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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书继我编辑的巴金译著《万塞蒂与沙珂的故事》、《一个安那

祺主义者的狱中回忆》和《芝加哥的殉难者》，作为《安那祺/自由社

会主义文库》美国部分第四册，收入我从 1994 年到 2015 年写成的相

关论文，用语、观点略有变迁，但总的关注是安那祺主义传统如何影

响美国建构更加公平理性的社会自由秩序。2011 年 5月 1日以《美国

政治的安那祺主义传统》书名出版第一版、2013 年 12月 6日出版第

二版，因为加入新的当代评论与安那祺主义传统关联不太直接，突出

美国政治中对社会自由的追求，改名为《自由美国政治评论》。 

另外，我的《美日同盟及其与中国的互动》（2001 年第三版，

ISBN 978-0-557-06772-5）专注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经济

学与企业社会责任》（2010 年第二版，ISBN 978-0-557-05663-7）专

注于美国的公司治理，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Review (2009, 

ISBN: 978-0-557-04635-5)、＜日米中：研究と評論＞（2001 年，

ISBN 978-0-557-04475-7）包括对当代美国事务的英、日文评论。这

八册书籍，加上已经译为中文的潘恩的《常识》和津恩的《美国人民

的历史》畅销书，基本上揭示了美国政治的民众史观重要线索，值得

同时参阅。 

赵京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2015 年 2月 1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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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型领导性国家的出现 

 

日本的二月十一日是挂历上标出的红日子，是除上帝安排之外由

国家（政府）制定的休息日。我不经意地留心到墙上的赤旗挂历
1
没有

印上任何文字说明，立即想到十二月二十三日
2
在日本共产党的出版物

中也没有解释。普通的挂历中没有注释出二月十一日是日本国家设立

多久的纪念日，一般日本人也从来不去关心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两个

日子（加上 1994 年的“皇太子御成婚”休息日）是日本民族文明未开

化的象征，政府权力宁肯无视最基本的经济效益
3
也要把皇权观念强加

在国民的身上，表明皇权虽然比过去改变了形象，仍是国家统治形式

的不可缺少之一环。这种现象倒也并不是日本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挂历的七月一日、八月一日也是如此。为什么某一个人、某一政党、

某一军队的纪念日要强迫全体国民的敬礼呢？
4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是文明世界热闹地欢庆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五百周年纪念日，但同时传来了截然相反的非难，这种非难在

它足以强大到被文明社会听到之前已经呻吟了五百年。实际上，每一

个真正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都不是一种僵化的结局，而是除了归结至此

为止的历史外，同时还必须随着年月的增长而显出当初并没有完全体

现出来的本质。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
5
即是这样的日子，首先，它是自

从哥伦布登陆以来的欧洲殖民历史的归结；其次，它是人类在西半球

出现的新型的以近代国家形态组织社会生活的先导。 

                                                
1
我订阅了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刊，在喧哗的日本社会中时常可以听到一贯

的、几乎是相反的声响，这是一种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生活中的独立存

在。 
2
日本“平成天皇”的生日，当然，它不同于“昭和天皇”的生日。 

3
一年工作日大约为两百天，休息三天大约直接损失 1.5%。 

4
倒是很有理由向国民提议设立一个每天都存在纪念日：个人生日纪念日。闰

月二十九日出生者可调为三月一日，当天有紧要工作者可以自行调整（一周

内有效）。 
5
请注意：我们并不特别在意具体的天日，因为一个运动总是要经历过一定的

时间，定出某一天来只是为了记忆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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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可以听到“美国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论调，表白出文化优

越论者的政治（国家）判断偏见。“我们看到作家们不太注意社会与

政府的不同或干脆把两者混为一体，此两者不但有别，连起源也不相

同。社会产生于人们的需要、政府产生于人们的罪过；前者积极促进

我们的爱情、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只能通过消极地抑制我们的恶行

来保护我们的幸福；前者鼓励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后者造成人们之

间的不平等；总之，前者是保护神，后者是对人类的处罚。/社会在各

种场合施与恩惠，政府在最善的场合也只是恶之必

须。……喜欢把英国说成是由国王、贵族院、平民

院构成的政府，只是基于国民自负而不是理性的偏

见。确实，从每一个人的立场来看，不可否认在英

国比在别处安全，但无论英法，国王的意志都是国

家的法律，两国的区别仅在于：英国的法律并不是

直接从国王的口中发出的，而是以议会的庄严形式

向国民公布的。……英国的国王不象土耳其的那样

残暴，并不是政府的构成方式不同，而是因为国民

性格的差异。”（插图）
6
 

在这样的思想导引下建成的政府，才是对人类历史的继承，《独

立宣言》正是人类反省自身组织形态（特别是社会契约论与人权论）

的结晶：“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人在造物主面前生

而平等、被授予了包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等不可让渡的权利；为

了确保这些权利、人们成立政府授予其经过被统治者同意的正当权

力；当任何政府践踏了这一目的时，人民有权利废除旧政府设立新政

府、基于最符合实现人民安全与幸福的原理改造政府基础、改变权力

形式。当然，实际上我们很明白，没有理由地或者只是基于一时理由

而改废长年统治的政府，是不合适的。所以，至今为止的历史中，人

们与其废止习惯熟悉的政府而重新设立政府，还不如尽力忍受那些可

                                                
6
托马斯·潘恩：《常识》，1766 年 1月 10日。此文出版后三个月即发行十

二万部，极大地影响了独立意志的形成。引自大下尚一等编《美国史料：

1584—1988年》，有斐阁版，1989 年 10月。 



自由美国政治评论 

 - 3 - 
 
   

以容忍的政府弊端而维持政府。/但是，当我们在一个政府之下看到权

力乱用专横、人民不断被置于绝对专制时，推翻这样的政府、为了确

保将来的安全而树立新政府，就不仅是人民的权利又是人民的义务。

美洲殖民地正是一直忍受着这样的状态，基于以上的理由现在不得不

改变旧的政府机构了。”
7
 

与大不列颠、法兰西产生出的思想家相比，新兴的美国伴随着大

量近代市民的产生，最著名的当推富兰克林（1706—1790 年）。在他

的《自传》中，我们从一个只读过两年书的印刷徒工变为出版商、科

学家、发明家、政治家、慈善家、外交官、名著作家、音乐家甚至巴

黎社交界名人的生涯，看到一个不同于欧洲民族的新的世界文明一员

的诞生。在这里，无论你出身多么低微，没有社会的不平等制度阻碍

你爬上可以与君主平起平坐的地位。当我们读到内森·黑尔的故事：

“我遗憾不能第二次为祖国献身”，曾

深为向往。他们追求树立的不是旧有的

政府形态，而是国民可以决定国家命运

进而主动为祖国服务的那样一种新型政

府。 

如果仅仅从政治权力（更不用提

军事战斗）的意义上看，美国的独立本

身尚不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独立胜利

后（1783 年）十三个州的面积只有 89

万平方哩（不足今天国土的四分之

一），50万人口中据说有三分之一的

忠诚英国的王党派、三分之一的观望

派，独立的意志尚需在外延（向西部扩张）和内涵（制度的确立）方

面进一步展开。首先，在获得独立的十三个州之间会形成什么样的联

合体呢？以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为代表的联邦主义者看出了新生

美国的未来面临着威胁到其独立理念的自由的危机，独立胜利之后的

                                                
7
《独立宣言》，大下尚一等编《美国史料：1584—1988 年》，有斐阁版，

198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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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散联盟如此放置下去，就会形成十三个（或合并为三、四个）独立

的主权国家，必然会重复在欧洲大陆上发生过的争斗历史。一七八一

年三月终于通过的《联邦规约》
8
只是在第一条“联邦定名为美利坚合

众国”（此国名也来自于潘恩）中赋予了宪法的雏形，但紧接着第二

条“各州保持主权、自由、独立以及此规约中没有明文委让给联邦会

议的所有权能、领域及权利。”连课税和通商统制权都没有的这个联

邦政府，在联邦主义者看来，无疑将步希腊（雅典、斯巴达）式联盟

的后尘而溃散。实际上，独立胜利后不久，当各州开始呈示出独立主

权国家的统治本性时，就发生了谢司大尉起义那样的叛乱冲突（起因

于由波土顿商人控制的马萨诸塞州政府压迫农民的反动政策）。这督

促联邦会议在费城召开全国会议（1787 年 5月），拟定修改实行八年

之久的《联邦规约》，但代表们经过近三个月的秘密讨论，最终认识

到必须彻底否定这个规约，这次会议就成了制宪会议。 

这是一部崭新的宪法并沿用至今，第一条“第一项 本宪法所授

予之立法权，均属于由参议院与众议院组成之合众国国会。”“第八

项 国会拥有以下权力：赋课并征收直接税、间接税、输入税与国产

税；偿付国债，并供应合众国之共同防务与一般福利经费；惟各种税

收、输入税与国产税应全国划一；以合众国之信用借贷款项；规定合

众国与外国，各州间及与印第安种族间之贸易；制定全国一律之归化

条例及破产法；铸造货币、规定国币及外币之价格，并规定度量衡之

标准；……宣战，……征集陆军并供应给养，……”“第十项 任何州

均不得缔结条约、结盟或加入联盟；不得颁发捕押及报复性扣押外国

船只之许可证；不得铸造货币；不得发行纸币；不得使用金银币以外

之物偿还债务；不得通过公权褫夺令、追溯既往之法律或损害契约义

                                                
8
《联邦规约》（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大下尚一等编《美国史料：

1584—1988年》，有斐阁版，1989 年 10月。《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

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0年 6月。程译

版本的一些用词似乎不太合适：如“联邦党人”给人一种误解似乎联邦主义

者组成了严密的政党，把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译为邦联条款或邦联

条例，以及“美国邦联国会”这样的译词、条文中的定语位置不准确等等。

在中文里区分出“联邦”与“邦联”是无益的，会引起理解上的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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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之法律；不得授予贵族爵位。/未经国会同意，无论何州均不得对进

口或出口课税，……不得在和平时期建立或建造战舰，不得与他州或

外国缔结协约或盟约，除在实际受到侵略或在刻不容缓之危机情况

下，不得进行战争。”第二条“第一项 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

统。总统任期四年，副总统任期亦为四年。”“第二项 总统为合众国

陆、海军总司令；并统辖为合众国服役而征调之各州民兵；”第三条

“第一项 合众国之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规定设置之下级法

院。”第四条“第二项 每州公民均得享受各州公民享有之一切特权与

豁免权。”
9
 

新宪法体现了以代议制为基础的联邦民主·共和制度，作为世界

最初的成文宪法，除了总结至此为止的一般原则外，它明显的优越性

在于根据具体情况，并不只是把各州的权力集中起来，而是通过政治

制度的统一实现国内的安宁、促进经济繁荣、进一步保障个人权益。

为了新宪法的生效必须获得十三个州中九个以上州的同意，联邦主义

者汉密尔顿等人在纽约报刊上共同以 Publius 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论

推动各州批推新宪法，成为今天为止的对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联邦政

府所依据的原则的精辟说明。“一个牢固的联邦，对于各州的和平与

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分裂和叛乱的障碍。在阅读希腊和意大

利一些小共和国的历史时，对于一直使它们不安的骚动，以及使它们

永远摇摆于暴政和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极端之间连续不断的革命，没有

恐怖和厌恶的感觉是不可能的。”
10
联邦主义者厌恶这种引发党争的

“纯粹民主政体”（由少数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的社会），而提

倡第一、政府委托给由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精英；第二、能管辖较多

公民人数、较大国土范围的代议制共和政体。 

随后的合众国历史展开证明了联邦主义者的远见，具有国家主权

性质的联邦符合合众国向中部、北部、南部、以至到达太平洋沿岸的

                                                
9
《联邦党人文集》附录。此处略为冗长地引用，确是因为此宪法具有不同于

以往的法律的革命性。 
10
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九篇。总的说来，文集自身没有多少原则性

的创造值得直接引用，今日看来，它叙述的多是自明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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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扩张，并延续一个多世纪才为世界明确意识到它的君临整个新

大陆的“门罗主义”（源于一八二三年的门罗宣言）。“我们的地位

要求我们，我们的利益也促使我们要在美洲事务的制度上力争上

游。……非洲、亚洲和美洲相继感到欧洲的统治。欧洲长期保持的优

势，诱使它想自诩为全世界的主人，而且认为其余的人类都是为它的

利益而创造的。……维护人类的荣誉，教育那个傲慢的弟兄谦虚一

点，就是我们的事情了。联邦会使我们做到这一点。”（第十一篇 汉

密尔顿）。在十八世纪后期的时代环境，既然美洲获得独立的十三个

自由州有着共同的命运，而旧的联邦“立法原则是以各州或各州政府

的共同的或集体的权能为单位，而不是以它们包含的各个个人为单

位。”（第十五篇 汉密尔顿）。使新的联邦的立法原则尽可能地直接

基于十三个州的所有个人之上，必然要求集中实际上分散在各州中的

主权。更重要的，与卢梭设计小国共和理想时不同的，即将到来的科

学技术的进步、
11
交通、通讯网的发达支持了在一个大国中保障民主自

由的物质条件；比起防务、外交等明显的优势外，财务（税收、金融

等）业务是政府行政中最关系到国民生活的制度保证。具有国家主权

的联邦政府可以提供负担最轻的行政职权，遏止国家权力在各个州中

的不必要的扩张。
12
 

联邦主义者作为天赋人权与三权分立论的信徒，竭力捍卫世界上

第一部成文的防止统治者压迫甚至力图保护少数部分受到多数部分欺

压的宪法，“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然后把各政

府分得的那部分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因此，人民的权利就有

了双重保障。两种政府将互相控制，同时各政府又自己控制自己。”

“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

                                                
11
宪法第一条第八项国会权力中颇有先见之明：“设立邮局并开辟邮路；为促

进科学与应用技艺之发展，给予作家及发明家保证其作品及发明在限度期间

内之专利权”。汉密尔顿作为第一任财务大臣，深知带动英国强盛的工、商

业的国家效益。 
12
在近代的以主权全能性为特征的国民国家时代里，似乎并没有关于合适规模

的普遍法则。例如，两百多万人口的新加坡城从一千多万人口的马来西亚分

离出来被证明是明智的，六百多万人口的香港却没有独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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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第五十一篇 汉

密尔顿或麦迪逊）。当然，美国的“建国之父们”由于自身的统治地

位不可能认识到任何政府都必然带有的代表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

的性格。一八九三年美国经济陷入萧条时期爆发了使芝加哥以西的铁

道瘫痪的罢工，伊利诺斯州长 Altgelt 同情工人，但总统 Cleveland

却在资方的要求下派出两千名联邦军队，以罢工妨碍联邦的邮政运输

为由镇压工人，联邦法院也下达命令禁止罢工。更不用提，一般情况

下分权的各级权力总是互相勾结，即使在发生冲突时也总是利用一部

分社会集团对抗另一部分社会集团、使民众遭受最大的牺牲。 

回省中国的现代史，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大统治集团分裂国家

带来民众受难的历史，抛去情感来观察，谁都会看出北京和台北两个

政府为了统治权力维持几百万、几十万常备军，不仅是对全体中国民

众的经济负担而且直接形成对各自地区民众的政治压迫。
13
美国宪法并

没有禁止三选总统，无论是联邦主义者还是反对派都支持华盛顿的再

选，但华盛顿不为所动。当巴不得邓小平引退自己好顶替那巨大权力

职位的赵紫阳口是心非地请求邓继续做“总设计师”时，他当然比任

何人都明白：邓所代表的那批把邓拥上皇权因而在皇恩下压迫国民的

势力远远大于那些祈求邓小平效仿华盛顿的良好心愿。这里显示的只

                                                
13
1994 年 12 月在台湾实行了有史以来的省市行政首脑的直接选举，达到了日

本目前的地方自治的民主水准（在金钱收买选票上比日本更甚），如果在中

国也普遍地达到台湾那样的地方自治程度，即中央行政权力由直选的议会选

举产生，省以下的地方行政权力、各级议会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台湾还有

什么理由非要独立、获得主权不可呢？独立台湾主权唯一的好处只是为台湾

地区的统治集团多提供一些以“总统”为首的官权利益、从而加重民众负担

而已。顺便再论及将由九六年三月实行的“中华民族历史上台湾地区的第一

任总统直选”，令人担心的是，已经担任过两届“总统”并宣示过不再争取

连任的李登辉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有可能再次贪恋权位、引发台湾的复

杂党争危及民众的安全。因为任何为谋取统治权位而不惜违背基本道德的

“民众请求”都是赤裸裸的政治野心。早就宣称在八五年要引退的邓小平以

“遭到一片反对之声”为借口死抱皇权不放，导致以后十年全中国、全世界

都为他一条性命而恐惧不安。他越近临终，其家族、亲信越拼命捞取一切资

本，其行径使中华民族的民主进程昙花一现，蒙上了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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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的进步或开化水准不同，而不是华盛顿与邓小

平的个人品质差异。 

尽管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宪法，联邦主义者还特别强调：“古

代政治制度与美国政府的真正区别，在于美国政府完全排除作为集体

身份存在的人民，而并不在于古代政治制度中完全排除人民的某些代

表。”（第六十三篇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今天的读者读到这里甚至

会感到惊诧，作者口口声声的人民、美国国民，并不是指我们理解的

可以平等地享受人权保障的每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土地上的居民。首

先，包括联邦主义者在内的、始终牢牢掌握自独立战争以来控制权的

精英集团完全没有把原住民

印地安族视为平等的人类，

美国扩张的历史就是征服、

掠夺甚至灭绝其他种族的血

腥的记录。其次，虽然从十

七、十八世纪在美洲确立奴

隶制就存在着反对的声音和

势力，
14
但独立战争终究没有导致废除奴隶制的社会革命，“实际情况

是，奴隶兼有这两种性质：我们的法律在某些方面把他们当作人，在

其他方面又把他们当作财产。”“把他们的地位降到自由居民的同等

水平之下；……认为奴隶是占人的五分之二的被剥夺的人。”（第五

十四篇 汉密尔顿或麦迪逊）。由奴隶制度引起的社会冲突终于由布朗

于一八五九年十月十六日用暴力行动点明了：只有用血才能洗净这个

国度的奴隶制罪恶（插图）。这是美国社会的先知使者，但美国没有

足够的良知接受、听取来自上帝的预言，导致后来持续四年的美国历

史上的唯一内战。当林肯总统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开始公布《奴隶解

放宣言》时，内战的性格变为美国历史上的社会革命，为美国的民主

传统加上最缺欠的进步性格。《奴隶解放宣言》不仅仅只是解放几百

万黑人奴隶的人身，更进一步推动美国社会的制度改革为随后到来的

                                                
14
如波士顿的 S. Sewall 在 1700 年论奴隶制的反自然性文论。当然，最高的

杰作是《汤姆大叔的小屋》，与它相比，连美国宪法也显得苍白！ 



自由美国政治评论 

 - 9 - 
 
   

大规模产业革命，为美国最终成长为现代化强国领导世界事务提供了

基础。
15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生效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第一项 合

众国境内或属合众国管辖地方之内，不准有奴隶制或强迫劳役存在，

惟用以对合法治罪之罪犯作为惩罚不在此限。”经过惨重的代价增加

了人类经验。半个多世纪以后，《宪法修正案》第十九条又加入“第

一项 合众国或各州不得因性别而拒绝或限制合众国公民之投票权。”
16
我们再进一步注意《宪法修正案》中的主要内容，如第一条“国会不

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

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力。”第四条“人民之

人身、住房、文件与财产，不受无理搜查与剥夺之权利不得侵犯，且

除非依据宣誓或代誓宣告证明之一定理由，并开列所须搜查之地点与

所须扣押之个人与物品者外，不得颁发拘捕扣押状。”等等，都可以

广义地理解为在制宪会议里未能列入的人权法案内容。
17
联邦主义者错

误地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宪法中没有授权政府可以侵犯人权；其

实不然，政府的职责之一，正是保障人权，如不加以成文化（以及相

应的可类推化），政权决不会自主地善意发挥宪法精神为国民服务。

实际上，宪法的制定者与执行者都出身于相同的统治集团，如汉密尔

顿随后立即担当了第一任财务长官，必然会推行一套更多代表商业、

金融资本阶级的政策。 

与欧洲的历史展开相比，美国社会内部没有突显出尤其因为巨大

的经济不平等而导致的社会对立，没有显示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力

                                                
15
正如美国历史需要废除奴隶制的内战、废除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来保障发展

其独立建国的精神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必然在自下而上的不断社

会革命中才能保证中国革命的基本价值和成果（平等、独立等）不被统治集

团出卖或葬送干净。 
16
妇女权利运动基本上与废奴运动同时开展，但在美国的达成却较北欧为迟。 

17
笔者自从 1995年底逃来美国，参与各种进步政治组织的活动，被联邦调查

局 FBI 收集了不少材料。所幸有这一类人权法案，美国行政当局不敢为所欲

为，没有（像日本秘密警察那样）直接“拜访”到我的家门来（2008 年 12 月

补注）。 



自由美国政治评论 

 - 10 - 
 
   

量，这主要是因为在不断开拓扩张中，全体国民的生活有所提高、劳

资的矛盾被淡化成可以调和的性质，或转移到种族冲突等方面去了。

在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富豪认为财富集中为天经地义的同时，也想到

财富并不能由自己带走，或家族独自享受，还要尽到“适当分配财

富”的教徒职责，还要从事文化、教育、和平、慈善等社会事业；同

时，占主流地位的美国工人总同盟现实地把工会的目的专注于经济要

求：“既然我们生活在工资制度下，只要这个制度还存续，对于工人

来讲，不断增加到手的分配，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使命是保

护现在的工资劳动者，即提高他们的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工厂

的安全和卫生条件……”
18
削弱了社会主义在美国工人中的影响，不同

于在欧洲兴起的轰轰烈烈的以政治目的为主导的经济斗争。 

 

[1995 年 2月 19 日，静冈县三岛市] 

  

                                                
18
美国工人总同盟会长 S. Gompers的发言（1886—1924 年期间），引自大下

尚一等编《美国史料》（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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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帕森斯论近代诸社会形态之系统 

 

自韦伯以来执社会学界牛耳的结构功能主

义大师帕森斯（T. Parsons，1902-1979 年）

力著的题目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不易译为中文。modern 这个词日本人译为“近

代的”，中文一般译为“现代”，不过此书主

要论及大战之前的欧美社会，按内容译为“近

代”较合适；system 这个词，日本人几乎用片

假名音译，中文译为“系统”还得靠科普性读

物（如《走向未来》丛书）的推销，带有“社

会系统”的含义，按此书的内容，可理解为

“形态”、“关系”。所以笔者把此书译为：近代诸社会形态之系

统，总算克服了语义上的难关。在全书序文和第一章序论，作者强调

这个题目本身是何等地重要，以及社会一词要用复数来表示。这种强

调在社会科学中是不正常的，由此可以理解以下的事实：第一，超国

家的社会系统并不一定构成复数社会形态；第二，近代各社会形态的

成立并不是无规律可循，而有一个明瞭可视的统一体系，其中的各单

位既互相分离有互相依存（当然，这里所提的依存也包括冲突与纷

争）。 

此书是帕森斯为“现代社会学基础丛书”（17册，英克尔斯主

编）所撰写的第二册读本。帕森斯本来已经为丛书出版了《以进化与

比较的角度看社会形态》(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涉及时代较广，但限于篇幅却无法对近

代社会展开其得意的 AGIL 图式说明，只好又加上此书独立成册，也表

明了帕森斯在当代的影响。实际上，正如英克尔斯（此丛书第一册

《社会学是什么》即为其所撰，已被译为中文）在“编者按”中指出

的那样：战后二十年来社会学（主要在美国）作为一门实证科学（以

社会调查等方法论的革新为标志）迅速发展，已经不可能由一本书来

包容了，而以一套丛书来描述社学的全貌，其中心线索就是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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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而研究的视角多样化表明了社会学的成熟（虽然社会本身是一个

整体）。 

为什么近代社会形态只出现在西方（指地中海以北的西罗马帝国

之后的基督教世界）和除了殖民地或全盘西化的日本（帕森斯并不太

了解日本）？是否还有别的途径达到现代化？这些是此书的命题。正

如摩尔根（1818-1881 年）解明了古代社会里人类进化的机制，帕森

斯把经过数世纪的复杂过程而达成的近代各社会形态的系统也看成是

人类进化中的一个重要飞跃。那么，近代各社会形态比别的各社会形

态适应能力优越，且又只出现在西欧，是否带有文化偏见呢？不，帕

森斯认为：（1）社会形态的适应能力并不是人类价值的至上目的，

（2）将来的社会进化展开有可能出现在西欧以外的社会文化中（帕森

斯可能对苏联留有余地，对中国却很无知），（3）异文化之间的交流

会促进社会的变革。 

正如康德、孔德、马克思这些思想大师在展开他们理论的同时被

迫制造新的概念（术语）或方法论一样，帕森斯在第 2章“理论的指

导”中以近五分之一的篇幅概略其在《以进化与比较的角度看社会形

态》中详细展开的方法论，抽象地说明成功地达到近代市民社会的西

欧，其社会行为（另一个帕森斯术语！）之下的四个体系（机能）：

社会（统合），文化（平衡），性格（目标），行为有机体（适应）

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浸透）比别的社会形态（如古代犹太社会，古

希腊社会）更适宜进化。现在看来，帕森斯的方法论（以及术语）并

没有被广泛接受，一方面因为社会本身并不是非用帕森斯术语不可观

察，另一方面也表明其方法论的欠缺。例如他很琐碎地用洗衣机的例

子说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制约性（cybernetics，原意为掌舵，现多

译为控制），使社会学人士们很苦恼。如果略知一些电子线路，计算

机原理的知识，可有助于理解。其实，维纳（控制论），申农（信息

论），贝塔朗菲（系统论）已经提供了更科学的方法论，我们到也没

有必要责怪帕森斯，借用“扬弃”这个词，更该要求自己能有新的体

系容纳前人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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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法学理论倾向于把法的规范有效性归于国民合意认同，把

法赋予道德的基础，但是很明显，道德并不直接构成法律，现实的法

律勿宁说有不少是直接违反普通生活道德的。帕森斯从社会结构与功

能的视角说明法律的正当性的同时也承认法律中必然含有的罪恶性

（支配），“实际上，政府对军队、警察暴力的独占，已经成为衡量

一个机能高度分化社会的统合程度的主要尺度。不仅如此，为了达成

集团的总体目标，只有政府才被授予（实际是强夺）达成集团总体目

的的行动资格，任何胆大地妄想从事这个职能的机构，实际上就发起

了革命。”不过作为韦伯的忠实继承者，帕森斯本人也不愿进行“价

值判断”，自从杜尔凯姆的《社会分业》以来，从事社会学（以及其

他任何学科）行业的人都明白其自身在现代高度分化社会中所可能占

有的地位是多么的渺小可怜，再不会出现圣西门那样的天才来规划社

会未来了。 

克服方法论的艰深，接触到具体的历史论证，就可以吸取许多新

颖的知识和见解。不同于今天的美国社会学界（只知美国不知有世

界），帕森斯去欧洲接受了严格的欧洲式“教养”，在第三章“近代

社会形态之前的社会基础”，第四章“近代社会系统的最初结晶”中

充分显示了令其同行们叹为观止的宏厚功底，特别受韦伯的启示，对

宗教（天主教与新教）的结构与功能作了出色的阐述。“广义地讲，

基督教的社会组织成为古代西欧社会与近代社会之间的主要桥梁。不

过，为了促使社会进化顺利地展开，基督教还需要有效地连接世俗社

会的战略据点，这样的据点，按韦伯所强调的那样，由欧洲的都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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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提供了。”
19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都是在这样的图式中以获得新的

诠释（完全不同于我们接受的“黑暗的中世纪”之类的教条），以至

于帕森斯宁愿认定十七世纪与宗教关联的社会共同体内的规范化展

开，而不是十八世纪的民主主义或产业革命，带来了近代各社会形态

的开端。 

不用提，这种进化的典型就是英国。十七世纪末英国在欧洲社会

系统中成为最高度机能分化的社会，超过了以前的任何社会形态：

（1）新教公认教会制度（英国国教会）容忍多教派存在，打破了欧洲

传统的宗教、政府与社会共同体“三位一体的形态；（2）英国社会中

形成了关于宗教、科学、哲学等一般理性知识的共识，培养了牛顿、

洛克那样的思想家（与此同时，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天主教传统的地方

还在拼命封杀异端，如烧死布鲁诺）；（3）社会共同体（主要指具有

代议制功能的各种组织，构成下院议会的基础）与政府组织间的机能

分化促进了国民国家的确立；（4）英国的普通法（或译为习惯法）比

别的欧洲大陆法系更明确地区分出诸如政府的义务、社会共同体成员

的地位、国王大臣的权限等等。所有这些都初步确立了近代社会之基

础——市民权，为产业革命的展开准备了适当的社会基础。产业、商

业界坐收政府与议会之争的渔夫之利，终于达成亚当.密斯追求的“自

由放任”之最佳经济环境。 

市民权的确立除了“群己权限”（严复语）的区分之外（主要指

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还必须通过获得普选权（一人一票，秘

密投票）来从制度上获得保证，这一阶段的展开最终由法国大革命来

达成，宣告了近代社会形态在西欧的胜利（第 5章“社会矛盾与革命

的解决”）。对于英国（产业）革命的理论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但英

国人喜欢说，法国大革命死了那些多人不如英国“光荣革命”高明。

联想起中国与苏联的变革，前者更符合英国革命的过程（所以香港的

转换如此引人注目），持不同政见势力（社会改进运动）以监禁、流

                                                
19
插图为意大利画家 Ambrogio Lorenzetti (1290–1348)作壁画,Peaceful 

City, Effects of Good Government on Town and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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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为归宿，中共的专制权利也被迫只紧抱行政强权，坐收渔夫之利的

是经济界、宗教界与地方势力……。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法国大革

命才确立了近代社会形态的政治原则（如人权宣言，平等自由），也

保证不彻底的英国式革命不至于被葬送。那么，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

归宿，也只有在达成了这些基本原则后才能说：中国的改革，并不是

为了“改善党的领导”（“改善”的目的在于坚持，如果不能坚持的

话，“改善”也是多余的装饰了），而是为了把约占世界百分之二十

的人口纳入现代世界的社会形态中，我们没有理由、没有必要嘲笑俄

罗斯民族的苦难（这个民族如果没有核武器的话，恐怕早被瓜分

了）。中华民族自身至今并没有获得一些最基本的现代社会市民权

（如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 

此书四分之一的篇幅论述美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达成了广泛的制

度化自由（第 6章“新型领导国家与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指出在

市民权确立的最终阶段的展开——福利社会的实现方面，美国实际上

比别的国家更符合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特别是教育革命，彻底改观

了过去社会中的不平等构造。帕森斯对于非西欧、非殖民地而达成现

代化的日本抱很大的（文化）期待，预言日本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国

家（第 7章“对立文化的出现”）。当然，论及教育（学历）与社会

形态的关系，日本是最佳的分析样本。笔者曾进行过定量的分析，20
这

里只想提及：教育在促进社会平等的同时，又成为新的不平等的中转

机构，教育机构（主要是大学）本身也构成并不民主的国家权利的一

个重要部分。帕森斯的系统方法论忽视了外部条件的作用，因为日本

的现代化离不开殖民战争的掠夺、离不开亚洲受难的历史。再看整个

西方，连苏联的强权也离不开世界霸权，但内部独裁（特别是独裁政

党内的选任危机）阻碍了苏联成为现代化的社会形态。期待中国向苏

联的挑战会迫使苏联认识到与西方在文化上的共同性而转向西方，明

显地表明了帕森斯理论在地域上的局限性。虽然，他可能是受黑格尔

的观念论影响，力图审视全部社会进化史的最后一位美国社会学家

了。 

                                                
20
笔者大阪大学硕士论文“社会地位的测定与阶层构造的分析”（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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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顿从方法论上声明社会学最多只能从事“中范围理论”的研

