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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的逻辑:一项研究议程栙

倪世雄暋赵可金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美国是一个兼具理想和激情的国家,自由、平等和自治的政治理想成为

美国的立国精神,构成了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政治认同支柱。然而,美国立国精神诸

要素之间并非是和谐无间的有机体,而是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张力和矛盾,自立国之初就

一直存在于美国政治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迁,美国立国精神诸要素

之间的内在矛盾不断发展,对特定阶段的美国政治体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应对来

自外部的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挑战,美国政治形态也相应地不断变革。沿着这

一线索,可以确立研究美国政治的一项研究议程。

关键词:美国政治 研究范式 美国政治发展 研究议程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在建国以来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美国建立了世

界上最为复杂的政治体系,这一体系是名副其实的、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产物,是宪

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分权制衡(checksandbalances)、共和(republic)、民主

(democracy)、自由(liberty)、自治(autonomy)等政治精神与美国殖民地经验的现代

融合,呈现为不同于欧洲和亚非拉其他国家的独特政治形态。在这一独特政体下,美

国仅用了两百年的时间就从一个移民垦殖社会成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发达

国家。引人注目的是,这一体系不仅适应于美国早期以移民垦殖为主要活动的幅员

广阔的乡村社会,而且也基本上适应了人员物资流动频繁的美国现代工业社会的挑

战。迄今为止,美国政治的宪法和政治制度框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宪法除

栙 本文是复旦大学“985暠工程二期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美国政治的理论研究暠和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美国国会对社会问题的治理暠课题成果的一部分。在此特别感谢复旦大学“金
苗计划暠的资助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杰尔姆·米勒(JeromeMilluer)教授、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詹姆斯·西

瑟(JamesCeaser)教授、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何俊志副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信强副教授的贡献与帮助。作者

还要特别感谢匿名评审王缉思教授提出的许多非常有见地的意见,帮助我们修正了很多谬误。



了增加了26条修正案之外,基本保持了两百多年以前的形态,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

早已今非昔比。美国的政治体制为什么能够成功? 这是吸引政治学者关注的问题。

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始于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谢清高的《海录》、林则徐主持翻译

的《四洲志》等,是中国学界研究美国政治的开始。栙然而,由于受到救亡和革命等历

史任务的影响,近代中国人对美国政治的研究没有太多进展,甚至对美国政治的研究

一度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理想主义等错误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

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渐有起色,以沈宗灵的《美国政治制度》栚、曹绍廉的《美国政治

制度史》栛、陈其人、王邦佐、谭君久的《美国两党制剖析》栜、李道揆的《美国政府机构

与人事制度》栞、李寿祺的《利益集团和美国政治》栟等为代表,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开始

起步。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法律、制度、历史和个别制度的研究上,缺少关于美

国政治总体逻辑的研究。直到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先生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袁晞采访时感慨:“我国一直很少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一般人想

到美国政治就局限于谁可能当总统,具体政纲是什么,而没有从政治学的角度去分析

美国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发展的,都没有专门研究。暠栠关于美

国的政治研究和历史研究脱节的问题十分突出,对美国政治制度偏重于制度介绍和

历史描述,缺乏将二者统一起来的逻辑分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政治学的成长,对美国政治进行政治学研

究的趋势日益强劲。1990年出版了李道揆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将美国政治放

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大框架中加以考察,明其功过是非,辨其精华糟粕,探讨其独

有特征,赵宝煦先生赞誉为“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政府制度的一项最重要的科研

成果暠。栢随后,王沪宁的《美国反对美国》将美国政治置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

框架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的深刻内在矛盾,“凡是在能发现肯定性

力量的地方,都能发现否定性力量。暠栣此后,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开始步入政治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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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维明主编:《比较美国学》,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沈宗灵:《美国政治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曹绍廉:《美国政治制度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陈其人、王邦佐、谭君久著:《美国两党制剖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李道揆:《美国政府机构与人事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李寿祺:《利益集团和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转引自张立平:《1989年以来我国的美国政治研究》,载胡国成等:《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李道揆:《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究的轨道,比如蒋劲松的《美国国会史》栙、张宏毅的《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栚、张定河

的《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变》栛、孙哲的《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

行为》栜等。然而,迄今为止,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仍然缺乏总体性和原理性研究,大

多是抓住美国政治的某一部分进行“解剖式暠研究,缺乏对美国政治内在规律的理论

研究,缺乏对美国政治逻辑的系统把握。从学科建设来看,美国政治尚未成为一门相

对独立的亚学科,使得人们对美国问题的理解大多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缺乏学术

深度和前瞻性预测研究。本文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美国政治的独特逻辑及其发展

道路,为美国政治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提供一项研究议程,以求教于方家。

一暋“合众为一暠:美国政治的主题

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生活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威对

社会性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生活始终。根据戴维·伊斯顿的经典

定义,政治是社会性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个人和团体在一系列共同和集体行动问题

上达成一致的过程,即便他们对行动所要谋求的目标存在分歧。栞因此,政治是一门

摆平社会矛盾以建立秩序和构建和谐的学问,不同的社会文明体,面临的自然环境和

社会环境所产生的矛盾和挑战不同,其化解矛盾和应对挑战的政治文明形态及其逻

辑在遵循普遍规律的同时,也各有其特点。

作为一个从移民垦殖社会发迹而来的政治形态,美国政治如果不是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也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形态迥然不同的。最早漂洋过海前往新大陆的

殖民者们,要么是为了逃避宗教压迫,要么是为了到新世界去发财致富。寻求自由和

富足的梦想,成为推动美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强劲精神动力。然而,他们到达美洲

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众多严峻的挑战,“不但要同荒无人烟的原野和印第安人作斗

争,而且还要管理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暠栟于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充满危险的异族

群体环境,以及殖民者内部的社会矛盾,便构成了殖民者们必须面对的政治矛盾,如

何摆平这些社会矛盾、构建新社会的秩序,就构成了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对于后来

加入美国的新移民群体来说,这一问题就转化为新老移民在不同种族、宗教、利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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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劲松:《美国国会史》,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
张宏毅:《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与决策行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暡美暢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暡英暢维尔:《美国政治》(王合等译,马清槐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页。



值等方面产生的摩擦和冲突,如何解决这些政治冲突以确立和谐的秩序,成为美国政

治的主题。简言之,基于美国多样化社会的特点和寻求统一秩序的政治要求,美国政

治的主题集中于“合众为一暠,是美国国名“美利坚合众国暠所表达的政治关系、政治形

式和政治活动的发展规律。诚如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斯坦利·霍夫曼所言,美国

特性(亦即美国政治)是由移民造成的种族多样性这一“物质特点暠和美国的自由民主

信念这一“意识形态统一性暠二者结合而成的独特产物。栙

“合众为一暠的政治主题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当

今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建设过程,是一个“美国梦暠逐渐实现和扩大的过程。对于早期

漂洋过海移居美国的人来说,这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就是所谓的“美国梦暠。最初的

美国梦不过是建立一块建功立业的土地,具有竞争力和务实的人能够挣得一份财产

或建立一个梦想的家园,其政治精神的核心是以自我为中心、实利主义、实用主义和

个人主义。栚哈佛大学的托马斯·帕特森(ThomasE.Patterson)教授把美国梦概括

为“自由、平等和自治的核心政治价值观。暠栛另一位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塞缪尔·亨

廷顿则把美国梦概括为所谓的美国信条(AmericanCreed)和美国特性(AmericanI灢
dentity),认为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和宪政下的法治构成了美国信条的核心价

值观。栜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美国人的政治认同与美国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密不可

分,它构成了美国国家认同的基本纽带。诚如卡尔·弗里德里希(KarlFriedrich)所

说,“成为一个美国人是一种理想,成为一个法国人则是一个事实。暠栞“美国梦暠无论

从社会学、文学、还是美国两百年的历史来讲,都具有一种永不改变的内涵:不断追求

美好生活并为之奋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美国梦暠的推动下,美国从东部沿海的

13个殖民地起家,逐步开疆拓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美国政治也从早期的《五月花

号公约》、《独立宣言》、《合众国宪法》所创造的政治形态,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复杂

的政治文明。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理性创造物,美国政治从一个简单的“美国梦暠发展

到今天的复杂政治文明体,贯穿始终的都是在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寻求简单

的共同性。为了保持此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美国人颇具创意地草拟了《美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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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创建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自由民主政体,以保证美国自由、平等和自治的立国精

神。自由民主政体是美国人的一个政治发明,在此之前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东西,19
世纪前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中,几乎没人鼓吹自由民主政体,他们要么倡导没有民主特

征的自由政体(比如孟德斯鸠、休谟、伯克等),要么鼓吹没有任何自由特征的民主政

体(如卢梭)。栙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用“合众国暠一词来命名美国宪

法确立的政体形式,他认为合众国是一种大众政府,代表制产生于这一政府之中,公

民个人权利和对自由的保护在这种政体中是至高无上的。麦迪逊将共和与民主作一

对照,把民主定义为一个小范围里的直接的大众政府,并认为民主对个人自由来说一

直是不友好的。栚麦迪逊把对民主政体的认识与罗得岛和马萨诸塞州的实际联系起

来,认为民主国家往往无力进行深思熟虑的决策,它们历来“展现的是一种混乱和争

论的场面,与个人的安全和财产权格格不入。暠栛美国人在忠诚宣誓中认定其政体就

是合众国,属于共和政体,具有一种唤起公民责任感和牺牲精神的崇高性,涉及权利

保护、有限政府、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等现代宪政主义的核心特征。美国弗吉尼亚大

学政治系教授詹姆斯·西瑟(JamesCeaser)认为,美国政治学研究不仅作为大学里

的一门学科,而且作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一项重要的人类事业,“在某种程度上应从

事支持自由民主政体的活动。暠栜作为有意识的理性设计物,美国政治的发展,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源于由美国信条所凝聚起来的广大民众的国家认同的巨大影响。

二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多样性。在寻求最低限度一致性的同时,美国政治面对的

是一个幅员辽阔、地理多样、经济复杂、种族芜杂、教派林立和文化多元的多样化自然

地理和社会文化环境。美国开疆拓土的殖民过程,也是一个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断显

现和发展的过程。在殖民垦殖早期,气候、土壤和自然资源的地区性差异在各个殖民

地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政治兴趣和互不相同的生活方式。东北部和濒临大西洋的新英

格兰殖民地,濒临港口,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快,适合工商业发展,容易造就商业和金

融资本集团主导的自由民主政治。而新开发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

和,适合发展种植园和奴隶制,更适合农场主和奴隶群体的发展。于是,“边疆的扩展

恰如一张打开了的地图,把区域性的差异展现出来,这种差异构成了19世纪美国政

治的基础。暠栞南北战争就是因为无法找到南北各方可以接受的政治方式解决这一问

题而造成的,它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直到今天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南北战争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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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边疆开拓提供的无限机会,催生了一波波的移民浪潮,引发了美国更为复杂而深

刻的种族差异和宗教纷争。在19世纪初期,爱尔兰裔、德国裔移民大批涌入美国,还

没有引发特别严重的政治后果。南北战争结束后,东南欧的意大利人、波兰人、立陶

宛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西亚的叙利亚人、犹太人等纷纷涌入美国,在总数上甚至

远远超过原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构成的“旧种族暠。大量涌入的移民为美国带来了

语言、宗教、种族、习俗、社会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多样性,如何在如此复杂多样的利益

和社会价值观的竞争中确立解决冲突的政治游戏规则,使之保持和谐的秩序状态,构

成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基本脉络,一直影响至今。美国宪法最初描述的不过是18世纪

的思想家根据当时的理想政体概念设计出来以适应18世纪需要的政体形式,它无法

适应此后美国工业化社会的众多挑战,更无法应对信息社会对美国政体形成的严峻

挑战。因此,美国宪法赋予最高法院以解释宪法的责任,根据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补

充和发展美国政体,以有效应对对美国社会发展构成的诸多挑战。

时至今日,美国社会早已今非昔比,不仅面对卷入全球社会带来的外部挑战,也

面对来自美国移民社会的内部挑战,美国政治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哈佛大学教授塞

缪尔·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对于

当前美国社会中的多样化种族对美国国家特性的挑战忧心忡忡。亨廷顿认为,美国

的国家特性和国民身份在20世纪后期走弱:(1)多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的理论在某些

精英人士中大行其道,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抬高人种身份、民族身份、性别身份和其他

的国民层次以下的身份,而贬低国民身份;(2)原先促进移民同化的那些因素处于弱

势或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移民保持着双重国籍、双重国民身份和双重忠诚;(3)讲一

种非英语的语言(西班牙语)的人(主要是墨西哥裔人)在移民中居于多数,这种现象

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其结果是出现拉美裔化的趋势,美国呈现出双语言、双文化社

会的趋势;(4)美国一部分重要精英人士轻视国民身份而重视全球身份和跨国身份,

与美国公众高度重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栙亨

廷顿认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撒克逊新

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尽管亨廷顿的看法过于悲观,

但的确道出了当今美国政治面临的根本难题。

不难看出,合众为一,即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多样性中寻求最低限度的一致

性,一直而且仍将是美国政治的主题,它构成了美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美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也是一项詹姆斯·西瑟所说的追求自由民主政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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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在人类理性意识和实用主义精神的指导下,美国人坚信通过积极探索应对内外

部挑战的价值、组织和制度,他们的“美国梦暠仍然可以继续得以在更高的境界中实

现。

二暋自由与平等的张力:美国政治的内在动力

既然美国政治是人类理性的创造物,美国民众独特的思想、性格和行为哲学对于

美国政治就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无论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

(HenrySteelCommager)教授、瑞典著名学者冈纳·米尔达尔(GunnarMyrdal),还

是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都十分强调所谓的“美国精神暠、“美国信念暠对美国政

治的意义,亨廷顿还直接把美国理想看作是美国政治经验的核心。栙由于美国既没有

封建主义的传统束缚,栚也缺乏社会主义成长的土壤,栛美国政治无疑更多地体现了

美国精神的自我争论及寻求方向上。

美国是一个富于理想和创造精神的国家,它是由来自全世界众多民族、种族、宗

教、文化的移民组建的国家。美国政治是一个人造的政治产品,是综合了近代启蒙运

动以来欧洲理性主义政治学、古希腊和古罗马政治哲学、巴勒斯坦教会和家庭制度及

北美殖民地政治经验结合而成的结果。特别是那些早期从欧洲到美国来的人,大多

是一些宗教上受迫害或者政治上受排挤的人,他们希望摆脱专制,逃避迫害,追求自

由、财富和平等,然而他们抵达的新大陆又是一个政治荒芜的地区,没有完整而巩固

的政治秩序,印第安人的部落文明比欧洲移民要落后几个时代,不仅无法抵御欧洲人

的进攻,而且由于土著文明落后,连充当奴隶的资格都没有。栜不难看出,当欧洲人登

陆之后,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理想和热情肆意挥洒,用包含自由、平等和自治理想

的所谓 “美国精神暠缔造所谓的“新政体暠(NewPolity)。

在美国人按照自己的理想和生活方式缔造一种新政治的时候,对他们造成最大

挑战的不是广袤的自然环境,也不是土著印第安人的明枪暗箭,而是源自美国理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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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内在张力。作为美国政治核心价值观的“美国梦暠本身是矛盾的统一体。资中筠

先生在综观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美国政治思想发展时,看到两条线:“一条是侧重自

由,鼓励竞争,无拘束的个人奋斗,讲求效率,无情淘汰,适者生存,其结果导致贫富悬

殊扩大,社会不平等加深,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条侧重平等,信仰人道主义、

社会公正、天赋人权,倡导对社会、对集体的义务,反对特权、反对压迫,导致批判现实

主义和社会改良,包括政府干预和福利政策。暠栙的确如此,在欧洲人的思想谱系中,

自由和平等天生就是对立的。自由的原则强调自然权利的首要性,将个人自由置于

共同体共识之上作为政府存在的目的。而平等的原则强调以多数原则为指导的自治

政治共同体,可以为了共同利益而塑造个人的道德品格。在自由和平等的关系上,欧

洲人历来认为两者之间是无法兼容的。从柏拉图开始,整个社会按照身份和等级排

列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如果社会基于平等原则而成为整齐划一,必然成为滋生专制

者的温床。栚启蒙运动以降,欧洲主流思想家将平等提升到普遍原则的高度,但只是

形式上的政治平等,是基于过程的机会和条件平等,而非基于结果的社会平等和经济

平等,是抽象的平等而非实际的平等。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的态度最为典型。他认

为平等的扩张将会敲响自由的丧钟。栛在多数情况下,在欧洲人看来,自由与平等是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自由原则倾向于将权利置于责任之上,把个人自由看得比多数规

则更加重要。相反,平等原则则更强调对社会共同体的义务和责任胜过个人的自主

权,把群体权利看得比个体权利更重要。自由与平等之间在优先次序上的取舍,必然

导致两者之间的矛盾,这是无法摆脱的悖论,更是引发欧洲历史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

义竞争的核心线索。

然而,美国立国之初的特殊环境条件,使得它在特定时期实现了自由与平等原则

的有机统一。早期移居美国的移民,为了摆脱封建压迫和宗教迫害,寻求宗教自由和

财富,在登上新大陆后以“自然法则暠和“上帝旨意暠摒弃旧大陆腐朽价值观。在《独立

宣言》中开宗明义,“每个人都是生来平等的暠,从而正式承认人生来平等原则,并将平

等的原则注入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精神,从而实现了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

的有机统一。《独立宣言》明确提出,如果“政府追求的目标是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主

义统治之下,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

的保障。暠在历数英国国王的诸多暴行之后,13个殖民地庄严宣告“这些联合一致的

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按其权利必须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暠,“解除一切效忠于英王室

·41·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资中筠:《20世纪的美国》,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9页。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暡法暢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6~126页。



的义务暠。随后,在合众国宪法中规定,“为了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确保

内部安宁,提供共同防御,增进公共福利,并确保我们自身和子孙后代永享自由的幸

福,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暠这是实现自由和平等原则在政治制度上的具体实现,

美国人用实践突破了欧洲人所坚信不疑的“自由与平等的悖论暠。诚如迈克尔·沃尔

泽(MichaelWalzer)所言,“自由与平等是美国社会体制的两大美德,两者合则两全,

离则两伤。暠栙

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之所以在美国得以有机统一,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美国移民

垦殖社会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到18世纪中后期,北美殖

民地经济快速发展,殖民地人民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而英国为了对外用兵和开

拓殖民地的需要而肆意征税,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实现政治独立成为他们当时

的头等大事,这一任务使得对于彼此之间平等的要求暂时服从于对脱离英国统治获

得政治独立的自由诉求。从当时殖民地社会的特点来看,平等原则是非常抽象的原

则性概念,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没有显赫的贵族,更没有形成经济新贵,民众彼此之

间并没有形成悬殊的差别,泛泛地确立平等的原则除了宣告美国和英国具有平等的

独立权外,没有任何实质上的现实意义,自由和平等在当时仅仅局限于有一定财产

的、白人男性公民。栚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奴隶、妇女、有色人种来说,几乎毫无推行和

落实平等原则的可能,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这些人无法提出享用和有财产

的男性白人公民平等的权利,独具特色的集自由和平等原则于一体的美国政体因此

得以形成。

不过,新生的美国政体的社会基础并不十分稳固,一旦支撑其存在的国际环境和

社会基础发生位移,美国政体就会面临严峻挑战。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独立战争

后,国际环境的改善削弱了自由原则的重要性。美国建国后初期,国际环境还十分恶

劣,欧洲烽烟不断,特别是英国压倒性的海军优势给美国造成巨大压力,英国舰队对

美国的劫掠行动直接导致了被成为“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暠的1812年美英战争。战

争结束后,国家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内部建设上,比如占领大陆、发展经济和推动社

会发展。到1823年“门罗主义暠出台后,美国排除了来自外国的一切干涉,接下来的

一个世纪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国际战争,美国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到19世纪末美国

实力已经大大增强。这一变化逐渐削弱了原来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和欧洲压力的自由

原则的基础,美国政治的重心转移到社会内部事务中来,为平等原则日益受到重视创

造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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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美国的社会基础来看,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社会内

部利益分化日益明显,再加上宗教大觉醒运动和进步主义运动的洗礼,美国社会对于

平等原则的要求也日益强烈。从19世纪初期开始,美国经济逐渐从以农业为主要经

济增长源转向以工业和科技为主要经济增长源,东北部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城市(商业

中心、工厂小镇和交通枢纽),比如纽约、费城、洛厄尔、威明顿、克里夫兰、圣路易斯

等。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民族、种族、宗教、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而突出。栙城

乡差距、地区差距、经济发展与社会分配不平衡引起的不平等现象日益突出,摆在美

国政治面前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1800年左右席卷美国社会的第二次宗教觉

醒潮流,推动了个人主义和平等原则的信仰。一群教育水平不高的卫理会教派和浸

礼会传教士巡回布道,宣扬上帝面前教徒一律平等的观念,鼓吹每个人可以独立实现

自己的救赎。栚在宗教觉醒运动的砥砺下,女权、酿酒、废奴主义者和其他的改革家一

道发动了一项对印第安人战争、法令废止权斗争、合众国银行斗争的事业,在各个领

域推动着重塑国家的运动。其中,南方的奴隶制和北方的奴隶贸易问题,引发了废奴

力量和蓄奴力量之间无法抑制的冲突。从1848年开始,就奴隶制在准州的扩张问题

引发的冲突愈演愈烈,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思考美国的民主制度能否成功应对这一

冲突的问题。最终,南北战争还是爆发了。

面对南北战争,以林肯为代表的共和党人用实力维系了联邦不能分裂的格局,但

南北战争并没有完全解决美国社会中积聚的问题,它只是通过给予黑人奴隶以自由

的方式缓解了因为奴隶制而导致的政治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比种族矛盾更深刻的

社会矛盾。尤其是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自

由之树上挂满了苦涩的社会矛盾之果。一方面,东北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急剧发展,

出现了大量的工商业托拉斯,并渗透到政治领域,造成了严重的政治腐败,极大地破

坏了自由竞争原则。栛另一方面,整个社会贫富悬殊日益拉大,社会领域挤满了“市场

失败者暠(MarketFailure),获得了自由的黑人奴隶被抛入更严峻的种族歧视之中,生

活更加没有保障,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到达了无法忍受的程度。面对“朱门酒肉臭暠

和“路有冻死骨暠的鲜明反差,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急剧工业化带来的城市

化、垄断财团、两极分化、权钱交易和各种社会不公,美国制宪先贤们确立的、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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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基础上实现自由与平等和谐相处的政体面临着颠覆性的动荡,一批被称为“进步

主义运动暠的潮流日益崛起,在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哲学的支持下,在自由民主政体

最危险的关头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建立文官制度、消除童工、保障妇女合法

权利、遏制托拉斯、建立社会保障和劳工福利及环境保护立法等,有效地遏制了州政

府和城市腐化,改进了底层居民的生活质量,在制度上更加民主,更加负责任,更有效

率。栙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基

于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的考虑,推动了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暠计划,在美

国逐步建立起了社会福利计划,更大程度上照顾了平等的原则,平等的原则在政治制

度上获得了巩固的形式。至此,美国制宪先贤们建立的适应农业社会的自由民主政

体,度过了工业化、程式化和现代化产生的危机,在没有对宪法进行重大修改的前提

下,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要求。

然而,美国政体的调整也产生了巨大的副效应。基于平等原则的社会福利制度

对经济效率形成了强有力的抑制,官僚主义和机构臃肿导致效率低下,老龄化社会更

使得国家财政赤字庞大,相当一部分人过于依赖福利制度,整个社会的活力受到很大

损伤。与此同时,自由原则在社会领域泛滥成灾,以1964年的“言论自由运动暠为开

端,迅速发展成为反越战、反对征兵运动、民权运动,最后甚至发展成为各种极端的运

动,“嬉皮士暠的所谓“反主流文化暠盛行,各种游说集团奔走呼号,美国民众对理性的

痴迷陷入了理性的反面,成为莫衷一是的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美国人的自由原

则在亲手打倒一切权威之后,却没有了指引前进道路的“指路明灯暠,举国上下陷入一

种无所适从的迷茫和困惑之中。结果,人们看到的是,美国人把对理性的崇拜转化成

为对个人理性的膜拜,变成完全的个人主义,反对普遍主义的价值,步入了价值相对

主义的泥淖。栚

总之,平等原则的高涨已经伤害了自由原则的积极性,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开始,强调平等原则的新自由主义和强调自由原则的新保守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

美国政治的主题。包括减税、平衡预算、移民、中小学教育、堕胎、同性恋、社会福利、

枪支限制等问题在内的几乎所有美国政治问题上,都贯穿着自由与平等的争论。信

息社会的发展,更推动了围绕这些问题的政治矛盾尖锐化,如何有效化解信息社会背

景下自由和平等的矛盾,成为攸关美国政治前途和命运的关键问题。

令美国人庆幸的是,宗教和法治的传统为自由和平等的矛盾设置了一条坚强的

红线,任何政治力量在角逐的时候都不敢轻易越过这条红线。在自由、平等和自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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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角力的过程中,美国政治确立了一系列游戏规则,包括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系列规则保持了自由和平等博弈的政治游戏不脱离既定的轨道。每当现实社会

生活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关政治力量都会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下,各自调集政治资

源,为美国政治的前途寻求方向。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南北战争,南部州试图抛弃这一

游戏规则,最终还是被北方州快马追回了。自此之后,无论多么极端的政治力量,只

要不跨线越界,都可以在这一游戏规则下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因此,极左翼的社会

主义无法在美国扎根,极右翼的力量在美国也难成气候,美国政治成为自由与平等原

则轮流坐庄的政治游戏,这就是美国政治发展的根本秘密,也是由美国移民社会的特

定国情、历史传统及社会多样性的客观结构所决定的。

三暋美国政治的四个研究议题

在美国立国之初,自由和平等的有机统一就为美国政治的发展播撒了种子。毋

庸置疑,追求自由和富足是早期的殖民者飘洋过海来到美洲新大陆的重要动力。然

而,早期殖民者所崇奉的新教传统坚持推动美德和为公共利益自我牺牲的古典哲学

传统,构成了对自由梦想的牵制。17世纪从英国逃离来到美洲寻求新世界的定居者

们,随身带来了有关法律和政府的明确信念。他们的想法之一“法治而非人治暠,意味

着即便是英国国王,也无权蔑视法律,或拒绝接受法律实践。栙清教徒们带来了“公约

制暠,在《五月花号公约》中,人们坚信一个经由众人表决认可而建立起的管理集体的

想法是正当的。它体现了一种新的信念:人民自身,不依赖外在机构的指引,能够自

主签订公约,开创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在早期,这一信念借助常见的教堂仪式来实

现应付陌生边疆的紧急需要。《五月花号公约》标志着人们对于“政府须经被统治者

同意方可实行统治暠的原则予以确认,尽管这一原则还没有适用于印第安人、奴隶和

宗教异见者。这是早期个人自由理念的萌芽,其摆脱宗教压迫的自由理想和基于宗

教信仰的平等精神结合在一起,埋下了美国社会自由、开放和多元发展并存的种子。

在自由与平等交织的理想推动下,美国政治的发展历程围绕四个议题展开,这四个议

题构成了美国政治的核心逻辑。

一是共和政治研究(RepublicPolity)。

美国制宪先贤们把共和政体作为美国政体的唯一选择,“显然再没有其他政体符

合美国人民的天性,符合革命的基本原则或者符合鼓励每个自由之士把我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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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实验寄托于人类自治能力的基础上的光荣决定了。暠栙因此,研究共和政体的逻

辑是美国政治逻辑的核心内容,创立共和政体也是美国政治的首要任务。从早期美

国共和政体设计过程来看,共和政体研究主要包括研究人民主权、有限政府、分权制

衡、联邦主义、政教分离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这一共和国的政治形式,顺应了当时社

会政治的要求,一方面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政治独立;另一方面满足了美

国人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理想,为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恰当的政治形式。这一

政体经过了两百年的风吹雨打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它还不能称之为民主的

政体,但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专制政体和贵族政体,确立了宪政共和的基本政治架构,

在人类政治发展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研究美国政治,就是要考察为什么这

一政体在复杂多样的美国社会中能够安身立命,以及这一政体的内在逻辑和发展变

化的规律。关于共和政体的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已经汗牛充栋,但这一研究并没有终

结,近年来关于美国共和制度之普世性,以及它与其他政体的比较研究在美国政治学

界如火如荼,正在引起人们的兴趣,也理应是中国学界关注的焦点。

二是民主及其困惑的研究。

美国政治研究不仅是一种政治学术,也是一项政治事业。从一项政治事业的角

度来看,美国政治作为人类理性设计而成的政治文明成果,必然面对来自自然和社会

领域的众多挑战。作为一种学术,美国政治研究不仅要着眼于揭示美国政治运行的

内在规律,也非常关注美国政治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态中面对的诸多严峻挑战,以及

探寻美国政治发展完善的因应之道。无论作为一种学术,还是作为一门事业,美国独

特的民主模式,都是美国政治发展逻辑中引人关注的重要问题。

至少在制宪先贤们那里,民主政治并非他们的理想选择。不少制宪先贤对民主

政治充满恐惧,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都认为,民主政治隐含着暴民政治的危险倾向,容

易导致所谓的“多数派暴政暠。栚为此,制宪先贤们所建立的是一种权力分立和相互制

衡的共和政体,而非民主政体。“我们发现,在联邦的范围和适当结构里,共和政体能

够医治民主政府最易发生的弊病。暠栛在共和政体内,美国建国后,信奉新教的盎格鲁

-撒克逊男性白人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自由,摆脱了英国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但是这

一政体带有相当浓厚的贵族政治色彩,自由和平等仅仅限于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奴

隶、妇女、无财产的人、黑人没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这一状况的存在表明共和政体

内部存在着一些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这些矛盾与美国自由-平等-自治的立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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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相违背。这一矛盾在开国之初还算不上什么,宪法通过之后,随着美国社会的发

展,这一问题逐步显露出来,平等的逻辑推动着众多社会力量以“自由暠的名义争取平

等的权利,美国民主化就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美国政治的民主化是十分特殊的民主化道路。研究美国的民主化需要将其置于

美国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美国社会中的自治传统,政教分离

原则基础上的教派林立的宗教结构,移民社会的多元文化生态,以及美国历史上缺乏

封建等级制束缚等因素,都对美国的民主化道路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把握这些社

会生态与美国民主之间的相互适应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是美国政治民主化研究的核

心。同时,美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也面对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投票率低迷、选举人

团的过滤、金钱的腐蚀、最高法院的分裂、总统权力太大等,也需要通过不断研究并提

出解决方案。栙另外,美国的民主仍然停留在形式的政治和法律领域,在社会经济领

域还很不充分,很不彻底。如何看待美国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之间的落差,并研究这

一落差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也是美国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是政治治理研究。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任何国家的政治统治都不能撇开国家所应履行的某

种社会职能而独立存在,“国家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

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暠栚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不同水平上,美国政治承担着不同的社会治理职能,美国政治的内在矛盾也表现在美

国社会治理的众多议题领域的各个方面。正确把握美国政治治理社会问题的过程中

政治思想及其矛盾互动的运行规律,尤其是在当今信息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考察美国政治治理社会的未来走向,也是美国政治研究的重要任务。

按照社会形态来划分,美国政治先后经历了早期移民垦殖的农业社会、19世纪

中后期到20世纪中期的工业化社会,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社会三个阶

段。相应地,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美国政治对社会问题的治理呈现为不同的特征和规

律。

第一阶段是早期移民垦殖社会的政治治理。在这一阶段,美国政治对社会治理

的态度十分消极,总统不愿意介入具体社会事务,而是集中精力处理诸如外交政策、

合众国银行、印第安人问题等问题。国会更是倾向于采取法律治理的方式,出台一系

列法令,至于是否得到落实,国会也不大重视。联邦政府对社会治理保持着“管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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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暠信条,将社会问题交付社会自治解决。在早期广袤的自然环

境和丰富的资源背景下,这一政治治理范式相当稳定,整个社会与政治保持相互适应

的和谐局面。

第二阶段是工业化社会的政治治理。南北战争之后,整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

展迅猛,出现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美国政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19世

纪90年代开始,美国在政治上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政治争论,美国

政治开始积极介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

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60年代的约翰逊“伟大社会暠都是这一努力合乎逻辑的发

展。这些运动进行了反垄断、劳工福利和社会保障、保护生态环境、解决就业问题等

方面的改革,所有这些改革都旨在通过法律和制度的变革将自由与平等在工业社会

中的矛盾限制在秩序许可的范围内。然而,美国政府在积极介入社会问题治理的同

时,自身也迅速转型为地地道道的“大政府暠。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政治已经饱

受福利国家之苦,联邦政府所有福利项目,包括社会保障、卫生等各种福利项目几乎

占去了其政府财政开支的一半。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界对社会福利

保障的绩效并不满意,美国政府也希望缩减社会福利支出,但由于牵扯面广、难度较

大而进展缓慢。对于这些矛盾,美国政治应该如何定位从而有效应对可能引发严重

危机的社会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

第三阶段是后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治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从工业社

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在后工业社会里,美国政治面对的社会问题与工业社会时期

已经存在很大差异,社会问题反映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后物质

主义价值内部形成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势力,两者之间时常发生激烈的冲突。例

如,关于堕胎问题,就出现了主张保护堕胎权利的自由派全国妇女组织,也出现了与

之相对立的保护生命权利组织。二是物质主义价值与后物质主义价值之间的矛盾。

例如,关于环境保护问题,产生了主张保护环境的公共利益集团和反对环境保护的利

益集团(主要是企业利益集团)。栙近年来,移民、堕胎、胚胎干细胞、宗教权利、环保、

艾滋病防治、女性、同性婚姻、枪支控制等问题,在立法和决策事务中越来越占据突出

地位,甚至对在这些问题上轻易表态的国会议员的选情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未来相

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如何治理这些新的社会议题和化解新的社会矛盾,成为政治治理

发展的方向。

许多学者在研究美国政治的社会治理时,往往采取历史-比较的分析方法,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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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实践与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政治分析,以此考察美国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及其决定

因素。栙此种做法有一定的偏颇,它忽视了美国政治逻辑的独特性,是一种舍近求远

的策略。事实上,从美国政治逻辑的角度考察美国政治如何通过治理复杂的社会问

题以缓解来自于核心政治价值观的自我矛盾,以及美国社会生态为什么能够塑造特

定形态的美国政治,是研究美国社会治理的一条捷径。

四是帝国研究。

托马斯·杰斐逊对美国政治形式十分自信,“在我们之前还没有哪一部宪法像我

们这部一样计算精确,既适应于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又适应于自治政府。暠栚言下之

意,美国政治的原则非但可以在国内实现,而且还可以在国际社会发扬光大。然而,

资中筠先生在观察20世纪的美国时,发现了美国身上的一个奇怪现象:“对内行民

主,对外行霸道暠。栛一方面,人们看到美国在国内奉行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另一方面,

美国对外国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倾向,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

外交。两者看上去似乎相互矛盾,实际上是内在逻辑的统一。美国在对外事务上也

是坚持美国的自由平等相统一的民主原则,只不过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和

其他种族而已。作为“美国梦暠的延伸,美国从立国之日起,就把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

世界看作是自己的“天定命运暠,此种逻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演化成为塑造一

个自由民主帝国的战略,希望全世界都向美国模式靠拢。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后

起国家,美国这一根深蒂固的战略意图随着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

化。

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文明体,如何与其他国家和政治文明体打交道,是一个

十分复杂的问题。最初,美国政治哲学是奉行孤立主义原则,不卷入欧洲的国际政治

纷争。这一孤立主义的传统支配了美国政治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期内,美国专

心致志于国内政治的事业。随着国力的增强,1823年的“门罗主义暠,海·约翰的“门

户开放暠、老罗斯福的“大棒政策暠、威尔逊的“十四点暠相继出炉。特别是随着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再无可能完全置身事外。因此,罗斯福

新政启动了美国卷入世界的大门,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治哲学的主

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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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美国开始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强权地位的获得

开始日益成为美国自信和自得的资本。于是,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如何实现其目标,

成为摆在美国政治面前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美国国内形成了三大力

量集团:一是战略界,他们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逻辑,主张安全优先和霸权

优先,主要代表力量是军工集团、能源集团、总统、国防部、共和党右翼等。二是工商

界,他们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国际制度管理的逻辑,主张经济优先和福利优

先,主要代表力量是工商企业集团、政府经济部门、部分国会议员、总统、国务院、民主

党等。三是意识形态界,他们遵循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逻辑,主张权

利优先,主要代表力量是美国国会、宗教右翼、人权团体等。栙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外

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三大力量的妥协和共处,考察上述三种力量之间的复杂互

动,有助于理解美国外交战略的方向。

冷战结束后,美国人的自由主义受到了冷战胜利心态的感染,迅速膨胀为一种对

自由民主体制的空前信心,这一信心也逐步进入外交政策领域,转变成为把世界美国

化的新理想主义。其实,美国价值观中的商业意识、扩张精神和清教主义的“天定命

运暠早已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扩张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线,

传播基督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成为外交的重大使命。冷战的胜利为美国

的“天定命运论暠提供了现实的支撑,再加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理念的力量和现

实的力量实现了整合,新自由主义、新理想主义、新保守主义在对外事务上开始走在

了一起。约翰·埃肯伯瑞在《为什么输出民主》一文中明确指出了这种合流。“美国

对外促进民主,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体现了美国对如何

创造一个稳定和相对和平的世界秩序的实用、渐进和周密的理解,可以称之为‘自由

主义暞的大战略,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具有对美国确保其安全和经济利益能力产生重

大影响特征之非常现实的观点基础之上的,并且是统一美国政治中左派和右派的一

个向导。暠栚保守主义虽然赞颂里根赢得了自由世界、民主和自治的冷战胜利,但口头

上却不承认里根是伟大的威尔逊主义者;自由主义强调人权、多边机构和经济相互依

赖的作用,也没有拒绝国家追求权力的合理性和美国在国际结构的地位。

总体而言,美国国内在全世界推进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塑造新帝国问题上达成了

共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走向。即便当美国的理想超过了边界限制,美国仍然

坚持自己独立的政治哲学,亦即美国国内政治的逻辑和国际政治的逻辑没有任何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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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美国想当然地认为,既然美国的政治哲学在国内证明是正确的,在国际社会中也

必然是正确的。因此,美国希望按照自己的逻辑改变世界。这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

内研究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条政治学线索。

结暋暋论

美国政治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政治形态,在建国两百多年的时间内,美国政治保持

了很大程度的连续性,也产生了具有重大理论和历史意义的变革。如何解释美国政

治的连续性和变革性? 意识形态、文化、经济和选举及制度结构在塑造美国政治发展

中扮演什么角色? 美国政治与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相比是否是一种特殊的形态? 所

有这些问题,都在呼唤着从整体上考察美国政治逻辑的必要性。

近年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府系的詹姆斯·西瑟教授等正在从事对美国政治

研究学科发展的梳理工作。他特别提到从美国之外的角度研究美国政治的重要性,

他认为当初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研究就是此种学术视角下的产物。他也特别提

到,研究美国政治必须首先具有政治学理论的良好素养和对美国政治、中国政治及政

治思想的深入理解。栙

如果沿着这一思路,政治学家必须回答决定美国政治发展的根本矛盾是什么?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政治的全部秘密都隐藏在“美利坚合众国暠的国名上,合众为

一是美国政治的主题。一方面,美国政治要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此种一致性

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自由的原则,能够实现平等的精神;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在寻求

一致性的同时,还必须充分包容复杂的多样性,使之能够和谐相处,能够最大限度地

保存人们各自希望保存的神圣和庄严。在一个广袤的新大陆中,美国政治的这一理

想受到来自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诸多挑战,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构成了美国政治

发展的整体画面。然而,相对于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更严峻的挑战来自美国社会自

身,来自美国精神所蕴含的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之间的张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自

由的原则可能被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平等的原则又被加以

无限制的强调。美国政治犹如一个钟摆,一会儿偏向自由,一会儿摆向平等。过去如

此,现在如此,将来可能仍是如此。

倪世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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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与美国志愿服务的兴盛

徐彤武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美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达与联邦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密不可分。联邦

政府以“出资人暠和“主办者暠的身份介入本属于民间范畴的志愿服务始于20世纪60年

代。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和改革之后,在一系列相关法律基础上形成了包括两大类全国

性志愿服务计划的联邦志愿服务体系。联邦志愿服务计划的灵魂是为国家服务的理念,

它得到了历任美国总统的着力宣扬和强化。精神激励与利益机制的结合、纪念性和荣誉

性制度的设立、不同机构间的协调配合、民间组织的巨大贡献、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等因素都推动了志愿服务事业的持续发展。奥巴马政府促成的《爱德华·肯尼迪服务美

国法》揭开了联邦志愿服务体系的新篇章,它将动员和吸引更多美国人民投身志愿服务,

从而增强美国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

关键词:美国社会 志愿者 联邦政府 《爱德华·肯尼迪服务美国法》社区

美国是一个志愿服务事业普及和兴盛的国家,志愿者是一个受尊敬的包括不同

年龄段人口的庞大群体。他们的背景不同,知识和专业技能各异,所提供的服务各式

各样,其影响不仅遍及全美各州和所有海外领地,而且深入到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根据新近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2008年美国人中共有6180万人,即16岁以上人口

的26.4%参与了志愿服务。他们贡献了80亿小时的劳动,价值1620亿美元。同

时,78.2%的志愿者为社会慈善事业捐献了25美元或者更多的善款;相比之下,不参

加志愿服务的人中做出同样捐献的比例仅为38.5%。栙2007年秋季以来,金融海啸

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美国民众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沉重的打击,至

栙 TheCorporationfor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VolunteeringinAmericaResearchHighlights,July
2009.



