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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霍华德·津恩是美国著名左翼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终其一生，津恩的目光始终关注着“人民”
这个美国社会最广大也是最无助的群体，他的著述基本上也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美国人民史》是津
恩的一部扛鼎之作，也是新左派史学家的代表作之一。津恩还是一位著名的民权斗士和反战斗士。研究津恩
一类人物及其思想，并不仅仅在于了解他们本身，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全面认识美国的历史与现在，全面认识美
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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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Zin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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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ard Zinn is a well － known US left － wing historian and social critic． Throughout his
entire life，he always focuses on “people”who are the most numerous and most defenseless groups．
His writings are basically around this theme．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by Howard Zinn is a
prominent works，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new left historians． He is a famous fighter for civil rights and an anti － war fighter． Ｒesearching such persons as Howard Zinn and
their thought is not only to understand themselves，what is more，it can help us to gain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as well as its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ety．
Key words： Howard Zinn； American history；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US left － wing history

一
1922 年 8 月 24 日出生在纽约一个贫穷的犹太移民家庭。 他的父亲
霍华德·津恩（ Howard Zinn） ，
爱德华·津恩出生于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移民美国。母亲简妮 · 拉比诺维茨出生于沙俄帝国
东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爱德华在饭店做服务生，大萧条时期还开过几家糖果店，但都不怎么成功。
简妮是一名家庭妇女。
津恩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贫民窟中长大 ，毕业于当地的托马斯·杰斐逊高中。高中毕业后，他在一家
海军兵工厂做过水管焊接工人，并在那儿同罗斯琳 · 谢克特相遇，两人于 1944 年 10 月结婚。 这一时
① 本文是作者为《美国人民史》汉译新版撰写的译者序言，个别地方有增删和修改。《美国人民史》，蒲国良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5 月出版，该译本的繁体中文版近期将由台湾五南出版公司推出。

收稿日期： 2013 － 06 － 16
作者简介： 蒲国良（ 1966 － ） ，男，河南柘城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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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津恩深受狄更斯作品的影响，也读过马克思的一些著作。 他积极参与了当地的劳工集会。17 岁那
［2］
年，在参加时代广场的一次政治集会时 ，曾被警察用警棍打昏在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津恩参加了美国陆军航空部队，担任轰炸机投弹手，参加过对德国、捷克斯洛伐
克、匈牙利等地的轰炸行动，曾获得空军勋章，升任二等上尉。战争中的经历对其日后反战立场的形成
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战后，津恩回到布鲁克林，做过一段时间的勤杂工。他挖过沟渠，后来在一家啤酒厂工作。其间，他
们夫妻曾租住在鼠患猖獗的地下室公寓里 ，后来又搬进了政府为低收入者所建的廉租房。 依据退伍士
兵权利法案，津恩得到了进入纽约大学学习的机会 。为了挣钱读书，他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到一家仓库
装卸货物。1951 年，津恩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 次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58 年
又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津恩深受历史学家理查德 · 霍夫施塔
特的影响。1960 至 1961 年间，津恩还曾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 。
1956 至 1963 年，津恩在亚特兰大著名的黑人女子学院斯拜尔曼学院历史与社会科学系任教并任
系主任。其间还曾到法国巴黎大学和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做过访问教授 。 由于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坚
决支持学生运动，作为终身教授的津恩还是以“不服从”之名于 1963 年 6 月被校方解雇了。1964 年，津
恩受聘于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此后，他在该校任教长达 24 年，直到退休。在波士顿大学期间，他以反
对越战以及同校长约翰·西尔伯长期不和而闻名。 他开设的有关公民自由权的课程深受大学生的青
睐。1988 年，津恩退休。退休之后的津恩仍然非常活跃，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和演讲活动。2010 年 1 月
27 日，津恩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莫尼卡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享年 87 岁。
津恩矢志不渝地反对战争和社会不公 ，为争取和平、民权而积极奔走呼号。他的巨大付出赢得了美
国社会的广泛尊重，晚年的津恩曾折得许多荣誉桂冠，如和平修道院良知勇气奖 （ 1996） 、托马斯 · 莫顿
奖（ 1998） 、尤金·德布斯奖（ 1998） 、兰南文学奖 （ 1998） 、厄普顿 · 辛克莱奖 （ 1999） 、威斯康星 － 麦迪逊
大学黑文斯中心奖（ 2006） 、马丁·路德·金人道主义奖 （ 2010） 等，这些都是为表彰他坚持不懈地推动
和平和社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而给予他的回报 。诺姆·乔姆斯基在评价津恩的贡献时说： 在我看来，没
［2］
有人会有他这么大的影响力，他的历史著作改变了数百万人对我们历史的看法 。 对于津恩的去世，有
评论指出，随着这位激进的左翼斗士的离去，美国左翼史或将终结。

