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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中國

广东韶关女孩李梅杏的生命中，有一个

恩人，也有一个仇人。然而，当有一天，两

个人重合成了一个人时，故事开始了……

2019年3月，我和相恋两年的男朋友再

次闹掰了。我不满他花着我辛苦赚来的钱终

日游手好闲，不努力找工作。而他，则骂我

势利眼，眼里、心里只有钱。

思前想后，我觉得也许是自己把男友逼

得太紧了。

这天下班后，我决定去找男友心平气和

地聊一聊。不曾想，我刚踏出公司门口，就

被一个中年男人截住了，递给我一个信封：

“你男朋友的照片，绝对没P图。”

我疑惑地看了男人一眼。他身形瘦削，

满脸倦容，挂着大大的黑眼圈。打开信封一

看，我的心被十万次暴击。照片上，男友和

一位长发女生勾肩搭背进入酒店，还有拥抱

、亲吻的镜头。

这些照片无一例外地告诉我，男友劈腿

了，拿着我的工资去泡别的女生！

如果我面前有一面镜子，这一刻，我的

面容一定是扭曲的。

“贱男人！”我忍不住骂了一句，又看

看眼前的中年男人，“可是，你怎么有这个

？你认识我们吗？你是谁？”

面对我的一连串提问，男人没有直接回

答，淡淡地说：“我得走了，咱们加微信聊

吧！”他指了指路旁的宝马车，仿佛很疲惫

，想立刻回到车上去。

我鬼使神差地加了他的微信，但没有立

即跟他聊天。我急着去质问男友，并当面和

他划清界限。

三天后，我才联系那个陌生的中年男人

。男人的微信头像是一个穿着西装精神抖擞

的老板形象，和我见到他时的模样天差地别

。

“你好，我已经和男友分手了，感谢你

给我提供重要情报。”我给他发微信，既感

激又好奇，“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是谁吗？

”

微信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奇怪的是，过

了很久他都没有回复我。

直到见到“陈少华”这个名字出现在手

机屏幕上，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脑门

，呼吸困难，嘴角哆嗦！

我叫李梅杏，广东韶关人，90后。我和

陈少华的恩怨，得从20多年前说起……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是个被寄养

在姨妈家的孤儿。流言蜚语和姨妈的描述，

帮我拼凑了一个关于我父母的曾经。

那时还没有我，父亲陈木胜爱上了年轻

貌美的母亲何文霞。可是，另一个男人陈少

华，也深爱着我母亲。父亲和陈少华还是同

村人。

陈少华不爱说话。父亲能说会道，会来

事，于是很快就赢得了母亲的芳心。

婚后，父亲去深圳打工了。据说，陈少

华始终惦念着母亲。村里人给他介绍对象，

他都以“没有何文霞好”为由，拒人于千里

之外。

另外，村长的儿子见他脑袋灵光，邀请

他一块去大城市工作，他也不乐意，偏要留

在老家打工。

平常，我母亲有任何需要，他都主动上

前搭把手，修水管、扛猪食，无所不能。村

里人认为，他还是放不下我母亲，在背后议

论他们。

父亲通常一两个月才回家一趟，母亲为

了避嫌，故意躲避陈少华。

1995年6月的一天深夜，我出生还不满

一个月，母亲因身体不适，带我回了娘家。

陈少华因为得不到我母亲，竟用汽油放

火烧了我们家的房子。

我们家在村口的小河边，陈少华放火之

后，没想到遇上了从深圳回来的父亲。父亲

上前制止他，却被陈少华推下河。之后，陈

少华贼喊捉贼，到村里喊人来救火救人，可

已经无力回天了。

父亲淹死了，房子也烧毁了。陈少华一

口咬定父亲是失足掉到河里的，火也不是他

放的，无奈证据不足，因此他并没有坐牢。

但打那以后，陈少华差点被唾沫星子淹

死，实在没脸在村里呆下去，终于离开了村

庄。

父亲去世后，还在坐月子的母亲终日以

泪洗面，因伤心过度落下病根，此后各种疾

病缠身，还患上了尿毒症。在我3岁那年，母

亲就病逝了。

外婆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就这样去

了姨妈家。

记忆中，姨妈时常摸着我的脑袋说：

“你是可怜人，你妈也是可怜人，我又何尝

不是呢？唉，咱们都是可怜人呐！”

