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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羅素的世界帝國夢 
 

大多數不熟悉羅素(Bertrand Russell)真相者真誠地相信，英國首相約翰羅素伯

爵的孫子是愛好和平的人。他們不記得，或者只是忽略了一個事實，即羅素試圖

在1946 - 1949年期間幾乎成功的動員英、美、法等國進行“預防性戰爭（drop 

shot 網球術語：過網急墜球，扣球）”。美英確實承諾這一場命名為“行動墜落

(Operation Dropshot)”的戰爭計劃，並概述1950年代後半期發起核戰的準備工作。 

 

阻止對蘇聯的“預防性核戰”並不是來自羅素的良知。蘇聯在1949年開發了

核裂變武器，“向前超越十年”，接下來開發可部署的 H 型炸彈武器，與此同

時，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博士領導的同一小組在美國取得成功。只有一方

擁有核武的“預防性戰爭”已經不復存在了。羅素再次回到自己反戰的遊行行

列，並且組織1950年代的國際禁核武運動(international Ban the Bomb movement)。 

  

儘管如此，羅素要求“預防性核戰”長遠政策的因素仍以各種形式存在，包

括核威懾、相互保證毀滅（MAD, Mutual and Assured Destruction）、有限核戰爭、

前進核子防禦、靈活反應戰略、綏靖政策等戰略思維。1964 - 68年間，正是這種

戰略原則將世界轉為新馬爾薩斯政策。 

 

整起事始於1946年10月，羅素在“原子科學家公報”發表的一篇文章。羅素

思想在這個時期的根源深深滲透到自己的過去，更深入到前一章所述的英國歷

史，原則上深入英國居民慶祝的歷史時期，據說，人類在巨石陣中的宗教獻祭。

此刻，我們會把1964年之前的歷史視為事實，並將注意力放在戰後。 

 

羅素在整個這段期間的總體建議是，發展核武使得世界政府為唯一擁有且使

用此種武器的局面。他建議世界政府的副產物就是對蘇聯進行“預防性核戰”。

他認為，必須在蘇聯製造核武之前征服蘇聯，才能創造壟斷核武的世界政府：西

方聯盟建成核武軍械庫之後，就可以果斷出擊，壓倒蘇聯陸上和“常規”軍事力

量，啟動戰爭。一旦預防性核戰獲勝，盟軍就可以建立擬議中的世界政府。 

 

為了加速這項方針，羅素組織了名為世界政府全球議會世界協會

（WAPWG）。 羅素的 WAPWG 在1955年之後逐漸消失，當時四名蘇維埃代表參

加了會議，其中兩位稍後出席另一系列稱為帕格沃什的會議（Pugwash 

Conferences）。當時羅素建立世界政府的意願並未減低，修改形式後又借屍還魂

重新出現在帕格沃什會議。 1955年以後，WAPWG 逐漸退出世界舞臺；由帕格

沃什會議接手。 

 

帕格沃什會議早期的關鍵發展發生在1958年加拿大魁北克舉行的第二次帕

格沃什會議，1958年議程中，最重要的議題是“如何在炸彈下活下來“，由退休

的芝加哥大學原子科學家利奧·西拉德(Leo Szilard)博士演說。西拉德原為奧匈

裔 – 這無可爭辯也是很重要的事實 – 他在移居美國之前已經在英國經歷過

一段流亡生活。1958年他發表的演說，1966年刊於“原子能科學家公報”成了知

名影片《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副標：我如何學會停止恐懼並愛上炸彈)的靈

感來源，其中已世的英國演員彼得·謝勒（Peter Sellers）扮演三個角色，包括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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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奧·西拉德漫畫” 奇愛博士“。 

 

西拉德在演說中提出的主要特點包括：（一）利用核武確保世界和平，以相

互威懾對抗超級大國發動的全面戰爭。（二）將有限核戰作為舒緩緊張局勢的手

段，避免緊張局勢累積到全面核戰發生的程度。（三）例如，美國必要時允許蘇

聯在選定的城市進行熱核破壞，平衡蘇聯在當地交戰中遭受傷害。（四）全面的

中東石油危機，造成中東的全面受創。 

 

沒必要只是提到西拉德的提議，是代美國和北約聯盟1960年通過的政策，其

實帕格沃什會議也是如此。一般來說，帕格沃什會議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通過

的政策，已經成為美國和北約聯盟的戰略和外交政策準則。 

 

我們更準確地描述了帕格沃什會議是蘇維埃、英國和美國東部權勢集團的代

表定期會晤，會中各方就軍事戰略和外交政策進行談判達成協議。後來的政策成

功地向美國政府和北約國家政府強加了代理人，例如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S. 

McNamara，美國前國防部長、前福特汽車董事總裁)，麥吉爾·邦迪(McGeorge 

Bundy）和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 

 

這種蘇聯代表與英美的全面性談判通常稱為“秘密外交或非正規”談判。 

“秘密外交”談判和其他的交換意見，本質上沒什麼好或不好。當無法在官式或

外交的保護下進行探索式討論時，這種私人交流的方式有時也可能有用。 

 

然而，帕格沃什會議並不是一般的“秘密外交”討論過程。這是英美權勢集

團為了私人利益，背著美國政府，暗中與蘇維埃政府密謀世界未來發展的場合。

事實上，蘇聯政府已經參與影響美國的軍事和外交政策，卻不瞭解美國政府出賣

這些編造政策的事實，還以為是扼殺蘇聯利益和野心的聰明方式。 

 

這些帕格沃什會議的談判還有其他特點，說明談判的特殊性質。這些談判的

特點，美國總統都不會承認 - 直到一切都太晚了。帕格沃什會議的長期目標是

建立世界政府的制度。利奧·西拉德在1958年的演說中已經提出；他表示，核威懾

必須重新劃定全球政治版圖，這個生意由英國的彼得·卡爾頓勛爵（Lord Peter 

Carrington）命名為“新雅爾達”（New Yalta）政策。 

 

然而，這只是劃開了事情的表面。 他們談的是建立世界政府制度，將整個

世界分為兩個或三個世界帝國，這取決於 - 是否賦予中國的影響範圍延伸至鄰

國，例如日本、東南亞，也許是印度的部分地區。除了中國的特殊情況外，其餘

的世界地區會在世界帝國分為西部和東部，也是世界政府的兩個制度，其中一個

系統由西方富裕靠收租為生的家族統治，另一個系統則歸給俄羅斯帝國統治東

方。 

 

這項提議或多或少與歐洲歷史的先例相符。倖存的通信副本仍然存在，其中

記錄了西元前四世紀中期的波斯帝國，從幼發拉底河劃一條線，和安納托利亞的

相應部分劃為西部和東部。當時波斯帝國所屬的阿啟孟尼德王朝(Achaemenids)留

在幼發拉底河以東以及安納托利亞一部分東部地區。波斯帝國的西部，也是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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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的西部，留給馬其頓王國菲力浦世襲的統治者開發。其中部分協議包括，菲

力浦將在西部地區強制推行 “波斯模式”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其他地方

則以“寡頭模式”稱之。這兩個術語含義相同，其中一個參與這個陰謀的主要代

理人，亞里士多德收錄在其《政治學》和《尼各馬科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
的著作中。 

 

這個計劃是波斯帝國的真正統治者所設計，是靠收租為生的資本家家族、現

代人稱為“迦勒底人”和“魔術師”的異教祭司、“腓尼基人”，以及中東東部

“模貝人(Mobeds)”的綜合體。當時腓尼基的推羅 (Tyre)城是這些力量的集結中

心。除了與菲力浦國王的協定之外，這些勢力與謝爾本伯爵1784年掌控英國議會

相同，還控制了希臘底比斯（Thebes）邦轄下德爾福和提洛島(Delos)的阿波羅邪

教，並在斯巴達和雅典擁有主要的派系。 

 

該計劃是由各種糾纏不清的原因編製而成。首先，無論是賄賂或伯羅奔尼撒

戰爭等，波斯帝國永遠無法征服希臘本土；波斯與希臘軍事系統不契合。此外，

波斯帝國的邊緣當時已經非常不穩定， 總督轄地面臨地方性的起義狀態。原因眾

多；這方面的詳細討論與本文宗旨無關。 

 

最重要的是，第一，亞歷山大大帝的勝利擊敗這項陰謀，第二，亞里士多德

等人暗殺亞歷山大，阻止亞歷山大完成他的“ 盟約“。亞歷山大的早逝，加速了

羅馬帝國的成立，依正常速度羅馬帝國大約要等三個世紀以後。 

 

菲利浦國王即將執行協議條款的前夕就被暗殺了，亞歷山大在雅典學院和阿

蒙的昔蘭尼(Cyrenaic)神殿支持下，奪取權力，摧毀推羅城和整個波斯帝國。儘管

亞歷山大遭到暗殺，大約在迦勒底人已經足以整合成另一個西部地區之前250

年，菲利浦國王的運動已經破壞了波斯帝國的制度。  

 

迦勒底寡頭“帝國”模式在歷史上多次出現，存在時間比巴比倫還久。政治

上，它是局部、無能、半自主式政治實體的集合，每一次都有一些特殊的種族、

宗教或民族宗教的特徵。通常，這些局部、文化、半自治宗教實體都被歸類為封

建君主的權位，類似波斯帝國總督的轄地。“民族”，如亞述人、巴比倫人、瑪

代人、波斯人、腓尼基人或羅馬人，竊據社會頂層，施加軍事霸權。實際上，整

個過程都是由幕後的迦勒底“家族”或“腓尼基”式“家族” 的聯盟所掌控。

這些“家族”是靠收租為生的資本家“威尼斯模式” “家族”，同時又控制祭

司職位。 

 

