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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 lack of water overwhelm Texas hospitals 
more than COVID-19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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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Texas doctor Natasha 
Kathuria has practiced medicine in 11 
countries, worked through the 2014 
“Snowmageddon” storm that ground 
Atlanta to a halt, and survived the past 
year’s COVID-19 pandemic crush.
A volunteer directs traffic as hundreds 
of cars line up to receive free cases 
of water after the city of Houston 
implemented a boil water advisory 
following an unprecedented winter 
storm, at Delmar Stadium in Houston, 
Texas, U.S., February 19, 
2021. REUTERS/Callaghan 
O’Hare
But Kathuria and some other 
doctors in Texas are saying 
they have never seen a more 
harrowing week than this 
one.

Record-setting cold weather 
has cut water and grid energy 
supplies to hospitals across 
a wide swath of Texas. 
Electricity and water services 
were resuming, but many 
homes and some hospitals 
still did not have either on Friday. 
Half the state’s population was under 
a “must-boil” order to ensure water 
is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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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overwhelmed, way more than 
we’ve been with COVID,” said Kathuria, 
who works in several Austin-area emer-
gency rooms. “This system failure has 
completely rocked us in our ERs - and in 
our own homes.

Many hospital staffers have stayed in 
the medical facilities all week - knowing 
there was no heat or water at home. At 
least hospitals have generators for basic 

electricity. Some had water hauled in to 
fill tanks or hired water tankers. Others 
had running but not potable water.

Doctors in Austin, Houston and the Dal-
las area called the lack of water their big-
gest problem. Dialysis machines do not 
work without water, surgery equipment 
cannot be sterilized, and hands cannot be 
washed.

Dr. Neil Gandhi, an emergency room 
physician and the regional medical di-
rector for the ER departments at Houston 
Methodist’s seven hospitals in the area, 
said those facilities were at 90% operat-

ing capacity by 
Friday after-
noon. Earlier in 
the week, two 
were able to 
take only emer-
gency patients, 
Gandhi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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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op of the COVID pandemic, this 
has been a dual trauma event for both our 
patients and our providers,” Gandhi said.

Ambulances struggled to reach people on 
roads that were not cleared because Texas 
cities have few snow plows and not nearly 
enough salt on hand. Doctors in stand-alone 
emergency care locations who routinely call 
the 911 emergency number for ambulances to 
transfer patients to hospitals had to wait more 
than nine hours for any to arrive - if they were 
available at all.

Gandhi said that in Houston this week there 
were times when entire neighborhoods simply 
did not have any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Hospitals set up portable toilets. Inside, 
patient’s toilets were flushed by tossing in a 
bucket of water. Less critical dialysis patients 
delayed treatment, while others limited their 
time on machines.

Rural hospitals across Texas were not only 
trying to treat patients under tough condi-
tions, but also serving as de facto “warming 
centers” for the healthy, said John Henderson, 
president of the Texas Organization of Rural 
and Community Hospitals.

Even with warmer weather forecast for next 
week there could still be a sea of broken water 
pipes and other damage.



C2

LOCAL NEWS

(Reuters) - Alphabet Inc’s Google fired staff scien-
tist Margaret Mitchell on Friday, they both said, a 
move that fanned company division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diversity that were on display since its 
December dismissal of AI ethics researcher Timnit 
Gebru.

FILE PHOTO: The Google sign is shown on one of 
the company’s office buildings in Irvine, California, 
U.S., October 20, 2020. REUTERS/Mike Blake/File 
Photo
Google said in a statement Mitchell violated the 
company’s code of conduct and security policies 
by moving electronic files outside the company. 
Mitchell, who announced her firing on Twitter,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Google’s ethic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ork has 
been under scrutiny since the firing of Gebru, a 
scientist who gained prominence for exposing bias 
in facial analysis systems. The dismissal prompted 
thousands of Google workers to protest. She and 
Mitchell had called for greater diversity and inclu-
sion among Google’s research staff and expressed 
concern that the company was starting to censor 
papers critical of its products.

Gebru said Google fired her after she questioned an 
order not to publish a study saying AI that mimics 
language could hurt marginalized populations. 
Mitchell, a co-author of the paper, publicly criti-
cized the company for firing Gebru and undermin-
ing the credibility of her work.

ADVERTISEMENT

The pair for about two years had co-led the ethical 
AI team, started by Mitchell.

Google fires second AI ethics leader as dis-
pute over research, diversity grows

Google AI 
research di-
rector Zoubin 
Ghahramani 
and a company 
lawyer informed 
Mitchell’s team 
of her firing 
on Friday in a 
meeting called 
at short notice, 
according to a 
person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The person said 
little explanation 
was given for 
the dismissal. 
Google declined 
to comment.

The company said Mitchell’s firing followed disciplinary 
recommendations by investigators and a review committee. 
It said her violations “included the exfiltration of confiden-
tial business-sensitive documents and private data of other 
employees”. The investigation began Jan. 19.

ADVERTISEMENT

Google employee Alex Hanna said on Twitter the compa-
ny was running a “smear campaign” against Mitchell and 
Gebru, with whom she worked closely. Google declined to 
comment on Hanna’s remarks.

Google has recruited top scientists with promises of 
research freedom, but the limits are tested as researchers 
increasingly write abou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echnolo-
gy and offer unflattering perspectives on their employer’s 

products.

Reuters reported exclusively in December that Google introduced a 
new “sensitive topics” review last year to ensure that papers on topics 
such as the oil industry and content recommendation systems would 
not get the company into legal or regulatory trouble. Mitchell public-
ly expressed concern that the policy could lead to censorship.

Google reiterated to researchers in a memo and meeting on Friday 
that it was working to improve pre-publication review of papers. It 
also announced new policies on Friday to handle sensitive depar-
tures and evaluate executives based on team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BUSINESS

Evidence is mounting that having 
COVID-19 may not protect against getting 
infected again with some of the new vari-
ants. People also can get second infections 
with earlier versions of the coronavirus if 
they mounted a weak defense the first time, 
new research suggests.
How long immunity lasts from natural in-
fection is one of the big questions in the 
pandemic. Scientists still think reinfections 
are fairly rare and usually less serious than 
initial ones, but recent develop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raised concerns.                   In 
South Africa, a vaccine study found new 
infections with a variant in 2% of people 
who previously had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e virus. In Brazil, several similar cases 
were documented with a new variant there. 
Researchers are exploring whether reinfec-

tions help explain a recent surge in the 
city of Manaus, where three-fourths of 
residents were thought to have been pre-
viously infe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found that 10% of Marine recruits 
who had evidence of prior infection and 
repeatedly tested negative before starting 
basic training were later infected again. 
That work was done before the new vari-
ants began to spread, said one study lead-
er, Dr. Stuart Sealfon of the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 in New York.

“Previous infection does not give you a 

free pass,” he said. “A substantial risk of 
reinfection remains.”
Reinfections pose a public health con-
cern, not just a personal one. Even in 
cases where reinfection causes no symp-
toms or just mild ones, people might 
still spread the virus. That’s why health 
officials are urging vaccination as a 
longer-term solution and encouraging 
people to wear masks, keep physical dis-
tance and wash their hands frequently.
“It’s an incentive to do what we have 
been saying all along: to vaccinate as 
many people as we can and to do so as 
quickly as we can,” said Dr. Anthony 
Fauci, the U.S. government’s top infec-
tious disease expert. “My looking at the 
data suggests ... and I want to underline 
suggests ... the protection induced by a 
vaccine may even be a little better” than 
natural infection, Fauci said.

Doctors in South Africa began to worry 
when they saw a surge of cases late last 
year in areas where blood tests suggested 
many people had already had the virus.
Until recently, all indications were “that 
previous infection confers protection for 
at least nine months,” so a second wave 
should have been “relatively subdued,” 
said Dr. Shabir Madhi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in Johannesburg. 
Scientists discovered a new version of 
the virus that’s more contagious and less 
susceptible to certain treatments. It now 
causes more than 90% of new cases in 
South Africa and has spread to 40 coun-
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Madhi 
led a study testing Novavax’s vaccine 
and found it less effective against the 
new variant. The study also revealed 
that infections with the new variant were 
just as common among people who had 
COVID-19 as those who had not.
 “What this basically tells us, unfortu-
nately, is that past infection with ear-
ly variants of the virus in South Africa 

does not protect” against the new one, he 
said. In Brazil, a spike in hospitalizations 
in Manaus in January caused similar worry 
and revealed a new variant that’s also more 
contagious and less vulnerable to some 
treatments.

