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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朝政策:

两次朝核危机比较

樊吉社    

1内容提要2在克林顿和布什两位总统各自 8 年的任期内, 朝鲜试图发展核武器能力

引发的防扩散危机经历了两个阶段。从朝核危机的发展过程、为解决危机进行的谈判磋

商以及阶段性后果来看,克林顿总统 8 年任内对朝核危机的处理是比较成功的, 而布什

总统 8 年任内对朝核危机的处理则比较失败。朝核危机延宕多年而没有妥善解决, 其内

涵和外延均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两次朝核危机中美国对朝政策的成败为朝核危机的

未来解决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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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迄今为止只有一次朝核危机, 即朝鲜试图发展核武器能力引发的防扩

散危机。1993年 3月朝鲜宣布退出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触发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外

交博弈,美朝于 1994年 10月签署5美朝框架协议6暂时解决危机,朝核问题的/休止0

状态一直延续到克林顿总统任期结束。2001年布什就任总统后, 美朝再因浓缩铀问

题诱发危机,处于/休止0状态的朝核危机被激活, 并延宕迄今没有解决,这是朝核第

一次危机的延续。考虑到不同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对朝政策差别较为显著, 危机涉及

的内容也有所变化, 并且不同政策所导致的危机结果区别也较大, 因此将 1993 年初

到 2009年初持续存在的朝核问题划分为两次危机。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发生、发展、

解决和对协议的执行均发生在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执政的 8年。第二次危机表面上看

始于 2002年 10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访问朝鲜,但实际上从布什就任总统起危机

就在酝酿,到 2009年 1月布什总统 8年任期结束,朝核危机仍处于/待解决0状态。

我国学界对第一次朝核危机中的美国对朝政策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广义美国外

交政策中的涉朝内容,对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的几次次生危机有所关注, 如 1998年



8月朝鲜试验大埔洞 1号和 1998年 10月的金仓里事件, 但对克林顿政府在朝核问

题上的防扩散政策、美朝处理朝核危机的过程、美朝框架协议本身及协议执行过程等

的研究仍有待深入。由于第二次朝核危机持续时间较长,中间滋生的谈判挫折较多,

参与谈判的国家增多,国内对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研究比较深入, 特别是有关美国总体

外交政策趋于强硬和单边的特点在朝核问题上的体现、数次六方会谈的外交折冲、中

国在六方会谈中的重要作用、韩国和日本在朝核问题上的作用、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

地区和平机制的构建等。但是,相关研究对美国对朝政策的国内背景关注较少、对其

政策形成过程的关注有限、对两次朝核危机中美国政策的显著变化及调整的关注亦

比较有限。¹美国学者对朝核危机的研究多以对策性研究为主, 体现经世致用的特

色,意在对美国对朝政策产生影响; 有关美国对朝政策形成过程的分析也颇多, 并且

质量较高,特别是参与对朝决策的前政府官员所撰写的回忆录和评论文章。º

从朝核的发展过程和阶段性结果来看, 克林顿总统 8 年内对朝核危机的处理是

比较成功的,而布什总统 8年内对朝核危机的处理则比较失败。本文将借助现有的

国内外研究成果,从两次朝核危机发生的基本背景、内政与外交的互动、双边与多边

的路径分歧、/胡萝卜0与/大棒0的运用等方面比较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对朝政策

的区别,探讨美国对朝政策的得失成败。

一  两次危机的背景比较

两次朝核危机发生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这影响、塑造甚至决定了美国的对朝政

策,因此, 比较一下两次危机发生的背景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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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关第一次和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国内主要的国际政治类学术刊物上,诸如5美国

研究6、5世界经济与政治6、5国际政治研究6、5国际问题研究6、5现代国际关系6等,在其他各种学术刊物上

也有不少相关的成果发表。有关正在进行中的朝核危机,各种即时评论出现在国内各报刊、杂志,其数量不

可尽数。有关第二次朝核危机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也非常之多,即使在一些有关中美关系或者亚太安全

问题的学术会议中,朝核危机也往往被列为重要议题之一。

主要的研究机构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军控学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

心、太平洋论坛、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平研究

所以及蒙特雷国际问题研究院不扩散研究中心等均对朝核问题有持续的关注。这些机构中的学者有关朝

核问题的研究成果出现在美国主要的国际政治类学术刊物上,并且频繁在美国主流媒体就朝核问题发表评

论,更有一些机构专门刊行有关朝核问题研究的单行本,也有一些专门有关朝鲜或者朝核的著作出现。此

处不一一列举。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参与两次朝核危机处理的官员撰写了两本著作: J oel S . W it , Daniel

Poneman, Robert L. Gal lucci, Goin g Cri ti cal : T he Fi rst N or th K orean Nuc lear Cr isi s ( Brookings In st itu-

t ion Pres s, 2004) ; Charles L. Pritchard, F ail ed Dip lomacy : T he T rag ic S tory of H ow N orth K or ea Got

the B omb ( Brook ings Ins titut ion Pr ess , 2007) . 另外前CNN 记者 Mike Chin oy 也撰写了一本有关朝核危机

的著作: Me ltd ow n: T he In sid e S tor y of the N orth K or ean Nuc lear Cri sis ( S t. Mart inps Press, 2008) .



