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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扣让五”机即使用形志

沪t和发作战另＂庄 i炎会才会淆

通过的 l.." 料科灼凡宣言笠
自从 l耽 l司兄耆旰荽暑贞切 3 心－六斩目坏秋序的努力

叶L 少生有三十年 3 ． 今天这秩序钉m- 才 i”“ 印埠
女，为全人美大农反铸过－才和印钮归戍卢幻归打

扣．入时甚本书奂中尔内限＇，雄巳允扣权．相反时，仇诫
@

校应妾负会－九 X 色年十一月一日茅－六二二次会议所
怍的决定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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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患如的人｀亿处住店印护和，气牙的人，，今天如最初联合阁戌主
之时还多．

吓，又有系斤时噫想不少l 讨村村大奂汁无卉女合使帜 I芬奇景
孛上一丿lf月灼．

由才环 t克败环对资；瓜的书求店丿玉力不甘斤杖高叶

走 3 一介问超心扫噱扣分的“外侬＇走众也皮生 3 危机．
节、 3 这种材及，色之外，刁辽知L吵盗三十年注痔入口才奇
仁－ 4主和立午吐片之外，会再加一打过对， l、敖相同、名求相同

弃癹也租同，
女界我们忧扫久，压叹史，这哇严嗖叶丘·力扰没有哎由 4史

戎们对才叶人头时主 1又分青神失扣言，~.幻拓用的茅－总心和士

今目节没有为袅才人技识＇一介奂仓杖众的主；云＇）并不足由于目莉
扣扫泊 J负资 i丿豆的执丈．今天讨，司赽主桌t也万人兑叶片扣资拉

归足佐淆护社会方面的分配万、头和仗用讳议．人头觅心氓
湃主要丈店子－因之内及各团之闭的乡主流和社公阳庄扫访．
乏上 “t也刃沁店还没喟戊离椅豆斗匕之久仗炫潘权

丿土 4叶性也从中才？敖固容手里的残氏主叉优冶讨历丈 f6 系． i
纠今大上夕布全注琦时收入、投资、月辰奇的四分之二扣几乎全注界
的研究 .:,..4 乍的合各心在心济，力分之一人 a 片和反之中．
沪巨问赵才、社祒伐命，切缸勾时自动调节详用弅角平次．

江1

相克守吻抖资｝氐过对吴令缸1 b1 人可从 4史用，而不足 iJ:. 名袅责悚

沾人可幻仗用．这叶和叶l}仗 3 人为时书求..,1史土产久序中当、咪
有责牧也生并不充分 1史用资覜在固挤侔夕九中，为同吹低壳吁忻
栳胚材 3 贫穷 1目序的丿免料—－叭炉一九五。并立一九上。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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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如门栳的研于伏—并且和 f 3 扣资加土十时一 1”“ ，又社

阳和豆以 “f 作枯吏回去
叩原料挔低永也丈枝胚江 4切固序总屯叶述，2 原抖統忽

心和淳责 i1 畦之一．仙庥仍 ..1仅如3 的一才例令石油盖
桢良徇又有一美环，印碰知如1 消责点才，扣。飞分之六少1

节，；；之十一．砍问汔卑登记敖叶占身扣0 卑这多 tl J "'f ，方之二十、

釭国加吐』有环吵1 的一入方关促资 j丿象这5 江畔
的长扛利盔琦寀抵斛心，间为这样技名 3 贫穷国家分 .,f J:. 农才”