“Reinfection could be one of the drivers of 
these cases,” said Dr. Ester Sabino of the 
University of Sao Paulo. She wrote an ar-
ticle in the journal Lancet on possible ex-
planations. “We have not yet been able to 
define how frequently this is happening,” 
she said. California scientists also are inves-
tigating whether a recently identified vari-
ant may be causing reinfections or a surge 
of cases there.
“We’re looking at that now,” seeking blood 
samples from past cases, said Jasmine 
Plummer, a researcher at 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 in Los Angeles.
Dr. Howard Bauchner, editor-in-chief of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
tion, said it soon would report on what he 
called “the Los Angeles variant.”
A study by the Naval Medical Research 
Center involved several thousand Marine 
recruits who tested negative for the virus 
three times during a two-week supervised 
military quarantine before starting basic 
training. Among the 189 whose blood tests 
indicated they had been infected in the 
past, 19 tested positive again during the six 
weeks of training. That’s far less than those 
without previous infection — “almost half 
of them became infected at the basic train-
ing site,” Sealfon said.

Evidence is mounting that having 

COVID-19 before may not protect 
against getting infected again with some 
of the new variants emerging around 
the world. (Feb. 8) 
The amount and quality of antibodies that 
previously infected Marines had upon ar-
rival was tied to their risk of getting the vi-
rus again. No reinfections caused serious 
illness,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e recruits 
were not at risk of spreading infection to 
others, Sealfon said.
“It does look like reinfection is possible. I 
don’t think we fully understand why that 
is and why immunity has not developed” 
in those cases, said an immunology expert 
with no role in the study, E. John Wherry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Natural infections can leave you with a 
range of immunity” while vaccines con-
sistently induce high levels of antibod-
ies, Wherry said. “I am optimistic that 
our vaccines are doing a little bit better.” 
(Courtesy ap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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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Home!          Wear Mask!

New COVID-19 Variants
Raise Concerns About

Virus Reinfections

A 2020 electron microscope image made available by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
trol and Prevention shows SARS-CoV-2 virus particles which cause COVID-19. Ac-
cording to research released in 2021, evidence is mounting that having COVID-19 
may not protect against getting infected again with some of the new variants. Peo-
ple also can get second infections with earlier versions of the coronavirus if they 
mounted a weak defense the first time. (Hannah A. Bullock, Azaibi Tamin/CDC 
via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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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lum seekers sit at the infirmary inside a migrant encampment in Matam-
oros, Mexico February 18, 2021.  REUTERS/Daniel Becerril

A migrant from Central America, asylum seeker under the Migrant Protection Protocols 
(MPP) program, is seen at the El Buen Pastor shelter in Ciudad Juarez, Mexico February 19, 
2021. REUTERS/Jose Luis Gonzalez

A migrant from Central America, asylum seeker under the Migrant Protection Protocols (MPP) 
program, and her son are seen at the El Buen Pastor shelter in Ciudad Juarez, Mexico February 
19, 2021. REUTERS/Jose Luis Gonzal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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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grant from Cuba, under the Migrant Protection Protocols (MPP) program, tries to register from a 
laptop to request asylum in the U.S., at El Buen Pastor shelter in Ciudad Juarez, Mexico February 19, 
2021. REUTERS/Jose Luis Gonzalez

Migrants from Central America, under the Migrant Protection Protocols (MPP) program, 
try to register from a mobile phone to request asylum in the U.S., at Pan de Vida shelter 
in Ciudad Juarez, Mexico February 19, 2021. REUTERS/Jose Luis Gonzalez

Asylum seekers stand inside a migrant encampment in Matamoros, Mexico Febru-
ary 18, 2021. REUTERS/Daniel Becerril

A Cuban flag waves inside a migrant encampment in Matamoros, Mexico February 18, 2021. 
REUTERS/Daniel Becerril

Children carry empty water containers inside a migrant encampment in Matamoros, Mexico February 18, 2021. 
REUTERS/Daniel Becer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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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LAS - The number of people hospi-
talized with COVID-19 in Texas fell again 
Sunday after dipping below 10,000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December on Saturday.
There were 9,652 people in Texas hospi-
tals with confirmed cases of the disease 
caused by the novel coronavirus Sunday, 
ac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Health Services. That’s the lowest figure 
recorded since Dec. 16.
State health officials reported 5,278 new, 
confirmed cases of the virus Sunday, 1,499 
probable cases and 167 more fatalities. 
Texas has reported 38,643 COVID-19 
deaths and more than 2.16 million cases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The actual number of cases is believed to 
be far higher because many people haven’t 
been tested and some who get sick don’t 
show symptoms.

Thi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im-

age shows SARS-CoV-2 (orange) — 
also known as 2019-nCoV,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National In-
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
eases-Rocky Mountain Laboratories, 
NIH)
Over the past week, more than 16% of 
COVID-19 tests in Texas have come 
back positive, according to data fro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For most 
people, the coronavirus causes mild 
or moderate symptoms that clear up 
within weeks. But for others, especial-
ly older adults and people with existing 
health problems, the virus can cause 
severe illness and be fatal.  (Courtesy 
https://www.fox26houston.com/)
Related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Ship Covid Vaccine to Com-

munity Health Center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boost the 
number of Covid-19 vaccines distribut-
ed to states next week to 11 million dos-
es and begin allocating a portion of the 
weekly shipments directly to communi-
ty health centers, officials said Tuesday.

The move is meant to help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more equitably distribute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to underserved 
or rural communities, said White House 
Covid-19 response coordinator Jeff 
Zients. Last week, states received 10.5 
million doses. 
At least one federally qualified commu-
nity health center in each state will begin 
receiving allocations of the vaccine next 
week, and the goal for the initial phase 
of the project is to distribute 1 million 
vaccines to 250 centers, said Marcella 
Nunez-Smith, the head of the adminis-
tration’s Health Equity Task Force.

The centers serve about 30 million peo-
ple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bout two-
thirds of their patients live at or below 
the federal poverty line.
“This effort that focuses on direct alloca-
tion to the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re-
ally is about connecting with those hard-
to-reach popul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said Nunez-Smith, noting that center 
patients include homeless individuals, 
public housing residents, and migrant 
workers.
The White House has sought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vaccines shipped to states 
each week, from 8.6 million doses during 
President Biden’s first week in office to 
11 million doses next week.
In addition to setting aside allotments 
of vaccine for community health cen-
ter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also 
set aside 1 million doses of vaccine for 
pharmac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Federal 
Retail Pharmacy Program—a previous-
ly announce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with 21 national pharmacy chain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boost the 
number of Covid-19 vaccines distributed 
to states next week to 11 million doses 
and begin allocating a portion of the 
weekly shipments directly to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officials said Tuesday.
The move is meant to help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more equitably distribute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to underserved 
or rural communities, said White House 
Covid-19 response coordinator Jeff 
Zients. Last week, states received 10.5 
million doses.
At least one federally qualified commu-
nity health center in each state will begin 
receiving allocations of the vaccine next 
week, and the goal for the initial phase 
of the project is to distribute 1 million 
vaccines to 250 centers, said Marcella 
Nunez-Smith, the head of the adminis-
tration’s Health Equity Task Force.

The centers serve about 30 million peo-
ple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bout two-
thirds of their patients live at or below 
the federal poverty line.
“This effort that focuses on direct alloca-
tion to the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re-
ally is about connecting with those hard-
to-reach popul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said Nunez-Smith, noting that center 
patients include homeless individuals, 
public housing residents, and migrant 
workers.
The White House has sought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vaccines shipped to states 
each week, from 8.6 million doses during 
President Biden’s first week in office to 
11 million doses next week.
In addition to setting aside allotments 
of vaccine for community health cen-
ter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also set 
aside 1 million doses of vaccine for phar-
mac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Federal Retail 
Pharmacy Program—a previously an-
nounce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with 
21 national pharmacy chains. (Courtesy 
https://www.route-fif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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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s New COVID-19
Hospital Cases Declining

美國舞會派對文化
1. Masquerade/masked ball 化妝舞會

化妝舞會絕對是反映美國校園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從《緋聞少女》到《吸血鬼日記》，編劇們無不
例外的抓住機會大做文章。神秘浪漫的舞會氣氛不僅為劇情升溫，同時更給了劇中男女主角大展魅
力的平臺。

2. Prom（美國高中的）正式舞會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 prom, short for promenade, is a formal (black tie) dance, or gather-

ing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t is typically held near the end of the senior year. At prom, a Prom Queen
and Prom King may be revealed. These are honorary titles awarded to students chosen in a school-wide
vote prior to the prom.

