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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中國
劝退小三，也成了一门生意。
一项调查显示，在 68119 人的有效
调查对象中，有 60.2%的男人和 38.1%的
女人曾经出过轨。
婚姻如此脆弱，无论是婚礼上的誓
词、盖了章的结婚证，都难抵挡第三者
的入侵。
一种新型的职业，也开始逐渐进入
人们的视野。他们就是“小三劝退师”
，工作内容是劝退第三者、帮委托人修
复婚姻。
他们有着专业的团队，使用攻心、
利诱、离间、甚至“美人计”来帮助委
托人劝退“小三”，同时收取从几千到
几十万不等的高昂服务费用。
他们帮助原配赶走婚姻中的入侵者
，也帮助出轨者甩掉情人。
他们行走在法律和伦理的边缘地带
，利用和操纵人性，来达到守护委托人
婚姻和家庭的目的。
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赶走小三起步价 10 万，我找人扮“黑老
大”吓退“男小三”
薛先生 男 40 岁 深圳
我每年会接待 300 名左右的客户，
其中一大半都是来找我们劝退“小三”
的。
我们团队里有婚姻家庭咨询师、律
师、专业的“移情师”。
我是公司的合伙人，同时也是“移
情师”团队的负责人。
一般来说，我们会根据客户提供的
信息来进行一个初步的情感诊断，然后
出方案、签合约。
每个案子 10 元万起步，遇到那种耗
费时间长、难度大的，几十万上百万也
是有可能的。
劝退“小三”，通常有移情、离间
、施压、利诱等几种方法。
所谓的移情，就是让这个“小三”
爱上别人。
离间就是破坏出轨者跟小三的感情
。
施压是通过第三者的父母、亲属、
同事等社会舆论力量，迫使“小三”离
开。
利诱就是给钱劝退。
我们的客户中，最多的是原配发妻
来找我们劝退男人在外面的情人，也有
一部分客户想要甩掉情人来找我们帮助
。
出轨不是男人的专利，我们也接过
不少劝退“男小三”的案子。
曾经有一位女性客户高小姐找到我
们，要我们帮她劝退她在外面的一个情
人。
高小姐的老公长期在外地做生意，
时间久了，高小姐便在外面找了一个情
人小李。
在相处半年以后，高小姐的老公的
生意即将转回深圳。
高小姐不想再继续下去这段关系，
想要跟小李分开，却遭到了小李拒绝，
并多次以曝光这段婚外情来威胁，跟高
小姐索要钱财。
高小姐打算给钱息事宁人，小李却
难以满足，在先后拿到 20 万元分手费的
情况下，最近一次开口索要 100 万元。
高小姐觉得这已超出她的底线，来
向我们团队求助。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小李是一家汽
车 4S 店的销售员，还有赌博的恶习，从
高小姐这里索要的钱财都被他挥霍一空
。
我们对小李的性格进行分析，认为
这是一个吃软怕硬、贪心但没什么头脑
和胆色的人。
对付这种人，要态度强硬，震慑住
他，而不是顺从他的心意。
于是我的团队精心策划，让我们的
移情师扮演成黑社会老大，然后让高小
姐出面，在一所郊区的高级度假酒店约
见了小李。
移情师扮演的“黑老大”团队，假
装在酒店房间举行一场牌局。
在小李到达后，故意让其在一边长
时间等候，气势上先压住他，同时让他
看到场上动辄百万的“赌资”流转。
在牌局休息的时候，“黑老大”才
抽出空来搭理小李。
“黑老大”声称高小姐是他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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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退“小三”10 万元起步
我们是年薪百万的“小三劝退师”
妹妹，轻蔑地称小李是他妹妹众多玩伴
之一。
他警告小李远离高小姐，否则就下
手“处理”他，之后便让“手下”将小
李赶走。
小李果然没有再敢骚扰高小姐，成
功被劝退。而这一单，我们最终拿到 30
万的报酬。
经常遇到高段位“小三”，咨询费 2000
元起，越复杂越贵
温小姐 女 31 岁 北京
虽然我是个“小三劝退师”，但我
并不喜欢这个称呼。
在我的理解中，婚姻关系是个很复
杂的命题，不是单纯“劝退小三”就能
让你和另一半白头偕老。
我大学毕业后在心理咨询机构工作
，现在创业做了个婚姻关系咨询公司。
我的咨询收费是每小时 2000 元，如
果遇到复杂的案例，价格还会更高。
来找我们劝退第三者的客户确实不
少。
我们的解决方案应该说是比较温和
的，我这边主要通过沟通、谈判的方式
来劝退第三者。
劝退第三者，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
么难。
现在网络上各种帖子，为了博眼球
，都把第三者妖魔化了，其实他们中大
多数都是普通人，只是在感情上犯了错
。
这并不是为第三者辩护，只是阐述
一个事实，盲目的仇恨和煽动情绪对于
解决问题并没有实际帮助。
我在跟委托人交流的时候，首先需
要达成的一个共识是：你的目标是为了
挽回你的婚姻和家庭。
基于这一点，我才能制订行动方案
，如果只是为了报复出轨者和第三者，
那其实没必要来找我。
有的第三者是被欺骗的，事先并不
知道对方已婚，还有的第三者属于那种
童年缺爱，容易陷入感情陷阱的，也有
那种图财的。
了解到第三者的类型和目的，才能
做出准确的策略，成功劝退“小三”。
大多数第三者插足了别人的婚姻，
自身也是有很重的心理负担的。
有的“小三”看起来很嚣张，不过
是因为自知理亏，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
过激反应。
这种就通过沟通和谈判，对症下药

