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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19年4月15日在演讲时说：“我
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
进取的荣耀。”

美国政客的言论彻底暴露了其在人权问题上奉行双
重标准、以人权维护霸权的虚伪面目。

美国号称人权立国，以世界人权卫士自居，以自身
对人权的狭隘理解为框架，以称霸全球的核心利益为标
尺，每年根据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材料拼凑出年度国
别人权报告，对不符合其战略利益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权
状况肆意歪曲贬低，却对自身持续性、系统化、大规模
侵犯人权的斑斑劣迹置若罔闻、熟视无睹。

本报告所依据的资料，来源于各类公开发布的数据、
报道及研究成果。报告中的事实证明，近年来，特别是2019
年以来，美国的人权状况乏善可陈，呈日益恶化之势。

——美国是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2019年共
发生415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平均每天超过一起；共有39052
人死于与枪支有关的暴力事件，每15分钟就有一人被枪杀。

《今日美国报》评论称，“美国或已步入大规模枪击时代”。
——选举沦为富人的金钱游戏。2018 年中期选举支

出高达 57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国会选举；10
个最大的个人捐助者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注资 4.36 亿
美元。2020 年总统选举筹资竞赛日趋狂热，所有参选人
已筹集超过10.8亿美元竞选资金。

——美国在西方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为严重。2018 年
基尼系数攀升至0.485，贫富差距创50年来新高。最富有
的10%家庭占有美国全部家庭净资产的近75%。1989年至
2018年，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

——美国是目前唯一有数百万人处于饥饿状态的发
达国家。人口普查局 2018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有
3970万贫困人口。每晚至少有50万美国人无家可归。有
6500万人因医疗费用过高而放弃治疗。

——美国种族仇恨犯罪震惊世界。美国白人至上主
义回潮，国内近年来发生的恐怖活动大多与白人至上主
义暴力有关。埃尔帕索沃尔玛超市枪击案致 22 人死亡，
白人枪手的行凶动机是对拉美裔的种族仇恨。评论认
为，“美国一直处在白人至上恐怖主义的危机之中”。

——警察枪杀和残暴虐待非洲裔案件频发。非洲裔
成年人被监禁的概率是白人成年人的5.9倍。联合国特别
报告员指出，这种大规模的监禁是奴隶制及种族隔离所
产生的余孽。

——就业和财富的种族差距惊人。在过去的40年里，非
洲裔工人的失业率一直是白人的两倍。白人家庭的平均财
富几乎是非洲裔家庭的 10倍。以目前的趋势，非洲裔家庭
积累的财富需要200多年才能达到白人家庭现在的水平。

——宗教不宽容持续恶化。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
82%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在美国面临歧视，64%的受访者认为
犹太人在美国面临歧视。2018年，极端主义者制造了249起反
犹事件。联合国报告认为，美国存在异常暴力化的反犹太主义。

——美国是高收入国家中女性处境最危险的国度。
高收入国家被枪杀的女性中92%来自美国，美国女性被枪
击致死的概率比其他高收入国家高 21倍，美国平均每个
月有 52 名女性被其伴侣枪杀致死。多达 70%的美国女性
曾遭受来自亲密伴侣的身体或性暴力。

——儿童贫困问题触目惊心。美国仍有 1280 万名儿
童生活在贫困之中，5 岁以下的贫困儿童数量多达 350
万，其中160万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美国儿童保护基金批
评道：“在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居然还有超过五分之一的
儿童每天都不得不面对无比残酷的现实——下顿吃什
么，今晚睡哪里？”

——老年人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美国 60岁以上的
老年人中，每 12 人中就有 1 人缺乏足够的食物，总人数
达550万。大约40%的美国中产阶级到65岁时将接近或陷
入贫困。

——美国政府对待移民日趋严苛和非人道。“零容
忍”政策导致大量儿童被迫与亲人分离。2017 年 7 月以
来，移民当局在边境将 5400多名儿童与父母分离。2018
年以来，共有包括 7 名儿童在内的 24 名移民在美国边境
收容所拘留期间死亡。

——美国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2001年
以来，美国不断对外发动战争，花费的财政开支超过6.4
万亿美元，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 80万，导致数千万人流
离失所。

