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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enior diplomat says U.S. 
relations at ‘new crossr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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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Reuters) -China’s re-
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ached a “new crossroads” and could 
get back on the right track following a 
period of “unprecedented difficulty”, 
senior diplomat Wang Yi said in offi-
cial comments published on Saturday.

Relations between the world’s two 
biggest economies have come under 
increasing strain amid a series of 
disputes over trade, human rights and 
the origins of COVID-19. In its latest 
move, the United States blacklisted 
dozens of Chinese companies it said 
had ties to the military.

Wang, China’s state councillor and 
foreign minister, said in a joint inter-
view with Xinhua news agency and 
other state media outlets that recent 
U.S. policies towards China had 
harmed the interests of both coun-
tries and brought huge dangers to the 
world.

But there was now an opportunity for 
the two sides to “open a new window 
of hope” and begin a new round of 
dialogue, he said.

The election of Joe Biden as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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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has been widely expected to 
improve relat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fter four years of escalat-
ing tensions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Donald Trump.
Last month, Wang said he hoped the 
election of Biden would allow U.S. 
China policy to “return to objectivity and 
rationality”.

However, President-elect Biden, who 
will take office on Jan. 20, has continued 
to criticise China for its “abuses” on 
trade and other issues.

Wang did not mention Trump or Biden 
by name, but he urged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pect the social system and devel-
opment path” chosen by China, adding 
that if Washington “learns lesson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sides could be 
resolved.

“We know som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apprehensive about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but the most sustain-
able leadership is to constantly move 
forward yourself, rather than block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countries,” he said.

Politic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c-

cused China of covering up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during its early stages, 
delaying its response and allowing the 
disease to spread much further and faster.

But Wang said China had 
done its utmost to combat 
the virus’s spread, “sounding 
the alarm”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raced against time, and 
were the earliest to report the 
epidemic to the world,” he 
said. “More and more studies 
show that the epidemic very 
probably emerged in many 
places throughout the world.”

FILE PHOTO: Flags of U.S. and China are displayed at American Internation-
al Chamber of Commerce (AICC)’s booth during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Trade in Services in Beijing, China, May 28, 2019. REUTERS/Jaso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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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the U.S. surpassed 20 million CO-
VID-19 cases while experts predict
more tough times ahead this month. The
nation has also set a pandemic hospital-
ization record for four straight days.
Some leaders say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In Atlanta, the convention center
will again become a field hospital ac-
cording to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Data
shows that December was the deadliest
month with more than 77,500 deaths,
bringing the total now to 346,000 deaths.

The Senate voted on Friday to override
President Trump’s veto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delivering a
defeat to the president in his final days in
office.

Trump’s veto really forced the Republi-
cans to decide whether to defy the presi-
dent in support of legislation that sets
the defense policy for the country. A lot
of politicians know that Trump got more
than seventy million votes in the election
which gave him a very strong political
base for the future.

Virginia Democratic Senator Tim Kaine
issued a statement after the vote in the

Senate saying that today’s vote sent a
clear message that Congress will not al-
low President Trump to stand in the way
of that support stating that, “I’m re-
lieved the critical bipartisan priorities we
fought for will become law.”

As many as 140 House Republicans
could vote to throw out the electoral
votes on January 6. That number repre-

sents a strong majority of Republicans in
the House trying to overturn the election
and swear allegiance to the president.
But in reality, these political games will
really damage our democratic system.

We as ordinary citizens are really dis-
gusted with what’ s been going on in
Washington D.C. politics. All we want is
the peacefu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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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facing a pandemic, every second is crit-
ical. And since the outbreak, Houston Method-
ist’s physician-scientists have been readying 
the nation’s first experimental COVID-19 plas-
ma treatment.
The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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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saving treatment. One of the major advantag-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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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
tient infused with donated convalescent serum. 
Houston Methodist physician-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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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
dure much like donating whole blood. 

The physician-scientists at Methodist are seek-
ing additional FDA approval for follow-up ex-
perimental studies, and possibly a multicenter 
national trial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vales-
cent serum therapy against the COVID-19 vi-
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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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
bo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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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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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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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

FDA APPROVES FIRST PLASMA THER-

APY FOR HOUSTON METHODIST 

COVID-19 PATIENT
Houston Methodist has received FDA approv-
al to become the first academic medical center 
in the nation to transfuse donated plasma from 
a recovered COVID-19 patient into a critically 
ill patient. This treatment was fast-tracked to the 
bedside over the weekend as the death toll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soared to more than 2,000 
peopl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with more than 
100,000 Americans sick from the virus.
 Houston Methodist physician scientists have be-
gun recruiting blood plasma donors from among 
the approximately 250 patients who have test-
ed positive for the COVID-19 virus at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s. Willing donors were im-
mediately identified, who each give a quart of 
blood plasma in a procedure much like donating 
whole blood. Plasma from someone who has 
recovered from COVID-19 contains antibodies 
made by the immune system and used to kill the 
virus. Transfusing this antibody-rich plasma into 
a COVID-19 patient – a patient still fighting the 
virus - may transfer the power of the antibodies 
into a healing, possibly life-saving therapy. 

Dr. Eric Salazar
The first recovered COVID-19 patient to donate 
plasma was an individual from the Houston met-
ropolitan area who has been in good health for 
more than two weeks. The plasma was transfused 
into a COVID-19 patient on Saturday evening at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Known as convalescent serum therapy, the con-

cept dates back more than a century, when sim-
ilar treatments were used during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of 1918, a diphtheria outbreak in the 
1920s, a flesh-eating bacteria epidemic in the 
1930s, and during other outbreak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hile literature abounds on the theory 
that immunity can be transferred from a healthy 
individual to a sick individual using convales-
cent plasma, results have varied. A description 
of the treatment of five patients in China was 
published this week in the Journal of the Amer-
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suggesting that the 
treatment was beneficial.
“Here at Houston Methodist, we have the ca-
pability, the expertise and the patient base from 
our health care system, and we feel obligated to 
try this therapy,” said Houston Methodist Pres-
ident and CEO Marc Boom.
 “There is so much to be learned about this 
disease while it’s occurring,” he said. “If an 
infusion of convalescent serum can help save 
the life of a critically ill patient, then applying 
the full resources of our blood bank, our expert 
faculty, and our academic medical center is in-
credibly worthwhile and important to do.”
 Houston Methodist recruitment began as soon 
as the FDA issued regulatory guidelines for the 
study earlier last week. Physician scientists at 

Houston Methodist already had designed and 
validated a COVID-19 molecular test two 
months ago and were prepared to begin col-
lecting data when COVID-19 patients started 
arriving. The Houston Methodist IRB and reg-
ulatory affairs experts reviewed the treatment 
protocol rapidly and secured the FDA approval 
this weekend.
 In New York City earlier this week, Gov. An-
drew Cuomo announced that patient recruit-
ment for plasma donations would begin in a 
matter of days and initially would focus on the 
heavily hit New York City suburb of New Ro-
chelle, NY.
 Eric Salazar, M.D., Ph.D., principal investi-
gator and a physician scientist in the Depart-
ment of Pathology and Genomic Medicine at 

the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aid a review of COVID-19 patients’ 
charts indicates that nearly two-thirds of the pa-
tients may meet the criteria to donate plasma. 
Patients with critical underlying conditions and 
advanced age will not be eligible to donate.
Under FDA guidelines, Houston Methodist’s 
convalescent serum therapy treatment is classi-
fied as an emergency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protocol (eIND) that requires FDA approval for 
each patient infused with donated convalescent 
serum. Houston Methodist physician scientists 
will seek additional FDA approval for fol-
low-up studies, possibly a multicenter national 
trial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valescent serum 
therapy against the COVID-19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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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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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en as twice a week.
“Convalescent serum therapy could be a vital 
treatment route, because unfortunately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to offer many patients except 
supportive care, and the ongoing clinical trials 
are going to take a while. We don’t have that 
much time,” Salazar said. (Courtesy https://
www.houstonmethod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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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s First Experimental Plasma Treatment Against
COVID-19 Is Currently Being Tested At Houston Methodist

