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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富兰克林 罗斯福执政期间, 美国孤立主义大潮正汹涌澎湃。为了援助英法、抗击纳粹、拯救

民主, 他同孤立主义做了艰苦的斗争, 并带领美国人民投入到反法西斯的伟大事业中去, 同时也对美国自身

产生了重大影响。再者, 斗争中也凸现出美国民主制度的两大操作性问题:三权不平衡以及政策、舆论与民

意三者之间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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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 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期间, 与孤立主

义斗智斗勇, 最终带领美国人民走上了反法西斯的道

路, 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对这一问题, 本文试图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 对罗斯

福与孤立主义的斗争作一系统梳理, 以揭示其对世界

及美国自身产生的影响。

一、孤立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实质

孤立主义 ( Iso lat ionism )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美国

的内政外交达 150年之久, 对美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孤立主义源于殖民地时期。早期的北美移民认为

新大陆是自由美好的, 而旧大陆则充满混乱罪恶, 再

加之 漫长艰险的旅途更放大了美国人地理及心理上

的疏离感
[ 1] ( p575)

, 这成为孤立主义群体心理基础。国

父华盛顿反对把 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

运纠缠在一起 的 告别演说 使孤立主义成为美国的

一项外交战略思想。
[ 2] ( p800)

自此, 国会在任何时候辩

论外交政策时, 华盛顿的幽灵就主宰着辩论的进

程。
[ 3] ( p14)

1823年的 门罗宣言 实质上是将孤立主义

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孤立于欧洲的对象扩大到整个美

洲, 而不再仅限于美国。

可以看到, 最初的孤立主义包含有地缘政治的因

素: 美国与欧洲远隔重洋, 它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介

入欧洲事务。 门罗宣言 则揭开了孤立主义的扩张面

容。在随后的一百年里, 孤立主义逐渐演变为一种保

障美国 进退自由 的狡猾政策。事实证明, 从来都不

存在完全的彻底的孤立主义 孤立派也 不是赞同彻

底地切断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也不是不主张美国

进行扩张 领土的、贸易的、金融的、意识形态的

或者军事的 尤其是在西半球、太平洋以及东亚地

区。
[ 1] ( p575)

简而言之, 孤立主义的基本含义是: 美国

不卷入欧洲事务, 也避免对世界安全做出集体保证的

任何承诺。而孤立不孤立则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实现美

国的最大利益。

二、三十年代孤立主义的泛滥

三十年代, 孤立主义 跨越了政治、经济、社会的

界线
[ 4] ( p284)

, 达到了最高潮。这与民众的反战情绪、

一战的教训、法西斯国家疯狂扩军备战所带来的新的

世界大战的威胁有关。

这一时期孤立主义的实力十分强大。首先, 孤立

主义者在两院议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因此 差不

多能阻挠政府可能提出的任何立法要求 。
[ 5] ( p271)

其

次, 孤立派掌握着大量的宣传机器, 它们常在重大提

案表决前后倾巢而出, 控制美国的舆论导向。再次,

孤立主义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1937年的民意调

查显示, 70%以上的美国人支持孤立主义。
[ 6] ( p282)

三、罗斯福与孤立主义斗争的过程

1933年, 罗斯福入主白宫。当政期间, 他与孤立

主义的洪流展开了艰苦斗争, 斗争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 )迎合与妥协

罗斯福是以 新政 入主白宫的, 这表明国家经济

将是他首要关注的事务 为了保证新政所需法案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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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孤立主义势力盘踞的国会通过, 罗斯福采取了妥协

迎合的办法, 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尽量避免同孤立派发

生冲突。

1934年 1月, 罗斯福签署旨在阻止美国和欧洲建

立财政联系的 约翰逊战债拖欠法 。1935年欧洲局

势恶化:意大利增兵埃塞俄比亚, 希特勒疯狂备战。为

防美国参战, 国会通过第一个中立法, 实行武器、弹

药、军需品禁运。此后, 国会又通过了规定禁止向各

交战国贷款的 1936年中立法和增加了 现购自运 条

款的 1937年中立法。考虑到对中立法 无休止的辩

论 势必影响新政法案通过, 罗斯福最终签署了中立

法。

总之, 1933 1936年期间, 保证国内改革成功的

要求, 孤立派的雄厚实力, 民众普遍的孤立情绪, 英

法绥靖所导致的欧洲局势不明朗, 使罗斯福没有力量

也没有必要同孤立派发生冲突, 所以只能妥协迎合。

(二 )抵制与挑战。

1937 1939年期间, 罗斯福逐渐放弃妥协迎合态

度, 开始抵制和挑战孤立主义, 成绩不斐。

1937年 10月 5日罗斯福发表 防疫演说 , 要求

像 检疫隔离 那样来防止 世界性无法无天的瘟疫的

蔓延 。12月 12日, 美炮舰 帕莱号 被日本飞机炸

沉, 罗斯福借此事件要求国会拨款建立两洋标准海军

(相当于德意日三国海军力量总和 )。尽管孤立派极力

反对, 新共和 杂志还叫嚣这是为了 像英帝国那样

控制世界 。
[ 7] ( p92- 93)

国会最终还是通过了文森海军扩

军法案, 这使罗斯福为不远将来的战争做了些准备。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废除中立法事件。1939年二

