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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别去，那是黑厂，我们去上

网。”这是三和贴吧中流行的一句话，

也是很多青年在经历过进“黑厂”、与

“黑中介”打交道后总结的经验，还是

“有经验”的三和青年对初来乍到的年

轻人的善意提醒。“黑厂”是很多青年

选择不进厂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按照他

们的描述，“黑厂”具有下列特征：管

理严格，无福利保障，经常加班，无故

克扣工时、工钱，不签订劳动合同，住

宿环境和工作条件差。与“黑厂”相关

联的另一个概念是“黑中介”，指的是

压榨三和青年的劳动成果、层层克扣工

资、骗取务工青年身份证、诱骗务工者

进入“黑厂”的中介公司。“黑厂”与

“黑中介”是三和青年对深圳周边广泛

存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介公司的一

种蔑称，体现出三和青年与工厂和中介

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些人力公司以蒙骗的方式，夸大

工厂的优越条件，就是为了招到更多的

人，获得更多的提成，至于务工者在工

厂里究竟境遇如何，中介并不关心。务

工者受骗后回到三和与中介理论显然于

事无补，即便报警也没有办法真正解决

问题。务工者若干次受骗后，为了能够

维系生活、等待合适的工作而留在三和

做日结，也就成了三和青年中的一员。

尽管三和青年与“黑中介”的关系

变得紧张，在很多情况下却又逃不脱中

介的掌控，毕竟中介公司掌握着就业资

源。即使做临时工也必然受到人力公司

的“压榨”，所以又有很多三和青年把

挂逼的原因归咎于“黑中介”的压榨。

三和青年和“黑中介”之间的矛盾

一直在积聚，这种矛盾虽然很少直接表

露，却会在三和青年遭遇不可忍受的情

况时迸发出来，比如没钱吃饭、身份证

被骗的三和青年会不顾一切地与“黑中

介”爆发冲突。据说，一家极为过分地

克扣和欺骗三和青年的“黑中介”一度

引发他们之间的肢体冲突。在众多三和

青年的围观与声援下，中介公司的老板

和员工毫无还手之力，藏在办公室里不

敢出来。在受到举报而被查封那段时间

里，“黑中介”租赁的办公场所夜间还

遭到三和青年的打砸和火烧。当然，这

是极为罕见的三和青年占据优势的例子

，绝大多数情况下，占便宜的还是人力

公司，三和青年只能默默吞下苦果。

与招聘工厂岗位的中介相比，三和

青年和日结的中介关系则要缓和得多。

由于外来招工者到三和招日结的数量和

时间都不固定，做不到每天招人，即便

招人每次数量也较少；所以，在三和垄

断日结工作的“黑中介”主要是由中介

公司的人来兼职。比如招快递日结和保

安日结的“海新四大金刚”，白天就是

在中介公司招常规工人。由于做日结是

最重要的谋生手段，所以，即使“黑中

介”克扣工资，为了生存，三和青年也

还必须依赖他们。二者之间的矛盾不会

那么明显，有时还展露出温和的一面。

有的青年通过“黑中介”大帅的通融，

借钱买一双鞋才得以出去做日结，他们

之间既潜藏着矛盾，又相互依存。

实际上，他们很难真正有什么手段

和中介较劲，更多时候只停留在“口诛

”阶段。一次，三和青年发现手中免费

领取的书讲的是因果报应，便说笑道:

“应该把这些书发给那些中介，他们太

黑了，赚的钱太多，欺骗‘三和大神’

要遭雷劈。”这虽是一句说笑，却显示

出他们对“黑中介”既愤怒又无奈，常

常私下谩骂和背后指责。

三和青年处于社会底层。在关系资

源不足、维权能力弱小、正式途径难以

妥善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

把事情推向极端的发声方式，采取非正

式的途径解决问题，比如说能够引起轰

动的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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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三和人流涌动，数以千计的