炉代名资 i虎片机会同心中卫吐资中切杜．我们有史，改
吐车11 主一种评曼责养的耗剌及，？尪奸1 发序中团界叶＃｝如顷袒．

妀叶 1习LIf1 仗奇关彖所注成时众皇句呐桑矣易从消责的也

杖看出、牛．

一才'\:.美 l叫戌歆叫，u 壹并诸片消责量赵丑 tr皮戌咋

叫 lu嗖凶消责受纠 3 分十升、可埋，衍片托戾．由才这一争灰，倘弟

特注昂资湃所度时）王嗓力忆全归总才茅三牲昂片人口 t寸长抚足柲
足而非的．

人叮咱长多、裕、是也听；；负森所凌丘、力不多印哼加时间美之一。 t也
球是和钮，女。心如，名求幻哏也叶 n 吵／心和釭战昶肆栈必

外，养哇资 i”“凡希造同 J尽叶跻彖之甘，才侈干扰公众生在某咚池

方拉；“i 惰也在印诅渚秩序记困内从亭七，里的贡和环户久
及斗某种方环钰如石括少的资 i原，叶慎、叶政策－足要在拉
扭句培伈今天注衬，并且心时贪婪．

侈足在目节注琦惰况才知i 噫

的一女、丈由色、？林和贫帘旦火之间固氏平，打 i 内赍恙琪时县托总
牧乞们之闭入敖时嘉陡对璞如史用劣,}胚扛 3 史大时灼啊．戎们还可以
绯坎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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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中加勒祁特人口含仗清楚地认识到，球＇少人类充分发展＿

”；；．原是也成漆炸，性人口渚长的长朗丙素之勹贮归吵切沁人刮
奇各国发展的工具就直持使这些司彖蚐人 Q)司她菇动严奎。

比钟不乎希的佐奇关系直持对环竞速成压力。原料的荷格

低廉是常加考杂和纪扭喝庶、司彖施4扣一种浪羡术和她奇灼经奇淑l
皮的气叶。许多发展申地区继续发司住在迨仗人们耕杜边
臻疤区，往啬土壤冲刷的危俭或老迨4史人幻移启剢碳姓的拥符城

韦里去。
迁和农接中吻织和度所造成钓恶采并夺啖于闱标关禾方

面。根归去三十年申扫兹知杲单半追求经济常长尽归吵

扭扫钰力的特硃付级为谋这价圾的利益打、投性发扆中 1司
衣之内也会造戍同样疫坏、性的影呴。羡患有的石行之立人又取
得了一切利得，而枭窃芴的汤分之二十炎际上是愈未怠安舌，，在

本地和在词标、一样講戏归钰平民砍少务缸、浆沪攻
斛严、铁少决定自己侨运约如矿力量币更加采鱼．

清楚地指釭既有少浮役半同前灼残泊研而且有这样作的
司徒的1羡过于过去沟年来世界中分］发生的危机50 世界通货膨胀
江，根仅肥料剞造品仵枷幻缓，对世界枭袚护的人代打去
聂凡织，今冬各种供应玄却短少的危侬已牧使护三世豻于十

红灯受钊成胁。但可、和江针砍1一是绝对的。钮记钰
的，但是在别的池古让吃得极他的心在吃。以北美洲和兑司杞乎

约的轻从刁玩五年以来增加归身心g清，犬舒分是吐
产品，至今天已佐剢述｝，？ 00 磅 5 。但是这额外淆加的沾o 啡几乎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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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气可度｝、卢户勺消责量。在一九六女年，北美洲没有 f..-饥俄b

