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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中國

4553人与“50万”，两个数字之间的

巨大差距，包含了复杂的社会心理和观念

基础。这部分是源自非洲客商在生活习惯

和行事方式上的差异性。不止一位小北路

一带的中国居民直白地告诉我：“‘老黑

’会在宾馆和出租房聚会、吵闹到大半夜

，买菜也喜欢挑挑拣拣、讨价还价。”乔

纳森也承认，由于缺乏本地朋友圈和适宜

的廉价娱乐场所，许多新到广州的西非客

商往往乐于呼朋引伴来派遣寂寞，因此会

和附近的中国居民发生口角。但这种差异

性，在多数时候并不能与刑事案件挂钩

——毛国民从广州市公安局获得的可靠数

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7年，共有154名

非洲人士在广州发生违法犯罪行为，占在

穗外国人犯罪总数的12%，且呈现逐年下

降的趋势。其中除去2015年的大清查曾经

发现了数十名非法滞留的非洲商人外，并

无其他集中的负面特征。

换言之，围绕广州“巧克力城”这

片族裔飞地产生的诸多猜疑和担忧，作

为心理效应的成分始终大于真正的现实

。但非洲个体商人的经营和社交模式，

以及中国作为非移民国家的性质，又决

定了这种心理很难在短期内得到纾解。

长期从事在华非洲人问题研究的学者牛

冬因此感慨：“作为非移民国家的外国

人，广州非洲人不完全享有和中国公民

等同的社会权利和福利，而且更多情况

下只是中国法律中被约束和管理的对象

。非洲人也未曾将广州视作自己繁衍生

息的新家园，他们的梦想依然根植于国

际贸易价值链中的中非贸易关系。”

潮起潮落

“最近四五年，小商品生意是越来越

不好做。”在紧邻广园西路唐旗外贸服装

城的一处物流上货场，陈老板用挂在脖子

上的毛巾擦了擦汗。这里靠近广州最大的

皮具五金龙头市场以及四栋醒目的服装商

贸城，属于“巧克力城”的第二大主要片

区三元里的一部分。位于铁路线近侧、处

在居民楼和市场包围之中的上货场，因为

有着独特的视觉冲击力，曾经出现在许多

关于“巧克力城”的新闻报道和摄影作品

中。但在这个6月的下午，只有三辆小货

车在陈老板的物流代理公司门口等待搬运

工。一个肯尼亚小伙子走上来搭讪了几句

，很快又离开了。

在中非双边贸易史上，2014年是一个

关键节点。这一年，中国对非商品和服务

出口额首度突破千亿美元大关（1061.5亿

美元），单年增幅高达14.4%，是整体外

贸出口增幅的两倍以上。但在随后的三年

里，对非出口持续出现缓慢下滑现象，最

严重时跌幅接近10%。直到2018年，中国

对非出口才重新恢复到了快速增长状态。

不过若从双边贸易总额（包含进口和出口

）看，2019年的对非进出口额实际上还低

于2013年的水平。

可以确认的是，这种变化态势与中

国经济自身的转型方向有关。2008～

2014年，非洲对华出口商品中有五成以

上为原油及其周边产品，超过10%为工

业矿石和原材料。随着城市化进程趋近

尾声以及环保标准的提高，中国市场对

石化能源和工矿业原材料的需求增长趋

于平缓，带来了对非商品进口的下滑。

而2014年之后全球能源市场的持续低迷

，又导致尼日利亚等多个非洲产油国财

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缩水，继而影响到了

这些国家的外贸进口总额。相对更加脆

弱的个人消费市场所受冲击最为明显，

对非小商品出口因此出现了波动。

“和20多年前相比，今天大部分非

洲国家城市居民的收入当然出现了显著

增长。但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依然很高

。”吉恩斯解释说，“站在贸易商人的

角度，当然更愿意向非洲出口利润率较

高的大型电器、智能手机以及高端建材

，但必须看到，消费得起这些商品的居

民数量是有限的。”至于利润率偏低但

需求始终旺盛的纺织品，它们面临的是

另一项考验——贸易保护主义。“从

2012年开始，尼日利亚政府已经多次颁

布针对中国进口服装、凉鞋以及多种小

商品的短期禁令，”在西非第一大城市

拉各斯开设服装外贸公司的林志强告诉

本刊，“尼日利亚希望中国制衣企业到

当地来投资，拉动本国的就业率。这对

我们成衣外贸行业影响很大。”

