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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与“合众国之父”华盛顿齐名。在废除黑人奴隶制度和维护联邦

统一的战争中 ,林肯以政治家敏锐的眼光 ,顺应形势 ,把握时机 ,排除障碍 ,坚定废奴思想推动美国北方走向胜利 ,

完成了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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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林肯废奴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美国的黑人奴隶制度是在 17 世纪上半期伴随着北美资

本主义经济发展对低廉劳动力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它作

为一种独特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 ,对美国历史、社会和文

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 世纪上半期 ,美国资本主义形成

南北不同的发展道路 ,北方由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诸

多因素 ,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度 ,而南方则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了此制度。此时 ,北美已经开展了工业革命和西进运动。到

19 世纪中期 ,北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南方黑人奴隶制度 ,北方

资产阶级和南方奴隶主矛盾和斗争越演越烈 ,黑人奴隶制度

问题已成为美国政治斗争的焦点 ,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美

国不能和平共处 ,美国此时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1860

年具有废奴思想的林肯当选总统 ,使南北矛盾进一步激化 ,

南方以脱离联邦政府而挑起内战。马克思认为美国内战爆

发的根本原因就是“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再也不能在北

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了。”“只能以其中一个制度的胜利而

结束”。[1 ] (P. 355 ,365)

林肯 1806 年出生在肯塔基州一个贫困的垦荒农民家

庭。他的前辈为获取土地也加入了“西进运动”的大军。西

进移民为争夺土地与奴隶主发生矛盾 ,极痛恨奴隶制度的扩

张。肯塔基是蓄奴州 ,出身贫寒的林肯从小就品尝到生活的

艰辛 ,下层社会的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奴隶制度。黑

人奴隶悲惨的境遇他给予深切的同情 ,并痛恨黑暗残暴的奴

隶制度。青年时代的林肯就曾经表示“宁可一个人干农场的

全部活计 ,也不去购买黑人孩子 ,把他们从母亲身边夺过

来”。[2 ] (P. 60) 这种对黑人奴隶制度的认识为他日后从事反对

奴隶制度打下思想基础。

1832 年林肯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他学习并接受

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所倡导的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人权思

想 ,这使他对奴隶制度的认识从情感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他曾写道 :“我认为‘一切人生来平等’这个宣言是我们的自

由制度赖以建立的伟大原则 ,黑奴制是违反这个原则

的。”[3 ] (P. 96)林肯在做议员时 ,多次发表抨击奴隶制度的演

说 ,提出奴隶制度是不合理和不合法的制度 ,并积极寻求废

除奴隶制度的法律依据 ,探求废奴的途径和道路。“无论什

么地方的奴隶制 ,它最初传入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2 ] (P. 64)

“我一次在一本法律书中读到 ,‘一个奴隶是一个人 ,但在法

律上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物’。现在有人企图破坏自由的

保障 ,如果他们得逞 ,把所有的黑人都变成‘物’,到那时 ,你

可以设想 ,他们开始把贫穷白人也变成物的日子难道还会远

吗 ?”[2 ] (P. 74) 林肯公开讲 :“既然大多数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

创造出来的 ,那么 ⋯⋯享受着一切东西的权力 ,应属于用自

己的劳动生产出这些东西的人们。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有史

以来 ,总有一些人劳动而另一些人不劳动 ,不劳动者却享受

大部分劳动果实。这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不能在继续下

去。”[2 ] (P. 44) 林肯对奴隶制度的痛恨正在由感性走向理性 ,他

认识到了 :“奴隶制度是建立在非正义和错误政策之上的罪

恶制度”同时他主张 :“国会依照宪法有权在哥伦比亚特区废

除奴隶制 ,但非经该特区人民主动提出要求则不能行使这项

权力。”[2 ] (P. 29) 从林肯废奴言论表面看 ,他的废奴思想是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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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但温和的后面是林肯灵魂深处坚定不移的废奴精神 ,在

