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法国和德国等许多欧洲国家，今年发
生的反犹太人犯罪行为远远超过了 2013
年。欧洲不再对犹太人友好这种说法一点也
不夸张。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公开言论“使那
些是否能在德国抚养其子女的年轻犹太父
母”感到更加焦虑。欧洲的政治气候比2000
年以色列占领区爆发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
（secondintifad）以来的任何时候更加敌视犹
太人。

欧洲穆斯林中的反犹主义上升是导致这
种变化的一个因素。他们中有些人抗议发生
在加沙的战争，德国城市盖尔森基兴的游行
在“给犹太人放毒气”的反犹太口号中达到顶
点。另外一些人攻击犹太教堂（synagogue），
今年7月发生在巴黎玛黑区（Maraisdistrict）
的攻击犹太教堂事件以赤裸裸的暴力形式收
场。然而，指责穆斯林反犹主义情绪上升是
欧洲政治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是避重就轻，
只是将原因归咎于少数群体，而忽视了反犹
主义情绪在多数欧洲民众中的上涨。根据皮
尤公司的民调，穆斯林只占德国人口的6%，
但25%的德国人明确表示不喜欢犹太人；在
西班牙，穆斯林人口不到3%，却有近50%的
人讨厌犹太人。或许穆斯林中反犹主义的比
例高于基督教徒，但反犹太人的基督教徒比
穆斯林人数更多。

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关系紧张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却被长期掩盖。更恶劣的是，
一些狡诈的政客为了一己之私经常鼓动穆
斯林和犹太人彼此争斗。真正的问题不是
穆斯林移民能否学会容忍犹太人，而是瑞
典、意大利和波兰等国的多数民众是否把穆
斯林和犹太人视为本国成员。大多数欧洲
人不愿意承认来自土耳其或北非国家的人
是真正的德国人、比利时人或法国人，甚至

连那些自认为对移民政策持开放态度的人，
也倾向于要求外来移民放弃先前的认同并
彻底融入当地文化。

长期以来，右翼民粹主义极力利用这些
正面攻击自由和多元社会的思想，他们反对
移民的立场不过是过时的“种族净化论”的翻
版，最终将导向法西斯主义的老路。这种形
式的民粹主义吸引力一直十分有限。多数欧
洲人认为自己是世俗、现代和宽容的。尽管
他们反对将自己的国家当作接纳外来移民及
其文化和宗教的场所，但这些国家依然十分
开放且具有多元性特征。

包括荷兰的基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和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Le
Pen）在内的新一代极右翼领导人深刻地吸取
了这种教训，不再鼓动对穆斯林移民的仇恨
情绪。但是，他们为这种仇恨披上了新的外
衣。他们并非呼吁人们攻击现代自由社会，
而是认为穆斯林移民危及社会秩序，理由是
他们反对自由言论，坚持伊斯兰宗教法或对
犹太人、妇女和同性恋不够宽容。欧洲的右
翼极端主义已经转变成一种所谓的“自由主
义伊斯兰恐惧症者”（liberalIslamophobia）。

为了与其前辈区分，“自由主义伊斯兰恐
惧症者”也接受犹太人。这一策略具有清晰
的逻辑。由于过去受到迫害，犹太人成为欧
洲的道德仲裁者，即主流社会宽容性的试金
石。为了避免被指为种族主义，欧洲的民粹
主义者学会了以某种宽容或启迪性观点作为
煽动性言论的前奏，如慷慨地赞扬犹太人和
犹太-基督文明（Judeo-Christianciviliza�
tion）。出于同样原因，勒庞和其他民粹主义
者不遗余力地将穆斯林参与的反犹太人暴力
事件置于聚光灯之下。这样做可以使他们在
播撒仇恨种子的同时，披上宽容的外衣。民

粹主义者不断讨好犹太人的做法成效显著。
凭借宣称支持宽容或开放社会等“口惠而实
不至”的做法，法国“国民阵线”等政党成功地
由边缘转为主流。但是，他们的亲犹主义并
非真诚。