，帮助她建立正确的
感情观，开始新的生
活。
那些图钱的其实
不是很难解决，委托
人一般不差钱，大多
数愿意付出一笔合理
的费用让“小三”离
开。
比较棘手，或者
说“段位高”的“小
三”，是那种有着自
己的独立感情观、不
图钱的。
我曾经劝退过一
个“小三”，对方是
一个女作家。
她不排斥与我见
面交流，在沟通的过
程中，她跟我讲述了
她对感情、婚姻的看
法。
她认为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只要
有一方不爱了，这段感情便不成立。
而人的感情是经常变化的，婚姻不
过是一种违背人性的不合时宜的制度。
这是一个思维非常清晰、观察力很
强的人，我很难抓住她的心理弱点和语
言漏洞去说服她。
但是经过多次交流，我发现她除了
感情观比较特立独行以外，其他方面还
是很好的一个人。
我跟她说，无论人类的感情多么善
变、婚姻制度是否合理。在现阶段，婚
姻依然是一种为主流人群认可和奉行的
契约关系。
这不仅是双方的感情象征，同时也
是家庭关系和共同财产的法律保护。
如果对于这种制度不认可，应该寻
求有共同认知的人在一起，甚至可以推
动社会去进行这种制度变革，但不应该
因此去伤害到另一个无辜的人。
我给她看了委托人一家三口的生活
照，让她明白，因为她的行为会有一个
无辜的女人和孩子受到伤害。
最后她认同了我的观点，结束了这
段感情。
被“绿”后我成了情感修复师年薪百万
后我放下了仇恨
王先生 男 34 岁 北京
我曾是一名网站前端开发工程师。
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现在应该开

