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怼遍全球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 9 日突然宣布辞职，
引起美国乃至全球媒体的猜测。她在
任期间作风强硬，
甚至公然警告所有国家，
在
“谴责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提
案”
中，
美国将
“记下每一个投赞成票的国家”
。不过她也算继承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
一贯作风，
那就是
“联合国得美国说了算”
，
哪怕需要为此
“怼天怼地怼全球”
。

首任代表因不够强硬离职
1946 年 1 月 17 日，美国向联合国派驻首任代表，刚卸
任国务卿不久的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就任此职，这足以
说明美国的重视。但他只干了 4 个多月就宣告辞职，这是
怎么一回事呢？
斯退丁纽斯于 1939 年在罗斯福总统的邀请下进入政
界任职，被华盛顿政治圈公认为是“罗斯福的人”。1944 年
12 月 1 日，罗斯福任命 44 岁的斯退丁纽斯为国务卿。他当
上国务卿后积极执行罗斯福定下的外交政策，陪同罗斯福
参加雅尔塔会议，探讨太平洋战争和东欧未来政治地位等
问题。他认为，有必要组建一个战后国际组织，用于维护
全球和平。然而罗斯福的突然去世打乱了原先的计划。
继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早就对斯退丁纽斯不满，他认为斯
退丁纽斯作为罗斯福的主要外交顾问，在雅尔塔会议期间
“对共产主义过于软弱”
，而且对莫斯科方面让步太多。
不过斯退丁纽斯的政治地位毕竟还在，杜鲁门派他率

美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从 1945 年 4 月 25 日
到 6 月 26 日，50 个盟国代表团商讨组建联合国，最后一致
通过了《联合国宪章》。斯退丁纽斯赞同“联合国秘书长不
应该交给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国民”，并建议应由中小国家
的国民出任此职。这样的政治主张自然让正与苏联积极
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杜鲁门极为不满。就在《联合国宪章》
签署第二天，杜鲁门就解除了他的国务卿职务，直至 1946
年 1 月 17 日，
杜鲁门才任命他为驻联合国代表。
当时美国很多时事评论员认为，
斯退丁纽斯只是个
“过
渡代表”
，
杜鲁门根本就不信任他，
他实施的对苏和解政策同
政府的外交政策背道而驰。
在驻联合国代表任期内，
杜鲁门
把他当成局外人，
只想拿他当摆设。
他多次建议杜鲁门利用
联合国论坛缓和日益恶化的美苏紧张局势，但杜鲁门不予
理睬。1946 年 6 月 3 日，斯退丁纽斯一气之下向杜鲁门递交
辞呈，
杜鲁门趁机提名沃伦·奥斯汀为新任驻联合国代表。

联合国秘书长被她拉下马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奥尔布赖
特作为当时美国在联合国的代表也同样不可一世。在此
期间，她成为美国强权外交的代表人物，肆意批评嘲讽
包括盟友在内的各国官员，其中最为出名的举动则是她
一意孤行，将加利赶下了联合国秘书长的宝座。
1993 年 1 月，奥尔布赖特出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她
在联合国工作时以犀利的词锋和强硬的风格而闻名，而
且从来都不在乎别人对她的批评。时值海湾战争刚结
束，联合国要求伊拉克接受对其进行大规模杀伤武器的
检查，遭到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强硬拒绝。奥尔布赖特
在联合国对伊拉克的批评和嘲讽引起萨达姆的不满，他
在一首公开发表的诗中将奥尔布赖特比喻为“一条绝无
仅有的毒蛇”。奥尔布赖特则针锋相对地在会见伊拉克官
员时专门戴上一枚蛇形胸针。她后来回忆说，“我认为他
们一定联想到了那首诗，从他们流露出极不自然的表情
看，那枚胸针起了威慑作用。
”
奥尔布赖特强硬作风不仅让美国的对手深受其害，
就连美国盟友甚至美国官员也难逃“毒手”。因为法国防
长对美国的政策有异议，她竟直截了当地提醒法国防长
“少管闲事”。1993 年，时任美军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反对
美国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动武，政见不同的奥尔布赖特则
毫不客气地质问：“如果我们不用武力的话，你嘴上老挂
着的伟大军队的意义何在？”最终鲍威尔被说服。
奥尔布赖特在联合国的独断专行甚至祸害到联合国
秘书长加利身上。原本奥尔布赖特与加利的私人关系良
好，两人还曾一起共进晚餐。但在改革联合国的行政和
财政管理问题上，加利不愿完全听从美国的意见。加利
后来回忆说，“1993 年 10 月底，我应邀到华盛顿美国联合
国协会去发表演说。正当我准备出门时，奥尔布赖特打
来电话，强烈反对我接受会见 《华盛顿邮报》 编委会的
邀请。她要求我在演讲中不要对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一
事提出批评。对于这个指示我没有理会。
”
类似的事情数次发生后，“不听话”的加利成为奥尔
布赖特打击的对象。按照此前惯例，联合国秘书长通常

会连任两个任期，奥尔布赖特决定将加利提前赶下台。
她先是指示有关人士与加利协商，让他自行辞职，遭到
加利的拒绝。随后她又设立“荣誉退休秘书长”，建议加
利“以受人尊重的方式安静地离去”，加利还是“不领
情”。奥尔布赖特最终撕破脸，威胁“如果加利连任，美
国将退出联合国”。她还嘲讽说，加利“甚至连联合国一
词的正确发音也不会”。最终在联合国就加利任期举行的
表决中，奥尔布赖特投下 15 票中唯一的一张反对票，逼
迫加利黯然下台。凭借驻联合国代表的资历，奥尔布赖
特却顺利地获得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提名，晋升为美国首
名女性国务卿。

