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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12 年 2 月 8 日，龍年元宵節後的第三天，北京東皇城根下的一家

飯店裡，群賢畢至，名流如雲。《炎黃春秋》雜誌社組織的“2012 新春聯

誼會”在這裡舉行。

和往年不同的是，幾位“紅二代”也出現在會場上，包括葉劍英、

陸定一、陶鑄、胡耀邦等中共元勳的兒女。他們相繼發言，力挺《炎黃春

秋》，呼籲加快改革。其中傳達出來的豐富信息耐人尋味。

“王立軍跑到美國領事館去了！”—接近中午時分，這個爆炸性新聞

在與會者中流傳。人們交頭接耳，追問消息的真實性，分析事件的原因與

後果。

我靜靜地坐在會場的一角，震驚，更感到慶幸：作為這個時代的旁觀

者，回望奧運會以來的數年，中國就像在演出一部情節曲折、跌宕起伏的

歷史活劇。“王立軍事件”顯然是又一個高潮，同時它又僅僅是新劇的開

場，“好戲還在後面”。

既然我們成為歷史劇場最前排的觀眾，我們又怎能辜負歷史的垂青？

雖然我們不能登上舞台，但是我們可以記錄下來自己的所見、所聞—就

是從那時起，我開始動筆寫作這本書，直到今年 4月份才最終完成。

2008 年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太多故事。作為一名記者，當我面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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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急速運轉的社會時，就像站在波濤奔湧的江河前，接連發生的震驚世人

的新聞事件就像浪頭一樣，一個接著一個蜂擁而至。哪些應該記錄下來，

哪些可以忽視，我不是歷史學家，難以衡量。但是我認為，如果說紛雜浩

繁的新聞事件是浪花，那麼新聞事件背後的社會思潮就是河床。與那些難

以把握的新聞事件比起來，社會思潮或許更能夠反映這個時代的變遷。

波蘭詩人、1980 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米沃什曾經這樣寫道—

許多歐洲國家的居民直到 20 世紀中葉才痛苦地意識到，複雜而晦

澀難懂的哲學著作對他們的命運有著直接的影響。就像他們所說的那

樣，他們自己吃的每份麵包，他們的工作性質，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

生活，都有賴於對某些原則爭論的這樣或那樣的解決方式，而此前，他

們對這些原則從沒有注意過。在他們的眼中，哲學家就是那種好幻想的

人，而其幻想與現實是毫不相干的。（米沃什《被禁錮的頭腦》第 7頁，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思潮的激烈交鋒，同樣被許多人忽視。在他們看來，這些爭

論都是口舌之爭，沒有任何意義。可是實際上，社會思潮既是社會事件的

反映，更影響著中國社會的走勢，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例如，2004—

2006 年的改革第三次大爭論就導致了國企改革的停滯，市場化改革的方向

開始逆轉，自此埋下諸多社會矛盾的隱患。

因此，我沒有去重新書寫“歷史的草稿”，而是站在中立客觀的立場

上，詳細記錄每一場社會思潮的爭論。時間顯然是最省事的、往往又最乏

味的邏輯，可是把每一次社會思潮的激蕩碰撞串聯起來，一條強大的內在

的歷史邏輯依稀可見：中國到底應該向何處去？新世紀以來這個問題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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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凸顯，2008 年以後的每一次爭論都圍繞這個核心問題展開。

遺憾的是，多次爭論並沒有形成共識，分歧依舊存在，而且有擴大的

趨勢。因此在寫作中，我頭腦裡常常浮出小學課本上的一個畫面：天鵝、

蝦和狗魚同拉一輛貨車，無論它們怎樣地使勁，車子還是在老地方，因為

天鵝使勁兒往天上飛，蝦一步步向後倒拖，狗魚又朝著池塘拉去。

這個俄羅斯的寓言可謂中國社會思潮爭論的生動寫照。儘管社會思潮

變幻多樣，但概而論之，不外三種：一種是向前走，希望中國融入世界主

流文明，成為一個民主、自由的現代國家；一種是保持現狀，“中國模式”

