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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43年举行的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会议 是战时首次由当时所有联合国家参加
的国际会议。粮农会议是罗斯福政府对盟国在战后展开国际合作的可行性以及国内政治和舆

论倾向的一次考查, 是对组建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一次预演和彩排,也是罗斯福关于国际和平

与安全取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念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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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为 联合国家粮食与农业会议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Food and Agriculture)。因为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饭店举行,

故又称温泉会议(The Hot Springs Conference)。

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世界来讲, 1943年都是一

个非常关键的年头。这一年反法西斯战争进展迅

猛,盟军方面在苏德战场、北非战场和太平洋战场

接连取得具有全局性和转折性意义的胜利,意大

利投降,德日法西斯虽仍猖獗,但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的前景已逐渐明朗。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已经和

正在举行一系列国际会议,就战后世界形势和战

后和平方案等问题展开讨论和筹划, 联合国家粮

食与农业会议
!
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战时第一次

有全体联合国家( theUnited Nations)参加的国际会

议,也是战时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参与组建战后国

际和平组织的一个关键步骤, 并为后来的联合国

粮农组织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家粮农会议从筹备阶段起就在美国的

主持下进行。罗斯福政府不仅制定了会议日程,

而且对各国代表团的组成、会议的方针和发展方

向定下了调子, 美国的政策和意志实际上主导了

这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不仅如此, 这次会议还是

美国对盟国在战后展开国际合作的可行性的一次

尝试,对美国国内政治和舆论倾向的一次考验,对

组建未来国际和平组织的一次预演和彩排。同

时,作为粮农会议的倡议者、筹备方和东道主,美

国内政、外交的诸多方面也在这个过程中展示出

来,因而又可以将此次会议作为观察战时美国社

会和政治的一面镜子。

或许是囿于原始档案材料缺乏,国内学界对

联合国前史和战时美国内政外交的研究往往忽略



此次会议, 英美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并不丰富!。

本文拟从政治与外交层面上对 1943年联合国家

粮农会议的起源进行分析,并以罗斯福政府召集

粮农会议的决策作为个案,对美国关于创建战后

国际和平组织的政策意图略作探索。

一、美国政府对战后世界和平的筹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尽快击败德意日法

西斯, 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无疑是反法西斯同盟

各国的首要目标,但并非是全部目标。第二次世

界大战是一场全面的战争,军事胜利只是整个战

争胜利的一部分,是后者的先决条件;而各国在军

事行动背后进行的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结果如

何,则将决定军事胜利的成果能否维持、战后和平

能否持久。为在战后尽快重建世界政治经济秩

序,维持较为长久的和平局面,各国政府需要及早

筹划、拟定战后和平方案; 同时, 鉴于第一次世界

大战胜利后和平局面转瞬即逝的教训, 反法西斯

同盟必须努力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美国很早就关注这一问题。一战时, 威尔逊

政府参战伊始即对战后的世界形势研究和政策筹

划工作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罗斯福政府

则在二战前就以国务院研究班子为主体,着手研

究战后问题,其目标是准备应对战争结束后接踵

而来的一系列广泛而复杂的对外政策问题[ 1] ( p.

