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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菜市场的命运
上

临近拆迁，摊主
王月香的生意变
得惨淡起来

祁红艳的豆腐摊位

这是广州一间普通的菜市场。
它为摊贩提供生计，满足周围居民
的日常所需。这也是一间特殊的菜
市场。有了建筑师何志森和学生们
的介入，摊贩们重建了对职业的热
爱和尊严，也日渐融入了所在的社
区。它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理想菜市
场的样本，去探讨城市丰富形态的
可能。一场即将到来的拆迁，却改
变了这一切。

拆迁倒计时
10 月中旬的广州农林肉菜市
场里，空气中弥漫着沮丧和焦躁
的情绪。鸡肉档的王月香盯着眼
前一只只开膛破肚的鸡发呆。自
从市场门口被施工的围挡遮蔽得
只剩下一条狭小的道路，顾客就
几乎减半，大部分时间她的摊位
无人问津；豆腐档的祁红艳时不
时要离开自己的摊位，去和其他
的摊主打听附近市场是否又出现
了可以安置的空位；干货档的吴
土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拿着一
块写着“拆迁甩卖”的牌子在市
场一边吆喝，一边走上一圈。干
货的库存多，最难在短时间脱手
。他显出坐立不安的样子，嗓子
都有些嘶哑了。
9 月 19 日，农林市场的摊主
们接到了通知：按照《广州市第
8 号总河长令》的要求，“骑压
在暗渠、影响防洪安全、水环境
整治工程施工的建筑，两侧 6 米
范围内的违法建筑和非住宅类建
筑物，一律拆除”。农林菜市场
是骑压在百子涌合流渠箱上且占
用农林下横路的违法建筑，须予
以拆除。市场将于 10 月 19 日晚结
业清场。
这样突然的拆除告知让商贩
感到措手不及。农林市场所在的
东山口是一片历史悠久的老城区

，在城市的核心地带。民国的广
州流传有“西关小姐，东山少爷
”的说法，说的是这两片区域集
中了达官显贵居住。新中国成立
后，东山口成为一些国家机关单
位和宿舍的所在地，人口稠密，
老龄化现象逐渐变得突出。这间
菜市场就是为了满足周边居民买
菜需求而建。
根据之前的报道，它是 1981
年由原广州市东山区革委会批准
建立的临时市场。这算是广州仅
剩的一家采用彩钢板顶篷、占道
经营的菜市场，但它的便民属性
和存在时间仍然让人有理由相信
它会长期存在下去。2006 年，旁
边的地块在进行亿达大厦写字楼
的建设时，菜市场所在的土地计
划要给对方用作配套广场使用。
面对那次拆除，100 多名摊主收集
了社区居民的签名后打着横幅去
政府请愿，结果农林市场便保留
下来。就在去年 7 月，菜市场整
体进行了升级的装修，每个摊主
平均要出 4 万元左右的费用。11
月份，摊贩还和管理公司续签了
为期 3 年的合约。
农林街道办事处副书记陈丽
君向本刊表示，由于是《8 号总
河长令》明确要求清除涉水违建
，并不会像 2006 年那样还有保留
菜市场的可能。北京大学法学院
助理教授俞祺告诉本刊，即使是
“违建”，如此匆忙的通知后拆
除也存在着“程序违法”嫌疑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
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
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
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
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
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
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目前

菜市场所在的竹丝岗社区老龄化现象突出，许多居民都很依赖这家菜市场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
是 6 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要等
半年之后，政府才能着手进行拆
除。”
这样突如其来的拆除决定
也让何志森感到失望。何志森
是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的讲师，同时也是和菜市场一
墙之隔的、位于亿达大厦中的
扉 美 术 馆 馆 长 。 2018 年 开 始 ，
他以农林菜市场为改造对象开
设了研究生课程，又以菜市场
和美术馆为中心，开展了一系
列社区营造的活动。“在以往
的营造活动中，我们成功地让
街道领导、菜市场商贩、大厦
物业代表、社区街坊等不同利
益主体坐在一起，通过协商达
成共识，继而做出选择。但这
次拆除完全是被动接受通知，
不曾经历这个过程。”
按照广州肉菜市场协会提供
给本刊的信息，广州共有菜市场
620 余家，每年会有 5 家左右的菜
市场消失。而扩展到全国，近年
来菜市场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减少
，其中既有和电商平台及其他生
鲜购买渠道相比，竞争力日渐减
小的内因，也有拆除“违建”、
取缔占道经营，或是土地利润驱
动下地块进行商业开发的外因。
在所有城市中，北京菜市场的减
少数量最为严重。2005 年到 2015
年间，北京三环内有 60 多个菜市
场关停，而 2015 年之后在非首都
核心功能疏解的大背景下，菜市
场减少得更为猛烈，比如仅 2017
年，目标就是清退 25 家菜市场。
一间菜市场对于城市的价值
在哪里？消失在即，回溯这间小
小的、只有 50 多个摊位的农林菜
市场中人与事的演变，也许能给
到一些启示。

