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佛的教授委员会最近决定禁止哈佛学生参加
兄弟会，我觉得这不妥，也很难实施，甚至可能是
违反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以此类推，如果耶
鲁动议取消拥有185年历史的耶鲁骷髅会（Skull and 
Bones)，对于部分耶鲁校友来说，那是除非over my 
dead body（从我尸体上走过）的不可能发生的事
情。

我恰恰是支持耶鲁的秘密社团（Secret Society)
、兄弟会（Fraternity）或姐妹会（Sorority) 的，它们
作为耶鲁的特征太重要了，友谊之船正是从那里起
航的。耶鲁现在相当左倾和自由，可能很多人不知
道，耶鲁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保守的，它是一群
哈佛毕业的牧师们抱怨自己的母校偏离了基督传统
而创办的。就是在1968年耶鲁哈佛在橄榄球赛打成
平局的29:29时，耶鲁也是远比哈佛保守的地方，当
时哈佛在不可能的情况下追平长胜将军耶鲁，所以
戏称《29:29，哈佛赢》。哈佛取消兄弟会等终级学
生团体而耶鲁保留它们，也使耶鲁的极左校园拥有
些美国传统，显得保守点没有什么不好。哪天哈佛
闹革命久了，或许会回头的，就像它无奈地回到取
消了的早期录取那样。哈佛当年认为早期录取偏爱
高收入家庭而歧视穷人，真是被政治正确冲昏了头
脑。

我们可以借此机会谈谈耶鲁的骷髅会，我读过
很多这方面的文字材料，也看过不少视频，都有点
不知从何着手。耶鲁骷髅会在1992年开始接收女生
之前，它属于兄弟会的一种，只是更精英些。总体
而言，秘密社团这类组织是从德国发源的, 为美国人
模仿欧洲的东西，也为不少阴谋论提供了无限的想
象空间，诸如骷髅会控制着中央情报局等等。美国
的兄弟会等组织可以追溯到1776年（美国诞生年）
在Williams and Mary学院成立的Phi Beta Kappa，但是
耶鲁骷髅会是拥有固定建筑的最古老的美国秘密社
团。

骷髅会在耶鲁还是一个大多数学生不关心的话
题，因为他们只选有背景的人，另一个原因是他们
的人数太少了，每年只有15人，占耶鲁扩招前的每
届本科生总人数（1340）的1.1%，扩招后比例更小。
骷髅会的特征是他们非常保密，虽然骷髅会成员的
名单以前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内部活动只有他
们自己知道。在耶鲁新生居住的老校园外面的一条
街（High Street) 上，有这么一栋几乎没有窗户，大
门紧锁的哥特式或埃及式风格的建筑，那就是骷髅
会的地址。因为这复合建筑建造于不同的年代，所
以建筑风格共存。建筑的左翼更古老，右翼是后来
加的。这栋一百多年前的骷髅会建筑，后来被估计
当年用了3万美元建成，这个价格在当时应该是相当
贵的，因为耶鲁1842年建造的第一栋石头建筑（老
图书馆，现在的Dwight Hall）的耗资都没有骷髅会的
楼贵。

骷髅会成员称自己为Bonesman，称外面的非成员
为barbarians（野蛮人）或neutrals（中性没主见者)，
而他们的楼则被称为Tomb (坟墓)。骷髅会成员进出
他们的坟墓时应该尽可能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如
果有外人看见也应极力避免目光的接触；骷髅会成
员更是不会在他们的建筑物前交谈。为了确保骷髅
会里面活动的秘密性，在那坟墓建筑上采用有裂缝
的窗户，平屋顶而没有采光设施，建筑材料也是深
色的，甚至连地窖的孔都是密封的。即使这样，还
是被好奇者入侵过，传出一些捕风捉影的故事。

骷髅会、Scroll and Key和Wolf's Head为耶鲁最为
著名的三个秘密社团。即使骷髅会拥有小岛供他们
活动，但是骷髅会还不是耶鲁秘密社团中最为富有
的。这是Business Insider杂志对耶鲁秘密社团的富有
程度的排名，这数据大概不包括骷髅会拥有的小岛
的价值。

