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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困境觸目驚心 

 

中信泰富經濟研究部  梁曉 

 

2020 年 10 月，彭博億萬富翁指數（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估

算，美國排名前 50 位最富有的人身家將近二萬億美元，比 2020 年初

增加了 3390 億美元。幾乎與此同時，美聯儲公佈截止 2020 年 6 月數

據，收入最高的 1％美國人淨資產總值 34.2 萬億美元，但最窮的 50％

人口（約 1.65 億）僅擁有 2.08 萬億美元資產，只佔全美家庭財富總和

的 1.9％。1 

 

                                                       
1 Ben Steverman、Alexandre Tanzi：“The 50 Richest Americans Are Worth as Much as 

the Poorest 165 Million”，彭博網站 2020 年 10 月 8 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

/articles/2020-10-08/top-50-richest-people-in-the-us-are-worth-as-much-as-poorest-165-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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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0 豪富=1.65 億美國人？ 

 

彭博標題言簡意賅，〈美國最富有 50 人的財富相當於最貧窮的 1.65

億人〉。2 不僅如此，美聯儲更新 2020 年 9 月統計，美國前 10％家庭擁

有該國 69.3％的財富，合共 80.7 萬億美元，高於 1980 年代末的 60.8％；

其中，收入最高的 1％人口持有美國 31％的資產，1989 年底為 23.5％。

同時，收入最低的 50％人口在全美家庭財富總額中所佔比重從 3.6％降

至 2％，僅 2.36 萬億美元。（見圖~1） 
 

圖~1：美國不同組別人口擁有的家庭財富比重（％），2020 年 9 月3 

 
註：圖中（1）和（2）相加，即為排名前 10％的最富有人口。 
 

                                                       
2 Ben Steverman、Alexandre Tanzi：“The 50 Richest Americans Are Worth as Much as 

the Poorest 165 Million”，彭博網站 2020 年 10 月 8 日。 
3 數據來源：“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Wealth in the U.S. since 1989”，美聯儲網站 2020

年 12 月 18 日，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z1/dataviz/dfa/distribute/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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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包括上述頂級富豪在內的 1％所擁有的家庭財富，是底

層那一半美國人總身家的 15 倍。如果將頂層 1％換成 10％來比較，差

距增加到 34 倍！ 

聚焦到股票和基金等金融資產，差距更懸殊。還是美聯儲數據，截

止 2020 年 9 月，四個組別擁有的股票和共同市場基金總額 30.08 萬億美

元，其中最富有 1％佔 15.86 萬億，超過半數；最富有的 10％合共有

26.57 萬億，超過88％；最底層的 50％家庭僅僅 0.18 萬億，約佔 0.6％。 
 

圖~2：美國不同組別人口擁有股票和共同基金比重（％），2020 年 9 月4 

 
註：圖中（1）和（2）相加，即為排名前 10％的最富有人口。 
 

是的，圖~2 正上方紅色的“一線天”，就是身處財富金字塔底座

那 1.65 億美國人合共持有的股票和基金份額。 
 

                                                       
4 數據來源：“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Wealth in the U.S. since 1989”，美聯儲網站 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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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貨幣經濟，錢買錢成為錢生錢的經濟了。5 

特別具有喜劇味道的是，社會低層之工農大眾，辛勤勞作，早出

晚歸，幹得再好，頂多混個喫飽穿暖，很少閒錢和閒功夫買樓炒股。

於是，貨幣經濟大發展的貧富分化，直接瓦解中產階級 — 資本主義

的驕傲，社會穩定的基石。6 
 

《投機賭博新經濟》烈火烹油，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益發高歌猛

進，一去不回頭。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雪上加霜，實體經濟停頓，底

層 50％別說拿閒錢買樓炒股了，很多人連“混個喫飽穿暖”也成了大

問題。 

2020 年 11 月，非牟利組織“消費者報告”調查〈飢餓危機：五分

之一美國人求助食物銀行〉。全美最大的飢餓救濟組織“供養美國”

（Feeding America）估計，“若沒有食物銀行、糧食券或其他援助，疫

情可能導致五千萬人（包括 1700 萬兒童），陷入食物不安全 — 無法

可靠地獲得足夠數量的、負擔得起的、有營養的食物。”7 

2020 年 12 月 28 日，紐約州議會通過法案“把禁止住宅業主驅逐因

疫情而無法交租住戶的暫緩令延長至少兩個月，同時為有財政困難的業

主提供免稅優惠。數據顯示，紐約州目前有 120 萬租戶面臨被業主驅逐

                                                       
5“具有挑戰意義的理論問題是，美元脫鉤黃金，貨幣發行與貴金屬無涉，紙幣成為真

正的印刷品，不再屬於稀缺商品。”（原文黑體；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香

港）大風出版社 2007，101 頁；電子版見大風網站 www.strongwindhk.com） 
6 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183 頁。 
7 消費者報告（Consumer Reports）食品政策主管隆霍爾姆說：“情況比 2008 年金融危

