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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前言、序言、导言 

前言 

 

 

 

From: James Bacque 

发件人：詹姆斯·巴克尔 

日期：2019年1月5日星期六晚上9:13 

亲爱的拉里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正如你猜的那样，我自己已经遇到了很多。祝你好运。在

表达非常重要的发现时，要尽量温和。记住，几乎没有人知道你知道的那么多，

你的一些发现非常令人不安。 

祝你一切顺利 

吉姆 

 



 

 

 

 

 

第一卷序言 

在大学里学不到的美国简史 

 

 

宣传机器在美国意识中嵌入的一个更为流行的历史神话，与定居者向新世界的移

民有关，该故事详细描述了数十万善良的受压迫者如何蜂拥到船坞，一窝蜂地追

求自由和机会。可能确实有五六个这样的人，但更多的人是为了逃离刽子手和狱

卒，而更多的人是奴隶贩子、妓女和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骗子，他们正在寻找更

绿色的牧场。当我们加上大量希望逃避正当迫害的变态女巫酿造的基督教版本时

，第一批美国人很难成为一个新国家的榜样。与神话中的被压迫者相比，犯罪分

子、失败者和不合群者、宗教怪人和机会主义者的证据更为明显。而且，记录在



案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移民到美国是为了寻求“自由”或“机会”，至少不

在这些词的当前含义之内。 

 

良好的心理健康不是欧洲移民移居新大陆的先决条件。我们喜欢提醒自己，澳大

利亚的人口主要是杀人犯、小偷和性变态者，但移民到美国的情况并没有明显好

转。事实上，自由女神像上的铭文在提到“你那满溢的海岸上的可怜的垃圾”时

，多少有点正确。虽然澳大利亚人有连环杀手和抢劫犯，但欧洲人更喜欢他们的

基督教极端分子，他们平日焚烧女巫、杀害印第安人，周日在教堂感谢上帝给他

们这个机会。几个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人的生活习惯略有改善，而美国人则没有

。 

美国是一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65%或更多的人口宣称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

很重要，这一点被广泛接受，甚至为自己感到自豪。这将得到历史的支持，因为

向新世界的主要移民包括一长串古怪的宗教派别，他们移民的主要目标是有机会

建立一个完全基于这些孤立主义和极端主义异端邪说的社会。可以肯定地说，塞

勒姆巫术是美国版基督教神学萌芽和蓬勃发展的温床，也是大众歇斯底里症的实

际导论，后来，大众歇斯底里症被如此有效地应用于爱国主义和民主的概念。这

种宗教血统的持久回响在随后的美国历史上一直具有高度影响力。 

 

《美国独立宣言》（“英语中最著名的词”，如果你是美国人；如果你不是美国

人，那只是另一张Hello Kitty贺卡）的序言中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

而喻的，所有白人生来都是优越的，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最重要的是奴隶制“在现代世界的近代史上，只有两个国家的人民如此彻

底地接受了奴隶制，数百年来大规模地实行奴隶制：美国的基督徒和西藏的达赖

喇嘛。只有这两个群体如此珍视奴隶制，他们为维护奴隶制的权利而进行了内战

。这两组种族主义顽固分子都输掉了战争，而且在毛泽东清理西藏的同时，种族

主义和偏见在美国又持续了200年（通常是暴力的），至今仍广泛存在，这几乎

不是一个道德卖点。基督教的美德不会轻易消亡。 

 

在国际上，美国政府及其领导人以一种绝对非道德的方式运作，其主要驱动力是

他们的商业达尔文主义，他们的弱肉强食法则，可能会产生正确的哲学。然而，

就个人而言，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这一切在他们的上帝眼中是正义和令人愉悦的

。庞大的酷刑监狱网络，无数政府被推翻，无数残暴的独裁政权被建立和支持，

如此多人口被商业和军事奴役，1 000万至2 000万平民被屠杀，不断干涉别国内

政，如此频繁地破坏政府稳定，掠夺如此多国家的资源。所有这些都被原谅、辩

护、宽恕、经常赞美，然后很快被这些有道德的基督徒遗忘。美国人可能对所有

这些认知失调感到满意，但正如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恰

当地写道，“适应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并不是健康的衡量标准”。 



 

伪善一直是美国人，尤其是他们的政府的一个突出特征，如果不是很讨人喜欢的

话。是美国人在国内鼓吹民主和自由，同时在全世界安插残暴的傀儡独裁者；是

美国人在国内鼓吹自由贸易，同时在国外推行野蛮的重商主义保护主义。美国人

在国内拥护人权，同时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酷刑监狱网络。当然，在鼓吹人

类生命在国内是宝贵的同时，却在其他国家捏造的解放战争中杀害了数百万人。

只有美国人对在伊拉克“令人震惊的5000名美国人的生命损失”哀叹，同时杀害

了100万伊拉克人，其中一半是儿童。只有美国人才会利用中央情报局、美国国

家情报局、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之音，付钱并怂恿其他国家的个人制造内部政

治异议，然后谴责政府镇压“无辜的持不同政见者”。也许有一天，美国人会对

这一切造成的全球不稳定失去兴趣，并进行另一场美国革命。而不是在时间之前

。 

大多数美国人只意识到自己的肮脏过去，历史书籍中所有空白页所支持的情况。

这些页面中包含的美国历史部分大部分都是从美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删除的，因为

它们不符合神话故事。大多数美国人热切地相信他们的国家是建立在上帝和基督

教美德、自由、民主、人权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上的，但当我们挖掘宣传和沙文主

义的背后时，我们发现美利坚合众国是建立在宗教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奴隶制

、种族灭绝、，残酷的帝国主义和恶毒的掠夺式资本主义。 

 

这些卷包含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和选集，这些选集在任何历史书中都找不到，

但它们包含了不存在争议的事实。从这里，我们将看到一些细节，从美国如何变

得富有开始。从这一点开始，意识形态和现实将不断发生冲突，对我们无知的信

仰提出严峻挑战。 

  

美国历史问答比赛 

 

a. 哪位美国国务卿拥有有史以来最多的杀婴儿世界纪录？ 

b. 哪位美国将军保持着现代史上最变态的大规模谋杀世界纪录？ 

c.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被列为美国政府638起谋杀未

遂案的幸存者。他为什么受到惩罚？ 

d. 这位最近的美国总统的父亲在1933年与一群犹太银行家和实业家合谋，与一位

著名的将军一起集结50万军队推翻美国政府并在美国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e美

国入侵加拿大多少次？ 



f. 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大约245年了。在这些年中，美国有多少年处于战争状

态？ 

g. 美国在其有生之年在其他国家建立了多少民主国家？美国在其有生之年在其他

国家建立了多少残暴的独裁政权？ 

h. 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进行了可恶的人体实验——石井史郎臭名昭著的731部

队。为什么日本没有受到战争罪审判？ 

i. 美国有多少其他国家的总统、总理和高级政府官员因不服从或阻挠霸权而被暗

杀？ 

j. 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唯一的酷刑大学？ 

k. 几百年来，奴隶交易是美国收入最高的工作。第二高的薪水是多少？ 

l. 哪一个政府花了大约100年的时间向任何可能从其他国家窃取专利和工艺的公

民支付终身工资？ 

m. 哪位尊敬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建议杀掉所有低智商的美国人？ 

n. 几十年来，哪个国家的政府通过实施额叶切除术并将其变成蔬菜来压制持不同

政见者？ 

o. 哪一个著名的美国机构建议在当地毒气室对经济状况不佳的人进行“仁慈杀戮

”？ 

p. 哪个美国国防部长召集了50万名平均智商在65左右的年轻人，把他们送到越南

？有多少人回来了？他的惩罚是什么？ 

q. 哪位美国军医在哪一年出现在国会，要求1000万美元来资助HIV病毒的产生？

他收到钱了吗？ 

r. 可口可乐是何时何地发明的？ 

s. 哪个名人发明了白炽灯泡？电话在哪？美国最著名的发明家是托马斯·爱迪生

。爱迪生发明了多少东西？ 

t. 我们被告知德国在二战期间杀害了大约6000名犹太人。二战结束后有多少德国

人在德国被杀？ 

u. 哪位著名物理学家写信给罗斯福，提出为制造原子弹的全部未知成本提供资金

，并称资金已经确认可用？ 

v. 哪位著名的美国总统是犹太奴隶贩子的私生子？ 



w. 亚伯拉罕·林肯的妻子是个根深蒂固的鸦片瘾君子。谁是她的鸦片供应商？ 

x. 美国在哪一年废除了奴隶制？ 

y. 哪位美国总统让数千万美国公民暴露在露天原子弹试验的辐射下，然后指示医

务人员告知患有白血病、脱发、流产的妇女，她们患有“家庭主妇综合症”？ 

z. 耐克设计了哪一款著名的鞋，使菲尔·奈特和比尔·鲍尔曼走上了成名和荣耀

的道路？ 

 

 

 

答案 

A.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伊拉克，50万 

B. 柯蒂斯·李梅；大约2000万，不给不给 

C. 将犹太人驱逐出古巴 

D. 乔治·布什 

E. 到目前为止有五个 

F. 235 

G. 零超过50个，而且还在计算中 

H. 石井和他的整个部队被送往美国，向美国人传授活体解剖和其他暴行的乐趣。

Ishii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直到几十年后他去世。 

I. 150多人（包括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 

J一个国家的美国；位于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大学” 

K. 杀害印第安人 

L. 在19世纪，美国的收入为2万至5万美元 

M.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N.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O。卡内基 

P.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不多，但国防部拒绝公布统计数据。他被任命为世界银

行行长。 

Q. 唐纳德·麦克阿瑟博士，国防部研究与工程副主任。1969对 

R. 西班牙小镇Aielo de Malferit，可口可乐窃取专利前40年。 

S. 约瑟夫·斯旺，美国，爱迪生窃取专利前五年。安东尼奥·梅奇，意大利，贝

尔窃取专利前五年。没有一个爱迪生的所有专利要么被偷，要么被欺负，要么被

勒索，要么被购买。 

T. 1200万至1400万之间；一些人被处决，大部分人被饿死。 

U.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罗斯柴尔德和其他欧洲犹太银行家提供的基金。 

V. 亚伯拉罕·林肯；A.A.Springs（tein）和Nancy Hanks的儿子。林肯家族收养

的。 

W 一个叫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犹太毒贩。 

X. 美国从未废除奴隶制。它只是改变了形式。 

Y. 艾森豪威尔 

Z. 日本大冢虎。耐克窃取了设计并开始在美国制造。美国法院裁定Onitsuka和

Nike可以“共享”该专利。 

 

系列介绍 

 

《第三世界旅行者》援引戴维·爱德华兹的话说： 

 

“即使是思想开放的人，在第一次见到诺姆·乔姆斯基、爱德华·赫尔曼、霍华

德·津恩和苏珊·乔治这样的作家的作品时，也会发现自己无法认真对待他们；

我们似乎不可能在我们的信仰上犯下如此错误。个人可能会认为这些作家一定是

在开玩笑，疯狂地谈论他汀类药物这个案例，偏执狂，或是有一把斧头。我们可

能会因为告诉我们这些关于我们社会的可怕事情而生气，并坚持认为这是“不可

能是真的”。继续阅读，抵制大众媒体的安慰信息，并准备再次考虑证据，这是

真正的努力。 



 

这就是我们在与美国和今天的美国人打交道时所面临的状况：基于一个世纪的巧

妙营销和民族主义宣传的盲目信仰和信念，几乎不可避免地与事实相矛盾。事实

上，今天的美国几乎没有什么不是基于捏造的历史神话、掩埋的历史、有偏见的

陈述、扭曲得难以辨认的事实。大概95%的美国人对他们的国家、历史和在国际

事务中的行为“了解”是错误的，而且常常是严重错误的。我不太关心美国人对

自己国家的看法，但我关心的是，这本庞大的历史小说汇编已经作为真理向世界

其他地方推销，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和美国人都相信同样的童话故事，对这个国

家的尊重程度也就是说是最不值得的，而且往往因为缺乏真理而危险。 

 

这些事实就是这些书的内容，美国的历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严酷的可

证明的事实和有记录的现实，没有覆盖我们称之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宣传、沙文主

义、爱国主义和错误信息的巨大安慰。关于美国的玫瑰色错误信息的真实数量几

乎令人无法理解，与此同时，关于美国以外世界的黑色信息也同样数量。一个多

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受到关于自己国家的正面和不可原谅的虚假宣传，同样程

度上，他们也受到了关于境外世界的巨大虚假负面宣传和错误信息。 

 

这一系列的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偶然的情况，这始于我在中国的长期逗留，以

及我几乎立即意识到西方犹太复国主义媒体持续散发的关于中国的大量负面信息

是完全错误的；最糟糕的是妖魔化和宣传，让美国人对中国的现实产生完全不现

实的、往往是邪恶的误解和误解。在看了十年或更长时间的这场冲击之后，在写

了许多系列文章试图纠正一些更令人震惊的错误之后，这本书似乎是一种更合适

的格式。但在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历史研究中，很明显，美国人受到的关于自己国

家的错误信息比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更大。 

 

然后，我似乎面临着双重任务：纠正——在美国人眼中，也许在西方人眼中——

一些关于中国的更为明显的错误信息，但在美国人眼中——纠正关于他们自己国

家的更为明显的错误信息。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美国以外的世界已被美国

历史神话、沙文主义和宣传所污染，就美国的现实而言，外国人基本上生活在同

一个仙境中，美国人自己也是如此。更让人困惑的是，美国媒体、广告、宣传和

错误信息的力量不仅污染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看法，也污染了这些国家人民的看

法，以至于俄罗斯人、中国人或越南人被过度曝光（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

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这样的恶性事件）美国政府和犹太复国主义媒体向本国人

民大肆宣传的美化但虚假的形象和相对贬损但虚假的本国形象。因此，一本书成

了五本。 

 



这些书的目的只是提供相关主题的摘要。这些章节中的许多主题都可以而且已经

写满了整卷书。我们看到了许多关于中情局参与毒品或西藏的书，关于官方9-11

叙事或布什政权酷刑监狱中的差异的书，以及其他关于各种fa的书美国民主或美

国教育体系的基本概念。但这些单独的内容，尽管它们很有用，但它们将这些部

分视为本质上完全不同和不相关的问题，而实际上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一个紧密

相连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我在这些卷中的目的是呈现一幅统一的图景，使读者能

够看到整个问题将风景画作为一幅单独的画布，欣赏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正

是这种统一的图像将提供对世界事件及其驱动力的全面理解。 

 

 

 

 

 

 

第一卷序言 

 



 

 

几乎每一个人或家庭都有我们称之为“壁橱里的骷髅”的东西，一系列可能令人

尴尬甚至可耻的事件、令人遗憾的行为、令人厌恶的家庭成员、我们宁愿不公开

承认的罪行、我们不愿细说和宁愿忘记的事情、不仅承认我们的不完美，而且承

认我们的错误考虑到这样一个现实：与其说我们犯了错误，不如说我们的行为动

机不够高尚。 

 

在这一类中包含了我们所说的谎言，其中许多是我们所说的“善意的谎言”，通

常是为了方便或甚至是一个好的理由而做的小的回避。毫无疑问，我们所有人都

是偶尔说谎的，但我们中很少有人为谎言奠定了我们生活的基础，而我们真正意

义上就是“生活在谎言中”。我们偶尔遇到一些谎报学历或工作经历的人，有时

夸大他们的成就，在这些情况下，谎言可能是一个人生活的基础的重要部分，也

许是基于完全错误的凭据获得一个高薪的职位。如果所有的真相都被知道，部分

人就会崩溃。我们有时会在骗子身上发现这一点，他们的存在似乎建立在大量复

杂的谎言编织之上，如果真相被公开，他们的生活确实会崩溃。从某种实际意义

上说，这些人是“生活在谎言中”。 

 

从个人到国家，世界上有几个国家适合这一类，一个是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国

家和一个在任何意义上都生活在谎言中的人，几乎所有的信仰、行动、历史、民



族自豪感、公民身份的基础，基于不仅不真实而且构成虚构历史神话的包罗万象

的事物。这不是一个空洞的主张，也不是可以对许多其他国家提出的指控。我知

道，在美国，没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和发现到处都是谎言的景观，并由大量

神话、半真半假、隐藏的事实、大胆修改的历史、民族主义宣传和华丽的彻头彻

尾的谎言支撑。诚然，大多数国家都会粉饰其历史的某些部分，但美国在世界上

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一个真正建立起来的国家，几乎完全是建立在谎言

基础上的。 

 

与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如果他们所有的历史和政治谎言都被充分揭露，所有真

相都被公开记录在案，他们仍然能够生存。但对美国人来说，生存的威胁将是无

法忍受的，我不认为如果美国所有的历史真相都被揭露和证实，美国就能够作为

一个国家生存下去，而美国人被迫将其作为事实来面对，而否认是不可能的。 

 

作为两个小例子，我们有一个现在有充分证据证明的事实，即美国政府在越南遗

弃了数千名战俘，这些人被越南人扣留，等待美国支付数十亿美元的商定战争赔

偿金。美国政府无意支付这笔钱，因此离开了谈判桌，留下了这些人。许多退伍

军人试图引起公众的注意，甚至在国会作证；许多人都有不可动摇的证据来证明

他们的说法，但政府和媒体一直忽视他们，直到最近，所有的事实细节都出现在

二级互联网新闻网站上，再也无法避免。一个更大的生存威胁在于珍珠港的真相

，在那里，罗斯福不仅知道日本即将发动的袭击（这是他精心策划的），而且他

确切地知道日本舰队的位置和路线以及袭击的日期和时间，这已不再是一个秘密

，除了对美国人以外。罗斯福和他的助手们从他们在珍珠港的高层军队那里隐瞒

了这一信息，为了“正当”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战区的更大目标牺牲了这

些生命。 

 

我相信几乎没有美国人有情感能力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无论是从哲学上还是从

情感上，然而类似的证据几乎充斥着现有的信息来源。我想在这里重复大卫·爱

德华兹的话，“我们会对他们告诉我们这些关于我们社会的可怕事情感到愤怒，

并坚持认为这根本‘不可能是真的’。”然而，美国政府的这些事情一直都是真

的。不久前，解密文件披露了“诺斯伍兹行动”，中情局提议击落一架载着美国

大学生的飞机和一架美国航天飞机，以此作为入侵古巴和驱逐卡斯特罗的理由。

多年来，美国政府提出并实施了数十起此类暴行，这些暴行都是在媒体的遵从下

从美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隐藏起来的。珍珠港绝不是其中最糟糕的一个，但是很

少有美国人能够处理他们国家的这些真相。 

 

许多其他事件也许不那么残酷，但其不诚实也同样令人震惊。所有关于美国如何

致富的故事，关于独创性和创新的沙文主义咒语，关于从自由和民主、辛勤工作



和公平竞争中获得财富的咒语，都是完全错误的，令人厌恶。美国通过数百年的

有组织暴力计划、数百年的无偿奴隶劳动、军事入侵以及弱国的欺凌和掠夺而致

富。宣传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好处也遵循同样的模式，但美国人从出生起就被灌输

了这种思想，不再有智慧去了解真相。美国政府关于通货膨胀、失业、GDP等项

目的统计数据是当今所有国家中最具误导性和不诚实的。宣传机器告诉我们的不

是这样，但我们只需要看看事实。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间谍

犯罪者，这一活动可以证明包括一个多世纪以来大规模的商业间谍活动，但宣传

机器将这一指控归咎于其他国家，同时声称只希望收集有关恐怖分子的信息。弥

天大谎，弥天大谎一个巨大的谎言，几乎无法理解或反驳。 

 

托马斯·爱迪生在美国历史书中被尊为有史以来最多产的发明家之一，但他从未

发明过任何东西。关于他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历史神话，就像莱特兄弟进行第一次

动力飞行或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电话的珍贵传说一样。可口可乐是一

种世界著名的西班牙产品，被美国药剂师约翰·彭伯顿（John Pemberton）窃取

并获得专利，美国政府拒绝承认先前的专利。美国发明和知识产权的故事几乎与

事实相差180度，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美国从更多国家窃取的知识产权数量超过

了其他任何国家，从数量级上讲，美国向任何有能力窃取知识产权的人支付了2

万至5万美元，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即使是2万美元也是一辈子的工资。这种

模式在美国社会的每个领域都是一致的。美国的整个历史，正如历史书所描述的

那样，从好莱坞到历届总统，每个人都在不断重复，几乎都是假的，而不是假的

部分几乎总是被歪曲的。美国和美国所有的人民，都生活在谎言中。 

 

“民主”和“民主价值观”的整个线索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系列谎言之一。美国

的历史书籍和美国人的思想中充斥着美国通过打击各地的暴政和建立民主政府“

让世界为民主而安全”的故事，但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当宣传机器充斥着想象

世界的民主故事时，美国却充斥着残酷的军事独裁者，这将允许美国跨国公司和

银行掠夺他们的国家。所有关于美国寓言中的民主、人民政府、制衡的理论都是

错误的，真相是公开的，但美国人如此灌输，似乎没有人能够看到。此外，美国

政府还规定在美国公立学校教授这些真理是非法的。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所有关于道德优越感和对人权的关注的宣传都完全是谎

言。美国不仅在道德上优越，而且在近几个世纪里拥有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中

最糟糕的人权记录。美国人有很多关于其他国家在战时犯下暴行的故事——几乎

都是假的——而他们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却犯下了更严重的罪行，并对媒体进行了

严厉的审查，以防止这些知识逃脱羁押。几乎没有美国人知道他们的军队在菲律

宾、印度尼西亚、日本、德国和伊拉克犯下的大规模屠杀。人权暴行始于白人定

居者登陆北美的第一天，从未停止过。自从美国将其人权暴行外包给其他国家以

来，它就向世界吹嘘其在人权领导方面的道德正义，但所有这些都是基于谎言、



欺骗和营销。世界上唯一的“酷刑大学”——臭名昭著的美洲学校，几十年来对

世界上许多国家实施的残酷甚至野蛮的暴行，已经在美国的善良宣传中消失了。 

 

美国大力宣传其作为世界警察的虚构地位，但它从未以这样的身份采取过行动。

美国从来没有保护过任何国家，也没有保护过任何国家，但许多国家却被这个想

象中的仁慈天使蹂躏和摧毁。美国保护世界任何地区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美国人的头脑中充斥着美国善良的故事，这些故事将这些人从暴政中解救出来

，但美国已经采取了数百次军事干预行动，打击反抗美帝国主义、贫困和死亡的

土著居民。美国国会记录将这些干预列为“保护美国利益”，但没有详细说明具

体保护了哪些利益，这种“保护”是通过什么方式实施的，最重要的是，为什么

美国首先在这些国家拥有任何“利益”。 

 

美国政府不仅对每一场战争和外国军事干预都撒谎，而且常常制造虚假的旗帜事

件来掩盖谎言，为交战行动制造虚假的理由。多亏了利普曼和伯奈斯，也许是有

史以来最伟大的谎言编织织锦推动了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项目在数年

的时间里涉及数百万个谎言，足以洗脑全体人民，使他们憎恨一个无辜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推动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更好。自从一个多世纪前缅因号战舰在

古巴港口被摧毁以来，美国人就一直在这样做，而且从未停止过这些巨大的自我

伤害。谎言用来为更多的谎言辩护。 

 

众所周知，美国官员为了证明入侵和摧毁伊拉克是正当的，撒了900多个谎，这

一点毋庸置疑。利比亚和今天的叙利亚也是如此。南斯拉夫的毁灭也是如此，这

是另一场完全基于谎言的毁灭性军事冒险。所有所谓的“颜色革命”和其他类似

的革命都不是为了保护当地居民免受独裁者的伤害，而是为了惩罚那些不情愿抵

制正在蹂躏其海岸的残酷的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国家。乌克兰、俄罗斯、中国、香

港、台湾、朝鲜、伊朗、古巴、巴西、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许多国家都受到了

美国政府的抨击，仅仅是为了抵制殖民化，但死胎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代

表，压迫着“坏人”。美国外交政策和外交介入的每一部分都被谎言所覆盖，媒

体协助颠覆和埋葬真相。 

 

收集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谎言目录，并将其与真实事实一起公布

，这将是有益的。想想乔治·布什在2003发表的声明，就如同他庞大的国际绑架

和酷刑政权正以最快的速度运行：“美国致力于在全世界消除酷刑，我们正在以

身作则地领导这场斗争。我呼吁各国政府与美国和守法国家共同体一道，禁止、

调查和起诉所有酷刑行为，并承诺防止其他残忍和不寻常的惩罚。我呼吁所有国

家公开反对一切形式的酷刑，并将结束酷刑作为其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请说出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位总统，他的谎言比乔治·布什的谎言还要大。 



 

美国政府及其机构向世界吹嘘言论自由，同时谴责其他国家的审查制度，但美国

可能是所有国家中审查最严格的国家。媒体愿意充当阴谋家的事实并没有改变所

有新闻和公共内容都受到严格控制以及95%的内容受到严格审查的事实美国人“

知道“关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世界，这是错误的。美国新闻媒体总是只报道改变

当前政治议程的事件的一个方面，让美国人民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这是如此真

实，以至于一位美国专栏作家指出，只有4%的美国人意识到以色列国在过去70年

中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巨大暴行。美国历史书和其他教育资料大部分是历史神

话，宣传美国的善良，关于其他国家的坏处，是关于美国本身的基础和整个历史

。好莱坞是这方面最严重的罪犯之一，几乎每一部包含历史内容的电影都只不过

是一部扭曲的宣传片，满足了一种或另一种意识形态，同时在他们自己国家的真

相上完全误导了美国人。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phen Spielberg）最近的《林

肯》（Lincoln）电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还有数百部其他电影。 

 

美国，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高调宣称绝对不受宣传、洗脑和审查的国家，事实上

和现实上，正是这些特征让美国不知所措。我们将看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美

国学童几乎从出生起就受到广泛的灌输，涉及政治、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爱国

主义、道德优越感、美国例外论等等。我们将看到，这种灌输和洗脑是如此广泛

，以至于美国人对自己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几乎无法与现实相比，以至于

信仰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构成了一种国家精神疾病。考虑到当今美国巨大的认

知失调，我们只能得出结论，美国人是地球上最容易受骗的人。 

 

而最终，这也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建造800个拘留中心并购买30亿发子弹的原因，

同样的原因，许多（西方）专栏作家公开表示，猖獗的滥用权力、根深蒂固的腐

败和来自公众的食粮，对有数百万平民伤亡的国家的持续掠夺和恐吓，“已经变

得如此普遍、如此根深蒂固，而且越来越大胆，唯一可能的补救办法就是革命”

。美国和欧洲的专栏作家越来越强烈地建议进行另一场美国革命，他们坚信只有

民众一致行动的群众起义才有能力扭转这一趋势。在此之前，与世界上几乎所有

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将继续是一个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国家。 

 

第二部分 - 殖民化、劳工和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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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们需要考虑财富的一般背景包含多个离散的维度，它们大多是相互排斥的。一

个王国可能富有，因为它的君主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但这并不能说明生活在

这个王国中的个人，因为君主的财富可能完全来自于剥夺人口。我们的人口也按

社会阶层划分。每个国家，无论贫富，都有一个富裕的上层阶级，这并不能告诉

我们整个国家的相对财富。如果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人数少且不断减少，或者有

相当一部分下层阶级生活在贫困之中，那么我们必须完善我们对富国真正含义的



理解。这些情况表明收入差距很大，相对少数人富有，而大多数人不富有，这不

符合我们对富国的理解。 

 

受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约束的国家通常符合上述定义，收入差距很大，富人相对

较少，但财富金字塔很快就沦为贫困。像美国这样一个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国家

，其大公司及其精英所有者很可能拥有大部分或大部分财富，而这些财富不会渗

透到工人身上。举个例子，我们可能会想到苹果，有几个非常富有的高管和数千

亿未纳税的海外员工，但从大多数定义来看，苹果员工的平均收入远远不够，而

实际上制造和组装苹果产品的大约百万年轻人将被视为贫困。相比之下，一个更

具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将拥有更少的极端财富和更高的生活水平，拥有更多的中

产阶级，几乎没有贫困。 

 

那么，当我们说一个国家富有时，我们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政府有巨大的收入，

还是君主有巨大的财富？它的公司利润丰厚，它的银行家非常富有？或者我们的

意思是，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包括下层阶级，都分享财富，没有人生活在赤贫中

？最后，它不是少数人的极端财富，而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

为了对一个国家的财富进行现实的评估，我们需要检查的不是到处都富有的社会

高层，而是该社会中较弱势群体的财务安全状况。 

 

在我们这里的练习中，为了考察美国是如何变得富有的，我们应该记住这些方面

，因为除了一个例子之外，在所有的例子中，态度、行动和事件促使美国成为许

多人选择称之为“富有”的国家，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为了美国精英的利益，甚至

主要是为了那个阶层的某些阶层。如果你是美国人，当你回顾这些事件时，它应

该变得非常清楚，因为美国的财富几乎是凶猛的决心，你没有考虑到，如果你从

这些事件中获益，那就是精英们会考虑附带损害而绝不是意图。 

  

民主造就的是富有的精英，而不是富裕的国家 

美国人从出生起就沉浸在神学中，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富有的，因为他们的民主为

一个具有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和足智多谋的民族提供了温床，他们的自由为美国

竞争优势的引擎提供了燃料。但如果我们摘下玫瑰色的眼镜，放眼过去的宣传，

似乎很少或根本没有基于现实的支持这些说法。上述两项都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

理由或令人信服的叙述来解释美国或西方国家的财富。真相在别处。 

 

我们经常被认为世界上的富国（几乎）都是选举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财富证明

了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但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也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形式的多



党政治对任何人的财富都有任何有益的贡献，除了那些能够接受某种形式赞助的

人。同样，这些国家或地区中的许多在我们喜欢称之为极权政府的统治下变得富

有，并在很久以后转向其他形式。 

 

此外，如果选举政治是促进国家财富的积极力量，那么这种力量的分布并不均衡

，因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强有力的反例。首先是印度——“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

家”——这几乎不是财富和成功的光辉榜样。事实上，世界上有很多贫穷的民主

国家，有许多国家兼有多党政治的基本特征和可怜的低人均GDP。接受资本主义

的国家似乎总体表现良好，如果国家财富与任何操作系统之间存在对应关系，那

么该系统将是资本主义而不是选举政治。 

 

殖民主义：残酷的事实 

 

除了选举政治和资本主义之外，美国和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殖民主义，这似乎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美国和西欧国家并不是因为民

主或资本主义而致富的；他们几乎通过掠夺和掠夺世界上所有弱国而获得了全部

财富。事实太清楚了,；这是无法摆脱的。大英帝国通过入侵和掠夺无数国家，

在此过程中屠杀了数不清的数百万人，繁荣了几个世纪。法国人、意大利人、西

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德国人、土耳其人都做了同样的事。就像美国人一

样，以他们自己的方式。 

 

关于这些国家的强奸和掠夺的现有文件数量可能包括一堆到达月球的文件。这些

殖民者所犯下的不人道和野蛮行为的清单很可能会到达月球并再次返回。如果不

是为了征服和殖民美洲、亚洲和非洲、中东以及他们的财富，所有这些自吹自擂

的资本主义西方民主国家都会像安哥拉一样穷，尽管他们有创造力、自由和民主

。 

英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殖民地的后勤问题。英国人是殖民地

最亲力亲为的管理者，而美国人则找到了通过遥控实现同样结果的方法。但结果

是一样的：被征服和殖民地人民的贫困、苦难和压迫，殖民帝国的财富数不清。

没有办法逃避这个残酷的事实。西方国家为了殖民掠夺而推翻政府和摧毁国家的

记录，应该会使人类的思想和感情落泪。这种永久贫困的责任在于入侵和殖民这

些国家的西方国家，剥夺了它们的财富和资源，并在这一过程中变得非常富有。

100多年来，美国政府利用其军队和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在世界上几十个最贫穷

的国家建立了顺从的独裁者，而美国跨国公司则从最微薄的投资中获取了数千亿

美元的利润。 



 

没有办法避免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今天经济霸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军事和政

治殖民，即通过建立残暴的军事独裁来保证对国家的掠夺。大约50个国家在捍卫

民主或保护美国利益的宣传幌子下遭受了这样的命运。美国就是这样变得富有的

。正如大多数美国人所相信的那样，这不是因为“自由”或“民主”，也不是因

为比其他国家更聪明或更具创造性。相反，这一切都是通过非法和暴力的军事力

量来完成的，事实上，许多国家被奴役为残暴的军事殖民地，把这些国家当作奶

牛来挤奶。美国只是蚕食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塑》（The Clause of 

Visulture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如此真实地写道：“西方赢

得世界不是因为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其运用有组织暴力的

优越性。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永远不会忘记。” (1) (2) 

 

它始于杜勒斯兄弟(3) (4) (5)和中美洲的联合水果公司，(6) (7) (8) (9) ITT

帮助资助推翻地方政府，并从那里继续。(10) (11) (12) (13) (14) (15) 整个

南美洲和中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暴露在美国“自由和民主”的烙

印下。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矿业巨头Anaconda拥有智利所有的铜矿——世界

上产量最高的铜矿——在智利仍处于贫困的情况下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当

智利采取行动将其铜矿国有化时，美国立即派遣中央情报局暗杀总统，推翻政府

，并任命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为傀儡独裁者。皮诺切特的残暴行为堪称传奇，但

他允许蟒蛇继续其“为和平而掠夺”的计划。 

 

几十年来，英国、法国和美国一直让伊朗处于事实上的贫困之中，剥夺了该国所

有的石油储备，为其帝国提供资金，而伊朗自己几乎一无所有。(16) (17) (18) 

(19) (20) 当该国决定将其石油工业国有化以管理本国资源时，美国派遣中央情

报局推翻伊朗正式选举产生的政府，并任命沙阿为总统——这是现代记忆中最残

忍、最不人道的独裁者之一，但是一个允许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继续自由掠夺伊朗

资源的人。(21) (22) (23) (24) (25) (26) (27) 在扎伊尔，西方担心失去对黄

金、钻石和钴资源的控制，导致美国再次被中央情报局推翻，这一次是暗杀另一

位正式当选的领导人，并安插另一位受西方贿赂的残暴独裁者。(28) (29) (30) 

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石油公司在美国不断的军事干预下耗尽了哥伦比

亚所有已知的石油储备，赚取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使该国没有已知的石油。美

国总统柯立芝在拒绝向洛克菲勒的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irst Company）提供

更多优惠后策划推翻危地马拉政府，该公司已经拥有该国一半的可耕地。特别是

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军事帝国主义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利润和经济增长，同时使

这些国家深陷贫困之中。所有美国总统都使用“让世界为民主而安全”的宣传口

号作为又一场非法殖民战争的借口和前奏，但威尔逊总统在1907年哥伦比亚大学

的一次演讲中最清楚地解释了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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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制造商坚持以世界为市场，其国家的国旗必须跟随他，对他关闭的

国家的大门必须被砸碎。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不情愿的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

，金融家获得的让步也必须得到国务部长的保护。” (31) 

 

利用美国工业和银行卡特尔的联合资源，利用一切可用的大众媒体来创造和传播

关于美国美德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故事这场极其成功的战役说服普通美国人为

美国战争机器的投机优势而工作、战斗和牺牲。“需要克服的最大谜团是美国公

开宣布的原则与其秘密行动的强度之间的明显矛盾。”菲利普·阿吉（Philip 

Agee）曾称中情局为“资本主义的隐形军队” (32) (33)。事实上，他在退出中

情局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军队和秘密警察部队来镇压反对资本主

义的势力，资本主义就永远无法维持。瓦伦丁对越南凤凰计划的尸检始于承认中

情局曾经（现在）是美国企业政策的核心。“在越南，该公司将……凤凰城发展

成为一个集企业管理和公共关系于一体的运动，旨在进行所谓的“国家建设”。

这是“国家建设”的总体目标“要摧毁土著和民族主义的基础设施——美国人将

认为是他们的州和地方政府，以及所有组织和维护社区的社会组织和网络，并用

与美国公司基础设施相同的基础设施取代它。”中情局正在发展后来被称为——

委婉地说——公私伙伴关系的东西。事实上，自由贸易意味着美国公司有意避免

管理经济上有利可图的领土的成本。相反，人们更喜欢被称为“帝国群岛”的东

西。这意味着通过建立和支持名义上独立的制度来扩大英国的间接统治原则，这

些制度通过苛捐杂税承担所有社会成本，同时确保美国公司可以自由获得劳动力

和自然资源。”（T.P.Wilkinson/2014年8月9日） 

 

1970年10月，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工作人员给智利中央情报局特

工的一封电报表明了美国资本主义的野蛮烙印，这封电报是对智利选举新政府的

回应，该政府决心从美国跨国公司手中恢复对该国经济的控制权： 

 

 “通过政变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是一项坚定而持续的政策。。。。

我们将继续为此目的利用一切适当资源产生最大压力。这些行动必须秘密

和安全地实施，以便美国政府和美国的手能够很好地隐藏起来。”美国驻

智利大使爱德华·科里写道：“在阿连德的领导下，任何螺母或螺栓都无

法到达智利。一旦阿连德掌权，我们将尽我们所能谴责智利和所有智利人

处于极度贫困之中……”(34) 

  

从霍华德·辛的《帝国》还是《人性》？课堂上没有教我的关于美国帝国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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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室外阅读……我开始将历史片段拼成一幅更大的马赛克。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中，起初看似纯粹被动的外交政策现在看来是一系列

暴力干预：从哥伦比亚占领巴拿马运河区，对墨西哥海岸线进行海军轰炸

美国海军陆战队向中美洲几乎每个国家派遣，占领军被派往海地和多米尼

加共和国。1941年初，《时代》、《生活》和《财富》杂志的亿万富翁亨

利·卢斯（Henry Luce）将美国建制的动机描述为美国世纪的到来。他说

，时间已经到了，让美国为我们认为合适的目的，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手

段，向世界施加我们影响力的全部影响。我们很难要求更坦率、更直率地

宣布帝国主义的意图。” (35) 

 

津恩写道，历史书籍和演讲总是声称美军是“文明的工具”，而不是侵略

的工具，美国只是在向全世界传播自由、人权和民主。然而，他接着补充

道对美国人民来说，甚至对全世界人民来说，这些说法迟早都会被揭露为

错误的。第一次听上去往往很有说服力的言辞很快就会被无法掩盖的恐怖

所淹没：血淋淋的尸体……残破的四肢……数百万家庭被赶出家园……” 

 

美国主教、越战老兵罗伯特·鲍曼写道： 

 

"我们之所以被憎恨，不是因为我们奉行民主、重视自由或维护人权。我们之所

以被憎恨，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拒绝向我们跨国公司觊觎其资源的第三世界国家的

人民提供这些东西。我们播下的仇恨以恐怖主义的形式再次萦绕在我们心头，未

来还会以核恐怖主义的形式萦绕在我们心头种族歧视。” (36) (37) 

 

这里有更多的声音，都给了我们同样的信息： 

 

 “……当权者不能承认是侵犯人权行为使……国家对商业具有吸引力—

—因此必须篡改历史，包括否认我们对恐怖政权的支持和提供有利投资环

境的做法，以及我们对[不]符合[法律]要求的民主国家的不稳定。”为跨

国公司提供服务的标准……美国经常热情支持推翻民主，支持“对投资者

友好”政权。在恐怖政权取代民主政府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私人银行一直在向这些政权挥霍巨额资金，许多定量研究表明，美国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对各国的援助与其侵犯人权之间存在着系统

的积极关系。” (38) (39)（爱德华·S·赫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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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培训了拉丁美洲军队和警察打击本国“民粹主义”的方法一样，

通过这种方式有助于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通过让国家安全国家掌权，

母国需要一支庞大、训练有素、冷酷无情的警察，因为它推行的右翼议程

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背道而驰。一方面，美国政府、其机构和跨国公司之

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默契阴谋，另一方面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的地方商业

和军事集团完全控制这些国家，并在合资基础上“发展”它们。第三世界

的军事领导人受到美国安全机构的精心培育，充当“执法者”他们已经得

到了机关枪和有关审讯颠覆分子方法的最新数据。” (40)（爱德华·S·

赫尔曼） 

 

"美国支持拉丁美洲、东南亚和中东的右翼独裁政权……因为这些统治者

将他们个人的政治命运与他们国家的美国公司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革命

或民族主义领导人有着根本不同的政治选民群和不同的党派对他们来说，

为美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发展自己的国家从根本上来说是相互冲

突的目标。因此，阻止这些人上台或安排他们下台（如果他们上台的话）

对美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41) 理查德·巴内特，《干预与革命》

） 

 

 “美国领导人在抑制（1）竞争性生产形式（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群

主义）的出现和（2）竞争性资本形成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新兴国家的

繁荣的自主资本主义经济体，或混合资本主义经济体，以及所有资本主义

国家的FTAA和GATS，除警察和军队外的所有公共部门服务。目标是整个世

界的第三世界化，包括欧洲和北美洲，在这个世界中，资本统治至高无上

，没有公共部门服务；没有工会可言；没有繁荣、有文化、有效组织、期

望值不断提高的工人阶级；没有养老基金或环境、消费者和职业保护、医

疗计划，或任何其他降低利润率的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 (42)（迈克尔

·帕雷尼） 

 

 “没有隐藏的拳头，市场的隐藏之手永远不会起作用——没有麦克唐纳

·道格拉斯，麦当劳就无法繁荣……” (43)（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

报） 

 

 “伟大的跨国公司不愿面对自身行为的道德和经济矛盾——在低工资独

裁下生产，向高薪民主国家出售。事实上，全球企业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自

由市场资本主义为了做生意而轻易抛弃其假定的价值。全球化的条件只要

市场需求旺盛，人的自由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如果说没有自由的话，那

就是给他们的运作带来了秩序和效率。” (44)（威廉·格雷德） 

https://citatis.com/a36085/37dd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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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担心行刑队？他们正在干掉我们的敌人共产主义者。我会给

他们更多的权力。见鬼，如果我能，我会给他们一些子弹，其他人也会

……我们为什么要批评他们？行刑队——我支持。” (45) (46)（危地马

拉美国商会前主席） 

 

美国作家威廉·谢尔写道： 

"直到我们自己经历这一切，直到我们的人民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

洛杉矶和其他地方的避难所中畏缩，而头顶上的建筑物倒塌并起火，尸体

四处乱窜，当白天或夜晚结束时，在瓦砾堆中出现，发现他们的亲人被毁

坏，他们的家园消失，他们的医院、教堂、学校被摧毁了——只有在经历

了可怕的经历之后，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正在给印度支那人民带来什么

……”(47) 

殖民，美国式

 

 

 

殖民世界是一件复杂而困难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国家不愿意被殖民，并且

倾向于抵抗外国入侵和对其人民的奴役。因此，你通常需要一支庞大而强大的军

https://williamblum.org/chapters/killing-hope/guatemala
https://williamblum.org/chapters/killing-hope/guatemala
https://citatis.com/a33134/37c5f1/


队，不仅要入侵和征服，而且要经常杀戮、折磨和恐吓大部分人你还需要大量愿

意迁往这些殖民地的官员来管理掠夺他们财富和资源的后勤工作。当然，这需要

大量的金钱和努力。 

 

此外，你通常必须留在这些殖民地。历史已经证明，要成为一个“缺席的殖民地

居民”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殖民地很快就会变得健忘和不听话，对他们的权利而

不是你的权利更感兴趣。还有，不得不镇压不断的叛乱，装上所有黄金的麻烦还

有宝藏，自私的农民喜欢种植食品而不是鸦片，与抵制奴役他们人民的地方政府

打交道，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是美国人一如既往地富有创造力，发现了一种

新的几乎毫不费力的方式来殖民世界，同时仍然确保宝藏不断地流向世界各地

eir shores-真正的远程控制殖民。以下是它的工作原理： 

 

选择具有有用自然资源的目标国家 

搜索军事指挥官，寻找一个真正的病态杀手，但不忠于他的国家 

派遣中央情报局去破坏政府稳定，安排政变，并任命军事指挥官为总统 

 提供充足的资金，无限和自由地提供武器和武器，并在著名的“美洲学

校”培训你的新独裁者，使其了解酷刑和镇压平民的原则 

 向新傀儡独裁者清楚地解释，他是唯一的“终身总统”，这段时间的长

短完全取决于他在允许美国公司掠夺其国家资源的同时压制当地民众的渴

望 

 在白宫放松一下，通过遥控器管理你的新“殖民地” 

 

它在50多个国家运行得很好。美国跨国公司和银行家可以进来，通过支付极低的

工资几乎奴役人民，出口所有资源，不仅成为令人发指的富人，而且成为世界规

模的大公司。 

 

根据史蒂夫·坎格斯的说法，“这些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中情局行动遵循着同样的

反复出现的剧本：不幸的国家被锁定的原因有很多：不仅威胁到美国在海外的商

业利益，还包括自由甚至温和的社会改革、政治不稳定以及领导人不愿意执行华

盛顿的命令威胁仅仅来自一位人民支持的受欢迎领导人的崛起，因为他打算进行

土地改革，加强工会，重新分配财富，将外资企业国有化，并监管企业以保护工

人、消费者和环境”。(48) 

http://www.iraqtimeline.com/kangas.html


 

为此，中央情报局“使用书中的每一个技巧：宣传、塞满投票箱、购买选举、勒

索、勒索、性阴谋、当地媒体关于对手的虚假报道、渗透和破坏对立政党、绑架

、殴打、酷刑、恐吓、经济破坏、行刑队甚至暗杀“。美国已经为其殖民制作了

一个模板，并在臭名昭著的“美洲学校”教授战术，我们将在稍后的会议上讨论

。我们还将考察一些美国殖民活动的精选例子，并对结果表示赞赏。 

 

几十年来，世界已经习惯于将美国视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将个人财富与国家

经济霸权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的原因有时在大众媒体上得到了研究，但很少有

准确或勤奋的研究，也从来没有没有过一个健康的美国宣传神话. 

 

很少有美国人，甚至其他地方更少的人似乎意识到美国政府充分意识到其经济主

导地位，并将其作为一个目标来追求，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相对的。至少在过

去100年里，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以经济差距为主导”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战略

的一个组成部分，伴随着计划中的军事和政治领域的相应霸权。提出这一主张似

乎近乎超现实主义，但美国人觊觎的不仅是财富和经济霸权，还有经济差距。美

国不仅要富，而且要富呃，比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也要让其他国家处于依赖性

贫困之中。这一立场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不变。请继续阅读： 

1945年在墨西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49) (50) 美国要求制定一份《美洲

经济宪章》，旨在消除它所称的“经济民族主义祸害”，并决心粉碎这一

祸害“新民族主义的哲学，包括旨在扩大财富分配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

政策”。一位国务院官员解释说，这意味着美国反对拉丁美洲人我们深信

，开发一国资源的第一受益者应该是该国人民"根据这一态度，美国同意

承认墨西哥政府，但条件是墨西哥宪法第27条不适用于美国石油公司。第

27条规定墨西哥石油是墨西哥的财产。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

Andrew Mellon）是一位控制海湾石油的家族成员。 

 

1948年美国经济霸权观 

 

1948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发表了一

份当时的绝密文件（PPS 23，1948年2月24日），在该文件中，他对成功的美国帝

国主义政策的必要性进行了诚实的评估。该文件的部分内容如下： 

 

https://www.encyclopedia.com/humanities/encyclopedias-almanacs-transcripts-and-maps/mexico-city-conference-1945
https://thirdworldtraveler.com/History/Years_Hysteria_TGSNT.html


 “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只占世界人口的6.3%。我们与亚洲（和中

国）人民之间的差距尤其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成为嫉妒和怨

恨的对象。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的真正任务是设计一种关系模式，使我们

能够保持这种不平等的地位，而不会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造成积极的损害。

为此，我们必须摒弃一切感情用事和白日梦；以及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

在我们眼前的国家目标上。我们不必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今天可以享受到

利他主义和世界福利的奢侈。我们应该停止谈论模糊的和模糊的——对远

东（包括中国）-人权、提高生活水平和民主化等不真实的目标。我们必

须处理直接权力概念的日子不远了。我们越少受到理想主义口号的阻碍，

就越好。” (51) (52) 

 

凯南的上述立场值得评论。他告诉我们，当时美国与中国等国家的贫富差距特别

大，美国必须设计“关系模式”这将允许美国保持这种差距。这只能意味着将美

国与这些国家置于一种本质上的主人/奴隶关系中，这将迫使它们永久地接受它

们的相对贫困和被征服的状况。此外，这些“关系”必须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永

远不要发展任何军事、经济或政治威胁，使美国的统治永久化。 

 

他最后指出，美国不能沉溺于任何人道主义胡说八道，如“感情用事、利他主义

或世界福利”，对中国的任何高期望，如人权或更高的生活水平，都是“不真实

的目标”，美国不应受到“理想主义”的阻碍。用他的话说，美国负担不起“奢

侈”关心其他国家，美国不能“自欺欺人”凯南认为，美国必须在世界各地集中

精力实现其当前的国家目标，即保持对所有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国家的经济霸

权比如中国。 

 

读者可能会惊讶于这种赤裸裸的态度，但经济、军事和政治霸权一直是美国的首

要目标。自美国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从未有过一段时间没有梦想、策划和策划

这种世界性的统治。当然，掠夺资源是美国的首要目标美国政府在这么多国家设

置独裁者绝非偶然，这完全是为了允许美国公司自由掠夺，同时保持这些国家的

政治地位他们的公民处于贫困之中。 

 

这一深思熟虑的计划很少被公开或明确地阐述，但美国及其跨国公司几十年来的

行动没有留下任何意图问题。凯南的言论只是陈述了美国权力走廊内一直默契的

内容。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在创建联合国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像世界银

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它们从来都不是为了刺激或帮助非西

方世界的发展，而是为了确保不发达国家的永久贫困和资源的自由掠夺，这是美

国保持世界经济统治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也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争取政

治和军事统治的斗争中，美国被国际银行家用作他们自己的全球统治计划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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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将积累资源和财富，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的融资机制，欧洲银行家族最终将拥有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土地和基础设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感到惊讶，例如，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美国“友谊、赞

助和援助”之后，南美洲和中美洲今天的贫困状况与200年前基本相同像巴西、

委内瑞拉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今天正在慢慢变得更加富裕，唯一的原因是它们终

于摆脱了美帝国主义和欧洲银行家的枷锁，推翻了美国的独裁者，并开始在殖民

主义的重压下规划自己的发展道路。 

 

但美国并不愿意接受这一转变，今天仍在大规模干预所有这些国家的内部政治事

务，动用巨额资金、宣传和不小的有组织暴力，企图破坏这些国家的进步。几十

年来进行的许多调查表明，美国一直被列为世界上最令人憎恨的国家。 

 

美国对2010年美国经济霸权的看法 

 

 “你知道，如果你与中国领导人交谈，我想他们会立即承认，如果超过10亿中

国公民的生活方式与……美国人现在的生活方式相同，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处于

一个非常悲惨的时期，地球无法维持它，因此他们明白，他们必须做出决定，选

择一种我喜欢的新模式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在澳大利亚 (53)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标准叙事没有任何变化。2010年，奥巴马的意思和意图与60

年前凯南的一样非常明确：世界上只有一个富裕国家的空间——而那个国家就是

美国。他赤裸裸地表明了美国的立场，即中国和其他类似国家必须减少国家希望

他们必须永远保持贫穷，才能使美国保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奥巴马巧妙地运用了

“可持续性”作为一个不可原谅的不诚实和自私的借口。他的言论是一个巨大的

谎言。他告诉我们，如果中国继续在美国控制之外的高速经济发展，美国的霸权

和统治就无法维持。因此，根据他的说法，中国必须保持贫穷。他立场的未陈述

理由是上帝是为了让美国人统治世界。 

 

“……如果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巴西）正在寻求一条替代我们成为

最大碳排放国的道路，那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实际方法……” 

 

http://www.carstenburmeister.com/blog-president-obama-on-the-seven-report.aspx


奥巴马真正想说的是，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碳排放国，它

们也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美国将慢慢变得无关紧要。这就是

为什么在美国眼中，中国的发展不是“可持续的或实际的”。奥巴马最后说，美

国希望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认真对待它的“国际责任”，也就是说，它有

责任接受美国作为世界领袖，并同意保持贫穷和不发达，这样美国人才能保持富

裕，继续掠夺和污染上帝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奥巴马的逻辑是令人反感的、自私的、不诚实的和自私的，要求中国人采用西方

的制度和价值观，但不允许他们达到与美国人相同的生活水平。根据他的说法，

美国将维持美国模式，但不会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因此《帝国宣言》将至少

，中国人必须成为贫穷的美国克隆人，以维持宇宙的可持续性和和谐。正如宋鲁

正在其巴黎博客中所写，“需要改变的是西方模式，而不是中国模式。”他问为

什么美国人到现在还没有创造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既然他们的模式是不可

持续的，为什么他们要在全球范围内以普世价值观为基础进行推广？ 

  

皇权 

 

在本系列的另一本书名为《美国最肮脏的秘密》（America’s Dirtiest Secrets

）的书中，我写到了美国政府在危地马拉进行的掩埋式医疗实验。在该实验中，

由国务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支持的一大群医生对该国发动了一场战争

，在一次误导性的军事实验中，他们感染了数不清的数千人2011年8月，西班牙

一家主要报纸《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危地马拉，美国的野外实验室”的文

章，专栏作家在文章中准确地指出，美国人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公共基础设施和医

疗服务不发达的穷国，在那里，一个有美国口音、穿着白大衣、戴着听诊器的人

可以打着康复的幌子犯下许多暴行。在1940年代，危地马拉是一个理想的地方，

在美国，“最底层、最悲惨”的人很容易成为一项毫无顾忌地设计的可恶实验的

受害者。 

 

一位名叫苏珊·里弗比（Susan Riverby）的美国教授与该“实验”的一些参与者

很熟，她写了一份令人震惊的修正主义道歉信，她在信中问道：“危地马拉的暴

行重要吗？谁在乎呢？除了我们“对他们未经允许所做的事感到好色和恐惧”之

外，还有什么？“我们还需要另一个关于医学研究“糟糕的过去”的可怕故事吗

？ (54)”她接着说，危地马拉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展示了外围国家和大

都市之间的联系。。。“，需要解释的陈述。”“大都会”是母城的另一个词，

曾经是伦敦的委婉说法，伦敦是大英帝国的中心，“外围”是帝国的其余部分。

在这种背景下，这些词是世界体系理论的政治结构，外围国家是那些欠发达、在

全球财富中所占份额不足、制度薄弱、缺乏技术、教育和卫生体系不发达、通常

https://www.gvsu.edu/cms4/asset/F51281F0-00AF-E25A-5BF632E8D4A243C7/reverby_normal_exposure_and_inoculation.syphilis.guatemala_2011.pdf


被西方发达国家最大限度地利用的国家。它们被视为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农

产品的来源。它们的唯一目的是为发达国家的统治之火提供燃料。大都市的特征

是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单向独裁控制，今天的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它本质上

是所有不发达国家的直接统治，无论是通过殖民还是通过军事、经济和政治胁迫

。因此，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年轻女性的“思想教授”里弗比（

Riverby）告诉我们，危地马拉的人类悲剧是无关紧要的（“谁在乎他们做了什

么？”），这些非人道实验的唯一重要方面是作为少数富有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

数十亿有色人种穷人之间真正关系的活生生的例子——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关系

。正是在1945年——大约在危地马拉发生这些暴行的同时——美国政府发起了痛

苦的运动，以消除贫穷国家所支持的“经济民族主义祸害”，这些国家认为，他

们的资源和发展的受益者应该是他们自己的公民。我还提到了乔治·凯南（

George Kennan）1948年的政策文件，该文件指出需要保持美国与所有其他国家之

间巨大的经济差距。 

 

从美国建国初期开始，正是这种白人至上的神学决定了美国精英的逻辑、伦理和

形而上学，正是在这种应受谴责的道德哲学的赤裸裸的背景下，同样的美国精英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不仅感到了自由，而且感到了将危地马拉人民用作医疗动

物园的自然权利。这当然是相当不人道的，但对于这些犹太-基督教精英来说，

弱者和黑人使自己实际有用并屈从于美国的功利主义和对幸福的追求是他们的上

帝的自然命令。这是美国制度运作的基本假设，也是解释美国行动的自然效应的

基本假设。在这个卑鄙弱者服从的主要乐器上演奏着西方犹太教-基督教信仰的

音乐和弦。 

 

几十年来，美国的商业成功主要源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如今，美国也在利用其军

事力量，以“确保民主安全”为幌子，协助美国跨国公司掠夺东欧、中东、美洲

和东南亚的资源。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军史沫特莱·巴特勒（Smedley Butler）是

仅有的两位两次获得美国荣誉勋章的美国人之一，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想过写他

的自传，并声称，“我所看到的和学到的东西不应该不说。战争只是一场闹剧。

球拍是最好的描述。。。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它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是以牺牲群众为代价的。战争

是保护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我们的士兵被派往国外去死，以保护大企业的投资

。” (55) 

 

巴特勒写道：“美国经常在全球范围内破坏民主，而其领导人则声称正在传播民

主。我在海军陆战队待了33年，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大企业、华尔街和银行家的高

级肌肉男。简而言之，我是一个敲诈勒索者，一个资本主义的流氓。这项法案由

公众承担。这项法案造成了一个糟糕的账目。新安放的墓碑，残破的尸体。精神

崩溃。破碎的心和家庭。经济不稳定。一代又一代人背负着沉重的税收负担。

1914年，我帮助墨西哥，特别是坦皮科，对美国的石油利益来说是安全的。我帮

https://www.ratical.org/ratville/CAH/warisaracket.html


助海地和古巴成为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 boys）在海地收取收入的

好地方。为了华尔街的利益，我帮助强奸了六个中美洲共和国。1909-1912年，

我为布朗兄弟国际银行公司（International Banking House of Brown Brothers

）帮助净化尼加拉瓜。1916年，我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带来了美国糖业利益的曙光

。在中国，我帮助确保标准石油公司在路上不受干扰。” (56) 

 

在另一次演讲中，他说：“战争主要是金钱问题。银行家把钱借给外国，当他们

无法偿还时，总统派海军陆战队去拿。我知道，我参加过11次这样的探险。“巴

特勒在1935年《常识》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哈里曼家族臭名昭著的布朗

兄弟哈里曼·班克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充当‘敲诈者’和‘匪徒’的幕后黑手，目

的是剥削尼加拉瓜的农民。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是布朗

兄弟哈里曼公司的总经理。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大卫·夏普将军在1966年写道，“我相信，如果我们曾

经，也愿意，让我们肮脏、血腥、浸透美元的手指远离这些充斥着沮丧、被剥削

人民的国家，他们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和至少他们得到的将是他们自己的，

而不是美国人的风格，他们不想要，最重要的是不想被美国人塞进他们的喉咙。

” (57) 

 

诚然，美国如此注重军事实力的原因之一，或许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进一

步实现其商业野心。早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就在利用“炮舰外交”——海军军

事威胁——来强制执行商业贸易要求。在这方面，美国效仿了欧洲colo的模式他

们掌握了通过展示压倒性军事力量的威胁来恐吓各国给予贸易优惠和严重不平等

条约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下，仅仅在海岸线外看到一支舰队就足以满足几乎所有

的要求。 

 

正是这种海军威胁迫使夏威夷女王退位并将她的国家移交给一位觊觎该国种植园

的美国人，后来又迫使日本开放边境进行贸易。今天美国人讨论这个问题时，他

们的集体意见是，这也许不太好，但是”我们所做的只是说服日本与我们进行贸

易，这不是一件坏事。但这种相当幼稚和简单的立场忽视了随后达成的贸易协定

中的巨大不平等。正是这种恐吓日本的行为或多或少直接触发了明治维新，让日

本人自己疯狂地进入中国。(58) (59) (60) (61). 

