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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Indian nationals detained in 
China handed over: Indian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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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ELHI/SHANGHAI (Reuters) - Five 
Indian nationals from a remote eastern state 
who had been detained by Chinese authori-
ties in a region bordering Tibet were handed 
over to Indian authorities on Saturday, the 
Indian army said.

FILE PHOTO: An Indian fighter plane flies 
over a mountain range in Leh, in the Ladakh 
region, September 9, 2020. REUTERS/
Stringer
“Individuals will now be quarantined for 
14 days as per COVID-19 protocol and will 
thereafter be handed over to their fami-
ly members,” Lieutenant Colonel Harsh 
Wardhan Pande, a spokesman for the Indian 
army, said in a statement.

Pande said the five youths had “inadver-
tently strayed” across the de-facto border 
while foraging and hunting, adding that two 
other such incidents had taken place this year in India’s 
Arunachal Pradesh state, which borders China.

However, a Chinese state-backed tabloid said the five were 
Indian intelligence agents dressed as hunters, disputing 
claims that they had been kidnapped.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been unusually tense since a clash 
at a disputed border area in June that killed 20 Indian 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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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PHOTO: An Indian 
fighter plane flies over a 
mountain range in Leh, 
in the Ladakh region, 
September 9, 2020. REU-
TERS/Stringer

diers, with an unknown number of Chinese casualties.

On Tuesday, following reports that five Indians from the state 
of Arunachal Pradesh had gone missing, an Indian minister 
sai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onfirmed they 
had been found in China.

Their disappearance coincided with a border confrontation that 
week in the western Himalayas, during which both accused the 
other of firing in the air.

The two sides have long observed a protocol avoiding the 
use of firearms in the undemarcated frontier, though violence 
has erupted in the past.

On Thursday, Chinese State Councillor Wang Yi and Indian 
Foreign Minister S. Jaishankar met in Moscow and agreed to 
de-escalate the border tensions.

Global Times editor-in-chief Hu Xijin said on the 
Chinese Twitter-like app Weibo that China-India 
relations were stabilising. Observers of China’s foreign re-
lations often watch Hu’s messages on social media to gauge 
sentiment from Beijing policymakers.

“It seems that the successive meeting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Indian defence ministers and foreign ministers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cooling the situation,” Hu wrote.

“In additio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efended every 
inch of the country’s land, and the Indian Army ultimately 
failed to take advantage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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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A group of bipartisan U.S. lawmakers urged 
Walt Disney Co CEO Bob Chapek to explain the compa-
ny’s connection with “security and propaganda” author-
ities of China’s Xinjiang region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live-action war epic “Mulan”.

Disney’s $200 million live-action remake of its animated 
classic about a female warrior in ancient China has run 
into controversy for being partly filmed in the Xinjiang 
region, where China’s clampdown on ethnic Uighurs and 
other Muslims has been criticized by some government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human rights groups.

“Disney’s apparent cooperation with officials of the Peo-
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who are most responsible 
for committing atrocities - or for covering up those crimes 
- is profoundly disturbing,” the Republican sen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wrote in Friday’s letter.

It urged Disney to make a detailed explanation.

The letter was retweeted by 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CECC), which monitors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submits an annual report to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ongress.

Disney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The lawmakers, including former presidential candidate 
Marco Rubio, a Republican senator who co-chairs the 
CECC, said information on Beijing’s role in the detention 
of Uighurs in Xinjiang was all over the media before the 
filming of “Mulan.”

“The decision to film parts of Mulan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local security and propaganda elements, offers tacit le-

U.S. lawmakers quiz Disney CEO over Xinjiang
 connection to ‘Mulan’

gitimacy to those perpetrators of crimes that 
may warrant the designation of genoc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has repeatedly 
denied the existence reeducation camps in 
the region, calling the facilities vocational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accusing 
what it calls anti-China forces of smearing 
its Xinjiang policy.

The lawmakers also asked Disney about the 

use of local labor, Uighurs or other ethnic 
minority labor, “as well as due diligence 
performed to ensure that no forced labor 
was used during the film’s production

The film, out on Disney’s streaming 
service in many markets, was released in 
China on Friday and earned 46 million 
yuan ($6.7 million) at the box office by 8 
p.m. (1200 GM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aid this 
week it has prepared orders to block 
imports of cotton and tomato products 
from Xinjiang over the accusations of 
forced labor.

BUSINESS

Anthony Fauci, the nation’s top infectious 
diseases expert, warned Thursday that the 
U.S. should prepare for a difficult few 
months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as 
flu season approaches. 
“We need to hunker down and get through 
this fall and winter because it’s not going 
to be easy,” Fauci said during a panel dis-
cussion with doctors from Harvard Medi-
cal School. Fauci went on to warn against 
underestimating the pandemic’s potential 
to cause continued destruction. Fauci, 
who wa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AIDS 
researchers in the 1980s, compare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o the early days of 
HIV when the epidemic started with a few 
gay men to decades later with millions of 
deaths and infections. 
“We’ve been through this before,” he said. 
“Don’t ever, ever underestimate the po-
tential of the pandemic. And don’t try and 
look at the rosy side of things.”
His comments come after tapes released 
Wednesday by journalist Bob Woodward 
revealed that President Trump admitted 
in an interview to purposely downplaying 
the pandemic in the early months of the 
virus because he didn’t want to “create a 

panic.” During Thursday’s panel, Fauci 
added that vaccine trials are “progressing 
very well” and repeated his prediction that 
one will likely be availabl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or by early 2021.  Fauci also re-
iterated that different U.S. cities should 
expect to see post-Labor Day surges, 
with the expert saying last week that the 
country was heading into the fall with an 
“unacceptably high” level of COVID-19 
cases. 
“We’re right around 40,000 new cases, 
that’s an unacceptably high baseline,” 
Fauci said at the time. “We’ve got to get 
it down, I’d like to see it 10,000 or less, 
hopefully less.” (Courtesy thehill.com)
Related
Researchers begin clinical tri-
als examining blood thinners as 
coronavirus treatment

U.S. researchers are beginning two clin-

ical trials examining the use of blood 
thinners to treat COVID-19, the Nation-
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announced 
Thursday. (Courtesy Getty Images)
One study will focus on people who were 
hospitalized for COVID-19 and the other 
will focus on those who were infected, but 
not hospitalized. The studies are funded 
through President Trump’s “Operation 
Warp Speed,” which seeks to accelerate 
COVID-19 treatments and vaccines. A 
third study that will start at a later date 
will test blood thinners on people who 
have recovered and no longer test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to see if it affects their 
chances of developing blood clots after 
recovery. 
NIH officials told reporters in a confer-
ence call Thursday that they anticipate the 
studies will be completed within “months 
not years,” Bloomberg reported. Doctors 
have used anticoagulants in various ways 
in the past, but the studies will give them 
“a clear sense what is the most beneficial 
way” to use the drug, according to NIH. 
“There is currently no standard of care for 
anticoagulation in hospitalized COVID-19 
patients, and there is a desperate need for 
clinical evidence to guide practice,” NIH 
Director Francis Collins said in a state-
ment. “Conducting trials using multiple 
existing networks of research sites pro-
vides the scale and speed that will get us 
answers faster.” (Courtesy thehill.com)
China starts testing nasal spray 
coronavirus vaccine
The spray vaccine was co-developed by 
researchers at Xiamen University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with the aid of 
vaccine maker Beijing Wantai Biological 
Pharmacy Enterprise, Bloomberg report-
ed.
Previously, the intranasal spray method 
has been used to administer flu vaccines 
for people seeking an alternative to injec-
tions. 
The latest vaccine marks the 10th candi-
date from China to enter human trials.
The announcement comes as the 
U.K.-headquartered company AstraZene-
ca was forced to pause late-stage human 
trials of a potential coronavirus vaccine 
after a spinal cord illness was detected in a 

patient who received the shot.

China on Wednesday approved the 
first phase of human testing for a nasal 
spray vaccine, the first trial vaccine for 
the coronavirus that does not require a 
needle injection.
Advanced Chinese vaccine developers 
such as CanSino Biologics and state-op-
erated China National Biotec Group have 
reassured their product’s efficacy amid 
setbacks experienced by AstraZeneca.
CanSino said its shot has been safe in tri-
als and has not caused severe side effects.
An obstacle CanSino faces, however, 
is getting other nations to allow trials 
abroad. Critics are skeptical about the 
Chinese-made vaccine because it alleged-
ly triggers fewer antibodies than other 
products currently under trial analysis, 
Reuters reported.
Zhu Tao, CanSino’s co-founder and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defended the company’s 
vaccine against criticism, saying last week 
that the variation in antibody readings 
was due to different measuring methods. 
(Courtesy thehill.com)

Study: We’re numbing 
to the coronavirus 

Data: Newswhip; Chart: Axios Visuals
We’re over COVID even if it isn’t over 
us.
Why it matters: Six months into the pan-
demic, online engagement around coro-
navirus stories has dropped off markedly 
and continues to reach new lows even as 

the pandemic continue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NewsWhip provided exclusively to 
Axios.

