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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决策中的美国府会互动模式
①

信　强　　　

〔内容提要〕自冷战爆发以来 ,国际安全危机频频发生。在应对危机的决策过程中 ,

美国府会之间分权共治的常规决策模式被打破。由于危机决策的特殊性、加之总统享有

对情报的掌控权 ,以及对武装力量的指挥权 ,使得总统成为危机决策中近乎独断的“领导

者”,而国会则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等方面的考虑 ,扮演了忠实的“服从者”的角色 ,从

而导致府会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领导 —服从”互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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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爆发以来 ,美国屡屡被卷入双边或多边国际安全危机之中。安全危机的频

发不仅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也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和战略利益形成了

不同程度的冲击。为了有效地应对和“管理”危机 ,美国安全/ 外交决策的常规程序遭

到大幅修改 ,总统与国会之间传统的分权制衡关系也被打破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领

导 —服从”的府会互动模式。

一 　领导与服从 :危机决策中的总统与国会

在美国安全/ 外交决策领域中 ,总统无疑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然而 ,三权分

立、彼此制衡的政治权力架构 ,也为国会介入和影响相关决策程序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在美国立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利用宪法赋予的立法权、拨款权、监督权、

条约批准权 ,以及人事任命权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权力杠杆 ,国会得以与总统分享安

全/ 外交政策的制定权 ,并对总统的决策权力发挥了重要的制衡作用。然而 ,随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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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益深入地卷入国际事务 ,以及美苏两国对全球霸权的激烈

争夺 ,总统对美国安全/ 外交决策的主导权与日俱增 ,而国会的参与和影响力则不断

萎缩。尤其是在美苏争霸过程中 ,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遍及全球的战略安全利益 ,屡屡

引发或是被动卷入剑拔弩张的国际安全危机之中。面对不期而至的安全危机 ,总统

往往大权独揽 ,将国会完全排除在决策程序之外 ,而反观国会也对总统的决断表现得

俯首帖耳 ,鲜少提出反对和修改意见 ,从而在危机决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领

导 —服从”的决策模式。

例如在 1950 年 6 月 26 日 ,朝鲜内战突然爆发 ,杜鲁门总统立即决定出兵朝鲜。

但是直至美国军队业已登上朝鲜半岛之后 ,杜鲁门才召集国会两院领袖在白宫开会 ,

向他们通报了出兵的决定及军队的部署。然而 ,杜鲁门直接动用行政权力全面介入

朝鲜战争的行为 ,不仅没有遭到国会的任何质疑和反对 ,反而赢得了国会两院一致的

支持。国会众议院议长萨姆 ·雷伯恩 (Sam Rayburn)便表示 :“如果总统不与国会商

讨就采取行动 ,我不会为此而批评他。”①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 ·曼斯费尔德

(Mike Mansfield)则认为总统应保持其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全权和行动自由 ,因

此“我不愿看到总统削弱宪法授予他的权力 ,同样不愿看到通常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

的权力被国会夺走。”②

1954 年 9 月 3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 ,拉开了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序幕。

艾森豪威尔总统随即在国会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于 9 月 5 日派遣 3 艘航空母舰进入

台湾海峡 ,并公开声称美国决定“将福摩萨作为基地 ,为中华民国国民党军队提供军

事装备和训练以帮助保卫这些沿海岛屿。”③与此同时 ,为了应付危机 ,艾森豪威尔连

续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经过激烈的辩论 ,最终决定美国不应为了金马等沿海岛

屿与大陆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 ,但是在另一方面 ,美国需与蒋介石签订《美台共同防

御条约》,以防止“纵容”大陆进攻台湾。④12 月 2 日 ,美台在华盛顿草签《共同防御条

约》,明确规定 :“缔约各方承认在西太平洋地区内对缔约任何一方领土的武装进攻将

危及其本身的和平与安全 ,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 ,以对付这一共同危

险。”⑤同时 ,条约第七条授权美国“可以在台湾和台湾周围的海域部署陆、海、空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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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用来防卫台湾的安全。”①在条约草案送交参议院审议之后 ,素有“条约坟场”之

