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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宪先贤蓄奴之谜 
 

美国计算机科学公司  陈伟1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独具慧眼，

曾指出一个令研究美国宪政的学者们深有同感的困惑和悖论：“一个民

族何以能在孕育出美国革命领袖们所展现的那种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

献身精神之同时，又发展了奴隶制这一无时无刻不在剥夺人类自由和尊

严的劳动体制？” 

接下来的问题是，按照世人的传统理解，在 19世纪中叶的美国社

会，奴隶制经济惨无人道，丧尽天良，野蛮落后，劳动生产率极度低

下，毫无经济效益可言，早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可是，南方种植园

主为何死死抱住奴隶制不放，甚至不惜以南北战争和家园毁灭为惨痛

代价呢？ 

                                     
1《读书》2017年 2月曾发删节稿，这里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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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奴隶制问题，一直是美国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众说纷纭，争论

不休。20世纪初，南方史学家菲利普斯（Ultrich Philips）认为，奴隶制

是一种家长式温情、非盈利、保持白人至上的制度；奴隶主闲散和善，

他们追求的不是商业利润，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黑人天生懒散，倾向犯

罪；南方种植园把黑人从非洲的野蛮制度下解放出来，相当于使他们今

后得以享受西方文明生活的预备学校。 

20 世纪中叶，“家长式温情”的种族主义论调在史学界遭到严厉

批判。南方奴隶制被批驳为效率低下，无利可图，臭名昭著，日暮途穷，

即将自行消亡；黑奴被认为是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悲惨受害者，饥寒交

迫，苦大仇深。南部种植园不是什么黑奴享受文明生活的“预备学校”，

而是建立在野蛮奴役、剥削压迫、囚犯劳工之上的血汗农场。 

1970年代初，芝加哥大学教授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调查

和搜集了浩如烟海的南方种植园档案和家庭账本、商业记录等原始经济

数据，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和数理统计方法，使用大型计算机分析数据，

重新研究美国南方奴隶制。得出的颠覆性学术结论，令福格尔本人目瞪

口呆，难以置信。 

福格尔不得不反复研究，重新计算，推

迟两年才公开发表学术成果。他于 1974年出

版《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奴经济学》，

1989年出版专著《未经同意或契约：美国奴

隶制度的兴衰》，在学术界和媒体引发地震

和海啸。由于在计量史学和美国奴隶制领域

做出的杰出成就，福格尔荣获 1993年度诺贝

尔经济学奖。 

福格尔的以下学术研究结论，堪称石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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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惊，令人惊诧不已： 

南北战争前夕，南方奴隶制并未行将就木，恰恰相反，奴隶制作为

一种经济制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强大，并出现持续巩固的趋势。

南方奴隶主的经营管理以及对奴隶和其它资产的定价能力，与北方任何

一位资本家相比毫不逊色。由于规模经济、有效管理以及对劳动与资本

的密集使用，南方奴隶制农业比北方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高出 35％。 

典型的黑奴并非传统观念认为的那样懒散、无能和低效，平均意义

上，黑奴比自由的白人农业工人更加勤奋和高效。南方奴隶制和现代工

业体系并不矛盾，奴隶在工业部门的勤奋程度和效率均不逊于自由工

人，只是因为南方农业对奴隶的需求更加强烈，更无可替代，奴隶才更

多地流向大种植园。 

南方奴隶制拥有灵活而高效的激励机制，诸如奖金，休假，年终奖，

对“劳动能手”的奖励，对完不成劳动定额的拖后腿者的惩罚，还有班

组制和劳动分工，流水线作业等等。认为奴隶主仅仅凭借鞭笞强迫奴隶

服从，只是一个道听途说的传言。鞭笞确实存在，通常不会伤破皮肤、

影响劳动效率或者引起反抗，只在冷静的惩罚当中才会被允许施行，而

奴隶一般也会认为这样的惩罚是公正的。 

南方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率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低得多。对于一个

典型的奴隶来说，终其一生，他能够获得其生产的总收入的 90％。考

虑到食宿、医疗和养老等基本福利，黑奴的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高于自

由农业工人，营养水平甚至高于美国人在 1964 年的平均水平。奴隶主

的“家长式温情”管理，在本质上并不对抗资本主义企业，而且不一定

就是利润最大化的障碍，借助于人性化的关怀，可以使奴隶制变得更有

效率，以求获得更多的利润。 

关于奴隶的繁衍、性虐待与滥交摧毁了黑人家庭的观点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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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奴隶制下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维护并巩固奴隶家庭的

