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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中國

李晴（化名）所在的企业是一家

急速扩张的互联网“新大厂”A公司

。她不久前作为团队管理者对候选人

进行面试，应聘者的履历让她异常震

撼：“全是在国外拿了名校学位，硕

士起步。我当天面试回来就和我的老

板发问：我招这样的人进来干啥呢？

”李晴招人干的工作普通一本的本科

生就能胜任。她担心，名校生的高自

尊和高预期，她接不住。李晴面试过

一个女孩，美国名校毕业，硅谷实习

，她身上的行头至少就是5万到8万。

整个面试过程非常愉快，但李晴没有

要她。

林立（化名）是放弃了继续深造

进大厂的。他的工作是把“霸道总裁

”之类的网络小说改编成一个短视频

。这与他接受过的教育背道而驰：

“好的内容应该是复杂的、深刻的，

应该给用户很多的解释空间和诠释的

权利。”作为职场菜鸟，林立也接收

到很多的说服。总监说：“你做短视

频的终点是什么？短视频的终点就是

大户（能够左右行情控制市况的投资

者）。”他自己也尝试说服自己：

“要独立生存就要学会忍受，学会适

应环境，学会适应社会，不要把道德

感放得那么高，只要不犯法就行。”

这些都没办法真正说服自己，撑了一

年就辞了职。

2020 年上半年，人才市场本科和

研究生求职人群同比增长 12.6%和

22.4%，而1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求职者

同比增长18.5%。

这种错配的背后是中国互联网行

业商业逻辑和增长模式的变化。互联

技术的产生和初期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都来自于研究型组织、大学生与早期

计算机技术实践者，这些群体都有极

强的精英主义色彩，推崇学术的、自

由主义的传统，这使得互联网技术从

一开始就和机器大生产技术在文化上

有巨大的区别。保持创新活力有另外

一套文化和组织模式，比如倡导公开

、平等、自由，员工一定程度上拥有

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和主导权。

国内互联网公司“鼓励狼性、淘

汰小资”大概发生在2012年，因为中

国移动互联网主要是流量变现。每个

互联网公司对流量的渴望和不安全感

都非常严重，于是，企业交给程序员

的事情就是要拼命地开发产品去抢流

量，类似于野蛮的圈地运动，比谁能

加班，比谁能吃苦。

世界一流互联网公司的安全感来

自对技术的掌控。在国内因为靠流量

就能挣得盆满钵满，高质量的技术创

新不重要，重要的是商业模式、运营

。资本游戏则让技术进一步边缘化了

。资本不需要做出好的东西来，用补

贴、降价、免费的方式吸引用户，快

速制造一个很好的行业排名。只要能

够变成行业第一，其他的资本就会蜂

拥而至。它不需要好的技术。技术太

慢了，等不了。

为了适应快节奏，国内互联网公

司的工作环节进行了重构。对于生产

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高强度的工作节

奏。996时常是在这样的商业模式中发

生，甚至有时非常荒诞。采访对象向

我们讲述了一个烂尾项目：在他看来

开发需要6〜8个月时间完成，但团队

被“打了鸡血”，要把时间压缩到 3

个月。结果，“工程师们把自己关在

又挤又吵的会议室中，拼命地加班，

真是拼命，周一到周日，每天早上10

点到凌晨3点甚至凌晨5点，就在这样

的环境和状态下，连续干了三个多月

。上线前，质检找到了1000多个bug，

用了1年多的时间来返工”。

繁重、机械，没有成长性的工作

，待不下来，走也很难。一些人找到

了生存之道，比如有人打听老板微信

有哪些好友，找这些人发他执行项目

的朋友圈，老板看到朋友圈有人关注

了这个项目，会认为做得不错。但是

，划水能划多久，没人确定。

我们去深圳采访跳槽和被裁员的

程序员们，忙的时候为了抢会议室，

半夜12点在公司盯着下单，可“优化

”的时候也颇为现实，“同一个工作

，有十年工作经验的人能做，毕业三

五年的人也能做，即便工资相同，对

企业来讲，工作三五年的人更有发展

潜力，因为能为企业贡献更多年。”

