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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预测 2017 年全球意识形态的走
向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意识形态因
客观存在变化而变化。而2017年的
客观世界太不可测。

世界向右走尚未触底

因为谁也不知道不按常理出牌
的美国最高指挥官特朗普，又会甩出
什么牌。在全世界都还根据美国动
向而决定自己国家、地区如何措手足
的情况下，出现什么样的思想、思潮、
意识形态，也自然无法断言。

但总的来说，“世界向右”的走向
似尚未触底，可能仍会向下延续。没
了老卡斯特罗的古巴会不会有另外
选项，普京到底怎样给十月革命“庆
百”，将再次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
认识。2017 年欧洲会不会发生更大
的政治海啸，右或极右到何种地步，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强弱等，也将是影
响意识形态的重要变量。

当然，与此同时，对右说“不”的
能量，蕴含在“右潮”中的抗争因素，
民粹主义的两面性，“另类社会主义”
者的隐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

播等，也不失为人们对国际意识形态
前景充满希冀的根据。对于来势汹
汹的保护主义，2016 年 11 月份的
APEC峰会上，21位亚太领导人明确说
不，要“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
义”。意大利修宪公投和奥地利总统选
举结局也表明，逆欧洲一体化没那么容
易。至于逆全球化，就更难了。因为全
球化发展的本身是经济规律，是现代化
大生产超越国界，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分
工、交换、流动的结果。不是谁想逆就
逆，想阻止就阻止得了的。

民粹主义绝对“政治正确”？

民粹主义维护平民利益，绝对“政
治正确”。但其另一面——只要为民
众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可以不顾私
欲私有与共有共享之间关系的调节，
那么谁来埋这“政治正确”的大单？涨
薪、降税、扩张财政以推动公共工程建
设等眼前、局部措施，肯定在开始的时
候会起到民心大悦、带动增长的作用，
但接下来的企业成本上升、通胀攀升、
消费转向进口产品、贸易赤字增加、资
本流失、财政亏空怎么办？只能回到

限薪、增税、收缩财政扩张的老路上
来。于是又一轮民怨甚至暴动重启，
再有更激进的民粹主义率众倒政。民
粹主义的这种两面性和恶性循环，注
定其行不远，别看当下波诡云谲。

惊诧世界的美国大选中，只顾看
“黑天鹅”掠空的人，似乎忘了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公开打出的“社会
主义”旗号。“社会主义”这个词，重返
美国政治主流，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
转折点。尽管此“社会主义”不是中
国概念中的社会主义，是“另类”的，
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在西方尤其
在美国是个贬义词。桑德斯的“社会
主义”旗号说明，美国人已经不再惧
怕社会主义，它揭示了在高技术、全
球化、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政治
现实：99%的人民大众已经越来越无
法容忍经济发展的成果长期被1%的
少数精英攫取；既然另一种制度社会
主义在有些地方实践得还不错，我们
怕它做甚，为何不能一试？

中国会重塑世界秩序？

中国的示范效应不光是社会主

义制度在本国的实践，它的国际秩序
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亦愈来愈展
示出自身的意义。基辛格曾不无感
伤地回忆起当年他和周恩来总理的
对话：我们就像是两位大学教授，讨
论这个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的未来；这
样的对话，在当前已经很少见到了。
这说明，只有从世界的本质和人类未
来的高度，来看国际问题的时候，才
能有共通的思想和共同的目标。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旨恰在于此。因
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国理念，
在当今纷乱复杂的世界秩序中便显
得非常可贵，越来越得到世界的首肯
和认同。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
授哈伊里·图尔克，在英国《金融时
报》发表题为《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出
共赢政策》的文章说：1945年以后的
世界秩序已经崩塌，长期发展轨迹指
向中国；中国领导人不干预他国事
务，而是拿出共赢政策促进各方的发
展与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

“共赢政策”会重塑世界秩序。
图尔克还举例说，与西方不同，

中国有一套方案。北京正致力于用
“一带一路”把世界连接起来。

2016年以来，欧美地区似
被整体向右的雾霾所弥漫。逆
全球化、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孤
立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保
守主义、极端主义等右的意识
形态语汇，铺天盖地般倾倒在
各种媒体上，成为人们过去一
年来印象最深的记忆之一。