广园西路的灯光开始悄无声息地黯

淡下去。和小北一带散商云集的情形相

比，以三元里为中心的尼日利亚伊博族

商人群现金流更为稳定，在小商品贸易

行业的介入程度也更深。2015年之后，

随着广州警方打击外籍非法滞留者的行

动趋近尾声，留在广园西路的非洲“广

漂”客大多已是从业经验丰富、可以获

得长期签证的合法居留者。他们的财力

足够在通通商贸城和唐旗服装城租下一

连串外贸档口，甚至直接前往佛山、东

莞等地的成衣生产厂商，签下数额可观

的订单。然而市场对他们的依赖程度已

经在减弱——除去顺应时势，主动前往

东非国家开设劳动密集型企业外，中国

外贸企业也开始主动出击，直接前往非

洲接洽稳定的大客户。那些曾经人头攒

动、到处堆放着包装纸箱和手推平板车

的大型商贸城如同恐龙一般，忽然发现

自己有些过时了。

嘉华从五年前开始在一家专营手机

零配件的外贸公司工作，业务伙伴中不

乏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客商。在她看来，

中国小商品出口的贸易模式在过去几年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的外贸

中间商到广州时，往往有一种盲人摸象

的感觉，企业对非洲的市场环境也不熟

悉，所以才需要大型展会，甚至点对点

的接触。”如今，专业外贸公司会直接

派遣资深业务员前往销售目的地，向当

地批发商提供自己代理货品的类型和报

价。批发商随后派雇员来到广州，跟随

外贸公司业务员到指定的档口确认货样

，当场签订合同、敲定付款事宜，“非

洲个体中间商订货量太小，付款和物流

流程又常常不可控，在这种更加直接的

销售模式下实际上被边缘化了”。

在这种新模式下参与中非贸易的“广

漂”客商，面貌也变得大为不同。嘉华曾

经供职的两家企业都雇用了在广州留学的

非洲大学生作为兼职业务员：“一方面他

们的身份肯定合法，不至于给公司惹出麻

烦；另一方面公司也希望他们能协助培养

专门负责非洲市场的业务员，并和熟悉两

地情形的坐贾们建立日常联络渠道。”埃

及人阿里已经在这家外贸企业兼职工作了

一年半，负责针对阿拉伯国家的市场调研

和电话联络。未来他希望能成为一名全职

的中非贸易业务员，利用自己曾在广州生

活和工作的经验在北非外贸行业占据一个

有利位置。

而2020年这场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

疫情，在不经意间成为告别的开始。乔

治告诉我，他的一些同伴已经计划在一

年内前往越南，希望在这个新的服装和

小商品制造国找到更大的利润空间。阿

玛尔的几个朋友则打算搬家到迪拜，那

里作为阿拉伯国家的背景会更有利于他

们面向北非国家的贸易。也有一些人决

定在广阔的中国腹地寻找新的立足点：

乔纳森的一位加纳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

，他最近在贵阳的一家酒吧找到了新工

作，负责充当晚间音乐表演的DJ。这个

世界总会需要音乐，正如它也总会需要

远渡重洋而来的外贸商人。 完

“巧克力城”沉浮：“广漂”非洲人群体调查下

或因为表达力的缺乏而不善言

辞，或受制于传统礼教习惯了含蓄

，我们中国人不大喜欢用语言来进

行表达。热情或放在酒里，或放在

大开的动作里。

而尬聊，是这群人在语言表达

上迈出的第一步，是放置热情的另

一个容器。全民社交的时代，中国

人无处安放的热情，全在尬聊里了

。

尬聊，当代著名的“用千言万

语抵达无聊”的体育项目。

一项充分锻炼舌头，折腾声带

，还不用花钱的全民运动。

小到电梯间，大到菜市场，近

有 《 高 晓 松 对 话 刘 慈 欣 》 ， 远 有

《许知远和他所有的采访对象们》

，春有春花秋有月，夏日鲁豫冬日

娜，举国参与，四季流行。

尬聊，好比媒体编辑拿“的得

地”和标点符号凑字，霓虹国一言

不合莫名其妙的日剧跑，TVB 编剧

没完没了的“给你下碗面吃”，不

爱学习的学生硬是一页不翻地枯坐

到三更半夜——

我总得干点儿什么，以一个勤

奋的姿势把时间对付过去。

是套路，但也可能真的有面吃

。

尬聊是“复读机”们的基本功能

像《名侦探柯南》里“只要柯

南出现的地方必有命案”一样，尬

聊的案发地也比较有规律：

电梯间，理发店，出租车，火

车，老同学聚会，相亲场合，年轻

人 和 中 年 人 的 酒 桌 ， 青 年 旅 舍 ，

《十三邀》……

发生尬聊的当事人一般不熟，

都是露水孽缘。

电梯间之所以高危，是因为容

易碰到《陌生以上，熟人未满》的

