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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60—80年代，美国非裔妇女的就业状况得到改善。民权运动为其走向工作岗位减轻了来自种族方面

的歧视；第二次妇女运动为其加入劳动力大军减轻了来自性别的歧视；二战后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

蔓延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就业机会。因此非裔妇女就业范围有所扩大、就业领域逐步扩展。然而，传统社会带来的种族歧

视和性别歧视并未完全消除，在双重歧视的压力下，非裔女性的就业前景相对于白人女性而言仍旧显得步履维艰，广大非

裔妇女贫困化问题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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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In the 1960s and 1980s,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improve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reduced racial discrimination for them to move to work, and the
second women’s movement reduced discrimination from gender for them to join the workforce. The adjustment
of America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rapid sprea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have provid⁃
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so the scope of employment of African-American wom⁃
en has been expanded, and the employment field has gradually expanded. However, the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eliminated. Under
the pressure of double discrimination, the employment prospects of African-American women are still more ob⁃
vious than those of white women. Difficulties, the vast number of African-American women poverty problem is
very prom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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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至80年代，美国妇女的就业取得了

新进展，这主要是由于民权运动和第二次妇女运

动的影响。非裔妇女作为“少数中的少数，奴隶中

的奴隶”［1］，就业状况也有所改善，但是传统社会

带来的种族主义观念和性别歧视依旧阻碍非裔妇

女的就业进一步向前迈进。学界有关这一时期美

国非裔妇女就业问题的研究，主要散见于对美国

妇女和美国就业问题的整体研究中，尚未见到专

门的有关研究。因此对 20世纪 60—80年代美国

非裔妇女的就业状况和就业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将有助于对美国社会整体、妇女就业等相关问题

的研究。

一、60—80年代非裔妇女就业状

态特征
（一）20世纪60年代前非裔妇女的就业

状况

20世纪60年代前，美国非裔妇女的就业状况

在二战前和二战后呈现不同的变化。在大萧条时

期，由于就业岗位有限，大量男性占据了就业市场

的主要份额，美国女性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主要承

担着家庭的重担，尤其是非裔妇女在这一时期主

要从事着一些传统的家务劳动性质的工作，很少

真正步入社会上的一些体面工作。在二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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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男性奔赴战场，从而导致大量的岗位空

缺。在二战期间，美国为了支持世界性的反法西

斯战争，需要生产大量的军火、物资，于是妇女得

以进入许多空缺的岗位，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这一

时期非裔妇女加入劳动力大军的浪潮，也涌入到

各行各业中去。二战后至60年代期间，由于战争

中奔赴前线的军人回到就业岗位，非裔妇女也考

虑到自身的性别因素，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因此一部分非裔妇女决定返回家庭。但是二战后

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产生了

许多新兴职业，非裔妇女在就业中体会到的满足

感也使得大部分非裔妇女依旧在就业岗位上停

留。总体而言，在 20世纪 60年代以前，非裔妇女

的就业状况是呈螺旋式上升的，虽然在某个具体

阶段会受到特殊条件的影响，但是并不影响整体

的上升趋势。

（二）1960—1980年代非裔妇女的就业

状况

与 60 年代之前的美国妇女以家庭为中心相

比，60—80年代美国妇女大批地走出家庭，走向社

会就业岗位。拥有不同肤色、不同年龄阶段、处于

不同阶层以及具有不同教育水平的妇女纷纷加入

劳动大军的行列，就业人数较之前出现了新的增

长，就业领域也得到了拓展。据调查，1970年，就

业妇女占全美女性人口总数的 43.3%，十年之后

的1980年，妇女就业比例上升到了51.2%，这个比

例说明经过20年的发展，美国妇女的就业人数首

次超过了未就业的人数［2］。美国妇女在就业人数

上出现如此可喜的变化，妇女人数的一半都加入

劳动大军的行列，非裔妇女追随白人妇女，也踊跃

加入就业队伍，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算是非裔妇女

在就业领域取得的新突破。1980年美国人口种族

普查结果显示，其中白人1.88亿，黑人2 700万，分

别占全国总人数的 84.6%和 12.2%［3］。在黑人群

体中，大约有一半是非裔妇女，因此，非裔妇女的

就业状况影响着黑人整体的就业状况。

由表1可见，在美国，非裔妇女从事白领职业

的比例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从1964年所占职业妇

女的 23%上升到 1974年的 42%，出现这样的结果

与妇女运动的再次兴起和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是

分不开的。非裔妇女从事白领职业人数所占比例

的增加反映了她们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

好的就业环境，从自身提高了整体素质，同时也说

明随着非裔妇女自身的觉醒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美国社会在就业观念和待遇上不得不认同非裔妇