少有650多万人遭到解雇,数百万家庭因无力还贷而失去住房。栙在这样严峻的形势

下,美国的志愿者总数、志愿服务参与率及志愿人员的慈善捐赠却都保持了高度稳

定,应该说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国家成就。栚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今日美国的志愿服务事业会如此兴盛并且能够保持可持

续发展的势头? 若全面考察各种相关因素,不难发现联邦政府对促进全国志愿服务

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近20年来,这种作用日趋强化,社会效益显著。

本文旨在论述联邦政府主办的志愿服务计划的缘起、发展和成就,分析联邦志愿

服务体系的演变、机制和特点,解读问世不久的《爱德华·肯尼迪服务美国法》(The

EdwardM.KennedyServeAmericaAct)栛的主要内容及其对美国志愿服务事业的

重要意义。

一暋联邦志愿服务体系的建立与演变

公众对社会事业的主动参与和志愿者精神向来是美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尼克松总统曾发表过一个著名论断:“志愿服务是美国生活方式的标志之

一。暠栜奥巴马总统也说:“我国的历史始于对志愿者的召唤。暠栞北美殖民地早期的社

区服务主要是通过居民的志愿性互助方式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独立战争

的胜利是靠志愿民兵队伍打出来的。不过,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美国人所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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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Levy,“ForeclosureFillingsinU.S.ReachRecord1.5Million,暠July16,2009,fromhttp://www.
boomberg.com/apps/news,2009年8月18日。

2002年至2007年间,历年美国志愿服务人数和总人口志愿服务参与率(VolunteerRate)的官方统计数据

如下:2002年:5980万人/27.4%;2003年:6380万人/28.8%;2004年:6450万人/28.8%;2005年:6540万

人/28.8%;2006年:6120万人/26.7%;2007年:6080万人/26.2%。参见 U.S.Profile:VolunteeringinA灢
merica,http://www.volunteeringinamerica.gov/,2009年8月13日。
此法于2009年4月21日经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后成为联邦法律。资深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是此法的

主要倡导者之一,参议院进行相关辩论时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此法以示敬意。爱德华·肯尼迪应邀出席了

总统签字仪式。2009年8月25日,一贯全力推动联邦志愿服务计划的爱德华·肯尼迪因罹患脑癌去世,
奥巴马总统下令联邦政府机构降半旗致哀,并和其他在世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除外)一起出席了隆重的追

悼仪式。

RichardNixon:Proclamation4288敽NationalVolunteerWeek,1974,April20,1974,JohnT.Woolley
andGerhardPeters,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SantaBarbara,CA:UniversityofCalifor灢
nia(hosted).GerhardPetersdatabase.Fromhttp://www.presidency.ucsb.edu/,2009年8月13日。

＊本文所引用的美国总统文献,除另有说明的以外,均引自: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

SantaBarbara,CA:UniversityofCalifornia(hosted)GerhardPetersdatabase.http://www.presidency.
ucsb.edu/。为节省篇幅,以下相同来源的引用不再详注,只列明资料来源为 TheAmericanPresidencyPro灢
ject暡online暢,并注明查询日期。

BarackObama,“Proclamation:NationalVolunteerWeek,2009,暠April21,2009,OfficeofthePressSec灢
retary,TheWhiteHouse,from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2009年8月13日。



所称道的志愿服务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公益事业纯粹是民间性质的,几乎与联邦政府

没有什么关系。1789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正式成立后,栙在大约170年的时间里,联

邦政府并不主办任何志愿服务计划,而仅仅是在特殊情况下大规模征召和组织公民

参与带有一定志愿性质的工作,以服务国家和满足社会的需要。例如,南北战争期

间,林肯总统数次发令征召志愿人员补充联邦军队,其中最多的一次征召人数高达

50万人。栚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组织了“民间资源保护队暠(

CivilianConservationCorps,简称为CCC)。参与民间资源保护队的300万名无业

青年虽然不是志愿者,但这项广受欢迎的新政彰显了公民要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理

念,所以一直被尊为联邦志愿服务计划的源头。栛

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开始以“出资人暠和“主办者暠身份介入真正意义上的

志愿服务,特别是为满足美国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新需求的志愿服务。在从那时起到

2008年的将近半个世纪中,联邦政府为建立联邦志愿服务体系、全面推进志愿服务

而做出的各种努力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个阶段是1961~1971年,这是初创与扩张阶段。在这个时期,联邦政府首

次以 “出资人暠和“主办者暠的身份登上志愿服务的舞台,发起了一连串联邦志愿服务

计划。总体来说,这些计划的设计思路是遵循总统施政议程的安排,针对当时美国社

会中涌现出来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的服务需求,引导和促进特定人群参与有明确目

的的志愿服务计划。联邦政府力求使这些项目具有示范性意义,进而带动类似的服

务计划在全国推广,并使志愿服务精神升华到为国家服务(NationalService)的层面。

本阶段出现的典型计划是“和平队暠(PeaceCorps)“服务美国志愿队暠(Volun灢

teersinServicetoAmerica,一般缩写为 VISTA)和三个老年志愿者计划。和平队

是联邦政府主办的第一个海外志愿服务计划,1961年3月1日由肯尼迪总统创建。栜

它吸引了一批对外部世界怀有强烈好奇心、身负美国式理想主义治理方案的青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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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3月1日第一届联邦国会正式召开,同年4月30日华盛顿在纽约宣誓就任美国总统,9月24日国

会通过《联邦司法条例》,决定设立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法院体系。见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张友伦主编:
《美国通史: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AbrahamLincoln,“Proclamation:Callingfor500,000Volunteers,暠July18,1864,TheAmericanPresi灢
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13日。
这里仅以近期的白宫出版物为例,可见 USAFreedomCorps,“IntroductiontoAnsweringtheCalltoServ灢
ice,暠September2008,TheWhiteHouse,p.6.
1961年3月1日肯尼迪总统签署总统令,下令在美国国务院成立主管和平队计划的联邦机构,这一天被公

认为是和平队的“生日暠。1961年9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和平队法》(PeaceCorpsActof1961,P.L.87~
293),批准了对和平队计划的管理授权及相关拨款。此后该法曾多次修订。关于总统令的内容,可详见

JohnF.Kennedy:ExecutiveOrder10924敽EstablishmentandAdministrationofthePeaceCorpsinthe
DepartmentofState,March1,1961,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23日。



女到发展中国家从事教育、卫生和发展援助工作。1964年诞生的“服务美国志愿队暠

是约翰逊政府“向贫困宣战暠一揽子措施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和平队的“国内版暠。

参与这个计划的志愿者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在为贫困地区的居民提供帮助的同

时,自己也获得了教育和接受培训的机会。三个老年志愿者计划分别是:1965年8
月28日启动的“养祖父母计划暠(FosterGrandparentProgram,简称为 FGP),它由

60岁以上的低收入老年人唱主角。他们与社会上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如病残儿

童)结对,像亲生祖父母那样关爱和照料这些孩子;1969年正式创立的“退休老年人

志愿者计划暠(RetiredSeniorVolunteerProgram,简称为RSVP),其主要目的是让

退休人员发挥潜力投身社区服务事业;1968~1971年间由当时的联邦卫生、教育和

社会福利部与联邦老龄事务局(AdministrationonAging)合作试点的“老年伴侣计

划暠(SeniorCompanionProgram,简称为SCP),它旨在吸收志愿者陪伴鳏寡孤独和

病残老人,为他们提供心理慰籍和生活服务。栙

第二个阶段是1971~1993年的调整与巩固阶段。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是联邦

政府通过一系列行政和立法措施,从根本上改善了对联邦志愿服务计划的领导,确立

了比较完善的联邦志愿服务体系的法律基础和专门机构。当今美国联邦志愿服务体

系的基本框架就是在这个阶段构建的。

1971年7月1日,尼克松政府在国会支持下成立了统一管理所有联邦志愿服务

计划的机构———“行动暠(ACTION)。栚这是一次大胆的制度创新,“行动暠的职能甚至

一度包括负责和平队计划。栛1973年国会通过了《国内志愿服务法》(DomesticVol灢

unteerServiceActof1973)。该法规定了对“行动暠的授权,建立了由总统任命的国

家志愿服务顾问委员会(NationalVoluntaryServiceAdvisoryCouncil),为当时已有

的联邦志愿服务计划确定了涉及定义、目标、管理、执行、拨款、志愿者权利等诸方面

事宜的法律依据。这些联邦志愿服务计划不仅有已经发起的“服务美国志愿队暠和老

年志愿者计划,还包括专门服务小企业的新计划“在职经理服务队暠(ActiveCorp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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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伴侣计划后来在福特政府时期得以正式创立。Corporationfor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Stra灢
tegicPlan2006~2010,February2006,p.5.
这个机构的创建依据是尼克松总统提出的《联邦政府第一号重组计划》(ReorganizationPlanNo.1,1971年

7月1日生效)和他1971年6月30日签发的第11603号总统令。详细情况可见 RichardNixon,“Message
totheCongressTransmittingReorganizationPlan1of1971,暠March24,1971,TheAmericanPresidency
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 8月 22日;TheU.S.NationalArchives & RecordsAdministration,Record
Group490:RecordsofthePeaceCorps,1961~1991,fromhttp://www.archives.gov/,2009年8月22
日。

1982年和平队计划重新从“行动暠机构(ACTION)分离出来划归同名的独立联邦机构管理。详情见 The
U.S.NationalArchives& RecordsAdministration,RecordGroup490:RecordsofthePeaceCorps,1961
~1991,fromhttp://www.archives.gov/,2009年8月22日。



Executives,简称为 ACE)和“退休经理服务队暠(ServiceCorpsofRetiredExecu灢
tives,简称为SCORE)。栙

1990年11月16日,老布什总统签署了《国家与社区服务法》(Nationaland

CommunityServiceActof1990),联邦独立机构“国家与社区服务委员会暠(Com灢
missionon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随即成立。《国家与社区服务法》对于

在全体人民中弘扬志愿者精神,发动青少年积极参加志愿服务计划,引导志愿服务深

入基层社区解决实际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除了新发起若干青少年志愿服务计划

外,这部法律的亮点是详细规定了专职和兼职志愿者的工作时间、年龄、报酬和培训

要求;首次授权联邦政府选定并资助一家民办非营利基金会,以便执行服务志愿者、

传播志愿精神的“光点计划暠(PointsofLightInitiative)。栚

本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993年克林顿政府对联邦志愿服务体系的总

体改革。依据国会通过的《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法》(NationalandCommunity
ServiceTrustActof1993),新的联邦机构“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Corporationfor

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简称为 CNCS)诞生。“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由

一个高级别理事会领导,理事和首席执行官均需由总统任命,经参议院批准。这个独

立机构合并了“行动暠(ACTION)和“国家与社区服务委员会暠的全部职能,统管了所

有国内的联邦志愿服务计划,包括当年新创建的“美国志愿队暠(AmeriCorps)计划。

《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法》调整了有关志愿者年龄、服务时限、奖励机制等规定的细

节,提出了在各州组建志愿服务委员会(CommissiononNationalService,亦称为

StateServiceCommission)的要求。它还将“退休老年人志愿者计划暠重新命名为

“退休人员和老年人志愿者计划暠(RetiredandSeniorVolunteerProgram,缩写仍为

RSVP),从而把大批没有退休的老年人纳入该计划的适宜人群范围。栛

第三个阶段是1994~2008年的提高与发展阶段。1994年“国家与社区服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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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ibraryofCongress,DomesticVolunteerServiceActof1973(PublicLaw93~113),fromhttp://

thomas.loc.gov/,2009年8月21日。
关于《国家与社区服务法》的内容见 TheLibraryofCongress,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Actof
1990 (PublicLaw101~610),fromhttp://thomas.loc.gov/,2009年8月21日。“光点计划暠的名称来源

于老布什总统在1989年1月2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在这篇演说中老布什用“thousandpointoflight暠来形

容像闪烁的繁星遍布全国的所有社区服务组织。演说全文见 GeorgeBush,“InauguralAddress,暠January
20,1989.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23日。涉及“光点计划暠的民间非营利

组织“光点基金会暠(thePointofLightFoundation)成立于1990年,1991年与全国志愿服务网络组织合并,

2007年与志愿服务组织“帮手暠网络(HandsOnNetwork)合并,更名为“光点机构暠(PointsofLightInstitu灢
te)。老布什曾经担任过该机构的名誉理事长。更详细的情况可见http://www.pointsoflight.org
关于《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法》的内容可详见 TheLibraryofCongress,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
TrustActof1993 (PublicLaw103~182),fromhttp://thomas.loc.gov/,2009年8月21日。



构暠正式投入运转,各种联邦志愿服务计划开始按部就班地实施。进入21世纪后,一

系列大规模的突发事件———包括九一一恐怖袭击、卡特里娜飓风、金融海啸接踵而

至,这从客观上对联邦志愿服务体系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也为联邦政府在短期内迅猛

扩张志愿服务计划、强化应急志愿服务能力提供了契机。因此,2001~2008年间联

邦志愿服务计划得以加速发展,联邦志愿服务体系的防灾防疫、紧急救援和维护国土

安全的功能得到全面提升。

2001年1月20日小布什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强调,美国人应该做“有责任心的公

民暠而非这个国家的“旁观者暠。栙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因势利导,迅

速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求把民众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转化为更多公民参与

志愿服务的实际行动。这些措施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化联邦政府最高层对志愿服务工作的协调。2002年1月29日,布什总

统下令在白宫设立志愿服务协调机构———“美利坚自由服务团暠(USA Freedom

Corps)。栚该机构由总统主持的专门委员会领导,日常运转由总统任命的白宫官员负

责。这个超级协调机构把美国公民捍卫国土安全的义务融入联邦志愿服务计划,加

强了各级政府对现有志愿项目的支持,展开了权威性的全国志愿服务年度普查,完善

了各类民间组织与政府协作应对突发灾害性公共事件的机制,为在基层社区和青少

年中开展志愿服务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使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和支持志愿者的

氛围。

第二,配合美国在九一一事件以后确定的国家安全战略,扩展联邦志愿服务计

划。除了大幅度增加原有计划的规模,还创建了两个新的国内和国际志愿服务计

划。栛国内计划是2002年1月29日发起的“公民服务队暠计划(CitizenCorps)。这个

计划是联邦政府执行第13234号总统令的直接结果,它的根本目的是在进行反恐战

争的同时,利用联邦政府的资源,支持并促进美国各界公众参加相关的志愿服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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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W.Bush,“InauguralAddress,暠January20,2001,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

2009年8月23日。

GeorgeW.Bush,“AddressbeforeaJointSessionoftheCongressontheStateoftheUnion,暠January29,

2002,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23日;GeorgeW.Bush,ExecutiveOrder
13254敽EstablishingtheUSAFreedomCorps,January19,2002,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灢
line暢,2009年8月23日。2009年1月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利坚自由服务团暠不复存在,其职能由相关

联邦机构,特别是“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承担。关于“美利坚自由服务团暠2001~2008年期间的工作详情,
可见 USAFreedomCorps,“AnsweringtheCalltoService,暠September2008,TheWhiteHouse.
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1月29日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里宣布,联邦政府将多吸收20万名志愿人员参加

美国志愿队计划和老年志愿服务计划,在5年内把和平队计划的名额增加一倍。见 GeorgeW.Bush,
“AddressbeforeaJointSessionoftheCongressontheStateoftheUnion,暠January29,2002,TheAmeri灢
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23日。



提高整个社会应对恐怖袭击、自然灾害和其他突发公共事件的准备程度和紧急救助

能力。栙国际计划是2003年5月21日宣布成立的“缔造繁荣志愿者暠计划(Volun灢
teersforProsperity,简称为 VFP)。栚这个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StatesAgency

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简称为 USAID)担任跨部门协调机构的计划,使命是

鼓励和吸收专业人员参与国际开发援助服务。它涉及许多当代发展的新问题,志愿

者的海外服务期限灵活,所以堪称“和平队暠计划的姐妹篇。

二暋联邦志愿服务计划的现状与成就

从1961年3月“和平队暠创立至今,联邦政府发起、主办、资助和管理了为数众多

的志愿服务计划。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随着联邦政府施政重点的变化和联邦志

愿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这些计划也经历了改组、扩充、中止、重启与整合。目前联

邦志愿服务计划主要可按责任关系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由“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主

办和管理,第二类由联邦政府其他部门主办和管理。

作为联邦政府打造的志愿服务的“航空母舰暠,“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的全部工

作都围绕着相互联系的三大战略目标:即通过志愿服务满足基层社区的关键性需求;

加强社区和其他社会组织吸引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能力;大力倡导终生志愿服务的

理念和道德,为来自各种背景和年龄段的美国人创造志愿服务机会。栛为实现这些战

略目标,“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必须与各种民间组织、教育机构和其他公共部门(如

州志愿服务委员会)建立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栜除了制定相关政策、规划、管理制度

和拨付资助款项外,它还需要通过华盛顿总部和遍布各州的办公室向社会提供专业

性的协调指导、信息咨询、技术支持和研究分析服务。

截至2009财政年度,“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旗下的三套全国性志愿服务计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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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13234号总统令的内容,见 GeorgeW.Bush:ExecutiveOrder13234敽PresidentialTaskForceon
CitizenPreparednessintheWaronTerrorism,November9,2001,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灢
line暢,2009年8月23日。

GeorgeW.Bush:ExecutiveOrder13317敽VolunteersforProsperity,September25,2003,TheAmerican
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23日。

Corporationfor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StrategicPlan2006~2010,February2006,p.7.
美国目前共有49个州(南达科他州除外)和3个海外领地成立了志愿服务委员会(StateServiceCommis灢
sion)。这个机构的首席长官由州长任命,机构职能是领导本州的志愿服务事业,管理在本州实施的“美国

志愿队计划暠,主办由本州设立的其他志愿服务计划。参见 CorporationforNationalandCommunityServ灢
ice:StateServiceCommission,http://www.nationalservice.gov/;美国州级公民服务委员会协会(TheA灢
mericanAssociationofStateServiceCommissions)的官方网站http://www.statecommissions.org/,2009
年8月17日。



务情况是:

1.“老年志愿服务计划暠(SeniorCorps)。这是由“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牵头、上

千家公立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参与的网络型服务计划,包含着1300个具体的志愿服务

项目,每年吸收约50万名老年志愿者,他们每个星期的纯服务时间为几个小时到40
小时不等。本套计划含三个分项:(1)退休人员和老年志愿者计划。这个计划吸收

55岁以上的老年人参加,他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志愿服务的时间、地点和服务

岗位。(2)养祖父母计划。志愿者年龄应在60岁以上,负责联系并照料的对象是在

学校、医院、戒毒中心和托儿所里的有特殊需要的孩子。(3)老年伴侣计划。志愿者

年龄应在60岁以上,负责陪护和照料的对象是因身体虚弱或有病无法出门的老年

人。志愿者必须持续地接受关于老年病(如老年痴呆症)和预防中风知识的培训。

在2008财政年度,参加“退休人员和老年志愿者计划暠的志愿者有42万8912
人,他们还带动了美国墨西哥湾地区的3万7990名社区志愿人员;14万“老年伴侣

计划暠志愿者的陪护服务。栙

2.“美国志愿队计划暠(AmeriCorps)。这是一个覆盖全国的大型服务系统,每年

招收7.5万名17岁以上的专职或兼职志愿者,他们的工作重点是为社会公共领域

(如教育、公共安全、卫生、环境等)提供志愿服务。合作伙伴包括各州公立机构和民

间组织。本套计划含三个分项:(1)州和全国计划(AmeriCorps,State& National)。

这主要是一个复杂的分层拨款计划,旨在资助各地公共机构、非营利组织、学校和其

他组织吸收各种背景的美国人参与志愿服务。(2)“服务美国志愿队暠。这个计划以

扶贫为主要任务,每年约有7000名专职志愿者驻扎在美国最穷困的乡村和城镇社

区,协助当地非营利组织、公民信仰组织(faith灢basedorganizations)、社区组织和公

立机构创办各种扶贫自救项目,使困难的个人、家庭或社区最终脱贫。“服务美国志

愿队暠计划的志愿者需要克服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的奉献精神备受美国人

民称道。(3)“全国公民社区团暠(NationalCivilianCommunityCorps,简称为 NC灢
CC)。这个全日制计划只招收18~24岁的青年志愿者。他们必须先在“全国公民社

区团暠的专用营地接受编组和培训,然后以团队为单位被派遣到亟需志愿服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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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Corporationfor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FY2008AnnualPerformanceReport,Washington,DC,

20525,pp.9,28~29.



地执行各种任务,如为遭受自然灾害的居民修缮住房等。栙该计划的一些做法,特别

是营地制度,明显带有大萧条期间“民间资源保护队暠的色彩。

在2008财政年度,美国志愿队州和全国计划的成员机构招收了100万名志愿

者;“服务美国志愿队暠计划的志愿者发动了60多万社区志愿人员协助地方政府和非

营利组织参与扶贫工作;“全国公民社区团暠计划带动了6万4900名其他志愿者,其

中大多数人在墨西哥湾地区从事救灾工作。栚

3.学习和服务美国计划(LearnandServeAmerica)。这是一个建立在择优竞

争基础上的辅助性资助计划。它通过各州、印地安部落和海外领地的公立机构(教育

管理机构、志愿服务委员会等)和跨州非营利组织的参与,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种

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学习活动(Service灢learning)提供资助与指导,其根本目的是把

有关公民意识和志愿服务精神的教育贯穿于青少年成长的各个阶段,同时力求让他

们的志愿服务为所在社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清理环境、恢复居民区绿地、循环利

用废弃物品)。这套计划的各个分项包括:给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有关项目的拨款、资

助 K-12学校学习与志愿服务项目的拨款、扶持印地安部落和美国海外领地有关项

目的拨款、资助基层社区和公民信仰组织相关活动的拨款、支持高等院校有关志愿活

动的拨款等等。

在2008财政年度,学习和服务美国计划向全国100多个机构提供了资助,一共

带动了120万人参与各种志愿服务。在这些参与者中,约有44万2300名青少年来

自各种条件不利的家庭,7万6400人是在校大学生。栛

由其他联邦政府部门或机构主办和协调的志愿服务计划主要有以下四个:

一是由国土安全部联邦紧急措施署(FederalEmergencyManagementAgency,

简称为FEMA)主管、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共同资助的“公民服务队暠计划(Citizen

CorpsProgram,简称为CCP)。这个全国性计划的宗旨是通过教育、培训和志愿服

务,使居民社区更加安全,更好地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犯罪、公共卫生事件及各种灾

害做好准备。作为该计划的总协调机构,联邦紧急措施署必须与联邦司法部、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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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种美国志愿队“全国公民社区团暠计划的专用培训营地有5个。3个处于运行状态的营地分别位于

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圣克拉门托(Sacramento)一个关闭的军事基地、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Denver)的一所学

院和马里兰州佩里角(PerryPoint)的一个退伍军人医疗中心。另外还有两个即将投入使用的营地,一个位

于依阿华州,另一个位于密西西比州的维克斯堡(Vicksburg)。参见 AmeriCorps灢Wikipedia,http://en.
wikipedia.org/,2009年8月17日;Corporationfor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CEOMessageonFY
2009BudgetRequest,http://www.nationalservice.gov/,2009年8月17日。

Corporationfor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FY2008AnnualPerformanceReport,Washington,DC,

20525,pp.9,23~24.
Corporationfor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FY2008AnnualPerformanceReport,Washington,DC,

20525,pp.9,19~20.



和公众服务部、环保署、“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全国性非营利组织及各个州和地方

的政府机关、急救机构、志愿者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目前,美国所有的州和海外领地

都建立了州级公民服务委员会(CitizenCorpsCouncil),每个州都设有一名经州长任

命的公民服务队计划协调员。全国州级以下的地方政府建立了2395个公民服务委

员会,一个由公民服务队志愿者和相关组织支撑的全国性应急系统已经基本成型。栙

“公民服务队暠计划下共有5个子计划:(1)社区应急服务队(CommunityEmer灢
gencyResponseTeams,简称为CERT)。这个计划通过有组织的培训,使受训公民

掌握基本的应急、自救和搜索救援的常识与技能。参加服务队的志愿人员负责加强

居民社区或工作场所的应急准备状态,并在第一时间对突发事件做出反应。为引导

青少年的参与,国土安全部联邦紧急措施署还发起了配套计划“少年社区应急服务

队暠(TEENCERT)和“校园社区应急服务队暠(CampusCERT)。(2)“消防服务队暠

(FireCorps)。该计划鼓励和组织公民参与志愿消防工作,协助专业消防与救援部

门在社区和青少年中普及防火和安全常识。(3)“医疗服务预备队暠(MedicalReserve

Corps,简称为 MRC)。这个计划把居民中具有医疗和公共卫生专业知识的志愿者

组织起来,形成团队。这些团队不仅成为本地应急计划的组成部分,而且在平时参与

辅助性的社区公共医疗服务,协助卫生部门实施免疫计划和开展献血动员工作。(4)

“守望美利坚暠计划(USAonWatch)。此计划是美国司法部资助的“邻里守望暠计划

(NeighborhoodWatch)的扩充版,目的是提高居民对可疑的人和情况的警觉性,预

防犯罪和恐怖袭击,并随时做好应对紧急事态的准备。(5)警务志愿服务队(Volun灢
teersinPoliceService,简称为 VIPS)。这个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志愿人员提供培训

和支持,使他们能够参与地方警察部门中行政、后勤等岗位的辅助性警务工作,以腾

出正规警力增援保障社会治安的一线工作。

美国官方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在公民服务队计划里已经组建了3325支社区应急

服务队,933支消防服务队,825支医疗服务预备队和1928支警务志愿服务队。此

外,全国有2万多个社区实施了“守望美利坚暠或“邻里守望暠项目。所有这些志愿性

服务加起来大约覆盖了79%的美国人口(按2000年人口普查数计算)。栚

二是由内政部主办的“为美国骄傲暠计划(TakePrideinAmerica)。内政部的业

务管辖范围涉及到美国国土面积的1/5,其中包括2.56亿英亩国有土地,9620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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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公民服务委员会的详细情况可见其官方网站http://www.citizencorps.gov/,2009年8月17日。See
FEMA,CitizenCorps敽AGuideforLocalOfficials,April2002.
本组数据中,“守望美利坚暠、“邻里守望暠项目的数据截止到2008年7月,见 USAFreedom Corps,“An灢
sweringtheCalltoService,暠September2008,TheWhiteHouse,p.10;其他数据均来自“公民服务队暠计
划的官方网站:http://www.citizencorps.gov/,2009年8月17日。



亩水面和湿地,8460万英亩国家公园、历史遗址和纪念地等。栙 “为美国骄傲暠计划由

时任内政部长唐·霍德尔(DonHodel)于1985年提出。它主要针对各类在校学生,

特点是把宣传、教育、培训、服务和对大自然之美的享受融为一体,激发青少年志愿者

的工作热情,使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结体现在保护美国的文化历史遗产、野生动物栖息

地、国有土地、国家公园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志愿服务中。该计划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暂

停,2003年由小布什政府重新启动,每年大约吸引40万名志愿者参加。栚

三是“和平队暠计划(PeaceCorps)。这是由一个专门设立的同名联邦机构管理

的海外志愿服务计划,宗旨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友谊暠。由于它是联邦志愿服务计划

的“开山之作暠,且一直被传奇总统肯尼迪的光环笼罩,所以无论是政治待遇还是福利

待遇都比较高。栛“和平队暠计划的主任和副主任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它的实际

运作服从于美国外交战略的需要。在冷战期间,“和平队暠计划带有明显的反共产主

义意识形态色彩。冷战的结束一度导致该计划的停滞和缩减。九一一事件发生后,

美国政府需要调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平队暠计划得以重振,迎来了自创办以来第

二个兴旺时期。栜该计划的志愿者多为年轻人,他们的中位数年龄为25岁,94%的人

拥有至少一个本科学位,11%的人是在读或者毕业研究生。经历严格的筛选和培训

程序后,合格者将被派遣到某个发展中国家工作两年。“和平队暠计划的工作领域主

要有教育、健康和防治艾滋病、环境、商业发展、农业及青年发展。目前整个计划有

7876名志愿者和受训人员,工作岗位分布在76个国家。自1961年3月创建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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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政府内政部官方网站http://www.doi.gov/,2009年8月26日。
参见 “为美国骄傲暠志愿服务计划官方网站http://takepride.gov/;U.S.DepartmentofInterior敽GPRA
StrategicPlanFiscalYear2007~2012,DepartmentoftheInterior,Washington,D.C.20240;USA
FreedomCorps,“AnsweringtheCalltoService,暠September2008,TheWhiteHouse,pp.24~25.除了

“为美国骄傲暠志愿服务计划外,内政部每年还接受许多志愿者提供的服务,其中包含一些辅助性的行政工

作。一般来说,联邦法律禁止任何联邦机构接受志愿者的无偿服务(Section1342ofTitle31,UnitedStates
Code),但也有例外性规定。包括内政部所属的联邦公园管理局在内,有若干机构具备这方面的授权。内政

部在使用志愿者时需要对他们提供培训、物资供应(包括有些岗位需要的着装)和管理方面的服务。在

2005财政年度中,联邦内政部志愿者贡献了897万小时的服务,价值1.619亿美元。SeeU.S.Department
ofInterior敽GPRAStrategicPlanFiscalYear2007~2012,DepartmentoftheInterior,Washington,D.
C.20240,p.35.
美国现任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Dodd)和6名众议员都曾是“和平队暠计划的志愿者。
肯尼迪总统在创建“和平队暠时,曾踌躇满志地憧憬“和平队暠发展成为一支百万大军。1966年在“和平队暠
计划服务的志愿者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万人,此后就不断下降。2002年以后联邦政府加大了对“和平

队暠计划的拨款,使该计划的志愿者人数再度攀升,但目前的状况距离其“黄金时代暠仍有很大差距。参见

SusanMilligan,“ThePeaceCorps狆ToughestJob:KeepingPacewithaChanging World,暠International
HeraldTribune,Wednesday,April22,2009,p.4.USAFreedomCorps,“AnsweringtheCalltoService,
暠September2008,TheWhiteHouse,pp.20~21.



和平队累计招收志愿者和受训人员19.5万人,在139个国家,包括我国开展过活

动。栙

1996年在“和平队暠计划下成立了名为“和平队响应暠(PeaceCorpsResponse,简

称为PCR)的子计划。它的目的是招收已经完成任期回国的志愿者参与短期(数周

到数月)应急救援服务。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墨西哥湾诸州后,“和平队响

应暠计划招收了272名前和平队员参与联邦紧急措施署组织的紧急救援,这也是和平

队志愿者首次被部署到美国本土的工作岗位上。栚

四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主管和协调的“缔造繁荣志愿者暠计划。小布什总统于

2003年5月31日宣布了成立该计划的决定,同年9月25日签署了有关的第13317
号总统令。栛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召唤具有高度技能的美国专业人士投身国际志愿服

务,以“支持美国为促进全球健康和繁荣而做出的主要努力暠。参与计划的除了提供

有关项目拨款的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卫生部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联邦部门外,还有

成为合作伙伴的约300家美国企业和各种民间团体。通过这个工作网络招收的志愿

者多为医生、护士、工程师、计算机专家、管理人员等,他们被派往众多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中东和非洲国家),服务期限从数周到一年不等,具体任务涉及美国政府“全球健

康与繁荣议程暠中关注的问题,如防治艾滋病、民主治理、经济增长、贸易与投资、妇女

权益、农业发展、防控疟疾、洁净水资源、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等等。截止到2008年9
月,这个计划已累计派遣近12万名志愿者到海外服务,仅在2008财政年度就派遣了

4.3万人。栜

据笔者计算,2008年上述所有联邦志愿服务计划直接吸纳的志愿者总数超过

230万人,主办机构的直接开支约为12.176亿美元。其中,由“国家与社区服务机

构暠统管的三套计划共有约177.5万志愿者参加,这些计划还带动了另外约226万名

志愿者,两项合计共动员志愿者400万,“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2008财政年度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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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均来自“和平队暠官方网站http://www.peacecorps.gov/,2009年8月13日。1988年中美两国

政府就美国“和平队暠志愿人员在“美中友好志愿者项目暠(US灢ChinaFriendshipVolunteers)的名义下来华

任教达成协议。1993年首批和平队员抵达中国,他们在中国西部地区的院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2009财

政年度内共有120名和平队员在华工作,项目预算205.7万美元。SeePeaceCorps,ImpactingtheWorld
throughServiceandFriendship敽CongressionalBudgetJustificationFiscalYear2009,pp.86~87;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edu.cn/,2009年8月26日。

USAFreedomCorps,“AnsweringtheCalltoService,暠September2008,TheWhiteHouse,p.21.
GeorgeW.Bush,ExecutiveOrder13317敽VolunteersforProsperity,September25,2003,TheAmerican
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23日。

OfficeofVolunteersforProsperity,USAID,VolunteersforProsperityAnnualReport2008,p.4.



拨款额为8.563亿美元;栙由联邦其他部门或机构主管的计划共有约60万名志愿者

参加,栚2008财政年度的直接支出总额为3.613亿美元。栛与美国庞大的军备开支相

比,联邦政府这点支出所起的作用可谓“四两拨千斤暠,“收益率暠极高。栜

三暋联邦志愿服务计划及其管理体系的特点

审视和分析美国联邦志愿服务计划及其管理体系的历史和现状,不难发现它们

的若干特点。

第一,“服务暠(Service)是所有联邦志愿计划的核心与灵魂。这个服务就是为美

国服务,为社会服务,为本社区服务,为他人服务。服务理念最重要的传承者和宣讲

人是美国联邦行政当局的首脑———总统。1961年1月20日,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

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发出的号召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同胞们,

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暠栞如果说,肯

尼迪总统的这个著名演说点亮了为国家服务的火炬,那么自他以后的各位美国总统

就像火炬手,按照美国国家的根本利益这条不变的路线把火炬传递下去,并力求让火

炬越燃越亮,使它发出的光焰照射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肯尼迪总统1961年3月创建“和平队暠后,曾表示希望看到类似的国内计划。3
年后“服务美国志愿队暠计划在约翰逊总统的领导下问世。在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

3位总统任内,“联邦老年志愿服务暠计划(含“退休人员和老年志愿者计划暠、“养祖父

母计划暠、“老年伴侣计划暠)相继正式设立。“为美国骄傲暠计划提出后,依次得到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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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for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FY2008AnnualPerformanceReport,Washington,DC,

20525,pp.2,9.财政拨款数据还可见 Corporationfor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FY2008CNCS
AnnualFinancialReport敽History,Legislation,andFunding,p.3.
全美参加公民服务队计划的志愿者总数按照最保守的15万人估算。估算依据为:具体计划中的服务队人

数按每支队伍至少5名志愿者计算;两万多个“守望美利坚暠、“邻里守望暠计划的社区,按照每个社区至少5
名志愿者计算。这个数字不包括参加公民服务队计划的各全国性志愿团体的会员人数。
这个数额中包括:1、公民服务队计划1500万美元,SeeFEMA,CommunityPreparednessNews,January
2008,p.1;2、“为美国骄傲暠计划50.5万美元,见DepartmentofInterior,FiscalYear2009InteriorBudget
inBrief敽CooperativeConservationPrograms,AppendixE;3、和平队计划3.308亿美元(实际支出额),

SeePeaceCorpsNewsRelease,ThePeaceCorpsFiscalYear2009BudgetAnnounced,http://www.
peacecorps.gov/,2009年8月27日;4、“缔造繁荣志愿者暠计划1500万(拨付给计划合作伙伴的资助总额),

SeeOfficeofVolunteersforProsperity,USAID,VolunteersforProsperityAnnualReport2008,p.4.
2008财政年度联邦政府志愿服务计划的支出总额(12.176亿美元)还不够国防部采购一艘“海岸级暠(Lit灢
toral)战舰(每艘14.243亿美元)或一艘LPD-17型登陆舰(每艘15.824亿美元)的钱。国防支出的详细

数据来自ChristopherHellman,AnalysisoftheFiscalYear2010PentagonSpendingRequest,见华盛顿

“军备控制与不扩散研究中心暠官方网站http://www.armscontrolcenter.org/,2009年8月26日。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美国历史文献选编》(英汉对照版),北京1985年版,第171页。



总统和老布什总统的支持。栙老布什任内的“国家与社区服务委员会暠不仅是“国家与

社区服务机构暠的前身,其主办的学生计划也成为后来“学习和服务美国暠计划的雏

形。1993年克林顿总统实现了对整个联邦志愿服务体系的改革,创建了“美国志愿

队暠。小布什总统不仅空前强化了联邦政府对志愿服务的领导,催生了“公民服务队暠

和“缔造繁荣志愿者暠计划,还郑重倡议每个美国人一生应参加4000小时的志愿服

务。栚奥巴马总统上任伊始就签署了《爱德华·肯尼迪服务美国法》,开启了联邦志愿

服务计划的新篇章。据笔者搜索统计,从1961年1月到2009年4月,在美国总统发

表的言论中,“志愿者暠一词出现了2799次,“服务暠一词的出现频率高达23024次。栛

美国总统不仅为联邦志愿服务计划打上了自己的印记,而且精心利用这些计划

的关键时机向志愿者和公众传递信息,高扬一脉相承的“主旋律暠。例如,肯尼迪总统

在白宫玫瑰园欢送第一批赴非洲的“和平队暠队员,称赞他们“令所有美国人骄傲暠。栜

约翰逊总统在白宫会见首批“服务美国志愿队暠计划志愿者时说,他们将得到的最终

奖赏,也正是那些服务国家和同胞的人所收获的。栞克林顿总统用当年肯尼迪总统签

署《和平队法》的钢笔签署了创建“美国志愿队暠的文件。栟他还在隆重的仪式上亲自

率领第一批近两万名美国志愿队员履行宣誓程序。栠毋庸置疑,这些标志性言行对全

美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第二,在大力倡导服务和奉献精神的同时,适度运用利益奖励机制。志愿者参与

志愿服务的根本动力与服务和奉献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伴生的利己考虑也是客观现

实。联邦志愿服务计划在细节上把利他与利己结合得比较巧妙,这有助于保持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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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Reagan,MessagetotheCongressonAmerica狆sAgendafortheFuture,February6,1986,TheA灢
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26日。

GeorgeW.Bush,AddressbeforeaJointSessionoftheCongressontheStateoftheUnion,January29,

2002.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23日。
根据 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的文献检索统计,from http://www.presidency.ucsb.
edu/,2009年8月28日。

JohnF.Kennedy,RemarkstoaGroupofPeaceCorpsVolunteersbeforeTheirDepartureforTanganyika
andGhana,August28,1961,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13日。

LyndonB.Johnson,RemarkstoMembersofVISTA敽“VolunteersinServicetoAmerica暠,December12,

1964,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13日。

WilliamJ.Clinton,RemarksonSigningthe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TrustActof1993,Septem灢
ber21,1993,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21日。
按照“美国志愿队暠的规定,所有队员都必须进行宣誓。誓词如下:IwillgetthingsdoneforAmerica–to
makeourpeoplesafer,smarter,andhealthier.IwillbringAmericanstogethertostrengthenourcommuni灢
ties.Facedwithapathy,Iwilltakeaction.Facedwithconflict,Iwillseekcommonground.Facedwithad灢
versity,Iwillpersevere.Iwillcarrythiscommitmentwithmethisyearandbeyond.IamanAmeriCorps
member,andIwillgetthingsdone.SeeWilliamJ.Clinton,RemarksinaSwearing敽inCeremonyfor
AmeriCorpsVolunteers,September12,1994,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21
日。



者服务的热情。例如,在“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老年志愿者计划的网页上有这样一

段醒目文字:“记住:当你是志愿者的时候,你不仅仅是在帮助别人,你是在帮助你自

己! 志愿服务可以带来新发现和新朋友。此外,研究表明志愿服务能使你长寿并保

持积极的生活态度。暠栙考虑到不少老年人的生活并不富裕,参与“养祖父母计划暠和

“老年伴侣计划暠的志愿者,如经济收入符合法定标准,可领取每小时2.65美元的津

贴。栚参加“服务美国志愿队暠计划的志愿者除享受生活费补贴和医疗保险外,还可在

服务期满后获得教育奖励。栛1994~2006年间美国志愿队员得到的教育奖励超过了

10亿美元。栜 “和平队暠志愿者在服务期满后,可减免或延期偿还联邦助学贷款,符合

条件的还可被优先录用为联邦公务员。栞

是否应该给志愿者经济奖励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反对者主要是担心“付

钱的志愿服务暠会侵蚀真正的志愿服务精神。不过从实践结果看,一定程度的实际利

益可以有效增强志愿服务计划的吸引力,对于条件比较艰苦的专职志愿服务岗位,如

“服务美国志愿队暠计划尤其如此。联邦志愿服务计划强调,志愿者所获得的实际利

益,首先体现为专业性的培训、知识与技能,新的机遇和职业生涯资历的积累;其次是

良好的社会认可度和荣誉奖励;最后才是根据不同计划详细规定了条件、标准和执行

程序的生活费、补贴、教育奖励、医疗保险、服务期末的一次性奖励、休假待遇、就业优

先权及退休计划安排等。在制度设计上,坚持先服务后奖励的原则。

第三,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特别注意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联邦志愿服

务计划的实施不是联邦政府单枪匹马地干,还要大力动员、组织、协调社会各方面的

力量。除了联邦州、地方政府系统的必要协助外,企业和各种民间组织(包括教会等

公民信仰组织、社区组织、地方和全国性的非营利机构等)的参与也非常重要。在有

些情况下,民间组织的参与程度甚至直接关系到计划的成败。例如,没有社区组织的

积极配合,“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主办的三个老年志愿服务计划和美国志愿队计划

都难以取得理想结果。公民服务队计划所依靠的很大一部分紧急动员能力和物质资

源仰仗于23个加入其“联系组织计划暠(CitizenCorpsAffiliateProgram)的全国性非

营利组织,其中包括美国红十字会、退伍军人组织、消防志愿者组织、业务无线电爱好

者组织及大名鼎鼎的全国救灾志愿组织联盟(NationalVoluntaryOrganizationsAc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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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老年志愿服务计划的官方网站http://www.seniorcorps.gov/,2009年8月16日。
截止2009财政年度,这个法定标准为联邦贫困线标准的125%。
截止2009财政年度,法定的教育奖励标准为4725美元。

Corporationfor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StrategicPlan2006~2010,February2006,p.19.
详细规定可见“和平队暠的官方网站http://peacecorps.gov/,2009年8月13日。



tiveinDisaster,简称为 NVOAD)。栙在“缔造繁荣志愿者暠计划中,志愿人员的报名、

筛选和派遣工作全部由参与该计划的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完成。2008年3月,为更好

地帮助赴海外短期工作的志愿者解决机票和生活费问题,美国国际开发署出资10万

美元设立了“缔造繁荣志愿者计划服务基金暠(VFPserv)。对这个基金的后续投入全

部来自个人和民间组织的捐助。栚

第四,把对青少年的教育、关怀和对弱势群体的照料置于优先地位。在“国家与

社区服务机构暠制定的《2006~2010年战略规划》中,5个重点领域里有两个同教育和

引导青少年参加志愿服务有关。栛 “学习和服务美国暠和“为美国骄傲暠都是专门针对

青少年的计划,它们吸引的青少年志愿者人数也最多。为了提高青少年的参与兴趣,

这些计划都设计了丰富多彩的具体项目和活动。如“为美国骄傲暠计划下设有一个

“为美国骄傲活动学校暠(TakePrideSchool)项目。任何中小学校的学生集体(学校、

班级、课外小组),只要坚持每年在国有土地(含公立学校)上举行两次“为美国骄傲暠

计划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就可以被授予“为美国骄傲活动学校暠的荣誉称号。其他

的联邦志愿服务计划,凡是能和学校教育联系起来的,也都尽量予以考虑。

在关心弱势群体方面,除了使志愿服务向病弱残疾人员、孤寡老人、印第安人部

落倾斜外,还特别注意对有困难、有问题的青少年给予辅导和照料。这些青少年包括

早孕女孩、沾染毒品或管制麻醉品的青少年、监狱服刑人员子女、生活在寄养家庭的

孩子、辍学的中小学生、阅读能力较差的学生、贫困社区中的青少年等。组织这些青

少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或者与志愿服务密切结合的学习活动,也是教育和引导他们

的重要途径。

第五,高度重视不同组织间的协调,努力提高联邦志愿服务计划的管理效率。联

邦政府的官僚主义一直饱受诟病,志愿服务计划的管理机关也不例外。不过,联邦政

府一直努力通过协调来提高相关计划的效率。以同属联邦海外志愿服务计划的“和

平队暠和“缔造繁荣志愿者暠计划为例。跨部门的“缔造繁荣志愿者暠计划效率远胜于

自立门户的“和平队暠,关键在于它的协调机制。涉及“缔造繁荣志愿者暠计划的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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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联系组织计划暠的详情可见“公民服务队暠官方网站 www.citizencorps.gov/,2009年8月29日。“全
国救灾志愿组织联盟暠成立于1970年,其全国性的会员组织有49个,此外还吸收了大批二级会员组织。该

联盟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在美国所有州和海外领地都建立了分支机构,已经形成覆盖全国的救

灾网络,它与联邦紧急措施署关系密切。详细情况可见其官方网站 www.nvoad.org/,2009年8月29日。

USAIDPressRelease,OfficeofVolunteersforProsperityLaunchesNewVolunteerGrantProgram,March
6,2008,http://www.usaid.gov/press/releases/2008/,2009年8月15日;OfficeofVolunteersforPros灢
perity,USAID,VolunteersforProsperityAnnualReport2008,p.3.
Corporationfor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StrategicPlan2006~2010,February2006,p.10;Cor灢
porationfor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FY2008AnnualPerformanceReport,Washington,DC,

20525,p.6.



