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
给我们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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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造成的代价
解决系统性种族主义是一项道德使命；同时它也可以让经济更强大
约瑟夫·洛萨维奥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
、布伦娜·泰勒（Breonna Taylor）
、艾哈迈德·阿
贝里（Ahmaud Arbery）
，三名美国黑人无故被杀，这提醒世界，系统性种族主义在美
国仍然非常真实地存在着。这些死亡事件在初夏时节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代表
了人们对美国自建国以来便一直困扰其社会的种族主义的更深的愤怒和绝望。
随着抗议活动在世界范围内蔓延，许多人开始将注意力从对美国黑人的声援转
移到自己国家的种族不公正上。阿达马·特拉奥雷（Adama Traoré）
、若昂·佩德罗·马
托斯·平托（João Pedro Matos Pinto）
、小大卫·邓盖（David Dungay, Jr.）
，这些名字
来自不同国家，但同样是受害者 ；他们的死亡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存在于全球的系统
性种族主义，并促使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变革。
人们要求终结种族主义，并对其遗留问题给予补救，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确的，
而且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继续否认种族主义的存在，拒绝正视它，对我们世界的活力、
凝聚力和繁荣都会造成伤害。

一个国家的诞生
美国自独立以来就是一个多种族国家，
它一直在努力克服许多人所说的
“原罪”
——
奴隶制，以及废除奴隶制之后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种族歧视。系统
性的种族主义始终是美国的一个负担，美国黑人首当其冲地承受着其中的种种问题。
存在于美国各地警察部门的种族主义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根据
《华盛顿邮报》
和《卫报》的分析，美国黑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2 倍。
这是系统性种族主义最广为人知的表现形式之一，但真实问题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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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种族主义在医学界非常猖獗；
2016 年， 为它根本不存在种族主义。
”由于拒绝正视种族
美国国家科学院发现，在美国的医学院中，29%

问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官方政策，这个国家没

的白人一年级新生认为黑人的血液凝结速度比白

有为应对系统性种族主义做好准备。

人快，21% 的人认为黑人有更强的免疫系统。这

法国的警察执法可能不如美国那么致命，但

种误解往往导致预防性医疗措施不足和治疗质量

是暴力和歧视行为更多针对的是少数民族，而不

的低劣，进而导致黑人的整体健康状况比白人更

是法国白人。被认为是黑人或阿拉伯人的年轻男

差。美国心脏协会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种族主

性面临身份检查的可能性比白人要高 20 倍。20%

义医学观念导致美国黑人女性死于心脏病的几率

的年轻法国黑人或阿拉伯裔法国人报告说自己在

比白人女性高出三分之一。

最近与警察的交互中曾遭受暴力对待——这一比

几十年来，种族主义限制了黑人的经济发展。 例远高于白人的 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

然而，在美国，这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远远

促进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壮大，但来自南方的白人

超出了警察执法这一领域。根据智库机构蒙田研

国会议员不顾一切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在他们

究所（Institute Montaigne）的数据，在一个宗教

的坚持下，黑人基本上被剥夺了该法案提供的权

信仰往往与种族密切相关的国家，被雇主认为是

联邦住房管理局的“红线政策”拒绝为黑人社区

基督徒的求职者低 4 倍（Valfort 2015）
。巴黎东大

的按揭贷款提供担保，将美国黑人排除在最常见

2018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相对于名字听起来像法

的一条财富积累途径——拥有住房之外。这些因

国人的求职者，名字听起来像阿拉伯人的求职者

素都影响了持续存在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贫富差

得到雇主方的回应少 25%。

距。根据麦肯锡 2019 年的一份报告，中产阶级
黑人家庭的财富比白人家庭少了 10 倍。

自由、平等、博爱——是给哪些人的？

种族民主还是种族主义民主？
巴西对种族主义的看法也深深植根于其国家
自我形象中。在许多人的眼里，巴西是一个“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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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其他国家，如法国，也经历过类似的根

