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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的美国
∗

张　毅∗∗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选举表明,反智主义在美国仍然十

分强盛.希拉里克林顿小心谨慎,注重分析,特朗普更凭感觉,讲
话缺乏根据,经常自相矛盾,但结果是反智的特朗普获胜.美国白人

工人阶级在共和党初选中支持特朗普是其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近
年来,他们在美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相对地位全面下降,对美国现

行体制和精英失去信任,希望特朗普这样的外人冲击体制.但支持特

朗普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他上台后推行的政策更有可能加剧美国社

会的贫富悬殊,他缺乏理智的执政风格给政府决策和政策带来极大随

意性和混乱,他为保留部分白人支持而对种族主义的暧昧立场更是历

史的倒退.特朗普主义会将成为反智的象征载入美国政治历史.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美国 反智主义 特朗普 白人工

人阶级 贫富差别

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选举表明,反智主义(antiＧintellectualism)在美国仍然十

分强盛.根据美国已故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在
其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的定义,①反智主义是对“精神生活”(lif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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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Hofstadter,AntiＧintellectualisminAmericanLife,NewYork:VintageBooks,１９６２．



themind,或译“思想生活”)及代表该类生活的人的一种反感和怀疑,以及试图

贬低该类生活价值的倾向(disposition).霍夫斯塔特的定义比较抽象,更具学

术性.就本文而言,反智主义可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反理智,主要特征包括

轻视、不顾或否认事实,遇到问题不是以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基于事实而

且连惯一致的方式予以理性分析,寻求解决,而是较多依赖个人感觉、情绪和

偏好,习惯性地责备他人,同时对知识和具备知识的专家抱有一种缺乏根据的

抵触甚至敌意.
从是否反智或反智程度角度讲,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唐纳

德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之间形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鲜明的

对比.克林顿曾是执业律师,做过美国首席外交官,说话小心谨慎,担心出错被

对手抓住把柄,其观点结论未必正确,但通常思路清晰、前后比较一致,而且她是

有名的“政策呆子”(policywonk),谈起美国国内外政策如数家珍.① 特朗普则完

全是另一极端的代表,没有任何从政经验,说话常凭感觉,不加思考,口号居多,
甚至自相矛盾,出尔反尔,评论美国政策时多用“最好”“最坏”等简单形容词定

性,没有细节,缺乏根据和逻辑.② 尽管如此,大选中却是特朗普击败克林顿,美
国政界震惊不已,读书人以己度人,更是感到不可思议.对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选

举结果可以从多种不同角度解释,其中之一是它意味着美国反智势力的胜利.

一

特朗普反智应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不拟赘述,只举几个例子.首先,事实对

特朗普不重要,平时言论中充满了大话和空话,常常使人不知所云,比如,从他以

下的言论中,读者可以看出特朗普在当选之前到底与俄国总统普京有关系吗?③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特朗普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我的确与普京有关系.”

•２０１４年３月,特朗普说,几个月之前我在莫斯科参加环球小姐选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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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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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克林顿可以说是美国文化精英的典型代表.她从小学习优秀,本科上卫斯理学院(校友包括

宋美龄和美国第一任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研究生在耶鲁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随丈夫去阿肯色州,成为当地

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２０００年末从政,当选为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六年后成功连任.２００８年,在民

主党总统初选中败给奥巴马,但成为奥巴马第一届政府的国务卿,其间工作勤奋,四年中访问国家多达１１２个,
打破当时的美国历史纪录.２０１６年再次参加总统竞选,就经验而言,奥巴马认为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比克

林顿更有资格担任总统.
特朗普也承认自己是一个“非常靠直觉的人”(averyinstinctualperson).
本段引用特朗普言论均引自PhilipBump,“How WellDoesTrumpKnowPutin? AChronology,”The

WashingtonPost,July７,２０１７.



动,“普京给了我一个礼物,一个美丽的礼物,还有美丽的留言”.

•２０１４年５月,特朗普再次谈起莫斯科之行:“我最近去了莫斯科,我间

接和直接地与普京总统通了话.”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特朗普表示:“我对普京已经很了解,因为我们两人都在

«６０分钟»节目上,我们待在同一‘马棚’里(wewerestablemates),我们那天晚

上做得很好.”①

•２０１６年７月,在媒体报道俄国涉嫌偷窃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电子邮件

后,特朗普转口说:“我从未见过普京,我不知道普京是谁我与他毫无关

系,我从未与他通过话.”

•２０１６年７月,记者追问特朗普为何他以前数次说他与普京有关系,而
现在又说没有关系,特朗普回答说:“你说什么叫关系? 我和他没有关系.
我不认为我见过他,我从没见过他,我不认为我见过他.”

在美国(或任何其他一个国家)从政,忽略某些事实,对同一事实做出不同解

释,甚至以偏概全、故意误导,当属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很少会有人无中生有

地“编造”事实,原因很简单:编造的东西很容易被证明是假的.而特朗普的独特

之处正是经常信口开河、编造事实.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特朗普在竞选中说,“９１１”
那天“我看着世界贸易中心倒塌,我是在新泽西州泽西市看的,那儿有成千上万

的人一边看着大楼倒塌一边庆祝.”.② 记者提醒特朗普曾说“９１１”事发当天

他是在其曼哈顿公寓,他又改口说他是在电视上看见人们庆祝的;当实在拿不

出任何庆祝证据时,他居然近乎耍赖地说:这种事情为什么不会发生呢? 特朗

普还称他有“几百个朋友”在“９１１”事件中丧生(这意味着在当天遇难的近

３０００人当中,有１０％左右的人是他的朋友),但他居然说不出其中任何一个人

的名字,而且据媒体报道他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位“９１１”遇难者的葬礼.

２０１６年７月,«华盛顿邮报»对民主和共和两党候选人做过一次“事实核查”,③

把特朗普讲话６３％的内容归为“皮诺丘四星”类别(FourPinocchios)(即完全

是假话),相比之下,美国一般政客讲话有１０％—２０％的内容属于“皮诺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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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CBS)的“６０分钟”(６０Minutes)节目组是在不同城市录制该晚的采

访(特朗普在纽约,普京在莫斯科),两人根本没有见面.
LaurenCarroll,“FactＧchecking TrumpsClaim ThatThousandsin NewJerseyCheered When

WorldTradeCenterTumbled,”November２２,２０１５,http://www．politifact．com/truthＧoＧmeter/stateＧ
ments/２０１５/nov/２２/donaldＧtrump/factＧcheckingＧtrumpsＧclaimＧthousandsＧnewＧjerseyＧch/,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１５．

“事实核查”一词近些年在美国媒体非常流行,意思是当某人(一般是政客)说出一件事时,媒体会即

时或事后核查其是否符合事实.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特朗普首任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派塞(SeanSpicer)
声称参加特朗普就职典礼的人数创历史纪录时,电视台马上打出奥巴马和特朗普就职典礼的照片进行对

比,证明斯派塞在撒谎.



