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與法律

雖然中國共產黨幾十年如一日地

粉飾太平，宣揚各兄弟民族一家親，

但是中國內部的族群問題卻日趨嚴

重，並在西藏、新疆等地迅速激化。

究其原因，是多樣而複雜的，但與國

家民族政策制訂與實施的失誤、錯

謬，有相當大的關係。但是，面對民

間的抱怨和質疑，以及境外媒體的追

問，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堅持說民族

政策沒有問題，只是將西藏和新疆的

暴亂都推到達賴喇嘛、熱比婭等境內

外「三種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民族

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之上。這

樣的態度，顯然於事無補，只會讓問

題愈發嚴重。為國家、家鄉和人民生

活安定計，我們有必要檢討一下國家

的民族政策。

一　少數民族優惠政策的
傲慢與偏見　　

首先必須指出，與當年南非的種

族主義和美國1970年代之前的少數族

裔政策相比，中共的民族政策無疑是

非常民主和公平的；中國無疑佔有Õ

道德制高點。儘管橫掃一切的文化大

革命給廣大少數族裔造成了巨大的傷

害，但是這種傷害，並非獨對少數族

裔，而是對全中國各族人民的。從

1979年起，中共開始反思以往民族工

作、民族政策的錯誤，進行撥亂反

正。於是我們看到，過去的冤假錯案

得以平反、糾正，少數族群的傳統文

化生活習慣開始恢復；在西藏、新疆

等民族自治地區，政府還專門撥款，

大力支持宗教活動場所的修復和重

建；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

區域自治法》（以下簡稱《民族區域自

治法》）頒布實行，等等1。

但也正是從1980年代開始，少數

族裔（尤其是那些規模較大的少數族

裔）的離心傾向卻開始增大。民族政

策更加善意、寬鬆了，換來的卻是相

反的結果：某些族群背離情緒日漸增

大，族群間隔膜乃至仇恨日增。為甚

麼會這樣呢？讓我們先從「兩少一寬」

政策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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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兩少一寬」，即中共中央

