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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方：美国外交罕见的低级失误
（2012-05-19）
早报导读

● 唐文方
美国前任国务卿（1982-1989）乔治舒尔茨在
他的回忆录中曾经说过，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大国，
不光要有历史文化和经济实力，在外交上也应该学
会更加成熟。这次陈光诚事件，让人觉得这话今天
要倒过来说，美国如果想要保住世界强国地位，不
光要有经济军事实力，在外交上也要学会避免低级
失误。
美国犯了六大错误

[中国早点] 倒数520
[南中国海争端] 菲团体推迟黄岩岛插旗行动
[地铁瘫痪] 地铁故障罚款额将提高
[后港补选] 饶欣龙首次向后港居民道歉

(1415)[国际]意大利北部地震已致3死2伤
(1400)[大陆]大兴安岭中俄边境今晨发生森林火灾
(1345)[国际]菲律宾警告Lady Gaga不得“越界”
(1330)[大陆]日媒称郭伯雄临时取消访日计划
(1315)[港澳]澳门即将举行亚洲国际博彩博览会
(1300)[国际]日甲醛超标净水厂恢复供水
(1245)[港澳]香港非本地孕妇冲急症室明显减少

美国对这次事件的处理，给人的感觉是办事情
想不清前因后果，被人耍来耍去。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美国犯了以下六个错误：

第一是患了王立军后遗症。王立军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美国没有接受，将其“劝退”，结果
奥巴马政府遭到国内政敌的攻击，指责他对中国太软弱。这次为了不让对手抓住把柄，而且面对的
是美国喜欢的“人权斗士”，于是急于立功，草率行事，反过来让自己尴尬。
第二是用错了人。美国国务卿希拉莉把处理此事的重任交给了几个不称职的人，一个是负责东
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另一个是负责人权事务的法律顾问高洪柱，前者是日本问题专家，不
懂中国，后者是韩裔，曾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长，对中国不敢说是一窍不通，但当然谈不上精通。还
有美国大使骆家辉，曾任华盛顿州长和商务部长，虽然是华人面孔，但是比美国白人还美国人，这
是他第一次在中国工作，自然谈不上对中国的精通。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负责处理如此重大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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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这几个人居然没有一个能说中文的。相反，中国负责谈判的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

“老妇人”要

舒淇素颜看电

完美告别

影 与友人狂聊

与美国打交道的时间长达30多年，英文流利，外交上熟门熟道，在谈判中显然更胜一筹。看到这种

剧情避记者

差距，连《纽约时报》都自叹不如。
第三个错误更低级，可能是急于向奥巴马显示政绩，这几个外交官令人无法置信地表现出思维
上的混乱。如果刚开始就已经知道陈不想出国，美国使馆就不该派车去接他，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外
交渠道（例如即将举行的中美高层对话），呼吁保障陈的权利。将陈接进大使馆弊大于利，除非陈
要政治庇护，否则达不到任何政治目的，反而让他陷入困境，出来后也不好做人，这是没想清楚的
第一步。
后来陈真的出来了，到北京朝阳医院就医，美国使馆只是从中国政府取得了口头承诺公正处理
此事，居然没有书面协议，这是没想清楚的第二步。后来这几位外交官争辩说当时没有时间，那是
借口，想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况且中国也想尽快在高层对话开始前解决问题。据说这两步错棋都
是在高洪柱的建议下走的，堂堂耶鲁大学法学院长，居然忘了签协议，实在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高估陈的理智

错估中国政治复杂性

第四个错误是高估了陈的理智，没想到他会出尔反尔，变来变去。刚进使馆的几天，无论美国
官员如何劝他申请政治庇护，他都不愿意，美国只好放人，到了朝阳医院，陈又说是在美国使馆的
压力下他才同意出来就医的，其实他还是很想去美国的。此话一出，立刻引起美国国内奥巴马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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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片哗然，指责为什么不给陈政治庇护，这让骆家辉里外不是人，很恼火，但还得忍着气再去帮
陈去美国，连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都不得不承认，他们在与陈的谈判中高估了他情绪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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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方：美国外交罕见的低级失误
（2012-05-19）
早报导读