究，实际在学术界却越不出“小范围”的实证考据。最权威的《美国

社会学评论》上，没有数据表格就不会得到发表，各种社会学学会也

首先优遇那些带计算机运用的论文，在普通的学会上，整个会场的气

氛都近乎低庸地津津有味地争论那些属于手稿阶段的技术枝节，“最

权威”的社会学者其实不过是（按照一定的操作规范）占据了权威大

学的社会学讲座位子，更容易靠近权势（政府、新闻媒介）罢了。而

且，这些构成社会学（以及任何其他学科）正统权威的势力实际上已

经从制度上阻碍了无权势，无职业的马克思、孔德那些的思想家来重

新规划社会，重新创建有生命力的社会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如

果社会学在它逐渐成长（增大对社会，对政府的发言权）的同时必然

地堕落为政府权力的可怜的附庸的现实是不可救药的话，社会历史本

身却呼唤着新的人类知性的产生。让我们共同去追求真理，期待着新

社会哲学的到来吧！ 

 

[1994 年 6月发表于美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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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政府主义对普遍政治自由的追求 

 

自由似乎是美国的专利，但美国的政治制度对于普遍自由却是相

当苛刻的、压制的。在美国的“建国之父”中，最常被提及的是将

军、商人、律师和政治家，出身低微的托马斯·潘恩被有意识地忽略

了。实际上，比起绝大多数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逃税）而签署独立

宣言的富贵人物，只有潘恩通过他的《常识》等简明扼要的宣传才使

得“并非不可能”的美国独立愿望成为不可避免、无可阻挡的现实要

求。独立后的美国却阻挠潘恩返回美国，表明美国的现实政治制度对

于“建国之父”也并不是自由的，更不用说对于黑人奴隶和没有选举

权的妇女了。实际上，美国的自由是在美国独立以后伴随着各种斗争

逐渐扩展并巩固的：除了广为人知的内战（南北战争）、民权运动

外，至今受到压制的无政府主义也贡献巨大并做出了非凡的牺牲。 

无政府主义对于美国自由的激励当然以 1887

年 11 月芝加哥“干草市场”（Haymarket）广场

惨案为顶峰，并且永不衰退。那些被无辜绞死的

无政府主义烈士宣告了美国司法制度对自由的践

踏，同时也教育了后起的自由主义者们在争取自

由的斗争中对美国司法制度表现出极大的蔑视21
。

这些自由主义者中最著名的是移民自俄罗斯的犹

太人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柏克曼和

爱玛·古尔德曼（右插图）。  

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活跃着许多无

政府主义的移民团体，但直到 1892 年 5

月发生在匹兹堡的数千名卡内基钢铁公

                                                
21
在绞刑架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宣告：“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与西方

文明之父之一苏格拉底的命运相同。参见《安那祺主义文库》A-3《芝加哥的

殉难者》中巴金译出“绞刑架前”等殉难者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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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工人罢工才把柏克曼和“赤恶爱玛”推向了全美乃至世界斗争舞

台。为了筹款，爱玛不惜出卖肉体，而柏克曼的廉价手枪未能置卡内

基公司总裁于死地，也使自己幸免于死刑（左插图）。 

比起在爱玛影响下铤而走险枪杀麦肯莱总统的无政府主义者

Czoglosz，柏克曼认为自己的行动更符合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在经济

利益斗争中采取直接的行动“宣传”）。从原则上讲，无政府主义既

然以废除所有强制支配形式（其顶点是国家权力）为志向，也就自然

地当以和平为手段。而且，在美国这样的实行初步民主（选举）的国

度中，总统只不过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他们的个人人身不值得成为

斗争的对象。然而，这也不能绝对地排除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以牺牲

个人去“替天行道”。例如，刺杀沙皇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者个体，同

时也是整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目标。这个理由其实很简明：比

较起后来的俄国内战、“阶级斗争”、“肃反”等大规模暴力事件

来，刺杀统治阶级最高执行者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或代价甚微，而道德

感召力更大。事实上，没有刺杀沙皇的壮举就不会有俄国革命的开

端。  

柏克曼和爱玛的热血应该说比较接近以上刺杀沙皇的道理。那个

接替卡内基担任公司总裁的“无名之徒”（按照爱玛的话说，这家伙

居然成为英雄柏克曼下手的目标，真是三生有幸）有权直接决定数千

名工人以及他们的妻小的经济命运，他把工人们全部解雇并赶出了工

人住宅。这一切必须受到正义的制裁，同时也警告整个贪婪无厌的美

国资产阶级。既然美国政治制度不可能执行这种正义，柏克曼“以身

试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柏克曼特别慎重以免误伤其他任何人，

任自己被警卫毒打也不还手。 

他们认为自己是“自作自受”，政府不应该由此迫害没有直接参

与行动的其他无政府主义者，表现出无政府主义者一贯的善良天性，

同时也暴露出其政治弱点。实际的情况是：直到今天，美国政府除了

对美国公民的压制外，对每一个进入美国的移民如同对纳粹分子、恐

怖分子一样，一律警告说：无政府主义者不得入内！当然，任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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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理想的人，谁会责怪那些被送上绞刑架、送进监狱的同志

“连累”了自己呢？
22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对立已久的两大潮

流——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克鲁包特金为代表的无政府

主义——的政治自杀，促成了列宁—托洛茨基共产主义派别的兴起与

胜利。在美国受到压迫的无政府主义此时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反对

美国参战。柏克曼和爱玛等在战争期间被投入监狱并于“结束所有战

争的战争”结束后被驱逐出他们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美国
23
，再次证

明美国的所谓自由，并不如其宪法所宣称的：“保护所有身在美国的

人”。
24
 

柏克曼和爱玛在美国监狱中，已经接收到关于布尔什维克一党专

制的报告，但他们坚持为布尔什维克辩护，认为在帝国主义围攻条件

下，列宁—托洛茨基的“暂时措施”即红色恐怖是正当的。他们充满

希望地回到革命已经成功的祖国俄罗斯。在回国后的两年时间里，他

们拒绝相信自己的感官：布尔什维克以外的所有革命党人被处决、流

放、监禁，列宁把言论自由嘲笑为资产阶级的特权，等等。直到克朗

斯塔特 Kronstadt 水兵事件才彻底击碎了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幻想。 

被托洛茨基称为“俄国革命的光荣与骄傲”的克朗斯塔特水兵在

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时保护了他们，在十月革命

中执行托洛茨基的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果断炮轰冬宫，直

                                                
22
当我今年被美国移民局官员拒绝成为（任何）一国公民的权利时（联邦调查

局正在调查我来美后的活动），我庆幸自己在美国的十年没有浪费。如果连

联邦调查局对我都不屑一顾的话，也许我会怀疑我参与的那些追求中国民

主、抨击日本右倾·军国主义政治、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战争的活动可能没有

多大的价值。 
23
从美国的移民法角度看，爱玛的第一次婚姻是与美国公民结婚，早已成为美

国公民。但联邦调查局为了驱逐爱玛，干脆将已经失踪的爱玛前夫的美国国

籍也取消，而美国的最高法院仍然拒绝上诉。柏克曼则一直是“外国移民”

身份。 
24
日本的宪法倒是赤裸裸的，没有这个遮丑布：它只保护“日本国民”。连日

本共产党的章程也写明只接纳“日本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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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摧毁了临时政府。他们也通告美国政府，并包围美国大使馆，促使

美国政府释放在狱中的柏克曼。所以，当列宁、托洛茨基拒绝克朗斯

塔特水兵的民主要求、并通牒他们缴械投降遭到拒绝时，柏克曼呼吁

双方冷静并力图调解。列宁、托洛茨基哪能允许任何人用枪杆子向他

们提条件呢？你柏克曼只不过是一个流亡人士，哪里有资格调解布尔

什维克专政的铁拳？布尔什维克政权没有伤害他们，把他们礼送出俄

国就算是客气的了。 

1918 年当爱玛仍在美国监狱中服刑的时候，惊愕地听到她视之为

“俄罗斯革命之母”的老太太 Breshkovskaya 再访美国期间在名流聚

汇的卡内基大厅抨击新兴的布尔什维克政权。1921 年 12 月，爱玛和

柏克曼黯然离开革命胜利后的俄罗斯，还得承受正在世界范围扩张的

共产主义运动
25
的责难。据伯特兰·罗素回忆，当爱玛刚抵达伦敦时，

各进步团体为她组织盛大的欢迎会，但会后死一般的沉静，没人再理

会她了。谁愿意听到一个象征自由、正义的声音责难正处于内战之中

的新生革命政权呢？柏克曼和爱玛现在明白了：他们在美国监狱中的

时光才是最幸福的人生。他们的生命正是在芝加哥“干草市场”殉难

的无政府主义烈士生命的延续而已。 

只要这个世界尚有一个奴隶存在，这个世界就是奴隶制世界。同

样，只要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任何人没有政治自由，这个社会就不

配“自由社会” 的称呼。 

 

[参考资料]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7. 

                                                
25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诞

生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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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Berkman, “Kronstadt： The Final Act in 

Russian Anarchism,” from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Dell Publishing, 1964. 

Alexander Berkman, “Prison Memoirs of an Anarchist,” 

from Marshall Shatz ed., “The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Bantam Books, 1971. 

 

[2005 年 10 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56周年，美国圣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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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墨西哥革命的良知和灵魂： 

安那祺使徒理加图•佛罗里斯•马公 

 

在墨西哥革命（大至以 1910年到 1917 年墨西哥新宪法的成立或

1920 年）中，最著名的英雄是原住民出身的起义领袖萨巴塔 Emiliano 

Zapata。他领导的南部贫苦农民运动的简朴要求就是夺回被欧洲殖民

者掠夺、成为私人农庄的土地，建立农村公社，是典型的墨西哥特色

的安那祺主义运动。1994 年，墨西哥南部的恰巴斯省原住民起义时，

就取名为萨巴塔民族解放军（西班牙语缩写 EZLN）。EZLN 成为当代安

那祺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2004 年底，我们去墨西哥城考察时，就遇

到 EZLN 的支持者。
26
 

而墨西哥革命的精神领袖正是与萨巴

塔同样受到敬仰的安那祺主义者马公

Magon 
27
。萨巴塔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几乎

都受马公影响，其“土地与自由！”的口

号正是从马公的宣传中得来的。 

马公出生于 1874 年墨西哥的独立纪

念日，在学生时代就投身于反抗专制的运

动。1900 年，他与大哥 Jesus 以及另一个

同志创办报纸 Regeneración（再生），由

此开始了革命的一生。《再生》成为反对

独裁者 Diaz“再选”（墨西哥原宪法本来只允许总统当选一届）的自

                                                
26
 赵京，墨西哥之旅随感 http://cpri.tripod.com/cpr2004/mexico.pdf。 

27
 Dreams of Freedom: A Ricardo Flores Magon Reader, ed. Chaz Bufe & 

Mitchell Cowen Verter, AK Press, 2005. p.60. 以下引用皆来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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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党的重要阵地，其成员数次遭到

逮捕、迫害。两年后，马公的大哥

从革命活动引退、与中国裔女性结

婚后从事体制内的律师行业。但他

的弟弟 Enrique 加入革命行列、从

此与他并肩战斗到生命的尽头（右

图为两弟兄 1917 年流亡期间在洛杉矶监狱）。 

1903 年 6月 9日，墨西哥市法庭（最高法院随后也认可）宣布任

何刊物刊载马公兄弟的文章都属“非法”。坚强不屈的马公两兄弟于

1904 年 1月腰无半文进入德克萨斯，于同年 11月 5日恢复《再生》

报刊，以美国为据点宣传、鼓动、指导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墨西哥

革命。 

《再生》最高潮时有 3万读者，除了偷运进墨西哥外成为墨西哥

革命的先声外，也成为美国境内墨西哥裔影响最大的政治刊物，其中

不可避免地涉及他们的“连黑人都不如”的生活和美国的政治制度。

在美国，马公兄弟进一步接触到社会主义和安那祺主义，彻底树立起

安那祺主义的信念，把批判的笔锋也毫不留情地指向墨西哥革命中除

了萨巴塔起义军以外的一切台上台下的政治势力的最大后台—美国政

府。例如《再生》1910 年 11 月 12 日号的“对私刑处决的回应”一文

中指出：“拉美民众所受到的攻击来自于百万富翁们的野心的煽动。

这块富饶的土地引起华尔街的贪婪，富豪们要利用爱国主义的疯狂来

迫害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无辜的人民。谁不记得哥伦比亚的主权被分

割？
28
谁能忘记这个国家的富豪们是如何反对委内瑞拉的独立的？白宫

对拉美的吞并政治、对墨西哥的Diaz 那样的放肆的独裁者的扶持政

                                                
28
 指美国策动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离，以便建立受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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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能隐瞒谁呢？谁不知道：无论何处出现一个不顺从美国意志的政

府，它迟早要被美国的富豪们支持、策划和煽动的叛乱颠覆？……难

道公众不知道推翻尼加拉瓜总统Zelaya 的美国冒险家们是由华尔街的

黄金支付的吗？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墨西哥人民难道会忘记他们抵抗

美国富豪们抢夺墨西哥土地而流出的鲜血吗？
29
”（198-199 页）。我

们 2004 年底参观墨西哥市中心广场侧面的国立宫殿纪念馆，那里有墨

西哥最著名的画家 Diego Rivera 的最杰出的巨幅政治壁画。我看见年

轻无邪的士兵们持枪包围着那些把华尔街描绘为魔鬼的宣传画，感到

这个世界多了一份政治遗产和安全。我们也观看了国立剧院表演的墨

西哥现代革命歌剧，那些持枪的女战士舞蹈让我想象起在过去萨巴塔

和现代 EZLN 起义军中的原住民妇女。上个世纪 70年代在墨西哥大学

研究拉美政治的 Hobbs 律师告诉我：从30年代西班牙内战以来，墨西

哥就是拉美和西班牙的动荡政治的“新大陆”避难所；至少在理论

上，社会主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是墨西哥的支配意识形态（如弗

洛姆）。这要感谢马公他们留下的反抗资本支配的精神遗产。 

难怪美国政府不惜罗列借口，把马公兄弟投入监狱。在1915 年

9-10 月德克萨斯州具有安那祺思想的墨西哥裔农民工持枪抵抗的事件

中，洛杉矶时报等“资产阶级报纸一直坚持这是种族冲突、抵抗者的

主要目标是杀死白人、挑起战争，直到墨西哥在 1847 年失去的大片土

地回到墨西哥。”（207 页）。马公被墨西哥当局派来的的奸细散布

说成是事件的精神领袖（206 页）。这也部分解释为什么在墨西哥革

命的紧张前夜（1906-08 年），身在加州的马公，拒绝回到墨西哥

“指导”革命，也拒绝来到直接接近、推动墨西哥革命起义的美国墨

西哥裔的中心德克萨斯（76页）。 

                                                
29
 指 1846-47 的美墨战争中，美国夺走墨西哥的半数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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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世界上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包括法国的安那祺主义刊物，都

由此指责马公“叶公好龙”。其实，他们不理解墨西哥革命的本质，

也误解了马公作为一个安那祺使徒对于墨西哥革命只诉诸部分政治目

的（如禁止总统再选）而没有触及经济变革（如土地公有化）的失

望。在进军墨西哥的叛乱三巨头中，象征推翻Diaz 独裁的照片上，坐

在总统席位中央的 Villa 控制墨西哥北部靠近德克萨斯的边界部分，

是一个受到美国冒险家们支持、操纵的军阀，出卖革命，被马公痛骂

为“犹大的儿子”（215 页）。
30
大庄园主出身的实力派 Madero 控制

墨西哥后，摆出自由主义改革家的姿态，派遣马公的哥哥和一个过去

的同志，到美国邀请“战友”马公回去当他的副总统，遭到马公的断

然拒绝：“直到农民分到土地、工人掌握生产工具，自由主义者不会

放下武器的”（359 页）。但美国的所有社会主义派别、工会组织都

背弃了马公。在美国劳工中深得人心、曾经帮助马公（第一次入狱）

出狱的“琼斯大妈”到墨西哥与Madero 见面，得到自由组织工会的权

利的保证，非常满足。她认为墨西哥革命已经成功，回到美国劝马公

回到墨西哥去掌权，没想到遭到马公“不能出卖无权无势弟兄们”的

痛斥，大骂马公不通人事，彻底分道扬镳。至于劳联-产联的头目

Gompers，更忠实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见马公不肯回墨西哥，取消了援

助的诺言，急忙赶去墨西哥与 Madero 交易了。连同时被美国统治阶级

投入过监狱的社会主义领袖 Eugene Debs 也务实地判断马公的安那祺

                                                
30
 在 Steinbeck编写的剧本的电影《萨巴塔》中，三巨头在相机面前，萨巴

塔把 Villa 推到中央。这使我回忆起 1989 年 6月 4日，我们在日本关西的中

国留学生组织抗议天安门屠杀的游行，在大阪府记者俱乐部举行的第一次新

闻发布会上，一个直接受驻日使领馆授意钻进抗议队伍的留学生飞快窜到出

席台中央，拒绝我示意他移动位置，并连续讲了一半多时间，在日本和中文

媒体中制造出“领袖”的形象，为后来向北京、东京当局出卖中国民主运动

骗取了资本。这些都是民众自发奋起的悲剧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丑角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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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不适合墨西哥革命的现实（80页）。我不由得“同病相怜”，回

忆起伟大的中国 89民主运动在北京被镇压后，东京、北京、台北、华

盛顿当局都向我提供各种拉拢诱饵。我那时只想到《红岩》中共产党

员干部许云峰的故事，
31
回复说：“如果所有参加过抗议活动的留日同

学都得到这样的好处，我也可以接受。”后来，当各权力当局知道我

的安那祺主义信念，合谋迫害（包括殴打）我时，那些期待从我们身

上得到现实功利的人们就回避我们。在日本社会党头头们同时坐在国

家最高行政权力“首相”和最高立法权力“国会众议院议长”位子上

的 1995-96 年，我们却不得不逃离已经留学、工作了十年之久的日

本！ 

为了有别于过去的自由党，马公和支持者们 1905 年 9月 28 日组

成“墨西哥自由党筹备军政府”（简称PLM）准备墨西哥革命。这

时，马公已经变为彻底的安那祺主义者，但如马公 1908 年 6月 13 日

给他弟弟 Enrique 的信中所述：“为了获得人民的更大的真实利益，

即使对于把我们视为领袖的人，我们必须把安那祺主义改装起来。这

只是一个战术问题。如果我们已开始就自称安那祺主义者，没有人会

追随我们。”（112 页）所以，PLM 要继续利用自由主义的盾牌（64

页）。这也可能是离开墨西哥之后造成的失策。1911 年以后，自由主

义的政治诉求已经在墨西哥取得初步胜利，PLM 中许多过去的战友、

支持者都回到墨西哥去与 Madero 妥协或分赃革命果实了。马公毕竟不

是政客，没有精明地早一点把 PLM 纲领转换成安那祺主义战线，使那

些在 PLM 旗帜下起义的墨西哥民众很容易被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军

阀、政客收编了。 

                                                
31
 书中的大致情节是：组织罢工的许被资本家请去赴宴，许面对相机，微笑

着说：“老板，你如果把所有的工友都请来入宴，我就与你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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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M 唯一的军事成功是1911 年 1月从加州组织约 5百人越过国

界，夺取了墨西哥的巴哈·加利福尼亚州。但是，巴哈本身土地贫

瘠、人烟稀少，没有战略价值。更不幸的是，这支从加州出发的 PLM

国际军夹杂着各种不同的动机：其中的一个好莱坞演员宣称把巴哈从

墨西哥分离出去独立（下一步再并入美国），正好中了墨西哥政府的

宣传计谋，说他们是“外国商贩”；临时招到的指挥官Pryce 原为波

尔战争的职业雇用兵，他不仅偷走了资金，又想宣称巴哈为英国领

地。五个月后，Madero 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派遣军队经由美国领

土，进入巴哈，轻易地击败了 PLM 国际军，彻底粉碎了马公/安那祺主

义在政治上领导墨西哥革命的可能。 

有人指责马公没有从洛杉矶进入巴哈，亲自领导起义。但是，除

了正在被美国法庭起诉外，马公已经不认为自己或任何“领袖”能

够、应该指挥革命。马公知道，没有得到美国进步势力的理解和支

持，墨西哥社会革命的道路非常遥远，在军事上的行动，既不是他的

能力所及，也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他在《再生》1912 年 6月 15 日号

的“领袖”一文中指出：“领袖想支配、得到服从、高高在上。领袖

绝不会为了穷人而实行一套基于人类经济、政治和社会平等的社会制

度。……墨西哥弟兄们，学习我们 1911 年 9月 23 日发表的宣言里的

高贵原则，在它们的指导下发挥主动性工作吧！”（248-249 页）。

更重要的是，马公切身感到：在美国法庭上的斗争，更有必要和意

义，因为墨西哥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控制着。另一方面，没有

马公的直接参与，墨西哥革命毕竟取得了相应的结果。1917 年生效的

新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 PLM 的 1906 年纲领，包括新闻、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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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政党的自由、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平等、义务教育等，比今天

的中国宪法还进步得多。
32
 

通过在美国的斗争经历，马公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对墨西哥的政治

命运的关注。马公对在墨西哥社会中具有支配影响的天主教会也恨之

入骨。例如，《再生》1911 年 9月 23 日号的“宣言”中指出：“资

本、权威、教会这黑暗的三位一体用计谋、暴力和犯罪把千万劳动民

众的血汗、泪水和牺牲的产品吸入他们的掌心，让地球成为他们的天

堂；这三位一体让地球成为那些农民、机械、建筑和运输工人的地

狱”（138 页）。为了反抗教会，马公在斯蒂纳的《自我及其所有》

中找到启发：“大人物之所以显得伟大，是因为我们跪者。让我们站

起来！”。尼采对上帝的攻击也从理论上给予他极大的鼓励。这对我

正在编辑《安那祺主义文库》时是否收入斯蒂纳和尼采，有一定的参

考。值得幸慰的是：正是马公等人的批判，促进了天主教的改革，使

天主教在墨西哥和整个拉美扮演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年过八旬的恰巴

斯主教 Ruiz 获得原住民信任，调解 EZLN 与墨西哥政府之间的谈判，

被认为“偏向”原住民。他 2004 年 11 月访问加州时，我曾参与接

待，向他简单了解情况，很希望有朝一日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1918 年 8月 15 日，在墨西哥革命和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的情况

下，马公与同志 Rivera 竟然被美国法庭以“煽动罪”判处 20年和 15

年徒刑。1920 年 11 月，墨西哥国会议员、马公的老战友 Gama 成功游

说墨西哥政府给与马公和 Rivera 养老金，遭到马公的断然拒绝。但这

也说明墨西哥政府毕竟不同了。1921 年 6月，墨西哥政府指令其华盛

顿大使馆促使美国政府释放马公和 Rivera。同时，墨西哥的工会等组

织在不同的场合罢工抗议，要求释放马公。人们有理由期待：墨西哥

                                                
32
 我 2004年底访问墨西哥时，曾拜访设在市中心的宪法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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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精神领袖自从 1904 年以来，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流亡（其中一半

在监狱中度过），不久可以自由地回到自己的祖国了。 

不幸的是，马公在 1922 年 11 月 21 日被发现死于监狱。监狱鉴

定原因是心脏发作，但他的牙齿和喉管上留下的被打击的痕迹使人拒

绝接受监狱的说法。第二天，在Gama 的再次游说下，墨西哥国会决议

表彰“伟大的墨西哥革命者、烈士和使徒理加图·佛罗里斯·马

公”。一个墨西哥裔囚徒奋起报仇，刺杀监狱长，被 7个监狱士兵杀

害。1923 年 1月 5-15 日，马公的遗体被运回墨西哥，沿途受到成千

上万墨西哥民众的瞻仰。与 1919 年 4月 10 日被谋杀的萨巴塔一样，

马公之死，标志着墨西哥革命的精神永远不会被出卖了。3月 1日，

马公的弟弟被释放，也回到了墨西哥。10月 2日，马公的战友 Rivera

也回到了墨西哥。 

在托洛茨基遇难的纪念馆，第四国际的日本友人告诉我，他在墨

西哥工作了几年，还是不理解那里的政治。其实，马公的传奇，已经

回答了我的关于墨西哥政治的第一个疑问：“为什么只有墨西哥才接

纳走投无路的托洛茨基？”。当我对比被出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民主

运动，不由得由衷地羡慕和赞美墨西哥革命的良知、灵魂、使徒和殉

难者马公、萨巴塔和他的安那祺主义战友，更加坚定了安那祺主义的

社会革命信念。 

 

[2010 年 6月 17-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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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国工联主义的光与影 

我近年来投入美国股东大会的战场，注意到除了我这样的极小

股东个人、环境组织和信仰团体外，一些工会
33
组织通过它们控制的退

休基金不时也提交一些围绕医疗保险和收入差距的提案。今年，当我

得知拥有 550 万工会成员的 Chang to Win (CtW)
34
 的投资基金也与我

同样，克服了公司阻力将提案付诸高盛集团和惠普公司的股东大会表

决时，马上通过其律师联系到 CtW 负责股东提案的专职研究员，希望

合作。 

我解释说：股东大会赋予大小股东同样的提案权，我这样的独

立小股东提案灵活，除了追求共同的社会经济正义外，可以帮助美国

工会提交原则性、战斗性很强的内容，以第三者的角度保护工会的广

大成员的实际利益。我人在硅谷，还可以在宣读我自己的提案的同

时，代表在首都华盛顿的他们出席股东大会或与公司交涉。纳闷的

是，CtW 总是回避我，不肯回答实质问题。后来，我吃惊地从华尔街

日报上读到：CtW 撤销了自己的提案，去附和量子基金等大资本股份

要凑热闹选掉某些董事会成员，陷入“一股一票”的资本游戏，把

550 万成员之众的意志用于与少数握有更雄厚资本的大股东的幕后交

易。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 CtW 下属的在硅谷比较活跃的 SEIU 工会当

地分支自行在苹果公司的股东大会外组织抗议35
，就直接联系他们以后

                                                
33 不包括政府雇员 union（译为联合会更妥当，如教师联合会），它们的性

质、地位与受雇于企业的员工的联合会很不相同。 
34 http://www.changetowin.org/。它成立的目的是取代 AFL-CIO，下属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 (IBT) 

http://www.teamsters.org，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相对强大) http://www.seiu.org，United Farm Workers of 

America (UFW) http://www.ufw.org， 

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 (UFCW) 

http://www.ufcw.org。 
35赵京“Apple, 难啃的苹果”，2013 年 2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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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谷歌、雅虎等股东大会时内外呼应。遗憾的是，他们也没有回应我

的建议，却只把我的电邮加入他们的宣传名单。从这些细节中，多少

可以看出美国工会与外部社会脱节、连年衰落（目前在私营企业中只

有 8%的雇员加入工会）的运作实情。不由得使人想起德国社会学者

Michels 研究德国工会得出的著名 iron law of oligarchy（寡头制铁

则）：“谁在讲组织，谁就是在讲寡头制”。 

好在我对美国劳工运动的认知超越了这些具体接触中的缺欠。

在反战运动期间，我作为劳工党成员，曾经与San Jose Labor 

Council 圣何西劳工议会的专职人员深入硅谷的一些工会支部动员抗

战、接待伊拉克独立工会代表团等。我去旧金山查询过主要是关于美

国劳工运动的书店 Bolerium Books（有 6千多种书籍和历史文物），

也从社会学专业的角度读到美国知名的社会学者 Lipset、Bell 等人对

美国劳工的分析。当然，我切入的视角是安那祺-工联主义评论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推崇的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 或称 Wobbly 的劳工史观。正是从这里，我注意到美国劳

工史上 IWW 海上运输工会 MTW 费城码头的第 8支部（Local 8）的经典

工联主义个案。幸运的是，我终于找到一本社会学者的以第 8支部和

纽约餐饮业工会为中心的工联主义专论36
。 

从 1913 年由 3 千名码头装卸工成立到 1926 年被 IWW 的对手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吸收为止，第 8支部的普通工人成

员通过实践为美国劳工展示了工联主义的精髓：劳工阶级的团结（不

分种族、移民身份、技能程度。例如，黑人成员和领导职位都占一

半，比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提前半个世纪付诸实践）、社会运动（当地

黑人教会的动员）、义无反顾的直接行动（不看老板眼色、不怕政府

镇压）等。在这可歌可泣的 13年间，第 8支部还经历了美国甚至世界

劳工运动的宝贵教训：政府“调解”劳资关系的机构Shipping Board

                                                
36 Howard Kimeldorf, Battling for American Labor: Wobblies, Craft Workers,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ion Move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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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站在资方或是与资方合作的AFL 支部；世界大战期间军方、联邦

调查局和法庭的迫害导致它的 4名最出色的领导人在1917-18 年被以

危害“国家安全”罪名逮捕并被判 10年以上徒刑，等。更为离奇的

是：实际上作为 IWW 所有基层组织中最有战斗力的第 8支部竟然两次

被 IWW 领导层错误地停止工会成员资格！第一次发生在1920 年 8月 5

日，在纽约的苏俄大使馆得到收到来自费城的IWW 的对手 AFL 的来历

不明的情报，说费城码头停靠的一艘美国商船运载的是送往克里米亚

俄国白卫军的军火。苏俄大使馆联系 IWW 负责人 Scott，威胁要暴露

IWW 的“出卖”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其实，在 IWW 内部对苏俄

的态度也有分歧，但 Scott 没有调查真相，就命令第 8支部拒绝装

卸，没有得到并不关心国际意识形态纠纷的一般码头工人的理解和全

面执行。IWW 领导层听不进第 8支部的声辩就停止了他们的资格。在

后来同年的 IWW 全国会议上，第 8支部的老领导承认：因为我们的错

误失去了码头工人（85页）。 

怪不得不明真相的外部人士把

第 8支部的最终“易帜”解释为普

遍的美国劳工运动向保守、妥协、

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对手 AFL的投

降。不过，Kimeldorf的这本研究揭

示道：至少在费城码头，这实际上

是工联主义的凯旋，因为在得不到

IWW 领导层支持37
、邻近的巴尔第摩

和纽约港口工会早已被 AFL 控制、

全美疯狂压制安那祺主义的恐怖形

势下
38
，能够原封不动地保持从领导

                                                
37不用提，IWW 本身已经开始瓦解。 
38 1920-28年被诬陷逮捕并处刑的安那祺主义者 Sacco和 Vanzetti 就是典型的

美国社会白色恐怖思潮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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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到普通成员的所有人马、毫不损伤的工联主义的战斗精神和传统、

特别是对码头运转的实际控制（主要是雇用权，即新雇用的工人必须

加入工会，既保护了工人又加强了工会力量），是对AFL 的改造，把

工联主义注入占工会人口 80%的 AFL 的广大成员中。附图 Sacrament 

Bee 日报 1914 年 2月 10 日的卡通
39
，可以看出当时的大众媒体对“无

法无天的”IWW（左人）和“可耻的”资方（右人）的愤怒。 

本文对同时期的分散的纽约餐饮业各工会的情况评述，不象费

城第 8支部那样工联主义旗帜鲜明。1913 年新年，2千名受工联主义

影响的国际旅店工会 IHWU 成员罢工，在纽约的复杂政治背景下，由领

导罢工的 IWW 成员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110 页），但成功地在

普通劳工中撒下了工联主义的种子。在后来的不同工会名义组织的罢

工中，普通劳工成员实际上采取了可能他们自己并没有明确意识到的

工联主义的策略和原则。而且，与完全由男性组成的码头工人不同，

反而是纽约餐饮业的雇主为了对付罢工，促进了妇女的就业！这本社

会学杰作令人信服地说明：与资方和政府妥协合作、拒绝了（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打着（相对于欧洲的）“美国独特价值”的 AFL（特

