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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帽不見了？ 

— 從古羅馬自主神、法國〈自由引導人民〉 

到紐約自由女神 

 

中信泰富經濟研究部  梁曉 

 
一直以來，代表著自主和自由、最具感染力的形象，通常都是女

性。觀察這些女性形象如何隨著時間演變，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她

們源於古代的自主女神 — 這是一個永恆的形象，代表著一種理念，

這種理念的權威來自於永恆真理的光環。1 
 

                                                 
1“在美國建國之初，這些自由女神的形象完全不一樣了，變成了現代性的象徵，不斷

地被現代時尚的風潮重新定義，因此也就與時俱進地被賦予了新的內涵。”（David 

Hackett Fischer：Liberty and Freedom: A Visual History of America's Founding Idea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2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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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查各種歷史資料和圖片，歐洲的自主神、自由女神都配備“最通

用的自由標誌”— 自由帽，“是一個永恆的形象”，怎麼到了美國，

大名鼎鼎的紐約自由女神光照四海，卻不見了自由帽？ 
 

圖~1：羅馬古幣上的自主神形象 

 

 
註：上圖公元 68 年的羅馬銅幣，正面羅馬皇帝加爾巴（Galba），背面自主神全身像，

左手握權杖、右手拿著傘狀帽。下圖公元 251~253 年的羅馬古幣，正面羅馬皇帝加盧

斯（Trebonianus Gallus），背面自主神左手斜握權杖、右手同樣拿傘狀帽。 

 

一、古羅馬自主神 Libertas 

 

自主神，古羅馬女性神祇，因在古羅馬神話中體現著自由而被廣

泛頌揚。早在公元前 238 年，當時的羅馬共和國執政官提比略·塞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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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尼烏斯·格拉古在阿文提諾山上建造一座神庙，供奉自主女神。2 

自此，自主女神的形象不斷被後世藝術家所承襲、再現，影響深遠。 

據《希臘羅馬神話詞典》，古羅馬自主神利柏耳塔斯（Libertas）“起

初是個人自由的化身，可是在帝國時代她成了立憲國家的支持者。在

造型藝術中，她是一位莊嚴的婦女，手執象徵自由的無邊氊帽或月桂

花環。”3 

此處的無邊氊帽，又稱傘狀帽（pileus）、錐形帽、羅馬無邊帽

（Roman pileus）、弗里幾亞帽（Phrygian cap）、自由帽（pileus libertatis

或 liberty cap）；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因其標誌性顏色而被直接稱為紅

色無邊帽、紅帽子（the red cap 或 redcaps）、小紅帽、紅色軟帽（bonnet 

rouge）等等。 
 

自由杖和弗里幾亞帽也承襲自古典的來源。帽子本身作為一種傳

統的服飾，早在公元前 750 年就開始了具有象徵性的“生涯”，在古

代小亞細亞的弗里幾亞和特洛伊等地作為民族獨立和自由的標誌。在

羅馬畫像中，雅典女神雅典娜有時戴一頂弗里吉亞帽，邁達斯王（King 

Midas）、亞馬遜女戰士（the Amazons）、密特拉神（Mithras）以及其

他與近東有關的人物也同樣如此。 

公元前 263 年，當薩爾圖尼烏斯（Salturnius）征服羅馬時，弗里幾

亞帽與自由杖一同作為自由的象徵；突發的靈感，讓他把帽子頂在槍

桿上舉起來，表示參加他戰鬥的奴隸將獲得自由，從而激勵了他這邊

的奴隸們參與戰鬥。後來，在愷撒被殺後，密謀者象徵性地舉起同樣

                                                 
2 Karl Galinsky 和 Kenneth Lapatin 編：Cultural Memories in the Roman Empire，Getty 

Publications 2016，230 頁。提比略·塞姆普羅尼烏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是同名的公元前 2 世紀著名平民派領袖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 163~133）

的曾祖父。阿文提諾山（Aventine Hill），古代羅馬城所在的羅馬七座山丘之一。 
3 魯剛、鄭述譜編譯：《希臘羅馬神話詞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4，1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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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帽子和自由杖，表達他們對自由的渴望。在另一個領域，羅馬自主女

神也開始與她頂在長矛上的帽子關聯起來，象徵著她與自由的聯合。4 
 

另有說法，近代歐洲人將錐形帽（pileus）誤認為弗里幾亞帽

（Phrygian cap），因此弗里幾亞帽與自由和解放聯繫起來，“自由之

帽”（liberty cap）由此得名。5 

帽子名稱五花八門，追本溯源有所不同，自主女神在不同藝術作品

中也各有特徵，但是，手握權杖∕自由杖∕長矛、配上傘狀帽的形象，

基本上是“標準配置”。 
 

在羅馬，被解放的奴隸得到了象徵解放的傘狀帽，僕人們被允許

在農神節戴上它。12 月 17 日農神節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羅馬節日，

主人和僕人互換角色一天。傘狀帽（pileus）這個詞本身就變成了一

個代表自由的詞，正如李維在《奴隸呼喚自由帽》（Servos ad pileum 
vocare）中所說的那樣，“號召奴隸們爭取自由”。權杖連同傘狀帽，

共同代表了羅馬的奴隸解放儀式，在儀式上，主人用權杖輕敲奴隸，

並給他一頂氊帽。 

在另一種表述中，自由女神把傘狀帽放在一根矛尖上。這一形象

與公元前 263 年征服羅馬的薩爾圖尼烏斯有關，他將傘狀帽扛在一根

矛尖上，象徵著團結在他身邊的奴隸將獲得自由。6 

                                                 
4 National Park Service：“The Liberty Pole and Cap, and Balance of Justice”，The Most
 Splendid Carpet 網上版，https://www.nps.gov/parkhistory/online_books/inde/anderson/

chap5c.htm。 
5 Yvonne Korshak：“The Liberty Cap as a Revolutionary Symbol in America and France”，

Smithsonian Studies in American Art 1987 年秋季號，53 頁。 
6 筆者黑體加重；David Hackett Fischer：Liberty and Freedom，233 頁。拉丁文 vindicta，

（羅馬法）棒，權杖，本意為棍、棒等，尤指解放奴隸棒，延指人們持棒以解放奴隸

的法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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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羅馬，解放奴隸的事件並不罕見，其象徵是給被釋放的奴隸

戴上傘狀帽，即勞動公民的頭飾。獲釋奴隸戴上帽子、並被一根名為

vindicta 的桿子碰觸，這種解放儀式被稱為 Capere Pileum（“拿帽子”）。

作為授予自由的象徵，傘狀帽也是對以往奴隸制度的一種提醒；作為

羅馬的一種補償，展示釋放儀式，提醒人們自由和束縛之間的密切關

係。通過儀式性的使用，這種帽子演變為最通用的自由標誌。傘狀帽

成為自主女神 Libertas 的特徵，顯示為帽子放在權杖頂部的坐像，或

是同時拿著權杖和帽子的站立像。羅馬皇帝們則利用流通硬幣和獎章

的宣傳力量，來鼓吹聲稱自己是好皇帝，例如加爾巴在位期間（公元

68~69 年）的一枚獎章上，用自由帽來標榜其統治的合憲性。7 
 

以上幾種表述萬變不離其宗，關鍵是給予奴隸自由。“在羅馬共和

國後期，所有羅馬人都對自由的意義有一個基本的理解：他們一致認為，

自由從根本上說指的是‘沒有奴隸制’（non-slavery）的狀態。”8 

羅馬人為什麼會如此看重“號召奴隸們爭取自由”？ 

柯沙克文中舉例羅馬皇帝加爾巴“標榜其統治的合憲性”的自由

帽獎章，圖片暫未找到，不過，圖~1 上圖正是公元 68 年加爾巴治下的

同一題材硬幣，也可作為佐證。此外，羅馬軍團常年征戰，勝利女神維

多利亞（Victoria 或 Victory）更是經常出現在羅馬古幣上。9 許倬雲思

索〈羅馬帝國為何衰亡〉，探討羅馬“軍事佔領的特性”以及“貴族民

                                                 
7 筆者黑體加重；Yvonne Korshak：“The Liberty Cap as a Revolutionary Symbol in America 

and France”，Smithsonian Studies in American Art 1987 年秋季號，53 頁。 
8 筆者黑體加重；Arena Valentina：Libertas and the Practice of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14 頁。 
9 參見 Richard A. Grossmann：“Roman coins”，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2006，

https://www.yumpu.com/en/document/read/5854500/download-roman-coins-file-is-399kb-

yale-university-art-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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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制度的本質”，值得對照思考： 
 

羅馬帝國不像希臘世界一樣以經濟力量來維繫，而是用軍隊來維

持。羅馬軍團駐屯在各處 — 今天地中海四周最多的考古遺址就是羅

馬兵營的遺址。羅馬軍團跟司令官在各處住下來，於是羅馬城裡面一批

一批本來是農民的人當了兵，最後兵源不夠了，先由周邊的農民補充，

周邊兵源不夠了，就徵發奴隸，提昇為公民，從北非到俄羅斯的奴隸

都有。……核心人口掏空了，人口結構怎麼改變？除了最有錢、最有

力量的大貴族以外，就是大批奴隸，或者是剛剛由奴隸提昇的公民。10 

這一軍事佔領的特性，成為羅馬帝國的弱點。作為意大利北端的

一小塊地方，不可能提供源源不斷的兵力。於是，當羅馬本身的人口

不足以供給時，兵源往往來自附近的拉丁人或者奴隸。11 

貴族民主制度的本質，是中下層沒有權利參加民主 — 公民是上

層，只佔全體人口的少數。……造成羅馬帝國衰敗的兩個問題，一個

是上層本身腐敗，第二個是下層人數極度擴大和沉淪。經濟上沉淪，

生活上沒有指望，就是所謂的貧富差距太大。……每次擴張，羅馬兵

團雄壯地出去，很少凱旋。勝利的將軍帶著他的部隊佔領了一個地

方，不是做總督，就是用羅馬的辦法和當地原有的政權取得妥協，進

行雙線統治。……這種方式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兵源不足，本土空

虛，羅馬就把本來是鄰邦的居民拉進來，變成羅馬的公民；人數還不

夠，甚至於奴隸也一批批被解放，變成新的羅馬公民，加入羅馬兵團

出征。”12 

                                                 
10“公民的人數多了，品質卻複雜了。這些新公民又分散出去駐屯各處。所以羅馬帝國

從它的巔峰狀態開始，有四百年之久，持續不斷地掏空中央核心。”（筆者黑體加

重；許倬雲：《大國霸業的興廢》，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126~127 頁） 
11 筆者黑體加重；許倬雲：《中西文明的對照》，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88 頁。 
12“假如羅馬帝國不是老早就喪失這個公民精神，根本不會讓基督教有進入上層的機