COVID-19 Blood-Transfusion
Therapy Finding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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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oman stands in flooded St. Mark’s Square during high tide as the flood 
barriers known as Mose are not raised, in Venice, Italy. REUTERS/Manuel 
Silvestri

Azeri service members guard the area, which came under the control of Azerbaijan’s troops 
following a military conflict over Nagorno-Karabakh against ethnic Armenian forces and a 
further signing of a ceasefire deal, on the border with Iran in Jabrayil District. REUTERS/
Aziz Karimov

Rohingya refugees disembark from a navy vessel as they arrive at the Bhasan Char island in 
Noakhali district, Bangladesh, December 29, 2020. Bangladesh is set to move some 100,000 
Rohingya from cramped refugee camps on the mainland to the low-lying...MORE

C3Monday, January 04, 2021

Editor’s Choice

Nurse Elena Betti reacts after receiving the Pfizer-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at the Careggi hospital 
in Florence, Italy, December 27, 2020. REUTERS/Jennifer Lorenzini

Bianca Toniolo draws on her bedroom’s window on Christmas Eve in San Fiorano, Italy, 
December 24, 2020. Her father Marzio Toniolo has been documenting what life has been 
like for the small cluster of northern Italian towns since they were put on lockdown due 
to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weeks before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REUTERS/Marzio 

Nicky Clough looks through the window as her mother Pam Harrison opens a 
present on Christmas Day at Alexander House Care Home in Wimbledon, London, 
Britain, December 25, 2020. REUTERS/Hannah McKay

Gymnast Ty-La Morris trains at the Wendy Hilliard Gymnastics Foundation, which offers free 
and discounted classes for children in Detroit and in New York, in New York. The 13-year-old, 
who said she’s drawn comparisons to 2016 Olympic champion Simone Biles, said a full - a 
tumbling move where a gymnast flips backwards and twists - was her favorite move that she’s 
learned through her classes at Wendy Hilliard Foundation. She’s also formed rock-solid bonds 
there with other students. “We are very close. We (are) like brothers and sisters,” she said. 

Tanna Ingraham places the body of a patient who died due to COVID-19 inside a body bag, at United Memorial 
Medical Center in Houston, Texas, December 30, 2020. REUTERS/Callaghan O’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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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驚訝的美國人生觀讓您驚訝的美國人生觀
白岩松在他的《你想像的美國其實是中國

》一文中，一語道破了一個很多國人不願面對的
現實：“提到美國，也許人們馬上會想到，這是一
個現代化的國家。生活節奏快，都市霓虹燈閃爍
，酒吧餐館歌舞昇平。人們爾虞我詐勾心鬥角，
人情冷漠，家庭觀念不強，性方面非常開放，各
種消費欲望極強，錢才是上帝。到了美國你會發
現，以上描述基本符合如今中國的狀況，與美國
關係不算太大”。
1.帶病堅持工作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在國內媒體—邊倒地宣傳某人時，常用的
形容詞就是忘我工作到了“帶病堅持”的程度。

在美國你會發現，生命是第—位的，生病
就應該休息，帶病堅持工作是對自己不負責任
的表現，對自己都不能負責任的話怎麼指望你
對他人或工作負責任?

再說你流感什麼的還可能有傳染性。醫生
都會告訴你要呆在家裡，需要自我隔離多久之
後才能去公共場所，這是公共道德，是對社會負
責任的表現。
2、汽車洋房是生活必須品．不是富人才有

在美國說到買房，基本指的是買獨立房。
也就是國人嘴裡的別墅。這個基本就是普通民
宅，並非有錢人才有。還有一種排屋(中國叫聯
體別墅)比更便宜些。這樣民宅3、5萬至千萬美
金不等，產權是永久的。
3、政要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作為一個中國人，如果能有一張和主席、
總理、哪怕就是省長、市長的單獨合影，那一定
很了不起了，這輩子我應該沒有希望了吧…．這
些政要多數人可能一生都沒有機會見到的，哪
怕是遠遠地撇上一眼。

而美國的政府官員因為是靠自己競選選
民投票選舉出。你有很多機會在他們竟選的時
候見到他們，若你要求合影的話他們肯定笑逐
顏開摟著你擺出最動人的姿勢，照完了人家還
謝謝你的支持。

議員等官員上任後選區的人需要幫助，給
議員寫信的話肯定會收到答覆，基層辦公室解
決不了還會一層層往上報。
4、家庭第一，哪怕金錢和工作都要給家庭讓路

在中國，因賺錢和工作兩地分居的人家還
真不少，即使家在一地也還可能為了工作夜以
繼日，把物質的東西看的超過了一切，錯過了妻
子生孩子、耽誤了給孩子看病，不能給老人送終
等。

在美國，這樣做是會被別人鄙視的。在美
國，很多人的辦公桌上都擺放著家人的照片，其
樂融融的合影透露著美國人的家庭觀念，下班
後和週末的時間都是屬於家庭的，所有的節日
也是一家人安靜地聚在—起。最近—位美國好
友要做—個小手術，她丈夫取消了全部的商業
會談，寧肯自己出錢支付會談方延期滯留也要
去陪著她手術，這就是國外家庭觀念的典型體

現。
—個真實的事。有一個隻身在美國餐廳打

工的女人，對一個每天靠說唱謀生藝人說，你為
什麼不去中國，我可以介紹你去做英語老師。何
必那麼辛苦。說唱藝人說，我為什麼要背井離鄉
，離開我的妻子和孩子?這個工作不好嗎。我喜
歡我的工作。每天和自己愛的人在—起，我很幸
福。瞬間，在場的人都覺得那個中國女人更可憐
。
5、“富”不等於“貴”

我們現在大部分中國人所理解的貴族生
活就是住別墅、買賓利車、打高爾夫，就是揮金
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對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
實際上，這不是貴族精神．這是暴發戶精神。

在美國以貌取人是很容易犯錯誤的，富人
不是靠名牌包裝的，也不是名車大房子，而是在
不動聲色之中，一口整齊的白牙(非常重要)，一
身古銅的皮膚(有錢度假曬太陽)，一副健美的身
材(有閑上健身房)．最重要的是每年捐給慈善協
會和教堂的大筆捐款。

真正的貴族學校．學生睡的是硬板床，吃
的是粗茶淡飯，每天還要經過非常艱苦嚴格的
訓練，這甚至比平民學校還要辛苦。在大多數中
國人的意識裡，富與貴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區別
。但事實E這是兩回事兒。

富是物質的，貴是精神的。
6、有錢不等於會生活

有話說，貴族的養成至少三代。中國現在
與美國相比更像是暴發戶社會，離貴族社會相

差甚遠。這個是國情決定的，也是意識決定的。
美國進口食品到中國起碼翻4倍，這還是按大
宗貨品走的價。美國食品是安全健康，但只有少
數富人吃得起。碰到一個北京的進口商，我們問
難道中國就不能製造健康食品?他很老江湖地
拋了一句：回去做做看你們就知道了。錢且不是
問題，買不到才是問題。

在中國，有錢人肯花幾千元每一個月保養
自己的奔馳寶馬，不願花幾百元買個營養品保
養下自己的身體。因為覺得開個漂亮的車，比起
臃腫的身體棒多了。住豪華的裝修，但充滿甲醛
的豪宅，卻不願買—個空氣淨化裝置。直到大病
臨頭四處求醫問藥，卻不願意平時多預防，多鍛
煉，均衡營養。

