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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是人類社會公認的基本價值觀，在當今社會裡被看作是天賦人

權，在西方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個人自由。然而，對於某些國家的人民而言，

能夠在一個小範圍裡自由地發表個人言論卻是一個奢望，更遑論是在公共領域

內的公開發表了。羅伯特 · 伯恩斯坦於 2016 年出版的個人傳記《發聲：我的

出版和人權生涯》（以下簡稱《發聲》）描述了一個出版家是如何透過自身的

努力，運用出版自由來促進人權，並將這種理念推廣到那些缺乏人權的疆域

的艱難歷程。伯恩斯坦一生幫助過很多因言獲罪的政治異議人士，其中不乏

為世人所景仰的人權鬥士，如前蘇聯的物理學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沙卡洛

夫（Andrei Sakharov），著名的文學家及捷克斯洛伐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以及中國的著名異議人士魏京生和徐文立等人。

伯恩斯坦出生於一個傳統的尤太家庭，他的曾祖父是為了躲避前沙俄政府

的迫害從立陶宛移民到美國的尤太人，而外祖父則是來自德國的尤太人。生長

1 本書評是根據英文原版寫作，因筆者手邊沒有中文翻譯版，因此名詞的翻譯和市面上的中文版本

或許有所不同，希冀讀者鑒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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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樣的一個環境裡，他的家庭非常感恩美國，也很珍惜來之不易的基本自由

和人權。

伯恩斯坦先生對世界的貢獻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來自他在出版業方

面的傑出貢獻。在短短的二十多年裡，他把藍登出版社（Random House）從

一個中等出版公司經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版集團，營收從區區每年四千多萬

美元提升到八億多美元，創造了出版界最大的奇蹟。更為重要的是，在他的領

導下，藍登出版社出版了影響整個世界思想界的一批名著，包括很多諾貝爾文

學獎得主的作品，例如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莫里森（Toni Morrison）
等人，還有美國膾炙人口的少兒作品蘇斯博士（Dr.	Suess）的系列作品。另

一方面，他對人權事業的巨大貢獻是無人出其右的。在伯恩斯坦的後半生，

他致力於對世界範圍內違反人權狀況的觀察和監督。他於 1978 年和朋友一起

聯合創建了「赫爾辛基觀察」，開啟了西方職業人權非政府組織的先河，該

組織於 1988 年和其他同樣由伯恩斯坦組建的「美洲觀察」、「亞洲觀察」等人

權組織合併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人權專業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伯恩斯坦從未停止對人權事業的貢獻，2003 年八十高齡的他還成立了另

外一個人權組織―「促進人權」（Advancing Human Rights），專門為世界各

國人權組織提供專業服務。如果說伯恩斯坦的前半生是一個成功的出版商，那

麼他的後半生就是一個極為成功的人權鬥士。因為他的努力，世界範圍內的人

權非政府組織風起雲湧，全球人權事業也達到一個高潮。因此，他本人成為很

多人權工作者的楷模。為了表彰他對人權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柯林頓總統於

1996 年授予他美國政府最高人權獎―首屆羅斯福夫人人權獎，而耶魯大學

和紐約大學也以他的名字設置人權項目和人權機構。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應許

眾人的期待，他才於 2016 年奉獻這本著名的回憶錄，使得世人得以窺見他不

平凡的一生。

與很多其他名人回憶錄不同的是，《發聲》以平鋪直敘的寫作手法描繪出

伯恩斯坦個人生涯與時代潮流的交匯和衝突。在他的一生中，既沒有政治家

對國家乃至世界大事臨危決斷的驚險場面，也缺乏轟動一時突發事件的戲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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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的只是個人平實的生活經歷與職場上的縱橫捭闔，以及與影響他人生的

