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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归玉娜，1984年出生于广西南

宁。7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我失去了

整条右腿，终身只能依靠拐杖行走。

我曾被别人断言以后无法自理、嫁

不出去、会成为家人永远的累赘。从小听

闻这些冷言冷语，我内心虽不服，但难免

有些悲观。好在母亲始终勉励着我：娜娜

，以后你不管做什么，都要争一口气！

就凭着这必争的一口气，我咬牙从

广西小村走了出来，成为国家级残疾运动

员，一路走到省城南宁、走到北京、雅典

。我拿过金牌，打破过世界纪录，退役之

后又从打工妹开始做起，把人生重启了一

遍。

经过多年磨合，拐杖早已成为我身

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总在想，倘若命运没有开玩笑，

我的人生或许会平凡一些，但至少不会有

后来这么多磨难。

我们家原本是一个普通工薪家庭，

母亲是工厂里的出纳，父亲在县城的财政

局工作，俩人恩爱美满。婚后不久母亲怀

孕，这本是件喜事儿，可惜没几个月，父

亲就因病撒手人寰。

有人劝母亲拿掉肚里的孩子，毕竟

她还年轻，独身一人说不定能再嫁个好人

家，带个“拖油瓶”，往后的日子注定会

很艰辛。可那时我已是个五六个月大的胎

儿，母亲舍不得，倔强地将我生了下来。

母亲生我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她的娘家远在南宁市另一个区县的乡下，

虽然也记挂着外嫁的这个女儿，但由于家

里孩子众多，农活繁重，交通也不便利，

很难抽身过来照看。

我的爷爷奶奶倒是去过医院，但听

医生说产下的是个女婴，便头也不回地走

了。如今36年过去，我与他们一面也未

见过，或许他们早已忘了这世上还有一个

亲孙女。

当年生完我之后，母亲甚至没来得

及坐月子，就急赶着回工厂上班了，毕竟

她无人能依靠，怀里还多了个嗷嗷待哺的

婴儿。每天上班，她都把我带去工厂，工

作时放在桌子底下的摇篮里，我哭了闹了

，就把我抱出来哄一会儿。

就这样，我跟着母亲在工厂里一点

点长大。4岁那年，有人给母亲介绍了门

亲事，对方曾在部队里当兵，退役后在煤

矿工作时不小心伤到了腰，从此只能拄着

双拐走路。在旁人眼里，他虽然身体落下

残疾，但毕竟没有婚史，配我母亲绰绰有

余。

母亲犹豫了一阵子，考虑到想给我

个完整的家，最终答应了这门婚事。嫁给

我继父后，她辞去工厂的工作，带着我和

出租屋里为数不多的家当，从南宁邕宁区

搬到了南宁良庆区大塘镇，这里是我继父

的家，也是我们生活至今的地方。

继父身体不便，整个家只能靠母亲

支撑。我们住在二级公路旁，屋前来往的

卡车不断，边上有不少为过路司机设的小

饭馆，母亲每天肩挑两篮子水果去饭馆门

口一叫卖。虽然不像从前做出纳那样风吹

不到雨淋不着，但对于做惯了力气活儿的

她来说，也算得心应手。

流水摊的生意还不赖，能挣够家里

的日常开销，只是奔波久了，身体难免有

些吃不消，母亲便琢磨着寻一个固定摊位

，将卖水果这门生计持续下去。

一切似乎都在奔着好的方向发展。

可就在我7岁那年，意外发生了。

一天放学后，我与七八个小伙伴结

伴回家，没注意身后逼近的大卡车，几乎

就在一瞬间，我被卷进车轮，并很快失去

了意识。等再从病床上醒来时，整个右腿

不见了，我被吓得大哭。尽管如此，小小

的我压根还意识不到，这对我的整个人生

来说，是怎样的重创。

我从小是个爱美的姑娘，打心眼里

不愿接受失去右腿这个现实。我总是想着

有天梦醒来了，我又可以迈开双腿在山野

间尽情奔跑，仿佛只是做了一场梦。可醒

来后，一切都变了。

当初母亲带我嫁过来时，本就被众

人看不起，这下更是给了他们评头品足的

底气，甚至有人毫不避讳地在我母亲跟前

说，“这样的女儿以后没人要的，连一份

嫁妆都挣不回来......”

