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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化政策的
演变（１９４３—１９６０）

□　 冯东兴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朝鲜半岛的长期分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

国将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化的政策有着密切联系。 推

动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化，是美国朝鲜半岛政策中具

有逻辑连贯性的一个重要特点。 探究美国推动朝鲜

半岛问题国际化的进程及特点，对于理解美国朝鲜

半岛政策的历史逻辑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国内外学界以此为视角的研究还存在明显

的不足。 英、美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联合国与朝

鲜半岛问题，而不注意分析美国如何推动联合国介

入朝鲜半岛问题并把联合国与美国的半岛政策捆绑

在一起。 国内学界鲜有专门以美国将朝鲜半岛问题

国际化为视角的研究成果，但个别相关的研究从侧

面反映了美国国际化朝鲜半岛问题的政策特点。

一、从国际托管到美苏分区占领

　 　 推动朝鲜半岛问题的国际化，最初只是美国国

际托管政策的逻辑指向，反映了罗斯福总统反对老

殖民主义，抵制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传统做法，意图

通过国际合作解决殖民地问题的思想。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结束，罗斯福就向英国外交

大臣艾登吐露了对朝鲜实行国际托管的意图，表示

托管国应包括中、美及其他一两个国家。 但是，在未

来的美苏关系尚未明朗情况下，关于朝鲜半岛的未

来地位，罗斯福本人显然尚未考虑成熟，因此，在修

改《开罗宣言》草案时，罗斯福特意把草案中的“在
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朝鲜自由独立”修改为“在相

当时间内使朝鲜自由独立”。 这反映了美国不愿在

二战结束后其东亚战略政策及半岛地缘政治地位明

晰之前，实现朝鲜半岛的独立统一。
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美国政府随后的政策考虑

逐渐指向平衡苏联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影响。
鉴于苏联控制整个朝鲜半岛的可能性增强，美

国政府关于朝鲜半岛的政策设想，虽然依旧沿着联

合托管的思路，但其出发点则偏向强调同苏联在该

地区的可能对抗及防止苏联单独控制朝鲜的重要

性。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罗斯福去世后，这种倾向性更加明

显。 在为杜鲁门出席波茨坦会议的准备文件中，美
国国务院就分析了国际托管朝鲜的利弊，指出任何

一个大国单独控制朝鲜半岛，都将带来严重的国际

后果，必须防止苏联借对日作战之机要求主导朝鲜

事务，如果苏联提出此类要求，美国就应建议由联合

国托管朝鲜。 国务院的建议表明，美国已经提前考

虑到美苏大国合作托管政策失败的预备措施，即进

一步推动朝鲜问题的国际化，借助联合国集体安全

机制，防止苏联独占朝鲜半岛。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８ 日，苏联对日宣战后，苏军很快

在朝鲜北部登陆并迅速向南推进。 针对苏联可能单

独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情势，８ 月 １０ 日，美国国务

院、陆军部、海军部迅速召开部际协调会，会议确定

把三八线作为美苏对日作战和受降的分界线。 ８ 月

１５ 日，杜鲁门致电斯大林，建议以三八线为界，美苏

军队分别在朝鲜南北接受日军投降。 出乎美国意料

的是，斯大林很快同意了杜鲁门的提议。 ９ 月 ８ 日，
霍奇率领美军在仁川和釜山登陆并正式接管三八线

以南地区，标志着美苏双方实现了对朝鲜半岛的分

区占领。

二、美苏在国际托管问题上的
意见分歧与美国政策调整

　 　 美苏沿三八线分区占领朝鲜半岛，为国际托管

政策的实施蒙上了阴影，意味着美苏关系的冷暖将

决定该政策的成败。 与美国相对模糊的合作安全观

不同，苏联的朝鲜半岛政策则遵循传统势力范围的

安全思维模式。 在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的一份报告

中，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马立克指出，苏联外交的

主要任务是，使未来的朝鲜政府成为苏联在远东的

一个安全据点，阻止朝鲜变成某个对苏不友善国家

手中的反苏工具。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２６ 日，美、苏、英三国外长在

莫斯科举行会谈并在 ２７ 日发表会议公报，即《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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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协定》。 该协定决定成立朝鲜临时民主政府，并
初步设计了相应步骤。 美苏双方决定尽快消除日本