国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商务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虽然各机关内都有“缔造繁荣志

愿者暠计划办公室,但国际开发署的“缔造繁荣志愿者暠计划办公室依法承担跨部门协

调机构的责任,并将其他部门主管和资助的对外援助项目统一纳入“缔造繁荣志愿

者暠计划的框架内。这不仅减少了部门之间的扯皮,还确保了美国对外援助项目与国

家外交政策的一致性。栙联邦紧急措施署在主管公民服务队计划的过程中,与联邦司

法部等多个政府部门和“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建立了良好协调关系,保证了这一计

划的顺利实施。还应该提及的是,小布什总统于2006年4月27日签发总统令,要求

所有联邦政府机构的行政首长任命本机构一名高级别官员为志愿服务联络员。栚此

举无疑也加强了联邦机构志愿服务计划的协调性。

第六,运用先进的信息和网络技术,实现全面、权威、及时、准确、高速和互动的信

息传导,为志愿者、正在寻找志愿服务机会的公众和相关民间组织、企业、教育机构等

提供优良的信息服务。美国是互联网的诞生地,信息和网络技术发达。这一优势为

志愿服务装备了利器,有效地实现了相关信息的流动、扩散、放大、收集、汇总和反馈。

今天,所有的联邦志愿服务计划(包括子计划)无一例外都拥有官方网站。联邦政府

还在2002年开设了志愿服务专用网站www.volunteer.gov,为公众提供一站式信息

服务。栛

第七,通过纪念性和荣誉性的联邦制度持续激励公众的志愿精神。这方面影响

最大的三项制度是:“全国志愿者周暠、“马丁·路德金服务日暠和“总统志愿服务奖暠。

“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负责相关活动的策划、指导和支持,各联邦机构志愿服务联络

员要确保本单位领导人的出席,并筹划相应的宣传活动。

“全国志愿者周暠(NationalVolunteerWeek)于1974年4月20日由尼克松总统

宣布创设,从此每年4月份的第三个星期都循此例,没有间断。栜美国总统一般要在

“全国志愿者周暠开始的时候发表有关的讲话、备忘录或宣言。在这一周中,全国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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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被纳入“缔造繁荣志愿者暠计划框架内、由这四个部门分别管理和拨款的联邦对外援助 项 目 是:

President狆sEmergencyPlanforAIDSRelief(PEPFAR),MiddleEastPartnershipInitiative(MEPI),Digit灢
alFreedomInitiative(DFI),WaterforthePoorInitiative,AfricanGlobalCompetivenessInitiative,Millen灢
niumChallengeAccount(MCA)andthePresident狆sMalariaInitiative。SeeOfficeofVolunteersforPros灢
perity,USAID,VolunteersforProsperityAnnualReport2008,p.1.
GeorgeW.Bush,ExecutiveOrder13401敽ResponsibilitiesofFederalDepartmentsandAgencieswithRe灢
specttoVolunteerCommunityService,April27,2006.http://georgewbush灢whitehous.archives.gov/,

2009年8月18日。

2002年6月30日在白宫举行了该网站的开通仪式。见:http://www.volunteer.gov/gov/about.cfm,2009
年8月30日。

RichardNixon,Proclamation4288敽NationalVolunteerWeek,1974,April20,1974,TheAmericanPresi灢
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13日。在美国总统文献中,宣言(proclamation)具有与总统令相同的

法律地位,故尼克松总统的这一宣言也宣告了“全国志愿者周暠作为一种制度的诞生。笔者注。



各地的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都要举行与志愿服务相关的活动,并对志愿者进行表

彰。

“马丁·路德金服务日暠(TheMartinLutherKingJr.DayofService)由克林顿

政府根据国会1994年通过的《马丁·路德金假日和服务法》(KingHolidayand

ServiceActof1994)确定。栙依照规定,每年1月第三个星期一既是国家法定假日,

也是以社区志愿服务为主的国家志愿服务日。在2008年的“马丁·路德金服务日暠,

“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共发动了50多万名志愿者、2197个组织参加在首都和全国

各地举行的志愿服务活动。小布什总统夫妇、众多国会议员和官员也出席了活动。栚

以总统名义设立的志愿服务奖始于里根政府初期,当时叫“总统志愿者行动奖暠

(President狆sVolunteerActionAward),栛2003年小布什政府通过志愿服务和公民

参与总统委员会设立了 “总统志愿服务奖暠(President狆sVolunteerServiceAward),

具体的评选与颁授工作委托美国最大的民间志愿服务网络组织“光点机构暠(Points

ofLightInstitute)承担。栜该奖的一般奖项按照可核查的志愿服务小时数分为金、

银、铜三级奖章和证书;最高奖项“总统志愿服务终身成就奖暠(President狆sCallto

ServiceAward)授给累计提供了4000小时服务的志愿者。到2009年8月为止,全

国各地获奖人数超过150万人。栞

四暋《爱德华·肯尼迪服务美国法》与美国志愿服务事业的新时代

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就职后,把加强和改善联邦志愿服务体系置于优先议程

中。他在应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同时,敦促国会迅速通过了旨在保持美国志愿服务事

业长盛不衰的新法案。2009年4月21日,《爱德华·肯尼迪服务美国法》经奥巴马

总统签字成为联邦法律,这是奥巴马“百日新政暠期间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

影响的举措。以这部篇幅达1601页的法律为标志,美国联邦志愿服务计划及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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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ibraryofCongress,KingHolidayandServiceActof1994 (PublicLaw103~113),http://thomas.
loc.gov/,2009年8月22日。另外可见 WilliamJ.Clinton,“RemarksonSigningtheKingHolidayand
ServiceActof1994,暠August23,1994,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29日。

Corporationfor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FY2008AnnualPerformanceReport,Washington,DC,

20525,p.9.
RonaldReagan,“AnnouncementoftheCreationofthePresident狆sVolunteerActionAwardsProgram,暠

December12,1981.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29日。该奖项由当时的一个

名为“志愿者暠的全国性组织和联邦志愿服务计划管理机构“行动暠共同主办,每年由总统颁授一次。
有关该委员会的设立可见 GeorgeW.Bush,ExecutiveOrder13285敽President狆sCouncilonServiceand
CivilParticipation,January29,2003,TheAmericanPresidencyProject暡online暢,2009年8月29日。
总统志愿服务奖官方网站的公布数字,见http://www.presidentialserviceawards.gov/,2009年8月29日。



体系将进入一个新时代。贯穿该法的一条主线是:通过一系列新的授权和制度创新,

进一步发挥“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的主导作用,动员和吸引更多的美国人特别是青

少年投入到志愿服务中去。

这部法律于2009年10月1日生效,其重要内容可概括为八个方面:栙

1.吸引更多青少年投身志愿服务。设立由即将升入6~12年级的学生参加的

“服务之夏暠(SummerofService)计划,完成100小时社区服务者有资格领取500美

元教育奖励;设立初中生“服务学期暠(SemesterofService)计划,参加社区志愿服务

或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学习活动满75小时者可计算学分;设立“青少年参与活动区暠

(YouthEngagementZone)计划,组织中学生和辍学生参加解决社区实际问题的志

愿服务。

2.促进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要与联邦教育部和各州

政府合作,选定并资助25所高等院校(含两年制的社区学院)作为“服务校园暠计划

(CampusofService)的示范单位。这些高校要通过各种项目和活动有效地吸收大学

生志愿者,并开展与志愿服务密切相关的学习活动。

3.扩展“美国志愿队暠(AmeriCorps)计划。将志愿队年度名额逐步从现有的

7灡5万人大幅提高到2017年的25万人。结合奥巴马政府的施政重点,通过“美国志

愿队暠州和全国计划的拨款分别新设5个有关教育、医疗、清洁能源、退伍军人服务和

经济机会的主题服务团。扩大美国志愿队“全国公民社区团暠的服务领域,加强该计

划与联邦紧急措施署的合作关系,并提高招收来自经济或家庭条件困难青年的比例。

把向美国志愿队 “服务美国志愿队暠计划志愿者支付的“服务后现金补贴暠从每月100

~125美元提高到125~150美元(如果他们不选择教育奖励)。将美国志愿队员享

受的教育奖励金额提高到至少5350美元。

4.开发老年志愿者,特别是“婴儿潮暠一代志愿者的潜力。栚把参加老年志愿服务

计划的“养祖父母计划暠和“老年伴侣计划暠的志愿者年龄段从60岁降低到55岁,将

每小时最低津贴从2.65美元提高到3美元,栛可领受津贴的志愿者收入标准调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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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全文可见 TheLibraryofCongress,TheEdwardM.KennedyServeAmericaAct(PublicLaw111~
113),http://thomas.loc.gov/,2009年8月29日。
目前美国婴儿潮一代年龄达到60岁的约有7700万人。预计到2020年美国1/6的人口将是65岁以上的

老年人。见CorporationforNationalandCommunityService,StrategicPlan2006~2010,February2006,

p.23.
这个津贴标准对比美国工资水平是相当低的。2009年4月美国的平均每小时工资水平是18.50美元。见

BureauofLaborStatistics,UnitedStatesDepartmentofLabor,“Employment,Hours,andEarningsfrom
theCurrentEmploymentStatisticsSurvey(National),暠fromhttp://www.data.bls.gov/,2009年8月18
日。



联邦贫困线的200%以下,增加“退休老年人志愿者暠计划在年龄上的灵活性。设立

每笔为1000美元的银发奖学金(SilverScholarshipGrant),奖励55岁以上完成350
小时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设立有名额限制的 “服务美国奖学金暠(ServeAmericaFel灢
lowship),奖励参与国家急需服务(如教育贫困学生、节能环保、防灾减灾等)的志愿

者;设立“再上场暠奖学金(EncoreFellowship),专门奖励被“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派

往相关非营利组织工作的55岁以上志愿者;所有55岁以上人员获得的教育奖励均

可以转让给子女。

5.加强对公众的动员。把每年的9月11日定为“国家志愿服务和纪念日暠(Na灢
tionalDayofServiceandRemembrance)。授权“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组织相关仪

式与活动。要求它发起“召唤服务暠(CalltoService)全国性志愿服务宣传活动。

6.培养和保持应急志愿服务能力。创建“全国志愿服务预备队暠(NationalServ灢
iceReserveCorps),队员由参加过“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志愿服务计划的成熟志愿

者和退伍军人组成。服务队的基本使命是接受专业培训,随时准备出动,在各种公共

突发事件或自然灾害发生时领受紧急救援抢险任务。

7.增强非营利组织开展和支持志愿服务活动的能力。成立“社会创新基金暠(So灢
cialInnovationFund),资助民间组织为解决社区问题而进行的试验性计划和项目;

设立“志愿者培育基金暠(VolunteerGenerationFund),赞助各州和非营利组织对志

愿者的招募、管理与支持工作,加强全国的志愿者服务基础设施;实施每笔金额至少

20万美元的“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资助暠资助计划(NonprofitCapabilityBuilding
Program),帮助中小型非营利组织提高涉及有效管理、制定财务计划、遵守税法等方

面的能力。

8.改革和完善各种管理制度。扩大“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理事会和首席执行

官的自主权限;在向各种机构提供资助的过程中实行竞争性选择,对“退休老年人志

愿者计划暠引入竞争机制;改善对联邦志愿服务计划的绩效评估;增加对州志愿服务

委员会的拨款;授权“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暠开展关于美国民众社会参与状况的调研。

奥巴马总统在《爱德华·肯尼迪服务美国法》签署仪式上向美国人民发出了这样

的呼吁:“我们在当前这个历史性时刻需要你们的服务。我不会告诉你们应该扮演什

么角色,这要靠你们自己去发现。但我请你们挺身而出,承担自己的责任。我请你们

帮助改变历史,为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助一臂之力。我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这样

做,你们的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强大。许多年后的一天,你们也

许会回想起,这曾是一个你们的自身经历与美国历史融合的时刻,我们一起成功地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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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了新世纪的挑战。暠栙

观察1961年以来的美国,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爱德华·肯尼迪服务美国法》

的全面实施,联邦政府主管的志愿服务计划和整套管理系统将会得到持续发展,从而

进一步促使美国各界民众广泛参与志愿服务事业。成千上万名年龄和背景各异的志

愿者在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技能和专业知识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爱心、毅力、公

民责任感和国家意识,构成了美国软实力的核心。也许,这可以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

信心之源,立国之本。

徐彤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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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RemarksbythePresidentatSigningoftheEdwardM.KennedyServeAmericaAct,TheWhiteHouse
PressOffice,3:45P.M.EDT,April21,2009,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April2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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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监管哲学的

转向及影响

刘宇飞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金融监管哲学发生了明显的转向。美国转向强

化金融监管只是理念上的改变,改革方案追求的仍然是政府监管部门的正规权力与市场

约束的自发作用之间的一种平衡。促使转向强化金融监管的基础性因素是金融危机深

化下出现的普遍的认知危机,与此同时,有关各方就改革方案形成了一定的初步共识也

至关重要。但是,美国监管哲学的转向将如何影响其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尚待有关各

方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进一步达成共识。

关键词:美国经济 次贷危机 金融监管 监管哲学 比较制度分析

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金融监管不力一直被认为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有必要改

革金融监管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6月17日正式提出了一

项全面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旨在重建美国金融监管的新基础,栙这被认为具有里程

碑式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的理念和指导思想,或者说金融监管的哲学

发生了重要转向。本文拟对这一转向的表现与内涵、发生的主要因素及其对于美国

金融监管实践的潜在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暋美国金融监管哲学转向的表现与内涵

即便是粗看奥巴马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也不难看出其中强化金融监管的

栙 DepartmentofTreasury,“FinancialRegulatoryReform:ANewFoundation:RebuildingFinancialSupervi灢
sionandRegulation.暠



倾向,其主旨在于改变此前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所存在的种种缺陷,保证美国未来能够

更好地避免陷入金融危机。因此,监管哲学发生转向似乎毋庸赘言。但是,了解次贷

危机前后美国监管哲学的内在特点,更准确地把握监管哲学的转向的内涵,还需要对

奥巴马政府的金融监管方案做进一步的观察。

(一)简单的观察

顾名思义,“金融监管暠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人们因认识到金融市场有可能发

生种种失灵而要求政府实施金融监管。这一监管哲学隐含着对于政府部门能够充分

矫正市场失灵的信念,金融监管的基本特点是从外部强制性地施加给被监管者。有

学者称这种安排为“硬性联系暠(hardlink)的方法栙:从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从业务

活动范围到相关财务指标,从审慎经营到机会主义行为,都要受到外部监管机构的督

导和控制。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解除管制或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的理念开始

盛行,使这一监管哲学逐渐发生了改变。次贷危机爆发以前流行的监管哲学的主要

特点是,倾向于认为政府虽有必要进行管制,但往往也会发生种种政府失灵,从而付

出过高的社会成本,降低金融市场和银行业的效率。这种监管哲学进而强调,应该更

多地借助市场约束或市场纪律(marketdiscipline栚)来克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道德

风险,相信在理想的监管制度下,被监管者由于担心过分冒险将咎由自取,会从它自

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出发采取恰好符合社会利益的策略,因此,监管当局的责任和管

制成本都可以下降。

在陆续废除了一系列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监管法规和条例之后,1999年底,美

国国会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暠(TheFinancialServicesModernizationAct)栛取代了

在大萧条期间确立的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

法(TheGlass灢SteagallAct),标志着这种监管哲学开始大行其道。负责这一法案的

参议员菲尔·格拉姆(PhilGramm)明确地将该法案的通过看作是自由市场的胜利。

在这一监管哲学下确立的金融监管制度,注重为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创

新提供尽可能宽松的监管环境,旨在通过鼓励竞争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十年后,奥巴马政府提交国会讨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所传达出的监管哲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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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ripaandS.Varotto,“AgencyIncentivesandReputationalDistortions:AComparisonoftheEffective灢
nessofValue灢at灢RiskandPre灢commitmentinRegulatingMarketRisk暠,WorkingPaperSeries,Bankof
England,1997;A.DaripaandS.Varotto,“ValueatRiskandPrecommitment:ApproachestoMarket
RiskRegulation暠,FRBNYEconomicPolicyReview,October1998,pp.137~143.
marketdiscipline又译为“市场惩戒暠。
此法案又称为格雷姆-里奇-比利法(theGramm灢Leach灢BlileyAct)。



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们普遍认为这次提交的方案具有浓厚的强化监管的意味。

此方案在分析了美国监管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

的全面和细致的监管改革建议,从而旨在恢复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心,保证金融稳定

并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

具体来讲,方案提出的重要措施包括:加强美联储作为系统风险监管者的地位,

授权它对所有可能影响金融稳定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建立由财政部领导的、各家金

融监管机构领导作为成员的金融服务监察委员会(FinancialServicesOversight
Council);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银行的监管机构(NationalBankSupervisor)、消费者金

融保护机构(ConsumerFinancialProtectionAgency)、全国性的保险监管机构(the
OfficeofNationalInsurance),对所有银行和银行持股公司强化资本和审慎要求;全
面实施对场外衍生产品,包括信用违约互换(CDS)交易的监管;加强对私募基金和货

币市场基金的监管等等。

前后对比,“转向暠不言而喻。此次次贷危机之后金融监管哲学的转向,恰好与大

萧条后确立的严格的金融监管理念相对照,是对“放松管制暠的潮流的反动,必将对未

来美国金融监管制度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进一步的分析

上述简单的观察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既然此次监管哲学转向了主张加强

金融监管,那么此前对加强监管就是不重视的。类似的印象还可能包括想当然地以

为此次转向意味着要与以前的主张划清界限。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先看“转向暠发生前的情形。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以前那种强调管制失灵、主张加

强市场约束的金融监管哲学,并不是对金融监管不重视。

首先,早有研究指出,1980年代以后监管哲学偏重自由化,并出现解除管制(de灢
regulation)的倾向,并不是不要政府管制。其所解除管制的只是那些因金融创新而

实际上已被规避了的、过时的和无效的管制条例,取而代之的不是管制的空白,而是

一套新的管制条例,因此称之为重新管制(reregulation)更加合适。易言之,每一个

被人们看作是解除管制的新法案实际上都包含着新的一系列管制规定。如“1980年

取消存款机构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暠(DepositoryInstitutionsDeregulationandMone灢
taryControlAct)在爱德华·凯恩(EdwardKane)1982年的文章中就被称作是

“1980年再管制法暠。此后美国的一系列被认为是解除管制的法案也都有相同的效

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托马斯·卡吉尔(ThomasF.Cargill)和吉里安·加西亚

(GillianG.Garcia)在其著作《80年代的金融改革》中所说,“解除管制的努力并不意

味着存款机构今后将在毫无管制的环境中生存,管制部门是政府的永久性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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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制者决不会放弃管制。暠“……对金融体制的管制将永远成为金融结构的组成部

分暠。栙

其次,这一金融监管哲学推崇的是最具有成本有效性的监管制度,即能够以最小

的监管成本达到同样监管目标的制度。因此,最为理想的是能够达到“激励相容暠

(incentivecompatibility)的境界,即被监管者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算计所采取的行

动,正好符合社会利益对其行动的期待。现以曾广被看好的“事先承诺方法暠(pre灢
commitmentapproach,简写为PCA)为例,对此进行说明。

“事先承诺暠的监管安排最早是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保罗·库派

(PaulH.Kupiec)和詹姆斯·奥博莱恩(JamesM.O暞Brien)于1995年提出的。它

的基本内容是:银行监管者与银行达成一项合约,在合约中,银行承诺一个在未来一

定时间之内的最大的损失数额,并据以计算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等到实际损失发生

后进行比较。若发现实际损失超过承诺的损失,则对银行加以处罚。

与传统的监管安排不同,“事先承诺暠安排具有“软性联系暠(softlink)的特点。

监管当局无须审查银行用何种内部模型,甚至无须关注银行运作的过程,而只须关注

结果即可。这一结果又可以具有激励相容的特点。这指的是,一方面,由于银行不愿

受到惩罚,所以它没有动力过低地承诺损失,因为那样一来实际损失将更容易超过承

诺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银行愿意尽可能多地运用其资本以追求收益,所以也没有

动力过高地承诺损失,因为那样一来资本充足要求就会更高。也就是说,银行出于自

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自发地按照资产损失的大小维持足够的资本。而这也恰恰

是理想情况下市场的法则。

这种“软性联系型暠管制非常符合人们对合适的监管制度的期待。

首先,监管部门的行政成本可以降到最低。在这种安排下,监管当局不仅可以超

脱于对银行日常业务的费力不讨好的监管,而且连应用内部模型管制资本充足性的

框架下所需进行的“返回测试暠也免去了。既无须再做琐细的日常监管工作,还可免

受“监管不力暠的指责,同时又保留着作为裁判者对银行施加惩罚的权威。毫无疑问,

管制当局当然会青睐该方案。

其次,被监管者的受监管成本也可以降到最低。在这种安排下,银行得以避免由

于监管人员频繁进行检查或造访而对银行日常业务造成干扰,使银行可以自由选择

承受它所愿承受的风险,从事它所愿从事的业务,保持自己的灵活性和活力。

1995年7月,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理事会发布这一方案征求意见。在纽约清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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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TheNewYorkClearingHouseAssociation)的组织下,有10家银行栙参与了

这一监管安排的试点(Pilot)。这些银行在与监管部门进行充分交流,了解了“事先

承诺方法暠的具体规则之后,开始分四个季度向监管部门报告每个季度所承诺的损失

和最后实际发生的损失。试点的结果肯定了前面给出的一些结论。因此,这个方案

一度被认为代表了未来金融监管制度发展的方向。

可以看出,“转向暠发生前的金融监管哲学并非对达成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不重

视,而是希望以某种“激励相容暠的方式达到目标。不过这样的境界很难实现,制度设

计很难真正周全,仍以“实现承诺方法暠为例具体分析这一缺陷。

“事先承诺方法暠最突出的问题是没有考虑到银行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该方法

将银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处理,基于银行不愿受到惩罚这一假设来设计激励机制,忽

略了银行内部也存在股东和经理人员的利益冲突及信息不对称。这一委托代理问题

的存在,使得经理人员可能并不在意“事先承诺方法暠的惩罚,因为最终承担损失的总

是银行股东的资本。由于有限责任,经理人员在收入上的损失很小。即使由于失职

而遭到解聘,有经验证据表明,他们往往也很容易在经理市场重新找到工作。而若冒

险成功,则作为银行经理的职业声望和地位会陡然上升,相应的其他非货币收入也会

大幅增加。如果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中不只有货币收入,而且也有上述各种非货币收

入,那么,判断他并不会总是很在意“事先承诺方法暠的惩罚就是合理的,特别是如果

这种惩罚仅仅是将不利信息公开披露的话。

即使委托代理问题没有这样严重,例如,虽然总体而言银行经理人员由于具有专

业优势而在银行制定决策和日常业务与管理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一些股东对

于银行重大决策及日常管理也可能有较大的影响力,从而有可能对代理人施加更有

力的监控,使委托代理问题得以缓解。但即使如此,考虑到股东也可能具有喜冒险以

求高收益的偏好,所以也就不会对经理人员的不审慎严加控制,栚“事先承诺方法暠这

一安排下的银行仍然可能过分冒险、甚至会孤注一掷的基本判断还是成立。

由此看来,“成本暠易于降低,但达到监管目标的“有效性暠却不易保证。在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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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转向强调加强监管机构的作用就十分自然,而这正是新金融监管方案要达到的

境界。

不过,发生“转向暠后的新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也并非如初看上去的那样只强调

了监管机构的硬性介入。在危机之中,它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强监管,堵塞监管制

度中存在的漏洞,避免危机再次发生,所以对如何促进竞争和效率未多提及,但这并

不意味着对后者的否定。正好相反,改革方案的明确目标是通过加强市场纪律来促

进市场的有效运作,并对此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

此方案在开篇剖析危机发生的根源时就明确指出,贷款证券化的市场缺乏透明

度和标准、投资者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过分依赖等,促成了市场纪律的崩溃。在现在所

提出的监管改革方案中,多处可见对于信息披露和加强市场透明度方面的要求,而这

是保证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最具基础性的条件之一。举例来说,在提出对所有场外

衍生品市场进行连贯的、协调的监管的框架中,就要求增加透明度并改善市场约束,

促进市场效率,并防止市场操纵、欺诈和其他市场弊端(abuses)。在加强对金融市场

的管制的分析中,还提出要对信用评级机构实行更有力的管制;在加强消费者和投资

者保护的部分也提出了促进透明度、简化、公平、可核查性和开放性等要求,这些都体

现了对市场约束的重视。由此可见,新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并不是一味主张加强监

管机构的权力。

不可否认,在过去的监管哲学下,的确有观点简单化地主张监管部门应该“无

为暠,但是如果不能因此做到“善治暠,那么,无为就只能被看作是管制当局的失职。因

为,社会通过一定的公共选择过程决定设立相应的金融监管部门,就是希望它承担责

任,发挥特定作用。如果监管部门无所作为,只关注结果而忽略过程,那就意味着监

管部门选择了推卸责任,其存在也就因此而失去了合理性。更关键的是,只关注结果

而不去关注本来可以在银行日常管理中及时发现和处理的问题,反而会使得本来可

以避免的危机更容易发生。

而在新的监管哲学下,加强监管部门的权力也不只是为树立权威,而是为了更好

地落实精心制定的管制条例,是为了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有效运作。实际上,强调

市场约束的监管哲学的一些具体思想和监管的技术手段,已经成为人们分析问题的

共同的知识背景,这保证了监管部门在权力加强的同时,也受到必要的制约。

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对于金融监管哲学发生的转向就不应只持有简单的理解,

更不能依据这种理解来观察或要求新监管哲学下的监管政策和制度设计。这意味

着,在做出金融监管哲学发生了转向的判断的同时,有必要避免仅从简单的观察出发

做出表面化的判断,而是应该有更持平的理解,认识到所发生的转向只是监管理念侧

重点或立足点的转变。而在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只有微妙地把握好管制部门正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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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实施与市场约束的自发作用之间的平衡,才能真正实现监管的目标,无论哪种监

管哲学都是如此。

二暋促使美国金融监管哲学转向的因素

乍看起来,此次美国金融监管哲学的转向发生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因此,金融

危机的不断深化可以说是驱动因素。历史地看,也正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导致

了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的确立。但仅仅是金融危机本身并不足以引发监管哲学的转

向,更相关的促进因素是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对原有监管哲学产生了怀疑,发生了普遍

的认知危机。另外,如果人们不能就改革方案达成初步的共识,也谈不上监管哲学发

生转向。

(一)基础性因素:普遍的认知危机的发生

次贷危机本身并不足以促使监管哲学发生转向。次贷危机的爆发与深化引发了

人们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一轮讨论。因为在此次危机中市场失灵的情况十分明

显,所以人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甚至还有观察家断言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终

结。不过很快就出现为自由市场经济辩护的看法,强调它并未被终结,甚至还有观点

进一步断言,次贷危机的真正原因乃是政府失灵,是政府错误的政策所致。具体地

说,这部分人认为,美国政府长期推行的低利率政策和鼓励向信用级别不够的借款人

发放贷款的政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若人们普遍持有后一种看法,则不会发生监

管哲学的转向。

如果只是少数人,哪怕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对原有监管哲学提出批评,而

没有社会共识的呼应,那么,他们的观点也就只能是曲高和寡。事实上,在次贷危机

爆发之前,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和“金融大鳄暠乔

治·索罗斯(GeorgeJ.Soros)就曾批评过“市场原教旨主义暠。

斯蒂格利茨注意到现实中存在着某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倾向,他用“无名氏定

理暠(FolkTheorem)对此进行概括。这种定理断言,政府能够做到的任何事,私人都

可以做到,甚至可以做得更好。该定理的另一个版本也广泛流行:即使市场的表现比

较坏,但政府的表现一定更坏。持这一立场的人往往将自由市场作为意识形态加以

捍卫,无视或故意忽视经济学中对市场失灵的理论分析。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中明

确批判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他说:“与那些宣称是亚当·斯密迟到的追随者的

人们相比较,亚当·斯密对于市场的局限性的了解要比他们清楚得多……。暠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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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也有专门批判。栙他认为,该市场原教旨主义坚信“如

果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狭隘的私利,公众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化。在19世纪,这被称

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现在我为之取了一个更为当代化的名字———市场原教旨

主义。暠

在索罗斯看来,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个错误和危险的意识形态,这至少表现

为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它严重误解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它假定市场会趋向均

衡,而此均衡会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第二,通过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同,市场原

教旨主义为追求私利者赋予了道德品质。但是,如果金融市场并不趋向于均衡,私人

利益就不会等同于公众利益。如果对之不加干涉,金融市场容易走向使社会分裂的

极端。而给市场机制赋予道德品质就更加错误了。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声称公共

利益可以通过允许人们追逐自我利益得到最好的实现,这就抹杀了公共利益与私人

利益的区别。其结果不是完全竞争,而是裙带资本主义。有钱有势的人在享受他们

的特权地位时认为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

索罗斯还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直力图说明政策的正确目标是为了效率和

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保护市场免于管制。但这个论断是建立在错误的逻辑基础上的。

并不能因为管制得不完美,就推论出无管制的市场是完美的。这就是市场原教旨主

义者的信念错误所在。

这些观点虽然鲜明而尖锐,但是他们提出后基本上没有产生社会影响。直到次

贷危机爆发后,才出现了对此前流行的金融监管哲学的“普遍的认知危机暠,而这成为

促使监管哲学发生转向的基础性因素。可以借用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Insti灢
tutionalAnalysis)的理论框架,栚对这种认知危机的普遍性加以把握。

比较制度分析把参与者栛及其行动集合称为博弈的“域暠(domain),以此作为展

开分析的基本单元。在“域暠内,所有参与人在一个时期所选择的行动被定义为一个

行动组合。把规定每个行动组合产生报酬分配结果的规则(功能)称为博弈的外生性

规则。给定博弈的这些特征,每个参与人都试图使其报酬最大化。不过,最终结果不

能由单个人的行动单独决定,每个参与人最优的行动决策取决于别人的决策。

比较制度分析关注六种基本的“域暠类型,即共有资源域(CommonsDomain)、交

易域(经济交换域)、组织域、组织场(介于交易域和组织域之间)、政治域,以及社会交

换域。这些不同的“域暠既相互独立、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又相互联系、相互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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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经济可认为是由不同域———共有资源、经济和社会交换、组织和政治———的混合

体组成的,其中有些相互重叠和交叉,有些也可能寓于其他域之中。

当参与者发现现行决策规则相对来说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时,一种普遍的

认知危机便会出现。在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上

述诸域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认知危机。比如,在经济交换域,一系列违约发生,先是

穷人借款者违约,然后是住房抵押贷款放贷机构的违约,继而是大型投资银行纷纷陷

入困境。原来是相信交易双方会对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但是危机发生时发现,当事

方有可能无力承担责任,那么当初是不是不应该给予他们过多的自由? 又如,在组织

域,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和管理不充分,内部治理存在严重缺陷;在共有资源域,由于

单个金融机构的倒闭具有越来越大的系统风险,所以不得不动用公共资金救助,这种

救助接二连三,规模巨大,道德风险问题突出;在社会交换域,出问题的金融机构被查

出欺诈等行为,但高管仍然领取高额薪酬、奖金和分红;在政治域,监管机构和政府其

他机构遭遇监管不力的指责。凡此种种,都很自然地导致期待政府做得更早、更多和

更好,包括呼吁政府加强金融监管。普遍的认知危机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而加强,是

促使金融监管哲学发生转向的基础性因素。

(二)关键因素:各方就改革方案形成初步共识

仅有普遍的认知危机仍不足以导致监管哲学发生转向,如果没有就改革方向达

成初步共识,也不会发生有意义的转向。

回到比较制度分析的框架,在出现普遍的认知危机后,参与者会开始寻找新的主

观模型,开始致力于较大幅度地修改或重设规则系统,搜寻和试验新的决策规则,直

到实现新的均衡为止。因此,制度变迁过程可以理解为参与者协同修正其共有信念

(sharedbeliefs)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有可能在不同的“域暠协调其策略,这

将导致出现人们单独在不同的“域暠分别做决策的情形下所不能产生的制度;也有可

能因为受有关因素制约,无法在不同的“域暠协调其策略。但即使如此,人们的决策在

参数上仍然会受到其他“域暠流行的决策规则的影响。奥巴马政府金融监管改革方案

的形成正是广泛协商之后的产物,栚反映了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国会议员、学者、

消费者、投资顾问、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商业社区,以及产业和市场参与者的意见。

有关参与者“修正暠自己信念时,会注意了解和学习已有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和

成功的实践经验。在金融监管的制度结构方面,恰好存在这样的备选先例,如迈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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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MichaelTaylor)1995年曾提出“双峰暠(TwinPeaks)模式,即设立两个最高

的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和体系进行监管,又如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A.E.

Goodhart)等人1997年提出按照监管目标和不同金融机构特点设计更复杂的制度结

构。栙这里不妨稍作浏览,以期将这两种思路与奥巴马政府的改革方案进行简要的对

比。

泰勒主张成立两家在职能上相互补充的监管机构,一家是针对金融领域里的系

统风险进行审慎监管的机构,可称之为“金融稳定委员会暠;另一家是针对金融机构的

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合规监管的机构,可称之为“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暠。在他看来,以往

清晰地区别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制度已经不再是最好的监管金融体系的

方式了,因为上述区别已经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如果仍然强调传统的区别就会导致

不同管辖权下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非中性或不公平。而金融机构之间差异的缩

小,以及金融超大型企业(financialconglomerates)的出现,系统风险的范围扩大了,

这就要求金融监管能够从更广泛的视角看问题。所以金融稳定委员会应面向所有可

能引发系统危机的金融机构加强审慎性监管,保证金融体系的健全。泰勒认为,双峰

式的监管模式可以避免监管职能在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重叠,并解决金融监管目标

等方面的矛盾冲突。虽然这一模式中也存在一定的灰色区域,但泰勒相信,其中的异

常与矛盾现象要比其他模式更少。

泰勒的模式得到了一些响应,如1997年4月,澳大利亚的沃利斯咨询委员会

(WallisCommitteeofInquiry)提出了与双峰模式类似的建议,即主张成立一个专门

针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监管者和一个专门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的机构。

古德哈特等人描述了另一类既考虑了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差异,又考虑了不同

监管目标的制度结构,基本思想是设立六个监管部门,分别是:栙单一的针对存款放

款机构系统风险的系统监管者;栚独立的针对证券商、保险公司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

构保持持续清偿能力的审慎监管者;栛单一的针对批发金融业务的行为监管者;栜单

一的针对零售金融业务的行为监管者;栞交易所的自我监管;栟保证竞争性公平的监

管部门。

分别设立栙栚两种监管机构主要是考虑到以下因素。首先,存款机构,特别是商

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仍然是最为根本和无法替代的,它们也是最容易引发系

统危机的根源;其次,一般认为不应使公共安全网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将证券商、保险

商等从事高风险活动的金融机构也包括进来,以免加大有关的道德风险。

将栛栜两家监管机构分别设立主要是考虑到在零售性金融服务业里的信息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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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现象及相应的委托代理问题尤其严重,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单个消费者获取信息

的成本更高、交易技巧和机会更为有限,对所达成的金融合约的价值可能不甚了了;

单个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缺少重复性,因而不易从经验中不断学习等,因此

极有必要与批发性金融服务业区别开来,予以特别关注和保护。

将奥巴马政府新推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与上述方案进行对比,不难发现相通

之处和不同之处。在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者的设置和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设置上,奥巴

马政府的新方案与泰勒的设计基本一致。特别是系统风险监管者,不仅针对银行和

其他储蓄机构,而且也针对其他有可能导致金融系统不稳定的机构,改革方案将这些

机构界定为第一层金融控股公司(Tier1FHC),纳入系统风险防范的监管体系。古

德哈特等人建议的只将商业银行纳入防范系统风险的公共安全网的主张,显然忽视

了近些年来金融创新环境的变化,未考虑到其他金融机构业务的创新和扩张已经加

大了金融市场系统风险这一现实。

与泰勒模式不同的是,此次美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并不是“双峰暠结构,而是保留了

一些其他“最高暠级别的监管机构,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还有新合并成立的全国性银行的监管机构

(NBS)等,看上去和古德哈特等人建议的模式有些形似,应该说是结合美国的具体情

况和此次危机表现出的具体特点做出的调整。

毋庸置疑,在发生普遍的认知危机后,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相关成功实践有助

于促使人们就改革方案达成初步共识,从而才有可能促使金融监管哲学的转向得到

落实。

三暋美国金融监管哲学转向的影响

既然促使金融监管哲学转向的因素之一是对原有制度的规则体系出现了普遍的

认知危机,那么,这一转向就应该会影响到新的规则体系的形成和确立。因此,期待

看到监管哲学的转向对金融监管实践产生影响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这方面产生

切实的影响,却又不是一蹴而就的,还有待有关参与者在具体改革方案方面逐渐达成

进一步的共识。

比较制度分析将转型期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相对短而混乱的制度危机阶段,

其中急速的环境变化(或内部危机)引发了超过临界规模的参与者的认知危机,各种

不同的决策以一定规模进行着实验;另一个是各种决策规则都在“进化选择压力暠的

作用下接受进化考验的阶段。随着某些决策在进化过程中逐渐上升为主导地位后,

才进入到制度稳定阶段。这一转型过程的时间长短无法简单确定,取决于有关“域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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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变迁的速度,所牵涉的“域暠越多,整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就会相对更长。栙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所牵涉的“域暠不可谓不多,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改革的推

进速度。在奥巴马政府将其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提交国会以后,实际上只是开启了有

关参与者关于新决策的协调或博弈过程。为缩短这一过程,可以看到,与上届政府提

出的改革方案相比,奥巴马政府的方案已有了一定的让步和妥协,比如州政府的权利

得到了更多的尊重,也不再主张将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合并等。

但是,在国会的听证期间,仍然遭遇到尖锐的反对意见。而且,反对的意见不仅来自

被监管的金融机构,而且也来自不同的监管机构。人们普遍预计,围绕具体监管改革

立法的争议将会持续下去,达到均衡还尚待时日。但重要的是,在新的金融监管哲学

下已经开始了由“信念暠的收敛到“实际决策暠的收敛进程。

刘宇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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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无核武器世界战略评析

刘子奎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4月5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提出,要建立一个无

核武器世界这是对布什政府核战略的重大调整。无核武器世界战略主要是美国基于自

身的安全利益考虑而提出的,客观上有利于维护核不扩散机制,维护世界的安全稳定,但

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目标的主要障碍。

关键词:美国外交与军事 军控政策 无核世界 奥巴马

冷战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面临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

其是核武器扩散所带来的潜在的和现实的威胁。因此,防扩散,尤其是防核扩散,就

成为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方式。九

一一事件后,防扩散更是成为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布什政府

采取的一系列防扩散措施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争议,如拒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

条约(ComprehensiveTestBanTreaty,CTBT)、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布置

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拨款进行新的核技术试验等。与布什政府不同,奥巴马总统强调

用“巧实力暠来实现美国核不扩散和外交政策目标。2009年4月5日,奥巴马总统在

捷克首都布拉格发表演讲,表示不仅要实施核裁军,而且把根除世界上所有核武器作

为美国核政策的一个中心目标。这是对布什政府核战略的重大调整,标志着美国防

核扩散战略的重大转变,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暋奥巴马无核世界战略的内容及其特点

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无核世界战略强调,国际安全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美国的

目标是实现没有核武器的和平的和安全的世界。他在布拉格演讲中提出,“冷战虽然



结束,但核武器并没有消失,发生全球核战争的危险已经大大降低,但发生核袭击的

风险却大大增加。更多的国家获得了核武器。试验在继续。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已经

扩散,恐怖主义分子决心制造、购买或偷窃暠核武器。栙这是对美国和世界和平与安全

的最大威胁。

奥巴马称,作为自由的象征和世界历史上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美国有“道

德上的责任暠实行核裁军并发挥领导作用。为实现无核世界目标,美国将采取许多具

体措施。第一,“减少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暠并呼吁其他核大国仿效。为

此,美国将削减“核弹头和储存的核武器暠,年内与俄罗斯完成“具有法律效力暠的《第

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ArmsReductionTreaty,STARTII)的谈判,

大幅削减美俄核武器,作为进一步削减核武器的新起点。第二,积极推动美国国会批

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奥巴马说,“作为总统,我将把建立两党一致以批准《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作为我的优先任务暠并“尽可能快地使它生效暠。第三,强化《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NuclearNon灢ProliferationTreaty),包括加强国际核查、强化对违反条约

国家的制裁,敦促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开始裁军和平利用核能。第四,寻求达成一

个可核查的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的国际新条约(FissileMaterialCut灢offTreaty,

FMCT)。奥巴马说,为达成这样的条约,防止核材料走私以免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

手里,他“将发动一个全球谈判暠;第五,建立一个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新机制,包括建

立一个国际燃料银行和其他建设性倡议,使所有国家都能享受核能带来的便利,同时

避免核武器和核技术的扩散,确保“在4年内实现全球核材料的安全暠。栚

与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在防核扩散上表现出如下特点:

1.对待所谓的“邪恶轴心暠国家更多强调外交手段。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奉行先

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方针,在缺乏可靠情报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实施了军事打击。对伊

朗,美国也不断发出战争威胁。在这方面,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不同于布什政府的立

场。对于伊朗,他提出,“应该采取强硬的制裁和大胆的、有道德原则和直接的高层外

交,而且没有任何前提条件暠。栛就任总统后,他多次表示要与伊朗对话,宣布加入关

于伊朗核问题的六国谈判并向伊朗发出邀请。栜在2009年4月6日卡内基国际和平

基金会召开的核不扩散会议上,奥巴马发表演讲,保证将用美国所有的政治、外交、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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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和道德资源努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目标。栙美国代理国务詹姆斯·B.斯坦伯格

(JamesB.Steinberg)在这次会议上也声称“解决北朝鲜和伊朗核武器问题,外交手

段必须发挥中心作用暠。栚

2.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更多强调多边或双边外交磋商。布什政府时期,美国

在核战略和核武器问题上奉行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政策,追求攻防兼备的绝对优势

和绝对安全,拒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附加议定书,单方面退

出反导条约,研究小型的、可投入实用的核弹头。奥巴马政府决心改变这一不得人心

的做法。在2008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奥巴马说,“为加强我们的安全和符合

我们承担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我们将与俄罗斯一道解除冷战时期的许多核

武器处于能迅速发射的状态,扩大包括基本的监督和验证要求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的关键条款暠。栛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则表示,奥巴马政府准备采取不同于其前任

政府的做法,将重新支持进行削减裂变物质条约谈判。对于恢复削减裂变物质条约

谈判而言,放弃前政府的立场是基本的,在这方面,现政府与前政府之间的不同是哲

学上的。栜

3.强调采取主动的行动。在全面禁止核试验和削减战略核武器方面,美国向来

不愿采取主动行动。与此不同,奥巴马政府表现得积极主动。奥巴马表示,为使国会

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政府将努力消除参议员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诸如核

查这样的技术问题的忧虑;为达成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FMCT),美国将与其他国

家合作,消除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阻碍开始谈判的障碍。栞为消除认为美国在核裁军上

是自私自利的观点,美国将把制造核武器的基础设施纳入审查(包括位于洛斯阿拉摩

斯国家核实验室的价值30亿美元的钚处理设施和价值40亿美元的铀处理设施),只

保持与核态势审查相适应的制造核武器的基础设施。为使各项行动顺利推行,奥巴

马任用具有广泛的军备控制知识并赞成核裁军的人士担任政府官员。例如,一直努

力推动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希拉里·克林顿被任命为国务卿,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负

责不扩散和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和能源部负责国防核不扩散事务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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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长的罗斯·高特莫勒(RoseGottemoeller)担任不扩散谈判首席代表的助理国务

卿。负责防务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米谢勒·佛洛诺伊(MicheleFlournoy)主张召开

全球峰会以根除核武器,五角大楼首席武器采购官埃斯顿·卡特(AshtonB.Cart灢
er)是哈佛教授和军备控制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经常批评过去的防务政策。栙可以预

见,在这些主张核裁军官员的推动下,美国未来在防核扩散方面可能会采取实质性的

行动。

二暋无核世界战略提出的背景

奥巴马提出无核世界构想具有深刻而复杂的现实、国际和国内背景。

(一)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严峻形势。冷战结束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

其是核武器扩散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但作为国际防扩散最重要基础的国

际核不扩散机制在过去十年却面临严峻形势,主要表现为出现核恐怖主义、新的核国

家和地区冲突、核国家之间的核竞赛等。栚这种形势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首先,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促进了核扩散。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加强了核武

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200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不仅规定要对能够经受非核

攻击的军事目标进行核打击、对核武器、生化武器攻击进行报复性核还击,而且要所

谓的“流氓国家暠及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努力进行核打击。栛这实际上降低了美

国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增加了核战争风险并可能引发其他核武器国家升级自己的核

武器。将“先发制人暠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并付诸实施,以武力推翻实际没有核计划的

伊拉克政府,美国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国际军控机制,其结果之一是刺激朝鲜、伊朗等

国家更加坚定地发展核武器。两国先后在2003年和2005年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朝鲜于2006年爆炸核装置,2009年再次进行核试验,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扩散。

另一方面,布什政府把防务置于优先地位,拒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拒绝2000
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经过艰苦的谈判达成的13点核裁军协议。栜同时,

布什政府还加快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单方面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并

准备开发能在战场上投入使用的新型、小型核武器,这可能促使美国进行新的核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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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自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来就没有进行过

核试验,其他国家自1998年印、巴核试验以来也没有进行过核试验。一旦美国进行

新的核试验,就会引发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这可能导致被认为是不扩散机制一根

支柱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崩溃。

其次,新的核国家的出现及其核竞赛严重威胁到整个国际不扩散机制。1998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爆炸核装置,并竞相发展核武器,印、巴之间的“核战争的危

险是真正的暠,如果不采取措施……控制亚洲新出现的核军备竞赛,这种竞赛会扩大

到亚洲之外。栙但在进行核试验后,国际社会接受印、巴为核国家的可能性日益增加。

如果印度获得核武器国家地位,原来的核国家又没有遵守其裁军义务,则日本、巴西、

南非和其他主要非核武器国家很可能将重新考虑他们当初计划的核选择。这可能导

致整个核不扩散机制全面崩溃。

第三,众多国家发展核能使核扩散具有潜在风险。由于能源短缺和核能不可替

代的优势,各国竞相发展核能。据估计,到2050年,对核能的需求将达到1.4万亿瓦

特,其中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虽然每个国家都宣称浓缩铀和钚再处理的

设施仅仅是民用,但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可能成为有能力生产核武器的潜在国家。

第四,核恐怖活动也加剧了核扩散的风险。恐怖分子从全世界40多个储存核材

料的国家偷窃能直接用于核武器的高浓缩铀或钚的风险大大增加。各国对核能需求

的扩大伴随着核武器生产技术的扩散,无论是传统国家行为者还是非国家行为者如

恐怖主义组织都可能掌握这些技术,核恐怖主义正成为最严重的威胁。对此,美国国

会研究致命武器扩散委员会(studytheproliferationoftheworld狆smostlethal

weapons)警告说,恐怖分子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造成的威胁“正在增加,而

