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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戴高乐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王 稳 祥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 兰州 730070)

摘 要: 随着法国实力的不断增长, 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世界局势的不断变化。一直对美国怀有不满的戴高

乐在重新执政后, 开始从各个方面进行调整。特别是调整了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历届政府在外交上追随美国的做

法, 从各个方面向美国的霸权进行挑战, 奉行抗美独立的外交政策。反对美国把法国变成北约在欧洲的工具, 谋求

军事上的自主权; 反对美国在西方的核垄断, 发展独立的核力量;反对美国冷战政策, 推行普遍缓和的政策。戴高乐

通过一系列的外交动作, 不断地从各个方面向美国发出挑战, 以彰显法国的与众不同,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效,最终

动摇了美国在西方的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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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美矛盾的历史缘由

纵观戴高乐在二战中的经历,不难看出其抗美外交观念

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这就是二战中戴高乐领导的

自由法国 与美国之间日益深刻的矛盾。这一矛盾集中体

现在戴高乐维护法国大国地位的民族主义与美国称霸全球

的战略计划之间所产生的冲突这一根本点上,具体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 罗斯福不承认戴高乐领导的 自由法国 的代表

性与合法性。当 1940年 6月法国在二战中迅速败亡, 贝当

在维希建立起亲德的傀儡政权时,流亡伦敦的戴高乐毅然举

起 自由法国 的旗帜以鼓舞法国人民的斗志。然而, 在美

国政府眼中, 戴高乐领导下的 自由法国 根本无法代表法

兰西民族的利益。罗斯福认为,戴高乐不过是一个 与其他

将军一样的法国将军  , 是一个暴发户, 将可能成为独裁

者 [ 1]。美国人这种歧视的眼光必然会引起戴高乐将军的

愤怒与反抗。

其次, 殖民地问题也成为美法矛盾的焦点。二战期间,

戴高乐把维护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作为恢复其大国地位的重

要步骤。而美国野心十足, 妄图趁法国本土沦丧之机攫取其

海外殖民地。当时, 罗斯福曾毫不掩饰地公开指出, 他反对

戴高乐复活法兰西帝国的计划,认为这会对欧洲和战后世界

的稳定十分不利。如果戴高乐取得政权 ,看来很可能会妨碍

美国人对战后和平的维持,以及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的控

制。罗斯福主张一个顺从的法国政府要正视自己力量已经

削弱的事实, 并应接受在联合国家民政和军事管理下的前法

国殖民地的最后独立。 [2]在这种情况下, 戴高乐不得已放

弃了部分殖民地 ,但法美的关系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外, 在 二战 后期,关于战后法国管理及国际地位问

