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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烈士家属比想象的要更艰辛，花

费也更大。火车票、打车票、住宿费、

吃饭，每一笔都是不小的数字。

找胡金海家属时，余发海从妻子口

袋里偷走两百块钱，这原本是过年要给

孙子的压岁钱。妻子生气又无奈，“你

真是吃家饭喂野食。”

十几年来，余发海家里的老本基本都

花光了，“我对不起我的家人，对不起我

的儿女。别人家父母都是给孩子们留财产

，我却是不断地消耗家里的财产。”

这些年，余发海也受到了一些压力

。妻子曾直言：“你做的这些事，你愿

意做就做，但千万别把这个家牵扯进去

。你出了事，你一个人负责。”

为了保护家人，他一个人住。早午

饭随便下点面条吃，晚上去女儿那里吃

一顿晚饭，再回自己家。

每次出去寻亲，余发海都会随身携

带病例，以防不测。

有一次，在返程的路上遇到了大暴

雨，余发海被淋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到家之后高烧了一天一夜。

妻子对他说，“你早晚有一天要把

命丢在外面。谁要你去的，你自讨苦吃

，你活该，谁会感谢你？”

李萍是湖北荆州烈士冉性初的儿媳

，也是142位烈士家属群的群主。去年

她前往羊楼洞扫墓时，在余发海家中看

到堆着乱七八糟的杂物和满桌子的药，

不免有些心酸和同情，“从没想到余警

官自己的生活会这样窘迫。”

只有在那座属于自己的“陈列馆”

里，余发海最有归属感。

“陈列馆”分为几个系列，每个系

列都有十几本，按年份标着序号。一套

是车票册，红红蓝蓝的贴满了他从2005

年到现在每次去寻亲的火车票。一套是

烈士的资料，打开里面是被他剪剪贴贴

出来的资料，以及一些函件和档案。

还有一套是邮寄单，从两毛钱到二三

十块钱，一页页翻过去都是这十五年来的

点点滴滴。他甚至还保留着每次的打车票

、大巴票和给烈士家属洗相片的底单。

另有一套则是这十五年来每一家报

纸对他的报道，他都连着报头完完整整

贴好，按时间排放。

对着每张纸，他都能讲出一个完整

的故事。他小心翼翼地翻看着，仿佛那

些东西就是他这一生全部的意义。

“这些说是要报销，十五年了。我收

藏着，也是我这些年的见证。我要是死了

，我老伴儿一把火就烧了。”余发海长叹

了一口气，把这些泛黄的本子合上。

67次团圆

2010年 9月，羊楼洞志愿军烈士墓

群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烈士建

筑物重点保护单位。

如今的羊楼洞烈士墓群四周被一片

青绿的茶山环绕。一块块方正的石碑林

立在陵园中。原先的老墓碑竖立在陵园

后面的石台上，有青苔从石缝间长出，

顺着墓碑向上。

142座墓碑正前方，耸立着一座纪念

碑，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旁边

是羊楼洞墓群的烈士纪念馆，里面收藏

着墓里挖出来的烈士遗物，以及一些抗

美援朝老战士寄来的信和老物件。

余发海寻亲的这些年，羊楼洞村民一

听到外面哭天抢地的声音，就知道“余警

官又找到了一个，又带回来一个。”

至今，余发海已经找到了120名烈士

的家属，有67位烈士的家属来祭奠过。

刘耀是第一个来羊楼洞墓群祭扫的

家属。

余发海收到回信后没两天，他就从

河南赶来了。一下车，63岁的老人直直

地就奔去父亲的墓碑，第10排13号墓。

“他就像是被勾住了魂，直接奔到那

就跪下，贴着他爸爸的墓碑亲，手紧紧地

抓着墓碑。撕心裂肺地哭。”余发海说。

村民们也会给远道而来的烈士家属搬

凳子坐，给他们倒茶喝。年纪大点的老人

坐在门边上，看着这场景也直掉眼泪。

声势最大的一次，从内蒙古来了三

位烈士家属。

其中一位是杨海友烈士的弟弟。他

说当时哥哥正要入伍，但刚娶了嫂子，

自己就主动去代替哥哥参军。他参军后

不久，朝鲜战争也爆发了，南北部队在

武汉行军交叉时，他在志愿军的部队里

看到一个人很像哥哥，用蒙古话喊了一

声，那个人果然回头了。后来弟弟剿匪

结束回到家乡，哥哥却一直没回来。

“怎么就上了朝鲜前线呢？”他说

，如果当年没有替哥哥去参军，那后来

去朝鲜的就是他，埋在这里的也是他。

2007年，余发海还见到了一名活着

的“烈士”。

那年腊月二十八，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在江津县找到了“烈士”胡金海本人。

这让余发海大吃一惊，“这不是稀

奇了，烈士怎么还活着呢？”他立刻打

车前往墓地。站在胡金海的墓碑前，反

复确认无误，给胡金海打了电话。

那头沉默了，“我怎么就死了呢？”