二
津恩是美国一位颇为知名的左翼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 ，一生著述甚丰，先后出版过 20 多部著作。
贫穷的家庭背景，贫民窟中的童年经历，工作和生活的艰辛，所有这些无疑都对津恩的世界观形成
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得他始终对广大的底层劳动者和社会弱势群体怀有一份深深的同情 。 终其一
生，津恩的目光始终关注着“人民”这个美国社会最广大也是最无助的群体，他的著述基本上也是围绕
着这一主题展开的。他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 1914 年科罗拉多煤矿工人罢工。博士论文《拉瓜迪亚在国
会》研究的是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任国会议员期间的活动，描述了以拉瓜迪亚为代表的一批“20 年代的
良心”为争取公共权力，维护罢工权利，要求通过税收调控财富分配而进行斗争的艰辛历程 。该论文于
1959 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
最能代表津恩对“人民”关注的是他于 1980 年出版的《美国人民史》一书。该书在深入发掘史料的
基础上，详细论述了从殖民地时期以来美国人民受压迫 、受剥削的历史以及他们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地
进行反抗斗争的历史。它通过生动地再现土著人反抗殖民者和征服者 、奴隶反抗奴隶主、工人反抗资本
家、妇女反抗男权等的历史事实，把一部活生生的美国“人民 ”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 该书出版后影
响甚大，一版再版，为津恩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是美国左派历史学的扛鼎之作。
2004 年，津恩同安东尼·阿诺弗联合出版了《人民的呼声： 美国人民史资料集》。该书辑录了《美国
人民史》中所摘引的那些来自于人民自身的原始资料的全文 ，包括演讲、文章、随笔、诗歌和歌词等。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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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恩本人直接参与其中的纪录片《人民如是说 》于 2010 年开始播出，它生动地再现了美国历史上那些
反抗压迫的普通美国人的真实生活 。显然，《人民的呼声 》和《人民如是说 》都可以看作津恩《美国人民
史》一书的姊妹篇。2008 年，津恩教育基金项目启动，该项目主要用以资助那些在中学和大学里使用
《美国人民史》一书的教育工作者。
津恩是一位高产的历史学家，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除了上述著作外，其它还有诸如《南方的奥秘 》
（ 1962） 、《大学生非暴力合作委员会： 新废奴主义者 》（ 1964） 、《新政思想 》( 主编，
1965)、《越南： 撤退的
逻辑》（ 1967） 、《不 服 从 与 民 主： 有 关 法 律 与 秩 序 的 九 大 谬 误 》( 1968，2002 修 订 )、《历 史 政 治 学 》
（ 1970） 、《五角大楼文件评论集》( 与诺姆·乔姆斯基联合主编，
1972)、《战后美国 》（ 1973） 、《日常生活
1974)、《独立宣言拷问美国意识形态 》（ 1991） 、《一个乐观历史学家的反思 》（ 1993） 、
中的正义》( 主编，
《在疾驰的列车上你不能选择中立 》（ 1994） 、《津恩读本 》（ 1997） 、《历史的未来 》（ 1999） 、《论战争 》
（ 2001） 、《论历史》（ 2001） 、《恐怖主义与战争》（ 2002） 以及历史剧《埃玛 》（ 2002） 等。 所有这些著作，几
乎都离不开“人民”这个主题。