别是后来 AFL-CIO）的各工会支部正是因为广泛地采取了工联主义的

一系列战术（包括后来的直接占据公司行动）和精神才取得了支配地

位，“毫无疑问，衡量美国劳工的真正标准就是它的工联主义/性质的

强度”（167 页）。 

将近一个世纪以后，2011 年 11 月下旬，中国巴士司机在新加坡

的罢工，证明了上述历史教训。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介绍：“在

外来工所进入的新加坡就业环境中，公开的不满表达遭到压制，劳工

抗议活动几乎闻所未闻。从 1959 年掌权以来，人民行动党对公开集会

进行了严格控制，限制工会权利，并朝有利于雇主的方向重写劳动

法。当初的工会遭到毁灭性打击，留下来的工会大多归属于全国职工

总会，而全国职工总会常常由某个内阁部长来领导。/根据新加坡法

                                                
39 David Selvin, Sky Full of Storm: A Brief History of California Labor. 1966.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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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工会只有在通过秘密投票获得大部分成员同意之后才能举行罢

工。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外来工不能成为工会的正式成员。/根据法

律，如果参与者的诉求超过具体的劳资纠纷，…那么罢工就有可能被

视为非法。/提供‘核心服务’──包括医疗、消防和公共交通等──

的劳动者必须在罢工之前 14天告知。水、电等公用事业单位的员工完

全没有罢工权利。”
40
在这样的背景下，胆敢罢工的中国司机的命运

（被监禁、驱赶出境）可想而知。如果全世界的劳工们有一点工联主

义的知识和传统，雇主和政府就会老实多了。 

8月 29 日，在人们庆祝半个世纪前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演说之

际，快餐店的工人们在全美六十多个城市罢工，要求把最低工资从每

小时 7.25 美元提高到 15美元
41
，进一步把“美国之梦”从政治自由朝

经济平等推进。由资本控制的御用经济学家们很喜欢用“就业机会稀

少”来威胁提高最低工资的诉求，这实际上把问题带回到安那祺-工联

主义的另一个方案：4小时工作制！
42
这对多数不属于最低工资阶层、

没有加入任何产业联合会、也不属于（传统）劳工阶级的享受了一个

多世纪的“8小时工作制”（这也主要是安那祺-工联主义的成果）普

通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2013 年 9 月 1 日美国劳工节] 

                                                
40“中国巴士司机狮城抗争”2013 年 8月 31日。

http://cn.wsj.com/gb/20130831/RLW073906.asp?source=whatnews  
41 http://news.yahoo.com/u-fast-food-workers-plan-nationwide-strikes-over-

041625898.html 
42赵京“四小时工作制与完全雇用”，2010 年 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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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二战期间伤亡最大的爆炸悲剧 

日本签字投降 69周年之际，我们有幸参观美国西海湾最大的弹

药库港口 Port Chicago Naval Magazine 国立纪念遗址
43
。这个位于旧

金山海湾东北角 Suisun 湾、在高速公路 680 和 4号交接地的深水港与

旧金山海湾北部的 San Pablo 海湾 Mare 岛上的军港相连，陆地上又连

接从纽约、芝加哥来的铁路，远离密集人口，是个理想的弹药港。在

二战、越战等期间利用频繁，1991 年的海湾战争所用的1/3 弹药就是

从这里出航的。1994 年，在 Concord 军队海洋中转站 Military Ocean 

Terminal
44
中划出 5英亩占地设立此国立纪念遗址。 

纪念遗址今年只在 8月的前两周4、5、6对外开放，需要提前

一周预约。我们总共 11名参观者中午到达 John Muir 国立历史遗址，

先看 10分钟沉重的历史灾难录像，然后由向导开专车带领去纪念遗

址。我们在入口登记时，我注意到墙上张贴的从总司令奥巴马到中转

站主任的十几个负责人头像中有四个黑人，感受到在陆军里人种的历

史性变化。 

这是我见到的最大铁路中转站

（占地 7600 英亩）。虽然目前基本

上没有被利用，但我可以想象战争期

间的繁忙景象和可怕的事故灾难。向

导是个历史系毕业的白人青年，很坦

率地介绍 1944 年 7月 17 日晚 10：

18 发生的最大的（原子弹之外的）

人为爆炸的背景：黑人青年被召集在

                                                
43
 http://www.nps.gov/poch/index.htm  

44 原来叫海军武器站Navy Weapon Station，目前处于陆军管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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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从事艰苦而危险的装卸工作，周围的白人社区不欢迎他们，既没

有正式水手的待遇又没有普通劳工的权利
45
,他们一周的工资相当于一

般港口劳工的一天工资。更不可思议的是：海湾工会和海岸警备队已

经警告过这里的安全措施问题，当局不但没有理会，那一晚还安排两

艘运输船同时来装载弹药！ 

那一晚的相当于 5千吨 NTN

当量
46
两次连续爆炸，造成二战期

间美军在本土大陆的最大伤亡事

故。当场炸死 320 名青年，其中有

202 名黑人，占所有二战期间黑人

士兵死亡数的 15%，碎片飞到 1万

2千英尺高，一英里以内的建筑物

都化为废墟，周围 40英里都感受

到冲击波。接下来，生存下来的黑

人青年没有得到弹药库港口的白人海军军官们享受的30天修养，于 8

月 9日被送往 Mare 岛上的军港继续装卸弹药。258 人当即拒绝前往，

但在军事法庭的威胁下，有 208 人从命，余下的 50人被军事法庭判处

8-15 年徒刑47
。颇具自由精神的向导谨慎地作结论说，这是反大法西

斯战争中的小法西斯行为。 

正如中转站入口处高于种族比例的黑人陆军官员的相片所显示

的那样，美国“军事革命”的进一步深入还包括军方、特别是作为世

界警察的海军的组织结构的多元化和民主化，特别在面临大幅裁减的

和平时期。军方虽然拒绝为此事故认错“平反”，但由此取消了把一

                                                
45
 旧金山湾区的工会非常有战斗力，受共产党影响很大，也为军方所忌讳。 

46
 广岛原子弹相当于 1万 5千吨NTN 当量。所以有人认为这个爆炸是一次原

子弹试验。 
47
 引用来自国立公园管理处的介绍传单 Port Chicago Naval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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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种族的成员单独编入任何一个单位的政策，也算是民权运动的一种

开张。向导介绍说，美国的民权运动一直在为受难者们的权利、声誉

斗争，但事件经过半个世纪后，生存者所剩无几，美国内务部不可能

为“战争期间的罪犯”建立国立纪念标志。最后，生存者们接受政治

妥协，由总统签署“赦免”他们的行政命令，公众才能公开地在国立

设施纪念这次悲剧。我不由得对比起二战期间亚洲“慰安妇”们的命

运：作为政治妥协，不肯承认官方直接责任的日本政府出面成立“民

间捐助的”亚洲妇女基金，向所剩无几的愿意接受资助同时放弃追究

日本政府罪行的“慰安妇”（多在菲律宾）发放 2万美元的安慰金。 

除了河边的遗址，我们也

由向导带领到一处专门辟为参观

用的弹药库战壕和战壕之间的海

军运输列车，很象我上个世纪七

十年代在中国乘坐的“闷罐

车”。参观完战壕，我们被允许

面向水面拍摄（不能拍中转站）

纪念。这里是纪念 69年前结束

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好的美国本土大陆所在，面对蔚蓝的天空、开

阔宁静的河湾、对岸优美的景色和拂煦的秋风，我们都不由得感谢每

一个时刻的和平。 

 

[2014 年 8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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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访美掠影 

 

第一次与这个世界上最大强权的政府接触，是在一九八九年那段

世界震撼的日子里，美国驻大阪的领事馆主动找上门来，摆出支援中

国民主运动的姿态，一方面表现出“国际宪兵”的领导责任，一方面

也确实比较出我们寄住的这个国度的政治制度的低劣。笔者记起曾经

为之神往的林肯葛底斯堡演讲，以为华盛顿政府不愧是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人民的、人民统治

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48
不过，当镇压八九中国之春的枪声平静下来

之后，东京政府就开始与北京政府的交易，共同迫害（或收买）在日

本的民主人权运动，而华盛顿政府却基于东京政府不会保护任何中国

公民人权的事实（尽管它在巴黎的首脑会议上也签署了“保护中国留

学生”的宣言），以“有移民倾向”的理由拒绝我们入境的签证申

请，劝告我们去向东京政府要求公道或回北京去申请！在中国的民主

人权运动被迫害更多地活动在海外的五、六年里，导致其政治意义快

速衰退的原因就是北京、东京、华盛顿、台北等政府权力收买、迫害

中国公民的幕后交易；这些交易，无论其多么隐藏或明目张胆，但结

果都非常肮脏、赤裸裸地向无权势的中国民众显示出各国的统治阶层

对人类犯下的罪恶。与此同时，统治阶层为了维持各自的政权利益，

迫不得已放松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减轻对于社会发展的阻碍。“如

果说十年的中国社会有什么进步、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增长，那么这一

切都是社会改造党人以丧失自由和幸福的牺牲为痛苦代价的。没有他

们的社会改造实践和勇敢精神，中国人民有如今的言论自由和新式生

活吗？这一切难道是执政者自动赐予的吗？”
49
 

如果说马克思先生的“无产者只有在解放全人类之后才能最终解

放自己”的豪言早已被掌握国家权力的任何“无产阶级政党”粉碎的

话，那么，抱定彻底消灭国家制度的无政府主义信念者就是自愿下地

                                                
48
请注意此处的人民并不含有政治性的阶级区分意义。 

49
“人权斗士”任畹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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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的普罗米修斯，从我们自身的受奴役状况可以直接标明国家社会制

度的改进程度。这一次，在一美元只值八十日元的背景下，我们参加

由日本旅行公团 JTB 主办的旅游行程，开具收入、工作等人参证明担

保（甚至还请亚洲研究协会发来学会邀请），终于顺利取得进入这个

帝国国境的许可，于四月二十二日抵达纽约。 

除了海关移民局外，纽约是典型的国际性开放都市，只不过自由

女神和当初的只具检查身体状况功能的移民机构已经成了历史博物

馆，支配这块地域的是洛克菲勒中心或世界贸易中心等摩天大楼，人

在这里算得了什么？卡内基（1899 年）毫不讳言地说：“竞争法则对

个人而言虽然残酷，对人类全体却是最佳选择，因为所有的部门都保

障适者的生存。所以，商业、工业资产的垄断集中，不仅仅是利润的

结果，对于人类的进步也是不可或缺的。”“友爱与合作关系的确

立，必须首先要变革人性，它虽然可望却不可及。”“一视同仁的慈

善是一种对于人类进化的明显妨害，与其让有钱人花几百万美元去资

助懒汉、醉汉、小人物，还不如把金钱扔到海里更有益于人类。”那

些现存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总是要强化现存制度，在他们看来，罢工、

金本位制的废止、妇女参政权、黑人平等、政府对下层的救济等等，

都是有违人类进化原则的。实际上，在1893-96 年的经济危机期间，

芝加哥的各铁道公司以罢工妨碍了联邦邮政和州际通商为名，取得了

联邦法院的禁止罢工法令，派遣几千名联邦军队镇压、逮捕了罢工的

工会 ARU 成员（1894 年夏季）。这时离“内战”（南北战争）的结束

并不太久，美国人还没有忘记林肯的理想，以为他们从此不再会有内

战，各阶层可以通过协议解决他们的利益争端呢！当时的伊利诺州知

事就主张不必派遣军队就可以调解劳资冲突的，后来，他因为主持公

道，释放了三名无罪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被解职了。 

美国的成功和内在的社会矛盾都来源于独立建国的历史，在费拉

底菲亚（合众国诞生之地）和华盛顿 D.C，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受支

配、统治这块国土的政治理念和传统理解在人民统治名义之下的美国

社会制度，它最大的特征就是无论独立战争、南北战争还是领土扩

张，上层统治阶级都牢牢地掌握着主导权而不允许来自民众的独自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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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成为现实的政治力量。华盛顿不就是因为没有再当第三任总统就受

到仅次于耶稣的朝拜吗？华盛顿的“伟大”，只在于比较起希特勒、

斯大林、日本“天皇”、毛泽东、邓小平、金日成等而言；但比起内

森·黑尔（因刺探英军情报被抓获，临刑前说：我只遗憾不能第二次

为祖国献身）来，华盛顿不过多一些知识、技能而已，是后世的统治

阶层夸张、利用了这种微不足道的差异。林肯也因其出身“木屋”常

被抬到与出生“马槽”的耶稣相论，但预言并献身于废除奴隶制度的

正是被州政府处死的约翰·布朗；林肯的灵堂每天由联邦政府财政支

出接受来自世界各处的敬礼，布朗的尸体躺在坟墓早已腐烂了。除了

《独立宣言》、《合众国宪法》、《人权宣言》的“自由宪章”，美

国人难道不应该把如下的预言、传道刻记在他们的心灵吗？“我泰然

自若、心情愉快地等待着公开杀害我的时刻到来，同时坚定不移地相

信：这是我为推进上帝和人类的事业效力的唯一途径；我与家人所作

的牺牲和遭受的痛苦都不会付之东流。”（布朗 1859年 11 月 30 日于

弗吉尼亚州杰弗逊县 Charlestown 监

狱）“这才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

刻。”（绞刑架前的六名无政府主义

者。插图）“我还要为我们生存和自

由的权利进行辩护，只要我们一息尚

存，我们要为此斗争到底；然而，政

府、财阀以及一切反动势力都死死地

与我们作对，因为我们是自由主义者

或无政府主义者。……假如我们在忍

受了七年四个月零十七天惨无人道的

折磨和冤屈之后，还是非被处死的

话，那原因我已经告诉了你：因为我

们站在穷人一边，反对这个人剥削

人、人压迫人的制度。”50
 

                                                
50
万塞蒂 1927 年 8月 21日于马萨诸塞州监狱死刑囚牢。译文引自黄继忠译

《名人书信一百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90

年北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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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美国政府与世界上任何别的政府一样，具有既（在名义、

形式上）代表全体国民、又（在实质上）体现统治阶层意志的双重特

征，可以很清晰地透视出近几年来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表象喧哗下的原

由。当民主党进一步衰退、保守主义进一步抬头时（日本也正好同样

迅速地右倾化），也就难以指望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带有普通价值

（如人权）的义务而更多地感受到它的“国民·民族”主义利益保

护。事实上，中美之间的人权争议几乎退化为关于少数人物的处置的

交易的表演，表示国际社会通过政府间谈判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途径

已经达到尽头。这并不是坏事，回省苏联、东欧的解体到今天的叶利

钦专制的成立，以莎哈诺夫为象征（或许还得加上同获诺贝尔和平奖

的戈尔巴乔夫）
51
的持不同政见者扮演了与其愿望相违背的身不由己的

功能。对于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而言，当它越多地丧失独立性格

（有少数的靠天安门事件发迹的败类一开始就蓄谋于此，与政府权力

交易，有不少人却是无知、无意识地以此强化个人的地位）时，它就

越发失去生命力和存在价值，好在任何政府（强权如美利坚合众国）

都没有能力拉拢收买中国民主·人权的主力军——普通的无权无势的

中国广大民众，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诸如中日关系会常久地把

持在北京、东京政府的两国政客官僚手上（共同迫害中国公民），最

近中国民众的对日战争索赔呼声冲破政府权力压制就是明证。可以

说，真正正常的、自然的、和平的、友好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确

立才刚刚起步。 

 

[1995 年 5月 4-5 日 静冈县三岛市] 

                                                
51
诺贝尔和平奖如果着意于个人反对或改善不合理制度的斗争是可以推奖的，

例如大赦国际组织的人权活动；但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利用的工具，常会带来

致命的危害。瓦文萨、戈尔巴乔夫、达赖、阿拉法特（以及下一位中国人得

奖者？）都由于此奖引发、激化不自然、不必要的政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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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外华人神学政治随感 

 

1670 年，斯宾诺莎在已经摆脱西班牙统治、建立起资本主义性质

国家的荷兰匿名出版了《神学政治论》。
52
斯宾诺莎在此书中第一次以

科学的方法、从《圣经》本身出发研究《圣经》，考证《圣经》各卷

的作者以及他们的写作条件与动机等等。
53
被称为“自然神论者”的斯

宾诺莎并没有研讨上帝本身，他的主要目的是摧毁各种形式的教会这

样一种世俗组织利用《圣经》对社会的统治。我没有斯宾诺莎那样的

资历研究《圣经》，
54
但是，却不时对各种教会组织的世俗表现产生出

斯宾诺莎那样的同感。 

1995 年 12 月 26--31 日，每年一度的第 23届中北美华人基督徒

冬令会(NCCCWC)在世界最大的机场芝加哥 O'hare International 附近

的假日饭店举行，来自美国中、北部十三个州的一千多名基督徒(和少

数尚未受洗者)聚会在这里，欢度 1995 年最后的时光。NCCCWC 目前的

事工，
55
在各教会、团契、查经班的同心服事及福音机构的协助下，首

先致力于支持、巩固中、北美十三州六十多个华人团契与查经班，并

联系、帮助尚未建立查经班的散居在各地的华人慕道群体。这次冬令

                                                
52
此书于 1670 年以拉丁文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出版。我的中译

读本根据 1883年的 Elwes 英译版 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转译，

中译者温锡增，1982年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再版发行。本

论中所引页数，皆指本书中文版页数。  
53
我第一次读到斯宾诺莎感叹说《圣经》的编撰操纵在不懂《圣经》的人手

中，大吃一惊。后来读到一些“异端”，知道《圣经》也是人的产物。例

如，英文译本有《圣经中散失的篇章》_The Missing Books of the Bible_ 

Volumes I & II, Owings Mills, Maryland, USA： Ottenheimer 

Publishers, Inc., 1996. 
54
研究《圣经》的第一个条件是通晓希伯来文。我曾经随同美国“耶和华的证

人”信徒们学习《圣经》，对于他们引用希伯来文的《圣经》解释，既不能

接受也无能反驳。 
55
在大陆接受大学教育的我时常感到海外中文的语义表达不够准确。为了避免

“翻译”带来的误解，这里按照原词引用，不作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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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 NCCCWC 主要事工之一，其他还有通讯、跟进、短宣、特会、特刊

等活动。
56
 

我随同威斯康星州 Madison 华人教会的八十多位弟兄姐妹驱车赶

去赴会，听取了黄存望、沉德来、何俊明等牧师的步道与宣讲，并与

龚明东、薛孔伟、李顺长等牧师交谈过。与我接触过的其它华人牧师

一样，比较起日语或英文的宣教，我遗憾地感到华人牧师们对《圣

经》教义本身理解(或讲解)不够深入。
57
 

我第一次注意到保罗的重要性，是得益于柏森斯的

研究。
58
基督教(《新约》)当然是以耶稣为中心的，但

是，没有直接受教于耶稣的保罗不但远远超越了耶稣的

门徒，甚至担负了耶稣未能充分从事的向外邦人(即全世

界)宣教的使命。保罗的准确无疑、绝对武断的话语中常

常透露出圣灵的光辉。何牧师因而下结论说，保罗的话

也需以圣旨来理解。我则宁愿接近斯宾诺莎，除了因为

我们读到的《圣经》是经过人为编篡、翻译的原因外(中

文版的翻译就明显不尽人意)，更因为包括耶稣在内的先

知、圣徒们生活在各个特殊的时代，他们的话语中既包含普遍意义，

又是通过现实社会环境的具体事例来阐明的，所以，不能拘泥于各个

话语的具体内容(如作满七年奴隶才可获得自由等)。我注意到海外华

人基督教徒中有许多受过高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及专业人士，用中文表

达出来的相对浅显的《圣经》认识似乎并没有阻碍他们接受信仰，这

里面的原因可能要在宗教以外去寻找。 

                                                
56
参见 NCCCWC'95 手册《新约、新人、新生》等材料。 

57
公正地说，可能是由于我的母语是中文，对于海外华人的中文水准要求太

高。而在听取日文或英文宣教时，花在语言方面的注意力分散了对教意的进

一步思考。 
58
T. Parsons,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1. 我对此书写的书评发表在美国出版的《民主中国》

1994 年 6月号，收入本书。插图为 6-7世纪拜占庭保罗像 Saint Paul, 

Byzantine ivory relief, Musée de Clu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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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教会宣教最引起我忧虑的内容是其表露出来的单纯的政

治倾向，此一倾向在这次冬令会由一个自称“当代保罗”牧师的到来

达到高潮。 

以一个初次来美、初次参加大型华人教会活动的“局外人”的眼

光，唐崇荣牧师布道的内容、方式与语气都充满了世俗功利的政治诉

求，远远偏离了《圣经》与教会的原点。大会吹捧他是“当今最具影

响力与思想深度的国际布道家之一。他在讲道中经常从基督教神学的

角度论及世界与中国的历史发展、提出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发人深

省。在过去 38年里，他的布道足迹遍及全球各大洲，主领了无数次大

型布道会与神学讲座，听众达百万计。”大会专门安排时间等待他的

姗姗来迟，只听他一人宣讲。 

唐牧师对基督教以外的世界文明(希腊文明、孔孟之道等)的庸俗

抨击并没有引起我在意，但他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低劣的煽动性诱

导，使我不由得联系到另一个利用基督教的世俗政治团体﹕由韩国人

文鲜明领导的“世界基督教统一圣灵协会”。在《原理讲论》
59
的整个

后半部内容都在强调，近代朝鲜民族的苦难历史是因为上帝选择他们

代替犹太民族，新的基督(文鲜明本人)就诞生在这个民族之中，朝鲜

语将成为世界唯一语言，等等。 

唐牧师除了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国际布道团外，还借助美国的大

学办一个“归正学院”，培训下一个世纪支配中国大陆的高级精神人

才，在讲道中也不时露出这种野心和霸道。当翻译告诉他另有一次聚

会邀请他，但只有一千名而不是四千名听众时，他脱口而出﹕“那我

就不去了﹗” 

基督教的历史对于这种利用上帝的个人野心并不生疏，但令人吃

惊的是，北美华人教会众多牧师与教徒对此粗俗的政治利用无动于衷

(或是无能为力)。唐两次拖延大会时间，除我退席外，竟然没有别人

提醒他要遵守公共道德。一些牧师明知唐的言行违背《圣经》的精

                                                
59
文鲜明称其为《旧约》、《新约》之后的“成约”圣经。其中对《圣经》的

引用杂乱无序，没有实质意义，唯其政治性断言非常肤浅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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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却利用唐的“才能”招引信徒，为教会的健康发展带来致命的隐

患。由此联想到，半个世纪前，基督教被逐渐逐出中国大陆，主要原

因并不是当政的国家权力的迫害，而是教会组织自身违背或未能全面

认识、执行《圣经》教义。 

十七世纪中，有一个叫 Sabbatai Sevi 的犹太拉比，用一种叫

Kabbalah 的神秘主义的东西让在中东、北非和欧洲的大量犹太人相信

他就是长期等待的弥赛亚（救世主）。但是，当土耳其苏丹让他选择

“永生”（死刑）或苟活（改信伊斯兰教）时，他选择了后者。
60
所幸

当代选择“牧师”为职业的人不必面临十七世纪时的选择。当然，海

外华人神学世界中的“当代保罗”与美国主流神学政治的“当代保

罗”Billy Graham 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Graham 的自传 Just As 

I Am
61
通篇的议题就是：从尼克松以来，历届美国总统都是我 Graham

的个人门徒。对于美国政治,可悲的是，他基本上没有撒谎。 

宗教具有内在本质与外在表现两种特征。斯宾诺莎没有讨论前

者，后来的费尔巴哈尝试把两者联系起来。我以为，仅从后者(现实政

治)的观点出发，基督教的特征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福音，它已经在广大

的中国本土上传播、生根、成长。海外教会，包括海外华人教会(许多

牧师都持有美国等国家的护照)利用有利的条件支持(而不是力图主导)

在中国的福音传播，正如许多组织和个人已经在进行的那样，也是拯

救自身的活动。 

这次大会也表现了另一个敏感的政治议题﹕基督教与中国民主化

的联系。许多为中国的民主奋斗的人士从不同的途径体会、认识了基

督教。有一些人信教而脱离政治活动，有一些人信教而坚持民主活

动，倡导上帝对民主政治的领导。无疑地，一些“知名人士”的入教

也提高了教会的影响，但我坚持认为﹕关于个人信仰的宗教与关于国

家的政治活动有不同的性格，不能彼此混淆、利用。基督教在中国以

                                                
60
John Freely, _The Lost Messiah: In Search of the Mystical Rabbi 

Sabbatai Sevi_, Woodstock & New York, NY: The Overlook Press, 2001. 
61
Just As I Am: The Autobiography of Billy Graham, by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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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世界的传播价值在于它既是个人得救的途径，同时也是社会进步

的福音。个人通过改进社会制度的努力获得个人的解救，个人解救的

基准就是是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人权，就是

神权，当人权在地球上获得普遍尊重、人类政治制度的最根本罪恶从

地球上消亡的时候，天国也就来临了。如果我们个人都从牍罪的信仰

出发从事社会活动，在世俗的政治过程中体现个人的信仰，那么，我

们个人在得到拯救的同时，中国的前途就变得光明起来。 

 

[1996 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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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国校园里的社会主义活动 

 

与欧洲相比，美国政治的最大特色就是缺少社会主义的政治运

动。熊彼特等来自欧洲的学者对此进行过考察与分析，可以举出如下

的原因：(1)美国的独特历史很难以阶级斗争来区分社会矛盾，(2)美

国政治制度的先进性(权力制衡、言论自由等)，(3)美国统治阶层的开

明性(华盛顿不贪权，杰佛逊等民权派人为地分裂出两大政治集团交替

掌握国家权力等)，(4)美国工会的排斥斗争、专注调和的特征，以及

(5)美国统治阶层对于激进改革派的镇压(如超法规地处决无政府主义

者)。不过，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广泛的社会平等指向，美国是

最早(大规模)地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它的社会保健也很早开始普

及，美国民众根深蒂固的对政府不信任
62
使得本杰明把无政府主义列为

美国意识形态的三大要素之一。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如此，作为政

治运动的社会主义在美国社会缺乏吸引力，很难展开制度性的活动(如

议会或总统选举)。 

我一九九五年底到达威斯康辛大学 Madison 校区后不久，就参加

校园中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 (ISO，国际社会主

义组织)支部的讨论会。这一周的课题是反对克林顿政府派兵(两万美

军)波斯尼亚，讨论如何向出征士兵的家庭宣传。ISO 的 Madison 支部

每周都举办一次专题讨论，由成员就某一个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做

研究报告，再让大家讨论。我虽然已经不再简单地赞同马克思、列宁

的思想、理论中许多重要部分了，但没有犹豫就填表、交费加入了

ISO。我没有理由以意识形态的分歧影响参与、

支持任何种类的进步、正义组织活动。我离开东

京时，在 3A(计划中的Asian Anarchist 

Association 缩写简称) 聚会中，我们一致确认

了“不非难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62
所有美国的政府权力完全没有威信，只是制度上的习惯服从。法律与信念分

离，减弱了国民对法制的自觉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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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办事处设在芝加哥，在美国主要靠机关报《Socialist 

Worker》(社会主义劳动者) 双周刊联系全美各处的 33个支部，并随

时就美国或世界的社会时事出版宣传手册。各个支部除了每周一次自

主讨论会外，还得在街头销售 Socialist Worker。我第一次随着他们

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大雪中叫卖了一个小时才售出一份，实地感受到

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的冷淡态度。有一次叫卖宣传时，遇到一个相识

的正竞选县政府职位的政治学系的毕业生，他吃惊地问：“你在干甚

么?我不需要社会主义!” 

另外，会员们还得参加与别的政治团体共同举办的游行、宣传活

动，据说 Madison 是全美最激进活跃的三大城市之一，使我时常自问

是否已经变得保守起来了。例如大赦国际为主的废除死刑、酉藏自由

活动，我感到可以理解，但对同性恋(或者群居生活)权利诉求却总感

到缺乏主见。我由于时间关系对这一类的活动都敬而远之，但很注意

工人罢工这样的活动。 

比起校园来，美国的社会主义活动还得依赖工会活动的性质和特

征，ISO 要求会员尽可能地参加所属工会。近年来美国实际生活永平

的停滞甚至下降63
首先冲击到最低层的劳动者(或无职业)家庭，例如

AT&T 在“合理化”中解雇四万员工以确保利润(股价上升，公司董事

长的年收入高达五百二十万美元)，此举连联邦政府劳工部长都看不下

去
64
。连社会福利很好的威斯康辛州最低工价也只是每小时 2.99 美元

(W-2 法案)。这已经激起了劳动者以及别阶层的抗议，而全美第三大

都市且偏重于传统产业的加哥首当其冲。不幸的是，近年来持续最长

的美国两大罢工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以失败告终。 

                                                
63
按照经济学的统计，美国的国民总产值以及人均收入都在上升，但这种统计

随着产业结构的复杂化(主要是服务业多重环节产生的虚假累计产值)越来越

偏离人们的实际生活感受。例如一场车祸或火灾，反映在经济统计中，是增

加了国民收入，因为它们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的业务活动。 
64
当时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正好是我所在的政治学系的女教授。她自己后来

因为“非法雇用没有身份的保姆”被迫辞职。 



自由美国政治评论 

 - 49 - 
 
   

Peoria 的八千七百多牵引车制造工人，毫无结果地结束十七个月

的罢工回到厂房；Decatur 的七百六十名坚持了两年半的工人被迫接

受 A. E. Staley Manufacturing 公司的“最佳且最后”方案（比他们

九二年十二月拒绝过的方案还苛刻）复工。更令人痛心的是，当被解

雇的工人要求分取罢工期间的捐款时，新威立的工会请来警察驱散了

他们。劳动阶级的利益分裂是他们全体受政治压迫的重要原因之一。 

Staley 罢工为今天的美国工人运动提供了许多教训，一九九六年

一月二十二日晚，复工后一个月，近两百多原来工会的组织者和成员

以及家属在 Madison 举行了纪念集会。我随 ISO 的成员驱车赶去会

场，并销售印有支持 Staley罢工的 Socialist Worker，这是我第一

次接触到作为团体的美国工人阶级。七、八位在台上的组织者各自反

省、检讨了他们的过失(当然，更该责难的是那些复工后“官复原职”

的工会负责人)。我记得在一次 ISO 研究会上讨论过关于美国工会“官

僚”这一特殊阶层的脱离了第一线产业劳动的社会特征，罢工的结果

对他们并不如对于劳动者的影响深刻。
65
Staley 的最大客户百事可乐

(Pepsi.Co)的工会没有响应、支持，使Staley 资方不接受罢工的要

求。许多工人和支持者也发言，有一位从芝加哥赶来的九十三岁老人

很激动地说：我参加工人运动已经七十多年了，经历了许多次失败，

但我仍然做好准备再被警察抓进监狱! 