Dr. Pratik Doshi, emergency medi-
cine physician affiliated with Memo-
rial Hermann - Texas Medical Center 
and attending doctor in the hospital’s 
intensive-care unit takes a look at a 
COVID-19 patient through a clear slid-
ing door on Thursday, July 2, 2020, in 
Houston. (Photo/Marie D. De Jesús, 
Houston Chronicle / Staff Photogra-
pher)
Houston region: In the Houston region, 
cases increased by 1,132 to 163,701 in to-
tal while deaths increased by 34 to 3,171 
in total. Harris County reported it now has 
113,504 cases total, an increase of 742. 
The state’s positive test rate increased 
from 7.58 percent to 7.77 percent, while 
the rolling average of viral tests stands at 
42,536 per day.
By the numbers: Interactions (likes, 
comments, shares) on stories about the 
coronavirus have fallen 88% since March, 
62% since July and 36% even from the 
August average.
• Google searches for the coronavirus 
have descended from a peak in mid-March 
and are now roughly where they were on 
Feb. 25 — well before the virus upended 
life the the U.S, — according to Google 
Trends data.
Between the lines: Even as the virus itself 
began to spread largely unchecked across 
almost the entire country in late June, the 
uptick in engagement was modest — an-
other sign that Americans had gotten used 
to the virus.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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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ci Warns U.S. Needs To
‘Hunker Down’ For Fall, Winter:

‘It’s Not Going To Be Easy’

Anthony Fauci, the nation’s top infectious diseases exp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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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of the Iranian army take part in the annual military drill in the Gulf 
of Oman, Iran, September 8. The three-day exercise i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strait in the Gulf of Oman is aimed at improving Tehran’s military might to 
confront “foreign...

A missile is launched during the annual Iranian military drill in the Gulf of Oman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Navy, Air and Ground forces, September 9. WANA via REUTERS

A demonstrator pumps his fist as others gather in front of the Lincoln Memorial. REUTERS/
Andrew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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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of the Iranian army take part in the annual military drill in the Gulf of Oman, September 7. 
WANA via REUTERS

Members of the Iranian army take part in the annual military drill in the Gulf of Oman, Iran, Sep-
tember 7. WANA via REUTERS

Members of the Iranian army take part in the annual military drill in the Gulf of 
Oman, September 7. WANA via REUTERS

MORE

A missile is launched during the annual Iranian military drill in the Gulf of Oman with the partici-
pation of Navy, Air and Ground forces, September 9. WANA via REUTERS

Members of the Iranian army fire missiles during the annual military drill in the Gulf of Oman, Iran, September 8. 
Iran’s military launched an annual drill in the Gulf near the strategic Strait of Hormuz waterway, at a time of high 
tension between...



美國生活

你真的瞭解美國經濟嗎？
10個你需要知道的事實
【來源:騰訊財經】
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11個人中有1個

在“大衰退”最糟糕的時候，10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找不到工
作。當前，美國的就業形勢好多了，失業率僅為4.7%。這是一種被
認為是——或者非常接近于——充分就業的水平。

很多人擔心，失業率如此之低，是因為很多人迫於無奈已經
停止找工作了，而這些人不再被計入勞動人口。所謂的“勞動力參
與率”居於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嬰兒潮一代”
的退休正導致勞動力市場參與人數減少，但它不是導致“勞動力
參與率”萎縮的全部原因。
美國經濟增長了多少？

美國經濟正處於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久的增長中。問題是，
增長率並不突出。近些年來，美國經濟年增長幅度為2.4%，遠低於
歷史平均水平(3%)。對於美國經濟來說，今年又是一個“B級”年。
第一季度內，美國經濟僅增長了0.8%。在春季和夏季，增長預計將
上行，但幅度不會太大。美聯儲預計今年美國經濟將增長2%。
美國增加了多少就業？

不久前，美國迎來了招聘狂歡季。2014年和2015年美國就業
增長的速度，創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蓬勃增長那些年以來最
快速度。不過，進入2016年後，美國企業招聘放緩。5月份是尤為
疲軟的一個月份，引發有關就業回暖是否開始熄火的擔憂。年初
至今，美國新增就業74.8萬，遠比前幾年少很多。據悉，前幾年，每
年的這個時候美國都會新增就業100多萬。總的來說，自2010年
年初就業觸及低位以來，美國就業增加了1420萬。
中產階級收入

美國一個最大的經濟問題是：工資和薪水增幅很小。根據美
國統計局發佈的數據，經調整後，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收入
為53657美元，幾乎和二十年前一樣。在美國，收入不平等不斷加
劇，部分歸因於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收入並未增長，然而上層
階級的收入增幅很大。
美國增長最快的工作

雖然美國招聘顯著上行，但新增就業崗位的質量卻有好有壞
。根據美國勞動部發佈的數據，在增長最快的10種工作中，50%的
年收入不足2.5萬美元。

汽油價格
近些年來，汽油價格大幅下滑。今年早些時候，絕大多數美國

人在購買普通汽油時每加侖的價格不足2美元。6月份，汽油價格
跳升至2.33美元，但仍是非常低的水平。汽油價格之所以暴

跌，是因為太多的國家(其中包括美國)正在以創紀錄的水平生產
原油。如此低廉的價格讓美國人覺得自己變富有了，因為他們從
加油中省出了很多錢。
聯邦政府欠了多少債？

雖然美國人聚焦於“美國政府現在負債超19萬億美元”這一
事實，但評斷這項數據的更好方法是問問美國債務在國內生產總
值中佔據多大的份額，就好比判斷一個人的負債水平，要看他所
欠的債務在他的年收入中佔據多大的份額。

2006年，美國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為35%，
現在增至75%，很大一部分歸因於在“大衰退”期間該政府花
了很多的錢以復活經濟。雖然美國政府的負債規模遠不及
希臘或日本(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在200%
左右)，但該國的政府債務仍在增長。
美國的房價平均值是多少？

經濟衰退部分歸因於房地產市場危機。當美國人喪失
房屋止贖權，很多人丟掉工作並買不起房子時，房價暴跌。
弗羅裡達州和伊利諾斯州受創尤為嚴重。在危機爆發前，美
國房價平均值在22.2萬美元左右。好消息是，根據美國房地
產協會發佈的現有房屋銷售數據，今年美國的房價最終回
彈至這種水平。
三十年期抵押貸款利率是多少？

5月份，美國三十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利率跌至3.6%
，接近於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2012年該利率為3.35%)。抵押
貸款利率之所以如此便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聯儲維
持利率在低位。
美國的工資在增長嗎？

很多美國人在說，“給我錢”。儘管經濟繼續增長，以及
失業率下滑至5%下方，美國的工資漲幅並不大。今年5月份
，工資增長最終增至每年2.5%，但是仍遠低於歷史平均值(
每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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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瞭解美國經濟嗎？
10個你需要知道的事實
【來源:騰訊財經】
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11個人中有1個

在“大衰退”最糟糕的時候，10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找不到工
作。當前，美國的就業形勢好多了，失業率僅為4.7%。這是一種被
認為是——或者非常接近于——充分就業的水平。

很多人擔心，失業率如此之低，是因為很多人迫於無奈已經
停止找工作了，而這些人不再被計入勞動人口。所謂的“勞動力參
與率”居於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嬰兒潮一代”
的退休正導致勞動力市場參與人數減少，但它不是導致“勞動力
參與率”萎縮的全部原因。
美國經濟增長了多少？

美國經濟正處於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久的增長中。問題是，
增長率並不突出。近些年來，美國經濟年增長幅度為2.4%，遠低於
歷史平均水平(3%)。對於美國經濟來說，今年又是一個“B級”年。
第一季度內，美國經濟僅增長了0.8%。在春季和夏季，增長預計將
上行，但幅度不會太大。美聯儲預計今年美國經濟將增長2%。
美國增加了多少就業？

不久前，美國迎來了招聘狂歡季。2014年和2015年美國就業
增長的速度，創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蓬勃增長那些年以來最
快速度。不過，進入2016年後，美國企業招聘放緩。5月份是尤為
疲軟的一個月份，引發有關就業回暖是否開始熄火的擔憂。年初
至今，美國新增就業74.8萬，遠比前幾年少很多。據悉，前幾年，每
年的這個時候美國都會新增就業100多萬。總的來說，自2010年
年初就業觸及低位以來，美國就業增加了1420萬。
中產階級收入

美國一個最大的經濟問題是：工資和薪水增幅很小。根據美
國統計局發佈的數據，經調整後，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收入
為53657美元，幾乎和二十年前一樣。在美國，收入不平等不斷加
劇，部分歸因於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收入並未增長，然而上層
階級的收入增幅很大。
美國增長最快的工作

雖然美國招聘顯著上行，但新增就業崗位的質量卻有好有壞
。根據美國勞動部發佈的數據，在增長最快的10種工作中，50%的
年收入不足2.5萬美元。

汽油價格
近些年來，汽油價格大幅下滑。今年早些時候，絕大多數美國

人在購買普通汽油時每加侖的價格不足2美元。6月份，汽油價格
跳升至2.33美元，但仍是非常低的水平。汽油價格之所以暴

跌，是因為太多的國家(其中包括美國)正在以創紀錄的水平生產
原油。如此低廉的價格讓美國人覺得自己變富有了，因為他們從
加油中省出了很多錢。
聯邦政府欠了多少債？

雖然美國人聚焦於“美國政府現在負債超19萬億美元”這一
事實，但評斷這項數據的更好方法是問問美國債務在國內生產總
值中佔據多大的份額，就好比判斷一個人的負債水平，要看他所
欠的債務在他的年收入中佔據多大的份額。