称的参议院却以极快的速度批准了该条约 ,随着该条约于 1955 年 3 月 3 日正式生

效 ,美台军事联盟体系得以正式确立。

1955 年 1 月 18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夺取一江山岛 ,并取得大陈岛周边制海

和制空权 ,从而使台海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经过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密集磋

商 ,艾森豪威尔于 1 月 20 日决定协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军 ,并协防金马诸岛。②

根据总统的命令 ,美国驻台协防司令部司令普莱德中将随即于 21 日派出数十艘舰艇

开赴大陈岛海面 ,同时出动大批美国战机在大陈岛上空进行示威。23 日 ,美国又从

菲律宾、日本、香港等地 ,紧急调遣以“中途岛”号航空母舰为首的四艘航空母舰前往

大陈岛东南海面游弋。③24 日 ,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咨文 ,要求国会授权其在他认

为必要的时候派遣美国军队“保卫”台湾、澎湖列岛 ,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地区”。④

25 日和 28 日 ,参众两院在未对总统决议草案进行任何修改的情况下便分别以 410

票对 3 票和 84 票对 3 票通过了所谓的《福摩萨决议案》,授权总统“在他认为对确保

和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不受武装进攻的具体目标是必要的事后 ,使用美国武装部队 ,

这项权力包括确保和保护该地区中现在在友好国家手中的有关阵地和领土 ,以及包

括采取他认为在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防御方面是必要的和适宜的其他措施。”⑤该

决议案的通过不仅使台澎金马被正式纳入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 ,也为总统以武力介

入台海危机 ,阻挠大陆解放台湾和沿海诸岛开出了一张战争“空头支票”。⑥

二 　“注定领导”:危机决策中的总统

伴随着冷战序幕的拉开及美苏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 ,安全危机的爆发也成为国

际政治舞台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多年来 ,为了更为有效稳妥地应对国际安全危机 ,美

国业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决策机制 ,并发展出一套较为成熟的决策模式。以总统为

核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危机决策的神经中枢 ,对安全形势的评估、

危机情报的搜集处理、军事力量的紧急调动和部署 ,以及与敌对方和盟国的沟通协调

等一系列工作均是在总统的直接控制下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跨部委的决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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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展开的。总统对危机决策这种近乎于独断式的“领导”,也得到了国会的认可和接

受。尽管国会时而由于总统的决策需要而有限度地介入其中 ,例如通过支持总统无

限度使用武力的《福摩萨决议案》,以及《东京湾决议案》,但其功能基本上限于对总统

决策的“背书”或是“加持”,而很少有机会或者有能力对决策过程施加实质性的影响。

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 危机决策的特殊性

尽管就广义的安全/ 外交决策而言 ,美国总统与国会是互相合作、彼此制衡的两

个权力主体 ,但是安全危机决策则彻底颠覆了府会互动的基本模式 ,而危机决策本身

的特殊性则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最根本的诱因。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 ,尽管部分学者

对于危机的定义仍存在分歧 ,但是对于危机的基本特性则基本趋同 ,即安全危机是指

发生在一定时间段内的一种情境 ,这种情境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性 : (1)严重性 :即威

胁到国家的基本价值或核心利益 ,如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民众的安危、经济的繁

荣、国家的战略发展目标等 ; (2)危险性 :危机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行为体之间已经

或将处于一定的军事对峙状态、处理不当则极有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甚至战争 ; (3) 紧

迫性 :事件的发生或具有突发性或为潜在冲突逐渐恶化而导致 ,决策方往往必须在有

限的时间内做出快速反应和果断决定。①

安全危机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危机决策必须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 ,针对不断变化

