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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隐蔽宣传行动与苏东剧变
∗

白建才∗∗

内容提要 隐蔽宣传行动是美国冷战战略体系的重要一环.冷

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确立了对苏联东欧集团实

施隐蔽宣传行动的政策,并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了包括隐蔽的无线

电广播、图书项目、释放气球、制造假消息、支持非政府组织活动和公

共外交等大量隐蔽宣传行动.这些行动与其他公开宣传互相配合,
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苏联集团受众的思想信念,激发了他们对现政权

和社会制度的不满与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向往,传播了各地反抗

的信息,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的苏东剧变起了十分重要的滴水穿石和

煽风点火的作用.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美国冷战战略 隐蔽宣传行动 无

线电广播 图书项目 苏东剧变

宣传是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存在的,为实现国家、团体、个人某种

意图采取的活动方式.近代以来,随着交通、通讯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宣传在

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大幅提升,甚至成为政党团体、国家和国家联盟实现战略目

标的重要工具.冷战时期,美苏及其代表的两大对立阵营都实施了庞大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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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计划,宣扬自身,攻击对方,引诱说服第三方,试图赢得人心,夺取冷战斗争

的胜利.就美国而言,宣传战成为其制订的反击所谓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瓦
解苏联集团之遏制大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隐蔽宣传行动则是其隐蔽行动

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子战略.① 目前,国内外学界虽有研究冷战时期或某一阶段

美国对苏联心理宣传战、文化交流、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等机构、项目的

成果,但尚无对其隐蔽宣传行动的专论.② 本文将就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

实施的隐蔽宣传行动进行探讨,以管窥美国对苏联东欧的冷战战略.

一、美国对苏联东欧隐蔽宣传战略的制订

所谓“隐蔽宣传行动”(covertpropagandaoperation),是指通过资助、支
持、收买某些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编辑、记者、学者等,让他们撰写、编造、
广播、发表实施者所希望传递的信息,或通过隐蔽地制作散发传单、书刊、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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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aPress,２００８;AlfredA．Reisch,HotBookintheColdWar:theCIAＧFundedSecretWesternBookDisＧ
tributionProgrambehindtheIronCurtain,BudapestＧNewYork:CentralEuropean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
等.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郭又新:«穿越“铁幕”:美国对“苏东国家”的冷战宣传(１９４５—１９６３)»,东北师

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３年;张晓霞:«从进攻性心理战到渐进的文化渗透:评冷战初期美国对苏东宣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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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全面动员: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冷战宣传»,«历史教学»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范帆:«美国对苏联宣传战研究

(１９５３—１９６１):以美国新闻署为例»,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５年;陈永贵:«冷战心理宣传视域下

的美国海外学生项目研究(１９４５—１９６１)»,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常贝贝:«冷战初期美国的心理

战与海外图书项目(１９４５—１９６１)»,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５年;以及一些研究自由欧洲电台和自

由电台的硕士学位论文等.



发布墙报、海报等形式,进行鼓动性宣传,以达到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

念和生活方式,增强其凝聚力和吸引力,扶植所中意的势力,诋毁对方的社会

制度、意识形态和统治集团,煽动对方的内乱并传递其信息,削弱对方的力量

和影响,动摇乃至瓦解对方的统治等目的.由于冷战的意识形态争夺性质及

宣传行动的“性价比”高,“隐蔽宣传行动”是美国隐蔽行动战略中使用最多的

一个子战略,美国隐蔽行动问题专家格雷戈里特里沃顿称之为“隐蔽行动的

面包和黄油”,①估计其活动约占战后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一半左右.②

英语“propaganda”一词源于拉丁语,原为宗教用语,意为传播教义,１７１８
年在英语中首次使用,至１９世纪逐渐被赋予政治含义.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交战双方开始大规模运用宣传工具,美国政府也不例外,设立了公共信息

