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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也就是兩年前，大約 400到 500人參加了超過 10年以來發生在西

雅圖最大規模的城市暴亂。數以十萬計美元的財產被破壞掉1，華盛頓州宣佈進入二級緊急狀態。

緊接著第二天，各大報紙頭條充斥著關於“城外的”戾氣十足的安那奇分子的恐怖故事。 

而這起發生在佔領西雅圖運動尾聲的事件，很快成為了聯邦、州和市一級各單位擴展調查並對

政治異議分子進行監視和鎮壓的秋後算帳的藉口2。當年秋天，在西北太平洋地區的幾個安那奇

主義者沒有被指控就被直接送進了監獄3，他們在幾個月後被釋放出來仍然沒有正式的指控檔4。

他們的房子被員警突擊檢查，以搜查與安那奇主義相關的文字宣傳品和黑色帽衫5。直到一年以

後，他們仍然被跟蹤6。 

我，就是那五個最初被指控為 2012年 5月 1號的“罪行”負責人之一7。為了避免兩項重罪被審

判，我只能對一些輕罪指控認罪8。我於 2013年秋天認罪並且在冬天服完了大部分刑期，在此

期間我在金郡（King County）的勞動教育中心呆了三個月。嚴格地說，作為“替代監禁的方式”，

住在勞動教育中心實際上意味著不能外出工作，接受教育甚至治療（包括精神健康和毒癮）式

的全天候監禁。 

這些事情的發生使我處在了一個比較獨特的境地，因為我是少數為 2012年 5月 1號包括“暴亂”

在內的特定罪行認罪的人，也正因為此，在我從暴亂背後的策略和情感方面談論甚至為之辯護，

我都不會對將面臨的危險有太多顧慮。這絕不代表我所說的可以徹底代表其他人為什麼會參加

這一次暴亂。他們基本上成功躲過了多數指控——於他們而言是一件好事——只是還有一項關

於打破一扇空的法庭的窗戶的聯邦指控依舊懸在他們頭上。這也意味著，他們沒有辦法在免受

壓迫的情況下談論暴亂以及為自己參與暴亂辯護。 

在此聲明：我並不是為參與 2012年 5月 1號那次暴亂的任何團體說話。據我所知，這一次暴亂

並不是事先策劃的。另外在這次衍生出的反資本主義遊行，嚴格意義上說是佔領西雅圖運動中

的事件，是在公眾大會的時候策劃的。我甚至不是為了這一次特定的暴亂而說話，相反，我是

將暴亂作為一個概念為所有類似的暴亂說話。“為什麼暴亂？”這個問題指的並不是為什麼要參

與這一次特定的暴亂，而是指：根本上為什麼要暴亂？接下來的就從一個暴亂者的角度對這個

普遍性問題的分析。 

所以,我說這些只是為了一個簡單的原因：我想為暴亂是“普遍的策略”的說法進行辯護並且想解

釋為什麼一個個體要參與進暴亂當中。在這裡，我試圖辯護的不僅僅是打破玻璃的行為，而是

暴亂本身。這個聽起來很危險和醜陋的詞總的說來與犯罪相關並且實際上犯罪也經常在暴亂中

成氣候（就像倫敦 2011年發生的一樣），這往往和所謂的文明社會不相調和而被毫無邏輯地理

解為是純粹不理性的行為，並且這一定論是毫無可申辯的可能性的。 



雖然如此，我還是想致力於為暴亂進行辯護和解釋，因為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新的暴亂時代（Era 

of Riots）9。全球的各種暴亂在過去的三十年裡激增。同時，它們代表的是即將到來的未來，這

一點無論是在西雅圖或者雅典或者倫敦，亦或在廣州以及開羅，都是沒有區別的。 

 

我是誰？ 

我是自大蕭條以來最貧窮的一代人中的一員。我們生在“歷史的終結”的時期，我們見證了克林

頓執政期間的繁榮悄無聲息地蛻變到布希和奧巴馬執政時期的“新常態”。 

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我們都沒有任何希望來創造比我們父母輩所創造的更好的生活水準了10。

我們繼承的是在未來長期停滯的經濟11，一個處於崩潰臨界點的生態環境12，一個由財富創造並

且指向財富的政治體系13，激增的社會不平等14，情感上的蕭條以及從屬於消耗型消費的高度分

子化的文化15。 

最近的經濟崩潰給我們造成了最嚴重的傷害16。Pew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17，35歲以下人口