始秃头、并且担心被“后浪”取代，然
而一场情感变故却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
2014 年，我跟我当时的女朋友谈婚
论嫁，筹备订婚。但有天下班回家，我
意外发现女朋友还有一个男人，还经常
在我加班带他在我家过夜。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从被背叛
的情感阴影中走出来。我想过报复他们
，但朋友们都劝我说不值得。
那段时间我经常在网上看怎么对付
小三的各种信息，意外了解到了“小三
劝退”这个行当。
怀着对“小三”的痛恨，我转行做
了情感修复师，这一做就是五年。
从业这几年，我见识过各种各样的
“小三”，现在反而能平下心来去看这
些事。
大多数遭遇到情感背叛的人，跟我
当初一样，满脑子都是报复。
曾有一个当事人，她的老公跟她的
闺蜜在一起了，她开价 30 万，想让我们
搞到她闺蜜的裸照，让这个女人身败名
裂。
但这种违法的事情，我们肯定是不
能做的。经过跟她沟通，我发现了她感
情的问题。
她很喜欢怼人，老公送她一条项链
，她就说丑，老公喜欢看动漫，她说像
个弱智，诸如此类，已经形成一种习惯
。

久而久之，她跟老公之间裂痕越来
越大，有时还会陷入剧烈争吵，而她闺
蜜经常去她家，总是担当劝和的角色，
时间长了，闺蜜自然更讨人喜欢。
我让她不要采取任何报复举动、改
变自己日常的说话方式和态度——如果
不修正自己的日常言行，即使劝退一个
“小三”，还会有“小四”、“小五
”……
根据我们团队的建议，她开始学着
去赞美和认可老公，对她老公和闺蜜的
事情只口不提。
在她们夫妻关系明显有了很大缓和
的时候，再“无意中”指出发现老公和
闺蜜的私情。
她并没有大发雷霆，只是是默默垂
泪和老公述说，是自己过去做的不好，
才导致了这样的事情发生。
她老公本身出轨就背负着很大的道
德压力。这样一来，反而更觉愧疚，很
快选择跟妻子闺蜜分手，回归家庭。
感情是一种很不稳定的东西，所以
才需要婚姻来维系两个人的关系。
婚姻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却不能阻
挡一段感情的消亡。
婚外情固然不道德，但也不是简单
的非黑即白。“打小三”并不能真正解
决夫妻间的情感危机。
双方的互相理解、相互扶持、共同
成长、不离不弃才是维护家庭和婚姻的
良方。

中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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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虎妈”想到的孩子教育问题
前几年，美国有一位华裔母亲因为她教育子
女的自传书《虎妈战歌》而出名，这本书连续多
次位居美国畅销书榜首，“虎妈”以严格到有点
残酷的教育方式引发了美国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
的激烈讨论。
在以崇尚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美国，《虎妈战
歌》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虎妈的教育方式让
很多美国孩子的父母大跌眼镜，一度被评价为
“虐待儿童”。比如通过辱骂、恐吓和体罚的方
式教育两个女儿，小女儿在练习小提琴的时候，
被要求一直从傍晚练习到深夜，期间不能休息，
不能上厕所。
随着两个女儿的长大，两个人都表现的非常优秀
，先后考入耶鲁和哈佛，成为天之娇女。从结果
来看，虎妈的教育是非常出色的。
无独有偶，前几年国内上映了一部描写国内
教育题材的电视剧《虎妈猫爸》，剧中赵薇扮演
的妈妈，望女成凤，为了让 6 岁的女儿能够顺利地
幼升小，严格到有点“变态”，这反映了国内小
学教育阶段普遍存在的家长焦虑：学区房，学前
教育，父母的时间和资金的大量投入等等。
国内外教育现状
作者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看着女儿健康快
乐长大是最大的心愿，然而随着女儿们先后进入
幼儿园和小学，和周围的小朋友家长们接触越多
，我们开始感觉到压力，比如这个同学钢琴 8 级了
，那个同学作文比赛得奖了，谁的演讲太厉害了
，还有谁报了多少门课外课。
各类培训公司的 Slogan 口号越来越醒目，比如
一直在谈的“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幼儿
园 MBA 课程，学前掌握 1000 英语单词，这些与其
说在宣传培训的价值，不如说是在制造焦虑，让
家长们为课外补课和学习“加餐”买单。
反过来，如果有相当部分的家长加入了培训
和补课大军，留给剩下的家长们的问题就不是参
加与否，可能是要参加更多的培训才行，这样才
能让自己的孩子们不在学场落后。
谁家的孩子都是宝，我们也不能让女儿表现
落后，孩子妈全力开动，先后报名辅导班和兴趣
班，周末最忙，暑假寒假也都报了名。一段时间
下来孩子们确实能学到不少知识，但是课外游戏
时间大量减少，也影响孩子的全面发展。
家长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从上下课接送到
课外辅导，真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得不偿失。