姨妈有三个儿女，家里并不宽裕。表哥

表姐把我看作家里的入侵者，处处挤兑我。

好赌的姨丈稍有不顺心，就拿我和姨妈出气

。

在学校，只要我没考到好成绩，就会被

同学们取笑：“看，果然是没有父母教养的

孩子。”

8岁那年，我又一次在学校受了委屈，哭

着跑回来问姨妈：“我为什么没有爸妈？他

们去了哪里？”姨妈一边哭一边叹气，把父

母的事情一一告诉了我。

从那一刻听到“陈少华”的名字起，我

把牙齿咬得咯咯响，那种痛恨，不共戴天。

都说人的名字不能用红笔来写，这是不

好的兆头，死人的名字才用红笔来写。年幼

的我时常一遍遍地用红笔书写陈少华的名字

，一边写，一边诅咒他赶紧去死。

时光流转，9岁那年，我惊讶地发现，姨

妈原本紧锁的眉头渐渐浮现出了笑容。她手

头似乎宽裕起来了，时常趁表哥表姐不注意

时，塞给我干脆面、椰子糖等零食。

我以为姨妈所在的工厂效益好了，工资

提高了，一直窃喜。18岁时，姨妈带我去银

行开户，那是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银行卡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一直有

个人在暗中资助我。

“是哪位好心人？”我惊喜万分，感觉

生命被照进了一束光，把往后的人生道路都

照亮了。姨妈的目光躲闪了一下，嗫嚅着：

“我也不知道，人家没告诉我是谁，平常我

们写信联系。其实，也不常联系。”

我不禁有些失望，但整颗心已被一股浓

烈暖意填满。

“既然人家不愿透露姓名，咱们也不能

逼人家。做好事不留名嘛！”姨妈说，“对

方来信说，现在你已经成年了，今后的资助

费就直接打到你的银行卡里，一直到你大学

毕业。”

我郑重地点点头，内心充盈着无穷的力

量。一路冲刺，我考上广州一所外贸大学，

平顺毕业，在一家贸易公司做行政工作，还

谈了恋爱。

男友是公司销售部的同事，广西玉林人

，跟我同龄。恋爱不到一年，他就辞职了，

之后一直吊儿郎当，没有正经工作。

没有被宠爱过的我，在恋爱里一不小心

就用力过猛。等我回过味来，才知道，连房

租和生活费都是我来支付的生活，并不幸福

。

哪知，在和男友闹分手时，陈少华这个

仇人竟以揭穿真相的方式闯入了我的生活。

我盯着微信里“陈少华”这三个字，怒

火中烧。

这些年，因为他的恶行，给我带来的伤

害，全部从记忆的开关释放了出来。那些白

眼冷遇、郁郁寡欢，伤痛自卑，都是拜这个

人所赐啊！

我颤抖着手打出一行字：“我爸妈都死

了，你怎么还活着呢？”这次，他回得很快

：“我也快死了。我们见一面吧！”

厚颜无耻！我冷哼一声，直接拒绝了他

，并表示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他。我对他的

恨，绝不会因他帮我揪出渣男而有所减轻，

哪怕一点点。

然而奇怪的是，自从陈少华出现在我的

生活中，我终日心神不定。他那张苍白病态

的脸，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以为他还会再出现在公司门口堵我，

但他再也没有出现。难道他真的快死了？每

当想到这里我都摇摇头，恶人自有天收，没

什么好同情的。

一天晚上，我又收到了陈少华的微信。

他说：“我真的快死了，我想留一部分遗产

给你，希望你能来跟我见上一面。”

我不住地冷笑，一会儿卖惨，一会儿利

诱，就想让我原谅他？我再次拒绝了。

这次以后，陈少华总算消停，不再上微

信找我了。一个月后，我却被另一个陌生的

年轻男子堵在了公司门口。

男子20岁出头，眉目与陈少华有几分相

像，鲜嫩的脸上也带着一丝疲态。他开门见

山地说：“我是陈少华的儿子陈硕鸿，我爸

……得了肝癌，年初检查出来时，已经到晚

期了。请你去见见他，这是他最后的愿望了

。”

