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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物
房地產經紀人
找公寓、租房子、買賣管理房地產
（房客及買家無任何費用）
民宿出租: 德州醫療中心/Rice University
（Wyndham Hotel 旁) 舒適方便、經濟實惠、
拎包入住。適合醫療人員、學生、訪問學者、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 (華語)
832-930-2788 (越語)
luke8327792838@gmail.com 住家 商業 買賣 投資 公寓 租賃 kim8329302788@gmail.com

侯大任
臉部整形﹐美容專科
臉部整形﹐
美容專科﹐
﹐醫學博士
Email : utfacialplastics@uth.tmc.edu
電話﹕
電話
﹕(713
713))486
486-5019（中文
中文）
）
地址﹕
地址
﹕9999 Bellaire Blvd #760
#760,, Houston
TX 77036（恒豐大樓七樓
恒豐大樓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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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做“老漂”
不敢住儿子家，出门做月薪 5000 元的保姆

他们年过半百，依然漂在北京。
合租群里有个小姑娘说：“我第
每一天，你都在与他们擦肩而过 一次和这么大年纪的人合租，感觉他
。
蛮不容易的。”
他们可能是写字楼的门卫、是邻
整个房子里住着四户六个人，除
居家的保姆、是你的滴滴司机……在 大叔外都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几乎没
这繁华的都市里，他们不可或缺。
人和他说话，平时遇到也多是低头走
也许没学历、没技术，但他们有 过。他去厨房做饭、去卫生间上厕所
责任、有韧性、有爱，他们平凡又伟 时都很匆匆，好像担心影响别人。
大，朴素又真实所以才在这青丝渐如
大叔多半在白天休息，我经常下
霜的年纪里依然北漂，努力生活。
班到家后看到他背着包出门。
本期关注那些漂在北京的老年人
某个周六中午，我正在厨房做饭
，他们中：
。大叔从房间出来，手里端着有食物
有再难也要攒钱给儿子娶媳妇的 残渣的碗。我让出厨房想让他先洗碗
住家保姆；
，他摆摆手往后退说：“没关系，我
有努力养活自己，不愿拖累儿子 今天不上班，你忙完了我再洗。”
的滴滴司机；
他站在一旁看着我做饭，我们闲
有腼腆沉默，为多挣几百块钱在 聊了一会儿。然后他掏出手机问我微
黑夜里工作的夜班门卫；
信怎么弄，说中介告诉他房租、水电
他们是大城市里的螺丝钉，也是 费都可以用微信交，但他不知道怎么
一个个日渐老去的父亲和母亲……
做。
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我接过他的老人机按了按，没有
53 岁离异大叔找了一个同居男伴
找到微信图标。我委婉的建议他换个
为多挣几百块，只上夜班
智能机，用起来方便。他小声说：
春叔 男 53 岁 北京 夜班门卫
“那我回头叫儿子弄一个。”
2018 年 ， 我 搬 到 宋 家 庄 地 铁 站 旁
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他这么大
的一个小区。房子很大，我租了带卫 年纪了还北漂，于是问了一句“你儿
浴的主卧，另外两间也在两天内先后 子也在北京吗？”
被租了出去，只剩下了一间朝北的小
他眼里有些闪烁，但没有回答我
次卧。
，然后岔开话题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次卧很小，而且又潮又臭。单人 。听到“出版公司”和“编辑”等字
床几乎占了一半空间；飘窗台上的天 眼后，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说：“哦
花板已发黑长霉，味道非常难闻，半 ，就是天天敲电脑吗？”我点了点头
个月都没租出去。
。
某天我下班回到家，看到空旷的
他说自己已经 53 岁，在某写字楼
客厅里堆满了冰箱、洗衣机、桌子等 当夜班门卫，因为夜班比白班能多挣
，一个 50 岁左右的大叔正在小次卧里 几百块钱，一个月到手有五六千。
收拾床铺。
他让我叫他春叔，还说我的年纪