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有名无实

美国自我标榜为“自由的乐土”和“民主的灯塔”，
但这不过是愚弄民众、欺骗世界的虚构幻境。缺乏约束
的持枪自由导致枪支暴力泛滥，对公民的生命、人身、
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愈演愈烈的金钱政治扭曲民
意，使所谓的民主选举沦为了富人的游戏。

政治裹挟下枪支泛滥成灾。美国的枪支制造、买卖
和使用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为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提供大
量的政治捐款。美国党派政治、选票政治、金钱政治的
诸多弊端相互交织，使得立法和行政机构难以在枪支管
控问题上有所作为，任由事态持续恶化。美国在线媒体
2019年12月11日报道，美国是世界上私人拥有枪支数量

最多的国家，枪支数量远远超过人口总数，2017 年平均
每百名居民拥有120.5支枪。美国进步中心网站2019年11
月20日报道，2008年至2017年，美国至少有342439人被
枪击致死，这意味着每15分钟就有一人被枪杀。2019年
美国共有39052人死于与枪支有关的暴力事件。

大规模枪击事件接连发生。美国是世界上枪支暴力
最严重的国家，频繁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已成为美国
的标志性特征。英国 《镜报》 网站 2019 年 12 月 30 日报
道，根据“枪支暴力档案室”的数据，2019 年美国共发
生 415 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平均每天超过一起，达到自
2014年统计该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相比之下，2014年
美国共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269起，2015年为335起，2016
年为382起，2017年为346起，2018年为337起。2019年美国
发生的最严重三起枪击案件为：造成22人死亡的得克萨斯
州埃尔帕索市沃尔玛枪击案、造成12人死亡的弗吉尼亚海
滩市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的俄亥俄州代顿市枪击案。《今
日美国报》评论称，“美国或已步入大规模枪击时代”。

暴力犯罪数量惊人。联邦调查局 2019 年发布的
《2018 年 美 国 犯 罪 报 告》 显 示 ， 2018 年 美 国 共 发 生
1206836起暴力犯罪案件。其中，谋杀案为 16214起，强
奸案为 139380起，抢劫案为 282061起，重伤案为 807410
起。美国司法统计局 2019年发布的 《全国犯罪受害调查
报告》 显示，2018 年美国共有 330 万名 12 岁以上居民遭
受暴力犯罪侵害，这一数据已连续三年增加。

民众财产安全堪忧。联邦调查局 2019 年发布的
《2018 年 美 国 犯 罪 报 告》 显 示 ， 2018 年 美 国 共 发 生
7196045 起财产犯罪案件，平均每 10 万居民发生 2199.5
起，财产犯罪受害者共蒙受164亿美元损失。其中，车辆
失窃案件 748841 起，平均每 10 万居民发生 229 起，被盗
车辆价值超过60亿美元；入室盗窃案件1230149起，造成
财产损失约34亿美元，平均每起损失2799美元。

警方办案不力导致民众失去信心。联邦调查局“全国犯罪
案件报告系统”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共报告了近660万起
刑事犯罪，涉及近700万名受害者。皮尤研究中心网站2019年
10月17日报道，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暴力犯
罪结案率仅为45.5%，财产犯罪结案率仅为17.6%。很多受害
者觉得警方无能，“不会或无法提供帮助”，只得放弃报案。
2018年，司法统计局追踪的暴力犯罪案件中，警方接到报案
的只有43%，财产犯罪案件中警方接到报案的只有34%。

公民人格尊严和隐私权遭受系统性侵犯。《达拉斯晨
报》网站2019年12月6日报道，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
门仅在得克萨斯州就设有 8个秘密监视中心，共享情报监
控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论坛。早在10年前这些监控中心上
线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对其侵犯公民隐私发出警告，称其
权限模糊、过度保密，使得“建立一个全面监控社会”的威胁变
成现实。美国审计署2019年6月4日的报告显示，联邦调查局的
人脸识别办公室可以在无合法许可的情况下，任意检索包含超
过6.41亿张照片的数据库。乔治城大学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
约一半美国成年人——超过1.17亿人，被纳入在执法机构使用
的人脸识别系统中，其中非洲裔比其他族裔更容易受到审查。

