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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

张业亮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奥巴马就任以来,对美国核政策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并采

取了一系列举措。奥巴马核政策的目标是:在确保美国核武器安全、可信和

有效的战略威慑能力的同时,通过与俄罗斯签署进一步削减核武器相关协

议,提出并倡导“无核武器世界暠理念,重塑美国在核问题上的道德形象,恢

复美国在国际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和领导权,重振国际防扩散努

力,增进美国的安全。奥巴马对美国核政策的调整将对美俄关系、全球核军

控和核裁军、国际防扩散努力,以及地区安全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其核政策

也将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关键词:美国外交与军事 奥巴马政府 核政策 无核武器世界 国际安全

核不扩散

核政策是一国外交和防务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核军控和核裁军政策、

核战略、防扩散政策、核安全政策等组成。奥巴马就任以来,在大幅调整美国对外政

策的同时,在核政策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高调提出“无核

武器世界暠的倡议,与俄罗斯就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重新谈判并签署新的协定,提出

在四年任期内促使国会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推动该条约尽快生效,出台

《核态势评估》报告,倡议并主持召开核安全峰会,凸显了核政策在美外交和安全政策

中的地位。奥巴马对美国核政策调整的动因是什么? 对国际安全和防扩散将产生哪

些影响? 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本文拟在对奥巴马调整美国核政策

的过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奥巴马政府核政策的内容、目标和调整的原因,探讨

美国核政策调整对国际安全和防扩散的影响。



一暋奥巴马政府核政策主要内容

奥巴马在担任联邦参议员时,就非常关注核裁军和核安全问题,参与了参议员理

查德·卢格(RichardLugar)发起的旨在制止核材料走私、防止恐怖分子掌握核材料

及核武器的“合作减少威胁暠(CooperativeTreatReduction—CTR)项目。栙

2007年1月和2008年1月,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和基辛格、前国防部长威廉·

佩里和前参议员萨姆·纳恩(SamNunn)等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无核

武器世界暠的设想,声称“美国必须通过重申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来强化核不扩

散体制暠。栚 这一设想得到朝野和两党多数的支持,为核议题进入大选提供了政治空

间。奥巴马在竞选中多次明确表示,支持“四政要暠(FourHorseman)提出的“无核

武器世界暠的目标和步骤,并阐述了他对美国核政策的主张。2008年7月,奥巴马在

普渡大学(PurdueUniversity)发表的国家安全讲话中说:“现在是向世界传达明确信

息的时候:美国寻求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只要核武器存在,我们将保持强大的核威

慑力。但是,我们将把销毁所有核武器作为美国核政策的中心。我们将与俄罗斯谈

判大幅削减两国的核武库,我们将与其他核大国合作大幅削减全球的核武器储备。

我们将寻求达成一项可核查的全球禁止生产核武器裂变材料的协议。我们将与参议

院一道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然后寻求使其尽早生效。暠栛

当选后,奥巴马在回答美国军控协会主办的《今日军控》(TheArmsControlTo灢
day)杂志的书面提问时,全面地阐述了新政府在核军控和核裁军、防扩散、核安全等

问题上的政策目标,明确表示,“将把在世界范围内消除核武器作为美国核武器政策

的中心暠,“将制定美国核武器政策的新方向,向世界表明,美遵守其应尽的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的义务,最终消除核武器。暠栜

就任后,奥巴马在不同时间和场合重申了竞选期间有关美国核政策的主张。其

中,奥巴马在首次出访欧洲于2009年4月5日发表的布拉格讲话,普遍被认为是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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栚

栛

栜

“ArmsControlToday2008PresidentialQ & A:President灢electBarackObama,暠TheArmsControlTo灢
day,December,2008;EdoardoSorvillo,“Obama狆s2010NuclearSummitandtheInternationalNon灢Prolif灢
erationRegime,暠PolicyBriefoftheInstitutePerGliStudiDiPoliticaInternationale,October2009.
GeorgeP.Shultz,WilliamJ.Perry,HenryA.Kissinger,andSam Nunn,“A WorldFreeofNuclear
Weapons,暠TheWallStreetJournal,January4,2007,p.A15;GeorgeP.Shultz,WilliamJ.Perry,Henry
A.Kissinger,andSam Nunn,“TowardaNuclearFreeWorld,暠TheWallStreetJournal,January15,

2008.
“RemarksbySenatorBarackObama,SummitonConfrontingNuclearThreats,暠PurdueUniversity,Indi灢
ana,July,16,2008.
ArmsControlToday2008PresidentialQ & A:President灢electBarackObama.



巴马最重要的核政策宣示,标志着奥巴马政府核政策的正式出台。美国国防部在经

过长达数月的酝酿后,于2010年4月6日公布了《核态势评估》报告(theNuclear

PostureReview—NPR),全面阐述了美国今后5~10年的核武器政策和核战略。此

外,奥巴马政府中的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作证时和在多次公开讲话中都对奥巴马的核

政策进行了阐释。

奥巴马政府核政策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奥巴马倡导建立“无核武器世界暠,并“将之作为美国核政策的中心暠。

奥巴马在布拉格讲话中正式提出“无核武器世界暠的倡议,声称“美国将致力于寻

求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暠,栙并从美国安全和战略利益需要出发,明确提出了实现这

一目标的包括核裁军、核战略和防扩散等众多核政策领域的具体步骤,把“无核武器

世界暠置于美国核政策的中心地位。虽然奥巴马不是提出“无核武器世界暠的第一人,

也不是第一个响应“四政要暠倡议的人,栚但他第一个把“无核武器世界暠纳入美国核

政策,这将对国际核裁军和核不扩散产生深刻的影响。

其次,在核军控和核裁军方面,与俄罗斯就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进行谈判,推

动美国参议院尽快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推动其他核大国加入多边核裁军

进程。

与俄罗斯就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进行谈判和推动参议院尽快批准《全面禁止核

试验条约》是奥巴马核军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倡导的走向“无核武器世界暠

的两大具体步骤。

冷战后,随着国际安全形势和战略环境的变化,美俄开始了核裁军进程。美国与

苏联于1991年7月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协定(STARTI),规定双方在条约

生效的7年内各自削减约30%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双方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削减至

6000枚,运载工具不得超过1600件。该条约于1994年生效,2009年12月5日到

期。1993年1月,美俄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II),进一步把双方

拥有的核弹头数分别削减为3500枚和3000枚。之后,由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

迟迟没有交换条约的批准文件。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于2002年与俄罗斯签署《削减

·9·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

栙

栚

OfficeofthePressSecretary,The WhiteHouse,HradcanySquare,Prague,CzechRepublic,April5,

2009,availableat: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灢by灢President灢Barack灢Obama灢
in灢Prague灢As灢Delivered/.
在“四政要暠发出“无核武器世界暠倡议后,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表示支持该倡议,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当时

的英国外交大臣玛格丽特·贝克特(MargaretBeckett)在华盛顿发表的演说中明确采纳了“四政要暠的观

点,提出了应对核威胁的措施;该倡议还得到多数仍然在世的美国前政府高官的支持。参见SteveAnder灢
son,“AJoint灢EnterpriseDiplomacytoAchieveaWorld WithoutNuclearWeapons,暠TheArmsControl
Today,April,2009。



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SORT,也称作《莫斯科条约》),再次把双方的核弹头数量削

减到1700~2200枚,但条约允许削减的核弹头可以储存而不必销毁,而且与削减战

略武器条约不同,该条约对运载工具没有做出限制。2002年6月,美国正式退出反

导条约,俄随即宣布不再接受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约束。2008年4月,美

俄宣布将缔结一项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军控条约,但由于北约持续东扩、美国在东

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特别是该年8月爆发的俄格战争,使美俄关系降至冷战

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在这样的情况下,美俄核裁军谈判虽在俄罗斯的努力下得以恢

复,但在布什任期内没有取得具体成果。

奥巴马在竞选中多次明确表示,他“将与俄罗斯谈判以达成大幅削减两国的核武

器暠,“将与其他核大国合作大幅削减全球的核武器储备暠,作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暠

的具体步骤之一。栙 就任后,奥巴马重申,大幅削减核武器是他任职期间的核心目

标。奥巴马还表示,将在任期结束前兑现其竞选时的诺言,即“在所有的已经宣布的

核武器国家之间就削减核武器、最终销毁核武器开始高层对话暠。栚 美国务卿克林顿

2009年1月15日在参议院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及2009年3月在日内瓦与俄罗斯

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见面时均表示,她将把核不扩散和与俄罗斯达成新的削减战

略武器协议作为上任后“比较优先的议程暠(veryhighpriority)。栛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是国际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重要的多边协议之

一,是有核国在1995年和2000年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审议会所做出

的核裁军关键义务之一。该条约旨在通过禁止核试验,以期达到限制现有核武器国

家开发和部署新的核弹头,防止新跨入核俱乐部国家通过核试验来完善小型的、更易

携带的核弹头,从而起到核军控和防扩散的作用。

美国于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根据美国宪法,总统签署的国际条

约需要参议院2/3多数批准才能生效。1999年10月,美国参议院以51比48票否

决了该协定。美军控界不少人认为,这一举措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极大地削弱了

美国在国际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传统领导地位,栜削弱了美国推动其他国家加入

该条约和不进行核试验的能力,以及发现和阻止其他国家进行秘密核试验的能力,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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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削弱了美国重振陷于低迷的国际防扩散体制的努力,栙“为中国继续拒绝批准《全

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不签署该协议提供了一个口实暠。栚

奥巴马认为,促使参议院尽快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使其尽快生效,是推

动全球走向无核武器世界的重要步骤。该条约通过禁止开发和部署新型核武器,可

遏止现有核大国之间危害战略稳定的核军备竞赛。栛 同时,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这

一举措表明,美国新政府放弃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和安全政策,重视多边合作和

国际机制的作用。栜 为赢得参议院2/3多数的支持,希拉里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

表示,奥巴马政府将在一些诸如可核查的核禁试等技术问题上与参议院紧密合作,并

改变布什政府拒绝向“全面禁止核试验组织暠(CTBTO)的国际监督系统)———一种旨

在发现低当量核试验的传感系统———提供足够资金的做法,承诺为该组织提供资

金。栞

第三,在核战略方面,重新界定核武器的作用,承诺不开发新的核武器,同时提高

美国核武库透明度。

所谓核战略,是策划和指导核力量发展与运用的方略。栟 为实现“无核武器世

界暠的目标,奥巴马在就任后的一系列讲话及奥巴马政府在新的《核态势评估》中,全

面阐述了美国的核战略。

1.在核战略思想方面,提出保持安全、可靠和有效的核威慑前提下,降低核武器

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把核武器作为自身安全和国际力量平衡的

基石。美国防部1994年和2001年的《核态势评估》都对美国核武器的作用、规模和

结构作了评估。2008年1月,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NationalDe灢

fenseAuthorizationAct)要求,下届政府中国防部应与能源部和国务院一起,对美国

核武器的作用和规模重新进行评估。栠 奥巴马就任后,多次在讲话中宣称,为实现

“无核武器世界暠的目标,美国将“减少核武器在美国安全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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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彻底放弃冷战思维,美国将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比重暠,“将恢复美国在

减少核武器作用方面的领导地位,并朝最终消灭核武器方面努力暠,“一个无核武器世

界就是一个核武器使用的可能性不再存在的世界暠。栙 美国防部在经过长达一年的

酝酿后于2010年4月公布《核态势评估》,对核武器的作用作了界定,将“遏止(或吓

阻)其他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友发起核攻击暠界定为核武器的“根本作用暠。新的核态势

报告认为,部署数以千计的核武器,担负广泛的使命,包括捍卫美国及其盟国不受核、

生、化武器的攻击,对21世纪的安全既不合适也无必要。相反,“通过减少核武器在

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并朝着逐步消灭它们的方向前进,我们可以扭转这样的预期,

即我们注定将生活在一个核国家越来越多的世界。栚

2在消极安全保证方面,奥巴马政府宣称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新报告宣布不对签署并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但不

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如果美国及其盟友遭到这些国家的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袭

击,美国虽不会使用核武器,但将使用“具有毁灭性的暠常规军事力量实施报复。栛

3.宣布不再发展新的核武器,停止核试验,但将继续发展常规武器。

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加强了核威慑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布什政府认为,核

武器在遏制可能的对手和为盟国提供延伸威慑方面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栜 在此核战

略思想指导下,2001年的美国《核态势评估》赋予核武器较广泛的作用,提出开发新

型核弹头。根据《核态势评估》,布什政府能源部核安全局(NNSA)提出了《强力核穿

地装置》(theRobustNuclearEarthPenetrator—RNEP)计划,但遭到民主党控制的

国会否决。在此情况下,布什政府又提出“可靠的替代型弹头暠(ReliableReplace灢
mentWarhead—RRW)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用更容易获取和对环境无害的材料

生产的弹头替代目前设计的老化弹头。“可靠的替代型弹头暠还包括先进的安全技

术。核武器设计基于其有一定的服役期的设想。美国核武器试验室2006年的研究

结果表明,每件核武器的钚芯的寿命超过85年,也许长达100年,这个结论使美核安

全局认为,当前没有必要开发和生产替代性弹头,美国会在2008财年停止为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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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栙

奥巴马在竞选中多次表示“不会授权开发新的核武器暠。栚 就任后,奥巴马在向

国会提交的2010财年预算草案中建议中止开发新的替代弹头。新的《核态势评估》

明确提出:“美国将不开发新的核弹头,‘延长核弹头寿命计划暞(LifeExtensionPro灢

grams)仅用于以前设计试验的核部件,并且不支持新的军事使命或提供新的军事能

力。暠栛但对什么是“新的核武器暠,报告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并且在美政府内部也

存在争议。

4.转向“无核防务暠(non灢nucleardefense),强调常规威慑。

在弱化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寻求更多地依靠美

国在常规武器方面的绝对优势来维护美国的安全和战略利益,在这方面,奥巴马政府

延续了布什政府的政策。奥巴马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继续开发和部署导弹防御系

统;二是支持开发新一代非核武器,即“全球即时打击暠(thePromptGlobalStrike)系

统。所谓“全球即时打击暠系统,就是运用远程弹道导弹搭载常规弹头,在不到一小时

内对世界任何地方实施精确打击。

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就积极开发“全球即时打击暠能力,在2009年财年预算中要

求国会拨款1.17亿美元,用于开发携带常规弹头的陆基和海基的远程导弹。最终国

会同意拨款1.24亿美元。奥巴马就任后,继续开发“全球即时打击暠系统,在2010财

年预算报告中要求国会拨款2.4亿美元用于该系统的开发,比2010年预算增加了

45%。美军方预计,到2015年该项目总计要投入20亿美元。栜

奥巴马政府认为,“全球即时打击暠是一种新的威慑形式,它有助于填补由于削减

美国战略核武库而留下的空缺(gap),同时为美国处理国际危机增加更多的军事行动

选择。此外,使用这种高技术常规武器所带来的战略好处还有:既可以取得核武器的

打击效果,又避免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美专家称,“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来说,在洲

际范围内迅速并且不凭借核武器对大范围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非常重要。暠美副总统

拜登说:“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打击的常规武器使我们能够弱化核武器的作用暠。栞

“全球即时打击暠能力将非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运用,扩大了美威慑战略运

用的范围。目前,美空军拟用改进的“维和暠-3型(PeacekeeperIII)洲际弹道导弹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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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常规弹头,如果成功的话,将部署在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

5.提高美国核武库的透明度。

奥巴马政府内部经过数月的辩论于2010年5月3日公布了长期以来作为军事

秘密的美国核武库的数量,并将其作为“迈向核透明的关键一步暠,以表明美国在削减

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庞大核武库上所取得的进步,证明美国切实遵照《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履行核裁军的义务,迫使其他核大国采取同样行动,以及与其他核大国“建立

信任暠关系。栙

第四,在防扩散方面,奥巴马政府重点放在核安全上,把防止核燃料的扩散作为

最优先的议程,重振和强化国际核不扩散体制。

在防扩散领域,奥巴马政府除强化不扩散体制外,还把重点放在核安全上。奥巴

马政府采取的措施是:(1)把防止核恐怖分子窃取核燃料作为核安全的重点,通过加

强现有的防扩散倡议和机制及核安全方面的多边国际合作,制止核材料走私和流失;

(2)在执政第一年发起召开全球核安全峰会,引起全球对核安全问题的关注,加强核

安全领域的多边国际合作;(3)推动国际社会尽快就禁止为核武器生产裂变材料

(FMCT)开展多边谈判;栚(4)努力把冷战后美国倡导建立的多边防扩散倡议转为国

际机构;(5)加大对美国核武库和核设施安全的投入。奥巴马允诺在2010财年预算

中,对美国核武器试验室增加6.24亿美元的开支,另在今后5年内拨款50亿美元维

修老化的设施。栛 在2011财年预算中要求拨款70亿美元,用于维护美国的核武器

库,比2010年国会批准的该项开支64亿美元多了近10%。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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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看出,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与其前任相比有如下特点:一是把

“无核武器世界暠列入美国核政策并作为中心目标;二是在核战略思想上,在坚持把威

慑作为美国安全战略的基础的同时,强调发挥高技术常规武器的威慑作用;三是在防

扩散政策措施上,把核安全作为重点,并强调多边协议和国际机制的作用。

二暋奥巴马政府调整核政策的目的

奥巴马是在美国实力地位相对下降,国际形象严重受损、美俄关系陷入低谷、国

际军控和防扩散体制面临严峻挑战下入主白宫的。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核政策的目

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塑美国在核问题上的道德形象,恢复美国在全球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

影响力和领导地位。

冷战时期,美国在国际军控和防扩散领域一直发挥主导作用:国际军控和裁军协

定、公约、准则和机构的大多数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制定和建立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也是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形成的,是美国及其盟国控制下的一种制度安排;美苏在长

期的核对峙中建立的一系列稳定双边核关系的游戏规则,包括相关的名词术语,对国

际军控和防扩散规则的制定产生深刻的影响。栙 总体来说,冷战时期的国际军控和

防扩散体制是美国主导下的体制。在美国主导下,核扩散得到较有效的控制。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进一步朝多极化发展和美国权势的相对衰落,美国在

国际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同时,美国在核问题领域的相关政策

也损害了其道德形象。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参议院于1999年12月否决了《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削弱了其他有核国家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务和在核裁军方

面采取实际步骤的信心。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奉行单边主义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加强

核威慑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加快研制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步伐,单

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以及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破坏了全球核战略平衡和美

俄核战略关系,增加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引发了美俄在与军控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上

的分歧,以至于许多国家认为美国不愿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核裁军义

务。2005年7月美印核协议允许印度从美国进口核燃料和敏感核技术,被许多国家

认为是奖励了印度的核扩散行为,在实际上承认了印度有核国家的地位,加剧了南亚

地区的核竞赛,刺激了其他国家开发核武器,开了一个坏的国际先例。美国出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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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需要在核武器政策上的长期实行的双重标准引发无核国家的显著不满。特别是

小布什政府以萨达姆政权秘密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口实发动伊拉克战争,造成

该地区的动荡,增加了核恐怖主义的风险。布什政府的核政策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

国际形象,严重削弱了美国在国际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传统领导地位。

奥巴马执政后,把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修复受损的国际形象作为美对外政

策的总体目标。而重塑美国在核问题上道德形象,恢复美国在全球核裁军和防扩散

领域的影响力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奥巴马认为,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核武

器国家和唯一一个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栙在核军控和防扩散领域“有采取行动的道

义上的责任暠,“发挥领导作用暠,除了美国外,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充当这个

领导作用,而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对强化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加强国际防扩散领域的

合作,消除核恐怖主义威胁是必要的。栚

因此,奥巴马提出并倡导“无核武器世界暠理念,并带头削减核武器、提高美国核

武器库存的透明度、提议召开核安全峰会,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重塑美国的核道

德形象,设置国际裁军、防扩散的主要议程、掌握大国之间核对话的主动权、主导核安

全和防扩散领域的国际合作,恢复美国在全球核裁军和减少核武器作用方面的领导

地位,提高美国在国际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

(二)扭转近十多年来国际防扩散低迷态势,强化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特别是加强

全球在防止武器用裂变材料流失和扩散方面的努力。

冷战结束至1990年代中期,国际防扩散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主要是:

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决定无限期延长该条约,有核国家承诺建立中东

无核区;1996年第50届联合国大会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美国签署了该条

约;200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各签约方同意为实现最终普遍裁军采取的13
个步骤,其中包括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尽快生效,在日内瓦裁军会上就禁止生

产核裂变材料进行谈判并在5年内达成协议,有核国家削减核武器,尽快履行美俄第

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协定并结束第三阶段谈判,减少核武器系统的实战作用,弱化核

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等。

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防扩散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出现一系列倒退,主要

表现有:第一,有核国家显著增多。冷战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全球核武器数量虽然

大大减少,但拥有核武器国家却显著增加。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the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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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AmericanScientists)的统计,1986年,全球共有70481件核武器,为5个有核国所

拥有;到2009年,全球核武器数量虽然减少到22385件,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加到

9个。栙 在南亚次大陆,1998年印巴先后进行了核试验,而且印巴之间的核竞赛仍没

有放松的迹象,两国仍奉行开发核能力,保留核选择的政策,不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致使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南亚无核区的主张至今仍前景黯淡;朝鲜自2002
年终止冻结其核计划以来,宣布已经对钚进行了后处理,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并于2006年进行核试爆;伊朗在公开的民用浓缩铀项目上取得显著进展,可以迅速

地转化为武器项目。上述国家的核计划对国家安全、地区稳定以及国际不扩散体制

造成强烈的冲击和破坏。第二,核材料流失和核技术扩散严重,核安全问题突出。据

统计,目前全球40多个国家共有350万磅高浓缩铀,110万磅钚。根据国际原子能

机构的保守估计,只要25公斤的高浓缩铀(HEU)或8公斤钚就可以制造一件核武

器。栚 另据专门从事核问题研究的非政府组织“易裂变材料工作组暠(TheFissileMa灢
terialWorkingGroup)预计,全球现有足以制造12万枚核弹的武器级铀。栛 这些核

材料除可直接用来制造核武器,还具有极强的放射性,如何处理和保管这些核材料成

为核安全的重要问题。拆除的核弹头、核燃料的储存、保管等也可能造成新的扩散。

此外,越来越多的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向核能来满足清洁能源目标和经济发展

的需要,希望开发作为核反应堆燃料的浓缩铀技术,栜而同样的技术生产的浓缩铀可

被用来制造用作核弹,这不仅使全球的浓缩铀生产和储备日趋增多,而且造成可用于

武器项目的核技术的扩散。第三,核恐怖主义的威胁上升。全球浓缩铀和钚等核材

料库存的增长加剧了美国对核恐怖主义的担忧。美专家认为,核恐怖主义的活动主

要有四个方面:(1)恐怖主义分子可能窃取一个完整的核武器的危险;(2)恐怖主义分

子窃取或购买裂变材料,制造(装配)和引爆一件粗制的核武器(acrudenuclear

weapon)的危险;(3)恐怖主义分子攻击或破坏核设施,特别是核发电厂,造成大量放

射性泄漏;(4)非法获取放射性物质,制造或引爆放射性分布装置(radiologicaldis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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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ondevice灢RDD或radiationemissiondevice灢RED),即“脏弹暠。栙

以上几方面,加上200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遭到失败,日内瓦国际裁

军会毫无进展,谈了6年之久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被布什政府否决等因

素,使美不少专家认为,过去的十年是国际防扩散体制低迷的十年。

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在冷战后倡导建立一些新的双边或多边防扩散机制,如“防

扩散安全倡议暠“全球合作降低威胁暠“与核恐怖主义作战全球倡议暠(TheGlobalIni灢
tiativetoCombatNuclearTerrorism—GICNT)等,但仍不能有效地防止核扩散。重

振全球核不扩散努力,重振国际防扩散机制,减少恐怖组织掌握核武器对美国发动袭

击的威胁,成为奥巴马政府核政策当务之急。

(三)把核裁军作为增进美国安全的重要工具,在保持美国核威慑力量安全、可信

和有效的基础上,通过倡导“无核武器世界暠及减少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

维持美国在全球军事中的绝对优势地位。

奥巴马政府对美国核武器政策和核战略调整,在战略安全上主要是出于以下几

方面的考虑。

首先,从威胁认知的角度分析,奥巴马政府核战略调整,反映其对冷战后美国所

面临的安全威胁的认知发生变化。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国际形势和战略环境

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美国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来自苏联的对美国战略和安全

利益的全球性威胁已不复存在。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国,是世界上唯一在

军事上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但美俄在核裁军领域所取得的显著进展,以及美俄

“伙伴关系暠的建立,使美俄之间爆发核大战的危险已基本消失。栚 另一方面,核扩散

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一种主要形式,呈现出许多新的情况,核恐怖主义成为

美国面临的最主要的安全威胁。

美国是恐怖主义袭击的最主要的目标。在九一一事件之前,美国政策制定的最

大安全关切是前苏联的核武器、核材料和核技术流失和扩散,美国核政策制定的很大

部分是围绕这一担忧进行的。九一一事件表明,恐怖主义组织已经提升了其恐怖活

动的毁灭性,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进一步增大。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公开宣布它们将对

美国发动大规模摧毁性打击,恐怖主义分子获得核武器或核材料的危险出现。本·

拉登要求基地组织把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一种宗教责任暠;栛美国前中央情

报局官员最近写的一份报告称,对恐怖分子来说,窃取一个核弹或足够的核材料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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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核弹“非常困难暠,但基地组织在过去的15年内一直不懈地企图获取核武器,并

且至少两次试图在黑市上购买核材料。栙

美国于2003年2月制定的《与恐怖主义作战的国家战略》(NationalStrategyfor

CombatingTerrorism)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恐怖主义组织使用生化、放射性或核

武器,或高当量炸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暠据报道,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几周内,布

什“命令其国家安全班子给予核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给予最大关注暠。栚 副总统切

尼称,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暞是恐怖分子在美国城市投放生物或化学武器的可能

性。暠栛2004年发表的九一一委员会报告认为,美国应“尽最大努力防止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扩散暠。栜

奥巴马在就任后的多次讲话中,把核恐怖主义称为“全球安全最直接和最极端的

威胁暠,栞“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恐怖主义组织掌握核武器的可能性。暠栟奥巴马政

府《核态势报告》也把恐怖主义和防扩散作为当前美国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奥巴马

在报告公布的当天说,核态势评估“认识到美国和全球安全的最大威胁不再是核大国

之间的核战争,而是由暴力极端分子的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国家的数量增多。暠栠而

对恐怖主义这种非国家行为体来说,美国强大的核威慑几乎不起作用。因此,降低核

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强化防扩散体制成为奥巴马政府核战略的一种现实

选择。

其次,从美国核威慑能力和核武器技术的角度分析,削减核武器不仅不会损害,

反而会增加美国的安全。这是因为:(1)美国的核武器仍处于饱和状态,即使美国削

减了核武器,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仍足以摧毁世界多次,美国仍有足够的威慑能

力。而且,削减下来的核弹头并没有销毁,而是储存起来,随时可以重新安装;(2)美

国计算机模拟核试爆技术和弹头保存技术,延长了核武器的寿命,不需要经过核试爆

·91·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

栙

栚

栛

栜

栞

栟

栠

ScottWilsonandMaryBethSheridan,“ObamaLeadsEffortstoSecureNuclearMaterials,暠TheWashing灢
tonPost,April11,2010.
BartonGellman,“FearsPromptU.S.toBeefupNuclearDetection,暠TheWashingtonPost,March3,

2002.
MikeAllen,“Chemical,NuclearArmsStill‘MajorThreat,暞CheneySays,暠TheWashingtonPost,De灢
cember17,2003.
NationalCommissiononTerroristAttacksuponUnitedStates,“The9/11CommissionReport,暠July22,

2004,availableat:http://govinfo.library.unt.edu/911/report/index.htm.
ScottWilsonandMaryBethSheridan,“ObamaLeadsEfforttoSecureNuclearMaterials.暠TheWashington
Post,April11,2010.
DavidE.Sanger,“ObamaVowsFreshProliferationPushasSummitEnds,暠TheNewYorkTimes,April
13,2010.
U.S.DepartmentofDefense,“NuclearPostureReviewReport,暠April2010,availableat:www.defense.
gov/npr/docs/2010NuclearPostureReviewReport.pdf.



就可保持安全、可信和有效的威慑能力。根据美国能源部核安全管理局报告,美国

“已具备在禁止核试验的条件下保持现有核武库安全可靠的技术能力暠。栙 而且奥巴

马政府还准备加大对此的投入。

最后,从美国常规力量的优势来分析,精确打击的常规武器已经可以实现过去只

有核武器才能完成的使命,而不必冒核报复和道义的风险。核武器可用先进的、攻防

兼备的常规武器所代替,是促使奥巴马政府削减核武库和弱化核武器在美安全政策

中的作用的动因之一。

(四)修复和巩固美俄关系,调整大国之间的核战略关系。

布什政府时期,由于美国坚持在东欧部署导弹拦截系统,美俄关系一度下降到冷

战结束后的最低点。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把修复对俄关系放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

议程。奥巴马就任后不久,副总统拜登就确定了美对俄政策基调,呼吁美俄“重启双

边关系的按钮暠。栚 2009年3月9日,美国务卿希拉里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

时重申了这一基调。

相对于美俄其他关系,削减战略武器是分歧较少的领域。因此,奥巴马在竞选中

和执政后,把与俄罗斯谈判并签署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作为修复美俄关系的突破

口,期望以此达到“重启暠两国关系、增进彼此间信任、寻求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等问

题上的合作。奥巴马就任后多次表示,把与俄就削减战略武器开展谈判作为处理美

俄关系最紧迫的议程。2009年4月,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在出席伦敦20国峰会期

间,“决定就签订一项全新的、全面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协定来取

代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开始进行双边政府间谈判。暠栛

同时,奥巴马还期望以美俄核裁军,对其他核国家造成压力,推动包括中国在内

的其他核大国加入多边核裁军进程,强化国际不扩散体制。奥巴马认为,冷战结束从

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安全形势,大国之间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由于核大国

之间的核武器处于高度警戒状态,预警时间留得太少,仍存在由于误判和技术原因造

成的发射而引发核战争的潜在风险。因此,必须加强核大国之间的高层战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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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更稳定和透明的战略关系暠。栙

综上所述,奥巴马核政策的目标可归纳为:在确保美国核武器安全、可信和有效

的战略威慑能力的同时,通过与俄罗斯签署进一步削减核武器相关协议,提出并倡导

“无核武器世界暠理念,重塑美国在核问题上的道德形象,恢复美国在国际核裁军和防

扩散领域的影响力和领导权,重振国际防扩散努力,增进美国的安全。

三暋对国际安全和防扩散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将对美俄战略安全关系、国际军控和裁军、大国之间的战略

关系、国际防扩散机制等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对美俄战略安全关系的影响

尽管美俄达成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有助于推动双方在较低的核军备水平上建

立更加稳定的战略关系,进而在总体上改善美俄关系,但双方在反导、战术核武器谈

判等诸多领域的分歧依然存在,相互之间的信任仍难以建立。

首先,在导弹防御问题上,俄罗斯仍坚持把落实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与美国在

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挂钩。

自2005年起,美俄之间就一直围绕布什政府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产

生激烈的冲突。2007年,布什政府宣布,计划在波兰部署10个改进的导弹拦截装

置,在捷克部署雷达系统,以应对伊朗可能的导弹威胁。布什政府认为,美国在波兰

部署的导弹拦截装置是针对伊朗,不会对俄罗斯战略核力量构成威胁。这一说法没

有得到俄罗斯的认可。俄认为,俄罗斯的欧洲部分部署的几个防御力量处在该反导

系统的拦截范围,而且美国还可能再部署反导系统,这将打破该地区的战略平衡。栚

奥巴马执政后,承诺他“将在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之前,确保任何导弹防御,包括东

欧的导弹防御系统,是有效的,并且得到美国盟国的支持。暠栛根据上述考虑,美国相

应调整了导弹防御战略,将重点放在由拦截来自洲际弹道导弹的导弹防御系统转向

拦截来自地区的中短程导弹威胁,即陆基中程防御(theGroundMidcourseDefense,

GMD)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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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谈判中,俄罗斯坚持将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与美国在

东欧部署反导系统挂钩。在俄罗斯的坚决反对下,美国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2009
年9月17日,奥巴马宣布美国将放弃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拦截装置和雷达系统的

计划,转而推出一项分阶段、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更具效率的反导系统部署方案。

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有意(intension)在波兰和南欧国家部署拦截导弹,但

没有宣布具体部署日期和地点。2010年2月17日,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威慑峰会上,

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官员确认,美国将于2015年在罗马尼亚部署

“萨姆-3暠(Sam-3)陆基拦截导弹,2018年在波兰部署。2010年2月奥巴马政府

发表的《弹道导弹防御评估》透露,美国将采取“分阶段部署暠方式在欧洲部署导弹拦

截系统。第一阶段包括正在部署的标准-3IA 导弹拦截器,其最高速度为每秒3公

里,由部署在地中海的“宙斯盾暠舰上和2011年在南欧部署的雷达系统组成。第二阶

段是2015年,在罗马尼亚部署20枚带有改进的“杀伤装置暠的陆基标准-3IIA 导

弹。第三阶段是在2018年,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目前正在开发的威力更大、速度

更快(每秒4.5公里)的标准-3IIB型导弹。2010年4月5日,美国负责核力量和导

弹防御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布拉德利·罗伯茨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

说,奥巴马政府正在尽可能地在欧洲部署海基和陆基反导系统,该系统将在2018年

左右覆盖欧洲北约国家全境。栙

在美国的坚持下,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对导弹防御系统没有作出任何规定。

这导致俄军方和政府内不少人士的不满,认为俄罗斯在谈判中让步太多,对新协议是

否增进了俄罗斯的安全持怀疑态度。栚 俄外长拉夫罗夫在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签

订后重申,如果美国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危害了俄罗斯的最高利益,俄保留退出削减

战略武器协定的权利。栛美国导弹防御局执行局长大卫·阿尔特维格(DavidAlt灢
wegg)也承认,由于前两个阶段部署的反导系统不能有效拦截远程导弹,因而不会引

起俄罗斯严重关切,但后两个阶段部署的反导系统将遭致俄罗斯反对,并影响美俄下

一阶段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栜

其次,在削减战术核武器问题上,美俄之间的分歧依旧。奥巴马政府希望在新的

削减战略武器协定获得美国参议院和俄罗斯联邦议会批准后与俄罗斯重启谈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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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达到新条约所规定的武器削减数量后继续就削减各自核武器展开磋商,并把削

减战术核武器列入下一阶段谈判议程。美俄目前部署的战术核武器各为500枚和

2000枚。长期以来,俄罗斯对美国和北约在常规力量上的优势一直持疑虑和担忧,

用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器来弥补自己常规力量的不足。2010年2月5日,经俄总统

梅德韦杰夫批准的新军事原则仍把北约作为主要的外来威胁。新军事原则强调,如

果别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俄罗斯或其盟国发动攻击或使用常规武器对俄联邦

发动侵略从而危及俄国家生存,俄罗斯将保留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权利。栙 因此,俄

罗斯在谈判中坚持把削减战术核武器与北约的常规优势和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

挂钩,并要求美国必须首先从欧洲撤出战术核武器。美国则把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

器作为联盟的义务和向北约盟国提供延伸核威慑的象征。虽然目前俄罗斯的领导层

认为,俄罗斯的核武器远超出其实际需要的人日趋增多,但进一步削减俄罗斯核武器

肯定会遭到俄军方的强烈反对。

此外,新的削减战略武器也难以消除美俄在北约东扩、伊朗核计划等问题上的分

歧。

(二)对国际裁军和军控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核政策中的“无核武器世界暠倡议及其实施步骤,对推动国际核军控

和核裁军、进一步减少全球的核武器储备,降低核战争风险,维护大国之间的战略稳

定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但美发展先进常规武器能力建设,包括“全球即时打击暠系

统,有可能破坏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性、引发新的军备竞赛。

首先,在军备竞赛中,历来存在着一种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使一方感到安全的

行动,几乎肯定会使另一方感到不安全。“全球即时打击暠能力将非核武器作为一种

威慑力量运用,扩大了美威慑战略运用的范围,同时其超强的打击能力破坏了现有的

军事平衡,这必然引起一些国家对遭受打击的忧虑,从而刺激反措施的研究,或竞相

开发相同的武器,或增加战略进攻性武器数量,或改善其性能,以增进自身的安全,达

到新的军力平衡。一方对美“全球即时打击暠的突破又将刺激美研制和部署更先进的

打击能力,如此周而复始,从而产生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其次,高音速武器的发射由于

飞行时间太短,为对方留下的判定时间太少,增大了可能被误判而发生核战争的风

险;最后,该系统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外空军备竞赛。

(三)对大国之间核战略关系的影响

奥巴马带头削减核武器的目的之一是推动其他大国加入核裁军和核战略对话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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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虽然美俄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大幅削减了双方的核武库,但其所拥有的核武器

数量仍远远高于其他核武器国家,美国仍保持强大的核威慑能力,这将减弱其他有核

国家参与多边核军控和核裁军的动力。

目前,美国大约部署了2200枚核弹头,还有相当数量的储备弹头。俄罗斯目前

部署了大约2000—3000枚战略核弹头。两国许多核武器都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在

运载工具方面,根据美俄2008年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声明,美国有550枚陆基弹道导

弹,432枚海基弹道导弹(分布在14艘核潜艇上),232架战略轰炸机,这些运载工具

总共可发射5951枚核弹头。俄罗斯有470枚陆基弹道导弹,288枚海基导弹(分布

在8艘核潜艇上),79架战略轰炸机,总共可发射4138枚核弹头。上述核弹头和运

载工具并不都是“实战部署的暠(operationaldeployed),但美国至少部署了2200枚战

略核弹头,还有相当数量的弹头作为储备和数百件非战略核武器为了可能的“战场暠

使用。俄罗斯除部署的弹头外,还有约2000枚非战略核炸弹备用,另有8000枚储备

或等待拆除的弹头。栙

另外,根据奥巴马政府在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召开之际首次公布

的美国核武库规模官方数字,美国目前拥有5113件核武器,此外还有约4500件核武

器退役或等待拆除。栚

如果新协定获得美国参议院和俄罗斯联邦议会批准的话,美俄双方各自拥有的

核弹头将不能超过1550枚,已部署和尚未部署的运载工具不能超过800件,双方将

在第一次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基础上再次大幅削减各自的核武库。而且,奥巴马政

府还拟进一步就削减核武器与俄展开谈判。但即使如此,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仍

远远高于其他有核国家,美国还在延长核弹头寿命上增加投入,这无疑将减少其他有

核国家加入多边裁军的动力。

奥巴马与俄罗斯签署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的目的之一是对中国形成压力,希

望通过美国带头进行核裁军,以推动中国参与多边核战略对话和核裁军进程。奥巴

马政府在《核态势评估》中三次提及中国,希望加强中美在防扩散领域的合作,加强双

边在核问题上的战略对话,提高中国核军备的透明度。美《核态势评估》称,中国是有

核国家中目前唯一仍在进行核武器现代化的国家,而且中国核军备缺乏透明度,美国

和中国的邻国对“目前中国军事现代化(包括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推进其核能力的现代

化)的速度和规模暠感到忧虑,“中国核武库的规模远不及俄罗斯和美国,但中国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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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在速度、规模、战略和指导方针上缺乏透明度,使其未来的战略目的受到质疑。暠

《核态势评估》不仅称“担忧中国的军事扩张路线暠,而且认为中国在核武器开发和核

战略方面缺乏透明度,“对中国未来的战略意图抱有疑虑暠。栙 因此,奥巴马政府认

为,中国应该加强核透明,美国也“愿意就中国的核发展方向和核目的进行对话暠。栚

中美在防止核扩散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中国也一贯支持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

支持美俄通过谈判条约削减双方的核武库,并支持多边军控机制的建设,但反对借助

核军控和裁军谋取战略优势。

(四)对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影响

过去的十年是国际防扩散努力陷于低迷的十年。奥巴马政府对美国核政策的调

整及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客观上有利于重振国际防扩散努力,加强在核安全问题上的

国际合作,但国际防扩散体制仍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首先,冷战后一些中小国家进行核开发,主要是因为它们认为核武器能够增进其

安全,同时核材料和核技术的流失使得这些国家相对容易地获得制造核武器的技术

和材料。奥巴马政府倡导的“无核武器世界暠所描绘的消除核武器的远景和美国带头

削减核武器并不能消除这些国家进行核开发的动因,加上奥巴马政府没有放弃核威

慑,这些国家是不会轻易放弃其核计划,地区防扩散形势依然严峻。

其次,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核大国过分强调防扩散,而不履行《核不扩散条约》

的责任推动核裁军,对和平利用核能重视不够,导致无核国家的强烈不满,有核国和

无核国之间的矛盾突出,对国际不扩散体制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所谓国际防扩散体制,指的是国际社会“为减缓核武器制造能力的扩散,并把核

技术可能造成的使局势动荡的影响控制到最低程度暠而做出的“一系列具有控制性的

国际安排暠。栛 国际防扩散努力是建立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基础上的,其中核裁

军、防扩散、和平利用核能是该条约三大支柱。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富裕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转向核能来满足清洁能源目标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平利用核能和防扩

散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无核国家认为有核国家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其核活

动进行核查使它们和平发展核能的权利受到损害,而奥巴马政府则认为,用于电力生

产的核反应堆的扩大不应伴随能够生产武器级钚和铀的敏感核燃料循环设施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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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是每个国家都需要拥有一个完全的核循环能力。根据这一考虑,奥巴马政府提

出了建立新的能源机构,包括国际核燃料银行、移动反应堆和核燃料供应保险的措

施。核燃料银行的思路是储存核电站燃料低浓缩铀,根据拥有核电站国家的要求,以

市场价供应低浓缩铀,其目的是确保核燃料供应,使各国不必自己建设浓缩铀设施就

可以使用核燃料。目前,美国和俄罗斯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递交了自己的核燃料银

行计划。但发展中国家担忧,核燃料银行的设想可能会限制新国家加入核燃料事业,

使现有的核燃料生产国在浓缩铀领域处于垄断地位。如何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时,

防止一些国家获得使用核武器生产能力,特别是高浓缩铀和乏燃料后处理技术,成为

国际防扩散体制亟需解决的问题。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和多数国家对核武器的认识趋于理性为奥巴马调整美