1984年第5號文件提出的：「對少數民

族的犯罪份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

處理上一般要從寬。」2此一文件出台

的初衷，包含了中共對少數族群相當

的善意，充分考慮到了不同族群文化

風俗之間的差異等原因3，也是中共

落實寬柔治理「民族事務」方針的具體

舉措。但是這一用心良苦的政策卻沒

有充分考慮到不同族群相互雜處的複

雜性，沒有預見到不同族群跨地域相

互交往日趨頻繁這一問題4。所以，

雖然有人將「兩少一寬」視為「動態法

律」的典型，但在具體實施中，卻逐

漸變成了蹩腳、僵硬的「靜態法律」。

這並不是完全否認「兩少一寬」政策在

某些具體案件的處理上可能發揮了積

極的作用，但總體來看，它沒有換取

到大多數少數族裔的心，反而造成愈

來愈多漢族群眾生發不平等的感覺，

而且還助長了某些少數族群中一些人

的侵犯心理，尤其是對於漢族民眾的

侵犯心理。

這樣說絕非是出於漢族的偏見或

道聽途說，而是基於筆者長期在新疆

生活的經驗與認真的觀察。在新疆，

絕大多數漢人都會有這樣一種看法：

最好不要與維吾爾族人發生衝突；哪

怕你是一個成年人，若是有維族巴郎

子（小孩）欺負你，向你挑釁，你最好

是迴避。你的回應很可能會遭到過路

的維吾爾族人的圍攻。如果你被打、

被傷，只要不嚴重，往往就是活該、

不大有人管，就是有人管，肇事者也

大都不會得到相應的處罰；但若你打

贏了，佔了便宜，那麼可能就會惹禍

上身。當然，也並不是說所有的新疆

漢人都是一味怕事、忍讓，也有一些

不怕事、喜歡打架的漢族青年，尤其

是社會青年，會採取以暴制暴的方式

加以應對。有時效果看上去還相當不

錯，至少一看他們的「橫相」，就很少

有人敢去挑釁了。當然長期以來，新

疆人只是以這種經驗來選擇相應的行

為，一般並不清楚有甚麼「兩少一寬」

政策。但是否知道並不重要，重要的

是，在這種經驗培養下的族群情感，

只能是非常糟糕的：說輕點，是不同

族群間的隔膜愈來愈大；說重點，就

是族群間的仇恨與以暴力解決問題的

心態得到了滋養。

過去這種情況還主要表現於新

疆、西藏等少數族裔聚居地區，而近

些年來則蔓延到了內地。所謂「新疆

小偷」猖獗內地，就是典型之例。「新

疆小偷」基本上就是指少年維族小

偷，他們一般都是由同族的成年黑老

闆拐騙到內地來行竊的。由於有「兩

少一寬」基本政策的導向，加之語言

不通等原因，警察往往是將被抓獲的

少年「新疆小偷」放走了事。往好處

說，這是機械地執行「民族」特殊政

策；往不好處說，這幾乎等同於執法

不作為。

很明顯，「兩少一寬」政策實施的

機械、偏誤，不僅可能助長了一些少

數族裔人士的侵犯心理、客觀上放縱

「兩少一寬」政策沒有

換取到大多數少數族

裔的心，反而造成愈

來愈多漢族群眾生發

不平等的感覺，而且

還助長了某些少數族

群中一些人的侵犯心

理，尤其是對於漢族

民眾的侵犯心理。

「新疆小偷」猖獗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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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族中的負面形象，讓本來就處於