就是最好的，不但不需改變，其他國家也應該來學習；最後一種是向回走，

回到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去，一些人固執地認為，那是一個沒有貧富分化

的、平等的世界。

三種社會思潮既是現實社會力量的反映，也得到了現實社會力量的支

持。不同力量博弈的結局人們已經看到：中國在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

社會矛盾也在持續激化。“維穩”成為這個時代的最大特徵。然而弔詭的

是，越維穩越不穩定，群體事件蜂起，而且日趨暴力化。如何解決社會矛

盾顯然在高層也引起了爭論，“王立軍事件”就是這些爭論的曲折反映。

於是我們看到，在 2012 年裡，從官員到平民，幾乎人人都“不高

興”，人人都在發牢騷，中國社會的矛盾處於臨界點，一些人甚至公開談論

中國爆發革命的可能性。在十年前，這是不敢想像的。

終於，中國告別了“胡溫十年”，進入一個新的政治週期。中國出現

了“走出維穩年代”、重啟改革的積極信號，可是近一個多月來思想爭論又

起，激烈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撲朔迷離的現實不免讓人惶惑，但是讀者

朋友翻看這本書就會明白，花樣沒有翻新，“老調子沒有唱完”。

魯迅說：“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然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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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是一個健忘的國度，而且有一些人希望國人盡快忘記過去，為此他們不

斷地塗改歷史，因為他們相信：“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過去，誰掌握過去誰

就掌握未來。”這本書是剛剛過去的一個時代的側影，它或許能夠提醒我

們所走過的路，並在回顧歷史中思考中國的未來。

中國向何處去？瞻念前途，許多人士感到悲觀。誠然，作為一個歷史

包袱沉重的超大型國家，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之路注定不會是平坦的，肯

定還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可是，放寬歷史眼光，我更願意樂觀地期待未

來。周有光先生有一句話發人深省：“要從世界看中國，不要從中國看世

界”。畢竟我們生活在互聯網暢通的全球化時代，可以方便地了解世界

的變化。“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國，

我們沒有理由悲觀。中國終將成為一個民主、自由、富裕、文明的現代國

家，這不是聖君賢相們決定的，而是億萬中國人民的福祉所繫，他們正在

為此而奮鬥。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馬國川

2013 年 6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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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冰雪下的中國

雪在下，雪在下，雪在下⋯⋯

從三九過後一直下到臘月二十八。

從北向南，不分晝夜垂直傾撒，

冰凌黃河雨雪長江，

凍顫三湘大地，直撲珠三角，

不見了花城含苞欲放迎春花。

低溫嚴寒，冬雨冰掛，

突如其來，突如其來逼近年關，

逼近年關，我們鬱鬱蔥蔥的南國家園，

在漫天冰雪的籠罩下迎來了 2008。

2008 年 2 月 6 日的夜晚，中國傳統節日除夕，數以億計的中國觀眾坐在

電視機前，看著衣著光鮮的主持人煽情地朗誦這首配樂詩，也有數以百萬計的

旅客坐在行進的火車車廂裡，聽到了這首來自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上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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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
冰
雪
下
的
中
國

