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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禁酒令：折腾的可不止酒鬼

下周史上那点儿事
（12月2日—12月8日）

本报记者 王昱

1933年12月4日，这一天美国
的酒吧空前拥挤，要知道，美国的
酒鬼们已经好久没有放心大胆地
喝酒了——— 准确地说，他们等了
将近14年。这一天，美国历史上著
名的“禁酒令”终于被废止了。

今天看来，以法律的方式禁
酒，对现代世俗国家来说是个匪
夷所思的做法，但这么离谱的事
儿美国还真就干了，而且还是以
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而这纸修正

案，折腾的可远不止美国的那一
代酒鬼。

美国人怎么非要跟酒较劲
呢？这就得说到美国历史上的一
次重大进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由于女权运动的兴起，美国各
州开始给妇女选举权。在一个民
主政体中，选民一下子增加了一
倍，这可非同小可。为了笼络住这
个新票仓，美国议员们都开始问
女性们一个问题：“女士们，你们
对我们的国家有什么政治诉求
么？”可是，在当时的美国，除了少
数女权运动者，大多数女性连“政
治”都不关心，更别说啥“政治诉
求”了。于是，女性们讨论了半天，
最终得出了个很“家庭化”的政治
诉求：“我们就是希望丈夫能少喝
点酒。”因为男人们喝酒又花钱又
耽误时间，喝醉了还要打老婆孩

子，在家庭主妇们看来，酒当然是
万恶之源。

基于此，再加上美国本就有
反对饮酒的清教传统，终于，1920

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18号宪
法修正案，这就是著名的禁酒令。
细看这条法令，你会发现这条法
案很多规定很滑稽。比如说，法案
规定，公民可以在自己家里独自
喝点酒，但到酒吧里喝就是违法
的。美国当时不少人就讽刺，这个
思路看起来更像是主妇们给丈夫
定的家规。

法案的初衷或许是美好的，
但当真正实施时，意想不到的连
锁反应发生了。首先，很多普通美
国人根本没有能力自酿酒水，面
对禁酒令他们只能选择去违法的

“地下酒吧”，而由于这种“地下酒
吧”比较难找，所以喝酒的人一般

找到一家就会猛喝一通以“解
馋”。再者，由于酒的流通受到限
制，更“高效”的烈度酒因此大受
酒商和饮者的欢迎。如此一来，喝
大酒、喝烈酒的人越来越多。酗酒
从少数人的不良恶习，变成了大
多数饮酒者的唯一选择。

禁酒令带给美国人的噩梦远没
有到此结束。禁酒令更致命的危害
是，它让美国一夜之间变得黑手党
横行。由于酿酒买酒都是非法的，这
些地下行业迅速被本就不拿法律当
回事儿的黑手党团体垄断，成了他
们的主要财源。美国的政客、警察、
执法机构甚至普通民众们，都通过

“喝酒”跟黑手党密不可分地联系在
一起。这就是《蝙蝠侠》、《超人》这些
漫画中美国的黑恶势力为什么几乎
无处不在的原因——— 这是美国那个
年代的真实写照。

美国的禁酒令虽然在1933年
最终解除了，但酗酒和黑手党却
像后遗症一样存留了下来。直到
今天，这些后遗症还在隐隐作痛。

讲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想
说禁酒思潮是不对的。恰恰相反，
这种思潮发端于一个非常美好的
动机，但美好的动机并不一定换
来美好的结果。回顾禁酒令的恶
果，你会发现社会是一个超乎常
人想象的复杂结构，任何一点小
小变动，都有可能产生一连串让
人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因此，
人们在推倒改革的第一个多米
诺骨牌时，应当慎之又慎。社会
改革的基础，应当是理性的深思
熟虑，而非灵光一现的美好愿
望，否则就会像禁酒令一样，你
猜得对故事的开头，却绝对猜不
对它的结尾。