和他儿子差不多。说到儿子的时候，
他眼里再次散发出亮光，但很快又暗
淡下去。
后来我和中介闲聊，提到了春叔
，他说春叔挺可怜，因为挣钱不多，
媳妇和他离了婚，儿子也不认他，他
现在是孤家寡人。
春叔一般不和人提自己的事，因
为中介和春叔来自同一个村庄才知道
的这些事。
每次路过春叔门口时，我都会闻
到那股潮湿的霉味。有一次见他半开
着门在泡脚，便对他说没事可以通通
风，一直这样对身体不好。他摆摆手
说没事，然后把门关上了。
进入深秋之后，春叔嗓子不舒服
，总是把痰吐到厨房的洗碗池里。卫
生间就在他房间对面，不知道他为什
么不去。合租群里为这事抱怨了多次
，但没人去和他直说。
后来我在洗碗池旁贴了张纸条，
上面写着：请不要往洗碗池吐痰哦，
还在旁边画了个笑脸。
我想用这种善意的方式提醒他，
不想让他尴尬或感觉被孤立。
接下来好几天，春叔见到我后都
是低着头走路，也不说话，感觉他特
别不好意思。但他之后再也没往洗碗
池里吐过痰。
房子快到期时，中介给每个房间
都涨了月租，少则两三百多则五六百
，我们都决定不再续租。春叔也开始
到处找房子，有天我路过他门口，听
到两个男人小声说话的声音。
这窃窃私语声一直持续到最后搬
家——那个男的显然是在这里住下了
。

他们一起做饭洗碗、一起洗衣服
，这些事情大多是在没其他人在场的
情况下完成的，感觉很匆忙。
有一天我总算见到了那个人，他
有很多白发，看起来比春叔老，大概
60 多岁。
他正在洗碗，站在一旁的春叔擦
着手，极力掩饰着尴尬，然后对我说
：“这是我找的一个伴儿，到时候我
们一起搬走。”
春叔比我先搬家，走之前他指着
在厨房里放了一年的洗衣机和冰箱问
我要不要，他新租的房子摆不下这些
东西。
我说我用不到，最后他以 15 元的
价格卖给了收废品的人。
搬走后我偶尔坐地铁路过宋家庄
的时候总会想起春叔，不知道他后来
的生活过的怎么样，还和那个伴儿在
一起吗？北京这么大，他们能一直待
下去吗？
老公去世后我在北京开滴滴
儿子没钱买房，我不想拖累他
邢大姐 57 岁 滴滴司机 河北唐山人
2015 年 ， 唐 山 钢 铁 产 业 大 整 顿 ，
一批一批的钢铁厂接连倒闭，我和丈
夫所在的厂是其中之一，一夜之间我
俩都下岗了。
祸不单行，不久后我丈夫被查出
肺癌。我们一家花了不少钱治病，但
还是没留住他，第二年人就走了。
失去了工作，又失去了丈夫后，
我就想离开唐山。
我的独生子在北京互联网公司工
作，我也打算去北京，离孩子近、也
能找个工作。
但 是 ， 2016 年 冬 ， 真 当 我 到 了 北
京，我却没有跟儿子住在一起。
儿子在北京过得也不容易，虽然
工资还行，但只能在回龙观租个居室
。她还谈了女朋友，想在北京攒钱买
房。
到北京以后，我看了看这里的房
价，是唐山的好几倍，高得吓人。我
内心感到很愧疚，我跟丈夫没攒下什
么钱，给他治病又花去不少，现在已
经是孩子的负担了。
如果我这时候还“蹭”儿子的住
处，也不方便他谈女朋友。姑娘来家
里一看，大小伙子还跟老妈一起住，
肯定都要吓得跑走。
于是我就在北七家那边的村里找
了个自建房——一个大开间，厨房卫
生间都有，一个月 800 块。
我这个年龄找工作不容易。
有熟人说在北京跑滴滴赚钱不少
，我就找到一家租车公司，交了
10000 元 押 金 ， 以 每 月 4200 的 价 格 租
了辆北京牌照的车，成为一名滴滴快
车司机。
不过，新注册的司机账号信用分
很低，接不到什么单，一天跑十多个
小 时 才 挣 300 多 。 去 掉 油 钱 和 车 辆 租
金后根本剩不下钱。
跑了几个月后我的信用分多起来
，平台派给的单子也越来越多。一天
跑 12 个小时能挣五六百，除去油钱、
租金和日常开支，一个月能剩五六千
。
但 这 个 行 业 里 到 处 是 坑 —— 很 多
租车公司都是骗人的，半年一签合同
， 时 间 到 了 才 发 现 那 10000 元 押 金 根
本就不给退。
我找的第一家租车公司就是骗子
， 害 得 我 损 失 了 10000 元 。 后 来 在 其
他网约车司机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
一家靠谱的租车公司。
越来越紧的政策也让人头疼。
刚开始的时候北京要求“京人京

