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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思想和

斗争策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黑人融入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 本文就这两种思想和两
种策略的基本内容及其背后逻辑进行了探讨，指出，从本质上讲，杜波依斯希望并要求黑
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但是，当这些希望和诉求遭到白人社会拒绝和反对后，杜波依斯便
转向黑人民族主义。 终其一生，这两种观点交替出现在杜波依斯的政治思想和斗争策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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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黑人领袖中，杜波依斯（ Ｗ．Ｅ．Ｂ．Ｄｕ Ｂｏｉｓ） 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对美国黑人政治思想的贡献

尤为突出。 他的一生中始终贯穿着黑人民族主义和融合主义思想这两条主线。 所谓“ 民族主义”

就是拒绝同化，保持黑人民族特性；所谓“ 融入主义” 就是接受同化，融入于白人社会。 前者我们简
单地称为“ 要做黑人” ，后者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为“ 要做美国人” 。 杜波依斯认为，“ 既做美国人又做
黑人” 这种双重身份认同的矛盾心态存在于所有的黑人心中，并为此做了淋漓尽致的阐述：

黑人感到他的两重性：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因此，在他黑肤色躯体里存在着两个灵
魂、两种思想、两个不断争斗的理想和两种无法调和的奋斗精神。 美国黑人历史就是这样
一个奋斗历史，即：渴望获取自觉的人类尊严，把他的双重性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更好、更
真实的自我。 他不会使美国非洲化，因为美国有许多东西可以贡献给世界和非洲。 他也
不会让黑人灵魂在美国白人思想文化的洪流中漂白蜕变，因为他知道，黑人血液里潜藏着
整个世纪的信息。 实际上，美国黑人仅仅希望有可能既做黑人又做美国人……①
本文拟就杜波依斯指出的黑人双重身份认同问题做一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这种双重身份
认同的原因及其消长之结果。

一、 黑人民族主义思想
杜波依斯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的黑人学者和黑人思想家。 无论是他在美国东北部小镇上
遭受的种族歧视，还是他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感受到的种族偏见，杜波依斯始终十分清楚自己灵魂
归宿在何处。 １８８８ 年，杜波依斯以相当饱满的激情，写下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的感受：“ 种族分
离思想（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之中。 黑人出生在美国，但却遭到她的拒绝和排斥，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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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成为一个分离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民族” 。①为此，他提出发展黑人民族主义思想。

发展黑人民族主义思想，首先必须追根溯源，搞清弄懂本民族的本质特性。 在杜波依斯看来，

人类尽管在肤色、生理结构和外貌特征上存在诸多区别，但真正区别他们的是民族精神、民族心理
和民族文化。 诚然，各民族精神与其生理结构有关，但前者可以超越后者，因而它是确定该民族的
主要因素。②顺此思路，杜波依斯进而指出，既然各民族自有特色，她们之间不应存在优劣之分，更
不应该因民族差异而人为地实行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导致民族之间发生矛盾冲突。 恰恰相反，因
为人类世界存在着民族多样性，各民族都可以向世界文明发展贡献其独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使这
个世界更加丰富多彩。③

在这一框架之下，杜波依斯开始探讨黑人在人类大家庭里的作用和地位。 他承认，２０ 世纪之
前，黑人尚未给予世界文明以足够的贡献，其在世界大家庭的声音仍十分微弱。 但杜波依斯随即指
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并不是黑人民族本身没有富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世界，而是因为包括
美国黑人在内的黑人民族，长期以来受人压迫和剥削，致使他们在文化艺术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
受到抑制。 杜波依斯强调，这种情况不独黑人如此，其他有色人种也不例外，如亚洲那些沦落为殖
民地的国家等。④

