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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中國
大多数骑手并不知道陈天河的名字
，只知道他自称“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
主”。他的出租屋位于北京东三环边上
，在十里河一条风尘仆仆的巷子尽头，
每天都有形色各异的骑手来往于此。
北京城本是无依之地，骑手从全国
各地来，像无根的浮萍，但十里河却偶
然出现了一片属于他们的江湖。
电动车没电的会上这里续航；刚到
北京没地方落脚，能在这里借住；受了
委屈的来这儿，盟主会去打抱不平；车
子抛锚、路上撞车，总有兄弟能想尽办
法，把他打捞回家。
进入北京 11 年后，也就是 2018 年
冬天，陈天河再次送起了外卖，没过两
个月就出了车祸。
出事那天，他给一位客人送餐，汤
洒了点，人家说，不要了。他又接一单
，在返程的路上闯了红灯，和小轿车撞
上，摔车之后头着地，侧脸被地面擦得
血肉模糊。独自在医院躺了 7 天，没有
一个人来看他。
2007 年第一次到北京，陈天河只有
17 岁，他早已没读书了，五年级就辍学
。最初那几年，他主要的工作是为一家
小餐馆送外卖，那时候这份业务还没被
系统控制，如何提高送餐效率，得靠人
的脑子去打算。
用餐高峰期订单太多，时常有餐会
送晚。陈天河想了个办法，每天早上 9
点主动打电话给那些常来订餐的熟客，
提前预定送餐时间，把时间统一到 11
点、11 点半、12 点，规划好路线，两
三趟基本就能送完。客人们很待见他，
两个月下来，小餐馆的日均营业额从
1200 元提升到 1800 元。
学来手艺，攒够资金，他从 2011
年开始承包网吧食堂，又渐渐开起自己
的餐馆。
2014 年，饿了么和美团打着价格战
跑马圈地，资本砸出来的钞票，肉眼可
见地落到陈天河这样的小商户手上。
那时候，他的餐馆入驻外卖平台，
顾客消费满 20 元减 10 元，平台把减掉
的钱都补贴到商户兜里。他还通过“加
一元换可乐”的方式做促销，营业额因
此翻了倍。
做着小老板，月入五六万，心变得
野起来。2015 年 11 月，拿着一笔贷款
，陈天河在东三环盘下一家 700 多平方
米的饭店，年租金 120 万。但大饭店经
营管理的各个方面，他一窍不通，半年
就亏损掉六七十万。坚持了两三年，仍
未止损。
2018 年 9 月，他把饭店转手，欠下
100 多万外债，重新开始送起外卖。就
是这年年底，他出车祸后躺了医院，没
人来探望他。
从那以后，陈天河开始有意识地结
识更多骑手朋友。因为，“一个人太孤
独了”。
送餐的时候，他去跟周围的骑手加
好友拉群，最初的两个“外送江湖骑士
联盟”群就这样建立起来。
成为骑手的一年间，陈天河还感受
到，外卖平台提供给骑手的生存环境变
得更加严苛。时间在消失，单价在下降
，没有休息日，事故频发却得不到保障
。平台步步紧逼，但作为骑手，他们却
没有话语权。
想要发出一些声音，就必须做点什
么。2019 年 7 月，陈天河发动骑手群里
的兄弟，把他的微信二维码印到 A4 纸
上，塑封起来，贴在外卖箱后边，绕着
整个北京跑。从今年开始，他还把自己
的骑手生活拍成视频，发布到各个平台
。
从 2019 年 7 月起，北京东三环的骑
手兄弟就把这张卡片贴在外卖箱上，满
城跑
一年下来，超过 1 万名骑手加上了
陈天河的两个微信，450 人以上的骑手
群，扩张到了 15 个。
当初发起这个行动时，陈天河给每
个贴纸的骑手都编上号，现在已经编到
了 700 多号。陈天河成为这片江湖的
“盟主”，他的编号是，001。
陈天河的出租屋，在十里河的一条
巷子尽头，这里虽然在三环内，却是北
京城的背面。拐进路旁小巷，翻开每个
逼仄的房间，都能找到漂泊来此又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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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马路
骑手的尊严
2020 年 11 月 17 日，又有一位外卖骑手找上门来，告诉
陈天河，自己被商家打了。
陈天河很快召集到近 10 名骑手兄弟，骑着电动车去讨
说法。
那是家只做外卖的铺子，打人的商家是个圆脸男人，身
材高大敦实，隔着取餐窗口和陈天河对骂。其他骑手兄弟杵
在陈天河身后，不讲话，垮着脸望向商家，变成一块沉默而
形成威压的背景板。
男人不敢出来，举着苹果手机打电话：“喂，110吗？”
被打的骑手身高不足 1 米 6，警察问他：“怎么打的你
呀？”他紧张得说话不利索，半天才讲清楚，说中午来取餐
的时候，他的美团 9 号餐不知去向。他和圆脸男子为此发生
口角，对方走出来一拳打在他肚子上，还把他推向墙壁，磕
得他脑袋起了个包。
警察听他讲完，厉声把报警的圆脸男人叫出来。
男人辩称，二人是互相推搡，不是他单方面施加暴力。
陈天河站在一旁听着，警察不许他插嘴，他却没忍住，怼了
回去：“你在屋里他在外面，他怎么会去推你？”
最后，圆脸男人赔偿了小个子骑手 400 元钱。