委员会,专门负责国内外宣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双方更是将宣传作为重要

武器,开展了激烈的宣传战,美国设立的战略情报局任务之一就是进行公开与

隐蔽宣传.１９４７年冷战爆发后,美国刚刚为之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１２月

１７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即通过主题为“心理行动”(psychologicaloperation)
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４ＧA 号绝密文件,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识到苏联

及其卫星国和共产党团体正通过恶毒宣传诋毁败坏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目

标与活动,“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决定采取隐蔽的心理行动以补

充美国政府的对外情报活动,”指令中央情报局负责实施这项行动.④ 这份由

杜鲁门总统批准的文件是美国最高决策层制订的第一份要对苏联东欧集团实

施隐蔽心理宣传行动的文件,它标志着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集团隐蔽宣

传行动的开启.文件使用的是“心理行动”而非“宣传行动”,是因为在美国有

一种倾向,认为“宣传”是政府强迫民众接受其传递的信息甚至虚假信息,违背

自由原则理念,颇为反感.因此,美国政府文件、机构设置或官员讲话中尽量

避免使用该词,而用“心理”“信息”“公共外交”等中性词取代.事实上,心理战

最主要内容就是宣传战.

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７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一份决

定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全面隐蔽行动的纲领性文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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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号文件,“决定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必须用隐蔽行动补

充美国政府公开的对外活动”.① 文件在界定隐蔽行动内涵时,明确指出其包

括隐蔽的“宣传战”等.该文件确定了隐蔽行动在美国冷战大棋局中的战略地

位,隐蔽宣传战则成为隐蔽行动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子战略.
之后,杜鲁门政府制订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都或明或暗地强调要对苏

联东欧集团实施隐蔽宣传战.例如,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４日,杜鲁门总统批准的美

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２０/４(NSC２０/４)号文件«美国抗击苏联对美国威胁的目

标»提出,要“鼓励俄国人民不断转变态度,以期制约苏联目前的行为方式”;
“鼓励和促进苏联的卫星国成为独立于苏联的实体”;“努力使全世界看清和认

识到苏联和苏联控制下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的本质”等.② 这里没有明确使用

“宣传战”一词,但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手段无疑包括公开与隐蔽的宣传行动.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１日,杜鲁门总统批准的 NSC５８/２号文件«美国对苏联的东欧

卫星国的政策»提出要“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对斯大林主义关于卫星国必须依

靠和服从苏联的教条展开进攻的同时,也应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不间

断地攻击这个关键教条.应该积极鼓励这个斯大林主义教条的反面—民

族主义.应该不仅公开而且隐蔽地保持这种攻击”.③ 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很

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开与隐蔽的宣传战.

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４日,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６８号文件«美国国家安

全的目标与计划»(NSC６８)中第一次明确将“遏制政策”确立为其国家安全战

略,在具体解说“遏制政策”时指出:遏制政策“就是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

段以期达到下列目的的政策:(１)阻止苏联强权的进一步扩张;(２)揭露苏联

宣传的欺骗性;(３)减少苏联的控制和影响;(４)在苏联制度内培植破坏力量,
使克里姆林宫至少能改变其做法,遵守公认的国际准则.”④所谓“除战争之外

的一切手段”,自然包括公开与隐蔽的宣传战了.

１９５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就任后,比杜鲁门更加重视宣传,在其于１０月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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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１６２/２号文件«国家安全基本政策»(NSC１６２/２)中
指出:应“采取公开的和隐蔽的措施诋毁苏联的威信和作为其有效工具的意识