既然黑人民族难以为世界大家庭做出贡献是由于外界歧视和压迫造成的，那么，黑人民族要履
行其义务的话，他们该怎么做呢？ 杜波依斯认为，黑人一是要积极斗争，消除白人社会对黑人的歧
视，二是要奋发努力，大力挖掘和充分开发黑人民族的文化宝藏，使黑人成为一个值得尊重的民族。
他认为，这两者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因为歧视是制约民族发展的最大障碍，一旦扫除了这一障碍，
民族发展之路就可以畅通无阻。 杜波依斯同时指出，黑人除了与白人种族主义势力开展斗争之外，
还必须注意在各方面发展自己，用自己的业绩和成绩来证明，黑种人与白种人之间不存在优劣之
分。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黑人有必要弘扬和振兴黑人文化艺术，让它们闪亮出应有的光芒。⑤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和黑人领袖，杜波依斯绝不回避黑人内部存在的问题。 譬如，他在解释黑
人之所以尚未为世界文明做出足够贡献时指出，来自外部的剥削和压制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黑
人自己本身也难辞其咎。 他曾不无痛心地指出，黑人中为数不少的人因长期生活在白人奴役之下
而缺少自主意识，其中很多人不仅缺失自律， 对自己没有基本的道德要求，而且政治觉悟低下，法
治概念单薄。 更有甚者，相当多的黑人言语粗俗、行为不端、性行为不检点，犯罪倾向严重，在社会
中造成了相当坏的影响。 杜波依斯为此提出，“ 除非我们黑人战胜自己身上的弊端恶习，不然，这
些弊端恶习必将战胜我们” 。⑥ 杜波依斯认为，惟其如此，蒙在黑人身上的耻辱才可能洗涮干净；也
唯其如此，黑人民族才可能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 他相信，“ 只要黑人尽其所能，朝着正确的方向
努力” ，他们完全能做到这一点，因为“ 在上帝创造的地球上，还没有一个民族在体力、智力和道德
方面有能力战胜黑人” 。⑦

除了在道德上自我提高、加强修养和增强民族自豪感之外，杜波依斯特别强调黑人的经济发

展，认为黑人有必要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工业技术，提供自己的生存能力。 杜波依斯对一味抱怨的黑
人很不以为然，认为大批黑人不思进取的懒惰行为将严重影响黑人的经济独立。 为此，他号召黑人
培养良好的工作习惯，勤奋劳动、自力更生，通过自己的顽强奋斗走出经济困境，成为经济上的强

①

“ Ｗ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Ｎｅｇｒｏ Ｄｏ？” ＭＳ， １８８９， 转引自 Ａｕｇｕｓｔ Ｍｅｉｅｒ， Ｎｅｇｒｏ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８８０－１９１５，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６， ｐｐ．１９０－１９１。
②③④⑤⑥⑦

Ｗ．Ｅ．Ｂ．Ｄｕ Ｂｏｉｓ， “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ｃｅｓ，” 转引自 Ｊｏｈｎ Ｂｒａｃｅｙ ｅｔ ａｌ．， （ ｅｄ．） ， Ｂｌａｃ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Ｂｏｂｂｓ⁃Ｍｅｒｒｉ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０， ｐｐ．２５４，２６１，２５５－２５６，２５６，２６０，２６０－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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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①考虑到种族主义在美国根深蒂固，黑人作为个人在经济独立路上难以作为，所以，杜波依斯号

召黑人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 不然我们黑人就没有机会取胜” 。 一旦千百万黑人一起行动起来，
加入到这股集体力量形成的洪流之中，黑人力量不仅让世人刮目相看，而且自己也会增强自信，实
行经济民族主义的目标。② 循此思路，杜波依斯积极鼓励和敦促黑人组建黑人银行、开办黑人企
业、建立黑人经济联合机构，通过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的合作方式提供黑人的经济实力。③
需要指出的是，发展黑人经济只是杜波依斯黑人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是他的
文化民族主义思想。 如果说前者是为了提高黑人的经济地位，为他们获得其他方面的平等权利提
供基础，那么，文化民族主义则是为了树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以赢得其他民族的认可和尊
敬。 杜波依斯始终认为，黑人的文化创造力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天性使他们成为天然的艺术家，
因为他们具有一种得天独厚的艺术感悟力。 正是这种天然的感悟力， 埃 及 人 和 哈 里 发 人 （ ｔｈｅ