淨資產中位數從 2005年到 2009年之間下跌了 55個百分點。於此同時，65歲以上人口的下跌

比例只有 6個百分點，這只占年輕人下跌的一小部分18。這個結果表明，我們計算收入時將債

務考慮進去的話，財富不平等的代際化趨勢越發明顯。65歲以上人口的淨資產中位數是

170,494 美元，比 1984年增長了 42個百分點。相比同一時期內的情況，35歲以下人口的淨資

產中位數下跌了 68個百分點，使得現在年輕人的淨資產中位數只有 3,662 美元19。 

儘管有把懶惰與權利關聯起來的文化敘述傳統，這種代際差異並不能歸因於教育和努力的缺乏

（我的這一代人是受教育程度最好的一代人，同時也是工作時間最長而工資最低的一代人）。

剛才提到的 Pew中心的那份研究還提及到，美國老年白人就是這個“好時代”的直接受益者。他

們在一個有著便宜的住宅和教育的年代成長起來，享受著國家的各種大眾福利，以及享受緊跟

在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的“創造型毀滅”之後的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他們自己並沒有經歷

過那些戰爭和危機。 

 然而我們並沒有繼承到老一代美國人的工作卻繼承了他們的債務20。現存少有的保障，例如他

們的最低生活工資和在工會中的位置，當他們退休以後將會被取消掉。他們以前工種將會被拆

分成三到四個不同的非熟練工的功能模組，並由臨時工來完成。自從“復蘇”以來，伴隨著持續

變高的失業率，所謂的就業增長整體上以低工資、工作臨時性高或風險高的形式存在著21。 



 

圖中文字：“22歲就能買房，告訴子女們他們已經很幸運了因為他們可以支付 200美元

一部的智慧手機。”（雖然他們一輩子不可能買得起房子。） 

圖下文字：基於大眾在複製好的圖片和句式內“填詞”的米姆政治諷刺文化在金融危機以

後很流行，表達人們對這種代際分化的看法。 

 

從長遠來看這意味著，在被父輩從各個方面洗劫後，我們的未來的只剩下在兩到三個零散的兼

職崗位上被雇傭，這些崗位鮮有上升空間，舉個例子，在健康服務行業，我們簡直是擁有好得

不能再好的特權：賺取最低廉的工資為洗劫我們的父輩擦屁股。 

這一點都並不巧合：當我們每次聽到一個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說我們這一代是怎麼養尊處優，

以及他們是怎麼在夏天的時候為了掙大學的學費而工作的時候，我們會在心裡面計畫怎麼把他

們開膛破肚，然後在黑市賣了他們的器官來償還我們的學生貸款 。 

 

我從哪來？ 

http://www.ultra-com.org/wp-content/uploads/2014/04/oldeconomysteve.jpg


與此同時，這種經濟的大洗牌導致了全球商品生產地和生產者的秩序重組，也造就了經濟活動

集中在美國22。那些最適合作為全球物流系統樞紐的大都會地區，伴隨著高科技產業和生產性

服務業的聚集而發展得最好。這些大都會都變成了“都市宮殿”，它們坐擁著高度集中的所謂的

“文化資本”以及重新設計過的市中心23（別提清理掉那些不受歡迎的人口有多容易了24）來吸引

遊客和外國權貴們。 

不僅如此，大片的國土直接地被廢棄為荒地，在這些荒地上資源的獲取行為不是高度機械化就

是成本過高。農業產品在政府的高補貼中被製造出來，小型的城鎮被迫在工業化種植∕養殖，糧

食加工，廢品管理，倉儲或者私人監獄等最不受待見的產業上互相競爭。在很多地方，非正規

經濟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25，這一點可以和全球範圍內貧民窟大量出現的趨勢對應起來26。 

  

 

這就是我所成長起來的那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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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於這些荒地中的一個。這片荒地上大多數的工作都是非正式的，而大多數正式的工作都

