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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波塔什再访 

——《毒品作为对付人民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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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约翰·波塔什及其著作：《毒品作为对付人民的武器——中情局如何暗杀民主社会学生团体、黑

豹党人、亨德里克斯、列宁、柯本、图帕克及其他社会活动家》。美国人还在幻想自己生活在一个民主

自由的世界之中，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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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实现同样的双赢目标:独特的研究、报道和

讲述真相，以支持中国人的故事和全球 99%的人，为了一个更

加公正和互利的 21 世纪。 

团结一致, 卜杰富 

 
 

 

主持人：卜杰富 ( Jeff J. Brown) 

jeff@brownlanglois.com 

翻译，郑还杏，201921041025@mail.bnu.edu.cn 

 

 

点此链接可获得访谈音视频 （在中国要 VPN）： 

https://chinarising.puntopress.com/2020/02/28/john-potash-talks-about-his-explosive-book-drugs-as-a-

weapon-against-us-cia-murderous-war-on-musicians-and-activ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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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波塔什再访 

 

卜杰富：各位早上好，我是卜杰富，在泰国清迈为大家主持《崛起中的中国》电台，我们再次邀请

到约翰·波塔什。您好！约翰！ 

约翰·波塔什（下文称约翰）：再次来这节目，我很开心。 

卜杰富：约翰上次在十二月份就做客我们这个节目，这次再次请他来，是谈谈他的第二本大作：《毒

品作为对付人民的武器——中情局如何暗杀民主社会学生团体、黑豹党人、亨德里克斯、列宁、柯本、

图帕克及其他社会活动家》。我还是要重申一下，约翰是本世纪最优秀的调查记者之一，他的使命是揭露

美帝国主义的谎言与揭示他们的真相，他已经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我再简单介绍一下他：约翰曾受邀于 C-SPAN 美国国家历史栏目、A&E 电视台（译者注：主要关注公

共事务）、the Reelz Channel（主要关注电影事业及娱乐业）、TRNN 网络（美国极左新闻机构）和今日

俄罗斯电视台（RT，俄罗斯政府外宣喉舌）。同时他也做客于美国、英国和新西兰的数百家广播电台，其

中就包括咫尺天涯调幅广播（Coast to Coast AM）；并在《Z 杂志》（译者注，激进杂志，致力于抵抗不

公平）、《秘密行动季刊》（Covert Action Quarterly，译者注，致力于观察和报告全球各国政府秘密行

动）、《巴尔的摩纪事报》（The Baltimore Chronicle，译者注，传达有争议的热点问题评论）、《洛克河

自由报》（Rock Creek Free Press）上发表多篇文章。25 年来，他一直在为精神疾病患者及毒品成瘾的

人提供心理疏导服务。2007 年出版著作：《联邦调查局与图帕克及黑人领袖之战——美国情报部门对说

唱家及民族左翼的政治暗杀：图帕克、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黑豹党人、亨德里克斯、鲍勃·马利》。

2015 年，他出版了《毒品作为对付人民的武器——中情局如何暗杀民主社会学生团体、黑豹党人、亨德

里克斯、列宁、柯本、图帕克及其他社会活动家》一书。在上一次访谈中，我们回顾了他前一本书的写

作过程，概括性地讨论了美国政府的集权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今天我们的访谈重点是第二本书，关注

美国政府如何使用毒品作为武器来弱化、杀戮他们瞄定的敌人及绝大部分平民百姓。 

现在我可能要为约翰的著作做一番宣传和推销，约翰的书对于喜爱自由和习惯独立思考的人来说非

常重要。这些书并不贵，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其实可以在你们当地的图书馆或教育机构找到这本书；

如果还是找不到的话，还可以几个人合买，然后在阅读小组中分享和讨论这本书。相信我，这些活动都

是值得的，在当代，这世上敢揭露真相的著作不多了。如果实在找不到书籍，还可以看看约翰制作的相

关 DVD，在他的网站上也可以买到相关的 DVD 及书籍。我会把约翰·波塔什的网站分享给大家，同时公

布他的邮箱、Skype 及电话号码，读者们可以随时联系他。约翰，抱歉我的介绍有些长，谢谢您的耐心。 

约翰：谢谢您很善意的介绍，卜杰富。 

卜杰富：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您为何如此竭尽心血地去揭露美国政府系统性地使用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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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来麻痹民众，使他们变得软弱和麻木？ 

约翰：好的，我在大学毕业几年后从事毒品成瘾咨询工作。我在大学时就读于心理学专业，并开始

参加一些积极分子的活动。但与此同时我染上了毒品，身心受到很大影响，成绩直线下滑。为了学业，

我戒毒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又复发了。刚开始我对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深思，当时只是认为我学业之所

以下滑、丧失个体的部分能力，只是我吸毒造成的结果，为此我还退出了积极分子的相关活动。后来我

再进入组织后，开始了解到原来在我们周围活动着上百个瘾君子和贩毒人员，而政府是最大的贩毒头目。 

于是自 1990 年起，我开始独立调查中情局的“MKUltra 计划”（译者注：美国中情局统筹下的一项

人类思维控制实验，主要研究人类大脑的潜能，使用生物制剂和相关药物要观察其对人脑的影响，军方

的目的是制定一个大脑控制系统，可对政府的眼中钉进行斩首）。同时，我还追踪了中情局操纵、贩卖可

卡因、海洛因的历史。这些研究内容最后汇总成我的书籍和电影：《毒品作为对付人民的武器》。其中大

概有 30 页的内容专门论述中情局的所作所为，书中没有一句废话。而电影是根据书中大概 60 页的内容

改编而成。——说这些只是为了表明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值得一读，如果只是看看这部电影，可能得