民主”国家。这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巴西 1888

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尽管该国的民族神话声称自

年废除奴隶制（西半球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

己是一个坚定的“色盲社会”
。政府拒绝在人口普

家）后，便直接过渡到了参与式的多种族民主政

查中汇集关于信仰、种族或肤色的统计数据。这

体国家，避免了美国和南非等国以写入法律等形

种普遍主义者的观点掩盖了由历史暴行所导致的

式所形成的制度性歧视。在许多巴西人的心目中，

现代种族主义。和欧洲许多国家一样，法国在美

种族主义和歧视在巴西并不存在，毕竟，巴西从

洲延续以种族为基础的殖民奴隶制中所扮演的角

未通过像“吉姆·克劳法”
（Jim Crow）之类的制

色经常被误解，导致人们认为种族主义是一个新

度性种族隔离法律，所以它怎么可能有真正的种

世界而非旧世界的问题。

族主义呢？

正如图尔大学非洲移民研究专家马波拉·索

然而，在一个大多数人口都是非裔或至少带有

马霍罗（Maboula Soumahoro）对“法国 24 小时

部分非洲血统的国家，巴西的黑人在主要生活质量

新闻台”所说 ：
“由于奴隶制在大陆是非法的，于

指标上远远落后于白人。巴西黑人的受教育程度要

是法国人有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现代世界所特有

低得多。例如，根据 2012 年的一项调查数据，在

的这种高度种族化的历史只与美洲有关，
”他又补

16 岁以上的非洲裔巴西人中，只有不到 13% 接受

充道，
“法国并非对种族主义视而不见。法国认

过高等教育，比白人低 15 个百分点（Pereira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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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及其相关利益，不管某个黑人是不是战争英雄。 穆斯林的男性获得面试机会的可能性比被认为是

韧性

种族主义色彩越淡薄，社会经济越强大。
有些人会把问题归因于阶级差异，而不是种

一场世界性的灾祸

族 ；然而，一项研究发现，对于生活在同一巴西
家庭的一对双胞胎，如果一个被标记为白人，另

当然，这三个国家不是唯一存在种族主义并

一个被标记为非白人，非白人双胞胎在受教育程

承受着其对社会和经济有害影响的国家，更多国

度上明显处于劣势，如果双胞胎是男性的话情况

家需要承认并面对种族主义的存在。

尤甚（Marteleto and Dondero 2016）
。

例如，在乔治·弗洛伊德抗议事件后对澳大

在执法部门的暴力行为中，巴西黑人也首当

利亚人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78% 的受访者表

其冲。2018 年，巴西警方杀害了 6220 人，尽管黑

示，美国政府一直不愿解决种族主义问题。与此

人占巴西全国人口的一半，但被害人中黑人的比

同时，只有 30% 的人认为澳大利亚的警察队伍中

例占到了 75%（Sakamoto 2019）
。

存在制度性种族主义。但这一观点显然与澳大利

这些系统性因素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经济后

亚土著居民的生活经历不符，同时也与阿尔弗雷

果。巴西地理与统计研究所在 2019 年的一项研

德·迪肯研究所认为的 2001—2011 年澳大利亚因

究发现，白人工作者的平均收入比黑人和棕色人

种族主义损失了449 亿澳元这一观点有冲突。

种工作者高出 74%，而且多年来这一差距一直保

各国不应该仅仅因为解决种族主义有助于发

持稳定。即使在同等教育水平下，非洲裔巴西男

展经济才试图去解决它。它是国家欠本国公民的

性的收入也只相当于白人男性的 70%，而非裔巴

一项债务。世界需要明白这样一点，即对尊重人

西女性的收入仅为白人女性的 41%。

权和种族平等的承诺不应该只是一个被动的价值
观声明。它应该是对行动的呼吁，同时还需要辅

经济成本

以积极的措施来承认、理解、衡量并最终根除系
统性的种族主义。世界正处于一个拐点上，我们

系统性种族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是
真实存在的，并且我们有强有力的道德理由去解

的政策制定者必须直面这一时刻。否则，种族主
义将继续让我们所有人付出代价。

决它。然而，在这场关键对话中，更广泛的经济
层面的因素却往往会被忽视。由于系统性的种族

乌约瑟夫·洛萨维奥（JOSEPH LOSAVIO）是世界
主义会阻碍人们充分发挥其在经济方面的潜力， 经济论坛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服务领域的专家。
社会也将因此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一个种族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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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巴西正在失去大量潜在的消费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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