1)。1939年 12月底, 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决定在

国务院内部设立一个高级别的研究和平与战后重

建问题的委员会, 即 外交问题咨询委员会 
( Advisory Committee on Problems of Foreign

Relations) ,由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主持, 其职

能是研讨 当目前冲突结束时建立一个理想的、最

能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新秩序所应具备的各项原

则;根据上述原则和历史经验,研究拟定在建立世

界新秩序时美国所应采取的对外政策; 根据上述

原则和政策,多方面征集有关和平和战后重建问

题的政策建议 [ 1] ( pp. 20~ 22)。

但是欧洲危急的战争形势使本来就不堪重负

的国务院顾此失彼, 外交问题咨询委员会也没有

拿出可以称道的成果。而且,由于罗斯福觉得这

项工作可能会干扰军事计划等更为紧迫的事务,

同时他也担心国内孤立主义势力和共和党内保守

派人士会就此大做文章,因而在公开场合他对开

展战后问题研究显得非常冷淡。直到太平洋战争

爆发之后,罗斯福才改变态度,国务院也才将战后

形势分析和政策筹划工作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的

高度,真正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珍珠港事变后仅两周, 国务卿赫尔就呈请罗

斯福总统设立一个新型的 战后外交政策咨询委

员会 (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Post War Foreign

Policy) ,以取代先前设立的机构, 全面负责研讨战

后问题及其对策。罗斯福随即批准。新机构的职

能、人事设置同先前的机构大致相同; 不同的是,

此时罗斯福政府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开展战后研

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罗斯福政府开展战后国际形势预测和对策研

究的指导思想, 正如罗斯福在 1941 年 12月 9日

的 炉边谈话 中所说, 就是美国不仅要打赢这场

战争, 而且还要努力赢得战后和平[ 2] ( Vol. 1941, pp.

522~ 531)。具体设想是建立一个能够维持国际安

全与持久和平的战后国际和平组织, 美国将参与

组建和加入这个国际组织,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和承担一定义务。不过,对正处在严酷战争环境

下的美国来说, 此时即开展战后政策研究和筹备

工作,既需要国内舆论的支持,也需要反法西斯同

盟各国的普遍认同与合作。

二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总统的权威以及

行政机关的权力在原有基础上获得了空前提升,

但是罗斯福政府要顺利展开战后和平与重建问题

研究仍少不了国会、新闻界和民众的支持和参与。

罗斯福总统很清楚, 公众舆论有利与否,对美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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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美学界较有代表性的相关著述有以下几种: Sir John Boyd Orr, The Role of Food in Post War Reconstruct ion , International L abour
Review 47(March, 1943) , pp. 279~ 296; Gove Hambidge, The Story of FAO ( New York, 1955) ; Craig A. Wilson, Rehearsal for a United Nations: The
Hot Springs Conference , Diplomatic Hi story 4 ( Summer, 1980) , pp. 263~ 281; Sergio Marchisio and Antonietta Di Blas , The Food and Agri culture
Organization (Martinus, 1990)。英美学界对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往往专注于对二战结束以来粮农组织的功能和发展援助项目作技术层
面的分析,而对粮农组织的缘起、沿革及其同战时外交和冷战期间国际政治格局的关系则不甚重视。国内对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肇始
的 1943年联合国家粮农会议的研究更是少见。除前述几种专著和论文外,尚有若干原始档案和官方出版物涉及美国与 1943年联合国
家粮农会议的关系,参见下文注释。



订和实施其战后政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国会

参、众两院尤其是前者的态度,将在实际上决定美

国参与组建战后国际和平组织这一政策的成败;