这是上海的情况，国外怎么样呢？
作者有几个同学在美国，目前孩子都在就读
美国的中小学，据同学讲，跟国内教育竞争一样
，在美国同样也有升学竞争的压力，比如说美国
加州的公立小学，都是以教育局公布 API 指数（公
立学校学术表现指数）作为参考标准确定学校的
教育水平，指数越高，学校越受欢迎。
比如好学区和差学区的房价可以相差两倍以
上。或者可以选择教育水平普遍更高的私立小学
，不过跟公立小学的学费免费不同，美国私立小
学，尤其是私立精英小学的收费都非常高，有些
高达 5 万美金/年，这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
很多人都认为，美国的学校教育就是老师带
着学生玩，学生没有什么压力，其实这完全是误
解，诚然，在美国的某些学校，比如在黑色族裔
社区，由于经济水平和学校资源不佳，确实存在
学生散养和放任的状态，但是这绝不是美国的教
育现状，尤其是在中产阶级和精英阶级内，对教
育同样是非常重视和投资的，跟国内相比有过之
而无不及。
大家可能看到过一张图：哈佛大学凌晨 4 点的
图书馆，灯火通明，座无虚席。可见美国的精英
学生们对于读书和学习的热衷程度。
应试教育还是主流

现在上海的公立小学都在推行给学生和家长
的减负政策，教育局也三令五申，不允许学校和
老师给学生布置过多作业和办课外辅导班，应该
说初衷是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更
自由和快乐的发展自己喜欢的爱好或者专长，为
什么效果不佳，反而会变成各类培训公司大赚其
钱，值得深思。
个人觉得有两个原因不容忽视：
（1）考试还是应试教育主要的“升级打怪”
方式。
不管怎么诟病应试教育，存在即合理，在应
试教育之外，还真找不到更加合理公平的方式。
所以不管是国内升学体制，还是走国际学校的国
外教育方向，在强调考察孩子们的综合素质之外
，都是以考试分数为主要的衡量标准。
在我们这一代，简单讲就是应试教育，通过一
次或者几次考试，决定可以上什么样的初中、高中
和大学。现在的考试更加复杂，除了拉长了考试的
周期，还增加了比如音乐特长、体育特长等等方面
的考核，这样让综合素质的考察更加全面的同时，
确实也变相的增加了家长和孩子们的负担。
（2）教育资源不均衡
不可否认的是，优秀的老师大多分布在头部
的学校，国内外皆是如此。反过来，学生素质的

不同也反过来影响了学校整体的表现，这个观点
可能有人不赞同。
今年上海一所著名的公立小学发生了一件事情，
因为一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实在太差，学校出面和
家长沟通，希望家长转学，可以私下里给与 10 万
的补偿。这样同样说明，好的公立学校是非常注
重对就读学生生源素质的考察，这直接影响到学
校毕业生的升学表现。
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应当并行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认为“美国的基
础教育没有中国好”，巴菲特等相当多的美国精
英也提到中国的基础教育，也就是中小学教育做
得比美国要好。我们或许需要对我们历来认为应
试教育的弊端做重新思考。
我们看一下在 2012 年基础能力国际测评（PISA)中，上海中小学学生的能力测评结果在所有三
个方面都排在全球第一，美国学生连前十名都挤
不进。
我们国家的教育系统这些年在不断探索和改
进如何提高应试教育中体现孩子们素质教育的部
分，比如增加更多的科目，比如改变考试的形式
，更多考察孩子们的个人特色和能力，而不是千
篇一律的死记硬背，这些都是很好的改进。
这里要提一下所谓的快乐教育，诚然，让孩
子们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兴趣和快乐是非常重要
的，但是很多情况下，要防止快乐教育变成放任
孩子玩乐的懒惰教育和教育不作为的借口，这是
绝对不可取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是关系到国家
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世界的经济强国都
不遗余力的将教育作为国家战略，重要性怎么强
调都不过分。
我们充分相信政府和国家的教育体系，会继续改
善目前教育中资源不均衡和应试教育的不足，提
升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的效率效果，通过
国家的资源投入和改善，在现有基础上更进一步
，为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持续注入动力和活力。
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教育是一场马拉松，过
度地强调考试分数不可取，但是以快乐教育为借
口，放羊式的培养同样不对。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潜力，结合素质
教育，把孩子的兴趣和潜质挖掘出来，在全面成
长的基础上有所侧重，培养特长，这应该是一个
理想的方向。