1. Scroll and Key — $10,771,828
2. Wolf's Head — $6,845,255
3. Book and Snake — $5,619,120
4. Elizabethan Club — $4,280,963
5. Skull and Bones — $4,129,936
6. Berzelius — $1,945,346
耶鲁秘密社团在经济或运营上完全独立于耶鲁

校方，成为骷髅会成员不需要经过耶鲁校方批准，
所以耶鲁根本不可能取消它。耶鲁骷髅会的聪明之
处在于：他们将它在康州注册成为一个信托，名称
为“Russell Trust Association”，Russell为骷髅会的一
位创办人的姓氏，他为当年耶鲁的valedictorian，另
一位创办人Taft以第三名从耶鲁毕业，不知道耶鲁当
年还为毕业生排名。耶鲁校方不可能干涉或取消一
个信托，不然骷髅会大量的英才和实力会在法庭上
让耶鲁校方受不了的。其实，在开始的一些年，耶
鲁教授群体是相当反对学生参加骷髅会的，他们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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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耶鲁骷髅会
作者：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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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和克里面对媒体谈耶鲁骷髅会。

耶鲁骷髅会的创始人。

耶鲁骷髅会的图案标志。

在美国各州，人们都可以看到工业机器人，就
是那种人们谈之色变，怕被抢了工作的机器人。但
是，它们在全美国的分布并不均匀。

据外媒报道，在美国各州，人们都可以看到工
业机器人，就是那种人们谈之色变，怕被抢了工作
的机器人。但是，它们在全美国的分布并不均匀。

布鲁金斯研究院（The Brookings Institute）考察
了机器人在美国各行各业以及美国各大城市和州的
分布情况。在这里，布鲁金斯研究院将工业机器人
定义为自动控制的、可编程的机器，它们可以代替
人类的劳动。

该研究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这些现象解
释了为何一些大都市的人们会感到焦虑。机器人的
最大用户是汽车行业。在全美国，总共有23.3305万
个工业机器人正在服役，其中汽车行业就占去了将
近一半。这意味着机器人主要集中在美国中西部和
南部以密歇根州为首的10个州。在这些州，汽车行
业中的很多厂商都建立了生产厂。例如，在通用汽
车、福特和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集团北美分公司所
在的密歇根州，有将近2.8万个机器人，占全美国工
器人总数的12%。

美国的机器人之都：密歇根州
拥有2.8万个机器人 占全国总数12%

至与现在的哈佛相似警告参会的学生，九位骷髅会
成员的父母曾经收到过耶鲁校方的警告信。

骷髅会的组织成立于1832年，但是那坟墓建筑
却是1856年建成的，所以相隔24年才有固定活动场
所，以前他们在城里的一个商业楼里活动。骷髅会
这名字也来自一个遇然的事件。第一届成员在耶鲁
校园帖海报时画了一个骷髅，然后在骷髅的下方画
了两个交叉的骨头。当时仅是为了吸引学生们的注
意，但是结果后来成了它的名字。所以任何品牌都
是靠后面的努力创造的，与名字的关系不大，BMW
就是“巴伐尼亚机动车作坊“的土名字。另外一
点，骷髅会在成名之前，也是不惜通过墙报的形式
宣传自己的。

耶鲁骷髅会的会员从本科的耶鲁学院产生，人数
少到所有在世的骷髅会成员只有八百多人，他们在
各自职业生涯相互提携的例子举不胜举。耶鲁法学
院和其他耶鲁研究生院的学生不可能成为骷髅会成
员，所以在耶鲁读了法学院的克林顿夫妇和福特总
统与骷髅会无关。与中国相关的骷髅会成员，我可
以想到的是与蒋介石家族关系密切的美国《时代周
刊》创办人Henry Luce（卢斯), 以及现在清华大学创
办苏世民学院的黑石集团总裁苏世民，加上近代三
位耶鲁骷髅会成员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骷髅会与耶
鲁着力培养世界领袖的精神一脉相承。

