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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學霸”：如沒高考，
我不會從鄉下走到哈佛
从中国农村到美国哈佛大学，湖南“伢子”何
江，因为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一段演讲被国内舆论
集中关注。
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当年的农村孩子可谓“知
识改变名运”的代表案例。如今，仍在美国继续学
业的何江，是如何看待中国高考的，经历了中西方
教育之后，他如何看待这种教育差别？
回忆高考：没有高考，我不会走到哈佛
又到一年高考季。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如今，中国学生的未来选项越来越多元，高考已不
再是必由之路了。然而，这场牵动着中国 900 多万
家庭的考试，依旧被很多人视作可以决定命运的一
次选拔。
“如果没有高考，自己很难想象能从乡下走到
哈佛。”今年 28 岁的何江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
这样说。
1988 年出生的何江，出生在湖南宁乡南田坪乡
的一个农村家庭。在何江的记忆里，他所在的那个
湖南小山村，并不那么发达。在他出生的那个年代，
村里没车、没电，甚至都没有自来水。
在何江眼中，高考对于他的家庭而言，特别重
要。何江说，在高中，他的成绩一直不错，考试排
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全校第一。“在高中，我从来
睡觉都睡得很安稳，但在考前，因为太紧张，我直
到很晚才睡着。”
2005 年，“学霸”何江成功地考入了他理想的
高校——中国科技大学，并于在校期间，拿到了象
征该校最高荣誉的“郭沫若奖学金”。4 年后，
2009 年，何江因研究能力突出，被哈佛大学成功录
取，并从此展开了为期 7 年的硕博连读。
通过高考，许多农村孩子改变了人生命运，何
江也一样。从一个农村到大学，再到美国的大学，
何江“鲤鱼跃龙门”的经历也被外界视为“寒门出
贵子”的代表。

对此，何江称，在哈佛大学有很多农村来的学
生，“我不喜欢拥有这样一个标签，在中国，有这
样身份背景的人很多，在美国也有许多贴着这类标
签的人。 虽然，这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阶段，但不希望被过度贴上这样的标签。”
谈中美教育：中国教育的衡量标准较单一
其实，如今中国高中生的求学出路越发多元，
千军万马不再只有一条“独木桥”可选，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选择让孩子出国读大学，中国
留学生的年龄也越来越低。
在经历了东西方教育的何江看来，许多中国家
长送孩子出国，其实是为了给孩子一个独立自主的
成长环境。
何江介绍，在哈佛期间，学生在课上可以大胆
地对学术大咖的各种观点提出质疑，并进行讨论。
课后，还能和“大咖”融洽相处，一起约谈论学术
问题，甚至喝咖啡、泡酒吧。
他说，“中美教育的差异，关键在两国衡量
教育的尺度不同，在美国，进各类大学，衡量
的标准是多元化的，而在中国，衡量的标准较
单一。”
在何江眼中，虽然美国大学阶段教育水平在世
界领先，但在初等、中等教育并没有中国做的那么
扎实。在美国，每个州都有各自的大纲，学生学的
都不统一，基础知识也不是很扎实。而在中国，
初、高中教育阶段更多的是为了服务高考备考，在
基础知识教育上，中国做的更扎实。
不过，他也指出，中国高中教育也有弊端。在
高中阶段，中国学生的潜力很难被发觉。但在这方
面，美国做得更好些，很多美国高中生的艺术、体
育才能多在这一时期被挖掘。
何江认为，一个学生的学习能力不能仅以成绩
来衡量，衡量的因素应该还有很多，譬如学生其他
方面的才能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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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中美教育大不同
中國雙胞胎的不同求學路
据美国侨报网编译报道，丁轩宇(Ding Xuanyu，音译)和丁轩城(Ding Xuancheng，音译)是
一对双胞胎，从小他们的学校、老师，甚至朋友
圈都是一样的。
直到高中，他们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丁
轩城决定留学美国，而丁轩宇则选择留在中国参
加高考。
据《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网站
28 日报道，这一选择让这对双胞胎兄弟过去三年
里被分隔在太平洋两岸，他们也有了各自不同的
生活状态。美中两国申请大学方式的不同要求已
经对他们的习惯和思维方式产生了一些影响。
丁轩城去年撰写了关于自己青少年时期的一
片论文，使用英语参加了 SAT 考试并且在纽约大
学(New York University)暑期班研究时尚，而丁
轩宇则每天花上 15 个小时在数理化以及中英文
上。
兄弟俩都倾向学习艺术，但是申请美国大学
的要求不同，让丁轩城有更多的时间发展自己的
兴趣爱好，比如舞蹈、时尚和画画等。这种分歧
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发型，丁轩宇的发型更为传
统正规，而丁轩城的则相对要特立独行一些。
同样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俩兄弟对于自己的理
想有着完全不同的准备。丁轩城说着一口不完美
但是流利的英语，他身上带着明显的文化混搭的
痕迹，会在同一个句子里融入中国古典诗词以及
21 世纪纽约的时尚。
“最吸引我的是融合和比较旧时和现在的服
装款式。”丁轩城说道：“而且不单单是中国的
古典服装，还包括欧洲的。这种融合可能是一个
全新的方式。”
丁轩宇也一样，希望能够有面向世界的视
野，但是他对自己成长起来的国家和文化更有
责任感。
“如果所有人都要去美国，中国永远不会得
到真正的发展。”他说道：“如果中国想要有自
己的特色，这里的人民就应该担负起更多的责
任。”这种责任中有一部分意味着寻求中国独特
的只是传统，并且依靠其来推动中国的发展。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热衷娱乐和国际事
务。他们的追求有很多共同性，没有什么自己
的特点。”丁轩宇说道：
“而中国有我们自己的特
色 ， 比 如孔子和道教，只是
现在还没有在全世界得到足
够的理解。”
这些对自己未来愿景的
不同直接反应在了这对双胞
胎兄弟在大学的选择上。
美中两国在大学入学上
的差别不用多说。中国父母
很多都将孩子的高考当作一
个改变家庭命运的契机。多
年来，高考都是中国青少年
人生路上的独木桥。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
中国学生开始选择留学海外

，其中很大一部分选择了美国大学。而因为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缺少资金的美国大学也敞开
了大门吸引国际学生。
恰巧这段时间，中国一批人将美国大学文凭
视为一项颇有价值的投资。中国留美的学生近些
年 来 一 直 以 两 位 数 的 比 例 在 增 长 。 2014-15 学
年 ，留美的中国学生数量达到创纪录的 30 多
万，是排在第二的印度的两倍还多。
对这些选择留学的学生来说，对高考的恐惧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丁轩宇，在提到自己
每周的日程表的时候，他就有些痛苦。以中国标
准来说，丁轩宇所在的学校相对自由。作为全中
国最好的高中之一，该校要求学生多参与体育锻
炼，而且比起如何应付考试，也更注重教学内
容。不过，丁轩宇很适应中国学校的这种竞争。
“就算我有某方面做得不够好，或者在一次
考试中表现不佳，不管我喜不喜欢都没有关系，
我还是会继续努力。丁轩城则不一样。”丁轩宇
说道。
虽然避开了中国的高考，但是丁轩城很快感
受到了想要申请美国大学的复杂度，除了各种测
验，还要求有课外活动表现、个人陈述以及推荐
信。这三项要求对中国的教育体系来说完全是陌
生的，让很多学生和家长都无所适从。
丁轩宇幸运的是，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申请
留美的学生数的暴增，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也越
来越多。他就找到了一家顾问公司，帮助他校正
个人陈述。他申请的学校包括纽约大学、伊利诺
伊 大 学 香 槟 分 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以及华盛顿大学等。如果成功入学，
光学费他可能每年都要花上 45000 美元。而丁轩
城在中国的目标大学每年学费仅需要 750 美元。
他们的母亲温迪•王(Wendy Wang，音译)有
过海外经验，因此很支持丁轩宇留学美国的决
定 。 2013 年 ， 她 曾 担 任 斯 坦 福 大 学 的 访 问 学
者，那段经历从很多方面都对她造成了“很大
的改变”。
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丁轩城表示自
己对于在一个新的国家就读一间新学校让他有
些紧张。“不过，这也是我感兴趣并且为之兴
奋的。”他说道。

香港學生假期怎么過？補習之風仍興盛
在铜锣湾真光小学上三年级
的小欣（化名）将要迎来 40 多天
的暑假，她和很多同学一样，准
备跟着家人出国旅游。据小欣的
妈妈介绍，小学给学生布置的暑
假作业不超过 10 页纸，所以小欣
的假期可以自由安排，没有太大
的学业压力。然而，这种“纯玩”
的假期在香港并不多见。
按照香港特区教育局的规
定，凡全日制学校，必须确保学
生上课日不少于 190 天；公立学
校假期，包括公众节日假期在内
每年应为 90 天。依此规定，香港
各类学校除了在 7 月至 8 月安排
暑假之外，圣诞节、农历新年和
复活节分别安排 10 天以上的小假
期，而没有内地学校统称的“寒
假”。那么，这 90 天的假期，学
校和学生如何安排呢？