美国大学和世界都需要中国学生学者
中教育交流对抗毫无必要
在美国新旧政府交替之际，许多教
育界人士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中美教育交流的未来和前景该如何
展望？
2020 年圣诞节前夕，美国波特兰州
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Mel Gurtov 再次就中
美教育交流重磅发声。
Mel Gurtov 曾耗时一年多的时间，
参加了近百场对美国孔子学院承办大学
的领导人、在孔子学院和课堂教学的美
国教师的访谈，再加上他在政治学领域
的深厚学术背景，他对中美教育交流的
看法值得学界重点关注。
他的最新观点是：
美中教育交流对抗毫无必要！
美国大学要践行创造知识，解决人
类最大难题的独特使命，绝对离不开数
量最庞大、头脑最聪明的中国学生学者
，吸引中国学生学者到美国的高校和研
究机构中学习和工作，中美两国均可以
从中受益！
看到这里，我们情不自禁地要为
Mel 教授点赞！
当下，在美国立法、行政和司法等
部门的少数人员深怀被害妄想症，近乎
癫狂地攻击中美教育交流时，最需要像
Mel 教授这种能坚持“众人皆醉我独醒
”的理念，敢于说真话的知名学者大声

疾呼。
多年过后，当我们回顾 2020 年的这
段因美国少数保守人士造成的不堪回首
的历史，我们一定会感谢 Mel 教授、哥
伦比亚大学校长李· 卡罗尔· 布林格
(Lee C. Bollinger)、麻省理工学院校长
Rafael Reif 等众多美国学界勇于站出来
为中美教育交流、中国学生学者仗义发
声的义士们。
因为他们站位高远，他们的境界超
越了狭隘、错误的保守主义！
正如中国先贤孟子在《孟子. 尽心
上》中所说，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便
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虽然分处不同的
国度，但优秀的教育理念可以跨越国界
，Mel 教授等众多学界人士，同样秉承
这样的观点。
人生短短一百年，众人团结能干大
事，互相猜疑和拆台，则只能沦落于庸
庸碌碌，当今在“小可爱”治理下的美
国，正是后一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正如 Mel 教授所说，美国的部分孔
子学院被迫关闭，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工
作做得不够好，而是因为来自美国政府
或学界的政治压力。
接受访谈的数百名美国人士均表示
，孔子学院并没有侵犯美国的学术自由
，在孔子学院和课堂授课的老师们向学

生们介绍的是真
实、立体的中国
，孔子学院的运
行公开、透明。
他们一致感谢孔
院为提升美国社
区民众的多元文
化意识以及美国
学生的国际理解
能力做出的突出
贡献。
你看，这才
是孔子学院的真
实贡献，这才是
美国民众对孔子
学院的真实感受
，令人遗憾的是
，在美西方强大的舆论机器长期歪曲事
实的报道下，这些真实的情况均没有机
会公之于众，因此，我们都要感谢那些
勇于说出真相的人士们！
没有人会怀疑学习外语，了解多元
文化的巨大价值，在美国，几十年前曾
有过类似的争论，最终是以各方呼吁开
设“国际化”课程而结束。
如今美国政府干扰和破坏中美教育
交流的做法实际上是沉渣再次泛起。关
闭孔子学院，断绝的是美国教育机构、