原来，陈少华已经病入膏肓了。我打量

着陈硕鸿，问：“我为什么要满足他的愿望

？他这是报应！我的愿望是爸妈健康在世，

陪我长大，谁来满足我的愿望？”因为激动

，我浑身发抖，眼泪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

儿。

许是理亏，陈硕鸿皱着眉头，微微垂下

了头。我用力擦了擦眼泪，咬着嘴唇转身离

开。

身后却传来了陈硕鸿响亮的声音：“你

……你看在我爸多年来资助你的份上，到医

院看一看他吧！”

我的双腿瞬间变得沉重，重得迈不开步

子。这些年来，资助我生活和学习的人竟然

是陈少华？！

那一刻，我无法形容我的心情。这么多

年来，心中最温暖的阳光，居然来自我的杀

父仇人，简直太讽刺了。我千算万算，怎么

也没有想过会是他。那么多美好的梦和期待

，瞬间如火苗般全部熄灭了。

“你胡说，你胡说……”我不停重复着

，眼泪喷涌而出。我企图在陈硕鸿的脸上找

到谎言的破绽，但是失败了。

“你要是不相信，你可以去问你的姨妈

，她肯定知道。”陈硕鸿说。

是啊，姨妈也许知道内情，但她当年可

是告诉我，不知道资助我的人是谁的呀！

我迫不及待地回到家，质问姨妈。

姨妈在我刀子般的眼神下，显得很慌张

。“梅杏，你听我解释……”她搓着手，不

敢看我的眼睛。

既然需要解释，那证明姨妈是知道内情

的。我哭着喊：“你怎么能接受我杀父仇人

的钱呢？我受了他的恩惠，你让我怎么办呀

？”我捶打着胸口，懊悔、怨恨和耻辱一起

袭上心头，压得我喘不过气。

“梅杏，你别这样，你听我解释……”

姨妈惊慌失措，抱着我直哭。

她断断续续地解释，当年姨父好赌，输

光了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她实在没有办

法，才接受了陈少华的钱，否则，姨父就要

赶我出门了。

那是2003年11月的一天，姨妈像往常一

样去买菜，路上见到了陈少华。以前，陈少

华追求母亲时，姨妈就见过他，认得他。

陈少华是有意来找姨妈的，他打听到母

亲去世后，我由姨妈抚养。他问姨妈要存折

的账号，说以后每个月都会寄钱来资助我的

生活和学习。

姨妈经过一番内心挣扎才接受了陈少华

的钱，她认为这也是陈少华欠我们家的，叫

我千万不要觉得愧疚。

听了姨妈的话，看着姨妈可怜的眼神、

花白的头发，以及过早衰老的容颜，我深知

她受了不少苦，有些苦就是我带给她的。我

再也找不到埋怨她的理由。

夜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苦涩的眼

泪流了一遍又一遍。

窗外的天空微微泛白时，我下定决心去

见陈少华。我要亲自告诉他，即便他资助了

我，我也绝不会原谅他。

我的父亲是他杀死的，母亲也是他间接

害死的，我这些年所受的苦都是他造成的。

他想自我救赎，没门！

我冷着一张脸，来到之前陈硕鸿告诉过

我的那家医院。

推开病房那一刹那，我被眼前的景象吓

住了。病房里传来一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时

的陈少华正在打点滴，瘦得只剩皮包骨头，

头发已经掉光了，脸色蜡黄，脸颊凹陷，颧

骨突出。在见到我进来时，那双无精打采的

眼睛突兀地亮了起来。

“你来了……”

他的话音刚落，我别过脸去，把来之前

准备好的那番说辞无情地说了出来。

他没有吭声，低眉顺眼地等我把话说完

。一旁的陈硕鸿生气了：“爸，你看她，真

的太过分了……”