着生活的男女。道路坑洼不平，大风一
吹，阳光下的尘土像海潮一样掀过去。
马汉是 3 个月前跟着同事小江一起
来的，他们合租下陈天河隔壁的房间，
开始送外卖，大家都叫马汉“老马”。
老马之前在亲戚开的厂里做会计，
他说那时候过得很颓废，“在社会上晃
来晃去，找不到什么出路，也不知道方
向”。十里河流传着几则老马的传说，
“老马是逃婚来这儿的”，“老马是富
二代，他家里有矿”。老马总是摇头否
认，但也从不辩白。
时常有兄弟求助，说车在半路没电
了，或是出了其他意外。老马每次听到
都二话不说去把人接回来，他管这叫
“捞人”。
陈天河因此觉得老马是个极善
良的人，他把自己平常拿来玩的宝
剑送给老马，老马睡觉的时候都把
宝剑放在枕头旁边。老马就这样成
了骑手联盟的“财务助理”，副业
就是“捞人”。
后来小江搬走了，屋子里只剩下老
马。他在房间里摆好上下铺，和陈天河
一起去买了 4 套枕头和被子，供刚来北
京送外卖的兄弟免费暂住。
小葱拌豆腐，陈天河说老马喜欢吃
这个，专门备了一盒在冰箱里
11 月初，有个叫周西航的男孩，从
西安骑摩托穿越 1200 公里来北京，找
到陈天河，说自己要送外卖。他来的时
候摊开手，掌心里都是水泡。
到北京他身上只剩下 800 元钱，送
了一天外卖，结果一场大雨把手机主板
泡坏了，修手机花了 200 元。有天他骑
摩托跑到北五环，车子在路上坏了，警
察又罚他 200 元，最后是老马借钱给他
，叫车把摩托拉了回来。
不顺的事情很多，比如租不起房子
，车钥匙又给弄丢了。特别难受的时候
，他问老马，有没有安眠药，想自杀。
老马没有安眠药，老马只晓得借钱
给他。
徐浩出现的时候，满脸漆黑，老马
还以为徐浩被烧伤了，但其实他就长那
样儿，黑脸上架一副黑框眼镜，一头黑
发像个鸟窝。
徐浩喜欢夹娃娃，3 年前开始的。
以前他是餐馆里的服务生，餐馆在大楼
5 层，夹娃娃的地方在 4 层，每天上班
，他就顺路去夹娃娃。10 元钱 12 个币
，他能夹上来 7 个。他曾经花 200 元钱
，把一个机器里所有大娃娃全夹完了，
最大的一只是 1 米 8 的大熊。
夹娃娃花了他将近 1 万元钱，战利
品摆出来能铺满三张床，他每天带着娃
娃去上班，总被同事一抢而光。
也许是夹娃娃花光了运气，他跑单

的时候总是倒霉，要么撞车，要么电瓶
坏掉。就在前两天，他为了抢单，忘记
把外套收进箱子里，跑完一单才发现衣
服丢了，身份证也在里面。兄弟们三天
两头要去路上捞他，连警察都嘱咐他要
小心点儿。
和这些奇形怪状的人一同来到十里
河的，还有好些负债者和破产的人。
陈天河看到一名年纪挺大的男人跑
来送外卖，叮嘱他“安全最重要”，对
方说，“干不动也得干”，妻子透支了
7 张信用卡，而他的孩子刚上高一。
破产者张健原本是个卖打包箱的小
老板，日子颇有些挥霍无度，疫情以来
花了十来万元，破产后跑来送外卖。他
仍是一副小老板模样，笑着说，他的名
字是张健，弓长张，啥也不剩，只剩健
康。
大家坐在出租屋里聊天，说每个骑
手都能渐渐摸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送餐
“套路”，核心就是，“不能让系统玩
儿你，你要玩儿系统”。
白天送餐，平台会给骑手派一些就
近的低价订单，遇到这种情况，张健就
会拒绝接受。他会主动抢距离远的高价
订单，绕着整个北京城转，昌平、顺义
、怀柔，从北京远郊一直跑到河北三河
市。
等到天色渐晚，就要准备往回跑，
骑手心里得有数，要接哪个方向的订单
。这时候就可以接受系统的安排，算法
会逐渐把他们引导回家。
“有恩于别人”，是在这片江湖中
逐渐传播开的道德律令。徐浩被兄弟们
捞得多了，也逐渐变得更加乐于助人。
前不久他路过三元桥，看见有个骑
手出车祸，外卖洒了一半。他听见骑手
打电话给客人，说把没洒的餐品送过去
，洒了的就由自己来赔。
徐浩心想，“坏了”。赶紧回头，
把电话要过来，开口就说：“不好意思
姐，我这儿出了点交通事故，没法给你
送了。”
甭管外卖洒没洒，徐浩挨个拨电话
过去给客人道歉，说全洒了，送不了。
接着给商家打电话，说出车祸，要
商家把餐全部重新做。
然后打给 122 报警，让交警开了事
故责任认定书。骑手逆行过桥，全责。
有了责任认定书，他让骑手赶紧打电话
联系客服善后。
如果当时徐浩没有帮忙，那位骑手
将会为一箱子外卖赔偿将近 2000 元钱
。但在他的帮助下，平台很快把这箱外
卖的损失补上了。骑手最后只赔了 300
多元。
许多骑手都是看到陈天河发的短视
频以后，来十里河找到他的。张健总觉