2007年8月，76岁的胡金海穿着一

身泛旧的军装，挎着水壶，在家人的陪

同下来到了羊楼洞烈士墓群。碑头上方

刻着“千古”二字，而上面的介绍确实

是他本人。

胡金海回忆，他是在1951年3月随

部队入朝作战，上甘岭战役打得十分艰

苦。为了拿下一个高地，发起冲锋后各

营连的战士混在一起，美军飞机丢下的

燃烧弹就在不远处爆炸，身边的一名战

士立刻就倒下了。他冲到战士身边，脱

下自己的军装扑打战士身上的火焰，扑

灭后，他发现这名战士手指还能动，就

把军装披盖在受伤的战士身上，继续冲

锋。

当时每个战士的军装左上方口袋上

都有一块印着自己信息的“生死牌”。

战争结束打扫战场时，这位披着胡金海

军装的战士奄奄一息，就被误认为是

“胡金海”送回国内，转运到第67野战

医院后不久便身亡，埋葬在羊楼洞墓群

中。成为了无名烈士。

胡金海从褪色的绿色军包里拿出在

朝鲜战场上用过的茶缸，倒上从重庆带

来的酒，洒在墓碑前，又举起杯子把酒

干了。他慢慢走到每一座墓碑前敬礼，

一共用了一个多小时，敬了142个军礼

。敬完礼已经是泪流满面。

更多的时候，关于烈士的故事是余

发海讲给家属听的。

在十多年来收到的各种家属信件中

，他发现大多数家属对战士的牺牲都很

陌生。于是他翻读各种资料，拜访抗美

援朝老战士，挖掘出不少羊楼洞烈士墓

的故事。

据《蒲圻志》记载，1951年6月21

日至1953年7月，羊楼洞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67预备医院共接收中国人民志愿

军伤病员3100人，治愈2700人。

《赤壁民政志》也有记载，“该医

院主要担任抗美援朝志愿军伤病员治疗

任务，因救治无效而死亡的142名重伤

员，均追认为烈士，安葬于羊楼洞古镇

西南得胜山下。”

这些书都是余发海四处淘来的，成

为他研究佐证的资料。

“当作最后一搏”

为烈士寻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高

校学生以及社会志愿者纷纷加入。但70

岁的余发海体力愈发不如从前，他大部

分时间都呆在家里，却仍旧为寻亲的事

情焦头烂额。

一些烈士家属向他反映，“我们的

亲人躺在烈士陵园里面，可我们没有烈

士证。”例如，湖北荆州烈士冉性初的

孙子说，家里的烈士证在多年前洪水中

已经遗失。

荆州市松滋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

科罗科长向新京报记者解释，确认烈士

家属的身份有两个依据，一是家属持有

的烈士证，一是省厅发放的《湖北革命

烈士英名录》，二者具备任一即可。

而余发海在赤壁退役军人事务局的

《湖北革命烈士英名录》中也没找到冉

性初烈士的名字。冉家只有一块“光荣

之家”的牌匾能证明身份。

广西烈士颜生，家属在几次搬家中

也遗失了证明材料，只剩下一张“病故

革命军人证明书”和安葬证明。

2020年12月7日，羊楼洞烈士墓群

的主管机构——赤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优抚科余股长向新京报记者解释，142位

烈士中不仅有抗美援朝负伤回国的战士

，还有因公牺牲和病故的人员，全部安

葬在赤壁烈士墓群中，由于历史原因，

很多无法考证。

“前几年，还有冒充烈士家属的人

前来索要抚恤金，后来也都被查明情况

。所以，落实烈士证这一重任必须要严

谨。”她表示。

烈士家属们对这一答复难以接受。

有的家属表示理解，“余伯伯已经做得

够多了，他心里也不好受。我不怨他，

我感激他。”

但有的烈士家属会冲余发海发火，

“你替我们找到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别

找到。”

余发海被夹在中间无可奈何。“我也

不想啊，这已经开始了，怎么收手。”