废奴精神的指引下 ,他还提出和平解放哥伦比亚特区黑人奴

隶的法案。在法案中规定由奴隶主“愿意予以解放”奴隶所

遭受的损失由政府出钱补偿。[2 ] (P. 52) 可见林肯的废奴思想在

不断深化 ,废奴内容不断地增加 ,在这里便能看到林肯正在

探索废奴的有效途径和道路。1858 年林肯与坚决维护奴隶

制民主党人道格拉斯展开了七次辩论 ,林肯发表了著名的

“房子裂开了”演说。他指出 :“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我

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自由状态。我不期望联

邦解散。”[4 ] (P. 105) 他的“房子裂开了”演说为他 1860 年当选总

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也为进一步限制奴隶制的扩张提出了

有力的依据。

1860 年林肯当选美国总统 ,他的废奴思想已经成熟。他

认为奴隶制是一种罪恶的制度 ,认为其存在和发展下去 ,势

必影响美国的统一和社会的进步。他主张废除奴隶制 ,这是

维护联邦统一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首要条件和前提。林

肯对美国当时的社会制度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奴隶制作

为一种罪恶的制度 ,废除它决非一朝一夕。因此 ,他反对直

接干预南方现存的奴隶制 ,而主张采用限制奴隶制扩张的办

法 ,促使它逐渐消亡。1862 年 3 月 ,林肯致国会咨文中提出

解决黑奴制的总体方案 ,要点有五方面 : (一) 必须由各州自

行释奴 ,因为在他看来奴隶制是各州的内部事物 ; (二) 奴隶

主的财产损失必须得到补偿 ; (三)联邦政府必须拨款资助诸

州 ; (四)释奴不可操之过急 ,要给各州以充分的时间 ; (五) 获

释的黑人必须移居海外 ,但应采取说服方法和自愿原则。这

个方案充分体现了林肯废奴思想的进一步发展。1861 年 12

月到 1862 年 7 月内战期间 ,林肯先后签署了《没收法案》和

《宅地法》。这两项法案体现了林肯的这些限制奴隶制扩张

的废奴思想。前者是要通过减少南方劳动力限制奴隶制 ,后

者是要从土地分配方法堵塞奴隶制向西扩展的道路。马克

思对林肯的这些限制奴隶制扩张措施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

“现在可以更有把握的说 ,黑奴制度的寿命不会比内战

长。”[1 ] (P. 558)林肯根据内战的实际形势 ,认识到解决奴隶制

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决定立即解放奴隶。1862 年 9

月 22 日林肯发表了预告性的《初步解放宣言》,庄严宣布 :

“自 1863 年 1 月 1 日起 ,凡是当地人民尚在反抗合众国的任

何一州内或州的指明地区内为人占有而做奴隶的人们都应

该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 ;合众国政府行政部门 ,包括

陆海军当局 ,将承认并保障这些人的自由 ,而为他们或他们

之中任何人为自己的自由而作任何努力时 ,不允许有任何压

制他们的行动”。[5 ] (P. 278) 随着战局的发展 ,林肯排除来自许

多方面的干扰和压力 ,更加坚定了解决黑奴的立场。1863 年

1 月 1 日 ,他正式颁布了《解放宣言》:宣布凡是叛乱州的奴

隶 ,“从现在起永远获得自由”。要求解放以后黑人“忠诚地

为‘合理’的工资而劳动”,“允许条件合适的黑人参加合众国

部队。”[2 ] (P. 282)《解放宣言》的发表 ,标志着林肯废奴思想已

达到了颠峰。《解放宣言》的发表 ,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影响

和历史意义。解放宣言的发表 ,它使美国内战增加了革命的

内容 ,是北方胜利的根本保证。内战的胜利最终导致奴隶制

的瓦解 ,有力地推动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面对南方的媾和谈判的提出 ,林肯坚定地说 :“只有放弃奴隶