母亲无力与他们争辩，眼下最让她

着急的，是我的医药费。肇事司机不是车

主，且一口咬定事故责任方在我，最终赔

了几千块钱了事。而我当时做了高位截瘫

手术，在医院一住就是三四个月，母亲早

出晚归卖水果攒的几万元很快花了个精光

。

看到母亲难过的样子，我心疼不已

。也是这时候开始，我变得格外懂事、早

熟，养成了报喜不报忧的习惯。我每天长

时间地练习靠拐杖走路，经常会摔跤，拄

拐久了，腋窝也变得生疼难忍。尽管如此

，那时不到八岁的我，却从不向母亲哭诉

抱怨。

在学校，有些同学把我当怪人看。

他们在我铅笔盒里放毛毛虫、把墨水甩在

我身上、把我身下的凳子抽走，还有好事

者趁我不注意一把将拐杖踢掉，失去重心

的我猛然磕在地上，膝盖、手掌都磨破了

皮。有次换衣服时，母亲看到了我腿上的

淤青，问咋回事，我怕她伤心，只敢说是

自己不小心碰到的。

为了替母亲多分担一点，读六年级

时，我每天中午放学后都会赶回家做饭，

饭熟后再带一份给母亲，她吃饭时，我就

盯着水果摊，客人来了，我学着母亲的样

子上前招呼、称斤两、找零钱。再后来，

要是逢上节假日，母亲干脆将整个摊子交

付给我，她跑到镇子的那头另出一个摊，

挣双份钱。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从来没有因为

我腿脚不便就包揽我的生活，反而一直尽

最大地可能放手，希望未来没有她的庇佑

，我也能自强自立、很好地活下去。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接受了右

腿残缺的事实。每长高一些，继父就会给

我做一只新拐杖，陪我一起长高的拐杖，

也似乎长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在学校，我最爱的就是体育课，拄

拐打羽毛球，拄拐跳绳，全都不在话下。

甚至没有拐杖，我也能很好地掌握平衡。

初中在学校寄宿时，还特意选择了上铺，

每天单靠一条腿爬上爬下，猴子般灵活。

也因为这样，当残联的工作人员来学校选

拔残疾人运动员时，17岁的我被老师、

同学一致推举。

那天下午，我被教务主任带到办公

室，里头乌泱泱坐满了人，其中一个领导

模样的男子问我是不是喜欢体育运动，我

点点头。他又问我愿不愿意成为运动员参

加比赛，我觉得新鲜，也由于对当下一成

不变的生活感到厌倦，便不假思索地答应

了。

就这样，我拿着工作人员给我的通

知书回了家。在家里，母亲也问了同样的

问题：喜欢吗？想去吗？得到肯定答复后

，母亲说，那你就去吧。

集训地点在南宁市体校，从我家过

去，得先坐个把小时的中巴车到南宁市汽

车总站，再转40分钟的公交车。这是我

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母亲生意忙，也没说

要送我。临进校门时，仿佛有心灵感应似

的，我扭头瞥见了街对面母亲一路跟过来

的身影。没等她注意到，我就赶紧回过头

来，边擦眼泪边大步向前走去。我知道唯

有这样，才能彻底让她安心。

2001年7月，我进入进南宁体校集训

，意味着正式成为广西省残疾人运动队的

一员。这里包吃住，每月有90元补贴。

和我一块儿进队的运动员有十几名，都是

身体不便的残疾人。

而我在这群人中，又格外显得个头

小、身子单薄，因此，当游泳、羽毛球教

练来选择队员时，全都略过了我。最后是

田径队的钟文教练将我挑了去，他看我身

子轻盈，断定我会是个跳高、跳远的好苗

子。

集训的生活单调而充实。我们一般

在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开始晨练，晨练

一小时后吃早餐，饭后继续训练……跟在

学校的作息差不多。我的主项是跳高，副

项是跳远。为了发展腿部支撑与蹬伸动作

的力量，我要用力“扛起”比我整个人还

重的杠铃，每天不断重复助跑、踏跳、腾

空、落地这些枯燥的动作。

由于只有一条左腿，我常常要整个

身体狠狠地摔进沙坑里才能稳住重心。高

强度的练习让我浑身酸痛，腰部、头部也

频频负伤。

我深知自己不是天赋型选手，车祸

后还常年贫血，身体素质也不如别人好，

只能付出加倍的努力。队友躺在床上休息

时，我就默默地踮脚尖、做蹲起，锻炼踝

关节的力量，接着在床上做腹肌练习，再

拉伸，差不多花费近两个小时。如果不是

怕过度训练影响第二天的状态，我会对自

己更狠一点。

集训了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被带去

南京参加全国锦标赛。那是我第一次走出

广西省，兴奋得不得了，临行前与队里的

朋友结伴上超市买了一大堆零食，行李箱

装得鼓鼓囊囊。绿皮火车走了二十几个小

时，我们终于到达南京。

还来不及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紧张

的比赛就已经要开始。令人崩溃的是，正

式开赛后的第一个项目竟然是跳高，而我

又是跳高项目中排在首位出场的运动员。

从未有过大型赛事经验不说，在之前的两

个月训练中，我甚至从未能越过跳高的那

根横杆，心中的紧张可想而知。

最后，我怀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情上

场，没想到不仅越过了横杆，还拿了个全

国第五名，在广西省队一炮而红。

我拿到名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

母亲打电话，她在电话那头激动得声音都

颤抖了。母亲一直盼着我能有项傍身的技

能，如今可算是有了。两个月后，也就是

2001年年末，好消息再次传来——我收

到了入选国家队的通知，也是那年广西省

唯一一个入选国家队的残疾人运动员。

成为国家队运动员后的生活，和在

省队也没有太大差别，无非是集训、比赛

、集训、比赛、集训……这样循环往复。

非得说出什么不同的话，每月90元的补

贴涨到了每月300元。最重要的是，有资

格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级体育竞赛了。

2004年，我获得了参加雅典残奥会

的机会，这个名额的竞争非常激烈，因为

每个项目只能去一个人。备赛期间，我每

天都拼尽全力，吃饭睡觉以外的时间全在

训练场上度过。或许是由于神经过度紧绷

，我在一次跳远训练时不幸崴到了脚踝，

当下就疼得站都站不起来。

教练吓傻了，一把冲过来把我抱去

医院。最后在医院打了石膏，还坐上了轮

椅，此时离奥运会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

。医生对我说，比赛你就不要想了，安心

养伤吧。听了这话，我立马崩溃大哭，我

努力了这么久，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参加

奥运会，可现在说不行就不行了吗？

既焦虑又绝望，但我依然不肯放弃

。下半身不能动弹，我就每天锻炼上肢的

动作和力量。拆完石膏后，也尽心尽力地

泡脚、敷药，没等痊愈，又不顾教练劝阻

，偷偷跑去训练场上练习。也不知是不是

被我的坚毅打动了，领导最终没撤掉我的

名额，让我随队去了雅典。

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一时让我成

了家乡的骄傲。有邻居在电视上看到我了

，还激动地跑去跟我母亲报喜：我看到你

女儿了，你女儿好厉害！我母亲，这个外

嫁过来、常年被嫌弃的女人，终于因为女

儿挺直了腰杆。可惜的是，由于赛前的脚

踝受伤，加上发挥失误，我最终无缘奖牌

，这场比赛成了我毕生的遗憾。

三年后，在第七届全国残运会上，

