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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中國

“精致穷”的一代

“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兴起，成为

多数年轻人自幼共同成长的工具与娱乐

生活方式。因此，年轻人对于各种形式

的触网行为接受度极高，同时具备了前

卫、新潮、追求新鲜感的消费意识”。

《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提到，年

轻人中信贷产品的渗透率为86.6％，其

中实质负债人群在整体年轻人中的占比

达44.5％。

2017年毕业前夕，小颖首次接触到

信用贷。那时候校园贷风行，不少网贷

公司雇学生在校发宣传单。“有次分期

乐做活动，注册送水果，我冲水果去的

，结果他们当场就给了我1万元额度”

。这个额度很快派上用场。她听说很多

白领会去健身，于是毕业后第一件事，

便是办一张健身卡。当时她月薪不过

2000元出头，但想办的健身卡要5000多

元，于是想到了分期乐。“借了5000，

分36期，总共要还六七千元”。

在电商普及、支付方式革新以及网

贷宽松的大环境下，小颖的购物欲望迅

速膨胀。她第一个月的工资还完贷后，

剩下的被用来买化妆品和包包，而分期

乐剩余额度也很快被兑换成一个个购物

订单。毕业后的第一个春节，小颖的收

支平衡被打破。“觉得自己是社会人了

，在家张罗请客吃饭，大手大脚，其实

手里没多少钱”。毕业第二年，小颖的

负债累积到14万元，已经没钱买票回家

过年。“机票600多元我都嫌贵，火车

要坐一天一夜，400多元，还是刷的信

用卡”。

“生活中越失落，消费上越失控。

越陷越深，就像一场末日前的狂欢”。

比小颖小一岁的李歧远是一名北漂，他

如此总结自己过去几年的消费状态——

“是一个无产者，却养成了中产阶级的

消费习惯。”

过去几年，李歧远独自一人逛遍了

北京的各大商场。“国贸、三里屯、

SKP、合生汇……我经常在别人上班时

间出去逛，去了总是被店员们簇拥着。

一旦用顾客的心态去看，会觉得这个世

界对你很好。”李歧远的消费从模仿起

步，他根据自己关注的网红发布的照片

动态，去分析他们的衣食住行，进而

“用同样的消费满足自己”。“潮鞋一

双六七百元以上，T恤单件四五百元，

买一千块以下的衣服不会心疼。”李歧

远说。他还酷爱美食探店，“比如我听

说SKP的‘游园惊梦’是北京最好的淮

扬菜馆，就专程去那消费。金陵烧鸭、

素烧鹅、一碟红烧肉、一碗水果汤圆，

我一人花了200多元。”

最大头的消费是在一家美容院。

2019年元旦刚过不久，李歧远逛商场时

收到一张按摩体验券。在工作人员的话

术影响下，当天他便花1280元购买了一

张体验卡。此后半年，他在这家店沉迷

于按摩、面护等项目不能自拔，狂掷2

万元。

美好生活背后却是亏空。2013年李

歧远从北京某高校辍学，此后辗转南昌

、成都、重庆、北京多地，干过炸鸡店

店员、顺丰日结工、医院试药者、垃圾

处理厂保安、宾馆服务员，上一份工作

是民宿管家。如今已失业快一年的他，

负债近10万元，在支付宝花呗和借呗、

京东白条和金条、美团生活费、 微博

借钱、百度有钱花，以及浦发、招商、

兴业、光大等多家银行均有欠款。

“日常生活平平无奇，有时间就想

去消费。借贷的钱又来得太容易，花钱

就变得肆无忌惮。”李歧远很难算清楚

，自己一个月究竟花了多少钱。相比之

下，他说父母“完全不会花钱”：“他

们一天赚100多元，早上三点多去批发

市场进货，晚上五六点回家，几十年日

复一日。小时候我常跟着他们，但内心

其实非常厌恶这种生活。”

区别于长辈的精打细算，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推崇“精致穷”的消费理念。“一

种是有多少钱买多少东西，一种是想买什

么就买什么，这是根本的代际差异。”网

友柳相认为。他对豆瓣小组“负债者联盟

”2020年11月的1105篇发帖做了统计分

析，发现“超前消费”“网贷”是其中最

高频的词汇。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则对《中国新闻周

刊》分析，新的消费群体主要在年轻人，

而年轻一代多是独生子女，缺乏独立自主

的品格，养成了对家庭的较大依赖，当缺

乏资金时，很容易转向短时内即可获得的

消费贷。

偶尔李歧远也会感到厌倦。《奇葩

说》选手詹青云的一段话曾令他困扰：

“我们表面上过着自己喜欢的光鲜亮丽

的生活，靠透支未来借贷消费分期付款

的方式，维系着表面上的精致。可是我

们每一天早上醒来，头脑中带着一串串

的数字焦虑地醒来，我们真的有感觉到

开心吗？”