會。……上層本身已經掏得非常空虛，‘羅馬公民’這個名詞，實際上不斷吸引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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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將奴隸釋放為自由人，進而成為公民、加入羅馬兵團出征，

補充軍事力量之不足，成為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不斷發展擴張歷史上

的重要環節。所以，自主神的形象從公元前一直延續下來，她手中用於

釋放奴隸儀式的權杖、以及奴隸獲得自由時光榮佩戴的弗里幾亞帽，始

終不變？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美國獨立後仍一直無法擺脫被奴役地位的黑

奴，終於在南北戰爭中改變了命運。戰爭時期，聯邦軍隊給予的“準公

民”待遇，激勵大批南方黑奴逃亡、倒戈，加入北方軍隊。沾了南北雙

方打得你死我活的光，前黑奴們不但可以奔向自由，光榮參軍，還有機

會參加投票了。13 
 

早在林肯將奴隸解放作為南北戰爭的目標之一前，北部和南部的

黑人們已經把內戰稱之為“爭取自由的戰爭”了。在這種思想的驅動

下，1861 和 1862 年間，成千上萬的奴隸逃離種植園，逃奔到聯邦軍

隊的防線內，14 

……黑人在南北戰爭中所作出的軍事貢獻是他們要求公民資格

的基礎，15 

                                                                                                                                               
邦人進來，而這些外邦人根本就沒有什麼公民精神。”（筆者黑體加重；許倬雲：《大

國霸業的興廢》115~116 頁） 
13 例如在 1864 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共有 13 個北方州允許士兵投票，其中緬因、新罕

布什爾、羅德島和佛蒙特四個州允許黑人士兵在戰場投票，馬薩諸塞和紐約州則允許

黑人士兵在家庭所在地投票。（Hanes Walton Jr.等：The African American Electorate: A 
Statistical History，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2012，218~229 頁） 
14“將奴隸制的未來不由分說地推置到聯邦政府的政治議程上，促使並不情願的北部踏

上了解放奴隸的道路。”（筆者黑體加重；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王希譯，商

務印書館 2018，155~156 頁） 
15 此處介紹 1874 年的平版畫 The Shackle Broken - by the Genius of Freedom，“畫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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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戰爭第二階段中約 20 萬黑人參加聯邦軍隊這一事實，已將黑

人公民權問題提到了戰後的議事日程上了。黑人參加聯邦軍隊所帶來

的不可避免的後果，一位參議員在 1864 年觀察說：即是“黑人從此在

我們中間佔有了一個新的地位”。同年，林肯敦促路易斯安那州的州

長邁克·哈恩力爭將選舉權賦予給一部分黑人，尤其是黑人士兵。林

肯認為，在未來的某個時候，他們也許會被再度召集起來，“保衛自

由大家庭中的自由這種珍寶。”16 

關於（1864 年）林肯連任及黑人士兵為他投票一事，美國黑人歷

史學家本傑明·奎爾斯寫道：“當民主黨任命麥克萊倫將軍為他們的

競選代表後，黑人對林肯連任的支持就已經勢不可當了，幾乎達到百分

之百。面對著一個將逃亡奴隸遣返、並且不讚成把黑人當作士兵的將

軍，黑人選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偉大解放者’的旗幟之下。”17 

 

二、法國革命中的自由女神 

 

暫且把視線從美國收回來，先看看自由女神在歐洲的正宗傳承。 
 

在近代歐洲，古羅馬自主女神已經成為一個在政治圖譜中廣為人

知的形象。……她出現在里帕那本於近代欧洲被大量轉載的重要著

作 —《圖像學》裡。歐洲藝術家和雕塑家們經常以高度模式化的方

                                                                                                                                               
內容是南卡羅萊納州的黑人議員埃利奧特所做的一次有名的發言，這項發言堅決支持

後來成為了 1875 年民權法的法案。”（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162 頁） 
16“1865 年早期，曾在八年前宣佈將黑人永久地排除在美國‘大家庭’之外的聯邦最高

法院，賦予了來自波士頓的黑人律師約翰·S. 羅克在最高法院進行訴訟和辯護工作的

資格。……種族主義思想並沒有從國家生活中被消除，但是，在 1864 年，《哈潑週刊》

主編柯蒂斯宣稱說：內戰和對奴隸的解放已經將一個‘白人的’政府轉化成為一個‘所

有人的’政府。”（原文著重號加重；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149~150 頁） 
17 Hanes Walton Jr.等：The African American Electorate，2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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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來複製出她的形象。 

自主女神以一個存在於時間之外的永恆和不朽的形象出現。她的

形象細節一絲不苟，但卻是用一種抽象的方式來表現的。她沒有任何

個性。她象徵著一種自主的思想，這是一種古老的、永恆的、普遍的

原則，從遙遠的過去繼承而來，適用於現在和未來而不改變。自主女

神屬於各個時代。18 
 

就在這種“高度模式化”、“抽象的方式”之中，十拿九穩的標誌

性物件，仍然非“自由帽”— 自主女神手中的弗里幾亞帽 — 莫屬。 

雨果名著《九三年》，文字及人物刻畫震撼人心，書中有不少關於

自由帽的描述： 
 

沒有一頂帽子上不別一枚帽徽。婦女們都說：“紅帽子（The red 

cap）一戴，我們都標緻了。”…… 

有些人穿著暴君式藍上衣（blue tyrant jackets），襯衣上別著白藍紅

三色寶石製作的別針，頭上戴著“自由帽”（liberty cap）。……在殘

老軍人院，歷代聖人和國王的雕像都戴上弗里幾亞帽（Phrygian caps）。

人們在街口的界石上玩紙牌；紙牌充滿了革命的變化：用天才代替了

王、自由代替王后、平等代替侍臣、…… 19 
 

繪聲繪色描述丹東、馬拉和羅伯斯庇爾三巨頭在孔雀街小酒館的

密談交鋒，也要交代紅帽子： 
 

他們像閒聊似地交鋒，說話都慢條斯理。但正因為慢，才顯示出相

互攻擊和駁斥的分量，而且於威脅之外又帶著難以形容的諷刺、挖苦。 

                                                 
18 筆者黑體加重；David Hackett Fischer：Liberty and Freedom，234 頁。 
19 雨果：《九三年》，羅國林譯，（臺灣）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0，162、164 頁。

引文提到自由帽、紅帽子處，均加註英文版的不同別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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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伯斯庇爾，你把紅帽子（the red cap）摜在地上。” 

“是的，因為一個叛徒戴過，那是防止杜穆里埃玷污羅伯斯庇

爾。”……20 
 

紅色自由帽無處不在，從國民公會的臨時大廳，到監獄，再到軍隊

和戰場： 
 

國民公會成立後，頭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把它安置在什麼地

方。……演講臺上的紅帽子（the red cap）卻畫成了灰色。保王派開始

嘲笑這頂灰色的紅帽子（gray red cap），嘲笑這間裝飾不適當的大廳，

嘲笑這座馬糞紙建築，這座混凝紙漿聖殿，這座用爛泥和唾沫築成的

萬神廟。不消說，這座建築很快就會消失！……可是，就是在這臨時

的場所，法蘭西國民公會做出了永恆的事業。…… 

一個女人在議長親她時往議長頭上戴了一頂紅帽子（a red 

cap）；…… 

阿蒙維爾外號叫“紅帽子”（Bonnet-Rouge），因為他來開會時

總戴一頂弗里幾亞帽（Phrygian cap）。他是羅伯斯庇爾的朋友，……

拉洛瓦在戈貝爾主教到國民公會摘下主教冠，戴上紅帽子（the red cap）

時，代表會議向他表示敬意；…… 

“（前伯爵布利安和前公爵魏勒華）他們嚇破了膽，見到戴紅帽

子（the redcaps）的獄卒就打躬作揖。有一天連紙牌都不敢玩了，因為

那副牌裡有國王和王后。”…… 

它叫紅帽子營（battalion of Bonnet-Rouge），其中的巴黎人所剩不

多了，但那是一把狂怒的刺刀。他們併入了戈萬司令的部隊，所向無

敵，……21 
                                                 
20 雨果：《九三年》204~205 頁。 
21 雨果：《九三年》229~230、252、255、265、3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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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最具代表性的法國“自由”形象，無論如何繞不開德拉克洛

瓦。法國大革命後，經歷了復辟再爆發 1830 年“七月革命”，激勵德

拉克洛瓦完成名畫〈自由引導人民〉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畫中的

自由女神，頭戴象徵自由的弗里幾亞帽，高高舉起革命的三色旗…… 
 

圖~2：德拉克洛瓦油畫〈自由引導人民〉1830 

 
註：年輕畫家目睹少女克拉拉·萊辛舉起象徵共和的三色旗；少年阿萊爾把這面旗幟

插到巴黎聖母院旁的橋頭，中彈倒下。德拉克洛瓦畫了上百幅草圖，據說畫面左方戴

禮帽持長槍的人物酷似畫家本人。22 
 

1830 年 7 月 23 日，巴黎人民奮起推翻復辟的波旁王朝的那一天，

作家大仲馬在街上遇到過德拉克洛瓦。大仲馬回憶說：“激烈的事

                                                 
22 華語：《德拉克洛瓦畫傳》，華夏出版社 2010，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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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使年輕的畫家十分震驚。”人民的英勇行為和封建王朝的崩潰，