2021年1月8日，赤壁烈士陵园所长

张建平告诉新京报记者，有关部门近日

找到了一份《湖北省革命军人牺牲病故

烈士名册》，这是追认烈士的直接有效

证明，同时也从湖北省档案馆处获得了

几份史料加以印证。

根据这些史料，对埋葬在羊楼洞烈

士墓群的142位均认定为烈士。张建平

称，至于申办、补办烈士证是由烈士户

籍所在地事务部门负责。

直至现在，余发海已经把为烈士寻

亲这件事当成余生的使命。他总是说，

自己的第二次生命是军人给的，“我的

这个肾就是一个军人捐给我的。”

说不出口的话就写在回忆录里，取

名《良知与道义的远征》，写着写着已

经将近五万字。

“心里的遗憾太多了。还有22位烈

士没有找到家属，但基本没有希望了，

有些事情确实没办法。”余发海用了很

长时间才说服自己放弃。

12月14日，在赤壁湿冷的天气里，

余发海又出发了。不久前他发现了一片

新的墓群，是当年解放军原驻长沙“尸

骨坡”第66预备医院遗址，那里曾经也

收治了一批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的伤员

。他希望能引起社会的重视，“我年纪

大了，能力有限，希望社会能为这些战

士找到他们的家人。”

动身前往长沙前，他坐在电脑前

写下这段话：“一些八九十岁的老战

士一年一年地离世，我也到古稀之年

，重病在身，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会更加珍惜余下不多的时光，当作

最后一搏。”

