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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Washington, D.C., was locked down and U.S.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geared up for pro-Trump march-
es in all 50 state capitals this weekend, erecting barriers 
and deploying thousands of National Guard troops to try 
to prevent the kind of violent attack that rattled the nation 
on Jan. 6.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Guard secure the area near the 
Capitol for possible protest ahead of U.S.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s inauguration, in Washington, U.S., January 16, 
2021. REUTERS/Eduardo Munoz
The FBI warned police agencies of possible armed protests 
outside all 50 state capitol buildings starting Saturday 
through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s inauguration on Jan. 
20, fueled by supporters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o 
believe his false claims of electoral fraud.

Michigan, Virginia, Wisconsin, Pennsylvania and Wash-
ington were among states that activated their National 
Guards to strengthen security. Texas closed its Capitol 
through Inauguration Day.

In downtown Washington, officers arrested a Virginia man 
who tried to pass through a Capitol Police checkpoint 
on Friday carrying fake inaugural credentials, a loaded 
handgun and more than 500 rounds of ammunition, CNN 
reported on Saturday citing a police report and a law en-
forcement source.

Capitol Police officials could not immediately be re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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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omment.

Responding to news of the arrest, Democratic U.S. Represen-
tative Don Beyer of Virginia said the danger was real and the 
city was on edge. “Anyone who can avoid the area around 
the Capitol and Mall this week should do so,” Beyer wrote on 
Twitter.

Steve McCraw, director of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said in a statement late Friday that intelligence indi-
cated “violent extremists” may seek to exploit planned armed 
protests in Austin to “conduct criminal acts.”

The scramble followed the deadly Jan. 6 attack on the U.S. 
Capitol in Washington by a mix of extremists and Trump sup-
porters, some of whom planned to kidnap members of Con-
gress and called for the death of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as 
he presided over the certification of Biden’s victory in Novem-
ber’s election.

The Democratic leaders of four U.S. congressional commit-
tees said on Saturday they had opened a review of the events 
and had written to the FBI and other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agencies to find out what was known about threats,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was shared and whether foreign influence played 
any role.

“This still-emerging story is one of astounding bravery by 
some U.S. Capitol Police and other officers; of staggering 
treachery by violent criminals; and of apparent and high-level 

failures — in particular,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nd securi-
ty preparedness,” said the letter.

It was signed by House Intelligence Chairman Adam Schiff, 
House Homeland Security Chairman Bennie Thompson, House 
Oversight Chairwoman Carolyn Maloney and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Chairman Jerrold Nadle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have trained much of their 
focus on Sunday, when the anti-government “booga-
loo” movement flagged plans to hold rallies in all 50 
states.

In Michigan a fence was erected around the Capitol in Lansing 
and troopers were mobilized from across the state to bolster 
security. The legislature canceled meetings next week, citing 
concern over credible threats.

“We are prepared for the worst but we remain hopeful that 
those who choose to demonstrate at our Capitol do so peace-
fully,” Michigan State Police Director Joe Gasper told a news 
conference on Friday.

DOMESTIC EXTREMISTS
The perception that the Jan. 6 insurrection was a success could 
embolden domestic extremists motivated by anti-govern-
ment, racial and partisan grievances, spurring them to further 
violence, according to a government intelligence bulletin dated 
Wednesday that was first reported by Yahoo News.

U.S. capitals on edge for armed protests as 
Trump presidency nears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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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NEWS

(Reuters) - 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on Friday 
filed for bankruptcy, a sudden development that 
could help the gun rights group escape a lawsuit by 
New York’s attorney general seeking its dissolution.

The NRA filed for 11 protection in federal bankrupt-
cy court in Dallas, and said it plans to reincorporate 
in Texas to escape “a corrupt political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in New York, where it is now incorpo-
rated.

“Texas valu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NRA, cele-
brates our law-abiding members, and joins us as a 
partner in upholding constitutional freedom,” Chief 
Executive Wayne LaPierre said in a letter to mem-
bers. “We seek protection from New York officials 
who illegally abused and weaponized the powers they 
wield against the NRA and its members.”

The NRA was sued in August by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 Letitia James, who accused LaPierre and 
other senior leaders of self-dealing and mismanage-
ment, and said the group’s activities violated state 
laws governing nonprofits.

James said NRA officials diverted millions of dollars 
to fund luxury lifestyles, including vacations and pri-
vate jets, and to buy the silence and loyalty of former 
employees, costing the group $64 million over three 
years.

“The NRA’s claimed financial status has finally met its 
moral status: bankrupt,” James said in a statement on 
Friday. “We will not allow the NRA to use this or any 
other tactic to evade accountability and my office’s 
oversight.”

In its own statement, the NRA pledged no immediate 
changes to its operations or workforce and said it was 
not insolvent, with LaPierre adding that it was “as 
financially strong as we have been in years.”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files for bankruptcy, 
seeking to escape New York lawsuit

The group said it would continue to defend 
its members’ constitutional rights under the 
Second Amendment, which guarantees the 
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

Critics say the NRA is an enabler of gun 
violence.

In her lawsuit, James said the NRA’s incor-
poration as a nonprofit in New York gave her 
authority to seek its dissolution. The NRA 
filed a countersuit in federal court in Albany, 

New York, accusing her of violating its 
free speech rights because she disliked its 
politics.