形态,削弱共产党和其他亲苏分子的力量”;“采取一切可行的外交、政治、经济

和隐蔽手段反对直接或间接受苏联控制的政党或个人在自由世界国家获取统

治权力的任何威胁”;“美国应尽可能采取政治、经济、宣传和隐蔽措施给苏联

制造麻烦,利用这些麻烦,破坏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使苏联对卫星国的控制复

杂化,阻止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增长”.① 这就明确把公开与隐蔽宣传

列为美国重要的战略手段了.美国冷战史学者约翰加迪斯即认为,艾森豪

威尔政府的遏制战略“新面貌战略”包括五个基本要素,即同盟、核武器、心理

战、隐蔽行动和谈判.②

美国政府涉及隐蔽宣传战的文件很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这些文件

表明,冷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将之视为“一场真正的战争”,迅速制订了一系列

攻击苏联东欧集团的政策、战略,要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遏制苏联所

谓“共产主义扩张”,隐蔽宣传行动以其“性价比”高自然入选美国的冷战战略

武库,并被持续使用.

二、美国对苏联东欧隐蔽宣传行动的实施

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实施的隐蔽宣传行动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至
少包括隐蔽的无线电广播、发送书刊、释放气球、制造假消息、支持非政府组织

活动和公共外交等.这里择其要者概述.

(一)隐蔽的无线电广播

２０世纪初无线电广播问世后,很快便以其波及范围广、穿透力强、接收便

捷、受众多等特点,成为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设立“美国之音”广播电台,与英国广播电台(BBC)、莫斯科广播电台等一

起,对揭露法西斯罪恶、鼓舞士气民心、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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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制定了心理宣传战略,在加强美国之音对外宣传广

播的同时,也先后暗中支持建立了两个“民间电台”,即１９５０年开播的自由欧

洲电台(RFE)和１９５３年开播的解放电台(后改名自由电台 RL),实施隐蔽宣

传.前者负责对东欧国家广播,后者负责对苏联广播.这两个电台名义上是

“民间电台”,分属两个所谓民间组织、主要由东欧流亡西方的难民组成的“自
由欧洲全国委员会”(NationalCommitteeforaFreeEurope)和主要由苏联流

亡西方的难民组成的“解放俄国人民美国委员会”(TheAmericanCommittee
fortheLiberationofthePeoplesofRussia),实则是由美国政府控制的半官方

电台.首先,其所属的两个委员会即与美国政府联系密切.自由欧洲全国委

员会的首任主席约瑟夫格鲁(JosephGrew)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其主要

成员中有不少代表美国政府、军队、企业界、媒体、劳工组织的权势人物,如德

怀特艾森豪威尔、艾伦杜勒斯、前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Francis
Biddle)等.１９４９年６月,代理国务卿向美国大部分驻欧洲国家的大使馆和公

使馆发去电报,说明了政府与该组织的关系,明确表示:“鉴于该委员会工作不

言而喻的政治性,国务院将和它不断地进行协调,该委员会将在各方面与我们

合作以实现我们的东欧目标乃至整个对外政策目标.”①其次,这两个电台的活

动经费主要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其安全、政策、人事、会计、技术等各个部门

都有中情局安插的工作人员,电台的人事任命、经费预算、广播计划等都受到

中情局的节制.

１９６７年,美国左派刊物«壁垒»(Ramparts)发文揭露了中情局秘密资助非

政府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事实,舆论哗然.之后,中情局资助自由欧洲电台

和自由电台的秘密也暴露,迫使中情局在１９７１年停止了对两电台的资助,改
由美国国会拨款,通过新成立的国际广播董事会(theBoardfor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资助.

在美国政府暗中操纵资助下,这两个电台长期对苏联东欧进行敌对宣传,

每天用俄语、乌克兰语、波兰语、匈牙利语等十几种语言进行广播,攻击苏联东

欧的社会主义制度,揭露苏联东欧国家的阴暗面,颂扬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

观念,诱导听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西方的向往,甚至鼓动他们起来造反.

