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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历史 

 

 

 

我很少对西方广泛流传的历史课本有太多耐心或同情。这是一条公理，即“历史是由胜利

者书写的”，主要是由西方殖民国家以色列和日本，他们的版本主要由粉饰的环境和捏造

的神话组成，其主要目的是掩盖关于人和事件的残酷和可耻的历史真相。这种历史修正主

义的证据并不难找到。日本学校的孩子们观看了中国农民在美丽的菜地里劳作时面带微笑

的视频，他们相信日本政府入侵中国和亚洲只是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这是情有可原的。

同样，英国学校的孩子们被告知，他们的国家在印度不是为了屠杀、殖民和掠夺，而是如

另一位作者所写，“教他们英语、良好的餐桌礼仪和复式簿记”。 

 

美国历史学家也是如此，他们的孩子们被教育说，美国在世界上漫游只是为了传播自由，

战胜暴政，使世界安全，实现民主，而对野蛮的军国主义一无所知，这种军国主义夺去了

数千万人的生命，使数亿人陷入痛苦。犹太儿童被错误地教导说，以色列是联合国创造并



授予他们的，他们受到迫害不是因为他们的罪行，而是出于偏见。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被

驱逐出这么多国家的真相。唯一一个面对其历史残酷方面的国家是德国，70 年来，德国

一直被虚伪的美国人和犹太人欺负，他们毫不留情地把德国当作海报男孩和鞭笞男孩，

而这些人大多是自己的罪孽，从而忘记了自己的暴行。如此多的美国和其他信息来源从

事最明目张胆和无耻的历史事实改写，为无知者传播神话。由于维基百科的犹太根源和严

重的意识形态倾向、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无耻的历史记录改写，维基百科已被证明实际上是

无用的参考来源。在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维基百科的一个条目声称摩根索计划“

很快被搁置”（事实并非如此），“西方盟国没有寻求战争损害赔偿”（美国洗劫了德国的

整个知识库，并没收了所有德国知识产权和专利，作为所谓的“赔偿”），美国利用马歇尔

计划重建德国工业（它没有这样做）。令人震惊的谎言很容易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西方

媒体和互联网网站似乎既不羞耻也不顾忌。 

 

也许每一个国家都会诉诸这种书面的历史清洗他们的灵魂，但也确实只有前殖民国家—

—美国和以色列——才会将这些行为推向极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只有这些国家才

有如此巨大的暴行要埋葬。代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非侵略性国家，大多是这一系列暴行的

受害者，几乎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也没有什么理由对自己的过去撒谎。尤其令人恼火的是

，美国人和犹太人都在指责中国没有为自己的历史错误而自焚，同时又方便地从当前的记

忆中抹去自己肮脏的历史。现在是世界要求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充分承认并解释他们自己

几个世纪以来对他人的暴行的时候了。诚然，日本和英国也需要对自己历史的野蛮性进

行强制觉醒，但至少这两个国家不会傲慢到对别人指手画脚，而忽视自己的残酷事实。 

 

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与大多数美国历史学家一样，对修正主义

抱有反感，并做出了一些很好的尝试来揭露历史事件的基本真相，而大多数美国历史学家

则是“精心挑选”美国历史数据的一部分，并用花枝招展的捏造来围绕这些数据，充其量只

是为了欺骗。他的真相是不可忽视的，但他在大学里的工作待遇主要是为了削弱和削弱他

的工作的影响。我将在这里重复两个简短的段落，报道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美国有

关的同一美国历史事件。这两段话事实上都是正确的，但只有第一段出现在美国历史书中

。这是一段引语，但我不记得出处。 

 

传统的美国版本是这样开始的： 

 

当哥伦布于 1490 年代登陆新大陆时，他发现当地人非常原始，没有书面语言，信

奉异教徒的宗教信仰，甚至连车轮等文明的雏形都缺乏。他们对西班牙的大型船只

、身穿闪亮盔甲的人和在西半球从未见过的骑马感到敬畏人们欢迎把基督教和文明

带给人民的西班牙人。" 



津恩的观点截然不同： 

 

 “哥伦布和他的部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奴隶突袭，将一千五百名阿拉瓦克人、妇

女和儿童围捕起来，放在西班牙人和狗看守的围栏里，然后挑选出五百个最好的标

本装上船。在这五百个标本中，有二百人在途中死亡。其余的人活着抵达西班牙，

被作为奴隶出售。”镇上的执事长报告说，尽管奴隶们“像出生时一样赤身裸体”，

但他们表现出的“不比动物更尴尬” 

 

津恩还应该提到，哥伦布的第一个活动是建立妓院，在那里他卖淫了大量青春期前的本地

女孩。由此，我们不会知道我们在读同一个国家的相同历史。但事实上，情况比这更糟，

因为尽管津恩的书可能出现在大学课程中，但美国教育工作者通常将津恩描述为“激进的

历史学家”，这实际上将他置于正常甚至理智的边缘。“激进”在英语中不是恭维。一家机

构承认，津恩的写作将“对相同的事件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但建议其学生“你不必相信

（这些历史事实），只需理解它们”。然后，它继续贬低自己国家的历史真相，建议全班

将“津恩的观点”与“更传统的”观点以及“其他解释”进行比较。 

 

我们能从这一点教育叛逆中得出什么结论？首先，津恩的观点非常极端，他的判断令人怀

疑，也许他的理智也是如此。第二，学生不必承认这些历史事实是真实的，只需接受这些

事实是一个人值得怀疑的观点。由此，美国学生被教导相信，历史不是对过去事件事实的

收集和记录，而仅仅是基于各种观点对情况的解释。因此，在美国一所大学的历史课上，

我们将了解到我们国家的一些令人痛苦和不快的真相，在教授的祝福下，我们将轻视这些

真相，并抛弃写这些真相的人。然后，我们将回到美国历史神话中的童话世界，因为我们

知道这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只是一个人的观点，而其他许多人的观点同样有效，所以我们可

以带着光环安然入睡，我们的道德优越性仍然没有受到挑战。欢迎来到美国，这片没有被

洗脑的土地。为了确保这种状况的持续，2013 年津恩去世后，美国各地的许多学者和政

治家都在忙着从历史世界中拍摄津恩的照片，并再次将页面变为空白。作为众多例子之一

，印第安纳州州长米奇·丹尼尔斯（Mitch Daniels）兴高采烈地宣布，“这名可怕的反

美学者已经死了”，公开称津恩的写作是“垃圾”，然后疯狂地试图将津恩的作品从各地的

图书馆和教室中移除。他说，“……在更多的年轻人被迫接受完全错误的历史版本之前，

我们如何摆脱（津恩的写作）？”但津恩的版本当然不是错误的。这是真的。但它攻击了

美国人的弱点，破坏了弥漫全国的迪斯尼卡通般的神话叙事。现实是，美国人不想知道他

们国家的真相。这种虚假而可悲的神话是维系国家团结的唯一粘合剂，这就是为什么津

恩的书现在被禁止在美国的学校和图书馆出版。 

 



 

当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如此雄辩地指出了“我们赖

以生存的大量谎言”，并问为什么像苏联这样的国家的罪行在西方如此广为人知，而美国

的罪行却几乎没有记录，更没有得到适当的记录甚至承认。美国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

的反人类罪行目录，涉及种族灭绝和屠杀、出口酷刑、掠夺和苦难，但所有这些都遭到

了沉默。正如品特所说，“……你不会知道它发生了。它从来没有发生过。即使它正在发

生，它也从来没有发生”。这段历史并没有真正隐藏起来，但它是从美国人的意识中，以

及从许多受害者社会的意识中被故意根除的，这些受害者社会曾遭受过这种修正主义的美

国神话。美国人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还强行改写了许多其他国家

的历史书。 

 

这种对真相的鲁莽态度在整个美国都很普遍，几代人的宣传和不断宣扬的历史神话甚至淹

没并蒙蔽了看似真诚和诚实的人。有鉴于此，我很失望地读到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华特

（Stephen Walt）的一篇关于美国例外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也受到了他所批评的那

些无稽之谈的伤害。在这篇文章中，沃尔特告诉我们，美国很幸运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真的），“更幸运的是”当地人口“不太发达，很容易感染欧洲疾病”。我相信沃尔特是好意

，但他的言论带有种族主义的不人道性，是淫秽的。美国人“幸运”的是，这个国家的原住



民没有武器来抵抗他们的灭绝，也没有药物来保护他们免受天花的蓄意引入，天花摧毁了

许多部落。这场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种族灭绝的机会和成功执行，归功于肇事者的

好运。这绝非哈佛教育的唯一缺陷。 

 

他声称，“美国从未征服过一个庞大的海外帝国，也从未因中国大跃进这样的暴政而导致

数百万人死亡……”？在过去的 200 年里，这个人在哪里？华特自诩的美国从未造成数百

万人死亡，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国，在他的国家里，超过 2000 万当地人中，98%的人被

消灭了。这一事实怎么会逃过哈佛教授的注意？美国通过建立残暴的军事独裁统治，殖民

和蚕食了近一半的已知世界，并对至少 1000 万人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其中仅越南、

老挝和柬埔寨就有一半死亡（华特故意轻描淡写为只有 100 万人），而在印度尼西亚，

又有数百万人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屠杀。中国因饥荒而死亡的部分原因可

能是一个错误，但美国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大陆灭绝了数千万人，这不是错误，而是故意“

安抚”了沃尔特似乎不知道的平民。然后，告诉告诉我们，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

本可以做得更糟。在一场真正令人震惊且盲目的基督教沙文主义展览中，沃尔特告诉我们

：“当然，美国比斯大林或他的继任者更有资格追求美德。”我不知道如何做到。 

 

他告诉我们“自 1850 年以来，美国已经打了无数次战争——开始了几次……”“无数”部分

当然是正确的——大约是 150 次——但开始了其中的“几次”战争？我很抱歉纠正他，但

美国发动了所有这些战争，而不是“几场”，所有这些战争都是无端的、非法的和不合理的

，显然是这个人所不知道的事实。他告诉我们，美国太愿意“讨好独裁者”是错误的，有证

据表明，他提到了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但与巴蒂斯塔、索莫扎

人、沙赫·雷扎·巴列维以及其他许多真正的病态杀手相比，穆巴拉克根本算不上什么，美

国并没有对这些人进行任何想象，而是招募、资助、安装和支持了几十年，并策划和参与

了数百万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中央情报局敢死队。沃尔特用一句可爱

的话掩饰了他国家历史上一连串肮脏而苦涩的真相，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美国有时对

一些不总是友善的人过于友好。 

 



 

 

Corpse of Aldo Moro discovered on Via Caetani 

在卡埃塔尼大街上发现的阿尔多·莫罗的尸体 

 

沃尔特接着发表了一系列令人愤慨的声明，告诉我们“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在二战后欧洲的

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北约完全是美国统治的

工具，马歇尔计划是出于自私而非慷慨。然后，在一阵傲慢的愚蠢中，他告诉我们，欧洲

人“至少应该像美国一样，为重建经济而获得同样多的信贷”。事实上，欧洲人应该得到所

有信贷，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复苏，而且是因为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了美国的殖民

统治。 

 

沃尔特？告诉我们“美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

，并（再次）提出了马歇尔计划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管理”作为证据。在这一点上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男人在抽什么。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美国创造的“和平与稳定”的证据

？越南中东？中美洲？韩国我不知道哪怕有一个证据支持这种说法，但我们可以举出几十

个甚至数百个案例，其中美国人只制造了不稳定、战争和痛苦。他声称，美国“在欧洲和

远东地区稳定了军事存在”。有什么证据？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欧洲会更加稳定，而远

东地区几乎每个国家都只遭受了苦难和屠杀，凝固汽油弹和橙剂。沃尔特从没听说过格拉



迪欧行动吗？这项由美国赞助的计划在整个欧洲制造了恐怖主义和屠杀，是为了挑起恐惧

和不稳定，并促成美国可控的右翼政府的成立。沃尔特的“稳定”证据在哪里？最后，沃尔

特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几十年来，美国被广泛认为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唯一重大威胁。 

 

他关于“创建和管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愚蠢主张也是如此。当然，美国人参与了这一体系

的创建，因为它是为他们的利益而设计的，但美国人并没有管理和维护这一体系，而是滥

用了它，违反了它的原则，直到它无法再运行，然后任意单方面地终止了它，从而导致所

有其他国家的痛苦和财政不稳定。在这场金融闹剧之后，正是美联储及其印钞机将整个世

界推入了一场毁灭性通货膨胀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外国持有的美元贬值了 95%，美联

储结束了这场危机，造成了近年来最突然、最恶性的衰退之一。沃尔特如此热切地相信的

稳定性在哪里？沃尔特在一份应获得诺贝尔胡说奖的声明中声称，美国通过“对民主和人

权核心原则的口头支持”，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诚然，美国对民主和人权以

及人类所知的所有其他原则的支持都只是“口头上的”，从来都不是真实的，但沃尔特实际

上告诉我们，美国的虚伪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我们从这里去哪里？ 

 

但这并不都是坏事。沃尔特不仅能够而且愿意揭露美国的黑暗面。他最后的一句话是这样

的：“最后，对过去半个世纪的任何诚实的解释都必须承认美国主导地位的负面影响。在

过去一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是温室气体的主要生产国……”。这种愚蠢的说法

被认为是美国最黑暗的罪恶终于暴露出来了？然而，评论这篇文章的美国读者很快就承认

了沃尔特在“历史丰富”的文章中的“洞察力”，称赞他是“美国最客观的人之一”。这个人是

哈佛大学最著名的教授之一，他在哈佛大学教授国际事务，并在那里担任了几年的系主任

。如果这是我们从哈佛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学校获得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水平，以及短视的

意识形态无知，那么美国较低的学校的教育质量如何？ 

 

事实上，问题早在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中就开始了，那里几乎从未报道过美国的犯罪记录，

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大大低估或忽视了美国的黑暗面。对历史的压制在教育内容清单上也

很重要，得到了美国司法系统的坚定支持。几年前，美国通过了一项新法律，禁止种族研

究课程，这些课程可能以任何方式“将美国或美国人描绘为入侵者、殖民者或压迫者”这些

同一种族学生的国家，例如来自菲律宾、越南、墨西哥或中美洲和南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学

生。事实上，法院裁定，如果美国历史讨论了美国的压迫或军事殖民，或者它可能会产生

“反美情绪或分离主义态度”，那么就不能教授美国历史。换言之，如果历史告诉了事实，

美国学校就不能教授历史。更糟糕的是，在少数报道暴行和侵犯行为的案例中，他们被那

些与事实无关的妄想和蓄意混淆少数仍能独立思考的美国人的企图所严重混淆和淹没。从

定居者抵达新世界的最初几天起，他们就从未打算培养任何人的思想，定居者要求他们的

孩子只接受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信仰。哈佛大学从来不是为了教育任何人而建立的。清教



徒建立这一机构的目的仅仅是在不受较不激进宗教监督的情况下，延续其宗教派别的教义

，并培养更多的牧师来进一步宣传这些渗透社会的主要异端宗教信仰。 

 

约翰·科齐（John Kozy）写了一篇发表在《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上的优

秀文章，题为《在美国学习而不提问：主日学校综合症》（ Learning With 

Questing in America:The Sunday School Syndrome），他在文中准确地概

述了一个事实，即美国的学校制度与爱国主义主张恰恰相反，即培养对军国主义神话的强

烈坚持，并压制分歧或异议。他告诉我们，大多数科目“都是由揭示的（宗教）真理组成

的，无法质疑”。美国教育系统培养创造性、想象力和独立思想的所有主张都是纯粹的宣

传和神话。在现实生活中，系统的设计完全相反。这就是 Kozy 所说的“主日学校综合症”

，它产生了“本质上是死胎的思想的顽固性”。 

 

 

你对圣经带了解多少? 