 

无论如何，至少在过去200年中，炮舰外交或其变体之一是美国建立新贸易伙伴

和实现其不断扩张的帝国野心的主要方式。在随后的几年中，我们将看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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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最常见的变体是推翻地方政府并建立一个被俘虏的军事独裁者p这将使美国

跨国公司可以肆意掠夺每个国家的资源，并强行为美国商品提供几乎无限的市场

。通过大多数政府，美国的原则一直是，美国有权诉诸单方面武力，以确保“不

受限制地进入关键市场、能源供应，正如克林顿所说的那样，“战略资源”以及

对这一“权利”的信念在今天依然有增无减。(62) (63) (64) 

 

美国人“自由出入权”的一个重要例子“涉及巴拿马，一个位于中美洲到南美洲

过渡区的小国，那里的大陆连接线只有大约50公里。宽，包含巴拿马运河，该运

河允许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通道，而无需绕南美洲南端进行漫长而危险的航行

。似乎很少有美国人知道巴拿马只是在最近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一直是巴

拿马的哥伦比亚省。大约100年前，美国政府希望在狭窄的地峡上修建一条运输

运河，但哥伦比亚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美国要求运河及其周围的土地永久归美

国所有，成为美国的主权领土。因此，罗斯福总统派遣美国军队“解放”地峡，

宣布一个新国家命名为巴拿马，任命了一位顺从的地方总统，并取得了新“国家

”的所有权。(65) (66)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不可能了解巴拿马的创建和运河故事的真实真相。美国

历史教科书热情地吹嘘美国在修建运河方面的聪明才智和实力，但却没有提到对

一个国家的军事侵略和劫持。一个典型的美国历史文本告诉我们，没有进一步的

细节，“1903年，美国通过条约获得了在巴拿马修建运河的权利”。在哥伦比亚

多次派兵试图联合解放该省未果的情况下，美国历史书籍甚至美国政府网站都将

这些事件列为“镇压当地暴动”，有时也列为“保护美国利益”。一本美国大学

历史教科书声称，美国向巴拿马派兵“是为了调解边界争端”，争端当然是没有

边界，巴拿马是哥伦比亚省。“新”巴拿马宪法赋予美国“干预巴拿马任何地区

、重建公共和平和宪法秩序”的权利，美国也多次这样做，总体上是为了确保巴

拿马“民主”选举的有利结果。几位巴拿马总统或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意外死

亡”，美国军方不止一次不得不进行干预，以保护他们的傀儡总统免遭愤怒暴徒

的私刑。 

 

当然，运河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优势丝毫不亚于美国人所希望的。它为美国船只

节省了数不清的额外燃料成本，并为美国财政部带来了数千亿美元的过境费。运

河还提供了巨大的政治优势，因为它使美国军队更容易进入这两个海洋，而美国

人可以控制其他国家的军舰和商船的进出，成为美帝国主义勒索顺从和屈服的宝

贵工具。(67) 大多数西方人认为巴拿马运河是一种无党派的运输路线，世界上所

有的船只都可以使用，但这从来都不是真的。美国一再将运河作为帝国遵从性的

谈判工具，并利用其自身的军事和商业优势。美国军舰定期通过运河，但世界是

否想象俄罗斯军舰也会这样做，或者伊朗军舰如果获准通过，将支付与美国军舰

相同的过境费？事实上，美国用来挑衅日本攻击珍珠港舰队的主要工具之一是关

闭运河，禁止所有日本船只和所有前往日本的船只，特别是那些运载石油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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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经济收益和巨大的政治和军事收益加在一起时，巴拿马运河对美国崛

起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美国新的帝国领土巴拿马还有其他用途，但没有广泛宣传，几十年来一直不为人

所知。其中之一是巴拿马成为了世界上最大、最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和酷刑培训

机构的所在地，这是著名的美国运营的“美洲学校”，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在

那里指导和培训了世界上几乎所有残暴的独裁者和恐怖主义政府的所有酷刑艺术

，恐怖主义、破坏、革命、镇压平民的行为。(68) 巴拿马还被用作中美洲和南美

洲其他国家非法入侵的中转基地，也被中央情报局用作破坏该地区其他国家政治

稳定的活动的中转基地。(69) 由于巴拿马的地理位置和美国的控制，它对中情局

的国际贩毒行动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只是为了不被隐瞒，几乎没有给巴拿马

人口或经济带来任何好处。(70) (71) (72) 巴拿马在运河收入中所占份额微乎其

微，巴拿马企业被明确禁止向运河区提供服务或通过运河区的船只。美国的存在

和控制一直受到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由于美国人的傲慢和

对选举的公然控制，该国经历了多次暴乱和大规模的内乱，当地人一再反抗推翻

美国强加的“总统”。维基百科告诉我们，“美国官员应现任政府的要求监督选

举”。嗯哼。但这不是本地版本。 

 

在相关事件中，很少有人意识到美国政府在美联储银行家的鼓动下强行强加给美

洲许多国家的所谓“金融保护安排”，即美国银行将“管理”这些小国的现金和

金融的协议，总是为了银行家的巨大利益，也为了受害者的利益。以巴拿马为例

，美国拒绝直接向巴拿马支付与巴拿马运河有关的土地使用的年度租金，而是将

这笔钱交给摩根大通的银行家，这些银行家代表巴拿马投资这笔钱，但他们将资

金投资于纽约房地产，在一个世纪里赚取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虽然只给巴拿马

一小笔年息。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多数国家都受到这些特殊的美国金融合同的约

束。这些通常强加于美洲较贫穷国家的金融控制为美国提供了压倒性的政治权力

和巨大的财政利润以及理想的收入差距，因为一个国家的资金不会用于社会目的

，从而引起美国人的不满。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在未经美国明确许可的情况下

试图在社会服务或基础设施发展方面支出的国家，都会自动激活美国军方的“干

预义务”。总的来说，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些美国银行家和精英实业家从这些安

排中获得的利润是天文数字。100多年来，整个南部大陆一直被视为美国银行家

和实业家的有利可图、尽管不情愿且麻烦重重的部门利润中心。这种情况至今仍

在发生。从世界银行获得100亿美元基础设施发展贷款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永远无

法实际获得这笔钱，因为这笔钱最终将支付给美国或其他西方公司。通常，这些

基金会在美国银行等待分配，在此期间，等待分配的资金可能会为对冲基金带来

巨额利润，或者为曼哈顿的一个漂亮的公寓开发项目提供资金。资本家从不让钱

闲置，即使钱不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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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不是全部。以海地为例，美国100多年来一直干涉海地内政，推翻民选政

府，代之以独裁者，六、七次入侵海地，代表现在的花旗银行攫取政府收入。美

国海军陆战队不止一次入侵该国，闯入该国的中央银行，偷走了该国的所有资金

，包括海地的所有金矿。(73) (74) (75) 当海地拒绝将其银行移交给花旗银行，

将其铁路移交给一家美国公司时，美国发动了一场势不可挡的军事入侵，在此期

间，它重新起草了海地宪法，将几乎所有的工业交给了美国公司，解散了该国军

队，并以美国宪兵部队取代了它，屠杀了数万平民，奴役了数十万其他人，建造

了一条铁路，将海地的资源运送到美国船只上。几十年来，美国一直以军事独裁

的方式管理着这个国家，并恶意镇压所有当地的抵抗，同时实施全面的信息封锁

，使任何新闻都无法逃脱。在美国历史书和美国政府的宣传中，军队驻扎在那里

只是为了“在受到威胁的暴动期间维持秩序”，当然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

。小小的海地和许多像它这样的穷国为美国的财富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情局组织推翻危地马拉民选政府，安插了另一名美国资助的病理杀手里奥斯·

蒙特（Ríos Montt) (76)，并在中情局训练和赞助的40年行刑队中支持他。蒙特

专门研究酷刑、失踪、大规模处决和难以想象的残忍行为，造成20多万受害者。

这是整个20世纪最不人道的事件之一，其中大部分是由美国总统里根发起的。不

仅赞助,而且表扬,；蒙特参加了里根的总统就职典礼，是他的好朋友之一。但这

位受美国支持的独裁者几乎将其国家的全部都交给了美国银行家和公司。当时，

仅洛克菲勒一家就拥有危地马拉40%以上的耕地，以及整个铁路网和电报系统，

也是该国唯一的港口。早些时候，当美国准备入侵危地马拉时，许多计划文件被

转交给危地马拉政府，危地马拉政府在媒体上公布了这些文件，并要求美国作出

解释。当然，国务院声称这些指控是“荒谬的”，并进一步补充说，“美国的政

策是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政策已一再得到重申。”而一向乐于助人的《时代》

杂志则声称，这些文件只是俄罗斯人让美国难堪的阴谋。然后中央情报局继续其

计划，暗杀总统并推翻政府，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美国人不容易感到尴

尬。 

 

除了抢劫海地、波多黎各、巴拿马、危地马拉和周边其他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

美国人还抢劫了许多其他国家的银行。当然，古巴不止一次被掠夺，还有菲律宾

在美西战争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利品归胜利者所有。阿富汗和伊拉克也

是如此，尽管《纽约时报》不想让你失望。而利比亚，哈达菲死后发生的第一件

事几乎是从中央银行掠夺300亿美元的黄金，这是利比亚叛军对欧洲银行家族的

一种捐赠，他们出人意料地成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由罗斯柴尔德任行长。我们

还有乌克兰，在那里美联储释放了该国200亿美元的金条，将其转移到纽约“安

全保管”，再也看不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再次）遭到严重洗劫，东欧的

大多数其他国家以及最近南斯拉夫的部分国家也是如此。毫无疑问还有其他人，

尽管在这些问题上很难获得文件和认罪。对你来说，数额可能不大，但这里有

300亿美元，那里有300亿美元，很快我们就有了很多钱。 

 

https://www.dailyhistory.org/Why_did_the_United_States_invade_and_occupy_Haiti_from_1915-34
https://www.bibliotecapleyades.net/sociopolitica/sociopol_fulford23.ht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occupation_of_Haiti
https://text-message.blogs.archives.gov/2012/02/13/the-cia-in-guatemala/


然而，为了不失去要点，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所有这些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与巴

拿马、海地和危地马拉相同的政治、军事和财政压力。这就是为什么经过200多

年的美国援助，他们今天仍然贫穷。所有这些国家都为美国财政和美国精英财富

的积累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段既不人道又可鄙的历史已经完全从西方历史记录中

删除。美国人永远不会知道，当地居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今天世界上这么多人痛

恨美国并不奇怪，但美国人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国家的这一面。事实上，互联网

和美国的公关机器充满了对美国公司实力的热烈赞扬，比如“美国铜业：光明的

未来辉煌的过去”。但“光荣的过去”包括200多年来的强奸、抢劫和掠夺。 

 

劳动，资本主义的诅咒 

 

 

 

在许多行业，劳动力几乎总是公司运营费用的最大组成部分，占总成本的50%或

60%。消除你的劳动力成本，很快你的利润将是天文数字。再加上500年，你可能

会拥有世界上所有的钱。如果你的竞争对手支付的是正常的市场工资率，那么在

500年期满之前，你将是世界上唯一幸存的公司。不然怎么可能呢？在没有人工

成本的情况下，你可以以远低于竞争对手实际制造成本的价格销售你的产品，并

很快迫使其他人破产。在这一点上，你可以提高你的销售价格到几乎任何水平，

并体验利润率超过最疯狂的贪婪梦想。这就是大多数跨国公司今天试图做的事情

。当他们看财务报表时，最突出的数字是高劳动力部分，因此为了增加利润，他

们裁员、冻结招聘并拒绝加薪（高管除外）。劳动力始终是最脆弱的组成部分，

因为大多数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几乎没有改进余地，大多数间接成本几乎没有节

约空间。制造成本很快就达到了无法进一步降低的水平，将劳动力作为明显的目

标。 

 

这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今天几乎没有人在不违背他们所雇佣的劳动力的敏感性的

情况下变得富有。看看美国宠儿之一的苹果，它在海外拥有约2000亿美元的免税

利润。苹果偷走了所有的钱，或者至少是它的供应商偷了。史蒂文·乔布斯因苹



果的iphone而被尊为创新者，但iphone一文不值。乔布斯真正的创新在于找到一

家公司——富士康，它将建立一个100万员工的集中营，在那里它可以制造和组

装iPhone，而100万年轻工人却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如果乔布斯接受了苹果员工

的责任，并支付给他们类似于生活工资的任何东西，那么2000亿美元将是零。

iphone的“酷因素”在这个等式中并不重要。苹果的利润并非来自酷；他们来自

社会上最弱势的年轻人，他们需要一份工作和一个开始。要想成功，乔布斯首先

必须确保自己的事业失败。他做到了。 

 

想想沃尔玛的Sam Walton吧。这正是他所做的——在30年或40年的时间里少付100

万员工工资，远低于标准工资率，并且只有兼职工作，以避免医疗、养老金和失

业保险等福利的沉重成本，这些福利通常占工资账单的30%或更多。通过这种方

法，沃尔顿可以大大降低竞争对手的销售价格，几乎成为镇上唯一的游戏。如果

他被允许继续比赛，他很快就会成为全城唯一的球员。今天，据说山姆·沃尔顿

的几位继承人拥有美国全部财富的30%。在中国，香港首富李嘉诚也符合同样的

模式。他严重虐待和低估了他的员工，他的塑料花卉厂成了20世纪60年代香港血

腥九个月内战的导火索。李高估了他的掠夺能力——山姆·沃尔顿没有犯这个错

误——世界爆炸了。但当血流成河的时候，李彦宏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现金，可以

非常便宜地买下所有东西，变得更加富有。如果你深入研究当今任何一位富人的

历史，你会发现除了少数例外，他们都做了史蒂夫·乔布斯、山姆·沃尔顿、杰

克·马和其他许多人都做过的事情——靠工人致富。正是这些人今天在媒体上被

宣传为慷慨的慈善家和善良的人道主义者，他们拯救树木，促进堕胎。他们都是

可悲的骗子。如果这些人中有人还活着的话，慈善事业应该面向那些原本靠牺牲

致富的员工。 

 

通用汽车的成功方式与苹果和沃尔玛的成功方式相同，只是将这两种方法结合了

一点。由于工会仍然强大，通用汽车没有足够的灵活性让自己的工人挨饿，因此

它采用了苹果的方法来解决名声和饥荒。通用汽车停止了所有零部件的生产，并

将生产分包给了供应商，这不仅让通用汽车获得了杠杆作用，而且使其免受UAW

工会的愤怒。通用汽车向供应商提供了大量的采购，但由于价格太低，他们被迫

进入富士康模具集中营——生活和工资为通用汽车的利润和其他人的饥荒提供了

大餐。这太糟糕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合同中包括了在合同期内每年额外降低5%成

本的条款，并且它拒绝允许供应商在新合同上报价，而不首先承认任何现有合同

的价格降低10%。当然，通用汽车非常痛恨，因为这一外包战略意味着其他人的

工人将承担通用汽车贪婪的全部财务负担，数百万工人每年向通用汽车的底线让

步1万美元。 

 

这就是美国军事殖民和掠夺不发达国家的策略。在军方和国务院的支持下，美国

跨国公司将这些政策应用于美洲、非洲和亚洲的50多个国家。通过谈判将原材料

和产品价格降到接近零的水平，同时支付饥饿工资，并利用已被安置的独裁者维



持足够的恐怖来压迫民众，以防止劳资纠纷和任何组建工会的想法。沃尔玛、苹

果、通用、可口可乐、耐克和许多其他美国跨国公司今天如此钟爱的这种劳动哲

学，在这些公司诞生之前很久，美国国务院就已经将其磨练到了极致。 

 

让我们回到沃尔玛一会儿。如果山姆·沃尔顿能在30年或40年的时间里用这种方

法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公司，那么他能在100年、300年或500年内完成什么

？如果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他的悲惨后代已经拥有美国全部财富的30%，那么

他们在100年、300年或500年后会拥有多少？想象沃尔顿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

而且是唯一的重要零售商，这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飞跃，想象他收购了许多其他

公司和行业，并将其经验证的公式应用于这些公司和行业，这也不是一个飞跃。

在100年或200年内，他可能拥有世界上唯一的食品店、药店或医院，事实上，该

公司已经进入了所有这些领域和更多领域，并正试图做到这一点。 

 

但是山姆·沃尔顿必须给他的员工一些报酬，所以他付给他们大约标准工资的

1/2到2/3（没有福利），你已经看到了他的成就。但是如果他不必付他们钱呢？

如果他唯一的义务就是喂饱他们，让他们睡在他的仓库里，那会怎么样？如果他

们所有的孩子从六岁起自动成为无薪的沃尔玛员工，也只接受食品和仓储，那又

会怎样？他今天会富裕多少？如果他能继续这样下去，500年后他会富裕多少？

现在，让我们回到过去，想象一下，如果山姆500年前在普利茅斯洛克开了他的

第一家沃尔玛，此后再也没有支付过一分钱的工资，结果会怎样。让我们进一步

想象一下，几乎每个行业的每一家美国公司都以同样的方式运作，而其他国家的

公司都没有这样做。 

 

这与奴隶制以及美国是如何致富有什么关系？正如你已经猜到的，一切。 

  

奴隶制 



 

 

在世界近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归功于任何一个因素，正如美国

人归功于数百年来无薪工人的无限供应。一亿多非洲黑人，甚至数百万英国、爱

尔兰和苏格兰白人，以及数百万中国人和印度人，在一个持续数百年的大规模商

业企业中被美国和犹太奴隶贩子绑架和奴役，它的影响在今天的美国仍然非常明

显。奴隶制不是富人有私人仆人的问题。它完全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旨在为土

地所有者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一种受美国立法支持的法定强迫劳动形式。奴隶

制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标准经济指标不是GDP，

而是每名奴隶产出的美元价值。如果按照其他国家的标准衡量，美国南部曾经是

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一个几百年来不向80%的劳动者支付工资的国家将经历一个比其他国家更快的经

济发展，一个不可估量的更富有的精英阶层。对于美国人来说，今天声称发展中

国家正在“在工人的支持下”建设经济，这不仅表明了巨大的无知，而且构成了

可恶的伪善。正是美国人把他们的经济霸权建立在奴隶和穷人的基础上。 

 

奴隶制的历史被巧妙地改写为一个道德问题，但它主要是经济问题，而不是道德

问题，它在美国的存在对于美国统治阶级财富的发展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奴隶制

对美国政客、精英和银行家个人财富的经济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它对美国整体金

融崛起的贡献也是不可估量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产生的利润直接导致了美国工业

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美国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剥削制度。在大西洋两岸，主要

是奴隶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导致并资助了工业革命。普遍存在的奴隶制不仅对美

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是西方资本主义形式的哲学和结构以及该体系固有暴



力的最重要指标。不止一位作者指出，奴隶制不仅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数百年的动

力，而且还“塑造了美国经济和政治的每一个关键方面”。我在下面提到的爱德

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说得非常好，以至于我所谓的“Photoshop历

史学家”用“企业家、创造力、发明”来描述美国的伟大经济崛起，而残酷的事

实是，它几乎完全源于奴隶制，残酷的殖民主义和针对弱势民族的有组织暴力的

广泛传播，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对自由和机会的追求，而是对金钱和利润的追

求。 

或损失）中最小的部分，但许多经济学家和数学家都做出了真诚的努力来估计他 

在目前由加勒比海土著人提起的诉讼中(79) (80) (81)，据称仅英国就从奴隶贸

易中受益达4或5万亿英镑；对新美国的好处要大得多。这些诉讼在很大程度上是

象征性的，因为责任方已经拒绝了任何赔偿的希望——基本上是道德和逻辑上的

理由。英国外交部说，“我们不认为赔偿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令人惊讶。

法国依赖于计算成本的徒劳性，其逻辑显然是，由于我们无法准确计算，我们根

本不会费心计算，从而为自己节省了数万亿美元。荷兰政府更为圆滑，它“表达

了对奴隶制历史的深深遗憾，并因此承认了过去的不公正。”翻译：我们的小小

道歉就是你所能得到的。但这些人有理由担心。到目前为止，加勒比地区是这些

收益（们的实际损失，甚至在保守的假设下，他们说这个数字“是天文数字，几

乎毫无意义”。当然，这些毫无意义的天文数字恰恰是美国和欧洲经济发展的收

益，而这两个国家的数字几乎是无限高的。一位美国教授估计，美国精英统治阶

级的最低经济利益将达到数十万亿美元，即1800美元或1850美元。 

 

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的《一半从未被讲述：奴隶制与美国资

本主义的形成》是一本深入探讨奴隶制的金融方面的优秀新书。(82) (83) (84) 

(84a)《浸信会》成功地揭露了奴隶制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不是

像有人所写的那样，“自由扩张的主流叙事的脚注”。事实上，“自由”在这个

等式中根本看不到，殖民者想象中的“寻求自由和机会”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具

欺骗性的部分。正如浸礼会所说，整个美洲的金融业都是围绕奴隶制经济发展起

来的。银行家们开发了一代又一代的新金融工具，创造了以奴隶为抵押品的债券

等金融证券，以及多种奴隶附息抵押贷款，这些抵押贷款与今天的房屋抵押贷款

一样捆绑出售给投资者。这些以被奴役的人类为抵押品的金融工具通常用于筹集

购买土地或其他投资的资金，并被广泛出售给美洲和欧洲的富裕投资者，这是最

常见和最受欢迎的证券投资形式之一。 

 

在Rothschilds强迫国会通过建立一个私人中央银行的立法后，他们的“美国银

行”大量地利用联邦资金资助奴隶贩子，这是银行积累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是

罗斯柴尔德旗下的巴林银行为起源于欧洲的大部分奴隶贸易提供了资金，(85) 而

罗斯柴尔德和其他银行家和金融家提供了巨额资金，为数千艘船只、数十万次奴

隶贸易航行以及购买数千万抵押奴隶提供了资金。美国奴隶主拥有美国最大的抵

押品池，这数十亿美元占新世界全部财富的25%，正如浸礼会所指出的，“由于

https://www.panoramas.pitt.edu/news-and-politics/all-eyes-slavery-reparations-case-caribbean-nations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14-caribbean-nations-sue-_n_401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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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奴隶交易者操纵的市场效率，这部分财富流动性最强。”以及专业银行家。

当时，世界上可能没有比奴隶贸易或奴隶贸易融资更有利可图的生意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退几步（或放一边），为这件事添加一些历史背景，这是很有用

的。奴隶制不是从绑架非洲黑人开始的，这实际上是最近的发展。1000年前，犹

太奴隶贩子活跃在欧洲，事实上，“奴隶”一词来源于“斯拉夫”，中欧和东欧

的基督教白人是第一批被绑架和贩卖的人，主要是到穆斯林国家，那里的白人妇

女因性而受到珍视，而被阉割的男人作为后宫的太监带来了很高的价格。大多数

欧洲人对这种贩卖白人基督教徒的行为深感愤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以及税收

耕作和其他暴行），犹太人经常被驱逐出欧洲各国——而不是因为流行的说法让

我们相信的“反犹太主义”。(86) (87) 

 

但随着这些做法的逐渐消失，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领导的欧洲犹太人成立了英国

东印度公司，该公司曾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并建立了一支由约100万人组

成的私人常备军，其唯一目的是残暴印度人民。在这一群体对印度的一连串暴行

中，有一件是大规模地开始实行奴隶制，数百万印度人被扣押并作为奴隶出口到

世界各地，这种做法很快就传到了中国。(88) (89) (90) (91) (92) (93) (94) 

罗斯柴尔德家族构思了在印度种植鸦片的想法，将其作为从中国榨取白银的一种

方式，在这一点上，印度的大片农业地区从粮食变成了罂粟，在这一过程中，大

量印度人变成了尸体。鸦片随后被运往中国，在那里，另一位犹太人大卫·萨松

拥有维多利亚女王本人授予的独家鸦片专营权。这一点并不广为人知，我稍后将

详细讨论，但中国15 (95) (96) (97). 0年来的鸦片悲剧完全是犹太人的事情，

如今被巧妙地归咎于英国人。这些毒贩可能持有英国护照，但他们不是英国人。

1905年的《犹太百科全书》指出，沙宣将鸦片贸易扩展到中国和日本，他的八个

儿子负责中国的各种主要鸦片交易。1944年的《犹太百科全书》说，“他只雇佣

犹太人做生意……他引进了整个犹太人家庭……并让他们工作。”萨松一家不是

唯一参与贸易的犹太人，萨松一家与其他几个犹太人家庭——哈东、哈顿、加多

利、阿诺德、亚伯拉罕、以斯拉和所罗门——分享了中国的一小部分，在其他中

。 

 

有趣的是，无论如何，《经济学人》是一篇绝对不诚实和不可信的论文，它为东

印度公司写了一首赞美歌，主题是“最伟大的国有公司”，不知怎的忘记了对印

度的全面掠夺和破坏，无休止的屠杀，鸦片，世界上第一个大贩毒集团。历史上

不可能有任何一个组织像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样手上沾满污秽和鲜血，然而《经济

学人》试图美化这一令人憎恶的现象。接下来，他们会告诉我们塞西尔·罗德斯

是一个和平的人，波尔战争不是为了钻石和黄金，而是为了自由。尼克·罗宾斯

在他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论文中写道，"... 对许多印度人来说，正是该公司的

掠夺首先使他们的国家去工业化，然后为英国自身的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本质

上，尊敬的东印度公司发现印度富有，却让它贫穷。东印度公司摆脱清算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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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enrymakow.com/2018/10/the-reasons-for-anti-semitism.html
https://www.realhistorychan.com/the-sassoons-the-rothschilds-of-the-east.html#:~:text=The%20privately%20owned%20British%20East%20India%20Company%2C%20%28cough,had%20enjoyed%20while%20creating%20millions%20of%20opium%20addicts
https://conspiracy.fandom.com/wiki/Colonization_of_India
https://knowthestraightpath.wordpress.com/2012/01/08/british-east-india-companys-colonization-of-india/
https://www.quora.com/Did-the-Rothschilds-invest-in-the-British-East-India-company
https://defence.pk/pdf/threads/the-rothschild-colonization-of-india.598421/
https://divineabodenews.wordpress.com/2014/01/19/who-owned-east-india-company/
https://rense.com/general78/imper.htm
https://www.islam-radio.net/islam/english/jewishp/china/jew-opium-monopoly.htm
https://covenersleague.com/culture-heritage/item/1446-jews-and-opium-war-in-china
https://ronaldwederfoort.wordpress.com/2018/06/10/the-rothschilds-bosses-documentary-the-jewish-monopoly-on-opium/


使英国人民得以摆脱目前大部分富裕的来源，并使印度持续的贫困被视为其文化

和气候的产物“而不是一小群邪恶的外国掠夺者为了追求利润而进行的不人道冒

险的悲惨结果。东印度公司及其姐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历史书籍很久以前就被关

闭了，但需要重新打开，以便全世界审查其内容，这些内容无疑将记录全世界历

史上最彻底的邪恶事件之一。 

 

当时，沙宣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二富有的犹太人，仅次于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

），到1850年，他的财富已达到数十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将比尔

·盖茨或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人成为世界首富的愚蠢的都市传奇抛诸脑后。罗斯

柴尔德家族和萨苏家族在175年前都是亿万富翁，自那时以来，他们的财富直线

上升，最可靠的估计是，这些家族和其他几个犹太裔欧洲家庭目前的资产都在万

亿美元左右，罗斯柴尔德家族保守估计约为25或30万亿美元。维基百科一如既往

地撒谎，它告诉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曾经很富有，但却把财富分配给了太多的孩

子，使他们的家庭几乎陷入贫困。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因为仅仅一项——美国政

府欠美联储的数万亿债务——就将落入美联储所有者的口袋——罗斯柴尔德和他

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他们还控制着德国、英国和德国的中央银行。。。与欧洲

的犹太银行家族相比，盖茨和巴菲特的变化是松散的。 

 

50年后，沙宣和其他几个犹太鸦片家族拥有了上海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大部分土

地，而香港的大半岛酒店（我相信仍然归嘉道理家族所有）是由来自大陆的鸦片

现金资助的。维多利亚女王从中国带香港的原因是沙龙需要一个庞大的鸦片特许

经营基地。类似地，汇丰银行的成立完全是为了清洗沙宣的毒资，这是该银行目

前仍专注于的一项专业技能。标准的叙述告诉我们，汇丰银行是由苏格兰人托马

斯·萨瑟兰爵士创建的，他想要一家按照“健全的苏格兰银行原则”运营的银行

，但这只是历史上的照片。汇丰银行一直是一家犹太银行，戴维·萨松（David 

Sassoon）从成立之日起就担任董事会主席。 

 

无论如何，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印度的奴隶制努力很快就转移到了中国，全世界数

百万中国人被绑架并被贩卖为奴隶，这或多或少与非洲对新美洲的贸易不谋而合

。有如此多的中国人因为福建省的贩卖奴隶而被绑架，这导致了广泛的暴力叛乱

，迫使犹太奴隶贩子撤退，并在澳门和广东重新开始绑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才最终缓和了这种做法。(98) 见下面的这个说明。 

 

但应该指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奴隶贸易几乎一直主要是犹太人的生意。我不必

在这里为这篇论文辩护，但现在就让它足够了，许多犹太历史学家已经详细地证

实了这些事实，而且大量的历史记录是无可争辩的。在北美奴隶贸易中，犹太人

不一定或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垄断地位，但他们肯定非常突出，而且在大多数情况



下，他们占多数。这不仅适用于船只、绑架、贩卖和拥有奴隶，而且抵押奴隶的

融资和证券化主要归功于大西洋两岸富有创造力的犹太银行家。 

 

犹太历史学家西摩·利伯曼（Seymour Liebman）写道：“贩卖（英国）奴隶是王

室的垄断，犹太人在贩卖奴隶时经常被任命为王室的代理人……[他们]是整个加

勒比海地区最大的钱德勒号轮船，该地区的航运业务主要是一家犹太企业……这

些船不仅归犹太人所有，而且由犹太人船员驾驶，并在犹太船长的指挥下航行。

”（新世界犹太人1493-1825：被遗忘者安魂曲（KTAV，纽约，1982））(99) 

(100) (101) (102) (103)。 

 

19世纪50年代，一位名叫迈耶·雷曼（Mayer Lehman）的犹太移民获得了州长的

任命，实际上是棉花部长，负责和控制阿拉巴马州的整个棉花产业，这也让他负

责该州所有的奴隶。雷曼兄弟及其家族从奴隶和棉花交易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他们搬到了纽约，成立了雷曼兄弟投资银行。(104) (105) (106) (107) 有许多

类似的记录故事。犹太百科全书说，“南方许多地区的棉花种植园完全掌握在犹

太人手中”，罗伯塔·弗利希特在她的《犹太人的命运》一书中写道“犹太人不

仅奴隶主、奴隶贩子和奴隶拍卖商的数量不成比例，而且当种族之间划清界限时

，他们都站在白人一边。” 

 

许多作者都注意到了我所说的“历史摄影”，即所谓的“历史学家”用奴隶制度

在经济上效率低下的故事污染了环境，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有私人仆人并成为“庄

园主”，或者棉花采摘的大量增加不是由于残酷无情的压力逐渐降临到奴隶的背

上，但新品种的棉花却几乎把他们自己摘了下来。一些人声称奴隶制度实际上是

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实际上是一种慈善行为，“把奴隶从他们与生俱来的野蛮中

拯救出来”。浸礼会写道，美国经济完全建立在他说：“非洲裔美国人的商品化

、苦难和强迫劳动是美国强大和富裕的原因，这一想法并非人们一定乐于听到。

“这确实是事实。 

 

金伯利·帕尔默（Kimberly Palmer）在《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上

对浸礼会的书进行了评论，她在评论中说：(108) 

 

 “浸礼会揭开了我们社会创造的神话，让我们对奴隶拥有的过去感到更

舒适。他从一个最大的神话开始，即奴隶制无利可图，效率低下，最终会

因为无法适应和与工业化竞争而消亡。不幸的是，绝对没有证据表明它要

么效率低下要么正在消亡。相反，被盗土地的廉价易得性和创造性金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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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带来的信贷便利，再加上法律允许、鼓励和保护的奴隶劳动，导致了棉

花生产的繁荣，到1860年几乎没有放缓的迹象。1860年，南部奴隶劳改营

提供了英国棉纺厂88%的棉花。棉花已成为全世界第一大贸易商品。它推

动了工业革命，不仅养活了英国的棉纺厂，也养活了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等

城镇的棉纺厂。洛厄尔的棉纺厂是用非裔美国人在奴隶劳改营无偿劳动所

获得的利润建造的。棉花从1802年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4%上升到1860年的

61%。美国在全球棉花市场的份额从1801年的1%上升到1860年的66%。“我

要补充的是，世界市场份额从零上升到三分之二完全是由于山姆·沃尔顿

效应：不给他们任何报酬，就接管了世界。 

 

施洗者本人在沙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关于奴隶制，我们还在撒谎。。。关于美国经济和权力如何建立在强

迫移民和酷刑之上的真相。几十年后，我们的历史书充满了神话和迷思。

是时候进行真正的清算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这一

代的历史学家在学术研究上留下了印记，认为奴隶制与十九世纪西方世界

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变革是分离的。最重要的是，一个统一的白人国家的历

史学家坚持认为奴隶制是一种不追求利润的前现代制度。这一观点意味着

。。。奴隶制和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对美国在19世纪的崛起没有什么长期

影响，在这一时期，美国从一个次要的欧洲贸易伙伴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

经济体。 

 

... 有人说，奴隶制作为一种经历，最糟糕的是它剥夺了被奴役的非裔美

国人现代公民的自由权利和自由主观性。它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不

公正的，这种否认是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但奴隶制也大量杀害了人。从

幸存的人那里，它偷走了一切。然而，大规模和残酷的工程需要将一百万

人从家中夺走，残酷地将他们驱赶到新的疾病肆虐的地方，让他们在恐惧

和饥饿中生活，因为他们不断地建立和重建一个商品生产帝国——这一点

在一个奴隶制度的故事中消失了，据说奴隶制度的主要目标不是创造利润

，而是维持其准封建精英的地位，或者为了维护白人团结和精英力量而产

生关于种族的现代观念。一旦奴隶制的暴力被最小化，另一个声音可以低

声说，非裔美国人在解放前后都被剥夺了公民的权利，因为他们不会为他

们而战。”（沙龙；2014年9月7日 (109) 

 

在《反冲刺》中，罗恩·雅各布斯在2015年12月31日的一篇文章中评论了

内德和康斯坦斯·苏贝特的《美国奴隶海岸》，他说，他写道：“美国的

历史浸透着鲜血。更重要的是，除了美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建

https://www.salon.com/2014/09/07/we_still_lie_about_slavery_heres_the_truth_about_how_the_american_economy_and_power_were_built_on_forced_migration_and_torture/


立在人类的买卖和繁殖上的。进入这种运作模式的决定充满了种族主义和

贪婪。然而，决定性的特征是追求利润。主要立法是通过它将如何影响奴

隶主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棱镜来看待的。(110) (111) 

 

这本书不仅仅是对北美奴隶制经济学的讨论。这本书还收录了暴行、强奸

、性虐待、绑架以及与奴隶制有关的许多其他恐怖事件。没有人道的奴隶

主；拥有另一个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不人道的。美国建立的奴隶制结构——

一种有意培育人类以换取他们的劳动的结构，他们希望这种结构是永久性

的——超出了所有不人道的定义。这本书明确指出的一个事实是，任何参

与美国金融市场或州际贸易的人也参与了奴隶拥有、繁殖和贸易行业。鉴

于奴隶制度对美国经济的中心地位，几乎没有办法避免这种共谋。事实上

，今天的财富中至少有一小部分是通过买卖人类获得的。” 

 

多亏了媒体、所谓的历史学家以及历史书籍出版商的合谋，大多数美国人严重低

估了美国奴隶人口的比例。在美国所有的州，奴隶至少占人口的25%，在许多州

，奴隶数量超过60%，白人和土著奴隶的数量似乎很高在许多研究中，ot都被计

算在内，或者被有意识地排除在外。由于白人妇女很少在家外工作，而且包括儿

童在内的所有奴隶都是强迫劳动者，因此在许多州，她们将构成劳动人口的绝大

多数。18小时的工作量和严酷的待遇往往导致她们的寿命只有5到10岁十年后，

奴隶，特别是白奴，可以廉价地被替换，女奴和妇女从10岁或12岁开始就被强迫

怀孕，每个人至少生育几个孩子，这些孩子也会成为奴隶，从而在不增加额外成

本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 

 

不仅黑人奴隶制促成了美国财富的形成；白人奴隶（主要是爱尔兰人）被运到美

国，美国本土人被殖民者奴役，并作为奴隶被运到欧洲，也有大量的贸易。此外

，还有数百万中国人和印度人被绑架d被同一个奴隶贩子在美国和拉丁美洲贩卖

为奴隶。事实是，在新大陆发现后，哥伦布和其他犹太奴隶贩子几乎立即开始捕

获并将大量本地人送往欧洲奴隶市场。美国历史书忽略了这一信息，因为这与迪

斯尼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像斑比一样的美国，那里居住着大量寻求自由和机会的被

压迫人民。美国历史学家和美国政府仍然坚决拒绝面对奴隶制给白人精英人口和

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经济利益的严酷事实。 

 

宣传机器告诉我们，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宗教自由和宽容原则基础上的殖民地。但

在现代美国历史上，奴隶制与美国追求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有着非常明显的联

系。即使是早在16世纪初抵达美国的第一批船只也载有奴隶许多历史学家估计，

至少有2000万名非洲人被绑架并运往美国，用于当地和半球奴隶市场，而当我们

考虑到被普遍接受的数字，只有10%的黑人被绑架而幸存到了美国，这大概是2亿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15/04/10/the-black-struggle-against-slavery/
https://www.counterpunch.org/author/ron-jacobs/page/2/


公斤。d、 产生奴隶贸易、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德价值观深深植根于犹太-基

督教精神之中，几个世纪以来基本保持不变，至今从未消失。 

奴隶制本应在19世纪60年代末被废除，但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并且在随后的

100年中，对黑人的强烈反对导致了恐怖主义、绞刑和无数旨在防止黑人经济和

政治竞争的法律。美国奴隶制建立在严格的宗教社会阶级意识的基础上等级制度

，近一半的美国南部家庭拥有奴隶，他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取决于他们的

奴隶所有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严格遵循犹太教或福音派基督教的严酷形式，通

过模糊和错误地引用圣经故事，特别是犹太和基督教故事来证明他们参与奴隶制

度的合理性基督教关于黑人基本自卑的理论，并声称过去所有伟大的文明都从事

奴隶制。许多人还试图将其扭曲的宗教版本强加给奴隶，作为控制人口的手段。 

 

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黑人“被人类屠夫绞死、烧死、殴打、折磨、谋杀、

鞭打、剁碎，他们在最微不足道的场合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切割和蹂躏奴隶，在各

个方面都像对待畜生一样对待他们”将钉子钉入桶内，使钉子的尖端刚好伸出桶

内。然后他们会把一个奴隶放进木桶里，用钉子把盖子钉上，然后把木桶滚下一

座又长又陡的山。“奴隶主们会把他们鞭打致死，直到他们变成一团鲜血和生肉

，只想到一条狗被杀。一位作者引用了一位名叫托马斯·蒂斯特伍德的人的个人

日记，他是美国的种植园监督员，他描述了他的奴隶被殴打，然后粪便被塞进嘴

里。一位奴隶主告诉一位来访者：“有些黑人决意不让白人鞭打他们，当你试图

鞭打他们时，他们会反抗你；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杀死他们。”。对奴

隶的身体虐待和性虐待被广泛接受并公开进行。女奴隶经常被他们的主人强奸，

并作为款待来访的朋友。Fergus Bordewich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虽然公司的绝大多数“人力资源”都是人力资源“如果最终进入棉田，许多

女性，特别是漂亮的混血儿，注定要卖淫。在巴普蒂斯特先生引用的几封信中，

一位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实事求是地表示，他最近购买的两位女性“很快就可以通

过经营妓院来为自己买单……这完全是为了该公司及其联合代理人的利益。” 

 

关于美国白人对他们的黑奴所做的巨大而无情的残忍的故事，会让你对这一切不

人道的野蛮行为感到恐惧，但美国人已经被神话和意识形态所压倒，以至于顽固

地坚持他们的国家是建立在基督教价值观、自由和人权之上的。犹太裔美国众议

员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宣称，黑人奴隶制

并不那么糟糕，因为它给了孩子们一个在“家庭环境”中成长的机会，却轻易地

忽略了以下事实：（1）家庭分离是奴隶制进程的固有因素；（2）奴隶不允许结

婚，因此，黑人女性的后代通常是白人主人强奸的结果。米歇尔，这不完全是一

个家庭环境，但谢谢你的贡献。 

 

美国人会告诉你，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宣布奴隶制为非法，使美国走上了道德

正义的新道路，但这一说法是错误的。美国从未废除奴隶制。第13条修正案明确



指出，奴隶制和非自愿劳役是允许的，“作为对犯罪的惩罚”，这说明了一切。

在这项修正案之后，美国的奴隶制仍在继续，但结构有所改变。在此之前，黑人

、白人和土著印第安人归其主人所有；修正案后，他们是因犯罪而受到惩罚的自

由罪犯——唯一有用的区别是改名。在获得“自由”后，这些人立即被作为罪犯

逮捕，并被安置在国家新的罪犯租赁系统中，在那里他们受到了与以前一样的恶

劣待遇。新的法律立即通过，有效地将黑人和其他前奴隶定为犯罪，并允许他们

重新成为奴隶。这些所谓的罪行往往被模糊地定义为具有普遍性，其反复无常和

武断的执行也是如此。盗窃价值低于一美元的物品将被判五年监禁。对黑人和前

奴隶来说，流浪和“流浪”都是犯罪。看着一个白人女性是一种犯罪，持有不充

分的身份证明或就业证明会被判入狱，就像欠债或“身为黑人走路”一样。几乎

每天都有更多的罪行被捏造出来，以证明将黑人——以及许多穷人——围困到可

能成为终身契约奴隶的境地是正当的。法律允许警察“在劳动力短缺时围捕闲散

的黑人”，为雇主提供法律工具，防止这些奴隶工人永远退出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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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劳工简史 

  

与大多数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从未接受工会的概念，美国媒体总是将工会

描述为一种危险的剥削工人的社会主义，并对其进行诋毁。但一直以来，资本主

义剥削工人，社会主义试图保护工人，这是千真万确的。多亏了媒体，今天的大

多数美国人仍然有着与现实相反的理解。事实上，从历史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企业，都从未对工人或雇员给予过太多关注。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的一段短时间内，受恐惧驱动的开明企业利己主义创造了一个相当良

性的劳动环境，但这只是一种幻觉，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和资本都恢复了原来的

色彩时，幻觉被驱散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拥有各种工会的工业私营部门工



人数量下降了70%左右，主要原因是严酷的资本主义和立法环境。大多数美国工

人仍然想要工会，但反工会的阴谋太强大了。 

 

美国政府和企业都向工会渗透腐败政客和其他官员，试图从内部摧毁他们。当这

些尝试失败，劳工组织显示出成功的迹象时，他们要么被谋杀，要么被陷害，并

被判有罪，通常被处决。美国政府在其历史上一直完全无视法律，每当法律对其

目的造成不便时。其中一个目的是镇压劳工，政府经常不仅捏造对工会组织者的

刑事指控，而且根据从未存在过的法律将他们定罪。在一个著名的案件中，试图

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一个矿山工人工会的劳工组织被该州指控谋杀和共谋。当这

些指控未能成立时，组织者和十几名工会成员因“顽固”被处以绞刑。 

 

2015年2月，萨姆·米特里亚尼（Sam Mitriani）撰写了一篇题为《警察起源的真

实历史：保护和服务社会主人》(1) 的内容丰富的文章，准确地反映了美国司法

系统的起源和应用。以下是他评论的简要编辑摘要。 

 

这种自由主义的看待问题的方式是基于对警察的起源以及警察的使命的误解。警

察不是为了保护和服务人民而设立的。它们不是为了阻止犯罪而创建的，至少不

是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那样。它们当然不是为了促进正义而创建的。它们的创立是

为了保护19世纪中后期出现的新形式的雇佣劳动资本主义不受该制度的后代工人

阶级的威胁。在19世纪之前，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我们认可的警察部队。然后

，随着北方城市的发展，大部分是移民工薪工人，他们在身体和社会上都与统治

阶级分离，管理各个市政政府的富裕精英雇佣了数百人，然后又雇佣了数千名武

装人员，以维持新工人阶级社区的秩序。阶级冲突席卷了19世纪末的美国城市，

如芝加哥，在1867年、1877年、1886年和1894年经历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暴乱。在

每一次动乱中，警方都以极端暴力袭击罢工者。在这些运动的后果中，警察越来

越表现为一条保护文明的细线，他们指的是文明中的资产阶级精英部分，不受工

人阶级混乱的影响。这一思想自那时起就被重演，至今仍是美国法律和司法的基

础，这也是公司管理人员几乎免于起诉的原因之一，即使是最严重的犯罪行为，

而下层社会将因轻微盗窃或吸食大麻而在监狱中遭受五年的监禁。 

大城市警察从来没有中立地执行过“法律”——就这一点而言，法律本身也从来

没有中立过。在整个19世纪，在北方，警察大多以行为不检和流浪等定义模糊的

“罪行”逮捕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针对任何他们认为对“秩序”构成威胁的人

。在后贝勒姆时代的南方，他们强制白人至上，并在很大程度上以捏造的罪名逮

捕黑人，以便将他们送入罪犯劳动系统。警察所实施的暴力以及他们与巡逻人员

之间的道德分离并不是个别警察暴行的后果，而是精心设计的政策，旨在将警察

塑造成一支可以使用暴力来处理伴随工资劳动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问题的力量。

警察是为了使用暴力来调和选举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今天，它们只是“刑事司

https://www.alternet.org/2015/02/true-history-origins-police-protecting-and-serving-masters-society/


法”系统中扮演同样角色的一部分。他们的基本工作是在那些最有理由怨恨该制

度的人中间维持秩序。 

 

美国最著名的劳工领袖之一是汽车工人的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他

的社会主义观点令通用汽车和其他汽车制造商的所有者深恶痛绝。有一次，在为

工人安全和宜居工资进行谈判时，鲁瑟在家中被枪杀并受重伤，随后又发生了两

起暗杀企图。随后，他乘坐的一架私人飞机发生了非常可疑的坠机事件。鲁瑟幸

免于难，但最终在第二次同样可疑的私人飞机坠毁中丧生。(2) (3) (4) 截至撰

写本文时，联邦调查局仍拒绝公布数百页与鲁瑟之死有关的文件。(5) 除了蓄意

杀戮和陷害外，美国政府在各国中独树一帜，有着悠久而肮脏的历史，每当本国

公民与一直控制着国会和白宫的资本家发生冲突时，美国政府就会动用军队镇压

和残暴对待他们。它还积累了一段同样肮脏的立法历史，旨在保护和提高企业精

英的利润，而牺牲国家人民的利益。(6) 

 

但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自共和国成立之初以来，美国资本主义和

政府DNA中就根深蒂固的对非精英的基本态度。在19世纪末之前，大多数人要么

从事农业，要么拥有一家小商店，要么从事木工、铁匠或裁缝等行业，其余的人

靠打零工和临时工维持生计。在这段时间里，随着工业化最终站稳脚跟，社会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部分公众为了寻找工作而迁移到城市地区，因此从独立的农

民和微型企业主转变为依赖的全职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在资本家和政府领导

人的心目中，这些工人及其对宜居工资的渴望是进步的敌人。在这一时期，工人

们几乎不断地、普遍地谴责他们的工资奴役和缺乏工作安全，而政府同样普遍地

、非常无情地雇用军队来确保安全，而不是工人的安全，而是资本主义的利润。 

从19世纪末开始，美军是镇压工人的主要工具之一。1894年，美国军队在芝加哥

开枪打死数十名工人，结束了铁路工人的罢工。(7) (8) (9) 几个世纪以来，采

矿在美国一直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职业，时至今日，采矿工人的罢工尤为普遍。

1914年，美国军队在科罗拉多州向一群罢工的矿工开火，再次以杀害罢工者结束

罢工 (10) (11)。不久之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煤矿里，试图组织工会的个

人被公司管理层枪杀，他们在一次简短的审判中被无罪释放 (11)。即使是警察也

不能幸免；1919年，波士顿的一次警察罢工结束了，当时军队被召来以暴力结束

罢工，许多警察被杀 (12) (13) 。同年，华盛顿的一名劳工组织者被抓获、拷打

、阉割，然后被私刑处死。(14) 

 

军方也不能幸免。1932年，随着大萧条的加剧，近5万名一战退伍军人游行到华

盛顿，要求政府提前几年支付他们承诺的625美元奖金 (15) (16)。士兵们，大多

数和他们的家人，在首都附近的一些平坦的土地上露营，以唤起对他们困境的同

情，但没有得到同情。相反，当时的胡佛总统派出了警察，这一举动导致了暴行

、暴力和不少人死亡。失败后，胡佛派出现役军队驱散“持不同政见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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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给政府带来麻烦，只给政府带来了尴尬。军队在伟大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将军的领导下，在当时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少校（后来成为美国总统）和病态

著名的乔治·S·巴顿的协助下，突袭了营地，向老兵开火，并向营地注入催泪

瓦斯，造成数千人受伤，一些新生儿死亡 (17) 。麦克阿瑟下定决心驱散自己的

前士兵，甚至在接到总统停止袭击的命令后，他仍继续进行袭击。退伍军人被驱

散，两手空空。 

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资本家和政府已经制定了控制工人及其工资要求的全国

性计划，成立了工作队，其职责是识别和破坏所有工会组织者以及对资本主义和

政府的批评。许多人未经指控就被监禁，无法获得法律顾问的帮助。军队的效率

也有所提高，现在在许多场合使用轰炸机从空中袭击罢工工人。1921年，在西弗

吉尼亚州的一次大规模矿工罢工中，数千名士兵与大约5000名罢工矿工进行了一

场枪战。(18) 当一场明显的胜利似乎遥不可及时，美国政府增派了数千名士兵，

除了轰炸机和战斗机外，还动用了一支化学战部队。(19)(20) 当罢工者最终投降

时，幸存者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并被监禁。1930年，数百名农场工人因试图组建工

会而在加利福尼亚遭到殴打和逮捕，并被判“犯罪社会主义” (21) (22) 。数十

年来，美国军方通过杀害罢工者，残忍、暴力地终止劳动罢工的例子不胜枚举。 

 

参与这些暴行的不仅仅是美国军队。许多大公司都支持用自己的常备军来对付罢

工工人，约翰·洛克菲勒是最糟糕的例子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例子。1927年，

他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矿井里罢工的矿工被他的私人军队用机关枪屠杀。

(23)(24) (25) 两年后，在北卡罗来纳州，更多的罢工纺织工人遭到伏击和谋杀

。(26) 几年后，超过50万名工厂工人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了罢工，这次罢工受到