因此罗斯福不得不对社会公众舆论和国会两院的

政治动向给予特殊的关注。罗斯福希望民众和国

会能够理解和支持当前美国外交政策转向 国际

主义 ( internationalism)的必要性,他一方面通过多

种方式对普通民众和新闻舆论进行教育和引导,

另一方面努力影响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争取更多

的支持。

1942年中期选举的结果对罗斯福政府造成

沉重打击。无论国会议员改选还是地方州长选

举,民主党都遭到自 1932年以来最严重的失败,

多数党地位已是岌岌可危;而共和党却势力大增,

那些以孤立主义著名的议员大都赢得连任。而且

在国会民主党党团中, 来自南方的保守派占了多

数,他们同国会中的共和党保守派议员事实上结

成了同盟, 对罗斯福政府的战时政策提出严重挑

战。伊赛亚∀柏林认为,罗斯福政府事实上已经失

去了国会多数票的支持[ 3] ( pp. 105~ 108)。1943年

初国会参众两院各常设委员会也进行了改组, 以

适应中期选举后国会共和党势力增强的新形势。

共和党议员纷纷就战后政策提出多项议案,使罗

斯福对其真实意图颇为怀疑, 他担心他们并非真

心要推动战后问题的解决,而是想借机挑动国会

内外的孤立主义情绪; 他担心目前暂时有利的公

众舆论会因此逆转, 那样就将对美国参与战后国

际组织的政策造成严重后果, 使威尔逊总统当年

遭遇的挫折重演 !。

同样, 反法西斯同盟的巩固与否也将影响到

赢得和平 的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实现到什么程

度。战争结束后,随着共同敌人消失,联合国家与

参战各国# 还会像战时那样保持紧密合作,共同

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事业吗? 这一问题一直困扰

着罗斯福及其助手们。主要盟国之间在军事战略

上已经出现多处严重裂痕,对战后和平方案也是

各有各的打算。出于对能够赢得战争却可能输掉

和平的忧虑,罗斯福认为,维持和发扬盟国间的国

际合作精神,在战争结束后继续延续和扩大战时

的同盟与合作关系, 是维持战后和平的最稳固的

基础, 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再怎么强调

也不过分。

1943年战场形势好转, 胜利前景大体明朗。

罗斯福觉得时机近乎成熟,于是在公开场合多次

强调开展战后计划工作和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2] ( vol. 1943, pp. 131~ 134)。一些重要的政府官员,

如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国务卿赫尔、副国务卿韦

尔斯等也多次公开阐述及时开展战后政策筹划工

作的重要意义。韦尔斯警告说, 如果目前我们不

马上行动,就会出现下述情况:等战争结束后再开

会讨论和平问题时, 就会发现有多少个国家就有

多少个和平方案; 而盟国在战后和平会议上的争

吵将会使战时同盟发生严重分裂乃至走向敌对

[ 4] ( p. 264)。对国际社会普遍长期存在的失业、粮

食短缺、营养不良等社会经济问题,罗斯福政府同

样认为仅靠应急性救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

制订着眼于长远的整体计划 [ 5] ( p. 155)。

上述情况,构成了 1943年前后召开的包括粮

农会议在内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大背景。

二、罗斯福政府与粮农会议的缘起

罗斯福总统倡议召开粮农会议,在英国、苏联

等盟国看来十分突兀。据著名经济学家、时任英

国战时内阁经济秘书的莱昂内尔∀罗宾斯( Lionel

Robbins)说, 罗斯福总统忽然做出这一决定并且

公之于众,使美国国务院也觉被动,负责经济事务

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就曾明确地向他表达

过这种感受[ 6] ( pp. 8~ 10)。但是,罗斯福总统的这

一倡议虽然有着较大随意性, 却绝非没有缘由,国

务院也并非完全没有准备。

从美国方面来看,倡议召开粮农会议的缘起

大致有两方面: 一是罗斯福总统关于在经济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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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1943年底, the United andAssociated Nations 总数已经达到四十四五个。除∃联合国家宣言%所有三十二个签字国外,还包括
同德意日法西斯断交以及向联合国家提供支持与援助的国家。

国务院战后问题研究的参与者、史学家赫伯特∀菲斯后来回忆说,诸多历史教训,尤其是凡尔赛和约的悲剧性后果,极大地影响
了罗斯福政府对未来和平的筹划。参见 Francis L. Loewenheim, ed. , The Historian and the Diplomat the Role of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 icy ( New York, 1967) , p. 106.



会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思想以及这一思想在战时

的发展;另一是国务院及其下属战后外交政策咨

询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等部门进行的相关研究

工作以及寻求国际合作途径的努力。实际上各部

门的研究工作都是以罗斯福总统的意见为指针

的,而它们各自提交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也为

罗斯福提供了多种选择。因而, 追溯罗斯福的思

想发展,乃是研究粮农会议缘起的关键。

罗斯福认为,国际和平与安全能否得到有效

维持,取决于世界经济和社会能否得到合理的、令

人满意的发展; 经济、社会问题是当前世界动荡不

安的根源, 也是战争的根本原因[ 12] ( pp. 664~ 666) ,

[ 5] ( p. 142)。罗斯福不断地阐述消除贫困和衣食

匮乏对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意义。在参加

大西洋会议之前, 罗斯福曾对副国务卿韦尔斯表

示,他深深感受到,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就必

须寻找合作的途径; 要让富有国家懂得,帮助贫困

落后国家发展经济也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 5] ( pp.