 

科兹声称，我也同意，今天的美国教育类似于学习圣经经文，这些经文没有受到质疑，本

质上也没有问题。在大多数美国家庭中，尤其是在被称为“圣经地带”的地区——我们嘲

笑地称之为“耶稣之地”——孩子们学习的几乎都是真理。同样不容置疑的态度适用于所有

学科，尤其是历史，但包括科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在这些领域，资本主义“模式”被视为一

种神圣的法律。科齐告诉我们，研究美国历史与研究圣经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批判性评价

是被禁止的。问不方便问题的学生会羞愧地沉默；呈现不方便真相的书被从图书馆撤下。

在美国，“独立思想”要么遵循规定的模式，要么受到谴责。他的观察是 100%正确的。

此外，这甚至不是秘密。2012 年，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在其政纲中加入了以下段落：“我

们反对教授……批判性思维技能和类似项目……其目的……是挑战学生的固定信念”。在美

国历史教学中，没有哪一部分像是在寻找真理，几乎所有的教学都融入了扭曲的美国版基

督教和幼稚的爱国主义。Kozy 说，教育者声称宗教思想是最难改变的思想，我也同意



。例如，大多数美国学校都不教授进化论，因为许多美国人把圣经故事当真，认为人类只

是上帝在一瞬间创造出来的，从未发生过进化论。这些人相信，并在他们的学校和教堂里

教导，地球只有 6000 年的历史。大约一半的美国人相信耶稣会很快返回地球，这一数

字与太阳围绕地球公转的人数相同。当我们将这种焚烧女巫的基督教与政治和其他宣传相

结合，这些宣传不仅污染了历史，也污染了大多数其他学术科目时，我们需要问，为什么

任何聪明的父母都想把孩子送到美国学校。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沙溪大屠杀。简言之，这是一次美国白人袭击了大约 200 名当地人的

事件，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按照白人殖民主义者的优良传统实施

暴行。据目击者称，所有当地人都被杀害并割头皮，包括两三个月大的哺乳婴儿。妇女和

孩子们的头都被砸了，而婴儿则被用枪托殴打，直到他们的大脑溅得到处都是。男人们在

她们还活着的时候用刀割开了所有的女人，包括孕妇，然后所有的尸体都被肢解了。美国



人从孕妇身上切下并保存了胎儿，不仅切除了当地人的头皮，还切除了所有女性的生殖器

肉和阴毛，以及所有男性生殖器，尤其是男性睾丸，用作烟草袋。死亡的胎儿和其他战利

品后来在美国的许多城镇展出，在那里，快乐的市民被这些暴行的无尽故事所陶醉。因此

，这并没有隐瞒，这只是数千起类似事件中的一起。 

 

美国学者在该国最受尊敬的学术期刊之一上撰写了这一事件，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一道德

暴行的事实，而是认真地讨论了在这场闹剧中被屠杀和致残的土著妇女应该被视为受害

者还是“敌战者”，因此她们应该受到惩罚。他们的意图仅仅是制造一个虚假的焦点，转

移人们对主要事实的注意力，让“专家”站在问题的两边，用无关紧要的东西来压倒问题。

当一个国家的主要知识分子在道德上如此畸形时，中小学的孩子还有什么希望？美国的

标准是，即使历史事实如此牢固，足以对抗争议，但仍经常受到无关事实的挑战，所有这

些都有助于淡化暴行，排除任何谴责。美国的许多暴行在其野蛮行径中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它们被故意扭曲、混淆，并以虚假的理由提出质疑，从而得出几乎不可能的结论。然后

，这件事被悄悄地搁置在一个黑暗的架子上，当美国人在他们国家的道德优越感中安然入

睡时，人们很快就会忘记它。 

 

感恩节是一个主要在美国和加拿大庆祝的节日，但类似的中秋节在许多文化中都很常见，

即使与宗教没有明显的联系。美国历史书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它们要么是第一次这

样的庆祝活动，要么是典型的节日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被教导，美国定居者和

一个或多个不同的土著群体和平相处，共同庆祝并感谢今年的丰收。在这些最初的庆祝活

动之后不久，同样的新美国人开始了对同样的土著兄弟的灭绝运动，这一事实给小学课程

带来了一些困难，在小学课程中，（白人）美国儿童经常被要求解释“为什么土著人似乎

改变了对定居者的态度”。但当然，这只是一种巧妙的方式，可以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受

害者。如果当地人真的对白人定居者“改变了态度”，那只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被热爱上帝

的基督徒灭绝了。 



 

 

关于感恩节的起源，没有告诉你的真实历史 

 

 “第一个感恩节”的真相，如果我们能确定一个这样的事件具有代表性的话，就不如教科

书中的神话故事那么和谐。这是一位负责任的目击者报道的典型庆祝活动，发生在 1637

年，一群白人定居者在现在波士顿附近的神秘河（Mystic River）将大约 700 名当地人

困在那里，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该地区的州长威廉·布拉德福德先生在他的

日记中写道：“看到他们在火中煎炸，血流成河，臭气熏天，但这场胜利似乎是一场甜蜜

的牺牲，他们向上帝致以赞美”。这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感恩节。（朱迪斯·莫里亚蒂） 

 

还有许多类似的事件，不是为了感谢上帝的丰收，而是为了庆祝对当地人的残酷胜利。

1704 年，美国州长约瑟夫·达德利（Joseph Dudley）宣布“感谢上帝赐予我们无限的

恩惠，使我们战胜了（当地人）对我们的远征，并将这么多人交到我们手中，取得了我们

对他们的胜利”。另一位心怀感激的基督徒写道，“上帝很高兴见到这些因德特人，他们病

得很重，死亡人数达到了 1000 人一半，其中许多人因为不想埋葬而腐烂在地上。”，居

民们砍掉了当地人的头，并像踢足球一样在曼哈顿的街道上踢他们。最终，如此多的美国



城镇创造了如此多的“感恩节”节日，以至于乔治·华盛顿总统最终为这些节日制定了时间

表，并宣布了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以此来感谢美国的上帝给了他杀死如此多当地人的机会 

 

 

 

 

美国重新崛起 

 

 

不要再有更多德曼斯普莱恩了 

 

自共和国成立之日起，美国人就表现出了几乎无限的宽恕和遗忘能力，尤其是对自己国家

对其他国家造成的无数暴行的宽恕，并迅速忘掉所有这些暴行。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对任

何其他人犯下的任何错误，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有着几乎无法磨灭的记忆，这是

一种精神分裂症般的慷慨，包括同等比例的选择性记忆和虚伪。乔治·奥威尔完美地描述

了美国人，他说：“人们认为行动是好是坏，不是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根据谁来

做，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暴行——酷刑、使用人质、强迫劳动、大规模驱逐、未经审判的监



禁、伪造、暗杀、轰炸平民——这在‘我们’一方实施时不会改变其道德色彩。（美国）他

不仅不反对自己一方所犯下的暴行，而且他有着惊人的能力，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些暴行。

" 

节目当局永远不会允许美国人忘记珍珠港或9-11事件，但他们自己政府犯下的大量错误

很快就消失在短期空白中，这是精心策划的宣传的结果，旨在确保美国的罪行和其他国家

的合法冤情从集体记忆中有效地抹去。 

 

当然，美国的暴行是在上帝的祝福下为传播民主和人权而犯下的，这是一个不小的好处，

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自我慷慨的另一个贡献者是自由。当美国政治-宗教基础出现巨大

裂痕时，媒体就展开了一场无休止的辩论，著名的出版物对每一个问题都持不同观点，以

确保公众头脑中的混乱。在一段时间后，当这些问题众所周知，并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但

完全没有解决，是时候继续前进了。这里没有其他可以看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开辩

论构成了对违法行为的一种惩罚，没有什么需要做的。在这一过程中，辩论从对犯罪本身

的讨论转向对允许这种讨论的制度的开放性的赞扬。事实上，开放性、讨论自由似乎是一

种赦免。 

 

当面对庞大的酷刑监狱网络和政府犯下的令人震惊的一连串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无数无辜

的被折磨致死的事实时，美国人被迫接受现实，同时立即陷入理性化模式。这些悲剧只是

反常的，不代表美国道德品质的不寻常事件，只有少数几个坏人受到了惩罚，无论如何，

美国只是在保护世界免受恐怖分子的袭击。为了增加味道，宣传机器提醒所有美国人，他

们的经历与政府试图掩盖的“压制性”社会中的过程非常不同，因为共和国历史上没有一个

美国政府试图掩盖任何事情。 



 

策划这些侵犯行为的领导人保持了政治权力，没有受到惩罚，监狱仍然开放，酷刑继续不

减，这一事实被忽视了。然后，节目开始了：酷刑罪成为了主要事件的一个小插曲，主要

事件是对言论自由的崇拜和对允许言论自由的民主的庆祝，随后，这些罪行从集体意识中

消失。这种错觉和失忆的完美结合是几十年精心编程的结果，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催眠师

和受试者都愿意参与这场游戏。美国人民不会抗拒这些制造出来的原谅和遗忘的机会。 

 

但还有更多。由于政府无意放弃其宝贵的酷刑制度，好莱坞像往常一样，承担了重新编排

叙事的任务，将酷刑纳入民主和人权的宗教定义。这些暴行还没有尘埃落定，一个新的美

国电视节目就出现了，其中有很多集都是主人公以善良的名义折磨嫌疑犯的故事。正如罗

恩·昂兹（Ron Unz）所指出的那样，“整个系列代表了一个受欢迎的、每周都在为更大

的利益颂扬政府酷刑的形象。纵观整个现代历史，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国家甚至是半文明国

家在大众媒体上公开庆祝其专业政府酷刑者的活动。”，最后的宣传工具是转向，一句简

单的“看看他。他更糟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导致了媒体对中国的指责，指责中国在西

藏犯下了错误，或者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不公正。这就完成了这个过程。 

 

当然，当违法行为针对美国人民自己时，这一过程并不像 2007-2008 年金融危机那样干

净整洁，并导致了工作、收入和住房的灾难性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在原谅他们的

系统背叛他们时就不那么草率了。但最近记忆中的大多数罪行都是针对其他民族和其他国

家的，这些罪行往往只会引起理性化和健忘。 



 

就美国政府而言，在证据确凿之前，美国政府当然会一直否认，但美国人民自己也被教导

，首先否认，然后理性化任何与他们的政治信仰相冲突的事件。他们很少会像现实一样面

对不愉快的事实。即使在理性化中，否认也是首要模式。如果你指出了他们国家存在的诸

多严重缺陷中的一个，他们就没有办法应对，而且通常无法面对他们童话般的自我形象与

他们国家和生活的现实之间的严重矛盾。当面对不方便的现实时，美国个人很快就会变得

守势、生气、闷闷不乐，而且经常好斗。基于无可争辩的事实的直接攻击会使美国人对现

实视而不见的机制失效，他们对政治宗教至高无上的内在信念，如果没有外来的军国主义

宣传的安慰和支持，就无法长久地经受住这样的攻击，这种宣传激起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

绪，强化了他们对获胜团队的错误归属感。 

 

2012 年和 2013 年，美国因嫉妒中国的高铁网络而陷入了痛苦之中，相比之下，美国摇

摇欲坠、事故频发的铁路系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当美国人显然无法复制中国的成功时，

他们将高速铁路重新定义为每小时仅 150 公里。这比中国 350-400 公里/小时的火车落

后了四代，但它们仍然无法实现。其结果是：通过独特的美国政治和宗教道德视角实现理

性化。“我们的慢铁网络是我们为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宗教自由等伟大成就付出的代价

。” 

 

一位互联网读者评论说，“美国未能实现高铁系统，并不是因为中国有更好的领导力、远

见、规划和执行能力，以及为了长期利益和更大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和少数群体利益的智

慧；而是因为美国人有民主和热爱自由”。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各级政府的争吵和优柔寡

断、幼稚的争吵、摇摆不定和最终瘫痪，这在任何一个理智的国家都是不可能的，这实际

上是美国的一个功绩徽章，证明了他们的政客们可以自由地发表不同意见。“所以，让中

国建造高速列车吧。他们拥有的列车越多，自由度就越低。美国人永远不会愚蠢到为了良

好的交通而牺牲自由，或者为了道路和桥梁而牺牲民主。”还有什么好说的？ 

 

正如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um）所指出的，不方便和令人不快的事实可能“过于接

近脆弱的美国小心脏”。许多残酷的事实对于那些不想被排除在黑客帝国之外的情感和精

神不发达的美国人来说太不舒服了。他们的整个社会和精神体制都建立在基于民族主义宗

教的心理胡言乱语的不稳定基础上，在这个世界上，真相成为一种无法承受的生存威胁。

尽管有宣传和灌输的力量，但这种头脑简单的无知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理解的。 

 

 



 

 

 

每当有令人不快的真相敲门向美国人施加压力时，他们就会使用否认、理性化和自我崇拜

的标准工具，然后重新启动系统，清除所有打开的文件中的数据，并清除历史记忆。然后

我们重新开始，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真相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但美国人

不像其他任何人那样能够如此大规模地自我欺骗。美国人是媒体为他们创造的童话世界中

的囚徒，这个世界阳光普照，他们永远善良、高尚、公正。他们真的无法面对自己存在的

真相，宁愿理性化和假装，面对压倒性的相反证据，他们仍然相信美国的道德至上。 

 

尽管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明显的破坏，但今天的美国人除了把自己裹在旗帜里，盲目拥抱

腐败和功能失调的多党政治制度、基于民意的低俗新闻、自我毁灭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

扭曲的基督教外，别无选择。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所谓的先进国家是如何将自己置于这

样的境地的，我们需要回顾过去的一些事件。 

 

 

 

 

 



后来事情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们回顾 50 年或 60 年，有些事情是不同的。不是在政府——美国政府一直是邪恶

的——但社会基本上仍然是无辜的。那是美国人社会保守的时代，所以我们既顺从又顺从

。人们和社会习俗趋于温和，极端主义立场不受欢迎。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称之为“建制

派”的组织对行为有很多限制，同时对社会偏见和不公正表现出极大的容忍。美国社会有

一种紧张的僵化，这种僵化是一致压制的。创新和推动社会变革在任何人的令人钦佩的特

质中都不算高。 

 

中产阶级不断扩大，我们变得更加物质化，但那时我们并不那么富有。如果我们想买东西

，我们通常必须为它储蓄，因为节俭仍然是一种美德，VISA 和万事达卡尚未成为普遍

价值。我们轻信了。我们有圣诞老人和牙齿仙女。我们对万圣节的糖果和苹果感到兴奋



。我们邮寄了数百张圣诞卡，并向班上的每个人分发了小礼物。我们看了《交给海狸吧》

，苏斯博士出版了《帽子里的猫》。 

 

我们有英雄总是保护弱者，他们遵循牛仔守则，从不打个子小的人，也从不先拔枪。他们

坚强、诚实、直率，处处与不公正作斗争。 

 

我们在《硝烟》、《阴影》、《超人》中有约翰·韦恩、马特·迪龙。我们有一些人表现出

了非凡的勇气或慷慨、耐心或美德，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要效仿的理想。我们有一种

羞耻感。我们没有把脏衣服挂在公共场所；我们把不愉快的事情留给自己，并没有在大

街上炫耀我们的极端主义或缺点。我们没有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她

只有一张肮脏的性证明，公开演讲能赚 2 万美元。 

 

媒体世界由数以千计的独立电视台、广播电台、杂志和报纸组成，它们大多报道了大部分

准确可信的新闻。新闻主播和编辑被信任能告诉我们事件的真相，我们常常相信他们所告

诉我们的。一种观点或编辑立场，无论多么偏颇或愚蠢，都会被认定为这样，并被视为一

种思考的立场。激进或极端的观点很少出现在这些页面上。偏见或意识形态倾向通常不受

重视，甚至受到谴责，因此得以避免。 

 

新闻是以事实编年史的形式呈现的。除了美国人巧妙的战争营销能力外，很少有虚假新闻

事件或伪造照片误导我们，独立的负责任媒体也没有试图通过选择性报道、事件审查或当

今令人厌恶的、以观点为基础的新闻报道来控制我们的思维。诚然，我们的政府经常会歪

曲政治情况，但我们知道他们的声明是不可信的，我们通常对其不屑一顾。 

 

警察是我们的朋友，正直正直；一个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在法庭上宣誓时还没有学会自

由撒谎，尽管他仍然会因为你不是白人而开心地开枪打死你。牧师、牧师、拉比经常受到

信任，“你可以告诉我，我是医生”是另一种狂热的信仰。当然，自巴比伦时代以来，银行

和银行家就贪婪贪婪；从未有过更冷的心。 

 

政治家从来都不值得信任。不是那时，也不是现在。他们总是撒谎，总是做出空洞的承诺

，几乎总是无能。在一个世纪以来反复进行的调查中，政客们在可信度和尊重度方面的排

名低于二手车推销员和妓女，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总是比银行家更

想要我们的钱，尽管银行家通常不会用精神诅咒来威胁我们。二手车销售员更优秀。他们



没有威胁；他们只是撒谎和欺骗，更像是政客而不是神职人员，让我们不安地认识到，政

客的直接盗窃比牧师的宗教勒索更合乎道德。 

 

在企业界，“短期”是五年；“长期”是 25 岁。只有鲁莽的人才会为了短期利润而牺牲长期

增长或稳定；事实上，相反的情况经常发生。股票分析师和基金经理并不那么丰富或强大

，也不是每个人都关心他们的想法。在没有普遍的推动股价上涨的冲动的情况下，没有一

家公司对冲击市场的预期发出了担忧的警告。管理层股票期权规模小且不多见，本身并不

是企业战略的驱动力。 

 

管理还没有演变成一种哲学科学，因此管理者往往是真正了解其行业和产品的人。 

 

 

 

我们没有 MBA 知道如何解决宇宙中的每一个管理问题，而对他们实际从事的任何行业的

产品或业务一无所知。我们没有人相信，所有的业务都是通用的，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猴

子看数字来管理——财务报表是大企业为数不多的通用项目之一——其他的是客户和警察

。由于我们没有 MBA 研究数据，劳动力还没有成为一种财政商品，一种本季度收入和支

出之间的平衡项目。 



 

人们不像今天那样可以随意支配，裁员很少，而且是不情愿的。感谢上帝，哈佛商学院-

又一个未受惩罚的反人类犯罪。 

 