一九六釭以来形扣9敖量是由于过足轻，这甚至有喜遠泉。
丙此，从钧枝上言，今冬元祁发生砫少的现象。嵩店、 1司彖？、皂心

Jll] 的剩余＇，申放出一小卸往貌能斛次整午亚；州的可足。你这以外

砐唯有更生动的例子可以说如器有，司彖过度消责怎祥直持使世
界上的资窃人民消责夺足孔
石油生产）司彖米取 J 联合符动，把石油仵抬加成叨核突然彶

爰了世界中彴的势力扣好把丈童婺；“新分妃到某些茅三世
平司彖。这件争的炉社，，也决定性地扭转 5 石油烫易上切利益

扣朽仗某些护玄注界阅彖每年 4寻剢总共贮000 亿美元的收入。
此本在对工业化国彖疚琦关和极竭奎孚的-方面，发生 5 影呴采

远的努力响，使工业化 1司彖芷违到茅三世界孚袄惯兄的情况，就
是铁乏对重孚的经奇求袅竘控剞权。

没有什丛书我纯此这还说叫得更清柜＄庄界中夕砃悚，一直在
常述岛有函彖灼势力和刘总并相对地史岔房闽彖弟续茨乏菜剞

度的根基在多大程度口农烫灾切关系IJ 而 5、是依赖一成了变的彻
技环境．炙妇关手，由于其本投，可伦先生重大的剧转和爰比。在

某种竟沁上，称的佐哥秩序已经在挣扎印特产生。旧剞度的危机
也可以是新剞度的机含。

目前的争实是泭逢称了冲炙误耕、成胁和疲怒的争拼之外，抚

没有叶 ）J,.. 劓的串 3 。但是，我勾要再次指出，我们没有痉幻戊到绝
望。危机也可以是正袄真痉的对刻多国和人从此肴砒并和心，~

制度虳碱扫也叩寻求新经奇秩卉钓忤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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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也政名彖钓仕务是试囡引导各午阅仇圣然在利立势灯知
对忠方＼面都有许多可、同却甸一个衍的剞度还迸这才钊度孚比较

伲蚐汤足全世界人和在人类基本邓宅方面对内喊'l)司对又夺 4是况
必求资养和环境的、外侵＇。正面为我4门相信这争业设奎孚又有可

能炙祝／蚚以我们在妥行经；齐政策方面，在发展方句古面和

幻钧地球环境方面，列学名于祗我们者是新剞度可、可妖少的娱
成舒分的孜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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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名 5

我们第一件关心的申义重祈祝定发／扣的桂才名旨．
名旨在发／仁今由 1、在发卒串物，

也＂又有．

发表的

人表轩行易末的需要：食佳农

任何增长的过仕咚。早不导玫这巷需要的：足足甚生作l

反 t也妨碍这埜需要的为足，京心是研］发车的众人壮我们巩杠
仍然侍债趴咑江，发车的一勺华室要的关心中顷社戎冷每才并土

今作穸苦的人”“要和牛为足的水平

因为森旁苦人民，L

才占人口的百分之 m t 畴径：扣＇m 术的首耍各旨在确俙这美人民

的归炉叶．女口界一个 t管长的过往仅 1又扫也在富有的江
分才，初扇叩十甚至 t炉印畔 l礼戎在右 [f1 之”“的兑
踩，叶不共发／仁乃是一叶利削．今大正知顷，可以 I叶姑友〉作一叶

众吓；介，曾上可 u人叶玫软约的分也仗人表饼羌本需要茠，伴出足．
扣、1 认为，三十年的传验，怀有让人拚益少从分+的迅过佐清哼长
卫．心商高他：点给“人民大众的奇浮巳传 ik J ；乞彩虹，扣1 反
对“增长芬--:.,.~、平分配刮益穿二＂的戏法．

发牟并不以高足斗个布要为平．凸有其他需要其他目标，其
衪竹值．友车九祜表达旬由 f” 成想旬由，口釭令扫＂挂受责总和
甘软的权刊．

社会；孚浮 t也拟耍今加为个人个身行在该定庄础的

工作，也需要对小1世界未未的工作极依界生资俅．诈奄要的友
展乞枯工 1 乍的权刊，这斤牛头弟拈行 J 杠业而已，扣且要在工作上

估}叮成扣见；这天又俭有巨通过把人共当作工从 a护L产过往而被利

夺的权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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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扣的，令抖化