邻居或同事。不说话吧，显得没礼

貌，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毕竟我们的关系都已经深入到

了知道对方的轮廓和性别，唯一阻

挡进步的只剩下互通姓名了。

这时候，一顿有中国特色的尬

聊就开始了。

吃了吗？

吃了。

您呢？

我也吃了。

吃的什么啊？

白切鸡，最近买不起猪肉啊，

您呢？

哦我吃的烤五花。

聊吃，是中国式尬聊的特色。

这就好比英国人见面就聊天气和脱

欧，日本人上来就聊新垣结衣。

聊完吃的话题，就该聊从哪来

到哪去的哲学问题了。

出门啊？出门。

上班啊？上班。

坐地铁吗？坐地铁。

孩子上学呢还？上学呢。

快毕业了吧？快了。

在找工作呐？在找工作。

那回头见啊？回头见。

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在尬聊

领域也是复读机。

擅长尬聊的中年人，都差点当

上了相声演员和老师

出租车司机，副业开车，主业

尬聊。

你会认为他们是追逐相声事业

不成，退而求其次进入了出租车行

业，依靠走量，逐渐开拓演艺事业

——况且密闭空间，总不能司机乘

客面面相觑，再说这样也不大安全

。

但真正促成尴尬的节点是，他

们开始装逼了：从中南海到利比亚

，从世界局势到卤煮火烧，话唠司

机们看起来比局座召忠还专业三分

。坐在驾驶座里，就能紧握住日月

旋转。

出租司机，身在咫尺之间，仍

心怀天下。

但在开车聊天领域也有一条鄙

视链：滴滴司机比出租车司机的聊

天，含尬率更高，毕竟前者经验少

，不像后者百炼成钢。

出租车司机尬聊这一传统文化

并不只局限于国内，2017 年，日本

京都宫古地区推出了“沉默出租车

”，就是要杜绝司机们的“过度服

务”，让乘客们在掏打车钱之外，

不用再付出额外的社交费用。

这一点，希望国内服务热情过

剩，员工酷爱表演的餐饮业巨头能

有所学习。

饭桌也是尬聊的重灾区。无论

是相亲，老同学聚会，还是公司团

建，都有种形式大于内容，义务高

于权利的严肃感，聊天自然就容易

沦落到尴尬场面。

尤其是中年人碰上了年轻人，

立刻电光石火，金风玉露，好为人

师：工作顺利吧？压力挺大的吧？

工资几许啊？有没有对象啊？赶紧

奋斗买房娶妻生子，不用扬鞭自奋

蹄啊！

电影《顽主》里，也有一位老

师热衷教育：恁几个一定痛苦！几

个年轻人回答：我们并不。老师激

动了：你们必须痛苦！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年轻人

永远是中年人的春药。而硬要打破

次元壁的，也就像是微信的中老年

表情包，在 4K 的屏幕上使用低像素

的月季花，格格不入。

《聊学》里说得好：瞎唠不等

于会唠，尬聊不等于能聊。

要想不成为尬聊的元凶，得时

刻记得补充常识。比如“知网是啥

”这种问题——此类问题得谨慎发

问，因为不止你们两人尴尬，可能

会导致全国大型尴尬。

当然了如果问到你喜欢干嘛，

对方回答：我喜欢总结股票走势图

里的难以把握的线条美，你也能接

上几句，更是再好不过的了。

尬聊就尬聊了，有些人还非得

带着人设尬聊。

尬聊的固定模式里，当然还有

商业互吹，刺探隐私，自我陶醉这

些必要元素。有些尬聊的人根本不

关心听众，只关心自己的表达。

而对于另外一群活跃气氛不致

冷场的人来说，他们的出发点是善

意的，有华山论剑的心，但身高还

不够买进入华山的门票。

空有热肠，却没有足够的表达

技巧。大家的反应对他往往也是种

打击：不聊天，你们说我玩儿手机

；聊天儿了，你们又嫌我尬。

手机，尴尬癌症患者的解药。

中国人或出于表达力的缺乏而

不善言辞，或受制于传统礼教习惯

含蓄，总之不爱靠语言进行表达。

热情或放在酒里，或放在大开大合

的动作里。

而尬聊，是这群人在语言表达

上迈出的第一步，是放置热情的另

一个容器。全民社交的时代，中国

人无处安放的热情，全在尬聊里了

。

问题来了，那有人擅长聊天不

至于冷场的吗？有，传销。

中国人无处安放的热情：全在尬聊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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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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万元买不到回家的票，我被迫在美国

