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前，我撰文说，美国正在经历政治衰败。其三权分
立的宪法体系，两极分化的党派斗争和财力雄厚、不断崛起
的利益群体，共同构成了我口中的“否决政治”。比起让政
府造福大众，阻止政府展开行动反而更容易。一再重演的预
算危机、刻板僵化的官僚主义、毫无创新的政策决定，都是
无序政治体系的鲜明标志。

乍一看，2016总统大选似乎在证实这一剖析。因为半路
杀出的特朗普，曾经自豪的共和党已无法掌控提名大局，且
被内部分歧搞得四分五裂。与此同时，民主党这边，不能更
资深的希拉里出人意料地遭到伯尼·桑德斯（现年74岁，自
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强力挑战。从移民到财政改革，从贸
易到停滞不前的收入，无论是什么方面，无论来自共和党或
是民主党，相当多的选民都开始反抗他们眼中腐败、自私的
建制派，而转向激进的“局外人”，希望展开彻底的洗牌。

然而，这场动荡的竞选说明美国民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比预期中运转得更好。不管人们怎么看待选民所选择的候选
人，但他们的确是在成群结队地来到投票点，想要将政治话
语权从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和寡头政治执政者手中夺回来。作
为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本被看做共和
党提名人的不二之选。然而，二月他就狼狈退出竞选，筹集
的1.3亿美元（其中包括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募来
的资金）都打了水漂。另一边，桑德斯承诺打压那些支持其
竞选对手的金融精英，而他仅靠小额捐助，就比杰布·布什
筹得更多资金，从始至终对希拉里紧追不舍。

这次选举透露的真正信息是，几十年过去了，美国民主
终于开始回应与大多数人都相关的不平等扩大化和经济停滞
问题。“社会阶级”这个主题重回美国政治的中心，压倒了
那些在近几次选举中占据核心的议题（种族、民族、性别、
性取向和地域）。

在过去的两代人中，“精英”和“其他人”的命运差异
不断拉大。然而直到现在，国家政治才将其提上议程重心。
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民粹主义者为什么这次能把这个话题摆
上中心，而是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实现这一点。此外，
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政治体系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僵化、
受制于精英富人，这是好事。但民粹主义改革者兜售的解决
方案却老旧无用，一经采纳，会扼制增长、加剧痼疾，让局
面变得更糟，而非更好。所以，既然精英们的自满梦已经被
打碎，是时候让他们去制定更可行的方案，解决那些不能再
否认或忽视的问题了。

◇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
精英阶层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大多数美国公民

的收入却停滞不前，整个美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日愈严重，
这一现象在近些年越来越难以否认。一些基本事实也越来越
无可争议，如社会前1%或0.1%的人分得的国民财富急速上
涨。而这次大选的新鲜事，正是人们开始把注意力从寡头政
治集团的纸醉金迷转向落后人群的拮据处境。

查尔斯·穆雷的《分崩离析》和罗伯特·普特南的《我
们的孩子》这两本新书毫无保留地将残酷的新社会现实展现
在我们眼前。穆雷和普特南政治立场对立，一个是自由论保
守派，一个是主流自由主义者。但他们报告的数据却基本一
致。上一代工人阶级的收入在下降，其中拥有高中或以下学
历的白人损失最为惨重。对于这一群体，特朗普的口号“让
美国重现辉煌”有真正的意义。然而，他们的病根更深，从
犯罪、毒品、单亲家庭等数据中都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场对于下层阶级非裔美国人的全国
性大讨论。他们失业率高、缺乏技能，这种贫穷似乎会自我
复制，因为由此导致的破碎家庭无法传承在劳动市场上竞争
所必需的社会准则和行为。今天的白人工人阶级实质上就位
于当时黑人下层阶级的处境。

在新罕布什尔州（该州和其他州一样，郊区多为白人）
的初选前，选民们最关切的问题是海洛因成瘾，这点可能令
许多美国人感到惊讶。事实上，在印第安纳和肯塔基等州的
乡村白人社区，对鸦片类药物和冰毒的毒瘾已经赶上了上一
代住在市中心的人们对纯可卡因的毒瘾。经济学家安妮·卡
斯和安古斯·迪顿最近的论文称美国非拉美裔中年白人的死
亡率在1999至2013年间有所上升，而任何其他人口群体及
任何其他富国的死亡率基本上都有所下降。造成死亡率上升
的原因似乎是自杀、毒品和酒精——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大
约五十万。而该群体的犯罪率也同样骤增。