第五是高估了陈去美国的重要性。陈的最终出
走，美方认为是个胜利，共和党国会议员克里斯·
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就说，他觉得陈在美
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中国却卸下了一个包袱，
因为中国知道，但凡这类人去了国外，很多人都改
行了，有的甚至靠施舍度日。据说陈要去纽约大学
读法律，他要是能读下来并取得法学学位，自然会
对中国的民主法制有好处，但他并无正规的学术训
练，英文恐怕更不行，除非发给他一个名誉学位，
但那有什么用？

[中国早点] 倒数520
[南中国海争端] 菲团体推迟黄岩岛插旗行动
[地铁瘫痪] 地铁故障罚款额将提高
[后港补选] 饶欣龙首次向后港居民道歉

第六是错误认识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在谈判过

(1415)[国际]意大利北部地震已致3死2伤
(1400)[大陆]大兴安岭中俄边境今晨发生森林火灾
(1345)[国际]菲律宾警告Lady Gaga不得“越界”
(1330)[大陆]日媒称郭伯雄临时取消访日计划
(1315)[港澳]澳门即将举行亚洲国际博彩博览会
(1300)[国际]日甲醛超标净水厂恢复供水
(1245)[港澳]香港非本地孕妇冲急症室明显减少

程中，美国政府先是过高估计了中共高层内部派系
斗争的复杂性，认为不能过分刺激中国政府，以免
引起强硬派的反弹，结果在谈判中反而缩手缩脚，

不敢得罪中国。另外，美国又过低估计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性，中央想做的事情，地方并不一
定去做，百姓常常越过地方，用中央来钳制地方，陈在他的录像中让温家宝处理地方官员，说明他
也看出中央与地方的不一致。当他听说如果他不从美国使馆出来，他的家属就会被送回山东老家，
他就立刻出来了，因为他知道一旦送回去，中央政府就无法控制地方。这个谈判筹码，中国人能明
白。美国人却没看出来，话又说回来，如果美国人当初就看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性，可能就不
会让陈进大使馆，上述第三个低级错误就可以避免。
陈光诚感情不稳定，是因为在地方受了太多年的压抑，美国处理问题的思维混乱，可能是因为
过多顾及大选之年国内政治斗争的眼前利益，结果却忽视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也显示出在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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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不成熟。

“老妇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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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告别

影 与友人狂聊
剧情避记者

美国爱荷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讲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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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读者评论：
1# 匿名提交日期：2012-05-19 00:40:36
一个超生二胎的成了人权斗士,可乐
2# 匿名提交日期：2012-05-19 02:01:30
事后诸葛，马后炮。
3# 匿名提交日期：2012-05-19 04:32:36
陈光诚不是这几年才不理智，他从小就不理智，就要别人让他三分，不然他就没完。
4# 匿名提交日期：2012-05-19 07:03:31
this 唐文方 should be our man in china, not gary loch.
5# 匿名提交日期：2012-05-19 08:44:24
胡搅蛮缠。
6# 匿名提交日期：2012-05-19 09:32:50
总结不错，这次美国使馆的确失误频频，值得反思。那些喷本文的请讲理由，不能因
为本文批评美国就喷，人非圣贤，犯错就该批评，尤其是外交上的，代表一个国家的
人行为不妥后果很严重
7# 匿名提交日期：2012-05-19 10:18:01
中央控制不了地方，你傻啊 还是你认为读者傻，中国的官员都是任命制的哦，只对上
级负责，你认为地方不服中央，就行你的精子不服你的睾丸一样，写这个文章的一看
就是风 XXX，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
8# 匿名提交日期：2012-05-19 13:07:03
陈光诚事件由美国官方机构参与和导演已是明确无误的事实。美国人干涉中国内部事
务的能力很强，一把不需要大使馆直接出面即可搞定。这次大使馆直接出面做，引发
中国人今后对美国行为的更大警觉，底牌出尽，到底对美国有利还是不利是一清二楚
的。与 1999 年轰炸中国大使馆的结果一样，将激起一代中国青年前所未有的强国决心，
如果真是这样，美国将是极为可悲的失败者。
9# 匿名提交日期：2012-05-19 14:00:15
很好，这个盲人及其全家将来就要用美国纳税人的钱了， 将来也是美国的问题了，希
望美国大批收留各种残疾人士 及他们的家庭，各种维权人士都欢送到美国。
10# 1234567 提交日期：2012-05-19 15:07:21
为了一个垃圾反复抄作，有意思么？陈瞎子的将来还不如魏京生呢。一没学位，二没
技能，三不会英语，到了美国也是垃圾一个。还以为美国遍地黄金，随手可捡，做梦
吧！
11# betrue 提交日期：2012-05-19 19:53:30
这个陈(脏话)， 我都不屑提他，卖国就不要回来，对自己的国家没有良心的人，还好
意思说要回来，你以为中国是茶馆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整个死不要脸的， 我一
介女流都要骂人了。 那些帮助陈(脏话)的都是什么鸟，居然还有一个叫珍珠的女的，
女孩子(我讲赃话。被删了)成这样了， 我看了想吐。 这是个什么世界啊， 这帮人脑子
真残废了。

