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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job growth loses speed as
fiscal stimulus ebbs
FILE PHOTO: People
line up outside Kentucky
Career Center prior to its
opening to find assistance
with their unemployment claims in Frankfort,
Kentucky, U.S. June 18,
2020. REUTERS/Bryan
Woolston

WASHINGTON (Reuters) - U.S. employment growth
slowed further in August and permanent job losses increased as money from the government started running
out, raising doubts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economy’s
recovery from the deep COVID-19 recession.

Nonfarm payrolls increased by 1.371 million jobs last month
after advancing 1.734 million in July. Government employment rose 344,000, with 238,000 temporary workers hired for
the decennial census.

Nearly a fifth of the job gains reported by the Labor Department on Friday were from the government’s temporary
hiring for the 2020 Census. While the unemployment rate
fell below 10%, it was biased down by a continuing misclassification problem.

Excluding government, payrolls rose 1.027 million. Private
sector employment gains were led by the retail sector, with
249,000 jobs created. Though 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added 197,000 jobs, more than half of the gain was
in temporary help services, reflecting the uncertain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slowdown pressures the White House and Congress to
restart stalled negotiations for another fiscal package and
is likely to become political ammunition for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with just two months to go until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Employment in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increased by 174,000
jobs, but hiring has stepped down from June and July when 2.0
million and 621,000 jobs were added respectively.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rose 29,000 and construction added 16,000
jobs.

RELATED COVERAGE
US job creation slowed in Aug, while jobless rate drops
below 10%
Racial gap in U.S. jobless rate widens again in August
“The labor market has entered a frustratingly slower second phase of the recovery,” said Lydia Boussour, a senior
U.S. economist at Oxford Economics in New York. “With
one in two laid-off workers still unemployed and Congress
unable to pass urgently needed fiscal aid, slower and more
volatile job growth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risk for the
economy.”

Programs to help businesses pay wages have either lapsed or
are on the verge of ending. Economists credited government
largesse for the sharp rebound in economic activity after it
nearly ground to a halt following the shuttering of businesses
in mid-March to control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August’s report is one of just two monthly labor market
scorecards left on the calendar before the Nov. 3 presidential
electio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o is trailing in polls
behind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the Democratic Party
nominee, cheered the continued job gains as a sign that the

economy is improving after suffering its biggest shock in at
least 73 years in the second quarter.
“Great Jobs Numbers!” Trump wrote on Twitter.
Biden said the economy was in a K-shaped recovery, wher“those at the top are seeing things go up those in the middle
and bottom are seeing things go down and get worse,” because
“Trump has mismanaged the COVID crisis.”
Employment is 11.5 million below its pre-pandemic
level. Employment growth peaked at 4.781 million.
While the unemployment rate fell to 8.4% last month from
10.2% in July, it was distorted by people misclassifying themselves as being “employed but absent from work.”
Without this error, the unemployment rate would have been
about 9.1% last month, the Labor Department’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stimated. At least 29.2 million were receiving
unemployment benefits in mid-August.Blacks continued to
experience high unemployment, with a 13% jobless rate compared to 7.3% for Whites and 10.5% for Hispanics.
People who have permanently lost their jobs rose 534,000 to
3.4 million, accounting for 25% of the 13.6 million unemployed.
“This is a somewhat concerning sign of labor market sclerosis developing,” said Michael Feroli, chief U.S. economist at
JPMorgan in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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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loses Iran arms embargo bid as Putin pushes
summit to avoid nuclear deal showdown
NEW YORK/MOSCOW (Reuters) - The United States
lost a bid on Friday to extend a U.N. arms embargo on
Iran a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proposed a summit of world leaders to avoid “confrontation” over a U.S.
threat to trigger a return of all U.N. sanctions on Tehran.
FILE PHOTO: A sign marks the seat of Iran’s ambassador
to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ahead
of a board of governors meeting at the IAEA headquarters in Vienna, Austria March 9, 2020. REUTERS/Lisi
Niesner/File Photo
In a U.N. Security Council vote, Russia and China opposed extending the weapons ban, which is due to expire
in October under a 2015 nuclear deal between Iran and
world powers. Eleven members abstained, including
France, Germany and Britain, while Washington an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were the only yes votes.
“The Security Council’s failure to act decisively in defens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s inexcusable,”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said in a statement.
RELATED COVERAGE
Failure to extend arms embargo on Iran a serious mistake:
Pompeo
Iran says U.S. humiliated by rejection of U.N. arms embargo extension
See more stories
and unilateral sanctions.
China’s U.N. Ambassador Zhang Jun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ISSUE IS URGENT’
after the vote that the result “once again shows that unilat- “In the coming day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utin on Friday proposed a video
Iran’s U.N. Ambassador Majid Takht Rafollow through on that promise to stop at
eralism receives no support and bullying will fail.”
summi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vanchi warned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nothing to extend the arms embargo,” U.S.
remaining parties to the nuclear deal trying to trigger a return of sanctions.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now follow through on a threat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Kelly
Britain, France, China, Germany and
Craft said in a statement.
to trigger a return of all U.N. sanctions on Iran using a
Iran - to try to avoid further “confron“Imposition of any sanctions or restricprovision in the nuclear deal, known as snapback, even
tation and escalation” at the United
tions on Iran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though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bandoned the accord Diplomats have said such a move would
Nations over Iran.
will be met severely by Iran and our
in 2018. Diplomats hav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do put the fragile nuclear deal further at risk
options are not limited. And the United
this as early as next week, but would face a tough, messy because Iran would lose a major incentive
“The issue is urgent,” Putin said in a
for limiting its nuclear activities. Iran already States and any entity which may assist it
battle.
statement, adding that the alternative
or acquiesce in its illegal behavior will
has breached
parts of the nuclear deal in reStay Home!										Wear
was “only furtherMask!
escalation of tenbear the full responsibility,” he said in a
sponse to the U.S. withdrawal from the pact
sions,
increasing
risk
of conflict - such
statement
a scenario must be avo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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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ia, Texas And Florida Lead The
Country In Coronavirus Cases Per Capita

U.S. averaging 1,000 deaths per day from coronaviru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next to impossible to create a coronavirus-free environment on campus.
The report comes as colleges are quickly learning it may be next to impossible
to create a coronavirus-free environment on campus. Across the US, the
virus continues to spread at high rates.
The seven-day average of daily new
coronavirus cases in the US declined
on Monday to 49,000, the first time it’s
been below 50,000 since July 6. Still,
worldwide, that average daily total is
surpassed only by India, which has four
times the number of people.
The US’s seven-day average of new
deaths has been over 1,000 per day for
the past 23 days. In Florida, officials reported deaths of more than 200 people
in a day Tuesday -- for at least the 10th
time in the past month. More than 5.5
million Americans have been infecte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and at
least 172,000 have died. Georgia leads
the pack in per capita cases
Georgia teacher resigns over back-toschool plan
Though conditions in some areas have
improved modestly in recent weeks, the
task force said Georgia remains in the
red zone for severity of the outbreak as
measured by rate of case growth and
Colleges are quickly learning it may be test positivity, the AJC reported.
(CNN)After adjusting for population, US
states in the South and West continue to report the most daily coronavirus cases even
after declines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Per capita, Georgia has reported the most
cases per day over a seven-day average
of any state, followed by Texas and Florida. The states are led by governors who
pushed to reopen during the spring, saw
major summer surges of cases and are currently pushing to reopen schools.
Texas has issued a mandate requiring face
masks, while Florida and Georgia have
not. Georgia Gov. Brian Kemp has gone
so far as to keep cities from making stricter rules and has sued the city of Atlanta
for trying to require face masks. Georgia
has allowed restaurants, bars and gyms to
open at limited capacity.
A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report dated August 16 and obtained by
Th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AJC)
recommends that Georgia do more to fight
coronavirus.