深渊凝视

不久前，京东金融因为一则借贷广

告视频被骂上热搜。广告中，一位农民

工打扮人士因为母亲晕机要求换座，空

姐向其推荐升舱服务。后排的男士替他

解围，方法是帮他申请15万元的京东金

条借款额度。

这类广告并非京东金融首创。“微

博借钱”广告中，一对中年男女去酒店

开房，男人付款时发现余额不足，灵机

一动开通了微博备用金。“360借条”

广告中，一位衣衫褴褛、身材矮小的男

子提着五花肉称，会让空姐过上好日子

；空姐表示怀疑，让男子当场开通360

借条，见其获批15万元额度后欣然应允

。“趁年轻，想花就花，大不了分期还

嘛。”在蚂蚁花呗的系列广告中，情侣

借钱买家具，“社畜”借钱请吃饭，学

生借钱环球旅行……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震认为，此类

广告呈现的价值观扭曲，容易造成较大

的社会危害。“我们总在提倡普惠金融

，但是普惠到一定程度后，变成了诱导

过度消费，也是一个问题”。黄震对

《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资金供给方尝

试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适应了普惠金

融发展的趋势，服务了更多的人群，是

一个积极的进步；然而资金供给并非简

单的商业行为，还需承担相应的社会责

任，这一方面相关平台考虑不足。

消费贷，通常指剔除房贷、车贷的

银行消费贷，再加上消费金融公司以及

各类互联网金融公司提供的现金贷和消

费分期业务。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消费

信贷市场自2012年逐步启动，2015年起

呈现爆发式增长。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

示，我国个人整体信贷消费余额从2015

年的18.95万亿升至2019年的43.97万亿

，年复合增速达23.42％。

过去几年，从商业银行、持牌消费

金融公司到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消费

贷和现金贷业务遍地开花。年轻人无论

资质如何，均可轻松借到高额贷款。

“一旦你开始关注网贷，会发现随便打

开一个App，都在催你借钱。”21岁的

乐苏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上大一

时她的一个室友因还不上网贷被“爆通

讯录”，迫于压力退学。“当时就觉得

，网贷好可怕，跟自己说千万不要这样

子。”然而如今即将毕业的乐苏因为超

前消费和追星，已负债近2万元。

根据柳相对豆瓣小组“负债者联盟

”11月发帖的统计，有362人提及负债原

因和金额，总负债1.3454亿元。其中占

比最大的，是因超前消费和游戏氪金而

负债者，一共158人，总负债2718万元

，平均每人负债近17万元。“各平台大

水漫灌式地把钱借出去，最后再暴力催

收回来。对于没有做好信用消费准备的

人来说，这是一种灾难。”柳相表示。

“许多年轻人图一时之快，殊不知

借钱只是开始而非完成，会有无穷后患

”。据黄震了解，目前网贷平台在经营

推广上普遍存在一些潜规则：一是捆绑

销售或场景嵌入式销售，让消费者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借贷；二是掠夺性贷款，

在低利息宣传下，利用信用评估费、服

务费、手续费等名目虚增费用，并收取

较高的违约罚息和滞纳金。“在强监管

背景下，持牌金融机构有所收敛，然而

没有牌照的小贷公司仍然有合规管理上

的问题。”黄震指出。

一名“你我贷”平台前雇员透露，

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成本和经营成本比

商业银行更高，而选择向小贷公司借贷

的人往往资质也不够好；在此背景下，

小贷公司往往需要通过高利率来覆盖高

成本和高风险。

“这是一个凝视着你的深渊”，

“负债者联盟”的一个组员撰文称。按

照规则，只要用户按时还款，系统会鼓

励其借更多的钱。如果无法一次性还款

，系统还会贴心地提供分期还款服务。

这种分期还款会进一步麻痹借款者的判

断，误以为还款轻松。然而手续费、分

期服务费以及变相利滚利的层层加码，

很容易将缺乏自制力的借贷者拖向深渊

。

“高炮”是负债者的行话，意指期

限为7天或14天、包含高额“砍头息”

和逾期费用的网贷。“比如借2000，实

际到手1500，七天后需还2500。逾期一

个月，逾期费用有可能高达5000。”同

样碰过“高炮”的汤隆说。到这一步，

负债者已接近山穷水尽，无款可贷。

2019年2月，西安一名21岁的女演

员从17楼跳下。她的父亲收拾遗物时看

到账单，才知道女儿独自还了三年网贷

，死前仍欠十几万元贷款。2019年8月

，南京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同样选择跳

楼自尽。此前的一年时间里，他在10家

持牌金融机构贷款36次，累计获得贷款

7.2万余元。在其去世后的数天时间里，

家人仍不断收到催收电话。“我们希望

他是最后一个因为校园贷死亡的孩子。

”他的爷爷向媒体哭诉。2020年10月，

一对大学生情侣在南京实习期间烧炭自

杀，警方调查发现，二人均出自甘肃白

银贫困家庭，生前牵涉网贷纠纷……检

索发现，年轻人因为过度举债而轻生的

悲剧，近年来不断在各地上演。

高利贷、套路贷、校园贷、“高炮

”、砍头息、暴力催收……过去几年暴

露出的种种乱象，让网贷的行业形象和

口碑一落千丈。受访的你我贷前雇员并

未否认前述乱象，不过他认为这些问题

不能完全归咎于贷款公司：“供需两端

不是完全割裂的。在需求端，就有一批

专门‘撸口子’的人。他们多是信用黑

户，一个人可能会借几十上百家，专门

研究如何能够不还平台贷款，这直接导

致了暴力催收和平台坏账率的高升。”