星”(希拉里克林顿的比例为１４．２％),远低于特朗普.① 特朗普也承认他经

常故意说话过头,但称之为“真实的夸张”.特朗普与美国一般政客另一重要

不同之处是他经常毫无遮掩、毫无顾忌地使用“双重标准”:同样的事情因所涉

及的人不同,结论可以完全不同.选举前,特朗普担心会输,于是开始散布谣

言,说美国的选举会“绝对地被人操纵”(absolutelyrigged),会发生“大规模的

选民欺诈”(largescalevoterfraud),因此拒绝明确表态他会接受选举结果,引
起美国政坛轩然大波.之后,他又表示:“我会完全接受这次伟大的历史性总

统选举的结果———如果我嬴的话.”②对于一些统计数字或民调结果,如果对其

有利,特朗普会到处引用,如果对其不利,他则几乎一律斥之为是虚假的.
另外,特朗普轻视甚至蔑视专家,认为自己有 “好基因”“聪明”,无所不通.

２０１６年大选前,«华盛顿邮报»列举了１９项特朗普认为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的

事情,包括:“我比几乎所有的人都更了解税法”“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了解可

再生能源”“没有人比我更懂债务”“我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没有人比我更懂

税”“没有人比我更懂银行业务”“没有人比我更懂贸易”“我比(美国的)将军们更

了解伊斯兰国”“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核恐怖”.③ 对于美国制度存在的问题,
他认为自己最懂,所以“只有我才能解决 ”.特朗普讲话以词汇贫乏出名,使用频

率最高的是类似“最好”(best)、“伟大”(great)、“美妙”(wonderful)、“美丽”(beauＧ
tiful)等形容词,每每留下笑柄,但他却大言不惭地说:“我上了一个长青藤大学.
我受教育程度非常高,我懂词汇,我有最好的词汇.”④特朗普缺乏外交经验,当问

及在外交政策方面他主要咨询哪些专家时,他竟然回答:“第一,我跟我自己谈

话,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头脑我最重要的顾问是我自己.”⑤

再者,特朗普在竞选中的许多政策主张也基本停留在口号层面,缺乏实质和

分析.以他在竞选中谈论最多的政策之一美国医疗医保为例,它关乎几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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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nnKessler,“TrumpversusClinton:ThePinocchioCountsoFar,”TheWashingtonPost,July
１５,２０１６．

PaulLewis,etal．,“DonaldTrumpSaysHe WillAcceptUSElectionResult‘IfIWin’,”The
Guardian,October２０,２０１６．

AaronBlake,“１９ThingsDonaldTrumpKnowsBetterthanAnyoneElse,AccordingtoDonaldTrump,”
TheWashingtonPost,October４,２０１６．

KevinKruse,“Trumps‘BestWords’FromInsidetheTrumpUPlaybook,”Forbes,June１３,２０１６．
JessicaChasma,“DonaldTrump:IConsultMyselfonForeignPolicy,‘BecauseIHaveaVeryGood

Brain’,”TheWashingtonTimes,March１７,２０１６．美国历史上也有不以学识著称的总统(比如里根和小布什),
但他们都比较注意倾听专家意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２０１７年７月共同接受电视采访,被问到一个总

统最重要的性格特点应当是什么,小布什的回答是,“谦卑.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有所不知,并必须听那

些知道你所不知的人的话.”参见TessaBerenson,“BillClintonandGeorgeW．Bush:TheMostImportantPresiＧ
dentialQualityIsHumility,”Time,July１４,２０１７.



人的健康,触及病人、医生、医院、医药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重要群体的利益,受联

邦和州两级政府多种法律制约,涉及金额接近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５,可以说

是当今美国最大、最棘手的国内公共政策问题.① １９９３年,比尔克林顿就职总

统后,当时的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踌躇满志,以为依靠民主党在国会参众两

院的多数就可以大规模改革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结果惨遭失败.１６年后,奥巴

马上台重启医疗改革,几经周折终于在２０１０年３月通过了«平价医疗法»(The
AffordableCareAct,俗称«奥巴马医疗法»),被普遍认为是奥巴马八年任期内国

内政策方面最重要的“标志性成就”.但民主党也为此付出昂贵代价,法律通过

时没有得到任何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支持,之后共和党高举反对«奥巴马医疗

法»的大旗,动员选民(尤其是由其右翼基层选民组成的“茶党”)参政,使民主党

在当年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中丧失６３个众议院席位,共和党重新成为众议院多

数党,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席位也从５７席降至５１席,直接导致奥巴马从此之后在

立法方面少有建树.② 从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共和党国会议员几乎把«奥巴马医疗

法»作为攻击民主党国内政策的首要目标,曾几十次投票要予以废除.对于一个

如此复杂、选民又极为关心的政策问题,特朗普在竞选中却只会说一些大话空

话,比如“我上任第一天,就会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法律废除这个灾难性的«奥巴马

医疗法»”;③“我会把每一个人都照顾好,我不管这会不会使我丢掉选票,每一个

人得到的照顾都会比现在好得多”;④“你们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医疗保险,成本会

仅仅是目前成本的一个零头(atinyfraction),而且一切都会非常简单”.⑤ 他多次

承诺上台后要立即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疗法»,但以何取代他却只能含糊地说

是一个“美妙的东西”(somethingterrific)、“一个要好得多的东西”(something
muchbetter),没有具体内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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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一研究机构的调查,在１１个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当中,美国人均医疗消费最高,但整体医疗水

平最差,人均寿命也最短.参见RyanBort,“HowBadIsU．S．HealthCare? AmongHighＧIncomeNations,Its
theWorst,StudySays,”Newsweek,July１４,２０１７.

２０１０年,民主党在州长和州议会选举中也损失惨重,直接导致了共和党目前在州长和州议会中占据

绝对多数.
RyanKoronowski,“６８TimesTrumpPromisedtoRepealObamacare,”March２４,２０１７,https://thinkＧ

progress．org/trumpＧpromisedＧtoＧrepealＧobamacareＧmanyＧtimesＧab９５００dad３１e/．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１５．
CurtMills,“TrumponHealthcare,”TheWashingtonExaminer,September２８,２０１５．
InaeOh,“WatchTrumpCallObamacareRepeal‘SoEasy’,”MotherJones,March２４,２０１７．
特朗普上台之后也意识到医疗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表示“没有人知道医疗会这么复杂”.但是,所谓

“没有人知道”,其实只是他自己不知道.参见 MichaelA．Memoli,“Trump:‘NobodyKnewthatHealthcare
CouldBesoComplicated’,”TheLosAngelesTimes,February２７,２０１７.共和党目前虽然控制了白宫和参众两

院,但截至本文完稿日(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奥巴马医疗法仍未被废除,也证明医疗改革远非特朗普在竞选中

说得那样容易.



