对称的。第四,危机的稳定,
当前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危

机的发生不可避免,但在如何应对方面,
新型大国关系就要求大国间互动应该抛

弃冷战思维,促成一种相互尊重、平等互

谅、相互信任的氛围和习惯,同时要形成

协商与合作的完善机制和平台,构建危

机稳定的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金灿荣教授强调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应

该体现信任、责任和尊重,信任就是要通

过沟通机制的建立,减少误解;责任则是

要从公共物品的提供出发,体现担当;而
尊重还要求站在文明的高度,选择包容。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模式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

丁立教授认为,当今世界的一体化趋势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源稀缺与国家利己

的本质,各国都面对着本国深层次的发

展难题,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主体仍然

是那些力图首先实现本国利益的国家。
他认为,各国寻求发展而进行的不同尝

试的经验可以相互借鉴,而这正是促使

新型大国关系发展的动力源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俞正樑

认为,以零和博弈为主的传统大国关系

已经被突破,国家利益的私利性尽管存

在,但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这种私利已经

存在共识,这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就是

要不冲突、不对抗,主观没有恶意、客观

要理性,防止一种无端的战略猜疑,视其

他大国为敌人,坚持“做暠伙伴,“不做暠对
手。同时要强调理性的处理方式,对矛

盾和分歧要通过对话合作而不是对抗冲

突的方式,加以妥善处理。这至少表明,
最低的层次是要求主观善意和客观善意

的统一;第二是相互尊重,不冲突不对抗

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起点,但关

键点还是要解决目前大国关系的症结,
那就是任何国家不能把其基本价值观政

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解
决的办法就是要包容、理性,多点尊重,
多一点换位思考,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

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

步。第三是合作共赢。这是新型大国关

系的不竭的动力和终极目标。这要求大

国必须放弃旧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

要兼顾对方的利益,各方都能从交往合

作中受益受惠,不能单方面受惠,更不能

搞一己利益最大化,所以要不断挖掘合

作共赢的潜力及其实现的条件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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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

纯教授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实质

上是要应对一种由于国家间相互位置和

实力的互换引发的心态落差,在这个构

建过程中,崛起中大国不仅仅要“安抚暠
原有大国,还意味着自己要清楚地认识

和定位自我所处的位置。而作为崛起国

的代表,中国在谋求既成大国接纳自己

的同时,还必须能够做到准确的自我定

位与安抚原来大国。
三、新型大国关系发展趋势的分析

与会者普遍认为,中国提出新型大

国关系主要是针对世界上其他大国对中

国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变化表现出的无

所适从和担忧。面对这种情形,与其寄

希望于世界大国主动改变自己对中国发

展的不适应,不如中国自己以积极的姿

态面对世界大国对中国发展所处的“心
理适应期暠。对此,夏立平教授强调,要
想实现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
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暠,不仅是要

靠理想主义,还要以现实为依据,从构建

中美之间新型的战略稳定关系出发。同

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副院长高

兰教授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是中

国和美国之间的一个话语权的争夺,而
在这样的争夺中,中国开始占据了话语

权的优势地位,但是,中国还是地区大

国,这种现实和自我认知要求中国必须

要在话语上兼顾作为“超级大国暠的美方

的感受。
对于新兴大国关系的发展趋势,与

会学者从两种角度进行了分析,一种是

“发展挑战说暠,另一种是“发展机遇说暠。
从“发展挑战暠的角度,与会学者认为,新
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主要建立在中国单向

的对外认知与判断上,具有主观主义的

特征,一方面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被界

定为消除既成大国对中国发展担忧的一

种“缓释剂暠,这就将目前的既成大国都

主观地置于对立面,然后再加以说服,这
实质上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预设了障

碍。而另一方面,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

仍然面临利益协调的难题。同济大学特

聘教授辜学武老师认为,不冲突、不对抗

和相互尊重是一种基本姿态,所突出的

几乎是最低要求,仍然难以引领“在合作

共赢中各方对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良

性追逐暠。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目标应

该是力图达到一种均匀,把利润、合作的

成就比较均匀的划分出来,这是一个最

大的挑战。
从“发展机遇暠的角度,有学者认为,

以冲突和对抗为中心的传统大国关系正

在瓦解,并且这种瓦解并不是暂时的,而
是从历史惯性上的消除。上海国际关系

学会副会长金应忠教授认为,结盟、分裂

和对抗并不是处理大国关系的唯一选

择,也不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他认为,走
出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需要摆脱两

大传统观念的束缚:一个是“如何分配世

界财富还是如何增值世界财富?暠另一个

则是“大国关系的发展趋势是权力转移

还是权力相互扶持?暠在他看来,全球问

题突显和世界的相互依赖要求大国间能

够理性的分配财富,同时也必须创造出

更多的新财富;而新科技革命与互联网

的迅猛发展为权力的概念也添加了新的

内涵,这意味着权力面临不再只是转移

和交替的情形,权力可以直接被创造,并
且实质上权力一直都是可以被创造的。
这就自然跳出了权力分配的困境,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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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权力只能转移的历史宿命。这些变化

无疑为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前

景提供了机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研

究员通过对数字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分

析,揭示了在网络世界的新型空间中,关
于全球网络治理与数字外交的问题,以
及新型大国关系在网络空间的实践。他

认为,从经济发展周期看,现在是强技术

国家的创新处于减缓期,对相对弱的技

术国家而言,则意味着技术扩散期的到

来,即新技术很容易向中国、韩国等相对

弱的技术国家扩散,中国面临机遇。最

后是美国在网络空间中寻找伙伴,推广

价值观,制定规范,防止挑战,这是美国

很明确的网络战略,中国需要应对。

(本文责任编辑:魏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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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寄语

又值岁末,《美国研究》至今已走过了27个春秋。感谢广大读者、作者多年

来对本刊的一贯支持和帮助。
在即将过去的2013年里,本刊继续坚持既定的办刊宗旨,在持续关注美国

政治、社会、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历史、艺术以及思潮等各领域变化的同

时,更加注重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探讨,如美国对外战略及政策调整、网络安

全与国家间关系、美国围绕干细胞研究的道德和政治争议等。刊发的相关文章,
获得了读者的好评;其中一些文章被多种刊物转载,数篇文章获得各类优秀论文

奖。

2013年,本刊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为适应国内学术研究的发

展,根据读者、作者及本刊评审专家和多位编委的建议,本刊拟自2014年起改为

双月刊,以扩大刊物容量。双月刊办刊宗旨、栏目设置、开本等不变,每年双月月

中出版,每期128页,定价15元。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继续努力改进编辑工作,全力办好双月刊。期望新的

双月刊继续得到我们的读者和作者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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