154~ 155)。在∃大西洋宪章%中, 罗斯福将四大自

由之一的 免于匮乏的自由 ( freedom from want )阐

释为保证人人衣食无虞和工农业生产原料的自由

流通与充足供应, 后来他又把社会保障和实现充

分就业列入其中! 。美国卷入战争后, 罗斯福更

是多次阐发盟国之间加强合作, 解决当前紧迫的

以及较为长期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必要性。1942

年8月 14日,他在纪念∃大西洋宪章%一周年的讲

话中强调, 宪章呼吁通过国际合作来改善工人的

劳动条件、增强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2] ( vol.

1942, pp. 351~ 352)。后来罗斯福在白宫对参加粮农

会议的各国代表发表讲话时, 也反复强调这个立

场,并认为以往世界粮食短缺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的原因,就是各国没有采取共同的应对措施, 因此

他希望目前进行的国际合作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

题[ 2] ( vol. 1943, pp. 238~ 242)。直到去世前两星期,

罗斯福还向国会两院议员强调指出: 匮乏抑或贫

困驱使人们走向战争, 至少也会成为侵略者的现

成工具和牺牲品。这就迫切需要像粮农组织这样

的国际组织来解决粮食匮乏的问题, 因为战后世

界和平有赖于此。 [ 2] ( vol. 1944~ 1945, p. 604)显然,

罗斯福是把 免于匮乏 同战后国际和平二者紧密
联系起来看待的。

同时罗斯福也认识到, 任何一国的资源和力

量都是十分有限的, 而且像营养问题与粮食的生

产和分配问题都是关系到全人类福祉的全球性问

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来解决[ 5] ( p. 139)。在

保证居民衣食无虞方面,本国政府自然担负着首

要责任,但是同时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和有关国际

组织的团结协作。罗斯福自执政以来, 一直热情

支持国际联盟所担负的经济和社会工作,支持国

联在这些领域扩展职能,但他认为国联未能有效

地管理这些事务。罗斯福还长期支持国联体系以

外一些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国际组织,比如国

际农业协会(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和

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 5] (

p. 160)。但上述这些组织互不统属,各自所做的有

关粮食与农业的工作也较为分散, 因而效果大打

折扣;早在 30年代中期, 就有许多专家呼吁将上

述三个组织有关粮食、农业的工作和机构统一起

来,但一直未能实现。

实际上,还在战争进行过程中,罗斯福就积极

主张建立相应的国际合作机构,以使经济、文化领

域的国际合作取得成效。所有这些机构都应该能

够自我管理,独立行使职能, 并且作为 实用的工

具箱 ( a workable kit of tools) , 在时机成熟时共同

努力建立一个全面和普遍的国际和平组织。1943

年前后,他倡导和召集了多种不同功能的会议,每

个会议讨论的问题不同, 举办的地点也不同,但一

旦就某个主题的战后政策目标达成一致,就可以

设立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些目标的国际机构[ 5]

( pp. 160~ 161)。通过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 罗斯福

的设想逐渐变成了现实。除联合国家粮农会议

外,还先后召开过讨论难民问题的百慕大会议、讨

论国际货币金融问题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讨论战

后救济问题的大西洋城会议、讨论国际民用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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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芝加哥会议、讨论国际教育文化事务的伦敦