在美國和加拿大，prom（promenade的簡寫）指為中學生舉辦的正式舞會或聚會。通常在高中學年
即將結束時舉行（故常譯作“畢業舞會”）。在畢業舞會上，還會揭曉Prom Queen和Prom King的獲選
者。這兩個榮譽稱號的獲得者是畢業舞會之前在全校範圍內投票選出。

3. Pajama Party 睡衣派對

參加睡衣派對小貼士TIPS
(1)準確著裝。除了睡衣外，還要準備床上的公

仔或抱枕，最好再帶上牙膏牙刷啦！
(2)打破小圈子。不要因為別人或自己穿著睡

衣而害羞哦，只和認識的人交談是錯誤的。
(3)大方地表現自己。派對的環節、遊戲或話題

，不要只是縮在一邊看，而是要積極地參與。

(4)尊重他人。儘量記住別人的名字、如果別人穿的睡衣和打扮貼合主題的話，不要忘記讚美一聲。
4.banquet晚宴
5.house-warming party 喬遷派對
6.cocktailparty 雞尾酒會
7.luncheon午餐會
8.commemorativeparty 紀念宴會
9.wedding reception結婚宴會
10.birthday party 生日舞會
11.farewellparty 送別宴會
12.invitation card 邀請函
13.to be dressed up 整裝打扮
14.hoedown方形舞舞會

美國50號公路全程長度為853英里；即1373 公里•被稱為
“全美最孤獨的公路”，之所以被《生活（Life）》雜誌最早冠以此稱，
因它是美國最荒涼的公路之一，橫穿快馬遞送區，人煙稀少，有許
多印第安人部落，著名的死亡穀也在這條路當中，同時也可以帶
你走進美國最美的一些鄉村和文化遺跡。
公路規劃

50號快速公路雖然是“全美最孤獨的公路”，但西端是被稱為
“The Biggest Little City In The World（世界上最大的小城市）”的
裡諾(Reno)，附近的太浩湖是世界頂級的度假天堂，電影《教父》外
景地。1861年，一個名叫撒母耳蘭霍恩 克萊門斯（Samuellanghorne
Clemens）的年輕人在太浩湖邊住了一段時間，被美麗清澈的湖水
及參天的松樹所觸動，“注視再久，我的眼睛也不會覺得疲憊。”後
來，他成為維吉尼亞城《企業報》的編輯，並使用了馬克•吐溫
（Mark Twain）這個筆名。他的著作《苦行記》描寫的正是在內華達
的冒險經歷。太浩湖是北美地區最具勝名的滑雪勝地。到了夏季，
內華達又成為山地自行車、攀岩、徒步旅行、騎馬及高爾夫等運動
的樂園。

雷諾汽車國家博物館裡面珍藏了上千輛老爺車，第一輛奔馳車
的原形就在那兒。每年8月在雷諾有全美老爺車大展，大街上擺著
全世界各式各樣的老爺車，如果喜歡老爺車這個時間去最好。

離雷諾不遠的還有曾經全世界最富的城市維吉尼亞城(Virginia
City)，如今變成好萊塢外景地，可以在街頭體驗當年美國西部牛
仔的風情。1859年在維吉尼亞城發現了金礦時，礦工們找到了世
界上最大的銀礦。1992年，內華達州的產金量是全世界總產量的
60%。遊客們可以參觀那些保存下來的金、銀礦，瞭解採礦的艱難。
沿途風景

從西部向東，50號快速公路先後穿過法倫（Fallon）和勒亨坦山

谷（Lahontan Valley
）。

昔日被稱為“40
裡沙漠”的區城中，
這裡是首先獲得水
的地段，成為土壤
肥沃、產量豐富的
農牧場地。每年 9
月舉辦 Cantaloupe
Festival，5 月 舉 行
Fallon Air Show，以
及 7 月 All-Indian
Stampede 和 Pio-
neer Days 等活動。
法倫海軍航空基地
（Fallon Naval Air
Station）更是超級海軍戰鬥機作戰學校的所在地，也是Top Gun
射擊比賽的新基地。

Grimes Point考古遺址位於法倫以東，山上有許多繪有圖畫的
大圓石，這種“岩畫”藝術是8000多年前當地居民的文化遺物。再
向東走，首先會到達奧斯汀（Austin）等礦城，它是由以前的快馬遞
送員發現的。然後是1870年代盛極一時的礦城尤瑞卡（Eureka），如
今則成為保留良好的歷史小鎮。

到尤瑞卡後可在傑克遜旅館（Jackson house）住一宿。原建於
1877年、之後又經重建的傑克遜旅館提供經濟的兩臥兩衛套房，
還有陽臺可望街景。重建于1991年的尤瑞卡歌劇院（Eureka Op-
era House）的宴會廳是團體表演的最佳場地。

再向東就到了伊萊（Ely），這個昔時的銅礦城內有兩座鐵路歷史
博物館，還有一座博物館展示採礦和早期墾荒者的生活方式，可
以搭乘燃煤蒸汽火車。火車迷還可以在這條長達14裡的上下山途
中，過足火車工程師的癮。此外，在維吉尼亞城也保留著舊時的火
車供遊客乘坐。遠東與西方的邂逅在19世紀中期由中國勞工所建
造的鐵路將許多金、銀礦與加工廠連接起來，跨越北內華達州的
橫貫大陸的鐵路帶來了更多的新移民。

伊萊也是進入遊客稀少的大盆地國家公園內的李曼洞（Lehm-
an Caves）的必經之地，你可以盡情探尋特殊石塊造型的奇景。盤
根錯節的古老Bristlecone松樹，年代溯自舊約聖經所記創世紀年
代後的第700年。精心設計的健行山徑不僅可以引你到達清涼的
湖水，還會帶你到惠勒蜂（Wheeler Peak）常年積雪的山頂。

美國美國5050號公路號公路：：全世界最全世界最
孤獨的公路孤獨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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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馬上行動，為學業和生涯重新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2021年1月19日春季開學
報名從速，登記方式：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百餘項優質科目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快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宋辉很忙。如果没有疫情，他的大

部分时间会花在谈项目和做商务沟通上

。疫情让这位在美国工作生活了21年的

华人“又打了一份工”：白天他照常负

责公司项目，晚上为物资捐赠忙碌。

在忽略时差的三个月里，宋辉每天

只睡三、四个小时，体重也掉了一大截

：从1月末为国内筹措口罩，到3月初成

为清华大学“零字班”校友在美东地区

接收口罩捐赠的联络人，再到5月中向

美国马萨诸塞州介绍中国抗疫经验……

有过因意外回馈而收到的惊喜和温暖，

也感受到了因差异带来的误会。

以下内容基于宋辉口述整理。

明确得知中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时

，已经是1月下旬。之前的一周，我在

拉斯维加斯参加全球行业年度展会，忙

得昏天黑地。展会中途偶尔听人提起过

，但不清楚究竟有多严重。

1月26日，展会进入尾声，我得空

翻看了清华大学同学群里的聊天记录，

发现大家已经讨论了好几天：武汉的状

况有多么严峻、防疫物资有多么紧缺

……而说这些的，有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的医生，也有广东省茂名市的公务员。

我当时就想，如果口罩紧缺，就在美国

买一些寄回去。

我任职的公司马斯康（Mascon Inc.