女。另外，非裔妇女一直以来所从事的传统服务

行业的比例从 1964 年的 56%下降到 1974 年的

37%，这不一定反映非裔妇女在从事服务行业上人

数的减少，但从一个侧面可反映美国非裔妇女从

事白领或其他职业人数的增加和比例的上升。与

此同时，非裔妇女在蓝领职业的比例从1964年的

15%上涨到1974年的20%，基本保持稳定状态。

谭晓雅：美国非裔妇女就业问题探析（1960—1980）

年

1964
1970
1974

就业行业及就业率

白领职业（%）

23
36
42

蓝领职业（%）

15
19
20

服务行业（%）

56
43
37

农业（%）

6
2
1

表1 非裔妇女就业状况［4］

非裔妇女的就业范围不断得到扩大，她们获

得了进入以前不能从事的职业领域的权利。在政

治领域，美国非裔妇女获得了进入国会和成为议

员的权利，能够为自己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发出声

音［5］。在高科技领域，随着非裔妇女整体素质的

提高，到1980年从事各类高端领域的黑人男子和

妇女所占比例基本持平。另外，能够说明非裔妇

女就业状况改善的数据：在所有的黑人科学家中，

非裔妇女超过 33%。另外占黑人的 77%、妇女的

15%的非裔妇女从事数学科学［6］。在 1971 年至

1981年的十年间，从事律师、法官、工程师等职业

的非裔妇女的比例呈大幅上升趋势［7］，伴随着妇

女平等就业机会的实现，非裔妇女在一些男性职

业中增加了她们的存在感。尽管非裔妇女在就业

领域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很多可能也是首创性

的，但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因为种族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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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原因在劳动力市场上仍处于劣势。一直以