的、对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反应 ,以在最大限

度内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危机决策要求对所有国家资源进行统

一的调配和部署 ,对信息情报进行集中的整合 ,需要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做出及时

和机密的判断和反应 ,而这些只有作为行政部门“掌门人”的总统才有能力做到。同

时 ,沉重的危机氛围也迫使国会 ,乃至全体国民必须团结在总统周围 ,这无疑也赋予

了总统以极大的权力和决策权威。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 ·诺伊斯塔德 ( Richard

Neustadt)所指出的 :“在采取冒战争危险的行动时 ,技术便修改了宪法。现在由于保

密、情况复杂和时间的特点限制 ,总统必然成为现行制度中能做出判断的人。”②美国

政治学家罗伯特 ·达尔 ( Robert Dahl) 也认为 :“每当人们普遍感觉到确实已存在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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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事件时 ,那么只要有人提出 ,在限制总统权力方面采取行动是有害国家的、不适当

的举动 ,那么潜在的反对总统权力的人就会犹豫不决 ,而且容易土崩瓦解 ,因为舆论

通常是涣散的 ,而且容易动摇 ;而且国家被认为处于危险之中 ,或至少需要在军事上

做出决定性的反应 ,因此人们希望所有的忠实的公民团结在总统的周围。”①

美国宪法赋予了国会介入安全/ 外交决策的诸多权力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相

关决策程序的民主性。然而在危机情势下 ,国家对决策效率的追求压倒了对民主决

策程序的尊重 ,由此导致在危机决策过程中 ,“标准的操作程序被严重压缩。”②面对

危机 ,只有作为美国外交机构、武装部队、情报机构 ,以及行政官僚体系首脑的总统 ,

才有条件、有能力对危机事件做出及时迅速的回应 ,并籍此领导制订美国的政策 ,以

应对危机对美国国家利益所构成的严峻挑战。而国会作为立法机构 ,则很难有效地

介入危机决策 ,或是对危机决策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国会都会尊

重总统的决策选择 ,“服从”和支持总统的“领导”,并且在总统需要支持的时候“坚定”

地站在总统的背后 ,以体现美国举国一致的“意志和决心”。

在 1954～1955 年台海危机期间 ,对于是否出兵台海、应否保卫金马诸岛、如何诱

使蒋介石接受“停火”、催请国会通过《福摩萨决议案》、草签《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等所

有重大决策 ,都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全面主导的、由行政部门重要领导成员参加的一

系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拍板决定的。在整个危机决策过程中 ,对于总统提出的

应对、缓和、结束危机的诸项决策 ,国会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而是选择了“绝对的服

从”。在此期间 ,国会所采取的重大行动只有两个 ,即根据总统的要求通过《福摩萨决

议案》,以及批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前者赋予了总统“在台湾海峡采取行动的完全

自由”, ③而后者则是以条约形式为总统以武力介入台海局势提供了法律依据。国会

之所以会对总统“言听计从”,从而使府会关系在危机决策过程中呈现出一种非同寻

常的“领导 —服从”互动模式 ,究其原因 ,固然有冷战格局的沉重压力要求府会保持一

致的因素 ,但是危机决策的特殊性则无疑是最具决定性的原因。

(二)总统对信息情报的掌控权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博弈中 ,正确的决断必然依赖于对大量准确、

全面的信息情报的获得 ,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缜密的分析。尤其是在往往紧张得

令人窒息的国际安全危机期间 ,卷入危机的冲突各方既无法实现正常、及时的沟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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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又面临着危机随时可能升级甚至失控的紧急局势 ,只有及时接触和掌握尽可能多

的来自各方的情报信息 ,才有可能藉此对危机局势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判断 ,以尽可能

最为合理恰当的决策行为来应对危机 ,进而在最大限度内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 ,强大的情报保障是危机决策之所必需 ,而在美国现行的政治架构内 ,

