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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号公约》

勾勒出北美殖民地制度框架勾勒出北美殖民地制度框架

哥伦布第一次美洲探险时，把古巴的雪
茄烟带回西班牙献给女王。很快，吸食烟草
在欧洲流行起来，并取代香料占据了贸易的
很大份额，烟草被誉为“植物黄金”，成为一种
货币形式。1619 年移民到美洲的人可以用
120磅烟草购买一个老婆，当时西班牙几乎垄
断了所有的烟草贸易。西班牙从殖民地贸易
中获得巨大利益，从而建成世界最强大的海
军，控制了海上贸易。

由此可见，开拓殖民地是与贸易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贸易与殖民互相促进。只
有通过贸易才能在殖民地获得财富；从殖
民地获得了财富，又有能力开拓更多的殖
民地。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开拓，便是这
个逻辑。

1620年9月16日，“五月花”号移民船载
着 102 名移民从英国普利茅斯启航，前往北
美洲创建殖民地。当年11月11日，“五月花”
号上的清教徒主持制定了《“五月花”号公
约》，41名自由成年男子在公约上签字，然后
船继续航行，于12月21日抵达殖民定居点，
也就是今天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这
批殖民者依据《“五月花”号公约》组建“公民
自治体”，规定：“为了更好地管理、维护和发
展这个自治体，将来，为公共利益随时制定的
公正的法律、法令和行政条例，我们都保证遵
守和服从。”

从此，北美洲的一块块殖民地便按照
《“五月花”号公约》组建社会组织，也就是根
据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而不是少数统治者或强
权的意志来管理社会。很多学者认为，《“五
月花”号公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可比肩1215
年英国《大宪章》、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

美国独立前美国独立前，，与英国存在巨大贸易逆差与英国存在巨大贸易逆差

在美国独立前的18世纪中叶，殖民地人
民已建立起庞大的贸易体系。以新英格兰
（美国独立前 13 块殖民地中的一块）的出口
货物为例，出口到英国的货物，殖民地商人的
份额占到了85%；出口到南部欧洲货物，殖民
地商人的份额则占到了93%；而出口到西印
度群岛的货物，殖民地商人的份额占到了
96%。

在新英格兰进口的货物中，来自英国的
货物，殖民地商人的份额占到了68%；来自南
部欧洲的货物，殖民地商人的份额占到了
84%；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货物，殖民地商人
的份额占到了96%。

在13块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更是如此，新
英格兰、纽约和费城的商人一直垄断着殖民
地沿海贸易。

当然，英国商人之所以在上述航线上不
占有贸易优势，也是出于自由贸易利益考虑
的。英国商人对这些航线的贸易信息获得滞
后于殖民地商人；再就是英国商船的用工成
本高，经营这些航线与殖民地商人比较，不具
有价格优势。

此时，殖民地是英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殖
民地出口货物中有56%运往英国，主要是原

材料；英国出口的货物中有80%销往殖民地，
主要是工业制成品。但殖民地与英国存在着
巨大逆差，每年贸易赤字在 147 万英镑左右
（当时 1 英镑购买力相当于 2019 年的 125 英
镑）；而与南部欧洲和非洲则产生贸易顺差，
顺差额分别是34万英镑和2万英镑；与西印
度群岛贸易赤字有 1 万英镑。综上，殖民地
每年与世界各地的贸易赤字大约为112万英
镑。

由于当时殖民的金银矿产量并未增加，
贸易赤字无法用金银支付，只有短期信贷融
资，殖民地商人只好从英国商人那里赊账购
买货物，在货款里加5%的利息作为延迟支付
货款的成本。

殖民地的贸易逆差主要是英国的《航海
条例》造成的，按照该法律，运往殖民地的货
物必须经过英国港口转运，这样，在英国本土
就可以对这些货物征收关税。关税属于间接
税，它最终要加进商品的价格里，再加上转运
运输成本也加进商品的价格里，在殖民地销
售这些从英国转运来的货物，价格必然就高，
物价高自然抑制了殖民地人民的购买力。就
这样，英国通过关税和贸易顺差，从殖民地人
民那里攫取了大量金银。

当然，殖民地也通过船运、保险和劳务服
务等获得一些外汇收入，这些外汇收入可以
抵消60%的贸易赤字。另外，英国在殖民地
的驻军和管理机构开支也冲销部分贸易赤
字，因为这些开支大都花在殖民地上。总体
算来，殖民地每年经常账户赤字大约有 4 万
英镑。

殖民地富了起来殖民地富了起来，，英国不高兴了英国不高兴了

英国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在他的名著《国富论》中写道：“没有哪块殖民
地的进步比得上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北美殖
民地繁荣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那里有肥沃
的土地；另一个是那里的人们有用自己的方
式管理自己事务的自由。”