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世界性转右之后的又一
次右转。不同的是，上次转于
苏东剧变，这次转于西方资本
主义病灶恶化。

“左”“右”概念演绎不同

国际上“左”“右”的概念，其原
意、演绎有诸多不同。18 世纪末 19
世纪上叶的原始意义为，主张维护现
状或渐进改进现状者为“右派”，反对
现状或激进改革现状者为“左派”。
19世纪末以来西方工业化及工业化
后，“左”“右”演变为象征性派别，各
代表相关工业化问题正反两方面的
观点，从而思考互动，形成理性妥
协。1945 年以来，人们将“左派”和

“右派”作为描述基本政治现实的概
念，并乐见其互相争辩，寻求比较合
适的治理主张，从而使西方能够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着相对稳定和社
会进步。民粹主义的出现，又对“左”

“右”赋予另外含义。民粹主义也被
称作平民主义，其对立面是精英主
义。由于这两个主义对秩序、治理的
理解相左甚至冲突，便又有了折中的
什么“主义”，由此派生出了西方的另
一种所谓“左、中、右”来。

近年来的问题是，欧美国家社会
运动频发，私有化浪潮来势汹涌，苏东
剧变，全球化进程急剧加快等几乎不
间断乃至叠加的重大事件，接连撞击
着人心。各种争取选民的政党不得
不一次次提出新的思想和主张。于
是，思想浪潮迭起，“主义”色彩缤
纷。“左”“右”概念不但与原意大相径

庭，也相异于后来的演绎，且都出现
了话语夸张与泛化，哪是“左”，哪是

“右”，很难定位。尤其是，世界各地
都可见超越“左”与“右”的意识形态，
让你不得不放弃原来非“左”即“右”
的思维。难怪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埃
米尔·辛普森在美国《外交政策》双月
刊网站发表文章称：“长达 200 年的

‘左派’和‘右派’概念已经完结”。

重识“左”“右”概念非常重要

这样的话，重新认识“左”“右”概
念，就显得非常重要。各国民众的呼
声和举动，究竟在要求什么，合不合
理？各政党和组织的主张，究竟代表

什么，是否正义？其本土、外国给他
们划的所谓“左派”“右派”对不对，戴
的这主义那主义的帽子准确不准确？
这些呼声、举动、左、右、主张、主义，于
我有利还是有害，于个别存心不良的
对手有利还是不利？于我追求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目标有利还是不利？这
些，我们都应该好好思考和研究，从而
正确发力。跟着西方舆论跑，人家捧
的我们也跟着捧，人家毁的我们也跟
着毁，最后把敌手捧上台，却毁掉了自
己的友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南
辕北辙，岂不好笑与懊悔？因此，弄清
各种思想浪潮和色彩缤纷的“主义”，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据新华社新媒体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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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有一种理论叫人类需求
层次论，是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
马斯洛1943年提出的。尽管这个理
论不乏争议，但主流看法认为其符合
人类需求的一般规律。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
次或曰等级，最低的第一等级是生理
需求。生理需求中除了空气、水外主
要就是食物等。食物等是需要物质
为保证的，故我们把它化用为经济的
富足与否。生理需求满足之后的第
二等级需求是安全。安全包括人身
安全、家庭安全、健康保障、工作职位
保障、财产所有性、资源所有性等。
第三至第五层次的情感、尊严、理念、
抱负等，是高级需求，基于经济、安全
问题之上。经济不力、安全不保的情
况下，高级需求难免退缩。