12# betrue 提交日期：2012-05-19 20:03:45
六四的时候我在广州读大二，当时有同学拉到市政府前示威， 我一看不对， 什么都没
弄清示啥威啊，赶紧和同学走人。 你说你放着好好的书不读，不没有读过大学的人多
的多的机会不用，去游行示威干嘛啊，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妈我爸是，他们都是
当了一辈子优秀的共产党员， 没有共产党的贡献，能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吗？去示
威去游行，傻子才会！ 有空学点真本事，把自己弄好了，孝顺多点爸妈，人生就足够
了，和政府对抗为那般？？？！！！ 那些民运分子我以前不了解，现在发生了这么多
事情，我靠，真不是好东西，活该你们在外面受罪，到现在了还不反省，连我家十三
岁女儿都知道做人生规划，这帮垃圾不为人类贡献还发屁拉屎， 恶心！！ 没想到六四
民运的
13# 匿名提交日期：2012-05-19 23:05:10
To 12# “没有共产党的贡献，能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吗？去示威去游行，傻子才
会！” 真是当今笑谈！ 今日之中共比当初国民党更加贪腐独裁，已成为集权官僚资本
集团！
14# 匿名提交日期：2012-05-19 23:38:51
此文作者自作聪明，对中国的黑暗统治只知皮毛。不管怎样，美国政府帮助陈离开中
国，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中国专制政府第一次被迫体面地放人到伟大的美国。
15# 支吾其词提交日期：2012-05-20 00:04:35
这次美国使馆的确失误频频，值得反思。
16# 支吾其词提交日期：2012-05-20 00:05:05
美国的阴谋，大家都懂的，借机打击中国，获取谈判资本
17# 支吾其词提交日期：2012-05-20 00:05:34
美国是资本家操纵。国家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做生意，什么自由民主都是为做生意做的
伪装
18# 支吾其词提交日期：2012-05-20 00:06:26
很好，这个盲人及其全家将来就要用美国纳税人的钱了， 将来也是美国的问题了
19# 支吾其词提交日期：2012-05-20 00:06:50
希望美国大批收留各种残疾人士 及他们的家庭，各种维权人士都欢送到美国。
20# 支吾其词提交日期：2012-05-20 00:07:30
一没学位，二没技能，三不会英语，到了美国也是垃圾一个。
21# 支吾其词提交日期：2012-05-20 00:07:56
对自己的国家没有良心的人，还好意思说要回来
22# 支吾其词提交日期：2012-05-20 00:09:48
陈光诚不是这几年才不理智，他从小就不理智，就要别人让他三分，不然他就没完。
23# 支吾其词提交日期：2012-05-20 00:10:12
已经被陈瞎子整疯了，卖国卖的这么明显，有必要么

