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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共和党利用克 林顿绯闻掀起一场 大规模“倒 克运动” ,制造了百年不 遇的弹劾案。 然而 ,克林顿

的支持率却步步攀升 ,居高不下 ,说明美国公众赞扬克 林顿的政绩 ,厌恶利用性丑闻搞派性斗争。 弹劾条款被
否决和 1998年中期 选举民主党打破历史惯例逆境获胜 ,表明了美国社会 思潮的中间化倾向。 故而 ,不论未来
哪个党主宰白宫 ,哪个党控制国会 ,其政策取向都将按 照中间路线加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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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世纪即将 结束时 ,美国政坛 发生了一件 令世人

大量证 据。 共和党人乘机 利用绯闻案 向克林顿 发动了强

注目 的怪事: 政 绩显赫 的克 林顿总 统因 性丑 闻被送 上了

大攻势。 他们一方面加 紧绯闻炒作 ,扩大影响 ,另一方面 ,

弹劾审判台。 这个政治事件 ,势必对美国两党政治产生深

众议院议长纽特· 金里奇 ( N ew t Ging rich)和司法委员会

刻影响。 本文通过对绯闻案和弹劾审 判来龙去脉的回顾 ,

主席 亨利· 海德 ( Henr y Hyde)积极策划 ,成立专门 组织 ,
开始为弹劾克林顿作准备。

对相关问题作了初步评述。

一、克林顿绯闻和百年弹劾
美国总 统克林顿私 生活不检 ,绯闻颇 多 ,且不 断被曝
光 ,这给 他的 政敌 —— 共 和党 人借 以发动 一场 空前 规模
的“倒克运动”提供了“炮弹”。

1月下 旬 ,克林顿 发起反击 ,断 然否认 他与莱温 斯基
有 染 ,否 认他 曾教唆 她撒 谎 ,并组织 应急 班子 ,对绯 闻进
行驳斥 ,指责斯塔尔的调查是出于党派动机。
经 过半年 多的 明争暗 斗 ,形势 发展对 克林 顿越 来越
不利。 8月 6日 ,莱温斯基在大陪审团作证时说了实话。 8

