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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建更平等的美国社会
一位领先的进步论经济学家在当前关键时刻提出了美国经济
的改革措施
希瑟·布希
已重新拥有了在大衰退中失去的财富。然而，截
至 2020 年 3 月，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家庭仍
然没有完全重获他们在大衰退中失去的财富，许
多家庭
（尤其是非洲裔）再也未能重获失去的财富。
即使在强劲的复苏中，美国仍面临严重的经济和
种族不平等问题。
美国工薪阶层及其家庭的明显差异使得当前
的经济复苏既不是
“U 形复苏”也不是
“V 形复苏”
，
而呈一种类似于
“横着的 Y 形”的不均衡横向复苏：
因股市复苏受益或受雇于未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
群体位于向上的分叉上 ；处于向下分叉的群体可能
需要挣扎许多年。此外，在上下两个分叉上，也
存在着种族和阶级的明显差异。当前的衰退为政
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彻底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的
机会，决策者可制定能够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现
象的变革性政策，以创建一个更加健康和更具韧
性的经济体，从而实现更强劲、更稳定、更广泛
的经济增长与繁荣。
新冠疫情无情地揭露并加剧了美国社会的诸
多不平等现象，将美国置于其他系统性冲击的危

无处不在的不平等

险边缘。为遏制疫情蔓延，摆脱严重的经济衰退，
美国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消除这些不平等现象。否

许多美国工人及其家庭之所以处于众多不平

则，美国经济很可能将深陷衰退泥潭，而且更有

等中的不利一方，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导致的：政策

可能因健康或其他原因再遭重创，导致数百万人

制定者长期严重依赖市场来完成本应由政府完成

再次失业，使许多家庭陷入恐慌、饥饿和持久的

的工作，
而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有些被写入法律）

经济创伤。

使得政策制定者对其带来的不公正和经济影响视

在疫情来袭之前，美国经济正处于 2007 年
12 月大衰退后漫长的十年复苏期。但是，并非所
有的美国人在经济复苏中的经历都相同。最富有
的 1% 群体一如既往的富有，他们早在 2012 年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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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见。
本文将寻找导致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具体原
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保守派经济学
市场 ：

Boushey, revised 10/26/20

未来的工作和机遇

家提出主张，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是实现持续增
长和民众福祉的唯一途径。此后，除了少数例外，
这种意识形态一直主导着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
但事实证明，这种政策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此
外，本应中立和公平的市场管理规则，实际上已

图1

财富集中
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偏向最富有的5%的人群。
（2016年总收入或总财富的五分位数占比（%））

将经济风险从企业和富人转嫁给了中低收入家庭。 100
疫情进一步凸显了这种情况，即疫情导致大多数
低收入劳动者失业，或不得不从事易被感染并传
播病毒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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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这些举措反而减少了国家能够用于行使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2017年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的相关数据估算。

本政府职能和重要公共投资的资源。因此，美国

注：收入占比根据收入分配的五分位数计算，而财富占比根据财富分配的五分位数计算。

公共投资占 GDP（美国一年中生产的商品和服务
的价值）的比重降至 1947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多年来，不利于工会的
削弱劳动者的权力 ：
法庭判决和行政裁决，逐步削弱了美国工人争取
更高工资、更好福利、更安全工作环境的能力。
在 27 个州中，工作权利法增加了组建工会的难
度。由于雇主占据上风，
工人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
劳动者安全受到影响，这在疫情期间尤为突出。
美国在反垄断政策及其执行中
行业集中度 ：

GDP 的复苏，其将向政策制定者发出错误信号，
使其误认为普通美国民众的情况正在改善。
疫情导致的衰退对人
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
们造成了不同的健康和经济影响，这使美国由来
已久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问题更加严重。非洲
裔家庭的收入中位数是白人家庭的 59%，所有种
族的男性和女性中，男性每挣 1 美元，女性只能

（中位数）
。不同群体在职业中相互隔离，
的做法，使得美国各地的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 挣 81 美分
这使大型企业掌控了市场力量，从而可以开展定

其结果显而易见 ：医疗护理和服务人员奔波在疫

价、消灭竞争对手、压低工资并阻碍创新。更糟

情最前线，尽管这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女性和少

糕的是，相关证据表明这些政策一直在抑制企业

数族裔所占比例极高）
，但其中有些工作很难享受

的投资。疫情中，有些企业蓬勃发展，而小企业

带薪病假或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等福利。

则在生存边缘挣扎。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经济不
衡量经济规模 ：
平等开始加剧之前，GDP 增长是衡量大多数美国
人福祉的合理可靠指标。但是，随着经济不平等
程度上升到接近 1920 年的水平，GDP 增长带来

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数十年来的失败政
策所导致的。这种失败政策，更多是出于意识形
态而不是基于实际情况而制定的。过度追捧市场
的错误经济理念削弱了政府机构的能力，减少了