至于特朗普提出要墨西哥出钱在美国和墨西哥３０００多公里长的边界上

修建一道十几米高的“美丽的大墙”(beautifulwall),以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

国,则近乎荒唐可笑.美国近些年非法移民问题的严重程度下降,美墨边境人

口出现反向流动,即返回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要多于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美国

非法移民总数也从２００７年的１２２０万下降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１３０万,①是否需要花

费大量资金修墙值得商榷(其成本预计在２００—７００亿美元之间).在科技高

度发达的今天,保卫边境也并不一定要修建一座实体的高墙,其他类型的屏障

既可节省资金、也可达到相同甚至更好的效果.② 而要让墨西哥承担美国自己

的修墙费用,根据当今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实际状况,只能说是异想天开了.③

二

特朗普个性有很多特点,但不包括收敛和含蓄,他之所以有不少铁杆选

民,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特朗普直率,与传统政客不同,“有什么说什么”
(tellitlikeitis).④ 正因为如此,特朗普反智倾向突出,所谓直说的话中多有

虚假夸大成分,大部分选民心里其实清楚,也知道他的不少承诺只是说说而

已,不会兑现(选举前媒体采访特朗普支持者,很多人都不相信墨西哥会出钱

修墙).既然如此,特朗普为什么还能在选举中获胜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分清两个环节,即美国两党内部推出候选人的初选和

两党侯选人之间竞争的大选.就２０１６年大选而言,虽然投票前特朗普不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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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DVeraCohnandAndreaCaumont,“１０DemographicTrendsThatAreShapingtheU．S．andthe
World,”March３１,２０１６,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Ｇtank/２０１６/０３/３１/１０ＧdemographicＧtrendsＧ
thatＧareＧshapingＧtheＧuＧsＧandＧtheＧworld/．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１５．美国目前非法移民主要来自黑西哥(约６２０万)、瓜特

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拉美国家,其次是亚洲国家,包括中国(２６．８万左右)、印度(２６．７万左右)和韩

国(近２０万).见JieZongandJeanneBatalova,“FrequentlyRequestedStatisticsonImmigrantsandImmiＧ
grationintheUnitedStates,”March８,２０１７,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frequentlyＧrequesＧ
tedＧstatisticsＧimmigrantsＧandＧimmigrationＧunitedＧstates．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１５.

特朗普上台后一会儿说要在墙上安装太阳能板发电,一会儿又说墙应该是“透明的”,否则墨西哥

贩毒者会把几十斤重的毒品包从墙那边扔过来砸死墙这边的美国人,更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参见 MayaKoＧ
soff,“TrumpWantsa‘Transparent’BorderWalltoPreventInjuriesfromFalling‘SacksofDrugs’,”The
VanityFair,July１３,２０１７.

特朗普上台后与墨西哥总统通话,从泄露出的通话记录看,特朗普本人也知道墨西哥不会出钱为美

国修墙,只是请求墨西哥总统不要公开说不出钱,否则他难以向美国选民交代.２０１７年８月,特朗普威胁如

果国会不拨款修墙,他可能会拒绝签署预算法而让美国政府关门.一个原本是要由墨西哥出钱修墙的主

张,居然会演变成美国自己出钱修,而且不修就要让美国政府瘫痪,这就是反智主义导致的闹剧.
根据语言学家的分析,特朗普说话风格独特,与历来美国总统不同.他用词随便,像一般老百姓说

话,对有些人(尤其是中下层人士)更具吸引力.参见 BastienInzaurralde,“ThisLinguistStudiedtheWay
TrumpSpeaksforTwoYears．HeresWhatSheFound,”TheWashingtonPost,July７,２０１７.



好,不少共和党头面人物和知识分子公开反对特朗普,但选举结果表明,共和

党选民中仍有９０％的人投了特朗普的票,与２０１２年威拉德米特罗姆尼

(WillardMittRomney)获得的比例相差不大(９３％).这些选民总体支持特朗

普其实也有相当充足的理由,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反智.作为共和党人,他们信

奉保守主义,虽然其中很大比例的人不认同甚至反感特朗普的诸多言行,但总

体来讲,特朗普更接近他们的政策主张,比如放松政府管制、降低税负、增加军

费开支、提名保守人士担任联邦法官等.特朗普远不是他们的理想候选人,但
如果要实施保守派纲领,特朗普上台显然比克林顿上台要好,所以到了需要划

清阵线的最后关头,绝大多数共和党选民还是选择一致对外,投了特朗普的

票.① 实际上,无论哪一位共和党人嬴得初选,他在大选中都应能得到党内绝

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加之２０１６年大选对共和党有利的因素(民主党已执政八

年,按惯例选民转投另一党的几率非常高;②希拉里克林顿是历来最不受欢

迎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③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在选举前１１天还宣布发现克

林顿有新的电子邮件需要调查④),任何共和党候选人都应有相当高的胜算.

因此,解释特朗普为何当选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解释为何特朗普能在共和

党初选中胜出.⑤

２０１６年共和党初选从２０１５年３月拉开战幕,比较有名的参选人一共有１７
位,包括９位现任或前州长、５位现任或前联邦参议员、２位商人(其中之一是

特朗普)和１位退休医生,被誉为是共和党历年来最为强大的竞选人阵容.特

朗普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６日正式宣布参加竞选,起初舆论普遍把他当作嘲笑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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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据最新报道,共和党的两位布什总统都没有投特朗普的票,老布什甚至还投票支持克林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个政党连续执政１２年只发生过一次,即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２年(前八年是里

根,后四年是其副手老布什).
克林顿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包括奥巴马和副总统乔拜登在内的党内高层都

觉得该轮到她了.克林顿２００８年出人意料地输给奥巴马,获得不少同情,同时她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

一位女总统,所以,２０１６年出面挑战她的没有民主党的任何重量级人物,而是独立的非民主党人士伯尼桑

德斯.如果民主党候选人是拜登,他很有可能击败特朗普,接替奥巴马担任总统(如同１９８８年老布什接替里

根一样).美国舆论比较普遍地认为,２０１６年与其说是特朗普赢得了大选,还不如说是克林顿输掉了大选.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临时主席认为,克林顿的竞选班子甚至在竞选开始之前即控制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操纵了民主党的初选过程.参见 DonnaBrazile,“InsideHillaryClintonsSecretTakeoveroftheDNC,”
PoliticoMagazine,November２,２０１７.

克林顿至今坚持认为,联邦调查局公布该调查是她输掉大选的关键原因.参见克林顿反思其竞选

失败的新著WhatHappened,NewYork:Simon&Schuster,２０１７.
白人工人阶级对特朗普赢得大选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有６７％的人投了特朗普的票,比投票支持克

林顿的人多出整整３９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在上过大学的白人选民当中,特朗普所得选票仅超过克林顿四

个百分点.参见JohnHuang,SamuelJacoby,MichaelStrickland,andK．K．RebeccaLai,“Election２０１６:
ExitPolls,”TheNewYorkTimes,November８,２０１６.



象,认为他毫无从政经验,缺乏坚定的政治立场(特朗普曾经是民主党人,在诸

如堕胎等重要问题上的观点曾左右摇摆),言谈举止更没有一点总统的风采

(unＧpresidential),但笑到最后的却是特朗普.
由于参选人多(包括极具分裂性的特朗普本人),共和党内各派奋力角逐,

参加共和党２０１６年总统初选的选民人数创下纪录,投票率达１４．６％,高于

１９８０年以来的任何一年(２００８年为１１％,２０１２年为９．８％).① 参加共和党初

选的近３０００万选民中,特朗普获得１３３１万张选票,比２０１２年朗姆尼高出３００
多万张,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共和党候选人.