美国军队和私人军队的强烈镇压，以至于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没有人敢尝试组

建工会。(27) (28) (29) 1935年，俄亥俄州托莱多一家工厂的罢工电气工人遭到

1300多名美军的大规模袭击和杀害，其中包括8个步枪营和3个机枪营。(30) (31) 

一年前，旧金山警方在一次罢工中开枪打死了许多码头工人，枪击案如此无耻，

挑起了整个旧金山-奥克兰地区的大罢工。(32) (33) 媒体已经在扮演他们的角色

，声称“共产党煽动者已经控制了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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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1914年的照片由丹佛公共图书馆西部历史收藏馆提供，显示了路易斯-蒂卡

斯的葬礼，成千上万的矿工同伴陪伴着他的尸体，当时的报纸报道说，葬礼队伍 

"长达数英里" 

 

 

 

一个特别臭名昭著的事件被称为勒德洛大屠杀，涉及煤矿工人针对洛克菲勒家族

所有者的不人道行为进行罢工，这是北美劳工史上对工人最残酷的袭击之一。

(34) (35) (36) (37) (38) (39) (40)作为背景，工人们被迫在极其恶劣和危险

的条件下工作，那里的死亡率很高，工资很低。此外，工人们的工资不是现金，

而是纸钞，只能在公司拥有的价格很高的商店里消费。煤矿工人成功地组建了工

会，然后试图制定安全法规，并增加了实收工资。这些安全和工资问题在美国工

业界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即使在那时，工业精英和政府也坚定地团结起来反对

劳工和穷人。 

 

 

 

在这起案件中，当一名工会组织者被矿场经理杀害时，紧张局势达到了顶峰，导

致洛克菲勒矿业公司和工会组织大罢工。洛克菲勒通过自己的矿区控制了该地区

的大部分地区，对工会的要求感到愤慨，将所有的矿工从他们公司所有的房屋中

驱逐出来，让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在严寒地区的荒野中无家可归，开始为期七个月

的持续野蛮和镇压计划。洛克菲勒家族和当时许多其他美国大公司一样，对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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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采取了惊人的侵略性立场，雇佣了数百名武装暴徒进行骚扰、殴打和杀害。

洛克菲勒获得了装有机关枪的装甲车，驶过矿工们驻扎的帐篷区，并用炮火扫射

帐篷，杀死了许多工人和他们的孩子。工会成员和组织者遭到绑架和殴打。当私

人军队证明不足以摧毁罢工者的意志时，洛克菲勒安排政府派遣国民警卫队，继

续执行同样的好战和暴力政策。最后，政府命令国民警卫队清空矿工营地，他们

以巨大的火力进入营地，并在一场持续近14小时的战斗中用机枪扫射营地。 

 

 

这张1914年的照片由丹佛公共图书馆西部历史收藏馆提供，显示了儿童和一些成

年人在科罗拉多州中南部的路德洛营地合影。 

在科罗拉多州国民警卫队和罢工的煤矿工人之间的战斗中，两名妇女和11名儿童

死于营地的火灾。 

 

一名矿工走近国民警卫队总部，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但他遭到殴打并被

子弹击中。当晚，警卫人员进入营地，放火焚烧了一些帐篷，活活烧死了许多妇

女和儿童，并枪杀了许多试图逃跑的人。随着这场大屠杀的消息传开，美国各地

的工人都进行了全国性罢工，但最终金钱的力量和美国政府的残暴残忍是至高无

上的，工人们完全失败了。并没有人被指控谋杀或其他罪行。 

 

洛克菲勒不是唯一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来对付工人的精英资本家。(41)拥有共和

国钢铁公司（Republic Steel Company）的塞勒斯·伊顿（Cyrus Eaton）值得特

别注意，即使在一个由无情的犯罪资本家统治的国家，他也有开枪打死任何试图

组建工会的人的倾向。他的公司拥有一个武器库，包括军事级火力加上催泪瓦斯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usa/parties/spusa/1914/0900-debs-gunmenminers.pdf


和其他武器。在一次罢工中，当警方证明无法通过多次逮捕驱散罢工者时，伊顿

的军队携带枪支、催泪瓦斯和棍棒进入，造成许多工人伤亡，许多死者背部中弹

。(42) (43) (44) 我早些时候提到了汽车工人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

的死亡，但他的前世与他的末日相似，有一次他和他的员工被福特汽车公司的私

人军队毒打。(45) (46) 卡内基和其他富有的美国精英工业家庭都符合这一模式

。(47) (48)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镇压一直具有不同的味道。在美国，任何与政府合作的

公司都可以依靠美国军方的援助来支持他们的掠夺性人类行为，但他们也可以组

建自己的私人军队，在与贫困劳动者打交道时几乎完全不受影响。对于那些没有

军队的公司来说，还有第三种选择，即平克顿侦探社（Pinkerton Detective 

Agency) (49) (50) (51)，这是一家声名狼藉的对不快乐的工人施暴的机构。在

其权力最强大的时候，平克顿侦探社是世界上最大的私营执法机构，雇用的人员

比美军本身还多。在此期间，企业将雇用平克顿机构渗透工会，恐吓工人，并以

军事暴力对抗罢工者。这家公司遭到了几乎所有非主要实业家的痛恨，美国一个

城市的市长对平克顿的描述如下：“他们是一群割喉者、小偷和杀人犯，利用无

良资本压迫诚实的劳工。” 

 

工资低、工人安全不足或根本不存在、工作时间长、特别是工伤缺乏医疗保健等

问题一直持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工资被冻结，而企业利润

达到极高水平，这一情况在工业工人中造成了强烈的痛苦和不满。在这5年期间

——当时罢工因战争而被禁止——美国经历了14000多起罢工，涉及近700万工人

，其中大部分在采矿、钢铁和汽车行业。通常情况下，罗斯福总统号召军队强行

镇压这些叛乱。 

 

战后，当战时工资冻结和罢工禁令取消时，这些劳工问题增加了。1946年的前六

个月是美国劳工部现在称之为“该国历史上劳资冲突最集中的时期”, (52) (53) 

(54)当时几乎整个国家的劳动力最终反抗了几十年的暴行和不公正。全体美国工

人对他们的制度导致的苦难充满了愤怒和沮丧，最终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他们

公然不愿意在危险和低薪的职业中奴役，而公司及其精英们却庆祝着前所未有的

、高利润。同年1月，20万名电气工人举行了罢工，随后是10万名肉类加工工人

，几天后，近100万名钢铁工人举行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紧接着，数

十万煤矿工人罢工，中断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数十万铁路和石油行业

工人紧随其后。美国政府不折不扣地利用军队控制了所有这些工业场所，杜鲁门

总统公开威胁要绞死这些罢工工人，他称这些工人为叛徒, (55) (56) (57) 并建

议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刑事处罚。正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环境中，沃尔特

·鲁瑟终于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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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几乎是突然，气候发生了变化，主要原因是精英阶层对第二次美国革命的

真正恐惧。这些怨恨和反抗的情况如此普遍，以至于迅速造成了一个社会如此不

稳定，以至于无法治理，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经济崩溃。正

是这一点迫使社会契约进行了修订，制定了新的规范，其中包括最低工资和正常

工作周，以及正常和不断增加的工资，以及对稳定甚至永久就业的期望。假期、

医疗和其他福利最终被增加。正是这一新的劳动稳定社会契约，增加了实际工资

，缩小了收入差距，创造了美国近四十年来的卓越经济表现。正是这种劳动力一

致性和工资公平性的提高，使得工资、工作条件和社会公平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甚至连工厂工人也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房屋、汽车、船只和定期休假。 

 

也许更重要的是，社会契约的巨大调整和工资的增加，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为中

产阶级甚至下层阶级的孩子提供了广泛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为美国家庭靠

工作维持生计，他们可以放弃童工的微薄收入，把孩子留在学校。人们突然对未

来充满了无限的期望，因为这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方法在带来蓬勃发展的美国

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发展的变革。正是这些出生于二战期间和战后的孩子

，第一代美国人在希望的氛围中成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产

生了民意调查结果。美国公民报告说，他们对未来的希望越来越大，并期望自己

孩子的生活比自己的好。在这场准革命之前，这些情绪都不存在。只有普遍的、

几乎无法控制的劳工起义和对广泛的、彻底的公众起义的真正恐惧，才导致了这

些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从而造就了美国中产阶级。所有这些都是美国从残酷的“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短暂转型的结果。但它并没有持续

下去。 

 

在典型的美国风格中，由于被迫放弃自己的罪恶，精英们不仅因其新的犹太-基

督教美德的过度而受到赞扬，而且开始宣传另一个历史神话，美国突然被重新定

义为机会之地，从而诞生了美国梦。都是宣传。美国工人很快就从地球上最受虐

待和虐待的劳动者转变为那些生活突然不再是绝望和苦工的人，而好莱坞领导的

宣传机器立即进入高速运转状态，让美国人相信事情一直都是这样——好的，而

且在改善。他们并没有就此止步。这一梦想一年比一年扩大，很快就把那些有价

值但乏味的常规工作抛在脑后，取而代之的是在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实现的财富和

成功的梦想。当然，精英资本家们正忙于策划通过促进消费主义和“生活水平”

来释放这个新中产阶级的所有财富，坚定地将消费社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一

切都是一场骗局，是由一场针对易受骗公众的大规模宣传运动产生的，目的是用

对虚构未来的虚假希望取代对精英的革命怨恨。 

 

这一“劳动的黄金时期”、新的社会契约和随之而来的宣传不仅是一场骗局和神

话，而且只是一种暂时的消遣，因为精英们重组和重建了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这些力量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为他们服务。精英们和他们的秘密政府对他们在



与美国农民分享金钱方面所作的经济牺牲从来都不满意，这种情况也不可能持续

下去。如今，许多作家和历史学家都同意，有一个可行的计划可以将美国中产阶

级掏空。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许多人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最顶尖的

1%并没有从今天的中产阶级那里偷钱；相反，他们正在收回一直属于他们的东西

。他们慷慨地与农民分享财富，从而创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这是一种反常的强

加在他们身上的反常行为，他们现在正在恢复所有仍然居住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

级的财富。简单地说，他们想要回他们的钱。结束农民对未来的幸福感和信心，

洗劫所有中产阶级银行账户的计划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制定，并在美联储于

20世纪80年代初策划恶性衰退时以复仇的姿态实施。这就是结局的开始。2008年

的金融危机也是由美联储策划的，是这一过程的中间阶段。末日还在后头，偷工

资是加速这一进程的一种方法。 

 

2015年3月2日，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还有历史。事实证明，我们过去的中产阶级社会并不是由非个人的市

场力量演变而来的——它是由政治行动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创造的。1940

年美国仍然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但到1950年，收入差距的大幅缩小

改变了这个社会，而这正是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经济学家克劳迪娅·

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罗伯特·马戈（Robert Margo）称之为“巨

大的压力”。这是怎么发生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直接干预，特别是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的工资制定权被用来缩小收入最高者和收入最低者

之间的差距。当然，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工会组织的急剧增加f正是战争年

代的充分就业经济，创造了对工人的强烈需求，使他们有能力寻求更高的

工资。然而，重要的是，战争一结束，巨大的压力就没有消失。相反，充

分就业和亲工人的政治改变了工资标准，强大的中产阶级持续了多年不止

一代人。哦，战后的几十年也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58) 

 

克鲁格曼竟然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史如此无知，我感到震惊。他不仅错误地

掌握了事实，而且对事件的理解充其量也只是青春期前的事，最后他用一

句愚蠢的评论来贬低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之一：“哦，战后的几

十年也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为标志。” 

 

詹姆斯·佩特拉斯将这一次归类为大变革，美国政府 (59), 美联储、银行家和大

型跨国公司在意识形态上惊人地转向了极右。正如你稍后将看到的那样，这一次

是劳动力被抛弃的时候，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社会契约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被切断

所有这些都是出于忠诚，但这种对社会契约的诋毁并不是经济衰退的结果。相反

，沃尔克故意策划的经济衰退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单方面重写契约。重要的是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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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1983年的严重经济收缩并不是偶然的灾难性后果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

Paul Volcker）按照指示行事，导致了又一场野蛮的衰退，而这场衰退恰恰是为

了改写整个金融和企业的面貌，同时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破坏已经存在了四十

年的社会契约。(60) (61) (62) (63) 

 

破坏战后社会契约和重塑经济格局的计划几乎在契约首次起草后立即制定并付诸

实施。经济学家埃德温·狄更斯（Edwin Dickens）研究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

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记录，他的分析证明了美联储的正确性他指出，美

联储多次故意在主要工会合同到期前收缩货币供应和信贷，这是因为美联储的行

动一贯旨在通过创造条件使工人更加不安全，从而在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更加合

规，从而使前1%的人受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写

下“信贷限制的目的是从雇主手中收回以现有工资和价格水平雇佣劳动力的金融

手段……”时警告世界，美联储和其他私人中央银行。。。无限制地加剧失业，

直到工人们准备在严酷的事实压力下接受必要的货币工资削减。换句话说，阶级

斗争。与宣传和大众信仰相反，美联储的政策从来不是一个货币纪律问题，而是

通过控制劳动力实现的阶级纪律问题。显而易见，美联储执行维持充分就业的政

策将是自取灭亡的，因为这只会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制造阶级冲突，至少在美国

掠夺式的资本主义中是如此。“美联储服务于权贵的需要。它的作用是保护资本

不受劳工利益的影响。为了维护劳工纪律，美联储委员会的任务是维持足够高的

失业率，使工人担心失去工作。” 

 

在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时，沃尔克宣布决心打破通货膨胀，但他真正的决心是永

久性地打破工党的后盾。沃尔克真的对美国劳动的中下层阶级发动了一场阶级战

争，完全是为了流血。他关于打击通胀的声明——这是美联储自己造成的，但现

在却被归咎于劳工——只是为了让民众保持沉默，让他们不知道他计划对他们进

行的恶毒攻击。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将货币供应紧缩到如此极端，以至于他立即使

美国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直到整个美国金融体系本身受到威胁时

才松懈下来。在所有这些流血事件中，沃尔克唯一感兴趣的似乎是劳动合同要求

和和解的条款。他唯一的决定是工资会下降，并一再表示“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水

平必须下降”。(65) (66) (67). 企业精英——最顶尖的1%和银行家——越来越

多地将虚构的责任归咎于国内工资，但推动他们的只是对过去不合理利润的贪婪

记忆。《商业周刊》在一篇社论中无意中指出了沃尔克行为的阶级战争性质，“

有些人将不得不少花钱。然而，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这将是一颗难以吞咽的药

丸——少花钱让大企业多花钱。”。(68) 这就是整个故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主任迈克尔·穆萨高度赞扬了沃尔克的方法，“美联储

必须表明，当面临维持从紧货币政策以对抗通胀和放松货币政策以对抗衰退之间

痛苦的选择时，它会选择对抗通胀。(69) 换言之，为了建立自己的信誉，美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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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表现出愿意洒热血，大量的热血，其他人的热血”他说。到沃尔克结束时，

数百万的制造业岗位消失了，工资下降了30%甚至更多，工业中西部地区从未恢

复。他箭袋中的另一支箭是放松管制，旨在进一步降低工资并削弱美国劳动力的

支持。正如一位专栏作家所写，“有趣的是，这场战争的潜在敌人——工人——

在这段回忆中没有被提及，对农民和拉丁美洲人的附带损害也没有被提及。但是

工人们做了什么使国家将他们视为敌人呢？这些人是不是因为贪得无厌而受到了

某种罪恶行为的谴责？”当奥巴马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

始，社会契约开始瓦解”时，他完全意识到原因，但选择不说。 

 

美国曾经有一个有趣的卡通系列，名为《身份巫师》，在其中一个卡通中，一些

贫农向国王问道：“我们以为你向贫困宣战了”，国王回答说：“我向贫困宣战

了。”。农民们问：“我们为什么还穷？”国王回答说：“因为你输了。”。这

完美地反映了沃尔克伟大变革的开端。当无产阶级在舔舐伤口，考虑自己与贫困

的新距离时，美国资产阶级，最顶层的1%，同样成功地将偷来的工资重新用于更

有用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顶层1%几乎囊括了自那时以来的所有收入和资产收益

，以及为什么企业高管的薪酬从普通员工的十倍增长到几百倍。曾经年薪30万美

元的首席执行官现在的年薪为2000万美元，他们常常因为不称职而获得比能力更

高的报酬。哈佛商学院（Harvard’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迈克尔·

詹森（Michael Jensen）的一项研究表明，95%的首席执行官合同甚至为犯有欺诈

或贪污罪的高管提供了巨额遣散费，这本应是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惊人谴责。(70)

在一个典型案例中，斯坦利· 奥尼尔（Stanley O’Neal）宣布在其领导下的美

林（Merrill Lynch）在一个季度内损失了80亿美元后被“解雇”，并获得了1.6

亿多美元的股票、期权和其他退休福利。(71) 沃伦·巴菲特告诉他的股东，“被

解雇会给首席执行官带来特别丰厚的薪水。事实上，他在清理办公桌的时候，一

天就能“挣”到比一个美国工人一辈子打扫厕所挣的还要多的钱。忘记那句关于

成功是成功的格言吧：今天，在管理层，最普遍的规则是失败是成功。” (72)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人的舒适度和经济安全感都大大提高，家庭收入自

1946年革命动乱以来翻了一番或三倍。然后，多亏了美联储及其朋友和所有者，

聚会结束了。工资下降，家庭收入下降，繁荣慢慢消失，经济衰退美国中产阶级

和美国梦正在走向消亡。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沃尔克的衰退并不像其他衰退那样

是暂时的反常现象；这一次是一次永久性的、持续性的打击。约翰·肯尼迪（

John Kennedy）因说涨潮会把所有的船都掀起来而闻名，但正如有人所写，这场

衰退并不是暂时的反常现象ime“越来越多的船只被拴在船底事实证明，这是真

的。自那时以来，生产率显著提高，而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好工作越来

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低薪工作。福利被大幅削减，就业变得更加不安全。它开

始于对劳动力的破坏和放松管制，接着是全球化和外包，并发展到金融化和我们

所称的“沃尔玛化”以及任务兔经济——用兼职贫困取代高薪全职就业。到20世

纪80年代初，《底特律条约》被单方面废除，劳动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https://www.newsweek.com/2017/04/14/harvard-business-school-financial-crisis-economics-578378.html
https://www.thestreet.com/investing/stocks/oneal-skates-with-160-million-10387295
https://www.mlrpc.com/articles/executive-compensation-much-much/


 

 “如果沃尔克和卡特对工会的攻击是间接的，那么里根的攻击完全是正面的。

(73) 在1980年的选举中，空中交通管制员联盟是少数支持里根参选的劳工组织之

一。然而，他们无法与政府达成协议，当他们选择违反联邦法案进行罢工时根据

法律，里根将他们全部解雇。里根的工会破坏行为很快被许多私营部门雇主效仿

。”事实上，几乎所有大公司都效仿里根的做法，故意强迫罢工，以此作为摧毁

工会的工具。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广泛共享繁荣的时代已经结束”。企业

忠诚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会议委员会（Conference Board）的一项

调查发现，大多数高管都同意员工忠诚度的重要性，并认为员工忠诚度应该得到

奖励，但仅仅十年后，只有5%的人持这种观点。引用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克·

韦尔奇（Jack Welch）的话说，“对公司的忠诚是胡说八道的”，并明确表示，

未来他的公司将只奖励股东，而不是员工。在里根执政期间，放松对企业和劳动

力市场的管制是为了破坏我们可以称之为“终身就业”的社会契约，并将工会从

整体格局中移除。它缓解了美国经济向外包的过渡和最终的去工业化，也严重削

弱了政治左翼的权力基础。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复兴20世纪20年代及之前的奴

隶劳动格局，将美国劳动力转变为一个无力的、零工的、任务兔式的雇佣社会。 

 

2013年，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撰写了一篇深思熟虑且富有智慧的

文章，题为《任务兔经济》（Task Rabbit Economy）(74) ，他在文章中描述了

当今美国可怜的劳动力状况，即大约4000万美国人为了生存而沦为兼职、临时、

临时和零工的困境。在他的文章中，他包括了这样一句话：“当我们试图弄清楚

为什么美国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随意的就业经济体，以及如何扭转这一趋势时，

我们最好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他看了看，但看不见。尽管面对着所有的事

实，他仍然想相信，美国劳工的这种破坏是一种不幸的事故，他的政府和政客们

迫切希望修复这种事故。但事实是他们不想修复它。是他们造成的。这是他们造

成的。他们希望这样做，让美国的劳动力和资本回到战前的状态；美联储引发的

衰退，特别是1983年和2008年的衰退，是为了促进这种逆转。这一转变尚未完成

；还有更多。 

 

我们只需看看历史记录，就会意识到这些变化太过剧烈和广泛，不可能是简单的

经济衰退自然造成的。几乎在经济衰退袭来，数百万人失去工作和住房时，大公

司就好像在指挥一样，突然间解雇了数百万名员工，并重新聘用他们为合同工。

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经济困难和必要性的结果；这是恢复战前劳资关系和收

入差距状态计划的一部分。它成功了。自1980年以来，收入最高的1%几乎囊括了

所有的收入增长，而至少一半的中产阶级已经变得贫困并沦为下层阶级，如今美

国计划的收入差距大约相当于中美洲和南美洲许多国家的收入差距。一位专栏作

家在写作时完美地描述了这种情况，“只有将压制劳动力的力量作为等式的一部

分，才能解释过去35年中好工作总体下降的原因。只有考虑到工人权力的衰落，

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公司坐拥超过1兆5000亿美元的未动用现金，利用这些

https://www.usw.org/blog/2014/age-of-crushing-anxiety-how-the-bottom-fell-out-in-america
https://prospect.org/power/task-rabbit-economy/


资金回购股票，增加股息，但几乎所有人都没有考虑到提高工人的工资。(75) “

他的评估是正确的100%。” 

 

心理学家知道，恐惧——对事件的预期恐惧——会产生更多的焦虑，如果持续时

间过长，会比事件本身更具破坏性。他们还知道，失去工作是对人类心理最具破

坏性的经历之一，通常比离婚或失去肢体更糟糕。在后一种情况下，心理会重新

受到伤害失业率上升，即使缓慢，受害者也会恢复正常。但失业会带来更多的伤

害，其中之一就是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下降。配偶和子女往往因失去生活水平和曾

经享受的消费水平而遭受痛苦的情绪困扰。这一点在美国尤其如此美国道德主义

和评判性的基督教会，那里的“赢家”被崇拜，而“输家”被鄙视。备受尊敬的

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写道，失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问题，“失业一年或两年后的伤害与开始时一样大。”“这意味着，如果工人普

遍害怕——害怕——失业，就业率的任何下降都可能平息他们的不满。他们变得

有可塑性，顺从，不抱怨。 

 

当然，这一心理知识并未逃过美联储的注意，并在艾伦·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

席时成为美国经济政策的支柱，他称之为“受创伤的工人”,(76) 指的不是失业

者，而是担心失业的人。正如罗伯特·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所报道的那

样，格林斯潘将受伤的工人视为在不断变化的经济中感到工作不安全的人，因此

不得不接受较小的工资增长。他曾与商界领袖交谈，他们表示，他们的工人并不

激动，担心如果被迫换工作，他们的技能可能无法销售。” 

 

格林斯潘在向美国国会作证时直言不讳地表示，“工资增长率仍明显低于历史上

与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关系所预测的水平。几年来，对薪酬增长的非典型限制一直

很明显，似乎主要是工人更不安全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恐惧和随之而来的对

美国就业的破坏，工资停滞不前，公司利润和收入不平等性在美国飙升到如此之

高，这与20世纪初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况差不多，当时工资被冻结，而公

司利润却没有。当然，格林斯潘并不是对收入差距大幅扩大的原因视而不见，但

他一如既往地回避和不诚实，声称“货币政策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就我而言，这

超出了我们处理问题的范围。”，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因为美联储不仅要对收入

差距负主要责任，而且还故意创造条件促成收入差距的出现。美国巨大的收入差

距并非偶然。这是一个计划。事实上，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1948年为

美国对亚洲和世界提出的计划与此完全相同，凯南的国际收入差距计划的成果流

向了与沃尔克和格林斯潘计划的国内成果完全相同的人群——1%。正如20世纪40

年代之前的一个世纪一样，美国政府在对最高层1%承诺的推动下，利用其军事力

量镇压分歧。今天，它是军事化的警察部队和国土安全部，而不是正规军队，占

领华尔街而不是打击煤矿工人，但其他一切都是一样的。 

 

https://prospect.org/article/40-year-slump-d2/
https://prospect.org/article/40-year-slump-d2/


在这场新的低谷竞赛中，美国的一些地区已经成功地恢复到100多年前同样的劳

动力状况，佛罗里达州的企业农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大型农业综合企业主

导的佛罗里达农业是一个数十亿美元的高度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对国内外工人

最残酷的剥削。(77) 这一天从凌晨4:30开始，包括在90度高温下至少工作10个小

时、背痛工作和接触危险的高水平杀虫剂。工人们必须每晚支付50美元才能在蟑

螂出没的奴隶营睡觉，并且必须支付高额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费用；他们在武装

警卫的监督下工作，不准离开。与监狱一样，这些难民营中的许多都被高高的篱

笆围住，篱笆顶部有剃刀铁丝网。如果他们试图离开难民营，许多人会遭到鞭打

、强奸和死亡威胁。这个行业当然是非法的，但却被美国政府普遍忽视。沃尔玛

等公司和大型连锁超市无情地利用购买力压低工资、破坏工作条件，也加剧了这

种情况。如今，在美国许多地方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我们对当今美国新社会契

约的条款毫无疑问。 

 

只是为了让它不被忽视，美国不是唯一一个美国政府在过去使用过这些策略并且

在今天仍然自由使用这些策略的国家。美国经常以捍卫民主或“保护美国利益”

为借口派遣军队入侵其他国家，但事实上，美国军队在中南美以及亚洲（包括中

国）对美国公司实施暴力镇压。我在其他地方列出了美国军事干预的清单，其中

包含了每一项的官方原因，列出了如下原因：“保护美国利益，镇压平民总抗议

罢工，在反美抗议中打击平民，镇压反美商业抗议，控制反美平民，向平民开战

以保护独裁者”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都是纯粹的商业行为，最顶层的1%利用美国

军方的公共权力作为私人工具，残酷地强制执行几十个国家的这些人所拥有的美

国公司的实际奴隶劳动。我已经写过史沫特莱·巴特勒将军声称，他和他的美国

海军陆战队几十年来一直忙于充当美国资本主义及其银行家的杀人帮派。这就是

他所说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开始向其50多个残暴的傀儡独裁者提供高级

武器和平民镇压训练，以使美国军队免于一再入侵这些国家，镇压针对美国跨国

公司和国际银行家的非人道行为的平民劳工抗议的费用和麻烦。这是美国致富的

又一种方式——利用军队对几十个贫穷国家的劳动人口实行虚拟奴役。当我早些

时候写到美国“蚕食”了世界大部分地区时，这些话并不是轻描淡写的。 

 

 

 

 

 

 

美国的童工 

http://rinf.com/alt-news/breaking-news/poverty-and-slave-labor-in-floridas-corporate-farms-ruthless-exploitation-of-migrant-workers/


 

 

矿工。宾夕法尼亚州煤炭公司的埃文破碎机的景象。尘埃有时非常密集，以至于遮挡了

视线。这些灰尘渗透到男孩们肺部的最深处。一种奴隶式的司机有时会站在男孩们的头

上，催促或踢打他们，让他们服从。宾夕法尼亚州南皮特斯顿。图片来源：

https://rarehistoricalphotos.com/child-laborers-newsboys-1910/ 

+ https://rarehistoricalphotos.com/child-labor-america/ 

  

 

许多形式的童工，包括契约劳役和儿童奴役，在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直到最近

，但随着工业化越来越多地将家庭带入城市地区的工厂和车间，童工变得更加普

遍和有组织。工厂主通常更喜欢孩子，因为他们更便宜，更容易管理，也不太可

能罢工。在工业化的东北部地区，儿童约占制造业劳动力的25%，在棉花和羊毛

厂占40%至50%。 

 

英国和美国的工业革命催生了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称之为“黑暗恶魔

工厂”的工厂体系，这些工厂剥削和压迫6岁以下的儿童。这些孩子常常一天被

关在工厂里16个小时，痛苦不堪。儿童经常接触有毒的工业化学品和重金属，导

致失明、瘫痪、精神疾病和死亡。那些上班迟到或生产力不足的人经常遭到严重

殴打。他们缺乏成熟和经验，再加上可怜的原始和不安全的机器，加上所有者最

残酷的蔑视，导致了数十万具破碎的小尸体。孩子们的手和胳膊被机械夹住并被

扯下来，这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小女孩的头发经常被机器夹住，从额头到颈

背都被剃光了。”几乎总是，这些在工厂受伤或致残的孩子被简单地扔到户外，

https://rarehistoricalphotos.com/child-laborers-newsboys-1910/
https://rarehistoricalphotos.com/child-labor-america/


然后在受伤的街道上死去。(78) (79) (80) (81) (82) (83) (84) 正如约翰·福

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非常喜欢告诉我们的那样，“世界上只有

两种人：信奉资本主义的基督徒和另一种人”。 

 

 

1909年，乔治亚州梅肯市的年轻男孩在纺线厂工作。 

美国国会图书馆，华盛顿特区 (LC-DIG-nclc-01581)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许多个人和社会团体试图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其监管

或禁止最严重的过度童工行为，但通常没有成功。即使在通过童工法的少数情况

下，该法也立即被废除。1916年，国会通过了《基廷-欧文法案》（Keating-

Owen Act），这是第一次试图通过禁止州际运输雇用儿童的工厂生产的商品来控

制童工，并将工作日限制在8小时以内。美国最高法院迅速宣布该法律“违宪”

。国会随后通过了第二项法律，对雇用儿童的工厂的利润课以重税，但在德雷塞

尔家具公司的压力下，法院也很快宣布这项法律违宪。许多妇女团体向罗斯福施

压，要求他结束童工的悲剧，但罗斯福再次忠于他的精英根基，对劳工改革不感

兴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新的劳动法才通过，其中包含了对童工的一

些限制。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得出结论，减少童工的主要因素不是劳动立法，而

是收入的增加，这使得家庭可以让孩子不参加工作，而是送他们上学。换句话说

https://www.bls.gov/opub/mlr/2017/article/history-of-child-labor-in-the-united-states-part-1.htm
https://rarehistoricalphotos.com/child-labor-america/
https://laborcenter.uiowa.edu/special-projects/child-labor-public-education-project/about-child-labor/child-labor-us-history
https://www.history.com/topics/industrial-revolution/child-labor
https://www.history.com/news/child-labor-lewis-hine-photos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381923/#:~:text=Across%20the%20United%20States%2C%20child%20labor%20accounts%20for,hazardous%20areas%20of%20employment%20for%20children%20and%20adolescents
https://www.projectcensored.org/3-child-labor-in-the-us-is-worse-today-than-during-the-1930s/


，在“隐形人”的控制下，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甚至缓解童工的痛

苦，这一悲剧只有通过无计划地减少贫困才能停止，而贫困本身就是由对另一场

美国革命的恐惧所带来的。 

 

密西西比州亚祖市纱厂的监督员在监督一个女孩（约13岁）操作绕线机，照片由

Lewis W. Hine拍摄，1911年；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收藏。 

 

美国强盗大亨们痛恨这些限制，并忠实于他们的犹太-基督教根源，转向上帝和

宗教来捍卫他们的利益。他们声称，缺乏工作会使儿童成为无所事事的魔鬼工具

，并会破坏他们的主动性和自力更生能力。这些公司中的许多公司合作发起了一

场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敦促所有美国人接受他们的“对国家的庄严责任”，以确

保童工法永远不被允许通过，并声称他们打算这样做“拯救所有后代的年轻人，

使他们免受魔鬼统治下的道德和身体腐朽”。 

 

尽管美国国务院对美洲或亚洲的童工问题发出了种种虚伪的声音，但童工在今天

的美国仍然很普遍。克鲁斯和马奥尼最近对美国当前的童工问题进行了一项全面

研究，估计至少一年内有数十万未成年人就业，至少是som从事危险职业，每年

工作时间超过1亿小时，工资近6亿美元。家庭农场一直利用家庭劳动力，即使是

最年轻的也尽其所能。劳动力稀缺且昂贵，通常需要一个大家庭来确保劳动力供

应。但家庭农场目前的估计是，美国目前约有10%的农场工人是儿童，大部分受

雇于工业，很少有人在家庭农场工作。如今，美国大多数农场都由大型农业企业

所有，这些企业高度机械化，使用大量杀虫剂和其他化学品。儿童劳动力这些工



业农场的工人通常只有7到8岁，每周7天，每天可以工作14-16小时。他们只有短

暂的午餐休息时间，甚至没有厕所或饮用水。联邦最低工资为每小时7.50美元，

但这些孩子的工资通常只有2美元。 

 

有人会认为，对这段历史的任何了解都足以让人们对任何利用幼儿作为劳动力的

想法产生反感，但显然不是。2011年，密苏里州的美国参议员简·坎宁安（Jane 

Cunningham）提议全面废除所有童工法，至少在她所在的州是如此，甚至允许幼

儿回到工厂她提议的法律将取消所有政府检查雇用儿童的地点或强迫他们保留雇

用记录的权力。她的主张是，这项法律将“放松对童工的过于广泛的禁止””，

并假装她只想“让保姆合法化”。(85) (86) 当这位女士因其令人反感的提议而

受到广泛攻击时，她将“歇斯底里”归咎于“错误信息和政治”。 

 

工资盗窃 

 

奴隶制的经济理论今天仍在继续，我们现在称之为“工资盗窃”。下面是故事的

其余部分。2014年期间，《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发表了几篇文章，讨论了现在

所谓的工资盗窃，这是一种公司对员工工资过低的做法，有迹象表明这种做法在

美国已成为一种流行病，如今，高薪白领和小时工也受到影响。(87) (88) (89) 

(90) 这些方法和策略似乎仅限于雇主的想象，但包括支付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工

资、强迫员工加班、拒绝加班工资以及从餐厅员工那里偷小费。许多雇主显然要

求员工在空白的考勤卡上签名，然后在工作时间上插入假数字。在一个被报道的

案例中，谷歌、苹果、英特尔和Adobe因串通一项互不雇用员工的计划而卷入了

一场大型反垄断诉讼，从而严重压低了硅谷所有工程师和其他高薪员工的工资，

他们声称自己被骗走了30亿美元的工资损失。美国许多州和城市的各个政府部门

已经为某些工人群体追回了数千万美元，但当局声称这些追回款项只占现有总额

的一小部分，而且工资盗窃可能是美国最大的持续性金融犯罪，而且似乎每年都

在增加。在许多公司和行业，工人证明他们被迫连续工作90天，通常每周工作70

小时，没有加班费。许多公司，联邦快递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声称他们的员工是

真正的独立承包商，因此无权加班，在许多情况下也无权享受法定福利。麦当劳

和沃尔玛在其中一些诉讼中表现突出，但这种做法在美国很普遍。《纽约时报》

在2014年的另一篇社论中写道，美国的就业增长非常缓慢，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声

称“要到2021年才能填补衰退中失去或从未创造的就业岗位”，这是一个悲惨的

社会状况，尤其是考虑到公司利润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许多公司坐拥巨额现金储

备。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而工资实际上一直在下降，这种情况在任何意义上都不

是由“市场力量”造成的，而是由不惜任何代价提高利润的计划造成的。 

 

https://www.riverfronttimes.com/newsblog/2011/03/16/bill-to-repeal-missouris-child-labor-law-is-dead
https://www.dailykos.com/stories/2011/02/14/944683/-Missouri-State-Senator-Jane-Cunningham-wants-to-repeal-child-labor-regulation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9/03/business/economy/wage-theft-recession.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4/09/01/business/more-workers-are-claiming-wage-theft.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4/04/22/opinion/wage-theft-across-the-board.html
https://zububrothers.com/2021/10/26/were-losing-everything-amazons-automated-hr-system-commits-wage-theft-on-massive-scale/


20世纪80年代初，野蛮的美联储引发衰退后，西方政府、国际银行家及其跨国公

司合谋改写社会契约，此后工资盗窃变得猖獗，对中产阶级的攻击不再隐匿。我

可以举一个例子，加拿大的一家地区电信公司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解雇了大约

3500人，占其员工总数的30%。该公司在下一季度重新雇用了3000多名员工，但

仅作为合同工，降薪10%至20%。然而，除了降低工资外，公司不再负责带薪假期

或法定假日，也不再负责病假或培训费用。该公司不再承担提供法定福利的法律

责任，因此避免了养老金、医疗、失业保险等费用。公司一举将工资总额削减了

50%或更多，这大大增加了完全从员工口袋中提取的公司利润。事实上，数千家

公司至少对一部分员工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是经济衰退后企业利润飙升的主要

原因之一，也是西方公司如今坐拥数万亿美元现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大批公

司争相聘用合同工（和外包工）是对中产阶级的公然攻击，唯一可能的结果（因

此也是一个明确的意图）是让底层90%的人变得贫穷，并将所有收入抽到董事会

。当然，这实际上就是结果。自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来，美国（以及其

他西方国家）的实际收入在通胀后一直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大约40年来没有有效

的加薪。在此之前，工资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提高，这种模式如此一致，以

至于经济学家将其作为一条自然规律来教授。但银行家和实业家在20世纪70年代

末的某个时候废除了这项法律，此后实际工资一直没有上升，尽管美国生产率几

乎每年都在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监管，不仅允许

了2008年这样的悲剧，而且打开了将财富从工人和企业中吸走到最顶层1%手中的

大门。 

 

临时职业介绍所可以满足一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为许多行业的公司在假

期或季节性需求高的时候经常需要额外的劳动力。公司经理们很欣赏他们，因为

一个电话就能产生一天、一周或一个月所需数量的员工。但美国跨国公司的高级

管理人员出于其他原因对他们表示赞赏，主要原因是，根据定义，这些临时工的

工资仅为小时工资，通常为法定最低工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权享受包括医

疗、养老金、失业保险在内的一系列法定福利，法定终止通知期限、怀孕和病假

以及许多其他此类要求。许多法定条款只适用于固定员工，因此你可以看到诱惑

。这一美国劳工惯例已经吸引了许多国家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令人担忧的趋势

是将永久性全职员工外包给临时机构，主要是为了避免支付法定福利的成本，同

时也为了逃避许多其他违法行为的责任。可口可乐以这种美国做法而闻名。在许

多国家，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通过临时机构雇佣全职固定员工或雇佣

非临时职位的外包劳动力都是违法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位聪明的律师来玩弄这

些规则，你可以想方设法假装这些人实际上只是“临时”雇员，你可以给他们少

得多的工资，同时避免对他们的福利和法定福利承担所有责任。 

 

引用《赫芬顿邮报》（Les Leopold；10/27/2015）的一篇文章“工资盗窃来到美

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估计：“这三个城市低工资

行业的一线工人每年的工资盗窃总额接近30亿美元。如果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



的这些调查结果可以推广到3000万美国低薪劳动力中的其他人身上，那么工资盗

窃每年给工人造成的损失将超过500亿美元。这一结论只适用于低工资工人，如

沃尔玛的店员、快餐连锁店的员工和类似的人；这还不包括中产阶级的损失，而

这一损失几乎是无限大的。这是在一个不受监管的国家中运作的自由市场资本主

义，在那里，巨大的社会破坏对任何一个关注它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最明

显的特征是，曾经庞大的美国中产阶级大多已经消失，其中一半以上在2007-

2008年间急剧滑向下层阶级，当时整个美国中产阶级平均损失了总资产的50%。

从那时起，更多以前的中产阶级开始下降，这种状况似乎是永久的、不断增加的

、不可逆转的。越来越多地用来巩固这种社会状况的方法之一是将员工外包或重

新分类为合同工或临时工，这些公司摆脱了所有社会责任的迹象。 

 

许多公司以各种其他方式推动限制，其中之一是苹果著名的“免保修”保修，该

公司定期向中国客户收取设备原始成本的50%左右，用于免费保修。(91) (92) 该

公司还让维修变得如此困难和耗时，以至于许多客户在其他商店自行支付维修费

用。因此，幸运的是，“工资盗窃”甚至可以延伸到公司的客户。许多公司通过

避免产品召回做了类似的事情，几十年来汽车行业一直以产品召回而臭名昭著，

这只是利润私有化和亏损社会化的另一种方式。我们有福特平托（Ford Pinto）

、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著名的点火开关、高田（Takata）的安全气囊和

大众汽车（Volkswagen）在中国的变速器故障等经典案例，所有这些案例都涉及

设计糟糕的产品，这些产品可能导致大量人员死亡，但修复成本高昂。我想在这

里指出，在我们阅读的所有并购活动中，被收购公司的盈利能力只是等式的一部

分，也许只是一小部分。原因是，除了公司自身员工的潜在工资盗窃之外，公司

的供应链中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工资池。由于工资盗窃是当今企业利润的主要来

源，因此，一家公司的供应链越长，雇佣的员工越多，利润潜力就越大。苹果是

一个理想的例子，因为该公司拥有一条长的供应链，拥有150万至200万工人，他

们的工资包都可能被掠夺，而这几乎是苹果所有巨额利润的来源。我非常怀疑，

如果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工资盗窃，苹果会有任何利润。 

 

这起工人盗窃案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沃尔玛综合症，即对工会的暴力反对，这

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到美国各个层面的企业，使得绝大多数工人除了集体诉讼之

外没有任何辩护人和解决方案，而集体诉讼很少成功。另一个也是沃尔玛的特色

菜。在美国、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全职工作通常被定义为每周工作40小时，

在这一水平上，雇主必须提供包括医疗、养老金、失业保险和其他项目在内的全

面福利。沃尔玛将“全职”定义为35小时，从而避免了这些法定福利的全部成本

，而这些法定福利通常至少占劳动力成本的30%。也许没有比这更清楚的迹象表

明计划破坏了社会契约，这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基础，也是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唯一

贡献者。美国梦真的死了。 

 

https://www.hardwarezone.com.sg/tech-news-apple-apologizes-chinese-consumers-over-warranty-policy
https://bkreader.com/2019/06/28/apple-sales-in-china-projected-to-fall-50-this-year/


另一种做法是无薪实习，(93) (94) 出现在2007年金融危机后，在美国许多行业

加速发展到令人震惊的程度。美国就业市场停滞不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寥

寥无几，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知名大公司已经转向这些无薪劳工来填补空缺职位

。关于实习的规定是明确的，但被忽视了。根据法律，实习生必须接受工作技能

培训，但这似乎从未发生过，实习生在实习期结束后实际找到工作的情况可以用

一只手来计算。根据许多媒体和政府的报道，在这些无薪职位上的应届毕业生人

数达数百万，因此许多人组成了实习社团来分享他们的经验。这些年轻人中的许

多人无薪工作长达一年之久，最后却被解雇，这清楚地表明根本不可能有一份全

职工作。所有这些都是当今美国存在的阶级战争的又一个迹象，是社会契约遭到

破坏和劳动继续边缘化的证据。所有迹象表明，这种状况将继续加速。由于美国

经济在近十年后没有任何复苏迹象，改善的希望渺茫，事实上，这种对劳动力的

诋毁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其势头仍在增强，很可能成为可接受的标准。值得

注意的是，著名的（或因其“焦土”行为而臭名昭著的）美国内战领袖谢尔曼将

军在19世纪末写道“很快就会出现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武装竞争。他们不会用言

语、争论和选票来对抗对方，而是用枪弹、火药和大炮来对抗对方。更好的阶层

厌倦了下层社会的疯狂咆哮，他们打算阻止他们。” 

 

美国跨国公司正热情地向其他国家输出他们病态的劳动行为，政府当局争先恐后

地缓和损失，并制定适当的立法来应对这场意外的洪水。与美国一样，他们的工

资盗窃骗局似乎仅限于他们的想象力。更常见的一种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不公平

劳动行为是在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中国中部小城市进行招聘，然后将新员工安置

在生活成本（和工资）较高的城市，如上海或广州美国在中国的另一种做法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政府关注，那就是将长期全职员工外包给临时机构，主要是为了避

免支付法定福利的成本。可口可乐以这种做法而闻名，其一些“临时”员工已经

在同一岗位工作了十年一位可口可乐员工报告说，就在中国新劳动法生效之前，

“他们召集我们开会。。。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他告诉我们他们将我们的工作

外包给第三方。我们将不再是可口可乐的雇员“。他们还被告知，在转移到第三

方机构后，他们的收入已减半。美国默克制药公司（Merck Pharma）的子公司先

灵葆雅（Schering Ploug）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曾一度解雇了其在上海的所有

员工，并将他们调到一家临时代理机构，据报道，该机构降薪70%。当然，大多

数员工都辞职了，但公司还是坚持了下来。许多公司采取了类似的策略，试图将

工资和薪金降低到维持生计的水平，同时避免支付（立法）法定福利，如医疗和

失业保险。美国跨国公司在许多国家的标准程序是解雇所有员工，并将其交给临

时劳务承包商。这些员工仍然在同一家公司的同一地点工作，做着同样的工作，

但不再是公司雇员，现在与工资低得多的临时劳工公司签约，法律规定不负责法

定福利，从而将劳工费用降低了50%。在大多数国家，通过临时工中介提供永久

性劳动力的做法是非法的，因为这显然是一个骗局，但许多公司无视法律。如果

你玩弄这些规则，你可以想方设法假装这些人实际上只是“临时”雇员，你可以

给他们少得多的工资，同时避免对他们的福利和福利——以及对他们的虐待——

承担所有责任。 

https://www.allaboutcareers.com/internships/unpaid-internships/
https://greenlining.org/blog-category/2020/unpaid-internships/


 

肯德基、麦当劳和必胜客等美国快餐公司多年来一直只向员工支付法定最低工资

的60%，屡次声称法律不明确，令人沮丧地在数千个地点重复这些违法行为，尽

管有法院命令和罚款。我们读过苹果、耐克和其他美国公司的报道，他们将制造

业转包出去，利润微薄，从而保证了亚洲数百万工人的饥饿工资。总部位于美国

的宝洁公司一再被指控强迫临时员工每天工作12小时而没有加班费，并大力游说

中国国家政府反对制定最低劳动标准。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AmCham）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反社会组织之一，以同样的做法而闻名。

与此同时，人权观察等美国非政府组织指责耐克或可口可乐利用他们所谓的“奴

隶劳动”，而耐克和可口可乐则假装不知道，但会立即检查。因此，这个故事延

续了几代人。 

百胜、肯德基、必胜客和麦当劳与可口可乐一样出名，因为它们想尽一切办法降

低员工工资。这一点在中国尤为真实，尤其令人恼火。在中国，肯德基的全球利

润有一半来自美国一半的销售额。兼职员工尤其受到不公平的剥削，肯德基和麦

当劳都只支付中国最低工资的60%，持续指责“法规不明确”，同时继续违法。

美国批评家抱怨说，美国公司被挑出来作为这种媒体关注的对象，但事实是，美

国公司来到中国，吹嘘他们的高标准和高质量，采用“国际最佳实践”，并且在

各方面总体上优越，然后被证明是所有公司中最不诚实、最具掠夺性的。 

 

不仅仅是可口可乐、苹果和耐克在掠夺无助者。大多数美国公司也这么做，包括

许多通常被视为面目全非的公司，如宝洁、迪斯尼、美泰等公司，所有这些公司

都宣称自己是清白和纯洁的，而激烈的劳动形势却有增无减。在中国制造和推广

的各种各样的美国玩具，如费希尔·普莱斯、芭比、玩具总动员、火柴盒汽车、

托马斯坦克发动机、热轮、变压器、汽车2，都是在类似的环境下生产的。SACOM

的一位代表表示，“消费者永远不会期望给儿童带来欢乐的可爱玩具是在如此恶

劣的条件下生产的”，要求全体公众以图形的方式向这些美国公司表达他们的行

为令人反感，并要求采取补救措施。他们还建议家长拒绝购买任何这些美国品牌

的产品，除非这些公司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并采取人道的就业做法。美国玩

具业辩护人、所谓的“国际玩具工业协会关爱基金会”做出了一个真正令人反感

的回应，他说：“……我们拒绝接受任何团体耸人听闻、以媒体为导向的声明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许多玩具厂的工人现在比以前富裕了……”这么大

的谎言应该受到公开鞭笞的惩罚。 

 

美国公司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不胜枚举，不仅包括制度化的卑鄙行为，还包括我认

为是病态的聪明行为。员工通常被迫签署一份“自愿”文件，同意在远远超过法

定最高加班时间的情况下工作，而且往往没有工资。员工经常作证，他们被迫（

甚至提供金钱）撒谎，对政府官员的工厂审计做出误导性的回应，并威胁要因未

能这样做而受到严厉惩罚。一项调查发现，生产美国产品的员工每周工作六天，



每月工作时间高达288小时，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在高峰时期，他们每周工作七

天，公司支付的工资远远低于最低工资。调查人员说，试图提高员工对虐待行为

的认识并激励同事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的员工立即被解雇。萨科姆继续说，“美泰

、沃尔玛和迪斯尼这三家著名的玩具公司一直声称，它们严格遵守当地法律，遵

守各自的行为准则。坚固产品的猖獗违规行为，包括过度加班、任意工资、不公

平的惩罚性罚款、童工和忽视职业健康，证明这些承诺是空洞的。然而，像苹果

和耐克一样，这些公司正从这些同样的产品中获得数亿美元的利润。 

美国公司以向地方政府施压以避免制定影响其盈利能力的健康、劳工、环境或其

他标准而闻名于世，常常利用国务院的政治权力威逼地方政府放松标准或避免起

诉美国公司的高管公司。可口可乐的高管和管理层，尤其是在世界各地游说政府

，试图阻止或破坏劳工和工资立法，以及游说和干预环境法律。这些问题在每个

国家都存在，但由于立法和游说不足，欠发达国家受到的打击最大由于政治压力

和贿赂，这些公司的权力被削弱。有报道称，可口可乐高管经常贿赂地方官员和

政客，以忽视违规行为，并给予他们有效的处罚，使其违法。宝洁高管多次受到

劳工组织的指控违反劳动法，如强迫“临时“员工每天工作12小时，公司高管游

说中国政府官员反对在中国建立最低劳动标准，理应受到公众曝光和谴责。英国

星巴克遭遇了一场媒体风暴，这场风暴揭露了星巴克员工对星巴克的一种令人震

惊的压抑的愤怒情绪，其中包括强制修改其雇佣合同，从而减少或取消许多员工

福利，包括午餐休息和取消员工病假和产假福利。工作人员声称，他们收到了一

份新合同，被命令要么签字，要么被解雇。 

 

可口可乐 

 

长期以来，可口可乐的高管和管理层一直被指控虐待其装瓶厂的工人、向员工支

付低工资、强迫大量无薪加班、殴打索要工资的员工、经常采取敲诈勒索、身体



威胁和其他威胁，甚至谋杀，防止员工组建工会以保护自己。可口可乐在中美洲

的代表以雇佣杀手杀害任何试图在可口可乐工厂组建工会的人而闻名。(95) 而且

，正如在中国一样，该公司声称对其“代理人”的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些主

张的证据存在于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让你睁开眼睛，在互

联网上搜索“装瓶可乐，洒热血”这个短语。可口可乐是世界上四大抵制最多的

公司之一，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南美洲和中美洲是最糟糕的地区之一，马克·托

马斯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书《吐出魔鬼：可口可乐的全球冒险》中对此进行了描

述。(96).在萨尔瓦多，除了虐待工人外，可口可乐还利用儿童在甘蔗地从事危

险劳动，剥削儿童。这一问题最初由人权观察记录，BBC的纪录片中播放了一些

毁灭性的电影片段。多年来，可口可乐在美国因在薪酬、晋升和绩效评估方面的

种族歧视而面临许多诉讼。《纽约每日新闻》报道了一起诉讼，其中员工声称为

可口可乐工作就像置身于“种族歧视的粪池”。该公司还因工资盗窃而提起诉讼

，其中一项重大集体诉讼称，公司管理层拒绝支付加班工资以及其他违反劳动合

同的行为。几年前，该公司被迫支付近2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违反种

族歧视的和解。 

 

2001年，人权观察和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在迈阿密对可口可

乐公司及其几个哥伦比亚合作伙伴提起诉讼，指控他们谋杀了一系列工会领袖，

并进行了“一场持续不断的恐吓、恐怖和谋杀运动”。可口可乐在哥伦比亚的高

管被指控“猖獗的非法劳工行为、恐吓手段、不公平的解雇和人身攻击”。在诉

讼中，工会声称至少有六名领导人被处死队谋杀，并声称这些处死队秘密为当地

可口可乐工厂经理工作。这不是一个新问题。20多年前，工会领导人向可口可乐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抱怨说，他们的工厂经理雇用了敢死队。有一次，雇佣的刺客

在合同谈判期间枪杀了工会领袖，然后放火焚烧工会大厅，企图杀死所有工人。

当那次行动失败后，杀手们回到可口可乐工厂，用枪口将所有工人集合起来，命

令他们要么辞职，要么被杀。工人们都辞职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上述

诉讼是针对可口可乐公司及其在哥伦比亚的瓶装商和合作伙伴提起的，但这又一

次提醒了美国法院和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并证明美国遵循“法治”，美国国务院

和司法部对此案进行了干预，并说服法官将可口可乐从诉讼中释放，只允许可口

可乐对哥伦比亚合伙人提起诉讼。此外，为了让您充分了解可口可乐公司高管对

这些杀害工会领袖的行刑队所给予的支持程度，也为了让您全面了解美国商人的

堕落程度，请听美国商会主席的讲话：“我们为什么要担心行刑队？他们要逃跑

了。。。我们的敌人。我会给他们更多的力量。见鬼，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给他

们一些子弹，其他人也会。。。我们为什么要批评他们？死亡之队-我赞成。

(98)”请随意得出任何你认为合适的结论。 

 

一位专栏作家写道，可口可乐高管的“劳动记录让大多数其他跨国公司都感到羞

愧”。在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可口可乐公司多年来积极支

持准军事成员在其子公司和承包商经营的装瓶厂谋杀工会活动分子。在墨西哥、

http://www.killercoke.org/downloads/spilling-blood-11_11_03.pdf
https://www.amazon.ca/Belching-Out-Devil-Adventures-Coca-Cola/dp/B00NPMQPTK
https://thirdworldtraveler.com/Haiti/Quotations_Uses_Haiti.html


萨尔瓦多和其他国家，也有大量指控称该公司利用准军事力量阻止成立工会，并

让员工遵守秩序。“可口可乐高管表示，他们不能对谋杀负责，因为这些工厂不

在他们的直接控制之下，但工会表示“可口可乐有[a]国际劳工权利基金会（

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und）的一位高级律师说：“可口可乐公司毫无疑

问知道并受益于其在哥伦比亚的装瓶厂对工会权利的系统性压制。。。当时，可

口可乐发言人Lori Billingsley否认可口可乐公司雇佣了行刑队来阻止工会的成

立，并表示工会提出的法律指控“完全是虚假的，只不过是利用我们公司的名义

进行无耻的宣传。”但随后这些事件引发了广泛的“抵制可口可乐”运动，迫使

该公司无论如何支付1000万美元。 

 

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可口可乐管理层虐待员工的恐怖故事。2013年或2014年，墨西