我们采访了资深猎头，他们是市

场起伏的观察员，经历了房地产从兴

盛到萎缩的周期，又承接了互联网公

司的爆发。现在，他们又感到了曾经

熟悉的萧索和焦急，“即使是大厂，

如今招聘高管的机会也少，要求相对

高。如果一个招聘职位放出来，一两

个月甚至一年都纹丝不动，那很可能

不是招不上人，而是没有这个空缺。

相应的工作有人兼着做，只是放出来

做人才储备，以备需要时更快招募到

合适的人选。”

除了互联网的特性，可能这些工

作中的痛点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行

业都有周期性，市场上起起伏伏也很

正常，职场生涯却要伴随每个人几十

年的人生。时光一去不复返，如果行

业和工作环境不可控，到底有没有办

法找到一份穿越周期的好工作？

我们不认同“这是一个用命拼的

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

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这样认

为钱比命重要的价值观。如果工作的

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赚多少钱能让

人满足，觉得自己做了一份好工作呢

？信奉拜金主义的人，恐怕是没有止

境的。

好工作应该让人们认可工作的价

值、使命，获得成就感，也有更多自

主权。在这样正向的环境里，工作是

挑战自我、磨练心性，业绩和报酬增

加的同时，也使得阅历、见识、智慧

得到精进。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些都是鸡汤

话，可我们采访了几位从新人经过几

年、十年打拼，一路晋升的高管，他

们曾经服务于宝洁公司、网易、一下

科技、字节跳动等传统外企、互联网

公司和新成长起来的大厂。他们令人

艳羡的职位和收入，正是因为始终抱

持着不断精进和成长的工作观获得的

。他们愿意分享自己的工作观和多年

以来的职业规划。

总结下来，找到自己职业生涯的

主线非常重要。植观洗发水的创始人

唐亮是70后，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对广

告和市场营销感兴趣，为了加入宝洁

公司，他降职、降薪，从基层岗位做

起，最终做到某个知名品牌全国市场

负责人。唐亮后来的职场经历证明当

初的决定是正确的，他知道全球快消

品行业的最高标准是怎么样的，很多

行业经验也都用在了创业上。

加班并不是“围城”中人的第一

关切，最困扰他们的是对工作意义的

追问、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和对发展出

路的探索。

找到自己职业生涯的主线，能够

抵抗噪音，穿越迷雾，坚定按照自己

的选的路和节奏走下去。霸符科技的

创始人亢乐曾经是网易严选的品牌总

监，也做过抖音电商的负责人。他说

：“很多同学会炫耀自己的收入、公

司的名气，炫耀工作地点。我从小就

是一个喜欢想通一件事儿的人，比较

喜欢研究事情的本质。工作这件事儿

，核心是从长远看你想达到一个什么

样的状态，眼光放长了，短期这些都

没必要在意。”

他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对办公室

政治、鸡毛蒜皮的纠纷、琐碎的吐槽

等职场上常见的现象并不关注。亢乐

说：“每个公司可能都有那种要跟老

板搞好关系，或者做事儿一定要让老

板看见的人。我从青海考到北京上学

，学习、实习中也会遇到很多挫折。

我就得到一个结论，靠自己才是核心

问题。谄媚领导，领导就是希望你把

活儿干好，你把活儿干了就得了。如

果领导是一个不看业绩只看谁跟他关

系好的人，他不正直，最后你发现跟

着他也没啥用。这只是一个例子，职

场上有非常多的干扰、不确定性的状

态，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专注于工作，也不一定在短期内

就能看到收获，可人在事中磨，但凡

经历，说不准哪天就用得上。亢乐说

：“我想将来要做出很厉害的事，所

以，我不觉得这是在为公司工作，我

这是在为我自己工作。想法不同，工

作的效果真的不一样。很多人认为当

老板是给自己工作，给别人打工是为

别人工作。我认识的所有老板，没人

大学毕业就知道怎么当老板，都是从

学习给自己工作开始的。”