到的东西比看这本书少得多。但同时我也很高兴，这部电影在很多地方都很容易检索到。——还有一件

事：以前，1991 年，我记得当时我坐在华盛顿特区的大街上，与一群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抗议者们终日相

处，却做不出什么有用的事儿来。但是却和坐在我边上的一个人想谈甚欢，他接着又给我介绍了约翰·福

布斯·克里（译者注：前美国国务卿）关于中情局可卡因交易的相关研究报告。以上的种种事情发生在

我身上，最终让我走上了这条路。 

卜杰富：您在这两本书写作时做了大量研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真的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之前

我们的访谈主要概括性地讨论了相关问题，第一本书《联邦调查局与图帕克及黑人领袖之战》框架性地

梳理了美国资本主义寡头对他们的反对者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许多细节；而这第二本书，《毒品作为对

付人民的武器》，同样探讨了许多细节性的内容。通过揭露美国政府对一些著名民权领袖的暗杀活动，偏

僻入里地向世人展示了美国统治者丧心病狂的真面目，也说明他们在民众面前实际上是心虚得瑟瑟发抖

的。 

首先，我很感谢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很亟需的历史视野，让我们看清数百年来美国政府是如何运用

毒品来弱化民众、来杀戮他们所瞄定的敌人。您在第二本书中花了一定篇幅论述鸦片战争，英国政府向

中国倾售鸦片的贸易活动持续了 110 多年，磨灭了中国民众的抗争意识，使他们对英国资本主义的侵略

毫无还手之力。其实，自 17 世纪以来，欧洲殖民者就用这手段对付过美洲原住民。他们向南北美洲原住

民倾销大量酒水，以此来摧毁当地人的健康身体和反抗意识。现在请您和我们谈谈，在历史上美国政府

是如何用毒品来对付普通民众的。 

约翰：我这本书最长的一章是第一章，这章主要回顾总结了刚才你所提到的这些历史事件，然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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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开始讲二战后的内容。中情局的“MKUltra 计划”是从 1953 年正式实施的，这个项目将同类的其

他项目收在名下，以此来保护大批同类实验项目。当约翰·肯尼迪想要关掉这些项目的时候，项目名称

的改变正好保全了这些计划，并不断培养相关的研究人员。后面我会详细谈到这一点。 

前面我们提到大英帝国，这么说吧，开始我专注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研究，因为该机构在印度实施

了征服和种族灭绝政策——很悲哀的是，现在的印度政府居然否认这些历史事实，尽管印度人民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而鸦片最好的产地是金三角和阿富汗地区，这些地区非常适合种植鸦片，英国殖民政府

控制了这些区域，大量生产鸦片。开始这些鸦片运往英国国内集中，再分售至世界各地，英国的民众也

因此染上了毒瘾。后来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来代理这些业务，逼迫印度人来为他

们加工鸦片，并从印度人手里免费或者以极低的价格征收鸦片。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有图片和研究史料

为证。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往其他国家出口鸦片；而且在毒害美国之前，大英帝国在工业革命时也卖毒

品给自己国家的人。起初，他们逼迫劳工二十四小时工作，引起了劳工运动。因为劳工几乎没有休息的

时间，除了被迫工作还是工作。为了争取合理的工作时长，不至于劳累而死，他们揭竿而起。起先他们

运动的形式是反抗英国贵族、组织罢工，后来开始武装起来抗议。英国政府迅速反击，但是他们也意识

到最多只能是武力镇压劳工，劳工运动还是不会罢息。于是他们换了另外一种形式，向劳工兜售大量的

鸦片，用这种手段来进一步控制劳工。所以说，用毒品来控制底层民众的卑劣手段从工业革命就开始了。

卡尔·马克思就专门讨论过这些历史事件。刚开始，尽管大量的工人阶级子女死于鸦片，底层民众也只

是将吸食鸦片视作一种药物用途，没有充分意识到鸦片的成瘾危害。后来美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同样的

事也发生在北美民众身上。 

资产阶级寡头极力推销鸦片，向民众宣传这是一种万灵药。美国现在的很多大家族也染指了东印度

公司的业务，掠夺了大量的财富。比如罗素家族、珀金家族、格林家族、卡博特家族、劳氏家族。我在

自己的两本书和电影中都记录了这些家族所干的事，以及他们如何创立了常春藤联盟。罗素家族创立了

耶鲁大学，卡博特家族创立了哈佛，格林家族创立了普林斯顿，劳氏家族创立了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同

时他们还在这些高校创立了一些极端的社团，比如罗素信托协会及后来的骷髅会；在哈佛大学，还有波

西林俱乐部。这些俱乐部的毕业生可以获得价值 240000美元的奖励，现在这个奖励涨到了 440000美元。

俱乐部里面的家族子女与其他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相比，显然不是处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之中。这些上

流社会的子嗣们当然掌握更多的财富与权力知识，有着很高的经济条件起点，有着很深的家族人际资本。 

这是从十八世纪中叶至今一直存在着的社会现象，——再说回中国。 

当时，英国倾销往中国鸦片，导致中国人大面积染上毒瘾。于是清政府开始禁烟，阻止任何国家以

任何形式向中国国内倾销鸦片，引起了英国政府的不满，于是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是