不是减小暠,如果“不采取紧急的预防性行动,恐怖主义分子很可能在未来五年内使用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或放射性武器———对世界的某个

地方发动袭击暠。栚同时核走私活动也越来越猖獗,巴基斯坦原子弹之父阿卜杜勒·

卡迪尔·汗(A.Q.Khan)通过黑市出售核技术就是突出的例子。这表明,某些国家

或非国家行为体仅仅通过走私活动就能获得核能力。

(二)世界范围内要求废除核武器的运动重新兴起。

联合国在成立之初确定了消除核武器作的目标。但在冷战时代,无核武器世界

的设想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现实性。消除核武器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冷战后,尤其是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消除核武器运动重新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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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国家政要支持无核世界目标。2007年1月,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和基

辛格、前国防部长佩里、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纳恩四位级别较高的政要联名在

《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呼吁各国努力减小对核武器的依赖,阻止核武器扩散到潜在

危险分子手中,从根本上消除核武器对世界的威胁。2008年1月,上述四人再度为

《华尔街日报》撰文,呼吁美俄尽快达成进一步削减核武器的协议,加强核不扩散机制

建设,最终实现无核世界的目标。基辛格等人的呼吁首先在美国国内引起了热烈响

应。到2008年,曾在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布什、克林顿和小布

什等届政府任职过的前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中,超过2/3的人都支

持实现无核世界的建议。栙其他各国政要也积极回应。2007年5月,前苏联总统戈尔

巴乔夫发文,支持立即采取行动实现无核世界。2008年9月,俄罗斯总理普京说:

“为什么我们要一直使世界处于某种核灾难的忧虑之中呢? ……我们相信我们将会

关闭这个潘多拉盒子。暠栚英国国防部和外交部的四位前部长也呼吁各国实行核裁

军。2009年初,英国首相布朗加入这一行列,呼吁“加速实现核国家的裁军,防止核

武器扩散到新国家并最终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暠,英国还提出了创造废除核武

器必需环境的六项建议;栛印度总理辛格也呼吁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栜澳大利亚

总理陆克文、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挪威外交部长约纳斯·加尔·斯特勒和荷兰外长马

克西姆·费尔哈根(MaximeVerhagen)都公开呼吁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这些政要的

呼吁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核武器国家的核政治选择。

其他非核武器国家,尤其是非核武器国家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或国家联盟,

要求核武器国家,特别是美俄两个核武器国家实行核裁军的呼吁和压力也越来越大。

为迫使核国家、尤其是美俄接受他们的建议,无核国家中的一些国家不仅仅单独呼

吁,而且结成联盟,在联合国内外共同行动。1998年,8个致力于核裁军的专业国际

非政府组织组成中等国家倡议,致力于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削减并最终消除核武器计

划。该组织通过向各国首都派出正式代表、组织在联合国的战略磋商和公布大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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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文件来说服和鼓励各国领导人,尤其是核国家领导人尽快采取实际有效的步骤削

减核武器、进行谈判并最终销毁核武器;栙2005年7月26日,挪威、澳大利亚、智利、

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南非和英国7国共同发表挪威倡议,呼吁进行核裁军并在核

裁军和不扩散上加强国际合作。栚在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上,南非、瑞典、新西兰、巴

西、埃及、爱尔兰、墨西哥等国结成新议程联盟,在他们的推动下,联合国通过了题为

“朝向无核武器世界:加速实施核裁军暠的决议,重申核裁军和核不扩散是两个互相促

进的过程,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彻底消除其核武器库。栛

如果美国希望防止核扩散,它就不能对这些国家或国家联盟的要求无动于衷,否

则,这些国家就会抵制确保其民用核工厂不被用于军事目的的要求,可能拒绝接受对

他们获得核技术所进行的限制。最终,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会陷于崩溃。正如罗伯

特·卡根所言,“美国既不能显得只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也不能根据自己的国家利

益是最要紧的原则来行事暠。栜福山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美国必须做出正面反应,他

认为,“如果其他人相信美国是合法的,他们将追随美国的领导;如果他们不这样认

为,他们将抵制、抱怨、阻碍美国的领导,或者积极反对美国的行为暠。栞因此,首先实

施核裁军是美国继续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必须支出的政治成本。

国际组织是推动无核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2008年10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

文明确提出核裁军的目标和五点具体建议。栟同年12月,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

的代表索拉纳在欧洲议会上提出核裁军和不扩散建议。栠非政府国际组织是推动实

现无核武器世界的主力军。2003年12月,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委员会成立

后,极力呼吁减少来自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的危险。2006年5月,该委员会向

潘基文提交了研究报告《恐怖武器:让全世界摆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呼吁国际社会

重新回到国际防扩散和全面禁止核试验上来,国家领导人要拿出政治意志,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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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并提出了实现无核世界的30条建议。栙 由于该委员

会由知名外交官或高级军官组成,其报告不仅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引起了各国重视。

随着消除核武器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些新的以消除核武器为目标的国际组织成

立并积极投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运动中。2007年,废除核武器国际运动(ICAN)

成立,其目标是重新唤醒国际社会对日益增加的核威胁的关心并动员国际社会支持

实现无核世界。栚2008年12月,来自世界各地的100个政治家、军事家和商业巨子在

巴黎成立全球零核组织(GlobalZero),要求废除所有核武器。该组织准备在2010年

召开全球零核峰会。有85个国家签署了全球零核宣言。据该组织最近公布的民意

测验数据表明,全球绝对多数民众支持达成消除核武器协议。栛核时代和平基金会

(NuclearAgePeaceFoundation)要求美国在实现无核世界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2009年3月11日,该基金会联合100多个组织并征集超过7万人签名,要求奥巴马

政府发挥领导作用,实现无核世界,解除核武器的高度警戒状态,宣布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不研制新的核武器,永远禁止核试验,控制核材料,以及召开核武器会议等。栜

美国要继续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不能忽视这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世界性消除核

武器运动。

(三)从理论上讲,实现无核武器是可能的。自从核武器出现以来,理论界就在探

索消除核武器的可能性。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

特别助理的卡尔·凯森,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主任、曾任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主任

助理的乔治·拉斯詹斯,以及已故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等人认为,如果说

核武器的唯一作用在于阻止别的国家使用核武器,那么在苏联解体和共产主义政权

崩溃后,世界不太可能重新出现一个或几个像在冷战时期对西方构成重大的意识形

态和安全威胁的军事独裁政权,巨大的冲突已经结束。除了核威胁外,西方几乎没有

任何军事威胁。同时,共同安全的概念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结构日益被普遍接受。

因此,如果有一个稳定、持久的、全球性地消除所有核武器的途径,则保留核武器的任

何可能的理由就不存在了。栞而且,历史证明,核武器既不能阻止常规战争,核威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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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无效,对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国际和平研究副主席乔治·伯科维奇

(GeorgePerkovich)说“如果威慑在未来是可信赖的,则我们就不必担心扩散。而事

实上,我们如此担心扩散。暠栙少数国家拥有核武器而禁止其他所有国家取得核武器

的状况不可能无限期维持下去,世界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地处于少数国家的控制之

下。如果建立严格的核查体系,严密监控所有军用核材料的生产,核国家保证拆除所

有用于生产核武器的设施并在彼此间建立高度信任措施以确保不匿藏核武器或不建

立用于制造核武器材料的秘密仓库,栚则实现无核世界是可行的。

三暋无核世界战略面临的挑战

从国际和美国国内政治现实看,奥巴马的无核世界战略无核世界目标面临一系

列挑战。

首先,俄罗斯把实行核裁军与美国计划在东欧布置的导弹防御系统相联系,而印

度拒不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准备进行新的核试验。冷战后,俄罗斯在安全战

略上对核武器的依赖加强。据估计,俄罗斯目前的战术核弹头高达8000枚,栛其目

的是以战术核武器的巨大数量优势抵消美国在常规武器上(尤其是导弹防御、运载系

统)的巨大技术优势。栜因此,俄罗斯明确把导弹防御系统与核裁军联系起来。俄总

统梅德韦杰夫2009年3月31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美国政府在东欧布置全球

导弹防御系统、推动北约东扩和拒绝批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损害了俄发展与美

国关系的兴趣,如果实施,俄不可避免的会做出自己的反应暠。他警告说,“希望实现

单方面的绝对安全是危险的幻想暠。栞5月12日,俄总理普京则明确表示导弹防御系

统是对俄国家安全的威胁。栟因而,美国政府对布置导弹防御系统的立场就变得非常

关键。对此,奥巴马虽然批评布什政府夸大了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并出于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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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匆忙布置,栙但他并没有表示放弃布置,而克林顿国务卿和军备控制首席谈判代表

助理国务卿罗斯·高特莫勒则坚持应该布置。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罗斯·高特莫

勒说“我们应坚持过去的安排暠。栚在4月7日召开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不扩

散会议上,她表示,美国不允许俄罗斯把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与反导系统联系在一

起。显然,美俄在美国在东欧布置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只要俄罗斯认

为美国在中欧布置导弹防御系统威胁了其国家安全,那么美俄达成把双方战略核武

器削减到1500枚以下的协议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完全消除核武器了。

其次,印度是奥巴马政府推行新的不扩散战略必须面对的最重大挑战之一。印

度一直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歧视性的把各国分成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为借

口拒不签署,并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在1998年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悍然进行多次

核试验,严重冲击了国际不扩散体制。更重要的是,在奥巴马讲话4个月后,协调印

度核武器计划的前高级官员桑瑟兰姆(KSanthanam)公开声明,“从国家安全的角度

看,1998年的核试验是不充分的,没有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进行更

多的核试验。暠栛一旦印度进行新的核试验,则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是必然的。果真

如此,不仅南亚会出现新的动荡和不稳定,而且会波及临近的中东、中亚和东亚及其

他地区。其后果不是迈向无核世界,而是奔向新的核竞赛。

第三,伊朗、朝鲜等国的不妥协态度也极大地挑战奥巴马无核世界的设想。虽然

奥巴马上台后,多次表示要与伊朗对话,与伊斯兰世界永不交战并构建伙伴关系。但

伊朗政府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软化。伊朗总统内贾德强调伊朗“是现实主义

者暠,不会向压力低头,不会放弃浓缩铀项目。这表明,无论美国怎样做,根据现实主

义原则,伊朗都不一定会放弃自己的核计划。果真如此,中东国家很可能群起效尤,

其发展趋势离无核世界的目标将更远而不是更近。

朝鲜在核问题上的态度更加激进。2009年4月13日,在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

其火箭发射9小时后,朝鲜谴责并拒绝安理会的决议,驱逐国际核查人员,退出六方

会谈及其以前达成的所有协议,威胁加强其“防御目的的核威慑暠,决定恢复核工厂运

转和再处理核燃料棒。如果安理会不就其侵犯朝鲜主权的行为进行道歉,它就准备

重启核计划。与伊朗相比,核武器对于朝鲜具有更重要意义:可以威慑美国,赚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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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维持政权,巩固现任领导人的地位。因此,要朝鲜放弃核计划殊非易事,无论朝鲜

未来是否重返会谈。这不能不使奥巴马无核世界战略蒙上阴影。

第四,美国在国际政治中以意识形态划线,组织政治、军事同盟也使奥巴马无法

统一战线实施其无核世界战略。美国向来有以意识形态划线和组织政治集团的传

统。冷战后,为维持对对手或潜在对手的政治、军事和技术优势,美国不仅继续维持

并扩大冷战时期的政治、军事同盟,而且还不断组建各种新同盟,不断强化西方内部

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美国常常以人道主义灾难或防扩散等为借口,肆意干涉别

国内政,甚至以不可靠的情报为基础对主权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本

来是最强大的国家,再加上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组织集团政治,这使力量本

来就不及美国而被看作敌人或潜在敌国的国家更担心自己的安全。他们很难相信美

国不会以意识形态、人权等为幌子对自己进行打击,当然不愿放弃核武器或核武器开

发计划。不光被看作敌人或对手的国家因担心自己的安全而采取与无核武器世界目

标相悖的立场,即使被认为是非盟国的国家同样存在忧虑。海湾战争结束后,印度陆

军参谋长曾经评论说,这场战争的教训是“没有核武器就不要与美国打仗暠。栙这很可

能是印度发展核武器的最重要动因之一。美国实行集团政治的另一结果是西方盟国

不希望美国消除核武器。无论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西方联盟中的绝大部分国

家都靠美国提供核保护伞。一旦美国大幅度削减核弹,盟国会怀疑美国提供的核保

护伞是否还能保护他们的国家安全。例如,当美国的盟国在1986年得知里根同意戈

尔巴乔夫提出的无核设想时,他们非常震惊并坚决反对。如果美国不顾盟国的反对

继续削减核武器,就可能导致有的盟国自己开发核武器,这反而会加剧核扩散。

第五,美国政府在核扩散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与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

紧密相关的是战后美国在防扩散问题上一直实行双重标准。小布什政府时期,在处

理不扩散上,美国把各国分为“好国家暠(goodguys)和“坏国家暠(badguys),奖励朋

友而阻止对手获得核技术。据此,小布什政府批准了与印度的民用核合作协议,还在

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与阿联酋签署了民用核合作协议。

奥巴马并没有放弃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他支持与印度的民用核

合作,同意免除印度履行核不扩散条约的义务,以培育更加稳固的印美战略伙伴关

系。栚美国的歧视性做法不得不让人们反思在美国的安全战略中,防扩散与防威胁究

竟熟轻熟重,其他国家又会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并使其他非核国家思考继续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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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不扩散机制内有什么好处。这从根本上说不利于无核世界目标的实现。

第六,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相当强大的反对力量。新保守派认为,21世纪的国际

政治中心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力量和以中俄为首的独裁政权间的斗争。威廉·克里

斯托尔、罗伯特·卡根等新保守派代表人物不久前提出了“外交政策倡议暠,宣称美国

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正在崛起的和重获新生的大国暠———中国和俄罗斯,说“战线过长

不是问题,收缩不是解决办法暠,美国必须向“民主盟友提供强大支持暠。栙这一原则的

逻辑结果必然是反对削减核武器。前政府官员和奥巴马政府的某些重要官员也反对

无核战略。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和能源部长在2004年给国会的一份报告宣称,“流

氓国家的扩散……与美国的核计划没有什么关系暠,“朝鲜和伊朗明显寻求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以适应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安全需要暠。栚布什政府负责军备控制的前助理国

务卿斯蒂芬·拉德梅克(StephenRademaker)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主要是权力和声

望驱使这两个国家发展核武器。栛前国防部长布朗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杜奇

(JohnDeutch)认为,美国发表将来消除核武器的宣言不会对希望获得核武器的国家

产生直接影响,断言“消除所有的核武器即使是一个令人渴望的目标,其结果只会产

生反作用暠。栜不仅前政府官员反对,奥巴马政府的某些重要官员也反对。如国防部

长盖茨在2009年6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主张恢复备受争议的实现整个战略

核弹头现代化的计划,这一提议获得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栞作为在不扩散

事务上具有重大发言权的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他们的立场和看法必然直接影响奥巴

马政府的政策走向。同时国会也反对奥巴马的无和战略。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凯尔

(JohnKyl)声称,“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我们的朋友和盟国的安全———将不允许

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朝无核方向发展暠。栟6月,美国国会一个两党委员会通过决议,

认为核威慑对于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的防务是最基本的,并建议采取紧急措施,保持

核威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栠奥巴马不能不顾国会的意见而执意推行自己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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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些学者也认为,美国的核武器政策与伊朗或朝鲜决定发展核武器或放弃核武

器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因为这些国家在美国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器规模和没有采取措

施实现其核武器现代化的同一时期大力发展核武器。栙很明显,上述因素无论是在战

略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奥巴马无核战略形成巨大挑战。这不能不影响奥巴马实现无

核世界的目标。

第七,美国实行核裁军的意图并不单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国际和平研

究副主席乔治·伯科维奇说,废核有利于防止扩散和核恐怖主义,降低核灾难的威

胁,恢复世界各国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乐观看法。栚美国实行核裁军固然有上述考虑,

但更多的还是权力政治。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强大的常规力量,这能

保证美国在无核世界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即使只实现部分核裁军,美国也能利用

新条约阻止其他非核武器国家获得核武器,最重要的是“阻碍中、俄在新的设计基础

上布置核武器并将在本质上排斥他们在某些方面的领先地位暠,而美国所掌握的技术

已经不需要核试验就能“确保我们的威慑力量是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暠,使美国能

“维持一个建立在强大的、动态的和科学基础上的核武器储存计划,并能对未来在技

术上或战略上可能出现的变化做出反应暠。栛显然,美国的核裁军计划有强烈的确保

美国的优势地位的考虑。这必然使有关国家对弃核持保留立场。

虽然奥巴马说美国将寻求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和平安全的世界,但无核就能保证

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吗? 各国的不安全感源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即各国政府之上

没有任何更高权威能把行为标准强加给它们,从而保证各国不会因为相互猜疑和恐

惧而彼此攻击,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无核世界根本没有改变国际社会无政府状

态这一事实。传统上,各国依靠均势或集体安全来维持和平与安全。由于在安全困

境下军备的逻辑是无法反驳的,一个国家使用很多手段加强自己安全的同时降低了

其他国家的安全(感)。栜换句话说,如果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另外一些国家没有,

则安全的分配将不均等。在缺乏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在长期内将

难于抵制发展核武器的诱惑。栞因此,只要存在安全困境,各国“最终关心的不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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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是安全暠。栙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有关国家就会被迫开发、储存并且可能使用新

式武器。果真如此,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常规军备竞赛,失去了核威慑的常规军备竞

赛的后果更难于控制,而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常规武器也具有难于想象的巨大破坏力。

因此,如不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安全这一公共物品的稀缺问题,无核世界很难实

现。

最后,奥巴马所宣称的具体操作措施,例如建立起国际核燃料银行,能否实施还

是很大的未知数。美国一直推崇建立国际核燃料银行,以防止核武器扩散。但该计

划能否成功面临众多疑问。首先,在政治敏感的中东地区,伊朗拒绝接受国际社会停

止铀浓缩活动的要求,如果伊朗拒不加入国际核燃料银行,美国如何能说服其他国家

加入。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必将竞起效尤,即使其他国家都能接受美国的要求,伊

朗也在美国防止核扩散的大堤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其次,由于世界能源短缺越来越严

重和贫困国家难于应对高攀的油价,它们把目光都转向核电,据估计,全世界核能容

量到2030年将翻一番,其中近一半的在建核电厂位于发展中国家。问题是,众多发

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必需的设施和技术来实施核浓缩控制,也没有运用核能方面的经

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际核燃料银行建立起来,也不能防止核扩散或核泄漏。再

次,五个核国家是否加入国际核燃料银行也直接影响到扩散的结果。本来有些具有

核能力的国家就反对自己的能源供应取决于外国政府,希望自己生成和回收核燃料,

如埃及和土耳其都反对一项旨在延迟该地区核浓缩和回收活动的议案。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五个公认的核武器国家继续控制着自己的核燃料循环方案,新兴核国家和非

核武器国家就更不愿接受国际监管。最后,建立完全接受国际监管的燃料银行意味

着有效的核查,而进行有效核查的前提是前所未有的透明和介入。很明显,在目前的

政治现实下,除欧盟外,绝大部分国家或地区可能很难接受限制主权的前所未有的透

明和核查。

四暋结暋暋论

奥巴马无核武器世界战略实质上是一项在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先进常

规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为防止出现进一步扩散和加强

美国国家安全而提出的倡议。奥巴马提出这一倡议的时机及在该倡议中提出的实现

无核武器世界目标的方式,固然受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致力于推动世界无核化的组

织和个人的影响,但它主要是根据美国自身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带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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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来确定的,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

无核武器世界倡议的提出,客观上有利于加强和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自

核武器诞生以来,其巨大威力和毁灭性效果使世界许多国家都力争拥有,结果核武器

越来越多,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冷战的终结和两

大阵营对峙的消失第一次使消除核武器有了现实可能。因此,奥巴马的无核武器世

界战略适应并反映了世界绝大多数人要求和平与稳定的愿望。

无核武器世界战略有利于维护国际不扩散机制,尤其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应

该承认,国际不扩散机制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冷战结束以

来,一些国家以各种理由为借口,积极发展核武器,不仅造成了地区军备竞赛,引发了

地区动荡,而且从长远看,也非常可能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和不稳定。国际安

全与不扩散机制都面临严峻挑战。无核武器世界战略不仅主张两个核大国首先裁减

核武器,而且宣布将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这有助于世界各国、尤其

是无核武器国家树立对国际不扩散机制的信心,从而有利于国际不扩散机制的维护。

当然,无核武器世界战略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它固然有防止核扩散和维护世

界和平与安全的考虑,但更多的还是权力政治的衡量。美国政府的设想是,在无核武

器世界中,依靠其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技术,美国不必冒核大战的风险就能更安全

地发挥“帝国暠的领导作用;另外,无核武器世界战略并没有打算消除核武器国家和非

核武器国家之间的歧视性规定。这些可能成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战略目标的主要障

碍。由此观之,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目标可谓困难重重。不过我们不必对此感到悲观

失望,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人类不断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历史。人类有充分

的智慧解决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只要世界各国、尤其是

全球和地区大国有充分的政治意愿,把理想主义目标与现实主义的方法结合起来,消

除强权政治、真正消除各国的安全担忧,是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

刘子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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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常规武器转让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1947~1992)栙

张清敏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常规武器的转让是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它是在

战后初期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其完整的决策程序和指导原则在20
世纪70年代形成。其后,美国各届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卡特政府自我克制,有效限

制了美国的对外武器转让;里根政府扩充军备,增加了对外军售;布什政府在国际局势转

变过程中推行限制和鼓励这一看似矛盾的政策。美国武器转让政策的演变体现的是一

种战略和政治支持。对外军援或军售对象的变化,反映了美国对外战略重点的转移和变

化。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 外交政策 军售 武器扩散

由于核武器巨大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大国的核政策,尤其是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

赛一直是冷战期间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正是因为其巨大的杀伤力,核武器

出现后仅仅使用了两次,随后就再也没有(敢)使用过。相反,倒是那些被认为杀伤力

小而不被重视的常规武器却成为导致战争或经常在战争中使用的武器,造成了大量

的伤亡,最终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暠。

本文拟对美国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进行一些探索,以期对美国对外军售政策的

形成、变化及其如何服务于美国冷战期间的遏制战略等问题做出解释。

一暋政策的形成:从援助到军售

对外出售武器在美国由来已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曾因向欧洲国家出

栙 本文是王缉思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暠(项目批准号:06JZD0013)的
阶段性成果。



口武器而大发战争之财。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孤立主义盛行美国的背景下,美国国

会参议院曾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军火制造和销售情况,

指出美国是被大银行家和大军火商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国会据此通过《中

立法》,栙禁止向交战国输出军火武器。1939年,美国国会对《中立法》进行了修改,提

出在“现款自运暠的基础上允许美国向英国等美国的友好国家出售武器,但随着深陷

战争的英国“现款购货暠和“运输自理暠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美国国会于1941年3月

通过《增强美国防务法》(又称《租借法》),确立总统有权向“对于美国防务至关重要暠

且能“给美国带来好处暠的国家“出售、交换、租借或转让任何军需品暠。栚根据这一法

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向盟国提供了500多亿美元的援助,用以购买武器装

备和其他战略物资。栛

冷战期间美国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服务于美国遏制战略,随着冷战的开始而开

始。为了“防御共产主义威胁暠,避免希腊和土耳其倒向苏联,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

门向国会提出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要求。美国国会在1947年通过了《希腊和土耳

其援助法》(公法75~80)。为了帮助欧洲复兴,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

开始了被称为“马歇尔计划暠的援欧项目。北大西洋公约成立后,美国国会于1949年

通过了涉及范围更广泛的《共同防御援助法》(MutualDefenseAssistanceAct,公法

81~329),确立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暠的军事援助和军事销售政策,与经济上的

马歇尔计划构成美国对欧洲政策的两个轮子。此外,该法还正式确立了扩大美国向

菲律宾、希腊、土耳其和台湾当局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

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共同安全法》(MutualSecurityAct,公法81~165)取代

《共同防御援助法》,将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合为一体,由“共同安全署暠取代原来的

“经济合作署暠来实施对外援助。鉴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聚起来的庞大军

事装备和物资,以及冷战的爆发,该法确立美国对外援助的重点从经济援助转向以军

援为主,主要手段以赠与性军事援助为主,即通过向盟友赠与军事设备、服务、训练和

管理方面的援助来支持盟国;主要方式以军事援助项目(MilitaryAssistancePro灢

gram,MAP)为主,还包括军事援助服务基金(MilitaryAssistanceServiceFund,

MASF),国际军事和教育训练项目(InternationalMilitaryEducationandTraining,

IMET)等;接受援助的对象以北约内的美国盟国为主,也包括其他被认为受到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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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威胁的国家;目的主要是帮助美国在西欧的盟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

并有效抵御共产主义的威胁。从1953年年初这个法律开始执行到1961年终止,美

国向外提供的援助达521亿美元,其中亚洲得到247亿美元,欧洲得到193亿美元,

拉丁美洲和非洲分别为44亿美元和17亿美元。栙

随着冷战和美国“遏制暠战略从欧洲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对外军事和经济

援助也随即扩大到其他地区。1950年代,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印度支那战争的

介入,以及埃及于1950年代中期转向苏联,使美国对外军事援助向亚太和中东地区

扩大,援助对象不再仅仅是美国的盟友,而逐步扩大到其他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具有重

要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成为美国对外军事援助的主要对象。从1950到

1965年得到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法国、西德、意大利、土耳其、韩国和

台湾。栚

1960年代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开始转变。一方面,随着欧洲和日本等从战争的创

伤中恢复过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超强地位开始面临挑战,美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

差,美元信用严重受损。1960年10月发生了第一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美元危

机暠风潮,美国对外的大量援助政策开始难以支撑。另一方面,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囤积起来的大量武器和战略物资库存经过战后一段时间的对外援助逐步减

少。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外安全援助逐步从赠于军事援助项目(MAP)转变到对外

武器销售(ForeignMilitarySales,FMS)。1961年,肯尼迪政府全面调整对外援助

政策。在强调对外援助的同时,开始把对外军售作为对外援助的主要补充,其标志是

国会1961年通过的《外援法》(ForeignAssistanceAct,公法87~185)。美国政府根

据该法成立了美国政府国际发展署(Agencyof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ID),

次年又在国防部设立了国际后勤谈判(InternationalLogisticNegotiation,ILD)办公

室具体负责政策的落实。美国政府一方面鼓励美国军火生产商向国外推销武器,另

一方面刺激外国政府从美国购买武器。随后,除了1966年开始对南越当局,以及东

南亚支持或参与越南战争的国家或地区的军事援助服务基金仍然属于赠与性援助

外,美国越来越多地运用对外军事销售的方法来支持主要军事盟国。比如,在1950
年代前半期,美国对外军品销售额每年平均只有2亿美元,到1950年代后期和1960
年代初期增加到每年7亿美元,仅政策调整后的1962年,军品销售额就飞跃性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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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高达14亿美元。栙此后,美国对外安全援助不断减少,对外军售不断增加,性能也

不断提高,对外援助和对外军售的比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比如,在1961财政年度

美国对外军事援助是对外武器销售的两倍,但到了1966年对外武器销售的数量已经

成为除了南越以外国家和地区获得军事援助的两倍。栚

1960年代后期,美国对外军售政策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首先

是1968年国会对1961年的《外援法》进行修订,专门通过了《对外军售法》(Foreign
MilitarySalesAct,公法90~629),确立了对外军售的法律依据和程序,强调政府在

做出对外武器销售的决定时要注重外交政策方面的考虑,并且规定禁止向侵犯人权

和阻止社会进步的政府出售武器,栛形成了包括军事援助项目(MAP),军事援助服务

基金(MASF),国际军事和教育训练项目(IMET),对外武器销售(FMS)和对外商业

销售(commercialsales)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对外支持方式。

越南战争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转变的分水岭,也导致了美国对外军售政策的转

变。越南战争不仅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军事战略竞争中力不从心,也使美国在与日本

和欧洲的经济竞争中的优势遭到削弱。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提出了后来被称为

“尼克松主义暠的对外政策,表示美国在承诺“恪守条约义务暠的同时,向美国在亚洲的

盟友提出,“在军事防务方面,除非面临拥有核武器大国的威胁,美国要鼓励而且有权

利期待,这个问题将越来越多地由亚洲国家自己来处理,而且这样做的责任也由他们

自己来承担。暠栜

尼克松主义意味着美国前沿军事部署的收缩,对主要盟友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

减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承诺,而是根据美国国

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变换了对外承诺的方式,即在缩小直接军事承诺及无偿经

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越来越多地通过对外出售武器和转让武器生产技术来继续这

种承诺。这种政策有两个考虑,一是减少由于美国军队的收缩和援助的减少而在盟

友中产生的安全疑虑;二是希望通过对外出售美国最具有竞争优势的先进武器来改

变美国1960年代开始出现的在国际贸易中的逆差。该政策实施之后,美国对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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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数量大幅攀升,从1971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130亿美元。栙

美国扩大对外武器销售,导致国际上武器销售的大幅度增加,促使1970年代国

际军火贸易出现了“大繁荣暠。按照当时的美元价格计算,世界武器出口总额在1970
年为58.60亿美元,到1979年则增加到253.55亿美元,十年之间增加了4.3倍。栚国

际军火贸易的大幅度扩张,加强了国际上的军备竞赛,也刺激了地区内的局部战争和

武装冲突,其结果不仅影响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增加了美国介入更多军

事冲突的可能。1972年尼克松政府绕开相关审批手续答应伊朗政府提出的几乎所

有购买常规武器的要求,以及1973年的三笔对外军售大单,包括5月美国对科威特

和沙特阿拉伯出售的F-4和F-5E战斗机,6月放开对拉丁美洲出售先进武器的

限制和7月允许伊朗国王巴拉维(ShahMuhammadRezaPahlavi)为购买价值100
亿美元的武器对美国进行专访等,引起国会的强烈反弹。对外武器出售不再仅仅是

一个对外政策的手段,而是与越南战争一样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议题。美国国会重

申了所拥有的权力,1974年通过了对1975财政年度的《对外援助法》增加的纳尔逊

修正案(NelsonAmendment),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在对其他国家军售时必须遵循谨

慎的原则,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美国购买武器的一方确实面临着“现实的威胁暠,而

且还要求认真评估对地区裁军的影响及其他后果。该修正案还要求总统在批准对外

出售价值超过2500万美元的武器时,国会有审查的权利,国会两院还可以在20天内

通过共同决议案来阻止该项军售。

但是,《纳尔逊修正案》并没有限制行政部门对外军售。国会也不满足于对《对外

援助授权法》提出修正案,而是希望制定单独的法律,确立国会在美国对外军售政策

制定过程中更明确的权力,限定美国对外武器销售。国会最初拟订的法案对武器出

口限制内容非常宽泛,要求也特别具体,但是1976年该法案遭到了福特总统的否决,

因为福特总统认为该法案一旦通过,将会严重损害宪法赋予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

权力。国会随后对法案进行了修改,如减少了对外武器出口额的限制,减弱了国会的

监督权。1976年该法案最终获得通过。这份被称为《国际安全援助和武器出口控制

法》(InternationalSecurityAssistanceandArmsExportControlAct,公法94~

329,简称《军品出口控制法》)内容长达10章103款共113页,就对外军售的目标和

原则,对外军售的种类和概念,参与决策的部门的权力和义务,对外军售过程应该遵

循的程序等都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也确立了美国国会在对外军售决策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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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例如,该法要求超过2500万美元的对外武器出售必须通过政府军售方式,而

不能以商业销售的方式出售;把需要国会审议的对外军售数额限制缩小到700万美

元;并把国会审议对外军售的时间延长到30天。此外,该法案还要求美国总统每季

度向国会通报一次可能和计划对国外出口和转让的武器,以及美国在国外的军事援

助和顾问团情况。该法还限制参与对外军品转让人员的规模和人数,要求停止对侵

犯人权的政府的军事援助等。栙

美国对外军售政策是在美国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政策的基础上演变而形成的,

其形成有特定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因此具体的对外军售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定受国

内和国际特定环境的影响,在不同的政府任期内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

二暋卡特政府对外军售的有限限制

虽然国会已经通过国内立法限制美国对外军售,但是美国对外军售的规模并没

有消减,而是保持上升的趋势。对外军售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一个重要且广泛使

用的手段,每年出售的武器不仅数量上越来越多,而且更加先进,杀伤力更强,常规武

器的扩散威胁到世界各个地区的稳定,给世界和平所带来了威胁,引起美国国内,特

别是国会议员们的不满。

在1976~1977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具有强烈理想主义倾向的民主党候选人卡

特(JimmyCarter)批评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外交政策没有能体现道义的原则暠,宣

称美国需要的是道义的恢复和精神的再生,主张美国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美国外交政

策的灵魂。栚在国际关系中,卡特贬低实力政治,而把体现理想主义道义原则的人权

放在美国外交政策议事日程的前列,坚信“外交政策的标志应当是美德而不是实力,

美国外交的影响应该来源于其国家作为善良和公正社会的国际地位。暠栛 根据这种

外交理念,武器出口被认为是一种不道义的行为。卡特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发表的

一个竞选演讲中指出,“我对我们国家作为世界上第一武器出口大国感到担忧暠,“我

们不可能既是捍卫世界和平的领导者,又是世界上战争武器的首要供应者暠。栜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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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如果当选,限制对外武器出口将是其政府政策的优先议程。

卡特入主白宫之后,他在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严格限制暠美国武器生产

商对外武器销售是“必要的暠。栙卡特指示相关部门对美国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进行

一次全面的评估,包括所有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尔后确定美国对外武器出

口政策。

根据总统的指示,国务院于1977年5月19日以“第13号总统令(Presidential

Directive)暠的方式宣布了卡特政府的武器出口政策,强调美国将继续恪守其条约义

务,尊重美国的历史责任。这一指令确立了对除北约成员、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与美国有防御条约关系的国家外都适用的武器出口政策。栚这个旨在实现对外军售

自我克制的政策建立在两个认识上:第一,毫无限制的常规武器扩散,“威胁着世界每

一个地区的稳定暠;第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美国担负着“特别的责任暠,

采取措施率先削减对外武器出口。这份总统令指出,常规武器的对外销售应当被看

作是一种“特殊的外交手段,只有在对外武器转让很明显符合文明的外交政策目的时

才能运用暠;“除非特殊情况需要总统豁免暠,或总统“认为对美国友好的国家必须依赖

先进的武器才能保持地区平衡,抵消在数量或其他劣势暠,对北约,日本,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以外的所有国家的武器出售都必须克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设立对

外武器出口的最高限额,对没有经过总统豁免的武器销售总额不允许超过1977年的

水平;2.不允许将美国作战部队尚未部署的先进武器系统向外出售,不许首先向第三

世界国家出售“新发展的、先进的武器系统暠;3.不允许“仅仅为了出口暠而对先进的

武器系统有“重大改进暠;4.不允许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订有关重要武器、设备和主

要部件的联合生产协议;5.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驻外人员不再允许帮助美国的武器生

产商在国外推销他们的商品;6.在决定对外武器出口的时候,美国将尽力“促进和推

动接受国对人权的尊重暠。栛

在确立对外军售克制政策的同时,卡特政府也清楚地知道,在全球范围内减少常

规武器的贸易需要多边合作。首先是与另外一个武器出口大国、也是美国的竞争伙

伴苏联达成协议,就武器生产状况和战略平衡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暠,栜同时也需要尽

一切可能鼓励武器购买国家之间签署协议限制武器进口。卡特政府首先要求其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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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不要借美国在武器出口方面的自我克制而借机向一些国家出售美国不允许自己

出售的武器,并支持美苏之间达成关于限制常规武器出口的政策。美国的欧洲盟国

对美国的建议反应各不相同,但总体上是不冷不热。他们表示,能否支持美国的政

策,完全取决于美苏两个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

在卡特政府的推动下,美苏之间从1977年12月开始了“(限制)常规武器转让谈

判(ConventionalArmsTransfer,CAT)暠。但是,卡特的理想主义军控政策不仅与

当时的国际环境不符,而且与美国多年形成的扩军政策相矛盾,遭到美国军工联合体

的强烈批评。一些政府官员认为,在冷战的背景下,这样的政策太天真,不现实;也有

一些人担心,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会利用美国的克制,借机扩大和加强他们在国际军火

市场的份额和地位。栙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参与谈判的两个主要部门在谈判的目标

和策略方面存在分歧。美国军控与裁军署(ArmsControlandDisarmamentAgency,

ACDA)认为,谈判应该强调技术问题而淡化谈判的政治影响。他们认为,“考虑到不

同地区的区别,谈判的目标应该是在全球限制特定武器,而不是在不同的地区限制除

个别武器外的所有武器,暠主张谈判不应该关注谈判的外交政策影响,而是应该确定

一个限制或禁止出口的武器清单。栚国务院则认为,美苏之间谈判的政治含义要比技

术含义重要得多,双方所期待的是通过谈判更好地理解彼此在第三世界的目标,以便

协调和处理双方在这些地区的行动。从这个目标出发,最有效的策略应该是限制对

特定的地区出口特定的武器,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控制特定武器的出口。栛

卡特最终选择支持国务院的政策。美国在谈判中主张讨论对特定地区限定特定

武器的出口,苏联则主张确立一项指导武器出口的法律原则。在经过1977年11月

第一轮、1978年5月的第二轮,以及1978年7月的第三轮谈判后,双方就确立潜在

武器接受国的政治和法律标准,限定向特定地区出售武器的军事和技术标准,以及在

特定地区落实这些标准的计划等三个方面达成了框架协议。但在1978年12月的第

四轮谈判中,双方在向哪些地区限定武器出口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美国提议限定的

地区为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而苏联则提出把西亚和东亚包括在内。美国

不愿意将政局不稳的伊朗及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盟国韩国包括在内,更不乐见这个谈

判对美中关系正常化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坚持只限定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最终没有能够成协议,谈判最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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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政府限制美国对外常规武器出售的政策是美国历届政府所罕见的,其单边

克制政策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非常有限。由于卡特政府在对外军售政策上自我克制,

美国对外出售武器的规模和数量都有所减少,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这个时期美国对

台湾的军售,为中美建交谈判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卡特政府限制对外军售,拒绝了台

湾当局在中美建交前夕提出的从美国购买先进战斗机的要求,使中美建交谈判比较

容易地绕过了美国对台湾军售问题这个障碍。卡特的总统令虽然确立了对外武器出

口的标准,但是在实践上对外武器出售并非仅仅是落实外交政策的“例外手段暠,对外

军售最高限额的规定也没有减少美国对外武器出口的数量。卡特任职的四年内曾

17次使用总统特权(Presidentialexception),其中最大的一宗是1978年对中东地区

的武器出售,包括对以色列的15架F-15和75架F-16,对沙特阿拉伯的60架F

-15,以及对埃及的50架F-5E。这笔总价超过50亿美元的军售引起国会议员们

的强烈不满。栙在苏联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新情

况,调整了对苏联的看法,也调整了全球战略,开始增加军备开支,重新转向对实力的

重视,恢复了一些武器的生产,开始重新将军售作为一个经常使用的外交政策手段。

三暋里根政府的大规模对外军售

卡特政府单边克制对外武器出口的时期,也是苏联对外武器出口大增的时期。

苏联对外武器出口数量从1970年的25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96亿美元(1978年

的美元价格),武器出口在苏联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1.7%增加到16%,苏联对外武

器出口超过美国对外武器出口的86%,大约是世界上武器市场的44%。栚这种形势

在战略上对美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当选总统的里根上台后提出对内要“振兴经济暠,对外要

“重振国威暠,从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和反共观念出发,开始了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新冷

战暠的全球战略。栛这个战略在国内表现为明显的扩军。里根总统认为,从1980年代

以来苏联在军备方面的花费比美国要多得多,以至于在“战略核武器的运载系统、战

术飞机、潜艇、火炮及防空等方面都对美国拥有很大的优势暠。因此美国必须采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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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来扭转其在军备竞赛方面的劣势。里根政府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卡特政府后期开

始的扩张军备和增加对外武器出口的政策,继续增加军费开支,并在战略上发起攻

势。1983年,里根提出了耗资巨大的“战略防御计划暠(StrategicDefenseInitiative,

SDI),又称“星球大战暠计划(StarWars)。为实施这个计划,仅1984年到1988年5
年间,美国投入计划的研究费用就高达120亿美元。与此同时,里根政府还相继提出

了开支总额达15000亿美元的五年(从1982年到1986年)防务计划(增加幅度达

8%)和一个耗资1800亿美元的增强战略核力量的六年计划,重新研制和部署卡特执

政时期停止的一些武器计划项目,并努力开发新武器。美国政府的武器采购费用和

国防研究费用在里根第一任期开始的1981年分别为352亿美元和153亿美元,到里

根第二任期开始的1985年分别上升到704亿美元和271亿美元,而且这种增长势头

在里根第二任期内继续上升,到1988年分别达到772亿美元和348亿美元。总之,

在里根执政期间,美国的武器采购费用高达4988亿美元。栙

里根政府的扩军政策还表现为不断增加对外军售。对外军售被里根政府看作是

“一个全球防务态势中基本的因素和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暠,是推行“新冷

战暠的重要手段。在竞选期间,里根曾批评卡特政府在对外军售方面的克制政策。就

任后,他要求国务院评估并制订一项新的对外军售指导原则。在这个政策评估还没

有出笼的时候,里根就批准了被卡特政府耽延的几件大宗对外军售,包括对沙特阿拉

伯出售的价值85亿美元装有空中预警和控制系统(AirborneWarningandControl

SystemAWACS)的飞机和其他先进的军用技术。1981年5月21日,负责安全援助

及科学与技术的副国务卿巴克利(JamesBuckley)在美国航空工业协会的一次会议

上表示,“本届政府相信,军品转让如果被正确地使用,能够补充或替代我们的防务努

力,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和建设性的手段。暠栚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议,里根

政府于1981年7月8日公布了新的《关于武器转让的总统令》,取代了卡特政府时期

的第13号总统令,成为美国对外武器销售的新的指导方针。栛

这份对外军售总统令指出,“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根本利益的挑战和敌视在最近几

年大大增加)暠,“这些趋势威胁了许多地区的稳定,阻碍了政治的进步和经济发展。

美国不能单独维护自由世界的利益暠,“……还必须通过转让常规武器和其他形式的

安全援助,来帮助其朋友和盟友加强他们的力量暠;“美国把常规武器及其他防御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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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的转让,看作是其全球防御态势的一个基本要素和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暠。里根政府强调把对外武器出售作为外交政策的手段来反对苏联在全球的扩

张,不仅恢复尼克松和福特时期鼓励美国的军工企业向第三世界出口武器的政策,而

且使美国的军工企业在与欧洲和苏联的军工企业竞争中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武器出口

处于一定程度上更加有利的地位。

与卡特政府时期相比,里根政府对外军售的出发点和具体政策与卡特政府都不

相同。首先,卡特政府军售政策的前提是,军售行为本质上是坏的,是对世界和平的

一个威胁,而作为最大的武器出口国,美国的政策自然应该是在全球武器贸易问题上

采取单边的自我克制;而里根政府政策的前提是,军售不一定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而是一个政府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平与秩序的手段;第二,卡特政府认为,要

实现和平,裁减常规武器的出口不仅需要与美国盟友之间的合作,而且也需要与主要

的战略对手苏联谈判,达成协议;但里根政府认为,对世界稳定的最大威胁是不断增

长的苏联军事强势,最大的武器出口国家是苏联,而不是美国;美国单方面的限制常

规武器的出口将有损美国的利益,在不可能与苏联谈判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只有采取

强硬手段使苏联在竞争中被拖垮。第三,卡特政府把对外军售当作一种“特殊的外交

政策手段暠,采取单边的克制;而里根政府则认为,对外军售应当被看作是美国外交政

策的“关键和建设性(vitalandconstructive)的手段暠,美国不能单独对付来自苏联的

威胁,而必须“有准备地通过转让常规武器帮助其盟友和朋友来加强他们(的能力)暠。

第四,卡特政府时期规定了美国对外军售的最高限额,对外军售的主要对象也限定为

美国的盟友及与美国具有安全合作关系的国家。里根政府取消了对外军售的最高限

额,“重点考虑对象暠是那些主要的盟国以及与美国有过安全合作关系的国家。里根

的指令最后指出,美国必须追求一个“清醒的、负责任的、平衡的、有利于促进我们的

安全利益和那些自由国家利益的政策。暠第五,卡特政府禁止专门为了出口的目的而

发展和改进新型武器;里根政府则“鼓励暠美国企业“在价格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生产