在许多欧洲国家，犹太人长期代表评判
一国道德立场瑕疵的提示者。在德国，这种
情况最为突出，因为犹太人被视为那段最黑
暗历史的鲜活化身。年轻一代德国人对本国
历史罪行的这种无处不在的纪念性证据感到
越来越厌烦，因而决定使之更少地出现在公
共场合。但是，也有些国家以一种积极的态
度看待其历史，波兰、瑞典和法国过去对待犹
太人的方式使其对二战时期英雄主义的叙述
更加复杂。

考虑到犹太人在欧洲的社会道德剧中扮
演的奇怪角色，民族主义者可以特别安心地
称犹太人本质上与法西斯主义者或通敌卖国
者没什么两样。通过表明犹太人也会实施暴
力，他们希望减轻本国沉重的历史负担。当
以色列今年夏天轰炸加沙时，欧洲民族主义
者抓住机遇大肆宣传。

民粹主义者联盟的曲调再次发生变化。
过去十年，这些团体的主要倾向是与犹太人
结盟。但近几个月，犹太人被一脚踢开，穆斯
林取而代之。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者和穆斯
林移民为伊斯兰政府的行为谴责甚至暴力惩
罚欧洲犹太人。这种趋势长期以来都是欧洲
左翼的特点，现在又转向了欧洲右翼势力。
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在西班牙《世界报》上写
道，加沙发生的事情表明欧洲犹太人为何“经
常被驱逐”。当然，这种组合很可能也是暂时
的。随着加沙冲突逐渐在记忆中消退，有关
欧洲犹太-基督同根的说法很可能会重新回
来。由于挑斗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关系极具诱

惑力，且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移民的确比欧
洲剩余的犹太人对欧洲认同的威胁更大，“自
由主义伊斯兰恐惧症者”将很快重拾他们那
种不真诚的亲犹太主义。

能够终止这种无休止的破坏性钟摆的唯
一办法是说服欧洲人扩大对民族认同的理
解。他们需要接受一个奥地利的致敬，无论
他来自因斯布鲁克还是伊斯坦布尔；还要接
受能够丰富本地文化的外来习俗，包括寿司、
瑜伽、清真食品和光塔。欧洲人能否以这种
方式改变他们的自我认知仍未可知，但这对
欧洲的未来至关重要。犹太人和穆斯林也远
非欧洲民众手中的玩物，他们可以利用自己
的代理机构重塑这种未来。为此，他们需要
牢记彼此的利益高度重叠：一个民族主义化
的欧洲追求同质化的民族概念，将对这两类
族群极不友好。

令人吃惊的是，穆斯林和犹太人合作得
非常成功。犹太人联合会经常保护穆斯林免
受右翼政客的种族主义攻击。包括勒庞的
“国民阵线”在内的一些政党，拒不承认反犹
主义，也拒绝与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合作。同
样，多数欧洲的穆斯林联合会明确谴责针对
犹太人的攻击。但也有迹象表明，穆斯林和
犹太人都可能乐于加入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游
行中。穆斯林移民中的反犹主义情绪真实存
在且不断上升，参与暴力袭击犹太人的穆斯
林人数也在增加。同时，少数知名犹太知识
分子，如法国的阿兰?芬基尔克劳德（Alain
Finkielkraut）和德国的亨利克?布罗德（Hen�
rykBroder），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伊斯兰恐惧
症者”立场。

然而，具有最终选择权的是欧洲大众。
面对这些具有吸引力的“自由主义伊斯兰恐
惧症者”言论，构建一个开放社会不可能以排
他主义为基础。假如普通欧洲人及其政治代
表屈服于赞美犹太人而诋毁穆斯林的诱惑，
或赞美穆斯林而排斥犹太人，他们将获得一
个不够宽容和多元的社会，这是远非他们所
期待的。

在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
国家被视为全球经济的两大驱动器。然而，
欧洲、日本和一些新兴大国经济发展面临困
难。10月31日，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Roubini）在《评
论汇编》杂志网站发表文章，分析当前全球
经济的动力问题。