樂朗誦詩。火車窗外，煙花爆竹競相燃放，照亮了天空，也照亮了冰雪覆蓋的

白茫茫的大地。

一個月前，一場 50 年一遇的特大冰雪降臨中國。電網癱瘓，公路交通中

斷，火車停運，飛機停飛，農作物受災，房屋倒塌，某些重災區甚至面臨斷糧

危險⋯⋯在長達一個半月的時間裡，全國近三分之二的省份遭遇冰雪災害，直

接經濟損失 1500 多億元人民幣，還有 100 多個公民不幸死亡。春節後又過了

半個月，隨著氣溫的回升，冰雪才在各地漸次消融。可是融雪流入海中，對海

洋生態又造成浩劫。台灣海峽即傳出大量魚群暴斃事件。

這場罕見的冰雪災害給正在迎接奧運會的中國蒙上了一層陰影。它預示

著，2008 年注定成為艱難的一年。不過，這一年的艱難曲折遠遠超過了人們的

想像。在艱難時世背後，各種社會思潮也異常活躍，激烈交鋒，而且一直蔓延

到此後的五年裡，悄悄地影響著中國的走向⋯⋯



第 一 章

家樂福事件：
壓彎的樹枝

一
、“

長平文峰論戰” 二、“抵制家樂福” 三、抵制者與反抵制者 四、壓彎的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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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平文峰論戰”

3 月 10 日下午，拉薩市哲蚌寺約 300 餘名僧人無視國家法律及寺

廟有關管理制度，企圖衝入拉薩市區製造事端。被執勤人員勸阻後，多

次進行衝撞，漫罵毆打我執勤人員，氣焰十分囂張。當日，10 餘名色

拉寺外地學經人員在大昭寺廣場打出“雪山獅子旗”，呼喊“西藏獨立”

等口號。3 月 11 日至 13 日，個別寺廟部分僧人繼續聚集，呼喊反動口

號，把我維護秩序的工作人員的克制視為軟弱，投擲石塊，潑灑石灰、

開水，致使幾十名執勤警察和幹部受傷，多人重傷。哲蚌寺 3名僧人還

用刀具自傷肢體並互相拍照，企圖掩蓋真相，混淆視聽。

3 月 14 日，滋事活動進一步升級。一些暴徒開始在拉薩八廓街聚

集，暴徒們呼喊分裂口號，大肆進行打砸搶燒活動，並暴力衝擊公安派

出所、政府機關，搶劫銀行、商舖、加油站、市場等。據初步統計，暴

徒在拉薩市已造成包括 3 所中小學在內的 22 處建築物被燒，數十輛警

車和民用車輛被焚毀，致使 10 名無辜群眾被殺死、燒死，公安民警、

武警戰士重傷 12 人，其中 2 人生命垂危，國家和人民群眾財產遭受很

大損失。

— 《達賴集團破壞西藏社會穩定注定要失敗》，2008 年 3 月 17 日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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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華社的報導，“最終，西藏自治區政府果斷依法採取堅決措施，

嚴厲打擊違法犯罪分子，平息了事態”，“有足夠證據證明，這次破壞活動

是境外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指揮的”。

一夜之間，雪域高原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大部分中國人仍然通過國

內的傳統媒體獲得相關消息，還有一部分人則通過網絡了解更多的信息。

截止 2007 年底，中國網民總人數已經達到 2.1 億。一些網民翻“牆”（防火

牆）而出，發現國外媒體同樣密集報導西藏騷亂，但信息叢雜，聲音多元。

俄羅斯支持中國，說西藏是中國的“內部事務”；美國呼籲中國保持克制，

建議北京與達賴喇嘛談判；也有個別國家呼籲抵制北京奧運。與這些不同

的聲音比起來，不同媒體對事實的報導也頗有出入，甚至有自相矛盾之處。

隨後，幾個關於境外媒體虛假報導的帖子和視頻在網上流傳開來。它

們表明，包括德國、美國、英國和印度在內的一些國家的媒體對拉薩事件

的報導中出現了明顯的事實錯誤。有些錯誤非常低級，甚至有刻意誤導的

嫌疑。有幾家媒體進行了道歉和更正，並得到了一些網民的理解與讚賞，

可是另外一些網民拒絕諒解。他們認為，這些國外媒體是在製造陰謀。很

快，就出現了一些命名為“反 CNN”、“反 BBC”、“反美國之音”的網站，

虛擬世界裡爆發了一場網民憤怒聲討西方媒體的網絡事件。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傳統媒體和互聯網之間似乎有一個清晰的邊界：