深深激動了畫家，因此於當年就完成了〈自由引導人民〉。23 

把自由∕瑪麗安娜描繪成一個真正的女人是革命性的。24 

畫中的形象成為了革命的標誌，她的弗里幾亞帽、熱烈的動作和

半裸的身體，這樣一組象徵性符號，傳達了一種激進主義的信息。弗

里幾亞帽借用自古羅馬，代表了被奴役和被壓迫者的解放，而動作和

裸露則代表了法國革命的暴烈階段。自從1792~1793年國王被推翻和

處決後，自由女神成為新生共和國的象徵。但是，恐怖手段與反對恐

怖同時存在，產生了兩種共和主義，一種是激進的，一種是溫和的。

德拉克洛瓦將激進的版本放在他的畫面中心，使自由女神成為一個激

烈的、頑強的形象，充滿了動力，就像街上的革命者。她的胸部從寬

鬆的衣服中掙出，顯示出一種自然的、伊甸園般的自由，很難說沒有

性暗示。與這位激進的女神競爭的，是她溫和得多的表姐妹，她是一

個穩重的人，代表了法國共和主義溫和的一面。這另類的“自由女神”

或站或坐於某處，臉上的表情柔和，身著整潔的衣服。25 
 

“當代的批評人士大多抱怨說，自由看起來骯髒、不體面。”26 可

是，智叟們的嫌棄擋不住〈自由引導人民〉問世次年在巴黎展出引起轟

動，旋即被法國政府收購，再輾轉交盧浮宮收藏至今。不但在法國家喻

戶曉，而且揚名全世界，從法國郵票、一百法郎鈔票，再“擴散”到多

國郵票，處處可見女神的倩影……美國教授貝倫森努力描述、配圖說

                                                 
23 遲軻：《西方美術史話》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4，240 頁。 
24 筆者黑體加重；Robert R. Hieronimus 等：The Secret Life of Lady Liberty: Goddess in the 
New World，Destiny Books 2016，264 頁。 
25 筆者黑體加重；Edward Berenson：The Statue of Liberty: A Transatlantic Story，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11~12 頁。 
26 Robert R. Hieronimus 等：The Secret Life of Lady Liberty: Goddess in the New World，2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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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溫和”版法國自由女神們，有幾個人知道？更何況，無論激進共

和、溫和共和，法國國旗從 1830 年恢復以來始終是這位“激進主義”

自由女神手中的藍白紅三色旗，國慶依舊是攻克巴士底獄之日，雄壯的

《馬賽曲》今日仍然唱響。 
 

圖~3：1978~1995 年版一百法郎與多國郵票上的〈自由引導人民〉 

  

   
 

在法國，一位藝術家是否露出自由女神乳房的決定，是表明他政

治傾向的一個關鍵。簡而言之，這種解讀是：裸露的乳房意味著你是

激進左派的象徵，而遮掩的乳房意味著你是溫和的保守派。 

法國的自由女神通常被命名為瑪麗安娜（Marianne）， 

在法國，瑪麗安娜有不同的面貌和不同的衣著暴露程度，這取决

於哪個派別在掌權，哪個派別在造反。不過，說到瑪麗安娜，她總是

戴著那頂弗里幾亞帽。27 
                                                 
27 筆者黑體加重；Robert R. Hieronimus 等：The Secret Life of Lady Liberty: Goddess in the 
New World，263、265 頁。另有說法，瑪麗安娜是法蘭西共和國的擬人化象徵，自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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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在法蘭西共和國的不同時期，區分激進、溫和宣傳品的標

誌，是自由∕瑪麗安娜身上衣服是否穿得嚴實。“德拉克洛瓦畫作中

自由的裙子正在脫落，她的兩個乳房完全暴露在外，這是一個激進的

自由。”28 歸根究底，也許智叟們嫌棄的不是德拉克洛瓦畫筆下的

“自由”髒兮兮，而是厭惡其“完全暴露”的極左傾向、代表了“革命

的暴烈階段”？不管是什麼傾向，瑪麗安娜們的那頂弗里幾亞帽，從

未摘下。 

值得一提，“法國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歐洲第一個基督教國家，‘基

督徒的上帝就是自由之神’。”29 不過，就在推崇“自由”、號稱“在

法國沒有人是奴隸”的國度，即便是大革命時期英勇作戰當上將軍的亞

歷山大·仲馬，也洗不掉混血黑人出身、曾一度淪為奴隸的過去，逃不

過被歧視、入獄、潦倒、壯年病逝的命運。就連曾立於巴黎街頭的唯一

雕像，二戰期間被納粹德國佔領軍銷毀後，也一直未能重新樹立。30 
 

正如盧梭 1762 年在《社會契約論》中寫到，“人是生而自由的，

卻處處受束縛（in chains）。”31 

                                                                                                                                               
理性的擬人化表現。 
28 筆者黑體加重；Robert R. Hieronimus 等：The Secret Life of Lady Liberty: Goddess in the 
New World，263 頁。 
29 早在 1715~1716 年間，法國高等法院的一位顧問律師這樣寫道，“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is the God of liberty.”（Tom Reiss：The Black Count: Glory, Revolution, Betrayal, 
and the Real Count of Monte Cristo，Crown Publishers 2012，62~63 頁） 
30 原文黑體章節名；推薦參閱仲馬將軍的這本傳記，Tom Reiss：The Black Count: Glory, 
Revolution, Betrayal, and the Real Count of Monte Cristo（《黑伯爵 — 光榮、革命、背叛

與真實的基督山伯爵》），尤其第四章“No One Is a Slave in France”和後記“The 

Forgotten Statue”。 
31 Tom Reiss：The Black Count，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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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 世紀的英國、法國和荷蘭，自由的思想都得以生根開花，但

這些國家同時也都深深地捲入了大西洋奴隸貿易之中；……32 

問題不在於法國的奴隸，而在於法國的黑人。33 
 

圖~4：仲馬將軍與大仲馬 

  

註：左圖托馬·亞歷山大·仲馬將軍（Thomas-Alexandre Dumas，1762~1806）；右

圖將軍之子、作家大仲馬（1802~1870）攝於 1855 年。34 
 

1777 年 8 月 9 日，路易 16 頒佈了《黑人治安法》（Police des Noirs），

                                                 
32 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61 頁。 
33 持這一觀點的巴黎最高法院的前律師龐塞（Guillaume Poncet de la Grave），以此來反

對 1770 年代法院判一名混血黑人（mulatto）獲得自由並返還工資的案件。“‘太多的

黑人進入法國，無論是作為奴隸還是以任何其他身份，都是危險的。我們很快就會看

到法國面目全非，’龐塞寫道，……‘一般說來，黑人都是危險人物。在那些被賦予自

由的人當中，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濫用自由。’……他在海軍和殖民地事務部找到了最

強大的盟友，該部發出警告稱，在巴黎和其他城市，‘由於與白人的性交流，危險的

混血人口每天都在增加。’”（原文斜體加重；Tom Reiss：The Black Count，66、68 頁） 
34“General Dumas”，大英圖書館，http://www.bl.uk/onlinegallery/features/blackeuro/

dumasthosalexlge.html；納達爾（Nadar）：“Alexandre Dumas père”，休士頓美術館

（MFAH），https://emuseum.mfah.org/objects/57974/alexandre-dumas-p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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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全面的法典，在其早期的一份草案中曾厚顏無恥地陳述過

令人不齒的目標：到最後，黑人種族將在這個王國裡滅絕。”……

1780 年，國王頒佈一項新法案，禁止有色人種使用“爵士”或“女爵

士”（Sieur 或 Dame）這一稱謂。35 
 

按上述法令，仲馬將軍雖然是正宗的伯爵，但如果他在姓名前加上

“爵士”稱號，“也難免要面臨被逮捕的風險”。36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

下，即便是“自由的思想都得以生根開花”的法國，即使經過了法國大

革命、七月革命，將軍之子大仲馬，遺傳了較深膚色和部分黑人面貌特

徵，也一樣要承受隨著血緣而來的歧視。“雙重的社會地位，雙重的文

化歸屬，使大仲馬一生具有豪放而敏感的特質。”同為惺惺相惜的大文

豪，“雨果曾推荐大仲馬進法蘭西學院，但是沒有成功。對大仲馬在法

國文壇受到的歧視，雨果忿忿不平。……（大仲馬）去世後，學院氣濃

重的法國文學研究界與教育界一直與大仲馬保持著距離，很少有人把

大仲馬及其作品列為研究課題，大學法語系沒有開設有關他的課程，他

的作品未被選進中學語文課本。”直到 21 世紀，大仲馬去世一百多年

後，靈柩才終於遷入巴黎先賢祠。37 

 

                                                 
35“1778 年，《黑人治安法》補充了兩項法令。其中一項要求居住在巴黎的“有色人種”

必須持有一張特殊的證件，上面有姓名、年齡和主人（如果是奴隸的話）。另一項法

令禁止‘白人’與‘黑人、黑白混血兒或有色人種’結婚 — 這是鐵桿種族主義遊說

團體的長期目標。”（Tom Reiss：The Black Count，69 頁） 
36 Tom Reiss：The Black Count，69 頁。 
37“作為一個共和派將軍的後代，在 1830 年的七月革命中，他是惟一的一個扛起槍走

上街頭捍衛共和原則的作家。”（筆者黑體加重；鄭園園：〈隆重紀念 200 週年誕辰：

法國為大仲馬“平反”，靈柩遷入偉人的殿堂〉，《環球時報》2002 年 12 月 12 日，

http://people.com.cn/BIG5/guoji/25/96/20021216/8889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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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紐約自由女神 

 