来，非裔妇女的就业状况就比白人妇女要差，她们

长期从事着低地位、低工资、低保障的蓝领和服务

工作，进入管理阶层的往往少之又少。

二、影响就业改善的因素分析
（一）民权运动对非裔妇女就业的推动

1955年 12月，因非裔妇女罗莎·帕克斯在公

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被捕入狱，非裔群体开

启了大规模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这是非裔群体

抗议美国社会在公共设施领域内实行种族隔离的

导火线，也是美国这一时期开展民权运动的起

点。黑人民权运动的急剧发展，最终使得一系列

有关黑人民权的法案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例如

《1957 年民权法案》、《1964 年民权法案》以及

《1968年开放住房法》等，这些政策的推行使得黑

人在经济、政治和教育地位方面得到很大的改善

和提高，给予了黑人平等、自由和尊严。

其中《1964年民权法案》［8］中关于取消种族、

肤色和性别歧视的规定，使非裔妇女获得了实实

在在的权益，其中规定了禁止在就业中实行种族

和性别歧视。此法案的颁布表明工作机会和职位

的晋升不再以肤色、种族和性别差异作为评判标

准，而是以个人能力作为衡量的标准，这样就增加

了非裔妇女的就业和晋升机会，促进平等就业。

除此之外，《1964年民权法案》最终以立法的

方式使得美国“肯定性行动”最终出台，美国总统

林登·约翰逊在1965年签署第11246号行政命令，

向美国民众宣布政府在以后的就业中不会存在任

何的歧视，并且宣布确保任何的申请人、受雇人以

及任何雇员在其参加工作期间，无论是薪资还是

待遇以及其他的福利，不会因其种族、信仰、肤色

或民族甚至性别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就是

说，《1964年民权法案》的出台，标志着肯定性行动

向联邦政府就业和联邦合同领域就业的深入发

展，它旨在消除就业领域对除白人之外的其他少

数种族的歧视和区别性对待。作为美国历史上重

要的行政命令，它与民权法案一道，成为鸟之两

翼、车之两轮，不但改进了美国少数种族的就业状

况，而且促进了美国妇女尤其是少数种族妇女在

就业问题上的改善。

（二）第二次妇女运动对非裔妇女就业

的积极影响

妇女运动以争取女性权益为出发点，将白人

妇女和非裔妇女统一到一条战线上来。在美国历

史上一共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第

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它以争

取女性选举权为主要目标，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

爆发在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它涉及的范围更广。

在战后的美国，各种社会运动中的性别歧视使众

多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她们积极行动起来，

要求结束性别上的不平等，追求妇女的平等权利，

提高对自身所受的不平等待遇的认识。经过女权

主义者的积极努力，一系列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

在国会获得通过，各个领域的性别歧视相对减

少。第二次妇女运动与民权运动的相互交织与相

互促进，在性别歧视方面为非裔妇女的就业疏通

了障碍。

美国非裔妇女的就业人数在民权运动和妇女

运动的影响下有所增加，就业率从 1960 年的

36.6%上升到 1980 年的 52%，而白人妇女的就业

率从 28.1%上升到 49%，两者在就业率方面的差

距正在逐渐缩小，并且呈基本持平的态势。另外，

非裔妇女的就业领域逐步拓宽和范围进一步扩

大。一直以来，非裔妇女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

是“女性职业”，或者是临时性、季节性的工作，而

《1964年民权法案》的颁布和推行，使非裔妇女的

就业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

她们在就业机会上的大幅增加。例如：在经济领

域，非裔妇女不用仅仅只从事与她们世代绑在一

起的黑人女佣工作，而可以加入白领职业等各个

专业领域。在政治领域，非裔妇女可以担任民选

官员，与黑人男性几乎拥有同样的政治权利。

（三）二战后美国经济结构的变革对非

裔妇女就业的影响

战后的美国迈入了后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不

断取得新进展，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调整，主

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

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呈现迅猛发展之势。

美国的农业和传统工业部门由于科技革命的进展

而得到改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使物质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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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提高，从而要求有使极其丰富的产品的价值

得以实现的条件，这就使各类服务业应运而生［9］。

由各类服务业构成的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催生出

许多适合女性的岗位，为非裔女性就业的改善创

造了有利的前提。

这一时期科技的进步，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

和机械化，劳动强度有所降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

工作中的危险性和一些有碍健康的因素，降低了

生产过程对人的体力的依赖性，因此以前长期由

男性垄断的重体力劳动领域也被非裔女性所涉

及。另外，非裔女性所拥有的谨慎认真、耐心等性

格特征又使她们适合某些类似秘书、教师的白领

工作。非裔女性所表现出来的顺从、便于管理和

对薪资待遇的要求不高的特点，使得政府和企业

中的大部分文职工作对她们敞开了大门。据资料

统计显示，1970年到 1980年间，服务部门增长了

将近 1.4亿个工作岗位，占劳动市场的 31%，而其

中大概有 75%的工作是美国非裔妇女在从事［10］。

正是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变革促使第一、二

产业、服务业和新型的高科技产业中出现了非裔

妇女的身影。

（四）教育大众化与非裔妇女自身素质

的提高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非裔妇女在就业市场上

的竞争力有着重要的关系，只有接受高水平的教

育，非裔妇女才能掌握更为全面的劳动技能，才能

在就业市场上争取到平等的地位。在二战后科技

革命的大背景下，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

急需程度对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此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加

