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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暂时回国的尼日利亚家电批

发商乔治，在电话中证实了肉孜的回忆

。他表示：“我们西非商人并不是打通

广东渠道的第一波访客。21世纪初来到

小北的尼日利亚籍‘广漂’，最初拜师

的是埃及人。”早在70年代，身为不结

盟国家成员的埃及企业就成为“广交会

”上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90年代初，

埃及个体商人开始在小北一带从事服装

、鞋帽、箱包的出口批发业务，彼时来

到南粤的西非人大部分还是欧美行商的

雇员。到1998年之后个体商户取代行商

成为“广漂”西非人的主流时，掘得第

一桶金的埃及商人要么已经离开本地，

要么寻求转向其他利润率更高的行业。

他们留下的经商模式和生活服务区，遂

为西非穆斯林商人所继承。

在2020年的今天，从淘金路到小北

地铁站之间，环市东路两侧的餐厅和商

铺依然带着浓厚的中东风情。在拥有堂

皇大厅的亚洲国际大酒店近侧，“底格

里西餐厅”和“萨米屋地中海餐厅”的

招牌就悬挂在道旁商厦的第一层，尽管

目前暂时中止了营业。麦高登把这些一

度云集着北非穆斯林商人的街道称为

“阿拉伯巷”，它们构成登封村和花园酒

店之间的过渡地带，曾是本地小摊贩的最

爱。安葬有最早来华的伊斯兰教信徒宛葛

素的清真先贤古墓（建于初唐），距离此

地不足两公里，为来自中东和非洲伊斯兰

国家的“广漂”客提供了每个星期主麻日

的聚会场所。诸种因素交叉影响之下，登

封村最终演变成了广州中心区一块中外混

居的独特商贸“飞地”。

必须指出的是，登封村基于集体所

有制的土地类型，在这种转变中发挥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未能赶上90年代

初火车站商圈开发的先机，但随着世纪

之交非洲个体商户的涌入，登封街合作

经济联社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专门针对外

籍小型批发商的商贸空间。对此，长期

关注广州城市社会史的暨南大学文学院

教授麦思杰敏锐地指出：“以白马批发

市场（白马大厦）为代表的流花商圈中

心地带在90年代末期已经趋于饱和，已

经没有大面积的土地可以用以兴建专门

针对非洲贸易的大型批发市场。而位于

这一商圈边缘的登封村及三元里地区仍

有大量可利用土地资源，在这些地区发

展专门针对非洲地区的贸易批发市场，

是市场发展必然的结果。”

从2000年前后开始，登封村经济联

社陆续规划新建了金山象、泓汇、越洋

等一系列面向非洲客商的大型批发市场

；它们按照商品侧重的不同，分为成衣

、箱包、鞋帽、家电等门类，市场内商

铺的月租金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小

有名气的登封大酒店（华南地区第一家

由农民集体经营的宾馆）也在2004年斥

资上千万元进行了翻修，以每日100多

元的低廉价格向外籍商人开放。那正是

李伯记忆中的黄金年代——物业租赁进

账迅速取代蔬菜种植和住房租金，成为

登封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源源

不断的“广漂”客流仍在从西非涌来。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李志

刚在2008年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以登封

村为中心的环市东路片区已经成为当时

广州外籍居民活动密度最高的区域，每

天有5000～6000名外国人在当地出没。

2012年，注册在登封街道的157家外资

企业代表处中有80%由非洲人士管理，

年营业额高达75亿元人民币，已经蔚然

可观。

天秀大厦里的世界

说服乔纳森让我陪同他进入天秀大

厦并不容易。这个鼻音浓重的尼日利亚

豪萨族人一再解释：“我已经不再是外

贸商人了，只是个顾问。我没有什么要

采购的，只是去了解一下6月份以后家

电代理商的出货进度。”不过我给了他

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我是个中国人

，档口老板会更乐意向我讲实话，这对

你一定是有用的。”

要在横跨环市中路的过街天桥上分

辨出乔纳森是很容易的：他坚持要在6

月炎热的午后披上西非式样的阿巴达

（Agbada）长袍，并用小帽一丝不苟地

压住头发。在乔纳森看来，这是一种彰

显“正规性”的方式：“谁都会更愿意

和一个衣着得体的人打交道，是吧？”

不同于那些孤身“广漂”的年轻人，41

岁的乔纳森把妻子和最小的女儿也接到

了广州，平时就在租住处做饭，在“阿

拉伯巷”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断断

续续在广州工作了12年以后，我已经可

以拿到Z字头签证（长期工作签）了，

虽然每隔一年依然要重新申领一次。”

乔纳森的语气透露出自豪。大部分来华

时间不长的非洲“广漂”只能申请到有

效期从3个月到半年不等的M字头签证

（短期贸易签），每隔30天就要离境一

次。和他们相比，Z字头签证持有者属于

不折不扣的“特权阶层”。“我应该还

算是‘鬼佬’（粤语中对外国人的俗称

），”乔纳森能讲几句粤语，“但已经

不属于‘走鬼’（指无证摊贩）了。”

每一个出没于小北周边的非洲外来

客都会把自己含混地称为“商人”，乔

纳森认为这不算夸张：“我们并不直接

从生产厂家订货，也不负责回到非洲销

售。我们参与的是这两个环节之间的中

介部分。”一名典型的贸易中间商在离

开非洲之前，会向自己所在城市的批发

市场或者中小零售商了解最紧俏的商品

类型和销售价位，接着以非正式代表的

身份抵达广州，与外贸档口（门市部）

的运营者敲定单批商品的订单，并监督

整个流程直至交货并通过中国海关。

“应该说，一个带着一两千美元来到小

北的穷小子和我们这些拥有办公室的家

伙没什么本质区别，”乔纳森很认真地

告诉我，“我们都在用自己的钱投入中

间环节，没人会和我们共担风险。那些

本钱最小的商人需要自己带着货物上下

飞机，我们则可以委托清关公司。但一

旦被海关扣下，损失是同样的。”