车”（司机是北京户籍，车辆是北京
牌照，但很多租车公司可以帮外地司
机注册），后来要求必须车有《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人要有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作为外地人，我根本无法取得这
个证。跑车的时候一旦被运管抓住，
就 会 被 罚 10000～30000 元 。 汽 车 站 、
火车站一般都会有运管的人。
还有司机遭遇钓鱼执法，被罚了
一万多，虽说滴滴平台会补贴，但申
请了好久也没拿到钱。
如今运管查的越来越严，再加上
疫情的影响，钱越来越难挣了。我在
犹豫到底要不要干下去，毕竟年纪越
来越大，万一身体累出病来，岂不是
更给孩子添负担……
北京当保姆，赚钱给儿子娶媳妇
家里还有一堆债要还
李嫂 女 59 岁 住家保姆 山西吕梁人
我只上过几年小学，没什么文化
。前几年政府组织扶贫护工培训，培
训完还给介绍工作，我就去参加了。
2017 年 ， 我 被 介 绍 到 北 京 一 个
家政公司工作。一开始做保洁，后
来做保姆。在第一个客户家做满一
年后，我绕过家政公司直接跟这家
人达成协议，继续留在他们家当保
姆。
保姆一般分为住家和不住家，住
家保姆 24 小时住在客户家，管吃管住
。不住家保姆只需要白天来家里服务
。
我是住家保姆，第一年月工资
4000， 第 二 年 客 户 给 我 涨 到 了 5000 块
。
我客户家平时只有一个八十多岁
的老先生，是丰台气象局退下来的老
干部，得了老年痴呆。
老人有一儿一女，都不跟老人一
起住，会偶尔来探望。
照顾老人的工作不难，主要是做
饭、打扫和帮老人清理身体。家里一
般没别人，闲下来的时候，我还可以
看会儿快手，跟村里人聊聊天。
经常有老家的人问我“北京好不
好？”
我说当然好啊，住着楼房，做饭
有自来水、有燃气；一年四季都有新
鲜蔬菜，生活比老家方便多了，我现
在都变胖变白了。
但无论北京多好，这里毕竟不是
家乡。
我是来赚钱的，家里还有一大堆
用钱的地方。我们老家全是黄土山，
地里也长不起庄稼。
二十多年前，有一次我丈夫跟别
人一起去哈尔滨贩卖红枣，回来时在
火车上被打劫了，卖红枣的两万多块
钱全部被抢走。
此后他的精神就出了问题，时不
时发病，因此不能出远门，只能在老
家周围打打零工。
我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和小女儿
都出嫁了，剩下中间的儿子，三十多
岁了一直没娶到媳妇。
前段时间有人给我儿子介绍了一
个离过婚的女子，对方张口就要 12 万
的彩礼钱，还要 20 万的买房押金，钱
不到位不肯结婚。
可是再难我也得给儿子娶媳妇啊
！他已经老大不小了，找个合适的结
婚对象太难了。
在北京这几年我攒了些钱，客户
家借了两万给我，两个女儿也都给凑
了一部分。我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些，
终于凑够了这笔钱。
顺利的话，我下个月就回去给儿
子娶媳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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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的精英教育比较
文章作者是两个女孩的爸爸 Jerry，北大化学
系毕业后，赴芝加哥大学学习化学专业，后又转
至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华尔街的投
行工作，09 年回国后，曾在某教育类上市公司任
高管。自己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两个女儿在美国
求学的经历，让他对中国和美国的精英教育比较
，有着自己独到见解，且看他带来的分享。
美国大学教育的‘难’
从北大到芝加哥大学，回过头来看走过的路
，Jerry 发现“自己是被教育体系所耽误了”。当
年之所以选择化学专业，Jerry 开玩笑说是“怀揣
着得诺贝尔奖的梦想”，而到了诺贝尔奖得主最
多的芝加哥大学后，Jerry 的梦想却破灭了。
回顾在北大的求学经历，Jerry 讲是“基本是
玩过来的”，而来到芝加哥大学后，马上就感受
到“书念得特别辛苦”。
一方面是语言有障碍，另一方面功课确实非
常的难。
考试也完全不一样：在中国，考试的答案都
在讲义里；而在美国，大部分是开卷考，你背下
来没用的，因为考的不是你记住了么，而是你能
不能应用，学会应用，才是真本事。所以美国的
大学生，至少芝加哥大学的大学生，比北大的本
科生不知道辛苦多少倍。
就搞科研而言，把前人的经验记下来，是完
全没有用的。反思中国为什么没有得过科学类的
诺贝尔奖，就是因为诺贝尔奖是需要在崭新的领
域里有所建树，所以必须要有创造性。而在中国
的教育体系中，本来孩子生下来都是不一样的，
而教育的过程中却不断的给出“标准答案”，这
之后再来要求孩子有创造性，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的教育体系让我们从小已经被定性了，已
经没有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了”。
美国基础教育的‘易’