142座墓碑，15年“寻亲记”下

最近，“孩子”一度成为热门讨论话

题，郑爽弃养，张碧晨偷偷生子，在互联

网掀起一浪又一浪。

现在有很多年轻的父母，因为自己还

是孩子，所以并不能承担起当好父母亲的

责任。有时候生下孩子之后，得知自己没

有办法将其抚养就会抛弃。

我不知道那些轻易抛弃宝宝的人，他

们有没有想过这些孩子的未来有多可怜。

只有一些真正的幸运儿，遇到好心的

家庭，才有可能感受到无差别的父爱母爱

，身心健康地幸福长大。

一个被抛弃的黑人小孩就受到了上天

的恩宠，成为了幸运儿之一，但这个过程

却充满了艰辛。

20年前，一位上海阿婆在去买菜的路

上，听到路边有婴儿的哭声，循着声音过

去，发现在草丛里有一只竹篓。

再凑近一个，里面竟然有一个襁褓中

的婴儿，身边还有一个纸条，上面写道：

“孩子生于7天前的8月1日”。

很显然，和电视剧的剧情一样，这是

一个被丢弃的孩子。

阿婆看着孩子浑身起了很多痱子，于

心不忍，就把他带回了家。

回到家，朱阿婆看他浑身脏兮兮的，

就给他洗澡，可是连续洗了一个礼拜，孩

子还是黑黑的。

一个月后，到了打防疫针的时间，到

了医院，医生的话让阿婆大吃一惊。

医生告诉阿婆，这个孩子皮肤黑是天

生的，因为他是中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

朱阿婆自己有2个儿子1个女儿，都

已经成家。但小儿子和儿媳妇一直没有孩

子，和儿媳妇商量后，他们决定收养这个

孩子，把他当作孙子，并给他取名朱军龙

。

朱阿婆家就是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

本来还过得去，但收养了朱军龙后，负担

变得很重，但她依然没有放弃这个孩子。

后来有一个大老板要出钱将孩子买走

，朱阿婆一家都舍不得，还是将孩子留下

来了。

除了经济上的问题，收养一个外国小

孩，户籍才是最大的问题。

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眼看就要到

了上学的年纪，可学籍的问题却没有办法

解决，朱阿婆十分上火。

这位被收养的黑人小孩儿，一直以来

都被媒体关注，尤其是在知道孩子无法上

学之后，更是前来采访，此后相关部门的

领导在进行讨论之后，觉得这个事情需要

“特事特办”，朱军龙顺利读了小学。

当地部门考虑到朱阿婆家中的贫困条

件，逢年过节都会送一些大米、油之类的

生活补贴。

物质上苦点儿就算了，可这个“小黑

孩”还一点都不让阿婆省心。

总是调皮捣蛋，爬高上低，还不遵守

学校纪律，是学校有名的“问题学生”。

朱阿婆也经常被老师叫到学校“挨批

”。

后来，老师和阿婆改变了对他的教育

方式，耐心地给他讲道理，鼓励他好好学

习。

也许是长大了，懂事了，慢慢地，朱

军龙还真改掉了调皮的性子，拿到了“阳

光少年”的荣誉称号。从当初没有集体感

的野孩子摇身一变，成了班上的好学生。

21年前，上海阿婆捡到了一个黑人男

孩，如今怎样了？

2007年10月27日，在襄阳公园举办的

“中外家庭才艺比拼"中，受邀参赛的朱军

龙第一次站上舞台，他用略带上海口音的普

通话朗诵了《春晓》，拿到了荣誉证书。

回到家后，朱阿婆兴奋地将朱军龙的

证书放在了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用来激

励朱军龙学习。

2014年，在朱阿婆的努力下，阿婆终

于拿到了收养证，而朱军龙也获得了上海

户口，正式成为一名中国人。

2018年，朱军龙参加了高考，顺利考

上上海建桥学院。

本来是个大喜的事情，可朱阿婆却高

兴不起来。

因为考上大学就意味着离开家，朱阿

婆内心十分不舍。

好在朱军龙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每

到放假的时候都早早地跑回家看望奶奶。

朱阿婆教会朱军龙说话，教会他怎么

成为一个中国人。

虽然朱军龙的肤色是黑的，但他骨子

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的命运

和中国密不可分。

对于朱军龙来说，中国就是他的祖国

，上海就是他的故乡。

这段收养的故事，也成为一段佳话。

可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收养的孙儿十

分孝顺，朱阿婆的亲生儿女却冷漠至极。

2007年，朱阿婆的老房子拆迁，分到

了6套房子。在上海，6套房子的价格可

想而知。但朱阿婆并没有想要占为己有，

两个儿子一人2套，剩下的一套留自己住

，还有一套一居室准备留给孙子朱军龙。

如此公平的分配，儿子女儿都没有什

么意见。

可万万没想到，原本有6套房子的朱

阿婆却无家可归。

2016年，朱阿婆发现房屋漏水，准备

把房子卖了，重新买一套离孙子近一点的

房子，这样就可以经常见到孙子。

老两口就搬到了孙子的一居室暂住，

没想到只想暂住的老两口，却变成了常住。

原来，朱阿婆将房子卖掉后，拿到了

250万的卖房款，她将这笔钱寄存在了女

儿的账户上。等到朱阿婆选好房子准备签

合同的时候，却发现存款只剩下50万了。

后来打电话给儿子才知道，这200万被

儿子和女儿偷偷挪用了，儿子称，自己欠下

高利贷，妹妹也掺合其中被告上法庭。

朱阿婆无奈只能求助媒体，记者调查发

现，2013年开始，阿婆的大儿子让妹妹帮忙

给别人做借债担保人，从中赚取回扣，随后

就变成了她先向上家借款，再放贷给下家。

可没想到的是，借款者携款潜逃，剩

下兄妹俩和一屁股债，于是他们便动起了

母亲卖房款的主意。

当被问及如何还款时，大儿子认为自

己将来是要继承母亲遗产的，现在挪用的

200万只不过是提前使用而已，可以考虑

在将来放弃三五十万的遗产。

老两口身体尚健康，就算是百年之后

，那也是应当遵循老两口的遗愿分配遗产。

朱阿婆无奈只能继续和孙子住在狭窄

的一居室，好在孙子很孝顺，说奶奶住在

这是理所当然的，等以后自己挣了钱，一

定好好孝顺老两口。

在他眼中，朱阿婆就是自己的亲奶奶

，对奶奶的养育之恩一直都铭记于心，所

以他唯一的心愿就是不断地努力，让奶奶

过上更好的生活。

亲生儿子老来不孝，反倒是捡来的孙

子时刻陪伴在身边，让人心生感慨。

这段超越血缘的亲情，无关乎肤色，

无关乎种族。

好人有好报，希望朱阿婆能够幸福安

稳地过一生。

21年前，上海阿婆捡到了一个黑人男孩，如今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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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西· 德沃斯在担任教育部长期