第一次朝核危机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初, 与朝核问题相关的国家间关系正经历显

著变化。冷战结束前后, 苏联、中国分别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引起朝鲜的不满。

1991年 9月,美国总统布什单方面宣布撤出部署在海外的所有海基和陆基战术核武

器,包括部署在韩国的大约 100枚核武器。与此同时, 1991 年 11 月, 卢泰愚政府发

布5朝鲜半岛无核化声明6,单方面承担不生产、不拥有、不储存、不部署或者使用核武

器的义务。朝鲜虽然早已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和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 但以美国

在朝鲜半岛部署核武器为由尚未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保障监督协定。美国和韩国

分别做出单边声明后,朝鲜的条件获得满足, 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保障监督协

定,国际原子能机构随后对朝鲜的核申报进行核查。在核问题上,朝鲜主要与国际原

子能机构对话; 美朝关系持续敌对,其主要形式为美国对朝鲜的制裁。第一次朝核危

机发生前夕,美国已经在中东打了一场海湾战争。这次战争对美国和防扩散的意义

表现为两重:一是美国在战争中拥有巨大的战场优势, 迅速取得战争胜利而很少战争

伤亡,这成为美军走出越战阴影的一次战争; 二是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的武器核查表明

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进展超出了想象,地区核扩散的危险在冷战结束后

将进一步加剧。

第二次朝核危机发生在两个重要的时间背景下:一是九一一恐怖袭击的发生,二

是美国筹划入侵伊拉克。九一一恐怖袭击对美国政府和社会的冲击不亚于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的任何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布什政府对世界安全环境的看法,恐怖

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成为美国所认定的重大安全威胁。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随后发起了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阿富汗战事尚未结束,美国已经考虑对伊拉克

动武。此时美国与朝鲜、韩国与朝鲜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美朝因为

执行第一次朝核危机后签署的5美朝框架协议6而接触频繁,双边关系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改善,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末期, 美朝甚至讨论克林顿总统访问朝鲜的可能。同

样,因为 1998年当选的韩国总统金大中对朝鲜奉行/ 阳光政策0, 南北朝鲜之间在

2000年实现了首脑会晤。

两次朝核危机的人物背景也有所不同。第一次朝核危机之初到危机接近解决,

金日成是朝鲜的最高首脑,美国是民主党总统克林顿; 第二次朝核危机期间, 金正日

是朝鲜的最高首脑, 美国是共和党总统布什。朝鲜最高首脑对冷战的记忆不同;共和

党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在涉及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的基本信条明显不同,共和党强调

/实力求和平0, 民主党重视军控制度建设降低安全威胁。

两次朝核危机所涉及的虽然都是/核0问题, 但基本内容有所不同。第一次朝核

危机涉及朝鲜在宁边的 5M W 反应堆,诱发事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对朝鲜核设

施进行/特别核查0而朝鲜拒绝,其核心内容是该反应堆卸出的乏燃料棒经过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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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生产出制造核武器的钚材料。¹第二次朝核危机则是美国认为朝鲜存在秘密的

浓缩铀项目,这是宁边核反应堆之外的核项目。º

两次朝核危机前后, 美国政策目标是一致的, 即消除朝鲜的核项目,防止核材料、

核技术、核武器扩散,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次朝核危机是为了消除朝鲜的钚项目, 第二

次朝核危机不仅包含了钚项目还新增了铀项目。虽然同样面临朝核危机, 但因为两

次危机发生的时空背景不同、美国总统的政策偏好不同、美国可资利用的资源不同,

克林顿总统和布什总统在处理朝核危机时所采用的政策手段均存在明显区别。这些

区别大致可以概括内政对外交政策选择的影响不同、所采用的谈判平台不同、所强调

的政策手段不同。

二  美国内政与外交的互动

在两次朝核危机的处理上,美国内政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程度是克林顿政府和布

什政府对朝政策的重要区别之一。内政因素包括对朝鲜核扩散威胁严重程度的判

断、对朝政策目标是否清楚、有无专人负责对朝政策的设计或者协调、总统在对朝决

策中扮演什么较色、参与决策的机构之间或内部是否存在政策分歧、国会对行政部门

的政策影响等。

1993年 3月 12日,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核查的纷争陷入僵局,朝鲜宣布

退出刚加入不久的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朝核危机逐渐展开,此时距离克林顿就任总

统尚不足两个月。朝鲜是签署了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之后宣布退约的第一个国家,

而这个条约将在 1995年进行关键的审议,以决定是否延长。朝鲜退约是对该条约的

直接挑战,不仅如此,海湾战争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拉克的核查也表明地区核扩散

威胁逐步上升。克林顿政府对朝核威胁严重程度的判断并无重大分歧;对朝政策选

择上包括军事行动、谈判、遏制或者推动朝鲜政权崩溃, 而克林顿政府偏向于首先与

朝鲜接触, 试探谈判可能;其基本思路是首先解决核问题, 阻止朝鲜通过对宁边反应

堆卸出的乏燃料棒进行后处理从而获得钚材料, 其他相关问题从属于核问题。虽然

面临如此严重的安全威胁,克林顿政府当时尚无专人负责对朝政策, 涉及对朝政策的

决策部门包括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的个别部门和情报机构。朝核危机初

发时美国政府欠缺协调的状况在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任命负责政治和军事事务的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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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缘起、发展及解决,详见拙文: 5美朝框架协议评析:兼论美对朝鲜的不扩散政策6 ,载

5国际政治研究6 , 2003年第 3期。

有关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缘起与发展详见孙向丽: 5朝核问题实质与发展前景6 , 载5现代国际关系6 , 2007年

