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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政治陷入了困境。先是 2000 年美国大选中暴露出计票危机和政治僵局，

小布什和戈尔在佛罗里达的选票争执最终诉诸最高法院，一度引发了美式民主的信任危机。随后，

2001 年的“9·11”事件将美国卷入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战火从阿富汗燃烧到伊拉克，在整个

伊斯兰世界引发了反美主义的崛起。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极大地伤害了美国的软实力，使

其陷入了严重的政治混乱。美国政治中的混乱局面迄今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茶党”运动，一直到 2016 年特朗普出乎意料地当选为美国总统，

开启了一系列“退群”“筑墙”“内顾”等政策调整，进一步引发了美国两党对立、政治极化的

政治僵局。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引起的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引发

了全美至少 140 个城市爆发抗议示威，并从最初的游行示威逐渐演变为打、砸、抢等暴力骚乱

行为。①美国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共识正在被打破，美国政治正在陷入自我分裂的“极化美国”的

困境。从亨廷顿惊呼“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到福山对美国所谓“否决式政体”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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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些“反对选举”“反对民主”“把国王请回来”的更极端声音次第出现，都意味着美国自

鸣得意的自由民主正在陷入深深的困惑。

极化的美国

关于美国政治的变化及其性质，在学界已经有广泛的讨论，最初主要的分歧在于“灭亡论”

和“终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必定会灭亡，②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的

典型代表，美国的未来必然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不少学者也发现，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

等寄希望于美国的革命，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追问也表明“灭亡论”至少在可见的

未来尚难实现。③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看来，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

最后的历史形态，在资本主义之后已经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冷战结束以后，“历史终结论”

大行其道，在美国的舆论中也表现为睥睨于世、独步一时的“冷战胜利论”。④然而，2001 年的“9·11”

事件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让美国陷入了新的困惑。曾经高擎“历史终结论”大旗的福山

也不禁感叹美国政治极化的危害，寄希望于美国来一场新的改革运动。⑤在美国学界反思资本主义、

反思自由民主的声音与日俱增，尤其是在面对中国崛起的外部压力和政治极化的内部挑战时，此

种情绪越来越强烈。美国将何去何从？这是摆在美国面前的重大战略课题。

政治是一种公共的善。在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眼里，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政治是一

种基于人的本性的生活方式。⑥作为地中海文明的衣钵传人，美国继承了以尊重人的天性为基本

基因的政治生活方式，其政治逻辑是“合众为一”：在最大程度地尊重社会多样性的基础上，寻

求最低限度的政治一致性。自美国建国开始，尽管也经历了南北战争、大萧条、冷战等内外挑战，

但美国政治总体上运行良好，美国一直自诩为人类文明的灯塔，美国政治的争论也被广泛地理解

为不同自由主义派别的争论。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作为民权运动浪潮的制衡思潮，新保

守主义不断走强，从里根保守主义革命到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火神派”内阁，推动美国沿着保

守主义的方向大踏步前进。相比之下，无论是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抗争，还是奥巴马的 8 年新政，

都没有抑制住美国与日俱增的保守化趋势。尽管美国政治看上去仍然保持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平

衡，但在这一平衡之下的板块极化却是一直在积蓄着变革力量，坚冰之下的政治能量正在发生着

影响深远的板块位移，美国长期引以为傲的“民主共识”正在被 “双峰政治”的政治极化所替代。

根据保罗·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的观点，极化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作为一 

种状态，极化是指关于某一议题的观点在理论意义上最极端情况下的相悖程度 ；作为一个过程，

极化则意味着在一段时期内关于某一议题观点相悖的发展过程。⑦极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可

能是自发的、有利的和民主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通常情况下，极化主要

有精英和大众两个层面，前者主要集中于政党、政府官员及其政策倾向的极化，后者则主要集中

于公众舆论和投票行为的极化。无论是精英层面，还是大众层面，当下美国政治的极化趋势都是

大大加强了，表现为美国两大政治阵营在社会政策和意识形态倾向上的差异越来越大，而彼此内

部的趋同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投票倾向、公众舆论和投票行为上，都可以

看到政治极化加强的现象。从国会议员的投票倾向来看，政党忠诚度持续上升，以党划线投票的

倾向不断加强，温和派议员越来越少，两党之间不仅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

而且各自内部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同一性越来越高。从公众舆论来看，美国公众在传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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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分化依然故我的情况下，出现了基于后物质主义意识形态的新的左右分化，新左派和新右派的

争论在堕胎、LGBT、枪支管制、环境、宗教权利等议题上持续分裂。从美国选民的投票行为来看，

“红州”（支持共和党）和“蓝州”( 支持民主党 ) 相对稳定，除了东西两岸和大城市由民主党长期

主导外，内陆地区和广大腹地由共和党持续控制。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世界各国政治极化不