一周史记

三三百百年年之之痒痒
苏格兰为何要和英格兰“闹离婚”

原住民大战外来户

细数世界上各民族之间的
关系，有“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
仇”般宿怨的民族为数不少，比
如俄罗斯与波兰，中国和日本。
但这些民族掐架归掐架，其实都
有血缘关系，要么属于同一个民
族系统(斯拉夫人)，要么同文同
种。但英格兰和苏格兰却是个例
外，这两帮人有点像大洋彼岸印
第安人和白人殖民者之间的那
种感觉，是原住民和外来户间

“你死我活”式的矛盾。
故事的开头可以追溯到没

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在欧洲
大陆上，曾经生活着一个强大而
神秘的种族——— 凯尔特人。但从
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由于新
种族入侵，凯尔特人地盘越来越
小，一直退到了不列颠。公元一
世纪左右，罗马人追到了这座岛
上，或许意识到“民族到了最危
险时刻”，凯尔特人展开英勇的
还击。最后罗马人也被拖得没脾

气，在不列颠北部修了一道长
约 百 余 公 里 的“ 哈 德 良 长
城”。这座长城成了苏格兰
和英格兰大体上的地理分
界。

自哈德良长城修好
后，英格兰和苏格兰就
开 始 上 演 不 同 的 故
事。地处南方的英格
兰由于气候温暖，
土地平整，成了
外来各民族你
方唱罢我登场
的逐鹿疆场。
公 元 五 世 纪
罗马人撤走
后，渡海而来

的另一个民族
盎格鲁-萨克森

人 占 据 了 这 片 土
地。又经过几番“城头

变幻大王旗”后，英格兰民族终
于在不断的民族融合中基本成
型。而位于北方的苏格兰，凯尔
特人依靠高地与寒冷，一次次打
退了外来户。总之，当历史进入
公元的第二个千年时，墙两边的
两个民族各自演化着，虽然互怀
龃龉，也还基本相安无事。

这种对峙一直持续到1296
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登基，
此人是个军事天才，外号叫“苏
格兰之锤”——— 光瞅这名字就能
猜出他要干啥。在他的领导下，
英格兰军队占领了苏格兰的大
部分领土，苏格兰的游击战大师
威廉·华莱士虽然奋起抵抗，但
最后还是兵败被杀。这段历史后
来被演绎成了好莱坞大片《勇敢
的心》。不过，历史上真正救苏格
兰于危亡之中的，就是片中那位
投机分子、后来的苏格兰国王罗
伯特·布鲁斯，他在1314年的班
诺克本战役中最终打败了英格
兰侵略军，苏格兰至此正式独
立。这场战役给苏格兰带来的骄
傲感一直延续至今，此次之所以
苏格兰政府要选在2014年搞独
立公投，主要就是想赶这场“立

国之战”700周年的纪念日。

史上最大“骗婚”事件

班诺克本一战让英格兰人
见识到了北方邻居的厉害，既然
靠武力搞不定，自然得想别的法
子。而英格兰人最终采取的战术
说起来咱们中国人再熟悉不过
了——— 和亲。

欧洲贵族互相结亲的传统
比东方国家更为普遍。到了近
代，欧洲各国王室间都能攀上点
亲戚。这种互相嫁女儿的传统在
互表友好之余，不能不说暗藏着
惦记对方王位的意思。具体到英
格兰对苏格兰这场“婚姻战役”，
最终在坚持不懈地搞了三个多
世纪后修成了正果——— 到了16
世纪，英国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号称“童贞
女王“的她没有留下子嗣，其王
位传给了表侄苏格兰国王詹姆
斯六世(既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
世)，两国从此开始共戴一君。

