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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人长期反对法院禁令的斗争取得的成果，但是这

年 3 月，通用汽车公司头头威廉·努森虽然面临罢工

个规定没有成立特别的机构来防止雇主干预工事务，

威胁，但拒不承认任何工人组织，也不承认全国劳工

并未保证工会的权利。

委员会有权在该公司任何工厂指导工人选举代表与

罗斯福第一新政时期涉及劳工政策的第一法律

公司举行集体谈判。劳联领袖宣称将于 3 月 21 日举

2018 年 8 月 14 日

是 1933 年国会通过的全国产业复兴法。
全国产业复兴法第七条所规定的劳工政策是经

出了有利于资方的判决。这一否决表明：工人不能完

欢迎转发传阅

济危机时期工人进行斗争和统战阶级暂时做出让步

全依赖法律与政府使他们的斗争取得胜利；工人要取

的产物。这个劳工政策放弃了过去对工人斗争进行武

得组织工会并与资方举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就得显示

装镇压的手法，由国家调节工业中的劳资关系。这条

自己的力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美国工人是如何争取到罢工权的？
美国 工人 运动 一 直都在 资本 家和 政府
的联合打压下发展，暴力镇压并没有将工人运动掐
灭，反而使得工人在斗争中成长了起来。
从为了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的斗争到争取罢工合法
化和集体议价的政治权利，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
争，通过自己的力量迫使政府一步步退让。
但是，争取到罢工权和结社权不过是万里长征
的第一步，工人阶级必须利用这些合法权利，进一
步组织起来，向制度本身发起进攻。
导读

规定鼓舞了工人起来组织工会和加入工会，在规定独

1934 年是美国劳 工运动 史上最有决定 意义年份

立工会发展的同时，资本家雇主为了防止工人独立的

之一，共发生罢工 1856 次，参加罢工的约有 150 万

组织起来，处心积虑的成立或扩大公司工会，雇主不

工人，大多数罢工原因是要求资方承认工会。在这些

仅利用公司工会来抵制全国产业复兴法涉及劳工的

罢工中，有 4 次特别重要，体现了美国共产党的影响。

条款，而且在制定本工业部门的规约时无视劳工的利

其中 3 次是左派领导的；它们针对的是强有力的顽固

益，独断专行的规定工时和工资，不屑与劳工商量。

反对工会的公司势力。首先是俄亥俄州托莱多的汽车

资本家这些做法阻碍独立工会的发展，导致罢工浪潮。 零件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是 2 月底劳联所属的一
这个时期，劳工运动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和迫使资本