2006年，美國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為35%，
現在增至75%，很大一部分歸因於在“大衰退”期間該政府花
了很多的錢以復活經濟。雖然美國政府的負債規模遠不及
希臘或日本(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在200%
左右)，但該國的政府債務仍在增長。
美國的房價平均值是多少？

經濟衰退部分歸因於房地產市場危機。當美國人喪失
房屋止贖權，很多人丟掉工作並買不起房子時，房價暴跌。
弗羅裡達州和伊利諾斯州受創尤為嚴重。在危機爆發前，美
國房價平均值在22.2萬美元左右。好消息是，根據美國房地
產協會發佈的現有房屋銷售數據，今年美國的房價最終回
彈至這種水平。
三十年期抵押貸款利率是多少？

5月份，美國三十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利率跌至3.6%
，接近於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2012年該利率為3.35%)。抵押
貸款利率之所以如此便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聯儲維
持利率在低位。
美國的工資在增長嗎？

很多美國人在說，“給我錢”。儘管經濟繼續增長，以及
失業率下滑至5%下方，美國的工資漲幅並不大。今年5月份
，工資增長最終增至每年2.5%，但是仍遠低於歷史平均值(
每年3.5%)。

你真的瞭解美國經濟嗎？
10個你需要知道的事實
【來源:騰訊財經】
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11個人中有1個

在“大衰退”最糟糕的時候，10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找不到工
作。當前，美國的就業形勢好多了，失業率僅為4.7%。這是一種被
認為是——或者非常接近于——充分就業的水平。

很多人擔心，失業率如此之低，是因為很多人迫於無奈已經
停止找工作了，而這些人不再被計入勞動人口。所謂的“勞動力參
與率”居於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嬰兒潮一代”
的退休正導致勞動力市場參與人數減少，但它不是導致“勞動力
參與率”萎縮的全部原因。
美國經濟增長了多少？

美國經濟正處於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久的增長中。問題是，
增長率並不突出。近些年來，美國經濟年增長幅度為2.4%，遠低於
歷史平均水平(3%)。對於美國經濟來說，今年又是一個“B級”年。
第一季度內，美國經濟僅增長了0.8%。在春季和夏季，增長預計將
上行，但幅度不會太大。美聯儲預計今年美國經濟將增長2%。
美國增加了多少就業？

不久前，美國迎來了招聘狂歡季。2014年和2015年美國就業
增長的速度，創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蓬勃增長那些年以來最
快速度。不過，進入2016年後，美國企業招聘放緩。5月份是尤為
疲軟的一個月份，引發有關就業回暖是否開始熄火的擔憂。年初
至今，美國新增就業74.8萬，遠比前幾年少很多。據悉，前幾年，每
年的這個時候美國都會新增就業100多萬。總的來說，自2010年
年初就業觸及低位以來，美國就業增加了1420萬。
中產階級收入

美國一個最大的經濟問題是：工資和薪水增幅很小。根據美
國統計局發佈的數據，經調整後，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收入
為53657美元，幾乎和二十年前一樣。在美國，收入不平等不斷加
劇，部分歸因於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收入並未增長，然而上層
階級的收入增幅很大。
美國增長最快的工作

雖然美國招聘顯著上行，但新增就業崗位的質量卻有好有壞
。根據美國勞動部發佈的數據，在增長最快的10種工作中，50%的
年收入不足2.5萬美元。

汽油價格
近些年來，汽油價格大幅下滑。今年早些時候，絕大多數美國

人在購買普通汽油時每加侖的價格不足2美元。6月份，汽油價格
跳升至2.33美元，但仍是非常低的水平。汽油價格之所以暴

跌，是因為太多的國家(其中包括美國)正在以創紀錄的水平生產
原油。如此低廉的價格讓美國人覺得自己變富有了，因為他們從
加油中省出了很多錢。
聯邦政府欠了多少債？

雖然美國人聚焦於“美國政府現在負債超19萬億美元”這一
事實，但評斷這項數據的更好方法是問問美國債務在國內生產總
值中佔據多大的份額，就好比判斷一個人的負債水平，要看他所
欠的債務在他的年收入中佔據多大的份額。

2006年，美國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為35%，
現在增至75%，很大一部分歸因於在“大衰退”期間該政府花
了很多的錢以復活經濟。雖然美國政府的負債規模遠不及
希臘或日本(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在200%
左右)，但該國的政府債務仍在增長。
美國的房價平均值是多少？

經濟衰退部分歸因於房地產市場危機。當美國人喪失
房屋止贖權，很多人丟掉工作並買不起房子時，房價暴跌。
弗羅裡達州和伊利諾斯州受創尤為嚴重。在危機爆發前，美
國房價平均值在22.2萬美元左右。好消息是，根據美國房地
產協會發佈的現有房屋銷售數據，今年美國的房價最終回
彈至這種水平。
三十年期抵押貸款利率是多少？

5月份，美國三十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利率跌至3.6%
，接近於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2012年該利率為3.35%)。抵押
貸款利率之所以如此便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聯儲維
持利率在低位。
美國的工資在增長嗎？

很多美國人在說，“給我錢”。儘管經濟繼續增長，以及
失業率下滑至5%下方，美國的工資漲幅並不大。今年5月份
，工資增長最終增至每年2.5%，但是仍遠低於歷史平均值(
每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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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瞭解美國經濟嗎？
10個你需要知道的事實
【來源:騰訊財經】
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11個人中有1個

在“大衰退”最糟糕的時候，10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找不到工
作。當前，美國的就業形勢好多了，失業率僅為4.7%。這是一種被
認為是——或者非常接近于——充分就業的水平。

很多人擔心，失業率如此之低，是因為很多人迫於無奈已經
停止找工作了，而這些人不再被計入勞動人口。所謂的“勞動力參
與率”居於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嬰兒潮一代”
的退休正導致勞動力市場參與人數減少，但它不是導致“勞動力
參與率”萎縮的全部原因。
美國經濟增長了多少？

美國經濟正處於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久的增長中。問題是，
增長率並不突出。近些年來，美國經濟年增長幅度為2.4%，遠低於
歷史平均水平(3%)。對於美國經濟來說，今年又是一個“B級”年。
第一季度內，美國經濟僅增長了0.8%。在春季和夏季，增長預計將
上行，但幅度不會太大。美聯儲預計今年美國經濟將增長2%。
美國增加了多少就業？

不久前，美國迎來了招聘狂歡季。2014年和2015年美國就業
增長的速度，創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蓬勃增長那些年以來最
快速度。不過，進入2016年後，美國企業招聘放緩。5月份是尤為
疲軟的一個月份，引發有關就業回暖是否開始熄火的擔憂。年初
至今，美國新增就業74.8萬，遠比前幾年少很多。據悉，前幾年，每
年的這個時候美國都會新增就業100多萬。總的來說，自2010年
年初就業觸及低位以來，美國就業增加了1420萬。
中產階級收入

美國一個最大的經濟問題是：工資和薪水增幅很小。根據美
國統計局發佈的數據，經調整後，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收入
為53657美元，幾乎和二十年前一樣。在美國，收入不平等不斷加
劇，部分歸因於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收入並未增長，然而上層
階級的收入增幅很大。
美國增長最快的工作

雖然美國招聘顯著上行，但新增就業崗位的質量卻有好有壞
。根據美國勞動部發佈的數據，在增長最快的10種工作中，50%的
年收入不足2.5萬美元。

汽油價格
近些年來，汽油價格大幅下滑。今年早些時候，絕大多數美國

人在購買普通汽油時每加侖的價格不足2美元。6月份，汽油價格
跳升至2.33美元，但仍是非常低的水平。汽油價格之所以暴

跌，是因為太多的國家(其中包括美國)正在以創紀錄的水平生產
原油。如此低廉的價格讓美國人覺得自己變富有了，因為他們從
加油中省出了很多錢。
聯邦政府欠了多少債？

雖然美國人聚焦於“美國政府現在負債超19萬億美元”這一
事實，但評斷這項數據的更好方法是問問美國債務在國內生產總
值中佔據多大的份額，就好比判斷一個人的負債水平，要看他所
欠的債務在他的年收入中佔據多大的份額。

2006年，美國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為35%，
現在增至75%，很大一部分歸因於在“大衰退”期間該政府花
了很多的錢以復活經濟。雖然美國政府的負債規模遠不及
希臘或日本(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在200%
左右)，但該國的政府債務仍在增長。
美國的房價平均值是多少？

經濟衰退部分歸因於房地產市場危機。當美國人喪失
房屋止贖權，很多人丟掉工作並買不起房子時，房價暴跌。
弗羅裡達州和伊利諾斯州受創尤為嚴重。在危機爆發前，美
國房價平均值在22.2萬美元左右。好消息是，根據美國房地
產協會發佈的現有房屋銷售數據，今年美國的房價最終回
彈至這種水平。
三十年期抵押貸款利率是多少？

5月份，美國三十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利率跌至3.6%
，接近於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2012年該利率為3.35%)。抵押
貸款利率之所以如此便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聯儲維
持利率在低位。
美國的工資在增長嗎？

很多美國人在說，“給我錢”。儘管經濟繼續增長，以及
失業率下滑至5%下方，美國的工資漲幅並不大。今年5月份
，工資增長最終增至每年2.5%，但是仍遠低於歷史平均值(
每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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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New York (CNN Business) For the first 
time in roughly five months, AMC The-
atres will pop the popcorn, dim the lights, 
and start the show. But will anyone buy 
a ticket? AMC, the world’s largest movie 
theater chain, is reopening more than 100 
U.S. locations on Thursday after closing 
their doors in March. Other major chains 
like Regal Cinemas and Alamo Draft-
house will also return this weekend, while 
Cinemark started its phased reopening last 
weekend. Roughly 1,400 of the 6,000 ven-
ues in North America are currently open, 
according to Comscore (SCOR). (Track 
how box-office sales have been hit on our 
recovery dashboard.) It’s a monumental 
moment for theaters and the film industry 
at large. The next few weeks and months 
will give Hollywood an idea of whether 
the movie theater industry can bounce 
back after being ravaged by coronavirus. 
It’s not going to be easy.                                                                                                                    
Few fresh blockbusters For starters, the-
aters like AMC won’t have many big films 
to show for a couple of weeks. Chris-
topher Nolan’s thriller “Tenet” doesn’t 
hit thea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til 
September 3, and Disney’s “Mulan” is not 
on AMC’s release slate. It hits Disney+ on 
September 4. Other films like “Unhinged” 
and “The New Mutants” are opening 
sooner, but aren’t exactly well-known 
titles moviegoers are itching to see. Until 

then, theaters are offering old movies like 
“Inception” and “Black Panther” to get 
people in the door.