殖民统治的影响，为朝鲜民主发展创造条件；双方驻

朝司令部组建联合委员会，并与朝鲜本土力量磋商，
讨论组建临时政府问题；并初步确定对朝鲜托管的

期限为 ５ 年。 为细化行政和经济等方面的措施，美
苏约定双方代表应在两周内召开联席会议。 该协定

涉及的只是宏观政策框架，还未触及具体的临时政

府组建办法，也未充分考虑朝鲜本土因素的重大影

响。 随后围绕如何组建临时政府的具体问题，美苏

双方很快发生分歧，朝鲜本土因素夹杂其中，则使美

苏分歧变得日趋严重。 在《莫斯科协定》发表后，美
国所确定的有关朝鲜的托管原则，随即遭到朝鲜本

土力量的强烈反对。 但在美苏军事占领当局控制

下，朝鲜本土力量很快分化，并形成反托管、反苏、反
共产主义的右翼势力和支持托管、亲苏、亲共的左翼

势力，从而使朝鲜半岛问题带有了浓厚的意识形态

色彩。
伴随着 １９４７ 年夏冷战开始在欧洲爆发，美苏合

作托管朝鲜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开始考虑调整对

朝政策。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４ 日，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会经

过综合研究，出台第 １７６ ／ ３０ 号文件。 文件指出，如
果美苏谈判代表僵持不下，美国将建议四国再次商

议托管问题；如果苏联不同意，美国准备把朝鲜问题

提交联合国，在联合国层面考虑朝鲜独立问题。 需

要指出的是，文件进一步反映了美国朝鲜政策的本

质意图，表明美国不能放弃朝鲜，因为这将会导致共

产主义控制整个半岛，进而影响美国的声望。
这份报告标志着朝鲜战争前美国朝鲜半岛政策

的重要转变，表明美国有意放弃国际托管朝鲜的政

策理念及《莫斯科协定》，而把朝鲜问题纳入联合国

集体安全框架，进一步使朝鲜问题国际化。

三、联合国的介入与朝鲜半岛分裂

　 　 根据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会第 １７６ ／ ３０ 号文件精

神，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２６ 日，美国助理国务卿洛维特向苏

联提议召开四国会议解决分歧。 苏联拒绝该提议，
认为这违背了《莫斯科协定》，不利于美苏联合委员

会的工作。 美国随即决定直接把朝鲜问题推向联合

国。 对此，苏联根据联合国宪章关于大会职权的规

定，指出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是非法的，违反

了联合国宪章第 ３２、第 １０７ 款。 在朝鲜问题已有

《莫斯科协定》存在情况下，联合国大会不能再行审

议。 另外，即使大会要审议这个问题，也应该邀请朝

鲜本土冲突双方代表到场发表意见，而大会却没有

这样做。 苏联转而提出朝鲜问题本土化的主张，建
议把撤军和朝鲜统一问题联系在一起，撤退所有军

队，让朝鲜人自行安排其民族问题。 然而，大会委员

会以 １２︰２ 的投票结果，否决了苏联的建议，把朝鲜

问题列入联大议程。
在朝鲜本土，绝大部分朝鲜人反对这种导致分

裂的选举，包括保守派在内的南部领导人致信北方，
希望能够创造一次统一的选举机会。 北朝鲜领导人

也欢迎这样的提议，并计划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在平壤组织

南北政治领导人联合会议。 这次会议得到了朝鲜民

族的普遍认可，５４０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 ３６０ 名

来自朝鲜南部。 会议要求美苏立即同时从朝鲜半岛

撤军，反对分裂、垄断、独裁选举，由民族政治会议组

建民主政府。 然而，美国驻军司令官霍奇宣布，这样

的会议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阴谋，并在 ５ 月 １０ 日组织

联合国临时委员会监督朝鲜南部单独选举。 ５ 月 ３１
日，国民议会举行首次会议，选举李承晚担任国民议

会主席。 ７ 月 １７ 日，国民议会又制定了新的宪法，
选举李承晚为首任总统。 ８ 月 １５ 日，韩国宣布建

国。 美国则随即承认韩国，并强调韩国政府是联合

国监督下建立的唯一合法政府。