(一 )克林顿绯闻和弹劾审判

月 17日 ,克 林顿也 被迫 在大 陪审团 作证 ,不得 不承 认他

克 林顿 与前 白宫实 习生 莫尼卡 · 莱 温斯基 ( M onica

与 莱温斯基有过“不适当的 关系”。 一 些共和党 人强烈要

Lewinsky )私通 的隐情 是由 莱温斯 基本 人吐 露给她 的好

求克林顿辞职 ,许多报刊也对克林顿进行猛烈抨击。 克林

友、五角大楼雇员 琳达· 特里普 ( Linda T ripp) ,而 后又由
特里普捅出来的。

顿陷于窘境。
9月 9日 ,斯 塔尔将弹劾克林顿 的长达 445页的调查

莱 温斯基 在一 次私人 谈话 中向 特里普 夸耀 ,她 曾和

报告和分两辆车装运的 36箱证据材料送抵众议院。 斯塔

克林 顿总统私 通长达一 年半之 久 ,并 透露 ,总统 至少与 4

尔在 报告中 引用 了大量 证据 ,列举 了可 能构 成弹劾 依据

个女人有染 。 1998年 1月 13日 ,特里普特 意约莱温斯基

的 11条理由 ,主要包括: 妨碍 司法、作 伪证和教 唆他人作

到一家旅馆聊天。 在特里普的诱导下 ,莱温斯基把她与总

伪证以及滥用职权。 9月 11日 ,众议院将斯塔尔的报告在

统通 奸和谋 划作 伪证的 细节 作了详 尽叙 述 ,特里普 暗中

因特网 上公布并在报 刊上全文发 表。 面对政敌 的猛烈攻

把这次谈话全部录了下来。 随后 ,将长达 22小时的 17盘

势 ,白宫立 即采 取“救 灾行 动” ,发 表了 一个 长达 78页的

录音带 交给了联邦独立 检察官肯尼 思· 斯塔 尔 ( Renneth

反驳 斯塔尔 报告 的备忘 录 ,而克林 顿则 向全 国公众 频频

Sla rr )。 美国《新闻周刊》等媒体立即予以曝光 ,大肆炒作 ,

道歉 ,表示痛改前非。 9月 21日 ,国会向全 国播放了克林

并输入因特网加快传播 ,一时间 ,全国上下 ,舆论哗然。

顿在大陪审团的录相 ,弹劾克林顿的准备基本就绪。

独立检 察官斯塔尔是 个誓把克林 顿拉下马的 保守派

10月 8日 ,众议 院以 258票对 176票通 过了司 法委

共和党人。 获得授权后 ,立即组织力量对莱温斯基绯闻案

员会 要求对 克林 顿进行 弹劾 调查的 决议 ,弹 劾程序 正式

展开了调查。 由此 ,一场大规模“倒克运动”拉开了帷幕。

启动。

自 1998年 1月中旬起 ,斯塔尔开 始广泛调查 ,搜集了

⒇ 〔收稿日期〕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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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1～ 12日 ,众 议院司法委员会表 决通过了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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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绯闻、百年弹劾与美国两党政治走向

克林 顿的 4项条 款: 1. 在莱 温斯基 绯闻 问题 上对联 邦大
陪审团犯 了伪证罪 ; 2.在宣誓 的情况下撒 谎 ; 3.妨 碍和阻
挠司法调查 ; 4.滥用总统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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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人们不 禁会问: 即使在风 行性解放的 美国 ,人们对国
家官员的 性丑闻也是非 常厌恶的 ,一旦曝 光 ,必 丢乌纱帽

12月 9日 ,众议 院通过了 作伪证 和妨碍 司法两 项弹

无 疑。 身 为国家元首 (他往往被 认为是国 家的道德领 袖 )

劾条款。 克 林顿表示 ,他决不 辞职 ,将 继续工作到 任期的

的总统如 有婚外性关系 ,更会 为人们所不 齿 ,为 什么绯闻

最后一个小时。

缠 身的 克林 顿竟 然 在这 场 最严 重的 弹 劾危 机中 得 以脱

1999年 1月 7日 ,众 议院司 法委员 会主 席海德 率领
13名 众议员来 到参议 院 ,宣 读了对 克林顿 的两项 弹劾指
控。 参议院正式开始审理弹劾案。

身、化险为夷呢?
最重要 的原因是美国 公众不赞成 利用绯闻 搞派性斗
争 ,克林顿的显著政绩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

弹劾审判历时 36天 ,到 2月 12日落下 帷幕。 参议院

人 们记得 ,克 林顿 上任后 的头 两年 ,做 了不 少好 事 ,

分别 以 45票 对 55票 和 50票 对 50票 否决了作伪 证和妨

却得 不到好评。 当时 ,人们把这 种现象称 之为“克林顿现

碍司法两项条款。 由 于两项条款均未能达 到总数的 2 /3,

象”。 而在他第二任 期的头两 年 ,尤其 是他被绯 闻调查和

最 高法院 首席法 官威廉 · H.伦奎 斯特 ( Willam H. Rein-

弹劾审判 折腾得焦 头烂额的 1998年 ,他的公众 支持率非

quist )宣布克 林顿无罪。 至此 ,在全国 范围沸沸扬 扬搞了

但 没有直 线下 滑 ,反 而逐 步攀 升 ,居 高不 下 ,最后终 于脱

一年多的弹劾总统案终告结束。

险 ,从而出现了 含义完全相反 的另一种 “克林 顿现象” ,以

(二 )百年弹劾评析

至于使他获得了一个“打不倒的小子”的绰号。 有人比喻:

克林顿 遭弹劾是由 于个人行 为失检所引 起。 在野党

克林顿象神话中从灰烬里再生的凤凰 。 这个反常现象 ,曾

抓住总统 的性丑闻大肆攻 击并把总统 推上被告席 进行弹
劾 审判 ,这在 美国历 史上 尚属 首次 ,而且 炒作规 模之 大、
调查和审判经历时间之长也属史无前例 。