三
津恩不是一个单纯的书斋里的学者 ，他还是一位民权斗争和反战运动积极分子，积极参与了 20 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 ，其活动曾一度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关注 。此后直至去世，他始终
都是一位坚定的民权斗士和反战斗士 。
津恩在斯拜尔曼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任教时 ，就已开始以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参加
当时美国国内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 。他同历史学家奥古斯特·迈耶一起成功地劝阻了南方历史学家协
会在种族隔离饭店举行会议的行为 。 他还是大学生非暴力合作委员会的顾问，并且给《民族国家 》和
《哈珀杂志》供稿，向它们提供学生静坐示威等活动的报道 。津恩本人曾同学生们一起到佐治亚州议会
的白人区静坐。他还公开抨击当局违反宪法的行径 ，指责约翰·肯尼迪总统、司法部以及联邦调查局在
保障民权方面的不积极甚至不作为 。津恩的行为引起校方的不满，遂于 1963 年 6 月被校方解雇。 对自
己在斯拜尔曼学院的这段经历，津恩后来回忆说，这七年是他一生中最感刺激、最有意义、最受教益的七
年。“我从学生那里所学到的东西远比他们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 。”①
反战是津恩大半生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积极参加了反对越南战争的活动 。1967 年，他把
自己发表的相关文章结集出版，名为《越南： 撤退的逻辑》，呼吁美国立即无条件从越南撤军。 诺姆 · 乔
姆斯基把该书视为津恩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 ，并把津恩称为明确地、公开地、有说服力地呼吁从越南撤
军的第一人。1968 年 1 月，津恩同丹尼尔·贝里根牧师一起访问越南，并促成了三名美国飞行员获释。
这是美国轰炸北越以来越南首次释放美国战俘 。此事在美国轰动一时。他同时还在作家和记者抵制战
争税公约上签名，郑重宣告将拒绝交税以示反对战争 。津恩还积极参与了揭露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内幕
的《五角大楼文件》②的出版。当时，丹尼尔·艾尔斯堡曾把《五角大楼文件 》的一份复印件送给津恩夫
妇，津恩同诺姆·乔姆斯基一起对这份文件进行了编辑和注释 。后来长期同津恩合作的灯塔出版社出
版了五卷本的《五角大楼文件》，其中第五卷便是乔姆斯基与津恩主编的评论文集以及前四卷的索引。
当艾尔斯堡以偷窃、间谍等罪名受审时，津恩受辩护律师之邀向陪审团解释了二战以来美国对越南干涉
的历史，为艾尔斯堡进行了辩护。在越战期间，津恩还积极声援士兵反战运动。 在 1971 年的一次反战
集会上，他曾遭到波士顿警方毒打。对 1991 年和 2003 年美国发动的对伊拉克战争，津恩都持明确的反
对态度，对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伊拉克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 。他认为，美国发动对伊战争的理由是不充分
①

Howard Zinn Interview： Conversations with Histo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C Berkeley．

②

即《1945 － 1967 年的美国与越南关系： 国防部研究报告》，是美国国防部对 1945 年至 1967 年间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秘密评估

报告。1971 年，报告撰稿人之一的丹尼尔·艾尔斯堡将其泄漏，引起美国社会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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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事件后，他也反对美国对阿富汗实施报复性轰炸 ，
的，也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出于同样的理由，
因为这种轰炸不仅无法消灭恐怖主义 ，反而会催生新的恐怖主义。2009 年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时，
津恩曾在评论中直言不讳地表示 ，应该把这个和平奖改称“战争奖 ”。 一个正在进行着两场战争的总统
［3］

居然能获得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委员会是该歇歇了。

津恩把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视为自己的毕生事业 。1988 年退休时，他最后一天的课不是选择在教
室里，而是与学生一起参加支持校园内护士罢工的纠察队 。退休后，他仍然热情不减，奔走于大学讲坛
和群众集会之间。直到去世前，仍在为录制“人民如是说 ”节目而忙碌。 作为一位著名的民权运动、反
战运动的斗士，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来形容他的一生，实不为过。

四
作为美国新左派运动中的佼佼者 ，津恩大胆地同传统历史教科书的叙述方法决裂 ，提出了诸多与美
国主流观点迥然而异的新看法。
津恩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充满冲突的世界，一个充满无辜的牺牲者和凶残的刽子手的世界 。任何
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个共同体，而且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共同体。事实上，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
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奴隶主与奴隶之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种族和性别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利益冲
突的历史。这样，对于历史叙述者而言，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个立场问题。 站在统治者一边，人们满
眼全是辉煌、进步、自由和繁荣； 而站在被统治者一边，人们看到的则是侵略、暴力、奴役和贫穷。津恩明
确表示，自己更愿意站在弱者一边，即尽可能向人们讲述阿拉瓦克人眼中的美洲发现史 、奴隶眼中的宪
法、爱尔兰裔纽约人眼中的美国内战 、女工眼中的工业制度的兴起、古巴人眼中的美西战争、美国南部农
民眼中的“镀金时代”、社会主义者眼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平主义者眼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哈莱姆
黑人眼中的罗斯福新政，等等。津恩指出，穷人的哭诉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但如果听不到他们的哭诉，
你就永远不知道公平是什么。
津恩认为，战争是人类的敌人，它名义上是为了扫除邪恶，实质上却是孕育邪恶的温床。 它不仅无
法从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而且还会把每一个参与者都变成刽子手 。战争有时会打出推翻暴君的旗号，
但其受害者却总是无辜的民众； 战争有时也会把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借口，其实战争只会培育愤怒与仇
恨，它本身就是恐怖主义。不难想象，一场每天都有平民被杀害，造成无数平民流离失所的战争怎么可
能有正义可言？ 所以，津恩强调，不能把“正义的事业 ”与所谓“正义的战争 ”混为一谈，不能以“正义的
［4］
事业”为借口去发动战争。 在他看来，不管你打出什么旗号去发动一场战争 ，实际上，没有一面旗帜大
［5］

