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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彭新万 彭春艳

摘 要 新保守主义的产生是冷战时期针对前苏联的威胁和国内 新左派 对美
国自由主义文化造成极大冲击的回击。其政策主要是反对扩大政府的权限、
主张 小
政府 ; 强调传统的道德、伦理、
宗教信仰、
法律和秩序, 主张政府干预社会生活; 反对
福利国家 , 主张削减社会福利支出; 重视市场发挥有效的配置资源的作用。与此相
适应, 其对外政策主张加强军备和实力, 而不是求助于国际制度和道义; 反对 集权主
义 , 反对激进革命, 坚定不移地反共; 在国际经济活动中, 新保守主义主张扩大国际
自由贸易。以历史的视角来看, 当前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思潮中的得势是美国政
治思潮钟摆现象向右的又一次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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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新保守主义在美
国政治思潮中崛起。到 80 年代, 新保守主义

的发展。因此, 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有两
个: 一是古典自由主义, 一是传统保守主义。

压倒新自由主义, 取得了美国政治思潮的支

美国的很多学者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哲

配地位, 开始全面地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和外

学, 其核心思想是个人主义、私有财产、
自我

交的各个方面。90 年代初期新保守主义受
到挫折, 1994 年中期选举后新保守主义重新

调节的市场、有限政府等。 这里讲的 自由
主义 指得就是古典自由主义或曰传统自由

得势。可以预见, 新保守主义还将是影响美

主义。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是由欧洲 引进

国内政外交的主要的政治思潮。为了对美国
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有个整体的认识, 笔者试

的。欧洲自由主义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文
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宗教改革, 18 世纪

图对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得势的背景、
代

的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但是作为一股有影

表人物、
基本思想、
政策主张及影响作概要的

响的政治思潮, 它的发展则是在 18 世纪末到

分析和论述。

19 世纪中期。殖民地时代的英国殖民者把
自由主义思想带到北美, 当时是美国自由主

一、新保守主义的由来

义( 古典自由主义) 发展的鼎盛时期。美国的
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 有以下主要观点:

就美国而言, 新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
既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又是传统保守主义

1、
政府不应干涉人们的生活, 这包括经济活
动和人们的正常生活。2、
个人自由权利和人
23

身自由不应受到侵犯。3、
提倡个人主义和自
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内曾一度表现为经济个

际上声名 狼籍、国内则是 局势的严 重混乱。
在此严峻的形势下, 美国的统治阶级需要一

人主义。4、相信 宗教和 家庭在 社会 中的作

种有力的思想武器、意识形态对外以对付意

用。5、
相 信教育 的重要 性和受 教育 的必要
性。

识形态的冷战, 对内以对付以 新左派 为代
表的激进思潮和运动。当时的新自由主义不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的另一思想渊源

仅不能给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带来好处, 反

传统保守主义, 也来自欧洲。就欧洲的保守

而造成极大的问题。一方面, 新自由主义造

主义传统而言, 有柏克为代表的英国的温和
的保守主义和以法国的梅斯特为代表的拉丁

成了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和原则被无限制地
扩大, 乃至超出了自由主义的规范而日益趋

式的保守主义。这两种保守主义的共同之处

向 激进化 ; 另一方面, 新自由主义奉行的凯

在于它们都维护传统, 反对法国大革命。其

恩斯主义 使美 国的 经济 陷入 了严 重 的 滞

差别在于 各自所维护的 传统在性质 上的差
异。柏克的英国的保守主义是要维护英国传

胀 。因此, 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需要寻找另
一种思想武器和 治国良方。在此 历史背景

统的自由, 梅斯特的法国的保守主义是要维

下, 新保守主义走到了美国政治思潮的潮头。

护旧制度和王朝政治的权威。英国的保守主
义, 其实质是要捍卫所谓 自由 的传统, 没有

新保守主义不是古典自由主义和传统保守主
义的简单混合和重复, 为适应现实的需要, 新

自由的传统, 就没有英国的保守主义; 不保守

保守主义也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思想,

自由 , 保守就不能成为一种主义。 美国的

比如它也承认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调节

政治思想, 无论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与
英国的政治思想有深刻的渊源关系。美国的

作用, 但是新保守主义原则上还是主张市场
起主要的调节作用。

保守主义与英国的保守主义一样, 也保守古
典自由主义的传统, 又有自己的特色。在美
国所谓的 保守 , 实际上就是 保守 于建国

二、基本思想和政策主张

时期, 尤其是体现在宪法中的自由主义传统,

新保守主义思潮最初是在美国知识界发

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希望美国不偏离、不背弃

展起来的, 其成员绝大多数是学术界和舆论

这一传 统的 思想。 本 文论 及的 新保 守主
义 , 系指当代美国政治思想中与( 新) 自由主

界颇有影响的大学教授、政论家、评论家、杂
志编辑和专栏作家。比较知名的有: 芝加哥

义对立的一种思潮。它以西方基督教中的原

学派的弗里德曼, 弗吉尼亚学派的布坎南, 哈

罪说为哲学基础, 吸收古典自由主义中关于
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思想, 强调通过