监狱管理混乱导致虐囚丑闻频发。美国司法部网站
2019年4月3日报道，阿拉巴马州男子监狱无法保护犯人
免受囚犯之间的暴力和性侵，导致囚犯受到严重伤害甚
至致死。英国《太阳报》网站2019年12月10日报道，14
名女性囚犯对美国科尔曼联邦监狱提起诉讼，指控该监
狱持续存在对囚犯的系统性虐待。2011年至 2015年，美
国监狱的性侵犯和性骚扰指控激增了180%。单独囚禁是
联合国认定的一种酷刑，会对囚犯的精神、身体和情绪
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可能导致死亡。英国 《卫报》 网站
2019年9月4日报道，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每天
都有约6.1万名囚犯被单独囚禁。

政治选举沦为金钱游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019
年2月7日报道，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支出高达57亿美
元，甚至超过了2008年总统选举花费的53亿美元，成为
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国会选举。其中，佛罗里达州联邦参
议员竞选耗资最为庞大，共花费 2.09 亿美元，最终胜选
的共和党候选人里克·斯科特在竞选中投入了6300多万美
元的个人财产。《时代周刊》 网站 2019年 8月 14日报道，
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10个最大的个人捐助者向超级
政治行动委员会注资 4.36 亿美元。富有的特殊利益集团
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金钱支配了政治进程，“扭
曲了真实民意，侵蚀了民主基石”。

2020年总统选举筹资竞赛日趋狂热。美国联邦选举委
员会网站2019年12月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总统选
举的所有参选人已筹集超过10.8亿美元竞选资金，已花费5.31
亿美元。《赫芬顿邮报》网站2019年11月30日报道，民主党参选
人迈克尔·布隆伯格在宣布竞选的第一周便投入4000多万美元
开展广告宣传。政治响应中心2019年11月24日发布的报告显
示，所有总统参选人仅在数字广告上的支出就已超过1亿美元。

自我标榜的“新闻自由”有名无实。《华盛顿邮报》
网站 2019年 4月 18日报道，美国在年度新闻自由指数中
的排名连续三年下降。“美国新闻自由追踪系统”网站
2019年12月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共有38名
记者遭到袭击，发生记者被拒绝参加公开政府活动的事
件 28 起，9 名记者被捕或面临刑事指控。自 2017 年以
来，至少有54名记者被传唤或被没收采访记录，36名记
者在报道抗议活动时被捕。英国 《卫报》 网站2019年12
月 12日报道指出，本届美国政府“对新闻自由进行了有
史以来最持久的攻击”。

示威民众因抗议政府政策而遭逮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2019年8月11日报道，自从美国政府2018年实施“零容忍”
移民政策后，呼吁关闭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呼声此起彼伏，约
100名抗议者在纽约市被逮捕。《休斯敦纪事报》网站2019年9
月12日报道，美国绿色和平组织的抗议者当日在休斯敦举行
示威活动，至少15名抗议者被捕。《迈阿密先驱报》网站2019
年 11月 29日报道，迈阿密近 40位气候变化倡议者当日举
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1人被捕。

二、经济和社会权利缺乏基本保障

美国整体富强的面纱背后，遮掩的却是贫富严重分
化的冷酷现实。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医疗教育
费用不断攀升，社会保障覆盖面却在萎缩，底层民众生
活苦不堪言。

贫富差距创50年来新高。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
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在2018年5月发表的访美报告

中指出，美国已经沦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华盛
顿时报》网站2019年9月27日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
数据显示，过去50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稳步上升。
2018年基尼系数攀升至0.485，贫富差距达到50年来最高水
平。《今日美国报》网站2019年5月26日报道，摩根大通公司
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占有近75%的家庭
净资产。“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已经超出了
许多美国人认为合理或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范围”。美国贫富
持续分化的基本趋势对人权的享有和实现产生了严重的负
面影响。《纽约时报》网站2019年9月10日报道，贫富差距不
仅扩大了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还导致了富人寿命更
长而穷人寿命更短。美国的贫富分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趋
势，造成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这是由美国的政
治制度和美国政府所代表的资本利益所决定的。美国政府
不仅缺乏消除这些结构性原因的政治意愿，反而不断推出
使之强化的政策措施。正如奥尔斯顿特别报告员所指出的，
美国“极端贫困的持续存在是当权者做出的政治选择”。

