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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中國

我叫善美，这是我的中文名字，我今年31岁了

，来自意大利南部一个小城市科森扎（Cosenza）的

一个小村子里。从小我就酷爱中国文化，对中国充满

了憧憬。

18岁那年，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去中国旅

行。研究生时我拿到一笔奖学金，顺利来到北京留学

，还认识了中国男朋友。毕业后，我还在中国工作了

两年。后来，父母年龄大了，我不得不回意大利，但

是我很想念中国，在中国生活是我的梦想。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意大利的建筑师，我妈妈性

格很温柔，爸爸是个工作狂。我的家庭氛围很愉快、

自由，他们从不逼我们做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会

尊重我和姐姐的想法。他们都很喜欢艺术和建筑，尤

其是我妈妈，可以说是酷爱中国文化。她收藏了一些

中国建筑和艺术的书籍、图片，经常拿给我和姐姐看

。在妈妈的熏陶下，我和姐姐从小就爱上了中国文化

。

我妈妈和我一样从小生活在意大利的南部一个

小城市的小村子里，我其实也不清楚她喜欢中国的原

因。但她没事的时候还会模仿着书里的图画学中国刺

绣，她本身就会缝缝补补的，所以慢慢地看着画儿就

绣出来了。

我妈妈很喜欢中国刺绣，这个是她在2017年绣

的。除了这张，她还绣了大概10幅画。

我10多岁时，还听一个去过中国的老太太讲述

她的经历，她说中国每个地方都很大，人很多，吃得

也很好。我就开始想象，我什么时候能去中国。那时

候很多意大利人都很喜欢看《卧虎藏龙》、《十面埋

伏》这些中国电影。我也看了，心里慢慢对中国有了

一些憧憬，我觉得这个国家很不一样，古代的建筑、

衣服、电影里的人还都会武术。我觉得很神奇。（点

击这里，关注意大利女孩善美）

后来，我开始看一些介绍中国的小说。刚上高

中时，我们都特别喜欢《兰花皇后》这本小说，描述

的是清朝后期，慈禧太后在故宫的生活，小说里的内

容对我来说特别新鲜。

电影、小说讲的都是古代的事，导致我以为现

在的中国仍然是小说和电影里的样子。其实，除了我

，其他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也会对中国有刻板印象

，觉得中国没有那么现代化，不发达。

很多意大利女孩18岁生日，都会想着花很多钱

搞一个大型的生日派对，我没办派对，而是把钱花在

了去中国的旅游上。

2007年，我18岁时，亲自去了中国，才知道中

国不仅大，风景美，而且很现代化。刚到北京，我感

觉像是到了月球一样。我没想到北京会那么发达，到

处都是高楼大厦，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

同样让我惊讶的是，北京那么现代化、那么发

达的城市，竟然能融合那么多不一样的元素，有很新

的东西，也有很老的东西。

这里有小说和电影里介绍过的古建筑，比如故

宫、长城、明十三陵等。还有很多卖串儿的小摊儿，

我记得有一个卖烤肉串的老板，还用吹风机吹炭火，

我从来没见过，觉得这好奇特，很有意思。更奇特的

是，北京还有那么多“三蹦子”，这真的完全出乎我

的意料。

还经常有人跟我们说，想和我们一起拍个照，

我好惊讶，像明星一样，被他们盯着看。2007年那

会儿，中国还没有举办奥运会，很多外国人不了解中

国，他们对我们好奇，我们对他们也很好奇。

我和妈妈都喜欢东方人的眼睛，和我们的不一

样。我们特别羡慕中国女孩的头发，厚厚的、直直的

、黑色的长发，很健康很漂亮。

半个多月的行程，我们去了北京、西安、上海

、桂林、香港这5个城市，每个城市大概呆了3天。

这次旅行，算是我对中国的初印象——中国好大，同

一个国家，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气候，不同的风景。但

这趟行程太走马观花了，我更喜欢深度的、慢一些的

旅游。我和姐姐决定，将来一定要学汉语，来中国找

工作，要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

回意大利后，我和姐姐在老家大学读书，但没

有中文专业，想来想去，我俩说服了爸爸，让我们转

学去有中文系的大学——罗马第一大学，学习“中国

文化和语言”专业。

和我们一起入学的有200多名学生。我听学姐说

，2008年之前，只有30多人报这个专业，能顺利毕

业的不到10个人。中国举办奥运会后，人数蹭蹭地

增长。很多人认为汉语是未来的语言，学汉语是“智

慧的选择”。

一开始学拼音、声调，然后是汉字。但汉语口

语很难，最初学“你好”、“你好吗”这些初级的，

我学了一年多，还很难进行简单的对话。

更难的是，没有语言环境。很多同学中途就放

弃了，或者不能按时毕业。因为这是喜欢的事情，我

和姐姐没有放弃，把这当作一个挑战。我还下载了中

国很受欢迎的QQ聊天软件，和中国留学生聊天，练

习中文对话。2012年，因为学校和北京外国语大学

有交换项目，我和姐姐第二次来到中国。

这次以交换生的身份来到北外。2012年的冬天

，雾霾比较严重，加上天气冷，饮食不一样，很多意

大利同学无法习惯北京的生活，就申请提前回国了。

我和姐姐坚持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的体验

中国的生活。（关注善美，看她的中国故事）

我们住在学校里，多数时间都在校内上课。我

的汉语水平还不是很好，很想提升语言能力，人生地

不熟的，不太敢去校外，于是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在食堂门口贴了一个小广告，说我们是意大利留学生