這就是波斯帝國、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和俄羅斯

帝國的內涵。 

 

    從查理曼(742-814)到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霍亨斯陶芬家族 Hohenstaufen，

1194-1250）的西歐基督教世界的奧古斯丁思潮，試圖透過接管古羅馬帝國，應付

拜占庭對文明的威脅，並將聖奧古斯丁版本的尼西亞信經(The Nicene Creed-早期

基督徒的信仰宣告)的文化環境傳遞給帝國當局。宗教裁判所在 1230-1233 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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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及 1250 年腓特烈二世過世，導致查理曼的設計功虧一簣。1268 年之前，威

尼斯人領導的教宗黨員（Guelph，德語：Welf），在義大利和西班牙消滅了斯陶

芬王族(Staufer)，同時擊敗了皇帝黨員(Ghibelline，德國：Waibling）派系。義大

利，以白色教宗黨員的共和派爆發了抵抗黑色教宗黨員的寡頭派別。黑教教宗黨

員（今日稱“黑色貴族”）獲勝，具有倫巴第銀行（如巴爾迪和佩魯齊）典型特

徵的義大利家族基金，則以高利貸掠奪歐洲。 

 

白色教宗黨員政治領袖但丁（Dante Alighieri）也是斯陶芬王族的盟友，為歐

洲的新政治秩序創造了一個新視野的設計，取代查理曼、塞利爾斯(Saliers)和斯

陶芬王族的皇家形式。設計的中心是奧古斯丁教義的新柏拉圖式次序，由但丁著

名的喜劇《神曲》定義。《神曲》中闡述的原則本身並無新意，卻一直都是柏拉

圖和聖奧古斯丁政策的中心特徵，其中新意是但丁對義大利語的處理方式，將民

族國家制度的設計，隱含在大作《論世界帝國》(De Monarchia)中。 

 

與十九世紀初耶穌會士製作的神話相反，義大利語不是衍生自拉丁語。雖然

過去兩千年之間彼此相互影響，他們仍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羅馬的拉丁人

征服了使用義大利語的人民，他們仍然是義大利的絕大多數人口，主要使用的語

言是義大利語，而不是拉丁語，情形和法國、西班牙一樣。新高地德語則是部分

合成的語言，比任何羅馬系語言都更拉丁化。 

 

但丁並不反對使用拉丁語。羅馬本土的野蠻拉丁人受到希臘文明影響，十三

世紀中期之前的中世紀教會，以改進的語言編製了優雅而有時深刻的文學作品。

問題是，以拉丁語作為帝國管理的共同語言，鼓勵當地母語降解成野蠻的方言，

影響所及大多數人口沒辦法以嚴謹的語言形式傳達政策的重要概念。但丁表示，

義大利語是一種可以優雅而又深刻表達的有力語言；他產生了一種義大利語，直

到今天都以一種無與倫比的優美力量溝通。十五世紀，正是通過有組織的公開誦

讀《神曲》段落，義大利人民學會了用義大利語發言和思考。 

 

為了建立真正的共和國，每一名成年人都有能力承擔公民的職責，共同研議

國家政策最深刻的議題，共和國公民有必要使用共同的書寫語言。因此，分享共

同的書寫語言和共和主義哲學觀念的人，應該以書寫形式的語言為基礎，成為主

權民族國家的共和國人民。 

 

但丁的著作成為深謀遠慮的基礎，甚至延伸到十四世紀最黑暗的深處。總部

從亞維儂(Avignon)招募佩特拉克(Petrarch，歐洲人文主義之父)，成為這個謀略的

領導人。格魯特共生兄弟會(Groote’s Brothers of the Common Life)所屬的奧古斯

丁教職修會(teaching-orders)興起，促進了十四世紀末期成形的文藝復興，也可以

說布魯內列斯基(Brunelleschi，義大利文藝復興早期頗負盛名的建築師)完成了佛

羅倫薩大教堂圓頂的任務。庫薩樞機主教將不受尊重的教皇從廢墟中解救出來，

最終將他的合作者皮科洛米尼(Piccolomini)帶到教皇派，成為庇護二世，完成了

但丁推展的事業。庫薩從自己所著《大公教會的一致》(Concordantia Catholica)一

書開始，設計民族國家的法律，以及主權民族國家之間關係的原則，並啟動了歐

洲文明五百年統治的數學物理學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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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庫薩一次就把威尼斯和拜占庭的勢力打垮了。這就是著名的1439年佛

羅倫薩議會，其中君士坦丁堡的帕里奧洛加斯王朝(Paleologues）和包括科西莫·

迪·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庫薩和樞機主教貝薩裏翁(Bessarion)等圈內人

都嘗試建立聖奧古斯丁和子說的原則，作為西方和東方教會的共同、普遍原則。

他們的努力幾乎成功。 

 

這似乎是古老的歷史，但是這部分是羅素及其世界政府政策背後的決定因

素。因此瞭解他們在最近三十八年的過程所做的工作十分重要。 

 

十五世紀中葉之前，黑色貴族的家族基金從上個世紀中葉的破產浪潮中快速

復原；這次的破產浪潮始於大型倫巴第銀行旗下的巴爾底(Bardi)、裴魯齊(Peruzzi)

銀行的破產。 他們向佛羅倫薩理事會反擊， 1453年的秋天在君士坦丁堡贏得決

定性的戰役，在歐洲恢復了持續迄今的實力。 

 

威尼斯主導破壞君士坦丁堡帕里奧洛加斯王朝權勢的陰謀，並與家族史可以

追溯到凱撒時期古羅馬的熱那亞家族，以及阿索斯山修道院(Mount Athos)的拜占

庭教會合作。威尼斯曾經與奧斯曼土耳其人簽署摧毀帕里奧洛加斯王朝的協議，

允許奧斯曼帝國控制君士坦丁堡和大部分的拜占庭遺址。阿索斯山修道院代言人

金納迪烏斯（Gennadius）利用拜占庭教會命令希臘人不要聚集防禦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和羅馬家族提供奧斯曼砲兵和槍手，聘請四千名熱那亞僱傭軍協助防禦君

士坦丁堡，晚上跨過圍牆和大門的衛兵，並允許奧斯曼部隊征服、掠奪城市。 

 

作為回報，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穆罕默德征服者快速授予金納迪烏斯為牧

首，控制奧斯曼帝國境內非伊斯蘭人事務，並要求威尼斯徵用希臘投降地區的部

分土地，授予其終身通事（Dragoman）的有利地位，實際上則是為奧斯曼情蒐和

外交服務。威尼斯則從內部創造並控制了奧斯曼帝國。 

 

同一時期，伊莎貝拉和費迪南在西班牙興起，熱那亞接管了伊莎貝拉和伊比

利亞半島的絕大部份，儘管費迪南活著時就一直反抗。雖然義大利金色文藝復興

時期的盟友帕里奧洛加斯王朝摧毀了東半部，加上西班牙步兵從西方夾擊，威尼

斯最終贏得在義大利發動對抗金色文藝復興的勝利，並在切薩雷·波吉亞（Cesare 

Borgia）過世後控制義大利。切薩雷·波吉亞是軍事強人，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

為拯救義大利而努力時，曾經是他手上的最後一張王牌。 

 

同一時期，威尼斯接管巴伐利亞，開始醞釀成立奧匈帝國，作為奧斯曼帝國

未來發展的支票。威尼斯從內部支配哈布斯堡家族和土耳其人，並藉由創立其中

一方控制另一方，大玩兩手策略。威尼斯完成了毀滅俄羅斯帝國和德國二大帝國

的長期計畫，這場巴爾幹的競賽在沃爾皮·迪·米蘇拉塔伯爵(Count Volpi di Misurata)

領導下，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然後，威尼斯的代理人亞歷山大·洛夫維奇·帕爾

烏斯（Alexander Helphand (Parvus)）將列寧送至俄羅斯，成為威尼斯的資產，列

寧則在1917年的10月革命中愚弄威尼斯人，逃脫他們的控制。列寧再透過保留布

爾什維克的權力，又在俄羅斯創造了一個當年威尼斯人玩第一次世界大戰略微不

同的情境，再搞一次二次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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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威尼斯的計劃在十五世紀下半葉取得決定性的進展，法國國王路易十

一成立第一個現代形式的主權民族國家。路易十一世的成功創造了歷史上稱為英

國伊拉斯謨斯陣營的情況，正如托馬斯·莫爾爵士(Sir Thomas More)歷史上的典

範，在英格蘭內戰時期創造了第二個主權民族國家。破壞這兩個主權民族國家，

成為威尼斯和熱那亞在當時至1815年維也納會議期間的目標。英格蘭在1603年被

征服，並於1660年由熱那亞重新取得。法國並沒有被1815年的維也納條約所毀，

但是內部被削弱，以至於從未能恢復過去的榮光。這個行動的關鍵是大膽查理

(Charles the Bold)的勃艮第王朝和哈布斯堡之間的聯姻，即時催生了未來哈布斯堡

王朝的君王查爾斯五世。 

 