收入分配不平等日益严重。《今日美国报》网站2019年
4月17日和5月26日报道，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不断恶
化，中产阶级工资停滞不前和高管薪酬飙升是主要原因之
一。一些大企业和知名公司首席执行官不到一个小时的收
入，相当于普通员工一整年的收入。MyLogIQ 机构对标准
普尔500指数公司的薪酬分析报告显示，有13家公司首席
执行官的工资至少是普通员工薪酬中位数的1000倍，最高
的达到3566倍。《福布斯》网站2019年5月29日报道，美联
储的报告显示，1989 年至 2018 年，最富有 10%的家庭占有
家庭财富总额的比例从60%上升至70%，最富有1%的家庭
占有家庭财富总额的比例从 23%上升至 32%，而最底层
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在家庭财富总额中所占
比例从4%降至1%，正在被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压垮。

底层民众生活窘困。在经济已经高度发达的美国，
很多公民却依然面临饥饿威胁。美国律师协会网站 2019
年12月16日的文章指出，美国是目前唯一有数百万人处
于饥饿状态的发达国家，人口普查局 2018年的统计数据
显示美国有 3970 万贫困人口，其中包含 1280 万名儿童。
美国进步中心网站 2019 年 2 月 13 日报道，超过 40%的美
国人难以负担住房、食品和医疗等基本生活支出，而国
会 10年来一直拒绝提高 7.25美元的联邦最低时薪，进一
步加剧了贫困问题。经济政策研究所 2019年 8月 27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因通货
膨胀比2009年下降了17%，比1968年下降了31%。《洛杉
矶时报》 网站 2019 年 5 月 7 日报道，美国政府试图使用

“虚假通胀率”来“剔除”数百万贫困人口，“本届政府
对于有多少贫困人口及如何帮助他们毫不在意，只是盘
算着如何玩一场数字游戏”。

无家可归者处境悲惨。《今日美国报》网站 2019 年 10
月7日报道，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数据显示，每晚至少有50
万美国人无家可归。《洛杉矶时报》网站 2019年 7月 2日报
道，受经济衰退影响，近 800万美国人失去了房屋。美联储
的数据显示，美国中产阶级的住房拥有率从2004年的70%
下降至2016年的60%。洛杉矶无家可归者服务管理局2019
年 6月 4日公布数据显示，洛杉矶县有 58936人无家可归，
比2018年增加12%。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9年6月18日
报道，洛杉矶邻近地区无家可归者数量的增加同样惊人。
与 2018 年相比，奥兰治县的无家可归者增加了 43%，文图
拉县增加了28%，克恩县增加了50%。无家可归者并没有得
到同情和帮助。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2019年 7月 18日报道，
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政府通过整晚无休止地循环播放
音乐，将无家可归者驱离城市滨水区域。“无家可归与贫穷
问题”国家法律中心执行主任玛丽亚·福斯卡尼斯指出：

“用喧闹的音乐驱赶无家可归者是不人道的，令人震惊。”
民众医疗负担过重。美国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健

康差距继续拉大，原因之一是民众医疗负担过重。哥伦比亚广
播公司网站2019年7月1日报道，美国处方药价格持续飙升，
2019年前6个月有超过3400种药物价格上涨，涨价药物种类
比一年前增加了17%，药物平均价格上涨了10.5%。美国广播
公司网站2019年11月21日报道，联邦基金会的报告显示，
2008年至2018年，美国中产阶级的医疗费用支出每年增长
近 6%，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从 7.8%攀升至 11.5%。美国广播
公司网站2019年4月3日报道，美国民众在过去12个月因
支付医疗费用借债高达880亿美元。根据盖洛普公司的调查，
美国有1500万人由于药物费用过高而不得不推迟购买处方
药，有6500万人由于医疗费用过高而在生病时放弃治疗。

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大幅上升。美国是少数没有实行全
民医疗保险的发达国家之一，有相当数量的居民没有医疗保
险，因而无法在患病时得到应有的医疗保障。《洛杉矶时报》网
站2019年1月23日报道，盖洛普公司的调查显示，没有医疗
保险的美国成年人比例由2016年的10.9%大幅攀升至2018
年的13.7%，这意味着约700万人失去了医疗保险。35岁以下
的成年人中没有医疗保险的比例在过去两年内上升近5个百
分点，超过了21%。乔治城大学家庭与儿童研究中心的研究显
示，2018年，没有医疗保险的儿童数量十多年来首次增加。