文化弱勢的少數族裔更容易產生被

醜化、排斥的感覺，而且這種感覺積

累到一定程度時，就會演變成族群之

間的暴力衝突（讀者不妨去網上尋找

一下對「新疆小偷」的討厭、憎惡、痛

打的相關帖子吧）。當然，類似現象

相當普遍，決非個案，而2009年韶關

「6．26」事件、新疆「7．5」事件以及

之後局勢的持續惡化，其背後都可以

隱隱約約地看到「兩少一寬」政策長期

執行的惡果5。

但是「兩少一寬」政策的實施，並

不意味Õ漢族真的變成二等公民6。姑

且不論客觀存在的漢語文化（或以漢

語為載體的現代化）的主導性，就是

在許多更高層級的國家政策上，邊

疆、少數族裔受到的抑制可能也更

多。就說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吧。從法

理上看，它是國家給予少數族裔最基

本的優惠政策，但它是否得到切實落

實，則很難說。不僅是十四達賴和

熱比婭等人經常拿這個法律來說事，

而且在私下或是在網上，也不難聽到

少數族裔對於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落實

欠佳的抱怨。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當然

不是單純的擺設，廣大少數族裔人民

也的確不同程度地因此而獲益，但如

果認真觀察現實情況，則不難發現問

題是相當多的。近年來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大力推行的「雙語教育」可能就是

一例。

所謂「雙語教育」，就是在少數族

裔中小學和幼兒園中，大力推進用漢

語教學的工作，其最終目標是使「由

現階段的以理科授課為主的部分課程

用漢語授課，或除母語文之外的其他

課程用漢語授課的模式，最終過渡到

全部課程用漢語授課的模式，同時加

授母語文的模式，使少數民族學生高

中畢業達到『民漢兼通』的目標」7。為

了高速、全面推進這一工作，國家拿

出四十億左右的巨額資金支持8，各

級政府和有關部門，也不惜以「大躍

進」的方式大力推進「雙語教育」9。很

明顯，無論是現實中的「雙語教育」的強

力推進，還是「雙語教育」的目標指向，

都表明所謂「雙語教育」的實質，基本

就是單語性的漢語教學全面替代少數

民族語言的教學，這明顯有違《民族

區域自治法》第三十七條第三款bk。因

此，無論是在私下還是在網上（如「維

吾爾在線」網站），都有不少少數族裔

批評「雙語教育」的聲音，認為自己的

民族文化正在遭到毀滅。

但是當地政府似乎並沒有認真聽

取批評的聲音，說甚麼批評或反對

「雙語教育」的人，不過是少數的少數

族裔精英份子，這些人一方面批評

「雙語教育」，另一方面又將自己的孩

子送到漢語學校去學習；還說不少調

查都說明「雙語教育」政策深得民心，

得到廣大教師、學生、家長和各階層

人士的擁護。因為推進「雙語教育」一

來可以幫助少數族裔（尤其是少數族

裔青少年）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幫助

少數族群人民更好地適應現代社會的

發展，提高社會競爭力，有助於解決

少數族裔大中專學生就業率持續偏低

的問題；二來有利於不同族群之間的

相互交流、溝通、融和與團結。這種

辯解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和根據，但

仍然經不起進一步的追問。

首先，少數族裔大中專學生就業

率低，不僅與他們的漢語水平相對較

低有關，更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即

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遠遠無法及時地

為日益大量增加的少數族裔大中專學

生提供就業崗位。而花巨資大力快速

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當

然不是單純的擺設，

廣大少數族裔人民也

的確不同程度地因此

獲益，但如果認真觀

察現實情況，不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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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雙語教育」，會更高速地生產出

