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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名为“Precious SH Map”（珍贵的上

海地图）的微信小程序在上海的一场活动中

上线。打开这款小程序，以上海中心城区为

区域，围绕吃、穿、修、逛等消费场景标记

了上百家商户的折扣信息。其中“吃”所占

比重最大，尤以针对临期进行打折促销的面

包店标记最多。

Precious SH Map被人们称为“折扣地图”

，用户可以在上面找到附近的打折促销商铺。

没多久，这款小程序迅速火上热搜，并被冠

以“上海临期食品折扣地图”的美称，这一结果

完全出乎设计者咪咪的意料。

咪咪是江苏扬州人，目前在上海工作。她注

意到，许多商铺和零售企业要求工作人员打烊时

将当日未销售完的食物全部丢弃，“其实很多食

物都是可以吃的，如果商家在晚间把卖不掉的食

物打折出售，对商家、消费者、环境都是有好处

的。”

除了提供食品打折信息外，这款小程序也汇

集了一些支持低碳环保生活理念的商铺，二手书

店、服饰箱包修理店等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这款小程序，其实来源于咪咪的毕业设计。

她硕士就读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服务设计专业。

该学院关注的多是5年以后的世界趋势及相关议

题，包括人类未来发展的相关问题，并鼓励学生

提供解决方案。

临期食品便利店在欧洲很常见，购买临期食

品已经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消费方式。在

英国留学期间，咪咪接触到一款名为Too Good

To Go的App，使用者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在这

款App上买到当地餐厅当日销售过剩的食物，包

含还未过期的面包、甜品、三明治、烤肉等。这

些食物最终会以一个“大礼包”的形式送到消费

者手中。

除了可以自己选择食物外，有的商户还会包

装好食物，消费者在打开“大礼包”前，其实并

不知道里面有哪些食物，这让“大礼包”犹如一

个魔法包，时常带给消费者惊喜。

花更少的价钱买到实惠的食物，同时又能减

少浪费。咪咪从这种快乐中得到启发，2020年，

在准备毕业设计时，开始构思“折扣地图”。她

拉来一位会写代码的朋友作为“技术合伙人”入

伙，两人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完成了这款小程

序。

简明扼要的打折信息在平台上的店铺页面是

标配，比如“徐汇区安福路195号一家面包店晚

上7时后，面包打8折”，咪咪将它称为“情报

”。她最初是将自己发现的一些打折信息录入，

用户如果发现周边有类似的商户，可以在上面写

明地址、商户类别及特色，还可以上传照片以更

新补充。

地图上线后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越来越多的

志愿者参与其中，帮着咪咪一起寻找并更新打折

的商户信息，也有相关的机构组织找上门来要求

合作。

不同于线下零售商户多选择预包装食品，咪

咪关注的是非预包装食品，比如面包。“减少使

用塑料制品，减少没有意义的消费，或者去解决

一些食物浪费问题。”咪咪对《中国慈善家》说

，做这款小程序的初衷也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

人了解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小程序上线两个月以来，已有200多家商户

入驻。咪咪通过后台的数据发现，使用这款地图

的人群集中在20到40岁之间，多是白领。

和城市里的大爷大妈不同，年轻人忙于工作

，在享受外卖、快递这种快捷的便利服务的同时

，去商铺门店消费的机会也相应减少，对超市、

菜市场以及一些商铺的临期食品打折促销信息敏

感度很低。

正是看到这点，咪咪将目光聚焦在年轻人。

她觉得，通过折扣地图可以方便年轻人找到附近

的打折促销商铺，甚至享受到包括喝咖啡自带杯

子减免、修补物件等优惠和服务，让他们知道生

活中还有别的选择。“出门走走，说不定就可以

买到更便宜的东西。”

实际上，年轻人购买临期食品并非只是为了

省钱，对于热爱环保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时尚

的生活方式。

27岁的陈庆自称“爱存钱、爱运动的年轻人

”，向外人介绍自己时，总不忘加上一句“算是

个环保人士”。

外出采购物资时，陈庆和朋友们会将使用过

的购物袋清洗后循环使用。生活中，他也践行减

少使用一次性吸管等塑料制品。一次，陈庆去便

利店买包子，售货员刚拿出塑料袋，他就一把抢

过包子抓起来就吃，边吃边对售货员解释，“不

用一次性的塑料袋”，售货员惊讶的表情他至今

都记得。

陈庆目前在湖南长沙从事在线教育工作，和

很多年轻人一样，毕业离家后，吃喝拉撒都得靠

自己，购买食物是每天的需求。了解到临期食品

这个概念，还是读高中时看到的一本杂志，如今

，他会在线上线下的购物平台购买临期食品，近

期买得最多的是奶粉和燕麦片。他向《中国慈善

家》坦言，最开始购买临期食品只是为了省钱，

并没有过多的考虑这种行为是否会带来减少浪费

的积极影响。

临期食品进入大众视野引发关注后，有人把

临期食品爱好者形容为一群“贫民窟少年”，还

有人吐槽这是一种“穷人的快乐”。对于这些说

法，陈庆显得很佛系，“既能省钱，又不影响你

的生活，还能随手做有意义的事，有什么不好？

”

并非每个买临期食品的年轻人都这么豁达，

住在广州的赵丽尽管也认同购买临期食品所带来

的积极作用，但她还是在意旁人的眼光。在赵丽

的印象中，临期食品最早是慈善机构买来救济流

浪人员的。去年，社交平台向她推送了临期食品

的相关信息，她保持了关注。

赵丽之前的住所楼下就有一家临期食品折扣

店，买得最多的是打折汽水，大约一周买一次。

但有一次，看到货架上的肉松面包被贴上了5折

的标签，本来很想吃的她拿起面包，想了想又讪

讪地放回去。“当时周边有很多人，那个贴纸实

在是太显眼了，我感到有些尴尬，最后忍着没有

买。”