）做了多年航空产业供应链业务，在口

罩这种产品上，没理由帮不上忙。但等

到1月27号我回到波士顿购买的时候才

发现，实体店的口罩已经被当地华人或

华人组织买得差不多了——零星几个可

以买得到，但通过正常商业渠道成规模

地购买，可能性几乎为零。当时不禁感

慨，在美华人的拳拳之心和行动力确实

了得。

美国医疗系统有独立的物资供应链

，我所在的波士顿地区医疗比较发达，

我便通过医疗采购系统找口罩。在公司

总裁John Chen的全力支持下，公司通过

医疗系统供应链每周采购医用口罩（那

时美国医疗系统也有了每周采购限额）

，陆陆续续拿到了1万枚左右的美标二

级或三级医用口罩寄回国内。但这些对

于处在“前线”的医院来说还远远不够

，所以从1月底开始，我几乎每晚都是

在“疯狂”找口罩中度过的。

2月初，我看到有个网上卖家的地

址在以色列，我就马上联系我们公司在

以色列的合作伙伴帮忙确认。

以色列的合作伙伴效率相当高——

她立刻回邮件表示理解并绝对会全力帮

忙，又很快联系了卖家。虽然确认卖家

的口罩数量不多，但是当天，她还是在

以色列境内找到了4000个欧标FFP3口罩

。

那时全球口罩供应已经开始紧张了

，单价也飞涨。在我确定要的情况下，

他们先垫付了2万多美元全部买下，安

排直接寄去中国。多亏了供职于茂名市

政府的吴世文的支持，口罩顺利通关，

并被及时分发到茂名市及武汉市的相应

单位。

我们在以色列就只采购了这一次，

因为那边的FFP3口罩基本上被我们买光

了。以色列国内也开始限购，但是合作

伙伴还在帮我们从英国、印度、巴西等

其他国家采购。

那段时间，我的美国华人朋友圈里

，80%以上的朋友都在为捐赠物资出力

：有想办法整合资源采购的，有提供物

流支持的，有提供准确的一线需求信息

的，还有捐款的。我收到的最大的单笔

捐赠来自一位海归老同学，他提出的唯

一条件是不希望名字被透露。

最开始我其实挺盲目，毕竟隔行如

隔山，不知道口罩有这么多种类和规格

，但是国内的老同学、在美国的同学朋

友和国外的合作伙伴，都积极主动帮忙

。

实际上，没有哪个人能独自解决大

问题，但当很多人都尽力去解决一些小

问题的时候，这些力量加起来，终究还

是有些帮助的。

这样的状态持续到了2月底。进入3

月份，美国就开始出状况了。

3月初，波士顿所在的马萨诸塞州

因为疫情而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口罩逐

渐紧缺，但此时，中国大陆的口罩日产

能在飞速增长，于是在同一个群里，国

内的同学们开始反过来组织捐赠口罩给

美国的同学。

此前，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竭尽

所能出一份力，从没要求、也没从想过

会有回报，但这次真的感到“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巧合的是，这次捐赠的

发起人，就是同学圈里人称“玫瑰”的

同学刘彦竹。除他之外，同学屠晓光、

陆冬森也参与发起；Mindy与Andy夫妻

二人提供了不少捐助；吴世文帮助联系

了茂名市口罩生产企业，以成本价支援

了2万多个KN95口罩；后来加入的同学

秦致不仅提供大量捐赠，也在操作方面

提出了好建议。

从3月底到现在，我们陆续收到了

大陆同学寄来的66000个左右的一次性

医用口罩。期间，大陆同学筹款、采购

、发货……历尽千辛万苦，采购仍有限

制、出口更是充满不确定性，每次直到

美国收到货，他们悬着的心才会放下。

作为美东地区的联络人，我的职责

就是和美东的老同学及其它地区的联络

人紧密联系，确保有效沟通，并将这些

口罩有序发放。

这些口罩不仅温暖了老同学和家人

，也被捐给老同学所在社区和当地警察

局、消防队、医院、养老机构等等。收

到口罩的机构有的写了感谢信，或是将

表示感谢的照片在网上分享……这一切

确实为改善华人形象和社区关系提供了

很大帮助。

进入5月份，美国各州也在讨论恢

复常态的具体事宜。

美国是联邦制，各州事宜都由该州

自己决定，州长会带领一个团队来做整

体安排，但是具体到每个行业、每个城

市，也没办法具体指导，只能各自摸着

石头过河。

我任职的公司马斯康在前国会议员

Bill Delahant 的牵头下，参加了在波士

顿组织的顾问委员会（Advisory Board）

，参会成员还包括布伦特里市前市长

Joe Sullivan，Greater New Bedford 社区

健康中心 CEO、马萨诸塞州公共卫生部

前委员 Cheryl Bartlett 等。

作为公司的代表，我原计划在会上

只做一段15分钟的演讲，以广东省茂名

市为例，简单介绍中国防疫和复工复产

的经验。但实在没想到，到场和线上参

加会议的成员都对中国举措的细节非常

感兴趣，因为提问实在太多，会议原定

的15分钟硬是被拉长到1小时。

一方面，大家希望能通过细节去了

解中国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会这样做、

有哪些地方美国可以参考等等；另一方

面是对中国做法的评论——没想到中国

的防疫工作如此细致，普遍对于中国病

亡率如此低而感到难以置信——有些人

感慨中国居然做得这么好，也有人觉得

不可思议，怎么可能这么好。

两种声音都有，可以说是因为中美

两国的体制、政府介入的力度，法律以

及文化观念都存在差异，这不能用对错

来评判。对于中国的措施，美国也不可

能照搬，就像中国不可能照搬美国的一

样。

两国对于问题严重性的判断、宽容

度也不一样。2017年至2018年，美国流

感死亡人数超过6万人，5月之前，因新

冠肺炎感染而死亡的人数累计不超过10

万，所以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疫情有多

么严重。再加上美国地广人稀，大城市

屈指可数，情势不如中国严峻。而且他

们也没什么戴口罩的文化，直到四月底

、五月初，才有更多美国人戴上口罩。

基于所有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反应和

我在美国同事、朋友的态度，我个人认

为，很多美国人并不是对中国有敌意，

而是他既搞不清状况，也不太关心。

今年美国是“大选”年，所以中国

的疫情并不是美国人一开始的关注重点

。美国人更关心美国国内的形势，更愿

意相信支持的政党或政客的观点。

虽然从整体舆论上来说，对华人不算

友好，但我所在社区（白人居多）的邻居

，我的同事、学校的老师，大家关系都蛮

好，也互相理解。平时聊天也没有互相指

责，更多是讨论目前状况、接下来的措施

，是很务实的。所以我本人和我的家人，

都没有感受到什么不友好。

两国都要继续完善

面对疫情，美国确有不足，包括思

想准备不足和防疫物资的产能保障不足

。很多医院没有意识到新冠病毒在美国

会流行到这种程度，在有人感染之前都

很大意。

中美两国虽然有差异，运作模式也

无法更改，但美国仍有可以向中国借鉴

的一些举措，譬如大学复课该怎样处理

？如果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执行，是

否仍要出具指导性的建议？可能有些人

不听劝阻，但终归是有人想听到真实的

消息和建议。

对于中国来说，从疫情暴发到最终

稳定，效率很高，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

撑起了全球的需求。然而在这个大背景

下，也出现了一些“杂音”。

从中国来到美国的产品鱼龙混杂，

假冒伪劣的商品的确存在。实事求地讲

，我的确听到一些抱怨说有被中国的商

家骗过的经历。但平心而论，至少在我

听到的评价里，大部分是真心感激。而

且我知道中国政府在质量把控上做了大

量工作，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我们公司的供应链业务受疫情影响

，也较多参与进疫情防控，现在被州政

府指定给医疗机构提供支持。之前为了

跟内地的检测试剂供应商联络和敲定订

单，我有时熬夜到凌晨五、六点，打个

盹之后继续上班。进入6月，紧绷的程

度才稍微缓解，但是复工复学又快要开

始了……接下来疫情的走势如何没人知

道，只能按照最糟糕的情况做准备。

在美华人宋辉口述实录：很多美国

人并不是对中国有敌意

这一路下来，感慨良多。

最初得知国内疫情时，我非常心疼，

非常难受。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意

识到，无论经济、政治还是安全防疫，全

球各个国家都是互相影响的。我们要做的

就是吸取经验教训，面对未来可能会发生

的事件做好准备，至少能够帮助到那些需

要帮助、想得到帮助的人。

我还想再次感谢各位老同学，让我

在这个非常时期感受到了非常温暖，也

感谢公司和全球供应链伙伴对防疫物资

筹措的全力支持。面对国内的有效防控

，我感到十分欣慰，希望全球疫情能早

日得到有效控制。

在美华人宋辉口述实录
很多美国人并不是对中国有敌意

20多年来一直关注亚裔群体的华

裔作家凡妮莎· 华（Vanessa Hua）近日

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表示，虽然

受到疫情影响，今年没有遵循一些习

俗，但是她今年的春节仍然非常快乐

。文章摘译如下：

童年时，每年的农历新年前夕，

我的父亲都会将我的头发剪短，让我

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农历新年。

我在旧金山东部的郊区长大，但

剪发习俗基本会在全世界十几亿人的

家中出现，因为这是中国人和华侨华

人庆祝最重要节日的方式。按照传统

，你每年的这时候都会：换新发型，

换新衣服，打扫干净住所，还清债务

，和爱的人共进晚餐。

但今年的疫情影响了诸多类似的

习俗。加州的理发店关了又开、开了

又关，不知多少次，我都不记得了。

我的头发还和小时候一样厚，只是在

过去的一年里白了很多，而我也对选

择怎样的发型犹豫不决。我 9岁双胞

胎儿子的发型也有点乱七八糟。

不过一个孩子决定说：“在接种

疫苗前，我不想剪头发。”然而由于

疫苗供应不稳定，我们无法预测他何

时才能接种上疫苗。

我们的许多计划都被推翻了。卫

生当局继续警告人们不要举行大型聚

会，意味着往常同众多家人一起围在

圆桌前吃点心、观看舞龙舞狮或者和

朋友一起包饺子的场面可能都无法实

现了。

事实上，我不怀念理发。当我把

压岁钱塞进红包时，我怀念忙碌的准

备工作。我倒垃圾、扫地，想摆脱

2020年的可怕厄运。

尽管身处疫情之中，我们仍在努

力适应生存。好在新旧的庆祝仪式都

在支撑着我们。

在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上，一

位朋友询问如何为一小撮而不是一大

群人准备一顿饭。TikTok 上播放了一

些有趣、可爱的视频，讲述今年的庆

祝活动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比

如说，令人失望的是，礼物是口罩而

不是现金。

这个周末，我将和亚裔作家朋友

们交换糖果和饺子，以代替农历新年

聚会。虽然没有剪发，但是我给那个

头发有点卷的儿子买了一瓶护发素。

前几天，在他第一次使用护发素后，

我吹干他的头发时，他闭上了眼睛，

高兴得像一头停下来享受温暖微风的

牛。

疫情改变习俗
华裔在不寻常的春节中品出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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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民族文化的特徵