学生及社区民众了解中国、学习中文和
中国文化的最好机会，更长远来看，是
砸了许多希望致力于中美人文和教育交
流的美国人士的金饭碗。
可以说，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和执法
机构大力推动中国威胁论，已迫使美国
高等教育和整个美国社会陷入了困境。
美国教育机构一方面要保护国家安全
，这点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更要坚持其
独特使命：进行知识创造，解决人类面临
的最大挑战，为此，大学需要通过教育最

优秀的美国和国际学生，并定期与世界各
地的著名研究学者一起来践行这一使命，
迄今为止，中国的学生和学者是构成上述
人群的最主要力量，他们也是美国和中国
的机构双双受益的资源！
最后，让我们再次重温林肯、富兰
克林和约翰· 亚当斯都曾在演讲中引用
过的这句真言：
United we stand,divided we fall!
2021 年，是时候拨开迷雾，重现真
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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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 15
15..3《美南時事通
美南時事通》
》
「德州搬遷潮
德州搬遷潮」
」 旺 休士頓
休士頓、
、達拉斯
這些地區自住房未來看漲...
這些地區自住房未來看漲
...

（ 本報記者黃梅子
本報記者黃梅子）
） 2020 已經過
去，這壹年新冠肺炎病毒席卷全球
這壹年新冠肺炎病毒席卷全球，
，很
多生意紛紛倒閉，
多生意紛紛倒閉
，但是沒想到的是
但是沒想到的是，
，美
國的股市屢創新高，
國的股市屢創新高
，而自住房市場也異
常火爆，
常火爆
，尤其是德州休斯頓
尤其是德州休斯頓、
、奧斯丁和
達拉斯地區，
達拉斯地區
，迎來了壹波德州搬遷潮
迎來了壹波德州搬遷潮。
。
很多大公司如特斯拉和甲骨文都從
加州矽谷搬遷到德州，
加州矽谷搬遷到德州
，德州沒有州稅
德州沒有州稅，
，
而且房子便宜，
而且房子便宜
，生活成本低
生活成本低，
，吸引了越
來越多的公司搬到德州。
來越多的公司搬到德州
。今年的新冠疫
情使得遠程辦公越來越普及，
情使得遠程辦公越來越普及
，住宅市場
迎來熱潮，
迎來熱潮
，投資回報率很好
投資回報率很好。
。
德州的自住房市場為什麽上漲？
德州的自住房市場為什麽上漲
？主
要有幾大因素：
要有幾大因素
： 1、 工作機會多
工作機會多，
， 美國
兩個增長最快的人口中心均位於德州：
兩個增長最快的人口中心均位於德州
：
即達拉斯和休斯頓。
即達拉斯和休斯頓
。 工作機會多就會帶

來住房市場的繁榮 。 2， 房子便宜
來住房市場的繁榮。
。德州的三個大城市休斯頓
德州的三個大城市休斯頓、
、達拉
斯和奧斯丁的房價在全美國的大城
市裏房價偏低，
市裏房價偏低
，依然有很大的上漲
空間。
空間
。 3， 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
。 隨著美國第
二輪經濟刺激方案的通過，
二輪經濟刺激方案的通過
，美國政
府開動印鈔機，
府開動印鈔機
，美聯儲不斷降息
美聯儲不斷降息，
，
通貨膨脹不可避免，
通貨膨脹不可避免
，而自住房市場
是剛需，
是剛需
，尤其是好學區和新區的房
屋升值很快。
屋升值很快
。
美南國際電視 15
15..3《美南時事
通》記者肖永群與達拉斯記者王小
穎，邀請三壹地產總裁邵小明您討
論德州搬遷潮，
論德州搬遷潮
，休斯頓和達拉斯的
自住房市場看漲。
自住房市場看漲
。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
15..3 頻道
《 美南時事通
美南時事通》，
》，也
也
可 以 通 過 iTalkBB 平
臺收看。
臺收看
。 美南新聞網
站 scdaily.com
scdaily.com，
， 也可
以 在 youtube 上 搜 索
Stv15
Stv
15..3 Houston, 訂
閱美南新聞頻道，
閱美南新聞頻道
，隨
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
的節目。
的節目
。