更加复杂先进而为尚未工业化的国家所需要的武器暠。最后,卡特政府修改了美国对

外武器贸易管制政策,要求美国政府部门和私人制造厂在国外推销武器时,需要从国

务院获得授权,“美国大使馆和驻外的军方代表不得为出售武器促销暠,要求美国国防

部长“审查政府的程序,特别是采购规则暠。而里根政府则鼓励美国驻外官员为在海

外寻求和拓展商机的美国企业“提供同样服务和帮助暠;不再因为友好国家的人权状

况而取消对一个国家的军售(根据这一原则,里根政府恢复了卡特政府时期因为人权

方面的原因对阿根廷和智利的武器销售)。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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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政府还对美国对外武器转让的决策程序进行了调整。为了加快对盟友军售

的决策过程,减少国会的参与,里根政府提出对1976年《武器出口控制法》进行修正,

废除了“对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及北约成员国政府间武器销售需要通知国会并由

国会审议暠的条款,对“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武器出口需要提前通知国会出售额暠这一

条款要求,主要武器装备由700万美元提高到1400万美元,对其他硬件和服务出口

由2500万美元提高到5000万美元。栙

里根政府还恢复了通过援助和优惠贷款的方式支持美国对外武器出售。从

1984年到1985年,里根政府提供56.36亿美元的贷款和51亿美元的优惠信贷支持

政府对外武器销售,使几乎占美国对外武器销售一半的对外军售协议得到美国优惠

政策的支持。1980年代中期,美国的某些对外援助项目也重新恢复,1984年达到

7.47亿美元,1985年达到9.24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给了萨尔瓦多、索马里、苏丹、

洪都拉斯、摩洛哥,以及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和葡萄牙(两国占援助总额的40%)。栚一

个典型的例子是里根政府改变了卡特政府不允许对外出售先进F-16战斗机的决

定。由于卡特时期不允许对外出售这种先进的战斗机,诺斯罗普(Northrop)公司专

门设计了F-5G战斗机作为F-5E战斗机的新替代机型。里根政府对外军售政策

的改变,使许多国家开始考虑购买性能更加先进的F-16战斗机,诺斯罗普公司专

门设计的F-5G战斗机后来也没有多少国家问津了,台湾成为这种飞机的唯一潜在

买主。里根对外军售政策的调整也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政策。

由于里根政府鼓励对外常规武器销售,大大增加了美国对外武器出口的规模,

对外武器的出口大幅度攀升。里根上台后的1981财政年度,美国对外武器出口为

82亿美元,但1982年却增加了155%,达到209亿美元。从1984年到1988年美国

向84个国家运交了价值595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对外武器出口的运交的顶峰时期

1987年,美国对外运交的武器达到120亿美元(当年值)。主要的购买国家或地区的

3/4是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从美国购买的武器占美国对外武器销售的60%,通过军售

获得最多武器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以色列、沙特阿拉伯、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埃及、

韩国、德国、荷兰和台湾。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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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暋布什政府对外军售政策的两难

1989年1月布什(GeorgeW.H.Bush)入主白宫。不久,国际形势就开始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变化———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一系列巨

变从两个矛盾的方面影响着美国对外军售政策。一方面是减少对外武器出口的呼声

不断增加。美苏为了冷战期间各自的战略利益,对处于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和地区

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支持,出售了大量的先进武器;而处于重要战略地位的国

家,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不惜巨大的经济代价从超级大国手中购买武器。冷战结束

后,不少国家都发现自己在冷战期间从两个超级大国手中获得了足够的、而在冷战后

很可能派不上用场的武器。他们不再感觉到有现实的威胁需要他们购买更多的武

器。整个世界的军费都开始下降,世界上最大的武器生产和出口国美国受到的直接

的影响。

苏联的解体后,美国失去了一个主要威胁,也失去了支持其庞大军事项目和军事

开支的依据。面对冷战期间膨胀起来的庞大国防预算和连年财政预算赤字的压力,

曾经在里根政府内担任8年副总统的布什上台后对里根时期巨大的国防开支进行了

大刀阔斧的消减。尽管1990财政年度,美国的国防预算和国防采购(分别为3360亿

美元和897亿美元)比里根上台前的1980年仍然分别高出34%和52%,但美国的国

防研究和开发费用(403亿美元)比高峰的1987年减少了9%。东欧巨变后,布什政

府开始了越南战争以来最大的国防开支削减———1991年国防费用减少8.7%,军购

费用减少了21%。布什政府终止了多个武器采购计划的意向,如阿帕奇进攻性战斗

机,F-14D战斗机,以及 M-1坦克等。栙1991年又扩大限制新一代武器生产计划

的项目,而且建议终止出售 F-16战斗机、布莱德雷战斗运输机(BradleyFighting
Vehicle)、鱼叉式(Trident)潜艇、MX导弹,仅生产现役武器系统中的一小部分。栚

1990年8月2日,凭借冷战期间囤积起来大量的武器,伊拉克入侵并吞并了邻

国科威特,特别是有关伊拉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使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

到武器扩散的严重消极影响。栛在联合国1991年召开的多次会议上,有关国家提出

了不同的限制武器扩散的建议。1991年12月联大通过一项决议,同意在联合国秘

书长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武器进出口登记制度。在随后的3年里(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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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86个联合国成员(1994年)中分别有91个国家,88个国家和84个国家向

联合国进行了登记。到1995年11月,有111个国家至少向联合国登记过一次。斯

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列举的前25个武器出口国家,除了朝鲜外,其他国家至

少登记过一次。栙

这种减少国际武器出口的呼声不仅存在于国际上,在美国国内也有很高。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以后,一些国会议员就提议政府限制对中东地区的武器出口。仅

102届国会就有50多项提案,这些提案中的任何一项只要通过都会对美国的武器和

技术出口产生新的限制。特别是1991年4月五位资深美国众议员给布什总统写信

提出,“需要短暂的停止(向中东出售武器),来推动多边谈判达成一个协议,以限制先

进的常规武器系统和其他武器技术流入这个地区暠。参议院还就限制中东地区的武

器扩散问题举行听证会,参议员拜登(JosephBiden)在主持会议时表示,行政当局和

国会“应当共同努力以确保中东地区不再恢复原来的军火贸易暠,而这个问题的核心

是“集中精力避免向中东地区的出售武器暠。栚

在一些美国议员的推动下,1991年5月29日布什政府宣布了一项在中东地区

军控的倡议。这也是海湾战争后,华盛顿第一次宣布有关军控的声明。这个声明提

出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地区的扩散,冻结这个地区获得、生产、实验地对地

导弹。美国还呼吁美、苏、中、英、法五大国采取“集体克制暠,避免向这个地区出口可

能导致地区不稳定的武器,呼吁五国确立一些向中东地区出口常规武器的指导性原

则,因为这五个国家不仅是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而且他们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

区的武器出口占世界总额的90%,在高技术武器的出口方面的比例更高。栛美国的意

图似乎真的是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裁减常规武器对这个地区的出口,缓和这里的局

势,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在美国的提议下,1991年7月,五大国中东军控会议在巴黎举行。在第一次会

议中,五大国表示,认识到“一味地向中东地区出售武器和军事技术破坏了中东地区

的稳定暠,同意在军品转让,特别是在对中东地区的转让方面,形成一个协商和交换信

息的方式。9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五国同意互相通报对中东地区五类武

器的转让,包括作战坦克、战车、大口径大炮、作战飞机、进攻型直升飞机、战舰和一些

导弹系统。五国还同意在决定对中东转让特定武器时,要考虑是否符合接受国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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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需要。但是当会议涉及到更具体的问题时,有关国家在限制出口的范围及中东的

地理概念等方面都会产生分歧。美国仅仅想要限制其他国家可以出口的导弹系统,

但却不愿把自己具有优势的项目例如可以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作战飞机包括在

限制的范围之内。在中东地区,美国希望把其所不喜欢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

哥、突尼斯等包括在内。实际上,这反映出美国只是想借助这个谈判来限制其他国

家,而不想把自己希望出售的武器和出口对象包括在谈判范围内。

冷战的结束对国际军控形势的另一个影响,是国际形势的缓和促使国际市场上

的武器贸易竞争更加激烈。世界主要武器生产大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在冷战期间大为

膨胀,在美苏这样的大国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冷战结束后,世界对武器

出口需求迅速缩小,全球军火市场突然萎缩。美国对外军品运交的数量以不变价格

计算从1987年的高峰到1991年减少了55%。栙以军用飞机为例,在美国军费开支顶

峰的1987年,美国军用飞机行业向美国军队和外国军队生产并运交了1199架军用

飞机,价值240亿美元。从此美国军用飞机的销售下降了25%,到1989年布什担任

美国总统时,美国的军用飞机工业只生产了1110架飞机,价值170亿美元。根据美

国商务部的估计,对作战飞机的订货还会继续下降直到1992年。栚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一些美国军火生产商日益将销售重点转向国际市场上,通过

增加对外出售先进的常规武器,获得政府批准向外出口美国的生产设备,或/和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联合开发新的武器系统等方式来增加收入。栛就在美国军火商将目光

投向国际市场时,其他传统的武器出口国家也纷纷把眼光投向国际市场。还有一些

国家,如印度等新的武器生产和出口国也加入到国际军火市场的竞争,使国际上军火

市场上的竞争更趋激烈。布什政府内的许多人都主张,美国政府应该扩大对外军售,

来支撑美国国内的军火生产。国防安全援助署表示,“面对国际武器供应商多元化的

国际环境的挑战,除非我们做出调整,在未来的几年内美国将不能以可以接受的价格

令人满意地满足我们朋友和盟友的防御需要,因而也就不能满足我们自己的需

要。暠栜因此,布什上台后在武器出口问题上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限制武

器扩散必定会减少美国军火生产商在国际上的销售;另一方面允许美国厂商扩大生

产和在国际上的销售又必定加剧武器扩散,违背限制武器出口国际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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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海湾战争加剧了在常规武器转让问题上限制与扩大销售的矛盾。一方

面,第一次海湾战争使许多国家认识到军备扩散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呼吁裁减军备;

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国家看到了美国先进武器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也促使那些具有

安全考虑的国家加入军购的行列。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采取了两项看起来互

相矛盾的政策,一是高举裁军的旗帜,呼吁国际社会裁减军备,发起了五大国关于限

制对中东武器出口的谈判;另一方面则采取措施,帮助美国军火商对外开辟和争夺国

际军火市场,以挽救美国的军工企业。

布什政府在宣布限制对中东军控的同时,又采取了以下措施以支持美国军火商

在国际军火市场的竞争:指示美国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向美国军品生产厂家提供更

多的帮助;在国务院成立了防务贸易中心(CenterforDefenseTrade);建议在北约成

员国与美国的其他盟友之间成立一个防务关贸总协定(DefensiveGATT)组织,允许

武器和防务技术贸易在自由的条件下的公开进行。早在美国军队完成在海湾的部

署、第一次海湾战争尚未爆发的1990年9月,布什政府就提出一项向沙特出售价值

210亿美元的庞大军售计划。行政部门在酝酿这一庞大的对外军售计划时,没有与

国会磋商,因而引发国会强烈反弹。随后,布什政府很快对计划进行了修改,把军售

总额从210美元减少到75亿美元。但是,这并不表明美国减少了对这个地区的军

售,正如克莱斯顿(AlanCranston)参议员在对此军售项目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会上指

责政府时所言,“提议中的75亿美元,并不是要取代原来庞大的计划,而只是美国历

史上最大规模军售的先行者罢了。暠栙

实际上,五大国会议只是给华盛顿提供了一个舞台和机会,让其可以阐述其在军

品转让问题上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并不能丝毫缓和或抑制美国的对外军售。早在布

什宣布五国中东军控谈判后不久,美国国防部部长切尼(DickCheney)就发表讲话,

强调美国继续对自己的盟友出售武器的重要性。在五大国会议召开前夕,美国还宣

布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分别出售12架和8架阿帕奇直升机。面对国会的诘

问,布什政府解释说,这对地区稳定是有帮助的。负责对外武器出口的副国务卿巴斯

罗密奥(ReginaldBartholomew)告诉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我们不认为武器出售

必然会造成不稳定,恰恰相反……我们不会寻求一个终止对外军售的制度,但我们提

议达成一个旨在确保军售是负责任的协议暠。“因此美国在寻求一个武器出口制度

(限制武器出口)的同时,又继续向和平国家提供武器,使他们(能够)抵御侵略。这二

者决非互相矛盾。暠栚一位曾参与五大国军控谈判的国务院官员说,五大国之间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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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只是为了平息军控组织和美国国会批评的一个公共政策的运做,丝毫不影响美国

对中东,乃至其他地区的军售政策。栙

在五大国会议召开的当天,布什政府就通知美国国会,将向韩国出售价值50亿

美元的120架F-16战斗机,其中72架由美韩在韩国联合生产。1991年3月,布什

政府还向美国进出口银行提出一项向北约和美国其他盟友提供数额达10亿美元的

商业贷款,以支持这些国家从美国购买先进的武器。栚1992年初,美国国防部还同意

对美国军工企业在世界各地举办武器展览人员的旅行费用和运送硬件费用予以报

销。栛

沙漠风暴以后不久,美国又宣布向中东出售价值200亿美元的武器计划,并实施

向沙特出售72架F-15战斗机,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以及对科威特出

售十余辆 M1-A2坦克等武器的政策。布什政府的两面作法,反映了在冷战结束以

后美国在常规武器控制和扩散方面的矛盾,注定五大国裁军谈判将不可能取得任何

成果。

五暋结暋暋语

有关对外军售的研究指出,“至少从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军售就被国

家和统治者用作实现政治、军事和经济目标的手段暠。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

政治中,军售是国际事务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最为敏感的方面,“它远不只是经济

现象,军事关系,或对军控的一个挑战———军售乃外交政策之本身的最大体现暠。栞冷

战期间美国对外军售政策是在战后初期对外援助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美国经

济地位的下降,对外提供大量援助力不从心的情况下,对盟国支持形式的变异,也可

以说是对盟友支持形式的正常化。这一政策主要服务于美国“遏制暠政策的目标,服

务于与苏联的对抗战略。

首先,早期的对外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外军援或军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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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反映了美国对外战略重点的转移和变化。美国开始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的

主要地区是欧洲,反映出冷战爆发初期美苏争夺的重点地区是欧洲。随着东亚地区

成为冷战的主战场及几场热战的爆发,东亚成为美国对外军援和军售的主要地区。

1973年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之后,中东地区在美国全球战争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

个地区随即成为美国对外武器销售的主要目的地,伊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成为美

国对外武器销售的主要对象。除伊朗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当前,反映了中东在美

国全球战略中的持久重要地位。相对而言,拉丁美洲、非洲及冷战期间的南亚从美国

购买的武器非常有限,反映了这些地区冷战期间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相对次要的地位

和作用。

其次,作为“遏制暠政策的重要手段,美国对外出口武器的性质、规模、时间等都体

现出美国对军售对象的战略支持程度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政策。这一特点集中体

现在美苏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争夺上。超级大国通过出售武器的方式支持第三世

界的小国之间低烈度战争和有限的热战,是冷战的一个重要特点。美苏往往通过军

售来体现对其盟友的支持,维护其战略和军事利益达到争夺的目的。如在1973年的

巴以战争前夕,苏联拒绝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武器,但战争爆发后苏联马上向这两个

国家运交武器。起初,美国政府认为从外交上看与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保持一定的距

离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推迟了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然而,随着苏联对阿拉伯国家支

持的增加,美国很快恢复了通过海上和空中对以色列的武器交运,并派出军队来支持

对以色列的武器运送。栙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接受埃及一位记者采

访时谈到美国在犹豫之后决定向以色列提供其极其需要的武器。他说,“实话告诉

你,美国不能———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让苏联的武器对美国武器取得一个大的

胜利,即使不是决定性的胜利暠。栚

美国与苏联一方面向其支持者出售和提供武器来进行战争和争夺,另一方面选

择出售或提供武器的性能和时间将战争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不使战争升级或超

出他们所期待或控制,这是常规武器转让的主要特点。例如,在越南战争期间,在直

接卷入越战之前,美国有意不阻断苏联向北越运送武器,避免打击可能危害到苏联公

民(生命安全)的目标(avoidingtargetsthatrantheriskofharmingSovietsnation灢

als);而苏联则不向北越提供那些可能威胁到美国在北部湾军舰的武器。在朝鲜半

岛的紧张局势中,苏联和美国都拒绝向朝鲜半岛提供除短程、战术性武器外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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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chmanet.al.,“PushingArms,暠ForeignPolicy,No.46,(Spring1982),p.142.
FredericS.Pearson,TheGlobalSpreadofArms敽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Security (Boulder
Colorado:WestviewPress,1994),p.53.



美国政府顶住国内压力,拒绝韩国政府的不断要求,不向韩国提供先进的战斗机。尽

管苏联早已对其中东地区的盟友出售地对地导弹和装备有反舰导弹的快速巡逻艇,

苏联在1975年以前一直不向朝鲜提供这些武器,也拒绝向朝鲜政府提供更先进的战

斗机。栙

第三,对外军售是一个常用和非常有效的对外政策手段,但若不慎重使用往往可

能养虎为患,武装敌人,这是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军售所付出沉重代价而得出的一个教

训。例如,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向南越提供了大量的武器,随着南越的失败和越南的

统一这些武器都落入北越的手中;美国在伊朗革命前夕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的武器,伊

斯兰革命以后,这些武器落入反美的伊朗政府手中;在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向伊拉克

出售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成为萨达姆政权在冷战结束后入侵科威特的军事手段;为了

打击苏联在中亚的扩张,美国对包括塔里班在内的阿富汗抵抗势力提供武器援助,如

今却成为塔里班手中对付美国最先进的武器……这样的教训不断考验美国的对外军

售政策,促使其在对外武器出售过程中采取谨慎的态度。针对美国的武器经过购买

者转让给第三方的状况,美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就加强了对出口武器最终用户

的审查,要求相关购买方向美国政府做出承诺,没有美国的同意不将武器出口给第三

方。但是,只要美国继续将对外军售当作自己对外政策的手段,自己最终成为这些武

器攻击目标的可能就始终存在。

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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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的兴衰

彭暋琦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是战后美国保守运动当中的一个独特群体。这一

派别源于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会改革和美国社会改革的激进浪潮引发的反思。他们

在1970、1980年代构建了民主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以期重新树立教会的道德权威和美

国的文化认同,并将“正义战争暠、“公共福利暠等传统的天主教概念引入美国内外政策的

公众讨论,却背离了当初秉持的谦卑之心和适度原则而最终陷入困境。

关键词:美国社会与文化 宗教 天主教 新保守主义

在美国当代政治舞台上,新保守主义曾是最强势的话语体系,近年来关于它的研

究成果不断问世,其中不少研究都十分重视考察其宗教因素。栙笔者认为除了福音派

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对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影响,还应该注意到一批天主教神学家与

平信徒知识分子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人参与了构建新保守主义的主要纲

领,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媒体资源,推动了战后美国保守运

动的历史进程。他们用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和圣经的象征系统来解释政治、经济、道德

栙 近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下:DavidE.Cambell,ed.,AMatterofFaith敽Religioninthe2004Presi灢
dentialElection(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Press,2007);MurrayFriedman,TheNeoconser灢
vativeRevolution敽JewishIntellectualsandtheShapingofPublicPolicy (NewYork:CambridgeUniver灢
sityPress,2005);LisaMcGirr,SuburbanWarriors敽TheOriginsoftheNewAmericanRight(Princeton,

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1);ThomasR.Rourke,AConscienceasLargeastheWorld敽YvesR.
SimonversustheCatholicNeoconservatives (Lanham,MD:RowmanandLittlefieldPublishers,1997);

MarkGerson,NeoconservativeVision敽FromtheColdWartotheCultureWars (Lanham,MD:Madison
Books,1996);PatrickAllitt,CatholicIntellectualsandConservativePoliticsinAmerica,1950~1985
(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3)。国内学者的总结性研究可以参考吕磊:《美国的新保守主

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刘军宁:《保守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董小川:《“美国

新基督教右翼暠的概念及相关问题研究:兼评国内学界同类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4期,第64
~72页。



文化领域的公共事务,从神学的角度论证美国外交政策的正当性和社会体制的优越

性,常被形容为政治新保守主义的神父。上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PaulII)和

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BenedictXVI)、美国总统里根和布什父子都与他们有密切联

系。值得研究的是,天主教信仰塑造了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不同于其他新保守派的

独特性:他们的思想历程与天主教会的内部改革息息相关,他们的理论体系源于天主

教神学的一些传统概念,他们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活跃于媒体和政坛,也是为了彰

显当代天主教徒的社会影响力。

本文主要从教会史的角度解读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的兴衰起伏,以及他们与

自由派神学家的思想交锋,探讨当代美国天主教徒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信仰与生活

的关系,考察这个美国最大的单一教派团体如何应对多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

一暋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的兴起

美国是个新教徒占多数的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天主教徒长期处于被

主流社会排斥的少数派地位,这其中既有历史积怨,也有现实利益冲突。随着19世

纪30年代、8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的三次大规模移民浪潮,以欧洲移民及其后代

为主的美国天主教会迅速发展壮大,但是由于天主教徒工人的工资低、生活贫困、风

俗迥异,所以一再遭遇本土主义者的敌视甚至迫害。此外,罗马教廷反对自由主义的

立场与美国社会的自由民主体制之间存在种种对立,很多新教徒怀疑天主教徒忠于

以教皇为首的外国势力、企图削弱甚至颠覆国家政权。189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批评了称之为“美国主义暠(Americanism)的一系列主张,也就是部分美国主教

信奉政教分离和宗教宽容的自由主义观点。教皇重申天主教应该成为国教的正统教

义,使美国主教团和信徒处于两难境地。美国天主教会在后来的数十年间退回文化

隔离区(culturalghetto),创建了一整套独立的教区、学校、医疗、慈善系统。美国主

教尽量回避有可能引起政教纠纷的事务,专注于教会内部管理和发展,同时倡导激进

的民族主义,笼统地支持美国参与的每一场战争,以表达美国天主教徒对教会和对国

家的双重忠诚。从美西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天主教徒的参战比例一直很高,他

们用鲜血证明了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新教徒和世俗主义者的疑心逐渐消退。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批参战的天主教徒获得上大学的机会,逐渐成为中产阶级并且搬

到郊区居住。美国天主教会的经济实力和信徒的社会地位明显提升,终于摆脱了贫

苦的移民教会的保守形象,而且天主教徒人数接近美国总人口的1/4,成为美国最大

的单一教派团体(新教人数虽多但是教派林立)。那些在世俗领域获得成功的天主教

徒要求适应时代潮流、打破隔离区的藩篱,因为隔离区留给他们的印象就是学校的沉

·39·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的兴衰



闷平庸、礼仪的华而不实、神学的空洞疏离,他们希望天主教会能够全面融入主流社

会,面对美国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栙

20世纪60年代的“两位约翰暠———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罗马教皇约翰二十

三世(JohnXXIII)彻底改变了美国天主教徒的少数派心理及美国民众对于天主教会

的看法。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天主教徒总统,他那意气风发

的屏幕形象赢得了美国选民的爱戴,这与美国历史上首位寻求担任全国性公职的天

主教徒阿尔弗雷德·史密斯(AlfredSmith)在1928年竞选总统时遭遇的冷落和打

击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历史学者认为美国大众高估了肯尼迪的宗教信仰的虔诚程

度,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天主教徒都相信肯尼迪当选总统意味着他们终于被美国主

流社会接纳。

另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约翰则是罗马教宗约翰二十三世,他领导天主教会展

开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也就是1962至1965年间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

会议(简称梵二会议),致力于实现“天主教会的现代化暠(aggiornamento)。梵二会议

明确表达了天主教会积极回应现代世界的态度,正式认同并接受现代化的价值观,诸

如多元主义、普世主义、尊重人权、尊重个人良知、重视民主参与等等。20世纪上半

叶的进步主义神学家的许多观点都被合法化了,尤其是美国神学家约翰·考特尼·

默里(JohnCourtneyMurray)对于《信仰自由宣言》起到了主导作用。栚梵二会议承认

了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罗马教廷关于政教关系的正统教义与美国宪法的政教分离

条款之间的矛盾终于得到解决,“美国主义暠不再是天主教徒融入美国社会的障碍,反

而成为美国天主教徒用来处理宗教与社会、信仰与生活的关系的准则。美国天主教

会的自信和勇气迅速攀升,美国主教和普通信众都不再需要通过强烈支持美国政府

的内外政策来表现对国家的忠诚和驳斥反天主教的舆论,长久以来一直被压抑的左

派激情和改革雄心终于宣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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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天主教历史研究的学术圈子相对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最有影响的美国天主

教通史包括:JohnT.Ellis,AmericanCatholicism (Chicago,IL: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6);

ThomasMcAvoy,AHistoryoftheCatholicChurchintheUnitedStates(NotreDame,IN:Universityof
NotreDamePress,1969);JamesHennesey,AmericanCatholics敽AHistoryoftheRomanCatholicCom灢
munityintheUnitedStates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1);JayP.Dolan,TheAmerican
CatholicExperience敽A HistoryfromColonialTimestothePresent (GardenCity,NY:Doubledayand
Company,1985);DavidO狆Brien,PublicCatholicism (NewYork: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1989);

PhilipGleason,SpeakingofDiversity敽LanguageandEthnicityinTwentieth灢CenturyAmerica (Balti灢
more,M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2);PatrickW.Carey,CatholicsinAmerica敽AHistory
(Westport,CN:PraegerPublishers,2004).
HelenRoseEbaugh,“VaticanIIandtheRevitalizationMovement,暠inVaticanIIandU.S.Catholicism,

ed.,HelenRoseEbaugh(Greenwich,CT:JAIPress,1991),p.13.梵二会议通过了四道宪章、九道法令

和三道宣言,这16项决议不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引导着40多年来的教会生活。



于是,一批激进的美国天主教神学家与平信徒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成为进步主义

神学的追随者和新左派青年的偶像,诸如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Novak)、加里·

威尔斯(GarryWills)、丹尼尔·贝利根(DanielBerrigan)和菲利普·贝利根(Philip

Berrigan)兄弟等人当时都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1966年,他们联合新教神学家罗伯

特·麦卡菲·布朗(RobertMcAfeeBrown)、路德宗牧师理查德·约翰·纽豪斯

(RichardJohnNeuhaus)、犹太教拉比亚伯拉罕·赫斯切尔(Abraham Heschel)等人

创建了“宗教人士关注越战组织暠(ClergyConcernedaboutVietnam),奔赴华盛顿的

反战动员大会,在大型教堂集会上收集和焚毁征兵卡,慰问抵制服兵役者和逃往欧洲

的逃兵。栙天主教自由派刊物《美国》(America)、《公益》(Commonweal)、《天主教全

国报道》(TheNationalCatholicReporter),以及宣扬普世主义的新教自由派刊物

《基督教世纪》(ChristianCentury)、《基督教与危机》(ChristianityandCrisis)都是

他们经常发表评论的地方。此外,新左派的天主教徒积极推进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

支持“新边疆暠和“向贫困宣战暠的政策,他们批判美国生活方式的虚伪冷漠、白人中产

阶级价值观的固步自封、现代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人类的异化,他们希望神学引导的激

进政治能够唤醒美国民众的革命激情,开创一个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

义的更为人道的理想社会。正如一位研究美国保守运动的学者所言,“在动荡的

1960年代,涌现出一大批新生的‘关怀尘世暞(worldly)的天主教徒,他们认为天主教

会的开放不能满足于半调子的改革。当满怀热情的年轻天主教徒抨击世界时,不可

能手下留情。加里·威尔斯的《荒废的唱诗坛》描述了马里兰伍德斯托克修道院的修

士离开静修之地,扎营纽约,投身都市贫民窟的传教工作,他们的居所挂满了现代性

的标志,甚至包括《花花公子》杂志的裸体照片插页。从最早的抵制服兵役到神甫领

导的抗议示威和街道集会,一个引人瞩目的天主教左派群体加入了激进政治的和

声。暠栚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革新和动荡并存的年代,美国天主教徒经历了教

会改革(梵二会议)和社会改革(“伟大社会暠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学

生运动、反主流文化等等)的双重洗礼,既赶上了划时代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挑战。梵二会议之前天主教会的等级森严、纪律严格、教义保守,由于梵二会议承认

了基于社会环境和个人良知的不同意见的合法地位,许多激进的教徒不再相信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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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更名为ClergyandLaityConcernedaboutVietnam (CALCAV)。MitchellK.Hall,BecauseofTheir
Faith敽CALCAVandReligiousOppositiontotheVietnam War (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

1990),p.x.
J.DavidHoeveler,Jr.,WatchontheRight敽ConservativeIntellectualsintheReaganEra (Madison,WI:

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1),p.242.



教会拥有唯一的真理和绝对的权威,进而要求教阶制度的民主化、宗教仪式的本土

化、神学思想的自由化,甚至延伸到堕胎、同性恋、妇女授任圣职、教士独身制等涉及

天主教会道德伦理的根本性问题。这种分化导致美国天主教会的信仰生活出现衰退

征兆:礼仪音乐变得嘈杂喧闹,圣餐礼不受尊重,参加弥撒的人数锐减;部分教会成员

流失,许多神甫申请离职,大批修士修女退出修会;天主教会的派别特征模糊,罗马教

廷的道德权威不再坚如磐石。历史学者用各种笔调描述了1960、1970年代美国天主

教会的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詹姆斯·赫尼西(JamesHennesey)称之为“革命风云暠

(ARevolutionaryMoment),杰伊·多兰(JayDolan)称之为“天主教的宗教改革暠

(TheCatholicReformation)。栙

由此可见,天主教会的现代化乃是一把双刃剑,梵二会议打开了教会面向现代世

界的窗户,现代化的烦恼和弊病也纷至沓来,很多原本宣扬进步主义神学的天主教徒

转而投身保守运动和组织,那段时间出版的许多书的书名都带有“危机暠、“分裂暠、“衰

退暠、“叛教暠等字样,呼吁教会的灵性复兴和秩序稳定,要求重新审视教会现代化的改

革方向和前进步伐。栚

与此同时,美国的社会改革和文化激流也风起云涌。美国人反对卷入越南战争

的抗议方式越来越激进,大都市的种族关系紧张且冲突升级,大学校园的学生骚乱呈

现失控态势,性解放运动造成性道德的蜕变,女权运动破坏了传统家庭模式的和谐。

因此许多天主教徒在反思教会改革的同时,对过于激进的社会改革和反主流文化也

渐生反感,但是只有极少数信徒要求美国教会退回到固步自封不问世事的隔离区状

态,绝大多数信众已经接受了积极参与公共决策的主人翁心态,只是需要重新考虑自

己的政治立场。美国天主教徒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追随民主党,在罗斯福时期,他们

更是拥护新政联盟的中坚力量。但是,约翰逊上台以后民主党内当权的自由派越来

越左倾,越来越疏远了天主教选民,所以许多信众要求回归罗斯福新政奠定的传统的

自由主义政治议程。来自东南欧的天主教劳工阶层认为民主党自由派只同情黑人、

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而把持着政府和媒体的知识精英们傲慢自大、道德沦丧、即不爱

国也不重视家庭,很难赢得劳动人民的尊重和认同;已经步入中上阶层的天主教徒也

反对民主党自由派的“良心政治暠(politicsofconscience)和“肯定性行动暠(affirma灢
tiveaction),不满他们以新社会的先锋队自居、吹捧大政府和福利国家,认为他们的

使命感背后隐藏着对权力的渴望和对阶级利益的追逐。这些以前的天主教左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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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被动地站在了右派立场,与遭到激进思潮影响的民主党当权派争夺“自由主

义暠的话语权,因此他们自称新自由派(或现实主义者),但他们实际上既得不到自由

派的谅解,也得不到保守派的认同。民主党自由派故意称其为“新保守派暠,讽刺他们

是从自由派立场转向保守派阵营的“变节者暠,以区别于一直维护保守主义的老保守

派。由于后来民主党自由派也自称新自由派,这些“变节者暠终于不得不接受了新保

守派的称谓和事实,并且开始公开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栙当然,天主教新保守派只是

众多新保守主义群体当中的一支,他们参与这场运动更多是受到天主教会内部变革

和天主教徒社会地位变化的影响,而不得不反思古老的信仰如何指引当代信徒的生

活。他们从神学的角度探讨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现实的复杂,秉持谦卑之心和适度原

则,质疑激进神学家在教会内部推进民主改革的尝试和新左派的乌托邦治国理想,试

图重塑天主教徒对于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信心,主张强硬的外交政策、批

判大政府和高福利、维护传统的道德伦理。栚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不再受

到自由派宗教刊物的欢迎,于是转投保守派的《评论》(Commentary)、《国民评论》

(NationalReview)、《尘世》(ThisWorld),并且创办天主教新保守派自己的刊物,阐

述其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

构建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人物是由迈克尔·诺瓦克、理查

德·约翰·纽豪斯、乔治·韦格尔(GeorgeWeigel)组成的三人组,他们经常结盟参

加论战,各有所长从而形成互补之势。诺瓦克是斯洛伐克移民后裔,自幼响应圣召进

入神学院,接受了长达13年的神学训练,却在按立神甫的前夕放弃誓约,坚持在尘世

中实践其神学理想。20世纪60年代,诺瓦克先后任教于斯坦佛大学和纽约州立大

学,曾是一名为新左派辩护的神学家,后来他厌倦了大学校园的骚乱,放弃教职的同

时逐渐改变了政治立场和神学倾向。1978年,诺瓦克加入最大的保守主义思想

库———美国企业研究所,1982年创办月刊《危机中的天主教》(CatholicisminCrisis敽

AJournalofLayCatholicOpinion)栛,宣扬“民主资本主义理论暠和“资本主义的神

学暠,论证天主教社会训导与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契合关系。诺瓦克

与里根政府关系密切,他先后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大使、美国驻欧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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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组织的大使、国际广播委员会的成员、经济正义计划的总统特遣部队成员,并

为里根总统的内外政策提供神学支持。纽豪斯生于加拿大,青年时代移民美国,1960
年代担任纽约布鲁克林地区的路德宗牧师并投身自由派政治。1973年“罗诉韦德

案暠裁决堕胎合法化,纽豪斯毅然转变立场,开始为正统的宗教伦理观念辩护。他担

任了宗教与公共生活研究所主席、宗教与民主研究所董事,1990年皈依天主教并且

按立神甫,同年创办月刊《首要事务》(FirstThings),旨在“为社会秩序提供基于宗

教的公共哲学暠。纽豪斯提出“空荡荡的公共广场暠理论,形容世俗化的精英阶层在公

共生活中排斥宗教或以宗教为本的价值观,造成了危险的道德真空,也损害了美国民

主体制的代表性,势必引起宗教社会力量的文化反击。纽豪斯是小布什总统的私人

顾问,直接影响了小布什对于诸如堕胎、同性婚姻、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等一系列宗

教和道德伦理问题的看法。2005年《时代》周刊称其为美国最有影响的25位布道人

之一。韦格尔是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第二代之中的佼佼者,擅长教会史研究,共获9
项荣誉博士学位,曾为上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撰写传记《见证希望》,与现任教宗

本笃十六世也颇有私交,他还担任道德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詹姆斯·

麦迪逊基金会的主席。他系统梳理了天主教的正义战争理论,支持小布什政府的反

恐战争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强调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更加强势。

曾有学者总结了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的四大观点:首先,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危

机源自迅速蔓延的乌托邦和诺斯替主义,后者试图凭借高于一切的抽象道德理想或

政治意识形态来彻底改变人类社会;其次,他们将自由置于平等之上,批评美国自由

主义从机会平等转向了结果平等,机会平等是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基础,强行要求

结果平等反而破坏了自由竞争的公正;再次,他们在坚持民主和多元的同时又反对道

德相对主义,主张维护传统的宗教、伦理、家庭观念和社会秩序免遭各种批评;最后,

他们参与了为资产阶级价值观平反的工作,表达了天主教徒对资本主义和商业公司

的理解和欣赏,在民主资本主义理论和天主教社会训导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栙笔者

认为,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兴起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其理论体系的独特之处在

于,他们试图用天主教的神学语言来阐释新保守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诺瓦克、纽豪斯、

韦格尔等人的论证虽然各有侧重,却都认为教会改革和社会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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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议题,他们的作品虽然涉及众多题材,却都围绕信仰与生活的张力展开。栙

二暋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构建的理论体系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源于部分神学家与平信徒知识分子对20世纪60年代天

主教会改革和美国社会改革的反思。他们认为,过分激进的教会改革破坏了天主教

的道德权威和凝聚力,过分激进的社会改革摧毁了美国民众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

认同。与此同时,冷战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也深刻影响了新保守派的理论体系。

为了抗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美国总统到普通民众都时刻不忘高呼“宗

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暠、“犹太-基督教信仰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暠。尽管1960年代美

国一度出现“上帝已死暠神学和“世俗之城暠的论调,但是1970年代中期以后,宗教复

兴的潮流日益明显,在民间有基督教新右翼的积极参政,在学界有“美国公民宗教暠的

大辩论,很多宗教社会学者和宗教历史学者都试图解释美国社会既有明显世俗性又

有深刻宗教性的矛盾现象。冷战结束之后,宗教复兴的潮流也未出现任何逆转,只是

焦点变成了宗教自由派和宗教保守派之间的文化战争。福音派新教徒、基要主义者、

保守派天主教徒和少数极端正统的犹太教徒组成泛基督教正统派,自由派新教徒、自

由派天主教徒、大部分犹太教徒和世俗文化精英则结成了进步主义联盟,两大阵营之

间的价值观对立逐步取代了以往的宗教教派分歧。栚天主教新保守派认为“这是一场

界定美国文化的战争,一场关于我们应以何种观念组织我们的生活的战争暠,直至今

日,美国各级选举都无法回避与宗教有关的庞杂议题。栛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不难理解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为何呼吁展开一场文化

战争、观念战争、道德战争,对外抗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内抵制新左

派和民主党自由派的乌托邦治国理想和道德松懈,其目标正是为了修复美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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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和文化冲突,重新树立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美国的文化认同。他们认为,美国文化

认同的核心内容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基于犹太-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念,以及美

国宪法所确立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他们认为,以崇拜美国革命为基础,进而尊重美国

宪法和既定的政治经济制度,怀疑激进的社会变革主张,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的

社会改良,这才是美国精神的根本所在。栙新保守派试图修正神学家对于资本主义的

一贯否定态度,充分挖掘资本主义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正当性。他们欣赏的不是原始

积累阶段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是融合了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的趋于

成熟的现代资本主义,即“民主资本主义暠(democraticcapitalism)。

另外,这些天主教徒出身的新保守派的独特之处在于,天主教信仰始终是他们汲

取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是他们探讨美国社会文化的历史传承的独特视角,所以他们不

仅要论证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还要论证天主教教义蕴含着适合民主资本主义的

道德习性,甚至要论证天主教伦理比新教伦理更完整地阐释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

这也反映了美国天主教徒走出文化隔离区之后主动影响主流社会的心态,他们不仅

希望天主教会适应美国历史造就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而且要求天主教徒积极应对美

国当前的社会和文化危机,揭示天主教信仰与公共事务之间的关联。栚只不过,新保

守派的论证既挑战了历史悠久的天主教社会训导,也反驳了近百年来美国新教神学

家的主流观点,势必引发诸多关注和讨论,再加上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内部允许公开讨

论神学分歧,北美的资本主义神学和南美的解放神学之间展开了长达20多年的对话

和争辩。

天主教会历来以推动正义与爱德为己任,宣扬福音对于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

社会行为所持的观点,历代教父、教宗、主教、神学家不断丰富这一传统,既具有神学

识照,也具有现实意义。1891年利奥十三世发布《劳工》通谕,阐明教会如何看待工

业革命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此后的历任教皇相继发布了十几份通谕论述不同时期

的现实经济问题,将福音的启示转变为一系列指引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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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天主教社会训导(Catholicsocialteaching)。栙总体而言,天主教教皇一贯坚持

人格尊严、团结互助、独立自主、私有财产和竞争等原则,既批评不切实际的社会主

义,也批评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强调“优先照顾穷人和弱者暠,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共

福利。梵二会议之后,罗马教廷更是站在了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前线,

谴责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新殖民主义行径,号召世界各民族相互扶持、共同发展。

美国天主教会依照教皇通谕确立的原则,一直支持改良主义的工会运动,关注来自贫

困国家的天主教徒移民的福利,提倡以公平工资和尊重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和谐劳资

关系,完全接受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政府经济措施。近百年以来有影响的美国新

教神学家也都批评资本主义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经济体制,从

沃尔特·劳申布什(WalterRauschenbusch)的社会福音、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灢
inholdNiebuhr)的基督教现实主义、保罗·蒂利希(PaulTillich)的文化神学到各种

解放神学,都继承了19世纪欧洲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理念,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维

护社会正义,亦即国家以政治力量确保人民享有合理的经济生活,提供市场所不能或

不愿提供的福利,保障经济领域的平等与公正。栚

由此可见,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要想论证民主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加理性和

人道、更能体现教会维护正义和爱德的历史使命,殊为不易。诺瓦克提出民主资本主

义是三维合一的体制:“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一个建立在市场和奖惩基础上的经济

体制,一个不仅多元而且高度自由的道德文化体制。美国、西德、日本的社会体制就

是证明。暠栛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平等,民主资本主义的核心就是自由,经济自

由、政治自由、文化自由构成一个内在制衡的三角形,三个维度之间既相互依赖又各

自独立,这样的制衡体制能够把人类与生俱来的利己之心和堕落之性转换为创造力、

高效率、自我约束、共同合作的美德,而社会主义追求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同步民

主化,这样的一维结构使得三个领域的决策权威集于一身,根本不能保障三个领域的

和平共处及整个社会体制的自我完善。栜新保守派重新解读了一系列的天主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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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十一世发布的《重建社会秩序》通谕(QuadragesimoAnno),1941年庇护十二世发布的《五旬节》广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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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Novak,“DefiningtheU.S.System暠TheWashingtonTimes,April28,1989,A7.