三月二日，我们 Madison 支部的近四十名全体成员驱车去芝加哥

参加 ISO 的中西部大会(两百多名出席)。在全体会议上，首先介绍最

近的法国总罢工的成果，特别指出平时的法共、工会的活动的重要

性；其次是控告最近在芝加哥发生的对于黑人、移民的警察暴力(晚上

有几位受害者证言) 。例如，由于(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北美

贸易协议实施，造成墨西哥北部大量劳动者失业，不少人因而“非

法”进入美国打工。Socialist Worker 报道有一个墨西哥工人为了养

                                                
65
例如 AFL-CIO会长 John Sweeney、SEIU 会长 Andrew L. Stern 等都是大学

毕业后直接成为工会的专职雇员的，终生享受薪水，从来没有当过一天工

人；木匠工会的会长 Doug McCarron过去是雇主。他们把工会也作为一种商

业 Business 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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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妻小冒险到加州打工，前不久没有工作终因饥寒交迫死去，还靠善

良的美国民众凑钱把他的遗体运送回家。前不久美国国会正在审议新

的移民法(Simpson Bill S-1394)要对移民加以苛刻的制约。我记得刚

到 Madison 参加全美学自联的会议，大家讨论如何游说阻止此法案

时，一位(自“六四”事件以来)颇有经验的同学提醒，分别出“合

法”与“非法”移民。事态的推移果然与他的经验相符，因为包括

Microsoft 在内的大企业必须雇用大量的中国、印度劳动力(多持有博

士学位)确保竞争利润，法案修正后大为缓和对“合法”移民的限制，

但相应地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取缔，克林顿政府甚至超法规地动

用联邦军队帮助州警察或移民局在美、墨边界修筑障碍并追捕墨西哥

人。 

在讨论目前总统选举的分组会上，报告人通过克林顿执政三年来

的政策说明民主党并不是比共和党较好的恶棍，不应该投克林顿的

票。问题在于：为什么美国的政治中进步组织的活动(黑人、移民、同

性恋、妇权)最终都把选票转入民主党了呢?除了民主党明智地吸取了

这部分支持外，也是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阻碍了第三势力或更小政党

的出现。例如国会议员的选举，如果实行全国以政党为单位的选举(至

少在参议院)，小政党可以获得与其支持率相应的席位，即使只保有一

个席位也可以在国策中传达出完全不同的政治信息影响国民。在目前

的选举方式中，极端地设想，第三政党即使获得全国33%的支持，但

如果在每个州都处于第三位的话就一个席位也得不到，更不用说社会

主义组织在美国很难取得“第三位”的支持率。66
 

我略为感到意外的是芝加哥会议中也是知识分子居多(会址本身

就在 DePaul 大学)，因为 Madison 只是州政府和大学相关机构的所在

地，所以成员多为学生或职员不足为奇。问题在于由于缺乏劳动者成

员，ISO 为了强调工人的重要性反而对外显得封闭自守。坐在轮椅上

的 Roger 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他认为

                                                
66
美国历史上短暂地出现过“人民党”进入选举，最近的“第三总统候选人”

却是大富豪或大军事官僚。附带提及的是：美国的这种扭曲的选举方式对民

主的危害正发生在日本的政治改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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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的许多主张和活动都很有意义，ISO 不必拘泥于理论而应吸引更多

的“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参加。有时候我为了专业(政治学)研究没去

参加 ISO 活动，引起他们的不解、不满。在尼加拉瓜丛林中作战六年

的桑地诺分子 Julio 经常要我不必“浪费时间”去学习“资本主义的

民主、人权理论”，他们也要求我放弃与另一社会主义激进派斯巴达

主义者联盟 Spartacist League 的联系，使我感到 ISO中“布尔什维

克纪律”在美国的存在。ISO 与世界上另外十五个国家的同类组织保

持联系，其中英国的社会主义劳动党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影响

最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可以领导罢工并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竞选

地方议员。ISO 的规章中还要求会员不得利用互联网传送组织信息，

所有这些不便，可能是由于我还没有深刻体会到美国国家权力的残酷

性的缘故吧! 

在美国的略具规模(发行定期刊物、举办定期公开活动)的社会主

义组织中，上面提及的斯巴达主义者联盟人数很少但最为激进，它的

机关报双周刊 Worker Vanguard《劳动者先锋队》的办事处设在纽

约，共有九个联络处（有的地方只是电话号码）。Worker Vanguard

除对了纽约、东海岸报导较多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强烈的反对美国

国家权力，甚至支持“苏联红军在阿富汗抗击美国侵略”、支持中国

的核试验以对抗美国、抗议美国移民局把中国船民收容遣还、抗议古

巴政治亡命者挑起美国与古巴冲突，也非常反感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对美国政府的谄媚言行”。67
斯巴达主义者联盟甚至在社会主义者中

也属于“先锋队”，与别的社会主义组织关系很僵，有时候在支持同

一罢工(如最近的纽约清洁工人罢工)的活动中与别的组织发生冲突，

责难 ISO 是“ClA(中央情报局)的走卒”等等。它与加拿大托洛茨基主

义者联盟(Trotskyist League of Canada)以及英、德的斯巴达主义者

联盟，在日本也有一个联络邮箱。我的感受是：这些组织对中国的理

解、关心都不如对俄罗斯深刻，成员们的献身活动大多是出于主观的

信念而不是现实的需求。 

                                                
67
香港的《十月评论》中有英译中的文章，其中有些声援“持不同政见者”的

部分也为其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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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面镜子或风向标，美国的社会主义活动前景将取决于美国

社会政治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孕含着微弱的希望。 

 

[首次发表于香港《先驱》1996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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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正统老铺的社会主义劳动党 

 

美国历史上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组织是1876 年设立的劳工党

Workingmen's Party。1877 年劳工党改名为社会主义劳动党

Socialist Labor Party、简称 SLP 并沿用至今。
68
自从 1890 年以来，

马克思主义一直是 SLP 的理论基础﹔直到 1900 年，SLP是美国唯一的

全国性社会主义政党﹔1919 年美国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USA 成立

时，许多 SLP 成员加入并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早期的 SLP 主要由来自欧洲的各移民群体(特别是德国人)组成，

所以各个 SLP 地方支部使用各自的民族语言。SLP 被称为社会主义组

织中最具和平色彩的“体制内”政党，为了扩大宣传，自 1892 年到

1976 年，投入每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在 1972年的总统大选

中，SLP 在得以提名的几个州获得 53831 选票。在 1878-79 年的 SLP

全盛期，有一人当选为伊利诺州参议员、三人州众议员、四人芝加哥

市议员。1891 年 SLP 出版发行 The Daily People《人民日报》时，有

八千名读者。后来，读者下降到五千名以下时，《人民日报》改成

The Weekly People《人民周刊》。现在，SLP 大概还有两百名成员，

薄薄的八页纸月刊中有不少重复的内容。作为美国左翼政治运动的老

铺，SLP 在几乎不变动其意识形态的条件下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

人们不禁担心它还能在美国政治中存续多久。 

依我的观察，在美国这样的强大资本主义国度，把总统选举作为

社会主义政党的重要战略手段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选择﹕首先，它促

使多数不愿介入选举的各类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同盟军与其分道扬

镳﹔其次，它加剧了愿意参加选举的少数左翼阵营之间的斗争(他们之

间的“原则性”分歧之大，无法产生统一候选人)，对于美国的本来就

为数不多的同情社会主义的选民是一种困惑。 

                                                
68
此文主要参照 SLP的机关刊物《人民》月刊、SLP 出版的小册子以及 SLP 网

站 http：//www.slp.org/，也查阅了其它相关资料。数目不一致的地方，以

SLP 文献为准。 



自由美国政治评论 

 - 54 - 
 
   

1896 年 SLP 积极参与了 Socialist Trade & Labor Alliance 社

会主义行业与劳动同盟的设立，力图取代或对抗没有战斗性、回避阶

级斗争的 America Federation of Labor 美国劳动联盟（AFL）。但

是，美国劳动联盟于 1905 年加入了具有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色彩的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SLP

曾经支持设立底特律 IWW、其不久后改名为 Workers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Union 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WIIU)以对抗 IWW。WIIU 于

1924 年解散，SLP 自此失去了在美国工会中的影响力。 

SLP 的指导思想是德利昂主义De Leonism。SLP 把德利昂捧为美

国的马克思，使广泛的社会主义者敬而远之，被称为德利昂“帮派”

(cult)或德利昂主义者。犹太人德利昂(1852-1914)出生于荷属委内瑞

拉，在欧洲和美国接受教育后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1886 年德利昂因

为参与劳动运动和选举活动失去了本来到手的普升教授的机会，由此

全心全意投入社会主义运动。德利昂 1890 年加入 SLP，并从 1892 直

到去世为止，一直担任《人民日报》(或周刊)的主编。 

为了克服 SLP 仅限于德国移民的封闭性，德利昂首先把马克思的

著作大量翻译为英文，成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宣

传者。德利昂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美国社会进行考查和评述

(为此受到过特别关心“为什么美国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熊彼特的关

注)，特别发展出成为 SLP 纲领的 Socialist Industrial Union 

Program 社会主义产业工会方案，注重由劳动者通过工会来管理产业

与整个社会。每一期的《人民》都重复登载这个德利昂主义纲要﹕

“社会主义是所有人对所有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社会主义的生产是

为了满足人民需要而不是为了追求利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全体劳

动者通过他们的全国性经济组织选出民主政府，对产业与社会实行直

接控制与管理”。德利昂的著作，其历史价值高于现实意义，是马克

思主义在美国的展开的一家之言。 

我 1995-1997 年在威斯康辛大学作访问研究时加入那时在美国校

园里比较活跃的国际社会主义组织 ISO 的 Madison 支部。在一次 ISO

的活动中接到一份 SLP 传单(SLP 在威斯康辛州最大的 Milwaukee 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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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ISO 的成员告诉我不要相信 SLP﹕“那是一个斯大林主义政

党”。这是我遇到的典型的美国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偏见。SLP 成立

时，斯大林还只是一个孩童呢﹗作为一个教条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政

党，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论述，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在落后国度实现，

SLP 当然不认为俄国革命有多大的社会主义意义。 

我 1997 年从 Madison搬到加州硅谷 San Jose。ISO 曾介绍过其

伯克利大学支部，但我没有时间与能力赶去一百公里以外参加活动，

也不认为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当我偶然

从图书馆读到 SLP 的宣传品并得知其总部就在附近的Mountain View

市时，立即去函订购《人民》月刊。 

不久，一位年逾七旬的英国绅士带着 SLP 宣传品来访问了我们。

他叫 Frank 弗兰克，是 1974年移民来美的印刷工人，目前在自营的印

刷公司为 SLP 印刷出版物。弗兰克说他祖父、父母在英国都是受马克

思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其父母因为反对英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移居澳大利亚，现在他的妻子、儿子也是 SLP 成员。弗兰克简要明

快地解释了 SLP 的立场﹕既然俄国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那些困扰

我们的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主义、古巴模式、越南问题、

阿尔巴尼亚问题、朝鲜(北方)问题，以及其根源(列宁主义)，都没有

必要特别关注。他嘲笑文化大革命期间澳大利亚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

的讨好﹕“任何人只要看到毛在城墙上挥动小红本检阅群众，就知道

中国与社会主义没有关系”。 

这就是 SLP 的社会主义正统性﹕只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帝国

(十九世纪的英国和二十世纪的美国)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才具有世界

意义。按照这种略带沙文主义的逻辑思维，那些生活在英美帝国之外

的民众的可歌可泣的奋斗，包括我们今天为中国的民主、人权、社会

正义所从事的斗争，都必须从属于 SLP 这样的能够享受资产阶级法权

(包括言论自由和全球化殖民性利润、不会遭受直接国家暴力机器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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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帝国公民的信念。当 1996 年发生“台湾海峡危机”时，我准备

为 ISO 刊物写一篇介绍并请一个ISO 成员修改英文，他很痛快地答应

到﹕“没问题，我可以为你折价﹕你只须付我每小时15美元”。 

从最基本的政治现实来考虑，我们根本不可能期待发达资本主义

国度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胜利再来“解救”全世界的民众﹔另一方

面，在不发达地区的民众的斗争(如墨西哥的恰巴斯)，如果没有世界

性的支援，也很难对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应该说，

在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普遍支配的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一个国度、地

区的民众的不同形式的抗争，都有其不可代替的重要性，而美国的社

会主义者本来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和义务。把自己派别的教义凌驾在

人类进步事业之上，正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度的“体制外”政治势

力的通病。 

除了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的纲领相似但组织上互相独立的SLP，美

国的 SLP 在美国二十多个城市有支部或联系人，但其成员主要集中在

加州的旧金山/硅谷与洛杉矶地区。1998 年 3月，我随弗兰克一家开

车去伯克利出席 SLP 旧金山/硅谷支部每年三、四次的会议。到会的二

十多名成员多为高龄退休人员。 

《人民》现任编辑 Ken 发表演说，抨击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并没有

提高人民生活。应该指出﹕科技的发展对不同的阶层影响不同，没有

科技技能的人(特别是高龄退休人员)确实受到物价(特别是房价)高涨

的危害。我来美国后，与这里的学术界讨论英美式自由资本主义与德

日式“集团资本主义”的差异，认为主要因素在于德日两国社会主义

思潮相对强大、资本统治集团(由于发动战争遭到惩罚)相对温和，而

不是所谓“传统价值”的不同。相对于具有“人性”的德日公司的

“终生雇用”制度，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彻底由利润(特别是股票收益)

操纵，实际上往往失掉追求长期利润的合理性。有时候，有的公司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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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只是为了人为抬高股票价格，把仍然赢利的部门也解散、解雇员

工。
69
 

SLP 支部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募捐，与民主党、共和党的募捐餐会

类似。我因为“经验丰富”，与会之前尽量少带现款。要不然，面对

那些忠诚的 SLP 老党员，也得掏空钱包。这样的仪式，对于从内心认

同 SLP 纲要与活动的党员来讲可能是自然的﹔但对于不完全认同 SLP

的关心者，多少感到难堪，许多人不会再来了。SLP在具有自由主义

传统的伯克利大学校园附近开会，竟然没有一个青年学生关心，这也

是原因之一。ISO 在这方面作得比 SLP成功。ISO 的会议活动也要求捐

款，但并不对参加者形成心理压力﹕主持人往往把头上的帽子摘下

来，扔进几个硬币，说﹕“这是捐款。请传递”。 

任何组织在吸引新成员、特别是青年时，都必须同时关心他们的

实际生活，并在实际生活中联系社会主义的意义。真正对社会主义诉

求感到吸引的主要是社会下层人士，但SLP 以及其它的组织却只要求

捐款和时间参与，好像成员都是具有高度无产阶级意识的、生活上无

忧无虑的“先进分子”。 

实际上，SLP 的核心是由这样的具有“中产阶级”身份的“先进

分子”组成的。这在 SLP 每年一度的全国会议上可以看出。1998 年 5

月 2日，SLP 在硅谷的一个旅馆举行全国午餐会，约有三十多名各支

部代表与当地成员出席。主持人是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主讲

人是得克萨斯州大学的教授，演讲题目是关于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

的各帝国主义的世界范围的石油争夺战。 

这次全国性募捐餐会，主要是为了扩大《人民》的篇幅与发行量

“以适应冷战结束后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的可能”，共收

到两万多美元的捐款(包括我的 12美元)，其中以洛杉矶支部的四千多

美元最多。 

                                                
69
我曾在硅谷的一家电话公司上班，有一天晚上接到公司电话让明天 11点上

班。我还以为第二天可以享受一顿免费午餐，原来是去接受解雇通知，领取

相当于两周工资的解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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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P 的全国书记Robert Bills、《人民》月刊的编辑Ken 等，也

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时间甚至在这个社会的地位来服务

于一项没有物质报酬的事业，显示出基督教早期的传道精神，尽管这

种奉献没有“感动上帝”(劳动大众)，也没有在理论上找到超越出自

身团体的普遍价值。从道德伦理方面，社会主义的运动为他们提供了

高尚个人生活的条件﹔从政治实践方面，他们对整个人类生活却不一

定有多大的影响。如果说，包括SLP 在内的各社会主义组织以及其它

进步势力的存在价值在于保持星星火种的话，那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

的燎原之势，则会远远超越任何社会主义团体的精神信念局限。 

 

[1998 年 5月 4-5 日初稿﹑1999 年 7月 19 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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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战争状态下的恰巴斯 

Bill Hackwell
70
 

 

自从墨西哥政府与萨巴蒂斯达民族解放军（EZLN）签署和平协定

以来，两年过去了。这个圣安第雷斯协定承认原住民地域可以选举他

们自己的领导人、可以控制他们的自然资源。访问恰巴斯的和平牧师

团的成员们马上就看出墨西哥政府并没有遵守协定，恰巴斯仍然处于

战争状态之中。这使我想到 30年前自己在越南战争中的採访。  

为了进入恰巴斯，我们通过了 15个军事哨口。进入恰巴斯后，

我们随处可见用美国军用物资武装起来的墨西哥政府军的巡逻与基

地。墨西哥与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国家中接受美国军援最多的国家，

在美国的班宁港军校，目前多于三分之一的受训者来自墨西哥。  

这种低强度的战争状态实际上是美国制造的。美国对墨西哥的军

售从 1996 年的 4.5 万美元增加到 1997 年的 2800 万美元。自从塞迪

洛当上总统以来，墨西哥的军事开支增加了一倍，这些负担加重了墨

西哥劳动人民的苦难。  

尽管军事压力增强，自治地域仍然顽强地在执政的制度革命党

（PRI）支配之外生存下来。恰巴斯的 110 个市区中，有 38个宣佈自

治，其执政的议会与制度革命党或墨西哥政府没有关系。  

我们和平团访问了 8个自治地域，在每个地域的周围都看到大量

政府军的存在。自治地域的领导人告诉我们，他们总是处于紧急戒备

状态，因为政府军与别州的军队在附近的活动不断增强。在这样的紧

张状态之下，所有的开发规划与农业劳动都停止了。今年春天，许多

地域因为害怕烧毁或袭击，没能种上基本的玉米、豆类等作物。  

                                                
70
作者 Bill Hackwell 是居住在旧金山的反战活动分子、摄影记者。1998 年 5

月，他随同美国的和平牧师团运送 32吨援助物资到墨西哥的恰巴斯省。原载

圣何西和平中心 San Jose Peace Center《和平时报》Peace Times 1998 年 7

月－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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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访问了 Oventic 的 EZLN总部，Moises 司令官接待了我们。

在总部的医疗中心，墙壁上装饰着墨西哥革命英雄 E．萨巴蒂斯达、

格瓦拉以及原住民妇女面具的肖像。在公共剧场的周围，佈满了坑洞

与木桩，Moises 解释说：那是为了防止军用直升飞机的降落。 “政

府军夜间到中心来巡逻，那些低空盘旋的直升飞机特别可恶。不过，

只要有国际人士来访，他们就不来骚扰了。”  

确实，国际上的支援已经变成自治地域生存下去的一个不可缺乏

的因素。在一个叫 Acteal 的村庄，去年 12月有 45名无辜的平民、儿

童被屠杀，我们看到这样的路标： “欢迎国内与国际的人士！我们不

接受来自政府的人”。  

正因为如此，墨西哥政府不愿意国际上的人士来访问并把这些真

实情况传播到世界上。自从 1996 年以来，已经有 200 名国际人士被以 

“干涉国家内政”的理由驱逐出境，目前，只有 45名国际观察员留在

这里。  

墨西哥移民局官员告诉 Reforma 报的记者说，他们正在查找在恰

巴斯的 40名『没有适当签证”的外国观察员。墨西哥政府规定採访者

必须申请 FM3 签证，但国际观察员如果为了採访恰巴斯而申请 FM3 签

证，一定得不到批准。他们只好以观光签证入境，很容易被墨西哥政

府驱逐。我们在每一个军事哨所都遇到移民局官员和法务警察。  

国际上同情恰巴斯原住民的访问者受到塞迪洛政府干扰的同时，

真正干涉墨西哥政治的 IMF（国际货币基金）和美国的公司却受到欢

迎。自从 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墨西哥政府的负债已达

1700 亿美元。这迫使墨西哥出卖受到宪法保护的国家产业。美国公司

已经着手收买墨西哥的全部 57个机场以及基础铁道线、通讯线路。国

家石油公司 Pemex 仍然属于国营，但是它 78%的石油产品都输送到美

国以偿还债务利息。  

恰巴斯是墨西哥最穷的省，也是未开发资源最富饶的地区，它包

括墨西哥原油储藏量的 81%。这就是恰巴斯斗争尖锐的原由，萨巴蒂

斯达解放运动阻碍了美国公司的顺利压榨。1995 年 1月 13 日美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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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银行的市场调查报告说：“在我们看来，恰巴斯并不构成对墨西哥

政治稳定的致命威胁，但对于投资家们却构成担忧。墨西哥政府必须

消除萨巴蒂斯达运动以证明它能有效地控制国土、确保安全。”  

塞迪洛政府对于大通银行这样的投资家的担忧很敏感，它马上在

1995 年 2月发动了两轮对原住民地域的进攻。  

今天，有 7万名武装部队及保安人员进驻恰巴斯，他们主要驻扎

在恰巴斯省东部靠近 Lacandon 森林的地带，那里是 EZLN 主力所在

地。他们想切断 EZLN与各自治地域的关系。政府攻势的另一轮方式是

增强受到制度革命党援助的半军队组织，这些类似于美国 3K党的组织

对原住民们展开恐怖活动。据 La Jornada 报消息，自从 1996 年以来

这些组织已经杀害了 800 多名村民。他们专干烧抢原住民房屋及庄稼

的行径，Acteal 村被杀害的 45名原住民就是这种半军队组织的牺牲

品。就在惨案发生的前一天，人们还看到这个携带步枪的组织与政府

军特种军团在一起活动。按照 Enlace Civil，一个与 EZLN 有联系的

平民组织，有 2万 2千多名原住民直接因为这些半军队组织的恐怖活

动被迫迁居，移住到山区或难民营去。  

当我们的和平访问团接近 Polho 自治村时，我们看到成队的带着

面具的妇女守卫在村口，在大路上有美式装备的 Humvees 人在巡逻。

妇女们并没有害怕的神色，她们担负着许多自治地域的前线守卫工

作。与邻村 Xoyep 的妇女一样，她们背负着孩童不断地驱赶走企图进

入的巡逻士兵。她们坚定的神色使人回想起 500 多年前萨巴蒂斯达起

义。  

最近，斗争的焦点集中到恰巴斯峡谷东部的一个偏僻的小镇

Taniperlas。这个小镇刚于今年 4月 10日宣佈自治，这立即遭到墨西

哥军队、法务与公安警察的侵犯。已经有 12名国际观察员被逮捕并被

驱逐，6名墨西哥人被投入牢狱，几百名士兵仍然驻扎在那里。大约

140 男性 EZLN 支持者逃入附近的山林，妇女及儿童们则被禁锢在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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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团 4月 24日决定向 Taniperlas 人民传送和平的信息。我们

从 Ocosingo 驱车 120公里，把 7吨大米、豆类、谷物、食盐与白糖送

到一条肮葬的小路上一个高地，再由 EZLN 支持者们靠人力及驴马搬

走。  

第二天早上，和平团通过 Taniperlas 镇，当 Walker 牧师向驻扎

的公安警察讲明我们的目的时，立即出现了许多半军事的制度革命党

成员包围了我们，有人扔石块砸坏了一辆车的窗口。有一项报道说我

们（而不是驻军）不受当地人民的欢迎。  

在恰巴斯，战争不再是新闻的焦点了，但斗争仍在继续，有些地

方的情况正在恶化，更尖锐的冲突将会爆发。国际上广泛的支持运

动，特别是阻止美国政府对墨西哥统治集团的支持，是结束恰巴斯战

争状态的必不可缺的因素。  

 

[赵京译，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1998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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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美国民主 

 

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
71
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1997 年 3 月 4 日晚来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讲演，能容纳

600 人的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更多的人只好在舞厅看现场录像转

播。这是笔者来美后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盛况(在领取座位票时就奇怪排

这么长的队伍)，正如笔者从一篇介绍这位当代语言学大师、最著名的

持不同政见者时读到的那样：这是当代耶稣在讲道。  

乔姆斯基（插图）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

帝国主义性质的批判主要反映在他的《防范

民主》 (Deterring Democracy, 1991 年初

版、1996 年第 8 版)一书中。乔姆斯基强调：

美国一方面成为国际政治中唯一不受挑战的

超级强权、同时其经济实力却不断下降(不得

不更多地依赖日本和德国)，这个政治(军事)、经济的不平衡关系迫使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更露骨地谋求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的世界“新秩

序”(布什语)的特征。  

苏联在五十年代后期(首先发射人造卫星)达到顶峰后开始衰退，

并不具有与美国争霸世界的能力。六十年代的“古巴危机”以及赫鲁

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就是求和的表现。进入七十年代以后，苏联

社会内部的经济停滞、政治不满更加深刻，而美国的政治(军事)、经

济统治地位牢固确立。这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冷战”局势。越南战争

以后，这个局势开始解体，美国一方面在军事上不必顾虑苏联的反

应，同时又必须迫使日本、德国从经济上支持美国的行动。正如国防

部副部长 Lawrence Eagleburger 在国会听政会上的发言，这是一种

新的外交实践：美国出动军队、别国付款。波斯湾战争就是这种外交

政策的实践。乔姆斯基引用美国劳工部的报告说，美国教育系统的进

                                                
71
对于 anarchism 这个词的翻译,乔姆斯基答复到：不必拘泥于形式，只要实

践正确，误解总会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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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衰落使美国更加依赖本国的打手(“世界警察”)和跨国公司的外

国技术人才。  

乔姆斯基对于美国的亚洲政策没有详细的评述，这主要是因为美

国本身缺乏如其中东、南美洲政策那样一贯的政策，同时也因为在欧

洲发生的“正-反-合”辩证逻辑还没有在亚洲发生。在欧美复兴的以

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新思潮尚没有得到日本、中国的回响。在亚洲，

代之而起的是“市民主义”、“消费者保护运动”、 “新党”政治等

时尚泡沫。  

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当以克林顿外交事务顾问、哈佛大学政府

学教授亨庭顿 S. Huntington 为代表。正如亨庭顿的同僚、哈佛大学

东亚研究所傅高义(E. Vogel)所称：坐在哈佛大学教授的交椅上，自

然就会发生影响。而自负为“当代马基亚维里” 的亨庭顿在其成名之

作《士兵与国家》(1956 年)就开始关心“秩序问题”。他此书的结论

是：“军事价值正是美国最需要的价值”、“如果市民们鼓励士兵们

坚持军事规范，国家就会在此规范中塑造自身、获得满足与安全”。

现在，冷战结束了，这位“冷战政治学大师”本该退休了，但是亨庭

顿却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使命：寻找新的对峙构造以防止美国与其同盟

国的“道德衰退、文化自虐、政治分离”，这就是他的 1996 年新著：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建》。  

亨庭顿当然知道，所谓“文化分析”正是马基亚维里等经典政治

分析所鄙视的。亨庭顿大概想从这一领域出发超越马基亚维里。遗憾

的是，比较起相对容易定义的“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即美日、

西欧)，亨庭顿眼中的“文化西方”(以聚会在瑞士 Davos 的“世界经

济论坛”的商人、银行家、教授、官吏与记者为模型)却不能构成政治

分析上的可用术语：日本是“文化西方”吗？东亚的新兴工业区域属

于哪方呢？  

作为与“文化西方”对峙的中国，其传统文明程度不如日本、台

湾、韩国，其正统政治体制来自马克思、列宁，目前正急剧地接受亚

当·斯密的政策，怎么可能与西方发生“文明的冲突”呢？亨庭顿把

伊斯兰教列为另一个“文化西方”的对峙者，但伊斯兰教人口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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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与西方发生过“文明的冲突”吗？已经加入北约的土耳其

会与西方发生“文明的冲突”吗？已经被定义为“恐怖分子”、“独

裁者”的中东原教旨主义者和伊拉克的侯赛因只能给美英等国的跨国

公司的利润带来骚扰而已。  

亨庭顿还不至于把古巴也列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墨西哥过去作

为“美洲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领袖”没有挑战美国，现在它签订《北美

自由贸易协议》作为“北美一员” 反而成为美国的直接“威胁”，克

林顿不得不下令增强边境警备、不得不拒绝签署废除地雷公约。所谓

“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或者干脆称“有麦克唐纳店的国家之

间不会发生战争”)实际上等于：胆敢挑战“民主国家”(美国及其同

盟)的都不是民主国家。  

除了亨庭顿抽象“教导”外，作为美国传道理念的民主主义如何

具体地操作呢？《推进九十年代的民主》
72
简要地介绍了美国政府与

“民间社会”(协调、补充政府政策的财团、学术与政治机构)推动民

主的实践。很显然，冷战时代美国所惯用的直接(军队)或间接 (CIA) 

干涉方式虽然仍然不得不保持，但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原来在“对抗

共产主义”名义下实行的各种政策不能在民主主义的名义下推行了。

这迫使美国要支持、培养、鼓励“非民主”国家的“民主运动”。例

如，此书表 1 列出 1992-93 年度一些机构用于“推动外国民主运动”

花费掉的来自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的款项，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用于“印制和传播由中

国学者写作的关于制宪与法制的论作”等。从中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

多数曾经多多少少地代表过民众呼声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们不得

不堕落为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附庸的实际过程。为了争夺美国政府的

这一点施舍，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们竞相在美国国会这样的“神圣”场

合出卖人格。  

                                                
72
副标题是“表演者与手段、课题与职责”，Larry Diamond 著、卡内基财团

1995 出版，免费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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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相对于作为外交工具的美国民主主义，比较具有实质内容

的美国国内民主主义的政治成果可以为我们改善美国的经济民主与外

交民主提供一线希望。  

 

[此文曾经发表在 1998 年 4月 15 日美国《国际日报》，1999 年

2月 15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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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年轻的美国劳动党 

 

我到美国来后，尽量利用条件实地参与、研究美国的各种进步团

体和活动。与日本的左翼团体一样，美国的进步团体之间关系复杂，

所以我一般在一段时间内只参加一个团体，在基本上研究清楚其主

张、政策、历史与现状后就逐步脱离，转向另一个团体。 

2002 年春天我参加圣何西（San Jose）和平中心主办的“北加州

和平运动团体联合会会议”中关于美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分科讨

论，认识了劳动党成员的主持人Perry。他向我们介绍 Labor Party

劳动党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联合各种团体、推动医疗保险制度的改

革。 

1992 年民主

党的克林顿刚入

主白宫时，为了

答谢工会等支持

者，曾由克林顿

夫人主持一个委

员会专门研究医

疗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但此尝试很快被保险公司在华盛顿的贿赂收买

击败、不了了之。1996 年在华盛顿成立的劳动党主要就是由不再对民

主党抱有幻想的工会们推动成立的。在由 1,400 名代表出席的成立大

会上，劳动党宣言：“在至关劳动人民生活的最重要议题——北美自

由贸易协议（NAFTA）、关税总同盟（GATT）、健康、医疗、以及组织

工会、集体交涉、罢工的权利上，民主党与共和党都出卖了劳动人

民。” 

我随后出席了劳动党圣何西支部每月一次的晚会。“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我当即填表签字、交纳“党费”，成为一名普通的劳动

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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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由我们都熟悉的菲尔与安妮夫妇的吉它演奏开场。菲尔在一

个机场当职员，每逢进步团体集会，总缺不了他们。
73
从他们的演唱

中，我真正体会出音乐的社会功能，感受到另一种（淳朴、友爱、蔑

视金钱权势的）美国。我们顺着“拳击者”Boxer 民歌的调子，开心

地合唱“我这个大混蛋”的歌词：“我是一个政客，乔治·布什是我

的大名……”  

我们接下来观赏两个劳动党制作的宣传录像，并进行讨论。第一

个录像是介绍跨国公司以及支持它们的国际经济体系如何摧毁中南美

洲的当地经济与民众生活的。我从德国传统较浓的威斯康辛州移到加

州后，立即注意到这里的最大“种族”是讲西班牙语的拉丁/墨西哥裔

人口。他们是美国与中南美洲的联系纽带，是各种政党争取的票源；

他们也最理解中南美洲人民的苦难与奋斗。例如，在几乎所有的被纳

入美国经济体系的国家中，普通民众唯一改善生活状况的途径就是想

方设法“偷渡”一个年轻人到美国打工以救济亲属。但堕落的国际经

济体制赢利的前提就是廉价劳动力不许移动，所谓“自由贸易”只是

支配钱物的资本家阶级自由移动的权力。劳动党提出“公正贸易”的

口号取代“自由贸易”，主要着眼于限制钱物的移动。 

我介绍了中国劳工“偷渡”的事例，以及日本的外籍劳动者的受

歧视状况，并提出“开放国界”的概念作为另一种选择：允许劳动者

自由移动到任何能够提供较好待遇的国度、城市。这也是欧盟 EU与北

美自由贸易协议 NAFTA、亚太经济合作 APEC、世界贸易组织 WTO 等机

构的不同之处。具有反共，“爱国”传统的劳联—产联AFL-CIO 不可

能接受这样的口号，劳动党内工会们也不愿显得激进，吓跑可能的同

盟军。许多在下层支部，成员中的民主的、革命性的要求几乎没有可

能在官僚化了的中央机构中表示出来。幸好拥有两百万成员的劳动党

尚处于成形阶段中。 

另一个录像就是揭露目前医疗保险制度的罪过。除了美国之外的

西方国家多采取强制性的“全民保险”体系，由政府监督统一管理，

                                                
73
可从网上收听他们演奏的美国传统歌曲：www.ambergra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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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许多不必要的竞争浪费。我在日本期间，可以自行选择医院而且