古巴导弹危机，
他对苏联人大声咆哮
联合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借助这
个国际舞台较力，派驻联合国代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
这个位置上，阿德莱·史蒂文森凭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强
硬立场和灵活的外交手腕而闻名于世。
史蒂文森曾两次代表民主党竞选美国总统，被誉为当
时仅次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辩论天才。1961 年初，他被
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但上任后不久，史蒂文森就
在猪湾事件中遭受“外交生涯中的最大耻辱”。当时美国
肯尼迪政府出于各种目的，整个入侵行动的策划过程一直
对他保密。可以想象，当史蒂文森在联合国演说中称“古
巴叛军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任何帮助”时，被事实啪啪打
脸的尴尬处境。史蒂文森一度考虑辞职，但最终被肯尼迪
说服留任。
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猪湾事件刺激苏联
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引发惊险的古巴导弹危机，却成就了史
蒂文森外交生涯的巅峰时刻。在 1962 年 10 月 25 日古巴导
弹危机最为白热化的时候，史蒂文森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
会议上代表美国发言。他强有力地质问苏联驻联合国代表
瓦列里安·佐林，苏联是否正在古巴部署核导弹。佐林看起
来并不愿意正面回答，于是史蒂文森大声咆哮道：
“我只要
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佐林先生，你承不承认苏联正在古巴
部署中程导弹和基地？不要等待翻译，回答是或者不是！”
佐林依然试图回避说：
“我不是在美国法院，因此不需要回
答以控方律师口吻向我提出的问题……你将在适当时候得
到你的答案。”史蒂文森愤怒地说道：
“ 我准备等待我的答
案，直至地狱结冰。”随后，他当场展示了美国 U-2 侦察机
拍摄的照片，证明古巴存在核导弹。史蒂文森的强硬表态
和精心准备的证据让苏联在联合国极为狼狈。
然而强硬只是史蒂文森外交手腕的一方面。在美国国
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他大胆提出同苏联进行
利益交换：如果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美国就从土耳其撤走
瞄准苏联的核导弹。虽然这个建议遭到美国鹰派人士的强
烈反对，但肯尼迪表示赞同，他评论道：
“你不得不佩服阿德
莱（指史蒂文森），即使每个人都在扑向他，他也坚持自己的
立场。”史蒂文森说：
“我知道，因为我今天所说的话，这里的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我是个懦夫，但当我们谈论核战争时，也
许我们这个房间里需要一个懦夫。”最终，肯尼迪政府在古
巴导弹危机结束约半年后，从意大利和土耳其撤走了核导
弹。然而，美苏之间的这份秘密协定保密多年，史蒂文森为
缓解古巴导弹危机所做出的贡献长期不为外界所知。
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声名鹊起的史蒂
文森仍然担任驻联合国代表。1965 年 7 月 14 日下午，史蒂
文森出访伦敦时因心脏病发作倒地身亡，终年 65 岁。

她一次警告了 40 个第三世界国家
自从 1946 年以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总共有 29 人，其
中女代表 5 人。1981 年 2 月，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接过这个
职务，成为美国首任驻联合国女代表，这名鹰派女政客随即
在联合国掀起“血雨腥风”。
1980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柯克帕特里克已成为里根
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里根当上总统后为酬谢她的功
劳，提名她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其使命是发起针对苏联及其
盟友的宣传战。
里根对外交政策有一个简单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美
苏争霸中，其他国家需要“选边站”。在就职后几个月内，柯
克帕特里克就在联合国掀起首场风波，她公然指责中美洲
最稳定的哥斯达黎加进行“共产主义颠覆活动”，为此，哥总
统罗德里戈·卡拉索·奥迪奥同她打起口水仗，反驳她夸张
渲染和散布谎言。柯克帕特里克毫不在乎“小国总统”的指
责，她说：
“安理会发生的事情更像是一场抢劫，而不是一场
政治辩论或解决问题的努力。
”
柯克帕特里克在联合国的强硬立场和“非外交语言”使
她成为里根最喜欢的驻外代表。1981 年 10 月，她甚至给 40
个第三世界国家驻联合国代表发出一封信，指责这些代表
散布“谎言”，
“恶意损害美国的好名声”。她甚至威胁说，如
果其他国家反对美国外交政策，她会把这些代表在联合国
的投票记录寄给美国国会。这种威胁是赤裸裸的：对抗美
国意味着要冒失去美国援助的风险。她在联合国的副手阿
德尔曼说，
她喜欢这样的“近距离战斗”
。
不久后，柯克帕特里克在联合国代表美国怼上全世
界。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半公开地扶持尼加拉瓜反对派武
装。1982 年 4 月 2 日，尼加拉瓜向联合国控诉美国干涉本
国内政的行径。不过柯克帕特里克却轻描淡写地表示，尼
加拉瓜对入侵的恐惧“毫无根据”，随即动用美国的一票否
决权，否决了安理会有关尼加拉瓜的提案。据悉，投票结果
是 12 票赞同，
1 票（美国）反对，
英国和扎伊尔投了弃权票。
1984 年尼加拉瓜再次向联合国投诉美国，相关决议
又被否：13 票赞成、1 票反对、1 票弃权，反对票还是柯
克帕特里克投下的。无奈的尼加拉瓜只能转向国际法院告
美国侵犯主权，柯克帕特里克却公然声称国际法院是“半
合法、半司法、半政治性的机构，各国对它有时接受，有
时不接受”。1985 年 4 月柯克帕特里克卸任驻联合国代
表，她的继任者在同年 5 月 10 日 3 次否决有关尼加拉瓜诉
美国的安理会决议案。
（候涛 武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