哥媒体报道了一起重大丑闻，可口可乐迫使其所有员工辞职——其中许多人在枪

口下辞职——因为他们同意组建工会。这些雇员第二天被重新雇用，但他们不再

是工会成员，也不太可能成为工会成员。当时，墨西哥总统是可口可乐的前总裁

。有趣的是，关于这起犯罪勒索的新闻报道充斥着墨西哥媒体，但在一两天内就

完全消失了。在美国的任何网站上都找不到它，谷歌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录，甚至

墨西哥的原始新闻网站也丢失了它。这就是影响力。美国人抱怨中国的审查制度

，但在美国情况更糟，因为所有这些事件都被完全审查过，美国人不知道他们不

知道什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家可口可乐装瓶厂的工人因加入工会而立即

被解雇，因此他们在可口可乐的主要办公室前组织了一次和平的静坐罢工，其中

许多人还带着他们的配偶和孩子，并让工会领导人与公司高管会面，安排他们复

职。然而，当可口可乐的高级管理层与工会领导人会晤时，他们命令土耳其防暴

警察袭击工人，导致数百人遭到毒打，需要住院治疗。官司悬而未决。可口可乐

公司的高管们在印度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至少有几次警察被叫来残酷镇压反对可

口可乐公司的公众示威。在一个案例中，500人游行到可口可乐工厂门口，要求

关闭工厂，并遭到当地警察协助的大批可口可乐保安的袭击。您已经了解到，印

度尼西亚的花旗银行一直在使用外包的“劳动力”——在本案中，花旗银行使用

暴徒和暴徒以身体暴力威胁拖欠还款的客户，至少有一次将客户殴打致死。可口

可乐本质上是从同一块布上剪下来的，甚至使用同一品牌的暴徒和暴徒，主要区

别在于，殴打不是在可口可乐的场所进行的，这样可以使公司高管更远离绞刑架

。有许多美国跨国公司符合这种模式。 

 

沃尔玛 

 

在美国、加拿大和大多数西方国家，“全职”工作通常意味着每周工作40小时，

对于全职员工，公司必须提供并支付包括失业保险、养老金、医疗保健、，但有

报道称，沃尔玛在每个地方每周只提供30或35小时的工作时间，但仍然错误地将

这些工作（和员工）称为全职工作——当然不是。沃尔玛提供少于法定最低工时



的优势在于，从法律上讲，这些员工被正式归类为“兼职”，因此无权享受任何

福利。由于这些法定要求额外花费了公司避免的工资的30%至35%，这一巨大的工

资盗窃增加了公司利润。沃尔玛也倾向于只支付法定最低工资，或在每个地点支

付尽可能少的工资。对许多人来说，这低于贫困水平，这意味着沃尔玛所谓的“

全职”员工必须依靠食品券、医疗补助和美国政府福利援助才能生存。沃尔玛也

有报复敢于直言不讳的员工的习惯，许多商店经理和其他员工表示，在对公司提

出投诉后，他们的工作时间被大幅缩短。 

 

1962年，沃尔玛在阿肯色州罗杰斯的一家单店起步，并迅速扩展为连锁店。当时

，美国联邦最低工资为每小时1.15美元，但山姆·沃尔顿只给员工支付了该金额

的一半。当面对政府时，沃尔顿辩称该法律只适用于雇员超过50人的企业，并声

称他的每家店铺都是一个独立的商业实体。司法部和法院驳回了沃尔顿的自私解

释，他因违反联邦法律而被处以重罚。但这并没有阻止沃尔顿做出疯狂的决定，

确保他的员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尽可能低的薪酬。在零售业务中，工资成本

通常占销售额的10%至12%左右，但沃尔玛商店经理——如果他们想继续担任经理

的话——被迫将工资支出维持在5.5%左右，而且很少会更高。如果沃尔玛面临增

加工资的极端政治或其他压力，该公司将把员工外包给所谓的临时机构，从而进

一步降低工资，避免支付任何法定福利。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及其继任

者和公司所有高管都强烈反对工会，因为工会会迫使公司支付更高的工资并提供

福利，而公司在阻止工会组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一份媒体报道指出，“当德

克萨斯州一家分店的屠夫投票赞成[组建]工会时，沃尔玛取消了该分店以及德克

萨斯州和周边六个州所有其他分店的肉类部门。”在加拿大的一个案例中，该公

司未能阻止员工在新开的分店组建工会，沃尔玛立即关闭了该店，声称“销售不

佳”。在这两种情况下，信息都很明确：组建工会，就会丢掉工作。在目睹了沃

尔玛不人道的做法对美国农村地区造成的社会破坏后，该公司被政客和工会阻止

在美国城市地区开店。因此，令人惊讶的是，华盛顿特区同意允许建设五家沃尔

玛商店（尽管大多数公众强烈反对），并规定该公司将在该市零售短缺的贫困地

区开设其中两家商店。沃尔玛在富裕地区建立了这三家店铺，然后背弃了协议，

离开了，声称它们将无利可图。市政府成员私下表示，沃尔玛高管向他们透露，

增加该市最低工资的新法律提案“将对该公司征收巨额税款”。市议员进一步提

议立法规定全职员工的最低工作时间，并要求DC雇主提供病假。由于沃尔玛的利

润圣经几乎完全由工资盗窃构成，该公司违反了一项法律协议，并显然威胁说，

如果该市继续实施最低工资立法，将关闭其三家新店。考虑到这一点，沃尔玛的

高管们声称，他们遵守公司经营的所有劳动法规。 

 

这一政策的一个结果是，沃尔玛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要么将驱逐所有工资较高的

竞争对手，迫使商店关闭或破产并放弃领地，要么迫使他们为了生存而将工资降

低到沃尔玛的水平甚至更低。明显的影响是，该公司的存在在几年内降低了该地

区的所有工资，这种影响不仅限于杂货店或零售市场。许多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



这一点。这种“沃尔玛”效应之所以如此普遍，部分原因在于该公司控制了美国

零售和杂货业的一大部分，允许该公司在其整个供应链中强制降低供应商价格，

结果，制造商和分销商被迫降低自己的工资以保持偿付能力，许多制造商和分销

商被迫将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成本较低的地点。因此，沃尔玛出现在一个地区

的净效应是破坏高薪工作岗位，使整个地区变得贫穷。 

 

在广告中，沃尔玛以其低廉的价格而自豪，但这些价格给供应商带来了高昂的成

本，给员工带来了更高的成本。该公司以派遣会计师和效率专家团队到工厂（不

仅在美国，而且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工厂）寻求制造过程中的每一个可能的变化

或改进而闻名，以便工厂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为沃尔玛生产产品。但工厂并没有从

这些较低的制造成本中获益；它们必须全部转交给沃尔玛。该公司以用棍子殴打

供应商以获得每10美分的降价而闻名，将供应商逼到墙角，迫使利润率微乎其微

，并确保任何沃尔玛供应商都无法向工人支付体面的工资。最终，无论是工作还

是订单，任何依赖沃尔玛的人都不太可能摆脱贫困，因为该公司的做法不可避免

地会将供应链所有部分的利润全部删除，并将其抽入沃尔玛的口袋。该公司的运

营模式设计得非常巧妙（我可以说是恶魔式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这一结果：在

整个供应链中，提取每一分利润，供应链包括制造商的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公司

、运输公司、物流公司、，海外货运处理人员、仓库工作人员和数十个其他看不

见的类别。最终的结果不仅是将所有利润抽入沃尔玛的银行，而且使该连锁店任

何部分的所有员工陷入贫困。沃尔玛被允许以这种方式经营这么长时间，这是对

美国大公司实力的赞扬，也是对他们对政府影响力的赞扬。 

 

我在其他地方讨论了货架费和库存费，产品进入商店的一次性费用，以及每平方

米分配货架空间的高月租金。沃尔玛在增加这些费用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创造力

。首先，该公司已开始向其供应商收取“在购买后将货物存放在沃尔玛仓库”的

费用，并为“通过”该公司仓库的产品支付额外的“费用”，所有这些都是在被

迫等待更长的付款期（在某些情况下，显然长达180天）之外。与此同时，沃尔

玛要求这些供应商提供更低的价格。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沃尔玛的

说法是“我们要求供应商做出的所有改变都是为了符合我们的商业模式和每天的

低价格。”这篇文章没有详细讨论公司“符合”的商业模式的确切性质。同一篇

文章指出，如果汇率发生变化，沃尔玛还要求供应商立即降低在其他国家生产的

商品的价格；这些价格调整大概只在一个方向上发生。 

 

尽管如此，沃尔玛的限制远远超出了合理范围，至少在美国，司法部经常提出盗

窃工资的刑事指控，许多员工团体和其他人提起集体诉讼，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巨

额罚款，尽管不足以改变公司的做法。在过去几年中，该公司支付了近6.5亿美

元，解决了63起诉讼，指控该公司拒绝支付加班费，强迫员工休息或加班，以及

其他类型的工资盗窃。与此同时，沃尔玛在全国法院面临另外76起类似的集体诉



讼。在另一起案件中，该公司因拒绝支付加班费、拒绝员工休息时间和篡改时间

表而支付了4000万美元。稍早一点，沃尔玛向8.5万名员工支付了4000万美元的

补发工资，拒绝员工休息和用膳时间，拒绝支付加班费，并操纵考勤卡降低员工

工资。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拒绝加班。然后，沃尔玛支付了1100万美元雇佣数百名

非法移民来清洁其店铺，该公司声称对雇用非法移民的承包商一无所知。与此同

时，沃尔玛支付了5500万美元，用于减少员工的休息时间和员工无记录加班。稍

早一点，沃尔玛在过去五年中向数千名员工支付了3500万美元的补发工资。大约

在同一时间，工人们因加班而赢得了8000万美元的集体诉讼，随后又赢得了6500

万美元的额外赔偿金。 

 

沃尔玛的劳动力和定价实践延伸到中国，从产品采购到在中国的零售业务。中国

不断要求降低供应商价格，这不可避免地迫使这些公司削减工资，在全国各地创

建“沃尔玛血汗工厂”。在反复的案例中，官员们发现这些供应商支付的工资低

于最低工资，向未能达到销售目标的员工扣发工资，拒绝支付加班费，等等。在

许多情况下，工作人员被告知向政府审计员撒谎。当然，沃尔玛的高管们充分意

识到他们创造的条件，但他们在美国创造这些条件已经有50多年了，至今没有表

现出任何担忧。一位零售业顾问谈到沃尔玛的高管时说：“当被问及劳动法时，

他们通常说（他们）遵守他们经营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但当他们这样说时也

很清楚，他们非常重视制定他们经营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后者对所有在中

国和其他国家的美国跨国公司来说都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它们将动用美国政府

的全部权力，试图将其堕落的“标准”强加给其他所有国家，同时竭尽全力阻止

国内政府对其采取行动，无论是工资盗窃还是任何其他犯罪活动。 

苹果 

 

  



尽管苹果有着漂亮的外表和吸引人的产品，但它在美国跨国公司中仍有一些最令

人遗憾的劳工行为。我早些时候写道，史蒂夫·乔布斯真正的创新在于找到一家

公司——富士康，这家公司将建立一个100万员工的集中营，在那里它可以制造

和组装iPhone，而100万年轻工人却生活在饥饿的边缘。我还注意到，苹果当时

拥有1500亿美元的现金（后来增加到2000亿美元），但这一整堆现金都是从制造

苹果产品的工人那里偷来的。如果史蒂夫·乔布斯付给这些员工类似于生活工资

的工资，苹果的现金储备将为零。史蒂夫·乔布斯希望苹果能盈利，利润率约为

40%，但苹果的利润并不是来自设计和销售酷产品；他们来自社会上最弱势的年

轻人，他们需要一份工作和一个开始。要想成功，乔布斯首先必须确保自己的事

业失败。他做到了。甚至在一份公司内部报告中，苹果也承认制造和组装其产品

的工厂内存在“血汗工厂”的状况，承认其102家工厂中至少有55家每周让员工

工作超过60小时，只有65%的工厂支付了法定最低工资或法定福利，24家工厂支

付的工资与中国的最低工资相差甚远。对这些年轻人施加的提高生产率的压力确

实是不合理的，数十名年轻人自杀了，这一事实没有逃过史蒂夫·乔布斯或蒂姆

·库克的注意，但没有导致任何行动。一个人权组织指责富士康的管理层“不人

道、好战”，富士康和苹果的高管均未对此发表评论。 

 

 

耐克 

  

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耐克、雀巢、可口可乐和麦当劳是世界上抵制最多的四家

公司，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有道理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血汗工厂综合症，苹果公司

因此而闻名。2012年9月8日，一家名为“123HelpMe.com”的网站发表了一篇题

为“了解你的购买力”的文章，发表了以下观察结果： 

 

 “耐克自1996年一家美国杂志刊登一张巴基斯坦男孩缝制耐克足球的照

片以来，一直在抵制其产品。一年后，该公司的形象受到进一步打击，一

份报告显示，越南签约工厂的工人暴露在有毒气体中的次数高达全国的

177倍try的法律限制。到本世纪末，随着反全球化运动开始因其在世界贸

易组织（WTO）会议上的抗议而成为头条新闻，对耐克商店的抵制正在造

成严重损害。可靠的新闻来源公开披露了在印度尼西亚、海地和印度尼西

亚生产耐克产品的承包商雇用的人员的恶劣工作条件越南。耐克与剥削第

三世界工人的联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对其产品的抵制。许多出版物—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悉尼先驱晨报、生活杂志——都报道了对耐克

产品生产工人的不公正待遇。有报道称，儿童为60塞恩缝制足球每天都有

工人遭到殴打、性骚扰、精疲力竭、因病假而被解雇、在危险条件下工作

、工资低于宜居工资等等。” 



 

另一个名为“Vieta.net”的网站专门针对越南的耐克公司发布了以下内容： 

 

 “在你回家之前，你必须满足配额。从第一个到第十五个，她依次击中

了所有15名队长……身体上的疼痛不会持续太久，但我心中的疼痛永远不

会消失。”上述声明由苏伊和拉普（Thuy and Lap）发表，苏伊和拉普是

耐克越南工厂的两名女工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于1996年10月报

道。无论这些评论多么令人不安，它们最终只不过是更可怕现实表面上的

一个擦痕——越南劳工观察在其访问越南期间于1997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

告中得到了证实、量化并充分记录。Thuy&Lap敢于与Nike血汗工厂抗衡的

勇气，引发了一场全球运动。1998年，菲尔·奈特承诺改变耐克在亚洲的

劳动惯例。我们观察到了一些改进，但菲尔·奈特的许多行动计划只是空

洞的承诺。不久，这两名妇女因与记者谈话而被解雇。尽管耐克在美国的

形象不断进步，但它在越南和其他亚洲制造业运营中却是一家截然不同的

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纽约时报、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美联

社、路透社以及其他非营利和非政府组织证实了有关身体虐待、性虐待、

低于最低工资的工资和削弱配额制度的报道。耐克继续将其劳工问题视为

公关问题。在闭门造车的情况下，耐克继续其目标是破坏任何阻碍其前进

的劳工组织。为了破坏美国劳工团体和越南劳工组织之间的合作，耐克向

越南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发出了一封“私人”信函，指责美国劳工活动家隐

藏“改变越南政府”的秘密议程。“不久之后，耐克终于同意向印尼近

5000名工人支付逾100万美元的加班费，据越南网站称，这反映了两年内

超过50万小时的无薪加班。 

亚马逊 

 

与沃尔玛一样，亚马逊承诺向消费者提供低价，但却设法从供应商那里获取大部

分利润，最终消除了饥饿人群之间进行有效竞争的可能性，这完全是由于垄断市

场地位造成的。沃尔玛对货架的摆放收取高额费用，亚马逊也做了类似的事情，

要求越来越高，利用其营销能力吞噬了出版业几乎所有的利润。当沃尔玛向供应

商勒索现金进行促销时，亚马逊则向出版商勒索支付给营销发展基金的款项，再

吸收他们利润的5%或10%。亚马逊已经成为一家特别令人讨厌的公司，不再只对

通过提供服务赚钱感兴趣，而是变得越来越具有掠夺性。几年前，该公司发起了

一项名为“瞪羚计划”的项目，其律师称之为“小出版商谈判计划”，但该项目

的名称显然来自一只猎豹追逐的瞪羚——换句话说，它是一只猎物。垄断买方的

权力几乎没有限制，允许他们对其供应商施加任何条款或要求。杰夫·贝佐斯（

Jeff Bezos）和他在亚马逊（Amazon）的高管们正做着与沃尔玛（Wal-Mart）和

所有其他美国跨国公司完全相同的事情，利用他们的市场力量使整个供应链陷入



贫困，并将所有资金抽入自己的口袋。一旦供应链的利润消失，下一步就是整个

供应链的工资。 

富兰克林·福尔（Franklin Foer）在《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上写了

一篇题为“亚马逊必须被阻止” (99) 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许多作者和许

多出版界人士都对亚马逊显然贪得无厌的贪婪加上对其供应商显然无限的蔑视表

示担忧，最终将摧毁出版社向作家支付的预付款，从而将许多作家从市场中淘汰

。他写道，“进步使作家将多年的工作投入到一个项目中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更重要的是，“这笔预付款是高质量书籍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是反对业余爱好

者主义的伟大堡垒。”当然，他是非常正确的。Foer还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

亚马逊和大多数美国大公司一样，具有惊人的掠夺性，愿意投入巨资摧毁潜在的

竞争对手，他写道“在Zappos和Diapers.com等年轻企业开始构成竞争挑战之际

，他们曾有过粉碎这些企业的记录。它利用自己的财富在价格上与对手比价——

亚马逊准备在三个月内损失1亿美元来损害dipers.com——然后，一旦耗尽了敌

人的资源，它就会买下他们，然后更强势地离开。” 

 

星巴克 

  

星巴克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这种模式，尽管我们很少在媒体上读到。据报道，该公

司在美国的员工对其许多商业行为感到厌恶，包括员工在深夜关门，几小时后才

重新开店的政策。星巴克的人员配备做法已被描述为卧床情况特别严重，工作时

间和工作条件每周或每月剧烈波动，有效地妨碍了正常生活。美国各地的员工强

烈抱怨只支付最低工资，而如果销售缓慢，他们却被遣送回家。媒体报道说，情

况恶化到了员工无法正常工作的地步留住星巴克变得异常困难。由于美国家长强

烈反对星巴克的工作，星巴克推出了一个名为“家庭论坛”的活动，邀请这些年

轻人的家长来聆听那些“在事业阶梯上努力”的孩子的“成功故事”成为经理。

没有关于父母是否对他们的孩子花十年时间登上两级阶梯的前景着迷的报告。在

英国，媒体披露了公司员工对公司更为压抑的愤怒，最近的一次涉及强制变更其

雇佣合同，这将减少或取消许多员工福利，包括午休和取消员工病假和产假福利

。工作人员声称，他们收到了一份新合同，被命令要么签字，要么被解雇。有趣

的是，员工们还被告知，任何讨论星巴克英国避税事件的人都将被立即解雇。曼

彻斯特商学院（Manchester Business School）的研究人员在一份媒体报道中称

，星巴克正在“遭受声誉的内爆”，不仅在公众面前，在内部也在自己的员工身

上，这两者的结合不可避免地为严重的业务衰退埋下了伏笔。 

 

美国教育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19769/amazons-monopoly-must-be-broken-radical-plan-tech-giant


 

 

美国大学几乎完全实现了金融化，其管理现在主要由金融类而不是学术类组成，

它们只是照搬了在商学院学到的利润最大化理论：致富的最快方法是让无薪工人

同时增加费用。小学和高中的教育系统开始步调一致。更糟糕的是，随着对财务

和利润的日益极端重视，大多数美国主要大学正在废除全职终身（和专业）教授

，转而聘用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兼职合同制教师，他们每门课程的工资约为2000美

元，年收入略高于20000美元，不仅仅是麦当劳的全职工作。而那些全职的人更

喜欢发表论文来维持他们的工作，而不是从事教学。离职率很高，因为这些职位

显然不是职业。美国教育商业模式的一个主要部分，拉吉·梅塔（Raj Mehta）称

之为哈佛大学的“高等教育创新治理模式”，实质上是雇佣临时和兼职员工，比

如沃尔玛的所谓“员工”。这些“教师”不是全职学术人员，而是就业状况不稳

定的合同工，他们无权享受任何福利，从而使教学工资成本降低了75%，教育质

量降低了大约相同的百分比。这就是利润最大化，也就是所谓的盲目贪婪。 

 

如今，美国大学的学生从年薪不到2万美元的不合格25岁研究生那里接受“教育

”，但根据经验丰富的博士生的指导支付学费。收入15万美元的教授。据可靠报

道，美国70%的大学教授和讲师都是合同制、兼职、临时兼职教师，学历较低，

没有教学指导，经验很少，尽管学费每年都在稳步增长。(100) (101) 鉴于这些

所谓的教授将在大部分本科生课程中授课，这意味着所有大学生中有80%或更多

的人担任这一职务。2015年3月，《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

年轻女性，她曾是华盛顿特区的这些“兼职教授”之一，声称她每学期在四所不

同的大学教授多达五门课，每天通常持续13个小时，这份工作提供了“没有工作

保障或福利，工资也比普通教师低很多”。她说，两年后，她再也无法忍受压力

和疲惫，于是离开教育领域去当编辑。 

 

这一模式是从美国跨国公司改编而来的，作为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增加劳动力奴役

性的一种方式，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这是对中产阶级的全面打击的一

https://www.aft.org/sites/default/files/adjuncts_qualityworklife2020.pdf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8/10/12/about-three-quarters-all-faculty-positions-are-tenure-track-according-new-aaup


部分。这一模式专注于我们可以称之为“不安全的就业”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他

写道当艾伦·格林斯潘1997年在国会就经济奇迹作证时。。。他直截了当地说，

其经济成功的基础之一是强加他所谓的“更大的工人不安全感”。如果工人更不

安全，那对社会来说是非常“健康”的，因为。。。他们不会要求工资，他们不

会罢工，他们不会要求福利；他们会乐意地、被动地为主人服务。这对公司的经

济健康是最有利的。“当然，将这种不安全感转移到大学的方法是不保证就业，

让研究生和其他勉强合格的合同人员承担相当于正式教授十分之一的教学费用。

当然，这种方法也为美国大学提供了劳动力“灵活性”，这意味着不限制解雇员

工。乔姆斯基再次表示：“（它使）资金转移到教育以外的其他用途。成本当然

由学生承担。但将成本转移到民众身上是一个商业社会的标准特征。这对教育有

害，但教育不是他们的目标。” 

 

几十年来，这一彻底摧毁教育体系的过程一直在美国悄然升温，直到现在才完全

公开，因为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立法和司法支持，并且在公立学校体系中也得到了

牢固的确立。鉴于美国对中小学私有化的巨大推动，这些“沃尔玛”教师也将很

快填补所有低教育层次的空缺。在2014年6月加利福尼亚州一项里程碑式的裁决

中，法院推翻了教师任期和其他为教师提供工作保障的法律。一位名叫米歇尔·

李（Michelle Rhee）的教育家曾担任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校长多年，她写道，这

项裁决“代表着加州公立学校所有儿童……以及整个教师职业的明显胜利。”她

接着声称，她带头作出这项法院裁决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教师职业”和该裁决是

“对教师的致敬”。不知道如何，但我几乎无法想象更大的谎言。在这一点上，

确实需要有人关注金钱，特别是李安组织背后的金钱，该组织可笑地命名为“学

生第一”“这一教育叛逆行为尤其是灾难性的，因为美国已经经历了大约每五年

100%的教师流动，这一速度现在肯定会加快。 

 

但我们不要忽略一个要点，那就是大学和现在的学校系统都在大规模地盗窃工资

。他们已经被金融化，其主要职能是筹集资金和投资捐赠基金，关注财务利润而

不是教育，并在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剥离工资，将所有资金输送到顶层。在这种情

况下，没有明显的目的。如果一所大学的存在不是为了教育，那它为什么存在呢

？以哈佛大学为例，许多美国大学的捐赠基金非常庞大，与捐赠基金的规模和收

入相比，一年的全部学费简直微不足道。所有人都有能力提供免费学费，甚至没

有注意到收入的轻微下降，但他们坚持每年向学生收取更高的学费，同时从教师

和员工那里获得最大的工资优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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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盗罪 

第一次世界大战 

回形针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复制奥运”的获胜者是： 

亡命之徒的国家 

 

国际大盗罪 

 

美国历史记录中有一项被故意删除并经过仔细润色的内容涉及两次世界大战后从德国大

量没收资产。德国被迫进行它不希望发生的战争，这些战争主要是为了实现其永久性的

毁灭，德国在第一次战争后被肆无忌惮地掠夺了所有外国财产和资产，在第二次战争后

被掠夺了所有外国和大部分国内财产，在这两种情况下，德国的所有知识产权、发明，

专利和几乎整个国家的知识基础。第一次战争后，仅美国就没收了超过10亿美元的私人

财产，第二次战争后则没收了数不清的数十亿美元。在第一次战争期间，美国还拘留并

驱逐了数千名德国人，其中几乎所有人都是美国公民。这是故事的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没收了在美国拥有德国利益的所有财产 (1) (2) (3) 

(4) ,包括所有公司和个人资产，以及任何可能归属于德国政府、德国政治统治者甚至德

国精英阶层的资产。这项政策绝不仅限于德国在美国的资产，也不限于德国。美国政府

的立场是，在德国公司或个人持有任何类型财产或资产的所有国家，德国在世界范围内

的所有资产都可以没收。因此，全世界的所有资产都应该被扣押，抢劫所得应存入美国

财政部。他们将这一政策适用于许多国家，将征服者掠夺和掠夺所有国家的权利写入战

后条约。简言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过来又以其欧洲银行业控制者为首，将其没收

德国及其盟国政府、公司和个人的所有国际（全球）财产和资产的“权利”写入法律。

并没收，他们做到了。许多受人尊敬的国际当局强烈反对这一政策，声称没收敌人财产

不仅在道义上是错误的，而且违反了国际法的所有法规和传统。他们的要求被忽视了。 

 

犹太裔美国律师西摩·J·鲁宾（Seymour J.Rubin）写道，“出于正义的考虑，一个胜

利者或征服者应该没收被征服者的所有财产和资产，这一点是明确和令人信服的”。值

得理解的是，鲁宾所支持的理念随后被美国立法采纳，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应用

。马尔科姆·梅森（Malcom S.Mason）在一篇未注明日期但在1950年后写给美国政府的

论文中概述了鲁宾的立场：“外部投资不再是私人财产。一个国家将其国民的外部投资

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一位犹太裔荷兰律师显然同意鲁宾的观点，称“如今，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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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只不过是代表其政府的受托人”，并补充说，所有政府，特别是德国，“都对外

部投资建立了政府控制，完全改变了其表面上的私人性质”。这些绅士进一步补充说，

“当财产的含义与今天不同，战争的含义与今天不同时，就建立了关于敌人私人投资的

传统。” 

 

这些都是意义深远的声明，具有巨大的影响。在犹太法律学者（和银行家）的推动下，

美国政府的立场是，所有跨国公司都不是私人实体，而是外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工具，代

表本国政府行事的“受托人”，应该被视为私人实体。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

一直持有这一立场，并将其写入立法，今天也持同样的立场——当然，美国跨国公司除

外，它们神奇地完全是私人企业，在任何方面都与美国政府毫不相干，而且永远不会，

被视为或用作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这里没有虚伪。为了把无知和轻信的人引向爱丽丝

想象中的兔子洞，他们声称尊重私有财产的“旧传统”是在“财产”的含义与今天的含

义“不同”时建立起来的，从而巧妙地驳斥了整个问题，尽管他们很方便地拒绝告诉我

们这些差异可能是什么。无论如何，通过所有这些法律花招，美国版的“法治”保持了

它的光环完好无损。这里没有别的东西可看。让我们继续。 

 

1917年10月22日，威尔逊总统任命一位名叫a.米切尔·帕尔默的人担任美国“外星财产

保管人”的新职位，(6) (7) (8) 这一职位他担任了几年。这是一个特殊的战时机构，

负责在美国“扣押、管理和出售”任何“敌方财产”。当然，这一“敌方财产”指的是

属于德国人的任何东西，鉴于我们的犹太宣传家利普曼和伯奈斯广泛宣传反对任何形式

的反战情绪，这一定义包括了不止几个持不同政见者的财产。这些扣押被认为是一项计

划，旨在对抗德国控制全世界商业的（不存在的）计划，从而使美国工业“独立于德国

所有”。 

  

帕默雄辩地表达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即“让世界摆脱德意志帝国军国主义专制威胁的和

平，也应该让世界摆脱专制工业主义的威胁。”这意味着德国在商业发展方面过于成功

，德国被定义为统治世界的计划，正如德国在战争中保护自己的决心理应遭到彻底的物

理破坏一样，德国的工业也理应遭到彻底的破坏，因为它们都是“专制”的。或者，更

简单地说，任何被证明优于美国的国家，从定义上来说，都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应

该按照上帝的意愿予以毁灭。 

 

2014年7月28日，《史密森尼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简短文章，作者是另一位

犹太裔美国人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a.Gross）(9) ，我将参考这篇文章。根据格罗

斯的文章，德国公司或个人或德国血统的当地移民在美国拥有的任何财产都是“德国财

产的延伸”——这赋予了美国采取这些财产的权利，根据美国独特的法治定义，这些行

为随后都被认定为“合法”。尽管有正义、公平和法律的规则，但事实证明，“你的就

是我的”这一独特观点对美国政府和美国工业总体来说是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罗斯福

在二战后在更大程度上执行了同样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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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扣押的敌方资产被放入帕默所谓的信托中，暂时管理，然后处置，规定管理人和

最终购买者只能是“真正的美国人”，即不是德国人后裔。鉴于帕默对管理和处置的完

全控制，信托的管理职位、销售价格的确定以及最终购买者的选择都在帕默的自由裁量

权范围内，并导致了巨大的政治支持。帕默的扣押和出售计划范围之广令人震惊。在不

到一年的时间里，帕默吹嘘自己控制了4万多个信托基金，资产近10亿（1918年！），他

的计划才刚刚开始。这比什么都不重要，因为当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总收入只有8亿至9亿

美元，这意味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从德国没收的公司和个人资产或多或少

相当于一整年的政府收入，还有更多。 

 

作为美国的外侨财产保管人，帕默一开始只是没收拥有德国所有权的所有公司，但很快

就扩大到包括任何怀有“亲德情绪”（即以任何方式反对美国参战）的企业。起初，这

些公司包括生产可能对战争有重大意义的材料的任何公司，包括医药公司、制药公司、

染料公司、化学品公司、矿业公司、几乎所有类型的制造业、所有金属工业、啤酒厂、

报纸和出版社、纺织公司、航运公司等等，逐渐扩大到包括各种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

，帕默的办公室控制了美国数百家最大的商业企业。但他也没收了大量与之无关的小公

司，仅仅是因为这些公司的所有权属于德国血统的人（或有亲德情绪的人），包括新泽

西州的一家铅笔制造公司、康涅狄格州的一家小巧克力厂，以及芝加哥和其他城市的多

家小型德国啤酒厂。 

 

大部分记录已被分类、掩埋或销毁，但帕默似乎只是识别并查封了几乎所有在美国的德

资企业，或许小型零售商除外。帕默组建了一支庞大的专业团队，由数百名银行家和调

查人员组成，负责寻找任何“隐藏资产”，几乎没有人逃脱了这张没收网。最终有如此

多的公司和被扣押的资产被出售给“真正的美国人”，以至于帕默的外星财产办公室在

几年内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公司，他自豪地称之为“美国最大的杂货店”。 

 

证据表明，多亏了利普曼和伯奈斯，美国政府在这些政策上获得了强烈的反德公众支持

，其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从企业主和富人那里偷东西。《史密森学会》的文章指出，正如

其他人一样，帕默广泛报道了他从个人手中没收的“小财产”，其中包括某人的“三匹

马”、“纽约市的一些地毯”和“一些雪松原木”。记录似乎表明，帕默在美国政府的

热切支持下，只是找到了每一个德国血统的美国人，并没收了他们的所有资产。这并不

是一个不合理的假设，因为这正是帕默对公司所做的——搜索德国血统的人拥有的每一

家公司，并将其没收。 

 

更值得注意的一次缉获是整个拜耳化学公司，该公司在纽约自己的工厂台阶上公开拍卖

，以微薄的价格出售，购买者是犹太人拥有的斯特林产品公司。拜耳当时是世界上最大

的公司之一，不仅生产化学品，而且生产各种各样的药物，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受欢迎的

药物和最有价值的专利阿司匹林。(10) (11) (12) (13) 拜耳失去了所有的外国资产和

大部分出口市场，美国人不仅攫取了拜耳公司的美国资产，还攫取了拜耳公司的大部分

外国子公司，例如，美国军队进入南美洲，并简单地接管了拜耳公司的所有公司和资产

。当然，帕默的集团没收了拜耳的所有专利和商标，并将其拍卖给了（真正的美国）竞

争对手。 

https://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bayer-patents-aspirin
https://www.bayer.com/en/history/1914-1925
https://www.company-histories.com/Bayer-AG-Company-History1.html
https://www.company-histories.com/GAF-Corporation-Company-History.html


就这件事在美国历史叙述中的存在程度而言，辩护者轻描淡写地宣称“拜耳的专利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过期，该公司在各个国家失去了阿司匹林的商标权”，从而驳斥了整

个事件。生活在历史神话仙境中的无知的美国历史学家也声称，根据《日内瓦公约》或

其他类似公约，当一个国家输掉一场战争时，其所有知识产权、专利、版权和商标自动

失效。那当然是胡说八道。拜耳的专利和知识产权并未“过期”；它们被偷了。与所有

其他德国公司一样，美国声称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德国本土以外所有德国产品的所有知识

产权和专利。斯特林公司以利用拜耳窃取的专利作为依据，对拜耳的生产和试图出口其

产品提起巨额诉讼而闻名。例如，当仍在德国生产阿司匹林的拜耳试图将该药物出口到

其他国家时，收购拜耳没收的美国公司和资产的美国斯特林公司（Sterling company）

立即对拜耳提起了大规模的商标和专利侵权诉讼——拜耳自己的产品！ 

 

而且，不仅扣押和出售德国资产被用来让美国工业在几乎没有成本的情况下进入竞争地

位，而且摧毁德国工业也同样重要。战争结束几年后，美国通过了关税立法，对任何与

美国公司竞争的德国产品征收禁止性关税和反倾销罚款，德国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自

动引起诉讼。总部位于美国的ICI和杜邦的处境与英镑相似，得益于德国资产和专利被没

收、竞争产品进口关税被禁止以及德国出口在全球范围内被有效禁止。巴斯夫和爱克发

受到了与拜耳相同的待遇，他们的美国资产以几便士的价格出售给美国柯达，随后又采

取了严厉的保护主义政策，以确保柯达以德国IP控制美国国内市场。 

同样，推力是双重的；一是通过大规模盗窃资产和知识产权来加强美国工业，二是摧毁

德国工业，不管有多大可能。德国产品、德国以外的公司和子公司几乎全部被美国人（

部分被英国）没收，德国被拒绝出口许多产品，其他所有产品都被征收巨额进口关税，

几乎无法出口。作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条约的一部分，德国被拒绝加入世界专利联盟

，这意味着德国专利和知识产权在德国境外被视为无效，主要是允许美国人在德国新的

研究和发现一发生就简单地复制和窃取。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人建立了他们

的梯队商业间谍计划——该计划至今仍在运作——以确保美国工业能够了解德国的所有

研究和产品开发以及新的国内专利，并将其全部传给美国公司。对德国的损害当然是巨

大的。 

 

就在战争正式结束前一周，美国政府通过了新的立法，允许其没收和出售在德国和美国

向德国个人和公司注册的数千项专利。由于德国公司在许多商业领域都是世界领先者，

美国公司现在只需几分钱就可以完全获得德国的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在一个例子中，

帕默向一家美国化学非政府组织出售了近5000项化学专利，该组织随后向美国公司提供

了许可证。在此不应忽视的是，尽管战争后没收军事资产可能具有法律效力，但没收个

人和公司财产始终是所有国际法所规定的非法行为。然而，这些限制很少困扰美国人。

他们只是通过了新的立法“允许”自己从德国人手中没收任何和所有个人和公司资产，

无论是在美国、德国还是任何其他国家，然后继续在光环完好的情况下进行掠夺，并一

如既往地遵循“法治”。 

 

我将在后面更详细地提到美国在美国境内拘留德国和德裔美国人的计划，但我要在这里

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相当多（而且被低估）的人被关押在美国的拘留营中。

美国历史书简要地告诉我们二战期间日本人被监禁的情况，但美国历史（和历史学家）



对第一次战争期间德国人被类似监禁的情况却一无所知。这一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在帕默的权力下，所有属于被拘留移民或其他人的财产，无论他们是否被控任何罪行，

都构成了一种“战争财产”。帕默的观点得到了美国法院、国会和白宫的认同，即“所

有被政府拘留的外国人都被视为敌人，他们的财产也会受到相应的对待”。 

 

宣战后，威尔逊立即宣布所有德国公民为“敌方外国人”，他们必须填写外国人登记表

并按指纹。所有在美国的德国公民都因与敌人的新贸易立法而被迫向帕默的托管集团披

露其所有资产和财产。个人被迫披露所有银行账户和其他资产和财产，企业被迫交出所

有财务和会计记录以及客户名单。仅凭帕默的决定，这些人、他们的企业或他们的资产

可能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有理由立即监禁和扣押

他们的资产。为了增加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的味道，监禁通常是短期的，在所有受害者

的资产被扣押和出售后立即结束。 

 

历史叙事软化了这一打击，声称帕默仅在“战争期间”控制了这些资产，但没收和出售

是永久性的，而不是暂时的。诚然，像普雷斯科特·布什（乔治·布什的父亲）、杜勒

斯兄弟以及类似的地位显赫的银行家和其他叛徒这样的少数受人青睐和幸运的个人，都

犯了不同程度的金融或工业通奸罪，确实在战后归还了他们的（德国）资产，但这些都

是非常例外的情况，需要巨大的政治权力，不仅是为了资产返还，而且是为了逃离狱卒

和刽子手。 

 

一个来源列出了仅从这些德裔美国人身上没收的个人财产价值就超过3亿美元，这与我的

信息相符，这些是1915年的美元，而不是2015年的美元。格罗斯在文章中承认，“历史

学家亚当·霍奇斯发现，即使是美国公民的女性，如果与德国和奥匈移民结婚，也被列

为敌方外国人——仅她们一人就向政府损失了总计2500万美元的财产”，这是一个公开

的记录。如果这些妇女的财产价值2500万美元被政府没收，那么这些男子的损失肯定要

大得多，因为1915年的妇女很少持有任何重要的资产，如果妻子的资产被掠夺，那么丈

夫的资产肯定也会被掠夺。这些人不一定是被拘留的人，而只是被归类为“敌方外星人

”的人。然而，更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法治的道德水平达到了最高水平。没收个人财产

是为了阻止德裔美国人援助德国的战争努力，尽管这些政策的捍卫者未能解释德国血统

的人在美国欠下一所房子将如何帮助德国的欧洲战争，以及没收这所房子将如何使世界

民主安全。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并不是主动启动这一庞大的没收计划，而是服从其

傀儡主人。同样，政府也没有从没收中获得实质性利益，将没收的财产免费或以一分钱

的价格分配给其最亲密的朋友。 

 

但在某些方面，这只是冰山一角。结合利普曼和贝奈斯的恶意反德宣传，以及他们对威

尔逊反异见立法（《间谍法》和《与敌人交易法》）的赞助，帕默聘请了一位名叫J.埃

德加·胡佛的年轻易装律师，他立即带头识别“敌方外国人”和“异见者”居住在美国

。这当然始于德国传统，但迅速扩大到包括任何涉嫌反对欧洲战争和抵制美国加入这场

战争的人。在所有这些援助下，随着公众对德国的怀疑和仇恨不断增加，在短短几年内

，美国政府编制了一份50多万人的名单，强迫他们登记为敌国外国人，对他们进行间谍



活动，驱逐了数不清的数千人，无论他们是否是美国公民，把大量的人送到拘留营——

当然，没收了他们所有的资产。 

 

回形针行动 

历史上最大的知识产权盗窃案 

 

OPERATION PAPERCLIP: 

美国是如何帮助二战中的纳粹罪犯逃避法律制裁以推 

 

 

“回形针行动”包含几个部分，我将分别讨论。简单地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取得巨大

成功之后，回形针行动及其前身“乌云行动”最初的总体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掠夺德国的

所有科学和工业知识。最初的计划是窃取文件，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窃取工作样本，但事

实证明，德国工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过于复杂，无法从简单的文件检查中有效理解。尽

管从德国没收了大量科学、技术和工业知识，但由于缺乏专门知识，美国未能从中受益

。很快就很明显，这一过程需要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进行广泛的情况介绍，以获得德

国工业和科学理论及工艺的充分工作知识。这一认识立即导致建立了巨大的拘留营，收

容了俄罗斯人和其他人到来之前美国人可以拘留的所有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那里这些

人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接受情况汇报。当掠夺和汇报显然是不够的时候，乌云行动变成

了回形针行动，涉及将成千上万的同样的人强行转移到美国。 

 

还有另外两种不同的、或多或少不相关的强制转移浪潮，它们通常属于这种所谓的“回

形针”保护伞。这些秘密涉及的不是军事或商业利益的秘密，而是与政治、间谍活动以

及恐怖主义、酷刑和统治世界的黑暗面有关的秘密。其中一部分涉及美国人决心建立一

个欧洲间谍和黑行动网络，以遏制俄罗斯并获得对西欧的政治控制。其中包括招募一个

由莱因哈德·格伦领导的庞大间谍网络，该网络拥有强大的“黑行动”能力，擅长吸引

和训练国内恐怖分子。格拉迪奥行动（Operation Gladio）是这部分回形针的直接结果

，它在欧洲制造了数十年美国赞助的恐怖主义。 

https://www.opindia.com/2022/05/operation-paperclip-usa-govt-nazi-scientists-weapons-technology-wwii/


 

另一个更为险恶和致命的类别是美国人对审讯和酷刑、化学战和生物战以及人体实验的

病态兴趣，这导致数千人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特别是为了向美国人传递世界上在这些领

域记录在案的变态行为。由此，美国政府创造了一大批德国人，尤其是日本人，他们在

酷刑和审讯技术、人体实验和生物战等黑暗技能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几十年来，这些引

进的“专家”为他们的美国主人在布拉格堡和德特里克堡的秘密项目中服务。正如一位

作者所指出的，“美国军方毫不迟疑地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希腊、韩国和越南的平民身上

，利用他们新获得的生物武器经验。”这些计划从未停止过。在朝鲜和越南战争期间，

在美军所谓的“美洲大学”曝光期间，以及在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湾的伊拉克战争期

间，他们在公众面前短暂地抬起了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大多发生在乔治

·H·W·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因此，回形针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中央情报局

庞大的MK Ultra计划，其中包括洗脑、酷刑，以及至今仍在忍受的一系列可怕的人类虐

待。我将在本系列后面的一本书中讨论后两者。 

 

“阴天行动”被描述为“这是一项与任何重大战争战役一样庞大的后勤事业，涉及大量

的预先规划和协调，其中包括数十个政府机构和部门、国会图书馆等附属团体、数百家

美国公司和数不清的数千个人。”今天，这一行动被普遍认为是战后德国科学家和技术

人员向美国的移民/转移，主要是那些拥有有用军事知识和技能的人，但它从一个不同的

地方开始，并远远超出了这一有限的历史版本这些信息被写入、删除和净化，以防止真

相逃逸到整个世界。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遭到无情的掠夺，包括没收几乎所有

宝贵的外国资产 (14a) (14b) (14c) (14d) (14e) (14f)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

，就有计划重复这一过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取得巨大成功并以此为基础的基础上，

美国人决定放弃现在被视为只是没收德国公司并窃取其专利和知识产权的适度好处他们

现在计划直接去源头，掠夺整个德国。有必要欣赏美国人近乎野蛮的决心，最大限度地

掠夺德国的知识，部分原因是他们同样决心拒绝向俄罗斯提供这些战争奖品整个大规模

抢劫计划的后勤和管理在1942年或1943年已稳固到位，当时的代号为“乌云行动”，这

将是整个被占领德国的军事和科学战利品寻宝行动。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早在德国投降之前就做好了准备，以至于在对德国的最后一次

陆地进攻中，数百支由科学家、工业家、军事专家和其他专家组成的团队几乎与军队并

肩作战。这些知识产权收集团队通常只落后于军队几分钟或几小时这数百个准备充分的

小组是事先挑选出来的，他们一般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无论是科学、军事还是工业领

域的专家，有资格判断哪些材料对他们有用或有价值他们狭窄的专业领域。 

 

少数小组负责收集和评估军事物品，但迄今为止，最大的小组是TIIB，技术工业情报部

门，隶属于美国商务部，负责检查德国工业的每一个环节，并收集任何和所有信息，包

括文件、专利、工艺、，模型，工作样本，任何可能对美国工业公司感兴趣或有用的东

西。Michaels指出，仅在1946年，TIIB就向德国派遣了400多名调查人员用于商业目的，

仅他们就没收了数百万页的文件和数十万磅的设备和产品样本。甚至国会图书馆有它自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us-confiscated-half-billion-dollars-private-property-during-wwi-180952144/
https://www.munichre.com/en/company/about-munich-re/group-history/a-seismic-shift-the-first-world-war-and-the-great-depression-1914-1933.html#:~:text=1917%20%E2%80%93%20The%20United%20States%20enters%20the%20war,enemy%20property%20administration.%201917%20%E2%80%93%20Founding%20of%20Hermes
http://hawaiiworldwar1.org/1890-2/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20/12/11/opinion/columnists/world-war-1-and-southeast-asia/807981/
https://yazhida.net/get/books.php?id=QWVNAAAAMAAJ&item=International%20Legal%20And%20Political%20Factors%20In%20The%20United%20States%20Disposition%20Of%20Alien%20Enemy%20Assets%20Seized%20During%20World%20War%20Ii


己的对外使命，那就是找到并没收在德国出版的所有书籍和期刊，这些书籍和期刊可能

会引起美国公司或科学界的兴趣。 

 

在这一过程中，每一种德国公司都是目标，无论其规模大小，只要它可能包含对美国公

司有潜在用途的研究信息或产品。Michaels指出，“这些信息中的大部分已经由美国情

报机构汇编并提供。”，这意味着这些团队消息灵通，知道从哪里开始搜索。特别是，

所有大学、研究机构、专利局、各种实验室、所有政府机构，如德国相当于国家研究委

员会的机构，等等，都在名单上。图书馆是另一个专业，而不仅仅是图书馆公开版本，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于I.G.Farben或德国飞机制造商等大公司内的版本，其中不仅包

含数万本书籍和其他出版物，还包含非公开领域的有价值的研究和专有信息。当然，还

有所有德国工业企业的物理设施这些搜索和扣押任务直接针对的公司包括I.G.Farben等

化工公司、大众汽车等汽车公司、Dornier和Messerschmitt等大型飞机公司、Hoescht等

制药公司，但搜索几乎涵盖了所有内容。这数千家公司的内部研究设施都是空的所有的

研究文件、出版物和专有信息。整个工厂和实体生产设施都进行了梳理，寻找任何有商

业价值的东西。就连史泰夫毛绒动物工厂也没有了它的图案、专有书籍和文件、生产方

法、专利和泰迪熊样品。 

这次“阴云行动”的第一部分是对所有未确定的东西的公然盗窃，包括但不限于飞机、

车辆、各种产品和发明的样品，以及来自无数来源的书籍和科学文献的图书馆。戈弗说

，美国人完全掠夺了公司档案和档案专利局、大学图书馆和文献档案馆、整个军事档案

仓库等等。迈克尔告诉我们，他们一浪接一浪地翻阅了德国的印刷品和缩微胶片仓库，

一浪没有带走的，下一浪带走了，直到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单是运送的文件就有数万

吨s、 没有人计算过样本、原型、工作模型、车辆、飞机、军用设备和大量商业物品的

数量，被盗的图书数量可能达到数百万册。世界著名航空科学家、搜索和抢劫小组成员

西奥多·冯·卡曼写道，超过300万册的图书被盗收集了重量超过1500吨的lion文件，并

分一批运往美国，后称为“母矿”。他的评论： 

“商务部长1946年的年度报告谈到了TIIB选择的3500000页。如果加上带到美国

并在Wright Field处理的文件[飞机相关]我记得当我1957年来到图书馆时，在亚

当斯大厦4楼的走廊和门厅里，有一个8英尺长的绿色大盒子，“储物柜”，一直

放在天花板上，里面有文件要由e与空军签订合同的航空信息和航空技术部门。

” 

这仅仅是军事上的收获。科学、商业、工业和研究的数量将大大增加，美国国会图书馆

的藏书也将大大增加。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自己的使命，要没收或多或少能找到的任何书

籍和出版物，其被掠夺的书籍数量也将增加数十万，更不用说它掠夺的大量商业物资了

，“我不确定最终有多少份文件/页是从德国取得的，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是否有一份准

确的账目。有些文件包含1000多页，其他文件，如专利申请，只有一页。” 

 

第二波——强迫移民 



 

（名为“阴天行动”项目的）原意计划是窃取文件和工作样本，并在必要时向科学家汇

报，以获取有关理论和过程的工作知识。由于事先无法合理了解必要汇报的程度，计划

是召集所有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防止他们散播，并将他们关进监狱但德国人的知识

远远领先于美国人的想象，而且几乎在一开始就意识到，简单的没收和汇报是远远不够

的。例如，美军找到并“解放”了德国100多枚V-2火箭的部件，但发现他们不知道如何

组装这些部件，也不知道火箭如何工作的科学原理或机械原理。从这一困境和许多工业

领域的其他困境中，美国人意识到，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那样，他们他们远远

落后于德国，甚至无法理解、更不用说利用他们所窃取的许多科学和其他知识。他们现

在意识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数千名被俘虏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及最终大量熟

练的工匠迁移到美国。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 

 

“美国在破译德国战时火箭计划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几乎绝望的经历，很快导致了不仅没

收文件和产品，而且没收了数百个其他科学、军事和商业过程中的人员的解决方案。”

于是诞生了我们现在通常称之为“回形针行动”的项目。 

 

在历史叙述中它没有收到通知，但这些驱逐是强制性的——德国人和日本人被送往美国

“不管他们是否想去”“。提交给他们的替代方案是作为战犯进行审判并可能处决，美

国基本上拥有做出这些决定的全部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因此受害者别无选择。这些“重

新安置”不仅是强制性的，而且是突然的，在许多情况下只需提前一天通知： 

 

“根据军政府的命令，你必须在明天中午13时（1945年6月22日星期五）带着家

人和行李尽可能多地报到在比特菲尔德的城市广场。不需要带冬衣。随身携带的

物品，如家庭文件、珠宝等。你将被汽车运送到最近的火车站。从那里你将向西

旅行。请告诉这封信的持有者你的家庭有多大是的。” 

 



虽然这些最初的浪潮包括专门用于军事利益的人员转移，但随后的所有浪潮都纯粹是出

于商业利益，美国人强行进口几乎所有行业的科学家、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和专业工匠

，包括钢铁、金属制造、玻璃、瓷器、印刷、染料等还有织物、电子产品、乐器、汽车

制造、飞机设计。名单几乎无穷无尽。美国在许多行业从德国进口专业工匠，以提高本

国行业的技能，并创造新的行业。 

  

在进一步的情况介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数千名最有吸引力的知识候选人被转移到美国

之后，在德国的美国集中营中仍然有大量的剩余人员，美国人不再需要这些人，但他们

声称不愿意为罗斯留下任何知识上的残余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美国将军R.L.沃尔什的一项

计划，即德国的“乌尔瓦尔德计划”或丛林计划 (15a) (15b) (15c) (15d) (15e) 

(15f)这是一项大规模的计划，目的是在第三世界的任何地方和任何地方尽可能广泛地分

散和安置这些人，以此防止德国再次形成一个临界的工业知识群体。 

 

但这是另一个历史神话，涵盖了另一个险恶的议程。如果数十万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

匠中的大部分被认为对美国没有用处，那么他们对俄罗斯也同样没有用处。真正的意图

是通过永远剥夺德国的它最优秀的科学头脑已经被转移到了美国，但也永远剥夺了德国

第二和第三层次的科学知识分子，以完全阻止德国在战后重建自己的企图——摧毁德国

毕竟是回形针及其众多bret的主要原始目标之一与战争本身一样，赫伦。那些没有被转

移到美国或英国或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最初被隔离和监禁多年，有效地阻止了德国复苏

的任何可能性。但最终，那些“听取了汇报但并不特别有价值”的数百万人要么被直接

处决，要么被饿死，总人数达100万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这是巴克尔“其他损失”的一

大部分内容。(16) 应该指出的是，正如巴克尔所做的那样，数百万德国平民因饥饿而死

亡是一个有计划和深思熟虑的过程，最终在战争结束后的五年中，有1200万至1400万德

国公民被杀害。(17) (18a) (18b) (18c) (18d) 这些被称为“艾森豪威尔的死亡集中营

” 

 

 

http://fpp.co.uk/bookchapters/Morgenthau.html
http://fpp.co.uk/bookchapters/Morgenthau.html
http://www.worldfuturefund.org/Documents/Morg.htm
https://www.academia.edu/13076996/The_Morgenthau_Plan_1945_1947_
https://truedemocracyparty.net/2014/01/german-holocaust-german-genocide-9-to-15-million-germans-killed-1945-1953-the-morgenthau-plan-eisenhowers-death-camps-a-forgotten-genocide/
https://nationalvanguard.org/2017/06/eisenhowers-death-camps/
http://geschichteinchronologie.com/USA/Eisenhower-massenmoerder/ENGL/02-mass-murders-field-towns-Rhine-meadow-camps-starvation-faked-photos.html
https://truedemocracyparty.net/2014/01/german-holocaust-german-genocide-9-to-15-million-germans-killed-1945-1953-the-morgenthau-plan-eisenhowers-death-camps-a-forgotten-genocide/


现在看来，我们都看到的那些流行的照片，即成堆的憔悴的尸体，并不是被德国人杀死

的犹太人（正如我们被告知的），而是被美国人杀死的德国人。被监禁和杀害的人中有

数目不确定的妇女，还有更多的是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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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汤姆·鲍尔（Tom Bower）写了一本名为《回形针阴谋》（The Paperclip阴谋

）(19) 的书，书中详细说明了这些德国科学家的引进程度以及仅对美国军方而言的价值

。他列举了德国当时远远超出美国能力的几十项引人注目的成就：先进的飞机发电厂、

导弹控制、空中加油、高温合金、精密光学、红外探测器、新型柴油发动机、新型燃料

和润滑油、以8马赫速度运行的风洞、，它的速度是美国的三倍，比美国最大的努力、高

空侦察和测绘、声学武器早了十年。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军方认为，德国人在设备设计

和开发、发电机、微波技术和晶体结构等领域“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基本贡献”。《出版

商周刊》在对这本书的评论中写道：“鲍尔的揭露是令人震惊的，而且累积起来具有毁

灭性……将震惊读者。” 

 

以下是从鲍尔的书中转述的一些观察结果： 

 