得，盟主身上有种人格魅力。他来之前
，在视频里看见盟主帮许多骑手打抱不
平，就觉得这个人值得信任。
陈天河在视频里记录下每次处理送
餐纠纷的全过程，反复告诉兄弟们，起
冲突的时候“可以骂，但不能打”，人
家打了你，就打电话找警察，“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后来，有个美团骑手“三问王兴”
的视频蹿红网络，那个兄弟问美团创始
人王兴，为什么送餐时间从 50 分钟降
到 30 分钟？为什么超时以后不问原因
就对骑手扣款，申诉不会通过？为什么
超时订单会被投诉、差评、封号一天，
而且客户退货的订单还要由送餐的骑手
买单？
陈天河看见有网友留言说，要是认
为外卖平台的规则不合理，你不干不就
行了吗？他气得问候人家祖宗八代，说
：“你错了。我喜欢这份工作，我热爱
这个职业。但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事情太
多了，我们想让它变得少一点，这有什
么错？”
2019 年“双十一”前夕，外卖平台
统一压低骑手送餐的单价。大家都在抱
怨的时候，陈天河发动大家拒绝接单，
前 3 天不送美团，后 3 天不送饿了么。
他让大家各自打印这个行动的通知，贴
在外卖箱后边。
结果传单还没发出去，他就因此被
拘留了 26 天。
不少学生找上门来，找陈天河做
调研，或者拍纪录片。曾有个女生在
他送外卖时跟拍，客人开门取餐看见
了镜头，没有当面沟通，却在陈天河
离开之后投诉说他侵犯自己肖像权，
要他赔钱。
人家打来电话：“我先跟你说一
下我的身份，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研究生，知道我为什么跟你杠了吗？
无论是报警还是上法庭，无所谓，这
算我专业范围。”
他问对方，“有什么证据证明视
频拍到你了？”对方不答。纠缠到最
后，客人说：“我也没必要坑你钱，
我知道你不容易。”
陈天河一听这话就火了。他告诉
那个人，谁都不容易，别说我们不容
易，“我们都是这个社会正常秩序的
一部分”，我正常地干这份工作拿工
资，不需要同情。
他在十里河的“家”，是个 10 平
方米出头的房间，卫生间靠在角落，
旁边刚好能放下一张床，顶上吊着节
能灯。2020 年 11 月 21 日，北京下了一
场雨夹雪，屋子里没有供暖，只好把
插电的暖气片搬出来用。
陈天河的出租屋楼下，据说老马