保健?太麻煩了。到了美國才發現，越是高
學歷和高收入的人，生活方式越是健康的，而中
國高學歷和高收入的人生活方式反而不健康。

奧巴馬每週堅持至少鍛煉6天，每次鍛煉
大約45分鐘．只有星期天才會休息。他每天早
上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沖進他的健身房開
始鍛煉。還嚴格按照減肥食譜進餐。—般以巧克
力烤花生蛋白棒、烤杏仁和開心果作為零食。不
能說我們比奧巴馬更忙，只能是我們意識窮乏。
7、讀大學是一種個人養成．而不是為了出路和
提高身價

從小到大聽慣了考大學實現“鯉魚跳龍門
”的故事，現在雖然不同了，但是學歷的標牌1以
乎依舊是身價的砝碼。

在美國你會發現，高學歷的知識分子做普

通工作並不新鮮，我見過印度的哲學博士開出
租車、東歐的音樂家幹裝修、地理系的研究生在
找到教師工作以前在家具店當服務員、工科博
士在售車店做銷售等。

反之．也會有哥倫比亞大學的清潔工旁聽
拿到了古典文學的本科學位、而大貨車司機酷
愛莎士比亞長途旅行的閒暇寫下讓圈內人震驚
的劇本等，美國受過大學或更高教育的人口比
例遠高於中國，而這個教育追求的是一種養成，
和出人頭地沒有關係。

哥倫比亞大學清潔工用七年旁聽了一個
古典文學本科，因為喜歡。我不否認．這樣的追
求，多少也與國情也有關。在美國10—20年經驗
的藍領年薪超過常春藤畢業生的水平。而美金
的購買力和人民幣的購買力……是的，國人很
累，但或許改變的起點不在於大環境，而在於心
靈。
8．離婚的男人像根草

寫到這裡我笑了，在國內的情形就不用我
說了。在美國離婚的話，男人什麼都得拿出來分
一半給妻子，如果妻子沒有賺錢能力的話還要
支付撫養費以保證離婚後妻子的生活水準不顯
著下降，直到妻子再嫁或死亡：孩子的撫養費更
是不能少，多數州規定要支付到18歲．而且男人
支付的撫養費沒有退稅的優惠等等，男人離婚
的話身價立馬巨幅縮水．所以．美國男人鮮有去
養小三、小四的事情發生，而是下班就回家，週
末陪孩子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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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O’Rahilly recently spent a week 
in a hospital, sick with COVID-19 and 
struggling to breathe.
“My lungs were quite badly affected,” 
says O’Rahilly, 62, who spent almost 
a week getting extra oxygen in what’s 
known as a high-intensity care unit in the 
U.K.
The experience got him thinking: While 
about 80% of cases of COVID-19 can 
be treated at home, why do some people, 
including him, wind up with more severe 
infections?
Besides his age, O’Rahilly knew he had 
another strike against him when it comes 
to COVID-19 infection: his weight. His 
BMI, or body mass index, is over 30.
O’Rahilly, who directs the MRC Metabol-
ic Diseases Unit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obesity researchers. He was knighted 
in 2013 by Queen Elizabeth II for his 
work, which includes the discovery of a 
genetic condition that robs the body of the 
hormone leptin, which controls appetite 
and weight.
And so after his brush with the coronavi-
rus, he started digging into exactly what it 
is about obesity that makes it so risky for 

a COVID-19 infection.
Obesity a Known COVID Risk

It has become clearer that people who 
are obese are one of the groups at highest 
risk from the disease, regardless of their 
age. The CDC recently refined its risk 
categories for COVID-19, stating that 
obesity was as big a risk for COVID as 
having a suppressed immune system 
or chronic lung or kidney disease. The 
agency also lowered the bar for where that 
risk starts -- from a BMI of 40 to a BMI 
of 30. Roughly 40% of Americans have a 
BMI over 30.
The CDC’s change in BMI risk comes 
after a British study of more than 17 mil-
lion people found that people living with 
severe obesity were about twice as likely 
to die from COVID-19 as people who 
were not obese. That was true even after 
other things like their age and sex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risk rises with the degree of obesity. 
The bigger a person, the higher their risk 
of a COVID-19 death.
During the 2009 H1N1 influenza pandem-
ic, there was a strong link between obesity 
and bad outcomes for patients. People 
with obesity were at a higher risk of dying 

during flu pandemic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oo.

Markers Hint to Reason
So why is that? Some people say that being 
heavier just makes it harder to breathe, espe-
cially when you’re sic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VID-19 and Diabetes
Uncontrolled blood sugar can make it 
harder to fight off infection. Here’s 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diabetes and 
COVID-19.
“On the radio, you heard people making 
really facile comments about big tummies 
and pressing on the diaphragm and bad for 
ventilation and rather simplistic thoughts 
about why obesity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bad outcomes, and I wondered about that,” 
O’Rahilly says, “and I thought it was a bit 
unlikely.”
Instead, he thinks the risk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fat makes and regulates hormones.
For example, people who are obese make 
more of something called “complement” 
proteins. These proteins can trigger out-of-
control blood clotting, which is a problem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COVID-19.
People with obesity also have lower blood 
levels of a hormone called adiponectin. 
Recent studies in mice show that adiponectin 
protects the lungs. O’Rahilly thinks that if 
you have lower levels to begin with, you may 
be more likely to have lung inflammation 
during an infection like COVID-19.
Adiponectin also helps keep blood vessels 
clean and open.

 A Mixture of Problems
So if the insides of your blood vessels are 
sticky, and a virus causes your immune 
system to go haywire and create more blood 
clots, that sets the stage for blockages. 
These blockages  can cause heart attacks, 
strokes, and lung damage -- all problems 
seen in COVID-19 patients.
To compound the problem, people with obe-
sity appear to have more ACE2 receptors on 
their cells than others. ACE2 receptors are 
the doors the virus uses to infect cells and 
then make more copies of itself.
A recent study found that fat tissue has 
more ACE2 receptors than lung cells do. 
More ACE2 may mean more virus in the 
body, says Carl Lavie, MD, medical director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and prevention at 
Ochsner Health in New Orleans.
Lavie recently published a paper on obesity 
and COVID-19 in Mayo Clinic Proceed-
ings.
On top of all that, there’s insulin resistance, 
which is more common in people who are 
obese and may turn up the ACE2 receptors 
even further.
Insulin is a hormone that’s critical for 
maintaining blood sugar levels. In obesity 
and some other conditions, cells of the body 
stop responding as well to insulin’s message 
to use sugar as energy and take it out of 
the blood and instead it stores it as fat. In 
response, the pancreas tries to turn up the 
volume by cranking out more insulin. The 
problem is that insulin doesn’t just impact 
blood sugar levels.
“One of the things it affects is the ACE2 re-
ceptor that this virus binds to,” says Francis 
Finucane, MD a consultant endocrinologist 

at Galway University Hospital in Galway, 
Ireland.
“If you’re insulin-resistant, you’ve got more 
receptors for those spike proteins on your 
cell surfaces, say, for example on your lung 
cells,” he says.
“We think that would make it easier for 
viruses to get into those lung cells, and that 
more viruses would get in, and that would 
create a worse COVID infection, and that 
would account for at least some of the 
variation in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Finucane says.
He says researchers are planning studies 
that will try to prove some of these theories.
 