与我们的“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相比，美国
基础教育则好像“容易”很多。
美国越年纪小越轻松，小学基本没作业，美
国小孩子把更多的时间都放在了体育运动和兴趣
活动上面，孩子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学习成绩好，
更看重综合素，组织能力、沟通能力、社交能力
等等。而到了高中、大学、研究生，最应该学习
、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学业则是非常的辛苦的
，这和中国的大学教育又倒过来了。
在 Jerry 看来，美国的小学、初中很散，可是
却是有作用的。Jerry 太太对小孩管的非常严，孩
子放学回来就会问“老师布置什么作业了”，女
儿回答：“老师让我们读书。”是随便读什么书
都可以，只要读到 100 页、有家长签字就可以了。
Jerry 当时觉得奇怪，这算什么作业，但后来
仔细思考，发现这其实是培养孩子自主学习能力
的非常重要的方法。再拿数学而言，中国的数学
强大的是算数，而美国的数学就是面积很广，逻
辑能力和分析能力都有。
必须反思的‘学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整体比较中美教育，在 Jerry 看来，中国是低
年龄段厉害，而美国则更讲究自主学习；中国整
体水平比美国高，可是美国的专业性很强，“我
在芝加哥大学学化学的时候，同学的数学很多都
比我好”。
而其中，我们必须反思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学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学化学，问下来可能只有两种答案：
好出国，好找工作。而问美国人只有一种答案就
是——我喜欢。起来出国能是最终目的吗？不过
是手段而已，这是本末倒置了，“他如果不喜欢
、不快乐，他一定做不好。每天去上班就是为了
挣那点钱，他能做好吗？”
所以后来为什么 Jerry 在芝加哥从化学系退学

而转学金融专业，是因为他琢磨半天终于想明白
了“首先，我肯定拿不到诺贝尔化学奖了。因为
得这种奖你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是天才
，我肯定算不上天才；第二，开玩笑的说就是你
必须是疯子，钻进去只想这件事。而自己是凡夫
俗子，七情六欲太多。后来，我想想我还是喜欢
赚钱，就转去读金融了。”
再拿学语言来说，学语言目的又是什么？不
就是为了将来学习和交流吗。出国留学为什么累
，是因为刚出国，语言和专业知识都搞不懂，叠
加起来就很辛苦。而语言就是一个交流、学习的
工具，如果语言不是问题，就会轻松很多。而学
语言，说白了听说读写达到独立学习的能力就 OK
了，而辞藻多华丽丰富，这都是永无止境的。
Jerry 认为自己换专业这件事说明走了一些弯
路、浪费了一些宝贵的时间，希望我们的这一代