自由欧洲电台在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制定的«自由欧洲电台的政策指南»中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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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的目的是激励东欧国家人民“与正统治着他们的、受苏联支配的政府的不

合作精神,解放铁幕背后被奴役的民族.”“要揭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

态,其道德和精神的空洞性,以及作为一种为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体面生活标准

的统治制度,其物质上的无能”;“要通过令人信服地展示西方技术、资源和军

事力量的优势,通过不断重申西方要使我们的听众获得自由的保证,向他们反

复灌输最终解放的希望”;“要通过揭露其官员的愚笨无能在东欧各国中挑拨

离间,通过谴责被确实的压迫和残暴行径,并用将受到惩罚相胁,使政府官员

提心吊胆,坐卧不宁”.① 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的匈牙利事件中,自由欧洲电台反复

鼓动 “匈牙利人民决心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维护革命成果.② 解放电台(自由电

台)在一份宣言中声称,其目的是从事“反对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的不可调和的

斗争,直到其完全崩溃”.③ 在１９５３年６月东柏林的骚乱中,解放电台(自由电

台)广播要求苏联军队不要镇压,说这些示威的工人是“自由的捍卫者,寻求从

与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所遭受的同样的压迫和奴役下获得解放”,他们“正在

为全人类的事业、包括我们祖国的整个世界摆脱共产主义战斗”.④ 可以说,自
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充当了美国对苏联东欧隐蔽宣传战的急先锋.

(二)实施图书项目

图书是知识智慧和思想文化的载体,也是改变读者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的工具,大作家雨果即认为“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有时读一本书就可改

变人的一生.正因为如此,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以图书为武器”,向
欧洲、中东、亚太地区印发了大量图书、杂志、画报、传单等,反击德意日的法西

斯宣传,教育受蒙蔽的民众,赢取读者对美国的友谊.冷战期间,美国更是实

施了庞大的公开与隐蔽的图书项目,作为对苏联东欧宣传战的一部分.
公开的图书项目主要是由美国国务 院 和 １９５３ 年 设 立 的 美 国 新 闻 署

(USIA)主导.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７日,杜鲁门总统签署«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
(«史密斯—蒙特法»),以立法形式详细规定了要通过与各国的“信息与教育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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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促进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更好地理解美国,以及增强国际合作”.① 以此

为法律依据,美国政府开启海外图书项目.其基本目标是:(１)通过图书所承

载的知识和思想解决“自由世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加强“自由世界”联合的力

量;(２)向世界民众解释和辩护美国政府的各种政策和立场,展现美国的民主

精神、高尚的自由传统,以及良好的社会生活方式等,促进和加强他国人民对

美国文化和思想的了解;(３)揭露和攻击国际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落后的经

济以及宣传的虚伪与欺骗性等,从而“谋取与所有反对共产主义极权威胁而捍

卫精神自由的民众的合作”,让更多的世界民众背叛或排斥共产主义,而吸引

到“自由世界”中.② 据此,美国政府实施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庞杂的海外图书

项目,包括图书翻译项目、廉价图书项目、信息服务中心项目、信息媒体担保项

目、特殊性图书项目、援外事务管理署图书项目、意识形态图书项目、教科书项

目、针对特殊群体的图书项目等.这些项目有的一直实施到冷战结束甚至延

续至今.如图书翻译项目,这是最早实施的图书项目之一,针对各国各民族之

间存在的语言障碍,为了让读者更方便容易接受“反共亲美”的观念信息,美国

政府便组织了这个项目.据统计,仅在１９５３财政年度中,美国主要政府机构

负责下的图书翻译项目在远东地区波及１０个国家、１４种语言、２１９种版本,达

５４５．５２１８万册.在近东地区覆盖９个国家、１６种语言、１６３种版本,达１１６．２３
万册.③

如果说,公开的图书项目主要是针对欧洲、亚非、拉美那些美国的盟国、中
间地带国家,是为了稳定军心、争夺民心的话,隐蔽的图书项目则主要是针对

苏联东欧国家.这主要是由中央情报局通过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等机构

实施的.

