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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英国而言， “爱尔兰移民” 是一个在其

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无法规避的问题。 究其原因，

除了与英格兰、 爱尔兰两地区之间复杂的民族关系

有关之外， 主要是该问题还关涉到英国工人阶级的

发展状况。 进而言之， 在英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

调查后， 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指出，

迫于生存与生活的压力， 大量的爱尔兰人就通过

“国内移居” 的方式进入英格兰， 这样在构成英国

工人阶级队伍的同时， 也给当时的英国带来了诸多

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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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格斯看来， 作为英国自身发展进程中的一

个问题， “爱尔兰移民” 并非只是一个空间位移的

问题， 而且更是一个关涉阶级革命的问题。 也就是

说， 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以下简称 《状况》）

中， 恩格斯指出， 基于英格兰与爱尔兰两地发展的

明显差距， “爱尔兰移民” 迫于生存、 生活的压力

迁移至英格兰， 而且它的这种行为———作为一种

“国内移居” 的范畴———对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

多方面的影响。

一、 《状况》 中 “爱尔兰移民” 的身份界定

在 《状况》 中， 由于恩格斯所使用的是 “爱尔

兰移民” ①这一晦暗不明的术语， 且基于移民空间

区域方向划分的标准， 于是国内外学界在界定 “爱

尔兰移民” 之身份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有学者认

为， 《状况》 中的 “爱尔兰移民” 应该被界定为

“国际移居” 类型； 另有学者认为， 《状况》 中的

“爱尔兰移民” 应该被界定为 “国内移居” 类型。

关于恩格斯思想中“爱尔兰移民”问题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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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两种不同且对立的观点， 它们各自的论证具

体如下：

其一， 有学者之所以坚持 “爱尔兰人迁入英格

兰应属于国际移居” 观点， 主要是因为他们立足于

“民族独立” 的视角来界定的， 即他们认为爱尔兰

本身作为一个与英格兰完全不同的民族， 始终为自

己民族的独立而奋斗着。 鉴于此， 这些学者认为，

不能把 《状况》 中 “爱尔兰移民” 之入境的行为界

定为 “国内移居”。

其二， 另有学者之所以秉持 “爱尔兰移民应属

于国内移居的范畴” 观点， 主要是因为他们立足于

“历史事实” 的视角来界定的， 即他们认为尽管爱

尔兰与英格兰本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 而且在

习俗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一

个历史事实———根据法律规定， 《状况》 中所描绘

的爱尔兰当时已经与大不列颠王国统一， 并且由英

国议会来统治。 鉴于此， 这些学者认为， 不能把

《状况》 中 “爱尔兰移民 ” 之入境的行为界定为

“国际移居”。

对于 《状况》 中 “爱尔兰移民” 身份的界定，

笔者大致认同 “《状况》 中的爱尔兰移民应被界定

为国内移居” 的观点。 正如学者罗杰·斯威夫特所

言： “从英国国内应对工业发展而出现的内部移民

而言， 把爱尔兰移民界定为进入英格兰东北部的国

内长距离的迁移者是合理的。 ” ［1］ 357当然， 除了该

观点上述立足于 “历史事实” 而进行论证之外， 笔

者还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证。 一方面， 因为

在 《状况》 中， 可以看出恩格斯所描述的 “爱尔兰

移民” 事实上大都发生在英国的 “农村―城市” 与

“城市―城市” 之中。 于是， 依照移民空间区域方

向划分的标准， 恩格斯 《状况》 中的 “爱尔兰移

民” 并不属于 “国际移居”， 而是与 “国内移居”