1840 年至 1842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 1856 年至 1860 年。很不幸的是，英国打赢了这两次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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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迫丧权辱国、割地赔款。香港被侵占，其他欧洲国家也乘势劫掠、巧取豪夺。 

卜杰富：很悲哀的是很多西方人并不知道 19 世纪的这些历史事实。据我所知，还有一个家族也制

造了大量的鸦片，那就是德拉诺家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经济大萧条期间著名的罗斯福总统）

是其家族成员之一。 

约翰：很正确。 

卜杰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爷爷就是个大鸦片贩子，他们家族在波士顿和新英格兰的巨

额财富就是在掠夺上千万中国人的血汗钱基础上建成的。 

约翰：是这么回事呀！ 

卜杰富：我们回到现代，谈一谈当代发生的事。实际上，中情局、联邦调查局、烟草枪支管理局和

地方警察操纵着美国的毒品交易市场，他们往穷人、少数族裔和普通居民社区中倾销毒品，用大量的可

卡因和海洛因来毒害、削弱和泯灭这些人意志。但这些行径却被很好地掩藏了起来。您提到过，也有很

勇敢的人，比如加里·韦伯（Gary Webb）、罗伯特·帕里（Robert Perry）揭露过这些真相，但是都被

暗杀了。加里·韦伯死的时候还非常年轻。美国政府宣传机器还在恬不知耻地声张他们如何如何与毒贩

展开殊死搏斗，竭尽全力开展禁毒战争。讽刺的是，他们就是用毒品来对付民众的黑手。约翰，您能更

进一步谈谈这些事吗？ 

约翰：加里·韦伯真的做出了很了不起的贡献，这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壮大，他突破性地报道了二

十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的“伊朗可卡因试验”。作为调查记者的加里·韦伯曾获普利策奖，专业

水平过硬，有股子工匠精神，愿意而且敢于刨根问底。在美国与尼加拉瓜战争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发现了毒品交易与美国政府扯上关系。当时，职业敏感告诉他，这件事情并不简单，于是他准备深入

挖掘一下。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和尼加拉瓜战事冲突时期，美国中情局伙同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分子，向

美国加利福尼亚等地走私可卡因，从中谋取暴利来服务战事，打击尼加拉瓜反抗军。当时的记者加利·韦

伯在圣何塞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 News）上发表了系列调查文章，揭露美国中情局这一隐秘行径。

圣何塞信使报之后在重重压力下停发，美国政府也把加利·韦伯描述为一个恶人，他的记者生涯也随之

结束。后来，他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黑暗联盟》。他本人于 2004 年中枪死亡，官方的调查结果污蔑

他为自杀身亡，但是实际上是被政府暗杀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是中情局扶植的组织，用来打击当时

亲社会主义阵营的尼加拉瓜政府。但是，后来政府军重夺政权，这对尼加拉瓜人民来说是件好事。他们

不仅提高了全民识字率，还为民众提供医疗救助，还做了其他各种各样的好事。在我看来，他们武装了

尼加拉瓜全国人民，英勇地反抗了来自外部的威胁。 

起初，罗伯特·帕里在美联社的一家报纸，叫做《新闻周刊》，发布了与韦伯相似的报导。自 1995

年以来，他在联盟报社（Consortium News）担任总编辑。这是一家很优秀的新闻网站。他是 2018 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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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的。但相较于帕里，韦伯的报导能够透露更多的细节。人们常说韦伯是自杀而死，但很有可能是因

为他揭露了太多政治内幕。所以我很钦佩像韦伯这样的人，尤其是那些敢于举报政府黑幕的吹哨人，比

如约翰·斯托克韦尔（John Stockwell）。他曾与中情局特工共事，揭露了美国政府上世纪 60 年代如何

从越南等地购入和贩卖海洛因。我在自己的书中也记录了其他吹哨人的事迹，比如美国药物管制局前官

员迈克尔·莱文、前中情局特工雷夫·麦嘉和菲利普·阿吉及其他联邦调查局特工。 

卜杰富：美国中情局确实作孽太深，他们一直在向穷人、黑人及拉丁裔美国人倾售毒品，然后又以

此为罪名把这些人抓起来。 

约翰：对，他们首先是把作案目标瞄准为穷困的有色人种，然后再瞄准为白人工人阶级和贫困居民。

起先也是这样，19 世纪和 20 世纪，英国政府不也是把枪口瞄准自己民众吗？沦陷的先是英国劳工，然

后是美国，然后是中国，再后来是反越战群体和民权运动人士。 

卜杰富：继续，我们再聊聊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译者注，心理学家，晚年极力推动致幻

剂在受控环境下的治疗潜力研究）和致幻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知识，资本主义寡头们推动美国政

府非法使用毒品，尤其是致幻剂和其他心理影响类药物，来浇灭美国普通民众追求积极变革的抗议行动。

上世纪 60 和 70 年代，他们利用很多有影响力的娱乐界明星来推广吸毒活动，然后大量的粉丝也跟着吸

毒起来，简直成为了当时的一种风尚。我也是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现在想起来，我显得很傻，

也中了他们的伎俩。当时我也吸食致幻剂，害上严重的鼻窦炎。所以我一直希望我女儿们多读读您的书

籍，引为前车之鉴。您能再简单概述一下美国政府引诱民众吸毒的历史吗？ 

约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但我会尽量概括。实际上，致幻剂和其他毒品的滥用是人们所没有意识