陈少华摆摆手，示意陈硕鸿别出声，让

他自己来说。

“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这次让你来

医院，我就是想好好跟你说一说以前的事。

”他慢悠悠地说。

我冷淡地横了他一眼，有什么好说的，

还能翻供不成？然而，陈少华接下来所说的

话，却让我震惊不已。

“说出来，也许你不信，其实，当年放

火的人不是我，是你爸。他放火的目的也不

是烧毁这房子，是想烧死你和你妈！

“他在外打工，信了那些传言，以为你

妈和我好上了，还怀疑你是我的女儿。他自

己呢，就在你妈怀你的时候，就搭上了一个

富婆。

“为了惩罚你妈红杏出墙，也让自己顺

利跟那富婆在一起，他才想了这么个坏主意

，在深夜悄悄回家，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

”

他一口气说了那么多，似乎准备了很久

。说完，猛烈地咳嗽起来。

接下来，他又告诉我，父亲回来那天深

夜，母亲带我回了娘家，房子的火光引起了

加夜班回来的陈少华的注意。他在河边和父

亲迎面相逢。父亲很吃惊：“你……你怎么

会在这儿？好啊，你果然和这个臭婆娘有一

腿！”

陈少华来不及解释，只质问父亲：“你

在干什么？你在放火烧死自己的老婆孩子吗

？”

父亲哆嗦了一下，赶紧将打火机扔了，

怒吼道：“那是你的女人和孩子！”说完，

他转头就走。陈少华连忙追着他：“你疯了

吧？你别跑！”

他想告诉父亲，房子里并没有人，因为

他每天都会经过我家，对我母亲的行踪了如

指掌。可是，当他追过去时，意外发生了。

父亲久未回家，不知道河上的那座小桥已经

坏掉，惊慌中他一路狂奔，竟失足掉下河里

淹死了……

由于我家座落在村头小河边，离村民集

居地还有一段距离，那个深夜，并没有其他

人发现这件事。

事后，陈少华虽然坚决否认自己放火杀

人，但看到正在坐月子伤心欲绝的母亲，他

又不忍心说出父亲想杀我们母女的真相。而

且，当时他也确实拿不出证据。

后来，他离开村庄，去了深圳，辗转花

了一年多的时间调查父亲。他一路寻到了父

亲打工的电子厂，找到了父亲要好的工友，

请他海吃海喝，又塞给对方一笔钱后，工友

就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了。

工友说，以前父亲经常不在宿舍过夜，

有一次，他在街上碰见父亲搂着一个身穿名

牌衣服的女人，才知道他出轨富婆了。之后

，他还笑称父亲找到了“好归宿”，要父亲

请他吃饭喝酒。

在一次喝酒的时候，工友又夸父亲好福

气，老家有贤妻，深圳又有相好的。

父亲却借着酒劲生气地告诉他，自己被

母亲戴绿帽子了，准备一把火烧死母亲和我

，从此好和富婆在一起。

此外，陈少华在工友的指点下，也找到

了父亲出轨的那位富婆。富婆听闻父亲的所

作所为后，这才明白自己被骗了。陈少华因

此从她的手里拿到了两张父亲与富婆的合照

。

照片上的两人相互拥抱着，宛如热恋中

的男女，上面印着的日期是1994年12月10日

。那时候，我母亲正处于孕期。

当他把这些证据收集好以后，心里很是

高兴，恨不得立刻告诉母亲真相，再好好培

养与母亲的感情，跟母亲白头偕老。

可当他再次见到母亲时，却发现母亲已

经病重。他再次于心不忍。这个残忍的真相

，就这样封存起来了。

听完这段曲折的往事，我顿觉全身发冷

，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冰冷。

“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我瘫坐

在椅子上，我素未谋面的父亲竟然想放火烧

死我，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接受这个说法，

“陈少华，你病得不轻，你在撒谎！”