这个近乎工具性的理论，可以
让我们看到，“世界向右”（尤其是欧
美地区）的肯綮，是资本主义病灶恶
化，导致最底层的经济、安全两大

“基座”有恙，其形而上的意识形态、
社会交往（国际关系）等，才本能地
趋向保守。

全球经济形势日益疲弱

首先，自 2007-2009 年金融危机
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形势虽然在
逐步好转，但其向上攀升的势头日
益疲弱，且表现得参差不齐，以至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
斯蒂娜·拉加德用“太慢、太脆弱、太
不均衡”来形容本轮经济复苏。由
于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下降，新的增
长动能尚未确立，2016 年全世界多
数国家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整
个经济继续低速运行，维持着“低利
率、低通胀、低增长、高负债”的“三低
一高”态势。问题还不仅仅是经济的
乏力，而是贫富差距的扩大。2016年
达沃斯论坛前夕，国际慈善组织乐施
会发表报告称：全世界最富裕的 1%
人口拥有的财富数量，超过了其余人
的财富之和。这份题为《1%的人的经
济》说：“失控的不平等现象导致62个
人拥有的财富，与全世界最穷的一半
人拥有的财富一样多。而5年前，这
个数字还是388人。”乐施会总干事温

妮·比亚尼马说：“全世界最穷的一半
人拥有的财富，不超过一辆公交车就
能坐下的几十位超级富豪的财富，这
简直让人无法接受。”

全球不安全感加剧

其二是全球的不安全感。美国
继推翻伊拉克、利比亚政权之后，又
折腾叙利亚，从而在中东大地上酿出
祸害于世的恐怖主义大本营“伊斯兰
国”，给世界安全带来极大威胁；接着
就是空前规模的难民潮，把欧洲尤其
西欧冲得一塌糊涂。不但经济上雪
上加霜，还有“难民潮炸弹”袭击频
现，火光中几乎无不闪射恐怖主义阴
影。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的“南海航
行自由”、操弄菲律宾仲裁案、美日澳
新联手呼应；朝鲜半岛核弹和部署

“萨德”；特朗普一当选就与蔡英文通
电话等等。这都导致了区域内不时
剑拔弩张、甚至近乎擦枪走火的危
险，令亚太周边不得安生。连著名理
论物理学家霍金都著文说，“眼下是
人类发展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政治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增加

其三，政治、经济上充斥的不确定
性，也是造成意识形态和社会交往趋向
保守的重要原因。欧美等地都集中进
入总统（总理首相）大选、政权轮替时
段，普通民众对政治精英阶层的不满
等，导致左右翼谁上谁下不能确定。时
不时有“黑天鹅”飞出，更增添了政治风
向的不确定性和前景走向的无把握
性。经济上，大经济体诸如美国的相对
衰落、欧盟凝聚力的衰减等，都成为悬
在半空的靴子。只要这些靴子不落地，
除了极少数侥幸心理者自欺欺人地傻
等外，谁都可能会往最坏处打算。

存在决定意识。但凡世界上大
的危难将临、出现、刚过之时，地区、
国家、区域多边组织等，几乎都会毫
无例外地进行预防、挽救、补偿。无
论是采取各种措施自保，还是引入私
欲私有元素激发人性原动力、吸纳科
技成果加快社会财富创造等，都不过
是危局情况下的本能反应，很难冠以
意识形态的进步或倒退。

① 在英国伦敦议会大厦
外，一名抗议者手持标语
抗议“脱欧”。

②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
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4
日在中部城市里昂开启总
统选战，打出“脱欧”、“反
移民”旗号，试图借助民粹
主义浪潮拉拢选民。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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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下议院议长约翰·伯科6日语出
惊人，称他强烈反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
访英期间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面对英国议会两院
发表讲话。

此言一出，英国政界一片哗然：有人为伯科
叫好，也有人批评他有违议长中立原则。

针对伯科的表态，美国白宫方面尚未作出
回应。有英国政府官员说，特朗普或许根本没
打算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上月赴美与特朗普会
面，两人就英美“特殊关系”举行会谈。其间，梅
邀请特朗普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按西方媒体
的说法，国事访问过程中，一些外国元首会受邀
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厅面对英国议会上下两院
发表讲话。

不满于特朗普上台后的种种政策，英国反
对党工党议员号召抵制特朗普在英国议会发表
讲话，并将这一想法告知下议院议长伯科。

伯科6日告诉议员，在特朗普颁布针对难
民和西亚北非7国公民的入境禁令之前，他就
反对让这名美国总统在威斯敏斯特大厅演讲，
入境禁令颁布后，“我更加强烈地反对”。

伯科解释，他重视英美“特殊关系”，但认为
“我方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反对，以及对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的支持也是英国下
议院的重要考虑因素”。