佛大学教授、
社会学家丹尼尔 贝尔, 哈佛大
学教授内森 格拉泽, 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维护传统、历史连续性来解决当代社会面临

利普塞特, 历史学家耐斯比, 公共利益 季刊

的问题。

编辑欧文 克里斯托等人。这些人社会地位

新保守主义之所以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
得势, 是有其历史原因的。60 年代 后期、70

较高, 同政界名流有密切的联系, 他们为企业
界的利益辩护, 因此又颇得垄断资产阶级的

年代初期正是冷战高峰, 从冷战的态势来看

青睐。现在不仅在学术界、
企业界, 而且在政

是苏攻美守的时期。在军备竞赛上美国被苏

界和外交界, 都有一批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

联赶上, 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中美国也相形见
拙。尤其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深陷泥潭, 在国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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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 守主义的 政治哲学 注重非 理性主

义、
不可知论, 否认社会进步规律, 认为社会
是以自然方式发展变化的。新保守主义在分

天性, 而不是根植于国家的权威之中。结社
的自由是市民社会的基石, 这也意味着实现

析社会时指出, 社会是一个以过去为根基的

共同利益的基本途径是市民社会, 而国家是

有机体, 它通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进化到今
天的样子。社会发展不是靠行政命令、搞实

第二性的。 所以新保守主义 对联邦宪法作
了较严的解释, 强调个人的自由和自主; 反对

验, 而是靠继承和发扬传统和习惯。由此, 新

扩大政府( 尤其是联邦政府) 的权限, 主张把

保守主义反对激进革命、主张渐进改革。由

本来属于州、地方和人民而被联邦政府收上

上文论述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可知, 新保
守主义由两种观念组成: 一种是反国家主义

来的权 力还给 州、地方 和人 民, 主张 小政
府 。新保守主义并不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

的( 古典) 自由主义, 它强调个人主义、
受到严

存在, 它认为政府的存在是一个必要的恶, 但

格限制的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根据它的理

正因为它是一个必要的恶, 又是必不可少的,

解, 自由就是免于政府干预的自由, 任何政府
职能的增加, 尤其是在经济事务上职能的增

故此只能限制它而不能消灭它。从这一点来
说新保守主义的立场是现实主义的、
实用主

加, 都被看作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另一种

义的。

是传统的保守主义, 其所认同的是 18 世纪英
国保守主义者柏克的思想。他们主张强有力

正因如此, 新保守主义在国际事务中更
倾向于采取具有个人主义性质的单边主义行

的领导、
有效的法律和秩序, 同时注重道德的

动和具有结社性质的联盟战略。同时由于它

作用, 有强烈的宗教情感, 注重宗教在社会中

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 当具有普遍意味的

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怀疑甚至敌视任何企图
消灭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

国际组织或国际制度对其有用时, 它也会毫
不犹豫使用之。为了达到具有个人主义性质

根据其政治哲学和基本思想, 新保守主

的单边主义和具有结社性质的联盟战略, 或

义对内政外交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主张。
( 一) 关于公共权力机构的职能
新保守主义秉持 性恶论 和古典自由主
义的个人主义观点。它认为任何权力都有冲

曰自助和互助, 其极为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加
强军备和实力, 而不是求助于国际制度和道
义。
( 二) 关于个人自由问题

破现有权限的冲动, 任何掌权者也总是企图
获得更大的权力, 因此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

前面已经提到, 新保守主义就是要保卫
自由 的 传统。因此保 守主义并 不反对自

和自由就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它认为自由

由, 关键是保守什么样的自由。在这个问题

社会的特征就是有庞大的、不受政府支配的
市民社会。在这种社会中, 政府的职能就是

上新保守主义充分继承了传统保守主义的思
想。已故英国当代政治哲学家柏林认为自由

提高人民通过自愿性结社的方式来管理自己

有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之分, 消极的自

的生活, 实现自身的价值, 追求自己目标, 发

由即受外部约束的自由; 与此相对立的积极

挥自己的潜能、充实自己的生活的能力。市
民社会由自由人构成, 他们在历史中为自己

自由, 是指在手 段上得到 充分保障 的自由。
在这一点 上保守主义与 柏林的看 法完全一

建立起互联的人际网络, 以各种方式结成社

致。不过, 保守主义比柏林更进了一步, 它主

群, 以完成他们所追求的目标。这种个人间

张消 极自由基 础之上 的 有 序的自 由 ( or-

的自由结 社充当了个人 与国家间的 中介结
构。结社的需求根植与于人的本性中合群的

dered liberty) 。这种自由接受消极的自由但
又与之有所不同。这种有序的自由等于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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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加上自我约束的美德, 即负责任的、
审
慎的自由, 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自由。没有

赋 和 才能 的人, 使他们在 机会平等 的原
则下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 新保守主义虽