第 6期。



国务卿罗伯特#加卢奇( Robert Gallucci)之后获致解决。加卢奇在国际安全事务领

域具有丰富的经验, 是协调对朝政策的恰当人选。¹ 虽然加卢奇官阶不是很高, 但他

受权可以与副部长级的官员进行协调沟通; 国家安全委员会反扩散办公室主任丹尼

尔#珀纳曼( Daniel Poneman)担任他的副手, 这更有利于他扮演协调角色。克林顿

总统并没有因为加卢奇曾经在布什政府任职而弃用他, 反而让他担任了朝核危机期

间与朝鲜主谈的官员,并赋予其一定的政策灵活性: 加卢奇可以跨机构进行协商,可

以定期与白宫沟通。克林顿总统将朝核危机作为首要安全威胁, 其政策设计基本上

得到了各政府部门的支持。虽然情报机构持有不同意见,但这种意见并没有占上风。

国防部长佩里也支持在对朝政策上需要首先处理核威胁, 然后才是其他议题。º至少

在朝核危机爆发及至获致(暂时)解决的这个阶段,国会并没有发挥太大影响,更何况

当时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

克林顿政府在对朝政策上协调一致,促进了第一次朝核危机的解决。但在 1994

年 10月5美朝框架协议6签署后,有关协议的履行不再是克林顿政府外交议程的优先

事务,与此同时, 1994年国会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

到克林顿总统卸任, 国会对美国的对朝政策的影响逐渐加大,导致美朝在框架协议的

执行问题上抵牾不断。

比较而言, 布什总统 8年任期中内政对其对朝政策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其

在朝核危机爆发后的大部分时间内政策混乱、无所作为,危机不断升级而欠缺有效的

化解之策。根据克林顿政府时期的5美朝框架协议6,朝鲜在宁边的钚项目被冻结,朝

鲜基本上履行了协议义务。»朝鲜涉嫌发展浓缩铀项目并不是新话题, 早在克林顿执

政末期,美国已经试图与朝鲜讨论这个议题。¼布什就任总统后,对于朝鲜威胁的判

断,以及如何应对此种威胁,美国释放出了比较模糊的政策信号。布什政府的首要任

务是对其朝鲜政策进行评估, 但政策评估的初衷不是继续推进而是颠覆克林顿政府

的对朝政策。在评估完成之前,韩国总统金大中访美, 意在敦促布什政府延续克林顿

政府的对朝政策,支持韩国的/阳光政策0, 但布什总统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却表示:

/我的确对朝鲜的领导人持有某种疑虑0, /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正在遵守所有协议

的所有条款。0这显然是不准备沿着克林顿政府的对朝政策继续前进, 布什总统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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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卢奇曾分别在美国军控与裁军署、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国务院政策规划局任职,担任过负责前苏联防扩

散与核安全事务的资深协调官,并曾经担任负责核查伊拉克的联合国特委会执行副主席。

Jan ne E. Nolan , / U. S . S t rategy to Stem North Koreaps Nuclear Program: As ses sing th e Cl inton and Bush

L egacies , 0 Workin g Gr oup Rep ort , No. 1, February 20, 2007, pp. 7~ 11.

详见拙文; 5美朝框架协议评析:兼论美对朝鲜的不扩散政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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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会上多次提到/查证0。¹而在此前一天,国务卿鲍威尔已经表示美国计划与朝鲜

接触,以继续克林顿总统的对朝政策。º布什与金大中会晤后,国务卿鲍威尔不得不

对他有关对朝政策的表述进行修正。布什内阁之间对朝核问题的不同认识及不同的

政策偏好导致美国对朝政策在布什第一任期内陷入混乱的状态, 而布什总统并没有

采取有效措施遏止这种政策混乱。事实上,布什总统本人对朝鲜问题没有兴趣。在

2000年 6月,还是州长及总统候选人的布什曾问沙特王子班达尔: /人人都给我谈论

朝鲜0, /我为什么必需在乎朝鲜?0 »因为布什总统对朝鲜事务不熟悉、没兴趣, 副总

统切尼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此后的美国对朝政策。布什内阁成员在对朝政策上分为

两种主张,一种是国务卿鲍威尔为首的主谈派,他们认为朝鲜虽然不可信任, 但可以

通过谈判说服朝鲜放弃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种是副总统切尼为首的强硬派,主

张/我们不与邪恶力量谈判, 我们要打败他。0¼强硬派包括副总统切尼及其助手、罗

伯特 #约瑟夫( Robert Joseph)及其麾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助手; 五角大楼的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副部长费思( Doug las J. Feith) ; 国务院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

的副国务卿博尔顿(他在 2005年离任后,罗伯特#约瑟夫接替他的职位,两人在政策

偏好上极为相像) ;后来担任国家安全副顾问的克劳奇( J. D. Crouch)等。强硬派中

的多数是新保守主义者, 他们更喜欢胁迫政策, 而不是谈判。½主谈派则包括国务卿

鲍威尔、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助理国务卿凯利;国务卿鲍威尔在 2001年 3月初被迫

修正他有关对朝政策的讲话表明, 主谈派是布什内阁中的少数派。

布什政府的确考虑过任命一个负责朝核事务的资深协调官员, 但没有任何官员

愿意接这个 /烫手山芋0。¾虽然布什政府已经有一个负责谈判的特使普理查德

( Charles L . Pritchard) ,但最后负责朝核问题的任务落在了助理国务卿凯利身上。

即使朝核问题通过多边平台 ) ) ) 六方会谈开始谈判,副总统切尼掌控对朝政策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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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并没有改变。在 2004年 2月第二轮六方会谈期间, 切尼曾经直接越过国务院的电

报系统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迈克尔 #格林( Michael Green)给美方谈判代表发出不

得从/彻底、可查证、不可逆转地裁军0的原始立场上退让的指令, 而国务卿鲍威尔直

到次日才获悉此事。¹在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期内, 负责谈判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只是参

与谈判, 而并无做出妥协的考虑, 谈判仅仅是布什政府单边主义政策的伪装而已。

/他(布什总统)让凯利(在六方会谈中)讲话, 但不让他讲任何有价值的内容; 他(凯

利)来到谈判桌,但没带什么(可供谈判的)东西。0 º

即使在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内部分强硬派和新保守主义成员相继离开政府,包

括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部长费思、副国务卿博尔顿、副国务卿约瑟夫及克劳奇

等,并且赖斯由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转任国务卿使得对朝政策的主导权略微向国务院

转移,但切尼副总统仍然对美国的对朝政策施加了无法忽略的影响。即使布什政府

最终在六方会谈的多边框架下与朝鲜进行了双边对话, 主谈的助理国务卿希尔也获

得了较大的自主权, 但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仍然很糟糕。在 2005年 9月的第 4次六

方会谈实现突破前夕,财政部对朝鲜的金融制裁使得六方达成的共同声明难以执行,

六方会谈在貌似进展的状况下继续僵局。直到布什总统离任,朝核问题仍然处于潜

在升级的过程中。无论是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期还是第二任期,国会在影响美国对朝