间，贝特西· 德沃斯（Betsy DeVos）多

次要求国会拨款数十亿美元，为宗教学

校和私立学校提供教育券（政府利用教

育券向家长们提供补助，让他们的孩子

进入私立或宗教学校），但她屡次遭拒

。甚至国会的共和党成员也不愿意动用

联邦教育预算来支付教育券。毕竟，大

多数选民的孩子都在公立学校上学。

疫情爆发后，德沃斯再次尝试申请。去

年3月底，国会通过了一项2.2万亿美元

的救济法案，名为《新冠病毒援助、救

济和经济安全法案（关爱法案）》，为

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K-12）教育拨款

132亿美元。国会预计，与通常使用联

邦教育基金的方式一样，这笔拨款将由

全国近10万所公立学校、7000所特许

学校以及私立学校，根据其招收的低收

入学生人数来共同划分。德沃斯则指示

各州将拨给公立学校的资金分给那些招

收中等收入和富裕学生的私立和宗教学

校。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

几个州提起诉讼，指出德沃斯的指示是

非法的。在全国不同地区的三名联邦法

官裁定德沃斯败诉后，她让步了。

但特朗普政府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来

壮大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和私立

学校。作为《关爱法案（CARES Act

）》法案的一部分，薪资保护计划

（PPP）原本是为了拯救小企业而设立

的；然而，特许学校行业的游说者鼓励

特许学校以非营利组织的身份申请薪资

保护计划，从而同时获得公立学校和薪

资保护计划基金的双重资助（公立学校

没有资格获得资助）。私立学校和宗教

学校也有资格作为非营利机构申请薪资

保护计划基金。因此，通过一项本应帮

助面临破产风险的小企业的法案，数千

所特许学校、私立学校和宗教学校平均

获得了约 85 万美元的资金；而通过

《关爱法案》，公立学校平均获得的资

金约为13万美元。根据新冠刺激观察

（COVID Stimulus Watch）网站的数据

库显示，各教派的宗教学校、精英私立

学校和一千多所特许学校可以获得15

万到1000万美元不等的资金。加利福尼

亚州的一所特许学校：Antelope Valley

Learning Academy得到了 780万美元；

带有营利性的连锁特许学校，Aca-

demia Corporation获得了2860万美元；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所精英私立学校

Buckingham Browne & Nichols（拥有一

千名学生，高中学费5.23万美元，还拥

有7500万美元的捐赠资金）则获得500

万至1000万美元的资助。事实证明，在

大多数公立学校仍然缺乏资金保障学生

和教职员工的社交距离、提供卫生措施

和个人 防护装备时，工资保障计划却

为非公立学校和宗教学校带来了数十亿

美元的财富。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德沃斯领导了一场

反对公立学校的运动，并亲自资助支持

私立学校的政治候选人。特朗普任命她

为教育部长的决定，是在奖励与她持相

同极端主义观点的右翼基督教团体。凯

瑟琳· 斯图尔特（Katherine Stewart）在

《权力崇拜者（The Power worship）》

一书中，记录了这些团体长期以来对公

立学校的讨伐。他们是 “新右派”、

“道德多数派”、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和

基督教联盟：他们是反对世俗主义、自

由主义、堕胎、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

和公立学校的愤怒的十字军。这些组织

包括国会牧师、家庭关怀协会、家庭研

究委员会、美国妇女关怀协会、美国家

庭协会、捍卫自由联盟、国家政策委员

会和世界家庭大会。特朗普内阁中至少

有11名成员，每周都会与国会牧师的

领 导 人 拉 尔 夫 · 德 洛 林 格 （Ralph

Drollinger）见面学习圣经，他认为上帝

偏爱私人财产所有者，而社会福利项目

“缺乏圣经的依据”。他写道，穷人的

需求不应该由政府来解决，而应该由

“婚姻中的丈夫......家庭（如果丈夫不

在的话）和......教会”来解决。

《权力崇拜者（The Power worship

）》斯图尔特的报告显示，在最高法

院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

裁决之后，极端保守派团体开始联合

起来，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堕胎

，而是保护种族隔离学校和大学的免

税地位。许多为白人开设的“种族隔

离学院”在布朗事件后应运而生，这

些学院都隶属于保守的宗教团体，他

们认为种族隔离是上帝规定的。但他

们的领导人知道，他们不可能围绕保

护种族主义学校的税收优惠问题发起

一场全国性运动。直到1979年，也就

是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六年

后，宗教右派才将（反）堕胎作为其

统一的运动目标。

斯图尔特将对公立学校仇视的根源

，追溯到长老会牧师罗伯特· 刘易斯· 达

布尼。1820年，达布尼出生在弗吉尼亚

州，他是奴隶制的捍卫者和进化论的批

评者。他抱怨道：“（人们）不得不交

税来支持‘针对黑人贫民的小孩的虚假

教育’”。 内战结束后（内战期间达布

尼在南方联盟军队担任牧师），他试图

通过攻击“美国式的全民教育理论”来

破坏社会重建。他宣称，公共教育是

“异教”，并且“与卖淫合法化、解除

夫妻关系有着合乎规律和逻辑的联系”