生存和便利
如同“城中村”作为居住成
本低廉的“落脚城市”让外来移
民得以容身，菜市场则为他们提
供了容易上手的谋生方式，一度
让他们看到只要付出努力，就有
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的机会。
周末上午 10 点多光景，祁红
艳的豆腐摊前会迎来一波购买的
高峰。她有自己特有的服务和交
流方式吸引住客人。老主顾都要
多问几句关于拆迁后的去向，最
后也是彼此都无解的长吁短叹。
农林市场的摊贩里，三分之
二都来自广州以外、广东省内的
地区，省外的打工者是少数。祁
红艳的粤语流利，其实老家是安
徽马鞍山那边的农村。1990 年，
15 岁的她跟随着村子里十几个姐
妹一起来到广州，到同村人介绍
的豆腐铺子做帮工，从此开启了她
的打工生涯。广州给她的第一印象
并不友善。“第一次出远门，我胆
子很小，刚出火车站都不敢抬头。
旁边有人吐痰，结果执法的人非说
是我吐的。我吓得不敢辩解，一到
广州就被罚了钱。”
家乡的贫穷促使祁红艳一定
要出来打工。穷到什么程度？家
里 6 个兄弟姐妹，她排老二。姐
姐是家里的顶梁柱，完全没有读
书，她读到了初中，之后家里的几
个孩子就又供不起了。高中学费要
200 块钱。父母种水稻，春播秋收
，再各自背着稻谷走 7 公里到县城
里卖掉，才能挣40块钱。不吃不喝
，学费都要攒上 5 年。于是，她初
中毕业也不继续读了。最初离家的
那些年，她每年春节都要回家。打
工时受的委屈，更让她抑制不住对
家乡的思念。
而祁红艳回想起来，自己现

在已经 20 年都没有回过家了。她
后来和邻摊位一个卖猪肉的小伙
子结婚了，2000 年大女儿在广州
出生。也是在那年，她头一回留
在广州过年，收到了来自顾客的
“利是”（红包）和一些食品衣
物，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也是充
满人情暖意的。2005 年，她又添
了一个儿子。第二年，她终于攒
够钱从别人手上买下了农林肉菜
市场的摊位，和丈夫一起经营。
她的家就租在了不远处，日
常生活就在这片社区。女儿上学
的时候，她还没有足够的钱来交
借读费，只能将她送到丈夫的老
家、广东桃源来读书。等到儿子
到了读书的年纪，她攒够了 5 万
块钱，说服丈夫不要用来在老家
盖新房，而是要让孩子在广州上
小学。“我骑自行车带着孩子，
在附近一个学校一个学校转，问
他们能不能收借读生，结果都拒
绝了。我不甘心，决定再走一遍
。万一接待的老师变了，会不会
就有心肠软的把孩子收下？还真
的碰到了这样善良的老师，让孩
子顺利进了小学。”如今她的两
个孩子，大女儿考上了珠海那边
的一所大专，儿子在广州读初三
。
如果不是菜市场意外要拆迁
，祁红艳和丈夫的日子过得辛苦
但也稳定。市场拆迁将她置于艰
难的境地：儿子上学要求她在附
近的社区工作，可这边一下找不
到摊位；送货还能维持一段，但
这些客源随时都会流失。她需要
固定的摊位，才能将它作为展示
窗口来吸引类似的业务。“大概
之后会‘走鬼’一段时间吧，在
清早城管还没有上班的时间。”
祁红艳说。她没有想到，在来到
广州第 30 个年头，又要像浮萍一