，想找中国朋友学习语言。就这样，我们扩大了交友

圈，认识了几个中国小伙伴，其中有一个朋友，我们

关系很好，到现在都还有联系。

但交换的时间太短了，才3个月，那时我就决定

以后要在中国多待一些时间。

在罗马读完3年本科后，我又读了2年研究生。

这期间，我又开始计划去中国。2014年，我拿到一

笔奖学金，顺利申请到北外的“同声传译”专业，所

以在2014年底，我第三次来到中国！

这一年的中国留学经历，是我这辈子最开心、

最精彩的一年，天天跟做梦一样。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还尝试了很多以前没有做

过的事情。比如，第一次去菜市场买菜，第一次和中

国朋友去电影院看电影，能看懂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了。还探索了北京很多地方，还常常去其他省份走走

，快毕业时，还认识了我的中国男朋友。

以前在北京看到“三蹦子”，只是觉得它很可

爱，并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这次来中国我才知道，

原来它类似出租车。有时，我和朋友晚上回学校，很

难打到出租车，就有骑“三蹦子”的老人招呼我们

“要不要我送你们回家呀”。我们坐过好多次，我觉

得超好玩，我很喜欢这些老人，他们还很喜欢和我们

聊天。

“你是哪个国家的？怎么来的中国？你的中文

怎么这么好？有没有男朋友？喜欢中国人吗？”不出

意外，他们每次都会问我这些问题。

后来我认识了我的中国男朋友，司机师傅就会

说“那你是中国媳妇了”，他们都好可爱，好热情。

说我是“中国媳妇”，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我不再是个

外国人，而是融入了中国这个大家庭一样，大家很愿

意接纳我。

我和中国男朋友是在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认识的

。他是一位活泼开朗的东北小伙子，和我之前接触到

的中国男生不一样，其他人很腼腆，但他很自信很幽

默，当时我俩一见钟情，后来自然而然在一起了。

在这之后，我便更深层次的、以中国人的视角

来看待中国。我和其他老外一样，思维和说话方式比

较直接，有时候对中国朋友，想什么就说什么，但每

次事后我男朋友都会给我讲，中国人讲究委婉的表达

，不能太直接，会让人不舒服。

他还带我体验更多小吃、特色的餐厅，教我用

中国人的方式去待人接物，去解决问题。我感觉我已

经不是一个老外了。

交中国男朋友，一直是我不敢想的事。父母虽

然支持我来留学，但他们很担心如果我找了中国男朋

友，就不回他们身边了。尤其是我妈妈，她特别想我

和姐姐。考虑到我和男朋友刚认识没多久，为了他，

毕业后我选择暂时先留在中国。

做这个决定时，我没有告诉父母，后来我找到

工作才告诉他们。一开始他们挺难过，但也支持我了

，因为很多意大利年轻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我在中

国很快就找到了工作，所以他们也就接受了。当然了

，我能回到意大利，他们肯定更开心。

北京的工作机会挺多的，我蛮顺利找到一份旅

游行业的工作。大家都觉得老外在中国，工资应该很

高，其实并没有，我的工资不算高，不过我不在乎，

只要我能留下来就行。

我和姐姐开始租房，成为众多北漂中的一员。

以前觉得罗马的房租和房价算高了，没想到北京比罗

马还高。好在在其他方面，北京的物价相比罗马便宜

一些。

刚开始工作，兵荒马乱的。虽然我的中文还不

错，但我对旅游行业了解不多，还有很多行业术语，

我完全不懂。最初和同事们一起开会，我都听不懂大

家在说什么，但我假装能听懂的样子，慢慢地自学。

领导也会单独和我交流，耐心地给我讲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同事们对我还都挺满意

，配合也没有障碍。工作中，他们很照顾我。我也丝

毫不怠慢，有工作做不完，我和大家一起加班加点。

以前他们认为意大利人很会享受生活，不愿意吃苦，

很懒，但一段时间后，同事们都说我是个不懒的意大

利人。

在工作后，我切身体会到北京的地铁到底有多

挤。以前上学时，偶尔会坐地铁，但非高峰时段，所

以从来不知道还有挤不上地铁的情况。工作后，我早

上7点多去地铁站，好多人排队，来了一辆，刚上去

几个人后就上不去了，人太多的话，我都不用自己主

动上地铁，就已经被后面的人推着挤着上去了。