AMC is reopening its theaters next 
week with 15-cent tickets                    

Is it safe? Getting people back to the 
movies during a pandemic is more than 
just having films that people want to see. 
Theater chains have to win over consum-
ers who have gotten used to watching 
movies at home and who aren’t sure about 
the safety of sitting indoors with strangers 
for hours at a time. Theaters have to 
convey a sense of safety and cleanliness. 
AMC is requiring all guests to wear 
masks under its “Safe & Clean” initiative. 
It’s also capping theater capacity and 
upgrading ventilation systems. It’s yet to 
be seen whether those protocols will give 
moviegoers a strong sense of security. 
Paul Degarabedian, senior media analyst 
at Comscore, told CNN Business that “it’s 
up to the theaters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so well prepared in creating the safest and 
most appealing environment possible.” 

Degarabedian noted that “the sentiment of 
the moviegoers who go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needs to be positive.” That’s what will 
“give the theaters the best shot at drawing 
in, and more importantly, keeping patrons 
coming back,” he said. Canadian theaters 
have already reopened and are showing some 
of the movies hitting the United States soon 
— such as “Unhinged” — but attendance has 
been tepid.                  

Competition is fierce and money is tight
The pandemic has put millions of people out 
of work, so disposable income is limited for 
many.

A night at the movies soon?
And consumers are at this point accustomed 
to staying home and watching Netflix 
(NFLX), Disney+ and a slew of other stream-
ing services for a monthly subscription cost 
that runs roughly the same as the average 
cost of a ticket.
“Wallets are tight right now, and most people 
have to do a cost-benefit analysis for nearly 
everything in their lives,” Dergarabedian 
said. “While movie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a 
bargain compared to other outside the home 
activities, price matters.”
AMC (AMC) made news last week when it 
announced it would sell tickets for just 15 
cents on opening day. After that, the chain is 
offering tickets at a lower-than-usual price 
for older movie titles.
The big question: Is it worth it? 
Coronavirus cases are still prevalent across 
the country, and moviegoing poses a risk 
because the virus often spreads more easily 
indoors.
New York Governor Andrew Cuomo said 
Monday that gyms would reopen in the state 
later this month, but movie theaters would 
stay closed.
“I am sure there is a whole group of people 
who say, ‘I cannot live without going to the 
movies.’ But on a relative scale, a movie 
theater is less essential and poses a high 

risk,” Cuomo said. “Movie theaters are not 
that high on the list of essentials.” (Courtesy 
cnn.com)
Related
Fauci: We won’t be able 
to sit in theaters without 
masks until a year after an 
effective coronavirus vac-
cine is created

Dr. Anthony Fauci and Jenni-
fer Garner on an Instagram Live                                                    
broadcast on Wednesday. (Photo Credit/
Jennifer Garner /Instagram)

KEY POINTS
Dr. Anthony Fauci, the US’s leading 

expert on COVID-19, said theaters and 
cinemas likely won’t be back to normal, 

welcoming a mask-less public, for at least 
another year.

Fauci told the actress Jennifer Garner 
during an Instagram Live broadcast on 
Wednesday that a vaccine would need to 

be out for almost a year before theaters are 
safe to go to without masks.

“If we get a really good vaccine and just 
about everybody gets vaccinated, you’ll 

have a degree of immunity in the general 
community that I think you can walk into 

a theater without a mask,” Fauci said.                                      
Dr. Anthony Fauci, the nation’s top expert 
on infectious diseases, said on Wednesday 
that people likely wouldn’t be able to safely 
go to theaters for at least another year. Fauci 
made his prediction in a 30-minute inter-
view with the actress Jennifer Garner on 
Instagram Live about vaccines, lockdowns, 
and the coming flu season. As a film fan and 
performer, Garner asked Fauci, “When are 
we going to be able to sit in a theater and 
watch our favorite performers up on stage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combination of 

a vaccine that has been around for almost 
a year and good public-health measures,” 
Fauci told Garner. Fauci said that even if 
a vaccine were to be finalized by this No-
vember or December, that would mean the 
soonest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could 
be vaccinated is fall 2021.

Will outdoor movies make a comeback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However, Fauci has said he thinks it is 
“unlikely” that a vaccine will exist by 
November, despite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elling states to 
prepare to roll out vaccines that month. A 
vaccine would be distributed first to front-
line medical workers, then to people with 
preexisting conditions, then to essential 
personnel like politicians and public-health 
officials, then to children, and then to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It would also depend 
on how effective the vaccine is.
“If we have a vaccine that’s a knockout 
vaccine that’s 85% to 90% effective — I 
don’t think we’ll get that. I’ll settle for 70% 
effective,” Fauci said. “If we get a really 
good vaccine and just about everybody gets 
vaccinated, you’ll have a degree of immu-
nity in the general community that I think 
you can walk into a theater without a mask 
and feel like it’s comfortable that you aren’t 
going to be at risk.” (Courtesy businessin-
sider.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Movie Theaters Are Starting
To Reopen. Will Anyon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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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司机