高36层、像箭头一样楔入环市中路

南侧的天秀大厦，构成了这个非洲中间

商群体的重要交易平台。严格说来，在

大厦的三栋塔楼中，只有面朝过街天桥

的B座被用作商业楼宇，租金相对较高

，A座和C座主要是民居。不过塔楼底

部打通的四层商铺与一般的小商品批发

市场毫无区别：二楼的敞开式玻璃柜台

背后，年轻的女推销员正在向一位兴致

不高的黑皮肤来客展示不同尺寸液晶电

视的画质。三楼的童装、箱包和鞋帽档

口规模要再大些，不过在这个来客屈指

可数的下午，大部分小老板选择了安坐

在玻璃门之后的世界里，泡上一壶茶。

疫情造成的交易中断使得许多摊主选择

了挂出“转租”布告，也有一些人借着

这意外的淡季搞起了装修。扶梯口边的

玻璃橱窗上贴着一张非洲地图，在代表

尼日利亚、马里等国家的色块上，可以

看到淡淡的指甲印。

“市场睡着了。”正在自家假发档

口门前来回踱步的女摊主阿丽突然冒出

了一个诗一般的句子，“‘五一’之后

我们才获准重新营业，但大部分‘老黑

’要么回了非洲，要么还没过来。今年

春天是十几年都没有过的淡季。”

和面色沉郁的摊主们相比，乔纳森

的兴奋显得格外不同寻常。不到20分钟

时间，他已经分别闪进了一家手机壳样

品档口、一家布料行以及一家皮鞋门市

部，快速地向管理员提问，并在“苹果

”手机上做着记录。“这些都是有价值

的信息。假使其他外贸中间商想要在第

一时间了解6月份皮鞋和手机壳的可靠

交货日期，他们可以从我这里买。”乔

纳森的口气像是掌管着一家商业情报机

构，“每份200美元，很公道。”李志

刚把像他这样的新型非洲商人称为“坐

贾”——小本经营的商品买卖已经不再

是坐贾的主要盈利模式，他们或者调查

和整理档口资讯，或者开设跨国货运代

理公司，将自己在贸易中介环节上的位

置移动到了重要性更大收益率也更高的

区间。“你可以认为，我已经不再和货

物打交道，我的工作是关于人的。”乔

纳森解释说，“我熟悉天秀和国龙（附

近另一家大型商贸城）的许多档口老板

，经常与他们攀谈，并且跟尼日利亚南

部的一些大型批发市场建立了直接联系

。当来自非洲的业务员抵达小北时，他

们可以直接来找我，而不必在整栋大厦

里摸索。”

但乔纳森毕竟只是非洲“广漂”客中的

少数派，“摸索”才是大部分贸易中间商的

常态——“你无法想象，在最近十几年来到

小北‘逐梦’的非洲年轻人里，有多少人对

中国根本一无所知。”突尼斯人阿玛尔叹了

口气。1998年之后来粤的第一批非洲个体商

人大部分做过专业行商的学徒，熟知跨国贸

易的整个流程。但当他们成功掘得第一桶金

的消息传回撒哈拉以南的广袤腹地时，吸引

来的却是单单看到利润和机会却对风险以及

复杂性一无所知的新手。“不必怀疑非洲年

轻人的勤奋。他们揣着亲戚朋友凑齐的几千

美元启动资金来到这里，一找到住处就立即

钻进天秀大厦四处问价，”阿玛尔的神情变

得很复杂，“但那怎么够呢？生意也是一门

学问啊！”

点石成金的年代的确曾经存在过。

2002年，“黑非洲”国家结束了为期约

10年的经济结构调整阶段。在此之前，

受“冷战”结束带来的外援骤降等因素

影响，大批非洲国家政府选择向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举债以避免财政破

产，为此不得不人为控制商品进口量，

以保持贸易顺差。从2003年开始，压抑

了十几年的需求出现了井喷式增长，非

洲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在5年里就由

101.3亿美元猛增至510.9亿美元，其中

又以纺织品和小商品占绝大多数。广州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2005年

本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产值的75%

来自纺织业，并且到2007年为止，广州

服装类商品的年均出口增长一直维持在

7%左右的高水平。在需求旺盛的背景下

，任何一个来到广州签下订货合同的个

体商人都可以抽取可观的中间利润，而

不必担心滞销。

但事情正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2010年

底“阿拉伯之春”政潮的开始，使得一

大批商业经验丰富的西北非商人被迫暂

时中断与广州的联系。而凭借热情和惯

性继续涌入小北的新一代“广漂”个体

商人则发现，非洲市场急需的中国商品

的类型已经出现了变化。随着当地城市

化和工程基建需求的增长，2009年，机

电产品占中国对非商品出口额的比重首

度突破了50%，纺织品、小商品（包含

鞋帽、箱包、玩具等）以及小家电的占

比则逐步滑落至三成左右。个体商人的

资本规模和行业经验既无法胜任机械设

备的采购，便只有在已经成为“红海”

的服装、小商品和家电领域搏杀。然而

无论是中国跨境电商企业的“西进”，

还是像乔纳森这样的资深“坐贾”的兴

起，都在挤压个体中间商可以获得的利

润的比率。他们的吉时已过。

“‘商人’不再是一个没有门槛的

行当了。”阿玛尔发出一声长长的慨叹

。短短20年时间，一夜暴富的神话就变

成了艰难求存的现实。小北“广漂”戏

剧性的命运转折，甚至没有给那些听着

“巧克力城”财富故事长大的非洲年轻

人留下迟疑的间隙：当他们花费两三千

美元，终于拿到前往中国的短期签证和

机票时，命运的大门其实已经早早关上

了。一些新来者在匆匆亏光全家勉强凑

齐的几千美元货款之后，带着悲伤和不

甘离开了这里。另一些人则选择留下来

，或者接受远不及预期的现实生活，或

者沦为逾期滞留者甚至乞丐。乔纳森和

阿玛尔都提到了六七年前徘徊在新登封

宾馆大堂里的一个尼日利亚中年人——

没有人知道他从何而来，最初涉足何种

买卖。当小北的人们逐渐熟悉了他的存

在时，他已经变得肮脏不堪、疯疯癫癫

，似乎完全靠乞讨和新来者的接济为生

。某一天，这个中年人静静地消失了

——“这就是命运，你只能接受。”这

是乔纳森的最终总结。

“被想象的共同体”