政策上的作为均比较有限。

三  双边与多边的纠葛

朝核问题即是一个双边问题也是一个多边问题。朝核问题中的/核0内容主要是

美朝之间的双边议题,美国反对朝鲜的核扩散行为,朝鲜以美国的敌对政策为其核扩

散行为辩护。但朝核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核扩散问题,它同样涉及朝鲜半岛冷战状况

的存续、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周边各国对朝核问题未来发展前景的反应等,就

此而言,朝核问题更像一个内容繁杂的朝鲜问题或朝鲜半岛问题, 因而具有多边内

涵。是通过多边谈判还是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朝核问题? 或者双边和多边并行解决危

机? 这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 也是一个内容问题。

两位总统分别 8年的任期内, 面对同样的朝核问题,他们采取了明显不同的谈判

方式。克林顿政府主要是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核心争议问题,但同时争取多边力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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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谈判并协助协议的执行;布什政府主要依托多边谈判解决朝核问题,基本排斥双边

对话或者谈判, 多边框架下的美朝双边接触比较有限, 这种状况只在其执政后期有所

改观。

第一次朝核危机最初表现为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核查纷争及南北朝鲜

之间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 但这都与美国密切相关。克林顿政府将防扩散列

为其主要安全威胁, 并考虑到 1995年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条约的审议和延期问题,

朝鲜的核扩散行为被认定为危害美国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¹ 1993年 3月朝鲜宣布

退出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6,朝核问题逐步升级。美国随即与朝鲜展开谈判,经过两轮

会谈后,美国要求朝鲜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核查问题的协商、南北朝鲜之间的对话取

得进展之后, 美朝才能进行第三轮谈判。º通过其他双边渠道解决朝核问题的道路很

快被证明走不通,美国不得不仍然回到美朝双边的轨道上来。在美朝进入实质性的

谈判阶段后,美国确定了问题的优先顺序, 将核列为首要解决的问题; 协调克林顿政

府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分歧;确定美朝谈判中可以对朝鲜做出的妥协内容。不仅如此,

美国也与韩国和日本就美朝谈判问题保持了频密的磋商, » 避免议题增多而分散了

对核问题的关注,也确保了协议达成后能够得到各方的支持。美朝谈判也得到了中

国的支持和协助,中国运用自己特殊的影响力,尽自己的努力,敦促有关各方谨慎行

事,相互照顾彼此关切,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失控的过激言行。美朝双边会谈的台

前有幕后多边的协调,这是第一次朝核危机美国对朝政策的成功之处。

美朝通过以/核0为核心的双边谈判所达成的5美朝框架协议6包含了超越核问题

的广泛内容,它不仅仅是一个有关防扩散的协定, 而是与美朝关系中的其他议题密切

相关的一个基础协议,其中包含了诸如提供能源援助、减少投资和贸易壁垒、双方互

设联络处、未来将双边关系提升到大使级的内容等。¼美朝在执行该协定的同时,还

将双边的谈判拓展到了其他领域,这不仅仅包括处理后来出现的次生危机,如 1998

年 8月 31日朝鲜发射/大埔洞0, 1998年底的金仓里/核设施0, 还包括其他 20 多个

议题,其中多数会谈达成了协定或者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½克林顿政府没有采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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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子解决的思路,而是在既有进展的基础上,逐渐增加美朝讨论的议题,并取得了较

好的进展。其中比较显著进展有两个: 一是 1998年朝鲜发射/大埔洞0后美朝开始讨

论导弹试验问题,朝鲜做出了暂停导弹试验的承诺; 二是 1998年底美国卫星发现朝

鲜在金仓里建设大型地下设施之后,双方谈判现场核查问题并实现了现场核查。这

种务实的姿态有助于在美朝朝着建立互信的方向发展双边关系, 更好地处理防止核

扩散这个核心议题。

除了美朝双边会谈, 克林顿政府也协同韩国推动过多边会谈,讨论用新的和平机

制取代冷战时期的停战协议, 触及朝核问题之外的/朝鲜问题0, 此即 1997年 12月到

1999年 8月的中、美、韩、朝四方会谈。然而,多边会谈的进展甚微,四方会谈经过了

六次会谈后没有取得进展而陷入停滞。

与克林顿政府相比, 布什政府无论是在对朝政策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大有区别。

在对朝政策评估完成之前,布什总统已经不打算在既有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了,而

计划另起炉灶。2001年 6 月, 政策评估完成后, 布什政府准备与朝鲜就/广泛的议

程0( Bro ad Agenda)展开/严肃的讨论0,未来的议题将包括改善5美朝框架协议6的

执行、可查证地限制朝鲜的导弹项目及禁止导弹出口、降低常规军事力量的威胁等。

如果朝鲜能够展示/诚意0,美国也打算向朝鲜提供援助及放松制裁等。¹在朝鲜尚未

与新政府建立信任的时候,布什总统考虑重新规划对朝政策,全面或者一揽子谈判美

朝之间的各类议题, 这显然远离现实。

美国同与朝核有关的其他国家之间的磋商也非常不足,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美韩

之间的协调。如前所述, 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布什就任之初访美, 意在敦促布什政府延

续克林顿政府的对朝政策,但布什总统明确表达对朝鲜的疑虑及对朝鲜能否信守协

议的怀疑,并称即使未来签署协议也必需包含彻底核查的条款。º布什政府是否会支

持韩国的/阳光政策0? 美韩首脑会晤至少传递了布什政府暂时不与朝鲜谈判的信

息, »美韩之间有关对朝政策的歧见也表现的非常明显。

九一一恐怖袭击后, 布什政府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并准备

在伊拉克打另一场反恐战争, 朝核问题并非美国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与此同时,布

什总统的言论也让美朝双边谈判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布什总统在 2002年的国情咨