上岸有多难

“对我来说，花钱是孤独的，还钱

也是孤独的，有一种深深的空虚感。”

李歧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次面

临逾期危机，他四处筹钱，急得像热锅

上的蚂蚁，然后一旦危机暂时解除，他

又会恢复平日的消费习惯。如今面临贷

款全面逾期，遭遇“社会性死亡”的他

反倒释然，坦言自己暂时放弃了还款。

2018年，因为一笔逾期贷款，催收

人员把电话打给了小颖妈妈。“我妈也

没有钱，给了我两万多，以为我周转开

了。”小颖并未坦白真实负债金额。为

了还债，隔年7月，她辞职从老家大连

来到上海。在上海，小颖白天上班，晚

上接单熬夜代写论文，每天只睡三四个

小时，收入所得几乎都用来还贷。2019

年末，小颖接近收支平衡，未料家庭突

生变故。“我妈因为帮我还钱，收支乱

了，也去贷了款。我把不多的积蓄一股

脑儿给她，还是不够，于是重新借贷。

”母女二人于是陷入循环借贷的怪圈。

小颖提到，在豆瓣小组“负债者联

盟”，有不少充当“债务摆渡人”的诈

骗者。“只要有人伸出手，负债者很容

易病急乱投医，从一个深渊坠入另一个

深渊。”小颖说。“负债者联盟”置顶

了一则举报帖，里面总结了几种常见的

诈骗负债者的套路：晒收入“钓鱼”，

私信借钱，提供协商还贷、帮养征信、

通讯录防爆等有偿服务。一名知乎网友

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小额负债后

慌不择路，误入刷单赚钱骗局，从网贷

平台借出20万元“补单”，最终血本无

归，如今同时干着三份工作还债。

目睹了组内前述种种乱象，柳相强

调上岸没有捷径可走，上岸其实不难，

关键在于戒断“花钱的瘾”，抵挡住来

自网贷平台的种种诱惑。

难以克制的游戏瘾，将海莹的男友

一次次拽回债务泥潭。“我们刚在一起

的一年多，他往‘梦幻西游’里充值了

二十万元左右，一直是用信用卡和网贷

。后来他爸妈帮他还了十万元左右，半

年以后，有一次偶然登上他的支付宝，

发现他仍在持续不断往里充钱，陆续又

充了二三十万元。”海莹告诉《中国新

闻周刊》，男友其实生活很节省，唯独

痴迷于在游戏世界称霸一方的快感。后

来在她要求下，男友以两万多元的价格

将游戏账号转卖。

为了打破负债怪圈，2020年10月，

小颖母亲来到上海，和女儿分享了自己

的还贷经验——停止以贷养贷，转而采

取“攒够一家还一家”的方式。“现在

她还在还款，但她的精神状态很好”。

在母亲鼓励下，小颖重新梳理了自己的

债务，并从12月起暂停所有网贷还款，

全力以赴还信用卡。“我现在月薪8000

多元，每个月拿出6000多元还债，留

2000元来生活。这样算下来，还清所有

债务差不多要3年。”为了断瘾，她解

绑了所有网购平台的银行卡，要求自己

从此只花现金。

对于每个月生活费只有 1500 元的

大学生李梦溪来说，6.4万元的美容贷

是一笔巨款，分成24期后，每月还款

金额为2600多元。她需要做家教兼职

，周末还有不定时的课程，疲于奔命

。李梦溪小心翼翼地克制着自己的消

费欲望，化妆品只用眉笔、口红、隔

离霜和定妆粉，洗面奶换成 3元多一

瓶的美肤宝，买衣服只上拼多多，

“今年冬天就买了两条裤子，十几块

钱一条”。

她将自己的负债经历写在网上，有

网友被她打动，私信表示愿意帮忙还款

，然而她谢绝了。半年过去，李梦溪已

还14837元，还差5万多元，她打算趁寒

假出去打工。“我还是想走那条看起来

最辛苦、其实是最踏实的路，一点点攒

钱。”

困在消费贷里的年轻人
生活中越失落，消费上越失控？

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26岁的小颖最终搞清楚了自己的所有债务：22万元。

“我是一名外企职员，月收入税后8000多元，在外人看来，生活过得还是很不错的。可是，没人知道我负债22万

。”通过微信好友后，小颖给记者发来这段自我介绍。她汇总了将近20个平台的贷款信息，大吃一惊：“我以为只欠

了十来万。”