职场上眼光还要看得长远。何一

曾经是一下科技的副总裁，她放弃了

几千万的期权去创业。很多人当时很

吃惊，可她自己想做的是跟得上时代

发展。她从主持人转型互联网领域，

以学徒心态在当时很小众的区块链领

域做得很好，进入大众领域，不到两

年时间一下科技发展到当时的行业第

一。她想继续下一个挑战，做一个全

球顶级的公司。

何一新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是加拿

大华裔，经历背景跟她互补，现在也

正如设想中那样，她带领着一个国际

化团队向前推进。“自我认知和自己

底层操作系统的持续升级其实还挺关

键的。我好像没担心过赚不到钱，以

后会不会穷，因为你的目标如果是爬

珠穆朗玛峰的话，就不会认为在丽江

爬个小雪山是多费力的事。”

那些能穿越经济周期的好工作，

其实掌握在每个人的手里，如果有清

晰的自我认知、职场规划，很多令人

纠结和痛苦的现状就能找到解决之道

，成长甚至趟出另外的路。

在互联网企业，年轻人应该拼命挣钱吗？

大厂青年的生存状态，我们关注和准备了一

段时间，这期间就出了拼多多23岁女员工猝死在

深夜乌鲁木齐街头的事件。除了关心996，我们也

觉得这是当下互联网行业红利期接近尾声、创新

乏力，在焦灼中寻找增长的一种折射。

在这个光明不知道何时到来的时期里，大家

过得都不容易。脉脉发布的《人才吸引力2020》

显示：互联网是人才流入最多的行业，但互联网

行业职场人的工作整体幸福感满意度在各行业中

排名倒数第三，仅排在贸易批发零售、农林牧渔

行业之前。

我们采访了包括BAT、华为、字节跳动等大

厂和新大厂里不同岗位的若干员工。其实，比996

更让他们困惑的是，闪耀的学历和基础工作的岗

位、工作价值感和以流量效率为中心职场逻辑的

错配。

从外企到互联网巨头，引领中国商业的公司

形态一直在变化，可好工作却是穿越周期的，它

掌握在每个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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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年代，琳达· 布朗在推

动美国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法庭上。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

委员会案的裁决是结束对美国黑人普

遍歧视行为的关键，但歧视、种族主

义和种族紧张在 60 多年后仍然困扰

着这个国家。“择校”作为政治运动

正在利用民权和社会正义的标志和语

言，推动私立学校教育券的发展。50

年前，这种教育券是种族隔离主义者

确保非裔美国儿童和西班牙裔儿童接

受不平等教育的主要工具。特朗普总

统呼吁开展一项全国性的“择校”计

划，这与乔治· 华莱士(George Wallace)