总愁楼下的饭店生意不好
白天，陈天河会说，这房间已经
很好了，2007 年刚来北京，他住的地
下室只放得下一张床，返潮时节，被
褥天天都得拿出去晒。到了晚上，再
问他，住在这里真的让他觉得过得很
好吗？
他陷入沉默，只说，“你猜。”
中秋节不回家，陈天河会让兄弟
们买来鱼虾，在只放得下一个燃气灶
的台子上，给大家做出一席饭店桌上
的那种大餐，热气腾腾的。
他用来做菜的豆瓣酱是自己做的
，他用来炒菜的油里有一股花椒的香
气。做几年饭店老板，他曾经连续工
作 36 小时没有休息，最后一切都落空
了，欠一屁股债，留下来的只有这身
大厨的本事。
这是北京，他们安身立命的城市
。有时候老马走在路上，会一边走一
边抬头望，说：“你看见了吗，在那
边。”
他目光投向夜空，银钩一样的月
亮，斜钉在天上。
但他们都说，这辈子都不会觉得
北京是属于自己的。“因为它让你没
办法安定下来。”在十里河的出租屋
里聚餐时，大家用纸杯喝酒，用面碗
盛饭，碟子不太够，大不了把菜放到
电饭锅盖子上。一屋子单身汉，没有
姑娘。
北京下雨夹雪那天晚上，有兄弟
打电话给陈天河，说自己被保安打了
。他要进温特莱中心送餐，进门扫码
，时间紧急，没有来得及把二维码给
保安细看。保安拦住他，把他推倒在
地上。
陈天河让他报警，最后保安在大
厅里跟骑手道了两次歉，没赔钱，这
事也就了了。
陈天河赶到时，骑手情绪已经平
复下来，只是讲不明白自己的感受。
他问：“是不是就是心里不服气，想
让人来评判一个对错？”骑手说“对
对对”，捣蒜一样点头。
从十里河到温特莱中心要骑行
7 公里，去支援的路上，陈天河一
直骂电动车速度太慢，说，急死人
了 。 一 路 开 过 最 繁 华 的 国 贸 CBD ，
立交桥上嵌着金黄色灯带，在雨夜
里流光溢彩，但他从来无暇欣赏这
些景致。
那时候我问他，“你说人活在这
个世界上，为了什么呀？”
他的电动车穿行在为兄弟打抱不
平的路上，回答说，“吃不饱的时候
就是为了吃，在你吃饱喝足以后，你
就为了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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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秋季远程教育
大中小学两重天？
2020 年秋季，为了避免经济的重创
，美国联邦政府在“重启经济”的同时
，鼓励各地重启学校。实施中，学校不
容易强制不愿意孩子去面授的家庭，于
是很多地方实行的是面授和居家上课并
行的“双轨制”教学。感恩节后，大学
一般结束了面对面授课，中小学也面临
寒假，此时，这些学校交出了什么样的
成绩单？
多家媒体报道，全国各地中小学纷
纷曝出远程学习失败的新闻。例如，弗
吉尼亚州最大的学区费尔法克斯县公立
学校 11 月 24 日发布研究称，成绩不及格
的学生增加了 83%。在我们得州，问题
尤其严重。根据《休斯顿纪事报》的数
据，在休斯顿的独立学区，超过 40%的
学生至少有两门课不及格。在我所在的
学区，约 14%的学生选择了居家学习，
其中 93%的学生至少一门课不及格。远
程学习这样的大规模失败，是技术的失
败吗？这些失败，对于中国的教育者有
何启示？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学校在家通过
Zoom 等视频会议系统上课，叫“远程学
习”（remote learning）， 有别于预先
设计的“网课学习”（online learning）
。远程学习是学习渠道从面授改为远程
，属同步教学，仅课程的“运输”方式
变更，教学换汤不换药。网课则是内容
以异步方式发布为主，同步学习为辅。
传统上，教育界对同步为主的远程教学
是存有戒心的，更何况是面授和远程并

存的双轨制。
面授、远程学习的双规制教学，使
得老师既要考虑教室内的情形，又要考
虑远程学习的情形，注意力过于分散，
老师要为教学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一开始上课，他们需要打开 Zoom， 有
时候还有学生登录等问题。与此同时，
班上的学生也可能有纪律问题需要去对
付。大部分老师对这种教学模式是有抵
触情绪的，由此产生的失败情绪，也会
人传人，尤其是传播给学生。
双轨教学，也带来了教学的极大便
利，而技术障碍通常很快就能解决。学
校教育者不应该过早放弃一种新的尝试
，而应该想象未来很多年，这种双轨甚
至多轨教学常态化的可能。仅认为它是
不得不应付的插曲和昙花一现的现象，
缺乏更高的追求，才会导致大规模的失
败。
双轨教育的一时挫败，学校也负有
责任。学校应该更好地培训老师做网课
和混合课堂之下的教学。中小学生的自
律能力本来就差，混合和网络课程，需
要有更为精良的课程设计，更为充沛的
师资培训。另外，疫情也可能导致了一
种学习模式的变化，有不少老师在对远
程学习稍作尝试后，发现学生网课吃不
饱，而 Khan Adademy 这类资源多，他
们就开始“放羊”教学，给学生一些网
站让学生自己去看。说得好听一点的，
这叫“翻转课堂”。说得不好听一点，
这就是教师的偷懒。教学的资源化，尺