1525-26年，德國改革進程中，威尼斯組織德國農民戰爭，進而屠殺農民。

當其時，查爾斯五世掌控西班牙王位，代表威尼斯的哈布斯堡洗劫羅馬，讓威尼

斯在1527年，除了法國和英國之外，拿下歐洲的所有權力。庫薩和教皇庇護二世

受到壓制，威尼斯以耶穌會士和醫院騎士團為主要工具，組織了“反改革”運

動。這是一場噩夢，新的黑暗時代，直到教皇信賴的代理人馬薩林主教(Cardinal 

Mazarin)，出面在1653年取回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的權力之前，歐洲大部分地區都

受害。 

 

要瞭解反改革，必須看到其核心基本特徵。 這是一場摧毀和消除庫薩樞機

主教和十五世紀教皇所成就的一切運動：主權民族國家，庫薩自然法則理論和與

之相關科學方法的潮流，以及奧古斯丁（新柏拉圖式）神學。 反改革的智力武

器主要是亞里士多德和羅馬帝國法。  

 

這是對英國施加的威尼斯文化環境。十八世紀期間，英國領導圈之間圍繞羅

馬帝國法和歷史問題展開長期政策討論。吉本治療只是其中最為人知的部分。十

九世紀，威尼斯的影響力及於阿克頓(Acton)家族以及重要的布爾沃．李頓

(Bulwer-Lytton)家族，引導加入本傑明·喬維特(Benjamin Jowett)和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的牛津圈，形成了前拉斐爾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費邊社、英國

（同業公會）社會主義和阿爾弗雷德·米爾納爵士的係數俱樂部(Coefficients 

Club)、圓桌會議和漆鹹樓(Chatham House)都說明了這個過程。總理約翰··羅素（John 

Russell）的孫子和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教子·羅素是十九世紀

發展觀點的主要案例。 

 

羅素自己在1902年離開米爾納係數俱樂部的圈子時，想法就出現了奇特的變

化。他走出餐廳的那一刻，談話的主題就是為了迎接不可避免的戰爭做準備。英

國工業絕不適宜面對即將到來的衝突。英國海軍已經過時了，可能會沉沒。陸軍

還在使用火槍淩空戰術，等等狀況不一而足。絕對必須動員工業界並重組軍事力

量。 

 

羅素從不反對這場戰爭，有幾個例子足以說明他的觀點。 

 

他在1951年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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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說光景不好是例外，不過卻可以例外處理。這在工業主義的

蜜月期或多或少是真的，但是除非人口不再大量增加，否則這就不會

再是真的........。迄今為止，戰爭並未對這一增長有何影響...... 。戰爭......

在這方面的表現令人失望............ 也許細菌戰可能會更有效。 如果黑

死病可以每一世代在世界各地再傳播一次，倖存者就可以自由地生

殖，世界也不會變得太擁擠......。 事態的發展可能讓人有點不愉快，

但是還能怎麼辦呢？真的，情操高尚的人對幸福無動於衷，特別是其

他民族的幸福。.  

 

1927年，英國外交部第一次世界大戰首席策劃威爾斯（H. G. Wells）提出 “公

開的陰謀論(陽謀)”議案，其中總結了以下說法： 

 

1. (我們)為所有實際和理論目的斷言，並默許現有(主權)政府的臨時性。 

 

2. 以激進的手法利用個人和財產，干擾世界經濟體，解決這些政府盡可能

減少衝突的決心； 

 

3. 負責任的全球理事會決心以最少的信用、運輸和基本生產，取代地區或

國家的私人所有權，為人類的共同目標服務；  

 

4. 承認有必要進行全球生物防治（Biological Control），例如人口與疾病； 

 

5. 支持普世個人自由和福利的最低標準； 

 

6. 個人生活的最高職責是創造可完成上述任務的世界首腦，並且能全面提

升人類的知識、能力和權力。 

 

羅素對此的回答：“我不知道是否能有其他任何事情讓我更同意的。” 

 

羅素在同一時期提出了以下的觀察結果，這些觀點涉及他說明威爾斯“公開

的陰謀論”宣言： 

 

社會主義，特別是國際社會主義，只有在人口(幾乎)穩定的情況下，

才有可能成為穩定的體系。農業改良可能足以應付(人口)緩慢增加，

但是(人口)快速增長最終將使全人類落入貧窮的境地...... 無須借助於

戰爭和瘟疫，出生率下降到使人口穩定，則全球白人將很快不再增

加，亞洲人會更多，黑人仍然一貫的更多，...... 如此，社會主義的利

益才能部分實現，較不多產的種族將在必要時以一些令人厭惡的方

式，對抗多產種族，以維護自己的利益。 

 

羅素離開米爾納係數俱樂部不是因為他們想要戰爭，而是因為他們提

出以工業建設拯救民族國家的制度。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羅素在

世界政府運動提出核戰，並不矛盾。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反戰主義，

他的角色與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人，建立了1930年代的誓言和平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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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ace Pledge Union）的立場一致。羅素在19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反

戰主義，是其政策的一貫表達： 世界政府由盎格魯 - 撒克遜人統治，擁

有即使是有必要也很噁心的壟斷手段。羅素的一貫政策是他“社會主義”

的目標，即馬爾薩斯世界政府致力於減少黑皮膚人口，”即使是有必要也

是很噁心的方法。“   

 

 

許多人分享了羅素過去三十八年或之前的觀點。這份協議是世界政府全球議

會世界協會的基礎，也是所謂帕格沃什會議“秘密外交”談判的過程。 

 

事實上，世界政府與蘇聯領導層的談判，劃定至少兩個，甚至三個“帝國”，

是因為蘇維埃核能和熱核武庫增加，而不是談判者想和新波斯帝國的俄羅斯 

“東部地區”並肩生活。畢竟，人們可能總是希望在協議中作弊，亨利·基辛格

的前導師和現任商業夥伴彼得·卡爾頓公爵（Lord Peter Carletton）最近強調此點。

卡爾頓在向蘇維埃政府提出“新雅爾達”條約時，竟同時宣佈現任蘇維埃總理尤

裏·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是卡爾頓外交政策的蘇維埃寶貴資產，並向公眾

保證，他正在蘇維埃維持“臨終看護”聯盟。彼得·卡爾頓的“臨終看護”絕對

不是什麼 天大的秘密。基辛格、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許多其他同樣

想法的人都提出過類似觀點，“蘇維埃帝國”已經接近種族和宗教叛亂浪潮的邊

緣，預計從東歐的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簡稱經互會)成員國，橫掃過蘇維埃的烏克蘭和高加索，進入中亞的

伊斯蘭。 

 

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探討彼得對蘇聯通稱克格勃(KGB)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的想法。重點就是，美國東部權勢集團一直以來都想要摧毀美國、西歐和發展中

國家的經濟，因為他們假設“蘇維埃帝國”會在西方崩潰之前先從內部崩潰，也

認為蘇聯有能力在此之前利用西方日益衰弱的經濟和軍事。1964-68年間，東部

權勢集團及其在西歐的同盟已經成功地從內部摧毀西方。 

 

接著我們將檢視西方遭破壞的過程，然後再把注意力轉到蘇維埃總理安德羅

波夫和他相關夥伴所造成的問題。 

 

馬爾薩斯的核威懾邏輯 

 

1960年代初執行核威懾戰略伊始，情況取決於超級大國是否有足夠的手段，

在熱核彈道導彈發射後可能擊中目標之前，就摧毀飛行中的導彈。因此，亨利·

基辛格在1972年成功地與蘇聯簽署限制部署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條約，這是支持

帕格沃什會議武裝力量的基本目標。這是源自於西拉德1958年帕格沃什會議演說

中定義威懾的意義，他們才企圖阻止發展核威懾主義核心的反導彈防禦系統。 

 

如果有效開發反彈道導彈（ABM, anti-ballistic missile）防禦系統，則配備鐳

射和各類型定向武器的 ABM 系統不僅可能非常有效，而且摧毀行進中的熱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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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導彈的成本可能降低不只數百千倍，甚至比製造和發射彈道導彈的費用還要

低。如果兩強經濟實力不相上下，擁有防禦體系的強國，幾乎完全可以摧毀攻擊

方強權發射的導彈，之後攻擊方強權對防禦方強權幾乎無能為力。例如，今天，

美蘇兩強部署的（ABM）防禦系統，可以摧毀另一方99％以上發射的彈道導彈，

雙方差距大約在五年內。此時，熱核彈道導彈已經過時，而且，整個西拉德的“核

威懾”觀點就沒用了。 

 

但是，如果帕格沃什可以操縱兩個超級強權，使之除了有限度發展反彈道導

彈系統之外就禁止其他任何開發，那麼，大約50％以上的熱核導彈會發射擊中目

標，成為實際上的終極武器。因此，核威懾代言人認為，任何一方的超級大國發

動全面戰爭，另一方都將以熱核轟炸回擊。這個論點意味，兩個超級大國多多少

少會被這類戰爭徹底毀滅。換句話說，“相互保證毀滅”，或是 MAD。 

 