是低下的髒活累活。在這裡貧困率，失業率，慢性病患者數目，文盲率以及換精神疾病人口比

例都是國家平均水準的兩到三倍。在西海岸最窮的郡保留地幾公里以外的拖車公園27長大，剛

才上面提到的那些結構轉型帶來的後果絕對不是紙上談兵，而是活生生的生活體驗。我來自這

樣的一個美國——大部分都是這樣28
——在那裡大麻是最重要的經濟作物，孩子們吸食黑話叫

“Special K”的毒品就像吃 Special K牌早餐穀物一樣平常，我們在這裡看到的唯一一起工業復興

的事件是街那一頭的廢棄工廠被人變成了一個冰毒製造窩點。 

而我因為一些狗屎運氣，成為了那裡為數不多的能夠掙到足夠金錢逃離那個地方的費用的人。

剛到達西雅圖，儘管我有學位我還是被進入了勞動力市場的最低端。不同于那些被評論家們宣

稱為暴亂者將西雅圖當做他們的遊樂場的郊區青年，我在廚房裡面老老實實打工。這使我我成

為了成千上萬的無論是在港口拖拉貨物的，在南郡的倉庫工作的，清理市中心叢生的寫字樓的

隱性工人大軍中的一員。事實上，這座城市正是依賴於我們的工作才能運作起來。 

在暴亂的時候，我正在為南西雅圖的食品成品批發廚房的最低時薪基礎上能增加 10 美分而努力。

在那裡我們生產數以萬計的城市裡高級咖啡店和寫字樓所消費的成品三明治和沙拉。毫不誇張

的說正是我的全天候工作計畫（在佔領西雅圖運動期間，我每天都是在早上換班以後去參加佔

領運動）保證我能夠在佔領力量城市的時候還能喂飽成百上千西雅圖市民。但是之後發生的卻

是，我被那些 KIRO
29電視臺的神經質的評論員們說成是來自於混亂中心（也許他們指的是波特

蘭？）的外地幫派分子並且懷著操翻西雅圖的不良居心。而西雅圖，這座城市的人吃的食物恰

恰是我拿著那少的可憐的工資為他們做的。 

儘管那些有錢的西雅圖市民總是以一些後工業時代的說辭和無憂無慮的成功來為自己樹立形象，

事實卻是這樣：像世界上其他城市一樣，西雅圖依靠著我們稱之為雙重勞動市場（勞動市場分

割）的東西30。高一級的熟練工勞動力，文化產業，金融與生產性服務業淩駕在第二級的熟練

程度較低，低報酬，低晉升空間，高流動的工作之上。 

這就產生出資本主義內的一個基本的空間性問題：儘管在製造業和資源性採集行業中那些髒活

險活都外包轉移出去了，富人也絕對沒有辦法完全脫離窮人。監管的增加31，監禁與驅逐32，員

警的軍事化33，慈善基金會們防止叛亂的軟化措施34，致力於社會公正的非政府組織，保守工會

以及各種各樣的其他的貧困的皮條客等都是試圖控制這個問題的各個維度的手段35。暴亂，是

所有這些手段都失效以後的結果。在這樣一個充滿危機和壓制的時代，這些折衷調和只會變得

越來越難以維持。 

所以在所有那些關於“外來者”“安那奇分子”的媒體評論和其他的試圖向還沒有參加進暴亂的人

混淆視聽的措辭中，有這樣一個一直被歪曲但是卻是最簡單的事實：宮殿裡面的竊賊事實上就

是那些僕人。 

 我，那個令人恐懼的，不理智的暴亂者，就是你。 

 



我為什麼不去參加一些更加建設性的抗議方法呢？ 

另一種普遍的論調在於從道德上評價“好的示威者”和“壞的示威者”。那些暴徒某種程度上“滲透”

到了遊行中。他們把遊行引出“真的”訴求軌道。他們將“正常”人從當天的正常事件中來開，就

是為了破壞已經提上議程的改良活動。 

這裡的潛臺詞假設好像存在得有“更好的”示威者形式一樣，並且，我們這些暴亂者並不做這些

更好的事情。這種話語產生出往往是一些小小的諷刺，這在本地的另類週刊《陌生人》對比速

食業工人談判性被逮捕策略與五一暴徒躲在印花面巾後面扔石頭卻不做任何實質工作的行為時

最為明顯36。當時速食業工人所做的是極富勇氣地堅守陣地並且“主動要求逮捕”。這裡具有諷

刺意味的一點是，我本人既是那些暴亂者中的一員同時又是那些速食業工人中的一員——從一

開始速食業工人運動啟動的時候就參與進去，在第一次罷工中我領導了我的工作場所部分的行

動，策劃了中間行動的一些部分（包括針對工資盜竊的示威，儘管之後的暴亂事件才是我被逮

捕的原因），我還短時間地接受了一個與 Working Washington 一起工作的為期兩周的帶薪職位，

主要工作是組織第二次的罷工。 

那些諷刺的情形之外，在運動中還有這樣的一種有問題的前提假設，那就是這種高度談判指向，

完全受控制並且對大眾毫無威脅的活動從長遠角度看來會更加有效。當我參與進速食業工人的

罷工的時候，我是作為一個速食業工人才自發參加的，而這一活動的短期目標是在城市中的食

品工人中間建立工人力量。除此之外，基本沒有任何針對改良的組織行為（通常是急需的）能

夠克服改良本身，這在今天就像在雪崩時往山上走一樣——於個人而言你邁出了那一步，但是

實際上整個地面卻是在往相反的方向移動。 

相對於 50到 60年前經濟繁榮時期的各種縫縫補補式小改革，例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以應對通