外来务工者聚集在各个人力公司大厅寻

找合适的工作岗位。在这个“繁忙”的

时段，只见大批务工青年快速地聚集在

一家人力公司门口，他们不是奔着良好

工作条件和较高薪资待遇的岗位而来，

而是被坐在三楼窗户外的一位青年所吸

引。

一句“有人要跳楼了”，打破了无

精打采的“正常”生活，他们纷纷走出

彩票店、小超市和小巷子。不到10分钟

，至少有三四百人在楼下仰头围观。此

刻，跳楼青年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三和的

焦点，了解一些内情的人也开始七嘴八

舌地炫耀自己的谈资。

事件的起因是，跳楼青年通过一家

中介(人力公司)的介绍，选择了一份工

期为15天的临时工作，按照约定，做满

工期就可以以最高小时工资标准结算薪

资，回到三和与中介结算工钱。跳楼青

年回来后，先不说工厂内的生活和工作

条件没有达到中介所夸大的标准，在工

资结算方面也未按照所约定的最高小时

工资标准发放。而中介给出的解释是，

工厂给他们的工时工资就是这么少。可

想而知，是中介克扣了工时，又在工资

标准上欺负跳楼青年。跳楼青年自然不

肯吃亏，与中介理论，因为没有任何劳

务合同或书面证明，也没有工厂内的工

时记录，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跳楼青年被

“黑”，而中介的蛮横无理更加剧了冲

突。跳楼青年并不甘心，情急之下做出

了跳楼的选择。他通过二楼的公厕爬到

三楼，坐在一扇窗户外面，做出要跳楼

的姿势以吸引市场管理者、中介和务工

者的注意，目的显然是期待着有利于自

己的处理结果出现。

随着三和青年和务工者的迅速聚集

，伴随着他们兴奋的喊叫声，市场管理

人员和中介都赶过来查看情况，并迅速

报警，交由警察处理。一旦发生跳楼事

件，市场和中介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随后市场的几位协警也前来关注情况变

化，对于这样的事件他们无能为力，只

好控制住围观的三和青年和务工者，让

他们不要靠近，以免出现更加混乱的状

况。虽未拉出警戒线，却也预留出一些

警戒空间。

跳楼青年坐在窗边，不停地向下探

头观望情况，并时不时地做出想要跳下

来的动作，引得楼下聚集的人群议论纷

纷。三和青年幸灾乐祸地关注着跳楼青

年的一举一动、不时地有人躲在人群中

大喊一声“跳下来”。而内圈的协警立

刻喊道:“谁叫的？出了问题全是你的责

任。”跳楼青年一直不为所动，他在等

待更好的处理方式和结果，这也说明，

他并没有跳楼的想法，他是在寻找解决

问题的非正规途径。

终于有一位穿着正规警服、佩戴着

警号的警察来到现场，他先是了解情况

、布置任务，协调其他部门帮忙。不久

，紧急救护人员和消防队也来了，事态

进一步扩大，就连在网吧里厮混、不愿

意出去做工的青年也被叫喊声吸引到现

场。“很长时间没出现过这样的场面。

”一位刚从网吧出来、眼里布满血丝的

青年感叹道。

当所有可能发生的隐患和针对性的

预防措施全部就位，警察也向相关人员

了解了事情发生的原因后，接下来就是

上楼与跳楼青年谈判，询问他遇到的问

题、需要满足的要求以及可能的解决方

案。经过协商，跳楼青年同意先下来，

到警务室谈判，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

随后，看热闹的人都快速散去，就像什

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只在吹牛时，才又

把这件事津津乐道一番。至少在接下来

的一个星期内，跳楼事件都是他们的主

要谈资。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他们对

人对事的惯常态度，“唯恐天下不乱”

又是他们热衷选择的行为方式。他们围

在一起讨论工作时，常提及“黑中介”

，跳楼事件则成了佐证“黑中介”不法

行为的有力证明。当然，更多的是戏谑

的语言，有的人说：“从三楼往下跳肯

定摔不死，应该到中国银行大楼上去跳

，那样动静才大。”还有人说:“‘三和

大神'这么多，这样的事见怪不怪，真死

了也没啥。”更有甚者，拿着地摊上摆

卖的弹弓比划着说:“要是昨天你过来，

可以拿着弹弓打他，把跳楼的打下来。

”有一位年龄稍大的人说了句让人心寒

的话:“就是三和的人死光了，我也只会

笑哈哈的，不会伤心。”诚然，他们的

状态确实很难博得他人的同情，他们对

于周围人的死活似乎也不再关注，唯一

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问题。

围绕跳楼事件，也会有一些理性的

讨论。有人拿国外劳工保护的案例做对

比，讲述国外的工人如何得到工作时间

和工资上的保障，而三和青年又是如何

受到“黑中介”的剥削压榨。不过他们

也找不到解决途径，最终又把问题归结

于没有社会资源和技术能力，“自己老

老实实工作还被骗，没有能力没有资源

，只能继续在这里挂逼”。归根结底，

跳楼事件像是一场表演，跳楼青年被

“黑中介”坑了之后，缺少解决问题的

有效途径而被迫采用极端手法。在整个

跳楼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跳楼青年从一

开始就是想要钱又想要命，在三楼的窗

边坐了好久，吸引了大家的关注。而警

察上楼之后一直劝说青年保持冷静，只

要下来就帮忙解决问题，显然也是害怕

事件处理不当，真的出现自杀事件。

关于跳楼青年被带走后的处理结果

，有人揣测说:“肯定要挂逼了，这又给

三和增添了不好的事。他肯定会被送到

救助站，如果有身份证的话可能还会被

遣送回老家。”之后据协警等传出的消

息说，对跳楼青年给予补偿之后教育一

番，就直接放他走了。由于跳楼青年没

有受到惩罚，又解决了被“黑中介”坑

的问题，这件事情为其他人解决问题提

供了参考，三和青年似乎找到了一种可

供复制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也成了他

们在无望时寻求救助的一种方法。不久

，三和就再次上演跳楼闹剧，这对于长

久待在三和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稀奇，

只是每一次发生都会给无聊的生活增添

一点乐趣，大家还亲切地称这些跳楼的

人为“跳楼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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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次跳楼事件发生后，市场管