報紙、雜誌和電視等傳統媒體上，官方一再駁斥西方媒體“歪曲、虛假報

導”，雖然口氣嚴厲，但是用詞上仍然保持著某種克制；互聯網上則眾聲

喧譁，大部分是激烈的痛斥與暴烈的咒罵。對於有些網民來說，最重要的

是媒體本身的立場，只有國家利益的爭奪是真實的，西方媒體就是撒謊的

工具，它們所傳播的所有信息都是不值得信任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

在記者會上說，反 CNN 網站係民眾對“缺德報導”的“自發的譴責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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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2008年 3月 27日外交部網站，轉引自鳳凰網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 

200803/0327_17_465363.shtml）

與傳統媒體比起來，互聯網的聚焦度很難持久，因為互聯網上的信息

變動速度極快，網友的興奮點隨時都會轉移。不過，在《金融時報》中文

網發表一篇文章之後，本來已經有些低弱的網絡罵戰又掀起了新高潮，甚

至傳統媒體也捲入進來。

4 月 3 日，《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了評論文章《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

情緒》。作者“長平”本名張平，是《南都週刊》副總編輯。他在文章裡批

評了一些國外媒體的錯誤報導：“失實新聞造成的傷害既成事實，難以得到

中國民眾的諒解。跟任何虛假新聞一樣，這個傷害首先指向媒體自身的公

信力，一萬個真實也挽救不了一個謊言。”

同時，這位年輕的時事評論家也對國內的一些網民提出了批評，“他

們並不真的在乎新聞的客觀公正，而在乎媒體本身的立場”，“（虛假報

導）讓很多人進一步放棄了對客觀公正的信賴，而選擇了狹隘民族主義立

場。他們從中得出結論說，普世價值都是騙人的玩意兒，只有國家利益的

你爭我奪。他們甚至以此為依據說，撒謊也是一種‘國際慣例’，從而對

自己身邊或者歷史上的謊言予以諒解”，“如果我們以民族主義為武器來

反抗西方，那麼怎樣說服少數民族放棄民族主義，加入到主流的國家建設

中來呢？”

長平認為，“言論自由天然包括說錯話的自由，尤其是質疑權力的自

由，比謠言更可怕的是對言論自由的剝奪”，“虛假報導和偏見並不是最可

怕的，只要有一個開放的輿論環境，允許充分的揭示和討論，它們就有走

向真相和公義的機會”。

在“抵制西方媒體歪曲報導”的浪潮中，長平的聲音顯得頗為另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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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迅速被各大網站轉載，引起巨大的反響。一些網民認為他的評論是“中

立透徹的”，另一些網友則認為他是傾向藏獨分子的，更有些網民指他是

“賣國賊”，直接在長平文章後跟帖說：“再來一次文革把長平這樣的漢奸搞

死，長平你也就是一條狗。”有人甚至提出要清查長平的老底，看看他是

不是被國外媒體收買了。潮水般的批評與謾罵湧向長平，《南方都市報》也

被殃及，它因為經常發表長平的評論文章而被冠以“反華媒體”的惡名。

中華網論壇連續出現《警報！南方都市報正在蛻變成反華媒體反華勢

力的國內代表人》、《南方都市報的反動是有歷史根源的》、《南方都市報，

“普世價值”不可以凌駕於民族統一之上！》、《南都報長平，即使造謠，也

不能破壞你的言論自由？》、《呼籲大家別再買南方都市報》等帖子，對長

平和《南方都市報》進行猛烈抨擊。一篇署名沈宇哲的文章感慨道：“這種

接近歇斯底裡地反撲給外界的印象莫過於‘文革’又回來了，那個爭相攀

比誰更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年代又來了。”

