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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引爆战
火，在中东策动“阿拉伯之春”，在东欧、中亚导演

“颜色革命”，在拉美推行“新门罗主义”，在南海“拉
偏架”“搅浑水”……环顾全球，美国捅出的“乱子”
比比皆是。这个所谓“超级大国”，凭借强权挥舞大
棒，动辄干涉他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政权，肆意威胁
世界和平与安全，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捣乱者”。

细数美国每一次祸乱世界的恶行，似乎都“师出有
名”。“维护民主自由”“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
预”……打着一堆冠冕堂皇的旗号，美国俨然一支“正
义之师”，在世界各地“维持秩序”、“主持公道”、“伸
张正义”。

然而，美国究竟干的什么勾当、打的什么算盘，明
眼人看得一清二楚。一层层看似光鲜的合法“外衣”掩
盖不住其霸道行径的本质。所谓“维护民主自由”，实
则为了巩固自身霸权地位；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实
则在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权政治；所谓

“人道主义干预”，实则依仗军事实力优势进行武力干

涉。美国口口声声要做“世界警察”，骨子里却是彻头
彻尾的世界和平破坏者和全球动荡制造者。

在美国看来，只有将世界搅乱，才能从中渔利，进
而谋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直言，
美国无法承受战争的结束。出售飞机、轮船和子弹，是
美国希望战争不休的原因。作为“全球最大军火商”，
美国的逻辑简单粗暴——挑起或煽动战争，才有机会大
发“军火财”。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也在数月前不小心说
漏了嘴，说出了大实话——过去很多年里，美国几代人
都在为石油而战。

当然，以贪婪著称的美国，贪图的不只是金钱和能
源。坐稳“世界老大”这把交椅，让所有国家听命于
己，这是美国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思维。美国大搞意识
形态输出，推动所谓“和平演变”，想方设法地“改
造”那些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政权，不择手段地打击
那些不愿接受其制度安排的国家，根本目的是想“天下
独霸”，让国际社会成为自家的“一言堂”，映射出强者
通吃的霸道心态和唯我独尊的单边思维。

殊不知，“一家独大”的时代早已结束，和平与发
展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主流。若看不清形势，执意逆

潮流而行，那么只能落得损人不利己的下场。
现实已经留给美国足够多的教训：一次次贸然发动

战争却无功而返，不仅耗费巨额战争成本，造成无数美
军士兵伤亡，而且使得美国国力元气大伤，社会矛盾凸
显，战乱导致部分国家的难民及恐怖势力蔓延至欧美等
国，还大大增加后者的国家安全风险；一次次搞乱别国
后又做“甩手掌柜”，不仅给地区局势留下无数隐患，
还使美国自身国际声誉跌入谷底，国际形象几近崩塌；
一届届政府沉迷输出“美式民主”却无一成功，不仅影
响其国内治理与发展，而且让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用偏力
量、渐失优势，以为仅靠武力打压就能获得领先地位、
赢得世界尊重，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

四处折腾的美国，向世界输出战争与动乱，也终究反
噬自己，沦为“民主输出”的牺牲品。正如基辛格曾在《美
国的全球战略》一书中所发出的警告：蓄意追求霸权主义
的做法终将使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整套价值观毁于一
旦。美国不想让世界和平发展，那么作为这个“地球
村”的一分子，其自身也将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宁。

美国就是不想要世界和平发展
□ 严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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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
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2005年的吉尔吉
斯斯坦“郁金香革命”、2011年的亚非地
区“阿拉伯之春”、2014年的乌克兰“二
次颜色革命”……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
全球多地策划推行“没有硝烟的战争”，为
输出“美式价值观”忙个不停。

在欧亚国家导演“颜色革命”，在拉美
地区推行“新门罗主义”，在亚非地区遥控

“阿拉伯之春”，在世界多地搞“和平演
变”……除了直接发动军事行动展示“硬
拳头”，美国还热衷于输出“美式价值观”，
助推“颜色革命”，大搞文化渗透，企图罗织
以“普世价值观”为名的关系大网，捍卫美
国霸主地位。然而，美国的如意算盘没打
成，反而给全球多国带来混乱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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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2 日 ，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拍摄的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6 届会
议的屏幕画面。