其实，殖民地的繁荣还有一个主要原因，
那就是贸易。如果没有贸易，土地再肥沃，生
产出再多的物品、产品卖不出去，换不来货币
或其他物品，社会也很难繁荣。从贸易中获
得了利益，才能促进殖民地在经济、文化、科
学等领域的发展。当时，殖民地出口货物主
要有烟草、面粉、大米、鱼、小麦、靛青、玉米、
松木板、天花板、马匹等；进口货物主要包括
布匹、铜铁制品、家具、酒、食糖等。

为应对殖民地庞大的贸易运输，到18世
纪初，新英格兰的商业船队已超过 2000 艘；
同时，殖民地也为英国建造商船，英国商船有
三分之一是殖民地建造的。

贸易互通有无，它让宗主国和殖民地人
民的生活水平均得到提高。在美国独立前
夕，殖民地已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富裕地
区，其富裕程度恐怕现在不少国家和地区也
未必能及。

英国对殖民地既爱又恨。爱的是可以从
殖民地获得巨大利益；恨的是殖民地已发展
到与母国分庭抗礼的地步。于是，英国便颁
布了一系列法律限制殖民地制造业的发展。

1699年颁布的法律规定，禁止殖民地生
产的羊毛及羊毛制品出口到任何外国或在各

块殖民地之间流通。这一禁令后来又增加了
海狸毛皮及其制品。1750年颁布法律，禁止
殖民地生产铁制品，但生铁可以免税输入英
国，由英国生产出铁制品，再出口到殖民地。
从这些法律可以看出，英国对与殖民地的贸
易态度是，对英国金银流入不利的就禁止，对
英国金银流入有利的就支持。

英国征收重税英国征收重税，，引发北美人民反抗引发北美人民反抗

美国大革命的起因归根结底还是经济问
题。具体地说，是贸易问题；再具体地说，是
关税问题。

因为殖民地的崛起让英国感到不安。既
然殖民地因贸易繁荣起来，英国便限制殖民
地的贸易，要求殖民地必须从英国进口工业
制成品，通过关税抑制殖民地人民的购买力，
为英国增加财政收入。

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的贸易政策感到愤
怒。贸易只有在平等、自由的情况下才能让
贸易参与方均受益，如果是单向的、强制的和
有附加条件的不平等贸易，此时的贸易就是

“零和游戏”，一方受益，另一方必然受损。
在英国不公平贸易制度下，为避开关税，

走私盛行。走私让英国减少了关税收入，这
必然要加重守法商人的税负，以弥补走私带
来的税收损失。同时，英国也在殖民地增加
驻军和海关税务人员，而英国派往殖民地包
括总督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的薪水均由殖
民地支付，这更加重了殖民地居民的税赋负
担。

英国国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七年战
争”（1754-1763）是殖民地争夺战，英国为这
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支付了巨额军费开支，导
致英国居民税负加重，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税
负最高的国家。相比之下，殖民地居民税负
只是英国本土居民税负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
一的样子。

到 1764 年，英国外债高达 1.4 亿英镑。
为偿还巨额外债，英国便出台了《税收法案》，
对殖民地增加进口关税，征收关税的商品包
括食糖、纺织品、咖啡等生活用品。

战后，英国又向殖民地增派 1 万名驻
军，每年驻军军费增加 35 万英镑。英国已
无力筹措这些经费，在1765年3月22日通过

《印花税法》，明确要求殖民地支付这笔军费
开支。

《印花税法案》要求殖民地居民在购买印
刷品的时候交纳印花税，包括书籍、报刊、杂
志、各种公文、合同、海关文件和结婚证书等
等，只要纸张上印有文字，就要交这个税，连
扑克牌也不能幸免，印花税章上注明“所有税
款用于殖民地防御”字样，税率为半便士到几
英镑不等。

1765年6月，殖民地代表在纽约集会，联
合抵制关税和印花税，并向英王请愿，要求撤
销对殖民地的征税法案。《请愿书》中有一条
提到：“未经本人或其代表同意，政府不得征
税。”当时，殖民地在英国下议院并没有代表
席位，于是，“没有代表权不纳税”成为美国大
革命时期的一个响亮口号。

英国又施诡计英国又施诡计，，被殖民地人民识破被殖民地人民识破

为抵制《印花税法案》，殖民地成立了

“不进口协会”，组织协调殖民地抵制英国
货物，从码头到仓库，甚至商店，到处积压
着卖不出去的英国货物。在殖民地人民的
抗议浪潮中，英国不得不撤销《印花税法
案》。