等人的言论相呼应，他们要求联邦政

府和美国法院允许阿拉巴马州和南部

的中小学实行“择校自由”。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

，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

安那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

、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等南部七

州，制定了教育券和学费税收抵免计

划，以补贴那些逃离公立学校的白人

家庭。科茨写道，白人外逃现象非常

严重，到 1965 年，“南方有近 100 万

私立学校学生。几乎所有私立学校的

学生都是白人。”择校支持者更愿意

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血统追溯到弗里德

曼，而非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但

他们在思想上是重叠的。六十年前，

各州立法机构使用的语言似乎预示了

德沃斯的观点，即所有学生都应该获

得政府资助，以便就读于他们选择的

学校；当乔治亚州颁布学费税收抵免

政策时，该州总检察长坚称“任何

‘补贴孩子而非学校’的计划都是合

法的”。今天的择校运动“如此紧密

地复制了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的主要

战略和战术，同时又宣称自己肩负着

人民和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正义使命

”。

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固执地忠诚于

当地的公立学校。即使在共和党人积

极推动特许学校和教育券的州，如印

第安纳州、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和

密歇根州，大多数家庭仍然选择公立

学校，这在各州教育部门的网站上都

有显示。印第安纳州有 100 万名学生

；大约 36000 人（3.6%）选择了教育

券学校，44000 人（4.4%）注册了特

许学校。佛罗里达州有 300 万学生；

其中 11%在特许学校注册，5.5%在教

育券学校（大部分是宗教学校）注册

。在俄亥俄州，共和党人将择校问题

视作重中之重，该州 170 万学生中约

有 2%就读于教育券学校，6%就读于

特许学校，这些学校大多被州政府评

为D或 F级学校。德沃斯的家乡密歇

根州有许多特许学校（大多数由盈利

性公司经营），但只有 10%的家庭让

孩子就读于这些学校。犹他州、密歇

根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

俄勒冈州、佛罗里达州、俄克拉何马

州以及最近的亚利桑那州的选民以压

倒性多数的比例否决了教育券项目。

然而，由保守派多数领导的最高法院

似乎肯定会废除州宪法中“禁止宗教

学校和私立学校获得公共资助”的条

款。

公立学校在经历了近40年来两党

的轮番谴责后，又是如何保持这种受

到公众尊重的地位的？德里克· W· 布

莱克（Derek W. Black）的《燃烧的

校舍：公共教育和对美国民主的攻击

（Schoolhouse Burning： Public Educa-

tion and the Assault on American De-

mocracy）》探讨了公立学校在美国历

史上所占据的特权地位。布莱克是南

卡 罗 来 纳 大 学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的法学教授和民权律师，他

明确表示，公共教育是开国先贤们构

想的一种新型民主的核心，这种民主

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而他们

知道这种同意需要接受过教育公民来

执行。托马斯· 杰斐逊（Thomas Jef-

ferson）和约翰· 亚当斯（John Adams

）直言不讳地认为，教育费用应该由

国家，而非私人或宗教利益集团来承

担。亚当斯撰写了1780年的马萨诸塞

州宪法，其中包含了对公立学校的有

力支持：

在人民中广泛传播智慧和知识对

于维护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是必要的

……在合众国未来的所有时期，立法

机关和地方法官有责任爱护……公立

学校。

杰斐逊提议为维吉尼亚州建立一

个由税收支持的学校系统，但该提议

由于成本问题被州议会否决。

布莱克认为，对公立学校最强烈

的支持出现在宪法出台之前；1785年

和1787年的西北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如

何组织新领土以新州的身份加入国家

（而不是将新领土作为现有州的扩张

） 。 根 据 1785 年 的 《 西 北 条 例

（Northwest Ordinance）》，布莱克写

道，每一个新城都必须拨出九分之一

的土地和三分之一的自然资源，用于

公共教育的财政支持。每个城镇都必

须为公立学校的创立保留一块土地。

每个城镇被分成 36 个面积相等的广

场；第 16 块地将被用于建立一所公

立学校。1787年的《西北条例》宣布

，为了确保“良好的政府和人类的幸

福，应永远鼓励学校和此类教育方式

。”

布莱克详细描写了南北战争和重

建对公共教育进步的影响。战前，南

方只有针对白人儿童的初级学校，而

黑人儿童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教育机会

。南方的几个州禁止教奴隶读书，担

心他们会接触到废奴主义文学。在战

争接近尾声时，国会认识到获得自由

的黑人迫切需要接受教育，于是成立

了“自由民局”（Freedmen's Bureau）

，为他们提供教师、书籍和学校。非

裔美国人的领袖们看到，他们对自由

和平等的追求取决于他们接受教育的

机会，于是敦促立法向不同种族的孩

子开放公立学校。

当“前南方联盟州”申请重新加

入联邦时，国会要求他们的州宪法必

须保证“为所有公民提供教育”。布

莱克指出：“几乎所有的（新州宪法

）都使用了‘学校系统’这个词，明

确了全州范围内的公共教育机会。”