The NRA accused James, a Democrat, of 
seeking a “corporate death sentence” in a 
partisan push to fulfill a “career goal.”

Sixteen Republican attorneys general 
filed a brief supporting the NRA’s case.

Friday’s move will likely put the New 

York lawsuit on hold, and a reincor-
poration in Texas could strip James of 
her power to dissolve the group.

BUSINESS

WUHAN, China (AP) — A global team of 
researchers arrived Thursday in the Chi-
nese city wher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as first detected to conduct a politically 
sensitive investigation into its origins amid 
uncertainty about whether Beijing might try 
to prevent embarrassing discoveries.The 
group sent to Wuhan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as approv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s government after months of diplo-
matic wrangling that prompted an unusual 
public complaint by the head of WHO.
Scientists suspect the virus that has killed 
more than 1.9 million people since late 
2019 jumped to humans from bats or other 
animals, most likely in China’s southwest.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stung by com-
plaints it allowed the disease to spread, has 
suggested the virus came from abroad, pos-
sibly on imported seafood, but international 
scientists reject that.
Fifteen team members were to arrive in 
Wuhan on Thursday, but two tested positive 
for coronavirus antibodies before leaving 
Singapore and were being retested there, 
WHO said in a statement on Twitter. The 
rest of the team arrived at the Wuhan airport 
and walked through a makeshift clear plas-
tic tunnel into the airport. The researchers, 
who wore face masks, were greeted by air-
port staff in full protective gear, including 
masks, goggles and full body suits.

Passengers wearing face masks to 
protect against the spread of the coro-
navirus exit a plane after arriving at 
Wuhan Tian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Wuhan in central China’s Hubei 
Province, Thursday, Jan. 14, 2021.
They will undergo a two-week quaran-
tine as well as a throat swab test and an 
antibody test for COVID-19, according 
to CGTN, the English-language channel 
of state broadcaster CCTV. They are to 
start working with Chinese experts via 
video conference while in quarantine.
The team includes virus and other ex-
pe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Germany, Japan, Britain, Russia, the 
Netherlands, Qatar and Vietnam.
A government spokesman said this week 
they will “exchange views” with Chinese 
scientists but gave no indication wheth-
er they would be allowed to gather ev-
idence.
China rejected demands for an interna-

tional investigation after the Trump ad-
ministration blamed Beijing for the virus’s 
spread, which plunged the global econo-
my into its deepest slump since the 1930s.
After Australia called in April for an in-
dependent inquiry, Beijing retaliated by 
blocking imports of Australian beef, wine 
and other goods.
One possibility is that a wildlife poacher 
might have passed the virus to traders who 
carried it to Wuhan, one of the WHO team 
members, zoologist Peter Daszak of the 
U.S. group EcoHealth Alliance, told The 
Associated Press in November.

A worker in protective coverings directs 
member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
zation (WHO) team on their arrival at 
the airport in Wuhan in central Chi-
na’s Hubei province on Thursday, Jan. 
14, 2021. A global team of researchers 
arrived Thursday in the Chinese city 
wher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as 
first detected to conduct a politically 
sensitive investigation into its origins 
amid uncertainty about whether Bei-
jing might try to prevent embarrassing 
discoveries. (AP Photo/Ng Han Guan)
A single visit by scientists is unlikely to 
confirm the virus’s origins; pinning down 
an outbreak’s animal reservoir is typically 
an exhaustive endeavor that takes years 
of research including taking animal sam-
ples, genetic analysis and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very transpar-
ent and collaborative,” said Shin-Ru Shih, 
director at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Emerg-
ing Viral Infections at Taiwan’s Chang 
Gung Universi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ried to stir 
confusion about the virus’s origin. It has 
promoted theories, with little evidence, 
that the outbreak might have started with 
imports of tainted seafood, a notion reject-
ed by international scientists and agencies.

“The WHO will need to conduct similar 
investigations in other places,” an official 
of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Mi 
Feng, said Wednesday.
Some members of the WHO team were en 
route to China a week ago but had to turn 
back after Beijing announced they hadn’t 
received valid visas.

Members of the WHO team gather af-
ter arriving at the airport in Wuhan 
in central China’s Hubei province on 
Thursday, Jan. 14, 2021. A global team 
of researchers arrived Thursday in the 
Chinese city wher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as first detected to con-
duct a politically sensitive investigation 
into its origins amid uncertainty about 
whether Beijing might try to prevent 
embarrassing discoveries. (AP Photo/
Ng Han Guan)
That might have been a “bureaucratic bun-
gle,” but the incident “raises the question 
i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ere trying to 
interfere,” said Adam Kamradt-Scott, a 
health expert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 possible focus for investigators is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in the city 
where the outbreak first emerged. One of 
China’s top virus research labs, it built an 
archive of genetic information about bat 
coronaviruses after the 2003 outbreak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c-
cording to WHO’s published agenda for 
its origins research, there are no plans to 
assess whether there might have been an 
accidental release of the coronavirus at the 
Wuhan lab, as some American politicians, 
including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ve 
claimed.
A “scientific audit” of Institute records 
and safety measures would be a “routine 
activity,” said Mark Woolhouse, an epide-
mi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He said that depends on how willing Chi-
nese authorities are to share information.