。

在20世纪，达布尼的思想“继承

者”谴责新政和福利计划是对富人的偷

窃，与上帝的话语相违背。这些右翼神

学家声称，公立学校是反基督教的、非

道德的、无神论的“政府学校”；公立

学校决心摧毁上帝、宗教和家庭。他们

在奥地利经济学派中找到了盟友，该学

派支持自由意志主义观点，反对福利国

家、工会、公共教育和任何其他政府干

预自由市场的努力。1979年，老杰里·

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说，他期待

有一天不再有“任何公立学校”，“教

堂会接管这些学校，并交给基督徒来管

理。”斯图尔特引用了奥地利学派经济

学家、基督教重建主义运动领袖加里·

诺斯（Gary North） 1982 年的声明：

“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必须利用宗教自

由的教义，为基督教学校争取独立，直

到我们培养出认识到‘没有中立的宗教

、没有中立的法律、没有中立的教育、

没有中立的政府’的一代人。然后他们

就会着手开始建立基于圣经的社会、政

治和宗教秩序，最终去否定上帝的敌人

所捍卫的的宗教自由。”

近年来，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创办了

许多连锁特许学校，包括亚利桑那州的

传统学院（Heritage Academy）和德克

萨斯州的纽曼国际学院（Newman Inter-

national Academies），他们利用税收来

资助学校并教授他们的宗教价值观。斯

图尔特写道，通过与世俗教育改革者结

盟，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已经取得了“显

著的进步”，正朝着“将美国公立学校

转变为保守的基督教学院”的目标迈进

。

亚利桑那州的传统学院网页“将美

国的公立学校变成私人管理的特许学校

，并将监管降到最低”：这一计划的推

进不仅得到了德沃斯家族和科赫家族的

资助，还得到了许多身为亿万富翁的，

特许学校支持者的资助，这些人包括比

尔· 盖茨、里德· 黑斯廷斯（毕业于白金

汉姆布朗尼克斯公司）、伊莱· 布罗德

、沃尔顿家族、迈克尔· 布隆伯格，以

及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他们是一个名

为“教育改革民主党”的私有化组织的

成员，这些个人和团体为支持择校的各

州以及地方学校董事会候选人捐款，并

且直接资助择校组织。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

公立学校通常会招收全国90%以上的学

生；自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引入特许

学校以来，该比例已经下降到85%。尽

管过去五年，特许学校的扩张速度有所

放缓，部分原因是特许学校的失败率很

高，但全国特许学校已经增加到7000所

，学生数量占到了全国5640万学生中的

5%。（目前大约有10%的学生就读于私

立学校，不过，由于家庭迁移、学校关

闭、学龄儿童在家上学的比例不断变化

，很难获得学生入学时间的准确信息

。)

特许学校和教育券的增长反映了三

十年来对择校的倡导。第一个由政府资

助的教育券计划，于1990年在密尔沃基

开始，在8年后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将

宗教学校包括进教育券计划内。1992年

，明尼苏达州开办了第一所由私人管理

、但由政府资助的特许学校。目前，除

了四个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

、南达科他州和佛蒙特州）外，其他各

州都有法律授权的特许学校，这主要是

为了响应奥巴马总统的教育部长阿恩·

邓肯设计的“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计划，该计划要求各州必须先

设立特许学校，才有资格竞争43.5亿美

元的联邦基金。支持择校的人士声称，

特许学校和教育券学校的教育优于公立

学校，但大多数研究发现，当特许或私

立学校与公立学校招收背景相似的学生

时，这些学校的教育成果几乎是相同的

；而那些考分突出的学校会谨慎选择学

生，或将表现不佳的学生剔除出去。然

而，这些发现并未减弱富有的资助者们

对择校运动的热情。

那么，“择校”是如何发展成一场

全国性的运动的？又是怎样将公共资金

引入大多数州的私立和宗教学校的？天

主教徒曾在19世纪40年代为他们的教

区学校寻求公共资金支持，但没有成功

；在20世纪60年代，国会通过了《中

小学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Act)

》，其中包括为在宗教学校就读的低收

入学生提供福利。但直到最近，才出现

了全国性的“择校运动”。罗纳德· 里

根（Ronald Reagan）曾就读于伊利诺斯

州的公立学校，他的朋友、自由意志主

义经济学家米尔顿·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服他支持教育券制度。弗

里德曼在1955年的文章《政府在教育中

的作用（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ducation）》中提倡教育券制度，并使

用了诸如“选择自由”、“政府学校”