然而，日益惨淡的现状却鲜少发生在美国精英身上——
这不仅仅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自己做得很好。过去几十
年，拥有大学或以上教育背景的人运势上扬，离婚率和单亲
家庭比率都有所下降，社区犯罪稳步下降，城市版图因都
市年轻人有所扩张，因特网和社交媒体等技术促进了社会信
任和新型社区参与。对这个群体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家庭破
碎，烦恼更多是父母望子成龙的压力。

◇政治的失败
考虑到社会变化之巨大，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美国

2016年出现了民粹主义，而是为什么这场爆发来得这么迟。
的确，美国的代议制一直存在问题：两党都未能很好地帮助
那些走下坡路的人群。

近几十年，共和党一直是由商业精英和社会保守派两者
组成的不稳定联盟，精英筹钱，保守派给选票。以《华尔
街日报》社论版为代表的商业精英从根本上倡导经济自由主
义——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开放移民。正是共和党人投票
通过了各种贸易立法，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最近的贸易
促进授权法案（以“快速通道”之名为人熟知）。共和党的
商业赞助人明显受益于各类外国劳动力（无论是否具备技
能）的引进，全球贸易体系也让他们得以在世界范围出口和
投资。共和党人推动废除大萧条时期的银行管制体系（正是
这一举措造成次贷危机隐患，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
也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为美国富人减税，削弱工会的力量，
并减少旨在帮助穷人的社会服务。

这样的主张与工人阶级利益直接产生冲突。造成工人阶
级走下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技术变化和公共政策影响因素
同等重要。但毋庸置疑的是，近几十年来共和党精英所提倡
的亲市场政策让工人阶级不得不面对更残酷的技术和全球竞
争，削减了新政时期遗留的各种保护救济和社会福利，对工
人阶级的收入造成了巨大压力。（德国和荷兰等国家更注重
保护国内工人，其不平等问题并未像美国一样愈演愈烈。）
因此，今年声势最大、诉求最迫切的战争就是共和党内部的
战争。共和党的工人阶级票仓明确表示，希望见到更具民族
主义的经济政策。

民主党这边一直以来将自己视为普通人的守护者，觉得
虽然工会在走下坡路，但靠工会成员就能获得足够多的选
票。但他们在这一群体中也没讨到什么好果子吃。比尔·克
林顿倡导的“第三种道路”（译者注：介于高福利社会主义
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兴起之后，民主党精英就
开始拥抱后里根时代两党就自由贸易和移民的益处所达成的
共识。两党在90年代合谋解除银行管制，随后一直努力收买
（而非支持）工人运动，让他们不再反对签署贸易协定。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民主党一直将身份政治（译者注：
以特定群体的个人身份作为政治动员的旗帜）视为其核心价
值。在近几次选举中，民主党的胜利都源于成功动员特定人
群：女人、非裔美国人、都市年轻人、同性恋者和环保主义
者。但他们所彻底失去的，正是罗斯福新政联盟的基石——
工人阶级白人。工人阶级白人自80年代起在有关文化的议题
上（如爱国主义、持枪权、堕胎和宗教）为共和党投票。90
年代，克林顿赢回了他们中许多人的心，两次成功当选（每
次都以多数胜出）。但自那以后，工人阶级白就成为了共和
党更可靠的选民，哪怕共和党精英提出的经济政策实际上与
他们的经济利益相悖。这就是为何在今年4月发表的昆尼皮
亚克大学调查中，有80%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政府在援助
少数群体的路上矫枉过正”，85%同意“美国已经迷失了身
份”。

民 主 党 对 身 份 的 执 着 解 释 了 当 代 美 国 政 治 的 一 大 谜
题——为什么工人阶级乡村白人明明是共和党反对的那些项
目（如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的最大受益者，却纷纷涌向
了共和党的大旗？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奥巴马医改会令
其他人受益，而不是他们自己——这部分源于民主党已经无
力与这类选民展开对话。20世纪30年代的状况则刚好相反，
当时南方乡村白人是民主党国家福利提案的关键支持者，其
中就包括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建立（译者注：该管理局是
大萧条时代罗斯福总统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设立的整体解决
方案机构）。

◇一个时代的终结？
特朗普的政策宣言令人困惑且充满矛盾，毕竟这出自一

个没有清晰政治蓝图的且自恋的媒体操纵者之手。但是共和
党初选中那么多选民被他吸引，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与桑德斯
的情况一样——他们二人都提出用经济民族主义去保护和恢
复美国人的饭碗。这解释了两点：一是特朗普为什么会反对
移民——不只是非法移民，也包括通过H1B签证进入美国的
熟练技术人员；二是他为什么要谴责美国公司为了节约人力
成本而将工厂移去海外的行为。他不仅声讨中国对货币的操
控，韩国、日本这样的友国也不放过，他认为这些国家破坏
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当然，他也坚决反对贸易自由化的深
入，亚洲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和欧洲的跨大西
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都难逃他的炮轰。