Role of Insulin
His team is going to try to measure insulin 
resistance in COVID-19 patients through 
blood tests, then look at how sick they are.
Finucane admits that may not show any-
thing. Illness can make people insulin-resis-
tant. So they might be measuring an effect 
of the infection, and not a cause.
A different team of researchers in the U.K. 
is taking a different approach. They’re 
going to mine data on tens of thousands of 
patients to see if genes for insulin resistance 
are tied to COVID-19 severity or survival.
Learning the root causes can help doctors 
develop strategies to help protect obese 
patients. For example, there are ways to im-
prove insulin sensitivity relatively quickly 
through diet, physical activity, and drugs.
 “I’m being facetious here, but we may need 
to outlaw chocolate and sugar-sweetened 
beverage to reduce the population risk from 
COVID-19,” Finucane says. (Courtesy 
https://www.web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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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美國

我的朋友吴君最近很不开心。他刚

入职国内某家大型游戏公司，还不到一

个月就已经打起了退堂鼓。

“我想去美国。”他对我说，“现

在就申请！”

吴君几个月前加入了一个海外游戏

开发者的群。那些开发者们多毕业于国

外那几所开设游戏专业的、久负盛名的

学校，如今也大多就职于大名鼎鼎的厂

商。他一直很羡慕这些在美国的前辈和

同行。

在他的想象中，美国大概是游戏开

发者的天堂——最成熟的工业体系，最

先进的技术，最优质的IP，还有最丰厚

的回报。

但这毕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生抉

择：放弃国内游戏公司的工作，在美国

读两年书，再加入一个美国的游戏公司

……他不清楚自己要为这个决定付出什

么样的代价。而更可怕的问题是：“如

果最后美国的游戏公司和中国也没有什

么区别，那我该怎么办？”

我问他：“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最主要的是两个。”他说，“一

个是‘螺丝钉’感……我害怕自己永远

在大企业里做一个可有可无的零件。另

一个是表达空间，我不知道我去了美国

之后，还能不能做出中国味道的东西，

还能不能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于是我给他讲了下面的这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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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世界上的其他大企业一样，美

国的大型游戏公司也讲究“集中力量办

大事”。李景明现在就职于一家位于西

海岸的公司——大名鼎鼎，而他正在参

与开发一款著名的大IP系列游戏新作。

他熟悉美国大厂的这一套。“大项

目一般至少都要两三年，发布日期是早

定死的，每个环节的流程都必须按部就

班，不能延误。整个生产线（Pipeline）

发展得非常成熟。”

“研发团队加管理团队有两三百人

，加上其他辅助工作的人员，可能就有

五六百人。”李景明说，“只是让五六

百人正常协作，就需要很多流程上的规

定，或是项目管理上的安排和分配。”

大厂就像一台巨大的生产机器。高

度成熟的生产线环环相扣、紧密配合，

永不停歇地运行下去，源源不断地生产

新的产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

种做法就好像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就算

总统死了，国家也会照样运转。”

工作到第四个年头，他已经换了3

家工作室，经手过的项目中，有的游戏

他比较喜欢，有的游戏他只是觉得“还

行”，但作为程序员来说，工作落到实

处，它们的运行逻辑基本是相同的。

“会觉得自己像是大机器里的螺丝

钉吗？”我问他。

“也还好。”他说，“项目还在设

计阶段或初期阶段的时候，如果对自己

在做的工作有一些超出公司需求的想法

，公司会欢迎你去尝试。但如果进入开

发流程，就得完成自己份内的职责。”

我继续问他：“在一个3A作品的

团队里，每个人只负责相当小的一个部

分，比如捏一张脸，或者一把武器，会

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很微小？”

“就算是这样，你也可以将这一个

小点做到极致。如果你做的这一块能成

为业界的一个标杆，哪怕不是一个特别

大范围内的标杆，带来的成就感也会很

大。”他告诉我，“追求精益求精，对

我来说也是一种匠人精神的体现。”

在他看来，因为这一套流程成熟而

稳定，人的话语权和位置在很大程度上

跟能力是挂钩的。多多拓展自己感兴趣

的领域，在私下里提升自己的能力，在

“份内事”之外还有所建树，“职业道

路会越走越宽……到最后，你不会只是

一颗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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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阅尘眼里，使“螺丝钉”感加

剧的是没有尽头的加班。

全世界游戏行业都有加班过度的问

题，美国也不例外。在美国的游戏公司

工作，强度高、工时长并不是什么新鲜

事。从业者们也大都接受这一点。但阅

尘在这一点上是个强硬派：加班是不可

能加班的，宁愿换工作也不加班。

研究生刚毕业那会儿，他进入了一

家以加班文化出名的大公司。

“因为每天会有一些预期收益

（Revenue Goal）之类的东西，所以经

理（Manager）会觉得明天必须做出什么

东西来，我们就得在晚上现做。而我的

经理又是会对每个特性（Feature）管得

很细的人，所以整个做决定的过程也会

很慢。”

“加班有千万种理由，总的来说就

是——总能有理由让你加班！”阅尘笑

了起来，“但工作到两三点，效率会变

得很低。到了那个时间，我根本不在乎

我到底在做什么，只有一个目标，就是

做完走人。这已经超越了‘想把这个东

西做好’的感觉。”

他喜欢在手头开发的游戏里想些有

趣的点子，比如放进一个有特殊含义的

数值，或者融入一些自己喜欢的元素，

只要不影响整体的游戏，他会试着进行

最大限度的自由发挥，这令他能够保有

一种虽然微小但却重要的“自我表达感

”。

但一旦加起班来，这些小心思就荡

然无存。“加班到那么晚，什么能过我

就做什么。跟经理合作得多了，你大概

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过的，然后你就

机械地去做那样东西，懒得去想自己想

要的是什么了。”

“完全KPI驱动。”他说，“我不

再关心我最终写进去的任何东西是否在

游戏中有意义，就是想把它做完而已。

逻辑上来说，你要的那些细节我都有，

但具体做出了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也不关心。至于这个团队的目标完不完

成，跟我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在他看来，那家公司的一整套用人

机制就是为了加班文化而设计的。“整

个团队不会一起加班，因为今天所有人

都加班的话，明天就没人加班了。所以

除了我们的经理每天加班以外，剩下的

人都是轮流加班。”这种超负荷的工作

量有时候甚至是危险的，“我有个同事

加班太晚了，回家路上把车开翻了，直

接翻到了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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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占用的时间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阅尘更受不了的是超高工作强度对心

力的消耗。“即使是在那家公司工作的

时候，我其实也有时间坐在家里的电脑

前，但因为精力消耗过度，只能去玩一

些完全不费脑子的游戏，甚至玩不来

《文明》。” 他想要做自己的游戏，

但“在那里的工作强度导致我回家以后

脑子是混乱的，没法清楚地去想我接下

来做什么”。

阅尘很早就想辞职，但因为工作签

证的原因又拖了半年。如今他去了一家

位于美国南部的大厂——虽然也同样以

加班文化闻名，但幸运的是，他所在的

工作室给了他相对灵活的时间和宽松的

环境，“早晨10点前到，晚上5点以后

走就不会有人说什么”。

换了新工作后，阅尘得以将宽裕的

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的游戏当中。目

前他手上的副项目（Side Project）有两

个。一个是自己的，另一个是与研究生

同学一起合作的。

自己的项目是一个回合制卡牌游戏

，讲述的是一个古代中国旅行者的故事

。“最开始是我突然想到中国有《徐霞

客游记》这样的东西，我就觉得旅行这

件事还蛮有意思的。”

他做了一个开发日志，详细介绍自

己这款游戏的设计过程

另一边，他和研究生同学一起合作

的那款免费小游戏已经接近完成，过一

段时间准备放上App Store试水。那是一

个与吐司机有关的休闲游戏。把面包插

进吐司机里，烤好了以后面包会吐出来

——在这过程当中，玩家要一边抓住飞

到空中的面包，一边不断地修理吐司机

的故障。

阅尘的团队每周开一次线上会，每

个人每周工作4～8小时。他认为这只是

自己的第一步，目的是跑通整个开发和

上线的流程，他希望这会让他以后做起

自己的项目更加得心应手。

“我现在考虑一份工作，更多的是

在看它能够给我留出多少空间去做我的

副项目。”在工作之外，那些“属于自

己的东西”，令他感到工作本身并不那

么难熬。虽然在大厂里工作免不了要成

为一颗“螺丝钉”，但阅尘已经在这份

工作中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喜欢的

城市、舒适的环境、宽松的时间表，顺

便也解决了在美国的签证问题；而所需

的意义感和成就感，就去自己的小事业

中去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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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螺丝钉”感

