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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永对当今世界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

原本不知道许志永是谁，前两天，CNN反复播
放一条新闻，一个CNN记者在北京采访许志永案
开庭，与北京警察起了肢体冲突。《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也纷纷报道这件事。笔者于是在网
上调研了一下，才发现，许志永其人其事，果真不
简单。美国国务卿克里2013年12月10日就呼吁中国
释放刘晓波、许志永等人。许志永判了四年，美国
国务院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对这一判决“深感失
望”。许志永何许人也？美国为什么把许志永放在
仅次于刘晓波的重要地位？

许志永其人
许志永，是个对中国有过贡献的人。1973年生，

河南人，四十岁了，兰州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
2002年法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2002年讲师。2003年
因为参与废除一个恶法闻名全国。1982年，中国大
陆制定颁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九十年代初，又补充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
题的意见》，收容对象被扩大到“三无人员”，即
无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的流动人员。要求居住3
天以上的非本地户口人员办理暂住证，否则视为非
法居留，须被收容遣送。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
收容所打死，此案轰动全国。多名学者就此上书中
央，再次要求废除这个恶法。这个恶法终于就此废
除了。在这些上书中，有一个著名的北京三博士上
书。许志永，就是这三博士之一。

许志永由此全国闻名。作为著名律师，代理一
些著名案件。2004年，为《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
峰案代理人。2004年，关注河北承德案，广东揭阳
案，江西乐平案、福州陈信滔案等死刑冤案。2005
年，参与朱久虎案件。2007年，为山西黑砖窑受害
者提供法律援助。2008年，参与为三聚氰胺奶粉受
害者做法律援助。这些事情，都是许志永的成绩，
官方和社会也给了许志永相应的荣誉。被中央电视
台和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选为“2003年度十大法治人
物”。2003年被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2006年
连任。2005年，被《亚洲周刊》选为“2005年度亚洲
风云人物”。2005年，来耶鲁大学做个几个月访问学
者。2006年，被《南方人物周刊》选为“年度十大青
年领袖”。

许志永为何被抓
那么，为什么要把许志永抓起来判刑四年呢？

事情的起因是，许志永2005年办了一个叫做公盟的
组织。2009年7年，公盟被当局取缔。8月因偷税罪被
捕，后取保候审。北京税务局说他偷税100多万。许
志永和公盟就在网上募捐，几十个小时，就募款近
200万。不仅补了税，还赚了几十万。2009年被禁止
上课。2013年停发工资。中国有很多非政府组织，为
什么许志永办了这个公盟，就要把许志永抓起来判
四年呢？根本原因在于许志永的代表作——《致习
近平先生的公开信》，一个万言书，在互联网上广
为流传。 

这个许志永的万言书代表作，是继刘晓波《零
八宪章》之后，中国右派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宣言
书，发表于2012年11月15日。第一句，就对习近平
说“我应该祝贺您今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

导，尤其在这个国家亟待伟大变革的时刻。
但我也为您感到深深的忧虑，不知道您是否
注意到了这个国家存在的严重问题。”许志
永这个万言书，讲了很多当今中国社会的弊
端，都是事实，文笔也很好。最后，开出了
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政府首脑和议会直
接选举、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行政中
立、新闻自由、多党竞争、地方自治。”并
且，一段一段详细论证解释：“民主离不开
定期、直接、自由、公正的选举……”“
民主离不开司法独立……”“民主离不开
军队国家化……”“民主离不开行政中
立……”“民主离不开新闻自由……”“民
主离不开多党竞争……”“民主离不开地方
自治……”，对台独、疆独、藏独表示同
情。这根本就不是对习近平的祝贺信，而是
要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宣战书。由此，许志
永和这个万言书，成了继刘晓波和《零八宪
章》之后，中国右派的旗帜。美国就此开始
公开支持许志永。

许志永对当今世界的判断
这里只从国际社会学角度，指出许志永

的一个重要误区。许志永这个万言书，九千
多字，面面俱到，兹不赘述。这个万言书
中，对当今世界和当今中国，有一段总结性
的判断，全文如下：

“也许有人怀着善良的愿望，希望在
一党控制的稳定秩序下继续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以为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逐步
解决。但这不现实，人类社会发展自有其规
律，多元化市场经济和一党专制不可能长期
相容，中国不可能一只脚迈进了现代文明另
一只脚还停留在中世纪。作为一个发展中国
家，中国具有巨大经济潜力，完成民主转型
后可能发展更好更快，过去十年，俄罗斯、
波兰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巴西、印度、埃及
等等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在快速增长，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均收入大都比GDP增
长更快，民生显著改善，而中国维稳经费年
年暴涨，年年喊民生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虚假的民主、巨差的贫富、缺失的诚信、邪
恶的不义，这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
路，这是一条通往悬崖之路。”