Ｏｍｍｉａｄｓ） 创造了辉煌的艺术，贝宁人制造了技术精湛的铜器，而美国黑人则为美国贡献了爵士乐
这一“ 唯一真正的美国音乐” 。④

既然黑人具有如此明显的天赋，为什么他们在美国没有创造出与他们天赋相匹配的文化艺术

呢？ 杜波依斯认为，由于白人对黑人有成见， 不仅拒绝承认黑人艺术方面的特长，而且想方设法剥
夺黑人在文化艺术上的创作活动。 譬如，奴隶制时期，黑人生存都成问题，他们哪有时间和精力去
从事艺术创作？ 更为严重的 是，白人长期以来向黑人灌输种族主义思想，通过潜移默化的手段，让
黑人接受白种人优等、黑人劣等的说法，致使许多黑人怀疑自己的审美能力，不去注意开发和展现
自己的艺术才能。 为此，杜波依斯提出“ 双管齐下” 的建议，即一方面要求白人丢弃对黑人的偏见，
认真研究黑人在绘画、诗歌、舞蹈、音乐和民俗等方面的文化艺术成就，另一方面号召黑人摆脱自卑
心态，挖掘黑人的文化资源，用黑人的民族传统去创造灿烂的文化艺术，以此来证明“ 黑人能做到
这一点，因为他们是人类的一员” 。⑤

需要指出的是，杜波依斯的黑人民族主义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黑人，它还包括非洲的黑人

及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黑人，即泛非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的核心，用杜波依斯的话来讲，就是通
过“ 黑非洲的努力来让全世界的黑人获得拯救” 。⑥作为一个黑人，杜波依斯对黑非洲一直给予极大
的关注和殷切的希望。 早在 １９００ 年，他就对非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仅那年参加了在伦敦举行
的“ 泛非主义” 会议，而且还为会议起草了大会宣言。 在他看来，美国黑人问题与非洲黑人问题及
其他地区的黑人问题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２０ 世纪初，杜波依斯敏锐而又精辟地指出，“２０ 世界的
问题是肤色界限问题” ，即亚非拉有色人种与欧美白人之间的问题。⑦ 在杜波依斯看来，黑人的自由
和解放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非洲黑人还是美国黑人，抑或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黑人，他们
在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斗争中都应该互相支持、互相声援，结成一条坚固的统一战线，因为他们
的祖先都源于非洲，他们世世代代都遭受白人种族主义势力的欺凌和压迫，他们面临的敌人都是白
人种族主义。 杜波依斯表示相信：“ 未来世界将极有可能由有色人种来创造” ，因为“ 这个世界上的

①

Ａｕｇｕｓｔ Ｍｅｉｅｒ， Ｎｅｇｒｏ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８８０－１９１５， ｐｐ．１９３－１９４．

③

“ 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Ｂｌａｃ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ｄ “ 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Ｂｌａｃｋ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 转引自 Ｊｏｈｎ Ｂｒａｃｅｙ ｅｔ ａｌ．， （ ｅｄ．） ， Ｂｌａｃｋ

②

“ Ｎｅｇｒｏ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转引自 Ａｕｇｕｓｔ Ｍｅｉｅｒ， Ｎｅｇｒｏ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８８０－１９１５， ｐ．１９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ｐ．２６２－２６。
④

“ Ｔｈｅ Ｎｅｇｒｏ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 转引自 Ａｕｇｕｓｔ Ｍｅｉｅｒ， Ｎｅｇｒｏ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８８０－１９１５， ｐｐ．２０３－２０５。

⑥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ｙｏｎｓ， Ｂｌａｃｋ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１， ｐ．１１７．

⑤
⑦

“ Ｌｅｔ Ｕｓ Ｔｒａｉｎ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ｔｏ Ｓｅ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ｉｎ Ｂｌａｃｋ” ， 转引自 Ｊｏｈｎ Ｈ．Ｂｒａｃｅｙ ｅｔ ａｌ．， Ｂｌａｃ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ｐ．２７６－２８８。
Ｄａｖｉｄ Ｇ．Ｄｕ Ｂｏｉｓ，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Ｗ．Ｅ．Ｂ．Ｄｕ Ｂｏｉｓ”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３， ｐｐ．５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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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是有色人种” 。①