样开始重新漂泊。
旁边 竹 丝 岗 社 区 的 居 民 陈
国明是市场摊贩成长变化的见
证 者 。 她 80 年 代 末 搬 到 竹 丝 岗
， 来 市 场 买 了 30 多 年 菜 ， 现 在
已 经 70 多 岁 。 让 她 印 象 最 深 刻
的是卖冻品的岑秋颜，一位比
祁红艳更早来到市场的小贩。
1995 年 ， 岑 秋 颜 从 广 东 罗 定 乡
下来到市场里给人帮工时，刚
刚 16 岁 ， 是 位 “ 脸 圆 圆 的 、 又
爱笑的”小姑娘。陈国明目睹
了她恋爱、结婚、生下女儿，
又把摊位从前任老板手中买下
来，一点点地扩大。目前她的
“秋姐冻品”在市场内拥有最
大的铺面，帮她一起做的还有
她的弟弟和弟媳妇。就在今年
，岑秋颜的女儿被华南师范大
学录取，陈国明几乎是在第一
时间知道了这个好消息。“凭
借卖菜培养出大学生的，市场
里还有好几个。看似菜市场的
摊位只是一两个人在忙碌，他
们的背后支撑起来的是一个家
庭，甚至给一个家族以美好生
活的希望。”
菜市场突然拆迁的消息也
让陈国明这样的老年居民觉得
无助。“街道给出了一些买菜
地点的选择。大部分都是超市
，最近的东山肉菜市场，走过
去 要 快 20 分 钟 ， 还 要 穿 过 地 下
通道，老年人十分不便。”
“疫情期间，很短暂的一段时
间，家里子女会帮我们从网上
订购生鲜。形势好转后，我们
还是要回归菜市场。在市场里
，我们菜能够一根一根挑，肉
能够选择需要的部位，每天都
能买到当天进货最新鲜的东西
。这些都不是超市可以满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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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美国的大学教育区别有多大？

中美教育有这些不同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一
首先，小学到高中完全免费，连书本费都没有。教科书学校统一发放，读
完的时候在还给学校，如有损坏眼中的才需要赔偿。升级新版本是学校的事，
学生只需要自备书包，纸笔。并且每个学生可以借一个柜子放书本，杂物，因
为教科书都超级厚重，所以一般不需要带回家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二
严格禁止老师动手打人或辱骂（当然禁止打人是对家长也实行的法律，虽
然我觉得对家长可以放宽松一点，但美国是一个非常清楚人性的劣根性，并且
敢于面对并且防止的地方。因为知道有些家长会因为自己的情绪迁怒小孩，并
不是所有家长都那么无私的爱护自己的小孩，所以用法律制约那些少数，不能
因为任何理由殴打小孩，否则家长会被起诉，小孩会被政府带走送去领养的家
庭）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三
上课时间，初中高中都是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三点半放学，初中的时候逢
星期三会提早放学。中午不回家，都在学校吃饭，吃饭时间 50 分钟。学校有午
餐，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可以申请免费餐劵，当然也可以自带便当。

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的区别，以及各
自具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1、录取方式
2、教学理念
3、课程体系
4、学业评估

习的框架式学习方法，即给学生一个框
架，或知识结构去学习，同时鼓励学生
挑战学术权威，积极地提出新颖而与众
不同的想法。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会
督促自己，更加积极地去学习和主动构
想。

录取方式 在美国，对于计划高中毕
业后立即上大学的学生，通常从高中的
11 年级开始准备大学申请，大部分工作
都在 12 年级进行，但是一些顶级高中的
学生通常在 10 年级或更早的阶段就开始
为大学申请做准备。
除了高中毕业生，也有相当数量的
学生从一所大学转学到另一所大学，以
及一些年龄超过高中年龄的成年人申请
攻读大学。
绝大部分大学采用 Holistic Review，
即“整体评估”或“综合评估”的方式
对申请人进行筛选，不仅要参考学术成
绩，比如平时成绩和标准化考试成绩，
还要参考申请人的课外活动，实习/工作
经验，科研项目，获奖经历以及个人兴
趣爱好等等。
高校认为这样的筛选方式更加人性
化，更注重申请人的综合素质，而不是
某一个单项，然而客观上，这种录取方
式给申请内容造假和注水提供了技术上
的可能性。尽管伪造信息，甚至由他人
直接代理，是违规的，一旦被发现会受
到惩罚，但是铤而走险并非完全不可能
。
而中国的高考，采用“一卷定终身
”的全国统一入学考试形式，把一次考
试的成绩作为唯一标准，这样是比较残
酷的，且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但是可
以最大限度地保证选拔过程的公平性和
真实性。

