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纳德 ·J· 特朗普在这整
个声名狼藉的过程中被赋
予了许多名字。根据格雷

格·巴拉克教授对特朗普一生罪行
的犯罪学分析，最合适的标签是白
领犯罪的遁术师。巴拉克的研究解
释了特朗普作为一个骗子、狡猾的
敲诈勒索者和情感操纵大师，如何
在 40 多年的时间里将特朗普组织
用作犯罪活动的合法前线。特朗普
入主白宫是一个追求权力和财富欲
望并策划盗贼统治的机会。

巴拉克的研究已发表在他的最新著
作《特朗普的犯罪学》中。在这部
作品中，巴拉克指出，特朗普的背
景和从犯罪学分析框架进行的商业
冒险（而不是非理性、精神错乱或
疯狂）表明他只不过是一个精于算
计和有强迫症的骗子。

家族财富
特朗普家族的财富始于十九世经 
90 年代，当时唐纳德的祖父弗雷
德里克·特朗普在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创办了一家集餐厅、酒
店、妓院于一身的

机构，并在加

拿大育空县创办了一家既是餐厅也
是酒店的企业，从而积累了财富。
后来唐纳德的父亲弗雷德·西尔弗
和他的外祖母于 1923 年创立了 E 
Trump & Son 这家公司，该公司于 
1971 年被唐纳德·特朗普接管。

对唐纳德来说，幸运的是，他在开
始自己的商业冒险（其中许多将会
破产）之前，已经积累了数百万美
元的遗产。确切地说，唐纳德·特朗
普已经有超过 20 家企业破产，特
朗普高尔夫球场在过去二十年中损
失了超过 3.15 亿美元。.

为了说明特朗普未能创建结构健全
和盈利的企业，巴拉克说，甚至在
特朗普的父亲去世之前，“传统的
银行或贷款机构就已经停止与唐纳
德做生意，特朗普已经依赖地下经
济、洗钱和筹集风险投资的辛迪加
式罪犯。”

黑社会老板 
当巴拉克仔细观察唐纳德·特朗普
的企业的财务表现时，他发现，唐

特朗普的犯罪学
美国的头号亡命之徒和敲诈勒索者

《特朗普的犯罪学》是对
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和刑
事方面的不法分子唐纳德 
·J· 特朗普的调查。东密
歇根大学犯罪学和刑事司
法名誉教授格雷格·巴拉克
（Gregg Barak）使用犯
罪学研究方法和框架对特
朗普的背景和商业冒险进
行了独特的分析，以研究
唐纳德·特朗普的犯罪历史
和社会不公现象。这位臭
名昭著的企业家的罪行直
到最近才开始浮出水面，
但巴拉克表明，性侵犯、
逃税、洗钱、拖欠员工工
资、敲诈勒索和妨碍司法
公正等指控已经累积了几
十年。 《特朗普的犯罪学》对唐纳德·特

朗普为在美国获得社会和政治权力
而进行的黑暗和非法活动进行了尖

锐的犯罪学分析。

格雷格·巴拉克行为科学︱

纳德·特朗普与犯罪的关系变得越
来越明显。巴拉克说，对唐纳德的
财务记录的分析表明，唐纳德利用
自己的智慧和欺骗手段经营了一家
犯罪企业。

根据巴拉克的分析，唐纳德·特
朗普与本杰明·“巴格西”·西格尔
（Bugsy Siegel）和被称为“铁氟
龙教父”的小约翰·约瑟夫·高蒂（ 
John ‘Teflon Don’ Gotti ）等著名
匪徒之间的相似之处并非巧合。相
反，这些相似之处展示了一个强大
但疯狂的商人对他人行为施加影响
的能力。有象征性意义的是，他人
恐惧特朗普作为商人的冷酷无情，
特朗普不仅表现出美国著名黑社会
老大的特征——权威、魅力、腐
败、智慧和说服力，而且他还与许
多有组织罪犯做生意。

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杰出的犯
罪学教授亨利·庞特尔（Henry 
Pontell）指出，巴拉克使用“借鉴白
领和精英犯罪核心问题的广泛犯罪
学视角”，提供了重要的“对唐纳德·
特朗普在担任总统之前、期间和之
后的行为的深入和新颖的分析”。