1、美國女神不待見“自由帽”？ 

從古羅馬的自主神，直到近代歐洲、法國革命中的“自由女”成

神，無論是傾向於展示莊嚴的、抽象的“神性”，還是更像接地氣的

市井女郎，她們都離不開那頂極具象徵意義的“自由帽”，不是拿在

手裡，就是頂在權杖上，或者戴在頭上。 

專為慶祝美國獨立自主一百週年而設計，從法國遠渡重洋，幾經

波折才得以站立在紐約港口的自由女神像，衣冠楚楚，高舉火炬，頭冠

上有象徵世界七大洲的七道光芒，卻不見了自由帽？ 

無獨有偶，比紐約自由女神稍早幾年落成、聳立在美國國會大廈

拱頂之巔的另一位“自由女士”（Lady Freedom），也不戴自由帽。 

設計師克勞福德初版“在戰爭與和平中獲勝的自由”（Freedom 

Triumphant in War and Peace），遭當時監管建造國會大廈的美國戰爭部

長傑斐遜·戴維斯反對，後者“要求一個更好戰的形象”。為此，第二

版“武裝的自由”（Armed Liberty）變得“強壯、好戰”。然而，雕塑

家在雕像頭上加的一頂自由帽，還是讓“南方權利的激進的代言人”、

密西西比州奴隸主戴維斯“勃然大怒”，最終被強令拿掉。戴維斯寫

道，“它（羅馬傘狀帽）的歷史使它不適合於生而自由、不受奴役的一

國人民。”38 由此看來，國會大廈這位自由女士的眷顧對象，從一開

                                                 
38 關於第二版設計，“她在各方面都非常接近傑斐遜·戴維斯的構想，只除了一點：

雕塑家在她頭上戴了一頂星星王冠‘以表明她來自天堂’。還在王冠之上加了一頂自

由帽，這是古羅馬解放奴隸的象徵。這似乎是對一個好戰的奴隸主的直接侮辱，傑斐

遜·戴維斯勃然大怒。來自北方的雕刻家和南方的奴隸主（戴維斯）已經在國會大廈

內部裝飾中，就一頂自由帽問題發生過衝突。”（筆者黑體加重；David Hackett 

Fischer：Liberty and Freedom，298~299 頁） 



18 

始就沒包括正在被奴役的黑人？ 

這種思想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美國建國之初。 
 

當南方貴族捍衛他們的自由以奴役他人時，他們只需環顧四周，

就會被提醒，奴隸制對他們的新共和國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正如他們

選擇性記憶的那樣，他們的新共和國是基於希臘~羅馬的政府模式。 

傘狀帽把自由女神和奴隸解放直接聯繫起來，美國的藝術家們開

始迴避它，尤其是在貨幣設計上，以免讓南方各州難堪。南方的愛國

者們深信，美國的自由意味著他們享有擁有奴隸的自由，而且他們對

捍衛這種自由直言不諱。39 
 

圖~5：國會大廈雕像第二版“武裝的自由”與最終版對比40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全程構思須得南方奴隸主戰爭部長審核批准
                                                 
39 筆者黑體加重；Robert R. Hieronimus 等：The Secret Life of Lady Liberty: Goddess in the 
New World，90~92 頁。 
40 左圖 Armed Liberty 圖片來源：國會大廈建築師（Architect of the Capitol）網站，

https://www.aoc.gov/art/other-statues/statue-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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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會大廈自由雕像，到最後還是由一位黑白混血奴隸（mulatto 

slave），在南北戰爭風雨飄搖之際，精工細作鑄造組裝完成的。41 
 

2、“被消失”的鎖鏈？ 

紐約自由女神像及艾力斯島基金會網站介紹，“在雕像的腳下躺

著已被打破的壓迫和暴政之枷鎖”。42 1933 年起開始負責塑像維護和

管理的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進一步解釋，“當拉沃拉葉的〈自由照耀世

界〉雕像落成後，不僅代表著民主，也象徵著美國獨立，以及所有形式

的奴役和壓迫的終結。一個被打破的枷鎖和鎖鏈就躺在雕像的右腳

邊。……”43“自由女神的右腳帶著動感，看起來像是要跨過打破的鎖

鏈，把那些充滿奴役的日子拋在身後。”44 

                                                 
41 威廉·考克斯（William Cox）1928 年在國會發表演講，這樣描述混血奴隸里德的工作：

“事實上，（自由雕像）模型可以成功分解並進行局部構件加工，得力於在華盛頓的

一位聰慧黑人的忠實服務和天才。這個名為菲利普·里德（Philip Reed）的混血奴隸屬

於克拉克·米爾斯先生。他因在建模和鑄造美國超凡絕倫的自由雕像過程中所提供的

忠實和聰明的服務，而備受讚譽……”（《美國國會記錄，1928》Congressional Record，

1200 頁，轉引自 Jesse Holland：“Excerpt: Black Men Built the Capital”，https://www.

goucher.edu/learn/graduate-programs/mfa-in-nonfiction/alumni-profiles/jesse-holland/black-

men-built-the-capitol） 
42“At the feet of the Statue lie broken shackles of oppression and tyranny.”（The Statue of 

Liberty-Ellis Island Foundation 網站，https://www.libertyellisfoundation.org/statue-facts） 
43 自由女神像 Statue of Liberty 又名〈自由照耀世界〉Liberty Enlightening the World。

“隨著 1865 年北軍在南北戰爭中取勝並廢除了奴隸制，拉沃拉葉對自由和民主的嚮往

在美國成為現實。為了向這些成就致敬，他提議以法國的名義建造一件禮物送給美國。”

（“Abolition”，National Park Service 網站，https://www.nps.gov/stli/learn/historyculture/

abolition.htm）拉沃拉葉（Edouard de Laboulaye，1811~1883），法國政治家、法學教授、

作家、廢奴主義者，最早提出紐約自由女神像構思，並推動落成。 
44“Moving Past Servitude”，National Park Service 網站，https://www.nps.gov/feature

content/stli/eTourLite/scene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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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對比自由女神的早期設計模型和雕塑實景 

  

註：左上和左下為雕塑家巴托爾迪 1870 年左右製作的自由女神原型雕塑、局部放大圖，

女神左手拿著、左腳踩著的都是被打破的鎖鏈；45 右下為國家公園管理局網站提供的

高空拍攝腳部圖；46 右上為普通遊客遠觀視角。 

                                                 
45 Lindsay Turley：“Myths surrounding the origin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網站，https://www.mcny.org/story/myths-surrounding-origin-statue-liberty。 
46“Abolition”，National Park Service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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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打破的鎖鏈”最初是拿在自由女神手上的。47 紐約市博物

館保存了兩個不同版本、年份的雕像原型，官網刊文介紹〈自由女神像

原型的迷思〉。48“（早期設計模型）左手拿著一根斷裂的鎖鏈，當巴托

爾迪意識到這條鏈子太小、從遠處看不清時，就把它移到了脚下。”49 

打破的鎖鏈，拿在自由女神手上顯得“太小”、“從遠處看不清

楚”，挪到腳下，結果更看不到了。是的，在自由女神袍角的掩映下還

保留著鎖鏈，但底座太高，實際上擋住了絕大部分參觀者的視線。鎖鏈

也因此成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細節”，“估計 90％的人都不知道的秘

密”。不僅如圖~6 右上的遊人如織見不著，就連買貴賓票上女神頭頂

冠冕的觀景臺俯瞰，也同樣看不到。身處女神高舉火炬周圍的陽臺也許

能看著，但該處已不再面向公眾開放。 

“打破的鎖鏈”象徵“所有形式的奴役和壓迫的終結”，其實沒幾

個人能真正看見？ 
 

3、傳說中的“黑自由神”？ 
 

然而，儘管破碎的鐐銬是一個强有力的形象，但在 1886 年，其背

後的含義對非裔美國人而言還沒有成為現實。 

從 1886 年自由女神落成開始，黑人媒體就致力於戳穿自由女神像

和美國歷史的幻象。種族主義和對非裔美國人的歧視並沒有在內戰後

                                                 
47“在雕塑家巴托爾迪早期的雕像設計中，自由女神伸出手臂，緊握著破碎的鎖鏈和腳

鐐。”（“Moving Past Servitude”，National Park Service 網站）巴托爾迪（Frédéric Auguste 

Bartholdi，1834~1904），法國雕塑家，紐約自由女神像的設計者。 
48 Lindsay Turley：“Myths surrounding the origin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網站。 
49 Robert R. Hieronimus 等：The Secret Life of Lady Liberty: Goddess in the New World，2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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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雕像落成後結束 — 它持續了一個多世紀。因此對非裔美國人來

說，這座雕像不是民主政府或啟蒙理想的象徵，而是痛苦的源泉。這

座雕像並沒有代表所有人的自由和正義，而是凸顯了美國所自稱的特

性 — 不分種族的所有人都享有公正和自由的一個社會 — 是辛辣的

諷刺。從雕像的落成之日起，非裔美國人對雕像的態度就是矛盾和不

確定的。 

在那一刻，為所有人的平等、自由和正義而進行的鬥爭還沒有實

現，反而是在雕像完工和落成後被忽視了。因此，非裔美國人很少使

用雕像作為他們鬥爭的相關象徵 — 他們不願意接受一個不完全包

括他們作為公民的國家的象徵。自由女神像並沒有幫助他們獲得真正

意義上的平等和正義 — 這只是開始。50 
 

圖~7：20 世紀初美國雜誌中的“黑自由神” 

 

註：“1908 年 9 月 9 日 Puck 雜誌刊登的

圖片，以這個與自由女神很相似的形象，

來闡釋美國黑人在南北戰爭之後的可怕

經歷。”51 
 

                                                 
50 筆者黑體加重；“Abolition”，National Park Service 網站。 
51 筆者黑體加重；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轉引自“Abolition”，National Park Service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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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既然官方宣傳口徑是“所有形式的奴役和壓迫的終結”，少