我拿到女子“F42级跳高”（F代表径赛

，42代表下肢截肢）项目第一名，并以

1.50米的成绩一举打破残疾人跳高项目的

世界纪录，总算弥补了雅典奥运会上的遗

憾。

同年，我被推选为北京奥运会火炬

手，将代表残疾人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会

圣火在广西南宁的传递。圣火传递那天，

我右手拄拐，左手高高举起祥云火炬，跑

过了200米的距离，市民夹道欢迎，将最

热烈的掌声献给了我。这是我至为荣耀的

时刻，永生难忘。

作为专业运动员的16年，我获得的

奖牌不计其数，我找到了自身价值，也获

得了意义感，但由于常年专注体育训练，

难免与社会脱节，内心也总被一团深深的

焦虑包裹。毕竟运动员是靠“青春”吃饭

，一过三十，身体机能就大不如前，迟早

还要回到社会。

2016年，32岁的我在训练时频繁受

伤，跳高、跳远的成绩也一次不如一次。

因为害怕自己找不到一份合意的工作，我

迟迟拖着不愿退役，转而去学了一年对体

能要求没那么高的射箭。次年，在全国残

疾人射箭锦标赛中，我的成绩平平无奇，

仅拿了个第13名。直到这时，我才不得

不面对终究要离开国家队这个事实。

2017年6月，我开始四处寻找工作机

会。当时也没准备简历，在网上看见哪家

公司在招文员、助理，就直接跑去应聘，

前后跑了十几家公司，都是还没等我说什

么，光是看到我这幅样子，对方就连连摆

摆手说不需要。

心灰意冷之际，我随手在射箭群里

发了条消息，问有没有人能介绍工作，其

中有个网友说，他有认识的人在江苏盐城

开了个生产家居软装的工厂，可以帮我引

荐。这差不多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来

不及细想人家是不是骗子，就孤身去了盐

城。

一旦要回归社会，我的这堆奖牌好

像就失去了所有的光芒。

万幸的是，工厂老板人很和善，不

仅录用了我，还考虑到我身体不便，给安

排了“线上客服”这个最轻省的活儿，朝

九晚五，对着电脑打打字就够了。

过去的十多年，我每天都在运动场

上驰骋，如今却一屁股坐在工位上半天不

得动弹，让我觉得极其不自在。加上我性

格本就开朗，爱与人打交道，这会儿却只

能对着电脑聊天，着实憋闷。

客服做了不到一个月，我就主动向

老板申请转销售岗，诚恳地表示自己渴望

出差。老板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四处跑销

售的女性本就少，何况我还有一条腿。但

我不依不饶，向他保证在一个月内做到销

售冠军，如果不能，我就离职。话都说到

这份儿上了，老板只得同意试试看。

我出差时的装备很简单，一根拐杖

、一个双肩包、一只拖箱，包里装着换洗

的衣服，拖箱里是沉重的板材样品。我从

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建材市

场跑到另一个建材市场，每个市场要跑透

，挨家挨户与客户谈生意。

有一部分客户看到我后避之不及，

他们觉得我是在利用人的善良谈业务，害

怕自己因为心软被骗，常常等不及我开口

，就把我往门外赶，和我当初求职的遭遇

差不多。

但更多的是第二种客户，他们佩服

我的坚毅，认可我的品质，继而愿意去了

解我推销的产品。我理解前者，更感谢后

者。是后者的信任，让我成了当月销冠，

销售额超过50万，而公司平时的月销售

额顶多也就40万。

回来后，老板破格将我升为销售经

理，带领十来个人的团队。成为经理后，

我依然热衷于四处跑业务。退役前我曾考

取残疾人C5驾照，这下刚好派上用场。

为了节省路上的时间，我买了辆车，经常

独自驾车去各个城市出差，最远的一次，

从无锡开到内蒙，花了二十几个小时。

去年，由于贡献突出，我成了这家

公司的三个合伙人之一。我内心一直有个

执念，就是不管做什么，只要认准了，定

要拼尽全力把它做好。从前作为专业运动

员是这样，回归社会后依然是这样。

今年疫情发生后，公司业务受到影

响，我因此有了些个人时间。我没闲着，

每天都会跑去健身房锻炼，没事就拍一些

短视频发在抖音上，竟然获得了20余万

粉丝的关注。我还在江苏一次健美大赛中

获得冠军，朋友把我拄着单拐参赛的视频

发到网上，也获得了很多点赞。

在大家的支持与帮助下，我越来越

自信。除了处理公司业务，我还喜欢健身

、爬山、骑马、游泳、旅游……健全人能

做的，我也都能。

可能很多人看到我第一眼都会觉得

可惜，甚至有些同情，其实没这个必要。

我虽然少了一条腿，但我走出了家门，甚

至走出了国门。我的生活丰富精彩，在我

看来，这就是一种圆满。

7岁失去一条腿
17岁进国家队
退役后重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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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对美国教育中

“阶层固化”的讨论，席卷了中文世界

。《我们的孩子》，《乡下人的悲歌

》……有多少新书得到译介，对美国社

会上升渠道收窄、对贫者愈贫与阶级固

化的焦虑，就有几分。

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也燃烧

到了教育领域。7月初，特朗普下令废

除政府关于教育中种族平权的具体指引

。这一指引是奥巴马政府对种族平权法

案（Affirmative Action）的具体操作指

示，而其法理依据，源于1960年代民权

运动的社会共识与1964年的《民权法案

》。从1978年的“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

基案”，到2008年的“费雪案”，平权

法案一次又一次被指责“逆向歧视”。

而就在去年8月，还有消息指特朗普政

府在研究打官司进攻平权法案。如今，

这一议程似乎走出了第一步。

人们之所以关注教育平权法案的存

废，是因为它关乎哪些群体能通过高等

教育成为精英。平权法案规定就业就学

制度中需要保证肤色和性别平等，而有

人则认为这项法案制造了配额制度，从

而偏袒照顾非洲裔美国人，使自己的孩

子“分数高却上不了好学校”。

2016年大选中的另一大热门人物，

民主党内的挑战者伯尼· 桑德斯，也从

另外一个角度批评教育问题：“我们曾

经在世界上有最高的高校入学率。如今

我们只排第12名。德国、丹麦、瑞典和

很多国家都为年轻人提供免费或者低价

的高等教育。他们知道为年轻人投资有

多重要。我们也应该这么做”——在打

出民主社会主义旗号的桑德斯和他的支

持者们看来，美国的高等教育收费极高

，让出身贫寒的学生背上了沉重的贷款

债务，改善社会流动的效果有限，亟待

一场激进的改革。

无论特朗普或桑德斯的支持者，都

将受教育与未来前景划上等号。桑德斯

的理念反映出中产阶级的普遍担心。反

对平权法案则折射着对机会争夺之激烈

。在个人成功、种族平等和阶级冲突之

间，我们如此推崇的美国教育模式，似

乎走到了一个尴尬的路口。

问题是，在美国社会中，教育到底

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教育真的有用吗？

早在19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兰德

尔· 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就质疑过

，高等教育的效果，可能并不如人们想

象的那样美好。他通过研究写下了《文

凭社会》一书，解释文凭“通货膨胀”