 

另一方面，大企业总是掠夺性的，不道德的，更不用说没有国家了。没有一家西方跨国公

司对国家或人民的福利给予过关心；金钱是唯一的手段，即使是巨大的人员伤亡或一个国

家的经济解体也不会阻止他们。著名的“强盗男爵”家族，如洛克菲勒家族、卡内吉斯家族

和梅隆家族、阿斯特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著名的公司，如孟山都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

，当然还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的臭名昭著的撒旦崇拜者——这些都是美国历

史上的宠儿——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都是野蛮无情的狗娘养的。100 年前，通用汽车

公司使用了各种形式的胁迫和恐吓手段，除了谋杀之外，一手杀死了美国的电动汽车和火

车行业，收购并摧毁了近 1000 条美国铁路和电车的机车车辆，从而可以向他们出售汽油

发动机车辆。通用汽车应该因电气种族灭绝而入狱。 

 

 “多亏了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

学家，美国大商人很感激地得知，他们的行为无论多么不道德或腐败，实际上都造福了整

个国家。”他们通过慈善事业、资助博物馆、大学、医院和基金会，利用公关机构让我们

看不到他们残酷和掠夺性的商业行为的现实，这些行为摧毁了他们的道路上的一切，牺牲

了社会上的许多美好，所有这些都是以贪婪的名义。在美国每一笔巨大财富的背后，都

隐藏着更大的罪行。我们有权利，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似乎比其他人拥有更多。如果你



是黑人，你有权因为看白人女孩而被阉割和绞刑。如果你是中国人，你有权被驱逐出境。

如果你是一个摩门教同性恋异装癖者。。。好吧，你明白了。 

 

我们从未有过的一件事是和平。我们有韩国和苏伊士运河，古巴和海地，委内瑞拉和危

地马拉，越南。当年，美国忙于为其跨国公司蚕食世界，推翻了无数政府，建立了近 50

个残暴的独裁政权。但很少有美国人知道或了解真正发生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以“保护美

国利益”或“使世界安全以实现民主”为幌子。100 年来，我们目睹了不断的“解放战争”，

除了新解放者的名字外，没有任何变化。甚至死亡人数仍然相似——数十万人和数百万人

死亡，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要么是秘密社会主义者，要么不服从帝国主。对于那些被美国

军队毫无必要地残忍杀害的数百万人来说，他们解放的确切原因可能无关紧要。 

 

 

 

 

 

 

 

 

 

 

 

 

 

 



宣传机器 

 

 

宣传茶  强化了 Xanax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确实有政府宣传。天啊，我们曾经有过。在冷战期间，美国政府意识

形态上对共产主义这颗死亡之星即将毁灭宇宙的迫害是万无一失的。它确实无处不在，不

仅在新闻媒体上。在电视之前的时代，杂志是主导美国意识形态和塑造美国社会观念的强

大力量。亨利·卢斯（Henry Luce）的《时代与生活》（Time and Life）杂志等出版

物主要是政府宣传的意识形态喉舌，旨在总结和解读新闻，但最强调的是“解读”部分。《

生活》杂志特别介绍了世界上那些天真无邪的照片文章，这些文章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

杰作，重点是社会节目。吉尔伯特·格罗夫纳（Gilbert Grosvenor）将《国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发展成了另一篇相当肮脏的政治宣传文章，更为阴险的

是，它巧妙地、间接地诋毁任何国家或文化，使其不受美国的青睐，就像它今天仍然如此

。当时，所有美国传播媒体的创始人都来自同一所学校，在同一个社会中传播，与美国政

府和军队中的大多数右翼运动者一样，这是一个在过去 80 年中控制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

的小团体。 

 



成人出版物只是美国庞大宣传机器的一小部分；同样大的一部分是针对儿童的。华特·迪

士尼（Walt Disney）的“慕斯客”（Mousekeeers）作为对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

线防御而闻名，儿童电视节目如《Howdy Doody》和《Rocky&Bullwinkle》在美国政

府对苏联的宣传战中被无耻地大肆利用。一代又一代三岁的美国儿童被洗脑，痛恨“可怕

的共产主义者”。儿童漫画书和故事书通常是宣传的讽刺；在这场歇斯底里的意识形态战

争中，所有年龄段的儿童都被征召为小兵。这些狂热而爱国的信息几乎从一出生就灌输给

了所有美国儿童，在他们成年后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偏执狂和盲目而不可救药的意识形态

，这彻底洗脑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这种情况在今天仍然很明显。 

 

 

 

儿童漫画被美国政府大规模劫持，目的是向几代儿童灌输思想，让他们害怕那些只想窃取

信息或控制国家的坏非美国人。所有这些以儿童为导向的宣传的主要目标是将美国及其盟

友呈现为完全正确的，而所有其他人则完全错误，“其他人”呈现为亚人类和完全邪恶。华

特·迪士尼是这家企业的一个主要工具，他与美国政府签订合同，制作儿童宣传漫画，为

战争提供支持。“这些动画宣传片中最著名的是一部名为《死亡教育——纳粹的制造》的

漫画，讲述了一个无辜的男孩经过多年的洗脑变成野蛮士兵的故事”，但事实上反映了美

国政府对自己的孩子采用的相同程序。这种灌输所造成的刻板印象和种族联想将在战争之

后持续很久，美国政府一直将全体人民定义为国家的敌人。由于自然宗教激发的种族主义

已经在美国盛行，所有人都容易受到这种宣传的影响。 



 

 

 

在美国政府较为典型的宣传项目中，有杂志广告告诉女孩，如果她们不把贞操留给婚姻，

她们就是“把贞操交给一个共产党员”。或者：“在共产主义的眼中，孩子只是被扭曲成一

个形状：不虔诚，不懂道德责任，缺乏知识诚实，是国家的产物。”或者这一个（我最喜

欢的一个）：“他们不理解我们对孩子的爱。他们甚至没有用他们的语言表达出来”。美丽

的受到这些宣传攻击的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任何与美国叙事不同的政治或宗

教意识形态都会成为攻击目标，其他国家、种族和文化也是如此。 

 

美国的宣传不仅在谴责“他者”方面是消极的，而且越来越先发制人，试图在国内人口中灌

输一种政治/社会/宗教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是永久性的，并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控制

，其主要目标是最年轻的一代。全世界从未见过如此泛滥的应受谴责的政府宣传，即使是



来自旧苏联。由此，整整一代美国人开始鄙视世界上其他 96%的人，而从未了解他们反

对什么或为什么反对——这种无知一直存在至今。 

 

 

 

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开始，一直到今天，美国一直在进行一场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战争，这场战争主要是由无知和天真的美国公众的恐惧所引发的。约瑟夫·麦卡锡（

Joseph McCarthy）或许最能体现这一点，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参议员，他利用

自己的权力向政府和普通民众灌输恐惧，并实施了任何国家都存在的最广泛的侵犯人权项

目之一。 

 

麦卡锡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其驱动因素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真正和非理性的恐惧，就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而言，这在美国内外都造成了灾

难性的后果。当俄罗斯封锁柏林时，美国几乎歇斯底里地反共产主义，导致了迫害、审查

和广泛的侵犯人权行为。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无情的迫害，“异见人士”仅仅因为被怀疑是社

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同情者而入狱。“那些被指控的人通常被剥夺了查看针对他们的证据

的权利，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没有被告知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几乎没有律师愿意为这些受害

者辩护，因为美国法院通常会将律师和他的当事人一起监禁。” 

 



无数出版物被认定具有颠覆性；成千上万的书名被禁止和烧毁，职业生涯被毁，生活被毁

。超过一半的美国家庭被要求通过“忠诚度审查”，这将决定他们的就业能力，当然也决定

他们的自由。任何暗示或指责一个人倾向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都会使他立即失业。许

多人失去了工作，职业生涯遭到破坏，甚至被监禁，根本没有证据。 

 

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FBI）广泛使用非法卧底行动骚

扰公民，并经常植入伪造文件，以制造对目标个人的怀疑。任何自由主义改革的建议，如

童工法，都被贴上“共产主义阴谋”的标签，并被扼杀。在这整个时期，美国是一个极权主

义的法西斯警察国家，公民们互相监视和监督，互相通报，摧毁彼此的生命。不久前，

当美国还在骚扰和监禁成千上万完全无辜的人时，今天的美国人批评中国监禁“持不同政

见者”，这几乎是一个坏笑话。 

 

一年，当一群美国公民提名一位前美国副总统在新的“进步党”下竞选总统时，一家美国全

国性报纸迅速公布了 1000 多名支持者的姓名、地址和工作地点。其中许多人很快失去了

工作，被工会或专业协会开除。大多数人甚至被剥夺了所有的社会保障福利，他们的孩子

经常受到虐待和骚扰，许多人经历了无数形式的社会报复。在美国，一个自由和独立思

考的国度，一个“珍视”异见人士的国家，人们不会在不付出沉重代价的情况下偏离标准叙

事。 

 

麦卡锡参议员去世了，冷战结束了，但这种心态至今仍在美国，那个时代为对抗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而建立的国家安全机制仍然存在。这种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不合理右翼

恐惧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动力，仅仅提及它就足以对任何国家造成持续的冷战式攻

击。事实上，中国仍然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这足以让美国重现同样的非

理性恐惧和情绪。 

 

任何温和的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都会让美国右翼陷入疯狂。在最近美国青少年关于医

疗保健的辩论中，对这些提案最具破坏性和最严厉的批评是，它们是“社会主义”的，美国

将成为“社会主义的温床”。加拿大经常被美国右翼媒体鄙视和诋毁为“社会主义保姆国家”

，这仅仅是因为加拿大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麦卡锡主义在美国仍然存在，除了名义

上的，右翼政客和资本主义极端分子继续以大多数美国公众的无知为食，激起群众对他们

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的意识形态的恐惧。 

 

今天，很少有美国人熟悉麦卡锡时代及其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导致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

，但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被揭露。美国喜欢用人权和言论自由的道德辩护作为楔子，将希拉



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新“公民社会”大炮推向其他国家，以破坏和破坏其政府

的稳定。限制这些秘密组织的活动将招致美国媒体的猛烈抨击，并暗中威胁要进行天谴。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这样的境地。但就在不久前，美国发现自己正处于这样的攻击之下，尽

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美国对这些外国煽动叛乱企图的反应是有启发性的。 

 

第一个非美活动委员会成立于 75 年前，目的是调查当时在美国流传的所谓颠覆性宣传，

并保护美国公民免受“旨在颠覆我国宪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的外国恶意宣传”。它旨在将“

无情宣传的聚光灯”投射到外国政府的宣传代理人身上，旨在“揭露他们，并向公众通报宣

传和支付此类外国宣传传播费用的来源”。该法案指出，秘密对这些外国资助的颠覆活动

的成功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迫使他们公开。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其目的是禁止对外国代

理人的任何政治活动进行保密。该法案旨在为外国来源的信息贴上标签，以使我们的人民

不会被认为这些信息来自无利害关系的来源的信念所欺骗”。 

 

在美国境内运营的任何外国组织，甚至是来自国外的组织，以及“由外国或其代理人直接

或间接全部或部分资助或协助的任何组织或个人”必须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必须记录其确

切活动和所有资金来源或其他援助的详细情况，并定期向当局提交。此外，所有这些组织

或个人的所有通信都必须被明确标记为“外国宣传”。 

 

这项立法的大部分内容今天仍然存在于美国，联合国活动委员会本身也是如此。在过去的

几十年里，美国人从未对这些对公民社会的广泛限制表示过丝毫歉意，也从未理会外国政

府对这些规定的抱怨。此外，美国人从不羞于用关于其他政府制度或叙事的虚假和散布恐

惧的宣传来淹没他们的国家，以防止美国人民对替代的政府方法产生兴趣，更不用说对替

代方法的理解了。美国人在做对美国最有利的事，其他人都可能会下地狱。 

 

要问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可以严格限制所有与美国民主宗教相抵触的

外国赞助的政治活动，而其他国家也不能同样限制美国人的颠覆活动。对鹅有益的东西

对公鹅有益。 

 

如果中国今天试图限制美国在中国境内的大规模干涉，美国人已经准备好了对侵犯人权的

呼声和对言论或集会自由的指责，但美国人并不羞于对威胁他们的外国人实施同样的侵

犯。虚伪对美国人来说是很自然的。美国的叙事神话是，这些民间社会团体可以帮助中

国管理一些社会需求，但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全部目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社会性的。它

们是美国政治大规模毁灭的新工具，需要被视为如此。任何其他观点都不仅天真得令人

无法原谅，而且极其危险。 



政治灌输 
  

 

  

  

 美国人不认为中国应该采用美国式的多党政治，因为这是一个好制度，甚至因为他们认

为这是一种好制度。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无法知道一个系统是好是坏。相

反，他们被欺骗了，他们的整个信仰体系和一套价值观被认为是世界的默认位置，代表

着宇宙的自然秩序。他们假定根据这种政治宗教来衡量世界。 

 

 一位美国人写道：“我真的听腻了民主。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说，也许西方风格不适合这个

国家，或者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民主。那么，请告诉我，一个国家什么时候终于准备好

民主了？”我们不禁同情这个可怜的傻瓜。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沮丧。对他来说，美国式的

多党政治是人类的自然条件，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这是不言自明的。他萎缩的智力无

法想象对他的问题的正确答案是“好吧，也许永远不会”。他很宽容，建议耐心。我喜欢这

个人。“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意识形态并不适合所有人。中国人仍在向上发展，如果

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社会，美国式的民主就不会奏效。”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国人无法接

受民主，因为他们仍然是原始人，刚刚迈出了从幼年走向美国主义的第一步。那些拒绝

我们制度的人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不合适、功能失调和腐败，而是因为他们没有

受到足够的教育。 

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8900/


 

 如果我们把烟吹散，政府体系中没有绝对性是不言自明的。君主制可能是一个完全可以

接受的制度；拥有一个国王并没有本质上的错误。当然，如果国王是明智的、仁慈的、负

责任的，那就更好了，因为如果他是邪恶的、腐败的，只对借来的钱发动战争感兴趣，那

么这个国家就会变得一团糟。但这也是美国今天一团糟的主要原因——因为它的政府和领

导人都是邪恶、腐败的，只对借钱发动战争感兴趣。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商业领域，关键

特征都是领导者的性格。 

 

 其他形式的政府或社会组织，即社会主义理论，从未以公正甚至明智的方式向美国公众

展示。没有关于相对优势或劣势的讨论，也没有关于成绩的比较记录，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所提供的视角极为狭隘，任何社会主义的阴影都呈现出政府过度控制、独裁统治和某种

形式的邪恶的形象。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在美国阵营或不受美国控制的地区，都以社会主义

颠覆、残暴和对世界统治的渴望向美国儿童和成年人展示。 

 

 事实上，整个社会政治格局都是由美国媒体与政府合作创造的政治化言论构成的。与普

通美国家庭的田园诗般的画面不同，他们的2.4个孩子住在房子里，房子里有白色的尖桩

篱笆，院子里有绿草，书籍和电视节目将美国以外的世界描绘成“悲惨和可怕的地方，照

片上有营养不良的儿童和被轰炸的城市“。其他国家野蛮野蛮，他们的公民在一个绝望的

灰色世界里过着绝望的灰色生活，被描绘成不虔诚、欺诈、邪恶的无人机，煽动动乱和革

命。从来没有对问题进行陈述或公平的讨论；其目的从来不是教育或宣传，而是灌输、媒

体和出版内容，所有内容都来自同一政治宗教议程。”电视节目和历史书读起来更像是沙

文主义的说教，而不是历史或时事的事实：“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从一个大陆到另

一块大陆，自由民族的孩子们将暴政的力量从地球上移开”。美国的宗教和政府一样热切

地乘坐着这辆马车，人们被教导反共产主义或反社会主义是与上帝自己的联盟，美国注

定要通过上帝的任命成为世界的救世主。 

 

 美国前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写道，美国人不仅将自己的权力

误解为美德，还进一步将想象中的美德误解为上帝眷顾的象征，赋予美国独特的责任，让

世界变得更聪明、更幸福、更富有。换句话说，把每个人都重塑成美国人。美国前国务卿

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表示，美国是“一个依靠上帝的恩典而存在的国家”。赫

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写道，“我们美国人是被选择的人民，上帝已经从

我们的种族中注定了——人类也期待着——伟大的事情。”这对年幼的孩子来说是不可能

的，在这场持续不断的宣传战的冲击下，发展一个现实而健康的世界观。尽管相反的政治

哲学被立即驱逐为不虔诚、野蛮和好战，但美国的经历被描绘为利他主义、人性、道德和

法治。美国儿童被教导他们的政府反复上演的军事闹剧受到了上帝的启发，美国像西部电



影中的牛仔一样骑马前往救援，因此当美国军队再次发动解放战争，又杀害了 300 万平

民时，公民们默认了这一点，他们对自己美德的信念得到了加强。 

 