再取决于意识形态和利益基础的左右之争，而是取决于社会差异和政治议题的认同之争、社会不

平等之争，比如神圣化与世俗化、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传统与现代、城市和乡村等认同的对立。

趋势论，还是规律论

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无论是基于定性的分析，还是基于定量的分析，学界尤其是中国

学者主流的看法是将极化看作是美国政治的趋势，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才有的新现象。事实上，

这是一种狭隘的观点，仅仅看到了美国政治的表面现象，没有看清楚美国政治的本质。政治极化

是美国政治的内在规律，是美国政治的逻辑决定的。

政治极化并不是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才有的政治现象，自美国立国开始，政治极化就作

为美国政治的一条线索一直存在。在美国政治中，极化一直与政党政治现象纠缠在一起。虽然美

国宪法中并没提及政党，美国制宪之父们也对政党十分排斥，但自从第一届政府开始，美国政府

内部就出现了以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和以国务卿杰斐逊为代表的反联邦党人两

大派系。他们在国会积极寻求代言人，争取支持者，最终形成了国会内部的两个对立的投票集团，

而且迅速衍生到社会领域，导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 · 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提醒美国人民要提防

“党派精神的有害影响”⑧。此后，安德鲁 · 杰克逊在 19 世纪 30 年代前后创立的“政党分赃制”，

更是开启了一个“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两党极化时代。⑨这一趋势甚至引发了 19 世纪 60 年代血

腥的美国内战，引发了大萧条前后两党在关税问题、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激烈内斗，这些均

被学界称为政治极化。在二战后美国政治迎来了一段相对平衡的时期，长期冷战的高压巩固了美

国各派的自由民主共识，“自由世界”成为美国对苏冷战的一面旗帜。

当前的政治极化严格说来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受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影响，

美国开始反思价值相对主义的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化与政治领域

的新保守主义化并行不悖，促成了政治极化程度的一路走高。很多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均表

明，美国政治极化斗争越来越激烈，当下美国的极化程度是 1879 年以来史上最高的，在国会参

众两院，党派投票的比例都超过了 50%。⑩不难看出，从更长的美国政治史角度考察，政治极化

不是一个短期的政治趋势，而是一个长期的政治规律，美国政治自始一直保持着极化的基因，其

区别只不过在于程度和烈度不同而已。对此，恩格斯曾形象地描述为“为使资产阶级永存而轮班

执政的两个政党的跷跷板游戏”⑪。

政治极化并非全然是消极的，它也是美国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平衡机制。众所周知，美国是一

个以移民为主体的利益集团政治国家，有着数不清的移民群体和众多的种族、宗教。对美国来说，

存在的问题是众口难调，顾此失彼，必然面对“野心与野心的对抗”。美国社会经济的工业化和

现代化，更加剧了利益分化的趋势，“从内战前的区域之争转化为跨区域的不同经济利益群体的

斗争”⑫。在此背景下，政党就是实现利益整合的神来之笔，用于化解“多元民主的困境”。长期

以来，多元主义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典型分析范式。20 世纪初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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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激励了美国政治极化的进程，曾经主张多元主义的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也修

正了早先民主竞赛的“市场化模型”，⑬部分承认谢茨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查尔斯·赖特· 

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等的精英政治观，⑭越来越强调美国的“多头政体”本质。⑮诚如王

沪宁在《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强调的那样，美国政治是一个自我矛盾的综合体，无论是理解政

治极化，还是观察美国多元政治，都不能孤立地看，它们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片面地把美国看

成是如花似玉的美人，或者将其批判为无恶不作的恶魔，都是不正确的。⑯

政治极化是美国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美国之所以周期性地出现极化趋势，归根到底是美国的

政治制度和社会特征决定的，它是美国政治制度先天发育不良和后天发展不足共同造成的，与美

国两党政治、府会政治、对内行民主和对外行霸道的悖论在原理上是一致的。在美国复杂的“选

举人团”选举制度下，美国政治的差异往往被扩大化地表现出来，所有复杂的问题都通过简单的

“支持”（Yea）或“反对”（Nay）合并同类项，但美国社会中的问题并非是非黑即白的，很多时候

是多元共处的。因此，美国政治极化并不可怕，也并非美国当下之乱局的根源，真正值得关注的

理论问题是美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美国的国家制度能否适应社会的变化。

老国家，新社会

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在其出版的《构建一个新

的美利坚国家 ：美国国家行政能力的扩张，1877— 1920》中指出，美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建