美南國際電視 15
15..3 的《JJ 觀點
觀點》
》
---- 疫苗
疫苗、
、疫情
疫情、
、德州上訴
德州上訴、
、大選交接
大選交接...
... 回顧
回顧2020
2020年的美國
年的美國！
！
（ 本報記者黃梅子
本報記者黃梅子）
）
2021 年已經到了
年已經到了，
， 多災多
難的 2020 已經過去
已經過去！
！每個
人都在期待快點打疫苗、
人都在期待快點打疫苗
、
很多人已經收到第二張紓
困支票、
困支票
、 失業的人也有了
每 周 300 元 的 聯 邦 補 助
……2021
……
2021 年 1 月 20 日的總
統交接會順利嗎？
統交接會順利嗎
？ 新的壹
年所有的事情都會好起來
嗎？
請看美南國際電視

15.3 《JJ 觀點
15.
觀點》，
》，本期話
本期話
題-- 年末將至
年末將至、
、疫情
疫情、
、德
州上訴、
州上訴
、 大選交接
大選交接...
... 回顧
2020 年的美國
年的美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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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收看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的
15
頻道的《
《JJ 觀點
觀點》，
》，
美南國際電視已加入北美
最大的中文電視平臺，
最大的中文電視平臺
，您

家如果安有 iTalkBB
iTalkBB，
，收看
效果更好！
效果更好
！ 也可以在美南
新 聞 網 站 scdaily.com
scdaily.com，
，
youtube 上 搜 索 Stv
Stv15
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
道 ， 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
視的節目。
視的節目
。 美南國際電視
多平臺覆蓋，
多平臺覆蓋
， 您隨時隨地
都可以收看到美南國際電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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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宣布佐治亞州選舉“
特朗普宣布佐治亞州選舉
“ 無效且非法
無效且非法”
”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總統特朗
普週五表示，佐治亞州州務卿布拉德·拉芬斯珀
格（Brad Raffensperger）為放寬該州缺席選票
簽名驗證法而做出的改變是違憲的，這使得 11
月在該州的選舉以及 1 月的參議員再選舉“非
法且無效”。
特朗普在推特上的三篇推文中發表了自己
的主張，指的是拉芬斯珀格三月份與佐治亞州
民主黨達成的同意令，以解決有關郵寄選票的
訴訟。
特朗普寫道：“在 2020 年選舉中發生大規
模選舉腐敗舞弊之前，我們贏得了遠遠超過所
有搖擺州（只需要三個）所必需的選票。必須
指出的是，州立法會沒有在改變法規中負責，
州務卿不能以任何方式對投票程序、規則和法
規進行重大的更改，許多更改是在選舉前匆忙
進行的，因此，整個州選舉均違法或不符合憲
法。”
“此外，佐治亞州同意令違憲，因此 2020