“事到如今，我怎么可能对你撒谎呢？

”陈少华自嘲地看看自己的身体，又给陈硕

鸿递了一个眼色，陈硕鸿立即把照片拿了出

来。

我捧着照片，手抖得厉害，泪水模糊了

视线。我把眼泪擦了一遍又一遍，但它们好

像流不完一般，任凭我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如果你还不相信，我可以让硕鸿带你

去见一见当年的证人，或者打电话给他们。

我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他们应该都还记得那

些事。”陈少华小声说。

“我真不知道该不该恨你……”那一刻

，看着父亲和别的女人的照片，我百般滋味

在心头。我已经不知道如何面对面前这个人

，跌跌撞撞地走出医院。

难道这些年，我真的弄错了？

经过数个无眠之夜后，我第一次主动联

系陈少华，告诉他，我要和陈硕鸿去一趟深

圳，亲自面见当年的证人。

直面真相，这对我自己和陈少华都公平

。

深圳之行并没有任何意外。我们在一个

楼盘找到了当包租婆的那位富婆。对方得知

我的来意，承认了当年跟我父亲的感情。而

父亲那个工友，目前在一家农家菜馆打工，

被生活折磨得白了头。

提及当年之事，他也是言辞清晰，告诉

我当年流言已经让父亲失去理智，甚至对我

表示了同情。我的内心翻江倒海，事实在前

，我不能不信。

回去以后，我把自己关起来，除了上班

，没有跟任何人联系。我还没想好，到底该

怎么面对陈少华，他不是仇人，于我有恩，

而且是个对母亲有情有义的人。

2020年1月初，陈硕鸿突然打电话给我

，带着哭腔：“我爸……不行了，你再来见

见他吧？”

我去到医院时，陈少华正带着吸氧面罩

，说话都很困难。他不断示意陈硕鸿，希望

儿子来替他传达自己的意思。

从陈硕鸿的叙述中，我了解到，当年陈

少华不忍打扰我母亲离开后，娶妻生子了。

陈硕鸿5岁时，他们的感情出了问题，随后离

婚，他独自抚养儿子，事业做得蒸蒸日上。

时光匆匆，他心里始终没有忘记我母亲

。他认为是自己的痴情害死了我母亲，便一

直在我身上延续对我母亲的情义。

他要把其中一笔30万元的遗产赠与我，

恳请我在他去世后，允许他葬在我母亲的旁

边。提出这个要求时，我看到这个老人眼中

炽热的光。

我的眼睛湿润了，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我甚至弄不清是为什么而哭了。为痴情的陈

少华？为苦命的母亲？抑或，为这迟来的真

相，坎坷的命运？

陈少华着急地瞪着眼睛，等待我的回答

。陈硕鸿急得直跺脚：“哎呀，你就答应我

爸吧，他这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坏事……”

陈硕鸿说不下去了，捂着脸默默流泪。

我“嗯”了一声，使劲地点点头。

陈少华似乎松了一口气，眼里流露出笑

意。

从那天起，他的病情反反复复，一个星

期后，在医院病逝。

我告诉陈硕鸿，不要那30万的遗产，但是

我会把他父亲的骨灰葬在我父母坟墓的对面。

我不记得母亲的样子，但我想，母亲生

前应该都相信父亲爱她。不知道她在泉下是

否弄清楚了真相，也不知道因作恶丢掉性命

的父亲是否有向母亲忏悔。

就让，陈少华监督着父亲，陪伴着母亲

吧！他们三个人的故事，该结束了……

我的杀父仇人，要和我爸妈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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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多方