一個個鮮活的個人故事。伯恩斯坦意識到人們期待了解他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現

代人權運動的淵源，因此整本回憶錄集中在他出版生涯中連結他後來涉入人權

活動的那些重要事件，也細緻回顧了從出版家走向職業人權活動家的個人內心

歷程，其中充滿痛楚與掙扎，也有著諸多美好和欣喜。回憶錄三分之一的篇幅

談到他個人的成長經歷以及出版業的生涯，將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描述他從事人

權活動的始末，給現代人權運動的來龍去脈做了很好的人生註釋。

《發聲》整本書嚴絲合縫地契合了「發聲― Speaking Freely」這一主

題。當然，嚴格意義上說，中文的「發聲」一詞未能完整地翻譯出英文書名的

確切含義。Speaking Freely 不僅僅表達要發聲的願望，更為重要的是要能夠自

由地發聲。伯恩斯坦希望透過這本書昭示世人：自由地發聲殊為不易。在不同

制度下，自由地發聲會導致極其不同的結果。他在回憶錄的「後記」裡心情沈

重地提到，自由地發聲在美國導致了他的朋友、著名作家蘇斯影響了幾代美國

人的價值觀，並也給他自己贏得優渥的生活環境和社會聲譽，而在前蘇聯，著

名的異議人士和物理學家沙卡洛夫為了自由地發聲，被迫放棄優裕的生活，經

常遭到關押和騷擾，長期被當局監視和流放。他為此得到的結論是：一個可以

自由發聲、產生蘇斯博士的社會，一定要為不能自由發聲的沙卡洛夫們奮鬥

（頁 325），而他自己就是踐行這個理念的人。

《發聲》從伯恩斯坦的家庭背景開始，向讀者展示一個多世紀之前，世界

各地如何充滿著種族歧視和不寬容。作為成長於一個傳統尤太家庭的紐約人，

他目睹了種種不公和對尤太民族的歧視和迫害。對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外祖父

幫助德國故鄉尤太人的義舉，那時正值納粹主義開始盛行，他的外祖父預見即

將到來的納粹對尤太人的迫害，於是就開始邀請所有自己認識的德國故鄉的

68 位朋友移民美國，拯救了幾十個家庭。他的曾祖父一個多世紀之前從沙皇

統治下的立陶宛輾轉到德國，來到自由世界的紐約定居，給他留下了最初的俄

國印象。在紐約這個尤太民族乃至世界各個被壓迫人民的庇護所出生長大造就

了他同情弱者、見義勇為的精神。在就讀紐約著名的私校林肯中學期間，他有

機會參加社會實踐，深入貧民窟了解美國的貧困問題，加上二戰後期他駐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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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親眼目睹印度普通民眾的飢餓和苦難，這些都為他後來進入職場，為人

權奮鬥奠定思想的基礎。

《發聲》還是為數不多解剖美國出版業興盛的一部巨著。二戰勝利後，伯

恩斯坦回到睽違三年的祖國。他很快就完成了因戰爭而中斷的哈佛學業，開始

在百廢待舉的紐約尋找工作。那時的紐約充斥著剛剛從戰爭中回國的老兵，找

份工作實屬不易。在無數次失敗後，他終於找到了每週 25 美元報酬的電台接

待員職位。他的第一個出版工作是透過熟人關係找到的著名書商―西蒙 · 舒
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他從最低的勤雜人員開始做起，甚至自嘲地

給自己取了個頭銜「候補勤雜工」，表明屬於公司最低的職位。但是，伯恩斯

坦的勤奮和聰穎很快就讓他脫穎而出。不久之後，他就正式成為公司的銷售人

員，業績也越來越好。逐漸地，他不僅為西蒙公司所重視，也開始受到業界其

他公司的關注。伯恩斯坦對商業，特別是出版業有著獨特而敏銳的觀察力，他

非常注重學習，虛心向同事和同行請教。他注意到出版業的興隆靠的是作者的

強大。出版書籍充滿了不確定性，你很難在簽約作者之前判斷它是否成功，而

很多作者需要提前支付部分稿酬，因此如果銷售不成功，其結果是可想而知

的。鑑於作者的重要性，出版商必須要與作者保持良好的互動，所以幾乎無一

例外，書商們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了解作者，並且和作者成為好朋友，唯有這

樣才能持續出版效益好、效果佳的書。出版業工作讓他認識不少思想家和文學

家，也成為他們的好朋友，和他們的互動加深了伯恩斯坦對言論自由重要性的

認識。

第一個影響伯恩斯坦的重要事件來自他在西蒙公司的老闆班奈特 · 賽夫

（Bennett Cerf）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工作經驗，是關於詹姆斯 · 喬伊斯《尤利

