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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中國

作为中非贸易活动中重要的中间环

节，非洲个体商人的“广漂”现象在21

世纪初曾经引发广泛关注，非裔人群集

中的“巧克力城”社区也由此成为广州

的一道别样景观。不过随着中非贸易结

构的持续变化和中间环节利润率的下降

，“巧克力城”已然进入显著的收缩期

。那些来自遥远大陆的造访者，最终成

为南粤的过客。

16点50分，约翰尼调整了一下自己

在小马扎上的坐姿，把手掌上沁出的汗

水抹到黑色工装裤的裤缝上。一场华南

初夏常见的雷阵雨刚刚下过，但丝毫不

曾降低的气温依然在把温热的汗液从每

个人的汗腺里控出来。“通通商贸城”

面向广园西路的一侧，几家沿街的箱包

门市部紧闭着卷帘门，只有整修人行道

的建筑工人三五成群经过。不过这一切

都和约翰尼无关，他只知道一件事：连

续第27天，没有人找他兑换外币。

严格说来，“约翰尼”并不是这个

在广州断断续续生活了一年的加纳人的

真实姓名。和许多来自“黑非洲”（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俗名）的个体商人一样

，起一个简短的美式英文名字会比冗长

复杂的本名更容易让中国供货商记住，

从而提高做成生意的概率。不过在新冠

肺炎疫情尚未彻底退去的2020年6月，

任何新名字都无法给约翰尼带来好运：

在“通通商贸城”于4月中旬发现5个新

增确诊病例之后，这家主要经营出口箱

包、服装和凉鞋的大型批发市场再度被

临时关闭。然而32岁的约翰尼并不知晓

这一切，他的大部分商业信息来自同住

的尼日利亚批发商乔治，后者已经在5

月份乘坐归国班机离开。在对周遭的中

文信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约翰尼在商

贸城门口的等待变得像是一场孤独的行

为艺术：除去期待一切骤然好转外，他

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与此同时，在大约3公里外的西胜

街深处，李伯刚刚和两个来自湖南的年

轻人商定好了每月1600元的房租价格。

作为土生土长的越秀区登封村村民，把

那些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居室民房

出租给“广漂”群体就是李伯在过去20

多年里的唯一工作。“整个登封村有

7000多套房出租，大部分是老房子，价

格上不去。”李伯的口气有些惆怅。在

他印象里，2010年之前，西胜街一半以

上的租客是新近从非洲前来的个体商人

：“我也唔知（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国

家人，收租嘛，只要不走佬（逃跑）就

行。”黑皮肤“广漂”们的砍价能力至

今令李伯啧啧称奇——一台巴掌大的计

算器，几个事先写在小本子上的中英对

照单词，凭着这些“武器”嚷嚷上一两

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双方都是“动口不

动手”，违约的情况发生频率也不高。

不过，最近六七年，李伯明显感到

入住登封村的中国籍租客的数量远远超

过了非洲“广漂”客：“2012年之后，

公安对没有合法身份的非洲人进行了几

次集中清查。加上不允许外籍租客充当

‘二房东’，许多非洲个体商户选择搬

家到周边的番禺或者佛山。”香港中文

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麦高登（Gordon

Mathews）教授根据他2013～2014年在广

州所做的田野调查估算，2013年之后，

常居本地的非洲商人的数量一直在由巅

峰期的1.5万～2万人逐年递减。而2020

年开春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更是直接重创了非洲个体商人日常依赖

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人头攒动的批发市

场被临时关闭，熟悉的餐厅和酒吧也暂

时中止了营业。在不安和焦虑中，一些

人开始做离开的准备，并且担心自己再

也没有机会返回这里。

但如论如何，从三元里（广元西路

）到小北路（登封村）这片半径不足3.5

公里的“族裔飞地”，已经在中非经济

交往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

1999年到2019年，中国和非洲各国之间

的贸易额由64.84亿美元一路上升至2087

亿美元，连续8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

，中国自2008年以来一直是非洲地区第

一大贸易伙伴国。而在对非出口商品中

占比超过40%的纺织品、鞋帽、箱包、

家电和建材，有相当一部分便是由三元

里和小北路的个体“广漂”商人来经手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来自非洲

数十个国家的贸易中间商持续抵达广州

。他们在追逐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自

己专属的居住和生活空间。以至于“巧

克力城”这个最初由本地出租车司机发

明的词语（用于描述小北路一带的非洲

人聚居区），已经进入了多个国家人类

学研究者的论文。

对许多怀抱憧憬来到“巧克力城”