“为什么中国人总喜欢把所有非洲

国家当成一回事呢？”吉恩斯的语气里

有一种真诚的困惑。这个出生于利比亚

、后来加入突尼斯籍的电器经销商穿着

一件英超利物浦队的红色球衣，背后印

着白色字母“Salah”（萨拉赫，埃及足

球名将）。“我们是阿拉伯人，白皮肤

、信仰伊斯兰教，”他用手指在自己的

胳膊上使劲比画了几下，“埃塞俄比亚

人和肯尼亚人则是天主教徒，每周日下

午他们会在沙面附近的石室圣心教堂做

集体祷告。马里人和科特迪瓦人喜欢去

‘蓝爵’咖啡，他们说法语。至于尼日

利亚人嘛，信天主教的伊博族和信伊斯

兰教的豪萨族甚至不愿意一起租房居住

。但所有中国商人甚至街道管理人员都

认为非洲人是一样的，这太奇怪了。”

对“非洲人”这个基于地理概念的

宽泛身份的不认同，似乎构成了大多数

外籍“广漂”商人的共通情绪。当民间

话语频繁地将“非洲人”和不良生活习

惯甚至违法犯罪活动联系到一起时，强

调自己的特殊身份属性就变得更有必要

了。阿拉伯人阿玛尔和吉恩斯拒绝接受

“巧克力城”这个流传甚广的小北的俗

名，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依靠头脑

”的经营，更接近东边花园酒店里的欧美

行商。两个尼日利亚人乔纳森和乔治同样

觉得自己需要获得额外的尊重，因为他们

拥有独立办公室，并且在登封街道进行了

注册登记，已经不是“走鬼”。至于加纳

人约翰尼，他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要强调一

遍自己是“合法商人”，和那些“从事非

法活动的人”不同：为了满足M字头短期

贸易签证的要求，每个月他都会前往中国

香港地区完成一次出入境流程，以确保自

己的记录足够干净。

但要在这些“广漂”客商和他们的

中国合作者之间建立足够的了解始终是

一件难事。“搞清楚谁是阿拉伯人，谁

是尼日利亚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天

秀大厦的童装店老板阿华表达了他的怀

疑，“只要付款及时，不吹毛求疵，和

哪国人做生意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因

为大多数非洲商人只会在广州停留很短

的时间，除去看货和谈合同以外，我们

也不会有其他交集。”2000年前后来粤

的第一代非洲个体商人时常坐困于签证

有效期之短；为了节省开支，他们通常

会在三四个星期里敲定好几笔生意，付

清货款，随后回国处理和当地经销商之

间的结算。到他们下一次来广州时，时

间往往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甚至一年时

间。精明的广州外贸档口经营者们很快

发现，花费精力去和非洲客商拉近距离

是“划不来”的。“大家熟了又怎样呢

？他们一年只来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

做成有限的几单生意。不去跟他们交朋

友，也会有其他人过来。”阿华看得很

现实。更何况对这些本身外语能力有限

的摊主来说，要记住每一个客人来自非

洲地图上的哪一个角落从来都不是件容

易的事。

非洲客商自身关系的松散性则是另

一个问题。曾在小北地区某尼日利亚商

人联谊会中担任干事的乔纳森承认：

“联谊会的主要功能，是在有尼日利亚

公民被牵扯进司法纠纷时，为他们提供

必要的援助。但我们并不负责接济自己

的经营状况出了问题的个体商人，也很

少召开会议。如果有人觉得自己需要情

感上的安慰，他应当去清真寺或者教堂

。”人员流动的频繁性和彼此经营状况

的千差万别，使得非洲客商本身的内部

关系也极为松散。尽管同样在小北和广

元西路一带居住、活动，构成广州“巧

克力城”群像的却是一个个相对隔绝、

高度原子化的个体。这无疑给外部观察

者进入他们心理上的“里空间”（Inner

Space）造成了莫大的困扰和障碍。

曾在约旦留学、精通英语和阿

拉伯语的宁夏人小马，业余时间是

小北的一名中文入门教师。据他观

察，无论是来自非洲北部的阿拉伯

裔商人，还是几内亚湾周边的西非

个体客商，学习中文的热情都不算

强烈：“做成生意是这些商人来到

广州的首要目标。但要实现这个目

标，语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大部分外贸档口的管理者都懂得简

单的英语，环市中路附近的许多打

印店、外贸服务处以及货运代理门

市部也会提供基本的英语人工服务

。不需要学习中文也能做成生意，

意味着他们了解并融入周边环境的

意愿很不迫切，也就更难建立可靠

的本地社会关系。”尽管已经把学

习费用降到了每小时 100 元人民币

，能坚持在小马这里学完至少 20 个

小时基础中文课程的非洲商人依然

少之又少，小马觉得他们有时过于

看重短期回报了，“想不到那么远

”。

看似构成一个群体，内里却有

着千差万别，这种现象被麦高登称

为“被想象的共同体”。当非洲个

体商人和外贸档口经营者出于成本

考虑，将交易流程和彼此间的接触

都简化到极致之后，矛盾也随之产

生。中国商人将非洲中间商的一切

压价和要求分期付款的行为都视为

不诚信的表现；在中美外贸交易中

不时出现的短期赊账、互相协助解

读政策乃至分担风险的现象，在中

非个体贸易中都被拒斥了。反过来

，非洲个体商人对他们所处的这座

城市同样抱有疑惧心理——由于无

法阅读中文报刊，也缺少信得过的

本地朋友，大部分非洲“广漂”客

的第一信息来源是万里之外的本国

报纸和英文社交媒体，可靠性当然

值得推敲。乔治和约翰尼都提到，

即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

他们依然更习惯于通过尼日利亚和

肯尼亚媒体来了解广州的出入境政

策变化以及防疫规定。任何一则从

印度洋西岸流传开来的谣言，都会

对他们的心理状态产生难以估量的

影响。

沟通渠道的缺失和文化隔阂还

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在粤非洲商人

的实际数量，一直以来都被显著夸

大了。

“50 万非洲人在广州”是在许多

中文自媒体的论述中都曾经出现的

数字，这一传闻最初的来源可能是

奥地利维亚纳大学加纳籍教授亚当

斯 · 博多莫（Adams Bodomo）在 2012

年的一项估测：“整个中国共有 40

万到 50 万名非洲人，其中广州有 10

万人。”包括麦高登和李志刚、牛

冬在内的专门研究者都认为，这一

数据有高估之嫌。大部分非洲个体

商人只能申请到有效期在一年以内

的 M 字头签证，并且每隔 30 天就须

离境一次。在年末的外贸淡季以及

春节期间，他们往往倾向于返回非

