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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1929 年至 1933 年 ,美国经济大萧条 ,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罗斯福就任总统后 ,适时地推行“新政”,解决

就业问题 :直接救济失业者 ,以工代赈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立法保护失业者 ,还特别注重以人为本 ,合理利用和保

护自然资源。结果 ,极大地缓解了美国就业的压力 ,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 ,虽未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 ,但为后

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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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1933 年美国经济大危机 ,是美国历史上空前严重

的、直至目前为止 ,仍然是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 ,胡佛的

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已使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生

产无政府状态发展到了极端 ,美国的自由放任经济已经走到

了尽头。罗斯福入主白宫后 ,针对 1929～1933 年大萧条所引

发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危机 ,由政府出面适时地推行 “新

政”。综观“新政”的一系列措施 :整顿金融、组织救济、压缩

农业、提高物价、成立各种管理局来协调经济 ,并由政府拨

款 ,兴建公共设施等 ,其中与就业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的内

容特别引人关注。

一

罗斯福就业工程是一项庞大而繁杂的工程 ,直接或间接

地牵涉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诸如金融业、农业、工

业、社会保障 ,财政、税收等 ,在具体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时 ,

罗斯福政府实施三项互相联系的调控措施 :直接救济失业

者 ,以工代赈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立法保护失业者。

1.直接救济失业者。在大危机中 ,1700 万人失业 ,2500

万人衣食无着 ,约 1/ 6 的家庭需要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如

此庞大的失业大军 ,传统的主要依靠公、私慈善机构和州、

市、地方政府的救济体制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面对已经崩

溃的传统救济体制 ,罗斯福政府在 1933 年 5 月颁布《联邦紧

急救济法》,并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署 ( FERA) ,旨在通过“联

邦与各州 ,各领地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合作 ,减轻因失业造

成的艰难和痛苦。”[1 ] (P490) 同时 ,该法授权复兴金融公司向

FERA 拨款 5 亿美元作为救济金 ,并以“直接救济”的方式救

济失业者。这样在“新政”中 ,联邦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承担了

直接救济失业者的工作。救济之初 ,“大批失业者往往在仓

库前面排成长队 等待领取救济品。”[2 ] (P716) 在 FERA 成立的

一个月里 ,向 400 万家 进行了各种救济。从 1933 年至 1935

年 4 月该机构被撤销为止 ,共耗资约 40 亿美元。1935 年 4

月 ,从 FERA 领取救济的人达 446 万。“1934 年 2 月乃最高

峰 ,几乎 800 万家庭领取救济。”[3 ] (P631)

2.以工代赈。新政伊始 ,“不允许任何人挨饿”,直接救

济确实是必要的应急措施 ,但罗斯福只把它当作经济复苏到

来的权宜之计 ,政府准备发动一系列大规模公共工程 ,以促

进经济的恢复 ,扩大就业。因此 ,在救济工作中确立了两条

原则 :“第一 ,直接的赈济 ,凡有可能 ,都应辅之以有用的私有

报酬的劳动 ;第二 ,凡在现在所处环境中 ,竭尽一切人力的可

能 ,仍找不到完全自给和安居乐业机会的家庭 ,我们均将尽

力在新的环境中给予重新开始的机会。”[4 ] (P63) 为此 ,联邦政

府积极创办一系列公共工程 ,以工代赈 ,扩大就业。他提出

了大规模工赈计划应该遵循的六项基本方针 : (1) 工程应该

是有用的 ; (2)工程的性质应使相当部分的开支用于劳动工

资 ; (3)工程应使国库相当部分的开支得以最终回收 ; (4) 每

项工程的拨款均应立即实际地用掉 ,不应移作未来各年之

用。(5)工程的性质必须适合向领取救济金的人们提供就

业 ,不应有所例外 ; (6)工程将依照各地领取救济的工人人数

多寡予以安排[4 ] (P8) 。

以工代赈本来就是一种对贫困问题的积极调控措施 ,而

在这六项基本方针基础上建立的一系列以工代赈机构 ,如民

间资源保护队、公共工程管理局、国民工程管理局、工程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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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等 ,一方面扩大了就业机会 ,缓解贫困和失业的压力 ;另一