度需要老师好生掌握，学
生不一定知道如何筛选、
利用海量的网络资源。教
学不只是知识讲授的问题
，老师的指导、反馈、测
评，学生之间的互动，社
区感的营造，都至关重要
。
为了让老师熟练掌握
双轨制下的教学，需要加
强对教师的发展与培训。
在中小学，就我所知，培
训方面的意识非常淡薄，
很多老师，尤其是年龄大的老师，是匆
匆上马去接受面授和网课同时开展的局
面，有的连怎么用课程管理系统（如
Google Classroom）都没有学会，就赶鸭
子上架去上“网课”了。这两方面都没
有去做，失败是正常的，成功是偶然的
。
培训是一门技术活，在时机掌握、
内容选择上都要精心考虑。美国中小学
多在学区的管辖之下，学区的政治因素
过多干扰教学因素。学监的一些决策，
受制于联邦、州、市各级政府及教育部
门的影响。有些决定，例如是否重启学
校，本地学区做不了主，学校更不用说
。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学校管理部
门可以拍板秋季到底怎么办，铁下心了
开学，就做相应的预备。而我看到这里
的中小学，貌似学区和学校都无法拍板
秋季到底怎么办。他们只是发放问卷，

听家长意见。最后，白白耽误了暑假本
可用来培训和预备的时间。在失败的消
息发出之后，学区的解决办法，主要是
放水，例如取消期末考试，或是降低对
学生的要求。这是一条不能轻易选择的
路，通常情况下，高标准严要求才能教
出合格的学生。
与之相反，美国大学在双轨制的实
施上成功得多。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
，如果不能面对面授课，很多学校会面
临宿舍闲置、食堂关张等问题，很多服
务没法开展，甚至导致招生下降，严重
影响收入，引发经济危机。为此，高校
更有危机感。为了维持面对面在校学习
，美国高校在防疫、后勤保障尤其是网
课和混合课程的建设上，投入了大量努
力。授课的模式，最终也是和中小学类
似。随着疫情的上升，学期中间，大部
分课程都有学生或老师中间进入隔离，
课程进入双轨模式。这是当初大家预计

到的情形，也相应地进入了准备。没有
人预备着这个模式的失败，大家只想怎
么让其成功。在我所在的学校，2020 年
暑假期间，我们的教师发展中心，开展
了一系列的网课培训，我本人就在五月
、六月、七月分别组织三期网课和混合
教学培训，每期十讲，让老师得到网课
和混合教学的充分培训。除此之外，学
校的技术、培训、防疫、课程设计部门
和人员几乎对这种课程全程跟踪，一路
呵护。同样面临节日和寒假的到来，高
校则为自己的课程面临结束多有庆贺。
美国中小学和高校，面授和远程的
双轨学习一败一成，让人倍感有志者事
竟成。成与败，竟然也都是自我实现的
预言。未来在中国，双轨制教学会打破
地理界限，让教育落后地区的学生更好
地接触优质教育资源，也会在遇到恶劣
天气、疾病传播等诸多情形下，不去中
断学生的学习。

美国老师手中有戒尺：各种教育惩戒流程非常严密
11月22日，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教
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
明确了教育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
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
关于教师惩戒权的话题一直广受社会
关注。今年10月，仁寿县城北实验初级中
学颜某因不满班主任的批评教育持砖将其
打伤。类似因惩戒权引发的师生冲突时有
发生，以至于出现部分老师不想管、不敢
管的现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划清适度惩
戒与变相体罚的界限，出台惩戒的具体操
作措施，都是急需解决的现实难题。有人
认为，教育应以鼓励、宽容为主，无需惩
戒，也有人认为，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完
整的教育。放眼世界各国，对孩子的惩戒
权其实早已有之。惩戒有因、行之有度是
题中应有之义。
在很多人眼中以鼓励、赞扬为主的美
式教育，惩戒权也一直相伴而生。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并不禁止在公立学校中实施体
罚，实施体罚与否由各州自行决定。但是
，教师惩戒权在美国很少被滥用，与惩戒
相关的流程相对规范、严格，因为只有程
序上有保障，惩戒执行上才无需顾虑。
不当行为哪些行为会被惩戒
没有惩戒就没有教育，惩戒是教育的
一种天然权力。只是惩戒的界限和分寸在
哪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规定。美国有些
地方惩戒极其严格，有些地方却很松，让
人误认为只有鼓励教育。
总体来说，美国教育中大家公认的应
该惩戒的不端行为包含有近三十种：不当
行为或者猥亵、疏忽行为、对抗、撒谎、
违反药品条例、冒犯老师、犯罪和校外犯
罪、公然挑衅、一再行为不端、校园抢劫
、性虐待、逃课、破坏公物、散漫、偷窃
、胁迫、吸烟、侵害、踏入禁区、擅自集
会、未经授权项目、非法出版、不安全行
为、恶意破坏、违规停车驾车、非法使用
枪支等，了解以上类别就不会认为美国对
于学生很宽容了。