因为北京的地铁实在太挤，我就去二手市场淘

了一辆电动车，才1200块钱，每天来回骑两个小时

上下班。下了班，我拿着钥匙去骑车，感觉自己还挺

牛呢。我离开中国时，我的小车卖了1300元，我还

赚100块钱呢。

我觉得在中国，不用买私家车，一辆小电车就

可以搞定，如果确实需要的话，还可以滴滴打车，很

方便。意大利没有这些便利的交通工具，之前中国的

共享单车进驻过意大利城市，但没能生存下来。

最初我和姐姐计划在中国工作一年就回意大利

，但是因为我俩的工作都比较好，所以就延长了一年

。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在中国工作的两年间

，虽然很开心很充实，但其实我内心很愧疚，一想到

年迈的父母，在家无人陪伴，有时候圣诞节都没能回

去陪他们，我心里就很难受。

我知道，虽然我非常喜欢中国，但父母在意大

利，我最终还是要回去照顾他们的。从职业发展的角

度来讲，早点回去对以后的发展更好。加上父母非常

想让我们回去，想来想去，我和姐姐决定在2017年

回意大利。我男朋友办了签证后，也来了意大利。

说实话，刚回到意大利，我就发现生活中很多

地方没有中国方便。比如，晚上想买东西，意大利的

超市很早就打烊了，而在中国，我可以随时随地在网

上下单，有的甚至半个小时就能到货，还包邮，互联

网搞定一切。但在意大利，买东西还需要用现金。这

一年，因为疫情，网上购物逐渐普及，但是快递速度

太慢，有时需要两周才能到货。

回意大利后，我会像中国人一样主动请朋友们

吃饭，不再和他们AA制了，越来越会像中国人一样

维护和朋友之间的感情。

回来后，我也找了一份旅游的工作，但因为疫

情，旅游业都停了，我和男朋友回了老家和父母住在

村子里，我日常和姐姐轮班管理爸爸的超市。平时就

在家里，做好防护，想念朋友了，就和她们“云喝酒

”聊聊天。

我男朋友来意大利后，就报了意大利语言学校

，他的语言达到还算可以的水平时，就和另外一个意

大利朋友创业，也是做旅游。我们都蛮喜欢旅游行业

的，疫情结束后，还会继续做。

旅游业暂停后，他在家里研究自媒体。他鼓励

我把自己的经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意大利

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拍成视频上传今日头条。他帮

我拍了几次视频，没想到大家还挺喜欢看，于是我更

有动力继续做视频，传播中国和意大利文化。目前，

我俩的账号都已经有20多万的粉丝了。

说实话，一开始我还担心会有黑粉骂人，但一

段时间后，我发现中国人在网上也是很友好的，他们

的留言也都很nice。

也有一些网友会说“如果你老公欺负你了，你

就在今日头条上发个文章，大家都来帮你。”我感觉

大家都没把我当外人，都很亲切。

也有一些人知道我是意大利人，不看视频就进

行负面评论。所以，这些评论其实不是针对我，也不

是针对我的视频内容，这对我而言，没什么所谓，因

为大部分人还是很支持我以及我发布的内容的。

目前，我和中国的联系，除了我男朋友，就是

这个账号了，我希望我能坚持更新内容，和中国网友

互动。做自媒体，说中文，和中国有交流，这就是我

喜欢的事情。（点击这里，看善美拍的视频）

转眼间，我男朋友跟随我来意大利已经三年了

，他一直都没有回过家。我们原本计划2020年回中

国看看他的父母，也看看我在北京的朋友们，但因为

疫情，我们还不能回去。

我的经历和很多意大利女孩的经历不太一样。

他们认为能学会中文，还能在中国生活这么长时间，

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我的经历都是基于兴趣，我没

有觉得这很难，反而认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我很想念中国。三年没回去，不知道我的汉语

退步了没有，不知道北京路上是不是还是那么多电动

车，不知道地铁站边是不是还有很多骑着“三蹦子”

的可爱老人，不知道这三年里，中国会不会变得我不

认识了。

如果让我选择，我想一辈子留在中国。

我是意大利人，想一辈子留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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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没了，“世界名校”摇摇欲坠了