不得會讓造謠傳謠者們揣測、期盼，自由女神是否曾想過設計為黑人形

象？許是不勝其擾，“國家公園管理局在 2000 年對黑自由女神像的謠

言進行了官方調查。……報告最後得出結論，這是徹頭徹尾的謠言，巴

托爾迪的自由女神像除了傳統的羅馬面孔外，沒有其它任何元素。”52 

也許，“黑自由女神”的造謠者們都該看看方納的一句話： 
 

奴役黑人的現實並不一定與美國白人對自由的理解相矛盾。53 
 

4、“紐約港口自由女神歡迎的是歐洲的白人” 
 

一個源自 19 世紀、很少被提及的久違的議題是，（自由女神）雕

像是否能提醒美國人，自由的興起，也同樣與奴隸制的終結以及少

數族裔需要平等的權利有關。54 
 

上文美國學者們代表官方研究寫得彎彎繞、文縐縐。許倬雲親歷

《美國 60 年滄桑》，“這本可能是我最後著作”，大實話不用繞圈子： 
 

                                                 
52 Robert R. Hieronimus 等：The Secret Life of Lady Liberty: Goddess in the New World，219

頁。國家公園管理局網站刊發匯總報告，列舉“黑自由女神”謠言的四類版本後得出

結論，“我們沒有發現拉沃拉葉或巴托爾迪有意將自由描繪成黑人婦女的確鑿證據。”

（Rebecca M. Joseph 等：“Black Statue of Liberty - Summary Report”，National Park Service

網站 2000 年 9 月，https://www.nps.gov/stli/learn/historyculture/black-statue-of-liberty.htm） 
53 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62 頁。 
54“她是美國的象徵，作為歐洲窮人和受迫害者的避難所，是一個擁有無限機會的地
方。……但這是一種浪漫主義的觀點……除了掩蓋移民在美國遭遇的挫折外，這個故
事往往更偏向於歐洲移民，而忽視了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的新移民所面臨的考驗。”
（筆者黑體加重；John Bodnar 等：“Introduction”，The Changing Face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國家公園管理局歷史資源研究（A Historical Resource Study for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2005，http://www.cesu.umn.edu/sites/cesu.umn.edu/files/statueofliber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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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從立國到內戰之間，西歐白人作為主流的地位，已經穩

固。英語民族、英語文化成為這新國家的主流。進入這塊北美大陸

的新移民，因此必須接受英語民族的支配，自願地融入英語文化之

內。至於那些從歐洲掠賣美國的非洲後裔，在立國之初，只是“會說

話的牲口”，不在國人之列。 

來自東方的中國人、日本人等族群，他們也參與了開拓西岸的

工作，中國勞工更是參與了建築橫貫大陸鐵路系統。可是，這些非

歐裔的移民，並不受歡迎，最著名的是“排華律”，將中國的移民

配額，盡量壓縮。 

這種歧視的政策，一直到 1924 年依然存在。那一年，聯邦政府

修改移民種族配額。根據所謂“優生學”的原則，減少已經大量進

入美國的猶太人、南歐、東歐移民人數。配額的大宗，主要是優惠來

自英倫三島，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每一群人進入美國人口，都

是數萬人。其次就是北歐諸國、德國，移民人數以萬計，或接近萬

數：這幾類移民人數，在年度總數 15 萬餘人中，佔了 11 餘萬。拉丁

語系的法、意、希臘，和東歐的捷克、波蘭，他們的人數，是以千

計。其他歐洲族群，則以百計。而東方各國，是每年一個國家一百

人為限額，那時候歐洲的一個小國列支敦士登，全國人口不過一千

多，他們的配額也是一百人。這些數目字，坦白敘述：紐約港口自

由女神歡迎的是歐洲的白人，尤其他們認為優秀種族的條頓、日耳

曼和諾第克各族。……自由女神所謂“各處盼望自由，和追逐新夢

的人民：歡迎你們進來”，無非供人諷刺的話題而已。55 

 

                                                 
55“其他的東方人民，命運也沒有太大的不同，只是他們人數不如華人眾多，更居少
數，不引人注意。……如此嚴重的種族主義偏差，延續至20 世紀中葉，才有修改。”
（筆者黑體加重；許倬雲：《美國 60 年滄桑 — 一個華人的見聞》，（臺北）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9，100~1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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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由是 Liberty 還是 Freedom？ 

 

紐約港口的自由女神是 Statue of Liberty，美國國會大廈拱頂之巔

的“自由女士”叫 Lady Freedom。都叫“自由”，Liberty 和 Freedom

有區別嗎？ 
 

托馬斯·潘恩在他 1776 年的著名小冊子《常識》中，用自由

（liberty）一詞來倡導人們抵制英國君主的權力。……自由還有其他含

義。有些人認為自由是從任何形式的政治甚至宗教權威中解放出來

的。這種形式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然權利，他們憎恨任何限制他們

個人追求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是啟蒙運動所表達的對人

性的普遍信仰的一部分，……然而，在美國革命時期，自由主要與

財產或物質財產的概念相聯繫。……當時的思想是，所有的男人 — 

不僅僅是皇室成員或貴族 — 都有權無限制地追求財富，以此作為

建立個人幸福的基礎。56 
 

上文轉引自 The Changing Face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自由女神像

的變臉》）一書的〈導論〉。然而，即使是這些英文書籍中，如果不是

在特意強調其區別的語境下，liberty 和 freedom 還是會經常交錯出現。

因此，在一般情況下本文也將 liberty 統稱為“自由”。 
 

作為我們政治詞彙中的一個中心詞，“自由”（freedom）— 或

經常與之交替使用的同義詞“自由”（liberty）— 深深地嵌入在我

們歷史的文獻和日常用語中。57 
                                                 
56 John Bodnar 等：“Introduction”，The Changing Face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國家
公園管理局歷史資源研究 2005。 
57 例如：“尤其是在新世界的特殊環境下，大片廣袤無涯的土地唾手可得，獨立的自

耕農和手工匠人數量眾多，自由放任式的經濟與分佈廣泛的經濟自主看上去並不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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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費希爾用了一整本書，來闡釋《自主和自由》（Liberty and 

Freedom），對這兩個詞的詞源和異同，書中〈引言〉做了探討和對比： 
 

西方世界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僅創造了諸如自主 liberty 和自由

freedom 這樣的詞彙，而且還創造了許多這樣的詞彙。這些詞有不同

的起源和不同的含義。……在早期的使用中，這兩個詞都暗示著選擇

的力量，一種行使個人意志的能力，以及一種有別於奴役的狀態。在

所有這些方面，自主 liberty 和自由 freedom 意味著同樣的東西。 

但在其他方面，它們的原意是不同的。我們的英語單詞 liberty 來

源於拉丁語 libertas 和它的形容詞 liber，意思是不受控制的、不受限制

的、不受約束的。另一個同義詞是 solutus，由動詞 solvo 演變而來，

意思是鬆開一些鐐銬。這些詞類似於希臘語的 eleutheria 和 eleutheros，

也意味著獨立、獨立和不同的狀態。希臘人用這些術語來描述自治

的城市、獨立的部落和不受他人意志支配的個人。這個古老的意思在

現代依然存在，在現代，eleutheros 衍生出了一些科學術語，比如

eleutheropetalous 或 eleutherodtylic，分別指花瓣、手指或腳趾。eleutheria，

就像羅馬的自主女神，總是暗示著某種程度的分離和獨立。 

自由 freedom 則另有一個起源。它起源於北歐的一個古老語系。

英語單詞 free 與北歐語系 fri、德語 frei、荷蘭語 vrij、佛萊芒語 vrig、

塞爾特語 rheidd 和威爾士語 rhydd 有關。這些詞有一個意想不到的詞

根。它們起源於印歐語系的普里亞 priya 或弗里亞 friya，或里亞 riya，

意為“親愛的”或“心愛的”。英語單詞 freedom 和 free 與 friend 同

根同源，德語單詞 frei 和 Freund 也是如此。自由意味著一個人通過親

                                                                                                                                               
盾。……自主與自由之間這種相互強化的等同自然也引發了有關自由的社會前提條件

的問題。……譬如，西部邊民在與英國人、債權人、地主和印第安人爭奪西部土地享

有權的鬥爭中，就創造了具有獨特風格的自由語言。”（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8、

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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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關係和歸屬權利加入一個自由人的部族或集團。 

蘇美爾語中也有一個意思非常相似的 ama-ar-gi，它是已知最早的

自主或自由之類的詞，出現在公元前 2300 年以前的拉加什的泥板上。

ama-ar-gi 來自動詞 ama-gi，字面意思是“回家”。它描述了不再受奴

役的僕人回到自由家庭的情況。 

就這一點而言，freedom 自由和 liberty 自主的本意不僅不同，而且

是對立的。自主意味著分離。自由意味著連接。在羅馬或古希臘，擁

有自主的人被授予一定程度的自主權，不像奴隸。而一個在北歐有

Freiheit 或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有 ama-ar-go 的人，與奴隸不同的是，

他們是通過親屬關係，或是出於對一個自由人的部族或家庭的熱愛，

而結合在一起的。 

在古羅馬，情況正好相反。大多數人生來就處於一種預先約束的

狀態中，自由是一種特殊的豁免或釋放。在古代世界，自由最常見的

象徵是羅馬自主女神，她一手拿著一根名為 vindicta 的權杖，另一隻

手拿著一頂名為“自由帽”（pileus libertatis）的帽子，這是將奴隸從

奴役中解放出來的一種儀式。一位著名學者的結論是：“羅馬人認為

自由（libertas）是後天獲得的公民權利，而不是人與生俱來的權

利。” 

這導致了自由（freedom）和自由（liberty）之間的另一個區別。

北歐自由出生的人民在他們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birthright of 

freedom）上是相似的，無論他們在權力、財富或地位上是多麼的不同。

在英國最古老的樂句之一中，主人公唱道:“聽著，先生們，那是天生

的自由之血（Freeborn blood）！” 

