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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賠長路漫漫
•1865年，林肯政府承諾將佐治
亞州、佛州等地的40萬英畝土
地補償給黑奴，讓每戶家庭獲
得 「40 英 畝 土 地 和 一 頭 騾
子」 ，但至今沒有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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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已故民主黨眾議員科
尼爾斯提出法案，要求設立委
員會研究如何賠償奴隸後代。
直到今年4月14日，眾議院司法
委員會才終於通過這一法案，
但仍在等待參眾兩院審議。

轉 移 視 線

•奴隸後代曾入稟法院，要求美
國政府賠償，但法院拒絕受
理。2002年，他們改為起訴3家
曾受益於奴隸制的企業，包括
美國最大保險集團安泰、鐵路
公司CSX和弗利特波士頓金融
集團，但這些公司斷然拒絕。

以解放日為蓄奴洗白
美種族平等遙遙無期
「 六 月 節 」 （Juneteenth） 由
「 六 月 」 （June） 和 「 第 十 九 」
（Nineteenth）兩個英文單詞混
合組成，官方名稱為六月國家
獨立日，又被稱為解放日或黑
人獨立日，是慶祝美國黑奴
獲得解放的節日。它的起源
是南北戰爭結束後的1865

年6月19日，聯邦軍隊少將格蘭傑在
得州宣讀解放黑奴的《第三號將軍
令》。得州被認為是最後一個被解
放的南方州份。
除南達科他州以外，美國各地
已陸續承認六月節為正式節日。今
年6月17日，美國總統拜登將其確定
為聯邦假日。目前，得州、紐約、
俄亥俄等9個州份批准州政府僱員在
6月19日放帶薪假。 來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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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節的起源是1865年6月19日，
聯邦軍抵達得州並宣布解放黑奴的消
息。數月後，美國通過憲法第十三條修
正案，正式廢除奴隸制。此後數十年
間，美國大部分州份陸續承認六月節為
正式節日，但慶祝活動往往集中在非裔
社區內部。去年5月弗洛伊德案在全美引
爆反種族主義示威潮，要求聯邦政府承
認六月節的呼聲隨之高漲。

事實上，包括非裔在內，很多美國
人此前對六月節毫無概念。15日公布的
民調顯示，近三成美國人對這個紀念日
一無所知。有分析認為，美國政府高調
宣布將其定為聯邦假日，不僅有作秀之
嫌，更有通過 「白人拯救黑奴」 敘事框
架美化奴隸制歷史的嫌疑。

奴隸制是美國的原罪

在清算蓄奴罪行、促進種族平等的
實際行動方面，美國政府也未見積極。
林肯政府1865年向黑奴家庭提出著名的
「40英畝土地和一頭騾子」 賠償方案，
但至今沒有兌現。1989年，已故民主黨
眾議員科尼爾斯提出H.R.40法案，要求
國會設立委員會，全面審查1619年至今
美國的奴隸制和歧視問題，並研究如何
賠償黑奴後代。
但直到今年4月14日，在反種族主義
示威持續近一年後，眾院司法委員會才
首次通過該法案。法案仍在等待參眾兩
院審議，不知何時能有新進展。
美國Politico網站披露，拜登在競選
時曾表態支持建立有關賠償的委員會，
但本月初，他曾私下對 「國會黑人核心
小組」 的議員們表示，最好不要對賠償
法案抱有太大期望，聲稱目前要務是基
建預算法案，以及不希望在準備未充分
的情況下闖關，導致H.R.40在參議院就
夭折。19日，有示威者高舉 「現在就賠
償」 的標語走上街頭，敦促政府盡快行
動。
加州州長紐瑟姆去年10月簽署法
案，令加州成為全美首個成立工作組研
究黑奴後代賠償問題的州份。但這個工
作組直到本月1日，即法案規定的最後期
限，才召開首次會議。還有不少反對者
堅稱加州是 「自由州」 ，不存在蓄奴問
題。