综上所述，杜波依斯的黑人民族主义既涉及经济民族主义，又关乎文化民族主义，还包括泛非

主义范围内的全世界黑人民族主义。 杜波依斯认为，这些不同层面和不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都是
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仅在某一层面或某种范围内实现的民族主义是不彻底的民族主义，只有多
层面、全范围实现民族主义才算是彻底的民族主义。

二、 融入主义思想
杜波依斯的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他比较极端化的黑人“ 自我隔离” 主张，只是他政治思想中的
一部分。 如同一枚硬币有两面一样，杜波依斯的政治思想还包括与民族主义相对应的另一部分，即
融入主义思想。 如果说他的黑人民族主义有黑人与白人相分离，甚至“ 自我分离” 的倾向，那么，他
的融入主义思想则恰好反其道而行之。 所谓“ 融入主义” 就是主张黑人融入白人社会，成为美国社
会的平等一员。 用更直白的话讲，黑人民族主义强调“ 做黑人” ，黑人融入主义讲“ 做美国人” 。

表面看来，民族主义与融入主义相互排斥，互不相容，实际上它们是一对矛盾统一体。 设想一

下，如果白人社会不设置种族隔离障碍，不歧视和欺压黑人，那么，黑人就可以融入白人社会，既没
必要强调黑人民族主义，更没道理“ 自我隔离” 。 同样，如果黑人真正要求分离或“ 自我隔离” ，最有
效且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此难题的方法，就是放弃他们的美国身份，返回非洲，获得全面彻底的自
由和解放。 但问题是，黑人不愿也没有理由离开这个他们一起参与建设的美利坚合众国。 于是，黑
人在强调民族主义的同时，又提出融入主义的主张。 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一种悖论，使黑人的身
份认同产生了混乱。 关于这一点，杜波依斯曾做过极为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黑人在美国被给予第二视觉，因为美国社会不让他具有真正意义的自我意识，而只是
让他通过另外一个世界来展现自己。 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是一种双重意识，一种永远只
有借助他人眼光来了解自己的感受。 那个世界带着蔑视和怜悯看着你，而你必须用他规
定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灵魂。 黑人感到他的双重性，既做美国人，又做黑人……正是黑人
的执著和坚强，他的躯体才没被撕裂成二。②
相当程度上讲，正是杜波依斯认识到了黑人的这种双重性，他在鼓励和敦促黑人继承和发扬黑
人民族主义精神、提高和发展黑人经济力量时，始终没有忘记黑人的美国人身份。 换言之，杜波依
斯在矢志推进黑人民族主义时，积极争取黑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公民权利，“ 使黑人不仅为自己
是黑人而感到自豪，而且还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自豪” 。③这里所谓的“ 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自
豪” ，实际上指的就是让黑人融入美国社会，像所有其他美国人一样，享受美国公民应有的一切权
利，行使美国公民应有的一切义务。 杜波依斯认为，惟其如此，黑人才可能不再生活在美国白人社
会之外的另一个世界里，低声下气地受白人种族主义势力的欺压和歧视。
然而，在美国这样一个种族主义思想如此根深蒂固的社会里，黑人要昂起头来“ 做自豪的美国
人” 又谈何容易？ 为实现这一目标，杜波依斯提出了融入主义。 在杜波依斯看来，白人社会是不会

主动“ 打开大门” ，请黑人融入他们白人世界的。 既然如此，黑人要融入白人社会就必须积极行动，
①

Ｗ．Ｅ．Ｂ．Ｄｕ Ｂｏｉｓ， “ Ｐａｎ⁃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Ｎｅｗ Ｒａｃｉ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 转引自 Ｃａｒｙ Ｄ．Ｗｉｎｔｚ （ ｅｄ．）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１８９０－

１９３０，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Ｅ．Ｓｈａｒｐｅ， １９９６， ｐｐ．１５２－１５５； Ｄａｖｉｄ Ｇ．Ｄｕ Ｂｏｉｓ，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Ｗ．Ｅ．Ｂ．Ｄｕ Ｂｏｉｓ”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３， ｐｐ．５９－６９。
②
③