据了解，香港各类中小学
均会在暑假期间组织游学团或
交流团，前往例如澳大利亚、
韩国、台湾等当地的学校交流；
或开展主题性的交流团，探访
音乐、书画 学 校 等 ， 培 养 学 生
的 兴 趣 爱 好 。 此外，香港学校
和家长也非常重视社会实践活
动，但不会集中安排在假期，
而是平均分布于学期之中，定
期组织学生参加义工活动、卖
旗募捐、老人探访和童军活动
等一系列课外项目。
“近几年，学校的教育思路
正在慢慢转变。鼓励学生在假期
也要松紧适度、动静结合。”香
港小学教师许佳说，但是大部分
家长仍会在假期为孩子报名各类
兴趣班，“与内地相比，有过之
而无不及。”刚上小学二年级的

小彬（化名），已被妈妈安排在
暑假每周上 13 堂兴趣班课程。虽
然小彬希望能够外出游玩，但父
母工作繁忙，不能时刻陪伴，因
此他只能在课外班度过暑假。
“小学三年级以下的学生会频繁
上钢琴、游泳、绘画等各类兴趣
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开始兼顾
知识性补课。”许佳说。
对于香港中学生而言，假期
或许压力更大。据香港媒体的统计，
面对香港本地大学不到20%的升学
率，一个中学班级中过半的学生都
会利用假期进行学科补习。
刚升入中五（相比于内地的
“高二”）的阿钟一放假就开始
了他的“补习生活”。英语科、
中文科、化学科、物理科……每
周五门课程的补习任务满满地排
在了他的假期时间表上。“学校

B3

在假期一般不会组织集体补习，
但父母还是希望我利用这段时间
巩固所学知识。”阿钟无奈的
说，“为了在 DSE（香港中学文
凭考试）中拿到好成绩，我周围
的同学都在上课外补习班。”
“或许这已经成为香港父母
的一种习惯，从大街小巷随处可
见的补习海报就可知香港课外补
习之风有多兴盛。”在香港一所
知名国际中学教授物理的段一弢
表示，香港本地父母似乎更热衷
于送孩子去补习，相比之下，内
地和海外生源在假期补习的比率
较低。“学校希望能够让孩子得
到全面培养，但上不上补习班的
最终决定权在家长手里。”段老
师说，“面对海内外知名院校的
激烈入学竞争，大部分家长还是
把课业成绩放在了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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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赶不上的“福利房”之梦
1
过去，在我们镇里，每每提起表叔
，人们都会尊称他一声“杨老师”。
1982年他从师范毕业后，就留在了镇上
唯一一所小学教语文，一教就是三十多
年，镇里大多数人家里的孩子做过他的
学生。
表叔是我老姑家的长子，下面还有
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老姑家祖上三代
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好容易出
了个吃公粮的老师，乡里乡亲都说她家
是祖坟冒青烟，表叔“鲤鱼跃龙门，来
日前途不可限量”。
这话不无道理，跳出农门的表叔，
那时每个月有30斤粮票，还有定量的油
票、布票和肉票，逢年过节还会发点花
生、瓜子的福利——这在村里人看来，
简直是做梦也不敢想的待遇。
可乡亲们眼中的“天之骄子”却讨
不得镇里姑娘的欢心，表叔几次相亲都
无疾而终，人家女方都嫌他“家庭负担
太重”。直到参加工作五年后的1987年
，表叔才跟隔壁村的一个农村姑娘成了
亲。次年，我的表哥出生了。
眼看着生活总算上了正轨，可没成
想，结婚生子却成了表叔与好日子“脱
轨”的开端。
按照当时的政策，已婚职工有资格
分一套“福利房”，住进家属楼去。由
于房源紧张，学校便采取“打分”的方
法来分配，工龄、职称、婚姻、户口等
都是衡量的标准。
因为表婶是农业户口，表叔家被划
为“半农户”（夫妻双方有一方是农业
户口），打分偏低，排名靠后，房子年
年都轮不上。直到表哥都快上初中了，
他们一家三口还挤在婚前表叔分得的一
套单身宿舍里。
宿舍其实就是学校操场东边的一排
小平房，每间面积不足十五平米。屋里
只有一张用木板和条凳搭的板床，一张
简陋的黑木桌，角落里放着一个白铁桶
——屋里没有自来水，用水只能去学校
的公用水龙头打。
为了住进福利房这事儿，表叔没少
找校领导，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说
辞——“杨老师，你要理解，学校确实
有困难。凡事都得照章办，如果破了例
，对别的同志也不好交代。”偶尔也会
不疼不痒地安慰两句——“你还年轻，
有的是机会，不要太心急了。”
就这样，表叔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2
与表叔家相比，作为“双职工”家
庭，我家没那么拮据。所以父亲每次去
表叔家串门时，手里总不会空着，有时
拎一袋鸡蛋，有时提一罐奶粉。
90年代初，表叔将木板床换成了一
张上下铺的铁架床，拉了个帘子，让年
岁渐长的表哥睡上铺，他和表婶夫妻俩
睡下铺。除去一些家具和生活用品，宿
舍里几乎连落脚的地儿都没有，所以父
亲虽然去得勤，但从不久坐，有时放下
东西就走。
表婶总是一边道谢，一边把东西迅
速收进柜子锁好。表叔则会把我们送出
校门口，但路上他总是很沉默。繁重的
生活让他看上去比同龄人苍老不少，消
瘦的身材，高耸的颧骨，眼尾耷拉下来
，像一对单引号。杂乱的眉毛覆于其上
，像是给单引号加上了一个笔触粗犷的
破折号，标点符号不伦不类地组合在一
起，像极了那些他批改过的错漏百出的
作文。
当时我年龄还小，对表叔这副落拓
样难免有些害怕，所以总是不自觉地躲
着他。直到一天，他悄悄拉住了我，迅
速把一件东西放进我兜里，低声道：
“回去再给你爸。”说着，又掏出一块
冬瓜糖塞进我手里，摸了摸我的头。
一路上，我忍不住摸着自己的衣兜
，猜想他往里头放了什么。
“你兜里装了什么？”父亲瞧出了
我的不对劲。

“没什么……”我有些心虚，攥紧
了还没来得吃的冬瓜糖，觉得手心黏黏
的。
父亲端详了我一会，弯腰捏捏我的
兜子，脸色沉下来。他掏出兜里的东西
，那是一个纸包，里头是几张零碎的纸
币。
“你在哪拿的？”父亲沉声问道。
“表叔给我的。”我连忙解释，
“他让我回到家再给你。”
父亲拉起我就往回走，没走出多远
又顿住脚，犹豫了一会儿，又带着我掉
头往家走。
晚上，我吃完饭就被父亲赶上床睡
觉，母亲和父亲的交谈隐隐约约传进我
的耳朵里。
“他不领你情就算了，离离也快上
学了，我们三天两头贴补他也不现实。
”母亲说。父亲沉默了良久，叹了口气
，“算了算了。”
那以后，父亲去表叔家的次数就少
了。
3
虽说我不常去表叔家了，但镇里就
一个小学，上学后我还能时常遇见表哥
。
表哥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小刺头”
，一个绿色的旧书包，一身松松垮垮的
校服，脸上青青紫紫的淤伤，是他的经
典“装扮”。每次遇着了，表哥从不主
动搭理我，我也不敢招惹他，自觉绕道
。
可凡事都有例外，一天放学，我正
往家走却被人叫住了。循声望去，表哥
正蹲在马路牙子上朝我打招呼：“哎！
你过来！”
“表哥。”我应了一句，却不敢靠
过去。
见状，他走上前来：“你有没有钱
，借我一点。”
“没有。”我有点懵，摇摇头。
“我不信！”表哥打量着我，又瞟
了一眼我的书包，“能不能把书包给我
看看？”
虽是询问，但却没半点商量的意思
，不容我接话，他已经把书包从我肩上
扒下，拉开拉链一通翻找。
“还真没有……”最后，表哥一脸
挫败地把书包丢回我怀里，临走时还不
忘警告我，“这件事你别告诉任何人，
否则有你好看！”
我大气都不敢出，只得点点头。
那天晚上表哥没有回家，全家人找
了一整夜才在车站找到他。他的鞋丢了
一只，校服袖子被扯了个口子，书包也
不见了，一直垂着头，沉默不语。
“这娃儿是你们家的？他胆子可不
小啊，竟然敢逃票扒车，钻到行李厢里
了，幸亏我们及时发现，否则小命都丢
了。”售票员没好气地说，“孩子小不
懂事，你们做父母的也不看着点！”
表叔表婶连连道歉，父亲又塞给售票
员一包“红塔山”，这才把表哥带回来。
半路上，表叔在就“火山爆发”了
，他毫不客气地抽了表哥两记耳光，一
边抽一边骂：“让你不回家！让你去扒
车！”
父亲连忙上前，不住地劝：“有话
好好说，不要打孩子。”
“去哪也比回家强！”表哥委屈地
大哭起来，“那种破地方……谁、谁爱