文中将朝鲜定义为/邪恶轴心0的成员之一; 2002年 6月朝韩的海上冲突进一步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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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拟启动的美朝对话。到 2002年 10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访朝的时候, 美朝关

系已经开始朝着另一场核危机的方向发展。凯利访朝之后,朝鲜的浓缩铀问题浮出

水面,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 KEDO)停止向朝鲜提供重油; 朝鲜宣布重新宁边核设

施,并赶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人员。2003 年 1月 10 日, 朝鲜宣布退出5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6,一度中止的朝核危机再度被激活。

朝核危机再度爆发后,美朝在会谈的形式上纠缠不休。美国坚持多边会谈,朝鲜

坚持双边会谈。中国通过外交斡旋于 2003年 4月实现了三方会谈, 但美国并没有准

备和朝鲜进行谈判。在助理国务卿凯利出发参与三方会谈前夕, 国家安全委员会给

凯利的指令是: 如果没有中国代表在场, 凯利不得与朝方代表独处会谈。¹这个指令

成了接下来三轮六方会谈中凯利的紧箍咒, 美朝不可能在/多边套双边0的会谈形式

中进行真正的交流。

美方在前三轮六方会谈中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妥协姿态,但确曾提出过解决朝核

危机的动议,其主要内容包括在 3个月内将朝鲜的反应堆去功能化、对核问题做出申

报、允许核查人员返回朝鲜并彻底拆除朝鲜核项目。这个动议形同命令朝鲜完全按

照美方意愿解决朝核问题,但根本不具有任何可行性。当朝鲜提出仅仅冻结宁边核

设施的时候,美国表示没有兴趣。因为其他几个国家都向美国施压, 希望它与朝鲜在

多边框架中实现双边的实质性会谈,但布什政府并没有这样的打算。美国在六方会

谈中仅仅做出了/谈判的姿态0。

2005年 2月,希尔被任命为六方会谈代表后, 情况出现了一些有限的改善。希

尔能够与朝方代表进行双边会谈, 但并没能实质上改变美国的对朝政策立场。2005

年 9月 19日第四轮六方会谈所达成的共同声明似乎意味着重大突破,但正是美国的

强硬政策让这个共同声明被美朝重新解读,从而延宕了后续的谈判进程。共同声明

中没有触及导致第二次朝核危机的浓缩铀内容并且包含了同意在适当时候讨论向朝

鲜提供轻水反应堆的内容,这样的共同声明不是华盛顿的鹰派所希望看到的。据前

朝核问题特使普理查德称,强硬派起草了一份文件要求希尔照本宣科,这份文件将联

合声明中有关提供轻水反应堆时间的蓄意模糊内容清晰化:所谓/适当时候0解释为

完全无核化之后,即朝鲜完全、可查证、不可逆转地消除了其核项目。朝方针锋相对,

在共同声明发表的次日即表示只有得到了轻水反应堆之后才会消除其核设施。º美

国强硬派的举动成功地扼杀了历经多方外交努力达成的共同声明,从声明发表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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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策已经使得这个声明的执行成为疑问。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以朝鲜伪造

美元为由对澳门汇业银行进行制裁, 冻结朝鲜在汇业银行 2500万美元的账户。随

后,朝鲜将美国解除金融制裁与是否返回六方会谈挂钩,朝方希望双边会谈, 美国坚

持多边会谈,多边套双边的这种模式逐渐进入美朝口水仗的阶段。

2006年 7月朝鲜导弹试验、10月朝鲜核试验、11 月共和党中期选举失利、伊拉

克局势不稳、伊朗危机僵局、新保守政治力量相继离开政府让布什政府开始调整对朝

政策,国务卿赖斯成为对朝政策的主导力量, 助理国务卿希尔获得了同朝鲜进行实质

性双边会谈的许可。美朝实质性的双边会谈逐渐展开, 美朝双边达成的共识通过六

方会谈获得确认,朝核危机开始呈现转机。朝鲜核试后, 10 月 31 日, 希尔与朝鲜副

外长金桂冠在北京会晤, 希尔承诺解决对汇业银行进行金融制裁的问题,朝鲜答应重

返六方会谈。2007年 1月 16~ 18日,美朝完全脱离六方会谈这个多边平台,在柏林

进行谈判, 达成了5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6 ¹的核心内容。美朝达成的协议最后以

六方会谈52. 13共同文件6的形式被确认。这份文件是美国显著调整政策的转折点。

达成该协议的默契是美国承诺解除对汇业银行的制裁, 解冻朝鲜的 2500万美元资

金。º

2007年 6月,朝鲜关闭宁边核设施后, 美朝再次于 9月 2日到 4日在日内瓦进

行谈判。通过谈判, 美国同意在 2007年底之前将朝鲜从支恐国家的名单上移除,并

解除根据5敌国贸易法6对朝的制裁,朝鲜则同意在年底前完成第二阶段的去功能化

和核计划申报。在此协议基础上, 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于 9月 27日召开, 并达成

10. 3文件。然而, 核计划申报如何处理朝鲜涉嫌的浓缩铀问题以及核扩散问题是一

个关键。朝鲜的核计划申报并没有如期完成, 美国也没有完成将朝鲜从支恐国家名

单上移除的工作。

美朝继续通过双边会谈协调解决申报问题。2008年 4月 8日,助理国务卿希尔

和朝鲜外相金桂冠在新加坡会晤, 随后两国就宁边 5MW 反应堆和后处理厂的申报

问题达成共识。根据希尔的解释, 朝鲜的核申报主要包括钚项目和与钚项目关联的

其他核设施,有关核扩散和铀项目另案处理。但有关朝鲜核申报的麻烦这才算开始,

因为与申报密切关联的是查证申报的真实性。美国公布的对朝互惠措施是有前提

的,据国务卿赖斯 6月 18日在传统基金会的解释,美国要评估朝鲜的合作程度,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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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不积极合作,美国的这些互惠措施可以收回。¹美国这种/前移标杆0的做法实际