“There’s a big element of trust here,” 
Woolhouse said.
An AP investigation found the govern-
ment imposed controls on research into 
the outbreak and bars scientists from 
speaking to reporters. The coronavirus’s 
exact origin may never be traced because 
viruses change quickly, Woolhouse said.

Passengers arriving on the flight from 
Singapore are processed by staff in pro-
tective clothings and directed towards 
a covered walkway to a separate exit 
from the airport terminal in Wuhan 
in central China’s Hubei province on 
Thursday, Jan. 14, 2021. Chinese state 
media reported that a WHO team ar-
rived in Wuhan, China, on Thursday to 
research the origins of the coronavirus. 
(AP Photo/Ng Han Guan)
A year after the virus was first detected in 
Wuhan, the city is now bustling, with few 
signs that it was once the epicenter of the 
outbreak in China. But some residents say 
they’re still eager to learn about its origin.
“We locals care about this very much. 
We are curious where the pandemic came 
from and what the situation was. We live 
here so we are keen to know,” said Qin 
Qiong, owner of a chain of restaurants 
serving hot and sour noodles. She said she 
trusts in science to solve the question.
Although it may be challenging to find 
precisely the same COVID-19 virus in 
animals as in humans, discovering close-
ly related viruses might help explain how 
the disease first jumped from animals 
and clarify what preventive measures are 
needed to avoid future epidemics. Sci-
entists should focus instead on making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the virus to 
help respond to future outbreaks, Wool-
house said.
“Now is not the time to blame anyone,” 
Shih said. “We shouldn’t say, it’s your 
fault.” (Courtesy https://apnews.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Stay Home!          Wear Mask!

WHO Team Arrives In Wuhan
To Investigate Pandemic Origins



Kimono-clad youth wearing protective face masks leave their Coming of Age 
Day celebration ceremony at Yokohama Arena, which went ahead even though 
the city is in a state of emergency amid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Yokoha-
ma, south of Tokyo, Japan...MORE

A man walks past trees fallen on a street during heavy snowfall in the center of Madrid, Spain 
January 9, 2021. Temperatures in parts of Spain hit record lows after a snowstorm wrought havoc 
across the country. Early jubilation at the historic snowfall, which saw skiers gliding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mass snowball fights, gave way to frustration as most public transport remained stalled 
and pedestrians avoided the icy streets. REUTERS/Ingrid Melander

People line up for coronavirus tests in their vehicles at Dodger Stadium in Los Angeles, Califor-
nia. REUTERS/Lucy Nicholson  

C3Monday, January 18  2021

i Editor’s Choice

Migrants wait to disembark from a Spanish coast guard vessel, in the port of Arguineguin, in the south part 
of the island of Gran Canaria, Spain. REUTERS/Borja Suarez

A Walgreens Pharmacist prepares the Pfizer-BioNTech coronavirus vaccine at Hamilton Park 
Nursing and Rehabilitation, a nursing home facility, in Brooklyn, New York. REUTERS/Yuki 
Iwamura  

A vehicle streaks across the desert during Stage 10 of the Dakar Rally from Neom to 
AlUla, Saudi Arabia, January 13, 2021. REUTERS/Hamad I Mohammed

Elderly people, who are 65 and over, wait in line 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Sarasota 
COVID-19 vaccination clinic in Sarasota, Florida. REUTERS/Octavio Jones

Municipal healthcare workers examine the body of Shirlene Morais Costa, who died at home at the age of 53 after 
reporting symptoms consistent with COVID-19, in Manaus, Brazil, January 11, 2021. REUTERS/Bruno Kelly



美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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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n Tuesday is-
sued new guidelines that expand coronavi-
rus vaccine eligibility to everyone age 65 
and older as well as to those with comorbid 
conditions, like diabetes. The states’ focus 
on vaccinating health-care workers and 
nursing homes has created a bottleneck,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told CNBC,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in ad-
vance of the formal announcement.
“The states are being told immediately 
they need to expand to 65-plus as well as 
those under 65 with comorbid conditions,” 
the official said.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also stop holding 
back millions of doses reserved for the 
second round of shots of Pfizer and Mod-
erna’s two-dose vaccines, the official said, 
adding they released doses that had been 
held in reserve on Sunday.
“States should not be waiting to complete 
phase 1a prioritization before proceed-
ing to broader categories of eligibility,” 
Azar said Tuesday, explaining the new 
guidance. “Think of it like boarding an 

airplane. You might have a sequential 
order in which you board people. But 
you don’t wait ’til literally every person 
from a group is boarded before moving 
on to the next.”