的处境——美国大学入学率大大提高，

大学里能学到的东西反而变成了套路，

人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上大学，只是为

了一张名校文凭，而为了上名校，人们

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金钱，却发现光

名校毕业都不够用，还要继续读硕士、

博士——就算博士毕业，也未必找得到

工作。

柯林斯认为，在美国社会中，长期

有一种“技术主义”观念主宰着人们对

教育的认识——教育带来知识，而知识

带来职业能力，从而教育能把人“往高

处带”。这种理论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

——在当代，因为经济和技术发展已经

使得对体力劳动有要求的工种占比越来

越小，而对技能和知识要求高的工种比

例越来越大，所以教育水平必然水涨船

高。

在今天，这种说法很成问题。如果

教育水平和技能有关系，那么是否教育

水平更高的雇员生产力就更高？而各种

研究都证明，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反

而进入一种“闲职”式的雇佣工作。怎

么个闲法呢——人类学家大卫· 格雷柏

近来的“狗屁工作”研究可以说是入木

三分：“公关顾问、电话

销售员、产品经理和不计

其数的行政人员……人们

花钱雇他们坐着，接电话

，假装自己有用……”别

看这些工作“狗屎”，要

坐到这些位置上，人们依

然要先经过多年高等教育

，拿到一份学历。

讽刺的是，这些“狗

屁工作”的技能，其实并

不需要大学教育中的专业

训练。而另一边，被视为

社会精英的医生、律师等

职业，在美国却不关大学

教育的事——本科并没有

这些专业，要成为医生、

律师，你得考入医学院和

法学院的研究生项目，再

经历工作场所的大量经验

积累。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什么还要挤

破头去抢名校文凭呢？

首先，人们不见得讨厌“狗屁工作

”——不需要太费力就能得到一份稳定

的收入仍然是很多人的理想；那么，既

然很多人仍然需要“狗屁工作”，获得

一份这样的工作，以及在工作中获得什

么待遇，就仍然要求人们去竞争。这就

考验人们的社会能力和人脉关系；进一

步说，因为“狗屁工作”没有什么技术

门槛，所以能否得到工作，在工作中能

否加薪、升值，就格外有赖于柯林斯所

说的在企业职场中的“组织政治文化”

。比较显白的话说，真正决定了人在

“狗屁”的职场中位置的，就是一套

“做人”的办法——拥有什么人际资源

、如何调动人际资源、如何协调人际关

系，等等。

而这些，与其说是在课堂上获得的

“技术”，不如说是在高校的人际网络

中学习的。在美国大学教育中，除了上

课，还有大量的社团活动，人际交往、

社交活动占据着学生的时间——而这才

是高等教育对职场中人的真正意味。

这种状况下，文凭对于职场中人来

说，就是花费无数时间精力买来的，证

明自己掌握了“职场组织文化”的一块

“敲门砖”。柯林斯将之称为“通货”