据调查,在初选中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有以下主要特征.第一,他们绝大多

数是白人;②第二,他们当中较少有人受过高等教育(在参加初选的共和党选民

当中,判断他们是否支持特朗普的最准确的标准是他们是否上过大学);③第

三,他们经济收入相对较低(尽管仍然高于参加民主党初选的选民);第四,他
们有一种强烈的被遗忘和抛弃的感觉,认为自己失去了对美国政策的发言权

(越觉得自己没有发言权的人越支持特朗普);第五,他们对外来的威胁有一种

较强的恐惧感(比如担忧恐怖主义),希望有强人出现采取强硬手腕消除威胁.
此外,种族关系越不好的地方,支持特朗普的人相对也越多.④所有这些其实都

是当今美国“白人工人阶级”(whiteworkingclass)的特征.⑤ 事实上,由于特

朗普参与竞选,２０１６年有不少传统投民主党票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转投共和

党的票,也有大批以往因对政治失望不参加选举的白人工人阶级参加选举并

投了特朗普的票,所以,特朗普能够当选美国总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美国

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根据大选后统计的数字,全美超过五万人口的县有９８１
个,在其中大学毕业生比例最高的５０个县中,有４８个县支持克林顿的程度甚

至超过奥巴马,但在大学毕业生比例最低的５０个县中,有４７个县支持克林顿

的程度低于奥巴马.⑥ 特朗普也非常清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对其竞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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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特朗普在２０１６年５月３日赢得印第安纳州初选之前,共和党初选投票率更高达１６．６％,之后由于

特朗普已经锁定胜局,投票率显著下降,平均为８．４％.参见DrewDesilver,“TurnoutWasHighinthe２０１６
PrimarySeason,butjustShortof２００８Record,”June１０,２０１６,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Ｇtank/
２０１６/０６/１０/turnoutＧwasＧhighＧinＧtheＧ２０１６ＧprimaryＧseasonＧbutＧjustＧshortＧofＧ２００８Ｇrecord/.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１５.

超过９０％的共和党初选选民是白人,因此,特朗普支持者中白人占绝大多数也属正常.
与２０１２年总统选举相比,在未上过大学的共和党初选选民当中,特朗普远比罗姆尼更受欢迎.
根据谷哥的搜索记录,搜索种族辱骂和笑话最多的地方,支持特朗普的人也最多.
本文所说“白人工人阶级”不是指传统意义上从事“工业”而非“农业”或其他行业的白人,而是泛指

没有受过四年高等教育的白人,包括从事农业的工人.
NateSilver,“Education,NotIncome,PredictedWhoWouldVoteforTrump,”November２２,２０１６,htＧ

tp://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educationＧnotＧincomeＧpredictedＧwhoＧwouldＧvoteＧforＧtrump/,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１５．



重要性,２０１６年２月,他赢得内华达州共和党初选后发表演讲,明确表示他喜

爱“受过很少教育的人”(thepoorlyeducated).①

三

拥有私人飞机、机上洗手间配置镀金洗手池的亿万富翁特朗普居然依靠身

处美国社会中下层的白人工人阶级入主白宫,乍看起来匪夷所思,但在２０１６年

的美国也有其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白人工人阶级近几十年来在美国经济、社会

和文化的相对地位全方位下降,导致他们对美国现行体制和主导该体制的社会

精英失去信任,不认为其问题可以通过正常的两党竞争或体制本身的自我调节

解决,进而寄希望于特朗普这样的“体制外的人”冲击体制,“排干(华盛顿这个腐

败的)沼泽”(draintheswamp),或者用特朗普竞选团队首席执行官、前总统首席

战略顾问斯蒂夫班农(SteveBannon)的话说,就是要“摧毁当前的整个体制”.②

作为一个群体,白人工人阶级家庭曾经是美国的多数.１９８０年,非拉美裔白

人占美国总人口的７９．６％,其中２５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有１８．４％受过四年本科

教育;２０１４年,非拉美裔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降至６２．０６％,但其中受过四年

本科教育的比例上升至３２．３％,③白人工人阶级家庭已经成为美国的少数.
从经济地位上讲,白人工人阶级也曾是美国的骄傲.他们虽未上过大学,

相当多的人从事蓝领工作,但收入高、待遇好(尤其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有房

有车,过着舒适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实现了“美国梦”.但是,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其他国家的兴起及经济全球化,美国传统制造业就业

萎缩,大批高级蓝领工作不复存在,白人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严重下滑,其收

入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明显拉大(参见表１).④ 在５０岁至５４岁的美国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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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内华达州是美国教育水平最低的州之一.根据２０１６年的一项报告,内华达州的教育水平在全美

５０个州中排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新墨西哥州).参见 NealMorton,“ReportBumpsNevadaOverallEducaＧ
tionRankingfromLasttoNextＧtoＧLast,”September１９,２０１４,https://www．reviewjournal．com/news/edＧ
ucation/reportＧbumpsＧnevadaＧoverallＧeducationＧrankingＧfromＧlastＧtoＧnextＧtoＧlast,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５.

JackMoore,“SteveBannon,DonaldTrumpsClosestAdviser,JustWantstoSeetheWorldBurn,”JanuＧ
ary３０,２０１７,https://www．gq．com/story/steveＧbannonＧshadowＧpresident．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１５,班农本人就出生于白人

工人阶级家庭.
EducationalAttainmentbyRaceandHispanicOrigin,１９４０—２０１４,https://www．infoplease．com/us/

schoolＧenrollmentＧandＧeducationalＧattainment/educationalＧattainmentＧraceＧandＧhispanicＧorigin,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１５．
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境况近几年受到普遍关注,相关书畅销,包括JoanC．Williams,WhiteWorking

Class,Boston:HarvardBusinessReviewPress,２０１７;J．D．Vance,HillbillyElegy,NewYork:HarperＧ
CollinsPublishers,２０１６;EllenFounder,WhiteTrash,NewYork:PenguinBooks,２０１６.



中,１９９９年白人工人阶级的死亡率比黑人低３０％,２０１５年居然变得比黑人高

３０％.① ２０１４年,美国黑人和拉美裔的人均寿命继续上升,唯独白人的人均寿

命出现下降.②

表１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不同教育程度雇员收入中位线变化情况

教育程度 高中未毕业 高中毕业 本科毕业 研究生毕业

男性 －２０％ －１３％ ＋７％ ＋１３％
女性 －１２％ ＋３％ ＋１６％ ＋２１％

　　资料来源:MelissaS．Kearney,etal．,“ProfilesofChange:Employment,Earnings,and
Occupationsfrom１９９０—２０１３,”April２０１５.③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对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美国媒体多有报道,其侧重

点经常放在美国最富有的１％(或千分之一)的人与其他人的巨大差距上,“占
领华尔街运动”(OccupyWallStreet)的直接矛头就是美国最上层的１％的富

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理查德里弗兹(RichardReeves)认为,分析美国

社会的不平等还必须关注收入占前２０％的美国的中上阶层家庭与其他８０％
家庭之间的差异.在其名为«囤积梦想的人»④的书中,里佛兹从收入、家庭和

子女教育等方面列举了这两类家庭的差距(见表２).