但没过多久，英格兰人就因
受不了詹姆斯和他儿孙们的统
治，爆发了光荣革命，还从荷兰
迎来了信奉新教的威廉三世。苏
格兰觉得既然“共主”没了，那就
分家呗，于是苏格兰议会拒绝承
认信奉新教的汉诺威王朝继承
人。英格兰对此的反应是立即翻
脸，1702年，英格兰推出了《外国
人法案》，法案规定如果苏格兰
不与英格兰合并，则所有居住在
英格兰的苏格兰人将被视为外
国人，财产充公、货物没收，还威
胁将断绝与苏格兰一切贸易往
来，并派军舰封锁苏格兰的港
口。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家庭
暴力”，苏格兰只得选择屈服。
1707年，两国正式签订了合并条
约，苏格兰王国至此成为历史。

回到原点的梦醒时分

苏格兰虽然是被“骗上贼
船”的，但不能不说，它至少上的
是艘顺风船。

苏格兰被合并的那个年代，
刚好是重商主义在欧洲盛行时
期，由于苏格兰国力较弱，出口
什么东西都要被各国的贸易壁
垒敲一笔。而自从能打着英国旗

号横行四海后，苏格兰迅速获得
了巨大的利益。苏格兰还从英格
兰人开创的美洲烟草贸易中获
利，这是苏格兰从合并中尝到的
第一笔甜头。

在18、19世纪里，大英帝国
的辉煌与荣耀似乎让苏格兰忘
记了被“骗婚”时的不愉快，苏格
兰用其出产的优质煤矿让英格
兰的锅炉轰隆隆运转起来，英格
兰则用铁路和工厂将原本贫穷
的苏格兰带入了工业革命。亚
当·斯密、瓦特、贝尔、司各特、史
蒂文森、科南·道尔，这些将英国
推上世界霸主之位的苏格兰人，
似乎标志着这对昔日的冤家已
经密不可分了。

但苏格兰寻求独立的呼声
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它只
是被帝国一时的辉煌掩盖了。当
大英帝国日薄西山时，这种声音
就再次凸显出来。1960年，时任
英国首相马克西米在南非议会
发表了著名的《风向的改变》演
讲，这是英国历史上重要的演讲
之一，它标志着大英帝国明显走
向终结，使得其殖民地独立运动
达到了高潮。在英伦三岛内部，
苏格兰独立意识再次受到激发。
而最大的推动力又是来自经济
利益。1976年，苏格兰的北海海
域发现石油，苏格兰民族党组织
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宣布“这
是苏格兰的石油”。从此以后，北
海石油问题成为了苏格兰独立
主义者常拿来说事的一大口实。
而其中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英
格兰与苏格兰之间已经不再有
工业革命时的那种互惠关系，既
然如此，苏格兰为什么要用自己
的石油资源为英国的高福利埋
单呢？

英国20世纪著名历史学者
波拉德曾总结说，英国真正意义
上的对外扩张全是在苏格兰和
英格兰合并之后进行的。如此
说来，英格兰与苏格兰结束千
年的互斗，实则是英国崛起的
原点。而如今，当两个民族不得
不再次讨论其分家过日子的问
题时，无论这场独立运动将以
何种模式收场，都不得不让人
感叹，英伦岛上那场延续三百
年的日不落之梦，如今真的到
了梦醒时分。

本周，苏格兰政府公布了号称“独立白皮书”的《苏格兰独立
规划》。该文件称，苏格兰将于2014年9月举行独立公投，如获得通
过，将协商终结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缔结的长达300年之久的联盟，
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在中国，除了足球迷或历史爱好者，大多数人恐怕都会无视
英国“联合王国”的真名，把它视作一个整体国家。而看过早年热
映的大片《勇敢的心》的人，则会产生另一个疑问：片中那两个打
得和热窑似的民族，是咋凑合着过到一块的呢？实际上，抛开英伦
三岛其他事情不谈，单讲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恩仇，就是一个
延续千年的有趣故事。

本报记者 王昱

2012年10月15日，英国首相卡梅伦与苏格兰首席大臣萨尔蒙德签署
了关于苏格兰进行独立公投的最终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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