機更具破壞性。”（Tobie Stanger：“Hunger Crisis: 1 in 5 Americans Turning to Food 

Banks”，Consumer Reports 網站 2020 年 11 月 2 日，https://www.consumerreports.org/food

/americans-turning-to-food-banks-during-the-pandemic/）Consumer Reports 成立於 193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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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機。”8 紐約州人口和經濟均在美國名列前茅，2019 年人口近兩千

萬，120 萬戶逾三百萬人，9 超過本州人口 15％。待到 2021 年 2 月底禁

令期滿，繼續“面臨被業主驅離的危機”？ 

國際貨幣基金 2020 年 4 月發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標題“大

封鎖”（The Great Lockdown）命名這場百年不遇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

與“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相提並論，凸顯新冠疫情對世界

經濟帶來的衝擊是百年來所僅見。10 當時，還僅僅是一個開始。 

2020 年底，疫情益發嚴峻，依賴實際接觸的傳統經濟瀕臨窒息，

歐洲各大國明下禁令+苦苦懇求民眾聖誕新年傳統節日不要聚會，伴隨

民眾聚集“抗議自由受限”此起彼伏……疫情最嚴重的美國，12 月中

新冠死亡總數已高達 30 萬；2021 年 1 月 19 日，拜登上任前一天，新冠

病逝者突破40萬，僅一個月就增加了整整十萬人！相比之下，美國戰爭

史上陣亡（Battle Deaths）人數最多的二戰是 29.1 萬，再加上隨後 75 年

美軍全球作戰的陣亡總數八萬多，一共 37 萬多。11 

弔詭的是，就在 2020 年底，美國引領全球股市市值首次突破一百

                                                       
8〈麥康奈爾阻派錢加碼至二千美元〉，香港《信報》2020 年 12 月 30 日 A24 頁。 
9 按 2017 年全美“每戶平均 2.53 人”估算。（〈美國人收入去年創新高〉，Share America

網站 2017 年 9 月 18 日，https://share.america.gov/zh-hans/median-household-income/）

Share America 是美國國務院下屬網站平臺。 
10 IMF 經濟顧問 Gita Gopinath〈前言〉示警：“與本次衛生緊急情況和相關遏制措施

相關的產出損失，也許會讓全球金融危機所引發的損失相形見絀。……2020 年全球經

濟很有可能經歷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超過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衰退。”

（筆者黑體加重；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20: The Great Lockdown，IMF 網站 2020 年 4

月，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11 退伍軍人事務部統計，二戰後歷次戰爭美軍陣亡人數最多的是越南戰爭 4.7 萬、其次
朝鮮戰爭近 3.4 萬。（“America's Wars Fact Sheet”，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VA）網
站 2020 年 11 月，https://www.va.gov/opa/publications/factsheets/fs_americas_wa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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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億美元。彭博社見多識廣，忍不住驚呼〈投機狂潮席捲華爾街和世界

市場〉，黑體小標題“IPO榮景”、“股票反彈”、“期權瘋狂”、“併

購狂熱”、“信貸回彈”，一個賽一個吸引眼球。末了還有“比特幣王

者歸來”，全年上漲超過 200％ —“對許多華爾街人士來說，這只不

過是非理性繁榮的最新跡象。‘我們將它和其他加密貨幣視為“數字鬱

金香”。我們沒有辦法對它們進行估值’。”12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差別只在於程度愈演愈烈： 
 

投機泡沫向賭博新經濟大踏步演化，揭橥 1971 年美元脫鉤黃

金。……1980 年代以來，股市價格和期貨交易，幾乎成了兩條垂直上

昇的直線。……與 1980 年代美國利率 20％多相比，“超寬鬆”的貨

幣擴張史無前例，看不見一點通貨膨脹的影子。不斷增加的貨幣去了

哪裡？13 
 

小門小戶家庭儲蓄要理財，各大銀行和基金公司、保險公司、養老

金、外匯儲備、國家主權基金、哈佛校產……所有暫時不用的錢，都得

在金融市場買進賣出。因為，〈不押寶也是賭博〉。14 有了《投機賭博

                                                       
12“A Speculative Frenzy Is Sweeping Wall Street and World Markets”，彭博網站 2020

年 12 月 19 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12-19/a-speculative-frenzy

-is-sweeping-wall-street-and-world-markets。2020 年 3 月，疫情剛剛在歐美蔓延，全球股

市市值曾經下跌至 60 萬億左右。 
13“只要賭的是錢生錢，增發的貨幣錢買錢，印多少錢都不會通貨膨脹。”（原文黑體；

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24、29、30、32 頁） 
14“一旦誰也離不開的錢成為投機賭博的主要對象，所有商品生產，但凡與進出口、外