的非洲“广漂”客来说，广州就是他们

这一代人心目中的纽约和巴黎。然而中

非贸易结构的渐趋改变和中国作为非移

民国家的性质，又决定了南粤不会成为

这些逐梦客的终点站。像上世纪80年代

第一批走出偏僻乡村的中国入城务工人

员一样，大部分“广漂”非洲人更渴望

“衣锦还乡”而不是“入乡随俗”，他

们的迁徙轨迹始终在被继续提升收入的

动力驱策着。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春天

，一些“巧克力城”的昔日居民已经在

贵州、浙江甚至越南找到了新的落脚点

；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全新的旅程也将

很快开始。

每一位活跃在中非贸易第一线的广州

业务员，都能如数家珍地报出过去十几年

他们造访最多的场所：小北路的天秀大厦

和越洋商贸城，广园西路的新、旧天恩服

装城以及唐旗外贸服装城，三元里大道旁

的金龙商贸城与金龙盘国际贸易广场……

但对初来乍到的访问者来说，这些地点是

完全“平面”而非“立体”的。

沿着八车道的环市东路从区庄立交前

往小北路，不到5公里的区间内，你需要

穿越四处高架桥，并目睹广九铁路上的客

运列车鸣着汽笛从近旁通过。那些或孤高

凸起或扁平浑圆的外贸市场和居民楼就分

布在高架桥四周如同树枝一般伸出的岔道

近侧，被缓缓升起的高架路遮挡住了视线

。在西北方稍远一些的三元里，专为批发

市场服务的物流打包点几乎延伸到了广州

火车站西墙外，外观带着上世纪90年代特

有的那种随意感和散漫气息。

从区庄立交桥稍微再往东行，珠江

新城以及它南面隔水相望的“小蛮腰”

广州塔代表了这座城市对于“现代化”

的最新定义。但当汽车载着他们从机场

一路南下，抵达环市东路和建设六马路

交界处的花园酒店时，忽然折向了西方

，驶进了那个不那么“立体”的“巧克

力城”空间。花园酒店由此成为隔开未

来与当下的大门，甚至一个隐喻。

如今已经移民迪拜的尼日利亚裔英

国商人约瑟夫，上世纪90年代初曾在花

园酒店常住，是最早叩开那道有形大门

的非洲“广漂”客之一。花园酒店充当

了他从熟悉的香港生活转向广州的中介

：“1997年之前，常居广州的外籍人士

除去外交官及其家属外，大部分来自美

国、西欧和日韩，非洲人屈指可数。我

任职的那家英国外贸公司主要经营汽车

零配件和翻新二手车，80年代中期我被

派驻到当时还是英属殖民地的香港，到

了1993年因为公司业务扩大，又在广州

设立了办事处。”建成于1985年的花园

酒店，拥有港资背景，是内地最早的五

星级酒店之一。对那些取道香港进入广

州的欧美企业代表来说，这家拥有西式

客房和完善会议、通信设施的宾馆是一

个合适的桥头堡。这里也是改革开放后

汇丰银行在内地设立的第一家分行的所

在地，提供了当时稀缺的汇兑便利。

即使是在备受新冠疫情影响的2020

年春天，花园酒店依然承担着中外贸易

洽谈枢纽的功能：一次小规模侨商投资

会正在安放宣传布景，大厅内从全球各

地返回的商人数量也渐渐多了起来。望

着视频画面中熟悉的咖啡厅和商场，约

瑟夫谈兴渐浓：“90年代初驻扎在广州

的商人，大部分属于‘行商’，也就是专

业跨国贸易公司的代表。其中的非洲人主

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阿拉伯商人，以北非

的埃及人居多。他们最早在开罗和迪拜跟

随阿联酋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80年代以

后进入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第二类是像我

这样的‘黑非洲’英语国家人士，大部分

受雇于英国贸易企业，最初在马来西亚和

中国香港活动，接着进军到广东省。”由

于不熟悉当时内地的市场环境和商业法规

，行商代表往往需要在广州停留较长时间

，以持续处理从订货合同签署到报关在内

的一系列手续。

在约瑟夫看来，后来被称作“巧克

力城”的广园西—小北非洲人商贸区的

形成，与花园酒店在90年代的溢出效应

有关：“行商受雇于大企业，洽谈的业

务单笔金额都很高，因此负担得起在花

园酒店长住并设立办公室的开支。但他

们同时又有消费和娱乐需求，不可能都

在酒店获得满足，于是在紧邻花园酒店

的环市东路周边就出现了一批专为行商

服务的餐厅、酒吧和美发沙龙。”