稳定，有利于种植庄园主的经济利益。许多奴隶交易都是以整个家庭

被交易的形式进行的，即使单独被交易的奴隶，也大多到了可以正常

离开家庭的年龄。无论种植园主还是监工都不会破坏奴隶家庭，或者

奸淫女奴，因为这样会引起奴隶的反感情绪、消极怠工或逃亡，经济

成本过于高昂。 

像自由人一样，大多数奴隶都拥有独门独户的住宅，几户人家共享

一套房屋的情况并不常见。有些种植园甚至有一些专为未婚男女黑奴提

供的宿舍，但这些都属例外，奴隶独门独户的房屋才是主流。奴隶主关

心奴隶的身体状况，如果他们生病，即可得到病假。每个种植园几乎都

会配备护士，负责一般的疾病和接生。医生会定期光临，不但治疗奴隶

的疾病，同时也治疗奴隶主及其家人。 

整体而言，种植园主既不乐于把出售奴隶当作生财之道，也不偏好

在奴隶市场上进行投机买卖。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奴隶主乐于善待奴隶，

奴隶的基本权益可以得到保障。南方奴隶制之所以被终结，不是因为它

的体系不能有效率地运作，而是由于在道德上不被接受，所以人们要求

从政治上消除这种不道德的体制。 

福格尔的结论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他遭到激烈批评，被指责为充

当南方奴隶制的辩护士。福格尔坚持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勇敢地捍卫

自己心目中的科学精神。 

福格尔解释说，以前我们一直认为南方奴隶制是一种落后的体制，

经济效益低下，南北战争后若干年内将自行灭亡。但是，数据和统计

证明，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在日常生活中，福格尔用自己的行动向世

人证明，他反对奴隶制度，反对种族主义。他的妻子就是一位黑人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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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格尔教授与夫人伉俪情深 

 

值得一提的是，福格尔的研究不是基于预设的价值判断，其结论既

不是他所主张的，也不是他内心愿意看到的，而是基于数据分析的事实

判断，是让奴隶主的账本和商业记录说话。福格尔的著作还有一个附录，

向学术界全盘公开了自己的数据来源、经济模型和统计公式，知我罪我，

其惟春秋。对此，传统型的历史学家既不能参与研究和讨论，也无法有

理有据地予以批驳。 

持平而论，福格尔的数据不假，统计模型和计算论证也中规中矩，

但是数理统计永远存在偏差，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南方奴隶制生活真

实而全面的再现。在 1939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飘》（Gone with the 

Wind，又译《乱世佳人》）中，黑人女仆（女演员获得奥斯卡最佳女

配角奖）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当牛做马的苦难奴隶。同样，根据当事人

自传改编的 2013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为奴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

则是一曲长达 12年黑奴惨痛遭遇的悲伤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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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繁荣发达、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

上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英国棉纺业的高速发展，以及南方种植园拥

有北美地区最平坦、最肥沃的万顷良田，未必表明奴隶制本身的高效率

和优越性。奴隶主提高奴隶的生活待遇，主要是从利润、而非人道的角

度考虑。在农忙季节，农民都会尽量给牛马骡子好吃好住，生怕它们生

病了，整天伺候得像宝贝一样，但它们终究还是畜生。可是从另一角度

看，恰恰由于没有利润，印地安人对待奴隶最为残忍，残酷虐待，野蛮

杀害。 

换一个角度说，某一经济制度在某一历史阶段，即使确实具有惊人

的高效益，拥有强大的经济竞争力，仍然不足以证明这一制度的合理性

与先进性。获得诺贝尔奖后，福格尔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有效

率的进程同时又是道德的，那么这便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我并不认为

19和 20世纪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最终摧毁美国南方奴隶制的力

量，并不是自由市场的效率原则，而是体现道义力量的政治革命。 

一个重要的历史和经济背景是，美国南

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是与自由贸易、自由市

场、经济全球化、私有产权等资本主义金科玉

律紧密相联的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主义商品

经济。2 在英国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背景下，

奴隶制农业经济在美国南方兴盛一时，形成一

种向英国大规模出口棉花、烟草等农产品“创

汇致富”的出口导向型商品经济。据统计，在

                                     
2 福格尔：《未经同意或契约：美国奴隶制度的兴衰》（Robert William Fogel：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New York：Norton & Company，1989，