制才能考虑媾和。”[2 ] (P. 450) 宣言发表后 ,北方军队节节胜利 ,

人民要求废除奴隶制的呼声愈发高涨 ,1865 年 2 月 1 日 ,林

肯顺应民意 ,又促使国会最后通过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宪法第

13 条修正案。林肯清醒地认识到要彻底地根除奴隶制 ,用

法律的形式固定奴隶已获得的民主和自由 ,就必须修改宪

法 ,把废奴措施写进宪法。在林肯的努力下 ,国会终于通过

了禁止在美国存在奴隶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美国宪法

第十三条修正案的通过 ,表明美国从法律上讲在它的国土上

不能再有一个奴隶 ,奴隶制在美国被彻底消灭。

二、奴隶制的废除和联邦统一的维护

林肯深知美国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 ,清楚地知道废

除奴隶制和维护联邦统一之间的关系。统一联邦是废除奴

隶制强有力的政权保障 ,是推动美国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

坚强支柱 ,而奴隶制的废除是维护联邦统一的基础。资本主

义世界除了美国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存在奴隶制。奴隶

制的存在严重地限制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和文明进

程 ,国家分裂下去 ,无疑阻碍了美国发展的步伐 ,就会像林肯

说的那样“裂开的房子是不能长久的”。随着战争进程的加

深 ,他愈发坚定了维护联邦统一必须建立在消灭奴隶制基础

之上的信念。在林肯看来维护联邦统一和废除奴隶制并不

矛盾 ,它们是统一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只有通过革命

战争根除奴隶制 ,才能实现联邦的统一。有了统一的国家政

权 ,才能有效地消灭违背美国宪法的奴隶制。只有消灭了奴

隶制 ,才能有力地推动美国社会的发展 ,有力地维护美国独

立战争所取得的战果和近半个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就 ,击

碎英法恢复对北美殖民统治的美梦。林肯在具体实施维护

联邦统一和废除奴隶制时 ,把拯救联邦 ,恢复统一作为美国

内战的最高目标。

林肯为什么把维护联邦统一作为战争最高目标 ,究其原

因有三。第一 ,林肯的政治素质。他在解决和处理国家重大

问题时能审时度势 ,着眼于国家的全局和长远利益。他不急

不躁 ,表现了一个成熟政治家所特有的风范和魅力。是先进

行内战还是先解放奴隶 ,林肯个人就情感上讲他希望尽早地

解放黑人奴隶 ,他憎恨奴隶制 ,同情黑人奴隶悲惨的境遇。

“因为我不愿当奴隶 ,所以我也不愿做奴隶主”。[2 ] (P. 149) 但林

肯理智地认为当前最紧迫的是内战 ,把维护联邦统一摆在首

位 ,政府所推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服从于这个目标。

因为美国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 ,南方奴隶主发动叛乱 ,

成立脱离联邦政府而建立分裂国家的“南方同盟”。南方为

压倒北方 ,不惜勾结英法对北美实行武装干涉。英法也想借

此机会恢复对北美的殖民统治。在这复杂严峻的形势下 ,将

时间耽搁在解放奴隶这个棘手的问题上 ,势必会贻误战机 ,

解放奴隶也就成了空话。林肯理智选择了战争。林肯认识

到 ,他是美国总统 ,不能感情用事 ,必须放眼整个国家的根本

和长远利益 ,而不能好大喜功。第二 ,林肯基于政治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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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考虑。内战爆发时 ,南方与北方边境有四个蓄奴州并没

有参加叛乱。林肯冷静地分析了客观形势 ,为了保证兵源和

首都华盛顿的安全 ,确保这四个州不参加叛乱 ,削弱南方叛

乱同盟的力量 ,暂时不宣布解放奴隶 ,争取北方政治上的主

动。在政治上使南方背上分裂国家的罪名 ,从而使南方在政

治上处于劣势。如果不顾当前的形势 ,贸然宣布解放奴隶 ,

就会给南方奴隶主寻求外国势力的帮助找到借口 ,也会为英

法殖民势力武装干涉创造机会。南方分裂势力增强 ,促使未

参加叛乱的州动摇不定 ,那么北方所面临的危险和压力就太

大了 ,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不堪设想的 ,对此林肯非常清楚。

总之 ,当时的林肯最关心的是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联邦统一

的大问题。第三 ,内战初期北方大部分人愿为联邦统一而

战 ,他们不愿为解放黑人奴隶而战。身为总统的林肯不能不

顾虑到北方大多数人的情绪 ,他说 ,“公众舆论在这个国家便

是一切”,一个成功的领袖不能超越他的民众太远。[6 ] (P. 142)

林肯深知 ,违背北方大多数人的情绪而立即宣布解放黑人奴

隶 ,就会失去北方支持 ,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去恢复联邦统

一 ,也达不到消灭奴隶制的最终目的。

林肯是一位能把握时局的杰出的政治家。他根据具体

的实际情况的变化 ,及时调整战时的方针和政策。1862 年

秋 ,他一改过去对黑人奴隶的政策 ,决定立即解放黑人奴隶。

战争进行了一年半 ,但北方战局不利 ,北方参战的情绪锐减 ,

战场的逃兵增多 ,北方兵源不足 ,这严重地影响了北方战局

的进展 ,不利于联邦统一的恢复。更为严峻的是英国政府调

兵遣将 ,随时准备武装干涉。另外 ,北方军队已经控制了边

境蓄奴州 ,解放黑人奴隶 ,不用担心这些蓄奴州投靠南方。

林肯面对变化的形势 ,他及时做出策略调整 ,于 1862 年 9 月

发布了预先性的奴隶《初步解放宣言》。林肯认为这时解放

黑人奴隶 ,将会调动南方黑人奴隶参加内战的热情 ,吸引他

们逃离南方到北方参军 ,进而加强北方军事力量 ,同时达到

瓦解南方赖以发动战争的种植园经济。战局迅速向着有利

于北方方向发展 ,林肯在 1863 年 1 月 1 日颁布正式《解放宣

言》。林肯尊重客观实际情况 ,不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 ,这一

点马克思也有论述 ,他说 :“林肯总统在大势之所趋和人心之

所向都不许再拖以前 ,是从来不冒险朝前走一步的。但是只

要他一旦相信这样一种转折点已经到来 ,他就会采取突然的

尽可能不声不响的行动而使朋友和敌人都吃一惊。”[7 ] (P. 18)

《解放宣言》的正式发表就是最有利的证明 。林肯坚定的废

奴思想和最后果断的废奴措施 ,对南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其

他废奴派所起不到的作用 ,完成了废除奴隶制复杂而艰巨的

历史任务。林肯的历史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他的英

名永远与黑人奴隶制的废除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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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Lincoln thought of abrogating the slave system

WANG Shi - zhen

(Sheny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henyang 110015 ,China)

Abstract :Lincoln is the greatest president in the USA historically. He is as great as Washington. In the war of abrogating the slave system

and safeguarding the unite of the federation ,Lincoln insisted the thought of abrogating the slave system. He could hold the opportunity ,and put

up with the difficulties. It was Lincoln who made the North successful in the second revolution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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