在古羅馬，自由意味著不平等。人們根據自己的情況被賦予不同

的自由。有些人有很多自由。另一些人幾乎沒有。當羅馬還是一個共

和國的時候，它的公民通過集會擁有執政的自由，但是根據他們的等

級有不同的方式。地方法官和參議員都有發言的自由。公民有傾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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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自由。僕人（Servi）有觀看的自由，但他們既不能說話，也

不能聽，更不能投票。58 
 

乍一看都是自由，Freedom 和 Liberty 最大區別可能在於，到底是先

天擁有的，還是後天爭取回來的？也許還要回歸到方納所說，“我不把

自由看成是一個固定不變的範疇或一個事先決定的概念，相反，我認為

自由是一個‘在根本意義上具有爭議性的概念’，也就是說，自由因其

本質決定了它必然是一個導致爭論的主題。”59 

讀完語言文字學、歷史學追本溯源，古板方正，美國黑人作家修斯

的一首短詩，60 也許正是體會以上長篇大論 Liberty 與 Freedom 差異的

一個註腳？ 
 

Words Like Freedom  像自由這樣的詞 
 

There are words like Freedom     有些詞像自由（Freedom）， 

Sweet and wonderful to say.      說出來甜蜜動聽美妙無雙。 

On my heartstrings freedom sings  在我心弦的深處， 

                                                 
58 筆者黑體加重；David Hackett Fischer：Liberty and Freedom，4~8 頁。 
59“人們使用一種自由概念的時候，已經自動地開始了一場與其他具有同等競爭力的自

由定義之間連續不停的對話。……自由從來就是一個充滿衝突的戰場，眾多的定義在

這裡競爭和交鋒，自由的定義因而不斷得以創造和再創造。在某個時代處於邊緣位置

的自由定義到了另外一個時代則可能變成一種主流意志；當環境發生變化時，一些曾

經長期為歷史所拋棄的自由概念會重新復活，煥發新的生命力。……如果說，歷史真

的教給了人們什麼啟示的話，這個啟示應該是，自由的定義和有權享有自由的共同體

的定義從來不是固定不變的或終極意義上的。”（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10~11、

461 頁） 
60 朗斯頓·修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美國黑人專欄作家、詩人、劇作

家、散文家、小說家。和很多非洲裔美國人一樣，休斯的背景很複雜，休斯父親的祖

母及外祖母都是黑奴，他的父親的祖父及外祖父都是肯塔基州的蓄奴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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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day everyday.               自由無時不在盡情地歌唱。 
 

There are words like Liberty      有些詞像自由（Liberty）， 

That almost make me cry.        它們卻使我忍不住哭泣哀傷。 

If you had known what I know    假如你知道我所經歷的一切， 

You would know why.           你就會懂得我為何如此悲傷。 

 

五、自由女神緣何“進化”？ 

 

自主~自由女神，從古羅馬自上而下給予奴隸們自由的象徵，到法

國革命中社會底層人民、卑賤的“自由女”自我救贖的重生，再“修

正”為美國獨立百週年之際衣冠楚楚、光照四海，光輝到連“被打破的

鎖鏈”都讓一般人見不著的“進化昇級版”？ 
 

眾所周知，奴隸在新生的美國並不具備和其他人平等的權利。61 
 

再回顧前文，眾所周知自由帽是法國大革命的象徵。眾所不周知的

是，就像拉法耶特在《獨立宣言》執筆傑斐遜的協助下執筆《人權宣

言》，並肩作戰宣揚“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62 那無處

不在的自由帽，本來就是美國、法國“姊妹革命”共同的標誌物。 
 

1787 年費城制憲結束，美國革命暫告段落。不出兩年，法國革

命突然爆發，如閃電撕裂大地。兩場革命在時間上挨得太近，以致

後人並稱為“姊妹革命”。……《人權宣言》從字面上看，本身就是

                                                 
61 John Bodnar 等：The Changing Face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5 頁。 
62 劉怡：〈從美國革命到法國革命 — 拉法耶特：“兩個世界的英雄”〉，《國家人

文歷史》2019 年 14 期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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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宣言》的姐妹篇；63 

在教士階層的代表西哀士和美國駐法公使傑斐遜的協助下，7 月

11 日，拉法耶特拿出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的第一份草案，不僅公

開宣揚“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還對

保護私有財產、信仰和言論自由、取消封建特權等問題做了細緻的

規定。64 

（傑斐遜）他自己製作法國權利憲章的版本並提供給拉法耶特以

做參考。65 
 

值得看看時任美國駐法使節傑斐遜不顧外交禁忌，一邊自稱“冒

昧”、“放肆”，卻又白紙黑字為法國起草 10 條〈國王與國民莊重制

定的權利憲章〉的原信，對法國大革命的熱情和主動，滲透字裡行間： 
 

我們繼續談論（拉法耶特、肖特和我自己）包圍你的困難問

題。……因此想出了一個主意，這個主意看來打動了拉法耶特。這

就鼓勵我在回到巴黎後按照這個主意去做，把它形成文字。現在把

這篇文字寄給你和他。希望國王能夠在王家會議（séance royale）上自

告奮勇，接受這個權利憲章，他自己和三個等級的代表都在上面簽

字。……我冒昧地向你和拉法耶特先生寄去我關於這個行動應包括

什麼內容而不致危害任何爭執的主張的梗概。……究竟我應如何為

我這種放肆行為辯解呢？我無非是出於對貴國的無限的熱愛及痛苦

的焦慮，……66 

                                                 
63 朱學勤：《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上海三聯書店 2003，337~338 頁。 
64 劉怡：〈從美國革命到法國革命 — 拉法耶特：“兩個世界的英雄”〉，《國家人

文歷史》2019 年 14 期 45 頁。 
65 蘇珊·鄧恩：《姊妹革命：法國的閃電與美國的陽光》，楊小剛譯，商務印書館
2015，186~187 頁。 
66 原文楷體加重；致拉勃特·艾田，附權利憲章草案，1789 年 6 月 3 日《傑斐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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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再對照，羅素簡要梳理〈傑斐遜式的民主〉的源頭： 
 

隨著對古代進行研究的風氣的復甦，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共和思

想也影響日增。……明智的激進主義思潮主要是與對古代的推崇相

連的。同樣的，這種影響也為美國人所感受到，……1809 年，弗吉

尼亞的眾議員稱讚傑斐遜對祖國的那種“羅馬”式的愛。……在美

國，公眾輿論的早期倡導者們、特別是來自弗吉尼亞的那些人，無

論是思維方式上還是在行為方式上，都依從古典的傳統。67 
 

又譬如，傑斐遜執筆美國《獨立宣言》，開篇耳熟能詳，“我們認

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賦予給他們的

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Liberty）和追求幸福的權利。”68 

此處的自由，用的是羅馬式的 Liberty，順理成章。 

因此，親如“姊妹”的美國、法國兩場革命，同樣使用承襲自羅馬

古典傳統的“自由”象徵，再自然不過。美國獨立戰爭前的宣傳畫作中，

已屢屢見到自由帽的芳蹤。 
 

                                                                                                                                               
下冊，劉祚昌、鄧紅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3，1075~1077 頁。 
67 筆者黑體加重；伯特蘭·羅素：《自由之路》上冊，李國山等譯，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8，254~255 頁；推薦參閱〈自由與組織：美國的民主進程〉一章。從 1789 年華盛

頓首任總統到 1825 年門羅卸任，在美國奠基之初的 36 年間，除了來自馬薩諸塞州的

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四年任期外，美國一直由弗吉尼亞人領導（第三、四任是傑斐遜和

麥迪遜），人稱“弗吉尼亞王朝”。 
68 原文：“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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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770 年不列顛尼亞（Britannia）和 1775 年美國女神（Goddess America）版畫69 

  

 

美國革命是以自由的名義進行的。 

在大西洋兩岸，自由帽象徵著政治自治的權利和一種廣泛意義上

的個人自由。在一幅保羅·里維爾製作的刊登在《波士頓公報》版畫

上，大英帝國的女性化身不列顛尼亞手扶自由帽，端坐於護國盾之

上，反映了自由與“生而自由的英國人”的傳統的認同。五年之後，

在《賓夕法尼亞雜誌》的封面上，自由被美洲化了。盾牌上顯示了殖

民地的徽章，圖中的女性人物為愛國鬥爭的武器所環繞（包括掛在樹

杈上的標有“自由”字樣的彈藥盒）。70 

                                                 
69 里維爾（Paul Revere）：“Britannia with liberty staff and cap”，《波士頓公報》

（Boston Gazette）1770 年 1 月 1 日，https://streetsofsalem.com/2011/04/17/a-newold-

boston-print-shop/；Pierre Eugène Du Simitière：“Goddess America”，《賓夕法尼亞

雜誌》（Pennsylvania Magazine）1775 年 1 月，https://library.princeton.edu/capping-liberty

/exhibition/item/2975。“到 18 世紀中期，英國藝術家們開始把自己民族的擬人化女性

形象 — 一個名為不列顛尼亞（Britannia）的人物 — 借用羅馬自主女神的元素來進行

裝扮。”（Robert R. Hieronimus 等：The Secret Life of Lady Liberty: Goddess in the 
New World，53 頁） 
70“在爭取獨立的道路上，沒有什麼詞能比‘自由’更經常地得以使用，儘管這個詞

很少得到準確的界定。當時有‘自由樹’、‘自由旗杆’、‘自由的兒女’以及那些

數不清的類似於《一部自由的戰車》和《論自由之美麗的演說》這樣題目的傳單。”

（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36~38 頁）推薦參閱方納書中第一章第一節〈生而自由的

英國人〉，專門闡述“生而自由的英國人這個‘被發明的傳統’……不列顛人在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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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獨立後，這個代表自由的形象不僅曾鑄在硬幣上，還出現在各

種流行的藝術作品中，絕非孤例。圖~9 左是 1785 年硬幣的正面，作為

早期美國擬人化象徵的哥倫比亞（Columbia），右手持權杖+自由帽的

“標準配置”與古羅馬錢幣上的自主神一脈相承；右圖硬幣背面的 13

顆星代表最早的 13 個殖民地。 
 

圖~9：1785 年硬幣“Immune Columbia”71 

 
 