“居家隔离”

王佳欣 | 22岁 | 女 | 留美学生

今年的留学生太惨。

我国目前尚在国外的留学生大约

140万人，其中美国约有41万人，我

就是这41万人中的一员。

疫情爆发后，我的处境变得更加

尴尬。留在国外前途迷茫，回国则受

到群嘲。

因为今年假期比较短，我没选择

回家过年。疫情刚爆发时，我本打算

回国陪爸妈，但我爸妈担心我的安心

，就让我留在美国别动。

没想到，紧接着美国就沦陷了，

后来就换成爸妈催我回国。但回国哪

有这么容易？

3月份，回国的机票升到四万元。

再后来，再多钱也买不到一张票，爸

妈急得不行，只能用国际快递给我寄

了四大箱口罩，让我一定小心防护。

现在学校全部改成了在线授课，

非必要情况我也很少出门。今年上半

年，黑人运动、疫情各种事情相继爆

发，不少地区还出现了排华的情况。

我一有时间就刷刷回国机票，虽

然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家，但看

机票平台成为了想家时唯一能做的事

情。

最糟糕的是7月6日，美国移民和

海关执法局宣布，如果继续在线授课

，国际学生就不能获得新签证，目前

在境内的学生也必须离境或转学。

这个政策出来以后，整个留学生

群都炸了。大部分学校原计划秋季都

是线上授课，一旦政策落实，大批量

学生要被遣返。

为了保证生源，我们学校答应会

在秋季增加部分线下课程。但对我来

说，依然是两难：美国确诊病例超300

万，线下上课相当于肉身和病毒互搏

。

这半年过得岂止是魔幻。上课被

感染，不上课被遣返。回国机票买不

起，不回国我在这里没地方兼职赚生

活费。

这种苦没人能理解。国内的朋友

觉得留学是我们的选择，出问题就自

己承担，但说实话，今年这情况谁能

想到呢？

今年我人生规划被彻底打乱，成

了最纠结的那批人。

去年年底，我拿到了英国一所名

牌大学的研究生Conditional Offer（有

条件录取通知书），只差雅思分和国

内学校毕业证，就可以申请Uncondi-

tional Offer （无条件录取通知书），

然后到英国读书了。

我本计划上半年考完雅思，赶上

今年9月入学。

没想到，疫情爆发后，国内学校

开学时间推迟，无法毕业答辩；另一

方面，雅思、托福、GRE等考试取消

，考试费交了退、退了交。

一直等到7月份，国内雅思、托

福的考点才逐渐恢复。但由于上半年

的考生挤压过多，考位一开放，网站

就崩了，再一刷新考位秒没。春运抢

火车票都没这么难。

如果赶不上考试、无法及时提交

雅思成绩，之前好不容易拿到的Con-

ditional Offer就要延期一年，我成功留

学的胜算也很低。

美国留学新政也给我的前路蒙上

了一层阴影。很多原本申请美国学校

的学生改申英国，这让我的留学之路

竞争更加激烈。

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玻璃罩，

想要的东西就在眼前，但怎么也抓不

到。

每当看到留学生在网上抱怨学校

的课程成了“天价网课”，我心里就

想，能上“网课”已经很让人羡慕了

。像我这种，留学的钱都付了，但却

迟迟无法留学的人，到哪里诉苦？

这让我想到了周杰伦唱的《困兽

之斗》，实在太符合我现在的心情，

“在狂风之中，嘶吼，做困兽之斗。

”