会议, 等等。这些会议要么成立了专门性国际机

构或组织, 要么对创建某种国际合作机制进行了

详细的讨论和筹划。所有这些国际机构或组织以

后都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 长期以来一直发挥

着重要作用。

美国国务院以其下属的战后外交政策咨询委

员会为主体,在副国务卿韦尔斯和助理国务卿艾

奇逊指导下, 也在加紧进行战后问题研究工作。

咨询委员会设立伊始,就把经济、社会领域的问题

和政策研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主要包括四方面

的内容: 救济、欧洲经济重组、交通运输和国际贸

易政策[ 1] ( pp. 133~ 145, pp. 157 ~ 159, pp. 183~ 185)。

1942年 2月 20日咨询委员会下属经济小组举行

第一次联席会议, 小组主席艾奇逊向与会者强调

了推动解决战时国民营养问题的重要性,但是未

能引起特殊关注; 7月 17 日第二次联席会议把

建立一个专门规范营养标准和建设更加合理的

粮食分配制度的国际机制 列为最基本的长期性

问题之一; 直到经济小组在商讨东欧粮食短缺和

未来欧洲经济重组问题时,先从某个地区入手(比

如欧洲)解决粮食供应和营养问题的方式的可行

性受到广泛置疑, 这才使建立某种全球范围国际

机制的问题开始受到重视[ 1] ( p. 143)。1942年 10

月底到11月初,总统罗斯福、副总统华莱士、农业

部长克劳德∀维科、战时生产局主管唐纳德∀纳尔

逊等人在内阁会议上多次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罗

斯福指示国务院、农业部和战时生产局组成一个

联合工作组,负责拟定详细计划[ 7] ( p. 127, p. 130)。

上述情况表明, 此时罗斯福和国务院正在认真研

讨建立一个专门负责粮食、衣物援助等事务的国

际组织的可能性。

1943年初, 国务院开始积极研究召开一次以

粮食和农业问题为议题的国际经济会议的可行

性。其考虑大致有三:其一,有关解决战后问题的

盟国间会谈拖得太久,公众舆论普遍表示不满,国

务院也感受到相当的压力;其二,各国政府与公众

对于粮食、农业及其相关问题的看法共同性居多,

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 其三, 1942 年联合国

家宣言发表以来, 还从未召集过联合国家的全体

会议,拟议中的粮农会议将是首次联合国家全会,

如果会议取得成功, 将对反法西斯同盟的巩固和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 ( p. 143)。因此会议议题的

选择恰当与否,显得尤为关键。

三、麦克唐戈尔备忘录

麦克唐戈尔备忘录 的出台, 为罗斯福政府

创造了召开联合国家粮农会议的条件。如上文所

述,二战爆发前以及战争期间,已有国际联盟、国

际劳工组织和国际农业协会等多个国际组织开展

了粮食、农业以及国民营养领域的工作。国际联

盟下属健康机构着重于向贫困人口提供充足的饮

食和营养;国际劳工组织则着眼于改善劳工福利;

农业研究人员从科学的角度提出 健康同农业联

姻 的口号,将农产品的充足供应作为健全营养、

增进人类健康的必要条件。在各方推动下,国际

联盟健康署于 1935 年建立了营养混合委员会

(The Mixed Committee on Nutrition) ,由国联和国际

农业协会的专家组成, 并且积极推动各国分支机

构和国际合作渠道的建设,美国也设立了相应的

分支机构。二战爆发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和工

农业原材料的短缺与供需不平衡现象更加严重,

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各国增加粮食生产和改善国民

营养的工作获得新的推动力。此时美国已经成为

世界粮农领域人才、信息的汇集和研究中心,有许

多农业和营养方面的专家以及经济学家前往美国

投身这项工作。

国际农业协会专家弗兰克∀麦克唐戈尔

(Frank L. McDougall)作为澳大利亚代表参与正在

美国进行的有关国际小麦协定的谈判 [ 6] ( p. 86,

note. 11)。就在美国内阁会议讨论上述问题的同

时,麦克唐戈尔会同美国农业部几个技术官员起

草了题为 联合国家关于解除粮食匮乏的计划 的

备忘录。麦克唐戈尔在备忘录中指出, 目前 已有

多个国家在筹划本国的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工

作, 无一例外地把增加粮食生产、改革分配方式、

改善国民营养列入优先项目。而战时的大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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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各国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需求更显迫

切 ! ; 联合国家可以将解决匮乏问题作为赢得

普遍与持久和平的第一步措施, 通过各国的努力

和国际社会的协调配合, 帮助那些技术落后、资金

短缺的国家增加粮食生产 。他还指出,当前世界

上至少有 60%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 改善他

们的福利和营养成为当前世界最突出的问题。他

在备忘录中建议,联合国家应建立一个 联合国家

粮食与农业组织 (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作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维

持和平组织和实现充分就业、改善粮食供应、改良

国民营养的第一步。这个组织将拥有三方面功

能:一是汇总和研究各国粮食生产和消费的数据;

二是协调组织世界各地的农业技术研究与合作;