当下，人们动动手指就可以很方便的点到外

卖，每天被餐馆、便利店、超市等丰富的商业场

所提供的各种食物所包围，反而总在纠结吃什么

。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公布的《关

于珍惜粮食、反对浪费情况的调研报告》指

出，仅城市餐饮每年食物浪费大致在340亿～

360亿斤，还不包括居民家庭饮食中的食物浪

费。不科学的消费心理和方式、精细化管理

程度不够、缺乏节俭意识是造成餐饮浪费的

主要原因。

由于食品安全有关政策和企业要求，一些便

利店和大型超市会要求工作人员在视频监控下将

当日未卖掉的食物拆开丢弃。咪咪从一位在便利

店工作的朋友处得知，店里每天都要扔掉半个垃

圾桶容量的食物，看到朋友发来的照片，咪咪既

惊讶又痛心。

看多了周围常见的食物浪费行为，随着水涨

船高的物价，咪咪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点力量可以

唤起人们的节约意识，没有必要过多地消费食物

，保持理性采购和点菜。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食品浪费已经上升

到法律层面。2021年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反食品浪费法

》，要求“超市、商场等食品经营者应当对其经

营的食品加强日常检查，对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分

类管理，作特别标示或者集中陈列出售”。

实际上，在减少食物浪费方面，不少企业已

经进行了尝试探索。肯德基自2020年9月以来，

在深圳、广州、南京、上海、福州等地推出了

“食物银行”公益项目，将未售完的余量食物，

放在餐厅门口的冰柜里，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市

民，倡导勤俭节约。但这一善举也因今年3月，

在上海杨浦区的“食物银行”遭遇民众哄抢而受

到争议。

在咪咪看来，设立“食物银行”初衷很美好

，值得鼓励和提倡，但企业及有关方面可以把相

关的流程进一步梳理清楚，制定细则措施。比如

采取预约制，合理分配食物，规避一些可能发生

的问题。

而针对“临期食品”的处置问题，更大的争

议或是在于食品安全。盒马鲜生此前因晚上9点

以后集中处置当日未售完的日日鲜食品遭到诟病

，最近又因使用“过夜奶”做冰淇淋被网友爆料

。尽管盒马鲜生很快回应称此举是为了避免浪费

，依然有人无法理解。

然而，对于售卖临期食品可能带来食品安全

相关风险和商户责任，在《反食品浪费法》中却

并未作出明确表述，这也使得临期食品的处置变

得进退两难。

“食品不应该有临期品，临期品只是资源错

配，没有找到适合它的人。”临期商品促销平台

善食者联盟创始人邱喆曾这样表示。

北京望京一家临期食品折扣店内的一款打折

饮料售空。

咪咪正在做的，或许正是将消费者需求和商

户信息进行对接，帮助双方自由匹配。但这款小

程序是她工作之余打理，还未打通销售渠道环节

，也无法承担库存，并没有形成商业模式。目前

，折扣地图也仅仅是为消费者和商家提供一个免

费发布信息的平台，引导大家共享共建本地生活

圈的折扣相关信息。用咪咪的话说，是“用爱发

电”。

折扣地图的走红，也让咪咪看到了可持续的

生活方式被关注和被需要。她深知，这种生活方

式的生存土壤离不开国家倡导厉行节约的大环境

，以及商户等相关业态的生存需要。

“未来还有更多可能性！”咪咪现在想到的

是通过折扣地图可以在商户和消费者之间做更多

的价值连接，包括与相关的企业机构进行探索合

作，举办相关的活动。

咪咪说，希望通过自己开发的折扣地图小程

序，鼓励大家去了解和践行一种可持续的向善生

活方式。“让他们去多出来走动，跟线下商户产

生连接，然后知道生活中还有一种选择，它可能

会对环境有一点点好处，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便

宜。”

爱上临期食品的年轻人
吃临期食品并不丢人，反而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特价、全场两折起！”

傍晚，北京望京SOHO楼下一家便利店的橱窗竖起大字促

销标语，不时有三三两两的顾客提着购物袋从店内走出。

这是一家临期食品折扣店，今年2月开始营业，在北京还

有两家分店。与一般的便利店不同，这家便利店货架上摆放的

全是各种临期食品及生活日用品。原价56.2元的5kg大米，由

于还剩4个月的保质期，降价到29.9元出售。

不到10分钟，店里陆续涌进20多位顾客，几乎全是年轻人

。两名男子看着货架上仅剩的两瓶饮料，询问店员得知没货，

显得有些失望。

临期食品，顾名思义就是接近包装标注保质期的食品。近

年来，临期食品折扣店在国内渐渐兴起，多个城市均有分布。

而购买临期食品，也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消费方式。

聚集了超过37000位成员的豆瓣“我爱临期食品”小组，

每天都有人在讨论、分享临期食品探店经历及心得体会。不少

人还纷纷晒出自己在临期食品折扣店的扫货“战利品”图片。

这些爱好者们享受用打折的价格，吃到不打折的美味，也传递

了一种“真香”理念：吃临期食品并不丢人，反而是一种可持

续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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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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蔚華區長組織僑社為卡格爾競選募捐李蔚華區長組織僑社為卡格爾競選募捐
感謝他投資興建國際區寶塔感謝他投資興建國際區寶塔

【美南新聞泉深】7月27日晚，休斯頓國
際管理區區長、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國
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先生在休斯頓白宮 （李
宅）組織僑社為哈裏斯郡第四區（Harris
County Precinct 4)專員傑克·卡格爾（Com-
missioner Jack Cagle) 競選連任募捐，感謝他
的團隊投資百萬美元興建國際區寶塔（Pagoda)
。這座寶塔由著名華裔設計師李兆瓊（C.C
Lee) 設計，建在國際管理區藝術層公園（Art
Storey Park）內，是國際區的標志性建築物，
將於9月10日破土動工。

五個月前，國際管理區和西南管理區劃分
為哈裏斯郡第四區的管轄範圍，卡格爾專員立
即帶團隊考察國際區和西南區的城市建設，走
訪各個社區、企業單位、農場、學校、診所、
教會、餐館、超市等，了解他們的情況，詢問
他們的要求，爭求他們的意見。

卡格爾是第四區專員共和黨候選人，在
2010年的選舉中獲勝，於2011 年1月1日上任
，此後在2014年和2018年的選舉中再次獲勝
連任。本屆任期將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結束
，目前正在競選連任。

募捐活動由國際貿易中心共同主席金諾威
（Jim Noteware)主持，他介紹了哈裏斯郡第四
區專員卡格爾。

卡格爾說：“我在這個崗位上任職近12年
，主要工作集中在三個方面：1. 法律實施，既
要這個區的公民遵紀守法，又要這個區的公民
有安全感。2. 城市的交通、公園建設和綠化。

3.教育，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教育，在嬰幼兒的
護理方面每年投入了大量的資金。”

他說：“我們把這個區管理好，目的是為
民服務，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創造財富。國
際區和西南區就是最好的範例，這裏發展迅速
，經濟繁榮、生意興隆。” 他接著說：“我是
納稅人的擁護者，我一直主張減稅，讓生意人
用更多的錢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讓更多人富
強起來。” 這和民主黨的大政府、多交稅、少
工作、高福利形成鮮明的區別。他說：“作為
納稅人的政府一方，我們應該尊重納稅人將其
交到我們手中的每一分錢。上任十多年來，我
們一直在第 4 區非常努力地為民眾服務，無論
你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今年，我們負責
投資興建國際區寶塔，是國際區的標志性的建
築物。” 第四區管轄範圍的人口超過130萬，
每年的預算金額為2.905 億美元，主要用於城
區的建設。

他提到：“西南區是一個安全隱患多的地
區，打砸搶案例在休斯頓名列前茅。我們一方
面要在治安方面增加更多的投資，加強警力
（民主黨要減少投資，減少警力）；另一方面
也要提高自我防禦的能力，不給罪犯可乘之機
，這就是我們的法律實施。”

李蔚華區長感謝卡格爾專員關心關注國際
管理區的發展，他說：說“四個月前卡格爾專
員考察了國際區和西南區的基本情況，上個月
由他負責的布雷斯河流步行小徑在又國際管理
區破土動工，現在又宣布投資興建國際區寶塔

，還有正在考慮在國際管理區建立國際文化博
物館的計劃，這是我們國際區的榮幸，我們深
表感謝。”
休斯頓國際管理區也迫切需要一座國際文化博
物館

休斯頓國際管理區是一個蓬勃發展和充滿
希望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國際社區。二十
年前該地區是一片未開墾的荒地，鳥無人煙，
雜草叢生。現在發展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
馬路寬敞，高樓林立，百廢俱興，繁華似錦！
國際區人口不斷的增加，據2017年統計數據，
國際管理區人口達到10萬2千900 餘人，其中
白人佔29%，西班牙裔佔44%，黑人佔28%，
亞裔佔21%，其他裔佔22%。這裏除了有歐洲
文化外，也有亞裔（東方）文化、拉丁美洲文