我出生在黑龙江，1975年初中毕

业后，18岁的我被分配到哈尔滨铁路

局三棵树机务段做了一名火车司机。

那时的火车是蒸汽机车，要靠煤的燃

烧把水烧开了变成蒸汽，才能让火车

运行起来。

火车头里有三个人：司机、副司

机和我，我做司炉，一路上要把煤一

铲一铲地送进锅炉中，那真是一个非

常重的体力活。那时一列挂着十几节

车厢的火车从哈尔滨跑到牡丹江，一

路上铲进锅炉的煤有2吨之多。因我年

轻，我负责烧上坡，副司机年长则烧

下坡。而火车爬坡时是最吃力的时刻

，我要不停地甩大锹往锅炉里送煤，

才能让火车有足够的动力爬上坡，而

一锹煤就有10斤之重。

刚进机务段时，我被人们称为

“排骨”。但几年甩大锹下来，再加

上当时做火车司机的我们有着不错的

伙食，很快我变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

儿。

苦学英语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令中美关系

破冰。当时广播里开始教英语，我就

和一批有志青年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

。令我最难忘的是爸爸，那时家里那

么穷，但爸爸为了让我学好英语，竟

花了105元给我买了一个当时最好的收

音机。

那时，我们也悄悄地收听美国之

音播讲的《英语900句》，课本则是手

抄的。当年做火车司机的我奔跑于哈

尔滨和牡丹江之间，一面坡位于两地

中间，跑到那儿我们就会休息，换另

一班人继续前行。休息时大家都去嗑

瓜子聊天、打扑克或买菜，但我既不

聊天也不打扑克，而是抓紧时间学英

语。那时美国之音每周教10句话，恰

好乘务员公寓里有个小黑板，我就拿

着粉笔在上面复习这10句话，并做换

词练习。

当时我还在广播大学上英语课，

我利用在一面坡休息的机会帮老师们

买当地一种新鲜的大豆角，上课时我

就扛过去，但我不是送礼，老师们给

的钱我都收下，我只是为了能多学点

英文。

考上北外

1977年时中国恢复了高考，但我

因志愿报高了当年没考上。1978年时

我们一起听900句的两个伙伴考上了北

外，但两个哥们一直惦记着在铁路上

的我还没考上。

到了80年北外在黑龙江终于有了

招生名额时，他俩赶紧通知了我，并

让我抓紧时间复习。当时两人还给我

出主意说不要复习英文了，你的英文

在应届毕业生里是最好的了，集中精

力把语文、历史、地理、政治搞好就

行。为了我，这俩哥们还专门跑去找

了负责招生的北外老师，嘱托说若开

卷时看到有个叫孙澜涛的，一定要把

他招来，不然他没有机会了。

我是初中毕业，根本没上过高中

，那时白天忙完工作，夜晚我就坐在

家中的厨房里，点着灯学高中课本。

后来我以412分，全黑龙江文科外语类

的最高分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北外。那

年我23岁，是当年报考文科外语类的

最高年限。

拿下双学士

当我第一次随着师傅走进火车头

时，我认为自己一辈子就干这个了。

但5年后，我成为一名从工人队伍中靠

高考直接入学的大学生。在北外上学

时，我先读的是英美文学和美国社会

与文化专业，印象最深的是许国璋先

生。有一次上电影欣赏课，到电影结

尾出英文字幕时学生们起身就要走，

许国璋就拿棍子戳着地说，我告诉你

们同学们，一部电影最后的字幕是最

值得看的！都给我坐下，把字幕看完

再走！

在我快上大三时，时任中宣部部

长邓力群倡议说对外宣传干部要专业

化，要做专门的培养，让他们能用中

英文写作、摄影、打字等，并提出开

展双学士教育，以能快速满足外交战

线对专业宣传干部的急需。随后仅在

北外、上外、北大和暨大开设了国际

文化交流班，每班20名学生，我又考

上了。我记得1983年时邓力群在中南

海接见了我们，我代表北外发了言，

央视也采访了我并播出。当时在哈尔

滨家中的爸爸从电视上看到了我，别

提多高兴了。

在北外我度过了6年的美好时光，先

后拿下了两个学士学位，是当年不多

见的双学士英语人才。

赴费城办兵马俑展

1986年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文化

部对外文化联络局欧洲处工作，主管

政府间的对外交流。

1987年“中国兵马俑及随葬艺术

展览”在费城举行，我带团首次来美

。当时展览举行了2个多月，展出了

200多件展品，非常轰动。

那次同来的还有陕西秦俑博物馆

前馆长吴永琪和河南文物所的老赵。

一天，我们仨走在街头时，一辆公交

车突然停了下来，司机对我们说，

“昨晚我在电视看到你们了，欢迎来

费城”。

我记得当时的门票卖的特别好，

很多人从周边及其他城市赶过来观看

。在我们于费城的3个月里，很多人都

设法和博物馆找关系请我们去吃饭，

而那些人几乎家家都有一件非常老的

中国文物。

那时我们每个周末都排得满满的

，当地一家一家地请我们吃饭，吃完

饭再回家请我们看看家里收藏的东西

是真是假。回想那次展览相当的成功

，反响也非常热烈。

与张进谈恋爱

我从费城归来后，一天我的一个

副处长问我有对象吗？我说没有。于

是他就张罗着把太太所在的石油研究

院里的一个姑娘介绍给我，并说对方

是张恨水的孙女。

第二天处长拿来了张进的照片，

我一看蛮漂亮，就动心了。那时文化

部周末总有电影，处长就安排我俩看

电影。我记得电影的名字叫《野狼的

呼唤》，但张进来晚了，等电影完了

我才看到她的模样。看完电影我们去

吃了饭，因晚上我还有一堂托福课要

教，就匆忙地离去了，行前我问她要

不要听课？张进说好呀，然后开始听

我的课，就这样我俩谈起了恋爱。

后来我又去了希腊、梵蒂冈等一

些国家，那时张进已在北京儿童医院

做医生。费城之行已让我学会了浪漫

，出访时每到一处我就买张明信片贴

上邮票寄给张进。到了1988年9月2日

，我和张进正式登记结了婚。

到纽约做外交官

1989年5月，我被派到中国驻纽约

总领事馆文化组任领事，那时天安门

正乱着，我落地到了纽约中领馆后就

开始挨骂。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

方开口就说：“共产党真他妈的操蛋

！”我回答说：“共产党不操蛋，但

共产党里有操蛋的人。这个你同意吗

？”对方一听，语气缓和下来说：

“哦，你小子说的还是这么回事。”

我说：“咱们可以再沟通交流”。为

此总领事还表扬了我，说我在交流上

有沟通技巧。

那时候中领馆的条件也十分艰苦

，1989年时也没人敢为中国庆国庆，

只有中国城的英行久提出为中国庆祝

，举行的地点在银宫酒家。那天酒楼

外有不少示威者，应行久就说我在这

儿给中国过国庆，所有领事都是我请

的客人，门口我管不了，有警察管，

但谁敢在这站起来喊口号，给我架出

去！

我在纽约做了4年外交官，和这里

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没想到纽约日后

成了我人生大展拳脚和致力中美友好

的地方。

做里根律师助理

1994年中我又返回纽约，那时太

太张进已从哥大毕业。我当时在华埠

一家移民服务社帮忙，薪水是每小时5

元。后来我给一个律师做了一年，每

月薪水1000元。

1995年时里根律师登广告请华裔

助理，我前去应聘。当时他问我有经

验吗？我如实地说之前给一个律师干

过。里根就说你以后就跟我干吧，我

给你年薪2万9千元，并包医疗保险。

那时太太的年薪才3万多，这个offer相

当好了，我就干了起来。我觉得这就

是知遇之恩！几年前里根退休时，我

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能一直干到你退

休吗？我就想回报你，1995年时你接

受了我，我连学都没上，你就给了我2

万9千元的薪水。”里根当时哭了，说

“你的价值就是把罗斯里根律师楼发

展起来了。”的确，我来应聘时还没

有罗斯里根律师楼，有了我之后，里

根把他的老师罗斯叫过来说我们一起

合作干点事吧，华人市场有孙澜涛。

就这样，罗斯里根律师楼在1998年诞

生。

当时我提出用“为人民服务”做

律所的广告语，并认真地向他们解释

说这句话不是玩笑，它意味着责任和

承担。之后，当广告在电视上播出时

的确收效不错，我认为这是中为洋用

的成功。

赵燕案

2004年时发生了赵燕案。当时来

自天津的赵燕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游览

时遭到美国边境警察的暴力殴打和拘

捕，我记得那晚旅游车把赵燕拉回来

后，她的朋友找我说，“孙澜涛你为

人民服务的时候到了”。

很快媒体报道了该事件，领事

馆也知道了。第二天，时任大使的

李肇星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举行例

行对话时也谈到该事件，说我们有

一个游客无辜被打，在一个人权国

家里怎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你

给我一个正面解释。后来，美国政

府起诉了那个边境警察，那个人也

丢了工作，再后来他又恢复了工作

，原因是最终他被判没罪，但没罪

的人不等于没有责任！

赵燕案历时13年，我直接负责与

水牛城的合作律所展开密切合作，最

终让受害者获得了应有的赔偿，创造

了华人受害者状告美国政府侵权并获

胜的案例，也让受害人等来联邦法官

和检察官代表美国政府向其真诚道歉

的历史时刻。

攻读法学博士

我一直忙到2001年时才想起来该

上法学院了，那时张进也一直督促我

上。我读的是纽约杜鲁大学法学院，

上的是夜校。那时我白天工作，晚间

上课，每天都带着工作中碰到的问题

去学习，令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更加

有的放矢。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写的就

是赵燕案，赵燕案是国家赔偿，当时

我还研究了中国的国家赔偿，以赵燕

案为轴心，从比较法学的角度将两国

做了分析对比。毕业时我在模拟庭上

为一名杀人犯做辩护，并做了充分的

准备。记得当时我巧妙地辩护道：

“除非我的当事人是一个蜘蛛侠，他

才会有这样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到出事

现场，否则如果你不能证明，你就要

取消指控！” 我的辩护赢得喝彩，并

获得了A的成绩。

回想起读法学博士的那段日子真

是辛苦，那时张进也开始读医学博士

，儿子才几岁。后来又经过不懈地努

力，2010年时我考取了律师执照，实

现了自己多年的梦想。次年起我担任

了罗斯里根律师楼的合伙人，让自己

的人生再次实现了完美的跳跃

致力中美交流

至今，我一直应邀担任中国驻纽

约总领事馆的法律顾问，每年也定期

为留学生及领馆官员讲解美国法律法

规。另外，我还担任旅美律师协会美

东分会会长，以及多家中资机构和社

团的法律顾问。从去年1月起，我还多

次受邀回国为中国法官授课，积极推

进中美司法交流。

这些年最让我难忘的还有三次

受邀，以美国司法界代表的身份登

上天安门金水桥观礼台：2009 年时

我受邀出席了中国 60 周年庆典，

2015 年时又获邀参加了中国庆祝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

2019 年 10 月我三获殊荣又登上天安

门观礼台，参加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盛典。

40 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我和太

太都事业有成，儿子小虎也十分出

色，正在哥大攻读环境生物学专业

。但当前美中之间的摩擦和不友好

很让人伤心。对此，我还是相信民

间的力量，也希望自己来美 30 多年

没白来，能在中美关系上多发挥些

作用。中美友好对两国都有好处，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以及我个人的发

展也受惠于此，因此做为民间的我

们要多唱友好的歌。

孙澜涛：从外交官到律师

孙澜涛，纽约知名律师。

40年前，初中毕业的他成了一

名火车司机。在中国改革开放

后，23岁的他又以当年文科外

语类招生的最高年限，成功考

入了被称为“共和国外交官摇

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之后

做了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在纽

约定居后，他又凭借着不懈的

努力，攻下法学博士，考取律

师执照，担任了律所的合伙人

。

“我感恩这个时代，感恩

改革开放给我这代人带来的机

遇，也感恩中美建交后给我带

来事业和人生的发展契机！

”—孙澜涛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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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有多浪費
資源？(下)