为那些急于搞垮克林顿的共和党人大 惑不解。
其 实 ,查 一查 这场 斗争各 个关 键时刻 的民 意测 验记
录和公众反映 ,这个问题就不难找到答案。

查 一查美 国历 任总统 的个 人生 活史不 难发 现 ,有婚

在 1998年 1月 ,莱温斯基绯 闻刚传开时 ,公众对克林

外罗曼史者足有数十位。 他们之中 (包括德高望众的华盛

顿的支持率为 56% ,而到 8月 18日克林顿 在大陪审团作

顿和杰斐 逊 在内 )与 婚外 情 人私 通 者、与 他人 之 妻通 奸

证的第二天 ,反而上升到了 66% 。 大多数老百姓认 为 ,总

者、有私生子者 均不乏其例。 然而 ,他 们的婚外风 流韵事

统的主要 职能是治理国 家 ,而 不是道德楷 模 ,认 为弹劾调

都 不曾被 其政敌 拿来作 为政 治攻击 的“炮弹 ” ,为什 么克

查 是“危险的 脱离正题的作 法” ,是“党派间的 勾心斗角”。

林 顿总 统却 由于 性 丑闻 而遭 到 最令 人 难堪 的弹 劾 审判

10月 8日 ,弹劾程序正式 启动后 , 67% 的人 赞赏总统的工

呢?