只需付 10%的费用（一次两、三百日元）。但美国的医疗保险，完全

由“市场利润”支配，非常贪婪、违反人道，而商业化最发达的加州

最残忍。圣何西是硅谷中心，富人居住在附近的小城市，穷人多居住

在市中心。在一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富裕小城集中了八家医院，而整个

市区只有一家医院。这家医院被一家公司收买后计划搬出市中心，劳

动党圣何西支部与许多组织正在动员、请求市政府出面留住这家医

院。 

美国的保险金额、程度五花八门，除了浪费在无益的行政管理、

市场竞争的开支，保险公司上层人物的报酬也与高科技公司的总裁们

看齐。结果造成全美有 1/5 的人根本付不起任何保险，同时有 1/3 医

院设施空闲不用，与市场“看不见的手”支配下的农牧产业等相似：

有许多人没有温饱，同时有许多鲜奶、蔬菜、肉类却必须埋掉以保持

价格不降！前两年，圣塔·克拉拉县（下辖圣何西及附近城市，即硅

谷地区，年输出产值与纽约并列全美第一）收到烟草公司追付的一大

笔意外税金，颇具进步精神的县议员们提议给予全县18岁以下少年儿

童免费医疗保险，但最终未能实现。 

劳动党把改革医疗保险制度作为首要目标，是很明智的战略决

策。与别的西方国家相比，从最落后的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着手，并不

比当年民主党人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激进；相反，因为现在的民主

党堕落与共和党相差无几，才不可能推行这种温和的民主主义改革。

劳动党如果能够成功地团结大多数美国人达到这个目标，可能会确立

自己作为独立于目前为止的两党专制之外的第三党地位。 

当然，如果意识到在硅谷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生产力地区的上百

万人口中，只有三十人左右参加劳动党的晚会，就可以明白这将是多

么困难的工作。能否把人数不多但战斗精神强盛的社会主义各派别、

无政府主义团体动员来共同工作颇不容易。为了不吓跑任何可能的同

盟者，劳动党的正式文献没有提及“社会主义”这个词，但它的政

策、纲领明显带有社会主义成份。在最基本的反对资本家、保护环

境、社区等课题上，劳动党能否与注重选举战略的绿党合作，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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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如果劳动党要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投入竞选，还会加剧与那些附属

于劳联—产联的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工会组织的矛盾。这些都使得原

计划在 2002 年春季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推迟到秋季举行。 

我同意这样的美国史观：即六十、七十年代的反战、民权运动完

成了自废奴运动以来的第二次美国政治革命，选出了不少黑人、拉丁

裔人进入国会和地方政府部门；现在，美国需要以经济正义为直接诉

求的第三次革命。冷战的结束不仅击垮了作为挑战对手的国家社会主

义政治集团，同时也在随即的“后冷战”展开中征服了具有社会民主

主义色彩的日、欧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确立了以华尔街为象征的“一

美元一票”的股份市场支配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整个人类

的生存都被日益深重地套在越来越庞大的世界赌博机器上、把人类财

富向越来越少的人积聚。从这个意义上看，劳动党在美国为争取经济

正义的斗争，直接影响到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值得关注。 

 

[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2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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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论恐怖主义 

 

1927 年 8 月 21 日，无政府主

义者万塞蒂 Vanzzetti 与他的同志

沙科 Sacco 在被执行枪决的前两

天，从麻州监狱死刑囚牢中为其儿

子留下遗嘱：“……假如我们在忍

受了 7 年 4 个月 17 天惨无人道的

折磨与冤屈之后，还得非被处死不

可的话，那原因我已经告诉了你：因为我们站在穷人一边，反对这个

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他们在临刑前向所有支持者发出号

召：以一切形式推翻这个制度！为我们报仇！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判决，当麻州州长自己不敢签字而

请求以哈佛大学校长为首的委员会做决定时，美国的法学院教授们还

是站在穷人的敌对面维持这个制度。在这样的社会公正已经不可能期

待的情况下，无政府主义者保留或行使“替天行道”的最后手段（暗

杀或恐怖行动），不但无可厚非，某种情形下还应拍手称快！一位意

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购订返回意大利的旅票后驱使一辆装载炸弹的马

车冲向华尔街的贸易大楼，炸死炸伤上百余人。美国当时没有能力追

查“凶手”，此“凶手”从此在意大利安居，无疾而终。在这个事件

中，很显然元凶是处决万塞蒂与沙科的美国司法制度。  

在某些极端的历史条件下，暗杀是唯一的行使社会正义的手段，

特别是在不伴随无辜者伤亡的情况下。例如，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

表达出朝鲜志士不甘当亡国奴的国魂。所谓恐怖行动，只是一种特殊

的、敌我势力极为悬殊条件下弱者迫不已采取的战争方式。所以，对

于恐怖行动、恐怖主义的谴责，并没有超越反对战争的范畴。再看

1996 年圣诞节时秘鲁游击队突袭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事件，游击队明确

地把行动控制在人道主义的政治目的下，当场释放妇女、小孩、普通

工作人员、甚至包括没有直接支持藤森政权的加拿大外交官等。相

反，藤森在解决事件的过程中，蒙骗包括红十字会、加拿大政府等国



自由美国政治评论 

 - 72 - 
 
   

际社会，残暴地屠杀毫无抵抗准备的每一个游击队员。在这一类事例

中，不论是出于胆怯或者是不赞同恐怖行为，都可以宣称脱离恐怖主

义，但我找不出谴责“恐怖份子”的任何理由。  

恰好在一百年前的 1901 年 6 月，日本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思想

家幸德秋水在《暗杀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公法如此缺乏判

决国际纠纷的能力，经济制度如此缺乏调解劳资冲突的手段，社会法

律与良心如此丧失判断与制裁个人或党派行动的力量，则对此社会绝

望的人，或者隐遁、或者发狂、或者自杀、或者诉诸暗杀行动。暗杀

确为罪恶，但把他们推向绝望的社会不是更罪恶吗？”实际上，如果

我们不忘记恐怖份子已经首先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这个事实，我们

为什么不谴责把他们推向死亡选择的这个罪恶制度呢？  

如果你把恐怖主义视为粪便，彻底清除它们的唯一方法是停止人

的生存。恐怖倒更像是一个人身上的伤病，你不能因为手上生疮而切

断手指、不能因为耳朵发炎而拿掉耳朵。这个关于恐怖主义、恐怖事

件性质的常识，并不因为事件的具体特殊性而不同。  

2001 年 9 月的前几个月，具有中国与日本研究背景的日本政策研

究所创办人查尔默斯·约翰逊 Charlmers Johnson 出版了题为《反戈

一击》（Blowback）的普及性读物，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

并预测到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反戈一击。连 Blowback 这个字

典里没有收录的词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用于评估美国外交政策的

副作用带来的冲击。实际上，当今世界上最具爆破性的三个国际性冲

突点（中东、台湾海峡与朝鲜半岛）都是美国外交罪恶的后果。曾经

为克林顿当局出谋献策的约翰逊比绝大多数的只是直接为主人效劳的

“思想库”（think tank）高明，深为美国国家的利益忧虑。  

既然美国扶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既然美国

十年来持续轰炸伊拉克，既然美国收买萨达特．穆巴拉克军人集团镇

压埃及穆斯林政治组织，既然美国、法国支持阿尔及利亚军人集团推

翻民主选举中获胜的伊斯兰政治组织，既然美国扶持沙特阿拉伯、科

威特落后、反动的君主制而前往驻军，等等，从阿拉伯世界中产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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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宣战的军事组织是必不可免的。美国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战争状态

中的。  

在这种战争状态下，美国的政治中心（白宫、国会）、军事中心

（五角大楼、CIA）、经济中心象征（世界贸易大楼）成为攻击要点是

显而易见的。的确，在这些建筑物中，有许多迫于生计从事清扫或者

低级秘书事务的劳动民众，他们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广大广岛、长崎

民众一样，是遭到直接攻击与被统治阶级利用而牺牲的双重受难者。

那些在广岛、长崎经受原子弹爆炸的亚洲民众从来没有咒骂美国；即

使是日本民众，在没有首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之前就谴责美国，也丧

失了道义基础。  

我们看到巴勒斯坦普通民众怀着解放了的喜悦庆祝“9•11”事件

的巨大成功，连任何伪善者也不能抵赖阿拉伯民众的这种正当的感

情。读过《古兰经》的人更明白，那些执行战斗的战士以此清除了自

己生活中的罪过，得以升入天堂。对于那些没有理解、同情阿拉伯民

众苦难的人，如果要谴责这个恐怖行为，就必须同时谴责美国在中东

的反动外交政策，必须同时要求美军停止轰炸和侵略阿富汗，必须同

时要求美国停止轰炸和制裁伊拉克（那些十岁以下的儿童凭什么要为

侯赛因的政策受难呢？）。必须同时要求美国停止军援以色列，必须

同时要求美军撤出中东、撤出亚洲、撤出一切非美国领土的地

区……；否则，除了伪善者，或是被愚弄者，都不应该跟随华盛顿的

节奏去痛骂。 

我们再看看美国全军“最高统帅”的表现，在听说第一架飞机撞

击世界贸易大楼后仍不知事态之严重继续向孩童宣教；在听说第二架

飞机撞击后顿时逃得无影无踪（事后知逃到印地安那和那布拉斯加州

的地下了）；在得知敌人都已经死完后又宣布战争，把整个美国和整

个世界都投入一场毫无道义的恐怖屠杀中，对那些“9•11”事件的牺

牲者，进行再一次的亵渎。 

正如对待各种战争一样，对待恐怖主义也要具体分析。不过，从

恐怖主义行为常常带来的更大恐怖罪恶的历史事实看来，恐怖行动一



自由美国政治评论 

 - 74 - 
 
   

般不应当被赞同、被鼓励。和平抵抗才是更有效的反对暴力的形式，

更值得提倡。 

 

[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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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具有深远意义的美国反战运动 

  

    昨天（2月 15日）是世界范围内反战游行日，在西方以及不

少发展中国家都爆发了反对美国当局战争行为的游行，其规模接近千

万人次，超过了越南战争期间的反战运动。 

    正好在一个月前，我刚参加了在圣荷西市中心的抗议搬走市

中心唯一综合医院的游行。圣荷西虽然是硅谷——世界高科技的中

心，但市中心的居民多为贫民，没有医疗保险，不少人在医院看完病

无法支付费用，所以医院股东决定把医院搬到附近的富裕小城市。那

次主要由“拯救圣荷西医疗中心联盟”与劳动党组织的游行只有近百

人参加，而我已经习惯了在美国参加势单力孤的游行等政治活动。 

    当我昨天带着小孩赶到市中心的集会公园时，一下子感到了

鼓舞。这是圣荷西有史以来最大的反战集会，据电视台报道有三千五

百人参加，实际数目可能不止。更令我兴奋的是，集会包括了美国社

会的各种阶层：除了我熟悉的圣荷西和平中心、劳动党成员的面孔

外，不同种族、年龄、性别、宗教、职业的人都聚集到同一个反战的

旗帜下。置身其中，我明显地感受到安全与信任之情，也切实地感受

到人民的力量改变了世界。实际上，布什不得不随后发表一个声明，

称他也认为战争是“最后的迫不得已的手段”。如果再考虑到二月十

四日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的讨论、伊拉克民众受到鼓舞而

大大加强防卫的决心使得美国政府更加顾虑战争的损失等等因素，战

争的可能性大为减少了。 

    另一方面，高涨的西方反战政治运动，随同西雅图、热亚诺

等政治、经济抗议活动，必将对中国的民主运动赋予新的、进步的方

向，进一步摆脱美国政府的控制，使中国民众与世界民众的抗争结合

起来。 

[2003 年 2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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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丹尼斯·约翰·库辛尼奇竞选总统宣言
74
 

俄亥俄州克列弗兰德市 

2003 年 10 月 13 日 

 

谢谢大家到此与我分享这个不仅对

我，而且对克列弗兰德市也很重要的时

刻。我们都记得，曾经有一个从钢铁厂高

炉中生起的燃烧火炬，照亮着我们亲爱的

克列弗兰德的夜空。它是那么的明亮，映

照到我们的车里。孩童的我把脸紧贴着车

窗，出神地注视着火苗上升。它使我充满

好奇心，它激起了我的希望，它使我忘掉

了同住在车内的爸爸、妈妈以及我的四个兄弟姐妹。 

火光的力量激发出梦想。虽然当我 17岁时，我们已经在 21个不

同的地方（包括几次在车“房”）居住过，我常常沉浸在火焰光亮的

幻想中，直到今天的这一刻。 

我们被教诲发出自己的光亮和真理。当孩子们把希望的火炬装入

他们的胸膛时，他们知道，黑暗将被火光、星光、阳光以及心灵之光

所征服。 

此刻，我决心肩负起今天和明天的光明。让我们帮助那些正在寻

求希望、寻求家园的孩子们，教他们如何发现光明、读书学习、唱歌

跳舞、热爱人生，如何从一无所有召唤出被称为奇迹的新现实。当我

们的信念与内在的展望相结合时，奇迹就发生了，相信就变成了目

睹。 

                                                
74
译自 http://kucinich.us/announce-news.htm。笔者没有任何国籍，但为此

文作者义务组织 Friends of Kucinich, Japan，帮助宣传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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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我们不仅在庆祝一个曾经生活在车中的内陆城市小孩

成为美国总统的梦想，更是在确认我们的责任，让每一个孩子都发挥

出创造性的潜能，变成有价值的人，去热爱、去奉献、去领导，去实

现伟大的“美国之梦”。 

上个月我提出了一个法案。作为总统，我将寻求立法，为所有 3

至 5岁的学龄前儿童，提供每周 5天的早期学习条件和必要的营养。

这项事业的资金将来源于肥大的五角大楼开支的 15%的削减。我们都

知道，五角大楼开支浪费巨大，削减 15%的开支不会损害我们的国家

安全。相反，这笔可以为每个孩子节省出 5000 美元的开支，可以提升

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使每一个家庭都受益。我也将以同样的努力，

为所有美国青年提供免费的公立学院和大学。 

我们现在更深刻地理解高耸在国会众议院大门上的雕刻：一个妇

女伸出她的手臂，保护着坐在书丛上的无忧无虑的儿童。这件艺术品

的标题是“和平保护天资”。是的，和平而不是核武器，保护着天

资。只有永恒的爱才能保护孩童的天资，而孩童的天资正是通过爱护

和教育而达到的。 

我就是为了和平女神能够把美国和世界上所有孩童都庇护起来而

竞选美国总统。我们要保护孩童们免于贫困和战争，把他们置于仁爱

之光、和平之力量之下。 

我就是为了挑战这个使如此之多的美国孩童和成人陷于恐惧、暴

力和贫困，并强迫我们支付我们不想要的战争、牺牲我们孩童未来的

现行制度而竞选美国总统。 

我就是为了创设一个内阁部长级别的和平与非暴力部门而竞选美

国总统。自从我 2001 年 7月提出这个法案以来，已经有 50名国会议

员同意、支持这个法案。新设的和平部将实施马丁·路德·金博士的

梦想和展望，让非暴力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我们能够

实现它。通过教育我们的孩童和平、分享、慈爱、付出和相互尊重，

我们能够实现它。折磨着我们的家庭与社会的很难得到解决的家庭纠

纷、社会暴力，都能够通过教育改善。我们美国人能够以集体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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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专注并解决暴力矛盾。和平部知道我们有办法对付校园暴力、种

族冲突和性别歧视。 

正是那为我们国家带来自由的力量，引导我们把自己从暴力的枷

锁中解放出来。通过使非暴力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结构性组成部

分，我们可以教育和平、教育如何解决冲突，把我们的社会与家庭从

暴力中解放出来，证明美国的进化是由内在因素造成。当和平深植于

我们内心深处，和平也就显露在我们社会和国家的外延。那些我们珍

爱的、为国家光荣服役的男女同胞们，现在正站在伊拉克的土地上，

因为他们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相信战争不可避免必然导致暴力。如果

我当选总统，我将与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合作，让战争成为历史，让核

武器不复存在。美国必须领导和平，必须重新回归国际社会。 

为了回归国际社会，我们要立即签署生化武器公约、小型火器条

约、地雷条约，立即加入国际犯罪法庭和签署京都气候变化条约。现

在是美国回归国际社会的时刻了！ 

当我们回归国际社会之后，我们可以确认和平的原则，将它高高

举起。此时此刻，当我们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兄弟姐妹们被镣铐在恶

性暴力循环之中，我们多么希望和平之手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和平

共处。美国不可能踩在战争加速器上同时又倡导和平。 

我们的和平工作只有当我们弥合自身的社会创伤时才能得到加

强。今天是时机，提醒我们医治原住美国人的悲痛的必要。当开发演

变成掠夺，原住民的律例因为所有美国人的事业而被排除时，他们被

迫流离失所。 

我响应国会议员约翰·孔叶的倡议，研究如何赔偿那些先祖遭受

奴役的非洲裔美国人。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奴

隶制度与种族主义的后遗症仍然存在于我们中间。我们必须承认这个

现实，因为如此之多的非洲裔兄弟姐妹们，仍然被禁锢在贫困、陋

宅、失业、破烂学校、没有健康保险、没有希望的监狱中。我知道这

些，我的兄弟姐妹们都知道这些，因为我们时常是居住在有色人种社

区的唯一的白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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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医治非洲裔美国人的伤口，这也是治救我们自己的世

界。我们必须医治伤口，我们必须医治伤口！我们必须开启和解与医

治的旅程。只有当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工作，都享有健康保险，都享受

免费的高等教育，我们才能说我们医治了创伤。这是一个非常的时

刻，让我们把美国高高举起！ 

同时，我们也要制止正在发生的由非人道的移民政策带来的创

伤。有多少身不由己来到美国寻求生存的拉丁裔兄弟姐妹们，被沦为

另一类奴隶的地位！他们没有法律的保护，没有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的

保护，他们的孩子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我们必须尽力

为移民劳工们创造立法和特赦，我们要提升他们的地位。我们要医治

创伤！我们要为有色人种的伤痕赔偿！ 

我们要医治美国由 9.11 带来的悲痛、灾难和恐惧。不幸的是，

这个事件被布什当局利用，去侵略一个没有攻击我们的国家，去通过

一个“爱国者”法案侵害我们的自由民权。只有当美国不放弃丝毫自

由民权时，才能坚定地对抗恐怖主义；只有当我们在国际安全问题上

与国际社会合作时，才能坚定地对抗恐怖主义。让我问你们，在我们

自己的城镇没有能力雇用警察、消防队、紧急医护人员的情况下，我

们哪有能力去充当世界警察？ 

这就是为什么本周我将在国会投票否决支付占领伊拉克的 870 亿

美元预算。我竞选美国总统就是为了终止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就是

要终止把我们带到伊拉克去的谎言，就是要把我们整个国家带回国际

社会，就是要阻止那些将把我们国家带向另一场战争的更多的谎言。

我们必须制止这些谎言！我竞选美国总统就是要阻止千百万美元税金

流向对伊拉克的继续占领。此时此刻我站出来，大声呼唤支持我们的

军队：请支持我们的军队，把他们带回家来，把他们带回家来，把他

们带回家来！ 

人们会问：“这听起来很不错，但你如何做到这一点？”几天以

前，我已经在我的网站 www.kucinich.us 上公开了在新年前把我们的

军队带回家来的撤退战略。如何做到呢？美国必须向联合国提出新的

决议，包括以下三项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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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合国在伊拉克人民能够恢复主权之前，为伊拉克人民管

理所有石油资产。决不能私有化！ 

2．联合国将接管所有的生意合同。决不能把合同让

Haliburton 这样的跨国公司夺走！决不能允许靠战争发横财，决

不能允许把合同送给那些布什当局的捐款公司！ 

3．在伊拉克人民行使主权之前，由联合国领导建立伊拉克政

府的工作。 

这个时刻，我们更需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我们能够做到这

一点，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让联合国来处理，让美国撤出，让我们

的军队回家来！ 

我竞选总统就是要破除剥夺我们公民权利的恐惧枷锁。我如当选

总统，就要废除可恶的“爱国者法”，就要废除不伦不类的“国土安

全部”。我们要重新获得美国人民的信任，我们要建立一个信任美国

人民的政府。 

这场战争威胁着我们的自由民权与经济生活。对伊拉克的继续占

领将会继续恶化已经高达 4500 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赤字和各地方政府的

财政危机。 

自从 2000 年 7月以来，美国人已经失去了 300 万个制造业工

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和世界贸易组织WTO 促使工作机会逃离

美国。你我都知道，跨国公司们往工人工资最低的地方移动，往劳动

者没有权利、没有法律保护的国家移动。美国能改变这一点，美国能

设立新的贸易规则。我竞选美国总统就是要取消 NAFTA和 WTO。 

这是公平贸易。人们会问：“你将怎么办？”我们将回到双边贸

易关系中去。大家都想打入美国市场。那好，让我们来设定一些普遍

的规则，帮助提升所有劳工的地位。在我们的新双边贸易规则中，我

们要加入劳工的权利、集会的权利、集体交涉的权利、罢工的权利、

起码工资及福利的权利、安全工作的权利、退休福利的权利。这样才

能保护美国劳工，才能提升全世界劳工的地位。现在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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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回忆起曾经有段时期美国经济陷入危机，有一个叫福兰

克林·罗斯福的美国总统面对破落的国家经济告诉我们，“除了恐惧

自身，我们没有什么可恐惧的”，并推动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重建美

国。作为新的美国总统，我将推行新的“工人进步行政”WPA 政策，

重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桥梁、我们的道路、我们的上下水道、我们

的能源系统。我们能够重建美国，我们能够重新雇用百万劳工。就在

我们克列弗兰德，有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 Glen 研究中心。我将依

靠 NASA 的天资帮助我们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如果我当选美国总统，NASA 将领导美国的公共与私立部门通过专

利转让开发推出在科研、能源、材料、通讯、环境、保护、医学等领

域的技术。这个公私合作将创造未来的产业，将创造新的高科技工作

机会。我们有能力达到这一点。 

同样地，如果我们推行一个新的医疗保险系统，我们也将创造新

的工作机会。我们都知道，有多少地方，有多少员工被解雇是因为雇

主没法支付员工健康保险的开支？员工的健康保险福利已经不能再减

少了！我们的健康保障系统已经不是为美国人民服务的了。 

上个月，我与国会议员约翰·孔叶和吉姆·麦克德模提出了一项

把利润赶出健康保障系统的法案。这个法案将为美国人民介绍一项普

遍的、全民的、单一付款的系统，为人民而不是为利润运营。你我都

知道，保险公司们靠不提供健康保障、靠阻止人民获得他们需要的医

疗服务而赚钱。他们比医生们更有权力决定患者能够接受何种治疗。 

我所提议的普遍的单一付款医疗保障制度，包括所有必须的医疗

程序、免费的或额外收费的药品，也包括眼科和牙科的治疗。我们都

想看到美国孩子们可爱的笑脸，但是这个笑脸是非常昂贵的，因为许

多家庭都付不起医疗保险，特别是付不起牙科保险。所以，作为下一

届美国总统，我要特别把牙科保险也列入普遍健康保险的账单中。 

它同时也包括长期护理。不少战后出生的一代仍然有幸与他们的

父母共同生活。让我告诉你们：当我们知道家庭护理的费用后，你们

中的一些家庭必须放弃一生工作的所有财富，才能享受家庭护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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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健康保障中包括长期护理、精神护理、处方医药，因为美国人

民需要它们！ 

在我的克列弗兰德选区，高龄者们分别不同的药品，最后才付处

方药品。他们不得不减少食品与衣物的购买来支付处方药品。我的普

遍健康保障将包括全额免费的处方药品，帮助我们的人民脱离健康贫

困。 

人们会问：“多么动听啊。你能办到吗？”能！我们已经支付了

普遍健康保障的费用，只是没有得到保障而已。为什么？因为钱多数

跑到股票选择权、公司主管的高薪、高额利润、国会游说、推销、广

告和文件处理工作去了。我们要让健康保障的钱用于人民的健康，再

不能因为健康保险昂贵而让人民死亡、公司倒闭，再不能加深美国的

健康保障贫困，再不能增加保险金、共同付款和额外支付。我们已经

支付得够多了，只是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保障而已。 

现在是让大公司向美国人民交待的时候了。我们要求他们向股

东、投资者、雇员和退休者们说明真相。现在是时候了！ 

我将使美国总统具有独立性，促使华尔街的头头们具备较高的职

业操守。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叫西奥多·罗斯福的美国总统，担负起

时代的信任，挑战他那个时代的垄断。我要说，现在也正是时候了，

让我们打破垄断，恢复经济的竞争力。我们特别要照顾小型商业以及

家庭农场。作为美国总统，我将搬开农业领域扼杀从种子到仓库的市

场的垄断，让家庭农场的产品能够到达市场，并得到他们应该获得的

价格。 

当然，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是有经验对付垄断的。就在这里，就

在这个商会，25年前，我荣幸地阻止了克列弗兰德的都市电力系统、

阻止了我们的公共电力系统被一家垄断公司收买。因为我当时和现在

都知道，便宜的公共电力对于我们的社会和人民是何等的重要。 

让我与你们分享 25年前的往事。那是 1978 年 12 月 15 日，我拒

绝出售我们都市的电力系统。弗兰克、加利，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我想到了我们住在克莱尔街 10712 号的马萨点心店楼上时，爸爸与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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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坐在餐桌前一文一文地点数铜币支付水电费的情形。我至今还听得

到一分一分钱币落到桌面上的声音：叮当，叮当，叮当。那个声音在

我面临出售克列弗兰德都市电力系统时响个不停。 

啊，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想让你们都知道，我从未忘记我来自

何处;我想让你们都知道，克列弗兰德教会我的经历，我想将它与每一

个美国人分享。那就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环境，任何人都可以来自贫

贱去领导国家，人道的热爱与精神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我已经目睹

了奇迹，我已经目睹了克列弗兰德人民创造的奇迹。在我任职期间，

你们帮助我拯救了已经被出卖的都市电力系统，你们帮助我开放了已

经被关闭的医院。当别的城市绝望了的时候，你们帮助我解救钢铁

厂，让它的烈焰继续照耀在我们的工业地带。正是因为你们，正是因

为你们，我学会了希望的力量、乐观的力量、光明的力量！ 

许多年以前，一个叫库辛尼克的来自克罗地亚的贫穷青年只身移

民到爱丽丝岛，来到自由女神像下。因为他那蹩脚的英语发音，人家

把他的姓也改成了“库辛尼奇”。是自由之光欢迎了我的祖父，是自

由之光欢迎了成千上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把美国与整个世界联

结起来。我们的竞选就是要把来自各处的崇高精神联系起来。不管你

是彼得、劳生、或是琼斯，来吧，加入我们国家重建的行列！ 

今天，那引导我祖父来到美国的光明，那仍然闪烁的公共力量的

光明，那仍然点缀着克列弗兰德钢铁地带的夜空的光明，激励着我准

备照亮整个美国。我叫丹尼斯·约翰·库辛尼奇，今天我宣布，我要

竞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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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二 00 五年九月二十四日的反战游行 

今年初以来，全美的各反战团体就开始策划在 9月 24日组织一

场大规模的反战游行。其间有些组织出于现实考虑，建议不要涉及巴

勒斯坦问题，而专注于从伊拉克撤军问题。这个分歧到九月初仍然没

有解决，甚至传出分别游行的计划。这引起了广大的反战人士、反战

团体的担扰，包括笔者的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在内的团体和个人都

联名呼吁统一行动。 

正是基于壮大声势的考虑，在圣荷西等城市的反战人士决定都集

合到旧金山去参加游行。24日早上，我赶到集合地点，与上百名同志

和朋友乘车前往。 

这是我第一次到旧金山参加抗议活动。我过去一直因为交通拥

挤、停车困难不愿去旧金山。我们在会场附近停车后，就遇到许多人

从不同的方向朝会场会集。我一下子就感到一种自由和解放的气氛，

在这里可以遇到几乎所有的美国进步力量团体或个人的诉求：无政府

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会、妇女运动、宗教人士、高中学生

以及保守派人士等（插图中有毛泽东、列宁和马

克斯头像）。我特别注意到有不少亚洲系的学

生。有一个女学生看到我签名后用中文向我致

谢。除了各种招牌外，许多社会主义团体也在积

极推销他们的报刊、书籍。十年前我刚到美国时

在威斯康星大学校园加入过国际社会主义组织

ISO，在严寒中叫卖其报刊 Socialist 

Workers，
75
今天又看到这份报纸，好像见到分别

了很久的老朋友。 

我与刚结识不久的马克思主义者D•E 律师

                                                
75
见本书“美国校园里的社会主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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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得较多。他在越战期间受组织派遣去越南帮助越共抗击本国的军

队，回国后曾被美国警察拷打，至今后背不能正常活动。作为旧金山

进步律师协会的一员，他被总部设在印度的国际律师组织派遣到北朝

鲜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刚回来。他介绍说，今天在旧金山活跃的许

多进步团体的组织者过去都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信徒。伊拉克战争

以来，有一个叫“Not In Our Name”（不要用我们的名义）的组织很

有声势，在欧洲、日本的反战示威中也常常看见这个标语，但在今天

的游行中却不见踪影。D•E 告诉我，该组织者过去是毛泽东的信徒，

现在自称是美国的“毛主席”，搞个人崇拜，失去了上千名成员。运

动造就了这些名人、“英雄”，也容易将他们抛弃。 

集会一个半小时后开始游行，游行进行了两个半小时才结束。我

无法数出有多少参加者，后来读报道，说有两万至五万人，是伊拉克

开战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抗议活动。同一天，在华盛顿有十几万人参

加游行，也是开战以来最多的一次集会。美国的报纸、电视都作了广

泛的报道。这是一次成功的游行。 

如果联系到最近的新奥尔良等处的自然灾害，可以说小布什当局

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但这并不自动地等于进步力量的增强，相

反，AFL-CIO（劳联-产联）在连续衰落的颓势中却分裂出 40%的工会

成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显示美国劳动运动的危机。在全球化的震

荡中，作为震源的美国社会矛盾正在日益加深，更需要更多的 9月 24

日这样的政治动员抗议社会不公，以建设一个较好的未来。  

[2005 年 9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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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国期中选举以后的局势展望 

2004 年 10 月我出席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年会时，到会的国会议员 Anna 

Eshoo 情绪激愤地形容美国处于黑暗年代。确实，一些在美国的中东

出生男性甚至开始躲藏起来，倒是一些伊斯兰女性勇敢地站出来向美

国公众诉求，反对诸如“爱国者法案”。在小布什再当选的那天，我

遇到人间议程 Human Agenda执行主任 Hobbs 律师，他说简直不可相信

美国选民如此愚昧，还要在小布什的谎言和残暴下生存四年！我劝他

不必太在意选举，他知道我是无国籍人士，在“社会主义者”当上日

本总理大臣时不得不逃离日本。 

当然，无论你多么厌恶美国的选举，其结果影响、决定着许多人

的命运。要有什么样的死亡报道才能唤起美国选民的良知促使他们撤

回开出的让小布什当局滥杀无辜的空白支票？就在投票前四天的十一

月四日星期五，一个叫 Ritscher 的 52 岁反战人士在芝加哥的繁忙道

路上点燃了汽油自焚。有的报道称他死得“徒劳”，而这才是美国真

正的爱国殉道烈士。 

正是无数看似绝望的反战运动感动了上帝，让美国选民在这次投

票中明确地以伊拉克战争作为选择标准，要求美国执政当局改变政

策。小布什不得不立即撤换了伊拉克战争的直接策划和操纵者拉姆斯

菲尔得的国防部长职务，并亲自跑到约旦想促使伊拉克的傀儡政府接

下美军镇压反叛的包袱。不过这一次，没想到连伊拉克的傀儡“总

理”也不领情，拒绝按时到约旦去听命。 

如果按照国际上和美国普通民众的要求，美国政府应该承认罪

行，请求联合国来接管、处理已经陷入内战的伊拉克。要达到这一

步，必须在美国弹劾小布什并把以他为首的战争罪犯送上法庭。不

过，在这次选举中拣到便宜的民主党上层并没有这种意图，他们将配

合小布什继续执政，帮助小布什收拾伊拉克的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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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小布什已经不能支使美国参众两议院的情况下，整个世界