貨膨脹，加強對於工資盜竊行為的法律監管，以及制定合理的稅收制度，今天我們更需要的是

高能動性的努力和大眾動員。即使在談判桌上僅僅因為展示“誠意”的策略性需要而犧牲掉百分

之九十的原始訴求的時候，它們依然適用。 

  

我為什麼不喜歡資本主義？ 

對於這個話題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談論——如果你願意你可以自己去探索37。排除掉其他因素

干擾，這裡最基本的問題在於經濟
‧‧

本身只是一種綁架性情形的幌子，在這個情形中絕大多數人

口在一種隱含的暴力威脅之下對極少數的人口產生依賴。 

如果我們挑戰這個制度的無限度地積累資本的生產能力時，這個制度就會進入到危機當中——

以下是對危機的最基本的定義：當盈利增長變得緩慢，停滯甚至是倒退。在任何這種資本積累

受到挑戰的時候，無論這種挑戰是來自於位置不佳這樣的權變因素，還是來自於像刻意採取抵

抗態度的人民這樣的主觀因素，那些掌權（富人）者就會開始殺害他們的人質。 



這完全就是在過去 50年的經濟重組中所發生的事情。任何一個對低工資、取消社會服務表示出

抵觸情緒的美國的地區在大約 2014年的時候，都被這個體系像被撕票的人質一樣被拋棄，這些

地方有：密歇根州底特律和弗林特，新澤西州卡姆登，俄亥俄州雅典，密西西比州傑克遜，西

佛吉尼亞州的採礦城鎮和北內華達州38。 

然而又不少的城市（像紐約和西雅圖）因為僥倖逃過了這種命運而為自己能夠當一名“好人質”

而自豪。這些城市之所以沒有在這場被操縱的新自由主義輪盤賭遊戲中輸得精光其實是靠那麼

一點點的地理因素（通常他們是港口城市或者是吃老本的金融中心）以及他們對於富人為所

欲為的絕對容忍態度。公共物品以最低廉的價格被出售掉；市中心也因為一些大財團的心血來

潮而被重新改造成零售、金融、房產的集中地；稅款（伴隨著在未來免稅的許諾）直接被當做

賄賂送給了像波音公司或諾德斯特龍公司這樣的幾個遊戲大玩家39。 

放眼全球，現存的這個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顯示出徹底的失敗。縱然它勉勉強強

地在殖民主義和戰爭造成的大量犧牲之後發揮了一下提高總的生活水準的功能，但是我們很清

楚那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撇開上面提及的幾個例子，還有幾個值得注意的點。奴役現象在全

球的增長率比近代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高40。機械化旨在把大量的工人排除在產品生產過程

之外41，甚至可以說這種生產率的增長完全是在富人的掌控之下。金融和投機行為的實質就是

導致了全球食物價格的飆升，製造饑荒和因食物匱乏引起的暴亂。與之相對應的是這樣的情況，

全球穀物儲量的大多數都被掌握在了四個大公司手上42。 

 

  



 

全球的奴役現象正在增加 

與此同時，全球基本貨物生產的大多數都集中在幾個地區——集中在像倫敦、紐約和東京這樣

生產性服務業 GDP 產值高的大都會地區，也同時集中在像南亞和東南亞這樣的“世界工廠”。這

些貨物的生產被例如沃爾瑪和亞馬遜這樣的不同的低工資零售商所主導，同時也被像富士康或

者裕元這樣有大量代工訂單的製造商，在這些地方外來工的生活通常被一種准軍事化的方式監

管著43。 

生產過程的高度集中與這個過程中產生的財富的集中相一致。即使是在所謂的舊的“第一世界”

中，貧窮和失業在最近的危機之前就一直在增多44。希臘與西班牙只是這股趨勢最明顯的信號。

在美國，這種趨勢因為種族問題上分歧最為明顯。城市和學校恢復了隔離制度，儘管這種“隔離”