。

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留学生被困国内，西方

大学的“摇钱树”随之折断。

英国13所大学面临破产，损失高达190亿英

镑；美国大学财务危机深重，靠减薪、裁员、推

迟项目缓和危机；澳大利亚教育市场全线崩溃，

被迫大幅度削减支出。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中国

留学生数量的锐减，把欧美各大高校推进了史无

前例的“至暗时刻”。

更出乎意料的是，少了中国留学生，多所名

校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位置也坐不稳了。根据

英国《每日邮报》1月4日的报道，由于赴澳中国

留学生的急剧减少，澳大利亚各所大学财政紧张

，科研资金或被大幅削减，进而可能让7所大学跌

出“世界大学前100”的排行榜。

没错，你以为靠“学术能力”PK产生的世界

大学排行榜，因为中国留学生的撤退，露出了和

资本的近亲关系，面临大规模洗牌。

事实上，大学排名早不只是“学术”的事儿

了，它已然成为一门“产业”，且时刻牵动着政

府决策、高校发展的神经。为了在世界排名上争

得一席之地，西方大学无一例外地都被卷入了资

本的军备竞赛——不管高校乐不乐意，从科研资

金到基础设施，都需要疯狂砸钱。

中国留学生，便成了“世界大学排名”赛场

外的“财神”。

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6年就发出质

疑：世界大学排名是否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弊大于

利？

各大世界大学排行榜，已经成为学生们的择

校圣经。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对“大学排名”的狂热

信仰始终没有消退。它像是一场高烧，在全世界

的高等教育行业持续发作。

中国留学生，西方大学的“天使投资人”

不夸张地说，欧美飞速发展的教育产业，靠

中国学生撑起了半边天。

“中国留学生不返澳交学费，澳洲大学的新

楼都盖不下去了”，疫情爆发以后，赴澳留学生

急剧减少，澳洲各所大学的财政受到重创，实施

中的建筑项目因为缺钱而停工。

试问，中国留学生到底有多能“打”？在英

语国家的一些大学课堂上，中国面孔已经占到了

大多数。

BBC的调查显示，从2008年到2018年间，赴

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数从10万人增长到35万人。如

今，在美国的3个留学生中，平均就有一个是中国

人。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发布的报告显

示，2019学年，在英的中国留学生超过12.03万，

约为第二大生源国印度学生数的五倍。

此外，中国留学生每年给英国贡献17亿英镑

（约合人民币150.6亿元）的学费收入。这是什么

概念呢？英国热门大学的总收入，有超过1/5都来

自中国留学生的钱包。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体系，则是英语国家中

最依赖中国留学生的。

2018年，澳洲“八大”高校中的悉尼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莫纳什大学3/1的收入都来自国

际留学生，其中，中国学生为第一大金主。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校长格雷格· 克雷文表示

，中国留学生为澳大利亚每年的教育创造了70亿

澳元（约合人民币348亿元）的收入。

欧美大学对中国留学生的热情扩招，恰是全

球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结果。

自2010年起，英国政府全面启动了针对高等

教育的 “经费削减方案”——大学预算削减高达

40%。过去10年间，大学的科研经费减少了12.8%

。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在过去十几年间，政府不

断缩减用于高等教育的资金。

大学成了一个娘不亲爹不爱的“孩子”，被

抛给了国际市场。

面对如此大的财政缺口，欧美大学只好通过

扩招国际留学生、从留学生身上“薅羊毛”，来

弥补公共经费的缺位。

然而，过度依赖国际学生给这些英语国家的

大学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隐患。一场疫情导致的留

学生规模的缩小，就足以让这些大学深陷财政危

机、运转失灵。

科研资金告急、高校教职岗位流失、政府补

助迟迟申请不到……

伦敦帝国学院校长加斯特指出，政府把支持

学术工作的责任都转移给了国际留学生，让高校

的抗风险能力变得不堪一击。

当然，最为致命的是，当国际学生的学费变

为高校科研资金的基础，学术的前途就变得风雨

飘零。

大学排名，一场资本的“军备竞赛”