表２　美国中上层家庭与其他家庭的相关差别

比较事项
中上层

(前２０％家庭)
中下层和下层

(剩余８０％家庭)

家庭收入(按２０１４年美元计算) １１．２万美元以上 低于１１．２万美元

１９７９年至２０１３年家庭收入增长

总额(税前) ４万亿美元 ３万亿美元

父母教育程度 多为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毕业 多未本科毕业

单亲家庭比例 ３％ (１９８０);９％ (２０１３) 底 层 ４０％ 家 庭:２０％
(１９８０);４０％(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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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JeannaSmialek,“‘DeathsofDespair’AreSurgingamong White WorkingClass,”Bloomberg,
March２３,２０１７,https://www．bloomberg．com/amp/news/articles/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０２/whiteＧworkingＧclassＧdeathＧ
rateＧtoＧbeＧelevatedＧforＧaＧgeneration．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１５．

SabrinaTavernise,“WhiteAmericansAreDyingYoungerasDrugandAlcoholAbuseRises,”The
NewYorkTimes,April２０,２０１６．

http://www．hamiltonproject．org/papers/profiles_of_change_employment_earnings_occupations_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１５．

RichardReeves,DreamHoarders:HowtheAmericanUpperMiddleClassIsLeavingEveryone
ElseintheDust,WhyThatIsaProblemandWhattoDoAboutIt,Washington,D．C．:TheBrookingsInＧ
stitution,２０１７．



(续表)

比较事项
中上层

(前２０％家庭)
中下层和下层

(剩余８０％家庭)

生育计划 何时及如何生养子女多有计划 相当多的人生育没有计划

子女家庭作业 较多能帮助子女 较少能帮助子女

子女家教补习 较多能支付家教费用 较少能支付家教费用

子女入学照顾① 较多能享受 较少能享受

子女就读私立高中比例 １８％
中层４０％家庭:９％;
底层４０％家庭:４％

子女大学毕业比例 ６０％
中层４０％家庭:３３％;
底层４０％家庭:１０％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囤积梦想的人»一书整理而成.

里弗兹认为,上述差别意味着美国的中上层家庭近几十年来变得非常善于

利用其享有的教育资源向后代传输知识和财富,好比在高效地运转“一部为知识

经济抚养子女的机器”.教育原本应是一个“伟大的均衡器”(agreatequalizer),
现在变得更像一部制造或维护“不平等的机器”(aninequalitymachine).美国的

中上层家庭通过教育为自己的后代“囤积”了机会和梦想,在起跑线上就把社会

下层的子女远远地甩在后边,限制或剥夺了下层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机会,美国

进而失去了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社会流动性和“精英的循环”.② 美国社会目

前不仅存在“贫困陷阱”,而且还有“财富陷阱”:无钱的人更难变得有钱,有钱

的人也更难变得无钱,社会流动性低于几乎所有其他西方国家.用美国哈佛

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曼(RobertPutnam)的话说,美国一方面种族隔离在弱

化,另一方面却出现了“早期的阶级隔离”(incipientclassapartheid).③

白人工人阶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就在白

人工人阶级人数和经济地位下降的同时,美国社会在种族、文化和价值观等方

面也经历了深刻变化.民权运动向种族歧视宣战,有色人种地位上升,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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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国私立学校(包括中小学和大学)有一种特殊的招生政策(legacyprogram),即在录取时照顾父母

或兄弟姐妹上过本校的考生,使他们的录取率比较他人要高出２—３倍.美国是西方国家当中唯一有这种制

度的国家.
教育对当今知识经济至关重要,教育资源的多少与家庭收入和父母教育程度紧密相关,而父母又不

是能选择的,因此,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Heckman)称之为美国“市
场经济最大的失败”.参见FredDews,“Chart:TodaysCollegeＧEducatedParentsSpendaLotMoreTime
withTheirKidsthanAnyParentsDidinthe１９７０s,”August２７,２０１４,https://www．brookings．edu/blog/
brookingsＧnow/２０１４/０８/２７/chartＧtodaysＧcollegeＧeducatedＧparentsＧspendＧaＧlotＧmoreＧtimeＧwithＧtheirＧkidsＧ
thanＧanyＧparentsＧdidＧinＧtheＧ１９７０s/,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１５.

RichardD．Kahlenberg,“TheWallsWeWontTearDown,”TheNewYorkTimes,August３,
２０１７．



奥巴马成为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妇女平权使大批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目前,

美国大学在校女生人数已明显多于男生,比例超过５５％),经商从政,经济独

立,家庭地位提高,更多地与男子平起同坐;移民政策改革导致美国合法移民

人数倍增,美国居民中在国外出生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１９７０年４．７％一跃

升至２０１５年的１３．４％,接近１９世纪末美国移民高峰时期的水平,①而且与传

统移民不同,新移民大多来自拉丁美洲和亚州,改变了美国的肤色,白人在美

国丧失绝对多数之时指日可待;异性恋群体(LGBTQ)争取平等,同性可以结

婚,变性得到承认,其生活从被视为变态发展为社会主流可以接受的常态.所

有这些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结果,一方面是传统的弱势群体地位上升,另一方面

是白人工人阶级地位相对下降,使后者作为一个整体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焦
虑甚至恐惧,觉得美国已面目全非.而“政治正确”的发展,更使他们感到连说

话都失去了自由,很多讲了一辈子的话不能再讲,否则会被扣上落后、愚昧甚

至反动的帽子.根据大选后进行的一项调查,支持特朗普的白人工人阶级选

民格外担忧美国人口构成和文化的变化(程度甚至超过对其经济状况的担

忧),有６８％的人主张要“保护”美国的生活方式,使其免受“外国的影响”,接近

一半的人感到美国近来“变化如此之大,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经常觉得像

一个外人”.② 曾经颇为自豪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在他们认为原本应属于自

己的国家里受到忽视、歧视,甚至成为嘲弄和耻笑的对象,他们对允许发生这

种变化的美国现行体制及主导这些变化的精英(尤其是文化精英)可以说怨愤

十足,一触即发.

特朗普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决定参加２０１６年的总统竞选.③ 尽管他的竞

选战略和组织在许多方面杂乱无章,但特朗普抓住了两个重点:一是将自己定

性为一个不属于体制和精英的外人,所以,美国的任何问题都与己无关,他可

以无所顾忌地攻击包括共和党上层在内的现行体制(尽管他与体制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他发家也得益于体制);二是对白人工人阶级每况愈下的境遇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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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DVeraCohnandAndreaCaumont,“１０DemographicTrendsThatAreShapingtheU．S．andthe
World,”March３１,２０１６,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Ｇtank/２０１６/０３/３１/１０ＧdemographicＧtrendsＧ
thatＧareＧshapingＧtheＧuＧsＧandＧtheＧworld/．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１５．

EmmaGreen,“ItWasCulturalAnxietyThatDroveWhite,WorkingＧClassVoterstoTrump,”The
AtlanticMonthly,May９,２０１７．

特朗普从１９８８年起就开始谈论参加总统竞选,１９９９年,他作为改革党(TheReformParty)候选人

参加竞选,几个月后即宣布退出.２０１２年,他登记为共和党人,再次考虑参加总统竞选,但最终因感到难以

击败奥巴马而放弃.



