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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October	2020	

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 

在政策交流项目上的讲话 
 
非常感谢 Dean Godson先生和 Policy Exchange邀请我主讲第九届
Colin Cramphorn年度讲座。我们都盼望着能共聚一堂，面对面交
流的那一天。而新的疫苗和疗法即将出现，让我倍感乐观。通过

西敏寺与白宫跨大西洋的视频联线，让我们暂时用想象来替代。

我希望把准备好的话讲完后，热烈的讨论会接踵而来。 
据说，英国和美国是被共同语言而被分隔开的国家。看来用汉语

发言，更能成为两国之间的桥梁。 
实际的情况是，Godson先生让我炫一炫说中文的本事，拼拼收视
率。他知道，之前我的中文“五四”演讲视频点击超过百万。可

能他还知道，之后我为里根总统研究所录制的英文视频，连我的

下属在内也没几个人关注。 
看来 Godson先生是这样算计的：说中国话的洋鬼子，可能比洋鬼
子说的任何话，都会更卖座。 
既来之，则安之。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大家各取所

需。 
用汉语发言还有另个好处：中国朋友也能直接参与这场对话。中

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当今国际上越来越受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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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INTERFERENCE IN HISTORY 
历史上的外力干预 
 
要说明这场对话的重要性，不妨先回顾一下历史。形势日渐紧

迫。 
18世纪末，一个山海相隔远离英国的地方，一些高瞻远瞩的人，
起草了一部宪法，主张限制公权，提倡民权，希望开辟永久的民

主之路。 
我所说的……是波兰。 
是波兰？你会惊讶。18世纪末的波兰历史没被选进各位的高中课
本，大家不必感觉难堪。彼时，后来更加著名并且至今仍为合众

国 高法律的美国宪法也刚诞生没几年。不同的是，波兰宪政实

践却被扼杀在摇篮里。 
问题出在外力干预。部分波兰贵族害怕新宪导致他们特权的丧

失，于是求助俄国，复辟旧制。俄国女皇 Catherine the Great借机
入侵，夺取了波兰东部，普鲁士占领了波兰西部。 
俄国在平定了曾经是美国革命英雄的波兰军官 Kosciuszko的起义
后，1795年，与普鲁士和奥地利联手完成了对波兰和立陶宛的
后瓜分。年幼的波兰联邦从此在地图上消失。 
提到波兰失败的变法有两个原因：一是提醒大家，民主政府，虽

然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和实践的成果，既非战无不胜，亦非历史的

必然。二是专制政权对自由社会的干预，不仅没有江河日下，反

而甚嚣尘上。 
若要阻止外力干预， 好有地利，可惜对波兰来说地利是个奢

望。18世纪波兰的邻邦都是当时的欧洲强国。而美国却受到大西
洋和太平洋的环抱，享有哺育民主宪政求之不得的优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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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INTERFERENCE IN THE CYBER AGE 
网络时代的外力干预 
 
然而在信息网络时代，专制政权可以将虚假信息灌输到他国的公

共舆论当中，并通过自我更新的运算程式去广为传播。如今重洋

海峡的天然阻隔能够抵御这样的干扰吗？ 
如果自由的主权国家放任自流的话，当然不能。许多国家，包括

民主国家在内，正在经历实实在在的考验。考验的是我们自身抵

御高科技专制政权隐蔽的强力腐蚀的能力。 
听起来很奇怪，因为专制政权只占少数。 但是，他们具有支配本
国全部资源的能力；他们相互借鉴；甚至经常相互协调。 
国家经济实力并非赢得虚拟网络战的前提条件。我们看到莫斯科

和德黑兰指使的黑客们正在千方百计地削弱人们对正在进行的美

国大选的信任。在此，没有任何政权比中国共产党更有能力去影

响他国的政策以及国外民众的认知和选择。 
 
THE PARTY’S “MAGIC WEAPON” 
中共的“法宝” 
 
说真的，我们早该料到这一点。中共取得内战的胜利，并非完全

得力于军事战斗力，而是借助其在思想意识以及实际行动上对敌

人的渗透和操弄。这就是为什么当下中共的领导人狠抓统战工作

的原因。 
统战工作的主要特征是不透明。 顾名思义，奥秘就在名字里。 
统一战线是一个在开放社会找不到同类的概念。中共领导人把它

称为“法宝”，只要统战需要，九千万党员都必须支持。中共统

战部门干部的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的四倍。中国外交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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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与各国政府进行外事活动，统战部则在搜集他国情报，对海外