方面还可以扩大内需 ,刺激经济发展 ,同时也避免了直接救

济所产生的依赖效应。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3.社会保障。罗斯福面对全国失业的劳动力大军 ,在采

取过渡性“直接救济”为辅 ,“以工代赈”、大兴公共工程为主

的同时 ,也想到了要制定一项“救济、减少和预防未来失业”

的政策 ,作为解决未来失业者问题的一项长久的需不断得到

完善的措施。还在 1933 年 ,罗斯福就要求准备社会保障法

案 ,他要的是“一个使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都有保

障的法案。”[5 ] (P282 - 288) 他认为这个法案 :“是政府未来解决失

业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4 ] (P81) 但结果直到 1935 年 8 月才由

国会审议通过部分主要内容 ,从而建立了包括失业保险、养

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自社会保障法 ( The Social Se2
curity Act , SSA)生效 ,到 1940 年 6 月 ,SSA 给 2800 多万工人提

供了失业保障 ,约有 200 万以上 65 岁退休的老人得到相关的

补助。除此之外 ,SSA 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内容 ,比如针对

孤儿、寡妇、跛者、盲人等。总之 ,SSA 至少使当时美国 3000

万公民“直接受益于失业补贴、养老金、以及保护儿童和防止

疾病的进一步的设施。”“使他们不受失业和老年潦倒之苦。”

“会被看作划时代的。”[4 ] (P86 - 87) 因此 ,“多数美国史学家认

为 :社会保障法是所有‘新政’立法中最重要的立法 ,它使美

国走上通往福利国家的道路。”[6 ] (P129)

二

一代总统有一代总统的领导才能与艺术。“自华盛顿以

来 ,没有哪一位总统像罗斯福那样主宰他的政府和他的时

代。”[7 ]“新政”是一种非常具有个人特点的事业。只是由于

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个性 ,“新政”的各种各样互不相干的

计划 ,才联合成为一体。事实上 ,经历史证明富有成效的就

业政策 ,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罗斯福个人的特点。

罗斯福出身于富有而幸福的家庭 ,受到良好的教育 ,但

他的家庭“具有为社会服务的牢固传统”,认为足够的财富

“不是适宜的人生目标”;1921 年 8 月 ,一场意外的疾病 ———

脊髓灰质炎使他的双腿永远地瘫痪了 ,这一疾病对他的精神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如他夫人所说 :“任何一位经历了巨大

痛苦的人都会对人类面临的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理

解。”[8 ] (P96) 所有这些因素影响着罗斯福 ,使他“对下层社会产

生了特殊的同情”,“对造成人们贫困的非正义行为感到无比

愤恨”[9 ] (P18) 。但是“罗斯福与他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的政

治定位”:他只是个“基督教徒和一名民主党人”,他相信资本

主义是值得挽救的。正因为他的政治定位是如此明确 ,所以

他才能在一轮又一轮的反对声中保住了自己的总统宝座 ,带

领美国人民大胆改革 ,战胜法西斯主义 ,“在自由放任的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走出了一条中间道路 ———有管制的资