任何一个上过大学基础贸易课的人都会觉得这一切荒谬
无比，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模型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
赋理论都证明了，自由贸易对于贸易伙伴来说是双赢的，能
够增加所有参与国家的总收入。事实上，在两代人的时间
里，全球生产量急剧增加，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之后的
全球贸易组织的大框架下，世界贸易和投资得到放开，1970
年到2008年间，全球产量增加了四倍。在中国和印度等国，
全球化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也为美国创造了无可丈量的巨
大财富。

虽然经济自由化所带来的益处已被美国两党的精英人士
所认同，但这并不能使它免于责难。目前所有的贸易模式都
认为，尽管自由化使总收入大量增长，但也可能会导致不利
的分配结果——也就是说，这其中会有赢家，也有输家。最
近的一项研究估计，1999至2011年间，来自中国的进口竞
争导致美国失去了200-240万个工作职位。

贸易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自由贸易的收益足以对受损者
进行适当的补偿，最理想的补偿方式就是职业培训使其掌握
新技能。因而，贸易立法的每一个重要章节都少不了对员工
再培训的大量要求，并逐步引入给员工时间以适应新形势的
新规定。

然而在实践中，这种调整常常是无法实现的。美国政府
已经组织了47场全国性的就业再培训（后合并成了十多个）
，各州举办的更是数不胜数。但这些培训都未能使大批工人

进入高技术岗位。一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为培训落实过程中的
失败，但其中也有理念上的问题：什么样的培训可以让一个
55岁的装配线工人成为计算机程序员或网页设计师，这个问
题还没人能回答。标准的贸易理论也没有将投资的政治经济
学考虑在内。资本相比劳动力始终有着集中性的优势，因为
资本更集中，也更容易协调。这也是早期工会支持者们的论
调之一，但自上世纪80年代后，美国的工会制度就已被严重
侵蚀。同时，在今日全球化的世界中资金具有高度流动性，
而这只会增加资本的优势。劳动力的流动性虽然也在增加，
但限制更多。工会的谈判优势几乎无法实现，因为雇主可以
威胁将工厂搬迁至别处，不仅可以是另一个州，还可以是另
一个国家。

美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非常之
大，真的很难想象什么样的政策才可能保住国内的低技能工
作。也许特朗普本人都不会认为鞋和衬衫还应该在美国本土
生产。世界上每一个工业化国家，包括那些更努力地去保护
自己生产基地的国家，如德国和日本，也都在过去几十年中
遭遇了制造业比例下降的现实。甚至连中国都开始因自动化
和更低生产成本国家的出现（如孟加拉和越南）而失去了很
多工作岗位。

然而，德国的经验表明，美国并非一定要走现在的路。
德国的商业精英们从来没有试图破坏他们工会的权力。直到
今天，整个德国的薪资标准还是通过雇主和工会之间进行谈
判后设定，谈判本身则受到政府的支持。这样一来，德国的
劳动力成本比美国高出约25％，但德国仍然是世界第三大出
口国。而且尽管德国的制造业就业比重一直在下降，但总体
仍始终高于美国。

不同于法国和意大利，德国没有利用复杂的就业法去保
护现有的工作岗位，施罗德总理2010年的改革议程反而让解
雇冗余员工变得更容易。但德国在提高工薪阶层的技能方面
投入很多，有学徒计划和其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干预措施。
德国在防止国家供应链被大量外包上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使小型和中小型企业能与大雇主紧密联系在一起。

美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经济学家和公知一直在鼓吹制
造业经济向后工业化的服务业经济转变是不可避免的。他们
认为这一转变甚至是积极的，应该加速进行。一个夕阳产业
的员工，比如制造业的工人将进行自我学习，成为崇尚外
包、流行兼职的灵活新经济体中的高级技工，他们的新技能
将使他们获得更高的工资。美国政党偶尔会做做姿态，但他
们从没有真正重视员工的再学习，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必要调
整过程中的核心部分，也没有在相应的社会项目中投资，去
缓解工人阶级在这一转变中面临的调整期。所以白人工人，
正如几十年前的非裔工人一样，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本会是一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今
日的中国并没有靠操纵本国货币汇率来促进出口，他们最
多也就是保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防止资金外流。但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2001年间的互联网泡
沫之后，中国对货币的操控是毋庸置疑的。当时的美国完全
可以威胁建立或直接建立对中国进口品的贸易壁垒作为回
应。但这么做也不是没有风险：消费者物价指数会上升，
利率会升高，中国方面的回应可能是不再购买美国国债。然
而，美国上层并没有严肃考虑建立壁垒的可能性，他们害怕
这么做会陷入保护主义，而且会愈陷愈深。最后的结果就是
200万个岗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蒸发了。

