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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肯在反对奴隶制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的演变
王 勇 王晶梅

（牡丹江师范学院图书馆，黑龙江 牡丹江 157000）

亚伯拉罕·林肯是美国的第十六任总统，一位

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美国学者哈利·威廉说：

“林肯作为一位最伟大的战争总统而出人头地，

……是伟大的、天才的战略家。”[1]在废除黑人奴隶

制度这个关系美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他几经磨

难，殚精竭虑，采取了适时得当的态度和政策。最

终，解放了奴隶，推翻了奴隶制度，为北方的最后胜

利奠定了基础。将从五个方面论述他的这些表现。
1 反奴隶制思想的形成（1860 年 11 月前）

1783 年美国取得了独立。此后，它在经济上存

在着两种不同的制度，即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南

方的种植园奴隶制经济。前者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

的，后者以奴隶劳动为基础。这种差别使它们在关

税、市场、西部土地开发和联邦政府的人事安排等

重要问题上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分歧和斗争。这种分

歧和斗争，最终可归结到奴隶制度的存废这一关键

问题上。在 19 世纪的 20~40 年代，美国社会的重要

政治和经济事件几乎都与此有关。北方资产阶级民

主派和相当数量的劳动人民痛恨南方奴隶制的野

蛮和残暴，在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同时，自发地

进行了揭露奴隶制的罪恶和解救黑奴的运动。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双方的矛盾已达到难以调和的程

度。对奴隶制给予致命一击的著名政治家亚伯拉

罕·林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在 1831
年 5 月，他乘船前往新奥尔良，沿途黑人备受折磨

的场景激起了他对奴隶制的仇恨。他对一伙新奥尔

良人说：“一旦我抓住打击那个东西的机会，我一定

要狠狠地给他一下子。”[2]1834- 1842 年林肯连任四

届伊利诺斯州议员，逐渐接受了华盛顿、杰弗逊等

人的民主思想，开始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角度抨击

奴隶制。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林肯最早发表的关

于奴隶制的公开声明，是在 1837 年 3 月在伊利诺

斯州议会和同为州议员的丹·斯通联合提出的一项

书面抗议书。这份声明一方面谴责奴隶制，认为“奴

隶制是建立在非正义和错误的政策上的，”另一方

面又反对废奴主义，认为“传播废奴主义只会增加

而不会减少奴隶制的罪恶。”[3]这说明林肯当时还仅

是奴隶制的反对者而不是废除者。
这样的思想在他以后的言论中还有所发展。

1858 年 8- 10 月林肯在伊利诺斯州同民主党领袖

斯蒂芬·道格拉斯为竞选参议员进行了七场闻名遐

迩的大辩论。他揭露了奴隶制的罪恶，反对奴隶制

的任何发展。
2 限制奴隶制（1860 年 11 月 - 1861 年 4 月）

林肯当选总统后，立即受到以《纽约先驱报》
为首的奴隶主势力的攻击，他们企图迫使林肯放弃

就任总统。但林肯没有畏惧，而是坚定地表示：“人

们会认为，我们是用让步和妥协来换取掌管这个国

家的政权的，实际上我们的权利是宪法授予的。”[4]

他一方面公开声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永不改变；另一

方面多次写信给朋友们，要求大家阻止奴隶制的扩

展，并告戒他们：“这一点上完全象钢链一样坚定不

移，准备一场恶斗的来临。”[5]

