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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1 月初，美国中期选举
尚未正式启动，在全美多地投票箱
前，就已有安保人员全副武装、严
阵以待。投票开始后，在威斯康星
州，一名男子持刀进入投票站，威
胁要求停止投票。当选举计票仍
在进行时，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
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等地，一些
民众手举“停止偷取选票”“尊重选
民”等标语走上街头抗议。

选举被视为美国政治制度的
核心，但近年来美国民众对选举的
态度愈加消极和失望。美联社与
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
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今年
10 月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只有 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制
度运转良好。

“在美国政界，有两样东西很
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不记
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
克·汉纳的金句，在一次又一次选
举中得到反复验证。据美国“公开
的秘密”网站统计，2022年美国中
期选举费用高达 167亿美元，是史
上最贵中期选举。

金钱主宰下的选举，选出的自
然大多是金钱的代言人。政客们
借助利益集团提供的巨额资金获
取权力，当选后当然要用手中权力
投桃报李。有些政客下台后转投
商界，将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源兑换

成真金白银，这种“政商旋转门”在
美国已是一种公开的利益交换手
段。以利润丰厚的军工行业为例，
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最新报告显示，
仅在 2019 年就有超过 3.7 万名军
方官员离任后在 14家大型军火承
包商那里谋得职位。

今年 8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被联邦调查局突袭“搜家”后，民
主、共和两党及双方支持者激烈对
抗，甚至发生了针对联邦调查局的
暴力事件，“内战”一时间成为美国
社交网络上的热词。美国《国家利
益》杂志网站说：“大量迹象表明，
美国的民主陷入险境。”

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经济社
会形势逐渐恶化，两党及其所代表
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加剧，争斗愈
演愈烈，政治极化和政治瘫痪现象
越发严重，真正有利于民众和国家
的改革难以推进。如果说美国的
制度设计者们最初试图通过党派
竞争来实现政治制衡的话，现实则
与初衷相去太远。

德国《商报》网站刊文指出，美
国对外把自己展示为“民主卫士”，
强调维护西方世界秩序。然而，美
国内部却存在严重分歧：堕胎、控
枪、移民……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专栏作家
托马斯·埃德萨尔警告，美国已经分
裂，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在美国，流传着关于“深
度政府”的说法。曾在美国国
会工作 28年的迈克·洛夫格
伦说，总统会下台、国会会易
主，但在这背后有一个“深度
政府”，一个由情报机构、军
队、司法系统和利益集团组
成的“永久性政府”，它是结
合了政府关键角色和金融及
产业界高层的利益联盟。华
盛顿已被这样一个僵化的官
僚体制把控，普通的改革根
本不可能影响到这个体制。

没有人公开承认“深度
政府”真实存在，但美国政商
寡头勾结、大资本幕后掌权
的现象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而为此付出代价的，自然是
美国民众。

今年 11月 16日，当洛克
希德·马丁公司首席执行官
吉姆·泰克利特在一个防务
论坛上发表讲话时，一名抗
议者手持写有“洛克希德爱
战争”的标语牌上台抗议。
她指责这家军工巨头大发战
争财，浪费本应用于改善民
生的政府预算。

随着乌克兰危机升级，
美国不断加大对乌武器供应

和人员培训力度。据美国外
交学会统计，从今年 1 月 24
日至 11月 20日，美国已累计
向乌提供总价值 480亿美元
的援助，其中相当一部分经
费流入了美国军火商的口
袋。

美国国防部前官员富兰
克林·斯平尼指出，美国军
队、军火商与国会勾结起来，
借乌克兰危机渲染对俄恐
惧，为新一轮军费扩张制造
借口。据《纽约时报》报道，
洛克希德·马丁和诺斯罗普·
格鲁曼等军工企业的股价今
年以来上涨了约35%，而市场
主要指数总体呈下跌趋势。

除军工复合体外，华尔
街也是美国深受诟病的一大
利益集团。据美国媒体统
计，约半数的离任国会议员
都在华盛顿著名的游说公司
聚集地K街谋得职位。“华盛
顿的议员们都是给华尔街打
工的，他们的竞选资金来自
华尔街，他们对华尔街和 K
街上的游说大佬俯首听命。”
美国知名导演迈克尔·穆尔
这样说。

能源行业和拥枪势力的

能量同样不可小觑。例如，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联邦
参议员乔·曼钦屡屡反对相
关立法，《纽约时报》调查发
现，他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获得的竞选资金比任何其他
参议员都多。

支持拥枪的利益团体有
钱有势，每年都会投入大笔
资金游说政客。据“公开的
秘密”网站统计，2021年拥枪
利益团体的政治游说支出达
到创纪录的 1580 万美元。
对于一些政客及其背后的利
益团体来说，拥枪不仅是“权
利”，更是一门有利可图的

“生意”。美国作家贝伦·费
尔南德斯痛斥，美国社会治
安每况愈下的制度根源是

“贪婪的资本主义”，“美国的
社会规则就是资本利益在民
众安全之上”。

美国作家罗克珊·盖伊
直言，在美国，政策被卖给了
出价最高的金主。美国前劳
工部长莱克指出，财富与权
力的勾结，制造了寡头政治、
破坏了民主制度，使美国的
制度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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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裔美国人内森·康
诺利和妻子沙妮·莫特打算
出售在巴尔的摩的房子，首
次估价是 47.2万美元。这对
夫妇随后摘掉了屋子里他们
的所有照片，并让一名白人
同事与房屋鉴定人见面。这
次，他们的房子估价 75万美
元。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位
置，近 30万美元的差价。