西斯》一書在美國出版的曲折經歷。二、三十年代的美國非常保守，出版業

也有很多清規戒律。《尤利西斯》由於含有性自瀆行為的描述，被美國列為禁

書。為了打破這個禁令，1933 年班奈特專程前往巴黎和喬伊斯簽訂在美國出

版該書的協議，獲得了美國獨家出版權。但是為了獲得許可，西蒙公司需要創

造一個機會在法律上挑戰禁令，於是他攜帶一本《尤利西斯》來到美國。到海

關時，海關職員很順利地給班奈特通關，班奈特特意提醒了海關員，他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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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手提箱沒有檢查，而手提箱裡正放著那本《尤利西斯》，海關員並不以為

意，覺得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在班奈特的堅持下，海關沒收了這本禁書。2

於是，班奈特便有了正當理由入稟法院挑戰該禁令，這就是著名的「美利堅

訴一本叫『尤利西斯』的書」案件（United States v. One Book Called Ulysses, 
5	F.	Supp.	182	(S.D.N.Y.	1933)）的來源。該案件中，西蒙公司聘請了言論出版

自由方面的權威律師恩斯特（Morris Ernst）代理案件，經過激烈的爭辯，案

件終於得到法院的支持，《尤利西斯》方得首次以英語出版，伍爾西（John	M.	
Woolsey）法官的判決也因此載入史冊，成為對書籍檢查制度的一個重要法律

標準。這一歷史性案件對伯恩斯坦影響甚鉅，為他今後主持藍登出版社時為了

出版自由，無懼權威、挑戰政府埋下了伏筆。

1973 年，原中央情報局官員馬其提（Victor Marchetti）憤於中央情報局偏

離設立的初衷，干涉別國內政，出書揭露中情局活動的真實情況，書名為《中

情局及情報幫》，藍登出版社取得該書的出版權。然而就在書籍撰寫過程中，

中情局入稟法院要求作者必須將手稿提前交由中情局審查，以防「洩露國家秘

密」。雖然作者仔細核對並確保了所有內容均與其工作秘密無關，或者是已經

公諸於眾的信息，但是中情局審查後刪除多達 339 處的文字，涉及百分之二十

的內容，致使該書支離破碎，不堪卒讀。伯恩斯坦毅然決定訴諸法院，要求法

院制止中情局假「國家秘密」之名，行出版審查之實。在美國民權組織 ACLU
的代理下，出版社與中情局進行多番交涉，迫使中情局做了讓步，最後僅僅刪

除 168 處。但是，伯恩斯坦和他的同事們決定繼續就其餘審查部分訴諸法院，

終於一審法院支持了出版方的意見，將剩餘的 168 處刪除�少到 27 處，雖然後

來上訴法院基於技術理由推翻了一審判決，不過該案對出版界造成很大影響。

藍登出版社決定在出版該書時，對被刪除的部分「開天窗」，警示後人出版檢

查制度的危害，也創造書籍出版的一大奇觀。此後，頂著巨大的商業和政治壓

力，伯恩斯坦領導的藍登出版社還出版了斯內普（Frank Snepp）的《體面的

暫停》（Decent Interval）等揭露中情局黑幕的書籍。堅決抵制政府不正當對出

2 另據賽夫本人回憶錄敘述，攜帶書入境另有其人。西蒙公司安排了專人從歐洲乘輪船攜帶《尤利

西斯》入境紐約，西蒙公司派人接應。海關驗關時該書最初被海關人員忽略，在攜帶者的一再堅

持下才被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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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自由干涉是伯恩斯坦領導藍登出版社期間的一個使命。為此，他還與其他同