匯、利率、股票、債券有關，都不能置身事外；全體社會公民，但凡有存款、外匯、

債券、股票，都無法無動於衷。……索羅斯經常抱怨媒體，把金融動蕩歸咎於少數人

投機。這是明擺著的天大冤屈。……是大銀行‘在外匯市場和衍生金融產品市場上扮

演著做市商（market makers）的角色。’……諾貝爾獎墨頓·米勒懂辯證法：‘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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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神助攻，貧富分化沒有最快，只有更快！ 

最新出爐案例，電動車特斯拉（Tesla）創始人馬斯克的身家隨著公

司股價再創新高，2021 年 1 月 7 日榮登世界億萬富翁榜首。據彭博估

算，過去一年馬斯克資產淨值飆昇超過 1500 億美元，“這可能是有史

以來最快的財富增速紀錄”。15 

沒搭上這趟順風車的，怎麼辦？ 

 

二、淪落的中產階級 

 

不久前，只要身為美國人，就幾乎認定自己是中產階級，美國一

度有80％人口自稱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觀念涵蓋共同的價值觀

念、共同的夢想、共同的文明。……中產階級的根基就是經濟。……

即使你現在沒有錢，遲早可能會有錢，你的兒女更絕對會有錢。16 
 

                                                                                                                                                               

套期保值就是在賭博’。”（原文黑體標題；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73~78 頁）

“更為直白地講，要是將它們的錢只投放到安全的投資中，它們就沒有活路。”（筆

者黑體加重；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格林沃爾德 Bruce Greenwald 2003：《通往

貨幣經濟學的新範式》，中信出版社 2005，241 頁）— 斯蒂格利茨 20 年前描述的是從

事高風險業務的金融機構，現在呢？且不說各類金融市場高度發達的美國，引發熱議

的中國“養老金入市”為哪般？ 
15 筆者黑體加重；Devon Pendleton：“Elon Musk Surpasses Jeff Bezos to Become 

World's Richest Person”，彭博網站 2021 年 1 月 8 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

/articles/2021-01-06/musk-close-to-surpassing-bezos-as-world-s-richest-person。 
16“中產階級的精神包括追求社會安定、宗教包容、家庭完整。……平等即使不是美國

社會的現實情況，也是普遍的理想。美國人的目標是出人頭地，獲得昇遷，向上爬。

美國人的樂觀天性，根源於經濟樂觀主義。”（筆者黑體加重；隆沃思 Richard C. 

Longworth 1998：《虛幻樂園：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危機》，應小端譯，（臺灣）天下遠

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0，104~1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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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美國製造業產出和就業人數對比，1985~2016 17 

 
 

“評論家常說，重工業和傳統工業相繼出走，把美國經濟給掏空

了。”18 還是讓數據說話，圖~3 可見，與美國製造業總產出曲折、持續

上昇的趨勢迥異，製造業就業人口曲線走出了超過 30 年的波動下降形

態，世紀之交開始加速下降，2008~2009 年甚至出現“斷崖式”下跌。

“2010 年，製造業就業人數跌到谷底，不足 1150 萬，儘管此後增加了

90 萬個工作崗位，但製造業總體就業人數仍處於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

戰參戰以來的最低水平。”19 看來，被“掏空”的是美國工人的就業。 
 

對 90％的美國人而言，夢想停止的時間是 1950 年。如果你出生
                                                       
17 Elena Holodny：“China isn't the only reason Americans are losing manufacturing 

jobs”，Business Insider 網站 2016 年 12 月 10 日，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

manufacturing-output-versus-employment-chart-2016-12。 
18 隆沃思：《虛幻樂園》125 頁。 
19 Drew Desilver：“Most Americans unaware that as U.S. manufacturing jobs have 

disappeared, output has grown”，皮尤研究中心網站 2017 年 7 月 25 日，https://www.

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7/25/most-americans-unaware-that-as-u-s-manufacturing-

jobs-have-disappeared-output-has-g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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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50 年以前，那麼平均說來，年紀越大，你的收入就提昇得越多。

