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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現有貧困人口約4000萬，

超過了美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這

其中有約 500萬人是接近一無所有

的“赤貧階層”，在他們當中被稱

為Homeless的有 55萬人之多。（55

萬是比較官方的說法，也有認為有

一百萬甚至數百萬之多的，此處以

官方公允的數字為准）

Homeless，即無家可歸者，類

似于中國的流浪漢或乞丐。《華爾

街日報》今年 8月份有過一個報導

，說在 7 月底前的一周裡，約有

12.1%的美國成年人家裡遭遇食物

不足的問題，近 20%的美國有孩一

族表示“負擔不起孩子的飲食開銷

”。

在如此嚴峻的社會形勢下，伴

隨著今年疫情的進一步蔓延，55萬

的Homeless資料料將不斷攀升。

美國的Homeless與中國的流浪

漢相比有其不一樣的特點。比如中

國的流浪漢一般都是男性，很少見

有女性，所以都叫流浪漢，而沒有

“流浪婆”這個詞。美國的Home-

less人群中女性雖少於男性，但也

達到了驚人的39%（2017年）。

再比如，在一般中國人看來，

美國大兵在美國應該是廣受優待的

，但美國的這55萬Homeless裡就有

約十分之一是退伍軍人，其中不乏

數千名退伍女兵。

美國的Homeless從年齡上來說

，有成年人，也有未成年的少年兒

童；從族群上來說，有非裔、拉丁

裔，也有不少的白人。

如此發達的美國為何會有這麼

多的Homeless？

有不少中國知識精英認為這是

因為美國人愛自由，說是有些美國

人就喜歡這種無拘無束流浪的生活

。

我不知該說他們是在為他們心

目中的“燈塔”做過分的辯護還是

把美國人民不當人。須知，美國人

也好，中國人也好，抑或是非洲人

、印度人，大家都是同一個人類，

都有著共同的基本的吃穿住行的需

求。沒有誰是神，沒有哪一國人能

超脫到脫離吃穿住行。

我所在的底特律市，寒冬臘月

外面的氣溫低到零下二十多攝氏度

，Homeless街頭行乞，你認為他們

是“愛自由”？不如給他們 5美元

買個漢堡來得實在些。

我們不否認可能有一部分人是

去體驗那種完全無拘無束、自由自

在，不受世俗社會各種事務羈絆的

生活——其實這樣的人近些年在中

國也不少見，背著個吉他闖蕩天下

的年輕人也不時見諸媒體——但

這種人與一般意義上的Home-

less並不一樣，他們是主動地選擇

了一種體驗生活的方式，而不是被

動地被生活拋到了Homeless的行列

。

在流浪與不流浪之間，他們是

有選擇權的，在體驗過其中的樂趣

和酸甜苦辣之後，他們可以很容易

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來，而這是一

般的Homeless所無法奢望的。

從人數上來說，這部分人也僅

是美國Homeless人群中極少的一部

分，用這種特例來解釋美國龐大的

Homeless群體顯然是不合實際的。

美國大量Homeless的存在，從

根本上說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體系

運行的自然結果。

自古及今，任何階級社會都難

免滑向兩級分化的境地，導致“富

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

社會緊張狀態。

一個國家、一個朝代在新建立

的時候，往往人少地多，社會可供

開發的資源潛力巨大，這時統治者

為發展生產力，鞏固統治，必然地

將社會中的大量資源給予普通民眾

，整個社會便煥發出欣欣向榮的生

機。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資源開

始不斷向少數人手裡集中。越是資

源少的人，抗風險能力越差，也就

越容易失去手裡僅有的一點兒資源

，這時兩級分化就必然地產生了，

整個社會也開始進入“內卷”的狀

態。

中國歷代能持續兩百年以上的

王朝，莫不最終走入這一步。

美國建國也已兩百多年，原有

的勃勃生機也逐漸退去，產業“空

心化”日益嚴重，政府多年的“製

造業回流”努力並無多少成效，窮

人失業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普通

工人的工資更是數十年沒有增長，

社會兩級分化不斷加重，因為失業

、破產、吸毒等淪為Homeless的人

自然越來越多。

有人說，美國有很好的福利，

就算是陷入要淪為Homeless境地的

美國人應該也能得到政府的救助，

並不致於真的上街討飯。

這裡需要首先澄清的一點是，

美國不是福利國家，與北歐那些福

利小國完全不是一回事。美國政府

會向一部分貧困人口提供公共住房

，但數量極其有限。

曾經看到的一則新聞說，一個

美國人破產失去房屋，向當地政府

申請公共住房，辦完手續後看到的

結果是，他的排號已經排到了六年

多以後。

美國也有收容所這樣的機構，但

並不能收容所有的Homeless。2017年

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約有 36 萬

Homeless住在政府建立的收容所，有

近 20萬Homeless睡在大馬路上。此外

，據說有的城市的收容所只暫時收留

Homeless三五天的時間，到時間後這

些Homeless就必須自謀住處。

美國Homeless的形成一般主要是

由於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無法償還房貸或破產失去
房子的人。這是最常聽說的一類
Homeless