全球经济就像一架喷气式飞机，需要发
动所有引擎才能直冲云霄。然而，它的四大
引擎中只有一台在正常运转，即美英经济。
作为第二大引擎的欧元区，在后危机时代重
启乏力，目前已经失速。日本与之类似，这
个全球经济第三大引擎在经历了一年的财
政和金融刺激之后已耗尽燃料。第四大引
擎是新兴市场国家，它们在过去十年因中国
的快速发展和美联储的零利率即量化宽松
政策而顺风顺水，现在却出现明显减速的迹

象。
当前的问题是，一台引擎能否驱动全球

经济以及能够维持多久。其他地方的经济
低迷意味着需要更加坚挺的美元，但这必将
损害美国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其他国家的
经济越减速，美元就会越升值，美国就越难
减缓其他地方的经济压力，即使美国国内需
求再旺盛也无济于事。石油价格下降为企
业和家庭提供了更便宜的能源，但这不利于
能源出口国的生产和消费。北美页岩资源
的提高进一步增加了石油价格的下行压力，
因而减弱了欧元区、日本、中国及其他新兴
市场的需求。此外，在共和党完全控制国会
的情况下，政策僵局很可能更加严重，进而
妨害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结构性改
革。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也陷入麻烦之中。
“金砖五国”中有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和
南非）濒临衰退，中国正处于结构性减速过

程中。
然而，全球经济坠毁的可能性很低，因

为多数发达国家正快速实行“去杠杆化”
（deleveraging），财政拖累的影响较小，货币
政策依然可行，资产通货再膨胀（assetrefla�
tion）具有积极的财富效应。此外，许多新
兴国家仍然保持快速经济增长和适当的宏
观经济政策，并着手进行促进经济发展的结
构性改革。美国目前的增长超乎预期，至少
能为全球发展提供足够的拉动力。但是，严
峻的挑战还在后面。发达国家公私部门的
债务依然很高且仍在上涨，这种趋势无法持
久。富人和公司法人这类具有高储蓄倾向
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日益严重，并会随
着资本密集型与需要更少劳动力的技术创
新而进一步恶化。高债务与不平等加剧增
加了结构性改革的政治难度。

此外，欧洲、北美和亚洲的民族主义、民

粹主义和本
土主义政党
极力阻止自
由贸易和劳
动力流动，这
将进一步影
响 全 球 经
济。另一方
面，非传统的货币政策使富者更富，成为资
产通货再膨胀的主要受益者。幸运的是，尽
管中东动荡、俄乌冲突和地区争夺等地缘政
治风险以及埃博拉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地缘
经济威胁妨碍了资本支出与消费，但它们并
未合流为财经传染病（financialcontagion）。
总之，全球经济正以一台引擎驱动，飞行员
必须面对险恶的暴风雨和乘客之间的争斗，
但愿地面上有急救人员。

（吕虹/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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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不再对犹太人友好

●犹太人成为道德瑕疵的提示者

■国外高校传真

11月14日，斯坦福大
学著名法学教授约翰?多

诺霍(JohnDonohoe)接受专访，再次明确“允
许携带枪支的法律规定，与暴力犯罪攀升有
直接关联”，从而驳斥了最近的一项实证研
究，它声称“枪越多反而更安全”。过去二十
年间，有关允许隐蔽携带枪支的法案引发了
激烈辩论。尽管尚无联邦许可令，但是美国
的50个州都通过了法案，允许市民在公共场
所隐蔽携带枪支，不过有些州要求必须获得
当地政府或执法部门的许可，有些州则没有
此要求。多诺霍教授指出，先前的研究以
1992年之前的数据为基础，得出结论是相关
法案降低了犯罪率，但是如果利用最新数据，
比如1999至2010年间的数据，那么结论非常
明显：该法律与暴力犯罪，诸如强奸、抢劫、谋
杀、人身攻击等有着显著关联，至少提高了8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他也承认，“不同的统
计模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目前学界对
于什么才是最好模型尚无定论。很多学者在
研究该法律的效应时，仍纠结于方法论问
题。但是不管怎样，最新的权威数据还是最
有说服力的证据。”