人反思好学习的目的，不会再走这样的弯路。
孩子什么时候出国合适？
最后，很多人问 Jerry 孩子什么时候出国合适
，对此，Jerry 认为孩子可能等到稍微大一点比如
说高中的时候出去比较合适。这样的话，因为补
上文化背景了，比直接出去上大学好，在美国将
更有竞争力。
如果太晚的话，“像我们这些本科出去的永
远都是外国人，比如说我那时候和美国同事去酒
吧，我坐下来根本没话说，他们讲笑话我也听不
懂，当然过了几年就好很多了。美国人也会把你
当朋友，钓鱼、划帆船都会拉你一起去，但中国
人很多人都不会去。而是否能够融入到美国社会
，跟本人也是有关系的，我认识个上海人，就非
常擅长社交，他和政府官员和大公司老板都很熟
悉，最后做了副董事长”。

中美教育比较：美国强调“育人” 中国强调“育分”
中国的中学、大学课堂，老师是课堂的焦点，
他们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讲课，学生在台下默默的
听课。现如今，很多学生都希望去美国学习，那么
，了解美国的教育方式以及课堂氛围非常重要。
在美国，教授的授课方式有两种：演讲（Lecture）
和研讨(Seminar)。但是无论是这两种授课方式中的
哪一种，都与中国授课方式大不同。那么，要先了
解美国的课堂上课方式，必须要先了解美国大学的
课堂文化。
课程纲要
或许对中国学生来说很陌生，但是它在美国大
学的课堂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一门课都会有
一份课程纲要 Syllabus，在正式上课之前，学生就
会得到这份课程纲要。最重要的是，学生必须要学
会研究这份资料，上面有教授的信息，联系方式，
以及他可以预约的时间，必须要的课本，选读的课
本，并且还有每节课的预习内容，上课内容，计分
方式，各类作业，完成作业的方式以及提交 due 的
时间。每个学期开学的第一周也被称为“Syllabus
Week”。当学生研读了每份 Syllabus 之后，他们就
大致了解了要怎么上这门课，要准备什么资料，作
业内容，作业什么时间做，怎么做之类的。学生可
以根据这份 Syllabus 来决定是否要继续选择这门课
或者这位教授。
课堂积极性
不像中国课堂的死气沉沉，美国学校的课堂都
是鼓励学生踊跃发言的。当教授在讲课的时候，学

生可以随时打断他的讲话，并且分享提出自己的观
点，或者是对自己不明白的内容提出疑问。这个是
跟咱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完全不同，咱们从小就被教
导别人讲话的时候不能随意打断，要等到别人讲完
之后，才应该说话。
美国是一个自由自主的国家，同时他们认为两
个成年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所谓的上下级之分。
而且，作为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踊跃发言，可以给教
授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表明你对于今天所学习的
内容是预习了的，同时也表明你是一个有独立见解
的学生。同时，教授认为作为学生你为这节课买单
了，你就有权利在任何时候通过他来得到你应该知
道的答案。虽然可以随时提出疑问，和分享观点，
甚至可以直接称教授的名字，但是绝不意味着美国
课堂是随意，没有规矩的。上课不能迟到，听课不
开小差，不能玩手机，不私下进行交流，这些基本
的事情是展示一个学生对于老师以及其他同学的尊
重。
考试方式大不同
考试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才不会用 Exam 成绩去衡量一个学生，想想也是，因为除了
Exam, 我 们 还 有 quiz， test, essay, paper, assignment, individual project, group project, presentation,
lab report, attendance, participation…….多样化的考
试形式能够全面的提高一个学生的能力。而在这
些考试形式之中，Teamwork 应该是美国课堂之中
的“老大哥”。