西方的 MAD 代言人或核威懾主義者認為，熱核導彈的第一次也可能是第二

次的全面齊發，表示破壞這兩個強權，經濟資源將不足以進行全面戰爭，也超出

了砲火的攔截點。所以他們繼續思考這個問題，如果是只能用於攔截熱核導彈之

後的軍事權勢集團，這種設施似乎也沒必要維護。他們繼續爭論，軍事上不再有

任何理由促進這套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以支持全面“常規”軍事能力所需。只

要經濟技術基礎足以支撐核威懾力量所需，經濟在技術上就會停滯不前，甚至崩

潰到“常規”軍事力量，流於“區域性”的殖民戰爭。 

 

這是自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又譯詹森)擔任美國總統、麥吉爾·邦

迪、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基辛格等人論點之後的戰略原則。吾人同意，帕格沃

什會議為東部權勢集團第一次代言時，行事很謹慎。如果廣大民眾還沒有準備好

面對，至少不會突然出現的，大量防禦能力和經濟崩壞，傳統軍事專業人員還是

會受到專業守則的牽制。1964-68年間，美軍因為越戰曠日持久而日益不受歡迎，

輿論也大為默許。1972-73年，美蘇關係緩和，這是1958年西拉德已經確立為其全

面的政策和做法了，這麼多年之後的政策只做了一些微調。 

 

當時，麥吉爾·邦迪晉升為約翰遜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福特基金會

總裁。1966年，美國政府最高機構已經被核威懾政策和新馬爾薩斯政策鎖住，轉

型為“後工業社會”。進入“後工業社會”的第一步，就是採用1960年代中期約

翰遜的“大社會計劃(Great Society）”綜合政策。簡要背景說明如下： 

 

羅素約在1927年提議，社會應進行三點改造。第一是停止所有基本科學進步

的政策。第二，開發廉價濫用藥物人口的方法，作為社會控制的措施。第三，顛

覆但丁的語言革命運動，摧毀使用語言特徵，使人們無法對重要政策問題進行嚴

謹縝密的交流。 

 

1938年，羅素在英國成立誓言和平聯盟(Peace Pledge Union)之後，他和合作

者赫胥黎聯袂拜訪美國。赫胥黎回到加州，恢復他早期促進使用大麻和散佈神秘

異教崇拜的工作。羅素與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哈欽斯（Robert Hutchins）進行

深入的合作。羅素、哈欽斯與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及其當時的丈夫葛列格裏·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共同推出 “科學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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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計畫。羅素在計畫提到他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合作者，包括費邊、德

國的卡爾·科爾施(Karl Korsch)、洗腦者庫爾特·盧因（Kurt Lewin）博士，以及1930

年代初即與科爾施合作的激進實證主義者魯道夫·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又譯

卡納普），再加上其他來自各地的人。賓州大學接著引入語言破壞版本 “語言

學”。不過，美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較完整的體驗這項計畫的效果。 

 

  

大戰期間，瑞士一間實驗室開發出合成的麥角胺，LSD-25，一種會導致幻覺

的藥物，使用者會產生偏執型精神分裂性的精神病症狀。赫胥黎從倫敦的塔維斯

托克（Tavistock）出發前往加州，參與 “MK-Ultra”計畫，與葛列格裏·貝特森

和其他人合作。這項計畫以加州帕羅奧多（Palo Alto）市為例，蘭德公司總部和

斯坦福研究學院使用包括 LSD-25在內的精神藥物，觀察期效果及其催化或創造

宗教和其他邪教的後效等一連串先導實驗計劃。 

 

蘭德公司和斯坦福研究學院都承傳了高貴的譜系。蘭德是戰時戰略轟炸調查

的衍生性産品，由英國秘密情報部心理作戰中心旗下的倫敦塔維斯托克診所指導

醫師約翰·羅林·黎斯(John Rawlings Rees)博士和埃裏克·特裏斯（Eric Trist）博士建

立。這次的戰略轟炸調查不僅誕生了蘭德，戰後倫敦塔維斯托克研究學院的最高

級官員也在早期階段直接監督蘭德。斯坦福研究學院也繼承了塔維斯托克的血

脈，成為推動威爾斯1927年所提“公開的陰謀論”宣言計畫中心。 

 

加州的這項計畫與庫爾特·盧因博士的網絡機構有關，包括麻省理工學院

((MIT))的盧因中心、密歇根大學和國家訓練實驗室(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 ，後者是一種教師協會的全國教育協會聯絡人。麻省理工學院盧因中

心的業務就是蘭德計畫，包括由亞歷克斯•巴弗拉斯（Alex Bavelas )博士指導，

艾弗拉姆·諾姆·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教授參與出席，政治學者卡爾·

科爾施，以及賓州大學羅素語言學計畫的產品。這些計畫主要透過梅西基金會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居間協調，該基金會是因創辦梅西百貨公司知名的貴

格·梅西(Quaker Macy)家族的分支，亮點是葛列格裏·貝特森和瑪格麗特·米德等貨

色。喬姆斯基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工作包括與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人工

智慧之父)教授的計畫合作，由計算機(電腦)模擬所謂的“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喬姆斯基-明斯基程式在計算機上有效地模擬人類精神疾病。 

 

直到1963年，與 MK-Ultra 等計畫相關的先導計畫成為業務計劃。加州尤基

亞谷（Ukiah Valley）開放了實驗性的邪教組織，包括瓊斯(Jim Jones)牧師隨後臭

名昭著的人民聖殿（Peoples Temple）。 數百萬劑 LSD-25分發給全國校園內知情

和不知情的受助者，而塔維斯托克的實驗性狂歡邪教計畫，披頭四(Beatles)，則

引入美國。搖滾藥物反文化計畫至此全面展開。 

 

1964年，羅伯特·哈欽斯接受福特基金會贊助計畫，提出約翰遜“大社會計

劃”雛形的 “三重革命”。意味“網絡化”自動化機器已經產生，生產力增長

的速度如此之快（當時每年3％），越來越多的永久性失業人口逐漸累積，尤其是

在所謂少數族群。哈欽斯的報告提出從投資生產性就業轉向新的社會政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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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社會服務分配給越來越多大量無益於生產的窮人。 

 

當時美國正在從“工業經濟”轉向“服務經濟”， 三重革命報告本身主導

了1960年代初期的政策。隨著約翰遜總統在1965年1月就職，新馬爾薩斯政策的

模式已經蓄勢待發。 

 

      最後的催化劑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又譯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研究開發計劃的社會效應及

倫敦塔維斯托克研究學院的“雷派波特報告(Rapaport Report，又譯喇叭伯報

告)”。該報告令人遺憾的是，NASA 研究與開發的成就“過度”樂觀誘導技術(開

發)，高度重視人口中普遍的理性行為，必須停止和扭轉這種讚揚科學造成的影

響。約翰遜完全服從該項指令，並於1966 - 1967年開始大規模解散美國航空航太

研究與開發部門，將資金轉用於“大社會計畫”，包括“消費主義”和“環保主

義”。從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轉向“後工業社會“終於展開了。 

 

1956-1958年至1960代中期正好與這段期間的另一個重要社會發展交織在一

起：新左派計畫，主要是工業民主聯盟與國際社會主義經由國際協調、合作，先

在西德，隨後在美國發展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SDS,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美國這項努力的共同點在於工業民主聯盟（LID, League of Industrial 

Democracy）之前是英國費邊社的傀儡組織，1930年代至40年代又成為西德尼·希

爾曼(Sidney Hillman)和戴維·杜賓斯基(David Dubinsky)的政治組織，後者領導國際

女裝服飾工會（ILGWU,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傑·洛夫斯

通 (Jay Lovestone) 的戰後營運基地。歐洲同樣的政治組織由位於法國-瑞士的美

國勞工聯合會及產業工會聯合會 (AFL-CIO,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國際部歐文·布朗（Irving Brown）代表。 

 

這個國際網絡，網羅了1950年代初到中期的“老左派”，運用他們的技能創

造非馬克思主義的青年激進主義，最初則是以馬克思主義或接近馬克思主義的言

論和姿態取得信任。基本上，這是一個存在主義運動，混合了沙特（Jean-Paul 

Sartre，當代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大師）和倫敦塔維斯托克診所萊恩（R. D. Laing，

反精神醫學的傳奇名醫）醫師的思想。 

 

     美國從1930年代和40年代開始，以“重組” 托洛茨基主義、共產主義和第

三陣營遺物的小圈子和小組為名，隨之而來的是赫魯曉夫在第20次黨代表大會上

譴責史達林，以及可預見的莫斯科-北京分裂登場。活動持續進行，1958年民權

運動開始發酵，進入1960年代初的黑權運動，然後是1964年底東部權勢集團領導

層發起的反戰運動。法國、西德、義大利等國，早期階段彼此同時進行但是細節

不同。隨著反戰運動的出現，彼此融合在一起，並於1968年爆發、融合。 

 

前置作業到1968年，基辛格的時代終於來臨。約翰遜當局發起的試點計畫全

面升級為基辛格的業務，北約則以馬爾薩斯主義為其官方政策。1969年，北約的

“緊張局勢”爆發，與西德、義大利、美國恐怖主義的時間一致。1969年底，“環

保主義”運動，同時在美國和歐洲自上而下風行草偃。1969年，一個組織開始吸

收男、女性同性戀的大型運動，隨著新成立的“婦女解放運動(Wo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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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tion Movement)” 透過長期貶低他們的“靈敏度會議“，成為傳播崇拜女同

性戀的主要組織。 

 

這就是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一切都和政府政策和群眾行為由上而下操作範式

轉換(paradigm-shift，又譯典範轉移)一致，從而徹底改變人民群眾的價值觀。這

是一般的文化範式轉換，轉向羅素推崇的“即使令人噁心也是必要手段” 的價

值觀。 

 