第 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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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英国棉纺工业所需要的 80％的原棉系由美国南方进口。 

1791年，美国南部棉花产量仅为二百万磅，微不足道，乏人问津。

但此后的超高速发展，却使研究美国经济史和奴隶制的学者瞠目结舌，

难以置信。美国北方的小农经济，根本无法与高效率、“低人权”的南

方奴隶制经济竞争。 

从 1791~1801年，美国南部棉花产量增长 25倍；到 1825年，增长

高达 90 倍；到南北战争前夕，竟然惊人地增长了五百倍，棉花总产量

达到十亿磅，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三分之二，纵横天下，所向披靡。

1815~1860年期间，棉花约占美国出口商品总值的 50％。 

与此同时，南方奴隶主大幅度改善了黑奴的生活待遇。南北战争前

夕，南方黑奴营养良好，身强体壮，衣食不愁，其生活条件和营养水平，

远远高于同一时期恩格斯笔下伦敦市贫民窟中的英国工人阶级。根据福

格尔教授的计量史学研究，在南方黑奴日常饮食中，热量和蛋白质摄入

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统计，在 1860 年，黑奴年度人均肉类消费

量高达 179磅。3 黑奴的营养水平高于美国人在 1964年的平均水平。 

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认为，奴隶制经济在美国南方繁荣兴旺，与棉

花这一劳动密集型农作物的生产特点有直接关系。他指出：“奴隶主的

社会行为就是唯利是图，奴工的性质则是其工非强迫不作。做生意和开

工厂农场的人都知道，图利并不太容易；迫人做工尤难，你要付出大批

管理费。同时，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并不是每一项农作物都可以用奴工

图利的。”“凡是从中国农村出来的人都知道，植棉之田，最耗劳工的

工作是拣棉花。而拣棉花的工人，工龄最长 — 从五岁一直可以拣到

85岁！一个奴工可以有 80年的工龄，利润便高了。所以植棉之外其他

                                     
3 福格尔：《未经同意或契约：美国奴隶制度的兴衰》（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第

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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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农作物的工人都不能有如此长的工龄。工龄短，则一个奴隶主对他

的奴隶幼要养其生，老要送其死。奴工们老而不死，则奴隶主就要活活

地养一大群的干爹干娘了。”4  

唐德刚把黑奴比喻为南方奴隶主的“干爹干娘”，还有“幼要养其

生，老要送其死”的说法，与人们关于奴隶制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传

统观点大相径庭。美国修正史学派（Revisionist School）学者认为，与

残酷野蛮的古罗马角斗场时代的奴隶制相比，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在相当

程度上其实只是文字修辞的问题，称其为“家长统治长工制”或“奴隶

劳工福利制度”可能更为妥贴准确。 

稍有经济常识的人皆知，“迫人做工”非常困难。单凭蓄奴并不能

保证大规模棉花生产可以赢利，还需要国际市场眼光、商业头脑、有效

管理、严格监控、恩威并施、赏罚分明等多种经营管理手段。种植园主

通过激励（比如奖赏）、惩罚（比如鞭笞）、家长式温情管理等手段增

加单调农田劳动的效率。南方奴隶主也认识到，受到良好照顾、得到激

励、心情愉快的奴隶往往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亚拉巴马州一位种植园主与奴隶达成一个奖励和利润分享协议:

“你将拥有这个种植园生产的三分之二的玉米和棉花以及同样多的小

麦作为奖励，我也将为你提供今年的供应品。当你的谷物收割时，其中

有三分之一归我，接下来你要付费给监工、我提供给你的房屋装修以及

衣物费用、你自己在这个农场的税和医疗费。你不需要支付我，但是需

要给予我三分之一的产量和当时借的产量。你使用了一些生产工具，你

                                     
4 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 121~122页。唐德刚教

授以《胡适口述自传》、《晚清七十年》、《李宗仁回忆录》等著述闻名，其实此公亦为

美国史大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博士论文，即以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外交为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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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将它们完好无损地归还或者修复已经造成的损坏。”5 如果考虑到