战爆发, 国内舆论开始转向, 罗斯福抓住时机, 为废

除中立法而努力。孤立派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广播运

动, 大造舆论。罗斯福则组织 怀特委员会 , 为修改

中立法呐喊, 颇有成效。最终, 美国国会废除了 中立

法 中的军火禁运条款。这标志着罗斯福与孤立主义

斗争的重大胜利。自此, 美国逐渐摆脱了孤立主义的

羁绊, 转向援助和与反法西斯国家结盟。

(三 )反击与胜利

1940 1941年, 是罗斯福力图摆脱孤立主义掣

肘, 排除其对外交政策影响的时期。

废除中立法后, 罗斯福加快了与孤立主义斗争的

步伐。1940年 9月, 他绕开国会, 促成军舰换基地事

件。军舰换基地事件实际上结束了美国的中立立场。

次年 3月, 国会在罗斯福的大力推动下通过了 租借

法 , 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国防物资援助。此时战争

的旷日持久已经使英国 快被挤干了 。所以租借法的

意义十分重大, 不仅大大加快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进程 而且标志着美国终于放弃了中立立场 越来越

深的陷入非交战状态。此时, 民众的观念较之前有所

进步, 认为 美国早晚有天会参战 , 但大多数人 反

对现在宣战。
[ 4] ( p284)

罗斯福则认为 以巨大的分裂使

国家投入战争是很可怕的事 。
[ 8] ( p56)

那么事情最终如

何呢?

为了保证租借法的实施, 罗斯福曾采取了巡逻和

护航的作法, 这就增加了德国潜艇与美国海军冲突的

机会, 大西洋上的射击战不断上演。罗斯福于 10月 27

日发表声明, 称 希特勒已经对美国发动了攻击。
[ 9]

孤立派谴责罗斯福的声明是 未经授权的宣战声明。

然而, 仅仅一个多月后, 珍珠港上空的滚滚硝烟就彻

底淹没了他们的声音。

四、对罗斯福与孤立主义斗争的评价

罗斯福取得与孤立主义斗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历

史意义。对世界而言, 美国从最初的现购自运、物资

租借到直接参战, 为盟国赢得二战胜利、保卫民主事

业、拯救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对美国的外交

而言, 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革命和新的开端。

孤立主义控制外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美国在外交、

军事、经济各个领域急剧全面卷入世界。对美国的政

治制度而言, 则是打击了国会日益膨胀的权利, 扩大

了总统的职能。

但是, 如果我们将罗斯福与孤立主义的这场斗争

放置到美国民主制度这个大背景下来考察的话, 就可

以从中透视出美国民主制度在操作层面上的两大问

题。

一是三权不平衡问题。这是美国三权分立操作层

面上的问题。在美国历史上, 国会曾长期占据主导地

位, 威尔逊总统甚至认为 国会正在很快成为全国的

领导机构。
[10] ( p166)

由于国会的保守性, 它常常成为进

步的阻碍力量。罗斯福时期权力的天平开始向总统倾

斜, 并逐渐膨胀, 直至尼克松时达到顶峰。由于三权

主要随着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部门领袖的领导风格等

人为因素而消长, 这就使得三权不平衡问题成为美国

现代政治制度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决策、舆论与民意三者之间的

关系。现代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 使得各种压力集团

和利益集团为使政府作出有利于自身的决策, 运用传

单、小册子、广播、电视甚至网络来为自身观点大肆

宣传, 而公众由于政治素质不够高等原因, 很容易受

到这种猛烈宣传攻势的影响, 在无意识中使自己的意

志屈从于这些宣传, 造成舆论与民意之间的偏差。由

于政策以舆论为主要依据, 因此这会带来政策与民意

之间的偏差。例如 1937年的防疫演说, 多方材料证

明 当时民众是很支持这个演说的 但孤立派却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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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加以反对, 使罗斯福误断民意, 作出按兵不动的

决策, 延缓了美国援助英法的步伐。

五、小 结

罗斯福时代是美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

期。这一重大转变和罗斯福与孤立主义的斗争是分不

开的。1932 1941年间, 罗斯福对孤立主义由迎合妥

协到抵制反击, 最后成功排除孤立主义对外交政策的

影响。虽然斗争的过程艰辛曲折, 但其意义却十分重

大。对外, 援助盟国取得二战胜利;对内, 使美国的内

政外交发生重大变化: 在恢复总统职位生气, 促使美

国走向世界的同时, 也折射出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

这似乎是在提醒我们: 尽管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

相对较完善的, 但仍然有其不足之处, 人类的民主理

想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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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s Struggle Against Isolationism

DANG L i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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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 er ican iso lat ion ism w as preva iling when Frank lin D. Roosevelt w as in office. To help Brita in

and France resist Nazi and came to the rescue o f thew orld democracy, Roosevelt strugg led aga inst isolat ionism ar

duously and f inally led American peop le to the great cause of fighting fasc ism, wh ich at the same t ime had g reat in

fluence on America itse l.f M oreover, Roosevelt s strugg le aga inst iso lation ism also show ed tw o prob lem s ofAmeri

can democracy: the three pow er system w as ill balanced, and therew ere d iscrepancies among po licy, pub lic obser

va tion and public op in ions.

KeyW ords: America; Frank lin D. Rooseve l;t iso la t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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