上将诸如查证、准入反应堆这些去核第三阶段的事情放在了第二阶段向朝鲜施压。7

月初,美国起草了一份/侵入性0很强的查证议定书,并将查证与将朝鲜从支恐国家名

单上移除相挂钩,朝鲜则针锋相对宣布恢复宁边的核设施。8 月 22 日, 美国特使金

成( Sung Kim)赴朝磋商修改美国查证草案事宜,但没有进展,朝鲜宣布将中止去功

能化。在 9月底朝核危机再度反复之后,希尔于 10月初访问朝鲜讨论查证问题。10

月 11日, 美朝就查证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包括一份书面协议和一份口头谅解,美国将

朝鲜从支恐国家名单上移除。危机稍事缓解, 但在布什任期结束前已经不可能再有

重大突破。实际上, 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来后, 美朝因为查证采样问题再出纷争,

第二次朝核危机延续到第七年和新一届美国政府。

六方会谈是解决朝核这个地区安全问题的多边平台, 对稳定朝核局势的发展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防止朝核危机失控从而损及地区安全与稳定。这个多边平台

并非为谈而谈, 它为双边实质性磋商提供了舞台。布什政府在第一任期内拒绝双边

会谈, 导致这个多边平台的作用有限;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国政策有所调整, 愿意

在双边层次上进行实质性的磋商并做出实质性的妥协, 因而六方会谈在 2006年到

2008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进展。

四  胡萝卜与大棒的运用

美国对朝政策目标与美国所拥有的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的手段是否匹配将影响美

国对朝政策的成败。无论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还是布什政府时期, 彻底消除朝鲜的

核扩散能力和意图是美国不变的最终目标,在这一点上两位总统并无根本区别。然

而,从朝鲜致力于发展核能力到最终消除朝鲜此种能力,两位总统所坚持的短期目标

却大相径庭。克林顿政府时期采用了演进的思路,冻结宁边的核设施是走向最终完

全彻底消除朝鲜核能力的中间步骤,在达到最终目标之前, 克林顿政府先追求冻结朝

鲜核能力。布什政府则采取了革命的路径, 从危机初始阶段就提出要以/完全、可查

证、不可逆转的方式解除0 ( Complete, Verifiable, Irreversible Dismant lem ent ,

CV ID)朝鲜核能力。

相比而言, 克林顿总统有效使用了美国外交/工具箱0中的常用/工具0 ) ) ) 胡萝

卜和大棒,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政策目标的指导下处理朝核问题, 获得了成功。布什总

#32# 美国研究

¹ L eon V. Sigal, / Punish ing North Korea Wonpt Work , 0 B ul le tin of the A tomic Sc ien ti sts , May 28, 2009,

availab le at : ht tp: / / w ww . thebullet in. org/ w eb-edition / op-eds/ punishing- north- korea- wont-w ork.



统则提出了过高的政策目标, 却没有很好地使用手中的大棒或者胡萝卜,因而遭致挫

败。在朝核问题上, 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外交/ 工具箱0中可资利用的/ 工具0是不

同的,各自运用手段的侧重点也有所区别,因而造就的政策结果也是不同的。

在朝核危机出现后, 克林顿政府首先推动朝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进行谈判,

危机在一定的可控范围内。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朝鲜的谈判无果之后,朝核问题逐

渐升级。美国开始使用划定红线、外交施压、军事威胁、预留退路的政策手段,接手朝

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冲突。1994年 5月,朝鲜通知美国将为宁边的反应堆换

燃料。美国随即将朝鲜此举视为跨越红线的举动,并加大了推动通过联合国对朝鲜

实施制裁的力度。与此同时, 1994年初美国在朝鲜半岛的一些军事行动也有意无意

地释放出考虑使用武力的信号。这包括几件主要的事态: 首先是美国准备为驻韩美

军装备爱国者导弹; 媒体同时报道美国准备向韩国派出新的直升机; 独立号航空母舰

从印度洋返回日本基地的正常举动也被理解为向朝鲜施压。1994年 2月, 5纽约时

报6刊文介绍美国的战争计划, 突出强调朝鲜半岛一旦出现战争,美军将占领平壤;

5华盛顿邮报6则刊文称, 如果日内瓦的会谈无果,美国将向韩国增派 1000名美军参

与/团队精神0( Team Spirit)联合军事演习。¹

在 5月份朝鲜决定卸出反应堆的材料后,美国加速与中国的磋商,希望获得中国

的支持。同时, 美国草拟一份总统声明提交安理会讨论,这被认为是推动制裁决议的

关键一步。5月 3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 要求朝鲜立即就核问题恢复与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磋商。随后,美国马上协调美日韩在制裁问题上的立场,获得两国

的明确支持;同时争取中国和俄罗斯不阻止美国在安理会提出制裁动议。

不仅是通过外交渠道向朝鲜表明美国不接受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强硬姿态, 美国

也在军事上未雨绸缪。佩里国防部长曾访问日韩两国,探讨一旦外交失败,如果通过

军事手段应对朝鲜。5月危机升级后, 佩里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

将军和美国驻韩美军司令路克将军更新应对朝鲜的 5027作战计划, 提出了对朝鲜的

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打击的方案。佩里国防部长提出的作战计划主要是增加驻韩美

军的兵力,其中一个方案设想的增兵幅度很大。º事实上,在卡特访问朝鲜的时候,韩

国已经出现了零星撤出人员的迹象, »这是战争行将爆发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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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政府在认真考虑外交制裁、军事打击的同时,也为朝鲜提供了后路, 即使

在美朝关系比较紧张的 1月份,克林顿政府也没有关闭外交渠道。1月底,福音派牧

师比利#格雷厄姆( Billy Graham )经过与国务院、白宫沟通后前往朝鲜拜访朝鲜领

导人金日成,并捎去了克林顿总统的口信,比利则从朝鲜带回了朝鲜愿意与美国谈判

解决朝核问题的信息,美朝的紧张气氛逐渐降温。在朝核危机激化后,前总统卡特的

访问为朝鲜提供了从强硬立场后退的机会。在处理朝核危机的过程中,克林顿政府

比较认真地思考如果谈判行不通, 将运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的核扩散威胁,两手准备