５０

Ｗ．Ｅ．Ｂ．Ｄｕ Ｂｏ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ｌｓ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Ｆｏｌｋ， ｐ．３．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Ｒｕｄｗｉｃｋ， Ｗ．Ｅ．Ｂ．Ｄｕ Ｂｏｉｓ：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ｒｏ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ｔｈｅｎｅｕｍ， １９６８， ｐ．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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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抗议和抗争手段，尽一切可能“ 拉开” 进入白人社会的“ 大门” 。 作为一个每日目睹黑人遭受欺
凌、自己不时受到白人歧视的黑人知识分子，杜波依斯早就意识到，鼓动（ ａｇｉｔａｔｉｏｎ） 和抗议（ ｐｒｏｔｅｓｔ）

是黑人进入美国社会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道理很简单，如果黑人自己不鼓动抗议的话，美国白人社
会绝不会主动“ 邀请” 黑人进去。 这里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为何需要这样强
调？ 如此不言自明的主张为何没有其他人提出？
这里，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考察一下该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从时间上讲，杜波

依斯鼓动和抗议的主张是 ２０ 世纪初提出的。 其时，白人社会，尤其是南方种族主义势力为代表的
白人社会，以种种合法或非法方式，政治上剥夺黑人的公民权利，经济上剥削黑人的辛勤劳动，社会
上把黑人与白人隔离开来，文化上向黑人灌输白人至上主义思想，致使黑人生活在压抑又无可奈何
的氛围之中。 在白人种族主义势力淫威之下，黑人领袖中鲜有人提出抗议形式的斗争。 于是乎，以
布克·Ｔ·华盛顿为代表的妥协主义观点成了当时美国黑人的主导思想。 在这种万马齐喑的背景
下，杜波依斯提出鼓动和抗议的政治主张，足见其政治胆略非同一般，其思想敏锐度高人一筹。

具体而言，杜波依斯所说的“ 鼓动” ，就是呼吁黑人不要麻木不仁，听任白人种族主义者肆意欺

压，而是应该行动起来，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与白人种族主义者做斗争。 杜波依斯的所说的“ 抗
议” ，就是要求黑人向一切剥夺黑人政治公民权、经济发展权和社会平等权的法律和政策进行抗
议，展开斗争。 杜波依斯认为，黑人在抗议和斗争中，必须设法揭露种族主义的本质，突显它们与美
国自由、民主、平等理念的矛盾，争取黑人作为美国公民在所有这些方面理应享有的权利。
如前面所提及的，当时，白人和大多数黑人都认同布克·Ｔ·华盛顿“ 逆来顺受” 的观点和迎合
白人要求的妥协立场。 杜波依斯所提出的“ 鼓动” 和“ 抗议” 的主张显得与它们针锋相对、格格不
入。 为了据理力争，杜波依斯在其撰写的《 关于布克·Ｔ·华盛顿先生及其他问题》 一文中，一方面
对华盛顿的妥协调和思想进行驳斥，另一方面去争取华盛顿认为尚没必要但杜波依斯认为必不可
少的三大权利———选举权、公民权和受教育权。 杜波依斯承认，在种族主义盛行于世的情况下，这
些权利未必即可获取，但是，黑人决不应该因此而“ 自愿放弃这些权利，更不能坚持说不需要这些
权利” 。 恰恰相反，杜波依斯认为，黑人应该知其难而迎头而上去积极争取，因为“ 一个民族要得到
尊重，不是通过贬低和取笑自己的方法” ，而是通过与反动势力展开斗争的方法。 为此，杜波依斯
向自己的同胞大声疾呼，在争取这三大权利时一定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因为“ 选举权对现代人
类来说必不可少” ，平等权对维护人的尊严至关重要，“ 至于受教育权，则是白人和黑人都需要” 。①