核政策提供了契机。奥巴马“无核武器世界暠倡议提出后,得到英、法、俄等有核国家

和其他国家正面回应。核安全峰会引起国际社会对核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并取得

一些具体的成果。与1999年相比,目前参议院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政治前

景已有所改善,这为奥巴马核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条件。但奥巴马核

政策也将面临不少挑战。首先,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将可能影响美俄就继续削

减双方核武器开展谈判。其次,在防扩散政策上,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短期内难以解

决,对奥巴马强化国际不扩散体制形成严峻的挑战。第三,在核安全问题上,美国对

核恐怖主义威胁的担忧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家广泛的认同。与核裁军相比,确保核安

全、防止核材料流失更加紧迫和更加困难。所有这些都使奥巴马核政策和“无核武器

世界暠倡议面临严峻的挑战。正如奥巴马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消灭核武器是“一代人

的任务暠,“甚至在我的一生中都不能完成暠。但奥巴马对美国核政策的调整及其对国

际安全和防扩散体制所带来的影响值得认真研究和关注。

张业亮: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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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国际战略变革

———美国智库国际战略报告文本解读

韩志立暋暋暋

暡内容摘要暢普林斯顿计划、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凤凰动议是近年来美国智库

所做的三项重要国际战略研究,它们根据美国国际安全环境新特征和美国传统国际秩序

理想,为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国际战略建议。它们提议美国应从依靠权力推

行民主自由,转向实施战略性领导;通过大国沟通与合作,应对共同威胁。这些原则构成

了奥巴马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政策并非三项战略建议的翻版,

其中依然可以看到现实主义因素和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子。

关键词:美国国际战略 美国智库 奥巴马政府 民主自由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际战略总体上具有一致性。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暠战略

要求美国把握冷战胜利的时机,充分利用自身权力优势,全力推进世界民主与自由化

进程。克林顿的“民主扩张暠战略主张美国从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全面转向自由市场

与民主区域扩张战略。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暠战略要求美国以单边主义和军事实力

作为战略手段来维护美国霸权,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显然,三

位总统都试图依靠美国实力,在世界范围推行民主和自由,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自

由市场构成的国际秩序。

奥巴马打着“重塑美国形象暠的旗帜走进白宫,希望开启美国的“变革时代暠。那

么,他会怎样变革美国的国际战略呢? 一向为政府出谋划策的智库根据美国国际安

全环境新特征和美国传统国际秩序理想,为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各种战略政策建议。

普林斯顿计划、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凤凰动议是近年来美国智库所做的三项重

要国际战略研究,它们根据美国国际安全环境新特征和美国传统国际秩序理想,为奥



巴马政府提出了战略政策建议。本文选取这三项研究进行分析,以探究奥巴马政府

的国际战略走向。

一暋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的国际战略:以实力推动自由民主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成为建立国际秩序的主导国

家。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坚信在世界范围推行民主和自由是实现美国安全

与繁荣的根本途径,因此,他们都试图利用美国的权力优势,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和

自由市场构成的国际新秩序。

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暠战略旨在打造一个由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构成的世界。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老布什发表了题为《走向世界新秩序》的演讲,提出冷战结束

后,各国“因为追求正义而更加强大、因为追求和平而更加安全,彼此能够繁荣、和谐

相处,每个国家都为了自由和正义而履行着自己的义务。暠栙老布什所要推崇的正义

就是民主和自由;实现和平的手段就是要扩大民主国家的范围,推动自由市场的繁荣

和发展。老布什还强调要充分利用美国的权力优势,他指出美国此时的权力比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任何时期都要强大,这意味着美国利用实力推进民主进程的能力更加

强大。因此,他要求美国把握时机,充分利用自身的实力优势,全力推进世界民主化

和自由化进程;促进各国政治民主化改造,将世界自由市场向正在进行市场体制改革

的国家推进。栚

克林顿政府的“民主扩张暠战略具体化了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暠理想。为了使美

国金融、外交和军事等国家安全资源更加有效地加以利用,克林顿政府将美国传统地

缘战略利益地区设定为“民主扩张暠优先区域,具体提出四项工作重点:加强世界主要

民主国家的力量;培育新的民主国家和新的市场经济体;对于敌视民主和市场经济的

国家,支持其内部自由化运动势力;人道主义援助要与受援国民主化进程与市场经济

发展结合起来。栛 此外,“民主扩张暠战略提出,如果国家利益需要,美国可以考虑单

边使用武力。克林顿政府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既坚持原则性,也不失灵活性,在民

主和自由市场扩张问题上不容动摇,但在实现手段上要灵活;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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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美国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最终决定美国政策;如果单边行动更能有效服务于美国

国家利益,美国则应该采取单边行动。

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国际战略进一步强调单边主义和军事手段是推动民主

的主要途径。九一一事件暴露了美国权力的脆弱性,促使小布什政府更加不遗余力

地推动民主扩张。小布什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讲中提出,美国的国家安全具有脆弱性,

实现国家安全、世界和平关键在于推动民主自由的扩张。栙 九一一恐怖袭击改变了

美国对美国安全威胁的看法,小布什政府认为流氓国家是恐怖主义的根源,强行实施

政权更迭是对付流氓国家的首选方案,由此提出了以预防性战争为内涵的美国新安

全观,这大大加强了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他的安全信条是以单边主义和军事

实力作为战略手段积极推进美国的价值观、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以此维护美国的制

度霸权地位和国家安全。栚

总之,冷战结束后的三位美国总统相信权力和自由民主是改造世界的主要工具。

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与其他大国相比,具有巨大实力优势;民主与自

由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途径;美国可以凭借权力和主观意愿,推动世界民主化和自由化

进程。

二暋 美国智库的国际战略建议:战略领导、多边合作、霸权宪政秩序

美国智库一向是美国政府制定战略政策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普林斯顿计划、

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凤凰动议是近年来美国智库所做的三项重要国际战略研

究。它们批评了小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根据时代新特征和美国传统国际秩序理想,

为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战略政策建议。这三项研究均由美国重要智库承担,广泛咨询

美国政界意见,并在世界主要国家进行咨询和召开学术研讨会,在美国政学两界具有

广泛代表性,对美国国际战略的调整必将产生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奥巴马

政府国际战略的走向。

普林斯顿计划(PrincetonProject)栛是2002年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联合发起的

一项为期三年的国际战略研究项目。该项目由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和前国家安全顾

问莱克主持,由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承担,并汇集美国

·92·奥巴马的国际战略变革

栙

栚

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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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立、秦亚青:《新自由国际主义的战略理论》,载于秦亚青主编:《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

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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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学界、商界及非政府组织人士。计划在两党战略共识基础上,为美国未来十年

国际战略提出建议。约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和安妮灢玛丽·斯劳特(Anne灢
MarieSlaughter)执笔完成最终报告———《建立一个法治的自由世界:美国21世纪国

家安全》,提出美国应主导建立一种以国际机制为基础、以大国自律为条件,以开放经

济、集体安全为核心的国际宪政秩序。栙

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ManagingGlobalInsecurity)栚于2006年11月启动,

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和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联

合承担。其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理查德·阿米蒂奇、劳伦斯·

伊格尔伯格、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等数位美国前国务卿、副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

问。此外,项目还广泛征求了美国学者、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重要官员和总统竞选班

子对外政策顾问的意见,收到来自美国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安

全部门的反馈建议。项目最终出版了由琼斯、帕斯夸尔和斯特德曼合著的《权力与责

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一书,全面阐述了以负责任主权为基础、实施以国

际规则为依据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战略建议。栛

凤凰动议(PhoenixInitiatives)是2005年由新美国安全中心启动的一项美国国

际战略研究项目。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宗旨是为美国制定有效、务实的国家安全与国

防战略,促进并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价值观。该项目成员包括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官

员、美国重要智库知名学者等,如美国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安东尼·布林肯

(AntonyJ.Blinken)、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部主任雷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库尔特·坎贝尔(KurtM.Campbell)、胡佛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A.Mcfaul)、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

前副司长詹姆斯·奥布莱恩(JamesC.O狆brien)、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

事务学院院长安妮灢玛丽·斯劳特(Anne灢MarieSlaughter)等。他们广泛征求了美国

公众意见,经过三年的讨论与研究,提交了《战略领导: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研

究报告,提出以战略性领导为特征的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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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项研究虽然由不同智库承担,但它们对当前时代特征作出大致相似的判断,

并建议美国应随着时代特征的变化调整其实现国家安全与繁荣的战略手段,从依靠

实力推动民主自由,转向实施战略性领导,依靠多边合作,构建美国霸权宪政秩序。

(一)新的时代特征:权力分散性和安全威胁跨国性

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与凤凰动议在其战略报告中着重论述了国际权力结构

和国际安全威胁的新变化,提出权力分散性和安全威胁跨国性是当前时代的最主要

特征。

对于当前国际权力结构,有美国学者认为,当代世界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权力

转变,这主要体现为美国影响力相对减弱、新兴大国崛起。他们认为,世界的权力已

不再集中于美国一国手中,而是逐渐分散到多个国家及超国家行为体中。虽然美国

的军事力量仍然处于统治地位,但其军事力量已无法解决当前美国所面临的主要安

全挑战。就经济力量而言,美国的统治地位已经消失。更为联合的欧洲经济总量及

影响力与美国相当;日本经济复苏、中国崛起、印度快速发展,都使这些国家成为世界

重要经济力量。栙

报告认为,新兴大国的权力与影响力是一种国际秩序的变革力量。崛起的中国

对资源和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使其正试图在非洲、亚洲和美洲重新划分经济版图,

建立新联盟与合作关系。俄罗斯在军售、中东核不扩散等国际问题上挑战着美国的

国家利益。更为强大、联合的欧洲正试图通过法治与经济手段,启动新的国际秩序建

设进程。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南非越来越不满意被排挤在全球治理八国集团

机制之外。栚

对于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有美国学者认为“硬威胁暠严重程度下降,

“软威胁暠严重程度上升。传统的“硬威胁暠主要指国家间的军事威胁。在当前国际

形式下,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认识。冷战结束

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威胁来自跨国非传统安全威胁,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经济

危机等。美国以往的主要安全威胁远在非洲、亚洲或中东,而美国当前的安全威胁并

非来自特定国家,如恐怖主义,流行疾病和气候的灾难等栛

21世纪的恐怖主义具有跨国特征。一方面,恐怖主义活动范围具有世界性,遭

受恐怖袭击的国家即包括美、英、法、西班牙等发达国家,也包括肯尼亚、坦桑尼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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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恐怖组织具有国际性,以基地组织为例,其

组织成员、资金网络遍布世界各地。栙 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具有全球性。人类生活

在同一个地球上,温室气体无论从何处排放,其不良后果将影响地球任何一个角落。

气候变化对每个国家的破坏程度可能不同,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脱其威胁。金融

危机表现出惊人的外溢速度和破坏力。当前世界面临的金融危机,虽然源自美国的

次贷危机,但其危害波及世界各国。从金融危机的成因来看,缺乏国际协调与合作是

导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栚

(二)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美国领导地位与多边机制下的国际合作

在新的权力结构和安全形势下,如何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是奥巴马政

府所面临的首要战略问题。普林斯顿计划、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凤凰动议提出了不

同于以往的战略建议,他们提议美国的国际战略应从依靠权力推行民主自由,转向实

施战略性领导;通过大国沟通与合作,在负责任主权基础上,应对共同威胁。

1.普林斯顿计划:在多边机制基础上构建国际宪政秩序

普林斯顿计划提出,作为构建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美国应让渡部分权力,建立

以国际机制为基础、以权力为支撑、以大国自律为条件,以开放经济、集体安全为核心

内容的国际宪政秩序。栛 具体来看,普林斯顿计划至少在三方面不同于以往的国际

战略:

首先,普林斯顿计划提出,在处理大国关系、应对跨国威胁方面,美国应该克制自

我权力,依赖多边机制,谋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比如,普林斯顿计划建议美国应努

力推动中国融入西方经济政治秩序,并允许中国追求其合理的发展目标。虽然报告

建议美国采取措施提防中国挑战美国领导地位,但报告同时强调这些提防措施不应

该加重中美间的安全紧张关系,不应该破坏将中国纳入西方秩序的目标。栜

其次,普林斯顿计划提出美国应在多边机制下使用武力。多边机制下使用武力

可以给美国带来三个好处:可通过集体行动和国际合作,将其他国家的力量为美所

用;可通过提升世界整体安全水平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可通过多边机制的授权,

使美国武力使用合法化。

报告意识到军事手段的有限性,认为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与其他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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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巨大的力量优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力量所向披靡,无所不胜。美国的军

事力量对恐怖主义的震慑作用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他们反对美国肆意使用武

力,并提出美国不应为了追求单纯的国家利益,而无视其他国家的存在,否则会引起

其他国家的怨恨、恐慌和反对,削弱美国在世界政治领域的合法性基础。栙

最后,普林斯顿计划调整了民主概念和实现世界民主化的路径。普林斯顿计划

并没有试图改变美国所坚持的民主和平理念,但是它对民主的概念和实现世界民主

化的手段做出新的诠释。美国以往对国家民主的理解强调普选政府,而普林斯顿计

划提出民主政府须符合三个标准:即受人民爱戴(popular)、负责任(accountable)和

尊重人权(rignts灢regarding),亦即所谓的PAR型政府。在实现民主的路径上,报告

提出,武力并非改变非民主国家和失败国家的唯一手段,民主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

被建立并持久生存下去。因此,在推动世界民主化进程中,美国应更加注重培育实现

民主的条件,而不是简单依靠武力强行推行普选制度;应与达到上述标准的政府建立

多渠道联系,支持并鼓励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栚对民主政府做出新诠释,对实现

世界民主化提出新策略,这些将改变美国与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是“非民主暠国家的交

往方式。

2.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大国沟通合作,应对跨国威胁

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提出,美国须加强负责任主权间的沟通与合作,共同应

对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冲突、贫穷、疾病、经济动荡等跨国安全威胁。

首先,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本身是一个全球对话平台。它一改以往美国作

为国际体系霸权国我行我素的傲慢态度,为制定美国国际大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

征求意见,并为此搭建了一个多层次沟通平台。通过建立国际咨询委员会、同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研究机构合作、与主要国家的政要和学者交换意见、在亚洲、欧洲举行研

讨会等方式,与主要国家和地区沟通。栛

其次,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所提出了以负责任主权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其

核心内容是创建16国集团,使该集团成为主要大国和新兴国家之间构建共同利益、

携手解决跨国威胁的机制。具体而言,在环境问题上,依靠16国集团内部协商,促成

主要国家与新兴国家在环境政策上的彼此妥协,在实施碳定价政策之前,给新兴经济

体一段产业调整和适应的时间;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本着负责任主权的原则,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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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核不扩散共识,建立更强有力核的规范;在生物安全方面,对生物技术的危险性

达成全球共识和科学共识,建立全球卫生体系,更有效地监督和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的

威胁;在冲突管理方面,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加强对有效冲突管理共同利益的认识,

并加大对国际冲突管理工作的投入;在反恐领域,以16国集团为主要国际架构,提高

反恐责任标准、建设国家反恐能力,并支持地方反恐战略。栙

16国集团实质上是一个沟通机制,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间,就如何应对全球

主要挑战、制定怎样的基本规则、实施怎样的战略等问题,建立共识和互信的沟通机

制。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认为联合国大会不是制定新制度的有效场所,在拥有

192个国家的机构里进行谈判,其进程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而且一致表决制度的使

谈判最终结果难以让人满意。与联合国192个成员国对话相比,在16国集团中进行

政策讨论和制度设计,取得一致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并且,该集团包括世界上最强大

的国家,鉴于其经济、外交和军事能力的总量,该集团对于世界重大问题所达成的共

识和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重大影响力,在成员国范围更广的多边机制中被采纳的

可能性将会非常的高。栚

最后,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将国际新秩序的基础从民主转向了负责任主权。

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检讨了美国民主战略的失败,反省了民主国家联盟在决策

的执行方面效率低下的问题,并提出民主不能成为分裂国家间团结的因素。负责任

主权实质上是要在“民主暠与“非民主暠国家之间达成一种妥协。一方面,该战略并没

有放弃民主的原则,对本国国民而言,负责任主权意味着“保护责任暠,即“合法控制使

用暴力、为发展而动用和使用资源的能力、保护国民安全、促进国民作为人的尊严暠,

这就意味着要尊重并保护公民权利。另一方面,将国际秩序的基础从民主转向负责

任主权,可以消除“民主暠国家与“非民主暠国家的对立,在应对全球变暖、防止致命性

传染病爆发、预防灾难性恐怖主义等跨国威胁过程中,得到“非民主暠国家更多支持和

参与。栛

3.凤凰动议报告:以战略性领导为特征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

凤凰动议报告主张,在国际权力日趋分散的情况下,美国应实施战略性领导,即

在应对跨国安全威胁时,美国要发挥召集者,而非统治者作用;要更多地倾听他国意

见,促成国家间共识,并发挥主导作用。

首先,有效的战略性领导要求美国放弃其全面统治地位。美国应根据本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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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允许其他国家或行为体在某些国际事务中分享其主导地位。比如,在气候变化

问题上,多国联合领导会更为有效;在西部非洲的维和行动问题上,让非盟或西部非

洲共同体主导会取得更好地效果。美国战略性领导所追求的目标不是绝对的领导

权,而是有效地应对安全威胁。美国所发挥的作用是裁决,而非解决具体问题。栙

其次,有效的战略性领导要求美国对外战略必须更加务实。美国传统战略盟友

及全球性、地区性国际机构依然是美国最重要合作伙伴。但在具体事务上,美国选择

战略伙伴应更加灵活;在不同事务上寻求不同合作伙伴。对于非传统战略盟友,美国

应努力化解彼此间的观念差异,在对方某些观念演化成双方无法跨越的阻碍之前将

其化解掉;为形成共识、实现战略合作,美国可在不放弃根本原则基础上,对某些问题

作出让步。栚

最后,有效的战略性领导要求美国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

一方面,美国作为世界的领导,它需要向世界说明自己所追求的利益具有正当性与合

理性。另一方面,美国需要向其他国家说明,与美国合作具有互利性;美国权力的目

的是为了实现共同战略利益;互利是实现合作的最有效手段。栛

(三)新的国际秩序理念:宪政秩序

普林斯顿计划提出在多边机制基础上构建国际宪政秩序;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

项目提出大国沟通与合作,应对跨国威胁;凤凰动议提出美国实施战略性领导,发挥

召集者而非统治者作用;三项战略具体建议虽然不同,但其本质都是要美国发挥主导

作用,通过让渡部分权力,建立以国际机制为基础、以权力为支撑、以大国自律为条件

的国际宪政秩序。

国际宪政秩序的实质内涵是以制度霸权秩序代替权力霸权秩序。制度秩序与权

力秩序很难截然分开,制度的建立往往需要凭借权力的介入,权力的加强也需要凭借

制度的辅助。然而,两种霸权秩序的维持机制有所不同,权力霸权秩序的维持主要依

靠主导国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而制度霸权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霸权国主导建立

起的制度。冷战结束时,美国主要以实力和单边主义为手段,不惜撇开国际机制所不

顾,在全球范围推行美国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主张。而上述三份战略报告建

议美国主导建立国际宪政秩序,通过国际制度整合大国关系,将大国纳入以美国为核

心的国际制度体系,共同应对安全挑战。这样,国际体系的制度成分加大了;三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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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报告所倡导的国际宪政秩序,其实质内涵是一种制度霸权秩序。栙

美国制度的国际宪政秩序战略建议综合考虑了美国国家利益、权力与价值三个

层次的因素。首先,美国之所以愿意让渡部分权力,建立起约束自身的国际机制,其

根本动机是为了更长久维持美国霸权体系。国际宪政秩序可以给美国带来更长久的

收益。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权力优势具有暂时性,新兴国家通过发展与建设,其实

力不断提升,当前强大的美国必然有相对衰落的时候。如果美国主导建立一种权力

秩序,那么随着美国权力优势的消失,这个权力秩序也必将随之破灭。而以制度为基

础国际宪政秩序可以给美国带来更长久收益。国际机制的瓦解和重建具有延时性,

即使美国权力优势消失,它所主导建立的国际机制不会立即崩溃,美国依然可以从中

获益。此外,宪政秩序的维持成本要小于权力秩序的维持成本。依靠实力维持权力

秩序,常会激起其他国家的反抗,霸权国为平息这些反抗往往要付出高昂代价。而在

宪政秩序下,主导国让渡出部分权力,赋予其他国家在国际机制中一定发言权,让其

他国家分享部分利益,这样更容易赢得其他国家支持,节省了维持成本。栚

其次,这些报告并没有忽视权力的作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权力差距依然被认

为是建立宪政秩序的重要保障。根据其逻辑,在构建国际宪政秩序过程中,美国的领

导必不可少;而美国与其他国家权力差距越大,其让利空间则越大,越有可能获得其

他国家对国际机制的支持,这样建立宪政秩序的可能性越大;如果国际体系的权力分

散在几个实力相当的国家手中,彼此的让利空间则相对较小,收益分配会难以协调,

对国际机制安排难以形成共识。栛

最后,上述报告并未因强调宪政秩序而放弃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普林斯顿计划

的本质是要复兴威尔逊世界秩序信念,希望建立一个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一

个以健全的、有效的国际机制为保障的秩序世界。它甚至建议美国及其盟友建立民

主国家联盟,以此加强民主国家间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如果联合国改革不成功,该联

盟可以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授权集体安全行动和使用武力。栜 管理不安全因素项

目肯定了国际组织在推动世界民主化发展的所取得的成果,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

来世界新增90多个民主国家,这体现了民主的胜利。它建议帮助失败国家建立法律

和民主治理制度及市场经济体系,来消除冲突隐患。栞 凤凰动议认为,安全与民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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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并驾齐驱的两因素。美国对民主自由的支持应具有持久性;相信民主制度是最

有效的国家运作机制;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将随着世界民主化进程而得到提升;美国须

帮助准民主国家内部民主政治机制的发展。栙

三暋 智库国际战略报告对奥巴马政府的影响

上述三份智库战略报告对奥巴马政府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 简要分析奥巴马国

际战略理念以及上任初期的外交举措,可以发现上述三份战略报告所提出的主要原

则,如美国的战略领导,多边合作,应对共同威胁,构成了奥巴马国际战略的重要内

容。但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战略并非三项战略报告的翻版,其中还包含了现

实主义因素和美国传统价值观因素。

(一)奥巴马国际战略理念

2007年11月,奥巴马在《外交》(ForeignAffairs)发表文章,2009年9月,奥巴

马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他的国际战略理念。上述三份战略报

告所提出的主要原则,如美国的战略领导,多边合作,应对共同威胁,同奥巴马国际战

略理念有一定相似性。

奥巴马认为当前的国际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他在

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提出,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重大安全挑战,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的扩散、气候变化、贫困、流行疾病等,都具有跨国性;要应对这些跨国威胁、实

现世界安全需要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建立广泛合作。栚

奥巴马提出实现广泛合作须消除国家隔阂。他认为当前国际秩序是建立在主权

国家之上,强调国家间差异,这是实现国家广泛合作的最主要障碍。奥巴马呼吁各国

应努力消除美国与传统盟友间的隔阂、富国家与穷国家间的隔阂、种族、部落、宗教间

的隔阂;建立不同信仰之间的联盟、南北国家之间的联盟、东西方之间的联盟。栛 而

消除隔阂、建立联盟需要美国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认真倾听其他国家的想法,在

平等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他认为美国领导的世界民主化进程遭受挫折,其根本

原因在于美国的傲慢,这主要表现在美国不愿意同自己不喜欢的国家进行对话。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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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提出美国应改变这种傲慢的态度,加强同各国的沟通,不管这个国家是对手,还

是朋友。栙

奥巴马政府初期外交举措体现了对沟通与多边合作的重视。奥巴马政府上任不

久便向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及中东国家发出加强沟通,寻求合作的信号。美国国务

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上任后首访亚洲时强调,加强美国与亚洲关系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要解决21世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关键需要亚洲的合作。她在访问中

国时表示,中国人权状况不应该成为中美在气候变化和经济领域合作的障碍。奥巴

马在出席20国集团峰会、北约60周年峰会、欧美峰会等重要活动时多次强调跨大西

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他指出,保持跨大西洋对话是恢复国际机制活力、应对21世

纪挑战的关键。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德国时谈及美俄关系,表示美国将在一个全新

的起点上发展美俄关系。希拉里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时表示,美俄将开启两国关系的

新篇章,在军控、中东和平、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启动两国合作性对话。在美洲国家

峰会上,奥巴马表示在拉美问题上美国将同拉美分担责任,共同应对地区挑战;美国

是美洲地区的领导者,而不再是民主的说教者;美国将推动与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和

解。奥巴马上任首访阿拉伯世界时表示,建立美国同穆斯林世界沟通桥梁具有重要

意义;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不是敌对状态。此外,希拉里公开向伊朗、叙利亚示好,并主

动邀请伊朗代表参加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地区会议。栚

此外,奥巴马政府承诺将提高新兴大国在主要国际机制中的作用。首先,奥巴马

政府推动8国集团的扩大与改革,并促成20国集团峰会的召开。在20国集团伦敦

峰会上,美国同其他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全面协调的行动计划。峰

会结束时,奥巴马表示美国将主办20国集团峰会的相关后续会议,并将进一步理清

20国集团与8国集团关系,以及两集团与其他重要国际组织的关系,使其成为应对

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平台。其次,奥巴马政府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

改革,结束美国与欧洲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长期垄断,扩大新兴大国在

两机构中的作用,并调整两机构的工作重心,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所关注议题,共同

应对21世纪新挑战。最后,奥巴马政府承诺将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美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苏珊·赖斯称,美国支持在不降低效率情况下扩大联合国安理会;美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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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启动了一项政策进程,正积极研究具体改革措施。栙

(二)奥巴马国际战略中的现实主义因素

奥巴马政府的国际战略并非三项战略报告的翻版,其中还包含了现实主义因素,

这体现在美国对新兴大国,特别是俄罗斯、中国等国缺乏信任上。虽然美国为应对全

球挑战,不得不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合作,但是新兴国家巨大的经济规模及不断提升的

影响力,使美国不得不对这些国家有所顾忌,担心他们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挑战美

国的霸权地位。

美国国际政治学界一直存在一些现实主义论调,认为崛起的大国将挑战现有国

际秩序和权力结构,因此,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和平崛起持怀疑态度。学界的这种论

调在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层面有所体现。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心存疑虑,缺乏信任就是

一个好的例证。中美之间的不信任在军力发展、资源竞争领域尤为突出。美国对中

国合理的军事发展妄加指责,一再强调中方应增强军力发展透明度,保持中美之间的

军事对话。同时,中国合理的资源政策被美国指为资源重商主义,扰乱了世界资源市

场;中国与伊朗、苏丹、缅甸、津巴布韦等国的正常交往也被指为具有资源企图并破坏

地区稳定及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行为。栚

如何应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俄等传统战略对手的崛起,是奥巴马政府当前主要

战略挑战之一。对此问题,奥巴马政府提出“战略互信的重建暠(strategicreassur灢
ance),即中俄等国若想得到美国接纳,须让美国感到其发展和全球地位的提升不会

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为此,它要求中俄等国同自己保持并不断扩大战略对话

范围,以此更好把握其发展意图,从而得到所谓安全感。而在具体政策上,美国则抓

住与中俄等国之间的差异,在对台军售、格鲁吉亚领土与主权、北约东扩等问题上坚

持其所谓原则,不时拿出来干扰双边关系。栛

(三)奥巴马国际战略中的美国传统价值观因素

奥巴马仍然将维护人权、推进世界民主设定为美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他相

信美国是世界民主化进程的最大受益国,民主国家被认为是美国最值得信赖的贸易

伙伴和盟友。因此,奥巴马强调要采取具体行动,而不是停留在空谈上,积极推进世

界民主化进程。栜

·93·奥巴马的国际战略变革

栙

栚

栛

栜

PresidentObama狆sFirst100Days,ManagingGlobalInsecurityProjectRecommendationsandanEvalua灢
tionofU.S.GlobalEngagement.
JamesB.Steinberg,Administration狆sVisionoftheU.S.灢ChinaRelationship,KeynoteAddressatthe
CenterforaNewAmericanSecurity,Washington,DC,September24,2009.
JamesB.Steinberg,Administration狆sVisionoftheU.S.灢ChinaRelationship.
BarackObamaandJoeBiden狆sStrategytoPromoteGlobalDevelopmentandDemocracy,availableat:

barackobama.com.



所谓具体行动,奥巴马指的是要加大对转型国家民主运动的资金支持力度,提高

对民运分子支持的有效性,帮助其建立“强大的立法机构、负责任政党、自由媒体和活

跃的市民社会暠。栙 奥巴马认为,美国以往对转型国家的资金支持在运作上存在效率

问题,各国民运分子很难从美国政府的资金援助中受益。因此,他提出美国应通过独

立机构或非政府组织为这些民运分子间接提供援助,从而提高其支持的有效性。此

外,奥巴马提议为转型国家建立快速反应基金,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的支持。

奥巴马认为民主不会在一夜之间建立,但当一些地区发生民主革命时,美国不应袖手

旁观;建立快速反应基金,用于对转型国家的援助、债务减免、技术支持和直接投资,

让这些国家的人民看到“民主暠的希望。栚

结暋暋语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际战略总体上具有一致性。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暠战略、

克林顿的“民主扩张暠战略、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暠战略都试图依靠美国权力,在世界

范围推行民主和自由,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自由市场构成的国际秩序。伊拉克战争

之后的国际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美国仍然是世界权力结构中的唯一超级大国,但新兴

国家不断崛起,美国影响力的相对下降,一超多强的趋势日益明显。恐怖主义、气候

问题、金融危机等主要安全威胁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跨国性,这使得美国为应对共同威

胁与其他大国沟通与合作的必要性不断加强。

普林斯顿计划、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凤凰动议是近年来美国智库所做的三

项重要国际战略研究,它们根据美国国际安全环境新特征和美国传统国际秩序理想,

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国际战略建议。简要分析奥巴马国际战略理念以及上任初期的

外交举措,可以发现上述三份战略报告所提出的主要原则,如实施战略性领导、多边

合作,应对共同威胁,构成了奥巴马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虽然如此,奥巴马政府的

对外政策依然可以看到美国传统现实主义战略和自由主义战略的影子。

韩志立:外交学院东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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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政府对台政策浅析

许安结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布什执政初期,其对台政策在“协防暠台湾、对台军售、“一个中国暠等六大

方面,做出了向台湾当局倾斜的较大调整。然而,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在国内外形势变

化、中美关系改善和岛内“台独暠升级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下,布什政府不得不再次进行

调整,使其对台政策基本上回归到其前任政府的基调上。而且,因陈水扁“法理台独暠的

冒险行为触犯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布什政府还主动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对岛内分裂活

动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关键词:美国外交 布什政府 对台政策

奥巴马执政以来,有关人士都在密切关注中美关系的走向,预测、判断美国对华

政策可能出现的变化。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就是重要的聚焦点。因此,

回顾和研究上届美国政府对台政策,对于研究和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有所助益。小

布什政府的对台政策曾一度背离作为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使两国关

系险象横生。然而,在九一一事件爆发、台湾陈水扁当局的“台独暠分裂活动日益威胁

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日益突显等因素交织作用下,布

什政府的对台政策重又回归到尼克松以来6届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上来,而且在其

后期,随着陈水扁“台独暠分裂活动更为挑衅和冒险,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布什政府

还主动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为稳定台海局势做了一些有益之事,这在美国涉台事务

中是不多见的。本文拟对布什政府对台政策演变的背景、调整过程及政策的主要内

容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暋新保守主义、“火神团队暠与布什政府的对台政策

学界大多认为,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有着强烈的“新保守主义暠色彩。至于布什



总统是否是新保守主义者,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多数人认为他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后才

“主动地接受了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暠。栙

西方学者把美国现今的新保守主义思潮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最初是民主党

人的一批知识分子认为民主党对前苏联“过于软弱暠、对反正统文化过于迁就,于是与

民主党分道扬镳。他们崇尚武力、热衷霸权(但冠以“仁慈霸权暠的美名)、奉行我行我

素的单边主义。他们认为美国是“无与伦比暠的大国,肩负着向全世界推行“仁慈霸

权暠的特殊使命。为此,美国必须重整军备,使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其媲美,要将

“邪恶暠政权从地球上赶走。栚新保守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美国《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前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liam Kristol)说过:“这个世界没有选择,

要么由我们领导,要么是一片混乱。这不是要在美国霸权和美好的多边世界之间进

行选择,而是在我们和一个十分危险的世界之间进行选择……美国必须进行干涉,否

则全球局势很快变得更糟。暠栛他与另一位新保守主义派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

(RobertKargan)于1996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走向里根主义外交政策》的文章,充分

传达出新保守主义派保持美国在世界的军事干预和当仁不让的领导地位的外交政策

思想。栜

1997年,为了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他们成立了一个新智库———“美国新世纪计

划暠。该智库发表的“原则声明暠声称,其任务是“提出美国应当充当全球领导者的理

由和征集对美国全球领导的支持暠,强调“里根政府成功的基本因素暠是建立“一支强

大的军队暠,时刻准备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威胁暠。栞 在其章程上签名的有25人,其中

7人后来成为布什政府的重要成员,包括副总统切尼(DickCheney)、国防部长拉姆

斯菲尔德(DonaldRumsfeld)、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PaulWolfowitz)、助理国防部

长罗德曼(PeterRodman)、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利比(I.LewisLibby)等人。栟

新保守派对中国的看法是,中国是冷战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主要对手,对美态

度也充满不信任和敌视,因此主张对中国采取遏制、影响和最终寻求改变北京的政

策。栠 例如,2001年4月,在获悉中美撞机事件最终以美方的致歉函而平息后,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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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ofPrinciples,暠参阅网页: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statementofprinciples.htm
周琪:《“布什主义暠与美国新保守主义》,第2页。

RobertKarganandWilliamKristol,“TowardaNeo灢ReaganiteForeignPolicy,暠p.18.



和克里斯托尔即在《旗帜周刊》上撰文表达“愤怒暠之情,认为这是美国“一次彻头彻尾

的国耻暠,对布什政府的做法大表不满。栙 在台湾问题上,1999年8月20日,“新美国

世纪计划暠与传统基金会曾共同发表了一篇“防卫台湾声明暠,扬言要“力图阻遏中华

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任何形式的恐吓暠,并敦促克林顿政府要“毫不含糊地声明,如果出

现台湾受到攻击或封锁的情况,(美国政府)将驰援台湾防卫……暠。文章在结尾部分

又写道,“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战略和道德上模糊的时代已经过去暠。栚 这在日后布什

政府初期对台政策调整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

虽然新保守主义者在布什政府中占据要津,特别是在国防部,对美国外交与安全

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还不能说布什的核心团队,包括副总统切尼、国务卿

鲍威尔(CollinPowell)、在布什第一任期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第二任期担任国务

卿的赖斯(CondoleezaRice)、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和副国务卿

阿米蒂奇(RichardArmitage)都是新保守主义者。其中鲍威尔和阿米蒂奇被认为是

布什政府内相较于国防部那些人的“鸽派暠或“自由派暠。一般也不认为赖斯是新保守

主义者。因此,美国有人为这个班底起了一个更为贴切的绰号———“火神团队暠(the

Vulcans)。

“火神团队暠最初是人们称呼布什竞选班子中以赖斯为协调人的外交团队的。

1999年,赖斯和沃尔福威茨为小布什竞选组建了一支正式的外交政策顾问团队,共

有8人。除了这二人外,还包括阿米蒂奇、珀尔(RichardPerle)、扎克汉姆(DovZa灢
kheim)、哈德利(StephenHadley)、布莱克威尔(RobertBlackwill)、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等。赖斯的家乡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是一个钢铁工业中心,在俯瞰该城的

一座山上,耸立着一尊高大的罗马火神。火神所代表的力量、强硬、坚毅和顽强的特

质恰恰是赖斯团队想要向外界表达的外交理念,因此他们也把自己称为“火神暠。栛

与其前辈的外交决策者相比,因其成长的时代背景和职业生涯关系,“火神团队暠

成员的身上有着明显的军事烙印。他们的共同理念是:(1)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至关

重要,并力图凭借美国独一无二的军力勾勒出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新作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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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KarganandWilliamKristol,“ANationalHumiliation,暠WeeklyStandard,April16,2001,p.11.
TheHeritageFoundationandtheProjectfortheNewAmericanCentury:“StatementontheDefenseofTai灢
wan,暠August28,1999,参 阅 网 页: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Taiwandefensestatement.
htm.
有关“火神团队暠的源起及个人背景参阅JamesMann,RiseoftheVulcans敽TheHistoryofBush狆sWar
Cabinet(NewYork:VikingPenguin,2004),pp.xv,xvii,251~252.本文作者选用了 Mann在书中对布什

政府高官与核心幕僚的称谓。值得注意的是,切尼、鲍威尔、拉姆斯菲尔德的声望与地位显然高于竞选外交

顾问小组成员,在竞选过程中当然也未直接参与到该小组负责的具体日常工作中,而是参与竞选大政方针

等更重要的工作。但是,他们与严格意义上的“火神们暠又有共同点,都曾在前几届共和党政府中供职,布什

竞选成功后,他们又回到政府部门,而且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世界的超级大国;(2)把注意力集中在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上,而把美国在国际经济

中的角色留给私人企业去扮演;(3)认为美国的实力和理想总体上对世界是有益的,

不同意需要制定规则防止滥用其实力;(4)对美国的能力和未来乐观,坚信美国并未

走向衰落,应当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不同意基辛格的看法和上世纪80年代末罗

斯·佩罗(RossPerot)有关美国即将走向衰落的观点。栙

基于这样的理念,“火神团队暠主导的对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对抗性。赖斯在

2000年第一期《外交》杂志上著文称:“中国不是‘现状暞国家,而是要改变亚洲的力量

对比以对其有利。单单这一点就使中国成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曾

经称之为的‘战略伙伴暞……合作固然值得追求,但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绝对不

要怯于和北京对抗。暠栚在台湾问题上,他们更突出地表现了这种强蛮的态度。由“火

神团队暠参与制定的共和党竞选纲领用命令式的口吻称:“我们的政策是基于这样的

原则,即中国不得对台湾使用武力(mustbenouseofforce)。我们拒不承认(deny)

北京有把其统治强加给自由台湾人民的权利。一切关于台湾前途的问题必须

(must)和平解决,必须经由台湾人民同意。如果中国违反这些原则进攻台湾,美国

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做出恰当反应。美国将帮助台湾自卫。暠栛

二暋布什执政初期对台政策的调整

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即对克林顿政府的对台政策进行了大

幅调整。

首先,在对台政策表述方面,布什政府力图把尼克松、克林顿等届美国政府在“防

卫台湾暠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暠政策改变为“战略清晰暠政策。1999年“新美国世纪计

划暠与传统基金会共同发表的《防卫台湾声明》可被视为一种前奏,当时布什竞选班子

的重要成员阿米蒂奇、沃尔福威茨、约翰·博尔顿(JohnBolton,曾任副国务卿和常

驻联合国代表)和利比都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字。2000年2月,布什在竞选时也曾说:

“中国人要了解,如果出现军事行动,我们将帮助台湾自卫。这一点很重要。暠栜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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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25日,布什在庆祝其百天执政的电视采访中又再次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美国广播公司的“早上好,美国暠栏目主持人查尔斯·吉布森(CharlesGibson)在访谈

中向布什总统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台湾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美国是否有

义务保卫台湾?暠布什回答说,“是的,我们会保卫的暠……“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

湾)。暠栙而这一表态离其宣布的大宗对台军售案仅隔两天。后来,在回答有线电视网

(CNN)主持人约翰·金(JohnKing)的提问时,布什虽试图以强调会继续贯彻往届

政府的政策,保持政策上的连续性来冲淡上述讲话的负面影响,但上述讲话已引起了

有关各方的关注。

其次,在对台军售方面,布什政府不仅加大了售台武器的数量,而且提高了所售

武器装备的性能,并调整了对台军售的程序。2001年4月23日,布什政府上台仅3
个月,即宣布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售台武器案,包括8艘柴油动力潜艇、4艘建

于20世纪70年代并装备有改进型雷达系统的“基德暠级驱逐舰,以及反潜飞机、反舰

导弹、扫雷直升机等其他许多武器装备。虽然他推迟了批准台湾要求的最新型的“宙

斯盾暠驱逐舰,但同时表示会在一两年后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美国还加强了对台军售

的售后服务,并意图把台湾列入东亚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内。

同时,布什政府还改变了美台高层防务对话的结构。自1979年后,美国每年定

期在年度军售会议上审议并批准台湾购买武器的提案。但是,在批准上述一揽子军

售案的短短几天后,布什政府又决定取消年度会议审议程序,将台湾作为一般对外军

事装备销售(ForeignMilitarySales,FMS)对象国。这意味着台湾只要有需要就可

在任何时间向美国提交“对外军事装备销售请求函暠(ForeignMilitarySalesLetters

ofRequest,LORs)。栚 这对台湾当局来说是极为有利的。此举再次说明布什及其

“火神团队暠虽然继续支持往届政府有关一个中国的政策,但事实上在对台湾安全政

策上则明显倾向台湾一边,意图将美台防务关系置于更高的水平上。

第三,在与台湾军事交流方面,布什政府除了向台湾提供数量空前的“硬件暠军事

装备之外,还进一步扩大了与台湾军方之间的 “软件暠合作。这种“软件暠合作始于克

林顿第二任期。布什政府实际上为台湾军队制定了全面“改革计划暠,包括改造台军

的作战准则、指挥管理系统、三军协同作战机制、后勤供给保障等,目的是“一旦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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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冲突,(台军)可以有效地使用美国武器,(美台)两军可以有效地协同作战暠。栙

《华盛顿邮报》2003年10月30日报道:“过去几乎被完全禁止访问台湾的美国军方

代表,现在参与了10数个(台湾)岛内的(军事)项目,包括教学和实战训练。在制定

和执行政策以及训练等所有层级,美国军官都在为台军提供咨询。此外,两军还建立

了供紧急情况时联络的热线。同时数百名台湾军人在美国教育和训练。暠栚在布什执

政后的几年间,美台军事关系在合作范围和程度上呈现出扩大与加深的态势。

第四,在一个中国政策方面,布什政府表现摇摆、含糊其辞。自尼克松总统以来,

美国奉行的是一个中国的“政策暠,而非中国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其根本区别在于

美国至今仍抱住“台湾地位未定论暠不放栛)。布什总统在竞选期间多次提到他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但对中国的内外政策也多有无端的指责,对台湾,如上文所述,则毫不