更多的大中專學生，這很有可能促使

結構性就業難問題進一步惡化。

其次，說「雙語教育」政策深得民

心，得到廣大教師、學生、家長和各

階層人士的擁護，或許過於樂觀了。

一來真心擁護「雙語教育」的維吾爾族

人比例，可能並不一定如有關調查所

表明的那樣高；二來學習漢語的積極

性、認為「雙語教育」有助於自己今後

發展的高統計數，並不能排除同時認

為「雙語教育」會影響本族群的文化傳

承、發展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現在大多數的支持

者，將來未必不會反過來成為更堅定

的反對者。因為「從娃娃抓起」的「雙語

教育」，與正在快速展開的現代化、

城市化的進程，必然會加速傳統少數

族群社區的變化乃至解體，會批量地

造就出脫離相對傳統自給自足社會的

受教育者，即明天的知識份子。沒有

人能肯定他們明天不會如當下的一些

精英一樣，質疑、反對「雙語教育」。

另外，包括「雙語教育」在內的教

育，必然提高青少年的就業預期，可

是一旦將來他們更大規模地湧入社

會，而社會又無法及時地吸納他們，

滿足他們的預期，那麼他們就很可能

產生競爭與文化的雙重挫折感，從而

更容易受極端民族主義的蠱惑，成為

國家敵對勢力的被招募者、擁護者、

跟隨者。

因此，即便姑且不論大力推進

「雙語教育」的深層用意，其強力推行

的結果，很可能就是政府花錢在為自

己培養敵人。其實這種花錢不討好的

事情，可能不在少數。正在進行的喀

什老城區改造工程，或許也是如此。

據有關方面報導，政府將拿出超過

三十億的資金進行喀什老城區的改

造。政府將這一工程視為愛護維吾爾

族人民、促進民族團結的善舉，可是

不僅熱比婭等境外疆獨人士，而且境

內的一些維吾爾族人都認為，這是政

府有計劃地毀滅維吾爾族文化。

說喀什老城區改造是有計劃地毀

滅維吾爾族文化恐怕與事實不符，至

少是誇大其辭。因為喀什老城區的居

住條件，在安全、)生、自來水供應

等方面，的確存在相當大的問題，在

原有的格局中進行改造的確很困難，

而新建樓房的物質性生活條件是要比

老住宅好。而且具體實施中，政府在

很大程度上也落實了一戶戶協商談判

搬遷等，這比起在漢族地區常見的強

拆強建要人道得多。另外，政府也並

非不分青紅皂白地全拆重建，而是考

慮到了部分原有建築格局的保護。

儘管如此，喀什老城區的改造工

程，還是有很大的問題。首先，它在

客觀上的確有可能破壞喀什特有的維

吾爾族城市文化，不僅在相當程度

上，或許可以將其與老北京城的改造

相比較，而且新建的居民住宅小區，

也與原老城區的居住、生活、人文環

境完全不同。其次，雖然在具體拆遷

的過程中，政府注意到了與原住戶的

協商，但協商卻是在城市改造勢在必

行的前提下進行的。改造喀什這樣一

個具有獨特族群文化的歷史老城，按

道理，政府是不該擅自拿計劃、出方

案的，而是應該廣泛地徵求喀什社會

各界的意見，並採取喀什全體人民投

票的方式決定是否拆遷改造。然而，

政府卻沒有這樣做。這並不奇怪，專

權、傲慢慣了的政府，可能會認為他

們已經做得夠民主了。

總之，當我們將更高層面上的政

策的傲慢與偏見和各種少數民族優惠

政策相比較，可以說，不過是「小惠

即便姑且不論大力推

進「雙語教育」的深層

用意，其強力推行的

結果，很可能就是政

府花錢在為自己培養

敵人。正在進行的喀

什老城區改造工程，

或許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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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也」。

