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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从上世纪
!"

年代后半期开始，随

着自由主义正式浮出水面，宪政理念也

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在持续多年的宪

政争论中，大体上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

自由主义思潮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学者反对在中国推行宪

政，他们认为，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

济为基础，旨在使保障资产阶级财产权

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拥有至高无上的地

位，社会主义中国要拒绝宪政。自由主

义学者的立场则相反，他们认定社会主

义制度只能导致“极权”、“专制”，而

唯有实行“宪政”，才有民主和自由；

为了实行自由、民主的宪政，只能颠覆

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制度。

两种理论尖锐对立，但在这一点上

却取得了难得的共识：宪政只属于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法兼容。

上述两种主要的观点之外，有少数

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宪政”的主张。

绝大多数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学

者，其实认同的还是自由主义思潮，只

不过要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最终达到

“资本主义宪政”的目的。另外还有少

数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学者，他们

认为，我们的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是

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政，

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毫不相干。

可见，单单主张“宪政”的学者

中，就呈现出右、中、左三种不同的倾

向。所有这些宪政论述，构成了一个完

整的理论“陷阱”：由于“资本主义宪

政”一时难以被全党全民接受，于是各

类“社会主义宪政”理论纷纷出现。

这种复杂而精妙的理论“陷阱”，

不仅仅出现在“宪政”问题上。例如，

苏联解体后，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大

戏在俄罗斯隆重登台，但是在瓦解苏联

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戈尔巴乔夫、雅

科夫列夫、叶利钦等人，却是一开始以

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面目在苏共内部活动

的。假如当年戈尔巴乔夫们直接以新自

由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很难获得那

样大的权力。

这一切恐怕不仅仅是自发形成的。

站在美国实施信息舆论心理战的角度

看，为了渗透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仅

仅依靠那些极右翼的文人或“脱党分

子”等共产主义叛徒，宣传赤裸裸的资

本主义，恐怕会适得其反。于是，“社

会主义宪政”、“民主社会主义”等形

形色色的渗透路径就被开发出来了。

早在冷战初期，美国情报机构就逐

渐认识到，“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抵御极

权主义的最有效的堡垒”，这类人比那

些共产党叛徒们更有用。美国政府智囊

如亚瑟·施莱辛格、艾赛亚·柏林、乔

治·凯南等人都持类似观点。重用此类

人物的战略成为了“中央情报局反共政

治行动的理论基础”。按照此类战略，

“社会主义宪政”不正是颠覆“人民民

主专政”最有效的武器吗
#

自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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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期开始，为了

有效地服务于美国资本的全球化，美国

情报机构以民间组织的名义开始大规模

对外输出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即实现美

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法学的全球化。比

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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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由

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全球性比较宪政研

究，其主要意图就是推动全球范围的宪

政化进程。

当时苏联的一些著名法学家兼戈尔

巴乔夫智囊积极参与了这个进程，其中

有韦尼阿明·叶夫格尼耶维奇·奇尔金、

弗拉基米尔·恩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

奇·托波尔宁，等等。上述苏联法学家在

推动苏联解体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

用。

当年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

就是以宪政理论为武器，废除苏联宪法

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取消了苏共的执政

地位，并最终瓦解了苏联。强大的苏联

曾经一度在军事上压倒美国，然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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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开始，却在“民主社会主义”与

“宪政”这两大信息心理战武器的攻击

下土崩瓦解。中国的宪政思潮，也是在

美国情报机构扶植的各种基金会的资助

下产生并发展壮大的（例如福特基金会

资助的“当代世界比较宪政史研究”）。

这不能不让人警醒。

（作者为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
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

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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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钟成

肉毒杆菌

中国在建第一高楼

“上海中心”结构封顶

'

月
)

日

上午，随着最

后一根钢梁吊

装就位，“上

海中心”实现

主体结构封

顶，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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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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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

高度，至此，

“上海中心”

经过近
+

年科

学组织的建设

任务，顺利完

成了阶段性的

建设目标。按

计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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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中心”将成为小陆家嘴地区最后一幢完工的超高

层建筑，以
-./

米刷新上海的新高度。

图为建设中的“上海中心”与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

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大厦比邻而居。 新华社记者 裴鑫摄

近年来，青海湖水体面积总体

呈增长趋势。据卫星监测资料分

析，青海湖目前面积为
0.!+

平方

公里，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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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遥感监测以来

的同期最大值。图为当地一名藏族

姑娘骑马经过青海湖畔。

新华社记者 侯德强摄

青海湖变大了

本报电 乳业巨头新西兰恒天然公司部分产品日前检出肉

毒杆菌，引起国内消费者广泛关注。

恒天然集团
!