理者就封闭了从公厕到三楼的通道，

这次跳楼青年只得坐在二楼的露台上

，不停地指着另一家中介喊叫着:“xxx

中介是最黑的中介，骗了我的身份证

，把身份证还回来!’，从他的喊叫声

中可以得知事件的起因是身份证被骗

。原来，“跳楼哥”通过中介选择了

一份合适的工作，交了身份证，被告

知中午11点半在某家人力公司集合点

名。等到11点半过了，他才赶到集合

处，没发现有人点名，又找不到招工

者，遂以为身份证被骗。在受到他人

蛊惑的情况下，他跑到人力公司二楼

的露台，以跳楼姿态吸引市场管理者

和警察的关注，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能

妥善解决问题。后来得知，事件真相

是招工者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找到“跳

楼哥”，他自己也没找到招工者。跳

楼事件发生之时，招工者正带着报名

去工厂的其他青年上车，也在找他。

一个误会又导致了一场跳楼闹剧。

可是，这次“跳楼哥”的表演性质极强

，他一只手紧紧抓着二楼露台的护栏，

另一只手挥舞着，指着人力公司大喊:

“xxx中介是最黑的中介。”可他的喊

叫声完全被淹没在人力市场的嘈杂声中

，路过的人很难注意到他，直到站在对

面的三和青年指着他喊“有人跳楼了”

，大家才纷纷顺着指示的方向看去。

有位三和青年发现，跳楼哥所处的

楼层只是二楼，又没有表现出真正想跳

的姿态，就说：“我在老家从二楼高的

地方跳下来很多次，什么事都没有。”

转身绕过驻足观看的人群，走开了。此

时，正值中午时分，人力公司门前聚集

了很多携带行李、准备进厂的务工者，

他们准备被点名、安排车辆奔赴各大工

厂的岗位，在无聊的等待中，观望闹剧

的人并不比上次的少。

率先匆匆赶来的还是巡逻的协警，

来到之后观察周边情况，疏散站在楼下

的人群。见到协警跑过来，彩票店和小

超市里的青年和上次一样跑出来凑热闹

。警察也从警务室赶来了解情况，有了

上次的经验，这次警方并没有安排任何

防跳楼的设备，也没有联系急救人员，

更没有惊动消防队。在处理事件的过程

中，还不时地有人从窗户下经过，并不

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抬头看了看，说

了句“别跳下来砸到我”，之后迅速离

开。只见聚集的三和青年中有人拿出手

机拍了几张照片，说:“又是他。”然后

微笑着走远了。

由于料定事态不会有什么重大发展

，聚集的人群渐渐散去。不一会儿，仅

有不到50人继续围观。这时，一位协警

带着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走过来，

这正是“跳楼哥”口口声声喊的那个

“黑中介”。警察陪着中介上楼与“跳

楼哥”交涉，“跳楼哥”见中介拿着身

份证过来，主动离开了二楼露台边的位

置，跟着警察一起去警务室说明具体情

况。随后，围观的几十个青年也有说有

笑地各自散去，又一场跳楼闹剧就此落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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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青年对于跳楼事件的看法与其

说是无奈，不如说是有一种自知之明

，反正除了跳楼之外，他们能够发出

声音的渠道实在有限，屡次的跳楼成

为一种闹剧，成为无奈之下的三和青

年以极端抗争方式进行的表演。这次

跳楼闹剧之后，一名协警说，被带走

的“跳楼哥”本是不愿意跳楼的，只

是在别人怂恿下才做出了这样的事，

还拿了别人30块钱。警务室在中介归

还身份证后，又给“跳楼哥”买了一

顿饭，就放他走了。

可能是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龙华街道的办公人员至三和青年跳楼

的地点了解情况，给出的意见是尽快给

能进入楼层的通道、走向跳楼窗户的通

路设置障碍物，封死出口，并没有想到

如何通过治理“黑中介”来从根本上解

决三和青年的问题。

连续发生跳楼事件之后，跳楼哥的

表演为其他挂逼青年带来一些“启示”

。他们调侃说，如果连续几天没做日结

没钱吃饭，就可以上演跳楼的戏码，不

会受到任何处罚，警察还给买饭吃。即

使被拘留几天也挺好，有地方睡觉，有

地方吃饭。比如下面这段三和青年间的

对话:

“叼毛，请我吃饭吧，三天没吃饭了。”

“还没到饭点，等到了饭点咱们一

起去跳楼，不用花钱就有饭吃。”

简单的调侃体现出跳楼闹剧对三

和青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

他们明白混吃等死的人不会引起社会

的关注，要想引起关注必须采用极端

手段；另一方面，跳楼只是表演，而

不是真的拿命讨公道。所以，有三和

青年这样评价跳楼的真相:“我们只能

靠跳楼活着。”