到的一场战争。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美国只是在国外发动战争，事实是，只要谁敢反对美国政府的种族主

义政策，战火就会烧到他们眉毛上，当然也包括美国本土。 

遭到致幻剂打击的第一个典型人物是保罗·罗伯特（Paul Robeson）。大概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

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系；在当时，种族主义盛行，黑人是无法攻读法学专业的，他想毕业几乎是

不可能的事。但他就是毕业了，并且成长为伟大的歌唱家、曲棍球运动员和演员。他在全世界巡回演出，

并公开发表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内容的演讲，同时为工人罢工运动、劳工联盟大聚会表演节目。上世纪

40 和 50 年代，他多方呼吁，还与美国总统讨论了南方的私刑问题，并试图促进反私刑法案的通过，确

实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反私刑法案。1961 年，他到访苏联，并打算在三周之后与古巴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会面，讨论美国的民权运动。台北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

参与了这些活动。于是美国政府的相关人士在莫斯科的酒店入住了，特意订一间挨着他的房间，故意举

办一场宴会，假意邀请他来参加宴席，然后在他的酒中投入大量的致幻剂。他当时并不知道酒里下了药，

喝了口酒之后，他觉得迷迷糊糊的，当时他觉得自己可能中套了。于是他马上叫来自己的儿子和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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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检查一下酒里到底放了什么。庆幸的是，他当时只是抿了一小口，摄入剂量不大。但据他所说，

一口下去后，当时他脑袋里觉得自己像被绊了一跤，所以很可能是有人放东西在酒里了。后来他被送进

医院，接受了 50 下电击治疗。但事实上这些高剂量的迷幻药真的伤着他了，他甚至不愿再回忆起这些

事。自此，他开始孤立自己，远离了自己的事业，也不再参与积极分子的相关活动，一直到 70 年代去

世。这真的是人类的一大损失。 

美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个名为“人类生态基金会”的组织，该组织是中情局的傀儡。有一些顶级的人

类学杂志讨论过他们如何发现这是中情局的傀儡组织，并揭露中情局暗地里向全国约 45 所大学及其教

授、约 40所监狱、30至 40 所医院提供资助，用于测试研究第一批致幻蘑菇，然后开发致幻药，给受试

者大约一百五十美元，叫他们服用这些药物。再后来中情局让受试者参加他们故意举办的聚会——这些

人已经成瘾，然后又假装让他们可以偷走这些迷幻药，受试者真这么干了——毒品就这么传播开来。这

就是他们弄出致幻剂和传播毒品的过程，真的很丧尽天良。 

比如知名作家肯·凯西（Ken Kesey）就曾在斯坦福医院当过药物试验对象，并在这个过程中担任助

手，得些钱来贴补生活。在担任助手期间，他得到了致幻剂储藏室的钥匙，从里面盗取了大量的致幻剂，

就是为了在和朋友聚会时用来集体吸食。显然，他很傻，实际上他的一切行动都被中情局掌握着，人家

只是假装不知道他拿了药。他就是个棋子。 

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曾连续使用了三天的迷幻剂，自此，打心底里支持中情局的迷幻剂

研究项目，致力于疯狂在全国推广致幻剂的吸食。 

中情局的致幻剂项目副主任罗伯特·拉德布罗克（Robert Ladbroke）和基尔彻（Kilcher）伙同烟

酒枪支管理局特工带着大量的致幻剂和秘密特工进入伦敦，设法联系上当地的音乐人，让他们展开巡演、

推广致幻剂的吸食。他们很清楚，如果能够成功让摇滚乐歌手成瘾，那么就能通过摇滚乐爱好群体来传

播致幻剂。于是他们瞄准了约翰·列侬、米克·贾格尔以及其他顶尖的摇滚乐队。在美国就不太一样，

中情局有更大的操作空间，他们甚至可以利用政治资源来制造、量产摇滚巨星。比如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译者注，他父亲是发动越战的海军上将）、大卫·克罗斯比（David Crosby，译者注，出生于

显赫的范·科特兰家族，他的家族建有纽约科特兰高速公路和范·科特兰特公园）。这些内容其实大卫·迈

克高恩（Dave MacGowan，译者注，调查记者，专注于美国隐形政府研究）之前早就报道过，我在这里只

顺便提一两句。 

卜杰富：这些真的很真实，我觉得自己以前傻了，被诱导磕过药。 

约翰：我也是！那个时代的罪！ 

卜杰富：年轻时，还为自己是“反叛的一代”而疯狂，现在想想真是可笑至极。 

约翰：对啊！其实在当时有很多进步运动的团体，比如积极反越战的民主社会学生运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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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译者注，简称 SDS 组织）、“地下气象台”组织（Weather 

Underground），都受到中情局致幻剂的毒害，这些组织成员吸食毒品成瘾，并大力传播毒品，只是很多

人没意识到这类现象是被美国当局预谋好的。 

卜杰富：另一个重要的背景知识，是您书中提到的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的月桂谷庄园（Laurel 

Canyon）。大卫·克洛斯比和查尔斯·曼森合谋实施了泰特·拉比安卡谋杀案，而在这起事件中这两人或

许意识到、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美国政府利用，用来推广致幻剂的滥用。而且书中您也提到，