 “第三和最後的羅馬帝國” 

 

這可能很誇張，但只是誇張，今天“西方”國家大學內部和周圍許多自稱馬

克思主義者的人，甚至比目前蘇聯集團國家發現的還多。1956年以來在東歐已經

引領風騷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大約在1960年代中期已經逐漸淡出，蘇聯本身的領

導圈子裡尤其明顯。今天，蘇聯官員通常被列為“蘇聯實用主義者”，蘇聯教堂

裡的人潮也不僅僅是坐滿，而是人滿為患。 

 

想也不用想就知道，一些反蘇聯的重要人物非常高興，馬克思主義已經在經

互會國家轉向實用主義和宗教。基辛格先生聲稱很開心，他的工作夥伴彼得·卡

爾頓勛爵也是，基辛格在哈佛大學取代的布熱津斯基也同樣很高興。布熱津斯基

後來也取代基辛格成為美國國安局局長。 

 

布熱津斯基先生自己受惠於其在東歐和亞洲事務上巨大而似乎取之不盡的

想像力。我們所有人的鄰居或其他有相似才能的熟人：例如，這位鄰居幾乎在任

何場合都能及時發明一種論述，否則宇宙就無法存在。簡言之，布熱津斯基先生

是西方非常典型的政策影響者，他們非常虔誠地希望蘇維埃帝國從內部摧毀自

己，而且他們選擇靠完全想像的信仰，讓自己的願望在一臂之搖就能實現。我們

希望強調布熱津斯基先生並非如此，而是他具有目前為止他所代表事物的典型

特徵。 

 

蘇聯帝國是否正如布熱津斯基先生及其同路人所堅信的，開始由內部摧毀

呢？或者，有同樣想法的人，忽視了該帝國斯拉夫和伊斯蘭人口中許多文化的重

要事實？他們不僅無視這些重要的事實，而且從英國教會領導層、威尼斯重要的

文化研究機構，或者希臘阿索斯山修道院的學習圈子中都一樣無視。此外，布熱

津斯基等忽視十五世紀末以來累積的大量文獻記載，以及目前流通的新學術研究

書籍或最近在羅馬舉行的會議記錄。 

 

關於我們現在所談的這個主題，我們採用事實的準確性和重要性，已經獲得

我們所指出的各種專家承認，包括蘇聯國內本身最高級別知識最淵博、對此情況

消息最靈通的學者。所有這些事實，如果布熱津斯基官方立場和關切此事的同路

人不故意避開這些知名的專家，他們很容易就能取得相關資料。對於我們從這些

事實中得出的結論，專家普遍認為，本書作者的評論不僅僅是“可能正確”，而

且在最壞的情況下，本書作者的評論是目前值得研究和辯論的唯一假設。 

 

目前為止，本章和前面一章中，我們已經從 “文化範式”的角度研究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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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馬爾薩斯主義的根源。亞當·斯密1759年《道德情操論》引用的加爾文主義者

的論文，就是文化範式的例子，或至少是這種範式的核心。新英格蘭的埃塞克斯

政治集團 (Essex Junto)家族和今日美國東部權勢集團的文化範式是另一個例子。

從強調科技進步轉向“環保主義”和“後工業社會”是美國和西歐優勢文化範

式的巨大變化，我們多數人都曾經經歷過。現在，我們關注的是蘇聯馬爾薩斯主

義現象，已經在蘇維埃領導層和俄羅斯東正教階層中迅速發展。更有影響力的蘇

維埃 KGB 官員和俄羅斯東正教宗主教(Patriarch Pimen)也是這種現象的例子，可

能比伊凡·弗羅洛夫(Ivan Frolov)和其他與蘇維埃全球系統分析組織更狂熱的新馬

爾薩斯主義者。 

 

我們今天對蘇維埃帝國內部文化發展的評論，應該與巴伐利亞西門子基金會

代言人亞民·莫勒爾（Armin Mohler）博士的著作進行比較。莫勒爾博士早期是希

特勒瑞士武裝親衛隊的志願者。戰後初期，他在瑞士納粹同情者卡爾‧雅斯貝爾

斯（Karl Jaspers）之下完成研究工作，1949年出版論文，隨後在1950年出版”保

守革命”及後續的版本。這本書被視為對納粹的懺悔，這一點對今天的“新右派 

(new right)”更重要。這本書是產生納粹心理過程最詳細、大致準確的對照圖之

一。一旦瞭解納粹思想的心智圖，人們或多或少就能夠準確預測他們的下一步和

目標，以及納粹運動成熟時，這些目標將如何變化，等等。莫勒博士描述的是歐

洲十九世紀流行文化的轉變，導致二十世紀法西斯主義全面出現，特別是納粹主

義，與今天蘇維埃帝國的發生過程最相似。本書或多或少足以替代俄羅斯19世紀

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和德語瑞士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這僅僅是比較後較為重要的部分。今天蘇聯的 KGB 被精確地描述應為“納

粹國際”的組織包圍進而進行密切的大規模合作。這是一個富有而強大，遍布全

球卻集中且一致的網絡，由某些西方情報部門採用納粹，特別是納粹國家安全總

局(RSHA, Reich Main Security Office)第6處(Amt VI) 的機制，共同組成，作為戰後

反蘇聯的戰力。同樣的，蘇聯國家安全機構也深入滲透和控制同一網絡，並應用

於對抗西方。與此同時，納粹國際在1943 - 1950年間重新聚集，由強大且戰後也

仍然對納粹十分狂熱的瑞士銀行家支援和控制。國際恐怖主義幾乎完全是由這個

納粹國際建立和穿針引線的。它是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或伊斯蘭世界蘇菲運

動中的主導組織力量，也是今日印度、中東、西歐各種世俗形式“一體化”（“分

離主義”）運動中的主導力量。它與歐洲和美國的蘇菲共濟會網絡重疊，是一個

名為伊斯蘭、西方以及馬爾薩斯主義者的羅馬俱樂部內部的主要力量。 

 

 西方自稱“右翼” 的人士，包括一些在官僚情報機構內部或與其相關的高

級官員，堅稱納粹國際是他們反蘇維埃帝國的資產和盟友。西方某些類似立場的

所謂自由主義者認為，納粹國際及其附屬單位是反蘇“即使噁心也是必要之惡的

手段”。如果他們比較了莫勒爾博士保守革命與蘇維埃統治時期爆發的特殊種類

法西斯主義風潮和蘇維埃帝國人口某些相關社會潮流的影響，卻對顯而易見的事

視而不見。蘇維埃馬爾薩斯主義的出現，只是蘇聯帝國指揮這一趨勢的人口特

徵，也是顯而易見的診斷證據之一。 

 

除了他所有的錯誤之外，卡爾·馬克思博士其實是充滿激情的反馬爾薩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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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者。 

 

早在1820年代和1830年代，他與同事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就慧眼識得英國

潮流中著名的自動計算機設計師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他們也與愛

丁堡和劍橋學界共同與巴貝奇結盟。他們的努力產生了英國科學促進會（BAAS,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和美國分會 AAAS。BAAS 圈子

不是哲學上的反馬爾薩斯主義者，但是確實認為，牛津大學、倫敦皇家學會的馬

爾薩斯主義者和黑利伯里(Haileybury，又譯海利柏立)，在阻止科學研究和技術進

步方面已經做得過分了。他們與20世紀初的米爾納係數俱樂部中的絕大多數人都

認為，英國的科學及發展速度已經遠遠落後於美國和歐陸，戰略上陷入險境。因

此，與恩格斯家族企業有關的「劍橋使徒」(Cambridge Apostles) 圈，對亞當·斯密

和大衛·李嘉圖之間的政治經濟學，和馬爾薩斯等人明顯的反科技狂熱完全切割。 

 

1840年代中期，馬克思在這方面受到恩格斯的強烈影響，到倫敦後，又受到

帕爾默斯頓勛爵(Lord Palmerston) 主要情報部門的英國秘密情報局監督及大英博

物館的大衛·烏爾哈特 (David Urquhart)監督。愛德華·艾威林(Edward Aveling)博士

的案例強調了烏爾哈特圈子的本質。艾威林曾經是布拉瓦茨基夫人(Helena 

Blavatsky， 以 Madame Blavatsky 知名)旗下的神智學領袖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的情人，他與馬克斯的女兒結婚前，曾經受貝贊特指引到大英博物館與

馬克思一起工作。在一份倖存的文件中記錄這位全能的惡棍艾威林負責編訂馬克

思第一版資本論，並將之歸功於達爾文，馬克思鄙視之馬爾薩斯主義者。艾威林

因之與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又譯約翰·羅斯金），包括哈默史密斯協會

(Hammersmith Society)結交。儘管如此，1840和1850年代，馬克思的觀點一直都是

巴貝奇及各種英國反馬爾薩斯主義者的觀點，在他餘生和文字中也一直如此強

調。 

 

大約一個多世紀以來，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反資本主義的主要論據之一，

就是資本主義抵制技術進步，對世界人口造成很大的傷害。列寧也極力自稱持同

樣的觀點，他們對蘇維埃俄羅斯工業技術發展的承諾，可能與早期“西方人”（如

沙皇彼得一世和亞歷山大二世）或世紀之交的謝爾蓋•維特伯爵(Count Sergey 

Witte，俄羅斯帝國工業化進程的重要政策制定人)的形式有異，但是大方向則無

不同。讀者也可以回顧蘇維埃1920年代的 “工業化辯論”，史達林時期的五年

計劃，人造衛星史普尼克或史波尼克(sputnik)等。 

 