三和青年与黑中介

在深圳龙华的三和人力市场，有一群被称为“三和大神”的九零后、零零后农民工。他们依靠日结工作而生活，

“干一天玩三天”，吃最便宜的面食，住十几元一晚的旅店，有钱就去网吧里待到天明，没钱就睡在大街上。

三和青年这种“得过且过”的生存状态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林凯玄，在社科院社会发

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的指导下，去到当地田野调查，每天跟三和青年一起吃饭、住宿、去人才市场，白天观察，

夜晚记录和整理。师生二人共同完成了《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一书，用白描式的研究手法，还原三和青年真实

的生存状态，展现他们既无法融入城市、又不想回到农村的双重困境。

在田丰和林凯玄看来，三和青年“混吃等死”的表现，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反抗，他们期望获得有保障又自由的

工作，但又没有能力实现。而深圳的经济社会环境为他们的低成本生存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尽管三和青年挣钱养家的

压力小，却也面临着和一般打工者类似的困境——缺乏应对劳资纠纷的办法。由于经常被黑中介、黑工厂“坑”，跳

楼成了一种逼不得已的表演和应对手段。以下内容摘自《岂不怀归》，该书已由新经典/海豚出版社于近日出版。

【注：“挂逼”，是三和青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意涵非常丰富，可以用来描述自身和他人的状态，以及用来形容任何事物。挂逼程度最高的就是死亡，如某某“大神”挂逼了；程度低一点的，就是

有些人因为犯事被公安带走；最基本的需求满足不了，没钱吃饭、住宿，也是挂逼，有时可能是短暂的，一旦有了一点钱，挂逼状态就会消失。最末一种情况是三和青年最常使用的。

“挂逼”后接名词，用来表示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廉价的生活用品，比如：2块钱2升的清蓝“挂逼水”（也称“大水”）、四块钱一碗的清汤“挂逼面”、五毛钱一根散卖的“挂逼烟”、一块钱一块的

“挂逼水果”、十五块钱一晚群居宿舍里的“挂逼床位”，“挂逼保安鞋”，“挂逼手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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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了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可

是无法前往当地就读，海外依然在蔓延

的疫情，让多少留学生“心向往之，身

不能至”。

学业不能中止，教育部日前决定，

允许19省市约90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

目临时扩招，一批“不中不西、不土不

洋”的国内院校成为救火队长。

中外合作办学在教学语言、培养模

式等方面，与出国留学相对契合、互相

贯通，以此为渠道解决留学困境，是疫

情期间的特殊安排。

学在囧途

2019年，我国共有92.8万学生出国

留学，美国是第一大留学目的地。

海外疫情与中美贸易摩擦叠加，中

国在美留学生的学习生活遭到冲击，通

过网课的形式“在家留学”成为无奈之

举。

然而，上网课这样的下策仍然不安

稳。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7月出台新

规，规定2020年秋季学期的留学生如果

仅上网课，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维持

当前签证，规定一出即遭反对之声。

上网课有损留学体验，成为留学生

普遍的担忧。线上网课与线下课堂的区

别，不只是课程设置的差异，还缺乏师

生交流的氛围、社会实践的磨练以及探

索未来的可能性。

留学体验大打折扣，但费用并不见

少。虽然实施远程教学，哈佛大学近5

万美金（约合人民币35万元）一学年的

学费，一点儿都不打折。

形势不明朗，让不少国际高中生开

始驻足观望。是上国际高中后出国留学

，还是回归普高？

根据《高中国际项目发展状况

（2019）》数据，截至2019年年底，国

内已有公办学校国际部（国际班）、国

际化特色民办中学等校近1000所，在校

生总规模约50万人。

事实说明问题，今年各地多所公办

校国际班、民办学校中外课程项目招生

遇冷，南外剑桥国际班录取分数下跌，

郑州外国语、郑州一中、成都七中万达

学校等多所高中国际班启动补录。

太悲观倒可不必，升学规划专家梁

挺福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随着各国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管控、医治以及疫苗的

研发使用，除个别国家外，全世界疫情

还是会处于平稳下降趋势，“在家网课

”会减少，“在家留学”也只是暂时状

态。

应急扩招

暂时状态特殊安排，9月16日教育

部决定临时允许部分合作办学机构和项

目扩招。

谁可申请？持有境外大学录取通知

书、原计划于2020年秋季学期攻读境外

高校本科或硕博士的中国内地（大陆）

籍学生，符合基本报名条件。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不在少数，

今年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批准2019年

下半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通知》，批

准的本科以上项目就有44个。

参与此次招生的，有约90个中外合

作办学以及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

机构和项目，涉及北京、浙江、广东等

19个省市。

在众多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中，中

外合办大学已颇具办学实力。我国从

2003年开始，允许开办中外合办大学，

2004年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高校——宁

波诺丁汉大学落地。

9月9日起，宁波诺丁汉大学、西

交利物浦大学接连发布增额录取招生信

息。

广东的合作办学走在全国前列，香

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

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等七所高校

临时扩大合作办学招生。

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屡屡被误解

为“民办三本”的中外合作大学，在疫

情期间带给人们多重想象。眼下，引进

海外知名大学独立办学也已经提上日程

，高校体系更为丰满。

中国境内第一所境外高校独立办学

项目8月落户海南，这所名叫德国比勒

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的高校，将引入德

国“实践嵌入式”高等教育模式，开办

大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教育。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允许境