Some 53 million Americans who are 
65 and older and 110 million people 
between 16 and 64 with comorbid con-
ditions will now be eligible to receive 
the vaccine if every state adopts the 
guidelines, according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Pres-
ident-elect Joe Biden’s transition team 
announced Friday that his administra-
tion planned to release all doses held in 
reserv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s expect-
ed to announce the change at a press 

conference Tuesday with officials from 
Operation Warp Speed, the White House 
vaccine program. U.S. Surgeon Gen-
eral Jerome Adams also confirmed the 
changes in an interview with Fox News 
Tuesday morning, saying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s previ-
ous prioritization guidelines to states was 
“actually causing governors and states to 
slow a little bit.”
“We are going to have clear guidance 
from the CDC to governors that they 
should vaccinate people 65 and above 
and anyone below 64 who has a chronic 
medical condition,” he said.
U.S. officials are trying to pick up 
the pace of vaccinations after a slow-
er-than-expected rollout. As of Monday 
morning, more than 25.4 million doses 
had been distributed across the U.S., but 
just over 8.9 million shots have been 
administered, according to CDC data. 
The number is a far cry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goal of inoculating 20 mil-
lion Americans by the end of 2020 and 
50 million Americans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State and local health officials have said 
they are strapped for cash. They blame 
insufficient funding and inconsistent 
communication from the federal govern-
ment for the slow rollout.
Democrats and some public health ex-
perts have criticized the administration 
for the slow pace. In a letter Monday, 
Senate Democrats demanded the ad-
ministration make changes, saying it has 
“failed” states by not providing detailed 
guidance on how to effectively distribute 
the doses.
The U.S. “cannot afford this vaccination 
campaign to continue to be hindered by 
the lack of planning, communication, 
and leadership we have seen so far,” Sen-
ate Minority Leader Chuck Schumer and 

44 other Democrats wrote. “The metric 
that matters, and where we are clearly 
moving too slowly, is vaccines in arms.”
In an attempt to pick up the pace of 
vaccinations, Health and Human Ser-
vices Secretary Alex Azar and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er Dr. 
Stephen Hahn urged states last week to 
begin vaccinating lower-priority groups 
against Covid-19.
The CDC recommends immunizing 
health-care workers and nursing homes 
first, but states can distribute the vaccine 
as they see fit. Hahn told reporters that 
states should give shots to groups that 
“make sense,” such as the elderly, people 
with preexisting conditions, police, fire-
fighters and other essential workers.

“We’ve heard in the press that some folks 
have said, ‘OK, I’m waiting to get all of 
my health-care workers vaccinated. We 
have about 35% uptake of the vaccine.’ 
I think it reasonable to expand that” to 
other groups, Hahn said Friday. “I would 
strongly encourage that we move for-
ward with giving states the opportunity 
to be more expansive in who they can 
give the vaccine to.”
It’s unclear if expanding the eligibility 
will pick up the pace of vaccinations. 
Some states, including Texas and Flori-
da, have already expanded their eligibil-
ity criteria. (Courtesy https://www.cnbc.
com/)
Related
California To Vaccinate Residents 
65 Or Older Against COVID-19

California Gov. Gavin Newsom an-
nounced Wednesday that residents 65 
and older are eligible to receive the 
COVID-19 vaccine. He aims to admin-
ister an additional 1 million doses by the 
end of the week, a California Dept. of 
Public Health statement said.
As of Wednesday, California had admin-
istered about 890,000 of their 3.43 mil-
lion doses of the vaccine,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reported. 
The state has set up mass-immunization 
sites in sports stadiums and fairgrounds 
to expedite distribution. Additionally, 
36,000 dentists were added to the pool 
of personnel allowed to administer the 
vaccines, the news release said.
------------------------------------------------
Office of the Governor of California

@CAgovernor
We are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efforts to get vaccines out. One 

way is through mass distribution sites 
for priority groups, another is increas-
ing eligible groups - we’re announcing 
that Californians 65+ are the next group 
eligible to receive #COVID19 vaccines. 
#EndThePandemic
------------------------------------------------

A pharmacist administering a 
COVID-19 vaccine in Santa Rosa, Ca-
lif., Wednesday. California Gov. Gavin 
Newsom aims to get 1 million doses of 
the vaccines administer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week. (Photo/Justin Sulli-
van/Getty Images)
“We are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our ef-
forts to get these vaccines administered, 
get them out of freezers and get them into 
people’s arms,” Newsom said in a video 
posted to Twitter Wednesday.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things we can do i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eople eligible 
to ... receive the vaccine and that’s what 
we’re doing today, announcing every-
body 65 and over — about 6.6 million 
Californians — we are now pulling into 
the tier to make available vaccines.”
About 90% of Californians are still un-
der Newsom’s regional stay-at-home 
order, which went into effect early last 
December. The state recorded just under 
300,000 new COVID-19 cases and 3,510 
deaths in the last week. However, these 
numbers seem to have leveled out in re-
cent day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KEY POINT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issuing new guidelines that expand coronavirus 
vaccine eligibility to everyone 65 years old and above,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id.

States’ focus on vaccinating health-care workers and nursing                                                                
homes has created a bottleneck, the official said.

CDC Expands Covid Vaccination 
Guidelines To Everyone 65 And Older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210112A 簡

為什麼中國學校無法複製為什麼中國學校無法複製
美國教育美國教育？？

儘管有大量的文章和書籍在介紹美國教育，
也有相當一部份的學者和普通家長在中美教育
之間做著對比。無論大家如何努力，悲觀地說，
這一切的對比和思考基本都屬於紙上談兵。不
可置辯的事實是，中國根本就無法複製美國教
育。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有句話說得好，事實
勝於雄辯，我用幾個簡單的事實來說明一下這
個命題。