美国教育不仅仅是需要一个有足够学习能力的
学生，而是希望培养一个具有学习能力 以及领导
能力的学生，Teamwork 就可以很好的展现一个学
生的能力。在美国大学课堂上，总会有几个作业是
通过小组来完成的。有些甚至在开学第一节课就分
好了小组，然后这一个学期就是固定的小组成员来
完成几个不同的项目。小组成员课上或者课后进行
讨论，分工协作，最后汇总成果。当一个项目完成
了之后，小组成员都需要在台上做 presentation，向
教授以及学生展示你们讨论的结果，同时台下的学
生以及教授会提出他们的问题。这一项的比重占
Final Grade 很大一部分，有的甚至直接能决定你是
否通过了这门课，因为很多课程是不设有课堂考试
的，Teamwork 以及 presentation 就是这门课的 Final
。同时这项作业是没有对与错之分的，最主要的目
的就是教授希望看到小组成员是如何展示自己的学
术能力以及合作能力。同时，学生可以与教授预约
，在与教授的课下见面讨论中，让教授记住你，如
果学生能够利用好这段时间，向教授展示自己的学
习态度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考试分数
算分方式也不同。不像咱们国内的学校，不管
什么时段，都是根据各科课堂考试成绩来决定你的
成绩。有些中国学生在中国的成绩不理想，但是却
能在美国拿到 A 的成绩。美国考试方法有那么多，
所以算分方式当然也不会那么死板了。一般在 Syllabus 上会标明每一门课成绩组成的部分以及所占

最 后 分 数 的 比 例 ， 一 般 包 括 Class Participation,
Project and Presentation, Quiz 等 ， 而 ClassParticipation, Project and Presentation,这两项是占比最多的
，有的时候这两项的总和会超过总分的 50%。而这
两项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都是软肋，所以中国学生需
要在进入美国课堂的时候做好心理准备，加强这两
个方面的锻炼。
学术诚信
对于学术诚信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需要注意
的是，每一份 Syllabus 的最后都会指明不能抄袭，
需要学术诚信。不论是在哪个阶段的学习，诚信在
美国的教育 领域都是最重要的，学生可以没有拿
到好的成绩，但是绝对不可以有抄袭作弊的行为。
抄袭，作弊在美国人眼中就是学术犯罪，严重的话
可以开除学籍。因为还是那句话，学校希望每一个
学生的答案以及提交的 paper 能够反映他的个人理解
，并无对错之分。这个也是跟中国的课堂不太一样
，学生抄袭了，作弊了，只是简单的处罚一下，并
没有非常严厉措施。而在美国，学生写 paper 的时候
，做 PowerPoint 的时候，在最后都需要标出引用的
出处，包括作者，出版时间，文章、书籍名字，网
址等等比较详细的信息。这样的话就是表明学生是
用其他人的观点为他自己的观点来做支撑。所以中
国学生必须要在了解这项规则之后才能开始学习。
对一个中国学生来说，美国课堂是陌生而又有
趣的，只要有足够的信心和积极的态度来适应美国
课堂的文化，就能收获很多。

美国留学不可忽视的签证面试技巧
1 态度一定要积极
我们总说态度决定一切，是的，面签其实就
是一种交流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端正自己的态度
显得尤为重要。大家千万不要机械性地回答面试
官的问题，这样是不能够充分表达出自己的真实
情况的，所以大家要尽量主动说出自己的情况，
增加签证的通过率。
2 主动出示资金保障
大家首先要预约好面试的时间。在此期间，

大家要准备好所有签证材料，在面谈时要主动提
交给面试官。要注意的是，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学
历等材料的英文证明。如果大家要申请硕士课程
，则要准备工作证明和收入证明。这些主要证明
自己有足够的资金支撑自己的整个学习过程。在
大家面试时，面试官通常不会直接索要这些材料
，但是大家要记得随着谈话的进展，适时地出示
这些材料，不要等签证官向你索要。
3 不要有移民倾向

当大家被问到有关自己学习的内容时，要注
意表达自己学习目的时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
让面试官认为你学成后会回国发展。
4 灵活回避敏感话题
大家要注意在交谈时避开敏感词汇，要将自
己的专业贴近民用，表示自己回国工作的优势，
不谈自己知识在军事领域、国家机密方面的作用
。即便是面试官谈到了敏感词汇，自己也要做出
合理的解释。

5 适当打出“感情牌”
签证官除了要考察你的英语水平，还会
通过谈话判断你是否能够适应海外的生活状
态。不仅如此，面试官还可以在聊天过程中
考察申请者的综合能力。所以，大家在回答
签证官的问题时，要尽量拉近自己与签证官
的距离，使交流过程变得更加轻松。但要注
意的是，要随时观察面试官的面部表情，以
便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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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 15
15..3 的《JJ 觀點
觀點》
》
----川粉和拜登粉的正面對決
----川粉和拜登粉的正面對決
美國社會到底有多分裂？
美國社會到底有多分裂
？