题的争论更使美法双方彼此心怀芥蒂。罗斯福认为法国是

个战败国, 因此, 在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重要会议 ! ! ! 雅尔

塔会议上, 戴高乐竟被排挤在外, 这件事使戴高乐一直耿耿

于怀。

由此可见, 二战中后期,戴高乐与美国在涉及政权、殖民

地及战后国际地位等原则性问题上结下的不解之怨, 为戴高

乐抗美独立外交政策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二、在北大西洋组织方面对美国挑战

北约是在美国拥有核垄断、西欧国家在二战中受到严重

削弱和东西方冷战正酣的时期建立起来的,它一开始就具有

美国控制西欧和遏制苏联的双重作用。在北约这个一体化

体系中,法国不过是 被称为大西洋团结的霸权主义统治下

的驯服的角色 [ 3] 177。戴高乐从一开始就深感不满, 1958年

他重新执政后, 很快就提出改组北约的领导体制。当时北约

是美英两头领导 ,戴高乐主张把北约的两头政治变成三头政

治, 即法国也应为一头。为此, 1958年 9月 17日, 戴高乐向

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递交了一份私人备忘录, 提出在

北约内成立由美英法组成的大西洋理事会,以决定北约组织

的世界战略和政治问题。美国认为 ,在北约组织内成立美英

法三国领导委员会,将会排斥西德和其他盟国, 因此断然拒

绝了戴高乐的要求。美国的这一当头棒喝,使戴高乐清醒地

认识到, 要使法国不成为美国指挥下的北约在欧洲的工具,

6



只有脱离北约, 走独立自主的军事道路。在接下来的一系列

外交行动上戴高乐对美国发起了接二连三的挑战, 开始陆续

采取了一些从北约撤离的措施 ,显示了法国的独立性。 1959

年 3月,法国宣布撤回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同年 6

月和 7月, 法国拒绝在本国领土上储存美国核武器,并把美

国的战斗轰炸机赶出了法国; 1960年 5月,法国拒绝把军事

航空纳入北约的空防体系。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 法美之间围绕 多边核力

量 计划和美苏英三国禁试条约的斗争愈演愈烈, 法国退出

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63年 1月,法国

拒绝把从阿尔及利亚遣返的部队置于北约一体化司令部管

辖之下; 同年 6月, 法国大西洋舰队从北约撤出; 1965年 5

月, 法国拒绝参加北约举行的军事演习。1966年 3月 7日,

是戴高乐把酝酿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日子,他写信给美国

总统约翰逊及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

一体化机构, 并限令 一切外国司令部以及外国的军队、装置

和基地必须于 1967年 4月 1日以前迁离法国 [4] 690。北约

不仅被赶出法国, 而且在战略上还失去了法国领土的战略纵

深。西方人士担心, 一旦东西方在欧洲打仗, 它对西方是不

利的。白宫发言人称: 这是对联盟心脏刺了一刀。 [ 5]