毒品滥用日益严重。美国进步中心网站2019年1月10
日报道，1999年至2016年，美国有63万人死于吸毒过量；而
2017年更是高达72000人，这意味着平均每天有近200人死
于吸毒过量。英国《卫报》网站2019年12月18日报道称，毒
品对美国校园的侵蚀越来越严重，多达20%的高中生吸食大
麻。《芝加哥论坛报》网站2019年5月29日报道，据国家药物
滥用研究所统计，每16名高中生中就有一人每天吸食大麻。

政府削减财政资助导致大学生经济压力剧增。“美国
公共媒体”网站2019年2月25日报道，过去10年各州政
府共削减了 90亿美元的大学经费资助，导致大学学费大
幅上涨，学生还贷压力剧增。《福布斯》网站2019年2月
25日报道，2019年学生贷款债务总额超过 1.5万亿美元，
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学生贷款债务成为仅次于抵押
贷款的第二大消费者债务。《今日美国报》 网站2019年6
月 10日报道，大学生面临无家可归危机。调查显示，就
读两年制大学的受访者中有18%的人无家可归，有60%的
人经历过住房无保障的窘境；就读四年制大学的受访者
中有14%的人无家可归，有48%的人经历过住房无保障的
窘境。2018 年，加利福尼亚州社区大学生中有近 39.9 万
人经历过一段无家可归的时期，其中有8万人睡在车里。

三、少数族裔饱受欺凌排斥

种族歧视始终伴随着美国发展历史，肤色在决定美

国人的命运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白人至上的政治
架构和意识形态，使得少数种族在美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遭受全方位的歧视。

白人至上主义甚嚣尘上。美国在骨子里依然是一个
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国家，所有不符合这些特
性的种族、族群和宗教文化群体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或
多或少的歧视。2016 年以来，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呈现
回潮之势，导致种族对立与仇恨情绪弥漫。英国 《卫报》
网站2019年11月12日报道，美国南方贫困问题法律中心
的调查报告显示，白宫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利用来自白
人至上主义者、伊斯兰教仇视者和极端右翼网站的素
材，塑造了极端右翼网站布赖特巴特新闻网 2016年的总
统选举报道。米勒还对 20世纪初美国以种族为基础的限
制性移民政策大加赞扬。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在竞选中攻击非洲裔竞选对手，将非洲裔与猴子相提并
论，暗指其进化不够。联合国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
组2019年8月2日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政治人物使用了
强调非洲人后裔负面定型观念的言辞。炮制非洲人后裔
的种族刻板印象和负面形象是为了证明奴役非洲人的合
理性，这持续对非洲人后裔造成伤害并侵犯其人权。

《今日美国报》网站2019年6月27日报道，该学年更多
的白人至上主义宣传出现在美国大学校园，种族主义的宣
传材料连续三年增加。仅在春季学期，仇恨监视组织就在
33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122个校园中记录了161起极端
主义宣传事件。这些宣传或者攻击犹太人、非洲裔、穆斯林
和非白人移民等少数群体，或者鼓吹白人至上主义内容。
反诽谤联盟表示，大学校园外的白人至上主义宣传事件也
在激增，2019年前5个月就发生了672起，而2018年全年才
发生了868起。《赫芬顿邮报》网站2019年4月5日报道，联
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说，白人至
上主义正对美国安全形成持续、广泛的严重威胁。后来他
还指出，自2018年10月以来，美国国内的恐怖活动大多与白
人至上主义暴力有关。《纽约时报》网站2019年8月7日报道，
从匹兹堡到克赖斯特彻奇，再到埃尔帕索，制造大规模枪击事
件的白人都表达了对“白人种族灭绝”的偏执恐惧。埃尔帕索
枪击案中杀害22人的白人男子帕特里克·克鲁修斯，在其长
达4页的宣言中直接引用和表述了“白人将被有色人种取代”
的观点。美利坚大学反种族主义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伊布拉
姆·肯迪说：“美国一直处在白人至上恐怖主义的危机之中。”

执法领域的种族歧视司空见惯。联合国当代形式种族
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问题特别报
告员指出，美国执法当局杀害和残暴虐待非洲裔的数量依
然惊人，而且很少受到追究。非洲裔成年人被监禁的概率
是白人成年人的 5.9 倍，这种大规模的监禁是奴隶制及种
族隔离所产生的余孽。非洲裔更有可能被警察认定为是罪
犯，并遭受残酷的对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9年3月1
日报道，在一起骇人听闻的带有种族歧视性质的警察暴力
执法中，6名警察对20岁的非洲裔说唱歌手威利·麦科伊的