跟以前“吉姆·克勞法”45時期的老死不相往來的情形更為複雜46。這種隔離的一個維度體現在美

國的監獄系統發展成了人類從未有過的最大的監獄系統47。如果我們從人口比例的角度而不是

在監獄中的總人數來看，今天的美國被監禁的人數占總人口的百分比基本上等同于蘇聯的古拉

格48勞動營系統監禁人數最多的時候同類項的百分比49。而我們被監禁的人數還在上升中。 

在工業化農業造就的發展的“壓力鍋”中，本已經被根治的疾病大量回歸同時新的病毒正

以破紀錄的數目產生出來50。每一次的經濟危機都比上一次慘烈，然而這些危機並不僅僅

是“商業週期”能夠單方面解釋的。或者我們這樣來說可能更準確：所謂的“商業週期”

http://www.ultra-com.org/wp-content/uploads/2014/04/slavery-absolute-numbers.jpg


本身就是一副正弦函數的波動圖像，但是整個圖像卻沿著一條下降的軌道整體向下方位移
51。這種下降衰退的趨勢，正如上一次發生於全球經濟體系之上一樣，只能通過難以想像

的“創造性毀滅”的陣痛來使它調頭。 

面臨著一個崩潰的環境，一個高度不穩定的經濟體系以及激增的全球性不平等，對於現有的體

制能夠免於極大的暴力而長存下去的想法簡直是烏托邦式的。鑒於這種情況，站在資本主義

的對立面很明顯的成為了一種實際可行的努力。 

  

但是…為什麼要暴亂呢？ 

儘管如此，暴亂這個詞本身聽起來依然還像個謎。從表面上看，暴亂似乎造成很少的實際結果，

當我們把所有的暴亂考慮在內的時候常常發現，比起像封鎖港口這樣的行動對大商業利益的損

害實際上要小很多52。暴亂製造的是一種特定的場面，就像【美國說唱家】Jay-Z的 MV裡面一

樣53。 

在我們看來，很多暴亂在贏得訴求方面比起改良性質的談判企圖要好很多，這是它們很實際的

一面。即使不考慮改良本身就是治標不治本的，暴亂有時是改良的企圖中有效的手段這一點也

是它有用的證據。暴亂，通常伴隨著非法的封鎖、佔領行動以及野貓罷工，54過去幾年在中國

珠三角地區湧現55。這所造成的結果是，工人們見證了史無前例的工資增長——在 2004 年到

2009年間他們的工資增長了超過兩倍56。有一些學者稱這種現象為“暴亂造就的集體談判”
57。 

同樣地，越來越多的歷史材料的湧現證明暴亂以及其他形式的武裝組織是很多運動的核心，例

如美國民權運動58。當然，儘管很對於這種運動的普遍觀念還是認為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是“非暴

力”的，但是實際上我們很難找到一些成功產生重要結果的改良運動都不是完全不使用暴亂手段

的。正如美國研究暴亂問題的最傑出的的歷史學家 Paul Gilje所表達的：“暴亂是產生改變的重

要機制”，實際上，“美國就是在暴亂潮當中誕生的”
59。這個策略不應該被視為特別，它本身也

並不特別。 

進一步看，暴亂對他自身來說不僅僅是一個充分策略。暴亂的功能不在於對打砸行為瘋狂的迷

戀，也不完全在於贏得所提出來的訴求。這在佔領運動當中體現得很明顯，在佔領運動中除了

大家對於當權者的共同排斥以外，運動時沒有一個一致的商定好的訴求的。這種無訴求性不僅

是佔領運動的一個特徵，它基本上是 2011年自“阿拉伯之春”以後所有的大眾運動之後的特徵。

在每一個實例當中，唯一的共識是整個體制已經完全失敗了，並且在這個方面要將暴亂從僅僅

是推動改良的嘗試轉換為真正的歷史進程。 

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美國人生在了 1990年代“歷史的終結”之前的迴光返照期，同時全球的這一代