这是一笔糊涂账。小颖始终算不明白，自己没有明显的大额消费，为何会欠下这么多钱？2020年12月以来她停止

了还贷，各处贷款陆续逾期，随之而来的是每天不少于20个电话的轰炸。对她的一个小时采访，接连4次被讨债电话

打断。“再不还钱，我就只能去找你家人了”，一家名为“玖富万卡”的贷款平台冲小颖说。

小颖的遭遇，是年轻人借贷消费的一个缩影。如果说70后、80后的压力来自房贷和车贷，90后乃至00后年轻人背

负的则是消费贷。“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凸显。目前90后、00后约占总人口的24％，他们将主导未来5~

10年中国乃至全球的消费格局”。尼尔森于2019年发布的《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提到，在18~29岁的年轻人中

，信贷产品的渗透率为86.6％，其中占比最高的是消费类信贷。另据央行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信用

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飙升至854亿元，是10年前的10倍多；这些逾期借款人中，90后占比几近一半。

过去几年，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在快速变化，无论校园贷、租金贷、培训贷、美容贷，抑或网上购物、游戏充值、

直播打赏，几乎所有生活场景都衍生出相应的借贷消费模式。“借助于新金融科技，消费信贷发展非常快，有一些是

过分诱导年轻一代提前消费、借贷消费。这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金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人口现象，可

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在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看来，年轻人靠借债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的现状令人担忧。

在这个“触手可贷”的时代，借贷方设计陷阱、暴力催收，贷款人以贷养贷、恶意逃债，乱象丛生。个中风险不

只存在于金融机构，更逡巡于每个家庭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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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人羡慕美式教育。似

乎在那种教育中，学生的个性就能得到充分的解放，

充满创造性，培养出来的都是乔布斯那样的人物。但

是你真的了解美国各阶层的教育吗？

旅美作家、教育问题研究者万维钢（笔名同人于

野）在他的《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中，

基于自己的亲身感受，分析了美国不同阶层的教育，

指出了国内大多数人在中美教育上的一些不太全面的

认知，值得一读。

美国的教育是分层的

美国是个有严重阶层区分的国家，各社区按房价

自然分开，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上的种族和贫富隔离

。公立中小学的经费主要由所在学区的房产税而来，

这意味着两点：

第一，富人区的学校更有钱，可以请更好的老师

、用更好的设备、有更高的教学水平；

第二，学生们其实是在跟自己同阶层的人一起上

学。

如果你考察美国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那的确比

中国上海市学生的差很多。但美国这个平均成绩其实

是被贫困社区中的黑人和墨西哥移民拖了后腿。

如果你考察美国富裕白人社区学生的数学成绩，

可并不比上海学生的差。

但成绩还不是主要问题。

中国一个城市内好学区和差学区的区别仅仅是考

试成绩高一点儿或者低一点儿、考上重点中学的学生

多一些或者少一些，都是“量”的差距，而美国不同

学区的教育却是“质”的差异。

如果你上greatschools.com之类的网站查一个美国

中小学校的综合评分，网站首先告诉你的是这个学校

学生的种族构成，如有多少白人、多少墨西哥裔、多

少亚裔等；然后是贫困学生比例，如有多少学生使用

了政府资助的免费午餐；最后才是学习成绩。

阶层比分数重要，因为各阶层的教学方法和培养

目标完全不同。

教育研究者Jean Anyon，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

，全程跟班考察了不同阶层的几个小学的四年级和五

年级教学情况，然后在1980年发表了一篇至今看来都

毫不过时的经典论文《社会阶层与隐含教案》。

如果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让你感到愤怒，想要改

革的话，Anyon这项研究所揭示的美国教育体制，也

许会让你感到深深的失望。

Anyon说，哪怕是在四、五年级这个距离起跑线

没多远的地方，不同阶层的学生事实上就已经在为他

们将来要从事的一一不同阶层的——工作做准备了。

正所谓“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普通工人阶级的教育

普通工人阶层的学校强调遵守规章流程。整个教

学充满死记硬背的机械式程序，几乎没有做选择和做

决定的机会。

老师教任何东西，哪怕是解数学题，都是用向学

生灌输规则的方法。

这些规则通常包括若干个步骤，而学生必须熟记

每一个步骤，老师常常不看你的最终结果对不对，而

是看你是否背熟了步骤！

比如老师教两位数除法，就会直接告诉学生第一

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既不解释为什么非得选择

这个做法，也不告诉学生这么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如果学生提出更好的办法，很可能会被否决，须