作。 12月 20日 ,众议院通过两项 弹劾条款后 ,克林顿的支
克林顿 弹劾案是一 场尖锐激 烈的党派斗 争。 这场斗

持率达到了创纪录的 73% 。 1999年 1月 14日 ,参议院开

争 ,实质 上是右 翼保守 派控 制的共 和党 的一 个政治 战略

始审判辩论时 ,仍有 67% 的人 明确表态 ,认 为克林顿是一

的实践。 这 个战略是: 利用绯 闻案把克林 顿搞臭 ,借以打

位称职的总统 ,支持他继续工作到任期届满。

击 民主党 ,赢 得十分 关键 的 1998年国 会选 举 ,扩大 和加

最能反 映公众情绪的是所 谓 X 一代 ,即 18～ 30岁的

强它控制 国会的优势 ,并力争 把克林顿赶 下台去 ,进而在

人的看法。《波士顿环球 报》 1998年 12月 1日发表署名文

2000年大选时从民主党手中夺回总 统宝座。

章 ,列举 了 X 一代 支持克 林顿的 7点原因 。 文章强 调指

自 克林顿 执政 以来 ,两大 党曾 围绕着 两种 不同 的经

出: X 一代 并不 指望国 家的 政治领 导人 的行 为成为 道德

济哲 学展开 了激 烈斗争 ,预 算战就 是这 种斗 争的集 中表

标准。他们认为 ,克林顿之所以对 X 一代有吸引力是靠他

现。 1997年国会通过由克林 顿予以签署的《平衡预算法》 ,

的政 绩 ,他与莱 温斯基 的事 情与执 行公 务和 宪法规 定的

它既 包容了 共和 党的基 本主 张 ,又 体现 了克 林顿的 奋斗

职责 几乎没 有关 系 ;历 史上 的先辈 从来 没有 想过利 用性

目 标 ,因 而 ,这个 法案的 通过 ,反映 了两 大政 党在国 内政

丑闻 作为弹 劾总 统的理 由 ,克林顿 与莱 温斯 基的性 关系

策的一些主要方面的某种趋同。 此后 ,共和党很难找到攻

显 然属于 行为 不当 ,应受 到处 分 ,但 不是 重罪或 轻罪 ,更

击民 主党的 适当 议题 ,他们 只好在 其他 方面 寻找挑 起两

不 到被弹 劾的 地步 ; 他们 说 ,轮到我 们也 可能如 此 ,在现

党争论的切入点。 克林顿总统喜欢感 官享受 ,私人生活失

代美 国 ,几乎没 有一个 人的 私生活 经得 起斯 塔尔那 样严

检 ,绯闻 迭出 ,可 抓的小 辫子 甚多 ,而他 与白 宫实习 生莱

格的调查。 令他们感到厌恶的是 ,在更重要的事情要办的

温斯基的 性丑闻最为典 型 ,最 容易把他搞 臭 ,被共 和党视

时候 ,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总统打得遍体鳞伤。

为最厉害 的 杀手 锏 ,故 而 他们 大 打绯 闻 牌 掀起 “倒克 运

由此可 见 ,大多 数老百姓 对克林顿的 政绩 ,尤其是他

动” ,以期通过弹劾调查和审判达到其战略目标。 然而 ,斗

的经 济成就 比较 满意 ,不同 意共和 党出 于派 性目的 利用

争 的结果 ,弹 劾指控 被否 决 ,克林顿 被宣 告无罪 ,共 和党

“生活小节”把这位受欢迎的总统赶下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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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林顿之 所以 未被打 倒 ,还在 于他采 取了 比较 得当
的策略。 毫 无疑问 ,在这场斗 争中 ,克 林顿和民主 党一直

二、 1998年中期选举 ,民主党逆境“获胜”