美國獨立戰爭之後，這個不老的形象開始改變。漸漸地，這位

古老的女神變成了自主和自由的新女性形象。許多獨有的特徵依然

                                                                                                                                               
自己是自由國土的公民的同時，又將成千上萬的非洲人販運到新大陸去當奴隸，對此

他們並不覺得有任何自相矛盾或不妥之處。……此外，不列顛式的自由也不被看作與

英國國內在個人自由享有上存在的巨大差別有任何不相稱之處，當時的英國是一個等

級森嚴的貴族社會……”（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26~27 頁）“流行歌曲《統治世

界吧，不列顛！》（Rules, Britannia!）極富特色的合唱，‘統治世界吧，不列顛！不列

顛，主宰海浪：不列顛人絕不會當奴隸。’但這首歌並不適用於異國他鄉的人，當然

也不適用於來自海外群島的黑人。”（Tom Reiss：The Black Count，62 頁）那些天生

自由的英國人（free born Englishmen），自己高聲合唱“絕不，絕不會當奴隸”（never 

never will be slaves），可一點兒沒耽誤他們把別人變成奴隸。 
71 圖片來源：https://www.pcgs.com/coinfacts/category/colonials/proposed-national-issues

/immune-columbia-coins-1785-1787/818。 



34 

保留著：權杖和傘狀帽，還有古代飄逸的白色長袍……72 
 

圖~10：詹寧斯〈自由女神展示藝術與科學〉1792 和薩維奇〈青年自由女神為美國鷹餵

食〉1796 73 

  
 

在這個時期，美國人“傾向於將自主和自由與國家的概念聯繫起

來。……自主女神變身為哥倫比亞，美國自主和自由的形象。”74 一千

多年過去，美國自由的代表形象“哥倫比亞”，既保留了古羅馬自主神

獨有的特徵，也當然會有一定的進化。圖~10 左為塞繆爾·詹寧斯

1792 年〈自由女神展示藝術與科學〉： 
 

藝術家以一位女性形象來代表自由，她沒有羅馬女神那麼抽

                                                 
72 筆者黑體加重；David Hackett Fischer：Liberty and Freedom，234 頁。 
73  Samuel Jennings：Liberty Displaying the Arts and Sciences，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708024；Edward Savage：Liberty: In the 
form of the Goddess of Youth, giving Support to the Bald Eagle，耶魯大學美術館，

https://artgallery.yale.edu/collections/objects/43725。 
74 David Hackett Fischer：Liberty and Freedom，234~2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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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卻比她更有活力。她的五官更柔和，更有人情味。羅馬女神那

種莊嚴肅穆的氣質消失了。……她穿著一件樸素莊重的白色長袍，

手持一根權杖和一頂顏色獨特的傘狀帽。那既不是法國大革命時期

的血紅色帽子，也不是英國圖像中真正的藍色。哥倫比亞的美國自

由帽是白色的，代表美德、天真和希望。75 

這是共和國早期為數不多的明確將奴隸制與暴政、自由與廢奴主

義聯繫起來的幾幅畫之一。畫中那位身為自由化身的女性為新進獲得

自由的奴隸頒發書籍；她的腳前是一條打碎的鎖鏈。76 
 

圖~10 右是愛德華·薩維奇 1796 年那幅廣為流傳的〈青年自由女

神為美國鷹餵食〉Liberty in the form of the Goddess of Youth Giving 

Support to the Bald Eagle。何謂“廣為傳播”？以此畫為藍本的再創作，

多不勝數。例如，有坎菲爾德 1800 年前後描摹製作玻璃彩繪： 
 

畫面的中心人物是一位美麗的年輕女子，她穿著一件精緻的、督

政府風格的低領長裙。……在她頭頂上方的雲層中出現了自由杖和自

由帽，附著一面美國國旗。……下面是被打破的暴政的象徵：一根折

斷的權杖，以及拉法耶特送給華盛頓的一把巴士底獄的鑰匙。77 
 

還有 16 歲少女瑪麗·格里 1804 年取材於此的刺繡作品： 
 

這幅刺繡反映出了自由與國家性質聯繫在一起的圖像受到歡迎

                                                 
75 筆者黑體加重；David Hackett Fischer：Liberty and Freedom，234~235 頁。 
76 筆者黑體加重；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30 頁。 
77 筆者黑體加重；此處插圖為 Abijah Canfield 幾乎原樣再現的玻璃彩繪：Liberty in the 
form of the Goddess of Youth，約 1800。（David Hackett Fischer：Liberty and Freedom，

236~237 頁）督政府風格（Directory style）是指與法國大革命最後四年督政府時期同時

的，一種裝飾藝術、服裝時尚尤其是傢俱設計風格。督政府（Directoire exécutif），1795

年 11 月~1799 年 11 月期間掌握法國最高政權的政府，前承國民公會，止於霧月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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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在美國國旗上面，立著自由帽。在女神的腳邊堆放著舊世界

君主制和貴族制的象徵 — 包括有巴士底獄的鑰匙、英國國君的皇冠

以及嘉德勛位。78 
 

可見，直到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在形形色色的美國流行藝術作

品中仍可看出兩場革命相提並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國國父之一

傑斐遜親身將《宣言》傳到法國，熱忱投入獨立戰爭的法國貴族拉法耶

特再給開國總統送來象徵打破暴政的巴士底獄鑰匙。— 從這個重要的

標誌，到青年自由女神身著法國大革命“督政府風格”長裙的細節，處

處有其深意？ 

然而，同一頂自由帽，當初區別只在於有時顏色不同 — 美國白色、

法國紅色，為何後來在兩國的待遇卻截然不同，以至於率先進行的美國

“大姐”革命百週年紀念標誌 — 紐約港自由女神聞名於世，完全不見

了自由帽的蹤影？ 
 

自由帽在法國被視為共和國的象徵，而在美國卻幾乎被人遺

忘，因此，它同時在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作為一種象徵的演變過

程，從未被審視研究過。代表自由的“高盧”帽首先出現在美國，

並從那裡傳到法國。理解這頂帽子在革命年代的早期和關鍵用途，

有助於釐清它為何具有作為團結的象徵的強大力量。由於自由帽最

初是用作擺脫奴隸制的自由象徵，因此，當美國南北之間的局勢日

益緊張，基於南方奴隸制這個敏感的問題，導致這個曾經風行一時

的象徵從國家意識中消失了。79 

                                                 
78“1804 年製作的刺繡，取材於由愛德華·薩維奇製作的廣為傳播的名為〈作為青年女

神的自由在為美國鷹餵食〉的雕刻。”（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49 頁） 
79 筆者黑體加重；Yvonne Korshak：“The Liberty Cap as a Revolutionary Symbol in 

America and France”，Smithsonian Studies in American Art 1987年秋季號，53頁。此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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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確切地說，是內戰期間北方和南方對自由定義的分歧和衝突，益

發顯著了。費歇爾對此作了高度精煉的概括：北方“攻擊奴隸制：被奴

役者的自主，獲得解放的自由”（Slavery Attacked: Liberty for the Enslaved, 

Freedom for the Emancipated），南方“捍衛奴隸制：奴隸主的自主權”

（Slavery Defended: Liberty for Slaveholders）。80 此時的自由女神的形象，

“在北方她忙於釋放奴隸，在南方她反抗著聯邦政府的暴政。”81 所以

當時北方的宣傳品中仍有不少“自由帽+美國國旗”樣式。 
 

自由所包含的多變的和富於爭議性的本質在南北戰爭時期最為

明顯地得到了表現。“我們都宣稱是為了自由而戰，”林肯在 1864

年說，“但在使用同一個詞時，我們所指的卻不是一件事。”82 
 

不過，即使到了南北戰爭塵埃落定，“獲得了自由的黑人沒有爭取

到他們所理解的那種意義上的自由，……奴隸制的消亡並不自動意味著

自由的降生。”待到 1870 年前後，終於有“聯邦歸化法作了這樣的修

改，將非洲人加在已經可以‘歸化’入籍的‘白人’之後。移民法沒有

改動對亞洲人的限制：國籍的種族界限被重新劃分，但並沒有取消。亞

洲移民仍不能歸化成為美國公民”。此時，眾多女權主義者還在努力爭

                                                                                                                                               
現“高盧”帽（“Gallic”cap）一說，皆因古羅馬年代“弗里幾亞”涵蓋範圍的不斷延

伸，既包括弗里幾亞人歷來居住的小亞細亞地區，還包括後來大舉入侵該地的高盧人

（羅馬人並未特別將高盧人與所有凱爾特人區分開），故有此指代。 
80 原文黑體標題；David Hackett Fischer：Liberty and Freedom，274、284 頁。戰爭前後

南北雙方對自由截然不同的理解，推薦對照參閱該書第三章“A Nation Divided: Freedom 

against Liberty, 1840~1912”，以及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第五章〈自由的新生〉。 
81 Robert R. Hieronimus 等：The Secret Life of Lady Liberty: Goddess in the New World，

216 頁。 
82 原文著重號加重；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1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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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婦女也應遵循一條相同於奴隸們獲取自由時走出來的道路。……選

舉權將保障婦女‘作為一個美國公民的自由’，並將她從‘政治奴役’