文章,把这些“被遗忘的美国人”作为自己的“基础选民”(thebase)和争取的主要

对象.他在竞选中谈论最多的话题包括废除“不公平”的国际贸易协定,保护美

国人就业,把工作带回美国;取消奥巴马任期内实施的多项环保政策,重振包括

煤炭在内的美国能源工业;加大遣返非法移民力度,在美墨边界修筑一道高墙,
保卫美国边界;大幅增加军费,捍卫«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给予公民持枪的权

利等等,这些主张在白人工人阶级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深受其欢迎.
应当指出,特朗普获得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还与其个性有很大关系.特

朗普是一个相当独特的亿万富翁(有人称特朗普为“蓝领亿万富翁”),其父在

纽约“土包子”的皇后区而非“高上”的曼哈顿区发家,本人又缺乏相应的“品
味”(taste),不属于美国的“贵族”或“上流社会”.他不看芭蕾、不听歌剧、不逛

画廊(他对绘画的兴趣是悬挂自己的画像),喜欢把他的房间布置得金碧辉煌;
他可能喜欢一般的流行音乐,酷爱看电视,尤其是脱口秀(他自己也长期是电

视真人秀节目主持人),但几乎从不读书;①他不热衷慈善,不与文化精英交友,
而更愿意与演艺界明星和选美小姐打交道;他吃饭不讲究时髦健康,喜欢油腻

的牛排和汉堡包;他处处炫耀自己有钱,生怕别人低估了他的财富;他说话直

截了当,但用词常常粗俗不堪,使人感到缺乏教养.② 总之,特朗普像一个只富

不贵的暴发户,并因此受到所谓真正“上流社会”的鄙视,但他恰恰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最令其兴奋满足的事似乎莫过于反击报复社会上层和文化精英.
而白人工人阶级出于对精英和“政治正确”的反感和怨恨,看到特朗普嘲笑、侮
辱甚至谩骂精英,终于感到有人替他们出气,当这个人居然是亿万富翁时则更

令他们感到痛快和过瘾.③ 所以,特朗普越攻击精英、越攻击主流媒体,也越获

得他的基础选民的支持.特朗普对选民说“我是你们的声音”(Iamyour
voice),很多白人工人阶级感觉确实如此,他们也因此可以容忍特朗普的诸多

缺点和不足.④

专门研究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美国学者琼威廉姆(JoanC．Williams)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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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特朗普自传«交易的艺术»(TheArtoftheDeal)的实际作者托尼斯瓦兹(TonySchwartz)猜测特

朗普成年后可能没有看完过一本书(别的作者以他名义写的书除外).
在初选阶段,特朗普可以说是把所有其他竞选人都骂了个够,说杰布布什(JebBush)“低能量”

(lowenergy),称泰德克鲁兹(TedCruz)是“骗子泰德”(LyingTed),叫马克鲁比欧(MarkRubio)为“小
马克”(LittleMarco)等等.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许多人参加特朗普竞选集会也是因为有机会宣泄自己的情绪.
大选前一个月,美国媒体爆料出特朗普调戏妇女的污秽言论,包括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在内的许

多共和党人士劝特朗普退出竞选,但班农认为,特朗普的核心选民白人工人阶级不会过多关注这种言论,事
实证明班农是正确的.



出,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其实并不厌恶或仇视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亿万富翁,他们

虽然自己很穷,但在他们看来,如果自己哪一天发财了也会过同样的富豪生

活.① 而且他们通常接触不到富人,倒是常与专业人士打交道,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居高临下地鄙视、嘲笑他们的不是远离他们的富翁,而是身边那些受过高

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包括教师、医生、律师等).因此,他们对知识分子反而有

可能更加反感.

总之,在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精英已经相当绝望的情况下,白人工人阶级

犹如无所畏惧的造反派,只想砸烂现有制度,而不关心砸烂的后果.特朗普以

反体制定位,承诺要对体制革命,恰好迎合了这种心理,可谓生逢其时.

四

在全球化及知识经济取代传统制造业的过程中,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美

国白人工人阶级经济上受益较少,失去的更多.面对美国人口种族构成和传

统文化价值观的巨大变化,他们失落怀旧,深感今不如昔,而这些发展在过去几

十年当中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都没有区别,致使他们转而拥护反体制

的特朗普.其原因固然可以理解,但支持特朗普应当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

首先,在政策层面,特朗普上台后并没有提出一套真正能改善白人工人阶

级经济状况的政策.特朗普在竞选中强调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称可以带来

大量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但他执政已将近一年,迄今仍未提出任何相关的具体

法案.美国近几年发生过量服用鸦片类药物(opioids)和海洛因危机,２０１６年

死亡人数估计超过六万,是５０岁以下人口死亡的首要原因,受害者尤以白人

工人阶级为多.特朗普上台九个月后才宣布其为“健康紧急事件”(heatheＧ
mergency),但因不愿为此拨款而拒绝宣布其为“全国紧急事件”(nationaleＧ
mergency).就国内经济政策而言,特朗普执政以来关注的重点是废除«奥巴

马医疗法»和减税,后果会加大美国愈来愈严重的贫富悬殊,与传统共和党体

制的立场没有实质区别.自«奥巴马医疗法»２０１０年通过以来,虽然对其反对

声不断,给民主党带来诸多麻烦,但实施数年下来也使受益的穷人日渐增多,

新添购买医疗保险人数超过２０００万,其中不乏特朗普的支持者.② 根据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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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JoanC．Williams,WhiteWorkingClass,Boston:HarvardBusinessReviewPress,２０１７．
共和党反对«奥巴马医疗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法对富人征税,用以补贴对穷人的医疗保险.



年７月的一项民意测验,有多达５９％的受访者希望保留«奥巴马医疗法»,支持

立即废除该法(即不用任何新法律取代)的人占１３％,支持废除和取代同时完

成的也只占２６％,另外有７１％的人希望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同合作改革美国医

疗保险制度.① 尽管民意如此明确,但当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几经努力仍未

能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疗法»时,特朗普几乎是恼羞成怒,威胁要让«奥巴马

医疗法»自动“失败”“自灭”.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他又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停止向低

收入家庭支付购买医疗保险的补贴,全然不顾其后果会伤害很多支持自己的

白人工人阶级.② 在废除«奥巴马医疗法»的努力失败后,特朗普开始把注意力

转向了减税这个几乎是共和党永恒的主题,希望在２０１７年年底之前完成“美
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③ 减税计划的细节虽然仍在讨论之中,但主旨已很明