奴隶主投资购买土地、奴隶、生产工具、牲畜以及修建房屋、道路和赋

税等隐形成本，剥削率确实不高。 

佐治亚州一位奴隶主谈到管理奴隶的方法:“为我的黑人盖了几栋

舒服的房子……有一间大屋子是托儿所，孩子们白天被送到这里来，由

一位心地细腻、经验丰富的女性照顾，她唯一的职责就是……确保孩子

们得到适当的饮食和照顾……还有一间宽敞又舒适的医院，医生在黑人

患病时为他们治疗……还有件事必须提及，我有位出色的小提琴手，我

提供足够的琴弦，让他每星期六晚上为黑人演奏至深夜 12 点。”6 亲

爱的上帝啊！福利待遇如此之好，会不会有人排队要求“卖身为奴”？

这位奴隶主没忘记补充说：他的种植园目前不缺人手，而且也没有忽略

鞭笞惩罚的必要性。 

可能有人纳闷，南方奴隶主为奴隶提供了如此良好的生活待遇和福

利，还有什么奖励和利润分享协议，他们为何不顺应历史潮流，改弦更

张，采取自由雇佣制经营种植园呢？如果采取北方的“血汗工资制”或

“工资奴隶制”，那就是契约自由，冠冕堂皇，愿打愿挨，完全可以避

免北方义愤填膺，干涉反对，最终导致南北分裂，兵戎相见。 

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等开国总统和制宪

先贤，文韬武略，安邦济世，制宪建国，人品高尚，拥有世界一流的政

治眼光和商业头脑。可是，他们为何同时又是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大

                                     
5 福格尔：《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奴经济学》（Robert William Fogel：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New York: Norton & company，1989，with new 

Afterword，第 149页。 
6 Stuart Bruchey：Cott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790~1860: Sources and 

Readings，New York: Harcourt，1967，第 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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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而且不思改革，墨守成规，坐以待毙。 

历史上有些事情，“知之非难，行之不易”。美国乔治城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教授瑞沃利（Pietra Rivoli）认为，当年美国南方如果依靠劳动

力自由雇佣市场，种植园的棉花生产不可能出现爆炸式高速增长。7 

干过农活的人皆知，种棉花是个苦差事。棉花的生长环境独特，气

温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水多了不行，水少了也不行，经不起冰雹摧

残，也受不了狂风呼啸和暴雨突袭；棉苗很容易被杂草侵害，有数十种

害虫可以置棉花于死地，棉花价格波动很大。棉花生产的劳动时间和艰

苦程度均受天气制约，事先很难准确预料劳动力投入。 

如果赶上春季多雨，棉田除草将高达六次，比正常年景增加一倍。

收获期则更难预料。棉花不能在雨天或潮湿天气摘采，棉絮需要三到四

个晴日才能完全干燥。如果赶上多下了几天雨，农工可能会一个星期无

所事事。一旦放晴，棉花晾晒干了，必须赶快摘采。否则柔软蓬松的棉

絮会被风吹走或掉到地上，淋了雨的棉花会出现污损，失去韧性，完全

丧失商业价值。种植园主必须雇佣大量季节性农工，迅速将棉花采收完

毕。 

斯坦福大学经济史教授莱特（Gavin Wright）认为，如果依靠自由

雇佣市场，这种非常苛刻、不可预期、地区性和季节性都很强的劳动力

弹性需求，不可能得到满足。8 

当年南方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信息流通和传播不佳，种植园和农

场分散各地，全年农业劳动力需求极不均衡。既使存在某种劳动力雇佣

                                     
7 Pietra Rivoli：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 Economist Examines the 

Markets, Power, and Politics of World Trade，Hoboken，NJ: Wiley，2005，第 11~13页。 
8 Gavin Wrigh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Households, Markets, and Weal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Norton，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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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也没有良好运作的空间。由于田野辽阔，地价低廉，南方自由白