住谁住！”
虽说童言无忌，表叔却被彻底激怒
了，推开父亲就要扑到表哥身上，又被
表婶挡下：“你别打孩子！都是我的错
，是我拖累了你，害了孩子！”说完，
她抱着表哥不住地哭。
表婶的眼泪登时浇灭了表叔的怒火
，他颓然地放下手，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
4
那次风波后，表叔家的事就传开了
，学校里里外外都在议论他的遭遇。
有人为他鸣不平，“被一个农村媳
妇拖累了”，也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
“杨老师，你怎么不去买个户口？”
这办法表叔不是没想过。早在1992
年，县政府就出台了政策，只要交四千
元的城镇建设增容费和五百元手续费，
就能办下一个“非农业户口”。这项政
策刚出来的时候，还引发了“抢购户口
”的浪潮，为此派出所不得不成立了一
个专门的办事窗口。
除了这个路子，当时农业户口想转
成非农户口简直难如登天，除了考学、
当兵，就只能寄希望于找个单位有解决
户口指标的配偶，每一条都不是易事。
虽有这样的政策，但四千五百元已
经相当于表叔不吃不喝三年的工资，更
何况他还要支援几个弟弟妹妹读书，所
以表婶的户口问题就只能搁置了。
周围的风言风语终于让表叔下定决
心“破釜沉舟”，他掏出所有积蓄，又
借遍了亲戚朋友，终于筹够这笔钱。
1998年初，表婶拿到了梦寐以求的
“非农户口”。办完手续那天，表叔特
别高兴，他让表婶做了几个菜，又打了
三两白米酒，请我们到他家吃饭。
饭桌上，表婶小心翼翼地掏出新户
口本，把她的户口页翻给我们看：“瞧
瞧，我现在也是城里人了！”她一边抚
摸着蓝色公章，一边惆怅地叹息，“唉
，不过我们家真是一穷二白了……”
“怕啥，咱不久就能换新房了！”
向来寡言的表叔兴奋地像个孩子。
“是啊，能住新房比啥都强。”闻
言，表婶的双眉也舒展开来。
“干了！”表叔意气风发地举杯道
。
“干！”父亲母亲也跟着举杯。小
小的房间里，气氛就像过年一样。
5
第二天，表叔就去单位更新了资料
，满怀期待地等待学校重新评估分房资格
，不料却等来了“暂停登记”的通知。
“说好的房子，怎么转眼就没了呢
？”心有不甘的表叔去校长办公室坐了
一次又一次。
校长每次都很客气地招待他，不过
还是那句话：“老杨，你别急，一切还
没定，具体政策还没下来。你也是老同
志了，不能听风就是雨，那么多人等着
呢，不止你一人。”
没法子，表叔只得继续等信儿。一
直等到年底，没等来房子，却等来了另
外一纸通知：单身宿舍属于公房，如果
要继续住，就必须花钱买断产权，否则
日后得按月缴纳租金。
非但心心念念的家属房没影儿了，
就连住了十来年的老宿舍也保不住了？
表叔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理儿，便又去
校领导那讨说法：“现在我们都是非农

户口了，肯定够家属房的条件……”
“你怎么不明白呢！”校长打断了
他，“现在户口已经不重要啦，政策已
经变了！”
“怎么能说变就变呢？”表叔不依
不饶。
“老杨……”校长叹了口气，语重
心长地说，“你要明白一句话：老人老
办法，新人新办法。”
“我等家属房已经足足十年了，还
算‘新人’吗？！”表叔愤怒极了。
他的怒火让校长的好言好语消失了
，只得到一句不冷不淡的“回去等通知
”，便被轰出门外。
当时“房改”刚开始，不单是学校
，镇里各单位都停止了分房。虽然是上
面的政策，但表叔还是把责任归咎到了
校长身上。他一反常态，见人就倾诉自
己的委屈：“……讲觉悟我就是‘老人
’，讲待遇我就是‘新人’，天下间有
这个道理吗！”
为此，父亲没少劝表叔：“和领导
把关系弄僵，你能落着什么好？”
“我花了那么多钱，欠了一屁股债
，好容易买来的户口转眼就成废纸了
……”表叔越说越觉得滑稽，最后竟笑
了起来，“哈哈哈哈哈……”他一边笑
一边抹眼泪。
那是我第一次见表叔如此失态。
没多久，具体方案出台了：表叔所
住的小平房被认定为“福利房”，表叔
可以选择花钱买下产权，也可以放弃，
然后领取大约一万元的一次性补偿。为
了及早还清欠款，表叔选择了后者。
1998年，我们镇上的房价一平米大
约六百多元，还清欠款后，剩余的钱根
本买不起房子，所以表叔一家依然住在
那间小平房里，学校只是象征性地收取
租金。
6
2003年，父亲工作变动，我们家搬
到市区，表哥也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
。
那时，表哥已全然没了小时候的
“刺头”样，而是成了优等生，大家都
说他有表叔当年的风范，“未来不可限
量”，父亲还请他来辅导我功课。
“表哥，你学习咋这么好呢？”我
愁眉苦脸地看着他笔下冒出的一个个公
式。
“苦学呗。”表哥解着习题，头也
不抬。
“可是我怎么学也学不好，真羡慕
你……”
闻言，表哥顿住笔，沉默了一会儿
才道：“你羡慕我学习好，我倒是羡慕
你可以学习不好。你不用怎么学就什么
都有了，我呢，想离开那个家，只有好
好学。”他一边说，一边露出了苦涩的
笑。
说完，他又埋下头解起了题，那些
在我看来像天书一样的公式，在他手里
却像一队被驯服的士兵，仿佛可以带着
他冲锋陷阵，杀出表叔那间又破又小的
房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表哥考
上了省会的一所重点大学，表叔也凑足
了首付，贷款买了一套二室一厅的房子
，那是个六层的板楼，顶层。虽说房子
不大，但比起他们住了近二十年的小平
房已经好上了千万倍。。

7
如果事情就此结束，对表叔来说不
失为一个好结局，可命运总爱与他开玩
笑。
2012年，表叔刚退休，就赶上市政
府开发新区的政策。他的学校也在新区
规划中，要搬迁到新址，旧址用于地产
开发。
这本是个好消息，老校区的楼房和
设施实在太过陈旧，但表叔却高兴不起
来——他一直承租的小平房也要拆迁，
同期买下产权的同事都拿到了十来万的
补偿款，但由于他没买产权，所以得不
到补偿。
这对于表叔而言无异于噩梦重现，
所以他做出了最后的抵抗——重新搬进
那套闲置许久的老房子里。
得知这个消息，征收组马上求助校
方给表叔做思想工作，领导班子轮番上
阵。
“杨老师，你放着好好的房子不住
，跑来这住危房，图什么呢？”
“杨老师，你的诉求我们会尽力满
足的，先坐下来谈谈好不好？”
“杨老师……”
无论他们说什么，表叔只有一句话
：“当年我已经吃够了亏，这次必须还
我个公道！”
因为他没有产权，所以不可能享有
与完全产权人同等的待遇，征收组只同
意给适当补偿，诉求与现实出入之大，
让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就这样僵持了大半年，除了表叔这
个久攻不下的“据点”，周边的拆迁工
作已基本完成，表叔成了名副其实的
“钉子户”。为了逼走他，拆迁队断电
断水，可都动摇不了表叔，他还用彩钢
搭了几间板房，筑起了院墙，甚至还在
房前屋后挖了条一米宽、半米深的壕沟
，一副铁了心“打持久战”的样子。
表婶是他的“后勤支援”，负责每
日给他送水送饭送材料，经常摸黑开工
，夫妻俩一干就是一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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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当天下午三点接到表哥电话
的，听完前因后果，便立马启程往镇里
赶，母亲和我不放心，也一同跟了过去
。赶到现场是下午五点多，天已经黑透
，工地上亮起了灯，表叔的房子里黑黝
黝的看不清情况。
“你爸呢？”父亲问，“一直没出
来？”
表哥点点头。
“快砸门！你爸脾气拗，认死理，
可能会做傻事！”意识到不对劲，父亲
说着就开始踹门。
等进到屋内，表叔已经昏倒在地，
大家忙把他送往医院。
经医生诊断，表叔是因为低血糖晕
倒的。原来，自从表婶住院便没人给他
送饭送水，表叔吃光了存粮，又不肯离
开屋子，已经数日没吃东西，屋里连水
都喝完了，这场对峙用完了他的最后一
丝气力。
正在住院的表婶接到消息也赶来
病房，看着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的丈夫
，突然大哭起来，指着表哥破口大骂
：“丧尽天良的东西，你要逼死你爸
吗？！”
“嫂子，你别骂了，孩子也是一时
冲动……”母亲连忙打圆场，可表婶却
听不进去。
她一边抹泪，一边训斥表哥：“你
爸都一把年纪了，能吃多少，能用多少
？他要争这些，你以为是为了他自己吗
？还不是为了你！他觉得亏欠你太多，
没给过你像样的生活，才连命都不要，
死守这间屋子！而你呢，却糟踏了他的
苦心……”
她的话让表哥愣住了，他怔怔地看
着躺在床上的表叔，忽然“扑通”一声
跪在床前，泪流满面：“爸……”
表叔没有回应，只是默默侧过头去
，有泪从他那黑瘦的脸上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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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凌钦：做社区与警局沟通桥梁
在纽约市警的队伍中，华裔警员的数量并不多，根据市警截止今年 10 月底的数据统计，亚裔警员
的数量为 2755 名，不到总数 36382 名的 8%，因此一名优秀的华裔警员则格外亮眼，最重要的是，这名
华裔警员多年来勤勤恳恳，在法拉盛社区为民众服务，现在他是 109 分局首位会讲普通话的社区联络官
，真正搭起了社区与警局之间沟通的桥梁。
我的名字是黄凌钦，今年 31 岁，
现在担任纽约市警 109 分局的社区联络
官，是第一名会讲普通话的华人社区
联络官，通过多样形式搭建社区与警
局桥梁。不过，一开始，我并不是准
备做警察的。
我出生和长大在上海，在我读初
中的时候，我父母从上海移民到美国
，第一代移民的生活压力都比较大，
所以那时我就一个人先在上海待着，
父母在美国辛苦打拼，到了 04 年，父
母和我说身份已经办出来了，我还未
高中毕业就来到了美国。