佛罗里达规定了“统一的公立学校体

系”，并规定“将为这些学校提供充

足的经费”作为该州的首要责任。南

卡罗来纳州在其宪法中宣称，其公立

学校将“不分种族”、向所有人开放

。路易斯安那州的宪法规定：“本州

所有年龄在6岁至21岁之间的儿童，

都应被允许进入本州开办或设立的公

立学校或其他学习机构，招生不得取

决于种族、肤色或其他先决条件。路

易斯安那州不得为任何种族专门设立

独立的学校或学习机构。”

那发生在1868年！

在 1876年，有争议的总统选举结

束了重建和理想主义的日子。民主党

候选人塞缪尔· J · 蒂尔登（Samuel J.

Tilden）赢得了普选，但共和党候选

人拉瑟福德 · B · 海斯（Rutherford B.

Hayes）和他的盟友达成了一项协议

，以获得南方各州的选举人票，作为

交换，他们发誓撤出联邦军队，结束

重建。当军队离开后，南方白人有计

划地收回了非裔美国人来之不易的投

票权和受教育权。重建的一个重要的

“剩余”好处是，白人获得了进入公

立学校的机会，而且不愿意放弃它。

但是，一旦他们重新控制了南方，他

们就建立了一个双轨制学校系统；在

这个系统中，黑人的教育机会稀少，

且资金不足。他们通过引入识字测试

和其他手段，剥夺了非裔美国人投票

权，从而收回了他们投票的机会。

布莱克描述了提供给非裔美国学

生的学校的悲惨状况，以及有色人种

协进会的律师们精心设计法律策略，

这些现象最终导致了布朗案的发生。

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在南方和

美国其他地区引发了强烈而持续的反

弹，正如科茨的书中所示：十多年来

，联邦法院、国会和行政部门一同采

取行动，致力于保护布朗案判决及其

取消全国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命令。

但在 1968 年理查德· 尼克松当选后，

行政部门对取消种族隔离的支持有所

减弱，他任命的四位最高法院法官

——沃伦· 伯格、哈里· 布莱克曼、小

刘易斯· 鲍威尔和威廉· 雷恩奎斯特也

退缩了。他们在教育方面做出的最重

要的决定，可能是1973年的圣安东尼

奥独立学区诉罗德里格斯案(San An-

tonio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v. Ro-

driguez)，该案是关于德克萨斯州学校

公平资助的上诉，该地区向贫困和少

数族裔学校地区提供的资金，是向其

他地区提供资金数目的一半。法院裁

定，教育不是一项基本权利。此后，

这一裁决一直被用来否定对学生进行

平等保护的联邦诉讼，而且法院对寻

求为隔离学校进行补救的案件退避三

舍。结果，美国学校的种族隔离情况

开始逆转，达到了自1960年代初以来

从未见过的水平。

随着联邦法院放弃了教育公平和

废除种族隔离，诉讼当事人将目光转

向了州法院，在那里，他们常常发现

，州法院的法官准备同意“所有儿童

都有权享受健全的、有充足资金的教

育”这一主张。布莱克断言，教育在

他所谓的民主意识形态中有着特殊的

地位：

教育是公民维护他们其他权利的

手段。教育为公民提供了他们需要的

工具，来让他们的领导人负起责任。

教育让来自各个阶层的孩子能有公平

的机会去实现美国梦.......没有受过良好

教育的公民，民主就无法正常运作。

正如斯图尔特、科茨和布莱克所

同意的那样，如今的问题是，公共教

育能否经受住资金充足的自由市场意

识形态支持者、宗教狂热分子和其他

痛恨这种理念的人的攻击。公立学校

总是不乏批评者和缺陷，但除了1950

年代末和1960年代的种族隔离运动之

外，从来没有人如此坚持不懈地用私

人管理的特许学校、教育券、学费税

收抵免、在线学习、家庭教育和营利

性学校教育来取代公立学校。

受教育的机会不属于市场。和警察、

消防、公园、公路、清洁的空气和水

一样，公立学校是公共物品，由公众

出资并属于公众。公立学校是民主的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孩子的家