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 是戴高乐反对美国、奉行独

立政策的具体表现, 在当时西方国家执行向美国一边倒外交

政策的情况下, 法国敢于向最强大的超级大国挑战,显示了

戴高乐的雄才大略和超凡的胆识。同时, 法国摆脱了军事

上、政治上对美国的依赖,大大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使法

国成为当时 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角了 [ 3] 218。

三、在核武器方面对美国挑战

戴高乐就任第五共和国总统伊始,即下令加速核武器的

研制和开发。戴高乐认为, 只有拥有核武器, 成为核大国,法

国才可以跻身于强国之列。反之, 如果法国不具备核武器,

它将 不再是一个欧洲强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一

个被一体化了的卫星国 ( 1960年 11月 9日戴高乐在尚贝

里的演说 )。只要有了核力量,哪怕数量有限, 也等于掌握了

一张外交上不能代替的王牌  。可见, 戴高乐把拥有核武

器与核军备作为实现其独立自主外交的重要实力资本。

但在发展核武器方面, 美国却处处给法国设置障碍, 阻

挠法国研制开发核武器。二战结束后初期, 美国拥有核垄

断, 美国对其西欧盟国一度采取严密封锁原子情报的政策。

而英美两国政府却签署了分享原子秘密的协定,并且英国当

时被认为是唯一符合这一条件的国家。美国不支持法国制

造拥有核武器。对此, 戴高乐深表不满, 下决心自己生产出

没有美国插手, 更不受美国控制的核武器。

1958年 7月 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来到巴黎,在与戴

高乐的谈话中劝法国与美国合作, 放弃独立研制核武器。

1959年 9月 2日 ,艾森豪威尔访问法国, 再次试图说服法国

放弃搞自己的核武器。但戴高乐使艾森豪威尔明白, 法国决

不会在核武器问题上放弃自己的主权,法国的防务必须是属

于法国的, 法国必须用自己的打击力量保卫自己。

1960年 2月 13日, 法国在撒哈拉大沙漠进行了第一次

核试验, 爆炸了第一颗核装置。接着法国便制订出 十年国

防现代化计划 ,计划的重点是发展核武器。此后, 法国在核

武器的试验与研制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以后, 加速了美国的核垄断政策。

他非但不向法国提供任何援助,而且继续规劝戴高乐放弃发

展法国独立核力量的政策, 并提出新的主张, 即强调欧美实

行战略分工, 由美国负责控制核武器, 欧洲盟国则侧重发展

常规武器。对此, 戴高乐宣称, 法国坚持发展自己的独立核

力量, 绝不当 联盟的士兵 。面对戴高乐强硬的态度和法

国核武器的进展, 美国认为是对它的核垄断地位的严峻挑

战。肯尼迪说: 与其说法国的原子弹是对付莫斯科的, 毋宁

说是对付华盛顿的。 [ 6]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 美国又提出

多边核力量 计划, 其目的是邀法国参加多边核力量, 从而

迫使法国放弃独立核力量计划。戴高乐对此计划直言不讳

地揭穿道: 多边核力量是置于北约 美国司令之下的 , 因而

是 受美国控制的  , 要法国参加的目的在于吞并掉法国惨

淡经营的一点核力量。最终 多边核力量 计划由于戴高乐

的奋力抗拒而宣告破产。而法国的独立核力量却得以迅速

发展起来。在研制核武器方面, 法国在戴高乐领导下, 毫不

妥协地同美国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

争, 并最终使法国成为世界上五个核大国之一。

四、在对外关系方面对美国的挑战

积极同东方世界接触, 扩大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戴高乐坚信 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于国家利益而不决定于意

识形态 [ 4] 677。二战后, 美国之所以确立起了在西欧的霸主

地位, 使西欧各盟国都能围绕其左右配合其推行反苏反东方

的冷战政策, 是由于战后初期美苏冷战的情形下, 美国经济

军事实力强大, 又拥有核武器, 欧洲各国惧怕苏联入侵而企

望美国 保护 的情况下形成的。但 50年代末 60年代初,国

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58年重新执政的戴高乐分析了

当时的世界形势 ,并酝酿着法国应采取的态度和政策。

戴高乐认为 ,在处理国家关系时, 意识形态并不是唯一

的准绳, 法国的国家利益才是决定的因素。为此, 法国发展

独立的对苏关系 ,戴高乐说: 不应该单单从不同意识形态和

不同制度的对抗这个角度来处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相反, 从既定事实出发, 使欧洲国家相互接近, 从经济、

文化、技术∀∀着手一块一块地打碎铁幕。 [ 7]因此, 他用

缓和、谅解、合作 的对苏外交政策替代冷战和对抗, 增强

在美苏对抗夹缝中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1960年赫鲁晓夫在

戴高乐邀请下访问法国, 建立了法苏之间的最高级接触。

1966年 6月戴高乐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发表了旨在缓和东

西气氛的 法苏联合声明  。戴高乐访苏意义重大, 远远超

出了法苏双边关系的范围。它使东西方关系开始从对抗向

对话与缓和转变, 迈出了 20世纪 70年代东西方关系缓和的

第一步。戴高乐使法国以独立姿态改善了同苏联东欧的关

系, 这一外交胜利的取得对法国意义是重大的。一方面使法

国取得了单独以大国身份同苏联对话的资格,增强了法国的



独立性; 另一方面法国可以借助苏联制约美国, 加强了法国

在西方的抗美地位。

戴高乐还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1964年 1月 27

日, 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法同时发布联合公报, 内

容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

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短短的两

句话, 却犹如 外交核爆炸 一样在国际上引起了连锁反应。

此后, 西方国家纷纷效法法国,改变孤立中国立场, 与中国建

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使法国成为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

关系的第一个西方大国。这不仅提高了法国的战略地位及

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而且冲击了两极体制,促使了

世界形势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中法建交给美国以沉重打击, 中法建交公报公布后, 美

国甚感震惊, 并由美国国务卿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 遗憾  。

而戴高乐则于 1964年 1月 31日举行记者招待会非常自信

地说: 法国承认中国只不过如实地承认世界,他相信目前某

些国家的政府迟早会仿效法国。 [8]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

他的话是对的。总之, 戴高乐自创建第五共和国以来, 一直

把主要精力倾注于法国的外交事务。他维护法兰西的民族

独立, 为法国赢得了国际声誉和地位; 他敢于向美国的权威

挑战, 动摇了美国在西方的霸主地位。

五、在经济方面对美国的挑战

在经济领域, 戴高乐向美国提出挑战, 抵制美国经济的

渗透。他采取各种措施限制美国资本侵入法国,甚至亲自出

面干涉, 吊销美国垄断资本购买法国公司企业的协议, 反对

美国控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1965年, 与美国展开了货币

战, 公开主张放弃金汇兑本位制, 恢复金本位制。

总之, 戴高乐不断地向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 绝非头脑

发热, 任意所为。而是随着法国的实力不断增长, 国家的国

际地位不断地提高的前提下,再加上戴高乐的性格使然。戴

高乐开始把长期对美国的积怨爆发出来, 向强大的美国说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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