高校科研资金不保，意味着名校们的世界排

名可能也不保了。

不久前，英国《每日邮报》就担忧地写道：

因为中国留学生数量的缩减，澳大利亚高校科研

资金受到重创，进而可能会让7所名校掉出“世界

大学前100”的排名。

如果你以为大学排名只和学术能力挂钩，那

就太天真了。事实上，搞学术向来都是一场漫无

止境的烧钱游戏。世界大学排行榜的火爆，更是

加剧了大学之间围绕资本的“军备竞赛”。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6年的一项研究，

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大学，平均年收入都超过20

亿美元。

的确，科研能力的前置条件就是砸钱。实验

室、仪器设备、试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要

把钱烧在什么地方。加上科研项目周期之长、失

败次数之多，一个项目，动辄就需要上百上千万

的经费。

那么，如何能拉来更多的科研资助呢？

学校的声誉也至关重要。自我包装、搞好公

关，有助于吸引更多的资本，从而投入科研、提

升学术能力。

那这些钱从哪来呢？除了小幅度提升本国学

生的学费，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从海外拉来“不差

钱”的留学生。因此，人口第一大国中国“首当

其冲”。

关于世界大学排名如何把大学卷入“资本竞

赛”，美国名不见经传的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

“逆袭”便是个好例子。

该校的招生主管威斯· 瓦戈纳则指出，为了能

在U.S. News的大学排名上获得更好的声誉，美国

各所大学都开始致力于为自己打广告。花上亿美

元改善校园设施、掷重金建设超高水准的体育馆

，不过是为了让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更具“吸引

力”，从而引来更多的生源和经费赞助。

紧追着U.S. News大学排名的指标，得克萨斯

基督教大学在7年时间内，成功上升了37个名次

。

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策略”只是世界范

围内高校的缩影。纵观全世界，那些“底子不错

”的高校都难免被卷入“盖楼”、“拉赞助”的

热潮里。

拔地而起的豪华教学楼、至尊图书馆、五星

级厕所，以及各种高科技基础设施……各大高校

争先恐后地打造“神仙校园”，一出手就是上亿

美元，只是为了吸引国际留学生的注意。

在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群体普遍持有一种

“金主”但非“爸爸”的自觉：每当大学新盖一

栋楼，大家都会感叹一波——哇，这是拿我们高

昂的学费和“挂科费”砸出来的。

这话不假，留学生需要缴纳本国学生2到3倍

的学费，每挂一门课便需要“重修”，也就是需

要再支付平均超过4000澳元（约合人民币2万元

）的重修费。

如今，欧美高校的“市场化”越来越明显，

不少大学为了抢学生，甚至在官网上配备了在线

人工咨询和中英双语服务。如果不仔细看网址，

热情的弹窗一出——“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呢？”，还以为自己误入了黑心留学中介公司。

过去十几年间，世界大学排行榜俨然成了全

球高等教育的“风向标”。

中国有多少大学能够进入“世界百强”？国

际排名上升or下降？出国留学选择什么大学？排

行榜的变动，每年都牵动着我们的神经。

但大学排行榜，从来都非我们想象的那般

“理中客”。

就拿我们最熟悉的“四大权威”大学排名榜

来说，QS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

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ARWU 世界大学学术排

名（简称“上海交大排名”），它们背后都有商

业机构的身影。

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全球第一个综合性

的大学排名——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最早

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

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诞生于2003年，起

初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编制发布，但

自2009年起，商业公司——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接手了该排名的制定。

同样，2004年，由私人周刊《泰晤士高等教

育》和国际教育咨询公司QS共同出版的《年度世

界大学排名》，也并非是“政府机构”或“非盈

利性教育机构”做出的评估。

上海交大创办“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初衷

，是为了给中国大学的发展做参考，以了解国内

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教育咨询公司和媒体机构

参与发布自己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暗箱操作”

也开始悄悄潜入，进而让大学排名榜的客观性成

谜。

虽然“QS”、“泰晤士”这些排行榜的各项

指标明晰，但是调查方法、筛选过程都存在很大

的争议。

目前来看，四大世界大学排名都在强化西方

中心——把英语学术期刊作为学术评价标准，不

仅偏袒了英语国家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成果，而且

在这一过程中强化了西方话语和价值观念。此外

，这些榜单无一例外地注重理工科，轻视人文学

科。

如果细看各个排行榜的指标，也会发现其中

存在不小的主观操作空间。

例如，QS 世界大学排名侧重学术领域的同行

评价（占40%），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同

行”有资格参与调查呢？

根据台湾国立大学的学者黄慕萱的研究，QS

在选择参与者的时候，包含不小的“选择性偏差

”——英联邦国家的问卷占所有问卷的32%，美

国仅占10%，亚洲国家占12%。这解释了为什么英

国的QS排名偏好英国的大学，而来自美国的U.S.

News排名偏好美国的大学。

其次，该研究也指出，QS问卷的应答率不到

1%，选择回复邮件、电话调查的往往是职级较低

、空闲时间较多的学者，而非我们想象中的“学

术大佬”，权威性固然存疑。

此外，考虑到这些排行榜的背后都是盈利机

构，它们是否会为了利益而操纵结果？这种质疑

也不是全无道理。

仍旧以QS为例，QS的商业模式包含承办研讨

会、学术活动、出售QS Stars的大学评级服务等等

。根据2012年《纽约时报》的报道，爱尔兰的利

莫瑞克大学（University of Limerick）在购买QS

Stars的评级授权服务后，摇身一变，成为“QS 5

星级大学”。

然而，尽管围绕世界大学排行榜的争议不断

，世界大学排名还是在过去二十年间成为了我们

的择校信条。

这和整个留学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息息相关。

当你犹豫是否出国的时候，留学中介一定会向你

亮出世界大学排行榜，告诉你面对世界名校，你

无需望而生畏，只要“努力”就可斩获世界顶级

大学的offer。

于是，世界大学排名的“迷思”在教育中介

的传播下，再次遭到强化。

当世界大学排行榜成为政府决策、高校发展

的参照系，当大学排行榜成为学生们的择校圣经

，恐怕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在“排行榜”热潮中

置身事外。

大学排行榜上的指标，成了高校头上的紧箍咒。

但这场疫情至少让我们看到，你以为财大气

粗、自身实力够硬的西方大学，可能只是因为中

国留学生的撤退，就开始囊中羞涩、排名一落千

丈了。

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无需再把世界大

学排名当作是“绝对真理”。

中国留学生没了
“世界名校”的排名怕是不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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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休城工商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對於休斯頓的
體育運動來說，過去的一周充滿挑戰。除了剛
剛發生的火箭球星詹姆斯·哈登轉會風波之外，
NBA週五（1月15日）晚上宣布了一個不幸的
消息。