的有关界定相符合的。 另一方面， 因为在 《状况》

中， 可以看出恩格斯所论述的对象主要是 “英国工

人阶级”， 即包括爱尔兰移民在内的广大无产者。

如果学界刻意突出爱尔兰与英格兰是两个独立且不

同的民族， 那么这事实上不仅不利于广大英国工人

阶级的团结与联合， 甚至还会在某种意义上激化他

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由此可见， 把 《状况》 中

“爱尔兰移民” 的身份界定为 “国际移居” 是不妥

的， 或者说与恩格斯联合广大的英国工人阶级起来

反抗资产阶级的意图是相违背的。 综合以上各种理

由的论证说明， 在 《状况》 中恩格斯所谓 “爱尔兰

移民” 之身份应该被界定为 “国内移居” 的范畴。

二、 《状况》 中 “爱尔兰移民” 的理论定位

相比于 《状况》 之 “大城市” 篇、 “各类工人

阶级” 篇等， “爱尔兰移民” 一章②尽管在篇幅内

容上是明显偏少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在恩

格斯思想中没有什么理论价值。 事实上， 在 《状

况》 中， 可以看出恩格斯对 “爱尔兰移民” 给予了

较为重要的理论定位。

第一， 在恩格斯看来， “爱尔兰移民” 是致使

英国工人陷入贫困状况的原因之一。 在 “大城市”

篇中， 恩格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描绘了一

幅被光鲜亮丽又雄伟壮阔的大城市所遮蔽的普通工

人阶级的生活场景。 进而言之， 这些处在社会底层

的广大工人们本身并没有随着工业化大城市的发展

而变得富裕起来， 并且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

层面， 他们的生活可谓是每况愈下。 “大城市里工

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 最好

的情况是生活暂时还过得去……最坏的情况是极端

的贫困， 直到无家可归和饿死的地步； 但是一般说

来， 是更多地接近于最坏的情况， 而不是接近于最

好的情况。 ” ［2］ 357当然， 正是因为恩格斯亲眼目睹

了工人阶级在大城市中生活的艰辛， 所以他才决定

认真探究一下致使这些工人阶级生活每况愈下的原

因。 对此， 恩格斯主要得出了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

“竞争”； 二是 “爱尔兰移民”。 尽管恩格斯在 《状

25



大连干部学刊 2022 年第 7期

况》 中将 “竞争” 与 “爱尔兰移民” 两个原因分为

两个章节来论述， 但对这两个章节内容进行分析

后， 笔者认为这两个原因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

而是相互交融与影响的。 也就是说， “爱尔兰移

民” 不但激化了英国社会中各不同阶级之间的竞

争， 而且还加剧了英国社会中同一阶级内的各成员

之间的竞争。 比如就 “爱尔兰移民” 而言， 从工人

阶级的层面来看， 它加剧了其自身与英格兰工人之

间的竞争； 从资产阶级的层面来看， 它在英国工人

阶级中所导致的竞争进而也会加剧英国工人阶级与

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或者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 当

然， 在恩格斯看来， 不论 “爱尔兰移民” 加剧上述

英国社会中哪一阶级的竞争， 这最终对于英国工人

阶级而言都是不利的， 或者说只是英国工人阶级所

遭受损害的程度不同而已。 可见， 正是由于 “爱尔

兰移民” 所加剧的竞争， 才致使 “无产者在法律上

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 ［2］ 360。 总之， 恩格

斯认为， 由于大量 “爱尔兰移民” 涌入了英国社会

各阶级之间的竞争， 才导致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每

况愈下。

第二， 在恩格斯看来， “爱尔兰移民” 是构成

英国工人阶级的新力量。 正如英国学者 E·P·汤普

森所言： “在工人阶级的新的集体里， 一定漏掉了

对一个组成部分———爱尔兰移民———的分析。 据估

计……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 大约有 1/5 到 1/3 的

工人是爱尔兰人。 ” ［1］ 503-504尽管 “爱尔兰移民” 大

批量地迁入英格兰始于 19 世纪之初， 可是经历近

半个世纪的发展———到恩格斯写作 《状况》 一文的

时候 （即 1844―1845 年）， 从爱尔兰移居到英格兰

的人口数量已经高达百万之多， 于是他们也就转化

成为英国工人阶级中一股无法忽视的新力量。 进而

言之， 在英国工业发展非技术的劳动职位中， “爱

尔兰移民” 往往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与地位。 “凡工

作比较简单、 比较粗糙、 需要体力甚于需要技能的

地方， 爱尔兰人就一点也不亚于英格兰人。 因此，

这些劳动部门都首先被爱尔兰人所包围。 手工织工、

泥瓦匠、 搬运工人、 小工等等中都有许多爱尔兰

人……” ［2］ 378总之， 恩格斯认为， 在英国工人阶级

的构成中， “爱尔兰移民”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三、 《状况》 中 “爱尔兰移民” 迁入英格兰的