，其实也就是货币。而当人们不断竞争

获取这种货币，激发出越来越大的需求

，而货币本身代表的“技术能力”又并

不显著的时候，教育产品的供给就会水

涨船高，人们竞相上游，而单个货币，

即单个学位的价值就只可能不断降低

——这就是高等教育的通货膨胀，它不

只是一种现象，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货

币链条。

诚然，“美国梦”仍在一些教育领

域继续实现着：很多新一代移民自带高

质量的教育背景，在STEM（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接受教育之后，

进入科技、互联网类的新崛起领域。这

的确产生了一种新的教育与职场的关系

，但总的来说，这并没有打破文凭膨胀

的趋势。

自由市场的拥趸也许会认为，膨胀

的泡沫最后自然会崩溃，无需过多干涉

。但是，正如种种呼声中已经看到的，

膨胀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庞大的产业，人

们的学位水涨船高，用于教育的经费和

债务也日积月累，社会的不公平在这种

堆砌和泡沫中代代相传……但是，文凭

教育的膨胀，也不可能从教育系统内部

予以解决，因为它也是美国族群政治与

政经结构的结果。

种族政治下的美国教育

我们可以先回到《文凭社会》中的

分析。柯林斯眼中的教育，与其说是阶

级上升渠道，不如说是政治冲突与统治

关系的承载者。作为一名历史社会学者

，他笔下的美国教育系统，不是仅仅为

了培养英才而诞生的，相反，它具有维

持盎格鲁白人文化优势，保持统治身份

的作用。

故事要追溯到19世纪末的美国。在

那时，新一波移民高速增长，而与早年

的新教徒不同，这一批移民中，很多人

来自南欧、爱尔兰，信仰天主教。在盎

格鲁－新教徒中产阶级眼中，这些天主

教徒为主的新城市工人阶级“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代表着社会混乱、无秩序

，他们觉得这些移民不务正业，盎格鲁新

教文化的社会正统控制权面临挑战。

这种心态催生出了盎格鲁新教徒的

两条族群问题解决之道，其一是种族主

义的排外运动——美国最早的种族主义

运动就是在这段时间诞生的。二是教育

改革——新教徒中的精英分子开始推动

公立教育，旨在让那些移民家庭的孩子

接受一整套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用纪

律约束他们的行为，不准迟到、不准旷

课（为此甚至还专门立法），从而把他

们变成可以接受的，行为举止和盎格鲁

新教徒一致的“自己人”。从小学到中

学教育的一层层公立教育系统就在这样

的背景下诞生了。

最开始的时候，这套系统尚未影响

到大学。大学文凭在早期美国社会中意

义不大，它和中小学教育、学院教育，

是完全平行的几个不同系统。

到了19世纪，新教的不同派别为了

抢夺信徒，建立了大量的学院，作为自己

宗教力量补充、更新、扩张的文化武器。

这些学院扩张太快，开始面临严重的经营

危机，很多学院在经济上难以为继，倒闭

者大有其是。于是，不少学院开始向综合

性大学转型。因为“大学”传统上以大量

仪式、社交活动闻名，这些元素正好和上

层精英此时极为焦虑想要维持的盎格鲁－

新教文化统治地位息息相关。这些因素结

合起来，共同推动了美国大学在19世纪

末的崛起。它也逐渐建立起了和小学、中

学教育的序列——大学开始把中学文凭作

为入学的基本要求。

20世纪中叶，主流白人文化的社会

控制，和愈发激烈的族群冲突之间激烈

地对立起来。对饱受隔离、歧视和系统

性压迫的黑人来说，教育系统是他们最

不指望能够改变自身处境的道路。1960

年代，是校园之外的黑人社会运动和民

权运动带动校园内的学生运动。但民权

运动中间的温和一派，为这两者之间达

成和解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施行教

育系统中的种族平权，改革者试图让黑

人更多进入教育这个精英选拔系统，从

而分享一些政治权力，减少激烈的社会

冲突。

但讽刺的是，时隔多年之

后，美国的公立基础教育

水平饱受批评，从私立高

中到私立大学的精英教育

虽然在分数上体现对黑人

的平等，学费却居高不下

。好不容易进入这一系统

的黑人学生发现，和自己

竞争精英地位的白人学生

参加各种昂贵的社交活动

，兄弟会姐妹会，这些活

动帮助他们拉人脉、找工

作，黑人进入了大学却发

现大学中还有一重门槛

……教育平权并不妨碍盎

格鲁新教文化继续维持对

大学文化的垄断，而旨在

解决种族问题的平权法案

却更多停留在语言和数据

上，格外尴尬。

教育问题作为美国例外论

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来说，美

国社会和欧洲社会格外不同之处之一，

是它的社会斗争的基本单元由种族而非

阶级组成。不像欧洲那样有成千上万工

人参与激烈而鲜明的阶级斗争——美国

的工人阶级直到二十世纪才登上历史舞

台，社会主义在美国也“晚育”得多。

这构成了美国教育问题的另一个死

结：它是美国种族政治的产物，而之所

以种族政治是美国的政治传统，是因为

在美国历史上，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

社会冲突被迫以碎片的、去中心化的方

式展开。

柯林斯对此有很独到的见解。在欧

洲国家，现代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很大的

国家官僚系统和强大的中央政府，全国

的政治、商业、文化精英是高度重合的

，基于大资本垄断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

的。但是在美国，从19世纪开始，虽然

呈现出农业人口比例下降，工人比例上

升，工业的大资本垄断程度上升的趋势

，但这些趋势没有在20世纪一直继续下

去。这意味着，到了20世纪，已经成为

最发达国家的美国，在拥有一定的全国

性的大垄断资本和一定数量的城市工人

阶级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大量中小规模

的地方商业精英，很多地方维持着非常

“本地”的生活。

这种局面源于美国土地广袤、资源

丰富，市场巨大，使得全国性大资本寡

头竞争的同时，仍为地方经济精英留下

了空间；而早期的政治和商业博弈中，

商业力量压制了政治力量，美国的中央

政府难以足够强势——地方精英网络庞

大，州权较大，地方自治力量强大；这

种“去中心化”，在很多人看来是美国

社会繁荣的保证。而这也意味着中央－

地方的矛盾和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同时

存在。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美国社

会的纵向分层冲突——阶级冲突、种族

冲突，被中央－地方的冲突横向切开、

切碎了。本来，种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

交织，已经让阶级问题的动员力量有所

弱化，加上地方与中央的“去中心化vs

中心化”矛盾，各类问题就被导向了更

多的出口。比如，处理族群斗争而形成

的进步教育理念是很好的，但是为了在

多元庞大的国家中维持全国层面文化通

货的“流通领域”，他们要引入大量的

积分、考评制度，这样教育一定会成为

官僚化的，更加注重文凭的一条流水线

，痛恨官僚主义的地方精英和普通人已

经对这种建制力量极其不耐烦。但如果

不这样做，指望地方精英改善不平等问

题又太过困难，1957年因招收黑人而需

要联邦政府派兵进入小石城的事件，就

充分说明了这种难处。

在可见的未来，美国政治的基本运

作特点显然不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或

者说，虽然政党轮替、谁做都差不多的

稳定政治制度可能会在特朗普时代风雨

飘摇，但是暗藏的种族政治与中心化－

反中心化政治的矛盾，反而会更鲜明地

显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不同的族群

通过教育实现自身利益、抢夺精英位置

从而抢夺社会主导权的冲突和竞争，可

能会更加激烈。多元文化主义的教育理

念，不可避免要面对多重的极化挑战。

这是美国教育相对于其他国家经验的无

奈的“例外”。

迷思与更多迷思

在教育问题上，随着现实政治的演

变，美国政治与众不同的复杂结构逐渐

显山露水。而其求解之策也愈显艰难。

对贫富的想象从未停止：桑德斯这

样的左翼政治人物，呼吁用普及教育和

廉价教育解决问题。这种想法建立在对

低收入阶层的团结想象上；许多研究则

认为，是低收入的白人背弃了自己的阶

级身份，送了反建制的大商人特朗普入

主白宫。很多人因而把没有“团结无产

阶级”的锅留给了民主党背。

但教育领域的冲突，正侧面反映出

贫富问题忽略了种族一面。如果我们用

阶级理论，用锈带来理解特朗普的上台

，那我们如何理解他致力取消种族平权

教育的行为？结论是，在这样的施政背

后，种族政治的线索要比阶级政治清楚

得多，削减教育领域的平权，彻底揭开

教育领域的薄薄补丁，让盎格鲁新教主

流文化在教育领域的统治完全浮出水面

。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的Diana C.