的另一个源头是高度商业化的产业中对

于个性的压抑——这一点在李景明和阅

尘的口中多多少少也有提及。但有趣的

是，对Jeremy而言，对商业化产品和商

业化逻辑的认同，正是他能够在这一行

做下去的根本原因。

Jeremy大学毕业后，在国内一家大

厂工作了整整3年。Jeremy认为自己当

年赶上了好时候，“那3年收获确实蛮

大，当时的领导对我们非常信任，有很

多自由度来给我自己去发挥和尝试。”

他在3年里经手了两个项目，一个

老牌MMORPG，一个对战卡牌游戏。

Jeremy对这些游戏品类上手很快。“那

家公司非常擅长MMO，”Jeremy说，

“我自己的喜好和主流的商业品类中间

有不少重合点。”

他知道这样的情

况是少数。无论是当

年还是现在，国内大

厂中更多见的是像吴

君一样在新员工培训

阶段就觉得不适合的

年轻人。Jeremy说，

一些年轻人觉得，他

们自己对主流游戏品

类有大概印象，再不

济也能强迫自己去看

、去研究。他们以为

自己能承受，但到了

入职以后，强度一上

来，年轻人未必做得

下去。“这才看清了自己。”

Jeremy看得清自己，他清楚自己在

做什么。工作3年后，Jeremy去了美国

读研，读完后，顺利进入了一家位于西

海岸的知名公司。无论从质量还是声名

来说，那家公司的游戏都比他在国内大

厂做过的项目大了好几个数量级。

Jeremy在国内工作的时候见证过游

戏项目的成功，他也熟悉那种成功的范

式。“成功之后，我会觉得我们这样就

是游戏成功的唯一方式。”而美国的工

作打破了——或者说升级了——他的范

式。Jeremy开始意识到：“每个厂商都

有自己成功的方式，没有（通行的）公

式。”

对他而言，一款游戏能获得商业上

的成功十分重要。Jeremy对商业游戏也

没什么抵触。“倒不如说我只喜欢商业

游戏。”他坦白道，“假如说和商业相

对的是纯艺术的话，我很难说自己以后

会去做纯艺术的游戏。我对游戏的态度

更多是从商业上的眼光去看。”

他将独立游戏比作博物馆里的佛像

。“我在南加州一些美术博物馆常常看

到从亚洲运来的佛像。它们很美，是艺

术品，供我们进去拍照和鉴赏。”相比

之下，商业游戏则是如今还在实用的佛

像，“它们在搬到我们这之前，可能是

在某个庙里让人敬拜的，能够唤起受众

的一些想法，有实际的功能……就像游

戏有商业上的价值一样……我不想自己

的游戏像搬到博物馆里的那些佛像一样

，只是给人纯当作艺术品来欣赏。”

这个比喻未必恰当，因为博物馆里

的佛像塑造出来，最初也是供人崇拜的

，只是时间的流逝让它们愈显珍贵罢了

。但不管怎么样，按照Jeremy的逻辑，

他在那家知名公司进行的项目，无疑就

是庙里的一尊大佛，香火旺盛，朝拜者

众。

“我们这个游戏，从表达上看，它

是独一无二的。但与此同时，它是推广

给全世界所有人的——它针对所有人，

它的主题是普世的，它是超越国际的。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的游戏在商业

上非常有价值，但同时它表达的东西又

非常能够抓住最广大的玩家的普遍心理

，我觉得是打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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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工作了许多年的他们，

如今多半能够与自己的工作和谐共处。

但这只是水面之上八分之一的冰山。水

面之下，作为创作者和设计师，他们也

在努力地探索更为个人的表达。

李景明这4年来做的全都是颇具美

国特色的IP，而他一直梦想的是一款属

于一代中国人的游戏。

“我觉得国内玩家大部分时候玩游

戏，其实在文化符号上是一种被动的接

受。总而言之，你所体验到的东西都隔

了一层。”他说，“就好比‘GTA’系

列，我们非美国人去玩，再怎么玩，再

怎么熟悉这个游戏，其实对这个城市总

是一种游客的态度，不会对它产生情感

上的理解。”

“我希望看到的游戏——打比方说

，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是我有着回忆

的地方，在游戏中听到NPC的对话都是

各个城市的方言，人们带有各个地方的

特点。这样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在美国的生活使他得以从另一个角

度和距离去观察和思考中国。

“在国内，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很

容易会被忽略掉。在北美接触的是在这

边的文化语境，有了一些对比之后，其

实反过来也是帮助我更好地了解属于我

自己的文化。”

“比如说？”

“就比如说审美上，在美国这边就

会比较粗犷，毕竟它是拓荒时代建立国

家，西部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他们

喜欢冒险，喜欢呈现一个西部拓荒者的

形象——混身都是泥土，脏兮兮的角色

。国内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却有之前物

质相对匮乏的时期，所以有一种想要摆

脱这种劳动者形象的倾向，偏好更加精

致的人物设计。”他说，“如果不是出

国，我很难理解两边的差异。”

多元的文化背景令他领会到文化融

合的美感。“一个文化受外来的影响，

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内核可能还是它的

内核，但拥有了新的表现形式的话，我

会觉得很有魅力。”他希望自己最终做

出来的作品，既能够表达对于中国的文

化认同，又能够“有一些共通的、能被

西方人所理解的东西在其中”。

某种程度上，李景明的方向和Jere-

my不谋而合。后者更进一步，希望将来

会有一个作品，“可以定义中国的流行

文化”。

“当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想到中

国。我觉得在未来的这几年会出现这样

的作品，会变成我们这个时代流行文化

的标准。”他似乎非常乐观，“就好像

《我的世界》，美国这一代小朋友就是

‘MC的一代’，你看到这些方块，你

就会知道这是美国最新的流行文化元素

，它代表这一代的欧洲和美国的小朋友

，我期待在将来的几年，国内会出现一

个这样的作品。”

在Jeremy看来，有些游戏——比如

《王者荣耀》或《和平精英》，当然在

一定时间内非常流行，但还不足以定义

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他也提到了

‘GTA’——展现了美国现代文化集大

成者的游戏。“‘GTA’其实就是出现

在世界各地荧幕上的美国形象，安进游

戏里，你可以进去玩，在上面再加一层

非常调侃、讽刺、戏谑的因素，最后这

个游戏反过来又定义了一代人。”

“游戏作为一种文化流行，能够引

起这么多讨论。与此同时，直到几年前

，‘GTA’可能都是史上最赚钱的游戏

产品。”在他看来，时代意义与商业价

值永远是分不开的。

“有时代性意义的游戏必须要赚钱

，必须要非常赚钱。”他非常坚定地说

，“如果你要能做到这种流行文化标杆

地位的话，一定要在商业上非常成功。

”

6

“所以，我的故事讲完了。”我对

吴君说。我不知道这些故事是否回答了

吴君的困惑。终究人生路径这种事，如

人饮水，冷暖自知，没有标准回答。

这些故事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阅尘在一次采访临近结束时对我说的

话。他说：“我还有两年就30岁了，

能做游戏的时光只有三四十年而已，

最终一辈子做出来的游戏可能也没有

几个。”

无论在哪里工作——是令我的朋友

吴君苦苦纠结的国内大公司，还是这些

受访者们身处的美国大公司，抑或是散

布在世界各地的那些独立工作室——在

时间面前，在“做出一款真正的好游戏

”的梦想面前，人人平等。

“去美国也许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

办法，”我对吴君说，“当然，留在国

内也一样。让这些决定有意义的，是你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了什么、如何得

到它。别着急，慢慢来。”

游戏人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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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風土人情(下)
3．餐飲禮儀