原因

在恩格斯看来， 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

部分———“爱尔兰移民”， 其迁移至英格兰的行为肯

定是有原因的。 鉴于此， 笔者将从人口迁出地 “爱

尔兰” 和人口迁入地 “英格兰” 两个方面对 《状况》

中 “爱尔兰移民” 迁入英格兰的原因展开分析。

原因之一， 爱尔兰地区民不聊生的状况迫使众

多爱尔兰人背井离乡而加入到当时的移民浪潮中。

对此， 这应当从 1845 年所谓的 “爱尔兰马铃薯歉

收或失收事件” 谈起。 尽管于 17 世纪从美洲引进

的马铃薯曾给爱尔兰地区的经济带来繁荣之景， 可

是自 1845 年所引发的 “马铃薯疫病” 同样也给爱

尔兰及其人民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换言之， 爱尔兰

自 1728 年以来所发生的马铃薯歉收或失收现象至

少有 24 次， 但与 1845 年的这次相比， 以往所遭受

损害在程度上可谓是 “小巫见大巫”。 1845 年所谓

的 “爱尔兰马铃薯歉收或失收事件” 不但导致爱尔

兰人民的收入直接锐减， 而且还严重威胁到他们的

生命健康。 于是， 为了逃避再次遭受大饥荒的危

险， 大量爱尔兰人通过 “移民” 的方式远走他乡。

不过， 英国学者 E·P·汤普森并不认为 1845 年

所谓的 “爱尔兰马铃薯歉收或失收事件” 是引发当

时爱尔兰人大批量移民的根本原因 。 进而言之 ，

“折磨爱尔兰的悲惨灾难， 主要不是马铃薯疫病， 而

是紧接着 （1798年） 联合爱尔兰人起义被残酷镇压

后出现的一种反革命的结果。 这次镇压比爱尔兰所

经历的任何一次都野蛮。 另一个原因是 1800 年的

合并法造成的政治的、 经济的和社会的后果。 ” ［1］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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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引发 “爱尔兰移民” 大批量地移居英格兰的

根本原因是人为造成的， 而非自然的。 具体而言，

由于政治上被吞噬， 军事上被胁迫， 于是爱尔兰议

会在 1800 年被迫无奈地通过了与英国合并的法律，

进而在随后的 1801 年宣布成立 “大不列颠与爱尔

兰联合王国”。 于是， 爱尔兰这段时期社会环境的

动荡迫使不少爱尔兰人远走家乡并出外谋生。 当

然， 这些 “爱尔兰移民” 的目的地主要是欧洲其他

地区及美洲新大陆等。 除此之外， 作为最后一个加

入联合王国的地区， 爱尔兰在宗教等问题上表现出

与英国高度的不和。 因此， 在 1845 年爱尔兰发生

大饥荒之际， 英国政府非但没有紧急驰援并运送物

资给爱尔兰人， 反而还纵容新教大地主阶层继续对

天主教农民阶层实行作物强制征收， 并把爱尔兰地

区所稀缺的食物优先供应英格兰。 总之， 基于英国

政府的领导不力， 且正值 “马铃薯疫病” 等自然灾

害的发生， 致使大量的爱尔兰人因为其地区民不聊

生的状况而背井离乡来到英格兰等地。

原因之二， 英格兰地区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吸引

了大量的 “爱尔兰移民” 以工人的身份涌入其中。

众所周知， 19世纪中期的英国当时正值第一次工业

革命完成并大步地迈向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阶段， 无

论是经济方面， 还是政治及文化方面， 此时的英国

都处在世界领先地位， 并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繁

荣景象。 于是， 此时作为英国附属地区的爱尔兰及

其人民也会对英格兰地区所展现的繁荣景象产生一

种向往之意。 换言之， 在某种意义上， 这也激发出

爱尔兰人试图摆脱穷困潦倒之境进而拥有美好生活

的希望。 “自从爱尔兰人知道， 在圣乔治海峡彼岸

只要手上有劲就可以找到工资高的工作那时起， 每

年都有大批大批的爱尔兰人到英格兰来。 ” ［2］ 374除

此之外， 恩格斯认为， 由于资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

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于是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获