按老师的方法来。

我的小学教育大概比这个好不了多少。做数学应

用题如果不先写一个“解”字，无论对错都会被扣分

。

老师非常纠结于“乘”和“乘以”的区别，到底

是3×5还是5×3，写反了就是错。

我的初中是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最好的中学读的，

遇到整个学校最好的数学老师，结果数学课仍然强调

对步骤的死记硬背——

我至今还记得解一元一次方程共分五步，去分母

、去括号、移项、合并同类项、解方程——其实有些

题不按这个步骤做更好，但上数学课经常要考背诵。

我上学的时候对这些教法感到非常不理解，现在

知道了阶级分析这个工具，才恍然大悟：这哪里是在

教数学？这分明是在训练工人。

工人干活，可不就是必须严格遵守流程步骤吗？

你只要按规定步骤去做好该做的，至于最终产品如何

，不是生产线上一个工人应该关心的事。

这个阶层的学校里自然和社会科学课程也都是死

记硬背的方法。

学生们并不被鼓励阅读什么课外书，也很少会把

所学内容跟真实世界联系起来，甚至连课本都不怎么

用——教法是让学生直接抄老师写在黑板上的笔记！

这些笔记就是考试内容。

纪律是严格的，学生没有什么自由，教室里任何

东西都“属于”老师，绝对不能随便碰。

老师对学生说话非常不客气，经常有“闭嘴

”之类的命令，时不时地制止学生乱动。不过老

师自己并不遵守什么纪律、经常拖堂，根本不在

乎下课铃。

社会科学课上老师会给一些阅读材料，并配以问

题，这些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其根本目的在于考察

你是否真正学习了那些材料。

学校教学很强调课本的权威性，你绝对不能对课

本结论提出质疑。如果你喜欢批判式思维、对有争议

的话题有自己的看法，老师则认为你是危险的。

这种小学，使我想起我当年读的高中。那是一所

黑龙江省的省重点高中，云集了哈尔滨相当一部分最

好的老师和学生。

除了没有质疑课本的自由，整个教学的确是非常

灵活的，老师有时候还会讲讲笑话。

我们根本就没有家庭作业，有时间可以搞点个人

针对性训练。我们非常明白来这里上学的目的：如果

能学到实用的知识当然好，但最重要的是必须考上大

学。

中产阶级的教育

美国一般中产阶层的学校也是这样，一切为找工

作和上大学服务。

老师仍然控制学生，但这种学校的老师人品都很

好，自己也能遵守制度，至少不会拖堂。

专业人士阶层的学校强调创造性和独立性。

美国的所谓“专业人士”，是指医生和律师这种

需要长期学习和训练才能入职的人物，他们拥有专门

的技能，他们只有考取一个资格认证才能工作，而且

还有自己的职业准则。

这些人是中产阶级中的上层，收入不菲，对生活

和职业都有很好的规划。这种人的子女所能得到的，

才是中国人心中神话般的美式教育。

虽然还是小学生，学校已经要求学生有独立思考

和表达的能力。课堂作业常常是写文章和做演讲，你

必须能够自己找到素材、选择方法、组织语言、描述

想法。

这基本上是我当初的大学所在的层次，而这些三

、四年级的小学生已经开始搞独立调研了！

比如，一个任务是每人回家统计自己家有多少台

电视、冰箱及多少辆汽车等物件，在课堂上每人负责

统计其中一项物件的数字、计算全班平均值。

机械化的计算部分你不用管，老师给你提供计算

器——但是你必须把调研部分搞好，会有另一个学生

检查你的工作。统计完成之后，有的学生甚至还提出

建议，跟别的班比较一下数字。

历史课上学到某古代文明，作业是学生们要以其

中的人物事件为题拍个电影！

有人负责写剧本，有人负责演，有人负责拍摄

——当时还没有数字设备，所以家长得帮着剪辑8毫

米胶片。

学生们要时不时在班级里播报一下新闻时事，老

师偶尔还引导他们发现事件之间的联系。

写作强调创意，科学强调第一手的实验感觉。答

案对错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真正理解这个内

容到底是什么意思。

老师不再直接控制学生，而是通过与学生交流来

引导班级去做什么。

任何学生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去图书馆拿本书，而

且只要你在黑板上签个名，哪怕上课中途也可以不经

允许离开教室。哪些内容要多讲点，哪些内容要少讲

点，老师都能听从学生的意见。

然而，这还不是美国最牛的小学。

统治阶层的学校教育

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的资本家阶层，学生家长是这

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拥有者，他们当然没必要训练怎么

遵守别人的章程，他们不用关心怎么用漂亮的简历取

悦雇主。

这个阶层的学生学的不是怎么遵守规则，而是怎

么制定规则。

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决策和选择。

哪怕在数学课上学除法，老师问学生的第一个问

题不是怎么算，而是“如果你面对这么一个例子，你

的第一个决定是什么。”

你会提出解决问题自己打算从哪儿着手。老师就

会说你这个决定不错，然后引导你进一步说出自己的

计划。然后让全班一起看看你这个决定和计划的结果

如何。

老师不主动提供任何解题方法，而是鼓励学生自

己去制定公式，也就是规则。

老师不问对和错，而是问“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如果全班都发现你错了，老师告诉你的是“他们