他强调，自己无权阻止首相邀请特朗普访
英，但他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阻止特朗普在
访问期间在英国议会“高调亮相”。

按英国《卫报》的说法，当决定邀请某国领
导人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时，英国政府官员会
通知议会上下两院议长，这两人理应同意发出
邀请。《卫报》分析，特雷莎·梅政府此前为与特
朗普政府搞好关系而颇费工夫，伯科的表态着
实令英国政府措手不及。

一名英国政府官员抱怨：“伯科最好先搞清
楚美国总统是否有这方面的打算。有明显迹象
表明，白宫根本没打算让特朗普面对英国议会
两院发表讲话。”

英国首相办公室说，特朗普的访美日期和
具体行程均未最后敲定。白宫方面6日也没有
就伯科表态作出回应。

其实，就特朗普访英，特雷莎·梅政府面临
的压力不止来自议长一人。

早在特雷莎·梅访美之前，就有网民在英国
议会网站上发出请愿，呼吁阻止特朗普对英国
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颁布入境禁令后，请愿
书的支持人数激增。如今，支持者已经超过
180万人。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英议会下议院议长语出惊人

强烈反对特朗普
在议会两院发表讲话
英国政界一片哗然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周末接受福克
斯电视台采访时，将伊朗称作“头号恐怖主义国
家”，称这一地区大国“完全无视”美国。希望与
美国修复关系、但与伊朗交好的俄罗斯对此什
么态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
科夫6日表示，不同意特朗普的看法。

俄：与美国立场不同

佩斯科夫在电话会议上告诉媒体记者，对
待伊朗，俄罗斯与美国立场不同，俄罗斯与伊朗
是合作伙伴关系，且有意深化经贸合作。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与伊朗在许多领域有
广泛合作，我们重视贸易关系，并且希望进一步
发展这种关系。”

问及这是否会影响俄美修复关系，佩斯科
夫用外交辞令回答道：“俄罗斯与美国在许多国
际事务上看法截然不同，这不是什么秘密。但
这并不应该成为两国发展实用互惠关系和正常
交流的障碍。”

美国财政部3日宣布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
措施，以回应伊朗近期试射弹道导弹及“支持恐怖
主义”的行为。新制裁对象包括一批参与或支持
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下属的“圣城旅”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
6日对美国制裁伊朗表示“遗憾”，并称伊朗试
射导弹的行为并未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伊
核问题全面协议。

里亚布科夫还点名批评了美国媒体《华尔街
日报》关于美国有意离间俄罗斯与伊朗的一篇报
道。《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援引一名美方匿名高
层的话称，华盛顿有意在俄罗斯与伊朗之间“钻入
一个楔子”。里亚布科夫称，这种“毫无根据的臆
测”意在破坏俄美修复关系的友好气氛。

特朗普：我们国家就那么清白吗？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比尔·奥赖利
日前采访特朗普时，将普京称作“杀人犯”，指认
普京用特殊手段排除异己。特朗普当时反问：

“我们也有许多杀人犯，你认为我们的国家就那
么清白吗？想想我们做过的事情，我们也犯过
许多错误。”

特朗普此番表态在美国国内引发哗然。民
主党和共和党人士5日公开批评特朗普不该拿
美国与俄罗斯两国政府作比较。

针对这一事件，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6日回应说，奥赖利的说法“冒犯无礼、令人无
法接受”，要求他本人向普京道歉。奥赖利没有
就此作出回应。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特朗普炮轰伊朗

俄罗斯啥态度？

的主因与走向欧美向右欧美向右
⬆2月3日，欧洲理事

会主席图斯克（左）与欧盟
委员会主席容克出席新闻
发布会。当天，欧盟非正式
峰会闭幕，欧盟及成员国领
导人强调团结合作，以应对
包括非法移民、特朗普上
台、英国“脱欧”等问题带来
的内外挑战。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