课程体系 美国高等教育继承了跨学
科的融合，即“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相比某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和专
业，希望学生能够广泛地涉猎各领域各
学科，从而建立更加全面的知识体系。
一般情况下，美国的大学课程可以
分为专业课（major requirement），选修
课 （elective course） 和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general education requirement） 。 通 识
课程通常包括写作、人文与艺术、语言
、数理逻辑、社会与行为科学、自然科
学与技术类的各学科，也就是说，即使
你的专业是计算机，也会被要求完成例
如经济学或者欧洲文学之类的通识课程
。
中国很多地区从高中阶段开始，分
为文科和理科两大类，因此从国内高中
体系毕业的学生，进入大学后，选择专
业与课程时也会受到“文科”、“理科
”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学习的
内容更加细分了，但也可能造成学生在
不适合自己的分类里越学越累，影响其
个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发展时间较短
，在课程体系的完备度和严密性上，还
需要经过自身长期的积累和调整，逐渐
完善起最适合国家情况的教育制度来。

教学理念 中美两国差异很大，当然
这个差异并不是从高等教育才开始的。
中国更加重视知识体系的构建和积
累，强调知识的继承并尊重学术权威；
而美国会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注重知
识的开发和创新。
这个差异到了大学阶段体现得更加
明显。
在中国的大学，“填鸭式”教学仍
然普遍。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在下
面安静地聆听、记笔记，课堂互动较少
，老师和学生各司其职。大学教育深深
地陷入“传授-接受知识”的模式之中。
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以
课堂为中心的“三中心”教学制度占统
治地位。这种教学方式易导致学生获取
信息的渠道单一，学习方式被动。即使
年龄上已成年，但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较
为有限，主观能动性较差，对主动追求
知识可能缺乏热情。
在美国的大学，获得知识的过程，
主要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教师会鼓
励学生去独立思考，采用引导其自主学

学业评估 最后，两个国家的大学在
对学生的评估方式上也存在很大差异，
在上文讨论过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区
别之后，评估方式的差异就成了自然而
然的结果。
中国大学对学生的评价，目前主要
以考试形式为主，平时作业讨论为辅。
考试是教师检查学生学习状况的主要工
具，一般更注重学生的记忆力、描述能
力、应用能力，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
造力考核较少。
而美国的大学，更偏重于考核学生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记忆性内容
考核较少。很多时候，不存在“正确答
案”。

总体来说，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的发
展阶段不同，中国还处于向世界一流的
高等学府进行学习的阶段，而美国大学
正处于自我完善阶段。
当然，客观上，美国大学的这种
成熟，形成了一种非常宽松的学习环
境，对于长期依赖教师和家长监督，
自我管理能力较差，缺乏主观能动性
的学生而言，容易自我放任，导致成
绩较差甚至无法完成学业。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四
除了禁止老师打人，对学生也是严格禁止，意思就是在美国学校里，哪怕
你作弊都没有打架严重，这锻炼了青少年对于不同于自己的人的尊重跟忍耐能
力。很少很少有什么看谁不顺眼就动手，或找一群人打别人这种事。当然出了
校门还是会有一些，但毕竟在学校里才是最容易跟同年级的人发生冲突的地方
。虽然在大学的时候学校就不会管这种事了，但到大学的时候人也就比较懂事
不会那么冲动了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五
考试成绩都是保密，老师从来不会公开考试成绩，但你要是自愿告诉别人也
可以。中国正好相反，觉得羞辱可以鼓励学生，其实这种丢脸的事情对人产生的
负面作用绝对比正面的大得多。特别是在青少年的成长时期，心智还不够稳定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六
所有的学校都有残障的同学一起上课，经常有坐着自动轮椅的，眼睛一直
翻白眼，看上去像低能儿的学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如果能跟上就可以读普通学
校，校方会有特别的老师照顾他们，而这样的学生因为习以为常，所以旁人并
不会另眼相看，更不会去歧视他们，当然极少数的也会背后嘲笑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七
初中开始教育女生如何拒绝男朋友提出上床的要求，“如果你不愿意就说
不，并推开他”一般这样就够了，男生不会强迫女生，因为比较有绅士风度。
还有如果真的不小心怀孕可以打什么电话请求帮助，慈善机构会让你免费堕胎
，或如果你想生也可以，当然这些都必须通知父母。在美国 18 岁以下未成年不
拥有任何法律的自主选择权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意思就是不管堕胎，还是
生必须父母或监护人签字
哦，连打个耳洞或纹身，未满 18 岁也要父母签字的，买烟要超过 18 岁，买
酒要到 21 岁，要出示身份证才可以买。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八
电视，电影有严格的分级制度。也就是韩寒一直提倡的那个，根据暴力程度
跟色情程度来分，分为所有年龄都可以看，7 岁以上可以看，14 岁以上，或 18 岁
以上。所以你要看18岁以上的电影也得要身份证才能买票。而14岁以上的必须成
年人陪同，为什么美国青少年比较单纯，甚至长大以后都还是很单纯，就是因为
成年人对他们的细心保护，所以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成长速度来成长。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九
初中开始每个学期学校都会办几场舞会，逢年过节的时候 8 点开始，11 点
结束，然后就会看到一对对可爱单纯的小情侣搂着跳舞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
然后周末都不上课，我觉得下午 3 点多放学并且基本没多少功课是为了让
学生们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很多学生当然也会被家长安排去学些别的东西，
何况本来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最好的学校注重的不止是成绩，也非常注重课外
活动，有什么特长，帮慈善机构做了几个小时的益工之类的。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一
而且老师非常注重人性教育，多数老师都非常正直，善良，耐心。少数的
即使没那么好，严格一点但也不会对学生有负面影响。他们都是因为想当老师
所以当了老师，而不是为了赚钱。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二
然后高一生物课老师会教怎么用避孕套，强调安全措施，并告知女生堕胎
三次以后很可能就会再也生不出来。这点是中国很多小女生都不知道吧，不然
也不会玩命一样堕胎，像吃饭一样正常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三
老师从来不会因为谁成绩不好而看轻那个学生，虽然对成绩好的难免更加
喜爱，但也不会去打击成绩不好的，实在太差的也只会私下劝劝。
美国教育和中国的不同之十四
高中开始有几个大的转变，一是教室不再固定，像大学一样选课，然后根
据课程去不同的教室，所以同学并不完全固定。课程分为几大类，每类完成多
少学分（多少课程）就可以毕业。英文，数学，科学，社会科学，第二语言，
美术，体育，科学类里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地球宇宙学，所以我长这么大
只学过生物，没碰过化学跟物理。而对数学的要求也就是学四个学期，但对程
度不要求程度低的人学两年学到几何，程度高的人两年学到微积分，都是一样
的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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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時代“龍學
疫情時代“
龍學”
”教育品牌的
“彈性
彈性”
”與“韌性
韌性”
”