24# 支吾其词提交日期：2012-05-20 00:11:14
你以为中国是茶馆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5# 匿名提交日期：2012-05-20 00:20:38
打倒中国共产党！
26# 123 提交日期：2012-05-20 01:08:12
请问陈光诚在中国的家在哪里？他那是家还是监狱？
27# 一子提交日期：2012-05-20 01:08:17
谁被谁耍？？？就凭一个陈光诚？
28# 123 提交日期：2012-05-20 01:10:24
美国为有陈光诚为感到欣慰，为有你们这群猪而感到难过。
29# 东古村镇政府提交日期：2012-05-20 01:14:11
光诚啊，你这一走我们就失业了，靠你我们每年还能捞些维稳费。不过你不是还有老
母和哥哥吗，再想办法。
30# 东古村镇政府提交日期：2012-05-20 01:18:15
20#楼：你有学位，有技能，又会英语，你真是人才呀，欢迎你海龟到山东东师古村工
作。
31# 匿名提交日期：2012-05-20 01:51:56
支吾其词： 我 CNM 的卖国，卖你 M(脏话)！草根屁民，有什么好卖的？！你 MB 的败
类！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05-18/58737865all.html#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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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 22:44 来自新浪微博 |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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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岸莺歌：虽然本文题目与行文给人一种 impersonal 的感觉，但我倒是认为作者并非没有人
文关怀，他只是很务实，就事论事地指出美国使馆工作上的失误。假如今后再出现第二个陈
Guangcheng（在天朝这太有可能了），他们好改进方法，提供真正有效的庇护与帮助啊。
(今天 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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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标签 (10)
挖掘信息链 混序组织最可靠
市场经济高级化

运动控

软咨询是硬道理
网推人大代表长沙区：我发现做事只要本着善良和道义，哪怕过程中出许多错误，结果都不
会太差。美做梦都没想到，王丽君和陈两事，让中国改革派抓住楔机，改变了国内态势，虽

中国美国不例外

没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意义不可轻视@神经浪游者@vaisra:@老马迷途1@灰灰的星: (今天

未来眺望及管理

03:06)
回复

建设性对立

无幽默不生活
神经浪游者：//@vaisra: 華夏講座…莫非天朝出資講座？ //@老马迷途1: 回复@灰灰的星:唐

品酒不贪杯

文方教授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学位和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就
职于匹兹堡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斯坦佛大学，现任美国爱荷华（艾奥瓦）大学政
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斯坦利华夏讲座教授。 嘿,自己人。 (今天 02:55)
回复

他的粉丝 (30823)

许谦VC：喝过洋墨水的扯蛋也还是扯蛋 (5月19日 23:53)
回复

晓晓的…

SWEE…

致我逝…

大气出壳 手机用…

悦活杭州

美丽D…

手机用…

aduing1982：美国的外交是道义和利益的结合体，有时候利益成分多一些，有时候道义成分
多一点。 (5月19日 23:50)
回复

老马迷途1

：又见神逻辑。且不说美国是不是崇尚丛林法则,至少这篇"非中国思维方式"的文

章不是老美写的。//@安崇民: 回复@灰灰的星:星星这角度好。超越安老头。 //@灰灰的

等待的…

星:“是非观和人性应有的恻隐之心”是典型的中国思维方式，美国崇尚丛林法则的，不讲究这

更多»

些 (5月19日 23:44)
回复

关注的话题 (0)
北京杨建云：当他听说如果他不从美国使馆出来，他的家属就会被送回山东老家，他就立刻

他还没有关注任何话题

出来了，因为他知道一旦送回去，中央政府就无法控制地方。这个谈判筹码，中国人能明
白。——中央政府居然用这样下三滥手段逼迫一个盲人，与一个地痞流氓有什么区别，还有

热门话题

脸说瞎子情绪不稳定，这种没有底线的做法能叫外交吗 (5月19日 23:32)

欧冠切尔西首加冕 (16941885)
◆
点球大战胜拜仁，切尔西夺

回复

非知名兽医

换一换

冠创历史

：低估了邪恶 (5月19日 23:26)
回复

520表白日 (3097691)
聊天
[3]
扎克伯格结婚了
(1895988)

http://www.weibo.com/1782059323/yjWtcwz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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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炮艇被我方逼退 (32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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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丧失了最基本的是非观和人性应有的恻隐之心。 (5月19日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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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实习女主播亮相 (2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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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二字,此文不配。就文论文,与您无涉。//@安崇民: 回复@老马迷途1:平心

包大人很忙 (482048)
更多»

而论，就那主题就那篇幅，做不到的。作为学术文字，个人能接受。也许您也在批评安老
头。 //@老马迷途1:此文作者这种冷冰冰的利害估算才是低级失误，低级到丧失了最基本的是
非观和人性应有的恻隐之心。//@安崇民: 值得一看一读。 (5月19日 23:15)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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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燕松：中国外交有失误吗？我看没有失误，只有错误~~~ (5月19日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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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值得一看一读。 (5月19日 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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