風波很快衝出互聯網，罕見地向平面媒體蔓延。

4 月 11 日，《北京晚報》刊登了一篇題為《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的文

章，署名“文峰”。《北京晚報》是由《北京日報》社主辦的綜合性晚報，

“文峰”即《北京日報》社社長梅寧華的化名。梅寧華後來在接受雜誌採訪

時理直氣壯地承認，“‘文峰’就是我，這沒甚麼好隱諱的。”他說，他在

好奇之下找來長平的原文，讀後一揮而就寫出反駁的稿子。交給編輯部的

時候，編輯們有點擔心：“會不會說得太厲害了？”他大手一揮：“發！怕

甚麼？報紙就是要有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張妹《梅寧華：報紙沒有觀點就沒

有生命力》，2008年第 9期《傳媒》）

梅寧華稱長平是“南方報系的‘當紅炸子雞’”，他還創造性地用“南

都長平”這樣一個古怪的名字，將“有問題”的長平和“南都”乃至“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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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串聯起來，“南方報系中以《×× 週末》為代表的報紙，一直以來標

榜自己是中國最‘西化’的報紙。南都長平的這種言論自然毫不奇怪。而

這次所以引起如此軒然大波，是由於當下正是西方媒體公然造謠、公然抹

黑、公然歪曲西藏事件的時候，這令人不能僅認為他或他們只是想要求‘言

論自由’，恐怕連自己的最後一塊遮羞布都扯下來了”。

梅寧華說：“在一些所謂要求普世價值的南都長平們看來，只要是西

方的東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堅持的，包括造謠的權力，也是需要維

護的。這就不禁使人要問，從近代以來，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殖民和戰爭

都是西方挑起的，這裡有甚麼‘普世價值’嗎？南都長平這種人和這種言

論的存在，只能說明一個事實，就是日下高喊和標榜‘普世價值’和‘自

由’的人，不過是為了達到自己的某種陰暗目的，給自己找一些堂而皇之

的藉口而已。但謊言終歸是謊言，在事實和真相面前，謊言的作用就是

使人們對虛偽看得更清楚，使南都長平們宣揚的‘普世價值’遭到人們的

唾棄。”

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被人驚呼為“奇文”，因為自“文革”結束，這種

文風與格調在報紙評論中已經很難看到了。事後證明，這篇奇文已經埋下

了此後一系列爭論的伏筆。

沒有其他平面媒體介入這場爭論，長平也只能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表博

文作為回應：“就大多數網民來說，我不是你們的敵人。我也愛這個國家，

愛包括你們在內的人民。我們之間的分歧，一部分是被人歪曲導致的誤

解，一部分是真實的，那就是怎樣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的意見分歧。你們

可以反駁我，說服我，但是要講道理，不要企圖通過謾罵和打擊來讓對方

順從。”

但麻煩並沒有消失。與長平對立的還有一大群隱形人，它們無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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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在網絡上，自稱是捍衛中國榮譽的愛國先鋒們，匿名發帖，語言粗魯

暴烈，對一切他們認為有違中國榮譽的人展開無情攻擊。在圍剿長平的同

時，他們正在醞釀對另一個目標發起攻擊。

二、“抵制家樂福”

