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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罗斯福的世界蓝图对战后的世界局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是战后世界总体格局的

蓝本, 同时它也给一些地区性问题(如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发展和走向制定了一个框架(或曰游

戏规则)。通过分析罗斯福蓝图的中东部分, 回顾战后阿以冲突的产生、发展,指出了罗斯福的构想

对阿以冲突的演变产生的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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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osevelt s blueprint of world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post war world. It also provided a

structure and form for the tendency of some local problems such as Palest ine problem. Having reviewed the

Roosevelt s blueprint of Middle Eas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alest ine problem, the thesis draws a conclusion:

the situation of Middle East is relevant to the Roosevelt s blu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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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以之间大规模全面冲突的爆发始于 1948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和流血冲

突,彼此之间积聚了太多的敌对和怨恨,起码的信任

及和解的气氛已丧失殆尽, 致使中东陷入长期动荡

和战乱之中,时至今日, 中东和平进程虽已启动, 但

和平仍遥遥无期。阿以之间矛盾对立的根源可以追

溯到 2000 多年前的! 巴比伦之囚∀ [ 1] , 但在现代社

会,引发双方之间出现延续至今长达半个多世纪敌

对、战争的则是 20世纪发生的两件事:一是 1947年

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二是以

色列援引这一决议于 1948年 5月宣布建国。从这

个意义上说上述两起事件是阿以冲突爆发的直接起

因,而这两个事件又与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对犹政策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罗斯福的世界蓝图以及由此而

来的中东政策密不可分, 因而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

下罗斯福的世界蓝图。

一、罗斯福蓝图的全球和地区

罗斯福世界蓝图的主要内容是:在全球建立一

个由美国领导的、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政治与经济

秩序。为此需要采取两种措施: 一是组建一个普遍

性的国际组织 # # # 联合国; 二是建立以美国为核心

的世界经济体系。

在地区方面, 罗斯福所设想的新秩序是以美、

苏、英、中四大国的战后合作为基础, 即由这四国合

作负责战后世界主要地区的秩序。这些主要地区罗

斯福把他们分成西半球美洲大陆、欧洲、亚洲、非洲,

和中东。每个地区的和平由相应的大国负责。如:

美国负责西半球, 英国和俄国负责欧洲∃∃,等等。

具体到中东地区, 特别是巴勒斯坦, 他有更多的考



虑:其一是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其二希望大

国在这一问题上合作。

(一)罗斯福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

罗斯福支持犹太人建国早在 1939前后就有所表

露。他曾在一次与布兰代斯(当时美国锡安主义运动

的领袖,而且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 2]的会晤中指

出: !在我看来,伊拉克是个适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

居住的新家园,这里可以安置20~ 30万阿拉伯人,这

大概需要花费 3亿美元∃∃。∀他曾经两次在同英国

代表的谈话中提到重新安置的问题∃∃。后来在
1940年 2月与魏兹曼的首次会谈中,罗斯福也试探性

地提出了他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移居的想法[ 3]。

罗斯福对中东(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思考是

1942年基本成型的。这一年圣诞节,罗斯福在同他

身居财政部长的朋友(同时也是海德公园村的邻居)

摩根索的谈话中谈到了这一问题。摩根索记得罗斯

福是这样说的: !首先, 我想把巴勒斯坦建成一个宗

教国家。然后把其中的耶路撒冷单独划分出来以一

种三方共管的方式(即希腊正教、新教、和犹太教三

方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来管理∃∃,让阿拉伯人搬

走∃∃,我将为阿拉伯人在中东的其他地方找一块

土地∃∃每搬走一户阿拉伯人就搬进一户犹太人

∃∃但我决不会使搬进来的犹太人人口超过该地方

的经济承受力∃∃它应该是一个像别的国家一样完

全独立的国家∃∃, 当然,如果犹太人口占总人口的

90% ,犹太人将在政府中占主导地位∃∃, 阿拉伯人

可以搬到很多地方去住。∀ [ 3]

(二)罗斯福希望大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持合

作,以确保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罗斯福对在战后能继续保持战时盟国间的合作

关系充满信心, 他认为这种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包括巴勒斯坦问题)。1942~ 1943 年的冬季, 他曾