今天，从花园酒店所在的淘金地区

向西步行，道路两侧依然不时可见挂有

西班牙语招牌的墨西哥烤肉店、提供中

英法三种语言对照菜单的小酒馆以及主

营对欧业务的清关代理行。在约瑟夫看

来，这些都是行商时代的遗产，并且直

接催生出了小北路附近面向非洲个体商

户的生活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结

束后，中国内地取代了东南亚、韩国和

中国香港成为非洲对外贸易的新中心，

一些规模较小的行商乃至个体商人也开

始抵达广州。他们承担不起入住花园酒

店的开销，但希望能在一个相对熟悉的

语言和生活环境里开始‘广漂’。与花

园酒店共享周边生活区、直线距离也不

远的小北路一带遂成为首选。”

但这只是约瑟夫的个人印象。曾经

服务于广州市政府外事部门、上世纪80

年代末“下海”经商的福伯，给出了一

种更具历史纵深的解释：“为什么花园

酒店会建在淘金路一带？因为它本来就

是广东省政府为举办‘广交会’而规划

的对外贸易服务区的一部分嘛。”一年

一度的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

称“广交会”，历史可以追溯至1957年。

它最初是新中国政府为了打破美国经济封锁

，拓展面向东南亚国家、港澳地区以及全球

侨商的经贸关系而创办的。上世纪70年代初

，中美、中日关系相继解冻，广交会的规模

持续扩大，会址也迁移至流花湖公园附近

（今流花展览中心），与白云山西麓的机场

（旧白云机场，现已整体改建）以及1974年

建成的流花桥火车站（今广州火车站）相呼

应，形成了当时华南最大的专业外贸商圈。

为了给这一商圈提供配套服务，广东省政府

从1975年开始，在流花桥火车站东南侧的淘

金坑地区新建了一系列涉外酒店和商场，形

成了南粤地区第一个高端国际商务社区。而

夹在淘金路和火车站之间、当时仍是农田的

登封村（小北路）一带，则在淘金路周边的

“八大酒店”等高端涉外服务机构的带动下

，逐步演变成了相对“低端”的商贸功能居

住区。

精心规划与自然演化，“高端”与

“低端”，行商和个体商人——这种显

而易见的区分，将花园酒店的东西端塑

造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1998年之

后来粤数量剧增的非洲个体商人，绝大部

分属于单纯的外贸中间商，财力单薄，此

前对中国市场也所知甚少。花园酒店以西

那些最初为满足中国国内市场需要而兴建

的商贸城，一方面可以提供现场看货和跨

境清关、物流服务，另一方面与持续向外

延展的淘金路涉外生活服务区近在咫尺，

自是成为他们的立足地。

从80年代初起就频繁造访广州的麦

高登，根据他和两名学生林丹、杨瑒在

2010～2015年的小北所做的现场调查，

写出了备受关注的人类学研究著作《南

中国的世界城：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

”全球化》。在麦高登看来，花园酒店

以西代表的是一种不同于星巴克、苹果

等大型跨国企业的“低端全球化”模式

：由个人或家庭组成的非洲“非专业”