庭忽略了过去 30 年来一直在讨好他

们的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宗教

教派人士和企业家。择校运动加速了

社会在种族、阶级和宗教方面的重新

隔离，同时它从公立学校挪用了资金

，使得公立学校更难满足孩子、家庭

和社区的需求。随着我们的社会越来

越多样化，随着我们的民主制度因分

歧而变得更加紧张，人们对真正以社

区为基础的公立学校的需求也变得更

加迫切。

择校运动是如何伤害公共教育的——
美国择校背后的黑暗历史

编按：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关于美国学校种族隔离的争论逐渐演变成了公共教育私有化的“战斗口号”。择校运

动（鼓励学生家庭选择私立及特许学校）的支持者利用教育券、税收优惠，乃至挪用公立学校资金等手段为公共教育私

有化谋取利益，择校运动更是受到了亿万富翁们的支持。然而，在美国的开国先贤们看来，向民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教育

是维持民主制度的根本；一旦公共教育无法做到公开、公平，美国的社会则可能会迎来进一步的撕裂。本文原载于《纽

约书评》，作者黛安· 西尔弗斯· 拉维奇（Diane Silvers Ravitch）是教育历史学家、教育政策分析师，纽约大学文化、教

育和人类发展学院研究教授。她曾美国教育部长助理，在2010年，她成为了“一名代表公立学校的活动家”。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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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第三輪紓困金第三輪紓困金 14001400元元什麼時候能發到手什麼時候能發到手？？

（本報記者黃梅子）參院2月5日清晨表決
通過預算案，為拜登總統1.9兆元疫情經濟振興
方案鋪路，數千萬美國民眾將可領到第三輪紓困
支票；根據紓困計劃，前兩輪發放時曾拿過紓困
支票的所有民眾，第三輪發放時每人將可拿到
1400元紓困現金支票，而包括16歲以上的學生等
先前沒拿到紓困支票的某些民眾，這次也有機會
領取，但金額未定。

另外，參院也以58票對42票比數，表決通
過共和黨籍阿肯色州聯邦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
與印地安納州聯邦參議員楊格(Todd Young)的聯
合提案，禁止無證移民領取紓困支票；但家庭成
員包括無證移民的家庭，則不受影響。

由於法案仍需要時間審議，紓困現金支票可
能再過壹個月之後，才會陸續導入民眾銀行戶頭
。

●年收入7.5萬元以下者可領 超過9.5萬不
得領

根據拜登紓困法案內容，個人年收入7萬
5000元以下的民眾，每人將可收到1400元紓困
現金支票。個人年收入超過7萬5000元之後，紓
困支票金額將開始遞減，年收入超過9萬5000元
者則不符領取資格；夫妻合並報稅時，紓困支票
發放資格標準，則以個人年收入標準乘以二計算
。

●大學生、被撫養長者也可領 但金額未定

大學生以及被成年兒女列為被撫養人的老年
人，也可拿到第三輪紓困支票；拜登之前也表示
， 「所有混合身分的家庭 」 (all mixed status
households)均有資格領取紓困支票，包括配偶當
中只有壹人為美國公民或持有綠卡，另壹人則缺
乏合法移民身分。

華爾街日報報導，在川普政府時期的前兩輪
紓困案中，成年的被撫養人並不合於領取紓困金
的資格，其中包括16歲以上的學生、殘疾人士、
老年人；拜登的紓困計劃則讓他們符合領取1400
元的資格，但共和黨的版本則把上限訂為500元
。

白宮和國會預計在3月的第壹周開始制定救
濟條規，並推動法案通過，趕在上壹輪補充失業
救濟金到期（3月14日）前推出。假設國會能趕
上期限，那麼第三張紓困支票最快可在3月中旬
入賬。