洲母国。因此，最极端的情况下，

一名持有一年期签证的非洲商人在

12 个月里会在中国内地出入境 24 次

，许多非专业人士会混淆这个“人

次”和实际的“人数”。麦高登认

为，即使是在“巧克力城”最兴旺

的 2009 年，在广州居住时间超过半

年的非洲商人也仅有不到 2万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毛国民

从广州市出入境管理支队获得的权

威数据显示：2017 年 1～8 月入境广

州的外国人总数为 185 万人，其中

非洲国家公民仅占 18.9%；当年在穗

合法居留的外国人总数为 7.566 万人

，其中非洲国家公民约 1.31 万。即

使考虑到可能存在非法滞留的情况

，实际估算出的在穗非洲人士总数

也仅有 1.6 万余人，其中只有尼日利

亚、埃及、马里三国公民的数量超

过 1000 人。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在今

年 4 月 12 日公布的数据则显示，截

止到 4 月 10 日，在穗外国人总数共

为 30768 人，其中非洲国家人员仅有

4553 人。

“巧克力城”沉浮：“广漂”非洲人群体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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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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渔啊，它还是那个“渔”

出现“年级越低，及格率越低；年

级越高，成绩越好”的“反常现象”，

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人们认为：孩子还小，在

心理、生理、情感上，尚未具备应对激

烈竞争的条件。因此，竞争会毁掉孩子

的平常心，使孩子生活在压力、抑郁中

，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于是，在小

学阶段，美国孩子信马由缰，悠哉悠哉

，只在乎成长，不在乎胜负——基本无

像样的家庭作业、无班级排名、无成绩

排队。甚至初中也还是过渡阶段，待核

心素质逐渐强大后，美国的高中生才开

始奋发，拼个天翻地覆，你死我活。

这就是优秀的美国高中生与中国孩

子差距弥合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的原因，还得到我们老祖

宗那里去找。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美

国教育界广为流传的中国古谚。在网上

，古谚后面，往往附一小故事：某日，

一小孩在河边见一老翁垂钓，鱼已满箩

。老翁将鱼给小孩。小孩不要，对老翁

说：“把您的鱼竿给我吧！”

这个故事本想赞扬小孩聪明。但一

个不小心，这个“给”字就泄露了思维

的差异。

古谚被“中为洋用”地译为“Give

me a fish and I will eat today。 Teach

me to fish and I will eat for a lifetime

（给我一条鱼，今天就吃完；教我钓鱼

，受益终身）”。虽然翻译有点别扭，

但抓准了一个“教”字。

鱼竿是器物，像鱼一样可以“给”

他人；但思想和技能是不能“给”的。

“以鱼”说的是“给”；“以渔”无法

“给”，只能营造一个环境和平台去

“教”、去培养。

比如，科学课中关于气象单元的教

学，可以有三种设计。

其一，老师循规蹈矩地把气象知识

传授给学生。几个课时，就把所有知识

点，像“鱼”一样，快速、有效地给到

学生手上。

其二，老师把气象知识传授给学生

；然后，带学生到气象站，把“鱼竿儿

”给学生——让他们用各种仪器去预报

天气。

其三，“研究气象谚语”是美国某

小学四年级别出心裁的教学设计。孩子

们耗时14周，去证实或证伪某些民间气

象谚语。

显然，第三种教学方式下，孩子还

在“如鱼得水”般不亦乐乎时，早被前

面两条“鱼”甩了一个江湖。

但慢工出细活。首先，他们得学习

研究气象谚语所需的气象知识。其次，

要掌握测量和预报天气的工具和仪器。

再次，还得去采访附近的居民、农民、

气象员，收集民间气象谚语及其看法，

并利用所学的现代气象学知识，去证实

或证伪这些千百年来流传在民间的气象

谚语的正确性。最后，组成正方和反方

辩论，再把证实或证伪的气象谚语做成

书面报告在学校的“科学集会”上展示

。

假如头两三个星期，进行书面考试

，甚至操作仪器去预报天气，从老师手

上得到了许多“鱼”的学生，会得心应

手地烤、煎、炸、焖……而那些还在

“江湖”里“浑水摸鱼”的孩子，可能

连鱼鳞都没摸到。然而，到了第十四周

，从老师手上得到的“鱼”，可能已红

烧得差不多了，但“江湖”里却已有人

“渔”得浪里“百”条了。

因为这种“玩法”不停留在让孩子

掌握天气变化的科学知识上；也不满足

于让孩子知道用什么仪器去预报天气

——培养气象员，掌握的仅是人们已知

的东西。而这是在培养科学家必备的探

索未知世界的批判性思维。

虽然，我们早已有因材施教的教学

思想；可惜，那只对“以鱼”而言。老

师是在传道、授业、解惑时因材施教。

其实，因材施教更应该对“以渔”而言

。这个研究民间谚语的教学设计，是对

“以渔”的因材施教，从而使“以渔”

和因材施教相得益彰，甚至浑然一体，

获得质变的升华。

把“科技”看作名词，我们理所当

然地教学生课本知识；但喜欢“以渔”

的老师，在教学设计中把“科技”看作

动词。于是，学生们就去实践、体验、

实验、思索、探究。

“以鱼”强调“学会”已知世界的

知识；“以渔”以“会学”为手段去探

索未知世界。

“鱼”苦，“渔”乐也。

“游戏”一回战争

哲学家杜威说：“我们的教育中将

引起的改变是重心转移，这是一种变革

，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

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

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

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

教育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

网游，让家长望而生畏。我儿子刚上初

二时，接触到MUDS这种网络游戏。初

中是“童年的天堂”和“青年的战场”