作为对南朝鲜单独建国的回应，苏联指示朝鲜

北方进行选举。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９ 日宣布成立，标志着朝鲜半岛的南北政权

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 朝鲜南北两个政权建立后，
彼此在三八线附近的冲突进一步增强，人员伤亡不

断增加，都声称用武力统一对方。 这种情形为随后

双方的军事冲突埋下了隐患。
美国不惜以朝鲜民族分裂为代价，把朝鲜半岛

纳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实则体现了美国国家安

全委员会第 ８ 号文件的精神。 该文件早在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２ 日就出台。 该文件认定朝鲜半岛在美苏冷战

中的军事价值不大，但其在对苏意识形态争夺中却

有着重要象征意义，将会影响到美国抵制共产主义

的声誉。 因此，美国在军事脱离朝鲜半岛南部同时，
必须保障南朝鲜的存续和安全。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美国

从韩国撤军后，艾奇逊国务卿在次年 １ 月 １２ 日发表

著名的“环形防线”演说，并把韩国和台湾划在了线

外。 该演说公开表明，美国政府不太看重朝鲜半岛

在美苏冷战中的军事价值，同时反映美国对联合国

集体安全机制保障下的韩国政权安全抱有一定

信心。

四、朝鲜战争与美国捆绑联合国

　 　 美国成功促使联合国介入朝鲜半岛事务，使韩

国政权安全有了国际化保证，也为美国继续借用联

合国名义干预朝鲜战争提供了便利条件。 朝鲜战争

作为朝鲜人自己追求统一的一次努力，却对美国的

朝鲜半岛政策带来了深刻影响，立即扭转了美国对

朝鲜半岛军事战略价值的看法。 美国迅速派军队介

入这场战争，并开始充分利用联合国机制，为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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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行动披上合法性外衣，进而更加紧密地把美国

的朝鲜半岛政策和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捆绑在一

起。 朝鲜战争爆发当天，美国迅即利用苏联代表缺

席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利时机，推动安理会通过决议，
申明韩国是联合国监督下成立的合法政府，要求朝

鲜军队撤退到三八线，号召联合国成员国拒绝向朝

鲜提供任何援助。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７ 日，美国以维持

半岛和平名义，又推动安理会向联合国会员国发出

号召，向韩国提供军事援助。 ７ 月 ７ 日，美国接着推

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号召遵从前两项决议的

会员国提供军队，组建由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 借

助联合国通过的这三项决议，美国成功实现其半岛

军事政策和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捆绑。
随后，美国对联合国机制的价值日益重视，坚持

联合国主导朝鲜半岛事务成为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

重要原则，拒不接受任何可能在逻辑上否决联合国

在朝鲜半岛事务主导权的建议。
在整个朝鲜停战谈判中，维护联合国在朝鲜事

务中的权威地位，成为美国谈判者一直坚持追求的

原则。 除了军事分界线的划分这项纯军事问题外，
凡是可能影响联合国权威地位的问题，美国都借故

拖延或者措辞模糊。 比如朝鲜停战的监督机制问

题，美国强烈要求军事停战委员会附属于联合国，最
终在无法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的情况下，勉强按照