行透過同業公會和民權聯盟一起合作，聲援和抵制政府對出版自由的各種干

預，這個經歷也讓他格外珍惜言論自由。誠如他在《發聲》一書序言裡所說的

那樣，他堅信：「一本書、一個聲音都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頁 xvi）。

伯恩斯坦領導藍登出版社的二十四年間，是美國乃至世界出版事業蓬勃發

展的一個大時代。由於美國戰後為了給隊伍軍人提供良好的教育，政府投資在

教育事業上不遺餘力，許多新興大學產生，書籍也成為一個普遍的公共產品，

而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的嬰兒潮（Baby Boom）導致兒童讀物需求大量

增加，這一切都為後來出版業走向規模化和營利性提供了溫床。自五十年代

末開始，各大書商開始相互合併以求最大化實現市場佔有率和作者互補。藍登

出版社也不例外，到伯恩斯坦掌管藍登時，不僅藍登已經併購了一些小型出版

社，於 1959 年成為紐交所上市公司，也是更大型公司併購的對象。就任不到

一個月，伯恩斯坦發現公司已經被美國著名的媒體公司 RCA 以四千萬美元買

下。其後的二十多年間，他前瞻性地併購了其他出版公司，到他 1990 年離任

時，藍登出版社從年收入四千多萬美元的中小型公司，發展成為年營收達八億

美元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公司，他的商業才能為同業以及金融界所嘆服。

作為商業出版公司的掌舵人，伯恩斯坦一直牢記一個準則：在盈利的同時

不忘出版有價值的書籍。在他看來，出版的真正價值所在不是盈利，而是發掘

有價值的思想，並將之傳播於世。正是在這個指導思想下，藍登出版社網羅一

批世界級的作者，其中包括很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例如：福克納和莫里森等

人，也有暢銷書作者蘇斯博士、梅肯和厄普戴克等人。

除了在出版方面的巨大貢獻，真正定義伯恩斯坦人生的還是他對人權事業

的投入。《發聲》花費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講述他如何從一個成功的出版商轉

型為一個現代職業人權工作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伯恩斯坦對現代人權事業

的最大貢獻在於他創造了職業人權非政府組織這一現象，他經過多年的努力，

締造了「人權觀察」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人權專業團體，對於聯合國人權多邊機

制和國家之間的雙邊機制之形成功不可沒，而導致伯恩斯坦獻身於人權事業還

是要從他的出版事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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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羅伯特 L.	伯恩斯坦自傳：《發聲：我的出版和人權生涯》