初来美国苦攻语言关
来美后原本准备读大学，但是朋
友建议先去高中读书扎实一下英语和
其他知识的能力，我那时读的高中是
位 于 长 岛 市 的 William Cullen Bryant
High School，因为英语不是我的母语
，在国内学的英语还很不够，我当时
每天写作业写到很晚，英语本身还不
算，其他课程也需要用英文来学习，
则是难度加大不少，除了上课时在笔
记本上记下很多内容，还随身带了本
英文字典，看到新词就查，我还利用
每一个可以把握的机会和别人说英文
。学习英文的过程被我定义起来就是
“牙牙学语”，重新以零姿态去学习
这门语言，当时也没人会帮我，所有
都得靠我自己，有时还会流泪觉得太
难了，但最后还是靠毅力突破了，我
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攻克了语言关，自
己的成绩在学校中也可排名百分之前
十。

因缘巧合被市警招募为学员
在 06 年，我开始在纽约州立大学
老韦斯特伯里校区 (SUNY Old Westbury) 就读，专业是会计，但之后一次
偶然的经历让我踏上了做警察的道路
。在 08 年的某一天，我看到纽约市警
招募项目(NYPD CADET) 在学校设了
一个摊位招募想在市警系统中学习的
大学生。我当时一看，工资挺吸引人
的，好像一个小时 14 元，就想可以试
一试填了申请表。过了一段时间，他
们打电话叫我参加新人培训，我本来
还是想继续从事金融工作就婉拒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打电话过来让
我去看看项目的具体内容感受一下，
我这次就去了。没想到，到了那，他
们直接就发申请表格，我当时想我还
没有准备好呢。但后来还是填了表，
再进行体能和心理测试等，又没想到
，过了一会，他们打电话和我说恭喜
我通过所有测试，成为纽约市警学员
，08 年 1 月 22 日是正式招募日。

初尝滋味：原来警察也是身边人
在成为市警学员后，我第一个工
作的地方是位于阿斯托利亚的 114 分局
，当时刚来到警局的时候，我特别紧
张，想着要向老板敬礼，同事们都开
玩笑地说，这是分局，大家都是家人
，让我放轻松一点。他们都对我很照
顾，我当时就像个“十万个为什么”
，同事也尽量回答我的各种问题。我
那个时候要坐在前台接电话，都搞不
太清楚应该怎么回复别人，我的同事
就坐在我的旁边也接电话，手把手教
我怎么回答。后来，领导让我开始学
习做犯罪分析的文书工作以及写案件
报告，告诉我以后如果要做警察，这

些都是要学会的基本功课。我在 114 分
局工作了约两年左右，得到的最大感
受是警察并不是我以前想的那么威严
和高高在上，在做警察之前，我对警
察有点恐惧，现在亲身经历了之后，
感觉他们也和每一个普通的人一样，
过着自己的生活，每个人也都有自己
的性格脾气，有的搞笑，有的比较友
善，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嘛，我们都
是纽约市警蓝色家庭(NYPD Blue Family)的一员！
到了 09 年 10 月左右，因当时全国
范围的经济衰退和纽约市经费的预期
减少等原因，纽约市警的经费也被削
减，我从 114 分局调到了纽约市警公共
信息办公室 (DCPI)工作。我当时主要
还是负责文书工作，每天要把当天英
文主流媒体的报纸上有关执法的消息
摘录下来，再扫描进电脑系统中，上
司都要阅读这些新闻。
我在 DCPI 工作差不多到了 11 年的
7 月份，我就宣誓进入纽约市警察学院
入职了，到了年底，我从警校毕业，
也标志了正式成为纽约市警警察。

调入高犯罪率区工作，作出人
生第一次逮捕
我正式成为警察的那段时期正值
纽约市犯罪率的高发期，时任的纽约
市警局长凯利 (Raymond Kelly) 推出
了 “ 冲 击 行 动 ” (Operation Impact
Program) 项目，我就作为刚从警察学
院出来的“菜鸟”级警察被安排到犯
罪率较高的位于牙买加的 113 分局和法
洛克威 (Far Rockaway)的 101 分局工作
。在那里工作，说实话心里面是有些
慌的，父母一开始也有些担心，毕竟
治安不好，而且我又是唯一的亚裔，
但压力化为动力，我在两个分局工作
的逾一年的时间内，学习到了许多东
西，也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
我在那做的主要是上街巡逻、开
罚单和逮捕人，刚开始开罚单的时候
还畏畏缩缩不敢开，主要是自己的角
色还没有转换过来，想要不就给个警
告算了，但同事和他说，如果都只是
给警告，起不到震慑作用，如果执法
要有效果，需要一定程度的执行。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人生第
一次逮捕。那天快要下班的时候，我
和搭档看见一个女的冲过来，说她老
公打了她还抢她钱包，我们问她老公
在哪里，她说就在那边跑而且只穿了
短裤，我们就马上追着她老公跑，我
们跑了两个街区后，终于逮捕了这个
男的，这时，很多警察也冲了过来。
我那时还是挺有成就感的，毕竟是第
一次成功逮捕，当时心里也没时间去
考虑怕不怕的问题，就是一种本能。
第一次逮捕倒没太大问题，写逮捕报
告可花了九牛二虎的功夫，其实也没
多少字，但就是写不太好，后来花了
太多时间，我的老板还跑过来帮助我
一起写；第二天，检察官办公室打电
话过来问具体的控罪，我当时也挺紧
张的，就和他们说自己是菜鸟，他们
人都挺好的，就说不要紧张，也帮助
了我完成工作。

109 分局社区联络官：搭建社区
与警局沟通桥梁
我在 12 年的 10 月份后被调到 109
分局，来到这里的感觉是亲切，这里
有许多华人。我刚开始做的是街道上

的巡逻，到了 13 年的 10 月份左右，加
入了 109 分局的商业区域小组，管理法
拉盛的商业区。这个工作包括教育小
商家遵守经营的一些规章制度，也包
括执法，当然是先礼后兵。我感觉我
能说普通话，还是可以给小商家很多
便利，他们很多时候因为语言的障碍
感到无法和执法机构沟通，自己的诉
求不可以表达很是郁闷，如果有人愿
意听他们讲一些想法他们会开始信任
，所以，我把自己的手机号也告诉了
他们。
差不多过了一年的时间，市警的
“社区警务计划” (NCO) 在 109 分局
启动，许多特别小组都被打散，我就
继续做巡逻和 911 接警。去年 10 月份
左右，局长哈里森问我要不要做社区
联络官，她说我会普通话，也是华人
，应该会了解社区的诉求，我当时就
答应了。在我看来，社区联络官就是
社区与警局的桥梁，促进双方的理解
，拉近警民关系。社区联络官也是局
长的左膀右臂，及时告知社区动态，
让她掌握第一手信息以更好地服务民
众。
我的工作分为几类，包括在一年
中策划几百个社区大大小小的活动维
护治安，比如游行；也需要在一些节
日诸如黑五等在购物中心安排足够警
力以确保购物秩序的正常进行。警局
的一些融洽社区关系的活动，比如家
庭同乐日、全国打击犯罪夜和感恩节
发糖等活动也是需要我和我的搭档一
起策划的。在这些之余，如果我还有
余力，我也会去街头巡逻，看看小商
家的动态进行规章制度宣导等工作。
在这些工作中，策划活动维护治
安工作量最大难度不小。比如一个游
行，我和我的搭档要想封路计划、在
哪个点部署多少名警员、考虑是否派
设反恐力量以面对突袭，我们要写出
一 个 策 划 报 告 给 皇 后 区 北 区 (NYPD
Queens North)，他们再上交给纽约市
警，一旦被批准，市警则会安排相应
警力部署。在每一次活动后，我们都
会考虑下次的策划需要改进的空间。