對 1950 年後出生的人而言則不然。實際上，經濟學家朗曼（Phillip 

Longman）曾指出，他們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代經歷了終身向下流動趨

勢的人，“在成年生活的每個階段，他們的收入和淨資產都不及十年

前的同齡人”。一些人徹底失去了希望，以至於不再尋找工作機會。

1960 年代以來，25~54 歲不工作男性的比例增長了兩倍。20 
 

原本屬於中產階級，有穩定收入、住房和生活前景的藍領工人，眼

睜睜看著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老工業區成了沒落的“鐵鏽帶”，生活

舉步維艱，有些人還患上了職業病雪上加霜。即使中年發奮轉戰第三產

業，能昇級成硅谷程序員？很多人恐怕只能開開網約車，或加入黑人、

拉美裔集中的傳統低端服務業。2019 年德國紀錄片《美國的窮人如何

生活》（Poverty In the USA），真實再現了美國工人階級和貧窮人口的

日常生活。21 還有傳統農業區的農場主和從業人員，哪怕有政府補貼和

促進出口措施，辛苦勞作一年到頭能混溫飽，也還要提心吊膽貿易戰帶

來的“悲歌”？22 
 

剝離開來看得清楚：無中生有，不勞而獲，才是金融創新的本質

特徵。……譬如，1993 年，索羅斯賺的錢和麥當勞一般多。麥當勞在

世界各地僱傭 17 萬職工。索羅斯總共沒僱幾個人。23 

無論熊市、牛市，金融資產的流動性越強，交易越活躍，財富轉
                                                       
20 筆者黑體加重；霍赫希爾德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2016：《故土的陌生人：美國保

守派的憤怒與哀痛》，夏凡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0，159~160 頁。 
21 Sébastien Gilles 2019：Poverty In the USA；德國之聲（DW）製作紀錄片英文版。 
22“美中貿易戰帶來的影響是毀滅性的，許多農民都瀕臨破產邊緣，”接受 BBC 記者

採訪的弗吉尼亞農民波伊如是說。（馮兆音：〈中美貿易戰：美國豆農的“悲歌”〉，

BBC 網站 2019 年 8 月 2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9197568） 
23 原文黑體；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125 頁。推薦參閱第 3 章〈經濟學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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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速度越快，貧富分化的速度越快。不僅快在了信息社會計算機光

速轉賬，而且快在了著重瓦解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

乘過山車昇降顛簸驚心動魄，少數暴富誇誇其談“美國夢”，多數中

產頭暈眼花，一覺醒來，淪為比無產階級還窩囊的“負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一無所有，負資產階級揹一屁股還不完的債。24 
 

誰曾想，佔盡全球貨幣經濟便宜的美國，當今的主旋律也是“中產

階級哀歌”。20 世紀末，“美國有十分之一民眾，至少部分食物得靠

慈善機構援助，這些人總數約有 2600 萬人。他們之中有些本來就很貧

窮，可是也有很多原來是中產階級，現在卻淪落到得靠救濟。”25 新增

“淪落”勢不可擋，2020 年中，五分之一美國人曾經光顧食物銀行，26 

按 2020 年美國人口約 3.3 億計算，超過六千萬。而且，這還只是集中調

查了上半年的情況，11 月以後每天確診新冠人數突破十萬、20 萬、30

萬，急需食物援助的人口比重，能降下來嗎？ 

投機賭博不創造價值，但以“最令人恐怖”的速度重新分配財富，27 

直接傷害產業工人和工薪中產，“財富轉移的速度越快，貧富分化的速

                                                       
24“圖~18〈美國的超級泡沫與基尼係數〉清楚表明，不要說被巧取豪奪的世界各國了，

就是佔盡便宜的美麗尖，‘80 後’的兩極分化史無前例，與超級泡沫超級共生。”（原

文黑體；王小強、梁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中信泰富政治

暨經濟研究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9，130~131 頁；

電子版見大風網站 www.strongwindhk.com） 
25 原文黑體標題；隆沃思：《虛幻樂園》104、109 頁。 
26 有中年受訪者表示，這是 42 年來第一次接受教會的食品援助。很多首次光顧食物銀

行的人進門就道歉：“很抱歉到這裡來了，我從沒想過會不得不來到這裡。”（Tobie 

Stanger：“Hunger Crisis: 1 in 5 Americans Turning to Food Banks”，Consumer Reports

網站 2020 年 11 月 2 日） 
27“財富的轉移，古已有之。……今天的金融衍生工具，什麼地方‘最令人恐怖’呢？— 

轉移的速度。”（筆者黑體加重；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1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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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快”，有積蓄的也“割韭菜”到人人負債消費。一場疫情巨浪襲來，

連日常生活都無以為繼。前文舉例的局部樣本紐約州，15％隨時面臨無

家可居者，有沒有曾經的中產？不得不求助於食物銀行和食物券的六千

多萬美國人，其中多少是已經消逝“橄欖形社會”的中產？回顧圖~2，

現在持有金融資產比例少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那一半美國人，又有多

少曾經“認定自己是中產”？ 

 

三、“黑人的命也是命”？ 

 

美國有兩次重大戰爭帶動了種族平等。冷戰的緊迫形勢促進了種

族歧視和隔離的結束。28 
 

亨廷頓言簡意賅。從美國立憲心照不宣避談奴隸制，南方奴隸主還

獲准把擁有的奴隸按五分之三折算進州人口中，增加眾議院和選舉人團

中的代表數 — 黑奴不但被代表，而且只值 60％；29 到 1965 年黑人選

民終於真正獲得投票權，就絕對數值而言，其實算是實現了“黑人的命

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踏入 21 世紀，“將少數族群貶低為非人或妖魔化，這種態度即使