处于被动 挨打的地位 ,但他并 没有气馁 ,更没有面 对巨大

1998年国会选 举的政治气氛对民 主党十分不利。 沸

压力躺倒 不干 ,而 是频频发 表讲话 ,一再道歉 ,表示悔 改 ,

沸扬 扬的绯 闻案 以及克 林顿 被推上 被告 席 ,总统被 整得

并表 现出一 心一 意为民 操劳 ,决不 因绯 闻缠 身而疏 于国

焦头烂额 ,民主党的处境难堪。 以纽特· 金里奇为首的共

家政务的姿态。 白宫和国会中的民主 党人 ,又多次作出努

和 党人为 了取 胜 ,猛 打绯 闻牌 ,决心 把克 林顿拉 下马 来 ,

力寻求折 中方案 ,希 望与共和 党人达成协 议 ,对克 林顿的

并 借此打击民主党。 他们 在“诚 实和个人 品行”方面大作

错 误采取“谴责+ ” (即谴责 加处罚 )的方式加 以解决。 此

文 章 ,一 面加 紧推动 弹劾 程序 ,一面 不惜 重金收 买媒 体 ,

建议 虽屡遭 共和 党拒绝 ,但 这个策 略却 赢得 了人们 的同

大肆进行新闻炒作。直到投票前一周 ,共和党还耗资 1000

情 ,而把共和党人置于得理不让人反失人心的被动境地。

万美 元 ,推出 了长达 30秒的三 条广告 , ⑤ 在 70家 媒体上

与此同 时 ,克林 顿在关键 时刻打经济 牌也颇为奏 效。

密集播 放 ,声势 浩大 ,咄咄逼人。 面对 似乎稳操 胜券的共

1998年 1月 6日 ,即参议院弹劾 审判开始前夕 ,克林顿公

和党 的穷追 猛打 ,在逆 境下 参选的 民主 党自 然不敢 妄言

布了 1999年度财政预算 ,宣布: 本 财政年度至少将有 760

胜利。 他们 定下的目标 是: 尽 可能保住原 有阵地 ,或将损

亿美元的 盈余 ,美国 巨额赤字 的年代已成 过去 ,即 将跨入

失减少 到最低限度。 许 多媒体也 谨慎地预言: 这次 选举 ,

连续第二 个没有赤字的年份。② 1月 19日 ,正当 参议院忙

民主党小输就是胜利。

于弹 劾审判 之际 ,克林 顿发 表了他 的雄 心勃 勃的国 情咨

然 而 ,选举 结果揭晓 后 ,却让 人们大吃 一惊。 在参议

文。 2月 1日 ,又公布了鼓 舞人心的预算报告。民意测验显

院 ,两党 席位 保持不 变 ,而在 众议院 ,共 和党 却由 228席

示 ,高达 81% 的人支持他的国内政策。

减为 223席 ,民 主党则 由 206席增 加到 211席。⑥ 在州长

这场百年不遇的弹劾案谁是赢家? 分析家认为 ,斗争
的各方全是输家。

选 举中 ,共和 党虽保 住了 在 31个州 执政 的优势 ,但 丢失
一州。 民主 党当选州 长虽保持 17个州不 变 ,但 却夺回了

性丑闻 和弹劾案直接 损害了克林 顿的政治声 誉和道

阔别 16年 的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 从总的结果

德体面。 克林顿是战后“婴儿潮”时期 出生的第一位总统。

看 ,虽然共和党仍在 国会和各 州中都保持 了优势地 位 ,但

就其 政治才 干和 显赫政 绩而 言 ,无 疑应 当列 为当代 杰出

这种优势已明显地被削弱了。 因 此 ,人们把这个结果看作

总统之列 ,然而 ,绯闻和弹 劾案也将作 为一个抹不 掉的污

是民主党所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 选举揭晓后 ,获得意外

点而载入史册。

胜利 的民主党 人弹冠 相庆 ,副总统 戈尔 ( Alber t Go r Jr. )

绯闻和弹劾案同样使民主党蒙受耻 辱。 一年多来 ,大
失脸 面的民 主党 人为了 本党 的利益 ,不 得不 花费巨 大的
精力和时 间忙于为克林 顿辩护、求饶 ,从而使该党 在政治
上长期处于被动地位。

大声疾呼: “晚安美国! 晚安民主党! ”
为什 么会出现出 乎两党所料 的选举结果 ? 民主党何
以在逆境中取胜? 究其原因 ,大体有以下几点:
其一 ,共和党策略失当 ,有违民意。

共和党 导演这场旷日 持久的政治 闹剧也使它 自身的

绯 闻炒作 和大 规模弹 劾调 查 ,本来对 克林 顿和 民主

威望大 大降低。 该党在 右派的操纵 下 ,大 搞派性 ,利令智

党 造成了 巨大伤 害 ,共和党 原指 望狠击 这个 “致 命伤”给

昏 ,企图 通过 大打绯 闻牌 在 1998年中 期选 举中 得分 ,自

民主党 以重创 ,夺得这次选 举的全胜 ,孰料事 与愿违。 他

以 为得计 ,殊 不知他 们逆 美国 民心、民意 而动 ,结果 却适

们低 估了公 众对 绯闻调 查的 厌烦情 绪 ,更无 视绯闻 炒作

得其反 ,反倒搬 起石头砸了 自己的脚。 一 个共和党人 说:

愈甚、克林顿支 持率越高所 体现出来 的民意。 尤其 是 ,在

对 该党来 说 ,莫尼卡丑 闻是 一个 导致“弹劾 派”的名 望空

克 林顿已 经认错 ,一 再道 歉 ,民 主党 也屡屡 提出 利用 “斥

前低落的 “越 南”。 在宣 布克 林顿 无罪 后 ,许多 美国 人发

责”等方式对总统 进行惩戒的 情况下 ,共和党却 那样得理

誓: 一定要使共和党 议员在下 次选举中付 出代价 ,因为他

不让人 ,依然穷 追不舍 ,执意启动 弹劾程序。 共 和党这个

们启动派性极强的弹劾程序。

策略和 过头作法 ,自然引起了广 大选民 (其中包 括一部分

弹劾案 的其他负面 影响也是 十分深刻的。 它 给美国

共和党基层选民 )的反感和不满。

的政治 制度也造成了严 重损害。 莱温 斯基事件已 深刻地

其二 ,民主党策略得当 ,赢得了民心。

改 变了行政机构 (总统 )和司法机构 (检查官 )之间 的权力

民 主党深 知克 林顿性 丑闻 对自 己不利 ,因 而在 竞选

平衡 而使之有利 于后者。③ 它也 严重削弱了 总统的地 位。

中国会议 员候选人均闭 口不谈绯 闻案 ,而 是抓住教 育、卫

评论家说: 从今以后 ,所有 美国总统的 头上都将悬 有一柄

生、安全、环 保等 老百姓 关心 的切身 利益 问题大 作文 章 ,

名为弹劾的达摩克利斯剑。④ 它对美国下一代在道德观方

大力 宣传经 济上 的大好 形势 ,把民 主党 打扮 成一个 真正

面的影响更令人堪忧。 比如 ,一个费城小孩撒谎被父亲发

关心国 计民生、值得信赖的 政党。 而克林 顿本人、副总统

现后说: “我只不过做了总统做的事。”