雖然早在六十年代，他即開始關注蘇聯異議人士問題，但直到 1973 年，

他對前蘇聯可說是知之甚少。這一年美國出版界應前蘇聯政府邀請前往蘇聯

訪問，伯恩斯坦成為代表團的成員。代表團訪問的原意是想透過訪問促進蘇聯

政府和出版界重視版權問題，並簽署《世界版權公約》。那時候，儘管莫斯科

的書店裡充斥著未經授權的英文書籍，但蘇聯幾乎從未支付任何版稅給西方作

者。在訪問莫斯科、列寧格勒和明斯克的過程中，美國代表團被嚴格控制在官

方行程中，一舉一動受到了嚴密監視。代表團發現所有的出版機構均被官方

牢牢控制著，國家決定出版什麼書籍，以及印刷多少，根本不存在任何出版

自由。雖然蘇聯政府後來簽署了《世界版權公約》，但是出版自由並未得到尊

重。訪蘇歸國後，他即開始著手系統了解蘇聯的情況，透過自己的兒子、朋友

和蘇聯問題專家，逐漸接觸到蘇聯異議作家團體和人權組織的故事。從此以

後，他便持續關注並支持出版這些異議人士的作品，開啟了他的人權生涯。

首先吸引他的是由前蘇聯國家功勳科學家沙卡洛夫及異議作家組織的人權

機構 ―「莫斯科人權委員會」，該組織利用了赫魯曉夫時代短暫的自由氛

圍，試圖透過對政府違反人權行為的監督來改善蘇聯的人權紀錄。但是，很快

這些小團體的異議人士就遭受到政府的壓制，早期的領導人要麼遭到迫害被關

進監獄，要麼被迫流亡國外。沙卡洛夫等人堅持在國內展開鬥爭則一直受到當

局的壓制，不過有鑑於沙氏對前蘇聯核工業的貢獻和享有的崇高社會聲譽，他

一開始並未被押入監獄，但最後終於國際社會的重視，特別是獲得諾貝爾和平

獎後，他被政府流放到高爾基市（現下夫哥羅德市，Nizhny Novgorod），並置

於嚴密的看管之下，禁止他和外界接觸。在這一過程中，伯恩斯坦和美國學

術界、出版界積極遊說各國政府，維護蘇聯的異議人士權利。他的藍登出版

社也出版很多異議人士的書籍，其中包括讓沙卡洛夫獲得國際聲譽的《沙卡

洛夫講演集》（Sakharov Speaks, 1974）和《我的國家和世界》（My Country And 
the World, 1975），促成沙卡洛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伯恩斯坦在美國為蘇聯

異議人士積極奔走呼號的行為自然被蘇聯當局視為大敵，為此，蘇聯拒絕了他

1979 年赴蘇參展莫斯科世界圖書展的申請，他自此被拒斥在蘇聯之外。直到

1987 年，蘇聯在戈巴契夫任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基於各種考量他被再次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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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訪問。

1975 年，包括美國和蘇聯在內的三十五個國家參與且經過數年努力而產

生的《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終於簽訂，在尊重領土和主權完整、互不干涉內政

的前提下，締約國承諾要尊重國際人權。此前已經努力多年希望改善蘇聯人權

狀況的蘇聯異議人士們發覺這是一個機會，便於 1975 年成立「莫斯科赫爾辛

基小組」，期望監督蘇聯在赫爾辛基最後文件中承諾的人權保護。此時的伯恩

斯坦和他的美國同事正緊鑼密鼓地籌建國際出版自由委員會以及在此基礎上成

立的國際自由出版基金，這是基於他主持多年的美國出版協會下屬的保護出版

自由委員會的工作。「莫斯科赫爾辛基小組」給了伯恩斯坦一個啟發，為什麼

不抓住這一機會直接監督人權侵犯國家政府呢？同時，這個組織還可以遊說美

國政府將人權問題提到國家之間的關係中。就這樣，在他的奔走下，福特基金

會支持的「赫爾辛基觀察」於 1978 年誕生，伯恩斯坦的人權事業也正式全面

拉開了序幕。

《發聲》詳細地描述「赫爾辛基觀察」初期工作的艱辛，為讀者展現冷戰

年代的人權運動狀況，包括蘇聯異議人士如何在高壓下堅持與專制政府抗爭，

伯恩斯坦和他的同事們又是如何揭露蘇東集團國家對異議人士的迫害，獲得世

界對蘇聯人權問題的關注，實為難得的歷史資料。在冷戰時期得到伯恩斯坦幫

助過的異議人士除了沙卡洛夫和他的蘇聯異議人士同事外，還有後來成為捷

克總統的哈維爾以及阿根廷著名記者和異議人士蒂姆曼（Jacobo Timerman）。

他幫助在國外出版這些異議人士的書籍，也讓全世界了解專制暴政的危害，最

終為蘇東集團的解體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後來，伯恩斯坦和同伴們又建立了與

「赫爾辛基觀察」平行的好幾個人權組織，例如：「美洲觀察」、「亞洲觀察」、

「中東觀察」，同時監督這些地區的人權侵犯情況。隨著人權事業在全球的壯

大，伯恩斯坦為了避免外界的誤解和提高組織效率，於 1988 年將這些平行的

組織合併成為眾所皆知的「人權觀察」。這一組織現在已經成為擁有 500 多名

專業人員，年營運經費高達八千萬美元，自有資產近二億美元的世界上最大的

人權專業團體。它每年對一百多個國家的人權狀況發表報告和即時信息，游說

聯合國和各國組織關注人權，極大地促進了世界範圍內的人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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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羅伯特 L.	伯恩斯坦自傳：《發聲：我的出版和人權生涯》