化、非洲文化等，但仍然缺乏多元民族、多元
文化的展示場地。因此，國際管理區迫切要一
個景點展示各族裔的曆史、文化、人物景觀的
國際文化博物館，豐富國際管理區的物資文化
生化。

西南區李雄區長說卡格爾是休斯城新中國
城建設二十多年來首位到訪的地區專員，表明
他關心我們，支持我們。他說穿行於西南區和
國際區之間的百利大道（Bellaire Blvd) 兩旁的
建築群，除了Home Depot外，其它建築群都
是由亞裔投資興建的，這裏的超市、餐館、酒
店、企業、公司、診所、辦公樓等都是亞裔所
有，亞裔人口在這裏超過20%，亞裔在這裏做
出了突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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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GMCC萬通貸款支招小房換大房萬通貸款支招小房換大房

【主持人簡介】：王潔（Jessie），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新聞系。畢業後一直供職於國家知名媒體十載，有豐富的策劃、採訪經歷。先後參與過《東方時空》、《安全現場》
、《夕陽紅》、《熱線12》等欄目的採拍製作，並多次獲得中國中央電視台《最佳編導》獎項，個人節目曾多次獲獎。目前定居於德州休斯頓，任職於美南國際電視台擔任
新聞主播、財經主持人。

每週三《美南時事通》GMCC萬通貸款的創始人James Jin和他的團隊接受主持人王潔
（Jessie）採訪，分享很多貸款的實際案例。講述在目前這種高通脹的狀態下，消費者最
關心的話題，如何讓自己手裡的錢保值。

GMCC萬通貸款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產品，有觀眾諮詢，如今房市很火，孩子剛工作，
錢不夠，可能經濟上需要支持，所以在貸款中就會有贈予這樣的行為， GMCC萬通貸款就
有這樣一款gift fund的產品，兩者之間有什麼區別？請關注每週三晚上7點半播出的《美南
時事通》。

其實對於貸款來講，每個人的情況都是不一樣的，GMCC萬通貸款要為消費者量身定
制貸款計劃，目前的這種利率上漲的情況下，在GMCC萬通貸款依然可以拿到非常好的利

率。在眾多案例，還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貸款需求。如果您目前有計劃搬家購置新屋，其實
並不是一定需要賣掉您現有的住房來進行第二次購買的。節目中GMCC萬通貸款的Iris也會
給我們解讀相關的貸款計劃。

目前，萬通貸款除了在加州、德州、佛羅里達州，在22個州都擁有執照並在開拓業務
。而且如今市場通脹，很多消費者在這種情況下會認為買房是一種好的投資選擇。而
GMCC萬通貸款作為資深的貸款機構非常受建商和房產經紀人的支持的，貸款計劃比較豐
富，吸引了非常多的合作夥伴。對每個消費者也會有不同的產品計劃。如果您有問題諮詢
，歡迎與GMCC萬通貸款取得聯繫，他們的電話是832-982-0868。歡迎收看我們每週三
晚上7點半播出的《美南時事通》，聽專業人士分析貸款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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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奇聞

休城社區

常言公输班骑乘木鹤遨游天际，又

闻诸葛孔明造木牛流马，不用人力便可

运粮。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当中不乏巧

绝人寰的技艺。

话说明朝崇祯年间，江苏吴县有个

巧匠，名叫徐正明，此人自幼好学，手

艺精湛，木工一流，远近驰名。

有一次，徐正明听说书人讲奇书《山

海经》，书中奇肱国人造飞车空中捉鸟、

翱翔天空的奇妙之事深深地吸引了他，随

即萌生出制造“飞车”的念头。

自从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常常扰得

他彻夜不眠、饮食俱废。看着他一天天

魂不守舍，越发消瘦，妻子十分心疼，

几经询问之后，他终于说出心愿。

一听他要造飞车，妻子认为他是痴

人说梦，请亲戚朋友来劝他，到头来谁

劝也无用，徐正明认为困难只能吓倒懦

夫，路是靠人闯出来的，无论付出多少

艰辛，他也要造出飞车。妻子见劝说无

效，也就不再劝他，认为等到他的一腔热

血磨没了，就会回归正常。

要造飞车，第一步要设计出切实可行

的图纸。从此，徐正明瞑目沉思，伸纸画

图，画了改、改了画，废寝忘食，前前后

后花费一年时间，历经波折，终于攻克难

关，得出一个满意的设计方案。

原本家境小康，吃喝不愁，然而经

过这一年的折腾，家里已经快到了无米

度日的地步，更别提买木料搞制作。

然而这一切，都未能动摇徐正明的

决心。没钱买木料，他就把家里的桌椅

板凳床榻箱柜全拆掉用以做试验。妻子

看着丈夫已经进入疯魔状态，面对三个

幼小的孩子，只能偷偷掉泪。不久后，

小儿子因为得病无钱医治而夭折。丧子

之痛令徐正明痛不欲生，忧心如焚，他

不得不中断发明创造，打点行装出外做

工，换取家用养活家人。

两年过后，家境逐渐恢复，攒下一

些积蓄的徐正明重新将图纸拿出来，没

日没夜地制造他的心中所愿。

史无前例的创造，免不了要走弯路

，徐正明抱定信念，历经无数次失败，

眼看着垂杨绿了又枯、枯了又绿，历经

五个年头，终于打造出一个成品。

这架飞车的样子像椅子又像箱子，

总之外形奇特。人们从没有见过这样的

怪设计，“试飞”那天，看热闹的人密

密匝匝，大家议论纷纷，都用难以置信

的眼光等着看徐正明的表演。

徐正明心中也很是忐忑，他在“试飞”