（本報記者黃梅子
本報記者黃梅子）
）2020 年 7 月，休斯頓龍
學天下中文學校被美國 Better Business Bureau
認證為 A+
A+企業
企業！
！
在這樣壹個疫情肆虐，
在這樣壹個疫情肆虐
，很多中小企業難以為
繼的當口，“
繼的當口
，“龍學
龍學”
”仍然能夠獲此殊榮
仍然能夠獲此殊榮，
，與學校
多年來在中文教育領域的辛勤耕作不無關聯，
多年來在中文教育領域的辛勤耕作不無關聯
，也
折射了疫情時期“
折射了疫情時期
“龍學
龍學”
”在中文在線教學領域所
做的積極探索，
做的積極探索
，以及由此收獲的良好的口碑效應
。
壹切都是暫時的，
壹切都是暫時的
，只有變化永恒存在
只有變化永恒存在。
。離開
往日熟悉的校園，
往日熟悉的校園
，轉向虛擬空間的
轉向虛擬空間的“
“龍學
龍學”
”教師
們首先經歷了從教生涯中的“
們首先經歷了從教生涯中的
“ 技術轉型
技術轉型”。
”。從
從
2020 年 3 月，疫情登陸北美大陸伊始
疫情登陸北美大陸伊始，
，王榕校長
就開始安排專業技術人員對“
就開始安排專業技術人員對
“龍學
龍學”
”教師進行壹
對壹的 IT 技術培訓
技術培訓。
。 從 ZOOM 軟件的使用
軟件的使用，
，教
學課件的制作，
學課件的制作
，到網絡課堂規則的制定
到網絡課堂規則的制定，
，知識產