在《第三次重建：美国在
21世纪的种族正义斗争》一
书中，历史学家佩尼尔·E·
约瑟夫通过类似这样的日常
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来帮助
读者理解美国社会隐藏的种
族不平等现象。从低估黑人
住房价值的鉴定歧视，到密
歇根州弗林特和密西西比州
杰克逊等黑人为主的城市出
现的水危机，再到不断延长
的被警察打死的手无寸铁的
黑人男性的名单……这些线
索汇集起来，让人们看清，在
美国，尽管合法的奴隶制与
种族隔离制度早已不复存
在，但种族仇恨和种族歧视
仍然根深蒂固。

与黑人所受歧视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白人所受的优
待。年仅 19 岁的白人青年
凯尔·里滕豪斯如今在美国

“小有名气”，因为在 2020年
美国黑人男子雅各布·布莱
克被警察开枪打伤后引发的

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中，里
滕豪斯开枪打死两人、打伤
一人，最终却被法院判决“无
罪释放”。

此案在美国引发巨大争
议，因为媒体披露此案的陪
审团成员几乎都是白人。里
滕豪斯被判无罪后，全美多
地出现反对种族主义的游
行。一些人手举标语，上面
写着“要么修改体制，要么失
败”“里滕豪斯——有罪！有
罪！有罪！”。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分校“死刑诊所”项目联合主
任伊丽莎白·塞梅尔指出，在
全美进行的每一项研究中，
无论是在州法院还是在联邦
法院，都有一个普遍发现
——陪审员挑选制度中始终
存在种族歧视。“在加利福尼
亚、北卡罗来纳、康涅狄格，
或是华盛顿、俄勒冈，结果都
一样。”

法国政治学家、蒙田研
究所特别顾问多米尼克·莫
伊西认为，威斯康星州陪审
团判定里滕豪斯无罪就是

“美国病”的最完美体现。这
一决定与正义毫无关系，它
诠释了美国社会内部深刻
的、难以克服的分裂。

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运
转是否良好，治安状况是一
项关键指标。除了种族歧视

问题外，里滕豪斯案还折射
出美国社会中另一个多年来
不断恶化的老大难问题——
枪支暴力。

如今，暴力犯罪已成为
美国社会中一道越来越深的
伤疤。《纽约时报》通过研究
统计数据得出结论，枪支暴
力已成为美国儿童死亡的

“头号杀手”，去年有 3597名
儿童死于枪击，儿童枪击死
亡率创下 20 多年来最高纪
录。正如美国南卡罗来纳医
科大学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
教授迪安·基尔帕特里克所
说，大规模暴力已经构成美
国的一场重大公共危机，在
大大小小的社区中定期上
演，令无数人感到恐惧。

枪支暴力还与种族仇恨
频繁联系起来。今年 5月 14
日，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家超
市内，一名白人枪手实施针
对黑人的袭击，造成 10 死 3
伤，受害者中 11 人是黑人。
枪手通过头盔上的摄像头直
播袭击过程，枪身上写有充
满种族歧视含义的文字。美
国联邦调查局 12 月 12 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美
报告 7200 多起仇恨犯罪案
件。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承
认，一场“仇恨流行病”正在
美国蔓延，这已被暴力和偏
执行径所证实。

近来，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
圣玛丽食物银行的门前时常排着
长队。这家慈善机构在 11月分发
感恩节食物时，有来自全州各地的
约 1.9万个家庭前来领取，创下新
高。12月 13日，在这家食物银行
门前排队的单亲母亲罗莎·达维拉
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她没有
工作，食物价格太高，买不起，家里
3个十几岁的孩子“整天吃零食和
即食麦片”。

美国劳工部 12月 13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 11 月美国消费者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7.1%，仍
处于高位。美国盖洛普公司本月
初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55%的美
国人认为物价上涨令家庭经济困
难。

多年来，美国财富向上聚集的
趋势从未改变。美国联邦参议员
伯尼·桑德斯今年 9月援引兰德公
司数据说，过去 47年，50万亿美元
财富从美国社会底层 90%的人手
中转移到了最顶层 1%的富人手
中。即便发生重大危机，也只会加
速这一过程，因为美联储长期实施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带来严
重通货膨胀，令穷人成为货币政策

“放水”的主要受害者，而富人则从
货币推动的股市、楼市繁荣中获益
巨大。美联储 2021年 10月公布的
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
最富的 1%群体在公司股票和共同

基金上的财富增长超过 6.5万亿美
元，是底层 90%的人财富增长总额
的 5倍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
茨在其著作《不平等的代价》中指
出，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
原因是，公共政策的变化使得收入
和财富分配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
来越不利于穷人。这些变化包括
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不断弱化
公司治理制度，为富人提供获取垄
断利润的政策和规则，以及取消或
削弱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福利补
贴等等。不言而喻，这些政策的最
大受益者是高收入阶层，而受到伤
害的是中低收入阶层。

如今，号称“人人生而平等、奋
斗改变命运”的“美国梦”已走向幻
灭，财富与机会的流动性几乎消
失。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杰·
切蒂的研究结论所显示的，对于来
自低收入地区的美国儿童来说，从
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体上升到
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群体的机会
不到 5%。

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
斯指出，过去有人认为，美国是一
个基于“只要努力工作，人人都能
改善自身命运”的理念而建立起来
的国家，然而，这种每个人都有成
功机会的理想，已被阶级固化的现
实所取代。

关于美国的制度，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曾这样形容：一伙资本家投机商“成功哄骗普通民众接受一个有利于少数显
贵的政体”。

如今，美国制度失灵的迹象随处可见：选举沦为“金钱游戏”，两党对立日益严重，贫富鸿沟日益加大，种族矛盾日益加深，而
实际掌握权力的“深度政府”只关注政商寡头的利益，对民众日益强烈的不满无动于衷。

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曾经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由哀叹：“当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固化时，或当
得势精英用权力阻挡变革以维护自身地位时，制度便会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走向政治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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