1861 年 3 月 4 日，林肯在就职演说中阐明了

新政府的方针。他指出：“有人担心新执政的共和党

对他们（南部褚州人民）的财产、和平、个人安全是

个危险，这种忧虑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新政府对

南部各州现存的奴隶制度，没有干涉的合法权利，

也没有干涉的倾向。”他还指出：“联邦政府是永久

性的，不能单独退出联邦，在宪法和法律上规定联

邦是不容分裂的。”[6] 这篇演说认定奴隶制是错误

的，必须限制它的扩展，同时要维护联邦的统一。林

肯认为，阻止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展是一箭双雕的策

略，它既可以排除奴隶制取代自由制的危险，又能

使奴隶制在时间的演变中自生自灭，从而逐步实现

两种并存制度向雇佣制度的转化。这一独到见解是

他根据美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提出的，是十分明智

的。
首先，联邦政府的重要职位长期为奴隶主把

持。他们为了对抗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极力扩展

奴隶制的地理区域。为此，他们不断通过有利于奴

隶制扩展的法案和判例，如 1820 年的密苏里妥协

案等。南方奴隶主如此有恃无恐，无疑给北方资产

阶级带来了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想

立即取消奴隶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指出：

“如果当时林肯把解放奴隶作为战斗口号提出，他

毫无疑问会一败涂地。”[7]这时，摆在资产阶级面前

的首要任务是夺取联邦政权。十分明显，只要联邦

政权转移到资产阶级的手中，那么奴隶制的消灭就

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因此，林肯把夺取和巩固联邦

政权作为首要任务、并提出限制奴隶制的扩展的政

治主张是适时而得当的。
其次，当时北方的很多民众对奴隶制问题漠不

关心，甚至有不少人反对解放奴隶。作为人口大多

数的农民所关心的是自己的直接的物质利益 - 土

地问题。他们特别希望政府解决西部土地问题，而

视南方奴隶制的废除与己无关。北方很多工人害怕

奴隶一旦解放会在劳动力市场上与他们竞争。更有

不少北方人歧视黑人，所以也反对解放奴隶。只有

少数先进工人同情奴隶。林肯也是这样，坚决反对

奴隶制。他曾对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柯廷说：“如果

我力量不足的话，至少我将求助于人民群众，我认

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失败。”[8]限制奴隶制

扩展这一主张的提出，正是他遵从人民意愿的体

现。
3 回避奴隶制（1861 年 4 月 - 1862 年 2 月）

1861 年 4 月 12 日，南方奴隶主的军队炮击了

联邦军队驻守的萨姆特要塞，从而挑起了内战。奴

隶主妄图依仗暂时的优势，一举推翻林肯政府。当

时，北方的正规军只有一万三千人，而且大都分散

在西部边疆地带；同时北方军队既缺乏作战经验。
这些因素使北方军队在马纳萨斯战役中遭到残败。
战争的失利引起了很多人对林肯的指责。东部商

业、金融势力担心战争前途，害怕打下去会加重他

们的赋税，因而要求停战和解。此时林肯为了国家

的整体利益，几乎不谈奴隶制问题，而把维护联邦

的统一作为急务。在 1861 年 7 月 4 日的国情咨文

中，林肯宣称“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保存联邦”[9]。至

于拯救联邦和解放奴隶的关系，林肯解释：“如果我

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

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隶，我也愿意这

样做。”[10]当时，联邦是唯一能够团结大多数群体的

旗帜，也是唯一能够导向胜利的旗帜。
首先，此举是保持共和党内部团结和北方民主

党人对联邦忠诚的需要。它有利于各方面的团结。
战争初期，大部分北方人愿意为挽救联邦而战，对

解放奴隶却无动于衷。林肯清楚此时提出解放奴隶

不和时宜，会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
其次，它是争取边境蓄奴州肯塔基、马里兰、密

苏里和特拉华的需要。由于种种原因它们没有参加

叛乱。前三个州都是大州，是联邦士兵的主要来源。
而马里兰州则是首都华盛顿的屏障，还是进攻南方

的战略要地。必须防止这些州卷入叛乱。林肯认为

如果提出解放奴隶，“这些州就会反对我们，而我们

手中的事业对我们来说是过于巨大的。我们宣布解

放奴隶，就等于我们立刻同意国家分裂。”[11]林肯的

回避奴隶制的政策争取了很多反对派人士，而上述

四个边境蓄奴州也因此没有脱离联邦。
再次，回避奴隶制政策是联邦政府对外政策上

的需要。南部同盟的头领们之所以能够发动内战，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英国和法国的武力

支援的口头保证。他们深知北方自由州在人力和物

力等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如果不借助外力，他们

是毫无胜利的希望的。为了获得外援，他们不惜丧

权辱国。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对美国南方的棉花有巨

大的需求，而对北方蓬勃发展的工业却深感畏惧。
它们大力支持南部的奴隶制度。此时，林肯谨慎行

事，不直接提出消灭奴隶制，就使英国和法国找不

到干涉美国内战的任何借口。
4 和平赎买政策（1862 年 2 月 - 1862 年 9 月）

1862 年上半年，联邦军队在西线和南线取得

了显著的战果，但是这些战果被东线上的失利抵消

了。形势使北方的广大民众改变了对奴隶制问题的

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不断召开大会，进行示威游

行，要求彻底消灭奴隶制度。同时，欧洲一些国家的

产业工人也走上街头，呼吁林肯政府采取废奴政

策。与此相反，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则企图借内战

削弱和分裂美国。林肯的压力日增，他意识到奴隶

制问题已经无法回避了，必须采取带有实质性内容

的行动。
首先，林肯在本年签署了一系列反对奴隶制的

法案，其中包括：关于禁止使用军队捕捉逃亡奴隶

以及把他们引渡给主人的法案；关于禁止哥伦比亚

特区的奴隶制的法案等。这些法案“都在起着打击、
削弱、侵蚀、蚕食奴隶制度的作用。它们把奴隶制度

的法律屏障炸开了一道道缺口，逐渐破坏着奴隶制

摘 要:黑人奴隶制度是美国近代历史上的罪恶现象。作为一名进步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林肯在 1860 年到 1865 年对其进行了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无

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政策上他都经历了一个从消极到激进的漫长的转变。
关键词:林肯；奴隶制度；限制；回避；赔偿；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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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温下不同颗粒直径小麦秸秆累计产气量变化