之前，跟妻子交代了后事，万一自己出

事，就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住。交代完后

事，徐正明大踏步跨上飞车，坐定之后

，两只脚轮番地踏着一块特别装置的木

板，带动齿轮快速飞旋，车子以超乎想

象的速度顺着平坦的道路滑动，随即腾

空而起，如同一只怪鸟在空中盘旋。

如此景象，怎不叫人惊奇。待到徐

正明驾驶着飞车按原线返回，缓缓降落

之后，人们蜂拥而上，争先近距离一睹

“神仙宝器”。

经由徐正明一番说明，才知这架飞

车采用十分精密的“齿牙错合”原理，

利用齿轮转动装置，带动螺旋桨，从而

使得飞车真正地飞起来。虽然不能像奇

肱国人制造的飞车那样在空中捕鸟，但

也能翱翔天空。

虽然飞车已经制造成功，但徐正明

仍不满意，于是决定再花苦功夫，不断

完善这架飞车。他要让飞车飞越太湖水

面四五十里，来往于缥缈、莫厘两座高

峰之间。

虽有一番大志，奈何天妒英才，徐

正明劳累成疾，一病不起，再无力气完

成心愿，只好在临终之际，将长子徐庆

叫到床前，含泪叮嘱儿子，要继续制造

飞车，帮父亲完成心愿。留下遗言之后

，徐正明双目一闭，与世长辞。

徐庆谨遵父训，刻苦钻研，力图用

毕生精力完成父亲的遗愿。久而久之，

徐庆着了魔，就连娶妻生子的人生大事

也不顾，完全将心思放在制造飞车上。

当娘的不想儿子的大好青春全部浪

费在一堆木头上，更害怕儿子因此而英

年早逝，于是趁着儿子出外买木料的时

候，举起斧头将飞车劈碎，连同几箱图

纸，一把火付之一炬。

徐庆回家后，见父亲的心血彻底毁

掉，欲哭无泪。本想重新设计图纸，奈

何满人入关，已经杀奔江南，徐庆只能

抛却父亲遗愿，携带老母到外省避难，

自此音信全无。

虽说徐正明花了大半生精力创制的

飞车失传了，然而他那孑然一身，坚持

不懈的精神却流传下来，让有心之人创

造无限奇迹。

明朝奇人造飞车，借助齿轮原理翱翔天际

此事出自清代文人袁枚之笔，至于

真假与否，因为年代久远，难以判断，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权且当个传奇故

事来看也就是了。

话说西北地区的妇女夜间小解，都

是去院中茅厕，而不在卧房摆放尿盆尿

桶，常常因为夜深人静而闹出一些事情

来。

此文所说之事发生于陕西咸宁的一

个村庄之中，村里有一对赵氏夫妻，新

婚两年，尚无子女，小夫妻二人夫唱妇

随，十分恩爱。妻子赵刘氏年方二十岁

，肤白貌美，很有人缘，每次出门，丈

夫必然陪同身边，表面上是保护妻子的

安全，实际上的还是为了保护妻子的贞

洁。当地常有马贼出没，经常做出掳人

妻女的恶事，还有一种比马贼更让人感

到害怕的东西，当地人称之为“毛人”

。

一个夏天的晚上，约摸四更天时，

赵刘氏光着身子到院中小解。这是平常

之事，因此丈夫仍呼呼大睡，但过了好

一阵子，丈夫伸手一摸，身旁并无妻子

，顿时感觉不妙，翻身坐起刚要喊妻子

的名字，就听到院中有哗啦啦的声响。

他担心妻子出事，也顾不得穿鞋，拎起

一根棍子，光着脚跑到院中，借着月光

一瞧，只见妻子赵刘氏趴在墙上，两只

手紧紧地扒住墙头，惊恐地朝着他呜呜

叫。

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院墙外面拽妻

子的腿，快速拉开门闩打开院门跑到院

外，只见一个浑身红毛的怪物在用力扯

拽妻子的一条腿。他救妻心切，顾不得

害怕，举起棍子朝着个红毛怪物打下去

，一边猛打，一边大声呼救，希望邻居

听到他的呼救声，快些出来帮忙。

然而那个红毛怪物似乎不怕打，嘴

中发出嗷嗷的叫声，任凭他的棍子打在

身上，仍不肯松手放过赵刘氏。

丈夫见棍棒无用，于是跑进院中，

抄起一柄柴刀，想要用柴刀砍断红毛怪

物的手救下妻子。但等到他举着刀再次

跑出去时，红毛怪物已经将赵刘氏从墙

上拽下来，扛在肩头，疾跑如飞，迅速

消失在夜幕之中。

这时候才有几个邻居出来询问发

生了什么事？他央求邻居帮忙把妻子

救回来，邻居不知道掳走赵刘氏的究

竟是个什么东西，因此全都担心贸然

去追反受其害，劝他等到天亮后再去

找寻。

天亮后，二十几个壮年，手持鸟枪

长矛，结伙跟他一起去寻找赵刘氏的下

落。顺着时隐时现的大脚印，一直走了

二十多里路，终于在一处树林中找到了

已经死掉的赵刘氏。

可怜赵刘氏，死状忒惨了些，浑身

满是抓痕、咬痕，肩头皮肉被咬下一块

，隐约可见森森白骨，下腹与两腿之间

，好大一片血污，显然遭受凌辱所致。

在她的嘴巴里面，被塞满了泥土，这便

是她见到丈夫时，不能呼喊的原因。

此事随即通报官衙，官衙派人查过

后，认定这件事并非马贼所为，而是毛

人所为，在当地并非第一次出现这样的

事情，原先也有几户人家的女子被毛人

掳走，死状与赵刘氏几乎一样。

官府随即召集全县境内的所有猎户

，并且贴出悬赏告示，有能捉拿毛人者

重赏。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半年

过去了，仍旧没能抓到毛人。倒是有猎

户看到了毛人的样子，说是似人非人、

似猴非猴、奔跑速度很快，就连猎犬都

追不上。

当地有老者说，自秦朝覆灭之后，

当地就有了毛人的传说，有人甚至认为

毛人就是毛民，是先秦人的后代，由于

常年躲藏在荒无人烟的区域，因此已经

完全不会说人话，也出现了返祖现象，

变得不像人，而更像猿猴。他们不但喜

欢掳走女人，也喜欢掳走小孩抚养成自

己的孩子，总之遇到毛人，一定要小心

为妙。

无独有偶，纪晓岚也曾写过有关毛

人的笔记，他自称前往陕西访友时，碰

巧听说当地的猎户捕杀了一个毛人，出

于好奇，便撺掇朋友一起去看。只见毛

人的体型高大，浑身长满红黄相间的短

毛，长相十分凶恶，脚掌和手掌都比常

人要大很多。当地人也说，毛人是秦人

的后代，由于常年不跟人接触，因此返

祖成为野人。

至于袁枚和纪晓岚所说之事是否

属实，还是那句话，姑妄言之，姑妄

听之，信则有，不信则无，没必要较

真。但以笔者的个人观点来看，大千

世界，无奇不有，世界各地都曾出现

过野人的传说，甚至还有人拍到了野

人的照片，或许深山老林藏有野人的

说法并非无稽之谈，极有可能是真实

存在的。

清代有关“毛人”的记载：
相传是秦人的后代，返祖成为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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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亚裔美国人：那些年我们遭遇的歧视
讲述者：乔琳，15岁，高中生，父母来自中国

“他曾是我的父亲，现在不再是了”

15岁的高中生乔琳，在美国南加州出生、长大。

她的父亲来自河北唐山，母亲来自南京，20多年前一

起从中国来到美国留学，并在这里定居。

乔琳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母亲之

后又嫁给了一个保加利亚白人男子。乔琳对新京报记

者说：“在2019年之前，我的生活都还不错，但是

随着疫情的到来，情况开始变糟了。”

乔琳称，从2020年4月左右开始，突如其来的新

冠疫情导致美国国内反华情绪高涨，她的继父也深受

影响，经常会对中国人进行言语侮辱。乔琳说，她和

妈妈一开始都会尽量无视这些言辞，但他几乎每天都

这样说。

乔琳说：“这个人从我3岁起就抚养了我，对我而言

，他一直是我的父亲——直到某一天，他不再是了。”

一次最坏的情况是，乔琳的继父向她的脸上吐

口水，并高喊着她就是新冠病毒的病因，让她滚回自

己的国家，哪怕他清楚地知道，乔琳出生在离家不到

20分钟车程的南加州的医院。

母亲和乔琳的继父还育有两个孩子，一开始只

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因为她不想让孩子们再在一

个缺少父亲的环境下长大。母女两人都忍受了一段时

间。然而，乔琳说，母亲面对的情况比自己所遭受的

还要激烈。

乔琳提供了一段语音备忘录，从中能清楚地听

见一个男人对着一个女人用英语大吼大叫，“你们带

来了新冠病毒，滚出我的房子，再也不要回来了！”