只是顯露出一點點都會遭到苛責。這樣的情況遠不只表現在問卷調查

的數字上，而是已經改變了西方文化、政府、運動，以及日常生活。”30 
                                                       
28 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2004：《我們是誰？— 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程

克雄譯，新華出版社 2005，216 頁。 
29 推介參閱梁曉：〈從易洛魁部落聯盟到美國兩院制〉，《參閱文稿》No.2019~17 期，
大風網站 www.strongwindhk.com。 
30 筆者黑體加重；平克 Steven Pinker 2011：《人性中的良善天使 — 暴力如何從我們的

世界中逐漸消失》，顏涵銳等譯，（臺灣）遠流出版公司 2016，531 頁。有白人受訪者說，

“我用過那個‘N’打頭的詞，當時與我一起玩耍的很多黑人孩子也會用。……記得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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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到極致，就是 2020 年 6 月美國時裝品牌 CK 隆重推出的最“政治

正確”代言人 Jari Jones，集黑人變性人同性戀大碼模特於一身……31 

然而，人口最多的少數族裔 — 黑人和拉丁裔在美國的實際境遇，

簡單列舉以下幾點可見一斑： 

黑人只佔人口 10％上下，“但在所有槍擊殺人案受害者中黑人佔

52％。美國黑人死於槍殺的可能性十倍於白人，在槍擊中受傷的可能性

是白人的 14 倍。……手無寸鐵的黑人平民被警察開槍打死的可能性，

是無武器白人平民的近五倍。”32 底特律、巴爾的摩、芝加哥、亞特蘭

大這些“名城”耳熟能詳，中心城區黑人人口比例高，罪案率高，槍擊

案頻發。 

“數據顯示，美國白人擁有全國財富的 83.9％，而黑人家庭的財富

只佔 4.1％。”33 NGO 算大賬五分之一美國人需要食物援助，“對於有

色人種來說，危機要嚴重得多”：35％的美國黑人曾經使用食物銀行，

                                                                                                                                                               

年，我在大學橄欖球場的看臺上為我們最好的球員加油，大喊，‘跑啊！黑人！快跑！’

到第二年，也就是 1969 年，我喊的是，‘跑啊！喬！快跑！’從此我再也沒有用過那個

詞。我期待有一天，膚色會變得毫無意義。”（霍赫希爾德：《故土的陌生人》166 頁） 
31 2020 年 6 月，美國時裝品牌 Calvin Klein（CK）推出新代言人 Jari Jones，非洲裔、十

幾歲接受變性手術從男變女（跨性別者）、現在有一位女變性人配偶（同性戀者），再

加上她身高 1.72 米體重 90 公斤（不歧視肥胖“大碼”模特兒），“幾乎集合了所有美

式‘政治正確’的要素”。（〈CK 最新模特太辣眼？〉《新民晚報》2020 年 6 月 29 日，

http://newsxmwb.xinmin.cn/shq/2020/06/29/31756096.html） 
32“Gun Violence Statistics”，吉福兹法律中心網站，https://lawcenter.giffords.org/facts/

gun-violence-statistics/。 
33“25 名最富有美國人中，只有一名不是白人。”他是視頻會議軟件 Zoom 的華裔創始

人袁征。（Ben Steverman、Alexandre Tanzi：“The 50 Richest Americans Are Worth as 

Much as the Poorest 165 Million”，彭博網站 2020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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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裔的比重是 22％。34 …… 

更有甚者，“新冠病毒（Covid-19）在美國加劇了不平等現象，低

薪服務工人的工作大量減少，而且該病毒感染並殺死有色人種的數量不

成比例地高。”35 美國疾控中心（CDC）2020 年 11 月 30 日數據，不

同族裔的新冠肺炎感染率和死亡率有很大差異，其中非洲裔和拉丁裔的

死亡率是白人的 2.8 倍。36《紐約時報》思索巨大差異背後的原因，〈研

究發現，社會不平等可以解釋流行病中的種族差距〉：“黑人、拉丁裔

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較高，可以由其在工作和家庭環境中接觸（病毒的可

能性）來解釋。……在考慮了各種差異之後，奧格德比博士發現，受感

染的黑人和拉丁裔患者住院的可能性不及白人患者高。”37 換句話說，

黑人和拉丁美洲裔多從事低端工作，工作和家居的衛生環境相對較差造

成染病比率高，而住院機會比白人低則直接對應更高的死亡率。 

 

                                                       
34 Tobie Stanger：“Hunger Crisis: 1 in 5 Americans Turning to Food Banks”，Consumer 

Reports 網站 2020 年 11 月 2 日。 
35 Ben Steverman、Alexandre Tanzi：“The 50 Richest Americans Are Worth as Much as 

the Poorest 165 Million”，彭博網站 2020 年 10 月 8 日。 
36 印第安感染者的死亡率是白人的 2.6 倍，亞裔則是比較接近的 1.1 倍。（“COVID-19 