对他的助手威廉%哈西特(William Hassett )说: 美国应

该负责西半球的和平, 英国和俄国将保持欧洲的稳

定∃∃,至于巴勒斯坦和中东, ! 丘吉尔和我最适合
办这件事∀。[ 3]罗斯福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看作是战

后大国合作机制的体现。他本人和丘吉尔将在战后

到联合国成立这段时间保持事务性的合作伙伴关

系,负责问题的解决。
[ 3]
后来, 他对其设想作了一些

修改。在罗斯福逝世前的几天, 罗斯福向几个来访

者抛出了在他脑中成型的!新公式∀。他说: 战后巴

勒斯坦的责任方面可能超出了他和丘吉尔的能力,

代替他们的将是联合国组织, 联合国将着手建立一

个犹太国 这个新国家的生存也将由联合国保障

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 罗斯福已把巴勒斯坦当成新

秩序下国际社会的第一个实验品。

尽管对阿拉伯人来说未见得公正, 但应该说罗

斯福却是以一种他自认为美好的愿望为巴勒斯坦勾

画蓝图的。他在提出上述设想时, 并不希望看到流

血冲突和战乱,而是希望看到中东各族人民和平共

处、安居乐业。只是,他的这些构想从总体上说有些

欠妥或者说有失公允(这一点,后来特别是在他会晤

伊本%沙特后有所领悟[ 3] )。于是出现了大多数人所

不愿意看到的悲剧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现

这样的结果与他的世界蓝图又是脱不了干系的。

二、罗斯福蓝图对阿以冲突的影响

(一)罗斯福的世界蓝图是日后巴勒斯坦长期动

荡的根源之一

众所周知,美国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巴勒斯坦问

题的走向,而美国的态度又是深深烙着罗斯福世界

蓝图印记的美国历届政府中东政策的体现。从这个

意义上讲,罗斯福世界蓝图是巴勒斯坦出现今天这

样结局的原因之一。

1 罗斯福的中东构想对历届美国政府中东政

策的影响

罗斯福有关中东的构想对随后历届美国政府中

东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的构想也因而

成为美国中东政策既定方针的思想来源之一。

杜鲁门执政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对前政府

的中东政策逐渐作了一些调整, 特别是在巴勒斯坦

问题上, 杜鲁门对阿以双方的态度已由前政府的不

偏不倚转为公开地偏袒锡安主义者。这似乎给人一

种印象:罗斯福、杜鲁门两届政府的政策截然不同,

不存在什么明显的联系。然而, 只要对两者略作分

析,就不难看出两者的密切联系和罗斯福的中东构

想对杜鲁门政府的中东政策形成产生的重大影响。

首先, 应当看到两届政府的政策的精神实质都

源于罗斯福对中东的构想。罗斯福对巴勒斯坦的构

想是两种倾向的交织的反映,一方面他同情历史上

犹太人的不幸遭遇; 另一方面他又不想使美国背上

太重的包袱(有人认为,面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罗

斯福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情,比如说让更多的犹太

人到美国,而是要求英国开放巴勒斯坦,这有些慷别

人之慨的嫌疑) ,他的中东构想就是在调和这两方面

的矛盾。因而这种构想中有较多的理想主义的色

彩。正如有些学者所言:从约翰%亚当斯以来的美国

领导人有时更看重理想而不是利益 [ 2] 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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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对巴勒斯坦有一种思维定势:即这片土地理应

归犹太人所有。正如他所说的巴勒斯坦!应该是犹

太人独有的土地∀。[ 3]从这些以及前面引用的罗斯福
与摩根索的私下谈话中, 一个活脱脱锡安主义坚定

支持者的面目昭然若揭, 而他的继任者杜鲁门对锡

安主义者的支持则早已是众所周知。到底杜鲁门对

锡安主义者的支持是同罗斯福一样出于内心深处浓

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还是其他个人因素占有很大的成

分,我们一时无法考证,但他们两人都是理想主义色

彩很浓的政治家,在政策中明显流露出同情犹太人

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其次,杜鲁门的政策在实质上是前政府政策的

延续。罗斯福曾在许多公开场合表达了对锡安主义

者的支持,甚至支持他们建国的主张
[ 2]