只有总统才享有对第一手信息情报的掌控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美国业已建立起了庞大的情报系统 ,包括国防情报局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国家安全局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国家图像测

绘局 (National Imagery and Mapping Agency) 、国家侦察办公室 ( National Recon2

naissance Office)等 10 余个部门 ,每年预算经费高达 500 亿美元左右。鉴于现代外

交/ 安全决策对信息情报的严重依赖 ,美国根据 1947 年 7 月 25 日通过的《国家安全

法》,又专门设置了中央情报局 (CIA) 这一直属于总统的独立情报机构 ,其局长由美

国总统任命 ,并作为总统的首席情报顾问 ,直接向总统负责 ,同时还是国家安全委员

会会议的法定成员。中央情报局的职责范围不仅包括自身的情报搜集、整理和分析 ,

而且还负责汇总、综合其他各部门搜集来的情报 ,并就国家安全和情报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向总统和国安会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 ,从而使其成为美国整个情报系统的统管、

协调机关。中央情报局的建立 ,不仅为总统国家安全决策提供了必需的情报基础 ,而

且也使得总统获得了几乎具有排他性的情报知情权和控制权。①

九一一事件之后 ,为了加强各相关部门的情报搜集能力 ,克服机构重叠、各自为

政的弊病 ,提升情报分享和整合的效能 ,美国国会于 2004 年 12 月 8 日通过了影响深

远的《情报改革与预防恐怖主义法》( T he I ntel l i gence Re f orm and Terrorism Pre2

vention A ct) ,对美国情报系统进行了近 50 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根据该法 ,美

国成立了独立的国家反恐情报中心 ,并设立了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同级的国家情报

局局长一职。国家反恐情报中心不仅被定位为美情报界唯一的综合情报分析部门 ,

而且国家情报局局长也一跃成为统管军方和非军方 16 个情报机构的统帅 ,负责各部

门的协调与沟通 ,并取代中央情报局局长担任总统的首席情报顾问 ,从而进一步加强

了总统对情报系统的掌控。②

在危机决策期间 ,通过对大量第一手情报的获取和分析 ,及时、充分、准确地了解

对手的实力、弱点与意图 ,对于做出正确的决策判断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而总统

对情报信息的掌控权则进一步巩固了总统对危机决策的主导地位。例如 ,在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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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危机期间 ,针对大陆对金门突如其来的炮袭 ,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众多情报机

构开足马力 ,全力搜集有关的政治、外交、军事情报 ,并围绕大陆沿海岛屿形势、大陆

可能对美军行动的反应、蒋介石防卫金马的能力与意图等问题 ,采用当时可以获得的

最有价值的情报 ,起草撰写了大量的《国家情报评估》和《特别国家情报评估》,为总统

决策提供事实、分析及决策参考。①在 1958 年“八 ·二三”炮战爆发后 ,美国决策层尽

管迅速做出了出兵台海的决定 ,甚至发出动用核武器以“确保台湾安全”的威胁 ,但是

美国却并不愿意因为“福建沿海的几个小岛”而冒与中苏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 ,因此

也对中苏两国可能的反应极为关切。中情局又受命整合各方搜集掌握的情报 ,在 9

月 16 日向总统提交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在台湾海峡可能的意图”的《特别国家

情报评估》,做出了“中国和苏联尚未真正准备进攻沿海岛屿或进行全面战争”的战略

判断 ,从而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降低冲突调门 ,最终促使危机得以逐步缓解。②

又如 ,在第三次台海危机期间 ,为了掌握大陆的对台军事部署 ,中情局在解放军

于 1995 年 11 月举行军事演习之后 ,便成立了“监视台海情势工作专案小组”( task

force) ,24 小时监控和汇总来自各方面的情报 ,为指定的政策和情报官员准备每日情

报通报 ,并把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情报直接通报给总统。③在总统决定向台海派出两