整个社区也一起外包了附近的农场给一个公司运营

，公司每天会打理好农场然后将当天的时令蔬菜采摘好

放到一个小房子里，社区的人每个人当天去领回自己当

天的那一份，领多少全凭信用。各个户主会和公司签订

合约，以年或季度以固定价格售卖蔬菜。这样的生产方

式极大减去了生产的运输和能耗成本，这样的生活方式

能耗毫无疑问是非常低的。但这样的方式也决定了社区

的人们的蔬菜供应很依赖气候和时令，自家菜谱也要根

据时令制定。但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反而觉得这样自然

健康。而和教授一起住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素食比例很大

，我特意询问了是大部分人的饮食习惯都这样吗？他们

说不是的，只有这个社区注重环保的人才会有这么高的

素食比例。

总体来说，美国还是一个浪费的国家。但要澄清的

是浪费是一个度的问题，这里指的浪费是指过度生产，

生产出来的产品已经具有很低甚至不具有边际收益了

（比如加州番茄多到只能烂掉或者拿来玩）。为了“节

约”而降低生活品质是不实际也不是我所提倡的。

但美国也是一个极度分化的国家，美国的科技水平

足够在不降低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有能力构建起极为高

效、环保、甚至具有经济盈利能力的生产系统（比如之

前提到的社区），但由于没有迫切需要，这种系统只存

在于部分有社会责任感或者生活富足人士的家园中。大

部分人不关心，也没必要去考虑是否浪费，而整个社会

定价系统也是不鼓励，甚至是打压节约的。在这样的背

景下，我们同时看到资源的大量挥霍，和全球最前沿的

环保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创新。

洛杉矶去年大旱，然后LADWP(差不多等于洛杉矶的水利

电力局？)说要限制用水量，我本来做好偶尔停水的准备，还计

划去超市买点纯净水备用，结果最后给出的措施是建议一周只

浇草坪3天……

好像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凌晨四点灯火

通明，说美国学生有多么刻苦。

去了才知道为毛“哈佛凌晨四点灯火通明”。

嗯，不止哈佛。

偏远景区人迹罕至的公厕也是凌晨四点灯火通明。。。大

白天的也亮着。。。

他们不关灯。

今天去别的老师的教室上课，她要早走，嘱咐我最后关门

。 我说好，关门关灯关电扇。 她说千万别，把所有灯、电扇

都开着。

大白天的，我看着这诺大教室的N盏灯和电扇，忍了。默

默说好。

在一线的感触就是，深深的无力感。

你说商业区公共路灯24小时通明防盗也就算了，说美国人

怕热开着空调裹棉被也认了，说刺激消费带动内需也忍了。 但

这是水啊！！这是一个美国小学的日常啊！

再多说一句，就是美国的邮政系统之发达！在中国邮政基

本都变为寄包裹的公司的时候，我去美国邮局经常都看到好多

人寄信（虽然我也喜欢手写的质感）！然而，其实我觉得邮局

更多人是在忙着为腐朽的资本主义进行着老旧的商业宣传。

我家邮箱每天收到的广告邮件，简直是比我的email的垃圾

邮件还多。有附近餐馆的广告，有你在某网站购物之后给你定

期寄来的促销手册，有房地产广告，慈善广告，各种各样五花

八门。

其中不得不点名拿出来说的是叫你开信用卡的信。美国的

信用卡公司会不知道在哪儿搞到你的地址，你的信用记录，你

的各种信息，觉得你符合资格就会给你寄叫你开卡的信（一般

都会有可观的开卡奖励）。在茫茫多银行的开卡信中，摩根大

通Chase简直是舍得下血本。每次都是精装的信封，厚厚的一叠

高分辨率打印的各种信用卡说明。关键是！！每两天寄一封啊

！！一模一样的啊！！我真的扔了一年数不清的Chase的信，看

着这么精致的信封和纸，瞄都不瞄一眼就扔了，扔得我都不好

意思了，最后终于去开了Chase的卡。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

的银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脸，事竟成。

偶尔还会有更高端的宣传书，真的是书！

翻翻这些书，其实挺有设计感的，字体、行距、留白、照

片都处理得很精美。然而，这TM户外用品我要用我自己会去商

店买啊，美国就你们几家品牌，想买别的都买不到，有必要印

这么厚一本挨家挨户地发吗？

再来说说亚马逊。每次收到的包裹都是箱中箱中箱中箱中

箱中箱....拳头大的东西却拿个超大的箱子装着寄来。每每看到

家里堆积成山的箱子，我都想着这要是在国内，靠卖纸皮我都

发了。就更别提塑料袋随便扯，超级多的一次性用品，商铺写

字楼永远不灭灯。

以前在国内时，觉得说环保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提倡的，是

挺时髦先进的事情。来了美国以后，麻痹原来这些环保口号都

是说给我们这些第三方发展国家听的，自己来挥霍无度。

当年哥本哈根谈得剑拔弩张，但是就我个人感觉，实际美

帝人民只要在人均能耗上能降低到中国平均水平，当年那个会

议就可以就地散会了。（非常不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

，后来琢磨了一下，原来是美国人把他们个人的碳排放对比其

他国家一个企业的碳排放）

真是实在的资本主义国家。

任孟山教授在文中写道：“刚到美国时，看见路灯在大白

天全亮着，当时想可能是今天忘了。后来发现，根本不是忘了

，而是天天如此。公寓楼、办公楼里，一年四季中央空调大开

，夏天冻得人发抖，冬天热得满头大汗。超市的塑料袋随便用

，汽车没有小排量的……让我不得不惊叹：美国真是个大国，

浪费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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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有多浪費
資源？(上)

美国确实是非常浪费的国家，这和他们能

源价格的过度低廉有关。 以加州为例，加州的

居民用电平均电费是15.34¢/kWh，折成人民币

差不多才一元上下一度电，夜间谷峰电价就更

低，家里不管白天黑夜照明和一些家电常年不

关确实是当地人生活的常态。如此大的能源浪

费也催生了巨大的节能市场，像Nest这样小小

的家庭能源管理公司就被谷歌以32亿美元收购

。 不关灯只是能源浪费的一隅，我们可以通过

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透视出背后因为低廉的能

源价格形成的整套高能耗生产体系。

在旧金山硅谷一带，随处可见大片绿化：

但细心的同学应该发现了，旧金山是地中

海气候，年平均降雨量才4.49英寸，而耐热耐

旱的棕榈树也是加州的一大标志性景观，怎么

会随处可见这么多热带的宽叶植物？

答案当然不是这些植物自己长出来的，而是

大量的喷淋系统每天不断地对这些植物进行喷淋

的结果。从这张在棕榈大道对斯坦福的俯拍我们

可以看到，进入斯坦福校园的棕榈大道周边到斯

坦福的校园内部都是拥有非常好的绿化，但斯坦

福背后的山上却像沙漠一样，零零星星长一点矮

小的灌木。其实后面，才是旧金山无人打理的自

然景观的常态：

加州是极度缺水的一个州，甚至有一首歌

的歌名就叫“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

fornia”，加州需要从周边的州（比如内华达州

）购买大量水，通过水渠运输过来。 但加州的

气候非常适合植物生长，加州有充裕的阳光，

稳定的气候，只是缺水。得益于加州的气候，

洛杉矶的亨廷顿图书馆、艺术廊和植物园

（The Huntington Library, Art Collections and

Botanical Gardens）就拥有极其大量的奇花异草

，其中山茶花就有超过1200种，而里面也有各

种不同风格的人造园林，当然都是依赖人工灌

溉。其中一个沙漠植物园林就在室外放着也打

理得很好，可见洛杉矶自身的气候其实是很适

合沙漠植物生长的。

从其他州引来的水这些水除了日常居民用

水、绿化灌溉以外，还有一大用途——农业。

加州的中央山谷（Central Valley）是世界一大

粮食产地之一，加州有充裕的阳光，稳定的气

候，非常适合粮食生产，但是就是没有水。于

是加州在1945年建成了一个超级水坝——沙斯

塔坝（Shasta dam ），沙斯塔坝的蓄水顺着萨

拉门托河（Sacramento river），连接20多个水

坝、水库和数条水渠，硬生生地将水输送到了

这片4200平方英里的中央山谷，形成

了一个人造的大粮仓。

美国的农业生产是十分工业化的，从

中央山谷的农业可以一睹，大量的农业

机械应用在农业生产里。大量片的土地

和高效的工业化作业让这片土地每年产

出大量粮食。而番茄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的作物。但这样的生产模式是极其耗费能源的