為伯恩斯坦人權奮鬥史增添一筆濃墨重彩的是他對中國人權的關注。其

實，對伯恩斯坦來說中國並不陌生。早在 1976 年，透過當時中國駐聯合國代

表黃華先生（後成為外交部長）的安排，他攜全家訪問中國。藍登出版社是

愛德加 · 斯諾《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又譯為《西行漫

紀》）一書的出版商，而該書為中共早期在世界的正面形象奠定了基礎，作為

藍登出版社總裁的他自然成為中國統戰的目標。在第一次訪問中，他的全家對

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是他們也明顯地感覺到中國的不自由，在主人和官

方翻譯的陪同下，他們不能自由地和民眾交流，對於他們的提問，各地不同民

眾的回答幾乎是一模一樣，宛如劇本台詞。

隨著蘇東情況的改善，沙卡洛夫等人的境遇有了很大改變，他不僅終止了

流放生活，還被重新選入最高蘇維埃，而哈維爾則於 1989 年 12 月正式當選為

捷克斯洛伐克總統。當時「人權觀察」執行主任，也是伯恩斯坦人權事業夥伴

的內爾（Aryeh Neier）向他提出，中國將會是蘇聯以外最大的人權監督重點。

這一年也是中國六四慘劇發生的一年，「人權觀察」和世界各國人權組織自然

將工作聚焦在中國，而另一引起他對中國人權關注的是「中國人權」組織的產

生。1989 年 3 月，一個叫傅新元的中國留學生來到「人權觀察」尋求幫助。

那時，中國學生運動正在萌芽狀態，傅新元作為新生代留學美國的生物學家，

和幾個大陸留學生一起籌備成立關注中國人權的組織，在伯恩斯坦的支持下，

「中國人權」就設在「人權觀察」的辦公室裡。在目睹六四慘劇後，伯恩斯坦

更堅定對中國人權關注的決心，接受「中國人權」的邀請，成為其理事會成

員，後來還做了理事會共同主席（另一共同主席為方勵之），開始他長達三十

多年與中國異議人士的親密交往。

其後，「中國人權」在傅新元、李曉蓉、蕭強、劉青以及譚競嫦等人的帶

領下，逐漸成為國際人權運動對中國人權侵犯情況進行監督的重要組織，這一

切都與伯恩斯坦的大力支持分不開。他從物質方面的支持（包括提供辦公場所

和籌款）到具體政策的指導，對中國人權關懷備至。記得中國人權長期使用的

一張會議桌還是他從藍登出版社時期使用的，在那張桌子上，他和很多同仁討

論過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筆者從 1993 年至 2001 年作為中國人權執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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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並兼任其法律顧問，參與和見證了理事會和執委會工作，對伯恩斯坦有

著近距離的觀察。他的工作風格犀利，發言也常常是一針見血，從不隱諱自己

觀點。他不僅耐心幫助中國人權的工作人員了解美國政治對人權的影響，例如

每年一度的國會對於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的聽證會，還為中國人權介紹他的媒

體資源以及善款來源，這一切都是中國人權得以順利發展的重要保證。我們這

些有幸與他共事過的同仁，包括東吳大學黃默教授（他是中國人權早期理事

會重要成員，為中國和台灣人權事業做出巨大貢獻），著名詩人王渝、伍德曼

（Sophia Woodman）、鮑樸、張華潔、任瑋琳、任瑋瑜姐妹、蔡濟泉等，對他

的無私奉獻都心存感激。大家都還清晰地記得，他經常利用其兒子公司在紐約

碼頭的設施，為中國人權提供團隊建設和理事會開會場所，以及他那鏗鏘有力

的聲音和爽朗的笑聲。《發聲》對於伯恩斯坦和中國人權組織交往有著詳細的

介紹，讀來恍如昨日，只是斯人已去，音貌猶在，令人唏噓不已。

伯恩斯坦在《發聲》裡還介紹了他與中國異議人士的交往，其中有趣的

是和魏京生接觸。魏京生的回憶錄是在他幫助下最終由藍登出版社出版的，

《發聲》中有一段關於他與魏京生 1994
年 2 月首次在北京見面的回憶。當時雙

方在酒店大堂談到出版魏京生的獄中書

信（出版書名為 The Courage to Stand 
Alone），魏欣然答應。但是出乎意料的

是，魏提議立即去魏在北京的辦公室草

擬合同，伯恩斯坦原先和蘇聯異議人士

沙卡洛夫協商出版回憶錄時，僅僅是握

手（shake hand）同意而已，不過魏卻堅

持要求簽訂合同。後經協商，由魏當時

的助理童屹女士紀錄，並將合同打印出

來，搶在伯恩斯坦離開中國之前簽署。

這個在伯恩斯坦看來異乎異議人士做法

的合同，卻在後來發揮了作用：就在魏本文作者與羅伯特 · 伯恩斯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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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羅伯特 L.	伯恩斯坦自傳：《發聲：我的出版和人權生涯》