的过渡桥梁。美国初中只有两年，初二

也就是桥梁的末端。

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天堂”的“尾

巴”——“战场”的“序幕”，孩子是

怎样快乐地“游戏战争”的。

历史课老师亨利克布置了一个美国

国内战争的课题研究。儿子选“安提顿

战役”。根据要求，一是提交论文；二

是在班上作汇报；三是制作一个与课题

研究有关的实物。

早期的MUDS是通过文字描述，输

入命令来进行全球网游的。开始孩子只

是玩，后来解剖了几个程序，发现编程

的秘密。于是，他决定设计一个“安提

顿战役”的MUD。

这个网游计划很疯狂。首先，他要

把史实研究透；其次，设计战役的场景

和人物；第三，给这些历史信息编个性

化的程序——把自己的构思写成一款网

游。孩子很努力，自学C语言、JAVA。

在提交作业的期限前，终于完成了程序

测试。

“安提顿战役”的网游采用“穿越

历史”的方式，电脑首先出现中学校门

，然后是同学们走进教室。游戏里的亨

利克老师，简要地介绍历史背景并说：

“如果你们想看一看历史的真相，请拿

上这把钥匙，打开这扇历史的大门，走

进历史去作一个采访吧。”

同学们踊跃地要求当采访者。他们

操作电脑，让自己走进南军司令部去采

访南军司令。司令滔滔不绝地介绍南军

的战略战术。到了南军前线，还可看到

详细的兵力部署。在北军方面，同学们

除了会见司令，还跟一位大个子士兵交

谈。大个子告诉这位同学，他怎样搞到

对这场战役起决定性作用的情报……

整个游戏把“安提顿战役”从大背

景到细节，都演绎了一遍。儿子把亨利

克先生和班里的同学都“编”进了游戏

。大家看到自己出现在历史的游戏中，

欢声笑语一阵高过一阵。

在编程时，儿子还不忘搞笑，比如

，让历史老师穿戴搭配错误的领带和衬

衣，手里还拿着网球拍。看到电脑中自

己的滑稽像，老师开怀大笑。课题研究

因标新立异得了130分（满分100分）。

后来，孩子曾一度野心勃勃地想把

《三国演义》搬上MUD。

上了高一，某天晚饭后，儿子一边关

门一边说：“今晚，要参加一个会议。”

原来，他已被一家MUD网站聘为

“执行总监”，会议是讨论建立新的

MUD网站。

网站的主人，应该也是个孩子，想

找几个既会玩MUD，又会编程的人，组

成网游创作组，编最新一代的MUD。

我问儿子：“他付你工资吗？”

儿子看看我，笑着说：“老爸，这

是做来好玩的，高兴就做；不好玩，就

走人。没人要工资。我们的最高原则是

好玩！”

儿子长大后，在曼哈顿当诉讼律师

。在常人难以想象、难以承受的繁忙的

律师工作之余，儿子在编写一个网游。

我相信他会成功。因为这是他喜爱的

“玩具”。

这是一个爱玩网游的孩子的故事。

只要得当，网络对孩子的教育可以功大

于过。

读高中后，我们对儿子实行“目标

管理”。让孩子知道网络是工具，是让

你更好地学习和生活的工具；也是社会

化的途径，而不是脱离现实的迷宫。人

是网络的主人，不是网络的奴才。

杜威的“儿童中心论”，认为孩子

是起点，也是归宿。

杜威说：“学校的重心在儿童之外

，在教师、在教科书及你所高兴的任何

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

活动之中。”

“玩”的“程序”被天然地写进

了孩子的发育“基因”里，没有了玩

，孩子就失去了活力，甚至生命力。

“玩”对于孩子的成长，就像生长维

生素。孩子的好奇探索、想象思维、

自我意识、自尊自信、道德习惯、个

性特征等都是在和同龄人的玩耍中启

蒙和完善的。

学校减负，不是为了让孩子到培

训班加负。减了负，孩子咋办？当然

是玩！

玩是孩子的生命，没有玩，孩子也

就不是孩子了。

减负是教育措施，减负也应该成为

一种教育，叫“减负教育”。我们都要

学一学，减负的教育理念，减负的教学

方法，减负的课程设计……从孩子减负

获得的快乐中，寻找和发现儿童教育的

途经和规律。

美国教育的真相：年级越低 及格率越低

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教育界的

一些深层矛盾和问题正在显现。

当前，美国数千所高校和数万所

中小学秋季能否如期开学困扰着美国

社会。白宫希望秋季复课，为此推出

签证新规施压高校，但美国高校不买

账，哈佛与麻省理工甚至将白宫告上

法庭；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称，美

国350万名教师大多数反对恢复完全的

面对面教学，但调查显示，全美超过

一半家长希望孩子早日回到学校。复

课问题凸显了疫情蔓延下，美国各方

的利益博弈和重重矛盾。

与此同时，疫情导致美国高中生

申请联邦政府大学助学金的数量同比

大幅下滑，一些贫困或者财务状况受

疫情影响的家庭正考虑是否让孩子接

受高等教育。教育不公平问题也因疫

情显得更加突出。

秋季复不复课，老师和家长有矛盾

9日，洛杉矶教师联盟发表声明，

呼吁在8月 18日开始的新学期实行全

程线上教学，并称特朗普政府有关学

校复课的要求“危险、反科学”“将

把所有教师、学生和家庭置于危险之

中”。

很多教师还以“14天无新病例”

为标签，参加网络签名行动，号召除

非学校所在学区实现连续14天无新增

病例，否则将拒绝上课。教师工会指

出，美国国会迄今为止的新冠疫情财

政刺激经费中，只有不到1%被用于公

立学校的防疫上，“政府传递的信息

是，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孩子和家长

都需要你们，但对不起，我们没有钱

”。

《纽约时报》指出，即便美国中

小学秋季复课，也将有至少五分之一

的教师符合豁免条件而不会重返岗位

，从而使教师短缺问题凸显。

另据美媒揭露，美国政府内部的

调研报告警告，全面重开美国大学和

中小学将是疫情传播的“最高风险”