◇前路在何方？
特朗普也许找准了美国社会真正的问题，但是要利用好

这股选举风波所代表的改革势头，他绝不是合适的选择。你
不能在贸易自由化实施了半个世纪后，突然立起单边贸易壁
垒，指控美国跨国公司外包工作。在这个关头，美国的经济
已和世界息息相关，如果全球退入保守主义，这带来的危险
将会难以想象。特朗普废除奥巴马医改的提案将会让数以百
万计工薪阶层美国人失去医保。他减税的提案则会在下一个
十年为美国增加十万亿美元的赤字。美国的确需要强硬的领
导人，但是美国需要的是能让政府真正有效的体制改革者，
而不是煽动人心，蔑视建制的人。

然而，如果精英们真的为不平等和工薪阶层衰弱的问题
感到担忧，他们应当重新考虑他们在移民、贸易以及投资等
层面上一直以来的立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在不打击国
内国外经济的前提下减弱美国全球化的参与程度，从而用一
点点国家收入的代价换取国内收入的平等。

很明显，有些改变比起其它的更加可行。其中，移民问
题是理论上最容易着手的问题。全面的移民制度改革已经进
行了超过十年，然而终告失败，其中有两个理由。第一，反
对者反对“大赦天下”，即给当前未注册移民获得公民身份
的渠道。第二，批评者指出现有的法律没有被强制执行，并
且，之前说要强制执行法律的承诺也没有得到遵守。

如果让政府遣返1100万移民（其中很多人的孩子还是美
国公民），这似乎非常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一定程度上
的“大赦”应该是势在必行的。然而批评者的意见也是对
的，美国在强制执行移民法律这点上做的很不好。要做好这
点，我们并不需要一堵墙，而是需要一个类似国民生物识别
身份证这样的东西，加之在法庭和警察上的大额投资。当
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制裁违反移民法律者的政治决心。如
果在移民问题上美国采取了更严格的政策，以对移民进行一
定程度的“大赦”换取对更严格新法的强制执行，也并不一
定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

美国在1924年曾这么做过，从特定角度来看，这造就了
美国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平等。要想改变贸易和投资的现
状，除了不承认现存的诸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样的协议外
（这么做不算极端冒险），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世界上出
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作为当前国际自由经济秩
序的创建者和维持者，美国如果逆时代而行，必然会引起一
股报复的浪潮。

（下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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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PSA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Dr. Edgar Huang 
黄少华博士
SATEnglish@gmail.com
317-804-406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atenglish/

•	 学生在SAT英语阅读和写作两方面有100-550分的提高。自
2008年，Carmel高中每年约三分之一获得National	Merit	Semi-
finalists（基于PSAT成绩）荣誉的学生曾在SEEC受过培训。

•	 SEEC所教内容是美国高中和初中里不系统教授但SAT/PSAT/
ACT要考的。学生在SEEC所学的知识和技巧终身受益。	
SEEC学生来自印州、美国其他州，加拿大和亚洲国家。

•	 SEEC常年授课。学生可任意一周加入。请email或打电话联
系。SEEC免费试听课，免费评估英语能力。

•	 SEEC另有两项服务：	(1)	给高中生提供长达四年一对一的名校
升学指导，(2)	给毕业生的大学申请提供关键的个体化指导。

黄博士自2015年2月
开始教新SAT，具有
丰富的经验。欢迎6年
级以上的学生参加。

SAT/PSAT英语提高班

LK移民律师事务所

317-639-1210
www.lewis-kappes.com

代办各类移民个案

资深移民律师

THOMAS R. RUGE(TRuge@lewis-kappes.com)
STEVEN L. TUCHMAN(STuchman@lewis-kappes.com)

2500 One American Square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FAX: 317-639-4882

Email: byl@lewis-kappes.com

绿卡;   工作准许证;    庇护;   递解出境;   H1B 签证;   受聘移民签证;     
劳工纸;   公民入籍;    亲属移民签证;   及其他类别签证. 

其他法律业务范畴：设立新公司;   房地产买卖;   遗嘱及遗产安排;   
民事诉讼;   劳工及雇佣法等.

我们有通晓广东话，普通话的职员提供语言协助
欢迎预约咨询面谈

We speak Spanish, Madarin/Putonghua/Cantonese, and Danish.

衰败还是涅磐？大选决定美国政治的未来
作者 Francis Fukuyama

作者：法兰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生于
1952年10月27日，日裔美籍学
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
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
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舒
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
授，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
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
企划局」副局长。著有《历史
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
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
劫》、《跨越断层──人性与
社会秩序重建》、《信任》、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
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