中间商，从中国这个巨大的生产国持续

采购廉价的生活消费品，运回总体需求

量巨大而本身缺乏制造能力的母国售卖

。尽管小商品在中非贸易总额中所占的

比例目前已经缩水至三成左右，但对绝

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中小外贸

商人来说，这依然是他们日常接触最多

的市场，入场“门槛”也相对较低。

而麦高登没有提及的是，花园酒店

以西那个属于个体“广漂”商人的空间

，自始至终对东面的“高端全球化”抱

有艳羡之情。甚至可以说，每个选择暂

时在三元里和小北栖身的非洲外贸商人

，长期目标都是“向东去”，期待在完

成资金积累之后进入淘金以及珠江新城

的“高端”世界。不过，最终实现梦想

的只是他们中的极少数人。

即使只是和2019年深秋时节的情形

相比，2020年6月初小北路一带的街景

也可以用“萧条”来形容。从环市东路

和内环路下方穿过的那条过街地道，过

去十几年都是露天商贩的日常聚集地，

人头攒动的景象可以持续至晚间10点多

，如今却空无一人。平日里非洲客商酷

爱前往的新宝汉商贸城、越洋商贸城以

及价廉物美的新登封宾馆，要么早早拉

上了卷帘门，要么警惕地仅仅打开半扇

门。只有宝汉直街西沿的几家鞋帽商铺

还在照常开张，偶尔会走进几个询价的

黑皮肤客人。其中一家店的营业员告诉

我，她的非洲老板正在居家隔离。

不过，即使是对“巧克力城”一无所

知的外来游客，也可以轻松瞥见这里显著

的国际化气息。在宝汉直街以及与之毗邻

的童心路两侧，不时会闪现出用对比鲜明

的红绿、红黄撞色双语文字装饰的招牌，

显示其中乃是“内罗毕酒店”或者“安卡

拉饭店”。十几家门窗橱柜店门前，进进

出出的工人正在搬运焊接好的不锈钢防盗

网以及捆扎固定好的板材：它们除去被运

往周边的跨境物流门市部外，也会提供给

面向非洲客人的本地出租屋。

盘踞在麓景西路和恒安路之间的这

四五条街道，在不同的人群口中有着不

同的名称。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习惯

用最近的一个地铁站为之命名，称其为

“小北路”或者“小北”。街道办和越秀

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则会严谨地分出不同的

社区，例如童心、下塘和宝汉。不过像李

伯这样土生土长的本地老居民，会更乐意

使用一个在地图上已经查询不到的名字

——登封村。“1985年以前，这里是广州

的蔬菜种植基地登封村，居民只有2000多

人。城市建设范围扩大之后，登封村变成

了登封街道，最早划归天河区，现在属于

越秀区。”李伯介绍说。过去十几年云集

着“广漂”非洲客商的小北商贸区以及那

些间距极小的“握手楼”，就建筑在旧登

封村的地基上。

登封村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在

规划上虽然已经成为广州中心城区的一

部分，却保留了村镇时代的集体经济所

有制，这为本地居民以及资产管理者有

计划地介入中非商贸活动创造了可能。

李伯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登封村

被改组为登封街道之后，本地村民及其

家属就成为“登峰街股份合作经济联社

”的股东，所持的股份可以继承或转让

。到世纪之交股份结构固定时，3000多

位原登封村村民成为联社的实际控制者

，每年可以拿到分红。联社作为一个兼

有经济和社会双重身份的主体，一方面

开设了若干个农贸市场和小型工厂，以

拉动居民就业，另一方面预见到了闲置

土地的巨大开发潜力，开始主动迎合市

场、兴建新的商贸专区。

上世纪90年代登封村经济的转型，

与流花桥火车站周边商贸圈的崛起具有

直接关联。广东民营经济的勃兴，在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表现为成衣制造业的异

常红火，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蜂拥而

来。1993年，在广州火车站南面率先出现

了著名的白马商贸大厦，接着红棉时装城

、夜明珠广场等十几个专营服饰、小商品

和电器的大型批发市场也相继出现。与火

车站商圈有3公里左右距离的登封村，虽

然没能赶上第一波开发潮，却意外地成为

来粤内陆客商的生活服务区。尤其是来自

新疆、甘肃、宁夏等西北内陆省份和地区

的商人，在从租金较高的火车站商圈核心

区域移动到外围的登封村之后，开始租赁

房屋居住，并开设为少数民族饮食和生活

习惯服务的餐馆、牛羊肉商店。这在不经

意间为21世纪初非洲尤其是西北非商人在

此落脚创造了条件。

在今天的登封村一带，西北特色的

风味餐厅依然是最常见的街边铺面。仅

在总长不足500米的宝汉直街以及周边

的三四条巷道内，就可以发现20多家由

中国西北穆斯林开设的餐厅。曾在宝汉

直街居住的维吾尔族餐馆老板肉孜，依

然能回忆起第一批非洲零售商人进入登

封村时的情景：“大概在1993、1994年

前后，开始有埃及商人到登封村一带租

房，接着来自尼日利亚、马里这些西非

国家的外贸中间商变得越来越多。他们

语言不通，又有宗教信仰，对租金的价

位也很敏感，只有宝汉直街周边能够比

较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由于中国香

港地区针对非洲国家公民的入境规定相

对宽松，不易取得中国内地长期签证的

非洲客商往往先取道香港，随后转乘广

九线列车抵达流花湖火车站。登封村一

带距离火车站商贸圈既近，又有食物口

味、制作方法与中东国家类似的中国西

北餐厅可以光顾，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

喜爱的聚居地。“巧克力城”于是开始

在此萌芽。

“巧克力城”沉浮：“广漂”非洲人群体调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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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与国内高校开学典礼隆重异常不同