支航空母舰战斗群之后 ,美国国务院紧急组建了一个特别工作组 ,全天 24 小时监视

信息的流动 ,包括保持同美国驻华使馆的经常性通话 ,以及时探知大陆的反应。国家

安全委员会也通过在白宫的最先进的通讯设备 ,同所有驻外使馆、政府机构及各战区

指挥部进行即时联系 ,随时检讨台海情势。尤为重要的是 ,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同一位

大陆高级外交官和一位台湾负责外交事务的重要官员保持磋商 ,以保证各方均能够

充分理解美国的政策、战略、意图 ,以及危机解决方案。④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约翰

·多伊奇 (John Deutch)事后曾坦承 :美国“每一分钟”都在监视着中国是否有任何军

队调动的情况 ,提防一次失误就可能引发一场冲突。⑤搜集和掌握第一手信息情报对

于危机决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三)总统对军队的指挥权

几乎所有的安全危机都与军事行动相伴随 ,而卷入危机的冲突各方为了维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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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国家安全利益 ,防止危机升级甚或失控 ,或是出现对己方更为不利的安全态势 ,往

往都会涉及到对本国军事力量的紧急调度和超常规使用。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 ,美

国调集了数量庞大的各式军舰和战机 ,对古巴周围海域实施了规模空前的所谓的“海

上隔离”,并对驶往古巴的苏联船只强行进行武装登船检查。又如 ,在上述三次台海

危机期间 ,美国也均动用了包括多艘航空母舰在内的大批舰只 ,云集台海 ,以随时准

备应对大陆对台湾的“武装进攻”。

危机决策与军事行动的紧密联系 ,进一步加强了总统在危机决策过程中的优势

地位。在美国的宪政框架下 ,美国总统既是最高行政首长 ,同时也是武装部队总司

令。①正是这一身份赋予了总统对军队进行调动、紧急部署甚至投入军事行动的指挥

全权。尽管在平时 ,国会由于手中握有拨款权 ,可以对军队规模、军备建设、武器采购

等问题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进而对军队的常规性部署和调动 (例如军事基地的获取和

建设、军队的日常部署等)施加影响。但是在突发性的危机环境下 ,浓重的敌对氛围 ,

以及随时有可能触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高度危险性 ,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军

令和政令的高度集中和统一。也正因如此 ,尊重和接受作为三军总司令的总统对军

队近乎于“独断”的指挥权 ,成为充分有效地应对安全危机的必然选择 ,对此 ,作为立

法机构的国会则只能退避三舍。

此外 ,冷战期间 ,为了有效地应对前苏联的安全威胁 ,美国启动和实施了一系列

军事制度改革 ,也为总统充分有效地行使军事指挥权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例如 ,面

对美苏对抗的沉重战略压力 ,为了完善美国国防预算控制体系 ,提高美国军事/ 安全

决策的效能 ,杜鲁门政府于 1947 年成立了统管三军的国防部 ,并别出心裁地创设了

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一机构。随后 ,美国国会又于 1949 年通过《国家安全法》修正案 ,

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国防部长的权力 ,并增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位 ,以主持参联

会的日常运作。作为美国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长官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既是法定

的总统“首席军事顾问”,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成员。其职责就是根据总统的

命令 ,通过国家军事指挥系统 ,直接向各战区司令部发出战略和作战行动命令 ,从而

保证总统的军事决策能够得到高效的履行和全面地落实。如此种种 ,均进一步强化

了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对武装力量的指挥权。

1958 年 7 月 ,就在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前夕 ,白宫获悉大陆有大批战机转场至

台湾对面 ,艾森豪威尔总统遂准许美方战机可酌情升空还击 ,随后中美军机发生多次

空战。在“八·二三”炮战前一天 ,即 8 月 22 日 ,艾森豪威尔便断然下令向台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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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火炮和防空设备 ,并向台湾附近海域派遣了 6 艘航空母舰和 5 个战斗机中队 ,