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by Race/Ethnicity”，CDC 網站 2020 年 11 月 30 日，https://

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vid-data/investigations-discovery/hospitalization-death-

by-race-ethnicity.html） 
37“如果住進了醫院，黑人患者的死亡風險甚至（比白人）還略低。……新的研究確實

表明，黑人和拉丁裔並非天生就在新冠病毒面前更脆弱。相反，由於社會和環境因素，

這些人群更多地處於暴露狀態。……在奧格德比博士的研究中，黑人和拉丁裔患者被感

染的可能性比白人高 60~70％。密歇根州的研究顯示，黑人的感染率是白人的四倍。……

研究人員認為，這些差異完全可以用社會經濟因素來解釋。”（Gina Kolata：“Social 

Inequities Explain Racial Gaps in Pandemic, Studies Find”，《紐約時報》網站 2020 年

12 月 9 日，https://www.nytimes.com/2020/12/09/health/coronavirus-black-hispan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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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亨廷頓說〈尋找敵人〉38 

 

即使有政府政策小修小補，基督教團體、各種慈善性質的援助，也

無法改變財富分佈急劇分化的深遠影響。譬如，一場病就耗掉畢生積

蓄，欠租兩個月被逐、幾乎終生再難租到房子，都在紀錄片《美國的窮

人如何生活》中真實可見。 

又譬如，美國亞馬遜公司 2021 年 1 月 6 日宣佈，將在五年內提供

20 億美元貸款和贈款，在該公司僱用了大量員工的三座城市附近，建造

或維護兩萬套可負擔房屋。39 能起多大作用？對照參考香港，多年來近

半人口住政府提供的公共房屋，再加上包括“稅項、恆常及非恆常現金

措施”政策介入，到 2019 年仍無法改變貧困率五年持續上昇的勢頭，

只能勉力控制在 15.8％，總算沒有超過 2009 年金融海嘯後的 16％。40 

美國原有的社會矛盾，曾經由實質經濟全球化擴張期帶來的紅利所

掩蓋，現在此消彼長，貧富分化被《投機賭博新經濟》帶動著一去不

回頭，赤裸裸地呈現，並與種族矛盾相互交織、形成正反饋：隊伍越來

越壯大的底層白人，覺得有色人種和非法移民不斷偷走他們的福利、在

實現美國夢的序列中“插隊”，41 自身生活質量下降，死亡率則從持續

                                                       
38 原文章節標題；亨廷頓：《我們是誰？》214 頁。 
39“Amazon launches $2 billion Housing Equity Fund to preserve and create over 20,000 

affordable homes”，亞馬遜網站 2020 年 1 月 6 日，https://www.aboutamazon.com/news/

community/amazon-launches-2-billion-housing-equity-fund-to-preserve-and-create-over-20-000-

affordable-homes。 
40 政府模型假設，如果沒有若干政策介入，貧窮率可會達到 21.4％，超過同等假設條

件下 2009 年的 20.6％。（香港特區政府：《2019 年香港貧窮報告》19 頁）2020 年疫情

封鎖，經濟負增長，失業率上昇，貧窮率走向可想而知。 
41 霍赫希爾德描述得生動：“你耐心地排在一條長隊中，宛如朝聖，隊伍通往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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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轉為上昇，42 人生前景渺茫……人口規模越來越龐大的底層黑人和

拉丁美洲裔，43 認為種族歧視根深蒂固，不僅有“跪殺”，黑人遭槍擊

的比例畸高，而且染病得不到及時住院治療，與白人財富差距巨大，人

生前景渺茫…… 
 

諷刺的是，政治分歧兩端的人們均在努力應對同一副嚇人的新面

                                                                                                                                                               

一過山頂便是美國夢，這是隊中每個人的目標。……看！你看見有人在你前面插隊！

你遵守著規則，他們卻沒有。他們插隊，你就像在向後退似的。他們怎麼能這樣？他

們是誰？有些是黑人。由於聯邦政府推動的平權行動計劃，他們在高等院校入學、實

習、就業、福利金、免費午餐方面獲得了優待，在人們心中佔據了一定的秘密位置。……

黑人、女性、移民、難民、褐鵜鶘 — 他們都插隊站到了你前面。但讓這個國家偉大

的是你這樣的人。你感到心裡不是滋味。有句話不吐不快：這些插隊的人令你惱怒。

他們在違反公平規則。”（原文黑體；霍赫希爾德：《故土的陌生人》154~157 頁） 
42“1999~2013 年，美國非拉丁裔中年白人男性和女性的總死亡率（all-cause mortality）顯