，美国毕业典礼异常隆重。这是因为美

国的大学是大进小出、成钢除渣的冶炼

炉，经历无数大考小考、课题研究、作

业实验……脱胎换骨者才能到达终点，

能不隆重？在高校的起跑线上已定输赢

，谁还冲刺？

其实，不是美国没有快乐教育，而

是美国孩子高中开始发力，双方的间距

在错位的起跑线和终点线上逐渐弥合。

美国没有“快乐教育”的说法

教育要减负，有人就说“美国的底

层（穷人）才搞快乐教育”；应试教育

要改革，有人就说“美国的顶层搞的是

应试教育，中层才搞素质教育”。

真相如何？故事恐怕还得从头说起。

首先，美国没有“素质教育”这个

名词，也没有“快乐教育”的说法，更

没有“顶层搞应试教育”的事实。

2010年某日，一位来自中国的教育

局局长到我所在的高校访问。

一落座，客人直奔主题：“您怎么

看美国的素质教育？”

我一愣，哈哈大笑：“严格地说，

美国不用‘素质教育’这个概念……”

他打断我：“您说美国没有‘素质

教育’？”一边说一边掏公文包。

我说：“这个话题非常有趣！美国

有我们说的‘素质教育’，但不用这个

名字。如果你跟美国人谈‘素质教育’

，有人也能从字面去理解，但许多人不

知所云。”

他给我摊开几张中文报纸：“这不是说

的素质教育在美国吗？”

我一看，乐了。这不是我以前在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发的文章吗

？

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开始推行

“素质教育”。但何为“素质教育”，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0年，时任北

京四中副校长的刘长铭跟我说，关于素

质教育，当时中国已有54种定义。还

有人告诉我，关于素质教育，她已收集

了13种译法。

谁最先提出“素质教育”的理念？

孙云晓先生曾采访教育部原总督学、原

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未获答案。至于

如何改革应试教育？如何实践“素质教

育”？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我也跨洋过海探索素质教育的困惑。基

于20多年对教育的观察、比较，我写

了本书，分析应试教育的弊端，找寻教

育的真谛——也恰恰是国人说不清、道

不明的“素质教育”。我给书取了个中

国名字《素质教育在美国》。

那本书让素质教育凸显了直观、生

动、可操作、神形兼备的实质：激发创

新、鼓励独立、勇于质疑、敢于求异、

善于发现、促发科研、学以致用、植根

社会、孕育领导、强健体魄……

当素质教育从理念衍变为概念，就既有

了内涵又有了外延。

那年，很多人跟我争辩，应试教育

就是好。我只好说，建议允许生两胎，

一个搞应试教育，一个搞素质教育。20

年后，请这两个孩子自己辩论。想辩及

不想辩的人哄堂大笑。

次年，人们对素质教育已逐步消化，鲜

有再质疑者。

其实，从美国教授到家长，都不用

“素质教育”的概念，是我张冠李戴的

。由“素质教育”派生的“快乐教育”

，美国人也不这样说。

不说，并非没有，只是有实无名而

已。实际上，从底层到顶层，无论穷富

，美国遍地“快乐教育”，就连只对

2%~5%的高智商孩子实施的“天赋教育

”（俗称“神童”教育——作者注）也

是快乐教育！

素质教育是把人的潜能、品性、特

质充分发掘、发挥出来的教育，是育化

和升华人的素质的教育。那么，怎样才

能把人的潜能发掘、发挥出来呢？快乐

教育可以，吃苦教育也可以，生存教育

、天赋教育都可以。所以，搞素质教育

可以很艰苦，也可以很快乐。

美国幼儿园的孩子，不在乎“1+1=

？”，他们整天都在游戏中乐此不疲地

培养好奇心、想象力、探索精神、创造

性、独立性、情绪控制、社交能力、团

队精神等。你说这是快乐教育还是素质

教育？

当然，因孩子成长周期的缘故，越

是低幼，竞争的压力和学习的任务越小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核心素质不断增强

，通过进取和奋斗去获取成功的快乐会

越来越多。这是人的成长规律，而不是

阶层使然。

说“美国的顶层搞应试教育”，是

一些亚裔家长的一厢情愿，或者是那些

连何为“应试教育”都不清楚者想去误

导他人。

哈佛大学招办主任马林· 麦格拉斯

说：哈佛每年都收到约500个SAT（俗

称“美国高考”）满分者的申请。如

2015 年，哈佛本科的录取率仅 5%，

“这意味着差不多每5个满分学生中将

有4名被拒绝（此比例的逻辑推断有瑕

疵——作者注）。这也说明了其实成绩

并不是我们最为看重的部分，它只能从

学术方面反映一个学生的表现。”她想

表达的是：哈佛每年都拒绝应试教育的

佼佼者。

再举个例子，1996年全美有545个

SAT满分者。其中365人申请哈佛，但

165个被拒之门外，拒收率竟达45%。

招2000名新生，容不下这165人。原因

何在？因为他们只有干巴巴的考分，没

有活生生的综合素质。

2018年，以获最多诺贝尔奖的芝加

哥大学为首的约1000所大学，不再要求

SAT或ACT考分……

凡此种种，是“顶层搞应试教育”

