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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外国记者会的讲话（准备稿） 

2019 年 11 月 26 日 
下午 1:00 

 
“重振亚洲与世界的民主” 

预计时长：20 分钟 
 
Shibani，谢谢你的热情介绍，也谢谢你今天在这里接待我。谢谢大

家今天下午来到这里。 
 
同时也感谢香港外国记者会。这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机构。70 多年来，

这个机构一直倡导也象征着香港人长期以来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

公开辩论和寻求真理的承诺，这些都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基石。你们

在香港支持新闻和公共话语的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为

你们坚持不懈的工作喝彩。 
 
祝贺香港人两天前和平完成区议会选举。投票率达到 70%以上，这

甚至让老牌民主国家（比如我的国家）都相形见绌。应该说，结果

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我相信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有机会对此进行更多的交流。但不

管结果如何，香港各界人士都应该为前几天发生的事情感到自豪。

它再次让香港理所应当地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赢得全世界公民的

钦佩。再次表示祝贺。 
 
作为 NDI 总裁，我的首次亚洲之行就要结束了。上周早些时候，我

先去了尼泊尔几天，然后去了缅甸五天左右。这是我第一次去尼泊

尔，但不是第一次去缅甸。 
 
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共性：这两个国家都是极为多样化、欠发达的

多民族国家，都在努力摆脱残酷的国内冲突，进入一个和平、发展

和民主联邦制的新时代。然而，从那里开始，他们在某些方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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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偏离。我相信在稍后的问答环节中，我们也将有机会更深入地

讨论这个问题。 
 
NDI 介绍 
 
请让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所领导的组织。 
 
美国国际民主主义研究所，简称 NDI，成立于 36 年前（1983 年）。

我们隶属于美国民主党，但与该党没有正式联系。我们有一个独立

的董事会，由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担任主席。 
 
过去 30 年，我们已在 150 多个国家开展工作，目前在全球设有超

过 50 个办事处。我们约 50%的资金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20-25%
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其余来自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发展机构，

包括英国、加拿大、瑞典、瑞士和挪威等。此外，也有私人资助。 
 
我们是一个无党派的非政府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使命是支

持那些努力在其国家建立和维持民主实践之人，具体而言，即协助

政党、立法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机构发展，同时促进它们彼

此之间以及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从而确保进行可信选举、制定深思

熟虑且能回应民众诉求的政策，最终建立稳定和繁荣的社会。 
 
NDI 在工作中不会选边站。我们与所有人平等合作，横跨各个政治

派别，只要他们接受和平政治竞争的基本原则。我们感兴趣的是过

程而不是结果，我们的工作是透明的，除了那些直接支持公平民主

过程（透明、问责和所有人平等参与）原则的政策外，我们不主张

其他具体政策。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的宗旨也非输出所谓的“美国”模式，这是一

个普遍存在的误解。相反，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会分享全球各种

民主模式和经验，让各国能够汲取经验教训，并自行决定哪种模式

最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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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我们的工作，过去 30 年，我们在全球建立了一个广泛的

民主实践者网络，并且会定期善用这个网络。这个网络每天都在扩

大。NDI 为这项工作感到自豪，也在兢兢业业地执行，同时我们也

深刻感受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开展这项工作。 
 
全球民主现状 
 
就在几周前，全世界都在纪念柏林墙倒塌 30 周年。我和 NDI 主席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也在柏林待了几天，参与这项纪念活动。 
 
对话的基调是一致的。30 年前和其后十年中，民主的未来似乎是光

明的。历史已经结束。民主取得胜利。浪潮涌来，席卷欧洲、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民主传播到世界各地似乎有一种必然、甚

至于必胜的意味，尽管许多人认为要真正实现是需要时间的（或许

是几代人）。 
 
三十年后，大多数人都哀叹，全球民主面临严峻挑战，而且日益严

峻。根据各项调查，十多年来，全球民主每年都在倒退，不仅是欠

发达国家的新兴民主，经济发达的老牌民主国家也是如此。 

甚至包括我本人所在的美国。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 

若干因素使这些挑战更为严峻： 

● 新的数字技术可以让破坏者比以往更快、更广泛、更有

效地散布分裂和虚假信息； 

● 煽动家的出现；他们利用不安全、恐惧和种族或宗教分

裂，逐渐颠覆民主，但表面上往往沿用民主的形式； 

● 强势的专制国家崛起，这些国家认为民主是对他们利益

的直接挑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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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地方的民主制度未能为公民带来切实利益，无法满