不同意你……当然，你对老师讲的东西，也可以随时

不同意”。

这种统治阶层的教育，已经不是追求什么表达能

力、艺术效果、漂亮的PPT之类了，而是追求分析问

题。

这种小学同样学到古希腊历史的时候，不是让学

生会表演个什么历史人物的电影，而是问学生“你认

为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犯了什么错误？雅典

公民又犯了什么错误？” 这种问题！

这些注定成为未来领袖的小学生从四、五年级起

就已经开始在课堂上对当前问题发表看法。

工人为什么罢工？他们这么做对吗？我们怎么阻

止通货膨胀？

老师说，你不知道答案没关系，我提问题只是让

你学会怎么想。

这些学生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他们如果学习了

一种复杂语法，单单在考试中答对还不行，必须在此

后的写作中用到这种语法，否则老师就不干。

写作课也不是追求什么创意、感情描写，而是强

调故事结构和逻辑，并且直接用于社会课和科学实验

报告的写作中。

学生不但自主，而且可以自治。每个学生都有机

会当一次老师。然后老师和其他学生对他进行全方位

的评判。

纪律上没有什么要求，任何人都可以随便离开教

室，可以不经允许使用学校的任何东西，集体行动也

不用排队。

学生学到的是选择和责任。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优

先目标、你自己决定干什么，你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

，你自己管自己。

老师说：“你是你这辆汽车唯一的司机，只有你

能决定它的速度。”

这些是我出国以后读研究生时才享受到的待遇。

然而阶层不是一切

我们大概可以说，现代教育可以简单地分三个层

次，对应三个阶层：

底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工具、以找工作为

目的。

中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工艺品，以提升个

人价值为目的。

上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主人翁，以欣赏、

选择和改变周围世界为目的。

现代流水线式的教育只能把人送到第一层；想要

进入第二层，家庭必须出力，争取去精英大学；而第

三层，则几乎完全是家庭和个人的事情，学校教育的

作用很小。

这么说来，如果生错了阶层，尤其在美国，上学

岂不成了无比憋屈的一件事情？

用美国这套标准对照，我的小学的确是在工人阶

层。就连在教学楼里从哪边走、上课怎么举手学校都

有明确规定。

但是我们有好几个同学根本不在乎这些规定，经

常跟学校对着干，老师“夸”我们有“造反精神

”——我们这帮工人子弟，做事常常带有统治阶

级的风格。

素质的确是可以遗传的。现在科学家有充分

的证据证明智商可以遗传，再考虑到家庭环境的

作用，大多数情况下，人不太容易超越自己父母

的阶层。

但人之所以不是机器，就是因为人在根本上

是自由的。基因加环境也不能把人完全定死，人

总有自由意志。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但每人都可

以不必如此！

是的，人很难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可是如

果人人都按照这个剧本演出，世界就太没意思了

。

美国教育的阶层化
上层培养领袖，中产培养精英，下层培养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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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休城工商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
德克薩斯州是多元民族、多元文
化的美國第二大州，西班牙裔人
口占32%，黑人佔11.5%。而在
休斯頓，西裔人口占35.9%， 黑
人佔16.7%。對於有色人種來說
，新冠病毒造成的致命傷害尤其
嚴重。這些社區的疫苗擁護者擔
心，由於疫苗接種地點的位置所
限，他們在需要接種疫苗的人口
將比白人多很多。

德克薩斯州中部集體行動臨
時執行主任卡茲克·普林斯（Ka-
zique Prince）說：“我們已經看
到了人種之間感染新冠病毒死亡
率的巨大差距，而且沒有資源可
為遭受巨大痛苦的棕色和黑色人
種社區提供醫療保健。” “我非
常緊張和焦慮，這種疫苗接種工
作不會為我們解決問題。”

根據德克薩斯州衛生服務部
的數據，德克薩斯州死於新冠的
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西班牙裔，
近10％是黑人。但是，該州指定
的疫苗接種地點主要是醫院、診
所、療養院和藥房，這些設施往
往位於較富裕的地區。

例如，在特拉維斯縣，已經
指定了88個地點來管理疫苗，該
縣大約四分之三是非西班牙裔社
區。在達拉斯，城市的南部地區
，有色人種占主導地位，疫苗分
佈少於中部和北部，北部往往是

白人和富人區。在達拉斯
縣的140個分發點中，只
有10個點位於黑人社區，
而只有37個點在西班牙裔
社區。
服務欠佳的社區中的人

們通常沒有車輛，必須依
靠公共交通工具。在大流
行期間，許多城市運輸機
構減少了服務或由於社會
隔離限制了乘客人數。
拉美裔健康論壇（Lati-

no Health Forum）首席執行官吉
爾·拉米雷斯（Jill Ramírez）說：
“這種疫苗的分發具有很大的運
輸成分。”該論壇致力於在奧斯
汀的西班牙裔社區中推廣良好的
醫療保健習慣。

疫苗擁護者也注意到，在東
奧斯汀的社區中，找到口罩和洗
手液比在城市的其它地方更加困
難，他們開始努力將這些東西帶
給他們所在社區的人們。

奧斯汀一名開始自願幫助西
班牙裔社區的工程師奧馬·戈麥斯
（Omar Gomez）說：“現在，
當他們試圖為93歲的祖母接種疫
苗時，看到了同樣的問題。”
“不管個人保護設施發生了什麼
，疫苗都遇到困難：地區差異，
不平等。這不是一種平衡的方法
，”

戈麥斯指出，盡管該州將養
老院居民的疫苗接種列為優先事
項，但許多西班牙裔家庭仍在家
中照顧老年親戚。

他說：“我們的祖父母與我
們的家庭住在一起，而不是與療
養院住在一起。” “而他們忘記
了這一點。”