大。据统计，联邦政府对中高等教育的援助基金

从 1970年的 92亿美元上升到 1982年的 268亿美

元［11］。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美国的在校生人数逐

年递增。此外，美国政府在教育方面力图打破性别

歧视的束缚，1972年，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12］，

规定了美国男女受教育权的平等。非裔女性受教

育程度向纵深发展，既有利于就业数量的增加，也

能够拓宽就业领域。如1970年，物理学家是非裔

女性的比例为 10%，到 1998 年，这一比例达到

29%［13］。这意味着男性长期垄断的高端专业领域

也被非裔女性进军，并取得了重大进展。

随着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非裔妇女

的就业比例日益增加，她们在各个专业领域都发

挥着自身的作用。美国教育大众化政策带来了非

裔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也为整个美国社会整体

素质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五）经济全球化对非裔妇女就业的积

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技术、资金、信息、人员等

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过

程。全球化扩大了贸易、资金和信息的流动，创造

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加快了非裔妇女进入劳动

力市场的步伐。在全球化时代，经济自由程度的

增加和全球化的生产过程减少了就业市场的不平

等现象，非裔妇女在许多岗位增加了她们的存在

感。为了满足正在扩大中的国际公司的发展需

求，大量的非裔妇女被吸引到服务、金融、办公、商

业等工作岗位上来，同时，她们凭借其善于交际、

协调人际关系的特点使许多跨国公司选择她们作

为销售经理。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非裔女性在

就业市场展现出很大的竞争优势，她们在一些高

科技领域崭露头角。全球经济的运行不仅需要受

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工作者，也需要大量的廉

价劳动力，非裔妇女作为理想的廉价劳动力，增加

了她们被雇佣的机会。经济全球化为非裔女性提

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就业市场中性别歧视的消

退也使她们在岗位中展现出一定的就业优势，因

此，非裔女性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里迎来了短暂的

春天。

三、存在的问题与趋势
（一）性别歧视下的职业隔离

在美国，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观念有很长

的历史。虽然随着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发展，

美国政府为消除种族和性别歧视做出了巨大努

力，但是并不能完全消除它们在美国社会就业中

的影响。性别歧视在就业领域中主要表现为性别

职业隔离和工资差异，一直困扰着非裔妇女。非

裔妇女首先要受到性别的歧视，她们一般从事着

工资低、社会威望低的职业，这种职业要么是类似

于家务劳动，要么就是长期与妇女相联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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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女性研究学者洛伊斯·班纳指出，“书记员的