而对于学生的处罚包含：训斥、停课
、没收、赔偿、罚款、限制坐校车、学生
证限制、社会服务、禁闭、写保证书、上
补习学校、留校察看、开除、交由司法机
构处理等。
理念溯源美国最严的“教育惩戒”由天主
教学校实行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关于对学生能否
体罚这件事从1620年代表美国精神的“五月
花”号进入美国后不久就开始争论。英国著
名的哲学家约翰· 洛克于 1693 年公开发表
《教育漫话》，他高度评价教育在人的发展
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一个人所以成为这样
或那样，绝不是先天禀赋所决定的，而是后
天教育的结果。虽然洛克称体罚是最不适宜
的一种教育方法，但他也认为教师可以“偶
尔为之”，这个“偶尔”的条件就是“万不
得已”以及“极端情形”。
洛克的建议是，只有发自内心的羞耻
心和畏惧心才是一种真正的约束，也就是
说，惩罚的目的是能够真正触动学生的内
心，让学生心服口服，而不仅仅是受了一
些皮肉上的痛苦。
洛克是英国人，美国人很买账，主流
的新教英国移民继承了这位英国哲学家和
教育家对一般体罚的态度：可以打，但要
慎重。
与早期对待学生宽松的新教教徒不同
的是美国的天主教群体。1820年英国吞并
爱尔兰，然后爱尔兰又遭受饥荒，大量的
爱尔兰人进入美国，美国由传统的基督教
新教完全主导的国家开始变化，大量的天
主教徒来到美国成为中下层和工人。“在
政府之外解决问题”的天主教学校开始盛
行，经过 100多年的斗争，天主教学校成
为美国基础教育合法的主流教育机构之一
。在宪法的框架下，美国最严的“教育惩
戒”是由教规最严的天主教学校实行：校
服穿着违规、不刮胡子、头发不整齐、上
课迟到、没有带校卡、储物柜违规操作、
吃口香糖、违反饭堂纪律、随意出入学校
禁地、私自离校、不尊敬老师/严重不服从

、无法完成写作作业、无视学校要求、不
服从/挑战权威、吸烟/怀疑吸烟、语言不礼
貌、故意损害他人财产，这些行为在多数
公立学校也许是正常的，但在天主教学校
轻则责罚，重则开除，成为惩戒的标杆。
既然在逻辑上其他非宗教的私立学校只是
不允许进行宗教教育，那么校规当然可以
参照天主教学校，于是美国每个学校都立
自己的校规，违反校规得到相应的惩戒也
是正常的。美国就此形成了一个法理上的
惩戒链条：宗教学校可以按照宗教教义开
除学生、私立学校可以按照校规开除学生
、公立学校可以按照法律对违法学生开除
（吸烟、吸毒、犯罪）；对于实在管教不
了又到不了犯罪形态的“熊孩子”，公立
学校用高额的费用委托天主教学校管教
（学生免费享受公立待遇，但交付天主教
学校高达5万美元一年的管理费）；特殊
学校（军事学校与住宿学校）可以实行在
宪法规定范围内更严格的管制。
如何操作各种教育惩戒流程非常严密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宪法并不禁止在公
立学校中实施体罚，实施体罚与否由各州
自行决定。法官通常认为，基于教育的目
的，学校有权惩戒学生，诉讼案中法官所
关注的大多是程序的正当性。
正当程序，一般而言包括：第一，学
生是否被充分告知惩戒的原因；第二，学
生有权聘请法律顾问为其辩护；第三，学
生有提出对自己有利证据的权利等等。
总体来讲，整个美国以下事件都会被
当作非常严重的事件而被惩戒：在学校携
带枪支，未满21周岁吸烟喝酒；暴力和语
言侮辱；损害公物和占有别人的财物；吸
毒。以上各条，在美学生如果触犯了而没
有被处理，几乎很少见，而直接开除是最
常见的处罚。
避免风险是美国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在
惩戒时首先需要考虑的。为了避免风险，
每个学校都会严格规定学生违规受到的惩
戒，并且在流程上非常严格，例如申请、
申诉、家长委员会、裁判委员会、执行权