骷髅会无疑是精英组织，骷髅会的创办成员就
与一位耶鲁毕业的美国总统存在关系。来自美国东
北部佛蒙特州的骷髅会创办人Alphonso Taft的儿子后
来成为美国总统，也是耶鲁的首任美国总统William 
Taft, 他卸任后担任美国最高法院的总法官，儿子辈
的Taft则来自俄亥俄州。有个很明显的例子可以看出
骷髅会成员是如何互动的，小布什最先考虑的国防
部长人选并不是普林斯顿毕业的Rumsfeld, 而是耶鲁
骷髅会成员Frederick Smith, 当时被史密斯拒绝，小布
什多少年后还想任命他。史密斯创立了Fedex公司, 他
喜欢开飞机的性格使他参加过越战。

骷髅会建筑物自1856年以来就被人未邀请闯入
过，但是他们都只能说看到了一些皮毛，诸如厅内
不灭的灯火、一些人头骨或几十年的成员照片等
等，骷髅会的真正秘密还是不为人知。在小布什和
克里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有位耶鲁女生写过一本关
于骷髅会的书，她面试了100位左右的骷髅会成员，
这是罕见的骷髅会成员接受采访，但是这位耶鲁女
生也面临过其他骷髅会成员的威胁。耶鲁曾经有一
个新闻组织专门出了一期分析骷髅会故事的报纸，
可是当报纸放在耶鲁校园的报刊散发地点后，发现
不少份消失掉了，原来骷髅会派人偷偷移走了那些
报纸。

作为耶鲁骷髅会
的图案标志，上面是
骷髅，中间用骨头交
叉，最下面写着322
。 据 入 侵 者 介 绍 ，
这322的数字放在建
筑物的二楼，至于它
可能代表什么则有不
同的解释，包括可能
代表公元前322年的
亚历山大的去世年。
超过百年并且是他的
标 志 物 的 信 息 ， 这

些都没有人确切知道，可见其保密的程度。骷髅会
的活动特点就是装神弄鬼，特别喜欢制造想像中的
血腥谋杀场面，时不时从坟墓里传来尖叫和哭泣的
声音，有人在旁边的楼上用摄像头看见庭院里的女
骷髅会成员操刀的场景。他们应该是想借这些血腥
游戏锻炼成员面对人生挑战的应对能力，这是未来
领袖必备的素质。骷髅会内很多被他们视为神圣的
东西都是偷来的，包括小布什的祖父曾经把一个印
第安人著名领袖Geronimo的头颅从亚利桑那偷来。
也就是两位美国总统的父亲和祖父在掘了人家的
坟后，偷了里面的骨头，印第安人的亲戚还起诉过
骷髅会。还有据说在周日的早上让你当着很多人的
面，讲述你曾经拥有过的性经历，所以他们要求严

守秘密是可以理解的，不然
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隐私就曝
光了。耶鲁或自由派媒体可
以缺德地把小布什的成绩在
很早的竞选阶段就曝光，而
克里同样糟糕的耶鲁成绩则
在竞选结束后才见报。关于
奥巴马的本科成绩，哥大更
是将它视为核机密严守。

四位骷髅会的创办者都
是名为Phi Beta Kappa的学
生组织的领袖和成员，他们
邀请首届会员时也考虑了美
国地域的多样性，虽然当时
都是白人清教徒WASP的后
代。谈及骷髅会的四位创始
人的远见，他们在选择首批入会的八个成员的地区
多样性表现在：两位来自当时西部的俄亥俄和伊利
诺州，还有几位来自南方的州，耶鲁曾经培养出包
括美国副总统在内的南方领袖。

骷髅会也随时代的变化不但改变自己的形象，
包括招收女生和华裔等少数族裔的学生，Eric Liu就
是华裔成员之一。骷髅会在1938年招募首位犹太学
生，名为Al Hessberg的犹太学生凭运动才华入选，那
时的耶鲁相当反犹。骷髅会在春天Tapped第三年级
的学生，也就是你走路时，突然有人在你后面拍或
抓住你的肩，然后到房间里问你是否愿意加入，这
就是骷髅会选新成员的所谓Tap Day（招募日）的场
景，其他耶鲁秘密社团也有类似的招募形式。