奋斗目标：当 109 分局局长
我觉得自己做了社区联络官后
，社区与警局的关系的确有拉近很
多，毕竟语言和文化沟通比较通畅
，法拉盛大部分华人都说普通话，
因此这个语言的需求的确比较大。
我当警察的这些年，家里人都很支
持，我的太太是一个温柔懂事的女
孩子，她理解也支持我有时长时间
不能在家，只是叫我注意身体和准
时吃饭，我的父母也是如此，希望
我注意安全就好。其实，我从小就
有当警察的愿望，不仅是感觉很威
风，而且自己还充满正义感，希望
为民除害，也服务于民。做一个好
警察需要毅力、决心还有自我牺牲
能力，但获得的成就感却很满足。
我觉得在美国，只要努力、奋斗
，梦想都可以实现，我刚来美国时也
重新学语言吃了多年的苦，但是却一
直抱着初衷朝目标奋进，我的奋斗目
标是希望有一天能当 109 分局局长，用
我对社区的了解服务更多人。我也希
望自己的例子能够鼓舞更多的年轻华
人，只要有想法、勤勤恳恳，都可以
参与到市府工作中去，包括成为一名
光荣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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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乱世之奸雄 窃国之大盗

1895 年，中国被日本战败，自此
，袁世凯逐渐开始发迹。这一时期中
国社会的特点是:中国封建王朝土崩瓦
解，民族主义崛起，虽然战败一事
（对国内）震动极大。然而，代表正
统的儒家观念的清议派官员，由于张
之洞发表《劝学篇》，于 1898 年发起
了一场短暂的复兴运动。面临国难当
头，正义感被激发起来的大多数清议
派官员，实际上采取了有效的行动。
无需向明君进谏，或者不必为昏君费
心思，他们往往无动于衷。代表“清
议”观点的“百日维新”以及由官方
挟持的义和团起义均遭残酷镇压，几
乎使清议派缄默不语。随着带有理想
色彩的清议派官员销声匿迹，中央政
权和拥有实力的地方要员之间的争端
，使中国面临着分割的威胁。为了暂
时稳定政权，君主便赤裸裸地借助军
事力量，主要依靠袁世凯的新军。而
作为长远之计，政府则许诺实行立宪
。然而，就清政府的权力结构而论，
自 1895 年以后，唯一重大的发展就是
皇家、特别是袁世凯的军事力量的增
加。1900 年以后，扩大军事力量的进
程不断加快。立宪派并没有真正被认
为是个实力集团。
扩充军力导致权力平衡的问题。
矛盾集中在汉人和满人之间。为了维
护他们所谓的在权力尤其是军权方面
的法定比例，满洲人成立了一个松散
的组织——宗社党。地方汉族要员的
军事力量愈强，中央政府的满族亲贵
就倍感威胁。1908 年后，由于未受儒
家大一统思想的感化、没有慈禧太后
的有力指导，摄政王强行削弱汉人的
权势，以扩大满人的权力。然而以这
种方式维持的统一是极不稳定的。由
于双方都日益注重维护其自身利益和
权力，因而满洲皇室和地方汉族要员
之间的关系也趋向紧张。地方主义的
发展必将出现军阀作风，虽然这种局
面在 1911 年以前还未导致完全脱离朝
廷，但对皇帝却已三心二意。
1895 年中国被日本战败，进而忧
惧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中国的民族主
义抬头，这种忧虑常用社会达尔文主
义予以说明。著名的革命家胡汉民曾
这样描述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
》出版之后知识界的气氛:“严复的书
问世后，人们对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
的原则有了清楚的认识，因而，舆论
发生了变化。确实可以这样说，当前
事件发展的趋势，鼓舞了那些提倡排
外反满、加强民族统一团结的人们。
也确实可以认为，严复在这个过程中
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这一时期的政治分析家们往
往引用“于列强竞争之世”这句话，
说明中国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下去了
，中华民族若要继续生存下去，许多
儒家的传统观念必须废弃。1895 年以
后，中国的高级行政官员面临的问题
是:已经不是怎样抱住传统的道德观念
以维护中国人的尊严，而是要首先保
存民族，同时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维新和革命运动兴
起了。维新和革命运动均有民族主义

性质，不同于以前提倡仅
限于文化领域的自强。
普遍的观点认为，大
多数中国人只适宜当奴隶
，而不配作国民。但是，
这些作者认为中国的软弱
并非天生的，中华民族亦
并非劣等民族。相反，受
日本民族是太阳神的后代
这一神话故事的鼓舞，20
世纪初的中国革命者恢复
这种传说，即:中国人是黄
帝的子孙，因此异常圣明
。1906 年萍、浏、醴起义
的声明中宣称:汉人是世界
上最伟大、最优秀的民族
。无疑，这种言论的目的
之一就在于建立起中国人民的民族自
信心（也就是后来蒋介石在他的杰作
《中国之命运》中所称的“心理重建
”）。由于满洲人的压迫，这个聪慧
的民族事实上已被奴役。就体制（满
洲人统治不力）和种族（遭受到劣等
人种的压迫）而言，反满的理由是够
充分的。
满洲人被称为“狗和山羊”、
“五百万披兽皮挂号角的劣等民族”
，摆脱满洲人能够达到两个目的:其一
，能使“夷夏之防”的古老传统得以
恢复，自《春秋》至 20 世纪革命者的
著作，对此传统均有详尽叙述。其二
，消除制定宪法、实现民主、繁荣经
济的唯一障碍。包括孙逸仙、章炳麟
在内的 20 世纪初的革命理论家大多是
反满的。几乎所有的革命团体和起义
的主要主要目的就是要推翻满洲人的
统治。
辛亥革命时，“反满”促使革命
力量特别是秘密会党和新军联合，并
激发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简言之，虽
然反满斗争意义远非重大，然而却为
20 世纪初叶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奠定
了基础。满洲要人屡遭刺杀。更为重
要的是，满洲人垮台以后，代表民族
主义的同盟会突然被解散，谁又能对
此作出别的解释呢？中国的民族主义
者从满洲人中找到了替罪羊，并从普
遍的支持和拥护中判断出，反满既是
权宜之计，也是明智之举。
由于崇洋媚外，儒家正统观念逐
渐消亡，民族主义方兴未艾，这些都
导致了（清政府的）权力危机。正是
在这一转折之中，袁世凯扩充了自己
的力量。1895 年以后，朝廷试图通过
扩大军事力量以稳定全国的政治局势
，而袁世凯在这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由于政府中军政界限含混不清，袁世
凯拥有的军事力量全在政治方面起作
用。袁世凯早年在朝鲜英勇作战，为
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到 1900 年
，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组建了自己
的军队，袁世凯捞到了重要的政治资
本。朝廷面临着被义和团击败的危险
，他却拒绝出兵援助，以保存自己的
实力。1911 年，与革命党人进行的一
次牵涉军事实力地位的谈判中，袁世
凯采取欺骗朝廷的手法，进一步扩充
了自己的实力。无论是儒教还是民族
主义，袁世凯充其量只是表面信奉而
已。袁世凯不反满，他的行动当然也
不能列入 20 世纪初民族主义的范畴。
尽管他身为总统，但也决非坚定拥护
共和国。他口念忠于共和国的总统誓
言，暗地却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撕
毁共和国约法，从而为袁氏王朝的建
立铺平道路。
这一系列的背叛行为使人们对袁
世凯的诚实颇为怀疑，他究竟是忠于
朝廷，还是忠于国家，对于这点，人
们尤感难以测度。因而，他被传统主
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斥之
为一切只是为了自己权力和荣誉的极
端自私的机会主义者。然而，假如袁
世凯的本性如此，那么他是切合时宜