足他们的最低期望。  

正因如此，有关民主必然性的自信假设已经消散。宿命论开始出现。

专制领导人变得更加自信，甚至宣称自由主义已经过时，并将他们

的威权模式吹捧为比民主更好的选择。 
 
但若在 30 年前民主倡导者提前取得胜利，对于今天那些宣称反自

由主义必然取得胜利之人，我也敢这么说。 
 
因为尽管民主国家无疑正在承受压力，但却并非唯一受到世界各地

日益增长的政治不满情绪影响的国家。 
 
从莫斯科到马那瓜，喀土穆到开罗，玻利维亚到贝鲁特，到德黑兰

和阿尔及尔，以及到香港这里和其他地方，公民们都在沮丧地走上

街头，要求政府倾听他们的声音，保护他们的权利，杜绝腐败，开

放政治体制。 
 
即便在土耳其、匈牙利和波兰等先前民主取得成功而目前却众所周

知正在发生倒退的国家，近期选举表明，系统性削弱民主制度、煽

动仇外情绪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我们还能从过去 30 年的记录和我们如今所目睹的大范围动乱中汲

取到什么呢？首先，似乎我们这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还不知道：

民主并不容易。它混乱、复杂、不完美，即便它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认识到，虽然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协助一个国家发展基本

的民主体制和民主进程，但改变思维方式和建立一种新的民主文化

要困难得多，需要的时间也要长得多。它并非直线前进的。 
 
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管理我们自己及他人有关民主能够迅速生根

并为公众带来利益的期望，特别是在欠发达且公民信任度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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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识到，身份政治非常强大。这种经济混乱，再加上蛊惑人心

的呼吁，至少在短期内可以导致选举胜利。 
 
我们还认识到，如果同样的老家伙（他们往往是家伙）不顾一些新

规则的存在，坚持玩同样的老游戏，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可能

会得到同样的老结果。 
 
因此，重要的是要取得不同的结果，确保民主制度向新的声音（青

年、妇女和其他传统上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敞开大门，使他们能

够发挥或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调查显示，人们对民主国家政治制度和治理结

构的信心正在下降，但政治参与度却在上升。关于这一点，不需要

我来告诉香港的任何人。全球范围内的这一上升趋势是由妇女和青

年引领的，他们要求更高问责性、更高透明度，至少在谈判桌上占

有一席之地！ 
 
因此，我们看到的不是对民主的原则性拒绝，而是对民主缺失或其

实践存在缺陷的失望。这表明，世界各地的人们想要更多（或者更

准确地说，更好）的民主，而不是更少。 
 
民主与专制 
 
原因之一是，民主过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自冷战以来盛行

的民主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空前的国际和平及全世界（包括亚洲在

内）经济与社会发展时期，这并非巧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受益

于民主和平的环境，并因民主国家的善意、开放的市场和开放的社

会而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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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最终证明了民主与经济发展、公共卫生及教育质量之间的

联系。根据这些研究，原因很简单：在民主国家，政府对人民负责。

民主制度激励着他们回应大众需求。 
 
相比之下，历史表明，仁慈的独裁者并不多见。这是因为，尽管独

裁者们自诩“高效”，但他们在治理国家时却很少考虑更广泛的公共

利益。相反，他们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如果不是唯一）关心政治盟

友及其他维护他们权力之人，而非解决包括公民不满在内的问题。 
 
缺少问责，就会出现权力滥用，这是人性中令人遗憾的事实。缺乏

透明和法治，就会出现腐败。当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时，这个人

就会获得他或她想要的信息，而非需要听到的真相，其结果是所制

定的政策具有破坏性和误导性。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寻求和平改革的途径就行不通了。极端的选择

出现。套用约翰•肯尼迪的话：“那些使和平改革成为不可能的人，

必会使暴力革命成为可能。”这是我们在世界各地反复看到的，不

仅是最近几年甚至几十年，而是几个世纪以来都如此。 
 
简而言之，尽管民主有种种缺陷，但它还是有效的。维护国家和平

与国际安全不仅是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其重要性更是不容忽视的。 
 
NDI 在香港 
 
正是这一核心信念推动着 NDI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工作，包括在香港。 
 
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我认为有必要简要解释一下 NDI 为何在香港

开展工作、我们与谁合作，以及我们做些什么。 
 
我们于 1997 年开始在香港筹办活动。从 2004 年到 2017 年，NDI
在这里设有办事处。过去 22 年，我们的工作重点始终如一：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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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充分发挥《基本法》所载民主权利的潜力，并推动国际社

会持续关注香港在这一方面的进程。 
 
我们其中一项主要工作是信息收集与分享。由于一些重要原因，全

球目光集中在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上，而较少关注香港的情况，

包括在实现《基本法》所载民主原则方面的进展。事实上，要应对

挑战，你必须首先识别它们。 
 
因此，自 1997 年以来，NDI 定期制作《Promise of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系列报告（16 份），跟踪香港的政治改革情况。这