目前，乔琳的母亲已经与继父离婚，并在去年7

月搬出了房子，带着乔琳一起生活。而母亲和继父一

起生养的两个孩子，一半时间和妈妈待在一起，另一

半时间和前继父待在一起。

“母亲和我搬家后，我一直试图清除掉这段记

忆。直到几天前，我才意识到，这就是对亚裔的仇恨

犯罪。”乔琳说。

通过这次事件，乔琳说她第一次直面来自世界的

“纯粹的仇恨”。“这件事真的使我长大了，我学会将

自己的感受划分开来，并努力忘记让我痛苦的事情。”

乔琳也说，自己之后的行事会更加谨慎，并表

示绝不会再允许别人对自己说出可怕的话，也不会再

沉默接受一切。

乔琳所在的社区目前情况尚好，没有出现过重

大的袭击事件。对于持续上升的亚裔仇恨犯罪案件，

乔琳说，这些数字目前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但这大部

分都是全年的数据。“令人吃惊的是，主流新闻媒体

只有在数字如此庞大的情况下才肯报道它。”

即使疫情结束，乔琳也认为，仇恨仍会存在，

但是仇恨犯罪或许不会那么频繁。

在曾经的中小学时期，乔琳有时也会因为自己

的亚裔身份，被同学四处追逐和嘲笑，还被称为“玲

玲”。（该名字在美国带有侮辱性质，是故意模仿中

文发音的行为，经常被用来嘲弄中文使用者和华裔）

“不过，这些都不是特别严重，我也没有遭受

过身体上的攻击。这些只是亚裔美国人在美国成长的

典型经历。”乔琳说。

讲述者：Tony Khuth，32岁，保险公司雇员，

家人来自柬埔寨

创建播客节目为自己发声

32岁的Tony Khuth在明尼苏达州的罗切斯特出

生并长大，目前在爱荷华州工作，是一家保险公司的

雇员。他的家人是来自柬埔寨的难民。

Tony告诉新京报记者，当自己的家人们最初以

难民身份来到美国时，他们被安置到低收入社区。上

世纪80年代，一些年轻男孩形成的帮派团伙在社区

不断对他们发动攻击，这使得全家不得不从加利福尼

亚州搬到了明尼苏达州。

“我们真正经历的是，别人将我们视为微不足

道的存在，”Tony说，“我们很难找到真正有意义

的工作。别人说我们经常失业，那是因为这就是他们

对待我们的方式。”

当新冠病毒开始在美国肆虐的时候，Tony开始

注意到来自周围人的区别对待。有一次，Tony在美

食广场轻微地咳嗽了一声，并且用肘部护住了自己的

口鼻。尽管如此，当时站在他身边的一个女人立即往

后退去，并且说：“不，我不想染上亚洲病毒。”

近期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给Tony带来了巨大的精

神压力。Tony说，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这样的氛围使他终日被恐惧包围。他还有一个年迈的

母亲，而他现在十分担心她出门会遭遇不测。“我们

现在正在经历的一切并不新鲜，这只是一个现实。”

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Tony认为，诸如

Facebook之类的社交平台，能给亚裔群体一些发声的

空间，而他自己也在各大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但是

，创建一个能积极发声的环境依旧非常困难。Tony

说，仍然没有人把他们认真当回事。

不过，Tony还是努力为自己发声。他创建了一

个播客节目，向人们呼吁重视目前种族歧视的严重性

。“只有当有人被谋杀了，人们才能意识到问题……

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更主动。”

Tony的播客节目，致力于代表柬埔寨裔美国人，

反对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分享自己对于文化、政治以

及每个人独特“交叉身份”的追求和理解。节目刚刚起

步不久，播出了4集，已经拥有了大约120个听众。

Tony说，他创建播客节目，是为了让大家的思想

更加积极主动。虽然这种主动也许会与亚裔从小所接受

的“明哲保身”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Tony仍希望人们

能在公开的社交平台上发帖表明自己受到了攻击。

“虽然这很难做到，而且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

，但是我开始注意到，在我的社区中，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分享。”

Tony认为，最有效的保护措施就是建立社区意

识。BLM黑人运动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主流媒体

广泛报道，造成了很大的反响。而现在，亚裔也在经

历着仇恨，但是还有太多的袭击没有被报道。Tony

称，种族主义不会随着疫情的消失而消失，但是他希

望情况能有所好转，希望所有人都拿出勇气公开自己

的经历和遭遇。

Tony的播客节目简介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有

时候，你必须要开拓自己的路，因为路还不存在。”

讲述者：Tracy Liu，31岁，驻美记者，家乡

江苏常州

枪击案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亚特兰大的凶杀案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是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Tracy Liu对新京报记

者说。

Tracy是驻美记者，今年31岁，家乡是江苏常州

，2015年来到美国南加州大学读商科研究生，因为觉

得美国的教育资源很有吸引力，Tracy毕业后选择留

在美国，目前居住在得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

从上学开始，Tracy就经历过歧视，虽然没有严

重的肢体接触，但是会遭受一些带有轻蔑性的言辞。

比如，如果和美国人一起合作写作业，组员总是会说

起中国人爱抄袭，并且提醒Tracy，“你可能不懂，

我们在美国不能抄袭。”