鉴于“ 鼓动” 和“ 抗议” 是黑人融入美国白人社会的基本途径，杜波依斯在其 １９０４ 年撰写的《 分

道扬镳》 一文中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他指出，美国黑人自开始为自由斗争起就在下列问题上形成
了基本的认识：所有层次的教育应该向黑人开放；美国所有公民都享有选举权；一个人的尊严和个
性只有在健全的民权体制下才可能得到保障；黑人未来必将成为拥有所有政治和公民权的美国人，
并将为此而不懈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② 他认为，这些思想是指导黑人政治斗争的基础，偏离
了它们，黑人就难以在美国生存，更遑论以平等公民身份享受美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

杜波依斯在黑人公民选举权和公民平等权（ ｖｏｔ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 等基本人权

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坚定不移、旗帜鲜明。 无论是在由他组织发起的“ 尼亚加拉运动” 中，还是在
他参与介入的“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组织中，他都一以贯之地为黑人公民权和平等权而大声疾
①

Ｗ．Ｅ．Ｂ．Ｄｕ Ｂｏｉｓ， “ Ｏｆ Ｍｒ．Ｂｏｏｋｅｒ 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Ａｕｇｕｓｔ Ｍｅｉｅｒ （ ｅｄ．） ， Ｎｅｇｒｏ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②

Ｗ．Ｅ．Ｂ．Ｄｕ Ｂｏｉｓ， “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ｓ” ， ｉｎ Ｃａｒｙ Ｄ．Ｗｉｎｔｚ （ ｅｄ．）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ｐ．９５－９８．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Ｂｏｂｂｓ⁃Ｍｅｒｒｉ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ｃ．， １９６５， ｐ．５１， ５３－５４．

５１

《 世界民族》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呼，成为马丁·路德·金之前黑人领袖中“ 为争取黑人公民权，为黑人融入美国社会而奋斗的最坚
定不移的鼓动者、最具饱满精神的斗士、最耀眼夺目的勇士” 。① 借助其充满激情的战斗之笔和雄辩
有力的犀利语言，杜波依斯在其主编的《 危机》 和《 地平线》 刊物上反复强调，要融入美国社会，黑人
必须先要赢得政治选举权和公民权。 没有这两种权利，黑人的经济财产得不到保障；一旦经济财产
得不到保障，他们的生存就受到威胁。 如此恶性循环，黑人不仅政治上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而且
经济上也将受人控制，丧失自立能力。 他坚持认为，黑人只有当政治选举权和社会平等权都获得之
后，他们才可能融入美国社会。 回避它们，黑人将“ 招来灾难” 。②

既然“ 鼓动” 和“ 抗议” 都不是一两个人或一两个组织能完成的时期，既然争取选举权与黑人命

运休戚相关，那么，此使命该由谁来担当呢？ 动员所有的黑人自不必说，但更重要的谁来充当先锋
领导角色。 在杜波依斯看来，大多数黑人长期以来遭受压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无法胜任
这一角色。 为此，他把拯救黑人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所称作的“ 十分之一人才” （ ｔａｌｅｎｔｅｄ ｔｅｎｔｈ） ，因
为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广博、目光远大、富有雄心壮志，不仅能为黑人群众指点迷津，而且
还能身体力行地带领黑人去争取公民权，实现融入美国社会的最终目的。③ 简言之，黑人中的“ 十
分之一人才” 将以他们的才华赢得白人的尊重，为黑人融入美国社会开辟一条通道。
综上所述，杜波依斯在提出黑人民族主义的同时，还提出了黑人融入主义的观点，认为作为