,只是出于多

种考虑未能始终如一地、大大方方地对锡安主义者

表示支持,而杜鲁门对犹太人的支持则要明显的多。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杜鲁门上台以后, 形势

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二战即将结

束,随着战争临近尾声,中东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不像

战时那样重大, 由此,对阿以争端可能给战争进程带

来不利影响的担心已属多余。因而继续奉行罗斯福

时期过于模棱两可的政策实在是有些落伍, 在支持

犹太人这一大前提下对中东政策作一些微小的调整

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于是, 作为这一政策的修正

# # # 杜鲁门的对犹政策就自然而然地出笼了。我们
甚至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 如果不是考虑到战争时

期激怒阿拉伯人对中东局势可能产生的不利影

响
[ 4]

,罗斯福决不会表现出不偏不倚的态度, 而可能

会采用比杜鲁门更加激进的政策。这种推测并非无

稽之谈,美国总统罗斯福于 1944年 10月公开宣称:

!我知道犹太人曾经在多么长的时间内多么热切地

争取并祈求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犹太共和国。我相

信美国人民支持这个目的,如果我再次当选, 我将帮

助实现这一目的。∀ [ 5]从这个意义上说, 杜鲁门的政

策就是罗斯福时期政策的自然延伸。

第三,罗斯福之后的历届政府都面对一个既成事

实 # # # 罗斯福时期得到普遍认同的中东政策,对此作

出重大调整多有不便。包括杜鲁门在内的每届新政

府上台伊始在中东政策方面都面对着这样一个既成

事实:即美国已经在多种场合公开表示支持锡安主义

者,因而美国有义务履行其向所有犹太人许下的诺

言。由于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新一届政府想对此

作出任何重大更改,都是比较困难[ 6]和要冒政治风险

的 所以 后来的美国历届政府都没有对此作过什么

根本上的改变, 都贯彻这样一个方针:一方面支持以

色列;另一方面又极力拉拢阿拉伯人,甚至不惜!牺牲

原则∀(美国历来鼓吹推进民主、自由和人权,不屑与

!独裁、专治∀的国家为伍,这是他们标榜的原则,但美

国当初却与伊朗、沙特等君主制国家建立盟友或战略

关系,这似乎背离了这一原则)拉帮结派、拼凑军事集

团。这种在表面上不偏不倚而实质上偏袒以色列的

作法虽不能说是完全继承了罗斯福的衣钵,但在精神

实质上却是一脉相承的。即他们在潜意识中认可并

继承了罗斯福对未来巴勒斯坦的一些设想(这一点在

分治决议中得到了体现)。

2 以罗斯福构想为基础成立的联合国对阿以

大规模冲突的爆发负有责任

1945年, 以罗斯福构想为蓝本的联合国终于成

立了,与此同时, 许多国际问题也急待解决,巴勒斯

坦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一战结束以后, 中东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很多

地区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到二战结束时,巴勒

斯坦虽然仍是英国的委任统治地, 但由于局势日益

严峻,暴力袭击、恐怖事件防不胜防并且不断升级。

工党政府眼看已无法维持在巴勒斯坦的统治不得已

被迫作出放弃的决定, 1947年 4月 2日英国正式宣

布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处理。在同年 11

月 29日的联合国大会上, 联大以 33 票对 13 票、1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的决
议。这一决议被称为 181号决议。随着这一决议的

通过,以色列于 1948 年的 5 月 14 日宣布建国。紧

接着( 5月 15日) , 阿拉伯国家联盟宣布!圣战∀, 巴
勒斯坦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全面爆发。战争爆发

后,联合国作为维护和平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虽然

发挥了其作用,安排了多次停火,但总的来说并没有

像罗斯福设想的那样有效、及时地制止战争。

巴勒斯坦战争进一步加深了阿以之间的对立,

酿成了许多新的问题, 使阿以之间冲突不断,中东局

势更加动荡不安。后来又陆续爆发了三次中东战

争。同时巴勒斯坦境内的阿拉伯人也逐渐加强了反

以斗争的力度, 使这一地区的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直到今天这一地区仍没有出现持久的和平,更不必