的画风吗？答案不言自明。

快乐教育的不快乐

儿子小的时候，我嫌美国小学教育

太儿戏，整天乐呵呵傻玩，就买了整整

一套、每本都地砖般大小的数学课本。

课本编得非常简单明了，我让儿子

每天自学4页，自己做作业，自己检查

。前面太简单，就跳着学。结果，上2

年级时，他就自学到了8年级（相当于

初中二年级——作者注）的数学。把包

括教授们的孩子在内的同班同学，甩了

七八十条街（10年后尝到苦果，那是后

话——作者注）。

可想而知，当时儿子在学校的数学

课上有多无聊。于是，他就变着花样在

课堂上捣乱。老师问“3+5=？”，儿子

说“3+5=24÷3”。全班孩子蒙圈，老师

更蒙圈。孩子是对的，但说他对，美国

孩子不干了：这中国造的“人脑计算器

（human calculator）”到底说啥？

有人危言耸听地声称：快乐教育和

减负会摧毁基础教育！果真如此吗？

故事暂此打住。

S· B· 里姆博士整理的“Iowa基本技

能考试”全美统考成绩。数据显示，除

了8年级“数学计算”的68分低于7年

级的72分外，所有数据均是“年级越

高，成绩越好”。换言之，随着年龄增

长，学习难度加大，孩子成绩越好。

这个现象显然违背了我们的常识：

年级越低，学习强度越弱，程度也越浅

，所以，成绩会越好；反之，年级越高

，学习强度越大，程度越深，于是，成

绩随之降低。计算3+5=8，小学生得个

100分，很容易；但到了高中，微积分

要得100分就难了。这是学习和生活中

的普遍现象，甚至是常识和规律。

这个“常识和规律”，怎么在美国

孩子中却反其道而行之？

其实，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整个

俄亥俄州从4年级到12年级（相当于高

中四年级——作者注）的学生各科统考

的及格率：年级越低，及格率越低；年

级越高，及格率越高。

这个违背常识的现象是否仅限于某一州

？我一路穷追，不断证实了我的发现：

这不是某一州的个别现象，而是全国的

普遍现象。就像上面那份全美“Iowa基

本技能考试”的统考成绩表所显示，美

国孩子起跑落后，终点领先。

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孩子，越是在低

年级，越能领先美国孩子，年级越高差

距越小。到了高中，他们与美国优秀的

孩子相比，已看不到或几乎看不到差距

了。

我的儿子很自以为是，美国“高考

”SAT-II的数学几近满分。但有一天，

他感叹道：“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孩

子比美国孩子聪明，而是我们比他们学

得早、学得多……”

有人说我这个发现是伪命题。其实

，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出在“快乐学习”

中。

快乐学习不是伪命题

德国《基本法》（宪法）的第七条

第六款，明确禁止给学龄前儿童教授学

科知识。美国宪法虽没类似条文，但美

国文化也不屑于让学龄前儿童学习学科

知识。所谓“学龄前”，就是上“学”