居民施加影响。他们专门关注外国的精英阶层和机构。实际上，

统战人员是集情报、宣传和心理诱导于一身的通才。 
听上去很像在讲笑话。不过中共统一战线可绝不是开玩笑，因为

它直接影响到你和我。原来心理诱导的原材料就是大数据。这就

是为什么中共给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公民建立了数字档

案。跟据上个月披露的材料，一个中国数据库中包含了超过 2百
40万个外国公民资料，包括许多今天在线的各位听众，这说明中
共将传统的列宁主义与强大的数字监控新工具相结合的宏大部

署。 
对我们公开和私下的数据进行收割建档的企业是深圳振华数据信

息技术公司。据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称之为“攻心战”。根据公

司网站披露，其产品的买家是中共国安系统。 
振华汇编的人事档案几乎囊括了地球上每个国家。王室、议会、

法官、文职人员、科技专家、新兴企业家，海军上将、军舰水

手、教授、智囊团成员、中央和地方官员， 不一而足。甚至儿童
也不放过，这符合北京无孔不入的政治斗争习惯。 
振华在统一战线里中并不是什么拔尖的角色。甚至可能只是商业

投机，认定中共会来买单。 实际上，实力更加雄厚的中国科技公
司，包括一些著名应用程序开发商，能量要大得多。 
建立档案的嗜好是列宁主义政权的特征。资料的使用一如既往，

用于施压、勒索、奖惩、威胁、恐吓、奉承、污蔑、分化和征

服。 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自己创造了条件，使独裁者能够轻松地
搜罗到如此大量的私人数据，甚至包括那些从未涉足过中国的

人。 我们将知识产权、政府文件和私人生活任意公开，像本摊开
的书。我们用智能手机聊天、搜索信息、购物、浏览、从事网上

金融、导航、社交、宗教信仰到相互倾诉，这些信息的散布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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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双层巴士排放的尾气，使得利用网络对我们思想和行为的监

控易如反掌。 
中国共产党已经重新安排了举国部署，用来有效利用数字手段扩

大党的力量和影响。 
 
THE PARTY’S GOALS 
中共的目的 
 
然而收集和利用大数据的 终目的是什么？ 北京在试图影响我们
什么？ 简而言之，中共的目标是通过软硬兼施，使得个人选择甚
至国家政策陷入某种有利于北京为所欲为的心态。这是一种认知

上的背离，既软弱又恐惧，得意自满而又无能为力；仿佛今天

说：“认为中共构成威胁还为时过早，”可明天又说，“中共确

实是威胁！但是大势已去，为时已晚。”陷入这种特定心态，就

像是吞了《黑客帝国》中的“蓝色药丸”一样被幻象所征服。 
中共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宣传战和攻心战的厉害
之处。中共的海外宣传有两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未来属于我

们，你越早配合越好。” 同时：“我们跟你们没什么不同，别担
心。” 这两句骗辞在历史上共同构成了所有列宁主义运动宣传的
核心。 
新西兰学者布雷迪（Anne-Marie Brady）是揭露统战伎俩的先驱，
她指出中共的 “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这类运动的
经典样本。 
她称统战是“一种工具，专事腐蚀和侵蚀我们的政治制度，削弱

我们的力量，制造我们的分裂，窒息我们媒体的批评声音，并且

用钞票堵住我们精英的嘴巴，使他们成为中共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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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骗术并不总是有效。 会被真相戳穿。“一带一路”项目的
巨大浪费和腐败就是一个例子。 当骗术达不到目的，中共经常诉
诸恐吓和胁迫。 
以香港为例，去年，上百万示威者游行抗议北京实施更严酷的控

制。如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未来，看来香港示威者宁愿活
在当下。 
对此，北京采取了另一套方案，拆毁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框