新华社记者 张 铖摄

◀ 2012 年 9 月 13 日 ，
埃及抗议示威者与警方在开
罗的美国驻埃及使馆周围爆
发冲突，至少 16 名示威者
和 14 名军警受伤，十几人
被捕。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摄

谁在操控多国“颜色革命”？

干涉内政更迭政权，美
国黑手无处不在

自冷战结束以来，“颜色革命”在全球多
地持续发生。深扒这些“颜色革命”的幕后
势力，总能发现美国无处不在的黑手。

在欧亚国家，美国热衷煽动“颜色革
命”。2003 年底，美国以议会选举计票“舞
弊”为由，逼迫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
辞职，扶持反对派萨卡什维利当选总统，即

“玫瑰革命”。2004年10月，美国炮制乌克兰
大选“舞弊”丑闻，煽动当地青年上街游
行，扶持尤先科在重新选举中当选总统，即

“橙色革命”。2005 年 3 月，美国煽动吉尔吉
斯斯坦反对派抗议议会选举结果，最终演变
成骚乱，总统阿卡耶夫被迫逃亡并宣布辞
职，即“郁金香革命”。2020 年 10 月，俄罗
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里什金表示，美国正计
划在摩尔多瓦掀起“颜色革命”。对外情报局
在声明中指出，美国粗暴干涉俄罗斯周边对
俄友好国家的内政，比如在白俄罗斯和吉尔
吉斯斯坦，美国影响了总统选举后的局势，
下一个目标是摩尔多瓦。过去10年间，美国
入侵了20多个国家或策动了有关国家政权更
迭，多次介入与操纵中东欧、中亚以及西亚
北非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

在拉美国家，美国大肆推行“新门罗主
义”，支持政变，扶植代理人，干预当地政
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拉美地区军事
政变频仍，背后多有美国的影子。在1964年
的巴西军事政变和 1973 年的智利军事政变
中，美国予以公开支持，以推翻拉美左翼政
权。美国还曾在智利、巴拿马、尼加拉瓜、
多米尼加等多个拉美国家扶持亲美代理人，
通过提供资金、情报和武器、负责军事培训
等手段帮助他们影响政局甚至上台执政。
2021 年 4 月，英国 《晨星报》 文章解密外交
文 件 显 示 ， 美 国 和 英 国 为 获 得 金 属 锂 资
源，参与策划了玻利维亚的军事政变。在
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主席、总统莫
拉莱斯被迫辞职后，英国驻玻大使馆支持
了玻利维亚新政权。政变后，玻利维亚发
生极端暴力事件。

在西亚北非地区，美国导演“阿拉伯之
春”。2010年 12月 17日，突尼斯商贩穆罕默
德·布瓦吉吉之死引发突尼斯“茉莉花革
命”，由此引发冲击整个中东的“阿拉伯之
春”。革命运动浪潮随后波及埃及、利比亚、
也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苏丹、巴林、

沙特阿拉伯、阿曼、伊拉克、毛里塔尼亚、
约旦、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等国，使得
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
的卡扎菲、也门的萨利赫等政治强人退出历
史舞台。“阿拉伯之春”中，美国扮演着幕后
操盘手的重要角色。2011 年，罗恩·尼克松
通过 《纽约时报》 披露，就在美国向外国军
事计划和反恐战事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同时，
少数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核心组织正在“专制
的”阿拉伯国家推广民主。参与中东动乱的
若干组织和个人曾从美国的“国际共和研究
院”“国际民主研究院”和“自由之家”获得
培训和资助。

美国操纵干涉他国内政、策划政权更迭
的做法由来已久。美国 《外交》 杂志网站
2020 年 6 月刊发题为 《当中情局干涉外国选
举——美国现代秘密行动始末》 的文章指
出，美国中情局秘密操纵意大利 1948 年大
选，成为美国此后在诸多国家开展行动的