，需要完全通过人工来引水灌溉、施工业肥、

利用飞机进行农药喷洒等。但由于工业化的规

模化生产和低廉的能源价格，但如此大费周章

生产出来的农作物其实值不了几个钱，在商场

里面里面也可以看到农产品的价格其实非常低

，且分量很大。也常常会发现牛奶的价格常常

低于同体积的饮用水价格。边上的内华达州的

Reno市就会每年举办番茄大战（La Tomatina）

，这些番茄都来自中央山谷农场，而我之前的

一篇回答里面则推荐了一部纪录片叫《透视美

国》American Revealed，这部纪录片就以中央

山谷为其中一个例子，讲述了美国的农业。

工业化的规模化生产和低廉的能源价格让

美国的商品经济极其发达。如此丰富的粮食产

量也让严重粮食浪费成为了美国的常态。大家

对美国最大的线下零售商沃尔玛的购物模式

——仓储式商场购物模式应该不陌生。美国的

超市几乎都是清一色是仓储式商场，一个沃尔

玛Neighborhood Markets里面就有超过29万种品

类的商品，而最小规模的 Wal-Mart Discount

Stores 也有超过12万种品类的商品在里面（数

据来源：Our Retail Divisions）。美国前副总统

戈尔也曾经在他的书《我们的选择》（ Our

choice-a plan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里面抱

怨过这件事，他认为美国超市的商品品类已经

到多了一种荒唐的地步。

这些商场中大量商品都是保质期不超过三

天的食物，这些食物往往极其便宜，沃尔玛是

拿极少甚至是不拿利润的。因为便宜的食物是

客户的刚需，这些食物会引来大量客流，沃尔

玛则通过客户对其他品类商品的购买实现盈利

。而这些食物在过期之后会被严格处理掉。在

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甚至有更严格的规定规定

：食物在完成加工后温度下降到一定度数，或

者超过了一定时间，不管顾客有没有吃完，都

要换新的。不难想象上个世纪叶利钦访问美国

，没有被美国的高楼大厦和自由女神像所震撼

，却因为参观了一个小小的超市而抱头痛哭。

工业化生产和低廉的能源价格让美国的食

品价格定价非常畸形。这也是美国大量浪费食

物和肥胖的原因。在美国可以看到最便宜的食

品几乎都是高油、高糖、高脂的食物，比如

Pizza、炸鸡、汉堡、甜点等但我们知道生产出

同样重量的肉类从能量角度上来说是需要消耗6

到10倍的植物，生产一磅（0.9斤）的牛肉则需

要1669升的水和20磅的谷物。极度依赖肉类的

饮食结构其实是一种非常浪费的消费方式，美

国畸形的定价模式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浪费。

在美国甚至可以通过身材大致区分出一个人所

在的阶级。不少身材极度肥胖的人多半是穷人

，因为垃圾食品是最便宜的。而有机蔬菜贵，

富人也会更常去健身房锻炼，所以身材好的一

般经济状况都不会太差。

另一个导致美国人均能耗高的原因来自于

美国的居住环境。美国地广人稀，很对地方没

有汽车相当于是半个残疾。上个世纪美国利用

高速公路打通各大城市之后成功实现了又一次

经济腾飞，而美国的人均通勤距离也比其他国

家长很多。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非常低的车

辆价格和汽油价格让汽车成了美国家庭的标配

。一个美国家庭常常会拥有2台或以上的车，

因为美国人出门常常不和别人一起和乘坐一台

汽车。 洛杉矶拥有非常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和

很宽的马路，但洛杉矶的高速公路却常年拥堵

，因为人均汽车保有量实在太高，而且大部分

人是一人开一辆。导致上路的机动车辆非常惊

人，当然也带来了很高的个人能耗。Uber模式

在美国也有很高的环保意义。

美国的机动车油耗和马力也往往很大，除

了美国人喜欢开卡车（Truck）这种非常耗油的

车辆以外。评论中@谢苇 对美国人为什么喜欢

开大车总结得很到位:

美国人喜欢开大排量的车因为本身爱开大

车（装载力强，方便大宗购物），爱开重车

（更安全），爱开高车（视野好）…说白了就

是，因为一辆车的排量大，除了油耗是缺点其

他基本都是优点。而美帝油便宜，绝大部分人

买车都不怎么考虑大排量的负面效果——中国

的油要是价格降一半，买大排量的也会多很多

。

因为地广人稀，所以大车在购物上会很有

优势。另外美国人也喜欢出游，大车方便拖挂

其他物件，比如房车、小船、野餐工具等。因

此大车有很高的普及率，当然作为居民把大车

用来装载

物品的时

候是少数

，平时能

用大车来

通勤也和

他们油价

低有关，

加上一般

喜欢一人

开一辆，

这也是美

国人均能

耗很高的

原因之一

。

另外一些小细节：在加州会发现即使拥有

充裕的阳光，还是没有人会晾晒自己的衣物，

而是家家户户都使用烘干机。一方面是由于习

惯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晾晒衣物是犯法的。

在美国的许多地方，有一种没有正式立法的禁

令，叫做“晒衣绳禁令”（听说加州已经在干

预这条禁令）。由于晾晒衣物会影响美观，导

致房地产商没办法把房子卖个好价钱，不少社

区禁止居民晾晒衣物，这个事情也引起了环保

人士的抗议。

美国人的浪费主要来源于便宜的能源和成

熟的工业化生产（当然也包括很多来自其他国

家的廉价产品），工业化产品的价格都很便宜

（包括汽车、电子产品），导致浪费现象严重

。但由于人力成本很高，所以只要涉及到人工

的都会有很高的价格。Uber大力发展无人驾驶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司机支出占成本中的比重

太大。而家里水管坏了，替换的零部件是很便

宜的，但水管工过来帮你诊断什么问题，即使

最后水管工修不好，也要收取一笔远高于零部

件的人力费用。这也是工业自动化程度变高的

一个结果：工业产品价格低廉，定制产品价格

昂贵。

但即使不少美国人过着能耗很高的生活，

也不能直接给全美国人贴上这个标签。美国大

部分人是住在房屋（House）里面，拥有很丰富

的屋顶太阳能资源。曾经和一个康奈尔的教授

在伊萨卡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住的社区家家户

户都在屋顶铺设的太阳能板，光伏用于发电，

光热用于供暖。整个社区可以能源自给自足，

发电高峰时还能卖电回电网。由于那个教授是

研究环境的，所以厕所还装了粪便回收系统用

于制作农业肥料。旁边的房子甚至还装有室内

外热交换系统，保持房屋冬暖夏凉，降低能耗

。而小小的社区边上就是大面积光伏板，而车

库中也偶尔能见到Model S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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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導演陳可辛監制、張冀任劇本監制、許宏宇執導的青春勵誌

電影《壹點就到家》已定檔10月1日，將於國慶與大家見面。在早

前公開的物料中，劉昊然、彭昱暢、尹昉組成的“追夢三人組”，

壹起把夢想的起點搬到了千年古寨。在最新的劇照裏，鏡頭又回到

大城市，對準城裏人魏晉北（劉昊然飾），創造出了壹組頗有工業

廢柴氣質的“時尚大片”。

與預告片中的“遠山樹林味”不同，新發布的劇照充滿十足的

潮流氣息，這樣的反差也給劇情平添了幾分遐想。魏晉北在《壹點

就到家》的角色是壹個生長於大城市的loser，他壹直跟著時代的潮

流創業，做過生鮮，賣過家電，最後甚至住進了廢墟，在無數次的

碰壁中，他也逐漸丟失了在繁華大城市裏的歸屬感。這樣壹個看似

廢柴的青年，卻也有著隨時滿血復活的能力，回到古寨後重拾幹勁

，再度嘗試開天辟地。在劇照中，魏晉北在快遞站前擺出了年輕人

專屬的”45度仰望天空“，用90後青春時代裏最in的姿勢，喚醒仍

年輕待燃的小宇宙。

這組“時尚大片”還透露出壹種未知的漂泊感，而它來自於每

壹個在時代浪潮中跌跌撞撞的奮鬥者。劉昊然所飾演的魏晉北便是

當下眾多”屢敗屢戰夢想家“的共同縮影，他的故事也是北上廣青

年奮鬥者們的故事。大城市給人們帶來的機遇很多，卻也在不停地

拒絕著人們，每壹個魏晉北都很難。《壹點就到家》給都市社畜們

註入了奮鬥新思路——逐夢的舞臺不止在大城市裏，有夢想有堅持

，哪裏都可以是施展身手的舞臺。我們還年輕，我們還能闖，追夢

的路會壹直在腳下。

有監制陳可辛為口碑保駕護航，加上憑借導演處女作《喜歡妳

》便入圍金馬獎的鬼才導演許宏宇的精心執導，《壹點就到家》的

品質從金牌主創的配置來看期待值滿滿。影片在打造輕松歡樂基調

的同時，又聚焦時下年輕人的煩惱，營造出故事可以發生在妳我身

邊的真實感，讓人在歡笑之後，能繼續把電影中的奮鬥精神帶回生

活中，將追夢的勇氣與力量延續。10月1日，來影院找到屬於妳的

故事。

《壹點就到家》劉昊然新劇照
廢柴壹秒變廢柴壹秒變““潮男潮男””