“Georgia’s small gains are fragile and
statewide progress will require continued, expanded, and stronger mitigation
efforts, including in all open schools,”
according to the White House report obtained by the AJC.

The AJC reported that the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continues to
recommend that Georgia close bars and
gyms, restrict indoor dining at restaurants to one-quarter capacity in the highest risk counties, and limit social gatherings to 10 or fewer people, even within
families.
In a statement to CNN, Kemp’s office
said the governor and Georgia Department of Health “Urge Georgians to wear
a mask, watch their distance, wash their
hands, and follow public health guidelines.”
“Georgia continues to make strong progress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 emailed to CNN
by Kemp press secretary Cody Hall.
“Our 7-day average of new cases is down
26%, our hospitalizations are down 19%,
and the 7-day average of positive tests is
down to 9.4%. Georgia’s transmission
rate is 0.85 and testing capacity remains
high but underutilized. This data is encouraging, but we cannot take our foot
off the gas.”
Massachusetts to require flu vaccines
all students
Health officials in Massachusetts announced Wednesday that influenza vaccines will become mandatory in the state
for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6 months and
older who attend day care, pre-school,
K-12 schools 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t is more important now than ever to
get a flu vaccine because flu symptoms
are very similar to those of COVID-19
and preventing the flu will save lives and
preserve healthcare resources,” Dr. Larry
Madoff, medical director of the Massa-

chusetts Public Health’s bureau of infectious disease and laboratory sciences,
said in a statement.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receive the
vaccine by December 31, with the exemption of those with medical or religious reasons, homeschooled children
or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who are
“completely off-campus and engaged in
remote learning only,” the health department said.
Massachusetts is the first state to require
flu shots for children over the age of 5.
All 50 states require vaccines for children to attend public schools, but according to the Immunization Action Coalition, none before now have required
flu vaccines for children in kindergarten
or above.
Connecticut, New Jersey, New York
City, Ohio, Pennsylvania, and Rhode
Island require flu vaccines for children
in daycare or preschool but not for older
children.
Health officials have been urging Americans to get vaccinated against flu in an
effort to avoid complicating the ongoing
coronavirus pandemic.
Universities scramble with coronavirus outbreaks
Young people have been returning to
schools and college campuses across the
country, seeding new coronavirus outbreaks.
“It’s just extremely difficult to consider
yourself to be in a bubble when there is
a very high level of community spread
around you or when people are coming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congregating on college campuses,” said Dr. Leana
Wen, the former Baltimore City Health
Commissioner. “You can’t keep coronavirus out.” About a dozen colleges have
reported cases on campus, with more
than 100 students testing positive at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owa State

University, UNC-Chapel Hill and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Outbreaks have been traced to off-campus gatherings, sororities, fraternities
and dorms, leaving schools to reassess
how to proceed with the fall semester.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Northeast Mississippi Community College, 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and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have all reported significant
numbers of cases as well.
In Mississippi, nearly 2,000 K-12 students and more than 300 employees have
been quarantined due to possible exposure, Dr. Thomas Dobbs with the Mississippi Department of Health said at a
briefing.
American Indian and Alaskan Natives
hit harder by Covid-19
The rate of coronavirus among American
Indian and Alaskan Native people is 3.5
times higher than among White people,
according to a new report by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Researchers found that cases among
American Indians and Alaska Natives
tended to be younger in age.
The report analyzed more than 340,000
confirmed cases across 23 states between
late January and early July. There were
594 Covid-19 cases per 100,000 people
among American Indians and Alaska Natives, compared to 169 cases per 100,000
Whites, the report released Wednesday
shows.
Researchers found that cases among
American Indians and Alaska Natives
tended to be younger in age.
The report indicates that the virus incidence among American Indian and Alaskan Native people might reflect on the
limited access to running water, household size and other factors that might
facilitate Covid-19 community transmission. (Courtesy www.c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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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urning home is seen along Cherry Glen Road during the LNU Lighting
Complex Fire on the outskirts of Vacaville, California. REUTERS/Stephen
Lam

U.S. Senator Kamala Harris accepts the Democratic vice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during an acceptance speech
delivered for the largely virtual 2020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from the Chase Center in Wilmington,
Delaware. REUTERS/Kevin Lamarque

A missile unveiled by Iran is launched in an unknown location. Iran unveiled new ballistic and
cruise missile systems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locally, ignoring U.S. demands that Tehran
halt its missile program. WANA via REUTERS

A Hindu devotee wearing a protective mask sanitizes a temporary platform, next to an idol of
Hindu god Ganesh, the deity of prosperity, ahead of the Ganesh Chaturthi festival, in Kolkata,
India. REUTERS/Rupak De Chowdhuri

Hurricane Genevieve is see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SS) orbiting Earth in an image
Employees of Minsk Tractor Works leave after shift as people, including their coworkers,
gather near the plant to protest again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sults and to demand re-election taken by NASA astronaut Christopher J. Cassidy. NASA/Christopher J. Cassidy/via REUTERS
in Minsk, Belarus. REUTERS/Vasily Fedosenko
which was...MORE

Goldfish bowl-like acrylic screens are seen installed as part of new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at Jazz
Lounge Encounter, a night club for seeking encounters, at Ginza district in Tokyo, Japan. REUTERS/
Issei Kato

Former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peaks by video feed during the virtual 2020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as participant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are hosted
over video links from the originally planned site of the convention in Milwauk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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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OK’s Expanded Use of Blood
Plasma to Treat Coronavirus Patients

President Trump on Sunday described the blood plasma treatment as “a powerful
therapy” made possible “by marshaling the full power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hoto/The New York Times)
OVERVIEW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on Sunday gave emergency approval for expanded use of antibody-rich blood plasma, drawn from people who have recovered from
Covid-19. More than 70,000 Covid patients have already received the treatment. The
decision came on the eve of the Republican convention and after President Trump
pressed the agency to move faster to address the pandemic.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on
Sunday gave emergency approval for expanded use of antibody-rich blood plasma
to help hospitalized coronavirus patients,
allowing President Trump, who has been
pressuring the agency to move faster to
address the pandemic, to claim progress
on the eve of the Republican convention.
Mr. Trump cited the approval, which had
been held up by concerns among top government scientists about the data behind it,
as welcome news in fighting a disease that
has led to 176,000 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eft the nation lagging far
behind most others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response.
At a news briefing, he described the
treatment as “a powerful therapy” made
possible “by marshaling the full power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decision will broaden use of a treatment that has already been administered to

more than 70,000 patients. But the F.D.A.
cited benefits for only some patients.
And, unlike a new drug, plasma cannot
be manufactured in millions of doses; its
availability is limited by blood donations.
Mr. Trump urged everyone who has
recovered from the virus to donate plasma,
saying there is a nationwide campaign to
collect it.
Mr. Trump has portrayed his demands
to cut red tape and speed approval of
treatments and vaccines as a necessary
response to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But Sunday’s announcement came a day
after he repeated his unfounded claim that
the F.D.A. was deliberately holding up
decision-making until after the election,
this time citing a “deep state.” That accusation exacerbated concerns among some
government scientists, outside experts and
Democrats that the president’s political
needs could undermine the integrity of the

COMMUNITY
regulatory process, hurt public confidence
in safety and introduce a different kind of
public health risk.