为了让孩子留学，我们已经花了

14万元，结果只换来“天价网课”。

2018年开始，我们申请了5所学

校，一共要付中介费37000元。此外，

报英语学习班和雅思考试共4万元、

英国学校的学费预付2000英镑。还没

出国，这十几万就已经飞出去了。

按计划，今年5月我儿子应该在

英国上语言班了。结果疫情后，他无

法出境，这些课程都变成了在国内上

的“在线网课”。

刚开始我们没放在心上，觉得只

要疫情稳定后，孩子还能顺利求学就

行。

今年五月，学校通知未正式入学

的学生推迟开学、或者把第一学期的

课程改成线上授课，结果很多留学生

要求学校退还部分学费。

为了让孩子留学，我俩小半辈子

的积蓄都拿出来了，结果换来“天价

网课”，这确实很难接受。

但也有一些家长赞成在线授课。

在英国的生活费每个月两千英镑，一

年就要花18万。在线授课免去了国外

的生活费，能省不少钱。

不过7月份开始，英国签证逐步

恢复，我们开始给孩子办出国签证手

续。

但作为父母，我们内心也担心海

外疫情的情况。如果英国疫情得不到

控制，就相当于把孩子暴露在危险中

。

此外，由于限航政策，国际航班

机票不仅贵，还特别不好买。但那些

转机次数多的航班，又更加危险，也

是矛盾。

现在我们只能被动地一边办手续

，一边观望。无论是孩子的前途、还

是这些手续，都挺人迷茫的。

迎来留学最“忙”淡季，忙着安抚家

长和退款手续

乐乐 | 32岁 | 男 | 留学机构咨询老

师

2020年，留学机构业务基本停滞

，但我却比以往都忙，忙着安抚客户

、退款、还在考虑转行。

往年，每个2月都是留学行业淡

季。大部分国外学校该发的offer都已

经发出去，一般不会有人来咨询新的

留学方案。

公司通知2月线上复工，但我从

大年三十开始手机就没停过。有offer

的家长担心孩子无法入境，没有offer

的家长担心疫情影响国外学校对中国

学生的录取、甚至直接打消了留学的

念头。

无论哪一类家长的问题我都无法

回答，事关国家政策和国际形势，不

是我能说了算的。我只能不停刷新闻

，有新消息就在群里同步。

家长们担心的事陆续发生：国内

暂停了出入境业务的办理、上半年出

国标化考试全部取消、国外疫情形势

越来越严峻、大批留学生放弃毕业典

礼直接回国。

很多原本在观望的家长开始退群

。交了预付款的家长也向我提出终止

申请、办理退费。跟往年相比，我损

失了50%的客户。

7月初，美国留学新政一出，沉寂

许久的家长群一下子炸锅，已经申请

到美国学校的家长手足无措，还有些

家长想转申请英国，更多的又要求退

费。

我又开始新一轮的焦灼：安抚家

长、指导他们做英、美两手准备，再

给执意退费的家长办手续。感觉这半

年，魔幻得像掉进一个死循环。

我主攻的业务就是英美国家的留

学业务，现在有一般业务都需要调整

、中止。更糟糕的是，在经历了一个

不平静的上半年之后，现在又要开始

一个更糟心的下半年。

凡事都有两面性，但是在我看来

，疫情也有可能是留学的机遇。

国外的学校也怕流失生源，既然

想要生源，那对疫情都有相应措施。

比如，美国高校今年的录取率不

降反升。威廉姆斯大学今年录取了

1250人、比以往多了100人左右。

他们判断疫情会让入学率有下降

，为了提前应对这种情况，就会多录

取一些学生。

再比如，各种标化考试取消，很

多英国学校开放接受PTE考试、Duol-

ingo考试成绩，并降低相应的分数线

；减免部分语言课学费；甚至明确提

出扩招中国学生。

前几天，美国政府颁布的留学政

策，看起来像是给行业带来不小冲击

。

然而，美国各大高校紧接着声明

要根据课程进行调整，保证留学生的

权益。哈佛甚至联合了另外几所名校

，要起诉ICE。

我最近也接到了很多美国校方的

表态，他们承诺一定会保护已经在学

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希望影响

跟我们机构的后续合作。

归根结底，国外的学校很喜欢跟

中国的留学机构合作，因为中国留学

机构能为这些学校保证足够多的生源

。

现在阻挡中国留学生脚步的，大

概就是大家对安全的担心、和对留学

这件事的理性思考了。

家有留学生：花14万元上“天价网课”

海归留学生的光环在今年逐渐褪去。
海外疫情持续蔓延、朝令夕改的留学新政，让所有已经留学、正在申请留学的学生和家长陷入了迷茫。
7月14日，美国政府同意撤销一周前发布的留学生签证新规，当时新规指出2020年秋季学期的留学生如果仅上网课，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

维持当前签证。
在时代的洪流下，任何人都是渺小的。
一群留学相关人士，他们之中有滞留美国的留学生、被延期入学的应届生、花了14万依然无法让孩子出国的家长、以及业务受到巨大冲击