著上昇。”逆轉了數十年來死亡率一直下降的趨勢，而且中年死亡率掉頭上昇唯獨只在

白人群體出現，主要是藥物和酒精中毒、自殺、慢性肝病這三種死亡顯著增加，尤以高

中或以下學歷者死亡率增長最明顯。（Anne Case 和 Angus Deaton：“Ris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midlife among white non-Hispanic Americans in the 21st century”，

PNAS（《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2015 年 12 月 8 日，https://www.pnas.org/content/112

/49/15078） 
43 2020 年中，美國人口普查局最新一期“種族~民族人口估計”（race-ethnic population 

estimates），2019 年白人（Whites）佔美國人口比重下降到 60％，預計 2010~2020 年可能

是美國歷史上白人人口減少的第一個十年；最大的少數族裔是拉丁美洲裔和黑人，分

別佔 18.5％和 12.5％；2010~2019 年新增總人口中增長最快的是拉丁裔。布魯金斯學會

預計，到 2045 年美國白人將少過半數。（William H. Frey：“The nation is diversifying 

even faster than predicted, according to new census data”，布魯金斯學會 2020 年 7 月 1

日，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new-census-data-shows-the-nation-is-diversifying-even-

faster-than-predicted/；William H. Frey：“The US will become 'minority white' in 2045, 

Census projects”，布魯金斯學會 2018 年 3 月 14 日，https://www.brookings.edu/blog/the-

avenue/2018/03/14/the-us-will-become-minority-white-in-2045-census-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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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 全球資本主義。44 

我不知道在肯塔基州鄉下全白人的貧困活動房屋社區裡長大，和

在底特律市中心全黑人的社區裡長大有什麼不同，……可能就是音樂

會有所不同吧。45 
 

匯集起來，就是德國紀錄片中 50 年時間增長了一倍、2018 年已達

四千萬的貧困人口；就是 2020 年疫情期間需要光顧食物銀行的至少六

千萬人；同時也可能是 1.65 億人身家只抵得過 50 名億萬富翁的“最底

層”那一半美國人。眼看那邊廂幾個月賺成百萬上千萬、甚至過億、數

十億美元，這邊廂平民百姓靠食物銀行和聯邦政府疫情援助 500~1200

美元苦苦支撐半年，引頸期盼的第二輪還要眼睜睜看著上層扯皮鬥法。

發展壯大中產階級的美好“橄欖形社會”立不住，直接出溜成觸目驚

心、底座越來越龐大的三角形，甚至人均預期壽命都連年下降。46 想當

年引以為傲、如今卻是“美國夢漸行漸遠”，47 甭管什麼膚色什麼年

紀，都成了廣義的“異化美國”人？48 

                                                       
44 霍赫希爾德：《故土的陌生人》265 頁。 
45《故土的陌生人》作者後續調研，阿巴拉契亞山區一名受訪者如是說。（徐悅東：

〈底層白人的憤怒與哀痛：該如何理解美國的社會分裂？〉《新京報》2020 年 7 月 6

日，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9401460715849.html） 
46 美國預期壽命基本保持增長的趨勢在 2014 年逆轉，從 2014 年的 78.9 歲連續三年下

降到 2017 年的 78.6 歲。“而其他高收入國家的預期壽命仍在穩定增長。”（筆者黑體

加重；Jen Christensen：“US life expectancy is still on the decline. Here's why”，CNN 網

站 2019 年 11 月 26 日，https://edition.cnn.com/2019/11/26/health/us-life-expectancy-decline-

study/index.html） 
47“美國夢陷入停滯時，很多右派人士正處於一段極其脆弱的人生階段 — 50 多、60

多、70 多歲。……當下年過花甲的男性是親歷美國夢漸行漸遠的第一代人”。（霍赫

希爾德：《故土的陌生人》160 頁） 
48 Timothy P. Carney：Alienated America: Why Some Places Thrive While Others Collapse（《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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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們不是落後國家的窮人，就在 GDP、武力值均排全球首

位的“巨靈”美國境內，49 實在令人觸目驚心。再加上沒有了過去兩百

多年邊疆持續擴張、以及在本土之外參與和發動大規模戰爭的獲益，只

能無可奈何“撕裂”、內耗？審視這些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根源，當前

從邏輯上看不到真正的解決方案，無論兩黨誰上臺，如何扭轉趨勢？ 

此時，值得重讀亨廷頓《我們是誰？》清醒闡述美國需要敵人，在

可見的將來，繼續將“尋找敵人”作為救國要務？ 
 

沒有重大的外部威脅，國家對強有力政府和國民團結的需要也就

降低了。1994 年，有兩位學者告誡過，冷戰的結束“將會損害全國的

凝聚力，種族和地區之間的分歧會隨之露頭”，同時還會“加劇階級

對立，更難於實現國內社會公正和福祉”。 

查爾斯·克勞薩默在冷戰結束時說，“國家是需要敵人的。一個

敵人沒有了，會再找一個。”對於美國人來說，理想的敵人該是意識

形態上與己為敵，種族上和文化上與己不同，軍事上又強大到足以對

美國的安全構成可信的威脅。50 
 

                                                                                                                                                               