掩饰地给予支持。

在执政初期,布什极力回避明确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回避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

报却突出《与台湾关系法》。这在他2001年10月参加上海亚太经合组织会议、2002
年2月访华期间表现得都很明显。他也不再提克林顿总统1998年在上海提出的对

台“三不政策暠,即不支持台湾“独立暠,不支持“两个中国暠或“一中一台暠,不支持台湾

加入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2001年3月1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润石

(RichardA.Boucher)在新闻简报会上说:“如果让我回顾一下‘三不政策暞的历史,

你可以发现原本的提法并非完全如此。今天我也无意那样说。暠栜

第五,在推动海峡两岸对话方面,布什政府淡化了克林顿政府时期推动对话的政

策。克林顿政府曾把其对台政策概括为“三个支柱暠,即一个中国、和平解决和两岸对

话。为推动两岸对话,时任白宫亚太事务顾问的李侃如等人曾提出“中程协议暠的建

议,即在两岸“没有协议暠和“最终协议暠之间达成临时性安排。但是当时掌权的李登

辉无意和大陆认真对话。相反,他甚至在1999年7月抛出了“两国论暠,以致两岸对

话无法展开。陈水扁2000年5月当政后更是明确奉行“台独暠分裂路线,进一步封死

了两岸对话的大门。对于陈水扁的分裂行为,布什政府初期无意对其施加对话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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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反而拿出了尘封已久的里根总统对台“六项保证暠,实际上是纵容姑息陈水扁。栙

第六,在台湾官员“访问暠美国方面,布什政府不仅放宽了限制,而且提高了访问

的层级和待遇。中美建交后,美国承诺和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关系暠,对和台湾的人员

往来设定了某些限制。但美国的右翼保守势力一直指责这些限制“冷落暠了过去的

“盟友暠。布什政府上台后便在多处突破了这些限制,其中最严重的是大幅放宽了陈

水扁2001年5月“过境暠美国时的限制。克林顿政府为台湾当局领导人“过境暠美国

制定了所谓的“三原则暠,即“舒适、安全和方便暠。布什政府则把它变成了“四原则暠,

增加了“尊严暠,具体表现在同意陈水扁在纽约和休斯敦“停留暠,允许其参观纽约证券

交易所,观看休斯敦的棒球比赛,并会见了20多名国会议员和纽约市长。这种前所

未有的“待遇暠使陈水扁在美国得意忘形,岛内“台独暠分裂势力欢呼雀跃。2002年3
月,美国发给台湾“国防部长暠汤耀明落地签证,让他参加在佛罗里达州召开的“美台

国防工业会议暠,并会晤了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和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

等高级官员。台湾“国防部暠的多位副部长也都在不同时间访问了美国,甚至进入五

角大楼,突破了国务院原有的规定。这些做法是中美建交以来所罕见的。栚

由此可见,布什政府执政初期对台政策的调整,体现了“火神团队暠中新保守主义

派力求改变美对台政策的目标。这种改变无疑使美对台政策朝着所谓“道德上暠的清

晰化迈进了一步。究其根源,是因为布什内阁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而非伙伴暠,

而且奉有“绝对不怯于和北京对抗暠的理念,更不惜损害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另外,布什执政后不久便发生的撞机事件也恶化了两国关系的大环境,加深了美国国

内一些人对中国固有的敌对情绪,认定中国是“敌对力量暠,导致美国国内充斥着可能

的战争和对华经济报复的种种猜测。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布什及其顾问团队对华

政策的决策。

然而,九一一恐怖袭击证明了美国的战略判断是错误的。给予“台独暠分裂势力

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持,结果使其更具挑衅性和冒险性,反而危及了地区的稳定与和

平,也最终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为此,布什政府不得不对其对台政策进行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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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参阅许世铨:《激荡中的台湾问题》,第151页;陶文钊主编:《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重
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陶文钊:《2004年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和美国对台政策》,载《美国研究》

2004年第4期,第3~5页。



三暋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再调整

九一一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决策者对世界的看法,也改变了其全球战略,促使布

什政府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特别是两国关系中最敏感和重要的台湾问题。在对华战

略调整的大背景下,美国对台政策进行了再次调整,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九一一事件是美国本土首次受到恐怖袭击,彻底改变了决策者对安全战略

的传统观念。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一跃成为美国的首要敌人,反恐被列为布什政府的

第一要务。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美国非常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与合作。中

国作为一个大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国需要与中国进行合作。因此,对中国这个

正崛起大国进行遏制的目标,在此时已不再位居美国安全政策问题的前列。中国在

美国整个反恐战略部署中的地位与作用也相应提升。美国对中国有战略需求,两国

合作的前景随之扩大。

其次,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内外环境,而中美关系的稳定与良性

互动对实现上述要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在维护两岸

关系稳定及台海和平方面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反恐问题上,中国自身也

正受其威胁,新疆发生的多起恐怖主义事件便是佐证。因此,在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及

其活动上,国际联合反恐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因此,中国在九一一事件后,迅速

对美国合作反恐的需求做出了回应。江泽民主席致电布什总统,向美国表明中国的

反恐立场,表达了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意愿。栙

再次,2002年10月,朝核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在这次危机和后来的危机的处理

与谈判中,中国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劝说暠、“促谈暠作用,为和平解决该问题做出了

重要贡献。美方对此多次表示赞赏。2005年11月,布什总统在访华时感谢中国在

朝核问题上发挥了“领导作用暠。栚这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关系改善的进程。

最后,两岸各自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也直接对布什此次对台政策的调整产生着影

响。从大陆方面看,对台政策的适时调整也使得美国政府对台政策朝着更积极的方

向转变。从2004年夏天开始,大陆明显把反对“台独暠确定为对台工作的重点,这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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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了美国在大陆政策目标是反“独暠还是促统问题上的疑虑。从岛内看,“台独暠分裂

活动日益猖獗。陈水扁当局意图通过制造两岸的紧张关系来赢得选票,几次挑战美

国对台政策的基础,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也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核心利益构成

了威胁。

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加之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都使中美双方认定两国关系是开

诚布公的、建设性关系。栙 中美关系的明显改善与合作意愿的增强为布什政府对台

政策的再次调整提供了契机。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时不能再无视中国的核心利益,

正如美国学者容安澜(AlanRomberg)所言,布什的“政治理念使他强力支持台湾,但

他的政治现实主义最终软化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暠。栚此次再调整集中体现在反对

陈水扁当局日益升级的“台独暠冒险行径上。

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再调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对台政策表述方面,布什政府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暠立场。2000年5
月,陈水扁上台之后很快就背离了他在就职演说中所做的“四不一没有暠承诺(不会宣

布“台独暠,不会更改“国名暠,不会推动“两国论暠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

投暠,没有撤销“国统会暠和“国统纲领暠的必要等),通过更改名称等手法,采取了一系

列“去中国化暠行动。对陈水扁的这些分裂活动,美国初期采取了“不加评论的纵容暠

态度,致使他把分裂活动升级到继李登辉“两国论暠之后的又一个危险点。栛

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在向极端“台独暠组织“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暠东京年会

发表的讲话中,首次正式、公开和明确地将海峡两岸说成是“一边一国暠,并声称要加

强“公民投票立法暠,以备“有需要的时候暠决定“台湾的前途、命运和现状暠。栜 8月7
日,《人民日报》随即发表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危险的挑衅》,警告说“如果台湾少数人

将其分裂图谋强加给中国人民,我们决不姑息,也决不会坐视……决不会听任台湾极

少数‘台独暞分子肆意妄为。暠栞台海地区一场风暴蓄势待发,这严重干扰了美国的反

恐战略。“就美国而言,陈水扁的一系列言论跨越了美国的(红)线。暠栟

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更清楚地表明其对“台独暠分裂活动的立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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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挑衅:评陈水扁的分裂言论》,2002年8月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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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麦科马克(SeanMcCormack)多次表示,美国的“政策是一个中国

政策,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暠栙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在后者的克劳

福德庄园会晤时,布什明确地表示了不支持“台独暠的立场;栚2003年6月,胡锦涛主

席和布什总统在法国埃维昂会晤时,布什总统更为明确地表达了不支持“台独暠的立

场。栛布什在这个问题上更有分量的表态,是2003年12月9日在白宫接见来访的温

家宝总理时对记者提问的回答。他说:“台湾领导人任何言论和行动,显示他有可能

有意片面决定改变(台海)现状,这是我们反对的。暠栜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明确警告

“台湾领导人暠,也是第一次对陈水扁“台独暠言行公开使用“反对暠这个词,而非美国政

府在公开表态中惯用的“不支持暠。2004年9月30日,鲍威尔国务卿和李肇星外长

会谈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有关台湾的议题不能忽视大陆13亿人民的心声。而此

前从克林顿政府后期开始,美国仅强调台湾问题的解决需经“2300万台湾人民同

意暠。2004年10月25日,鲍威尔在访华期间再次公开宣称:“台湾不是独立的,它不

享有国家主权。暠栞

其次,对于“入联公投暠明确表达不支持态度。“台独暠分裂势力利用“公民投票暠

为“台独暠贴上了“民意暠的标签,用作达到其最终分裂国家的目标的主要工具。在

2004年和2008年的选举中,民进党还利用“公投绑大选暠来开拓其票源。虽然两次

“公投暠都以失败告终,但陈水扁操弄“公投暠造成“法理台独暠后果是可能引爆台海冲

突的十分严重问题。特别是2008年选举时陈水扁强行举办的“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

国暠的“入联公投暠是“谋求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走向‘台湾法理独

立暞的重要步骤,是变相的‘台独公投暞暠,其后果“势必严重冲击两岸关系,严重损害两

岸同胞的根本利益,严重危害台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暠。栟 布什政府显然领会

了中国政府发出的强烈信息,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主动对陈

水扁的冒险行动作出了明确和强硬的表态。2007年8月28日,美国国务院常务副

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Negroponte)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指出,推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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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2002年8月7日电:《美官员说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2002年8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

版)》,第三版。
“RemarksbythePresidentandChinesePresidentJiangZemininPressConference,Crawford,Texas,Oc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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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是错误的,美国将此举视为台湾宣布独立的一步。栙

2007年9月11日,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J.Christensen)

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暠上发表的“代表美国政府一致看法暠的演讲中说:“我们并不承

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们并不接受这样的辩解,即挑衅性地声称台湾独立有利于

维持台海地区的现状及和平稳定……我们把这样的说法以及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

的公投视为不必要的挑衅,它们显然不符合台湾人民或美国的根本利益。暠栚使用如

此明确和“强硬暠的语言,这在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表态中也是不多见的。2008年

2月,赖斯访华时,在与胡锦涛主席的会谈中表示,美方在台湾当局推动的“入联公

投暠问题上多次表明立场,认为“入联公投暠不应举行。栛

第三,在推动海峡两岸对话方面,布什政府转而支持两岸对话。2008年3月22
日,台湾进行了地方领导人选举,中国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胜选,主张“台独暠的民进

党下台。马英九在当选次日举行的首场国际记者会上即表示将在“九二共识暠的基础

上,恢复“海基会暠与大陆的“海协会暠的对话与谈判,尽快实现两岸的直接“三通暠。两

岸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对于两岸关系出现的这一有利于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变

化,美国政府的反应是正面的,表示支持两岸对话。3月22日选举结果公布的当天,

布什总统即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和北京有责任通过各种可用的方式进行对话,为和

平与稳定创造一些根本的基础,并不采取任何单方面会改变两岸状态的举动。我相

信这次选举为双方迈出新的一步以及相互接触来和平地解决分歧,提供了一个新的

机会。暠栜

当然,美国政策的调整也非根本性的。3月25日,国务院负责台湾事务的官员

史伯明(DouglasSpelman)在美中政策基金会台湾选后研讨会上提出了美方对两岸

的“五项期待暠:美台关系回归正轨;台湾强化军事防御;大陆降低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大陆尊重台湾的国际空间;海峡两岸展开实质性对话。栞 3月28日,美国在台协会理

事主席薄瑞光 (RaymondBurghardt)在台北拜会马英九时,就两岸对话问题为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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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谋划策,提出“两岸对话三阶段暠的“建议暠:第一阶段先处理包机和直航议题;第二

阶段台湾可就两岸经济、贸易、投资等方面与北京进行协商;第三阶段再触及两岸和

平协议、减少军事威胁与参与国际组织等敏感议题。栙

第四,在对台军售方面,布什政府的立场也出现缓和。为避免影响两岸关系缓和

的气氛和布什总统于2008年8月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国务卿赖斯和国家安全顾

问哈德利(StephenHadley)共同决定暂时搁置对台湾110亿美元的军售案,包括30
架阿帕奇攻击直升飞机、60架黑鹰直升飞机、4套爱国者三型反弹道导弹以及8艘柴

油动力潜艇的先期作业研究等项目。栚

不过,这同样只是出于一时的策略考虑。6月1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肖恩·

麦科马克(SeanMcCormack)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政府遵守《与台湾关系

法》,并非常严肃地对待此法暠。“关于向台湾出售何种武器是需要有一个政府间部门

决定的程序。一旦政府间部门对军售问题做出决定,我们将通知国会,但现在还尚未

到这个阶段暠。栛 2008年10月3日,国务院副新闻发言人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宣布政府已通知国会决定价值约为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他声称此举符

合美国向台提供防卫武器的政策和《与台湾关系法》。栜这是布什政府在其任期即将

结束时在对台问题上采取的重要动作,但却把最后的决定权留给了继任的政府。

经过调整,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立场、主要内容与具体实施基本上回到了2004
年4月21日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JamesKelly)在众议院国际

关系委员会台湾问题听证会上所做证词的基调。在这篇长达9页的证词中,凯利详

尽地陈述了美国对台政策及对两岸关系的立场。他在证词中表明了布什政府台海政

策的基本出发点,即“我们最主要的关切是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推行美国

的利益,免除该地区的战争危险,保卫台湾的民主,以及推动中国建设性地融入全球

大家庭和扩大中国的个人自由。因为美国卷入两岸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布

什)总统知道美国人的生命受到潜在威胁。在存在不可调和分歧情况下,我们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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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策反映了我们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的具有约束力的承诺。暠栙

根据凯利的证词,布什政府的对台政策可概括为下列10项主要内容:(1)基于美

中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2)美国和台湾保持建立在共同

价值和利益基础上的坚实非官方关系,台湾可以信赖美国的持续支持;(3)台湾问题

必须和平解决,对台湾动武问题是美国的严重关切;(4)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

提供适当的防卫武器和装备,但美国的承诺不是“空白支票暠;(5)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不支持台湾“独立暠;(6)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地改变美国所定义的现状;栚(7)支

持两岸进行“无条件的对话暠,台湾不能因有美国支持而拒绝对话,美国根据“六项保

证暠也不会对台湾施加对话的压力;(8)支持两岸加强包括实现“三通暠在内的经贸往

来;(9)支持台湾“有意义地暠参与国际组织,如不能成为成员,则以适当身份参与;

(10)两岸问题的解决必须经由两岸人民的同意。

结暋暋论

布什执政期间对台湾政策进行了两次较为重大的调整。当然在这8年间由于国

内外形势及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与影响,也相应进行了一些细微的调整,但其对两岸

关系及台海和平态势的影响与这两次相比无法同日而语。

概言之,美国对台政策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其政策是否调整取决于台湾对美

国的“战略价值暠是否变化。就美国而言,台湾的“战略价值暠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安全

层面的,另一个是价值观层面的,即台湾的“民主暠。2007年9月7日,布什总统在亚

太经济合作组织企业咨询委员会上发表演说时,两度提到台湾,一是“称赞暠台湾的

“自由和民主暠的发展,二是强调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防卫合作关系中的一环。

他说:“今天我们在澳洲、日本、韩国、泰国与菲律宾的联盟,以及我们和新加坡、台湾、

印尼等地的防卫合作关系,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承诺奠定基础。暠栛这充分说明,台湾

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一环,也是其在中国推行“自由民主暠的工具。

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也说明,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则取决于国际形势的

大背景,取决于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和美台关系的互动和变化,取决于中国在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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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地位和作用。如何在这种复杂的变化中维护美国的利益才是其决策的出发点。

展望未来,由于台湾对美国仍具有上述“战略价值暠,无论是现在的奥巴马政府还

是未来的美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其对台政策的天平都不太可

能再次出现向台湾当局的大幅度倾斜,即使倾斜了也必然再调整回来,达成一种新的

平衡。但与此同时,期待美国对台政策的天平大幅向大陆一方倾斜也是不现实的。

不是为其核心利益所迫,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手中“台湾牌暠的,但如何运用这张牌,

则主要取决美国自身的战略需要,特别是其亚太战略需要。

许安结: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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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住宅租赁法律制度研究栙

———以承租人住宅权保障为例

包振宇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美国住宅租赁法律制度由判例法、各州和自治地方立法,以及联邦立法

构成。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美国联邦与各州相关立法和法院判例来看,当代美

国住宅租赁法越来越注重对承租人住宅权的保障。法律要求房东承担适住性担保义务

和更多的侵权责任,限制房东终止租赁的权利,给承租人以正当理由驱逐的保护。一些

地区还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租金管制措施,从而保障了承租人拥有健康、安全、稳定且可负

担的住所的权利。美国住宅租赁法律制度对承租人权利的保障不仅必要,也具有经济合

理性与合宪性。

关键词:美国政治与法律 住房制度 住宅租赁 法律制度 住宅权

一暋美国住宅租赁法律体系的构成

美国的住宅租赁法律制度主要源自英国带有浓厚封建农业性质的古老判例法。

在这一普通法规则体系中,租赁被看作是租赁地产权的转让,而与双方的契约无关。

双方的契约义务是相互独立的,并不互为条件。栚 因此即使房东未能履行约定的义

务,租户仍然必须支付租金。绝大多数维修的责任亦须由租户承担。“这些原则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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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合现代城市的环境,无法体现出法律所应当保护的个人与公共利益。暠栙但在法

院的保护下,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房东一直行使着这种普通法权利。他们将不

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住宅交给租户,享受着收取租金的权利,却几乎不承担什么义

务。

直到20世纪60、70年代,法院才逐渐开始将不动产租赁视为提供服务的合同。

运用契约规则使法院在处理租赁关系时获得了现代合同法所具备的所有灵活性。栚

法院还将住宅租赁与商业租赁区分开来,以家庭居住生活为目的租赁为住宅租赁。

两类租赁适用的普通法规大体相同,但基于两者背后的政策性考虑和双方的正当期

望不同,法院在适用这些规则的倾向性和具体方式上有明显的差别。一方面,法院认

为商业租赁的承租人更可能拥有足够的谈判能力和技巧,在租约中能够最大程度地

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这些恰恰是住宅租户所欠缺的。栛 另一方面,法院注意到,租赁

房屋是相当一部分住宅承租人满足基本居住需要的方式。正如斯凯利·赖特法官

(J.SkellyWright)在“杰文思暠案中宣称:“(源于普通法的古老规则)在农地或商业

租赁中可能仍是合理的。在这些案件中,租约的价值只在土地本身。但是对于现代

公寓的租户来说,租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给该租户一个居住的处所。暠栜

这种观念上的变化更明确地体现在各州对住宅租赁的成文立法中。到21世纪

初,除了以阿肯色州为代表的少数几个州的法律仍在维护房东的“权威暠,大多数州的

立法都转向保护租户利益的立场。1972年,为了使住宅租赁能有一个统一适用的法

律规则,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提出了《统一住宅租赁关系法》。至今已有十几个

州以此为蓝本制定了本州法律,其他各州的立法和判决也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

另外,美国法学会以《法律重述》的形式整理出典型判例规则和法律理论,对住宅租赁

法的实践也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州以下的地方政府在各自权限内也都有权制定市政法规,调整住宅租赁关系。

许多城市都制定了有关住宅租赁管理的地方法规,成为各地住宅租赁的成文法依据。

调整住宅租赁关系的财产立法权在美国宪法规定的联邦与地方权力分配体制中

属于各州的保留权力,栞因此,联邦法律很少直接干涉住宅租赁关系。1968年,联邦

出台了《公平住宅法案》,从保障公民平等权的角度出发,对住宅租赁领域中的歧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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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加以限制。在战争等紧急状态下,联邦往往通过立法干预住宅租赁关系,如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国会通过了《价格紧急控制法》,授权对房租进行管制。栙 此外,针

对严重危害社会的毒品犯罪,国会于1990年通过了《与毒品有关之住宅驱逐修正法

令》,规定如果承租人租赁住宅卷入毒品犯罪,则出租人可以此为正当理由收回房屋。

在美国住宅租赁法律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承租人的个人生活需求而非

财产和契约权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处在转变中的法律规则正朝着保障现代

美国租户能够稳定地享有安全、舒适、健康和可负担的住宅目标迈进。尽管仍存在争

议,但这种变化在美国住宅租赁的立法和判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地体现。

二暋安全、舒适、健康的住宅:房东的义务与责任

(一)房东的适住性担保义务

在现代立法和法院要求房东承担的众多义务中,最重要的当属适住性担保义务:

房东必须保证租户拥有一个安全、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虽然无须奢华,但必须满足

作为“家暠的最低标准。

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根据传统普通法中“买方注意暠(caveatemptor)规则,

除非双方有相反的约定,房东没有义务保证出租的住宅处于适合人类居住的状态。栚

根据损毁法中财产占有人须对其行为导致的财产毁损承担责任的原则,普通法将大

部分住宅维护责任强加于租户。栛 即使是自然原因造成的毁损,修复义务也由承租

人承担。住宅在租赁期间陷入老朽危险或其他不适于居住的状态,租户仍须按约支

付租金。而住宅承租人,多为中、低收入者,既无意愿也没有能力承担维护住宅的责

任。因此,相对于自有住宅,租赁住宅普遍缺乏妥善维护,导致质量低劣。生活在其

中的租户的居住水准大大低于人均水平,住宅权无从得到保障。

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在“杰文思暠案中,赖特法官指出:“今

天,当美国的城市租户,无论贫富,寻找‘遮风蔽雨的处所暞时,他们寻找的是所谓的一

整套的商品与服务———不只包括墙和屋顶,还包括充足的暖气、照明,良好的通风,耐

用的管道设施,安全的窗户和门,适当的卫生设施及适当的维护。暠在该案的多数意见

中,他判定租赁中暗含了建筑条例所确定的可居住性担保,“如果出租人违反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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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示条款,承租人可以拒付租金并继续占有房屋。暠栙该案所确立的可居住性担保原

则得到了广泛地遵从。随后的一些判决进一步扩展了担保的范围,即使没有建筑条

例等立法的规定,只要住宅存在严重的缺陷,在有理智的人看来已不适合居住,就构

成对适住性担保的违反。

这种担保被看作是租赁契约的默示条款,其效力并不仅限于租赁开始的时候,房

东有义务在租期内担保房屋处于适合居住的状态。栚 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义务,租

户放弃适住性担保利益的条款可能与法律或公共政策相悖而无效。可居住性担保不

仅要求房东保证住宅建筑结构的坚固与安全,还要求房东提供一系列房屋相关服务,

如房东有义务在冬天供暖,夏天提供空调使住宅内的温度维持在适于居住的水平,以

保证租户生活的舒适与健康。已有超过40个州通过立法或判例确认了不同程度的

可居住性担保。房东违反可居住性担保不仅可以作为租户对抗房东支付租金等请求

的抗辩理由,还可以成为租户要求返还已付租金并要求赔偿的依据。栛

最初可居住性担保被认为并不适用于公共住宅,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公共住宅立

法的政策目标完全可以满足对住宅可居住性的担保。栜 然而政策目标的宣示并不意

味着成为现实。为了给不符合居住条件的公共住宅的租户提供保障,一些法院将该

担保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公共住宅,使得公共租户也有权得到减免租金等救济。栞

(二)房东的侵权行为责任

依据传统普通法,房东几乎不承担什么义务,也就无责任可言。只在少数情形中

法院会判定房东承担侵权责任。随着成文法和判例加诸房东的义务增多,房东被判

定承担侵权责任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责任形态中也逐渐出现了严格责任,赔偿标

准也有攀高的趋势。

在纽约、新泽西和密歇根等州,随着房东开始负有适住性担保义务,法院判定房

东对租户及其家人因房东疏忽未尽维修义务造成的人身伤害负有责任。许多法规和

条例并未明确规定租户的权利,如仅规定如果房东没有保证住宅通道的24小时照明

将被处以罚款。法院认定此类法令为租户创设了默示的权利,他们可以起诉房东要

求赔偿。

适住性担保只适用于对住宅物理状态的保证,“房东可能是维修方面的万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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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医生暠。栙 当然房东也不可能是警察。因此传统观点认为房东不必对其租

户受第三人犯罪行为侵害导致的损失承担责任。然而在“克莱恩暠案中,法院判决只

要该房东预见到犯罪行为的发生,就有义务保护租户的安全,否则应对租户遭受的人

身伤害承担责任。栚 如果房东在广告中提及安全保障,而建筑位于犯罪高发地区或

建筑内曾经发生过犯罪,房东被判定承担责任的可能性将会很高。在“约翰斯顿诉哈

里斯暠案中,租户在进入位于犯罪高发区的公寓时遭到抢劫。租户起诉房东,主张房

东由于疏忽没有提供足够的照明和合适的房锁。法院判定房东应承担责任。栛 房东

对租户人身安全的保障义务被进一步强化。

在绝大多数判例中,房东的责任都以过错为前提,直到今天仍有法院认为疏忽责

任是住宅租赁领域普遍适用的原则。栜 但随着住宅租赁被看作一系列商品和服务,

租户被认为是房东所提供服务的消费者。一些消费者保护法律也逐渐被适用于住宅

租赁。栞 有些法院开始将产品责任法领域的质量瑕疵担保责任引入住宅租赁领域,

要求房东对由出租财产造成的损害承担严格责任。尤其是拥有成批出租公寓的机构

房东,他们相对于承租人更有能力保证出租财产处于良好状态而避免发生损失与伤

害。栟 在“贝克诉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暠案中,机构房东安装的浴室玻璃门存在瑕疵,

致使租户意外受伤,法院判定房东应承担责任。法院在裁决中指出:“保护租户安全

的费用是企业合理的经营成本暠,“(在这些情况下)对出租时存在的隐藏瑕疵应当适

用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以保证缺陷造成的损失由销售其产品的房东而非没有能力

自我保护的租户承担。暠栠

在消费者保护法中常见的多倍赔偿也被引入住宅租赁领域。赔偿的数额常常高

达数百万美元。高额的赔偿金促使房东不得不谨慎地履行其应承担的义务,以保证

租户生活的安全。房东可能承担的责任还不仅限于此,在有些州,如果房东出租不符

合法定居住标准的住宅,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栢 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称的,在房东义

务和责任扩张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租户获得安全、舒适、健康的住宅的权利已经隐

隐地浮出了水面。

·95·美国住宅租赁法律制度研究

栙

栚

栛

栜

栞

栟

栠

栢

BarlowBurke&JosephA.Snoe,Propert,p.300.
Klinev.1500Mass.Ave.Corp.,439F2d477(D.C.Cir.1970).
Johnstonv.Harris,198NW2d409(Mich.1972);43ALR3d331.
WilliamJ.Lounsburyv.CharlesE.Heath,intheCourtofAppealsofIowa,No.4灢040/03灢0878,Filed
March10.2004.
JosephWilliamSinger,PropertyLaw,p.847.
马新彦:《美国财产法与判例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Beckerv.IRMCorp.,38Cal.3d454,213Cal.Rptr.213,698P2d116(Cal.1985).
CityofSt.Louisv.Brune,515S.W.2d471(1974).



三暋稳定地享有住宅:对房东租赁终止权的限制

根据传统规则,如果定期租约自然到期或逐期租赁被房东终止,按照法律规定,

原租户为被容忍的租户或拖延租户。房东可以随时驱逐拖延的租户,但必须通过诉

讼程序。这使得租户可以免遭房东的自行驱逐。但对房东的驱逐权的限制仅限于程

序上的规定,房东行使驱逐权并不需要任何理由,因此仍然存在房东滥用驱逐权而造

成租户重大损失的可能。特别是在住宅短缺的情况下,租赁期满或被终止后,租户将

会发现自己很难在附近找到同等水平和价格的住宅,而搬迁,尤其是非自愿搬迁所带

来的经济负担和社会成本也不容忽视。因此对于租户来说,为了保持生活的稳定性,

通常希望继续承租原有住宅。

另一方面,房东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决定租户生存条件的权力。“权力不受控制

会被滥用暠的规律不仅存在于公法领域,作为私人也可能利用自己控制财产的权力去

达成交易场合以外的目的。

出于对处在社会弱势地位的租户的特别保护,联邦和各州立法及判例都对房东

的驱逐权作了一定的限制:(1)联邦法律保护公共住宅的租户非有正当理由不受驱

逐,这一保护同样适用于联邦补贴住宅的租户,以及接受联邦补贴的私有住宅的租

户;(2)对于受到州或地区租金管制保护的租户,房东非有正当理由不得驱逐;(3)租

户举报房东违反建筑条例或者参加租户协会,房东出于报复的动机驱逐租户的行为

受到限制;(4)有些州或地区禁止房东为将出租住宅转化为多套式公寓而驱逐租户;

(5)联邦和各州反歧视法禁止房东基于对租户的歧视而终止或拒绝更新租约。栙

(一)正当理由驱逐保护

在正当理由驱逐的保护下,租户可以要求更新租约。除非存在法律认可的正当

理由,房东无权拒绝。租户还有权对房东提出的理由进行抗辩。可以说,租户在一定

程度上享有了默示的续约选择权。在某些情况下,法院对这种默示续约权的保护已

经上升到财产权的高度。有学者认为这表明租户续租的愿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成

为租户享有的一种法定权利。栚 正当理由驱逐保护可以分为两类:联邦住宅项目下

的保护和受租金管制的私有住宅中的保护。

1.联邦住宅项目中的正当理由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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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住宅项目中,租户在正当理由驱逐的保护下拥有的续租权最初并不是由

政府规章授予的,而是由法院通过判例逐渐确立起来的,其中宪法中的正当程序保护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地方公共住宅管理局(PHAs)作为公共住宅的房东设立之初,它们与租户之

间的关系和私有住宅租赁关系一样适用各州的不动产租赁法。栙 直到20世纪60年

代,公共住宅管理局驱逐租户的权利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栚 基于普通法和各州立法,

法院允许公共住宅管理局以任何理由驱逐租户,不需要经过行政听证程序,也不必书

面陈述理由。栛 然而由于公共住宅管理局的政府背景,它用来驱逐租户的理由中有

许多因牵涉到敏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些理由包括:租户带

有非婚生子女,租户的性取向问题,租户为罪犯的家属等。同时,公共住宅管理局还

以驱逐作为威胁,要求租户们遵守一些并不十分合理的规章,例如每月接受入室检

查,限制孩子们的活动等。

进入70年代之后,发生在最高法院的“程序性革命暠终结了各地公共住宅管理局

对租户任意驱逐的权利。在1970年的“格德伯格诉凯利暠案中,最高法院基于福利社

会中“新财产暠的概念,认为社会福利等原本被视作是“政府馈赠暠的利益,同样是类似

财产的个人权利,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

在“格德伯格暠案判决的同一年,第二巡回法院就在伊斯卡勒拉案中将这一规则

引入了公共住宅租赁。巡回法官们裁定:“尽管公共住宅被看作是一种特殊待遇,如

果没有向租户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政府不得剥夺公民个人继续租赁公共住宅的权

利。暠栜但该案只是要求驱逐必须经过一定程序,对驱逐的理由没有作出特别规定。

在1973年“乔伊暠案中,法院判定正当程序保护不仅要求对地方住宅管理局的驱逐加

以程序上的限制,还要求驱逐必须具备合法的理由,仅以租赁到期为由是不充分

的。栞

此后,正当理由驱逐保护被明确写入了联邦法规,并逐渐扩展到其他接受政府补

贴的项目,包括接受补贴的私有出租住宅。其中最主要的是所谓的“第8节住宅暠

(Section8)和低收入住房税收补贴(LIHTC)项目。在“第8节暠项目中,联邦向租户

提供补贴,由租户自行寻找住宅,可以是公共住宅,也可以是私有住宅。私有住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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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加入该项目后,其拒绝续约的权利也将受到限制。不仅如此,房东自由退出住宅

补贴项目的要求也遭到一些法院的拒绝。在“阿姆斯暠案中,房东以要退出政府资助

项目为理由,驱逐受住宅补贴的租户。法院认为“必须将房东不再继续参加‘第8节暞

项目的权利和租户不受任意驱逐的权利相互权衡暠,因而禁止房东退出和驱逐租

户。栙 这已经突破了正当程序原则限制政府权力的初衷,构成对私有财产权的限

制。栚 租户住宅权相对于天平另一端的房东财产权得到了法律的优先考虑。至于正

当驱逐是否适用于低收入住房税收补贴项目,各州司法实践并不一致,但从法律文本

出发,低收入住房税收补贴项目下的租户也应享有正当驱逐的保护。

2.私有住宅租赁中的正当理由驱逐

在州一级的辖区,只有新泽西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有反驱逐的明文立法。但在一

些实行租金管制政策的自治地方如纽约市,作为配套措施也都给予受管制住宅的租

户正当理由驱逐的保护。

新泽西州1974年立法通过了《反驱逐法》,规定了对房东终止租赁或拒绝更新租

约的限制。1981年该州又通过《老人及残疾人士受保护租赁关系法》,规定在公寓转

换时,老年和残疾租户有权享有最长可达40年受保护的租赁期间,在此期间内房东

不得以公寓转换为理由收回住宅。如果房东无法替租户找到合适的替代住宅,租户

还可享有3至8年的交付期。其他地方的法规所规定的正当理由根据各地情形并不

完全相同。例如哥伦比亚特区规定,即使具备正当理由,房东亦不得在天气预报未来

24小时温度低于华氏25度的情况下驱逐租户,以免租户受冻街头。栛 但主要的理由

大体一致,包括租户不当行为及房东收回房屋的必要性两方面。前者如租户严重违

约,尤其是拖欠租金或损害房屋的行为。后者如房东或其家人自住需要,以及对某些

重大财产处分权利的行使。

各地还对驱逐程序施以严格限制。除诉讼程序外,还添设行政程序的规定。例

如在哥伦比亚特区,房东基于拖欠租金以外的其他正当理由驱逐租户,除提前通知租

户外,还须具明理由通知管理部门。栜 纽约市的法律规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房东要

行使驱逐权必须从租赁管理部门取得驱逐许可证。要取得该许可,房东必须提前通

知租户,并承诺遵守许可证上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依据房东提出的正当理由而依法

附加的。例如,以自己和家人居住需要为由收回房屋,必须在30日内入住该处住宅,

并保证在驱逐后1年之内不再出租或借给第三者居住;以退出租赁市场为理由驱逐

·26·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栜

TempletonArmsv.Feins,531A2d361,370(N.J.Super.Ct.App.Div.1987).
罗纳德·波斯顿:《美国财产法的当前发展趋势》,第67页。

DistrictofColumbiaCodeAnnotate曥45-2551(k)(1981&Supp.1995).
DistrictofColumbiaCodeAnnotate曥45-2551(a).



租户,在收回房屋1年之内,不得出租或出售该住宅或以与驱逐许可证之规定相悖的

方式使用该处住宅;以改善房屋为由收回住宅,必须在90日内开始改造工程,并保证

工程以合理的进度进行。如果房东有违反规定或承诺的行为,管理部门可以拒绝申

请或撤销许可,被驱逐的租户可以要求房东赔偿。栙

(二)禁止报复性驱逐

如果说正当理由驱逐反映了立法机关和法院对租户续租要求的正面认可,那么

禁止报复性驱逐则从侧面支持了这一要求。事实上,这一规则最初源于法院对房东

绝对权力的忧虑。法院担心房东可能会利用其优势地位限制租户对相关权利的行

使。这些权利中包括了许多重要的宪法权利,公民对这些权利的行使应当得到保护,

不受来自政府和其他公民的干涉。

在“爱德华兹暠案中,栚上诉人爱德华兹夫人是被上诉人哈比的租户。上诉人向

住宅租赁管理部门投诉房东没有依照卫生条例的规定纠正在检查中发现的违章行

为。不久之后,被上诉人通知爱德华兹夫人终止租赁。上诉人认为驱逐是对举报行

为的报复,这种报复性驱逐“剥夺了她举报违法行为,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而这些

权利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暠赖特法官认同了上诉人的这一主张,他强调“在试图

实现立法意旨的过程中,作为衡平法院,我们有责任考虑判决将会发生作用的社会环

境。考虑到华盛顿住宅数量的短缺和质量惊人的低劣,搬迁的费用,租赁双方不平等

的议价能力,以及确保最低水准居住条件在经济和社会上的重要性暠。如果准许报复

性驱逐,租户可能因害怕房东报复而不敢报告违反住宅卫生条例的行为,条例实施的

效果将会因此而被削弱。基于以上理由法院“毫不犹豫地宣布报复性驱逐是不能容

忍的暠。

该案的原则被广为采纳,并扩展到对租户其他相关权利的保护。例如在“希尔唯

优联合体暠案中,法院禁止机动住宅基地的房东为报复租户参加租户协会组织的对房

东的抗议集会而驱逐租户,从而保护了租户结社和集会的自由。栛 一些法院将“爱德

华兹暠案中的社会性目标局限在促进住宅的改善,倾向于只保护那些与租赁直接相关

的权利。如在“帝王煤业公司暠案中,租户在参加针对房东公司关联企业的罢工后被

驱逐。被告法院以租户的行为与租赁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为由判决不构成报复性驱

逐。栜 但也有一些法院注意到赖特法官判决中对保障言论自由等宪法性权利的意

旨。在文特沃德案中,法院判定房东因租户在公众意见调查中发表反对土地用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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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的意见而驱逐租户构成报复性驱逐。理由是如果允许这类驱逐,鼓励在行政决策

中表达个人观点的立法政策就将落空。栙

抛开判例中法官们的分歧,现在许多州和地区已经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了受保护

的租户行为。根据统一住宅租赁法,如果房东在租户有以下行为后一定期限内提出

收回房屋,就可以推定构成报复性驱逐:(1)租户向有关机构投诉房东违反建筑或住

宅条例;(2)租户要求房东承担适住性担保责任;(3)租户组织或参加租户协会等类似

团体。除此之外各州或地区法律中规定的受保护的租户行为还包括:在通知房东违

反适住性担保后保留部分房租,依据租约向房东主张权利,对房东提起诉讼等。栚

四暋可负担的住宅:租金管制制度

美国的租金管制制度源于联邦政府的战时立法。战后联邦政府于1947年颁布

法令授权各地方政府自行决定租金管制的存废。纽约市是唯一保留租金管制的城

市。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租金上涨带来的社会压力,租金管制立法在许多地

方重新出现,包括哥伦比亚特区、波士顿、洛杉矶、奥尔巴尼、伯克利和圣莫尼卡等城

市,另有许多城市也面临着要求租金管制的呼声。栛根据美国住宅与城市发展部的报

告,到1991年已经有200多个地区实行租金管制立法,全国有10%以上的私人出租

住宅受到租金管制。

各地的租金管制立法所采取的技术都包括规定租金标准,确定租金上限,以及租

金调整等方面的内容。而为防止房东规避租金管制,通常与正当理由驱逐、禁止公寓

转换、禁止退出租赁市场、反骚扰等其他立法措施结合使用。笔者主要参照哥伦比亚

特区1985年租金稳定计划的规定,说明美国各地租金管制立法的基本内容。

1.豁免管制的范围

租金管制立法带有明确的政策性,属于典型的财富再分配措施,其目的是保护那

些可能无力负担不断飙升的租金的租户,保障其居住需求得到满足。因此并非所有

住宅都在管制之列,其豁免范围主要包括:(a)公共住宅,包括公共补贴住宅;(b)新建

住宅或新出租住宅;(c)小业主;对于小业主的标准各地并不相同,哥伦比亚特区规定

为不超过四个出租单位可以豁免,而新泽西州规定房东自住不超过两个以上出租单

位的住宅可豁免管制;(d)临时性住所或特殊用途住所,如宿舍、旅馆、医院、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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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等;(e)外交住宅。栙 各地立法中较为重要的豁免对象还包括豪华住宅、高收

入的租户,以及第二住宅的租户。

2.基本租金和租金上限

除豁免管制的住宅外,哥伦比亚特区所有租赁住宅必须在限定期限内依法向租

赁管理官申请注册,栚在注册时必须登记包含相关服务和附属设施收费在内的基本

租金。基本租金有两种设置方式。以时间为基准确定的基本租金一旦确定,适用于

其后该住宅的所有租户;而以人为基准设置的基本租金,在租户变更时可以协议调

整。栛 登记的基本租金加上依据法律或法院授权调整增加的租金便为最高租金。房

东的收取租金不得超过这一上限,承租人转租所收租金不得高于他支付给房东的租

金。栜

3.租金的一般性年度调整

房东可以调整租金,但必须经过管理部门同意,租金调整的幅度也受到限制。每

年由租赁住宅委员会根据上年度本地物价指数决定该年度租金增加的最大幅度。此

最大幅度应与物价指数的上涨幅度大体相当,但最多不得超过10%。在每一年度房

东都可以在此幅度内申请增加租金,但在12个月内不得连续申请租金调整。栞

租户可以对房东增加租金的要求有争议的,可以按法定程序向租赁管理官诉请

其要求。但必须在租金调整生效之日起三年内做出。栟

4.租金上限的调整

如果租赁双方对租金上限存有争议,可以依据法定程序提出申请调整租金上限。

可以提出申请的情形包括:(1)改良成本投入,为鼓励房东对住宅进行改善,租赁管理

官依房东申请可以对租金进行适当调整以补偿房东投入的资本。栠 但幅度不得超过

原租金上限的15%或20%。栢 调整仅以补偿资本投入为限,一旦房东收回投入资本

应恢复原有租金上限。栣 此外,除非法律特别规定,对于老年或残疾租户不得就资本

改良要求增加租金上限。枮爜爦 (2)服务或设施的增减。枮爜爧 (3)困难呈情。如果租金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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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了公平合理的水平,房东可以通过困难呈情申请特别调整。栙 租赁管理官如认