人（那些居住在貧民窟裡和“畢業即失業”的一代人60）也生在了這一時期，而他們將會引發歷

史的重生前的第一陣陣痛61。這種新生選擇了以穿著套頭衛衣的暴亂者的形式出現。如證據所



顯示，大眾暴亂越來越多頻繁地轉型為佔領公共廣場的形式。這表明暴亂已經自行進化到了新

的暴亂，我們最終迎來了 21世紀的第一場起義——遭到最高軍事委員會壓迫性粉碎的埃及起義

62。 

對於暴亂來說最重要的一點並不在於改革派所迷戀的“贏得訴求”這一項，而在於它呈現出的無

訴求性。這種具體訴求在暴亂和佔領運動中的缺失暗示了兩件事情： 

首先，它暗示了大家拒絕現存的調和機制。我們不打算為根本上腐敗的政黨們投票了，或者我

們也不想再玩已經被人操縱的遊戲了。儘管在某些實際情況中我們需要為贏取特定的訴求而鬥

爭，例如為每小時 15美元的薪資制度鬥爭63，但是這些改良企圖本身對於贏取一個更好的世界

的最終目標來說是沒有任何貢獻的。這些改良企圖對於整個計畫來說只能在很特定的情況才能

起作用，並且在能夠被其他更適合當時情形的其他抗爭形式所取代的情況下起作用。這就像

2011年埃及湧現的罷工被大眾起義所取代一樣。 

其次，它暗示了關於權力的問題。暴亂用完全直接的方式確認了我們的權力。我指的是“我們”

的權力，那些被這個世界在以前和在不久的將來玩弄的那些人的權力，儘管這些人在不同方面

和不同程度上經歷了這種不公——低工資的服務業工人，監獄裡的囚徒，移民工人，負債者，

找不到工作的畢業學生，自殺的小公務員，在流水線上的農民工，在雀巢可哥種植園裡面的童

工奴隸，我童年那些從來沒有辦法逃離拖車公園的朋友。我也指的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權力：千

禧年一代，這個標籤已經預示了我們的時代末日般的氣氛。或者用更口語化的說法：被毀掉的

一代（Generation Fucked），原因在於……我想原因已經很明顯了64。 

關於權力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還權於人民大眾的問題，雖然這是我們的終極目標。但是現

在迫在眉睫的是一場奪取權力的鬥爭——這場鬥爭發生在我們的人口中一小撮致力於維持屎一

樣現狀的人與另外一批不斷增長致力於盡可能徹底地摧毀掉這種現狀的人之間，在摧毀的同時

所有人同心建造一個新體制，這個體制內完全沒有貧困，沒有人是非法的，權力本身並不是集

中在少數人手上，我們與自然世界的關係漸漸偏離像癮君子找毒品時那種掠取的模式，並且物

質財富以及歷史積累的人類才智能夠自由地被這個物種中的任何成員獲得，而不是變為那些半

裸的俄羅斯寡頭藏起來的贓物65。 

假裝那種根本不存在的權力是直接服務於現在掌握它的那些人。暴亂就可以通過運用我們的權

力來對抗他們的權力以推翻這種假裝的狀態。通過這種機制我們使富人們害怕並且吸引人們參

與到遠超過改良這個已經崩潰的世界的活動中來。接下來的這個特定實例顯示出這種機制是很

管用的。很多當時我組織起來一起暴亂的速食業工人都很清楚未來是什麼樣的。到 2013 年 5月

1號，暴亂自發的產生了66。 

暴亂根本不是在阻礙所謂的“真正的抗爭”或者說是人們“可以理解的”的憤怒“失控”時被人精心

策劃的意外。“失控”本身就是目標，這種失控正是解釋為什麼暴亂是“創造能夠被稱得上是未來

的未來”的基本出發點。 



我們，將會是建立這一切的一代。我們的一代指的是：千禧年一代，被毀掉的一代，或者我們

更願意使用的名字——第零代（Generation Zero）67。“零”一方面是因為除了父輩留下來的債務

我們一無所有，但是又代表我們沒有退路了。同事，“零”就像暴亂一樣：所有的新事物將從這

裡開始。 

在最後，言歸正傳，你可以失去經濟，你可以失去現有的光景以及道德說教以及令人害怕的對

那些可愛卻含糊的“社會公正／種族平等／環保”口號之迷戀。只要把它們都扔進暴亂的蒸餾器

裡面，最後都會蒸餾出最簡單的一個主張： 

我們的未來已經被掠奪了。現在是時候掠奪回來了。 

  

——美國西岸“極派”
68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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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出左翼政治暴乱的目标根本上针对的是财物，其次是使用防卫性暴力对抗财产的保护者，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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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这 5 个案子中，其中一个被撤销掉因为市里面在这个案子上花销很大却迟迟得不到陪审团的意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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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as-we-can-remember；http://libcom.org/library/era-riots-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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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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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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