以防不测。①“八 ·二三”炮战爆发后 ,艾森豪威尔政府立即做出反应。当天 ,国务卿

杜勒斯便发言指责大陆的行为“构成了对该地区和平的威胁”。24 日 ,国防部遵照总

统的指令 ,命令美军开始部署并做好临战准备 ,并从地中海、美国西海岸以及菲律宾

等地抽调了美军第 6 舰队近一半的舰只赶赴台海 ,驰援负责西太平地区防务的第 7

舰队 ,以准备为台湾向金门、马祖运送补给的船只护航。25 日 ,艾森豪威尔主持召开

国家安全委员会议 ,决定加强第七舰队力量和台湾防空 ,并在公海为国民党向金门运

输给养提供护航。此后 ,在短短的 10 天时间里 ,艾森豪威尔政府调集重兵进入台海 ,

在台湾海峡集结了包括 7 艘航空母舰在内的 100 余艘军舰 ,并出动 4000 余名美国海

军陆战队队员登陆台湾 ,准备“协防台湾”。②8 月 27 日 ,艾森豪威尔公开宣称 :“美国

将不放弃他承担的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责任”,并声称他将行使

1955 年国会《福摩萨决议案》所授予的权力 ,命令美军协防金马。③29 日 ,美空军配备

有原子弹的“混合空中打击编队”(Composite Air St rike Force) 奉命进驻台湾 ,一时

间 ,美军在台海地区集结了 200 余架可携带原子弹的战机。④9 月 3 日 ,美国防部表示

美军已“做好准备”阻止解放军进攻金马。9 月 4 日 ,白宫再次发出战争威胁 ,声称台

澎金马同为“自由中国”范围 ,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国会所通过的有关联合决

议 ,总统已获授权保卫上述地区 ,而美军已做好一切准备以采取“适时而有效地”的行

动。⑤9 月 7 日 ,美海军舰艇开始奉命护送蒋舰向金门运送给养 ,直至第二次台海危

机结束。

三 　从“盲从”到“有条件的服从”:国会的反思与调整

自美国立国以来 ,国会与总统之间的权力争夺便始终没有停止。在相当长的一

段历史时期内 ,国会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甚至一

度导致所谓“国会政体”的出现。然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府会权力天平在国

家安全决策领域开始向前者倾斜 ,总统逐渐成为主导美国政治体制的“王者”。美苏

冷战的展开尤其是频繁发生的国际安全危机 ,则不仅使总统在国家安全决策领域的

权力得到不断强化 ,而且通过一系列新的机构的建立 ,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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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长联席会议及中央情报局 ,为总统决策权提供了强大的机制上的保障 ,从而彻底打

破了府会平等互动的决策模式 ,使得“帝王式的总统”开始凌驾于国会之上 ,成为国家

安全决策领域“近乎独裁的领导者”,而国会则沦为言听计从的“盲从者”。

1964 年 8 月 4 日 ,约翰逊政府以北越对美国在东京湾公海上的海军舰艇发起攻

击为借口 ,下令美军战机立即对北越发动“报复性轰炸”。8 月 5 日 ,约翰逊将几位国

会领袖邀请到白宫 ,告之其美舰“遭袭”事件 ,并明确告知国会两院领袖 ,在美国遭到

攻击的时刻 ,局势需要紧急、迅速地表示出全国的团结一致 ,即表现出府会的一致。①

随后 ,约翰逊将早已拟好的授权决议草案 ,即著名的《东京湾决议案》( T he Gul f of

Tonki n Resol ution) ,提交国会审议 ,要求国会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包括

动用军队) ,以击退对美国军队的任何武装进攻 ,并阻止进一步的侵略。”②第二天 ,国

会两院便在草草辩论之后分别以 88 票对 2 票和 416 票对 0 票通过了该决议案 ,从而

将战争决定权完全交到了约翰逊总统的手中。尽管当时有极少数的议员曾希望对总

统的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 ,但却一概遭到否决。对此 ,时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