Patient Javier Alvarez donating plasma at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last month.
(Photo/The New York Times)
No randomized trials of the sort researchers
consider most robust have yet shown benefit
from convalescent plasma. But the F.D.A.
said the data it had so far, including more
than a dozen published studies, showed that
“it is reasonable to believe” that the treatment
“may be effective in lessening the severity
or shortening the length of Covid-19 illness
in some hospitalized patients,” in particular
those who receive it early.
Patients less than 80 years old who received
plasma with a high level of virus-fighting antibodies within three days of diagnosis, and
who were not on a respirator, were about 35
percent more likely to be alive a month later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received plasma
with a low level of the antibodies, according
to Dr. Peter Marks, the director of F.D.A.’s
center for biologic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r. Trump stripped away the agency’s
nuanced language during his appearance
before reporters at the White House, saying
that convalescent plasma has been “proven to
reduce mortality by 35 percent.”
The F.D.A.,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approving new medicines, delay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about a week after top health officials,
including Dr. Francis S. Collins,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and Dr.
Anthony S. Fauci, the top infectious disease
specialist, questioned whether the data was
sufficient.

Mr. Trump complained in a tweet on Saturday, claiming without any evidence that

officials were “hoping to delay the answer
until after November 3rd” — Election
Day — and urging the F.D.A. to “focus on
speed, and saving lives!”
Mark Meadows, the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also accused government regulators
over the weekend of slow-walking the approval, calling it “a fumble.” Mr. Meadows
said Mr. Trump was not trying to “cut corners,” but had “a real frustration with some
of the bureaucrats who think they can just
do this the way they normally do it.”
At his news conference, Mr. Trump struck
a more positive note, saying the agency had
“really stepped up,” especially “over the
last few days.” (Courtesy (Courtesy https://
www.nytimes.com/)
Related

COVID-19 Blood-Transfusion Therapy
Finding Success In Houston
Nation’s First Experimental Plasma Treatment Against
COVID-19 Is Currently Being Tested At
Houston Methodist

Houston Methodist’s physician-scientists
have been readying the nation’s first experimental COVID-19 plasma treatment.
The experimental blood plasma treatment
transfuses vital antibodies found in the
plasma of recovered COVID-19 patients
into a critically ill patient, in the hopes
of providing that patient with lifesaving
treatment. One of the major advantages
of this treatment approach is that it can be
tested and used right now, while vaccines
and antiviral drugs can take from months to
years to develop.
From Bench to Bedside — Fast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classifies
this experimental treatment as an emergency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protocol
(eIND) that requires FDA approval for each
patient infused with donated convalescent
serum. Houston Methodist physician-scien-

美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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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ts began recruiting blood plasma donors
from across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who
have recovered after testing positive for the
COVID-19 virus. We immediately identified
willing donors, who each give a quart of
blood plasma in a procedure much like
donating whole blood.

The physician-scientists at Methodist are
seeking additional FDA approval for follow-up experimental studies, and possibly
a multicenter national trial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valescent serum therapy against
the COVID-19 virus.
Beating COVID-19 — Using Antibodies
Made to Fight It Plasma from someone
who has recovered from COVID-19 contains antibodies made by the immune system that potentially could be used to destroy
the virus. Transfusing this antibody-rich
plasma into a COVID-19 patient — a patient still fighting the virus — may transfer
the benefits of the antibodies into a healing,
possibly life-saving therapy.
What Is Donating Plasma Like? The
process for donating plasma is similar to
donating blood and takes about an hour.
Plasma donors are hooked up to a small
device that removes plasma while simultaneously returning red blood cells to their
bodies. Unlike regular blood donation in
which donors have to wait for red blood
cells to replenish between donations, plasma can be donated more frequently, as often
as twice a week.
Your Plasma Donation Is Vital We are
hoping that this can be a viable, scalable
treatment that helps in this crisis. If you
have had COVID-19 and are interested in
helping others by donating your plasma,
please call 346.238.4360. Please note: You
do not have to be a Houston Methodist
patient to donate, but you must have a
verified, positive COVID-19 test. (Courtesy
https://www.houstonmethod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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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學不看書每天 7 小時
網遊的美式教育
家庭式教育在國外並不 需要的知識，所以她不顧別人 在固定的小圈子裡活動更有價
罕見，很多父母會因為各種原 的質疑而堅持要讓孩子們這樣 值，年紀輕輕就具有了國際視
因讓自己的孩子在家進行學習 ，儘管她承認現在孩子們也不 野，在學校的孩子可做不到。
，並且收到的效果也都很不錯， 能完整地寫下字母表。
Katie 也有自己的規矩，堅
所以外國人對這種教育方式也
為了讓孩子們有最好的 決不能熬夜玩，8 點前要熄燈睡
都習以為常，但這位來自英國 遊戲教育，Katie 家裡有四台高 覺，不能玩限制級的遊戲，孩子
的媽媽 Katie 卻因為自己特殊 配置的電腦，5 個 ipad、1 個 Wii 們遵守的都特別好。
的家庭教育吸引了大家的關注 遊戲機和兩個 PS 系列遊戲機，
現在，Katie 的大女兒因
，因為她不讓自己的三個孩子 家 裡 的 網 速 也 經 過 了 升 級， 為自身感興趣所以每週都會上
看書，取而代之的是每天 7 個 Katie 的家裡甚至要比網絡會 一次英語和數學的課程，而另
小時的網遊時間。
所還要高級。
外兩個兒子對那些一點也不感
Katie 最大的女兒今年 12
她讓孩子們玩的遊戲也 興趣，所以還都只是每天玩遊
歲，另外兩個是 7 歲和 10 歲的 多種多樣，基本上現在比較受 戲，唯一需要外出的就是每週
兒子，三個孩子即不看書也不 歡迎的她都會讓孩子們來玩， 二的足球時間，照 Katie 的話說
去學校，每天的任務就是媽媽 比如《部落衝突》
《模擬人生》 ，那就是每週一次的體育課。
要求的最少打 7 個小時的。
《精靈 PokemonGo》...
總之，Katie 很滿意自己
通常是這樣的，二兒子會
她表示有些遊戲世界觀 的教育方式，當然她也希望自
最先起床，有的時候從早上五 十分龐大，即使是大人也不一 己的孩子們以後能夠成材，但
點就開始玩遊戲，然後大約在 定能夠玩懂，所以這樣的遊戲 她也表示不強求孩子們改變自
八點左右小兒子也開始了，最 要等到孩子們大一點再開始玩 己，並且她還說至少當孩子們
後才是大女兒。
。
長大後會回想起來，自己的童
Katie 覺得遊戲要比教科
同時，Katie 還說通過遊戲， 年過得很開心。
書更能影響孩子，在遊戲中孩 她的三個孩子交到了全世界各
子們也可以學習到很多生活中 個年齡的朋友，這要比上學只