搬到得州以后，由于该州的特朗普支持者较多

，再加上州长在3月份发布的废除强制口罩令，很多

人都对戴口罩一事十分反感。Tracy几乎不出家门。

在外面的世界，被扯口罩、被吐口水、被喊“中国病

毒”的案例比比皆是。

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一家拉面店的

亚裔老板在接受CNN采访时，提到自己反对废除强

制口罩令，却因此遭到了种族主义者的涂鸦袭击。老

板称，威胁一直在“加剧”，他将不得不离开圣安东

尼奥市。

Tracy表示，这些事情在得州确实比较常见。尽

管很多人可能都曾遭受攻击，但都算是比较轻微，大

家都忍下来了，也一直在安慰自己，“都会好的，都

会过去的”。直到亚特兰大枪击案的发生，成为了压

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Tracy说，把亚裔女性当成一种“诱惑”，是非

常令人屈辱的看法。而这样一种明显带有种族歧视性

质的行为，却被摆在台面上说出来，让她深感震惊。

尤其是佐治亚州一名警长在发布会中曾经公开

表示，枪手经历了“糟糕的一天”。这一说法更是引

起了公愤，之前积攒的情绪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

在游行抗议现场，很多人都哭了。

作为记者，Tracy曾经亲眼目睹并且记录了去年

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M）。她说，在经历

了BLM运动之后，大家都在期望整个社会可以意识

到种族歧视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警方发言人的言辞以及个别媒体对于凶手

的描述让人感到失望。大家开始意识到，亚裔被歧视

这件事并没能在社会上引起普遍的共识。

“得州这边很多人都打了疫苗，餐厅也在重启，我

认为疫情快要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很多仇恨犯罪未必与

疫情有关。”Tracy认为，仇恨犯罪真正的原因可能是

更深层次的，比如经济衰退令人们丢了工作，生活陷入

困境，于是他们把仇恨发泄到了无辜的人身上。

讲述者：Mia Foster，38岁，美籍苗裔全职妈妈

，父母来自老挝

美籍苗裔的困境：政府官员煽动种族攻击

苗族裔美国人是美国一个亚裔族群，主要来自

老挝、越南、泰国和中国南方，大多数人是越战后来

到美国的。据美籍苗裔人口调查组织的数据，全美苗

族人口大多数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明尼苏达州。

38岁的Mia Foster，一位有着三个孩子的全职妈

妈，就是美籍苗裔的一员。她的曾祖父来自中国南方

，父母都是老挝人。自小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她，目前

生活在加州的埃尔克格罗夫，与邻里一直相处和谐。

2020年6月，在反亚裔的仇恨困扰着全美时，社

区中不熟悉苗族的成员，包括一些政府官员，都开始

散布关于苗族不实的传言。他们认为苗族文化有着

“控制力强并且吓人的体系”，苗族群体被形容为

“帮派”，许多人被要求“回中国”。

仇恨在2020年9月29日晚上的活动中达到了高潮

。Mia称，当时，苗族社区的数十名成员聚集在一起

，抗议当地政府官员辛格·艾伦煽动社区的种族攻击。

当天晚上多名目击者看到，一名抗议的反对者

，开车穿过抗议者聚集的停车场并摇下车窗，对着一

群亚裔抗议者大喊：“愚蠢的亚洲人！”随后，他将

车撞向了人行道，当时几个苗族老年妇女和一个8岁

的孩子正站在那里。

苗族妇女们立刻跳开，以免受到伤害。8岁的男

孩也被吓了一跳，迅速行动起来。后来这个男孩说，

经过这次事件，他“一生都会留下心理阴影”。Mia

说，尽管她当时正好背对着人行道，没有亲眼目击全

过程，但是她仍然清楚地记得目击全过程的朋友们脸

上惊恐的神情。

Mia称，大家随后联系了当地的警方，但是最终

并没有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件事就这样不了

了之。

“我们城市大约有10万到17.5万人口，我以前

从来不知道社区中的种族主义有这么猖狂。我们的城

市实际上是非常多样化的，而且我们也为我们的多样

性感到自豪。但是现在看到这一切，真是令人失望，

我们的未来还任重道远。”Mia说。

亚裔遇到麻烦，往往因为内敛的文化而选择沉默。

美籍苗裔也不例外。Mia说，苗族群体往往趋于被动，

只是想管好自己，避免麻烦。“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

伤害我们的地方，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目标。”

Mia在去年夏天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希望

提高人们对城市社区中种族歧视问题的认识。她和她

的组织成员将对社区开展教育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苗

裔群体。同时，他们还在继续努力追究民选官员发表

不实言论的行为。

据CNN报道，在亚特兰大枪击案之后，美国总

统拜登曾经公开谴责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激增”的仇

恨犯罪。

Mia说，尽管她非常感谢拜登的发言提高了社会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就会有所作

为。她觉得，主流媒体的报道才能真正为他们的群体

带来帮助。“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这将比总统所

要做的任何事情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讲述人：Helen Li，40岁，教育工作者，家

乡湖南湘潭

美国教育系统中也存在种族歧视与不公

种族歧视不仅存在于表面的言语或肢体虐待，

也存在于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中，反映在人们的举手

投足中，甚至是教育系统中——教育工作者Helen Li

这样认为。

今年40岁的Helen，老家是湖南湘潭，已经在美

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目前与美国人丈夫和两个孩子生

活在美国马萨诸塞州。

Helen曾经在美国的公立学校担任老师，在她看

来，美国教育系统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并不是指老

师对亚裔学生或家长直接的辱骂或攻击，而是潜移默

化的行为和态度。

美国本土老师对亚洲文化的不了解，甚至是误

解，会导致他们无法理解每个亚裔家庭的多元化和层

次，因此很难培养好孩子，甚至可能会给孩子造成心

灵上的打击和伤害。比如，当亚裔孩子在学校遇到困

难时，美国老师会以自己的主观意见揣测孩子们的想

法，而不是认真去聆听孩子们自己的说法。

Helen表示，之前自己教书的时候，看到同事开

家长会，会把一个大大的闹钟放在家长的桌子面前，

以便随时提醒家长，自己的时间有限。

亚裔家长会习惯性地认为，不要耽误老师时

间，自己原本想说的话，可能也就不说了，却因

此丧失了跟老师深度交流的机会。Helen曾经亲眼

目睹，有亚裔家长想与老师交流问题，被婉言拒

绝。而当美国家长找上门来时，老师们却非常热

情并且欢迎。

同时，美国老师们对亚裔家庭，尤其是中国家

庭的“隔代性”也并不了解。Helen说，他们根本不

知道一个孩子可能还会有其他4个老人（外公外婆爷

爷奶奶）的照顾。他们只是片面觉得，每天早晨开车

送孩子来上学的人就是带孩子的那一个，便会因此怀

疑孩子是不是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

Helen表示，很多老师与家长和孩子的交流基于

这样的假定和基础，这就是一种不公平的行为。“可

想而知，当一个根本不懂得我们文化的老师，用他们

自己的标准来看我们的孩子时，距离会有多远。”

Helen心目中的教育工作者需要有奉献精神，愿

意为了学生的利益去牺牲，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老师

都愿意付出牺牲。

目前，Helen正在自发地为各个学校的老师和教

授做多元化培训，告诉他们怎么样更好地了解中国学

生和亚洲学生，同时也在通过不同的组织，从文化角

度出发，让老师们更好地了解现在亚裔家长和孩子所

处的困境。

Helen说，在她站出来发声之后，很多家长也被

激发，分享了自己在教育系统里的遭遇，很多委屈都

让人心痛和落泪。

面对近期愈发严重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现象

，Helen表示，其实歧视亚裔现象是长期以来一直存

在的问题，只是最近从一个稍许缓和的趋势走到了相

对极端的趋势。

“如果我们更主动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

可能就不会有更加极端化的现象了。现在的种族歧视

，完全提升到了一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非常气愤的

地步。”Helen说。

拥有“世界民族大熔炉”之称的美国，近期并不太平。

自从2020年3月以来，美国出现近3800起自我报告的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分别

来自47个州和特区。至于没有被报告的案件还有多少，不得而知。

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是，前任政府的反移民政策，以

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病毒”和“功夫流感（Kung Flu）”等

语言的使用，无疑让亚裔美国人，尤其是华裔，成为了新冠病毒的替罪羔羊。

对亚裔的歧视今年以来达到了新的顶峰，美国各大城市爆发了针对亚裔的仇恨犯

罪。从地铁站里被裁纸刀划伤脸颊的61岁菲律宾裔老人，到在马路上被喊“滚回去”

的25岁韩裔女子，再到西雅图唐人街被硬物击中后鼻子骨折、牙齿碎裂的日裔妇女，

亚裔一直在承受着无端的攻击。

当地时间3月16日，美国亚特兰大3所按摩院发生连环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其

中包括6名亚裔女性。根据警方报道，21岁的嫌疑人罗伯特· 亚伦· 朗称，枪击事件不是

出于种族动机，而是因为他有“性瘾”，而开枪是为了消除按摩院内的“诱惑”。

这一次，人们终于发出了“必须采取行动”的呼声。

上周末，全美各地都纷纷举行了抗议活动，号召停止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行为，

立法者们也在敦促通过立法，更好地追踪和遏制仇恨犯罪。

当地时间3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公开谴责了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激增”的仇恨犯