在当时的美国军事领导人看来，德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专家……当今世界上

最优秀的”，他们拥有“远高于任何美国人员的专业教育和培训水平”。根据鲍

尔的研究，美国官员声称，“这些德国工程师勤奋，接受过无与伦比的技术和科

学培训，在各类先进飞机动力装置中拥有生产和运营经验，并展示了设计的主动

性、发明性和实用性。”军方官员声称，这些德国人的存在为空军节省了数不清

的数百万美元和十年的武器研制工作。 

 

https://www.amazon.com/Paperclip-Conspiracy-Hunt-Nazi-Scientists/dp/0316103993


安德鲁·沃克（Andrew Walker）在其他地方引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驻

欧洲空军副司令休·克内尔少将写道：“占领德国的科学和工业设施表明，我们

在许多研究领域都落后得惊人。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会，抓住开发它的仪器和

大脑，并让组合迅速恢复工作，我们将继续。。。多年后，我们试图覆盖一个已

经开发的领域。” 

 

美国军事专家表示，这些德国工程师和科学家为美国带来了远远超出美国当时能力的巨

大成就。具体而言，包括导弹控制、空中加油技术、高空飞行飞行员设备、高温合金、

精密光学等fra红色探测器、新型柴油发动机、新型燃料和润滑油、高温合金、精密光学

器件以及具有划时代重要性的夜间战斗机瞄准具德国人有一个8马赫的风洞，速度是美国

最好的风洞的三倍，领先十年。他们在高空侦察和测绘、声学武器等光学方面也达到了

惊人的水平。鲍尔进一步指出，美国军方认为，德国人在设备设计和开发、发电机、微

波技术和晶体结构等领域“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基本贡献”。 

 

在2005年11月21日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篇题为“回形针计划——月球的黑暗面”的新闻文

章(20) 中，安德鲁·沃克详细介绍了60年前这些引进的德国科学家如何为美国提供了当

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的尖端技术。他声称，和其他许多人一样，“1945年，德国的一系列

技术成就令陪同入侵部队的盟军科学情报专家大吃一惊。”除了汤姆·鲍尔书中提到的

项目外，沃克还列出了“超音速火箭、神经毒气、喷气式飞机、导弹、隐形技术和强化

装甲”这只是德国在战争期间开发的一些突破性技术。美军从地下诺德豪森综合设施中

回收并拆除了大约100枚德国V-2弹道导弹的部件，并将这些部件和德国的沃纳·冯·布

劳恩（Wernher von Braun）带到新墨西哥州的白沙试验场。完全是冯·布劳恩策划了美

国的登月计划，亚瑟·鲁道夫领导了设计和建造土星五号火箭的团队，胡伯特斯·斯特

鲁霍尔德设计了美国宇航局的机载生命支持系统，而其他德国火箭专家设计了阿波罗和

其他发射系统。 

 

沃克认为，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德国的Horten Ho 229是第一架隐形飞机，具有雷达吸

收外皮和单翼外形，美国的诺斯罗普B-2隐形轰炸机（每架价值20亿美元）实际上是1944

年德国设计的复制品。他还指出，现代美国巡航导弹仍然基于德国V-1火箭设计，美国宇

航局的X-“最先进的”X-43高超音速飞机的存在只是因为德国在喷气式飞机方面的领先

。 

千千万万的秘密 

 

  

有记录在案的为数不多的公开文件和承认这一大规模盗窃的事例之一是C.莱斯特·沃克

在1946年10月发行的《哈珀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千人的秘密》。他的文章以

以下内容开头：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magazine/4443934.stm


最近有人写信给赖特·菲尔德，说他知道这个国家收集了相当多的敌方战争机密

，其中许多现在正在公开出售，能不能请他用德国喷气式发动机把所有的东西都

送过去。陆军空军航空文件司回答说：“对不起，那将是50吨（文件）“此外，

这50吨只是今天毫无疑问是收集到的最大数量的敌军战争机密的一小部分。如果

你总是想到战争秘密——谁没有想到呢由于有六七条消息，有几条消息很容易就

交给了有兴趣的当局，你可能会感兴趣地了解到，这本收藏中的战争机密有数千

条，大量的文件都是在山区，而且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 

 

今天的收藏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Wright Field（俄亥俄州）、国会图书馆和商

务部。Wright Field正在1500吨的矿脉中工作。在华盛顿，技术服务办公室报告

说，涉及数万吨材料。据估计，必须处理100多万件不同的物品，它们很可能包

含德国几乎所有的科学、工业和军事机密。一位华盛顿官员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

此类材料的单一来源，是第一次有秩序地利用整个国家的智力。” 

 

沃克证实，美国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搜索，用委婉的话称之为“战争秘密”但这仅仅是

对美国所缺乏的军事、商业和科学知识的寻宝。为了完成这项任务，美国各机构组成了

500多个情报小组，规模从几人到十几人甚至更多，他们密切跟踪入侵德国的美军，意图

在其他盟军到达之前没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些联合情报目标搜索小组大多奉命查找

并没收工业和科学机密。沃克说，这些美国英雄在完成任务时“表现出了非凡的创造力

和韧性”。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正确的。在一个案例中，德国专利局将一些最秘密的专

利放在了一个1600英尺高的矿井下，但美国人发现了它，并没收了全部内容，作为美国

的“战争赔偿”。 

 

德国公民经常被美国人强迫签署文件，证明他们已经交出了“所有的科学和贸易数据，

如果没有，将承担后果”——这意味着被交付给俄罗斯人处决。大多数人在这些威胁下

投降了。这些人不是军事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而是光学和制药公司等商业企业的工作

人员，与“战争机密”毫无关系。美国有多个摄影小组和微缩胶片记录小组，他们通常

每天24小时工作记录他们的发现。沃克指出，仅在霍奇斯特一家大型德国化学品公司，

当IG Farben被拆分成不同的组成部分时，美国就有100多名研究人员，他们将“奋力保

持领先于40台OTS文档记录摄像机，这些摄像机每月都会传送到超过十万英尺的缩微胶片

上”。为了将这一点转化为可衡量的观点，美国每月仅从赫氏提取数百万页的文件。这

就是美国窃取德国科学和商业机密的规模。 

 

沃克接着向读者介绍了“战争秘密收藏中的一些杰出例子”，其中包括1000瓦的微型真

空管，由陶瓷而非玻璃制成，几乎是不可摧毁的，并且是美国所能制造的最好的真空管

的十分之一。他列举了一盘看似神奇的磁带、用于完美夜视的红外设备和一台“操作它

的微型发电机”。他说，德国的红外技术非常先进，据美国军方消息来源称，德国汽车

可以在完全停电的情况下以任何速度行驶，在前方200米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清晰的物体。

装有这种装置的坦克可以发现两英里以外的目标。作为狙击手，它使德国步枪兵能够击

毙一名全身漆黑的男子。。。在这些发现之前，美国人甚至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更

不用说如何设计或制造它们了。 



 

沃克列举了一系列电子产品，其中包括对美国科学家来说似乎具有魔力的卓越冷凝器、

对许多制造过程都很重要且美国人从未能够制造出任何尺寸的大块合成云母的制造，但

这立即增加了美国冷钢的市场占有率德国已经完善了冷金属挤压工艺，这是美国人永远

也做不到的，现在允许美国制造商将许多产品的生产速度提高十倍。沃克说，一个军事

通信单位的负责人告诉他这一个“战争秘密”仅此一项就将彻底改变数十个美国金属制

造业。 

 

沃克接着说，“在纺织品方面，战争秘密收藏揭露了太多，以至于美国纺织工人有点头

晕目眩。”他讲述了一台德国人造丝编织机的发现（“发现”于美国编织机团队，当时

正在德国进行搜索），该机的产量增加了150%。有些织机为女士生产无缝袜子，有些织

针机是美国公司做梦也想不到的，这是一种将羊毛和羊皮分离的专利方法，可以留下完

美的皮革表面。 

沃克的消息来源告诉他，"... 在所有的工业秘密中，也许最大的意外收获来自于德国大

卡特尔法贝尼工业公司的实验室和工厂。据称，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秘密信息储藏室。

它包括液体和固体燃料、冶金、合成橡胶、纺织品、化学品、塑料、药品、染料。一位

美国染料管理局宣称：“它包括五万多种染料的生产技术和秘密配方。其中许多比我们

的更快、更好。许多是我们从未能制造的颜色。美国染料工业将至少进步十年。” 

 

丹尼尔·迈克尔斯（Daniel Michaels）在一篇研究出色的文章中写道： 

 

“盟军收获的最大的分类信息之一来自IG法本的实验室和工厂，这是一个紧密的

美国关系集团，几乎完全垄断了化学生产。化学当然是创造大多数合成物的基础

。在法兰克福，巨大的IG法本大楼，WHIC。h保存着价值极高的记录，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狂轰滥炸中“奇迹般地”幸免于难，证明了如果盟军愿意的话，更好

的轰炸精度是可能的。法本大楼的地下室包含着秘密的工业信息，其中包括液体

和固体燃料、冶金、合成橡胶、纺织品、化学品、塑料等cs、毒品和染料。战后

驻扎在法本大楼的几名美军军官评论说，没收的文件和记录的价值（仅从该来源

）就足以资助战争。” 

 

Michaels还指出，在航空领域的重大发现中有“描述后掠翼的论文，并提供了大

量的风洞数据，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后掠翼飞机具有接近音速的优越速度特性。

这些数据是同类数据中的第一个。Schailer（波音工程师）他很快写信给波音公

司的同事，要求停止他们设计的带有直机翼的马赫数为1的跨音速飞机的工作，

并告诉他们他的发现。他将数据制成缩微胶卷，并在回到西雅图设计美国第一架

后掠轰炸机B-47时使用这些数据……” 

 

沃克继续说：“在食品、医药和军事艺术分支方面，搜索小组的发现同样令人印

象深刻。在航空和导弹方面，它们被证明是完全令人震惊的。。。德国人发现了



一种不用加热的果汁消毒方法。在其他国家，用紫外线对牛奶进行巴氏杀菌总是

失败的，但德国人已经找到了方法。。。他的消息来源告诉他，德国人发明了一

种连续的黄油制造机，这是美国人一直想要的，但却不知道怎么做。该机器的样

品立即被没收并运到美国乳制品公司。德国人发明了卓越的新方法来保存食物，

空调和水回收效率如此之高，以至于“德国潜艇可以从德国航行到太平洋，在那

里运行两个月，然后返回德国，而不必为船员提供淡水。” 

沃克还告诉我们，一位美国陆军外科医生声称，德国的医学秘密，其中许多是令人震惊

的革命性的，将挽救美国医学“多年的研究”，其中包括生产商业规模的合成血浆的过

程，以及血液和肾上腺素的替代品。这些领域美国人也尝试了多年，但失败了，但沃克

接着高呼，“今天我们有了制造的秘密。”我们不要忘记，这些都被美国人归类为“战

争秘密”，这种归类不知何故证明了他们的盗窃行为是正当的。 

 

德国人还发明了在心脏完全停止和呼吸停止的情况下复活尸体的方法，沃克指出，“在

我们与日本的战争结束之前，这种方法被所有美国海空救援服务机构采用，并且在今天

被医学界普遍接受。”，德国人已经发现了负离子空气的医学重要性和制造负离子空气

的方法。 

 

沃克进一步告诉我们，“但对未来最重要的是德国在航空和各种导弹方面的秘密。据陆

军空军出版物报道，轰炸伦敦的V-2火箭与德国人的袖子相比只是一个玩具。我们现在知

道，战争结束时，他们拥有138种导弹，处于不同的生产或发展阶段，使用各种已知的遥

控和引信：无线电、雷达、电线、连续波、声学、红外线、光束和磁学等等；对于动力

，亚音速或超音速的所有喷气推进方法。喷气推进甚至应用于直升机飞行。燃料通过管

道输送到转子叶片尖端的燃烧室，在那里爆炸，叶片像草坪喷灌机或风车一样旋转。“

他接着提到了速度接近6000英里/小时的超音速火箭，洲际射程，可以在大约40分钟内从

德国抵达纽约。他告诉我们，”毫不奇怪，然后，今天陆军空军专家公开宣布，在火箭

动力和导弹方面，德国人领先我们至少十年。” 

 

沃克用“美国公众”，即美国公司“正在吞噬”的例子来完成他的文章“所有这些信息

，每一个可能的商业应用都有成千上万的文档请求。像Bendix、Pillsbury、Pioneer、

Pacific Mills这样的美国公司要求德国专利和工艺信息，包括唱机更换器、面粉和面包

生产方法、驱虫化合物、人造丝防皱整理剂。当然，伟大的美国相机公司宝丽来（

Polarioid）的所有信息都是从德国的摄影和光学文件中获得的，就像一战后的柯达（

Kodak）一样，没有这些，公司将一文不值。 

 

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我已经看到了一些声称，1946年10月的哈珀出版的《哈珀》是以

印刷形式公开发行的。他们声称，即使在图书馆或其他藏品中，从一开始就有哈珀的每

一期，这一期也不见了。我还没有研究过这件事，也无法确认索赔的准确性。这篇文章

可以从Harper&apos;s在线获得，如果你知道文章的标题和出版日期，可以付费。当然，

问题是活着的人中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的存在，甚至很少有人能具体说明文章的确切

标题或发表日期。 



 

沃克告诉我们，美国公司相信这种前景非常好，“公司高管们几乎停在OTS的前门台阶上

，想成为第一个获得某一特定发布报告的人。有些信息是如此有价值，以至于比竞争对

手提前一天获得这些信息可能价值数千美元。”许多高管声称，这些德国信息对他们的

公司来说价值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所有各方最终一致认为，1945年从德国窃取的全

部知识产权至少价值100亿美元。 

 

弗里德里希·乔治在书中写道： 

  

“当然，不可能确切地确定没收、出售和工业利用德国专利使美国和以色列获得

了多少美元的财富。约翰·金贝尔教授在其著作《科学、技术和赔偿：战后德国

的剥削和掠夺》中估算了德国所获得的‘知识赔偿’仅美国和英国就有大约100

亿美元。1952年，出版商赫伯特·格拉伯特（Herbert Grabert）大胆估算了300

亿美元。换算成2008年的美元，这些估算将达到数千亿美元。如果将苏联掠夺的

财物也考虑在内，总额可能接近1万亿美元。这一amo的注入多年来对美国经济的

深入了解很容易解释美国战后的繁荣。” 

 

乔治最后的评论应该刻在每本美国历史和经济教科书的封面上。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

的那样，美国短暂的繁荣期只持续了大约40年，并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其原因

有两个。一个是对世界上最具科学创造力的国家的全部知识产权的大规模盗窃，另一个

是为了防止几乎肯定会成为美国一场大众革命的社会主义劳动合同。 

 

丹尼尔·W·迈克尔（Daniel W.Michaels）就这一问题撰写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研究精

良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伟大的专利盗窃案”，其中充满了细节和背景。(21) (21a) 

(21b) (21c) (21d) (21e) (21f) 几十年来，Michaels一直在美国国防部和海军海事情

报中心担任德语翻译，对这起盗窃案的严重程度有着丰富的个人经验。约翰·金贝尔（

John Gimbel）还写了一篇论文，题为《科学、技术和赔偿。战后德国的剥削和掠夺》，

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 

迈克尔首先说，“承认移民为我们的繁荣和伟大做出了贡献，这是美国人的骄傲可以接

受的。更难接受的是，我们的科学领先地位和繁荣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一战后简单地夺取

德国的专利和发明，而二战后更是如此。他指出，世界历史上最具创造性的时期可能发

生在1932年至1945年之间的德国，而正是这项德国科学研究的失窃推动了美国战后的技

术繁荣。杜鲁门的9604号行政命令——他指出，该命令也被称为“盗窃许可证”——构

成了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抢劫，盗窃了当时存在的所有德国知识产权、产品、工艺

和专利。 

 

今天的美国大张旗鼓地保护知识产权，同时否认过去或现在通过秘密或不诚实措施获取

其他国家知识产权的任何努力，拼命坚持其间谍活动和其他努力只涉及“恐怖主义”或

国家安全问题。面对这些揭露和随后的项目梯队，这些否认很容易被视为彻头彻尾的谎

https://wintersonnenwende.com/scriptorium/english/archives/articles/patents.html
http://newensign.com/wp-content/uploads/2019/08/The-Great-Patents-Heist.pdf
https://vikinglifeblog.wordpress.com/2017/08/23/the-great-patents-heist/
http://www.renegadetribune.com/the-great-jewish-patents-heist-of-the-third-reich/
https://ironlight.wordpress.com/2010/02/11/the-great-patents-heist/
https://www.kapinews.com/2021/08/29/the-great-american-science-heist/


言。杜鲁门9604号行政命令规定没收在德国发现的“科学和工业信息，包括有关科学、

工业和技术过程、发明、方法、装置、改进和进步的所有信息”，并且“不论其来源如

何”。迈克尔再次说： 

 

盗窃知识产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其程度和残忍程度是什么“从1945年到1948

年，超级大国在德国的所作所为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从字面上偷走了整个现存的

德国专利、设计、发明和商标。如果德国人不愿意告知美国占领军这些记录的存

在和位置，他们可能会因“报告不足”而被监禁、惩罚，甚至受到死亡威胁。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精英们决定美国不会回到战前萧条的状态，而

是要振兴经济，拥有一流的军事和工业设施。为此，德国先进的军事硬件、航空

和工业机密将被没收并移植到美国。。。重新设计并加盖“美国制造”印章。为

了确保盟国在利用专利方面具有不可逾越的优势，德国人甚至被禁止在专利被没

收后使用或引用自己的发明。德国专利局被盟国关闭（重新开放时），分配的第

一个号码是800001，这表明盟国掠夺了大约800000项原始专利。” 

 

当然，这类盗窃始终违反所有国际法。金贝尔在他的书中指出，“关于美国没收德国财

产的合法性，总检察长办公室陆军国际法处处长威廉·唐尼，广泛引用《关于扣押敌方

私人财产的海牙公约规则》，写道：“国际战争法的一项公认原则是，除非敌方私人财

产可直接用于军事用途，否则不得扣押。占领军只能占有……属于国家的财产。”但正

如我们在许多其他案例中看到的那样，国内法和国际法都没有限制美国政府采取任何行

动。 

Michaels的文章引用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回忆录： 

 

“1948年底，美国技术服务办公室主任约翰·格林先生向新闻界报告了他的活动

，这些活动涉及利用德国专利和工业机密。根据一位美国专家的声明，以前属于

IG Farben的专利使美国化学工业领先至少10年。由此对德国经济造成的损害是

巨大的，无法用数字来评估。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德国的新发明也无法得到保护

，因为德国不是专利联盟的成员。英国已经宣布，不管和平条约怎么说，它都将

尊重德国的发明。但美国拒绝发布这样的声明。因此，德国发明家无法利用自己

的发明。这对德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阻碍。” 

 

阿登纳关于“德国经济发展刹车”的评论“这充其量只是一种严重的轻描淡写。由于德

国经济在战后陷入废墟，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立即重建基础设施，因此新的研究和开发

不是当务之急。德国在这一点上被剥夺了所有先前存在的知识产权，由于故意将其排除

在国际专利联盟之外，因此无法对任何新发现进行专利或利用。所有德国的新发明或科

学发现都被美国没收，而且，由于美国项目梯队的大规模和压倒性渗透，美国间谍几乎

肯定会发现并因此没收任何德国发明，无论这些发明受到多么仔细的保护。但更重要的



是，德国已经被剥夺了所有最优秀的科学头脑，要么被强迫驱逐到美国，要么被分散到

世界各地。 

 

差不多十年后，阿登纳仍然要求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解决美国没收德国专利和商标

的问题。艾森豪威尔显然向阿登纳保证，不会再没收德国知识产权或其他资产，并且在

未来某个日期“将考虑”归还被盗的德国知识产权资产。截至2016年，“归还日期”尚

未到来。但大约在那个时候，战争结束至少十年后的1955年5月，美国人“意识到掌握德

国工业机密的不当行为”，迫使德国签署《巴黎协定》“放弃占领期间对盟军行动的所

有主张或反对”。所谓的“协议”规定： 

 

“德国联邦政府今后不得对已经或将要对德国外部资产或其他财产采取的措施提

出异议，这些措施是为了赔偿或归还而扣押的，或由于战争状态而扣押的，或根

据三个大国已缔结或将缔结的协议而扣押的任何其他盟国、中立国或德国的前盟

国。” 

乔治写道：“从上述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盟国，主要是美国，仍然有权通过‘

梯队’窃听计划和其他情报机构来监控德国工业。除其他目的地外，这种持续监

控的成果将发送给美国和以色列接收者。” 

 

落后的美国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长篇大论所述，正如Michaels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在任何科学

或工业创新中，美国从来都不是一个竞争者，更不用说是一个领导者了，它生产的大多

是劣质消费品，很少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媲美，也从未与任何最好的产品

相媲美。许多美国人会反对这一分类，但它恰好是可以证明的事实，而且不会因为缺乏

确凿证据而受苦。美国战时的产量以其数量而闻名，战前和战后的消费品也是如此，但

美国商品从来没有以质量而闻名——除非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迈克尔斯还指出，即使在

战时的压力下，美国人也没有产生任何值得钦佩甚至关注的东西。宣传机器如此改写了

美国的历史记录，以至于几乎没有美国人意识到自己国家平淡无奇、令人不快的真相，

大多数人最终受到了迪斯尼启发的沙文主义的美国优越论的影响，而这种美国优越论是

由真正具有传奇色彩的无知所支持的。以后再说。 

 

我在其他地方详细介绍过，美国的汽车主要是作为时尚配件而不是运输工具设计和销售

的，他们的飞机和其他战争机器也遭受着同样的优先顺序错误和普遍缺乏能力的问题。

我举的一个例子是“举世闻名”（对美国人来说）的北美P-51野马战斗机，它“一手拯

救了整个欧洲”（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并且“被（美国人）广泛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

的活塞式单体战斗机”。再次声明，这架飞机的最初名称是XP-78，一个几乎没有人听说

过的名字，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至少可以说，这架飞机的性能并不令人满意，而且，由



于其美国制造的艾利森发动机，在战争期间，它的用处不亚于割草机。这架飞机重新装

配了英国劳斯莱斯梅林发动机，使其具有足够的速度和航程，使其发挥作用，但最初的

美国版本不会列入500强名单。这是战前美国创造力和创新的典型例子，也是美国沙文主

义和历史修正主义的典型例子。 

 

与此同时，与几乎所有美国人的狂热信念相反，我们可以注意到迈克尔的观察结果，即

德国科学家已经完成了与战后民用工业技术有关的大部分基础工作。例如，他指出，德

国人“在美国公众购买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之前的十年里，就已经享受到了彩色电视和彩

色摄影的乐趣”，而这只是美国人现在莫名其妙地获得赞誉的几十件作品中的一件。德

国科学家开发了电子石英晶体计时器、晶体管和半导体技术、第一台可编程计算机、集

成电路的工业生产、包括燃料和润滑剂在内的合成产品制造工艺、用于钢铁生产的合成

云母、，人造蓝宝石和其他宝石，等等。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是，正是从这些盗窃案以

及随后通过梯队计划实施的盗窃案中，美国在半导体制造方面走在了前列。如果没有德

国发现的大规模盗窃案，我们的半导体世界今天将变得非常不同，像英特尔这样的公司

也不可能存在。 

 

另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内容是迈克尔文章中的这句话，这篇文章涉及到诺贝尔奖，今天

的美国人对诺贝尔奖感到莫须有的自豪： 

 

“即使在战争期间，美国也没有特别注意到在纯科学或创新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1946份报告中，将美国赤字的严重性引至政府的关注，

这表明，除其他因素外，美国迄今为止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与欧洲37名诺贝尔

奖获得者相比，欧洲只有4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欧洲有8名美国物理学奖获得

者，欧洲有39名，欧洲有6名医学奖获得者，欧洲有37名。这些奖项大多授予德

国和奥地利人。” 

 

这就是美国创新和科学发现的真相。正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知识产权、产品和工

艺的大规模盗窃，以及同时拒绝德国使用和认可他们自己的发明，美国才开始获得发现

和诺贝尔奖。而且，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几乎所有这些发现和奖项都不是由“美国

人”创造的，也不是授予“美国人”，而是授予二战后被迫移民到美国的德国人和其他

科学家。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那样，许多研究中都有大量的文献证明，即使在今

天，超过75%的发现和专利都归功于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印度和德国科学家。“美国人”

，不管他们是谁，仍然没有表现出创新能力，在过去的100年里没有任何变化。 

 

回形针的结果和后果 

  

在这场大规模的盗窃和掠夺之后，战后的德国不得不开始重新创造它的世界。面对全世

界因分散和死亡而被迫失去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匠，该国仅存的有用知识是仍然留



在该国的少数科学家的记忆中的知识。此外，战后德国在研究、开发、专利和营销方面

受到严格限制。所有德国战后发明都被美国公司（主要是通过美国政府资助的间谍活动

）立即没收并申请专利，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德国的研究几乎陷于停顿。由于德国

缺乏长期研究的融资能力，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被剥夺了任何此类研究结果的所有未来

优势，因此我们不会对热情的某种滞后感到惊讶。然后，美国政府为所有有能力的德国

科学家（包括应届毕业生）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研究机会，最终导致大批最优秀的德国

人才移民美国寻找机会。“回形针计划”最终停止了其更多的公开掠夺，此前西德强烈

抗议这些美国计划——回形针和梯队计划——已经“剥夺了德国所有的科学技能”。 

 

如果不是“回形针行动”和数万名德国和日本科学家的进口，美国就不可能在任何研发

方面走在前列。正是由于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美国在战后的科学发展才得以繁荣

，而正是这些先前的事件导致诺贝尔奖突然被分配给所谓的“美国人”。如果没有知识

产权、专利和技术诀窍的大规模强制交出、构成德国发明全部历史记录的数百万册书籍

和文件的盗窃，以及数万名最有能力的科学家的被迫转移，美国将一事无成。对于今天

的美国人来说，抱怨窃取美国商业机密或抄袭美国知识产权是一种伪善行为，其淫秽程

度足以判处死刑。 

 

回形针行动从未真正停止过，任何形式的回形针都没有停止过。即使在今天，科学移民

仍然是美国实施的一个小而集中的经济殖民领域，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掠

夺性移民政策，旨在吸引和集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和资金，节

目以慷慨的人道主义语言呈现，但这实际上只是另一种殖民工具。 

 

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在西方国家之间玩音乐椅可能不会给任何国家带来任何净收益或损失

，但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才华横溢和富有者铺上红地毯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良性的，

而且会给那些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因为它们最无力承受这种流失。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

几乎没有机会在自己的祖国从事研究或其他工作，这很可能是真的，但这一事实只是掩

盖更大现实的假象。这种移民永久地消除了这些人对国内发展的潜在贡献，不管他们的

贡献有多小，并将这些贡献永久地转移到美国，从而扩大——并有助于维持——富国和

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事实上，尽管这些移民在国内的成就可能微乎其微，但同样真实

的是，没有他们，美国的成就也微乎其微，经济差距也不会扩大。许多移民到美国的人

可能确实对有机会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感到感激，但这是从美国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

的，因为美国个人主义忽视了更大的社会损失。 

纽约自由女神像上的题词“给我你疲惫的、贫穷的、拥挤的、渴望自由呼吸的群众，你

拥挤的海岸上可怜的垃圾”，对于那些从未有过真理的标志性贺卡来说，简直是无稽之

谈。如今，美国海岸上已经没有“可怜的垃圾”了，而且已经很久没有了。只有富有和

有天赋的人才受欢迎。美国人被洗脑，认为他们的国家是最富有的，因为他们是最优秀

和最聪明的，但这从来都不是真的。几千年来，中国在发明、发现和创新方面一直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最近，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几乎在所有领域都超过了美国，除了战争武器

和欺诈性银行业务。这是一个有大量文件支持的事实，美国声称拥有的大部分东西都是

从某人那里偷来的，而没有被偷走的零件是由那些被偷走的人发明的。 

 



“复制奥运”的获胜者是： 

 

还有另一个因素对当今美国的财富做出了重大贡献，而美国历史书似乎忽视了这一点。

如今，美国政府和企业大量宣传指责中国抄袭美国产品或理念，不尊重美国知识产权，

但美国人没有资格批评任何人抄袭产品或窃取知识产权，因为200多年来，他们一直是世

界知识产权盗窃和产品盗版的大师。 

 

在这个国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公司免费、无偿地复制欧洲制造的所有产品。他

们不仅自由复制，而且美国政府对外国产品设置了高得不可思议的关税壁垒，因此欧洲

的原作价格过高，无法在美国销售，而本地复制品的制造商当然也在蓬勃发展。美国政

府经常给予非常高的回报——相当于能够窃取和复制外国技术的人一生的收入，就像一

个世纪以来作为英国工业支柱的织布机一样。当伟大的美国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时，他密谋从意大利偷运一种被禁止出口和销售给外国

人的“奇迹大米”。杰斐逊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尽管他享有外交豁免权，但如果他被

抓获，盗窃行为将被处以死刑。几乎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由于进口管制和高额关税，许

多英国作家对自己的畅销书在美国销售感到失望，但在前往美国的途中，他们惊讶地发

现自己的书在各地的商店里广为出售。当查尔斯·狄更斯发现他的作品在美国被盗版的

程度时，他写了一本谴责美国人是小偷的书，这本书立即被盗版，并在美国各地出售。 

 

在2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忽视了任何国家任何个人或公司的知识产权、专利、版权

。美国人只是在相对较近的时间里才停止了抄袭，这只是因为几乎没有地方可供抄袭。

但现在，这些美国公司终于能够创造自己的设计和产品，他们突然“信仰”起来，变得

神圣地占有欲很强，谴责他人，因为他们这么长时间以来自由地做了同样的事情。美国

人有很强的选择性记忆，在忘记自己的罪恶方面表现出极大的便利性，但在记忆和重述

你的罪恶方面没有明显的困难。一位美国专栏作家写道，如果是欧洲或亚洲制作了所有

这些好莱坞电影，美国将很快找到一种在国内复制它们的方法，而无需支付版税或承认

任何知识产权。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即使在今天，美国仍将自由复制它想要的任何东西

，而无视其他国家对版权或专利的要求。 

 

斯蒂芬·米姆（Stephen Mihm）(22) 写了一本优秀的书，书名为《一个亡命之徒的国度

》，书中详细讲述了200年来美国专利和版权侵权以及广泛的知识产权盗窃。他敏锐地认

识到，一个“快速而松散的商业品牌”只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阶段，美国经历了这个

阶段，就像30年前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只有遍布美国社会的道德主义基督教才促

使美国人谴责今天的中国，因为他们在不太多年前自由地做了一些事情，而现在他们仍

然这样做。事实上，美国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猖獗的窃贼。 

 

这是美国成为富国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复制、窃取

或以武力夺取了世界上大部分甚至大部分的发明、配方、专利和工艺，同时拒绝以任何

合理或公平的条件允许进口，从而使美国及其公司能够以牺牲世界为代价实现繁荣。美

国的发明和创新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今天，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他们国家历史的这一

http://archive.boston.com/news/globe/ideas/articles/2007/08/26/a_nation_of_outlaws/


部分，因为大多数肇事者现在已经死亡，而且他们的历史书都经过了很好的消毒——清

除了所有海盗、强行盗窃和肮脏伎俩的事实，这些都是美国遗产的一部分。 

 

美国媒体不断指责中国人使用抄袭或未经许可的美国软件，但尽管一些说法毫无疑问是

正确的，但美国是道德温床而世界其他地区都是小偷的图景显然是错误的。软件复制起

源于美国，而不是中国。我可以证明，北美的公司和政府一直在广泛使用未经许可的商

业软件。微软和许多其他公司都有这个问题，甚至美国政府和军队的许多分支机构，以

及各种规模的美国公司都在不支付许可费的情况下安装了数万份未经许可的软件。美国

媒体忽视了这些报道，宁愿写关于中国的报道。其中一个例子是，2013年11月，一家名

为Apptricity的美国公司计划起诉美国政府，要求其支付近2.5亿美元，罪名是未经许可

复制和安装该公司的软件。Apptricity为美军提供后勤软件，用于跟踪部队位置和关键

任务装运。安装在每台服务器上的许可费为135万美元(23) 使用该软件的每台计算机的

许可费为5000美元。但美国政府似乎在没有通知公司、也没有支付必要的许可费的情况

下，在近100台服务器和近10000台个人电脑上安装了该软件，并且已经这样做了十多年

。该公司仅在费用方面的总损失就接近2.5亿美元。根据该公司的说法，“正如在所有其

他已知的问题上一样，美国宣称的道德优越都是虚伪的”。还有什么要说的？ 

 

更重要的是，美国人并不羞于为他人的发明争光。有数百个例子，目前的一个例子是美

国明显引以为豪的军用隐形飞机，他们反复提到这是他们卓越创新能力的证据。但隐身

技术只是美国人又偷了一件东西，这次是从德国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

军队比其他盟军提前到达柏林，并不失时机地洗劫了该国所有的商业和军事机密。盟国

抵达柏林时，美国军方和政府已经打包并运回了1600多吨有关科学和物理、核能、无数

商业专利和工艺以及德国军方隐形飞机技术研究的文件。今天的美国隐形飞机实际上是

70年前德国人设计和发明的翻版，从机身的形状和配置，到涂层、发动机位置等等。当

然，发动机是现代的、与众不同的，但所有的科学技术和大部分的技术诀窍都是从德国

偷来的。 

 

类似地，F-86 Sabre喷气式飞机是根据从德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中窃取的设计原理制造的

。正是德国的知识产权，而不是美国的发明，使美国人得以吹嘘这架著名的飞机保持了

多年的世界速度记录。此外，美国目前的大部分飞机技术都来自加拿大的Avro Arrow，

这是同类飞机中的第一架超音速飞机。今天，许多美国人声称其中一些技术是美国的，

但事实是，当时的加拿大人没有风洞，他们已经签订了在美国进行空气动力学测试的合

同，随后美国人复制并偷走了所有这些技术。 

 

美国的整个太空计划都是从德国窃取信息和战后输入数千名德国人的结果，其中许多人

是已知的战犯。沃纳·冯·布劳恩（Werner von Braun）和无数像他一样发明了德国所

有导弹技术的人被带到美国，带着他们所有的火箭和导弹知识，帮助美国进入太空。毫

无疑问，如果没有从德国偷来的技术和诀窍，美国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美国的发明大

多是由美国宣传机器创造的沙文主义神话。 

 

https://www.reseller.co.nz/article/print/533132/us_army_settles_unlicensed_software_claim_50_million/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也对德国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作为《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投降

条件的一部分，德国被迫向美国交出其在各个商业和军事领域的所有专利，从织物到油

墨，从火箭和导弹到坦克和车辆。到那时为止，德国所知道、设计和创造的大部分东西

都被美国军事和商业公司所征服。无数的德国专利，包括像拜耳阿司匹林这样常见的东

西，被美国人没收了。这是通过军事力量进行的大规模复制和盗窃，这是任何国家从未

见过的。美国在前苏联解体后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以战友的身份接近前苏联卫星国，

目的是掠夺一切可用的东西，特别是任何有军事价值的东西。 

 

另一类的一个例子是抗病毒药物达菲，它控制流感的传播，并获得了霍夫曼·拉罗什的

专利。达菲中的活性成分是从八角中提取的，八角只生长在中国，在那里作为中药处方

使用了几千年。有很多人对这项制药专利感到不满，因为它被视为有效地进入中国，复

制一种中药，并声称拥有世界范围的专利权。麻黄碱也是如此，麻黄碱是一种植物药，

现在广泛用于治疗感冒，它在中国流行了许多世纪，直到最近才被引入西方，但现在已

被西方制药公司申请专利。 

 

可口可乐（Coca-Cola）原名科拉可口可乐（Cola Coca) (24)，是140多年前在西班牙一

个小镇上发明的。世界最畅销软饮料配方的创造者被骗走了它的所有权和数十亿美元。

这个过程在当时是一个很好的秘密，并很快成为世界著名的产品，赢得了几十枚国际金

牌和其他奖项。不幸的是，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Bautista Aparici出席了费城的一个交

易会，向他碰巧遇到的一位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样品和该过程的简要描述，不久后，美国

药剂师John Pemberton将其名称改为可口可乐，并为该产品和过程申请了专利，美国政

府拒绝承认西班牙原始专利。官方的说法是，这种饮料是“1886年5月8日约翰·史密斯

·彭伯顿博士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发明的”，之所以被命名为可口可乐，是因为当

时它含有可口可乐叶子和可乐果的提取物，而且该公司的簿记员将这种饮料改名为“C”

，因为他认为这两个“C”在广告中会更好看。这些都不是真的。这种饮料确实是用科拉

坚果和古柯叶制成的，但在彭伯顿窃取了原始配方并申请专利后，这个新名字是一种廉

价的尝试，以使自己与众不同。所有关于彭伯顿在实验室发明可口可乐秘密配方的故事

都是无稽之谈，该公司的网站设计巧妙，旨在抹杀这种饮料的早期历史，避免真相被人

知晓。《饮料世界》杂志制作了一期特刊，纪念可口可乐（美国）一百周年，声称可口

可乐“这是一个完全美国化的产品，诞生于坚实的理念，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通过创

造性思维和大胆的决策，以及大量优秀的老式艰苦工作，培育了这一产品。这是应该的

；这是美国的方式”。从长远来看不是。可口可乐只是数百种美国产品中的一种，这些

产品都是在美国特有的“法治”定义下运作的法院的充分保护下被盗并获得专利的。 

 

耐克是另一个拥有喷枪历史的著名美国品牌，其知识产权盗窃方式与可口可乐相似，并

同样受益于美国政府和司法系统。关于耐克的公开宣传向我们讲述了比尔·鲍尔曼和菲

尔·奈特从特鲁恩卖运动鞋开始他们白手起家的故事K的汽车，但最终积累数十亿美元的

收入，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创新的，创造性的，足智多谋的和企业家。但实际上，他们只

是窃贼窃取一个广受欢迎的产品从一个日本公司，并出售它自己的名字。这里的故事：

菲尔·奈特是一个跑步者在俄勒冈大学，在比尔·鲍尔曼（Bill Bowerman）担任教练的

情况下，两人都在寻找质量更好的跑鞋。奈特当时正在日本旅行，寻找一种避免为生计

而工作的方法，这时他发现了Onitsuka Tiger跑鞋，这是一种远优于当时美国任何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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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奈特除了cre之外没有任何明显的资历可编辑的大胆和一些跑步知识，向

Onitsuka展示了自己作为一家寻求进口运动鞋的美国大公司的代表的身份，并说服了该

公司的高管他是合法的。Knight和Bowerman借了一些钱，下了一份8000美元的订单，订

单很快就售罄，这个过程重复着。两人开始销售将这些设计视为自己的设计，并最终利

用其利润和信誉在美国为自己复制和制造Onitsuka的设计。Onitsuka的一位高管在意外

访问美国和耐克公司时，惊讶地发现他的公司的设计在仓库里，上面有一个美国品牌。

自然是一个大法庭随后，美国法院一直致力于公平竞争，并虔诚地遵守法治，裁定奈特

和鲍尔曼没有做错，两家公司可以“分享”“专利、知识产权和品牌。(25) 如果美国法

院以负责任和道德的方式履行其职能，耐克肯定会在瞬间消失，因为只有Onitsuka风格

的流行才使企业保持活力。没有这一点，奈特和鲍尔曼就没有什么可卖的了，如果法庭

做出适当的判决，他们就会陷入贫困。这个故事是典型的，因为几乎没有美国法院对美

国人做出有利于外国人的公正判决的例子，而我可以列举的少数几个案例在这条篱笆的

一边会被另一边数百个例子所反驳。耐克经过净化的叙述通常没有提到Onitsuka，或者

，如果提到了，则只是说这段关系“开始恶化”或“最终解体”，但从未提供具体细节

。在这个故事中有很多小细节，但其实质是耐克只是复制和窃取了Onitsuka令人难以置

信的设计和制造，美国政府和法院保护了他们。 

 

美国公司并不总是从欧洲或亚洲偷东西；有时他们互相偷东西。如果比尔·盖茨没有直

接从苹果那里窃取“windows”和鼠标概念，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支付诉讼费用，直到

苹果最终被击倒并败诉，那么今天的微软很可能只是一个小角色。柯达和宝丽来可能是

美国公司，但他们的IP几乎全是德国的。如果没有这些知识产权盗窃，它们很可能在几

代人以前就消失了。我相信英特尔也从德国半导体研究中受益匪浅。类似地，像波音这

样的美国飞机制造商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被盗的德国知识产权。有趣的是，美国

汽车制造商忙于销售时尚配件，他们甚至从未想过窃取外国知识产权，直到为时已晚。

同样，人们普遍认为IBM发明了美国第一台计算机，但事实并非如此。IBM将美国政府雇

员赫尔曼·霍勒瑞斯博士（Hermann Hollerith）的发明和属于公共领域的发明隐藏在无

数专利中，“目的是通过限制供应和控制价格来破坏竞争”。作为对其掠夺行为的奖章

，美国司法部发布了一份报告，称IBM为“国际怪物”。这不完全是一个凭证。不管怎样

，正如其他地方详述的那样，功能强大的数字计算机早在IBM发现之前就在德国制造了。

有几十个这样的故事，美国公司受到美国人的崇拜，被用作美国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证

据，并证明美国是世界机遇的摇篮，几乎所有这些故事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几乎在

所有情况下，美国公司都只是偷了另一家公司的产品，专利、工艺和知识产权受到保护

，不受国家法院的制裁。今天，当美国人指责其他国家的公司窃取他们的知识产权时，

这是一种极其虚伪的行为。 

 

尽管今天对中国发出了种种虚伪的声音，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知识产权侵权者

之一，制定了自己的规则来造福美国公司，并顽固地无视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和实

践。美国人或多或少地发明了品牌广告，并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品牌，但有一整类源

自其他国家的知名品牌、产品和专有工艺，美国人拒绝承认，尽管它们在世界其他96%的

国家得到了充分保护。这些都不是疏忽；美国政府有意制定自己的规则，规定它将尊重

哪些类型的知识产权，哪些知识产权将被忽视，而这些规则的目的总是只让美国公司受

益。任何不符合美国政治和商业意识形态的知识产权都将被忽略。100多年来，所有发达

国家和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法律和条约都在保护这些名称和程序，但美国人除外，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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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一再提出要求，但他们坚决拒绝签署。这些产品包括法国香槟和干邑、

勃艮第、罗纳和夏布利葡萄酒、意大利的基安蒂、葡萄牙的波特和马德拉、西班牙的雪

利酒和匈牙利的托凯。其中包括日本的神户牛肉和意大利的帕尔马干酪，当然还有初榨

橄榄油。在这些专门注册的版权中，美国允许其公司违反所有国际版权法，并从使用著

名名称中非法获利的有600多个。香槟，根据法国和国际法，是一个名称，只能适用于葡

萄酒生产的一种特定方法在法国香槟地区。但美国却不这么认为，美国的酿酒师们兴高

采烈地向我们出售“香槟”，这显然违反了他们自己宣称的标准和国际法。另一方面，

任何在非佛罗里达州产品上印刷“佛罗里达橙汁”的人都将完全符合美国法律的规定。

欧洲关于葡萄酒或奶酪的专利在美国无效。美国人很虚伪。 

 

世界上最著名的奶酪之一是来自意大利帕尔马地区的帕尔米吉亚诺（Parmigiano）。奶

酪、奶牛、配料、方法和工艺，甚至动物饲料，都拥有专利、商标、注册，并受到意大

利和国际法的保护——美国除外。美国公司生产的奶酪质量低得可怜，当它不是原汁原

味的时候，就把它当作“原汁原味”来销售，他们的侵权行为受到自己政府的保护。事

实上，在美国出售的大多数奶酪大多是掺假垃圾，许多根本不含奶酪。彭博社最近对磨

碎的奶酪进行了一项研究，包括卡夫在内的许多品牌都进行了高纤维素含量的测试——

木材制成的奶酪。卡夫的回应：卡夫发言人迈克尔·马伦（Michael Mullen）表示，“

我们仍然致力于产品质量”。迈克尔，这很好，但你想解释一下奶酪中的木材，还是纤

维素是你质量承诺的一部分？一家奶酪纤维素含量高的公司说，“我们坚信我们的奶酪

中不含纤维素。”这是什么意思？奶酪是你做的。你怎么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这不像

宗教，信仰可以拯救你。另一家木浆含量高的公司说，“我们认为检测结果可能是假阳

性。”宾夕法尼亚州有一家名为Castle Cheese的公司，在FDA发现他们的“意大利帕尔

玛干酪”之前，该公司销售假奶酪已有30年之久实际上是美国的仿奶酪，含有美国树木

的纤维素和其他廉价的假美国奶酪留下的垃圾皮和边角料。但是美国奶酪协会告诉我们

，“我们的乳制品的健康是我们故事中珍贵的一部分。”。一份媒体报道写道，令人难

以置信的是，“[美国]帕尔马干酪供应商一直在错误地给产品贴标签，他们用“太多的

纤维素”填充产品，这些纤维素是由木浆制成的，而不是使用更便宜的切达干酪。”“

太多的”纤维素？我本以为任何高于零的东西都太多了，但这是美国，这里的情况不同

。所以，真正的意大利帕尔马干酪，在威斯康星州用爱达荷州树木的木浆制成。这里没

有IP问题。没有像中国那样的食品掺假。 

 

橄榄油是世界美食之一，在南欧和中东已经生产了几个世纪，其加工过程早已被证明能

生产出最好的产品。最有价值的油，我们称之为“初榨橄榄油”或“特级初榨橄榄油”

，是通过以特定方式对橄榄进行温和的冷物理压榨而产生的。从这个“第一次压榨”流

出的油相当粘稠，呈深绿色，是最香、最可口、最健康的。随后的压榨会产生更稀、颜

色越来越浅的油。更多的压榨，通常是在蒸汽的帮助下挤出每一滴这种油，仍然更薄，

颜色从中等变为淡黄色，最终几乎是透明的。随后的每一次压榨都会产生比前一次价值

更低的油，因此能够声称一种油是“初榨橄榄油”会带来巨大的财务溢价。 

 

但美国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规则。“欧洲的老方法效率不高”，因此美国人设计了自己

的提取方法，但没有一种符合国际标准。更重要的是，美国品种的橄榄生长在一个不特

别适合这种水果的气候中，只能产生黄色的油，没有什么比欧洲最好的油更吸引人的颜



色、香味或健康益处了。因此，美国人制造了橄榄油“颜色无关紧要”的宣传，他们的

工艺优于其他所有工艺，并自由销售既不是“处女油”也不是“橄榄油”的劣质油，通

常与劣质和剩余的植物油或种子油混合。结果是，如果我们在欧洲或中东购买“初榨橄

榄油”，我们得到的是初榨橄榄油。在美国，我们只知道我们购买的是掺假和不合格的

假货。认识到许多人拒绝接受“不相关颜色”的宣传，美国生产商将橄榄油装在深绿色

的玻璃瓶中，这当然使人们无法准确地看到自己在买什么。美国的故事是，深色玻璃—

—总是绿色的，就像“处女”油的颜色一样——是为了保护油免受阳光的破坏。人们一

定会想到，烹调油和色拉油通常储存在黑暗的厨房橱柜中，很少被放在停车场完全暴露

在刺眼的阳光下，因此实际上不需要防晒。但这就是美国，也许这里的情况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所以这里有一个观点不是我自己的。几年前我从一个网站上复制

了一篇文章的这一部分，现在找不到来源。也许我可以纠正这一点，并在另一次印刷中

适当地归功于作者。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你应该知道的事情——橄榄油”。以下是内容

概要： 

橄榄油是最健康的食用油之一，因为它富含营养素和抗氧化剂。许多研究提供了橄榄预

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能力的证据。你可以用橄榄油炒中国食物，就像其他植物油一样。

对于油炸，最好使用较便宜的等级（较浅的颜色），不要仅仅为了油炸而浪费昂贵的油

。 

 

当从树上采摘新鲜橄榄时，它们被放在容器中，在没有热量的情况下承受短暂但牢固的

压力，第一次流出的油被称为“初榨橄榄油”。它通常是绿色的，颜色越深越好。“特

级初榨”油的酸含量较低，具有所有初榨油中最好的风味和香气。当橄榄受到更高的压

力和加热、热水和蒸汽，甚至化学溶剂的作用，以去除橄榄中的每一点油时，颜色变得

更浅，从绿色到黄色再到白色，味道和味道完全消失。欧洲压榨橄榄油的方法优于美国

使用的离心法，后者适合廉价的大批量生产，但美国出版物捍卫美国的方法，并贬低其

他任何方法。美国橄榄油几乎总是非法与廉价的油（如大豆或榛子油）混合，或者严重

不合标准，由过熟或腐烂的橄榄制成。较差的白色或浅黄色等级通常用压碎的欧芹或其

他绿色蔬菜的汁液着色，使颜色变深绿色，并将油作为更昂贵的等级。随着对特级初榨

橄榄油需求的增长，生产商和销售商现在将质量较差的橄榄油称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在

美国最近的一项研究中，70%的所谓“处女”或“特级处女”橄榄油都是假的。无论如何

，美国不是国际橄榄油理事会的成员，因此对标签或质量声明没有任何限制。对于美国

生产，汽车润滑脂可以合法瓶装并贴上“特级处女”标签。 

 

在种植橄榄的欧洲国家之外，很难获得有关橄榄油的准确信息。互联网上发布的大部分

信息都是在美国生产的，并且倾向于在美国加州种植橄榄。但加州橄榄与欧洲橄榄不同

，也不是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种植的。欧洲的油在味道和香气上更具果味，正如法国葡

萄酒在这些方面更具优势一样。然而，美国人淡化差异，宣传美国石油的特点。例如，

颜色越深，油的味道和味道就会越好。美国橄榄油只生产淡黄色的油，所以所有美国出

版物都声明颜色并不代表质量或味道。美国超市的绝大多数橄榄油品牌不是来自橄榄种

植者，而是来自从中间商那里获得橄榄油的企业家，他们也不一定直接从种植者那里获

得橄榄油。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美国的橄榄油检测机构，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橄榄油

中心，都是由加利福尼亚橄榄油公司秘密资助的，并偏向于推广当地的石油。我想在这

里补充我自己的评论，我很少在中国看到好的橄榄油。这里超市出售的大多数产品都是



价格过高的廉价产品，基本上是从欧洲廉价购买的无色无味的剩余油。这只是外国公司

利用中国消费者的又一个例子，中国消费者没有正确判断产品的经验。 

如果你需要证据证明美国人没有羞耻感，我们在2014年初就有了这颗宝石。《华盛顿邮

报》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美国购物者之所以更倾向于选择欧洲品牌的橄榄油，是因为

他们被视为更正宗的橄榄油——当然，这是因为他们是纯橄榄油。但美国生产商无法在

“公平竞争环境”中竞争，发现尽管他们具有天然的竞争力和道德优势，但主要由于低

质量和广泛的掺假，他们的劣质产品只能获得3%的市场份额，他们积极要求美国政府对

外国石油实施进口限制，理由是这些石油并非真正的原始石油。他们坚持要求政府立法

，他们称之为“强制性质量控制”，这自然会被定义为允许美国石油通过，而欧洲石油

不通过。当然，许多知道在哪里以及如何找到资金来资助竞选活动和生活方式的美国政

客都渴望提供帮助。其中一位政治家道格·拉马尔法（Doug LaMalfa）本人是北加利福

尼亚州的农民，他表示，进口的橄榄油应该被贴上“特别酸败”的标签，而不是“特级

处女”的标签。民主和资本主义处于最佳状态，但加州与欧洲橄榄油竞争的雄心壮志尚

未实现。 

类似的情况在开心果上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无数代人以来，伊朗一直是开心果的最大

生产国，现在仍然是，尽管美国的营销辞令告诉我们并非如此。美国自诩为世界上最大

的开心果生产国，但事实并非如此。或者至少不是在2011年之前，我有最新的统计数据

。事实上，在前几年，伊朗的产量等于或大于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2004年，伊朗拥有

世界开心果果园总面积的近75%，出口额是美国的两倍。这些坚果原产于中东和亚洲，在

那里种植了数千年，美国一个世纪以来主要从伊朗进口其所有产品。加利福尼亚首先在

19世纪中期种植这些坚果树，甚至比用橄榄油还成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左右

，当时美国商务部本着乐于助人的精神，对伊朗开心果实行全面禁运，迫使美国人以自

由贸易的名义购买自己不合格的国内坚果。禁运被短暂解除，然后又被执行了15年，在

短时间内被取消，然后在伊朗成为“邪恶轴心”的一部分时被永久执行。全面禁止伊朗

坚果正是加利福尼亚州开心果产业所需要的提振，特别是考虑到美国欺负和威吓欧洲人

效仿，美国人于是吹嘘他们的“高食品安全标准”将伊朗开心果挡在美国市场之外，这

种说法完全是谎言。取消伊朗开心果的主要因素是320%的关税，如果没有这一关税，开

心果在美国的销售成本将远远低于美国人的生产成本。 

我们中很少有人记得开心果曾经被染成红色，粉末状的食用色素可以很高兴地涂在手上

和衣服上，但我们有时在圣诞节仍然会看到它们被喜庆地染成红色、绿色和白色。美国

的营销机器告诉我们，伊朗之所以给开心果染色，是因为开心果的果壳上有原始落后的

伊朗收割方法留下的污渍，这些污渍不讨人喜欢，用死亡来掩盖他们的罪恶。从来没有

任何证据证明这一指控，但随后加利福尼亚州生产了大量的山核桃，这些山核桃有着天

然的斑点外壳，美国人已经漂白和染色了好几代人，现在仍然这样做，以掩盖其丑陋的

外表。因此，当爱国、勤劳、敬畏上帝的美国人给山核桃染色时，他们只是在采用现代

农业最佳做法，同时让世界变得民主安全，但当伊朗给开心果染色时，这正是我们从这

些原始的非基督徒的杂碎中所期望的那种欺骗行为。美国人真是个讨厌鬼。 

美国的开心果营销机器在中国大行其道，用沙文主义、沙文主义、虚假声明和欺骗性营

销来推销他们的三级产品。当地媒体不由自主地告诉观众，加州空中小姐本人前往杭州

宣传美国作物。我们被告知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开心果生产国（不真实），美国坚果从

未经过化学处理或漂白，这也是不真实的。美国生产的食品中可能没有一种不受各种有

毒化学物质和杀虫剂的影响，开心果就像肯德基的化学鸡肉一样令人怀疑。美国人和进

口商吹嘘说“美国开心果的大小更大，甚至最小的开心果也比东南亚的开心果大”，似



乎大小是相关的。对任何有思想的人来说，唯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味道，这是美国开心

果无法与伊朗或希腊开心果相比的领域，正如美国橄榄油可以与意大利产品竞争一样。

然后，我们几乎上气不接下气地被告知，这些美国开心果是“正宗的，味道与美国的开

心果完全一样”，这让我们得出结论，所有其他国家的开心果都是假的。至于提到“尝

起来和美国的一样”，我不知道是笑还是哭。美国开心果几乎无味，只适合用作动物饲

料，任何尝过伊朗产品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几乎没有一种农产品的味道值得一

提，我感到很难过的是，这么多中国人会如此愚蠢和天真地接受美国对产品或其他优势

的完全虚假的说法。 

  

亡命之徒的国家 

 

佐治亚大学美国历史助理教授Stephen Mihm写了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名为“不法族”，