的書信出版過程中，另一家美國出版社準備出版一個美國記者關於中國異議人

士的書，書中將會用到魏京生的獄中信札，伯恩斯坦得知消息後及時加以阻

止，並向對方出具魏簽字的出版合同，維護了藍登的正當權益，也讓這段故事

成為一段佳話（頁 269-271）。

伯恩斯坦照顧過的異議人士還有徐文立，包括他聰穎的女兒徐槿。在徐文

立因組黨而二次入獄後，伯恩斯坦幫助徐槿進入美國著名的文理學院巴德學院

（Bard College），並積極呼籲中國釋放徐文立。直到小布什總統任上，他終於

得以透過個人關係動員布什總統和雷德大使，促成徐文立的釋放以前往美國

與女兒團聚（頁 268-269）。另外，六四學生領袖之一的李祿，早期在紐約哥

倫比亞大學讀書期間也曾得到伯恩斯坦的照應；《發聲》一書對此有詳細的描

述，可見他對中國人權受害者情有獨鍾。伯恩斯坦對人權受害者的關懷既是基

於普遍的理念，也是源於他對個人福祉的關切，受過他幫助的很多異議人士都

如徐文立那樣，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受到他的支持和幫助。在這個意義上說，他

是一個徹底的人道主義者和生性善良的人。雖然伯恩斯坦一生中積極幫助了不

同國家的異議人士成功逃離專制的魔掌，但是他在《發聲》裡不無感慨地說：

「（其實）影響最大的異議人士―如沙卡洛夫、哈維爾、尼爾遜 · 曼德拉、昂

山素季―都是那些依舊留在自己國家的人」（頁 181）。

關心人權的伯恩斯坦對於權貴，特別是侵犯人權的國家領導人常常不假

辭色。在美國，他對於政治人物的評價也是以是否關心人權為標準。他對於

尼克森政府打壓出版自由的做法從不屈服。雖然他領導的藍登出版社的母公

司 RCA 的業務很大程度上和政府有關聯，但是他總是盡其可能與政府的壓制

出版做鬥爭，有時不惜訴諸公堂。在里根上台後，他對於政府改變人權政策、

支持拉美獨裁者的做法常常大張撻伐，對於外國領導人亦是如此。1987 年 12
月，戈巴契夫訪問美國，試圖營造一個不同於前蘇聯領導人的形象，特意在蘇

聯駐美國大使館與美國出版界見面。會見的組織者意識到這是進入蘇聯圖書市

場的好機會，沒有人願意得罪戈巴契夫。但是輪到伯恩斯坦提問的時候，他卻

秉承人權理念的一貫做法，對蘇聯存在的人權問題提出了質詢，他問道：「（總

統閣下）何時能釋放剩餘的政治犯？」對伯恩斯坦的這個問題，戈巴契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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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挑釁的意思，所以憤怒地回應：「我認為你的國家本身有著太多的問題，你

們有那麼多的流浪漢，也有監獄問題，而且用機關槍對付試圖進入美國的墨西

哥人，你為什麼不去關心這些問題？」這是多麼熟悉的對人權批評的官方反

應！反觀當今中國外交部門和其他官方機構對外國人權組織批評中國人權問題

的反應，我們不難知道這些答案原有所本，他們與前蘇聯政權心態何其相似！

雖然，伯恩斯坦挑戰專制領導人被很多人看成是一個製造麻煩的行為，但他卻

不改其樂，他這種無畏無懼的精神常常激勵著人權工作者，也為人權工作樹立

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發聲》還對伯恩斯坦晚年與自己一手培育起來的「人權觀察」之間發生