罪。“我们的沉默是同谋。我们不能成为同谋。我们必须大声说出来。我们必须采取

行动。”

3月18日，中国外交部针对亚裔和华裔被仇恨攻击的事件回应称，过去一段时间，

美国国内针对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亚裔歧视现象层出不穷，相关暴力犯罪事件屡屡发

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美方应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好自身的种族主义问题，维护和

保障在美中国公民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近日，五位亚裔美国人讲述自己的经历，呼吁人们重视种族歧视问题，停止对亚

裔的仇恨。



近日，由李睿珺編劇並執導，武仁

林、海清領銜主演的電影《隱入塵煙》

正在熱映，影片以紮根泥土的蓬勃生命

力和平實動人的故事，收獲了業內人士

和影迷的認可，豆瓣評分也從7.8上升

至8.4，被贊為「年度華語最佳電影」。

其中，南京演員海清塑造的農村婦女，

更是被影迷戲稱為「整容式演技」，備

受好評。

聚焦小人物，南京演員海清演繹
「西北農村婦女」

電影《隱入塵煙》講述了西北農村

，兩個被各自家庭拋棄的孤獨個體，在

日復一日的耕耘中相濡以沫的故事，其

中，武仁林與海清展現了一對底層農民

夫婦從陌生到熟悉、從相知到相守的心

路歷程。今年2月，該片曾入圍第72屆

柏林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上映之初

便備受影迷期待。

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馬有鐵和曹貴

英，是村裏被厭棄的「失語者」，他們

一個像是沈默寡言的驢子、任勞任怨，

一個是身患隱疾的殘疾人、局促不安，

兩個不被家人和村民接納的人結合在了

一起，互相取暖、相互依偎，成為了彼

此生命中難得的光。他們的感情，打動

了無數觀眾，網友HarperDie 評價道：

「被嫌棄、被拋棄的兩個癡心個體，就

這麼闖入了彼此的荒涼境地。環境的苦

難抵不過真心的熾熱。可火焰卻又如何

能消融世俗的寒涼？李睿珺讓這片貧瘠

的土地，迸發出最痛徹心扉的秧苗。每

每想到那個結局，如泣，如訴。」

而女主角海清的演技更讓觀眾驚喜

萬分。電影《愛情神話》的導演邵藝輝

認為：「海清飾演的村婦貴英，實在太

好了。能吃苦的人會有越來越多的苦給

他吃，能忍受的人會越來越能忍，可一

旦見識過活著的美好、愛的感覺，一切

也不再想忍了，活著比死還難受。」

以往，導演李睿珺的影片中啟用的

多是非職業演員，而他與海清在多年前

就有過淵源，一直有合作的想法。而

《隱入塵煙》中曹貴英這一角色的年齡

與海清也較為貼合，在讀完劇本後，海

清便決定要接下這一角色。

作為南京人，如何能夠在片中成為

地地道道的「西北農村婦女」，海清為

了這一角色付出了很多心血，她曾前後

花費十個月的時間，到拍攝地去體驗生

活，包括種莊稼、蓋房子、餵牲口等。

此前，海清在《專訪｜海清：不是我在

「轉型」，而是苦難中開出的花》中提

及，在拍攝過程中，最直觀的困難便是

聽不懂當地的方言，甚至在日常溝通中

都會鬧一些笑話，後來跟著導演和當地

人一句句地學，她才慢慢學好。而拍攝

過程中，還會面臨感冒沒有藥、交通不

方便等困難，但她認為，從無到有地學

習和成長，會有一種平常生活裏體會不

到的放松。

正是這些生動鮮活的經歷，讓海清

全情投入到了這一角色之中，為觀眾們

塑造了一個真實的、動人的曹貴英。

用播種種子比喻拍電影，導演李睿
珺講述自己家鄉的故事

「我在田埂邊的樹樁修改劇本，看

到眼前躺在田埂上休息的海清老師和在

遠處播撒種子的農人，瞬間讓我對電影

和種子有了新的認識和理解。農民在把

種子撒進地裏，在日復一日的全情陪伴

中收獲糧食，而電影劇本中的每一個字

就像農民撒進地裏的種子，它們最終在

鏡頭中結出果來。」這是李睿珺在豆瓣

寫下的創作者手記。

如李睿珺所言，現下他「播種」的

電影正在大銀幕中隨風搖曳，收獲了一

茬又一茬的好評，影片用充滿泥土芬芳

的鏡頭語言，講述了一對農村夫婦在冬

去暑往、春種秋收中的相濡以沫，繪出

了一幅中國鄉村的浪漫圖景。

李睿珺此前曾拍攝過電影《老驢頭

》《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家在

水草豐茂的地方》《路過未來》等，其

中大多講述的是農村題材的故事，而家

鄉也是他始終不曾遠離的拍攝對象，他

總是關註著生活在農村的那些人、那些

事，《隱入塵煙》就是在李睿珺成長的

村子中拍攝的。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男主角馬有鐵

的飾演者武仁林就是一名非職業演員，

他也是李睿珺的姨夫，片中種莊稼、餵

牲口等農村活計，對他而言是生活日常

。海清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拍攝時，

每天武仁林都會去看一看麥子的長勢，

再決定今天要不要拍戲。武仁林的經驗

和自然反應為電影增色不少。片中，職

業演員和非職業演員的合作並沒有讓觀

眾出戲，反而讓整部電影的表演更為細

膩動人。

以四季為序，一部紮根泥土的 「鄉
村散文詩」

「被風刮來刮去，麥子能說個啥？

被飛過的麻雀啄食，麥子能說個啥？被

自家驢啃了，麥子能說個啥？被夏天的

鐮刀割去，麥子能說個啥？」這是《隱

入塵煙》中馬有鐵和曹貴英的一段對話

，麥子無疑是電影中極為重要的一個意

象。

對於農民而言，莊稼是生命線，馬

有鐵和曹貴英的生命軌跡與麥子的生命

軌跡仿佛是重合的，他們在春天犁地

播種、夏天灌溉施肥、秋天收獲，在

蕭瑟的冬天，貴英意外失去了自己的

生命。他們相識於飄雪的冬天，卻在

另一個冬天永別，一年四季，寫出了

生命輪回。

麥子無言，他們亦無言。

有鐵在面對村民們的「道德綁架」

，讓同為「熊貓血」的他去給欠村民錢

的老板獻血時，他支支吾吾地只說出了

「害怕去醫院」的蹩腳理由。可在一次

又一次的抽血過程中，他依舊無言。貴

英作為被家人嫌棄的累贅，在和有鐵第

一次見面、直至兩人剛剛結合時，她也

很少說話表達自己的感情和需求。

但兩人的感情卻令人動容，他們以

麥子為契，在手上印出麥子花的形狀，

希冀著永不分離。

除了麥子，泥土夯砌而成的土房

，驢、雞與燕子填充了有鐵和貴英生

活的更多維度。片中，粗糲廣闊的西

北農村卻難有他們的容身之所。從寄

住於各自哥哥家，到成婚以後借住於

別人不要的老房子裏，他們遷徙了不

止一次，最終他們決定靠著自己蓋一

棟屬於兩個人的房子。夏天夯磚、秋

天蓋房，最終卻又在推土機中，房子

再次歸於塵土。房子的命運似乎也映

照出他們生於泥土、長於泥土的頑強

生命力，卻又無力抵抗生命的無常和

時代的變遷。

而土墻上的不變的囍、一直陪伴著