大卫·迈克高恩写过一本名叫《在月桂谷内的……》书，这本书为世人揭露了月桂谷和嬉皮士一代崛起

的真相。 

约翰：事实上迈克高恩的那本书叫《峡谷内的怪现状》（Weird Scenes Inside the Canyon）。这是

一本好书，但我目前手里只收藏了该书的第一章，因为这一章内容与我研究的主题很密切，比如在旧金

山，中情局卧底特工与基尔彻（Kilcher）共同实施致幻剂相关实验项目。纽约下东城区情况稍稍好些，

但也和旧金山差不多，情报部门也在当地疯狂散布致幻剂类毒品，把人当做实验室豚鼠一样对待。 

月桂谷是位于好莱坞的一个废弃的庄园，1968 年 7 月，一群嬉皮士用极低的价格把它租了下来，在

月桂谷纵情狂欢，把这里变成了“嬉皮士的天堂”。当时这里聚集了十几个顶级的摇滚巨星和大量的摇滚

歌手。月桂谷附件有一个地方叫“望山空军基地电影制片厂”（被视为自美国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独立

电影制片厂），截止到 1969 年，这个地方已产出超过 19000 部电影。好莱坞的许多顶级导演、电影明星

和其他人员必须签署保密协议，以免泄露他们在望山空军基地正在做什么电影的相关信息，因为美国政

府的情报部门和军事情报部门也在这里面干着一些保密的事情。美国政府在保密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资

金和最顶尖的科技手段，就是为了防止其他人探听到他们究竟在这里干什么。所以你可以想见，我们今

天所看到的许多电影，其实是美国政治宣传下的产物，只是我们自己觉得这些电影不过是大众娱乐影片，

不能意识到而已。为什么要制作这些电影？目的就是宣扬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宣扬种族歧视的正确性。

所以再仔细想想，那些瞬间走红的歌星，身边围了不知道多少秘密特工，目的就是包装他们，利用他们。 

这些秘密特工也伪装成精神病医生。汤姆·奥尼尔（Tom O'Neill）出版的一本书叫做《混乱：查尔

斯·曼森，中情局及 60年代秘史》，记录了关于查尔斯·曼森的犯罪过程。书中说到，曼森经常跑到中

情局的相关机构，频率很高，一周一次甚至一周数次。这里面的精神病医生用药物和催眠术诱导曼森犯

罪，包括强奸曼森家族的未成年少女、制造系列谋杀案、卷入毒品交易、参与月桂谷聚会等。在这个聚

会上，他们使用毒品麻醉年轻女性，让她们裸体走来走去，以此来吸引更多人参与聚会。 

据我推测，举办这样的聚会，用这样阴险的手段，实际目的是削弱英国政府对英国歌手的控制能力、

削弱美国歌手的自制力。而那些并非来自上层精英家庭和军方家庭的歌手及相关的年轻人会被毒品所麻

痹，被美女所诱惑，从而削弱这些人的反抗能力。这样的话，美国政府就能在反越战运动中轻松掌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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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在民权运动中轻松取胜，而不必动用武力镇压。这些推测是有证据的，我在自己的书中列出来了。

比如贾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本打算在费城棒球场和纽约体育馆举行盛大的反战聚会，但在聚

会之前就被暗杀了；类似的人还有布莱恩·琼斯（Brian Jones）、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

约翰·列侬（John Lennon）等。 

卜杰富：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比如卡丝·埃利奥特（Mama Cass）和其他人。 

约翰：对对对。 

卜杰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介绍完了美国政府如何用毒品对付民众的大背景，现在我们具体谈一

谈几位被暗杀的知名人士的一些相关细节。——我想先聊聊科特·柯本（Kurt Cobain）和他的妻子科特

妮·洛芙（Courtney Love）。仔细地读了关于他俩的那一章，他们的爱情真的如同《谍影重重》或是《尼

基塔女郎》中的剧情一般，这妻子简直是蛇蝎心肠。 

约翰：之前对于其他人的被暗杀，我是记载地很直截了当，比如约翰·列侬和吉米·亨德里克斯。

但是科特·柯本的事情要复杂很多。你刚才关于科特妮·洛芙的描述还有点点片面，我来具体说一下。

首先，科特妮·洛芙的妈妈自称琳达·卡罗尔（Linda Carol）——她的名字一直在，在她的回忆录中又

叫琳达·卡普兰（Linda Kaplan）——在自传中说，自己早先被一对酗酒的巨富夫妇领养，但这对夫妇

经常对她拳脚相加，甚至性虐待。后来她和卡特妮·洛芙的父亲汉克·哈里森（Hank Harrison）结婚，

生下洛芙。哈里森形容，自己的妻子就是个变态狂，自己压根就不想和她生活在一起。当时洛芙才四五

岁，他尝试去争取抚养权，但是琳达的养父母非常有权有势，买通了哈里森的律师，打赢了官司，完全

夺得洛芙的抚养权。根据几本重要的传记记载，洛芙人生中第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是她妈妈在她三岁左

右的时候，居然带着她去接受心理咨询，这简直是一件很变态的事，——没有人会带很小的小孩去做心

理辅导！我一辈子都在给人做做心理咨询，能想象到这究竟有多变态。 

洛芙十三四岁的时候，因为犯事被抓进少管所，给她爹写信，信中提到多年来她的心理医师一直在

和她发生性关系，一直在给她服用心理影响类药物。她还在信中列举了几种强效药，用于催眠和麻痹青

少年，好让他们服服帖帖听从中情局的摆布。持续的性虐待和致幻剂摄入导致洛芙患上精神分裂，对自

身的认知存在障碍。作为心理咨询专家，我知道这些确实会给人带来综合性的损害，包括身体的和心理

的。尤其是二到八岁的儿童身心非常脆弱，在这个年龄段遭受虐待时，创伤可能会非常严重，以至于导

致幼年患上分裂性认知障碍或成年后的分裂性身份障碍，也就是人们所称的多人格障碍或精神分裂症。

这些在 1980 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有详细论述。总而言之，洛芙在性侵、被迫吸毒、