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明确的道德标
准的过渡时期。儒家的道德标准正日
趋崩溃瓦解，而民族主义的道德标准
则含糊不清。
同时这也是政治上的犬儒主义普
遍流传的时期，凡是学习中国近代史
的学生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农民对政
事普遍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不能完
全归咎于他们的无知和缺乏文化教育
。农民不参与政事和犬儒主义，既是
原因，也是结果。基于这点，清王朝
与历朝不同，它未被农民起义推翻。
事实清楚地表明，20 世纪初的起义，
只是由于乡镇转向城市，而没有波及
到乡村中去。中国广大的农村一片沉
寂，对革命态度消极。……
由于农民态度冷漠，使革命的社
会基础甚为狭小，，仅靠一些知识分
子、某些秘密社团以及部分南方新军
。知识分子和秘密社团的联合往往很
勉强，这种联合于 1912 年秋已不复存
在。此时，战争贩子正在为争取社会
地位、合法权利和议会民主进行着斗
争。无论是谁，只要拥有军队，便有
权左右政局。革命虽非袁世凯与知识
分子所能驾驭，毕竟袁世凯凭借在军
界中的威望，收买军人，使自己的权
力超过知识分子。因而，他取得了孙
中山，领导共和国。
共和国的开创标志着一场严重
的权力危机业已开始，在这场危机
中，政治投机频频发生。这并非说
处于权力中心的袁世凯纯属投机。
一个完全不道德的机会主义者和一
个道德完美的正人君子的说法都是
不真实的。正如像任何一位主要的
政治家一样，袁世凯必须为其政策
和行动辩解，必须维护自己的选择
和决定。这样，控制着北京的军阀
和统治着一个省的军阀就有着本质
上的区别。袁世凯必须提出一整套
理论，取得若干实际效果，为自己
的权力辩护。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
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
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
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
发展。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
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
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然
而，他仅是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者。
1913 年袁世凯反对国民党的内战
，就意味着、向统一迈进。然而，紧
接着胜利接踵而来的是:袁世凯的许
多作战部队变成了驻军，这些驻军司
令变成了新军阀。没有这些军队，农
村不可能安宁，然而这些军队的存在
并且不断增多，又致使袁世凯统一国
家的计划宣告失败。由于封建官僚政
治的崩溃瓦解，这就需要各级地方司
令来治理县、府、省。在阶级之间权
力的转让过程中，传统的、有地位有
身份的人士逐渐被军人所取代。由于
绅士既无力提供枪支弹药，又没有掌
握军队，因此这种取代的步伐不断加
快。
比较李鸿章、袁世凯和段祺瑞的
权力结构，这一取代过程也就一目了
然了。李鸿章，进士，最后一名行使
大权的儒家绅士，依赖其总督辖区内
的文官，幕府中的幕僚，以及他统领
的军队。袁世凯的权力结构与李类似:
依赖于军队，以及由传统的上流社会
人士和现代专家组成的文官队伍。然
而，他既然没有科名，当然不能称为
儒家的上流人物。在清朝，像袁世凯
这样无科名的汉人能登上如此高位，
仅此一例。继袁之后，段祺瑞依靠传
统的上流社会人士、安福系（它类似
一个政党）以及他的军事力量。段祺
瑞是个赳赳武夫。由于中央政府一级
的高级志位，军人取代了科考之辈，
所以在县一级，一个营、团长现在可
以欺侮地方官员，各级文官必须服从

其穿军服的上司。这种权力的转让影
响到做出政治决策的形式。说理往往
让位于压制。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府被迫采
取武力以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袁世
凯 1913 年所为，其实质正在于此。他
的下一步目标是要进一步实现统一，
他同时充分使用帝王传统和荣辱观诱
骗人民忠于他的事业，增强他的威望
。袁世凯恢复旧名号、旧习俗拉开了
复辟帝制的序幕。复辟帝制以加强中
央政府进而又增强民族力量，这便是
袁世凯的目的。袁世凯相信，沿袭了
若干世纪的古老的封建传统，还没有
被仅有几年历史的共和制观念所取代
。如果有人同意袁世凯的这一观点，
那么袁的这一计划似乎是实际可行的
。武装反对洪宪帝制，出人意料。当
袁世凯意识到自己无力镇压这一突然
的叛乱时，形势对起义很有利。袁世
凯所属部队之间的分裂加剧，起义的
行动赢得一些强国的同情。袁世凯的
权力结构迅速崩溃。
从戊戌变法到 1916 年逝世，袁世
凯在中国的每一个主要政治发展阶段
都有影响，甚至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毫无疑问，他在辛亥革命中起了
最关键的作用。然而，从这一时期中
国政治方法的一个侧面——20 世纪的
立宪运动来看，袁世凯的尽责和失职
都是明显的:一方面，袁世凯位居直隶
，后升任军机大臣，却没有向朝廷吁
请立宪；另一方面，尽管无效，他还
是进行天津地方自治政府的实验，以
此作为宪政的准步骤。
据 1905 年 7 月的报道，袁世凯曾
支持并提倡推举出 5 个高级官员从事
对外国立宪政府的研究工作。后来他
又表示支持采用地方自治的办法，以
便打破地痞、士绅独霸农村的局面。
就立宪一事，他曾提出两点极为重要
的见解。第一，他认为西方国家的人
民智识高，当他们采取抗议、示威游
行甚至起义暴动等手段为争取权力而
进行斗争时，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正
在干什么。中国如有一个慈善的政府
，情况则大不一样。在那种情况下，
如果政府准备把政治权利给予人民，
那么她必定会让人民知道自己应尽缴
税赋、服兵役等义务。他说道:“我们
的主要职责就是引导人民，以免他们
误入歧途。”第二，他认为，如果时
机尚未成熟，立宪就应该推迟到地方
自治政府建立之后。
袁世凯对立宪缺乏积极性，可能
是由于慈禧太后对此事态度冷漠的缘
故。自从袁世凯于 1895—1896 年参与
变法后，他的晋升一直不畅，因此，
他对立宪态度消极，也可能是由于谨
慎所致。
普遍认为袁世凯一直是赞成君主
立宪制度的，洪宪帝制就是君主立宪
。然而，袁世凯对 20 世纪初形成的立
宪理解，与其说是受英美的影响，不
如说是受普鲁士和日本的影响（袁世
凯很可能是通过杨度而受日本的影响
，杨度在袁的幕府中供职），袁世凯
不准备也不可能接受那种对最高统治
者有约束力的约法。他认为这样的约
法有碍于中央政府的强化，从而有碍
于民族的统一团结和国家的富强。换
言之，袁世凯所能采纳的方案是:由一
个强有力的领导者领导下的强大的中
央政府。
最后，让我们来对袁世凯究竟为
其国家做了些什么做一番估价。袁世
凯任职总统，是与中国唯一的一次推
行约法民主的尝试在时间上恰好相合
。由于袁肆意撕毁约法，或至少可以
认为是阴谋破坏立宪民主而遭到谴责
。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有这种设想，
即:若不是袁世凯发难，此次尝试可能
已告成功。然而这种设想的合理性颇
受怀疑。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

到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民主是士绅的
民主，而并非公众的民主。实现这一
民主，并非意味着广大群众而只能是
极少数上层人士在政治上的觉醒。这
些人凭借在国会、省议会所拥有的席
位、投票权、控制的（如记者、政治
评论员等）舆论宣传工具、把持的财
权、军权等，左右政治局势。按照社
会集团分类，士绅是由传统的绅士、
现代的知识分子、地主、商贾以及军
人组成。知识分子在上层人士中所占
比例甚大，这些知识分子应该坚信约
法民主，懂得如何行使宪法。但只是
在 1913 年的国会（期间），他们才真
正发挥了代表的作用。然而袁世凯很
快解散了这一机构，取而代之的是另
一社会大杂烩——约法会议。国会有
227 名议员受过现代教育，仅有 127 名
议员有传统科名；而约法会议的全部
66 名议员中有 46 名议员有传统科名。
在国会和约法会议的议员中，虽
然有传统科名的议员所占比例极高，
然而这却不能只归咎于袁世凯玩弄政
治花招，部分责任是学校教育传入中
国为时 较 晚 ， 另 外 的 原 因 当 是 共 和
国成立之初各政党的性质所致。甚
至 最 激 进 的 党 派 —— 国 民 党 在 1912
年壮大后，也受到传统的官僚、学
究风气的侵袭。国民党在拒绝同秘
密会党合作之后，为了免遭孤立，
不得不同传统的绅士结成同盟。这
种新的同盟不可避免地会冲淡国民
党对维护约法民主所应承担的义务
，致使它在原则问题上更倾向于持
妥协态度。这样，国民党就由一个
以政治上互相信任为基础的组织，
变成一个以共同利益和私人关系为
基础的组织。这些联系很容易随个
人的意愿而中断或重新组合。而且
这种联系决不可能抵御来自国民党
外部的力量的压力和诱惑。其它主
要的政党，其情况即使不是更糟糕
，也与国民党的情况类似。
袁世凯唯一最大的功绩是造就了
一大批军阀。这些军阀既不是忠于朝
廷的儒将，也不是决心为捍卫国家的
荣誉和利益而战的国民军军官。袁世
凯是否实际上就是仿效曾国藩和李鸿
章二人，历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经
常发生争论。然而，曾国藩的湘军、
李鸿章的淮军和袁世凯军队有着本质
上的区别。为了表示矢忠于皇帝，曾
国藩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叛乱之后
，便立即宣布解散。李鸿章派遣其部
队赴满洲和朝鲜抗击日本的侵略。
1900 年 李 鸿 章 的 残 余 部 队 甚 至 与 北
京、天津共存亡。与此相反，袁世
凯的军队在庚子之役中却不参战；
1912 年 袁 劝 皇 帝 退 位 ， 从 而 叛 离 朝
廷，并且从不参与反对外来侵略的
民族战争。
更加糟糕的是，在共和国期间
，这些部队已改编成驻军，他们只
维护其防区的利益，而拒不服从中
央政府的命令。在袁世凯的统治行
将结束的那几年，这些军阀们甚至
无视其主子的政令。随着袁世凯的
逝世，他们最后撕下了效忠其主子
的面纱。他们在军事上搞派别活动
，截留中央政府指定的税收，干预
民政，压服各级民政领导，中国军
阀以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权利方面占
压倒优势的姿态步入 20 世纪 30 年代
。这些军阀的存在和影响，使中国
成为地位低下的国家。
这就是袁世凯给国家带来的后
果 。 如 果 他 在 1911 年 结 束 其 政 治 生
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
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实而言，他
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
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
尊敬。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
而做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
铁腕人物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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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日本大地震 7 周年：重建进度缓慢 人口难回流
东日本大地震将近七年，但重建
工程缓慢。因核辐射阴影，年轻人口
不愿回流灾区，使灾区老龄化问题更
显沉重。
报道称，震后核灾区的富冈町、
浪江町、葛尾村、饭馆村及川侯村等
都已在一年前发布了“除污”完毕，
当局也在 2017 年 3 月解除了“禁住”
令，但回流的家庭少之又少。
福岛县教委目前为招不到足够学
生感到十分懊恼。当地小学和中学正
在招生，预定只有 132 学生就读，统
计只能达到灾前总学生人口的 3.3%。
属辐射重灾区浪江町在解除禁住令后
，这个新学期只有八名学生报名；南
相马市立小高小学的一年级课堂上，
只有四个学生在上课。
福岛教委表示，事隔七年，有子