去学习学科知识之“前”。

美国 4岁的孩子基本不懂也不学

“1+1=？”甚至也不系统地学绘画。

比如，这个美国幼儿园为4岁儿童

设计的教案：

主题——（色彩实验室的）科学戏

剧。

形式——在实验室里，孩子们扮演

“科学家”去创造新颜色。

目的——通过对色彩的理解，学习

证实或证伪某个假设的（科学）实验方

法。

非常有意思的是，孩子无法用文字

来表达自己创造的颜色，就找近似的彩

色蜡笔“画”下自己创造的颜色。

我问幼儿园老师：找不到近似的彩

色蜡笔去“画”下自己创造的颜色，怎

么办？

老师哈哈大笑：找得到，满足了孩

子的好奇心，找不到，正好让孩子理解

，创造就是无中生有……

美国文化不但不屑于让学龄前儿童

学习学科知识，而且也不提倡孩子过早

进入竞争状态。

他们五六岁就开始“玩”足球。所

谓“玩”不是在后院自个踢野球，而是

请教练、搞训练、打比赛。

社区每年都根据孩子的年龄组织不

同级别的比赛。教练大多由父母兼任，

没几个真会踢球。有时，球滚到我的脚

边，我顺便“高俅”一两下，技惊四座

。于是，人们纷纷怂恿我当教练，我总

是推辞，因为美国人只让孩子在踢球中

玩乐，根本不在乎输赢。

后来，因教练短缺，可能影响到儿

子踢球，才不得不当了一回助理教练。

孩子们总是嬉戏打闹，不认真训练。某

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秀了一脚

“倒挂金钩”，人人（包括主教练）目

瞪口呆，我趁机来一通“要赢球”的演

讲。主教练顺势“让贤”，去给孩子们

送喝的、递吃的……

我“夺”权后，按孩子们的特点，

确定位置，各司其职。两个最差的队员

，只有在我们赢3个球以上时，才让他

们上场踢“前锋”——远离自家球门，

爱干啥干啥。

于是，我们所向披靡，大家都认为

准拿赛季冠军。但是后来，我到德国出

差，主教练“复辟”，搞快乐足球，结

果输得一塌糊涂。

现在不吃苦，将来二百五？

“不输在起跑线”的蛊惑已有些声

名狼藉，为了反对减负，又出现似是而

非的“警句”：“现在不吃苦，将来二

百五”“现在不吃苦，将来准吃苦”。

总之，就是想用“吃苦教育”来代替

“快乐教育”。

毋庸置疑，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适当地、适时地实施吃苦教育非常必要

。只要吃苦教育的时机、形式、内容、

目的得当，对培养孩子的情商和道德，

诸如意志力、同理心、同情心等，大有

裨益。然而，用吃苦教育反对减负，反

对教学中的“快乐教育”，就文不对题

了。

实施“吃苦教育”，必须注意至少

三个问题：

一、吃苦之目的。如仅仅是冲着考分

去强化吃苦，诸如“要成功，先发疯”等

，其弊端已见诸报端，在此不赘述。

第二、吃苦的内容。让孩子在学科

知识上“不输在起跑线”而加压、加量

，迫使孩子早学、多学，有害无利。

第三、吃苦的时机。即使目的、内

容、形式皆正确，但若时机不当，也会

适得其反。

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思维和行为

受到大脑阶段性发育的影响和制约。著

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研究发现：2~7岁

孩子的大脑处于“前运算阶段”。此时

，孩子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缺乏

反向的逻辑推理能力。比如，教孩子

12+7=19，他可能可以理解，但孩子很

难自己反向推算出19-7=12。因为孩子

的大脑尚处在知觉集中倾向的阶段，他

们只会凭着知觉能感觉到的东西，集中

注意事物的一个方面，看不到事物的整

体。

在这个阶段，把一大堆孩子大脑根

本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东西，硬塞进

孩子的大脑。结果会怎样？在“前运算

阶段”就没少吃“运算阶段”，甚至

“形式运算阶段”的“苦”，这不但会

引起孩子思维发展滞后，还会引起各种

心理问题。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亲眼见

证儿子的经历——中国孩子的数学甩美

国孩子数十条街，但为什么国际最高数

学奖（Fields Medal），美国斩获27枚

，中国尚无收获？

过早浸泡题海，“苦”没少吃，但

终点效果不彰。

美国到高中才有校际足球赛。想进

校队的孩子可自愿报名，但得参加淘汰

率很高的“淘汰竞争”的过滤。

儿子上高一那年的7月16日，烈日

当空，他与200多人参加了“淘汰竞争

”。开始是两圈环校跑，接着是三组

400米，然后是四组100米折返跑。

孩子们已累得歪七倒八，第二轮又

开始了：两圈环校跑，三组400米，四

组100米折返跑……有孩子跑得晕倒、

抽筋、呕吐。

后来，儿子参加了球队，进球第二

多。但第二年要进球队，还得通过“淘

汰竞争”。说是历史已成过去，竞争要

从零开始。

大概儿子心里想，去年进8个球，

队里还能少了自己？“淘汰竞争”走过

场罢了，因而没认真准备。结果，这个

进球第二多的队员，跑着跑着倒在地上