“生于斯、长于斯” 的人群，黑人有一百个理由做美国人的权利。 只要美国社会向他们开放，他们将
乐意融入进去。

三、历史意义
从本质上讲，杜波依斯有关黑人能够融入美国社会的思想根植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 无论是
从他所接受的教育来看，还是从他的著述内容来看，杜波依斯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坚信美国
自由主义思想的黑人领袖。 他对美国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对美国的价值观、人权观和立国精神都
一一认同，奉为圭臬。 当他宣称“ 既做骄傲的美国人，又做骄傲的黑人” 时，他对美国信条的认同和
赞许已昭然若揭、不言自明。 之所以在“ 做骄傲的美国人” 时，“ 又做骄傲的黑人” ，是因为黑人还有
许多不同于白人的民族文化特性。 换言之，杜波斯依认为，“ 从出生地、语言、政治理想和宗教信仰
上讲，” 黑人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但是，从文化习俗、家庭价值观和民族传统来讲，黑人具有独特
而又鲜明的民族特点。④
在杜波依斯看来，黑人的美国人身份原本无可置疑，但是，由于白人种族主义思想的作怪，黑人
先是沦为奴隶，继而成为二等公民，且长期以来被看做黑人，而不是美国人。 在他对美国自由主义
理念和自由主义实践感到彻底失望之前，杜波依斯基本上一直坚持认为，只要消除白人偏见，只要
种族之间加强沟通，只要黑人坚持奋斗，黑人是可以融入美国社会的。 下面一段文字很能说明杜波
依斯的思想转变过程：
我们要什么？ 我们在追求什么？ 这些问题昨晚提出时，它们的答案相当明确：我们要
做美国人，做完完全全的美国人，拥有其他美国公民享有的一切权利。 但是仅就如此而已
吗？ 我们仅就想做美国人吗？ 我们黑人的脑海中，都曾闪现过一次美国应该是怎样一个
①②

Ａｕｇｕｓｔ Ｍｅｉｅｒ， Ｎｅｇｒｏ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８８０－１９１５， ｐ．２００．

③

Ｗ．Ｅ．Ｂ．Ｄｕ Ｂｏｉｓ， “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ｎｔｅｄ Ｔｅｎｔｈ” ， ｉｎ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Ｒｕｄｗｉｃｋ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Ｌ． Ｂ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 ｅｄ．） ， Ｂｌａｃｋ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④

Ａｕｇｕｓｔ Ｍｅｉｅｒ， Ｎｅｇｒｏ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８０－１９１５， ｐｐ．１９４－１９５．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ｐ．４７－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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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清晰想法，我们黑人依一种美国白人看不到的方式观察美国。 目睹它仍是这个样
子（ 歧视和压迫黑人） ，我们对它现在的理念还会满意吗？①
这是杜波依斯 １９２６ 年写下的文字。 他自问自答的句子显露出他忽而确信忽而疑惑的语气，表

明他“ 昨晚” 对做“ 完完全全的美国人” 仍确信无疑，但此时此刻却疑惑不已。 这说明，只要存在些
许希望，只要白人社会平等对待黑人，只要黑人能够享受白人享受的权利，杜波依斯就会为黑人融
入美国社会去积极争取，成为“ 完完全全的美国人” 。 但是，一旦种族主义变本加厉，致使所有这些
希望落空，那么，杜波依斯就会对“ 仅仅就想做美国人” 的想法打上问号，并由此转向“ 做黑人” 的
主张。