戈尔 和第一夫人希拉里 ( Hilla ry Rodham Clinton )也都胸

张兹暑

宋秋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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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大度 ,避开绯 闻 ,分别 到各地为 民主党助选。 这 个得民

总统提名 人应该继续奉行 克林顿的总 方针的人 比反对的

心的策略 ,使得民主 党最大限 度地排除了 绯闻干扰 ,略胜

多 20个百分点。 这 些事实表 明 ,不管 谁是下届 民主党总

派性十足的共和党一筹。

统候选人 ,都不大可能是偏离新民主党中间路线的人。 一

其 三 ,多 数选 民对克 林顿 推行 第三条 道路 所取 得的
社会经济成就感到满意。

位 民主党 政要 预测: 不管 我们 在 2000年提 名谁 ,他 都不
会是带领与车队朝截然不同方向跑的 人。

克 林顿执 政以 来 ,推 行中 间路 线 ,经济 持续 增长 ,通

第二、 1998年中期选举和 弹劾克林顿共和党的 失败 ,

货膨胀率 低 ,失业 率下降 ,人们的收 入增加 ,尤其是 ,令前

是对共 和党右派派性 十足的极端 作法的一个 否定。 这两

共和 党政府 倍感头 痛的巨额 赤字已 经解决 , 1998年第一

件大事 ,标志着极端保守 派的式微。 评论界认为 , 1998年

次实现 了财政盈余。 这 些经济奇迹 ,都使 公众感到满 意。

中期选 举 ,也是对 共和党在国会 中的领导 地位的“公民投

克林 顿政府 这些 显著政 绩 ,为民主 党构 筑了 比较强 大的

票”。 选举结果表明 ,美国 选民对共和 党右派持 不赞成态

民意基础。

度。 选举结果公布后 ,共和党内部矛盾加剧 ,出现了内讧 ,

三、未来美国两党政治的走向
1998年中期选举和 克林顿弹劾案这两 个重大政治事
件对美国未来两党政治的走向将产生深 刻影响。

20多位共和党众议 员表示不再支持金 里奇连任议长。 面
对选 举惨败和 来自党 内的一 片反对声 ,金 里奇在 11月 6
日宣布辞 去众议院议长 职务 ,次日 ,又 宣布辞去 已经当了
19年的众议员议员职务 。