政治方面的崛起
任何不关注唐纳德·特朗普如何在政
治方面变得声名狼藉的人都可能认
为特朗普当选总统职位纯属意外。
尽管特朗普在成为美国总统之前从
未担任过任何政治职务，但几十年
来他一直盯着椭圆形办公室。英国
开放大学的史蒂夫·汤姆斯教授说，

这本以犯罪学、政治经济学和心理
学为基础的“学术性、严谨和精心研
究的著作”揭示了对特朗普的“法证
式”和“可怕的分析”。
 
巴拉克在记录特朗普一再企图篡
夺终极权力职位时说，2000 年，
特朗普以改革党的名义首次竞选
总统，但他很快意识到，要以第
三个党的名义竞选美国总统，几乎
没有机会取得成功。回到特朗普大
厦后，他继续从事电视事业，希
望以其恶魔般的魅力赢得美国人的
崇拜。

特朗普在 2012 年第二次竞选总
统。他希望美国人民能认真对待
他，但人们对他获得白宫控制权的
动机有很多猜测。最终，特朗普退
出了 2012 年的竞选，因为他的《
名人学徒》节目提供了比美国总统
竞选失败更大的回报。

2016 年，当特朗普开始了这一终极
权力职位的竞选活动时，他想要获
得政治权力的野心开始成为现实。
尽管特朗普最初受到了极大的怀
疑，评价也不高，但他设法将“反
动的美国”煽动为民族主义、白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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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特朗普（Frederick Trump), 
1869-1918 年。

特朗普由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
（John Roberts）宣誓就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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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和丹尼斯·罗德曼（Dennis 
Rodman），名人学徒，2009 年。

Ph
ot

o 
C

re
di

t: 
O

PE
N

 S
p

or
ts

, C
C

 B
Y 

2.
0,

 v
ia

 
W

ik
im

ed
ia

 C
om

m
on

s

www.researchfeatures.comwww.researchfeatures.com

https://www.routledge.com/Criminology-on-Trump/Barak/p/book/9781032117904
https://www.routledge.com/Criminology-on-Trump/Barak/p/book/9781032117904
https://www.routledge.com/Criminology-on-Trump/Barak/p/book/9781032117904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researchfeatures.com
https://researchfeatures.com


研究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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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

研究目标

参考文献 格雷格·巴拉克的其他书籍

个人回应
您认为唐纳德·特朗普的行为将如何影响未来十年的美
国政治？ 

 我认为，除非特朗普在即将到来的 2022 年中期选举
前被纽约州、佐治亚州、哥伦比亚特区和/或司法部因各
种罪行受到指责和起诉，和/或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在这
些选举中惨败，否则特朗普将竭尽全力在 2024 年入主白
宫。无论是哪种方式，尤其是在后者的情况下，美国的民主
和传统政治都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  格雷格·巴拉克，（2022 年），特朗普的犯罪学。鲁特里奇（Taylor 
& Francis 集团）， www.routledge.com/Criminology-on-
Trump/Barak/p/book/9781032117904 

•  格雷格·巴拉克，（2022 年 1 月 5 日），在担任总统期间，唐纳
德·特朗普表现得像“头号敲诈者”， www.yahoo.com/news/
years-president-donald-trump-acted-001247618.html

•  格雷格·巴拉克，（2022 年 1 月 6 日），犯罪学家评估“头号敲诈
者”， 
thecrimereport.org/2022/01/06/a-criminologist-assesses-
the-racketeer-in-chief

•  格雷格·巴拉克，（2022 年 2 月 2 日），为什么特朗普时代的盗
贼统治仍然困扰着我们的司法系统 
，•thecrimereport.org/2022/02/02/
why-trump-era-kleptocracy-still-
haunts-our-justice-system

•  格雷格·巴拉克，（2022 年 2 月 
18 日），为什么特朗普的会计师事
务所解雇了他？ thecrimereport.
org/2022/02/18/why-did-trumps-
accounting-firm-fire-him

•  www.greggbarak.com

•  激进犯罪学家编年史：在法律、权力和正义的边缘工作 
(2020 年)