（本報記者黃梅子
本報記者黃梅子）
）拜登總統已於
1 月 20 日入主白宮
日入主白宮，
，川普雖然不認輸
川普雖然不認輸，
，
但是因為 1 月 6 日的國會
日的國會“
“ 川粉
川粉”
” 政變
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
， 所以最後壹次乘坐空軍 1 號
回到了佛羅裏達海湖莊園。
回到了佛羅裏達海湖莊園
。川普此去佛
州是就此流連於山水之間養老歸田，
州是就此流連於山水之間養老歸田
，還
是積攢力量等待 4 年後東山再起
年後東山再起？
？ 幾個
月以來的大選終於塵埃落定，
月以來的大選終於塵埃落定
，川普孤軍
奮戰，
奮戰
，在民主黨聯手打壓
在民主黨聯手打壓，
，以及共和黨
內被孤立的情況下，
內被孤立的情況下
，只有瘋狂的
只有瘋狂的“
“川粉
”與他站在壹起
與他站在壹起。
。事實上
事實上，
，川普雖然敗
選，但他獲得了歷史上第二高的總統得
票率。
票率
。那麽為什麽在大選揭曉之前
那麽為什麽在大選揭曉之前，
，民
調顯示拜登的支持率遙遙領先，
調顯示拜登的支持率遙遙領先
，但是在
實際上，
實際上
，兩人選情是很膠著的
兩人選情是很膠著的。
。這次選
舉，更像是壹場實力相差無幾的拉鋸戰
。

這說明什麽問題？
這說明什麽問題
？民主黨的基本盤
還是哪壹些，川普的基本盤也還是哪壹
還是哪壹些，
些，搖擺州也是哪壹些
搖擺州也是哪壹些，
，不會因為拜登
取代了希拉裏，
取代了希拉裏
，就會發生巨大變化
就會發生巨大變化，
，甚
至可以說，
至可以說
，另外壹個人取代拜登
另外壹個人取代拜登，
，也可
能會逆襲。
能會逆襲
。由此可以看出
由此可以看出，
，美國的階層
固化已經很嚴重了。
固化已經很嚴重了
。按理說
按理說，
，疫情沖擊
之下美國經濟失速，
之下美國經濟失速
，失業率高企
失業率高企，
，物價
膨脹，
膨脹
，群眾收入枯竭
群眾收入枯竭，
，死亡人數已經突
破了 20 萬。就如同 1929 年到 1933 年的
經濟大危機，
經濟大危機
，必須有壹個人負責
必須有壹個人負責，
，這個
人只能是胡佛。
人只能是胡佛
。現在負責任的也只能是
總統川普。
總統川普
。不過
不過，
，現實中
現實中，
，支持川普
支持川普，
，
支持共和黨的鐵盤依然沒有變。
支持共和黨的鐵盤依然沒有變
。川普的
支持率和選票，
支持率和選票
，並沒有出現嚴重的流失
。
依然有接近壹半的人支持共和黨，
依然有接近壹半的人支持共和黨
，支持

川普。有人說
川普。
有人說，
，川普的對手其實不是拜
登，而是自己的黑粉
而是自己的黑粉。
。投票給拜登的不
是有多喜歡拜登，
是有多喜歡拜登
，而是有多厭惡川普
而是有多厭惡川普。
。
因此，
因此
，這是壹場川粉和川黑之間的對決
。這個說法雖然誇張
這個說法雖然誇張，
，確實也說明了很
多問題。
多問題
。美國階層固化嚴重
美國階層固化嚴重，
，而且很難
流通。
流通
。底層白人
底層白人，
，很難逆襲
很難逆襲，
，很難改變
命運，
命運
，因此無論川普做什麽
因此無論川普做什麽，
，都會無條
件的支持，
件的支持
，川普敗選之後
川普敗選之後，
，他們甚至會