面的遏制，让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充满

变数。很多人有疑问，美国还是留学的

好选择吗？美国大选之后，会对留学产

生什么影响呢？

作为在美国高校学习、工作、生活

了近二十年的教师，专栏作家魏阳老师

坚定地认为：

从历史来看，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

，政府并不是主要推动者，自发的民间

交流才是主流。美国的某界政府在短期

内可能切断这种交流，但是从历史的长

期看，中美教育交流是由强大的需求和

供给决定的，是两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从留美幼童，到清末民初直至冷战

时期的中美民间交流，再到改革开放后

的赴美留学潮，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才

能在混沌中，更清晰地判断当下和未来

的趋势。

美国成为中国人海外留学最早的目的地

并不是偶然

十九世纪上半期，中美之间出现了

直接的贸易和文化接触。在许多中国人

眼中，美国一直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

与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很不同。

1840年代的福建巡抚徐继畬，他有

一个从美国新泽西来的传教士朋友。徐

省长听了传教士朋友的介绍，对美国大

为赞赏。

徐继畬认为：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

顿，能当国王却不当，听从老百姓的

“公论”，把权力将给人民，简直就和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王”一样。

他感叹：中国儒家“禅让”和“选

贤举能”的传统，在自己国家中断了，

却在遥远的美利坚得到了实现。这让他

对美国仰慕不已。

有趣的是，徐继畬并不羡慕美国的

工业和经济，相反，他一直坚持把美国

叫做蛮荒中的“部落”。他所羡慕的，

是他所认为的“美国实现了中国儒家的

政治理想”。

从一开始，美国就是中国的一面镜

子，是中国知识分子借用来批评改进自

己的想象中的异国。

徐继畬赞扬华盛顿的话，被他自己写

进了书里。如果你有机会去美国首都华盛

顿特区，可以去华盛顿纪念塔参观一下。

坐电梯上去，会看到墙上有一块中国来的

石碑，上面刻着徐继畬赞扬华盛顿的话。

我们知道，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清帝国被迫接受国际准则，与各国互

派大使。但中国找不到懂外语的人才，

无奈之下，只能找即将卸任的美国驻中

国大使Anson Burlingame担任中国驻欧

美各国公使，此人有个中文名字，叫蒲

安臣。

我们知道，派驻外国的大使一般都

是本国人，没有请外国人来当本国驻外

国大使的。但在当时，清政府受尽了欧

洲列强的欺凌，但是觉得好像只有美国

公使，相对友好和公平一些。

所以，蒲安臣作为第一任中国驻美

国公使，带着一百多人的中国使团（其

余全是中国人），浩浩荡荡的来访问美

国。当时的美国媒体盛赞了这一访问，

使团每到一城市，都受到隆重接待。

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一

系列条约，后来被称作“蒲安臣条约”

。这些条约可能是中国近代签订的唯一

的“平等条约”。

条约规定，中美之间的人民可以自由在对

方国家旅行和定居，受到对方政府对等的保护

。这种国民待遇，在欧洲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蒲安臣条约，数十万华工来到美国讨

生活，修建了横跨美洲的铁路，后来又去加州

掘金，在美国各城市建立最早的唐人街。

蒲安臣后来还代表清帝国出使欧洲各国。

在和俄国的谈判中，他希望能为中国夺回被俄

国侵占的北方领土，却不幸劳累过度，感染肺

炎，在圣彼得堡病逝。

同一时期，中国出现了“自强”运动。一

批开明的官员，比如曾国藩和李鸿章，认识到

中国必须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可这

时的欧洲列强，不可能允许中国人自由旅行和

游学，美国成了留学的最佳目的地。

这时，有一位广东人，叫做容闳。之前自

己去了美国，自费在耶鲁大学接受了教育。所

以，最早接收华人学生的大学正是美国大学，

而不是欧洲国家。

学成后容闳回到了中国，向曾国藩建议：

选拔聪明的中国孩子，去美国留学，回来建设

祖国。曾国藩接受了这项建议，这就是清末的

“留美幼童”计划。

从一开始，美国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特殊

的邻邦。美国成为中国人海外留学最早的目的

地，并不是偶然。

留美幼童计划，虽然全部由国家资助，很

多人还是不愿意去，只选了些穷苦人家的孩子

。这些幼童到了美国后，被寄养在美国人家庭

（现在叫Home Stay），在美国家庭和学校长

大，后来进入美国大学学习。

同时定期到中国大使馆报到，学习中文和

儒家经典。照片上是中国留美学生组织的棒球

队，可见他们很自然的融入了美国文化。

这些留美幼童，后来几乎全回到了祖国。

其中包括中国的铁路之父詹天佑，和著名外交

家唐绍仪等，他们正是美国大学培养出的、为

中国现代化做出杰出贡献的第一代留学生。

100多年来，哪怕政府层面交流阻断中美教育

的民间交流从未“脱钩”

中美的教育交流后来被两国政府中断：留美

幼童计划后来遭到清朝保守派的攻击，不了了之

。美国政府在1882年出台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

案”，将华人拒之门外。直到二战时，中美成为

盟友，排华法案才被罗斯福总统废除。

虽然政府层面的中美教育交流被阻断，但

民间的交流却一直在持续。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大约有三千名美国传

教士来到中国，很多从事教育和医疗工作，在

华建立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学校和医院。

其中著名的有：沪江大学（后来的上海理

工）、圣约翰大学（后来的华东政法）、震旦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金陵大学（南京大学