11月12日，伦敦政
经学院社会排挤研究中

心主任、社会政策学教授约翰?希尔斯(John
Hills)举行公开讲座，介绍了他最新力作《好日
子、坏日子：有关“他者”与“我们”的福利神
话》，对福利国家存在的流行说法进行了驳
斥。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福利国家做的事
情就是“给少数失业、无用的‘寄生虫’发放施
舍，他们也就安于依赖长期福利生活，无所事
事”。希尔斯指出，“实际上，人们的生活，从出
生到死亡，一直随着收入波动而发生变化。绝
大多数人都在不同阶段享受到了福利待遇，总
体来说，得到的和付出的基本持平。研究清晰
显示，在福利享受上，并没有什么‘我们’与‘他
者’的区别，只有‘我们’。”他评论说，“目前有
关福利的政治、政策辩论，实际上都是建立在
误解的基础之上的，好像存在一群不变的‘他
者’，由一群不变的‘我们’来交税，提供施舍。
事实却是，人们不断陷入贫困、摆脱贫困，工作
者的收入水平不断变化，甚至每周、每月都有
很大不同。福利国家的绝大多数支出是在国
民医疗、教育、养老领域，每个人都是获益者，
只不过时期不同罢了。”

11月16日，哥伦比
亚大学新闻学院朱蒂

丝?马特洛夫(JudithMatloff)教授等人开始了
为期三天的专题工作坊，题为“在冲突地域，
如何安全报道新闻”。她首先指出：今年以
来，全世界已经有逾40名记者惨遭杀害、超
过200名遭到监禁。比如：著名自由新闻撰
稿人詹姆斯?福莱(JamesFoley)、斯蒂文?索特
洛夫(StevenSotloff)等，就在叙利亚被伊斯兰
共和国民兵斩首。她分析道，“有些记者低估
了他们将面临的风险；有些是在社交媒体上
暴露了自己的所在；还有些是重返险地，明知
可能被射杀仍冒险前往。记者们应当不要欺
骗自己，问问自己：‘这份报道值得冒这么大
风险吗？’出发前，应当做好预案，要想想可能
会发生最坏的事情。准备、准备、再准备，准
备越充分，风险也越低。”该工作坊是其新闻
专业继续教育项目之一，旨在向记者、制片
人、摄影记者等展示如何在高危环境下谨慎
工作。他们将学习如何评估风险、防止被强
奸或其他身体攻击、如何应对创伤。它还包
括：计算机专家教授如何保存敏感数据与通
讯；前国民警卫队军医教授急救常识，如快速
止血、如何将受伤同事拖出危险境地等。

11月 13日，新
加坡国立大学艺术

及社会科学院历史系宣布，设立专门的“新
加坡历史研究奖”，将对该领域杰出著作进
行表彰。该奖是为了纪念新加坡独立50周
年，由该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基肖?马布
巴尼(KishoreMahbubani)教授倡议发起，“旨
在大力鼓舞针对新加坡历史的相关研究，激
发最高水平的学术研究、著作出版，对促进
世界有关新加坡历史的理解产生持续的重
大影响，鼓励相关批判性反思。”马布巴尼教
授指出，“与一般看法不同，历史学实际上并
未死去。它总是随着重大历史事件不断浮
出水面，既影响国际事务，如中日关系，也对
国内思潮产生显著影响。明年，新加坡将迎
来和平、繁荣的50周年，但是有关新加坡的
历史却仍然争议不断。该奖就是为了催生
相关创新研究，帮助后代理解新加坡历史真
正的唯一性、特别性。”该奖将每三年授予一
次，获奖作者将获得5万新元，从而成为迄
今该领域奖金最高的奖项。它面向全球，接
受任何作者、任何出版社、对任何有关新加
坡历史研究的英文作品的提名，可以是著
作，也可以是翻译。 （本栏目由方卫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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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犹太人和反穆斯林中摇摆