本主义 ,同时保持社会民主和个人自由。”[10 ] (P126)“他反对美

国社会重视制度甚于重视人 ,把劳动当作货物或商品 ,他认

为美国惟一真正值得宝贵的 ,是自然资源和人民群众。他热

爱各种类型的人。”[5 ] (P71) 即使是罪犯 ,他也很关心。因此他

在解决就业问题时 ,无不体现了这两点 :第一 ,重视人民群

众 ,第二 ,重视自然资源。

(一)当人与观念或制度发生冲突时 ,罗斯福在解决就业

问题时 ,总是把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加以考虑。例如 ,罗斯

福新政在解决就业问题时是建立在财政赤字基础上的 ,以改

革税制来增加财政收入 ,并以此作为国家的补给。无论是直

接救济、以工代赈还是社会保障 ,都需要大量资金 ,这就意味

着要加大联邦政府的开支和借款。而罗斯福本人是相信平

衡预算的 ,于是 1937～1938 年冬 ,他不再进行政府投资 ,但经

济局势不但没有改进 ,反而不断恶化。于是 ,他断然要求恢

复赤字开支 ,正如他在匹兹堡的竞选演说中所说的那样 :“假

如我们公民中任何一部分人陷入饥饿或极度贫困 ,因而有必

要增加拨款以致预算失衡 ,我也将毫不迟疑地把实情告诉美

国人民 ,并请求他们允许我得到那笔增拨款项。”

结果 ,1938 年 7、8 月间 ,制造业生产、工资与就业指数开

始上升 ;到 1939 年底 ,几乎已恢复到接近繁荣的 1937 年水

平。就业情况亦可见下图 (图 1) [11 ] (P776) :

有人因此认为罗斯福在经济上是个凯恩斯主义者 ,其实

不然 ,两者确有相同之处 ,但他并没有直接套用这个理论。

他所有的经济措施与制度的制定与实施 ,都是从美国的实际

出发 ,出于对人民的同情与关心。

(二)罗斯福政府在制定一系列就业措施时 ,也是一切从

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的。罗斯福很遗憾 :“这个国家过去的

管理制度只代表部分群众的利益 ,而且不幸的是 ,有些时候

更是只代表极少数人们的利益。”[12 ] (P338) 他说 :“我们要为自

己和我们的同胞创造未来的话 ,我们就应该抛弃这些黑暗的

日子 ,不惜一切代价。”他在身边网罗了一批专家学者作为智

囊团 ,他的内阁成员有着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观点 ,“他不耻

下问 ,向不同行业和持有不同主张的人员征求意见。他所倾

听的对象包括国家主义者 ,国际主义者 ,预算平衡人员、赤字

削减人员、计划人员、规划人员、社团主义者、解散托拉斯主

义者、自愿主义者、中央集权主义者和非中央集权主义者以

及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管理人员和一党执政的主张者等

等。”[12 ] (P335)但他独自掌握决断权 ,选择先进的改革思想。比

如 ,1935 年税收法“确立了历史上和平时期最高的税率 :最高

个人所得税为 75 % ,财产税为 70 % ,公司收入税为 15 % ,对

于重新分配美国人的收入 ,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3 ] (P653) 它

的特点是向富人征收重税 ,比如对于年收入超过 5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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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 ,征收所得税 75 %。该计划一方面有利于平衡预算 ,

增加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有利于抑制贫富两极分

化 ,并且可以将财富在高收入与低收入人们之间进行再分

配 ,被认为是“掏有钱人的腰包”,有利于“金字塔底被遗忘的

人们”。

此外 ,他还通过经常召开记者招待会 ,向听众发表著名

的“炉边谈话”,聘用 50 名秘书回答他收到的大量人民来信、

接听人们的电话 ,不断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 ,与人民群众沟

通 ,从而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法案。

(三)在具体实施就业措施中 ,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首

先 ,注意消除失业者在精神上的消极影响 ,保护劳动者的自

尊心和自救感。美国是移民国家 ,当时基督教的道德还很有

势力 ,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与罗斯福同时代的、几乎

所有的人都认为“贫穷是穷人自己的过错 ,失业是由于人们

不愿意工作”,“失业的人自觉羞愧”而罗斯福不同意这种看

法 ,他认为“这是制度决定的 , 人们的逆境是制度造成

的。”[4 ] (P216)“得天独厚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如此规模地堕入贫

穷的深渊 ,从来没有如此丧失过自信和自尊。”[10 ] (P120) 精神上

的消沉比经济上的萧条更严重 ,所以他一上任 ,就在就职演

说中安慰人们 :“首先 ,让我们坚持我们牢固的信念 :我们不

得不恐惧的惟一事物是恐惧本身。”同时谴责并警告那些垄

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 ,说“他们只知道追求私利者一代的法

则。他们根本没有远见 , 而没有远见的人民必将灭

亡。”[6 ] (P216) 他向失业者宣布 ,他“对经济活动以饿死人民为

代价深恶痛绝。”