週三，州眾議員維克·古德溫
（Vikki Goodwin）聯同37名其他
民主黨眾議院議員在給州長格雷
格·阿博特（Greg Abbott）的信
中表達了類似的擔憂。

古德溫寫道：“粗略
瀏覽一下我當地的疫苗接
種地點地圖，表明醫療服
務提供者集中在有色人種
居民區的比例比其它地區
要少得多。” “我要求您
格外小心地廣泛分發疫苗
接種機會，並希望不論種
族或種族背景，所有德克
薩斯人都能平等獲得疫苗
接種。”

德州健康服務部宣布
將在下週將疫苗運送到大
型疫苗接種中心。發言人
克裏斯·範·德森（Chris
Van Deusen）表示，疫苗
工作的最初幾週的重點是醫護人
員和長期護理機構的居民，但在
即將到來的分發階段，他們將使
疫苗接種者的類型多樣化。

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
“我們還將能夠為經常為不同人
群提供服務的地方衛生部門和社
區診所等服務者分配更多疫苗，
”

奧斯汀UTHealth公共衛生學
院的教授丹尼斯·安德魯利斯
（Dennis Andrulis）表示，衛生
官員應積極尋找教堂或社區中心
之類的場所，這些場所曾被用作
冠狀病毒檢測場所，而在服務欠
缺的社區中可作為疫苗分發接種
場所。

安德魯利斯說：“認識到這
些地區曆史上缺乏科學或醫療保
健服務是至關重要的條件，您們
可能必須在人們知道值得信賴的
地方建立接種場所。”

拉米雷斯說，衛生當局還必
須努力工作，以贏得有色人種的
信任。盡管許多人都渴望獲得這
種疫苗，但擁護者們說，他們確
實聽說有人不願接種該疫苗，這
可能是由於對政府機構的普遍不
信任或由於誤報。拉米雷斯說，

在西班牙裔中，反移民的言論和
政策導致了這些擔憂。

拉米雷斯說：“拉丁裔確實
是有很多事情，很多受到歧視。
所以現在我們告訴人們，您們可
以信任我們，現在我們將為您提
供疫苗。”“我們將不得不消除
許多神話。我們必須讓人們感到
自己需要接種疫苗，因為那是唯
一的希望。”

黑人社區內部也存在類似的
不信任感，在圖斯克吉實驗的集
體記憶中，患有梅毒的阿拉巴馬
州黑人居民未經治療，而是受到
監視以追蹤疾病的致命路徑，這
導致黑人對醫療機構普遍不信任
。

普林斯說：“現在仍然存在
不信任，政府機構不能滿足黑人
和棕色人社區的需求。”

對於安德魯利斯來說，在急
於盡快將疫苗推向公眾的過程中
，這些挑戰被忽略了。他贊揚聯
邦政府發起的公私合營快速行動
（Warp Speed），以盡可能快地
生產疫苗，但他說，這只是為最
有可能因病毒感染而住院或死亡
的人接種疫苗的第一步。

安德魯利斯說：“德克薩斯
州需要提出一種凝聚戰略，以促

進信息的傳播，使社區能夠接受
該信息，從而通過可信賴的渠道
來獲得信息。”

德克薩斯州的一些城市已經
宣布了計劃，以解決疫苗接種地
點分佈不均的問題。達拉斯縣正
在費爾公園（Fair Park）準備一
個“巨型COVID-19疫苗接種點
”，以服務於該市的南部。

在休斯頓所在的哈裏斯縣，
該縣到目前為止只收到了6,000劑
疫苗，而224,000劑則直接送給了
醫院和療養院等接種人群。該縣
發言人拉斐爾·勒邁特（Rafael
Lemaitre）表示，他們正在開展
“多語言媒體運動”，並與社區
領袖合作，克服有色人種（包括
無證件人）的語言障礙。

在周三的新聞發布會上，奧
斯汀公共衛生局局長斯蒂芬妮·海
登（Stephanie Hayden）表示，
他們正在嘗試借鑒以往的經驗，
並正在“從公平的角度出發”研
究疫苗的分發。

但是專家和擁護者並不相信
這些努力足以彌補為有色人種群
體提供服務所需的差距。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
作者）

疫苗擁護者擔心無法將疫苗送到被新冠病毒疫苗擁護者擔心無法將疫苗送到被新冠病毒
困擾的黑人和西裔居民區困擾的黑人和西裔居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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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突然白宮突然
掀起了壹場辭職潮掀起了壹場辭職潮，，以白宮副新聞秘書以白宮副新聞秘書
莎拉莎拉••馬修斯馬修斯（（Sarah MatthewsSarah Matthews））為首為首
，，多名官員都相繼宣布辭職多名官員都相繼宣布辭職。。經過沸沸經過沸沸
揚揚的暴亂後揚揚的暴亂後，，美國國會終於完成了對美國國會終於完成了對
拜登的總統認證程序拜登的總統認證程序。。副總統彭斯在聯副總統彭斯在聯
席會議上宣布席會議上宣布 美國前副總統美國前副總統、、民主黨候民主黨候
選人拜登以選人拜登以306306票多數票票多數票，，當選第當選第4646任任
美國總統美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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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默在壹份聲明中說舒默在壹份聲明中說：“：“1212月月66日日