“模板”。从智利到圭亚那再到萨尔瓦多，中
情局盯上全球各地的选举。其中，美国或直
接操纵选票，或操纵舆论，全都旨在对选举
结果施加影响。美波士顿学院副教授奥罗克
在 《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 一
书中写道：仅在 1947 年至 1989 年的 42 年
间，美实施了 64 次隐蔽的政权更迭行动和 6
次公开行动。

美国怎样“推销”价值观？

给钱给人给技术，表面
功夫有一套

“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
听我们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
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
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前美国中央情报
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公开点明美国价值观输
出的核心要义。

“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原本
是人类社会所共同追求的目标。美国将这些思
想与符合美国利益的特定治理模式捆绑在一
起，夹带私货，打包兜售，把它作为一种推行外
交政策的技术工具在全球应用。”复旦大学网
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逸说。

经济支援、技术支持、策略培训……为
了让“美式价值观”在其他国家“落地生
根”，美国准备了系列配套举措。

马来西亚 《新海峡时报》 报道称，美国
在编制争取影响力的预算方面是慷慨的。这
种影响力预算的相当大一部分被用于“购
买”媒体宣传。美国政府不会四处走动向这

家或那家媒体公司发放支票，而是通过所谓
的“独立”机构做这桩事情。“国家民主基金
会”和“自由之家”就是两家这样的机构。

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桑德斯在 2001 年出
版的 《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
化冷战》 一书中揭露，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基
金会所提供的700项补助中，有50%来自中情
局。这些基金会支持他国社会精英、留学生
等访美学习，挑选和扶持符合美国利益的

“意见领袖”，培训“街头政治”策略。
2011年，美国发布的 《网络空间国际战

略报告》 中确认执行“网络外交”路线，将
互联网作为传播美国价值理念的重要阵地。
同年，英国 《卫报》 揭露美国军方研制软件
操纵社交网络，一名美军可以拥有 10 个马
甲，以各种虚假身份出现在网络上，在其他
国家制造亲美的网络舆论。据布鲁金斯学会
统计，从2008年到2012年，美国国务院在自
由网络相关活动上花费将近 1 亿美元，其中
就包括支持臭名昭著的“影子互联网”计划。

“发动战争成本太高，代价太大，所以美
国希望采取非军事手段颠覆他国政权。‘颜色
革命’相比战争等军事干涉，具有成本低、
收益高的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
究所研究员胡志勇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美
国利用第三世界国家政权不稳定、腐败等问
题，借所谓“文化交流”、经济援助、控制舆
论等方式，挑拨煽动当地民众反政府情绪，
支持当地反政府势力开展“街头政治”，推翻
当地政权。美国不断进行价值观输出的核心
目的，是通过这些方式维护其在全球的霸主
地位，不允许其他国家超越美国。

“美式价值观”带来了什么？

自由民主没见着，混乱
停滞可不少

2020年 9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5次
会议举行与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的负面影响
问题特别报告员互动对话，多国代表批评美
国等实施的单边制裁导致受制裁国家人民难
以获得食物、医疗等基本物资和服务，严重
侵犯人权，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俄罗斯、
委内瑞拉等国表示，美国实施单边制裁的目
的是策动“颜色革命”，呼吁国际社会抵制美
国单边制裁。

环顾被美国强行“推销”价值观的国
家，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权不见踪迹，持
久的混乱、停滞和人道主义灾难却频频发生。

胡志勇认为，在西亚北非地区“阿拉伯
之春”中发生政权颠覆的国家，虽然推翻了

当时的政权，但美国扶持的亲美派政府并没
有取得显著的治理成果，曾经的贪腐问题仍
未解决，“颜色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带来
的是长期的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生活水平下
降，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比“颜色革命”前
更加糟糕。在拉美地区，美国推行“新门罗
主义”，通过推翻当地政权，扶植亲美派代理
人的方式，将拉美国家拉入美国控制范围。
但美国在扶植起亲美派政府后，并没有帮助
当地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给予足够的经济
支持，当地政权的更迭只是“换汤不换药”，
当地无法进行可持续发展。