化的美國：為何有些地方繁榮而其他地方卻崩潰了》），Harper Publication 2019；亞馬

遜圖書網站推介“《華盛頓郵報》最暢銷書”。 
49“‘巨靈’指的是唯一能合法壟斷武力使用的國家和司法制度，能夠力抗無視他人權

益式的攻擊、抑制復仇衝動，並超越種種自謀其利的偏見，……觸發文明進程的兩道

主要的開關：巨靈國家和穩和交易，兩者彼此相關。商業合作所依賴的正和機制，在

由巨靈坐鎮的大帳之下最能欣欣向榮。”巨靈（Leviathan），另譯利維坦。（平克：《人

性中的良善天使》10、112、58 頁）縱觀二戰後、尤其是蘇聯解體後的世界，美國軍費

開支多年高居榜首、相當於隨後十幾個國家的總和；全球現役航母 21 艘，美國 11 艘

多於其他七個擁有航母國家的總和；司法制度“長臂管轄”籠罩全球，當之無愧“巨

靈”國家？ 
50“1990 年代對外政策辯論中的主要問題就是誰可能是這樣的敵人。”（亨廷頓：《我

們是誰？》216~2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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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思考 

 

《美國的窮人如何生活》一篇影評談到紀錄片第 24 分鐘，一個小

鎮成百上千男女老少排隊輪候慈善組織每年一度的醫生免費診治和牙

科服務，感歎“對於一個高度發達和極其富有的西方國家來說，這是一

個非同尋常的景象。”51 

為什麼不斷強調底層 1.65 億美國人？縱使對比之下卑微如螻蟻，

也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有血有肉、有思維有愛恨的人，不見得會坐以

待斃“絕望死亡”？52 紅火蟻咬人能致命。中國古人智慧，“千里之

堤，潰於蟻穴。”白蟻侵蝕堤壩外面看不見，裡面卻早已千瘡百孔；待

看出端倪時往往險情已現，甚至到處管湧、漏洞，防不勝防了。 

更可怕的是，這並非美國一國的問題，“少數人”和“多數人”的

鬥爭，放眼世界，四處冒煙，此起彼伏。從佔領華爾街、烏克蘭“廣場

革命”、巴黎黃馬甲，到香港和佛國泰國的黑衣人、白俄羅斯抗議，蔓

延全球，繞一大圈再反噬美國攻佔國會，甚至 9.11、本拉登基地組織、

伊斯蘭國 IS，絕大部分參與者都還不是海地非洲那些每天人均不足兩美

元、飢餓喫土的絕對貧困化。20 多年前“全球智囊團”預測“20/80 的

社會”，“啟用 20％有勞動能力居民，就足以維持世界經濟的繁榮。”53 

                                                       
51 筆者黑體加重；“DW Documentary: Poverty In the USA”，An Sionnach Fionn 網

站 2019 年 12 月 3 日，https://ansionnachfionn.com/2019/12/03/dw-documentary-poverty

-in-the-usa/。 
52 2015 年諾貝爾獎得主迪頓 Angus Deaton，在前述合著論文基礎上修訂新書，大字標

題“絕望死亡”。（Anne Case 和 Angus Deaton：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絕望死亡和資本主義的未來》），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53 原文黑體標題；推薦參閱梁曉：《世界是平的嗎？》第一章，（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電子版見大風網站 www.strongwind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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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20％的人就業和享受，80％的人失業和貧窮，理所當然？可

是，如今就連發達國家和地區也有越來越多人被“剩下”了，看不到出

路，怎麼辦？絕對貧困基礎上的相對貧困動亂不止，54 愈演愈烈，前途

不可逆料。 

富有的 1％、10％們，把持華爾街金融寡頭、精英律師和軍工集團，

政商跨界“旋轉門”出神入化，根本不是秘密。當年索羅斯富可敵國，

還只是在金融市場挑戰他國央行；現今高科技鉅頭挾資本市場之勢+掌

控大數據平臺之威，直接封禁在任美國總統賬號，細思極恐？從冷戰結

束產業資本全球一體化賺錢，到全球一體化經濟~金融危機“從一頭牛

身上剝下 N 層皮”，悖入悖出，來到全球一體化“造反有理”的前夜？

“摸著石頭過河，岸在哪裡？”仍然亟待有意義的理論探討。55 

 

                                                       
54 因為還存在絕對貧困“落差”，所以仍有成千上萬的中美洲徒步大軍奮力湧向墨西

哥邊境，等待拜登上任後闖關美國“非法移民”轉正。 
55 推薦參閱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電子版見大

風網站 www.strongwind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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