美國國會眾議院當地時間16日表決
通過法案，將6月19日黑奴解放日定為聯
邦公共假日。在當天的投票中，415票贊
成、14票反對，14張反對票均來自共和
黨議員。該法案已於1天前在參議院獲得
全票通過。17日，拜登正式簽署法案，
並表示： 「這一天，我們應銘記道德上
的污點，銘記奴隸制給這個國家帶來的
痛苦，這些痛苦今天仍在持續。」 他形
容奴隸制是 「美國的原罪」 。這是自
1983年設立馬丁．路德．金紀念日以
來，美國首次增加新的聯邦假日，也是
當局認可的第11個聯邦假日。
19日，數百人聚集在白宮附近的
「黑人的命也是命」 廣場上慶祝六月
節。但29歲非裔男子布蘭克表示，他來
這裏的目的不是慶祝，而是繼續聲討
「依然鐫刻在美國基因中」 的種族主
義。紐約市皇后區的公園，非裔女子科
莉特表示，在她眼中，六月節慶祝的是
非裔社區獨有的文化，但在種族平等方
面，她並沒有看到政府真正做出改變。
賓夕法尼亞州的非裔州參議員斯特
里茨在推特發文稱，現在慶祝六月節
「有點不現實」 ，因為從1月到5月，已
經有14個州份通過限制少數族裔投票的
法案，包括佐治亞、佛州等歷史上壓迫
非裔最嚴重的南方州份。

拜登：別太期待賠償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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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讀美國黑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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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至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期
間，約5000名黑奴為新生的美國
戰鬥。然而，1787年美國憲法將
奴隸制合法化，並規定在人口統
計中，黑奴只算 「
0.6個人」。

•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約18.6萬黑人
士兵加入支持廢奴的北方軍隊，其中3.8萬
戰死。時任總統林肯於1862年發布《解放黑
奴宣言》，並在1865年戰爭結束後正式廢除
奴隸制。但南方很快建立起種族隔離制度。
來源：美國歷史頻道

罪行鐵證 運奴船殘骸浮出水面

▲路易斯安那州黑奴後人的照片。
美聯社

▲ 「克洛蒂爾達」 號復原示意圖。
網絡圖片

【大公報訊】據美國哥倫比亞廣
播公司報道：2019年5月，美國最後
一艘運奴船 「克洛蒂爾達」 號的殘骸
在亞拉巴馬州南部莫比爾河河底被發
現。1860年，約110名黑奴曾赤身裸
體地被鎖在其骯髒狹窄的貨艙內，從
西非的達荷美（貝寧）被偷運至美
國。學者指，這是美國販奴罪行的鐵
證。
美媒日前採訪到 「克洛蒂爾達」
號倖存者的後人。他們的家族將祖先
被販賣的悲慘經歷代代相傳，確保後
人不會遺忘。黑奴Kupollee的後人帕
特森表示，當年的110名奴隸在近兩
個月的行程中，吃喝拉撒都只能在狹
窄的貨艙進行，每周只有一天能短暫
離開貨艙。一名女孩在旅途中不幸死

去。
美國政府1808年起禁止販奴，但
非法販奴仍在持續。1860年，亞拉巴
馬州種植園主米德爾跟人打賭說，他
能在聯邦政府眼皮底下偷偷販奴。為
此，他僱用船長福斯特，用 「克洛蒂
爾達」 號運回約110名黑奴。抵達美
國後，福斯特將船隻燒毀並沉入河
底，以消除罪證。
1865年美國正式廢除奴隸制，
但 「克洛蒂爾達」 號倖存者們沒有條
件回家。他們在莫比爾逐漸建起一座
「非洲城」 。諷刺的是，米德爾的後
人今天仍然擁有非洲城約14%的土
地。黑奴後人們表示，米德爾的後人
拒絕與他們見面， 「或許他們不想承
認自己受益於奴隸制。」



黑奴解放日應改為向黑奴道歉日

6月19日美國迎來 「黑
奴解放日」 ，全美多地大
批非裔民眾走上街頭，他
們是為紀念歷史上黑奴所
遭受到的血腥壓迫，更是
為自身面臨的各種不平等發出怒吼，因
為今天的黑人遠遠沒有得到 「解放」 。
美國總統拜登17日在簽署法案將
「黑奴解放日」 定為聯邦公共假日時
稱， 「6月19日既標誌着奴隸制的漫漫
長夜被終結，也意味着一個更光明的黎
明即將到來」 。然而，他所說的黎明非
但沒有來臨，反倒越來越遠，數百年前
的奴隸制改頭換面，仍在以不同方式繼
續對黑人進行着剝削和壓榨，讓他們生
活在漫漫黑夜，迄今見不到盡頭。
就在去年5月，明尼蘇達州白人警
察在對黑人弗洛伊德執法時，使用膝蓋
跪壓他的頸部，時間超過了8分鐘，弗
洛伊德在生命最後幾分鐘裏曾呼喊了20
多次 「我不能呼吸」 。弗洛伊德之死點