美國建國才二百多年，是一個年輕
的國家，也是一個移民國家，具有鮮明
的文化特徵。
(一) 尊重個人的價值觀

美國建國之初，移民蜂擁而至，
豐富資源亟待開發，必須獎勵個人艱苦
開拓，獨立發展，堅信自我，尊重個人。
這種價值觀，逐漸形成美國民族的特殊
性格：即對自己命運和力量深信不疑，
把依靠自己作為哲學信條。
(二) 冒險創新精神

美國人的格言是：不冒險就不會
有大的成功，膽小鬼永遠不會有所作為
，不創新即死亡。移民美國的開拓者，面
對險惡的自然環境和待開發的豐富資
源，促使和培育了美國人頑強拼搏、艱
苦奮鬥、敢冒風險的性格。不僅在商戰
過程中，即使在文體生活中，他們追求
新奇刺激，參與環球探險，組織高山跳
水、滑雪，勇於向傳統和權威挑戰。因而
科技發明創新，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三) 自由、平等精神

美國是一個沒有經歷封建社會的國
家，受移民資產階級自由、平等思想的
影響很深，所以逐步形成一個崇尚自由
的社會。除執法機關與執法人員外，任
何機關與個人不得非法侵犯他人自由，
這就為個人的才能智慧的發揮開闢了
道路。美國人有一句格言＂一個人富裕
到什麼程度，就表明他的才能發揮到了
什麼程度＂。因為機會均等的條件下，
人的才能通常決定人的富裕程度。
(四) 實用主義哲學

美國人在開發這片富庶處女地
的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有用、有效、
有利就是真理＂的理念。他們立足于現

實生活和經驗，把確定的信念作為出
發點，把採取行動當作主要手段，把獲
得效率當作最高目的，一切為了效益
和成功。
(五) 物質主義的追求

美國人評價一個人的價值時，主
要指物質價值。即以賺錢多少，作為評
價一個人社會地位高低的重要依據。
在美國社會裡人們積極進取，拼命工
作，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辛苦與智慧，
謀求事業上的發展。通過個人奮鬥，取
得成功，從低賤者變成大富翁，幾乎成
為美國式的信條。
二、美國企業文化
(一) 突出個人能力，尊重個人價值

與日本企業文化強調團隊精神不同
，美國企業文化不著眼於集體，而著眼
於個人，鼓勵個人努力奮鬥，突出個人
能力；企業內部充滿自由平等精神，個
人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革新和實驗
受到鼓勵；人們樂於求新求變，樂於開
拓冒險；強調個人負責，個人決策。根
據個人完成任務，盡責盡職情況，給予
個人獎勵。這些突出個人能力智慧的
企業文化，有效的調動人的積極性，激
勵了人們的競爭、創新和冒險精神，減
少了人際摩擦和能量內耗。

但易於削弱集體力量，影響相互
合作，使人們更多地將企業看作是個
人賺錢和實現抱負的場所，缺乏獻身
企業的歸屬感和集體榮譽感。
(二) 重視理性的行為方式。具體表現：

1.求實精神較強，形式主義較少。
企業內部人際關係講求實在，較少虛假
，溝通意見直接明確。企業質量小組
(QC)就信奉＂愛怎麼幹就怎麼幹，只
要幹得有意義，有效果就好＂。企業有

較強的行動意識，既重言，更重實。樂於
實幹。

2.提倡科學與合理。重視組織機
構和規章制度的作用。比較重視硬性管
理。企業對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和各
種定量方法，計算機的廣泛使用。人們

在經營管理過程，尊重科學，
依章辦事，追求合理，較少受
人情關係的影響。

3.強調企業與員工之間
的契約關係。從實際需要出
發，招聘或解雇工人完全靠
合同契約維繫員工之間的關
係，較少考慮情面關係。這樣
做，雖有利提高效率，但影響
勞資關係。由於只重理性，不
重感情，企業內部等級較嚴，
剛性過份，柔性不足，往往壓
抑人的情感和創造力。近年
一些企業已開始改變對員工
行為的控制。強調＂獨立自
主＂，＂感情投資＂、＂協商
溝通＂、＂大眾參與＂、＂職

務擴大化＂、＂彈性工作日＂、＂動式
管理＂等，來實現硬管理與軟管理的結
合，發揮員工各自優勢。
(三) 堅持質量第一，顧客至上的經營理
念

美國有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有
極強的質量意識與顧客意識。政府鼓勵
企業提高產品質量，保護消費者利益，
依法嚴懲制假販假者。要求企業保護消
費者＂安全權、知情權、選擇權和意見
權＂。

1987 年美國政府開始設立＂國
家質量獎＂健全＂社會質量監督體系
＂。政府還協同社會團體，輿論工具，不
斷灌輸質量與人類生存的關係，以多種
方式，提高人們判別商品好壞的能力。
堅持顧客至上的經營理念，具體表現是
，在科學理論指導下，建立嚴格的質量
保證體系，如ISO9000質量認證體系等
。同時堅持＂顧客總是對的＂經營口號
，千方百計維護消費者利益。

美國人民是個勇敢而愛好自由的民
族。他們原本來自世界各地，是許多不

同的文化、種族和宗教，經過長時期的
共存結合而形成的，漸漸他們以身為美
國人而自豪。17世紀以前，北美廣大原
野僅有印第安人和愛斯基摩人居住，但
經過百餘年的移民，這裡已成為歐洲國
家人民的新家園，而其中最主要為英國
人所建立的13州殖民地，這13州殖民
地宣佈脫離英國而獨立。幾經協商與改
革，聯邦體制的美國，於法國大革命前
夕，正式登上世界舞臺。早期的美國很
歡迎外來的移民，這些移民使她迅速地
成長。美國人口，在1776年只有300萬
人，而現在則超過2億。在人口迅速增
加的過程中，新的生存空間，也跟著不
斷開拓，而方向則由東向西，拓疆的先
驅們不但從事農耕畜牧，也尋找礦產及
其它資源。到了20世紀，美國不但已成
為世界強國，並且也是科學、技術、醫藥
及軍事力量的先進國家。殖民時期以前
(1607以前)

在兩萬多年前，有一批來自亞洲的
流浪者，經由北美到中南美洲，這些人
就是印第安人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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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高等教育深陷危機
2020年新冠疫情下的美國高等教育所面臨的

挑戰層出不窮。一方面，高等教育內部危機重重
，高校對職工教員的裁員已屢見不鮮，早在五月
俄亥俄大學宣布將對非終身教職軌道上的教授進
行裁員。另一方面，網課的教學形式讓支付高昂
學費的學生難以滿意，因此美國發生了多起學生
因大學關閉而不能提供諸如面對面課外活動、實
驗室、圖書館等服務設施為由的對大學發起的法
律起訴事件。國際學生作為近年來美國高校收入
的重要支柱，也面臨著是去還是留的困境。特朗
普政府對國際學生的排外態度，不景氣的經濟與
就業市場，美國居高不下的新增病例與一波未去
一波又來的疫情都讓不少國際學生望而卻步。這
些都讓人不免疑問：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人才吸
引地其魅力還能否一如既往？而這波疫情又反映
了美國高等教育哪些深層次危機與未來可能的變
革的動機？

飆升的學費：美國中產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美國高等教育系統由三個部分組成：公立學校
（包含兩年制的社區學校與四年制大學），私立
非營利性大學，和私立營利性大學。其中公立學
校擁有最大的教學系統，包含了四分之三的美國
大學生。根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8
年的報告，美國學生在大學教育上的花銷佔全球
首位。美國人人均一年大學開銷為人均3萬美元
，高於其餘發達國家此項花銷平均數的兩倍。三
分之一的發達國家提供免費的大學教育，而剩下
三分之一的發達國家提供低廉學費的大學教育
（一年不超過2400美元）, 而2018年美國人均國
民收入為33706美元，僅略高於大學的人均開銷
。而美國這個高昂學費的數字也並非從來如此，
而是過去幾十年不斷增長的結果。從 1965年到
2015年公立、私立大學以及中等收入家庭變化。