催眠的综合虐待之下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导致她在不同的人格之中做出极端的事情。 

不知道她有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举动，总之她在日本黑帮的手下做过一段时间的妓女，大概 6

个月。——再重申一遍，这些都是社会上关于她的几本传记中提起的事情。一个出版商从她男友手里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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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份她写的信，信中她自述当时她大量嗑药，在夜店卖淫。这些类似的内容也记载在他生父的书中。

我还专门访谈过他父亲，求证此事。他父亲说在她十七岁到爱尔兰来看她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女儿在卖

淫，而且吸毒重度成瘾。在洛芙来爱尔兰之前，汉克·哈里森就认识史蒂文·奥莱瑞（Steven OLeary）。

他后来得到一封信，得知此人一直以来就在为中情局工作，大约是在 2005 年才去世的。后面他又找到

一些资料，里面透露了科特妮·洛芙与奥莱瑞的亲人混在一起，常常讨论在英国举办的各类顶级音乐会，

然后像撒糖果一样给周围人分享毒品，与奥莱瑞和其他歌手纵情滥交。 

这时她已经在干着和罗伯特、基尔彻在上世纪 60 年代音乐聚会上所做的类似的事，在各地疯狂地

散播致幻剂、成瘾性止痛药和其他毒品，手里总是持有大量毒品。她在伦敦、波兰、洛杉矶、西雅图肆

意地干着这些事，完全接手了中情局的毒品项目。后来科特·柯本凭借自身的创造力和天赋冉冉升起，

发布了现象级的经典唱片《Kurt Cobain Nirvana》，在乐坛中声名鹊起。就在这时，洛芙抛弃了他的前

男友，也就是碎兰瓜乐队（Smashing Pumpkins）的主唱比利·寇根（Billy Corgan），并成功勾搭上科

特·柯本，经常与柯本及他圈子里的人约会。刚开始，柯本只是服用成瘾性药物来治疗胃病，大概四年

总共只服用过五到六次这类药物。但自从和洛芙混在一起，他每天都在吸海洛因，完全被洛芙所控制。 

后来洛芙怀孕了，柯本和她订立了婚前协议，并承诺要娶她。在柯本清醒后，他戒掉了海洛因，并

找到了治疗胃病的方法；不过随后一年他就死了。我之前的访谈中提到过这件事，其实柯本被美国政府

视为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他总能警醒世人，经常在电视上发表激进的政治言论。总体来说，柯本是一

个左翼激进分子。和洛芙相处这么久之后，也该是时候收拾他了。美国政府先是在罗马暗杀过一次，让

他陷入昏迷状态，但没有检测出任何毒品。这次行动失败了。事后相关联的意大利政客都成功骗过了测

谎实验——这些人都是蠕虫！——但后来洛芙还是成功地除掉了柯本。美国政府为了实施暗杀行动，真

的可以做到无所不用其极。 

卜杰富：我发誓从此之后再也不听洛芙的音乐，我的天！鲍勃·马利（Bob Marley）……我想起来

了，我是怎么认识你的,约翰·波塔什……很久以前有个人给我发了一份关于你的访谈，你在访谈中就一

些暗网中的说唱音乐网站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然后我就很想联系上你。——鲍勃·马利（译者注，牙买

加歌星，成功把牙买加雷鬼乐带入西方流行乐和摇滚乐坛，被尊称为雷鬼乐之父）是被中情局的一个局

长的儿子暗杀的，牙买加作家马龙·詹姆斯（Marlon James）把这事写进他的书里面过：《七宗谋杀案简

史》（A Brief History of Seven Killings）。这本书将内容描述得很神秘，文学性太强，您能和我们

说说真相吗？ 

约翰：鲍勃·马利是一个政治影响力很大的人物，尽管他没有成功走上政坛，叱咤风云，但他在全

世界有很多支持者，甚至是非洲。他的歌词写到：“拉斯塔人，不要给中情局唬住，起来，直起身来，为

你们的权利而战！只有革命才能赢取胜利！”他还可以写出很多同类的政治立场很激进的歌词，但是由于



《崛起中的中国》200229 期 

12 

 

担心他的朋友和邻居遭到中情局的针对，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冲动。这种担忧其实不无道理，想

想吧，就连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的牙买加前总理迈克尔·曼利（Michael Manley）都遭到中情局的政治打