Mutz就基于研究认为，白人身份在国内

外遇到挑战，对美国白人选民投特朗普

的影响，要比国内经济问题的影响大得

多，而这种影响在城市中产白人中，也

是存在的。可以说，在进步主义利用联

邦政府，在教育性别等议题上获得各种

形式胜利之后之后，反对中央建制的地

方精英和担心自己地位不保的白人种族

主义合流，形成了一大波反弹。

在这种局势面前，进步主义的教育

改革是无力的。抱持进步主义的教育改

革家们认为，既然今天高校全是照本宣

科和考试第一，我们不如推崇“素质教

育”，“快乐教育”，让教育“学有所

用”，不让课堂充满空洞无物的宣教。

但当教育暴露出作为政治斗争场地的狰

狞一面时，这些想法一下子就一点也不

“进步”了。

在美国社会中，桑德斯的教育政纲

看似已经非常激进。然而按照柯林斯的

观点，这仍然只是增加文凭膨胀。柯林

斯要激进得多，他认为应该由国家废除

文凭制度，严格禁止任何有文凭要求的

雇佣关系，乃至废除义务教育，在大量

职业中引入学徒制度，废除原有的等级

秩序……1970年代的他似乎对美国文凭

制度出现危机极为乐观。“文凭经济学

”的崩溃成为马克思式的资本主义崩溃

论的美国预言。

但是，既然“文凭通胀”底下，还

遮盖着未解决的种族问题，而再往下还

渗透着“去中心化”的政治矛盾。文凭

膨胀的危机最终只会让危机在它之下的

层面爆发。既然不平等问题是因，文凭

通货膨胀是果，既然社会政治的斗争是因

，文化系统的形塑是果，那么寄希望于改

变结果以改变肇因，可能从一开始就并非

真正改变结构的思路。文凭经济学本应作

为资本主义体系的表征而率先爆发危机，

然而危机却直接以更剧烈的形式爆发了。

以至于美国学院至今仍然可以延续着学院

授予的经济游戏，但学院外，社会运动、

抗议游行、选举动员和围绕着政党人事更

迭的争夺，已经愈演愈烈了。

文凭通胀、种族斗争与阶层焦虑
神话幕后的美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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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休城工商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古人
常常說 “天庭飽滿，地閣方圓”
指的是很富貴吉利的面相。天庭
飽滿要配地閣方圓才會增加人的
富貴層次，才會顯得達標完美。
若按照相書上通俗的來講，天庭
所主的一般是早年，而地閣一般
主的是晚年運氣。
馬雲身材矮小，貌不驚人，但因
阿裏巴巴在美國上市而“黃袍加
身”、風光無限，一夜之間成了
風靡全球出頭鳥，中國的明星，
崇拜的偶像，一身霸氣；突然間
又因為螞蟻集團的 IPO案發展到
默默無聞、銷聲匿跡。有傳言甚

至有生命危險、牢獄之災。這除了錯綜複雜的政治因素外，按相書上說，面相決定命運
，他的命運可以從他的面相得到解釋。

馬雲天庭飽滿，額相寬大，且輔骨豐隆，眼神強，本身屬於聰明而精力旺盛之人；
顴柄骨起、並且顴插天倉，有霸氣；鼻子不高，命運多桀；但鼻翼寬，法令深廣，因此
事業運和財運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馬雲的面相最大缺陷是地閣不夠方園，顯得不夠沉
穩；臉上沒肉，顯得不夠深厚；魚尾紋也太多，顯得財富流失，說明他能打下江山但穩
不住江山，沒有福相，沒有福命。

隨著2020富豪榜單的發布，中國十大富豪也隨之出爐。最新的中國十大富豪分別是
：馬雲、馬化騰、許家印、李嘉誠、孫飄揚/鍾慧娟夫婦、李兆基、楊惠妍家族、何享健
家族、丁磊、秦英林/錢瑛夫婦、王衛。

今年馬雲的財富達到3150億元，再次奪得中國首富的寶座，位列全球第21位。這
當然得益於去年11月，阿裏巴巴在香港成功上市帶來的阿裏巴巴港股股價上漲，以及整
個阿裏巴巴總市值的提升。

但事情並沒完，馬雲的螞蟻集團暫停上市後，大陸主管機關兵分兩路調查、約談阿
裏和螞蟻兩大集團，兩大集團的創辦人及掌門人馬雲再次受到輿論關注。

在公佈調查、約談消息的前一天和當天，大陸國務院機關報《經濟日報》及中共中
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接連發表評論，引經據典從國內的反壟斷需要和國際的反壟斷趨
勢，論述整頓上述兩大集團的必要性。由此看來，大陸對馬雲系（企業集團）的調查整
頓不是結束，而是剛剛開始。

有評論稱，螞蟻突然暫停上市是因為10月24日的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馬雲
“槓上”王岐山，但實際情況並非這麼簡單。 10天後的11月2日，馬雲被4部門聯合約
談。隨後，螞蟻暫停上市。

與商界大佬座談，與全球首腦會晤，是馬老師的標配，商業上的成功讓他光環加身
，互聯網的每個角落都充斥著他指點江山的各種語錄。但從約談之後，馬老師就憑空消
失了，聚光燈下再也沒有了他的身影。等大家回過神來才發現，到今天，馬老師已經消
了50多天。

根據 10 月
26 日螞蟻集團
的公告，A+H
上市的融資總額
約為340億美元
，是史上最大的
IPO案。最重要
的是，今年螞蟻
IPO計劃上市與
2014 年 IPO 的
阿裏巴巴在美國
上市不同，當時
，馬雲及其管理
團隊持股不到
10%，按照“同
股同權”架構，
馬雲在阿裏巴巴
並無絕對控制權
。

但螞蟻的 IPO 案，馬雲本人持股 8.8%，卻通過直接及間接方式，合計控制
50.5177%的螞蟻集團股權，擁有螞蟻的絕對控制權，搶了中國金融業的飯碗。螞蟻如果
按計劃上市，馬雲的財富，特別是他的影響力，會突然變得超級強大，馬雲系與亞馬遜
相提並論，馬雲的財富排名恐怕要僅次於亞馬遜的貝索斯而躍居世界第二。

暫停螞蟻上市，不是大陸官方首次出手抑制馬雲系，就在阿裏巴巴上市前的2011年
，馬雲以支付寶作為第三方支付公司，其金融牌照需回歸內資為由，將支付寶從阿裏巴
巴集團剝離，一時輿論嘩然，指責馬雲竊取股東利益，但背後顯然是官方要他這麼做，
同時要他這麼說。當時，為了讓支付寶取得第三方支付牌照，馬雲甚至表態說，“只要
國家需要，隨時準備把支付寶獻給國家。”不過，2019年9月10日，馬雲正式卸任阿裏
巴巴董事局主席前後，也就是9月，阿裏巴巴又取得螞蟻集團約33%股份。好像就是
“不讓馬雲控制螞蟻”。

阿裏巴巴正在遭受大陸監管機構進行反壟斷調查。無獨有偶，就在美國的聖誕節前
的周四（24 日），中國的聖誕平安夜，阿裏在美國掛牌ADR股價遭大屠殺，單日收跌
13.34% 至每股跌至222 美元，進入空頭熊市，股價也創下7月1日以來新低。阿裏巴巴
暴跌讓馬雲渡過了一個不眠的平安夜，阿裏股民的2020平安夜不平安。