美国中情局给人的深刻印象是收集情报、欺骗偷窃、颠覆政权、暗杀活动

等,即所谓“斗篷加匕首”.但事实上,它也颇为重视隐蔽宣传行动.１９６１年中

情局隐蔽行动处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就指出:“书籍不同于其他宣传媒体,首先

因为仅仅一本书就可能根本改变读者的态度和行动,这是任何其他单一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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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见绌的,将书籍作为最重要的战略(长期)宣传武器是非常重要的.”①

因此,从１９５６年开始,中情局就支持资助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实施图书

计划.两电台的分工是自由欧洲电台负责给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
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五国发送,自由电台负责给苏联发送.发送的对象最

初为“有能力直接或间接影响共产党政府政策的政治和知识精英”,②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初开始扩大到大学教授、大学生、职员、作家、艺术家、医生、经济学家、
记者等.发送的书籍包括西方作者撰写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学、艺术等

作品,如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AnimalFarm),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大
恐怖»(TheGreatTerror)等,以及苏联东欧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如苏联

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戈瓦医生»等.发送的方式包括直接邮寄,
送给苏联东欧来西方的旅行者携带回国,让西方前往苏东的旅行者携带入境,
请苏联东欧人在西方的亲朋好友转交,由美国驻苏东使领馆举办活动分送,送
给苏东驻西方外交官携带回国,等等.这项活动开始一直由两个电台负责实

施,１９７０年,由于中情局资助两电台的秘密曝光,中情局不得不停止了对自由

欧洲电台的资助,由其控制的国际咨询委员会(InternationalAdvisoryCounＧ
cil)取代.１９７５年,美国政府将国际咨询委员会和负责对苏联寄送图书的自由

电台贝德福德出版公司(BedfordPublishingCompany)实施的图书项目统一交

由中情局控制的国际文学中心(InternationalLiteraryCenter)实施,直到１９９１
年末苏联解体.③ 该项目从１９５６年７月开始实施,到１９９１年底结束,给苏联

东欧共约隐蔽地发送了１０００万册图书.④

隐蔽图书项目是有众多人员、机构参与、有计划有目的的庞大的隐蔽宣传

行动,行动开始时自由欧洲委员会即要求,所有图书的出版都必须用隐蔽机

构,不能所有材料都是攻击共产主义的,要有利于促进精英中的修正主义倾

向.应多报道其他东欧国家的情况,说明在别国可以办到的,本国同样可以办

到.要多报道东欧国家发展的负面消息,西方的卓越成就,以削弱读者对国家

的信心.⑤ １９６３年,至少有６５３家出版社投入,其中,美国２４８家(包括约２２个

大学出版社),法国１１２家,英国６４家,德国１５４家,意大利４家,奥地利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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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１２家,荷兰３家,瑞典３家,丹麦１家,波兰３６家(在英美),捷克斯洛伐克

４家(在英美),立陶宛３家(在美国),匈牙利１家(在慕尼黑),爱沙尼亚３家

(在瑞典).①美国政府为此投入大量资金,仅对发送苏联的图书每年约１００万

美元.② 曾参与该计划的美国官员约翰马修斯称之为“争夺心灵的秘密马歇

尔计划”.③

(三)以气球为武器

以气球为载体投送宣传品是冷战初期美国及其盟国和台湾地区国民党政

府实施的一种宣传行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美国中情局就伙同台湾地区军情

部门对中国大陆实施利用飞机和气球空投宣传品的行动.

东中欧国家紧密相连,地势平坦,领土面积也不是很大,比较有利于气球

越境.因此,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急于“解放东欧”的自由欧洲委员会在美国支

持下,通过向东欧国家释放携带大量宣传品的气球进行心理宣传战.１９５３年

６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和其他工业中心发生反对货币政策的骚乱,自由

欧洲电台和自由欧洲出版社第一次联合行动,对捷实施“普洛斯彼罗行动”
(OperationProspero),四天时间,向包括首都布拉格在内的主要工业城市释放

了六万多个大气球和大量宣传品.其中之一写道:“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你
们要知道:政府比你们想象的更加虚弱.权力是人民的,人民却遭受着压迫.