美國人受“消費主義”理念影響

很深，儲蓄意識不強，提前消費是社

會常態。今年疫情期間被炒作得天下

盡知的美國 40%的人遇上急事拿不出

400 美元的不是新聞的新聞也反映了

這一點。

在這種情況下，個人一旦失業或

生意上遇到困難，就很可能無法繼續

償還房貸，也就意味著要被銀行收走

房子。自從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

國已經有超過 500萬人因為無法及時

償還房貸被收走了房子。

即是沒有房貸的房產擁有者，一

旦遇上天災人禍，也可能被迫破產

（美國法律允許個人破產），破產後

房子將被用於償還債務，房子主人也

同樣可能淪為Homeless。

第二，吸毒、酗酒、賭博等導致
的家破房失

吸毒是美國社會的一項痼疾，在

前面的文章裡我們提到過美國人吸毒

的情況。現在美國社會的危險之處在

於，全社會對禁毒這項偉大事業沒有

共識，很多人不認為吸毒是件該以法

律手段強行禁止的事情。中短期來看

，美國的毒品問題實在沒救。

很多人吸毒後精神出現問題，與

家人朋友難以相處，以美國人淡漠的

家庭觀念，這個時候家庭分裂是大概

率事件。而吸毒對於金錢投入來說是

個無底洞，因為吸毒失去房產，乃至

失去所有財產，都是不難想像的事情

。到了這一步，癮君子們也自然地淪

為了Homeless。

酗酒、賭博等引起的家破房失大

致與吸毒的情況相似。

第三，租不起房的貧困人口
美國的貧困人口標準是四口之家

的年收入低於 2.57萬美元，也就是我

們上文提到的 4000萬人就生活在這個

標準以下。

美國租房的價格，一間一室一廳

的公寓一個月一般都需要一千美元以

上，發達地區如紐約、洛杉磯則需要

兩三千美元，這樣算下來一年的房租

至少需要一萬多美元，占了這

4000萬人頂額家庭收入的一半，

這其中有大量的人根本負擔不起

。

美國有給貧困人口的保障性

住房，但近幾十年來政府對這方

面的投入一直在削減，導致這樣

的補貼性住房每年都在減少，因

而租不起商品住房又得不到政府

補貼性住房的人，也無奈地淪為

Homeless。

第四，老兵
上過戰場的老兵本應是國家

的寶貴財富，中國對待這些英雄

群體除了轉業安排工作外，還會

在各個方面給予優惠待遇和特殊

福利。美國也有一些專門的政策

，但如上文已提到過的，美國有

數萬之多的老兵也可悲地淪為了

Homeless。

《紐約時報》曾經報導過一

位元名叫 Jerome的前海軍陸戰隊

隊員，在一個寒冷的夜晚裡，他

無家可歸，睡在了一所公共住宅

的樓梯裡。這本已令人唏噓了，

更悲慘的是，他因此被警方以侵

犯居民為由逮捕，一個星期後因

體溫過低死在了牢房裡。

第五，逃避家庭暴力的女性
據 報 導 ， 90% 以 上 的 女 性

Homeless曾受過嚴重的身體上的虐

待或性虐待。為了逃避傷害，她們

選擇“出走”。這部分Homeless以

拉丁裔和非裔女性居多，她們一般

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社會生存技

能，難以獨自在社會中立足，最終

無奈地成為Homeless。

第六，偷渡者
偷渡去美國在中國人看來是不

新鮮的，一般偷渡來美國的中國人

因為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忍讓，很

少會淪為Homeless。

但一些由中美洲等地方偷渡來

的人因為各種原因一直無法在美國

立足，得不到工作的機會，花光隨

身攜帶的錢後，就只能睡大街，加

入Homeless的群體了。

此外，還有因為離婚導致破產

的人，因為無人贍養也沒法去養老

院的老人，年滿十八歲脫離父母卻

不能自立的年輕人，無房又因為信

用不良而租不到房的人等，都是

Homeless的來源。

Homeless大量存在于物質已然

發達的現代社會，是人類的悲哀。

在可預見的未來，看不到美國徹底

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

何以發達美國

遍地乞丐？
隋朝大業年間，外國使團來華朝貢，見絲錦

纏樹，絢麗奢華，又見乞丐沿街，衣不蔽體，不

由心生疑惑，面見煬帝時便直言其不解，煬帝無

以答覆，悻悻而去。

這是一千多年前隋朝末年的故事，一面是處

在社會頂端人們的極盡奢華，一面是生活在社會

底層民眾的衣食難足。

今天，一千多年過去了，人類由農業社會來

到了工業社會、資訊社會，古時人們設想的“千

里眼”、“順風耳”、“嫦娥奔月”、“五洋捉

憋”都成為了現實，這時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似

乎已不應再 是問題，人類的生產力水準完全可

以讓這地球上的70多億人不再有吃、穿、住宿上

的困難。

然而，這還不是目前的現實。且不說非洲某

些落後地區的困境，即是在美國這全世界最發達

的國度，仍然存在著大量的人口有基本生活不能

滿足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