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進入酒吧，聲明要調查酒精飲料許可。他們
清空酒吧，而客人們就留在外面的人行道和街
道上。當晚早些時候，4 名臥底警察進入酒吧收
集證据。當時約有 200 人在酒吧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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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angchao.net.cn/bbsdetail_818745.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onewall_riots

酒吧外面的人開始向警方投擲硬幣，開始取笑
那個使搜捕變成從酒吧所有者那裡敲詐金錢的
制度。當時紐約的同性戀酒吧體制是相當腐敗
的，很多同性戀酒吧由黑手党擁有，並通過一
種稱為“gayola”的賄賂運作，向警方支付金錢
以保護他們自己。

1969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在紐
約石牆酒吧
(Stonewall)外，格
林威治村的同性
戀住所發生與警
方衝突的暴動。
“石牆”被認為
是美國乃至世界
現代同性戀權利
運動的起點。它
是第一次有同性
戀者拒絕警方的
逮捕。
時

代

背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根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說
法。情況開始失控，因為當時有大約 400 名同
性戀者在酒吧外面，場景混亂，所以一些具體
情節是混亂的甚至是矛盾的。
一個說法是情況開始變壞時由於一個易裝皇后
（drag queen）站在門口並向警方挑舋；另一個
說法是一個男性化的女同性戀者引起的。無論
如何，情況戲劇性的惡化，警察開始用警棍毆
打拒絕逮捕的人。有一些人被送入醫院，一個
十來歲的少年被警方在車門上打斷了兩根手
指。

景

經歷二次大戰的
動盪，戰後民心
渴望恢復社會秩 石牆酒吧，攝於 1969 年。窗內的牌子說:
"基於同為同性戀者，我們請求眾同好維
序，加上對共產 持村內街道上平靜安寧"
主義的恐懼，美
國政府開始調查並打壓威脅美國安全的份子
(麥卡錫主義)，對象包括共產黨、無政府主義，
及同性戀者。同性戀者被列入黑名單是因為他
們很可能被勒索，因此不可信賴。他們從大學、
政府機構中被辭退，被迫從軍中退伍。FBI 收
集所有同性戀者的名單，瞭解他們每個人的生
活細節。郵局追蹤所有與同性戀有關的郵件。
同性戀酒吧被關閉，客人名字上報；城市在同
性戀聚集處驅逐同性戀者，禁止穿著異性衣
服，他們被公開羞辱，監禁，甚至被關入精神
療養院。許多人過著雙面生活。
暴

動

背

人群開始向警方投擲石塊和瓶子。警方到酒店
裡暫避。他們也毆打了一名異性戀鄉村音樂歌
手 Dave Van Ronk。他說嬌弱一些的男性被帶出
單獨對待。

景

在石牆暴動以前，警方對同性戀酒吧和夜總會
的搜捕行動是城市同性戀者生活的一部分。警
方通常會登記出席的人的姓名以便用於報紙的
刊登，然後把盡量多的同性戀者押上警車。接
吻、牽手、甚至在同性戀酒吧出現都是被逮捕
的理由。
過

當警方在進店裡面的時候，一些人開始試圖點
燃噴向門裡面的可燃液體。人群把一個停車計
時器當作槌來用。這個地區的很多人（很多都
是同性戀者）開始來到發生地點，人群開始擴
大。他們開始唱著“同性戀力量”（Gay
Power!）的歌曲。

程

警方開始增派增援力量，一個本來是處理反越
戰示威的受訓的“戰術巡邏隊”（Tactical

暴動就像其他的搜捕行動一樣開始。4 個便衣警
察和兩個身穿制服的警察在星期六凌晨 1 點 20
1

1993 年

Patrol Force）。但是他們沒能成功分散人群，
人群繼續向他們投擲石塊。他們大聲歌唱：
We are the Stonewall girls
We wear our hair in curls
We wear no underwear
We show our pubic hair
We wear our dungarees
Above our nelly knees!

2000 年
2001 年

場面最終平息下來，但是人群在第二天晚上又
聚集起來。有之前几十年堆積起來的警方對待
同性戀者的行為在人群中爆發了。他們向人們
派發傳單，寫著“讓黑手党和警察滾出同性戀
酒吧！”(Get the Mafia and cops out of gay
bars!)。示威持續了 5 個夜晚。
影

數千名同性戀維權支持者在華盛頓
游行。 1996 年，高等法院宣布同性
戀者享有憲法保護的平等權利。
佛蒙特州允許同性戀者組成名義上
的家庭，稱為“Civil Unions”。
聯邦判決支持禁止同性戀者領養的
法律。 2003 年，最高法院推翻得克
薩斯州反雞奸法，承認同性性行為合
法。這被譽為是近百年來最開明的判
決之一，意義和 1973 年最高法院決
定給予婦女墮胎權一樣重大。
聖公會教會將一位公開同性戀牧師
基恩．羅賓遜（Rev. Gene Robinson）
升職為新罕布什爾州的主教，同時允
許地方教堂保佑同性婚姻。

2003 年

響

暴動被廣泛報導，後來被形容為響徹世界的革
命槍聲。在暴動前醞釀的力量不再隱藏起來
了，騷動後又很多的組織建立起來。在接下來
的一年中，同性戀解放陣線成立，相似的組織
在全球包括加拿大、法國、英國、德國、比利
時、荷蘭、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相繼建立。
1924 年
1969 年