他們的驢子、僵硬的結婚照、用燈光培

育出來的雞和築巢歸來的燕子，也成為

了作為農民的他們善良、忠厚、頑強、

守舊、長情的註腳，共同寫就了一部紮

根於泥土的「鄉村散文詩」。

《狂人日記》：緩慢建構的崇高美學
2022年 7月，第五屆老舍戲劇節的閉幕大戲

——波蘭克裏斯蒂安· 陸帕導演的《狂人日記》上

演。陸帕將魯迅寫於1918年的日記者「狂人」塑

造成了具有更加鮮明特征的打破鐵屋子的「覺醒者

」「尼采主義者」和追求絕對自由的「地下室人」

（源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短篇

小說與話劇《狂人日記》都完成了偉大文學作品與

哲學思想的中西跨界與融合，這是現代主義作家魯

迅和導演陸帕了不起的地方。

《狂人日記》劇照 塔蘇攝
覺醒者：劇場中的 「狂人」
魯迅在《吶喊· 自序》裏談到了令人窒息致死的

「鐵屋子」，是讓人們在「昏睡時入死」，還是「驚

起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來撼動這代表父權權威秩序的

「鐵屋子」？做從柏拉圖洞穴中跑出的人，認清世界

本質，成為反抗者，還是醉生夢死，做寧肯相信「眼

見為實」的老好人？這是關乎「生存還是毀滅」的選

擇。「狂人」們是獨立思考的人與充滿理性認知的覺

醒者，面對「鐵屋子」的荒誕、痛苦與絕望，他們不

是孱弱無能的，而是英勇的，「狂人」們會說：「你

們意欲取消痛苦，而我們呢，我們似乎更願意讓痛苦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更猛烈些！世界的實質不可以

被遮蔽、不可以被虛偽地隱藏起來；如果在生命的深

淵中存在著某些可怕的東西，那麼『求真的激情』就

會命令我們去把真相揭露出來。」（尼采：《道德的

譜系》）狂人是覺醒者與啟蒙者。二十世紀初期國人

的存在狀況，令新文化運動中的「狂人」們擔憂，被

世人視為「大逆不道」「神經病」「瘋子」，但卻是

「離真理更近的人」。

話劇《狂人日記》中的趙貴翁以「道德」捍衛

家的口吻，高高在上地審判「狂人」，說他「見著

我的時候從來不主動地和我打招呼，把臉轉到一邊

去，好像根本就不認識我。不尊重年齡比你大和等

級比你高的人，就是最大的罪，驕傲和邪惡的罪，

是大惡人，應該被善良的人殺掉！」趙貴翁此處建

構的「善惡道德譜系」與尼采從語源學考古上發現

的「善惡道德譜系」如出一轍，它以狡詐和陰險的

方式置換了古樸貴族道德的「好壞評判標準」。導

演陸帕除了雜糅魯迅的多部作品，還對道德譜系及

人的審判權進行了質疑，「狂人」質問他哥哥：

「你們有什麼權力審判別人？」「為了殺人。」趙

貴翁、哥哥及冬烘先生們可以運用滿紙的「仁義道

德」，將天性羞澀善良的「水生」們審判為「大惡

人」，將其殺死，食其心肺。而「狂人」在清醒的

認知中不被假仁假德蒙蔽，在吶喊中指出了趙貴翁

、哥哥們「吃人」的事實與本質。

重歸荒野：肯定自然形成的良知
老子在《道德經· 三十八章》裏論述了「道」

與「禮」不能本末倒置：「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

，而亂之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所確立

起來的「禮」秩序，被千余年後的新文化運動主將

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反思、抨擊與顛覆。在《狂

人日記》中，「狂人」從「『仁義道德』後面的字

縫裏看出字來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

因此「狂人」從懷疑和質問開始，采取非此即彼的

行動。他讓哥哥聽清楚自己的思想，面對無處不在

的規訓，他是清醒者和戰士，他說他「不會自殺」

，他以大笑直接面對世界的荒誕，直接大聲向「每

一個人都在找別人報仇」的「怨恨」和「竊竊私語

」者大聲吶喊：「你告訴我！」

在話劇《狂人日記》裏，「狂人」對無用的

「月亮」吟誦、愛護「小昆蟲」，暗示他尊重生命

，肯定自然形成的事物，也是他重新認識「主人道

德」的開端。帕斯卡爾說：「人是一根蘆葦，是自

然界裏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

……而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狂人」在

肯定「自然形成的良知、動物性及本能欲求」時，

如尼采一樣呼喚重歸荒野。但此種重歸不是從「世

俗世界」向「動物世界」的簡單回歸，而是從「世

俗世界」向更高層級的「神聖世界」提高與升華，

是在摧毀中完成螺旋上升式的發展，其必備的要素

就是理性的認知與「地下室人」般的自由精神。

「地下室人」 ：狂喜的崇高感
話劇《狂人日記》開篇生成了濃厚而有中國韻

味的「緩慢」氛圍，但「狂人」在綿延中瞬息萬變

，他靜坐著、沈默著、移動著、撲向靈動的昆蟲

……時間在空間中被明顯地感覺到了，是生命體驗

和實際的觸覺。伴隨「狂人」的表述，詞句中的事

物緩緩地被想象建構出來：「今天晚上，很好的月

光。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

外爽快。」在「狂人」的臺詞中，空的空間中，樹

木、花朵、月亮與昆蟲被一一指稱，似乎都可以被

看見。導演陸帕給「狂人」在此種氛圍內設計出的

第一個動作，在「無用」的漫長與緩慢中，抓住了

觀眾——觀眾感覺到了時間、空間與存在，進入

「狂人」的角色，「狂人」的一舉一動皆牽動觀眾

的心弦，與他一起體會自然的分外爽快、人類的痛

苦、大笑的叛逆以及最後雷霆萬鈞般的摧毀，在

「狂人」跌宕起伏的「藝術修行」和「完全行為」

中，既收獲了素樸的思考，又感覺到了自己作為獨

立主體的精神踐行。

《狂人日記》舞臺上彌漫的音樂與電影《都靈

之馬》（2011年，貝拉· 塔爾導演）裏的相似，一

股低沈與凝重的氣氛膠著著，無限綿延地湧動生成

著，低沈的中低音音樂營造了一種靈韻，看起來似

乎那麼不重要又那麼重要。「狂人」從沈默和安靜

中走來，看似羸弱、病態，卻突轉成雷霆萬鈞般的

震撼，足以震碎「鐵屋子」和彌漫的黑暗，帶來

「狂喜」的崇高感，如劈毀一切的閃電，發出吶喊

，以頭撞墻——撞「二二得四」的鐵律之墻，實現

生命的無限可能性。「狂人」此刻的身份是陀思妥

耶夫斯基式的「地下室人」，也猶如卡夫卡筆下的

「饑餓藝術家」——雖然物質是匱乏的，但精神是

自由的、絕對的與有深度的。他不願生活在定見與

確定性裏，而更願意生活在一個不斷「生成」和發

展的世界中，因為他是叛逆的覺醒者、可以摧毀一

切的「金發野獸」以及自由的「地下室人」。

海清 「整容式演技」 塑造農村婦女
電影《隱入塵煙》被贊 「年度華語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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