的好处集中流向前 10% 的最富有群体（见图 1）
， 对公共机构的资金投入，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集中，
而绝大多数群体的收入增速低于 GDP 增速，有些 削弱了劳动者的权力，也造就了自由放任的劳工
人的收入甚至根本没有增长，所以，GDP 主要反

规则带来的歧视性影响。政策抉择在建立市场结

映了最富有群体的情况。因此，随着未来几个月

构方面发挥着明确且持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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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美国经济彻底转型，政策制定者们就应明确认
识到市场无法发挥政府的职能。
建立更强劲、平等的经济

业发放股息和进行股票回购，要求银行在疫情期
间暂停资本分红，以促进信贷支持实体经济。

要使美国经济彻底转型，政策制定者们就应
明确认识到市场无法发挥政府的职能。

要解决行业过度集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加
强美国的反垄断执法，目前的执法力度处于几十年

首先，必须完全根除新冠疫情。这是当前的

来的最低水平。此外，还应完善反垄断法，尤其

第一要务，是确保公众健康和促进美国经济发展

是关于兼并和排他性行为方面的规定。立法者应

的首要任务。除此之外，要实现强劲可持续的经

考虑建立数字监管机构，以执行隐私法并鼓励数

济复苏和惠及全体民众的经济增长，还需要美国

字市场的竞争。

政府解决由来已久的难题，这包括 ：极其昂贵的

美国政府还应识别出复苏政策使哪些人受

医疗体系无法为数百万人提供足够医疗保障 ；教

益，哪些人未能获得帮助，以及需要进一步采取

育体系不能消除不平等，反而予以维持 ；大多数

何种其他措施。由于 GDP 总量无法反映该问题，

家庭的经济状况很不稳定 ；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 因此必须在各个层次上对收入进行分类，以衡量
要解决前述每个问题，都需要大量的公共投 每个群体的经济状况是否有所好转，这将为美国
资。虽然目前暂时无须担心由谁为此买单，但是
国家应主要（或完全）针对富人大幅增税，以着

政府制定复苏政策奠定基础。
美国的经济不平等与种族不平等问题密切相

手为解决有关问题筹集资金。此外，美国政府应

关。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传递的明确信息表明，

针对储蓄或海外财富（不包括经济投资或用于解

美国有色人种从来都不相信政府会为其利益行事。

决社会问题的财富）征收巨额财富税（见图 1）
。

因此，美国政府必须努力确保低收入的非洲裔、

政策制定者还必须全力解决行业集中度问题， 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能够在经济中培养和运用他
因为其导致了行业垄断（单一或少数买家或雇主）
， 们的才能和技能。
压低了工人工资，且对小企业生存构成威胁——
而小企业是创新和经济活力的源泉。要解决行业

法，因为美国白人拥有的财富比例过高。但是，

集中度问题，首先必须确保经济衰退和旨在帮助

要彻底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财产税的收入必须

企业渡过危机的计划不会加剧该趋势。到目前为

能惠及大多数穷人。税收收入必须用于最急需的

止，联邦政府在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中，对大型

投资，例如在有色人种社区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和

企业的援助规模远远超过对小企业的帮助。

治疗，明确制定并逐步推行支持低薪工人和护理

政策制定者还必须确保联邦政府的资金被用
于生产性活动，从而支持劳动者和客户的有效活
动，而不是用于回报富裕的股东。应禁止受助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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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政策，
并帮助少数族裔拥有的小企业。否则，
其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广泛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是，政府未制

未来的工作和机遇

定国家带薪家庭假和病假的有关政策，也未出台

的总统大选，还很可能仅沦为公众讨论的边缘问

国家方案以确保家庭能够获得低廉的优质育儿和

题。但今天，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学前教育。无法享受带薪休假、育儿假或负担不

然而，美国的政治体系深受根深蒂固的党派

起托儿所教育的家庭别无选择，只能牺牲自己的

偏见以及宪法和选举制度的困扰，这使得出台政

工作——而且经常是女性做出牺牲。为了实现这

策推动变革比阻碍这些政策的通过要难得多。但

两个目标，国会已经开始讨论相关立法工作，下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仍然相信，美国可能正

一届国会则应予以认真考量。

处于转折点，那些制定和倡导进步政策，力图减
少不平等现象并建立强劲、稳定和广泛增长的人
们，终会占得上风。

乐观的理由

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有能力制定相关政策， 希瑟·布希（HEATHER BOUSHEY）现任华盛顿公
实现其经济和社会的变革。直到不久前，政策制

平增长研究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且著有《松绑：

定者及百姓们茶余饭后讨论的一些问题，如新冠

不平等如何制约我们的经济，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

疫情、严重衰退、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最近

@HBoushey。
一书。可关注她的推特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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