立了一个新的管理型国家，改变了早期“法庭和政党”的国家，并认为这一进步主义变革实现了“整

个政府运行模式的系统变革”。⑰然而事实上，美国的国家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国

家形态是美国制宪会议上“人为制造”的理性国家。可能受斯科夫罗内克等人的影响，长期以来，

很多研究美国政治的人都误以为美国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全世界都

应该以美国为样板。⑱二战后，亚非拉地区很多国家都把参考美国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建国方案。

然而，几十年来的实践表明，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政治制度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无

论是亚洲的菲律宾，还是非洲的摩洛哥，以及拉美大大小小的国家，照搬美国制度的“飞来峰”

到头来都陷入了腐败和混乱的泥淖。

可以说，美国在国家形态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国家。作为从英国脱离出来的清教徒国家，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摆脱的只是英国王室的统治，但却继承了英国都铎王朝的大多数政

治制度。关于这一点，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讲得很明确。在英国，这一制度已

经通过 1649 年的革命和 1688 年的“伟大妥协”实现了革命化的改造，主权已经从王室转移到了

议会。然而，在美国，由于移民社会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美国人生来平等，没有封建制度可供革命。

因此，摆脱英国王室的殖民地人民，在头脑中无法摆脱都铎王朝分散化的制度精神，决定了制宪

会议所建造的制度仍然是都铎体制的翻版。美国人只不过是把国王转变为“民选的总统”，议会、

行政、法院分权制衡，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明确分权，从根本上都意味着具有强烈封建制度色

彩的新“都铎体制”。 ⑲从立国至今，美国宪法没有改变，政治制度的框架依旧故我，保留着都

铎王朝制度的传统遗风，美国的国家形态真可以称得上是 21 世纪现代政治橱窗里摆设的封建制

度的古董玩意儿。

与一个老古董式的国家形态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社会却的确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社会，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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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种意义上都可以说美国社会是一个没有任何历史羁绊、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作为一个移民

社会，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是个人主义，梦寐以求的是自由民主，除了面对变幻莫测的季风气候、

孱弱懵懂的印第安人之外，美国人在北美大陆没有什么人为的羁绊，既没有武装到牙齿的强大封

建势力，也没有沉淀千年的思想包袱，每个人除了崇拜英雄、放纵自己之外，几乎毫无束缚。这

一新社会的特征，决定了美国社会是一个创新能力极强的社会，这一社会几乎每天都在变化，每

天都会有新事物产生，一个人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或者一夜之间成为穷光蛋，都是极其稀松

平常的事情。正是因为美国社会的无限多样性，加上美国人无所顾忌的自由个性，掩盖了美国的

老国家的制度本质和虚伪的政治本性。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朝气蓬勃的创新性与美国政治百年不变的保守性之间存在着一股内在的

张力，每当社会领域中的创新达到一定程度，就与保守的制度产生强大的排斥力，美国人在两者

之间犹豫不决，造就了美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面临政治极化的现象，除非通过一场政党重组、政

治改革和社会运动做出明确选择来实现突破。美国就是在这种波浪式演进中循环不已，这就是美

国政治的本性，也是美国政治的宿命。马克思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描述解释了欧洲革命的浪潮，

但没有能够解释美国没有发生革命的“例外”，因为尽管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美国

社会却从来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令马克思的理论在美国遭遇挫折。马克思没有看到美国政治也有

周期性危机的规律，美国缺乏周期性经济危机引发革命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通过周期性政治危

机实现了政治变革，释放了积累在社会物质领域中的巨大张力，这就是美国政治的逻辑。

自由、保守与全球化

既然极化是美国周期性政治的常态，那么该如何解释当下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呢？如前所述，

美国政治存在着老国家与新社会之间的落差，而这一落差所积聚的能量是政治极化的一个基本规

律。在老国家的制度因素和新社会的生态因素两者之间，美国政治制度先天发育不良的因素可以

解释政治极化的制度诱因，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当下出现严重的政治极化问题。解释当下政治极

化的根源应当从美国社会发展中去寻找，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

关于美国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的问题，更多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

工业国家，美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从移民问题、种族问题、妇女问题、腐败等早期问题，

一直到二战后广受关注的社会安全、社会犯罪、贫富分化、环境破坏、恐怖主义等诸多问题，令

美国上下头疼不已。其实，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其严重程度也超出了美国人

的想象，早已成为美国政治动乱的“堰塞湖”。从其关联程度来看，塑造当下美国政治极化现象

的主要有三重因素 ：

一是美国经济中的自由化趋势。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里根革命掀起了解制化的浪潮，货币

学派的量化宽松措施以及金融领域对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跨越，不断在经济领域释放了巨大的

流动性。以“华盛顿共识”为旗帜的新自由化浪潮不仅覆盖美国，也蔓延到全世界，加之冷战的

突然终结，商品、资本、劳动、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活跃，引领了新一轮全球化甚至是美国化浪