阿裏巴巴的災難從螞蟻集團IPO喊停開始，看起來馬雲的情況不會太妙。
對於在美國、香港上市的阿裏巴巴來說，今年應該是黑色的聖誕節。香港掛牌的阿

裏，24日重挫20.2港元，跌幅8.13%，收盤228.2港元，市值剩下4.8975兆港元，阿裏
的股價摜破年線。在美國上市的阿裏，單日大跌34.18美元，收在222美元，市值剩下
6006.52億美元。阿裏在很短的時間內，市值已蒸發逾2000億美元，看起來阿裏的噩夢
還沒有到底，阿裏在美國被劫殺才剛剛開始。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槍打出頭鳥槍打出頭鳥 馬雲的阿裏聖誕之夜馬雲的阿裏聖誕之夜
遭屠殺遭屠殺 平安夜不平安平安夜不平安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的的《《JJJJ觀點觀點》》
--------年末將至年末將至、、疫情疫情、、德州上訴德州上訴、、大選交接大選交接......回顧回顧20202020年的美國年的美國！！

（（本報記者黃梅子本報記者黃梅子））20202020年年1010月月
66日美國勞工部及國土安全部發佈日美國勞工部及國土安全部發佈 「「史史
上最嚴上最嚴」」 的新規的新規，，將調漲將調漲H-H-11BB工作簽工作簽
證及證及EBEB22、、EBEB33職業移民的的薪資門檻職業移民的的薪資門檻
，，意謂著薪水不夠多意謂著薪水不夠多，，恐怕將無法留下恐怕將無法留下
來來，，移民申請難度攀升至新高度移民申請難度攀升至新高度。。

想留美想留美？？先看妳薪水夠不夠高先看妳薪水夠不夠高......
根據勞工部發佈的規則根據勞工部發佈的規則，，將會對勞將會對勞

工紙工紙(Permanent Labor Certification)(Permanent Labor Certification)及及
勞工情況申請表勞工情況申請表(Labor Condition Ap(Labor Condition Ap--
plication)plication)中最低薪水的計算方式進行修中最低薪水的計算方式進行修
改改，，全面大幅提升全面大幅提升。。據據 DHSDHS 聲明聲明，，新新
規是為了更保護美國工人規是為了更保護美國工人，，根據這項新根據這項新
規規，，欲申請欲申請H-H-11BB者的者的LevelLevel 11 初級職初級職
位工人位工人，，要求工資將從目前要求工資將從目前 toptop 1717%% 提提
高到高到 toptop 4545%%，，相當於是目前相當於是目前LevelLevel 22
及及 LevelLevel 33之間的薪水之間的薪水。。最高技能工人最高技能工人
的工資要求將從的工資要求將從 6767%% 提高到提高到 9595%%，，意意
味著只有工資最高的高技能勞動者味著只有工資最高的高技能勞動者，，才才
能獲得能獲得 HH11BB 簽證簽證，，繼續留在美國繼續留在美國。。

舉例來說舉例來說，，電腦工程科系本科學生電腦工程科系本科學生
若在灣區工作若在灣區工作，，並有三年工作經驗並有三年工作經驗，，那那
麼相應符合麼相應符合H-H-11BB薪資申請標準薪資申請標準（（LevLev--
elel 33））的年收必須達到的年收必須達到1414萬萬。。

生效時日生效時日？？
這份規則於這份規則於20202020年年1010月月66日公布日公布

並自當天生效並自當天生效，，目前勞工部已經在目前勞工部已經在ForFor--
eign Labor Certification Data Centereign Labor Certification Data Center網網
站上發布最新的薪資標準站上發布最新的薪資標準，，根據州根據州、、所所
在地區不同在地區不同，，薪資門檻也會有所調整薪資門檻也會有所調整，，

但可以確定的是目前許多職業薪資門檻但可以確定的是目前許多職業薪資門檻
都大幅提升都大幅提升。。對此對此，，移民律師陳文認為移民律師陳文認為
，，如果能夠申請到傑出人才移民即如果能夠申請到傑出人才移民即EBEB11
，，則成功率就會提高很多則成功率就會提高很多。。

職業移民第壹類優先職業移民第壹類優先（（First PrefFirst Pref--
erence Employment Based Immigraerence Employment Based Immigra--
tiontion，，簡稱簡稱EB-EB-11））又稱又稱““傑出人才傑出人才””移移
民民，，是美國職業類移民申請中的壹類是美國職業類移民申請中的壹類，，
是美國移民法專門為在藝術是美國移民法專門為在藝術、、科學科學、、教教
育育、、商業和運動等領域擁有傑出才能的商業和運動等領域擁有傑出才能的
外籍人士提供的移民途經外籍人士提供的移民途經。。傑出人才移傑出人才移
民是美國政府民是美國政府““招才納賢招才納賢”，”，積極吸引積極吸引
招納世界各國優秀人才這壹精神在移民招納世界各國優秀人才這壹精神在移民
政策中的具體體現政策中的具體體現。。

什麽才是傑出人才呢什麽才是傑出人才呢？？根據美國移根據美國移
民法民法（（INAINA 203203(b)((b)(11))））的定義的定義，“，“傑出傑出
人才人才””申請分以下三種類型申請分以下三種類型：：

•• 傑出人才傑出人才（（Alien of ExtraordiAlien of Extraordi--
nary Abilitynary Ability，，簡稱簡稱EB-EB-11AA）） ((參見美國參見美國
移民法移民法203203(b)((b)(11)(A)))(A))

““傑出人才傑出人才””或或EB-EB-11aa主要指的是主要指的是
那些在科學那些在科學、、藝術藝術、、教育教育、、商業商業、、或體或體
育五大領域中具有特殊才能育五大領域中具有特殊才能，，取得很高取得很高
成就成就，，並且享有國家級或國際級的聲譽並且享有國家級或國際級的聲譽
與成就與成就，，其成就和貢獻在該領域得到廣其成就和貢獻在該領域得到廣
泛認可的傑出專業人才泛認可的傑出專業人才。。這些人應是被這些人應是被
認為是該領域中出類拔萃的頂尖人物之認為是該領域中出類拔萃的頂尖人物之
壹壹(One of that Small Percentage)(One of that Small Percentage) 。。同同
時申請人在獲得傑出人才綠卡後時申請人在獲得傑出人才綠卡後，，將在將在
美國繼續從事其領域內的工作美國繼續從事其領域內的工作，，並且其並且其