当然，历史是这一代人漫长的国内宣传战的受害者之一，因为美国人自由地删除了他们行

动中经常发生的野蛮不愉快，并将历史事件简化为简单化的声音字节、真实事件的漫画，

创造了无数流行的神话来吸引国内观众，并永远保护美国人不受自己存在的真相的影响。 

 

 

华盛顿是奴隶主。黑人是奴隶。 

Source: https://justseeds.org/remember-history-remember-relevance/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今天以哥伦布日假期在美国各地受到

尊敬，甚至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了支持他们的叙述，美国人创

造了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Isabella）典当皇冠珠宝以资助其探险之旅的神话，但这些都

不是真的。哥伦布的真名是克里斯托博尔·科隆（Cristobol Colon），是一名犹太奴隶

贩子，由富有的犹太商人资助。哥伦布发现新世界后，开始了一项覆盖整个美洲的种族灭

绝计划，灭绝了无数人，包括整个玛雅、印加和阿兹特克文明，以及加勒比印第安人和

98%的美国原住民。以他的名义庆祝国庆节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淫秽行为，但对美国人来

说却不是。对他们来说，哥伦布创造了“自由”。 

 

美国总统作为一个阶层，构成了美国历史上一些最无耻的神话，当他们大多是种族主义的

种族灭绝暴徒时，总是以智慧、人性和伟大的光辉呈现。是伟大的乔治·华盛顿指示他的

军队“从臀部向下剥下土著人的尸体，以制作靴子或紧身裤”，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奥多

https://justseeds.org/remember-history-remember-relevance/


·罗斯福则更糟，他告诉美国人土著人的生活“和野兽一样毫无意义、肮脏和凶残”，美国

对他们的灭绝和对他们土地的盗窃“最终是有益的，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代又一代小男孩喜爱的美国拓荒者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被塑造成了道

德模范的典范，孩子们被教导他在阿拉莫与“自由的敌人”作战。他他妈的做了。克罗克特

不过是一个扩张美国帝国的凶残暴徒，他为了杀死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而死，就像他以前

对待当地人一样。有许多所谓的美国英雄，他们大多是从复活的无名黑帮的尸体中创造出

来的，并突然灌输了基督教道德，成为一部分基督教士兵，一部分是典型的美国人。 

 

为了让神话故事更容易渗透到肥沃而天真的人民的小头脑中，美国发明了沙文主义，这

是一种狂热而病态的错误信念，即你、你的国家、你的制度、价值观和信仰远远高于所

有其他人。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告诉他的人民“按照美国宪法

生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特权”。美国记者迈克尔·赫什（Michael Hirsch）写道

，美国的全球统治是“许多、许多世纪以来，可能是有记录的历史上，世界收到的最伟大

的礼物”。美国极右翼专栏作家安·库尔特（Ann Coulter）称美国士兵帕特·蒂尔曼（Pat 

Tillman，你将在本系列的其他地方见到他）为“一位美国原创者：善良、纯洁、阳刚，

只有美国男性才能做到”。大多数人读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后都想呕吐，但对美国人来说，

这是现实。 

 

当一个社会用政治童话和神话、民族主义口号和宗教修辞来代替历史事实时，它扭曲了一

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历史现实，这就是当今美国的真相。我们有一代又一代人，他

们采用了大量的虚假形象和政治宗教神话来代替他们国家的事实知识。好莱坞是最糟糕的

罪人之一。电影是政治宣传和错误信息最有效、最广泛的传播者之一，导致几代美国人相

信虚构的漫画。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不反映现实，任何有历史参考的都不反映历史。 

 

众所周知，无数美国战争电影之所以如此逼真，制作精良，是因为好莱坞可以免费获得整

个美国军事机构，而军方往往为此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在海上的航空母舰上拍摄数小时的

场景，有几十次起飞和降落，并不便宜，但电影制片人的唯一成本是将剧本交给军事审查

人员，后者通过将国家的部分历史转化为政治、宗教和道德寓言，牺牲了历史的准确性。

电影观众被误导，认为他们正在观看一部纪录片，制片人向他们的公众保证忠实地再现了

“只有名字被更改了”的现实，但这一直都是无稽之谈。也许其他国家也这样做，但美国人

完善了这一过程，以至于历史电影几乎与真实事件无关，本质上是虚假的宣传电影。在许

多著名的神话中，有一种说法是美国独自赢得了欧洲战争的胜利，从而拯救了世界，而事

实是，大部分负担都由俄罗斯承担，美国的进入主要是因为掠夺了尸体。 



 

另一个被美国建制派大肆宣扬的神话是，美国是“世界民主的兵工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一直在为欧洲（和加拿大）的防务买单，随处可见的美国军事基地的维护就是明证。

当然，美国从未为任何人的防御付出过代价，因为欧洲和加拿大都没有受到美国以外任何

人的攻击。美国军事基地的扩散被迫进入欧洲，以确保美国的统治，而在任何意义上都不

会保护任何人。美国人坚信，美国在台湾、韩国和冲绳等地的基地是为了保护当地人民，

而不是为了加强美国的控制。这种巨大的无知持续存在，因为美国的宣传机器只提供神话

和声音字节；它从不提供事实、信息或细节。 

 

当电影和电视将宗教民族主义和政治修辞融入到为大众提供的服务中时，整个人口就会被

误导（如预期的那样），历史和现实都会扭曲和扭曲。正如一位作者所强调的那样，我们

期望政治家或宗教人士展示他们的个人价值观和立场，但当这种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及其

所有伴随的价值观都被娱乐所掩盖时，观众很少意识到这种宣传，也倾向于相信其准确性

。他们也倾向于无意识地采纳所宣扬的道德原则。几十年来，这是塑造美国人思想的一种

主要方式，这个过程以更加复杂的形式持续至今，就像最近关于奥萨马·本·拉登被杀的愚

蠢电影神话，以及许多有趣但历史上虚假的珍珠港和越南战争故事一样。 

 

最近的另一个例子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对林肯、奴隶制和美国内战的不可原谅的歪曲描

述。正是罗斯柴尔德的巴林银行为奴隶贸易提供了资金，而且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很多

奴隶贩子都是犹太人。此外，我们有充分的文件证明，正是欧洲犹太银行家激发了美国社

会与奴隶制相关的裂痕，挑起了内战。在这种背景下，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是对真实事实的

一种特别令人反感的虚假和虚构的描绘。一位专栏作家指出，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黑人太

多，犹太人太少”。结果是，数以千万计的易受骗的美国人将带着对国家历史关键时期的

完全错误的认识走向坟墓。对于其他国家的公民来说，这一独特的美国进程一直是显而易

见的，许多人表示担心，将年轻儿童作为目标并暴露于这种普遍的政治灌输会对他们的发

展有害——事实证明是如此。 

 

课本是一样的。美国作家詹姆斯·洛文（James Loewen）根据他对美国历史主要教科

书的回顾，写了一本有趣的书，书名为《我的老师告诉我的谎言》，他认为这是愚蠢乐

观主义、盲目爱国主义和错误信息的“尴尬混合物”。标题足以猜测宣传内容的基调。“希

望之地，美国之路，美国民族的崛起，生命与自由，自由的挑战，美国的胜利，伟大的共

和国”等等，都挂满了美国国旗。套用某人可爱的表情：在中国，一本化学课本的标题是“

化学原理”；在美国，这是“打击电子暴政：分子的崛起”。这种幼稚的政治-宗教意识形态

充斥着美国的一切。 

 



 

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获得者 

弗朗西斯·菲兹杰拉德 

湖中的火 

在越南的越南人和美国人 

 

 

我查阅了许多关于许多主题的美国教科书，并得出结论，小学文学书和故事书可能是最值

得谴责的，因为它们无耻地改变了美国所有媒体上存在的政治和宗教宣传。只有美国人展

现美德和英雄主义，只有他们展现正义和慷慨，同时战胜全世界的无知和邪恶。美国作家

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对美国历史教科书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根据这些书，美国对世界其

他地区来说是一种救世军：纵观历史，它除了向贫穷、无知和患病的国家提供利益外，几

乎没有做任何事情。美国总是以一种无私的方式行事，总是出于最高动机；它给予，从不

索取。一位作者指出，“与其知道那么多不真实的事情，不如不知道那么多事情”。 



 

美国人除了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之外，还对其他国家和文化采取了这种做法。他们的第一

次主要殖民尝试是第一次入侵菲律宾，之后他们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菲律宾，随后立即精

心挑选了美国历史、文学和宣传材料。他们花了数年和无数个小时来确定最好的方式来宣

传整个国家的人民忘记自己的过去，尊重他们现在的殖民地位，学会崇拜美国人。美国对

许多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就像英国对香港采取的做法一样，改写了国

内历史书籍，将这些国家的英雄、传统和摆脱美帝国主义的自由希望从人们的意识中抹去

。 

 

你读过伊拉克的故事，不会对伊拉克人对美国占领者的仇恨感到惊讶，但美国的宣传机器

并没有在这里闲置。在过去十年中，美国政府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撰写宣传和灌输文章，并

支付当地媒体的费用。美国士兵被授予威廉·布鲁姆所称的“谈话要点”，以帮助他们向当

地人传播美国基督教福音。“我们不是一支占领军。我们是一支以价值观为基础、以人民

为中心的团队，努力维护所有人的尊严和尊重。我们正与伊拉克政府作为合作伙伴一起向

前迈进，为伊拉克儿女建设未来。我们将帮助我们的伊拉克合作伙伴建设新的独立国家，

并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鉴于伊拉克的残酷事实，这种宣传是应受谴责的，

那些宣扬这种宣传的人应该被枪毙。 

 

 

大多数美国的教育和娱乐，甚至电视广告，都遵循同样的宗教政治化、灌输和宣传模式。

美国人总是道德高尚，在一个没有灰色阴影的世界里为上帝而战。而且情况比这更糟，

因为任何社会如此大规模地操纵公众舆论都需要政府、军方、商业、媒体、广告、出版



、娱乐和其他行业的合作。控制精英们都必须一心一意地阅读同一个剧本，才能完成这

项任务，而对于所有这些玩家来说，任务蠕变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 

 

根据利普曼和伯纳斯的说教，这些完全虚假的历史神话不断被程序化传播，其自然和计划

的结果之一就是破坏了知识独立。美国人被宣传和编程为用同一双眼睛看世界——他们的

主人希望他们透过这双眼睛看。与美国主张的自由和独立思想相反，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变

得至关重要，独立思想家、持不同政见者和持不同意见者往往会立即被排斥。这方面最好

的例子之一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他是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多产作

家，也是美国大部分制度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乔姆斯基已被美国政府和媒体列入黑名单

。一位作家指出，他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他的书在哪里都找不到评论；他广泛参加的公

开演讲显然从未发生过。这名男子因敢于批评意识形态叙事而“消失”。在美国，向错误的

上帝祈祷是危险的。 

 

美国人决不会愚蠢到允许外国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大学任教，并推广其他政府或经济体系。

美国的言论自由意味着保持在规定的叙事范围内。偏离这一点，你会很快发现自己被排斥

、失业和失业。严肃地提出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政治宗教的优越性，在没有道歉或追踪的情

况下展示其优势，这将从知识界消失。要向美国大学生真实地展示中国一党政府的多重优

势和整体优势，那就是要求解雇。同样，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批评资本主义，但如果你偏离

了对自由市场、放松管制和缺乏监督的美国掠夺性福音的赞美，你就完蛋了。你可以自由

地谴责政府对平民隐私的侵犯，以及美国国内日益令人恐惧的监视，但同时你也会继续

赞扬（越来越不存在的）自由和人权，这对叙事来说是如此珍贵。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政府可能不会伸出援手，事实上也可能不必这样做；该机构本身将

认识到固有的危险，并将你驱逐出境。你被解雇的原因永远不会被直截了当地讨论。大学

会声称“学生对他的课兴趣不大”，或者会对你缺乏专业精神进行含糊其辞的指责，或者质

疑你的能力，但你肯定会被解雇，其他学校也不会聘用你。在美国，你不会偏离叙事而

生存。异议渠道确实存在，但受到严格限制，必须采用经批准的格式。在美国，批评民主

是允许的，甚至可以严厉地批评民主，但我们必须以这样一句话结束：尽管民主存在种种

缺陷，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只有被操纵的异议才被允许。在美国，真正的抗议

一直被认为是颠覆性的、不爱国的和煽动性的；目睹越南战争抗议者，尤其是大学生，

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被当局枪杀。 

 

如今，这种对异议的审查更为强烈。历史证据确凿地表明，单党政府在创造快速发展方面

比日本、台湾、韩国、中国和香港等选举民主国家要成功得多。1998 年，约翰·温德斯

（John Wenders）写了一篇文章，我在这里引用这篇文章：“哈佛商学院邀请了一位



杰出的香港商人菲利普·托斯（Philip Tose）发表演讲。演讲结束后，托斯先生被问到为

什么他认为香港繁荣而印度萎靡不振。托斯先生回答说：“一个词：民主”。当然，教员们

都惊呆了，争先恐后地与托泽先生对这位民主偶像的质疑撇清关系。学院院长金·B·克拉

克（Kim B.Clark）发表声明称，这位商人的言论“与我本人和哈佛商学院学院的观点完

全不符”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就到此为止。在美国，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你不偏离

叙事。事实上，这并不完全正确。你可以流浪，但你可以在这样做中与你的生活吻别。 

 

 

 

强烈的民族主义是这种普遍、不可避免和永久的灌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

国旗无处不在的原因。它在教堂、家门口、办公室、店面、学校和大学校园里，作为一种

无声但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强化。只有在美国超市，你才能买到印有美国国旗的“自由”卫

生纸。美国国歌到处都在唱，《效忠誓词》每天都在朗诵。布朗大学的大卫 ·克策（

David Kertzer）写道，“效忠誓言是极权国家的标志，而不是民主国家。除了美国，

我想不出有哪一个民主国家有效忠誓言。”看到一排排机器人把手放在心上，这不是一种

令人欣慰的经历，对国旗表示敬意，并无意识地宣誓效忠于本质上是犯罪行为的企业。

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信仰、自由和民主都是美国宗教的一部分。这一民族宗教的媒体

无处不在。在球赛上，甚至在数百甚至数千个地方，人们聆听祈祷并唱国歌，这是对他

们政治信仰的重要强化，表达了他们的国家及其价值体系受到上帝祝福的信念。 



 

爱国主义、政治宗教灌输和强化美国所谓的价值观甚至在街头，从字面上看。我们有独立

大道、自由大道、民主路、自由巷。如今，甚至可能有一条独裁大道，就在酷刑收费公路

的北边。我们有自由购物中心、自由公园等等。几乎所有的美国广告都利用了这种洗脑

式的宣传。德国人销售优秀的汽车是基于质量、可靠性和良好的工程设计。美国人出售

蹩脚的汽车是基于自由和掌控你的生活。感知是一切，实质是一切。逃离叙述是不可能

的。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如此大规模地进行政治宗教洗脑宣传。美国的爱国主义既不是

自然的，也不是自发的；它从一出生就被计划、编程并灌输给所有美国人，至少是所有美

国白人。它常常愚蠢到滑稽可笑，但同时又相当可怕。考虑以下示例： 

 

媒体的话题是，购买活圣诞树的美国人越来越少，转而购买麻烦更小、可重复使用

的人造圣诞树。活树产业的生存受到长期威胁。这里没有政治，没有宗教。但这是

美国，这里的情况不同。据美国媒体报道，问题不在于消费者口味的改变，而在于

中国，特别是“中国廉价的假圣诞树”。中国正在“威胁我们正宗的美国树木”，更重

要的是，中国也在威胁供应正宗美国树木的“爱国美国人”。因此，这篇媒体文章建

议所有这些受到威胁的热爱自由的美国人走出森林，寻找“一棵上帝培育的树”。当

你读到这篇文章时，你是笑还是哭？ 

 

他们广泛的节目所造成的意识形态一致性导致美国人成为所有民族中适应性最差的。欧洲

酒店提供了一个“美国计划”，因为与国内不同的住宿对美国人来说太难应付了。每一家咖

啡店都被迫提供美式咖啡，因为美国人不能让自己喝到令人厌恶的混合咖啡，称为意式浓

缩咖啡或卡布奇诺，尽管这些咖啡在星巴克重新发明后突然流行起来，当时是美国咖啡。

名单很长。其他国家的本地人和外籍人士不乏关于美国人可悲地未能适应国外环境的故事

，他们无奈地要求一切都按照国内的方式交付给他们。 

 

即使在上海，许多美国人也会聚集在本质上是外国的大院里，在那里他们只会相互联系，

似乎是在不顾一切地试图重建一个尽可能少受中国污染的美国环境。对他们来说，生活与

生活在波士顿或纽约唐人街的边缘没有什么不同，在那里，如果他们想吃中国菜，他们可

以在那里吃，但晚餐后回到家中的白人生活方式。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经常光顾

Hooters、Malone 和美国酒吧，并带孩子们去肯德基和麦当劳庆祝他们在中国的外国经

历。在中国的美国公司自然希望他们所有的中国员工都能完全流利地说英语，因为没有一

个美国人会学中文，而且他们经常抱怨那些“落后”的法律或政策，只因为这些法律或政策

与美国不同。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不仅阻碍了美国人的适应，而且使他们在文化上变得盲目，生