详述了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经历的许多骗局、骗局和骗局。下面这段话摘自他的书，

经斯蒂芬和《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编辑史蒂夫·豪瑟（Steve Heuser）的

许可，在这里重印，这篇文章于2007年8月26日发表在《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

）上。这有助于为我的论点提供坚实的文件，即发展是一个过程，大多数国家在这个过

程的相同阶段都经历了类似的条件。我相信你会喜欢读的。 

 

A Nation of Outlaws 

亡命之徒的国家 

自由世界的祸害！有毒食品的小贩！ 

公然剽窃文学作品！假冒药品者！ 

  

一个世纪前，那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如果说最近的头条新闻有什么迹象的话，那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犯罪记录与经济增长速

度一样快。在今年早些时候出口了有毒宠物食品和添加防冻剂的牙膏后，这个世界新兴

经济强国已经向其他同样可疑的产品线进军：涂有腐烂细菌的扇贝、伪造的糖尿病检测

、盗版哈利波特书和涂有铅的婴儿围嘴等等。政客们迟迟才注意到中国。弗吉尼亚州众

议员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上个月发表了一次更为尖锐的反击，警告美国在面

对中国的掠夺时“必须警惕保护我们珍视的价值观”。 

 

他的愤怒反映了人们对中国鲁莽地进行贸易的日益反感，显然，中国不考虑让商业不仅

可靠而且可行的因素：尊重知识产权、食品和药品纯度以及基本产品安全。随着每一次

猥亵的揭露，中国的资本主义品牌看起来越来越具有威胁性，对我们自己的情感来说也

越来越陌生。 

http://archive.boston.com/news/globe/ideas/articles/2007/08/26/a_nation_of_outlaws/


 

这是一种很诱人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但却是错误的。半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可能令人

不安，甚至是不光彩的，但这几乎不是外来的。一个半世纪前，另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

以牺牲标准追求利润而闻名，那就是美国。与中国和哈利波特一样，美国也是文学盗版

的温床；和中国有毒宠物食品制造商一样，美国工厂生产掺假食品和故意贴错标签的产

品。事实上，看到今天的中国，就是在遥远的镜子里瞥见19世纪美国经济的所有捷径和

辉煌。 

 

中国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但在许多方面，它是美国的一个年轻版本。我们越早

理解这一点，就越早意识到中国快速而松散的商业品牌不是民族性格的表现，更不用说

是毒害我们和我们的宠物的阴谋，而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阶段。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

之为青少年资本主义：充满活力，活力四射，充满活力。和任何青少年一样，中国的行

为也是令人发狂、不负责任和危险的。但这是一个阶段，以这种方式理解这一阶段给了

我们一些急需的视角，以及一些处理问题的工具。事实上，如果我们想了解如何与中国

打交道，我们可以做得比以自己的历史为指导更糟糕。 

甚至可能需要一点同理心。一百五十年前，即使是美国最亲密的贸易伙伴也对我们的欺

骗方式感到绝望。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与许多英国人一样，对我国居民

的经济野心感到震惊，对他们为了利润而做的事情感到震惊。当他第一次在波士顿下船

时，他发现这个城市的书店里到处都是他的小说和他的同胞的小说的盗版。狄更斯后来

发表演讲谴责这种做法，并愤慨地写道：“我一想到这种可怕的不公正，我的血就沸腾

了。”。在19世纪初的美国，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资本主义仍处于萌芽状态。 

 

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小农场上，尽管美国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国度这一神话一直存在，但

书上有很多法律旨在严格控制市场经济。但随着商业变得更加复杂，并且延伸到更远的

地方，这种地方和州一级法规的拼凑体系逐渐被新一代惠勒经销商企业家所压倒。美国

食品制造商、分销商和销售商开始大规模地篡改他们的产品——用廉价的填充物来增加

供应量。英国人在一两代人之前就开创了许多巧妙的掺假方法，使用危险添加剂来掩盖

腐败或使食品颜色更吸引人。 

 

1859年在波士顿召开会议的一个改革者委员会启动了美国食品纯度的首批研究之一，他

们的发现不那么令人开胃：糖果被发现含有砷，并用氯化铜染色；纵容的酿酒师混合了

马钱子的提取物，马钱子是一种生产士的宁的树，用来模拟啤酒花的苦味。泡菜中含有

硫酸铜，奶油冻粉中含有微量铅。糖和面粉同巴黎石膏混合在一起。牛奶被稀释了，然

后用粉笔和羊脑填充起来。100磅重的咖啡袋上贴着“精致的旧爪哇”的标签，结果是由

五分之三的干豌豆、五分之一的菊苣和五分之一的咖啡组成。 

 

尽管到本世纪中叶，国内改革偶尔会出现笨拙的尝试——最著名的是为了应对出售从患

病奶牛身上提取的“泔水牛奶”的做法，强制喂食酒厂生产的有毒垃圾——但变化不大

。正如今天中国最严重的掺假食品受害者是中国人一样，19世纪初的美国也是如此。但

当美国在内战后开始更广泛地出口食品时，这种做法开始赶上我们。 



 

首批国际丑闻之一涉及“人造黄油”，这是一种黄油替代品，最初由炼金术加工而成，

包括牛肉脂肪、牛胃，以及细碎的牛、猪和母羊乳房。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这种“油

腻假货”被作为真正的黄油运往欧洲，导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黄油出口急剧下降。（

狡猾的企业家们意识到了一个机会，在波士顿购买了真正的黄油，贴上了英国黄油制造

商的假标签，然后把它们运到了英国。）同一个十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虽然英国当

局发现从美国进口的猪油中经常掺有棉籽油，但问题并没有那么令人不安。 

更糟糕的是肉类包装业，其做法引发了与几个欧洲国家的贸易战。20世纪该行业的渎职

行为如今已广为人知：“魔鬼火腿”由牛肉脂肪、牛肚和小牛肉副产品制成；由结核猪

肉制成的香肠；而且，如果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可信的话，猪油中偶尔

会有工作场所事故的人类受害者的痕迹。但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些最早的丑闻，最明显

的是1879年，当时德国指控美国出口受旋毛虫和霍乱污染的猪肉。这导致几个国家抵制

美国猪肉。对感染肺病的牛肉的类似恐慌加剧了这些贸易战。 

 

当然，食物只是开始。在文学领域，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仍然是国际版权界

的一名非法者。该国出版商未经许可，也未向作者或原始出版商支付一分钱，就兴高采

烈地盗版书籍。当狄更斯对他的访问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报道《美国通俗流通笔记》时，

这本书在美国立即被盗版，这是很恰当的。 

 

在一个又一个行业中，19世纪的美国生产商大量生产假冒产品，在本地仿制的外国啤酒

、葡萄酒、手套和线上贴上假冒标签。正如当时一位揭露者所说：“我们有纽约制造的

‘巴黎帽子’、‘伦敦杜松子酒’和‘伦敦搬运工’（伦敦搬运工’从未在船舱里出现

过，’马萨诸塞州制造的‘法国超精纸’。”专利药品的仿冒者尤其臭名昭著。这有点

讽刺，因为这些补救措施大多已经相当虚假，但这并没有阻止这种做法。最复杂的方案

包括进口空瓶子，用假冒的混合物填充，然后贴上受人尊敬的欧洲公司的假标签。 

 

美国人在伪造货币方面也表现出了特殊的才能。这是一个个人银行，而不是联邦政府，

以各种令人困惑的所谓“纸币”供应国家纸币的时代。造假者的兴盛到了1862年，一位

英国作家在统计了近6000种流通中的假钞或假钞后，可以合理地向他的读者保证，“在

美国，造假的规模长期存在，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是什么使19世纪的美国成

为假冒伪劣商品的温床？正如《纽约时报》作家霍华德·弗伦奇（Howard French）本月

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为什么中国今天的经济繁荣是“伪造的”？ 

 

盗版、欺诈和假冒，无论是货币、商品还是名牌电子产品，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个特

定时刻蓬勃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变革而出现的监管间歇期。这一时期是技术进

步的时期，通常是戏剧性的时期，市场已经突破了旧的界限。然而，中国仍然依靠过时

的方式控制商业。除非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它们，否则造假者和其他flim-flam运营商就

会兴盛起来，将新的赚钱方式推向合乎逻辑的、甚至是不道德的结论。事实上，造假者

和拐弯抹角者今天在中国的活动如此容易，这可以归因于150年前困扰美国的许多同样的



失败：一个脆弱、过时的监管制度不适合处理现代商业的复杂性；对国家监管和消除欺

诈行为的激励有限；也许最重要的是，合法和欺诈赚钱手段之间的界限模糊了。 

 

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早期繁荣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美国可能是罪魁祸首，但早期工

业化的英国在食品掺假和假冒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而俄罗斯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成了最

近记忆中最严重的资本主义过度行为。中国的鲁莽很可能就是这样：当国家监管机构赶

上其经济雄心时，这一阶段最终会过去。 

 

但理解这些相似之处确实意味着一种前进的方式。美国的无赖产业最终对严峻的国际经

济压力作出了反应。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肉类抵制促使国会通过了一系列联邦立

法，旨在对肉类出口实施一些检查控制。作为回应，欧洲国家再次向美国肉类敞开大门

。1891年，国会终于屈服于数十年的愤怒游说，通过了一项保护外国作家的国际版权法

。 

 

在某一点上，推动变革的力量可能来自内部。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可能会有一段

时间，经济中的一些参与者更愿意接受更严格的标准，即使是那些会增加成本的标准。

在某种程度上，当一个国家开始生产和出口可能吸引其他地方仿冒者的原始商品时，就

会发生这种情况。例如，美国加强了版权法，以保护越来越多的美国作家的作品销往海

外。如果中国电影业赢得了大量的国际观众，可以肯定地说，好莱坞下次抱怨布鲁斯·

威利斯（Bruce Willis）最新电影的盗版DVD时，会受到更好的欢迎。 

 

在这起丑闻困扰着美国食品业的事件中，几位行业领袖转向监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可以赚钱：某些竞争对手将处于不利地位，而新的联邦法律将消除旧的州一级监管

拼凑而成的低效率。但在更基本的层面上，生产者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从简单的信任中

获得巨大的利润。到1905年，商界领袖在国会作证说，联邦政府可以“为维护美国食品

在海外的声誉做很多事”——换句话说，如果潜在的贸易伙伴相信美国最终正在清理其

行为，他们可以赚更多的钱。而这正是第二年标志性的食品和药品法案通过后所发生的

事情。 

 

随着监管的每一次进步，美国开始赢得本国消费者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信任。在这个过

程中，它从一个暴发户变成了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暴发户，但

正如最近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要像美国一样从自己鲁莽的年轻人身上崛起，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如果中国人真的遵循了邓小平的名言“致富光荣”，那么他们

自己的企业家和行业最终可能会认识到，在向国际标准低头的同时致富同样光荣——甚

至更有利可图。 

 

惨痛的教训 



 

中国一些最严重的监管失误涉及二甘醇，这是一种致命的毒药，从牙膏到止咳糖浆无所

不包。在巴拿马，超过100人，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在摄入含有这种毒药的止咳糖浆后死

亡。中国的假冒产品制造商曾将这种糖浆用作甜味剂甘油的廉价替代品。 

 

此案引起了愤怒，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没有得到太多提及的是，美国在大约70年前有过

几乎完全相同的经历。1937年，制药公司在混合和销售新药时有相当大的自由度。那年

春天，田纳西州S.E.Massengill公司的首席化学家找到了一种方法，通过将磺胺类药物

溶解在二甘醇中，以液体形式提供用于治疗链球菌性咽喉炎和其他感染的磺胺类药物。

没有人对这种药物进行安全性测试，而在那年秋天，“长生不老药磺胺”的出货量遍及

全国。 

 

据估计，在一个月内，超过100人，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因肾脏关闭和抽搐而惨死。当被

要求承认某种程度的罪责时，该公司的所有者有一个著名的回答：“我们一直在提供合

法的专业需求，从来没有一次能够预见到意外的结果。我不认为我们有任何责任。” 

 

这完全是错误的：二甘醇的毒性已经确定。即使没有，简单的动物试验也会显示糖浆有

毒。但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没有进行必要的测试——就像中国制造商没有测试其原材

料一样——产生了悲惨的结果。然后，和现在一样，并不是每个负责人都耸耸肩继续前

进。马森吉尔的首席化学家哈罗德·沃特金斯在等待审判时自杀；本月早些时候，被指

控使用违禁铅漆的中国玩具厂老板张树红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这一事件导致联邦药品和

化妆品法案在第二年获得通过，开启了药品安全的新时代。 

  

关于美国的产品质量和产品安全，有数百个这样的故事。他们都不一样，但都一样。仅

举一个例子，在最近的过去，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对中国制造的儿童玩具的问题给予了极

大的关注，主要是关于含铅油漆的问题，因为含铅油漆被认为对儿童有害。全世界都知

道，铅是一种有毒金属，如果摄入，可能会致命。没有被广泛了解或讨论的是，西方制

造商在许多产品中使用含铅油漆，包括玩具，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做的，因

为他们知道一些儿童死于铅。他们之所以使用铅，是因为铅是一种廉价而有效的方法，

可以在油漆上产生非常高的光泽和光泽，尽管他们知道铅的危险性，但还是这样做了。

这些现在抱怨中国的人在政治影响力、公共关系和损害控制上花费了巨额资金，以阻止

立法禁止这种使用。美国禁止儿童产品涂料含铅的法律并非出于美国的美德、道德优越

感或自愿采用“最佳实践”；它们只是在工厂迁至中国后才发生变化。 

 

* 

注释（全部为英文） 

NOTES 



Reference links - How the US Became Rich - Part 4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US government seized all property 

in the US in which there were German interests 

 

(1)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us-confiscated-half-billion-dollars-

private-property-during-wwi-180952144/ 

(2) 

https://scholarship.law.duk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236&context=lcp 

(3) https://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bayer-patents-aspirin 

(4) https://www.munichre.com/en/company/about-munich-re/group-history/a-

seismic-shift-the-first-world-war-and-the-great-depression-1914-1933.html 

WWI, US seized German assets all over the world 

(5)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20/12/11/opinion/columnists/world-war-1-and-

southeast-asia/807981/ 

Mitchell Palmer America's 'Alien Property Custodian' 

(6) https://infogalactic.com/info/Office_of_Alien_Property_Custodian 

(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_Mitchell_Palmer 

(8) 

http://query.nytimes.com/gst/abstract.html?res=990CE3D61E3BE03ABC4053DFB2668382

609EDE& 

Smithsonian Magazine July 28, 2014 

(9)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us-confiscated-half-billion-dollars-

private-property-during-wwi-180952144/ 

World war 1; the US government seized Bayer chemical company 

(10) https://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bayer-patents-aspirin  

(11) https://www.bayer.com/en/history/1914-1925 

(12) https://www.company-histories.com/Bayer-AG-Company-History1.html 

(13) https://www.company-histories.com/GAF-Corporation-Company-

History.html#:~:text=This%20company%20made%20the%20first%20Bayer%20aspirin%20so

ld,Bayer%27s%20chemical%20business%20to%20the%20Grasselli%20Chemical%20Company 

Paperclip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us-confiscated-half-billion-dollars-private-property-during-wwi-180952144/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us-confiscated-half-billion-dollars-private-property-during-wwi-180952144/
https://scholarship.law.duk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236&context=lcp
https://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bayer-patents-aspirin
https://www.munichre.com/en/company/about-munich-re/group-history/a-seismic-shift-the-first-world-war-and-the-great-depression-1914-1933.html
https://www.munichre.com/en/company/about-munich-re/group-history/a-seismic-shift-the-first-world-war-and-the-great-depression-1914-1933.html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20/12/11/opinion/columnists/world-war-1-and-southeast-asia/807981/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20/12/11/opinion/columnists/world-war-1-and-southeast-asia/807981/
https://infogalactic.com/info/Office_of_Alien_Property_Custodi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_Mitchell_Palmer
http://query.nytimes.com/gst/abstract.html?res=990CE3D61E3BE03ABC4053DFB2668382609EDE&
http://query.nytimes.com/gst/abstract.html?res=990CE3D61E3BE03ABC4053DFB2668382609EDE&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us-confiscated-half-billion-dollars-private-property-during-wwi-180952144/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us-confiscated-half-billion-dollars-private-property-during-wwi-180952144/
https://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bayer-patents-aspirin
https://www.bayer.com/en/history/1914-1925
https://www.company-histories.com/Bayer-AG-Company-History1.html
https://www.company-histories.com/GAF-Corporation-Company-History.html#:~:text=This%20company%20made%20the%20first%20Bayer%20aspirin%20sold,Bayer%27s%20chemical%20business%20to%20the%20Grasselli%20Chemical%20Company
https://www.company-histories.com/GAF-Corporation-Company-History.html#:~:text=This%20company%20made%20the%20first%20Bayer%20aspirin%20sold,Bayer%27s%20chemical%20business%20to%20the%20Grasselli%20Chemical%20Company
https://www.company-histories.com/GAF-Corporation-Company-History.html#:~:text=This%20company%20made%20the%20first%20Bayer%20aspirin%20sold,Bayer%27s%20chemical%20business%20to%20the%20Grasselli%20Chemical%20Company


[14a] The US military entered every country with a German corporate presence 

and claimed ownership of all German assets. 

[14b] The U.S. Confiscated Half a Billion Dollars in Private Property During 

WWI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us-confiscated-half-billion-dollars-

private-property-during-wwi-180952144/  

[14c] A seismic shift: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4–

1933) 

https://www.munichre.com/en/company/about-munich-re/group-history/a-seismic-

shift-the-first-world-war-and-the-great-depression-1914-

1933.html#:~:text=1917%20%E2%80%93%20The%20United%20States%20enters%20the%20war

,enemy%20property%20administration.%201917%20%E2%80%93%20Founding%20of%20Hermes 

[14d] Escape by isle resident among WWI ... - HAWAII WORLD WAR ONE 

http://hawaiiworldwar1.org/1890-2/ 

[14e] World War 1 and Southeast Asia | The Manila Times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20/12/11/opinion/columnists/world-war-1-and-

southeast-asia/807981/ 

[14f] International Leg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position Of Alien Enemy Assets Seized During World War I 

https://yazhida.net/get/access.php?id=QWVNAAAAMAAJ&item=International%20Legal%2

0And%20Political%20Factors%20In%20The%20United%20States%20Disposition%20Of%20Al

ien%20Enemy%20Assets%20Seized%20During%20World%20War%20Ii 

[15a] This was part of the Deep State’s Morgenthau Plan, meant to complete the 

total destruction of Germany by permanently deindustrialising the country, to 

turn Germany into Europe’s dairy farm and potato patch. The intent was to 

forever deprive the country of not only its best scientific minds, but also of 

this entire second and third tier of scientific intellectuals, technicians and 

skilled workers, to prevent a German attempt to rebuild itself after the war. 

[15b] The Morgenthau Plan - David Irving 

http://fpp.co.uk/bookchapters/Morgenthau.html 

[15c] Morgenthau Plan - Oxford Reference 

http://fpp.co.uk/bookchapters/Morgenthau.html 

[15d] MORGENTHAU PLAN - WORLD FUTURE FUND 

http://www.worldfuturefund.org/Documents/Morg.htm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us-confiscated-half-billion-dollars-private-property-during-wwi-180952144/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us-confiscated-half-billion-dollars-private-property-during-wwi-180952144/
https://www.munichre.com/en/company/about-munich-re/group-history/a-seismic-shift-the-first-world-war-and-the-great-depression-1914-1933.html#:~:text=1917%20%E2%80%93%20The%20United%20States%20enters%20the%20war,enemy%20property%20administration.%201917%20%E2%80%93%20Founding%20of%20Hermes
https://www.munichre.com/en/company/about-munich-re/group-history/a-seismic-shift-the-first-world-war-and-the-great-depression-1914-1933.html#:~:text=1917%20%E2%80%93%20The%20United%20States%20enters%20the%20war,enemy%20property%20administration.%201917%20%E2%80%93%20Founding%20of%20Hermes
https://www.munichre.com/en/company/about-munich-re/group-history/a-seismic-shift-the-first-world-war-and-the-great-depression-1914-1933.html#:~:text=1917%20%E2%80%93%20The%20United%20States%20enters%20the%20war,enemy%20property%20administration.%201917%20%E2%80%93%20Founding%20of%20Hermes
https://www.munichre.com/en/company/about-munich-re/group-history/a-seismic-shift-the-first-world-war-and-the-great-depression-1914-1933.html#:~:text=1917%20%E2%80%93%20The%20United%20States%20enters%20the%20war,enemy%20property%20administration.%201917%20%E2%80%93%20Founding%20of%20Hermes
http://hawaiiworldwar1.org/1890-2/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20/12/11/opinion/columnists/world-war-1-and-southeast-asia/807981/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20/12/11/opinion/columnists/world-war-1-and-southeast-asia/807981/
https://yazhida.net/get/access.php?id=QWVNAAAAMAAJ&item=International%20Legal%20And%20Political%20Factors%20In%20The%20United%20States%20Disposition%20Of%20Alien%20Enemy%20Assets%20Seized%20During%20World%20War%20Ii
https://yazhida.net/get/access.php?id=QWVNAAAAMAAJ&item=International%20Legal%20And%20Political%20Factors%20In%20The%20United%20States%20Disposition%20Of%20Alien%20Enemy%20Assets%20Seized%20During%20World%20War%20Ii
https://yazhida.net/get/access.php?id=QWVNAAAAMAAJ&item=International%20Legal%20And%20Political%20Factors%20In%20The%20United%20States%20Disposition%20Of%20Alien%20Enemy%20Assets%20Seized%20During%20World%20War%20Ii
http://fpp.co.uk/bookchapters/Morgenthau.html
http://fpp.co.uk/bookchapters/Morgenthau.html
http://www.worldfuturefund.org/Documents/Morg.htm


[15e] (PDF) The Morgenthau Plan (1945-1947) | Dr. Bàrbara Molas 

https://www.academia.edu/13076996/The_Morgenthau_Plan_1945_1947_ 

[15f] GERMAN HOLOCAUST GERMAN GENOCIDE: 9-15 Million 

https://truedemocracyparty.net/2014/01/german-holocaust-german-genocide-9-to-

15-million-germans-killed-1945-1953-the-morgenthau-plan-eisenhowers-death-

camps-a-forgotten-genocide/ 

[16] “OTHER LOSSES” by James Bacque; 

http://abundanthope.net/artman2/uploads/1/Other_Losses_4.pdf  

[16a] Bacque was a popular Canadian author, his short stories, novels and articles 

appearing regularly in all the prominent media but, after publishing “Other 

Losses”, he was blacklisted and destroyed in Canada. No newspaper or magazine 

would return his calls, and all publishers refused contact with him. He was 

excoriated in the US media as a fraud, even though his research was impeccably 

detailed and his book carried an introduction and testimony from prominent and 

high-ranking American military officers. Almost no one in North America is aware 

of his extraordinary historical discovery since his books have been virtually 

banned on the continent. By contrast, his many books on this subject have been a 

major hit in Europe, having been translated into I believe now 15 languages, 

documentary movies have been made of his discovery and he is widely recognised 

in Europe as a prominent and respected historian. 

[16b] cf. James Bacque, introduction to "Other Losses" and also the text of 

"Crimes and Mercies", for a description of his travails after publication.  

[17] It now seems that the popular photos we have all seen, of piles of emaciated 

dead bodies, were not of Jews killed by Germans (as we have been told) but of 

Germans killed by the Americans. An undetermined number of those incarcerated and 

killed were women, and more than a few were children.   

[18a] The only shortage of food in Germany was caused by the Americans who forbade 

all external food shipments to Germany after the war, and it was widely announced 

that anyone attempting to smuggle food into the camps would be shot on sight. cf. 

James Bacque's two books; multiple documented references.  

[18b] Eisenhower’s Death Camps | National Vanguard 

https://nationalvanguard.org/2017/06/eisenhowers-death-camps/  

[18c] Part 2: mass murders committed by Eisenhower 1942-1950: 

http://geschichteinchronologie.com/USA/Eisenhower-massenmoerder/ENGL/02-mass-

murders-field-towns-Rhine-meadow-camps-starvation-faked-photos.html  

[18d] GERMAN HOLOCAUST GERMAN GENOCIDE: 

https://www.academia.edu/13076996/The_Morgenthau_Plan_1945_1947_
https://truedemocracyparty.net/2014/01/german-holocaust-german-genocide-9-to-15-million-germans-killed-1945-1953-the-morgenthau-plan-eisenhowers-death-camps-a-forgotten-genocide/
https://truedemocracyparty.net/2014/01/german-holocaust-german-genocide-9-to-15-million-germans-killed-1945-1953-the-morgenthau-plan-eisenhowers-death-camps-a-forgotten-genocide/
https://truedemocracyparty.net/2014/01/german-holocaust-german-genocide-9-to-15-million-germans-killed-1945-1953-the-morgenthau-plan-eisenhowers-death-camps-a-forgotten-genocide/
http://abundanthope.net/artman2/uploads/1/Other_Losses_4.pdf
https://nationalvanguard.org/2017/06/eisenhowers-death-camps/
http://geschichteinchronologie.com/USA/Eisenhower-massenmoerder/ENGL/02-mass-murders-field-towns-Rhine-meadow-camps-starvation-faked-photos.html
http://geschichteinchronologie.com/USA/Eisenhower-massenmoerder/ENGL/02-mass-murders-field-towns-Rhine-meadow-camps-starvation-faked-photos.html


https://truedemocracyparty.net/2014/01/german-holocaust-german-genocide-9-to-

15-million-germans-killed-1945-1953-the-morgenthau-plan-eisenhowers-death-

camps-a-forgotten-genocide/ 

(19) The Paperclip Conspiracy: The Hunt for the Nazi Scientists 

https://www.amazon.com/Paperclip-Conspiracy-Hunt-Nazi-Scientists/dp/0316103993 

(20) BBC: “Project Paperclip – Dark side of the Moon” 

http://news.bbc.co.uk/1/hi/magazine/4443934.stm  

(21) The Great Patents Heist 

https://www.456fis.org/GREAT_PATENTS_HEIST.htm 

The link does not work but you can read about the same here: 

(21a) The Great Patents Heist. John Nugent. (wintersonnenwende.com) 

(21 b) Dunkirk (newensign.com) 

( 21c) The Great Patents Heist | VikingLifeBlog (wordpress.com) 

(21d) The Great 'jewish' Patents Heist of the Third Reich (renegadetribune.com) 

(21e) The Great Patents Heist | I R O N L I G H T (wordpress.com) 

(21 f) The Great American Science Heist – Kapi News 

Stephen Mihm "A Nation of Outlaws" 

(22) 

https://www.boston.com/news/globe/ideas/articles/2007/08/26/a_nation_of_outlaws

/ 

Apptricity sues the US government for $250 million 

(23) 

https://www.reseller.co.nz/article/print/533132/us_army_settles_unlicensed_soft

ware_claim_50_million/ 

Coca-Cola 

(24) https://www.moonofshanghai.com/2020/07/a-few-historical-frauds-july-11-

2020.html 

NIKE 

(25) https://www.sneakerfreaker.com/features/which-came-first-nikes-cortez-or-

onitsuka-tigers-cors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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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ronlight.wordpress.com/2010/02/11/the-great-patents-heist/
https://www.kapinews.com/2021/08/29/the-great-american-science-heist/
https://www.boston.com/news/globe/ideas/articles/2007/08/26/a_nation_of_out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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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利品 

 

我在关于殖民的一节中首先描述了伊拉克是文明的摇篮。这一悠久历史的一个结

果是存在着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考古文物、艺术珍品、卷轴和其他物品，其中许

多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但也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大多数已经消失。美国军队

洗劫了伊拉克大部分地区，今天许多伊拉克博物馆空无一人。贵重物品和历史文

物不仅从博物馆和图书馆被盗，也从私人住宅被盗。伊拉克被彻底洗劫一空。据

公布的估计，在战斗期间，巴格达、摩苏尔和其他城市的伊拉克博物馆至少有20

万件艺术和文化物品被盗，其中许多对世界历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美国政府

声称，这些只是它不赞成的少数流氓行为，但事实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事

实上，其中许多物品已经出现在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品中——在以色列和其他地方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美国违反了几个月前其军队进入苏联占领区时所达成

的庄严协议，从德国帝国银行偷走了100多吨黄金和银条，以及苏联艺术品和文

件的无价收藏品。在苏联的抗议下，一些艺术品最终被归还，但金银不知何故消

失了。苏联坚持认为美国仍然拥有无价的被盗苏联艺术品收藏品，对此美国不予

理睬，但随后，当研究人员发现证明美国确实保存了大量艺术品珍品的文件时，

美国陷入了谎言之中——这些珍品在那时已消失在普通嫌疑犯的私人收藏品中。

还有记录在案的报道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军清空了一列24节车厢，

里面装满了黄金、白银和各种昂贵的艺术品，当时估计价值数十亿美元。另外，

大约在同一时间，又有几十亿黄金从帝国银行消失，而且从未被计算在内。 

 

欧洲财宝盗窃案的细节是模糊的，非常复杂，有索赔和反索赔，很容易将德国的

寻宝故事视为夸大的战争故事而不予理睬。今天（以及过去70年来），我们被德

国人在整个欧洲掠夺贵重金属和珍贵艺术品的故事淹没，尤其是犹太人的故事，

但故事远不止这些。首先，1917年犹太人在俄罗斯完成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他们

掠夺了整个国家，首先是中央银行的所有黄金，这些黄金被运到美国，作为对雅

各布·希夫（Jacob Schiff）资助革命的报酬。但俄罗斯被掠夺的远不止黄金，

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拥有数十亿贵重金属、手工艺品和无价艺术品。当布尔什维

克被驱逐时，大部分资金被从该国转移到了德国和奥地利。因此，很可能德国人

从犹太人手中掠夺的大部分艺术品本身就是从俄罗斯掠夺的，缺乏宣传和随后的

索赔主要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古拉格屠杀了整个俄罗斯中产阶级，这意味着原来

的主人都死了，没有人可以抱怨了。尽管如此，掠夺欧洲宝藏的故事仍然持续到

今天，偶尔会有新的发现，新的宝藏地图和更多的新故事。尽管如此，有证据表



明美国和美联储确实在战争结束时严重掠夺了德国。考虑到回形针行动的事实，

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应该是一个意外。 

 

日本的金百合 

 

1936年至1942年期间，在日本皇室的命令下，一支由天皇的弟弟领导的秘密部队受命有

条不紊地掠夺东南亚。这支部队被称为Kin no Yuri（"金百合"）。黄金战士。美国秘密

回收山下的黄金 (2003) 

 

然而，还有另一个抢劫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日本，这是一个更为险恶的问题，

就胜利者声称战利品而言，它属于自己的联盟。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一些显然不

相关的事实。 

 

第一，就公众对二战期间暴行和战争罪行的了解而言，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德国犯

下的罪行，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包括掠夺黄金和贵重物品，但几乎没有人

知道，特别是日本人民自己，他意识到日本犯下了大量几乎难以置信的暴行。 



第二，尽管俄罗斯确实对日本人进行了一些战争罪审判，美国将其嘲笑为“共产

主义宣传”，但美国没有对日本人进行战争罪审判。有一场表演式的审判，有两

三个人被处决，但那是因为知道的太多，而不是战争罪行。日本的战争暴行历史

远比德国大，但我们只有沉默。 

 

第三，日本确实有一个恶习，在席卷中国和整个亚洲的过程中，不仅掠夺央行，

而且掠夺一切可能的财源。在入侵初期，黄金、白银、珠宝、艺术品、任何有价

值的东西都被掠夺并运往日本。这种知识一直被压制着，除了偶尔的简短评论外

，从未进入大众的头脑。 

 

第四条涉及二战结束时日本向美国投降的条件。众所周知，当美国起草日本投降

文件时，他们明确禁止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条约第14（b）条规定： 

 

 “盟国放弃盟国的所有赔偿要求、盟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及其国民在战争

过程中采取的任何行动而提出的其他要求（斜体），以及盟国对占领的直

接军事费用的要求”。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胁迫其他盟国和所有亚洲国家

签署这项投降协议。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拒绝被胁迫签署协议。 

 

这些有什么关系？好吧，基本上是通过理论和操作过程的回形针-与扭曲。首先

，美国人对自己的中情局项目极度渴望获得日本战犯的经验，他们进行了大量的

人体和生物战实验，因此秘密将数千人输入美国，在那里他们将免于起诉，从而

消除了公开战争罪审判的必要性。日本从未在本国人民内部面对其在中国和亚洲

所犯下的广泛而可怕的暴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从未被迫向世界外部面对这些

暴行。一石二鸟，日本战争罪行审判的缺席，方便地避免了美国在日本犯下的大

量种族灭绝战争罪行的公开曝光。以后再说。 

 

第二个联系，在某些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放弃上述赔偿。由于不存在国际战争

罪审判和国际战争赔偿要求，不仅日本的军事暴行，而且其所有掠夺行为，永远

不会在国际或国内公开，因此永远不需要引起日本平民的注意。在这种沉默中，

日本的战争行为被简单地写在了日本历史上，在很大程度上，也写在了整个世界

的历史上，这要归功于美国的贪婪和野心。 



但为什么要防止赔偿？美国及其盟国以战争赔偿为借口，将德国撕成了骨头，只

留下了国家的骨架。日本在各方面都比德国差得多，那么为什么对日本如此慷慨

呢？现在我们到了险恶的部分。如上所述，日本人确实对整个亚洲进行了大量掠

夺，并且确实将其中一些掠夺物运回了日本。但随着战争的进行，战利品在离家

越来越远的地方被掠夺，日本人开始组装和储存战利品，为以后更大规模的运输

做准备。不幸的是，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开始失去对航道的控制，向日本转移

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选择。日本人在错误的假设下运作，认为美国会允许他们

保留菲律宾以换取停火，因此选择将大部分掠夺的黄金和其他资产埋在菲律宾。

今天有大量文件表明，日本官员在洞穴或挖掘的地下区域建立了几十个深储藏库

，装满了掠夺的宝藏，并用炸药摧毁了入口。似乎所有从事运输、挖掘和储存所

有这些战利品的个人都被埋在洞穴中，显然只有三到四个人知道这些战利品的储

存情况或地点。这就是日本的金百合工程。(1) (2) (3) (4) (5) (6) (7) (8) 

(9) 

 

出现了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美国人知道了金百合花，并抓获和折磨了其中

一人，此人透露了至少一些地点的存在和位置。美国人当然有义务、道德和法律

，披露这些信息，并将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国库中掠夺的数百亿美元黄金和

其他资产遣返回国。但是美国人有一个更好的主意。由于掠夺的财宝不见了，而

且可能在没有任何踪迹或藏宝图的情况下丢失了，他们决定把它留给自己。由于

日本在战后很难对这些掠夺物提出索赔，而且由于隐藏的数十亿美元现在基本上

是孤儿，美国人可以悄悄地把它们带走。问题是，这是一个巨大的罪行，即使在

美国人心目中也是如此，因为这显然是从朋友而不是敌人那里偷来的，他们的朋

友想要归还他们的财产。美国人找到了完美的解决办法——日本投降条约中关于

没收赔偿金的规定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国家——及其国民——放弃对日本掠夺的所

有宝藏的主张，从而使美国人的行动“合法”，只要各方都签署了条约。除中国

和俄罗斯外，所有各方都被胁迫签署了协议。 

 

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对希格雷夫的《黄金勇士》（Gold 

Warriors (10) (11) 作了一篇精彩的评论，他在评论中说，“几乎战争一结束，

美军就开始发现日本战争宝藏的巨大宝藏。负责占领的麦克阿瑟将军报告说，他

发现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宝石、外国邮票，雕刻板和。货币在日本不合法”

。还有一份美军文件包含一项声明，其中提到“已知存在的这些宝藏的未申报藏

匿处”美国占领军显然至少发现了一些日本的金百合花遗址，其中含有数十亿黄

金和其他贵重物品。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有文件表明麦克阿瑟确实参观了一些

开放的网站，并对其内容进行了评估。公认的理论是，在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

同意下，他们将没收这些发现的财富，保持绝对保密，并将这些钱用于个人用途

，为中情局未来的秘密活动提供资金。 

 

https://www.voltairenet.org/article30068.html
https://www.amazon.ca/Gold-Warriors-Americas-Recovery-Yamashitas/dp/1844675319
https://rense.com/general49/sece.htm
https://australianpoultry.net/gold-warriors-seagrave-34/
https://theunredacted.com/the-legend-of-golden-lily-yamashitas-gold/
https://apnews.com/article/f9d140b7106e715fb9f44f9317901442
https://www.pacificatrocities.org/blog/the-legend-of-the-golden-lily-operation#:~:text=Kin%20no%20yuri%2C%20other%20wise%20known%20as%2C%20Golden,Philippines%20where%20it%20was%20then%20transferred%20to%20Japan
https://parapoliticaljournal.com/2014/01/13/operation-golden-lily-and-the-secret-legacy-of-the-black-eagle-trust/
https://www.bibliotecapleyades.net/sociopolitica/esp_sociopol_fed05e.htm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25/n22/chalmers-johnson/the-looting-of-asia
https://avalonlibrary.net/ebooks/Sterling%20Seagrave,%20Peggy%20Seagrave%20-%20Gold%20Warriors%20-%20America's%20Secret%20Recovery%20of%20Yamashita's%20gold.pdf


似乎有大量证据表明，费迪南德·马科斯自己发现并追回了大约150亿美元，部

分是从一艘沉没的日本军用巡洋舰上，部分是从一条被发现的隧道中。我相信是

在2000年或2001年左右，一位菲律宾政府官员声称，马科斯的一个女儿在瑞士持

有一个银行账户，账户中有100多亿美元，这一信息显然是在她试图更换银行时

泄露的。事实上，1998年，夏威夷最高法院对马科斯的财产作出判决，要求向一

名菲律宾人赔偿近15亿美元，该菲律宾人从日本隧道中取回了一尊纯金佛像，然

后让马科斯将其偷走。我相信这个故事中有关马科斯的部分已经被无可辩驳地记

录下来，并且是无可争议的，这将有助于证明这次冒险的大部分剩余部分，包括

关于美国人的部分。 

 

金银岛 

  

1999年，爱德华·米肖（Edward Michaud）发表了一篇优秀的历史论文，题为《

二战宝岛科雷吉多》（Corregidor The Treasure Island of WWII），详细描述

了菲律宾的掠夺行为。当时不叫抢劫，但事实就是这样。当日本人入侵菲律宾时

，麦克阿瑟被迫撤离并在科雷吉多岛避难，在此之前他做了两件事。他下令销毁

所有弹药和战争物资，以免留给日本人，并将菲律宾中央银行的全部财富以及可

以在短时间内从当地公民那里收集的所有个人财富收集并运走，被送往美国安全

保管，防止不可避免的被日本人掠夺(12) (13) (14) (15) (16) (17)。 

 

根据Michaud的报告，我相信是准确的，“仅政府证券就包括超过51吨的金条、

32吨的银条、140吨的银比索和centavos，以及数百万张国库券、债券和公司股

票。平民财产。。。由大约两吨大小不同的金锭组成，还有数量不详的宝石和外

币。当接到撤离该市的命令时，许多纸质清单和记录仍然不完整，许多平民甚至

没有收到贵重物品的收据。大部分储存在被称为马林塔隧道的大型地下综合体的

部分。剩余的51吨政府金条，包括2542锭，每锭42磅（20公斤），以及剩余的纸

币和证券，被存放在马林塔隧道综合体南侧海军隧道的几个内部分支中。” 

 

事实上，所有这些货物都被装载到任何可用的船只上，无论大小，所有货物都被

转移到科雷吉多，最终被装载到美国潜艇上并运到美国。任何无法及时运出的货

物都被装载到多余的船只上，这些船只被拖到深水中并沉没，这相当于数百吨贵

金属，其中大部分后来被日本人发现。潜艇是在夜间装载的，当时日本飞机无法

攻击，为了安全起见，在白天潜入水中。Michaud相信这批菲律宾宝藏被运到了

美国造币厂，尽管我想它最终会被送到美联储而不是美国造币厂他在文章的结尾

写道，“战争结束时，这批证券”或至少其货币等价物随后被转移回菲律宾政府

“，但我没有看到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此外，今天没有人能够提出这样的主张

，因为在日本人到达之前，没有在恐慌中进行准确的撤离清点，也没有人知道究

https://www.corregidor.org/chs_trident/trident_01.htm
https://corregidor.org/chs_trident/trident_03.htm
http://thehollowearthinsider.com/archives/11747
https://corregidor.org/chs_trident/trident_02.htm
https://corregidor.org/chs_trident/trident_11.htm
https://corregidor.proboards.com/thread/2126/corregidor-treasures-pictures-links


竟带走了什么。无论如何，从现有的少数事实来看，证据的优势在于菲律宾几乎

没有收回这笔财富。这绝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唯一或最后一次此类事件。 

黄金大劫案——第一部分——美联储 

 

很久以前，日本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是的，再一次。这一次，日本发行了一

系列新的联邦政府债券，这是一个特别的系列——他们著名的“57s”——这一

特色以新的设计、新的颜色和新的序列号表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一系列债

券不支付年息，但在到期赎回时将支付全额应计利息和原本金。通过各种代理，

这些债券都被出售了，但当系列债券到期时，日本宣布它们是假的，并拒绝付款

。他们的理由是，这些证券与日本发行的任何债券都“不同”；设计错误，颜色

错误，序列号与日本使用过的任何产品都不一样。更糟糕的是，这些债券甚至有

“拼写错误”，日本人当然不会在自己发行的日文债券上犯这样的错误。它们一

定是假的。有传言说，日本的一些小而亲密的朋友确实设法赎回了他们的债券，

但所有其他投资者都不得不承认他们被骗了。这一事件并没有逃过美联储的注意

，这让我们想到了自己的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联储和中央情报局在不发达世界旅行了多年，告诉包

括中国在内的每个国家，当日本人（或德国人、意大利人或天知道是谁）入侵时

，他们会掠夺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和黄金储备。因此，每个国家都应该将其所有

黄金交给美联储保管，并在战后归还。作为交换，他们将获得美联储发行的黄金

证书，这些证书稍后可以赎回。这一广告宣传不仅针对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也

针对所有主要的地方银行，提出（暂时）解除他们所有的黄金和白银储备，以确

保世界民主的安全。许多国家——以及许多真正害怕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商业银行

——购买了这张汇票，让美联储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吸走了世界上数不清的

数十亿黄金。这些金属被装载到美国军舰上并运往美国。但战后，美联储拒绝赎

回任何凭证，声称它们都是假的。当然会有人大声疾呼，但据我所知，美国媒体

拒绝报道这些事态发展。 

 

传闻流传多年，但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在这些传闻浮出水面时强烈否认，将其斥

为“城市传奇”和“阴谋论”，嘲笑“保管”交易的想法和这些证书的存在。但

大约在1980年，一架坠毁的美国军用飞机在菲律宾丛林中被发现，飞机上装满了

沉重的木制箱子，里面装满了金属容器，都有美联储的标记，并且都装有数千亿

美元的这些证书。当时整个故事终于公之于众，尽管西方媒体几乎完全审查了这

个故事。此后，这些证书开始在世界各地浮出水面，各方都试图行使索赔权。美

联储坚决拒绝以公开和直率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自被发现以来，持有这些（现

在是旧的）无记名黄金证书的各方只会遭到报复，通常会立即被捕，并被FBI以

欺诈罪起诉。即使是那些不试图赎回而只是要求核实真实性的个人，也会被逮捕

并被控欺诈未遂。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勾结变得阴险而危险



，美联储竭尽全力恐吓除最勇敢者外的所有人保持沉默。英国《金融时报》的一

名记者声称： 

 “现在，你可以进入纽约、伦敦或苏黎世的一家大银行，给他们半公吨

黄金作为所有权证书的交换，在街区内走动10分钟，再进入同一家银行，

他们会否认以前见过你，你是否因向他们出示假证书而被捕" 

 

劳雷尔家族（Laurel family）似乎有一个与美联储打交道的特别好的案例，他们

向美联储提交了数亿张这样的证书以供赎回。在这一案例中，美联储和美国财政

部都没有如此大胆地谴责该证书是伪造的，也没有让获奖者因欺诈而被捕。相反

，美联储显然表示，他们“无法验证”这些证书的真实性。西格拉夫：“在仔细

审查了您和您的客户提交的文件后，我们无法核实美联储债券和相关文件……是

否真实。此外，正如我在电话中向波特曼先生指出的，格林斯潘主席无法就此事

与您或您的客户会面或交谈。”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Chicago FED）的另一份信

函称，“没有发行……这些债券……的记录”，美国财政部声称，“……财政部

没有发行任何相关文件的记录，而且……从未发行过任何形式的美联储无记名债

券。”奇怪的是，联邦调查局没有立即逮捕涉嫌欺诈的人，取而代之的是“哎呀

，我们似乎找不到记录了。” 

 

当蒋介石在为中国而战中败北并准备逃往台湾时，他和他的支持者迅速组织了一

个计划，他们将中国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全部金银库存全部清空，然后美国人用中

情局私人航空公司拥有的B-29轰炸机将其运出中国，民用航空运输。我相信是奥

尔德里奇注意到，这些同样的黄金证书，即美联储票据，似乎也被用来“说服中

国内地主要银行的经理放弃其大量黄金库存”。他还指出，中情局和美联储显然

提供了价值高于实际兑换黄金的黄金证书，作为银行合作的额外激励，因为美国

“几乎肯定无意兑现这些证书”。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和美联储向蒋介

石兜售了同样的故事。由于中情局已经拥有了中国所有的黄金，并用自己的飞机

将黄金运出了中国，他们说服蒋介石允许将黄金转移到美国进行“保管”。蒋介

石于1975年去世，从此再也看不到自己的黄金。证据是，直到2003年宋美龄（蒋

夫人）去世的那天，她一直在努力从美联储手中收回她（即中国的）黄金，但都

没有成功。看起来黄金仍然是“安全的”。 

 

奥尔德里奇合理地认为，这些证书可能确实是复杂的伪造品，但如果是，很可能

是中情局制造的。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长期以来，经济战一直是美国的特长，

这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这场战争绝对包括伪造货币和证券，更不用说护照和其

他各种证件了。事实上，有很多证据表明，中情局在这段时期试图用假币摧毁中

国经济，使用的显然是马尼拉一家非常复杂的印刷企业。根据英国政府的说法，

“外交部的文件还显示，中央情报局参与了其他货币问题，包括中国货币印版的



移动。”但英国人无法指责，因为他们自己的特别行动小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印制和散布了大量伪造货币和各种金融证券。 

 

 

 

 

尽管如此，看看证书的照片，人们的第一印象是这些证书必须是真实的。伪造证

书并不困难，如果我们只有几张纸，问题似乎就简单了。但是，我们拥有的不仅

仅是简单的纸片。箱子由木头和皮革制成，金属扣件，许多小盒子，每一期都有

，由金属制成，铸造、冲压和雕刻，铸造有美联储或美国财政部的印章，涂有不

同颜色的瓷漆，等等。每个盒子还装有内容和序列号的缩微胶卷摘要，并带有雕

刻板，其容器上印有“摩根大通银行”、“联邦储备银行转账票据”和“美国联

邦储备银行担保证书”。复制这一切需要大量的知识和经验，这是一项巨大的事

业，远远超出了简单的伪造或伪造证书的印刷。而且有如此大的数量，显然是由

不同的美联储地区发行的，从达拉斯，波士顿，费城。。。为了使这一切变得更

古老，使之看起来像是几十年前的事，并遭受着暴露在大自然中的痛苦，这也许

是当今极少数人所能做到的，但目的是什么呢？当然，今天没有人会尝试这种厚

颜无耻的欺诈行为，因为成功的几率将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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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有向美联储运送黄金的记录，因为这些记录每天都在《纽约时报》上报

道。事实上，历史记录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美联储的黄金持有量大幅且非常

迅速地增长，在一到两年的时间里增长了三倍多。他们也显示了后来的减少，但

没有证据表明处置的方向。下面是几个例子。 



 

在《纽约时报》档案中搜索关键词“中国黄金”产生了大量数据，一位作者声称

，1938年，七艘载有12.5万公吨中国黄金的美国海军驱逐舰驶向美国，显然是为

了保护美国免受当时日本的侵略。这似乎是蒋介石从大陆偷来的黄金。这些都必

须是秘密航行，因为如果日本人知道的话，他们肯定会进行报复。 

 

《纽约时报》1934年12月1日的一篇文章标题为“自3月份以来黄金进口最多”，

告诉读者“国外条件”导致了对美元的需求，以及对向美国转移黄金的需求——

大概是为了安全。文章指出，仅11月份就有约1.13亿美元的黄金被转移到美国，

使运往美国的外国黄金总额超过80亿美元。这篇文章列出的中国黄金价格仅为60

万美元，但中国几乎从未在任何此类报告中列出，因为从中国运走黄金都是非法

的，而且会被偷走。本文列出的国家包括法国（6600万美元）、加拿大、比利时

、哥伦比亚、英国、危地马拉、荷兰和印度。它还列出了过去五年中同一个月数

亿的黄金交易。 

 

另一篇1934年9月21日的文章写道“危地马拉送黄金”，并列出了来自中国的23

万美元。1934年6月8日的一篇类似文章指出，美联储从法国、牙买加、加拿大、

英国、哥伦比亚和印度获得了数千万美元，另有几十万黄金来自中国。1934年4

月14日，又有数百万人来自加拿大。另一份日期为1937年2月19日的公告列出了

数千万黄金，其中超过1300万美元在一天内到达美联储。该名单包括澳大利亚、



加拿大、瑞士和印度。1926年6月6日的其他文章列出了来自古巴、智利和新加坡

的货物，其中包括一些来自中国的货物，总额接近1亿美元。 

 

据中国政府和在其控制地区的日本占领军称，中国没有被列入《纽约时报》黄金

装运收据日报的原因是，当时从中国运走黄金是非法的。因此，美国的尝试并不

总是成功的。在一个案例中，1938年10月25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标题为“

美国班轮在货物上向日本让步”，指出美国总统柯立芝为了获得上海通关文件，

被迫卸下280万美元的黄金。它还说，美国领事提出了抗议，但日本人坚持认为

这些黄金是中国人所有的，必须归还给美国拥有的大通银行，后者正试图将黄金

走私出境。大通银行在迁往新银行营区期间，显然试图通过将黄金装载到一艘美

国海军舰艇上来掩饰他们的活动，但这一举动引起了日本的注意，因为美国海军

陆战队护卫队过于突出。 

 

我相信是Sterling和Peggy Seagrave在他们的书《黄金勇士》中写道： 

 

 “这是一个被世界各地银行多次使用的欺诈行为。当发行黄金证书以换

取存入的金块时，嵌入的代码被使用，包括拼写错误的单词，以“确保”

所有者的证书与银行记录完全匹配。这些拼写错误后来很容易被引用为“

证据”“关于欺诈。在日本，田中首相更进一步地设计了他臭名昭著的

“57”，使其看起来与普通日本政府债券完全不同。如果他想把一个人换

成盟友，他可以。如果他没有，他可以宣布它是伪造的，并指出它甚至不

像政府债券。 

 

里根政府的回答与此类似。大量的美联储债券和黄金证书在雕刻印刷局印

刷在错误的纸张上，有各种各样的故意错误。很多人都刻上了错误的面孔

、错误的格言、错误的设计和错误的签名。有些甚至用繁体汉字雕刻和印

刷。这将是一场搞笑的造假运动，让亚洲充斥着明目张胆的伪造品，让整

个想法变得荒谬可笑。这将切断任何试图赎回合法黄金证书或合法美联储

债券的人的合法权利。他们可能会被嘲笑出法庭。”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处理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证书系列。20世纪

30年代的原件是主要问题，但当这个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初公开时，突然

出现了大量新印制的证书，这些证书做得很差，上面印着拼写和其他错误

，可能会导致错误asily使其能够被宣布为伪造。这些票据显然是由美联

储印刷的，由中央情报局提供，以便混淆问题并证明所有这些证券都是伪



造的。在原始系列中再次引用西格雷夫的话，“总之，这些美联储票据不

是为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秘密行动而制造的，但在各方面都是真实的。” 

在这个故事中还有其他一些非常奇怪的事件。在发现了那架坠毁的飞机、随之而

来的宣传以及这些证书的赎回要求浮出水面后，美联储在1986年突然决定将其持

有的全部金条从矩形铸块重新熔化并改成梯形。没有提供任何解释重熔数千吨黄

金不是一件小事，也不便宜，只有在某种灾难性的需要时才会重熔，当然也不是

因为愚蠢的“改变形状”的原因“在酒吧里。无论美联储的实际目的或声明目的

是什么，其主要结果是重熔黄金不再包含其原始标记，这意味着无法再确定黄金

的原始来源。这意味着没有人能够证明美联储或任何美国大银行持有的黄金是从

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掠夺的黄金。 

 

2013年，关于德国寻求将其持有的黄金从美联储汇回的报道很快在美国（尽管不

是在欧洲）被埋葬和审查。德国政府已经将大约一半的黄金供应存放在美联储，

显然是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中。德国央行决定将其所有黄金运回国内

，但美联储拒绝了这一要求，称这一举措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并进一步表示需要

到2020年才能完成转移。德国政府随后要求访问美联储金库，对黄金进行盘点并

确定其实际存在，但美联储拒绝允许德国检查其自身的黄金。给出的理由是“安

全”和“没有访客空间”。没有别的了。在这一奇怪的事件发生后，德国坚决坚

持，终于派了一些工作人员到美联储，他们只被允许进入金库的前厅，在那里他

们被展示了5或6根金条作为“他们所持资产的代表”，但不被允许观看其他任何

东西。德国官员第二次返回，更加坚定，当时美联储显然只打开了9个金库中的

一个，并允许德国人从相当远的距离观看这堆黄金，但不允许他们进入或触摸。

他们就回家了。经过反复坚持，德国确实收回了一小部分黄金储备，但几乎没有

一部分来自美联储；大部分是从法国中央银行运来的，由拥有美联储的私人所有

人拥有。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猜测，美联储实际上没有多少黄金，它要么出售黄金，要么

将其借出，要么将其用作借款抵押品。无论如何，今天有许多人声称，代表许多

国家储存的黄金实际上并不存在。除了美联储工作人员之外，实际上没有人被允

许进入金库查看或清点任何黄金，而且除了美联储的说法之外，没有证据表明黄

金确实存在。 

 

更糟糕的是，位于诺克斯堡（Fort Knox）的所谓黄金储备库的情况也是如此，而

诺克斯堡本应是美国财政部全部黄金储备的储存地。大多数人认为，诺克斯堡是

一个政府金库，但尽管它建在政府土地上，但它由美联储管理，所有内容都是美

联储的财产，而不是美国财政部的财产。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事实；自1913

年美联储系统建立以来，诺克斯堡的内容一直属于美联储，但由美国军方和国内

私人安全部门负责保护。但是没有人知道那里有什么。 



 

上一次审计和最后一次公开访问是在1953年，就在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上任之后。在审计期间，不允许外部专家进入，审计小组只测试了约5%的黄金。