美國人的飲食習慣，一般可以說是因地區而異
，因民族而異。就總體而言，其共同特徵是：喜食
“生”、“冷”、“淡”的食物，不刻意講究形式或排場
，而強調營養搭配。在一般情況下，美國人以食用
肉類為主，牛肉是他們最愛吃的，雞肉、魚肉、火
雞肉亦受其歡迎。若非穆斯林或猶太教徒，美國
人通常不忌食豬肉。然而，在美國人之中，愛吃羊
肉者卻極其罕見。

美國人不吃的食物，主要有狗肉、貓肉、蛇肉、
鴿肉，動物的頭、爪及其內臟，生蒜、韭菜、皮蛋等
。

受快節奏的社會生活影響，美國的飲食日趨簡
便與快捷，因此，快餐在美國得以大行其道。熱狗
、炸雞、土豆片、三明治、漢堡包、麵包圈、比薩餅、
冰激淩等，在美國可謂老少咸宜，成為美國人平
日餐桌上的主角。
美國人愛喝的飲料有冰水、礦泉水、紅茶、咖啡、
可樂與葡萄酒，新鮮的牛奶、果汁，也是他們天天
必飲之物。
在人際交往中，美國人有時會請親朋好友們上自
己家裡共進晚餐。美國人看重的是這一形式本身
，而在實際內容上卻不甚講究。美國人請客之時
只準備兩三道菜，是極為正常的。

用餐的時候，美國人一般以刀叉取用。在切割
菜肴時，他們習慣於先是左手執叉，右手執刀，將
其切割完畢，然後，放下餐刀，將餐叉換至右手，
執叉而食。

美國人用餐的戒條主要有下列六條。其一，不
允許進餐時發出聲響。其二，不允許替他人取菜。
其三，不允許吸煙。其四，不允許向別人勸酒。其
五，不允許當眾寬衣解帶。其六，不允許議論令人
作嘔之事。總之，美國人認為，在用餐時理當表現
得斯文一些才好。

4．主要習俗和禁忌
美國人對山楂花與玫瑰花非常偏愛。他們普遍

愛狗，認為：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對於那些自
稱愛吃狗肉的人，美國人是非常厭惡的。在美國
人眼裡，驢代表堅強，象代表穩重，它們分別是共
和黨、民主黨的標誌。蝙蝠被視為吸血鬼與凶神
，令美國人最是反感。

美國人最喜愛的色彩是白色。在他們看來，白
色象徵著純潔。在此前提下，白貓也成了美國人
很喜歡的寵物。在美國，人們喜歡的色彩還有藍
色和黃色。由於黑色在美國主要用於喪葬活動，
因此美國人對它比較忌諱。
美國人最討厭的數字是“13”和“3”。他們不喜歡
的日期則是“星期五”。

與美國人打交道時，一般都會發現，他們大都
比較喜歡運用手勢或其他體態語來表達自己的
情感。不過，下列體態語卻為美國人所忌用。其
一，盯視他人。其二，沖著別人伸舌頭。其三，用
食指指點交往對象。其四，用食指橫在喉頭之前
。美國人認為，這些體態語都具有侮辱他人之意
。

美國人在公共場合和他人面前，絕對不會蹲
在地上，或是雙腿叉開而坐。這兩個動作，均被
視為失儀之舉。

美國人在跟同性打交道時，有不少的講究。在
美國，成年的同性共居於一室之中，在公共場合
攜手而行或是勾肩搭背，在舞廳裡相邀共舞等，
都有同性戀之嫌。

跟美國人相處時，與之保持適當的距離是必
要的。美國人認為，個人空間不容冒犯。因此，在
美國碰了別人要及時道歉，坐在他人身邊先要征
得對方認可，談話時距對方過近則是失敬於人的
。一般而論，與美國人交往時，與之保持50釐米至
150釐米之間的距離，才是比較適當的。

標榜個性獨立的美國最忌諱他人打探
其個人隱私。在美國，詢問他人收入、
年齡、婚戀、健康、籍貫、住址、種族等，
都是不禮貌的。即使招工時，美國人也
極少詢問此類問題。

美國人大都認定“胖人窮”，“瘦人富”，所以他
們聽不得別人說自己“長胖了”。與美國黑人交談
時，既要少提“黑”這個詞，又不能打聽對方的祖
居之地。與美國人聊天時，要是談及政黨之爭、投
票意向與計劃生育，肯定會導致雙方“話不投機

半句多”。在美國街頭，千萬不要搭理上前“賣藥”
的人，因為對方極有可能是販毒者。

不宜送給美國人的禮品有香煙、香水、內衣、藥
品以及廣告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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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風土人情(上)

美國的全稱是美利堅合眾國，領土由
本土、位於北美洲西北部的阿拉斯加
半島和夏威夷群島三個部分所組成。
美國本土位於北美洲的中部，它北部
與加拿大交界。美國的總面積約為963
余萬平方公里，海岸線約長 22，680 公
里。美國的首都是華盛頓。美國的總人
口約3億。官方語言是英語。國慶日是
每年的7月4日。國旗為星條旗。由7條
紅色、6條白色共13道寬條組成，靠旗
杆一側的藍色長方形中50顆白色五角
星9排橫列。美國的國歌叫《星條旗永
不落》。美國的國花為玫瑰。美國的國
鳥是白頭鷹。
1．社交禮儀

美國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具有下述
四個主要的特點。

第一，隨和友善，容易接近。美國人
為人誠摯，樂觀大方，天性浪漫，好交
朋友。用中國人的話來講，美國人大概
屬於那種“自來熟”的類型。在交際場
合，他們喜歡主動跟別人打招呼，並且
樂於主動找人攀談。如果願意，美國人
是可以跟任何人交上朋友的。

在美國人看來，人緣好，善於結交朋
友，是取得個人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不願擴大自己的交際範圍，甚至拒絕
與他人接近的人，不僅個人心理上存
在問題，而且對交往對象以及其他所

接觸的人，也是不夠友好和尊重的。
第二，熱情開朗，不拘小節。在日常

生活中，美國人主張凡事講究實效，不
搞形式主義。他們不是不講究禮儀，而
是反對過分拘泥於禮儀，過分的矯揉
造作。
美國人的見面禮節，大約是世界上最
簡單不過的。在不瞭解對方的人看來，
簡直有怠慢他人、敷衍了事之嫌。

在一般情況下，同外人見面時，美國
人往往以點頭、微笑為禮，或者只是向
對方“嗨”上一聲作罷。不是特別正式
的場合，美國人甚至連國際上最為通
行的握手禮也略去不用了。若非親朋
好友，美國人一般不會主動與對方親
吻、擁抱。在商務往來中，他們尤其不
會這麼做。

在稱呼別人時，美國人極少使用全
稱。他們更喜歡對交往對象直呼其名，
以示雙方關係密切。若非官方的正式
交往，美國人一般不喜歡稱呼官銜，或
是以“閣下”相稱。對於能反映其成就
與地位的學銜、職稱，如“博士”、“教授
”、“律師”、“法官”、“醫生”等，他們卻
是樂於在人際交往中用作稱呼的。在
一般情況下，對於一位擁有博士學位
的美國議員而言，稱其為“博士”，會被
稱其為“議員”更受對方的歡迎。

第三，城府不深，喜歡幽默。普通的

美國人，大都比較樸實、直率。在待人
接物中，他們喜歡在符合禮儀的前提
下直來直去。對於“聽話聽聲、鑼鼓聽
音”之類的做法，他不僅不習慣，而且
還往往難於接受。與美國人打交道時，
表現得過於委婉、含蓄，或是有話不明
講，以旁敲側擊，巧妙地暗示，效果未
必能夠盡如人意。