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在

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

转学争议

其实在此之前，有过接收出国留学

生在国内大学借读学习的呼声，也有零

星的案例。

在康奈尔大学宣布的秋季学期计划

中，所有中国公民和持有中国绿卡的国

际学生由于疫情无法返校，可以申请入

读清华、北大、浙大、上海交大、中国

农大、首都师范、东华大学7所高校。

这一模式值得借鉴，不过难以进一

步放开至自由转学。留学生自由转学国

内高校还有很多待解的难题，首当其冲

是招生的公平正义。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国家教育考

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认为，

一个是中国高校唯分数录取的高考制度

，一个是西方的等级评价基础上的申请

审核制，如果同意留学生转学，完全有

可能催生一大批利用政策漏洞的行为。

中外合作办学虽然与出国留学相对

契合，但学生也是通过高考进入中外合

办大学的，而且录取分数往往还不低。

根据2019中国最好大学排名的生源质量

指标，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新生高考成绩

排名第105位，不逊于一些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

宁波诺丁汉大学副校长沈伟指出，

希望通过综合评价体系增额录取部分国

际高中生，分类消化吸纳优质生源，以

培养多元化的人才。

如何严保招录公平？教育部国际司

（港澳台办）负责人指出4个重点：

第一，不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

不占用高校原有招生指标；第二，遵循双

向选择、择优录取、保证质量的原则；第

三，进行综合评价，录取标准不低于外方

合作办学者同类专业在其本国的标准；第

四，仅颁发外方高校学位证书。

梁挺福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四

个重点来看，要想利用政策漏洞谋取不

公正行为几乎不可能，国家已经提前做

好准备。

在讨论留学生自由转学制度下，国

内大学的自由转学制度也在引发热议。

国内大学自由转学理论上可行，实

际上很难。201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进

一步规范普通高等学校转学工作的通知

》，强调保障公平公正的同时，对转学

制度提出了严苛要求。

梁挺福指出，建立大学间自由转学

制度的时候，也需要充分考虑国内大学

生群体的需求，给予一样的自由和选择

权利。

海外留学凉凉，这批国内大学应急扩招

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教育界的一些

深层矛盾和问题正在显现。

当前，美国数千所高校和数万所中小

学秋季能否如期开学困扰着美国社会。白

宫希望秋季复课，为此推出签证新规施压

高校，但美国高校不买账，哈佛与麻省理

工甚至将白宫告上法庭；另据《纽约时报

》报道称，美国350万名教师大多数反对

恢复完全的面对面教学，但调查显示，全

美超过一半家长希望孩子早日回到学校。

复课问题凸显了疫情蔓延下，美国各方的

利益博弈和重重矛盾。

与此同时，疫情导致美国高中生申请

联邦政府大学助学金的数量同比大幅下滑

，一些贫困或者财务状况受疫情影响的家

庭正考虑是否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教育

不公平问题也因疫情显得更加突出。

秋季复不复课，老师和家长有矛盾

9日，洛杉矶教师联盟发表声明，呼

吁在8月18日开始的新学期实行全程线上

教学，并称特朗普政府有关学校复课的要

求“危险、反科学”“将把所有教师、学

生和家庭置于危险之中”。

很多教师还以“14天无新病例”为

标签，参加网络签名行动，号召除非学校

所在学区实现连续14天无新增病例，否

则将拒绝上课。教师工会指出，美国国会

迄今为止的新冠疫情财政刺激经费中，只

有不到1%被用于公立学校的防疫上，

“政府传递的信息是，你们的工作很重要

，孩子和家长都需要你们，但对不起，我

们没有钱”。

《纽约时报》指出，即便美国中小学

秋季复课，也将有至少五分之一的教师符

合豁免条件而不会重返岗位，从而使教师

短缺问题凸显。

另据美媒揭露，美国政府内部的调研

报告警告，全面重开美国大学和中小学将

是疫情传播的“最高风险”。报告称，佛

罗里达、俄勒冈、俄克拉荷马和明尼苏达

等州的学校重启计划存在明显疏漏，对于

学校一旦出现疫情将如何应对等重要问题

，没有出台可行的解决方案。

不过调查显示，由于学校长期关闭造

成家长负担沉重，学生学业停滞，全美超

过一半家长希望孩子早日回到学校。纽约

市长比尔· 德布拉西奥上周表示，市教育

部门调查显示，75%的家庭希望孩子返校

。但纽约市教师工会负责人穆格鲁强调，