聪明的英国人知道，印花税是直接税，居
民购买印刷品时得主动掏腰包交这个税，当
然会引发所有居民抵制。而关税是间接税，
是对商人征收，商人不太在乎关税，因为要
把关税加进商品的价格里转嫁给消费者，最
终掏钱交关税的是消费者，而消费者自己却
感觉不到在交这个税。于是，英国在 1767
年5月出台了《唐申德关税法》替代《印花税
法案》，对殖民地征收的进口关税扩大到茶
叶、玻璃、油漆、纸张、铅等日用品和工业用
品。

可英国人没想到的是，殖民地人民早已
受过启蒙，知道关税是间接税，它会转嫁给消
费者个人。于是，殖民地人民再次掀起了抵
制英国货的浪潮，并伴随着集体暴力。

1768 年到 1769 年，英国在殖民地的贸
易损失高达 100 万英镑。英国在殖民地声
势浩大的抗税运动面前退缩了，除保留茶
叶关税外，其他关税一律废除，这才让英国
与殖民地的贸易到 1771 年恢复到正常水
平。

但好景不长，1773年，英国通过了《茶叶
法案》，允许陷入财务危机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直接把茶叶运往殖民地销售，而其他商人则
必须经过英国港口转运。这就意味着，东印
度公司只在殖民地交一次关税；而殖民地商
人则要交两次关税，一次交在英国，一次交在
殖民地。交两次关税的茶叶价格必然比交一
次关税的茶叶价格高，这无疑是要把殖民地
商人从茶叶贸易中赶出去。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的几十名抗议
者在塞缪尔·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
亚当斯的堂兄）的领导下登上了停靠在港口
的东印度公司茶船“达特茅斯”号，把满船的
茶叶全部倒入大海，这就是永载史册的“波士
顿倾茶事件”。

英国随即通过了4个法案并修改了1个
法案，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结束殖民地的自
治权。由于这5个法案剥夺了殖民地人民的
自由，殖民地人民把这5个法案叫“不可容忍
法案”。美国著名演讲家、政治家伯特利克·
亨利在号召独立的演讲中大声疾呼：“不自
由，毋宁死！”

抗税风暴愈演愈烈抗税风暴愈演愈烈，，最终促成美国诞生最终促成美国诞生

我们已经知道，英国强加给殖民地的进
口关税引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该事件成
为美国大革命的导火索，最终引爆了美国独
立战争。

1774 年 9 月 5 日至 10 月 26 日，殖民地
代表在费城举行第一届大陆会议（45 名代
表中有 24 名律师），会议上发布了约翰·亚
当斯起草的《权利宣言》，重申未经殖民地
人民同意不得征税，停止进口和消费英国
货物，并要求殖民地人民获得完全自治权，
让英国从殖民地撤走驻军。革命浪潮已势
不可挡。

1775年4月18日深夜，750名英国士兵在
弗朗西斯·史密斯中校指挥下，离开波士顿的
营房，到18公里外的康科德收缴抗议者私藏
的武器。4月19日黎明，英军在列克星敦遭
到殖民地民兵的拦截。交涉中，不知是英军
还是民兵开了一枪，这震惊世界的一枪拉开
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

1775年6月15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
城召开（56名代表中有26名律师），与英国驻
军作战成为会议主要议题。会议决定组建大
陆军，任命乔治·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并
于8月23日宣布13块殖民地“公开叛乱”，美
国独立战争全面打响。

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
主要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一
个崭新的共和国在新大陆诞生了！马克思高
度评价《独立宣言》，称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
个人权宣言”。

从美国由殖民地走向独立的历程看，殖
民地初期的自由贸易促进了殖民地的繁荣，
但后来英国巧立名目对殖民地征收进口货物
关税，阻碍了贸易自由，让殖民地人民失去了
贸易机会，限制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这必然
遭到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

据《羊城晚报》

独立战争因抗击高额关税引发
1492 年 10 月 12 日，哥伦布发

现了美洲大陆（他自己误认为是印
度），这一发现对世界的影响是颠
覆性的，从此，探险和殖民成为欧
洲的主要事务，欧洲殖民者在对殖
民地土著进行掠夺的同时，也让人
类文明成果传遍世界。这正如马
克思所言，殖民者是“文明贩子”，
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素带给未
开化地区，使这些地区从中获得益
处。

作为英国众多殖民地之一的
北美殖民地，在自由贸易的推动
下，越来越富有，这让宗主国英国
极为不满，于是对北美殖民地课以
重税。英国的做法引发北美殖民
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在与英国殖民
者真刀实枪的战斗中，美国诞生
了。

画作《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
（两美元钞票背面采用此画）约翰·特朗布尔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