•  阶级、种族、性别和犯罪：美国正义的社会现实（2018 年)
•  不受约束的企业权力：为什么跨国公司的犯罪被常规化以

及我们能做些什么（2017 年)
•  国家盗窃：华尔街抢劫和联邦监管合谋（2012 年）
•   犯罪学：综合方法 (2009 年)
•  暴力与非暴力：理解之路（2003 年)
•   整合犯罪学（1998 年)
•  给我庇护所：当代美国无家可归者社会史（1991 年)
•  为谁辩护？刑事司法改革批判 （1980 年)

简介
格雷格·巴拉克是犯罪学和刑事司法的前
杰出访问教授和名誉教授，也是美国犯罪

学学会两个分部的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以
及三本获奖书籍的作者：《给我庇护所》
（Gimme Shelter，1991 年)、《国家盗窃》

（Theft of a Nation，2012 年) 和 《不受
约束的企业权力》（Unchecked Corporate 
Power，2017 年)。

格雷格·巴拉克的《特朗普的犯罪学》是对唐纳德·特朗普上台的犯罪学调查。

名誉教授格雷格·巴拉克

固自己的地位或影响外国政治关系
的说客。

为被纳入特朗普赦免的考虑范围，
愿意为自由付出代价的人参加拍
卖，起价为 50,000 美元。有几个
著名的说客向支持唐纳德·特朗普
政党的游说公司支付了 100,000 美
元，甚至高达 750,000 美元。

根据巴拉克的说法，被特朗普个人
赦免的人，例如被定罪和赦免的
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
和被起诉的汤姆·巴拉克（Tom 
Barrack），“经常代表外国利益非
法游说美国”。这两个人都没有注
册为说客或公开宣传他们的游说服
务。他们与特朗普的交易不仅“没有
书面记录”，而且还明显违反了《外
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 年）。

向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帝国支付
巨额资金，不仅可以让某人出狱，
甚至可以让某人在特朗普的国会图
书馆信托基金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
地，而这个人只是特朗普众多获得
政府职位的游说者之一。

叛乱
特朗普煽动政治叛乱和对国会山的
精心策划的袭击，可能是特朗普权
力的最大展示。为了阻止乔·拜登
（Joe Biden）被确认为美国第 46 
任总统，特朗普的大量支持者和盟
友携带武器和枪支冲进了国会大
厦。当世界其他人在观看电视直播
时，许多人认为这将是最后一根稻
草，也是一劳永逸地结束特朗普政
治生涯的机会。但共和党控制的国
会再次否认、低调处理和原谅这位
前总司令的行为，而特朗普迄今显
然仍逍遥法外。

《特朗普的犯罪学》对唐纳德·特朗
普为在美国获得社会和政治权力而
进行的黑暗和非法活动进行了尖锐
的犯罪学分析。它显示了唐纳德·特
朗普如何利用自己的职位来延续自
己的犯罪日程，最后，他将竭尽全
力保持他花费数十年时间在社会上
取得的权力。

数亿美元存放在离岸账户，对富人
减税数万亿美元以及敲诈勒索的骗
局，这些都被用来使特朗普本人、
他的内阁成员以及美国超级富有的
亿万富翁受益，同时继续欺骗特朗
普的共和党支持者，让他们相信自
己也从他的计划中受益。

巴拉克的分析巧妙地揭示了唐纳
德·特朗普执政四年期间政治腐败
的深度。这一精明的分析表明，与
前五位总统相比，特朗普在担任
总统期间赦免的被监禁罪犯要少得
多。相反，他倾向于赦免帮助他巩

上和有组织暴力的狂热。尽管唐纳
德·特朗普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财
富，却没有用自己的钱来支付政治
竞选费用。相反，他使用竞选资金
来支付使用他的波音 757、小型喷
气式飞机、直升机、特朗普大厦办
公空间和特朗普组织的其他几项服
务的费用。

游说方面的腐败
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四年期
间，白领犯罪和政府腐败达到了新
的高度。与乌克兰、中国和俄罗
斯进行不正当商业交易，被推测有

从犯罪学分析框架对特朗普的背景
和商业冒险的分析表明，他只不过

是个骗子。

格雷格·巴拉克
（Gregg Barak）
是一位屡获殊荣
的作家和犯罪、
司法、媒体、暴
力、刑法、无家

可归者和人权书
籍的编辑。

巴拉克的分析巧妙地揭示了唐纳德·特朗
普执政四年期间政治腐败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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