为困难呈情属实,可以允许房东对租金调整超出限定幅度,以保证房东获得公平合理

的回报。但调整后的住宅投资回报率不得高于12%。栚 除此之外对于住宅的空置损

失,按要求为租户利益所做的实质性修复,以及双方自愿达成协议等情况,法律也允

许对租金上限加以调整。

5.行政听证及复议程序

房东或租户欲调整租金,应依法提出申请。租赁管理官接受申请后应告知申请

人及相对人有要求召开听证会的权利。双方在听证时有权委任律师出席。在听证

中,由管理官员审查理由是否成立。栛 有些地区如圣何塞市的租金管制条例要求听

证官员在作出决定时,还必须考虑到租户的经济困难。栜

如果双方对于租赁管理官所做决定不服,还可以向租赁住宅委员会申请复议。

该委员会有权对管理官的决定进行审查。对由被申请复议的决定核准的租金调整,

在复议期间不得实施。

其他各地的立法基本结构大体相同。通过确定基本租金,控制租金增长幅度将

租金控制在合理水平之内,双方尤其是房东意图调整租金必须先经过严格的行政程

序,并得到管理部门的许可。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广大低收入的租户得以

享有他们负担得起的住宅。

五暋 评价与分析

适住性担保、对驱逐权的限制、公寓转换的延缓、租金管制,以及本文中没有讨论

的公平住宅法等措施相互补充,进而互相促进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了当代美国住

宅租赁法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充分体现出对承租人的特别保护,为实现美国1949
年《国家可负担住房法》所确立的目标,即“使每个美国家庭享有舒适的住宅和适宜的

居住环境暠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对于其中一些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以及合宪性仍然

存在巨大的争议。类似的争议也存在于其他各国的住宅租赁立法之中。

(一)平等与效率的两难命题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学者对于保护租户的住宅租赁立法都持否定的态

度。翻开任何一本基础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只要提到租金管制,基本上都将其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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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市场价格机制进行不当干预的典型例证。他们认为低于市场均衡水平的价格

会抑制对租赁住宅的投资,导致供给减少,以及对现有住宅的维护不足,同时还使需

求不受限制地盲目增长,加剧住宅短缺及质量低劣的状况。栙 在他们看来管制性的

立法是不必要的,也是行不通的,是经济上的蠢事,问题完全应当、也只能通过自由市

场机制解决。

然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市场机制失灵的产物。理论上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虽然

租户本人因为缺乏能够自行生产住宅服务的私有财产,因此没有从租赁市场整体退

出的自由,但由于住宅供给的充裕,他至少可以拥有从与特定房东的交易中退出的自

由。这种自由使得租户与房东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双方可以通过契约分享

交换带来的效用增加:租户可以享受良好的住宅服务;而房东则享有公平市场租金。

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住宅固有的稀缺性,租户以住宅为中心形成的社会资源

网络的重要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高昂搬迁成本,租户对所租住宅会形成特殊的依赖关

系,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栚

在住宅短缺的情况下,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更蜕变为一种典型的单向依赖关系:租

户为了生存必须获得使用住宅的权利,而能够提供住宅的房东数量十分有限,对租户

而言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退出自由也不存在,退出也就意味着露宿街头。房东因此可

以要求租户接受极为不利的条件,包括低劣的住宅质量和昂贵的租金。结果是房东

独占大部分甚至所有双方交换带来的效用增加,从而使租户处于被剥削的地位:租户

不得不削减生活中其他基本物品开支以支付房租,这种削减降低了其整体效用值;而

房东则享有剥削性的租金,其中包含了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应由租户享有的部分。

美国各地现行的租赁立法基本上都是因应住宅短缺的状况制定的。在这种市场

环境下,被剥削租户的基本住宅权利受到了现实的威胁,这已经为立法的必要性提供

了充分的证明。但一些极端的自由主义学者并不承认基本的生存需要可以成为权

利。栛 这些学者们认为任何形式的财富再分配都不会带来有效率的结果,而自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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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在他们看来就是效率乃至正义的同义词。哈耶克甚至认为,如果贫民窟是穷人所

能负担的全部,就让他们待在那里,因为“住房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孤立解决的问题,只

能通过普遍提高收入才能解决问题暠,只是“这一解决过程会被推迟暠。栙 然而,很多

学者已经指出“实现生存权利和根除贫困,是美国这个富裕社会力所能及的暠,通过一

定范围内的财富再分配为人们提供可以负担的住宅已经是可以实现的目标。栚 相

反,如果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这一解决过程的推迟暠可能将是无限期的,而作为代

价,牺牲的不仅仅是那些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租户,而是整个社会范围内对人类尊严

的贬损。因为贫民窟的现象并不都是因为绝对收入不足引起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

由收入不平等引起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不平等带来的剥夺感和尊严的丧失,在一个社

会内“相对的贫困会产生对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暠。栛 事实证明,在纯粹市场力量的

支配下,在各阶层绝对收入增加的同时,贫富差距却不会必然缩小,处于最底层的人

们虽然绝对收入增加,但其面对的“功能性活动暠受到限制的困境并没有改变。因此

通过再分配,以使租户摆脱经济上的剥夺无疑是必要的,尤其是当这种剥夺“封锁了

通向第一所住宅的道路暠的时候。栜

也有人认为由房东承担这种再分配的成本的做法有失公允。事实上,与通过税

赋由政府进行再支付相比,这种财富的直接转移不仅成本较低,避免了政府转移支付

中的漏桶效应,且并不违反公平的观念。因为房东在住宅短缺的市场上占据着类似

垄断的地位,在通过补贴等其他间接手段对租户进行转移支付时,租户所增加的效用

会被房东利用“垄断压榨机暠占为己有,事实上这正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些地方进

行租金管制立法的诱因。栞 而房东这种拉克曼式的剥削行为还会产生诸多严重的外

部性效果,例如扣除房租后剩余收入的匮乏,非自愿搬迁,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解

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经济花费和社会成本最终将由整个社会承担。更重要的是,在一

些学者眼中,这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再分配,而是“一种以人格为基础的福利权

或正当需要的观点暠。这种观点认为,在财富分配不均衡的社会里,对于那些和贫困

者保持长久关系的拥有相对的特权的阶层,提出合理的要求是公平的,私法应当禁止

一些人因享有可替代财产而剥夺他人实现人格的重要机会,“当房主的可替代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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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房客建立和维持与住宅的人格关系,而我们的文化又认为这种人格关系是个性

之基础时,向房主收取适宜居住的成本是正当的暠。栙

而房东在住宅短缺市场上获得的类似垄断利润的租金不仅是租金管制等立法合

理性基础,也是保证此类立法经济可行性的前提。反对者认为,加诸房东的义务和责

任势必提高住宅租赁的成本,并使得房东因回报率低而退出租赁市场,导致供给下

降。他们忽视了由于租金中包含超额利润,房东可以在承担住宅维护义务的同时享

受公平合理的收益。

反对者还声称租金管制使得住宅价格下降,将导致对住宅需求的增加,从而加剧

住宅短缺。有统计资料表明,住宅的供给和需求的价格弹性很小,栚这一事实足以说

明,即使对需求的影响存在,在短期内也不足以使住宅短缺恶化。而从长期来看,增

加住宅存量这一目标确实是必要的,但不能以牺牲现有租户的利益为代价,而应当采

取其他措施,例如对新建住宅实行补贴或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尤其应鼓励针对中低

收入租户的廉租住宅的建设。应该坚持罗尔斯的正义标准,即追求效率带来的不平

等只有在有利于境况较差的人时才能接受。

此外,大多数对住宅租赁立法经济上可行性的质疑没有将立法中的各类措施当

作一个有机整体看待。栛 例如,有人认为在适住性担保或正当理由驱逐保护下,房东

可以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租户,而事实上在租金管制措施的保护下,法律可以有效的

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又如,有学者担心出租收益的下降会诱使房东退出租赁市场,

而事实上各地立法中都对公寓转换或变更用途加以限制,在仍然可以享有合理收益

的情况下,房东更有可能留在租赁市场。此外房租管制立法一般都规定对新建或新

出租住宅豁免适用,因此对租赁住宅存量增加的负面影响也并非反对者所说的那样

巨大。

在关注租户生存权利的同时,的确可能付出牺牲一些效率的代价。但是在一个

承认平等与效率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相互妥协的人看来,以保护租户住宅权利为主

旨的住宅租赁制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二)对住宅租赁制度的违宪性审查

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是多元的,效率只是众多值得珍视的价值之一。法律作为

人类社会的基本规范其价值也是多元的。在某些情况下,法律为了追求平等或其他

一些同样不容忽视的价值,不得不牺牲部分效率。这种价值的多元性为美国法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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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句名言作了最好的注脚,在一项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一项法律可以是经济

上的蠢事,但并不违背宪法。暠

对于哈耶克等自由主义者而言,反对租金管制等立法措施的动机并不仅仅出于

对市场或效率的无条件偏好,而是更多地带着对政府籍由此类立法攫取不正当权力

的警惕。栙 这种警惕无疑是明智的,拥有不正当权力的政府对于全体公民自由的威

胁显然要远远大于少数房东对贫困租户剥削带来的危害。

因此,即使证明了住宅租赁立法对保障中低阶层租户住宅权的必要性以及在经

济上的可行性,仍将面临对此类立法合法性的正当质疑:在保障租户权利的同时,如

何消弭政府权力扩张带来的威胁。在一个宪政社会中,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对此类立

法的合宪性的争论得到解决。经由法院进行的违宪性审查,确保不对房东财产权构

成实质性侵害,并将政府权力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

1.正当程序保护和征收条款:对房东财产权利的保障

在美国宪法体系内,房东可以依据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即征收条款或第十四条修

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及法律平等保护,有效地对抗国家对其财产权超出合理范围的

限制。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美国现行住宅租赁制度的合法性得到了证明。第二次

世界大战至今,最高法院先后审理了两起针对租金管制立法的案件,都判决租金管制

立法没有违宪。

在1988年的“潘尼尔诉圣何塞市暠案中,上诉人作为房东的代表认为,圣何塞市

的租金管制立法的相关条款违宪。首席大法官阮奎斯特起草了多数意见。针对房东

提出的租金管制违反了正当程序及法律平等保护的主张,法院指出“(根据本院以往

的判例),如果存在垄断或类似垄断状态造成的人为膨胀,政府可以干预市场对利率

或价格进行管制。暠这种干预并不违宪,除非“对价格的管制是专断、带有歧视性,并且

确实与立法机关授权进行干预的政策目标不相关暠。法院认为通常授权对价格加以

管制的政策目标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暠,而租金管制的立法目标无疑包括“保护相

关低收入者,消费者,劳工……(保证其)生活水平受到不公平的损害暠。而“(圣何塞

市的租金管制立法)进行了合理的尝试,既保护租户免于遭受租金上涨带来的重负,

同时又确保了房东从其投资中获取公平的回报,从而调和了冲突的利益关系暠,因此

法院判定该法规并未违反正当程序原则。栚 但是对于租金管制是否构成征收,阮奎

斯特大法官没有给出明确回答,而是以尚无房东遭受实际损失为由,认为对此问题加

以讨论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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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伊诉艾斯康第多市暠案中,加州法律规定出租人无正当理由不得驱逐

租户,而艾市的法规则限制了租金水平。上诉人是机动住宅基地出租人,主张正当理

由驱逐与租金管制同时适用的效果构成了对其财产的准征收。法院认为,房东自愿

进入租赁市场时就已经放弃了排他性占有的权利,租金管制或正当理由驱逐制度只

是现存调整租赁关系的法律的一部分,一旦房东决定出租其基地,其权利就受到法律

的限制。“艾市的租金管制法并没有强迫房东忍受对其财产的物理占有,因此并不构

成(Loretto案中的)准征收暠。栙

总体而言,以租金管制为代表的立法所面临的合宪性挑战来自两方面:

首先,是否违反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保护条款。对此法院一般采用“手

段-目标暠标准加以判断,法院一般不愿“挑战立法者的智慧暠,只要立法不是“不合理

的、专断的和任意的暠,就不会构成违宪。栚

其次,是否构成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中的违宪征收。对此法院一般分为占有性征

收和管制性征收分别讨论。根据在前述伊案法院确定的原则,除非法律强迫房东出

租住宅或留在租赁市场,否则不会构成占有性准征收。所谓管制性准征收是指,虽未

直接干涉所有人对财产的占有,但使得所有人无法就其财产为经济上可行之使用的

情形。根据“卡瓦瑙暠案,租金管制立法在确定租金上限时必须经过合理计算,保证房

东能够得到公平合理的收益,否则将构成管制性准征收。栛 反言之,只要保证房东得

到合理收益就不会构成违宪。

因此,通常那些在制定过程中仔细衡量了双方利益的租赁立法,即使十分倾向给

予承租人特别保护也并不至于违宪。也可以说美国现行的以租金管制为代表的住宅

租赁立法中,租户住宅权与房东财产权的对抗结构已经得到了宪法的认可。

2.对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现代民主社会中宪政运行的基本框架就在于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互相制

衡。其中最能代表现代国家利维坦性格的当属行政权力。而自由主义者最为忧虑

的,是行政机关在对住宅租赁实施管理时获取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在以下案例

中可以看到法院对这种授权的限制。

1979年的“商业管制部诉国家制造住宅联盟暠案中,鉴于机动住宅基地的短缺,

佛罗里达州议会授权行政机构限制租金上涨幅度,并对房东增加租金的申请进行审

查,决定是否“有昧良心暠或缺乏理由。房东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该租金管制立法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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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院在判决中认可了租金管制立法的合理性:“通过在紧急状态下稳定房租,控

制房租的立法寻求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以防住房短缺而产生房租暴涨的敲诈,

并同时允许地主对其投资获得公正的回报。由于这些考虑的根本性及机动住房在佛

州的普及程度,房租控制的立法所达到之平衡点,无疑具有极重要的公共影响。暠栙

法院认为,“在决定房租或服务费用上涨是否有效的问题上,(议会立法)的标准

违反了宪法,因为它们把基本的立法任务授权委员会,并使之在不带任何有意义的指

导下,去平衡停车场主人和租户之间的利益。暠法院因此认定该立法构成违宪。换言

之,议会在立法时应明确规定增加租金的法定理由,以作为行政机构裁量的依据,从

而将行政权力的扩张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要成为一项良好的法律制度,必须“成功

地在专断权力的一端与受限权力的另一端达到平衡并维持这种平衡暠。栚

虽然对那些对于国家抱有彻底的怀疑态度的人们而言,可能显得并不是那么充

分,这一案例至少表明了美国现有三权分立的宪政框架对政府权力制约的有效性,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打消对实施类似租金管制政策带来政府权力扩张后果的疑虑。

包振宇: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住宅政策与不动产研究中心研究

人员、扬州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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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第四点计划的

历史考察与分析栙

谢暋华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第四点计划是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最初源自美洲事务研究所的技术合作计划。第四点计划突出地反映了战后

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转变,以及经济外交在美国冷战战略

中的重要作用。根据第四点计划所实施的经济外交,推进了美国的冷战“新

边疆暠。但随着该计划执行机构的变化,美国政府对第四点计划的重视程度

不断降低,最终艾森豪威尔政府终止了这个计划。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 冷战 第四点计划 经济合作署

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美国外交的四点行动原则,其中

最后一点“我们必须实行一项新的、大胆的计划,以便使我们的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

所提供的利益用于不发达地区的进步和成长暠,这就是后来俗称的“第四点计划暠。栚

第四点计划的“革命暠意义不仅在于它对美国决策层及世界各国造成了心理冲击,以

及它在战后美国总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更在于它提供了认识和理解美国冷战

战略的新视角,即冷战的性质是双重的,它包含着意识形态因素和经济因素。

本文主要依据相关档案资料,对第四点计划出台的历史背景、实施情况与历史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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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执行机构的演变及第四点计划的历史命运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加深对冷战时期

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解。

一暋第四点计划出台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国家体系的出现,促使美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

和制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而冷战则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美国看来,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何种社会制度模式,是决定“美式民主暠是否更具

普遍性、合法性的原则问题。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号栙、第20/4号文件栚为基础,

1950年4月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处长保罗·尼采(PaulNitze)向杜鲁门提

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

对于第四点计划而言,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最大影响是它正式确定了

在冷战中美国对第三世界地位的战略重估: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在任何一个

国家和地区取得的胜利,都是对美国及自由世界的挑战;经济武器是一种特别适合美

国能力的手段,也是一个极适合冷战政治的手段。“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就是

在自由世界中帮助建立成功运作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条件暠,“使它们恢复或获得公众

支持与统治权威暠,如第四点计划等。栛在预先明确目标后,第四点计划的倡议者开始

了反向的逻辑推演。战后乃至战前亚非拉地区的贫穷、落后都被赋予了政治和战略

含义,如生活在贫困落后条件下的人们很容易受到恐惧和嫉妒的影响,他们也很容易

成为政治狂热主义的牺牲品。栜这是“美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暠栞正如杜鲁门所说的,

第四点计划“是对共产主义最强烈的消毒剂。暠栟“这是不用坦克、战舰和机枪来维持

稳定和民主的方法暠,因为共产主义是以朋友而不是征服者的面孔在欠发达地区攫取

权力的,“吃饭共产主义(stomachcommunism)不能靠战争武器来遏止。我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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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适当的方法来应对挑战,这就是第四点计划所要做的。暠栙第四点计划是美国总

体外交计划的一部分。栚关于第四点计划包含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律师出身的国务

卿艾奇逊还从更为根本的理论起源上进行了分析。“另一种理论……是一种极端化

的反动观点。这种观点的思想基础认为地位是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每个人生来

就处在世界上的某个位置,人仅仅是社会机器的一个齿轮。……它不是现代思想,因

为它试图爬回到历史的茧壳之中。暠美国的价值观源于文艺复兴,它认为个人的价值、

尊严和自由就是政府的目标。“就我看来,第四点计划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就是要用

物质的手段达到非物质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这就是第四点计划的目

标。暠栛

从外交思想的角度来看,第四点计划实际上仍可看作是美国“门户开放暠外交的

延续,只不过是在反对“共产主义扩张暠的口号下,遏制战略中“征服世界市场暠的外交

动机被掩盖了。作为打破“铁幕暠、意欲不战而胜的重要工具,门户开放外交是美国冷

战意识形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1948年8月至1949年10月,美国爆发了战后第一

次经济危机。尽管1949年美国进出口仍保持了平衡,但这是以大幅度削减工业生产

换来的。栜在美国政府看来,第四点计划对美国经济所发挥的“稳定器暠作用,首先是

帮助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不仅能消除苏联唯一对这些国家有吸引力的东西,还

能大量节省军费开支,而军费支出的减少会使美国有更多资源用于国内发展和福利

计划;其次是资本出口能使第三世界国家有更多可使用的美元来购买来自美国或其

他国家的货物,也会通过美元转移扩大对卖出货物国家的出口。栞“开发程度最高的

国家才是美国最好的顾客暠。栟 除此之外,第四点计划在经济利益方面的另外一个重

要目标,是它可以作为马歇尔计划的补充形式发挥作用。西欧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

伙伴,但1947至1948年马歇尔计划带来的结果没能使美国政府满意,原因是欧洲国

家贸易赤字仍在不断增加,美元的严重缺乏使得它们买不起美国昂贵的原材料和工

业设备。美国政府认为,只有欠发达国家廉价的原材料生产得到恢复和开发,这些问

题才能获得解决,如果继续允许亚洲或其他地区遭受贫困的肆虐,欧洲的复兴效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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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打折扣。栙 因此,美国提出第四点计划的出发点之一,是通过向第三世界国家提

供技术和资本,使这些国家成为欧洲的商品市场,进而以间接方式达到恢复和扩大美

欧经济贸易关系的目标。第四点计划下美国对东南亚地区提供的援助就包含着此一

意图,即对外投资即使不是直接投向欧洲,欧洲国家也会受益,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投

资会使这些地区把一部分美元资本花在欧洲,或花在是欧洲主顾国家身上。栚不然的

话,马歇尔计划结束后,如果没有对外投资或停止提供外援,美元短缺状况会再次抬

头,美国某些出口工业可能会面临猛烈而痛苦的调整过程;栛美元短缺状况会使欧洲

国家继续实行进口限制措施或其他相关管制措施,并可能会导致一个非美元政治集

团的建立;欠发达地区也会加强外汇管制,而针对交易实施外汇管制是美国坚决反对

的。栜

第四点计划的出台还表明,经济因素或经济武器在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中具

有突出作用。美国是一个习惯且善于利用经济外交来实现战略目标的国家。早在第

四点计划出现之前,美国各种公私机构就在广大亚非拉国家或地区开展过经济外交,

尽管这些活动很多时候是以慈善或道义的面目出现的。美国公私机构对第四点计划

的发展演变产生的重要影响,构成了第四点计划独特且容易混淆的方面。栞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杜鲁门就职演说中“大胆的暠计划只是在试图用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新

办法来解决美国作为所谓“山巅国家暠要面对的“老暠问题。

第四点计划的直接渊源可以追溯到美洲体系的发展演变上。它形成于泛美联

盟,在“睦邻政策暠时期达到高潮。从1889年开始,美国通过技术援助、资本投资等手

段,借助多边性泛美联盟尤其是“睦邻政策暠提高西半球社会经济发展、深化美洲体系

的同时,也一步步把理想化的泛美主义变成实现自己政治利益的美元外交。就技术

援助而言,在第四点计划提出以前美国政府在双边基础上实施的此类计划主要集中

在拉美地区。1939年5月,总统建立了“与美洲国家合作部际委员会暠,在美洲国家

实施合作型计划,之后该委员会改名为部际科学文化合作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onScientificandCulturalCooperation),一度曾有20个联邦部门和机构

在委员会领导下参与了相关计划。从1940年至1949年12月31日,美国政府在该

委员会各项计划上共花费了2495万美元,其中有1795万美元直接用于经济开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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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1947年8月5日,第369号公法授权建立美洲事务研究院(InstituteofInter灢A灢
mericanAffairs,简称IIAA),实施3年的技术合作计划。纳尔逊·洛克菲勒(Nel灢
sonRockefeller)成为研究院首任董事会主席。从1940年至1948年12月31日,美

国政府在美洲事务研究院合作计划,以及其前身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theOffice

oftheCoordinatorsofInter灢AmericanAffairs)支出共计约5895万美元。栙其中效果

较为明显的是“合作局暠援助项目。这类由美国政府与拉美国家政府共同出资和出人

执行的特定项目活动主要集中在培训技术人员、公共健康、教育和农业领域。美洲事

务研究院在拉美地区的广泛实践及其影响力,使曾亲身参与其中的本杰明·哈迪

(BenjaminHardy)最初提出技术援助设想成为第四点计划得以出台的现实来源。同

时,第四点计划对美洲事务研究院本身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后者的继续存在提供了

新的动力,如国会于1949年8月22日宣布再把该机构存在时间延长至1955年6月

30日。栚就资本投资而言,拉美地区始终也是美国最为关注的地区之一。例如,1919
年至1948年美国直接对外投资总额是302亿美元,其中流入拉美地区123亿美元,

占总额的41%。美国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制造业和加工业。同时,在1945年至1948
年长期性对外投资142亿美元的总额中,美国政府资金占85%,其余的来自于私人

机构。栛

不过,战后美国外援重点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等其他地区成为战后接受美国

援助最多的地区,这使得拉美国家十分不满。例如,1945年7月至1949年12月,美

国政府信用贷款、赠款共计335.84亿美元,拉美地区只得到5.63亿美元。栜拉美国

家认为,该地区面临的经济开发问题同欧洲一样紧迫,它们甚至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

期间就主张关注战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战后,作为对亚非拉国家强烈要求获

得贷款和技术援助的响应,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为此专门通过了一项联合国技

术援助计划。然而,美国政府认为西欧与拉美不同,西欧的经济任务是恢复,所以美

国必须予以“援助暠,而拉美经济的关键是“开发暠,美国将以私人投资方式进行“协

助暠,而没有考虑在该地区实行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计划。直至1940年代末1950
年代初,由于马歇尔计划在西欧的顺利实施,美国希望通过金额不大的技术援助实施

一些试验性项目,来扩大美国在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因此,第四点计划的提出,在某

·77·对美国第四点计划的历史考察与分析

栙

栚

栛

栜

Document42DHTP,Vol.27,pp.362~364.
HouseReportonExtendingtheInstituteofInter灢AmerianAffairs,No.1303(S.1250),August22,1949,

p.1.
Document42,DHTP,Vol.27,pp.287~288.
“TheUnitedStatesForeignAssistanceProgramasofDecember31,1949,暠FRUS,1949,Vol.I,pp.754
~755.



种程度上也是杜鲁门政府对第三世界尤其是拉美国家的要求所做出的一种回应。

第四点计划是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正如杜鲁门所说,第四点计划在马歇

尔计划出台后,在他头脑中酝酿了两三年,它起源于援助希腊、土耳其的实践。“这两

项计划还提示了一个新的概念,这就是建立一种长期给予世界落后国家以技术援助

的计划暠,在“两年以后,这个新的概念就得到了证明暠。栙在战后美国外援计划中,技

术援助是一个重要内容。其中,经济合作署(EconomicCooperationAdministration,

简称ECA)在许多国家开展了技术援助和专家服务活动,到1949年时为此类计划拨

款达到600万美元;栚1948年至1950年上半年向希腊、土耳其提供的5.94亿美元援

助资金中,技术援助是有重大意义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援助希腊、土耳其有很强的应

急色彩的话,那么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则为杜鲁门政府下定决心在亚非拉地区推广

“小马歇尔计划暠扫除了心理障碍。白宫助手约翰·斯蒂尔曼认为,“我们能从西欧取

得的成就中得到许多鼓励。暠栛杜鲁门对第四点计划更是信心百倍。1949年11月8
日,他在一次演讲中描绘了该计划的美好前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会再

次成为伊甸园暠,从而再现尼布甲尼撒时代曾经有过的富足景象,其邻国也会因此富

裕起来。栜

虽然杜鲁门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Clifford)在其回忆录中特别强

调了第四点计划出台的“偶然性暠,认为“我们要为演说寻找一种思想,而哈迪也在为

他的思想寻找能说出来的地方。暠栞但思想根源与现实根源说明事实并非如此。美国

国务院认为,相对于需求而言,在第四点计划出现以前由政府或私人组织实施的科技

信息交流或援助计划,都是不够的。栟 总之,战后美国一直试图利用经济优势来推进

美国的“新边疆暠,并巩固已经征服的疆域。政策的变化要求新方法和新工具的出现,

第四点计划就是杜鲁门政府采取的决定性步骤,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开发从此也成为

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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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暋第四点计划的实施及影响

第四点计划倡议者对冷战逻辑的反向推演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亚洲、拉美乃至

非洲在欧洲的冷战遏制线固化后,也相继被纳入到冷战格局之中。换言之,全球冷战

“态势暠的形成不是不言自明的,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去说明和验证的命题或“假设

条件暠。虽然活动范围和成效受到政府内部意见分歧的严重影响,但技术合作署

(TechnicalCooperationAdministration,简称TCA)的职责权限在1951年底终于有

了明确的界定,它正式成为第四点计划唯一的执行机构。1951年11月30日,以负

责管理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办公室人事主任哈罗·赫尼曼(HarlowHeneman)向各

部门提交备忘录《关于第四点计划管理机构的重组》栙(正式出台时间是1951年11
月24日)为标志,经济合作署与国务院就技术援助问题“在华盛顿爆发的最激烈的官

僚政治斗争暠栚暂时平息下来。尽管这距离杜鲁门就职演说已过去近3年,距美国签

署第一个第四点计划协议也已过去整整1年。

自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首次提到第四点计划算起(国会正式拨款是在1950
年9月6日栛),到1953年9月1日技术合作署署长斯坦利·安德鲁斯(StanleyAn灢
drews)被解雇,该计划存在的时间大约有3年零7个月。一般认为,栜在这段时间

里,2445名美国技术人员在35个国家或地区实施的计划有18个类别,具体技术援

助项目有1745个;34个国家把2862名青年专家送往国外,主要是美国深造;3个财

政年度拨款共计3.11亿美元,分别是1951财政年度3900万美元,1952财政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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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灡27亿美元,1953财政年度1.45亿美元;栙受援国共提供了4.9亿美元作为项目的

配套资金。栚 以下我们对技术合作署实施第四点计划的地区标准及其原因进行具体

分析和论述。

1949年3月14日,国务院把实施第四点计划的地理范围笼统规定为“欠发达暠

和“爱好和平暠的国家和地区。栛白宫之后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认为拉丁美洲、非洲、

中东和大多数远东国家都是欠发达地区,但第四点计划不包括中国(政治形势不稳定

极大阻碍了计划的有效实施)、铁幕国家(尽管“任何情报和宣传计划也没有技术专家

的作用大暠,放弃十分可惜,但它们只能参加联合国技术援助计划)和西欧(由经济合

作署实施)。栜

1949年4月底5月初,国务院又认为,这类计划的范围不能事先就做出精确界

定,最重要的是通过实践经验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与环境。栞对于在欧洲列强的殖

民地或者属地实施第四点计划的问题,技术援助部际顾问委员会(theInterdepart灢
mentalAdvisoryCommitteeonTechnicalAssistance,简称 ACTA)于1949年7月

27日也进行了说明,认为在人口总数达2亿以上的10个托管地、60多个非自治地区

实施的技术合作计划,不管是多边还是双边的,都必须符合第四点计划的目标,这一

点对附属国家和独立国家应一视同仁。另外,由于殖民地正日益被美国视为是与苏

联开战后的物资基地和人力供应来源,但在殖民地知识分子和报界中不同程度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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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反美倾向,因此必须进行细致的宣传,避免激起殖民地人民对第四点计划立刻就

会产生巨大效果的高期望值;同时应淡化计划与美国政治和战略目标之间的联系,也

不要过多宣传计划对西欧经济复兴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栙

1950年10月10日,艾奇逊在给驻外大使馆的电报中,指示按照《国际开发法

案》进行第四点计划谈判时,要采取签署正式协议、互换照会或由驻外机构和大使馆

签署谅解备忘录等3种方式进行。相关安排必须包含可供双方选择的终结条款,例

如提前3个月给予对方通知等。栚同时,国务院认为第四点计划的一般性技术合作协

议,都要按照标准格式范本,采取美国外交使团负责人与接受国外交部长签署协议的

形式进行,而不是简单地互换照会。1950年11月7日,斯里兰卡成为第一个与美国

签署第四点计划一般性协议,即所谓“保护伞协议暠的国家。栛除了在拉美国家外,第

四点计划项目实施的时间往往要延后很多,如美国于1951年6月16日与埃塞俄比

亚政府签署了第四点协议,而实际实施的时间是1952年5月15日。栜

技术合作署在欠发达地区实施相关计划的方式有3种。一是由美国与受援国代

表组成共同委员会。1950年12月2日,美国在与巴拉圭政府达成谅解后成立了第

一个共同委员会。二是美洲事务研究院在拉美国家建立的技术合作服务机构,它是

受援国政府部门中的合作局。三是有共同资金的联合机构。另外,美国在每个受援

国都建立了由美国大使领导的美国技术援助办公室。技术合作署针对不同地区实施

第四点计划的力度也有差异,这既有数量的考虑,也有性质上的考虑。在1949年,中

东、拉美和印度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成功实施第四点计划的国家或地区。栞技术合作署

对近东地区国家给予了高度关注,为相关项目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为人均47美

分;对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则相对较少,为人均19美分;拉丁美洲得到的财政支持最

少,人均仅有12美分,而且同前两个地区相比,拉美国家只得到技术援助,美国对该

地区没有提供一般性经济援助。栟关于各地区获得的拨款分配比例,在1951财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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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拉美、远东及近东、非洲与南亚3个地区所占比例分别为37%、16%和47%。栙技

术合作署提交的《1952年技术合作计划建议》报告要求的1.18亿美元款项中,近东

与非洲占35%,南亚占8%,东南亚与远东占29%,拉美国家占19%。栚在技术合作署

1953财政年度要求的2.27亿美元拨款中,用于近东地区的占24%,南亚地区占

66%,拉美地区占10%。栛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第四点计划的资金始终存在承诺

金额、实际拨付金额和使用金额的差异,以及与其他外援计划资金、受援国配套资金

相互混杂的情况,因此很多重要数据在不同论著中有不一样的情况。

与此同时,受援国各个经济部门所得到的资金也是不一样的。由于相关档案资

料非常庞杂零散,本文试以1950年为例进行说明。1950年,第四点计划实施时涉及

到18类经济领域,包括一般经济开发项目,含农业和林业、教育、卫生和住房、资源和

工业开发项目,含水资源、矿物资源、渔业资源、交通、通信和劳工,以及援助政府活动

项目,含公共管理、财政支持、统计、水利、地质勘测与天气和社会服务。栜其中卫生、

农业与林业、工业、教育4类项目最为人关注,美国与国际机构投入的相关资金比例

占到24%、20%、9.7%和7.8%,受援国则为24%、20%、9.8%和7.8%。栞

除了以上所述的援助金额总体情况外,由于第三世界的复杂性,技术合作署援助

资金在使用上有地区差别,具体情况及原因如下:

一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到1952年底前,东南亚接受技术援助的国家或地区共

有7个,包括缅甸、台湾地区、印度支那地区、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南亚

国家共有5个,包括阿富汗、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栟 20世纪50年代

中期以前,美国一直认为此地区对世界贸易复兴进程尤其是欧洲国家十分重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开始担心中国会援助东南亚如印度支那、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共产党发动内战,因此在1950年除提供第四点计划援助外,另外

还针对东南亚启动了一项紧急援助计划。据统计,1950年6月5日至1952年6月

30日,共同安全署及其前身经济合作署在东南亚地区共使用资金330亿美元。栠朝鲜

战争爆发后,这个地区成为所谓“前线暠国家,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暠大大增加,美国

私人资本最终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兴趣。因此,对那些直接处在“共产主义威胁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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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国家的援助计划,如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菲律宾,被移交给共同安全署管

理,局势相对比较稳定的国家的援助仍由技术合作署负责。到1952年底,东南亚接

受第四点计划援助的国家只有缅甸,而南亚则有5国。印度是第四点计划重点关注

的国家之一。1952年1月初,美国与印度签署协议扩大了第四点计划项目在印度的

实施,规定1953年财政年度美国向特殊的印美技术合作基金注资5000万美元。这

项计划目的是通过对1.65万个村庄、1100万人能产生直接影响的社区开发项目,提

高印度农业生产水平,降低对粮食进口的依赖。之后各种援助项目费用都由该基金

支出,由技术合作署与印度政府共同进行管理。另外,美国也扩大了在巴基斯坦的第

四点计划实施力度,1952年援助资金达1000多万美元。栙虽然印度成为接受援助资

金总额最多的国家,但它在外交上并没有改变所谓“不偏不倚暠对待东西方阵营的立

场,并且坚决反对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

二是中近东地区和非洲。中近东地区接受技术援助国家共有9个,包括埃及、伊

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也门、伊朗和以色列。栚1950年10月19日,

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被认为是“第一个全面性的第四点计划技术合作方案暠。栛战

后,美国政府计划开采利用中近东的石油资源,以支持欧洲经济复兴进程,并缓解西

半球石油资源储备面临枯竭的困境。自1946年起,美国政府一直通过支持美国石油

公司的方法来实施这一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地区优先地位的丧失及冷战

演变成“热战暠的可能性不断加大,促使美国政府对近东地区的兴趣大增。就是在这

个时期,美国的“原材料战略暠最终成形,近东的石油资源成为美国政府最为关注的事

情。在这一地区,美国第四点计划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扩大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二

是维持地区的政治稳定。第四点计划资金中有大约一半被用来提高粮食生产。栜对

于波斯湾产油国,如沙特和科威特,美国政府一直试图稳定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并强

迫一些美国公司签署了“50/50协定暠,即美国石油公司要把它们全部营业收入的一

半用来交税。虽然这些协定加强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政治联系,但巨额石油收入使

它们有充足的资金用来配合美国的行动,第四点计划着眼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即必要

的国内政治改革在大多数情况下最终都只能成为纸面空谈。同时,为了补偿石油公

司做出的“牺牲暠,美国政府除了制定对这些公司有利的税收制度,容忍一些违反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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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法律的事件外,还通过第四点计划来支持这些公司在当地的活动。技术合作署

专家通过广泛参与当地银行、金融、税收机构的建立,以及进行地质测量调查之类的

基础建设项目建设,以各种方式向美国公司提供了帮助。

对于中近东地区不生产石油但对地区稳定有相当影响的国家,美国政府的做法

是努力维持局势的稳定。第四点计划成为支持美国稳定地区局势的最有效工具。在

非产油国,技术合作署实施了众多的技术援助项目,这些国家所得的资金大约是其他

欠发达国家的5到7倍。例如在1947年,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开始建设一条跨阿拉

伯国家、连接波斯湾油田与黎巴嫩港口设施的石油管道。1950年9月,建设工程完

工,而这时正好是朝鲜战争和美国国内关于原材料战略争论最激烈的时候。美国政

府认为,这个管道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而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的政治稳定就成

为美国外交优先考虑的目标。于是技术合作署在这几个国家实施了最为昂贵的技术

援助计划。第四点计划提供给黎巴嫩和约旦的人均金额达到2.6美元,这是援助近

东国家平均水平的8倍,是拉丁美洲国家平均水平的20倍。第四点计划在伊朗和伊

拉克的实施,是美国填补中东地区“权力真空暠的努力。当时,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

力不断下降,而反西方、亲共产党的力量在不断增强。鉴于伊朗当时的形势十分危

险,尽管遭到国会的抗议,技术合作署仍拒绝在伊朗应用第四点计划的“自助暠原则,

而是为相关技术援助项目提供了最大比例的资金,伊朗人均可以获得1.25美元。栙

非洲大部分国家或地区都或多或少与欧洲国家存在关联,美国基本上通过马歇

尔计划的渠道向非洲提供援助,换言之,所有非洲殖民地的技术援助计划实际上是欧

洲复兴计划的组成部分。因此第四点计划在非洲的实施力度很小,范围仅限于利比

里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利比亚3国。除1950年12月22日与利比里亚签

署协议之外,非洲地区只是到1951年才获得技术援助。栚到1951年底,欧洲复兴计

划获得的第四点计划的拨款,要超出美国任何其他援助计划的此类拨款。栛对于利比

亚,由于其独立地位尚有待巩固,1950年11月24日美国与该国签署的协定,是在华

盛顿和在的黎波里美国总领事馆同时宣布的。栜

三是拉丁美洲地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第四点计划提供的技术援助对拉美

国家来说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洲国家组织框架下诸

如泛美卫生局、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长期以来进行的“广泛实践暠。拉美地区作为

·48·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栜

Shenin,TheUnitedStatesandtheThirdWorld,pp.178~179.
HouseDocumentontheMutualSecurityProgram,No.561,June30,1952,p.18.
Document83,DHTP,Vol.27,p.637;WilliamA.Brown,Jr.andRedversOpie,AmericanForeignAs灢
sistance(Washington,D.C.:TheBrookingsInstitution,1957),pp.399,433.
EditorialNote,November21,1950,FRUS,1950,Vol.I,p.874.



美国的后院,接受技术合作署援助的国家数目最多,一般认为有19个国家接受了美

国技术合作署的援助。栙它们是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古巴、

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

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栚1950年第一批与美国签署此类协议的

国家是巴西(12月19日)、尼加拉瓜(12月23日)、巴拉圭(12月29日)和巴拿马(12
月30日)。栛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完全按照签署时间来判定第四点计划在不同国家的

实施情况。例如在1951财政年度结束之前,美国在没有签署协议的委内瑞拉、危地

马拉、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等国,同样已经实施了第四点计划项目。栜拉丁美洲地区

形势十分稳定,欧洲大国已被排挤出当地市场,“共产主义威胁暠也似乎遥远得多,而

且当地民族主义势力虚弱,大多数国家还面临着相当大的外贸赤字,因此美国在拉美

地区实施第四点计划不如它在中近东、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实施该计划那样紧迫和重

要。同时,美国原料生产与加工企业实际上在拉美经济中享受着垄断地位,可以任意

开发当地的资源。为了降低美国公司活动带来的消极社会和政治影响,技术合作署

在拉美实施技术援助计划时,主要关注的是解决当地最为急迫的问题,如食品、健康

和教育项目。另外一小部分项目是通过分析调查、提供建议、改善当地管理水平和基

础设施以直接支持和规范美国公司的行为。由于形势相对稳定,美国政府从心理上

认为没有必要投入太多资金,因为数十年来美国教会等非政府组织的资金在那里一

直发挥着作用。因此,第四点计划在拉丁美洲的资金投入要比其他地区少,为人均

11至15美分。截止1952年6月30日,美洲国家得到的第四点计划授权资金是

3026万美元,其他地区共得到1.77亿美元。栞其中1951、1952财政年度分别是1130
万美元和1800万美元。栟另外,美国以“自助暠为理由从拉美国家得到了很大比例的

配套资金。实际上,“公平分摊暠原则决定了当地有利于农业部门的投资结构,对于迫

切要求工业化的拉美国家经济而言产生了不良影响。与其他地区也不同的是,美国

在拉美地区实施的第四点计划项目,始终是通过1947年成立的美洲事务研究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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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尽管“没人能说,如果第四点计划没被提出的话,美洲事务研究院究竟在战后还

能存在多久?暠栙但美国国会在第四点计划被撤消后再次延长该机构存在时间的做

法,明显地反映出拉美地区在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地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技术合作署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援助目标有很大差异。

受援国家或地区接受援助起始时间的早晚、接受美援力度的大小与受援时间的长短,

与它们是否靠近冷战的“遏制线暠、拥有的战略资源对美国的重要程度,以及同美国历

史渊源和传统关系的深浅,是成正比的。就援助类型而言,尽管理论上有技术援助和

资本投资的区别,但它们实际上都是国家资本对外输出、进而获取利润或实现外交目

标的一种方式,两者在具体实施中不能也不应截然分开,尤其是在援助国与受援对象

政治经济地位处于严重不对称和冷战特殊环境中,加上之前的马歇尔计划作为先例,

美国政府尤其是国会实际上把二者都看作是一种“援助暠,是给第三世界的赠款。同

时,第四点计划下的各类援助在本质上充满着军事和政治含义,是一种对苏联的变相

遏制,这一点在朝鲜战争后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美国战略目标的变化,国会对此类

援助的拨款额也得到提高,但1948年至1955年技术合作(5%)与开发援助(7%)加

在一起也只占美国外援总额的12%左右,而同期外援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

仅为1.1%至1.7%。栚尽管在实施过程中,美国政界学界也不时有人认为技术援助

并不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最好工具,但第四点计划取得的经验教训,是1960年代美国

推出各种发展援助计划的重要垫脚石。

三暋执行机构的变化与第四点计划的历史命运

自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以来,第四点计划可以说一直是命运多舛。作为其

法律基础的《国际开发法案》明显具有的妥协性,以及技术合作署与经济合作署、美洲

事务研究院在相关职权划分上自始至终存在的“剪不断,理还乱暠的关系,都对第四点

计划的最终执行效果产生了深刻影响。限于篇幅及研究目标的考虑,本文着重讨论

国际形势变化和白宫易主对第四点计划执行机构演变及其历史命运的影响。

(一)从技术合作署到共同安全署(经济合作署):《1951年共同安全法案》

第四点计划执行机构的名称第一次发生变化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朝鲜战争

爆发以前,美国政府实施第四点计划,主要旨在通过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第三世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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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保持政局稳定而达到维持冷战“遏制线暠稳定的目的;朝鲜战争爆发后,杜

鲁门政府认为这是苏联集团改变冷战战场、武力夺取第三世界的开始,在“战争来临

的前夜暠,再主张《国际开发法案》中规定的长期性人道主义目标,已是一种奢望。在

这种形势下,既保住第四点计划又能顺利获得国会拨款授权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整个

外援计划改头换面,依托国会出台的新法案,以“共同安全暠的新标签为第四点计划找

到出路。

1951年6月26日,共同安全计划法案草案被提交给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经过大量听证及对相关研究报告进行分析后,出台了一部替代性法案,即 H.