以作为推荐使用的秸秆厌氧发酵颗

粒直径。
4结论

本文针对以不同颗粒直径小麦秸秆为原料的

厌氧发酵产沼气进行了试验研究，试验在常温和中

温两个条件下进行。试验结果表明，秸秆厌氧发酵

产气量与秸秆的颗粒直径有很大的关系，在两种发

酵温度下，100~150mm、15~25mm 和 0.6~0.8mm
的小麦秸秆，粉碎粒度为 20~30mm时产气效果最

好，常温条件下最高日产气量和累计产气量分别为

567ml和 12.8L，中温条件下最高日产气量和累计

产气量分别为 588ml 和 14.5L。15~25mm的小麦

秸秆，在 2 种温度下最高日产气量、累计产气量与

另外 2个颗粒直径相比均有显著提高（大于 39%）。
据试验知 15~25mm的颗粒直径，可作推荐使用的

秸秆厌氧发酵颗粒直径。另外，与常温相比较，中温

条件更有利于小麦秸秆的厌氧发酵，日产气量和累

计产气量均比常温下高，产气高峰期比常温提前几

天，发酵周期比常温下相对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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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支柱和堡垒。”[12]

其次，林肯提出了解决奴隶制的总体方案，包

括五个要点：必须给各州自行释放奴隶的权利；奴

隶主的财产损失必须得到赔偿；联邦政府必须拨款

资助释放奴隶的各州；奴隶的释放不可操之过急，

要给各州充分的时间；被释放的黑人奴隶必须移送

海外，但应采取说服和自愿的原则。这五个“必须”
可以说是现阶段林肯的反奴隶制思想体系的一个

完整的、系统的表述，是一个进步。只是由于南方奴

隶主的坚决反对，林肯的这一方案终究没有实施。
此外，林肯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表明了他

在反奴隶制问题上的诚实，如同意判处奴隶贩子纳

撒尼尔·戈登死刑；承认海地和利比亚两个黑人共

和国等。
以上事实说明林肯虽然仍对奴隶主陪着小

心，但是已公开站在反奴隶制的阵营中，并起着领

头羊的作用。这也预示着一场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的

战争就要开始了。
5 废除奴隶制（1862 年 9 月 - 1865 年 4 月）

1862 年下半年的战事并无多大进展，北方军

队仍显得相当被动。国内形势日益混乱。北方各州

中出现了诸如“铜头蛇”等杂乱的反革命组织，它们

蛊惑人心，大肆破坏征兵工作、征税工作，甚至制造

谋杀事件。士兵逃亡事件增多，志愿兵的招募遇到

困难，由此造成兵员不足。民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

强烈。他们集会、游行、向政府请愿，要求早日解放

奴隶，允许黑人参军以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形势

的严峻使林肯认识到“如果拒绝发表解放宣言的

话，在北方会发生暴动。”[13]另外，更为严重的是，在

这一年的夏天英国已经准备武装干涉美国内战。看

来，解放奴隶的行动再也不能拖延了。
7 月 22 日，林肯召开内阁会议，提出了《解放宣言》
的第一稿。国务卿西沃德认为，时值联邦军队受挫，

此宣言暂不宜发表。于是它被搁置下来。9 月 17

日，联邦军队在安梯坦战役中获胜。林肯于是在 9
月 22 日又召开内阁会议，宣读了《解放宣言》第二

稿。经文字修饰后，它以初步宣言的形式正式公布。
它预告从 1863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彻底废除奴隶

制度，使奴隶永远获得自由[14]。
《初步解放宣言》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的震惊

和关注。国内人民欢呼，欧洲各国工人支持。与此相

反，南部奴隶主痛恨“宣言”，他们咒骂林肯是懦夫、
凶手、野兽等。然而，处于风暴中心的林肯没有被吓

倒，他在 12 月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给奴隶以自

由和维护自身的自由，两者同样是崇高的事业。”[15]

“这件事我已酝酿成熟，我已下定决心，这件事非做

不可。”[16]1863 年 1 月 1 日，林肯颁布了《最后解放

宣言》，重申在国家一切地区的奴隶从此获得自由；

联邦政府和军队承认和维护这些人的自由；获得自

由的一切公民可以参军，也可以做其他工作。《最后

解放宣言》的发表标志美国内战进入了一个崭新的

阶段，即林肯政府所进行的战争不仅是为了恢复联

邦的统一，而且也是为了消灭可耻的奴隶制度。马

克思高度评价这个“宣言”，称它是“在联邦成立以

来的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
《最后解放宣言》的发表使南方的黑人奴隶掀

起了逃亡和反抗斗争的高潮。这场高潮对于“南部

同盟”的瓦解起了重大作用。同时，《最后解放宣言》
标志着林肯在反奴隶制问题上的态度的根本转变，

他因此争得了国际正义力量尤其是英国工人的大

力支持。英国工人向本国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迫

使政府放弃了准备进行的武装干涉美国内战的计

划。南部同盟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经过 1863 年和

1864 年的许多惨烈的战役，特别是谢尔曼将军的

“向海洋进军”，北方赢得了内战的胜利,美国恢复

了统一。
《最后解放宣言》的发表并不意味着林肯的反

奴隶制活动的终结。他还在为彻底消灭奴隶制进行

不懈而艰辛的努力。1865 年 2 月 1 日，林肯促成了

《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的通过，弥补了“宣言”的最

大缺陷，把过去的局部解放措施扩展到全国范围，

并用法律的形式把“宣言”的条款固定下来。这意味

着林肯在废除奴隶制、解放奴隶的道路上迈出了最

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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