考虑到新冠疫情，如果联邦政府不向该市

提供额外的疫情预防经费，纽约市公立学

校今年秋天将不具备重开的条件。

在本报记者所在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

县，教育局于近日公布了公立中小学今年

秋季的“混合复课”计划。按照这一仍在

修改中的初步计划，各公立学校将把所有

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每周一

、周二上课，另一组周四、

周五上课，而周三则是学校

消毒校舍的时间。教育局称

，这一安排的目的是保证学

生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前提下

恢复上课。

高中生或放弃上大学，贫困

家庭影响更深

美国高中生必须填写

《联邦学生资助免费申请表

(FAFSA)》，才有资格申请

联邦佩尔奖学金和学生贷款

。FAFSA同样是高中生申

领州政府助学金的必填项目

。多项研究显示，填写

FAFSA的学生上大学几率

更高，获得助学金的学生更可能完成学业

。

美联社6日发布分析报告显示，自3

月13日起4周内，填写FAFSA的高中生

人数比去年同期下降45%；其中，低收入

家庭学生比重较大的公立学校填写FAF-

SA的学生人数下降幅度最大，达52%；

其余公立学校下降39%。

学校认为，疫情从多方面导致申请大

学助学金的高中生人数下滑。一是无法上

学导致学生与指导他们申请助学金的升学

顾问减少联系；二是无法上网的家庭填不

了在线申请表。另外，一些家庭受疫情冲

击严重，父母失业，学生被迫搁置上大学

计划，选择直接找工作。

教育官员对这一现象有所警觉，担心

数以千计高中生可能选择推迟或放弃读大

学，继而可能严重危及他们的就业前景和

未来收入。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者协会首席执行官

贾斯廷· 德雷格说，经济衰退时期通常有

“更多人重返校园充电”，但这次情况

“大为不同”。他认为，疫情、失业潮以

及隔离措施今年可能再来一轮，“太多事

情令人担忧”。

疫情暴发的时间导致低收入家庭学生

受影响更深。分析人士说，家庭经济条件

较好的孩子通常在大学助学金申请周期之

初便提交表格；而相对贫困学生更可能等

到3月或4月，那时恰逢疫情迫使学校关

门。

随着疫情蔓延，美国各州高中生申

请大学助学金的人数都比去年有所下滑

。各州政府及学校采取鼓励措施后，填

表人数有所回升，但整体仍低于去年。

疫情暴露美国教育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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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新聞

• Tucson為現代汽車全球銷售
最高的車款，代表著現代汽車對於先
進設計、環保動力系統，以及尖端科
技的願景

• 第四代Tucson車款可選擇短
軸距和長軸距，以滿足全球客戶的多
樣化需求

• Tucson提供寬敞空間、最新
科技，以及壹系列的動力系統，包含
內燃引擎、油電混合，以及插電式混
合

現代汽車公司隆重推出全新現代
Tucson。這壹款第四代的緊湊型 SUV
是壹款全球車型，具有長軸距和短軸
距版本，可以滿足各種客戶需求。

全新的Tucson對於現代汽車來說
非常重要，因為Tucson是最受歡迎的
車款之壹，自2004年首次發布以來，

全球銷量超過七百萬臺。現代汽車集
團 產 品 部 門 資 深 副 總 裁 Thomas
Schemera表示： 「我們很高興推出全
新的Tucson，這是現代汽車改造SUV
的最新車型。這款令人興奮的SUV為
其級距內的創新樹立了新標竿，將設
計、技術、包裝，與性能完美融合。
」

全新的Tucson將從2021上半年開
始作為2022年型號在美國和其他全球
市場發售。官方發布影片可在Youtube
上 觀 賞 ：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COi2cKu_nZw.

參數化動態外觀設計，寧靜而寬
敞的內部

Tucson的全新外觀造型表達了現
代汽車不斷進化的感性動感設計特色
。這臺全新的SUV以動感的珠寶表面

細節體現了
現代設計師
所謂的 「參
數動力學」
，強調 Tuc-
son 在 眾 多
競爭對手中
截然不同的
身份。
Tucson 技

術和設計的
融合在其創
新的半反射
鏡式日間型
車燈 (DRL) 中
最為明顯，

與車前的參數格柵無縫結合，只有在
照明時才會顯示出來。

這個動態設計主題延續到Tucson
後部，全寬尾燈採用半隱藏三角形形
狀，只有在燈亮起時才可見，與車前
的DRL相呼應。為了更加凸顯這個主題
，設計師將現代汽車的標誌往上移，
並融入玻璃中，同時雨刷的位置也向
上移動，並隱藏在後擾流板下方。

Tucson的內部空間 (稱為 「INTER-
SPACE」 ) 提供不同層次的感性風格，
給乘客壹個開放且寧靜的感覺。這是
壹個空間、科技，與信息無縫結合之
地。