就杜波依斯而言，“ 做美国人，还是做黑人” 这个问题，就如同哈姆雷特一直不停追问的“ Ｔｏ ｂｅ

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ｂｅ” 的问题一样，始终困扰着他，贯穿于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历程。 作为一个出生于美国，且
又笃信美国自由主义理念的黑人思想家，杜波依斯当然想做一个“ 骄傲的美国人” 。 但是，作为一
个认同自己民族文化、关心自己民族命运的黑人领袖，他又想做一个“ 骄傲的黑人” 。 杜波依斯对
“美国人” 和“ 黑人” 这两种身份认同和追求，决定了他的政治思想必定要在民族主义和融入主义之
间徘徊。 有的时候，前者占上风，有的时候，后者占主导地位，其立场变化主要取决于白人社会对黑
人的接纳和排斥程度。 白人社会接纳程度高，黑人融入主义更可能占上风；反之，白人社会排斥程
度高，黑人民族主义更可能占主导地位。 毋庸说，最理想的结局当然是白人社会允许他们“ 既做美
国人，又做黑人” 。 然而，在杜波依斯生活的年代，这种想法只能是“ 一厢情愿” 之妄想。 于是，黑人
只能在“ 做美国人” 和“ 做黑人” 之间“ 切换” 徘徊，忽而高呼融入主义的口号，忽而擎起民族主义的
旗帜。
目前为此，杜波依斯是美国黑人领袖和黑人社会活动家中思想最丰富，且把其思想阐述得最清
晰和最完整的人。②无论是在论述黑人民族主义思想方面，还是在阐述黑人融入主义思想方面，杜
波依斯都以其深邃的见解和透彻的分析，显示出他胜于其他黑人领袖的才华和能力。 以黑人民族
主义为例。 布克·Ｔ·华盛顿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侧重于黑人的自尊、自助和自律，以及通过勤劳
简朴的生活方式在经济上取得成功，赢得白人的尊重，直至最后在白人社会认可和接纳的基础上，
成为社会的平等一员。 杜波依斯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内容更多更广，而且意义更深更远。 他不仅
包括黑人的良好教育、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个人素质，而且还包括黑人寻找挖掘黑人民族历史、继
承和发扬黑人民族传统文化，创作建设黑人民族文化艺术。 更重要的是，杜波依斯坚持认为，黑人
一定要先争取政治选举权和社会平等权，以确保自己的其他权利得到保障。 此外，杜波依斯的黑人
民族主义思想还包括非洲和其他地方的黑人。 他主张全世界黑人团结起来，反对殖民主义，共同为
世界文明和进步事业做出贡献。
同样，杜波依斯在黑人融入主义问题上的思想深度和广度也胜于其他黑人领袖。 总体上讲，不
少主张黑人融入美国社会的黑人领袖大多强调黑人有权利成为美国人，有权利享有美国公民的所
有权利，较少或鲜有明确分清黑人民族特性与美国黑人身份直接的关系。 杜波依斯不同。 他毫不
含糊地申明，美国黑人既要做“ 骄傲的美国人” ，又要做“ 骄傲的黑人” 。 用现在多元文化主义理论

来解读他的这一观点，那就是杜波依斯反对黑人在美国大熔炉里被熔化掉，即被以信奉新教的盎格
鲁 －撒克逊白人（ Ｗｈｉｔｅ 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缩写 ＷＡＳＰ） 为代表的白人主流文化所同化。 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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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黑人保护和维护自己的民族特性，为美国文明进程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换言之，杜波依斯
所说的黑人融入美国社会，指的是黑人既有权利全面参加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活动，又
有权利按照自己文化习俗和传统价值在美国生活。① 根据杜波依斯的描绘，在这种多元文化模式
下，包括白人和黑人在内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 将在平等、包容、正义、和谐的基础上共同生

活” 。②显然，与其他黑人领袖的融入主义思想相比，杜波依斯的融入主义思想，不仅层次上更分明、
意义更深刻，而且更高瞻远瞩、也更富有想象力。

总而言之，作为学者、鼓动家和思想家，杜波依斯对美国黑人的民权斗争、美国黑人政治思想发
展和美国民主实践的改进，都做出了不少贡献。 他以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向世人尤其是向自己的黑
人同胞证明：黑人不必因自己是黑人而感到耻辱，更不必为此而甘做“ 二等公民” 。 他赞叹西方文
明，认同西方政治价值观，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崇高理想。 这些是他主张黑人融入主义的思想基
础。 与此同时，杜波依斯珍惜黑人民族的文化传统，坚信黑人的独特习俗、艺术创造、历史经验和价
值观念，都可以给白人社会提供全新的精神养料。 这些构成了他黑人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 当白
人主流社会比较开明、比较宽容和比较开放时，杜波依斯更可能主张和提倡黑人融入主义。 相反，
当白人主流社会比较保守、比较歧视、比较排外时，杜波依斯更可能主张和提倡黑人民族主义。
换言之，杜波依斯的黑人融入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成交替变动状态。 其

“ 切换” 时机和程度主要取决于白人主流社会对黑人诉求的回应方式和回应程度。 这是因为，从本

质上讲，黑人愿意并要求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员。 此时，融入主义往往占上风。
但是，当他们的诉求遭受拒绝和排斥后，当他们的希望反复被白人种族主义势力粉碎后，黑人便转
向民族主义。 此时，民族主义常常成为黑人的主导思想。 毋庸说，这种“ 切换” 并不是绝对意义上
的，更多情况下它们交互转化。 毕竟，就杜波依斯和其他无数的黑人而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
是想“ 既做美国人，又做黑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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