由潘源良執導，鄭秀文、佟大為、蔡卓妍主演的電影《聖何塞

謀殺案》將於10月4日在八大視頻平臺同步首映，正式與內地觀眾

見面。寧靜優美的聖何塞，卻有觸目驚心的謀殺案逐步逼近；看似

親密的夫妻、摯友，卻各自隱藏著見不得光的秘密……《聖何塞謀

殺案》中的三大主角，將跟隨命運，壹步步撕開平靜美好包裝下離

奇的真相。

身份成謎愛恨交織 三角關系猜忌橫生

此前曝光的終極海報與預告，已為影片的緊張氛圍做足渲染。

淡粉色主題的終極海報上，鄭秀文、佟大為、蔡卓妍置身於血色玫

瑰花中，心思暗藏望向不同的方向，仿佛都在謀劃如何置對方於死

地，淋漓盡致地展露出人物貌合神離、愛恨糾纏的三角關系。預告

片中三大主角的對手戲更是扣人心弦：鄭秀文對片中丈夫佟大為帶

著哭腔咆哮道“我都是為了妳好”，配合陰暗的眼神讓人不寒而栗

；而蔡卓妍則從開頭的可愛陽光，到最終咬牙切齒地怒斥鄭秀文是

個“有病的控制狂”，情緒對抗火花四濺。回憶與現實的不斷閃回

交織，真實身份的迷霧叢生，愛恨糾纏的情感碰撞，壹齊將電影的

緊張感推至巔峰。

鄭秀文為角色增肥9斤 佟大為蔡卓妍貢獻破格演出

《聖何塞謀殺案》為鄭秀文帶來了第18次香港金像獎的提名，

又壹次的影後提名也是對鄭秀文演技的極大肯定。拍攝《聖何塞謀

殺案》之前，鄭秀文就多次研讀劇本，仔細梳理Ling的成長經歷，

精準剖析Ling每壹次心理轉折的過程。為了使角色看上去更貼合，

鄭秀文不惜增肥9斤，讓自己看起來更加圓潤、更貼近Ling。對角

色的充分了解，使得鄭秀文甚至可以在造型、妝發等方面提出不少

建議。對於這樣壹位敬業的演員，與鄭秀文演對手戲的林嘉華對她

的演技贊不絕口，表示和鄭秀文演對手戲時，“她對角色特質的準

確把控能夠令我更加投入戲中”。

飾演Tang壹角的演員佟大為，曾獲得百花獎、華鼎獎、金鷹獎

等多項殊榮，此次加盟《聖何塞謀殺案》，為影片增加了不少亮點。

初讀劇本，佟大為就喜歡上了這個故事。影片中的Tang是壹位懷揣

夢想來到異國的打工者，多番努力卻始終郁郁不得誌。為了揣摩角色

的心理，在開拍前，佟大為特意找到自己在異國生活的好友，詳細了

解他們的生活狀態、所思所想，以便更好進入角色。充足的事前準備

使得他在拍攝時非常順利，不少鏡頭壹遍就過。導演潘源良更是贊道

：“他對拍戲的認真與專業度，對整個劇組都是壹種帶動”。

在《聖何塞謀殺案》中蔡卓妍也展現了自己不壹樣的壹面，壹

改往日的鬼馬嬌俏的形象，演繹了壹位表面陽光實則內心悲涼的少女

。蔡卓妍憑借本片獲得了第6次香港金像獎提名，也是業內對她此次

顛覆形象突破演技的認可。蔡卓妍坦言：“Yanny壹角雖然不如Ling

復雜，情感表達直來直去，但在直接的背後，Yanny也有著復雜深刻

的內心戲碼”。為了演繹出Yanny壹步步淪陷的心理過程，蔡卓妍不

僅摸透了Yanny壹角的狀態，對於鄭秀文與佟大為的角色特質也有著

充分的把握，配合十足的情緒爆發力，使戲劇沖突達到頂點。

電影《聖何塞謀殺案》由英皇(北京)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英皇影業有限公司出品，耳東文化（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佟悅名

新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鄭秀文佟大為蔡卓妍
《聖何塞謀殺案》定檔10.4 由中國電影集團

公司進口，華夏電影

發行有限責任公司發

行的年度懸疑力作

《死無對證》，繼官

宣9月18日定檔國內

後，近日，接連放出

令影迷們歡呼的好消

息，影片全面預售開

啟，並將於9月11日

起開啟全國超前點映

，屆時全國18座城市

百場觀影提前點爆“懸

疑爽片”。與此同時，

官方也正式發布“如履

薄冰”版海報，在“看

得見”與“看不見”的

倫理道德、真相和謊言

裏，撲朔迷離的真相漸

行漸遠。

電影《死無對證

》講述了加裏夫婦的

獨生子丹尼爾遭遇車禍，被肇事者沈車滅跡。悲痛的父母突然想起事

故當天，加裏曾帶回壹位汽車拋錨的女車主，當日諸多細節顯示她和

真正的車主在隱瞞著什麽......為了尋找真相，加裏夫婦通過易容瞞天過

海，展開壹場精心策劃的較量……而在近日公布的“如履薄冰”海報

中，男主角多利亞和女律師兩人坐在桌子兩端，表情緊張，桌上陳列

著案件相關的各種證物。似乎在揭示著正在發生的事情和已經終結的

答案，壹切串聯看似完美，卻又漏洞百出。

作為意大利國家隊級別陣容的懸疑力作，《死無對證》由導演

斯蒂法諾· 摩爾蒂尼執導，裏卡爾多· 斯卡馬奇奧、米麗婭姆· 萊昂

內、法布裏齊奧· 本蒂沃利奧和馬麗婭· 派雅托主演。導演斯蒂法

諾· 摩爾蒂尼曾提名柏林金熊獎，這壹次執導的《死無對證》又壹

舉榮獲第64屆意大利大衛獎提名。影片的幾位主演更是意大利國

內的黃金陣容，兩位男主不僅獲得過意大利“奧斯卡”之稱的大衛

獎，女主同樣是意大利國內家喻戶曉的當紅女星。

同樣值得稱贊的是，影片將“人性”壹次又壹次地剖析，故事

的代入感也讓觀眾從壹開始就深入其中，仿佛成為影片的參與者。

為了讓影迷能夠提前感受到觀影樂趣，9月11日-13日每晚7:00-9:00

，影片將在北京、上海、成都、長沙、蘇州、杭州等全國18個城

市同步開啟上百場超前點映。

據悉，電影《死無對證》將於9月18日登陸全國各大院線。

《死無對證》全國點映
“如履薄冰”版海報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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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院共和黨週二宣佈了提出削減的救濟法案的內容參議院共和黨週二宣佈了提出削減的救濟法案的內容
共和黨意外提出不提供刺激性支票共和黨意外提出不提供刺激性支票 州和地方援助州和地方援助
佩洛西和舒默嚴厲批評共和黨不想花錢幫助人們佩洛西和舒默嚴厲批評共和黨不想花錢幫助人們

強制強制220220萬聯邦僱員和軍人執行川普的延期稅款政策萬聯邦僱員和軍人執行川普的延期稅款政策
延期的稅款必須在延期的稅款必須在20212021年進行納稅申報退還給政府年進行納稅申報退還給政府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允許雇主選擇加入或退出可能歸結為允許雇主選擇加入或退出可能歸結為
行政成本和負擔行政成本和負擔，，這也困擾著私營部這也困擾著私營部
門門。。眾議員眾議員Don BeyerDon Beyer一直強烈批評軍一直強烈批評軍

事人員和聯邦工人的強制性延期事人員和聯邦工人的強制性延期。。

《《負責任的財富負責任的財富》》正在與正在與““進步之聲進步之聲
””合作合作，，將這封信發送給國會議員將這封信發送給國會議員，，
反對共和黨的稅收計劃反對共和黨的稅收計劃，，該計劃將在該計劃將在
1010年內削減超過年內削減超過11..55萬億美元的減稅萬億美元的減稅，，

主要是最富有的納稅人主要是最富有的納稅人。。

這這11..55萬億美元的減稅措施大部分流向了萬億美元的減稅措施大部分流向了
美國公司和富人美國公司和富人，，減少了稅收減少了稅收，，增加了增加了
國債國債。。川普的稅收改革計劃將導致難以川普的稅收改革計劃將導致難以

馴服的債務馴服的債務；； 可能導致美國破產可能導致美國破產。。

MSNBCMSNBC概述了川普總統的減稅計劃中的問題概述了川普總統的減稅計劃中的問題，，該計該計
劃將公司稅率從劃將公司稅率從3939％大幅降低到％大幅降低到1515％％，，同時將高收同時將高收

入個人的個人稅率降低了入個人的個人稅率降低了，，但犧牲了所有有利於中產但犧牲了所有有利於中產
階級的減稅措施階級的減稅措施。。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Mitch
McConnellMcConnell））在星期二的參議院會議上在星期二的參議院會議上
說說，，參議院將在本週審議該法案參議院將在本週審議該法案。。共共
和黨的目的是通過所謂的和黨的目的是通過所謂的““瘦身瘦身””救救

濟法案向民主黨施加壓力濟法案向民主黨施加壓力。。

沒有刺激性支票沒有刺激性支票，，州和地方援助州和地方援助:: 最新最新
法案中缺少的是白宮和民主黨人表示法案中缺少的是白宮和民主黨人表示

支持的另一輪直接付款支持的另一輪直接付款。。

學校要求增加資金和清潔工工人以增學校要求增加資金和清潔工工人以增
加兒童和教職員工的安全設施加兒童和教職員工的安全設施。。

參議院希望支持小型企業參議院希望支持小型企業;; 農場的小企農場的小企
業計劃樣本表格業計劃樣本表格。。

休斯頓市長特納日前在休斯頓市長特納日前在Lancaster Senior LivingLancaster Senior Living特別進行造訪考察居民生活形態等特別進行造訪考察居民生活形態等
包括積極保持與居民們最佳的通訊和第壹時間的協助服務包括積極保持與居民們最佳的通訊和第壹時間的協助服務。。休斯頓市議員休斯頓市議員Robert GalRobert Gal--
legos, Michael Kuboshlegos, Michael Kubosh及市政府工作人員等共同參與活動確保年長者們得到最先進和急及市政府工作人員等共同參與活動確保年長者們得到最先進和急
需的資源需的資源。。困難幫扶和社區服務等方面向地區提供最新及時信息困難幫扶和社區服務等方面向地區提供最新及時信息。。

休斯頓市長特納造訪休斯頓市長特納造訪LancasterLancaster
Senior LIvingSenior LIving進行考察和資源提供進行考察和資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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