取更多的利益， 比如随着社会分工的发达与贸易往

来的广泛， 英国作为当时最发达的国家， 其海外市

场也得到空前的发展。 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

当时英格兰地区工业就需要扩大生产规模， 并需要

更多的工人来进行生产。 正是由于此时英格兰地区

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工人， 才为 “爱尔兰

移民” 迁入英格兰并生存下去提供了更多现实的可

能性。 “假若英国没有找到又多又穷的爱尔兰居民

作为替工业服务的后备军， 英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发

展得这样快。 ” ［2］ 374

总之， “爱尔兰人在家乡没有什么可以丢掉

的， 而在英格兰却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 ［2］ 374在上

述两种原因的主导下， “爱尔兰移民” 自 19 世纪

以来每年都以数以万计的规模移居英格兰， 并壮大

英国工人阶级的队伍。

四、 《状况》 中 “爱尔兰移民” 对英国所产生

的影响

通过对 《状况》 中恩格斯关于 “爱尔兰移民”

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 “爱尔兰移民” 迁移至英格

兰并不只是一种空间位移的行为， 更是一个关涉社

会发展的话题。 换言之， 数目庞大的 “爱尔兰移

民” 对当时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具体如下：

首先， “爱尔兰移民” 会进一步加剧英国工人

阶级的竞争。 事实上， 产业革命的发展一方面会刺

激人口数量的增长， 另一方面也会通过机械化生产

来替代并解放原来的手工人力， 于是这就致使当时

的英国在工人供求方面形成一种 “供过于求” 的局

面。 而 “爱尔兰移民” 作为替英国工业服务的后备

军， 其大量的涌入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当时英国工人

间的竞争。 在一切劳动部门， 甚至在一些工作比较

简单、 粗糙、 需要体力的地方， 英格兰工人都不得

不和 “爱尔兰移民” 展开竞争， 况且 “爱尔兰移

民” 还是优于英格兰工人的。 不过， 恩格斯认为，

英国工人阶级间的这种竞争对 “爱尔兰移民” 和英

27



大连干部学刊 2022 年第 7期

格兰工人而言始终都是不利的； 相反， 这对英国资

产阶级而言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换言之， 在恩

格斯看来， “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

的武器” ［2］ 359。

其次， “爱尔兰移民” 会加剧英国工人阶级工

资水平的持续降低。 当然， 这种影响本质上可以视

为上述英国工人阶级间竞争加剧的直接后果。 也就

是说， 在此时的英国， 工人就像商品一样， 其本身

工资水平是随着供给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即当工

人的供给量大于资本家的需求量， 此时工人的工资

就会降至 “最低工资” 的水平； 当资本家的需求量

大于工人的供给量， 此时工人的工资才会增至 “最

高工资” 的水平 （不会超出资本家所容许的程度）；

当工人的供给量等同于资本家的需求量， 此时工人

的工资会呈现出 “平均工资” 的水平。 进而言之，

由于 “爱尔兰移民” 需要的工资比其他任何人都

低， 且在非技术或者苦力劳动等类型的工作地方完

全可以替代英格兰工人而进行劳作， 所以此时 “英

格兰工人不得不和这样的竞争者斗争， 这个竞争者

是处于一个文明国家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阶段上

的， 因而他需要的工资比其他任何人都低” ［2］ 377。

除此之外， 鉴于 “爱尔兰移民” 作为替英国工业服

务的后备军是量大而价廉的， 而英格兰工人用来与

资本家就提高工资水平相抗衡的 “砝码” ———罢

工———就失效了， 于是他们就无奈地向英国资产阶

级妥协并接受自身工资持续降低的现实处境。

再次， “爱尔兰移民” 会致使英国社会秩序的

混乱及违法犯罪事件的频发。 在民不聊生的爱尔兰

地区， 其人民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 也

就更不会顾及自身在思想道德、 文化素质等方面的

培养教育。 所以， 相对于英格兰人， “爱尔兰移

民” 的文明程度普遍是不高的， 即从小沾染上各种

粗野的习惯， 特别是嗜酒、 不爱清洁。 “如果注意

到， 几乎每一个大城市中都有 1/5 或 1/4 的工人是

爱尔兰人或在爱尔兰式的肮脏环境中长大的爱尔兰

人的孩子， 那就会了解， 为什么整个工人阶级的生

活、 他们的习俗、 他们的才智和道德的发展、 他们

的整个性格， 都染上了爱尔兰人的许多特征。 ” ［2］ 378

由此可见， 大量 “爱尔兰移民” 的涌入无疑会给英

国社会秩序的维护带来潜在的威胁。 除此之外， 在

“爱尔兰移民” 中其实还存在着性道德混乱的现象，

这种混乱现象不仅会给英国工人阶级的身体健康带