。报告称，佛罗里达、俄勒冈、俄克

拉荷马和明尼苏达等州的学校重启计

划存在明显疏漏，对于学校一旦出现

疫情将如何应对等重要问题，没有出

台可行的解决方案。

不过调查显示，由于学校长期关

闭造成家长负担沉重，学生学业停滞

，全美超过一半家长希望孩子早日回

到学校。纽约市长比尔· 德布拉西奥上

周表示，市教育部门调查显示，75%的

家庭希望孩子返校。但纽约市教师工

会负责人穆格鲁强调，考虑到新冠疫

情，如果联邦政府不向该市提供额外

的疫情预防经费，纽约市公立学校今

年秋天将不具备重开的条件。

在本报记者所在的马里兰州蒙哥

马利县，教育局于近日公布了公立中

小学今年秋季的“混合复课”计划。

按照这一仍在修改中的初步计划，各

公立学校将把所有学生分成两组，一

组每周一、周二上课，另一组周四、

周五上课，而周三则是学校消毒校舍

的时间。教育局称，这一安排的目的

是保证学生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前提下

恢复上课。

高中生或放弃上大学，贫困家庭影响

更深

美国高中生

必须填写《联邦

学生资助免费申

请 表 (FAFSA)》

，才有资格申请

联邦佩尔奖学金

和 学 生 贷 款 。

FAFSA 同样是高

中生申领州政府

助学金的必填项

目。多项研究显

示，填写 FAFSA

的学生上大学几

率更高，获得助

学金的学生更可

能完成学业。

美联社 6 日

发布分析报告显

示，自 3月 13日

起 4 周内，填写

FAFSA 的高中生

人数比去年同期

下降 45%；其中

，低收入家庭学

生比重较大的公

立学校填写FAFSA的学生人数下降幅

度最大，达 52%；其余公立学校下降

39%。

学校认为，疫情从多方面导致申

请大学助学金的高中生人数下滑。一

是无法上学导致学生与指导他们申请

助学金的升学顾问减少联系；二是无

法上网的家庭填不了在线申请表。另

外，一些家庭受疫情冲击严重，父母

失业，学生被迫搁置上大学计划，选

择直接找工作。

教育官员对这一现象有所警觉，

担心数以千计高中生可能选择推迟或

放弃读大学，继而可能严重危及他们

的就业前景和未来收入。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者协会首席执

行官贾斯廷· 德雷格说，经济衰退时期

通常有“更多人重返校园充电”，但

这次情况“大为不同”。他认为，疫

情、失业潮以及隔离措施今年可能再

来一轮，“太多事情令人担忧”。

疫情暴发的时间导致低收入家庭

学生受影响更深。分析人士说，家庭

经济条件较好的孩子通常在大学助学

金申请周期之初便提交表格；而相对

贫困学生更可能等到3月或4月，那时

恰逢疫情迫使学校关门。

随着疫情蔓延，美国各州高中生

申请大学助学金的人数都比去年有所

下滑。各州政府及学校采取鼓励措施

后，填表人数有所回升，但整体仍低

于去年。

疫情暴露美国教育深层次问题



BB44星期一       2020年8月10日       Monday, August 10, 2020

休城社區

休城新聞

 











居家安全提醒居家安全提醒：：拒絕聲稱是水電工的不明人員進入您的家中拒絕聲稱是水電工的不明人員進入您的家中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一次會議雙十國慶籌備會第一次會議
【本報訊】 西南管理區，International

和Brays Oaks管理區共同向大眾發出警告，
指出有不法分子假冒休斯頓公共事務部的工
作人員，企圖以檢查供水為由進入居家中進
行盜竊。

真正的公共事務員工是不會要求進入公
眾家中檢查供水，並且會在執行公務的時候
隨時佩戴證件。

這項警告緣起於8月3日星期一的一項非
法入侵案件，該案發生在西南管理區Bellaire
和Beechnut道路交界處的一座住宅。

當時有3位偽裝成市區水工的不法分子進
入此住宅盜取首飾。其中一位盜竊犯襲擊了
一位住戶，隨後駕駛一輛福特F-250皮卡車

離開。休斯頓警察局警官和S.E.A.L安保人員
在接到住戶的報警後做出了回應，此案目前
正在調查中。

在休斯頓發生的其他類似案件還包括一
夥犯罪分子偽裝成工人修剪公共區域的樹木
。他們通常會來到住宅的前門，說服住戶讓
他們進入後院。一位犯罪分子會在後院轉移
住戶的注意力，其他人則從前門進入其家中
盜取貴重物品。

如果遇到類似的可疑行為，請務必不要
讓嫌疑人進入您的家中。為安全起見，在疫
情期間您都不應該讓任何人進入家中。這時
可以撥打911或休斯頓警局非緊急情況電話
713-884-3131。

【【本報訊本報訊】】感謝大家參加感謝大家參加88月月
11日星期六舉行的日星期六舉行的 「「109109國慶籌備國慶籌備
會第一次會議會第一次會議」」 Zoom MeetingZoom Meeting。。
當天所有主辦國慶系列活動的社團當天所有主辦國慶系列活動的社團
負責人在會議中簡介了今年的負責人在會議中簡介了今年的2222項項
國慶活動國慶活動，，感謝大家的精心籌劃感謝大家的精心籌劃，，
相信每一個活動都能在各主辦社團相信每一個活動都能在各主辦社團
的努力下圓滿成功並且展現出全僑的努力下圓滿成功並且展現出全僑
慶祝雙十國慶的熱情慶祝雙十國慶的熱情。。再次提醒大再次提醒大
家家，，因為因為COVIDCOVID－－1919疫情的不斷變疫情的不斷變
化化，，我們設計活動要更有機動性我們設計活動要更有機動性，，
配合活動當時當地政府的防疫規定配合活動當時當地政府的防疫規定
，，在安全第一的條件下完成我們的在安全第一的條件下完成我們的
慶祝活動慶祝活動。。因此因此，，周密的計畫非常周密的計畫非常
重要重要，，我們要準備我們要準備plan A, plan B,plan A, plan B,
plan C...plan C...靈活變化靈活變化。。機會是給有準機會是給有準
備的人備的人！！非常時期非常時期，，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
加油加油！！ ！！