飆升的學費一方面是因為政府對大學的財政
支持不斷減少。根據大學理事會的數據，在2008
年經濟危機後，公共資金下降導致學費飆升。在
過去的十年中，私立四年制學校的平均學雜費增
長了26％。遭受重創的四年制公立學校的學雜費
在同期增長了35％。

根據CBPP（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分析發現
，截至2018年，在對通貨膨脹進行調整後，美國
國家對公立兩年制和四年制大學的整體撥款比
2008年經濟衰退完全爆發之前減少了66億美元。
現在學費約佔大學收入的一半，而州政府和地方
政府提供了剩下一半的大學收入。這和在三十年
前完全不同，那時學費僅佔了大學收入的四分之
一，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則承擔了大學所有其餘
收入。

州政府對公立大學教育經費的不斷減少促使
公立大學持續尋找富裕而具有支付能力的學生，
而國際學生和外州學生就成為了州立大學的主要
收入源。比如普渡大學在過去十年間將本州學生
數量減少了4300名，而將外州和國際學生數量增
加了5300名。這筆高昂的大學學費支出很少有家
庭能夠負擔，於是越來越多的家庭依靠聯邦和私
人援助來負擔費用。每10個家庭中就有超過8個
家庭使用獎學金和助學金（不必償還的錢）來支

付費用。根據薩莉·梅（Sallie Mae）在最新的
“美國如何為大學付款”報告中指出超過一半的
家庭借款或貸款，使未償還的學生債務達到驚人
的1.6萬億美元。有將近70％的學生採取貸款的方
式上學，而臨近畢業，學生平均負債近30000美
元。

為了解負債累累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紐約
大學人類學教授Caitlin Zaloom在過去的七年中
和她的研究團隊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160個深度
訪談，採訪了那些依靠借貸來支付四年制私立大
學學費的學生和家長們，並最終將研究成果在
2019年出版成為《負債》（Indebted: how fami-
lies make college work at any cost）一書。儘
管中產階級家庭一直都希望幫助孩子支付教育費
用，可近年來飆升的學費卻是對他們支付能力前
所未有的考驗，同樣教育投資轉變成了一項“高
風險”投資活動，從而深刻地改變了他們的家庭
生活。Zaloom教授對中產家庭的界定標準是家庭
對大學學費的支付能力。她對中產家庭的定義是
他們既沒有能力不借貸就能支付大學全部學費，
同時又達不到有資格申請聯邦政府高等教育補助
的貧困標準。 Zaloom發現，對於中產階級父母
來說，幫助支付大學學費不僅是一項對他們經濟
預算的挑戰，而且還被視為是父母的道德義務。
他們的經濟支付既是無奈之舉又心甘情願，因為
他們認為這是負責任的父母的道德義務。可這種
“義務”在幾十年前卻是難以想像的。幾十年前
，當製造業工作數量充足，就算沒有四年制的大
學學位也能過上中產的生活。大學文憑曾經是靠
學生自己爭取而來的價值體現，而現在卻成了躋
身中產必不可少的條件，不僅因為學位是找工作
的必要證明，同時它還賦予他們參與中產階級社
區生活所必備的知識和社交技能。於是中產階級
家庭開始了在道德義務與財務現實之間一次次的
衝突。

Zaloom認為，這主要導致了三個道德困境。
首先，當他們的孩子還年輕時，父母就要面臨家
庭財政支出之間的艱難取捨：是為孩子的大學教
育存錢還是滿足當下的家庭需求開銷。當孩子還
小時，很少有父母選擇為大學做儲蓄，大多數人
都傾向於在這個階段把投資花在小孩的發展上。
只有少於百分之五的美國人擁有小孩的大學儲蓄
帳戶，而這撥人也比一般人富裕很多。對於那些
從事中產階層工作的人，為孩子存夠足夠的上大
學的錢就意味著對其他活動的妥協，比如音樂、
教育、旅行、運動、課外輔導。這些活動既能豐
富孩子的生活，又能讓他們與同齡人保持同步，
鍛煉他們的自律意識，並訓練他們的社交技能。
矛盾的是，給孩子報名多參加這類活動就會消耗
這些家庭的高等教育儲蓄金。

第二個道德困境發生在孩子們開始申請大學
時。幾乎每個家庭，都砸鍋賣鐵地要讓孩子去對
他發展最有利的大學。家長對選校有很多考慮，
不僅是找到一個負擔得起的學習場所，更是要找
到最有可能建立社交網絡，創造生活和職業機會
的環境。因此哪怕存在諸多風險，父母和孩子都
會優先考慮最優選項的學校，然後再尋找解決費

用的辦法。
第三個道德
困 境 被 Za-
loom 稱 為
“社會投機

”，它的含義是今天的父母必須為教育投資下注
，以確保他們明天在中產階級中佔有一席之地。
但很可惜，父母並不能保證這筆賭注能為父母自
己或孩子帶來回報，並且通常他們並未得到期待
的回報。相應的，父母的儲蓄計劃從此後通通打
亂，在日後遇到健康緊急情況，諸如失業、家庭
破裂等十分普遍但無法預料的境況時顯得捉襟見
肘。同樣，許多孩子在大學畢業後也找不到高薪
工作，這迫使他們在成年後最清貧的十年中承擔
著還清債務的重擔。支付高昂的大學費用還意味
著危害父母的長期財務安全。父母花在子女教育
上的錢越多，他們退休帳戶中的錢就越少。

針對這一現象，Zaloom犀利地指出一個潛在
的悖論：父母在教育方面進行了巨額投資，以使
子女能夠維持或達到中產階級的地位，但與此同
時，他們增加了自己退出中產階級的風險。通常
財務顧問給父母的理財建議是，想像他們和孩子
同時在一架失重的機艙裡，他們應先確保自己的
氧氣面罩（退休儲蓄），然後才幫助孩子（上大
學的花費）。但是實際上，父母的行為就像在飛
機上一樣，他們選擇首先照顧孩子。這可以用來
解釋為什麼全國的家庭財務儲蓄狀況少得可憐。
美國家庭存款儲蓄的中位數只有約12000美元。
這些家庭開玩笑說唯有中彩票才可能將他們從困
境中解救出來。 Zaloom對這樣的美國教育制度
感到悲觀，當大學教育掏光美國中產家庭的一切
，美國夢脆弱得遙不可及。
日趨貶值的文憑與失靈的精英機制

早在疫情發生前，對美國高等教育泡沫的批
評聲就不絕於耳。高昂學費的上漲伴隨著大學不
斷擴招，而和國內最近甚囂塵上的對文憑貶值的
討論一樣，美國的文憑縮水在近十年也非常明顯
。根據美國人口統計數據，從2000年來，美國擁
有碩士和博士文憑的人數翻了一倍，而本科文憑
也是大幅上漲。這樣的人數擴招所帶動的水漲船
高不難解釋在勞動力市場上越發貶值的文憑。
早在2017年，就有評論指出 “大學文憑可能正
在成為新的高中文憑“。在過去幾十年裡，大學
生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上優勢明顯，從1980年以來
，隨著大學畢業生從高中學歷的人中脫穎而出，
高中生和大學生的收入差距持續拉大。但在一項
2016年國家經濟研究局Robert Valletta教授關於
學歷溢價的研究中卻發現，近年來這兩者間增長
趨於平穩。儘管擁有大學文憑的員工和只擁有高
中文憑員工的收入差在1980年代迅速增長，但這
兩者間的收入差在1990年代開始放緩。在2000到
2010年之間，這收入差只略微浮動增長，而在
2010到2015年期間，收入差就一直沒變過。 Val-
letta認為，驅動高等教育高回報的因素這些年已
減弱了不少。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技術的發展
。一方面，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技術投資刺激
了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因為工作越來越需要與
學士學位相關的更高水平的認知技能。 2000年
之後，由於資金開始流向自動化和人工智能領域
，這些技術取代了較低級別的工作，但近年來，
自動化已開始取代所有行業中具有四年制學位的

工人所擔任的工作。這樣的結果導致具有學士學
位的工人被迫從事低工資低技能工作。現在，四
年制學位不再是獲得高薪管理職位的入場券，而
是進入任何工作的最低入場券。 Valletta的研究
表明 “教育集團間為高薪工作展開了無比激烈的
競爭”。但同時，Valletta謹慎地指出，這並不表
示年輕人可以不讀大學。他說，總的來說，高等
教育可以為員工帶來比高中文憑更高的收入，但
專業選擇非常重要。
而這次新冠危機之下，當高風險低收入群體比如
外賣員、護士成為人們口中“必不可少的工人”
（essential worker）時，又印證了學者們近年來
對當代精英體制所帶來弊端的批判。長久以來，
社會都對“認知勞動”（cognitive work）推崇
備至，也就是看重它背後所代表的理性、邏輯、
分析、對抽象事物的理解等能力。但這次新冠疫
情卻向人們揭示了非認知類工作的重要性，也會
讓更多人意識到職業教育的重要性。