二　公共空間的權威主義
管控適得其反　

經濟、法制等方面政策的影響雖

然深遠、重大，但文化意識形態管控

的問題同樣不可小覷，其負面作用可

能更為直接。眾所周知，中國對意識

形態方面的控制，一貫非常嚴厲，但

是我們也不應該將中共妖魔化。應該

承認，自1978年之後，中央對於意識

形態的管控逐漸放鬆，民眾的言論自

由度也在不斷增加，這的確是進步。

但是這種進步不僅不足夠，而且可能

又在更大的程度上，加劇了國家意識

形態的危機。

一方面，中共在敏感、重大的意

識形態問題上，強力控制依舊；另一

方面，作為一個全權性的政黨，中共

並沒有能夠為社會提供一套有效、合

法（韋伯意義上的合法性）的思想文化

綱領，但又不允許社會公民力量自由

地建構。因此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現

象：私下q，人們對所謂的「馬列主

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

科學發展觀」等「一脈相傳」的永遠正

確的理論，或頗有微辭，或加以調

侃；可是在官方場合，懾於壓力，人

們一般又都表示擁護。於是意識形態

管控的開放與進步，並沒有真正換來

普遍的社會精神文化的解放與進步，

相反，人們卻日益嚴重地沉溺於普遍

的虛偽、謊言之中。當然這種謊言性

共同生活下所存在的，不會只是如魚

得水、得過且過、麻木不仁的行為，

而且也有改造的籲求、反抗的動機。

當相同性質意識形態的管控落實到少

數族裔和邊疆事務方面，就帶來了更

大的認同危機。

六十年來，不論社會發生甚麼變

化、出現怎樣的族群關係危機，中共

總是千篇一律地重複民族大團結的口

號。執政黨一方面對於日益增長的少

數族群離心力，對於藏漢、維漢、蒙

漢等人民之間的隔膜甚至仇視的增長

視而不見；另一方面，又強力管控有

關「民族問題」的討論。「民族問題」成

了最為敏感的話題。基本上，絕大多

數關心中國社會問題的「公共知識份

子」也不去關心「民族問題」。另外，

在不同族群的日常生活中，不要說在

內地漢人高度集聚的社會，漢族與少

數族裔缺乏了解、互動，就是在新

疆、西藏，不同族群尤其是漢維、漢

哈、漢藏之間，也嚴重缺乏真正的互

動。一般情況下就是同一單位、社區

的熟人之間，也不過保持Õ面子上的

敬而遠之罷了。

但是，且不說私下q少數族裔的

國家認同如何，就是在官方許可的少

數族裔文學領域，早在1980年代初，

少數民族文學寫作就開始告別社會主

義民族文學、轉向族群本位民族認同

的方向，而且這種趨向愈往後愈發明

顯。一些少數族裔的感傷性族裔文化

抒懷，就演變為強烈的文化民族主

義、種族民族主義bl。在這樣的狀態

下，中華民族合法性危機被加深，真

實的族群問題被遮蔽，直面問題的討

論被阻絕。開放、積極、理性、寬容

的思想觀念，難以通過公開的討論生

長；冷漠、偏見、仇視、小道消息、

謊言，則得以加深、滋生、蔓延。所

有這一切，又因為互聯網的普及與政

府笨拙而強制的管理迅速惡化。

眾所周知，互聯網在中國的迅速

普及，極大地刺激了各種民間言論空

六十年來，不論社會

發生甚麼變化、出現

怎樣的族群關係危

機，中共總是千篇一

律地重複民族大團結

的口號。執政黨對於

日益增長的少數族群

離心力，對於藏漢、

維漢、蒙漢等人民之

間的隔膜甚至仇視的

增長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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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生長，其中民族主義言說的不斷