等，程序上有保障，执行上才没有顾忌。
美国的各种教育惩戒流程一般非常严
格，处理、申诉、听证、董事会作出决定
等等，所有惩戒绝不会让教师对学生单独
执行，更不会允许教师随便殴打学生。
不过，既然美国的各种教育惩戒有严
格的“民主流程”，这意味着所有申诉同
样要走“民主流程”，也就是说，如果学
生觉得处理不公而跟学校吵架以及家长带
着孩子去学校理论，会受到另外一个非常
严重的惩戒。即使家长有不满，也需要通
过程序去处理。
有些行为，例如学业不及格、抄袭、
作弊、学术不端，按照校规学校有很大的
权力可以开除学生，在法律上基本不会败
诉，一旦处罚，学生和学生家长是不允许
进入学校的，也免除了很多纠纷。
此外，校警在美国早已普及，他们可
以持枪，可以具有警察的很多类似权力，甚
至可以按照学校的规则打学生屁股，可以让
学生进入禁闭室，可以让被开除的学生远离
学校，不允许受停课惩戒的学生进入学校等
，校警可谓是教育执法惩戒的一个象征。
如果学生扰乱教室秩序被关禁闭、被
老师赶出教室、受批评学生想不开了自杀
、被惩戒的过程中出现意外、碰到情绪激
动的闹事等，都有一套严格的组织和法制
措施，正是由于这套法制措施，无理取闹
的事情很少发生。
配套措施“打”须慎重，骂更要小心
美国的各级政府，对于学校规章制度
的执行，一般非常尊重。当学校发生师生
冲突或者学校认为学生有暴力倾向的时候
，全副武装的警察进学校维持秩序，是很
正常的事情。
当一个中小学学生被学校开除，甚至
被这个学区开除，就意味着他很可能失去
免费读书的机会，以及旁边校区的录取资
格，也就意味着只能进入私立学校付费读
书，因为美国高中孩子的父母必须送孩子
读书，对孩子管教不力的父母最后一个选
择是将孩子送入军事高中和工读学校完成

学业，这对于谁来说都是一个比较艰难的
决定。
教师照章办事会不会给自己带来严重
或至少麻烦的后果呢？
不会。惩戒和惩戒申诉流程的分离，
很大程度保护了教师的权利，教师根本不
用直接面对后续可能发生的扯皮，因为会
有严格的流程去解决；再者，公众舆论从
来不会赋予学校教育更多不必要的社会道
义责任：学校只是学校，离开法制的责任
，教育不能承受社会之重。
按照校规去处理学生是美国学校的主
权，那么按照教师或者教授的评判标准行
使教师的权力，就是教师的主权，这点上
美国教师的权力很大。
例如，美国教授和教师可以按照自己
的理解和标准去给学生不及格，学生基本
上没有申诉的机会。
那么，如果这个教师腐败或者严重不
公怎么处理呢？一般情形，是需要学生的
联名信达到一定比例，学校才会处理，而
且即使受理教师有错甚至教师本人得到处
理，学生的成绩也未必会纠正，这就是教
师治教，保证在学术上的绝对权威，教师
才有主权。
那么是不是教师就可以随便“打骂”
学生呢？在高等教育范畴，教师和成年学生
之间是公民关系，损伤荣誉、打人，都是很
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就不是教育惩戒了。
打人不行，骂人可以不？俗话说打不
得、骂不得还怎么管呢？骂更不行！美国
是一个讲究“政治正确”的国家，性别、
年龄、性取向、政治、宗教都是碰不得的
事情，教育主权只能在学术范围内实行。
对于基础教育来说，罚站、低头、禁闭、
离开教室等是可以的，但是“骂”也是绝
对不允许的，这就不是教育法范畴，而是
“人权法”管理的范围。
打学生是州立法和校规范围内执行程
序，而牵涉侮辱、人权、政治等敏感议题
，美国教师都唯恐避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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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新聞臺遭關臺 是執政黨的陰謀
是執政黨的陰謀？
？還是中天太超過
還是中天太超過？
？
從中天遭撤照 看美國
看美國、
、臺灣媒體生態
臺灣媒體生態！
！

（ 本報記者黃梅子
本報記者黃梅子）
） 臺灣中天新聞臺因為
被臺灣當局“
被臺灣當局
“ 通訊傳播委員會
通訊傳播委員會”
” 於日前駁回換
照申請，
照申請
， 中天新聞臺的執照於 2020 年 12 月 14
日到期，
日到期
， 這意味著中天新聞臺被當局實質關臺
。 根據臺灣當局相關規定
根據臺灣當局相關規定，
， 廣播電視機構每 6
年須重新申請換發執照。
年須重新申請換發執照
。 臺灣當局
臺灣當局“
“ 通訊傳播

委員會 ” 稱 ， 作出不予換照的理由包括
委員會”
作出不予換照的理由包括：
：中
天新聞臺屢次違規及遭民眾申訴，
天新聞臺屢次違規及遭民眾申訴
， 未能落實新
聞專業；
聞專業
；內控與自律機制失靈
內控與自律機制失靈，
，等等
等等。
。
對於相關理由，
對於相關理由
， 臺灣島內不少看法認為是
“ 欲加之罪
欲加之罪”。
”。近段時期以來
近段時期以來，
， 臺灣社會各界
就民進黨當局欲關閉中天新聞臺壹事撻伐不斷
。 輿論指出
輿論指出，
， 民進黨當局此舉主要目的是要讓
監督、
監督
、 批評民進黨當局的聲音
“ 消聲
消聲”，
”，在社會制造寒蟬效
在社會制造寒蟬效
應 。 還有臺灣資深媒體人直指
， 中天新聞臺的基本立場是反
“ 臺獨
臺獨”，
”，這才是這場
這才是這場“
“ 政媒
沖突”
沖突
” 的壹切根源
的壹切根源，
， 其他都是
衍生枝節。
衍生枝節
。中天新聞臺 11 月 18
日發表聲明表示，
日發表聲明表示
， 關掉中天是
壹場政治裁定、
壹場政治裁定
、 政治判決
政治判決。
。中
天電視公司壹定會提出後續的
法律救濟程序，
法律救濟程序
，奮戰到底
奮戰到底。
。
這是 2006 年臺灣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成立以來首次間接關