确,即减税对下层穷人影响应当不大,对相当部分中产阶层会降低税负,但幅

度有限,真正受益者将是美国最富有的的上层家庭.例如,特朗普主张取消遗

产税,称其为“死亡税”(deathtax),但该税种目前仅对遗产价值超过１０９８万美

元的夫妇适用.据估计,２０１７年,美国大约会有２７０万人死亡,其中需要缴纳

遗产税的只有５２００人左右,不及千分之二.④ 特朗普还多次声称他本人不会

从其减税计划中受益,但由于减税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尚未确定,而且他至今未

公开以往的报税资料(尽管他曾在竞选中承诺要公开),因此不能准确判断这

话是否属实,但«纽约时报»对已公开资料的分析,认为特朗普有可能少交多达

１０亿美元的税.⑤

其次,特朗普上台后沿袭了他在竞选中表现出的遇事缺乏理智分析和反

应偏激的思维定势和行事风格,给美国政府的决策程序和国内外政策带来极

大的随意性和混乱,危及包括白人工人阶级在内的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

５７

反智的美国

①

②

③

④

⑤

APＧNORC,“AmericansViewsonReplacingtheACA,”July２０１７,http://www．apnorc．org/
projects/Pages/AmericansＧViewsＧonＧReplacingＧtheＧACA．aspx,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１５．一般认为,特朗普的基础选民大

概占美国选民的１/３(特朗普上台后的支持率基本在３２％—４０％之间徘徊).如果只有１３％的人支持立即

废除奥巴马医疗法,说明特朗普的基础选民中的多数也持不同意见.
２０１７年７月,参议院表决废除«奥巴马医疗法»时,有三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导致废除失败,其中

之一是来自阿拉斯加州的丽莎麦考斯基(LisaMurkowski).阿拉斯加州是美国传统支持共和党的“红
州”,特朗普和克林顿２０１６年在该州分别获得５１．３％和３６．６５％的普通选票.麦考斯基反对废除«奥巴马医

疗法»是因为废除会对阿拉斯加州人产生不良后果.
如同特朗普许多其他夸张的说法一样,这句话也与事实不符.
PhilipBump,“Heres How ManyPeople HavetoPaytheEstateTax ThatTrump Wantsto

Dump,”TheWashingtonPost,September２７,２０１７．
JessieDruckerandNadjaPopovich,“TrumpCouldSaveMoreThan ＄１BillionUnderHisNew

TaxPlan,”TheNewYorkTimes,September２８,２０１７．



以外交政策为例.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要坚持“美国第一”,不当世界警察,并
批评小布什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认为奥巴马不应介入利比亚内战,但上台

后却加强对外干涉,①包括莫名其妙地表示美国要解决委内瑞拉国内政局问

题,而且途径不排除“军事选项”.在多边关系上,特朗普执政后几乎采取了凡

是奥巴马支持他就反对的立场: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ＧPacific
PartnershipAgreement),称其为对美国的“最大的威胁”;退出«巴黎协定»
(ParisAccord),说它“完全是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损害美国”(特朗普在五年

前曾说气候变化是中国编造的谎言,目的是为了使美国制造业丧失竞争力);
拒绝承认伊朗遵守了多国签署的«伊核协议»(JointComprehensivePlanofAcＧ
tion),认为它是“有史以来最坏的交易”(联合国原子能机构根据核查认为伊朗

没有违反协议规定).②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具有如此不确定性和破坏性,曾在

民主和共和两党政府任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迈克尔海顿(Michael
Hayden)甚至认为,美国现在已成为当今全球“最大的不稳定因素”.③ 在涉及

核武的朝鲜问题上,特朗普更是缺乏一个核大国领导人应有的最起码的稳重

和责任感.奥巴马卸任之前与特朗普作交接谈话,特别强调朝核问题的严重

性.特朗普上台后朝鲜数次试验弹道导弹和核武器,半岛局势空前紧张.当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Tillerson)就此在亚洲做外交斡旋时,特朗普

居然公开声称他是“浪费时间”(特朗普至今还没有提名美国驻韩大使,美国国

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从２０１７年３月以来也一直空缺),说
朝鲜只懂得“武力”,并与朝鲜领导人对骂,威胁要对朝鲜动用“世界从所未见”
的“怒火”,“完全摧毁”朝鲜.这种极其不负责任和危险的战争言论,使人想起

克林顿在竞选中发出的警告:我们不能放心让一个用推特短文即可被引诱上

钩的人控制核武器.④ 共和党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科克(Bob
Corker)担心,特朗普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认为白宫成了一个“成人日托中

心”(adultdaycarecenter):美国现在只有靠国务卿、国防部长和白宫办公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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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JenniferWilsonandMicahZenko,“DonalTrumpIsDroppingBombsatUnprecedentedLevＧ
els,”ForeignPolicy,August９,２０１７.

欧洲的一些外交官认为特朗普对奥巴马有些“痴迷”(obsessed),他讨论问题时经常问奥巴马持何

种政策,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参见 AlbertoNardelli,“ThisIsWhatEuropeanDiplomatsReallyThinkAbout
DonaldTrump,”BuzzFeedNews,August９,２０１７,https://www．buzzfeed．com/albertonardelli/thisＧisＧ
whyＧeuropeanＧdiplomatsＧthinkＧdonaldＧtrumpＧis? utm_term＝．qkGgq６LpQ＃．gf９l７r５０x,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１５.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日,迈克尔海顿接受美国公共电台(NPR)采访.
克林顿英文原话是“AmanyoucanbaitwithatweetisnotamanwecantrustwithnuclearweapＧ

ons”.



任这些“大人”才能控制住特朗普,不至于“陷入混乱”.① 共和党前参议员戈

登休弗莱(GordonHumphrey)更是认为,特朗普心理有病、好战,已对美国

安全构成严重危险,呼吁根据美国宪法第二十五条修正案正式解除特朗普的

总统职务.②

最后,毋庸讳言,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当中许多人支持特朗普,在一定程度

上也含有不满或者反对美国社会进步的因素.美国白人工人阶级中有一定比

例的人反映了美国社会落后与阴暗的一面,在种族问题上尤其如此,他们当中

有不少人信奉“白人至上”或者有较强的种族歧视.特朗普在竞选中的许多言

行(包括侮辱墨西哥人,攻击伊斯兰教,声言要打击非法移民、修筑边境高墙,
拒绝或勉强谴责种族主义等等),顺应和迎合了他们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排外

感.特朗普在竞选中说要“把美国夺回来”,“使美国重新强大”,对他们意味着

是要倒退历史,重建“白人至上”的社会,而特朗普的当选也使白人种族主义者

“胆壮”了许多.据美国民权组织“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PovertyLaw
Centre)的统计,特朗普当选后美国的“仇恨组织”(hategroups)和“仇恨犯罪”
(hatecrimes)大幅上升.２０１７年８月,美国多个右翼团体在弗吉尼亚州大学

所在地夏洛茨维尔市举行“团结右翼”(UnitetheRight)的集会,参与者达数

百人,是多年来该类集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晚上举着３K党经常使用的火

炬游行,喊着反犹口号,白天扛着内战时“美国邦联”和德国纳粹的旗帜,行纳

粹礼,有的甚至携带枪支,气焰嚣张,更有人开车冲撞反对右翼游行示威的人

群,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特朗普显然知道其最坚定的支持者当中有不

少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所以,他先是拒绝明确谴责白人种族主义者,
继而在各派势力压力之下相当不情愿地参与声讨,但最后还是对种族主义者

和反对种族主义的示威者各打五十大板,实质上是将两者在“道德上等同”
(moralequivalency),得到种族主义者的公开致谢.“另类右翼”(altＧright)创
始人理查德斯潘塞(RichardSpencer)表示为特朗普感到“骄傲”,３K 党前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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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JonathanMartinandMarkLandler,“BobCorkerSaysTrumpsRecklessnessThreatens‘World
WarIII’,”TheNewYorkTimes,October８,２０１７．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特朗普在五角大楼的

一次会议上表示,他希望美国的核武器能增加将近１０倍,蒂勒森听后直称特朗普为“白痴”(moron).虽然

特朗普否认他说过这话,但蒂勒森没有直接否认.参见 PeterBakerandCeciliaKang,“TrumpThreatens
NBCOverNuclearWeaponsReport,”TheNewYorkTimes,October１１,２０１７.