潮。到 20 世纪末，以知识经济为标签的互联网经济领域已经呈现出严重的泡沫化倾向，技术创

新也已经令几代人耗费了全部的能量，有的慢慢退出了竞争，留下的也在更残酷的自由竞争中出

现了分化。尤其是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令无数中产阶级的“美国梦”灰飞烟灭，“中产阶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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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演化成为一波又一波社会运动的浪潮。在很多普通美国人眼里，美国虽然在世界上睥睨于世，

但国内却已 “被世界掏空”，无论是机会和资源，还是政策影响力，都牢牢地掌控在亿万富翁手中，

普通美国人无足轻重，美国贫富分化、族群分化、地区分化越来越严重，陷入了“我们是谁”的

困惑和苦闷之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华尔街上贪婪成性的财富游戏、华府环城公路里

的“纸牌屋”相映生辉，让美国政治已经听不到来自民众的多样性呼声，更多来自普通人的多样

性声音已经无法在权贵阶层得到回应。于是，“改变，是的，我们能”（奥巴马的竞选口号）、“让

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成为最牵动选民心声的标语，也成为美国政治极化的载体基础。

二是美国社会中的保守化趋势。与美国自由化浪潮并行不悖的，是美国社会领域中日益壮

大的右翼保守主义浪潮。也许是对 20 世纪中后期民权运动的回应，美国人开始重新呼唤家庭伦

理、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回归。面对美国价值相对主义造成的混乱，以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及其门徒为代表的一大批保守主义者开始联合起来，以六经注我的方式，直接从古希腊

哲学思想中汲取先贤智慧，掀起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系列自由主义神像的批判运动。⑳自 20 世

纪 80 年代开始，尽管自由派有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这样的思想巨擘苦苦支撑，但

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尤其是在里根、老布什、小布什执政的那些年

代里，这些新保守主义者不仅开坛讲法，而且出将入相，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转化为社会政策和

行动方案，让本已在自由化经济改革和新技术革命中被冲得七零八落的美国社会找到了抗争的旗

帜和批判的武器。校园祈祷问题、堕胎问题、LGBT 问题、AIDS 问题、枪支管制问题、环境保

护问题等，几乎所有的热点问题背后都有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作为辩论的双方，在唇枪舌剑

中阵营越来越清晰，无论是物质主义的争论，还是非物质主义的争论，都呈现出了政治极化的特征。

时下，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 QAnon 运动就是保守主义的激进派别，他们将特朗普总统看作是“救

世主”，认为特朗普正在对被称为“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神秘精英阶层发动一场隐秘的战争，

而过去的美国总统都是光明会血统家族，早已经背离了美国人民。㉑这一基于阴谋论的判断早已

失去理性，无论特朗普做什么，他们都支持，这就是“另类右翼”保守主义的典型例子。

三是当今世界中的全球化趋势。美国政治极化还与全球化趋势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随

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的美国人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不同，受到全球化的冲击也存在很大差别，全球

化的这一冲击在保持着巨大社会多样性的美国民众间制造了巨大的分化和分裂，这一分裂体现在多

个群体之间，比如白人与非白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民众对政府角色、生态环境、强制管制等众多问题的态

度变得更加对立，两党的分歧和对立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㉒在美国社会领域中如此巨大的政治

极化，在分权制衡的都铎体制中放大了它的能量，以至于福山认为美国已经成了一个“否决政体”，

权力分割与制衡变异成为“否决政治”，两个政党更加意识形态化，如果两大主要政党达不成共识，

就会导致政治瘫痪。㉓归根到底，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分化，正在日益撕裂美国社会的利益格局，

也有力地诱发着更严重的政治极化。有不少学者将政治极化作为诱因，分析美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

的“退群”和“甩锅”现象。其实，逻辑恰恰相反，不是政治极化在伤害着全球化，而是经济全球

化趋势孕育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如果不调整全球化，政治极化只能是越来越严重。

总之，政治极化在美国政治中不是一个偶发现象，而是美国政治内在的客观规律。美国政治

的逻辑就是一个以极化来平衡多元化的过程，通过周期性的极化政治斗争，释放多元化不平衡发

展造成的矛盾，实现美国政治的蜕变再生。因此，应该关注的问题不是美国的政治极化，而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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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从根源来看，美国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保守性和美国社会的开放

性所共同决定的，是美国制度先天发育不良和后天成长不足的产物。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经

济自由化、社会保守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美国面临的极化现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除

非美国经济自由化、社会保守化和全球化出现反转，或者美国制度作出新一轮进步主义的调整，

否则，美国政治极化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成为制约美国内政外交的一个爆炸源。与极化的

美国打交道，是雷管和炸药的游戏，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必须步步惊心，沉着机智，

保持定力。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不为其所伤害，找到一条大国和平相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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