在英國政治分析評論家David Goodhart的新
書《頭、手、心》（Head Hand Heart: The
Struggle for Dignity and Status in the 21st
Century）中，Goodhart認為新冠危機確認了他之
前對世界的假想，他認為當前社會的問題是精英
標準的單一化，這一標準就是學術考試水平。日
後的物質富足與社會地位，都與在這個單一領域
內的表現緊密掛鉤，而其他人類能力，比如出色
的手工能力、強大的同理心和照顧關懷他人的能
力在社會上都沒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應有的回報。

這種情況的弊端是多種多樣的，並且越來越
嚴重。學位曾經標誌著出色的認知能力，或某種
文化特權，但隨著它們成為人手一張的證書，他
們就失去了這種區分功能。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
追求高學歷，而這些高學歷在真實工作中根本用
不到, 比如從事護理工作並不需要本科及以上文
憑。由於擁有高學歷的人數越來越多，學歷在勞
動市場所具有的經濟價值就不斷縮水。

哈佛道德哲學教授 Michael Sandel 在新書
《優績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
’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中指出，全
球民粹主義興起和精英機制失靈有很大關係。桑
德爾認為目前民粹興起有兩大原因，第一是用技
術專家治理的思路與市場機制去思考公共福祉，
這使得對公共問題的討論變成了專家的特權而不
在大眾參與範圍內。第二則是目前對待成功和失
敗的態度，即成功者傲慢、失敗者怨恨的情緒兩
極化在全球化的催化下造成了不斷飆升的社會不
平等。桑德爾在這本書裡挑戰了美國夢的傳統，
即那種堅信靠個人努力和奮鬥就能實現階層跨越
的美國夢故事。桑德爾提出了“精英自大”
(elite hubris）這一概念，這種自大來自堅信自己
的成功是因為自己的才華天賦和努力，自己是自
己成功的締造者而完全無視諸如先天的家庭條件
、他人的幫助和運氣等對於成功至關重要的因素
。而精英們的自大使他們對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群
體帶著嗤之以鼻的不屑，這潛在地拉大了這兩個
群體的距離，使他們更難以理解和體諒彼此。這
也進一步導致了政治兩極化，全球範圍內右翼的
崛起，以及精英對弱者與底層的歧視。
桑德爾認為精英體制強調文憑，靠文憑的累積才
有可能觸到金字塔頂端，而頂端的含義則完全由
市場價值決定，這就陷入了一個死胡同。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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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ime：《天後小助理》是壹部非常
有趣可愛的電影，我想知道在這部電影
中，最吸引妳的東西是什麽呢？

達科塔·約翰遜：我喜歡這個故事，

壹個聰明又有天賦的年輕女人在行業中

贏得了壹席之地；我喜歡電影中兩位女

主角的動態關系；我喜歡這個劇本，也

喜歡參與電影創作的人。

Mtime：妳可以用壹句話總結壹下拍
攝這部電影的亮點麽？

達妹：拍攝這部電影的亮點絕對是

見到了佐伊· 晁，她簡直是地球上最棒的

人，是壹個了不起的女人，我太喜歡她

了。

Mtime：拍攝時最大的挑戰是什麽呢
？

達妹：其實沒有太多的挑戰，這次

拍攝是壹次愉快的經歷。為這場電影獻

上合格的音樂是我們所有人的責任，所

以我們有很多額外的時間，是待在音樂

工作室裏的。為了這部電影我學習了鋼

琴，這很有挑戰性，但是挺有意思的。

Mtime：所以妳花了多長時間學習彈
鋼琴的？

達妹：我排練了大概三個月。

Mtime：麥吉是個狂熱的音樂愛好者
，她好像知道地球上所有的音樂知識，
妳是如何準備這個角色的呢？

達妹：這對我來說倒不難，我本身

就是壹個超級樂迷，我壹直熱愛著音樂

、音樂知識和音樂史。我的兩個哥哥都

是音樂人，我是在壹個人人熱愛音樂的

家庭中長大的，所以這個角色對我來說

很棒。我想我喜歡這部電影，也有我愛

音樂的原因在吧。

Mtime：正如妳所說
，妳是和壹群也許是好萊
塢歷史上最棒的電影制作
人壹起工作、壹起成長。
在電影中，妳非常崇拜格
蕾絲·戴維斯，在生活中
妳有如此尊敬的偶像嗎？

達妹：我不知道……

有太多我想與之合作的電

影制作人和演員了，真的

太多了。我喜歡馬丁· 斯

科塞斯和韋斯· 安德森，

我想和他們合作。還有梅

麗爾· 斯特裏普、弗蘭西

斯· 麥克多蒙德、安東尼·

霍普金斯等。

Mtime：如果有壹天
妳有機會和他們共事，妳
會采用怎樣的相處模式呢
？會像電影裏的麥吉壹樣
嗎？

達妹：也許不會像麥吉壹樣閃耀和

有趣吧，我真的很仰慕那些與我共事的

人們，所以多數時候我會集中精力並保

持沈默。

Mtime：對那些剛踏入職場的“菜鳥
”們，妳有什麽建議嗎？

達妹：不言放棄，就像麥吉壹樣。

Mtime：如果妳的上司很專橫，妳會
怎麽做？

達妹：這有點棘手。我覺得有時候壹

個人是專橫、可怕、刻薄的，往往不知道

他們自己在說什麽。但有時候，老板比較

專橫，但也是友善堅定的。這種上司的存

在並不是壹件壞事，所以，我覺得判斷這

個人到底是不是好人很重要。

Mtime：說得好。妳覺得老板和雇員
之間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他們有可能
會成為朋友嗎？

達妹：我覺得所有關系都應該是相

互尊重、彼此友好、互相感激的，特別

是老板和員工間的關系，應該互相承認

彼此辛勤的付出，並且彼此感激、尊重

、扶持，這就是我期待的人際關系。
Mtime：和翠西壹起工作是種什麽樣

的體驗？
達妹：真是太棒了，翠西太棒了，

她的職業道德真的讓我非常欽佩。她工

作非常努力，也非常有才華。和她在壹

起真的很開心，壹切都是美好的經歷。

《五十度灰》之後
達妹為音樂喜劇片
《天後小助理》練鋼琴

上周五，由“達妹”達科塔· 約翰遜、翠西· 艾利斯· 羅斯、

艾斯· 庫珀等人共同主演的音樂音樂電影《天後小助理》，在中

國內地公映了。

身為好萊塢最著名的“星三代”，出生於1989年的達妹，

是演員唐· 約翰遜與梅蘭尼· 格裏菲斯的女兒，梅蘭尼的母親是

主演了希區柯克《群鳥》與《艷賊》的蒂比· 海德莉（多年之後

，蒂比稱希區柯克當年性騷擾了自己，為了離他遠點，她解約

了合同，因此搭上了自己的職業生涯）。成長於藝術世家之中

，達妹從小就開始涉足演藝圈。

10歲時，達妹出演了自己人生中的第壹部影片。她媽媽梅

蘭尼當年已婚，為了同樣已婚的安東尼奧· 班德拉斯，與達妹的

父親唐離了婚。1996年，梅蘭尼與班德拉斯結婚，同年生下了

達妹的同母異父妹妹斯黛拉· 班德拉斯。3年後的1999年，班德

拉斯執導了《瘋狂阿拉巴馬》，達妹、妹妹斯黛拉共同出演，

在影片中飾演媽媽梅蘭尼角色的女兒。

但是這個片兒並沒火，達妹也退圈去上學了。2006年，17

歲的達妹被選為當年的“金球小姐”，這是為推廣好萊塢明星

也想出道的子女，專門設立的頭銜，達妹也因此成為了史上第

壹個“二代”金球小姐，她母親梅蘭尼1975年就曾獲得過這個

頭像。

上學期間，達妹壹直在做模特，後來終於決定要做專業演

員時，成年後飾演的第壹部影片，就是大衛· 芬奇的《社交網絡

》（雖然演了這個片兒，但她後來把自己Facebook賬戶註銷了

），這樣的起點與機會，恐怕是無數演員都望塵莫及的。

2015年是達妹事業真正飛升的時期，這壹年，她主演了對

於她的出身來說，略顯驚世駭俗的《五十度灰》系列，憑借這

部改編自《暮光之城》同人文小說的作品，迅速成為脫離母親

名字也會為觀眾們所熟知的新星。後來她自己也說，出演《五

十度灰》系列，是她身為演員所做的最大犧牲，因為全世界都

可以看到她的裸體了。

這壹次在新作《天後小助理》中，達妹飾演歌壇天後格蕾

絲· 戴維斯（翠西飾）的助理麥吉，懷揣著成為音樂制作人的夢

想。“職場菜鳥”這壹角色，與達妹本人職業生涯的開啟反差

比較大，這也讓達妹的表演更值得期待。

早在第壹次讀劇本時，達妹就被麥吉這個角色吸引住了，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被逗笑了。讀劇本的時候，我從來沒有