到足以为屠戮无辜民众的行为遮羞 。 如果想要拯救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的话 ，那么，废止战争就
不应当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应当是迫切的现实需要。
津恩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标榜的民主 、自由、平等有他自己的理解。他以美
国这个自由世界的样板为例深刻剖析了其主流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 津恩指出，所谓“美利坚合众国 ”，
从来就不是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民主、共和两大党的背后都是大资本家，只要这些老板们满意，他们
并不十分在意民意如何。所谓“生而自由 ”也属妄语，美国自开国之初就是人生来就有奴隶和自由人、
佃农和地主、穷人和富人之分。所谓“人人生而平等 ”并不包含印第安人、黑人和妇女。 百分之一的富
人拥有全美三分之二的财富，在这种状况下有什么平等可言？！ 津恩对印第安人、黑人、妇女、穷人等弱
势群体为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而进行的不屈不挠 、前赴后继的反抗斗争深表同情并赞赏有加。 津恩指
［6］
出，历史的经验表明，“你决不能绝望。如果你是对的，只要你坚持下去，事情就会有变化 ”。 他引用阿
［7］（ p460）
尔多斯·赫胥黎的名言说： “自由不是赐予的，而是争取的。”
作为著名的左派历史学家和民权斗士 ，难免会同社会主义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 津恩年轻时就读

过马克思的著作并受其影响，但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他对社会主义持同情态度，但也不是严格
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某些方面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某些方面又是一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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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义者，大概算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吧 ”。 不过，津恩表示，社会主义是一个美好的名词，但苏联把
它给糟蹋了。像其他许多欧美左翼人士一样，津恩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也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在他眼
里，苏联以保卫社会主义的名义在喀琅施塔得和布达佩斯所干下的勾当 ，跟美国在拯救西方文明的幌子
［9］（ p9）
下在广岛和越南所犯下的暴行并没什么两样 。
津恩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充满友善和祥和 ，意
味着财富共享，意味着社会生产不是为了大公司的利润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 。在美国，社会主义拥
有像尤金·德布斯、克莱伦斯·达罗、琼斯妈妈和埃玛 · 戈德曼这样的优秀人才，社会主义者的报纸拥
［10］

有数百万的读者，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美好的名字。 津恩谴责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造成巨大浪费的
［11］（ p403 － 404）
制度、一个不公正的制度、一个关心利润超过关心人们的需要的制度 ”，
既然要超越资本主
［10］

义，那么，人们就不应当放弃社会主义。
津恩生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说自己有什么东西值得人们怀念的话 ，那就是“向人们提供了对世
界、战争、人权、平等问题的新看法，而这些新看法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他是当之无愧的。