枪支越多并非越安全

福利辩论陷入误区

记者不应低估职业风险

历史学事实上并未死去

■专家观点

美国主流社会重视家庭的价值，但美国
当代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家庭问题丛生。
2014年11月18日，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
究员罗伯特?雷克托（RobertRector）在《每
日信号报》（DailySignal）发文，分析了美国
社会的单亲家庭，指出美国社会的福利救济
政策促进了单亲家庭的增长，加剧了婚姻家
庭危机。

为解决贫困问题，美国政府向抚养未
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提供了许多福利资
助，其中包括劳动所得税收抵免，贫困家庭
临时救助，妇女、婴幼儿食品项目，食品券、
公共住房和医疗补助等。虽然生育孩子的
已婚夫妇也可以从这些社会福利救济项目
中获得帮助，但是大多数救助家庭抚养孩

子的福利项目在实际执行中都偏向于单亲
家庭。

由此产生的影响多少出乎意料，国家福
利救济政策至少在两个方面促进了单亲家
庭的增长。首先，福利救济项目降低了婚姻
的经济功能。在传统社会中，如果没有配偶
的支持，拥有不到高中学历的单身母亲很难
独自抚养孩子。但是，自从向贫困宣战开始
以来，社会福利救济项目为抚养孩子提供各
方面的援助，大幅减少了单亲家庭的困难。
随着低保补助扩大，福利救济开始在家庭里
作为丈夫收入的替代，低收入家庭开始消
失。丈夫离开家庭，单身母亲能够获得更多
福利补偿。可以说，福利救济使得婚姻的经
济功能降低了，导致结婚率下降。

其次，福利救济制度惩罚了低收入的已

婚夫妇。所有福利救济项目都是基于这样
一个假设：如果一个家庭收入上升，享受的
福利救济就应当减少。这意味着，如果一个
低收入单身母亲嫁给了挣薪水的父亲，她享
受的社会福利通常会大幅减少。例如，一个
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每年收入15000
美元，通常每年会享受到大约5200美元的
食品券。但是，如果她嫁给相同收入的单身
父亲，她就不能享受食品券的福利待遇了。
这就从经济上惩罚了婚姻。

目前，联邦政府有80多项社会救济福
利项目，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个人提供现
金、食物、住房、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
每个项目都包含上述类似的对婚姻的处罚
内容。低收入家庭一般可以同时从几个福
利救济项目中获得救助。为避免丧失福利

救助条件，大
多数低收入
的人出于经
济考虑而拒
绝结婚。很
明显，在当代
福利救济制度下，对双方都有工作的已婚夫
妇来讲，这种福利制度是最不公平也是最有
害的。

改革是必要的。然而，美国有多种不同
的救济援助项目，福利救济制度复杂。完全
消除反婚姻的福利救济制度代价昂贵，不可
能一蹴而就。政策制定者可以逐步减少反
婚姻的福利救济项目，改革劳动所得税收抵
免以减少对婚姻的伤害。

（吴学丽/编译）

◤近年来，欧洲右翼势力抬头，极端主义迅速发展，反犹主义也随之升温。随着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升级，今年5月至9月欧洲各国接连发生多起反犹事件。9
月16日，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了大规模集会，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集会上发表了对抗反
犹主义的演讲，呼吁德国各界摒弃反犹思想，保护犹太人的合法权益。一时间，欧洲
反犹太主义与反反犹太主义竞相角力。近期，《外交》杂志网站刊登了美国智库“新
美国基金会”研究员亚斯查?蒙克（YaschaMounk）的文章，分析欧洲反犹主义的现
象和本质。

■热点

努里埃尔?鲁比尼：一台引擎能否驱动全球经济

罗伯特?雷克托：福利政策造就美国单亲家庭

欧洲“反犹主义”遭遇误读
[美]亚斯查?蒙克/文 孙西辉/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