训导,指出历任教皇虽然同时批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过批评的程度不同,对于

社会主义是彻底否定,对于资本主义只是劝诫和引导,例如,《劳工》通谕认为社会主

义对于人类本性的看法过于理想化而徒劳无益,而通谕只批评资本主义没有顾及工

人利益、希望政府调解劳资纠纷。这种差异表明教会宽容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最

明显的是私有财产和竞争),虽然圣经从未明确支持尘世的某种政治经济体制,但是

资本主义的实践证明,它更适合身负原罪的人类在不完美的尘世做出创造性的决

定。栙事实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比新保守派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在他们

眼里,社会主义变成了“观念战争暠当中的一种符号,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明确界定社会

主义的诸多派别,他们笔下的社会主义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认为,许多重要的天主教教义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创世

与工作、竞争与合作、原罪、博爱等,都蕴含着适合民主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美德。他

们要从神学根源上证明民主资本主义看重的“自由暠比社会主义看重的“平等暠更符合

福音的社会含义。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人分享上帝的权利和能力,不

可剥夺人的自由、尊严和对于真理的追求,也不可埋没人的思考、选择、创造的能力;

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平等暠不等于“相同暠;上帝赐予每个人不同的能

力和才智,每个人就应该公平地得到不同的报酬,人为的平均主义反而破坏了真正的

平等原则;运用自主权、对自己负责,正是因为尊重人所继承的神之形象。新保守派

认为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精神(局限于攫取财富和世俗的禁欲主义)和新教伦理(局限

于加尔文主义的天职论和预定论)的界定过于狭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真正的道德

力量在于促进人类的创造力,而这是天主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独特贡献。日

本的成功证明了并非只有新教伦理才能滋养资本主义精神,儒教、犹太教、天主教都

曾孕育了资本主义必需的道德习性,它们的共同点是要求个人运用自主权、发挥创造

力、胸怀责任感,自由的个体自愿结社以提高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总而言之,新保

守派相信,以美国为范例、以天主教为根基的民主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才是迄今为

止最符合福音的社会含义的体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的三维结构和自下

而上的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并不完美,却是尘世之中唯一实现了自由、富裕和解放的社

会体制,也是目前第三世界的天主教国家最为合理的选择。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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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主资本主义理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后者是天主教社

会训导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物,是1960、1970年代反资本主义思潮最激进的表现

形式之一。它赞成社会阶级论,谴责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垄断,号召教会追随“解放

者暠耶稣的足迹,领导被压迫群体奋起反抗北半球的经济强权。梵二会议之后,解放

神学才作为一种自觉的运动出现在拉美地区,1968年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召开的拉美

主教会议上,秘鲁的古铁雷斯阐述了解放神学的核心思想,主张基督教的宗旨就是为

被压迫、被剥削、处于“非人暠的贫困当中的人们争取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解放,资本主

义的经济制度必须被摧毁,因为它的主要动机是获取利润而不是满足贫困者的需求,

只有制度性的罪恶被清除,被压迫者才有机会获得真正的人性与尊严。栙解放神学不

仅吸引了许多拉美国家的穷人,还在美国赢得了大批受众,尤其是欣赏革命意识形态

的左派人士。1979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了索摩查家族的独裁统

治,里根政府也开始关注解放神学对拉美革命的影响。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不遗余力

地批判解放神学,反驳经济依附理论和北美剥削拉美的命题。他们认为,拉美的贫困

是因为没有采用促进发展的经济体制,西班牙的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国家干预经济并

实行贸易保护)的输入,导致拉美经济发展的基础薄弱;拉美的天主教会一直没有摆

脱19世纪罗马教廷反对资本主义的偏见,缺乏对于工商业及相关的道德习性的尊

重。栚 “解放神学认为拉美是资本主义的天下,需要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拉美确实需

要一场革命,不过它目前的体制是重商主义的、半封建的而非资本主义的,因此它需

要一场自由主义的和天主教的革命。暠栛

北美的民主资本主义理论(自称发展神学)和拉美的解放神学的对立,反映了各

国信众对于天主教社会训导的不同理解,这是梵二会议放开了教会内部言论禁忌的

后果之一,也是冷战的时代背景之下意识形态之争渗透到神学领域的表现。很多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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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人士对天主教新保守派不以为然。他们指出,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的作品重点不

是谈论解放神学,而是重复社会主义威胁论,用解放神学来反衬发展神学,感受不到

穷途末路之人的危急,也就不能展开真正的对话;新保守派误以为解放神学家的出发

点是社会主义的政治规划,其实他们信奉历史上的解放力量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

社会主义,而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穷人眼中的福音;新保守派不能跟西方权力中心

划清界限,没有真正接触过拉美穷人和基层社群的灵性生活,没有理解解放神学的核

心,即耶稣基督的真理基于道成肉身、放弃神性、体验贫困和苦难,所以他们对解放神

学的批评是有缺陷的。也有学者认为发展神学和解放神学都更加效忠于世俗意识形

态而非天主教信仰,各自引用圣经当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耶稣沦为意识形态的仆

人暠,他们之间的讨论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优越性,而非解救处于贫困和压迫当中的

人们。栙不过,新保守派指出拉美需要促进草根经济的发展,拆除那些阻止自下而上

的经济增长的封建结构,并从法制、金融、教育、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

议,也有可取之处。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震惊了世界,持续半个世纪的冷

战突然结束,关于人类终极走向的讨论进入新的高潮,福山断定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

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亨廷顿认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得益于天主教会维护人权的努

力,诺瓦克等人则坚信美国模式的社会秩序才是东欧和拉美的天主教国家的真正出

路。1991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发布了纪念《劳工》通谕一百周年的《百年》通谕,这

份通谕比以前的教皇通谕更加关注自由市场的好处和福利国家依靠官僚体制救济穷

人的弊端,于是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异常振奋,以为天主教社会训导终于从同时批评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转向了基本认可资本主义。诚然,也有许多自由派神学

家反对这种修正主义甚至是断章取义的解读,因为教皇从来没说过美国现有的资本

主义就是他心目当中的自由经济体制。栚客观而言,约翰·保罗二世确实很关注民主

资本主义理论引发的争议及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带来的狂热情绪,所以他既要严肃思

考自由市场的实际作用,也要点明自由市场的道德局限。《百年》通谕分别指出了社

会主义、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不符合基督教标准的地方,但是没有要求天主教徒一定

遵从某种体制,除了明确批评独裁的高度计划经济和彻底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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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信众留下了广泛的讨论空间,这跟天主教社会训导的历史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栙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的理论体系的特点之一就是文化优先于经济和政治,强

调道德文化体制的首要地位及宗教在道德文化体制中的重要意义,他们尤其反对自

由派倡导的结果平等和相对主义。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天主教会对于塑造资本主义

道德文化起着关键作用,要想重建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美国的文化认同,必须首先解决

教会内部分歧,天主教会的碎化是整个美国文化分裂的缩影。栚所以说,教会改革和

社会改革是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的相辅相成的两大核心议题,他们力图恢复教会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为当代美国设计一套基于天主教信仰的道德哲学,从而支持

新政自由主义和冷战自由主义的政治议程。新保守派坚信现代化乃大势所趋,天主

教徒不可能回到梵二会议之前的封闭状态,美国民众也不可能倒退至罗斯福新政之

前的自由主义,所以他们必须重新界定天主教传统当中放弃与保留的东西,以及天主

教神学究竟支持何种社会体制何种自由主义。于是新保守派转而反思梵二会议开启

的教会改革,批评某些自由派神学家对于梵二会议及其改革措施的曲解,要求明确区

分天主教会不能改变的核心信仰和需要合理发展适应现代世界这两个方面。栛

教皇保罗六世(PaulVI)曾言,梵二会议打开了教会面向现代世界的窗户,撒旦

的迷雾也乘机涌入,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认为这迷雾就是乌托邦的改革理想、激进的

女权主义、同性恋的解放运动。现代化改革不能篡改教会核心的道德、信理、体制结

构,不能抹煞教会的特征、权威、信仰根本,所以他们反对堕胎合法化和同性婚姻、反

对妇女授任圣职、坚持教士独身制、要求神甫和修女退出政坛。他们认为,只有承认

了生命的神圣、家庭的延续、两性的和谐、神职人员与平信徒各司其职,天主教会才能

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保持本色,罗马教廷的权威才能维护,传统信仰才能传递下

去。至于教会需要合理发展适应现代世界的方面,则是天主教社会训导。因为这涉

及天主教会在现世的职责和对于世人的引导,所以新保守派希望梵二会议开启的教

会改革在接受了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之后,能够进一步接受美国模式的经济自由。

他们相信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的社会制度是古老的天主教信仰得以延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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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条件。栙当然,这样的两分法很容易遭人诟病,有人指责新保守派在肯定民主政

治和多元文化的同时维护教会内部的等级结构和道德权威是自相矛盾,也有人指责

新保守派过分颂扬市场经济是曲解天主教社会训导,而且罗马教廷和各国主教对于

二元分野的界定也有分歧。栚只有从教会史的角度,才能看清楚新保守派在教会学上

的保守观点与他们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观之间的关联。天主教会的现代化乃是

一把双刃剑,新保守派的理论体系虽不完美,却也是一种应对双刃剑的智慧和技巧。

1978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继位以后,重新强调天主教会的传统道德和信理,被视

为罗马教廷立场的又一次调整。2005年登上教皇宝座的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也指

出,天主教会不仅要“与时俱进暠(aggiornamento),还要“溯本归源暠(ressourcement)。

两位教皇在教会学方面的温和保守立场得到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的大力赞扬。栛

三暋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面临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美国主教团发布了两封牧函《和平的挑战:上帝的承诺与我们

的回应》(1983)、《所有人的经济正义:天主教社会训导与美国经济》(1986),指责美国

的核武器战略和贫富分化现象,新保守派对其口诛笔伐,引发了政府决策的伦理维度

的全国大讨论。梵二会议之后,美国主教团基本秉持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定期审查

美国的内外政策,尤其关注贫困人群的福利保障、商品和服务的公平分配、人权和公

民权等一系列事宜,得到大批自由派神学家的拥护。这两封牧函是美国主教团立场

转变的里程碑,他们不再一味顺从美国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更愿意站在正义和公益

的角度提出批评意见,和平牧函甚至被称为“有史以来美国主教团发表的最雄心勃勃

和最有胆量的政治宣言暠。栜主教牧函并不局限于天主教群体,而是面向全社会发布,

多次征求专家学者和各方人士的意见,同时利用媒体广造声势,展现了天主教会面向

现代世界的新形象。平信徒可以自由地发表对于主教牧函的不同意见,也说明了教

会内部民主程度的提高。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是这两场大讨论当中的主要反方辩

手,他们对于美国的外交内政的看法从中得以澄清,而且后续讨论一直延续到小布什

政府的伊拉克战争和华尔街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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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教团的经济牧函《所有人的经济正义:天主教社会训导与美国经济》认为

穷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是这个国家的良心所不能容忍的,国家投资应当特别照顾穷

人的经济需求,“没有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面对美国和全世界的饥饿、无家可归、不

安全和不公正的状况能够心安理得。暠基本的经济权利是人格尊严的体现,“如今我们

相信为实现经济权利而奋斗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要创造能够维护每个人在经济领

域的人格尊严的新秩序。暠栙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面临着高通膨、高利率、经济增

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联邦预算赤字增加、国债上涨等一系列危机,里根上台以

后,供应学派逐渐取代罗斯福-肯尼迪以来的凯恩斯主义,政府削减了不少福利开

支,主教团担心这样会加剧美国的贫困问题、种族问题和失业问题,因此呼吁实行有

利于穷人的经济政策,譬如增加救济、保证就业、累进所得税(低收入人群免税)、减少

军事开支、促进分配平等。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从主教团征集专家和民众意见之时

起就不断提出批评意见,1983年组织“天主教社会训导与美国经济平信徒委员会暠直

接游说主教团,1984年发表第一份宣言《面向未来》批驳经济牧函第一稿,1986年又

发表第二份宣言《所有人的自由和正义》批驳经济牧函第四稿,同时阐述民主资本主

义理论对于福利问题和贫困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牧函的定稿。

新保守派认为促进公共福利分为个人、社群、国家这三个层面的努力,他们强调

天主教的辅助原则(subsidiaryprinciple),即社会决策应当由最接近具体事务的个人

和社群负责,只有下一级的社会组织不能有效完成任务的时候,才让上一级的社会组

织介入,所以公共福利首先依靠个人,其次求助社群,最后才是国家。帮助穷人的真

正途径是自下而上建立有助于经济增长的体制,让穷人拥有自己的事业和土地,提高

穷人的教育程度和技术培训,支持他们运用上帝赐予的经济自主权和创业精神,不依

赖利维坦式的国家而是依靠自由结社的公民社会。栚与新保守派的思路不同,主教团

强调团结原则(solidarityprinciple),正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所言:“我们今日所谓

的团结原则,显然被当作基督徒之社会与政治组织观中的基础原则之一。教皇利奥

十三世经常以‘友谊暞一词来讲述这个原则。而‘友谊暞这一观念,早就见诸于希腊哲

学。教皇庇护十一世则使用同样颇具意义的‘社会慈善暞一词。教皇保罗六世复将此

一观念予以扩充,以涵盖现代社会许多方面的问题,他提到‘爱的文明暞一词。暠栛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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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派对于团结原则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虽然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世界各族各国

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但是政治维度的团结原则容易导致政府过多破坏公民自主权。

他们反对团结凌驾于多元之上、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他们相信减少政府对于经济

领域的干预才能加强生产能力从而保障穷人的福利。新保守派间接地批评了里根之

前的民主党政府的福利政策,认为这项政策为缓解贫困问题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

实际需要的程度。政府每年用于济贫的花费超过1000亿美元,如果直接分到个人手

里,所有穷人的收入都能超过贫困线,但是1970年代美国贫困人口比例却在上升,说

明扶贫规划存在严重缺陷。他们认为,虽然政府官员确实要在反对贫困的全面战争

中发挥作用,但是过多的政府规划一方面滋生了庞大的国家机构和利用大政府为自

己牟利的新阶层,另一方面可能危及家庭的核心地位和经济自由,他们指出,主教团

应寻求从经济和道德文化入手解决贫困和福利问题,公民社会的各类社团应承担起

经济援助、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职责。栙

新保守派重点批驳经济权利这一概念破坏了有限政府的美国理念和经济驱动的

社会结构,因为经济权利不可避免地要求扩展国家的权力和政治义务,“使得天主教

会向国家靠拢,甚至胜过君士坦丁时代。暠虽然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提出人类有权获得

能够养家糊口的收入、衣食、住所、医疗等社会福利,这些基本需求都属于生命的权

利,“但是他没说这些权利是普世的,教皇明确界定这些权利只属于那些由于非己的

过错不能尽自己的责任满足基本需求的人。暠栚新保守派认为经济权利应解释为道德

义务而非政治义务,天主教的自然法理论肯定了工作、衣食、住所、医疗等福利是完整

的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不过这些福利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美国目前经济

发展水平应当提供和能够提供的福利。栛经济牧函的首席神学顾问大卫·霍伦巴克

(DavidHollenbach)反驳称,既然经济福利对于完整的人类生活不可缺少,那么这些

需求也就是人类本性固有的权利,它们不能仅仅被视为个人道德生活的值得尊重的

目标,在必要时应当利用国家权力获取经济安全。新保守派批评主教团试图把马克

思主义的经济权利概念强加于西方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传统之上,经济权利的

目标是要授予穷人权利,但是把权利扩展到经济领域将会破坏“权利暠本身,因为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功能恰恰是限制国家权力。霍伦巴克驳称,公民权利法案、环境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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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福利国家的各种法规已经使用了国家权力,所以这种国家权力应当扩展到雇佣

规划和全面的医疗保障方面。栙最后美国主教团坚持保留了经济权利这一术语,并且

强调获得安全和自由的权利同样重要,但是新保守派声称梵蒂冈没有认可美国主教

团的经济牧函。栚

美国主教团和新保守派分别代表了基督教经济伦理学的两个传统,前者强调人

与人、体制与体制的相互依赖,借助国家力量避免贫富分化、缩小贫富差距,看重分配

财富和分配正义,后者强调人的独立、体制的自治,不愿政府过多干预经济领域,看重

创造财富和生产正义。前者基本上是天主教社会训导和神学界的主流思想,后者则

是希望阻止福利国家的无限膨胀,避免凯恩斯主义走向乌托邦主义。新保守派作为

一种制衡力量,其存在有合理性。从神学意义上讲,二者的目标都是维护人格尊严、

帮助穷人和弱者、促进公共福利和社会正义。但是,随着从里根政府到小布什政府推

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新保守派从在野的反对派转变为当权者的辩护人,他们的经济

理论开始向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靠拢,逐渐偏离了当初的中立原则和正义轨道。新

保守派一味强调经济自主权和创业精神,只认可最低限度的福利国家和政府干预;他

们推崇资本主义企业的重大作用,宣扬只有成功的企业家才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

力的真正专家,言下之意是教会和政府都是外行。新保守派毫不掩饰他们推崇现代

商业公司,他们把商业公司视为民主资本主义体制下最具特色的社群形式和介于个

人与国家之间的有限职责的中间结构,并且强调公司不是像政府一样的政治社群,公

司的自治不同于政府的自治,公司的特点是务求决策迅速、上令下达、提高效率、全力

以赴,权力制衡规则不适用。新保守派甚至反对环保人士和公益团体要求工商业集

团减轻污染和其他工业生产的副作用,指责这类举措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生产流程,政

府出台法规迫使公司花费大量钱财保护环境,违背了市场规律,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

果。栛

这样的辩护已经违背了新保守派自己宣扬的民主资本主义理论的三维制衡原

则。市场不会自动产生公正的社会,不受约束的经济自由可能导致不平等的权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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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和经济秩序的混乱,可能打破新保守派珍惜的家庭、工作、邻里的纽带。回想新保

守派兴起之初,曾经指责民主党自由派强调大政府和福利国家的使命感背后隐藏着

对权力的渴望和对阶级利益的追逐,如今他们自己也沦为金融、军工、石油等行业巨

头的附庸,所以很多自由派天主教徒指责他们是大公司和富豪阶层的代言人,信奉市

场万能,漠视贫困人群,以为“自动调整暠的市场能够拯救越来越多的永久失业的工

人。栙

2007年显露端倪、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暴乃至经济衰

退,自由派归咎于华尔街金融集团的贪婪和小布什经济政策的失败,要求美国政府大

举推行救市方案以弥补金融衍生品监管失效而酿成的大错,新保守派则归咎于民主

党,指责卡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暠的乌托邦理想,诱导银行贷款

给低收入人群买房,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巨大亏损,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更是浪费国

家税收,只会扩张政府的权力和规模,没有减轻企业的税负,也就无法复苏经济和稳

定金融。栚尽管学界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尚无定论,新保守派的信誉无疑遭

到了沉重打击,他们宣扬的自由市场安抚不了失房业主和失业雇员的焦虑,他们提供

的改善穷人生活条件的途径虽然在理论上颇具说服力,但是在实践中却很难保障贫

困者和弱势群体的福利。

如果说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在一定程度上丰

富了天主教徒对于“公共福利暠的理解,那么他们有关“正义战争暠的论述则很难获得

神学界同仁的认同,甚至与天主教会的神学思想主流背道而驰。在梵二会议之前,美

国主教团完全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战争,如今则更倾向于宣扬非暴力的和平

主义立场,里根总统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和加强美国自身军力的政策,促使主教团重

视核武器对世界和平的威胁。1983年发布的和平牧函《和平的挑战:上帝的承诺与

我们的回应》批评核军备竞赛与核战争违背了耶稣的和平训谕,现代战争的可怕破坏

性要求人们尽最大的努力寻求非暴力的手段对抗非正义的侵略,如此才能体现基督

徒对邻人的爱和对上帝的敬畏。主教团重新阐释了正义战争理论的两大核心要素:

发动和参与战争的正当性(jusadbellum)、进行战争的方式和方法的正当性(jusin

bello),意即只有抵制侵略的自卫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的目标是达成和解、减少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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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重返和平,不到最后关头不得诉诸武力,不能滥用武力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也不能

武力攻击非军事目标和非战斗人员。因此,和平牧函不赞成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

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相信核反击是有限的、可控的,更不能容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用于摧毁城市、轰炸平民。牧函认为,和平的真正保障不是核威慑战略而是美苏共同

裁减核武器、禁止核试验、防止核扩散,核战争根本不是正义的战争。栙美国天主教新

保守派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封致主教团的公开信《核时代的道德分辨》,指责主教团

的斗志已经被持续了几十年的冷战消磨殆尽,共产主义国家正在部署新的战略武器,

美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天主教会不能沉迷于和平主义的乌托邦;核攻击和核

威慑是两个概念,从道义上讲也有所不同,核武器是用来威慑而非发射,一旦发射也

就失去效用,只要不是用于主动攻击或全面反击,核武器可以说是完成正义战争最理

想的工具;20世纪战争的特点就是全民动员集体参战,总体战中没有非战斗人员,况

且现代常规战争造成的平民死亡率也是极高的,核威慑战略虽然不理想,但是面对当

前特殊的国际形势,这是把邪恶降低到最低程度的唯一选择了。栚归根结底,主教团

强调正义战争理论的用意是限制暴力而不是把暴力合法化,新保守派则强调正义战

争理论的前提不是反对使用武力而是赞成有条件地使用武力保护国家和民众安全,

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核武器的保障,美国就会必败无疑。

和平牧函发布之后,圣公会、循道宗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宗教界的反核运动对

于美国政府决策的直接影响不大,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才是美国政府重新审视核武器

政策的主要原因,但是围绕正义战争理论的辩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

战争和21世纪的反恐战争,而且衍生出很多新的理解。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徒普

遍接受正义战争是抵制侵略的自卫战争,如今研究相关领域的学者则发现,人道主义

救援行动、打击恐怖组织、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也成为武装干预的正当理

由。栛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呼吁美国政府在后冷战时代坚持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诸

如北约东扩、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打击流氓国家和恐怖组织、与友好国家分享导弹

防御系统、资助亚非拉国家的民主派在野党、改革日益世俗化和反美化的联合国等

等。他们认为,先发制人的武装干预同样符合正义战争的标准,因为这种武装干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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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独裁者的侵略,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栙曾经参与起草和平牧函的布赖恩·赫尔

(BryanHehir)神甫仍然是反对新保守派的主要辩手,他指出武装干预的正当理由也

要经过最严格的审核,发动武装干预的权威应当是多边的联合体,比如联合国安理会

或者其他多国组织,而不是某种松散的“志愿者的联合暠;武装干预的执行过程应当特

别注重武力使用的适度,不能伤及无辜平民和破坏城市基础设施,更不能使用核武器

和生化武器。赫尔神甫强调,即使再谨慎,武装干预依然会大幅度增加发动战争的频

率,新保守派一再扩大正义战争的标准,动辄诉诸武力解决问题,其实是在滥用传统

概念以支持特定的政治目的。栚罗马教皇和美国主教团对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

的几场战争都持反对态度,约翰·保罗二世认为人类应该意识到战争本身就意味着

人性的“堕落暠和“失败暠,只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冲突,战争在本质上不应是解决争端的

一种道德的手段。虽然罗马教皇及追随他的美国主教团没有绝对排斥战争的合法

性,但是他们对使用武力的宽容度变得非常低。栛

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大肆抨击伊斯兰教的圣战,认为圣战危及

西方生存,支持小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声称只有美国领导的新世纪计

划才能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美国必须追求仁慈的全球霸权,发动单边主义、先发制人

的预防性战争来对付恐怖主义的暴力袭击和针对无辜平民的自杀式爆炸,扶植民主

政权保护民众自由,所以美国攻打伊拉克是背负着道德责任的正义战争。栜这一解读

为“布什主义暠的外交政策披上了一层天主教道德语言的外衣。因此,在入侵伊拉克

前夕,小布什总统专门派诺瓦克前往梵蒂冈会晤教皇,代表政府游说教皇支持美国开

战。由于布什的这一行动事先没有征询美国主教团的任何意见,遂引起美国教会大

批信众的强烈不满。栞2003年11月,一批美国主教、学者、社会活动家发起集会,纪

念和平牧函发布20周年,讨论当前世界面临的“新的和平挑战暠,新保守派和自由派

神学家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再一次交锋,只不过与20年前相比,争论的主题从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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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变成了反恐战争,从核威慑战略的道德正当性变成了预防性战争的道德正当性。栙

此后,围绕伊拉克战争的争论又延伸到伊拉克的重建、从伊拉克撤军等问题,新

保守派始终相信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终将带来宁静有序的和平。韦格尔根据相关学者

提出的“战后的正义暠(juspostbellum)概念,引申出了“为了和平的正义暠(jusadpa灢
cem)。他指出,合理的、适度的使用武力是为了重建和平的秩序,保障当地民众的自

由和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民主化建设就是典范,所以伊拉克

战争除了必须推翻萨达姆的独裁统治,还要消灭打着伊斯兰圣战旗号的恐怖组织和

恐怖分子,恢复伊拉克的民主自治、经济稳定和市民社会。倘若美军在达到上述目标

之前撤离伊拉克,不仅是对伊拉克、中东乃至整个文明世界不负责任,而且也终将丧

失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正义性。栚自由派天主教徒则认为,在伊拉克建设民主的努力

代表着一种外交上的“神学错误暠,因为从终极的意义上讲,掌握世界命运的是上帝,

而不是拥有强大武力和经济实力的人,小布什政府的道德正义感和勇于作为的姿态

恰恰在这里出了问题。栛去年美国大选民调显示,伊拉克困局比金融危机对新保守派

的打击更大:2004年保守派天主教徒当中只有五分之一投票给克里,然而2008年奥

巴马赢得了保守派天主教徒五分之二的选票。这些背离新保守派的信众大多是因为

不满伊拉克战争期间的虐囚丑闻和布什政府的秘密审讯、监视、拘留措施,他们在经

济问题上依然相信新保守派的解决方案,只不过经济问题不是他们在投票时优先考

虑的选项。栜

四暋结暋暋论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是对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会改革和美国社会改革过于

激进的“反动暠(reaction)。探讨如何在美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实践古老的天主教信

仰,一直是美国天主教学术研究长盛不衰的主题。教会改革和社会改革是美国天主

教新保守主义关注的两大核心议题。

在社会改革方面,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的立场与其他的新保守派并无不同,诸如

反对新左派要求美国社会实现结果平等的主张,反对约翰逊政府大包大揽的社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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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政策,反对反战运动的反美情绪和学生运动的狂热粗暴,反对性解放运动蔑视传统

和反主流文化否定权威,反对自由派知识精英偏向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等等。

美国社会历来都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钟摆之间来回摇摆,这套自我调节机制能

够使其保持平衡和中庸,1970和1980年代新保守主义牵动整个美国社会往右转,而

如今伊拉克困局和金融危机已经向美国民众发出了明显的左转信号,奥巴马的当选

即是此大势所趋。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不同于其他保守派之处,归根结底在其天主教信仰。他们

最有特色的论证都是围绕信仰与生活的张力展开,诸如宣扬以天主教伦理为根基的

民主资本主义理论,引用“公共福利暠和“正义战争暠等传统的天主教道德概念为美国

政府的内外政策辩护,抵制堕胎合法化、同性婚姻、干细胞研究、安乐死、激进的女权

主义等危及天主教根本教义的社会潮流。他们甚至被赋予一个专有称谓“神学保守

派暠(theocon),这一称谓最初用于形容天主教徒出身的新保守派与犹太教徒出身的

新保守派(neocon)的理论根源之不同,后来则指代保守派天主教徒与福音派新教徒

结成的联盟,这一联盟动员的选票对于小布什两次当选总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栙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从神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阐释当代社会问

题,吸引了大批神学家与平信徒参与讨论,对美国政府和罗马教皇都曾产生重要影

响。他们崛起于激进改革掀起的惊涛骇浪之中,引导着美国天主教徒找回传统的价

值观念和文化认同;他们自称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秉持温和的中间偏右的政治立场,

批评极左和极右思潮都不符合天主教对人性的看法。但是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和时

局的发展,他们逐渐从温和右派转变为极右派,不再强调谦卑之心和适度原则,与美

国主教团的温和的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在为

华尔街的金融集团和伊拉克的增兵计划辩护,所以自由派神学家指责他们更加效忠

于美国的世俗意识形态而非天主教信仰,放弃了天主教会的先知立场和批判传统,背

弃了天主教徒最根本的正义和爱德。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天主教会的“尘世关怀暠不可避免地要与当

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联系起来,它的衰落则是因为新保守派为美国体制和

政府决策的过度辩护使得信仰屈从于意识形态之争。美国宽松的社会环境确实保障

了天主教传统延续的外在条件,但是如果耶稣沦为意识形态的仆人,如果信仰的话语

被用来片面地为既得利益者和强势集团服务,那么这一古老深厚的传统就会失去她

在现代世界的立足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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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的兴衰也是天主教会迎接现代化挑战的见证。一方面,

梵二会议之后美国教会不再沉缅于文化隔离区的思维方式,而是以新的形象直面现

代世界,天主教徒已经全面参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所以新保守派才有

信心重新审视天主教会在美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阐述天主教徒应如何看待和履行

他们对于美国社会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流的新教教会衰落,天主教

徒却越来越自信,新保守派甚至认为天主教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个天主教不是狭隘的

宗派的教会,而是真正的普世性和大公性(genuinelyecumenicalandcatholic)的教

会,他们想要表达的是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共有的一套价值观念。栙新保守派

认为,多元社会要想避免分裂成无政府状态就必须有某种共识存在,这一共识在现代

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遭到侵蚀并且导致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危机,所以才要大力倡导

超越教派的、符合自然法原则的、基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伦理神学和道德规范,才

要呼吁展开一场文化战争、观念战争、道德战争。

另一方面,在当代天主教会内部,稳定的忠诚和强烈的分歧并存。虽然仍有众多

天主教徒积极参与教会活动,但是天主教徒无条件顺从教会领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

返,他们可以有选择地解读梵二会议的决议和天主教社会训导,也可以因为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观点和新教徒或者犹太教徒联合起来,与其他天主教徒进行争论。这一

现象被学者们称之为美国天主教群体的“破碎暠。2008年支持奥巴马和麦凯恩的美

国非西班牙裔白人天主教徒的比例是47%和45%,选票的两极分化说明,今日教会

已经无法回归传统的单一的宗教-政治利益集团。栚此外,很多美国天主教徒一边被

民主党候选人的社会福利和移民政策吸引,一边又认同共和党候选人的重宗教、重生

命、重家庭、亲美国的立场,这种徘徊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

派天主教徒试图塑造的美国共识或曰文化认同都很难成功。

彭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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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个人主义的清教源流

张孟媛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本文通过考察新英格兰清教政体创立和运作的宗教理念及立法、实践等

情况,得出结论认为:新英格兰清教学说中虽然蕴含强烈的个人主义因素,但清教理念也

要求所有清教徒“团结如一人暠,加之新英格兰殖民地创立之初,清教共同体的存亡乃是

“第一需要暠,所以清教殖民地当局通过一系列法令限制个人自由,奉行“集体利益至上暠

的原则。这与现代美国个人主义理念迥异,甚至背道而驰。尽管如此,随着时代的推移

和新英格兰殖民地现实生活的演进,清教不可避免地日益世俗化,最终成为现代美国个

人主义的来源之一。

关键词:美国历史与文化 清教 个人主义 新英格兰殖民地

个人主义作为美国国民性格的突出特征。个人主义的起源,中外学界做出了不

同的解释。美国政治思想家路易斯·哈茨(LouisHartz)认为,“个人主义是清教对

西方文化的巨大贡献暠,其源头便是分离派清教徒订立的《五月花号公约》。栙这一论

断与美国历史学家卡尔·德格勒(Carl.N.Degler)的见解不谋而合。德格勒明确指

出:“个人主义是遗留给后代的清教的核心,……如果说美国人今天是个人主义者,那

么清教是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暠栚法学家罗斯科·庞德则从美国宪政传统形成的角

度,对清教在催生个人主义观念方面的巨大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栛

针对上述美国个人主义的“清教起源说暠,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社会学教授

西摩·M.利普塞特(SeymourM.Lipset)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利普塞特是“美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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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论暠的坚定捍卫者。1963年,他出版了《第一个新国家》(TheFirstNewNation)一

书,对美国的价值体系或者说“美国信念暠(AmericanCreed)进行了社会逻辑学的探

讨。他认为,“美国个人主义等独特的价值观念滥觞于美国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民

众普遍接受了个人主义者的思想和观念。暠此论说出台后风行一时,为社会学家研究

加拿大文化提供了重要借鉴。栙

中国学界大都认同甚至赞扬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对现代美国个人主义观念形成的

巨大影响,如魏晓红、李清源在“从清教主义到美国文化暠一文中提出:“清教主义确立

了美国个人主义的基本内涵,……个人主义源自清教主义的理性原则和对个人自主

的追求。暠栚也有一些学者否认清教与美国个人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美国个人

主义滥觞于美国独立战争,而“北美殖民地人民没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暠。栛

本文拟在阅读新英格兰殖民地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清教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

系进行考察。

一

尽管在清教徒“大迁徙暠之际,以约翰·温思罗普为代表的清教领袖们就告诫全

体移民要“心甘情愿地服从暠,并且在“清教共同体暠的创建以及运作过程中,通过立法

等形式对公民资格和权利施加了严苛的限制,但是,新英格兰清教中蕴涵的个人主义

因素却枝繁叶茂、不可遏制,它不仅驱动了英国清教徒远涉重洋移居新大陆,建立实

践自己信仰的“自由乐土暠,也成为清教殖民地居民争取和捍卫自身政治权利的不竭

动力。仅举如下两例为证:1630年10月19日,在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召开的股东大

会上,109名移民递交了请愿书,要求“成为自由民暠,享有自由民的一切政治权利;

1632年,助理们被迫同意由自由民直接选举总督和副总督。1634年,沃特敦(Wa灢
tertown)村镇的公民在乔治·菲利普牧师(ReverendGeorgePhilip)的领导下,拒绝

支付地方官员为抵御英国威胁而在纽敦(Newtown)建筑防御工事所征收的税款,由

此引发了关于“立法权暠的争议。温思罗普对村民们的举动感到震惊,建议由各村镇

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来提请助理们讨论征税问题,而村民们则要求温思罗普将特

许状“公之于众暠。在看过特许状之后,村民们认为自己被剥夺了作为自由民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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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坚决要求享有立法权。在村民们的坚持下,殖民地政府授权每个村镇的自由民各

选出3名代表,在股东大会上维护自身的权益。5月14日,由各村镇选出的24名自

由民代表和8名官吏在股东大会上仔细研读了特许状后指出,根据特许状,法律应该

由包括自由民在内的股东大会制定,而不应该只由助理们制定。在自由民代表的强

大压力下,大议会恢复了特许状关于自由民权利的多项规定。这些条款包括:总督应

一年召集4次殖民地大议会,未经大议会多数同意,不得解散大议会;每次大议会召

开之前,各村镇自由民依法遴选2名或者3名代表商讨和准备其认为适于在大议会

上讨论的公共事务;自由民代表代表自由民全权处理共同体的公共事务,有权制定法

令、分配土地,以及处理自由民参与处理的共同体的所有其他事务;地方官员和其他

官员的遴选则需全体自由民参与。栙此决议清晰地阐述了代议制的基本原则,标志着

代议制度在殖民地正式确立。代议制度在此后的几年中日臻完善。1635年,马萨诸

塞大议会颁布了采用纸质选票的法令,殖民地居民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

次年9月,大议会再度颁布法令,称:“自即日始,殖民地村镇的自由民如不足10人,

无遴选代表出席大议会的资格;自由民人数在20至40之间的村镇遴选的代表人数

不得超过2人;自由民人数超过40的村镇可以遴选3名代表,但不得超过3人。暠栚这

种总督、副总督及所有地方官员均由自由民定期选举产生的制度,对北美其他英属殖

民地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各殖民地所效仿,并成为1776~1782年各州宪法中必不可

少的内容。

同年,围绕纽敦村镇居民请求迁移到土地肥沃的康涅狄格河谷定居的问题,自由

民代表与温思罗普等地方官员就“否决权问题暠发生争执。自由民代表批准了纽敦村

民的请求,而温思罗普等人则持相反意见,并且宣称自己对任何决议拥有否决权。双

方僵持不下,请求牧师“仲裁暠。于是,约翰·科顿牧师布道,捍卫地方官员的“否决

权暠,自由民代表的异议暂时得以平息。但是,双方就该问题的争执后来仍时有发生。

1636年,自由民代表和地方官员之间关于“否决权暠的争议因“理查德·舍曼(Rich灢
ardSherman)诉罗伯特·凯因(RobertKeayne)案暠(亦称“猪案暠)再度爆发。以此案

为契机,自由民代表力图彻底废除地方官员的“否决权暠。1642年,自由民代表理查

德·贝林厄姆(RichardBellingham)和地方官员的代言人约翰·温思罗普展开了一

场激烈的笔墨之战,双方就地方官员“否决权暠的法律依据、合法性和必要性,马萨诸

塞殖民地政府的根本原则,自由民代表的权限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辩。形势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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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愈烈,教会不得不介入其中,充当“调停人暠的角色。1643年,约翰·科顿牧师撰

文,公开表明教会支持地方官员的立场。在此情形下,自由民代表不得不同意地方官

员保留“否决权暠,而后者也同意前者以法律形式确定双方各自权限的提议。1644年

3月7日,马萨诸塞殖民地大议会召开,称“长期经历证明,地方官员与自由民代表一

同开会造成诸多不便暠,故决定:“(1)地方官员自行开会、处理政务,独立起草其认为

适宜且一致认同的法案和政令,而后提交给自由民代表进行审议,自由民代表就这些

法令适宜共同体的程度提出赞同或者反对的意见;(2)自由民代表以同样方式开会,

商议其依据自身判断和经验认定的符合共同利益且一致认同的政令和法令,而后提

交给地方官员审议,地方官员经认真审议后提出同意或者反对意见;(3)任何法规只

有在地方官员和自由民代表一致认可,在大议会进行的最后一天审慎地阅读且完全

赞同后,方可生效。暠栙这项妥协性的决议奠立了马萨诸塞殖民地立法机构的两院制,

“这一原则在确定马萨诸塞殖民地政府的代议和协商而非纯粹的民主性质方面,如果

不是根本性的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暠。栚它对日后美国宪政体制的构建产

生了重大影响。至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各殖民地都建立了议会,并且除了宾夕法

尼亚之外,其他殖民地议会都采用两院制。

笔者认为,导致上述事实的原因有三:

第一,新教“因信称义暠(justificationbyfaith)学说的影响。所谓“因信称义暠,即

只要有信仰便可以成为“圣人暠,“称义暠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精神转变,体现为因信仰

而得到启示的获救感。“因信称义暠说认为,《圣经》是获得信仰的唯一途径,并且教徒

可以自行阅读、思考和解释《圣经》。因此,“因信称义暠说凸现了个人在宗教信仰中的

作用。这一学说最早源于《新约·罗马人书》。在这篇经文中,保罗反对依靠遵守律

法、礼仪、行割礼等行为而“称义暠,主张教徒凭借信仰基督即可获得救赎。欧洲宗教

改革运动的首倡者、德意志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在“因信称义暠的基础上,提出

了“唯信称义暠(justificationbyfaithalone)论,昭告民众“基督徒……的称义得救无

需善行,因为仅凭信心,就万事俱备。但他若是愚蠢地要藉善行而称义、自由、得救,

成为基督徒,就会立即丧失信心及信心的一切益处。暠栛这一主张否定了教会在宗教

信仰中的绝对权威,消除了控制世人精神生活的羁绊,个人凭借信仰就可以和上帝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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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交流,而无需借助以教皇为首的任何“中介暠,从而提升了个人的自主意识,为近代

西方个人主义的萌生奠定了基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早期基督教的教义中,也不

乏有个人主义的因素,具体表现为“单个的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和尊严暠,但

是,“这种早期宗教个人主义观,由于受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集体主义及社会有机体观

念的影响,在中世纪随着教会地位的提高而遭到吞噬。暠栙经过宗教改革运动的洗礼

后,宗教个人主义才重获新生。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期间,尊重个人的思想有了长

足的发展。

第二,公理制(Congregationalism)栚的教会体制的建立。“公理制暠是15世纪80
年代,被誉为英国清教“分离运动之父暠的罗伯特·布朗(RobertBrowne)在吸收、借

鉴《圣经》及罗拉得派(Lollards)栛和再洗礼派(Anabaptist)栜的一些主张的基础上创

立的。公理制的含义是,“一群或若干在上帝和基督的统治下自愿与主订立契约的基

督徒或信仰者暠聚集在一起。它的基本主张为:1.教会成员仅限于可证明的上帝的选

民;2.特定的公理会实行自治,各公理会独立、平等。“自愿主义暠原则是公理制教会

政体建构的灵魂和关键,这一原则保证了个人在教会中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具体言

之,在公理会内部,个人“自愿暠加入契约;政府依据人民同意原则而建立,虽然可以驱

逐宗教异端分子,监禁“唯信仰论暠者和绞死贵格宗信徒,但是,它不能强迫个人加入

教会;公理会虽然可以对教众施加巨大的道德影响,但是,除非其成员事先表明自己

服从公理会的领导,否则公理会无权对其进行问责或将其开除教籍。从这一意义上

讲,个人主义是公理制教会体制的本质特征。美国“清教思想研究之父暠栞佩里·米

勒(PerryMiller)充分肯定了这一特征,他认为,“新教个人主义(之所以)在新英格兰

特别生机勃勃,一定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如下事实,即它从一开始就在公理制(教会)政

体中被‘制度化暞。暠栟

此外,较之旧大陆而言,新英格兰公理宗制定了极其严苛的入教标准,申请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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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人除了具备良好的品行之外,还要严格履行下列程序:首先,成年的申请人要

向公理会的长老们阐明其意欲加入教会的愿望,长老和牧师们私下对申请人进行考

察,明确后者以往的生活经历、对于《圣经》的理解、信仰上帝的虔诚及在内心深处如

何产生皈依上帝的体验,然后提交全体教众讨论。其次,如果结果令人满意,申请人

将接受全体教众的审查。教会的任何一个成员都可以向公理会报告申请人的“违规暠

行为,申请人要当众就这些“不良暠行为做出公开的信仰声明(在许多教会,女性申请

人可以私下向长老陈述其“转化暠体验,再由本堂牧师向全体教众宣读),并且要引经

据典,从《圣经》中找到支持其皈依的证据,待全体教众对申请人的“声明暠表示信服,

一致投票赞同之后,该申请人便宣誓加入教会契约,从而跻身“可见的圣徒暠的行列,

获得了参与圣事的资格。圣事一般在安息日举行,有两项内容。一为圣餐(the

Lord狆sSupper)。圣餐被清教徒视为传递上帝之恩惠的契约的标志,而非上帝令其

选民产生“转化暠体验的手段。另一为洗礼(Baptism)。虽然清教教义规定教会的正

式成员仅为成年的信徒,但是,洗礼者的资格却不局限于此。父母一方为教会成员

者,其孩子同样可以受洗。不过,洗礼仅是上帝赐予“正义暠的体现,并不能使受洗者

成为恩惠的分享者,因此,这些孩子成年之后,仍然需要一丝不苟地履行上述程序,达

到要求的人才可以获得教会正式成员的身份,而没有“转化暠体验的受过洗礼的孩子

是无法加入教会的。至于非教会成员的孩子,则连受洗的资格都没有。这种对个体

的高度关注是清教所特有的。为了信仰纯一而提出的苛刻要求促使清教徒基督时刻

重视自省和慎独,从而提升了个人的自我思考和主观能动作用。

第三,清教崇尚理性的精神。清教徒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理性传统,他们虽

然始终如一地坚称《圣经》是其创立的世俗和教会政体的理论源泉,并将之奉为圭臬,

但是“其所依据的是藉由逻辑学、物理学、心理学、修辞学和神学来加以解释的《圣

经》,……尽管他们以其虔诚之心,在威严的上帝面前,屡次卑微地自贬为尘埃中的蠕

虫,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展示出令人惊异的自信。他们绝对确信自己对《圣经》的理

解是正确的,其逻辑是无可辩驳的,从而在推理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共同体和一个国

家教会。暠事实上,“很大一部分(清教)信条……‘并非一字不差地包含在《圣经》之

中暞,而是通过推论的方法从《圣经》总结而来的。暠栙就17世纪的历史环境而言,清教

徒对于理性之重视与强调尤其显得别具一格和弥足可贵。当时,无论天主教徒还是

宗教改革家都抨击人类的理性,他们认为人类的理性由于其先祖之堕落已经彻底毁

坏,因此没有能力解释《圣经》,其唯一希望只能是屈从于教会和信仰的指引。而清教

徒则坚信,原罪说并不意味着因亚当之堕落而受到玷污的人类,就应该将理性完全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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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人类无论因罪过和激情而受到怎样的损毁,在本质上仍是理性的、负责的,这是

一条不言而喻的“公理暠。上帝已经赐予了人类根据常识和自然理性来探知真理的能

力,尽管这种能力并非完美无缺,但是,如果人类丧失了它,这个可以为人类所理解的

世界就会土崩瓦解,陷入混乱。新英格兰清教领袖约翰·科顿牧师说过,“理性源于

人类的灵魂,是灵魂固有的一部分。虽然,我们通过经验和教育学习了很多东西,但

是,在我们身上也存在一种基本的智慧,即我们的自然理性。暠栙而英国清教神学家约

翰·欧文(JohnOwen)对天主教徒所持“信仰主义暠(fideism)栚主张的回击更为尖

锐,他认为真理不能藉由放弃分析、解释、推理和辩论而获得,相反,要更加积极地、竭

力运用分析、解释和辩论才能获取真理。世人只有依据其理性才能发现《圣经》的涵

义,他们必须根据已经接受的法则对所提及的事物做出评判。栛在大西洋两岸的清教

徒所撰写的作品中,诸如此类的论断俯拾即是,反映了17世纪清教徒对于理性的高

度自信。当然,这些从中世纪经院哲学、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继承而来的理性观念与

清教徒内心之虔诚并行不悖,互为作用。清教领袖确信真理与宗教是一回事,因此,

信仰的力量驱使他们利用所有可以获得的理性工具从逻辑上去阐释上帝意志的公

正,维持理性与虔诚之间的完美平衡正是清教思想体系之独特性所在。

清教徒对理性之重视的最突出表现是对拉姆斯逻辑学超乎寻常的确信。以17
世纪的哈佛学院为例:在哈佛学院,尽管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从未受到官方的排斥,

并且学生们也阅读亚里斯多德的作品,不过,拉姆斯逻辑学显然受到青睐,学生们不

仅拥有而且研读拉姆斯的著述。1661年,伦纳德·霍尔(LeonardHoar)在就任哈佛

学院院长之前,写信给其在该学院就读的外甥约翰·弗林特(JohnFlynt),建议他在

阅读时要勤做笔记,并且要依照“无与伦比的彼得勒斯·拉姆斯方法暠加以分类。而

且“历届哈佛毕业典礼所保存的、时段涵盖学院创立到1689年的逻辑学论文也是纯

粹的、未经污染的拉姆斯主义。暠不止于此,新英格兰牧师在解读《圣经》文本、传达上

帝旨意、阐释其政体理论时都是根据拉姆斯逻辑学来精妙构思、谋篇布局的,他们大

胆地将拉姆斯公认为其“教会政府之公理制方式暠的发现者,栜并且进一步运用拉姆

斯逻辑学来加以佐证。

拉姆斯逻辑学之所以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如此盛行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简洁、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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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姆斯看来,由范畴(category)和宾词(predicables)栙所构成的亚里斯多德“三段

论暠(syllogism)式逻辑学缺少内在的关联性,深奥难解且不合理,更毋庸说实用价

值,而且学校所教授的逻辑学也是建立在对亚里斯多德本人的错误理解之上的,因

此,基于“实用暠的目的,有必要对逻辑学进行改革。改革的主旨是废除宾词、限制“三

段论暠的应用,以“论点暠(argument)和“两分法暠(dichotomy)取而代之,即对所有概

念进行二元划分,直至不能再分为止。“方法暠是拉姆斯逻辑体系关注的“焦点暠,被奉

为“黄金法则暠(“goldenrule暠),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拉姆斯逻辑学实际上根本不