比如說，我們都覺得美國中小學課堂教學靈
活，而中國課堂相對死板。美國學校的靈活教學
，和美國學校的課堂設置大有關係。在美國中小
學，每個班級的人數大約是25名左右，而中國學
校的班級人數是多少？大概是美國課堂人數的
兩倍吧。美國課堂學生少，老師就有可能和學生
有更多的機會互動，課堂教學也就相應地靈活
起來了。而在中國，你讓一個老師對付50多個學
生，如果中國老師想和全班同學互動，一節課就
那麼點兒時間，一旦互動起來，估計老師就沒什
麼時間講課了。中國學校的課堂設置，決定了中
國中小學的教學只能是填鴨式的，美國學校的
靈活教學法，在中國根本就行不通。

又比如說，美國中小學沒有固定的教材和課
本，美國老師佈置的作業，經常要求學生去圖書
館借書找資料。美國學校對教材的大撒把，和形

形色色的美國圖書館有關。根
據美國圖書館協會的統計，全
美約有各類圖書館12萬個，平
均每2500人就有一個圖書館。
其中公共圖書館8956個、大學
圖書館 3793 個、學校圖書館
98460 個、特別圖書館 7616 個
（包括公司、醫學、宗教、法律、
財經等圖書館）、軍事圖書館
265個、政府圖書館1006個。

在美國，各類圖書館就是美
國學生讀不完的教材和百科
全書。即使美國老師不用統一
的教材，美國學生也可以在圖
書館找到答案。請記住這個數
據吧：平均每2500個美國人就
有一個圖書館。這個數據，在
中國無異于天方夜譚。中國社
區圖書館的不普及，藏書有限
的中小學圖書館又不能為所有的學生提供需要
閱讀的書籍，這就決定了中國學校必須要有統
一的教材。

再比如說，美國孩子普遍喜歡運動，而中國孩
子的課外運動時間卻很有限。中美學生之間在

運動方面的不同，主要來自兩方面的原因。
一•和美國的小學生和初中生相比，中國孩

子的作業量大，這就決定了中國孩子在課餘時
間的主要任務是應付作業，換句話說，中國孩子
沒時間搞什麼課外運動。

二•再換個角度說，美國孩子愛運動，這和美
國社區公園的設置有關。在美國，公園不
僅僅是消遣散步和看花弄草的地方，至
少在我們這裡吧，一年四季，社區公園都
有為孩子們安排的各種課外體育活動。

比如我的孩子們就在社區公園學過打
網球，學過划船，學過踢足球。這種社區
公園的課外活動，離家近，學費低廉(居民
納稅的結果)，註冊方便。社區公園的各種
體育活動，一年四季都有專門的活動預
告和介紹。在報名前後，課外活動的小冊
子會及時寄到每個居民的家中，供家長
和孩子們選擇之用。值得一提的是，這樣
的社區公園，並不是美國大城市的專利。
在我們居住的小鎮，孩子們就能享受到
社區公園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在中國，
能有多少這樣的公園可以為孩子們提供
這種離家近價格低廉的運動場所呢？

又比如說，美國孩子的道德教育可以
通過校外活動來完成。教堂，童子軍，女
童軍，都可以向美國孩子灌輸各種優秀
的為人品質。即使美國學校不上政治課，
不學白宮文件，美國孩子也會在校外的
各種活動中得到人生的指導。寬容，誠實
，有愛心，尊敬並服從父母，這些品質是

教堂的宗教教育中經常講述的內容。吃苦耐勞，
對人有禮貌，助人為樂，善於和他人合作等等，
是童子軍和女童軍需要習練的本領。美國孩子
在這樣的校外德育教育中，通過日復一日的薰
陶，至少會達到聊勝於無的效果。眾所周知，宗
教和男女童軍在中國根本就沒有市場，美國課
外教育中的這部分，中國完全不能複製。

通過這些簡單的對比，我們會發現一個基本
的事實：在德智體幾方面的訓練，中美孩子經歷
的過程都不一樣。中美教育的不同方式和結果，
造就了外在和內心都不一樣的孩子。比如某些
中國孩子從小就知道長大以後掙大錢買豪宅，
而某些美國孩子從小就希望長大以後去非洲幫
助難民。

美國孩子運動時間多，性格開朗，也愛笑。而
中國孩子在大量作業的壓力下，內心緊張，難展
笑容。在不同的教育體制下，中美孩子的世界觀
也不一樣，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也就相應地有
所不同了。比如幾乎沒有哪個美國孩子會因為
沒考上好大學而選擇自殺，即使是社區大學裡
的美國大學生，他們也不會覺得自卑。

諸如此類的例子說明，中國學校根本就無法
複製美國教育，我們也就不能期待在中國的大
地上把中國孩子改造成美國孩子的模樣。和美
國教育有關的所有信息，只能供中國家長和教
育工作者參考。教育離不開社會這個大環境，只
要社會環境不變，中國的教育就很難有什麼突
破性的改變。立足本國，借鑒美國教育中的積極
因素，才是比較現實的做法. 讓中國學校複製美
國教育，只是個完全不可能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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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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961年，年仅8岁的赵小兰以及5岁的大妹和