活在一个一维的美国有色世界中，他们误解了他们所看到的大多数东西。 

 

有一次，我和一位美国熟人走在上海的一条街道上，他评论了大城市和小城市大多数街道

交叉口的路缘上出现的无数“轮椅坡道”。然后，他根据对残疾人住宿的观察得出的结论，

向我介绍了他对中国文化和态度的看法。我不得不打断我的教育，告诉他这些不是“轮椅

坡道”，而是为自行车而设的。萎缩的美国心态看到了一些它经常不理解的外国事物，根

据这些事件如果发生在美国意味着什么来解释这种误解，然后得出一系列结论，这些结论

几乎总是荒谬的，因为它们不相关。 

 

在另一个案例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世界著名心理学教授”在一篇论文中

指出，中国人需要失去天生的（或有条件的）“害羞和缺乏自信”。这位杰出的哈佛博士意

识到，她所见证的不是害羞，而是谦逊，这是所有中国人中最迷人、最真诚的一种，当然

，在你面前，美国的“自信”是无法取代的。 

 

当然，在家里也是如此。随着所有移民到美国的应许之地，美国变成了一个“大熔炉”，正

如今天的美国人自豪地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不是假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大熔炉，底层的人

会被烧死，所有的人渣都会浮到顶层。 

 

我们经常在西方媒体上看到关于种族差异和文化同化问题的文章或节目，为此美国创造了

“文化熔炉”一词，并一直被宣传为“自由和民主”的巨大好处之一。但事实上，这个大熔炉

正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灭绝。美国人夸夸其谈他们是如何珍惜构成他们社会的所有文化的，

但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假宣传。 

 



 

 

20 世纪初，许多家庭从东欧移民到加拿大和美国，第一代人仍然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背

景、语言、传统、节日等。但对于二战后成长的年轻一代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孩子

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遵守北美的文化标准，也就是说，缺乏任何一种文化。那

些日子里，许多人讲述了自己在小学时因父母的口音、有时滑稽的方式、吃的奇怪食物和

说的有趣外语而被嘲笑的经历。这是普遍的、持续的、不可避免的，而且往往是残酷的。

一位美国政客最近提议，所有在美国的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都应该放弃自己的外国名字，

改用英文名字，因为亚洲人的名字太难发音了。美国适应性最好。 

 

作为年轻人，我们除了放弃我们的传统，努力变得像其他人一样——这主要意味着采用白

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模式，没有办法应对这一问题。这种压力来自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

种族群体，学校和政府对这种同化压力负有很大责任，迫使他们放弃“外国”文化遗产，成

为真正的白人。无论美国（或加拿大）如何宣扬尊重少数群体，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是，只

有逃离少数群体，如果你能够成为多数群体的一部分，你才能成功。只有放弃你的遗产、

语言、文化和传统，你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真的构成了文化灭绝。北美社会的意识形态、

政治和宗教结构不容许任何人有很大不同。进入这个“大熔炉”将成为某种同质化的虚无。



美国存在的唯一真正的自由——也是美国人将给予世界的唯一“自由”——就是像他们一样

的自由。 

 

你不能保持一个单独的文化或政治身份，因为蜂巢迫使你顺从，迫使每个人都思考同样的

事情，用同样的眼睛看世界，通过爱国主义、宗教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扭曲镜头聚焦。

外表和神话是一切；真相什么都不是。所有震耳欲聋的营销噪音和几代旨在向所有人（

包括美国人自己）隐瞒真相的宣传的结果是，美国是所有国家中最不个人主义的国家之一

，有3亿人都在阅读同一个剧本，都在思考和相信同一件事，都同样渴望让你相信他们的

个性。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美国人通常非常符合字典中对蜂巢思维的定义，以至于在国

际关系等关键领域，他们害怕自己的无知和二元思维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的威胁。 

 

相比之下，欧洲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许多地理位置如此接近的小国仍然保持着 100%的

个人文化。欧洲国家不会相互“融合”。你会看到边界附近有点模糊，但当你在意大利境内

5 公里时，你绝对知道你已经不在法国了。这是人类文化宽容的结果——“生活和让生活

”——而这正是美国人所缺乏的。住在罗马，我喜欢迷人的咖啡店招牌，上面写着大约 15

种不同货币的咖啡价格。在美国，你可以用美元支付，也可以回到自己愚蠢的国家。就人

性而言，欧洲人比美国人做得更好。中国也是如此：有 56 个民族，你会认为同化会有很

大压力，但所有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中国政府小心翼翼地保护和保护这些人，正是为

了防止他们被同化，甚至为了他们的文化利益建立了半自治省。当我们在其他大陆体验

到人性和宽容时，我们不能避免得出结论，美国颁布的种族平等和尊重只是垃圾。 

 

美国人的适应能力只是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计划的一小部分，这种能力是对所有其他民族

和文化的明显不容忍的兄弟，两者都是他们的至上主义基督教种族主义的产物，这是美国

意识形态中固有的令人震惊的程度。美国人是，而且一直都是，令人反感且毫无歉意的

种族主义者。 

 

在半岛电视台的一篇文章中，这位描述美国的作家写道：，“……这片土地上充斥着宗教

和种族主义，[而且]已经在其中浸泡了大约 400 年。其结果是，宗教和种族歧视是公共

事务中的自然特征——注意到这就像注意到你呼吸的空气和喝的水，而这样做就是站在正

常的政治生活模式之外”。 

 



美国心理中根深蒂固、令人恐惧的种族主义的众多迹象之一是，关于政府支持的法外处决

问题的唯一公开辩论集中在杀害美国白人的问题上。对于其他国家其他种族的人被谋杀一

事，没有讨论，甚至没有必要讨论：“他们不是真正的人类，你知道吗？” 

 

美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在他们的媒体中，都不愿意贬低或抨击其他国家和文化，嘲笑、

嘲笑和谴责与他们的政治-宗教叙事相冲突的态度或做法，但他们对针对他们的批评却表

现出惊人的敏感。美国媒体每天都会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发表大量负面评论，但当在中国或

其他地方的美国人遭遇任何反击或负面言论时，他们会感到愤怒，并经常变得好战。他们

深深地沉浸在白人殖民统治中，他们声称对其他文化的贬低是一种权利，而没有明显意识

到自己的行为或态度令人厌恶。 

 

 

 

自豪的美国人 

 

一位美国人抱怨说，作为一名为中国公司工作的地质学家，他的中国勘探经理告诉

他，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人丧生与他无关。他的反应是一种怀疑和冒犯，他是一个

巨大道德错误的受害者。他说，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加略人犹大”——一个卑鄙的叛

徒，背叛了他的上帝和他的宗教，因为他没有强迫他的经理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

我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问我的经理他的政府在关塔那摩湾折磨了多少人，他会怎

么说？他会告诉我闭嘴，管好自己的事，做好自己的工作。但对美国人来说，情况

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沉浸在扭曲的基督教的至上主义种族主义中，他们不仅有权利

，而且有神圣的义务就任何真实或想象中的错误向其他国家挑战，让每个美国人都



肩负着上帝赋予的使命，确保所有其他国家的所有人都向他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毕竟，他是美国人。 

 

他们的宗教政治意识形态赋予了他们一种优越感，他们把这种优越感作为一种自然秩序披

在自己身上，坐在民主、热爱自由的家庭和办公室里，沉浸在自己的人权中，同时虐待地

球上的大多数其他人。这些不容忍、无法适应和优越的态度都是种族主义的一部分，都

源于同一种扭曲的基督教异端邪说，然后与他们特有的多党政治的失调版本混合在一起，

并在其顶端插上一面旗帜，形成了美国宗教。所有这些和更多都是美国“民主”定义所涵盖

的同一整体的一部分。 

 

通过虚构的神话手法，灌输机器成功地在美国的集体意识中植入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美国

在其理想、价值观、政治原则和道德品质方面高于所有其他国家。这种认为美国在道德上

“更好”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人的心理，以至于它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凌驾于所有人的法

律之上，包括国际法和其他国家的法律，更不用说不受公认的人类道德行为规范的约束

。通过几代人的媒体曝光，美国或多或少也成功地向大多数西方国家灌输了这些观念，而

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问题是，他们缺乏这种灌输，因此也缺乏接受这些虚假优越性神话

的热情。 

 

当美国人对中国或俄罗斯的内部事务进行广泛的干涉和干涉时，这些行动是由这种优越的

原则和价值观支撑的。“我们做这些事情可能真的不太好，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他们自己

的利益，之后他们会过得更好、更幸福。”通过这一合理化过程，典型的美国人会同意劫

持夏威夷或波多黎各不是很好，但随后会补充说，“那又怎么样？今天，他们拥有美国的

价值观和政府，他们更幸福、更繁荣。我们帮了他们一个忙。”他们会同意，摧毁伊拉克

并造成如此巨大的生命损失是不好的，但“他们现在有了我们的民主，生活得更好了，而

且，我们除掉了一个独裁者，让人民自由了”。所有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干涉，破坏当前秩

序的企图，都是通过同一双眼睛看到的。“也许这不是很好，但这对他们有好处。我们为

他们提供了“自由”，他们会因为我们而变得更好。” 

 

这种压倒一切的道德优越感迷雾笼罩着几乎所有美国人，它是一个盾牌，可以通过合理化

和辩解来保护几乎所有的美国不端行为、罪行、罪行和暴行。它还起到了眼罩的作用，

就像马一样，防止美国人看到前方狭窄的视野之外的其他视野。当然，这种道德优越性

得到了美国独特的、好战的神学的大力支持，其种族主义的基石适用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

。欧洲是安全的，因为它是白色的。美国人尽其所能贬低欧洲的文化和传统，理由是“旧

世界”是落后和过时的，但有效的政治诽谤需要种族主义来获得真正的吸引力，而种族主

义并不是针对大多数欧洲人的现实武器。 



 

Reinhold Niebuhr 曾说过，美国人的傲慢信念是“上天召唤美国来指导全人类走向完

美”，这一信念承诺不会结束悲伤。正是这种扭曲的道德优越感促使美国国务院发布年度

报告，以评估和判断世界各国在人权和自由等领域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政治驱

动的评估越来越明显地变得虚伪，以至于美国正成为世界的笑柄。一个折磨数万人的国

家，很多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根本无法因为相比之下微不足道的行为而责骂他人。一

个仅在几年内就几乎破坏了其整个公民自由框架的国家，处于不适合指责其他许多社会的

位置，这些社会现在事实上和现实上比美国更“自由”——当然，这个名单中也包括中国。 

 

 

 

美国仍然拥有的一点道德资本被浪费在其妄想的间谍野心上，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联合国 DNA 采集惨败开始，接着是对 NSA 披露的谎言和掩盖。 

 

美国政治宗教还有另一个主要部分，虽然不常被认为是一个整体特征，但却深深植根于几

代美国人的强迫灌输中，这部分是他们掠夺性的“丛林法则”资本主义。多年前，美国国务

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声称，“世界上有两种人：信奉自由企业的基督徒和另一种人”。这

就说明了一切。任何想成为团队成员的人，事实上任何想拥有美国身份的人，都应该遵守

大企业和精英们的资本主义信条，他们的唯一目标是消灭中产阶级，将所有财富聚集到自



己身上。美国人被一代又一代的商业宣传所洗脑，现在他们几乎一致支持自己一头扎进贫

困，因为反对它就是违抗上帝的旨意。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公司和政府机构充斥着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一旦这种恐惧被

点燃，就为他们定义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社会主义迹象。这些迹象包括，政府在电

力、通信、交通、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为公民提供服务，现在甚至包括教育，向人民表

示“放弃你的生活，让政府为你管理”。任何政府参与大企业和精英可以获利的社会或行业

的任何部分都被定义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此是对多党政治基督教这一基本宗教的背

叛。这种宣传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

者，或者同时信奉民主和社会保障，或者同时反对大企业。拥有美国身份就是接受《自由

圣经》的所有章节。一个人无法选择他将遵循上帝的哪一条法律。思想上的一致性是生活

在黑白世界、信奉“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宗教的人的先决条件。 

 



 

从广泛阅读美国新闻和众多读者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捏造的历史神话已经深深地

印在了普通美国人的脑海中，以至于智慧的讨论变得不可能。例如，美国新闻网站上的一

位在线评论者典型地描述了神话与现实之间的悲剧性差异，在这一案例中，他声称美国极

大地改善了大多数国家居民的生活。在支持美国对二战后世界做出积极贡献的论点中，他

列举了朝鲜和朝鲜战争，显然对这场捏造的战争的所有事实以及美国卷入的巨大人类悲剧

一无所知。与此同时，他将台湾与中国的封锁和分离列为世界利益。他自豪地引用了美国

对以色列的支持，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显然他没有意识到伊朗早在以色列

存在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以色列被认为是一个残暴和种族灭绝的法西斯国家

，而不是所谓的民主国家。 

 

他表示，他普遍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解放了大部分欧洲，但这是错误的。他将数

十万美军驻扎在战后欧洲列为世界福音，显然不了解美国军事基地的基本政策。他将美国

“直接和通过代理人在全世界打冷战”列为一种积极的、无知的行为，认为冷战是美国霸权

的一种人为手段，以及他的“代理人”中所包含的生命和苦难。 



他以这样一个问题结束了他的评论：“告诉我，如果美国像加拿大那样在二战后实现非军

事化，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对他的质疑作出回应是为了寻找一个合理的开始。首

先，不会有摧毁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战争，不会有 500 万人丧生，也不会有橙剂和凝

固汽油弹的悲剧。印尼本可以避免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大规模灭绝事件之一。不会有阿富汗

，不会有伊拉克，不会有利比亚，也不会有其他几十场军事闹剧。不会有冷战。在三大洲

的 50 个国家不会有残暴的傀儡独裁者。世界不会目睹数十名国家领导人被暗杀；数十个

国家掠夺了他们的资源。世界上不会有庞大的酷刑监狱网络。简而言之，我们将拥有和

平而不是战争，数千万人将不会死亡，另外数亿人将不会遭受如此痛苦。但这些事实与

美国的宣传相矛盾，挑战了美国的历史神话，不能被允许承担可信度。当面对顽固的意识

形态和神话时，辩论或讨论变得毫无意义。这个人和无数的美国人一样，相信他所被讲述

和教导的一切。他的老师和教授，他的历史书，他的电影和电视节目，都证实了他的信仰

。他的新闻媒体、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牧师和部长们每天都在强化他的信念。他的支持系

统是永久性的。他为什么要注意不愉快的外部矛盾？迈克尔·帕伦蒂（Michael Parenti

）写道：“美国领导人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与美国人认为他们的领导人在做的事情之间的

巨大差距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神话的巨大宣传成就之一。” 

 



 

美国人顽强坚持的这一虚构神话的另一部分是美国资助西方世界的“防御”，许多人坚持认

为美国政府要求其他国家为其防御“支付合理份额”。令人惊讶的是，任何人都会有如此不

合逻辑的头脑来相信这个故事，但相信他们是这样做的。世界的“防御”需要在世界各地建

立 1000 多个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南海部署了海军舰艇，并在关岛部署了世界上最大的

军事基地，这是在对抗谁？北约的导弹在俄罗斯上空盘旋，这是为了保卫世界？除了美国

和以色列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威胁要发动侵略战争。除了美国自身不断的军事

侵略之外，没有什么可以防御的。没有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伦敦市的哈扎尔犹太人，没

有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就不会有战争，可能只有局部的小冲突。美国没有“承担”保卫

任何人的责任，而是将自己的钱花在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梦想上。然而，美国人愚蠢地

坚持认为，世界并没有为决心支配它的军队付出自己的份额。 

 

这一基本节目每天都会增加很多素材，提供的虚假信息没有证据，但符合叙事，特别是涉

及对人民和其他国家的妖魔化，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攻击中看出。很多美国

人“知道”——因为他们的叙述告诉了他们——中国抢走了他们所有的工作，中国在贸易上

作弊，中国人没有“自由”，当然，“所有中国人都被洗脑了”。同样，关于西藏和新疆的历

史神话也以煽动性的情感叙事给轻信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不太可能改变。2013 年

底，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了美国电视节目，一个小孩告诉他们，处理美国外债的最好办

法是杀死中国的所有人。孩子当然从父母那里获得了这些态度，但没有任何反响；节目

导演随便地、间接地道歉了，而电视台对此不予理会。这并非偶然；节目已经预先录制好

了，冒犯性的评论可能会被删除。但它没有被剪掉；它在那里是因为网络希望它在那里。 

 

美国政府和媒体助长了对中国的仇恨和种族主义，因为中国不愿成为屈从的美国殖民地，

加拿大和其他右翼国家紧随其后，为了廉价的政治利益，对整个人类文明进行非人化。

美国人每天都被教导要仇恨。在这些自以为是地宣称道德优越和反仇恨立法的西方国家

，一切都是虚伪的。在神话故事中，你会原谅别人让你原谅的人，你会恨别人让你恨的人

。 

 

 

 

 



如果美国解体…… 

 