NBA專員亞當·西爾弗（Adam Silver）表
示，休斯頓火箭隊的前老闆查理·托馬斯
（Charlie Thomas）於星期五晚上去世。

西爾弗在一份聲明中說：“作為休斯頓火
箭隊的老闆已有10多年的曆史，查理·托馬斯
在球隊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並為兩次贏
得NBA總冠軍的球隊打下了基礎。” “他是一
位傑出的商人和熱情的籃球迷，在他賣掉球隊
後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是火箭隊的忠實支持者
。我們向查理的家人和朋友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

查理·托馬斯是德克薩斯州汽車經銷帝國的
所有者，他在1982年至1993年間擁有休斯頓

火箭隊，並成功組建了一支獲得NBA總冠軍的
球隊。他的女婿克萊斯（Danny Klaes）說，托
馬斯因COVID-19的並發症於週五晚上去世，
享年89歲。

托馬斯一生都對火箭隊和老式汽車充滿熱
情。盡管出售球隊多年後，他繼續到球場觀看
火箭隊的比賽，總是偏愛地坐在球員走向球場
的地方，與其球員近距離接觸。

克萊斯說，即使後來沒有親臨現場，也不
會錯過收看電視轉播的火箭隊比賽。他經常和
他的八個孫子以及兩個曾孫和女兒凱利、羅賓
和特雷西一起觀看。

克萊斯說：“他一直是火箭隊的忠實粉絲
。” “他總是在電視上看直播，他確實是一個
真正的粉絲，並且一直深愛著所有的粉絲。”

克萊斯說：“他總是說他將要死而不會死
。”

托馬斯仍然熱愛自己的汽車收藏，在哥倫
布的牧場上仍然擁有大約250
輛古董車。
在擔任火箭隊老闆的任期內

，他批准了摩西·馬龍（Mo-
ses Malone）的交易，從而開
始了重建工作，最終將火箭隊
成員拉爾夫·桑普森（Ralph
Sampson）和哈基姆·奧拉朱
旺（Hakeem Olajuwon）送進
了名人堂。他經過連續兩次選
秀得到奧拉朱旺，並於1986年
打入了NBA總決賽。當他指控
奧拉朱旺因合同談判陷入僵局
而假裝腿肌受傷時，引起奧拉
朱旺的不滿，他是奧拉朱旺動
蕩不安的一部分。奧拉朱旺要
求他道歉，但他從未道歉。
然而，在下個賽季開始之前

，托馬斯和奧拉朱旺在飛往東
京的整個14小時的飛機上發表
講話，修補了之間的矛盾。然
後，火箭隊願意繼續以奧拉朱
旺為核心組建球隊，球隊取得
了輝煌的成就，遺憾的是他於
1993年將火箭隊賣掉，而剛賣
掉的火箭隊贏得1993-94年和
1994-95兩個賽季的NBA總冠
軍，並讓火箭隊的標志人物和

未來的名人堂成員魯迪·湯姆賈諾維奇成為主
教練。

長期以來，他在火箭隊的曆史和對球隊
的熱愛一直是穩固的。

火箭媒體關系總監、解說員和曆史學家
吉姆·佛利（Jim Foley）表示：“火箭在
1971年進入休斯頓，而在查理1982年收購之
前，球隊經曆了五個不同的所有權集團。”
“擁有球隊11年的查理·托馬斯確實為球隊帶
來了第一個所有權的穩定性。

托馬斯於1982年以1100萬美元的價格從
Maloof家族手中購買了火箭隊，在1992-93
賽季之後以8500萬美元的價格賣給了萊斯利·
亞曆山大，他剛接手火箭隊後連續兩屆拿到
了NBA總冠軍。

去年托馬斯在去墨西哥旅行之後，於12
月27日對COVID-19進行了陽性測試呈陽性
，並一如既往地享受著生活，但今年1月出現
了並發症。

火箭隊現任老闆蒂爾曼·費爾蒂塔（Til-
man Fertitta）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了一份聲明
。

費爾蒂塔寫道：“我代表整個火箭隊，我
們為前老闆查理·托馬斯的逝世深感難過。”
“他是一個偉大的朋友和商業夥伴，為我們的

特許經營奠定了基礎。我會非常想念我的朋友
。我將我們的想法傳給了他充滿愛心的家庭。
”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休斯頓火箭隊前老闆查理休斯頓火箭隊前老闆查理··托馬斯去世托馬斯去世，，享年享年8989歲歲