工作會對美國社會的相關發展工作會對美國社會的相關發展，，帶來極帶來極
大利益大利益。。EBEB11aa不需要申請勞工證不需要申請勞工證，，不不
需要永久性工作的承諾需要永久性工作的承諾，，申請人也可以申請人也可以
自己申請移民自己申請移民。。當然當然，，美國雇主也可以美國雇主也可以
出面為申請人提出申請出面為申請人提出申請。。

•• 傑出教授或研究人員傑出教授或研究人員（（OutOut--
standing Researcher/Outstanding Prostanding Researcher/Outstanding Pro--
fessorfessor，，簡稱簡稱EB-EB-11BB）） ((參見美國移民參見美國移民
法法203203(b)((b)(11)(B)))(B))

““傑出教授或研究人員傑出教授或研究人員””或或EBEB11bb
是指那些在某壹特定的科學或學術領域是指那些在某壹特定的科學或學術領域
中中，，取得國家級或國際性聲譽的教授或取得國家級或國際性聲譽的教授或
研究人員研究人員。。此外此外，，申請人還必須在某學申請人還必須在某學
術領域中術領域中，，至少執教或從事研究工作三至少執教或從事研究工作三
年以上年以上。。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研究工作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研究工作
可以算作申請可以算作申請 EBEB11bb 中的工作經驗中的工作經驗。。
EBEB11bb的要求要低於的要求要低於EBEB11aa壹些壹些。。雖然雖然
EBEB11bb不需要申請勞工證不需要申請勞工證，，但是但是，，申請申請
人必須有永久性工作的承諾人必須有永久性工作的承諾，，需要由美需要由美
國雇主出面為申請人提出申請國雇主出面為申請人提出申請。。博士後博士後
研究不算永久性工作的承諾研究不算永久性工作的承諾。。

•• 跨 國 公 司 的 主 管 或 經 理跨 國 公 司 的 主 管 或 經 理
（（Managers and Executive TransferManagers and Executive Transfer--
eesees，，簡稱簡稱EB-EB-11CC）） ((參見美國移民法參見美國移民法
203203(b)((b)(11)(C)))(C))

““跨國公司的主管或經理跨國公司的主管或經理””或或
EBEB11cc則指那些被跨國公司調任到美國則指那些被跨國公司調任到美國
的高級行政人員或高級經理的高級行政人員或高級經理。。該外國人該外國人
須獲得美國公司永久聘任須獲得美國公司永久聘任，，而在此之前而在此之前
的三年期間內的三年期間內，，已為在該美國公司的海已為在該美國公司的海

外相關企業外相關企業（（母公司母公司，，子公司或關聯公子公司或關聯公
司司））工作至少壹年以上工作至少壹年以上。。同樣同樣，，EBEB11cc
不需要申請勞工證不需要申請勞工證，，但是需要有永久性但是需要有永久性
工作的承諾工作的承諾，，並需由美國雇主出面為申並需由美國雇主出面為申
請人提出申請請人提出申請。。

總的來說總的來說，，EB-EB-11對於傑出人才而對於傑出人才而
言言，，最大的優勢在於申請程序中免去了最大的優勢在於申請程序中免去了
申請勞工證這壹步申請勞工證這壹步，，從而大大縮短了整從而大大縮短了整
個移民申請的時間個移民申請的時間。。另外另外，，該類職業移該類職業移
民不用花時間去等待簽證配額民不用花時間去等待簽證配額，，使得傑使得傑
出人才在遞移民申請同時出人才在遞移民申請同時，，為自己或者為自己或者
配偶申請工作許可和回美証配偶申請工作許可和回美証，，並在相對並在相對
較短的時間內獲得美國的合法永久居留較短的時間內獲得美國的合法永久居留
身份身份。。因此對很多研究人員因此對很多研究人員，，醫生及其醫生及其

它工程技術人員來說它工程技術人員來說，，EB-EB-11傑出人才傑出人才
移民可以說是獲得美國綠卡的移民可以說是獲得美國綠卡的““高速快高速快
車車”。”。

如果您想知道您是否符合傑出人才如果您想知道您是否符合傑出人才
的標準的標準？？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1515..33頻道頻道
《《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主持人蓋軍主持人蓋軍、、美南新美南新
聞記者肖永群以及移民律師陳文為您詳聞記者肖永群以及移民律師陳文為您詳
細解讀細解讀。。您可以收看您可以收看1515..33頻道頻道，，也可以也可以
通過通過iTalkBBiTalkBB平臺收看美南國際電視平臺收看美南國際電視。。
也可以在美南新聞網站也可以在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scdaily.com收收
看看，，還可以在還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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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收看隨時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移民窄門越縮越窄移民窄門越縮越窄，，EBEB11綠卡申請是什麼綠卡申請是什麼？？

你是否是你是否是 「「傑出人才傑出人才」」 ？？

（（本報記者黃梅子本報記者黃梅子））聖誕節聖誕節
已經過了已經過了，，再過再過44天就是天就是20212021年年
新年了新年了，，20202020是多災多難的壹年是多災多難的壹年
。。現在現在，，每個人都在期待疫苗每個人都在期待疫苗、、
期待第二張紓困支票期待第二張紓困支票、、期待找到期待找到
新工作……而新工作……而20212021年年11月月2020日的日的
總統交接會順利嗎總統交接會順利嗎？？新的壹年所新的壹年所
有的事情都會好起來嗎有的事情都會好起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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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將至年末將至、、

疫情疫情、、德州上訴德州上訴、、大選交接大選交接...... 回回
顧顧20202020年的美國年的美國。。

休斯頓新聞名人馬健與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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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中心共同主席金路威與您分
享他們的觀點享他們的觀點。。

請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請收看美南國際電視1515..33頻頻
道的道的《《JJJJ觀點觀點》，》，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
已加入北美最大的中文電視平臺已加入北美最大的中文電視平臺
，，您家如果安有您家如果安有iTalkBBiTalkBB，，收看效收看效
果更好果更好！！也可以在美南新聞網站也可以在美南新聞網站

scdaily.comscdaily.com，， youtubeyoutube 上 搜 索上 搜 索
StvStv1515..33 Houston,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訂閱美南新聞
頻道頻道，，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
節目節目。。美南國際電視多平臺覆蓋美南國際電視多平臺覆蓋
，，您隨時隨地都可以收看到美南您隨時隨地都可以收看到美南
國際電視國際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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