R.5113。此法案统一了以前所有的外援计划,包括《国际开发法案》。8月10日,委

员会主席民主党人詹姆斯·理查兹(JamesRichards)提出建立一个脱离国务院的内

阁级别的管理机构———共同安全署(MutualSecurityAgency,简称 MSA)。8月17
日,众议院以260票对101票通过此法案。8月31日,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以61票

对5票通过法案。但政府和国会中关于新机构和拨款规模的争论仍在进行。9月27
日,作为对参议院同意增加经济援助资金的回报,众议院同意废除建立单一外援机构

的想法。1951年10月10日,杜鲁门签署了 H.R.5113,即《1951年共同安全法案》

(第165号公法)。栙

尽管在法案通过之前,共和党议员如塔夫脱坚决反对以增加美国纳税人负担和

在全球向所有人提供完全免费的援助,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栚有人甚至引

用刊登在1921年5月8日《真理报》上的斯大林的讲话,指出第四点计划的“原创者暠

是苏联人。栛 但是,由于共和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如共和党籍众议员乔治·米德

(GeorgeMeader)认为防御永远不能赢得遏制共产主义的胜利,“一盎司行动抵得上

十吨口舌之争和宣传暠(被称为“米德的抉择暠),栜加上民主党议员和社会名人的极力

维护,如众议员亚伯拉罕·瑞比可夫(AbrahamRibicoff)认为,“这类援助(共同安全

法案)并非赏钱……我们不是在扮演圣诞老人,或在策划拯救其他民族的圣战。我们

是在拯救自己暠,栞没有计划像第四点计划“那样在知识界受到欢迎暠,栟最终使第四点

计划及技术合作署在新成立的共同安全署(经济合作署)中被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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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共同安全法案》共有5章,其中涉及到第四点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1.
法案目标是“通过授权向友好国家提供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增强自由世界的共同

安全及个体或集体自卫能力,从这些国家安全和独立利益及美国国家利益角度出发

开发这些国家的资源,推动这些国家有效参与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进而达到维护安

全和实现美国外交政策暠。2.授权总统任命一位行政官员担任共同安全办公室负责

人,代表总统“对各种援助计划进行持续监督和总体指导暠,负责“分配和掌管所有此

类资金暠,但不包括进出口银行。3.撤消经济合作署正副署长、美国驻欧洲正副特别

代表办公室,建立共同安全署,由共同安全办公室负责人担任署长。在1952年6月

30日经济合作署到期废止后,共同安全署署长开始正式履行其职责。4.法案没有

任何修改《国际开发法案》第412条款,以及修改关于《美洲事务研究院法案》的规

定。栙1951年11月1日,第10300号行政命令对管理授权做了进一步澄清,如第四点

计划要按照《1951年共同安全法案》501条款规定,服从共同安全办公室负责人的“协

调、指导和监督暠,之前的第10159号行政命令因此做出相应修改;按照规定,共同安

全署可被认为是经济合作署的“继承者暠;废除1950年1月27日第10099号行政命

令,撤消同年12月19日组建的国际安全事务委员会(InternationalSecurityAffairs

Committee,简称ISAC)。栚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为了适应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新需要,共同安全署的建立

具有较明显的整合美国资源和修正美国外援计划的意图。经济合作署虽被废止,但

其职能在共同安全署中继续存在了两年,直至1953年6月才正式被取消。虽然第四

点计划仍归国务院管理,但在管理体制和具体目标上也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一是

协调职责由国际安全事务委员会转到了总统行政办公室共同安全负责人(Director
forMutualSecurityintheExecutiveOfficeofthePresident)。国际安全事务委员会

是国务卿按照总统指示于1951年1月建立的,负责所有外援计划的“协调和指导暠,

其成员由来自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经济合作署的代表和总统特别助理威廉·艾

夫里尔·哈里曼组成。栛由于政府和国会都认为该委员会实际作用不太大,因此共同

安全法案规定,第四点计划是整个共同安全计划的组成部分,国务院对它的管理要接

受“总统行政办公室共同安全负责人的持续监督和总体指导暠。栜 共同安全署在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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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办公室办公,并受邀参加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栙二是经济援助资金

只提供给那些符合美国安全利益的项目。法案规定,《国际开发法案》的目标“包含了

1951年共同安全法案的目标暠。从那一刻开始,技术援助的对象可能就不是那些需

要的国家,而是有助于“增强自由世界的共同安全或相关国家防御能力暠的国家;技术

援助必须被用来开发当地资源,但不是为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是为了美国的

国家利益。“如果遭到攻击,对于那些希望能保卫自己家园的国家来说,该法案将向

它们的军队提供军事装备。该法案还将向这些国家用于共同保卫自由而生产枪炮坦

克的工厂提供原材料和生产设备。对于想增强实力和维护独立的欠发达地区人民而

言,该法案将向他们提供技术人员与书籍、化肥与种子、灌溉和医疗设备等许多其他

物资。暠栚《国际开发法案》也按照以上规定进行了修改。关于具体拨款数额,尽管政

府在提交立法草案时就“没有具体要求给予第四点计划或技术援助的数额暠,“仅仅是

把它们作为整体经济援助资金的组成部分,以此来区别纯粹的军事援助暠,栛但以

1952年3月6日杜鲁门在广播中建议的共同安全计划拨款(总额79亿美元)为例,

其中有2/3(50亿美元)以上将用于直接的军事援助,17亿美元用于“防御支持暠,即

把原材料(如钢铁)和机器赠给其他国家制造枪炮,而不是直接给现成的武器,大约有

6亿美元用于经济和技术援助。栜

另外,新的管理结构也没有严重影响技术合作署的日常工作。由于技术合作计

划只是共同安全署一个花费较少、较不受关注的援助项目,杜鲁门时期的共同安全署

署长哈里曼不可避免地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大规模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计划上,技

术合作署则可以自行管理自己的问题;在管理范围划分上,在技术合作署进行技术援

助的地区,共同安全署不会进行同样的工作,国防部也不干涉其他地区的经济事务。

按照共同安全署“一个国家,一个机构暠的原则,技术合作署把它的“势力范围暠涵盖到

拉美所有国家、南亚的尼泊尔、斯里兰卡、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中近东的所有阿

拉伯国家、伊朗和以色列,以及非洲的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共同安全署则

主要负责远东、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包括缅甸、台湾地区、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菲律

宾和泰国。栞

在管理范围划分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在东南亚,由于被撤消的经济合作署的一个

重要特征是在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的海外领地(包括许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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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国家及所有非洲殖民地)已经实施了大规模的技术援助计划,这些计划与第四点

计划保持了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且由于美欧此类计划在目标上不存在明显差异,因而

是我们考察第四点计划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1949年底到1950年4月,美国接连

派出杰塞普使团(theJessupMission)和格里芬使团(theGriffinMission)赴东南亚

就经济援助问题进行调研。由于欧洲宗主国如法国明显缺乏在其殖民地实施第四点

计划的兴趣,而更愿意利用马歇尔计划的资金和1948年援华法案的剩余资金。1950
年5月,总统紧急基金被用来在法属印度支那,即柬埔寨、老挝、越南组建第一支技术

与经济问题特别小组(SpecialTechnicalandEconomicMission,简称STEM)。随后

其他小组被派往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技术与经济问题特别小组计

划时常被用来描述对东南亚的援助。暠栙技术与经济问题特别小组计划在越南、老挝、

柬埔寨和泰国较为广泛地实施了改善农业、教育、卫生、交通状况的项目。栚1950年

11月16日,国务院与经济合作署对第四点计划与技术与经济问题特别小组计划的

职责范围进行了划分,包括技术合作署负责技术与经济问题特别小组计划没有直接

涉及的经济计划,如教育和各类管理服务计划,技术与经济问题特别小组计划涵盖所

有同防御有关的经济援助计划。栛1951年在经济合作署基础上成立的共同安全署接

手对技术与经济问题特别小组计划的管理权,这样台湾地区、菲律宾和几个欧洲国家

在非洲的殖民地也被加入到这个名单里。

(二)从技术合作署、共同安全署到援外事务管理局:《第7号重组计划》

在很大程度上,第四点计划执行机构名称的第二次发生变化源于个人因素。这

方面影响最大的是1952年艾森豪威尔成为白宫新主人。对于第四点计划来说,新总

统的政策措施对其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决定性的。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艾森豪威尔揭开了政府内外对第四点计划不满的盖子,破坏了计划能得以

存在最为重要的民意和社会基础。可以说,政府内外对第四点计划的批评之声自始

至终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这些声音在杜鲁门时期被压制着,或者没有适当渠道表达

出来。洛克菲勒的辞职,以及亨利·贝内特(HenryGarlandBennett)接班人的任命

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内部对第四点计划的不满和失望情绪。1951年11
月5日,杜鲁门正式接受了洛克菲勒辞去第四点计划官方顾问机构———国际开发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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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委员会(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dvisoryBoard,简称IDAB)主席的职务。栙作

为商界精英代表、美国技术援助计划的积极倡导者,洛克菲勒就职不足1年即主动辞

职,在某种程度上就预示了第四点计划前景堪忧。同年12月22日,技术合作署署长

贝内特的坠机事件,“使技术合作署在关键时刻失去了一位有能力的领导人暠,栚第四

点计划的前途更蒙上了浓重的阴影。12月31日,杜鲁门在给首创“吃饭共产主义暠

术语、全国农民协作委员会主席大卫·布鲁克斯(DavidW.Brooks)的信中,称贝内

特的死“是几乎无法弥补的损失暠,栛“找到像贝内特这样的人非常困难。暠栜之后在数

月时间里,政府一直没有正式任命贝内特的接班人。1952年2月14日,作为对本杰

明·哈迪遗孀克里斯汀在2月6日信中提到的,因长时间没有公开任命继任署长而

“大为不解暠,是否其丈夫一直为之奋斗的第四点计划本身正处于“危险状态暠疑问的

答复,杜鲁门在回信中说已暂时任命国务院官员乔纳森·宾厄姆(JonathanB.Bing灢
ham)为代理署长。栞在1952年3月25日电报中建议总统任命密歇根州立大学校长

约翰·汉纳(JohnA.Hannah)为第四点计划负责人未果后,栟4月17日,艾奇逊在

备忘录中建议任命阿肯色州农业专家、国务卿特别顾问斯坦利·安德鲁斯为技术合

作署署长。栠1952年6月9日,乔纳森·宾厄姆被任命为副署长。栢 1953年1月13
日,安德鲁斯在给杜鲁门的信中表示自己是“带着很大忧虑和些许不乐意暠接受此职

的。栣1月16日,杜鲁门在回信中对于应自己的要求,在最困难最悲剧时刻承担署长

之职的安德鲁斯表示感激。枮爜爦

社会各界对第四点计划提出了各种质疑,例如雇员薪酬太高(2年服务期要花

2灡7至5万美元)、冗员太多(1096名政府雇员为1443名驻外人员服务)、授权的现场

项目执行不力(仅占总数的60%到70%)、没有花掉的余款太多(1952、1953财政年

度提供包括特别经济援助在内的3.07亿美元只花掉了约1.75亿美元,占总数的

57%)、签订协议的时间太长(12到16个月)、滥用资金、某些受援国在公平分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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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一毛不拔,以及技术援助在不断变成经济援助,“所谓的技术援助,其‘技术的成

分暞被降到最低程度,而‘援助的成分暞则被最大化暠,成为了纯粹增加预算和填补美元

短缺状况的财政援助。栙尤其让共和党人恼怒的是,行政部门违反“德沃夏克修正案暠

(DworshakAmendment)的规定,印刷了大量小册子宣扬第四点计划的成绩,他们公

开指责这是企图影响总统大选的结果。技术合作署认为这些小册子只是信息资料,

但国会认为这就是在宣传,应该予以阻止。栚批评声音传到本来就对第四点计划不满

和“吝啬暠的国会后,预示着指望国会能延长第四点计划拨款期限的前景极为黯淡。栛

其次,艾森豪威尔本人对欠发达国家问题的态度,最终决定了第四点计划的历史

命运。在冷战初期,关于第三世界在冷战中的地位,美国决策层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但对于是否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尽管杜鲁门出于个人政治考虑比较热心

此事,美国精英阶层实际上对此问题一直存在着分歧,不认为这是美国的道德义务。

艾森豪威尔政府首届任期实施“贸易而非援助暠的政策实际上就反映了这种情绪。另

外,与上届政府奉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同的是,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期间就不止一次

说过,由于美国有巨大的预算赤字,“不可能永远作世界的圣诞老人暠。他誓言削减对

外援助尤其是经济援助,更多地依靠私人而不是政府渠道展现美国的经济权力。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的个人行事风格,更重要的是,为了赢得共和党内国际主

义者的支持,同时也需要某些工具执行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艾森豪威尔

执政后并没有马上对第四点计划“开刀暠,相反还采取了有利于第四点计划的举措。

例如,他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新政府可能会延续作为外交政策有机组成部分的第四点

计划;他也没有接受安德鲁斯的辞职,技术合作署其他高级官员的职位也得到保留;

前明尼苏达州州长哈罗德·斯塔森(HaroldE.Stassen)被任命为共同安全署署长来

接替哈里曼,而斯塔森似乎一直在支持第四点计划;政府比民主党为第四点计划从国

会争取到更多拨款。但这些措施只是新政府的权宜之计,第四点计划的目标、任务、

名称的改变已难以避免。1953年5月18日,安德鲁斯告诉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

他的上司要求他不要像过去那样频繁使用“第四点计划暠这样的词了,虽然他没有被

命令丢掉该词,但命令以迂回的方式建议他对此词保持低调。作为必要的铺垫,艾森

豪威尔还指示建立了由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主席的政府机构顾问委员会(Adviso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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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CommitteeonGovernmentOrganization),负责研究“尽可能减少国务院‘执行暞

之责暠、把所有外援计划统一到单一机构(军事援助除外)等问题。栙

1953年6月1日,根据政府机构顾问委员会的建议,艾森豪威尔依据《1949年重

组法案》向国会提交《建立援外事务管理局:1953年第7号重组计划》。栚重组计划主

要包含以下内容:1.援外事务管理局 (Foreign OperationsAdministration,简称

FOA)局长、副局长由总统任命,并要得到参议院批准;在该局内部设立6个新的办

公室。2.将《1951年共同安全法案》赋予共同安全署署长的权力移交给管理局局长,

撤消共同安全署,撤消技术合作署署长、副署长办公室。3.将管理美洲事务研究院的

权力从国务卿移交给管理局局长。4.管理局局长是国际货币与金融问题全国顾问委

员会成员。5.重组计划在60天后生效。这样,按照该计划的规定,技术合作署、美洲

事务研究院和共同安全署被统一合并到援外事务管理局。同日,作为过渡措施,总统

第10458号行政命令把控制和监督技术合作署的职责交给了共同安全署署长斯塔

森。重组计划按规定在8月1日正式生效。栛但第10458号行政命令通过向政府各个

部、署负责人送交备忘录的形式,把重组计划大多数内容都立即实施了。栜1953年7
月底,援外事务管理局开始运作。共同安全署署长斯塔森被任命为援外事务管理局

局长,负责各种援助计划及按照《巴特尔法》规定管理与共产党国家战略贸易等事务,

但贷款计划仍由进出口银行负责,军事援助计划仍是国防部的职责。9月1日,技术

合作署作为援外事务管理局内部一个组织机构停止运作,表明第四点计划实际上已

经不复存在。尽管之后美国政府和国会文件中仍不时出现“第四点计划暠之类的词

语,《国际开发法案》仍对美国技术援助计划发挥着某种指导作用,但在援外事务管理

局框架下(建立了欧洲、中东、亚洲和拉美四个地区局),技术援助的目标、任务和方法

已全面改变。例如,技术援助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安全;具体规划是把各种外援形式包

括军事性质的援助捆绑在一起在地区层次上进行;商人和军人取代了技术专家成为

地区主管。

虽然《1951年共同安全法案》把第四点计划划归到共同安全署管理,但实际上技

术合作署始终是直属总统管理的一个半独立机构。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第四点计划

马上就要面临国会法案规定不再后续(1953年6月30日以后)拨款的窘境,而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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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政府又没像对待美洲事务研究院那样,栙向国会提出申请挽救它,加上第四点计划

本身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端,援外事务管理局取代共同安全署、技术合作署是

不可避免的。

结暋暋论

第四点计划有着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它并非是“给每个霍屯督人一夸脱

牛奶暠的计划,而是“冷战的技术专家前线暠。尽管思想“超前暠,有点“生不逢时暠,但第

四点计划的技术援助同北约这样的军事条约组织一样,仅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

这枚硬币就是坚信植根于美国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最终会扩展到全世界。

第四点计划是经过美国外交决策者周密研究之后出台的。在遏制“共产主义扩

张暠的“冷战共识暠下,争论只是集中在是应关注短期目标,即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

和日本的经济复兴,还是长期目标即第三世界的开发,与短期目标并重;是要静观其

变,让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助、自由企业制度和国外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手段,还是美

国政府采取主动措施,如提供援助,从而影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或外交倾向;在

新的国际环境下,尤其是在朝鲜战争后“重新武装暠口号的影响下,援助是应侧重包括

防御支持在内的军事援助,还是经济技术援助,援助资金的数额又应该是多少;伴随

经济进步而来的社会调整和变革是会使当地共产党人更有机可乘,还是会带来政治

稳定等等。虽然肯尼迪政府最终把对第三世界的开发援助确定为长期性国策,但显

然杜鲁门政府尤其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是这样期许的。

谢华:山西行政学院教师、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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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青年会的起源
与北美协会的“世界服务暠

赵怀英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基督教青年会起源于英国,旨在以宗教活动改善青年人的生活,应对工

业革命带来的道德危机。19世纪中期传入美国后发展成以“德、智、体、群暠四育为主的社

会活动机构,在道奇、洛克菲勒等企业家的扶持下,它建立了庞大的会所,并开展“世界服

务暠,成为在海外推行“美国生活方式暠的重要力量。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活动主要是

通过社会服务项目改造社会生活。它推行的社会教育、公共卫生、现代体育等许多事业

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随着基督教青年会本土化的发展,美国干事“中国基督化暠的

使命最后以“基督中国化暠而告终。

关键词:美国社会与文化 宗教 基督教青年会 美国模式 世界服务

基督教青年会(TheYoungMen狆sChristianAssociation简称Y.M.C.A),是一

个有着16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很活跃的全球性的宗教社会团体。基督教青年会诞

生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是19世纪席卷英美的第二次宗教大觉醒的产物。最

初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以宗教活动改善都市青年人的精神生活,应对工业革

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道德危机。19世纪中期传入美国,从一种单纯的宗教团体,发

展成以“德、智、体、群暠四育为程序的、专业化的社会活动机构,并具备了典型的美国

特性。在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代,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也加入了海外传教的热

潮,开展 “世界服务暠,成为在海外推行 “美国生活方式暠的重要力量。到20世纪中

期,北美协会已经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欧洲的32个国家的大中小城市建立



起了青年会。栙 中国是北美协会继日本、印度、锡兰、巴西、墨西哥之后,第6个派出

干事的国家,经过多年的经营,基督教青年会成为中国城市不可缺少的社会团体。到

20世纪3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主席穆德宣布,世界上50多个国家有青年

会运动,其中4个国家的青年会最为发达,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栚 在1950年之前,中

国基督教青年会一直是北美协会世界范围内众多的海外分支机构之一。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属于世界青年会运动的一部分,更是由美国移植而来的

外来组织,并隶属于北美协会的领导。不仅开创青年会的人才、资金、思想来自美国,

甚至各地会所大楼的建筑材料都直接从美国运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

江文汉曾说,“中国的青年会,一方面是世界协会的团体会员,另一方面又是世界学盟

的团体会员,但它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还是北美协会,因此它和北美协会的关系是极其

密切的,而且是经常的。一切会议记录和事工报告、旅行报告,都要制成副本寄往纽

约,一切重要决定都必须用函电向纽约请示。中国的青年协会,在过去,实质上是北

美协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暠栛

近年来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出版了一些相关的论著,探讨大

多集中在青年会对中国近代社会现代化作用问题上。本文试图对基督教青年会的起

源和北美协会的“世界服务暠进行历史的考察,以期加深对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

一暋 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

1844年6月6日,在伦敦市区的一个布店里,年轻的店员乔治·威廉(JohnWil灢

liams,1821~1905)聚集了来自其他商店的12名店员,在楼上狭小的寝室里,讨论

成立一个专门为城市年轻人服务的基督教团体,“通过宗教服务来改善青年人的精神

生活暠。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最初的12个会员,分别来自不同的

教会:圣公会、公理会、卫理公会 、浸礼会,所以青年会从一开始就是超越教派的(in灢
terdenominational),这成为它的主要特征之一。当23岁的乔治和他的同伴们在筹

划基督教青年会时,肯定没有想到他们正在创造历史。1894年青年会50周年纪念

日,维多利亚女王认为乔治·威廉有功,授以勋爵,并因为他对人类服务的杰出贡献,

·69·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SherwoodEddy,ACenturywithYouth敽A HistoryoftheY.M.C.A.from1844to1944(Association
Press,NewYork),1944.p.92.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1885~1935)》,(非正式出版),第114
页。
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

辑》第19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页。



得以在死后葬在英国“最伟大的战士暠纳尔逊勋爵(LordNelson)和惠灵顿公爵(the

DukeofWellington)的墓旁,享受国葬的殊荣。栙

作为一个专门为城市青年服务的宗教团体,基督教青年会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人

们应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普遍的现代性危机的特殊努力。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策源

地,最早遭遇到了从传统乡村生活向现代都市文明剧烈而痛苦的转变。农业革命把

农业工人赶出了土地,大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又使人们不得不离开家园到都市的工厂

谋生。愉快的田园生活已成过去,工厂林立的烟筒里冒出的黑烟和污垢让英格兰成

了一个“黑色的国家暠,拥挤的城市和肮脏的贫民窟是现代文明的伴生物。成千上万

的年轻人和威廉·乔治一样从乡村涌入城市寻求自己的梦想,可是面对恶劣的居住

环境,单调繁重的工作条件,传统道德的涣散,心智未成的年轻人最容易成为社会道

德堕落的牺牲品。威廉和他的同伴们找到了一个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在

初创时期,他们把租用的房间布置得极具吸引力,阅览室提供各种报纸杂志供大家阅

读,定期举行主题演讲和开办各种课程,周末的查经班鼓励年轻人参加并引领更多的

人信仰基督。青年会成为年轻人的“家外之家暠。赖德烈曾经说过,“基督教青年会诞

生于伦敦,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状态的经济力量———我

们称之为工业革命———正是从此开始,并在下个世纪席卷全球。以下事实恐怕不只

是巧合:在基督教青年会还在它的幼年的时期,也是在这个城市,基督教信仰刺激着

威廉·布斯(WilliamBooth)开始创立救世军(SalvationArmy),努力使人们不至被

工业社会制造的渣滓泥沼吞没;也是在伦敦,卡尔·马克思正在撰写《资本论》,以热

切的反叛的笔触描述他所看到的现象,充满自信地对当前情势给出历史和哲学的解

释,并描绘出一个能够实现根本救治的方案。青年会是一群店员在福音运动的激励

下,联合起来致力于年轻人的自我提升。暠栚

基督教青年会以宗教活动来增益青年心智的做法,体现了英国社会长期以来的

清教传统,勤俭、自律、自助、上进的精神和理念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主流的社会价值

观,威廉等年轻人以宗教来担当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卫士的理念自然会得到资本家的

支持,维多利亚女王对威廉事业的高度认可,也正是因为基督教青年会为人类应对从

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一条积极有效的途径。随着工业革命

的扩展,基督教青年会也很快风靡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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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暋 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模式

在1851年伦敦水晶宫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上,来自北美的年轻人得以接触和了

解到基督教青年会,并在会议期间参观了伦敦青年会的会所,他们很快被吸引。青年

会把有效的宗教工作和着重为年轻人提供一个更好环境的人道主义社会公益服务结

合起来的做法,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美国之后,他们立刻开始着手开展相同

的工作,1851年,蒙特利尔和波士顿青年会几乎同时成立,接下来其他几个城市很快

也相继成立了青年会。1854年,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22个城市青年会的代表在布

法罗联合成立了北美协会(TheY.M.C.A.oftheUnitedStatesandCanada)。

1855年,来自大西洋两岸9个国家的近100名青年会代表齐聚法国巴黎,宣告

成立“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暠(TheWorldAllianceoftheYoungMen狆sAssocia灢

tions),并于1878年设立办事处于日内瓦。巴黎会议通过声明,宣布各国青年会联

合组成世界协会,团结合作,但同时在各自的组织和运作模式上保持完全的独立。

美国虽然不是青年会的发起国,但却是青年会发展最具活力的国家,并逐渐在世

界协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到1949年,青年会遍布世界上70多个国家,共有7869个

青年会,会员359.8441万人,其中1/6的青年会和2/3的会员在北美。栙 除了数量上

的优势,美国影响力的体现还在于,美国人担任世界协会的“国际委员会暠会长的时间

是最长的。而且由于健全的组织、完善的理念和雄厚的财力,美国青年会为形成阶段

各色各样的世界青年会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各国青年会基本上都采用了美

国青年会的模式。栚

基督教青年会传入北美之初,基本上还是以福音传道为主要形式,各地青年会服

务程序纷繁多样,服务对象也没有明确的年龄、阶层和性别的界限,服务内容更没有

统一的标准。但是在美国内战之后,城市青年会组织已经遍布全国,而且逐渐采取了

相当一致的模式:以会所为中心,聘用专职的干事,并在会所中提供四育项目,成为专

门为青年人服务的社会活动机构,而不再像伦敦青年会那样是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

这一模式主要来自纽约青年会的榜样。纽约青年会的总干事罗伯特· 麦克班尼

(RobertMcBurnoy)是一位能干和富有宗教热情的爱尔兰裔年轻人,他在纽约青年

会负债累累、面临解散的困难时期进入青年会工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程序,使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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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会重焕生机。这就是著名的 “德、智、体、群暠四育(thespiritual,intellectual,

social,andphysicalneedsofyoungmen)。1866年纽约青年会明确宣布:“青年会之

内容,为德育、体育、智育、群育诸部。盖所以求完人之幸福,使身、心、灵具臻理想之

发达也。暠栙坚持以基督教信仰为根基,以德智体群四育为程序,让青年人养成如耶稣

基督那样的完全人格,成为纽约青年会的明确宗旨。四育之中麦克班尼尤其提倡体

育,因为唯有健全的肉体,可以振兴健全的精神;德育即基督教信仰是身心健康的源

头活水,如果没有了基督教信仰,则其他三育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为了使四育程序得以实施,1869年,纽约青年会在第23大街上建起了高大华丽

的会所大楼,麦克班尼本人构想和设计了这一伟大建筑的每一个角落。一层是极具

吸引力的接待大厅,在7个方向对不同的部门开放。其他各层分设阅览室、会议室、

健身房、礼堂、宿舍、教室等,“德、智、体、群暠各部分立而又统一,设施一应俱全,会所

成为年轻人真正的“家外之家暠。“第23大街上的新建筑暠成为每一位路过者都不得

不驻足光顾的场所。纽约青年会的会所为内战后几十年间迅速出现的其他青年会提

供了灵感和可参照的范式,为他们所仿效,也成为后来北美和遍及全球的其他会所

大楼的标准模式。到20世纪40年代,全世界共建成1000多所青年会会所,资产总

值达2.5亿美元。栚

固定的会所和以会所为中心的服务程序意味着需要雇佣专职的工作人员,这些

工作人员被称为“干事暠(secretaries),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青年会干事成为一种

专门的职业。干事不仅是各领域的“职业教育家暠,组织者和管理者,更是募捐高手。

他们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和有钱人建立起密切、长久的个人联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

提供会所建筑所需的巨额资金和维持青年会工作的大笔预算。

在北美青年会的历史上,频频出现如道奇、卡内基、洛克菲勒等鼎鼎大名的垄断

资本家的身影。这些大企业家不仅长期以捐助资金的形式积极扶持青年会,更是青

年会事业的参与者和决策者,因为他们往往都是青年会的会员,并长期担任各地青年

会的会长,组成青年会董事会的董事。以麦克班尼时期的纽约青年会为例,威廉·道

奇 (WilliamE.Dodge)从1865年开始担任纽约青年会的会长,他曾经写下了第一份

会员名单:詹姆斯·斯托克斯(JamesStokes)、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灢

velt)、J.皮尔庞特·摩根(J.PierpontMorgan)、詹姆斯·平肖(James W.Pin灢
chot),以及在那个时代同样知名的其他商界和教育界的领袖。不久,声名显赫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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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斯·布雷纳德(CephasBrainerd)、科尼利厄斯 ·范德比尔特(CorneliusVander灢
bit)、吕西安·华纳 (LucienWarner)、阿尔弗雷德·马林(AlfredMarling)等几乎所

有商界领袖都位列其中。纽约青年会会所大楼的建成从始至终都体现了这些大企业

家对青年会事业的热情参与。最初是董事会的成员J.P.摩根(J.PierpontMorgan)

富有洞察力地指出,大都市的年轻人是不会被吸引到教堂顶层的老式旧房子里去的。

他倡议在纽约进行了一项社会调查,调查对象主要针对青年人经常出入的娱乐场所,

结果令人震惊,形形色色的娱乐业形成了一个充满诱惑的大漩涡,足以把年轻人引入

堕落和罪恶。以摩根为代表的青年会董事们认定,要接触到大都市里的年轻人,把它

们吸引到基督教青年会这个干净健康的场所,必须要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对工业城

市诱人的邪恶具备强大反吸引力的 “家外之家暠,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庞大的、

有吸引力的、并且是特别设计的会所大楼。会所建筑的预算共48.7万美元,这在当

时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这主要归功于会长道奇的努力,他本人就捐出了7.5万美

元。威廉·道奇本人自从1865年成为纽约青年会的会长之后,开始了一个“慷慨的

具备政治家风格暠的服务,这一服务在以后的80年中一直持续:他的儿子汽车大王克

利夫兰·道奇和孙子克利夫兰· E.道奇都曾经担任纽约青年会董事会的董事,后者

在20世纪40年代是纽约青年会董事会的主席。

德智体群四育项目的发展、会所的建成,使青年会在美国逐渐成为高度组织化和

专业化的社会活动机构,分部门专业化经营法(specializeddepartmentalization)开始

形成,四育项目分别由专业的干事负责,形成了德育部、智育部、体育部、群育部等诸

部门。

像伦敦青年会一样,青年会在美国最初也是主要为城市里中低收入的年轻人服

务,但后来美国青年会逐渐增生扩散到更加宽泛的职业范围。学生、铁路工人、军队

中都建立了青年会,后来还有海军、工业工人、黑人青年会等众多的分支。其中最有

生气和影响力的当属大学里的学生青年会。

与英国青年会不同,美国的青年会在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中间扎根,并在19世纪

80年代以后的近半个世纪里成为大学校园里志愿宗教生活的主要渠道。19世纪末

风靡北美大学校园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暠(theStudentVolunteerMovement

forForeignMissions)就是产生于学校青年会的推动,这一运动提出了鼓动人心的口

号———“这一代使世界基督化暠(theevangelizationoftheworldinthisgeneration)。

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不仅成为北美青年会海外服务的优秀干事预备队,也成为各

传教团体招募传教士最有效的渠道。它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末美国教会的宣教奋

兴,更推动了传教运动的大众化和平信徒化。从大学生中招募传教士大大提升了海

外传教士的品质,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海外传教事业充满了开拓精神。据

·001· 美国研究



统计,从1886年到1945年间,共有2.05万名学生志愿者奔赴海外传教。栙 其中大都

是大学青年会的会员。

这样,从伦敦传播到北美的青年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在美国深深扎根,并得

以最广阔的发展,具备了典型的美国特性。赖德烈将这些特性概括为:它是为年轻人

服务的团体,起初主要是为城市里的年轻“白领暠职员。它是基督教新教团体,但是超

越教派的限制,是平信徒的组织。在经济上依赖于从19世纪的现存社会经济政治秩

序中获益的,支配国家工业、商业、金融的大资本家集团。栚

在考察北美协会的世界服务的时候,可以发现这些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

海外工作的特点,并影响和规定了最终的结果。

三暋 北美协会的世界服务

正如基督教青年会本身是宗教大觉醒的产物,北美协会的海外工作也是19世纪

末美国海外传教大潮中的一朵浪花。关于这一点,赖德烈作为资深的基督教历史学

家,在其《世界服务》一书中也开宗明义地指出:“基督教青年会是福音派新教会觉醒

的产物,它的传播是与新教差会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播是基督教新教

传教事业的一个专门形式(aspecializedform),因此也使它的传播具备了与众不同

的特征和结果。暠栛

与海外传教的众多差会相比,青年会当然是后来者,所以尤其在初期传教士的支

持是青年会在海外传教区域立足的基础。北美协会清晰地界定自己的海外服务的工

区仅限于服务年轻人,超越教派的性质使它在海外成了基督教团结的象征。美国国

内的学生青年会和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发达,为青年会派出优秀的干事提供了有效

的网络和途径,并使青年会事业充满活力。新颖的德智体群四育项目和高大华丽的

会所对异国土地上的年轻人充满了吸引力,美国国内雄厚的财力和志愿捐助的宗教

传统使大资本家成为青年会海外事业的强大后盾。金钱的力量为青年会的精神事业

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证。

为了取得众多的海外传教团体的认可和支持,北美协会海外事业部从一开始就

确定了海外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没有所在国传教差会的邀请,青年会不能派遣干事

到任何国家去开展工作。北美协会海外工作的政策初步定为“在海外传教区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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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植入一个拯救和发展年轻人的特殊工作,这一工作附属于北美协会并依照北美大

陆上青年会工作的路线开展,包括保持它与新教教会的强大和恭敬的联系。暠栙在

1891年的堪萨斯会议上,这一政策得到重申,而且明确规定,青年会在海外的工作必

须限定在依照北美青年会的模式,开展为年轻人服务的专门事业(specializedenter灢

prise),而不是一般传教团体从事的工作。“青年会不能派出‘普通的传教士暞……在

海外工作的美国干事应该像国内一样,和当地的福音传教士以及教会牧师和谐相处,

并力求以各种方法,赢得他们的同情和合作。暠栚北美协会希望这一点非常清楚,像别

处一样,青年会不是各教会的竞争者或者一个新的教派,只是作为教会的补充,是他

们的臂膀。这样,在海外工作中,海外的传教团体也都负有帮助青年会干事开展工作

的责任,干事遇到重大决策和问题要和当地传教士领袖咨询商议。

除了与海外传教团体的合作,本土化也是北美协会自始至终坚持的原则。1891
年的堪萨斯会议同样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经由北美协会负责派出和资助的任何美

国人到国外的首要目标,是按照青年会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去训练和培养本土的年轻

基督徒,并且使青年会在异国的土地上扎根成为本土的自立的组织。而不是为美国

青年会在那里的工作打基础……暠栛 除了坚持训练本土干事和本土董事会的责任,

经济“自养暠是很明确的。在原则上,财政资助只限于北美干事的工资和特殊事工

(SpecialProjects),组建和维持青年会日常工作的开支都要由当地城市自筹。会所

建筑的经费由北美协会负责筹募,但购买地基的费用要由当地承担。

由于资金和人员的限制,以及对北美协会内部对青年会工作性质的分歧,北美协

会早期对海外工作非常谨慎。从1889年到1897年,依次向5个国家派出了干事:日

本、印度、锡兰、巴西、中国。从1898年开始,穆德成为北美协会学生部和国外事业部

的主要负责人,海外工作开始急剧扩张,这一势头一直到维持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

之前。1898年国外事业部的干事一共13人,预算28087美元,到1924年,在海外分

部名册上的干事有230多人,预算增加到150万美元,增长近54倍。栜 这还不包括国

外青年会会所的建筑费。北美协会建立青年会的国家和地区,从1897年的5个,增

加到1923年的18个。其中日本、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家本土化取得了很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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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建立了全国协会,青年会活动的资金、人员以及项目等大多由它们自己承担。栙

到1940年代,北美协会的海外分支遍及各大洲(包括欧洲大陆),在“人口最多、最具

战略意义和机遇的暠32个国家植入了现代的青年会运动。栚 据估计北美协会海外资

产占世界范围内青年会财富的4/5,在美国国内的青年会会所的价值已经达到2.5
亿美元,而这只是前者的1/10,足见海外事业的发达兴旺。

19末至20世纪20年代北美协会海外事业的扩张归功于许多因素,穆德强有力

的领导是其中之一。穆德似乎永远具有用之不竭的充沛精力,足迹遍及世界上80多

个国家。据1934年的统计,就已经环游世界66个国家,旅程达170万英里,差不多

可绕地球68次。这其中环绕全世界的旅行4次,到远东游历9次,横渡大西洋也有

100多次。他参观过2700多大学并接触了30多万学生。访问各国的君王、总统和

其他的重要领袖不计其数。栛 在1908年时,伊里主教(BishopofEly)就曾在英国剑

桥大学说他是“近代宣教师中的尤利西斯(Ulysses)(漫游者)暠。穆德认为现在学生

运动中的年轻人大半都将是国家未来的领袖,所以“向青年的心智进攻暠,消除错误的

态度和偏见,在他们中间培养一种“相互了解的心境暠,是促进国家间和民族间了解的

关键。穆德致力于国际理解和世界和平的努力使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被

称为“世界公民暠、“基督的大使暠、“近代的保罗暠,并于194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穆

德个人的薪金、旅费和私人秘书的费用由几个大企业家提供,在40年里由他经手募

得的款项高达3亿美元。栜 赖德烈称穆德具有“高大英俊的相貌、演说家的口才、政

治家的风范、组织的天才、令人惊愕的募捐能力……穆德是上帝赐给青年会运动的礼

物暠。栞

穆德杰出的个人才能很重要,但显然海外工作的开展还要靠常驻国外的干事。

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紧急派往欧洲的一些临时服务人员,北美协会派赴海外服

务的干事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小数目。最多的时候是1923年总数230人,其中只有

188位干事属于常驻国外的职员。大萧条之后锐减,1931年132人,到20世纪中期,

只有52位干事分布在28个国家。栟 在中国服务的干事最多的时候不超过100人,

1935年,完全由北美协会资助的在华北美干事仅9人。栠 这并不说明不需要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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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恰恰相反,各国对北美干事的需求都很强烈。但北美协会的资源毕竟是有限度

的,而且海外工作的艰巨对干事的资格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要在被派往的国家

建立一个完全全新的组织和运动,尤其是在异教国家创办一个基督教事业,按照本土

化的原则,就是要由非基督徒资助和参与一个基督教组织。要做到这点,他们必须赢

得另一个国家并且通常是另一个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的信任和忠诚。与传教士在社

会下层发展教徒的工作不同,他们的工作对象是知识阶层。他们必须是多面手,要在

陌生的文化社会环境中重新经营一个本土的社会网络。这些干事都是经过精心挑选

的。在初期,海外干事主要来自各学校青年会。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派往国

外之前经过了青年会的培训,有在青年会和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工作的实践经验。

他们到达被派遣的土地上之后接受的考验是非常严峻的。

这些干事奔赴海外的目的在于服务所在国的青年,通过青年人来塑造整个国家,

乃至整个世界。服务的动机来自一个伟大的梦想:为基督赢得世界。青年会可以作

为实现这一终极目的的工具。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口号“在这一代使世界基督

化暠也是青年会的标语。1899年,穆德指出:“在非基督教国家里有两亿青年,这对基

督教国家的青年会是一个何等巨大的责任! 你们仔细想想,这意味着什么? 这里关

系着两亿青年的道德与精神命运,这里要求我们派人到那些仍在等候上帝律法的三

大洲和许多岛屿……是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帮助教会来陶铸和训练未开化种族的青

年,为2/3的人类奠定基督教文化的基石 。暠栙经过19世纪末社会福音的自由主义神

学理念的阐释,传教事业不再是“从地狱的鬼门关抢救异教徒暠的陈旧说教,而是一项

崭新的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造事业,用艾迪的话来说,“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赢得或改变

个人,而且是将所有的生命和所有的关系、工业、社会、种族和国际都基督化,这是所

有任务中最重要的。暠栚通过青年会的德智体群四育项目,他们可以吸引和接触到年

轻人,通过帮助塑造一代新人,一个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都将被转变。年轻的美

国干事们也试图寻求家乡青年会事业的支持者和赞助者和他们共享这一伟大的景

象。正是这种宗教信仰和理念的支撑,以及通过把基督教的教义应用到政治、经济、

社会,重塑东方古老文明的激励和玫瑰色憧憬,使许多干事选择青年会作为终身职

业,在海外一直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如加勒特所说的,这样的类型在美国是常见

的:虔诚坚定的宗教信仰、乐观、个人主义和责任感、工作中的多面手、服务他人的使

命感。后来的和平队就是这种精神的传承。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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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青年会的创始人鲍乃德,也是后来北美协会驻华的首席干事,在中华基督教