架，剥夺了使香港成为亚洲 兴旺城市的自治。 
 
HOW WE DEFEND OURSELVES 
获得免疫能了 
 
然而上面说的都不是陷入恐慌的原因。 的确，西方正在经历周期
性的自我疑虑，极端的政治思潮同时出现在左右两端。有些愚蠢

的主张属于奥威尔说的“只有知识分子才会去信”的范畴。 我们
需要回归常识。 
在外交政策方面，为了维护主权，促进稳定和减少误判，特朗普

总统确立了两个值得强调的原则，这就是：对等和坦率。 
 “对等”其实非常简单，如果他国损害我国利益，我将以彼之道
还之彼身。即合理，又通俗，包括针对潜在的侵略者。 这是防御
性的策略，植根于公平和威慑的基本概念。 
 “坦率”的概念是，当大家诚实地和公开地谈论朋友、对手和自
己时，民主制度是 安全的。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 当里
根总统准备在柏林发表演讲时，有些幕僚拼命劝他删掉一句不太

好听而且有点伤人的话。 幸好里根总统言发自心，说出了那句在
他总统生涯中 著名的话： 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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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对抗性的言论让国家相互敌对。 美国的外交使团善于把
这个陈旧观念伪装成谦恭的政策，而骨子里却反映了一种自大心

态，其中的假设是，其他国家的行为都是美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

什么的反应。 聪明的对手于是顺水推舟，利用我们自己的伪善制
约我们。 把讲真话说成挑衅，是独裁者禁止民主国家发言的手
段，经常能够得逞。 里根总统在 Guildhall曾说：“这是自由国家
遭受的第一个也是 严重的挫败。” “当自由的人民停止向其对
手说真话时，其实就是欺骗自己。” 实际上，坦诚佈公就是通过
减少战略误判以促进和平。 
坦诚佈公也适用于我们的内政。 不能有双重标准。 
当 Louis Armstrong作为美国国务院文化大使在苏联演出时，他坦
率地谈到了美国的种族歧视。 当里根总统著名地称苏联为“邪恶
帝国”时，他在同一篇演讲中提到了美国自己的，包括反犹太主

义和奴隶制在内的“邪恶遗存”。 
 
XINJIANG  
新疆问题 
 
因此，我本着友好、乐于反思和坦率的态度，请中国的朋友们研

究一下贵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宗教群体的政策，追问一

些真相。问一问，为什么《经济学人》本周封面文章中称这些政

策为“反人类罪”和“违反当今世界上 广泛认同的原则，即人

类个体享有自由和尊严的权利。” 
作为一个反恐战争中参与了三场战斗部署的海军陆战队员，我可

以告诉你，新疆发生的一切在道德上同反恐没有任何关联之处。

这恰恰是 1948年中国外交官张彭春参与起草《联合国世界人权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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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时，要根除的对人权的侵犯。在中国任何的哲学、宗教或道

德思想中也不可能找到支持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集中营的做法。 
 
WHAT EVIL FEARS MOST 
邪恶势力的弱点 
 
在 2006年癌症去世前，本讲座以之命名的 Colin Cramphorn是西
约克郡（West Yorkshire）的警长。他处理了英国历史上 出名的

恐怖主义案件，从北爱尔兰汽车炸弹袭击到 2005年伦敦自杀式袭
击。 当一个人白天的工作是与邪恶斗争，夜深人静的时候难免思
索人性的善恶。作为一位手不释卷的读书人，他偶尔会特别去翻

看 C.S. Lewis的著作。 
听说他在 Lewis的《地獄來鴻》 (The Screwtape Letters) 中找到了
特别的慰藉，这是 Lewis杜撰的一篇精彩绝伦的独白，主角
Screwtape是一名为撒旦服役的妖魔。 （顺便说一句， John Cleese
几十年前就录制了这本书的完美音频版，可以在 YouTube上找得
到。听说 Andy Serkis也录制了一个版本。） 
 “没有急弯，没有里程碑，没有路标。通往地狱的 安全的路是

缓坡又缓坡，脚下轻松又柔软。” 
我估计 Colin是从这样的认知中得到希望和勇气的：如果正确辨别
邪恶，使它无所遁形，就会发现邪恶其实是脆弱的，甚至是虚张

声势的。 让邪恶曝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贴上标签，能使人免受诱
惑，摆脱恐惧。 正如我的朋友 Tony Dolan说的的那样：“制度性
的邪恶有着根本的矛盾，它同时可以强大无比却又脆弱不堪。因

此它那侵略本性，终将导致自我毁灭。 它意识到自身的道德荒
谬，就像在善的海洋里的随时倾覆的一叶扁舟。” 
邪恶 害怕的是公之于众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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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让我们大声高呼吧。 在此向我们的好警察 Colin Cramphorn和
全世界无私正直的公务员举杯，我们感恩！感谢你们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