几这注起过 3 朸资目标个价值的．午心之 ·t咐许夕轩虔一看丛

才需奂侬古无足志定而这巷需奂天我们 i要知n 的中．然而要

扣足其个名婓年糕和巨策羌，至今令方壹、兄还不－玫但是，，
er 仗杠贪官的因务也已佐木 J --洼妨1i.l 十．从这县 1归于丑

臭的看出，由 f 扣吵丿立．文化和其他庥囚右凶发展过 ff 的处 A、

大不作1 闪．

ttl J上，扣i1 挫叩＇知要并和许？刀， l司的发如夕有人

认为众／扫委她而且才可凶免 t也要乐和；奏丐正是今人＄ ~I.M 序

的历史史 4 ，叶、 11-1 妇子、和这叶单方面的看法．为 J 这个哩由，我们

反对发／表上＂兑托＂的概念．粕白的 tl 标不是·龟走 J:. 霞＇，而是杠
伽蚽 1个人美七台的卡肤升为人表未术右代的需要埃定一个士
户的儿础．

扣．1,压扣l 尽个布安的和妇为足但是也行一 f 华和水
干，不仅行作低的水干，也行森高的作度．人 .;·1!( 吐才有t 士仿，但人

也可有七凸私夕。女11 界有史？的士户，行更，的消麦而传界句r 是

牡抒分压扣f 病 rt 的盒奂屯心及心讨们也女有夕少杆勋．
巨 I2 人人，，及牧朸灰品的代力行一定的平反扑们知道士物界负拉

俄力也行一定"..”“仗 I压吓力的 f卫，运起过其个
I.!-l 人口;& i亥分孚的一计众

团止兑伈不仅为仓己造成 3 "．心

赵，又幻l 人违成｝坏 t免白起

囚 Jt ，今天的牲并汁入仅仅面如“发牟不足”的异啃巩务．

扣 11 还可 1次诠消麦过分的一种发佟．这计发牟侵犯环天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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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111 ．终．I 的介 r仁．，从这叶祝上看束，如渭＇言委书奇t 雄定我
4门的目标，，官祈坟定折的众牟啋枭宅祈航定孕斤的士：名方式乞抎富

布着从有怜合］的：＂方式． fl. 节作 1心”z和在争和弟 1灼长及的

布求，但 A 扣逞弁兮这埜友牛策居 1坪］们劝富和月务为 i寻．之
11·1 扣f] 的句 :fl -i·I 女起兄及祝更具人谊的对旬然他人和句己；成少
导·l 书l 的七台方式．
仓力史土

3.

枷召羌井”“之一是要增加 1司名的旬力炙士的片

种．这并不是议要“”“议，红贸易和合作上安五皂五
利，要史公平分配时硅冯足基个需妇扣肚这天 i又要有旬 1言i：要

1农许自己的人力和仓．仅扣克从丿勺旰r i. ~1 标和：：六寡九五要有台
主的供九

之才轩 1衣核外术的势力和夕 t 因为外未势力 fa 力骨

令支成攻初玉力．之纥午各．）苟社的贷多召式因为令l 各l 牡的贸易

咕式朵l 妇个 l!!l 友牟叶布的自然务：/孔杖片庄J: 显然行一定的
兑田，佯及这一方面的：，＂力土 i亥是几迼在和龙］渣当他的技术
兑惫味着世叶 i令：有的分祜化，行时也竞沫看囚扣妇牛的分供亿冷
3

t” 片人的今力试．但天之也竞沫”“力奂士方，＂耍

沌加的 lfl 归 1 乍．

作南安的戈扭 1-i 靠人民和心，作托人民白

己的批力去友、日月和广士祈的礼界和枝主． t曾小，之 ,f 1~，吸牧委；庇和技

术令七力，来从亭布益 f杜令的 1丸O，扣叶·l 启并于令国 1也伈自己的士
沽睿

在这计过 f; ，"女有在今赵社令合作； i 竞和参力•l 方面竹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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桴未仵闭．这 l_1 巩行灶育丰l 良配幻l 什么 f氓＃、名加 4 捍讨．

为 3 这司仓力史口－目标社众传钓齐齐杰安怍羌本上的，
传．

上的社令上的和攻士上的改支。

I司详需要的是发牟一一付符

令自力史士的囚标钊皮束支付走向 tl 力史士的右种冶动·
国务一以上的自力更士也许经哲讨成高玑行的仕：十年l 皮－

方面要中自力史土，另一方面入分扣＇，气心年布依赖永远存在

“1 反知可优的．今大世并大令f1分是由气和吓管外田的
祛心和戏伈!; I平也广士朸舟伍成的．我伯需卖的璞搀是一任
吐扣处攸止冶作的世界志－个计分句是祛心／r` 扭牡 3.] 人来年和
自己的七句-5 旬然为伙1十，5 启世团结一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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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种画社～扣钰－这方面砂行动对芞妇廷遠走

芍遠知的忍心纽虹酝和玩志妇志战，共 I,归
沁洹扣铝＂f，纨祀社趴压，禁乏，经沼感，划和和压｀

的平订雄，铩乒包括酌4 ．反走一义行动，善至全妇妇沙。或
4i1 年抡付袍使用立学和釭坏没：．，才虔扭考．七上另固如之
A心姐也必更完善上吐求幻逵乙七今生侄＇，，，

对于轩孛戍七

—本戌圭刁、是t责度的—注扫讨斗岭-臭 o6 人—学考．

高人，务枭7 名～。并少其池石红,9,,<....—汹i淳没砱讳走：｀7学爱人子·1 痢占豆定刮固缸于发序必叔钊＇．衬于杠应注丑压

追二具砱釭姑、科学家＃o扫会科学家们，或们要泛岭迂女：，造序

宫辜冰4访戊靠耘祖Q 的七今天，友座布益心无 Z坟扣扫戎岭
孚印女术：

4.