松了一口气，相信美国不再可能发动战争征服伊朗、北朝鲜、古巴、

委内瑞拉等国。而美国社会在经历六年的倒退之后，不得不提前（在

小布什仍然当政的两年之间）面对移民、就业、医疗保险、贫富差距

激增等国内问题。如果说这次选举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的话，那就是

让美国的政治生活回到现实，面对美国民众切身相处的问题，迫使政

治人物、新闻媒介等展开辩论，为两年后的大选确定走向。 

在实际的投票中，为了反对小布什的执政，许多人迫不得已投票

给民主党以击败共和党的候选人。现在，在民主党已经控制众参两议

院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要求当选的政客们履行诺言，推动移民法改

革，促进就业、采纳全民保险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继续推动美国政

治朝着进步的方向转换。  

[2006 年 1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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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美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困误 

 

3 月 17 日上午，我赶去奥克兰 Oakland 的 Niebyl—Proctor 马

克思主义图书馆参加由社会主义者 Ann Robertson 女士讲解的“马克

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座谈会。她主要是根据自己2003 年写成的

“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哲学根源”小册子展开，开首以在美国校园

中流行的“乔姆斯基热”为例说明美国的年轻人受乔姆斯基影响之肤

浅，进一步介绍马克思对巴枯宁的批判。约有二十人参加了座谈（几

乎都是白人，这使我感到有点意外，因为奥克兰是美国黑人政治中心

之一），除了与图书馆相关的美国共产党同情分子，有半数是接近无

政府主义的人士。多数发言人的意见如下：⑴目前情况下，无政府主

义倾向影响青年参加反战等运动，是可喜、难得的，不懂马克思的理

论无所谓，如果再象第一国际或西班牙内战中那样争夺领导权，最终

都会失败；⑵巴枯宁在理论上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突出代表，蒲鲁东

的思想更深刻一些；⑶我介绍自己在最后逃离日本时，松散的 3A

（Asian Anarchist Alliance 亚洲无政府主义联盟）曾经开会决定，

终止一切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毛”论争，共同斗争，这引起与众多

数人的赞同。在州立大学教哲学的 Robertson 女士面对这样的结果有

点狼狈，承认还要学习，又说她还有事就提前离会了。（我后来注意

到她在停车处与美国共产党的一个活动分子谈了很久。） 

我第一次决定参加由美国共产党主办的活动，有些犹豫。因为我

自从到美国来，虽然参加过十多个社会主义·和平·进步组织，目前

仍然是劳动党成员，但对美共一直敬而远之。这一方面是因为不赞同

其理论，粗知一些其内部斗争丑闻；另一方面也不想在联邦调查局

FBI 和移民局 CIS 收集我的一大迭材料中再加上一份麻烦证据。但我

这次终于决定造访此地，乃是受到 D.E 律师邀请，为一个“不速之

客”（中国共产党中央编译局代表团）当翻译，一举两得，实地考察

美共和中共的理论逻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下午的会议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望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度

的影响”，有六位编译局和六位美共的人士先后发言。中共人士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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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介绍中国的情况，以“政府仍然占有多数经济体”的数据来证明中

国的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也附带统战宣传，说西方

的右翼抹黑中国、左翼不理解中国。我因为被当作美共的翻译，不便

发表意见，只能在结束时提出主要观点：政府、政党（特别是一党专

制下的政党）控制的经济并不等于公有制，没有新闻自由、政党自由

的政治制度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实际上是更接近

“国家社会主义”的东西。 

美共人士的代表是美共“学术委员会”的负责人 Erwin 

Marquit，他是明尼苏达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当我介绍自己原是物理系

学生、是从日本逃来的政治难民时，他说他是逃离纳粹的政治难民
76
。

一位女士推崇斯大林的“经济理论”使我感到可笑，她承认“斯大林

也有错误”，我只好附和说“斯大林也有功劳”。另一位女士介绍了

美共代表团前不久访中的观感。另一位教授宣读“无产阶级专政条件

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文。我对这些出于狭隘信条论述他们

并不知道的中国没有任何评论。最后，我的朋友 D.E 律师以“中华人

民共和国：陷入困境的社会主义”来自我辩解中国是不是还要搞社会

主义。虽然他的切身观察已经告诉他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他的感情却

必须支持他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信条。我们在旧金山的反战游行

中相识，我知道，这位在越战时期投身越共抗击美帝国主义的老战士

不可能没有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祖国”的支持来抗衡美帝国主

义。他呼吁美国人民在他预感的即将到来的“美日同盟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军事冲突中以生命保卫中国、打倒美·日帝国主义。我对日

本、美国左翼朋友的这些感情、心理、精神状态见识不少，学会了不

以他们的各种荒唐逻辑来嘲笑他们，而是以他们的人生经历来尊重他

们。毫无疑问，那些真正献身本国民众反抗自身国度政权的西方人士

在真正认识中国之后，会站到中国民众一边的。 

                                                
76
 我后来从同为 Human Agenda 理事的 Hobbs 律师处知道，Marquit 到处邀请

美国的官员、律师等去中国参加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类的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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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要以一个共同点来结论的话，那就是那位中共中央编

译局负责人的断言：“中国人民大多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抛弃

这些价值的政府就会被推翻。”这实际上也是中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

危机：中共的“三个代表”（姑称之为“理论”）、一党专制的统

治，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在奥克兰几十公里以南的硅谷每天可以看

到最发达的中国资本主义实践），以及外交上的出卖（例如勾结日本

政权迫害中国公民的罪行），把社会主义真正的价值（民主、人权、

平等、自由等）践踏得一钱不值。失去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会维

持下去吗？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会维持多久呢？ 

 

[2007 年 3月 20 日] 



自由美国政治评论 

 - 91 - 
 
   

20. 为什么戈尔不再出马竞选美国总统 

 

在 2000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时，身为副总统的戈尔志在必得，颇

有众望所归的势头。我为了一睹“未来总统”的丰采，以《比较政策

研究》特约记者的名义，申请到采访证得以进入圣荷西会议中心观察

在这里举行的民主党加州大会。当我到达会场时，注意到会场外有许

多诉求和抗议。我很尊敬的老太太 Loz Dean 在门外举着“再也不要虚

伪了！”的牌子。
77
有一个青年男子肩扛一个很大的戈尔骷髅像，上

写：“嘿，戈尔，你还要出卖我们吗？”。他非要闯进会场不可，与

守门的保安发生了冲突。我与他交谈，才知道1992 年大选时，戈尔许

诺要让白宫成为“绿宫”，环境保护团体对他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

戈尔（与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没有履行诺言。我后来坐在会场中央

的记者席位上近距离观赏戈尔时，产生了“他真会成为美国总统

吗？”的念头。 

在 2004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时，许多美国人（特别是民主党人）

都恳求戈尔再次出马。但我认识了另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明白

了戈尔不具备成为总统的意志。那一天，我去参加硅谷的反战团体为

库辛尼奇议员（俄亥俄州选区）举行的募捐晚会。这是我第一次亲耳

听见一个国会议员用人性、人道讲政治。我特别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他

身后晃动的美国星条旗也不再仅仅只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了，我甚

至萌发了加入美国国籍参与选举的念头。当我提前退场时，意外地受

到等候在门口的库辛尼奇的问候。我向他保证，将把他介绍给中文和

日文的读者。
78
后来，我组织了 Friends of Kucinich, Japan，其中

有四名日本友人亲自赶到冰天雪地的爱荷华州为他助战。我们都知道

库辛尼奇在民主党初选就没有出线的希望，但他在我们这些不计成果

的“铁杆”支持者的鼓励下，坚持在每一个州去宣传、竞选，直到最

                                                
77
后来我加入美国劳动党时知道她是劳动党的初始成员之一，他们就是因为抗

议克林顿-戈尔在1992年当选后出卖了工会，从劳联—产联分离出来成立独

立的劳动党。 
78
见本书“库辛尼奇竞选总统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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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波士顿的全美民主党大会上与克里对决（别的七名候选人见没有

希望早就退出初选了）。 

戈尔的条件、资力胜过任何人。实际上，正是因为他条件太优

越，才使他轻视“智商不高”的小布什。出身政治名门（其父是国会

参议员）的戈尔本来明白，美国的选举就是互有输赢的游戏，但自视

清高的戈尔被最高法院的一票之差断送了总统之路后看透了美国政治

的无聊，发誓从事“非政治的道德性”工作。他获得诺贝尔奖证实了

他的选择的聪明，同时又激起了人们对他是否再出马2008 年竞选的猜

测。据说，已经有二十多万人在网上签名，恳求他出马。 

戈尔当然有自知之明，他知道“地球气候变暖”是一个十足的政

治利益问题，他的工作可能解消了那位扛着骷髅像抗议的环境保护者

的怨恨，但他的获奖已经招致了更多的敌人。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

《华尔街日报》对他的攻击，其登载的文章、来信或者说他不配获

奖、或者说他的获奖是对诺贝尔奖的侮辱，但背后的唯一动机，是恐

惧。如果说伊斯兰极端军事力量的袭击实际上帮助了美国军工产业的

订单的话，戈尔才是他们不共戴天的真正敌人。华尔街害怕，万一戈

尔真的有意志参选并赢得大选，白宫真的有可能变绿，那些支配美国

的石油、军工产业将面临新的、更严格的规制，甚至倒闭。 

2000 年美国大选时，对戈尔友善的互联网产业正处于顶峰。今

天，戈尔仍然是硅谷最受欢迎的公共人物，但互联网产业今非昔比，

而新的生物工程、环境工程尚未成气候。戈尔现在的政敌，因为他的

获奖，变得比 2000 年大选时更为坚决、强大。聪明过人但脸皮不够

厚、意志不够坚强的戈尔，只能与白宫无缘了。 

 

[20007 年 10 月 24 日，首次发表于美国《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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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瓦德·丘吉尔对西方和平主义政治的病理分析 

 

硅谷之都圣荷西的市中心（以墨西哥裔居民占多数）相当激进，

除了郡政厅、市政厅以外，教会也相当活跃。在小布什当局发动侵略

伊拉克战争的当天，Sandy（他介绍我加入美国劳动党，主持无家可归

者的住宿）和 Scott 牧师等主持的紧靠市政厅大楼的教会马上挂出强

烈反对战争的巨幅标语，使人感到连市政府也反对联邦政府了。我注

意到这些历史悠久的教会过去都是白人教徒的聚会场所，现在被以墨

西哥裔为主的信众取代，其政治取向也很明确。除了美国国内的事务

（如医疗、住房、失业等问题），许多国际性的问题（如移民、战争

与和平，伊朗、中东问题等）也常常由几家市中心的教会举办。 

2006 年的夏天，在一家教会里举办过一场关于印第安原住民文化

和安那祺主义运动的别开生面的晚会。我赶到那里，遇到几位前不久

在 De Anza 学院组织抗议第一位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将军演说的安那祺

主义活动人士。我本来也参加了他们的准备会议，但因为我知道自己

被联邦调查局 FBI 收集了黑材料阻碍我拿到一份护照，就没有去抗

议。三十多岁的白人 Andy（他有一份正常的公司工作）告诉我：他们

去抗议（“扰乱会场”）时，警察对他很客气，问清他的身份就把他

放了，但有三个来自东南亚的穷学生（被疑为有伊斯兰背景）被关了

三天。我记得在郡政厅工作的官员朋友（他曾经是托洛茨基分子）告

诉我说，他们要求警察抹消关押那些学生的记录，免得那些学生以后

升学或就职时会遇到麻烦。 

晚会除了印第安食品（募捐），还表演印第安部落的传统舞蹈，

其中有一名很漂亮的中国人长相的女子也跳得很娴熟。这使我想起在

墨西哥城广场上看到的类似情形，让我们更能感受天、地、自然对人

的养育之情。 

演讲开始后，我感到一种在美国的社交场合少见的严肃气氛，因

为三个演讲者都有独特的背景。第一位是坐在轮椅上的日本裔安那祺

主义女战士（我现在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她用自己的生命在冷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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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公民运动、反战运动中赢得了大家的尊重。第二位是黑人安那祺

主义者，讲述自己“城市地下（‘非法’）游击战”和坐监牢的体

验。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以下结论：“我并不以自己的被迫害经历作

为资本。但是，如果你没有准备好靠吃老鼠为生，就别与我谈革

命！”这句话不是他的首创，而是在引用“经典”信念。 

当然，晚会的高潮是同为原住民出身和安那祺主义战士的 Ward 

Churchill 丘吉尔的演讲。同时也是学者的他因为坚持自己的激进观

点并付诸实践（如携带枪支），被科罗拉多大学解除了教职。身材魁

梧的丘吉尔一拍身上的枪带，向听众致意：“我是一个安那祺主义

者，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你们不怕自己的敌人（警察）带枪，为

什么害怕自己的同志带枪？”一下子打消了大家的紧张气氛。他的演

讲多少促使我改变了“绝对和平主义”的念头，大致能够理解在西方

被描述为“恐怖分子”的激进自由主义战士的选择。今年初我在《华

尔街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意大利武装激进小团体被逮捕的报道，其

中一个美貌的女大学生在回答为什么要加入武装斗争时平静地说：

“因为爱（穷人）”。正是因为爱和平、生命才使他们选择了常人和

同志都难以接受的牺牲。美国历史上唯一因为政治信念枪杀总统的安

那祺主义者 Leon Czolgosz 在被问及动机时只是淡淡地说：“我不能

容忍有人这么特权。”“他是善良劳动人民的敌人。”是啊，所有的

特权，包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特权，都是人类自由的敌人，这就是为

什么所有的权势（特别是国家权力）和富贵都不惜手段迫害安那祺主

义者的原因。 

丘吉尔为了证明暴力手段的正当性，在成为经典的《和平主义病

理学》书中79
引用了几个历史事例。一、犹太人在被纳粹屠杀时，没有

人反抗。犹太人头目们争先恐后去讨好希特勒当局，以为“和平主

义”可以带来较好的结局；二、甘地的和平运动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大

                                                
79
 Ward Churchill, Pacifism as Pathology: Reflection on the Role of 

Armed Struggle in North America. Winnipeg, Canada: Arbeiter Ring. 

5
th
 printi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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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国军力的衰落和财政的枯竭
80
；三、马丁·路德·金之所以被美国

主流突然承认和吹捧，就是因为民权运动中“最好的”部分如

Malcolm X 和黑豹党已经拿起武器，暴力抗争，迫使美国政府选择

“较小的魔鬼”（金）作为谈判对手，立法保护公民权。丘吉尔的结

论是：“暴力是改变国家的必不可少的成分”（第 45页）。 

丘吉尔在痛斥西方“霸道的和平主义”hegemonic pacifism 阻碍

第三世界的武装解放运动后，明确提倡要采取一切手段，甚至攻击性

的军事行动（例如消除重要的国家设施，瞄准政府或公司的关键人物

等）（第 91 页），正如英国特种空军的座右铭所指明的那样：“谁敢

（行动），谁就赢”（第 88 页），实际上把自己置于“恐怖分子”的

名单上。丘吉尔的加拿大白人战友 Mike Ryan 甚至把美国、加拿大境

内的原住民部落称为“第四世界”、“内殖民地”，把德克萨斯、加

利福尼亚等美国西南部的州称为“北墨西哥”，建议：既然“60%的北

美铀资源埋藏于原住民土地下”（第 152 页），如果把这些力量都动

员起来，至少对于美国的军备生产是一个牵制。  

丘吉尔对于国际局势、当代历史的判断不一定让人接受，他倡导

的追求自由解放的战略也不一定让人信服，但我们不得不理解、尊重

他的选择，而不必跟随“主流”社会去非难他。实际上，正是他对于

那些力图把西方进步运动限制在“舒适领域”（comfort zone，即

“合法”的行为）的主流白人自由派人士的批判，刺痛了那些人士。

对于那些不愿意冒个人风险但有一定善良意愿的人士利用写信、请愿

甚至集会抗议等方式表达对政府权力不满，本身值得尊敬。问题在

于：有不少参与运动的人以此作为“职业”或个人机会，为了选举或

媒体名声等目的，站在国家权力一方，攻击采取“非法”策略的同

仁。这涉及到任何社会运动中必然面临的艰难选择，本来我们可以与

他们在具体的行动中合作，但一定不能把主动权交给他们，因为他们

最终会利用我们，与权力者分赃或者干脆出卖我们的事业。前几年，

我曾关注过声称提高亚洲种族权益的 “80-20”协会 http://www.80-

                                                
80
丘吉尔没有读到印度独立中关于军事斗争的记叙。据说英国首相艾得礼承

认，在“赐与”印度独立时“完全没有考虑甘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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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initiative.net/。这个由前任“第一位华人副州长”（德拉瓦州）

发起的选举团体发出大量广告，其实最终目的是为民主党拉票。有一

次，此前副州长要来硅谷募款，发出许多动听邮件，使我也动心准备

前往。我直接给他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明作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

也愿意支持（捐款给）他。没想到，他顺手回复到：“走开！我们有

安那祺主义无关。” 

我也不由得回想 1989 年，我们在日本的中国民主运动，就是因

为一个学贼混入我们的运动，骗取了名声、捐款，最后向北京和东京

的两个政权出卖了我们，教训惨痛。进一步看，“六四”以来的中国

民主运动，主要也是由于少数由此民族悲剧获利的“名人”在美国、

日本、台湾等国家权力面前争相出卖，迅速卖空了本来很有基础的民

众运动，导致北京政权变本加厉地压迫民众。当一党专制完全失掉任

何合法性的外衣，成为现代的奴隶制的今天，我们如果接受起码的洛

克的“人民有权推翻暴政”的观点，就必然面临如何用各种手段结束

一党专制的难题。虽然我自身没有任何暴力手段和意愿，但如果此时

有中国的约翰·布朗挺身而出，我们有什么道德标准非难“暴力”

呢？
81
 

丘吉尔很赞赏绿色和平、Earth First!（地球优先！）和

Friends of the Earth（地球之友）等不惜自我牺牲的环保团体。因

为目前没有国际法保护地球，所以他们“以身试法”以改变法律，其

实倒不一定非要诉诸暴力。另一方面，如门诺教派那样的传统的和平

主义再洗礼派，每当社会动荡时，总要被主流教会询问对国家的忠

诚，现在他们在强调首先效忠天国的同时，也不免表白对国家的义

务，如投票、一定范围内的军备、忠实地缴税
82
等。在西方世界，对于

                                                
81
前不久，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国内企业家来访问我，谈到中共政权负责公安系

统的政治局常委用军车撞死自己的发妻以娶新欢。此事无法证实，但看看中

国的治安状况，可知中共政权的警务系统之腐败。 
82
见 Christian Leader, September 2008 第 17页。其中带有狡辩地批驳有的

信徒拒绝缴纳属于军事开支的部分（在联邦预算中高达 60-70%）税额，这同

时表明教派内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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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主义，已经没有多少明确的界限了。一般说来，安那祺主义尤其

反对“权威式的”或“霸道的”极端和平主义
83
。我们一般地遵循非暴

力的原则，但也要对具体的抵抗运动和形式具体分析。我在日本和美

国二十多年，置身于不少进步事业的政治社会运动中，见识了不少西

方的人物和组织，由于背景差异很大，很难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但

是，无论有多大差异，我学会了用一个标准来判别：他/她是否付出个

人的牺牲以追求社会的公正。以此为标准，丘吉尔、Ryan 以及为丘吉

尔此书写前言的 Ed Mead 都是我在西方社会的同志。 

 

[2008 年 9月 21 日] 

 

                                                
83
例如，参见 1996 年去世的英国安那祺主义者Albert Meltzer的传世之作

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Edinburgh, Scotland: AK Press, 

7
th
 revised editi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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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废除核武器的国际政治条件 

 

2007 年 1月 4日，美国前国务（外交）部长舒尔兹、基辛格、前

国防部长佩里、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山姆·那恩在华尔街日报联

名发表“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公开信。我当时没有读到此信，

后来在斯坦莱基金会发行的刊物中读到一个专家的响应文章，第一个

反应是：“人将去也，其言也善。” 

今年 1月 15日，华尔街日报再次刊行此公开信，并有不少名流

联署。华尔街日报次日登载一个级别稍低的前美国政府官员的反驳

信，代表美国政府的主流立场。我不由得也致函华尔街日报。没想

到，华尔街日报在 19—20 日周末版登载了我的短信。我以自己清华大

学工程物理系的背景建议这些美国的冷战或后冷战“设计师”们首先

要向全世界道歉，因为正是他们鼓励了世界上所有的权力都试图拥有

核武器 

（online.wsj.com/article_print/SB120070618605501959.html）。 

与这几位已经丧失对美国核政策影响能力的退休“武士”相比，

几乎同时(2007 年 1月 31 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核威胁”文章的戈

尔巴乔夫更有说服力。但这位曾运用权力多少减轻了人类核威胁的最

后一任苏联帝国的头目，却被国际政治的现实冷落遗弃，因为另一个

超级强权非但没有在苏联解体后裁军，反而加强了对世界的单独军事

支配行动，造成了更加不安的世界局势。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后

冷战时期加入“核大国俱乐部”，以色列毫不抵赖自己拥有核武器，

连贫困的朝鲜北方也“悍然”（中国政府用语）进行核武器试验。当

整个世界目睹正是因为缺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被入侵绞首的伊

拉克首领的命运时，还有什么理由非难北朝鲜、伊朗等国的统治者们

走向核武装的野心呢？每当我们想到整个人类的命运随时有可能被几

个掌握核按钮的国家头目毁灭这个简单事实就不寒而栗，人类已经有

足够的聪明和能力毁灭自身，却没有基本的智慧废除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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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

产生于战争，

战争产生于人

类的罪恶政治

制度。只要人

类依然摆脱不

了国家机构的

暴力宣传，以

为国家暴力在

人类的社会秩

序中必不可

少，就摆脱不

了战争、摆脱

不了核武器这

个战争最极端

手段。而最

早、最全面认

识到核武器对

全人类威胁的

正是最受尊敬

的现代物理学创始人之一：小国丹麦的尼尔斯·波尔。在结束对美国

同行的曼哈顿计划考察后，波尔1944 年 5月去英国，向邱吉尔首相表

达了对即将到来的核军备时代的担忧，并建议核秘密应该为全人类所

共有而加以管制。邱吉尔 1944 年 9月 19 日手写批准的一份“绝密”

文件则反应了所有国家权力头目的态度：核武器制度是国家的最高机

密，波尔这样的科学家要被严加看管起来，谨防泄密（Cynthia Kelly 

edited, The Manhattan Project, p105. New York： Black Dog & 

Leventhal Publishers, 2007.）。 

虽然爱因斯坦等犹太人科学家出于对纳粹德国的恐惧，建议推动

美国政府研制原子弹，但核物理的知识和技术一旦普及，国家权力就

很容易找到那些二、三流的科学家来从事核武器的开发。年轻的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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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默虽然参加过社会主义团体，但他没有诺贝尔奖那样的资历足以对

美国的政策说“不”，正是这样的领导第一颗原子弹技术开发的理想

人选，后来的从事核物理专业的苏联科学家（Kurchatov 等而不是知

名的卡皮查），以及更后来的印度、巴基斯坦（加上以色列）等的核

武器开发人员，已经完全不可能具有波尔那样的人类胸怀了。任何对

国家权力如何利用核武器有丝毫怀疑的相关人员都受到监控和迫害。

甚至连奥本海默也逃不出被怀疑的命运。波尔于 1950年 6月 9日致函

刚成立的联合国呼吁各国之间和平利用、自由交流包括核物理在内的

科学与技术，小国丹麦倒没有对年迈的波尔采取行动。罗素与爱因斯

坦等于 1955 年 7月 9日签署警告核武器冷战的宣言后，罗素被迫离开

大学，爱因斯坦被联邦调查局 FBI 收集了大量黑材料，以备把他赶出

美国。 

那些没有国际声望的人更容易被国家权力处置。1944 年底，纳粹

德国的战败近在眼前，大家都知道德国根本没有开发核武器（这一

点，也是德国核物理家海森堡等人的自负），一些参与曼哈顿工程的

科技人员开始动摇、讨论是否该放弃此工程。曼哈顿工程之外的科学

家 James Franck（诺贝尔奖得主）、Leo Szilard（爱因斯坦在德国

的同学，起草爱因斯坦至罗斯福的信）等组织155 名科学家要求杜鲁

门总统不要对日本投入原子弹，但代表美国政府意图的奥本海默等当

局宣布这些科学家并不具有高于普通公民的特权去影响政府的决定，

而政府已经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成功地制造出原子弹，岂有不显示自

己威力的理由？当 Joseph Rotblat 向当局说明他不继续参与此工程的

决心后，当局第一个反应就是把他当间谍来处置，后来迫使他以“探

望在波兰的妻子”为借口请辞才放他去英国。在他 1944 年圣诞前夜离

开工程的车站上，他发现自己的行李全部失踪了。他后来从事和平的

核医学研究，并创立 Pugwash 组织推动国际和平事业，于 1995 年与该

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当美国人民被动员投入世界大战时，被政府告知是为了“结束战

争的战争”。世界大战和冷战早已结束，但美国政府不但没有解散违

背建国理念的常备军，反而越发扩军备战。据小布什当局提交的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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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财务计划

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fy2009/summarytables.html，在总

计 9876 亿美元的预算中，国防部占 5154 亿，国土安全部占 376 亿，

退伍军人事务部占 448 亿。不计能源部250 亿预算中的核试验研究以

及其他部门的军事性开支，美国政府军事预算达 5978 亿美元，占总预

算的 61%。与此同时，国务部与国际项目 383亿美元，占总预算的

4%；教育部 592 亿美元，占总预算的 6%。我们还可以比较：从 2001

年到 2009 年的八年小布什当政期间，国防部（3025亿）、安全部

（140 亿）和退伍军人事务部（224 亿）的开支从 3389亿到 5978 亿，

猛增 76.4%，难怪这个小小的地球越来越不得安宁。如果美国民众得

到足够的信息教育，知道我们（包括交税的笔者）的联邦税大多数用

于军事开支，如果国会议员有起码的良心拒绝执政当局的军事预算

（让我们梦想一下把军事开支减少一半），这个世界将会获得多大的

和平！核武器不能废除，战争不能避免，根本的原因是人类没能采取

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制度，而推动社会公正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每个

民众（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首先起来反对、抵抗自身政府权力的腐

败、压制、不公，而不被自身政府欺骗、驱动去反对别国的民众。 

最新的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数据(单位：亿美元) 

变化 

2008–2009 2001–2009 
主要 

部门 

2001 

实际 

2008 

实施 

2009  

要求 
美元 百分比 平均 累计 

农业 192 218 208 −11 −4.8% ＋1.0% ＋8.0% 

国防 3025 4795 5154 ＋360 ＋7.5% ＋6.9% ＋70.4% 

教育 401 572 592 ＋20 ＋3.5% ＋5.0% ＋47.6% 

能源 200 239 250 ＋11 ＋4.7% ＋2.8% ＋24.9% 

健康与

人事 
540 719 704 −15 −2.1% ＋3.4% ＋30.2% 

国土安

全 
140 349 376 ＋27 ＋7.7% ＋13.2% ＋169% 

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fy2009/summarytab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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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2008–2009 2001–2009 
主要 

部门 

2001 

实际 

2008 

实施 

2009  

要求 
美元 百分比 平均 累计 

住房都

市开发 
284 374 385 ＋11 ＋2.9% ＋3.9% ＋35.7% 

法务 184 227 203 −24 −10.7% ＋1.2% ＋10.4% 

国务与

国际 
217 329 383 ＋54 ＋16.5% ＋7.3% ＋76.2% 

退伍人

员事务 
224 394 448 ＋53 ＋13.5% ＋9.1% ＋100% 

宇航 143 171 176 ＋05 ＋2.9% ＋2.7% ＋23.6% 

总计  6438 9414 9876 ＋462 ＋4.9% ＋5.5% ＋53.4% 

当我 1980 年考入清华的工程物理系时，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

叫张静波）声明不能学习杀人的核物理而要求调换专业，当他不能如

愿后，毅然退学，给我们很大的震动。我后来参观广岛原子弹爆炸纪

念馆时提起此事，日本友人们也很感动，坚定了日本非核的信念。我

到美国后参加和平/正义运动，知道有一些公民在交税时特别注明拒绝

交付军事开支的那一部分税金，并准备受政府惩罚。据说，联邦税务

局因为害怕引起官司招惹媒体报道，加上这些人的收入并不高，至今

没有采取强制行动。但这些行为都被 FBI 等记录在案，很有可能被政

府在其他方面暗算。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有一些阿拉伯出生的“永久

居民”（绿卡持有者）进入美国时，被国土安全部扣留，被迫签字自

愿回到美国的阿拉伯社区充当特务才能入境。当笔者于2004 年申请十

几年没有的护照时，被移民局告知：FBI 正在调查你的背景，在得到

FBI 的“澄清”之前，移民局无法批准。FBI 的背景调查会拖多久呢？

“为了国家安全，没有限制”。这样的抵制本国政府的方式当然比惯

常的反对别国政府军事扩张的行为困难得多，但只有这样的伴随自我

牺牲的争取社会公正的运动，才能够制止本国制度的倒退，才是唯一

创造国际和平条件的政治途径。实际上，当我们想到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词概念的发明者、把北美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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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从愿望变为不可逆转的常识的第一位“建国之父”托马斯·潘

恩最后被美国政府拒之境外的话，我们已经从道义上战胜了任何国家

强权。如果各国的公民们都以不同的形式行动起来抵制本国政府的军

事政策，这个世界才有和平的可能，才能废除核武器、常备军、战争

与一切人类罪恶。 

 

[2008 年 2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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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美国向何处去？ 

 

我没有在这一次美国大选上花费多少精力。上一次 2004 年大

选，我不顾自己的政治难民身份，无视FBI(联邦调查局)等秘密警察

的监控，组织 Friends of Kucinich, Japan（库辛尼奇之友日本分

支）为民主党中唯一的坚定反战候选人库辛尼奇（俄亥俄州选出的国

会议员）助选，明知没有得胜的可能却奋战到底，直到在波士顿召开

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与克里“决一雌雄”。那一次选举，我目睹多少热

血人士，为了击败小布什，不惜搬家到“摇摆州”为自己并不满意的

克里助战。连安那祺主义者的世界最著名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也呼吁投

票给克里，因为这是“文明与野蛮之战”。 

正是我们在 2004 年大选中的奋战，为 2008 年大选奠定了基调，

把美国人民拉回到现实的选择中来，注定了小布什同党（共和党）候

选人的失败命运。所以，2008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实际上在民主党候

选人（即克林顿夫人和奥巴马）之间展开，这就是我（以及我的同

志、朋友们）没有介入大选的原因。奥巴马确实与克林顿夫人有不同

的政策诉求，我们也更乐于见到他的胜出，但不值得投入我们极为有

限的资源为其助威。我确也给他发出过一函，表扬他的政策进步性，

同时试探他能否行使参议员的权利，阻止联邦调查局对我的反人道的

非法调查，至今没有回复。 

作为美国政治系统中的明星，利用小布什的野蛮政策失败的历史

机遇，奥巴马显示了过人之处。例如，为了安抚白人，他毅然宣布脱

离二十多年的黑人牧师教父（奥巴马生父过早离世，视其牧师为生

父）和教会（不知私下是否事先得到谅解）；在最不同于小布什的伊

拉克战争问题，毅然留用小布什的国防部长（唯一留用的内阁部

长），安抚投票给马凯恩的 47%选民。对此，我们只能说，政治的逻

辑不是普通人性的逻辑，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其道德性。 

当然，目睹白宫主人和平交替，虽然浪费巨大资源，不由得哀叹

北京、古巴、津巴布韦等处的政治文明的不开化。当迪恩 Dean 以“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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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战争是美帝国终结的开始”展开他的 2004 年反战竞选时，他本人

并没法知道美帝国的凋零被小布什当局破坏得如此神速。至于送走瘟

神之后，美国从今天以后向何处去，与奥巴马以及他身边的圈子（阶

层）基本上没有关系。正如我们在 2004 年“美国最黑暗的时刻”（我

在美国-伊斯兰年会上亲耳听到这里选出的民主党国会议员 Eshoo 也这

样讲）奠定 2008 年的基调一样，只有我们所有居住、生活在这块土地

上的所有人（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才能决定美国的未来。 

 

[2009 年 1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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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美国能实现中东政策的转换吗？ 
-评奥巴马在开罗大学的讲演 

 
美国总统奥巴马 2009 年 6月 4日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讲演

84
，阐

明美国致力于寻求与穆斯林国家关系的新开端。其中颇有新意，值得

一读，笔者很赞同生长于黎巴嫩、在伦敦执教的 Gilbert Achcar 的评

论文章。
85
  

 奥巴马首先向听众（实际上向整个伊斯兰世界）示好，表明他

的使命首先是修复被其前任破坏了的美国形象以及美国和穆斯林世界

之间十分紧张的关系。 

他多次地引用《古兰经》的教诲（如“明记真主，永吐真

言”）、他自己肯尼亚父亲的数代穆斯林家庭背景，以及他小时候在

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生活环境（“宣礼塔在破晓和日落时刻的召

唤”），加上他年轻时在芝加哥工作时看到“很多人从他们的穆斯林

信仰中找到了尊严与安宁”。奥巴马也提到伊斯兰教对人类文明的重

大贡献，特别提到“伊斯兰教一直是美国历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

个承认美国的国家是摩洛哥”。实际上，80多个族裔群体的近 700 万

美国穆斯林信徒有一千两百

多座清真寺，他们的收入及

教育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

平。 

奥巴马声明，“美国并

非──也绝不会──与伊斯

兰教交战”。 在伊拉克问

题上，奥巴马的一贯反战立

                                                
84
 中文由美国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http://www.whitehouse.gov/files/documents/anewbeginning/POTUS%20spe

ech%20Cairo-Chinese-AS-DELIVERED.pdf。 
85
 Obama’s Cairo Speech,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1686.