在过去的60年里，甚至没有一份清单，更不用说对诺克斯堡的全面审计了。1974

年，六名国会议员、一名参议员和媒体获准进入诺克斯堡，亲自查看黄金是否在

那里。这次参观表明，在诺克斯堡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像金子，但尽管如此，它还

是引发了更多的争议。只有一小部分黄金储备可供查看，一名国会议员发表了一

份报告说，城堡中的金条没有预期的那么重。近年来，几位美国政客声称诺克斯

堡和美联储都很有可能没有黄金，或者可能只有很少的黄金，并要求进行全面公

开的库存和测试，但美联储坚决拒绝了。 

 

鉴于美联储和财政部几乎肯定几乎没有黄金，人们一直在猜测世界黄金储备的位

置，这些黄金储备存在于美联储的纸面上，但并不存在于现实中。我不知道黄金

在哪里，但如果让我猜的话，我会猜它们都在瑞士的深山中，在国际清算银行新

总部——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简称国际清算

银行）下的岩石深处钻有数百条隧道，反过来，美联储和其他欧洲中央银行的所

有者也是同样的人。 

 

黄金大劫案-第二部分-花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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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银行从19世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一个犯罪组织，与洛克菲勒家族及其标准

石油帝国有着乱伦的联系。到20世纪初，该银行更名为纽约国家城市银行（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时，它已经在美国参与了大量犯罪计划，并

很快将吸血鬼触角扩展到了海外，尤其是中国。它推动、测试并违反了大多数国

内银行监管规定，但在中国，银行的所有者甚至超越了贪婪的最疯狂梦想，取得

了成功。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花旗银行现存的少数几本“传记”大多是由该银行

自己撰写的，大多是对其明显增长和成功的自我赞扬。为了反驳这一点，许多持

怀疑态度的作者试图对这一犯罪怪物进行更诚实、更深入的传记，他们抱怨花旗

银行的档案对研究人员来说是禁区。我们将看到，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Peter James Hudson在其对花旗银行的调查性新闻尝试中写道，“没有资本主义

档案，如何书写资本主义的历史？花旗集团的档案对研究人员是封闭的。”他还

指出，花旗银行上发表的一篇更重要的文章“花旗银行，1812-1970年，由哈佛

大学出版社出版，但由银行高管撰写，作为公司战略的练习。”他试图从“分散

、未收集、未整理、基本未知——且并非由花旗集团创建的独立档案中重建花旗

银行的历史，他表示，这部作品将“为一家公司撰写的公司历史提供一种激进的

反叙事”。 

 

花旗银行（Citibank）在中国的推广活动中，吹嘘自己于1902年首次在中国成立

，并展示了纽约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在中国发行

的一些货币的照片，以此证明其对中国的忠诚。但从1902年到80年代末花旗惊恐

地重返中国死气沉沉的深圳，一切都不复存在。具体而言，除了十几个设有分行

的城市的名称和一种含糊不清的声明，即花旗银行“因为战争”而离开中国之外

，没有关于花旗在这段时间内活动的任何信息。在此期间，我们只有沉默。不仅

沉默，而且奇怪地缺少文字。事实上，互联网，至少是那些可以控制的部分，已

经被彻底消毒了。根据全世界的媒体和历史档案，花旗银行从1902年到1949年在

中国并不存在，换言之，从它到来的那一天到它离开的那一天。我们很快就会知

道原因。 

 



20世纪初，在大多数国家，政府的中央银行没有发行货币，这项任务留给了各个

特许银行，每个特许银行都被允许发行无限量的货币，前提是它们有足够的黄金

或白银支持，以对应其印刷的纸币数量。在许多国家，许多银行的纸币同时流通

，并且可以自由互换，在贵金属支持的保证下被接受为现金。这种情况在中国也

是如此，中国和外国银行都发行了各自版本的纸币。 

 

在花旗银行，或者更准确地说，纽约国家城市银行，获准在上海开设分行，并根

据贵金属支持的要求发行纸币，这是花旗遵守的一项规定。但随后，由于西方列

强对中国的破坏性干预而缺乏控制，花旗变得雄心勃勃，并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将其分支网络扩展到12个不同的城市，并开始在所有这些城市发行无限量的货币

，但没有金或银的支持。花旗在进入中国时几乎破产，没有能力承担进一步的资

产，因此该行只是开始印刷和发行完全没有包装的人民币，并假设它将被提供白

银的民众所接受。这是真正的“手提箱银行”，因为它们只是非法的空壳银行，

没有资产，也没有注册资本。我找不到花旗发行的假币总额的确切记录，但肯定

会有数百亿美元，严重助长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为该银行带来了巨额犯罪利润

。 

 

但还有更多，花旗银行的所有者精心策划并实施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欺诈性盗窃

案之一。花旗对出售纸币的利润不满意，于是设计了一个计划，从中国家庭中掠

夺所有的黄金，黄金是大多数公民的传统储蓄形式。花旗银行开始了一项广泛推

广的活动，鼓励所有中国人将金条带到花旗银行的金库中储存，在安全的前提下

，所有公民都可以获得纸质黄金“证书”作为存款凭证，这些证书可以随时兑换

成真正的黄金。中国政府竭尽全力阻止其公民参与这项计划，因为已经非常清楚

，外国人是不可信的。 

 

不幸的是，许多中国人选择无视这些警告，信任地将金条交给纽约国家城市银行

保管。但有一天，当金库里堆满了人，墙上的字迹也写满了人时，我们的犹太银

行家们改变了主意。他们将金库中的黄金全部转移到美国军舰上，并将其全部运

回纽约。然后花旗银行关门，说“再见，中国”，然后回家。从我所看到的报告

来看，黄金最终流入了美联储。你会想起早些时候关于美联储突然重新熔化和重

铸其所有黄金储备的评论。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 

 

有趣的是，占领日本的军队能够证实《纽约时报》报道的这一系列事件，他们怀

疑这一过程，并养成了在离开上海之前检查美国军舰的习惯，并且不止一次命令

美国人卸载黄金，其中一些显然“属于”摩根大通银行。但是，似乎大部分资金

都设法逃走了，而且资金总额又一次达到了数百亿美元——这是在1940年代。鉴



于已证实的案例和对残差的适度估计，很明显花旗银行欠中国公民的债务远远超

过了该银行目前的全部资本价值。 

 

根据花旗银行撤离时间的报道，许多人将他们的黄金证书带到该行上海分行进行

赎回，但被工作人员阻止，并发现迹象表明花旗银行的所有业务都已结清，市民

应向中国银行查询。后来很明显，花旗长期以来一直在准备从中国撤军，几乎没

有留下任何证据表明其办事处有任何东西，它已经移除或销毁了其在中国40多年

犯罪历史中所有事件的所有证据。从历史记录来看，花旗银行在这一时期似乎也

陷入了绝望的困境，在古巴和南美、革命后在俄罗斯、大萧条期间在美国失去了

资产，濒临破产边缘。各种书籍都提到了这一时期，哈佛大学出版的一本书指出

，花旗银行的奇迹般发展完全归功于其在中国的“快速收购资产”，一些作者记

录了花旗在中国北方的资产约300亿元，在南方的资产超过100亿元，这些“收购

资产”已经转移到美国。 

 

当然，即使在今天，仍有许多中国人想要从花旗银行收回黄金，他们拥有完整的

历史文件。许多中国团体在中国和美国都聘请了律师，试图向不同的法院提交他

们的书面索赔，花旗银行自然也会尽其所能阻止任何地方的法院审理此类索赔。

在中国，花旗的辩护理由是，它作为一个不同的法律实体——纽约国家城市银行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运作，因此不能在中国被起诉，因为

该实体已不复存在。然而，在美国，起诉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花旗被视为前一家

银行的合法后裔。特别是一个集团提出了所有支持证据，证明花旗银行2.5亿美

元的索赔。最终，纽约一家法院同意承认并审理这些中国原告的案件，但有一项

奇怪的规定，即每个原告都必须亲自到美国法院作证，而且必须亲自出示所有文

件的原件。不接受复印件。 

 

到目前为止没有问题。但当这些中国原告前往美国驻华领事馆领取旅行签证时，

美国国务院拒绝接受任何申请，并拒绝所有赴美旅行签证。美国人拒绝提供任何

解释，但我们真的不需要解释，是吗？没有旅行签证，没有个人在美国法庭上露

面，没有审判，花旗银行没有退还数十亿黄金。当美国国务院官员嘲笑这些中国

原告，告诉他们“在中国追诉”时，这是没有帮助的，也没有得到赞赏，因为他

们深知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简单的想法是，如果我，约翰·琼斯，在一笔生意中

欺骗了你，然后把我的名字改成哈里·史密斯。你可以在法庭上起诉约翰·琼斯

，但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哈里·琼斯的“法人”也从未与你打过交道。这就是

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国“法治”，也是在中国起诉花旗银行的问题所在。当然，

即使是美国律师也表示，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拒绝签证）的行为是非法的，但在

中国，他们享有外交豁免权，不能被起诉或被迫出庭。当然，他们可能会被驱逐

出境作为惩罚，但只会被其他阅读相同剧本的人所取代。 

 



事实上，有一名原告确实设法获得了赴美短期旅行签证，为提交法院索赔做准备

。这名男子邵联华声称，首先他在找到一名美国律师受理他的案件时遇到了极大

的困难，声称美国律师对他的当事人表示蔑视，公开表示他们不会协助任何中国

人从美国提取金钱。尽管如此，在抵达美国并获得律师后，邵在出庭前一晚在酒

店房间接待了有经验的访客。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强行进入他的房间，要求搜查

他的财产，并详细说明与他的黄金证书有关的文件。这显然是非法行为，因为他

们既没有搜查证，也没有可能的理由。邵有意识地把他的文件藏在无法发现的地

方，但无法阻止搜查。他最后打电话给他的律师，显然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警

察空手而归。但他们不是警察。从他们的卡片和照片中，律师们最终确认这些人

是美国财政部的特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问，为什么美国财政部会根据白宫的

命令派遣武装特工进行非法搜查，唯一目的是没收花旗银行欺诈的重要证据原件

。 

 

无论如何，邵返回中国，也是空手而归，这是向这些中国原告发放的最后一次旅

行签证。我想说，我们不必再听到任何关于美国司法“独立”的故事，或关于“

法治”或美国人“按规则行事”的愚蠢意识形态故事。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纽约时报》在其一篇意识形态破产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没有民主政治制度

……我们能相信中国人会遵守规则吗？”似乎是那些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不能相

信他们会遵守规则。 

 

除了上述2.5亿美元的索赔外，还有许多其他经核实的索赔。花旗银行（

Citibank）从一个家庭或一组家庭中盗取的一批中国民用黄金共计1亿美元，分

为9批，从1912年到1933年。另一份清单列出了从1934年到1941年的19批中的数

百万人。另一份清单列出了从1907年到1913年的17批债券，金额高达2500万美元

。无可辩驳的证据是，当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中央情报局忙于从世界各国央行

和大型商业银行提取国家黄金时，花旗银行、摩根大通和摩根大通却忙于从民众

手中吸走所有个人持有的黄金。共同努力，为美联储和美国银行积累全世界的黄

金供应。 

 

但花旗银行并不缺乏勇气。2002年，花旗集团广泛宣传其“亚洲100年”的盛大

庆祝活动，期间它“帮助塑造了亚洲的金融格局，并为数百万客户带来了创新的

消费银行业务”。不仅如此，随着花旗银行在亚洲的业务再次增长，我们被告知

“花旗银行在未来100年内处于满足该地区多样化金融需求的理想位置”。我认

为我们都可以原谅说，“不，谢谢你。我们仍然没有从上个世纪你“塑造”我们

经济的方式中恢复过来。” 

 



我的一位同事提出了一个我认为可行的建议：建立一个包含所有证据的中国“黄

金博物馆”，把它放在花旗银行中国分行或花旗银行总部附近，并通知所有媒体

。它甚至可能包含一个“经济大屠杀时钟”，以显示这起大规模盗窃案的本金和

累积利息。另一位同事建议，专门从事诉讼的风险投资公司可能有兴趣收集、认

证和处理这些证书，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发起集体诉讼。这些举措可能会迫使花旗

银行要么承认并为其罪行买单，要么收拾行装永远离开中国。 

这个故事还有很多，导致有理由猜测花旗银行可能在十几个国家上演了同样的噱

头。如果它在一个地方起作用，那么它应该在任何地方都起作用。与此同时，在

1902年，花旗（国际银行公司）在中国注册，并在菲律宾马尼拉、印度加尔各答

、新加坡、日本横滨、1915年巴西、阿根廷和其他国家开设了银行业务。花旗银

行（以及整个美国）在阿根廷备受憎恨，以至于1927年一群爱国者（或无政府主

义者）炸毁了花旗银行总部和波士顿银行总部，很可能是为了报复同样的罪行。

这些人（或者其他人）还轰炸了美国大使馆和福特汽车公司。花旗银行在好几个

地方遭到了憎恨，我想说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花旗银

行在二战前活动的证据。从谷歌到大众媒体再到美国政府，包括花旗银行本身，

所有人都对公众记录进行了极大的净化。有许多高层人士真的不希望这些信息泄

露到公共领域。 

 

花旗银行的网站确实提供了以下信息：花旗银行最初进入中国是在1902年，当时

它在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分行。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花旗

银行在中国开设了十四家分行。大多数分支机构都设在主要港口城市，专门为在

华外籍人士和贸易商量身定做。请注意最后一句关于为适应中国“外籍人士和贸

易商”的需要而量身定做的活动。这些人很可能是当时参与中国鸦片贩运的

Sassoons、Kadooris、Hartungs和其他人。如果我的怀疑是正确的，花旗银行在

中国成立的最初目的是交易和洗钱，这与汇丰银行成立的原因相同。花旗当然对

这一点保持沉默，只是说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悄悄地回到了中国。 

 

在互联网上，很少有人提到花旗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其中一篇来自美国一所大学

的简短论文称，花旗银行的"... 在20世纪30年代席卷美国的大萧条期间，中国分

支机构甚至保持开放和盈利。然而，在1940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

于日本入侵中国大陆，所有14家分行都被关闭，花旗银行的所有外籍员工都被命

令返回美国以确保自身安全。到1942年，所有分行都关闭了，战争结束后的共产

主义革命阻止花旗银行恢复其在中国的原有业务。然而，他们能够回到香港开设

分支机构。“这太可爱了。花旗银行离开中国不是为了逃避犯罪，而是因为战争

，并不是因为它的大规模盗窃而被阻止，而是因为那些不合作的共产主义者。 

 

作为一种结束语，我可以注意到花旗银行在1812年作为一家犯罪企业诞生，摩西

·泰勒向纽约州立法机构大肆行贿，以授予他银行执照。一位作者指出，随着摩



西·泰勒和詹姆斯·斯蒂尔曼这对充满活力的犹太二重唱的演出，“花旗银行犯

下了巨大的历史罪行从欺骗投资者和与政府官员的腐败交易中获得巨额资金。美

国参议院一个银行委员会指控花旗银行欺诈性地以大幅膨胀的价格推销股票，并

对1929年毁灭性的股市崩盘负有50%的责任。事实上，正是为了保护公众免受花

旗银行（当时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的侵害，政府才首次颁布了证券立法。花旗

银行未能在其网站传记中对此作出评价。 

花旗银行在中国的犯罪行为远不止发行数十亿美元的假币和大规模黄金盗窃。花

旗参与了对几家中资银行的抢劫，汉口银行就是其中之一。花旗还明显大规模地

参与了从中国走私珍贵文物、走私和出售武器以促进中国内战，并严重参与了美

国政府的间谍活动。我看过花旗银行的文件，其中列出了飞机和部队的位置和行

动，这些文件定期转交给美国大使馆或其他官员。记录表明，美国政府不仅知道

花旗银行的犯罪活动，而且将花旗银行作为实施其许多反华政策的直接工具，事

实上，没有美国政府和军方的积极协助，花旗银行的犯罪活动是不可能成功的。

首先，花旗银行的赃物是由美国军舰运出该国的。 

 

1933年美国黄金购买法 

 

美国政府一个更有趣的特点是，它将平等地欺骗所有人，不区分外国人和美国公

民。不过，公平地说，这种独特的态度主要存在于白宫和控制它的秘密阴谋集团

，而不是国会。当然，公司的情况不同，美国公司甚至在宣战前都受到保护，但

组成“公众”的人民被不加区别地认为是公平的游戏。1933年，罗斯福总统实施

了行政命令EO 6102，禁止美国公民持有黄金，迫使所有个人将所有金条、硬币和

证书交给财政部，以换取（纸币）美元。基本上，该国的全部黄金供应都被国有

化了。美联储直接持有美国所有黄金后，美元立即贬值约65%，相应地提高了黄

金的实际价格，并骗取了美国公民数十亿美元。官方的说法是，行政命令是一项

旨在防止“囤积者”从美元贬值中获利的措施，但真正的目的，也是唯一的结果

，是欺骗所有公民，让他们的黄金价格上涨200%，从而将这一数额的财富从人民

手中转移到美国财政部（或美联储）。 

 

但EO 6102不仅欺骗了美国公民；它还欺骗外国人，包括外国央行。当时，美联储

和多家美国银行持有的美国注册的数十亿黄金中，约有一半为外国人所有，通常

是其他国家的央行。但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财政状况都岌岌可危，由于对美元贬

值的担忧和预期，黄金正以越来越高的速度从美国流出。很快，美联储就没有足

够的黄金储备来兑现其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承诺，因此罗斯福暂停了美国对金本

位的参与，并通过提高黄金价格使美元实际贬值了约65%。此举完全是政治性的

，旨在保护和隔离美国和美元（以及控制白宫的银行集团）免受战争间货币动荡

的影响，因此国际经济秩序解体为混乱的可能性并不令人担忧。这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美国将利用其优越的金融地位，通过对世界造成经济灾难来避

免国内痛苦。但这只是计划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很快就要来了。 

 

 

 

1934年美国白银购买法 

 

罗斯福总统签署黄金储备法（图片：Bettmann/Bettmann/Getty Images）。 

 

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Steve Hanke）在2010年

11月的《亚洲环球报》（Global Asia）上就这一主题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题为

《美国破坏中国稳定的计划——货币：秘密武器》。它可以在网上找到，值得一

读。(19) 

 

1934年8月9日，罗斯福总统实施了另一项行政命令，这一次是6814号，称为《白

银购买法》(20) (20a) ，该法令主要规定了两件事。一是在美国查获所有白银，

二是在公开市场上以当时市价近三倍的价格购买白银的庞大计划。从任何理性的

角度来看，这一行动都是离奇的。 

http://news.cri.cn/gb/41/2004/03/31/107@114806.ht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xecutive_Order_6814#:~:text=On%20August%209%2C%201934%2C%20U.S.,the%20United%20States%20for%20Coinage.


 

罗斯福假装受到国内白银生产商（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压力，不顾各方压

倒性的批评，强制执行这项法案，要求财政部（或美联储）以每盎司至少1.29美

元的价格购买白银，这几乎是当时市价45美分的三倍。美国政府确实将美国白银

股票国有化，但以0.45美元的旧价格从美国人手中购买白银。此后，财政部才提

出以更高的价格购买白银。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当大多数美国人挣扎着生存

、避免饥饿和破产时，这一行动抽走了数十亿稀缺的政府资金。人民为一项对任

何人都没有明显好处的政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白银生产商从中获得了微薄且暂

时的利益，但整个行业只雇用了几千人，因此，无论宣传如何，这一大规模计划

绝对不是为他们准备的。 

 

但这项白银购买政策的怪异本质还有更多原因。这项立法主要授权财政部和美联

储在公开市场——纽约期货交易所“从外国”购买白银。但这从未发生过。也不

会。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思考。即使是疯子也不会花1.29美元买东西，因为这种商

品在世界各地的市场上都能以0.45美元的价格买到。那么，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这

一新政策？ 

 

好吧，除了毫无意义和明显捏造的帮助无困难的国内白银生产商的故事外，还有

另一个慈善意图——“帮助”中国，这一计划已经制定了好几年。史蒂夫·汉克

指出： 

 

 “……中国采用的是银本位制。白银利益集团声称，更高的白银价格—

—这将使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将通过提高中国人的购买力而使他们受益

。正如美国参议院一个特别委员会在1932年报告的那样：”白银是衡量他

们财富和购买力的标准；它作为一个储备，他们的银行账户。正是这种财

富使这些人能够购买我们的出口品。” 

 

到目前为止，数百年来，中国的货币一直采用银本位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完

全由贵金属支持的货币，并负责创造坚实稳定的经济基础。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中国成功地摆脱了席卷全球的大萧条ican的白银政策当然对这一数百年来的稳定

局面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美国人不是在公开市场上从外国购买白银，而是

通过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等美国银行在中国购买。这些美国代理商向中国人提供

的白银价格自然是市场价格的三倍大量的白银流入这些银行，然后从那里运往美

国。 

 



当然，第一个影响是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暴跌。高银价确实使进口商品更便

宜，但该国的出口完全崩溃，GDP几乎瞬间暴跌25%。第二个结果是，吸引到美国

银行的大量白银流入了imm艾迪丽被运出中国，最终摧毁了支持中国货币的银本

位，这摧毁了中国的金融体系，使经济陷入混乱。随之而来的大规模通货紧缩摧

毁了农业部门，使数百万农民突然陷入贫困。更糟糕的是，大多数企业都背负着

银本位d现在必须以三倍于价格的价格偿还的债务；当然，没有任何企业有现金

流来偿还这些债务，数万家企业破产，导致就业市场崩溃。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

也处于崩溃的边缘，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突然陷入了世纪中叶在一个多世纪的西方

掠夺之后，中国摆脱了几十年重建国家的痛苦努力。当时，中国别无选择，只能

放弃银本位制，采用纸币。 

 

中国当然试图对白银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但这些措施基本上没有成功，因为大

部分白银是通过美国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和大通银行——走私出境

的。这些银行不受中国出口条例的约束，并且拥有美国军舰的服务，可以转移西

尔弗r在没有有效挑战的情况下离开中国。 

 

汉克又说： 

 

 “为了缓解美国白银政策带来的经济困难，中国要求修改美国财政部的

白银购买计划。但它的请求却被置若罔闻。在多次回避回答后，罗斯福政

府终于在1934年10月12日表示，它只是在执行美国国会授权的政策。事情

并不像华盛顿宣传的那样奏效。然而，它是按“计划”进行的。随着白银

的美元价格飙升，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结果，中国被扔进了大萧条的深渊

。 

 

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作家写道，“把5000人（白银生产商）的福祉放在首位

是多么愚蠢的经济行为——人们可能会说，这是多么缺乏政治家风度。”

以美国公众和4.5亿中国人的利益为代价，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引起

这种痛苦。不用说，白银购买法案在经济上是糟糕的。但在政治上也是糟

糕的。它所造成的损害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它蔓延到了美中关系中。“

值得称赞的情绪，但相当幼稚。”。 

 

那么，谁赢了？美国银行和控制白宫和世界经济的欧洲银行家集团。中国的经济

正在增长，国家正在崛起，其实力超出了银行家的控制能力，因此必须采取措施

来维持帝国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奖是中国银本位货币的永久性破坏，以及



中国经济发展倒退了大约二十年。美国白银生产商在短时间内获利，但当他们的

政府浪费数十亿美元崩溃中国经济而不是重建美国经济时，美国人民损失惨重，

这一政策可能会将萧条延长数年。也许唯一的好结果是，这场惨败在很大程度上

导致公众对蒋介石及其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府的信心崩溃，为毛泽东接手并将所

有外国人赶出中国铺平了道路。 

 

即使在今天，所有美国历史和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标准叙述都是以“尽管白银购买

法案主要是作为美国白银生产商的商品支持计划……”开头的，这让我感到痛心 

此外，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这一时期仍然控制着中国，得到了美国政府和军方

的大力支持，而当美国政府试图从外部摧毁中国经济时，受过美国教育和（我不

得不说）忠诚的美国人，宋楚瑜在帮助蒋介石从内部摧毁中国。坦率地说，我怀

疑蒋介石对经济或其他方面有多少了解，但宋楚瑜才华横溢，在他的指导下，蒋

介石很快成功地将所有中国银行业国有化，然后几乎完全依靠债务来运作政府，

从而使经济陷入困境。而正是宋楚瑜在1928年创立了“中华民国国家银行”，这

是一家模仿美联储模式的新的外资中央银行。宋楚瑜也没有对美国人的白银购买

计划做出反应。当时，美国人采用了纸币，并迫使所有中国人将白银交给蒋介石

的新中央银行——这家银行方便地免除了白银出口限制。可以得出结论，蒋介石

和宋楚瑜都参与了向美国出口本国白银的活动，这一切都符合美国的对华计划。

正是这种伙伴关系最终终结了蒋介石政府的末日，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摧毁了

中国。但同样，正是这一点为毛泽东赢得压倒性支持、从（主要）美国人手中夺

取国家控制权并将其重新交给中国人民铺平了道路。 

 

我要补充的是，宋楚瑜足够聪明，能够准确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他愿意

的话，他有能力阻止这一切。我还没有对宋楚瑜进行充分的研究，但我目前的感

觉是，他本质上是一名从事内幕工作的美国特工。当然，这名男子并没有愚蠢到

不理解他自己的行动的结果，他帮助蒋介石采用了纸币和一批破产的国家银行，

这些银行用印钞来代替收入。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印制了如此多的货币，以至于



货币贬值了1000多倍，这是一场毁灭性的高通胀，所有这些都在宋楚瑜的密切关

注下。情况如此糟糕，以至于政府的货币印刷机无法保持必要的速度，中国货币

在英国印刷，然后由美国军用C-47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 

 

为了不让它说出口，美国在2005年后的时期也在尝试类似的事情，十年来制造了

几乎压倒性的媒体噪音和政治压力，迫使人民币再次大幅升值，其欺诈性理由是

人民币“至少低估了25%至40%”。如果中国接受这一压力，该国将陷入另一场严

重萧条的深渊——这就是计划。 

  

上帝保佑女王 

  

这是美国历史上鲜为人知且从未被讨论过的一部分，但却是推动美国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获得压倒性制造业和经济霸权的主要因素之一。它涉及到大英帝国的最

终毁灭，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会为此感到遗憾，也涉及到二战结束后获得的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英国失去了40%的前帝国和财富，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

这项任务，但没有鲜为人知的美国的掠夺性斡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需要大量的食品、原材料、制成品、武器和军事硬

件。但英国的工厂正在被战争摧毁，而且无论如何都缺乏足够的生产能力。英国

也越来越缺乏资金支付这些商品，其解决办法是从其殖民地赊购。加拿大、印度

、澳大利亚、南非和许多其他国家向英国提供必要的货物和战争物资，并承诺今

后付款。当时的计划是，战争结束后，英国将用重建后的英国能够提供的制成品

来偿还这些债务。这些债务以当时的英国货币英镑记录，并保存在英格兰银行的

分类账上，通常称为“英镑余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被炸成废墟的主要经济体，

它的所有工厂都完好无损，能够满负荷运转，生产世界所需的几乎所有产品。美

国拥有巨大的供应能力，但大英帝国的许多经济状况良好、有钱支付的国家拒绝

向美国购买，因为它们在等待英国重建并用制成品偿还未偿债务。美国政府和企

业意识到，这个由世界上众多国家组成的庞大市场可能会在几十年内对其关闭，

因此，只要这些英镑余额留在英格兰银行的账簿上，它在前大英帝国的任何地方

都不会取得商业成功，甚至不会取得商业成功。这是一个美国的真实本质成为焦

点的地方，这一事件比许多事件更能说明美国“公平竞争”和美国创造“公平竞

争环境”的故事。 



 

战争结束时，英国遭受了物质破坏和财政破产，缺乏生产重建物品的工厂、重建

工厂的材料或购买机器填充工厂的材料，也没有钱支付任何费用。英国的情况如

此糟糕，政府派出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一

个代表团前往美国请求财政援助，声称英国正面临“财政敦刻尔克”。美国人愿

意这样做，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将向英国提供重建自身所需的资金、货物和材料

，但要求英国必须首先通过拒绝偿还其对殖民地的所有债务来消除这些英镑余额

。另一种选择是既不接受美国的援助，也不接受美国的信贷。英国贫穷不堪，债

台高筑，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信用或支付能力，除了投降别无选择。当然，由

于所有应收账款都取消了，而且美国今天可以生产，这些殖民地国家没有更多的

理由拒绝美国制造的产品。这一战略是成功的。到英国重建自己的时候，美国已

经或多或少地占领了英国所有的前殖民地市场，在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美

国制造了世界上50%以上的产品。那是大英帝国的终结，也是美国崛起最后阶段

的开始。 

 

格拉迪奥行动。邪恶的联盟  

梵蒂冈、中情局和黑手党之间的关系 

 

美国人被洗脑和宣传，相信他们的国家无私地支持了欧洲的战争努力，慷慨地计

划和资助了整个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的重建。他们满脑子都是“租借”、“马歇

尔计划”等等。但这里我们有三个无声的事实：一个是美国援助欧洲和英国主要

是因为它的商品需要市场，正如亨利·福特提高了他的员工的工资以便他们能够

买得起他的汽车。美国公司发现欧洲国家的购买力很低，而这些国家现在基本上

已被摧毁和破产，如果没有这些市场，美国经济也会崩溃。促使美国向英国和欧

洲提供财政援助的是商业自利，而不是同情或慈善。美国所做的只是为自己公司



的产品提供大规模的消费者融资，而大多数“融资”从未离开过美国。马歇尔计

划主要是美国跨国公司的福利计划。第二个事实是，欧洲和英国为这一财政援助

付出了沉重代价。直到2006年，英国才最终支付了1945年美国贷款的最后一笔分

期付款。第三个问题是战后欧洲的融资主要不是为了重建，而是作为压倒性的政

治控制的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今天。美国人自吹自擂的马歇尔计划

的资金更多地用于资助格拉迪奥行动，而不是欧洲重建。 

 

正如威廉·布卢姆（William Blum）在其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对破坏

欧洲政治左翼的兴趣远远大于对重建的兴趣，马歇尔计划的资金被抽走，用于资

助极右翼的政治胜利，以及被称为格拉迪奥行动（Operation Gladio）的暴力恐

怖计划。他还正确地提到，CIA掠夺了大量资金来资助隐蔽的新闻和宣传，这是

福特基金会的一个渠道。此外，美国对受援国实施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限制，作

为接收资金的条件，其中大部分被用来帮助欧洲银行家和精英重新巩固其经济和

政治权力地位（在他们自己煽动的战争之后），而不是协助重建。最终，如果没

有美国的这种所谓“援助”，欧洲也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他们拒绝这一提议，欧

洲今天会更好、更独立。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重建”了欧洲，这是纯

粹的历史神话，由宣传创造，由无知支撑。 

我的货币，但你的问题 

还有另一个因素帮助美国取得了强大的国际地位，这又一次是命运的偶然，也是

美国对世界霸权和统治的掠夺性追求——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储备货币只是

各国通常在其中央银行持有的一种货币，用于支付贸易和投资产生的国际债务。

为了发挥储备货币的作用，必须为所有需要的人提供充足的货币供应，货币必须

易于买卖，应该稳定，当然，各国必须对发行货币的国家有一定的信心。加拿大

、澳大利亚或瑞士也可能做得很好，但它们都是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可用货币量

很小，当然不足以推动世界贸易。战后，欧洲货币既不稳定，也没有多少价值，

对它们的信心也很低。 

 

然而，美元相当符合这些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国家安排了我

们称之为“金本位”的制度，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印的货币不能超过其实际拥有的

黄金储备。这是为了保持稳定，避免过度印钞，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破坏国际货

币体系——就像过去发生的那样。理论上，所有国际债务都要用黄金结算，但实

际上这既麻烦又不方便。由于美元的存在量很大，而且理论上完全保证可以随时

兑换黄金，因此所有国家都只是用美元结算。但这样做的信念是建立在任何国家

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将其持有的美元兑换成真正的黄金的承诺之上的。 



 

该系统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运作良好，直到1971年初，美国因借钱资助其在越南

的军事暴行而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法国，当时法国对正在

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并担心美国维持美元价值的能力，坚持按照协议将其持有

的所有美元资产换成黄金。美国的黄金供应不足以满足要求，美国面临着所有国

家都要求交换黄金的现实可能性。面对这一压力,美国单方面宣布世界金融协议

无效,退出金本位,拒绝将任何国家持有的外币兑换成黄金,让世界各国持有数万

亿美元,不再有任何固定或担保价值,，但这肯定会贬值，因为美国确实在印刷大

量美元来资助越南战争。当时，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告诉全世界，“这是

我们的货币，但这是你的问题”。 

 

由于所有国家都真诚地积累了美元，但现在没有办法处置这些美元，因此它们别

无选择，只能继续在所有国际交易中使用同样的美元，目前价值不确定。美国掠

夺性资本主义的这一行为给世界带来了惊人的经济惩罚，摧毁了其他国家货币储

备的价值。在背弃金本位（布雷顿森林协议）后，美国继续大量印制钞票，使西

方世界陷入通胀螺旋。从1971年美国违约之日到1981年或1982年，美元贬值超过

95%，这是一笔几乎无法想象的财富从全世界转移到美国财政部的巨大转移，因

为所有持有美元的国家的外汇储备都遭受了如此程度的损失，而美国的债务仍然

是严重贬值的美元，从而以5美分兑1美元的价格偿还外债。1971年，在美国，一

套漂亮的房子只需25000美元。到1976年，同一套房子的价格超过10万美元，到

1983年，价格约为25万美元。这些价格准确地反映了那十年美元的贬值情况。 

 

拥有国际储备货币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巨大的金融优势，而美国也非常善于利用这

些优势。对美元的必要国际需求允许美国以较低的利率借贷，并为更大的赤字提

供更长时间的融资。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能够以本国货币借贷和偿还，而不是

像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以外国货币。因此，美国能够——而且经常能够——将美



元贬值造成的损失转移给其债权人和其他国家。由于石油等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

，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从未经历过这些进口商品价格的波动和上涨。另一个优

势是，美国可以而且经常操纵美元汇率，并且可以而且经常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压

力工具来拯救自己的经济痛苦，同时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损害。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再次“印刷”了数万亿美元，声称试图提振美国

经济。但这些美元在遭受重创的美国经济中毫无用处，因此银行家和大型跨国公

司利用这些自由资金，将其转移到中国和巴西等经济稳定的国家。然而，一旦进

入外国并兑换成本国货币，这一巨大的美元供应就不会闲置。它进入当地股票和

金融市场，并进入国内房地产市场。当然，这股巨大的购房潮在金融和房地产市

场都制造了泡沫，为美国银行家和其他一些人创造了巨额利润，同时也彻底破坏

了这些其他国家经济的稳定，给当地带来了许多困难，特别是对当地购房者而言

。 

 

直接影响是这些本币的外汇汇率受到巨大压力，当地股市出现泡沫，房地产价格

迅速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巨大。例如，巴西雷亚尔升值了30%，而中国的人民币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开始量化宽松时，中国将人民币与美元

重新挂钩。当然，在某个时候，这些美国银行家会简单地抛售手中的资产，以获

取利润，然后回国，冲击当地市场，让当地经济陷入金融危机。其最终结果是为

美国银行提供了一个以牺牲外国利益为代价牟取暴利的机会，并将其经济调整的

痛苦传递给世界其他地区。这仅仅是美国将其货币作为殖民工具掠夺其他弱国的

过程，也是美国谋求世界统治的又一武器。应该指出的是，这一过程在任何可测

量的意义上都不会给美国带来好处，而是为犹太人所有的美联储和主要由犹太人

所有的国际投资银行创造了数千亿美元的利润。因此，质疑美国为何如此愿意参

与这些大规模欺诈并非不恰当，尽管公平地说，美国政府对美联储没有任何控制

权，这意味着银行家们完全是主动发动这些经济战争，同时将美元作为他们的“

银行军”。 

 

由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强劲的通胀飙升，政府被迫对

此作出回应，而中国房地产市场也承受着足够的持续压力，政府被迫采取有力行

动遏制过度需求。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能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通过限制“热

钱”的流入和控制人民币汇率，从而防止巴西所经历的金融掠夺。所有犹太人拥

有的美联储、投资银行和美国媒体谴责中国采取保护自己的行动，剥夺了他们数

千亿美元的额外利润，并带来了破坏中国经济的额外乐趣。当然，美国完全清楚

其行动的后果，也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美国对中国货币管理不满的一个原因是

它实际上阻止了美国破坏中国经济。 

 



从那些拥有美元但又不想要美元的人的角度来看，美元是一种前景。只有使用美

元作为国际贸易货币——特别是石油——的国际需求才能维持这一日益摇摇欲坠

的货币的价值。如果美元大幅贬值，美国经济将迅速崩溃，因此维持国际价值对

美国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1971年第一次欧佩克石油危机

期间，美国告诉石油生产国，它最终将同意支付新的更高的世界石油价格，但前

提是欧佩克石油将只以美元计价，并且欧佩克国家只接受美元付款。他们进一步

告知欧佩克，如果任何国家违背协议的这一部分，美国会认为这是“战争行为”

。全球对美元的人为需求是迄今为止唯一拯救美国免于灭绝的因素。 

 

目前美国M1货币供应量约为2.5万亿美元，但在美国以外的世界上流动的美元比

这个微不足道的数字要多得多，而中国自身拥有的美元比这个数字还要多。总额

不得而知，但肯定是美国国内货币供应量的许多倍。如果有一天，世界不再需要

这数万亿贬值的绿皮书，并将它们送回家，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将成倍增加，导致

我们所谓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美国退休人员在进一步贬值之前，将手推车上的

钱送到杂货店消费。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美国将很快加入第三世界，成为世界上

最富有的香蕉共和国。我要补充说，这是当之无愧的命运。你有没有玩过音乐椅

这个游戏？音乐开始播放，每个人都站起来，开始围成一圈走。当音乐停止时—

—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停止——每个人都会迅速坐下，没有椅子的人就会输

掉比赛。今天美元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个人都知道音乐会停止，但没有人知道什

么时候，也没有人想在音乐最终停止时成为最后一个持有美元的人。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美国成为如此富裕国家的另一个领域是国际金融机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最阴

险的工具之一是完全由美国和少数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

需要85%的多数票，但美国方便地控制了17%的选票，使其拥有对所有改革的绝对

否决权，特别是对西方帝国权力的削减。其他殖民努力是通过世界银行和罗斯柴

尔德家族等国际犹太银行家的金融阴谋实现的，他们发放不可偿还的贷款，然后

夺取基础设施和数百万英亩土地作为补偿。弱小到足以屈服于这些要求的国家，

其中有许多国家，注定要在最恶劣的殖民传统中陷入永久贫困和奴役。 

 

最近的受害者之一是希腊，希腊深陷债务泥潭，没有勇气离开欧元，回归本币，

反而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银行家投降，他们剥夺了希腊的所有国家资产。作

为避免破产的临时融资的回报，希腊被迫将其所有有形基础设施资产，包括港口

、通信、机场、运输、所有国有企业等，全部纳入“完全不受希腊政府影响”的

信托基金。当然，对这一信托的控制权掌握在这些银行家手中，他们现在将决定

适当的销售价格，以此将这些相同的资产分配给自己。如今，希腊唯一的重要资



产是其向公民征税的能力，而这些税收已经在未来40年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希腊

政府现在只有两项职能：一是收税，二是通过一切必要手段维持社会秩序，以便

继续收税并支付给银行家。希腊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还有许多其他

国家也像它一样。 

 

发展中国家早已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只是西方列强控制

其殖民地的手段之一。为了换取财政援助而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正是

那些将造成最大程度的殖民扼杀，以阻止这些国家取得任何可能的经济或社会进

步的政策。它们不过是帝国财政权力的工具，在掠夺受害者的同时，打着自由市

场自由化的道德旗帜。在政治和金融依赖的新国际制度下，加上持续的军事威胁

，不发达国家继续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框架内被西方剥削，“任何国家几乎不可

能脱离整体结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持不同政见的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

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将其描述为“给俄罗斯和阿根廷带

来了灾难，并留下了被摧毁的发展中经济体的痕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主要是为了代表美国和欧洲统治阶级掠夺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的发展项目

常常破坏当地文化和环境，同时几乎免费提供基础设施，以进一步为美国跨国公

司谋取利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授权的金融措施迫使放弃医疗、教育和社会计划

，允许美国跨国公司或国际银行家以其真实价值的一小部分收购基础设施等公共

资产。“所有这一切的净效果是，与精心培育的神话相反，发展中国家向美国转

移的财富远远多于向它们转移的财富，当然，这就是全部想法。” 

 

乔治·蒙比奥（George Monbiot）在其文章《资本帝国》（Empire of Capital）

中指出，这些机构和控制它们的大国迫使亚洲国家实现货币自由化，只是为了让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高盛（Goldman Sachs）和欧洲银行家等犹太金

融投机者能够攻击它们。美国人读到“亚洲金融危机”被描述为某种偶然的天灾

，却没有被告知这是蓄意策划和执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所有药方都是

为了榨干发展中国家的水，维持收入差距。他们是富有的西方人的财权工具，他

们直到建立了其他征服手段才结束殖民统治。威廉·布卢姆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准

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正是在里根政府的影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开始广泛实施被称为结构调整的一揽子政策，其特点是放松管制、私有化、

强调出口、削减社会支出，这使发展中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经济贫困。当时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对即将发生的事情非常诚实，他在1981年说，对低收入国

家来说，‘调整对人来说代价特别大’。” 

 

织的政策设计的失败率很高，使各国背负着永久的债务，财富稳步地从第三世界

转移到西方银行家手中。尽管有援助发展和减轻贫困的主张，但这些机构通常会

做相反的事，而且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它们都会迫使国家摆脱贫困美国将削减所

有社会和政府服务，限制教育和医疗保健，并普遍迫使穷国永远无知和贫穷。借

给这些穷国的钱几乎都必须花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基本上是作为一项企业福



利计划，为贝希特、哈里伯顿和比尔·波特等公司提供服务詹姆斯·科贝特（

James Corbett）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一书中写道，“这一过程最著名

的描述者是前内幕人士、自称“经济杀手”的约翰·帕金斯（John Perkins），

他写了《经济杀手的自白》阐明似乎仁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体系被

用来压迫和掠夺其旨在致富的人口的手段。据珀金斯说： 

 

 “那么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呢？我们这些经济杀手有很多工具来实现

这一点，但也许最常见的是，我们将确定一个国家——通常是一个发展中

国家——拥有我们公司梦寐以求的资源，如石油，然后我们安排世界银行

或其姐妹组织向该国提供巨额贷款。现在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都相信贷款

将帮助穷人。事实并非如此。大部分资金从未流向国家。事实上，它流向

了我们自己的公司。它流向了贝克特尔和哈里伯顿，以及我们都听说过的

那些公司，通常由工程公司领导，但许多其他公司也被引进来，它们为我

们创造了财富停止在那个国家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发电厂、工业园区、港

口，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对穷人根本没有好处；他们没有连接到电

网，他们在工业园区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不够。但他们作为

一个班级，只能拥抱着e债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国深陷债务之中，

一些富人在这一过程中变得非常富有。他们拥有从港口、公路、工业园区

和电力中受益的大型工业。“该国背负着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所以，在

某个时候，我们这些经济杀手又回来了，我们说，‘你知道，你不能偿还

你的债务。你欠我们一磅肉；你欠我们一个大人情。所以，把你的石油以

真正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的石油公司，或者在联合国下一次重要的投票中

与我们一起投票，或者派遣军队支持我们去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比如伊拉

克。”因此，我们首先利用这整个过程来获取他们的钱（我们借给他们的

钱）来丰富我们自己的公司，然后用债务奴役他们。” 

 

在他的书《贫困的全球化与世界新秩序》中渥太华大学的Michel Chossudovsky教

授通过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和部门调整贷款计划，提供了多年来这一过程如

何运作的详尽文件。该文件包括了银行监督卢旺达MILI建设的细节。在1994年血

腥内战爆发前，世界银行承认其贷款导致了越南粮食市场的放松管制，导致该国

儿童普遍营养不良，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也做出了贡献在苏联

解体后发生的对俄罗斯前所未有的掠夺中，世界银行尽管外表友好，支持者为其

辩护时滔滔不绝，但它仍在继续为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债务奴役制度提供支持。

半个世纪以来，世界银行一直对这一制度负责r促进建立在和平、繁荣和自由贸

易基础上的美国和平，而不是暴力、债务和强迫劳役。 

 

* 

NOTES -- 注释（全部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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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赞助的商业间谍活动 

o 三叶草和梯队 

o 一些梯队示例 

保驾护航 

把你的垃圾留在家里 

通过卡特尔控制和控制财富 

后记 

  

 

 

 

国家赞助的商业间谍活动 

三叶草和梯队 

  

在消化了二战结束后从回形针中大量窃取思想、物品和人员的行为后，美国不失

时机地设计和实施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间谍网络，而这一网络在今天仍

然以巨大的扩张形式存在——正如我们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

披露中看到的那样。如今，世界互联网流量中有高得惊人的比例通过美国进入欧

洲或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电报和电话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美国政府

立即充分利用了这种情况。在RCA、ITT和西联的全力合作下——他们传输了美国

几乎所有的电报业务——NSA每天都会收到进出美国的每一封电报的缩微胶卷副

本。(1) (2) (3) (4) (5) (6) (7) (8) (9) 

 

https://www.bibliotecapleyades.net/ciencia/echelon04.htm
https://www.bibliotecapleyades.net/ciencia/echelon04.htm
https://www.bibliotecapleyades.net/ciencia/echelon/echelon_2.ht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ss_surveillance_in_the_United_States
https://gangstalkingmindcontrolcults.com/nsas-project-minaret-and-shamrock/
https://www.dailydot.com/debug/nsa-prism-shamrock-history-spying-telegraphs/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operation-shamrock-and-th_b_1406643
https://www.startpage.com/privacy-please/startpage-articles/how-the-nsa-is-collecting-your-data-via-your-devices
http://www.pensito.com/2006/05/13/operation-shamrock-nsas-first-domestic-spying-program-was-shut-down-by-congress-in-1975/


 

 

 

这就是“三叶草计划”，于1945年发起，目的是访问每一条电报信息，寻找商业

情报，帮助美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第一个预定目标当然是德国

，因为德国已经展示了其在科学和发展方面的巨大优势，但很自然，整个世界都

很快成为了目标，三叶草进化成了梯队，做同样的事情，但规模几乎是无限大的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96年，北约克郡Menwith山上的独特的雷达罩。 

照片。约翰-卡特/ANL/REX Shutterstock 

 

梯队开始于英国对俄罗斯和东欧的间谍活动，该计划最终涉及美国，然后演变成

一个被称为“五眼”的网络，被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间谍俱乐部，一个比例惊人

https://www.bibliotecapleyades.net/ciencia/echelon04.htm
https://www.dtss.us/blog/the-echelon-project-and-spying/
https://fossbytes.com/echelon-project-nsa-confirmed-secret-nsa-spying/
https://fossbytes.com/echelon-project-nsa-confirmed-secret-nsa-spying/
https://pidp.eastwestcenter.org/pacific-islands-report/articles/2001/01/01/us-echelon-spying-system-provides-information-about-may-19-fiji
https://mrhacker.co/hacked/existence-of-echelon-confirmed-top-secret-nsa-program-for-spying-on-you
https://www.americanthinker.com/articles/2006/01/under_clinton_ny_times_called.html
https://www.gaia.com/article/oldest-conspiracies-proven-true-project-echelon
https://jacobsm.com/projfree/echelon_2.html


的秘密商业情报收集和分析网络，由美国设计，涉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

和英国。该系统设计用于拦截和检查商业卫星传输以及全球电话、传真、电子邮

件、公共交换电话网络、大多数互联网流量、微波链路、海底电缆和其他民用电

信流量的通信。其目的是获取商业上有益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为大公司（主要

是美国公司）创造竞争优势，因为梯队的其他成员在与美国有关的大多数工业领

域并不活跃。 

  

该系统非常复杂，它利用声纹识别来识别打国际电话的目标个人的语音模式，并

自动决定监控哪些对话。它的存在一开始遭到美国的强烈否认，但现在已经没有

任何疑问，也没有任何疑问该系统的持续目的是拦截和监控私人和商业通信，而

不是军事通信。事实上，梯队管理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建议欧洲公民加密他们的通

信，因为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利用该系统进行经济间谍活动。 

  

如今，梯队试图截获和监控通过卫星、海底电缆、光纤、电话线、微波等传输的

每一项通信交易，监视每个国家，如果可能，还监视地球上的每个人。此外，它

还将所有这些信息永久地分类存储在位于犹他州布拉夫代尔美国沙漠的世界上最

大的数据库中。这是国家赞助的全球范围的商业间谍活动，主要目的是让美国跨

国公司在寻求全球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受益。 

  

1988年，一位名叫邓肯·坎贝尔（Duncan Campbell）的英国记者首次向全世界披

露了“梯队”（Echelon），但主流媒体拒绝给他麦克风，他的发现化为乌有。

大约十年后，一位名叫尼基·哈格（Nicky Hager）的新西兰记者写了一本书，本

应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愤慨，但他还是没能控制住麦克风。只有爱德华·斯诺登

（Edward Snowden）最近更详细的披露才最终揭开了这个国际蟑螂巢穴的盖子。

在这三起案件中，梯队的商业方面都有明确的描述，但美国政府却设法破坏了宣

传，声称所有间谍活动都是为了防止恐怖主义。 

  

三叶草和梯队计划在50多年前就被设计用于工业间谍活动，梯队计划在今天以巨

大的扩展形式继续发展。当三叶草第一次演变成梯队时，通信技术比今天更为原

始，但美国人仍然凭借手中的少数工具——以及大量被俘的德国科学家——取得

了相当大的成就。事实上，有数百份记录在案的报告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和

80年代，当时大多数电信设备都是在美国制造的，是为了适应美国的间谍活动。

除了想方设法接入所有跨大西洋的电缆和复制每一封电报外，美国人最终还展示

了他们一些著名的本土创新和创造力。首先，所有传真机和大多数大型办公室复

印机（至少是施乐公司生产的复印机）都是从“间谍准备”工厂出来的，有后门

和指示将所有内容转发到梯队接收站点。此外，还有数百份记录在案的报告称，

中情局在所有驻美国的外国大使馆安装了“间谍就绪”的施乐打印机，以及摩托



罗拉生产的电信网络，通过后门进入美国梯队系统，并在全球安装。(19) (20) 

(21) 当美国政府声称只收集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数据时，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这些过程从未减弱，反而变得更聪明、更难发现。应当指出，欧洲，特别是德国

，不是这一网络的一部分，而是受害者。我们有“五只眼睛”的原因是，其他四

个国家（美国除外）都不是制造业国家，因此（1）对美国没有商业威胁，（2）

充当有用的傀儡聚集站，对他们自己没有好处，（3）作为一个非常聪明的违法

机制，通过相互共享收集到的信息来规避国内关于公民监督的限制性法规。如果

这还不清楚，根据法律，我不能监视我自己的同胞，所以我只能监视你的同胞，

并与你分享信息。你报答了，我们都没有违反国内法。(22) (23) (24) (25) 

(26)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利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

安全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商业间谍活动，目的是帮助美国工业的竞争力，并且比

爱德华·斯诺登的披露更具想象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冷战似乎即将结束，美国

情报机构需要一个新的目标，因此，美国政府将他们转向国家赞助的商业间谍活

动，以此作为一种进攻性措施，旨在通过确保世界各地每一种新的商业理念都有

可能被窃取，从而延续当时美国的商业霸权。曾担任尼克松总统外交情报咨询委

员会执行主任的杰拉尔德·伯克（Gerald Burke）声称，早在1970年，美国政府

就批准了商业间谍活动。引用他的话说：“大体上，我们建议，从今以后，经济

情报应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一项职能，（优先）相当于外交、军事和技术情报

。”，克林顿总统通过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为公司间谍机器增添了新的功能，该

委员会将窃取的商业情报提供给选定的公司，以增强美国的“竞争力”。 

  

另一位官员说：“美国情报收集工作不是由美国公司负责的。它是由政府负责的

。但是，通信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各机构，包括商务部和白宫等。有一个正

式的渠道可以将通信情报数据传递给公司。”他表示，“经济情报漏斗的证据可

以在公开报告中找到，包括1996年《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报道

美国商务部定期将此类信息传递给选定的美国企业高管”。因此，我们可以放心

地搁置美国政府的免责声明，即它只做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好”间谍活动，而像

中国这样的国家做“坏”间谍活动窃取商业秘密。 

  

当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全球情报收集网络的

范围时，许多美国官员竭力转移批评，声称他们只收集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信息，

而与圣洁的美国不同，中国正在收集商业情报。但随后，包括德国和巴西在内的

几个国家公开了信息，称国家安全局事实上已经渗透了它们的许多商业机构，并

http://electricalstrategies.com/about/in-the-news/spies-in-the-xerox-machine/
https://cash4toners.com/info/2020/02/07/is-your-printer-spying-on-you/
https://www.tapatalk.com/groups/theerant/how-xerox-helped-win-the-cold-war-t28623.html
https://www.deepstateblog.org/2021/02/21/the-five-eyes-the-global-spy-network-you-never-heard-of/
https://www.rt.com/news/521585-new-zealand-defends-five-eyes-intelligence-network/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politics/article-canada-now-only-member-of-five-eyes-alliance-to-have-not-banned-huawei/
https://www.scmp.com/news/world/article/1278285/snowden-tells-5-eyes-spy-network


一直在窃取工业技术和机密。在被如此猛烈和公开地扇耳光之后，美国人终于沉

默了下来，但没有任何羞愧或尴尬的迹象，只是一个小偷对被抓住的正常后悔。 

  

美国并不是参与这一活动的唯一国家。根据中情局前局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的说法，美国大约有20个国家参与国家赞助的经济间谍活动。罪魁祸首

是以色列，其次是法国、俄罗斯和英国。中国在这一名单上排名不高。涉及法国

的一个更著名的案件是发现法国间谍机构DGSE在法航飞机的所有头等舱内放置了

窃听器，目的是记录旅行商人之间的对话。只是为了不让人说不出来，20个国家

的名单是由美国人准备的，所以他们没有出现在榜首并不奇怪。 

  

我想在此指出，在中国还有许多美国所谓的“研究”公司和其他公司，其中一些

主要活跃于为美国政府利益游说，但其他许多公司实际上是情报部门，用于收集

有用的军事和商业信息。其中许多是像可口可乐这样的美国跨国公司，其高管收

集从市场到政治信息的任何信息，其司机似乎擅长收集军事上有用的GPS坐标。

美国新闻记者是另一个来源。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严重依赖美国政府或中央情报

局的资金，总额高达数十亿美元。以后再说。 

 

一些梯队例子 

  

各种媒体报道了许多工业间谍和/或竞争情报案件。通常，中央情报局、国家安

全局、美国商务部、美国国务院、美国大使馆和其他美国机构作为一个协调小组

。 

  

多年来，美国一直对其风能和太阳能技术远远落后于中国和德国这一事实感到遗

憾，因此，当德国公司Enercon生产出一种具有极具吸引力的技术和竞争特征的

新型风力涡轮机时，中情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始联合行动。中央情报局非法获

取了这一新产品的所有技术信息，而国家安全局侵入了这些系统，获取了进入和

关闭Enercon风力发电机所需的代码，以便复制技术和软件。(27) (28) (29) 

(30) 然后，这两个机构以爱国精神将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交付给一家美国公司