 

 

https://thesaker.is/if-america-dissolves/


 本文介绍了大众宣传的主题，也许更重要的是，还介绍了一系列简短的文章，详
细介绍了100多年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受宣传和洗脑的国家。这段历史已经被埋葬了
好几代人，但事实是无可争辩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元素之
一是在美国战争营销中使用宣传。 

 

用迈克尔·刘易斯的话说，“美国人区别于其他人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天真地相信，每
个外国人都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即使是最热心的日本爱国者也不幻想其他人
希望成为日本人”。美国人不仅相信每个人都想和他们一样，他们相信没有一个国
家能像他们一样，不采纳整个美国的价值体系，就不会成功甚至进步。这是不可能
的。除了美国的方式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有其他选择，上帝会对他们感到不快。 

 

 

Westward the Course of Empire Takes Its Way 
(U.S. Capitol), 1861, Emmanuel Gottlieb Leutze 

《帝国之路》 
（美国国会大厦），1861年，埃马纽埃尔·戈特利布·卢茨 

 

美国政府和社团中的精英们发明了“明显命运”的概念，并颁布了200年，这是一个
神学命题，“将宗教妄想与无限的虚伪和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流行的理
论，即上帝委托美国人统治世界。Reinhold 
Niebuhr写道，美国人傲慢地相信，“上天召唤美国来指导全人类走向完美”，这
一信念承诺不会结束悲伤。（1） 

美国例外论和天命论的这些思想都建立在一种普遍的政治文化的基础上，这种文化

https://williamblum.org/aer/read/100


融入了与上帝缔结契约的宗教观念。“将侵略战争、种族灭绝和帝国主义包装在自
由的破旧伪装中，并用神机妙算的手法进行包装，这是一种古老的宣传伎俩，在美
国整个历史上一直到现在都被用来欺骗美国群众。”（2）时至今日，大多数美国
人热切地认为，他们国家的所有不公正和犯罪战争都是为了“让世界民主安全”。 

 

 美国政客及其在军队、好莱坞、出版业、商业和银行业的盟友，故意制造并利用
轻信和不知情的公众的民族主义忠诚，大规模地塑造人们的观念和价值观。几代人
以来，美国人一直被灌输以宗教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他们被教导要把世界视为黑白
、好与坏，相信只有美国的美德和价值观对人类有益，而且永远都会取得胜利。他
们编造的历史神话告诉他们，他们、他们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国家是道德、正义和正
直的，是世界的无私恩人，无论在哪里发现邪恶，都会与之斗争。一切都被扭曲了
，不仅基于错误信息，还基于彻头彻尾的欺骗。美国对自己的形象，以及对世界各
国和人民的形象，都被悲剧性地、肤浅地扭曲，从而创造了美国道德优越感的叙事
。 

 

除了圣诞节等明显的宗教节日外，大多数美国节日都带有政治和宗教色彩，其中许
多节日强化了建国或发展国家的历史神话。他们虚假的历史记忆被唤起，他们的爱
国情绪和精神信念也被唤起，形成了一种粘合剂，制造了一种虚假的社会认同感。
美国国籍的整个概念都是基于这种变态的政治宗教，创造了一种极其意识形态化的
民族认同，这种认同几乎每天都在加强，以防止其崩溃。 

 

但这是他们的全部。作为一名美国人，不受共同种族或语言、历史、文化或传统的
约束。在所有这些方面，美国人都是空虚的，缺乏文化和文明，缺乏共同的传统、
信仰或历史。美国人只有他们不合标准的政治信仰才能将他们联系在一起，除了成
为这个“团队”的一员之外，他们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社区或归属感，他们
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唯一的粘合剂。他们整个美国的存在都建立在这种虚假的意识形
态叙事之上，整个政权都建立在这些道德主义的政治、宗教神话和寓言之上。如果
我们揭露并摧毁这些神话，迫使美国人面对他们国家的赤裸裸的真相，整个叙事就
会崩溃，如果叙事崩溃，这个政权就无法立足。 

 



 

The Apotheosis of Washington in the Rotunda of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Building, ca. 1859-62, Constantino Brumidi 

华盛顿在 
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的神化，约1859-62年，康斯坦丁诺·布鲁米迪 

 

 有人恰当地写道，美国的爱国主义可能被理解为历史上最大的集体歇斯底里。但
再说一遍，这是他们的全部。没有别的了。这就是锚定个人生活的全部。他们的整
个社会，他们的身份，美国精神的核心，都建立在一个包罗万象的政治宗教的歇斯
底里狂欢之上。因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没有其他实质性的东西，这种现
代麦卡锡主义是阻止美国身份崩溃的唯一原因。正如有人指出的，如果法国解体，
法国人民仍然是法国人。如果美国解体，美国人什么都不是。 



从所有这些以及更多方面来看，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极端的国家，美国民族主义形成了一
个强大的、捏造的沙文主义，其基础是一个功能失调、歪曲事实的多党政治体系和一个残
暴的、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这两大支柱，所有这些都包裹在一个危险的原始和亵渎宗教的
裹尸布中。 

  

 

“美国例外”主义 

 

 美国人也无法理解或理解其他社会的文明概念。对他们来说，一个国家对文化或
文明的引用只是避免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廉价借口，即成为美国的克隆人，采用美国
所谓的价值观和制度。美国人对其他国家或文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被认为是极
度自卑。很少有美国人有能力或倾向于学习另一种语言，甚至很少有人知道比他们
自己古老几千年的其他文明的历史或文化。他们理解消费主义，以自己的权利为荣
，用好战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梦）代替文明、文化和人类。 

 

 美国人从一出生就被宣传淹没，沉浸在他们天生的优越感和上帝赋予的例外主义
中，他们根本无法忍受任何人与他们不同，他们原始而暴力的基督教要求他们要么
改变信仰，要么杀死任何与他们不同的人。这些根深蒂固的态度影响着人类经验的
整个范围，表现在无脑的好战主义中，在那里，每一个美国人的态度或信仰，无论
多么空洞，都会自动转化为普遍价值和人权。一位美国熟人曾表示，她的宠物获得
狗粮的权利是一项“人权”，因此被纳入了民主的定义。 



 

 

 美国人不仅把大多数事情都普遍化，而且因为基督教在他们的政治信仰中的渗透
，他们把一切都道德化，这就意味着“你的方式不仅不同，而且是错误的”，就像道
德错误一样。这种态度使他们能够在每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占据崇高的道德立场，
这源于他们的右翼基督教传统——
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为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因此，他们（在
他们心目中）采取了一种无懈可击的立场，即无论他们做什么，无论多么残忍、令
人厌恶、不人道或不诚实，都是因为他们天生的道德正义而得到上帝的认可。考虑
到美国人天生的好战性，这些态度表现为一种惊人的渴望，即使用暴力将他们的价
值观、制度和意志强加给所有其他国家。 

 

这是美国人如此多管闲事的部分原因，也是他们病态地关注其他形式政府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一家报纸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叙利亚的社论，“即使我们干涉是非法
的，它仍然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应该推翻一个合法的政府，因为它不符合我们
的美国价值观——

上帝的价值观，我们可以无视人类的法律，因为我们对更高的权威负责。在这种情
况下，造成的死亡和痛苦无关紧要。美国人民认为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是因为“这
是正确的做法”，这也是正确的做法，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美国人民如果不是天真、易受骗、头脑简单的话，至少在他们国家的外交事务中
是如此。他们的政府总是撒谎，他们总是相信谎言。数百次外国干预、战争、政变



、入侵，一直被视为拯救不幸者的使命，美国人总是欢呼，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们造
成的屠杀和痛苦。美国总统麦金莱表示，他将在古巴开战，以制止“我们门口的压
迫”，他们欢呼起来。塔夫脱总统表示，他正在推翻尼加拉瓜政府，以促进“真正的
爱国主义”，他们为此欢呼。乔治·布什摧毁并奴役伊拉克“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他们欢呼起来。奥巴马摧毁了利比亚以“解放”它，他们欢呼起来。 

 

美国政府支持的杀戮和暗杀也得到了同样的公众反应。在过去的日子里，这些都是
秘密的秘密行动，但今天它们是公开进行的，并转化为公关活动。美国法律已被改
写，允许美国总统下令在任何国家杀害个人，而无需向任何人提供任何证据，也无
需指控或审判。与酷刑一样，宣传机器重新定义了“民主、自由和人权”，将这些杀
戮纳入美国政治基督教的一部分，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对此进行了认证，明确表示这些政府杀戮“并没有背离我们的美国法律
和价值观” 

 

 

 这种宣传是有效的。几代人紧张的节目中同样容易上当受骗的头脑简单，为这些
谋杀案赢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布什将萨达姆·侯赛因处以绞刑，美国人在街头欢
呼。穆阿迈尔·卡扎菲被抓获，用一把大刀鸡奸，然后头部中弹，他们在街头欢呼
。奥巴马假装杀害了奥萨马·本·拉登，他们在街头欢呼。美国人编造了他们的历史
，制造了流行的神话，甚至将一次犯罪暗杀作为获胜队伍的庆祝活动。只有在美国
，成千上万的人会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刚刚在另一个他不喜欢的国家杀害了一个人的
消息而在街头欢呼雀跃。 

 



 在这方面，正如在外交事务的几乎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有必要永远不要忘记，民
主是一枚只有一面的硬币。你会记得伊拉克的情况，美国在入侵科威特的问题上故
意陷害萨达姆·侯赛因，然后背叛了他。在科威特“解放”后，美国大肆宣扬萨达姆
与乔治·布什签订了一份令人满意的双十字合同。虽然没有证据，但如果指控属实
，那就不足为奇了。作为回应，美国轰炸了伊拉克的贝吉苏斯，因为根据美国总统
克林顿的说法，轰炸“对……确认各国文明行为的期望至关重要”——
对无辜平民的轰炸显然符合“文明行为”的定义。我可以杀你，但你不能杀我。我爱
民主。 

 

 

让我们暂时回到利比亚。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摧毁这个国家并杀害其领导人的真正
原因的概要——
这是为了商业、军事、政治和财政利益，但在易受骗的美国人的内心深处，他们的
政府推翻了一个残暴的独裁者，并基于人道主义理由解放了人民。听希拉里·克林
顿（Hillary 

Clinton）的话：“我很自豪能站在自由的利比亚的土地上。美国很自豪能在你们
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支持你们，我们将继续与你们站在一起。这是利比亚的时刻。这
是利比亚的胜利，未来属于你们。”伟大的美国基督教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巴马
总统同样迷人，宣布卡扎菲的死是“重大的一天”，气喘吁吁地告诉美国绵羊，由
于利比亚的彻底破坏，“无数人的生命被挽救了”。如此严重的谎言应该处以绞刑。 

 



 

 这是美国悲剧的一部分，也是这个国家最终不得不崩溃的原因：人民宣传的意识
形态与管理政府、军队、公司、银行和大众媒体的精英阶层的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
脱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在神话和现实之间，在人民认为他们的政府所做的
事情和实际所做的事之间，有如此大的差距。当人民有一天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
美国将迎来另一场革命；我不相信任何事情都能阻止它。老布什说，“如果人民知
道我们在做什么，他们会把我们挂在街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也许很快有一天
，他们会的。 

 

Notes 

注释 

(1) https://williamblum.org/aer/read/100 

(2) I have lost the source of this 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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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反乌托邦——宣传面具和乌托邦综

合症 

  

 

  

在《纽约时报》关于美国“种族民主”（或种族主义民主）的一篇文章中，（1）杰

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和韦斯拉·韦弗（Vesla Weaver）指出：“哲学

家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认为，当政治理想与现实大相径庭时

，理想本身可能会阻止我们看到差距。当官方故事与实践的现实有很大不同时，官

方故事就成了一种面具，阻止我们看到它。” 

 

https://thesaker.is/american-dystopia-the-propaganda-mask-and-the-utopia-syndrome/
https://thesaker.is/american-dystopia-the-propaganda-mask-and-the-utopia-syndrome/
https://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4/01/12/is-the-united-states-a-racial-democracy/
https://1.bp.blogspot.com/-JPhTKPU_fZI/YA7-FfDniYI/AAAAAAAAP5E/0j1pgqXAclEGPByY2mvUriZYjQdBNs0OACLcBGAsYHQ/s493/the-iron-heel+--American+dystopia.png


 

乌托邦综合征 

 

这意味着，如果宣传不仅是持续和普遍的，而且其宗旨与事实真相相距太远，那么

这种宣传的受害者就失去了将事实与虚构区分开来的能力，无法识别他们的信仰和

行动之间的差异，相信他们的行为符合他们宣传的宗教教义，即使他们明显地、最

明显地不符合。这一理论在直觉上并不明显，但它得到了大量事实的支持。也许正

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人犯了我所说的“乌托邦综合症”，他们不是将自己与现实世

界的行动进行比较，而是将自己与某种乌托邦标准进行比较，这种乌托邦标准只存

在于他们自己的想象中，一个幻想和幻想的世界，他们符合标准，而其他人却不符

合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美国虚伪的大部分原因实际上可能是由于一种

特殊的美国式的集体精神错乱。 

 

词典通常将“异常”定义为与正常或典型的偏差，一种可能令人不快甚至犯罪但很少

遇到的事件或特征。1975 年，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正在调查中央情报局（CIA

）大规模杀害阻碍美国霸权的世界领导人的故事。（2） （3）他们的结论？ 

 

 “委员会不认为它所审查的暗杀行为代表了真正的美国性格。这些行为没有

反映出这个国家和世界人民对更美好、更充分、更公平的生活抱有希望的理

想。我们认为暗杀阴谋是不正常的。” 

 

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intelligence/2017-06-02/white-house-cia-pike-committee-1975
https://spartacus-educational.com/JFKassassinationsC.htm


因此，正如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um）所指出的，（4）中央情报局暗杀 50

多名国家领导人和 100 名较小的目标，时间跨度至少为 50 年，并在 12 位美国总

统期间持续不断，这仅仅是“反常”行为，并不能反映“真正的美国性格”。从同一个

剧本中，美国军方随意地将其全球酷刑监狱网络在过去十二年中发生的所有情况和

事件描述为“反常”。 

 

值得一读的是，上面的引述告诉我们，150 起或更多的谋杀“并不代表真正的美国

性格”，这句话完美地介绍了宣传面具和乌托邦综合症。所有这些外国领导人的暗

杀都没有被否认；相反，他们被描述为与美国的乌托邦理想不一致，美国评判自己

的是理想而不是行为，虚构的乌托邦理想提供了美国道德至上的真正尺度。这种病

态的推理令人震惊地赞扬了利普曼和伯纳斯的宣传手段的有效性，他们在两次世

界大战期间几乎一手将美国人变成了疯狂的战争贩子。（5） 正是通过这种宣传，

今天的美国人可以犯下多起可怕的暴行，侵犯每一项人权，但却声称自己拥有崇

高的道德基础，没有矛盾或冲突。在世界上创造和平与稳定的宣传乌托邦理想将

取代美国只制造战争和不稳定的行动。宣传的促进和保护民主的理想将压倒并掩盖

美国从未在任何地方建立民主、从未支持民主，而是几乎完全建立和支持残暴的右

翼独裁的现实。这种明显不合逻辑的逻辑适用于美国的所有行为。 

 

根据同样的推理，美国作家达娜·威廉姆斯（Dana Williams）（6 岁）写了一

篇相当不错的文章，详细描述了美国的军事干预始终只代表大企业和精英阶层，但

随后补充道：“美国最宝贵的财富是其民主价值观和日益增长的人权意识”。什么人

权意识日益增强？有什么证据？这位女士刚刚写了一篇关于美国暴行的毁灭性连篇

累牍的报道，以及对众多政府和国家的破坏，然后告诉了我们这个国家无价的、日

益增长的民主和人权财富，显然她没有意识到任何冲突。这就是宣传的力量和神话

的能力，它们将自己渗透到人类的内心和思想中。 

 

迈克尔·帕伦蒂（Michael Parenti）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写道：“……美国人

的方式是公开批评和辩论，而不是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个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政府官

员的所作所为。”？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杀害 50 万伊拉克婴儿时，他们在哪里？关

于摧毁朱戈斯拉夫或利比亚的公开辩论在哪里？当美国摧毁委内瑞拉时，他们今天

在哪里？由于密集的宣传和意识形态规划，美国人被教导要尊重这个过程，但忽视

结果。这确实是一种大规模的疯狂，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美国公共关系之父”伯纳

斯。 

 

https://williamblum.org/essays/read/us-government-assassination-plots
https://www.moonofshanghai.com/2020/08/blog-post_49.html
https://www.moonofshanghai.com/2020/08/blog-post_49.html
https://www.moonofshanghai.com/2020/08/blog-post_49.html


这种群体错觉的进一步例子并不难找到。美国总统奥巴马被问到，为什么美国能

在 200 多年的时间里成功崛起而没有明显失败。他的回答是：“我们国家的真正力

量不是来自我们武器的力量或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

的希望的理想的持久力量。”。更糟糕的是，美国人会多么无知和容易受骗，他们

听到这样的垃圾会欢呼并挥舞旗帜？我们已经研究了这个国家的财富来源，而且最

重要的是，它们从来没有与民主或自由的理想相关，甚至在想象中也没有。 

 