人或黑人可以轻易拥有自家农场，种植园主若想凭借工薪吸引自由人成

为价廉物美的季节性“农民工”，堪称难如上青天。 

换句话说，如果单纯依赖自由市场满足劳动力需求，南方奴隶主可

能付出任何代价都无法及时采摘棉花或其它农作物。南方农业之所以采

用奴隶制，不仅在于缺乏农业工人和工薪成本很高，而且在于缺少自由

雇工与种植园主进行有效交易、健全运作、便捷及时的雇佣市场。依靠

市场机制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提供适当数量的农民工，完全是一

种噩梦般的商业赌博，南方种植园主避之唯恐不及。 

在此背景下，只有廉价的、家庭长工式的非洲黑奴，才可能使南方

的农业经济和棉花产业得以良好运作。与来源短缺、逃亡较多的白人契

约奴相比，从非洲大批进口的黑奴习惯南方炎热气候，熟悉简单农业劳

动，人口繁殖率高，而且人生地不熟，难以逃亡。从文化背景看，黑奴

没有英国传统中的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观念，同时非洲大陆部落战争频

繁，战败一方沦为胜者的奴隶理所当然。 

当代美国农业被赞誉为高科技、现代化、高效率的典范，但其中奥

秘罕有人知。在美国的人口统计中，“农民”（Farmer）人口仅 220万

左右，约占人口总数 1.7％，比 230 万监狱在押犯人还少。其实，美国

“农民”的准确汉译应是家庭农场主。农忙时节，农场主需要临时雇佣

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他们才是中国意义上“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民。 

美国农场主平均拥有土地面积四百公顷（六千市亩）。除了农场主

及其家人，农场的日常运作需要雇佣劳动力，绝大多数是季节性雇工，

由于流动性很大，缺乏准确数据。据经济学者估算，季节性农业雇工至

少应在四百万左右。他们几乎都是来自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廉价劳工，



 12

其中三分之一是非法移民，薪酬低于美国法定最低工资，招之即来，挥

之即去，几乎没有福利待遇，更别提利润分享。 

在信息传递便捷、交通空前便利、自由雇佣市场运作良好的条件下，

由于廉价、季节性、甚至非法的四百万农民工的默默奉献和弹性支撑，

“美式农业神话”才能得以运行和维持。所有这一切，在华盛顿、杰斐

逊和林肯的年代是不可想像的。 

想当年，南方蓄奴派认为，北方废奴派目光短浅，只看到一部分年

轻力壮的黑奴能为北方工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却忽视了大量老弱病残、

身无分文、目不识丁的黑奴今后的生路问题。黑奴一旦获得自由，一无

所有，无处安身，四处漂泊，不务正业。在政治和经济条件不成熟时，

如果不问具体情况，轻言废奴之事，将可能酿成难以预料的政治和经济

后果，造成难以解决的黑人犯罪和社会治安难题，祸国殃民，贻害深远。 

与大英帝国相比，当年美国是一个“一国两制”的“发展中国家”，

缺乏鼓吹开放市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人权高于主权等“普世价值”

高调儿的实力和本钱。为了保护尚在起步阶段的北方民族工业，联邦政

府以当时世界各国中最高的关税率筑起了保护性贸易壁垒。 

可是，这种保护性高关税，却严重伤害了南方州的“出口外向型”

经济。一方面，高关税使南方州处于恶劣的国际贸易环境之中，不得不

承受欧洲国家报复性高关税的伤害；另一方面，南方州不得不付高价购

买从欧洲和北方进口的工业品。这种“富北穷南”的高关税政策，使南

方州每年遭受巨额经济损失。 

南方政客认为，北方企图以高关税和废奴运动为手段，瓦解和摧毁

南方种植园经济，使南方沦落为北方的廉价原料产地。实际上，南北双

方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对立，而非道德和正义的冲突，才是

南北阵营在奴隶制、高关税、南北分裂等问题上水火不相容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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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奴隶主认为，为了维护富人和有产阶级的权势、财富和良好的

社会治安，有效地管制庞大的黑奴人口，奴隶制是唯一可行的措施。针

对北方州对奴隶制的抨击，南方奴隶主声称，黑奴终身受雇，待遇良好，

既无失业之虞，亦无老病之忧。而北方州实行的自由雇佣制，实质上只

是一种残忍赤裸、灭绝人性的工资奴隶制。 

北方资本家要求关税壁垒保护，南方奴隶主倡导“全球化”自由贸

易。北方媒体控诉南方奴隶主丧尽天良，把黑奴像牲畜一样拍卖；南方

媒体痛斥北方资本家唯利是图，迫使童工为微薄的工薪每天工作 14 小

时，工伤疾病时一脚踢开。北方废奴派呼吁立即废除奴隶制，南方州权

派威胁要脱离联邦；北方认为脱离联邦就意味着叛乱和内战，南方声称

“另立中央”相当于反抗专制暴政的“第二次独立战争”。这样，南北

阵营舌剑唇枪，剑拔弩张，决裂尤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南北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内战之一，兄弟阋墙，自相残