沈逸分析，美国价值观输出并未如愿，
反而给世界带来混乱和灾难，其背后有深层
原因。首先，美国企图借政治、经济、军事
等方面的优势，强行输出“美式价值观”，不
符合各国实际国情，在不同国家必然“水土
不服”。这一意识形态工具存在先天缺陷。其
次，美国希望维护霸权的愿望已不符合目前
国际现实。尽管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发达
国家，但相比冷战时期，美国在国际体系中
的综合实力比重已不断下降，美国价值观输
出的硬实力支撑不断削弱。近年来美国借输
出价值观干涉他国的种种作为，不仅消耗了
美国的战略资源，给本国和盟友带来威胁，
加速了美西方国家软实力的耗散，同时，还
不断给全球制造新的麻烦。

“美国对多国的价值观输出，阻断了这些
国家正常的发展进程，阻碍了这些国家探索
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给当地带
来政治、经济、社会的强烈动荡。这些国家
的混乱局势又在当地催生安全溃疡，滋生恐
怖主义等长期潜在安全隐患，其影响可能溢
出国家范围，对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局势
带来威胁和破坏。”沈逸表示。

“美式价值观”价值几何？

“民主样板房”塌了，全球
影响力降了

2021 年 3 月，拜登政府发布 《更新美国
优势：临时国家安全指南》。这份简化版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民主价值观放在
突出重要的位置，表达了在国内重振民主
榜样与对外推广民主的意愿，同时警示西
方国家注意民主衰退带来的严峻挑战，呼
吁召开民主国家首脑峰会应对专制主义走
向全球的挑战。《指南》 声称：“当今世界
处于重要转折点，自由与专制两种不同前
景正展开激烈较量。”

“美国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具有

虚伪性、局限性和危害性特征。”胡志勇分
析，虚伪性是指美国进行“普世价值观”输
出，忽略各国国情差异，缺乏政治制度建
设、经济发展水平等硬实力支撑，在不同国
家难以实现，企图通过践行“美式价值观”
获得可持续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局限性
是指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观”即便在美国
国内也并未充分实现。美国国内的自由、平
等、民主、人权、法治是有差别的，只有少
数资产阶级、掌权者可以享受，大量底层民
众、有色人种仍面临贫困、歧视、政治失声
等问题。美国尚且如此，在其他原本政治制
度就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更难以实现。危
害性是指美国通过对其他国家青年群体的价
值观输出，使他们对“美式价值观”产生盲
目崇拜，激发盲目行动，从而催生破坏社会
秩序、推翻当地政权的狂热运动，为当地带
来社会动荡和混乱，影响当地政治经济的平
稳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频频在中国涉疆、
涉港等事务上炒作“人权问题”。“今日俄罗
斯”国际通讯社曾发表题为 《全世界都在关
注：美国的反应令人觉得香港正发生“颜色
革命”》 文章称，香港持续发生的示威活动
实际上是一场“颜色革命”。这是一种由美国
战略家开发、由外交官和非政府组织实施的
政权更迭把戏。他们的手段是，通过利用当
地民众的合理怨气与社会矛盾，投放金钱以
助长此类不满，并推销自身创建或指派的一
小撮激进分子成立的组织，以刺激政府暴力
镇压，再利用“民主和人权”的名义煽动政
权更迭。

胡志勇表示，美国将中国视为挑战其世
界领导地位的最大竞争对手，希望利用所谓

“美式价值观”分化和西化中国年轻人，怂恿年
轻人仇视执政党，反对政府，对中国也搞“和平
演变”那一套。美国利用涉港、涉疆问题，违背
基本客观事实，不断捏造事实，抹黑中国在这
些地区的治理情况。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搞
乱新疆、香港等地区局势，压制中国，阻碍
中国发展，从而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

“美国借涉疆涉港事务，炒作所谓人权问
题，干涉中国内政，遭到中国的强硬应对。
美国在涉疆涉港问题上不能如愿，更突显美
国‘又坏又蠢’的可笑做派。”沈逸认为，自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
社会的系统问题不断暴露。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美国政府抗疫不力、“退群”“甩
锅”的事实，更是让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
损。自由民主的样板房塌了！美国曾经打造
的“民主自由能带来幸福美好生活”的逻辑
被现实击穿，“美式价值观”在全球的吸引力
大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