另一个例子说明了这种疾病的普遍性，2014 年，一支美国足球队取消了一名明星

球员的雇佣合同，因为他对妻子进行了恶意攻击。在一家赌场酒店，电梯摄像头记

录下，一名男子用拳头猛击妻子的头部，以至于将妻子的头部先撞到了钢墙上，使

她在地板上失去知觉。（9） （10）片刻后，走廊里的闭路电视摄像机记录到他

将她失去知觉的尸体拖出电梯，像布娃娃一样将她扔在地板上。当视频发布并在网

上疯传时，这名男子向媒体发表了一份声明，他说：“我不是那种人。”但当然，他

是那种人；这是他第三次做出类似行为时，警方不得不介入。但是，与大多数美国

人和国家本身一样，他并没有将自己与自己行动的现实相比较，而是与他假装心中

的乌托邦理想相比较。所以，尽管他一再把妻子打晕，但他不是那种人。这个故事

完美地说明了当今的美国。 

 

另一次，美国作家、《大西洋》杂志记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在

一篇将中国与美国进行对比的文章中写道：“……尽管我们没有达到理想，但我们

努力建立一个可靠的法治。”。所有当前的国内和国际证据——所有这些证据——

都支持一种无条件的主张，即美国无论是在自己还是在其他国家，只要任何形式的

法律变得不方便或阻碍单方面行动，美国都会自由地无视和违反这些法律，然而，

我们看到了法洛斯，他的傲慢傲慢令人欣喜，他对美国在遵守法治方面力求完美，

同时暗示中国不这样做。他的说法与布什和奥巴马在看到所有证据后，在严刑拷

打监狱仍然开放的情况下，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们不拷打”，在质量上没有什么不

同。黑色是白色。这里没有其他东西可看。让我们继续前进。继续前进。法洛斯确

实如此，他在美国道德优越的仙境神话中稳住了脚跟，没有注意到巨大的矛盾。 

 

法洛斯，在他悬浮的意识中，完全符合这种乌托邦综合症，将他的国家的行动与

一个高标准进行比较，而这个高标准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美国从未遵守过。他对

中国的愚蠢批评也是如此，他想象着存在着某种偶像化的标准，然后声称中国达不

到这些标准。 

 

https://pressofatlanticcity.com/news/crime/ravens-ray-rice-indicted-in-aggravated-assault-on-fiancee-at-atlantic-city-casino/article_1f5f5e80-b5e9-11e3-b57b-0019bb2963f4.html
https://pressofatlanticcity.com/news/crime/ravens-ray-rice-indicted-in-aggravated-assault-on-fiancee-at-atlantic-city-casino/article_1f5f5e80-b5e9-11e3-b57b-0019bb2963f4.html


读者必须认识到并充分理解“法治”、“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等表述仅仅是假设的

理想主义建构，这一点极为重要。它们是神话，与所有神话一样，它们“旨在服务

于情感而非认知功能，不是提供基于理性的事实，而是作为一种宣传，以唤起情感

支持一种想法”。（12） 它们的目的和巧妙的效果不是为了提供信息，而是为了让

一个人的内心充满对自己道德优越感的自豪感。再想想法洛斯的“虽然我们没有达

到理想，但我们努力建立一个可靠的法治。”作为美国人，我们立刻感到自己胸中

涌起自豪感，因为我们是如此守法，而其他人却不是。更进一步，我们感到更加自

豪的是，我们如此公开地承认自己（偶尔和微不足道的）失败，但作为一个好的化

身，我们面对并克服了这些失败，并继续以最佳的奥林匹克精神努力。我们的上帝

怎能不爱我们？ 

 

美国政府在其年度人权报告中的做法与此完全相同，这些报告不仅符合乌托邦谬论

的定义，而且还包含一个额外的优点，那就是对那些恰好不受欢迎的国家撒谎，对

当前在政治上有用的盟友也有同样重大的遗漏。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美国人认为自己比所有人都优越，并认为他们正在推进一些更

大的利益，而他们所做的只是将扭曲的反社会价值观和政治霸权强行强加给不愿意

的国家和人民。通过他们几代人的宣传、编程和洗脑，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在一个挥

之不去的大众幻觉和自我欺骗的迷雾中，其中黑人是白人，但他们莫名其妙地无法

理解。从他们过度的乌托邦式计划所造成的无知和头脑简单来看，美国人将他们的

国家对战争的起诉、对国家的蚕食以及对少数精英的一心一意的追求视为对民主和

自由的促进，他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清晰的思想来证明他们的谋杀和贪婪行为与自由

或民主完全无关。 

 

当受到挑战时，他们通常会提供一种毫无根据和不合逻辑的逻辑，几乎无法接受挑

战。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政府所攻击的所有国家都是乌托邦式的“邪恶政权”。从

入侵墨西哥开始，在南美洲和中美洲、非洲和中东、亚洲和非洲的所有国家，美国

都在无私地与专制暴政作斗争。当然，这些国家是无辜的，但要列出美国以军事独

裁统治入侵和殖民的所有国家的名单，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这样的反应：“你列

出了“自由美国”曾与之斗争的所有邪恶政权的名单，并将该名单作为自由美国是多

么邪恶的证据。”如果这是真的就好了。 

 

结合了政治、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宣传原则，形成了约翰 ·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在《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中所称的“传统智慧”

（13）（14），通过几代人的相同宣传，这些原则“或多或少与健全的学术相同”

https://www.betterhelp.com/advice/wisdom/conventional-wisdom-what-it-means-and-when-to-use-it/
https://www.amazon.com/Affluent-Society-John-Kenneth-Galbraith/dp/0395925002


，正如他所说，它们的地位“几乎坚不可摧”。当然，任何美国政府或精英及其公司

都没有真正遵守这些原则，这意味着用加尔布雷斯的话说，这些原则“在抽象上是

高度可接受的”，而不是在现实中。这就是今天美国乌托邦反乌托邦的根源。我们

有一种奇怪的情况，这种传统的智慧——事实上是宣传——使得对这些信仰的大

力倡导成为了对这些信仰行为的替代。 

 

因此，我们有美国人在宣扬民主，而他们的政府却在各地建立残暴的独裁政权，他

们没有看到任何脱节。我们有美国人在宣扬人权的同时，绑架其他国家的人，并“

使”他们大部分被折磨致死，而且没有看到任何脱节。我们有美国人热衷于宣扬和

捍卫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这只动物却让大约 30%的美国人失去了家园和工作，

但他们没有看到任何脱节。 

 

这种巨大的错觉不断被公众重复强化，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许多其他人都有这些信念

。这一切都起到了一种宗教道德游戏的作用，重复的宣传不仅提供了安慰，而且还

为这些愚蠢的信仰提供了额外的、普遍的宣传。加尔布雷斯表示，“在某种程度上

，传统智慧的表达是一种宗教仪式。它是一种肯定的行为，就像朗读圣经或去教堂

。”。换言之，像“我们争取法治”这样的声明是空洞而无意义的声明，为美国宣传

的神话乌托邦信条提供了宗教强化，然后被用作等同于上帝意志的优越道德的证据

。只有在美国，我们才发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完全忽视了一个福音的传播

，这是一种疯狂的自我崇拜，事实上是一种被重新定义为宗教的可怕的虚伪。 

 

这正是约翰·科齐（John Kozy）在写美国学校的课程时告诉我们的（15），这

些课程就像是由揭示的宗教真理组成的，消费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研究《圣

经》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批判评价是被禁止的。再

说一遍，“那些提出不方便问题的人会羞愧地噤若寒蝉；那些呈现不方便真相的书

会被从图书馆中移除”。在美国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是否有必要坚持被接

受的叙事，也不可能为重复同样的叙事提供接受甚至掌声。在任何其他国家，信仰

与行动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都不存在巨大的差异。美国政治福音告诉我们，我们

保护并在各地建立民主。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一次，但这并没有改

变我们对政治宗教的信仰，也没有人因为我们的罪过而将我们逐出教会。 

 

加尔布雷斯再次表示，“传统智慧适应的不是它所要解释的世界，而是观众对世界

的看法”，这是专业宣传人员人为创造的相同观点。尽管美国人可能会批评其他国

家不赞成行为偏差，特别是政治行为，但同样的反对机制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更为

强大。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learning-without-questioning-in-america-the-sunday-school-syndrome/5364233


 

 

 

 

只有在美国，我们才能充分体验到强大的宣传能力，使 3 亿人变得如此聋、哑、

盲，以至于他们会热情而庄严地宣布黑人就是白人。这一过程非常有效，以至于

在美国广泛的酷刑监狱网络被大量曝光后不久，包括目击者报告、囚犯病态堕落待

遇的照片和视频，布什总统就可以在全国电视上告诉美国，“我们没有酷刑”，并让

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他。 

 

 

 

同样，奥巴马的酷刑监狱仍在全面运作，他告诉全国，“我今晚可以站在你们面前

，向你们保证，我们不会酷刑”，让 3 亿被洗脑的美国人牢牢扎根于一个没有错的

国家的道德优越感。 



 

 

 

白宫发言人斯科特·斯坦泽尔（Scott Stanzel）在评论美国在伊拉克的死亡事件

时表示，布什总统“相信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

他为每一个失去的人感到悲伤”。（16） （17）作为证据，有一天，布什总统在

一个名为“自由之家”的恐怖组织的会议上发言，并告诉成员们：，“我们是一个充

满同情心的国家。我们关心。美国是我们国家的美丽之一，它的一个伟大之处是

，当我们看到一个年轻、无辜的孩子被炸死时，我们会哭。我们不关心孩子的宗教

信仰，也不关心孩子可能生活在哪里，我们会哭泣。这让我们感到不安。敌人知道

这一点，他们愿意杀人来动摇我们的信心。这就是他们想要做的”。（18） 但随后

有一段白宫录像，记录了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和时任总统乔治·布什之间的对话，

讨论了他们的基督教义务，即在各地传播民主，至少部分是为了保护这些无辜儿童

https://williamblum.org/aer/read/55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08/03/04/how-could-hillary-have-known/
https://williamblum.org/aer/read/32


的生命。（19） （20）鲍威尔在谈话开始时说，“我们必须迅速粉碎某人的屁股

。我们必须进行一次野蛮的权力展示。”对此，布什回答说，“踢屁股！如果有人试

图阻止民主的游行，我们将寻找他们并杀死他们！保持坚强！杀死他们！我们将

消灭他们！” 

 

 

 

美国驻喀布尔大使卡尔·艾肯伯里（Karl Eikenberry）在推翻了大约 50 个国家

的政府，并在每个国家都建立了残暴的军事遥控独裁政权，并试图在另外 20 个国

家也这样做，同时粗暴干涉其媒体、选举和内政，他告诉世界，“美国从未试图占

领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我们是一个好人”。(21) (22) 

 

在干涉了大约 100 个国家，给无数无辜平民造成了巨大的流血和痛苦之后，美国

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吹嘘道：“我们从未干涉过一个国家的内

部政府，也无意这样做，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永远

不会发动战争”。（24）正如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um）所指出的，这一定

意味着，在美国与 70多个国家长达 200 多年的数百场战争中，所有这些国家首先

入侵了美国，而美国只是在自卫。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一次采访中

声称，“美国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男女官兵是上个世纪世界上最重要

https://www.lewrockwell.com/2008/06/tom-engelhardt/kill-kill-kill/
http://www.informationclearinghouse.info/article41967.htm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cifamerica/2011/jun/20/the-talibans-wishlist
https://www.foreignpolicyjournal.com/2011/07/08/the-brown-mans-burden/
https://www.jfklibrary.org/archives/other-resources/john-f-kennedy-speeches/american-university-19630610


的维和人员”。（25）这是他鼓励所有纽约时报读者“给战争一个机会”的同一次

采访。 

 

 

 

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需要一种方法来惩罚萨

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不想成为美国殖民地，他亲自安排了对伊拉

克饮用水净化设施的有针对性的破坏，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了制裁，以阻止伊拉

克获得替代供应或维修。据联合国报道，奥尔布赖特的行动直接导致 50 多万伊拉

克婴儿死于受污染的饮用水，美国政府对此毫不知情。随后，在《60 分钟》节目

的电视采访中，奥尔布赖特面对莱斯利·斯塔尔（Leslie Stahl）的这些行为的证

据，她著名地宣称：“是的，这是值得的。”，“美国很好。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尽力

做到最好”。(28) 

 

https://www.wsws.org/en/articles/2009/10/frie-o13.html
https://en.wikiquote.org/wiki/American_benevolence


 

 

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帝国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有益和最道德的帝国

，不仅在技术发展方面，而且在培育世界民主和繁荣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全球帝

国仅仅出于道德目的而采取如此大规模的违背其利益的行动。“然而，研究不会揭

示美国培育民主和繁荣的任何例子，我挑战任何人，哪怕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事件

，美国都曾为了道德目的而大规模或以其他方式违背其利益。许多美国军方官员声

称，“我们的国家是一支史无前例的善力量”，“美国军队是一支……无与伦比的全

球善力量”。一个世纪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摧毁和殖民同一个世界的同时

，吹嘘“美国是世界的救世主”。卡内基战争与苦难基金会的罗伯特·卡根写道，“事

实是，美国实行的仁慈霸权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有好处”。（29）有什么证据

？通过宣传面具和乌托邦综合症。没有别的。 

 

美国基督教是这种民族精神错乱的主要部分。乔治·布什告诉全世界，上帝让他入

侵伊拉克，在入侵期间，他说：“我相信上帝会通过我说话。没有上帝，我就无法

完成我的工作”。战争结束后，在杀害了 100 万或更多无辜的伊拉克平民后，布什

说，“当我们向上帝敞开心扉时，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同样珍贵

的……在祈祷中，我们变得仁慈和同情……当我们响应上帝的号召，像爱自己一样

爱邻居时，我们与我们的同胞建立了更深厚的友谊”。我们显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

：没有人比乔治·布什对他在伊拉克杀害的数百万平民的爱更爱他的同胞，马德琳·

奥尔布赖特杀害了 50 万婴儿，这是她对人类的巨大爱。当然，奥巴马不能被排除

在游行队伍之外。在利比亚的非法破坏造成了无数人死亡，他的无人机在巴基斯坦

造成了无数平民死亡之后，他履行了自己的宣传义务，告诉我们，“我相信基督为

我的罪而死，我通过他得到救赎。这是每天力量和生计的来源”。（30）阿富汗、

利比亚、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的人民可能会对奥巴马与上帝的关系有不同的解读。 

 

这种乌托邦综合征的另一个结果是我们所说的“锅叫锅黑”，换句话说，将“我们一

方”犯下的罪行归咎于他人，并显然忽视了我们立场中的严重不合逻辑和错误。美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1998/06/01/benevolent-empire-pub-275
http://archive.boston.com/news/politics/2008/articles/2008/08/17/obama_mccain_air_views_on_faith/


国指责华为是潜在间谍的唯一原因是，几十年来，思科、微软、英特尔、施乐和其

他许多美国 IT 公司一直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媒

体指责任何撰写同情中国、俄罗斯或伊朗的文章的人都被支付了报酬，这仅仅是

因为美国记者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一直被支付中情局的报酬。 

 

我最近遇到的另一个例子是 Jamil Anderlini 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

他当时是英国《金融报》驻北京的站长。在一篇题为“爱国主义教育扭曲了中国的

世界观”的文章中，（31）安德里尼声称，中国“选择性的历史教学影响了其自我

形象”，想象了世界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从普通公民到最高领导人——如何看

待自己之间的巨大“脱节”。他表示，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可怕的怪物，欺负所

有其他国家，他的无知让他幸福地意识到，这种情绪对中国来说不是真的，而是对

他所捍卫的美国来说。 

 

 

 

 

他写道，中国对历史的“选择性教学”和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强调培养了“中国年轻

人中的民族主义、反西方受害者心态”，显然又不了解培养美国爱国主义的典型西

方（美国）爱国主义教育。这种心态对于所有西方媒体记者来说都是典型的，他们

的选择主要是因为他们受到美国宣传的影响。这或许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好地方，在

https://www.ft.com/content/66430e4e-4cb0-11e2-986e-00144feab49a


加入英国《金融时报》之前，安德里尼被聘为男性内衣模特，这无疑有助于他深

入了解中国文化，同时巩固了他作为英国《金融报》北京站站长的资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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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队长-有两个头脑的人 

  

  

 

 



 早些时候一篇题为“如果美国解体……”的文章为《伯纳斯与宣传》系列作了介绍。本文作

为结语。 

 

我将在这里简要重复我先前提出的几点意见，以便提出一个需要详细阐述的观点。 

  

 