许志永一类朋友对当今世界的这个基本
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当今世界，是个多极
世界，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印
度、巴西，是重要的几极。目前，就经济
增长、社会稳定、未来预期等各个方面，
中国风景这边独好。中国有问题，有严重问
题，但世界其它地方目前问题更严重。中国
总值，正在超日赶美，2025年前后，中国总
值要重回世界第一，之后要长期保持世界第
一。不是中国，而恰恰是俄国、乌克兰、巴
西、印度、埃及，“虚假的民主、巨差的贫
富、缺失的诚信、邪恶的不义，”在这每一
个方面，都比中国严重得多。文化大革命教
训深刻，文革的悲剧决不能重演。但对今
日中国，更加危险的悲剧，是苏联解体的悲
剧，是印度化悲剧，是拉美化陷阱悲剧，是
埃及化的悲剧，是乌克兰化悲剧。戈尔巴乔
夫乱党、乱军、乱国，自我矮化、自我否
定、自我瓦解、自毁长城，把苏联从世界第
二，搞成世界第十八，裂土分疆，社会政治
崩溃，经济损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要
大好几倍，人民生活一落千丈，俄国男子十
年时间平均寿命下降十多岁，人口损失超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我2000年在莫斯科亲眼看
到了这幅悲惨景象。俄国人民痛定思痛，现
在坚决支持普京长期执政，企图重返世界前
列。当然，苏联解体，在地缘政治上，对中
国大有好处。但中国绝不能重蹈苏联解体这
个惨痛的覆辙，殷鉴不远。1949年印度在各
方面都比中国强，搞了六十多年普选民主，
现在印度在各方面大多不如中国，我2012年
亲眼看到了印度令人震惊的落后状况。对拉
美化陷阱，美国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都有透
彻的研究，此不赘述。埃及尸横遍街的情
况，乌克兰大打出手的情况，大家有目共
睹，兹不赘述。许志永一类朋友，为什么要
指鹿为马，说今日中国不如俄国、东欧、巴

西、印度、埃及，实在是匪夷所思。
许志永一类朋友把普选与腐败和贫富悬

殊挂钩，完全不符合事实。当今世界，普选
与否，与腐败与否，与贫富悬殊与否，根本
没有直接关系。邓小平在1987年就说过，中
国在五十年后要搞普选，也就是在2037年前
后。中国发展得比邓小平预计的还要快一
些，中国普选可能要比邓小平预计的提前几
年。但世界经济史和世界政治史明确告诉我
们，普选根本不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和腐败
问题。现在有关权威国际专业组织每年都公
布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腐败分数。现在，俄
国、乌克兰、印度、拉美、埃及，和众多第
三世界国家，都有普选和民主，但是，贫富
悬殊的问题，腐败的问题，都比当今中国还
要严重。鉴于蒋介石腐败在大陆失败的教
训，两蒋时代中国台湾省比较廉洁，党政军
官员和商人一起吃饭的事情都很少，更少有
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近年有两个蒋经国时
代的经济领导人去世，他们到死都没有钱在
台北买一套房子，令当今台湾社会对两蒋时
代的清廉无不唏嘘。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台
湾社会、台湾政治迅速腐败，贫富悬殊的问
题也更加严重。在一片严重腐败之中，马英
九个人的廉洁，对马英九当选加分很多。但
最近公布的研究结果表明，2013台湾的腐败
程度超过了大陆。王金平是台湾黑金政治的
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马英九多次和王金平斗
争，最后以失败告终。香港曾经很腐败，从
实施廉政公署开始，香港变得较为廉洁。新
加坡和中国香港现在比美国和英国还要廉
洁，但完全没有英美式的普选和民主。香港
回归之前港督是英国任命的，回归之后特首
到现在也不是普选的，但并不妨碍香港的法
制和廉洁。新加坡到现在也没有英美式的普
选和反对党。普选经常带来权钱结合，香港
2016年普选后，也存在转向腐败的危险。  