五
《美国人民史 》是津恩的一部扛鼎之作，也是新左派史学家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初版于 1980 年，共
21 章，叙述了自殖民地时期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残酷掠夺起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卡特执政时期的
内外政策及美国社会变动为止美国的历史 。此后，该书一版再版，作者生前最后一版增加到 25 章，下限
延至 21 世纪初小布什上台和 9·11 事件后的反恐战争。其教学版被一些中学和大学选作教材 ，先后印
行了数十版。目前该书各种版本的发售总量已达数百万册 。
《美国人民史》一书的最大特点是从普通人而非政治和经济精英的视角来讲述历史 ，其主角不是征
服者、统治者、政客和资本家，而是印第安人、黑奴、劳工、妇女以及逃犯、示威者、骚乱者、拒服兵役者，等
等。正如津恩自己所说，他要讲述的是那些反对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的勇士的历史 ，是那些为争取劳工
权力而领导罢工斗争的工人领袖的历史 ，是那些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及其他人士的历史 。
因此，本书的主人公不是西奥多·罗斯福们，而是马克·吐温们，因为前者对战争情有独钟，对刽子手和
屠夫们给予褒奖，而后者则谴责屠杀行为，对帝国主义予以嘲讽。在美国历史上，最值得人们敬重的，是
那些勇敢地站出来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斗士 ，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举行抗议和示威活动 、要求废除种族隔
离制度的南方黑人，是那些利用一切手段反对资本巨头 、为改善自身生存条件而不懈奋斗的劳工 ……
《美国人民史》以巨量篇幅展示了美国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的悲惨境遇 ，并以他们的反抗斗争贯穿
始终。它既是一部美国人民的苦难史，也是一部美国人民的斗争史。人们在书中不难发现，从殖民地时
期以来的数百年间，印第安人始终摆脱不了被迫害、被驱逐、被屠杀、被欺骗、被遗弃的命运，而美国历届
［7］（ p526）
政府则背信弃义，先后撕毁的同印第安人各部落所签订的条约有四百多个 。
对于黑人、妇女、儿
童、穷苦劳工、华工等弱势群体的遭遇，书中都有栩栩如生的描写，作者对他们的不幸也都寄予了深深的

同情。哪里有不公，哪里就会有反抗。书中对印第安人、黑人反抗种族歧视的斗争，对工人争取自身权
益的罢工斗争，对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所开展的活动 ，都有详
细而生动的记述，材料鲜活，绘声绘色。津恩表示，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只不过是被那些不尊重人权
和宪法自由的人统治着。而《美国人民史 》就是要告诉读者： 我们国家的历史，就是一部为反对强盗资
［12］

本家和战争贩子而斗争的历史，为实现“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而奋斗的历史。
《美国人民史》用大量事实无情地揭露了美国统治阶级的谎言 ，批判了经济和政治精英们所构建的
有关美国内外政策的种种神话。当大多数人念念不忘《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名言时，津恩却要
告诉人们，“《独立宣言》的真实内涵在于： 由重要人士组成的上层阶级需要大量的美国人来反抗英国
人，但他们又不希望彻底打破 150 年间建立发展起来的财富和权利关系格局 ”。 当人们对美国宪法顶
礼膜拜时，津恩所要揭露的却是： “我们的宪法前言谎称是‘我们人民’起草了这部宪法，而不是 55 名享
［7］（ p684）

有特权的白人男子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

在作者笔下，乔治 · 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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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最富有的人，约翰·汉考克是一个成功的波士顿商人，本杰明 · 富兰克林是一个富裕的印刷业
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持有巨额利息，詹姆斯·麦迪逊的种植园里奴隶成群，安德鲁 · 杰克逊更是一
［7］（ p85，
91）
个土地投机商、批发商、奴隶贩子和印第安人最凶恶的敌人。
还有哥伦布的种族灭绝行为、西奥
多·罗斯福的嗜血成性以及林肯种族政策的缺陷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无耻之尤，等等，都被刻画得入木

三分。津恩指出： “利用政府达到阶级目的，为富有者和权贵们的利益服务，这一传统贯穿了整个美国
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这种语言的掩饰之下，就好象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富人、穷人还是中
［7］（ p684）

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

当总统们得意洋洋地宣布“我们的经济状况良好 ”的时候，对于那些
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而言其实一点也不好 。阶级利益总是被“国家利益 ”这个无所不包的托辞所掩盖。
在这一幌子下，美国发动了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对墨西哥的战争、对菲律宾的战争，等等。也是基于这一
借口，杜鲁门在朝鲜实施了“警察行动”，约翰逊和尼克松在印度支那进行了一场战争 ，里根入侵格林纳
达，布什入侵巴拿巴和伊拉克，克林顿轰炸伊拉克，小布什轰炸阿富汗，津恩问道： “当一小撮人决定发
动一场战争，而国内外其他的很多人因此而丧生或致残，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利益 ’吗？ 难道人民
［7］（ p685）
就不应当问一声他们究竟是在为谁的利益而战吗 ？”
政府试图欺骗人民，报纸和电视也干着大致
［6］
相同的勾当，但真相终究是掩盖不了的。纵然是一百个谎言，也难以抵挡一个真相的威力。