和“混合学校”等术语。他的观点和言

论很快受到了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欢

迎。

里根未能说服国会通过他为私立

学校提供教育券和学费税收减免的提

议。1981年，也就是他上任的第一年

，他创立了国家卓越教育委员会（Na-

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

cation），并在1983年发布了一份名为

《危机中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

的报告，报告谴责了美国公立学校中

“不断上升的平庸之潮”，并指责公

立学校导致美国产业流失到日本、韩

国和德国。它列举了美国学生在国际

考试中的低位排名，却没有指出美国

学生在此类考试中的成绩一直很差，

而且这些排名并不能预测未来国家经

济的成功。报告指出，SAT分数的下

降反映了参加考试的低收入学生人数

的增加。该报告并没有像里根所希望

的那样，加强对教育券和宗教学校的

支持，其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一个关于

“失败的学校”的虚假叙事，该叙事

避开了儿童贫困、考试成绩和家庭收

入之间的相关性、回避了美国公司未

能预测市场的变化（例如对节能汽车

的需求）等问题。凭借其对“公立学

校的失败”的尖锐言论，《危机中的

国家》为择校倡导者奠定了基础。

在过去的30年里，择校的支持者

声称，择校将拯救那些“被困在糟糕的

公立学校”的贫困儿童。在2017年的一

次讲话中，川普对国会表示：“教育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权问题”，这意味着

家庭应该“自由选择适合他们的公立、

私立、特许、重点、宗教学校或在家自

学。”当然，家庭早就有了这种自由，

他的建议是在为公立学校以外的学校选

择提供公共资金。这真是高度的讽刺，

正如史蒂夫 · 科茨（Steve Suitts）在

《推翻布朗：现代择校运动的种族隔离

主义遗产 (The racism Legacy of The

Modern School Choice Movement)》一书

中所展示的那样。科茨是自由派最高法

院大法官雨果· 布莱克（Hugo Black）

传记的作者，也是南方长期的民权活动

组织者。他详细介绍了与布朗案抗争的

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核心策略：即择

校运动的历史。

择校运动是如何伤害公共教育的——
美国择校背后的黑暗历史

编按：自上世纪 50 年代开

始，关于美国学校种族隔离的

争论逐渐演变成了公共教育私

有化的“战斗口号”。择校运

动（鼓励学生家庭选择私立及

特许学校）的支持者利用教育

券、税收优惠，乃至挪用公立

学校资金等手段为公共教育私

有化谋取利益，择校运动更是

受到了亿万富翁们的支持。然

而，在美国的开国先贤们看来

，向民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教育

是维持民主制度的根本；一旦

公共教育无法做到公开、公平

，美国的社会则可能会迎来进

一步的撕裂。本文原载于《纽

约书评》，作者黛安· 西尔弗

斯 · 拉 维 奇 （Diane Silvers

Ravitch）是教育历史学家、教

育政策分析师，纽约大学文化

、教育和人类发展学院研究教

授。她曾美国教育部长助理，

在 2010 年，她成为了“一名代

表公立学校的活动家”。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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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休城工商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中國蒙
古族青年歌手、天籟女聲、電影《芳華
》主唱阿木古楞應邀加盟美南新聞傳媒
集團於2月11日舉辦的第25屆國際農
曆新年音樂會雲端直播。

阿木古楞相貌美麗動人，長著一雙
會說話的大眼睛。她性格活潑開朗，天
真無暇，更為人贊歎的是她嗓音明亮圓
潤，音色優美婉轉，極富魅力。她那帶
有濃鬱草原風情的歌喉，打動了無數歌
迷。她兩次應邀出席休斯頓大型演唱會
，兩次接受美南新聞的採訪。

來自內蒙古科爾沁大草原的蒙古族
歌手阿楞2004年參加的全國聲樂器樂
舞蹈大賽北京賽區聲樂比賽青年組獲得
一等獎；2006年參加第12屆全國青年
歌手大獎賽全國原生態組獲得叁等獎；
2009年在全國各地發行首張專輯《喜馬
拉雅公主》；2011年7月發行組合專輯
《科爾沁姐妹訴說草原夢》；2013年4
月28日，參加香港專場音樂會；2014
年出版了組合第二張專輯《金邊袍》，
作品有《如畫的故鄉》、《諾恩吉雅》
、《綠茵珍珠》；2014年，阿木古楞還