人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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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佳：从战场走进华埠
广东移民家庭 备受歧视和排斥
我 的 父 亲 出 生 在 广 东 ， 1940 年
代移民来美，后与母亲相识相爱，
建立家庭，一家五口挤住在华埠爱
烈 治 街 (Eldridge Street) 一 间 只 有 一 个
卧室的公寓内。初来乍到，父亲在
餐馆工作，为了更好的工资待遇，
他后来辗转纽约上州的西餐厅当厨
师，一周回家一次。母亲则留守家
中，照顾我和姐姐、弟弟。母亲是
在 《 排 华 法 案 》 (Chinese Exclusion
Act) 废 止 之 后 ， 从 香 港 移 居 美 国 ，
那时候的美国对于华人仍然不友好
，歧视和排斥如同家常便饭。
即便如此，父母在艰难的环境
下仍然辛勤打拼，只为了让我们吃
得 饱 、 穿 得 暖 、 有 书 读 。 1969 年 ，
那时我只有八岁，父亲不幸罹患癌
症 ， 久 治 不 愈 。 当 时 已 经 来 美 40
多年的他在重病之中愈发思念家乡
，希望“在死之前再见一面远在香
港的亲人”。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母亲决定带着一家五口回到久违
家乡，一住便是 2 年。
父亲去世之后，我们重新回到
纽 约 ， 在 布 碌 仑 的 中 林 (Midwood) 住
下。母亲和那时候很多不会讲英文
的华裔移民一样，要么去衣厂、要
么做餐馆或洗衣店，能够选择的职
业非常有限。为了生活，母亲后来
盘下一家外卖中餐馆，将我们三姐
弟抚养长大。而她也未再改嫁，一
心一意照顾餐馆生意和家计。
从 布 碌 仑 中 林 高 中 (Midwood
High School) 毕 业 之 后 ， 我 申 请 进 入
纽 约 市 立 大 学 布 碌 仑 学 院 (CUNY
Brooklyn College) 就 读 会 计 专 业 。 艰
辛的成长环境，让我更明白努力读
书减轻家庭负担的重要性。我利用
课余时间打工挣钱筹集学费，没让
母亲再在学费上操过心。后来进入
纽 约 州 立 大 学 海 事 学 院 (SUNY Maritime College) ， 读 国 际 运 输 专 业 。
海岸巡查闹乌龙 “高密度辐射物
质”竟是抽水马桶
1998 年 ， 我 报 名 加 入 海 军 预 备
役 (Navy Reserve) ， 受 训 成 为 一 名 军
事 分 析 员 (Military Analyst) 。 加 入 军
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到父亲
的影响，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时，他曾报名入伍，但因为身体原
因被拒之门外。后来我长大之后报
预备役，通过了测试和体检，便服
役到现在，一路做到现在的三级准
尉 (Chief Warrant Officer-3, CWO3) 军 衔
，主要负责分析和制定技术及战术
。在我之后，弟弟也加入了海军。
在 至 今 21 年 的 从 军 生 涯 中 ， 我
曾 两 次 受 召 成 为 现 役 军 人 (Active
Duty) 。 2001 年 9 · 11 恐 怖 袭 击 事 件
之后，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加
强 国 土 安 防 。 2003 年 ， 我 受 召 前 往
华 盛 顿 特 区 (Washington DC) 受 训 数 月
，后调回纽约，被派往美国海岸警
卫 队 (US Coast Guard) 协 助 美 国 国 土
安 全 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纽 约 分 部 ， 参 与 在
史 坦 顿 岛 (Staten Island) 及 周 边 海 岸 线
巡查工作，主要负责检查货运船只
和排查险情。
在 2002 、 2003 年 那 个 年 代 ， 探
测器尤其是放射性探测器技术还非
常原始，我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就曾闹出过乌龙。记得有一次，探
测器在检查一艘货运船时发出错误
的高密度辐射警报，大家都慌了神
，生怕是什么危险物质或者炸弹。
等全副武装的我们战战兢兢进入货
仓，打开一看才发现原来只是一大
批陶瓷制作的抽水马桶，令人哭笑
不得。
在一年的海岸巡查工作期间，
尽管任务充满未知和危险，但也让
我留下很多有趣的回忆。那时候我

他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典型的移民家庭，当过投资顾问又转行做国际货运，跑遍世界各地
。随队驻军阿富汗，又受曼哈顿共和党党部背书竞选公职。经历真枪实弹的战争、翻过刀山
火海的选战，郑永佳(Lester Chang)每天奔走在华埠这片他长大的地方，在孔子大厦投票站一
干就是 30 年。不搞政治游戏、脚踏实地办实务，也许，出身华埠普通华裔家庭的他就是大象
们期待已久的赤朱丹彤，在一片深蓝的纽约州中烧出赤地千里。

们最头疼的就是俄罗斯和中国货船
。一般来说，美国海岸警卫队上船
之后会要求所有船员统一集中在例
如厨房这类空间内，以方便检查。
俄罗斯人爱喝酒，我们上船检查时
，船员十有八九都是醉醺醺的，到
处是伏特加酒瓶，整个船舱都是酒
味和烟味。中国货船则是以烟味弥
漫著称，对于不抽烟的我来说，在
检查期间得站在厨房里和几十个老
烟 枪 共 处 一 室 2、 3 个 小 时 ， 那 个
滋味可想而知。不过好在我工作的
那一整年期间，都没有发生大的危
险或事故。
赴阿富汗驻军 火箭弹袭击险象环
生
第 二 次 受 召 参 与 任 务 是 在 2009
年，我被调派至阿富汗，驻扎在巴
格 拉 姆 空 军 基 地 (Bagram Air Force
Base) ， 隶 属 特 殊 行 动 小 组 ， 为 战 斗
行动提供后方支援。这个基地位于
阿 富 汗 首 都 喀 布 尔 以 北 约 50 公 里
处，是美军在阿富汗的最主要军事
基地之一。
爆炸袭击、流血牺牲不只是在
战场上，驻军基地人员也面临着同
样的生命危险。因为巴格拉空军基

地四面环山，仇视美军的敌军便利
用地形，将自制或在黑市上购买的
火箭推进弹射入基地内引发爆炸，
天天如此，导致基地人员重伤甚至
死亡。另一个威胁就是自杀式袭击
，危险如影随形，每一天都像是在
刀尖上游走那般胆战心惊。
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多雇佣当地
人负责清扫和倒垃圾等工作，由会
说英语的当地人负责招募，这些类
似于“工头”的人再从工人的工资
中按比例抽成。工人的日均工资为
5 元钱，虽然不多，但在阿富汗那
样艰难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稳定又
有保证收入的零工是当地人心目中
为数不多的“好工作”。尤其倒垃
圾最受欢迎，他们会把军人丢掉的
垃圾运送到基地外的小市场上贩卖
，挣点小钱。破旧的皮靴、外套、
日用品，这些在美国人眼中不起眼
的垃圾一般都能在当地市场上卖出
不错的价钱。
尽管相比战场上的残酷血腥，
驻军基地相对资源充足，但像洗澡
这样稀松平常的事情在基地内都是
种莫大的享受。我当时住的木板房
，通常一个房间要挤 8 个人，这种

房子不像绝缘和保温的水泥房，在
昼夜温差极大的沙漠环境中，住在
里面的每一天都要忍受极热和极寒
的循环交替。
食物、天然气、日常所需物品
，大多是靠运输飞机空投进入基地
内，以防陆地运输引发潜在炸弹袭
击危险。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依
靠罐头食品果腹，新鲜蔬菜和水果
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这就是驻军
基地的真实与残酷。
在阿富汗驻军期间的另一个挑
战就是通信，能和家人说上两句话
非常不容易。基地提供有免费的通
信设备，但受带宽限制，网络非常
不稳定又常常得排队，于是催生了
付费卫星电话和网络这一地下产业
。那时候，为了能打个电话回家，
我 每 个 月 大 概 要 花 75 元 。 在 资 源
极度有限的环境中，我和所有驻军
基地的其他人一样，不得不想方设
法度过艰难又危险的每个日夜。
我一去就是一年，与妻子、兄
弟姊妹和母亲远隔重洋，错过亲人
的生日、不能和他们共度节日、到
场参与和见证亲友的重要时刻，这
就是驻外军人要付出的代价和牺牲