罗斯福说 :“我们不仅要使失业者的肉体免受饥寒 ,而且

要维护他们的自尊心 ,他们的自力更生的意志 ,他们的勇气

与决心。”[14 ] (P113) 所以 ,后来他就取消了单纯直接救济法 ,取

而代之的是“以工代赈”的公共工程计划。这对于消除大萧

条对人们的精神和意志的不良影响 ,对于调动失业者自力更

生的精神 ,对于振兴整个国民精神都是非常有益的。他不止

一次鼓励美国人 :“在救济工作中 ,我们是同有正当自尊心的

美国人打交道。对他们来说 ,单纯的施舍会伤害要求保持个

人独立的一切本能。大多数美国人都想为他们所得到的东

西付出一点什么 ,这里所说付出一点什么 ,指的就是老老实

实的工作 , 而这种工作正是防止他们精神上颓废的屏

障。”[4 ] (P100 - 101)

其次是注重对青年人、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的保护。青

年是国家的未来 ,为解决青年人的就业难题 ,罗斯福政府不

仅成立了 CCC ,而且在 1935 年实施“以工代赈”的公共工程计

划 WPA 时 ,专门成立了帮助青年就业的 NYA ,到 1940 年底雇

佣了 750 万名青年男女。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的保护方

面 ,CWA 成立不久就雇佣了 5 万名教师从事成人教育 ,也为

乡村办学 ;还雇佣了 3000 名作家和艺术家 ,为他们提供创作

机会 ,组织艺术家到乡村巡回演出。特别是到 1941 年已耗

资 113. 65 亿的 WPA ,其中有 22 %是用于帮助文化人的 ,它明

确设立联邦戏剧计划 ,联邦艺术家计划、联邦作家计划 ,开展

各种艺术活动 ,以解决各类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的就业与贫

困问题 ,从而保证了文化艺术教育 ,保护了技术方面的人才 ,

并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作品。

最后 ,注意避免种族歧视。在直接救济方面 ,1933 年受

救济的黑人超过 200 万 ,占黑人总人口的 17. 8 % ,几为白人

受救济人口的两倍。到 1935 年 ,黑人受救济人口增为 350

万 ,几达黑人总人口的 30 %[6 ] (P183) 。在以工代赈、兴办公共

工程时 ,PWA 实行反对种族歧视的政策。政府任用黑人顾问

和专家 ,数目相当大 ,遍及政府各部门 ,“联邦在职人员名单

中黑人雇员数 ,从 1933 年约 5 万人 ,增为 1946 年的将近 20

万人。”[6 ] (P190)

总之 ,罗斯福新政在解决就业问题时 ,重视各行各业、不

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大多数人的利益 ,甚至帮助广大工人群

众组织工会与资方抗衡。不仅如此 ,还特别注重对自然资源

的保护和合理的开发利用 ,并没有只图一时的效益 ,而是考

虑到长久的可持续发展。比如防风林带的建造、国有公园的

开辟、水利工程的修建、水电资源的开发等无不有利于国家

的可持续发展 ,从而更加有利于扩大并保障人们当时和后来

的就业。正如 ,大规模工赈计划明确规定应遵循的六项基本

方针的第一点 ,便是“工程应该是有用的。”