……他被残酷地淘汰了。

一个嘻嘻哈哈，一个生死相搏。非

常发人深思。

有人说，美国高中流传一个数字

“4”：每天只睡4小时，喝4大杯苦咖

啡，为的是获得4.0的平均分。从北大

清华来美国攻读学位的，也普遍感觉极

艰苦。

与国内高校开学典礼隆重异常不同

，美国毕业典礼异常隆重。这是因为美

国的大学是大进小出、成钢除渣的冶炼

炉，经历无数大考小考、课题研究、作

业实验……脱胎换骨者才能到达终点，

能不隆重？在高校的起跑线上已定输赢

，谁还冲刺？

其实，不是美国没有快乐教育，而

是美国孩子高中开始发力，双方的间距

在错位的起跑线和终点线上逐渐弥合。

未完待续

美国教育的真相：年级越低 及格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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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昨天晚上（7月30日），NBA
賽季重新開始，舉行了洛杉磯湖人隊和洛杉磯快船隊以及猶他爵
士隊和新奧爾良鵜鶘隊的比賽。

比賽前，每個NBA球員都穿著“黑命貴” （Black Lives
Matter）襯衫，在演唱國歌時跪下，呼籲社會公平公正，因為他
們認為美國有種族主義和黑人死於警察暴力。

湖人隊的安東尼·戴維斯砍下34分，詹姆斯得到16分，11
個籃板和7個助攻，凱爾·庫茲瑪（Kyle Kuzma）增加了16分。
詹姆斯在比賽還剩12.8秒，搶到進攻籃板並投籃得分，湖人隊
以103:101戰勝洛杉磯快船隊。

快船隊的保羅·喬治得到30分，而快船隊科懷·倫納德得到
28分。

猶他爵士隊以106-104擊敗了新奧爾良鵜鶘隊。
詹姆斯一直是NBA最直言不諱的球員之一，他在湖人獲勝

後對特納體育講話時說：“籃球比賽總是比一個
球、一個籃框、10個球員和四個裁判更大。”

他繼續說：“我們使用這個平台在整個世界範
圍內傳播了很多積極的、充滿愛心的東西。”

由于冠狀病毒大流行，該賽季於3月11日暫
停，但詹姆斯及其他球員和聯盟希望這一重新開
始的比賽是朝著積極方向邁出的一步。

他說：“我們了解當前社會正在發生的事情，
作為球員、教練，我們正在使用這個NBA平台繼
續堅持這一立場。” “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是
今晚的一個良好開端。能夠重返NBA真是太好了
，我希望我們的球迷今晚為我們感到驕傲。”

6 月，詹姆斯和其他運動員組成了“比投票還重要”
（More Than A Vote)，旨在保護黑人的投票權。 NBA 球星
Trae Young 和 Draymond Green， WNBA 球 星 Skylar Dig-
gins-Smith以及前NBA球星和現任解說員Jalen Rose是其他參
與“比投票還重要” 的運動員。

在周四的比賽之後，詹姆斯強調說，盡管取得了進步，並且
聯盟一直在支持“黑命貴”的工作，但還有更多工作要做。

“過去，我們看到了進步，但我們已經放下了腳步。我們無
法做到這一點。我們希望繼續保持腳步，繼續前進，繼續努力，
在整個美國傳播愛。”

詹姆斯說，與種族主義和警察暴行的鬥爭還沒有結束。他和
其他人希望這種勢頭能夠繼續下去，因為人們終於在傾聽。

詹姆斯還確保承認前橄欖球運動員科林·凱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如何犧牲自己的職業生涯以引起人們對黑人美國人

不公正死亡的關注，他曾在2016年國家橄欖球比賽開始前在演
唱國歌時跪下。

弗洛伊德死後，詹姆斯在Instagram上發布了一張圖片，一
面顯示該警官跪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而凱佩尼克則跪在另一側
，上面寫著“這……是為什麼”和標題“你懂嗎？ 現在!! ??
!!!!! ??還是對您仍然很模糊??＃StayWoke。”

自從凱佩尼克無聲抗議以來，多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正在傾
聽並重新思考他們對系統種族主義的立場。

詹姆斯說：“我希望我們讓凱佩尼克感到驕傲。我希望每一
天都讓他為自己的生活感到自豪，不僅是在籃球場上，而且在籃
球場之外。”

“凱佩尼克是一個有時讓人不舒服，有時讓人不理解站出來
說話的人。有時人們拒絕聽他的講話。”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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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MM公開賽湯普森奪冠公開賽湯普森奪冠

美巡賽-3M公開賽決賽輪，美國球員邁克爾-湯普森奪冠，破長達7年冠

軍荒。亞當-朗恩單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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