）、东吴大学（苏州大学）、之江大学（浙江

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

（北师大）、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津沽大

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华中大学（湖北中医

药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华西协和

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福建协和大

学、华南女子大学、湘雅医学院等等，这还不

包括美国教会建立的上百所中学和书院。

中美教育交流，主要由非政府的民间组织

推动。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后，

美国将来自清政府的庚子赔款中的相当一部分

，退还用作中国教育之用。1909年，在北京设

立了游美学务处，就是现在清华大学的前身。

民国时期通过庚子赔款的专项教育基金留

学美国的学者中，有文史大家胡适、语言学者

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用庚子赔款建

立的机构还包括了北京的协和医院和协和医

学院。

可以说，民国时期最好的大学，几乎都

是美国人帮助创办的。

1949年以后，中美政府之间的外交联系

为冷战所阻隔。但即使在冷战时期，两国人

民也没有完全“脱钩”。

值得一提的是，在毛泽东时代，从未强

调中美之间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相反，始

终倡导的是全世界群众（包括中美人民）反

对帝国主义政府的运动。

换言之，在毛泽东眼中，冷战并不是中美

两个国家的冲突，而是中美人民与反人民的美

国政府之间的冲突。他一直支持美国人民——

特别是黑人——反抗美国政府迫害的运动。

细察共和国外交史会发现，我国政府始

终奉行的是“人民外交”，而不是民族主义

式的国与国的对抗。虽然对于美国政府不断

进行抨击，但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

民间的文化交流，一直受到提倡。

一个例子：六十年代的美国，经历了大

规模的民权运动。美国的黑豹党，深受毛泽

东思想的影响，希望在美国开展游击战，用

革命的方式获得黑人的平等权利。黑豹党在

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贩卖毛泽东的红宝书，

换得活动经费。

黑豹党首领罗伯特· 威廉还访问了北京，

在天安门城楼上得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毛主席

的签名款红宝书——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

本限量款红宝书。

黑豹党对毛泽东的崇拜，至今在黑人群体

中流传。以至于后来著名的拳击冠军迈克尔泰

森，还将毛的头像纹在自己的肩膀上；拳拳到

肉的背后，是毛泽东思想对美国黑人文化的熏

陶。可见，中美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即使在

冷战期间，也不曾真正“脱钩”。

1971年尼克松访华，终结了中美之间的

冷战，在中美之间建立了一个共同反对苏联

的战略同盟。中美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对美

留学迎来了春天。

1978年 3月，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

式上，邓小平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 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

，学习人家 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

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

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 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邓小平还指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

是只派十个八个”。在政策的号召下，美国

成为中国人海外留学的首选，数十万中国学

子选择去美国留学。

这其中，民间的自费留学一直是主流，

人数远超由政府主导的公派留学。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

national Education发布的《2019年美国门户开

放报告》，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近37万。

可以说，没有其他一个国家，在过去四

十年里，为中国培养了如此多的促进经济腾

飞和社会发展的知识人才。可以说，1978年

以后的对美留学，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

奇迹来说，也具有重大意义。

如何看待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最后，我想谈谈我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