是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学,而只是理解客观、抽象真理的一种方法。……推理对于拉姆

斯来说,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学说,逻辑学是使这一学说得以明晓的工具。暠栚而

对“方法暠的高度重视正是17世纪的加尔文主义者区别于加尔文的最突出特征。

笔者认为,拉姆斯学派的最突出贡献与其说在于其提供了一种简明、便捷的分析

方法,毋宁说在于它很好地适应了“理性时代暠的客观需要。因为拉姆斯与当时所有

人文主义者一样,反对中世纪依赖抽象的哲学沉思的学问,提倡与亚里斯多德主义相

对立的柏拉图主义,其指导原则、思维模式无不发轫于柏拉图主义。当然,拉姆斯学

派的“改革暠相对而言极其有限,也并非完美无缺,不过,就特定的历史时代而言,已弥

足可贵,而对于本来就对经院哲学持敌视态度的清教徒而言,拉姆斯逻辑学对“自然

法则暠和“推理暠之珍视,与其推崇理性的心理不谋而合。正是依赖拉姆斯逻辑学,清

教牧师才能运用主观的推理和判断对《圣经》做出符合实际需要的解释,从而使得广

大信徒能够充分了解并理解上帝的意旨。

二

尽管新英格兰清教中蕴涵个人主义的因素,但在17世纪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

“集体利益至上暠原则才是清教徒奉行不悖的准则。在新英格兰清教徒看来,“对公众

的爱护必须支配所有私人利益……这是一条根本原则,即特定个人的所有权不能在

公众权益遭到破坏的废墟中存在。暠栛这意味着任何个人不可随心所欲,率性而为,而

是必须谨守服从的原则,惟此,才能保证社会群体———家庭、公理会和政府的“有序

性暠。这种“有序性暠在新英格兰殖民地体现为鲜明的等级制,具体表现为丈夫的地位

高于妻子,父母的地位高于子女,牧师的地位高于普通教众,地方官员的地位高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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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民众。性别、年龄、技能、家庭出身、财产多少、受教育程度乃至智商高低,都被清教

徒视为等级划分的依据,村镇分配土地及教堂座位的安排都要依此进行。

清教徒奉行这一“根本原则暠的原因在于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清教徒的社会观念。新英格兰清教理论家将整个社会视为一个由不可亵

渎的纽带联系起来的有机“整体暠,而非“个人暠的“聚合体暠,在这一“整体暠中,个人没

有独立的价值,各部分都要服从整体的需要,每个人占据特定的位置,履行确定的职

责,共同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即荣耀上帝而努力。据此,尽管“清教学说中确实存在强

烈的个人主义因素,……但与此同时,清教哲学要求社会中的所有人,至少是获得了

‘再生暞之人紧密团结在一起。暠栙从这一意义上讲,将清教徒的个人主义视为整个清

教群体的个人主义更为妥当。

第二是自古希腊城邦以来的集体主义传统。在古希腊,公民和城邦完全融为一

体,没有“私域暠和“公域暠的界限,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是公民最高的价值追求。诚如

亚里斯多德所言,“人是一切政治的动物,人完全是城邦的产物……公民不遗余力地

献身于国家,战时献出鲜血,平时献出年华;他没有抛弃公务照管私务的自由……相

反,他必须奋不顾身地为城邦的福祉而努力。暠栚古罗马人虽然首次做出了个人和国

家的区分,但其关注的重心是国家的长治久安而非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帝国的荣誉和

稳定高于一切。新英格兰清教徒沿袭了这种从亚里斯多德和经院哲学那里继承而来

的强烈的中世纪集体主义观念,他们认为地方的宗教、社会、家庭和政府力量合法地

并且有必要限制、改造和重塑有罪的个人。据此,为了集体利益而要求个人牺牲自我

利益不仅是完成基督的意旨,而且也成为殖民地世俗当局维护自身权威地位的理论

依据。在清教徒“大迁徙暠开始之时,清教领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团结对于一个新生

的共同体的兴衰乃至存亡的重大意义,为此,温思罗普在“阿贝拉号暠船的甲板上及他

后来发表的诸多布道词中屡次告诫清教民众要“团结如一人暠,“共同的幸福优先于个

人利益暠。

第三是荒野环境的现实需要。唐纳德·卢茨(DonaldLutz)清楚地描述了迁徙

到北美大陆的第一代移民在新世界面临的艰难处境:“罹患疾病而导致的死亡率很

高;移民随身带去的犁、掌握的种植技术和建筑方法失去效力;即便在印第安人没有

敌意的地方,这两个种族之间的相处也是困难重重,所以,不得不严加控制以便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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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原材料充足,但是劳动力和工具短缺。暠栙由此,在17世纪初期的新英格兰乃至

整个英属北美殖民地,面对恶劣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及印第安人的威胁等诸多内外压

力,共同体的存亡自然而然地成为各殖民地首要考虑的重大问题,为此,各殖民地当

局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要求个人自愿地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服从集体利益。在此

意义上,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高度一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马萨诸塞殖民地为

例,1634年4月1日,大议会下令“所有年满或超过20岁、已经或将要在海湾殖民地

居住6个月却未被给予选举权的男子宣布彻底服从国家的“定居誓约暠,否则将被逐

出殖民地。栚1636年,地方官员认为有必要规定教会组成,批准牧师职位和压制有过

错的牧师,于是在3月3日下令建立教会必须“首先告诉地方长官,得到其批准。暠栛

同年,索格斯(Saugus)村镇的5、6个人在巴彻勒(Batchellor)的鼓动下,向地方官员

提出请求,试图再建立一个公理会。地方官员预见到“在这一过程中,一种‘离心暞状

态可能会出现暠,于是在牧师责问巴彻勒之前,制止其继续行事。当巴彻勒进行反抗

时,大议会“派出民兵将其接来暠。栜1638年,戴德姆(Dedham)公理会的教众刚从英

国迁移到殖民地,担心此规定会损害他们在荒野中要寻求的基督教自由,地方长官立

即解释称1636年规定并不意味着一个私自召集的公理会不是“真正的暠教会,但是,

“如果任何人根据不当的判断或以错误的方式,私自在你们中间建立了一个教会,共

同体将不予认可,不向其传达(基督的)自由,给予其他特权。暠栞

由此可见,公理会教众在北美大陆并没有真正获得追随上帝的“自由暠。1647年

颁布的《马萨诸塞殖民地自由权法典》(TheLawsandLibertiesofMassachusetts)更

加明确规定,“律法必须针对所有人而非某个特定的人;遵守律法必须服从共同福利

而非私人利益;既然为了共同利益而服从某项不利于自身的法令,就必须遵守另外一

·521·美国个人主义的清教源流

栙

栚

栛

栜

栞

DonaldLutz,TheOriginsofAmericanConstitutionalism (BatonRouge:LouisianaStateUniversityPress,

1988),p.24.转引自JordanBBarkaow,“ChangingPatternsofObligationandtheEmergenceofIndividu灢
alisminAmericanPoliticalThought,暠PoliticalResearchQuarterly,Vol.57,No.3,(Sep.,2004),pp.
493~494.
NathanielB.Shurtleeff,ed.,RecordsoftheGovernorandCompanyoftheMassachusettsBay (Boston:

ThePressofWilliam White,1853),Vol.I,p.115.
NathanielB.Shurtleeff,ed.,RecordsoftheGovernorandCompanyoftheMassachusettsBay,Vol.I,p.
168.
RichardS.Dunn,JamesSavage& LaetitiaYeandle,eds.,TheJournalofJohnWinthrop,1630~1649
(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6),p.165.
TheRecordsofBaptism,Marriages,andDeaths...intheTownofDedham,pp.9~10.转引自 Perry
Miller,OrthodoxyinMassachusetts,1630~1650 (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3),p.253.



些有益的法令,即便是自我损害;必须满足于承担接连而至的负担,履行基督的律

法。暠栙

综上所述,尽管清教孕育的“个人主义是整个美国准则———自由、私人判断、自由

主义、民主和正当法律程序的滥觞暠,但是,诚如米勒所言,“我们在新教(学说),特别

是在富于进取的新英格兰新教(学说)中可以找到民主、个人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出

版自由和红色小校舍的源头。暠栚在此意义上,个人主义不过是盛行于欧洲的新教学

说的合理内核之一,而非新英格兰清教的独有特征,只不过在新英格兰殖民地体现得

尤为鲜明。相对于中世纪而言,个人在人与上帝关系中地位的提升无疑是历史的一

大进步,但是,在宗教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17世纪,清教学说中孕育的个人主义有很

大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个人主义暠仍囿于神学层面,尚未触及政治、社会诸层

面,因此,不可高估甚至夸大清教个人主义传统对美国文明演进的影响,更不可将清

教徒的个人主义与现代意义上的美国个人主义相提并论。

张孟媛: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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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学界美欧关系研究述评

赵怀普暋暋暋

当代美欧关系是全球国际关系中最密切而又最复杂的一对关系。半个多世纪以

来,伴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美欧关系经历了复杂深刻的变

化,其未来走向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与美欧关系的重

要性不相称的是,国内对于美欧关系的研究总体上较为薄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欧

美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国外,主要是欧美地区的研究状况进行

梳理,并评析其内容和观点,籍此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也希望这能有助于加

深我们对美欧关系的了解。为便于勾勒当代美欧关系发展变化的脉络,更好地把握

不同时期欧美学术界的研究特点,本文将分阶段对其研究状况做纵向的整体性考察,

并对关于冷战后美欧关系走向的理论纷争进行述评。

一暋冷战时期的研究概况及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爆发后,欧洲成为东西方对峙的中心。美国从对苏遏

制的全球战略出发,奉行大西洋联盟政策,试图联合西欧国家共同遏制苏联,而后者

由于经济困难及国家生存受到苏联的威胁,也迫切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

因此西欧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需求与美国联欧制苏的战略需要结合在一起,就使共

同反苏成为美欧利益的交汇点,从而为双方结盟奠定了基础。1949年北约组织成

立,美国和西欧国家正式结成了大西洋联盟(AtlanticAlliance),战后美欧关系的总

体特征由此确立。

冷战的爆发和大西洋联盟的建立,构成了当代美欧关系研究的宏观背景和历史

起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欧美学术界就开始关注冷战新格局下大西洋两岸的



互动,并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西洋联盟展开了持续的研究。栙据不完全统计,冷战

时期发表的有关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的专著就有近百部,专题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从研究方法来看,有的采用微观方法,侧重对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

题进行个案研究;有的采用中观方法,着重考察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美欧关系;有的

采用宏观方法,对战后较长时期乃至整个冷战时期的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进行全

方位的系统研究。

就研究的内容而言,一些研究侧重从理想主义的视角解释美欧关系,认为美欧

关系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基础,故大西洋联盟坚不可摧。持这

种观点的学者及其代表作有格雷戈里·特雷弗顿(GregoryTreverton)的《铸造联盟

的成功:美国和西欧》、栚比阿特丽斯·休赛尔(BeatriceHeuser)的《大西洋关系:分享

理想与成本》、栛杰弗里·威廉姆斯(GeoffreyWilliams)的《永久的联盟:欧美伙伴关

系,1945~1984年》、栜托马斯·里斯卡盆(ThomasRisse灢Kappen)的《民主国家间的

合作:欧洲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栞,以及西蒙·瑟法蒂(SimonSerfaty)的《坚持到

底:欧洲联合和大西洋团结》。栟还有学者强调美欧关系的共同体属性,例如卡尔·多

伊奇(KarlW.Deutsch)1950年就提出了北大西洋共同体的思想。在他看来,美欧

价值观的相互补充和对相互需要的高度反应能力,比共同安全威胁更能促进共同体

的和谐团结。栠

与理想主义的诠释相比,更多的研究坚持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大西洋联盟虽有较

牢固的基础,但由于美欧双方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双方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的

冲突性。这一看法揭示了美欧关系矛盾复杂的一面,其症结在于双方在大西洋联盟

内地位不平等,即美国充当盟主而西欧国家扮演从属性的“小伙伴暠角色,这种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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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欧摩擦和冲突的根源。而欧洲一体化也带有美欧冲突的基因,因为欧盟谋求世

界“一极暠的长远目标与美国的霸权战略相抵触。虽然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但

它强调这一进程必须被纳入大西洋合作的框架,即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利

益。美欧矛盾与冲突在冷战紧张阶段被抑制,一旦国际形势和双方力量对比有变,它

就会显现。进入1960年代后,随着冷战形势趋缓和西欧实力的增长,美欧关系初现

调整,大西洋联盟内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凸显。此后双方关系虽在个别时期有所改

善,但联盟总体上呈现弱化趋势。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Lundestad)指出,战后美

欧关系的历史似乎充满了无尽的冲突,即使在北约成立后美欧合作被认为是最密切

的时期,双方的冲突也几乎持续不断。栙

总之,从1960年代起,随着大西洋联盟内部离心倾向的加剧,欧美学术界对美欧

矛盾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多。代表性学者及其著述包括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的《北约的中期危机》、栚埃利奥特·科恩(EliotCohen)的《大西洋联盟的长期

危机》、栛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Freedman)的《大西洋危机》、栜沃尔特·哈恩

(WalterHahn)和罗伯特·法尔茨格拉夫(RobertPfaltzgraff)合编的《大西洋共同体

陷入危机:重新定义跨大西洋关系》、栞罗伯特·杰克逊(RobertJackson)的《纷争的

延续:大西洋共同体的危机和反应》、栟约瑟夫·约菲(JosefJoffe)的《欧美关系:持续

的危机》、栠罗伯特·克莱曼(RobertKleiman)的《大西洋危机:美国外交面对复兴的

欧洲》、栢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的《大西洋联盟的危机》、栣约翰·帕尔默

(JohnPalmer)的《脱离美国的欧洲? 大西洋关系的危机》、枮爜爦伊莉莎白·舍伍德(Eliz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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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thSherwood)的《陷入危机的盟友》、栙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Smith)的《西欧

和美国:不确定的联盟》栚,以及罗纳德·斯蒂尔(RonaldSteel)的《联盟的终结:美国

和欧洲的未来》。栛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学术界的研究,欧美的一些政治家和外交官也

有关于美欧关系特别是北约的著述。最著名的当属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灢

ger)1965年出版的《麻烦的伙伴关系:重新评估大西洋联盟》一书,栜此外,还有理查

德·尼克松(RichardNixon)的《到了拯救北约的时候了》、栞让·弗朗索瓦庞塞特

(JeanFrancois灢Poncet)的《欧洲和美国:危机的教训》、栟罗伯特·谢策尔(Robert

Schaetzel)的《精神失常的联盟:美国和欧洲共同体》,栠以及保罗灢亨利·斯巴克

(Paul灢HenriSpaak)的《大西洋联盟的危机》等著述。栢这些著述虽试图在美欧合作与

冲突之间保持平衡,但对冲突的论述偏多,这从书名和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

概言之,战后美欧关系既有合作的动力和基础,也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因素,这就

决定了合作与冲突是当代美欧关系的一个持久特征。冷战期间欧美学术界的研究结

论与此大体相一致,普遍认为美欧关系是一部纷争与合作的历史,基辛格用“麻烦的

伙伴关系暠来定义大西洋联盟当属恰当。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具有两个阶段性特

点:其一,虽然合作是大西洋联盟的主导方面,而欧美学者也大都认同这一点,但他们

却更多地关注和研究美欧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进入1960年代后,这种倾向尤其明

显,侧重论述美欧矛盾与冲突的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论述美欧合作的论著;强调美

欧分歧的论者多为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而政治家和外交官对美欧合作与冲突的论

述则相对平衡一些。其二,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北约体制下的大西洋联盟,以

及美国与西欧大国的双边关系,而这也主要集中于安全关系。美国与欧共体的关系

相对不受重视,相关研究数量少且不够深入。这种情况与冷战时期美欧关系的实际

相符,它折射了冷战格局对双方关系的深刻影响,凸显了安全问题和安全关系在大西

洋联盟中的极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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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暋冷战后的研究概况及特点

冷战的结束是战后美欧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一方面,苏联威胁的消失降低

了西欧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导致美欧联盟的基础发生动摇;另一方面,欧盟抓住

冷战结束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加紧推进内部整合,并要求与美国发展更加平等的伙伴

关系。面对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冷战后美欧关系的调整是必然的。然而,这种调整又

注定是一个复杂的、艰难的过程,因为它涉及到双方不同战略和利益之间的博弈,要

想在这方面达成妥协与平衡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初期国际政治的混乱和大

量的不确定性,客观上也要求美欧不能立刻分道扬镳。因此,在调整中有合作、在合

作中调整,就成为冷战后美欧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

冷战后欧美学者的研究大体反映了这一特点,虽然在不同阶段其研究的侧重点

有所变化。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由于美欧在有关北约前途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

全政策(CommonForeignandSecurityPolicy)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出现矛盾,研究内

容更多地集中于美欧分歧。到了1990年代中期,当冷战后的世界逐渐尘埃落定、克

林顿政府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采取灵活态度从而使美欧关系趋于改善时,研

究内容又转向强调美欧一致性。但“好暠景不长,小布什政府上台后采取强硬的单边

主义外交路线,导致美欧关系再起波澜。研究的侧重点也随之逆转,退回到对美欧分

歧的强调。九一一事件之初,分析人士一度对美欧关系的改善抱有希望,但他们很快

便发现双方的分歧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加严重;分歧不仅涉及双边关系中的贸易问题,

更突出地反映在国际事务层面,包括在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

庭,以及伊拉克战争和联合国的作用等问题上的分歧。

总的看,冷战后的研究所传达的信息似乎是矛盾的,论证美欧分歧增多的著述与

强调美欧一致性的著述在数量上不相上下,观点明显呈两极化。欧美学术界和思想

库都存在所谓的悲观派和乐观派。乐观派认为,冷战后美欧关系出现的紧张不会对

大西洋联盟造成严重影响,因为联盟是建立在双方价值观共同体和经济相互依存基

础上的,当前的摩擦同历史上的所有分歧一样,都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双方互示善意

而及时得到解决。约瑟夫·奈(JosephS.Nye)在《美国霸权的困境》一书中表达的

看法接近于这种观点。栙斯滕·赖宁(StenRynning)更是对大西洋联盟满怀信心,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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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仍然具有非常好的前途。栙悲观派则另执一词,称美欧关系一直以来就是紧张

的,而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因为曾经使双方团结在一起的

主要粘合剂已不复存在,北约也因此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栚大西洋联盟变得

越来越敌对,北约进入了严重衰落的阶段。栛在悲观论者看来,欧盟加紧发展共同外

交与安全政策,表明了要摆脱美国控制的愿望和决心,这也将加速大西洋联盟的瓦

解。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在《权力与虚弱》一文中直言:“当涉及到确定国家

议程、界定威胁和挑战及制定和实施外交和防务政策时,美国和欧洲就分道扬镳

了暠。栜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似乎证实了悲观派对冷战后美欧关系趋于恶化的基本

判断。

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悲观论者的分析有着多元的角度。有的研究从国际体系

的结构性变革入手,强调苏联解体对美欧关系造成的强烈冲击,认为一个制衡美国的

超级大国的消失不仅降低了美欧在安全问题上保持团结的需要,也鼓励了美国的单

边主义和单边行动,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耗费时间和精力以谋求联盟的共识和一致。

也有的研究立足于国家和集团层面的分析,强调美欧双方利益和目标的差异,认为美

国追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利益,而欧盟则致力于实现欧洲和欧亚大陆的地区性目标。

还有的研究侧重于行为方式的分析,强调美欧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段的差异,欧洲人讲

究谈判艺术,致力于取得共识和妥协,而美国则倾向于使用军事力量来消除异己。卡

根对美欧这一差异的解释是欧洲来自水星,而美国来自火星;欧洲人依赖外交是因为

欧洲军事上弱小,美国人偏爱军力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享有无与匹敌的军事地

位,他们倾向于使用武力是因为这样见效快,又不用担心受到报复。也有分析将美欧

的这一差异归因于双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源于双方在20世纪

的不同经历和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在欧洲人看来,战争对于失败者和胜利者来说

都是一场悲剧,今后要想避免战争,就必须放弃使用武力;而对美国人来说,除了越南

战争,美国在其他战争中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甚至还有一些更微观的分析,即把

美欧关系的变化与领导人和政治人物的个性联系起来,强调不同个性的领导人(特别

是美国总统)的变更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总之,伴随着冷战后美欧关系出现重大而复杂的调整,欧美学术界的研究更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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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和深入,争论也更加激烈。从争论的情况看,乐观派和悲观论者大体上势均力敌,

但后者略占上风,这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更明显一些。这种两极对立观点的交锋与冷

战时期偏重于强调美欧分歧的情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或许在于,当时的欧美研究者

想当然地以为大西洋联盟是不容质疑的客观存在,因而能够以相对超然和从容的心

态面对美欧关系中的分歧与矛盾。但时过境迁,冷战的结束使美欧关系的基础发生

了严重动摇,大西洋联盟陷入了深刻危机之中,未来美欧关系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

性。面对严酷的现实,欧美研究者在关注冷战后美欧关系走向的时候,一些人的研究

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对美欧关系多了一些忧患和同情。

除了上述乐观派和悲观派之间的论争,冷战后的研究还有另一个特点,这就是越

来越多地关注和研究欧盟及其在美欧关系中的作用。欧盟作为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一

个重要机构,其组织形式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虽然它仍存在明显的缺点,但毕竟

拥有了一定的独立的政治和行政能力。就其对美欧关系的影响而言,欧盟不仅在与

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因其政策触角的不断延伸而被美国视为一个

政治对话者。面对欧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崛起,美国较以往更加重视发展与欧

盟的双边关系。相应地,美国与欧盟关系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冷战后发表的

大部分相关著述虽仍旧一般性地指向美欧关系或大西洋关系,而未将美国与欧盟关

系作为讨论的重点,但已有越来越多的论述触及到了欧盟及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当

然,也有一些以美国灢欧盟关系为主题的论著,例如凯文·费瑟斯顿(KevinFeather灢
stone)和罗伊·金斯伯格(RoyH.Ginsberg)合著的《美国和欧洲共同体:转变中的伙

伴》栙。此书运用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即复合相互依存范式,试图衡量美

国和欧共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强度;埃里克·菲利帕特(EricPhilippart)和帕斯科莱

恩·怀南德(PascalineWinand)合编的《日益紧密的伙伴关系:美国灢欧盟关系的政策

制定》,则讨论了美国灢欧盟关系的政策制定过程,特别强调了欧盟在美国灢欧盟关系

中所发挥的作用;栚约翰·彼德森(JohnPeterson)的《欧洲和美国:伙伴关系的前景》

主要讨论的也是欧盟与美国的关系。栛

此外,还要指出的是,欧盟的崛起使得美欧关系中“欧洲暠行为体更加多元化,从

而导致欧洲国家的组织机构属性进一步重叠和交叉,特别是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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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是北约成员国,而另有少数国家则不同时属于这两个机构;这些国家在不同组织

机构内的利益诉求、政策主张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相悖。应当说,这一因

素对现实的美欧关系产生了复杂影响,也给美欧关系的研究增加了难度。

三暋围绕未来美欧关系走向的理论纷争

从理论的视角进行考察,就可以进一步发现,上述乐观派和悲观派对于冷战后美

欧关系走向的判断属于典型的两分法,其背后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纷

争。

如上所述,悲观论者的基本判断是冷战后的美欧(盟)关系在走向恶化。约翰·

米尔斯海默(JohnJ.Mearsheimer)指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

点,也深刻地改变了大西洋联盟。他认为,大西洋联盟是建立在欧美拥有一个共同敌

人的基础上的杂乱联盟;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及东西方在第三世界争

夺的结束,曾经将欧洲人和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已不复存在,结果是美欧关系

不可避免地陷于崩溃。栙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D.Krasner)说,冷战结束后,欧

美已不必再为促进民主和多元主义、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和人权、推进市场经济及那些

冷战期间体现西方世界与共产世界不同的价值观而战了。栚迈克·弗拉奥斯(Mike

Vlahos)声称,冷战后世界上主要的文化地区将谋求摆脱美国的影响,以求获得更大

的独立;欧洲人和日本人都不相信美国倡导的西方文明价值观,他们确实有自己的选

择,这就是“走自己的路并主张他们自己的文化区暠。栛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elhart)则坦言,世界上亲美国的态度有“显著的总体衰落暠。栜

值得注意的是,持悲观论的理论学者认为,美欧关系今后面临的危险主要来自欧

洲和美国。首先,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为他们在战略上已不再亏欠美国,因为外部威

胁的降低使欧洲待在美国保护伞之外的危险减小了。栞而对美国人来说,冷战后继续

待在欧洲的动因似乎也在消退。戴维·卡莱欧(DavidP.Calleo)指出,随着孤立主

·431·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栜

栞

JohnJ.Mearsheimer,“BacktotheFuture:InstabilityinEuropeaftertheColdWar,暠InternationalSecur灢
ity,Vol.15,No.1,1990,p.47.
StephenD.Krasner,“Power,PolarityandtheChallengeofDisintegration,暠in HelgaHaftendornand
ChristianTuschhoffeds.,AmericaandEuropeintheEraofChange (Boulder:WestviewPress,1993),

p.23.
MikeVlahos,“CultureandForeignPolicy暠,ForeignPolicy,Vol.82,1991,p.68.
RonaldIngelhart,CulturalShiftsinAdvancedIndustrialSociety (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0),p.408.
JohnJ.Mearsheimer,“BacktotheFuture:InstabilityinEuropeaftertheColdWar,暠InternationalSecur灢
ity,Vol.15,No.1,1990,p.7.



义情绪抬头,美国人越来越质疑继续在欧洲保持大规模高成本军事存在的理由,对继

续花钱帮助已有能力为自身防务买单的欧洲人的理由也表示怀疑。栙关于北约的前

途,有人认为它早已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栚从长远来看,北约注定要消失。栛

这种看法的依据的是欧洲人希望北约消失,或者至少要把它改造成一个欧洲人控制

的组织,法国特别想利用欧盟或者西欧联盟(WesternEuropeanUnion)来取代美国

的领导地位。栜根据这一解释,“马约暠(MaastrichtTreaty)带有的“传染病菌暠将会导

致大西洋联盟的瓦解,因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概念明显反映了欧洲谋求摆脱美

国控制的意图。栞欧盟试图通过发展自主防务建立以法德轴心为基础的霸权,从长远

看,如果欧盟直接或者通过吸收西欧联盟而发展成为一个军事联盟,将会导致大西洋

联盟的解体,从而终结美国对欧洲的战略保障。栟1998年英法《圣马洛宣言》的发表

和1999年欧元的启动,都表明了欧洲拒绝接受美国的霸权。简言之,这些学者虽不

否认美欧之间的某些关系是积极的,但强调双方关系中为数不多的积极面在减少,其

主要原因在于冷战后欧美共同的敌人和威胁消失了,而双方争夺欧洲安全事务主导

权的矛盾在上升、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在增加,从而造成美国与欧盟关系的进一

步恶化。

与上述悲观判断不同,乐观派学者强调大西洋关系的深度。他们不否认美欧之

间存在着一些冲突,但认为这些冲突是次要的,冷战的结束并未使美欧(盟)关系发生

根本改变。他们也乐观地看待北约的前途,认为它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组织,几乎

所有的中东欧国家都希望加入北约即是证明。有人甚至称,欧洲人对美国的感情远

没有变弱,冷战的结束反而加强了这种感情。栠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撤出欧

洲记忆犹新,欧洲人始终都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保持着警惕;而美国也从上世纪

20年代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美国非但没有放弃旧大陆,反而

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在这些论者看来,美国与欧盟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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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关键的成分:一是美国不反对甚至总体上支持欧盟建立欧洲安全和防务体系

的努力,勒内·施沃克(Ren湨Schwok)认为,美国欢迎欧盟朝着建立共同外交与安全

政策的方向前进;栙二是美国同意在其不参加的情况下,允许欧盟使用北约的军事资

产,包括运输和通讯系统等;栚最后,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所指出的,

美国接受这样的事实,即除了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中立国和非欧盟成员的欧洲国家也

可以参与危机管理行动,并使用北约的资源。栛

不难看出,悲观论者对美欧关系的解释深受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该

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国际体系中大国或主要行为体之间无休止的冲突和斗争是

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国家间不可能有持久的联盟。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

沃尔兹(KennethN.Waltz)指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单位,它们的互动构成了

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沃尔兹不承认国际组织的作用,认为国际组织要么作为新的

国家行事,抑或是如此虚弱以致于国际组织中仍将显现国家权力。栜受这种概念性和

意识形态式思维方式的影响,现实主义者对所谓的欧洲统一表示强烈质疑,他们认为

欧盟更接近于传统的国际组织,而非像德国、美国或瑞士那样的联邦国家,因此欧盟

不具有国际人格。现实主义范式不承认欧洲国家可以拥有和平的关系,更不接受欧

盟与美国关系可以是非冲突的情形。

从现实主义的理论出发,悲观论者强调大国之间的霸权竞争,认为冷战的结束导

致世界大国和集团之间出现了新的竞争,包括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竞争。由于不再拥

有共同的敌人,美欧重新焕发了帝国主义的冲动,双方都寻求在世界各地获得霸权地

位。美国和欧盟的竞争主要在东欧展开,美国试图把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

扩展到前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西欧也奉行同样的政策。栞这些论者经常援引美国五角

大楼的一份防务计划指导文件,该文件建议美国应努力防止在欧洲、亚洲或前苏联地

区出现任何一个竞争性的超级大国,“阻止它们挑战我们的领导地位或是谋求推翻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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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暠。栙在他们看来,欧盟和美国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冲突问题上的

分歧,就显示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日益加剧的斗争。栚

美欧之间的霸权竞争也反映在金融领域,悲观论者经常强调法国的一个观点,即

欧元将会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的经济、商业和政治权力将会受到一个

更加自信的欧洲的挑战。栛不仅如此,欧洲单一货币通过限制美国的政治选择,还将

减少美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因此他们认为美国有理由对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Union)保持警惕,并应尽力加以阻止它的形成。马丁·费尔德斯坦(Mar灢

tinFeldstein)指出,美国不支持欧洲单一货币的经济、财政和政治目标,就是因为“欧

洲货币联盟……将改变欧洲的政治性格,从而可能导致与美国的对抗暠。栜

与悲观论者的现实主义理论取向不同,乐观论者坚持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所谓多

元趋势论,他们对解释性的、体系性的和预测性的理论表示怀疑,而倾向于采用“复合

相互依存暠的分析框架。栞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和约瑟夫·奈是这

一理论范式的倡导者。根据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国际关系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众

多不同的渠道将不同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二是国际关系议程由众多的问题组成,不能

将这些问题以任何清晰的或者模糊的等级固定下来;三是,当相互依存充分发展起来

之后,政府将不能够使用军事力量来反对别的政府。费瑟斯顿和金斯伯格认为,复合

相互依存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欧盟与美国的关系。栟大西洋两岸的众多渠道将美国

和欧盟联系起来,而大量的问题组成了美欧关系的议程,这些问题不是以某种连贯和

等级方式被固定下来;由于彼此间高度的复合相互依存,美国和欧盟都不再可能对对

方使用武力。不过,复合相互依存论者对其他理论也并非全然排斥,有时甚至还采纳

现实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例如他们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

体,且国家通常是理性地行事,认为欧盟和美国根据形势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的措

施。但尽管如此,他们仍强调多元论之分析方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认为国家并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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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体系中唯一的行为体,而且也并不总是理性地行事;对权力的追求并非国家唯一的

外交政策目标。

从多元趋势论出发,乐观论者不接受霸权竞争的观点,他们认为美欧之间的一致

性远远大于竞争。在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美欧达成了管理世界事务的责任分担

协定,1995年签署的《新大西洋议程》(New TransatlanticAgenda)和《联合行动计

划》(JointActionPlan)是1958年欧共体(EuropeanCommunity)成立以来美欧关系

中的一个实质性步骤。美国认为欧盟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商业伙伴,而是成为了

一支重要力量,几乎可以作为平等的伙伴同美国一起行动。文件中宣布的目标和大

约120个具体行动,表明美欧之间取得了更大的共识,其程度比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

和任何国家集团的共识都要高,或许只有加拿大除外。栙他们还认为,欧美在处理欧

洲安全危机方面仍有着共同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美国介入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加

强了大西洋关系;由于欧盟尚不具备独立解决重大危机的能力,美国在西方联盟和北

约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加强。在金融问题方面,他们强调指出,虽然有一些美国投机

者希望欧洲货币联盟出问题,但这只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

实际上美国欢迎欧洲货币联盟。

除了在霸权竞争问题上的争论,两派学者还围绕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多边主义

大做文章。悲观论者认为,冷战后欧盟变得越来越内向,其唯一目标就是通过建立和

完善内部市场、货币联盟和实行东扩来加强以西欧为核心的一体化。由于日益专注

于内部问题,欧盟对国际事务的兴趣越来越少,也无意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

政治影响。他们还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正趋向于建立保护主义的商业集团。欧盟通

过建立统一市场和货币联盟深化内部一体化、通过欧洲经济区(EuropeanEconomic

Area)加强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FreeTradeAssociation)的联系,以及通

过联系协议加强与中东欧和地中海国家的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则主导建

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AmericaFreeTradeArea),还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Asia灢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及中南美洲自由贸易的活动。这种趋势发

展下去,将可能引发一系列贸易冲突,并使得冷战后的冲突日益经济化。罗伯特·吉

尔平(RobertGilpin)指出,冷战结束后重商主义的竞争(经济民族主义)将会发展,欧

盟正日益变成一个堡垒,滥用反倾销措施,而美国也使用了过分的保护主义工具如

“超级301暠等。美国正在丧失保障经济自由主义的能力。栚吉尔平预言多边主义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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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经济地区主义所取代,称“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和部门(sectoral)保护主义的混合体

系正在取代多边自由主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暠栙

然而,乐观派学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他们认为欧盟并没有走向保护主义,因为

建成后的单一市场比最初大部分专家预测的要开放和自由得多,欧盟的共同农业政

策(CommonAgriculturalPolicy)也正在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

也更多地反映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减少国家控制的总趋势。他们同时指出,建立内部

市场,以及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中东欧、地中海国家签署联系协议,也不意味着欧

盟变得越来越内向,相反却表明了欧盟对外部是开放的、非歧视性的。同样,他们也

不接受“贸易集团暠的概念,不认为欧盟、欧洲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

织构成了某种“贸易集团暠。在他们看来,这些安排都不是保护主义的,也不是针对第

三国的歧视性安排,所有协议都是以自由贸易的原则为基础,符合关贸总协定和世界

贸易组织有关建立自由贸易安排的标准。美国不批评反而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发展,

也证明了欧盟的非歧视性质,而欧盟同样也没有反对美国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参

加亚太经合组织。他们还指出,美欧合作推动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取得成功,表明了

双方都支持自由贸易,不想让贸易和农业冲突加剧双方政治和军事关系的紧张;这一

成功确立了美欧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导地位,这是双方在世界上谋求合作领导地位

的最佳证明。

四暋结暋暋语

如文中所指出的,合作与冲突是贯穿战后美欧关系发展变化的一条主线。但对

于研究者而言,判断美欧关系中合作与冲突到底孰轻孰重,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衡量

的标准。如果以某种完美的和谐团结作为标准,那么,美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显然非

常突出;如果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些非正式或临时性的联盟相比较,美欧合作又确

实显得非常特别,不仅紧密程度前所未有,而且联盟时间也更加持久。伦德斯塔德认

为,可以通过两个事实来证明战后美欧关系的密切程度:一是“欧洲人邀请美国到欧

洲建立帝国暠。战后初期,西欧国家最担心美国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而再次

从欧洲撤退,为此它们主动采取了挽留措施,先是请求美国提供经济援助,接着要求

获得美国的政治支持和军事保障,并最终通过北约建立了美国在西欧的强大军事存

在。二是美国“帝国暠不同于传统的帝国,后者大都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而美国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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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其控制下的最重要西欧地区实行一体化。栙欧洲之父让·莫内(JeanMonnet)说,

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是历史上一个大国首次一贯坚决支持建立一个将从

前分裂的各个民族团结起来的一个大的共同体,而不是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暠栚

应当说,从历史的和比较分析的角度看,战后建立的大西洋联盟堪称世界史上迄

今最持久、最成功的联盟。虽然联盟始终都存在内部冲突的因素,但在东西方冷战的

基本格局之下,双方战略利益的根本一致决定了美欧合作是主要的,而矛盾和分歧则

受到抑制。同样,欧洲一体化在冷战格局下也不可能获得完全独立的发展,它实际上

被纳入了美国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中。所以,冷战时期的大西洋联盟确实是密切合

作的“特殊关系暠,尽管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

对于冷战后的美欧关系及其未来走向,则应以辩证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进行观

察和判断。必须看到,冷战后的美欧关系处在一个全新的、充满各种复杂挑战的国际

环境中,虽然大西洋联盟仍得以维系,合作也依然是美欧关系的主流,但随着双方利

益和目标的变化,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在明显增多,竞争的一面更

加凸显。还要指出,欧美学者对于美欧关系未来走向的争论固然激烈,但激烈争论的

背后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承认现在的美欧关系已不再

完全是过去的那种“特殊关系暠了,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密切了。概言之,冷战后美欧

关系复杂调整的特点提示我们,判断未来美欧关系的走向应避免两种极端倾向,既不

能夸大美欧矛盾与分歧,也不能无视美欧关系的深刻变化。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美欧关系仍处于复杂调整的过程中,对美

欧关系的研究也将持续下去。本文对欧美地区的美欧关系研究状况进行了初步的考

察,但这一综述或许不够全面,评论也未必都得当,所列举的欧美学者的一些观点更

难免有片面之处,但仍希望这一努力能对促进我国的美欧关系研究有所助益。

赵怀普: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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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推手:麦克纳马拉迟来的忏悔

李本京暋暋暋

希腊名谚云:“缺乏省思之生活没有意义。暠(Unexaminedlifeisnotworthliv灢
ing.)

美国于1963年插手越战,一直到1973年单方面仓促撤军,整整在越南打了十年

漫长的仗,成为美国历史上海外用兵最长的战争,而最后仍是以失败告终。而这场不

光彩的海外用兵的设计及执行者就是2009年7月6日去世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RobertMcNamara)(1916~2009)。这是一场最引起争议的海外战争,而麦克纳马

拉当然成为众矢之的,他的这一生或已告终,然而越战之负面形象当不会因此而消

失。

就在流行音乐巨星迈克尔·杰克逊2009年6月26日去世的这一个月中,另一

位在美国当代史上必占重要地位的麦克纳马拉也逝世了。铺天盖地的杰克逊丧事新

闻,占据了台湾新闻版面的每一个角落,而麦克纳马拉之死在某些平面媒体上连一个

状似豆腐干大的新闻都没有,做为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老学生,真是感慨万千。麦克

纳马拉是美国1960年代最重要人物之一,理应详为介绍以作为对他那一个时代的认

识,这也就是本文草成之原因,愿方家正之。

谚云:“盖棺论定。暠事实上,对麦氏而言,时人对他却作了三次定论,两次在生前,

这最后一次就是当下。在他离开国防部长职位时,人们对他有了一个新评价,待到他

出版了回忆录,人们对他又有一次评价。今天他的辞世,却也引发了识者对他的再认

识。简单地说,在当代史中,他是一个焦点人物、众矢之的,然后有了良心自责,告白

世人,到最后挥挥衣袖离开人间,树立了一个很多人都做不来的士大夫风范。一个奇

人,一个天才,一个告罪天下的最具争议性的当代人物,终于放下了他心中的不安,留

给世人以无限的缅怀。



一暋管理大师陷入政治泥淖

从一个小科员升到福特汽车公司的总经理,短短13年间,他凭借着天赋、才华及

执着的态度,再一次转换跑道,弃商从政,处处是机缘,然而处处也是陷阱。本可以过

着平淡优渥生活的他,却一脚踏进了五角大楼,展开他的七年不归路;他抵抗不了命

运,命运总是捉弄人,后人或视之为悲剧英雄,然而真正的他却只是一个平凡的悲剧

主角而已。

麦克纳马拉出身寒微,父亲仅读到初中二年级,母亲也未受任何高等教育。他在

旧金山读小学时,常与华裔、日裔或犹太小童拼功课,而未曾比输过,可见他自小而来

的苦干努力,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优异成绩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就

读,之后又进修哈佛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被母校聘为讲师。在哈佛业师的训诫下,

他了解到一个公司不仅要获得利润,也要尽社会之责任。这也许就是他后来接受约

翰·肯尼迪总统的征召,担任国防部长的原因之一。

麦氏29岁时,以测验满分进入福特公司,当时一共有十人进入该公司,此十人后

来都成为公司领导阶层,其中二人曾先后出任总经理,麦氏出任此职时年仅43岁。

他们这十人个个表现优异,公司也因这十个人领导有方、生产有成,而得以与通用汽

车一拼高下。这传奇式的十人被称为“神童暠(whizkids)。麦氏当然是这群神童的

领导,他在福特短短13年中,创造了奇迹公司,利润大增,一时之间他已成为底特律

的管理大师,或被称为终极管理大师,声望之盛,无人能比。人们盛传,只要麦氏搜集

到资料,又有时间,就一定可以解决难题。他霎时成为一个偶像,一个可以解决人世

间所有疑难杂症的人。而越南问题,就等着他去解决。

二暋政治:一个未知数的未来

挟着在福特公司的高人气,麦克纳马拉在1961年1月20日出任国防部长,与此

同时被征召入阁者皆是一时之选,诚所谓人中龙凤也。而这一批抱着无比热诚的年

轻有为者,却在越战丛林中一个个都创伤满身,而麦氏的创伤更是无人能比。事后回

想当年意气风发地入主五角大楼之时,麦氏犹记得其业师所言“要为社会负责暠,只是

这责任太沉重,压得他透不过气,直到1995年,他出版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

训》(InRetrospect敽theTragedyandLessonsofVietnam)才一吐为快,七年公职落

得半生遗憾,夫复何言?

肯尼迪于1961年元月就任总统后,聘请多位年轻有为之士,他们多属于东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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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集团,是一些胸中怀有救世雄志并带着自由派标记的能人,然而却犯下了不可饶恕

之“误事越南暠的错误。麦氏在其自传之首页,即如此认罪,他在此书中所记载之事,

造成之震撼可以想见。他不了解,当然世人也不了解,为何像他这般优秀的政府领导

阶层会在日后的岁月里,做出了如此之多的错误决定,以致越南战争对美国制造了极

大的伤害。

要了解真实的越战,一定要对上述之问题有所认识,然而这是一桩几乎不可能的

任务。因为越战就像一个超大型的拼图,每一个人均有其自认最客观之角度,然而这

一角度当然不尽客观,其答案也就难窥其貌了。

事实上,从他担任五角大楼主人的第一天,就透着一份要考验他此后从政成绩的

压力。麦氏自称他对政治无知,当然更不了解政治人物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他反对

罗斯福总统之子出任海军部长,即使在肯尼迪总统的柔性压力下,还是说“不暠。由于

这位“花花公子暠型的豪门子弟,在1960年大选时辅选肯尼迪有功,单纯的麦氏仍然

反对到底,肯尼迪未再施压力,而将这位前总统之子聘为商务部次长。由于此事,麦

氏对肯尼迪更是敬爱有加,对其本分之工作更是投入,以报肯尼迪的知遇之恩。而麦

氏之一头栽入就是七年,历经肯尼迪及约翰逊两位总统,成为近代史上少数如此长时

间担任国防部长的人,幸耶不幸耶? 只有他心中明白。

麦氏终于成为一个政治人物,就他的一生以观,这位名震一时的首席执行官却未

必能在政坛上发光发热,每一样事情都是那样的不确定,空有一身企业管理长才,却

无法施展,怎不令人兴叹? 事实上,他到国防部任职之前,并无担任公职经验,如今到

了五角大楼,顿时茫然面对此一当时已有450万军、民职的庞大单位,复有2800亿美

元天文般的预算(1994年预算)。对一个来自汽车城的“神童暠而言,这辆车实在太大

了。

三暋鲨鱼丛林

麦氏从不讳言他对国防问题的无知。身为国防问题的门外汉,他虽然努力学习,

然而仍是撞得满头包,让麦氏吃尽苦头的一次经典式的经验,是他的第一次新闻记者

招待会。由于他发言不慎,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要求他下台,甚至有人说肯尼迪任用

这等人出任要职,也理应下台。对此风波,总统力挺,终于风平浪静,而使得他更死心

塌地为总统效命,也许是报知遇之恩,也许是他的使命感,麦氏在如此充满敌意的媒

体注目下,也才认识到“媒体如鲨鱼暠般的可怕,而他这七年与鲨鱼的近身搏斗,更令

他意气消沉。

事实上,媒体对他的指责随着越战升级不断加大,而且如影随形,成为麦氏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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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大负担。不过,对一个政治人物而言,这“鲨鱼丛林暠却是无法躲得掉的,他在第

一次记者会上受到的“震撼教育暠更是终生课,这以后,他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更是水火

不容,他饱尝了进入“鲨鱼丛林暠的痛苦滋味。

麦氏与媒体之关系随着越战升级而渐行渐远,双方关系极不和谐,再加上艺人及

文学家大力反对越战,或属文,或作曲,或拍摄反战主题的电影,将美国社会撕裂为

二,一场对外用兵之事,却成为国内的第一号社会问题。而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

越战后期,前司法部长克拉克(RamseyClark)竟然带着简·方达(JaneFonda)及其

夫婿汤姆·海登(Tom Hayden)等知名左派人士,飞往河内与胡志明茶叙,越战成为

美国人攻击的对象,美国政府也成为万众之矢。

然而对于这位不了解何处有“地雷暠(terraincognita)的首席执行官,越战是一场

打不赢的战争,也是一块消不掉的肿块,误入“鲨鱼丛林暠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是他始

料未及的。问题是,他为何执意要进入此一致命的丛林? 为何如此听命于肯尼迪、约

翰逊二位总统?