因此令人相當意外，首先發現前蘇聯工業家阿列克謝·柯西金 (A. Kosygin)的

女婿哲曼·格維希阿尼(Dzerhman Gvishiani)，曾經在國防部首席科學顧問索里·朱

克曼勛爵(Lord Solly Zuckerman)之前擔任過極端的馬爾薩斯國際應用系統研究

學院（IIASA）負責人，或在蘇聯 KGB 控制下出版的官方刊物中，閱讀過伊凡·

弗羅洛夫和他的圈子的極端馬爾薩斯胡言。又或者，有人注意到，1982年5月10

日，俄羅斯 KGB 最高階官員東正教宗主教，於國際莫斯科和平會議發表政策演

說，攻擊本書作者1982年2月提出美國新戰略原則，取代 MAD 並行的美蘇發展部

署戰略防禦系統(ABM,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以結束熱核恐怖時代。由於

其他的特徵，皮門的論點十分顯著，是典型的極端馬爾薩斯耶穌會代言人的論

點。皮門和耶穌會士以及極端馬爾薩斯方濟各會代言人的論點，直接照抄自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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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創世記之書“諾斯替聖經”。 

 

1982年5月10日皮門的教義很有趣，不僅因為他在這個位階攻擊本書作者，

梵蒂岡羅馬教皇科學院院士也同樣發表一份聲明，其中包括法國遺傳學家傑羅

姆·勒瓊（Jéréme LeJeune）教授等人於1982年9月簽字後的一個月，愛德華·泰勒博

士於華府新聞記者俱樂部舉行會議後，在1982年10月25日回應本書作者提出的戰

略學說。所以，羅馬教皇科學院的耶穌會士們僅僅是攻擊本書作者提出的新戰略

學說。另外，1982年，勒瓊教授與羅馬教皇科學院組團前往蘇維埃拜訪高層官員。

勒瓊教授遵循1982年9月的聲明，在法國、美國和其他地方對本書作者加大力道、

不斷的攻擊，以同樣的擬議戰略原則為由，控訴本書作者是蘇聯 KGB“代理

人”。這就是勒瓊教授 - 表面上是右翼天主教徒，在遺傳學中具有非常右翼的

觀點，實際上是蘇聯 KGB 的代理人？ 

 

後來，里根(Ronald Reagan)總統在1983年3月23日宣佈本書作者早先提出的新

美國戰略學說的重要部分為美國的戰略理論，蘇維埃自總理安德羅波夫以降大肆

攻擊里根的說詞，與1982年5月10日宗主教對本書作者的攻擊如出一轍。同樣一

條蘇聯 KGB 的線索，呼應帕格沃什會議的政策。 

 

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巧合。蘇聯方面，這些發展反映出蘇維埃領導層內持續不

斷且深遠的範式轉換；西方世界，部分反映了蘇維埃 KGB 與耶穌會、日內瓦新

教徒間的深度合作。世界基督教會聯合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 又譯

普世教協)則和蘇維埃和瑞士的納粹國際間有深度合作。 

 

耶穌會領導層和蘇聯 KGB 之間的密切聯繫都有書面證明。雙方的來往始自

威尼斯家族與俄羅斯和俄羅斯東正教統治集團的深層聯繫。18世紀和19世紀初期

教皇下令禁止雙方交流期間，耶穌會士曾經在俄羅斯居住長達十年。雙方的關係

一部分是透過俄羅斯的耶穌會教會，即所謂的“拜占庭儀式”或 “正教徒

(Uniates)”維繫，而正教徒是蘇維埃 KGB 與遙遠西方美國聯繫的重要管道。耶穌

會和包括蘇聯 KGB 的俄羅斯東正教會在內的東正教會統治集團，共同連結東西

方的“統一”網絡。這是通過維也納積極維護重要日常事務的紐帶，包括諸如德

國的優勢力量和其他人智學者作為“異教徒”配套的一部分。 

 

然而，雖然西方情報部門的所有上層人士（其中一些人也參與行動）都知道

這件事，但安撫觀點仍然保留在這個圈子裡，是西方一次成功、大規模的滲透東

方。壓倒性的證據證明，KGB-耶穌會的交流可能完全錯誤；這些情報部門完全

不明白威尼斯、瑞士、耶穌會以及拜占庭式斯拉夫文化環境。他們依賴當時西方

沒什麼“可信度”的大眾媒體文化，只能透過包裝盒上單、易於閱讀的說明傳播。 

 

這個問題的本質，西方情報部門的高層人士都知道，蘇維埃領導層不是馬克

思列寧主義者，也不是一般所稱的“蘇維埃民族主義者”。根據一些最高層的情

報來源顯示，這些蘇聯圈子經常使用“第三和最後的羅馬帝國”的術語。這是一

個預言，從普斯柯夫的斐洛德奧（Philotheos of Pskov）致瓦西里三世(Vasilij III)

（1503-1533）的信中，預言俄羅斯沙皇將統治第三和最後的羅馬世界帝國。這封

信是伊凡四世採用沙皇頭銜的基礎，俄羅斯東正教會基於此，堅持所有的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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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者都用沙皇頭銜。真是難以想像，蘇維埃領導人應該是現代的無神論者，怎

麼可能會根據十六世紀初的宗教預言設定其現行戰略？ 

 

顯然，如果蘇維埃政策是準確的，那麼美國和大多數所謂的西方領導人，對

蘇聯今天戰略問題的看法就很荒謬，他們忽略了馬爾薩斯主義思潮不斷在蘇聯領

導層和人口中增長。也許這些西方被誤導的領導人已經十分依賴“打擊無神論共

產主義”的想法，只能緊緊抓住過去不言而喻現在已經成為神話的說法，反而拒

絕承認其他更危險的來源？這不就是累積了包括勒瓊博士的案例在內，諸如此類

微小但是具指標性的證據，迫使我們重新評估帕格沃什會議、達特茅斯會議和東

西方“秘密外交”的宗教形式操作中，究竟是哪些人影響了另一些人？如果宗教

已經成為蘇聯戰略政策的主導手段，那麼經互會本身的國家政策，是否是可靠，

實際可證的事實？如果真是這樣，是如何發生，如何產生效果的？ 

 

假設利用俄羅斯教會拜占庭傳統的文化資源，東方斯拉夫人口堅信不移的傳

統，以及蘇維埃 KGB 與納粹國際的合作，能夠控制包括沿著蘇聯邊界在(歐洲)

東方爆發的伊斯蘭“分離主義”叛亂，現在都轉而有利蘇維埃？再假設蘇聯領導

層與納粹國際密切合作，使自己成為一種新型國際親蘇聯群眾運動的中心，取代

舊式崩潰的共產國際？假設西方宗教領袖本身深受馬爾薩斯文化範式轉換的影

響，他們會不會很容易被這種新的蘇維埃國際宣傳手段所操縱？這些問題與累積

的大量事實吻合，完全契合。因此，從統計學上來看，最可能的結論已在眼前。

然而，他們不僅是可能，而且可以證明是真的嗎？  

 

蘇聯沙皇統治世界，是最近幾十年來興起的新馬爾薩斯主義引領我們的終點

嗎？ 這是實現羅素1920年代提出的“國際社會主義”，以及他試圖為“原子科

學家公報”1946年10月號撰述的內容嗎？ 

 

從羅素1940年代後期提出的觀點，和利奧·西拉德1958年的演說內容來看，我

們很容易總結事件的總體戰略。這是俄羅斯內部的事，完成蘇聯特色與政策的範

式轉換，需要更多關注。 

 

如果參考帕格沃什會議來看目前的情況，以及我們已經知道(帕格沃什)會議

的含義，我們可以公正地描述現狀。當蘇維埃接受帕格沃什會議的建議，以“秘

密外交”形成國家戰略政策，莫斯科一開始就把世界政府的觀點納入帕格沃什會

議的設計、啟動和組成。從1950年代末到現在，整個會議的主題特色，就是將世

界分成兩個，也可能是三個波斯羅馬帝國模式的 “帝國”，有時稱為“世界聯

邦主義(world federalism)”。二或三個這樣的帝國應該是最多了，當然，其中一個

世界政府制度會在西方出現，另一個在東方，就是俄羅斯帝國，如果有人堅持，

那就是蘇維埃帝國。1972年至1973年，情況已經很清楚，即使會議外部和相關形

式的“秘密外交”行動本身，在兩個主要帝國之間制定控制衝突的戰略方針， 

“緩和政策”是世界政府統一制度長期而明顯的趨勢。 

 

然而，西方決策者的思想中顯然尚未忘記西方精神，我們可以在聯合國善後

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UNRRA，

1943-1946）時期的東歐和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波蘭危機中看到。1968年捷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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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尤其是重要的提醒。西方打算提出“新雅爾塔” 協議條款

欺騙兩大擬議中的帝國，將蘇維埃帝國分割成小國，並藉助今天所謂的“分離主

義”從內部破壞。兩大擬議中的帝國之間不可能有長久的“緩和政策”；其中只

有一個才能成為世界霸主。 

 