最近的对华政策。

第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不能用

“冷战”的框架来理解。

冷战是两大意识形态集团之间全面的对抗

，是美国“四面出击”，在战后建立新的国际

秩序的企图；而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却是在

“四面收缩”——从冷战时期的国际义务

中解脱出来，重回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表现为美国从各种国际条约中回

撤，计划从德国撤军，退出世卫组织等

等。特朗普政府并非要重建国际秩序，

而是从国际义务中收缩。

冷战时期的美国高举意识形态大旗

，与苏联集团进行价值观竞争。而现在

的特朗普政府政策除了经济上赤裸裸的

利己主义之外，毫无全球价值观可言。

他没有、也不可能有冷战时期的资

源和拨款，来从事颠覆他国政府的行为

。他政策的重点无疑还是在美国国内。

所以，不应该误判特朗普政府，用冷战

思维来理解现在的情形。

第二，要将美国政府与美国社会区

别开来，要考虑到美国社会反对特朗普

政府的强大势力。

美国的教育、商业、和媒体精英中

，有相当大一部分对特朗普集团持批评

态度。美国的大学，早在美国建国之前

，就有一种自由与自治的传统——不拿

联邦政府的拨款，也不接受美国教育部

领导。美国的大学是校务委员会自主管

理的，大多是自由派的阵地。

据我所见，从2016年以来，美国高

校对总统大多持严厉批评态度。事实上

，很多教授，几乎天天都在抨击白宫。

特朗普政府诸多对华不友好的政策

——比如限制学生签证等——在美国大

学里，也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抵制。总统

的种族主义倾向，更是在美国校园遭到

猛烈的抨击。

美国的大学，绝大多数对中国留学

生持欢迎和友好的态度，和白宫的态度

有天壤之别。

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与其所著的

《中国新史》书籍封面，在冷战中，哈

佛大学的学术权威费正清教授，在中美

外交完全中断的情况下，一直激烈批评

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呼

唤更为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力推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最后，也要考虑到这次大选的不确

定性。

特朗普政府在疫情期间的糟糕表现，

在国内广受批评。他的竞选对手拜登，在

贸易关税、环境保护等方面，与特朗普持

显著不同的政见。如果拜登能够当选，将

对目前的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即使特朗普赢得大选，也要看到：

中美之间的民间交流，始终是历史的主

流。美国政府可能推动，也可能暂时阻

碍中美之间的民间教育交流。

但是，如果将眼光扩展到历史的长

时段，就会发现，即使在冷战时期，中

美之间的“脱钩”也很难真正实现。十

九世纪以来的全球化，以及中美民间长

期自发的经济、文化与教育交融，远非

一两届美国政府可以完全阻断。

而对美留学的强劲需求来自两方面

：一是美国世界一流的学术科研水平；

二是中国人民对最新的学术科研成果的

渴望。这两点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中国与美国的相互依存，是二十一

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而两国人民之

间的教育文化交流，是去除偏见，促进

理解，维护和平最好的方式。

寒冬终将过去，春天总在不经意间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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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休城工商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根據約翰·霍
普金斯大學的數據，德克薩斯州已成為美國第
一個記錄超過100萬冠狀病毒病例的州。

自大流行開始以來，這個豪放粗曠的西部
牛仔孤星州（Lone Star) 已鑒定出1,010,364
例Covid-19病例。據該大學稱，德克薩斯州
至少有19337人死亡。

加州是美國第二高病例的州，為991,162
例，第三位是佛羅裏達州，有853,174例。

如果將德克薩斯州變成一獨立的國家，人
口約為2900萬人，那麼在世界冠狀病毒病例
排名的國家中，現在德克薩斯州的總病例排名
排在哥倫比亞之後，意大利之前，位居第十位
。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的數據，美國病例總
數已超過1千萬例。下表列出已經鑒定出超過
100萬冠狀病毒病例的國家排名。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德克薩斯州成為美國首位超德克薩斯州成為美國首位超100100萬萬
冠狀病毒病例的州冠狀病毒病例的州

（（本報記者黃梅子本報記者黃梅子））由著名建築師李兆瓊由著名建築師李兆瓊(CC Lee)(CC Lee)主持的世大國際建築開發的全主持的世大國際建築開發的全
美首家高檔老年公寓美首家高檔老年公寓———休斯頓祥瑞花園於—休斯頓祥瑞花園於1111月月77日日Grand opening!Grand opening!這個項目歷經四這個項目歷經四
年年，，在全美國的新冠疫情壹片哀鴻之際在全美國的新冠疫情壹片哀鴻之際，，祥瑞花園依然如期竣工祥瑞花園依然如期竣工，，可見我們華裔本著可見我們華裔本著
勤勞堅韌的民族精神勤勞堅韌的民族精神，，為美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美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目前目前，，第壹批住戶已經第壹批住戶已經
入住入住，，壹切設施和服務都已準備就緒壹切設施和服務都已準備就緒！！Ready to move in!Ready to move in! 有興趣的買家可以聯系房產有興趣的買家可以聯系房產
經紀人經紀人Anna Wang(Anna Wang(713713--979979--82428242),),歡迎預約看房歡迎預約看房！！

全美華人首個高檔老人公寓全美華人首個高檔老人公寓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Grand Opening!Grand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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