Tucson內部提供了三種新科技，
包括垂直堆壘的雙10.25吋全觸控式屏
幕 (不帶硬式按鈕)、多空氣通風系統，
和開放式數位儀表組。這些功能創造
了高科技、清新，和令人興奮的氛圍
，在高觸摸區域上採用了軟墊材料，
並根據界面的使用頻率和出色的外觀
採用了各種材料。Tucson的第二排座
椅具有摺疊下放功能，可優化車內空
間的應用。Tucson備有38.7立方呎的
可用載貨空間。

動態驅動、行駛，和操作
Tucson 提供兩種引擎，Smart-

streamTM 2.5公升直噴四缸汽油引擎
以及功能強大的1.6公升渦輪增壓直噴
油電混合或是插電混合引擎。2.5公升
引擎的輸出功率預估為190馬力，扭力
則預估為182lb-ft。這臺引擎與八速自
動變速器相連，具有出色的效率和加
速性能。

1.6公升油電混合引擎能提供大約
180馬力，總輸出功率為230馬力。這
個引擎的汽油部分也能提供195lb-ft的
扭力，整個油電混合引擎的總扭力則
為258lb-ft。

Tucson為駕駛人提供敏捷性和穩
定性。現代汽車在油電混合與插電混
合車型上採用了其壹流的E操縱技術，
以幫助改善在轉彎或不利駕駛條件下
的轉向響應和方向穩定性。現代汽車
的HTRAC全輪驅動系統為Tucson的駕
駛人提供了進壹步的幫助，以確保在
各種路面和狀況下均能立足。最新的
HTRAC系統版本除了之前支持的Eco/
Comfort/Smart/Sport行駛模式之外，還
新增了Mud、Sand，和Snow模式。

Tucson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安全
功能。除了現代SmartSense安全功能
組合之外，全新的Tucson還可選配更
多先進的安全功能，包含盲點防碰撞
輔助系統 (BCA)、智能巡航控制系統

(SCC)，以及安全離車警示 (SEW)。
級距內最佳的數位體驗

Tucson提供壹流的數位體驗，可滿足
包括連結性的各種客戶需求。

首先，現代的數位鑰匙是壹款能
將客戶智能手機變成智能鑰匙的APP。
這個功能使用近場通信 (NFC) 來檢測授
權用戶，這樣壹來駕駛人可以在沒有
物理鑰匙的情況下操作車輛。駕駛人
可用數位鑰匙為車輛上鎖或解鎖、開
啟警急警報，以及在九十呎遠的地方
啟動車輛引擎和氣候控制系統。

Tucson的全觸控顯示屏幕展示現
代如何將科技完美融入汽車，以提供
壹個符合人體工學和直觀的用戶界面
，其中包含方便的語音控制。藉由最
高配車型的10.25吋全觸控屏幕，Tuc-
son的技術集成達成巔峰。其導航系統
提供了分屏功能，可實行多項能力，
加上增強的語音識別功能。

現代汽車推出具有級距最佳功能的現代汽車推出具有級距最佳功能的
全新全新TucsonTucson休旅車休旅車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智能鑰匙很脆弱智能鑰匙很脆弱，，車主需謹慎車主需謹慎
使用智能鑰匙給車主帶來極大方便

，但有朋友發牢騷，忽然有壹天智能鑰
匙出現故障害得自己耽誤了工作。還有
朋友表示，智能鑰匙接觸不良，鎖車的
時候需要按好幾次。這些情況基本都是
平時忽視智能鑰匙所導致。

更多的鬱悶則是車主在購車後沒多
久汽車智能鑰匙竟然沒電了，只能無奈
地更換電池，但第二塊電池還是沒過多
久就沒電了。這可苦了車主，真要遇到
急事，鑰匙沒電了該有多尷尬。

智能鑰匙現在已經基本普及到我們
日常出行的愛車上了，壹鍵式開鎖、啟
車，都已經是家常便飯，可當妳每天對
愛車無微不至地愛護和保養的時候，妳
有沒有關註到妳愛車的智能鑰匙呢？可
能很多車主的愛車是壹鍵式啟動的，上
了車就把智能鑰匙放在前擋風玻璃附近
，還有車主習慣把手機、電腦和智能鑰
匙放在壹起，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做法很
可能會讓妳的智能鑰匙毀壞。

智能鑰匙的使用要註意幾點。首先

智能鑰匙會受到電磁幹擾，手機來電的
時候輻射最大，兩者長時間放在壹起會
導致智能鑰匙控制汽車的電磁波失靈。
對於擁有壹鍵式啟動的汽車，很多車主
習慣進入車內就把鑰匙往前儲物臺壹扔
，這樣很可能會因為陽光的暴曬導致智
能鑰匙內部零件的老化。

智能鑰匙更換電池是很關鍵的，因
為智能鑰匙對電池的使用比較苛刻。車
主在更換電池的時候不要隨意根據電池
的大小來選擇電池，而是要去專業店進

行更換。
到了智能鑰匙丟失或者該更換時，

車主壹定要攜帶駕照、車輛證明等證件
，否則就只能更換全車車鎖，這樣的成
本會很高。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特朗普總統因
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而收到的雞尾酒抗體混合
物治療，這種治療方法被他在周三晚上吹捧為
致命病毒的“治愈方法”。這些抗體混合物是
從墮胎的胚胎組織衍生的細胞系中開發的，實
際上白宮和反墮胎權利組織反對這種做法，但
最終的藥物中只有抗體蛋白成份，沒有胚胎組
織。