威廉 ·富布赖特 ( William Fulbright)的解释颇具代表性 ,即国会认为“目前当务之急

是毫不含糊地确认我们的团结一致 ,这压倒了对立法上的正确性和精密度的考虑。

⋯⋯延误是不可取的 ,因为它会把我们坚决果断、团结一致行动的整个锐气都毁

掉。”③也正是为此 ,国会对总统在危机决策过程中的“绝对权威”给予了几乎无条件

的支持。

随着美国因深陷越战泥潭而不可自拔 ,加之“水门事件”的爆发 ,国会开始对“帝

王式总统”的权威发起挑战 ,并逐渐由“盲从”向“有条件的服从”转变。1970 年 6 月 ,

参众两院投票终止了《东京湾决议案》的法律效力 ,从总统手中收回了战争授权 ,并通

过限制拨款等方式 ,迫使行政当局于 1974 年结束了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1973 年

11 月 ,国会推翻尼克松总统的否决 ,强行通过了《战争权力法》( W ar Pow er Resol u2

t ion) ,明文规定总统在对海外用兵 (进入战争或有战争之虞状态、进入战争可能波及

的国家领域准备作战)时 ,应事先与国会咨询或在事后 48 小时内向国会报告。国会

则有权决定是否授权总统使用军队 ,如果国会拒绝授权 ,总统则必须撤军。④1982 年

6 月 ,以色列发动入侵黎巴嫩的战争 ,中东地区再次陷入危机 ,里根随即在未经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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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的情况下便派遣美军进入黎巴嫩 ,引起国会强烈不满。在国会的压力下 ,里根总

统于 1983 年 10 月 12 日签署《多国部队黎巴嫩决议案》( M ulti national Force i n L eb2

anon Resol ution , P. L . 98～ 119) ,同意遵照《战争权力法》的要求于当年底开始逐

步从黎巴嫩撤军 ,并于次年 3 月将美军全部撤出。①如此种种 ,均显示出国会开始拒

绝“盲从”,进而对总统的危机决策权力加以限制的迹象。

然而 ,在审视国会决策权力复兴的同时 ,也应清醒地认识到 ,对于总统在危机决

策中的“领导”地位 ,尽管国会的态度经历了由“盲从”到“有条件服从”的调整和转变 ,

但是就府会互动的本质而言 ,两者之间“领导 —服从”的基本模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

的改变。安全危机决策属于攸关重大国家安全利益的紧急决策 ,在其决策过程中 ,由

于决策程序的高度机密 ,决策速度高度紧迫 ,以及对准确情报的高度依赖 ,因此只有

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才有能力针对瞬息万变的局势发展做出实时决策 ,并根据事

态的发展不断做出微妙甚至重大的调整。而一旦出现决策延宕、局势误判或是决策

信息泄漏等问题 ,都将会对美国的核心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也正是为此 ,当总统强势

主导危机决策 ,甚至单方面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时候 ,国会往往会基于维护国家安全

战略利益、维持总统的决策权威等方面的考虑 ,“服从”总统在安全危机中的决策安

排。诚如原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李 ·汉密尔顿 (Lee Hamilton) 所言 :安

全危机“使得 (国会)依赖于总统采取行动、支持他成为一种自然的趋势。”②

尽管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由于越战的失利促使国会逐渐提高了对危机决策

的参与程度。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国会参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强调自身所应扮演角

色的地位 ,希望得到总统的尊重 ,而非真正要肩负危机决策的责任。对此 ,总统可以

说也是了然于胸。为此 ,每当危机爆发后 ,历任总统依然会根据情势的需要 ,自主地、

甚至“独断地”做出决策 ,包括采取行动部署军队或使用武力 ,而基本上不会顾及国会

的立场和反应 ,至多是出于“礼貌”对国会予以“通报”。③例如 ,当克林顿于 1996 年 3

月 9 日做出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东部海域游弋的决定之际 ,就根本未与国会进