。我很感谢我的妻子，在那一年多
时间里对我的支持、信任和等待，
我们互相信任和坚守承诺，终于挺
过了分离带来的考验。
参与人口普查和投票站 投身公共
服务
我在从军之前曾在银行担任过
投资顾问，后来转做事货运代理人
(Cargo Freight Forwarder) ， 负 责 公 司
在印度、孟加拉国、泰国、越南、
柬埔寨等地的工作。因为我仍然是
预备役，所以每个月都需要从海外
飞回纽约，参加例行训练。
1990 年 正 值 每 十 年 一 次 的 人 口
普 查 ， 我 从 1989 年 到 1990 担 任 人 口
普查局南区办事处处长，负责从当
年 4 月 1 日起开始的普查工作，统
筹 约 400 位 工 作 人 员 ， 在 华 埠 等 下
城地区开展人口普查。那是我第一
次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那个年代，不少到纽约市区
内打零工的华人住在非法改建和营
运的出租房，一个公寓甚至能住满
10 多 个 人 ， 到 现 在 这 种 情 况 仍 然
存在。因为是非法出租，加上房客
中不乏非法移民和拿现金酬劳的工
人，无论是房东还是房客，都不愿
意按照实际情况填写人口普查问卷
。
为了尽可能提高华埠人口普查
的精确性，我想出一个办法，建议
调查员注意观察这类住房窗外晾衣
架上的衣服和门口的鞋子数量，来
推断大致人数。尽管如此，那一年
华埠的人口普查回复率仍远远超出
了我的预期，甚至比非华裔聚居区
砲 台 公 园 (Battery Park City) 还 高 。
也 是 从 1990 年 起 ， 我 参 与 市 选
举 局 (BOE) 地 投 票 站 工 作 ， 时 至 今
日，每逢初选、普选或特殊选举，
我都出现在孔子大厦投票站。刚开
始当投票站负责人的时候我还很年
轻，其他工作人员的年纪往往都比
我大一轮甚至两轮，如何让他们认
同我这个“毛头小子”是我当时面
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成长在华裔家庭，我懂得借鉴
“中式思维”，自己掏钱给投票站
工作人员买咖啡和便餐、和他们聊
天谈话，逐步赢得认同甚至尊重，
进而意识到我不只是一个毛头小子
，而是这个投票站的主管。而这种
“套近乎”的方式也有助调动工作
人员的积极性，让他们更有效率地
帮助选民和处理票务工作。
投票站的工作和普通日常工作
不一样，每个投票日可能间隔有好
几个月，作为投票站负责人，必须
提前做功课，比其他工作人员更加
熟悉票务工作，才能在每次从早上
6 时 到 晚 上 9 时 共 计 长 达 15 个 小 时
的投票开放期间，尽可能确保工作
的顺利进行。
有意参与公职竞选 再为共和党
“出征”
2016 年 ， 我 受 曼 哈 顿 共 和 党 党
部背书，参加因纽约州前众议院议
长 萧 华 (Sheldon Silver) 下 马 之 后 空 缺
的 第 65 选 区 州 众 议 员 一 职 所 举 行
的特殊选举。尽管最终惜败，但给
首次参与公职竞选的我积累了经验
。
我出生和成长在华裔移民家庭
，受益于公校教育，从军经历加上
在人口普查和投票站的多年公共事
务服务经验，也许是党部视我为为
数不多的曼哈顿下城公职“合格”
竞选人之一。不过，民主党势力在
纽约州远大于共和党是不争的事实
，共和党参选人或候选人要在选举
中胜出的确不易但也并非完全不可
能。如果时机合适，我想我还是会
再次以共和党竞选人的身份披挂上
阵，出征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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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用“界限”實現獨立教育
【來源:爾灣】
話賬單都得孩子自己付。而上大學
美國是崇尚獨立自主的國家，我們常說讓孩子獨立，自己的 以後，除了學費外，其他一切開銷孩
事自己做，這一點都沒錯。在這裡我就不談我們是不是應該讓孩 子們都得自己賺取支付。
子自己吃飯穿衣寫作業收拾玩具等等老生常談的 話題。在美國，
而且富人的孩子們還不得存有
父母一般認為孩子天生具備獨立能力，對於孩子能自己做的事， 僥倖心理爸爸可能會把巨額遺產留
他們不阻撓不干涉，不管孩子做得好不好，反正能自己做就很好 給他們，因為爸爸可能會計劃著把
。某種程度上說，這 種給予孩子的獨立其實也是給予孩子自由， 所有財富捐贈出去，就像 facebook 的
給予孩子自我選擇慢慢成長的權利。獨立所賦予孩子的，是相信 年輕總裁紮克伯格一下子 便捐贈
自己可以做到可以做好的一種叫做“自信”的東西，孩子 不會因 99%的股份，這也是美國富人們的獨
為自己穿鞋子速度太慢而被父母責備，不會因為作業寫得不夠 立界限，錢不一定留給孩子。
漂亮而被老師批評，只要是自己的事自己完成，無論家庭還是學
對於美國的獨立界限，我非常欣
校或社會，都會對獨立自主的孩 子進行讚賞與包容。
賞的一點是，美國父母非常重視孩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有很多人，小時候並不出眾，甚至有點木 子冒 險精神的開拓。他們相信孩子
訥，但最後卻能成為極具創造力的發明家或者科學工作者。這就 基於好奇心的驅動，天生具備冒險
是因為父母肯定他的獨立界限，不拿他與他人比較，給予孩子自 精神。而冒險精神所賦予孩子的創
我成長的自由的原因。
造力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是無窮的。
教育中獨立的另一面是家長的獨立，在美國，幾乎沒有哪個 為此，在美國的森林，你會看見 負重
家長會認為自己在為孩子做牛做馬，即便是眾多全職太太，她們 行走的父母，後面跟著負重行走的
全職在家的原因，大多也是因為要陪伴孩子，享受與孩子共同成 孩子，他們可能徒步幾小時，找一個
長的過程。而她們大多不會為了孩子放棄自己的夢想，不會放棄 適合露營的地方，跟孩子們一起安
自己的時間，不會放棄夫妻倆甜蜜的約會時光。美國的夫妻，即 營紮寨。在沙灘上，你也會看見美國
便在孩子小生活很忙 亂的時候，也必定堅持每週一次的約會，請 父母各拿一塊大的 衝浪板，後面跟
一個 Baby sitter（臨時兒童護工）回家看管孩子，夫妻二人便外出 著孩子們各拿適合年齡段的小的衝
吃飯看電影約會。儘管剛開始時孩子可能會為父母把他們交給 浪板，一家人一起沖進大海裡挑戰浪頭。不斷地被巨浪拍進海裡
臨時護工而哭鬧，但他們會很堅定地告訴孩子，這是爸爸媽媽的 ，鑽出來又重新再來。
私人時間，晚點他們就會回來，然後，高高興興地離開。
寬寬九個月大的時候，我和先生跟隨一個傳教組織到森林裡
另外，在美國，一般非常重視獨立的時間和空間，孩子一般從 露營。當時我用背架背著兒子，我先生背著我們一家人的所有用
出生開始就擁有自己獨立的房間，孩子可以決定房間的佈置，自 品，包括帳篷睡袋食物水炊具還有孩子的奶粉尿布 等等。我原以
己收拾房間，同時孩子也有權利拒絕別人進入他的房間打擾。父 為走一會就到了，結果那些老美們帶著我們在森林裡走了兩個
母進入孩子的房間需要征得孩子的同意，進入前先敲門等都是 多小時，才找到一個適合做營地的地方，讓我們紮營做飯。晚上
需要遵守 的界限。在美國，父母一般不與孩子同住一個房間，父 睡在帳篷裡，除了慘厲的風聲外，還
母的房間孩子們沒有得到同意也不能隨便進入。
有時遠時近的狼叫，因為美國的森林
一個好友跟我說她每天下午做晚飯前，都得有半小時左右獨 都有棕熊或者黑熊，我們得把垃圾掛
處 休息的時間，她會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或看看書或小躺一會， 到樹上，以免熊來找垃圾吃的而襲擊
不允許孩子打擾。即便三個孩子哭鬧打架，她也絕不會從房間裡 我們。一個朋友說他和太太曾經跟孩
衝出來救火。久而久之，她的三個孩子知道她的這種界限，在那 子們去露營，睡覺前忘了把垃圾掛到
半小時內絕對不會去打擾她，而是乖乖地在各自房間或者客廳 樹上，結果睡至半夜一頭棕熊來翻垃
玩耍。
圾。嚇得他們大氣不敢出。最後他們
獨立就是這樣一種界限，這種界限可以保護父母和孩子雙方 想出一個辦法，把他們的所有炊具，
在各自的時間和空間裡不被打擾地成長，同時滋生出尊重他人 鍋碗瓢盆之類的使勁敲打，把熊給嚇
的界限，養成不去打擾幹預他人的品格。如果沒有這種界限，父 跑了。
母和孩子雙方都會變得想去操縱 對方，從而陷入權力之爭，衝突
有一次我們去海灘玩，那是一個
不斷。而如果沒有這種界限，孩子也很容易失去對他人私人空間 比較荒野的海灘，到了後我被嚇了一
時間的尊重，覺得隨便探究他人隱私是理所當然。
我家在洛 跳，那裡的浪非常高，看起來像災難
杉磯，常常有朋友從各地過來作客，我對孩子們的要求是，無論 片裡的海嘯巨浪，我們站在那裡實在
誰到我家作客，客人住的房間，孩子們沒得到同意不能進入。孩 覺得自己很渺小。我正準備打退堂鼓
子們因此也養成了不去打擾他人的習慣，即便 有時真的興奮想 ，怕海浪把我的孩子沖走了。我先生
去找客人與他們玩，也知道得先敲門說“Excuse me”
（打擾了）
。
向來比較勇敢，但也有點卻步不前。
判斷你是否執行好獨立界限，你可以想想當你的孩子剝開一 這是旁邊一個老美爸爸和他四五歲
顆糖，非常自然地把糖紙塞到你手裡時，你是順手丟到垃圾桶呢 大的孩子，他們一見這般巨浪便興奮
，還是對孩子說：
“親愛的，垃圾桶在那裡。”然後讓孩子自己把垃 得尖叫起來。爸爸不顧一切地沖進了
圾丟進垃圾桶。美國很多 富人富可敵國，但他們的孩子卻都要自 大海，被大浪沖進去又浮起來，不斷
己去打工賺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比如最近熱門的富豪總統候 地翻滾著。他的孩子有點害怕不敢到
選人特朗普，他的孩子們都非常優秀，但他的孩子們在年少時得 水裡去，爸爸一直在高喊鼓勵他，最
自己打工賺零花錢，特朗普只給他們提供生活費和教育費，連電 終孩子也跑到海裡去。見此狀況，我