外在约束的自由并不足以保障人的自由。积

然不从根本上反对社会福利, 不反对给需要

极的自由回答: 谁是主人? 消极的自由回答:
我是哪个范围的主人? 有序的自由回答: 如

帮助的人予以援助, 使他们靠自己的努力过
上体面的生活; 但是反对过度地扩大社会福

何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人? 有序的自由排除了

利、
反对 福利国家 , 主 张削减社 会福利支

自我放纵的自由的正当性。所以, 有序 的

出, 减少税收。

自由不仅不是缺少外部约束的自由, 而且在
行使自由时要充分地应用个人的判断力、道

新保守主义的这种平等观实际上是将穷
人的贫困 和绝望处境完 全归咎于 其自身因

德感和责任心的内在自由。

素。它的这种看法, 也反映在对国际关系的

新保守主义认为美国因为 60 年代 民主

处理上。新保守主义比较漠视第三世界的各

浪潮 的冲击, 领导层的威信在公众的心目中
日益低落, 国家达到 了 无法管理 的 地步。

种冲突和 影响这些国家 生存发展 的严重问
题, 认为美国不值得为这些问题进行军事干

因此新保守主义虽然也崇尚个人自由, 但其

预, 这些问题不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造成重

崇尚的是有序的自由: 它更强调讲传统的道
德、
伦理、宗教信仰、法律和秩序, 主张政府干

大的影响。从新保守主义的角度看, 穷国的
问题和穷人的问题差不多是一样的。

预个人的生活。由这种自由观决定, 在国际

( 四) 关于经济问题

关系中新保守主义既反对左的或右的 集权

新保守主义信奉自由市场经济, 十分重

主义 对自由的压制, 也反对争取自由的形形
色色的激进革命。当然, 在国际关系中其最

视市场发挥有效的资源配置而同时有能保留
个人自由的作用。尽管有时它因市场置某些

为鲜明的特点是强烈的、坚定不移的反共立

社会利益于不顾而愿意对市场进行干预, 但

场。
( 三) 关于社会问题

是它原则上主张自由企业和经济自由的经济
政策, 即政府( 国家) 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支持,

新保守主义反对传统的平等观, 反对 福

让企业自主, 使经济在其自身规律的支配下

利社会 。新保守主义主张 机会平等 , 反对

顺乎自然地发展, 而不是政府部门直接控制

结果平等 、 处境平等 的观点。所谓机会
平等, 就是说每一个人不应有种族、民族、宗

市场。
由于其主张自由市场经济, 在国际经济

教、
性别、
年龄等方面的差别, 都应得到同样

活动中, 新保守主义主张扩大国际自由贸易,

的就业机会并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 改善自
己的生活条件。而所谓 处境平等 , 则是说,

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以确保美国经济的长期
繁荣。

不管个人的才能和是否努力奋斗, 人人都一
样, 一切平等。 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对少数

三、影响及评价

民族、妇女以及穷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态度
上。新保守主义并不赞成歧视这些人, 但反

新保守主义对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社

对将 机会平等 变为 处境 平等 的激进倾

会、
经济、
政治、外交等方面产生了全面的深

向, 反对因为这些人过去所受的不公正待遇

刻的影响。里根执政的 8 年是全面贯彻新保

而普遍地给他们以特殊的照顾。它认为改善
他们处境的办法应该是, 注意他们当中有 天

守主义政策的 8 年, 就美国整个社会生活和
政治而言, 无论从哪个方面考察, 这 8 年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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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20 世纪 30 年代 到 70 年代 是新自由主

位。在 1996 年的大选和 1998 年的中期选举
中, 共和党继续占有参众两院的多数。这一

义由产生、发展到全 面支配 美国的社 会、经

事实说明冷战后新保守主义思潮和势力依然

济、
政治、
外交等各个方面再到走下坡路, 最
终陷入 滞胀 困境 的新 自由 主义 的年 代。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可以
预见的未来, 新保守主义思潮仍将在美国的

里根革命 是近 50 年来保守主义思想和政

政治、
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支配地位。

策主张的第一次付诸实施。从 里根革命 的

从美国的政治思想史来看, 美国的政治

后果来看, 新保守主义的尝试取得了很大的
成功: 新保守主义以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相

思潮中存在着一种钟摆现象, 二百多年来自
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此消彼涨, 两者在

结合为特色的 里根经济学 的实施实现了在

不同时期各有优势。两者是对立统一的矛盾

低通货膨胀率下长达 75 个月的经济持续增

体的两个方面, 每当自由主义一步步地偏离

长( 1982 年 10 月
1988 年 12 月) , 对外取
得了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的有利态势, 加

美国传统自由主义的轨迹向新自由主义演变
时, 就会不断地产生各种形态的保守主义来

强了它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 扩大了美国

制约和防止自由主义走向激进; 反之当保守

在全世界的影 响。90 年代初期新保守主义
受到挫折, 1994 年中期选举后新保守主义卷

主义严重偏离传统自由主义时, 自由主义也
会对其进行牵制。据此, 笔者认为, 根据新保

土重来, 代表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共和党人以

守主义出现的背景、
其基本思想和政策主张,

压倒性优 势夺的了国会 参众两院的 多数席

当前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思潮中的得势即是

位, 以及在各州州长选举中获得多数州长职

这种钟摆现象向右的又一次回归。

[ 美] 爱 德华 S 格 林伯 格 著, 高 鉴国 译, 梅 仁 毅
校: 美国作 为一 个自 由主 义社 会的 文化 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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