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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桥课后学校：汉语教育从这里启航。。。

Tel: 919-208-4461 (Tracy)
Wechat: hanbridge2016
E-mail: hanbridgelearning@gmail.com
Web: www.hanbridgelearning.com

汉桥课后学校为孩子提供优质的课后服务：辅导完成作业、中文课，每周不同主题兴趣课一次。让孩子在兴
趣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免费为每位孩子（K班以上）提供中文课和特色课的试听服务各一次。同时提供
school’s out camp，day camp 和春假、暑假camp。
想学习拼音的小朋友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哦，暑假班将系统地为小朋友们“透露”拼音王国的“秘密”。
夏令营时间：7：30AM---6：00PM

招聘：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中文老师、擅
长各种才艺的老师、接车司机

联系方式：919-208-4461
Wechat：hanbridge2016
Email: hanbridgelearning@gmail.com
网址: www.hanbridgelearning.com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了解：
Wechat：hanbridge2016
电话：919-208-4461
地址：530 W Carmel Dr

Carmel, IN 46032
(Piano Solutions 对面)

英国脱欧是明智的选择
英国关于脱离欧盟的公投做出了明确的选择，超过半数的

英国人希望脱离欧 盟。英国当年非常聪明地保留了自己的
英镑，没有像德国那样被欧元拖下水，英国这次脱离欧盟也
是相当明智的选择。英国首相卡梅隆宣布计划数月后辞职，
但是实 施内阁制的英国的新首相仍然会在保守党的党内选
举中产生，英国将会从现在起与欧盟展开谈判。

欧洲以前有三个病人，重病的是法国，其次是英国，德国
则是近期发生了急腹症，都属于玩政治正确玩昏了头的国
家。英国这次采取的紧急疗法或许还有救，法国就让它烂
到根部看能否有回头的机会。我们这里 的法国同事都不愿
意回法国；上次在瑞典开会，一位移居德国的法国学者对我
说，他每次回巴黎都为自己的国家被人糟蹋成那样而伤心。
英国脱欧对川普竞选美国总统有利，但是不知道他一张大嘴
能否把握得住机会。英国民众主要的担心是近期来自欧盟区
的移民的迅
速增加，原
因是因为欧
盟近些年向
东部的不发
达国家的扩
充， 以后英
国还可能面
对欧盟收容
的难民。

我 在 伦 敦
第 一 次 见
到一种抽水
烟的装置，
这种英文叫
H o o k a h 的
装置来源于
中东，为他
们在伦敦街
头无所事事
混日子的像
征，富的穷
的移民都涌
向伦敦，把
它弄成与纽

约的人口结构相似，而英国又不是由全球移民组成的美国，
他们却赶时髦把那么小的岛国也定位为 移民国家，英国政
客不知脑袋哪里出了问题？英国白人其实远没有美国的那
么开明与奔放，在我们游泰晤士河的船上，与英国人谈兴
正浓时，他们仍然不忘公开表示 出对移民不欢迎的态度。
你可以接纳愿意为英国做贡献
的，而不是去抽水烟混日子的
拿福利的人。英国学术界也是
欢迎外国科学家的，做出X射
线DNA结构图谱的 杰出女科
学家富兰克林就是犹太移民的
后代，并且剑桥的MRC分子生
物学实验室的创始和黃金时代
的重要人物，很多为来自奥地
利，德国，南非和美国的移民
科学家。

 
这次脱欧的后续效应是不可

预 测 的 ， 弄 不 好 英 国 都 有 可
能解体，甚至留下的可能真

的只有英格兰了。大家从
投票的分布看，英格兰有
53% 投票支持离开欧盟，
而 苏 格 兰 （ 6 2 % ） 和 北 爱
尔 兰 （ 5 6 % ） 是 大 部 分 人
支持留在欧盟的，他们传
统上也比英格兰更左倾，
苏格兰的领袖甚至引用此
次投票的结果说他们正在
寻求第二次独立公投的努
力。联合王国里面的北爱
尔兰为英国强占爱尔兰的
土地，它的政治地位长期
存在争议。北爱尔兰以前
深受恐怖组织爱尔兰共和
军 （IRA)的袭击或困扰，但是爱尔兰人后来认识到
他们现在都是欧盟的一部分了，所以无所谓让北爱
尔兰重回爱尔兰，凡正大家都属于共同的欧盟。这
次英国脱欧 不知是否会因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不确
定性而诱发英国的动荡。前不久苏格兰独立公投，

这次整个英国就是否脱欧公投，总的感觉是英国人玩公投
玩过了头，在美国和中国动不动就社会议题选择公投是不可
想像的事。(若需美国升学咨询服务，欢迎联系我们：微信: 
XiaoboWu554; 电子邮件:  wu_xiaobo@hotmail.com; 电话：314 
497 1597)。

張信教授夫婦

英国脱欧公投：黄色代表希望留欧地区，蓝色
代表脱欧地区。

Hookah为一种抽水烟的装置

吴晓波

脱欧， 川普，大学入学案 对华人的影响
和张信教授一席谈   

傅竹生

近日的英國脫歐投票，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的崛起 ，和最
高法院對德州大學入學案判定可用種族做考慮的事件，前因
後果互相有什麼關聯?  對華人又有什麼影響? 為此，對「全
球化」議題深有鑽研的印第安那大學歷史系教授張信博士 
從歷史的角度，作了分析。

觀察歷史，一般不從道德觀念責怪哪方的對與錯。更多的
是根據基本人性，根據人類經濟社會互動的基本原則，理出
現象發生的原因，或能以史為鑑。所以在討論社會現象，或
是當今思潮時，是以溫和的態度做觀察，做討論。