怕我自己的那種孩子被沖走啦，怕感冒著涼啦，怕受傷啦之類的
擔心理論會冒出來，躲一邊去了，讓老公帶著兒子 也走進海裡去
。
聽起來是不是很可怕？但美國人樂此不疲，到森林裡露營和
到大海裡衝浪是常見的跟孩子度假的一種方式。到孩子十幾歲
的時候，父母已經可以放心讓他們獨自到森林裡野外生存。想想
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應對緊急情況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得
有多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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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是一場通關遊戲
而是一座遠方的燈塔
中美教育的一個悖論
己，我們為什麼要奔跑？
子“學而時習之”思想的影 投資一樣，上學也並不意味著一定能
說到中美教育的差異，一個看起
教育似乎正在變成我
響，老師把知識點一遍又 接受到好的教育，學生所具有的扎實
來是悖論的現象特別引起我的濃厚興 們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
一遍地教給學生，要求學 的基礎知識如何轉化為提供創新思想
趣：
的例行公事：教師上課是為了
生通過不斷地複習背誦， 的源泉和支撐，也是中國教育界所面
一方面，中國學生普遍被認為基 謀生；學生上學在義務教育階
使之成為終身不忘的記憶 臨的另一個嚴峻的挑戰。
礎扎實，勤奮刻苦，學習能力——特別 段是國家規定，在非義務教育
。這種教學方式對於傳統
我們之所以送孩子上學，並不是
在數學、統計等學科領域——超乎尋 階段是為了通過上一級的考
的人文經典教育是有效的 因為孩子必須要上學，而是因為他（她
常，在國際大賽中屢屢摘取桂冠，將歐 試；校長看上去像是一個企業
，但對於現代自然科學和 ）們要為未來的生活做好充分的準備。
美發達國家的學生遠遠甩在後面。
的總經理等等。凡此種種，無
社會科學的教育而言，其 上學是一個人為了實現人生目標而必
另一方面，中國科學家在國際學 不顯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
弊端顯而易見：學生的基 須經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
術舞臺上的整體地位不高，能夠影響 慢慢消失。
礎知識普遍比較扎實，但 的也是首要的一件事是：認識到你未
世界和人類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陳
古代中國的教育實質
也因此束縛了思想和思維 來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至今也只有一位本土科學家獲得了 上是一種關於社會和人生的
，喪失了培養創新意識的
人的一生雖然漫長，可做的事情
諾貝爾科學獎，難怪錢學森先生臨終 倫理學訓練。教育固然有其功
機會。
看似很多，但其實真正能做的，不過只
之前會發出最後的考問：為什麼我們 利化的一面，但也有其超越性
中美“教育有效性”
有一件而已。這件事就是一個人來到
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的一面：學生們通過反復閱讀
的差異
世間的使命。教育的價值就在於喚醒
與此類似的另外一個看起來也 經典的經書來完善自己的道
從教育的目的和教 每一個孩子心中的潛能，幫助他們找
是悖論的現象是，一方面，美國基礎教 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務，進
學方式出發，中國和美國 到隱藏在體內的特殊使命和註定要做
育質量在世界上被公認為競爭力不強 而服務於國家和天下蒼生。
關於“教育有效性”的理解 的那件事。
，就連美國人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和其
科舉制廢除之後，基於
可能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這是每一所學校、每一個家庭在
他國家——特別是和中國、印度—— 政治經濟文化的顛覆性變革，
對於當代中國而言 教育問題上所面臨的真正挑戰。和上
相比，美國學生在閱讀、數學和基礎科 中國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 是些“無用”的東西，如歷史、哲學，等 ，提高教育有效性的關鍵在於如何把 哪所學校，考多少分相比，知道自己未
學領域的能力和水平較差，在各種測 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語言、學制和評估 等；越是優秀的學生，越願意學這些 價值觀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教育的全 來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是更為重要
試中的成績常常低於平均值。
體系。這一源於特殊歷史環境下的教 “無用”之學。
部過程之中。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 和根本的目標。回避或忽略這個問題，
實際上，美國學生之所以基礎差 為統一的高考錄取體制對基礎教育的 只是忙於給孩子找什麼樣的學校，找
另一方面，美國的高等教育質量 育體系尤其強調功利性的一面，即教
獨步全球，美國科學家的創新成果層 育是為了解決現實中的某種問題而存 ，和美國中小學的教學方式有直接關 制約和影響，以及社會外部環境的變 什麼樣的老師，為孩子提供什麼樣的
出不窮，始終引領世界科學技術發展 在的：教育為了救國；教育是實現現代 係。美國教育界深受古希臘蘇格拉底 化，教育的過程正在逐步被異化為應 條件，教給學生多少知識，提高學生多
“產婆術”教育思想的影響，強調教育 付考試訓練的過程。
的前沿。
化的工具和基礎等等。
少分數，這些都是在事實上放棄了作
一個水平很低的基礎教育卻支
到了當代，教育更加呈現出相當 是一個“接生”的過程，教師就是“接生
目前，這個過程正在向低齡化階 為家長和教師的教育責任。
，人們之所以接受教育是為了尋找 段發展。由於“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
撐了一個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體系， 顯著的工具性特徵：學生們希望通過 婆”
實際上，一旦一個孩子認識到自
這也許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吊詭的現象 教育獲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她 “原我”以不斷完善自身。也就是說，他 比拼心理，對兒童的早期智力開發正 己未來將成為什麼樣的人，就會從內
之一。
）們能夠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增強他 們認為，知識非他人所能傳授，主要是 在進入歷史上最狂熱焦躁的階段。越 心激發出無窮的動力去努力實現自己
在通常情況下，就整體而言，優 （她）們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進而 學生在思考和實踐的過程中逐漸自我 來越多的孩子從教育中不能享受到快 的目標。無數的研究結果已經證明，對
秀學生的基數越大，未來從中湧現出 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物質財富。如 領悟的。
樂，不快樂的時間一再提前。教育提供 於人的成長而言，這種內生性的驅動
所以，在美國課堂裡——無論是 給人們的，除了一張張畢業證書外，越 力要遠比外部強加的力量大得多，也
優秀學者的可能性就相應越大。然而， 果教育不能幫助他（她）們實現這些目
當下的中國教育正在驗證我們的擔憂 標，他（她）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拋棄教 大學、中學還是小學——教師很少給 來越難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悅和心 有效得多。
：優秀的學生和未來優秀學者之間的 育——這就是為什麼近年來“讀書無 學生講解知識點，而是不斷提出各種 靈的平和。反社會的行為越來越嚴重。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人生不
各樣的問題，引導學生自己得出結論。
相關性似乎並不顯著。如果事實果真 用論”漸漸開始抬頭的思想根源。
政府也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 是一場由他人設計好程序的遊戲，只
學生的閱讀、思考和寫作的量很大，但 嚴重性，下決心通過大學考試招生制 要投入時間和金錢，配置更強大的“裝
如此，我們就不禁要問：我們的教育是 中美教育模式的差異
有效的嗎？這也促使我們反思：到底什
反觀美國，其教育也有功利性的 很少被要求去背誦什麼東西。
度的改革來逐步扭轉這一局面。然而， 備”就可以通關。一旦通關完成，遊戲
美國學校教育是一個觀察、發現 當下的社會輿論環境、公眾對於教育 結束，人生就會立即面臨無路可走的
麼才是有效的教育？
一面，但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附著于公民教育背後的產物。越是優 、思考、辯論、體驗和領悟的過程，學生 公平的簡單理解和憂慮以及缺乏信任 境地。人生是一段發現自我的旅程，路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幫助 秀的教育機構，越強調教育對人本身 在此過程中，逐步掌握了發現問題、提 度的社會文化心理，都進一步強化了 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來。認識到自
人們實現了教育的目的。然而，今天越 的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機構，也依然 出問題、思考問題、尋找資料、得出結 教育過程中對“選拔進程的負責度與 己未來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就像
來越多的我們——無論是教育者還是 把提高本州人民素質作為最根本的教 論的技巧和知識。雖然他們學習的內 選擇結果的公正性”的非理性追求，進 是遠方的一座燈塔，能夠不斷照亮前
容可能不夠深不夠難也不夠廣，但只 而加大了改革所面臨的阻力並可能削 方的道路。
被教育者——已經漸漸忘記了教育的 育目標。
目的。恢復高考以來的三十多年裡，我 因此，實用主義哲學最為盛行的美國， 要是學生自己領悟的知識點，不僅終 弱改革的效果。
們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來越快， 在教育領域卻非常地“不實用主義”
： 身難以忘記，而且往往能夠舉一反三。 為什麼要接受教育？
與之相比，中國學校教育深受孔
也越來越累，卻很少停下來問一問自 越是優秀的教育機構，教給學生的越
此外，正如儲蓄不能直接轉化為