年的州選舉既非法又無效，其中包括當前的兩
位參議員選舉。在威斯康星州，沒有申請投票
的選民的投票也使選舉無效。所有這些甚至都
沒有包括正在討論的非法投票或更改的數百萬
張欺詐性投票！”
這 一 說 法 與 佐 治 亞 州 著 名 律 師 林·伍 德
（Lin Wood）的說法相似，後者於 11 月在聯邦
法院提起訴訟，聲稱只有州立法機關，而非拉
芬斯珀格，才有權更改選舉法。
共和黨現任參議員戴維·珀杜（David Perdue）和凱利·洛夫勒（Kelly Loeffler）即將與
民主黨人喬恩·奧斯索夫（Jon Ossoff）和拉斐
爾·沃諾克（Raphael Warnock）對決，並在周
二的再次選舉中競爭該州的兩個參議員席位。
盡管 11 月珀杜在與奧索夫的競選中獲得多出數
千票，但票數未超過一半。但在 11 月的大選中
，沒有候選人能獲得超過 50％的必要票數，因
此，要求 1 月 5 日重新投票。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參議員克魯茲將領導參議院共和黨參議員反對“
參議員克魯茲將領導參議院共和黨參議員反對
“當選總統
當選總統”
”拜登的認證
【美南新聞記者泉
深報道】德克薩斯
州共和黨參議員特
德·克 魯 茲 （Ted
Cruz） 周 六 表 示 ，
他將與大約十二名
共和黨參議員一起
，將在 1 月 6 日對
喬·拜登 11 月 3 日的
“勝選”提出異議
。
克魯茲和其他 10 多
名共和黨參議員或
當選參議員在一份
聲明中表示，他們
將反對國會在 1 月 6
日就拜登“當選總
統”進行認證。美
國憲法要求，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討論並接受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認證是選舉的常規程序。
該聲明要求國會延遲認證，並對選舉不當行為的指控進行為期 10 天的調查，這些指控已被特
朗普團隊訴訟到聯邦法院，但一再被法院駁回。
“國會應立即任命具有充分調查權和事實調查權的選舉委員會，並對有爭議州的選舉結果進
行為期 10 天的緊急審核。一旦完成，各個州將評估選舉委員會的調查結果，並可以召開特別會議
，必要時召開立法會議，以證明其投票有變更。”

“因此，我們打算在 1 月 6 日進行投票，拒絕接受有爭議州的選舉人團的投票，這些州沒有
“正常的給予”和“合法的證明”投票人的投票資格（法定要求），除非完成了為期 10 天的緊急
審核。”
根據星期六發表的聯合聲明，加入克魯茲的參議院共和黨參議員有：羅恩·約翰遜、詹姆斯·
蘭克福德、史蒂夫·戴恩斯（Steve Daines）、約翰·肯尼迪、馬莎·布來克本 （Marsha Blackburn
）、邁克·布南（Mike Braun）、辛西婭·米斯、羅根·馬歇爾、比爾·哈格提（Bill Hagerty）、湯
米·圖珀維爾（Tommy Tuberville）。
“我們並不幼稚，我們完全希望大多數參議員（如果不是全部民主黨人）投反對票，甚至可
能超過現在少數投反對票的共和黨參議員。但是，支持選舉廉潔公正不應成為黨派問題。公正、
可信的審計應迅速進行並在 1 月 20 日之前順利完成，這將大大改善美國人對我們選舉過程的信心
，並將大大提高成為我們下一任總統的合法性，這歸功于人民。
“這是值得國會注意的事件，國會委托我們捍衛。我們不是輕率地采取這一行動，我們的舉
動不是在挫敗民主進程，而是在捍衛民主進程。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共同行動以確保選舉是根據
《憲法》合法進行的，並盡我們所能恢複對民主的信心。”
特朗普競選團隊提供了選民和選舉舞弊的大量證據，但在聖誕節前卸任的司法部長威廉·巴爾
表示，這沒有達到推翻選舉的水平。
知情人士說，克魯茲呼籲進行選舉調查以及在正式認證喬·拜登“獲勝”之前的所有欺詐行為
一直拖延，不被調查，這被認為是反對認證一個關鍵條件，克魯茲已做好准備反對認證。
他們補充說，還有其他幾位參議員正在就克魯茲問題進行談判，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願意
投票反對認證，也不知道有數個參議員還是全部參議員投票反對認證，或者只是投票棄權。知情
人士說，參議員之間的討論星期六正在進行中。
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已表示，他將反對認證。1 月 6 日國會將會開始冗長的進程
，可能導致共和黨的分裂。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