的留学机构。
留学筹备的过程漫长、耗费财富和精力，但一场猝不及防的疫情，搅乱了他们的人生。在面对采访时，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做

错了什么？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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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8月11日下午，美國《福克斯新
聞》專欄作家、《紐約郵報》著名記者、政治評論家邁克爾·古
德溫（Michael Goodwin）在得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選擇卡
瑪拉·哈裏斯（Kamala Harris）作為女性黑人副總統競選搭檔時
，於晚間在《福克斯新聞》發表了自己的評論。

評論指出，參議員卡瑪拉·哈裏斯為2020年民主黨挑選了兩
個大箱子-性別和種族。但是由於喬·拜登和他的團隊以業餘方式
讓選擇過程失控，此刻讓人感到不知所措。

拜登一個月前有六競選選手，之前可能是12位。冗長的、
過度炒作競選搭檔似乎想創造奇蹟。

一些人公開競選，如史黛西·艾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
）和凱倫·巴斯（Karen Bass）招募支持者直接與拜登講話； 蘇
珊·賴斯（Susan Rice）在電視上大肆宣揚她所認為的資格，就
好像她能接任一樣。

由於拜登主要位於特拉華州家裏地下室工作，並且緩慢地推
出嚴肅的政策建議，因此偷窺和和投機活動顯得尤為重要。在大
多數情況下，拜登的競選活動似乎漏洞百出，給人留下的印像是
沒有事態的發展。

拜登將卡瑪拉·哈裏斯作為競選夥伴，從主要方面解決了緊
張局勢。

整個過程中，有兩個公認的潛台詞。首先是拜登在#MeToo
活動中做出的決定，那就是必須是女人，這個誓言立即削弱了獲
勝者的資格，無論是誰， 這就是配額的作用。

如果男人被考慮並且可以被接受，女性哈裏斯會成為熱點嗎
？這要對哈裏斯產生懷疑。

拜登的選擇變得更加傾斜，因為越來越明顯的是，該候選人
不僅必須是女性，而且還必須是黑人。黑人選民對希拉裏·克林
頓缺乏熱情，使她在四年前陷入沉寂。

盡管拜登的提名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南卡羅來納州初選的黑
人選民，但作為巴拉克·奧巴馬的副總統本身並不能保證他在11
月有足夠的黑人忠誠度和投票率。他需要支持民主黨的最重要和

最可靠的集團，所以這個陰謀真
的是關於他會選擇哪個黑人婦女
。

第二個潛台詞是拜登在精神
和身體上明顯的衰弱，不止一位
觀察家指出，如果民主黨獲勝，
競選夥伴很有可能在第一任期內
成為總統。正如拜登的支持者所
說，總統在等待。

拜登的年齡已達到77歲，而
哈裏斯可能做得到。她十月份才
56歲， 這是她最好的年華的時候
，她敏捷而吸引人，這與他經常
迷惑不解的外表形成了鮮明的對
比。

按照這些特定要求衡量，哈
裏斯絕對有資格，盡管她不是她
曾經注定要成為的超級巨星。

她起步很快，在2019年6月的一
次辯論後達到諷刺性的頂峰-通過
與南方參議員的友誼直接抨擊拜
登以及幾十年前的反公交車的立場。她在初選中的軌跡為支持者
和反對者提供了彈藥。

實際上，哈裏斯說了一句好所的話好，“那個小女孩就是我
”（公交車上受虐待的黑人小女孩）。她還有一次很好的辯論。
此後，她成為攻擊目標，並迅速逃避了同樣是塔爾西·加巴德
（Tulsi Gabbard）的指控，因為她在加利福尼亞相對較小的大
麻案件中是一名過於激進的檢察官。

最終，哈裏斯並沒有提供那種讓公眾渴望更多的表現。舉兩
個例子，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和參議員艾米·克洛

布查（Amy Klobuchar）一直待到決定性競選之前，在辯論中獲
得的評價遠比她好。

此外，哈裏斯是檢察官這一簡單事實可能會在極左派那些她
極需要吸引票倉的人群中對她構成重大影響。投票的信號可能表
明拜登想將自己和黨派與激進分子隔離開來，極左派激進分子在
許多城市地區引發騷亂和搶劫。但是鑒於拜登迄今為止在這個問
題上保持沉默的態度，這是不尋常的。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古德溫：拜登選擇卡瑪拉·哈裏斯做
副總統競選搭檔讓人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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