上週，特朗普總統收到了再生元製藥公司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生產的單克隆
抗體混合物，這是一種針對冠狀病毒的實驗性
治療藥物，目前仍在接受測試，未經FDA批准
。特朗普在周三發布給推特的近五分鍾的視頻
中，稱贊了其療效和影響，並稱其為“關鍵”(
The Key)。

特朗普在錄像中說：“我認為這次我感染
了新冠病毒，我康複了，這是上帝保佑我，我
認為這是因禍得福。” “我聽說過這種藥物，
我抓住了它，我說，'讓我服用它'……它的作用
方式令人難以置信。”

但是，抗體混合物的開發方式與特朗普政
府在幹細胞研究中的立場不符。再生元的發言
人在周四給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的一封電子
郵件中說，該藥物的功效在實驗室使用HEK
293T細胞進行了測試，該細胞系最初源自1970
年代在荷蘭流產的胚胎的腎髒組織。發言人說
，這些細胞“被用於測試候選抗體中和病毒的
能力”，並幫助研究人員確定為“最好的”兩
種抗體，它們現在組成了REGN-COV2混合物

。
特朗普總統使用的抗病毒藥物瑞
德西韋也是使用HEK 293T細胞進
行了測試。
特朗普政府去年表示，將不再支
持政府科學家使用人類胚胎組織

為醫學研究提供長期資助，此舉違背了醫生和
研究人員的建議，該決定被視為反墮胎權利組
織的重大勝利。

由於用於開發再生元抗體混合物的胚胎細
胞最初是在研究資金禁令之前通過人工流產而
來的，因此白宮官員週四對CBS新聞說，這種
療法並不違反政府的新政策。

這位官員說：“政府在研究中使用選擇性
流產中的人類胚胎組織的政策明確排除了已建
立的（截至2019年6月5日）人類胚胎細胞系
”。 “因此，使用2019年6月5日之前存在的
現存細胞系製成的產品不會對政府的政策造成
影響。”

通常在藥物研究中反對使用胚胎組織的抗
墮胎權利組織並未對總統所使用和推廣的療法
提出任何問題。

研究機構夏洛特·洛齊爾研究所（Char-
lotte Lozier Institute）的大衛·普倫蒂斯（Da-
vid Prentice）博士和塔拉·桑德·李（Tara
Sander Lee）博士說：“總統得到的治療新冠
病毒的任何藥物並沒有破壞人類生命。” 反墮
胎權利政治團體蘇珊·安東尼·李斯特（Susan
B. Anthony List）在一份聲明中說：“沒有人類
胚胎幹細胞或人類胚胎組織被用在特朗普總統
感染時期所接受的治療方案中。”

研究人員沒有表明胚胎細胞被用於藥物開
發過程早期測試的事實，李斯特也未回答後續
問題。

截至週三下午，抗
墮胎小組Live Action 的
聯合創始人兼總裁莉拉·
羅斯（Lila Rose）否認
該療法是使用人類胚胎
組織開發的，她在致
CBS新聞的電子郵件中
寫道：“據我們所知，
再生元不是使用流產的
胚胎組織創建的。”

羅斯承認，其它再
生元的產品在其開發過
程中都使用了胚胎組織
，她的研究小組“對此
絕對譴責”，但羅斯沒
有回答總統用藥跟進的
問題。

再生元於週三晚上
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FDA）申請了緊
急使用授權，與標準批
准程序相比，這可使患
者更快地獲得該藥物。
該藥物的3期臨床試驗
仍在進行中，但該公司
表示，早期結果顯示該
療法可降低冠狀病毒載量，並有助於改善非住
院的COVID-19患者的症狀。

特朗普在周三晚上發佈到推特的視頻中說
：“對我來說，我走進醫院時感覺並不舒服，
短短24小時後，我感覺很好。” “這就是我想
為每個病人要做的事。” 總統指出，美國所有
新冠病人可以免費享用和他同樣使用的治療方
案，所有的治療費用由政府支付。

盡管有總統的熱情，但醫學專家說，目前
的治療方法都不能治愈COVID-19，迄今為止
，COVID-19已殺死212,000多名美國人。

哥倫比亞大學病毒學家安吉拉·拉斯穆森
（Angela Rasmussen）博士對CBS新聞表示
：“總統稱其為'治愈方法'是絕對不負責任的。
” “我們無法根據藥物在一名患者中的表現來
判斷其療效。”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治愈治愈””特朗普總統新冠病毒的特朗普總統新冠病毒的““神藥神藥””
是從人類胚胎細胞中開發的是從人類胚胎細胞中開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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