覺得她妥協或被妥協，或者貶低自我。”此外她表示，生活中

本人是不折不扣的音樂發燒友，“我就是愛音樂，愛了壹輩子

，因為我愛它就是純粹的愛。”畢竟她現在的男朋友就是

“Coldplay”的主唱克裏斯· 馬汀（他也是真喜歡演員，前妻是

“小辣椒”格溫尼斯· 帕特洛。）

在與時光網的近日專訪中，達妹告訴記者，她為了拍攝本

片，特意學了彈鋼琴。還說拍攝本片最有意思的是認識了同劇

組的混血亞裔女演員佐伊· 晁（這個妹子姓太酷了）。當被問到

職場上，員工與老板之間應該是什麽樣的關系？達妹回答說，

她覺得所有關系都應該是相互尊重、彼此友好、互相感激的，

特別是老板和員工間的關系。

——達科塔·約翰遜訪談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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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複雜的人事之中，保持真誠，廣結善緣
人世間是相當複雜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意見和感受，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我們會碰到
與自己意見不同或壹致的，有時候也不知道對方
是否說真實語。我們應該用真誠心來處理人事，
讓人事從複雜之中，保持簡單。真誠兩個字可以
把人事簡單的處理。別人耍心機，我們不要用心
機，有人用手段，我們不要用手段，要真誠的來
應對。我們的思想要真誠，語言要真誠，行為要
真誠，態度要真誠，保持真誠，眼前感覺到好像
有點吃虧，但不要怕，不會吃虧，長期下去，它
壹定讓我們得到安身立命的壹個基石，讓我們安
住在上面，讓複雜變成簡單，容易處理。我們如
實面對因緣，如實的處理，保持真誠心，人生應
該會比較歡喜，比較踏實，比較能跟大家保持善
緣。如果長期用這個態度，壹定會歲寒梅花香。
宏意師父開示完畢，全體大衆向本師釋迦牟尼佛
，傳燈長老，宏意師父及諸位長住法師拜年後，
淨海長老慈悲，為大衆開示:

長老說牛是印度四大獸之壹，四大獸分別是
牛馬象和獅子。牛在東方的農業社會是不可缺少
的。牛的力量很大，長老小時候看過，牛拉耙耕
田，壹頭牛可比六七個壯漢的力量。在農業社會
，對農民非常重要。所以中國及印度有很多不吃
牛肉，印度把牛稱為聖牛。馬也很有用，尤其可
用在戰爭上，馬跑得非常快。象也可作戰爭用，

是力量最大的走獸動物。獅子威猛，所以形容釋
迦牟尼佛像獅子哮壹樣。獅子壹哮，百獸震驚。
今年是牛年，我們說假如經濟好，股票長得很高
，就是牛市衝天。希望疫情很快過去，恢復正常
生活。我們修學佛法，無論是出家或在家，都要
學習三業清淨。第壹是身業: 修行是改造我們的行
為。行為有好有不好，好的行為對自己和對別人
都有利，不好的行為，自己造了罪業，別人也受
害。所以佛陀教導我們修行應該註意身口意三種
行為。我們平常做甚麼事，都要我們的身體去做
，譬如殺盜淫，壹切的壞事，都要身體去執行，
是從身體表現出來的不好行為。修行要著重我們
的行為，改善不好的行為。第二就是口業，我們
說好話，對人有利，說得不好，會傷害人。所以
口業也很重要，但我們壹般凡人，都會說是非，
說壹些不正當的話。所以我們要修口業。第三是
意業: 是我們心裏的活動，身口業表現在外，但身
口兩業是來自內心，過濾之後，再做出來的。心
裏想不好，身和口業表現便不好。我們修行，應
該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在身口意三方面用功。最
後長老祝福大衆有美好的壹年，平安，吉祥。法
會在十二時許圓滿。

宏意師父贈送農曆辛醜年新春法語
牛年牧牛看心牛，勤修正道顧念頭，
若觀煩惱無實性，常得歡喜免憂愁。′
新春贈送福慧便當及吉祥紅包
2月14日 （正月初三星期日）本會全體常住

僧衆準備新春福慧便當壹千五百份及吉祥紅包贈

送大衆。是次活動，監於疫情的關系，全在戶外
進行，大殿停車場為派發站。當天早上晨曦時分
，常住法師帶領著義工已馬不停蹄地準備便當，
寺裡的廚房早已人頭湧湧。

早上九時許，信衆會友的車輛陸續進入停車
場。所有來寺者，無需下車，依照警察和義工的
指示，開車領取。為減少車輛流量，熟悉的親友
，也代領取紅包和便當。

當日氣溫低至華氏32度，非常寒冷。在這壹
嚴寒低溫的清晨，義工早已準備就緒，義工分守
以下幾個崗位: 馬路引進停車場; 大門口引車駛進;
查訊統計每輛車所需便當數目; 包裝便當，水果放
進禮物袋; 疏導交通指示出口。職責分配井井有條
。廚房裏的常住法師及義工有超過三十人之多，
由年青力壯的義工負責奔跑於廚房及大殿停車場
的派發站，將剛煮好，包裝好的飯盒用保溫袋立

即搬運到前臺。義工互動之間非常有默契，合作
純熟，行動迅速。會長宏意師父更是全程投入，
在大雄寶殿前遙祝所有蒞臨的大眾，送上新年的
祝福及問候。是次活動非常成功，都是法師及義
工們無私奉獻，辛勤耕耘的成果。他們冒著風雨
，衆誌成城，在這麼壹個低溫破紀錄的日子，任
勞任怨，奔波勞碌。這種毅力和悲願，為社會，
為會友貢獻力量的忘我精神，可敬可歎，令人感
動。。真是不經壹番寒徹骨，怎得素餐撲鼻香？

活動在中午12 時完滿。此次活動，得到常住
法師帶領義工，作出精心的策劃，周全的籌備，
明確而系統的方案規則，也有賴各方會友的支持
，程序非常流暢順利，有條不紊，派發速度及流
程為人讚賞，充滿吉祥和樂，喜氣洋洋，讓大家
品嘗到常住法師們親手泡製的美味福慧便當，接
受到法師們的祝福，讓大家過壹個歡喜快樂年！

德州佛教會新春活動報告德州佛教會新春活動報告:: 除夕叩鐘除夕叩鐘
新春贈送福慧便當及吉祥紅包新春贈送福慧便當及吉祥紅包((三三))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20212021年年，，妳做好準備換個活法妳做好準備換個活法，，牛轉乾坤了牛轉乾坤了
嗎嗎？？ 頂級殺手周全頂級殺手周全（（劉德華劉德華 飾飾））和落寞群演陳小和落寞群演陳小
萌萌（（肖央肖央 飾飾））在壹次意外中交換了身份在壹次意外中交換了身份。。殺手在殺手在
跌入谷底的過程中跌入谷底的過程中，，重新審視了愛情和生活重新審視了愛情和生活；；群群
演在冒充殺手的過程中演在冒充殺手的過程中，，徹底重塑了人生徹底重塑了人生。。兩個兩個
人壹起歷經的荒誕人壹起歷經的荒誕，，有啼笑皆非有啼笑皆非，，更有熱血沸騰更有熱血沸騰
。。

壹個是冷酷壹個是冷酷
殺手殺手（（劉德華劉德華 飾飾
），），壹個是無名壹個是無名
龍套龍套（（肖央肖央 飾飾））
，，命運的玩笑命運的玩笑，，
從天而降從天而降。“。“皂皂
滑滑””弄人弄人 ，，殺手殺手
失憶後卻重活了失憶後卻重活了
壹次自己壹次自己，，而無而無

名龍套卻也因此墜入暴富生活名龍套卻也因此墜入暴富生活。。交換的人生交換的人生，，活活
出奇跡出奇跡！！牛年新春牛年新春，“，“人潮洶湧人潮洶湧，，感謝遇見妳感謝遇見妳””
，，20212021換個活法換個活法！！

《《人潮洶湧人潮洶湧》》於於20212021年年22月月1818日在美國上映日在美國上映
為牛年新春送去歡笑為牛年新春送去歡笑！！

休斯頓上映影院休斯頓上映影院：：AMC FountainAMC Fountain1818 Stafford,Stafford,
Cinemark Memorial CityCinemark Memorial City

《《人潮洶湧人潮洶湧》》牛年新春隆牛年新春隆
重上映重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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