第一 , 1998年中期选举的最大赢家是克林顿。这次选

除金里 奇被迫辞职 外 ,右 派的严重受 挫还表现 在 ,一

举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 克林顿总统 的一次“全民公 决”。 选

些坚持极 端立场的保守派 共和党议员 在选举中 落马的较

举 结果 显示 了多 数 选民 对克 林 顿的 社 会经 济政 策 的肯

多 ,比如 ,以 前同金里奇一 起不断给总 统制造麻 烦的参议

定 ,而在 弹劾调 查和审 判过 程中克 林顿 的支 持率居 高不

院 银行 事务委 员会 主席 阿方斯 · 达 马托 ( Alfo nse M . D′

下 ,则更 突出地 说明了 公众 对他推 行第 三条 道路持 赞许

Amato )和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劳克 · 费尔克洛思 ( Lauch

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两件大事都增加了克林顿在处

Fairclo th )以 及一些基 督教右 翼参议 员等 ,均被选 民所抛

理内外事物中的地位。 这使克林顿在 其任期的最后两年 ,
得以比较顺利地继续推行新民主党人的 中间路线。

弃。
共 和党右 派的 头面人 物在 1998年中 期选 举中 被赶

1999年 1月 19日和 2月 1日 ,克林顿在 弹劾审判的

下政 坛和他 们在 弹劾案 中丧 失人心 ,必 将而 且已经 在该

关键时刻 发表的国 情咨文和 2000年财政 预算报告 ,体现

党内 部派系 间引 起了一 次重 新整合 ,其 结果 将是温 和的

了克 林顿决 心实 现其政 治抱 负 ,决 心继 续推 行他的 中间

中间派成为共和党的主流派 。 这个倾向实际上在 1998年

路线。 比如在国情咨文中 ,克林顿把处理财政盈余作为最

中期 选举结 果中 已经有 了一 个明确 的宣 示: 自称温 和保

主要 的现实 政策 问题来 处理 ,强调 利用 已出 现和将 要出

守派的前 总统乔治· 布什 的两个儿子 分别在州 长选举中

现的 财政盈 余来 加强社 会保 障、养 老和 医疗 保健等 社会

获胜。长子乔治 · 沃克· 布什 ( Geo rg e W . Bush )以获得选

计 划 ,建议 把未 来 15年 中 62% 的预 算 盈余 用于 社 会保

票 68% 的压倒优势 连任美国第二大州 得克萨斯州长。 其

障 , 15% 的盈余用 于医疗保健 , 12% 的盈 余用于建 立通用
储 蓄帐户以弥 补退休金的 不足 ,等。 在 2000年的 财政预

弟杰 伯· 布什 ( Jeb Bush )也以 55% 的 高得票率 荣登美国
第四大 州佛罗里达州 州长宝座。 布什 兄弟被认 为是领会

算报 告中 , 2000年财政年 度将盈余 1170亿美 元 ,未 来 10

了克 林顿主 义的 实质内 容的 共和党 人 ,是共 和党内 采取

年将盈余 2. 41万亿美元 ,未来 15年将达 4万亿美元 。 在

中间路线的排头兵。 特别是沃克 · 布什 ,已是共和党所期

税收方面 ,表示要有针对性地减税而不是全面减税等。

待的 2000年总统候选人的首选人物。 他在竞选中提出了

1998年国会选举结 果打破了半个多世 纪以来国会选

一 个新口号 ,叫 做“具 有同情心 的保守主义 ”。 这表 明 ,如

举中执政党逢选必败的历史惯例。 1934年以来 ,美国中期

果沃 克· 布 什当 选下届 美国 总统 ,也将 会推 行中间 路线

选举形成了一个执政党总是丢掉席位的 定式。 据统计 ,六

—— 带有共和党特色的中间路线。

十 四年来 ,在 众议院 平均 丢失 27席 ,在 总统的 第二 任期

第三、美国社会思潮已经明显地呈现出中间化趋势

内 ,则平均丢失 32席。 这次民主党取 得这个历史性胜利 ,

如 果说 1994年 中期选 举共 和党 大获 全胜 标志 着美

显示 了它是 一个 颇得民 心的 党 ,因 而大 大增 强了它 的政

国社会思潮的明显 右倾 ,那么 , 1998年中期 选举和弹劾克

治影响 力。 这也为民主党 下届总统候 选人提供了 有利的

林顿的失败 ,则显示了社会思潮向中间路线的位移。

政治基础。

1994年中期 选举 ,共和 党在 国会两 院均 大获全 胜 ⑦

人 们注意 到 ,在 1998年 中期 选举 中 ,夺得 重要 席位

出 现了一次令世人愕 然的“政治大地震 ”。 这是 保守主义

的民主党 人都是一些温 和的、奉行中间路 线的民主党 人。

的一次重大胜利 ,体现了选民保守倾向的明显加强。 而造

据 1999年 3月的调查 ,在民主党人中 ,主张该党的下一任

成选民 保守倾向加强的 主要原因 ,是广大 选民的“反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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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情绪 ,即 对执政的克林 顿政府和控 制国会的民 主党不

能迫使共 和党不得不顺 迎民意 ,调整其政 策主张 ,推行中

满。然而 , 1995年以金里奇为代表的共和党右翼控制国会

间路线。

以后 ,常常采取一些 过激作法 ,如在预 算之争中迫 使政府
某些 行政部门两 度关门 ,⑧ 抓住 绯闻不放弹 劾克林顿 等。

上述三 点使人们有理 由对美国两 党政治的 走向作出
如下预测:

这些 做法引 起了 多数选 民的 不满 ,而克 林顿 推行中 间路

如果 没有特殊事 件发生 ,即将到来 的 2000年 总统竞

线却越来越得到广 大选民的支持。 1996年 克林顿赢得连

选 ,很可能将是两大政党在中间道路上的赛跑。 至少在近

任 , 1998年国会选举中两党温和 派连任率和当选率 较高 ,

期内 ,不论是哪个党 占据白宫 或控制国会 ,其政 策思想和

右派落选者较多 ,在弹劾过程中 ,克林顿始终 保持超过 2 /

政策体系 ,都将按照 中间路线 加以调整 ,以适应 客观形势

3的高支 持率 ,等 ,这 些现象 都表明 了美国 社会思 潮明显

的需要。

地向着中间路线转移。 美国社会思潮 的中间化趋势 ,也可
〔注释〕
①

约翰逊遭弹劾是因为被指控擅自撤换陆军部长埃德温· 斯坦

亮闪闪的利剑。 达摩克利斯本 来欣喜若狂 ,但抬 头望见头顶

顿 ( Edw in M. Stan ton )违 反 了《任职 法》 (《 Tenure of O f fice

上的利剑时 ,却如坐针毡 ,因为 这把剑是千钧一 发 , 随时都会

A ct》 ,该法于 1867年 3月 2日由共和党激进派控制的国会通

掉下来 ,使他遭杀身之祸。 迪奥尼修斯是想借此使他相信 ,君

过。 主要内容是: 否定总 统有权不经参议 院同意而撤换包 括

王的幸福和欢乐并不长久 ,时刻都存在着危险。 后来 ,这个典

内阁成员在内的文 职官员 )。 但在参议院 表决时只有一票 之

故便成为经常的、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同义语。
⑤

差未达 2 / 3多数而宣布总统无罪。
②

布什政府的最后一年 , 留下了 2900亿美元的巨额赤字。 克林

莱温斯基有任何性关系 ,而在 8月 份他又承认了 与莱温斯基

顿执 政后 , 致力 于平衡 预算 取得 显著 成效 , 赤 字逐 年减 少。
1993年减少到 2550亿美元 , 1994年为 2031亿美元 , 1995 年

确有不正当关系。
⑥

The W orl 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 s, 1999, ( N ew Jes ey,

⑦

这次选举在参议院共和党 由 44席增加到 53席 , 民主党则由

为 1639亿美元 , 1996 年为 1073亿美元 , 1997年为 219亿 美
元。 1998年 ,第 一次实现 了财政盈 余 ,且数额 高达 700亿 美

1998) , pp. 80- 81.

元。 参见 Th e wo rl d Al manac and Book of Fact s, 1999, ( N ew

56席减 少到 47 席。 在众 议院 ,共 和党由 178 席猛增 到 230
席 , 民主 党则 由 256席减 少到 204 席。 参见 The W orld A l-

Jerseg , 1998) , P. 109.
③

鉴于此 ,美国政 界正在酝酿取消独立 检察官制度。 该制度 开
始实行于“水门事件”之后。 独立检察官是专门负责对国家高

④

这三条广告的内容是: 一月份克林 顿对着镜头矢 口否认他与

manac and Book of Fact s, 1995, ( N ew Jesey, 1994) , p. 85.
⑧

1995～ 1996年 ,两党 就平衡预算 问题展开 激烈斗争 , 曾长期

级行政官员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的司法官员。

僵持不 下 , 共和党 控制的国 会为了压 克林顿就 范 ,曾两 次停

据古希腊神话传说 , 叙拉克僭主迪奥尼修 斯一世的宠臣达 摩

止向政府行政部门拨款 ,导致 3个月内两次部分联邦机构“断

克利斯非常羡慕僭主的权势和富有。 迪奥尼修斯为了让他尝

粮”关门 , 108万联邦雇员回 家待业。 参见迪克· 莫里斯: 《克

尝幸福的滋味 ,就请 他参加盛宴 ,让他坐 在黄金宝座上 ,用 金

林顿背后》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7年版 ,第 231, 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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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ublicans too k adv antage of Cli nto n 's sex ual sca ndal to upset Cli nt on fiercely
and pushed the second i mpeachm ent in a cent ury . But the continued suppo rt fo r Clint on demo nst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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