“头部、耳朵、颈部、胸部、手臂、肩膀、双手和背部”连开 25
枪，致其死亡。麦科伊的姐姐西蒙妮·理查德说，“警察
处决了我的弟弟，他们甚至没有给他举起双手的机会。”
英国 《卫报》 网站 2019年 8月 19日报道，43岁的非洲裔
美国男子唐纳德·尼利是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无家可归
者，因非法入侵被骑警逮捕。两名白人警察将其双手铐
在背后，骑着马用绳子牵着他穿过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
的街道，这一极具历史联想色彩的场景引发了全国范围
内的广泛抗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9年12月17日报
道，密西西比州地方检察官道格·埃文斯自1992年上任以
来，采取各种手段不断罢免非洲裔陪审员。非洲裔陪审
员被罢免的可能性是白人陪审员的4.4倍。在被告是非洲
裔的案件中，非洲裔陪审员被罢免的概率尤为显著。

职场与民生领域种族不平等未见改善。美国进步中
心网站 2019 年 8 月 7 日和 12 月 5 日报道指出，与白人相
比，非洲裔等少数族裔在就业中面临系统性障碍，导致
更高的失业率、更少的就业机会、更低的工资、更少的
福利和更大的就业不稳定性。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把
有色人种工人集中在低薪职业上。职业隔离和有色人种
工人持续贬值是政府有意制定政策的直接结果。虽然非
洲裔、亚裔、拉美裔只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36%，但58%
的农业工人、70%的女佣和清洁工以及 74%的行李搬运
工、行李员和门房等工作却由他们承担。这些工作职位
的工资中位数远低于美国各行业平均工资的中位数。

就业歧视的存在使得经济福利方面的不平等持续固
化，对于非洲裔而言尤为明显。在过去的40年里，非洲裔工
人的失业率一直是白人的两倍。近10年来美国劳动力市场
的扩张，并没有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系统性的种族差异。在
2018年全年全职工作的人群中，白人男性每挣1美元，非洲裔
男性挣70.2美分，白人女性挣78.6美分，非洲裔女性挣61.9美
分。《洛杉矶时报》网站2019年7月2日报道，美联储发布的数据
显示，财富的种族差距持续加剧，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几乎是
非洲裔家庭的10倍。《今日美国报》网站2019年11月8日报道，
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沃基肖－西艾利斯地区，非洲裔的失
业率为13.9%，而白人只有3.9%；非洲裔的收入中位数仅为白
人的43.8%；非洲裔的住房拥有率仅为27.8%，而白人为68.2%。

工作场所和日常生活中的种族歧视随处可见。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 2019年 1月 18日报道，俄亥俄州民权委
员会调查后确认，通用汽车公司纵容种族歧视的工作环
境。非洲裔员工遭受种族主义言论攻击或威胁，“黑鬼”
的称呼随处可闻，非洲裔雇员被称为“猴子”，并被警告

“滚回非洲去”，白人员工在工作服里面穿着带有纳粹标
志的衬衫，有工作场所的厕所被宣称“仅供白人使用”。
一名非洲裔管理人员被白人雇员威胁称：“放在过去，我
早就把你给活埋了！”当有色人种雇员向高层管理人员报
告遭受种族歧视时，却被告知自行处理。《今日美国报》
网站 2019年 11月 8日报道，非洲裔员工抱怨脸书公司的
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日益严重。12名现任和前任非洲裔
员工列出了一长串种族主义的“微侵犯”清单，例如两
名白人雇员吃完早餐后要求非洲裔项目经理清理食物残
渣，有色人种员工处于一种不友好、不正常的工作环境
之中。非洲裔员工表示，“种族主义、歧视、偏见和侵犯
并非总是源自重大时刻，恰恰是这些微小的事件日积月
累，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我们只是被视为
配额存在，从未被倾听、被认可、被接受。”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 2019年 8月 28日报道，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位电视
节目主持人亚莉克斯·豪斯顿将她的非洲裔搭档比作大猩
猩，引发种族主义抨击。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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