沖進國會，試圖殺死彭斯
沖進國會，
試圖殺死彭斯，
，手撕洛佩西
。而美國上層則堅定地支持拜登
而美國上層則堅定地支持拜登，
，他們
知道拜登年邁，
知道拜登年邁
，思維遲鈍
思維遲鈍，
，不是壹個好
總統人選，
總統人選
，但是只要不選川普
但是只要不選川普，
，就只能
擁護拜登。
擁護拜登
。川粉和川黑之間
川粉和川黑之間，
，其實就是
階層的對決。
階層的對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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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頻道的
《JJ 觀點
觀點》，
》，美南國際電視已加入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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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看效果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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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美南
國際電視多平臺覆蓋，
國際電視多平臺覆蓋
，您隨時隨地都可
以收看到美南國際電視。
以收看到美南國際電視
。

休城新聞

德州醫生拿走一瓶疫苗優先給親友植入檢察官 ：
德州醫生拿走一瓶疫苗優先給親友植入檢察官：
犯盜竊罪犯指控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在中國作為醫
生優先將疫苗接種給自己的朋友和親人是司空
見慣的事情，也沒有人投訴，投訴了也沒人理
。但在美國，這是違法犯罪，面臨牢獄德克薩
斯州哈里斯縣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宣布，哈里斯
縣公共衛生部醫生被指控盜竊了一小瓶 COVID-19 疫苗，被稱為其為罪魁禍首。
根據周四（1 月 21 日）下午發布的新聞稿
，12 月 29 日，哈里斯縣公共衛生部哈桑·高卡
爾 （Hasan Gokal） 醫 生 在 Humble 區 的 林 德
賽·里昂斯公園（Lyndsay） Lyons Park）的縣疫苗
接種站工作時，悄悄走走了一隻含有 9 劑疫苗的小瓶
。
哈里斯縣公共衛生官員說，疫苗處理不當會導致
該縣政府資金流失。
哈里斯縣地方檢察官金·奧格（Kim Ogg）說：
“高卡爾濫用職權，將朋友和家人的植入排在經過合
法程序註冊的人的前面。”“他的所作所為是非法的
，他將被追究法律法律責任。”
哈里斯縣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的公共腐敗部門對高
卡爾醫生進行了起訴。

他被稱為公職人員盜竊罪，A 級輕罪的行為可處
以最高一年的監禁和 4,000 美元的罰款。
哈里斯縣公共衛生法規發表以下聲明：
“我可以確認，由哈里斯縣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發
出的新聞稿中的所有細節都是準確的。”哈里斯縣公
共衛生部門在意識到疫苗處理不當後立即採取了行動
，包括警告相關部門。但是，認為這是一項持續不斷
的調查，我們必須建議您繼續聯繫檢察官辦公室進行
評論或採訪。”
同 時 ， 高 卡 爾 醫 生 的 律 師 保 爾·多 耶 （Paul
Doyle）發送了以下聲明：
“高卡爾醫生是一位前敬業的公務員，他確保本

來即將過期的 COVID-19 疫苗劑量落入符合標
準的人的懷抱。哈里斯縣似乎更希望高卡爾醫
生讓這些疫苗過期報廢並試圖在支持這項政策
的過程中降低低這個人的聲譽。我們期待我們
在法庭上糾正這一錯誤。”
在大流行期間，高卡爾醫生曾是哈里斯縣公
共衛生部門的頭面人物，經常出現在電視台和
市政廳面板上。
根據在線記錄，高卡爾醫生在德州醫學委員
會中所有權良好的聲譽，已經軍隊醫學工作 21
年，其中包括在德克薩斯州的 9 年。
休斯頓大學醫學院生物生物學和醫學人文學助理
教授伍茲·納什（Woods Nash）說：“如果對高卡爾
醫生的所謂屬實，那麼他將嚴重損害公眾對醫學界的
信任。”其他醫療保健專家，將患者和公眾的利益相
關者自己的利益和願望之上。這種對利他主義（幫助
別人）的期望並不會因大流行而改變。必須放在與公
共利益衝突的納什教授的這段話暗示對高卡爾醫生的
盜竊指控難於避免。
目前，高卡爾醫生尚未被捕，估計會近日開庭審
理。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