敬附當天會議的會議紀錄敬附當天會議的會議紀錄，，第二次會議第二次會議Zoom MeetingZoom Meeting 訂在訂在
88//2929//2020 下午下午11::0000，，如果主辦社團負責人不克參加如果主辦社團負責人不克參加，，敬請指派代敬請指派代
表參與表參與。。第二次會議主要是請各主辦系列活動社團報告一下活動第二次會議主要是請各主辦系列活動社團報告一下活動
進度進度，，如有任何需要支援的地方如有任何需要支援的地方，，也可以群策群力一同解決也可以群策群力一同解決。。籌籌
備會只會開二次會議備會只會開二次會議，，各活動負責人需要盡快召開活動工作會議各活動負責人需要盡快召開活動工作會議
，，討論活動細節討論活動細節，，建議盡快與謝老師聯絡建議盡快與謝老師聯絡，，設定活動設定活動link,link, 尤其是尤其是
有有YouTube LiveYouTube Live的活動更需要在時間的控制上更精確的活動更需要在時間的控制上更精確，，並且活動並且活動

要緊湊要緊湊，，抓住重點抓住重點，，讓觀眾有參與感讓觀眾有參與感。。謝老師是專家謝老師是專家，，他可以給他可以給
出很多非常專業的建議出很多非常專業的建議。。他的電話是他的電話是((832832))754754--252252。。

如果疫情許可如果疫情許可，，今年的國慶晚宴將於今年的國慶晚宴將於1010月月3131日下午日下午66 時在時在
Lambo BallroomLambo Ballroom舉行舉行，，同時也會發行同時也會發行 「「國慶特刊國慶特刊」」 ，，預計印刷預計印刷
600600本本，，敬附國慶晚宴邀請函及晚宴／廣告贊助單敬附國慶晚宴邀請函及晚宴／廣告贊助單。。敬請各社團敬請各社團
幫忙贊助晚宴桌位及特刊廣告幫忙贊助晚宴桌位及特刊廣告。。我們特別鼓勵各社團或個人刊登我們特別鼓勵各社團或個人刊登
廣告表達您歡慶雙十的熱情及對中華民國的祝福廣告表達您歡慶雙十的熱情及對中華民國的祝福。。

再次感謝大家對國慶活動的支持再次感謝大家對國慶活動的支持。。祝大家平安健康祝大家平安健康。。
（（109109年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年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 主委主委 何怡中何怡中 Annie YenAnnie Yen））

【休士頓, Texas州】–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
Chris Hollins今天宣佈從8月10日星期一開始，
將於星期一至星期四的上午9點至下午3點30分
接受預約辦理結婚證，出生/死亡證明和營業登記
在內的服務。此外，所有附屬辦公室將於8月10
日星期一重新開放，同時這些項目將在Harris縣
的11個不同地點提供服務。

縣行政書記官Hollins說“雖然縣行政書記官
辦公室對外關閉，以遵守“居家安全”政策，然
而我們也已獲準重新開放附屬辦公室，以為我們
重要的客戶-Harris縣的居民和企業提供服務”
“我們將繼續努力為我們的居民提供最好的服務
，同時確保我們員工和公眾的安全。”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同時提供許多在
線服務，其中包括不動產電子歸檔，法院電子歸
檔（縣民事和遺囑認證）以及個人記錄。競選財
務和個人財務的電子文件也可以在線申報。

由於結婚證的需求量很大，Harris縣行政書
記官辦公室已於5月18日開始在位於Caroline街
201號的市中心辦公室簽發這些證件。自此，該

辦公室已頒發了1200多個結婚證書。該辦公室
每天安排多達14個預約。但是，從星期一開始，
市中心辦公室每天最多可以接受30個預約，每個
附屬辦公室每天最多可以安排14個預約。這表示
全縣範圍內的可預約數量增加了10倍以上。

“我們正在積極遵守政府的指導並遵循重要
的安全規程。Harris縣居民和同仁的健康是我們
的首要任務，” Hollins補充說。 “我們的辦公
室遵循社交安全距離和保護準則，公共服務區現
在配備了玻璃隔板。”

Harris縣居民將有機會在8月10日星期一早
上 7 點登錄[https://www.cclerk.hctx.net/Appli-
cations/AppointmentBookin]預約辦理結婚證，
出生/死亡證明或營業登記的手續。有關其他服務
，請訪問https：https://www.cclerk.hctx.net。

已有預約但希望提前預約時間的客戶可以在
上面的鏈接中更新並取消他們之前的預約時間。

請至HarrisVotes.com查詢更多信息，並在
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上關注@Harris-
Votes。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宣佈在線預約時間表
附屬辦公室目前僅接受預約

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將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將
禁止美國與禁止美國與TikTokTikTok的母公司進行交易的母公司進行交易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特朗普總統週特朗普總統週

四四（（88月月66日日））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該命令將該命令將
禁止美國與社交媒體應用程序禁止美國與社交媒體應用程序TikTokTikTok的母公司的母公司
字節跳動字節跳動（（ByteDanceByteDance））進行交易進行交易，，並威脅要並威脅要
對違反者進行製裁對違反者進行製裁。。

該命令將禁止該命令將禁止““在美國管轄範圍內的任何在美國管轄範圍內的任何
人或任何財產與中國北京的字節跳動或其子公人或任何財產與中國北京的字節跳動或其子公
司進行任何交易司進行任何交易。。該交易受美國司法部門管制該交易受美國司法部門管制
，，由商務部長確定由商務部長確定。”。”