受孫楠之邀在湖南衛視《我是歌手》第
叁季第二場為其伴唱蒙古族長調《夢開
始的地方》，霎時將觀眾帶進了魅力草
原的情境，穿透力十足的高亢嗓音與空
靈悠遠草原天籟完美配合，在歌曲的結
尾處加入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
唱段，更是將流行元素與蒙古族音樂元
素巧妙融合，為觀眾呈現一場滌蕩心靈
的視聽盛宴；在2015年3月的CCTV3-
綜藝頻道《越戰越勇》第一季《為夢唱
響》比賽中，勇奪金話筒冠軍；在2015
年7月的山西衛視的《歌從黃河來》歌
王比賽中獲全國6強。在2015年中央電
視台《中國民歌大會》全國蟬聯四期擂
主；在馮小剛執導的賀歲片《芳華》中
，客串一名文工團女歌手並演唱經典紅
歌《草原女民兵》；2017年，阿木古楞
榮獲通遼市人民政府文學藝術最高獎
——“科爾沁文化傳播獎”；2011年7
月發行組合專輯《科爾沁姐妹訴說草原
夢》；2018年新專輯《千年的草原》榮
獲銀禧大獎、“最佳女聲專輯獎”、最
受歡迎女歌手獎。原創歌曲《多想聽你
唱首歌》榮獲第十一屆內蒙古藝術創作"

薩日納"獎；《多想聽你唱首歌》和《千
年的草原》還入選內蒙古自治區成立70
週年經典曲目;《家鄉美》和《我要放牧
》入選第26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優秀
作品；2018年獲美國傑出藝術家青年大
使獎及紐約州議會頒發的紐約州傑出人
士文化使者獎。

阿木古楞參加俄羅斯聖彼得堡“中
國旅遊年”演出；隨中國僑聯-親情中
華藝術團去德國，意大利米蘭、威尼斯
、羅馬、泰拉莫和聖伊皮迪奧港，匈牙
利布達佩斯，捷克布拉格，斯洛伐克布
拉迪斯拉發，斯洛文尼亞盧布爾雅那和
維羅納，美國紐約和休斯頓，台灣，香
港和澳門等國家和地區演出。

阿木古楞出生於紮魯特旗，是科爾
沁姐妹組合的妹妹。 2003年考進內蒙
古藝術學校附中，2006年考進中央民族
大學。畢業於內蒙古藝術學院和中央民
族大學，是歌唱家、是中央民族大學聲
樂教授烏日娜老師和長調教授巴魯老師
的門生。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蒙古族天籟女聲阿木古楞加盟第蒙古族天籟女聲阿木古楞加盟第 2525 屆屆
德州國際農曆新年音樂會德州國際農曆新年音樂會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GMEGME之亂餘波盪漾何時結束之亂餘波盪漾何時結束？？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散戶聯合起來割了
華爾街沖突基金大佬的韭菜！美國民眾對華爾街
的憎恨由來已久，GameStop事件的發酵讓散戶
史上第壹次起義對抗華爾街的對沖基金並取得完
全勝利。美國金融系統收到前所未有的危機。這
究竟是怎麽回事？

GameStop是壹家在走下坡路的遊戲實體店
。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在線購買遊戲，華爾街的對
沖基金認為 GameStop 即將步 Toysrus 和 Block-
buster的後塵，最終破產。所以這些對沖基金早
就開始賣空GameStop股票。如果股票價格繼續
下跌，那麽對沖基金將盈利。如果股票價格上升

就會虧損。
但 是 突 然 間 ，

GameStop 傳來不
少好消息，散戶們
以為 GameStop 可
能會力挽狂瀾。這
些 好 消 息 包 括
519%的銷售額增長
， http://Chewy.
com的創始人入股
對 GameStop 進行
重組，與微軟組成
未來數年的戰略合

作夥伴。
美國最大的線上論壇Reddit上有個200多萬

人的用戶群叫做WallStreetBets。群中的壹個用戶
發現華爾街的機構投資者賣空了比市場上現有數
量還多的股票，這意味著壹旦股價開始上漲，股
票將會供不應求。話說回來，華爾街的機構投資

者賣空了比市場上現有數量還多的股票。那怎麽
可以賣空的股票數量比實際的股票數量還多？

WallStreetBets群裏的散戶意識到利好的消息
和股票的供不應求可以好好報復華爾街的機構空
頭，因為市面上沒有足夠的股票數量讓他們可以
買回來平倉。他們看到股票上漲，就壹起合力加
倉，數十億美元在短時間內蜂擁買入GameStop
。這讓很多買空的對沖基金破產。

這次事件對投資者來講，有壹些隱含的意義
是我們從來沒有遇見過的。

美南新聞主持人 Vivian、全美政治領袖基金
會會長李恕信、美南新聞主編蓋軍、美福藥局藥
劑師呂嶽勳壹起來談GME之亂餘波盪漾何時結束
？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美南時事通
》，也可以通過iTalkBB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
scdaily.com，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看美南國際
電視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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