女的家庭不愿回流，大多因为重建与
复兴时日拖得太长，如今要他们回来
并不容易。但舆论认为，老家被列为
“核灾禁区”是难以抹去的创伤，核
辐射的阴影太深，这也让政府退出的
福岛灾区回流政策难上加难。
媒体观察到，各个灾区的高龄人
口比率比其他地方高许多，这对灾区
复兴也造成了阻碍。同时，也反映老
灾民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贫困”。
仙台市一栋安顿灾民的政府公寓
，75 岁以上老人占了 41%。宫城县的
统计显示，入居政府灾民房里有六成
是身带重病的老人。基于当局对灾民
的房租优惠政策在灾后第六年已终止
，令老灾民苦不堪言。
此外，面向难以重建自宅的受灾
者建造的“复兴住宅”，建设进度也

已经显著推迟。报道称，日本政府计
划将在岩手、宫城、福岛各县共计 63
个市町村建造约 3 万户住宅(数据截至
2017 年 9 月)。太平洋沿岸区域的 6 个
市町将在 2018 年度内计划建造约 760
户住宅，除位于岩手县大槌町与福岛
县浪江町的共计 33 户之外，预计剩余
所有住宅均将建造完成。
然而，岩手、宫城 2 县当初计
划建造完成的时间是 2015 年度(2015
年 4 月 至 2016 年 3 月)。 平 地 被 海 啸
吞噬后，除了找寻建筑用地需要时
间外，加上建材涨价以及人手不足
、在高地开拓住宅用地以及垫高地
基方面均花费了时间。复兴住宅建
设延后，拉长了受灾者居住在临时
住宅的时间，也对生活重建方面造
成了影响。

118 次审判、14 万页证据
韩检方：朴槿惠应受严惩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干政案”的
一审庭审在检方 30 年有期徒刑的求刑
下，暂时告一段落。检方认为，作为
由“政经勾结”犯罪造成的干政事件
最终责任人，朴槿惠必须受到严惩。
当地时间 2 月 27 日下午，在韩国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 22 部进行的
朴 槿 惠 案 的 最 终 辩 论 中 ， 检 方 用 24
分 钟 ， 根 据 118 次 庭 审 、 130 余 次 询
问证人和 14 万页的证据记录，逐条
指出了能证明朴槿惠犯下了包括受
贿及索贿 592 亿韩元等在内的 18 项罪
名的证据。
随后，检方举出了必须严惩的理
由，包括朴槿惠破坏宪法价值、进行
政经勾结、将民间企业私有化，实行
文化和艺术界两极化，以及不负责任
的态度等。
部长检察官全俊喆表示，“被告
人被选为总统，却为了幕后实权人物
的利益将国民委任的权限私有化，垄
断国家政治并破坏宪法价值”，“成
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位遭到弹劾而被罢
免的总统”。
报道称，全俊喆还指出，“作为
韩国国内最高政治权力者，被告人
在密室中秘密会见最高经济权力者
，要求对方提供经济利益，并承诺
将对与经营权直接相关问题予以支
持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政经勾结”。
全俊喆称审判部门还应该考虑到被
告人有关“设定‘政治报复’框架
，掩盖干政事件真相并歪曲事实真
相，以及批评检方、特别检察官乃

至司法部”的行为。
在此基础上，检方要求判处朴槿
惠有期徒刑 30 年并处罚金 1185 亿韩元
，该金额是其所收受贿赂 592 亿韩元
的两倍。

4 小时 16 分钟的辩护 律师请求
宽大处理
此前，朴槿惠拒绝出席庭审并辞
退了律师团。对此，2017 年 10 月 25 日
审判部门选定了赵显权及南贤祐(均为
音译)等为国家法律援助律师。据悉，
朴槿惠从未接见过这些律师，但他们
在包括休庭在内的 4 小时 16 分钟内，
一直在为其辩护。
在检方求刑后，第一个开始最终
辩论的朴昇吉律师表示，“Mir 和 K
体育财团捐款属于官民合作的事例
，并非所谓胁迫或受贿”。朴昇吉
律师回顾了自己观看平昌冬季奥运
会开幕式的一个瞬间，表示“虽然
犯下了错误，但请看在她作为总统
曾夜以继日地付出过的努力，以及
并没有为自己谋私利的做法上，对
其予以宽大处理”。
针对事关私营企业问题上的滥用
职权、妨碍权力行使及胁迫等嫌疑进
行辩护的金惠英律师也强调称，“没
有事先阻拦亲信的错误行为，应当受
到政治及道义上的批评，但是无法断
定被告人确实做出了为没有血缘关系
的崔顺实牟利的行为”。
据主张三星受贿嫌疑无罪的姜哲
求律师表示，“被告人如果在场，或

许也会发表以下言论”，然后朗读了
朴槿惠在 2017 年 10 月 16 日最后一次出
庭时做出的包括“以法治为名的政治
报复，希望能在我这里划上句号”等
内容的发言。
最后一个站起来的赵显权律师呼
诉称，“在没有得到充分证明的情况
下，即使怀疑被告人有罪，判决也应
当考虑到被告人的利益。为了在日后
的历史评价中能够得到不受舆论影响
，作出了明智判断的评价，请审判部
门进行仔细审查”。

“40 年知己”的同款重刑 朴槿
惠在所难免？
不过，韩媒认为，审判部门的判
决或将与国家法律援助律师的期望大
相径庭。
朴槿惠主要涉嫌与崔顺实共谋向
各大企业索贿 774 亿韩元，涉及亲信
擅政的罪名指控共计 18 宗，其中 15 宗
已在崔顺实、幕僚长金淇春等共犯受
审时被认定共谋罪名成立，且崔顺实
一审被判 20 年重刑。
此外，青瓦台前秘书官郑虎成(
音译)也因涉嫌泄露青瓦台文件被判
处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因此，多数
舆论认为朴槿惠不可能会成为唯一的
例外。
据悉，法庭将于 4 月 6 日下午 2 点
10 分开庭公开审判朴槿惠。法庭表示
，本案指控内容极其庞杂，证据关系
各异多样，辩护争议较多，因此在宣
判前留出充分的时间。

欧洲多城出台空气治理新规
限柴油车 公交免费

近日，欧洲多个国家的城市出台
交通管理新规，包括允许城市实施柴
油车禁令，禁止柴油车上路以及严重
污染日公交免费等等，以治理空气污
染问题。
【德国城市可实施柴油车禁令】
德国联邦行政法院 2 月 27 日裁定
，德国城市有权禁止污染最严重的柴
油车在市内街道行驶。一些分析人士
认为，这为德国各地实施柴油车禁令
扫除了法律障碍，并可能引发德国汽
车业的重大改革。
此前，德国汽车重镇斯图加特市
和杜塞尔多夫市政府因治理空气污染
不力被环保组织告上法庭。两地的地
方法院裁定，为治理污染，两市政府
可以实施柴油车禁令。两市的州政府
向联邦行政法院提出上诉，遭到驳回
。
新裁决称，两市都应该考虑逐步
对老旧的柴油车实行全年禁令。该法
院主审法官科布马赫说，根据欧盟相
关规定，城市如果没有其他有效措施
减少污染，必须实施柴油车禁令。
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在此裁决出炉
后表示，将从 4 月底开始实施对柴油车
的限制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德国
其他城市或将相继跟进，该裁决可能
在德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联邦行政
法院的裁决只涉及“个别城市”，并
非整个德国，也并非所有车主，政府
将和各地区及市政府讨论如何执行这
项禁令。不过，默克尔的同僚仍希望
能通过加强公共交通，及让汽车制造
商改善排放系统来解决空污问题以避
免禁令。
【罗马从 2024 年起禁止柴油车上路】
意大利首都罗马为缓解空气污染
情况，宣布将从 2024 年起禁止柴油车
在罗马上路。罗马女市长拉吉当天在
社交网站上说：“如果我们要认真干