团结起来,勇敢地组织你们的力量,推翻这个政府.只要今天坚持工人的权

利,明天就可获得自由.”④

这次行动的成功鼓舞了自由欧洲电台,使其确信“气球—广播联合作战是

政治战的一种新形式”.因此,一年后又搞了一个“否决行动”(OperatinVeＧ
to).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正进行国会、地方政府等选举,自由欧洲电台通过广

播和气球散发的传单,煽动捷人民利用这些选举要求政府改变政策,并提供了

１０项具体要求,包括建立独立工会、提高工资、自由变动工作的权利、终止强制

集体化、废除义务交售制等.１９５４年夏,“否决行动”进入新阶段,即发起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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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宣传目标主要针对农民的“收获自卫”行动(HarvestofSelfＧDefense).自由

欧洲电台煽动农民要求政府放弃社会化农业,退出集体农社,同时鼓动党员、

政府官员和警察团结一致拒绝对农民制裁.当年秋天,当工会选举开始后,
“否决行动”又把目标对准工人,煽动工人要求采取秘密投票、工人计票、候选

人来自真正的工人队伍.为了让青年工人了解西方民主,自由欧洲电台在节

目中还安排介绍了民主工会主义的原则、西方工会的实践及战前捷克斯洛伐

克的工人运动.① “否决行动”最终取得了一定效果.捷政府承认在选举中有

５％的人投票反对共产党,而通常总是说９９％的人都投票支持共产党.②

此外,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对匈牙利实施了“焦点行动”(OperationFocus),１９５５
年对波兰实施了“聚光灯行动”(OperationSpotlight)等.这些行动共给捷克斯

洛伐克空投了５０００多万页宣传品,给匈牙利为１６００多万页,给波兰为２６万多

页.由于这些活动遭到对方政府的强烈抗议,西德政府也出于自身安全表示

反对,１９５７年８月气球行动被完全终止.③

(四)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宣传行动

宣传在某种程度上是带有隐性强制接受的传播方式,有些内容也被许多

人看成是虚假信息的传递,全靠政府实施很难让受众相信.美国是世界上非

政府组织最多最强大的国家,冷战期间一些非政府组织也积极投入,自觉不自

觉地配合美国政府,攻击苏联集团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所谓“共产主义扩

张”,维护、宣传西方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美国政府与这些非

政府组织可谓一拍即合.美国政府支持利用这些非政府组织开展隐蔽宣传行

动,在那些对美国政府怀疑、戒备或反感的国家地区,由非政府组织进行反苏

反共、亲美亲西方宣传,与苏联集团争夺这些国家地区,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美国政府对富兰克林出版公司的支持合作.

１９５２年５月,美国国际新闻署幕后支持范诺斯特兰出版公司(VanNosＧ
trand)、克罗韦尔公司(CrowellCompany)等五家出版公司在纽约成立富兰克

林出版公司,协助政府实施海外图书项目.关于该公司的宗旨,在其证书中明

确表示,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和传播印刷品,激发世界民众对人类自由、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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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和福祉的兴趣,并促进其发展;向世界民众宣扬美国的知识文化信息;培养