个新成立的汽车工人联合会分会要求电动车灯公司

家承认他们成立的工会，要求让工人参与制定规约，

增加工资并承认其组织开始的。在美共、美国工人党

反对垄断资本家独断专行的制定规约。美国共产党和

及其所属失业工人组织和兄弟工会的大力支援下，于

其他一些激进组织起了积极作用。

5 月间达到高潮。在总罢工的 威胁下，电动车灯公司

但是，罢工并不能总是取得成功。1933 年 10 月，
1929 年 10 月末纽约证券市场的崩溃，开始了美

行罢工。罗斯福总统这一次在强大公司压力面前，作

有些公司就拒绝出席全国劳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

于６月４日接受了工会增加工资要求，并承认了该工
会。

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使得工人失业

11 月 1 日，全国制造商协会对全国劳工委员会发动

“新政派”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并且有限地限制

人数急剧增加。资本家和政府竭力防止和镇压罢工，

了公开的攻击。资方选择当时全国最大的公司 ——通

激进的工人运动，国会在 1935 年通过了全国产业复

大萧条时期的罢工很多都失败了。

用汽车公司出来和日益加强的罢工浪潮对抗。到 1934

兴法，该法特别强调雇主有义务承认工人组织工会和

工人罢工斗争虽然大多失败了，但工人开展的反

进行集体议价的权利。

对法院使用禁令的斗争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在

1935 年，罢工浪潮仍然继续，共发生罢工 2014

经济危机时期，不少罢工是在蔑视法院禁令的情况下

次，参加工人达 117000。罢工原因也大都 是要求 承

进行的。罢工者要求从立法上规定法院禁令为非法。

认工会。

劳联在广大会员的压力下，也提出决议要求限制联邦

与罢工浪潮澎湃的同时，瓦格纳参议员和他的助

法院发布禁令的权力。反对法院禁令的运动首先在一

手认识到《全国工业复兴法》中关于劳资关系的条款

些州取得了成果。1932 年 3 月 20 日，国会通过了诺

不够明确，又没有强有力的机构保证其实施，因而不

里斯一拉瓜迪亚反禁令法，规定联邦法院不得发布禁

能保证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而没有强大

令，宣布“黄狗契约”无效，赞成集体议价原则。这

的工会组织与资方抗衡，就无法提高工人工资、缩短
工时、改善工人劳动条件，这既不公平，也不能提高

广大工人群众购买力，促进复兴。因此，他们应工会

——董事长本杰明·费尔利斯于 1937 年 3 月 2 日签

而且，由于人口急剧下降和汽车工业衰退，底特律也欠

要求，从 1934 年起便着手草拟一个代替劳工条款的

订了也许是美国劳工运动史上最重要的合同，因为这

下了 180 亿美元的负债，最终这个“美国制造业的骄傲”、

立法。这就是 1935 年 7 月初的《全国劳工关系法》。

个合同标志着：自 1901 年以来一直领导着在基础工

“汽车之城”与 2013 年 7 月 18 日破产，从而成为美国历

该法对劳工权利具有更明确的规定，还规定成立较强

业中阻止组织工会运动的公司的屈服。不久，所有美

史上最大的破产城市！

有力的执行机构——新的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以代

国钢铁公司的子公司，都签订了类似合同。它们都同

替 1934 年成立的那个软弱无力的全国劳工关系委员

意承认钢铁工人组织委员 会，增加工资 10％，每 周

会。因此，劳资关系有所改变，劳工运动得到很大发

工时减为 40 小时，加班时工资加一半。

展。

经过罗斯福新政时期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工人
不仅争取到了法律上的“罢工权”和“结社权”，而
且在现实中也能够运用这些权力，工人参与工会的比

事实上，美国工会是美国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
们是工人利益的代言人，一旦工会认为员工利益受损，就
会采取行动对资方甚至政府施加压力。
如今，工会力量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有相当的话语权。
每次美国大选，劳工组织都会投入大量的金钱和人力来支

约有 500 万会员。而且由于它的斗争，劳联会员也增

持民主党，据统计在 2008 年的选举中，工会组织在选举

至 460 万，另一些独立工会，共有会员 100 万。全体

中投入了超过 4 亿美元。

而在 1933 年时，这个比例为 11.5％。
来源：公众号《干货精选》

美国工会的杀伤力有多大？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是美国最大的独立工会，

猛发展。1936 年 11 月，各地钢铁工人纷纷脱离公司

汽车和底特律的破产！

例也大大提高。到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产联

工会会员数达 1060 万，占所有非农业工人的 28.2%，

工会组织在汽车行业和钢铁业等基础行业中迅

可以说，UAW 等美国工会在一定程度上间接造成了通用

很明显美国的工人素质与工会力量都与国内大不相同，
所以曹德旺等企业家赴美建厂时，难免遇到“水土不服”
的问题...
一个有趣的数据是，在这个人口只有近 6000 人的小镇
来说，福耀玻璃能够提供 2000 个工作岗位！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那种“权威的说法”，中国

该工会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战斗力的工会”，1979 年鼎

人是在偷走美国的工作岗位，但

盛时期会员达 150 万人！

现在中国人突然一下子创造了工

UAW 成立于 1936 年，
1936-1937 年间组织了一系列罢工、

作岗位，中美两方可能都有些“不

工会，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已有会员 82315 人。过去，

静坐等活动，最终通过与三大汽车公司（美国的福特、通

钢铁公司总是依靠各州政府的军事帮助和联邦政府

用、克莱斯勒）谈判，UAW 为工人争取了一系列权利，如

来源：公众号《干货精选》

的道义支持，来阻止这种趋势。现在，联邦政府支持

加班工资、带薪假期、医疗保险等。

(扫描二维码加我)

工人，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州长甚至作出诺言：如

数据显示，通用汽车工人的时薪(包括福利在内)为

果发生罢工，州政府将予以救济。此外，美国参议院

70-78 美元，比丰田和本田等日企美国工厂的人力成本高

的拉福莱特公民自由委员会从 6 月起，已开始调查各

出近 30 美元，并且工人每年的薪资有固定涨幅，享受着

公司侵犯公民自由和不适当干预工人组织工会和集

优厚的退休金和医疗福利，甚至家属也包括在内......

体谈判权利的严重情况，引起公愤。在这种情形下，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组织工人罢工

美国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们权衡利弊，为避免一

UAW 的工人们丰厚的福利待遇，为汽车三巨头带来沉重

次时间长代价大的罢工， 宁可屈服。12 月开始， 公

的人力负担，在面对日本汽车品牌的竞争时明显处于劣势。

司董事长迈伦·泰勒和约翰·刘易 斯进行一系列会谈，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三大汽车公司业绩迅

达成协议：公司承认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结果，卡

速滑坡。最终，克莱斯勒和通用未能爬出这个成本黑洞，

内基—伊利诺伊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子公司

先后于 2009 年 4 月 30 日和 6 月 1 日申请破产保护。

适应”……

德国 IG Metall 工会罢工，2 月 6 日赢得胜利，每天工作
时间缩短到 5.6 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