（（本報記者黃梅子本報記者黃梅子））11月月66日日，，川普支持者沖擊川普支持者沖擊
國會山的事件國會山的事件，，其實並未完全平息其實並未完全平息，，盡管現任總統盡管現任總統
川普被美國媒體集體封殺川普被美國媒體集體封殺，，特別是推特對其賬號永特別是推特對其賬號永
久禁封久禁封，，讓其瞬間就失去了與讓其瞬間就失去了與88778877余萬粉絲互動的余萬粉絲互動的
機會機會，，成了社交性成了社交性““死亡死亡””的總統的總統。。

現在現在，，11月月2020日日，，拜登及其團隊能否順利進入拜登及其團隊能否順利進入
白宮白宮，，看來仍然是個未知數看來仍然是個未知數，，千萬不要忽視川普的千萬不要忽視川普的
影響力影響力，，他仍然認為是選舉舞弊他仍然認為是選舉舞弊，，竊取了原本屬於竊取了原本屬於
他的總統職位他的總統職位，，特別背後投票給他的將近特別背後投票給他的將近75007500萬選萬選
民的力量民的力量。。

11月月66日事件日事件，，其余波的影響其余波的影響，，顯然還沒有結束顯然還沒有結束
，，據美國媒體報道稱據美國媒體報道稱，，由美國由美國88個民兵組織聯合組成個民兵組織聯合組成
的民兵聯合團的民兵聯合團““美國愛國者行動美國愛國者行動”（”（PAFAPAFA），），在其在其
官網上顯示為了阻止拜登上臺官網上顯示為了阻止拜登上臺，，將把將把11月月1616日設定日設定
為最後期限為最後期限。。 屆時屆時PAFAPAFA將動員將動員11..55萬名民兵萬名民兵，，分分
三路前往白宮三路前往白宮、、國會大廈等處國會大廈等處，，並且揚言如果中途並且揚言如果中途
遇到開槍回應遇到開槍回應，，或是人身攻擊或是人身攻擊，，將視為正式的宣戰將視為正式的宣戰
，，行動將演變成戰爭行動將演變成戰爭。。

據悉據悉，，11月月1010日日，，據稱川普已經簽署了據稱川普已經簽署了《《平叛平叛
法法》，》，其實其實，，已經向外界發出了壹個非常強烈的信已經向外界發出了壹個非常強烈的信
號號，，拒不承認敗選的川普拒不承認敗選的川普，，可能會在可能會在11月月2020日之前日之前
有所動作有所動作。。

目前目前，，川普仍然是美國軍隊最高統帥和總司川普仍然是美國軍隊最高統帥和總司
令令，，川普向華盛頓川普向華盛頓DCDC派遣特種部隊和第派遣特種部隊和第8282空降空降
師官兵師官兵，，或是阻止擁護他的民眾特別是其中的民或是阻止擁護他的民眾特別是其中的民
兵組織起來抗議兵組織起來抗議，，避免內戰中的流血事件避免內戰中的流血事件，，保證保證
11月月2020日自己的權力與拜登及其團隊的順利交接日自己的權力與拜登及其團隊的順利交接
。。

但從川普的所作所為但從川普的所作所為，，以及其言行以及其言行““從現在從現在
開始美國將進入壹個美妙的階段開始美國將進入壹個美妙的階段！”，！”，似乎不象似乎不象
是已經向國會和媒體低頭認慫的態勢是已經向國會和媒體低頭認慫的態勢，，唯壹解釋唯壹解釋
得通的理由那就是得到軍方支持的川普得通的理由那就是得到軍方支持的川普，，在在11月月
2020日前要采取軍事行動日前要采取軍事行動，，抓捕深暗勢力華盛頓沼抓捕深暗勢力華盛頓沼
澤中的鱷魚澤中的鱷魚。。

川普肯定不會出席川普肯定不會出席11月月2020日拜登的就職典禮日拜登的就職典禮
，，但據說伊萬卡有可能出席典禮但據說伊萬卡有可能出席典禮，，目前此說法還目前此說法還
未得到白宮官方的確認未得到白宮官方的確認。。究竟究竟11月月2020日會發生什日會發生什
麽麽？？目前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目前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請看請看《《美南時事美南時事
通通》》主持人蓋軍和德州資深律師陳文怎麽說主持人蓋軍和德州資深律師陳文怎麽說。。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1515..33頻道頻道《《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也可以通過也可以通過iTalkBBiTalkBB平臺收看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美南新聞網
站站 scdaily.comscdaily.com，， 也 可 以 在也 可 以 在 youtubeyoutube 上 搜 索上 搜 索
StvStv1515..33 Houston,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看隨時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11月月2020日拜登上任日日拜登上任日

是否恐再出現國會山莊暴動是否恐再出現國會山莊暴動？？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的的《《JJJJ觀點觀點》》
----暴動國會川粉暴動暴動國會川粉暴動憲法底線遭踐踏憲法底線遭踐踏 美國到底怎麼了美國到底怎麼了？！？！