插图也引自此文。此文最先发表于意大利 Il Manifesto 日报，又被译

为日文发表在＜かけはし＞2009 年 7 月 27 日第 2085 号。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uteur40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uteur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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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可以选择不打的战争”）为他赢得了国内大

选和不少海外同情。不过，他的“在 2012 年年底前将所有的部队撤出

伊拉克”立场已经大为倒退。奥巴马声明，“我们会无情抗击对我国

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暴力极端主义分子”，主要为其阿富汗占领和增

加兵力政策辩护，虽然他也明白“仅凭军事力量无法解决阿富汗和巴

基斯坦的问题”。他不敢承认仅靠美国（及其盟友）无法解决阿富汗

和巴基斯坦的问题。奥巴马本人支持其前任的阿富汗战争（美国国会

当时只有一个黑人女议员投票反对），不愿意把阿富汗问题提交给国

际社会（如联合国）解决。  

当然，美国与穆斯林国家紧张关系的更持久根源是以色列与巴勒

斯坦问题。奥巴马首先安抚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美国与以色列

之间的牢固关系众所周知。这种关系坚不可摧。”然后列数 “巴勒斯

坦人民──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寻找家园的过程中历经苦难。60多

年以来，他们承受了流离失所的痛苦。许多人在西岸、加沙以及邻国

土地的难民营里等待着他们从不曾过上的和平与稳定的生活。他们每

天忍受着由占领带来的大大小小的羞辱。所以，毋庸置疑：巴勒斯坦

人民的境况是不能容忍的。”奥巴马话锋一转，首先要求“巴勒斯坦

人必须放弃暴力，”特别是“哈马斯必须停止过去的暴力，遵守过去

的协议， 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其次再劝告以色列：“美国不接受

以色列继续建造定居点的合法性。”这样把受害者与罪犯同列是很不

公平和虚伪的。哈马斯是巴勒斯坦人民民主选举的政府，美国至今不

承认其地位，反而扶持被巴勒斯坦人民抛弃的阿巴斯傀儡政权。连英

国议会也发布报告，敦促其政府与哈马斯进行对话
86
。我很赞同硅谷的

中东问题活动家 Lin 的结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的结症在华盛

顿，没有美国的巨额援助，以色列不可能这样残忍。美国不可能同时

踩在战争机器上倡导和平（Kucinich 2004 年到硅谷来竞选讲演时这

                                                
86
 据美国之音2009 年 7月 26日报道，英国议会的外事委员会称，当前不与

哈马斯对话的政策收效甚微。实际上，该委员会两年前就提出了同样的建

议。在中东和平四方会谈中，只有俄罗斯在跟哈马斯对话。其他三方美国、

联合国和欧盟都不承认哈马斯。英国议会的外事委员会说，如果没有哈马斯

的更大合作，四方会谈以削弱哈马斯为目的和谈进程将难以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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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讲，会场上欢声雷动）。奥巴马必须拿出勇气，摆脱犹太人对美国

中东政策的控制
87
。 

奥巴马在美国与伊朗关系上，承认“在冷战期间，美国对伊朗的

民选政府被推翻起了作用，”并表明美国“已做好向前迈步的准

备”，把球推给了伊朗。奥巴马讲演之后，伊朗发生了总统选举混

乱，还不知道如何收场。对于伊朗的核开发，奥巴马“理解有些人针

对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没有核武器而提出的抗议”，并重

申“美国承诺争取建立一个任何国家都不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可

惜，这样的涉及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印度、巴基斯坦等核武

器大国的遥远理想与中东问题的近期解决没有太大关系，他回避了目

前的伊斯兰世界对以色列核武器的恐惧。世界警察美国的实力在衰退

中
88
，要伊朗放弃充当地方（中东）警察的野心，谈何容易！ 

奥巴马接下来讲“民主”、“宗教自由”、“妇女的权利”、

“经济发展和经济机会”。听起来何其相似！原来是从罗斯福 1941 年

6月 6日面临世界战争所发布的“四大自由”宣教而来。美国从世界

大战的废墟中担负起领导“自由世界”文明的使命，通过“冷战”战

胜苏联帝国，多少也与罗斯福的价值宣教（所谓今天的“软实力“）

有关。今天（终结冷战的天安门事件 20周年之际），奥巴马宣告了对

小布什当局的“十字军征讨”型中东政策的死刑，代表美国、西方、

基督教、资本主义等体制开始与伊斯兰世界展开“文明间的对话”。 

在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对话的另一头，端坐着他的充满尊严

的对手：奥沙马·本·拉登（不管是死是活）。 

[2009 年 7月 26 日] 

                                                
87
 奥巴马任命的中东特使米切尔受到阿拉伯世界（如在美国唯一的维护阿拉

伯利益的月刊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谨慎的欢迎。

米切尔 7月 26日在大马士革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举行会谈，据美国之音报

道，“会谈十分诚恳和积极”。米切尔说，近期的目标是恢复叙利亚和以色

列之间的谈判。在以色列去年 12月攻击加沙之后，叙利亚中断了和以色列的

谈判。 
88
 2004 年大选初期，民主党反战明星 Dean 对小布什抨击：“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empire.”（这是帝国终结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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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平生的第一张政府投票 

 

刚结束十几年的无国籍难民身份得到美国公民权，就收到国会第

10选区 9月 1日投票的选票。说起来，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张政

府投票。1980 年我刚入大学，遇到海淀区的基层“人民代表”选举，

因为年龄不足 18岁，只好看看本校顾立基、听听北大胡平等的精彩表

演了。幸好，那时有校学生会选举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89
 

现任民主党议员 Tauscher 被奥巴马任命为内阁副部长，留出空

额。我因为从事反战运动等活动在小布什执政期间被联邦调查局 FBI

刁难，只好请 Tauscher 议员帮助去 FBI 查询。Tauscher 的助理答复

我说，他们为我过问了，但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我还是感谢他们，

因为这毕竟也催促 FBI，提醒他们不必为了我的微弱观点如此滥用

“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力。我来美以后，加入过不少政治团体（主要

为了实地考察），最终成为劳动党的“终生党员”。因为克林顿上台

后出卖劳工利益，劳动党 1992 年从支持民主党的工会中独立出来，特

别推动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直到2009 年奥巴马当选后才得以推动。如

果有劳动党员出来竞选，我会不动脑筋就打圈了，可惜实力不足的劳

动党在加州没有投入竞选，对国际政治也无力顾及。我与劳动党的

National Organizer（全国组织者）Mark Dudzic 交换过几次意见，

赞同他的不介入选举的战略。如果民主党的反战议员Barbara Lee 或

Kucinich 在我的选区，我也会情愿投票给他们的。我认真阅读了印有

竞选者宣言的选民信息手册，没有找到理想的候选人。绿党的政策总

的听起来不错，不过我不太喜欢其热衷竞选的名人作为。我很熟悉第

一名候选人 Buchanan（民主党）的名字，因为她去年 11月首次在加

州议会选举中印制大量广告、战胜本地San Ramon 市长（共和党）。

我很反对制造大量广告的任何候选人，她刚进州议会，还没有完成对

选民的许诺呢！另外，也有趁经济危机叫嚣诸如“封闭边境”之类的

法西斯分子竞选人。 

                                                
89
见笔者“回忆 1980年的清华学生会选举”，东京《民主中国》月刊 1990 年

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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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不该投票呢？作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我们从原则上不会把

自己的权利交给别人去代理，原则上拒绝“代议制民主”（即目前的

国会选举）而诉诸直接行动式的民主。如果我决定投票，就意味着我

放弃一部分权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服从自己不认同的议员“代

表”。另一方面，不同于出生于此地、具有天生投票权的美国安那祺

同志，被赶出中国、日本的我把包括普选在内的公民权利也看成一个

很重要的经过无数历史牺牲才换来的权利，不应自动放弃。当然，政

治局势千变万化，每一个安那祺主义者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取舍不

同。在 2004 年的美国大选中，没有“资格”投票的我和许多劳动党成

员积极投入竞选宣传，在民主党初选时支持民主党议员Kucinich；在

最终投票时，乔姆斯基等又呼吁投票给我们并不认可的民主党候选人

克里，因为小布什的当选“意味着文明的倒退”。 

我也反省自己是否会因为拥有选举权而改变了政治立场。例如，

美国 20世纪 30年代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许是美国 20世纪

30年代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Sidney Hook 的思想可以与马克思主

义权威代表 Lucacs 或托洛茨基相提并论
90
。但他晚年热衷支持尼克

松、从里根手中接受美国政府颁发的“自由勋章”！我庆幸自己早已

“求仁得仁”，被赶出腐败的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也没有成为

由资本控制的美国学术界的“无产阶级”（爱玛·古尔德曼语），成

为斯宾诺莎、马克思那样的独立流亡思想家，没有可以出卖的本钱得

到任何政府的“赐予”。我的“解散所有常备军（包括五角大耧、解

放军、自卫队）”、“遣散一切间谍机构（包括监视移民的国土安全

部）”、“免费教育”、“全民雇用”、“开放/废除边界”、“全民

医疗保险”等安那祺主义不会有任何变动。在我没有任何公民权利的

时候，或者支持反战的 Kucinich〔2004 年〕、或者自告奋勇宣布竞选

总统（2008 年）
91
。今天，正如保罗有罗马公民身份才能把边缘省份

                                                
90
 Christopher Phelps, “Young Sidney Hook: Marxist and 

Pragmatis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91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presid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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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部落民族的一个异端教义转换成世界宗教一样，我的“当代罗

马”公民身份并不是个人的特权，而是时代的责任。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终于找到既坚持原则又不放弃权利的理

想选择，在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张政府选票上写下了最合适的名字：

Jing Zhao（见插图）
92
。 

   

[2009 年 8月 11 日，美国 圣拉蒙] 

                                                
92
读者也许会问道：“如果大家都这样投自己的票，美国的民主是否会瓦解

呢？”我当然没有这样的乐观，如果大家都对美国的民主这样负责，我们一

定会创造自从废奴宣言、妇女普选和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的第五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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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乔姆斯基教授的局限性 

 

乔姆斯基今年 8月去中国访问。据说，《人民日报》称乔姆斯基

访华“热度超过国家元首”，在乔姆斯基北京大学讲演并被授予名誉

博士学位时，北大校长声称，这是乔姆斯基教授难忘的一个夜晚，是

乔姆斯基教授的“光荣”等，把乔姆斯基打整得如此廉价。倒是南方

都市报比较诚实，以“日益高傲的中国显然还没有做好迎接这样一位

伟大人物并与之深入对话的准备”、“你是否担心自己的一些比较激

进的理论观点，会被世界上其它一些政府所利用？”等态度采访。据

说乔姆斯基回答：“没有一个政权会喜欢民主因为民主牵制权力。因

此任何一个政权都在防止民主。”“我的一些观点被某些国家有意利

用是很有可能的。很遗憾我对此无能为力。这不是我的问题。”我也

查了乔姆斯基的主要网上阵地

www.zcommunications.org/zspace/noamchomsky，幸好没有见到他访

问中国的文章，至少在他自己控制的英文媒体上没有造成晚节不保的

遗憾。 

当我在 1989 年民主运动与北京和东京政权的斗争中成为一个安

那祺主义者最终不得不于 1995 年从日本流亡美国，在威斯康辛大学见

到受学生热爱的安那祺主义者乔姆斯基（笔者在“作为外交政策的美

国民主主义” http://cpri.tripod.com/cpr1999/chomsky.html 中记

叙道：“向耶稣讲道一样”），感到自己来到了一个安全的所在。后

来，我买下他的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的书，进一步读到他的许多政治评

论时，虽然知道国际政治不是他的专长（我没有读过他的语言学著

作），但还是为他的道德精神感动。在他 70岁生日时，我也与全世界

的自由主义者一同为他祝贺。他那时思维尚敏捷，亲自回答网上的论

坛提问，我记得在回答 anarchism 中文翻译等问题时，他说名称并不

重要，关键是行为。 

我刚到美国的头几年，利用各种学术论坛，积极交锋。在外交关

系论坛 H-Diplo 上关于乔姆斯基的角色的激论中，一个美国海军学院

的教授指责乔姆斯基是“卖国贼”：我们这么多美军士兵在全世界用

http://www.zcommunications.org/zspace/noamchomsky
http://cpri.tripod.com/cpr1999/chomsk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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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保卫自由”，你却坐在最高学府的最尊贵位子上谩骂我们，比

任何敌人带来的伤害还大！一个乔姆斯基的好友、普林斯顿大学（另

一个最高学府）教授坚决拥护乔姆斯基是最讲原则、几近殉道的知识

分子。我以自己冷战后期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的背景，指出正是乔姆

斯基这样的反对本国政府政策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存在，才使东方的知

识分子接受、认同西方的文明价值和社会制度。从这种意义上讲，乔

姆斯基才是最大的爱国者。 

不过，从我的知识角度看，在进步、左翼、自由事业圈子里的乔

姆斯基的时事政治评论无处不在，不免千篇一律、难免浅显偏颇。

2005 年我第一次访问波士顿，在 MIT 看到作为“品牌”的乔姆斯基的

大幅画像，意识到美国“最高学府”的存在合理性（哈佛大学也雇用

“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者”），我完全没有拜访他的念头，更愿去

“朝拜”1927 年被麻省处决的两个意大利安那祺主义贫苦移民。我已

经抛弃回到清华“创建中国社会学”的梦想或招摇撞骗成“中国政策

研究祖师爷”（南开大学的邀请函），而坚定认为必须解散、摧毁清

华、北大这些已经堕落为当代奴隶制（所谓“中国模式”）的精神帮

凶机器。如果我不得已长期在美国流亡的话，正是我们这样的政治难

民（以第一“建国之父”潘恩为代表）创造、发扬了美国的精神基础

和价值体系，这正是我在美国选择清贫的生活面对权力（联邦政府）

和金钱（大公司）的力量所在。 

其实，乔姆斯基等西方的自由派人士，虽然卖力反对本国政府的

外交等政策，却不可能改变、动摇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对于

人类文明没有多大贡献。对于他们，“历史已经终结”（福山）。当

然，如果乔姆斯基能够在十几年前神志敏捷时访问中国，虽然不能在

监狱见到他真正的自由主义战士同志，也可以见到无处不在的“上

访”冤民，至少不会象别的权贵（如江泽民、小布什，高尔）、大亨

（如高盛集团）、骗子（如李敖）那样也跑到清华、北大这些摧残自

由的交易处去凑热闹。当然，我也认识一些不了解中国而盲目支持北

京当局的西方进步人士，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幻想，是支持

他们反对本国政权的信念，不能崩溃。我早已学会不从理性上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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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笑他们，而更从感情上同情、尊敬他们。对八十多岁的乔姆斯基也

该如此对待。看到乔姆斯基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并列在濒于停刊的曲

高和寡的安那祺主义理论刊物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的捐助名

单时，我的失望之情不翼而飞。 

我在大学时期，从苏格拉底、斯宾诺沙、卢梭、马克思、克鲁包

特金等西方知识分子影响了人生观，无意识地在寻求当代西方知识分

子的典范，自然对安那祺主义者乔姆斯基产生最大的共鸣。不过，回

想起来，自从我 1986年离开中国，结识了不少日本、欧美友人，最值

得尊敬的却是普通的退休管道工Loz Dean 老太太。她年轻时加入过美

国共产党，但后来主要参与工会活动，退休后加入劳动党（我与她同

在圣何西支部开始了解她），被各界人士推选为主席为维持、重建圣

何西市中心的综合医院而无私无酬无怨地奔波。从她那里，我学到美

国民主制度、西方文明价值的真髓。与文凭不高的 Loz这样的民众相

比，“大师”乔姆斯基的知识（语言学）、半知识（政治评论）、反

知识（被专制制度利用），完全可有可无了。我需要Sklar 这样的务

实律师帮助共同推进全球的人权进步，但再也不需要任何在有权势、

名声的西方“思想家”分担我的思想使命和精神职责了。 

别了，乔姆斯基教授。 

 

[2010 年 9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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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支持巴勒斯坦的联合国成员国地位 

 

在 9 月 23 日下周五的联合国总会期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主席阿巴斯终于摆脱傀儡的耻辱，不顾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将代表

全体巴勒斯坦民众寻求安理会和总会承认巴勒斯坦的联合国成员国地

位。在联合国的 193 个会员国中，已经有 2/3 赞同巴勒斯坦以独立的

国家身份获得完全的会员资格。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从目前的“观察员

地位”升格为“非成员地位”，那样只需要 193 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大

会的简单多数支持就可以获得。即使只是成为“非成员地位”（但毕

竟被承认为一个国家），巴勒斯坦也可以以独立国家的身份把以色列

的国家恐怖主义告上法庭，在 ICJ国际法庭等机构要求以色列解除对

加沙的海上封锁并开放西岸和加沙的领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在展

开激烈的宣传战，其中的关键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 

我记得几年前参加圣何西和平与正义中心的 Sharat Lin博士（他

不懂中文）的讲演。他介绍自己年轻时到巴勒斯坦参与抵抗运动的经

历，最后总结道：中东问题的结症在华盛顿，我们每一个在美国生活

的公众都有责任迫使政府切断对以色列的援助、实现中东和平。这也

是我几次参加犹太人社团活动、观察他们影响美国政治的方式的原

因。我注意到自己经常是犹太人聚会的唯一非犹太人。
93 

2009 年 2 月，在奥巴马准备任命得到阿拉伯世界普遍支持的外交

官 Charles Freeman 担任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国家情报委员

会主席时，在美的犹太人发起猛烈的反对运动。不明来源的人用

Freeman 与胡锦涛、沙特阿拉伯国王的合照，发动在美的“六·四”

天安门事件“学生领袖”们也来签名。我不是“领袖”，但有当代中

日关系最黑暗历史的教训，有人问我是否签名，我很失望地希望他们

应该与被压迫的巴勒斯坦民众站在一起。我不了解 Freeman 本人，但

                                                
93 例如，Jing Zhao “Watching Refuseniks”, March 8, 2009.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refusenik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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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为尼克松的翻译访华见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后来又担任美国驻

沙特阿拉伯大使，与这些国家的头头们拍过照，不足为奇。美国政府

要任命国家情报官员，与我们中国民权运动有什么关系？这个任命结

果不了了之，可以看出奥巴马的无原则的机会主义。 

奥巴马 2009 年 6 月 4 日在开罗大学的讲演倒颇有新意，在提到

巴勒斯坦时说道： “巴勒斯坦人民──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寻找家

园的过程中历经苦难。60 多年以来，他们承受了流离失所的痛苦。许

多人在西岸、加沙以及邻国土地的难民营里等待着他们从不曾过上的

和平与稳定的生活。他们每天忍受着由占领带来的大大小小的羞辱。

所以，毋庸置疑：巴勒斯坦人民的境况是不能容忍的。”
94
正是他的

不同于前任的外交政策使他在上任的第一年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人

们有理由对他寄予很高的期待实现美国中东政策的转换。 

但是，两年多过去了，伊斯兰世界发生的革命推翻了阿里、穆巴

拉克、卡札菲等独裁者，巴勒斯坦民众有理由期待变革，但他们还是

处于不能容忍的境况，原因就在华盛顿。人们宽容地认为奥巴马要处

理许多更急迫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全民医疗保险、世界金融

危机等事务。那么，这一次，面对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在全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所有阿拉伯联盟成员国）都期待、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也多次表示支持（说这一问题已经“拖延太久”）的情况

下，奥巴马只要顺水推舟、顶住犹太人的游说压力，举手之劳就可以

“成名千古”了。 

然而，奥巴马当局非常愚蠢地强烈反对推动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

国的做法，称这样做会“适得其反”（激怒以色列、美国会取消援

助）。奥巴马 9 月 12 日重申，如果巴勒斯坦完全建国的议案下星期

在联合国大会开幕时递交给安理会，美国将使用否决权来加以阻止。

美国的态度影响了本来不反对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欧盟。欧盟外交

                                                
94 引自赵京：“美国能实现中东政策的转换吗？”2009 年 7 月 26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obama_cair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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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主管阿什顿说，欧盟目前没有明确的立场，即使巴勒斯坦这次没

有加入联合国（实际上暗示加入不了联合国），欧盟不会“惩罚”巴

勒斯坦
95
。看来，奥巴马最需要的是来自美国民众的呼声，帮助他拿

定主意。 

今天中午，我接到 CBS 5 News关于美国是否应该支持巴勒斯坦

加入联合国的采访电话，感谢他们这时尽到了新闻机构的职责。我除

了签署网上签名
96
外，决定用传真直接给白宫奥巴马（202-456-

2461）呼吁。
97 

这封“关于巴勒斯坦完全联合国资格”的传真包括以下内容：

一、呼吁奥巴马改变错误立场；二、1949 年 11 月 29 日联合国总会

第 181 号决议承认以色列建国的内容还包括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三、

巴勒斯坦民众自从 1948 年和 1967 年被赶出家园的难民生涯以及加沙

地带的人道危机；四、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 和 338 号决议要求以色列

退回到 1968 年以前的边界，2004 年 7 月 9 日国际法庭对以色列非法

占据巴勒斯坦领土的判决；五、美国在很多国际场合是唯一袒护以色

列的国家；六、你的错误立场将让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再次确认美国

政策的虚伪，丧失中东和平的良机；七、我从来没有投过任何人当总

统，但这一次如果你采取正确和明智的决定，我下一次将破例投你一

票助你再选。 

奥巴马先生，请摆脱机会主义的政客打算，让人性、人道指导你

的政策选择！ 

[2011 年 9 月 18 日] 

                                                
95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8, 2011. 
96 这个网页也有中文：http://www.avaaz.org/cs/  
97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letter_to_obam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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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加硅谷人权会议后记 

  

2011 年 9 月 28 日，英特尔的 Jacobson 在回复我关于企业社会

责任的电邮中提及要出席硅谷人权会议 Silicon Valley Human Rights 

Conference，引起我的关注。我立即联系主办单位 Access 

(www.accessnow.org)，请求免费出席（入场券 250 美元），得到快

诺。 

10 月 25 日一早，我驱车到旧金山出席会议，见识了与高科技相

关的人权界的各路人马。国务卿克林顿夫人也通过视频讲演，除了赞

扬硅谷在阿拉伯之春等运动中的不可替代角色、批判中国政府控制网

络等，还恭维非政府组织 NGO，说她长年在 NGO 侍奉，进入政府后

更加明白政府的局限
98
，使我们与会者觉得她在华盛顿很为我们效

劳。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部门的助理国务卿

Michael Posner 本人与会演讲，也介绍自己出身 NGO。我后来与他

交换名片，感到他为人随和。我注意到欧洲会议的“媒体与情报首

脑”也没有架子，倒是巴西政府的年轻官员很象中国、印度尼西亚等

后起大国的“海归”，很有自信。可惜没有遇到别的讲中文的出席

者。 

会议的特别来宾

包括埃及的网上活动

家 Alaa Abd El-

Fatah，他回去后立即

被军方逮捕，主办单

位发起签名等压力活

动才使他获释。另一

                                                
98 http://www.humanrights.gov/2011/10/25/live-silicon-valley-human-rights-
conference/  

http://www.accessnow.org/


自由美国政治评论 

 - 119 - 
 
   

名来宾泰国的 Chiranuch Jiew Premchaiporn 女士因为在网上发布“冒

犯”国王的博克受到迫害。这使会场变成人权实践的现场。在华盛顿

负责游说的谷歌公共政策主管 Bob Boostin 也在主会场讲演，说他完全

不懂科技。前年为了我的人权提案，他与我联系过几次，一开口就说

尊重我的提案，很有专业素养。 

我随即参加“在技术领域实施联合国关于人权和商务的指导原

则”的分科会，这里的三个发言人都代表世界潮流：哈佛大学“政府

与负责任”中心主任（她实际上是原联合国负责企业社会责任专员、

现为哈佛大学教授 Ruggie的助手）、全球网络倡议 GNI的主任和微软

公司环境持续性部门的主任。主持人是“社会责任的商务”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研究与创新部门主任，英特尔负责合并

McAfee的律师 Miller 也来会场。后来英特尔和思科都告诉我，它们决

定聘请 BSR为公司咨询，我才意识到主持有这些重要公司参加的会

议，也是拉生意的好机会，尽管 BSR并不太在行人权事务的实质。我

以亲身经历，赞许哈佛大学和全球网络倡议的领导性思想，但也指出

在实践上政府权力和企业钱力（包括全球网络倡议的三个发起公司之

一的雅虎）的阻力干扰。与任何社会变革一样，没有牺牲就没有进

步。 

下午的“是否要规制互联网？”主会场虽然有几个高级政府官员

出席，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 craigslist的创办人 Craig Newmark 上。

矮胖憨厚的 Craig 堪称硅谷的“好得不可相信”的奇迹之一，他的网

站为大家提供了完全没有广告的高效免费服务（如出租房子），使人

们分享互联网的益处，会后还有很多人围住他交谈。而另一场有雅虎

官员出席的“（人权）实践场”分科会则加重了我的忧虑，我对脸书

Facebook 官员、推特律师和斯坦福大学“社会数据实验室”教授的讲

演内容也没有多大印象。在晚餐时，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女士听

说我因为天安门事件逃到美国，与我聊了不少。原来，她是基廷

Keating 的女儿。基廷 1989 年作为澳大利亚首相，推动保护中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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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法案。在事件早期，澳大利亚也接受了逃自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值

得赞许。 

我因为第二天有别的事务，无法久留。Jacobson 匆匆告诉我：

英特尔认为全球网络倡议以信息服务商务为主，与英特尔业务不太对

口，所以不便加入。我多少也体会英特尔作为老牌领袖，不愿被动承

诺别人制定的规则。但英特尔接受我们的建议，决定与其他计算、通

讯领域的公司，组成类似的全球人权、社会责任协议，同时邀请我和

Sklar 作为人权专家加入。这使我感到一丝欣慰。 

这是硅谷人权会议的第一次召开，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互联网人

权的文献“硅谷标准”
99
。会议得到广泛报道

100
，类似的会议不久将

在巴西举行，让我们祝愿它在世界各地开花、并早日在中国举行。 

 

[2012 年 2 月 13 日] 

                                                
99 https://s3.amazonaws.com/access.3cdn.net/d9369de5fc7d7dc661_k3m6i2tbd.pdf  
100https://s3.amazonaws.com/access.3cdn.net/bc38933672182440e2_0om6vy46e.p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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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与硅谷人权会议 

 

2011 年 10 月 25 日，我参加第一次硅谷人权会议，“没有遇到

别的讲中文的出席者”,“我因为第二天有别的事务，无法久留”,

“让我们祝愿它在世界各地开花、并早日在中国举行。”
101
这一次，

会议在巴西、印尼巡回召开后又回到旧金山举行，我很早交费注册，

并提交论文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Corporate Human Rights 

Policy，配合会议发布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CPRI 企业社会责任指数

CSRI 第 2.1 版
102
。 

3 月 3日我 9点之前就到达会场，其实正式会议要下午1点才开

始呢！
103
这次开场没有第一次隆重，但使我感到更自在，加上有了上

次的经验，知道如何恰如其分地参与其中
104
。我与邻座年轻的女士交

流，她很像一个美国的大学生，却是驻扎在土耳其报道阿塞拜疆人权

状况的意大利记者。 

我全程参加“推动企业尊重人权”的分会，认出其中的面熟的

发言人是微软的企业公民性部门高级主管 Bross，算是老相识了
105
。一

个巴基斯坦的妇女介绍巴基斯坦政府用中国的防火墙软件审阅互联

网，他们致函给思科、华为等通讯公司，没有回复。思科去年断绝了

与我的对话，我今年已经向思科再次提交了股东提案。加拿大的

                                                
101
 赵京，“参加硅谷人权会议后记”，2012 年 2月 13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svhrc.pdf  
102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csri.pdf  

103
 三天的议程：https://www.rightscon.org/program.php  

104
 包括欧盟议会、美英等政府、公司和人权机构共有 40多个组织，300 多人

参加。 
105
 赵京，“推动微软公司人权政策的进展”，2013 年 8月 11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microsoft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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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 Lab 的代表介绍他们的工作是大学研究中心，只提供客观事

实供公众利用。当然，研究必须得到政府和公司的财务援助，即使是

客观数据，有一些也可以被利用压制言论自由。我很想建议他们也发

布一套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让公众有更多的比较。有两个伦敦来的律

师，一人讲贸易控制，如意大利向以色列出口军火；另一个黑人律师

发言批判金融业的罪责，我后来与他交流，介绍我去年在高盛集团股

东大会的人权提案
106
，他立即反应：“我知道你的名字”。我还以为

我的工作无人理会/理解，但相关的人士自然会关注的。 

第二天，我上午去应用材料公司代理宣读股东提案
107
，下午提前

赶到会场，准备我的发言。我们分会有5、6个课题，来了 30-40 听

众。第一个是 Human Rights Data Analysis Group 的研究主管 Price

博士
108
,介绍她们如何为联合国提供叙利亚内战的数据分析，达到 9万

3千名死者的结论。我一下子就知道她们工作的意义在于科学、客观

而不是价值推广，因为这本来是我的“本行”
109
。我一直希望，如果

有条件的话，应该组织对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科学数据分析，大致确

定死伤者的范围。第二次发言的是两个亚特兰大大学的研究生（其中

一人来自尼泊尔），用电脑分析人权报道/文献中出现的英语词句分

类。 

接下来，我发言介绍 CPRI 企业社会责任指数 CSRI 的方法和结

果。计时的女大学生好意地多给我几分钟时间，使我可以从容地具体

                                                
106
 赵京，[高盛股东大会人权提案揭开纪念“六四”的序幕]。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gs-proposal-64.pdf  
107
 赵京，“改善应用材料公司治理的成功战例”，2014 年 3月 4日。 