中国的建议成立了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负责停战监

督。 但朝鲜停战后，因为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在监督

停战中逐渐陷入分歧，美国最终强制让中立国调查

小组撤往非军事区，从而使该机构难以实施监督停

战的职能。 而关于朝鲜停战后政治会议召开问题，
尽管美国勉强同意写在停战协定条款中，但朝鲜停

战后，美国一直力图在联合国框架内寻求朝鲜问题

的政治解决，遭到中朝方面的抵制，最终，政治会议

迟迟未能召开。
朝鲜停战后，艾森豪威尔政府愈加重视联合国

在美国朝鲜半岛战略中的价值。 对于美国来说，与
朝鲜战争前相比，联合国的价值不仅在于向韩国安

全提供国际化保证，同时有着遏制中朝方面重新开

战、预防韩国破坏停战和赋予美国军队常驻朝鲜半

岛合法性的多重意义。 因此，美国首先基于遏制中

朝方面重新开战考虑，专门促使参与联合国军的国

家一道发表十六国宣言，宣布坚守联合国确立的解

决朝鲜问题的原则，并以扩大战争范围威慑中朝。
鉴于联合国在美国朝鲜半岛政策中的重要价

值，艾森豪威尔政府非常珍视维持联合国在处理半

岛政策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中国宣布

在 １９５８ 年分批次全部撤出中国军队。 在中国军队

撤出进程中，为推动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与中国一

起共同撤军，中国政府展开了积极的交涉，要求美国

与中国一起共同撤军，并推动朝鲜南北自行组织选

举。 但美国政府毫无撤军意向，坚持由联合国负责

全朝鲜选举以实现朝鲜统一的立场，并表示朝鲜统

一问题不解决，联合国军不撤出。 美国故伎重演，在
中国完全撤军的情况下，把朝鲜问题提交第十三届

联合国大会，推动大会投票通过新西兰提案，重申美

国在朝鲜半岛的政策立场。

五、余 论

　 　 综合来看，二战后期至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结

束，推动朝鲜半岛问题的国际化，是美国朝鲜半岛政

策演进中具有逻辑连贯性的特征。 美国推动朝鲜问

题的国际化，本质在于追求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

利益。 或许罗斯福的本意中含有帮助尚无独立能力

的朝鲜民族管理民族事务的考虑，但在随后政策的

演化中，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却充满遏制苏联的现

实主义色彩，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通过的国家

安全文件中也标明追求朝鲜民族的统一是美国终极

目标。 在美苏双方的朝鲜半岛政策互动中，苏联虽

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其政策总体上是对美国朝

鲜半岛政策的被动反应。
从朝鲜民族自身的角度而言，朝鲜战争本质上

是朝鲜民族自身追求统一的一种极端方式，是朝鲜

半岛分裂后南北政权关系紧张，大量小规模军事冲

突演化的结果。 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继续奉行

朝鲜问题国际化的方针，并在朝鲜战争进程中，进一

步把联合国与美国朝鲜半岛政策捆绑在一起。
在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进程中，朝鲜问题本土

化和国际化的理念的冲突与斗争依然贯穿始终。 美

国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并借用联合国名义组建联合国

军后，苏联就批判美国的朝鲜战争政策，并再次提出

撤退外国军队、朝鲜问题由朝鲜人自己解决的建议，
而美国则坚守联合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主导权。
朝鲜停战后，艾森豪威尔政府依然非常重视联合国

在推行美国朝鲜半岛政策中的作用，并在国家安全

文件中反复确认联合国在美国朝鲜半岛政策中的重

要价值。
艾森豪威尔政府之后，美国朝鲜半岛政策中的

联合国机制得到了继承。 作为与联合国军司令部配

套的联合国韩国统一与复兴委员会，直到中美关系

缓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后，在中国

的积极推动下，美国才做出妥协，同意废除该机构。
第二十八届联大政委会在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宣布

解散该机构。 随着其他参与联合国军国家的人员完

全撤出，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驻韩联合国军司令部形

式上完全成为美军的司令部，但美国在法理上一直

没有放弃该机构，并使该机构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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