膨脹，就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但

是迄今為止，人們關心的似乎只是

「國家民族主義」，關注的是主要由

「憤青」所表現的國家民族主義與西方

之間的對抗性關係；哪怕這種對抗

與國內族群問題有直接的關係。其

實，自網絡開始在中國普及化起，

異質性、多族群性的民族主義就開始

在網上出現並不斷發酵。各種以特定

族群為名號的網站紛紛建立，側重

討論族群關係、族群問題的論壇也

紛紛開設，激烈或半激烈的網帖也

隨處可見。根據表達方式的差異，

大概可以將它們分成三類：（1）溫和

型：以較溫和的態度，介紹本族群

的文學、歷史、藝術等文化情況，

兼顧某些相關問題的討論；（2）激烈

型：以強烈的族裔民族主義情感，宣

傳、讚頌本族群的文化，抨擊對立性

的他者，訴說本族群所遭受的不平待

遇；（3）中間型：介於前兩者之間的

論壇。

像已關閉的「皇漢網」、「東北滿

族在線」等都屬於激烈型網站。在那

q充斥赤裸裸的漢族、滿族種族主義

的喧囂，其激烈、偏執、狂囂，毫不

亞於納粹種族主義。像「藏人文化網」

（這類網站可能是出於「民族身份」更

加敏感的緣故，相對較為「自控」）大

致屬於中間型（「維吾爾在線」可算作

中間偏激型）。而「彝族人網」則屬於

溫和型。但是不論哪種類型的族裔網

站，其基本前提都是一致的，即「本質

主義性質的民族主義」，都視本族群

的文化、歷史、性格為最偉大，都以

血緣作為凝結本族群的基本要件，大

都追求血緣的純粹性。由此來看，這

些共時性存在的溫和、中間、激烈型

的族裔網站，恰恰形成了從溫和文化

民族主義到激烈政治民族主義、瘋狂

種族主義的遞進表徵bm。

另外，在這類網站上，還時常出

現一些傳統媒體嚴加控制的對敏感歷

史事件的討論、說法。比如像究竟有

無「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屠城血

案？蒙人、滿人入主中原是否是漢民

族甚至中國的災難？辛亥革命究竟是

中國現代轉型的偉大標誌，還是「滿

州國」的「國難日」？當年西藏平暴的

真相如何？新疆的原住民究竟是哪個

民族？等等。至於說有關當下所存在

的各種現實的族群問題的網帖、討論

就更多了。比如，新疆的少數民族，

尤其是維吾爾族大學生在就業方面，

是否遭到了系統性排斥？「雙語教育」

是不是在毀滅少數民族的文化？新疆

的資源是不是被大量掠奪？維吾爾族

是否被標籤、歧視為「恐怖主義」？民

族區域自治政策是否真正落實？青藏

鐵路的修建是否是西藏、藏區生態文

化、人文文化的災難？等等。總之，

政府原先在公開場合所設定的諸多禁

區，已經被互聯網所衝破，人們可以

從這些網站中得到許多難以得到的信

息，並在此進行意見交流。可以說，

中國的互聯網，既為敏感族群問題的

討論提供了「公共平台」的作用，又在

相當程度上成了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

主義泛濫的天地bn。

面對這樣的情況，政府幾乎是束

手無策，甚至好像連被動應對都談不

上。其最典型的做法無非先是聽之任

之，然後就是「關停整改」，而且不給

出任何公開的官方聲明與解釋。這樣

的做法無疑是滯後、無效的，既達不

到正確引導的作用，又讓政府顯得專

橫，並使得所有被禁止發言的人（包

括那些毫無理性的民族主義、種族主

義的言說者），似乎都成了無辜的言論

如果真有所謂「五毛

黨」的話，那麼除了

極個別的情況，他們

的水平是極差的。不

要說指望他們開展有

理有節的說理討論，

正確引導輿論，就是

連應急滅火的作用都

起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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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五毛黨」的說法，但是至少根據筆