压，在 1976 年为阻止他上台而粗暴干预牙买加大选，更何况对付平头老百姓！后来中情局视鲍勃·马利

为眼中钉，于是抓了一批牙买加罪犯，买通他们，让他们运可卡因和海洛因到牙买加贩卖，后来再花钱

让他们去杀鲍勃·马利。于是这群人在一次音乐会上拿着枪对着鲍勃·马利直奔而去，开枪扫射，也射

杀他的夫人。当时他的经纪人多恩·泰勒目睹了这一切，后来把这些事说了出来。迈克尔·曼利为了保

护鲍勃·马利和他的一班人马，把他们集中安置起来，派人专门看护他们。 

其实这场演出是为 1976 年的牙买加选举作铺垫，尽管鲍勃·马利持中立态度，但依旧被视为支持

迈克尔·马利。这场刺杀中，枪手混入鲍勃·马利的摄影团队，然后实施了刺杀计划。这个枪手通过牙

买加人取得了鲍勃·马利摄影团队的信任，让他们信以为自己叫做“科尔比”（Coleby），但其实他的真

名是“科比”（Kobe），是专门负责安插秘密特工的中情局局长韦恩·科比（Wayne Kobe）的儿子。按照

拉斯塔法里教的习俗，教徒鲍勃·马利会得到一双礼鞋。科比逮着给马利送鞋的机会，不知给鞋子做了

什么改动，马利穿上后右脚脚趾马上被刺伤了。当时人们没有多想，觉得这只是个意外。后来马利还继

续踢球，但是两个月后，他的脚趾全部烂掉了，再去检查发现脚趾上已经布满了癌细胞，不久后扩散至

全身；后来马利不治身亡。他的经纪人多恩·泰勒就这事暗指过，中情局导致了马利的早夭，因为多恩

此前曾被中情局拘禁过。鲍勃·马利的死真的是一件天大的憾事。 

卜杰富：这些事情听起来难以置信，我们再谈谈约翰·列侬和暗杀他的人马克·大卫·查普曼，这

杀手有点类似于科特妮·洛芙，像是被“编程”了一样，行动不受自己控制。 

约翰：我正打算深入写一些自己的调查结果所展示的暗杀细节，马克·大卫·查普曼被中情局送到

医院，用基尔彻的手段对他实施药物控制和催眠，从而把他培养为一个杀手。这当然需要很长的周期。

一个警察情报部门的官员还专门训练他如何射击，以及如何陈词来逃脱法律指控。最近有一本新书出版

了，列举了很多证据来证明培养杀手的经过。书中还提及，其实还有另外一名杀手被安插到约翰·列侬

被刺杀的达科塔公寓做门卫，这人名叫何塞·珮多莫（José Perdomo），——这不是他的全名。人们多以

为他是长期流亡古巴的政治难民，其实他是中情局的杀手。所以我觉得，警方一直以来判定马克·大卫·查

普顿是杀害约翰·列侬的真凶，但是现在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有两个疑犯，需要认真查找证据，才

能确定真凶。但是人们普遍相信了一名地方警察的说法，这人声称马克·大卫·查普曼是被“编程”后

实施的枪杀活动。他把这说法讲给芬顿·布雷斯勒听过，当时布雷斯勒还是个律师，同时兼职不列颠日

报的专栏作家。这人在列侬死后的整整七年时间里调查该起谋杀案。他说过，或许世人觉得这很不值得，

但真相永远都是有价值的。后来在列侬死后七周年，他出版了他的书：《约翰·列侬之死元凶》（Who Killed 

John Lennon）。后来有更多优秀的研究者写出了很多好作品——可叹的是，列侬的死反倒成了作家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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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金饭碗。 

卜杰富：我是上世纪 50 年代末出生的人，在 60、70 年代长大，这些巨星对我的影响非常巨大。您

真的讲了很重要的故事。我读了您的书才知道，原来滚石乐队的布莱恩·琼斯和美国巨星吉米·亨德里

克斯差点组成一个乐队，但两人都被暗杀了，您能说些细节吗？ 

约翰：我这里多提一两句，约翰·列侬也受过美国政府的致幻剂毒害。1965 年 1月，中情局雇员罗

伯特·拉什布鲁克（Robert Lashbrooke）和卡利特里前往伦敦，携带着大量的致幻剂，带着一批秘密特

工，经过一番精心操作，安排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的牙医往他和约翰·列侬的咖啡杯里注

入致幻剂。当时他们一行六人在办晚宴，据其他人说，列侬已经晕晕乎乎、神志不清了。后来乔治·哈

里森还装傻充愣说道：啥是致幻剂？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在英国就没听说过致幻剂，在美国才有

吧？——中情局就是这么操纵歌手去散播致幻剂的。 

列侬第二次吸食致幻剂是在另一个聚会上，当时大卫·克罗斯比（David Crosby，译者注，前面提

到过，他家族有很强政治背景）与飞鸟乐团（The Byrd’s）的人混在一起。秘密特工早就布置妥当了，

让他们叫上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r），捎上约翰·列侬，开了一场致幻剂狂欢派对。这一次乔治·哈

里森（George Harrison）没有来。但是像彼得·方达（Peter Fonda）等一批演员都来了，场面热闹非

凡。在潮流效应的影响下，朋辈压力作用下，约翰·列侬再次溃败，也跟着吸食了致幻剂。不过后来约

翰·列侬幡然悔悟，开始在 1979 年和之后陆续出版新专辑，透露出呼吁人们停止吸毒的愿望，并表现出

一定的政治激进想法，然后就成为了美国政府的眼中钉。这些艺术家们基本都走过这条路，这已经是一

个固定的模式了：被诱导吸毒——醒悟——政治激进——被暗杀。 

科特·柯本如此，布莱恩·琼斯也是如此。布莱恩·琼斯是吉米·亨德里克斯的好朋友，同时也是

约翰·列侬的好朋友。他在吸食了大量不同的毒品后开始戒毒，并劝导他人不要吸毒，然后给中情局盯

上了。吉米也是一样，他戒毒后与黑豹党人往来，推动反战联盟的工作，开展反战宣传的音乐会。当时，

滚石乐队也打算来美国巡演，英国政府为了阻止他们，把布莱恩·琼斯的护照给吊销了。琼斯被迫暂时

离开了乐队，于是他问吉米·亨德里克斯和约翰·列侬是否有意愿组建一个新团队，他俩都觉得这主意

不错。然而不久后琼斯就死了。 

那天，琼斯与自己好朋友开车去接另外一个人，但是回到住所时，忽然发现琼斯的住所正在办一个

大型派对，而琼斯却毫不知情。这中间只隔了一两个小时。当时琼斯还很惊讶地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