1975 年

1977 年

1986 年

1987 年
1992 年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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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是在 1950 年代初，
由美國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煽起的美國全國性反共「十字軍運
動」。他任職參議員期間，大肆渲染共產黨侵
入政府和輿論界，促使成立「非美調查委員會」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在文藝界和政府部門煽動人們互
相揭發，許多著名人士受到迫害和懷疑，許多
著名人士如演員查理·卓別林和「原子彈之父」
羅伯特·奧本海默等都受到迫害，被指控為向蘇
聯透露機密和為蘇聯充當間諜。

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同性戀活
動組織在芝加哥成立。
同性戀酒吧“石頭牆旅館
(Stonewall Inn)”的顧客們抵制了員
警對該酒吧的強制關閉，被視為同性
戀維權運動的開始。
前全美橄欖球聯賽選手大衛．科倍
（Dave Kopay）公開宣布自己是同性
戀，這是第一個如此宣布的職業運動
員。
宗教活動領導人安妮塔．布朗特
（Anita Bryant）號召全國性運動來
阻止同性戀維權。
最高法院在喬治亞州 Bowers 一案中
判定雞奸為犯罪，維護了該州反雞奸
法的正當性。
紐約 Act Up 大規模示威游行，開始
向愛滋病宣戰。
華盛頓州國民警衛隊警官瑪格麗
特．卡麥梅爾（Col. Margarethe
Cammermeyer）因為公開承認自己是
女同性戀而遭到解雇（後來又被恢复
職位）。
軍隊針對同性戀者采取了“不要
問，不要說”的避諱政策。

1950 年 2 月，他公開指責有 205 名共產黨人混
入美國國務院，但未能提供任何具體的人姓
名。1950 年 6 月，一個開列黑名單的團體發表
了《赤色頻道：共產黨在廣播電視中的影響的
報告》（Red Channels:The Report of Communist
Influence in Radio And Television）。這本專著
列出了 150 多位廣播電視僱員的名單，建議不
要相信他們是忠誠的美國人。聯邦調查局逼迫
紐約市攝影聯盟解散。隨著開列黑名單成為尋
常做法，出於恐懼和怯懦，做忠誠宣誓之風盛
行一時，甚至影響到了大學校園。同時《時代
雜誌》、《生活雜誌》、《芝加哥論壇報》以
及赫斯特國際集團一些報刊也大肆鼓噪「赤色」
問題。
1953 年，德懷特·艾森豪擔任總統，麥卡錫與共
和黨領導人決裂。1953 年 6 月 19 日，科學家朱
2

利葉斯與艾瑟爾·羅森堡夫婦為此被判上電椅死
刑，造成了美國的白色恐怖。在廣播電視、電
影和廣告業內，很多人屈從壓力同意將某些作
家、演員、製片人和導演列入黑名單，只因有
人指稱他們跟共產主義有「某種關聯」。根據
20 世紀末解密的文件，其時控制演員工會的隆
納·雷根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並威脅華特·
迪士尼也揭發迫害部分演員。

1949 年，麥卡錫為首對在美共產黨人實行全面
追查，並掀起一股驅使雇員效忠美國政府的狂
潮。錢學森因被懷疑為共產黨，又拒絕揭發朋
友，被美國軍事部門吊銷了參加機密研究的證
書。錢學森對此非常氣憤，並以此作為要求回
國的理由。香港文匯報報導，但美國海軍部次
長金貝爾卻說：「錢知道所有美國導彈工程的
核心機密，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
師，我寧可把這個傢伙槍斃了，也不能放他回
紅色中國去。」

1954 年，他指控軍隊和政府官員從事顛覆活
動，為此舉行了長達 36 天的聽證會，同時向全
國進行電視直播。美國國內外的輿論開始指責
他是「蠱惑民心的煽動家」。1954 年 8 月的一
項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只有 36%的民眾對麥
卡錫有「好感」。1954 年 11 月，美國中期選舉，
共和黨失去參議院的多數，麥卡錫被免去非美
調查委員會主席的職務。1954 年 12 月 2 日，參
議院以 67 票對 22 票通過決議，正式譴責麥卡
錫「違反參議院傳統」的行為，從而結束了「麥
卡錫主義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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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學森被美國政府指控是美國共產黨員、竊取
機密企圖運回中國，無端被關押 15 天。此後雖
獲保釋，卻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聯邦調查局監
視，被軟禁長達五年。
1955 年 6 月的一天，錢學森夫婦將一封寫請求
北京幫助他早日回國的信夾在給比利時親戚的
家書中，投進郵箱，請求北京幫助他早日回中
國。這封信最終輾轉交到前中國總理周恩來手
中，經過中美大使級會談，8 月 5 日，錢學森接
到美國政府通知，終於被允許回國。與此同時，
11 名被中方俘虜的韓戰美國軍人作為條件交換
也抵達了夏威夷機場。

響

錢學森生於上海，1935 年來美留學，1947 年初，
年僅 36 歲的錢學森已是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這
時他已是美國科學界一顆閃亮的明星，世界知
名的火箭噴氣推進專家、美國空軍科學諮詢團
成員、美國海軍炮火研究所顧問。「二戰」期
間，他參與了當時美國絕密的「曼哈頓工程」—
導彈核武器的研製開發，在美國是一位稀世之
才。

當時飛機很少，最早一班到香港的飛機是兩周
後，錢學森決定立即買了四張船票，一家四口
踏上回家的路。經過海上一個多月的顛簸，錢
學森一家 10 月初到達香港，當日過境後，回到
中國。
香港文匯報報導，50 多年來，錢學森再也沒有
踏上過美國國土，即使是美方承諾授予他兩院
院士稱號，由總統頒發的美國最高科技大獎，
也都被他統統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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