些报告收集和分析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包括学术界、市民、政

党和政府等。随后我们把所制作的报告作为资源提供给香港人和国

际社会。 
 
所有这些报告都是公开的，可以追溯到 1997 年，发布在我们的网

站 NDI.org 上。下一份报告将于 2020 年初发布。 
 
应本地合作伙伴的要求，我们已通过研究和培训，加强对香港市民

的赋能。NDI 最近与香港大学合作，支持一项民意研究计划，以清

楚了解市民对民主制度和民生挑战的看法。这项于 2018 年启动的

初步研究旨在进行量化分析，预测当前抗争运动的许多驱动因素。

我们希望这项民意研究可以为那些可能不了解香港社会内部情况的

人敲响警钟，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就香港未来的和平发展进行建设

性对话。 
 
关于这项研究，可登陆香港大学网站查阅。第二阶段民调的结果将

很快发布。 
 
二十年来，NDI 一直与当地民间社会行动者合作，重点关注法治和

政治改革，协助他们更有效地与当地及国际受众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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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NDI 实施了加强政党建设的计划，同时涵盖泛民主派和亲

中派。NDI 一度派出小型代表团观察和报告香港选举的情况；过去

36 年，我们对全球 100 多个地方的选举活动均有如此行动。 
 
最后要说的是，多年来，NDI 一直支持妇女、青年和少数民族参与

政治的活动。我们支持青年辩论计划，举办研讨会推动妇女参与政

治和决策，并邀请研究少数民族参与政治的技术专家到香港交流经

验。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工作。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以符合与支持

香港《基本法》中所载权利和民主承诺之方式行事。我们不支持任

何特定的政党或机构，反之，我们致力通过推动和平对话来解决香

港所面临的挑战。 
 
现在，可能大家都听说了，北京声称 NDI 及其他一些组织参与了推

动香港独立或煽动叛乱，即所谓的“幕后黑手”。我很肯定地说：这

明显是错误的。我怀疑许多做出该等指控的人也都知道这明显是错

误的。 
 
我必须明确指出：NDI 在香港最近的抗争活动中（以及过往的任何

类似活动中）没有也未曾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有心人所作的指控

不独为了传播错误信息，也说明有关方面不明白真正的问题所在：

民意不满。如果当局以前不清楚这一点，通过两天前区议会选举的

结果，现在就应该知道了。 
 
危险在于，如果仍不真诚地看待当前形势（在当前情况下，香港人

真正担心的是他们的权利受到侵蚀，以及香港的总体发展方向），

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政策，并最终导致破坏性的解决方案，这对任何

人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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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指出的是，原则上，NDI 谴责任何人使用暴力来解决政治分

歧。鉴于愤怒和沮丧的情绪，暴力似乎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但

NDI 的 30 年经验表明，暴力对实现长期政治目标是不利的。暴力

政治运动很少取得成功，而只会使掌权者态度更加强硬，恶化分歧，

加剧持续冲突。这根本无法推动民主进程。 
 
什么是关键 
 
在我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议题是，什么样的规则、规范和

价值观将会引领各国，并作为 21 世纪国际体系的基础。 
 
比如，世界会重新采用势力范围模式，还是独立国家（无论大小）

能拥有平等权利去保护其认为适当的主权利益？ 
 
是一个国家的多数人有权无条件强压少数人，还是少数人也获得平

等权利与保护？  
 
真理和言论自由仍然是最重要的价值观？还是，世界必须调整其价

值观和标准，以包容其他国家在真相伤人时的感受？ 
 
要维护国家安全，是否必须要依靠一个奥威尔式的监控系统来监视

你的一举一动、购买行为和面部表情，并根据政府施加给你的莫名

其妙的社会信用评分来授予你权利？ 
 
还是说，各国政府会基于以下假设建设体制：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

开放社会和人民自由才能实现？ 
 
人类只能沦为被更大权力操控的群体吗？  
 
或者他们有与生俱来的个人主权？ 
 
最后，国家荣誉或者个人尊严，哪个更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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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人民对治理有发言权，政府对人民负责，行动透明，所有公民均有

权参与，这些都是人类尊严的基本价值观，也是民主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如今正受到围攻。但它们一直存在，也将永远存在。事

实是，历史永远不会结束。现在和将来都有这样的人，他们不仅想

在国内颠覆民主价值观，还为了一己之利想在国外进行颠覆，无论

是通过虚假信息、腐败、胁迫还是其他恶意影响手段。 
 
因此，重要的是，各国相信自由和民主原则的人士必须团结一致，

促进和捍卫这些价值观，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护这些价值观，以和平

方式对抗那些攻击或贬低它们的人。 
 
因此，当这个城市的人们思考如何前进并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时，

他们应该知道，同样的民主精神正在世界其他地方发挥作用。 
 
香港是一场全球大战的先锋，数以百万计的人也参与其中。这是一

种精神，要求尊重言论自由的基本价值观，尊重人类固有尊严，实

施负责任、透明且具有响应性和代表性的治理。 
 
这种精神超越文化或历史背景，呼应人类最基本的渴望。 
 
香港人应该知道，即便我们许多人只是在远处观看，你们也并不孤

单。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都与你们站在一起。祝愿你们取得成功，

让大家听到你们的声音，实现你们的梦想，尽管困难重重。 
 
很荣幸今天下午能够来到这里。谢谢大家用心聆听。我很期待接下

来的对话环节。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