108
 https://hrdag.org/meganprice/  

109
 我 1992年得到社会调查方法论的博士学位后，因为坚持人权运动，被日本

当局配合中国大使馆赶出学术界，进入公司打工，也开始了我对企业社会责

任的实地调查。日本公司电通在 CPRI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中的等级就来源于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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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如何达到谷歌(A)、英特尔(A-)、雅虎(F)等公司的等级，让听众

充分理解我的要点。后来，大赦国际的西海岸负责人Butkus 来与我交

谈，提到我在谷歌、雅虎、雪佛龙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见到的大赦国际

的 Tony Cruz。Butkus 抱歉地解释说，他们都是义务工作，且专注于

在学生中推行人权教育，没法参与大量的人权帮助工作。我完全理解

他们，也没有对他们抱多少期待。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 也有人与会，在他们的 2014 年 2月号专文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上有对雅虎的虚伪吹捧声明，把它作为一份广告，就没有必

要较真了。倒是会议的主持者 Access Now 提倡的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Procedures（相互法律援助程序）比较务实诚恳。科罗拉

多的非营利组织 Nomogaia110
的主管 Wielga 是个人权律师，介绍说他们

也想通过股东提案推动公司的人权政策。我拿出上午刚获得 54%股东

支持的应用材料公司的提案，他马上心领神会，说他们也有证券律

师，可以合作。 

我的发言之后，一个荷兰人介绍他们如何用 people’s 

intelligence（人的情报）报告和确认人权事件。最后发言的是一个

泰国的留学生，介绍东南亚的新兴手机市场的应用软件正在被中国

（微信有 3亿用户）、日本（Line）、韩国取代，已经摆脱了英文世

界的统治，但那里的人权意识具有“亚洲价值”特色。下一场会议要

在东南亚召开，会有更深入的讨论。 

信息通讯产业的人权责任分科会是我熟悉的领域（GNI等），我

怕自己批评太认真激烈，就退出会场，进入伊朗小组的会场。伊朗发

生的许多事情好像是几年前我们熟悉的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重演，所

以他们对我的经验很感兴趣。如果他们真能有效地组织起来，用一点

                                                
110
 http://nomoga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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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购入股份，就可以与公司直接交涉起来。我也答应尽力为他们建

立与相关公司沟通的渠道。 

“建立网上异议政策联盟”的分科会以“建国之父”麦迪逊关

于信息公开的语录和占领运动的图片开场，但三个发言人的讨论却进

入狭隘科技的悲观胡同，不得要领。我用安那祺主义的直接行动等传

统，说明被科技发展（大公司）控制的天真异议青年应该从历史上学

习经验和教训，因为人性不象科技那样变幻无常。 

最后一天上午，我先在讨论专利的小组旁听，然后去拉丁美洲

小组，没有发言。微软的 Bross 找到我，我先表达了对上周媒体关于

微软“必应”搜索软件检阅在中国以外的网站的报道的关注，他表示

回到公司后会了解情况，再回复我。他问我如何帮助微软有效地、系

统地与公民社会互动，我介绍与好的和恶劣的公司交涉的经历，同意

以后写一份正式的建议给微软。接着，在如何就自由表达和隐私领域

为公司评级的分科会上，我进一步用自己发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过

程中遇到的恶劣公司代理威胁的例子，呼吁我们这些人权活动人士要

互相保护，共同与凭借金钱和权力的罪恶势力作斗争。 

下午，我在“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分科讨论上，感觉到某些大

公司（如谷歌）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回避政府管制的同时也抵制大众的

参与民主。其实，各国政府已经搞出 WTO、APEC 等国际经济组织/机

制，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它们以节省资源呢？例如，把中美经济战略对

话和中美人权对话联合起来，不就可以讨论许多互联网的人权、贸

易、甚至网络战的问题吗？可惜时间不足，主持人把已经给我的话筒

收走了。 

我在关于控制软件输出的英、法立法的讨论会上，提出软件流

通的双向性，也要考虑控制输入软件/信息的特性/难度。另外一个分

科会的一个发言人提醒我们，仍然还有许多印度妇女没有条件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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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人权侵害的赔偿问题小组，我联系到 LinkedIn 最近接受政府的

审阅条件进入中国的报道，介绍自己几年来思考的“社会正当性”概

念（相对于政府法规的“合法性”），让一个公司在进入商务的同时

准备好赔偿的政策。最后，有一个中国活动人士主持的“科技公司与

中国人权”的分科会，我听完发言人的自我介绍，因为要赶上回家接

应的班车，就离开了会场，结束了这一场富有意义的参与型人权会

议。 

  

[201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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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替天行道的安那祺主义者斯诺登 

 

2001 年我在 Adobe Systems 打工时，Adobe 的王牌产品

Acrobat 的一个漏洞被一个俄罗斯黑客
111
泄密，搞得 Adobe 非常恼火。

当这个小伙子居然跑到美国来参加黑客会议时，Adobe要求 FBI 逮捕

了他！这可惹火了这帮安那祺主义倾向的团体，他们从洛杉矶赶到圣

何西 Adobe 总部来抗议。Adobe头头如临大敌，叫我们员工不许接触

他们。这倒引起我的好奇，出去见识这些摇旗呐喊的好汉，听到他们

的愤怒咆哮：“可耻 Adobe！自己产品质量不过关，还要动用国家权

力来抓人！” Adobe 果然投降，赶紧请 FBI 放人。这是我第一次见识

安那祺主义黑客的组织力量，学到了在美国“no fight, no right”

(权利必须争取才能得到)的道理，不过，这也埋下了我在“9/11”后

被首当其冲裁员的远因112
。 

2004 年我决定结束无国籍难民身份，也给小布什当局一个机

会，试一试美国宪法是否灵光。结果证实自己处于无休止、无处申诉

的被 FBI 黑箱操作调查背景的地位，也证实美国宪法确实被无法无天

的“反恐战争”冻结了。有一天夜晚，我在圣何西会展中心的旗杆下

独自徘徊良久，犹豫要不要在民主党大会期间切断绳索，降下美国国

旗为宪法致哀。硅谷的反战运动高昂，我知道如果我“有幸”成为受

难“公共人物”，劳动党、禄党、和平与正义中心、移民权益团体、

宗教团体、劳工会议和县/市议会的朋友们会支援我，但我不是小布什

“9/12 反恐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没有必要去唱主角。 

                                                
111安那祺主义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称黑客也不是贬义。 
112当天，所有公司头头和员工都仓皇离开，只有我一个正式员工坚守在总部

大楼，与几个保安工人交换意见。以我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批判，我知道

总会有这么 blowback 一天的到来。我被裁员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全

公司年度大会上，当所有员工站立为创始人鼓掌时，我不为所动，结果大家

都把目光转向那个唯一坐着鼓掌微笑的卑微员工。我并不是富人权势的敌

人，但更是贫苦民众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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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我们的反战运动帮助奥巴马战胜了克林顿夫人并轻易入

主白宫，我自己也在奥巴马上台后结束了十几年的无国籍难民身份。

我们耐心地等待着奥巴马的行动，前不久，他终于宣布结束没完没了

的“反恐战争”，要让宪法回到指导地位来。但多数美国人对于自己

的宪法权利受到侵蚀已经麻木不仁，Edward Snowden 斯诺登的出现，

正是对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当头棒喝。他没有隐藏自己的身份，因

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与他钦佩的、1971 年向《纽约时

报》泄漏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和泄密给维基解密

正在受审的一等兵布拉德利·曼宁一样，斯诺登“细心地挑选了外泄

的文件，确保都是关系公共利益的材料。许多材料能造成更大的影

响，但我没有泄漏。伤害人不是目的，揭露真相才是”。艾尔斯伯格

高度称赞斯诺登为美国民主体制做出了巨大的无法估量的贡献，并说

自己等了数十年才看到“这样一位真正准备好以公民身份为他的国家

冒生命危险的人，显示出战场上的人们该有的勇气”。其实，在历史

上，连“建国祖父”、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的命名人潘恩都回

不了美国，给香港一次机会光荣也未尝不可。 

在香港的长毛同志的社会民主连线等已经动员民众，欢迎和

呼吁当局保护这位当代自由英雄，不要污辱了香港“自由港”的名

声。其实，最害怕斯诺登回到美国的正是美国有关当局，因为该受审

判的正是这些权力机构，特别是在美国民众遭受经济危机之际用美国

军事情报系统杀害、侵犯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以及美国平民的

罪犯政策113
。历史上，正是美国司法系统对替天行道的安那祺主义者

                                                
113和平时期的军事机构的功能多用于情报收集。例如，西班牙内战期间，美

国的军事观察员们最受共和政府的官员和民众的欢迎，得到最高的待遇到处

收集情报，希望美国政府也能象国际纵队的林肯旅那样反对法西斯弗朗哥，

但法西斯取胜后美国政府利用这些情报立即承认弗朗哥政府。Modern 

Warfare in Spain: American Military Observations o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ed. by James Cortada.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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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迫害（如芝加哥 8位同志死刑、沙科和万塞提死刑、伯克曼 22年徒

刑等）唤醒了世界良知和正义，让我们拭目以待香港当局何去何从。 

今天，谨以此文祝贺这位替天行道的安那祺主义者 30岁生

日。 

 

[2013 年 6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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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作为文明开化程度衡量的国家机构的透明化与民主化 

不久前，我所在的社区召开会议，三个当地市警察（男）出

席。警长（白人）向我们介绍负责我们社区安全的新上任的警察（白

人），是伯克利大学英文专业的毕业生。另外一个经验丰富的警察是

黑人。这个新开发的社区亚裔占多数，英文沟通非常重要，大家都很

满意警察的工作汇报。随后，一个锡克教居民发言，介绍他有一天傍

晚散步时被人用玩具枪差点击中眼睛，他当场报警后被急救车送往医

院，才幸免留下后遗症。但是，当他向警察局查询时，被告知这不是

一件值得立案追查的事件，警察局“不作为”不了了之。我们都同情

他的遭遇，决议要问责警察局。锡克教的特殊衣俗很容易被美国主流

社会歧视，9—11之后，一个锡克教徒在加油站竟然被无辜枪杀。以

我的经验，如果警察局或市议会里有锡克教徒，他们的安全就会被重

视多了。 

十年前，硅谷的安那祺主义青年小组在黑人将军鲍威尔的校园

演讲时去抗议伊拉克战争，当地警察不抓白人、只抓了几个东南亚学

生。有人想去警察局抗议，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后来，我的一个在

县政厅当官的原马克思主义者朋友出面疏通警察放人，特别不让留下

“犯罪”纪录，免得这几个学生毕业后在美国找工作、转身份时遇到

麻烦114
。 

前几天 5月 28日，在拥有 212 年历史的西点陆军校 West Point

背景下，奥巴马引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批判战争的愚蠢、倡导通

过“人类制度的逐渐进化”实现和平，向穿着整齐制服的 1064 名毕业

学员和家属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美国外交政策蓝图
115
。除了中文媒体广

                                                
114 赵京：“瓦德•邱吉尔对西方和平主义政治的病理分析”,2008年 9 月 21 日。 
115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5/28/remarks-president-west-
point-academy-commencement-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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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报道的“美国必须始终保持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等内容，奥巴

马也提到“军事行动必须不带来更多的危险和敌人”、提高饱受责难

的无人机“暗杀”政策
116
的透明度、以及军事行动的民主、人权目

的。在提到中国最近在东海和南海的扩张时也批判美国国会的不作

为：“尽管美国高层军事官员一再说，海洋法公约有助于提升国家安

全，但国会参议院却拒绝批准这个公约，这让美国很难敦促中国根据

公约解决海上纠纷。”不过，总的来说，场面相当冷淡，奥巴马有时

要自我鼓掌以提醒听众他的讲话的重要性。而且，除了前言后语和

“你们将有可能成为自 2001 年来第一届不用去伊拉克或阿富汗服役

的军官”等个别片断，整个演讲与美国陆军的战略没有多少关联。当

然，奥巴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除了面临裁减十个旅以及把独立

作战单位从重装师向轻便旅的转换的命运，连美国陆军作为一个独立

军种的存在价值本身，都可以讨论了。那样的话，西点就要搬到安娜

泊里斯117
去了。 

实际上，随着大规模陆地战争可能性的减少，世界警察的角色

主要靠美国海军（包括拥有航空作战力的海战军团或“海军陆战

队”）来担当了。2014 年 1月 30 日在海军校举行的别开生面的仪

式，让未来的世界警察官按照他们的学业评定现场选择即将服役的舰

艇
118
，很有透明性，多少让我们对世界警察“分配工作”的过程有所

了解
119
。当然，对于担负世界警察使命的美国武装力量来说，与其在

陆军校怀旧，不如在海军校听听退休“总司令”克林顿关于未来世界

                                                
116 赵京：“无人机的硝烟”，2012 年 5 月 28 日。 
117 Annapolis, 来自 Anna’s place（安娜之地）。马里兰州府，美国海军校 U.S. 

Naval Academy所在地。 
118 Naval Academy Future Surface Warfare Officers Choose First Ships 
http://www.navy.mil/submit/display.asp?story_id=78893  
119 我不由得想起自己 1985 年大学毕业时，因为思想独立、组织独立学生会选

举被清华校方秋后算账，发配兰州、赶出北京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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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教导。他 2014 年 4月 8日对海军士官生 Midshipmen 的开讲
120
，除了为夫人将来的大选铺路外，倡导培养 3D (Defense, 

Diplomacy, Development)人才，说明仅靠武力已经不可能维持美国的

帝国地位了，最后特别向不爱读书的士官生们推荐三本leadership

（领导船舰-领袖资格）书籍，值得普通公众也观看。我每次目睹类似

相对公开的美国政治过程
121
，更坚定了阻止美国军事力量的年轻一代

被安培三世日本军国主义误导投入与中国的冲突的决心。 

当我看到刚在新加坡闭幕的第十三届亚洲安全会议（也称“香

格里拉对话”）上中日美官员们的闹剧，不由得回忆起 1992 年一个阴

雨秋天，我在东京出席中日两国当局举办的庆祝“中日关系正常化 20

周年”会议，因为追讨被盗窃的关西 1989 年支援中国民主运动募到的

捐款，被日本国立神户大学法学部雇用的中国学贼毒打。我当时紧握

尖伞，浮现出耶稣、甘地被打的景象，一直忍受着直到被人拖开，后

来到医院就诊，需要两周时间恢复。我随后到警察署报案，一个警视

厅制服警察和一个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便服警察带我到现场拍照、记

录四、五个小时，向我保证：日本是法治国家，一定要公正处理。过

了几个周后，我没有接到任何联系，就直接再次造访警察署，却被告

知根本没有我报案的纪录！更气愤的是：管辖神户大学的兵库县警

“好意”转告我：“忘掉此案吧！如果你还要追究此案，日本政府可

以把你定罪为“斗殴”，取销在留资格赶出日本！”与国立大阪大学

曾经准备以“无完成学业可能”把我赶出日本的校园的做法同出一

辙。那是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肮脏的一页记录。 

我几年前在本地被有幸抽中为陪审团一员，但美国法官听到我

与东京警视厅和日本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奇遇”以及联邦调

                                                
120 http://new.livestream.com/navy/events/2904612  
121 我在美国看的电视节目，主要是 C-SPAN 公共辩论、Charles Rose 时事评论

和德国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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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局好几年阻碍我申请得到一份护照的经历
122
，挥手免去了我的资格

与责任，因为他们也怕如此经历会造成我对所有国家机构的“偏

见”、鄙视。 

非常痛心的是：我二十多年来对中日关系的悲观预测不幸成

真，因为在不民主的政府与种族排外的当局控制下的中日关系，没有

人权、自由的基础，连和平都不可及，何谈友好！25年前，杨振亚

（大使）、唐家璇（公使）控制下的中国驻日机构指使学贼兼学奸混

入学生运动，在日本人的“保护”
123
和策划下在大阪领事馆前烧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言“不承认李鹏伪政权”、叫嚣要“用

血与火洗礼中国”、还要成立“流亡政府”等；但 6月 8日邓小平公

开露面后又迫不及待执行北京的指令，勾结日本当局出卖迫害在日中

国留学生，把我们赶出校园、赶出日本，暴露了在国家政权暴力下人

性最丑恶的本性。 

说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场民族悲剧，主要不是因为国内政治的

诡秘变换、国际政治的肮脏交易，而是因为人性丑恶的势力靠欺骗、

奸贼和暴力出卖、迫害和镇压了人性善良的愿望，把社会和文明拉向

倒退和野蛮。从这一点上认清了事件的本质，才更清楚地理解这 25年

来的国内社会、国际政治的变迁，进而懂得为什么真正有历史价值的

事件，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现出人性的本质和人类社会的半野

蛮、半开化状况。不管是中国的外交部/驻日机构、国家教委/大学，

日本的地方公开警察或国家秘密警察、文部省/国立大学、外务省、法

务省/外国人出入管理局，还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等我所

                                                
122 赵京：“宪法、共和，以及公民的权利与义务”，2009 年 7 月 15 日。 
123 日本政府因为在巴黎的七国峰会上签署了“保护中国留学生宣言”，文部大

臣等在国会上也声称已经采取相应政策，最后只“保护”那个学贼，以神户大学

法学部副教授的残羹向公共舆论显示其“保护”政策，利用这个学贼兼学奸迫害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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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过的国家工具，都是人类文明尚未摆脱野蛮状态的证明。揭开历

史真相
124
、推动国家机构的透明化、民主化不仅是我们的使命，也是

文明开化程度的度量衡。 

 

[2014 年 6月 4日] 

                                                
124 2009 年 9 月 23日民主党政权成立时，我致函首相鸠山，要求他公布 1989

年自民党执政时的把我们作为人质的对中交易资料：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Zhao_to_Hatoyam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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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美国海军海空陆特种兵队的战略使用 

关于 The United States Navy SEAL teams 美国海军海空陆特

种兵队（简称 SEALs 海豹），特别自从2011 年 5月 2日突击猎杀本∙

拉登成功以来，成为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宠儿，中文媒体也广为喧哗
125
。但是，除了 SEALs 官方网站的宣传、主流媒体的神秘性报道、几

部虚虚实实的电影以及个别经历者
126
的透露外，我们很难了解它的运

作。在目前的美国军事预算大为裁减的背景下，只有特种兵和网络兵

不减反增，更值得关注其战略/政策性使用。幸好，我们现在可以读到

一本比较全面、通俗的介绍
127
。本文以此书为材料，简单回顾 SEALs

的战略问题。 

在二战中诞生的 SEALs 前生 Underwater Demolition Teams 水

下爆破队目的简单，相当于 Marines 海战军团的工兵，但 1962 年元旦

正式成立的两支 SEAL队（隶属于太平洋舰队和大西洋舰队）一开始主

要是被开发来执行非常规战争、反游击战以及秘密行动，正好遇上越

南战争。1963 年他们被派遣越南时听令于当时主导当地全局的中央情

报局，实际上在湄公河三角洲与只有二战时缴获的简陋步枪的南越共

产党游击队作战。虽然 SEALs 的队员们证明了他们的忠诚、勇气、凶

                                                
125 中文比较严肃的介绍主要从维基百科的翻译而来。有一些“中国特种兵击

败美国海豹突击队”的编造，正好说明中国公众不了解 SEALs 的任务就是要

避免格斗、战斗。 
126 特种兵的规范要求退伍者不披露服役时的经历。有一个参加过陆军特种兵

Green Beret 的华裔美国人出版了他的失败从军经历，其中也发泄出对 SEALs

的嫉妒。Chester Wong, Green Beret: Stories of an Asian-American Stumbling 
around U.S. Army Special Forces, 2012. 
127 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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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与牺牲
128
，以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最精锐尖兵

129
的炮艇加上武装直升

机和炮兵的支援，SEALs 的战略战绩实在谈不上什么光彩，更多的是

积累在注定失败的战争 war 中打赢战斗battle 的战术经验。从战略上

看，成本高昂的 SEALs 根本就不应该被投入到越南，而应该让低廉的

南越本国军队去干—如果他们不能、不愿在自己的后方战斗，说明美

国根本就不该介入该地区。由此可以看出，SEALs 一成立就面临着战

略使用是否得当的问题。 

美军自从越南战争以后所进行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 1983 年 10

月 25 日对英联邦一部分的格林纳达的入侵。SEALs 除了抢占电台等军

事行动外，政治上的行动是在 25日早上 6点 15分把 22个队员从直升

机上由绳索空降到英国女王任命的格林纳达总督 Governor General 

Paul Scoon 爵士的官邸，解除仅有的一个守卫（监视）警察的武装，

等到第二天 7点 30分海战军团的到来，才于下午 4点 0分迫使总督签

署了要求美国干涉的文件130
。入侵遭到包括英国、加拿大在内的几乎

全世界的抗议，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致电美国总统里根，抗议美国

对一个独立小国的干涉。如果总督有足够的兵力和抵抗意志的话，

SEALs 可能会把自身和美国的形象从世界警察变成世界侩子手。 

                                                
128 “While there may have been much wrong with some parts of the American armed 
service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it is impossible to level similar charges against the 
SEALs. The U.U. government may not have been able to enter peacetime with its 
honor intact but the SEALs certainly could.” 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P.133. 
129 “as the United States’ ‘tip of the spear’.“ 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P.10. 
130 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P.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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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10 月，美国情报得知绑架意大利 Achille Lauro 号船只

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LO
131
成员从亚历山大乘埃及航班逃走，在地中海

派战机强迫埃及飞机降落在意大利的美国海军基地，SEALs 被运输机

送去检查埃及飞机。但没有得到事先通告的意大利军方包围了

SEALs，重武装起来的双方差一点干了起来
132
。1989 年 12月 17 日

SEALs 参与捉拿巴拿马“国家元首”Noriege 将军的行动，负责瘫痪他

的飞机，付出不必要的伤亡。最后美国说服梵蒂冈交出逃进教皇领地

的 Noriege，由美国药物执法局 Drug Enforcement Agency 出面把他

抓回美国判刑。即便在得到联合国第 678 号决议“用所有必要手段”

赶走伊拉克军队的 1991 年解放科威特的战争中，从事船只检查的

SEALs 唯一一次开火的情景是因为一艘满载两百名反战人士的船只试

图突破禁运封锁线133
。这些事例说明 SEALs 越来越多地面临国际政治

的复杂局面，超出了 SEALs 自身能够及时独立判断处理的单纯军事功

能。 

 小布什发动的“反恐”战争把 SEALs 推倒了巅峰，但 2003 年 3

月 26 日 SEALs 对伊拉克 Al-Qadisiyah 研究中心的突袭没有找到大规

模杀伤武器 WMD
134
，没法得到美国政府最想得到的开战理由证据，因为

伊拉克确实没有 WMD。被投入到一场政策性犯罪/错误的战争，还有什

么荣耀可言？SEALs 最优秀的神枪手 Christopher Kyle（枪毙 160 或

                                                
131 PLO 被美国定义为第一个跨国界恐怖组织，当然是因为美国在中东冲突中

站在以色列一边。西德政府因为没有经验对付 Red Army Faction 红军派，也要

靠 SEALs 制服恐怖分子。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P.215-216. 
132 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P.220-222. 
133 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P.204. 
134 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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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个敌人）在伊拉克战场第一次扣动扳机对准的是一名企图用手榴

弹袭击海战军团士兵的伊拉克妇女
135
。维基百科中文（但英文条目没

有）提到：2012 年 7月 SEALs 以伊斯兰女人头像当作战靶，被美国伊

斯兰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 抗议，几

小时后美国海军宣布撤除这类型引发争议的战靶图像。我们没有读到

操作手册之类
136
的文件，也不能确认这个消息是否属实，但它引发了

SEALs 在训练过程中为了克服军人的心理抵抗而灌输敌人意识的道德

伦理忧虑。 

猎杀本∙拉登的成功似乎证明了 SEALs 的存在价值
137
。不过，这

次成功除了腐败无能的巴基斯坦政府和军方的默认，也离不开情报的

收集，而一个新的手段—无人机—正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情报收集

兼目标攻击的功能
138
。与网络战一样，SEALs 和无人机的战略使用都面

临新的国际法规范、道德伦理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不能只

好奇 SEALs 的装备、战斗技巧和战术展开，更要关注美国和美国以外

的国家
139
的 SEALs 等特殊行动部队的战略/外交/政治使用，让它们在

国内服从透明、民主的统制，在国际上纳入公开的军控公约。 

[2014 年 8月 10 日] 

                                                
135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_Kyle 。纽约日报甚至报道说她当时还抱着

小孩。 
136 例如，刚进入海军校 U.S. Naval Academy的学员要背诵 225 页的手册 Reef 

Points，也让公众知道/放心他们的生活规范。 
137本来军方也考虑过用 32枚两千磅重的炸弹彻底炸烂本∙拉登的楼房，但那样

既无法证实本∙拉登的死亡，也会引起巴基斯坦的更强烈抗议。David Jordan, 
The U.S. Navy SEALs: from Vietnam to Finding Bin Laden. 2011. Metro Books, 
New York. P.247. 
138 赵京：“无人机的硝烟”，2012 年 5 月 28 日。 
139 特别是以色列，其战争伦理往往超越人性的极限。 



自由美国政治评论 

 - 138 - 
 
   

33.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治理的原点 

2006 年夏天，在硅谷圣何西市中心一家教会里举办过一场关于

印第安原住民文化和安那祺主义运动的别开生面的晚会
140
。会场上也

摆有不少安那祺主义书刊，其中有新出的 The Blast 影印再版
141
，撰

写介绍的 Barry Pateman 现场签名。我犹豫了一下，没有购买，部分

原因是因为知道自己正在被联邦调查局调查，阻碍着我的公民权申

请，不想又加一些麻烦。对于国家来说，这个Blast（爆破、冲击）

的名字就带来恐怖的联想。 

我在“无政府主义对普遍政治自由的追求”中介绍过：“这些

自由主义者中最著名的是移民自俄罗斯的犹太人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

大·柏克曼和爱玛·古尔德曼。/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活跃着许多无政

府主义的移民团体，但直到 1892 年 5月发生在匹兹堡的数千名卡内基

钢铁公司工人罢工才把柏克曼和‘赤恶爱玛’推向了全美乃至世界斗

争舞台。为了筹款，爱玛不惜出卖肉体，而柏克曼的廉价手枪未能置

卡内基公司总裁于死地，也使自己幸免于死刑。/比起在爱玛影响下铤

而走险枪杀麦肯莱总统的无政府主义者Czoglosz，柏克曼认为自己的

行动更符合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在经济利益斗争中采取直接的行动

‘宣传’）。”“那个接替卡内基担任公司总裁的‘无名之徒’（按

照爱玛的话说，这家伙居然成为英雄柏克曼下手的目标，真是三生有

幸）有权直接决定数千名工人以及他们的妻小的经济命运，他把工人

们全部解雇并赶出了工人住宅。这一切必须受到正义的制裁，同时也

警告整个贪婪无厌的美国资产阶级。既然美国政治制度不可能执行这

                                                
140 赵京：“西方和平主义政治的病理分析”， 2008 年 9 月 21日。 
141 Alexander Berkman, 1916-1917. AK Press, 2005. 唯一可惜的是没有人重新编

辑，列出索引。这个工作太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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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正义，柏克曼‘以身试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42
在我十年来

与具有战略价值的美国、中国的几十个跨国公司交涉的过程中，不断

涌现出柏克曼的身影，体会到柏克曼才是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治理的

原点。 

柏克曼在 1916 年 1月 15 日的第 1卷第 1期 The Blast声明从

巴枯宁出发：“没有比摧毁更重要的了，所以The Blast 是摧毁性

的，所以 The Blast 是建设性的”。在短短一年半出版的 29期（每期

8页）、相当于一本大开本书的篇幅里，（提前释放）出狱的柏克曼

正赶上世界大战动荡中美国政治社会的转换，以“革命劳工周刊”

（实际上只能发行半月刊）的姿态横扫一切，在劳工法律案例

（Caplan, Schmidt）、墨西哥革命（参见笔者对 Magon 兄弟的介绍
143
）、俄罗斯革命、爱尔兰问题、生育控制的宣传、通讯自由（反对

美国邮局的审阅）、反战运动、无神论（特别是尼采的反基督教）等

社会问题上大放异彩，比我来美国后读到的所有社会主义组织的刊物

都冲锋陷阵、激励人生。例如，1916 年 5月 16 日出版的第 1卷第 13

期刊登的意大利老战士马拉铁斯特对克鲁包特金等拥护英国击败德国

的宣言的批判，成为安那祺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事例。1916 年

9月 15 日第 1卷第 19期转载了伊利诺州州长 Altgeld无罪释放仍然

在狱中的芝加哥干草市场安那祺主义受难者 Fielden、Neebe 和

Schwab144
的著名法令，至今读起来还感受到良知和理性的鼓舞。The 

Blast 本身的命运，很像 1916 年 12 月 1日出版的第 1卷第 22期中一

个短小的记载所示。马公到旧金山来向一小群人介绍安那祺共产主义

者在墨西哥的奋斗牺牲，会后一个人感叹道：“多么美好的梦想啊！-

                                                
142 赵京,2005 年 10 月 1 日。 
143 赵京：“墨西哥革命的良知和灵魂：安那祺使徒理加图·佛罗里斯·马

公”，2010 年 6 月 17-25日。 
144 赵京编《芝加哥的殉难者》，ISBN: 978-0-557-24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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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无法实现。”“人类种族没有希望。”对此，The Blast 评论

道：“但我们有马公兄弟这样的为了理想而生活的人，人类就有了希

望。理想是人类进步的强有力因素。”这完全可以适用于 The 

Blast、柏克曼和安那祺主义者。因为反对征兵制，柏克曼和爱玛被判

处两年徒刑，大战结束后被押解出境、遣送到俄罗斯，而在俄罗斯因

为替克朗斯塔特的安那祺主义起义水兵
145
打抱不平，又被列宁“礼

送”出境，成为这个世界的永久流亡者。 

除了正面鞭笞国家权力和私有资本外，柏克曼还不断地向美国

主流劳工组织呼吁，希望他们的支持和理解，但都是徒然。劳联-产联

这些劳工组织本身会员率不断减少，那些脱产的职业工会官僚和雇

员，不是像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劳工联合会那样，按照巴黎公社的自由

原则组织起来，无法指望他们会动用劳工资源去与法庭、董事会对

决。我自从十年前与公司就人权等企业社会责任等治理问题交涉以

来，多次寻求工会的合作，甚至主动在我的股东提案里加进他们的诉

求帮助美国的劳工，但总是得不到正面回应。例如，“令我感到意外

的是：SEIU 工会（有二百五十万会员）的代表不提人权问题，而是追

问惠普董事会在收购英国软件公司 Autonomy 失败上的责任。我本来希

望与他们合作，改进高盛集团、苹果公司等的人权政策，看来不能指

望美国工会的律师和脱产专职人员了。”146
 

上面提到的高盛集团、苹果公司，今年我向它们提交的股东提

案都被公司排除，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可了他们罗列的排除理由

之一“不作为”，所以我只好在今年下半年再提交付诸明年的股东大

会表决的提案了。与此同时，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

                                                
145 赵京编著《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ISBN: 978-1-4583-0411-7。 
146 赵京：“惠普 2013 年股东大会观感”，2013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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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剧痛中必然产生大大小小的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等官商（官

倒），却还没有出现一个自觉为劳工阶级奋斗牺牲的柏克曼。比起一

个多世纪前柏克曼的牺牲，现在的自从大萧条以来制定的美国相关法

规毕竟有所进步，我们没有理由不利用每一条可能的途径
147
，以“阿

基米德杠杆”达到改善企业治理的 Blast（冲击波效应）。 

 

[2015 年 1月 31 日] 

  

                                                
147 我不计代价在阿里巴巴上市的第一时刻购入几份“芝麻”股票，前天在阿

里巴巴丑闻传出股价大跌时又购入“芝麻”股票，相当于买到了进入今年股

东大会的两份门票，看看到时如何敲开阿里巴巴这个代表国际官僚•买办•资本

的企业治理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