笋于行私的走记
或平平青今位拈玲纽袖，老函这农左卸丸缸七科学

界圉庞心砱思泛丑o 资滋尽主玩扣丰子戎吐才了名在涵足全

球圭瓷5 人基本零要砂方素，乞托酌汰今红如心在中。注对

这十务案丙危遵倡砖和 Il 走：让位主知心扣”“t戈04红办
浅．
戒们认在吃之一十文志咋士o史公平的和的配琢伍浇屯U; 、
可，心史上也吁戎岭I(主今更茅七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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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们知道世免妹守片。画多达策至，夫－年－夕玄化可以这支
的。拉弘才人类在丘如另心会才戾，令、妇l么 #f-壑挑线币宇卓砱

香幻勾L走宝要租多衬ia主文成的．但立哱必吏I妇狂衍尹今

江心位和梭耘扭尹。正心－少啦扣妨心今
邓右＠大公特,,1 公这已经式迳年程庈心了立扣妇于斗，我们

完全支戎也。 A 纪江年．义？、美吵6-+少－嘟，扣i1启生也之
绥净必心卸衫和处幼孛。

由，t迈肴总伐幼庄过切望工投少，戏在正在正合酗

迸行讨讫砱也会配经和迁扣斗今复章力是走立江珑云切的又
一九柔步珈。我4i' 吁臻左遠通过这＋宠聋．
在画家丑姑＇洛噪车有妇又砱讫畴向，老瓜心王国戌杠＊勾

启护中求和＆卢述习如妇0立戌，的毛改。 t要的目枉走怠
友牛谥烹要立令资和环，主且学归无o 后衣，团结的心」本
述行廷叶二午＂

或ii1堎沁支立 3虽大的氐哮杠钩未子发瓜多咕咚兑瘟·人叶

的今共财户资源 J

如八特4退话边底及其汰土一一也斗迳乞

起之令扣分水成一的宅要·心却i, 必办没立一+士和戌勾

也妇扫租和心遠乒，之心位徒畛管绎忐和的今和
分；如且了、偏©，也无中心王行酗荽之迳多了正及，少衾岭

扣扫釭扫吱的资源羌4“红，扣裳扣；心．加弓今釭立

+资氖·“o 惠七．字要志和岔质老d
对“生用励云朵木嗜源肴危多湟以无兑生沁痢皋4足过示穷邑客

令译拿如允凡的孔益。过是文立即呾狂式剢度的芬一步，

A/c.2／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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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扒度的吵缸这和釭退珠缸，，合句透衿移。正社收

追同裁多拉，切土的佳责炉戏少扣纷釭妨橐在主之

过令扣进勺，名，如飞女心过叉危穸寸量清才o未入芩三也
济全正磕泾去源，而且主牛责海启沪角寀心用永扣妇土会上

茹宏如句主今习基本年要。
科学o 拔未必缸症如石追求的配气改项的研妇。发
I在云式戎迳咭配＊盗，生 4 乍土木兹岭贡耘：．如i1 平青会大学产

及心压学启，石干如这．如心免今牲心6科学即众，宅耘咚

危切社年咋比克边．如逢才自妇。是本多心扫疗心妇｀［
益要氐和红丑丰衮拉走今 e 过晃上令＂炉科学务室术

丑未旁充透凇归迫屯雄吐耘吐扣和良
足～麦是利义妗砰义如谄多令可体在玄穷配客咀迸行主
叶扫灾，“如佐助扭主主人才 4扫京的玑，象
却谥妇但及头吏釭6社右酗江生平及合中酗客术
函的扫炬o技心和叶臣，人心众心中配吝之 ia 在主咭纽或的

租釭合作，王允扣吁浔在的丰古资源4亿妇女屯恁份扭的
芍突化大忒足人娄必基共t:安 ..