日在新西兰公布了更多此次在乳品中检出

肉毒杆菌的详情。恒天然集团新西兰奶制品公司执行董事加

里·罗马诺说，有
!

批浓缩乳清蛋白出现质量问题，这些产品

是去年
"

月在新西兰本地一家工厂生产的，涉嫌被污染的产

品总量为
!#

吨。据介绍，这种浓缩乳清蛋白被广泛用于婴儿

奶粉、儿童成长奶粉和运动饮料中。

国家质检总局
!

日公布，现初步确定有
!

家中国境内进口

商进口了可能受到肉毒杆菌污染的新西兰恒天然集团产品。分

别为：杭州娃哈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和杭州娃哈哈进出口有限

公司，进口浓缩乳清蛋白
"!#!$%

吨；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

有限公司，进口浓缩乳清蛋白
!#&'(

吨；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

限公司，进口原料乳粉
)(&#%%(

吨。

目前
*

有关部门已开展检测、封存工作，涉及企业也已经

对问题产品采取追查、召回等措施。

相关部门紧急开展“消毒”行动

'

月
.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出紧急
通知，要求上海市、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
质量技术监督局，立即开展对新西兰浓缩乳清蛋白粉
肉毒杆菌问题调查，布置进行系列检验检测，做好风
险防范工作。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密切
关注事件发展，有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0

日上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约谈杭州
娃哈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可口可乐中国公司、多美
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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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相关负责人，要求尽
快查明情况、分析原因，迅速采取措施，立即停止销
售并召回问题原料加工的全部食品。

在接到新西兰政府关于纽迪西亚公司召回其婴幼
儿配方乳粉的通报后，国家质检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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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布紧急消
费警示指出，虽然涉事产品未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
但如有以个人携带、邮寄或网购等方式购买了这些产
品的，请勿食用。

专家提醒莫迷信“洋奶粉”

新西兰
!+#

的乳制品用于出口，而乳业巨头恒天然控制
了新西兰

!%#

的奶。但近年来，其“百分百纯净”的品牌乳
制品安全问题频发。就在今年

&

月，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宣
布，恒天然集团生产的奶粉中曾被检测出含有微量双氰胺。

有不少中国网友表示，肉毒杆菌是连饱受诟病的国产奶
粉都没检出过的致命病菌，而恰恰在大家无比信任的洋奶粉
中发现了，很让人震惊。奶粉安全看来以后不能以国产、进
口来划分质量了。

对此有专家指出，国外的乳品质量并非铁板钉钉，消费者
盲目迷信国外品牌的心态亟待改变。消费者应该建立更为科
学的消费观，科学合理地选择婴幼儿食品。而国内乳业企业更
需要潜下心来重建信心体系，加大对进口奶粉的替代力度。
（综合本报记者左娅、王珂、励漪、顾春及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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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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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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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 （当地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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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和平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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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

习联合导演部在设于俄罗斯中部

军区切巴尔库尔合同训练场内的

野营村举行开营仪式。

上图：
'

月
*

日，俄罗斯军人在米

夏什火车站欢迎中方地面铁运梯队。

新华社记者 王玉山摄
下图：中俄两国部队列队准备开营

仪式。

谭长俊摄（新华社发）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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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毒杆菌是一种

生长在常温、低酸和

缺氧环境中的革兰氏

阳性细菌。肉毒杆菌

食物中毒在临床上以

恶心、呕吐及中枢神

经系统症状如眼肌、

咽肌瘫痪为主要表

现，中毒者如抢救不

及时，病死率较高。

本报电 北京时间
'

月
+

日凌晨，西班牙巴
塞罗那举行的

*%&.

年世界游泳锦标赛游泳项目
进入最终日的争夺。在男子

&+%%

米自由泳的决
赛中，孙杨力压群雄，以

&0

分
0&

秒
&+

的成绩
轻松完成卫冕。

孙杨收获本届赛事个人第三金，也为中国游
泳军团拿下了本届大赛的第五金。凭借

0%%

米自
由泳、

'%%

米自由泳、
&+%%

米自由泳的
.

枚金
牌，孙杨成功复制了澳大利亚自由泳之王哈克特
在一届世锦赛中包揽这

.

个项目的神迹，并且孙
杨还以

+

枚世锦赛金牌的成绩追平罗雪娟保持的
中国游泳选手在世锦赛的夺金数纪录。

孙杨卫冕1500米自由泳冠军
为中国泳军拿下世锦赛第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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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新西兰受污染乳品流入市场

中国质检药监齐
约谈涉事企业 下架问题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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