從歐洲經濟共同體說起

1958 年法國、西德、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六
國于1957年3月在羅馬簽訂了「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
，1958年1月1日成立，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只限於共
同市場，作經濟互動。當時，有強烈法國民族主義色彩的
戴高樂總統反對英國加入。直到1970 年戴高樂過世後，英
國和其他國家在1973 年才加入。當時的大勢是整体經濟合
作，全球化的方向是好事。在1992 年並更名為「歐洲共同
體」，加強了政治與安全的合作。

經濟合作實體走得順利，但是範圍也只限於經濟。為了擴
大歐洲的影響力，有志之士自然在政治，文化領域上作統
合。於是在1993 年再度擴大，成立了歐盟，加入了不少小
國，增加了政治合作。基本人性告訴我們，小國加入歐盟的
目的，是想靠著大國增加自己的扶持。而大國拉進小國的目
的，在於增加對全球的政治，文化的地位。「但是凡事有利
也必有隱患，就是大國願不願意扶助小國，拉著小國對自己
有多少好處」張教授點出反面的思路。

歐盟的成立，推動全球化的思路，像徵著天下大事分久必
合。歐洲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悲劇，痛定思痛，也看到了
今後世界各國的問題在於經濟，於是從根本上合作，走向互
利共贏。全球化的思潮在90 年代後期到達巔峰，但是在二
十一世纪初开始走下坡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英國在殖民主義沒落後，風光不再。加入歐盟，付出也換
得了某些利益。最主要的，是以犧牲自己的獨特性（来換得
世界上領導地位）。
可惜事與願違。

歐盟作為政治体，雖說在統計上，號稱是幾大政治体。全
球化，一般人想的是空間和時間的壓縮，飛機飛得快，通訊
方便，人與人，國與國距離更近。張信認為不止於此:「其
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彼此的合作，帶來兩項變化: 一是增加了各文化之間的滲
透，融合。文化融合，這同時也帶來了文化衝突。二是增加
了外來的移民。英國人不再是傳統的英國人，失去了他們
原來的文化特色（Cultural Identity)，近來的中東難民只是近
因。生活中的文化變得更複雜，部份英國人不願意被融合。
在美國的思潮也是如此，但這是現實，必需接受他的存在。

產業外移造成全球化反彈

除了政治上的變化，全球化對經濟有重大的影響。二戰後
的現代工業經濟，在經濟菁英，也就是大老闆，和工會共同
的作用下，中底技術的工人有了穩定的中產收入。工人有了
穩定的中產收入，就有能力向大公司買車，買房子，養活了
製造業，銷售員，推動了經濟。

但是在工會無止境的要求下，工資成本過高，大公司不得
不另找出路。這時，全球化的到来正好给了他们锲机。於是
他们走向海外，產業外移，在短期內節省了勞工成本。公司
菁英在股東面前更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於是在後現代的經
濟裡，有能力走向全球的跨國公司股價上昇。只是發達國家
過去有穩定中產收入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即使保有一份工
作，工資也不提高。不少工人失去工作前，在工廠最後的工
作，是把設備拆除，裝箱，運到國外，同時訓綀外國工人。
心中自然有恨，認為這情況非改不可變。

這中間，又有個現象，叫做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也包括中
国和印度的開放，吸引了大量發達國家的投資。於是以美國
白人勞工階級為主，和右派選民，在經濟上要求保護主義，
在移民政策上反對外來移民，以保自己的飯碗。

全球化的另一受害者是底層老百姓，左派選票力量自然要
保護他们，立法增加福利，增加最低工資。這在經濟規律上
會是揠苗助長?  還是轉移財富，增加低放入者消費能力，帶
動經濟?  對經濟是好是壞，目前不知道。但是底收入選民，
肯定是歡迎增加最低工資的。

話題轉到美國華人

華人孜孜懇懇，從東亞來到美國。各行各業從念書的，打
工的，經商的，幾年後一般都自食其力。最辛苦的，從進入
美國後打工還債，到買下自己的餐館。稍能念書的，在學術
界有所成就。

辛苦努力的第一代，影響了第二代，二代子弟在大學入學
方面，已和早年的猶太人大舉進入名校的情況類似。人口極
少，在職場上發展受限制的亞洲移民，和新來的非洲菁英移
民，子女們由於自己的努力，取得極大的成果。這和美國當

地非裔，西語系大學入學的人數不成比例。亞洲子女要有比
其他族裔更強的成績，才能進入同樣的學校。美國法律上一
向以 Affirmation Action 保護少數民族，但是華人不在保護
之列。最近最高法院的判決，目前偏左自由派居多的大法官
們，投票判定大學為了學生來源的多樣化，可以用種族和
其他因素一起，作為各種考慮因之一。華人入學比例已經很
高，這判決對華人子弟當然不利。

前面說的脫歐，英國人不愛外來移民，到美國川普的支持
者要搞經濟保護主義，排擠外來移民，和左派法官為保護黑
人非裔，西語系而延續Affirmation Action，在大方向說，各
方面的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華人的利益。

華人該走的路

如果說同樣愛努力的猶太人，在世界各地漂泊幾千年後懂
得搏生存，懂得爭取權利; 而中國人向來自掃門前雪，所以
說中國人自私，只會自己賺錢，這未必正確。主要原因是中
國人沒有危機感，過去的經驗也証明，把自己的事搞好最重
要。在政治上爭取公眾的權利對自己沒什麼用。
其實，這並非只有華人有這想法，之前不少的歐洲猶太人

也是如此，只管自己賺錢。二戰時的歷史不用多提，今天的
猶太人絕不容忍排擠猶太人。
學歷史，就是要能以史為鑑。從英國的脫歐，世界各國右

派排外勢力抬頭，到大批川普排外的支持者，不難看得出華
人今後該走的路是为自己爭取生存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