該禁令生效後該禁令生效後，，商務部長將商務部長將““確定該禁令確定該禁令
的交易對象的交易對象”。”。

目前尚不清楚該禁令是否會影響到數百萬目前尚不清楚該禁令是否會影響到數百萬
熱衷於該應用程序的美國用戶熱衷於該應用程序的美國用戶。。

據路透社報道據路透社報道，，特朗普同意讓字節跳動談特朗普同意讓字節跳動談
判出售其美國業務的交易的時間為四十五天判出售其美國業務的交易的時間為四十五天。。
微軟表示微軟表示，，正在與總部位於北京的字節跳動就正在與總部位於北京的字節跳動就
可能的收購進行討論可能的收購進行討論，，並表示希望在並表示希望在99月月1515日日
達成交易達成交易。。微軟首席執行官薩蒂亞微軟首席執行官薩蒂亞··納德拉上週納德拉上週
末與特朗普總統進行了交談末與特朗普總統進行了交談。。

該命令指出該命令指出，，目前正在採取行動目前正在採取行動，，以應對以應對
““由中國公司開發和擁有的移動應用程序由中國公司開發和擁有的移動應用程序””在在
美國的廣泛傳播對美國美國的廣泛傳播對美國““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外交政策
和經濟和經濟””造成的威脅造成的威脅。。

該命令稱該應用程序該命令稱該應用程序““自動從用戶那裏捕自動從用戶那裏捕
獲了大量信息獲了大量信息”，”，例如互聯網活動例如互聯網活動、、位置數據位置數據
和瀏覽曆史記錄和瀏覽曆史記錄，，並有可能使中國獲得美國人並有可能使中國獲得美國人
的個人信息的個人信息。。該命令考慮了中國人可能編制該命令考慮了中國人可能編制
““個人信息檔案以勒索個人信息檔案以勒索””並對聯邦僱員和承包並對聯邦僱員和承包

商進行商進行““企業間諜活動企業間諜活動””的可能性的可能性。。
TikTokTikTok在周五發表的博客文章中稱在周五發表的博客文章中稱，，對該對該

命令表示震驚命令表示震驚，，聲稱該命令聲稱該命令““未經任何正當程未經任何正當程
序發布序發布”。”。

該公司表示該公司表示：“：“政府不重視事實政府不重視事實，，在不經在不經
過標準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就協議條款作出規定過標準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就協議條款作出規定
，，並試圖將其納入私營企業之間的談判中並試圖將其納入私營企業之間的談判中。”。”
““該行政命令有可能破壞全球企業對美國對法該行政命令有可能破壞全球企業對美國對法
治承諾的信任治承諾的信任，，這種承諾一直吸引著投資這種承諾一直吸引著投資，，並並
刺激了數十年的美國經濟增長刺激了數十年的美國經濟增長。。它為自由表達它為自由表達
和開放市場的概念樹立了危險的先例和開放市場的概念樹立了危險的先例。。我們將我們將
竭盡所能竭盡所能，，以確保不放棄法治以確保不放棄法治，，並確保公司和並確保公司和
用戶得到公正的對待用戶得到公正的對待。。如果不是由政府決定如果不是由政府決定，，
就是由美國法院決定就是由美國法院決定。”。”

幾天前幾天前，，特朗普總統揚言要通過行政行動特朗普總統揚言要通過行政行動
在美國禁止在美國禁止TikTokTikTok。。美國陸軍已禁止在官方設美國陸軍已禁止在官方設
備上使用備上使用TikTokTikTok，，印度則完全禁止了該應用印度則完全禁止了該應用。。
但該公司聲稱將致力於保護用戶的隱私但該公司聲稱將致力於保護用戶的隱私，，並在並在
先前的聲明中表示先前的聲明中表示，，其用戶數據其用戶數據““存儲在美國存儲在美國
，，並嚴格控制員工的訪問權限並嚴格控制員工的訪問權限”。”。

特朗普週四還簽署了一項類似的命令特朗普週四還簽署了一項類似的命令，，針針
對另一家社交媒體和消息應用程序微信對另一家社交媒體和消息應用程序微信（（WeWe--
ChatChat），），該公司由另一家中國公司騰訊控股擁該公司由另一家中國公司騰訊控股擁
有有。。總統命令說總統命令說：“：“像像TikTokTikTok一樣一樣，，微信會自微信會自
動捕獲其用戶的大量信息動捕獲其用戶的大量信息”，”，並指控該應用程並指控該應用程
序還捕獲了訪問美國的中國公民的個人信息序還捕獲了訪問美國的中國公民的個人信息，，
從而使中國政府能夠對其進行追蹤從而使中國政府能夠對其進行追蹤。。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俄亥俄州共和黨
州長邁克·德維恩（Mike DeWine）原定於今天
（8月6日）下午在克利夫蘭機會場的停機坪上
迎接美國總統特朗普，白宮安排特朗普於今天訪
問七葉樹州（Buckeye State）。就在數小時前，
這位州長對冠狀病毒的測試呈陽性。

德維恩州長的辦公室在新聞稿中確認了州長
的陽性測試。該測試被認為是與總統非常近距離
接觸的常規檢測的一部分。俄亥俄州副州長喬
恩·赫斯特（Jon Husted）對冠狀病毒也進行了
檢測呈陰性。

俄亥俄州州長測試呈陽性後，和他的妻子正
在返回州府哥倫布的路上。他沒有任何症狀，他
的妻子也沒有症狀。他們將在Cedarville的家中
隔離接下來的14天。

俄亥俄州州長的冠狀病毒陽性是對總統訪問
的打擊，州長計劃將在總統訪問中發表有關經濟
繁榮和抗擊病毒的言論。

白宮發言人賈德·迪爾（Judd Deere）在一
份聲明中說：“總統希望州長德維恩早日全面康
複，並贊揚他為偉大的俄亥俄州所做的貢獻。”

德維恩是今年春季率先採取重大措施減慢冠
狀病毒傳播速度的首批州長之一，也是首位在全
州關閉學校的州長。從大流行開始時，他就非常
重視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和適當的衛生。

德維恩在周四下午晚些時候發表講話時說，
他不確定他在哪裏感染到該病毒的，並且他非常
謹慎其他人與他的互動。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俄亥俄州州長在接待特朗普總統訪問之前
測試冠狀病毒呈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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