都是可信的。美国刚刚在海湾战争打败了萨达姆政权, 其军事实践让朝鲜相信美国

有意志和能力给朝鲜制造安全威胁。另外,美国虽然也有索马里问题, 但总的来看,

克林顿政府在运用军事力量进行施压的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负担。当美朝最终回归

谈判轨道的时候,美国不是穷究历史,让朝鲜澄清是否分离出了多少核材料, 而是首

先冻结宁边的核设施,让朝鲜的核项目不再继续进展, 以期通过执行协议最终消除朝

鲜的核扩散威胁。

相比而言, 克林顿政府处理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经验最终都成了布什政府的教训。

布什政府最初的对朝政策评估设定了一揽子解决的思路, 试图一劳永逸地解除朝鲜

的核威胁。但这种政策目标缺乏美朝信任的支撑,缺少可信的政治回报,也没有发出

如果朝鲜不退让美国将进行军事威胁的可信信号。至少一直到助理国务卿凯利访问

朝鲜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布什政府只有清楚的政策目标, 但没有比较清楚的、能够

辅助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的/胡萝卜0或/大棒0。

2002年 1月到 2003年 4月,这是布什政府在朝核问题上不断展示/大棒0的阶

段。布什总统在 2002年 1月发布的国情咨文中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列为/邪恶轴

心0, 并称/美国将不会允许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用世界上最具破坏力的武器威胁我

们0。¹同年 6月 1日, 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更明确指出, /对自由的最大威

胁在于极其危险的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0, 对这些威胁,美国/必须向敌人主动出

击,挫败他们的计划,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前就给予迎头痛击, ,准备采取先发制人

的行动0。º针对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美国准备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

这在 9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进一步得到确认。»如果将这些言论与朝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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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核武器项目建立联系, 布什政府的对朝政策几乎相当于直接对朝鲜发出军事威胁

的信号。由布什总统的言论可以推断, 美国在完成阿富汗战争后,下一个打击对象可

能是朝鲜, 因为朝鲜符合/邪恶轴心0、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条件。但事实上,布

什政府当时主要关注如何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朝鲜并不在布什政府的外交议程上。

如果没有这些言论, 朝鲜核问题可以停滞不前,但至少不会迅速恶化。布什政府展示

了/大棒0,但挥错了方向。朝鲜相继采取一系列行动, 将危机推向高峰。

2003年 4月到 2005年 2月,在朝核危机延宕不决的过程中, 布什政府既没有展

示/胡萝卜0,也没有展示/大棒0,只是派出代表参加六方会谈,但拒绝与朝鲜进行双

边的对话。处理朝核危机的六方会谈进入了一个多次会谈但没有进展的阶段。期

间,朝鲜的核项目不受任何国际监督,并将从反应堆卸出的 8000根燃料棒进行后处

理,分离出可以制造核武器的材料。布什政府在 2005年初决定让希尔取代凯利主谈

朝核问题可以被看做是布什政府缓慢调整对朝政策的一步,但美国似乎还没有做好

提供/胡萝卜0的准备。即使美国在同年 9月的六方会谈中展示了一定的灵活姿态,

但这种灵活姿态很快因为美国国内的政策分歧而消解,因而才有美国做出安全保证、

改善美朝关系承诺的 9月 19日共同声明,也有美国对朝鲜的金融制裁。应对朝核问

题,到底是更多使用/胡萝卜0还是更多使用/大棒0? 布什政府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政

策混乱。

2006年 10月到 2009年初, 共和党中期选举失败, 美军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此

间布什政府更多释放协调姿态,表现出愿意通过提供一定的援助、提供一定的安全保

证、有限地改善美朝双边关系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布什就任总统之初,朝核问题尚

处于可控并可以期待更多进展的时候, 布什政府没有展示推进双边会谈的意愿,也没

有提出替代谈判的强硬方案。2006年 10月的核试验让布什政府真正认识到朝鲜真

实存在的威胁, 但这也没有迫使布什政府发出军事威胁的信号。即使在朝鲜进行核

试验后,布什总统发表的声明也仅仅是强调严防朝鲜从事扩散行为, 这是很软弱的政

策表态。实际上,就算布什总统发出对朝鲜的军事威胁,其可信性也非常让人质疑,

美国既舍不得足够/甜的胡萝卜0, 又挥不起足够/硬的大棒0。在布什总统执政后期,

朝核问题有一定的进展, 但诸如去功能化、炸毁冷却塔这些问题上的进展并不足以将

朝核危机置入一个朝向最终解决的渠道, 有限的进展存在反复的可能。在朝核问题

上,布什政府/软0、/硬0两手使用的时机不当、力度欠佳,第二次朝核危机以布什总统

任期第二年开始,但却历经六年多没有结束, 这足以成为未来应对朝核危机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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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得失分明的对朝政策后果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同样的核扩散问题,两位总统在处理此问题时存在优先排

序、人事任命和政策偏好上的区别,这种区别体现为双边还是多边解决的路径分歧,

而对/胡萝卜0和/大棒0的不同运用又直接导致不同的政策后果。

1993~ 1994年朝核危机从发生到解决花费了 19 个月的时间, 美朝双边达成的

协议基本上在 1994年到 2001年初得到了顺利的执行,至少朝鲜并没有违背5美朝框

架协议6的字面内容,期间两国通过多年谈判逐步建立了一定的互信, 次生危机基本

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美朝接近在克林顿执政末期就导弹问题达成重大妥协。朝鲜的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在克林顿政府的 8 年期间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宁边的反应堆