呀呀学语的二妹，在母亲的带领下，为了与在美

国留学打工的父亲赵锡成会合，从中国台湾高雄

出发，登上了一条破旧的货运船只，开始了漫长

的海上漂流。

当终于能看到自由女神像，进入纽约港时，

已经是一个月过去了。初到美国，赵小兰一家人

住在纽约皇后区一个一居室的住所里面。对于这

个新移民家庭来说，度日艰难是全家的主旋律，

他们几乎没有渠道获得资讯和帮助。也就从那时

起，幼小的赵小兰心中，深深打上了“美国并不

是天堂”的烙印……

当年，赵小兰拽着父亲的衣角走进美国纽约

一间小学的教室时，她不仅一句英文都不懂，而

且还因为向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引起了班上所

有同学的哄堂大笑。

当赵小兰插班进入三年级时，她一个英文单

词也不会。她只好每天把黑板上的所有内容抄下

来，到了晚上，再由工作了一天的父亲把所有内

容译成中文，让她明白课程的内容；同时，父亲

还从ABC开始为她补英语。所以每天晚餐之后，

赵家极少开电视，母亲陪着孩子一起读书，父亲

处理公务。

到了第二天早上闹钟一响，赵小兰姊妹便自

觉起床，由赵小兰带头赶学校公车上学，放学后

又带妹妹一起回家。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赵小兰也十分懂事，总是把一分钱当两分钱用。

在外的花费，不论大小，她都要拿收据回家一五

一十地向家长报账。

赵家经济上逐渐好转，但父母仍要求孩子自

己洗衣服、打扫房间。闲暇时，还要6个孩子分

担家里的琐事。每天早晨上学之前，她们要检查

自家游泳池的设备，捞掉脏东西。周末，则要把

院子里的杂草和蒲公英拔掉。

后来赵家富裕了，赵小兰也尽可能地不要家

庭负担。她在念大学时，向政府申请贷款，然后

利用暑假打工还钱。父母却担心孩子在学习用品

上过分节约，所以，父母与她们姊妹约法三章：

“只要是学习必需的东西，绝对不能省！”

成为白宫实习生

“爱而不娇，严不守旧”是赵小兰父母对孩

子们的教育准则。在学习上，赵小兰一向以自己

的智慧和勤奋见长，197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荷

里克山大学。

赵小兰大学刚毕业到父亲的船务公司实习，

父亲为了摔打她，特别给她做一般人难以完成的

高难度工作，哪知赵小兰心灵手巧，她总是千方

百计把父亲交办的工作做得十分圆满。

1979 年，赵小兰又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

财政管理硕士学位之后，便进军银行业，并在

随后的几年中脱颖而出，担任了旧金山美国商

业银行国际金融副总裁。父亲原本希望小兰能

继承家业，从事海运商务，没想到在 1983年，

赵小兰向白宫递交了一份“实习生”申请表。

这是一个培养领袖人物的计划，美国总统每年

从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自愿申请者中遴选出 1~19

位青年男女进入白宫工作一年，担任内阁成员

的助手或总统高级顾问，并接受各种领导素质

的培训。

赵小兰是1983年度13名“白宫实习生”中惟

一的华裔。从那年开始，她辞去了银行的职务，

放弃了10多万美元的年薪，开始晋身美国政坛。

那时，对许多亚裔来说，谋得一份稳定、高收入

的工作已属不易，将一生的事业投入美国政坛主

流显然是一种冒险。幸运的是，在白宫，赵小兰

结识了共和党领袖多尔的妻子伊丽莎白· 多尔。

在多尔夫人的引导下，她认识了许多政界人士。

1986年，她出任交通部航运署副署长，1988年又

担任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稍后便被提升为交通

部副部长，其时年仅36岁。

赵小兰在老布什任内担任交通部副部长时，

先后处理了泛美航空公司客机被炸案、埃克森石

油公司油轮触礁漏油案，并主持了旧金山大地震

后的公路修复工作。海湾战争期间，赵小兰负责

大规模的海上运输调度，为军方提供后方运输支

持，样样都干得非常出色。

1992年大选后，赵小兰随老布什退出美国政

府。那时的赵小兰已经成为共和党的骨干。在老

布什的竞选中，她有机会结识了小布什，从而为

重返政坛奠定了基础。2001年1月11日，赵小兰

被美国总统布什提名为第24任美国劳工部部长。

从此，这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面孔开始在浮

华的美国社会显露影响。

后来布什连任成功，赵小兰也继续留任美国

劳工部长。

赵小兰就任时表示：“我会以多年前我父

亲来美国时，同时打 3份工的拼劲，干好这个

工作。”熟悉赵小兰的人说，她最令人敬佩的

品质便是刻苦。多尔夫人称赵小兰是一个杰出

的榜样，“她的成功源于勤奋工作和勇于献身

的精神”。

赵小兰给媒体的另一印象是精力充沛、开朗

大方，而不是地位显赫的美国政府要员。她的办

公室摆设得有点像个家，这是这位美国劳工部长

女性化的一面。

2009年 1月，赵小兰卸任，这位在美国政坛

开创了诸多第一的华裔女性，为自己的内阁生涯

画了一个创纪录的句号——成为“二战”以来任

职时间最长的劳工部部长，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在

布什政府中任职满8年的内阁部长。

2017年 1月，赵小兰再获美国总统特朗普青

睐，出任美国运输部部长。自此，她在美国历史

上写下“两度入阁、三朝元老”的传奇。

美国政坛中的华裔 | 赵小兰：第一位进入白

宫内阁的华裔

荣光背后的“多面”