閉電視新聞頻道 ， 該決定壹出迅速引發軒然大
閉電視新聞頻道，
波 。 由於中天新聞臺被廣泛視為藍營媒體
由於中天新聞臺被廣泛視為藍營媒體，
，並
持 “ 親中
親中”
” 立場
立場，
， 反對黨國民黨和大量批評人
士認為，
士認為
，這是對新聞自由的打壓
這是對新聞自由的打壓。
。
美南國際電視 15
15..3 《 美南時事通
美南時事通》
》 主持人
蓋軍，
蓋軍
， 來自臺灣的美南新聞記者肖永群
來自臺灣的美南新聞記者肖永群、
、 曾經
在臺灣 CBS 擔任國際新聞部副主任的德州資深
律師包傑生、
律師包傑生
、 美南新聞名人馬健就中天電視臺
關臺事件展開討論，
關臺事件展開討論
，究竟中天電視臺遭關臺 是

臺灣執政黨的陰謀 ？ 還是中天行事風格太過
臺灣執政黨的陰謀？
還是中天行事風格太過？
？
從中天遭撤照 看美國
看美國、
、臺灣媒體生態
臺灣媒體生態！
！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
15..3 頻道
頻道《
《 美南時事
通》，
》，也可以通過
也可以通過 iTalkBB 平臺收看
平臺收看。
。美南新聞
網 站 scdaily.com
scdaily.com，
， 也 可 以 在 youtube 上 搜 索
Stv15
Stv
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
， 隨時收
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

休城新聞

特朗普：
特朗普
： 建制派拋棄了我們 朱利安尼
： 法律之戰將繼續進行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週五晚間拒絕了德克薩斯州總檢察長
對四個搖擺州的訴訟，這引發世界各國的關注，也引起大多數美國公民的不滿和特朗普
總統的憤怒。
特朗普總統晚上發推文指出：“最高法院讓我們失望。沒有智慧，沒有勇氣！”“選民
不必知道聯邦檢察官所知道的。建制派拋棄了我們。媒體、國會領導人、民主黨？難怪
7400 萬（創紀錄的）美國人投票支持唐納德·川普，而且他們仍然不相信這次選舉的結
果...。” “美國人民值得擁有一個答案，遲到總比不來好。”這句遲到總比不來好預示
著特朗普政府將會釆取進一步行動。
特朗普的私人律師魯迪·朱利安尼表示，盡管最高法院週五拒絕了德克薩斯州總檢察長的
訴訟，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法律之戰將繼續進行，以阻止在戰場州數以百萬計選民有利
於拜登的欺詐選票。
朱利安尼週五在 Newsmax 電視台的《斯蒂奇菲爾德》（Stinchfield）節目露面時說
：“訴訟案並沒有因案情而被駁回，只是拒絕了審理。”
“對此的答案是，由總統、一些選民將案件移交地方法院，指控存在相同事實，因

此可以進行聽證。”
若法院下達的命令沒有公開異議，選舉團將於週一召開會議，以確認拜登的勝利。
朱利安尼說：“最糟糕的是，基本上法院在說他們想避免這樣做，他們不想給我們
聽證會，也不想讓美國人民聽到這些事實。”
“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這些事實除非得到解決，否則在我們的曆史上仍將是一個
公開的傷痛。他們需要傾聽公民的聲音，需要宣揚他們的觀點，並且需要有人對他們是
真是假做出決定，相信某些法院將有勇氣做出這一決定。”
Newsmax 網上問卷調查顯示：1. 特朗普是否承認失敗？ 97%回答不應該承認失敗
；2. 您是贊成還是不贊成特朗普總統的工作？ 96%表示贊成；3. 您是否相信這次選舉有
舞弊？ 98%的公民表示相信選舉有舞弊。
由德克薩斯州總檢察長肯·帕克斯頓提起的訴訟試圖起訴賓夕法尼亞州、佐治亞州、
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並使他們的選舉結果無效。但最高法院說，德克薩斯州沒有表
現出“對另一州進行選舉的方式具有司法上的認識利益”。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屬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