世界民众对美国历史、政府、文化、经济、技术、科学等方面的兴趣”.① 这显然

与美国政府对外隐蔽宣传行动的目标是一致的.
富兰克林出版公司表面上是私人公司,但与美国政府的联系非常紧密,是

美国进行隐蔽宣传行动的工具.首先,美国政府给其提供大量经费.在它

１９５２年启动时即获得政府５０万美元资助.１９５３年政府又预计给其拨款２５万

美元;其次,富兰克林出版公司与美国政府的“联络几乎处于秘密状态,对于双

方而言,都需要隐藏公司作为政府宣传活动的工具这一本质”;再次,对于政府

资助的项目,富兰克林公司“服从美国政府驻当地代表的安排,在政府官员的

协助和指导下制定各项活动方案,不能开展违背政府意愿或破坏美国宣传努

力的活动,或与此类进行合作,以促成美国在当地宣传目标的最终实现为根本

目的”.②

依据这些宗旨和工作范式,富兰克林出版公司率先在中东组织出版图书,
“到１９５４年６月,已有１３２个主题的图书被翻译成波斯语、乌尔都语、±耳其

语、印尼语出版”.③ 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富兰克林公司在伊朗、黎巴嫩、伊拉

克等国都设立了办事处.在中东取得成功后,富兰克林公司又将图书出版扩

展到南亚、东南亚、非洲和拉美等地区.
美国政府利用由五个私人出版公司组成的富兰克林出版公司实施隐蔽宣

传行动只是美国利用众多非政府组织实现其战略目标中的一个典型事例.还

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如福特、洛克菲勒等基金会,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
在冷战期间与政府紧密合作,互相配合,通过资助一些国家的教育、文化、出
版、卫生等,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实施隐蔽宣传,以实现美国政府公开行动难以

实现的目的,沦为美国政府的冷战工具.

三、效果与影响

宣传是通过影响受众思想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的活动,效果很难立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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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findingaids．princeton．edu/collections/MC０５７/＃description;常贝贝:«冷战初期美国的心理战与海外

图书项目(１９４５—１９６１)»,第１４２—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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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项目(１９４５—１９６１)»,第１４８页.



影或予以量化.同时,人的思维是复杂的,是受多种内外因素的干扰杂糅决定

的,隐蔽宣传的效果与影响也很难独立判断,往往与其他因素综合发挥作用.

依此规律,我们将隐蔽宣传结合公开宣传及其他行动、资料分析结合逻辑推

理,阐述隐蔽宣传行动的效果影响.

关于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以及以此为代表的无线电广播

的效果和影响国内外学界已多有论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设立后,前
者每天以保加利亚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等

六种语言几乎昼夜不停地进行广播,后者每天以俄语和其他１１种苏联少数民

族语言进行广播,以强大的电波直入人心,传递符合美国冷战战略的信息,以
期改变受众的思想观念,以使其采取传播者所希望的行动,达到传播者所要达

到的目的.这样经年累月,所发挥的功效是难以计量的.在１９５６年“匈牙利

事件”中,自由欧洲电台的宣传就严重恶化了局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政府

加大了对苏联集团宣传战心理战的力度.里根一上台就声言要使美国之音成

为砸开铁幕的工具,发挥“破城锤”的作用.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美国之音副台长透

露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份备忘录明确指出:“我们应当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

稳定,促进他们的人民和政府间的摩擦”;“我们要尽量在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领

导人之间打进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相互猜疑”;“我们应当煽起民族主义的

火焰,鼓励铁幕后面宗教感情的复活”.国务卿舒尔兹也强调要加强国际广

播,使之成为“共产党国家的替代性的自由新闻”,从“道义上”满足那些共产党

国家中“谋求进行和平改革的人士和组织”向美国“求援的要求”,“帮助他们进

行争取自由的斗争”.① 为此,里根政府大力加强国际广播,进行公开和隐蔽的

宣传战、心理战.到１９８６年,美国的国际广播电台,包括美国之音、自由欧洲

电台、自由电台、阿富汗自由电台等每周的播音时间已达到了２３５３小时,居世

界首位.里根政府如此重视国际广播,以致有学者称之为“广播星球大战”.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大搞广播政治»的文章就说,“现
在世界上除军事上的星球大战之外,还有另一场星球大战,它所涉及的不是导

弹,而是通过无线电向世界上各个偏僻地区传播新闻和意识形态”,并认为广

播星球大战是一场美国正在进行的主要战争.②

美国政府大力实施的宣传战、心理战取得了奇效.根据 RFE/RL听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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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部对１５万苏联东欧赴西方旅行者的调查、苏联东欧政府的秘密分析资料,
以及１９８９年后有关机构进行的分析,有相当多苏联东欧听众定期收听西方广