青年会50周年纪念(1935年)时说的话可以使人增加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在观念论

上,青年会最能适应一个变化迅速的环境。如果它早日所采用的宗教和社会的理论,

不免令人视为太浅薄,但这不过是19世纪末期自由主义的反映。那时候的科学界几

乎和自由派的基督教同样对于‘人类乘了宇宙的自动梯步步向上暞的假设毫不表示怀

疑。那时候,青年会藉以召号青年的乐观主义颇能强烈地直诉于不深思而好理想的

青年。暠栙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迅猛发展,国内财富急遽增长。石油大王洛克

菲勒、钢铁大王卡耐基、汽车大王道奇等工业巨子的个人捐助和积极扶持为青年会对

全世界进行“精神扩张暠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撑和组织保证。北美协会海外工作的资

金主要来自个人捐赠。按照赖德烈的说法,在20世纪前期,为海外工作募集不断增

大的预算资金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因为当时在美国所得税和遗产税不是还未诞生,就

是只有很少的份额,对巨富们的呼吁很容易成功。青年会和其他众多的慈善组织和

海外传教差会一样成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据统计,1915年美国国外差会资产总额

超过5000万美元,从1905年到1915年期间,美国在中国的教会资产价值最终超过

了同时期美国对华贸易上的投资。栚 北美协会国外事业部的预算1889年仅1952美

元,直到1929年的大萧条之前一直持续增长,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19年

超过了100万美元,到1926年预算增加到215.5358万美元。栛 这只是日常经费,还

不包括为会所建筑和其他特殊项目捐助的大宗款项。仅就1906年穆德宣布的数字,

美国企业家就已经投资3500万美元,在世界各国盖了700多座青年会的会所,并每

年担负经常费用500万美元。栜 许多富有的家族不只一代是青年会海外事业的热心

资助者。

北美协会最主要的募集资金的方法是在短期内开展大规模的募捐运动,这一方

法收效显著。两次为国外青年会会所募捐的运动都声势浩大,洛克菲勒也是这两次

大募捐的主要捐助人。第一次是在1910年,当时穆德认为“非基督教国家正在发生

激烈的变动,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正在复兴他们的事业,尤其能和民族主义与爱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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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新的调和暠,所以这是“基督教宣教事业的紧要关头暠。栙 北美协会的国外事业

部应当大大地在亚洲和别的非基督教区域中推广青年会运动。为此穆德拟定了一个

募捐108万美元的计划,要在远东和拉丁美洲的10个国家建立49座会所大楼,其中

8所是在中国,包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大楼,并在三年内派遣50名美国干

事到国外工作。栚 穆德向洛克菲勒说明自己的计划,希望他能承担其中一半。洛克

菲勒为了使自己的捐款得到专家的建议,就派芝加哥大学的伯顿(Burton,后来芝加

哥大学的校长)教授,在一年的时间内周游世界,考察穆德所说的在作为“战略据点暠

的城市建立青年会会所的需要和计划。伯顿的考察报告对青年会的事业大加赞誉,

促使洛克菲勒决定捐出穆德请求的54万美元。穆德还拜访当时的美国总统塔夫脱

总统,希望总统能在华盛顿举行的募捐大会上演说。塔夫脱本人在担任菲律宾总督

期间曾经和菲律宾,以及其他国家的青年会有接触,对穆德的事业非常赞成,他邀请

穆德就在白宫举行会议。1910年10月20日,在穆德的组织下,北美协会在白宫东厅

举行了“青年会世界扩张的计划会议暠,邀请了200多位大资本家和社会名流参加。

哥伦比亚的省长亨利B.F.麦克法兰德(HenryB.F.Macfarland)在开幕辞中说:“这

是在东厅一个卓绝的会议。以前这里也举行过许多著名的集会,动人的典礼与欢乐

的宴会。但这一切的机会实在是限于美国的。今天早上我们聚集起来,却是为了全

世界的利益。我们从这高大的地方观望世界上一切的国家,抱着极大的友谊,希望把

我们民族生活中的优点贡献给别的国家,并且把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东西传给他们。

我们集合的宗旨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暠栛在会上塔夫脱总统竭力称扬青年会在世界范

围内促进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后来从日本、菲律宾、南美洲、印度、土耳其、中国来的

代表相继演说,说明各地青年会工作的急需。中国代表是王正廷,当时他正在美国留

学,担任中国留美学生青年会的总干事。几个月之后,募捐运动结束时,捐款总额达

到200万美元,其中50万美元用于中国。

第二次大募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的局势为北美协会的世界服务造

成了更大的机会。所以这次募捐数额更大。初定计划至少要募集400万美元。洛克

菲勒答应捐出总数的1/4,即125万美元。整个过程并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大张旗鼓

地宣传,只是向预期的小范围捐助人发出请求,最后募捐结果达到600万美元。栜

关于金钱的作用,穆德等人都有彻底的认识和阐述。艾迪曾经说,“每一个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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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会员、每一个青年会必须寻求在内部建设一种新人,并在外部建设一个新社

会,因此我们必须捕获和利用一切可能的潜在资源和能量。青年会需要精神力量,但

它也需要人员和金钱。它的角色是使精神生活具体化,所以它必须在砖石水泥的建

筑、充足的预算、健全可靠的经费中体现精神价值。暠栙穆德更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金

钱哲学。穆德关于金钱的观念是非常彻底的,他说:“金钱不止是一种价值的标准和

一种权力的工具,它本身就是积累的力量。它不止是大能,而且有时几乎是万能……

金钱能够说各种的方言,所以他的势力差不多没有地理上的界限……金钱能够使别

种东西得到效能,并使别人增加功用……所以金钱就是一切良善事业的杠杆。金钱

虽不能拯救灵魂,或是建设人格,或是使城市福音化,然而没有了它,这些结果是不能

成就的。……金钱能发起并推动伟大的事业,以谋人类的幸福。暠栚北美协会正是凭借

着金钱的力量,走向世界。

四暋 进入中国

1895年12月,北美协会派出的第一位干事来会理(DavidWillardLyon1870~

1949)到达中国,在天津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就青年会进入中国的时间来看,也赶

上了恰当的时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折,日甚

一日的民族危机和深重的屈辱促使中国人下决心与自己过去的旧制度决裂,开始全

力接受一切来自西方的文明和道德标准。北美协会国外事业部的领袖被这样一个巨

大的机会所激励———通过帮助她的年轻人而塑造这个伟大民族的未来,现在这个拥

有悠久文明的国家正踏入宏大而彻底的革命之中。机遇稍纵即逝,必须抓住。穆德

说:“世界上有四万万人民的国家只有一个,那个国家进入现代的新潮流,也只有这第

一批的人。这第一批受着现代教育的学生将来便成为新中国的领袖。他们要设立新

的标准,并且走入新的途径。我以为使这些人受着基督化而与基督教发生友谊的关

系,实在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我常常有这样的渴望,因为恐怕我们失去这种卓越的

机会。暠栛

与众多的在华传教差会相比,青年会自然是后来者,因此必须对自己的工作有一

个清晰的定位。虽然是一个宗教组织,但它与一般的传教团体不同,不致力于在社会

下层发展教徒,进行一般的传教工作。青年会把自己在中国的工作对象界定为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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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德智体群四育项目培养年轻人的完整人格,并服务社会。因此中国青年会的宗

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美社会暠,它的会训是“非

以役人,乃役于人暠。为了实现基督化中国的目标,北美协会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走上

层精英路线,接近中国的知识阶层是其主要策略,现代学生和传统文人士绅是北美协

会在华工作的主要关注点。这是因为,北美青年会的领袖认为改变中国的关键在于

改变其上层阶级,中国的文人在社会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他们能够皈依基

督,相信整个中国都会跟随其后。随着青年会本土化初见成效,少数杰出的中国基督

徒知识分子加盟,它不断宣称,更希望中国人相信,培养如耶稣基督那样的完整人格

是拯救中国的途径:如果有足够数量的具备基督徒人格的知识分子出现,中国就能够

在当前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革命进程中得到成功的引导,摆脱自身的弱点,并且自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与其辉煌的历史和文化相应的国际地位。

派往中国的美国干事都是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一般都有在美国学校青年会工

作的经验,他们就是背负着这样的文化行囊,满怀改变中国的理想主义信念,进入中

国。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一个与美国迥异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中,青年会这样一

个基督教组织要想打开局面,其困难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中国未来的领袖———学生,

是北美协会主要的关注点。但晚清时期不管是政府的官学还是私学,都以儒家教化

为宗旨,青年会是无法进入的。虽然美国干事很快就在华东地区的一些教会学校建

立起了学校青年会,但是他们明白,教会学校的学生并不能代表中国学生的主体。虽

然西方教育在中国的影响在上升,但毫无疑问,中国可预见的未来还是要掌握在传统

文人的手里。所以如何吸引参加科举应考的士子,以及接触纯粹的本土文化的代

表———传统文人士绅,是青年会事业最关键一步棋,也是最难的工作。北美干事深知

文人士绅正是反对基督教最有力的阶层,这些儒家知识分子从来不懈于听“洋鬼子暠

的福音。另外,文人居住分散,城内又没有一般的公共集会场所,难以接触。“他们并

不像美国的学生那样集中在学校而是每个人自己在家单独学习,这一事实增加了对

他们施加影响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暠栙

北美协会海外事业部本土化的政策更加重了工作的难度。按照本土化的原则,

经济“自养暠是很明确的,北美协会的财政资助只限于北美干事的工资和特殊事工

(SpecialProjects),组建和维持青年会日常工作的开支都要由当地城市自筹。会所

建筑的经费由北美协会负责筹募,但购买地基的费用要由当地承担。所以当干事到

达一地筹建青年会时,必须尽快发现本地干事和组建由本地有声望的社会名流和商

人组成的董事会,而他们必须是基督徒。按照这一模式,在美国的某一个城市组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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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美国干事却发现这一模式在中国城市根本不能适用。中

国基督徒的人数少得可怜,少数皈依基督的下层穷苦人被国人称为“吃教者暠,更谈不

上社会地位和财产。让中国的儒商出钱来资助一项基督教的事业,在背负着征服异

教的文化行囊的年轻美国干事看来不异于痴人说梦。这令许多来华创业的美国干事

大伤脑筋。

因此,北美协会要在中国打开局面,显然不能照搬美国模式,也不能固守传统的

德智体群四育项目。必须首先寻找和中国文人士绅的接触点,并依据中国情势,创造

适合中国人需要的项目,吸引当地社会精英参与和支持青年会会务。为了找到接触

知识阶层特别是文人士绅的途径,美国干事采用了各种方法,推出有中国特色的服务

项目,其中主要有创办大型的科学演讲、服务海外中国留学生、为政府新式学堂提供

教授西学的教师等等。在吸引中国文人士绅和政府官员参与青年会事业方面成效显

著,青年会获得了良好的声誉,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科学演讲项目起源于美国干事巴乐满 (FetctherSimsBrockman1867~1944)

在南京进行的接触中国传统文人的实验。巴乐满在1898年到达南京,通过和当地文

人士绅接触,巴乐满发现他们对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表现了强烈的兴趣,于是马上给

穆德写信,要求派一位专业人员来举办公开的科学演讲。北美协会专门派来了美国

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系副教授绕伯森(C.H.Robertson),投资开创在中国的科学演讲

项目的实验。科学演讲引起了轰动,“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不曾有听演讲的习惯,但现

在却蜂拥而来,聆听西方科学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益处。暠栙 许多人就是通过听绕伯森

的演讲知道了青年会。演讲的题目有:回转仪、电气与磁石、无线电报电话、高温和低

温、天文学的奇观、实验心理学、声音的奇迹、电报传真机、航空术、单轨铁道、爱因斯

坦的相对论等等。最大的特点就是辅以立体幻灯和图像,特别是有多种大型的科学

仪器,当场演示试验,生动形象,明白易懂,所以极受欢迎。为了研制适合大型演讲的

仪器,绕伯森专门赴美国和欧洲考察,并在上海建立了自己专门的实验室,每到一地

演讲,都要带着将近20箱自己发明制作的仪器设备。有意思的是知识分子不仅是听

众,而且成为绕伯森演讲团队的成员。绕伯森训练了一批中国文人做他的助手。演

讲也引起了官方的兴趣,绕伯森不断地接到来自各省会及通商口岸的城市地方政府,

以及商会、教育部门的邀请,听众从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据统计,在辛亥革命之前,就

有超过20万人听过绕伯森的科学演讲,其中包括许多当时的社会名流和政要,如孙

中山、袁世凯、黎元洪与冯玉祥等。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异,他们都一致赞成青年

会在启蒙科学新知方面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袁世凯每年都要为青年会捐款2000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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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黎元洪曾两次邀请绕伯森到总统府演讲,并请他到自己的府上为家人演示无线

电话。栙 辛亥革命之后,绕伯森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协会演讲部,分设科学、教育、卫

生、水土保持四个组,开始全国巡讲。

如果说科学演讲是接触中国旧式文人的有效途径,那么服务海外留学生的项目

则使得青年会和中国的现代学生阶层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

废除,中国“文人暠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北美干事认识到青年会对文人的策略必

须根据中国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战胜俄国使中国

人从日本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大批中国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北美协会经过考

察,于1906年在东京成立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为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服务。巴

乐满推荐王正廷为东京青年会总干事。随着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潮的兴起,东京的留

学生青年会后来甚至成了反清思想传播和活动的基地。辛亥革命的成功,使东京的

留学生由清朝严格控制的叛乱者成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代领袖,许多留学生回国进入

政府部门任职,其中很多人都曾是东京青年会的会员,对各地青年会纷纷给以慷慨支

持,各地青年会事业从中大大受益。青年会在东京的服务为自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

巨大政治收益,这一点甚至超出了美国干事当初最狂热的梦想。

随着中国学生海外留学规模的扩大,青年会在上海专门设立了留学生服务部,为

出入上海的中国留学生提供办理护照、指导联系学校、寄宿、代购船票等全程服务,在

北美协会的组织下,美国青年会竭力相助,学生自旧金山登陆之后,每至一处都会有

当地青年会热情接待,为留学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用巴乐满的话来说,“我们的政

策是,从他们开始在上海为出洋做准备,直到回国求职安身立命,不让一个中国留学

生脱离青年会的影响。暠栚由于在海外和青年会的亲密接触,中国青年会可以在留学

生中招募干事,他们对青年会的理念和组织方法都很熟悉,部分留学生回国后直接在

青年会任职,成为干事或董事,如王正廷、孔祥熙、晏阳初、余日章、黄仁霖等都是其中

的佼佼者,青年会干事基本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进入政、商、学各界的留学生也从

各方面对青年会事业鼎力相助,青年会的本土社会根基日益深厚。

自晚清至民国,中国社会急剧变迁,青年会始终依据情势,不断调整工作方向和

重点,显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青年会推出的社会服务程序适合中国人的需要,为解

决当时众多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所以政商学各界精英人士纷纷加入,

青年会事业蓬勃发展,从一个不起眼的外来基督教组织,成长为中国近代城市里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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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到1920年代,青年会已经遍及中国各大中小城市,在全国拥有

近8万名会员,资产510多万美元。全国协会和各地青年会都组成了华人董事会,由

当地政商学界要人和社会名流主持。干事人才方面,1922年全国共有华干事550
人,西干事103人,较1913年之华干事95人,西干事87人,10年中约增加260%。

在所有的外来传教组织中,青年会最早接近本土化的目标,近90%的会员是非基督

徒,90%的捐赠来自非基督徒。栙 各项会务都有飞跃的进展,成绩斐然。据1922年

青年会报告书称:各地青年会会所几成为公众意见之发表场所,而青年会之大礼堂亦

几成为服务事业之设计地点。是年有若干市会曾举行大规模之卫生运动,民众教育,

道德运动等,其事业程序共达十余种之多,其中包括种痘,救护,急救表演,义务学校,

教育影片,爱国运动及德育教育等。栚 青年会开创了众多的社会服务项目,如社会教

育(包括后来的平民教育、公民教育)、公共卫生、现代体育、灾民救济、战时服务等等,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青年会作为一个由美国移植而来的基督教性质的社会组织,在中国落地生根,产

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自然有赖于众多因素。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急

剧变幻为青年会提供了机遇。科举制的废除和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

文化的崩溃,为青年会接近中国旧式文人和现代学生提供了机会。随着西方影响的

上升,与外来事物包括基督教的接触不但不再是一种社会劣势,反而成为在本土社会

网络获益的资本。青年会之所以能吸引中国精英阶层参与,与其掌握当时的情势且

切合当时社会的需要有关。在新旧更替、传统与现代纠缠不清的蜕变中的中国,青年

会为无数年轻人提供了新的生存方式和进身社会的途径。美国干事集中关注的传统

文人士绅、现代学生、官员乃至商人都能通过青年会获得自己所需的资源,所以政商

学各界大力支持,社会名流纷纷加入,并捐助金钱。

跟随青年会本土化成功而来的是明显的世俗化的倾向,中国人大都把青年会看

成一个社会活动机构,而不是一个宗教组织。他们对美国青年会的四育项目也显示

了很大的选择性,教育是最受欢迎的项目,对宗教活动就不那么热心。特别是1920
年代以后,原来作为西干事“助手暠的中国干事已经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在青年会事务

和项目决策上占据主导地位,并显示了强烈的自主性。他们显然并不想使中国青年

会仅仅成为美国在华传教事业的一部分,也不以青年会本身为目的,而是借助青年会

的国际资源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和国家服务,使青年会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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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倚重的一个工具。美国干事逐渐发现在中国青年会中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北美协会因经济困难大批召回海外服务的干事,1935年,完全

由北美协会资助的在华北美干事仅剩9人。栙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离美国干事

最初基督化中国的目标渐行渐远。

五暋 结暋暋论

追述基督教青年会的起源和发展,可以发现,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制度、组织一样,

青年会由英国传到美国,最终从由美国人扩及世界,体现了美国人以自己的方式应对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建设性能力。美国人的务实精神使得青年会

的领导有力而富有生气。北美青年会海外服务的历史,可以作为“美国人是如何影响

世界的暠这一命题的一个注解。

传教活动更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理解美国与世界交往的核心

因素。基督教青年会就是在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代,加入美国海外传教的大潮,

成为在海外推行美国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青年会虽然不是政府行为,与美国政府

的外交政策没有直接的关系,却与政府的目标并行不悖,并且塑造和影响了美国外交

政策。所以美国总统塔夫脱和威尔逊任内都曾对青年会的事业给以支持,青年会也

成为后来和平队等对外援助组织的雏形和前奏。沃尔特·米德曾经指出,传教士,以

及继承了传教士传统的威尔逊主义对塑造美国霸权的架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栚 这

体现了美国霸权的国内意识形态基础。栛

基督教青年会虽然是一个基督教组织,但对世界的影响却远远超出宗教范围。

凭借平实明确的社会观念、完善的组织、丰富的活动程序、雄厚的财源,以及本色化的

能力,青年会深深介入了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费正清曾多

次提及青年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他说,“从1895年第一任干事来会理来中国直到

1949年,青年会一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它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产生

的影响,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找不到同样的例子。暠栜基督教青年会虽然走

精英路线,但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不是在高层的思想和文化方面,而在于以宏大的社

会服务项目和丰富的程序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改造社会。它开创的社会教育、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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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现代体育等许多事业后来都由政府接手,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在各地方城

市的具体工作中,美国干事与中国的学生、士绅、官员,以及商界有了直接的个人接

触,建立了广泛密切的联系,通过吸引他们参与基督教青年会的事业,塑造了精英阶

层对中国现代社会和国家建设的认知。北美协会注重本土干事人才的训练和培养,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许多干事都在青年会服务一段之后进入社会各界任职,王正廷、

孔祥熙、颜惠庆、张伯苓、梅贻琦等都曾担任中华青年会的干事或董事。他们可能分

属不同党派,政见相异,但对青年会以四育培养完整人格、服务社会的理念却一致认

同,进身社会之后,从各方面对基督教青年会事业给以支持。正是鉴于基督教青年会

在中国工作的成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3年曾三次电邀北美基督教青年会领袖穆

德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虽然穆德没有接受,但足以证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影

响。栙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响的最终结果并没有出现一个“基督化暠的中国。因为随

着中国人的参与,基督教青年会的本土社会根基日益深厚,中国干事和董事掌握了基

督教青年会的事物和项目决策权,他们在与美国干事打交道的过程中显示了强烈的

自主性和民族自觉,这决定了中华青年会的发展方向。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实现了

从一个外来传教团体向中国本土社会组织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华

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教会团体一样,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成为“自治、自养、自

传暠的组织。美国干事“中国基督化暠的使命以“基督中国化暠而告终。赖德烈在1950
年代就指出,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登台亮相的时间远远比基督教短,而且

甚至与基督教青年会相比都是后来者,但已经有数百万的信仰者,并更加有效的塑造

了国家的生活。赖德烈最后承认,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基督教青年会通

过塑造一代新人,从而实现世界基督化的梦想,至今也还是一个“梦想暠。栚

赵怀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311·基督教青年会的起源与北美协会的“世界服务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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栚

马泰士:《穆德传》1935年,第378页。

KennethScott,Latourette,WorldService敽A HistoryoftheForeignWorkandWorldServiceoftheY.
M.C.A.oftheUnitedStatesandCanada,AssociationPress,NewYork,1957.pp.44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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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真知而研究栙

王缉思暋暋暋

因为要出差,不能当面向资中筠老师祝贺80正寿并参加研讨会,感到十分遗憾

和惭愧。

会议主办者发来了资老师1987年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美国研究的论文,今天读起

来仍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其中许多论点振聋发聩。李剑鸣老师论为什么需

要学习美国历史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特别是他提到不能只把读史作为为现

实服务的一种工具。我为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中文版写的小序,则有一句话似乎引

起了同仁的注意,即“我们研究美国是为了中国,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他们研究中

国却不完全是为了美国。这一强烈反差,既反映了中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反映

了文化背景与精神境界的差异。暠我想就此机会借题发挥一下。

我们的美国同行,不管是研究中国的,还是研究别的国家、地区、问题的,当年选

择自己的学习科目时,好像很少受“工具理性暠的驱使,往往是个人兴趣使然,其中偶

然因素(如亲友或老师的一番谈话)促成的情况也很多。我最近给美国亚洲问题学者

斯卡拉皮诺(RobertA.Scalapino)自传的中文版写序,发现他之所以进入亚洲研究

领域,是因为研究生期间偶然选修了他并不喜欢的日语课。不想刚刚学了几天,正赶

上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海军要招募懂日语的情报人员,他就此结下了同亚洲的不解

之缘。斯卡拉皮诺在自传中说,他很庆幸这辈子研究的是亚洲而不是中东或者非洲,

意思是非洲一直难脱贫困,中东至今深陷动乱,而他所研究的亚洲几十年来经济突飞

栙 本文系作者提交给2010年6月22日在京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暠学术研讨会的书面发言,
该会由《美国研究》编辑部主办,时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美国研究》前主编资中筠研究员

的80寿辰。主办者将资中筠的《中国的美国研究》(《美国研究》1987年第1期)、王缉思的《读暣治理中国暤
有感》(《美国研究》2009年第4期)及李剑鸣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美国历史》(《博览群书》2009年第6
期)三篇文章分发给与会者,作为会议阅读材料。———编者注



猛进,政治进步卓著,因此而引以为自豪。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美国同行不大可能是

为了要研究美国应该如何借鉴中国的治国方略,或者学习日本人的鞠躬礼节,才走入

这个行当的。

相比之下,中国人研究外国要务实得多。由于中国近现代落后于西方,文化中

“经世致用暠的思想深入人心,中国人自幼学习外国知识就充满远大而实用的目标。

从大环境说,社会提倡的是为祖国建设而学文化,连搞体育都是为了拿奥运金牌为国

争光(至于家长、老师心里想的功利目标是什么,他们自己其实明白,孩子慢慢也会领

悟)。从小练舞蹈、习美术、学音乐,到高中选择学文还是学理、高考报志愿、读不读研

究生、读什么专业、出不出国,都是个人兴趣服务于“工具理性暠的结果。这二三十年

来,随着革命热情的减退,社会对物质利益、感官享乐的追求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而且愈演愈烈。研究国际问题,自然也不能免俗。

剑鸣关于“今天为什么还要读美国史暠的考问,如果扩展一下,也可以提出“为什

么要研究非洲暠。马上会有人回答说:非洲有资源和(联合国)“票仓暠可以为中国所

用,当然要研究! 还有人会追溯到1964年周总理访问非洲归来后批准成立北大亚非

研究所,中非友谊源远流长,等等。仅为求知而研究非洲,在国内也是很不合时宜的。

在思想和学术动因方面,中国学者同西方学者(还有日本学者)的差别,在相当大

程度上决定了研究广度和深度的差距。就国际问题研究而言,学术研究水平的差距

会影响到政策研究水平的差距,应是可以推断的。

现在提倡“软实力暠,也很重视智库。这里要注意的区别是我们的目标是提高“国

家文化软实力暠———确切地说是政府的软实力而不是社会的软实力。提高软实力的

目的是批驳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暠、“文明冲突论暠,提升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为此现

在已经建立了经济和国际问题方面“最高级别的智库暠。智库的作用是为政府出谋划

策,而不是资老师在那篇文章结尾所提到的开发民智,做全民族的“智囊暠。

至于从事哪个具体问题的研究或者做什么课题,也很难说没有功利心的驱动。

在中国科研机构和大学,获得财力资助、职称晋升、行政资源之类的好处,几乎都需要

同国家级重大课题、省部级课题、国家级优秀教师、市级优秀教师、省部级奖、校级奖

等等挂钩,还有一个指标是研究成果有没有得到领导批示。这个趋向在加速发展,使

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趋之若鹜。

应该指出,在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美国政府部门、公益基金会、企业的招标课

题和资助也是有明确导向的,智库和专家学者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也因此有明显的

利益驱动,而不是主要取决于求知愿望。不过,就我观察之所及,同样是利益驱动,两

国研究者之间仍然有几点重要的不同。首先,美国政府的项目大多务实,不会产生

“美国外交理论特色暠、“美国的国际定位暠等宏大题目。其次,专家学者经常根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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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的政策需要或商业需要,拟定项目内容,向政府部门、基金会、企业申请资助,

而不是仅由出资方命题。第三,美国的基金会、学术团体、智库、企业在组织上独立于

政府,更无政府的行政级别,因此利益驱动是多元的,很少受到政府干预。此外,研究

经费的管理也相当规范,无需使用者积攒一大叠出租车票、餐饮费、礼品费发票之类

莫名其妙的票据。

近几年来,对国际问题学者影响最大的,还有新闻媒体和网站。威力巨大而同商

业利益挂钩的信息技术,同新闻主管部门的导向、受众的求知欲相结合,使学者专家

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受采访;只要愿意,还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美国

研究的专业人士可以侃侃而谈东非海盗、澳洲铁矿、中亚动乱、网络安全。在这一点

上,中国人显然比美国人信息发达,思想解放。

各种利益驱动、行政主导、媒体吸引的机制,大大增加了国内学者的实惠和知名

度。学术界的竞争,日益成为获取上述资源的能力和勇气的较量,而非知识水平和学

术能力的竞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暠,已不再如此。“为求真知而研究暠,于是

更加难能可贵。

在这种大环境下,要想如资老师20多年前所设想的那样研究美国,是需要一种

精神境界的。这里讲的真知和精神境界,包含着一些最根本的价值判断。我们研究

美国,接触美国人,自然会产生种种复杂的感情,甚至被美国的精神世界所吸引、所感

动。我相信,资老师是带着种种复杂感情去理解美国的,这些感情必然是超越国界和

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的,也就是带有普世价值的。

同20多年前相比,中美之间在经济条件、物质生活上的差距大大缩小了,于是诚

如剑鸣所言,出现了还要不要认真研究美国的疑问。我完全赞成剑鸣对这个问题的

肯定回答。我的疑问是:中美两大社会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差异,是在缩小还是在扩

大? 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美国都比今天的中国更传统,更保守。美国的社会价值

观变化不大,连一位黑人总统也同样信奉这套价值观。反倒是许多中国人不相信黑

人能当美国总统。今天的中国人,对美国的一切都越来越带有冷嘲热讽的心态(cyn灢
icism),而不像20多年前那样带有敬畏之心(awe)。除了因为感觉到美国没落、中国

崛起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在美国研究领域我最敬佩资老师的一个原因,是认同她一贯坚持的价值判断也

即道德标准。她没有也不需要在每篇文章里都重复这一标准,而是让读者去体会什

么是道德上正确的,什么是道德上错误的。不是因为它是美国,所以它是对的,或者

所以它是错的。在实践上,美国总是不能履行(liveupto)它自己提出的治国理念和

道德标准。美利坚民族有种种缺陷,包括道德缺陷。但是,我们能不能因此而否定美

国所坚持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政教分离等等治国济世的原则及其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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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意义呢? 我很想知道资老师的回答。

夜深人静,感慨万千。谨以这些只言片语,衷心祝愿资中筠老师健康长寿,继续

为我们做出榜样,为学术做出贡献! 祝各位师长、学友成就辉煌,一往直前! 祝美国

研究所兴旺发达,人才辈出!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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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杨生茂教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杨生茂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4日19
时20分逝世,享年93岁。

杨生茂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17年9月26日生于河北省涿鹿县,

1938至1941年就读于燕京大学。1941年秋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

历史学,1944年获学士学位,并入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学习外交史,1946年获硕士学位

后回国。1947年9月受聘于南开大学文学院,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

授、博士生导师。1995年6月退休。

杨先生曾担任多种专业学术职务,包括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美国学会

常务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成员、中

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等。曾多次应

邀出访美国、英国、希腊、日本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杨先生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笔耕不辍,著述甚丰,主要包括《美国黑人解放

斗争简史》(1977年)、《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1983年)、《美洲华侨华人史》

(合主编,1990年)、《美国外交政策史》(主编,1991年)、《美国史新编》(合著,1990、

1994)、《美国通史》(6卷本,合主编)、《探径集》(2002)、《美国历史百科辞典》(2004
年,合主编)等,并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杨先生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国家、社会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赞

誉。他曾获得多项学术奖励和荣誉,包括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

奖、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杨先生是当代中国美国史研究和美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

他治学谨严,思想深邃,成就卓著;他淡泊名利,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他为人谦和平

易,虚怀若谷,德高望重,他的论著和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美国史研究者。

杨生茂教授千古!

本刊编辑部暋暋

美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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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背影

———杨生茂教授的学术贡献与地位

李剑鸣暋暋暋

自从读了朱自清的那篇名作以后,我就觉得“背影暠是一个美好而令人伤感的隐

喻。在依依不舍地送别亲人和朋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总是背影。不久前,我专程赶

到天津给恩师杨生茂教授送行,眼前浮现的也是一个渐渐远去的背影。这是一个时

代的背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南开史学的“巨人时代暠的背影,也是中国美国史学的

“奠基时代暠的背影。

南开大学的历史学科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最初,郑天挺和雷海宗两位宗师,分

别从北大和清华来南开执教,奠定了南开史学的基本格局。随后,吴廷璆、王玉哲、杨

志玖、杨翼骧、杨生茂等一批正当盛年的大学者齐集南开。他们各展所长,共同创造

了南开史学盛极一时的奇迹。他们不仅自己取得了领先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南开创

建或开拓了具有特色的研究领域,培养了几代学术“接班人暠,使南开史学在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赢得了学界为之瞩目的声望。1988年第一次评定国家重点学科时,南

开大学获得了三个历史学重点学科,居全国高校之冠。对于这样的结果,其他院校的

同行未必人人服气,但它决不是偶然运气的产物。

在几位大家相继故去后,杨生茂教授就成了那一代中硕果仅存的人物。数年间,

杨先生的健在乃是一个时代记忆的象征。看到杨先生,我们自然会对南开史学的骄

人成绩产生一种敬意,也会对南开史学的美好未来怀有一种希望。现在,杨先生也已

仙游,南开史学的“巨人时代暠也就随之结束了。这是一个无情的事实,它在南开学人

内心激起了深深的悲痛,也引发了无尽的思考。我们当然相信,类似的“巨人时代暠还

会出现;但是,像杨先生那一代人所构成的“巨人时代暠,恐怕是难以复制的。

杨先生在南开历史学科的崇高地位,可以说是历史地形成的。1947年初,杨先



生从美国学成归来,同年秋天到南开任教。那时,南开的世界史在国内并没有很大的

影响。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家组织编写一部权威的世界通史教材,试图在民族史

学的框架内,按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要求,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进行重组。当时,只

有少数几个院校的世界史学者参与了这项重要的工作,南开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主要是仰仗杨先生所发挥的作用。他代表南开出任《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的三主

编之一,于是,在这部影响了几个时代的世界史教材之上,就留下了南开史学的印记。

从60年代到80年,整整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世界史教学和人才培养,无不受

益于这部教材。而且,这部教材的影响并不限于高等院校,对世界史有兴趣的一般读

者,也把它当作基本的读物。于今,我们的世界史教材版本繁多,不断更新,但学界同

行普遍承认,在体系的明晰、表述的严谨、文字的考究各方面,这部教材仍然没有被超

越。

最初,南开的世界史也没有突出的特色。1964年,国务院和高教部的领导人号

召加强外国问题研究,要求一些高校建立相关的研究机构。杨先生以他在美国史方

面的造诣和声誉,顺理成章地担负了在南开创建美国史研究室的任务。这个小小的

研究机构,虽然几经波折,但到80年代前期,已成国内专门研究美国史的重要基地。

从此,美国史和日本史、拉美史一道,成为南开世界史最具特色的优势学科。更重要

的是,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担当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工作母机暠的角色。杨先生从

1978年开始招收美国史研究生,他培养的学生数量不多,但成才率很高。目前,在国

内重要的美国史学科点,几乎都有他培养的学生。同时,他留在南开的学生,接着培

养了一批又一批研究生,分散到国内众多的高校,有不少人已经成长为学术骨干。从

这个意义上说,杨先生就不仅仅是属于南开的。杨先生属于中国史学界。

外地的同行听到杨先生去世的消息,随即做出了这样的表示:“这不仅是南开的

大事,而且是史学界的大事。暠我想,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杨先生在中国史学界的影

响。杨先生所做的工作,所担负的角色,不仅推动了南开历史学科的成长壮大,而且

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在世界史、特别是美国史领域所做的奠基性工作,

无疑是不可替代的。

杨先生不太喜欢在公共场合露面,但他决不是一个枯坐书斋的学者。他是一个

有学识、有民族情怀的思想者。杨先生经常思考的问题,首先是中国人研究外国史的

必要性,以及研究的路径、规范和方法。大约20年多前,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

外国史研究水平很低,与其自己写书,不如直接引进和翻译国外的论著。杨先生对这

种说法甚为反感。在他看来,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决不仅仅是为了求取知识,而涉及

民族文化的建设、爱国情感的培育和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因此,中国人绝对不可

只用从外国引进的教材,只读外国学者撰写的著作,而要有自己的历史解释方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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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自己的声音。倡导和强调这样一个目标,一方面涉及中国美国史学的发展路径,

是消极引进,还是自主研究;另一方面也关乎如何吸收外来文化,是单纯的“拿来主

义暠,还是自觉的“鉴别吸收暠。如果走“引进暠和“拿来暠的道路,我们照样可以获得美

国历史知识。但是,这样的知识形成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之中,暗含特定的

权力关系和利益指向。这对于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可能会带来

极为危险的偏颇和片面性。因此,杨先生强调,中国人需要自己的研究,也需要引进

外国的论著,两者要有适当的平衡,唯有如此方能构筑一种健康的美国史知识体系。

如何发展中国自己的美国史学科,杨先生为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也做了许多的

努力。他特别关注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和外国历史的态度及方式。他一方面反对和

蔑视崇洋心态,同时也鄙弃故步自封和夜郎自大的作风。他主张对外来文化采取“鉴

别吸收暠和“为我所用暠的态度。他反复强调,“鉴别吸收暠是一种“硬功夫暠,一方面要

求对外国文化作深刻而透彻的了解,另一方面又须时刻不忘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他

选取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的思想和学术作为个案,从吸收外来文化的角

度做了精深的研究。班克罗夫特身当美国争取文化独立的时代,他对欧洲的各种思

想文化资源加以有效的借鉴和利用,取得了具有美利坚特色的学术成就。杨先生力

图从班克罗夫特的经历寻求“鉴别吸收暠的历史经验。他提出了外国史研究中的“中

外关系暠问题,力主创造性地借鉴外来文化,以达到“弘扬本族文化暠的目的,并力争

“丰富和提升世界文化暠。

中国人研究美国史,首先需要确立一个基本的知识框架。1978年以后,真正具

有学术意义的美国史研究逐渐形成。这个形成的过程无疑具有探索性,也充满艰难

曲折。在以往许多年里,由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强势干预与支配,我们的美国历

史知识并不具备纯粹的学术品格,禁区甚多,盲点也不少。有一些问题在我们的美国

史体系中被摒除了,或者遭到了边缘化。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尽快重新构建中

国的美国历史知识的基本框架,这是一件关乎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工作。

杨先生在这一工作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与刘绪贻教授一起,发起和主持编

写一部大型的美国通史著作。这一壮举不仅集合了当时主要的美国史研究力量,而

且培养了几代美国史研究人员。从当时拟定的编写体例和大纲来看,杨先生和他的

同仁对美国历史的整体把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殖民地时期被作为单独的一卷,而

没有与独立战争并在一起,这样就避免了基于历史目的论来处理美国的建国前史。

这对美国早期史研究在中国的拓展,产生重要的先导作用。同时,1945年以后的美

国史也成为单独的一卷,从而突破了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美国史写作常规,把

一个与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分歧纠结不清的历史时段,变成了一个学术性探索

的领域。此外,原来美国史论著中很少论及或仅从反面提到的问题,如西进运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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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主义改革、罗斯福行新政等,在这部美国通史中都成了主要论题。由此形成的是一

个相对完整、相对可信的美国史知识体系。

另外,杨先生自己还进行了其他的尝试。我们以往的美国史知识体系还有一个

突出的偏向,就是过分关注政治史和外交史,把重大政治事件和核心政治人物作为基

本内容。杨先生意识到这种通史体系的局限,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美国

史新编》中,大大强化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内容,对传统史学中所叙甚详的政治

和军事事件,则落墨不多。这一美国史知识体系,在六卷本《美国通史》突破禁区、填

补空白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内涵和领域,展示了美国历史的更加丰富多彩的画

面。这一历史编纂取向的转变,与当时美国史学的进展遥相呼应,使经济史、社会史

和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及时地纳入了美国通史的体系之中。

杨先生还和张友伦教授等一起主持完成了《美国历史词典》。这部大型工具书的

编写,参与者逾50人,历时十余年,篇幅近150万字,可以说是中文世界最完整的一

部美国历史基础知识汇编。它的出版,对于梳理和表述美国历史的知识单元,对于翻

译和界定美国历史名词,都具有规范性的意义。

在专业领域的开拓方面,杨先生也做了不少基础性的工作。我们最初的美国史

研究,实际上只是零星的知识介绍,应时的政治批判,以及笼统的通史写作。这与历

史研究的专业化趋势极不合拍。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要取得成绩,必须改变浮泛和笼

统的方式,选取某些必要而又可能的领域,进行深度开掘性的研究。因此,细分研究

领域,确定具体的研究课题,乃是一种急迫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杨先生在美国黑

人史、外交史史学史和华侨史等领域,充当了开疆辟土的前驱。他在20世纪70年代

主持编写美国黑人史,接着又转向外交史和史学史的研究,并与李春辉教授一起主编

《美洲华人华侨史》。今天,美国史的研究领域已呈高度多样化的状态,这是杨先生那

一代人所做的开拓性工作的发展。

杨先生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自己的主张。在美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我们的知

识体系很不完整,空缺和偏向十分突出。针对这种情况,杨先生倡导从积累和细读资

料着手,首先专注于专题研究,写出一批有质量的论文,然后再加以综合,形成新的通

史著述。这种研究路径,吸收了美国史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切合当时中国美国

史研究的实际,而且对我们今后如何研究美国史也不失启迪的价值。杨先生还特别

提倡“由博返约暠的治史方式。他写了专文讨论博与约的关系,提醒年轻学人注重打

好基础,拓宽知识面,以利于突破狭隘的专家意识,培养宏大的学术气象。

对于中国美国史研究队伍的建设,杨先生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南开的美国

史梯队,完全是杨先生一手建立起来的。到他1995年退休的时候,这个梯队在国内

堪称最为齐整和强大。不仅如此,杨先生在南开创建了培养美国史研究人才的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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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博士点,他指导的研究生分赴国内多所高校任教,又接着培养新一代的研究人

员。这种人才培养的递接和辐射效应,对于扩展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覆盖面,具有至

关重要的意义。

当美国史研究生培养刚起步之际,我们在学术训练的理念、课程的设置以及教学

方式各个方面,都没有什么经验可言。杨先生依据自己对美国和欧洲历史学研究生

训练的了解,结合当时国内高校的教学状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倡导研讨班的教

学方式,以训练研究生的思考、提问和独立研究的能力。目前,我们的美国史研究生

教育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积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愈益丰富。其中,研讨班的方式

仍然没有普及,或者没有得到实质性的采用。在这一点上,我们仍有必要好好领会杨

先生的遗教。

多年来,我受教于杨先生门下,从他的文章和言谈中获益良多,也和他形成了深

厚的师生情谊。杨先生于不久前谢世,我的情绪还沉浸在悲痛和哀伤当中,难以冷静

而富于学理地看待他的学术遗产。关于杨先生在南开历史学科和中国美国史研究发

展中的作用及地位,我的理解难免带有情感的色彩,带有某种感想式或印象式的特

征。我想,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却,通过认真地研读杨先生留下的论著和文稿,我

或许能对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做出更为恰如其分的评说。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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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学术,守望学术

———缅怀杨生茂先生栙

王暋希暋暋暋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追思杨生茂先生。在南开大学举行这个追思会,是非常

恰当的,因为杨先生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南开大学。杨先生不是一位普通的学者,

而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从1947年起就在南开大学任教,直到1995年退休,他93
岁生命历程的一大半是在南开度过的。在南开的半个多世纪里,杨生茂先生教书育

人,著书立说,为中国的美国史、世界史和历史学的研究和教学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