在亲友乃至美国华人圈中，赵小兰的孝顺与

政绩同样出名。在她看来，孝道是中华民族宝贵

的传统美德，尽孝是身为儿女的福祉。

对于父亲，赵小兰说，在6个女儿各自记忆

中，她们的父亲从来没缺席过她们当中任何一个

的任何重要时刻。“他总会在场，和我妈妈一起

。他们永远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6个女儿都在美国文化和美国教育制度下长

大成人，但赵锡成和妻子在家庭教育中，格外注

重中国的传统礼节和儒学思想。

赵小兰回忆说，父亲很爱一边和女儿们一起

做事，一边讲述在中国的早年生活，讲述中国的

历史、文化、哲学和传统习俗。“他总是和我们

聊天，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把我们和故乡联

系在一起。”

改革开放后，赵锡成把每个女儿都带到中国

。赵小兰说，这使她们比大多数美国人都能更好

地了解几十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在赵小兰看来，孝道，谦逊，与自己、与大

自然和谐相处，都是宝贵的中国传统美德。尽孝

，是儿女自身的福祉。“父母曾经精心照顾我们

。当我们长大，他们变老，我们应当尊敬和善待

他们。”

谈到父亲的为父之道，赵小兰给父亲打了

100分，而在这100分里，或许也包括这一条：在

女儿们心中培植传统文化之根。让她们对自己血

脉里的文化传承拥有一种自信，能够在族裔和文

化多元的美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来自何方

，身在何处。

海外华人“参政热”

如今，在特定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一些海

外华人群落甚至出现了“参政热”。比如，东南

亚聚集了85%以上的海外华人。这里华人移居的

历史悠久，经济方面往往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新加坡是东南亚唯一的华裔占人口大多数、

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新加坡华裔与其他

族裔享有平等政治权利。

此外，在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华人

有很大的参政空间。例如泰国、马来西亚和菲

律宾。仰赖泰国政府善待华人的政策，泰国华

人享有诸多平等权利，融入当地的程度很高，

不仅在经济上硕果累累，并且在政治上成就斐

然。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多名华人荣任政府

要职，直至总理。曾经担任总理的华裔就有差

猜春哈旺、川立派和他信西那瓦，这在全世界

都很罕见。

马来西亚的华人通过参与政治，维护和争取

了华人的社会权益，构成马来西亚种族多元社会

的重要一员。马华公会由马来西亚华人组成，是

长期的参政政党。

在菲律宾，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多数华人

取得当地国籍，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开始主动

参与主流社会的政治活动。

赵小兰：第一位进入白宫内阁的华裔

当地时间2021年1月7日，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请辞，成为美国国会骚乱事
件后首位辞职的内阁成员。赵小兰在美国华人当中颇有名气。她是美国历史上第
一位华裔内阁成员，小布什总统执政时期当了8年劳工部长，特朗普上台后出任
交通部长。自此，她在美国历史上写下“两度入阁、三朝元老”的传奇。

作为一名华裔，赵小兰在美国政坛上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实属不易。事实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外华人逐渐开始涉足居住国的政治舞台，20世纪7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华人参与政治选举，担当政治职务，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
视的现象。

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裔，也是内阁中的第一位亚裔妇女。她
实现的是美国华人在国际上从“苦力”“猪仔”到问鼎美国最高权力中心的华丽
转身，她让西方社会认识到华裔女性的坚韧与机智，她的名字叫赵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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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是“差別”，還是“差距”？
教育的目的在于喚醒而不是塑造；知識絕非他人所
能傳授，而是學生在思考和實踐的過程中逐漸自我
領悟的… …

越來越多的孩子不快樂
越來越多的孩子從教育中不能享受到快樂，不

快樂的時間一再提前。
現在的學校似乎只提供一張畢業證書，越來越

難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悅和心靈的平和。學生反
社會的行為越來越嚴重。

教育的價值在于喚醒每一個孩子心中的潛能，
幫助他們找到隱藏在體內的特殊使命和注定要做的
那件事。

說到中美教育的差异，一個看起來是悖論的現
象，特別引起我的濃厚興趣：

一方面，中國學生普遍被認為基礎扎實，勤奮
刻苦，學習能力——特別在數學、統計等學科領域
——超乎尋常，在國際大賽中屢屢摘取桂冠，將歐
美發達國家的學生遠遠甩在後面。

另一方面，中國科學家在國際學術舞臺上的整
體地位不高，能夠影響世界和人類的重大科研成果
乏善可陳，至今也只有一位本土科學家獲得了諾貝
爾科學獎，這是一個令人尷尬而又痛心的老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

與此類似的另一個現象，看起來也是悖論：一
方面，美國基礎教育質量在世界上被公認為競爭力
不夠，就連美國人自己也承認這一點。

和其他國家——特別是和中國、印度——相比
，美國學生在閱讀、數學和基礎科學領域的能力和
水平較差，在各種測試中的成績常常低于平均值；
另一方面，美國的高等教育質量獨步全球，美國科
學家的創新成果層出不窮，始終引領世界科學技術
發展的前沿。