行任何磋商 ,以至于当一些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得知上述决定时 ,纷纷打电话给白宫询

问是否属实。④直至 3 月 20 日 ,克林顿邀请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 (Bob Dole)及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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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议长金里奇 (Newt Gingrich)至白宫讨论新财年预算方案时 ,才向两人简报了台海

危机的进展情况 ,但此时航母早已出动并在台海附近完成部署 ,克林顿只不过是“事

后通知”,而绝非“事前磋商”。①由此可见 ,“危机管理依然是总统的特权”,国会也仍

然处于危机决策的边缘地带。

综上所述 ,在美国“二元民主”外交权力架构之下 ,总统与国会本是彼此独立、相

互平等、“分享权力”的两个行为主体 ,府会之间围绕外交/ 安全决策权力的争夺也是

屡见不鲜。然而 ,面对风险极高、关系重大的安全危机决策 ,手握情报掌控权和军队

指挥权的总统成为“当仁不让的领导者”,而国会则一反常态 ,心甘情愿地扮演了忠实

的“服从者”的角色。尽管越战失利的惨痛教训打破了“帝王式总统”的决策光环 ,而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 ,也使得美国所面临的战略安全压力得到迅速缓解 ,从而不仅为国

会发挥政策影响力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也使得国会对总统危机决策的“服从”程

度相应有所降低 ,但是却并没有导致府会在国家安全决策领域的“领导 —服从”互动

模式出现根本性的改变。究其原因 ,部分是由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使然 ,而更

主要的则在于危机决策环境的情势所迫。

信强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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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 h t he constant expansion of American current2account deficit , A2
merican foreign debt is piling up , forming huge dollar asset s beyond
it s border , which constit utes an international cycle of American debt
economy. Americaπs debt economy is rooted in the dollar2based inter2
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he dollarπs stat us and t he f ree flow of A2
merican financial asset s form the two pillars in t he international cy2
cle.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American debt economy speeds up
t he world circulation of American dollar , which in t he end leads to
t he crisis in t 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t he serious t urmoil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Great changes in t he system are pend2
ing because it must adjust to t he global economic st ruct ure that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The Model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 he U . S. President and Congress
in Crisis Decision2making X i n Qiang 　(65)⋯⋯⋯⋯⋯⋯⋯⋯⋯⋯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 he Cold War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rises
have occurred f requently. In managing t he crises , t he regular deci2
sion2making model of separated but shared power between t he U . S.
p 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is no longer applicable. The special fea2
t ure of crisis decision2making , the cont rol of intelligence by t he presi2
dent , and t he presidentπs role as commander2in2chief make the presi2
dent almost t he only“leader”in crisis decision2making. The Con2
gress , out of consideration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 ,
plays t he role of fait hf ul“follower ,”t hus forming a special interactive
model of “leading2following”between t he president and t he Con2
gress.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radition Gong Honglie 　(77)⋯⋯⋯⋯⋯⋯⋯⋯⋯⋯⋯⋯⋯⋯⋯

An important aspect of Henry Kissingerπs diplomatic thinking is t he
critiqu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 radition. From t he perspective
of European cult ure , and in view of Americaπs geopolitical feat ure , i2
deological and cult ural t radition , and historical develop ment , Kissin2
ger point s out t hat t he basic feat ur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 radi2
tion are the island feat ure , exceptionalism , and t he antit hetical dual2
ism of realism and idealism. Meanwhile , Kissingerπs diplomatic
t hinking and foreign policy practice have become part of Americaπs
foreign policy t radition. According to Walter Meadπs characteriz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 radition , Kissingerπs t hinking and policy
can be p ut into t he category of t he J effersonian t radition toget her wit h
t he Hamiltonian t 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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