在美國國會大樓發生的是針對美國的暴在美國國會大樓發生的是針對美國的暴
動動，，是由總統煽動的是由總統煽動的。。這位總統不應再這位總統不應再
任職壹天任職壹天。”。”他補充說他補充說，，副總統邁克副總統邁克••
彭斯彭斯（（Mike PenceMike Pence））應該援引美國憲法應該援引美國憲法
第二十五條修正案第二十五條修正案，，該修正案允許總統該修正案允許總統
暫時或永久地將權力從總統移交給副總暫時或永久地將權力從總統移交給副總
統統。。他表示他表示，，如果副總統和內閣拒絕這如果副總統和內閣拒絕這
樣做樣做，“，“應該再次在國會彈劾總統應該再次在國會彈劾總統”。”。

在在1212月月66日發生國會騷亂事件後日發生國會騷亂事件後，，
美國眾議院將近美國眾議院將近6060名民主黨議員支持名民主黨議員支持
對共和黨總統的彈劾新條款對共和黨總統的彈劾新條款。。目前共和目前共和
黨與民主黨內均有聲音認為特朗普應該黨與民主黨內均有聲音認為特朗普應該
在在11月月2020日拜登就職前下臺日拜登就職前下臺。。

有媒體稱有媒體稱，，如果想要川普下臺有兩如果想要川普下臺有兩
種方法種方法：：壹種是啟動美國憲法第二十五壹種是啟動美國憲法第二十五
條修正案條修正案，，另壹種是參議院對其定罪後另壹種是參議院對其定罪後
對其進行彈劾對其進行彈劾。。無論哪種情形出現無論哪種情形出現，，都都
將由副總統彭斯將由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Mike Pence））接任總接任總
統統，，直到拜登就職直到拜登就職。。

在前總統肯尼迪在前總統肯尼迪（（John F. KenneJohn F. Kenne--
dydy））於於19631963年遇刺身亡後年遇刺身亡後，，美國憲法美國憲法
第二十五條修正案在第二十五條修正案在19671967年正式生效年正式生效
。。這條法律針對的是總統繼任程序及失這條法律針對的是總統繼任程序及失
能情況能情況。。其中指出其中指出，，如果在職總統無法如果在職總統無法
履行總統職務的權力和責任時履行總統職務的權力和責任時，，可以由可以由
副總統作為代理總統承擔總統職務的權副總統作為代理總統承擔總統職務的權
力和責任力和責任。。有壹些學者認為有壹些學者認為，，這項修正這項修正
案同樣可以應用在更加廣泛的情形下案同樣可以應用在更加廣泛的情形下，，
例如當壹名總統例如當壹名總統““危險地不適合任職危險地不適合任職””
的情況的情況。。

在這次事件中在這次事件中，，要想啟動這項修正要想啟動這項修正
案案，，需要內閣需要內閣1515名核心部長中的過半名核心部長中的過半

數及副總統彭斯致信國會領袖數及副總統彭斯致信國會領袖，，稱由於稱由於
川普不適合川普不適合（（unfitunfit））擔任總統擔任總統，，將由彭將由彭
斯代職斯代職。。

在這種情況下在這種情況下，，川普仍可以宣稱他川普仍可以宣稱他
自己可以勝任總統職務自己可以勝任總統職務。。如果彭斯與過如果彭斯與過
半數內閣部長對此不再提出異議半數內閣部長對此不再提出異議，，則川則川
普可以繼續掌權普可以繼續掌權。。如果他們提出異議如果他們提出異議，，
這壹問題將由國會進行表決這壹問題將由國會進行表決，，在此期間在此期間
彭斯仍繼續代職總統彭斯仍繼續代職總統。。要想啟用這項法要想啟用這項法
律需要在參眾兩院內均得到超過三分之律需要在參眾兩院內均得到超過三分之
二的贊同票二的贊同票。。

而如果要想彈劾川普而如果要想彈劾川普，，需要眾議院需要眾議院
就川普進行就川普進行““嚴重犯罪或輕罪嚴重犯罪或輕罪””提起控提起控

告告，，如果得到眾議院過半數議員通過如果得到眾議院過半數議員通過，，
之後將由參議院進行審議之後將由參議院進行審議，，決定其是否決定其是否
有罪有罪。。美國憲法規定美國憲法規定，，如果要讓總統免如果要讓總統免
職職，，需要參議院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同需要參議院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同
意其有罪意其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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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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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觀
點點》，》，美南國際電視已加入北美最大的美南國際電視已加入北美最大的
中文電視平臺中文電視平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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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在美南新聞網也可以在美南新聞網
站站 scdaily.com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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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美南國美南國
際電視多平臺覆蓋際電視多平臺覆蓋，，您隨時隨地都可以您隨時隨地都可以
收看到美南國際電視收看到美南國際電視。。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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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