被冻结,燃料棒被封存,朝鲜还就导弹试验做出了承诺。不仅如此, 美朝谈判代表通

过长期的接触和对话逐步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并在执行5美朝框架协议6的过程

中举行数次谈判且取得了不少进展,美朝根本上解决朝核问题的前景相对乐观。

2001年布什就任总统朝核危机就在酝酿, 2002年危机正式爆发,到 2009年布什

总统任期结束, 谈判进行了将近 6年半的时间,六方会谈达成了若干协议, 但这些协

议的执行不断反复。第二次朝核危机在谈判解决的过程中又陆续出现两次核试验和

多次导弹试验, 危机呈现螺旋升级的态势,但均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除了在核问题

上有一些有限的、不确定的进展外,美国并未触及到朝鲜的其他问题。在布什执政的

8年中, 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朝鲜从最初只是

涉嫌发展核武器到两次核试验获得实际的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朝鲜拥有的核材料从

可能制造一两枚核武器到可能制造 6到 8枚核武器; ¹从仅仅拥有生产钚材料的能

力到可能新增铀浓缩能力; º从信守暂停导弹试验的承诺到试射各种射程的导弹。

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也呈现步步退让的窘迫姿态,从坚决拒绝双边谈判、拒绝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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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申报生产了 30公斤钚材料,而根据科学与国家安全研究所专家的估计,朝鲜曾分别在 1990年之前、

1994年和 2005年三次卸出宁边 5MW反应堆的燃料棒,总共生产的钚材料约为 46~ 64公斤,其中 28 ~ 50

公斤是分离形态、可以用于核武器的钚材料。详见 David Alb right , Pau l Brannan , an d Jacquel ine Shire,

/ North Koreaps Plutoniu m Declarat ion: A S tart ing Point for an In itial Verif ication Pr oces s, 0 January 10,

2008, availab le at: ht tp: / / isis-onl ine. org/ u ploads / i sis-rep ort s / documents/ NorthKoreaDeclara-

t ion10Jan2008. pdf ; Ch oe S ang-H un, / North Korea S ays It H as More Bomb-Grade Plutonium , 0 New Yor k

Times, November 3, 2009, available at : ht tp: / / w w w . nyt imes. com / 2009/ 11/04/ w orld/ asia/ 04korea. ht-

ml? _r= 1.

详见 Zhang H ui, / Asses sing North Koreaps U ran ium En richm ent Capabilit ies , 0 Bu ll et in of the Atomic Sc i-

ent ist s, Jun e 18, 2009, availab le at : ht tp: / / ww w . thebullet in. org/ w eb-edit ion/ features/ assessing-north-

koreas- uranium-en richment- capabili ties.



予朝鲜/胡萝卜0到相继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实质分歧、不断修正原有立场。6 年多的

谈判不仅没有增进美朝之间的信任,反而让两国间的疑忌不断增加, 但直至布什总统

卸任,朝核危机的解决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比较两位总统对朝政策的结果,成败得失不言自明。冷战结束之初有利的国际

环境、美国大胜伊拉克的余威、对威胁的清醒判断显然为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成功

提供了铺垫。与此同时, 克林顿总统直接掌控对朝决策、选定专人负责设计对朝政策

并协调各部门对朝政策偏好、减少各决策机构之间的内争、设定合理的对朝政策目

标、选用恰当外交手段。这种现实主义的对朝政策避免了内政对外交的消极影响;美

国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核心问题, 通过多边平台的辅助探讨地区安全问题;综合运用

/大棒0与/胡萝卜0, 使其相互促进而不是彼此抵消。这是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成功

的根本原因。

布什政府对朝政策的失败固然有时代背景的原因, 特别是九一一之后布什政府

将安全战略的重心转移到反恐战争中, 而且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并未如预

想的一样进展顺利, 这使得美国没有余力对朝鲜发出可信的军事威胁信号。但更重

要的是布什总统的政策偏好, 他没有将朝核危机置于外交议程的重要地位,也没有为

此投入恰当的人力、物力;在对朝政策上没有确立比较现实可行的政策目标, 所设定

的政策目标与实现政策目标所需外交手段与政治意愿之间的差别太大;各决策机构

之间的内斗摆布了布什政府的对朝政策;美朝有关多边和双边的纷争不过是布什政

府对朝政策混乱的外在表现而已。

不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布什政府, 最为重要的是, 美国在面临同样的核问题时是

否首先确定了一项应对的/大战略0,与朝鲜接触, 与/不完美的世界0并存? 还是尝试

遏制乃至推翻朝鲜政权, 将/不完美的世界0改造成符合美国价值标准的世界? 克林

顿政府选择了前者, 用演进的方式促使朝鲜/政权转型0;布什政府选择了后者, 以被

动/等待0或主动/促变0的方式使朝鲜/政权更迭0。如果应对朝核危机的/大战略0一

经确立,剩下的问题仅属于/战术0问题,诸如是核查朝鲜从事扩散的既往历史还是阻

止朝鲜核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是首先处理核问题还是一揽子处理核问题、导弹问题,

以及常规军事力量等问题,是用有限的/胡萝卜0换取朝鲜暂时的退让还是所有的努

力最终指向双边关系的正常化,进而促成/政权转型0。克林顿总统在这些问题上做

出了正确的取舍,因而取得成功;布什总统做出了不当的取舍,让道德标准取代了现

实主义考虑,因而遭致失败。

朝核危机延宕多年而没有妥善解决, 其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

对国际防扩散机制而言, 朝核是一个直接的挑战。如果说克林顿政府时期朝核的挑

战仍处于/萌芽0状态,现在则已是/羽翼丰满0。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妥善解决缓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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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核挑战在冷战结束初期的示范效应, 布什政府失败的对朝政策已经将朝核问题的

未来解决与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命运挂钩。不仅如此,朝核也从一个双边防扩散问题

演变为一个影响东北亚地区稳定和国际防扩散形势的多边地区安全问题。两次朝核

危机中美国对朝政策的不同后果为朝核危机的未来解决提供了借鉴。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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