之中解救出來。”83 …… 

與此同一時期，提出紐約自由女神原始構思、並最終推動落實的法

國人拉沃拉葉，直接表述他心目中“真正的自由，然而卻是美國的自

由”，措辭既婉轉而有詩意，同時也是堅決的： 
 

拉沃拉葉定義了這座雕像所傳達的信息，即“真正的自由，然而

卻是美國的自由。她不是頭戴紅帽子、手拿長矛、踏著他人屍體的

自由。我們的自由，一隻手擎著火炬 — 不，不是去放火的火把，而

是正在燃燒的火焰，照亮黑暗的燭光。……”84 
 

是誰“頭戴紅帽子、手拿長矛、踏著他人屍體”？看看圖~2 德拉

克洛瓦的名畫，一目瞭然，只是長矛換成了長槍？ 

擔心讀者對紅帽子、紅色、長矛的歷史背景不甚了了，朱學勤苦口

婆心加以解釋： 
 

小紅帽，一種無套褲漢常戴的紅色無邊尖頂軟帽。紅色，初為

法國苦役犯的號衣顏色，原來並不吉利，但是隨著小紅帽上昇到革

命圖騰的地位，紅色迅速上昇為壓倒一切的顏色。1792 年春，對外

戰爭迫在眉睫。吉倫特派開始對民眾進行心理動員，大力提倡以長

矛為標誌的武裝權的平等和以小紅帽為標誌的服裝平等。同年 4 月，

吉倫特派赦免不久前判罰苦役的一批瑞士籍士兵。由於獲赦的苦役
                                                 
83“來自密西西比州的種植園主阿格紐 1865 年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一個人可以有自

由，但他不一定能投票。’兩年後，一位參加弗吉尼亞州制憲大會的代表附和說，南

部白人的總立場可由肯塔基州的一家報紙的話來總結：前奴隸是得到了‘自由，但只

是勞動的自由’。”（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158~159、164~165 頁） 
84 筆者黑體加重；David Hackett Fischer：Liberty and Freedom，3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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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當時大都頭戴小紅帽，前來慶賀狂歡的巴黎群眾也都模仿著戴上

了小紅帽，整個會場成為一片紅色的海洋。從此，小紅帽的鮮豔色

彩染遍法國革命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成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

政府公文、印章硬幣、節日慶典、房頂牆壁、船桅石碑上，到處都

是小紅帽的標誌。激進的婦女在菜市、路口巡視，強迫其他婦女一

律穿長褲、戴紅帽，一度引起眾多糾紛。像法國這樣將整個革命戴

上一種帽子，染成一種顏色的壯舉，在英國革命、美國革命中都是

看不到的。歷史學家米什萊針對紅色現象評論道：“人們採納最貧

窮的農民戴的小紅帽。大家覺得紅色比任何顏色都好看，是最豔麗、

最為大眾喜歡的顏色，但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紅色也是血的顏色！”85 
 

同理，拉沃拉葉“定義”高大上紐約自由女神的火炬，也必須要一

再否定，堅決與法國激進革命中殺人放火的火把，劃清界限。一句話，

紐約自由女神，從始至終都不代表法國大革命熱切渴望“打破一切不平

等”、為大多數人爭取自由的理想。因此，刻意避開象徵激進革命的自

由帽和襤褸衣衫，順理成章，實為題中應有之意？ 
 

這尊雕像的創意來自那些憎恨法國君主制遺產的人，他們致力於

為所有人爭取政治權利的啟蒙理想。然而，和許多美國人一樣，當涉

及到擴大所有人的權利時，他們含糊其辭不願意把太多的權力下放給

社會上層的保皇派和社會底層的窮人。 

一旦到了美國，（自由女神像）這個紀念碑就成了精心設計的公

民儀式的場所，這些儀式傾向於表達自由的其中一種含義，而不是另

                                                 
85 筆者黑體加重；朱學勤：《道德理想國的覆滅》231 頁。為了備戰而被赦免、頭戴紅

色自由帽的苦役犯，熟悉的場景，與古代羅馬一脈相承？無套褲漢（sans-culotte），字

面意思是“沒有裙褲”，又稱長褲漢，是 18 世紀晚期法蘭西下層的老百姓，在舊制度

下生活品質極差的群眾成為響應法國大革命激進和好戰的廣大參與者。誰有套褲？裙

褲是 18 世紀法蘭西貴族和資產階級時尚的真絲及膝馬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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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事實上，在這裡舉行過的兩場最隆重的典禮 — 捐獻儀式

和 1986 年的百年慶典，有權勢的商界領袖和政府官員控制了活動，並

將自由與對財產和財富的追求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幾乎所有的公民

儀式中，那些政治色彩較淡的人 — 工人、少數族裔、婦女 — 以及

人人平等的理念都被推到了公民生活的邊緣。86 
 

這個“精心設計的公民儀式的場所”，全身上下衣冠楚楚，光照四

海，唯一不太和諧的“破爛”，恐怕就是那破碎的鎖鏈鐐銬 — 解放奴

隸的象徵。虧得有聰明的雕塑設計師，“和拉沃拉葉一樣，巴托爾迪排

斥法國共和主義的激進版本”，87 從早期設計的自由女神光明正大將鎖

鏈拿在手上，逐漸改成只放曳地裙袍下、露出一小段……美其名曰“踩

在腳底”，到此一遊的絕大部分人其實根本看不到，也就不那麼違和？ 

簡單一句話，美國建國，爭取獨立的鬥爭方興未艾，念念不忘紅帽

子；一百週年紀念，法國送女神到纽约，“有權勢的商界領袖和政府官

員”作威作福了，“當涉及到擴大所有人的權利時”，兩國智叟同心同

德，刻意迴避紅帽子。 

走筆至此，進一步聯想，富商鉅賈有賣遊艇、沽空股票的自由，朱

門酒肉臭；《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僱傭勞動，有餓著肚子自由流動選擇

工作的自由。自由，也有兩極分化？ 

 

外一節：自由與“法西斯”的和諧統一？ 

 

查國會大廈自由雕像資料時，費希爾書中有這樣一句，“來自北方

                                                 
86 筆者黑體加重；John Bodnar 等：“Introduction”，The Changing Face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 
87 Edward Berenson：The Statue of Liberty: A Transatlantic Story，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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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雕刻家和南方的奴隸主已經在國會大廈內部裝飾中，就一頂自由帽

問題發生過衝突。”88 衝突的結果是誰贏了？書裡沒寫。 

機緣巧合，後來看到美國國會大廈穹頂的濕壁畫全圖，整個畫面的

中心應是華盛頓與自由女神、勝利女神並列的部分：華盛頓坐著，腳邊

有彩虹，他的左側是著綠色衣服手拿號角的勝利女神維多利亞，他的

右邊是自由女神，頭戴象徵解放的紅色弗里幾亞無邊帽，右手持法西

斯束棒，左手拿著一本打開的書。 
 

圖~11：美國國會大廈穹頂濕壁畫〈華盛頓的神化〉局部89 

 

 

穹頂之上的美國自由雕像，堅決不讓戴自由帽；穹頂壁畫中的正宗

自由女神，頭戴標誌性自由帽。看看布魯米迪這幅畫作的完成年份 — 

南北戰爭結束的 1865 年，也許是關鍵？“隨著聯邦在 1865 年的勝利，

廢奴主義者的美國觀也得到了承認和勝利。”90 

除了自由帽，自由女神最搶眼的裝飾當屬手中的法西斯束棒。羅馬

經典的自主女神形象，手持權杖、自由杖，或是更早期的長矛，似乎沒

見過拿著“法西斯”的？ 

                                                 
88 David Hackett Fischer：Liberty and Freedom，299 頁。 
89 康斯坦丁諾·布魯米迪（Constantino Brumid）於 1865 年。 
90“在整個美國歷史進程中，戰爭在擴展美國的‘想像的共同體’的界限時，始終是一

種十分有力的力量。”（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1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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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這幅濕壁畫中自由女神的形象，恰與美國參議院徽章幾

乎嚴絲合縫地對應著：參議院徽章正上方是紅色弗里幾亞帽，正下方就

是交叉放置的兩根法西斯束棒！91（見圖~12） 
 

圖~12：“法西斯”示意圖、美國參議院徽章及其他有代表性的圖像 

 
 

   
註：上排中為美國參議院徽章，右為國民警衛局（National Guard Bureau）徽章；

下排左為華盛頓站立像，中為林肯紀念堂坐像，右為芝加哥市政廳外景。 
 

束棒 fasces，音譯“法西斯”。“束棒是一捆木棒，其中有一把帶

                                                 
91 美國參議院徽章（Seal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上除了有弗里幾亞帽，其他物件也

各有說法：中央的星條盾牌上纏着綬帶，上寫拉丁文“合眾為一”，兩旁是月桂葉

（左）和橡樹葉（右），各自象徵勝利和榮耀，最下方兩把纏着木棍的斧頭，也就是

“法西斯”Fasces 權力之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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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突出刀刃的斧頭，由衛兵扛著走在古羅馬官員面前，作為權威的象

徵。”92 另有解釋，一束捆綁住的桿棒圍繞著一柄斧頭，代表人民及國

家在一個共同中央集權的獨裁者 — 斧頭之下被束縛住。束棒代表權力

和威信的意義一直延續到今天。93 

“法西斯”的各種圖像和標誌，在美國的各個權力機關隨處可見。

圖~12 華盛頓站立銅像，左手扶著高大的法西斯束棒；林肯坐像的沙發

扶手前部，就是兩根法西斯束棒；芝加哥市政廳門廊上高懸的是花環圍

繞的法西斯束棒。“法西斯”出現之處，當然還有 1920~1940 年代的意

大利國家法西斯黨黨旗和黨徽，以及 1912 年以來常用的法國國徽、西

班牙國民警衛隊（Guardia Civil）標誌等等……看來，“法西斯”由西

方傳統一脈相承，延續至今不變？ 

自由與“法西斯”，在西方，在人權民主自由的美麗尖，到底是和

諧統一，還是二律背反？ 

                                                 
92“Fasces”，The dictionary by Merriam-Webster。（《韋氏字典》，https://www.merriam

-webster.com/dictionary/fasces） 
93 在官方場合下，高級官員的衛兵在他的前面持束棒代表到來官員的級別和權利。按

官員的級別的不同，他們的束棒的數量也不等。允許持束棒的官員有最高裁判官、地

方長官、最高執政官、總督、獨裁官和皇帝。按羅馬歷史學家的描述，上古羅馬國王

就已經以束棒作為他們權力的代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