预，就要有勇气采取强有力措施。”
根据业界数据，意大利去年售出
了 180 万辆新车，当中约三分之二是柴
油车。罗马没有大规模工业，因此该
市几乎所有的空气污染情况都是由机
动车造成的。在空气污染严重时，罗
马会禁止较旧、污染较严重的车辆上
路。
该市也实行车牌单双号限行制度
以尝试减轻污染情况，但这两项规定
都被普遍蔑视，交通警察也未严格执
法。为了避开单双号限行制度，有些
家庭还购买拥有不同车号尾数的二手
车。
汽车引擎排放出来的废气除了会
影响健康之外，也对罗马众多的室外
古迹造成严重破坏。根据文化部去年
展开的一项调查，罗马 3600 个石碑和
60 个铜像可能因空气污染而严重损坏
。
此前，位于意大利北部的高度工
业化城市米兰也已经宣布将在 2030 年
之前禁止柴油车在该市上路。
【布鲁塞尔推严重污染日免费乘公交
】
比利时布鲁塞尔民众可在空气污
染严重的日子，免费乘搭公共交通工
具，单车共享系统亦会免费。根据新
建议，若连续两天悬浮粒子浓度超标
，巴士、火车和电车都会免费提供让
民众乘搭。
布鲁塞尔运输部长 Pascal Smet 表
示，要减少汽车数量，需要有高质素
的公共空间。他又引述研究指，当汽
车可享有的空间愈多，车辆的数量就
会愈多。他表示，要将道路回归行人
和单车人士，为他们创造空间得以与
他人聚会和连结。
布鲁塞尔不是首个因空气污染实
行免费搭车的城市。早在 2016 年，巴
黎因空气污染上升，免费开放所有交
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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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親會獲邀參加洛杉磯總領館春節招待會
{本報訊）北美洲
台灣鄉親聯誼會總會長
梁 義 大 獲 邀 於 2 月 12
日參加在洛杉磯市環球
影城希爾頓飯店舉辦的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張
平總領事偕夫人陳蔚主
持的春節招待會，參加
的來賓有來自洛杉磯郡
、核桃市、蒙特利公園
市、聖蓋博市等當地政
要以及多國駐洛杉磯使
節，當地華僑華人社團
代表、中資機構員工和
留學人員等，約有 600
多位中外各界人士參與
盛會！

春節招待會首由
祥獅獻瑞展開序幕，向
予會的中外嘉賓拜年！
張平總領事致詞中回顧
過去一年在中美兩國領
導人戰略引領下，中美
關係保持了總體穩定並
取得積極的進展。中國
與南加州經貿合作，人
文交流日益密切，到洛
杉磯的中國遊客已突破
110 萬人次。特別感謝
廣大僑胞為中國的改革
開放以及中美交流合作
所做的貢獻！僑胞們對
中美關係的關心和支持
以及對總領館工作予以

熱情的幫助，增強了總
領館做好工作的動力和
信心！並期待中美關係
在新的一年行穩致遠，
中美地方合作結出新的
碩果，讓友誼和合作為
中美關係帶來正能量、
和平與繁榮成為人類社
會發展的主旋律！
春節招待會會場
以“恭賀新春 共慶佳
節”為主題，並懸掛了
許許多多大紅色中國的
燈籠，張燈結綵，呈現
著過年歡樂的氣氛。兩
位副總領事莊志哲和代
雙明及僑務組長湯長安

、領事盧明會、陳曉毅
等均出席招待會，忙著
接待與會的僑領們。正
在南加州進行“歡樂春
節”巡迴演出的中國人
民大學附屬中學藝術團
應邀演奏了交響樂曲和
男、女同學們分別表演
了古代的民族舞蹈，更
使春節招待會達到了節
慶的高潮！當晚，賓主
盡歡，僑胞貴賓們都爭
相著與張總領事伉儷及
總領館的兩位副總領事
和工作人員合照，為今
年總領館春節招待會畫
下圓滿的句點。
張平總領事致詞

左起：
左起
：梁義大會長
梁義大會長、
、湯長安組長
湯長安組長、
、陳曉毅領事

總領事張平伉儷((右 1、2)與梁義大會長
總領事張平伉儷
與梁義大會長((左 1)合影

總領事張平與嘉賓們和表演的師生合影

右起：
右起
：副總領事代雙明與梁義大會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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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導演胡雪樺到訪休斯頓
著名影星周潔他鄉遇故知！
著名影星周潔他鄉遇故知
！

歡聚一堂

胡雪樺導演（
胡雪樺導演
（左）與周潔
與周潔（
（右）
（本報記者黃梅子）上周，著名電影導演
胡雪樺專程從洛杉磯飛到休斯頓，趕在狗年新
年期間看望老朋友——著名影星、舞蹈家周潔
，共敘友情並展望今後的合作前景。
胡雪樺導演是中國電影藝術界的領軍人物
之一，出身於藝術世家，是中國著名戲劇家胡
偉民之長子，上海人，是美國電影、戲劇工會
會員，美國紐約 YI 劇院董事，目前為上海戲劇
學院電影電視學院院長。胡導學貫中西，1987
年赴美留學，先後獲得紐約大學電影導演碩士
學位、夏威夷大學導演博士學位。在美期間，
因執導話劇《蘭陵傳奇》而獲美國肯尼迪中心
個人榮譽獎。出演百老匯名著《蝴蝶君》獲得
Po'kela 最佳男演員提名。1994 年回國拍攝電影
《蘭陵王》(此片是當時國內最大投資規模的電
影，由楊麗萍和寧靜主演)，並獲得多項國際電
影節大獎。於 2005 年海歸回到中國，2006 年
他執導的電影《喜瑪拉雅王子》上映，該片入

選金球獎和洛杉磯國際電影節世界
電影，並獲得意大利 Calabria 國際
電影節最佳電影、最佳導演獎。
2013 年 胡 執 導 的 科 幻 題 材 影 片
《神奇》在第九屆中美電影節中獲
得金天使獎最佳影片獎。同年首次
擔任美國電影協會 MPA 亞太電影
項目評委。胡導 2017 年執導的電
影《上海王》勇奪第 12 屆中美電
影節最佳影片、最佳年度導演、最
佳男配角三項大獎。
如此重量級的電影導演到訪休斯
頓，自然引起了不小的關註。中國
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美國
國會議員 AL Green、休斯頓國際
電影節主席 Hunter Todd、 美中合
作委員會主席 Charles Foster、著名影星陳燁、
休斯頓大學亞美研究所主任鄒雅麗博士等名人
政要都出席了與胡導見面的午餐招待會，大家
互祝新年快樂，並就推動休斯頓今後與好萊塢
和中國的文化合作項目交換了看法。席間，胡
導即興發言，他英語流利、博聞強記、見解獨
到、激情澎湃，使與會嘉賓們大為傾倒，給大
家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胡導和周潔同為上海人，都是各自藝術領
域內拔尖的人物，對藝術有著執著的追求，多
年前在國內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胡導說，他
對舞蹈有著獨特的情結，與中國舞蹈界的頂級
大腕楊麗萍、金星都有過合作，唯獨與中國民
族舞的代表人物周潔有多年友誼卻從未有機會
合作，此乃一大遺憾。從今年起，他的工作重
心會再次從中國回歸到好萊塢，希望在不久的
將來有機會與周潔合作，實現多年的夙願。

影星陳燁（
影星陳燁
（左）與胡雪樺導演
與胡雪樺導演（
（右）也是
多年老友

胡雪樺導演（左）、
胡雪樺導演（
）、周潔
周潔（
（中）與休斯頓
國際電影節主席 Hunter Todd (右
(右）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
（右）與休斯頓電影節主席
Hunter Todd（
Todd（左）

從左至右順序：胡雪樺導演
從左至右順序：
胡雪樺導演、
、陳燁
陳燁、
、周潔
周潔、
、
Hunter Todd、
Todd、Catherin Todd、
Todd、鄒雅麗博士

美國國會議員 Al Green（
Green（左一
左一）、
）、美中合作委員會主
美中合作委員會主
席 Charles Foster（
Foster（左二
左二）、
）、胡雪樺導演
胡雪樺導演（
（右二
右二）、
）、周
周
潔（右一
右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