美國人的處世風格，總體上是瀟灑
浪漫。他們主張充分地享受
生活，凡事都要盡可能地去
嘗試一下。在平時，他們喜歡
笑面人生，愛開玩笑。跟美國
人相處時，若是不明白這一
點，而一味地恪守“喜怒不形
於色”的中國古訓，無形之中
就會使對方與自己拉開距離
，甚至會讓對方敬而遠之。

第四，自尊心強，好勝心重
。美國人一般而論都有很強
的好勝心。他們喜歡見異思
遷，崇尚開拓，在人際交往中
都顯得雄心勃勃，做起事情
來也會一往無前。受這一風
氣影響，美國的孩子一旦長
大成人，就要自立門戶，自己
去闖天下，與父母劃清經濟
賬。聽憑父母為自己作主，處
處依賴父母的美國青年人，

會被人們瞧不起。
在美國，即使是

父子、朋友，外出
用餐時，往往也會
各付各的賬。在人
際交往中，美國人
是不時興向別人
借錢的。他們認為
，借錢應該上銀行
，找個人借錢就是
索要的意思。在一
個美國人的一生
中，不搬上幾次家
，不換上幾回工作
，往往是不可思議
的。凡此種種，均
與美國人的好勝
心強存在著因果
關係。

在人際交往中，
美國人自尊心強，
也是出了名的。
2．服飾禮儀

總體而言，美國
人穿著打扮不太
講究。崇尚自然，
偏愛寬鬆，講究著
裝體現個性，是美
國人穿著打扮的
基本特徵。
在日常生活中，美
國人大多是寬衣
大褲，素面朝天，
愛穿 T 恤裝、牛仔

裝、運動裝以及其他風格的休閒裝。要
想依照日常著裝來判斷一個美國人的
實際地位或身份，往往是難以辦到的。

衣冠楚楚的美國人在實際生活裡也
不是沒有。但是，要想見到身穿禮服套
裝的美國人，大約只有在音樂廳、宴會
廳或者大公司的寫字樓內才比較容易
。

美國人認定：一個人的著裝，必須因
其所處的具體場合，或是所扮演的具
體角色而定。在美國人看來，一個人穿
著西裝，打著領帶去軋馬路、逛公園、
遊迪斯尼樂園，與穿著夾克、T恤、短褲
、健美褲赴宴或出席音樂會一樣，都是
極不得體的。在美國若不瞭解此類講
究，往往就會被人恥笑。

美國人在著裝方面雖較為隨便，但
並不等於說，他們一點講究也沒有，只
不過是相對而言少一些罷了。跟美國
人打交道時，應注意對方在穿著打扮
上的下列講究，免得讓對方產生不良
印象。

第一，美國人非常注意服裝的整潔。
在一般情況下，他們的襯衣、襪子、領
帶必然每天一換。穿肮髒、打皺、有異
味的衣服，美國人是看不起的。

第二，拜訪美國人時，進了門一定要
脫下帽子和外套，美國人認為這是一
種禮貌。

第三，美國人十分重視著裝的細節。
在美國人看來，穿深色西裝套裝時穿
白色襪子，或是讓襪口露出自己的裙
擺之外，都是缺乏基本的著裝常識。

第四，在美國，女性最好不要穿黑色
皮裙。不然的話，就會被美國人視為並
非“良家婦女”。

第五，在美國，一位女士要是隨隨便
便地在男士面前脫下自己的鞋子，或
者撩動自己裙子的下擺，往往會令人
產生成心引誘對方之嫌。

第六，穿著睡衣、拖鞋會客，或是以
這身打扮外出，都會被美國人視為失
禮。

第七，美國人認為，出入公共場合時
化豔妝，或是在大庭廣眾之前當眾化
妝、補妝，不但會被人視為缺乏教養，
而且還有可能令人感到“身份可疑”。

第八，在室內依舊戴著墨鏡不摘的
人，往往會被美國人視作“見不得陽光
的人”。(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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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雷佳音、李現、辛芷蕾領銜主演，葛優

重磅加盟的電影《古董局中局》官宣定檔，將

於2021年4月30日全國公映。今日發布的“佛

頭初現”版定檔海報配色復古大膽，極具視覺

沖擊感的同時，也展現出許願、藥不然、黃煙

煙、付貴迥異的人物特點。

佛頭初現牽扯數十年古玩迷局
四人各懷心思環環破局

影片改編自馬伯庸同名小說《古董局中局

》，講述上世紀90年代初，因壹尊從日本歸還

的佛頭文物，牽扯出壹場糾葛幾十年的古玩迷

局。原本過著平凡生活的許願，因祖輩往事啟

程尋找佛頭背後隱藏的秘密，藥不然、黃煙煙

、付貴等人各懷目的卷入其中。

今日發布的“佛頭初現”版定檔海報暗藏

玄機，四張拼在壹起即可看到完整的佛頭，正

如電影所呈現的“局中局”，眾人循著線索追

查下去，秘密的真相才可抽絲剝繭層層浮出水

面。

海報中許願（雷佳音飾）叼著牙簽低頭數錢

，壹個混跡於市井中的小鋪老板形象躍然眼前。

藥不然（李現飾）手扶眼鏡若有所思，從裝扮到

神態都壹絲不茍。影片中，許願和藥不然雖然都

是古董行家，但二人性格和行事風格卻有很大不

同，如同海報中倆人紅與藍的對比，許願隨性不

羈，藥不然嚴謹克制，壹熱壹冷的兩個人會碰撞

出怎樣的火花，令觀眾十分期待。黃煙煙（辛芷

蕾飾）壹襲短發目光堅定，幹練又霸氣，作為

“五脈”黃字門的後人，其實力不容小覷。付貴

（葛優飾）背手回眸，眼神犀利且難以捉摸，讓

人無法猜透他的立場。

雷佳音生動還原市井老板 李現為眼鏡“加戲”

辛芷蕾演繹“不好惹”
葛優和群演拉家常

作為全片最重要的四個人物，雷佳音、李

現、辛芷蕾、葛優在塑造角色的過程中做了許

多嘗試。雷佳音為許願加入了壹些生活化的動

作和臺詞，使其更貼近90年代小店鋪老板的身

份。在壹場市場叫賣的戲中，雷佳音直接站上

高椅子“喊價”，氣勢十足，調動了所有群演

的情緒，現場氣氛如同真正的鬧市。

李現則對自己的道具眼鏡進行“改良”，

主動建議藥不然平時不戴眼鏡，鑒定古董的時

候才戴，既符合角色嚴謹的性格，也讓道具發

揮了更多的作用。在拍攝古玩鑒定的戲份時，

李現還會主動向古董專家咨詢姿勢和動作，以

契合藥不然認真嚴格的特點。

辛芷蕾則提出在許願和黃煙煙初次見面

時，增加壹個“把許願撂倒”的動作，將黃

煙煙“不好惹”的性格生動地呈現出來。為

表現黃煙煙的立場和與爺爺黃克武復雜的情

感，辛芷蕾與飾演黃克武的演員王慶祥進行

了多番討論和嘗試，最終達到了彼此都滿意

的效果。

葛優飾演的付貴混跡江湖多年，為人圓滑

，為此葛優常和現場的群演“拉家常”使自己

融入其中。碰到與自己戲中是熟人關系的群演

，更主動要求去“熟悉熟悉”。各方人物漸次

登場，撲朔迷離的故事徐徐展開，鑒真偽，辨

是非，這是壹場古玩江湖的激流交鋒，也是壹

次復雜人心的博弈較量，更是壹份對流失文物

的堅守和保護。

《古董局中局》定檔明年4月30日上映
雷佳音李現壹熱壹冷 辛芷蕾霸氣葛優難捉摸

隨著藏族少年丁真的走紅，越來越多的觀眾

對藏族人文風貌燃起濃厚的興趣。藏族題材電影

，作為展現藏族人文的絕佳載體，壹直以他人難

以模仿的風格和氣質，成為電影市場上壹道靚麗

的風景線。

前有電影《氣球》口碑爆棚，目前，由旦真

旺甲執導的電影《隨風飄散》也正在全國熱映。

這部電影首次將藏族文化與女性主義完美地融合

在壹起，為藏族女性發聲，傳遞出“打破偏見”