 在题为《乌托邦综合症》的文章中，我提到了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

）的“宣传面具”理论，该理论指出，当政治理想或“官方故事”与现实的分歧太大时，理

想或官方叙事本身就成了一种面具，阻止我们感知差距。当宣传的原则与事实真相相距太

远时，受害者就失去了将事实与虚构区分开来的能力，无法识别他们的理想与行动之间的

差异，或他们的信念与真相之间的差异。在同一篇文章中，我概述了美国人犯了我所说的

“乌托邦综合症”，他们不是将自己与现实世界的行动进行比较，而是将自己与一些乌托

邦式的理想标准进行比较，而这些理想标准只存在于他们自己的想象中，一个脱离现实的

幻想和幻想的世界。接下来，我注意到弥漫在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心态，这是他们的基督

教和伯纳斯的工作的结果，伯纳斯操纵公众思想的方法创造了一种二元心态。伯纳斯声

称，他宣传中的过度情绪负荷只能在受害者身上产生有限范围的强烈情绪反应，迫使一个

人的情绪切换到二元“开或关”模式，没有其他选择。 

 

 

在这个二元框架内，有趣的是，美国人对他们珍视的民主持不同意见。一方面，他们口若

悬河，热情洋溢地宣扬他们的多党政治制度是人类进化发展的顶峰，这是上帝赋予他们的

普遍价值，代表着全人类的渴望，另一方面，强烈谴责同样的民主制度是无望的腐败，其

政客不如蛇和二手车推销员更值得信赖。因此，美国人似乎有两个大脑，这两个大脑显然

没有联系，无法相互交流。我们有一个大脑尖锐地宣扬一座山上美丽豪宅的乌托邦式幻想

，而另一个大脑则轻蔑地驳斥了地基开裂、屋顶漏水、地板下陷、电线故障等现实。然而

，大脑的主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两个连续的、完全矛盾的现实。 



 

如果我们假设美国人确实有两个不相连的大脑，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那么这些

行为模式就不难理解。与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大多数美国人表现出研究人员所称

的“精神功能分裂”，这是一种精神障碍，其特征是无法识别真实的东西，最常见的症状

是错误的信念。这种衍生的精神分裂症似乎与所谓的“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的变体相同，“多重人格缺陷”是一种精神缺陷，其特征是两

种不同但分离的人格状态交替控制一个人的行为，并伴随着记忆障碍，而这种记忆障碍

不是普通健忘所能解释的。“这种组合概括为：（a）持有完全错误的信念，无法将虚构

与现实区分开来在这两种状态之间表现出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记忆重叠。尽管这一切

看起来很奇怪，但这完美地描述了美国人，而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巧合。我应该在这里指

出，这两种精神障碍在美国的诊断率高于其他任何国家。 

 

 美国人从婴儿时期就被乌托邦式的宣传所淹没，这是一本充满宗教和情感的阴险的《新

约》，向他们灌输一种信仰，即他们的上帝赋予他们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导致他们无法再

认识到他们的理想和行动（或政府的行动）之间的巨大差异。他们的基督教福音品牌使他

们相信自己是“善”的，他们的所有行为，无论多么邪恶，也是“善”。因此，他们不将自己

与现实世界的行动进行比较，而只将自己与计划中的乌托邦理想进行比较。合乎逻辑的是

，美国人似乎对这种明显的差异视而不见，这是因为在改变性格状态时，记忆受损，伯纳



斯的解释撒谎，以及控制两个大脑的“开/关”开关。问题很简单，两个大脑（或人格状态

）不能同时“开启”。 

 

这种情况及其状态很容易观察。在没有威胁性的谈话时刻，大多数美国人的大脑都能转换

到现实状态，承认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本质，所有的公开的伤痛和未经处理的疖子都显而易

见，并受到强烈谴责。在这些不加防范的时刻，许多美国人会对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出

批评和道德谴责的浪潮，至少对他们的公司和银行的犯罪性质、他们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的

根本不公正性以及他们引以为傲的多党民主制度的失败有直观的（如果不是事实的话）理

解。 

 

他们深知自己的华尔街银行家是掠夺性的吸血鬼，他们的法庭既不合法也不公正，他们

的民主已经腐败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他们的大多数政客和企业高管都要坐牢。他们大多

非常清楚自己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性不公正，也惊讶地意识到自己伟大的“民主”的徒劳

。看到他们清晰的愿景和对这些失败的严厉判断，可能会令人震惊。 

 

 



但是，当这些基本面受到威胁时，或者当我们接触到一种情感滋养的宣传刺激，其中包含

一个“做美国人感觉很好”的机会时，现实大脑会关闭，乌托邦大脑会打开，我们有时会

受到令人恐惧的民族主义废话的宗教洪流。我早些时候写道，我们认为美国虚伪的大部

分原因实际上可能是由于一种特殊的美国式的大规模精神错乱，而事实似乎正是如此。 

 

 

 

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受到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宗教洗脑宣传。美国的爱国主义既不是自然

的，也不是自发的；它从一出生就被计划、编程并灌输给所有美国人，至少是所有美国

白人。它常常愚蠢到滑稽可笑，但同时又相当可怕。考虑以下示例： 

  

媒体的话题是，购买活圣诞树的美国人越来越少，转而购买麻烦更小、可重复使用的人造

圣诞树。活树产业的生存受到长期威胁。这里没有政治，没有宗教。但这是美国，这里的

情况不同。据美国媒体报道，问题不在于消费者口味的改变，而在于中国，特别是“中国

廉价的假圣诞树”。中国正在“威胁我们正宗的美国树木”，更重要的是，中国也在威胁供

应正宗美国树木的“爱国美国人”。因此，这篇媒体文章建议这些受到威胁的美国人去森林

里寻找“一棵上帝培育的树”，以证明他们的爱国主义。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你是笑还是

哭？ 

 



这种严重的心理失衡和令人痛苦的情感不成熟的悲剧组合，给这些歇斯底里的青春期前的

美国人带来了生存问题。一方面，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们必须感到很好，因为这是他们唯

一的情感寄托。但另一方面，身为美国人的事实本身并不能让任何人对任何事情都感到满

意。更糟糕的是，他们仅仅自我感觉良好是不够的；至关重要的是要感觉自己比别人更

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一个外部比较来说明自己的优势。尽管他们虚构的例外论和

宣称压倒性的道德优越性，但他们也有一种内在的认识，即这些主张是虚假的，他们不断

试图证明一种优越性，如果这种优越性是真实的，那么就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无需证明。 

 

 

 

《美国梦：相信任何人，无论他们出生在哪里或出生在哪个阶层，都可以在一个每个人都

有可能向上流动的社会中获得自己的成功。》 

 

但美国人没有自己的价值，他们自己也没有，他们的国家身份、历史或文化也没有，所

以他们通过诋毁那些有价值的人来补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强烈地无视自己的错误

、罪行和暴行，只关注他人的罪行——即使他们不得不制造虚构的罪行。这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了为什么虚伪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一个定义性形容词：他们不能允许自己的国家身份

因暴露自己当前的错误和历史罪行而崩溃。当与他们邪恶的基督教叠加在一起时，这就



产生了他们想象中的、令人惊叹的扭曲的道德优越感自我形象。最终的结果是，一个没有

什么内在自我价值和真正的人类价值观的国家，无法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空虚、肤浅

、空洞、无知、卑鄙、歇斯底里、嫉妒、好斗、自私自利和虚伪。 

  

This is what Lippman and Bernays (and their European masters) did to the 

American people - reprogrammed an entire nation in equally as brutal a 

fashion as did the US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K with Hong Kong, in this 

case creating an entire society of deluded, hysterical, and profoundly sick 

killer-consumers with a totally fictional history. It is probably fair to say that 

these men had good and fertile material to work with, a composition of the 

worst features of Christianity, native ignorance, and insatiable greed, but still 

we need to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Americans have always been racist 

and violent, but it was Lippman and Bernays who turned them into serial killers 

celebrating their Afghan “bug splats” in the national media. And it was in this 

fertile and evil soil that American Presidents,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Defense Secretaries so lushly sprouted into the longest string of 

sociopathic genocidal killers in history. Democracy never had a chance. 

这就是利普曼和伯奈斯（以及他们的欧洲主人）对美国人民所做的事，他们以同样残忍的

方式重新规划了整个国家，就像美国对菲律宾、英国对香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创造了

一个由错觉、歇斯底里和病入膏肓的杀手消费者组成的整个社会，他们的历史完全是虚构

的。也许可以公平地说，这些人有着良好而肥沃的材料来工作，这是基督教最糟糕的特征

、天生的无知和贪得无厌的贪婪的组合，但我们仍然需要在值得赞扬的地方给予赞扬。美

国人一直都是种族主义者和暴力分子，但正是利普曼和伯纳斯将他们变成了连环杀手，在

国家媒体上庆祝他们在阿富汗的“窃听”。(1) 正是在这片肥沃而邪恶的土地上，美国总统

、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如此迅速地成长为历史上最长的一系列反社会种族灭绝杀手。民主

从来没有机会。 

 

* 

注释 

（1） 对于那些不知道的人来说，“虫鸣”既是声音，也是像蚱蜢这样的大型昆虫高速

撞击汽车挡风玻璃的结果。美国人以在阿富汗用高威力武器射击儿童（通常是头部）

而闻名，并将由此引发的爆炸称为“虫子飞溅”。 

 

 



模拟世界中的二元人 

 

 

 

 

在罗马的一天，我问警察：“如果我把车停在这里，部分挡住医院的紧急入口，可以吗？

我只想穿过街道喝几分钟咖啡。”他说：“当然可以，但把钥匙放在车里，以防我得赶紧挪

车。” 

 

意大利并不以专制环境而闻名。当美国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专制的国家，除了沙特阿拉伯

和以色列等少数神权国家外，美国人，以及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右翼政治保守

社会的所有人，都兴高采烈地谴责其他国家为“专制”国家，这是非常有趣的。 

 

美国人在政治上谴责左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专制主义的，而事实上，这些国家是威权主义

的对立面，而威权主义只在以宗教为基础的右翼社会中盛行。只有这些生活在黑白世界中

https://moonofshangai.blogspot.com/2020/04/binary-people-in-analogue-world-what-is.html
https://moonofshangai.blogspot.com/2020/04/binary-people-in-analogue-world-what-is.html
https://moonofshangai.blogspot.com/2020/04/binary-people-in-analogue-world-what-is.html
http://www.bluemoonofshanghai.com/wp-content/uploads/2021/08/binary-world-1.jpg


的地方和民族才是专制的。事实上，美国人的这种理解完全是倒退的，50%是因为宣传

节目，50%是由于当地人的无知。 

 

权威的意思是“照我说的做，否则……”。这意味着你按照我的方式做，或者你根本不做

。这意味着在违反规则或违反诸如乱穿马路之类的小法律时，没有任何余地。这意味着如

果警察看到你，你就会被罚款。无警告。这意味着，像警察这样的当权者，甚至可以以

你违反了一些轻微的法律法规为由，不受惩罚地射杀你。这意味着在到期日前支付电费

，这样你就不会在黑暗中冻死。系统中没有宽恕，没有回旋余地，没有理解政府的母亲会

说“好吧，但下次要做得更好”。扭曲的福音派宗教基础、右翼心态、政治保守主义和威

权主义是同一个方案的一部分，不能轻易分开，这些术语或多或少准确地描述了美国。 

 

相比之下，不断被美国媒体指责为专制主义的中国，事实上和现实情况与这一立场相差

180 度，缺乏上述所有负面因素，包括扭曲的宗教和萎缩的右翼大脑。中国比西方右翼

国家更宽容和宽容一个社会，这正是因为它没有被宗教所腐化（与信仰上帝相反，信仰上

帝不仅不是一回事，甚至也没有关联），因为它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

爱人民），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关爱公司和有钱人）。我非常感兴趣的是，意大利和中

国有许多共同的社会特征，也许是因为它们是古老的社会，但其中一个共同特征是宽松的

自由主义，与我们所称的专制主义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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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意大利，你可以暂时非法停车，而不会招致上帝的拖车的愤怒。在中国和意大利

，你可以迟到付款，而不会受到惩罚。在那里，世界和生活不是黑白的，而是无限的灰色

，在那里，与体制或官僚机构的接触往往是宽容和理解，而不是严厉的评判。 

 

 

 

一位来上海的游客在网上发布了一篇令人愉快的帖子，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两名警察处理

一名醉酒摔倒的司机的遭遇，并声称对他们如何温柔地处理他感到惊讶。对司机有利的是

，他没有暴力或虐待，只是喝得很醉，但……我可以证明无数类似的例子，这些例子不是

表现出专制的心态，而是宽容的照片，与专制的美国正好相反。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

，不想听到这些，但他们故意视而不见并不能改变事实。 

 

西方人出生于一个犹太-基督教、右翼、黑白、个人主义的世界。中国人出生在一个儒家

、社会主义、灰色、多元化的世界。我们不能用西方的度量来理解中国，就像我们不能用

升来度量距离一样。美国是简单化的，几乎是对一个社会的讽刺，而东方则非常复杂。

通过努力，东方可以理解西方，但西方可能永远不会理解东方。 

 

右翼社会和人民不能轻易地与灰色多元主义联系起来。他们的右翼黑人和白人宗教为他们

创造了一个简单化的黑人和白人世界，几乎没有模糊的余地，也没有我们所谓的软技能或

评估和判断方法。对美国人来说，冲突、对抗、战斗、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处理分歧的必

要条件，而中国人和亚洲人通常更喜欢避免冲突，寻求和平。他们对胜利者和失败者不

感兴趣，而是对和谐和稳定感兴趣。 



相反，他们试图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时会拖延边境争端几

十年，耐心地等待，直到每个人都有心情同意，他们往往以和谐的名义做出重大让步。 

 

 

 

像美国这样的右翼黑人和白人社会天性好战、好斗，他们扭曲的宗教道德甚至在不存在冲

突的地方寻求冲突。灰色社会的阴影自然倾向于谈判和和解，而不是战争。当你进入中国

许多城市的当地警察局时，你首先看到的是调解室，在那里，警察可以帮助争议各方解决

分歧，而无需诉诸法院。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基础设施都建立在冲突模式基础上的国家

，在任何争端中，我必须是“正确的”，而你必须是“错误的”，因此理解并实施这样一个

具有社会意义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道德上的错误。当这些右翼、黑人和白

人社会被灌输宗教道德至上主义时，他们都是帝国主义者，希望征服、征服和控制其他国

家。他们天生也是种族主义者，这种特质并不存在于真空中，而是由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证

明，并得到上帝的认可。美国的所有价值观基本上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社会生存属



于“适者”的概念，在国际范围内，这证明了最强国家对世界的入侵、殖民和最终统治是

正当的。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异具有深刻的基本价值观。比起信息自由或个人自由，中国人更看

重一个和平与社会稳定的社会。美国人因为认为自己比中国人拥有更多的“权利”而获得了

至上主义的自我满足感，但这是基于对亚洲共同价值观文化的无知，而集体权利往往更为

重要。由于这种多元化，中国人非常愿意放弃美国人所说的“私人权利”，但就文明和国家

认同所产生的价值观而言，这一点远不止于此，还延伸到我们所说的‘国家梦’。美国梦是

关于一个人——我——我可以拥有一切，而中国梦是多元的，是为了中国的复兴。为了

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努力工作并做出真正牺牲的中国人（大概 90%）的数量可能与为了国

家的利益而放弃任何事情或做出任何牺牲的美国人（大概 10%）的数量成反比。 

 

在这个意义上，除其他外，中国和中国都被西方严重歪曲。中国人没有兴趣把任何人改造

成像他们一样。他们认为他们的制度（政治和经济）对他们有利，他们对此感到满意，但

不会试图将其强加给任何人。中国人不干涉，原因是他们没有犹太-基督教干细胞来告诉

他们，他们必须改变信仰或杀死任何不同的人。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因为中国



人没有感染过宗教。他们摆脱了令人厌恶的至上主义信念，即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上

帝的眷顾，因此没有种族主义，也没有容忍。 

 

 

 

 

 

 

 

从个人主义、弱肉强食的模式中走出来的美国人，融入了他们伪装得薄薄的种族主义，这

种种族主义被认为是一种不那么煽动性的美国例外主义，他们不能接受这一点，因为这会

摧毁他们试图将自己的法律、价值观、信仰和标准强加给世界其他地方的唯一理由。如

果你承认所有人和国家都是平等的，承认国家和文化中存在着自然和令人向往的多样性

，那么你就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强加于人。美国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否认现实

，蔑视文化或其他差异的主张，指责各国利用其文化多样性作为借口，逃避其真正的基督

教命运，成为美国的克隆人。 

 



 

《美国主宰世界的征程：下面这张列表显示的是美国轰炸的时间和地点，看看这里边有没

有你的国家或邻国》 

 

我们认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采用美国式多党政治的压力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将印度

或菲律宾作为尚未完全自我毁灭的社会的例子，以此证明亚洲国家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生存

的能力。但是，对世界统治的渴望在这场布道中发挥了比美国人愿意承认的更大的作用



。他们把对全球霸权的渴望深深地嵌入了他们所谓的民主价值体系中，以至于他们假装忽

视了他们改变宗教信仰背后的蓄意和非常真实的政治威胁，仿佛他们的建议是基于人道主

义关切——而他们显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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