的贡献。

1950年代初,他创办了《历史教学》,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

的学术期刊,也是一份史学研究的刊物,对国内史学教学和研究的贡献巨大。1964
年,他创建了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点(后改名为“美国史研究室暠),这是国内第一个从

事美国史研究的专门机构,日后成为培养中国美国史研究人才的重镇之一。1970年

代后期“文革暠结束之后,杨先生与其他老一代美国史学者,发起和组建了“中国美国

史研究会暠,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美国史研究奠定了体制基础。今天,这个研究会具有

数百人的规模,学风淳朴,作风民主,成果厚重,成为国内专门史学会中的佼佼者。20
世纪80、90年代,杨先生与武汉大学的刘绪贻教授一起主编了新中国的第一套六卷

本美国通史著作,这套著作成为国内高校美国史教学的重要教材。更为重要的是,杨

先生在南开培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美国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是

杨先生对中国美国史、世界史和历史学发展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杨门弟子满天下,遍

布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今天已经成为了中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

栙 本文为作者在2010年5月22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杨生茂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本刊发表时略有删

节。



的中流砥柱,还有一些人则走向了世界,将南开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我认为,南开大学的历史研究和人才培养在中国高教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与

杨生茂先生的学术贡献、学识和学风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而经久的影响力是分不开

的。所以,杨先生是南开大学的精神财富,南开大学的学术经典,南开大学的光荣与

骄傲。

南开的美国史教学和人才培养为什么会如此成功? 我想这与南开的学风有很大

的关系,而杨先生是这种学风的创建者和守望者。如果我们仔细读杨先生的文字,无

论是在1950年代还是在1990年代写的,我们会发现,在治学严谨、对思想和文字功

力的追求方面,杨先生始终是一致的,始终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研究是扎实的,文

字是流畅的,风格是清新的,思想是深刻的。即便是在学术研究沦为意识形态的奴隶

的时代,杨先生也力图保持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基于材料基础上的思想性。在当时

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这种学风由他的学生们忠实地继承下来,并代

代相传,在国内形成了一种具有南开特色的史学风格,成为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一种楷

模和标准。当然,这种学风的形成不是杨先生一个人的功劳,但如果没有他的主导与

坚持,如果没有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润雨细无声式的言传身教,我们很难想象这种学风

的产生和维系。

我由此想到,今天当我们在评述杨先生他们这一代美国史学者的学术建树时,必

须不能忘记一个重要的背景,即他们是在何等艰苦的环境下来开创和建设中国的美

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自

2009年开始,我一直在做一个研究,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美国史教育的起源与

发展。我查阅了许多资料,重新阅读了老一辈美国史学者的著作以及他们编写的教

材。我还采访了包括杨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我从收集和研究材料的过程中,第一

次比较深入地了解到中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起步的艰辛,了解到杨先生他们这一代

学者(包括黄绍湘、刘绪贻、丁则民和刘祚昌等)所做出的极有创意性的努力,同时也

体验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必须在新形势下改造自己,重新塑造自己,从

而能够创建学术,守望学术。正是老一代的学者们在艰苦和恶劣的学术环境下,竭尽

全力,维系着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正是他们在机会刚一出现的时候,抓住时机,及时

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美国史研究和教学人才,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史

领域繁荣昌盛、后继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杨先生的识见和

贡献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没有杨先生这一代学者的信念和坚持,就不会有中国美国

史学的今天。

杨先生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南开和他的学生,也并不局限于美国史和美国研究

领域,他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历史学界的贡献是得到公认的。我记得199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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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一次讨论中美关系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当杨先生走进会场时,全场数百名与

会者立刻出现了一阵骚动,人们纷纷起身离开座位,走到他的座位前去与他握手。还

有许多人起立,向他致以敬意,足见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先

生本人,在众多的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与会者中,他的中山装、发亮的秃顶,以及向

他人致意时的质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当时对杨先生的了解很少,只听周围

的人对他均以“大师暠相称。我没有想到后来会有机会与他多次促膝交谈,更没有想

到这些交谈帮助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1997年夏(北京会议六年之后),我应张友伦教授的邀请,到南开大学历史研究

所为美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为期三个月的研讨课。我到学校的当日下午,杨先生

便顶着炎炎烈日前来看我。我因旅途疲劳,酣睡不醒,没有听到敲门声。醒来后发现

杨先生从门下塞进来的一张纸条,说他来过了,希望有机会面谈。我当时非常感动,

也很不安。第二天在庆祝杨先生80寿辰的活动上,我第一次与杨先生正式认识,向

他表示歉意,并将刚出版的英文著作送给他。杨先生拿到书后,立刻翻阅起来,并与

我谈起重建史学的发展。活动结束后,我们又聊了许久,从美国史研究到美国当代政

治与外交等。我注意到,杨先生对美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十分熟悉,不仅熟

知外交史(国际史)领域的新著,对其他领域的动向也了如指掌,与他谈学问,不需要

“换位思考暠。第一次接触我就感到,杨先生待人十分谦和,平易近人,与他谈话,没有

心理负担,没有拘束感,一见如故。我不是杨先生的学生,也不是学外交史的,但与他

交谈,我有一种浪迹天涯多年的学子突然见到自己少年时代的老师的感觉,那种熟

悉、亲近与温暖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直到今天,我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这成为我从心底对杨先生

极为信任的基础。我到南开来讲课时,已经在美国大学任教,但在学术志向和道路方

面,仍然处在一种探索之中。我想,杨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给予了我及时的帮助。

杨先生很愿意与我分享他对学问和人生经历的看法。我们之间的谈话不是客套,也

不是寒暄和问候,而是一种平等的讨论。我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非常尖锐和唐

突,杨先生并不总是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他会记住我的问题,并最终回到这些问题

上来,让我在冷静下来后意识到自己思考中的偏见与漏洞。他的谈话方式很特别,也

很艺术,但又是诚实的和诚恳的。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讲起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想当

记者跑到纽约去找工作的情形,谈到在亨利·卢斯(HenryLuce)———美国《时代》和

《生活》杂志的老板兼主编———的办公室参加面试因无经验而没有成功时,轻轻地叹

息了一句:“哎,当时人年轻,哪里懂这么多,傻呀。暠这一声“傻呀暠的叹息来得非常自

然,透出许多的遗憾,立刻引起我的共鸣,让我记想起自己在海外求学时的许多经历,

距离一下拉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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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因为我受的美国史教育与杨先生相隔将近半个世纪,在我们的讨论中,我

发现我们在对美国历史的认知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然而,我觉得我们分享的对美国

历史和美国史学的共同认知要多得多。从与杨先生的谈话中,我能感受他对自己的

原则和思想保持着一种坚定的秉持,我同时也能感受到他在学术问题上保持着一种

宽容和大度。他非常希望更多的留学生能够回到祖国来,以各种方式为祖国的学术

和教学尽力。我感到,一方面,他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者,即便在晚年,对学术动向

和时事始终保持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民族感情浓烈和深厚的中

国学者,在涉及国家利益、学术的政治和道德价值观上,抱有一种毫不妥协的态度。

换言之,他对“史德暠非常重视。我从与他的交谈中,感受和习得了一种从美国大学的

训练中极少存在的精神营养,补上了博士训练中的一门重要的功课。

与杨先生认识之后,我每次去南开讲课,都会去拜访他,而每次我们都会无拘无

束地聊许久。2000年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埃里克·方纳(EricFoner)到南

开来讲课,杨先生不顾84岁高龄,专门设宴款待方纳教授,并与他谈起方纳的叔父菲

利普·方纳(PhilipFoner)教授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影响。也就是那一年,杨先生

对我讲起他读到1998-1999年《美国历史期刊》(JournalofAmericanHistory)上

对我英文著作的评论,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场美国历史学家内部的争论。我以为国内

根本没有人注意此事,没想到杨先生居然注意到了。杨先生读得很仔细,还与我开玩

笑说,“你的书引起了争论,惹了麻烦,你的同学还为你打抱不平。暠杨先生是一位德高

望重的学者,但也他有自己的幽默方式。有一次我在南开讲完课后去向他辞行,他要

我带一付围棋送给我儿子丹,说“就说是那个戴着帽子坐在沙发上吃冰棍儿的老头儿

送的暠。“戴着帽子坐在沙发上吃冰棍儿的老头儿暠是丹最初见到杨先生时的记忆,杨

先生却记住了这句童言。丹后来去了斯坦福大学上研究生,无意之中成了杨先生的

校友。

我最后一次见到杨先生是在2009年8月27日。当时为了做中国的美国史教学

题目的研究,我到杨先生家中与他做访谈,因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原定只谈半个小时。

没有想到杨先生抛开我事先寄给他的问题,一口气与我讲了三个半小时。他当时的

精神状态非常好,始终是坐得直直的,毫无倦意,脑子非常清楚。访谈结束后,我把访

谈内容整理成文字,请他修订。从9月到11月,杨先生托女儿杨令侠教授先后四次

寄来修订稿(因为怕我感到麻烦琐碎,杨令侠教授没有将杨先生的最后一次————即

11月23日———的改动寄给我,而是等到他去世之后,才将杨先生遗留的手书转给

我)。他虽然是九旬老人,但对文字和思想依然保持一种精到的敏感力,他的改动往

往是一个短语、一个字或一个标点,但这样的改动会使整个句子的境界得到提升。这

次访谈也使我重新认识了中国美国史教学发展的历程,重新认识到早期留美学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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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起的关键的作用。2010年1月,我在美国历史学会(AHA)年会的“世界范围

的美国史教学暠小组会上与来自德国、美国、突尼斯、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学者分享了

初步研究的成果。之后我给杨令侠教授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我对老一辈美国史学

者的崇敬和感动。我说:“我从这个研究过程中学到不少东西,领悟到了前人的艰苦、

精神与无奈,也看到了我们自身(尤其是我自己)的幸运、无知和绝不应有的虚妄。暠我

还请她转告杨先生,说等我完成手边的其他工作后,会将论文初稿进行修订,然后请

杨先生过目。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杨先生就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这项研究的成果,

为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为了表达对杨先生的怀念,寄托我的哀思,征得杨令侠教授的同意,我将这份访

谈稿(见附录)公布出来,与美国史学界的同仁分享,希望我们能从杨先生对自己人生

和学术生涯的回忆中感受他的学术与道德风骨。

附录:杨生茂教授访谈录(2009年8月27日)栙

“中国的美国史教学,1949-2009暠项目采访笔记

采访对象:杨生茂教授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7日,下午3:00-6:30
采访地点:天津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家

采访人:王希

王:能否先请您谈谈大学学习与教学的历程?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南开教书的?

杨:我是1941年从燕京大学去美国加州大学(UniversityofCaliforniaatBerke灢
ley)留学的。本科毕业后,又到斯坦福大学读硕士学位。导师是托马斯·贝利

(ThomasBailey),他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1946年我从美国回国,1947年9月到

南开任教。1949年解放后,我一直在南开工作,直到1995年退休,在南开教书将近

半个世纪。

王:您当时为什么决定要去美国留学?

杨:我1938年进入燕京大学时,正是“七七事变暠之后。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

学校,享有领事保护权,日本人不能进入,但出了校园,就是日本人的天下。当时燕京

·821· 美国研究

栙 此记录稿由笔者根据采访手稿整理而成,并经杨生茂教授五次审定,最后一次审定时间为2009年11月23
日。—笔者注。



的校门就是现在北大的小西门。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滋味很不好受。当时想,1942
年毕业之后怎么办,去哪里。留在北平,就得给日本人做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去

延安,心中没底,踌躇不决,因为我是地主家庭出身,也受到一些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

响。去重庆,也不愿意,我对蒋(介石)政权很反感,因为它不抗日,也很腐败。我想,

无论如何,不能在北平待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到了去美国留学。

王:当时是怎么去的呢?

杨:我给一位在美国的同学写信,询问留学的情况。他很热心,给我寄来了各种

申请表。我家里虽然不太情愿,但也没有办法阻止。我要去,他们也只得资助我。当

时去美国需要找担保人,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要担保,因为美国人怕日本间谍去美国。

中国人担保还不行,必须是美国人。

王:您找谁当您的担保人?

杨:我有一个同学,也要去美国,他与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关系很好,请司徒雷登做他的担保人。他事先给司徒雷登打了招呼,说还有

另外一位同学也要去美国,也要去签证。那位同学约我一块儿去美国领事馆,在司徒

雷登担保的情况下,得到了签证,因为我是一同去的,他就不能拒绝给我签证,所以司

徒雷登也就成了我的担保人,尽管他并不真正认识我。我们拿到美国签证之后,才去

天津的公安局办护照。日本人见了美国的签证,不得不办护照。所以,我出国的程序

是倒过来的,先拿签证,后办护照。记得护照上还是青天白日旗的印章。

王:怎么去的美国?

杨:从上海坐船去的。当时日美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美国人怕被袭击,船不到天

津来,只到上海。我们到上海后,进入法租界,法租界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等于进入

了另外一个国家。我从法租界上美国船“哈里森总统号暠(PresidentHarrison)。船

在海上航行了21天,在夏威夷停留一下,最终抵达旧金山。我们在船上住得不好,但

吃得不错,当时船上有许多中国富家子弟,从上海、重庆等地来的。我对他们的感觉

很不好。当时,因为美国支持蒋政权,我对美国也无甚好感,对燕京大学也没有太多

的感情。

王:您在伯克利学的什么专业?

杨:到旧金山上岸后,就到伯克利念书。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计划。历史念

得比较多一点,古代史、中古史都念。近现代史是不分的。我还去经济系、哲学系、社

会学系和新闻系听课。伯克利的本科学位要求132个学分,历史专业36个学分,我

的学分早就满了,但当时并不怎么过问。除了念书,我还打工。

王:打什么工呢?

杨:主要是教中文。原在北平的教会学校战时借加州大学教室办学。教美国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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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传教士,培养现役的美国军官。校长在北平待过,看不起中国人,对华人雇员很不

好,任意解雇。我后来也回敬他,教了几年后,突然辞职,给他个措手不及。

王:在斯坦福的情况如何?

杨:1944年我从伯克利毕业后,战争也快结束了。我就到斯坦福去念外交史。

为什么要念外交史呢? 回想起来,当时的主要动因是民族主义的情绪。我上初中时,

“九一八事件暠发生。高中毕业时,发生“七七事变暠。我也参加过学生运动,挨过打,

但我不是学生领袖。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给我刺激很深。我刚才讲,出了燕京大学

校门就是日本人天下,在上海,要进入法租界才不受日本人管辖,这些事情对我刺激

是很大的。当时就想学外交史,要知道外国欺压中国的根源。

我在斯坦福的导师托马斯·贝利当时说,外交是自私的。这种思想在美国的根

基很深。(美国)政府和学校宣传的都是扩张的世界观。也有学者批判扩张,但批评

的是扩张的手段,而不是扩张本身的侵略实质。例如,1898年美国占领菲律宾,麦金

利总统向上帝祈祷,问是否可去教化,占还是不占,他不考虑被扩张的菲律宾人的痛

苦和感受,不理会菲律宾已经被西班牙教化过。这种扩张主义思想的根源来自新教

传统,对美国外交和民众思想都有很深的影响。

王:您1947年来南开后,教的是什么课?

杨:我讲西洋通史。当时学校对西洋史并不如中国史那样重视,全校通常只有一

个人教西洋史,顶多两人。北京的个别大学可能多一点,但其他学校大致如此。

王:这门课是给哪些学生开的? 用的是什么教材?

杨:选西洋史的学生主要是文学院的,选课的学生除来自历史系外,还来自政治

学系、社会学系、哲学系、中文系、外语系、教育系和经济系等其他系。当时国内没有

自己编写的西洋史教材,都是翻译的。主要用的是海斯 (CarltonJ.H.Hayes)和

穆恩 (ThomasMoon)编的教材,是美国的高中课本。栙 当时也有苏联的教科书,也

是翻译过来的。

王:在1949年以前就有翻译的苏联教材了?

杨:是的。不过这些课本并不公开发行,都是通过不公开渠道流通的。

王:1949年之后呢? 您还教西洋通史吗? 用的是什么教材?

杨:1949年之后,西洋通史改名为世界通史。1950年代初,教育部曾经制定了教

材编写的标准,主要是根据苏联的标准。从19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暠开始,世界近

代史的教材编写总是找我参加。我们当时编写的教材,如我与张芝联编的世界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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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教科书(1961年版),主要是借鉴苏联的世界史教科书,从内容到形式上。重要的

历史解释,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内容,大都是借鉴苏联的。

后来又搞世界近代史的新版本。我觉得我教美国史,对于世界近代史的新教材掌握

不多,我就未参加。

王:您有没有开过单独的美国史课? 或美国史都是包含在世界近代史里面讲的?

杨:当时没有单独的美国史课。1958年我曾开过美国史的课,但不久因学习过

多而中断。美国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王:1964年在南开成立美国史研究点的背景情况是什么?

杨:这是教育部的指示,由中央决定的。

王:中央当时为什么提出要研究美国呢?

杨:中央指示不只是要研究美国,而是研究外国,也不是只研究历史,还要研究外

国的经济、哲学、宗教和其他问题。南开被指定研究美国历史,还有其他大学。南开

的美国史研究点是按自上而下的指示建立的。

王:怎么创建的? 任务是什么? 有没有经费的支持?

杨:当时在南开建立美国史研究室,开始时称之为“点暠。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封锁

很厉害,我们无法直接订阅美国报刊和书籍,都是通过第三渠道去订购。财政部专门

拨款600美元给南开的美国史点,这笔钱主要用来买书刊。我们用来订购美国的杂

志。订阅是通过北京的国际书店,到国外通过友好人士代订。国民党人还捣乱,在杂

志上贴一些反动标语。记得当时订的杂志有《时代》(Time)、《新闻周刊》(News灢
week)、《哈泼斯》(Harper狆sMonthly)、《新共和》(NewRepublic)、《大西洋月刊》

(AtlanticMonthly)、《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HistoricalReview)、《美国历史杂

志》(TheJournalAmericanHistory)和《国家》(Nation)等。还订了《政治事务》

(PoliticalAffairs,这 是 美 国 共 产 党 发 行 的 刊 物,赫 伯 特 · 阿 普 特 克 (Herbert

Aptheker)当过主编。

王:当时有没有想到要买书,比如说,美国史方面的学术著作等?

杨:钱太少,买不起。订美国杂志的时候,我们都是到国际书店去选,通过他们来

订。订了这些杂志,遇到反浪费的时候,有的又被砍掉。所以,即便是这些资料的积

累,也是不连贯的。

王:当时的拨款600美元是年度性的,还是一次性的?

杨:记不清了,当时也没有什么预算的说法,反正拨款下来就用。当时这笔款是

直接拨到美国史研究点,学校是不能动的。这点我记得很清楚。

王:后来美国史研究点都做了些什么事呢?

杨:没能做成什么事。工作还没有完全开展,就开始文革了,研究室的工作也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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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停顿。直到文革后才重新开始。

王:文革后美国史研究和教学是怎样重新开始的?

杨:文革后,1978年中国社科院在天津召开历史学科的会议,出席代表都是社科

院邀请的。世界史学科有20多人参加,我也参加了。代表中有各学科的人,美国史、

中古史、古代史等。记得是于光远在会上做报告,提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社科院

世界历史所出面推动美国史这一摊的活动,他们从侧面推动。当年世界史的人在武

汉大学召开会议,美国史的人便一同去了。这是搞美国史的人的第一次全国性聚会。

王:当时的气氛怎样? 有什么决定吗?

杨:当时大家见了面,都觉得很兴奋,想透透气,也想搞点东西。当时提出了三种

意见,一是要集体编撰一部美国通史;二是觉得编通史能力不够,不如先进行专题研

究,出论文集;三是说力量不够,慢慢来。大家的讨论非常热烈。最后决定先把各校

的资源搞清楚,让各校的人把本校有关美国的书籍资料整理出来,供大家分享。当时

北图的一位女馆员,把北图有关美国的资料编了几本,寄给大家。其他学校也在搞。

王:当时为什么要想到编写美国通史呢? 编通史的目的是什么? 做教材吗?

杨:当时的想法之一是利用编写通史来练兵。至于做教材嘛,如果能搞出来,自

然就是教材或参考书了。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暠正式成立,会上继续讨论编写

通史的事,反对的人不吱声了。编写的分工是以学校为单位,由各个学校自己报名。

最后决定由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各负

责一本,一共六卷。后来参加编写的学校有些变动,各卷的水平和质量也不一致。后

来有的学校表示要退出,退出学校留出的卷改由他校编写。

王:这些著作是由谁来执笔的,编撰原则如何掌握?

杨:当时的做法是群策群力,发动大家,包括研究生在内。具体做法是拟定提纲,

制定编写原则,现在看来,当时思想还不够解放。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起了很大的

推动作用。他保证出书,这对大家是很大的鼓励。

王:当时有没有想到翻译现成的美国史著作,不必费神编写? 因为当时资料不

全,又隔绝这么些年,对美国史情况不一定熟悉和了解,翻译来得更直接一些,而且当

时不是也翻译出版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和《光荣与梦想》这类书吗?

杨:记得1978年有一位华裔美国学者在南开说,你们不用自己编写美国史,把美

国人写的教材翻译过来就是了。我们回答说:“不可暠。我们当时想的就是要自己搞,

我们念了这么些年的外国人写的外国史,应当自己搞一套自己编的。

王:后来的写作与出版顺利吗?

杨:出版时,需要钱,我们也到处要钱,教育部和社科院的世界史所都资助过。

王:您对这套六卷本的美国通史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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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我认为,还好。如同编杂志,一本杂志,篇篇都是好文章不可能,但有一两篇

好文章,杂志就能办下去。所以大致好就很不容易了。主要是通过编书来锻炼队伍,

大家通过这个过程能增长学识,编出来的东西也可以为学生服务。

王:黄绍湘教授为什么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项目?

杨:她手头的编写任务很重,无有余力。她是新中国第一个真正编写美国史的

人,她写的《美国简明史》(1953年)、《美国早期发展史》(1957年)都是开山之作,而且

是一个人搞出来的。她从1949年前就开始研究美国史,解放后出版的书大都是修订

本。

王:我想问一下文革之后中美史学交流方面的情况。当时南开都请过哪些美国

学者来交流? 他们怎么来的?

杨:最初我们请的都是一些新左派(NewLeft)史学家。如我们曾经想请威廉·

威廉姆斯(WilliamApplemanWilliams),但他对富布赖特计划没有兴趣,因此没有

来成。菲利普·方纳(PhilipFoner)是黄绍湘通过教育部特邀来的。他来过南开几

次。他的主要功劳是将美国工会的档案史料整理出来,写了好几本工运史。当然后

来通过富布赖特计划邀请的人越来越多,多不胜书。

王:您对美国的民主问题怎么看?

杨:我认为,民主是多元的,不能输出,只能由当地生根发育。美国人输出的是傀

儡民主。美国目前已经发展到后金融资本垄断的时代,不再是工业资本垄断了。国

际金融垄断的发展,使早年的民主口号和机制缩水了。奥巴马上台是一个进步,黑人

也能当选总统,但是,他上台后,还得听大金融资本的话,后台还是有钱人的利益,小

富有者很难上台面。

王:美国民主与美国外交思想的关系是什么?

杨:美国人只知道扩张,不知道自己力量的局限性,也不管在外国民众间树敌太

多。美国历史学家,如比尔德(CharlesA.Beard)、威廉姆斯(WilliamApplemanWil灢
liams)和科尔科(GabrielKolko)等都批判过。但布什政府还是穷兵黩武、横行霸道、

一意孤行。奥巴马政府比较明白点,但只能换汤,只得推行“巧暠实力。

王:对中国的发展您如何看?

杨:我赞成中国现在这样以人为本、不断发展的民主。这种民主需要不断改进深

化。要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东西,不容易。我们自己脑子里就有好多封建的东西。

在中国搞民主,得清除封建思想、地头蛇思想;现在贪污严重,与官本位的体制有关,

要消除这些思想和体制,得随着经济、文化的增长一步一步来。现在的做法就是一种

包公式的民主,打抱不平。贪婪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做到这点,自然更不可能自願做到

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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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该如何看待美国呢?

杨:有人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这话是错误的。中国有很多大事要抓,国

家安全、统一、污染、生计等问题,政府也在做。不能以小集团的利益为重。美国的民

主也不是完全值得效仿的,其根基是以自私观为主的。只要国家这种现象存在,保护

自身利益的现象自会存在,但不能损人利己。

王:您现在经常想什么?

杨:一言难尽。我曾写过一篇小诗,内云:“不应沉浸于已经逝去的一切,从苦水

中允吸些香醇吧,哪怕是点滴,为了明天,为了来人暠。这就是向前看。但体力衰退

了,例如因为双目接近失明,2008年又将《美国历史杂志》的通讯编辑一职辞去。你

看到我房间挂的这幅画上的字吗? “淡泊惜陰斋暠,这说明了我的前瞻性的思想。

王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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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

———读《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栙

钟飞腾暋杨暋毅暋暋暋

从英国女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1970年发表《国际经济与国际关

系:相互忽略的案例》栚一文算起,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

已年届不惑。从最开始作为一种用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分析国际关系的呼吁,中间经

历了经济学者与国际关系学者的对话、著作论文的发表,再到英国、美国大学设置硕

士课程、博士项目,发展到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世界各国的大学十分

重视的学科。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成为研究机构与政府部门看待世界政治

的一种重要方法,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国内与国际相互关联,将是全球化时代政策

制定的重要议题。

200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教授的《国

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展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内容与日渐扩展的影响

力,成为认识这一学科的指南。实际上,科恩在出版本书以前就已经在欧美学术界发

表描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面貌的文章,引起大西洋两岸巨大的反响。2006年,科

恩在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会(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Society,简称

IPES)发表第一篇探讨这一话题的文章,该文2007年以《大西洋分歧》为题发表在英

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上。在这篇重要文章中,科恩明确提出了日后被广

栙

栚

BenjaminJ.Cohen,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敽AnIntellectualHistory (Princeton:PrincetonUni灢
versityPress,2008);此书中文版《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由杨毅、钟飞腾翻译,2010年6月将由上

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SusanStrange,“InternationalEconomics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ACaseofMutualNeglect,暠Interna灢
tionalAffairs,Vol.46,No.2,April,1970,pp.304~315.



泛接受的“美国学派暠(AmericanSchool)与“英国学派暠(BritishSchool)的划分。栙尽

管此前已经有学者论及英美大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授课上的差异,也有学者在2001
年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英国学派和《国际组织》学派(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School),栚但都比不上科恩概括的命题吸引人。因此,不妨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别

差异称为“科恩命题暠。2008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科思想史》一书出版之后,欧美学

术界对“科恩命题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争论异常激烈。

作为参与创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资深人士,科恩教授在2008年推出这一著作对

于中国学界深入认识一门学科从无到有的发展可谓功莫大焉。对于这一学科,科恩

不仅比一般讲授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授有更为直接和深刻的感受,而且对学科

成型的逻辑和英美学术共同体成长的广阔背景也十分了解,这一点殊为难得。在社

会科学领域,严肃学者撰写的讲述学科发展历程的文本及记录求学与研究经历的传

记,都是研究学科的重要资料,很多时候也是初学者“耳濡目染暠的通道与场所。

本文主要就本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三个问题进行介绍与陈述,以使读者

能够对此书有一清晰的印象:第一,科恩的学术成长经历,以及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

学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线

索;第三,国际政治经济学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加快发展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的建议。

一暋亲历者的学科史

本杰明·科恩是国际货币金融关系政治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从其学术生涯开始

之际就参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大致来讲,科恩的学术生涯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以一名经济学家的身份致力于国际货币金融关系

研究。1937年,科恩出生于纽约,1963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

曾短期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部工作,1964至1971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

系。20世纪60、70年代,正是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大动荡的时刻,耶鲁大学教授罗伯

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对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研究后指出,美元

无法在外国储备货币和美国本国币值稳定之间保持平衡。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

解除了美元兑换黄金的固定比率,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全球政治经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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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新的时代。科恩在博士毕业后的经济学学术之旅为理解此后的国际货币体系

奠定了基础,而国际金融货币正是当代全球经济的核心。科恩在这一阶段的著作包

括1966年出版的《调整成本与新储备的分配》栙、1968年由他主编并担任作者之一的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栚、1969年出版的《收支政策》栛和1971年的《英镑作为国际货

币的未来》。栜

此后,科恩的研究进入第二个阶段。1971年科恩进入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与

外交学院(TheFletcherSchoolofLawandDiplomacy,TuftsUniversity)任教,主要

从政治学角度研究国际金融货币关系。国际金融货币关系的动荡与科恩本人的学术

经历两者一起推动了他从经济学视角到政治学视角的转向。实际上,一些日后推动

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人物,在1970年代全球政治经济分化重组时都产生过这

类转变。科恩在此后20年中,开始密集参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1970
至1977年间,科恩为基础读物出版公司(BasicBooksPublisher)主编了国际政治经

济学系列丛书,罗伯特·吉尔平的《美国实力与跨国公司》(1975年)栞就是该丛书的

一本。1975年,科恩加入《国际组织》杂志编委会,1982年与1985年在该杂志分别发

表《收支政策的金融化:一种机制的演进》与《国际债务与联系战略:对美国的一些外

交政策启示》两文,栟1990年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书评《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栠迅

即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文献,此后科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也基本成型。

这一阶段科恩出版的作品主要有《帝国主义的问题:支配与依附的政治经济学》(1973
年)、《把世界货币组织起来: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7年)、《为了谁的利

益? 国际银行业与美国外交政策》(1986年)、《发展中国家债务:一种中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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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及文集《跨越边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探索》(1991年)。栙

科恩在这一阶段与《国际组织》杂志编委会的密切联系,促进了他自身的学术发

展,反过来这种经历也直接助益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和目前我们读到的《国际政治

经济学:学科思想史》一书的创作。1975至1991年这一阶段的《国际组织》杂志正好

处于国际政治经济学“3K暠———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斯蒂芬·克拉斯

纳(StephenKranser)与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的领导下,这三个

大人物也是本书描述的“七贤人暠栚中的三位。与此同时,科恩开始担任美国国务院、

经合组织、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国际清算银行的顾问,探讨1980年代世

界面临的债务与货币体系管理等政策问题。正是在这期间,科恩应邀前来中国。

1986年,科恩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过访问讲师。

科恩学术生涯的第三个阶段可从1991年算起。1991年出版《跨越边界》一书可

以算作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科恩在该书前言中称,“从我的学术生涯开始之际,就

在国际经济学和世界政治这两者的理论与政策边界经营。以往曾经探讨过的主题,

涉及到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一些重要议题:对外政策行为中商业与政治利

益的关系、经济帝国主义的起源、国际货币与金融关系的组织,以及美国和欧洲对外

经济政策的制定。本文集的目的就是汇集过去20年间在这方面做过多种努力的代

表性作品。暠栛同年,科恩转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政治系任教。加州大学是国际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像约翰·鲁杰(JohnG.Ruggie)、彼得·古诺维奇(Peter

Gourevitch)、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等都

在加州大学各分校获得博士学位。1994至1999年间,科恩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杂志担任编委,1996年至今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担任编委,而这两

份杂志是除《国际组织》之外刊发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刊物。2000年,科恩被

国际问题研究会(InternationalStudiesAssociation)授予杰出学者称号。

20世纪90年代迄今,科恩在学术上更为成熟与自信,尤其是他在国际货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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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viewPress,1991),p.2.



上的研究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可。1993年科恩发表了《三个一组与不洁的三位一

体:国际货币合作的问题》一文,栙他基于20世纪60年代开放经济中的蒙代尔-弗

莱明模型(Mundell灢FlemmingModel)提出,一国政府不可能同时实现汇率稳定、资

本流动和货币政策自主性三个目标,并且把这个难题称之为“不洁的三位一体暠。

1994年,此文就被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代学者杰弗里·弗里登(JeffryA.Frieden)

和大卫·莱克(DavidA.Lake)选编入第三版《国际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权力与财

富》一书中,2010年这本欧美大学流行的教科书更新至第五版时依然选入这篇重要

文献。栚 科恩的这篇论文触及到了国际货币合作领域的要害,即各国政府面临多种

国家利益需要协调时,致力于汇率稳定的国际货币合作不一定能实现。1998年,经

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在麻省理工学院一篇未刊稿论文《永恒的三

角》中提出了类似的思想,并画了一个三角形作图示,栛1999年克鲁格曼在《外交》

(ForeignAffairs)2月号杂志上发表《萧条经济的回归》一文,文章第三部分标题就

用了科恩的“不洁的三位一体暠解释发展中经济体的危机和发达国家的货币过剩问

题。栜

除了发表大量论文之外,这一阶段科恩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融关系的国际政治

经济学》(1993年)栞,此书是纳入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与罗伯特·基欧汉主

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库》(TheLibrary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系列

丛书的一本,由埃尔加公司出版。为纪念著名经济学家彼特 · 肯南 (PeterB.

Kenen)对国际经济学的贡献而主编《国际贸易与金融:研究的新前沿》(1997年)栟,

1998年出版了《货币地理学》栠,1999年科恩与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Lipson)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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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编了《国际组织》杂志的两本文章选辑《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问题与行为体》栙和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结构》栚。科恩随后又出版了《货币的未来》(2004年)。栛

继1993年为埃尔加出版公司主编《金融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之后,2004年

科恩又受命主编了《新全球经济中的国际货币关系》栜,在该书前言中科恩指出,“此

两卷本的文章是为了彰显近期在国际货币关系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关键性学术贡

献。过去10年,这一领域的核心主题由于受资本流动影响而迅速增加。收集于此的

论文极大地深化了对金融全球化成因的理论性与分析性理解,尤其是在深入理解金

融全球化的政治与经济后果方面更是如此暠。栞

2005年,科恩把过去30多年来构成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基础、重要视角及核心议

题的20篇文献编成《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书,栟这一选辑中最早的文章发表于1970
年,最晚的文章发表于2000年。就其内容而言,全书分成了学科起源、体系转型、体

系治理、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金融共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各选辑四篇文章。从选编的

目录及内容来看,科恩主张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体系转型与体系治理,实际上他

早在1990年发表的《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一文中就已论述过这一观点。科恩在

2005年的这本选编书中概括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他认为,“从实际现状来看,

政治经济学始终是我们所谓的国际关系的一部分。但是,作为学术探究的一项独特

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仅诞生于几十年前。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语世界中很少有

学者在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时致力于沟通经济学和政治学。例外当然也有,但是绝大

多数是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家或者处于主流西方学术界之外的其他人。国际政治经济

学的系统分析,即强调正统的市场与政治分析两者之间正式的统合,则是非常晚近的

事情暠。栠

目前,科恩担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路易斯·兰卡斯特(LouisG.Lancaster

Professor)国际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专注于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发表的著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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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出版的《美元的未来》栙和2008年出版的《全球货币治理》两本专著。栚

二暋七位贤人与两个学派

如果熟悉科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那么对于科恩如何撰写《国际政治经济

学:学科思想史》一书及该书的内容就不会感到过于陌生。实际上,科恩为本书构建

的框架不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史,也体现了科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

全书分为七章,前两章从大西洋两岸开始介绍这门学科的地理特性,然后延续科恩一

贯强调的体系转型与体系治理两个重心,讲述这一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点,

紧接着第五章更进一步探讨国家在不同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别和议题中的地位,彰显

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关系传统下的发展脉络,第六章则集中展现了40年来国际政

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与开创的研究方法,最后一章是科恩对国际政

治经济未来发展的思考,他不仅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出现了三代学者的演进,而且还

特别希望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间能够架起沟通的桥梁。

科恩在书中讲到,之所以现在适合探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史,是出于三点考

虑:第一,现实世界所发生的国际事务中包含着政治与经济两种要素之间的内在联

系;第二,如何构建理解这些现象的概念,这些概念又是如何相互作用并深化我们的

认识的;第三,出现了一批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为术业的专业人士,用科恩的话说,

“学科史也是个人的学术史暠(Intellectualhistoryisalsoapersonalhistory)栛。正是

基于这种设想,科恩的学科史不同于以往大学课堂中以观点罗列为特点、以编年史方

式呈现的教科书,本书的特点是以代表性人物的个性与周围学术环境的互动来反映

一个学科的发展变化。科恩力图展现打破政治学与经济学“聋子间对话暠的社会和历

史宏观环境,而他自己以经济学训练出身进而发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的学术历程

本身就是这一对话的组成部分。

在本书中,科恩选择了七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分别是英国的苏珊·斯特兰奇、加

拿大的罗伯特·考克斯(RobertCox)、德裔美国人彼得·卡赞斯坦及四位美国人查

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基欧汉和

斯蒂芬·克拉斯纳。他们当中年龄最长的是出生于1910年的金德尔伯格,而年龄最

小的是出生于1945年的卡赞斯坦。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时,他们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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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有的早就名闻学界,有的行进在金融新闻的道路上,有的甚至还在攻读博士学

位。不过,就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素养而言,学有专长、博士训练和实践感悟三者都非

常重要,合在一起奠定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面貌。严格来说,科恩界定的国际政

治经济学“七贤人暠并不能完全涵盖塑造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重要人物,例如

塑造这一学科的重要人物还可以包括研究跨国公司的雷蒙·弗农(RaymondVer灢
non)与研究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政治的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Hirschman)。

但是仅就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而非其他学科的发展,以及影响力的广泛性与持久

力而言,这七人的确是名至实归。科恩强调,“七贤人暠具有进行学术研究的同一种气

质,即集学术探索欲、学术勇气和学术敏感性于一身。栙阅读科恩的这本书,读者能感

受到那些成为一流学者的知识生产者所具有的执著与灵性。

与科恩以往的著作一样,科恩在本书中仍然论述了引起极大争议的两个学

派———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情况。对这两个学派的分析贯穿全书,在各个章节都

有对比性的描述。简略而言,美国学术界更偏重于用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理论与方法

研究主流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主张用统一的方式研究这类问题;欧洲特别是英国学者

则更趋向于批评色彩浓、道德感更厚重的规范性分析,主要研究劳工福利、社会平等、

环境等问题,强调多元化和跨学科。美国学者借重经济学,因而具有逻辑严谨、方法

论可靠、因果论明显等优点,但失去了对宏大命题探讨的兴趣,欠缺人文关怀。科恩

建议,“美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能从稍具雄心的议题中获益,以抵消近些年来日

渐萎缩的视野。同时,英国学派也能从美国学派更严谨的方法论中学到不少,为理论

分析引入一致性与可重复性。英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能从相对不那么富有雄心

的研究中获益,以便抵制住研究人类全体经验的诱惑。暠尽管科恩本人是美国学派的

一员,但他早年从经济学转向政治学研究国际货币问题,是得到了斯特兰奇的帮助。

而科恩本人也不像一些崇尚实证主义研究的美国学者那样,不屑于写哲理性、历史性

与人文关怀的作品。归根到底,对社会需求而言,科学与人文是统一的。

三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未来

自2007年科恩提出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分歧之后,“科恩命题暠就引起了大西洋

两岸的激烈争论。2007年11月,在斯坦福大学召开的美国第二次国际政治经济学

学会上,迈克尔·蒂尔尼(MichaelJ.Tierney)和 丹尼尔·马林尼亚克(DanielMa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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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iak)通过广泛的调查和对12份杂志1980至2000年间所发表文章的研究证实了

科恩的观点。栙 从2008年起,《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就陆续刊登了学者的评论

文章,杂志编辑部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于2009年第1期出版了专辑“国际政治经济学

的美国学派暠。学者们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了讨论:第一,对美国学派的这一描述是否

准确;第二,如果这一界定基本正确,那么这一学派是怎样成型的;第三,美国学派所

具有的范例、本体论及方法论是否有助于学科的未来发展;第四,下一步怎样开展国

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栚2009年9月,大西洋彼岸的《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

Economy)杂志刊发了专辑“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英国学派暠,对科恩命题中的英国学

派展开了深入讨论。栛

科恩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刻画的“七贤人暠中有三位———罗伯特·

基欧汉、彼得·卡赞斯坦与罗伯特·考克斯———分别在两个刊物上发表文章辨析这

一命题。基欧汉认为,科恩所指的美国学派的确取得了重要成绩。美国社会科学中

占据主导地位的规范和激励结构全面影响了这一学科所用的逻辑与方法,美国学派

呈现出严格的方法及经济学模型特征。不过,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基欧汉认为

因果推断并不适用一些领域。基欧汉把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称

作“旧国际政治经济学暠(theOldIPE),而把1990年代后期以来根植于开放经济政

治的发展称作“新国际政治经济学暠(theNewIPE),并认为后者将以更加严谨的方式

把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进一个统一的框架。基欧汉表示,尽管他

的一些学生坚定地支持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EconomyPolitics,简称OEP)这一范

式,栜不过他本人持保留意见。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范式较少注意利益是如何被建

构的、政策是如何在国际间扩散的,因而也就对当前世界政治中正在发生的大事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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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IsIt斂What狆sItGoingtoBe斂暠,availableat:http://.stanford.edu/,2007.后来该论文经修改发表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上。SeeDanielMaliniakandMichaelJ.Tierney,“TheAmericanSchoolofIPE,暠

R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Vol.16,No.1,February,2009,pp.6~33.
CatherineWeaver,“ReflectionsontheAmericanSchool:AnIPEofOurMaking,暠ReviewofInternational
PoliticalEconomy,Vol.16,No.1,2009,pp.1~5.
“Preface,Reflectionsonthe‘BritishSchool暞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暠NewPoliticalEconomy,

Vol.14,No.3,2009,pp.313~314.
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概念最早由罗伯特·贝茨(RobertH.Bates)提出,参见 RobertH.Bates,Open灢Econo灢
myPolitics敽ThePoliticalEconomyoftheWorldCoffeeTrade (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7).这一研究范式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在分析中更明确地纳入了政治变量,这
一范式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许多人认为这一范式主导着20世纪90年代北美地区的国

际政治经济学研究。SeeDavidA.Lake,“OpenEconomyPolitics:ACriticalReview,暠ReviewofInterna灢
tionalOrganization,Vol.4,No.3,2009,pp.219~244;“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AnEmerging
Interdiscipline,暠inBarryR.WeingastandDonaldWittmaneds.,TheOxfordHandbookofPoliticalEcon灢
omy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forthcoming),pp.757~777.