”愚公、熱血英勇的“愚公之子“清
風、人美心善的“神鹿仙子”微光，
三人三色精美十足。墨色背景下是由
點點璀璨星光相連映出與人物相對應
的木錘、弓箭和鹿角，勾畫精細意境
滿分，人物靈動姿態各異，很好地傳
達了角色的形象性格，令人過目難忘
。 創新立異的故事情節與民族風格
的視聽語言是電影《新愚公移山》的
兩大特色。集結了迪士尼（中國）原
創意總監、著名編劇 Marc Handler、導
演陳誌宏、許剛等國內外壹流主創團
隊為了給 “愚公精神”註入新時代的

2020年9月7日

活力，先後深入陜西、山西、河南等
地采風，從“愚公移山”故事原型中
發掘和發展了更具當代關切、國際視
野的世界觀與趣味點，為故事賦予了
更豐富的內涵，為中華民族精神增添
了更充足的生命力。
獨特的美術風格讓《新愚公移山
》脫穎而出，電影中潑墨山水畫面借
鑒宋畫集大成之作《千裏江山圖》的
風格與意境，色彩絢麗古韻十足，壹
明壹暗間別有洞天。而電影音樂更是
獨具匠心，不僅有《凡花》這種雅俗
共賞的主題曲，還有大量采用豫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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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出色配樂，融合古今構建起別出
心裁的視聽語言。 新冠疫情期間，
“不懼艱難，愚公移山：致勇敢的中
國人”、“山川同域，愚公移山：致
團結的中國人”等宣傳短片先後在全
網推出，同題電視片《愚公移山》也
在全國壹百多家電視臺和視頻網站公
益展播，產生了極大的受眾關註和良
好的社會反響。
以《新愚公移山》為起點的“炫
動神話宇宙”後續將會有《女媧補天
》《哈哈地球人》等作品相繼上映，
由 SMG 炫動傳播主導創作的“中華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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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愚公移山發布
人物態度海報

集合父子親情、自然奇觀和英雄
歷程等大片元素的電影《新愚公移山
》於今日發布主題曲《凡花》MV，走
心的歌詞和動人的曲調將少年少女間
的純真情誼娓娓道來，令人心動不已
。、官方於今日釋出的主題曲《凡花
》MV 畫面精美十足，在勾畫精細如詩
如畫的景色映襯下，愚公之子清風和
神鹿仙子微光追逐打鬧，嬉笑間展現
獨屬於少年少女的美好，為遠古神話
增添了別具壹格的風采。
與此同時官方發布了壹組人物態
度海報，英雄氣概十足的“移山之人

星期一

顯民族風彩

中國影視

世神話”將壹直致力於挖掘遠古傳說
的現世意義，將傳統化歸於無形、讓
文化意涵自然流淌於觀眾心間。在推
動了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綻放光彩的同
時，也會讓大家共同傳承歷久彌新的
中華民族精神。
電影《新愚公移山》由 SMG 炫動
傳播、上海電影學院、南京傲世之環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等聯合制作，並獲
得國家電影局、國家廣電總局和上海
市文化基金會的創作扶持，華夏電影
發行有限責任公司負責發行。9 月 10 日
，電影《新愚公移山》將上映。