壹旦國會批準這項緊急援助法案，該法案將
被送往拜登的辦公桌等待簽署成為立法。之後，
由國稅局和財政部通過直接存款、郵寄支票和預
付借記卡向民眾發放紓困金。

聯邦政府從去年4月開始發放第壹輪1,200美
元支票，國稅局和財政部當時大約花兩周的時間
完成發送。之後，聯邦又在今年1月發放第二輪
600美元支票，大約花了壹周的時間。

紓困支票雖好，但只救急不救窮。 拜登政府

正在推動最低時薪15美元，這些措施將會對經濟
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請看《美南時事通》主持人陳鐵梅、德州資
深律師陳文以及旅美資深社會學家楊勁濤怎麼說
。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美南時事通
》，也可以通過iTalkBB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
scdaily.com，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看美南國際
電視的節目。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出生於美國德克薩
斯州休斯頓的著名女歌手、演員碧昂絲（Beyoncé
Giselle Knowles）的官方網站www.Beyoncé.com 透
露，碧昂斯通過她的非營利組織BeyGood與阿迪達
斯合作，向遭受冬季暴風雪襲擊的災民家庭提供高
達1,000美元的捐款。

根據公告，這些資金將用於居住在德克薩斯州
或受冬季風暴影響的任何州的災民們。

災難救濟援助基金將與麵包人生公司（Bread
of Life Inc.）合作，向那些因“不可預見或無法避免
的事件而遭受非經常性、突發性或緊急情況相關的
財務困難”的災民們提供一次性付款。

有興趣的申請者被要求通過碧昂絲的網站在線

申請。
申請表要求包括電話號碼、電子郵件地址、種

族、家庭人數、就業狀況和撥款申請金額。該表
格還要求各方描述其緊急情況。
碧昂絲簡介
碧昂絲在1993年，以組合天命真女（Destiny's

Child）成員身份出道。 1998年，推出首張專輯
，天命真女藉此贏得三項靈魂列車夫人靈魂樂獎
。 1999年，發行第二張專輯《有跡可循》（The
Writings on the Wall)。 2001 年，天命真女以
《Say My Name》獲得了兩項格萊美獎。 2001
年2月，推出第三張專輯《百戰嬌娃》（Survivor
），在公告牌專輯榜獲得首位，首周銷量達66.3
萬張，憑藉此，天命真女獲得格萊美獎最佳R&B

歌唱團體獎。同年，發行聖誕專輯《燦爛的聖誕季
節》(8 days of Christmas)。之後，天命真女宣布暫
時中斷演出。

2003年，碧昂絲開始個人發展，並發行首張個
人專輯《Dangerously in Love》。 2006年9月4日
，發行第2張個人專輯《B'Day》。 2008年，發行
第3張個人專輯《I Am...Sasha Fierce》。 2009年3
月，碧昂絲進行長達近一年的“雙面碧昂絲全球演
唱會”（I Am... WorldTour），在全球各地巡迴演出
，於2010年2月落幕，其中包括中國北京市，取得
了1.13億美元的巡演票房。同年的MTV音樂錄像帶
大獎上，碧昂絲以《Single Ladies（Put a Ring on It
）》獲得9項提名，並贏得“年度音樂錄像帶”。之
後在第52屆格萊美獎中，碧昂絲獲得了十項提名並
獲得其中六項，成為單屆內獲獎最多的女歌手。

2013年，1月20日在奧巴馬就職典禮上進行表
演，現場演唱美國國歌，被暴假唱。

2013年，登上超級碗中場秀，三位天命真女再
度合作。 2016年，發行第6張錄音室專輯《Lem-
onade》。

2017年，獲得全英音樂獎年度國際女歌手獎，
並獲得美國《福布斯》雜誌全球百位名人榜第2位
。 2018年，與丈夫Jay-Z組成THE CARTERS，並
發行專輯《Everything Is Love》。 2020年，發行視
覺專輯《Black Is King》，由碧昂絲自導自演的同名
微電影同時公開。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歌壇巨星碧昂絲與阿迪達斯合作歌壇巨星碧昂絲與阿迪達斯合作
為災民提供最高為災民提供最高$$10001000捐款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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