EdMazza,“FormerGOPSen．Gordon Humphrey:‘SeriouslySick’Trump MustBeReplaced
ASAP,”HuffingtonPost,August１０,２０１７．根据美国宪法第二十五条修正案,当副总统和内阁部长的多

数认为总统不能够履行其职责时,副总统可代理总统行使其职责.据媒体报道,班农也曾警告特朗普,相比

被弹劾,他更有可能因为第二十五条修正案被解除总统职务.



袖人物戴维杜克(DavidDuke)称赞特朗普有“诚实和勇气”,祈祷“上帝保

佑”特朗普.特朗普的做法实际是鼓励或纵容种族主义,但这既是历史的倒

退,也根本不能解决白人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

五

特朗普当选总统虽然是反智主义的胜利,但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它暴露出美

国社会的确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是美国的精英(尤其是民主党的精

英)在强调社会、文化进步的同时,忽略了白人工人阶级的正当经济诉求,而且缺

乏对他们的尊重,常常简单粗暴地把他们的一些文化价值观斥之为愚昧落后.①

民主党２０１７年７月推出名为“优政”(ABetterDeal)的新纲领,重点之一就是要解

决经济上的贫富悬殊,有的评论称其为“更厚道、更温和”的民粹主义.② 美国著

名已故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助手安德鲁杨(AndrewYong)也认为,

民主党目前应更多地关注经济,而不是历史遗留的文化争议.针对许多人呼吁

要拆除纪念“美国邦联”人物(比如美国内战时邦联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的
纪念碑,他说:“一个少数族裔(现在)不能向一个仍然就业不足、教育不足、而且

比(黑人)死得更快的种族主义多数挑衅,这是一个事关生死的问题,不是什么扯

淡的纪念碑.”③虽然许多民权人士不认同安德鲁杨的观点,但人们需要一定的

时间和过程接受文化价值观的改变,这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美国埃默里大学

教授卡洛儿安德森(CarolAnderson)在其«白人之怒»(WhiteRage)的书中指

出,美国内战后黑人民权运动每次取得一些进步(包括奥巴马２００８年当选总

统),都会引发白人的愤怒和反弹,进而导致一些退步.④ 特朗普当选后,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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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中曾嘲笑特朗普一半的支持者是“一群可悲的人”(abasketofdeplorables),输
掉选举后她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承认这句话是给特朗普送了一个“政治礼物”.斯蒂夫班农也表示,他宁愿民

主党天天谈论种族主义,这样共和党可以偏重“经济民族主义”,输家必然是民主党人.参见CallumBorchers,
“SteveBannonHasaPoint:ChargesofRacismMightNotBringDownTrump,”TheWashingtonPost,August１８,
２０１７.

民主党传统上代表美国低收入人群,许多民主党人从政可以说是为了社会变得更加平等,其典型代表

是前总统吉米卡特,他从政之前是种植花生的农民,下台之后从事慈善事业,在全世界帮助穷人盖房.但近

２０年来,许多民主党政客变得更热衷于捞钱.以克林顿夫妇为例,他们２００１年初离开白宫时家庭净资产几乎

为零,但在之后短短的１５年期间,他们累计的税前收入居然高达２．３亿美元,超过比尔克林顿在任时总统年

薪的１０００多倍.很多白人工人阶级选民因此认为,民主党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抛弃了他们.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３日,安德鲁杨接受美国公共电台采访.
CarolAnderson,WhiteRage,TheUnspokenTruthofOurRacialDivide,NewYork:BloomsburyPubＧ

lishing,２０１６．



在接受«纽约客»的采访时也说:“一个长得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历史的某个时点

当上总统是不可避免的.我大概是比人口变化所预计的要早了２０年,因此

更令人感到吃惊,(相比我这样的人２０年后当总统),它无疑导致了更多的

焦虑,引起部分人更多的反弹,这是可以理解的.”①

由于包括宗教在内的历史原因,反智主义在美国根深蒂固,知识分子常被

称为只会空谈、脱离实际的“书呆子”.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反智

达到高潮,大批学者教授被怀疑亲苏亲共而受到迫害.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
国不少评论担心他这种反理智、且极具分裂性的风格会影响今后美国的政治

生活,使其常态化.但从长远来讲,更大的可能是美国选民会从中吸取教训,
摒弃极端的反智主义,改为比较理智地面对和处理美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

种各样的问题.这种情况在美国乃至世界上其他地方实际已经开始发生.如

果说２０１６年６月英国脱欧公投对特朗普当选还有一定正面影响的话,那么,特
朗普当选后的言行举止已经暴露出反智主义的负面后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了意识形态上靠近特朗普的荷兰自由党、法国国民阵线及英国保守党在

２０１７年举行的选举中频频受挫.根据２０１７年８月的一项民调,在密歇根、宾
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州(特朗普正是因为赢得这三个关键州才赢得了２０１６年

的大选),②特朗普在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内的支持率已下降至２０１２年支持米

特朗姆尼的水平,而当年在这三个州胜出的是奥巴马,而不是朗姆尼.③ 换

句话说,如果今天举行选举,即使其他选民倾向不变(事实上,受过大学本科及

以上教育的白人支持特朗普的比例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大选时已大幅下降),特朗

普也会因为在这三个州中失去一定白人工人阶级的选票而输掉选举.共和党

人、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杰夫弗雷克(JeffFlake)认为,特朗普所代表的偏激思

想和政治不会成为美国政治的常态:它像人发烧一样,２０１８年可能还不会退

烧,但迟早还是要退的.④ 如同当年极其反智的麦卡锡主义没有常态化、反而

为后人敲响了一面警钟一样,“特朗普主义”(Trumpism)今后也很有可能成为

代表反智主义的贬义词而载入美国政治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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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Remnick,“ObamaReckonswithaTrumpPresidency,”NewYorker,November２８,２０１６．
张毅:«从一些数字看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选举»,«美国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EdKilgore,“TrumpIsLosingSupportWhereHeCanLeastAffordIt,”NewYork,August１０,

２０１７．
EliWatkins,“FlaketoGOP:WeMustSayTrumpsBehaviourIs‘NotRight’,”CNN,October

２４,２０１７,http://edition．cnn．com/２０１７/１０/２４/politics/jeffＧflakeＧdonaldＧtrumpＧsenate/index．html．２０１７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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