的質樸價值觀。

盡現藏族人文風貌
打破天命聚焦女性蛻變成長

影片改編自茅盾文學獎得主阿來的小說《狗

孩格拉》，講述了壹對傳統藏族村落中相依為命

的母女，在人情冷暖、世俗觀念的打擊中不斷成

長，最終蛻變成不再需要依靠他人的獨立女性。

據悉，電影《隨風飄散》是新壹代藏族電影人

旦真旺甲導演的處女作，不僅展現了傳統藏族的自

然人文風貌，也是國內首部聚焦藏族女性自我價值

實現的女性主義題材電影，選題獨特表達真摯。

影片集結了索朗旺姆、更登彭措、旺卓措、

才讓卓瑪等優秀藏族演員。其中，索朗旺姆曾憑

借萬瑪才旦導演作品《氣球》獲得第二屆海南島

國際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這也是索朗旺姆和更

登彭措繼《皮繩上的魂》、《撞死了壹只羊》後

，第三次合作，演員默契更進壹步。

兩人在影片中的情感瓜葛被不少影迷津津樂

道。有觀眾表示，索朗旺姆將桑丹前期忍氣吞聲

，為了生存周旋於男人之間的小女人姿態演繹得

自然貼切，與更登彭措飾演的恩波之間的曖昧氣

氛也讓人遐想連篇。中後期桑丹因為女兒格拉而

逐漸自強，自食其力勇敢反抗，在與恩波的沖突

戲份中完成了人物角色的升華。

作為小女主的才讓卓瑪，同樣奉獻出了令人驚艷

的表演。有媒體觀眾看完電影後表示，雖然不是專業

演員出身，但才讓卓瑪眼神裏的力量與張力，將格拉

的反抗與成長演繹得淋漓盡致。當影片最後，格拉憤

怒質問村裏的男人們，決絕地奔赴山頂成功祭祀時，

也將女性蛻變成長這壹影片中心思想推向高潮！

屢獲電影節殊榮
行業高口碑全球認可

目前，電影《隨風飄散》已成功入選第27屆

金雞百花電影節少數民族題材單元並獲得該單元

最佳創意劇本獎；入圍釜山國際電影節“亞洲之

窗”、海南國際電影節新人榮譽最佳攝影提名、

羅馬國際電影節最佳外語片獎、金雞百花電影節

展映、齋浦爾國際電影節JIFF最佳故事片提名、

西班牙Imagine India電影節展映等多項殊榮。

小說原作者阿來，也對電影清晰的敘事和演

員真摯的表達給予了高度評價，他更表示，導演

改編後的電影，很質樸，很誠懇。

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饒曙光表示，《隨風

飄散》將藏族風格與女性主義題材很好的契合在壹

起，以有著獨特民族氣息的藏族文化作為背景，將

目光聚焦於女性面臨的生存困境、情感困境、信仰

困境，通過壹個女孩的“成長”凸顯人性的復雜、

糾結與掙紮。

加措活佛對本片也非常認可，他表示，這部電

影非常值得壹看，它既擁有人文底蘊，也表現了佛

法中慈悲的真諦。希望大家能夠去影院觀看旦真旺

甲導演的這部電影，相信妳壹定會不虛此行。

"隨風飄散"聚焦女性困境凸顯人性深度
藏族母女打破"天命"蛻變成長 盡現人文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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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議院以在眾議院以275275對對134134票通過的這項法案票通過的這項法案
中中，，除了提高援助金額外除了提高援助金額外，，有資格領取有資格領取
補貼的家庭成員範圍也將得到擴大補貼的家庭成員範圍也將得到擴大，，成成
年和非成年家屬都將被納入補貼範圍年和非成年家屬都將被納入補貼範圍。。

參議院是會處理眾議院通過的這項參議院是會處理眾議院通過的這項
法案法案，，還是另提方案並進行表決還是另提方案並進行表決，，
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對此尚未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對此尚未

表態表態。。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表示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表示，，他將尋他將尋
求求2929日以一致同意方式通過眾議院法日以一致同意方式通過眾議院法
案案。。但此舉很可能遭到共和黨反對但此舉很可能遭到共和黨反對。。

眾議院投票通過將眾議院投票通過將600600美元紓困金增加至美元紓困金增加至20002000美元美元
參議院將最終表決是否提供紓困金至參議院將最終表決是否提供紓困金至20002000美元美元

福奇在聖誕節後警告美國人最糟糕的時刻尚未到來福奇在聖誕節後警告美國人最糟糕的時刻尚未到來
慶祝新年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在家或與朋友連線慶祝慶祝新年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在家或與朋友連線慶祝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預計有預計有85008500萬人前往假日旅行萬人前往假日旅行，，
即大流行最黑暗的日子即將來臨即大流行最黑暗的日子即將來臨
，，佩戴防護裝備的旅客們正在等待佩戴防護裝備的旅客們正在等待

安檢安檢。。

白宮首席防疫專家福奇說白宮首席防疫專家福奇說，，美國正美國正
處於處於““關鍵時刻關鍵時刻”，”，每天報告每天報告

200200,,000000例新病例例新病例，，每天有每天有22,,000000
例病毒死亡例病毒死亡。。 佛奇表示佛奇表示，，美國可美國可
能會在節後經歷該病毒的激增能會在節後經歷該病毒的激增。。

””CDCCDC發布的指導意見中說發布的指導意見中說：：
““呆在家中是保護自己和他人的最呆在家中是保護自己和他人的最
好方式好方式。”。” ““慶祝新年最安全的慶祝新年最安全的
方式就是與同住的人一起在家慶祝方式就是與同住的人一起在家慶祝
，，或是與朋友和家人連線慶祝或是與朋友和家人連線慶祝。。

隨著英國變異新冠病毒在世界範圍內傳播隨著英國變異新冠病毒在世界範圍內傳播，，
1212月月2929日日，，美國科羅拉多衛生官員表示美國科羅拉多衛生官員表示，，科科
羅拉多當地實驗室確診了美國首例變異新冠羅拉多當地實驗室確診了美國首例變異新冠
病毒感染者病毒感染者，，並已通知美疾控中心並已通知美疾控中心。。此感染此感染
者是名者是名2020多歲的男性多歲的男性，，沒有旅行經歷沒有旅行經歷，，目前目前

在隔離狀態中在隔離狀態中。。

根據聯合稅收委員會工作人員的估計根據聯合稅收委員會工作人員的估計，，提高提高
到到20002000美元將總計花費大約美元將總計花費大約46384638億美元億美元。。

休斯頓市議休斯頓市議
員員 Robert GalRobert Gal--
legoslegos協同協同HousHous--
ton Gulfgateton Gulfgate
CenterCenter 及多社區及多社區
機構於日前在休機構於日前在休
斯頓東區展開社斯頓東區展開社
區整合活動特別區整合活動特別
進行造訪考察居進行造訪考察居
民生活形態等包民生活形態等包
括積極保持與居括積極保持與居
民們最佳的通訊民們最佳的通訊
和第壹時間的協和第壹時間的協
助服務助服務。。工作人工作人
員等熱心貢獻活員等熱心貢獻活
動確保居民們得動確保居民們得
到最先進和急需到最先進和急需
的資源的資源。。項目包項目包
涵檢測涵檢測，，資源發資源發
放放，，困難幫扶和困難幫扶和
社區服務等方面社區服務等方面
向地區提供最新向地區提供最新
及時信息及時信息

休斯頓社區家庭服務中心休斯頓社區家庭服務中心
整合考察和資源提供整合考察和資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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