Kenetech，后者随后就产品、软件和系统申请了美国专利。发明这项技术的德国

公司Enercon随后被禁止向美国出口自己的风力涡轮机，美国公司Kenentech在美

国法庭上以Enercon（德国公司）非法获取商业秘密为由起诉Enercon（德国公司

！）侵犯专利权！(31) (32) (33) 正如奥巴马总统经常告诉我们的那样，“如果

公平竞争，美国将永远获胜”。 

https://www.lewrockwell.com/2013/06/william-blum/what-the-spy-state-missed-about-edward-snowden/
https://www.foreignpolicyjournal.com/2013/06/28/the-nsa-and-cias-dilemma/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global-europe/news/berlin-tells-cia-station-chief-to-leave-in-spy-scandal/
https://williamblum.org/aer/read/118
https://panchabuta.wordpress.com/2011/02/04/enercon-loses-patent-battle-in-chennai-court-finds-decison-alarming-warns-wind-industry-and-wtg-oems/
https://www.windpowermonthly.com/article/960011/trans-atlantic-espionage-claimed-german-wind-company
https://postmanpatel.blogspot.com/2008/05/enercon-v-echelon-how-comercial.html


  

然后，为了完成美国人如此钦佩的公平竞争环境，美国政府安排了一个联邦大陪

审团，指控中国华锐风电及其两名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从一家美国工程公司窃取风

力涡轮机软件源代码。(34) (35) 事实上，这家中国公司拥有使用和修改相关源

代码的明确合同权利，但美国商务部强烈支持这一把戏，因为对大陪审团的法律

恐吓是强大的，即使在明确无罪的情况下，也要进行充分的辩护，这需要大量资

金和管理时间，足以让中国减速。 

  

大众汽车公司意外地在其酒店内发现了大量的麦克风和红外摄像机，它们隐藏在

董事会会议室和草坪上，用于传输有关大众汽车新产品的图像、技术规格和信息

。大众发现，他们的高管视频会议被录制下来，包括关于新产品、价格表、新汽

车工厂的秘密计划以及一款特别吸引人的新型小型汽车的计划的对话。所有这些

信息都被追踪到了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局已经将所有信息转发给了通用汽车及

其在德国的欧宝子公司。大众汽车声称，这一间谍行为以及向美国竞争对手传递

信息造成了数亿美元的损失。大众汽车也无能为力，但仍受制于强制协议，即“

德国今后不得对已经或将要对德国资产采取的措施提出异议……”。“如果公平

竞争，美国将永远获胜”。 

  

日本汽车制造商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应美国总统的要求，中央情报局对日本

汽车制造商进行了间谍活动，截取并记录了他们零排放汽车设计计划的信息，并

将这些信息转发给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纽约时报》报

道说，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中央情报局（CIA）东京站参与向美国驻日内瓦

贸易谈判代表提供详细信息，日本汽车公司面临贸易纠纷。日本指责国家安全局

继续代表美国公司监控日本公司的通讯。中情局还入侵了日本贸易省的计算机 

 

系统，当时该国正与美国就日本汽车的进口限制进行谈判。在了解了日本的立场

后，美国能够要求比预期更低的汽车进口配额。 

  

由于梯队计划仍在全面实施，对外国政府部门进行间谍活动和黑客入侵是美国国

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专长，无论这些政府是朋友还是敌人。(36) (37) 几年

前，国家安全局截获了有关空中客车公司和沙特阿拉伯国家航空公司之间采购谈

判的传真和电话。在向空中客车公司的美国竞争对手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转发了

这一信息后，美国人赢得了价值60亿美元的合同。 

  

http://www.sinovel.com/english/about/?31.html
https://money.cnn.com/2018/01/25/technology/china-us-sinovel-theft-conviction/index.html
https://www.thedrum.com/news/2013/08/26/nsa-accused-hacking-un-internal-video-conferences-year
http://www.attivissimo.net/security/echelon/echelon-europarliament-report.htm


巴西政府授予法国汤姆森阿尔卡特公司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亚马逊流域卫星监测合

同。在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截获与该合同有关的政府通信后，(38) (39) (40) 

(41) (42) (43) (44) 美国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对巴西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迫使

其背弃该协议，随后该合同被授予美国雷神公司。在类似的案例中，国家安全局

截获了关于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卫星制造商NEC公司即将达成2亿美元交易的消息。

在美国代表美国制造商进行干预后，NEC和AT&T之间的合同被分割。 

  

在另一起重大案件中，美国总统下令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在西雅图举行的亚

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上展开大规模监视行动。报道的一个情报来源说，

有300多个酒店房间被窃听。这项工作旨在获取有关亚洲石油和水电交易的信息

，然后将所有信息传递给与竞争合同的美国公司有关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 

  

贿赂与这类通过秘密手段获取财富有关。美国以其伪善而闻名，它谴责任何外国

或外国公司愚蠢到行贿被抓，但它为其跨国公司获得商业合同而行贿的历史由来

已久。商用和军用飞机是美国特别活跃的一个领域，例如，至少向意大利、比利

时和德国支付了巨额贿赂，以购买美国洛克希德F-104飞机，而代表波音公司的

贿赂已不再是新闻。此外，我们还被告知，有许多指控称，美国政府为美国公司

的事业赞助贿赂。通常，如果一个国家支持银行等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上肆

意横行，它就会获得政治或外交利益。其中大部分属于国家支持的敲诈勒索，而

美国在这一类勒索中表现出色。 

 

 

 

 

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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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促成美国经济统治的另一个主要因素，美国至今仍在沉迷于这一过程，同时

谴责其他国家的罪恶，而这些罪恶是无穷小的。保护主义是一种利用政府监管权

力阻止进口、防止外国收购国内市场和公司、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和税收、进口

配额、以及巧妙的贸易政策、官僚作风、政治压力和一系列其他方法的政策。诚

然，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国家可能有充分和有效的理由保护其产业和市场免受外

国政府和公司的掠夺行为的影响，但主要是掠夺性国家，尤其是美国，也是最具

保护主义的国家。当狐狸出去偷你的鸡时，它会小心地保护它已经拥有的鸡，以

免被别人偷走。保护主义是一种天赋，美国似乎拥有这种天赋，这是不公平的，

也是得天独厚的。200多年来，这些商业政策在美国一直猖獗，由美国政府发起

，旨在为其国内产业提供一切优势。 

  

美国本土的保护主义只包括企业福利计划，这是特殊利益集团利用政府力量以牺

牲民众利益为代价获取私人利益的典型例子。钢铁、汽车制造、纺织和电子、农

业等美国产业集团在政府限制外国竞争的帮助下获得了巨大收益。这几乎总是对

国内消费者造成损害，而且代价高昂，因为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损失。但

在美国，由于媒体与政府和大型跨国公司站在同一个版面上，美国消费者通常不

知道对他们做了什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外国服装征收关税，这不仅使外国商

品更加昂贵，而且允许国内公司在不存在竞争的情况下大幅提高价格。由于高关

税保护国内制造商不受低成本中国进口产品的影响，3亿美国人为一条牛仔裤多

付了20美元，这样两三家有影响力的国内公司就可以多赚10亿美元的利润。 

  



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媒体上抨击中国，抱怨中国的低工资、货币低估、

产品倾销、不公平补贴指控和其他未指明的“欺骗”，这导致了中国的低成本，

并迫使美国采取保护主义报复。但神奇的是，当美国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中国

以直接利用同样的低成本时，美国政府立即降低了纺织品关税，并开始赞扬低成

本。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当中国公司从中国向美国出口廉价的牛仔裤时，他们这

样做是因为他们在欺骗，他们的货币被低估，但当美国公司从中国向美国出口廉

价的牛仔裤时，美国的效率、聪明才智和民主的伟大才是他们的功劳。读者应该

清楚，在这两种情况下，成本和货币是相同的。 

  

据帕特里克·布坎南说, (45) 

  

 “在关税壁垒的背后……美国在一个世纪内从一个沿海农业共和国变成

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强国。这就是今天备受蔑视的保护主义政策

的成功。” 

  

布坎南的说法至少部分正确。当然，美国政府从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对外国商品采

取了持续而普遍的保护主义措施，这对美国工业的成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帮助。

一旦工业化开始，美国很快就认识到保护主义的好处，并尝试了各种形式和理由

，包括“保护美国制造商免受欧洲低工资影响”的必要性。听起来熟悉吗？到19

世纪初，美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超过50%，到1900年，贸易关税已经达到了巨大的

比例，美国或多或少地放弃了关税是为了保护幼稚产业的任何借口。 

  

也许在其他任何地方，美国的保护主义措施都没有军事殖民和对不发达国家的掠

夺那么明显。当美国公司从穷国提取资源或原材料时，这些产品总是免税进入美

国。然而，如果这些国家的任何国内公司试图向美国出口原材料或制成品，关税

将被设定在阻止市场进入的水平，通常达到50%到80%，有时甚至达到几百%。然

而，美国不仅将这些殖民地用作原材料来源，还将其用作制成品市场，在这种情

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允许对美国商品征收超过5%的进口关税，这些国家被迫签署

相关条约。再一次，美国版的公平竞争和公平竞争环境。所有美国政府都遵循了

威尔逊总统最好的掠夺性哲学，他说“即使不情愿的国家的主权在这一过程中受

到侵犯”，其他国家的大门也会被推倒 

  

保护主义很快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永久特征。当美国人谈判关贸总协定、世贸组

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这并不是因为缺乏保护主义情绪，而是因为与贸易伙

伴相比，美国人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强大的谈判地位。很明显，美国制定这些所谓

https://www.cato.org/commentary/truth-about-trade-history


的“自由贸易”协议的意图主要是迫使其他市场向美国公司和产品开放。美国从

未减少过自己的贸易壁垒，除非它获得了更多的回报，即使如此，许多原始的保

护主义措施仍然存在。美国有实力和谈判能力来强制达成协议，这些协议的措辞

主要是为了美国公司的利益，并且是在期望美国能够在所有方面取得胜利的情况

下达成的。当然，当这一优势没有按计划实现时，美国会立即抱怨不公平贸易，

并要求“公平竞争环境”。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是虚伪的。美国只有在赢得

并从中获利时才鼓吹自由贸易，但当它发现自己由于美国企业缺乏竞争力而落后

时，自由市场理论很快就会被抛弃，转而支持不公平贸易。在世界自由贸易协定

的背景下，世界上许多国家仍然对美国不仅对世贸组织这样的机构，而且对它们

的仲裁和其他委员会的控制程度感到不满，这些机构往往会做出有利于美国的令

人惊讶的决定。如果没有这种不公平的影响，美国几乎不会赢得任何贸易争端，

也会因此变得更加贫穷。 

  

保护主义河流中有两股水流。一种是重商主义——可能是以牺牲外国生产商为代

价对国内制造商利润的理性追求。二是思想政治上的，因此往往不理性，更难以

打击。美国重商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部分是，通过不断愚蠢的宣传，美国公

司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生产质量最高的产品，美国人被灌输了过度的爱国主义信

念，从这一信念中自然得出的结论是，任何超过美国的国家都一定是在欺骗。这

股意识形态潮流还强烈注入了美国例外论和白人至上主义。当任何国家采取行动

保护当地工业部门不受美国跨国公司入侵的破坏时，美国人都会发出牢骚，因为

他们认为这是上帝赋予他们的自由进入和掠夺的权利，而不管国内遭受的破坏如

何。 

  

同样源于意识形态，并对其除战争武器以外的其他领域普遍缺乏竞争力感到不安

，这是可以理解的，美国越来越多地将其贸易冲突政治化，不仅利用贸易政策作

为殖民工具，但鼓励欧洲市场和其他国家对中国设置贸易壁垒，集中和多管齐下

，以最有利于美国霸权的方式“开放”中国，并以其他方式关闭中国。特别是，

美国政府坚持摧毁中国国有企业的决心（因为它无法与之竞争），攻击它们不是

出于商业目的，而是出于道德和宗教原因，愚蠢地宣称政府持股是恶意行为的表

面证据。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大幅补贴了它们对中国的许多出口，有时

对中国的国内生产商造成了巨大伤害。这些措施的虚伪实在令人震惊。 

  

美国保护主义行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遵循典型模式。首先，美国政府发动了

一场煽动性的媒体闪电战，谴责中国多次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以及各种非法和不公

平的贸易活动，这些活动都是毫无实质内容的索赔。言辞往往是极端的，夸大和

不可支持地宣称美国失去了几十万或数百万个工作岗位。在如此煽动保护主义之

火之后，美国武断地征收惩罚性进口税，意在摧毁中国的产业，而这只是一种政

治勒索手段，旨在迫使中国允许美国企业进入中国不想要的敏感或国家安全领域

。这些领域包括金融领域、电信服务和能源。但他们最想要的是惩罚中国维持其



国有企业，因为每个小偷都梦想抢劫最大的银行，所以美国人非常痛恨中国的国

有企业。 

  

对中国施加的人民币汇率的巨大极端压力有一个类似的目标，那就是迫使中国进

一步向美国跨国公司开放其市场。所有关于人民币的言论都是胡说八道，尽管如

果中国能够被迫升值，那么对美国人来说就更好了。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

希望至少打入新市场，掠夺更多的中国银行账户。美国向世贸组织提交的贸易案

件具有相同的意图，它们本身并不重要，但可以作为压力谈判工具。当然，世贸

组织主要由美国控制。美国人并没有愚蠢到创建一个世界性的贸易机构，并赋予

它对他们的权威。世贸组织与国际法院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区别；它只是帝

国征服的另一个工具，需要被视为帝国征服的工具。而所有愚蠢的评论，如“中

国必须决定是遵守和适应国际贸易准则，还是继续成为一个局外人”，都只是美

国的宣传和伪善，带有特殊的基督教道德味道：“我们不希望你为我们经济自杀

。我们希望你这样做，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愿。” 

  

自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其陷入困境的经济在近十年后仍然没有任何复苏迹

象，美国的保护主义态度急剧升级，数百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投诉几乎都是毫无道

理的。目标产品的清单一周比一周更大，美国政府甚至在数十起案件中征收双重

关税，违反其自身对国际贸易规则和协议的承诺，并且所有这些都被世贸组织宣

布为非法。中国当然抗议和挑战美国的所有这些保护主义措施，但即使中国最终

胜诉，这些辩护也是耗时和昂贵的。在许多情况下，美国法律没有授权政府采取

贸易行动，但美国在过去几年中一再无视自己的法律，对中国发起了几十次所谓

的贸易“调查”。当一家美国法院裁定美国政府无权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更高

关税时，美国人找到了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将其非法行为合法化。美国国会通过了

新的法律，并将其追溯到四年前，然后征收关税。人们不得不佩服美国执法和立

法的灵活性，更不用说美国“法治”概念的明显灵活性了。当然，创造一个“公

平竞争的环境”。应该指出的是，西方媒体在这一巨大的伪善中起到了积极的支

持作用，他们首先发动了妖魔化闪电战，然后发表了夸大的文章，认为美国有必

要再次对中国提出贸易投诉。然后他们沉默了下来，公众从未意识到这些贸易投

诉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化为乌有。 

  

美国政府聪明地制定了一些贸易法，这些法律已成为世界上最有效、最恶劣的非

关税贸易壁垒。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可

以出于任何目的对外国公司展开所谓的第337节调查 (46) (47)，美国公司经常滥

用这项立法，以达到明显非法的保护主义目的。这些调查是美国用来保护本国公

司免受进口产品竞争的准司法贸易措施。一旦启动第337节调查，相关产品甚至

类似产品可能永远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尽管按照国际贸易标准，整个过程都是

非法的。近年来，美国公司越来越喜欢声称专利或知识产权侵权，并将这337项

调查仅仅作为一项商业战略，驱逐中国竞争对手，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当中国

https://www.usitc.gov/intellectual_property/about_section_337.htm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1/1213959.shtml


公司必须面对美国公司对其提出的这些指控时，无论他们是否胜诉，他们都必然

遭受重大损失。如果一家中国公司不立即作出回应，根据美国法律，其产品将自

动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但要为这些案件辩护，中国公司可能需要支付数千万

美元的各种费用、法律费用和许多其他费用。这是美国保护主义立法中真正邪恶

的一项，也是美国军械库中唯一一项反对外国竞争的武器——在美国无法竞争时

总是使用这种武器。由于这些新的法律，美国公司不仅要获得政府对外国竞争对

手的援助，而且往往要永久削弱外国竞争对手，这是一件简单而无痛的事情。

(48) 对于这些调查，美国政府提供所有律师并支付大部分费用，而外国公司则花

费数百万美元和数月的时间为自己辩护，以应对几乎总是毫无根据的指控。 

  

在这种富有想象力的美国过程中，通常没有必要实际征收关税或其他关税。这些

贸易调查本身足以摧毁外国竞争对手，因为调查机构可以而且经常要求无限量的

文件，周转时间短，并将对不遵守规定的行为处以严厉的惩罚。美国所谓的“国

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为了保护美国的产业，多

次采取不负责任的无情甚至恶毒的起诉行动。以下是两个例子： 

  

 “在一个案例中，松下退出了一个反倾销案，放弃了5000多万美元的出

口销售，因为商务部在一个星期五要求它在下一个星期一上午之前将3000

页的日本金融文件翻译成英语。(49) 在另一个案例中，商务部要求台湾商

城公司向其提供了20多万条信息，并回复了一份100页的英文问卷，但该

公司的管理层只有一对夫妻，他们无法做出回应，美国商务部以此为借口

，提出了“反倾销”“台湾羊毛衫几乎60%的关税，使得这些公司无法生

存。从这项所谓的“调查”开始不到一年，台湾三分之二以上的亚克力毛

衣生产企业就倒闭了。“这是美国为自己的跨国公司“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的一种方式。 

  

在一个经典的保护主义策略中，美国制造了一个历史性事件，称为“鸡战争””

法国和德国对进口美国鸡肉征收2%或3%的关税，对此美国表示反对，并对包括大

众小巴在内的大量欧洲产品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50) (51) (52) (53) (54) 后

来解密的文件显示，小巴被包括在内是因为美国汽车工会在总统选举前提议罢工

，而美国总统约翰逊与工会达成协议，惩罚大众汽车在美国的成功，作为放弃罢

工的回报。因此，约翰逊要求美国商务部将大众小巴重新归类为卡车，以使其符

合该关税的要求。结果是毁灭性的：德国对美国的卡车出口下降了35%，深受喜

爱的微型巴士从美国市场消失，再也看不到了。到今天为止，对大众小巴征收的

“鸡税”仍然存在。这是美国汽车制造商在国内市场销售轻型卡车如此成功的唯

一原因；保护主义者以创造美国人所崇敬的“公平竞争环境”的名义抹杀了这场

竞争。 

  

https://www.huaxiao-ss.com/china-won-the-337-investigation-lawsuit.html
https://www.mintz.com/sites/default/files/media/documents/2019-03-04/Certain%20Multimedia%20Display%20and%20Navigation%20Devices%20and%20Systems%2C%20Components%20Thereof%2C%20and%20Products%20Containing%20Same%2C%20337-TA-694%20Comm%27n%20Op..pdf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american-trucks-chicken-tax-explains-domination-2018-6#:~:text=%20%20%201%20A%201960s%20%27Chicken%20War%27,Albert%20Edwards%2C%20a%20strategist%20at%20Soci%C3%A9t%C3%A9...%20More%20
https://www.nytimes.com/1964/01/10/archives/the-chicken-war-a-battle-guide.html
https://www.nytimes.com/1964/06/11/archives/poultry-dispute-hits-volkswagen-truck-sales-may-be-halved-by-us.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cken_tax
https://fee.org/articles/chicken-tax-makes-trucks-expensive-and-unavailable/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保护主义是对日本不利的重要证据，当时大美国真正害怕

日本的生产效率和高质量产品。日本的成功让美国人称日本为“超人”，而当日

本突然开始将其积累的盈余汇回本国，并购买美国的公司标志，如环球影城、哥

伦比亚唱片公司、洛克菲勒中心、卵石滩高尔夫俱乐部等时，就产生了真正的恐

惧。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和其他人在《纽约时报》上写了

一篇关于“黄祸”的激烈文章，到处都在喊“日本下一步将向何处进攻？”在这

一切中，美国人确信日本不知何故在“作弊”，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并采取了

无数旨在打击日本制造业优势的保护主义措施。 

  

美国开始对日本提出越来越尖锐的指责、越来越不合理的要求和越来越愚蠢的威

胁。有一次，为了确保“公平贸易”和“公平竞争环境”，美国总统里根提议对

所有日本制造的产品征收100%的税。这并没有发生，但美国开始对许多日本产品

征收越来越重的进口税。一是对所有日本摩托车征收50%的关税，这是唯一使美

国哈雷戴维森免于灭绝的办法；另一个是对日本豪华车征收100%的关税。由于美

国汽车工业处于自由落体状态，无法与日本企业竞争，日本也被迫签订“自愿”

出口协议，限制对美国的销售。 

  

上述措施都不足以阻止日本的崛起或美国的衰落，而在有史以来最大的保护主义

措施之一中，美国威逼日本签署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55) 

(56) (57) (58)，这是一项让日元升值的协议。正如近年来人民币升值一样，美

国声称日本货币太低，尽管它已经从360:1升值到240:1。两年内，日元兑美元汇

率翻了一番，使日本经济陷入瘫痪——日本至今仍未从这一命运中恢复过来。你

可以看到有很多方法可以“公平竞争”。多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也采取了同样

的做法，对人民币升值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和媒体压力，许多美国官员声称人民币

“至少低估了40%”。当然，历史已经证明，这不是什么事情；人民币一直在适

当范围内交易，但美国官员希望复制他们在日本的成功，并通过大幅升值迫使中

国经济自杀。幸运的是，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是美国的军事殖民地，美国人没有足

够的筹码来完成他们的肮脏行为。 

  

几年前，美国林业行业正处于艰难时期。美元走高，加拿大木材（用于建造房屋

）相对便宜得多。因此，美国政府任意对所有加拿大木材征收约40%的惩罚性关

税。加拿大林业公司没有作弊或获得补贴，但美国公司无法竞争，因此政府通过

非法关税“公平竞争”，使加拿大产品价格几乎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严重损害了

加拿大林业。(59) (60) (61) (62) (63) 更糟糕的是，“关税”不是付给美国政

府，而是付给美国林业公司。因此，现在美国公司拥有一个封闭的木材市场，在

这个市场上，加拿大将不得不向美国生产商支付其向美国出口产品的巨大成本差

额，实际上是向美国木材公司支付其所有销售损失的价值。 

  

https://kendawg.medium.com/how-the-plaza-accord-helped-the-us-destroy-the-japanese-economy-b4b24c20a9af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95660.shtml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2187773/china-urged-avoid-cautionary-tale-japan-and-plaza-accord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21/05/statement-by-minister-ng-on-us-preliminary-duty-rates-on-canadian-softwood-lumber.html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softwood-lumber-dispute
https://pennstatelaw.psu.edu/_file/aglaw/Lumber_Trade.pdf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7/11/statement_by_canadaonusdutiesoncanadiansoftwoodlumber.html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9708779


当然，世贸组织裁定这是非法的，征收的所有关税都必须退还，但到那时几乎三

年过去了，美元再次贬值，加拿大工业不再是威胁。美国最终取消了关税，但造

成了损害。尽管这些关税是非法的，而且世贸组织直接下令退还这笔钱，但美国

要求加拿大就实际应偿还的关税金额进行“谈判”。最后，美国只退还了所收款

项的一半左右。到那时，美国林业巨头已经拥有了大量现金（由加拿大公司支付

），并准备用自己的钱收购所有这些加拿大公司。在美国，这被称为“公平竞争

环境”，当然也被称为“按规则行事”。 

  

也许没有任何一种美国产品类别比农业更值得蔑视，因为农业公然的保护主义达

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美国大量补贴其农业部门，鼓励生产过剩，产生盈余，然

后以远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倾销到世界市场，同时对农产品进口设置关税和其他

壁垒。海地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美国公司在海地销售美国大米的价格

低于海地的国内生产成本——补贴可能在80%以上。甘蔗、乙醇和许多其他产品

也是如此。巴西可以以美国成本的10%生产燃料乙醇，因此美国通过对外国乙醇

征收每加仑54美分的关税，同时再向美国炼油厂支付45美分的补贴，将巴西排除

在出口市场之外，从而“公平竞争”。结果是每年向美国生产商提供超过60亿美

元的乙醇补贴，食品价格显著上涨，其中最显著的是玉米。美国也不可原谅地无

情地倾销农产品，破坏其他国家的生产力，同时为自己的公司创造市场。当美国

开始其破坏古巴稳定的计划时，其第一个行动是对古巴糖进口征收巨额关税，这

破坏了古巴经济，但为刚刚成功劫持夏威夷国家的桑福德·多尔创造了一个新市

场。如今，美国在大豆等转基因作物的补贴出口方面正在做着与中国类似的事情

；补贴低价的目的是将中国生产商赶出市场，之后美国将控制中国的大部分食品

供应，并可以将价格提高到任何水平。这已经在中国发生，并且是美国在世界范

围内应用的模板。 

  

中国的汽车出口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但美国没有中国汽车。问题是，为

什么不呢？当然，简单的答案是美国联邦碰撞标准。正如《福布斯》杂志所解释

的，“在一场看似永恒的猫捉老鼠的战斗中，一旦中国制造商达到欧5排放标准

或制造出NCAP 4星或更高的汽车，就会出现一系列新的标准和指导方针。”然后

我们需要问自己，谁才是真正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当他们无法竞争时，谁在操纵

贸易规则？是美国还是中国？当然，如果中国在汽车标准方面和美国玩同样的游

戏，中国就不会有美国汽车。这将是一件好事。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低成本汽车轮胎征收55%的关税。没有一家美

国制造商生产这种价格范围的轮胎，因此中国的出口没有损害任何美国公司，事

实上，这有助于维持美国的低零售价格。奥巴马将这些惩罚性关税称为“创造美

国就业机会”，但实际上没有创造就业机会，主要结果是3亿美国人现在不得不

为汽车轮胎多付55%。美国通过大幅增加本国公民的成本来“惩罚”中国。在五

年的“惩罚”后，美国商务部安排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 Steelworkers 



Union）提出另一项诉讼请求，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中国进口产品“不公

平地受益于政府补贴”或“以低于公允价值的价格出售”对美国轮胎行业造成了

严重损害在美国市场上。在这些情况下，需要注意的是，“公允价值”的定义是

美国制造商无法满足的价格。每当美国公司在价格上缺乏竞争力时（大多数情况

下），外国公司就会被指控“倾销”商品，以低于“公平市场价值”的价格出售

商品，从而引发更多的保护主义措施，将外国商品的价格提高到足以让美国公司

参与竞争的水平。这些政策几乎总是非常不诚实和虚伪，尽管媒体总是保持沉默

，很少有人知道细节。对于中国汽车轮胎，像库珀这样从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的

美国公司将只缴纳12.5%的拟议关税，而以相同成本水平向美国出口类似轮胎的

中国公司将缴纳80%以上的关税。在美国，这被称为公平竞争。 

 

一位美国高管表示，“美国轮胎制造商多年前做出了将这些低成本轮胎的生产转

移到美国以外的决定。所有这些行动将迫使他们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正

是发生的事情。经过近两年的斗争，一位中国商人在泰国建立了一家轮胎厂，主

要是为了避免美国的关税。当然，这就是目的；要么将中国企业赶出中国，要么

将企业赶出中国。不管怎样，美国都获得了帝国的胜利。美国消费者的巨大额外

成本被忽视了，因为唯一的目标是为美国跨国公司和控制它们的少数精英创造更

高的利润，推动财富从中下层阶级向顶层1%转移。民主在行动。美国在许多领域

也对中国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天津钢管在美国的销售价格比在中国的国内价格高

20%，但美国公司仍然无法竞争，因此美国对这些钢铁产品征收了近60%的总关税

，导致中国出口下降了75%。再一次，中国企业面临着关闭或将生产迁出中国的

选择，因为快速开发新的出口市场并不总是容易或可能的。许多美国对中国产品

的关税高达100%，有些甚至超过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出口的300%。 

  

美国越来越多地通过了一系列“购买美国货”的立法，加上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

，旨在欺负美国公司和低级别政府，以规避外国商品。尽管美国对中国等国家施

加了巨大压力，要求它们“公平竞争”，并在中国相应市场为美国公司开发“开

放市场”。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加利福尼亚州从地面上拆除了一条新铺设的加

拿大管道，用“美国钢铁”代替。目前还不清楚谁是这次行动的受益者。此后不

久，美国当局发现科罗拉多州新建的一座桥梁中有来自加拿大的钢梁，于是下令

拆除该桥。在目前的另一个案例中，位于联邦所有土地上的加拿大鲁珀特王子渡

轮码头以50年的管理租约转租给美国人，现在将进行大规模的建筑升级——加拿

大政府将为此支付费用——但完全受“购买美国货”规则的约束。这意味着价值

数千万美元的钢铁和其他建筑物资将由美国公司提供，加拿大将完全与自己的财

产隔绝。 

  

2014年初，美国出台了新法律，要求所有由联邦政府资助的交通项目中100%包含

美国内容，甚至连加拿大庞巴迪（Bombardier）等提供美国大部分火车和公共汽

车的公司都被取消了。因此，加拿大公司被美国政府资助的数十亿美元交通项目



拒之门外，而他们的美国竞争对手则可以自由地在加拿大从事类似的工作。类似

地，美国政府也在鼓吹中国全面开放中国经济的所有部门，允许美国企业参与所

有政府项目，同时严重限制中国企业参与美国项目，通常是以虚假的“国家安全

”为由。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问，为什么竞争“对中国有利”，但对美国人不利

。2016年8月，突然宣布中国铁路与美国私人公司XpressWest的合资企业取消了

在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之间修建美国第一条高速铁路的计划。为什么？听公司的

陈述： 

  

XpressWest表示，其“最大的挑战”是联邦政府要求高速列车必须在美国制造，

以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众所周知，美国没有制造高速列车。这一不灵活的要

求一直是我国高铁融资的根本障碍。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耐心地等待决策者认

识到美国的高铁是一项新的事业，需要允许拥有数十年安全高铁经验的国家的列

车连接西南地区并启动这一新产业。” (64) (65) (66) 

  

我们通常都很熟悉这样的故事：美国人要求进入中国，收购每一家有价值的公司

和品牌，而拒绝中国收购美国任何公司的机会，通常是基于虚构的“国家安全”

理由在一个案例中，一家中国公司被拒绝建造风力发电厂，因为它靠近一个军事

基地。在最近的另一个案例中，中国卓越航空公司收购美国飞机制造商Hawker 

Beechcraft的计划因更多的国家安全异议和将Hawker Beechcraft的国防航空业务

与其他业务分离的假定困难而失败。 

  

最近，中国公司发现在美国销售通讯和其他高科技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政

府经常引用“国家安全顾虑”并禁止购买或销售。在一个典型的掠夺性保护主义

案例中，美国政府禁止中国电子公司华为的所有产品，理由是该公司的总裁曾在

中国军队服役，该公司将面临“国家安全风险”。真正的原因是保护美国思科系

统公司免受华为更好的产品和更低的价格的影响，而这正是思科无法与之竞争的

。澳大利亚政府同时宣布禁止华为参与其拟议的360亿美元高速互联网网络，声

称有责任“保护其完整性”免受中国网络攻击。澳大利亚报告说，美国施加了相

当大的政治压力，要求做出这一决定，许多欧洲国家也是如此。2012年，美国电

信公司收到了一份引人注目的营销文件，意在引起对华为的怀疑。(67) (68) 

(69) 该报告称，“对华为的恐惧在全球蔓延。尽管遭到否认，华为仍在努力与中

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政府脱钩”。后来发现，该论文的作者是华为在美国的主要

竞争对手，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思科系统公司。但在思科对中国进行这些指控的

同时，还披露了思科副总裁迈克·奎因（Mike Quinn）是前中情局官员，许多其

他思科高级员工曾在美国军方服役。这里没有双重标准。美国政府要求思科有公

开机会在中国和国防等最敏感的行业销售类似的电子产品，以此来嘲弄中国对国

家安全的担忧，这表明美国获得自我形象的盲目霸权镜子，更不用说其令人难以

置信的伪善了。美国欺凌他人的伪善有时确实令人愤怒。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rail-xpresswest-idUSKCN0YV05R
https://www.railway-technology.com/news/newsxpresswest-terminates-high-speed-rail-jv-with-china-railway-49218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5PK6iCqns
https://www.pressreader.com/usa/the-washington-post/20121011/281496453514238
https://www.benton.org/headlines/huawei%E2%80%99s-us-competitors-among-those-pushing-scrutiny-chinese-tech-firm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jul/16/huawei-trade-global-supremacy-us-uk-china-liberal-capitalism


  

还有美国商会，中国的美国商会，世界各地美国人伪善的守护天使，在《华盛顿

邮报》上抱怨说，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削减外国企业的规定，开始了美国商会

所谓的“激烈运动”迫使公共机构和企业安装中国开发的软件和硬件，以保护国

内计算机系统免受国家安全局的间谍活动。但据美国商会称，尽管中国将此举视

为国家安全问题，但要求“远远超出了其他国家制定的规范”。报告告诉我们，

中国的新规则“对国家安全的定义过于宽泛，这与标准国际惯例背道而驰”。中

国超越了其他国家制定的标准？美国声称“国家安全”实际上将华为逐出了该国

，海尔甚至无法购买洗碗机制造商，但当中国在敏感情况下更换一些思科硬件时

，这“超出了规范，对国家安全的定义过于宽泛”。 

  

美国政府中似乎没有人有情报问，如果思科有中情局的高管，为什么这不会对中

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当然，它确实构成了这样的威胁。诋毁华为的行为表明

，美国公司对高度成功的中国竞争对手的恐惧和不满，这些竞争对手正在占领世

界电信市场，而这些市场曾经是一个明显的美国行业。一位美国专家写道：“长

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我们是第一大经济体，而中国只是提供廉价劳动力。但现

在很明显，中国在创新和产业政策方面有很多可以提供的，现在美国人感到害怕

。”。他们应该如此。如果电信市场像美国人所宣称的那样“自由开放”和“公

平竞争的环境”，华为和中兴将已经占领整个美国市场，思科将被缩减为为索尼

组装OEM游戏机。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美国大使骆家辉不是中国的朋友。有报

道称，2010年11月，骆家辉担任美国商务部长时，纯粹出于政治原因，向Sprint 

Nextel施压，要求其拒绝华为的任何出价。 

  

最近美国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出口的激烈争论也是如此。在过去5年中，由于在

技术上的巨大投资，中国已经成为以越来越有吸引力的价格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

世界领先者。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失去了领先地位，美国公司效率低下，价格过

高，技术过时，整个美国太阳能产业几乎成了行尸走肉。因此，一个美国贸易小

组批准了对太阳能行业“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指控的调查，结论是美国生产商

受到了来自中国进口产品“不公平低价”的伤害或致命伤害的威胁。值得注意的

是，中国的贸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需要是不公平的，因为中国会受到关税的惩罚

。美国没有竞争力就足够了，因此他们通过对来自100多家中国生产商和出口商

的数十亿美元太阳能产品征收高达250%的惩罚性关税来“公平竞争”。其目的是

明确的：美国人无法竞争，他们恶意想破坏中国在太阳能领域的世界霸权，（1

）将他们从美国市场上赶走，（2）试图减少收入以帮助扼杀进一步的研发。这

只是美国试图通过抵御来自中国的潜在竞争来巩固其在任何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

位的方式之一。这当然会伤害中国，但无助于美国，并将大大增加太阳能电池板

的安装成本。这是最糟糕的保护主义，是由世界上最伟大的“自由贸易”支持者

发起的，也就是说，“只有我赢了，贸易才是自由的”。更糟糕的是，美国威逼

欧盟和其他西方国家也这么做。整个太阳能产业都有可能因这种保护主义的愚蠢



行为而崩溃，但奥巴马坚称美国“不会将太阳能、风能或电池产业割让给中国”

。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工业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向全球市场出口了越来越

多的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这当然影响了西方国家高端产品的市场份额。尽管

美国公司对中国倾销商品或侵犯某人的知识产权，或在贸易中进行未定义的“欺

诈”进行了无谓的抱怨和抱怨，但赤裸裸的事实是，美国公司只是在采取非法和

不公平的方法来保护其市场份额，特别是因为高科技产品产生的利润远远高于中

国最初制造的服装或鞋类等低端产品。对中国和类似国家的不公平贸易指控几乎

总是正确的，是针对国内公众消费的诽谤性指控，旨在扭转公众舆论的潮流，并

为更多保护主义措施赢得支持，这些措施帮助了一些美国公司，同时让美国消费

者付出数十亿美元的高价。这是真正的大规模企业福利，唯一的赢家是少数几个

实业家。 

  

美国一直试图扩大其域外影响力和政治统治，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介入其他

国家的事务，而这些事务显然不受关注。一个日益麻烦的领域是涉及两家外国公

司的国际并购，其中一家可能在美国有小规模业务。美国人创建了一个名为美国

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机构，以审查外国对美国资产的收购，但越来越多

地利用该机构干预亚洲对拥有美国资产的欧洲或其他公司的收购（尤其是中国公

司）。在一个案例中，荷兰公司飞利浦同意将其照明组件业务出售给一家中国公

司，但美国人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阻止出售，因为飞利浦在一家美国公司拥有

一些研发业务和大量专利，而美国人不希望中国获得这些。飞利浦可能已经将这

些业务撤出美国，然后继续出售，但美国方面威胁要以其他许多方式进行报复，

包括将飞利浦产品从美国市场上关闭。欧洲人和中国人都对这种公然的政治干涉

表示强烈不满，这种干涉的唯一目的是美国决心控制其他国家获得技术。换言之

，在失去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的威胁下，美国人已经有权告诉一家荷兰公司它不

能向一家中国公司出售技术。另一方面，美国人要求进入中国并购买任何东西的

权利，经营理念突然转变为“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

担忧被视为“共产主义宣传”而不屑一顾。 

  

2015年末，美国对中国钢铁征收了近250%的进口税，其可悲的理由是，从中国进

口的钢铁“似乎过多”。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能够以远低于像美国钢铁公司

这样的美国公司的价格生产出高质量的钢铁，而美国钢铁公司大部分都在亏损。

美国钢铁公司表示，这些关税是制止“这些有害、非法和不公平行为”的“良好

的第一步”。但当然，不存在非法或不公平行为。美国人擅长用福音主义的术语

来表达贸易定价，并在道德高地上一马当先，但真正的问题是自由贸易，在自由

贸易下，我应该能够以我选择的任何价格出售我的产品。如果我误读了市场，过

度生产了一种产品，我很可能不得不以成本甚至亏损的方式将其出售，以消除库

存，收回我能收回的任何现金。这种做法是一个既不是掠夺性的也不是不道德的



单一事件，这些折扣都是暂时性的，通常是轻微的，降幅可能是10%或20%，对像

美国汽车业这样同样受到伤害的客户来说是一种真正的好处。 

 

中国在钢铁生产方面的成本优势也达到了同样的程度，也许只有5%或10%，但美

国政府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像其声称的那样试图“公平竞争”，而是显然采取了

旨在削弱甚至瓦解竞争对手产业的行动。我们还能如何解释美国对中国钢铁的

250%关税？这些举措的目的只是在美国公司无法竞争的情况下，将外国产品从美

国市场完全淘汰——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中国钢铁协会副秘书长李新创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全球钢铁供应过剩并非中国一方的责任，对

其出口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是不公平的。“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是全球性的。这

不仅仅是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好的质量和价格。这不仅仅是价格问题。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不能向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美国人在每个可能的领域都遵循这

种模式，试图限制或消除美国公司的竞争。但这些都是临时措施，需要无休止地

重复，因为大多数行业的美国公司都没有竞争力。 

 

 

美国喜欢诽谤中国，吹嘘它向世贸组织提出的所有针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投诉。

一如既往，美国媒体只报道指控，不报道判决。在一个典型案例中，世贸组织驳

回了美国提出的所有13项索赔，并裁定美国的反倾销措施非法，违反了世贸组织

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只是滥用这一过程，在其决定中采用了有问题的方

法。美国这些顽固的做法只是一种骚扰和激进的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无关。美

国人每年挑战数十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几乎所有的进口都失败了。 

  

 

类似地，美国一再向各贸易机构提出琐碎的无稽之谈，其中一个指控中国政府不

公平地补贴其棉花种植者。在这种情况下，补贴低于世贸组织允许的水平，仅适

用于偏远欠发达地区的极少数自给农民，以保护他们的生计，所涉及的数量与中

国的总生产和消费量相比微不足道。美国贸易代表提出的许多主张要么鲁莽地不

正确，要么故意不诚实。在棉花方面，美国指责中国大幅补贴国内生产以建立储

备，然后以不公平的低价出口，这是一个荒谬的指控，因为中国的棉花进口在十

年内从10万吨增加到400多万吨，如今购买了世界产量的一半以上，却什么也没

有出口。另一方面，中国向世贸组织提交案例，证明美国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

巨额补贴严重扭曲了中国国内产业，这是众多此类案例之一。大约在同一时间，

欧盟要求世贸组织批准对美国实施120多亿美元的制裁，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向波

音公司提供非法补贴，而且是因为美国未能遵守过去关于向波音飞机提供非法补

贴的裁决。尽管美国一直在从事针对其他国家的非法保护主义活动，但美国媒体

只发布批评其他国家贸易做法的信息。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美国公民从未被告



知本国政府的非法贸易行为，因为这些信息被媒体有效地自我审查。另一个原因

是，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一再因违反贸易法而受到制裁，下令停止和停止贸易，

并退还勒索的关税和其他收取的资金。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美国人都遵守其

举世闻名的法治，无视国际贸易当局，继续他们的做法。 

  

 

如果美国人在生产和销售产品方面拥有一半的卓越能力，就像他们在生产和销售

未经证实的道德优越性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那么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美国钢

铁和铝业设施陈旧、成本高，长期以来普遍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的生产

设施是新的、高效的，中国的钢铁企业可以以比大多数企业更低的成本生产。当

美国人向全世界大量供应廉价（通常是补贴）的钢铁和铝时，这是基于效率、竞

争力和美国的总体优势，更不用说“由市场决定”了。但当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

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和销售同等质量的产品时，自由市场情绪很快就会消失在

欺诈、倾销、补贴和其他任何合适的形容词的云雾中。美国人似乎从一个前提开

始，即整个世界市场都是他们的。如果波音在向空客的销售中失败，那么欧洲人

一定是在欺骗或贿赂航空公司官员。如果中国以比美国公司更低的价格出售钢铁

或铝，我们马上就会指控中国公司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正如我上面提到的，

每个国家的生产商有时会试图卸下多余的库存，即使是在亏损的情况下，以收回

其资本，但这些情况是给消费者的一次性礼物，消费者会非常乐意购买低于实际

生产成本的所有原材料。 

  

 

在钢铁方面，美国人指责中国企业“过度生产”，并用低成本钢铁充斥世界市场

。除了美国人自己反复这样做之外，这应该是“自由市场”的一个定义：我尽可

能多地生产，并尽可能地销售我的产品。数量意味着利润。然而，似乎任何表现

出过于成功迹象的国家都必须迅速被击败，这让我们回到了对世贸组织的抱怨。

无论如何，西方铁矿石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它们以在低价时期大量过度生产而闻

名，特别是为了迫使所有边际生产商停产，然后控制市场并将价格提高到不合理

的水平。在钢铁和铝方面，2016年，美国人欺负了半个世界，试图制造一种一致

意见的假象，认为中国减少了这些金属的生产，甚至在欧洲支付5000人参加针对

中国钢铁的分阶段抗议。(70) (71) 问题仅仅是美国在金属生产方面缺乏竞争力

，从而导致市场和数量的不断流失。他们的观点是，世界不需要如此高的产量，

中国应该关闭一半的生产设施来拯救世界，但这始终是美国的方式；我病了，但

我要你吃药。许多人似乎没有想到，是美国的钢铁厂和冶炼厂缺乏销售，也许美

国应该关闭其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工厂，以“拯救世界”。再一次，当美国公

司用廉价金属充斥世界并迫使其他国家削减生产时，却没有提到拯救世界。这些

都是伪善的更多例子，似乎渗透到美国的每一件事中；我做没关系，但你做了就

糟了。 

https://www.latimes.com/business/la-fi-crowds-extortion-20181021-story.html
https://www.reddit.com/r/europe/comments/nt319x/protest_against_chinese_university_today_in/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是如此,；几十年来，美国人尽其所能阻止中国加入欧盟，

但当他们无法阻止中国加入欧盟时，他们却为中国加入欧盟争光。2016年，随着

中国在欧洲被指定为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一点，这一举措使中欧之

间的贸易更加容易和自由。美国人再一次站在那里，威胁所有欧洲政府投票反对

中国加入欧盟。他们的成功，如果他们成功的话，将不会给美国带来好处，但会

伤害中国——这就是他们的计划。欧洲国家估计，如果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它们可能总共失去约60000个工作岗位，但另一方面，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增加将

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但美国人得到了一个所谓的非政府组织（美国控制的）欧

洲宙斯盾，顺从地估计欧洲将失去至少350万个工作岗位！这些都与贸易无关；

这只不过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欺凌，而美国媒体每天都充斥着大量仇恨文学，以获

得无知公众的公众支持。 

  

 

长期以来，北京对美国企业过于慷慨，给予它们税收优惠，允许对“专有技术”

进行慷慨估值，作为对合资企业的出资，等等。是时候平衡一下竞争环境了。中

国政府允许数百家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得相当好，而且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

都非常有利可图。现在是西方回报中国的时候了。公开市场规则应该平等地适用

于所有人。中国企业仍然面临着严重的贸易和投资壁垒，中国出口商面临着西方

国家对中国商品和服务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和关税的大幅增加，几乎都是在美国的

鼓励或要求下实施的。作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连续17年遭受所有国家中最

严重的贸易挑战，中美之间的大部分贸易摩擦都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商业性的，

美国人最常将“国家安全”视为一个问题。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达到美国阻止中

国企业海外扩张的目的。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是伪装得很薄的保护主义措施，

但很多都是严肃的。美国特别关注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进展，主要是因为美国已

经将这一级别的知识军事化和武器化，并希望阻止中国取得任何军事进展。正是

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国会最近批准了一项法案，禁止科学技术办公室和美国宇航

局与中国协调任何联合科学活动。如果这还不够的话，美国将中国从164个国家

的名单中排除在外，这些国家被美国授予了被称为“战略贸易授权”的新许可例

外。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多年来，即使是简单的PC微处理器也被禁止向中国出口。这

些产品或材料不必在中国用于军事用途，美国人只是想用任何可能的方法将中国

置于高科技的黑暗中。美国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限制“严格而广泛”，加剧了中

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它们还损害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因为美国国务院



对欧洲和其他国家施加了巨大的外交甚至军事压力（或威胁），要求它们效仿美

国。由于美国政府对向中国出口的2000多种所谓“高科技产品”实施管制，许多

美国公司对中国失去的商机和市场份额表示强烈不满。 

 

 

此外，包括华为、中兴通讯、海尔和中海油在内的许多中国公司的海外收购和合

并计划也因美国基于所谓美国“国家安全”主张的贸易限制而受挫。中国公司发

现几乎不可能在美国购买资产，也不可能在美国销售通信和其他高科技产品，因

为政府经常引用“国家安全顾虑”并禁止购买或销售。似乎购买和销售不足以满

足这种冷战思维，美国国会现在正在考虑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实施更严格的规

定，声称这些将给美国带来经济和安全风险。当然，美国也阻止了华为和中兴通

讯的投资，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也没有文件证明他们的间谍指控。 

 

 

华为最近失去了收购美国宽带软件公司（2Wire）的机会，因为美国政府根本不

希望中国公司购买任何美国产品。美国政府声称华为是一个“安全风险”，并扼

杀了此次出售——尽管该公司提供的资金比其他竞争对手多。像这样的案例很多

。中海油想在美国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但中国对一些油井的所有权——主要是

在亚洲——将再次构成“安全风险”。这是一个试图限制中国获得足够石油供应

的掩饰性决定。中国唐山曹妃甸投资公司被迫放弃与美国一家光纤制造商的合资

企业，因为这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家电公司Maytag正准备出售，并吸

引了海尔的出价，但由于安全原因很快被美国扼杀，一家美国公司出价超过海尔

20%，以确保该公司“不会去中国”。然而，美国公司——在其政府的强烈政治

支持下——要求“权利”来中国购买一切，但中国不允许担心自己的“安全风险

”。显然，有些事情需要改变。 

 

 

美国政府和媒体对中国“不按规则行事”提出无关紧要的指责和青少年指责，这

几乎是滑稽可笑的。什么规则？中国正在迅速了解这些经济伪善大师，这才是西

方媒体不断抱怨的真正原因。当其他人开始赢球时，在他们300年来利用你的同

一竞技场和规则下，规则突然变得“不公平”。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美国是最

疯狂的重商主义者，也是最凶残的掠夺者，利用各种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压力，

迫使每一项协议的规则符合其特定利益。但是，每当任何其他国家——有很多例

子——开始在他们自己的游戏中击败美国，按照同样的美国规则行事时，总是美

国人立即开始抱怨其他国家“不公平”，抱怨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按规则行事”

，并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哭诉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当然



，美国媒体会像一只饥饿的狗一样把它舔成一团，并将其反馈给大众，因此大多

数美国人认为中国真的不遵守规则。但美国总是违反任何规则，无视任何不方便

的法律。 

 

 

 

 

把你的垃圾留在家里 

 

移民是几个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实施的一个小而集中的经济殖民地。美国有

相当一段时间的掠夺性移民政策，旨在吸引和集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最优秀和最

聪明的人——以及现金，这些项目以慷慨的人道主义术语呈现，但科学家和研究



人员在西方国家中充当音乐椅，可能不会给任何国家带来任何净收益或损失，但

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才华横溢和富有者铺上红地毯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良性的

，而且会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负担不起这样的费用。 

  

很可能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几乎没有机会在母国从事研究或其他工作，但这一事

实只是掩盖更大现实的一种幻觉。这种移民永远消除了这些人对国内发展的潜在

贡献，不管他们的贡献有多小n、 事实上，尽管这些移民在国内的成就可能微乎

其微，但同样正确的是，如果没有他们，美国的成就也将微乎其微，经济也将陷

入困境贫富差距不会增加。许多移民到美国的人可能确实对有机会进一步发展自

己的事业感到感激，但这是从美国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的，因为美国个人主义忽

略了更大的社会损失。 

纽约自由女神像上的题词“给我你疲惫的、贫穷的、拥挤的渴望自由呼吸的群众

，你拥挤的海岸上可怜的垃圾”，对于Hallmark贺卡来说，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如果说它有真实性的话，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美国海岸上已经没有“可

怜的垃圾”了，而且已经很久没有了。今天，只有富有和有天赋的人才受到欢迎

。美国人被洗脑，认为他们的国家是最富有的，因为他们是最优秀和最聪明的，

但这从来都不是真的。几千年来，中国在发明、发现和创新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最近，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几乎在所有领域都超过了美国，除了战争武器

和欺诈性银行业务。 

  

还有另一类移民对美国的财富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是一些人所说的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科学大逃亡。但是，这次大逃亡并不完全符合为易受骗

的美国公众创造的神话。诚然，一些犹太科学家在战争期间离开欧洲前往美国，

但主要影响发生在后来。战后，美国政府将至少10000名德国科学家和大量日本

人转移到美国，但在几乎所有情况下，这些人都是战犯，因为他们的罪行而逃避

某些起诉，甚至可能死亡。大多数德国人过于突出，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被

隐藏在美国军队中，在那里，他们会吸引较少的公众关注，但随着记忆的消失，

他们会被释放。日本人也是如此。其中最著名的是沃纳·冯·布劳恩（Werner 

von Braun），他创造了美国的导弹和太空技术，但他们在军事事务、猥亵的人体

实验、酷刑等方面的技能还有很多，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军事机器所珍视的移民。

他们对美国社会和世界动荡的“贡献”之和只能猜测。 

  

通过卡特尔控制和控制财富 



 

 

在许多领域，美国通过保护主义和垄断政策利用其商业影响力，这些政策旨在填

补美国银行账户，同时耗尽世界。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美国一直以大宗商品卡特尔

而闻名，美国大公司控制和操纵石油等市场。1952年，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发

表了一份关于石油卡特尔的报告，显示有七家公司控制了世界85%的石油储量。

他们控制着所有主要的炼油厂和输油管道，确定了全球石油价格，并在它们之间

瓜分了世界市场。这些公司中有五家是美国人，另外两家是他们的欧洲兄弟。所

有人都在黑暗中工作，以消除竞争对手，保持对世界石油供应的垄断，分配和分

享生产区域，固定运输成本和销售价格，通过控制石油来主宰世界。即使在今天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满载的油轮停泊在海上，有时长达数月，等待利润最高的交

付时间。 

后记 

 



 

 

 

 

这些书只提供了美国政府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创造和维持国家财富的态度和

活动的一瞥和简要概述，而美国人通常将这些财富归功于他们的“民主”和美国

人的聪明才智，而这只是打开了一扇了解这些财富的某些来源的窗户。但即使从

这篇简短的介绍中也可以明显看出，美国之所以富有，不是因为自由或民主，而

是因为强大的军队、“丛林法则”掠夺性资本主义、白人至上的健康灌输以及历

史上的一些偶然事件。与所有以前的帝国一样，美国今天是富有的，因为数百年

来它抄袭、窃取、欺凌、监视、恐吓、入侵、殖民和掠夺弱国。 

  

美国既没有流行叙事所暗示的那么创新，也没有那么富有创造性，而且应该更加

明显的是，声称想要“公平竞争”或“公平竞争环境”仅仅是对大众的沙文主义

，代表着相当高的虚伪性。当我们剥开层层宣传墙，看看背后，我们发现几乎没

有证据表明美国在国际上表现得有任何荣誉感甚至正义感。美国的对外行为中几

乎没有公平或道德的东西，当然也没有什么体面的东西。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会感到沮丧和羞耻，觉得上面没有任何东西能唤起我的国家的自豪感。如此多

的美国人从他们的边缘成员中获得了爱国主义的光芒，这确实是一种愚蠢而单纯

的骄傲，几乎是可悲的，事实上，这是一个巨大而不关心的犯罪集团，甚至连他

们都受到蔑视。 



  

本书所涉及的领域主要与美国政府自身的行动和态度有关。关于美国财富的这幅

图景，还有更多与美国跨国公司的行为有关的东西，这些行为过于广泛，无法在

这里讨论。在后面的一卷中，我们将考察美国掠夺性资本主义宗教的态度、行为

和影响。掠夺性资本主义寻求在其他国家购买和杀死主要品牌，恰恰是为了消除

对美国公司的竞争。 

  

我在本书开头指出，国家财富和个人财富不一定一致，一个国家的某些部分可能

非常富有，而大多数则处于贫困状态。上面讨论的许多甚至大多数事件并没有使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变得富有，而是一种只占少数口袋的掠夺形式。贫穷国家

的殖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奴隶制是另一个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涉及或促进财富积累的行动并不是由美国政府本身采

取的，而是由那些从阴影中控制美国政府的人采取的，其中最明显的是美联储，

它不是美国的，而是由罗斯柴尔德私人拥有的，沃伯格和其他一些欧洲犹太银行

家。本章所列的许多行动或事件都是由于美联储的所有者，而且大部分都是他们

自己受益的。大多数战争扣押、日本的金百合花、白银和黄金购买法案、货币操

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都属于这一类。还有很多，我们将看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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