三

罗斯福新政为解决就业问题 ,以工代赈、兴办公共工程

扩大就业 ,同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直接救济帮助失业者 ,并

且制订了社会保障法以保护失业者和老年人的利益等 ,这一

系列举措不管在当时还是对现在和未来 ,都产生了极其重

要、深远的影响。

首先 ,对解决工人失业问题 ,恢复失业工人的自尊心与

自信心 ,提高工人生活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和作用。罗斯福

政府动员大小 60 多个机构参与“工赈”事宜 ,“工赈”持续时

间近 10 年 ,举办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工程 ,并经营了不少企

业 ,涉及当时美国人口的 1/ 5。这些 ,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

例的。“工赈”是美国政府处理失业问题重要的手段。“在

1933～1939 ,各个救济工作管理机关总共约支出了 180 亿美

元”[2 ] (P718) (见表 1) 。以工代赈计划的实行 ,为 480 万人提供

了工作 ,使国家境况有所好转 ;救济支出大大减轻了失业者

的痛苦与贫困。人均自由支配的个人收入 (按 1958 年美元

计算 ) ,“1933 年 只 有 893 美 元 , 1940 年 增 为 1259 美

元。”[2 ] (P738)

表 1 　1933 —1939 年国家救济与联邦工程计划支出

年份 金额 (美元)

1933 1 ,223 ,329 ,000

1934 2 ,380 ,865 ,000

1935 2 ,532 ,512 ,000

1936 3 ,119 ,013 ,000

1937 2 ,653 ,918 ,000

1938 3 ,236 ,600 ,000

1939 3 ,185 ,447 ,000

　　资料来源 :《1942 年美国统计摘要》,第 428 页。

社会保障法提供的失业救济也大大地减轻了他们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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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使他们暂时渡过短期失业难关。

其次 ,罗斯福新政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所作的努力 ,不

仅减轻了就业压力 ,而且对美国的经济复苏起了杠杆作用。

“工赈”之前 ,美国经济危机极为严重 ,资本家走投无路。

失业的大量存在 ,表明私人“自由企业”转动不灵。资本家自

身不可终日 ,更谈不上兴办庞大的“公共工程”。即使在非危

机期间 ,单个的资本家亦不肯为之。而大力兴办公共工程 ,

就会增加就业人数 ,意味着增加购买力 ,资本家的产品随之

变为商品 ,从而获得利润 ,它对私人资本起了刺激作用 ,从而

刺激消费 ,带动经济的复苏。有关数据显示 :美国国民收入

从 1933 年的近 425 亿美元 ,增加到 1934 年的 490 亿美元和

1935 年的 571 亿美元。而社会保障使得工人即使在失业没

有工资的情况下 ,仍能保持一定的商品购买力和消费水平 ,

从而缓解“生产过剩”的危机 [15 ] (P55) 。

总而言之 ,罗斯福新政在解决就业问题时所作的“中间

偏左”的尝试 ,对于美国从大萧条中走出 ,对于美国人力资源

与自然资源的保护 ,对于美国取得二战的胜利 ,对于美国成

为有“管制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等无不具有深刻的意义。

事实证明 ,罗斯福新政在解决就业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

措施 ,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 ,刺激了美国经济

的复苏 ,使失业者从中受益匪浅 ,不失为解决经济衰退时期

就业、再就业问题的一个成功范例。尽管如此 ,罗斯福新政

并没有从根本上根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问题 ,从图 1 也

可看出这一点。罗斯福就职时失业人数为 1400 万 年 8

月减到 500 万 ,1938～1939 年又增加到 1000 万。“二战结束

后 ,美国每年仍有 100 万左右的失业者。”[16 ] (P110) 时至今日 ,

美国依然有为数不少的失业者。当然 ,资本家是需要一定的

失业者作为劳动力的后备军的。但是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

展 ,失业严重、贫富悬殊这两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何探索

新时期下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 罗斯福新政有关就业问题

的解决 ,让我们借鉴的同时 ,也留给了我们广阔的思考和发

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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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mployment Policy in F. D. Roosevelt’s Ne w Deal

Wan Xue2mei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 Nanjing ,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During the US great depression from 1929 to 1933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was acute. After he became US

president ,F. D. Roosevelt practiced his New Deal to solve the employment issue. The policy directly relieved the unem2
ployed workers ,expanded employment by creating work as relief ,protected those out of jobs through social security laws ,

and mad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reasonably. As a result ,the unemployment pressure was greatly reduced and promoted

the recovery of economy. Though it did not basically sole the issue of unemployment ,it provided helpful revelation and

lessons for the day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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