蘇聯領導層並沒有忽視這個“緩和進程”的相關特徵，且已有前例循其本能

回應。 

 

1927-1928年，隨著幾乎滅絕俄羅斯東正教及其他組織的消滅富農運動，當時

稱為“契卡(Cheka)”的蘇聯秘密警察拉攏財產大為減少的教會領導層成為契卡

的資產，兩者之間聯結似乎直到1943年才受到明顯的影響。當時納粹正在為代號

為“巴巴羅薩行動(Operation Barbarossa)”的東征整備，俄羅斯教會已經為納粹的

攻擊提供金援，一小部分尤其是烏克蘭地區的蘇維埃人民，首先視納粹為解放者

舉雙手歡迎，史達林等人對弗拉索夫(Vlasov)將軍率領蘇維埃軍隊叛逃的事態發

展十分害怕。1943年，史達林在莫斯科散步進入聖巴素教堂（St. Basil's Cathedral，

又譯聖巴索大教堂)，與俄羅斯東正教牧首相談數小時，並達成協議。史達林這

一方，立即定義戰爭為從德國罪人手中保衛聖土和祖國俄羅斯人民的” 衛國戰

爭”。反之，教會動員人民支持戰爭，猶太蘇維埃宣傳部長伊利亞·埃倫伯格（Ilya 

Ehrenberg）定期投稿《真理報》(Pravda)，為狂熱的種族主義者，比之於納粹宣

傳頭子約瑟夫·戈培爾（Josef Goebbels）有過之無不及。 

 

戰後，史達林與教會繼續相關協議，並充分結合契卡和教會的力量，試圖將

東正教總部從君士坦丁堡遷往莫斯科。1952年，美國杜魯門總統在英國協助下，

阻止了這一切行動。教會在蘇維埃政府中發揮作用的時期，似乎在契卡頭子貝利

亞突然死亡和赫魯曉夫時代就停止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東正教會的作用在

西方各機構的大力鼓吹下加快速度。西方，特別是美國，這種觀點似乎毫無疑問

廣為各方接受；因為宗教與“無神論共產主義”相抵觸，蘇維埃帝國宗教組織的

權力崛起和影響力無甚進展，只取得”反叛蘇維埃祖國”的結果。 

 

面對 “分離主義”叛亂的威脅，蘇維埃的反應與史達林1943 - 1952年的行動

如出一轍，但是操作更細膩。這些蘇聯領導人的意圖為何，或者一些不可避免亦

不可預見的後果，從一開始就意味著不那麼深刻的轉變，還是留待日後由專家決

定。事實是，1960年代中期至結束，蘇維埃帝國領導層早已知道馬克思主義者的

影響力已經崩潰，所造成的意識形態真空將由1917年10月之前的殘餘填補。一開

始只是打算利用宗教作為蘇維埃內政、外交政策的文化武器，主要是接管蘇維埃

人民和主要國家機構，包括蘇維埃外交政策機構和 KGB，形成的文化環境。 

 

整個蘇聯戰略是目前最清晰可見者。 

 

因此，蘇維埃領導層在軍事政策方面，遵循索科洛夫斯基（V. D. Sokolovskii）

元帥在1962年《軍事戰略》第一版中發表的熱核戰戰略，其中的關鍵是開發大功

率雷射器等“新物理原理”的 ABM 防禦系統戰略，是1962年索科洛夫斯基將軍

即已訂定，也是蘇聯今日相對發達的系統。同時，不同於北約組織的是，蘇維埃

將在深層次、大規模“常規”戰力維繫獲勝能力，陸空部隊則進行核子、細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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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ABC）武器部署；值得吾人特別注意的附加功能則是，大力集中建設蘇聯

海軍戰略潛力。 

 

到1990年代，靠西方不斷退步到“後工業社會”，甚至伴隨軍事的部分一起

退步，蘇聯的戰略是為空間部署及 ABM 防禦體系創造全面戰略能力的條件，也

為北約與盟軍的勝利創造了無可挑剔的世界霸權條件。 

 

蘇聯領導層的首要軍事問題是，西方可能在蘇聯(U.S.S.R)部署戰略性 ABM

防禦系統之前，就對蘇聯發起先發制人熱核攻擊的風險。西方發生這種襲擊的可

能性取決其中一種情形，即西方在 ABM 系統發展戰略中失去了與蘇聯競爭的機

會；另一種情形，是西方看到其未來軍事防禦能力已失去存在的意義，過度的絕

望可能使西方不惜發動熱核戰，以防止蘇聯繼續其軍事建設-而不是冒險繼續蒙

騙。 

 

因此，蘇維埃（大概）於1980年代很關心麻痺西方政府和人民的政治心態，

在這種心態影響下，西方將不得不在1990年代的某個時期，通過沒有實質性的行

動，來阻止蘇聯鞏固其世界霸權。 

 

針對後面這一點，核子凍結、和平及納粹指導的“環保主義”運動成為蘇聯

戰略的主要資產。正如我們平日不斷觀察得到的結論，蘇聯 KGB 主要是透過新

教和天主教會腐敗的領導層，安排這些西歐和美國的群眾運動。這個行動還有其

他特點，只不過教會是蘇聯 KGB 影響西方群眾運動的主要管道。拜占庭儀式教

會負責為主要的 KGB 管道搜尋西方腐敗的教會領導人，包括透過位於希臘聖山

阿索斯山修道院與拜占庭儀式溝通。後來 KGB 在1970年代大規模擴充阿索斯山

修道院的戰略力量。 

 

蘇聯目前的戰略似乎沒有把馬爾薩斯主義推向國內，只是由 KGB 向西方出

口。 他們到底是真正的馬爾薩斯主義者，還是 KGB 心理戰劇本的一部分？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深入研究所謂的“俄羅斯靈魂”。俄羅斯馬爾薩

斯主義的根源，與我們熟悉的現代西歐和美國的經驗、歷史略有不同，兩相對照

更可以幫助我們全面瞭解歐洲歷史，包括更深入瞭解產生西方版馬爾薩斯主義的

心態。 

 

俄羅斯的宗教，文化和馬爾薩斯主義 

 

北方的斯拉夫部落是拜占庭一直以來面臨的諸多問題之一，甚至超過988年

基輔大王公聖弗拉基米爾(St. Vladimir the Great) 建立基輔羅斯國名義上的基督教

傳統。弗拉基米爾改教之前，採用了兩種方法。第一種主要是軍事方面。最終佔

上風的第二種方式就是創造合成形式的偽基督教，成為在拜占庭領導下斯拉夫人

民名義上的基督教基礎。 

 

為斯拉夫人編製的合成假基督教一般是諾斯替教(又稱靈知派或靈智派)形

式。從君士坦丁大帝開始，到帕里奧洛加斯王朝(Paleologues)，帝國法庭試圖從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0%9B%E5%A3%AB%E5%9D%A6%E4%B8%81%E5%A4%A7%E5%B8%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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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下強迫人民信仰偽基督教邪教的拜占庭教會，一種羅馬帝國萬神殿的異教崇

拜。君士坦丁任命阿裏烏斯主教(Bishop Arius)是其後幾個世紀的典型過程。基督

教的宗教信仰普遍局限於東方使用希臘語的人口，這群人尋求維護古典希臘文學

和語言，特別是柏拉圖的學說。帝國法庭強制反希臘語，甚至有一段時間，還禁

止教授古典希臘語，禁止帝國內有人自稱希臘人或被指定為希臘人。儘管基督徒

中的希臘人抗拒此事，但是頂級的教會統治集團卻是狂熱的諾斯替教徒，利用亞

里士多德作為諾斯替偽基督教教會的官方哲學。東西方基督教會之間的真正問

題，始自聖傑羅姆(St. Jerome，古代西方教會領導群倫的聖經學者，約340年－420

年)和聖奧古斯丁(354年-430年)，再到1439年的佛羅倫薩理事會。 

 

諾斯替教最危險的是一個稱為(希臘正教)靜修士(hesychasts)的派系，最初由

君士坦丁大帝在西奈半島的聖凱瑟琳修道院建立。 伊斯蘭教的興起促使帝國的

主要靜修士中心轉移到今天通稱聖山的阿索斯山修道院。這個保持傳統至今的靜

修士中心，目前是全球所謂“分離主義”運動的中心，包括耶穌會士指導下創造

的各種 “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和“靈恩派(charismatic)”邪教。 

 

這些異教宗教的靜修士(例如，肚臍冥想者）以母神（Mother Goddess）的邪

教模式為斯拉夫人建立靈恩派的偽基督教；母神今日已經在以下地區得到確認 - 

耶穌會重複泡製的“部落主義者(tribalist)”和類似偽基督教崇拜的地區。（耶穌會

士說，“嘿，夥伴，你也是以人為祭品祭拜，”實際上，“你可能不知道，這與

基督教的教義一致。”） 

 

 “母神”有時稱為西布莉-西比爾(Cybele-Sybil)，迦勒底人稱為伊斯塔爾

(Ishtar)，埃及人稱伊西絲(Isis)或古哈拉帕（Harappa，位於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原拉维河流域、