播.据估计,１９５０年代之后,苏联约有１/３的都市成人、东欧约有１/２的成人

收听西方广播.① 一位曾任自由欧洲电台波兰部副主任的官员比较了该部对

波兰旅行者的调查和波兰解密档案中的内部分析,在１９８１年,每周有６６％的

波兰成人收听RFE/RL广播.以致有的波兰官员将自由欧洲电台称为“政府

的第五部门”.② 波兰政府曾相信,“如果美国关闭自由欧洲电台,地下组织就

会完全停止存在”.③曾担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也认为,苏联

集团“丧失对信息传播的垄断是共产党集权统治垮台的关键”.④ 东德高级特

工马库斯沃尔夫在其回忆录里承认,冷战期间所有用于影响东欧人民的各

种手段中,自由欧洲电台是最为有效的.⑤

因此,有学者指出,无线电广播是“西方最重要的冷战工具之一”,⑥西方之

所以赢得冷战,“不是通过使用武器”,而是通过“比剑更有力的无线电广播”
“不战而屈人之兵”.⑦

美国长期实施的图书项目和隐蔽地给苏联东欧发送图书的活动,其效果

与影响也不可小觑.据掌管负责给苏联寄送图书的贝德福德出版公司伊萨

克帕琪(IsaacPatch)讲,分送苏联读者的１００多万册图书大都送达.其中,

３５％给了苏联在西方的旅行者:工程师、教师、艺术家、大学生和记者;４０％经

由西方赴苏联的旅行者(医生、律师、教师和工程师)带到苏联;１０％邮寄给了

有权收取西方所寄图书者;还有１５％通过特殊路线进入苏联.著名的苏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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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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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Nelson,WaroftheBlackHeavens:TheBattlesof WesternBroadcastingintheCold

War,p．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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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的妻子就告诉帕琪,她和丈夫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
年代初经常收到贝德福德公司通过中间人送来的图书.许多人收到图书后写

来了感谢信.① 尼克松政府的一份报告披露,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到１９７０
年,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向苏联东欧共分送了２５０万册书刊,这些书刊大

都交给了苏联东欧一些重要的职业和技术精英,再由他们传给同事.这些材

料可以影响他们对知识分子和文化自由的态度,增强其倾向,以及对缺乏自由

的不满.② 与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宣传相比,寄送图书的隐蔽宣传行动

更具杀伤力.由于寄送图书的目标人群主要是社会精英,他们对政府决策和

社会舆论影响更大.曾长期在美国政府部门和基金会就职的耶尔里奇蒙

(YaleRichmond)认为,“图书在促使苏联西方化和赢得许多苏联人心发挥了

重要作用”.③ «冷战中的热书»作者对保存在胡佛研究所的自由欧洲电台、自
由电台实施隐蔽图书项目档案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后断言:“可以绝对肯定地

说,美国—西欧大规模隐蔽图书发送计划对过去４０年在苏联统治下的东

欧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青年产生了重要影响”.④ 甚至认

为,“在这场特别的心理文化战争中,随着铁幕的降落和冷战的结束,西方最终

获胜,其中图书发挥了独特的决定性作用”.⑤ 说隐蔽图书行动在西方赢得冷

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显然言过其实,说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则不无道理.
总之,东西方冷战本质上是一场人心之争、制度之争,这就使思想观念的

载体和传播方式、意识形态的武器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美国的冷战斗士

们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及时地制订了相应的战略策略,通过自由欧洲电台、自
由电台和美国之音等广播,以及实施图书项目、教育文化交流等方式所进行的

公开与隐蔽宣传行动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苏联集团受众的思想信念,激发了他

们对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不满与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向往,传播了各地反

抗的信息,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的苏东剧变起了十分重要的滴水穿石和煽风点

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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