来巨大的危害， 而且还会引发各种违法犯罪事件。

然后， “爱尔兰移民” 使英国的民族结构发生

变革的同时也重塑英国的民族性格。 就产业革命而

言， 它在给英国的资产阶级带来巨大的财富之际，

同时也催生了英国的无产阶级。 “产业革命对英国

的意义， 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 哲学革命对于德

国一样。 ” ［2］ 296 进而言之， 随着大工业化的发展，

此时的英国就形成了两个完全对立的 “民族” ———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而且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

的人， 他们彼此是这样的不相同， 就好像他们是属

于不同的种族一样” ［2］ 410。 换言之， 纵使资产阶级

与无产阶级都存在于英国， 可由于他们两者所使用

的是不同的语言、 道德、 习俗、 思想、 宗教等， 所

以 “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同

点， 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间的共同点来， 都要

多得多” ［2］ 410。 当然， 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

分， “爱尔兰移民” 肯定也会被卷入到这场英国民

族结构的变革中。 另外， “爱尔兰移民” 的到来在

一定程度上也会重塑英格兰的民族性格。 “爱尔兰

移民” 与英格兰人在性格方面存在着不同， 即 “爱

尔兰人比较轻浮、 容易激动、 热情奔放； 英格兰人

则沉着、 坚毅、 富于理智” ［2］ 409。 鉴于他们在日常

工作中是十分密切的， 于是他们的性格在潜移默化

中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进而使他们各自的民族性

格得到了重塑。 当然， 对于英国民族性格的重塑，

恩格斯本人也十分认可， 因为 “假使没有爱尔兰人

那种慷慨到能做自我牺牲的、 首先是受感情支配的

性格掺合在英格兰工人阶级身上， 假使不是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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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的混合以及与爱尔兰人的经常来往使得英格兰

人纯理智的冷静的性格变得柔和起来， 那末英国资

产阶级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就会更加长久地保存在工

人阶级中” ［2］ 409-410。

最后， “爱尔兰移民” 会进一步激化英国两大

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尽管在某种意义上 “爱尔

兰移民” 与英格兰工人彼此是竞争对手的关系， 可

在阶级划分上他们都是作为英国工人阶级而存在

的， “现代工业及其最直接的后果给英国工人造成

的那种令人愤慨的状况还会更加恶化。 ” ［2］ 378换言

之， 作为英国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爱尔兰移

民” 与英格兰工人在工作中始终遭受着资产阶级残

酷的剥削与压榨。 由此可见， 在此时的英国， 无产

阶级与资产阶级两者在社会关系上是完全对立的。

为了摆脱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且实现自己的人格

性， “爱尔兰移民” 应该与英格兰工人联合起来推

翻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 并戳穿以资产阶级为

代表的所谓 “真正的民族利益”。 当然， “爱尔兰

移民” 所参与的阶级革命也可以被视为他们为摆脱

英国统治、 实现民族独立所做的铺垫， 因为此时的

爱尔兰地区作为英国的附属地， 主要是由英国资产

阶级所控制的。

注释：

① 根据《状况》的英文版，中文术语之“爱尔兰移民”

一词所对应的英文为“Irish Immigration”一词。 不

过，由于“Immigration”主要含有入境移居之意，同

时鉴于在历史上，爱尔兰与英国之间的关系是相

当复杂的，于是国内外学者在爱尔兰移民之身份

的界定上存在着不一致的观点。

② 虽然恩格斯关于爱尔兰移民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

在《状况》“爱尔兰移民”一章展开进行的，但事实

上在《状况》其他章节中也分散着恩格斯关于迁入

英格兰的爱尔兰人问题的讨论。 为了使《状况》中

恩格斯关于爱尔兰移民问题的思想阐释得更加全

面、系统，笔者将以恩格斯在“爱尔兰移民”章节的

讨论为主导，同时还将涉及他在《状况》其他章节

中有关爱尔兰移民的描写来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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