（（本報記者黃梅子本報記者黃梅子））20212021年年11月月66
日日，，美國國會發生了載入史冊的壹幕美國國會發生了載入史冊的壹幕：：

川普的粉絲們闖入國會發生暴亂川普的粉絲們闖入國會發生暴亂，，拜登拜登
的總統認證程序被迫中止的總統認證程序被迫中止。。

由於暴亂引發了警民之間的沖突由於暴亂引發了警民之間的沖突，，
最後的結果則是多人受傷最後的結果則是多人受傷，，44人死亡的人死亡的
慘劇慘劇..........警察局已經逮捕了至少警察局已經逮捕了至少5252人人。。

出了這麽大事以後出了這麽大事以後，，各國西方領導各國西方領導
人及美國前幾任總統都第壹時間在推特人及美國前幾任總統都第壹時間在推特
上譴責了暴行的發生上譴責了暴行的發生。。
隨著鬧劇壹點壹點收尾隨著鬧劇壹點壹點收尾，，白宮突然掀起白宮突然掀起
了壹場辭職潮了壹場辭職潮，，以白宮副新聞秘書莎拉以白宮副新聞秘書莎拉
••馬修斯馬修斯（（Sarah MatthewsSarah Matthews））為首為首，，多多
名官員都相繼宣布辭職名官員都相繼宣布辭職。。經過沸沸揚揚經過沸沸揚揚
的暴亂後的暴亂後，，美國國會終於完成了對拜登美國國會終於完成了對拜登
的總統認證程序的總統認證程序。。副總統彭斯在聯席會副總統彭斯在聯席會
議上宣布議上宣布 美國前副總統美國前副總統、、民主黨候選人民主黨候選人
拜登以拜登以306306票多數票票多數票，，當選第當選第4646任美國任美國
總統總統。。

隨後川普發表了聲明隨後川普發表了聲明，，承諾向拜登承諾向拜登
““有序有序””移交權力移交權力。。他在聲明中寫道他在聲明中寫道：：
““盡管我完全不同意選舉結果盡管我完全不同意選舉結果，，事實也事實也

證明了我的觀點證明了我的觀點，， 但但11月月2020日將會有日將會有
壹個有序的過渡壹個有序的過渡。”。”

看來這次大選總算塵埃落定看來這次大選總算塵埃落定，，外界外界
也普遍認為也普遍認為：：川普再怎麽鬧也已經無力川普再怎麽鬧也已經無力
回天了回天了。。在距離川普卸任美國總統還有在距離川普卸任美國總統還有
兩周的時候兩周的時候，，其支持者沖擊國會的事件其支持者沖擊國會的事件
使得壹些敦促川普提前下臺的聲音開始使得壹些敦促川普提前下臺的聲音開始
在首都華盛頓出現在首都華盛頓出現。。

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查克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查克••舒默舒默
（（Chuck SchumerChuck Schumer））表示表示，，應立即罷免應立即罷免
川普川普。。眾議院議長南希眾議院議長南希 •• 佩洛西佩洛西
（（Nancy PelosiNancy Pelosi））也呼籲立即將川普免也呼籲立即將川普免
職職，，否則川普可能會遭到彈劾否則川普可能會遭到彈劾。。

目前尚不清楚民主黨內大多數人是目前尚不清楚民主黨內大多數人是
否同意彈劾川普否同意彈劾川普，，而且幾乎可以確定的而且幾乎可以確定的
是是，，現在已經沒有足夠時間使用彈劾的現在已經沒有足夠時間使用彈劾的
方式讓川普下臺方式讓川普下臺。。而且而且，，副總統彭斯已副總統彭斯已
經寫信給參議院議長洛佩西經寫信給參議院議長洛佩西，，稱自己不稱自己不

願提出罷免川普願提出罷免川普，，為了對美國人民負責為了對美國人民負責
，，不想玩政治遊戲不想玩政治遊戲。。

請看美南國際電視請看美南國際電視1515..33《《JJJJ觀點觀點》》
，，本期話題本期話題----暴動國會川粉暴動暴動國會川粉暴動、、 憲憲
法底線遭踐踏法底線遭踐踏，，美國到底怎麼了美國到底怎麼了？！？！

休斯頓新聞名人馬健與國際貿易中休斯頓新聞名人馬健與國際貿易中
心共同主席金路威與您分享他們的觀點心共同主席金路威與您分享他們的觀點
。。

請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請收看美南國際電視1515..33頻道的頻道的
《《JJJJ觀點觀點》，》，美南國際電視已加入北美美南國際電視已加入北美
最大的中文電視平臺最大的中文電視平臺，，您家如果安有您家如果安有
iTalkBBiTalkBB，，收看效果更好收看效果更好！！也可以在美也可以在美
南新聞網站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scdaily.com，，youtubeyoutube上搜上搜
索索StvStv1515..33 Hous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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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美南美南
國際電視多平臺覆蓋國際電視多平臺覆蓋，，您隨時隨地都可您隨時隨地都可
以收看到美南國際電視以收看到美南國際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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