许志永代表谁
今日中国，右派在城市占8%，在全国

少于5%。详情见拙文“当今中国社会各阶
级阶层的分析”演讲稿。右派人数很少，但
能量很大，在意识形态方面，在一些网站，
占压倒优势。当今中国，左右两派意识形态
的敌对程度，超过美国内战前南北双方的敌
对程度，超过1945年国共内战前国共双方的
敌对程度，和现在埃及军方和穆兄会意识
形态的敌对程度一样，完全没有任何共同语
言。个别右派朋友，并不都像许志永在万言
书中说的那样大爱一切。相反，经常是仇恨
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几年来，我在
大陆做Field Study（实地调查），除了广泛
做访谈外，还在网络上做实名社会调查。不
难发现，在大陆的一些网站上，比如在小有
名气的猫眼看人网站，个别右派朋友，愚昧
无知，厚颜无耻，丧心病狂，穷凶极恶。认
为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侵略中国是正义
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都是有道理的，
甚至日本侵略中国也是有道理的，中国坏
就坏在没有成为殖民地。清朝有功绩，要
搞民主宪政，可惜被辛亥革命推翻了。共
产党从1921年成立，就没有干一件好事。蒋
介石伟大光荣正确，可惜心太好，没有杀光
共产党。蒋介石不抗战，攘外必先安内，是
因为共产党在南方捣乱。蒋介石抗战打败
了，是因为共产党不抗战，游而不击，专门
和国军搞摩擦。毛泽东打败蒋介石，是因为
苏联给了中共大量武器，因为美国出卖蒋介
石。1949年之后，60多年来，从抗美援朝开
始，毛泽东共产党，除了祸国殃民，一件好
事都没有做。台独、疆独、藏独，是有一定
道理的。钓鱼岛是日本的。当今中国，一片
漆黑，形势大坏。唯一的出路，就是像刘晓
波《零八宪章》、许志永《致习近平公开
信》所指引的那样，走蒋经国的道路，要打
倒共产党，要尽快把毛泽东的画像从天安门
上拿下来，哪怕把中国搞成前苏联、拉美、
印度、埃及、乌克兰、泰国也在所不惜。这
种在欧美主流学术界没有任何市场的垃圾思
想，之所以能够在大陆一些网络上占统治地
位，完全是因为大陆一些有钱人和有权的人

在背后支持。这种支持，经常是明目张胆
的，毫不掩饰的。只是在最近几个月，因为
习近平当局的被迫反击，反毛狂潮才略为收
敛。但仅仅是收敛而已。如果有人不同意这
些右派朋友的意见，就无所不用其极，必欲
置你于死地而后快，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民
主平等协商的意向和态度。这种状况，不仅
仅在猫眼看人网站，在大陆不少网站都可以
看到。

许志永，大体上也是这个意思，不过说
的隐晦一些。“但是，请原谅我的直率，这
个体制已没有任何前途。它在我们民族历史
上留下太多恐怖、荒诞、耻辱的记忆。从
井冈山武装割据开始，创党初期的理想主义
就已死去。”“年年反腐败，可是六十多年
来，腐败愈演愈烈，没有民主选举，没有新
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绝对的权力不可能
打造一个清廉的政府。”

许志永代表谁？有一种说法认为，改革
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出现了一批巨富。这些
巨富，构成一个阶级，还是一个阶层，还是
一个集团，可以研究。这些巨富中，有些人
的第一桶金，如果用中国现在的法律追究起
来，不完全合法，因此这些人的财产在中国
很不安全，迫不得已，只好把财产和家人转
移到海外。如果现在推翻共产党，开始搞普
选，那就永远没有人追究了，那这些财产就
永远安全了。因此，最好尽快推翻共产党，
尽快开始普选。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刘晓
波和许志永一类朋友，就是这个集团的探
风气球和马前卒。刘晓波、许志永，论经济
政治实力，论威望，论能力，论学问，都是
很一般的，甚至连一般都不如。他们背后，
有钱有权的高人，还有的是。这些高人，现
在不站出来，正在等待时机。刘晓波的《零
八宪章》和许志永的《致习近平公开信》，
不过是为这个集团夺权造舆论罢了。打掉了
刘晓波、许志永，这些高人现在就不好站出来
了。如果不打掉，任其泛滥，那就很难说了。

许志永说“推动教育平权，随迁子女就
地高考，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倡导大家堂堂
正正做公民，在这荒诞的后极权社会，成了
我的三大罪状。”这个不确实。多年来，
我写书、写文章、做演讲，强烈要求，立即
废除隔离城乡、祸国殃民的现行户口制度；
立即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废除分省市高考；
立即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和党员遗产限额制
度。我写的比许志永篇幅多得多，情绪也激
烈得多。我还没有被抓起来。张千帆等人写
文章，说许志永干这三件事情没有罪，我同
意。干这三件事，不是罪过，而是功劳。把
许志永抓起来判四年，与这三件事情，是毫
无关系的。

衷心祝愿习近平先生，按时完成十八届
三中全会关于在2020年前完成改革现行户口
制度的规划。衷心祝愿习近平先生，按时完
成，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在2020年普及高
中教育的规划，尽快考虑恢复全国统一高
考、废除分省市高考。衷心祝愿习近平先
生，早日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和党员遗产限
额制度，恢复党和政府与中国人民的鱼水关
系。水能载舟，水能覆舟。

（文章有删减，请到本报网站www.yamei-
today.com阅读全文）

作者简介：李毅，旅美社会学家。中国西北大学78
级文学学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修满研究生学分，美国
密苏里大学(MU)社会学硕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C)社
会学博士。理论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世界体系论、社
会发展大战略。主要英文著作为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美国大学出版社) 2005年出版的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
变》)。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0年第489号课题负责
人，主编研究生教材《马克思社会思想史纲》，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1993。著有《社会学概论》，暨南大学出版
社，2011。中国教育部科研项目【2008】890号“国际社会
学的学科建设”课题负责人。

作者：李毅（印第安纳波利斯）

声明：本报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