權法律條文的學習，條分縷析
權法律條文的學習，
條分縷析，
，細致詳盡
細致詳盡。
。壹些
並不諳熟網絡教學手段的老教師，
並不諳熟網絡教學手段的老教師
，也發揮了教育
從業者必備的研習精神，
從業者必備的研習精神
，在短時間內快速掌握網
絡教學基本技能。
絡教學基本技能
。具有十余年北美公立學校教學
經驗的王榕校長，
經驗的王榕校長
，更是親自為教師們分析網絡課
堂中可能出現的不同於實體課堂的特殊問題，
堂中可能出現的不同於實體課堂的特殊問題
，以
及應對策略。
及應對策略
。這種不斷學習與變革的能力
這種不斷學習與變革的能力，
，使她
所在公立學校的中文課堂名聲遠播，
所在公立學校的中文課堂名聲遠播
，壹位能夠在
網課與實體課堂之間自如切換的中文教師的故事
，被美國學生口耳相傳
被美國學生口耳相傳。
。不斷地自我成長
不斷地自我成長、
、自我
學習的精神，
學習的精神
，是“龍學
龍學”
”教育品牌得以發展壯大
的根本，
的根本
，是壹種遺惠於
是壹種遺惠於“
“龍學
龍學”
”眾多中文學子的
優秀品質，
優秀品質
，是源於中華文明傳統的寶貴財富
是源於中華文明傳統的寶貴財富，
，也
是北美華裔的驕傲。
是北美華裔的驕傲
。 在 2020 年的暑期匯報表演
中，不論是教師舞團
不論是教師舞團《
《無價之姐
無價之姐》
》的多媒體制作
，“琴棋書畫
，“
琴棋書畫”
”主題教學成果的動態展示
主題教學成果的動態展示，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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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才藝技能的線上呈現，都是對疫情期間
學生才藝技能的線上呈現，
都是對疫情期間“
“龍
學”教師團隊
教師團隊“
“技術轉型
技術轉型”
”的壹次極好背書
的壹次極好背書，
，也
展現了樂觀、
展現了樂觀
、積極
積極、
、進取的
進取的“
“龍學
龍學”
”精神
精神。
。
除了針對網絡課堂展開的技術培訓，“
除了針對網絡課堂展開的技術培訓
，“龍學
龍學
”品牌自創立以來每月例行的教師培訓活動
品牌自創立以來每月例行的教師培訓活動，
，也
隨著網絡教學活動的開展從線下延伸至線上。
隨著網絡教學活動的開展從線下延伸至線上
。
疫情期間，
疫情期間
，休斯頓龍學天下中文學校教師團
隊的線上教學與交流活動從未間斷，
隊的線上教學與交流活動從未間斷
，體現出互聯
網時代教育領域應對危機、
網時代教育領域應對危機
、維系自身發展的能力
與 “ 彈性
彈性”（
”（Resilience
Resilience）；
）；而這壹切付出的背
而這壹切付出的背
後是老師們的堅持與熱愛，
後是老師們的堅持與熱愛
， 這逐漸凝結成壹種
“ 龍學
龍學”
” 精神
精神，
， 在疫情的磨礪中更顯出獨特的
“韌性
韌性”（
”（Toughness
Toughness）！
）！

參議員蘭德·保羅
參議員蘭德·
保羅：
： 福西
“ 讓我們無止境地戴口罩
讓我們無止境地戴口罩”
”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肯塔基州共和
黨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說，美國政
府應努力爭取盡早發放冠狀病毒疫苗，而安東
尼·福西博士則試圖減緩這一進程。他說：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西希望
讓 我 們 無 止 境 地 戴 口 罩 （keep us masked
until the end of time）。”
保羅週四在 Newsmax 電視台的《美國議
程》（American Agenda) 上露面時說：“戴
口罩沒起作用，社交疏遠也不起作用，我的證
據是什麼？數字！這些（冠狀病毒）病例數字
正在不斷增加。”
“因此所有這些戴口罩指令都沒有對冠狀
病毒的感染產生影響。自從我們進行封鎖以來
，冠狀病毒的發病率變得越來越多，我們不應
該用口罩安慰自己，我們應該努力使疫苗得到
盡快發放。”
“我認為願意為那些願意簽署知情同意並
自願接受的人準備好了。我認為數以百萬計的

人會簽名，我們很快就會得到足夠多的人簽名
，使人們對疫苗的安全感到更加滿意。我會把
他們的簽名拿出來，我不會再等。
“福西談到疫苗要等到明年四月，我認為
這是一個糟糕的主意。他會讓我們無止境地戴
口罩，直到時間結束，這並沒有改變任何事情
。他們正在減慢疫苗的發放速度，疫苗可能是
唯一可以改變病程的東西。”
由於病例數量激增，華盛頓州、俄勒岡州
、新墨西哥州、肯塔基州、密歇根州、紐約州
和新澤西州的州長已推出新的 COVID-19 限制
。
根 據 約 翰·霍 普 金 斯 大 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 數 據 ， 美 國 報 告 了 超 過
1150 萬例冠狀病毒感染和 25 萬例死亡。全球
總數超過 5700 萬例，死亡 136 萬例，分佈在
191 個國家/地區。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