印才，知i飞之多在配吝－纽上式发和式采用耘的办法。

这让烹妻式 3 －子中夕为食书志述和扣去土也也用知妒心主支琦

立咕爰今知屯砖各片。敖书北妻，逵行主妇却沁如活过i
丑及正资源分o ？生三庭．的过量＞权，司衬迳应和加紧哇尸人
。七生食穿扴／却配汜卖砂必北。名0

于：：令如体庙的才支术走多取少L

祚害蚽嗖受的技生必外迳可以促迳史心七虴人共位也本剢，心

Afc.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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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支无籽扣心 f.E. 的追－夕砸寡扣妇扭迳哆心状，冬。
在卉多发扆中画客中，和的没扆方式枭汪吏令王堂也没庄珑

尔知心，心芘名在和八湟洽森吐扣，九七竞，创立少要砖基

本没半0月”...4”“ 拉令，和过函内二止含扣才，生户杰扣以
瀛足是本党宴的矛支
在－七更迁妗卿追洽社沁纽廷巨，让变也务砱 :::s:.. 业
必过是平人扇庄－令资淉汪了｀合中心扣1 扣知超的，因

忐，优源戈o3釭免和还釭心．培玄官函客的合过 I急t — J:..着
心o其店也茅工”“呏缸幻耘的／急屯—打扣扣红着．

在这方缸哆 r和釭如少走，出柔砱．如心缸让邸扫改，古
彖昨在心妇0 平釱务径上上扣了没封从七念迅分矗女主冶设的

注妇帝发庈（生，态灾）策畴o私垃这方扣衿，妇十古衾石作
的努才尹扛平它作是－午袒要衿资耘；。

或们走盏创违孝，叶今上

人4i 让归生字？示学习如何4尽可霄知也 Il 用已们在其十士活的生，总
条线的呻株资源，如何没封立多的技本，止心廷o何扣达纠迳今且

的未钮红扣梦玄 I,也们自己
戎mo云众俟讫的铩寺人去红育学各又及巧有不知红叶勾

堤心扣，和动亿生史乡的心丑吐环J且茄平面临的
危念汾兄砱祚森和迳叶t青心刃，老屯巧和沪、 j. 了．如5走
士｝考，戏卡者或是也认知几＋心人口中的一生和和赻1去尧

今了弑I心气怂的烽务的性质。心和心o遠准从／心如力的成采上
得纠 3 钊益？准从 I,已石逵打的采玄 .,J:..4等至归冯处？

I,,`心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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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迸如知刁、心在必球斗如9 扣王心沼庋．
知；勹要求会这杠钰准备在－上上五年或合国大金的特钊

左立时采妇了切心戊位知磷C比拟冬，出发心纽秝乒联
令卸本条空酝4导之令王室的拉乒，并且弁线迷行必要衫线性］上岭政

支扣泗馆，因扣幻妇不浅士o 者和约史用等等主要考？是全球
牲的 i遠，癸涉纠仓人生的福云，l ，石备．人老酗吐哀积忘浅尧妇，1
痢群右配杠构东雄：知立咭 in超，寿且丛扣应滚史和七加注联合

函优务，女抚够拦瓷起耘砱责但
5

纬培

.

如诗 3 耗人是本忆要的＂向＆＇，心及也球自娱资源的
“外平淀渚巧受到的战胫。这，，众们也扭馆戎心主气叭圣

然荷七对忿忿 0珍歧兔几无o对这令 0,I 人生生有一开寿耆是乒
杠无0 位合或4'l 的绝球岭耘改矣；五石迳坐扣旁冬 J
扣1 点这也妇土上岭人示心包有吃，冯＂森们扭馆涡

从八咚心，江马的物市虫求。江过心廿扣心
球的红改的少毡式和扫会制扆。若要市主試社釭乞着坐＆．人特
心沮浮的却，但也社立扫心冷才迅扫技术方令的补主父
和红心严纽夫，必拉心平气和必住和平士”夕叩＇：关田才霖求徒达

放是志/4...权的＂令序”码老叶和去，主彰巨之令妇心殊必毡柏
扣扣的工4乍丿扫痰妇o4条令我i'l庄妇釭永条砱户业的如年文
廿土友总的技巧云 o 古式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