的衝突做了篇幅不小的回顧。上個世紀末中東衝突加劇，以色列成為恐怖襲擊

的中心，在以巴為了領土問題和人權問題發生激烈交鋒的時候，「人權觀察」

發表了很多有關以色列的人權侵犯報告。伯恩斯坦憂心中東局勢，與「人權觀

察」在對待以色列人權問題上產生了分歧，終致他於 2009 年在《紐約時報》

上公開批評「人權觀察」片面苛求以色列的做法，「人權觀察」也做了回應，

雙方互不相讓的立場之爭，也為複雜的中東問題蒙上一層陰影，一時間伯恩斯

坦與昔日夥伴決裂的傳言甚囂塵上。其實，這正反應伯恩斯坦堅韌的個性和坦

率的性格，這件事情並未影響他和昔日戰友的情誼，雙方對各自的立場均有了

解，數年後雙方終於和解，相逢一笑泯恩仇。

《發聲》還為讀者呈現一個個鮮活的作者與編輯之間的故事，一件件愛書

敬業出版商與作者和編輯之間的真摯情感交流。其中既有我們耳熟能詳的著名

作家如莫里森、蘇斯博士趣聞軼事，也有新聞界及演藝界著名人士，如考貝特

（Claudette Colbert）和秀蘭 · 鄧波兒（Shirley Temple）鮮為人知的生活細節，

讀者從中可以發現不同的驚喜和意趣。在生活中，伯恩斯坦總是可以把一個不

經意認識的人變成自己終身的朋友，他與人為善、是一個廣結善緣的活動家。

筆者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 2018 年 4 月份日本駐紐約總領館表彰孔傑榮教授 3

的典禮上，他依舊精神奕奕，對周邊事情的反應敏捷，沒有想到，一年後他竟

駕鶴西去，實為知識界和人權界重大損失，令世人扼腕。

3 孔傑榮教授是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所長、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外交活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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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羅伯特 L.	伯恩斯坦自傳：《發聲：我的出版和人權生涯》

伯恩斯坦對人權的貢獻是世界性的。他是一個人權倡導領域的拓荒人，

一個與強權抗爭的先行者，他為人權的呼籲在西方世界曾經是空谷絕音，鮮

有共鳴。令人欣慰的是，經過他和幾代人這些年的不斷努力，人權事業已經發

展成為一個人類共同事業，生活在不同制度下，有著不同背景下的人們今天都

說著同一種語言：那就是作為人，我們要有尊嚴地活著，要有基本的自由和權

利，而這些權利的起點就是我們必須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如果說，聯合國成

立之初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及其後來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是人類社會對人權理念的一個共

識，那麼以伯恩斯坦為代表的一批理想主義者則是將這些人權理念付諸實施、

身體力行的人權踐行者，他們的輝煌成就為世界人權事業譜寫了新的篇章。

《發聲》就是這樣一本自傳，它描述當代人權運動的發展史，揭示人類價

值觀在不同年代和社會制度下的衝突，向世人闡釋一個人道主義思想家完美的

品質和人生，它不啻是一本人權教科書，更是一本現代公民修養的必讀之書。

185

台灣人權學刊-第5卷第4期 [17x23cm]-6.indd   185台灣人權學刊-第5卷第4期 [17x23cm]-6.indd   185 2020/11/11   下午 04:10:182020/11/11   下午 04:10:18



台灣人權學刊 第五卷第四期

186

台灣人權學刊-第5卷第4期 [17x23cm]-6.indd   186台灣人權學刊-第5卷第4期 [17x23cm]-6.indd   186 2020/11/11   下午 04:10:182020/11/11   下午 04:10:18


	_GoBack
	_GoBack
	_Hlk52034402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Hlk41777399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Ref39110781
	_Ref39111412
	_Ref39111066
	_Ref39110861
	_Ref39110907
	_Ref39110989
	_Ref39111169
	_GoBack
	_Ref39111499
	_Hlk54278775
	_Hlk54278136
	_Hlk54241671
	_Hlk54241686
	__DdeLink__1095_1697817012
	_Go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