说罗斯福曾经设想的阿以之间实现友好合作共同繁

荣的局面了。

从历史的回顾中, 我们不难看出: 正是联大的

181号决议引发了阿以双方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决议就是战争的导火索。这个

联合国的决议尽管使犹太人得以实现建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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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犹太人 2000多年没有国家流散世界各地的

历史。但是从总体上说, 它是片面的、有失公允, 也

是极不光彩的。暂且不说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在没有

征得当事国同意的情况下通过一个划分国家疆界的

决议是否合法, 单就它作出的这个以牺牲一方为代

价去满足另一方要求的决议, 就使这一决议的公正

性令人生疑,因而它蒙上了人类的耻辱,在现代世界

史上制造了一桩人类的悲剧, 使上百万人被赶出家

园流浪异乡,使中东长期沉浸于冲突和屠杀中,数十

万人失去了生命。
[ 6]

(二)罗斯福的构想造成了大国在这一地区竞相

争夺的局面,使中东长期陷入了以阿以冲突为核心

的持续动荡之中

联合国成立以前,中东事务几乎均被英法等国

操纵, 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几乎无权过问。而

联合国成立之后, 情况至少在形式上发生了改变。

昔日西方大国的对亚、非、拉等地的殖民统治或逐渐

被联合国的托管制度取代, 或在联合国的干预下有

所改观,许多国家由此相继走上了独立之路。

但是应当看到, 联合国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

早期)是大国手中的工具,甚至联合国本身就是大国

强权政治的产物。联合国任何重大决议的通过, 没

有几个大国的首肯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从这方面

看,联合国只是大国力量对比的一个中介。联合国

以现在时髦的会议内外磋商、台前幕后交易, 取代了

过去依靠战争才能实现的格局转换。在这些交易中

大国总是在利用联合国来实现主导权的转移和过

渡。包括中东在内的许多前英法殖民地地位的变

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改变和

各种势力的重新组合。就中东而言,英国把巴勒斯

坦!交给∀联合国,意味着英国把这一地区的部分主

导权经联合国之手!转让∀给了美国甚至苏联。
然而这种转换并没有带来完全的和平, 围绕着

这一地区的许多重大问题美苏两国又展开了争夺,

加剧了这一地区局势的复杂性, 几次中东战争几乎

都能找到大国插手的痕迹。冷战时期中东之所以持

续动荡,原因多在于此。

(三)罗斯福当初的设想还涉及到当今阿以如何

实现和平的许多现实问题,发人深省

令人称奇的是,罗斯福似乎已经预见到影响中

东和平进程的一系列因素, 近来影响中东和平进程

的一系列问题几乎都能在他当初的设想中找到。

罗斯福曾设想!中东各民族 # # # 犹太人和阿拉

伯人和平共处∀。他曾指出: !这些新独立的中东国

家 # # # 犹太国和阿拉伯各国 # # # 将构成一个广泛的
双边的联邦来促进他们共同的经济发展∃∃。人民

将会安居乐业、繁荣昌盛。∀ [ 3]他还提出过有关中东

的许多问题:如解决移民问题,甚至提出卸任后要帮

助解决中东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东和平进程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

其中,既有主要因素又有次要因素。而主要因素中

领土、主权始终是关键问题,除此之外的另一些问题

算是次要因素。但即便这些次要因素也是不容忽视

的。这些因素包括水资源、环境、经济合作等涉及日

后阿以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

题已在马德里和会上被提及,也早已引起一些有识

之士的高度重视(水资源馈乏问题严重地困扰着阿

拉伯国家,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有关这一问题,

世界银行副行长伊斯梅尔%萨拉杰丁曾预言下个世

纪将会因为水而战
[ 1]
)。而这些恰恰是罗斯福在半

个世纪前就提到过的问题。

此外, 另一些看似枝节的问题也是罗斯福曾提

出过的。例如,不知出于何种目的,他曾建议在巴勒

斯坦建立的犹太国家周围围上一圈铁丝网[ 3]。而最

近,以色列沙龙政府修建!隔离墙∀引发的新一轮危

机[ 7]恰恰让人联想到罗斯福的铁丝网。这或许是巧

合,但或许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总之,这值得我们深

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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