骷髅会在1950年Tapped了首位黑人，耶鲁橄榄
球队长Levi Johnson，当时他大概这样说过：“我的
名字如果倒过来，他们肯定不会要我”，因为Levi为
常见的犹太姓氏，首位被Tapped的犹太和黑人学生
都是靠运动进去的。被Tapped了的学生当然有拒绝
的权力，Johnson和美国副总统候选人Joe Lieberman
都拒绝了骷髅会的邀请。骷髅会的首位黑人产生于
1965年，也就是耶鲁大学还没有大规模录取的黑人
学生的时候。耶鲁在1964年底才开始成群地录取黑
人学生，耶鲁1969年的毕业班里有14位黑人。骷髅
会百年传统为清一色的男生，他们在1991年Tapped
过7位女生，最后骷髅会以368对320的投票结果，决
定在1992年招了6位女生和9位男生，彻底结束了骷
髅会的单一性别的俱乐部特征，而哈佛校方去年就
是先禁止的单一性别学生社团，所以耶鲁骷髅会进
步了20多年。当时骷髅会的反对声音包括美国著名
保守派思想家William Buckley，他们甚至威胁采取
法律措施阻止妇女入会，他们的理由是会造成女性
成员在坟墓里被强奸。骷髅会随美国的变化而与时
俱进，骷髅会的成员已经远不是纯粹的白人清教徒
了，犹太人、黑人、华裔、女性和同性恋都可能是
骷髅会的成员，他们在里面的活动成为他们未来服
务世界的保贵经验。

耶鲁骷髅会至今还是个秘密，所有成员禁止向外
界谈他们毕业班的耶鲁时光在那里面干了什么。两
位骷髅会成员小布什和国务卿克里当年代表两党竞
选美国总统时，他们面对媒体也是三缄其口。小布
什甚至说：“那组织太秘密了，我什么都不能说”
。但是骷髅会的辉煌总是把它放回人们的视野，现
任美国财长Steven Mnuchin和川普顾问苏世民又是
它的成员，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Austan D. 
Goolsbee（最年轻的内阁成员) 也是。耶鲁出了五
位总统，除了克林顿和福特是法学院毕业生无缘骷
髅会外，耶鲁三位本科生成为美国总统的全是骷髅
会成员，其他政法界和商界等领域的重要人物更是
不计其数，包括多位最高法院法官、参议员、美国
橄榄球之父或者拥有“中央情报局之母”的神秘人
物。骷髅会的创办人Alphonso Taft本人就成了美国司
法部长和战争部长，当然印象中骷髅会的影响力现
在有所减弱。骷髅会还有世袭关系，布什祖孙三代
和Buckley父子都是它的成员。任何写骷髅会的文字
似乎都只有开篇和推测，那里面发生的事总是那么
神秘。

机器人比较集中的其他州还包括：
俄亥俄州：有2.04万个机器人，占全美国机器

人总数的8.7%印第安纳州：有1.94万个机器人，占
全美国机器人总数的8.3%,与此同时，整个美国西
部的机器人数量合起来占全美国工业机器人数量的
13%。

如果细分到城市级别，那么底特律的机器人
数量最多，几乎是其他城市的三倍。而且，这里
的机器人数量还在迅猛增加。在2010年，底特律-
沃伦-迪尔伯恩制造中心有5753个机器人。到2015
年，这些机器人数量猛增到了1.5115万个，平均每
1000个工人拥有8.5个机器人。

布鲁金斯研究院指出，在大都会，较多的工业
机器人与人们的焦虑情绪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特别
是像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样可
以决定总统大选结果的“红色州”。

该研究员还表示，它并不是暗示这些机器人决
定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但是，在机器人
较为集中的红色州，劳动力市场的艰难转型和工厂
自动化带来的焦虑情绪很容易反映在投票结果上。

（来源： 新战略机器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