事？！我今晚就没订下什么派对！——但是很明显，当时有很多人来这里参加聚会，其实是情报部门一

手策划的活动。有一个目击者在后来临终时一直在重复当晚暗杀现场凶手对他说的话：对，我就是要杀

掉布莱恩·琼斯。现在按照官方的解释，琼斯死于溺水。——淹死在自家游泳池？这简直在胡说八道。

另一种说法是，目击者称当时一群人正在把一个人往水中使劲摁，后来才看清这个人是布莱恩·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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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死。当时他因为种族歧视的缘故，在美国不算知名，但在英国却大受

欢迎。后来成名之后，他的巡演和音乐会日益增多。他个人无法处理这些庞杂的事务，这时迈克尔·杰

弗里出现了（Micheal Jeffery）,说可以担任他的经纪人，帮他解决一切问题。后来调查发现杰弗里是

中情局的人，与英国的中情局间谍走得很近。我在书中列举了这些证据。杰弗里不仅阻挠亨德里克斯开

展宣传反战内容的音乐会，还往他的酒里投放致幻剂。当时亨德里克斯已经完全戒毒，除了抽烟和喝点

酒，丝毫不沾染毒品。但他还是被投毒杀害了。当时吉米好友的未婚夫迈克尔·戴蒙德（Michael Diamond）

出版了一本书，详细介绍了他被暗杀的细节，以及他与黑豹党人、反战运动及戒毒宣传的相关事迹。 

卜杰富：您可以再谈一谈您作为心理咨询师和戒毒咨询师的一些细节吗，你对美国药品行业应该很

了解，——我们还是要聊到美国政府。 

 

约翰：嗯嗯，我一直以来都在做心理咨询，还算是比较专业的人士吧，我的顾客也有很多人非常信

任我。 

卜杰富：美国一个很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是，电视上有着大量的毒品和药品宣传画面。我最近给您

发的一篇关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文章，和您书中之前指出的一样，认为这些毒品药品的大

力宣传，实际上是为了怂恿人们吸毒或服用致幻剂，从而削弱平民百姓的意志。我的一个亲戚也是毒品

成瘾咨询师，他认为这本书在用来指导治疗吸毒人员时会有误导性的作用。其实这本书在专业人员眼中

也饱受争议。我还想起一些文学作品，比如阿道司·赫胥黎写的《美丽新世界》和洛伊丝·洛利写的《授

者》，提到市民们被迫服用药物来忘记过往。您能聊聊自己的看法吗，关于整个美国医疗体系的，最糟糕

的情况会是什么样？ 

约翰：很搞笑的是，“SOMA”之前是《美丽新世界》中杜撰的一类使人幸福的神经制剂，现在被做成

了一种真实存在的药品。总的来说，我个人比较赞同你亲戚的说法，但我也不能完全否定这本书的医学

作用。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心理咨询师，我只能在自己对病人进行诊断时，尽量少用相关药品，从而减

少这些药品对病患的副作用。这类伤害病人的事发生得太多了。 

确实是有一些药物能够很好地帮助诊断抑郁症和抑郁狂躁型忧郁症，但有的药品就起不到这个效果。

这类药品更多的是对患者造成损伤，所以我对患者在遭受这类药物损伤前能及时到我这来就诊感到特别

开心。我还是觉得服用苯二氮卓类药物、安非他明类药物、成瘾性止痛药会导致患者严重上瘾，造成身

心损伤。 

卜杰富：谢谢！约翰，现在您还在忙其他的一些工作吗？ 

约翰：我正在写一本政治小说，咱们拭目以待，也许会很精彩，不过目前我还没写完。很可能明年

就能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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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杰富：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崛起中的中国》栏目的粉丝们，这是约翰·波塔什第二次出席我们

的访谈节目。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本书是上次 12月访谈时的那本书；我们今天访谈的是另外一本书：《毒

品作为对付人民的武器》，今天只是浅显地聊了聊相关内容。这些都是好书，如果您还没买的话，乘约

翰·波塔什还在这，赶快向他咨询。如果经济有点紧张，你也可以问问他的 DVD 影片。您可以通过他的

各类出版物及相关访谈视频来进一步了解美国政治。 

约翰，我正在亚洲的清迈，请接收我给您的合十礼，谢谢您再次作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的书籍和

视频更加畅销，因为这是您应得的回报，您真的做出了了不起的研究。 

约翰：谢谢卜杰富，谢谢听众们！如果大家想要联系我的话，可以通过这个网址来私信我：

www.drugsasweapons.com。这里面也有很多关于我们这次访谈的相关容和视频。 

卜杰富：哈哈，我们在这两次合作中已经成为线上密友，希望有一天能在巴尔的摩拜访您，保重，

约翰！ 

约翰：再见，卜杰富，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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