三是招募农业专家到粮食生产落后的国家和地区

进行技术指导[ 8] ( pp. 48~ 49)。

这份被称为 麦克唐戈尔备忘录 ( the

McDougal Memorandum)的文件,以后成为联合国粮

农组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与

此同时,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粮食和营养专

家已经在华盛顿就相关事务进行了几轮非正式磋

商,罗斯福对会谈进展情况完全清楚。

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首先了解到了麦克

唐戈尔备忘录的内容, 并且认为备忘录的意见很

值得总统认真考虑。1942年 9 月, 她邀请麦克唐

戈尔到白宫做客, 为他提供了直接与美国总统交

流的机会。罗斯福对麦克唐戈尔表示, 他十分赞

同 建立一个专门领域的联合国家组织 的建议。
麦克唐戈尔则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并且强调,如

何增加粮食生产和满足粮食需求将会成为战后世

界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即便在战争时期,这种问题

也是所有国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因而他所设想

的 联合国家粮食与农业组织 完全可以作为建立

新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最佳起点。罗斯福明显同

意麦克唐戈尔的设想, 但他当时并没有就如何落

实这种设想表态[ 8] ( pp. 48~ 49)。大致同时, 在罗

斯福的密友、时任最高法院助理法官的费利克斯∀

法兰克福特( Felix Frankfurter)极力推荐下, 罗斯福

还会见了英国农学家约翰∀博伊德- 奥尔爵士#。

后者也主张建立一个世界粮食与农业组织,作为

战后普遍性国际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发挥作用,

而美国则可以在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9] ( pp. 681~

682)。同两位专家的交流使罗斯福获益良多, 麦

克唐戈尔和约翰∀博伊德- 奥尔爵士的意见对罗

斯福做出召集一次有全体联合国家参加的国际粮

农会议的决定产生了直接作用。

罗斯福认为, 由于当时各大盟国的战后政策

尚不明朗, 以粮食和农业事务为议题召集首次联

合国家全体会议,将会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

美国既可以趁机观察英、苏等国的战后政策意图,

检验其参与战后国际合作的诚意, 测试盟国在战

后继续合作的意愿、可能性以及可以达致的程度,

又能实际推动国际合作,解决当前面临的紧迫问

题[ 1] ( p. 143)。同时, 这也是向美国民众兜售 国

际主义 政策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6] ( p. 9)。好处将

是多方面的。

在1943年 2 月 2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 罗斯

福首先透露了要召集一次有全体联合国家参加的

国际会议的消息。他说这次会议将讨论关于战后

粮食生产和供应的一些长期性、基础性问题[ 1] ( p.

143)。随后不久, 他又通过韦尔斯授权国务院组

建一个工作组,由艾奇逊牵头,负责会议的筹备工

作和起草粮农会议的议事日程[ 10] ( p. 73)。战后

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的一部分专家学者也参与了

对会议的筹备。

1943年 3月 8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向英国、苏

联和中国通报了关于召集联合国家粮食与农业会

议的打算,并提出美国所设想的会议议题,正式征

求各国意见。各国均表同意,并基本认可了美国

的方案。3月下旬, 国务院陆续向所有联合国家

发出了正式邀请[ 11] ( pp. 820~ 821, p. 825)。

1943年5月 18日,联合国家粮食与农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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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博伊德- 奥尔爵士( Sir John Boyd Orr) 1946至 1948年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任总干事, 194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43
年初他撰文阐述对战后国际粮农政策的设想,参见 Sir John Boyd- Orr, The Role of Food in Post War Reconst ruction , International L abour
Review 47(March, 1943) , pp. 279~ 296.

1944年之前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对战后重建阶段粮农政策的筹商情况,参见 Lew is L. Lorwin, Postwar Pla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 New York, 1943) ; Jean A. Flexner, Food Polic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33( December, 1943) , pp. 812~ 824.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饭店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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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ed Nat ions Conference on Food andAgriculture, held at Hot Spring, Virginia, U. S.A. in

1943, was the firs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during world war (. President Roosevelt conceived the conference as

a preview and rehearsal for postwar internat ional peace organizations. President Roosevelt used the conference as a

means to investigate the domes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in the United Sates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united and

associated nations to continue their wartime collaboration in the postwar world and confirm the validity of the doctrine

that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could be secured only when there be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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