杀，伤亡总数高达 130余万（北军阵亡 36万，南军阵亡 26万，两军负

伤共约 70万）。当时美国的总人口仅 3100余万，若按人口比例，相当

于如今三亿人口的美国损兵折将 1300 万。南部叛乱州总人口仅为九百

万，其中包括在战争中伤亡率很低的四百万黑奴人口，由此可见，相对

人多势众、工业发达的北部而言，南方白人社会遭受了多么可怕的战争

灾难。 

据粗略统计，四分之一的南方白人男性青壮年战死疆场，一半以

上的南方城镇、种植园、铁路和机器毁于战火。内战之前，南方密西

西比州在全美各州富裕榜上名列第五。战争期间，该州 60％的白人青

壮年阵亡，90％的城镇和种植园化为焦土灰烬。该州不但在战后沦落

为美国贫困第一州，而且这种贫困落后的状况一直持续到 21世纪的今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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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南部中下层白人在内战期间蒙受的巨大灾难和惨烈

伤害，远远超过了南部黑人在三百年奴隶制中遭受的种族歧视和剥削压

迫。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阻止了联邦的分裂和瓦解，保持了美国领土和

主权的完整和统一。与此同时，130万白人和三万余名北军黑人伤亡使

四百万黑人奴隶获得了人身自由。代价如此昂贵的自由和人权，触目

惊心，举世罕见。由于《解放奴隶宣言》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彻底扭

转了南北战争的主题，败落潦倒的南方白人必然迁怒于获得自由的黑

人。 

二战后，美国投入巨资，使战败国西德和日本得以迅速复苏，经济

很快超过了战前水平。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对南部的经济援助寥寥无

几，听任北方资本大亨、投机商和冒险家在南部巧取豪夺，大发横财。

北方经济好似火箭腾空，高速增长；被战火摧毁的南方经济好似一摊烂

泥，一蹶不振，复苏乏力。南方黑人经济贫困、政治无权、文化落后的

状况不但没有任何改善，反而日益恶化，陷入一种“除了自由，一无所

有”（nothing but freedom）的困境。 

由于北方主导下的南方军管政府专制腐败，由于温情脉脉的封建面

纱被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彻底撕破，由于失去了奴隶制时代的

工作机会、基本福利和生活保障，南方黑人一时无力应对社会巨变，生

活水准大大低于内战之前。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大量自由黑人陷入贫

困、愚昧、疾病和犯罪的泥坑难以自拔。美国黑人在 1980年的疾病率，

甚至比 120年前奴隶制庄园时代高出 20％。9 巴尔扎克说过：“苦难对

天才是垫脚石，对强者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万丈深渊。” 

经济效率的高低并不能证明某种制度的优劣和善恶，南方奴隶制就

                                     
9 福格尔：《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奴经济学》（Time on the Cross）第 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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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高效率、但是不道德的经济制度。可是，如果高唱“道德正确”

的高调将其摧毁，却没有妥当的善后安排和救济措施，那么“道德正确”

并不会给被解放者带来免费面包，甚至道德本身也有可能演变成不道

德。历史问题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福格尔教授批评说:“对南方奴隶制的传统解读造成的最恶劣后果，

是导致人们忽视了黑人在南北战争之后数十年的物质生活状况。通过夸

张奴隶制的恶劣程度，废除奴隶制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反而被看

上去是终结奴隶制之后的改善。”“导致南北战争后黑人生存环境恶化

的因素，被归结于已经消失的奴隶主阶层，或者更不幸的是，被归结于

黑人群体自身。” 
 

历史的一个最苦涩的讽刺之一是，在黑人获得自由的百年岁

月中，那些曾经努力打碎奴隶制锁链的人们，却可能比任何组织

都更加卖力地把种族歧视的长钉敲入黑人身上。他们把黑人由勤

劳而高效的劳动力转变成了游手好闲的懒汉和笨蛋，把他们对家

庭的热爱转变成了对家庭的背弃，把他们艰难地实现自我改善的

唯一道路转变成走向“汤姆叔叔”的深渊。10 

 

                                     
10 福格尔：《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奴经济学》（Time on the Cross）第 263~2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