六
《美国人民史》这部以下层人民、弱势群体为主角写成的美国通史，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畅销的历史
读物之一。该书文字优美，语句铿锵，资料鲜活，精彩叠呈。它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却又饱含着
作者真挚的情感，读起来不仅朗朗上口，而且常常让人激情澎湃。 该书 1980 年问世后，经作者多次修
订，销售量巨大，并被陆续译成日文、法文出版。在全球拥有众多读者的法国《世界报》附刊《外交世界 》
月报还曾于 2003 年授予该书法文版好书奖。
中国学术界对霍华德·津恩及其作品的了解是从改革开放之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比较早
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内部刊物《史学选译》第五期( 1982 年 10 月 ) 上刊登津恩《马克思主义
与新左派》一文。随后《历史教学》杂志 1983 年第 10 期发表了著名美国史研究专家黄绍湘教授的文章
《评霍华德·津恩的〈美国人民史 〉》，这是《美国人民史 》问世后国内第一篇评介性的重头文章。 文章
着重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写作视角和主要特点，并结合该书相关内容，对美国史学史的主要思潮进
行了简明扼要的评点。不久，《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5 年第 6 期又发表了钟方的介绍性短文
《津恩： 美国人民史》( 全文仅 500 余字) 。虽然《美国人民史 》一书甫一问世即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但
令人遗憾的是，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津恩本人及其著作似乎并没有引起国内相关领域太大的兴趣 ，无论
是研究界还是翻译界，对《美国人民史》一书都再鲜有问津。直到 1999 年初，《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在
该年第 2 期上才又发表了刘大勇题为《〈美国人民史〉———一部美国史的佳作》的评介文章。 不过，该文
的评介对象已是《美国人民史》一书的 1995 年修订版了。
2000 年 10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美国人民史 》一书的第一个中译本，书名为《美国人民的历
史》。但这个译本所依据的不是该书的完整版 ，而是 1997 年的教学版，只是在翻译时删除了其中专涉教
学的序言、思考题，把它还原成了一部通俗的学术著作。 也就是说，第一个中译本实际上是《美国人民
史》的简本或者删节本。这个中译本的出版，对于中国人了解霍华德 · 津恩及其观点，了解《美国人民
史》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该书的出版适逢网络的日渐普及，中译本的部分章节在一些网站上
广为流传，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和宣传作用 。著名美国问题专家王缉思教授为中译本写了序言。 王
序不是简单的介绍性文章，而是一篇学术含量丰富的论文，不仅对读者了解霍华德 · 津恩及其观点，了
解《美国人民史》一书有极大帮助，而且对于研究美国历史及美国社会和文化都有启迪意义 。 该序言除
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外，还曾被国内发行量颇大的《读书 》杂志在其 2002 年第 3 期的“文事近录 ”栏目中
以“美国人民的历史”为题摘要发表。王序对《美国人民史》中译本的传播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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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当霍华德·津恩于 2010 年溘然长逝时，中国的一些报刊和网络上都出现了些
许纪念性文章，而且几乎都提到了他的《美国人民史 》及其中译本，这说明中国人 ( 包括不少草根网民 )
对津恩以及他的这部著作已不再那么陌生 。2013 年 5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推出《美国人民史 》的汉译
第二版。汉译新版所依据的是津恩生前修订的《美国人民史 》第五版，较之汉译第一版，新译本不仅续
补了克林顿执政时期到“9·11”事件发生和美国借反恐之名空袭阿富汗的两章内容，而且还补译了汉
译第一版所依据的教材版中略去的全部内容 ，并对第一版的译文进行了重新校订。 中文新版比旧版增
加了 30 万字的新内容。新译本的出版，无疑会再次激起人们对津恩及其著作的兴趣，推动国内津恩研
究的进一步深化。当然，总体上看，相较于美国的统治精英及其主流意识形态 ，我们对津恩这种美国的
“另类”人物及其“另类”著作所知仍然相当有限。可以说，国内对津恩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
研究津恩一类人物及其思想，并不仅仅在于了解他们本身，更重要的是了解迥异于美国主流意识形
态所描绘的另一个美国，这对于全面认识美国的历史与现在，全面认识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
无疑大有裨益。另外，像津恩这样的“另类 ”学者何以能够有所成就，并在美国著名学府里堂而皇之地
坐而论道，其颇为“另类”的著作何以能够为众多中学和大学用作教材而广为流布，他们对美国社会的
进步究竟发挥着何种功能以及如何发挥功能 ，这更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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