不见。基欧汉进而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要紧紧把握住正在全球范围展开的经济发

展这一事实,尤其是世界向东亚的权力转移。为此,基欧汉指出未来五大极具潜力的

研究课题:(1)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在世界上人口占多数的地区迎来真正的经济

发展,而这将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学很多理论的假设———即世界是由发达和欠发达组

成的,一个更加对称的世界需要新的理论;(2)中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重要

玩家;(3)金融和能源市场的波动更为极端;(4)真正的全球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至关

重要;(5)电子技术成为全球通讯的基础。基欧汉最后强调,为了更好地研究以上几

个大问题,学者们要使用多样化的方法。尽管同样高度评价英国学派,基欧汉却强调

美国学派的社会科学内涵,认为正是社会科学训练让美国学者注意区分价值判断和

实证分析。栙

彼得·卡赞斯坦认为,科恩正确地指出了大西洋两岸存在两个风格不同的国际

政治经济学派别。与此同时,与基欧汉一样,卡赞斯坦也指出以大卫·莱克为代表的

开放经济政治学对偏好与利益是如何形成的关注不够。卡赞斯坦强调,对国际政治

理论而言是正确的洞见,对国内经济理论而言却不一定正确。卡赞斯坦提出需要分

析的折中主义,用以把理论从其独特的研究传统中挖掘出来,从其哲学基础中分离出

来,再重新融合概念、方法、分析与经验,以便取长补短。栚

罗伯特·考克斯则援引自己1981年论文的观点,认为理论始终是有目的的,而

造成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差异的主要原因正是两个学派的目的不同。考克斯本人倾

向于批评理论,因为这一视角重视未来,而问题解决型的理论着眼的则是当前。如果

说这两种视角有融合的必要与可能,那么首先要明确两者尽管目的不同但并不必然

针锋相对。考克斯甚至认为,两者的差异可以追溯到18世纪欧洲的传统,而科恩概

括的英国学派用“欧洲学派暠冠名可能更恰当。与科恩“学科史也是个人的学术史暠的

观点一样,考克斯认为学者的差异是导致学派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促使学者分化的主

要原因则可以归结为:国家的地位、历史传统、意识形态及所接受的研究生教育。考

克斯进一步认为,学派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英国学派体现的是前者,而美国学派

的含义更具体。如果放眼全球,那么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的世界观与西方很不相

同,因此学科发展也会不同。因此,考克斯断言,没有一个被全球所接受的共同的国

际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将充分注重各国的差异、人民价值观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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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国学派所代表的历史性与开放性就十分重要。栙

科恩分别在两份刊物上发表回应文章,进一步澄清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当前,

学者们都已承认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分化,大家的分歧只是对这种分化的程度之

大小轻重的评估不同。科恩认为,更准确地说,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是同一个研究共

同体中的两个独具特色的派别而已,而且恰好分隔在大西洋两岸。科恩提及,一部分

英国学者把在大西洋两岸架起桥梁的设想当作是“美国知识霸权暠,而美国的学者则

认为英国学派的著述缺乏深入对话的可能性。与第二代学者如大卫·莱克期许开放

经济政治学的光辉前途不同,科恩认为这一方向进展不大。科恩进一步告诫,过分科

学主义的发展将不利于保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特性;趋向于硬科学的研究需

要大量的可得性数据,这会限定可研究的课题。栚 科恩建议,可从研究者自身、训练

学生及研究著述方面做好两个学派的沟通工作,特别是研究方面需要采纳彼得·卡

赞斯坦所谓的“分析的折中主义暠,由问题主导而非方法主导的研究。栛

经过40年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不仅在西方的大学里已经制度化,而且在中

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也有很大发展。中国类似于西方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

究首先是从世界经济研究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关系学术界开始引进国际

政治经济学教材。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相继开设全

校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特别是2003年北京大学设立

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并开始招生,系统训练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人才,这标志着中国

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进入制度化发展的阶段。2008年12月,北京大学政府

管理学院与普林斯顿大学合办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暠国际研讨会,这次会

议毫无疑问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向自立的一个标志。栜 日本的国际政治经

济学研究比中国要早,1982年,东京大学助理教授猪口孝就成为《国际组织》杂志编

委会成员。不过直到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才设立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意在统合

政治学、经济学与公共管理等学科,训练真正具有跨学科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学生。

总体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日益受到重视,正如科恩在《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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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Economy,暠inMichaelBrecherandFrankP.Harveyeds.,MillennialReflectionsonInternational
Studies(AnnArbor: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2002),pp.623~636.



经济学:学科思想史》的导论中指出的那样,一个学科领域诞生的标志是知识体系得

以构建从而能够对探知的相关主体进行界定。公认的标准得以采用,从而用于培训

专业人才并保证专家的正确性;在大学及科研机构中有了与该学科领域相关的全职

工作机会;拥有专业出版物用来传播新的观点和分析成果。简言之,就是学者间制度

化的学术网络———也就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研究领域、评价标准和职业使命的专业研

究团体得以生成。栙

根据这个标准,科恩断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建立起来,尽管科恩

同时还承认“这座大厦并没有完工暠。实际上,推动一门学科最重要的动力是国家和

社会的需求,归根到底是市场化的社会需求。随着人口的增多、互动性的增强,社会

不断产生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对新方法和新视角的需求最为迫切。对于新方法、新视

角,学术界人士有时也会视而不见。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欧美学术界制度化的进程已

经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并非只有国际政治经济学遭受这一待遇。1990年,哈里·

马科维茨(HarryMarkowitz)因证券组合理论(ModernPortfolioTheory)获得诺贝

尔经济学奖,12月马科维茨在颁奖致辞时回忆道,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界并不把证

券组合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一部分。1955年主持马科维茨博士论文答辩的经济

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认为,不能把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创作证

券组合理论的马科维茨。35年后,马科维茨带着胜利者的自信说道:“当我进行学位

论文答辩时,证券组合理论还不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现在已经是经济学的一部

分。暠栚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未来必然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扩展与深化,随着中国国家

需求和社会需求的上升,日益发展壮大。正如作者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所提到的那

样,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年轻的,它的历史还在书写中。栛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杨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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曫学术动态

《美国研究》编委会

会议纪要

卢宁

2010年5月21日,《美国研究》编辑

部召开京津地区编辑委员会会议。本刊

学术顾问资中筠、王缉思、陈宝森,所外

编委何顺果、金灿荣、李剑鸣、梅仁毅、张
宇燕、吴白乙、徐辉,以及全体所内编委

出席会议,美国所党委书记孙海泉、副所

长刘尊列席会议。与会者就《美国研究》
的编辑工作、选题策划及当前美国研究

中的热点问题等进行了讨论。
《美国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首先致辞,感谢编

委及学术顾问对本刊多年的支持和帮

助,并向新一届学术顾问和编委颁发聘

书。他指出,《美国研究》是前辈学者们

创办的,并得到了各位编委的大力支持。
他希望与会者对本刊的编辑工作多提宝

贵意见。
《美国研究》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

赵梅汇报了《美国研究》近年来的工作。
她说,《美国研究》近年来努力挖掘优秀

科研成果,坚持成为“中国从事研究美国

问题的学者们的共同园地暠,成为大家

“交流对美国的认识和理解的一个中心暠
的办刊宗旨和目标,坚持科学性、学术

性、综合性的办刊方针,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美国学研究发展历程相伴随,逐

步形成了求实、开放、厚重的办刊风格,
成为我国美国学研究领域和国际问题研

究领域中的一本受人喜爱的学术杂志,
于1999、2002、2005、2008年连续荣获中

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美国研究》
在过去几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

着一些不足。今后将在如下几方面继续

努力:在约稿方面应更加积极主动;做出

更多的努力,刊登更多有分量的好文章;
更加关注美国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定期

召开学术研讨会,开拓稿源,发现有潜力

的作者;进一步加强编辑自身的学习,提
高编辑的学术水平和编辑业务能力;更
加严格学术规范,努力杜绝抄袭、剽窃现

象的发生。编辑部今后将要求部分已通

过匿名评审、拟刊发稿件的作者提供某

些注释所引文献的原件,并进行核对。
《美国研究》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

院荣誉学部委员资中筠先生追述了创办

《美国研究》的岁月和艰难历程,并对编

辑人员和《美国研究》的发展提出了期

望。她指出:首先,编辑人员的中文要

好,稿件中文水平的高低很重要;其次,
编辑要有眼光,选择文章的能力很重要,
对美国研究领域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
了解研究前沿所在;第三,编辑人员要有

敬业精神,要认真负责。她回应了赵梅

提到的防止剽窃的问题,认为应该在编

辑文章时加强检查文章的注释正确与

否。关于如何办好《美国研究》,资先生

指出:发表文章不要总是围着国际热点

转,而应加大对美国本身的研究,因为

《美国研究》不是一般的研究国际关系的

杂志。她肯定了《美国研究》最近发表的

关于奥巴马医疗改革问题的文章和美国

人口趋势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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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

荣誉学部委员陈宝森先生对《美国研究》
刊载的经济类文章进行了点评。他指

出,不算书评,2009年《美国研究》总共

发表了29篇文章,其中经济类文章有10
篇,占到文章总数的34.4%,数量不少;
经济类的文章有几种写法:一种是重实

证,如李云林论述次贷危机的文章,这种

写法的不足之处是不能说明为什么出现

了某种现象;另一种是从理论的角度分

析问题,如刘宇飞论述美国金融监管哲

学变迁的文章,作者主要是用制度学派

的理论来分析问题,但这种写法导致反

映美国的现实情况不够,不能光有理论,
没有实证。黄卫平的文章好,好在能启

发人思索问题,不是从理论到理论。
陈先生建议《美国研究》可以组织研

究两个问题。一是奥巴马当前的新能源

政策。他认为奥巴马的新能源政策可以

说是一箭三雕:首先,新能源政策将有可

能使美国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这将

影响到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如果改变

了对中东的政策,将连带地影响到美国

整体外交战略的走向,所以,新能源政策

值得关注;第二,新能源可能成为美国经

济的新增长点,现在高新技术引领经济

发展的前景不甚明朗,而新能源可能成

为拉动美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第
三,新能源政策可以促进环境问题的解

决。需要关注的还包括奥巴马的新能源

政策到底能走多远。二是美国的金融问

题。《美国研究》已经刊登的文章中,有
关金融危机的比较多,但是对美国金融

问题中存在的两个大问题关注不够:一
是美国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
二是美元霸权的问题。

《美国研究》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对《美国研

究》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对《美国研

究》未来的编辑工作提出如下建议:首
先,中英文摘要很重要,反映出作者的水

平,编辑要把好摘要这一关,把摘要修改

得更细一些;其次,在选题策划上,美国

的兴衰始终应该是《美国研究》关注的主

题。这个题目很大,可以从不同的方面

来研究。比如,可以梳理历史上关于美

国兴衰的讨论,可以研究美国人如何思

考美国兴衰,也可以研究美国人之外的

各国人对美国兴衰问题的看法,以及美

国在海外的形象等等。另外,可以开展

美国社区建设和移民政策的研究。现在

是加强对美国移民政策研究的时候了,
因为奥巴马把医疗改革问题解决之后,
紧接着就会面临移民政策改革的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的社会凝聚力、政
治认同等大问题,所以很重要。王缉思

还提出,国内现在对美国经济的宏观研

究比较多,能否多做一些微观的东西,比
如选取高盛公司这样一个机构来研究。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希认为,《美
国研究》办得很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了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在未来50年内,中
美两国还要打交道,所以《美国研究》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他提出两个建议:一
是编杂志可以更主动一些,约一些稿子,
在美国,学术界有一个习惯,会举办很多

论坛、圆桌会议来讨论问题,《美国研究》
也可以召开这类会议组稿;二是要加强

书评。书评不需要写得很长,但要写得

好,完全从学术的角度来评,可以请名家

给刊物写书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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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张宇燕认为,《美国研究》总体感觉

很好,但有两点可以改进之处。首先是

经济方面的文章篇幅不小,但是这些文

章的分析方法应该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

相结合,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也应该与

现代政治学结合起来。他希望《美国研

究》刊登的文章的专业性更强一些,如经

济类文章,可以注重将权威性的著名经

济学家的观点加进来,包括介绍大经济

学家的成果;其次是关于作者群和作者

面的问题。他认为不能只有以研究美国

为专业的人士给《美国研究》供稿,应该

吸收其他专业的人士加入《美国研究》的
作者群,比如研究经济学的人,也有人在

研究美国的经济问题,这些人也应该是

《美国研究》杂志的作者。
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认为,《美国研

究》还可以办得更好一些,可以通过举办

各种问题的讨论会,汇总众多学者的观

点,这样既有助于学者写文章,也有助于

读者了解不同的观点。他建议《美国研

究》考虑每年有一期做一次观点综述。
另外,他希望《美国研究》刊登关于一个

问题的不同观点的文章,反映出学术界

对某个问题的争论状态。目前关于美国

的许多问题,无论是如何加强金融监管、
发展绿色经济,还是无核世界的问题,在
美国都没有共识,都在争论,而且学术研

究本身就难有一个完全正确的结论。他

还建议在美国研究的领域里,鼓励和加

强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对《美国

研究》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如下建议:一是

要在发现和培养新人方面多做工作,应
派人参加国内各种博士生论坛,从论坛

中发现新人,找到好的稿源和线索;二是

在确保重要文章质量的同时,把杂志反

映的观点再丰富一些,每一期都做一个

观点综述,把一个时期内大家关注的问

题做一个国内外观点综述,比如美国金

融改革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综述不

需要评论各种观点,只把观点汇总,让人

一目了然;三是加强文章的理论深度,同
时坚持问题意识;四是坚持走专业化的

道路,保住稳定的稿源和作者队伍。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梅仁毅教授从亲身参与《美国研究》英文

摘要翻译工作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

议。他认为《美国研究》编辑人员工作认

真,值得肯定。但也有一个具体的问题,
即中文摘要有时不够通顺,没有清楚地

表达文章的主要观点,使译者很难翻译。
今后应要求作者把文章的主题思想写清

楚,如果写不清楚,就说明作者对所述问

题把握不够。关于选题,梅仁毅建议根

据可能要发生的事情预先设置几个题

目,约作者来写,给作者一定的时间跟踪

这个问题,写出好的文章。
北京大学历史系何顺果教授认为,

《美国研究》的优点是对前沿和热点问题

追踪得比较好,一个杂志能始终追踪前

沿是不容易做到的。他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要加强历史感。历史给人观察问题

的深度,对研究现实问题有参考价值,使
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更深入;二是要体现

人文精神。现在美国发生的各种事件和

现象都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现象的背后

是美国的人文底蕴,美国的文明有它自

己的特色。在美国,研究美国叫美国学,
就是美国的国学,包括研究美国的文字、
语言、文学、艺术、文化等深层次的东西,
《美国研究》应该把对美国的研究扩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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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面。另外,他殷切希望《美国研

究》杂志不仅成为中国的美国研究阵地,
而且要成为美国研究所发展的重要因

素,使《美国研究》杂志的发展与美国所

的发展结合起来。
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认为,

《美国研究》不仅内容好,而且形式也美。
版面和封面风格都美。他提出两点建

议:首先要建立关于美国研究的学术标

准,《美国研究》应推动相关理论问题研

究,注重运用一些概念工具来解释美国

的问题;其次要走国际化的道路。他指

出,《美国研究》的学术规范已经符合国

际化标准,但在国际化方面还有两点可

以加强:一是可以刊用外国人的稿件,例
如德国人和英国人对美国的研究都很深

入,可以考虑刊用他们关于美国问题的

研究成果;二是研究美国时,要注意把美

国放在国际视野中进行考察,美国历史

上许多事件都牵涉国际问题,如美国的

独立战争就是一场国际战争。
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

吴白乙认为,《美国研究》的优势是来稿

多,选稿余地大,国内对美国的研究更加

专业化,有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潜在作

者群仍在扩大。他建议编辑部召开一些

内部的研讨会,把国内学术界对美国问

题的观点汇总起来。如研究美国兴衰的

问题,可以从美国的软实力、硬实力及美

国内部存在的矛盾诸方面分别探讨,围
绕这些问题组织几个研讨会,把从各个

角度考察美国兴衰的文章一组组地刊

发。另外,发掘作者群的工作可以先从

社科院国际片的其他研究所入手,如拉

美所的研究人员,他们可以从拉美的角

度研究美国。至于选题,他认为有必要

研究全球化对美国的含义。
南开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韩铁教授

特地从天津赶来参加会议。他用京津高

铁的“快暠和“生意好暠来比喻《美国研究》
的现状:追踪前沿做得不错,编辑部办事

效率高,是“快暠的表现;稿源多,挑选稿

件余地大,可以说是《美国研究》的生意

好。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应加强对美

国法律的研究,多刊登这方面的文章。
美国的法律最能反映美国社会方方面面

的发展,有人认为内战以前的美国是法

院与政党的国家;二是关于书评。他认

为书评的篇幅恐怕还是长一些才能写

好,800字的书评不容易写好,还可能成

了变相的图书广告。
国防大学教授徐辉认为,《美国研

究》最大的优点是能使国人看到一个真

实的美国,它总是能对美国问题做出理

性、权威的解释。他提出两点建议。一

是加强对微观问题的研究,包括美国的

州、市、社区如何运作等。这些问题带有

普及知识的性质,有利于扩大《美国研

究》的读者群;二是关注外国人研究美国

的成果。
《美国研究》副主编胡国成在会上宣

读了秦亚青、杨洁勉、楚树龙三位编委的

来函。
外交 学 院 秦 亚 青 教 授 在 信 中 说,

“《美国研究》是我钟爱的一本学术期刊

……学术的发展靠学风、靠学者、靠学

刊。其中,学术期刊是平台,是阵地,是
航标。学术期刊把学者的研究成果发表

出来,使学术共同体能够在这个平台上

交流思想、相互启迪;学术期刊把不同的

观点展示出来,使学者能够争论反思、切
磋砥砺;学术期刊更是引领学术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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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标,发现前沿的学术意识、发起启智的

学术辩论,发动激烈的学术交锋。这样

的交流、切磋、辩论营造了民主的学术文

化,唤起了不同的学术声音,打造了积极

向上的学术阶梯,培养了一代一代的优

秀学人。《美国研究》在过去的发展历程

中,发挥的正是这样一种作用,为中国的

美国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衷心祝

愿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学术的智

慧、学术的气度、学术的理想、学术的灵

魂,永做中国美国学的领航旗舰。暠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在

来信中写道,“《美国研究》因其在美国问

题全方位研究方面的引领作用而成为国

内相关研究和教学人员竞相投稿和相互

学习的最重要载体之一,因其对美国问

题进行理论和应用综合研究的指导作用

而成为国内学界和政界紧密互动的最重

要的平台之一,因其长期坚持高标准学

术研究和针对性动态研究而成为国内外

都很关注的最重要的中国学术刊物之

一。展望未来,我和同行们一样,衷心希

望《美国研究》专于但又超越美国问题,
在世界大发展、大变化、大调整的重要历

史时刻对中国现代化和世界和平、发展、
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暠

清华 大 学 楚 树 龙 教 授 在 信 中 说,
“《美国研究》是中国美国研究的圣地,是
国内学术研究的一块净土。在国内很多

学术刊物政治化、功利化的情况下,《美
国研究》始终保持着严肃、严谨、严格的

学术规范,得到了国内美国研究和国际

问题研究界的尊重、认可和赞扬。中国

在发展,中国的美国研究理应发展前进,
《美国研究》在其中重任在肩,任重道

远。暠

胡国成代表编辑部衷心感谢各位编

委提出的真知灼见。他表示,编辑部近

期就可以落实编委们提出的几项建议:
一是加大对文章摘要的编辑力度,提高

摘要的水平,二是组织研讨会,拓展作者

队伍,发现新人,三是着手开展观点汇总

的工作,可以利用美国所各个研究室的

研究力量协助完成。
黄平做了会议总结。他表示,办《美

国研究》杂志本身就是对人的锻炼,《美
国研究》是人才成长的平台。今后,要更

加注意发现和培养新作者,形成作者、编
者和读者的良性互动,多开研讨会、座谈

会等。他指出:《美国研究》是美国所的

杂志,一定要集全所之力来办好这本杂

志。

中国美国史研究

会第十三届年会综述

曹升生

2010年4月23~26日,中国美国史

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厦

门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

学、武汉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

院及厦门大学等48个科研机构和高校

的13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110篇

论文。与会者围绕美国史诸多议题展开

了深入讨论,具体如下:
(一)美国早期史

北京大学李剑鸣教授探讨了雅典、
罗马的古典传统对美利坚共和国之缔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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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他指出,美国建国者既未彻底

抛弃雅典民主的精神理念,也没有完全

认同罗马共和制度的安排,而是运用政

治智慧和现实关怀对两者进行了改造和

转化,最终塑造了一种新型共和政体,以
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东北师范大学

梁茂信教授考察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契

约工制度。他认为,契约工制度促使成

千上万的移民从资源稀缺、机会阙如的

欧洲来到自然资源丰富的北美,既由此

摆脱了贫困,也间接将欧洲资本主义移

植到北美洲。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

对杰斐逊的“自由帝国暠观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杰斐逊在维护共和政体的思想指

导下将农本主义思想与疆土扩张结合起

来所做出的努力。四川大学原祖杰教授

对早期北美殖民地公民意识的嬗变进行

阐述,认为新英格兰地区的公民意识经

历了由从上帝选民到社区选民的转变。
南开大学博士生梁红光剖析了美国建国

初期著名政治家埃德蒙·伦道夫的联邦

制理念。
(二)美国外交史

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是与会者关注

的问题。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考察了朝

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台政策和美台关系

错综复杂的变化,认为朝鲜战争是导致

美国对台政策转变的重要因素,为日后

军事同盟的确立打下了基础。陕西师范

大学白建才教授的研究指出,美国在苏

联入侵阿富汗后开展的隐蔽行动是美国

给与苏联的一记重拳。郑州大学王琛教

授研究了冷战期间美国对南亚的政策,
认为美国1954年与巴基斯坦结成同盟

表明,美国在保持对印巴两国平衡政策

的前提下开始介入南亚。湖北经济学院

代保平老师解读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6023号文件,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支

持外岛叛乱后,放弃了对印度尼西亚过

于急促的亲美改造。浙江师范大学房建

国博士指出,不满法国在苏伊士运河危

机中的表现是美国调整其北非政策的主

要原因。浙江大学刘国柱教授评述了美

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在美国对外输出民主

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与会者探讨了历史背景下的现实问

题。南开大学杨令侠教授考察了美墨边

境问题的复杂性;暨南大学陈奕平教授

强调平衡威胁和相互依赖是影响冷战后

美国—东盟关系最重要的两个变量;厦
门大学张光教授等对1997~2008年间

美国国会议员访台现象进行了研究;暨
南大学吴金平教授认为,2008~2009年

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会改变美国的世界领

导权。
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因素方

面,浙江师范大学赵志辉教授认为,美国

的立国原则和建国定制乃是罗斯福战后

世界蓝图的信心源泉和蓝本;西北大学

刘磊老师分析了冷战时期国会对隐蔽行

动实施监督的三个阶段和两大发展特

征;福建师范大学李昀老师探讨了美国

农业联盟等利益团体对《1948年经济合

作法》出台的影响;南开大学博士生王娟

娟对战后初期美国国家核管制政策做了

分析;苏州大学金卫星教授探讨了20世

纪美国构建全球国际经济机制的历程,
对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分析。

(三)美国政治与社会史

辽宁大学石庆环教授从美国中产阶

级结构的变迁与基本特征、文官群体的

社会阶级属性与文化特性,以及中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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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政治倾向与文官政治中立原则等方

面,探讨了美国文官中立原则得以确立

及政治中立传统得以形成和延续的社会

成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徐再荣研究员探析了里根政府的环境政

策变革,指出里根政府实施的国有土地

的私有化政策和交易许可证制度反映了

以效率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政

策逐渐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标志着美

国环境政策从一个单一追求环境质量目

标的时代过渡到寻求更有效率、更加灵

活多样的环保方法和机制的时代。
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和博士生江振

春从“赫勒案暠入手评析了美国最高法院

宪法裁决中的平衡解释模式;厦门大学

博士生郭巧华将美国学界对约翰·马歇

尔及马歇尔法院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并

总结出其各自特点;中国政法大学胡晓

进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的异议案

例体现出了法律解释的多样性和法官强

烈的怀疑精神。
在种族关系方面,南开大学张聚国

副教授追溯了1830~1876年间美国废

奴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从盟友到分道扬

镳的历程;南开大学丁见民老师以印第

安人为中心,考察了黑人奴隶制在土著

部落中的产生过程,并以此为切入点探

讨了美国早期印第安人、白人和黑人之

间的关系。厦门大学胡锦山副教授归纳

了1970~2000年间美国黑人逆向迁移

的态势和原因;首都师范大学周钢教授

概述了非裔美国牛仔研究的走势;东北

师范大学博士生徐红彦通过对 1952、

1965、1970和1990年移民法的解读分

析了美国科技移民政策的演变。
(四)美国城市与经济史

与会者就美国 “新城市化暠时期的

问题交换了意见。厦门大学王旭教授梳

理了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城乡经济一

体化的进程与主要特点,考察了县域经

济与城市经济的互动,以及功能上的置

换,并从制度层面剖析了县域经济改革。
厦门大学罗思东副教授剖析了新城市化

时期传统县向城市县转变,积极拓展公

共服务职能的内容与意义,证实了新城

市化在美国不仅具有数量和规模上的显

著成就,还在内涵和深度上取得了重大

进展。厦门大学李莉老师指出,美国联

邦政府凭借1937年美国住房法,首次大

规模介入城市低收入住房问题,大规模

干涉住房市场,为其后公共住房政策的

完善和发展积累了经验。浙江师范大学

孙群郎教授强调,当代美国汽车交通的

泛滥对美国社会、经济和生态造成极大

危害,为此美国国会自1961年通过6部

立法来推进轨道交通,结果20世纪70
年代末美国出现轨道交通复兴。江西师

范大学杨长云老师探究了19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城市改革的四种模式及其内

在机理。
与会者还对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危机

进行探讨。辽宁大学韩毅教授追溯了

1929年2~6月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和联邦储备银行围绕货币政策发生的论

争;鲁东大学王书丽副教授考察了“新
政暠时期美国联邦政府的银行业监管问

题。
西南大学黄贤全教授以土地政策为

焦点,评析了美国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

作用。厦门大学韩宇副教授以加州大学

圣迭戈分校在制药及生物技术和通讯这

两个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为例,说明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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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型大学在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作

用。
(五)美国宗教与思想文化史

东北师范大学董小川教授梳理了近

年来国内学界对美国宗教和宗教史的研

究,认为国内对美国宗教的研究依然侧

重于对美国某一宗教或教派的教理、教
义等纯宗教内容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

深度。国家宗教局外事司刘金光副司长

概括了美国宗教自由的四个特点。
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教授分析了

杜威在1929年经济危机后对“经济民

主暠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强调杜威呼吁通

过国家的政治行为来促进经济平等,从
而为民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山东师

范大学陈海宏教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伦纳德·伍德的扩军

备战思想与行动做了研究;安徽师范大

学韩家炳副教授研讨了1958~1988年

间美国教育的四次危机。山东经济学院

李海平老师认为,美国内战中的海战具

有两个重大意义,首先是标志着从木船

海战到铁甲舰海战的更替,其次表明海

军与陆军协同作战步入新阶段。
(六)美国史教学

北京大学王希教授总结了60年来

中国美国史教学的特点与不足,指出国

家体制对学科设置的限制、人文学科在

经济发展中的总体劣势、史学学科地位

的衰减都对美国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规

模发展设置了制度性障碍,而如何鉴别

吸收美国史学精华,发展自成体系的美

国史教研模式,乃是中国美国史学者需

要应对的挑战。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主

张将跨学科理论与方法引入美国外交史

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孟

庆龙研究员建议对国内美国史研究网上

资源加以整合,以实现共享;北京师范大

学黄安年教授则以其近年的博客文章为

例,说明了网络博客对美国研究的普及

和提高的作用;山东师范大学王玮教授

呼吁将包括美国史在内的国别史放在全

球视野下进行审视。

“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

研讨会暠综述

樊吉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军备控

制与不扩散研究中心于2010年4月21
日在北京举办了“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

策研讨会暠。来自外交部、中国军控与裁

军协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中国国际战

略学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

工程物理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中国宇

航学会、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清华大

学等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

议。会议主要讨论了美俄新核裁军条

约、核安全峰会的成果及影响、美国《核
态势评估》报告,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审议大会等四个问题,与会者的主要

观点如下:
(一)美俄新核裁军条约

与会者认为,美俄在2010年4月8
日签署的核裁军条约是奥巴马政府推行

新核秩序的步骤之一,两国通过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条约实现核武库的裁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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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前陷入停滞的核裁军是一个显著的

激励,但不应该高估该条约的意义。
新核裁军条约的关键内容体现在条

约的议定书当中。新核裁军条约改变了

计数规则,例如,新条约按照弹道导弹实

际携带而不是携带能力来计算部署的弹

头数量,将战略轰炸机按照携带一枚弹

头计算。新的计数规则决定了这个裁军

条约仅是一次战略力量的调整,而不是

真正的大幅裁减,美国仍然保持了非常

灵活的“上载暠能力。新条约不仅没有触

及那些处于储备状态的弹头,也没有限

制导弹防御能力和常规“即时全球打击暠
能力的发展。新条约比2002年签署的

《莫斯科条约》有所进步,规定了核查机

制,但与《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相比,简化了很多内容。俄罗斯在裁军

谈判中的很多要求没有在最后的条约中

体现出来,相比而言,俄罗斯做出的让步

更多,这反映了双方不同的战略需求。
条约的签署对美俄“重启暠双边关系有积

极意义,但未来美俄能否延续深度核裁

军仍有待观察。
(二)核安全峰会的成果及影响

与会者认为,2010年4月12至13
日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表明,美
国仍然具有很强的塑造国际议程的能

力。通过主办此次峰会,美国成功地凝

聚了国际社会对加强核保安的共识,将
此前通过“合作削减威胁暠项目加强核保

安的努力提升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
这次核安全峰会提高了核保安的地

位,搭建了一个新的国际平台,确认了国

际社会就此展开合作的重要性。虽然峰

会通过的文件并没有约束力,但这毕竟

是各国高层就此做出的承诺,它对国际

社会加强核材料监管与合作是有益的,
对核电复兴、防范核恐怖主义具有积极

意义。核安全峰会并不是一个鼓励性的

行动,它是一系列加强防扩散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然而,落实加强核保安的

文件并就此展开合作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仍将面临诸多的挑战。有与会者认

为,经过此次峰会,防扩散安全倡议有可

能制度化,未来诸如巴基斯坦、伊朗和朝

鲜等国将面临更大的防扩散压力。
(三)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

与会者认为,美国2010年4月6日

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国内主张维

持现状的保守派和主张大幅降低核武器

作用的自由派之间博弈的结果,集中地

体现了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
相比1994年和2002年的两份《核

态势评估》报告,这份评估报告体现了美

国核政策在如下几个方面的调整:首先

是调整了对核威胁来源的判断,突出强

调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威胁;其次是改

变了对国际核裁军、军控和防扩散机制

的态度和政策,主张维护并加强现有国

际军控机制;第三是降低了核武器的作

用,并对那些签署并遵守《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的无核国家做出了不对它们使用

核武器的承诺,进一步界定了使用核武

器的条件;第四是强调维持与俄罗斯和

中国的战略稳定,承诺不发展新型核武

器,并且推动核裁军。但同时,报告重申

美国将继续维持一个“安全、有效的暠核
威慑能力,并为此加大对核武器项目的

投入;要加强地区威慑能力,维持前沿部

署能力,继续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美国还

计划加强先进常规武器能力的建设,包
括即时全球打击能力等。虽然美国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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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调整结果并不符合一个理想的预

期,但所有这些政策调整措施均体现了

奥巴马总统的核政策调整理念,美国核

政策正从“不变暠中“谋变暠。总的来看,
由于美国核政策的调整,国际核裁军和

军控呈现上升势头,并将对中小核国家

构成压力。
(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

与会者认为,2010年5月份召开的

第八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是

观察未来国际军控与防扩散走向的出发

点。由于2005年第七次审议大会以失

败告终,当前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

陷入僵局,而很多发展中国家计划发展

核电,这些问题都彰显了此次会议的重

要性。
与会者认为,这次审议大会仍将讨

论核裁军、防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三个

条约支柱,具体而言,大会将讨论有核国

家能否继续推进核裁军及裁军具体措施

问题、地区裁军与防扩散问题、促进与加

强保障监督以防范核扩散问题、促进和

平利用核能及核安全与核保安问题、加
强条约普遍性问题及执行1995年中东

决议问题等。多数与会者认为,有关建

立中东无核区的讨论将影响审议大会最

终文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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曫著述巡礼

《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

思录》暋王希、姚平主编,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0年版。除序言外,全书共

收录了31篇文章,共528页,2幅插图。
本书由中国旅美历史学者写作的个

人回忆编撰而成。书中31位作者早年

在中国接受大学教育,于20世纪80、90
年代走出国门,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和澳

大利亚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尔后留在

美国大学任教,并成为具有跨文化背景、
同时活跃在中美学术界和高教界的历史

学者。在回忆录中,作者们生动地讲述

了各自在海外求学、执教、出版学术专著

和参与美国大学管理的亲身经历,详细

描述和考察了美国史学研究生的训练过

程和史学研究环境的利弊,从“体制内暠
的角度对美国的高教体制、大学管理、学
术文化与风尚,乃至政治、社会、文化、风
土人情等做出了不乏真知灼见的观察。
与此同时,本书作者还对各自研究领域

的史学传承与发展做了精辟的介绍和分

析,是一本集可读性、知识性、史料性和

学术性为一体的著作。
(王希 供稿)

《全球化的历史考察》暋何顺果主

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3 月第 1
版。除导论和附录之外,全书共4编,21
章,约50万字。

本书主编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何

顺果。本书是北京大学“十五暠“211工

程暠立项课题《全球化进程研究》的子课

题成果,该书由何顺果教授做总体设计,
其中《全球化的历史考察》是较为综合的

子课题,也是率先出版的子课题成果。
在题为“全球化:一个历史学的解释暠的
导论中,作者追溯了“全球化暠概念的形

成过程,考察了资本主义与“全球化暠的
关系,“全球化暠与“现代化暠“国际社会的

形成暠之间的关系,全球化的前景等问

题,并对全球化进程进行了阶段划分。
除导论之外的4编,按照导论中对全球

化的阶段划分,分别论述了全球化的探

险时代(1500~1750年)、全球化的殖民

时代(1750~1870年)、全球化的帝国时

代(1870~1945年)和全球化的网络时

代(1945年至今)的历史情况。本书附

录为何顺果教授论述东印度公司问题的

一篇论文。除本书之外,《全球化进程研

究》的其他子课题包括《殖民化与全球

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全球化与地方

社会》、《全球化与国际社会》、《全球化浪

潮中的东北亚区域化进程研究》、《全球

化的文化解读》等。
(卢宁 供稿)

Princeton Lyman and Kathryn
Robinette,“ObamaandAfrica:Matc灢
hingExpectationstoReality,暠Journal
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62,No.
2,Spring/Summer2009,pp.1~18.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奥巴马当选美

国总统引发了非洲对奥巴马的热望,但
是这些热望将很难兑现。奥巴马继续奉

行布什政府对非洲的成功政策是有优势

的,这些政策包括成三倍地增加对非洲

的援助,关怀成百万艾滋病患者。但是

奥巴马必须保住布什的非洲政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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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非洲的援助维持不变,那么他就

无法应对在食品安全、艾滋病病毒传播

及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方面所面临

的挑战。奥巴马还将不得不解决气候变

化、反恐、维和,以及苏丹达尔富尔地区

冲突等问题。奥巴马若要留下自己的政

策遗产,就必须做以下两件事:首先,奥
巴马要激发非洲个人及机构的责任,将
自己非洲之行定位为促进非洲人实行民

主、承担起国家的责任的访问。他应该

向培育民主的好政府和好机构提供资

源,检举非法向非洲国家的政府行贿的

组织。第二,奥巴马可以制定与美国与

非洲之间新的贸易议程,例如,他应宣布

非洲是一个贸易区,对于非洲增强其贸

易能力给予技术上的帮助,致力于帮助

非洲打开印度、中国和巴西的市场等。

Dave Benjamin, “Protecting the
Protectors:NGO ActionandtheRe灢
sponsibilitytoProtect,暠International
JournalonWorldPeace,Vol.26,No.
1,March2009,pp.31~50.

作者是康涅狄格州桥港大学国际政

治经济学副教授。作者指出,由于各国

国内冲突不断增多,非政府组织和国际

非政府组织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威胁。作

者认为,正是由于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非

政府组织在塑造国际人道主义政策的过

程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所以它们

反而变得更为脆弱。由于非政府组织与

任何一个政府之间都没有官方联系,所
以它们不能指望受到联合国或者国际法

的保护。作者指出,非政府组织往往习

惯于推进以西方经济模式为基础的改

革,忽略所在地古老的社会结构和行为

准则,因而会成为许多国内冲突的牺牲

品。他认为,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

组织在人道主义干预与文化沙文主义之

间走钢丝。作者指出,尽管上述隐患,但
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维护

和平、保护弱势群体及确保人类共同未

来暠方面仍然具有很大的潜力。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

组织应该像国家与个人一样受到保护。

Derek Scissors, “Deng Undone:

TheCostsofHaltingMarketReformin
China,暠Foreign Affairs, Vol.88,

No.3,May/June2009.
作者是传统基金会的研究人员。他

指出,致力于推进经济扩张的中国领导

人已逆转了3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在许

多领域重新加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控

制。中国已改变了价格放开、私有化和

鼓励市场竞争的政策,开始限制外资的

进入,并对进口商品征税。美国经济与

中国经济紧密相连,美国从中国的进口

占到中国产品生产总量的7.7%;到现

在为止,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国外债

主。作者认为,在中国实施内容广泛的

金融改革将有利于美国,但如果中国只

是终止对汇率的操纵,则不一定有利于

美国。作者认为,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讲,
一个更好的政策目标是促使中国允许外

资进出自由。作者称,“通过推动(中国

的)金融政策更多地响应市场行为,就可

以在相当程度上减少国家对于中国经济

的干预。暠

JohnEngler,“Forging A Second
AmericanCentury,暠Forbes,May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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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作者是前密歇根州州长,曾三度出

任该州州长,现为美国制造商协会主席。
本文是论述“美国制造暠的系列文章中的

一篇。作者在文章中指出,美国制造业

能生存下去。他认为,美国仍然是世界

头号制造业国家,美国制造业的产品占

全球制造业产品的比例超过 19.5%。
尽管美国已失去了150万个制造业岗

位,但仍保有超过1200万个制造业岗

位,且制造业创造的产值占到美国国内

生产总值的11.6%。作者对于美国制

造业的前景喜忧参半。他认为,一方面,
相较于国外的竞争对手,美国在税收、能
源及监管方面的成本高于别国,使美国

制造商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激
烈的竞争把制造业的工序打磨得更为精

良,随着制造业越来越自动化,像中国和

印度等国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取得竞争

优势的局面将难以为继。

Elizabeth Economy and Adam
Segal,“TheG2Mirage:WhytheUnit灢
edStatesandChinaAreNotReadyto

UpgradeTies,暠ForeignAffairs,Vol.
88,No.3,May/June2009.

两位作者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

高级研究员。他们认为,尽管美国和中

国毫无疑问是解决全球经济、环境和稳

定问题的重要国家,但是两国在许多方

面离成功地解决全球性问题差得还很

远。他们认为,如果通过提升双边关系

来寻求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是暴露不协

调的利益、价值观和能力。中国对资源

和市场的需求,与西方在发展中世界寻

求改善人权和治理的目标相悖。中国政

府一方面是威权型的,另一方面又是权

力下放的政府,加之政府缺乏透明度,这
使中国难以与别国在食品、产品安全问

题上进行合作。作者认为,美国要做的

不是提升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而是邀请

欧洲、日本和其他亚洲的重要国家,一起

协调对华政策。作者写道,“全世界的国

家现在都认识到,时下界定它们与北京

关系中的种种问题都不能仅仅通过双边

谈判得到解决。暠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卢宁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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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暋暋后

奥巴马就任以来,对美国核政策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张业亮的文章梳理

了奥巴马调整美国核政策的过程,分析了其调整核政策的目标和影响。他认为,
奥巴马倡导“无核武器世界暠理念是为了重塑美国在核问题上的道德形象,恢复

美国在国际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和领导权。
韩志立的文章分析了近年来美国智库的三项重要国际战略研究 (普林斯顿

计划、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和凤凰动议)对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
他认为,这三项战略研究是根据美国国际安全环境新特点和美国传统国际秩序

理想所提出的不同于以往的战略建议,其倡议的“美国应从依靠权力推行民主自

由,转向实施战略性领导暠,以及“通过大国沟通与合作,应对共同威胁暠等原则

构成了奥巴马政府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
许安结的文章探讨了布什执政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她认为,布什执政初

期,其对台政策做出了向台湾当局倾斜的较大调整。九一一事件后,在多种因素

交织作用下,布什政府再次调整了对台政策,使其基本上回归到前任政府的基调

上。
包振宇的文章对美国住宅租赁法律制度如何保障承租人住宅权问题进行了

梳理。他认为,美国联邦和各州相关立法和判例,以及一些地区采取的不同程度

的租金管制措施表明,承租人住宅权的保障在美国越来越得到重视。
谢华的文章考察了作为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第四点计

划。他认为第四点计划突出地反映了战后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

转变,以及经济外交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赵怀英的文章介绍了基督教青年会的起源及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她认

为,该教会组织成立之初旨在以宗教活动改善青年人的生活,应对工业革命带来

的道德危机。在其发展壮大后,它成为在海外推行“美国生活方式暠的重要力

量。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开办了社会教育、公共卫生、现代体育等许多事业,但
随着它的本土化的发展,美国干事“中国基督化暠的使命最终以“基督中国化暠而
告终。

在《美国研究》前主编资中筠先生80寿辰之际,本刊在京举办了“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暠学术研讨会。本期“学术札记暠刊发了王缉思教授提交的

书面发言。在发言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在《治理中国》中文版序言中提出的美

国学者研究中国“不完全是为了美国暠的看法,期望中国学者能够“为求真知而研

究暠。
一个月前,我国美国研究的学术奠基人之一、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

生茂先生与世长辞。本刊刊发王希和李剑鸣两位教授的纪念文章,是为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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