燃黑人心中積壓已久的熊熊怒火，並在
全美乃至全球範圍內掀起風起雲湧的
「黑人的命也是命」 （BLM）種族平等
運動。實際上，弗洛伊德只是美國根深
蒂固的種族主義的冰山一角，幾個世紀
以來白人與黑人之間不平等的鴻溝從來
沒有縮小，時至今日黑人仍在為自身的
基本生存權和平等權苦苦掙扎。
根據多家美國媒體的統計數據顯
示，奴隸制和種族歧視對黑人的影響
極為深遠，導致他們在醫療、教育、
就業和收入等許多方面長期遭受不公
平待遇，已經形成了系統性種族主
義。換句話說，黑人遭遇的不平等已
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和點點滴滴。
僅以財富收入為例，按2018年統計，
美國白人家庭平均收入是黑人家庭的
6.5倍，兩者貧富差距相當懸殊，而黑
人整體貧困率為20.8%，幾乎是美國白
人貧困率的兩倍半。就算擁有大學學
位的黑人，他們的財富普遍比高中輟

學的白人還少。
黑人的社會地位更無法與白人相提
並論。據美聯社與全美民意調查中心公
共事務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有60%的
非裔受訪者稱他們在與警員打交道時，
經常受到歧視。而黑人男子被警員執法
致死的可能性是白人男子的2.5倍。面對
這種不平等，黑人卻無能為力，因為從
1870年1月第一位黑人參議員雷韋爾斯
算起，美國至今總共只有11位黑人參議
員，這怎麼能指望黑人在政治上為自己
發聲。今年初新當選的黑人參議員拉斐
爾．沃諾克為此發出感嘆， 「就在我們
試圖穿上慶祝的鞋子之際，我們的故
事、我們偉大的美國故事中的醜陋一面
開始顯現。」
就在弗洛伊德案發將滿一年前
夕，美國一項最新民意調查顯示，黑
人的處境在持續惡化。有60%的受訪者
認為種族主義仍是一個非常或極其嚴
重的問題，該比例與一年前的調查數

字相似。另有72%的非裔受訪者認為，
警察槍擊非洲裔等少數族裔年輕人的
情況在過去一年中更趨嚴重。對於
「我無法呼吸」 的絕望吶喊仍在回
響，針對黑人等少數族裔的槍擊等暴
力事件不斷見諸報端，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發出 「靈魂拷問」 ： 「一
年後，美國改變了嗎？ 『弗洛伊德
們』 可以自由呼吸了嗎？」
美國種族現狀一潭死水，根本原因
在於美國白人當權者對種族主義問題缺
乏真正的反思。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
起，民主黨眾議員小科尼爾斯在每屆議
會都會提出黑人平權法案，但直到他於
2019年逝世，都未能見證他的畢生事業
實現。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時任總統特
朗普竟然特意挑選6月19日當天，在俄
克拉何馬州塔爾薩舉行競選連任造勢大
會。實際上，塔爾薩在1921年發生了震
驚世界的種族大屠殺，美國白人一夜之
間蕩平非裔富人區，最終造成300人死

亡的悲劇，是美國種族史上最大的污點
之一。特朗普做出此舉的目的，就是要
向他所代表的背後龐大白人至上和種族
主義勢力示好。
更加諷刺的是，今年塔爾薩大屠殺
100周年之際，俄克拉何馬州共和黨州
長斯蒂特簽署法令，禁止所有公營學校
對種族理論進行批判性教育。目前全美
50州中，有5個共和黨控制的州份已通
過相關立法。據路透社和易索普去年6
月的民調顯示，只有20%的美國成年人
支持向奴隸後裔賠償。由此可見美國對
種族主義問題也缺少糾正的勇氣。
美國在種族主義問題上缺乏實際行
動，注定了將 「黑奴解放日」 定為聯邦
假日只是表面功夫，結果欲蓋彌彰。美
國欠下的不僅是歷史債，還有認識歷史
的公義課，從這個意義上講，將 「黑奴
解放日」 改為向 「黑奴道歉日」 ，或許
能更好地幫助美國正視歷史，從而進行
真正的反思和贖罪。
江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