“4 月 6 日那天早上，我看著窗外漫天飛舞的雪花，不禁想：今天的北

京奧運火炬倫敦段的傳遞將會怎樣？”中國駐英大使傅瑩在一篇文章的開

頭如此寫道，字裡行間透露著不安與擔心。

火炬傳遞是奧運會的一個傳統活動。作為第一次取得奧運會主辦權的

國家，中國奧運火炬的傳遞活動線路最長（約 13.7 萬公里）、持續時間最

久（130 天）。倫敦是北京奧運會火炬境外傳遞的第四站，也是迎接火炬的

第一個西方國家。

雖然最終完成了火炬傳遞，可是“在返回機場的大巴上，北京奧組委

年輕的女士們，包括前奧運冠軍喬，都堅定地認為是全英國的人在跟她們

作對”，傅瑩大使的文章寫道，“一個女孩說，‘這哪裡是養育了莎士比亞和

狄更斯的國家啊！’另一個說，‘英國人的紳士風度到哪兒去了？’”駐英

大使花了很長時間試圖說服她們，但沒有做到，因為她們不僅辛苦，而且

“一路上還要反覆經受暴力衝搶火炬的行徑”。夜幕降臨，55 歲的女大使看

著奧運包機慢慢滑動到跑道上，心裡想，“飛機是否變得更加沉重了？”（傅

瑩《如果西方能夠傾聽中國》，2008年 4月 13日英國《星期日電訊報》）

作為倫敦的下一站，第二天在巴黎進行的火炬傳遞更加曲折。傳遞過

程中，不時有被中國稱為“藏獨”分子的抗議者進行干擾。當他們試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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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托克維爾熱”的深意

2012 年末，在中共“十八大”後的政治熱中，有一個現象突兀而怪異：

一位與咸豐皇帝同時代的法國人的著作突然成為中國朝野共同關注的熱點。各

種媒體紛紛以這本名為《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書為主題組織專題，許多研討

會、讀書會也都以這本書為討論中心。

其實早在半年前，坊間風傳某位高層人士推薦此書，《舊制度與大革命》

就引起精英階層的關注，網絡上也流傳著《為甚麼政府高層熱讀〈舊制度與大

革命〉》、《法國大革命留給後世的七大教訓》等分析文章。從那時起，這本

1992 年才翻譯進中國的洋書開始悄然走紅，而且與韓寒挑開的“革命”話題

微妙結合。

為甚麼會出現這種現象？獨立學者榮劍的解答是：“在改革裹足不前、目

標不明和路徑不清時，人們似乎感覺到，革命並非憑一廂情願就可迴避，社會

底層湧動著的潮流最終是平靜溢出還是洶湧撲來，誰也無法斷定，當革命的潛

在因素依舊撲朔迷離時，妄言告別革命無異於掩耳阻擋滾滾而來的雷鳴。真想

找到制止革命的路徑和辦法，惟有清醒地認識革命爆發的原因，這應該是人們

當下最需要關注的焦點。”（榮劍《中國的制度與革命—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

大革命〉》，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521601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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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 30 日，新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的王岐山在與體

制內學者座談時，似乎不經意地提到，“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

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此時，王岐山已經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為中國政治的核心人物之

一。他的公開推薦印證了坊間的傳聞，也使得《舊制度與大革命》驟然洛陽紙

貴，市面上幾度脫銷。“革命”話題再次被激活。

1856 年，在法國大革命爆發 67 年之後，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出版了

《舊制度與大革命》。雖然自己的家族在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難，但托克維

爾仍能秉持客觀、公允的態度，以一個歷史學家的嚴謹來審視那段驚心動魄的

歷史。正如一個美國歷史學家評價的那樣：“《舊制度與大革命》提出了革命原

因的最深刻的分析。”

中共“十八大”之後，新一屆高層人事確定，波譎雲詭的政治局面似乎安

定下來。人們紛紛揣測，一位高層官員此時推薦一本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書有何

深意？為甚麼朝野上下將視線集中於一本講述“革命”的書呢？

時事評論家梁文道認為，這本書“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回應中國當下的

局面和當下的選擇。我們能在這本書裡看到一些想法，對今天中國狀況的一個

觀察，是有借鑒作用的。⋯⋯所謂的大革命，又有多少是適應不了新時代才爆

發的？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的今天是不是也面臨同樣的狀況，我們難道又要

面臨一場大革命，還是說今天的中國有舊東西在推倒新的東西。人們在猜測，

現有政治架構裡面有沒有推動體制往新的方向發展”。因此在梁文道看來，無

論有沒有政要人物推薦，這本書在當下走紅都是一個必然。（《梁文道談選書》，

2013年 1月 24日《經濟觀察報》）

事實確乎如此。在過去數年間，這本法國史學術圈子裡的專業書已經成為

有識之士的公共讀物，共同的憂慮迫使人們打開了這本書，托克維爾也成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