寫作很難
尤其當妳
面對空白的文檔
《重啟之極海聽雷》南派三叔專訪
《盜墓筆記》主要講述了出生於
“老九門”世家的吳邪因無意中發現先
人筆記中的壹個秘密，踏上了解密之路
，途中遇到了張起靈和王胖子，也遇到
了更多離奇古怪的事，三人從此走上冒
險之旅。
小說於2006年開始在網上連載，深
受網友追捧。2007 年 1 月正式出版，
2011年12月19日，《盜墓筆記捌—大結
局（上）》和《盜墓筆記捌—大結局
（下）》兩本上市，首周銷量破 100 萬
冊。
南派三叔自己曾表示，當時他只是
想發壹個短篇的帖子，後來被讀者催著
，壹點壹點續了下去。這壹續，就續出
了壹個系列，續出了壹個超級IP。
2015年，由李易峰、楊洋等主演的
網絡超級季播劇《盜墓筆記》在愛奇藝
開播，榮登2015年網劇王。此後超級IP

《盜墓筆記》先後被改編成多部戲劇作
品，但都差強人意。直到今年，由朱壹
龍、毛曉彤、陳明昊、黃俊捷等主演的
《重啟之極海聽雷》開播，口碑才多見
起色。
該劇主要講述了吳邪、王胖子、張
起靈鐵三角在十年之約結束、退隱雨村
之後，重新為了親情、友情，踏上了壹
段冒險之旅，在經歷生死危機的考驗後
，他們揭開重重迷霧，獲得新生的故事
。
眾所周知，《重啟之極海聽雷》是
南派三叔拿回版權後第壹部影視化的作
品，他在《重啟之極海聽雷》的改編上
傾註熱血，不僅親自擔任總編劇和總監
制，更是紮根橫店全程參與拍攝。置景
、美術、服化道、特效等齊發力，最終
將“盜筆宇宙”在熒屏中做到了最好的
呈現。

日前，南派三叔做客海信 ULED 影
像大師公開課，詳解小說創作和影視創
作的幕後故事。
Mtime：覺得自己的寫作才能主要
歸功於天賦還是後期努力？
南派三叔：沒有什麽天賦，這是第
壹點，這是肯定的。因為剛開始寫的是
什麽樣子，自己是很清楚的。努力還真
的是挺努力的。從小學六年級開始，那
壹年就寫了20萬字了，到現在為止基本
上其他事都沒幹，就幹了這個事。所以
基本上所有的鉆研、努力都在這件事情
上面，所以做不好才是不應該的我覺得
。
Mtime：寫作中有沒有從現實生活
中取材的地方？
南派三叔：寫作就是這樣的，這種
類型的寫作其實是壹種偷竊，他其實是
偷竊妳大腦裏面的素材，其實我給妳的

是個說明書，然後妳看完我小說之後，
妳會按照妳大腦裏的東西，把故事自己
拼接起來。其實所以說為什麽 壹千個讀
者有壹千個哈姆萊特，因為妳拼湊的故
事的原材料是妳自己在腦裏的記憶。
Mtime：在創作過程當中是否有很
艱難的時候？
南派三叔：沒有時間是順利的，幾
乎每壹天都是艱難的。妳想壹想，每天
醒過來面對壹個空白的word文檔，妳根
本不知道（寫什麽）。首先因為妳的上
壹天的寫作是為妳的這壹天設置障礙，
因為妳只有這麽寫，妳才能夠寫出好看
的情節。所以其實妳上壹天的妳根本不
會為後壹天的妳做任何的鋪墊，他是沒
有善意的，他就是惡意的。
所以很多時候妳在第二天打開word
文檔的時候，妳面臨的是個爛攤子，妳
得從零開始去解決爛攤子，所以沒有壹

天是順利的。很多人他的那種抗職業疲
憊是很強的，他可以不停的重復壹個模
式，壹直重復下去，他覺得是愉悅的。
但是我是不行的，我需要新的刺激，我
得先說服自己說這個東西別人沒看過的
，我不能重復別人的，重復之前我自己
寫的東西。
Mtime：面對作品影視化中的壹些
負面評論，比如影視劇無法還原小說場
景等這些，妳會覺得壓力很大嗎？
南派三叔：我覺得這是對的。其實
他也沒有那麽公平，因導演有導演自己
講故事的方式，小說有小說作家講故事
的方式，兩者的表現方式是不壹樣的，
所以它兩者的目的也是不壹樣的。妳沒
有辦法說，我想讓這兩個東西變成壹個
東西。所以還原本質，不是壹個壹定要
去追求的方向。只不過IP大了之後，妳
就不得不思考還原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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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冠狀病毒大爆發之前 聯邦預算赤字就在飆升
4600 萬美國人已耗盡儲蓄急需二次刺激性付款
如果當選總統 拜登將修改川普 2017 的減稅政策

面對衰退，川普有意再推刺激經濟措施
面對衰退，
川普有意再推刺激經濟措施，
，但
認為必須包括削減薪俸稅。
認為必須包括削減薪俸稅
。但是
但是，
，括削減薪
俸稅將對美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造成巨大破壞
，並影響所有依靠社會保障收入生存的人
並影響所有依靠社會保障收入生存的人。
。

拜登推出了 1.7 萬億美元的氣候計劃
萬億美元的氣候計劃，
，
該計劃通過扭轉川普公司的減稅措施
來支付。
來支付
。

總統候選人川普週一公佈了他的徹底修改美國稅
法的計劃的最新版本，
法的計劃的最新版本
，這為從為兒童保育付款的
父母到全球最大的企業提供了救濟。
父母到全球最大的企業提供了救濟
。但這筆錢將
來自何處以支付這些削減還有待觀察。
來自何處以支付這些削減還有待觀察
。

第二次額外的經濟影響付款可能要到 2020 年
10 月才能準備就緒
月才能準備就緒。
。

美國兒童新冠病例兩週激增 17%
美國兒童新冠病例兩週激增17
% 在 7 月超過
月超過97
97,,000
美國兒科學會稱美兒童感染率 遠超美國民眾平均水平

許多學區都選擇完全遠程操作，直到冠狀病
許多學區都選擇完全遠程操作，
毒案件數量下降為止。
毒案件數量下降為止
。 有些人選擇了混合學
習系統，
習系統
，孩子每週僅幾天來親自上學
孩子每週僅幾天來親自上學，
，以限
制擁擠。
制擁擠
。

達拉斯獨立學區總監希諾霍薩此前表示：家
達拉斯獨立學區總監希諾霍薩此前表示：
長或許會原諒我們在教育孩子上犯的錯誤，
長或許會原諒我們在教育孩子上犯的錯誤
，
但絕對不會原諒我們對孩子身體健康造成的
損害。
損害
。

當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增加時，學校關
當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增加時，
閉，空校車在停車場成排停車
空校車在停車場成排停車。
。

在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增加的情況下，當前美
在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增加的情況下，
國家長和教職工對於學校復課疑慮重重。
國家長和教職工對於學校復課疑慮重重
。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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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市政府第二十三屆學校用
品發放活動集錦回顧
休斯頓市政府由市長特納（
休斯頓市政府由市長特納
（Sylvester Turner)領隊
Turner)領隊
和 人口普查 2020 單位日前在 HCC 休斯頓社區大學東
南分校於開學間特別舉辦第二十三屆年度大型文具分
發活動積極保持與居民們最佳的通訊和第壹時間的協
助服務。
助服務
。 休斯頓市議員 Robert Gallengos, 德州州議
員 Christina Morales, Port of Houston 執行長 Wendy
Montoya Cloonan 和 HISD 學區委員等共同參與活動
確保學子們得到最先進和急需的資源。
確保學子們得到最先進和急需的資源
。 困難幫扶和社
區服務等方面向地區提供最新及時信息。
區服務等方面向地區提供最新及時信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