屬印度河流域文明）稱沙克蒂(Shakti)。這部分的異教宗教中，母神與一名男性形像

有關，男性通常是閹割的冥神，如奥西里斯（Osiris），或哈拉帕的濕婆(Siva)，或

埃及的三位一體伊西絲、奥西里斯和荷魯斯(Horus)，或用於基輔羅斯偽基督教的

模型，酒神(Phrygian Dionysus)（相當於奧西里斯或猶太撒旦，阿波羅也稱為路西

法）。隨著加入靜修士的神秘元素，這個異教模式就是拜占庭結合現存基輔羅斯

諾曼王朝的異教文化環境。 

 

一般諾斯替教的模式如下：以聖家族為伊西絲(Isis，瑪利亞），奥西里斯

（Osiris，若瑟）和荷魯斯(Horus，耶穌）提供新名字。與異教信仰相關的傳說和

其他神話則歸功於聖家族成員。因此，他們選用神秘的“祖國俄羅斯”以及俄羅

斯人民從祖國俄羅斯的土地神秘跳出的異教信仰，和人民集體意志表達的祖國意

志：祖國俄羅斯的聖血和土壤。 

 

    雖然斯拉夫拜占庭式的教會花了大約一千年的時間轉換信仰，但是所謂的老

信徒（洛斯可爾尼基教派 Raskol'niki，教會分立派）反抗人數在沙皇彼得一世(1672

出生，1682-1725 年在位)期間第一次達到高峰，這說明俄羅斯聖母邪教崇拜十分

有效地滲入不屬于任何教會，甚至自認是無神論的人群。17 世紀晚期，教會領

導人提出要清理俄羅斯聖經中最腐敗的思想，導致老信徒群起反抗。當時彼得一

世拒絕當羅馬、拜占庭二大帝國之後的第三帝國(俄羅斯帝國)沙皇，試圖 “西

化”俄羅斯，從上到下開始清理教會統治集團的腐敗，包括洛斯可爾尼基教派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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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大規模自殺的宗教衝突，大概四分之一以上的俄羅斯人口捲入了這個野蠻、怪

異的邪教現象，使得臭名昭著的吉姆·瓊斯牧師(Rev. Jim Jones)率領的人民聖殿教

出現大規模自殺(900 多人)似乎有一點小巫見大巫了。 

 

十九世紀，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又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著作，特別

是他的《罪與罰》，對本世紀洛斯可爾尼基教派的環境感知圖有深入的描述。洛

斯可爾尼基教派傳統的另一位使徒托尔斯泰(Leo Tolstoy)伯爵，更是直接呈現馬爾

薩斯主義洛斯可爾尼基教派版本的意涵。人民意志組織的無政府主義刺客、虛無

主義者，描繪了洛斯可爾尼基教派另一場暴動，猶如本世紀民粹派的所作所為。

莫斯科俄羅斯社會民主運動基本上是洛斯可爾尼基教派重返該市，與當地輕工業

建立關係的產物。布爾什維克飽受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就像波格丹夫(Aleksandr 

Bogdanov，俄羅斯科學家)、克拉辛(Leonid Krasin，蘇共外交家)和別爾佳耶夫

(Nikolai Berdyaev，俄羅斯政治宗教哲學家)的情形一樣，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

蘇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列寧評價他是蘇聯共產黨中少有的理論家)也如出

一轍。 布爾什維克關於解決農業問題的方法主要是採用邪教公社的形式，直接

從俄羅斯聖母“血與土”的洛斯可爾尼基教派理論流入俄羅斯。 

 

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其中威尼斯帕爾烏斯的代理人，托洛茨基，扮演重要

的角色，整體上是洛斯可爾尼基教派形式、內容和靈感的暴動，一個十八世紀凱

薩琳二世時虛構的洛斯可爾尼基教派普加喬夫一連串農民暴動(Pugachev Revolt, 

1773-1775)的複製品。 同樣的文化環境是1917年革命釋放的群眾力量，由列寧引

導到布爾什維克革命和國家的初始形式。 

 

仔細觀察“第三羅馬預言”的情節和內容，表明這樣的宗教預言可能持續以

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方式存在，以大約五百年的時間深深地埋入拜占庭文化的斯

拉夫部分。 

 

俄羅斯第三羅馬邪教組織在1439年佛羅倫薩大公會議第一次表明立場之後

爆發。君士坦丁堡帕里奧洛加斯王朝大公宗主教前往俄羅斯報喜，拜占庭通過

“尼西亞信經”版的和子說已經癒合東西教會的大分裂(Great Schism)。他的俄羅

斯同袍幾乎對他處以私刑。他們指控他與腐敗的第一羅馬簽署叛國協定，而第二

羅馬(帕里奧洛加斯王朝的拜占庭)也接受了這一現實，表示第二羅馬現在和第一

羅馬一樣爛。 

 

且先跳過宗教教義片刻。問題的癥結是拜占庭俄羅斯對西方仇外心理的暴力

與種族主義。這種在二次大戰期間從伊莉亞·艾倫伯格(Ilya Ehrenberg，俄羅斯作

家)邪惡的嘴裡吐出的仇外語言，在納粹般俄羅斯聖母神聖血脈和土壤邪教教義

中有其宗教基礎。這是俄羅斯神秘主義的精華，當洛斯可爾尼基教派經過好幾代

之後，其抗議者仍然提到“俄羅斯靈魂”時尤其具有特殊含義。這是俄羅斯的浪

漫主義，與德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產生納粹現象具有相同的涵意，都深深地依附

於任性、非理性的感官生活。 

 

洛斯可爾尼基教派是狂熱的唯物主義，也是狂熱的享樂主義。他們的神（女

神）是土地神；他們的神秘主義、靈性最終是亞當·斯密那隻“看不見的手”，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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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不可知的個人非理性意志，和某種不可知、全能之物，隨機連接個人的行動和

非理性意志，終致成為一個宏偉的設計。即使史達林也不能以政治領袖的身分統

治俄羅斯，只能像他之前的沙皇，以“小父親”的身分統治。克拉辛等人將列寧

的屍體進行防腐處理，是認為未來的科學會使列寧重生。 

 

因此，洛斯可爾尼基教派的暴動也不令人驚訝。布爾什維克主義從一開始就

適應了洛斯可爾尼基教派是反對沙皇“西化”傾向、維特(Witte)等人的一種群眾

力量。 列寧等人試圖“節制”洛斯可爾尼基教派的影響和意識形態，使布爾什

維克版本的“西化”可行。與洛斯可爾尼基教派相關的意識形態從未缺席。由於

馬克思列寧主義被削弱，洛斯可爾尼基教派所代表的古老文化環境就浮出表面

了。 

 

從這個角度看，小羅斯福總統對史達林的態度或許很巧妙。他基於蘇聯急需

西方技術援助，提供蘇聯向西方開放的機會，取得蘇聯完全的合作。羅斯福突破

拜占庭斯拉夫人因仇外心理而陷於隔離的狀態，允許俄羅斯以他們自己的速度和

時間，以列寧提出的“美國方法” 執行“電力加蘇聯”的建設。西方不用羅斯

福的長遠觀點，反對羅斯福的做法，加深了俄羅斯對西方的孤立和仇恨，玩了個

“黑臉白臉”的遊戲，而這個“帝國”遊戲 -羅素的遊戲 - 提供蘇聯領導層早

期進行熱核戰為唯一可供替代的狀況。 

 

這就是西方，羅素等人設計邪惡遊戲，玩弄俄羅斯拜占庭式文化環境中的千

年發展潛力提出了洛斯可爾尼基教派浪潮之後，醞釀出布爾什維克良知的第三羅

馬潛在能力。他們的努力非常成功；西方在羅素等人的影響下，成功地在蘇維埃

人口和領導地位發揮了第三羅馬的潛在能力。 

 

馬克思主義文化環境的列寧主義者是我們可以成功談判的對象，長期而言會

有好處，因為他們反對馬爾薩斯主義和“西化”。列寧本人，通過他個人信任的

密使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在1922年簽署了拉巴洛條約(Treaty of Rapallo)。 誠

然，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認為牌就是列寧和契切林在玩：關我啥

事！這本來就應該就事論事，不是因為各種直接、間接的威權身份而挑東撿西的

拒絕。查理曼時代以來，西方文明最為強調的問題就是打破東歐、巴爾幹等拜占

庭文化環境的力量。 一旦東方接受並融入了技術進步，作為合作的基礎，東西

方彼此互利，我們也可能從東方獲利。 

 

實際上，我們做的一切就是精心安排蘇聯周圍的環境，製造《怪物》

（Frankenstein's Monster）。我們盲目愚蠢的支持一個“宗教”只因為它是“宗

教”，不曾檢驗該宗教的內涵，或者人類歷史迄今是否曾經出現 - 諾斯替式的

偽基督教形式，以及異教徒的前身 - 我們摧毀了一個弱勢、無能的對手馬克思

主義，以一個強大、更致命的對手，俄羅斯圍繞第三羅馬的教義動員。 

 

他們討厭我們，因為我們是“西方人”，就像普斯柯夫的斐洛德奧在 “第

三羅馬”預言中所述。他們利用我們自己西方教會的諾斯替潮流，幫助他們從內

部摧毀我們，並與蘇菲共濟會網絡和納粹國際結盟，形成“伊斯蘭原教旨主

義”，我們認為是對付他們的有效工具。我們創造的這個《怪物》，藉由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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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提出新羅馬帝國的問題，此提議正好凸顯“第三和最終形式羅馬帝國”的全

球規則。 

 

因此，我們即將結束羅素世界帝國夢想的“國際社會主義”宏偉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