者的觀察，如果真有所謂「五毛黨」的

話，那麼除了極個別的情況，他們的

水平是極差的。不要說指望他們開展

有理有節的說理討論，正確引導輿

論，就是連應急滅火的作用都起不

到；很多情況下甚至起的是火上澆油

的作用都說不定。大約到2007年，政

府對這類網站關閉、整改的步伐大大

加快了，對於想通過網絡來了解國家

族群關係狀況的人來說，就感覺愈來

愈不方便。

不過，政府的管制並非密不透

風。一方面，現在政府做事，已不可

能也不會為所欲為了，行事總要有所

規避、收斂；另一方面，網絡發表、

傳播的靈活普遍性，也使得政府不可

能達到完全封鎖的目的。這樣一來，

有時似乎各種不同的人就與政府玩起

了相互鬥法的遊戲，並且有一些人似

乎也有意識地利用這種情況，設法迅

速擴大自己的知名度，甚至成為某個

特定族群的「民族英雄」。

其實面對新的情況，政府完全應

該明確地以法律的名義，對那些赤裸

裸地破壞族群團結、威脅國家安定的

言論進行旗幟鮮明的公開管制；明確

規定將一切有意或不負責任地破壞族

群團結、國家穩定的言論者繩之以

法。如果有誰真的觸犯了相關規定，

第一二次可以給予警告，再犯可封其

IP並關閉論壇，若屢次觸犯，甚至可

以提起公訴，進行適當的處罰，以達

警示、教育之效。對於那些並非是赤

裸裸惡意宣傳鼓動的言說，哪怕即便

是觀點比較刺耳、偏激，也應該允許

自由表達、討論。如果政府既不願意

聽，又怕引起擴散效果而不願意公開

與其辯論，也可以請一些有水平的人

穿上馬甲與之進行有質量的辯論，以

達明辨是非之效。而對於那些牽涉到

重要民生、政策的質疑，則應該進行

及時的說明、解釋。很可惜，政府哪

一方面也沒有做，只是以背後操作的

「關停整改」來應對，所以遭致反感、

懷疑、批評、反對也就不奇怪了bo。

三　民族政策：超越片面的
發展主義　　　　

很顯然，中國的民族政策無論是

政策本身還是政策的實施，都存在Õ

相當的問題，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了。究竟應該怎麼改，現在有兩種代

表性的看法：一是廢除「兩少一寬」等

「不合適」的民族照顧政策，採取更

「公平」而嚴厲的治理；另一是大力推

進民主化進程，真正落實公民自由權

與少數民族自治權。前者雖沒有在網

絡之外的正規渠道明確表達出來，但

卻很有市場，「7．5」事件以後新疆發

生的幾次漢人遊行，實際上就包含Õ

這種訴求bp；而且2009年9月5日以後

新疆當局處理「扎針案」的方式，也露

出相似變動的端倪。而後者則更是由

來有自，境內自由主義的憲政訴求bq

和境外要求推翻中共領導的各種言

論，都幾乎已成老生常談了。但是這

兩種看法，不僅是極端片面、簡單化

的，而且實質上也沒有把握中共民族

政策根本的問題所在。

國家民族政策的根本問題，集中

於當下國家基本意識形態和統治方式

兩個層面的相互結合上。這一國家意

識形態，就是「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一

基本國策，而2009年8月25日胡錦濤

在新疆的講話再次重申了這一點br。

在中共看來，只要經濟發展了，各族

中國的民族政策無論

是政策本身還是政策

的實施，都存在E相

當的問題。在中共看

來，只要經濟發展

了，各族人民的生活

水平提高了，大家就

會感謝黨、感謝政

府，安居樂業，「民族

分裂」、革命，就不會

有市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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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就會感

謝黨、感謝政府，安居樂業，「民族

分裂」呀、革命啦，就不會有市場了。

然而，世界現代化的歷史已經充

分證明，民族矛盾的出現、激化，往

往正是現代化發展的副產品、伴生

物，而且中國高速發展與族群衝突不

斷加劇之間的聯繫，也已經是不爭之

事實。「發展迷思」並非中共所獨有，

其實說到底，它是來自於西方的現代

觀念，只不過在當下的中國，它又表

現為「資本擴張力」和「威權統治」方式

的相互結合。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

馬克思就已經深刻地分析了資本為獲

取剩餘價值的全球性無節制、無邊界

的血腥擴張。雖然在表面上，這種擴

張往往表現為自發、自動性，而且

冷戰後也更多地換名為中性的「全球

化」；與此相一致，過去由殖民主

義、帝國主義艦炮為資本剝削、擴張

的後盾，也早就換成了掌握了第三世

界國家權力的本土代理；在某種程度

上，中共的威權統治則正是資本全球

擴張的高效的中國代理。

這並不是說，中共與中國政府有

意地與西方資本聯手來剝削、搜括中

國，更不是將資本的中國擴張等同於

西方的擴張。現代化、全球化發展的

奇妙、欺騙之處，正在於資本的剝削

與擴張變得愈來愈匿名化、全球—本

土化了。在中國當下的社會轉型中，

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旗幟的資本

擴張的自發性、資源調配（佔有）性，

日益將整個中國都吸引登上了高速發

展的列車，而政府的威權統治，則為

這種發展「鋪路搭橋」、清掃障礙。在

這種國家權力的強力推動下，地方發

展缺乏能較好反映民意的自主決策

性；弱勢群體、階層、地區的利益，

得不到及時有效的維護，更缺乏自我

維護權；腐敗藉Õ發展、穩定的名義

日益猖獗；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也愈

演愈烈⋯⋯在這種西方強權、資本強

權、政府強權的「三強全球—本土統

治」下，人、個體、群體——不論屬

於哪個族群——都被權力無意識地純

化為了單純逐利的經濟動物，貶低

成了被動地等待Õ他人恩賜、餵養的

寵物。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當

下所面臨的族群衝突的問題，的確不

是「民族問題」，而是中國普遍存在的

片面發展的問題、階級不平等的問

題、地區間關係失衡的問題、腐敗制

度化的問題。不錯，這一切都昭示了

轉型、發展、價值實現的民主取向，

但卻絕不是簡單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引

進，也不是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暴動、

革命。因為在當前的條件下，前者很

可能只是一個美麗的畫餅，既不能保

證遏制資本無限擴張中的不公正，而

且可能會更快地促使分裂、動亂、民

粹、種族仇殺的到來；而後者則很可

能是新一輪的無解的暴力循環。那該

怎麼辦？這將是筆者下一篇文章思考

的主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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