工作一直看作是‘妇女的工作’，早在1940年便成

为美国妇女就业中的一个最大的单独领域。它的

情况在整个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年代里都一直保持

稳定”［14］。不同的行业之间存在着因性别而设置

的隔离，所以在劳动力市场就存在着以男性为主

的“男性行业”（如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以妇女

为主的“妇女行业”（如纺织业、服装业），并在此基

础上形成了“男人的职业”和“女人的职业”。在主

流社会看来，女性只适合从事符合妇女特点的具

有辅助性的、从属性的、服务性的工作。

性别、种族

类别

男性

女性

白人

黑人

白人

黑人

男性主导职业

1960年

94.8

1.7

3.4

0.1

1980年

86.1

2.8

10.3

0.8

中性职业

1960年

64.7

1.7

31.9

1.6

1980年

53.0

3.0

40.3

3.7

女性主导职业

1960年

11.2

1.1

81.0

6.7

1980年

16.9

1.9

71.7

9.5

所有职业

1960年

57.5

1.5

38.3

2.8

1980年

49.8

2.6

42.8

4.9

表2 1960年与1980年性别主导行业比例对比（%）（按性别、种族分类）［15］

根据 1960年与 1980年性别主导行业比例对

比情况可见（见表2），20世纪60—80年代，女性在

男性职业领域中的比例始终很低，而白人男性一

直是男性职业领域的主体，占据主要比例（1980年

仍占86.1%），而非裔妇女进入男性职业领域的比

例仅从0.1%上升到0.8%。显而易见，性别职业隔

离使大量的非裔妇女被排斥在精英职业之外。妇

女不仅在就业领域上存在局限性，在一些男性职

业中，即使一部分非裔妇女和同等资历的男性从

事相同的职业，其报酬仍然低于男性，这就是性别

歧视下的同工不同酬，即对同样工作的男女给予

不同的报酬。例如：同一份工作，白人男性每挣一

美元，白人女性只能挣八十美分，黑人男性只能挣

七十三美分，非裔妇女只能挣六十三美分。性别

歧视之下难以达到工资平等，更何况非裔妇女还

要承受种族歧视的压力。

（二）种族歧视下的竞争劣势

二战以后，非裔妇女和美国其他少数族裔妇

女一样，就业有所改善。然而，有所不同的是，白人

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使非裔妇女在就业

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更复杂。非裔妇女作为黑人

群体中的一部分，她们受到种族主义势力的剥削和

压迫要超过美国任何其他少数族裔的妇女群体。

就非裔妇女而言，他们在寻求工作时几乎毫

无例外地面临着双重歧视的局面。例如，在出现

多余的就业机会时，雇主考虑雇员的顺序是：白

人、黑人男性、最后是非裔妇女。即便是一些企业

因为男子不够而不得不雇佣女工时，他们雇员的

顺序是：白人女性、拉丁美洲裔美国妇女、亚洲裔

美国妇女，最后才是非裔妇女。非裔妇女最终得

到的往往是危险性极高、工资却很低的就业机

会。虽然就业机会增加了，但是大部分的非裔妇

女所获得的就业机会是白人妇女调换到更好的职

位之后空出来的工作岗位，她们干的就是白人妇

女和其他族裔妇女所不愿意做的工作。在就业中

存在一种“滴漏”效果，就是当白人女性进入以前

以男性为主导的就业领域后，比如法律和医学界，

非裔女性才能进入白人女性让出的传统女性为主

导的就业领域，如社会工作和教育［16］。

非裔妇女在就业时也还会受到家庭的束缚，

她们所从事的工作大部分都是临时性、季节性和

非全职性的，大都聚集在无技术的蓝领和服务类

行业。有一组数据可以更加清晰地说明问题：

1987年3月，美国年轻非裔妇女的失业率为38%，

而全国居民的平均失业率仅为6.6%，1988年8月，

这两个指标分别成为 32.4%和 5.6%［17］。由此，我

们可以看出，非裔妇女尽管为工作岗位付出了艰

辛的劳动，但是她们不仅要承受来自传统社会对

弱势女性群体的歧视，还要承受在同种性别下种

族的劣势地位，在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双重重压下，

她们的就业境遇相对于白人而言，尤为艰难。

（三）非裔妇女的贫困化

首先，由于缺乏性教育、避孕手段不足等原

因，非裔少女比白人少女更容易意外怀孕，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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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不佳的家庭中，怀孕的少女往往要生下孩子，

十几岁就成为母亲。不仅如此，相对于白人女性

而言，非裔妇女往往生育更多的孩子，这使她们很

少有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加入外部的劳动力队伍

中。其次，许多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使许多非裔

妇女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这阻碍了她们找到一

份体面的工作。再者，由于长期的痛苦以及缺乏

知识和经验的磨炼，非裔妇女常常对自己所拥有

的感到满足，而不诉诸法律帮助自己获得更好的

收益。对于许多非裔劳动妇女来说，她们一直在

忍受痛苦，苦难作为她们生活的一部分，她们已经

很好地适应了这种生活。如果她们因种族或性别

而对现有工作不满意，那么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

代替她们。相反，接受对她们有利的东西是一个

更明智的选择。因此，尽管很大一部分非裔妇女

努力工作，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

正是由于非裔妇女在种族和性别上遭受着歧

视，加之在就业市场上受到的各种不公平待遇，她

们的贫困化问题更加突出。双重歧视将非裔妇女

置于社会阶层的底层，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她们

的晋升，同时身为黑人和女性确实扩大了陷入贫

困的可能性。

四、结语
20世纪60—80年代，美国非裔妇女的就业状

况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有所改善。经济快速发

展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崛起，从而为非裔妇女提供

了许多的就业机会，再加上黑人民权运动和第二

次妇女运动的发展，为非裔妇女加入劳动力大军

减轻了来自种族和性别方面的阻力，众多的立法

也一再强调雇主不能因为肤色和性别的原因而把

非裔妇女拒之门外，此外，非裔妇女受教育水平的

提高也为自身跻身于白领行业增加了潜在的机

会。尽管如此，非裔妇女群体在追求就业平等的

道路上依然任重道远，传统社会带来的根深蒂固

的种族主义观念和性别歧视依旧阻碍着非裔妇女

的就业向前迈进，广大非裔妇女依旧处于贫困化

之中。在双重歧视的压力下，要实现就业方面真

正的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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