四暋弥赛亚使命

要回答此一大问题,一定要了解为何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又披甲带枪收

拾法国在中南半岛上留下的烂摊子,是不能忘怀作一个自由世界领袖的责任? 还是

惧怕世界共产主义化? 是凯南(GeorgeKennan)的遏制理念在发酵? 还是扛起基督

教义胸怀、弥赛亚使命(messiah)来拯救全人类? 威尔逊总统就曾正式宣称,“美国要

担负起它的使命,以拯救世界。暠从殖民时代,美国先贤们均异口同声地认为他们是

“上帝的选民,不同于一般人暠,所以才要背负着“诺亚方舟暠,以承载全世界的自由。

这种植根于基督教的理念,是美国人的核心价值。

对来自英国的新教徒而言,基督教文明才是世界文明的核心。在这样一个思维

下,美国当然认为他们有阻挡共产主义泛滥的理由,而中南半岛就是遏制政策的第一

个对象,于是共产世界自然就成了美国人终极对垒的目标。麦氏承认受到此种恐共

说教的影响,他也认为美国的救世精神是美国人必须有的美德。这种理念就是作为

一个完美美国人的必要条件,他们认为假如中南半岛被共产主义化,则亚洲亦将如

此。这种“多米诺骨牌理论暠受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中大多数人的赞同。麦氏跳不

出传统的美国思维,也脱不出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最终也只能附和众意,加大介入

越南战争。

政府领导者多怀有国家迷思,名作家菲茨杰拉德在其《湖中大火》(FrancesFitz灢

gerald,FireintheLake敽TheVietnameseandtheAmericansinVietnam)一书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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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了详细分析。她认为,美国的历史短,于是人们就要有“进步的创造力,以带来强

大及富足暠的精神,自以为与世人不同而自命优秀,还有拯救世人之功力,就形成了对

外扩张的念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情绪式的帝国主义。

对于美国人而言,到亚洲去,不但承续了1784年“中国皇后号暠到华的经商理念,

而且更重要的是,让福音教派牧师来亚洲向无神论者传播基督福音。这一传统到了

1960年代仍是有吸引力的,它鼓动用强硬手段对付共产主义。问题是,越战升级并

未代表胜利在望,相反的是陷入泥淖,唯一的办法就是如何脱身而已。

五暋没有麦克纳马拉的越战

早在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时,美国就开始对南越进行军援,直到肯尼迪上台,美

军才正式开往越南,其时人数不多,仅万余人而已。到约翰逊继任总统后,美军才开

始大幅扩编,有“牛仔精神暠的约翰逊下令增兵,麦氏听命行事。约翰逊在1963年11
月就职,麦氏又做了四年五角大楼主人。这四年对麦氏新的考验,主要是越战进入了

更险恶的阶段。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反战声浪大涨,最后迫使民主党在1968年大选时丢了天下,

不但如此,而且还使得约翰逊与麦氏的关系恶化。1968年2月,他离开了五角大楼,

结束了他长达七年的国防部长岁月,这对他来说不啻是一个解脱,虽然这个解脱来得

太晚。

麦氏曾这样形容自己在国防部最后一天的心情,是骄傲、感激、落寞、悲伤及失

败,但越战并未因麦氏的离去而结束。等到1969年尼克松登基后,即重用基辛格,他

以谈判代替对抗,将美国对越政策做了一次大转变。事实上,此后的越战,就是一场

基辛格的个人战争。

国内反战怒火迫使尼克松政府决定终止战争,最后终于在1973年单方面撤军,

不光彩地结束了长达10年的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亚洲再度战败。美国

的这种“打不赢就开溜暠的战略,是一种对盟友不负责任的“范式转变暠(paradigm

shift),也验证了一个有力量的强国,一夜间也会变成无力者。

血腥的越战导致美国大兵死亡5万8千人,越南军民死亡逾300万人。1969年

4月,美军在越南人数曾高达54万3千人,这是一场耗尽双方资源的长久战争,美国

应胜未胜,反倒使国内动荡不安,人心涣散,传统价值观念面临解体,美国社会受到的

创伤,需要数十年的时光才能愈合。

有鉴于此,麦氏在长达414页的回忆录中,用极大的篇幅(约15页)详细列举肯

尼迪、约翰逊政府在越战上的所有失误,他极有耐心地仔细分析了这些错误产生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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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究其要者,他认为政府领导者犯下11个大错。麦氏诚恳地说明这些有为的人中

龙凤是如何愚笨地犯下不可原谅的过错。他的坦白、自责实在让读者不忍再责备于

他,然而他的自责,仍不为部分人士所接受,例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赫伯特(Bob

Herbert)就对麦氏作了一番批评。赫伯特认为麦氏犯了大错误,因为麦氏的错误,才

有这场丑陋的战争。麦氏之死并未平息某些人胸中的愤恨,这一事实在未来也不可

能改变。

麦氏最为人所诟病的是,明知越战师出无名而仍附和总统意旨;明知赢不了,还

要增兵出征,成了以总统为首的骗子集团中的一员。他的政敌固然是共和党,然而他

更是自由派民主党的第一敌人,在无法再继续主持五角大楼事务的情况下,麦氏只能

挂冠而去,后来出任世界银行总裁,结束了他这一不寻常的从政经历。

集毁誉于一身的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中非常详实地写出越战的真相,他的真诚

坦白是无庸置疑的。环顾国内外的许多国家领导者,多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夸张地、扭

曲地自我表扬一番,像麦氏这样的真情告白,倒是少见。因为越战本身就是一场错误

的战争,任何人出任斯职都会体无完肤,落荒而逃,更不要说他能深切自省,告罪于天

下。麦氏树立起一个典范,以一个国家领导人之一的身份告诫后辈一个错误的决定

将带给后人永远的伤痛。他的逝世给予我们后人以盖棺论定的机会,由于当年白宫

诸权贵制造了一场世纪大悲剧,留下了数不尽的责难,麦氏也都承受下来,如今他有

了交待,有了自白,从而走向生命旅途的终点,令人无限感叹,也令人无限钦佩。对麦

氏而言,他的坦白自责真正达到了“真相必将予你自由暠(thetruthwillsetyoufree)

的目的。

李本京: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荣誉教授、清华大学(北京)中美关系研究中心

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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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平民主义的重新解读

———读查理斯·波斯特《平民主义者的远见》

贾暋敏暋暋暋

19世纪末期,美国社会经历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第二次科技革命使美国从农

业国家迅速转型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大国,由此也引发了内战后美国社会新一轮的

变革。起源于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平民主义者运动(PopulistMovement,又称

人民党运动)就是这一时期意义深远的社会政治运动,并直接影响和推动进步主义改

革年代的来临。平民主义者运动因其涵盖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诉求的多样性、复

杂性和矛盾性,使得美国学界对这场社会运动的看法抱有许多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

评论。自新政时期以来,每隔数十年就会有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对运动的起

源、过程和历史地位进行重新阐释。栙

2007年,美国史学界后起新秀查理斯·波斯特(CharlesPostel)的《平民主义者

的远见》(以下简称《远见》),挑战了著名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对

运动的论断,继承新左派史学对运动的文化研究,并从思想意识角度对平民主义者肖

像群做全景式的梳理,肯定其对美国政治和社会产生积极而深刻影响的改革运动。

该书获2008年度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ofAmericanHistorians,OAH)

栙 有关美国平民主义运动的研究可参阅JohnD.Hicks,ThePopulistRevolt (Minneapolis:Universityof
MinnesotaPress,1931);NormanPollack,ThePopulistResponsetoIndustrial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2);LawrenceGoodwyn,DemocraticPromise敽ThePopulistMovementin
America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6);MargaretCanovan,Populism (NewYork:Har灢
courtBraceJovanovich);StevenHahn,TheRootsofSouthernPopulism (New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3);以及 RichardHofstadter,TheAgeofReform (NewYork:Knopf,1955),中译本可见理查

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包凡一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的弗里德里克·J.特纳美国史著作奖和美国史学最高荣誉的班克罗夫特奖。栙

一

研究社会运动的起源和发展,首先要界定构成参与该运动的核心人物群及其所

代表的社会阶层和利益主张。美国学者对平民主义者运动的看法分歧,也正是从“何

谓平民主义者暠展开的。其主要的研究范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为进步主义史

观、社会行为科学理论和新社会史观。

20世纪30年代进步主义史学观占据美国史学界主流思潮,以史学家希克斯

(JohnD.Hicks)为代表的学者视美国农场主联盟为平民主义者的中坚力量,强调农

场主阶层与东部工商业精英的二元经济利益冲突,后者对前者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导

致前者在政治上的激烈反应,成为运动勃兴的主要成因。进步主义史学者认为平民

主义者继承美国历史上的杰弗逊传统,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反抗经济垄断并捍卫个

人经济利益,是进步民主观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行为科学理论的兴起

对进步史观提出质疑,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改革年代》中运用社会阶层

理论分析指出,世纪交替中的美国中西部农民群体因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迅速滑落产

生严重的地位焦虑症,他们自发组织起抵御代表工业文化的东部城市文明,歧视和反

对外来移民,支持贸易壁垒等激进的保守主张。在霍夫斯塔特的笔下,作为进步主义

运动前身的平民党运动实质上乃是“向后看暠的变革运动,是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政

治象征。栚

霍夫斯塔特对平民主义的负面看法影响深远,激起历史学者间的热烈辩论。但

在这场辩论中,历史学者大多忙着破除霍夫斯塔特的地位革命论而无暇对平民主义

者运动做出深度与广度兼具的挖掘。栛到了1960年代,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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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栛

CharlesPostel,ThePopulistVis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7).权威的《美国历史杂志》
指出该书在运用史料、方法论以及叙述方面,代表了这个领域近30年的史学发展高度。见 GreggCantrell,
“BookReviewofthePopulistVision,暠JournalofAmericanHistory,Vol.94.No.4.2008,亦可参考

RobertC.McMath,Jr.,“AnotherLookonthe‘HardSide暞ofPopulism,暠ReviewsinAmericanHistory,

Vol.36.No.2.2008.pp.209~217.
Hofstadter,AgeofReform,pp.62~63.
PeterNovick,ThatNobleDream敽The“ObjectiveQuestion暠andtheAmericanHistoricalProfession(New
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pp.339~441;美国史学界对人民党运动地位的评价一直存在

争议,作为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群成员的霍夫斯塔特对运动中反犹情绪的厌恶引起南方史权威伍德沃德在内

学者的置疑,他本人后来亦承认这点,并特别提到50年代美国政治生活中麦卡锡主义的猖獗对他历史叙述

想象产生的消极影响,具体可见 DavidS.Brown,RichardHofstadter:AnIntellectualBiography (Chica灢
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6),pp.99~119.



P.汤普森运用物质-文化研究模式的影响下,有学者开始从新社会史角度挖掘平民

主义者思想意识的根源,拓展通常意义上的平民主义者形象。栙新左派史学家劳伦

斯·格什温(LawrenceGoodwyn)在《民主的希望-美国的平民主义时刻》中,把平

民主义者刻画为被东部精英阶层所扼杀的大众民主改革运动的先驱和牺牲者。栚还

有学者从批判当时美国社会物质进步观的角度来定义。栛各派学者尽管对这场运动

的性质有不同的意见,但对其不从属于现代社会和缺少现代性的认识,却也殊路同

归。

美国史学界一般认为,19世纪末以来美国迅速发展的工商业带动美国经济的迅

猛提高,在美国中西腹地的农业地区和农业居民却无法分享到工业文明带来的成果,

相对封闭和滞后的交通信息手段和保守的文化宗教信仰,中西部和南部农民被视为

东部工业化时期副作用的受害者。换句话而言,现代性并没有波及到广大的农村地

区。

波斯特则在《远见》一书中对这些“共识暠发起了挑战。在导言部分他指出,19世

纪末期平民主义者所处的环境并非我们通常认识的传统社会,乃是高度商业化和思

想多元化的。平民主义者所代表的中西部和南部农业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水平和地

区思想间差异很大。部分学者把边疆地区视作农业社会价值守护者的浪漫化描述加

重了这一错觉。栜

波斯特指出,美国农业阶层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在忍受资本市场和全球化的货币

不公正待遇后才奋起抵抗,恰恰相反,农业阶层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现代性带来的对

农村未来发展的双重影响,认识到这种转变需要农业阶层自身内部进行变革。现代

性对19世纪的美国农民阶层而言,是技术迅捷发展和交通运输手段升级带来的对世

界市场的重新认识。现代化发展中美国农业的特点在于很早就面向跨大西洋资本流

动体系和全球化的要素市场。平民主义者占主导的乡村早已形成较成熟的商业运作

体系,依附全球市场而展开活动。技术上的创新,铁路系统的辐射效应与边疆地区经

济过密化的发展,把零散的农村社区联系在一起;新的农业耕种技术,采矿业和地区

城市中心的形成,对中西部农村的示范效用明显。例如,一位在加利福尼亚州种植甜

橘的果农关注的,不仅仅是果园的生长情况,他需要时刻了解近阶段南太平洋铁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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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栛

栜

StevenHahn,TheRootsofSouthernPopulism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3).
LawrenceGoodwyn,DemocraticPromise,pp.612~614,387~492.Goodwyn积极参与1960年代的民权

运动,对他的史学观影响颇大。

ChristopherLasch,TheTrueandOnlyHeaven敽ProgressandItsCritics(NewYork:Norton,1991),该

书的中译本可参考克里斯多夫·拉什:《真实与唯一的天堂:进步及其评论家》(丁黎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2007年版。

RichardPostel,ThePopulistVision,p.9.



司的运输价目表和芝加哥,利物浦等地的农产品期货交易指数,从而判断自己的资本

投入能否获取利益。栙

现代性还带来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新式大众沟通模式,新的大众传媒,如廉价报纸

和期刊,邮政购物手册的诞生,促进乡村世界的人们开始关注消费资讯,商业新闻和

来自华盛顿的政治新闻。波斯特指出,以往的研究往往忽视了作为人民党前身的农

场主联盟改革者和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这些潜在因素对平民主义者价值观的影响

作用同样重要。栚

现代性同样对平民主义者的政治话语产生影响。从历史语境出发,波斯特指出

以农场主联盟为代表的平民主义者的政治观点力图保持非党派特性,政府为商业服

务变成政治参与的最高诉求。这种实用主义思想体现在大众语言的修辞上往往有双

面特性。一方面,平民主义者运动具有天然的民众政治倾向,草根性质浓厚。农场主

联盟会员支持杰克逊式的政治话语,反对政治精英化、置疑联邦权力和维护个人自

由。另一方面,平民主义者向往的商业政治,诉求国家积极干预的急迫使得他们对自

由的内涵做出新的含混的解释。这两点看似矛盾,其实有其内在的逻辑合理性。就

平民主义者而言,自由的话语在于它辞令的可通约性,因为实际政治并非政治理论那

般需要精准的描述。栛

二

为了准确把握平民主义者的现代特征,波斯特分别以农场主(Farmers)和平民

主义者(Populists)两大部分共8章节进行研究。在第一部分中,该书以农业改革与

联盟的缘起,技术与现代教育,社会性别意识和女性独立、农业合作主义的兴起为四

章,具体论证具备现代意识的农民阶层的商业-政治观的形成。在第二部分平民主

义者专题里,作者延续第一部分的历史背景,着重论述具备现代性思维的平民主义者

在商业-政治组织、第三党运动(人民党),种族与社会意识(南部黑人问题)、与劳工

组织结盟的缘起,宗教与科学观四个章节来修正并重估运动的历史地位。

和其他学者一样,波斯特把源自美国西南地区的农场主联盟(Farmer暞sAlli灢
ance)视为平民主义运动的先驱组织。不同于以往依附于政党组织和地区性的农业

协会,联盟代表的是全新的农业行会组织———独立性(非政治性),科学性和商业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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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栛

RichardPostel,ThePopulistVision,pp.10~12,108~112.
RichardPostel,ThePopulistVision,p.54.
RichardPostel,ThePopulistVision,pp.141~143.



新协会特征的亮点。协会的宗旨强调基于“商业视角暠(BusinessStandpoint),并代

表商业性农业团体,如小麦和棉花种植者的利益。联盟的领导者如查理斯·麦克尼

(CharlesMacune)、列奥尼达斯·波尔克(LeonidasLPolk)等皆要求在商业环境中

的公平交易地位,积极推动技术的引入,塑造平民主义者的新商业政治观。麦克尼曾

宣称,“政府应该是为公共的商业利益服务,具有商业服务水准的准商业组织。暠栙这

一观点通过联盟的杂志和巡回演讲,深入边疆农村。

来自中西部和南方地区的中小农场主是联盟的核心成员,也是推进改革的中坚

力量。在教育和宣传的影响下,农民改革者坚信农业的繁荣取决于商业合作化和规

模经济的形成。他们抨击财富集中的不公。为调查新闻记者揭露的金融寡头和政治

交易击掌叫好;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托拉斯组织的强大得益于公司化经营所拥有的

规模优势。农民相对简单的逻辑思维告诉他们,组织越庞大,力量就越大,而利润就

能得到保证。波斯特认为,农村相比城市的贫困在于后者进入世界市场时间上的滞

后,而他们一旦觉醒,“追赶的步伐暠就没有停止过。如在麦克尼的影响下,得克萨斯

州的部分乡镇利用联盟报纸组织各种集会论坛,主动吸引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投资,被

视为“商业进步观暠的象征。而之前不久,正如联盟的公共事务官尼尔森·邓宁(Nel灢
sonDunning)所言,铁路公司仍被视作丑恶资本的化身。栚 “假如美国的农民能够赶

上标准石油公司那般组织的紧密和有效率,没有谁可以阻挡这种进步的力量暠。栛

新商业观还影响农民对国家垄断组织的看法。以邮政系统为例,19世纪末期的

技术,交通革命让邮资费用大幅度下降,包括刊物和邮寄商品目录在内的印刷品进入

乡村生活。借助报刊提供的舆论平台,农民因而可以与改革者一起讨论经济问题,极

大地拓宽了农民的政治意识和参与意识。在农民看来,这个具有全国规模、机制化和

有效率的组织作为进步、平等的产物,是联邦政府部门所应仿效的典范。在麦克尼主

编的联盟刊物《全国经济学人》(NationalEconomist)上,一位农民读者感慨他在华

盛顿参观发现,“这个伟大国家的邮政部门竟然在如此狭小建筑内办公,实在令我们

羞愧。暠他建议干脆把邮政总局迁往西部,至少咱们可以给盖个两层楼房。栜这种简单

善意的肯定透露农民阶层对于国家垄断的期盼。在随后对有关铁路、电报业国有化,

以及要求扩大农业部、建立针对农民阶层的金融保障时都有具体的主张。“农民改革

者意识到垄断的积极层面,如邮政系统的扩张根本不会造成市场失灵,反而有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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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农民并不指望铁路国有化带来的好处,他们希望垄断资本不要妨碍公共利益。暠栙

这种实用主义商业政治观,对平民主义者的政治联盟和政治话语有着深刻的影响。

农场主联盟积极行动,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首都华盛顿设立常驻游说办事处的利益

集团

自我教育和农业合作主义是平民主义者自发组织的两场运动。美国内战后实行

的《莫里尔土地赠予法案》(MorrillAct)不仅带来美国高等教育的首次大规模普及,

同时也促使农民意识到普及教育和提高科学素质对农村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平民主

义者认为,教育可以让农业阶层懂得工业现代化对农业专业化和科学化的好处。联

盟下属的自治型教育推广协会不断涌现。协会聘请资深的农业科学家和商业记者、

教会人士,以巡回讲演的形式在广饶的农村腹地推广成人教育。联盟领袖麦克尼还

认为,巡回教育能够让农民们意识到城乡间的财富巨额差距,意识到唯有通过教育,

才能掌握商业领域的知识,进而摆脱在商业活动中的劣势地位。联盟推动要求州政

府增加财政支出和赞助专业学院、农业培训学校、研究机构和敦促联邦政府设立国家

项目推广农业技术。栚

教育的作用还体现在女性意识的苏醒。在第三章中,波斯特就女性参与联盟运

动进行深入的探讨。农业生活的艰苦和公共休闲空间的匮乏使得农村妇女面对外部

世界极为憧憬,在某些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善于表达变革的强烈愿望。随着商品经济

活动不断渗透,邮政购物的出现,大量图文并茂的邮政广告和协会印刷品进入原本以

圣经为主导的女性阅读空间。商业广告带来的文字和视觉冲击力让女性意识到自我

的消费能动性。全国铁路网络的覆盖扩展了农村女性的职业范围,大批经过专业培

训的女性办公人员走出去,成为准白领阶层。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培养了她们的自

立精神,也使她们认同平民主义的理念。波斯特指出,女性平民主义者及其组织所参

与的运动要比男性组织有更明确的主题,表现在消除贫困和提高教育水平,食品安

全,争取普选权等。栛

建立行业托拉斯联盟是这时期农业合作主义的最亮点。面临东部公司化经济体

的竞争,生存的压力激发农场主推动商业模式的热情。以得克萨斯州农场主联盟棉

花交易所(TexasFarmer暞sAllianceExchange)为例,该交易所的理念和特征完全符

合联盟与中小农场主推崇商业技术和组建全国性交易平台的想法。交易所建立所需

的近百万美元全部来自于农民会员微薄的会费,并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电报技术。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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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1888年交易所因缺乏信贷担保而被迫关闭,但这并非是经济乌托邦的表现。栙这

种试验性的交易平台在1880~1890年代中西部很普遍。又例如,1880年代加州的

花卉种植者率先把电报通讯服务运用在全美和跨大西洋区域的商务贸易,而同一时

期,电报对加利福尼亚州居民的日常生活的影响甚微。波斯特通过史料研究得出,商

业指数化,物流全球化的发展、说明在农场主的脑海中,已经具备相当现代的商业意

识。波斯特因此批评霍夫斯塔特对农场主的“乡村商人暠(countrybusinessman)身份

的消极看法。在波斯特看来,这个阶层名词所代表的群体,首先表现为商业和经济上

的逐利,他们的政治诉求则是这种群体心态的流露,不应承担过多的道德负担。波斯

特也质疑格什温、桑德斯(Sanders)等学者所描述的在大街上或是市政广场上高声斥

责财阀巨头的平民主义者形象。他指出,拥有明确理念的改革者不在公共场合依靠

演讲吸引听众,大多都在乡村城镇的旅馆大厅,市政礼堂中进行讨论,并通过一系列

关于改革的主张和纲领。栚

在第一部分最后,波斯特归纳了平民主义者商业政治观的宗旨,即呼吁联邦政府

对经济生活的有力干预和积极立法。具体表现为收归铁路、电报业国有化;要求联邦

政府设立次级财政体系,为全美农场主提供信贷、存储和市场保证。这些要求反映农

民对东部产业巨头和铁路垄断者的敌意,他们寻求联邦政府的介入以达到政治平衡。

在实际的政治营销中,农场主和劳工阶层的结盟有实际的效果:他们共同推动具有广

泛社会阶层影响的政治社会运动,率先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的理念。1890年农场主联

盟与当时因大罢工受挫的劳工骑士团结盟,成为1892年奥马哈宣言的前奏。栛

三

除了强调作为人民党运动前身的农场主联盟商业政治观的现代性外,波斯特还

提出了另一项颇具争议的历史阐释:《远见》中的平民主义者不仅包括那些农场主和

佃农,而且还涵盖了来自中部和北部的劳工阶层、南部的黑人农民,宗教改革者,单一

税论者,国家主义者,城市波希米亚知识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共同构建了平

民主义运动思想意识的多元源流。

波斯特处理了平民主义者复杂的种族观念。19世纪末的美国正处于社会达尔

文主义影响的鼎盛期,种族问题与平民主义者的内在逻辑如何展开? 波斯特指出,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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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斯塔特认为平民主义者的种族观念乃是排外与反犹主义的已经被史实证明有误,

而且因地域不同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因为在平民主义者的政治目标里,既有希望拉

拢南部黑人农民选票挑战南部民主党一党独大的诉求,也有煽动支持驱逐在美华人

劳工的历史劣迹。格什温与沃德伍德(Woodward)的研究说明部分平民主义者的确

希望利用与黑人农民间的政治联盟挑战种族禁忌,为黑人参政预留空间,以汤姆·沃

森(Tom Watson)为代表的南方政治家早期也是有条件许诺黑人平等的支持者,但

这种改革者内部的划分是非平等和隔离的。波斯特以南方黑人平民主义者约翰·雷

纳(JohnRayner)为例,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在于把种族关系的进步理解为隔离却平

等的制度,认为这种妥协也可以带来在农业经济事务上的收益。这种隔离制度的想

法在当时的黑人和白人中间都受相当的欢迎。以平民主义运动兴盛的得克萨斯州为

例,多数黑人平民主义者赞同在公共空间,如监狱、疗养院等州立机构内实行种族隔

离。无疑,这种观点是思想保守妥协的产物,但其初衷却耐人寻味。栙

《远见》讨论作为农民同盟的劳工阶层。美国史学界认为,1893年人民党的组成

乃是北部产业工人与中西部、南部农民的联盟产物;1896年总统竞选的失败则归咎

为北部劳工阶层与农民间的文化和阶级意识冲突,导致前者的临阵倒戈。这些论断

无法解释为何会有数量众多的工薪劳工和中产阶层的改革者加入人民党。

通过对俄亥俄、威斯康星等中西部产业州的研究后,波斯特指出,这些州的产业

工人实际构成人民党的核心支持者。而且,平民主义者的联盟很大程度上得到城市

劳工运动者和中产阶层改革者的支持。劳工与农民阶层并非职业上的严格划分。19
世纪末期美国正处迅速工业化时期,某些州内,农民普遍是临时的采矿工人和煤炭工

人,来增加他们的非农收入。19世纪劳工的主要组织劳工骑士团曾接纳过许多棉花

种植者和铁路工。这种阶层上的亲近让平民主义者的理念在劳工中传播很快。劳工

同样希望联邦政府的有效干预,争取8小时工作制和薪酬保证:铁路工人要求强有力

的工会组织维护权益,而采矿工人面对全国煤炭市场的起落有着切肤之痛,他们需要

政府对价格进行管制,维护行业利益。在这些领域中,劳工和农民的利益捆绑在一

起。其次,平民主义者的政治技巧吸引劳工阶层。著名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尤金·

德布斯(EugeneDebs)早期与政府的对抗使得劳工运动陷入困境,而农民则有效利

用协会身份和诉诸公民权的方式,避免与政府直接对抗。波斯特还具体介绍怀有乌

托邦理想的社会改革人士,其中包括著名的社会思想家,单一税的提倡者乔治·索

尔,国家主义者、乌托邦小说《回顾》的作者爱德华·贝拉米,提倡建立公司共同体社

会的作家格兰隆德(Gronlund),他们的作品和采取的社会实践很大程度上与平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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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一致,波斯特称他们为来自中产阶层的同盟者。栙

《远见》勾勒平民主义者的宗教信仰观。支撑平民主义运动的宗教思想来源主要

有三大源头:首先是城市中产阶层摆脱清教思想,提倡科学理性的运动;其次为西部

农村地区将宗教改革视作对政治经济危机所急需开展的信仰复苏;第三则是以罗伯

特·英格索尔(RobertIngersoll)为代表的无神论者,深受城市阶层和劳工平民主义

者的欢迎。这种既有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有秉持科学理念的无神论者的政治运动,体

现到个人行为在不同的政治理念与宗教光谱间辗转。波斯特为我们描绘这种神学与

科学间冲突的绝佳例证。1925年田纳西州的“教授进化论暠一案轰动全美。参与辩

论的双方分别是老牌政治家威廉·詹宁·布赖恩,1896年的民主党—人民党联盟总

统候选人和来自伊利诺伊州坚定的无神论者克莱伦斯·达罗(ClarenceDarrow)(担

任被告教师斯柯普斯的辩护人)。具有历史反讽意味的是,这两人都曾服膺平民主义

的理念。公众通常认为,布莱恩代表平民主义者落后的宗教保守情绪。波斯特则指

出,布赖恩在1925年的表现究其原因源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失信于凡尔赛

和约的极度失望,导致其宗教信仰的重新复苏;而达罗才是主流平民主义者的理性和

科学理念的代表。波斯特运用戏剧化的历史叙述,意在展示平民主义者运动中,传统

的宗教信仰复苏与科学理想的相互制约:科学作为新的信仰在实证和经验论的前提

下被奉为正确、进步、乃至现代的。栚

在全书最后部分,作者试图对人民党运动的失败作重新阐释。波斯特指出,19
世纪的美国平民主义是以大写“P暠字母开头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是众多观点的结

合体,在以改革为政治口号的目标下形成的特别阵线。1896年的选举失利并没有成

为运动的休止符,“选举的失败只能说明很少的历史事实,绝非不可更改。暠人民党的

竞选失败,并非代表他们受经济现代论的束缚,而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选择,是美国政

治体制的局限性和历史偶然性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平民主义者的竞选失败掀起了更

大一轮城市改革运动的产生。平民主义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观点经过共和党与民

主党两党的过滤在更大范围内进入美国的政治议程中。20世纪,平民主义者的思想

不仅被进步主义改革、新政理念,黑人民权运动所继承,同时也被南方种族主义者,反

共麦卡锡思潮所玩弄和曲解。平民主义成为美国政治思想中最具争议的遗产。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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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远见》一书在史料运用,史学方法、理论和研究视角上,都颇具特色。《美国历史

杂志》杂志评论道,“该书使得作者跻身第一流的政治史学者行列暠,实非溢美之辞。

笔者以为,该书的贡献还体现在以下几点。栙

首先,拓宽对于平民主义者运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学术梳理、史料发掘、人

物档案手稿、杂志报刊等方面,突破了原有研究的框架和范围。特别是对霍夫斯塔

特,格什温等学者观点的有力修正和挑战使得本书的写作充满张力,该书“惹恼暠了部

分该领域的权威学者,势必将引起新一轮的学术争论,客观上有助于对平民主义运动

研究的深入。

其次,《远见》综合运用了政治史、社会史、社会思想史和人物研究的方法,把同一

时期,不同阶层间的平民主义理念碰撞是如何产生,如何实践,以及互相之间的融合

和对立展现出来,层次感鲜明,持论也较公允。从行文当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受

著名学者埃里克·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影响,即运用一个概念性的组织性主题,

把原本并非熟悉的历史因素加以连贯,并以新视角和新方法审视原本熟悉的历史事

件和意义,平民主义的历史成为波斯特点亮这一时期社会和政治运动的手段和目的。

第三,史学的现实关怀感凸显,正如《远见》作者所阐述的,重估19世纪末的美国

社会思想运动,其现实意义在于更好地看待当代的美国社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是如

何应对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挑战,面临冲击的美国民众对外部世界如何反应,是否左

右美国政治的走向等。2008年大选结果与当下的经济危机已经使美国社会民众的

心态发生较大幅度的转变,平民主义将以何种新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值得我们中国

的美国研究学者思考。

贾敏:复旦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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曫著述巡礼

DavidA.Shlapakedal.,AQuestionof
Balance敽PoliticalContextand MilitaryAs灢

pectsoftheChina-TaiwanDispute (Santa
Monica:RandCorporation,2009).

该书是兰德公司 2000 年 同 一 课 题 的 延

续,意在展望2010年到2015年的两岸军事平

衡。它探讨了两岸关系中的四个关键问题:两
岸政治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如何

影响对两岸军事平衡的认知;大陆逐渐增加的

短程导弹攻击台湾关键军事目标的效用如何;

大陆军事能力的变化将对两岸的空中优势竞

争产生何等影响;台湾如何成功防御大陆的进

攻。

该书认为,在中短期内台湾尚可通过调整

防空能力、部署中程导弹等手段勉强应对大陆

的军事进攻,但在长期内美国能否为台湾提供

可信的安全保护将成为疑问。台海军事失衡

的趋势显示出未来10到20年内东亚军事平衡

的发展趋势,如何在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军事平

衡将是重要的挑战。
(樊吉社 供稿)

ChristianBrose,“The MakingofGeorge
W.Obama,暠ForeignPolicy,January/Febu灢
rary2009,pp.53~55.

作者是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

演讲撰稿人。他认为,在布什与奥巴马政治交

接时期,两者在外交政策上的差别将比人们预

期的要少。作者指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相较

于布什的政策不会有激进的变革,但是两者在

能源和气候问题上的政策将有差别。作者指

出,在美国加紧进行阿富汗战争的时候,伊拉

克战争将有可能逐步结束,在古巴的关塔那摩

湾的拘禁设施也将被关闭。作者认为,这两届

政府在打击基地组织的政策上可能有相当程

度的延续性。奥巴马也将延续布什政府的中

东参与政策。全文请见:http://www.foreign灢
policy.com/story/cms.php? story_id=4588

MicahSifry,“A See灢ThroughSociety,暠

ColumbiaJournalism Review,Vol.47,No.
5,January/February2009,pp.43~48.

作者指出,公众对2008年9月国会通过的

紧急救市立法的反应极为强烈。前所未有的

大量的电子邮件使众议院的网站彻底瘫痪,几
家跟踪报道国会活动的独立网站也被电子邮

件吞没。作者认为,公众对互联网的天量参与

表明,“一个政治透明的新时代的开始。随着

越来越多的人上网与他人一起寻找、生成和共

享重要的政治信息,……随着数据分析和联系

人们的网络工具的功能越来越强,越来越容易

使用,政治与治理将势不可挡地变得越来越开

放。公民将有更多的机会在所有各级政府出

台影响他们生活的各种民主决策中发挥积极

的作用。暠作者指出,城市一级的政府在带头,

例如,哥伦比亚特区从2006年起就把它业已

搜集到的关于政府的行动、教育、健康、犯罪及

其他问题的所有原始数据都放在了 CapStat网

站上。奥巴马新政府已经承诺将以提供在线

数据库的方式扩大政府的透明度。全文请见:

http://www.cjr.org/transparency/a_see-
through_society.php

Mara Hvistendahl, “China Entices Its
ScholarstoComeHome,暠ChronicleofHigh灢
erEducation,Vol.55,No.17,December19,

2008,pp.A20~21.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在1978年至2005年

之间,有超过77万中国学生赴国外留学,但是

其中只有不到1/4的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

现在,中国政府和私营企业改善国家学术环境

及扭转这种智力流失的努力似乎将取得成功。

作为建设世界公认的大学的努力的一部分,中
国政府已经向聘用海外归国人员的顶尖大学

拨款。大学的管理者一直忙于招收顶尖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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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华裔学者回国任教。现在中国的大学给有

意回国任教的学者提供有吸引力的薪酬和待

遇。作者认为,相对于过去中国对留学生的政

策,这种转向是“显著的暠。2005年,有约3.5
万名留学人员回国,在大学担任领导职务,拥
有实权启动教育改革。作者指出,尽管中国本

地的学者对薪酬高于自己许多倍的归国人员

不满,但是他们称之为“海龟暠的人还是在归

国,把美国的教育模式带到中国来。全文请

见: http://Chronicle. com/free/v55/i17/

17a02001.htm

RonaldInglehartand Chrisitian Welzel,
“WhatWeKnowaboutModernization,暠For灢
eignAffairs,Vol.88,No.2,March/April
2009.

作者认为,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在

倒退,但是有证据表明,民主是现代化的伴生

品。他们在《现代化、文化变迁与民主》一书中

指出,工业化不但造就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
且引发了改变人们行为方式的其他变化。高

水平的发展使人更宽容、更可信赖,并能促进

人们参与包括政治决策在内的各种决策活动,

并表现自我。“这意味着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

复兴有积极的一面:潜在变化正在发生,这使

中俄两国可能在未来几年实行更自由、更民主

的政治制度。暠现代化的发展不是没有确定方

向的;现代化的每一个阶段都会使人们的世界

观发生一些变化。现代化不会削弱宗教或族

群的传统,也不会导致西化。作者还指出,现
代化不会自动地产生民主,民主是随着受过良

好教育的人士日益独立思考问题并改变他们

自己的行为而出现的。

RachelL.Loeffler,“BankShots:How
the FinancialSystem Can Isolate Rogues,暠

ForeignAffairs,Vol.88,No.2,March/A灢
pril2009.

作者是美国财政部全球事务司的前副司

长。他认为,美国政府已经成功地利用全球银

行采取的金融制裁措施向朝鲜和伊朗施压。
“考虑到现在是银行而非政府成了实施国际孤

立的工具,决策者必须对这种新的治国工具的

效果与局限有更为深入和准确的了解。暠经常

性地使用金融措施有失效的风险,因此美国政

府需要在每个案例中清晰地揭示出“流氓国

家暠的金融活动与全球金融系统之间的联系。

美国还必须对付这样一种情况,即由于一些全

球性银行的相当数量的股份是被制裁的国家

所持有的,所以这些银行对美国实施的孤立行

动进行抵制。

John Parker, “Burgeoning Bourgeoisie:

TheNew MiddleClassesin Emerging Mar灢
kets,暠Economist,February14,2009.

在过去的15年间,在各个新兴市场国家,

一个带有全球性的中产阶级已经崛起并创造

出新的财富和业绩。这一中产阶级群体是其

收入中约有1/3为可支配收入的25亿人。与

精英阶层相比,他们对未来更乐观,有更广泛

的兴趣。他们支持民主和自由市场,有能力投

资和经营企业,重视教育。在不同的国家,这
一全球性的中产阶级的收入大不相同。尽管

他们所在国家的人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但是

这个中产阶级群体的人数已经多到足以促进

廉价产品的生产。一些预测估计,这个全球性

的中产阶级现在构成了世界经济的半边天。

在中国、印度和巴西,人们似乎都在支持全球

化,因为这些国家的多数人都受益于全球化,

而俄罗斯则是唯一的例外。作者认为,尽管由

于全球性经济衰退,这个全球性的中产阶级的

收入增长将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减缓,但是他们

的收入增长不会终结。

Adrian Wooldridge,“Global Heroes:A
SpecialReportonEntrepreneurship,暠Econo灢
mist,March14,2009.

尽管全球经济在下滑,但是全世界的企业

家仍然在蓬勃向上。1942年,约瑟夫·熊彼特

曾警告说,科层化将扼杀企业家精神。但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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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精神现在却已成为主流,它不仅得到了无

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政治家的支持,并由于大

学和投资者日益增多而得到强化。由于企业

家创造新的就业,所以他们承担着经济的重

担。美国仍将是世界上产生企业家的最大沃

土,而世界另两个大的经济体———欧盟和日本

比美国在这方面差得多。作者认为,美国的有

利条件是,它不仅有世界上最成熟的风险投资

企业,还有着产、学、研紧密联系的历史。美国

的另一个优势是它历史上一直奉行着开放的

移民政策。作者指出,印度和中国能够把西方

的观念转化为本土的语言,所以两国正在创造

成百万的新型企业家。世界现在正开始感受

到中印等国企业家数量增长的影响。

Lester Brown, “Could Food Shortages
Bring Down Civilization?暠ScientificAmeri灢
can,May2009.

作者是地球政策学会的主席。他认为,对
于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存在着由于穷国爆

发粮食危机而导致其政府垮台的潜在危险。

食品缺乏及其导致的食品价格高涨,将把贫穷

国家推向混乱。这些“失败的国家暠会输出疾

病、恐怖主义、违禁毒品、武器和难民。水资源

短缺、水土流失,以及全球变暖导致的气温升

高,将严重地限制食品的生产。作者认为,如
果不迅速地、大规模地对这三个环境因素实施

干预,那么一连串的政府垮台就将危及世界秩

序。

MichaelBrooks,“SpaceStorm Alert:90
Secondsfrom Catastrophe,暠New Scientist,

No.2700,March21,2009,pp.31~35.
美国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院最近发布

的一份报告警告说,如同通常在北方地区出现

的北极光一样,来自太阳的等离子风暴对电网

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次严重的太空天

气事件所引起的等离子入侵,将迅速地改变地

球的磁场,在远程高压线上产生巨大的直流

电,使变压器因为超负荷运转而熔化。作者指

出,这种事件曾在1859年发生过一次,当时引

起了电报系统的严重紊乱。今天,由于现代社

会系统完全靠电力来运输、加热、降温和冷藏

食品,用电力供水、进行污水处理及制药,所以

工业文明不经意地“播下了毁灭自身的种子。暠

一次严重的等离子风暴能在数秒内使成百的

变压器瘫痪,危及成百万人的安全,而这种事

件发生造成的后果需要数月才能恢复。作者

指出,不仅美国正面临这个危险,而且欧洲和

中国也是危险的,特别是中国正在建设1000
千瓦的电网,这一功率是美国电网的两倍。

Michael Northrop and David Sassoon,
“WhatObamaMustDoontheRoadtoCopen灢
hagen,暠YaleEnvironment360,February2,

2009.
作者认为,2009年12月即将在哥本哈根

举行的气候谈判是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最为重

要的时刻之一,他需要他的整个内阁帮助他在

未来几个月中为此做出准备。作者认为,奥巴

马在竞选期间曾大力强调需要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且在美国8年对气候变化不作为之后,

美国领导人成为成功地抗击气候变化的唯一

希望。作者认为,美国公众对全球变暖的性质

的看法曾被蓄意误导,所以奥巴马要向公众说

明应对全球暖化的紧迫性,最好的方式是他在

黄金时段向全国发表讲话。作者指出,奥巴马

应运用他的行政权力按照《联邦空气清洁法》

的要求加速采取行动,带领政府制定全面的联

邦气候法规。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卢宁 编译)

·951·著述巡礼



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崹

帹 帹

帹帹

编暋暋后
本期专论栏目刊发的文章分别涉及美国政治、社会、经济、外交、文化、历史

诸方面。
倪世雄和赵可金的文章提出了研究美国政治发展的一种路径。他们认为,

自由、平等和自治的政治理想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但是自立国至今,美国立国精

神诸要素之间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张力和矛盾。这种内在矛盾不断变化,对
特定阶段的美国政治体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国政治形态也相应地不断变革。
以此为线索,可以确立研究美国政治的一个议程。

徐彤武的文章论述了联邦政府对美国志愿服务事业的扶持作用。他指出,
联邦政府以“出资人暠和“主办者暠的身份介入属于民间范畴的志愿服务始于20
世纪60年代。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和改革之后,美国已形成了包括两大类全国性

志愿服务计划的联邦志愿服务体系。奥巴马政府促成的《爱德华·肯尼迪服务

美国法》揭开了联邦志愿服务体系的新篇章。
刘宇飞的文章论述了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金融监管哲学的转向。他认为,

美国转向强化金融监管只是理念上的改变,现在的改革方案追求的依然是政府

监管部门的正规权力与市场约束的自发作用之间的一种平衡。
刘子奎对奥巴马政府的无核世界战略进行了评述。他认为,奥巴马政府建

立无核武器世界的战略构想是对布什政府核战略的重大调整,但是这一构想存

在着局限性。
张清敏的文章对美国对外军售政策的形成、变化及其如何服务于美国冷战

期间的遏制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常规武器的转让是冷战期间美国

外交政策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是在战后初期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础上演变而

成的,其完整的决策程序和指导原则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对外军援或军售

对象的变化,反映了美国对外战略重点的转移和变化。
彭琦的文章论述了战后美国天主教新保守派的兴衰。她认为,美国天主教

新保守派源于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会改革和美国社会改革的激进浪潮引发的

反思。它将“正义战争暠、“公共福利暠等传统的天主教概念引入美国内外政策的

公众讨论,却因背离了其当初秉持的谦卑之心和适度原则而最终陷入困境。
张孟媛的文章论述了美国个人主义的清教源流。她认为,新英格兰清教学

说中“团结如一人暠的理念,以及新英格兰殖民地创立之初清教共同体所面临的

生存考验,使最初的清教奉行“集体利益至上暠的原则,这与现代美国个人主义理

念迥异。
今年7月,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去世。本刊特约台湾

学者李本京撰文,追忆其人其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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