中美教育的“悖論”
在通常情況下，就整體而言，優秀學生的基數

越大，未來從中涌現出優秀學者的可能性就相應
越大。

然而，當下中國教育正在驗證我們的擔憂：
優秀的學生和未來優秀學者之間的相關性似乎並
不顯著。

如果事實果真如此，我們就不禁要問：我們
的教育是有效的嗎？這也促使我們反思：到底什
麼才是有效的教育？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幫助人們實現了
教育的目的。

然而，今天越來越多的我們——無論是教育
者還是被教育者——已經漸漸忘記了教育的目的
。

恢復高考以來的三十多年裏，我們一直在不
停地奔跑，跑得越來越快，也越來越累，很少停
下來問一問自己，我們為什麼要奔跑？

教育似乎正在變成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
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師上課是為了謀生；學生上
學在義務教育階段是國家規定，在非義務教育階段
是為了通過上一級的考試；校長看上去像是一個企
業的總經理等等。

凡此種種，無不顯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
消失。

教育的實質不僅包含知識訓練，還涉及社會和
人生的倫理學訓練。

古代中國的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的一面，但也
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學生們通過反復閱讀經典的經
書來完善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務，進而
服務于國家和天下蒼生。

科舉制廢除之後，基于政治經濟文化的顛覆性
變革，中國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由此形
成了一整套語言、學制和評估體系。

這一源于特殊歷史環境下的教育體系尤其強調
功利性，即認為教育只是為了解現實問題而存在的

：讀書是為了救國；教育是實現現代化的工具等等
。

到了當代，教育更加呈現出相當顯著的工具性
特徵：學生們希望通過教育獲得一些“有用”的技
能，使他們能夠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增強他們在
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進而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
物質財富。

如果教育不能讓他們實現這些功利目標，他們
便會毫不猶豫地拋弃教育——這就是為什麼近年來
“讀書無用論”漸漸開始抬頭的思想根源。
教育需要“不實用主義”

反觀美國，其教育也有功利性的一面，但其功
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附著于公民教育背後的產
物。

越是優秀的教育機構，越強調教育對人本身的
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機構，也依然把提高本州人

民素質作為最根本的教育目標。
因此，實用主義哲學最為盛行的美國，在教育
領域非常地“不實用主義”：越是優秀的教育
機構，教給學生的越是些“無用”的東西，如
歷史、哲學，等等；越是優秀的學生，越願意
學這些“無用”之學。
實際上，美國學生之所以基礎差，和美國中小
學的教學方式有直接關係。
美國教育界深受古希臘蘇格拉底“產婆術”教
育思想的影響，強調教育是一個“接生”的過
程，教師就是“接生婆”，人們之所以接受教
育是為了尋找“原我”以不斷完善自身。
他們認為：教育的目的在于喚醒而不是塑造；
知識絕非他人所能傳授，而是學生在思考和實
踐的過程中逐漸自我領悟的。
所以，在美國課堂裏——無論是大學、中學還
是小學——教師很少給學生講解知識點，而是
不斷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引導學生自己得出
結論。
學生的閱讀、思考和寫作的量很大，但很少被
要求去背誦什麼東西。
美國學校教育是一個觀察、發現、思考、辯論

、體驗和領悟的過程，學生在此過程中，逐步掌握
了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尋找資料、得
出結論的技巧和知識。

雖然他們學習的內容可能不够深不够難也不够

廣，但只要是學生自己領悟的知識點，不僅終身難

以忘記，而且往往能够舉一反三。

與此相反，中國學校教育深受孔子“學而時習

之”思想的影響，老師把知識點一遍又一遍地硬塞

給學生，要求學生通過不斷地複習背誦，使之成爲

終身不忘的記憶。
這種教學方式對于傳統的人文經典教育或許是

有效的，但對于現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而言，其
弊端是顯而易見的：

學生的基礎知識普遍比較扎實，但也因此束縛
了思想和思維，喪失了培養創新意識的機會；更重
要的是，死記硬背、繁重异常的基礎教育，令中國
學生普遍地厭學、不喜歡思考、動手能力差。

根源在于“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即自由教育，是對心靈的自由滋養

，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責任、遠大的
志向。自由地發揮個人潛質，自由地選擇學習方向
，不為功利所累，為生命的成長確定方向，為社會
、為人類的進步做出貢獻。

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大學都會把完成通識教育
作為學生獲得學會的一個必要條件。

曾任耶魯大學校長的著名教育家理查德•萊文
（Richard Charles Levin）說：如果一個學生從耶
魯大學畢業後，居然擁有了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
能，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因為，他認為，專
業的知識和技能，不是耶魯大學教育的任務，而是
學生們根據自己的意願，在大學畢業後才需要去學
習和掌握的東西。

簡單來說，通識教育不強調專業本身，而是著
重培養人在思維，藝術，歷史，哲學等方面有所進
步。

中國教育側重于專業技能的養成，而美國教育
則相反，他不培訓專業技能人才，因此造就了數量
龐大的諾貝爾獲獎者，推動世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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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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210112B 簡



CC77星期一       2021年1月18日       Monday, January 18, 2021
中國影視

由陳思誠編劇、執導的電影

《唐人街探案3》即將於2021大年

初壹上映，今日電影曝光了終極

預告。繁華街頭的卡丁車競速、

機場壹鏡到底的400人大戰......不

僅有眾多大場面，新曝光的鏡頭

還透露了有趣的cosplay戲份，也

讓人對電影故事更加好奇與期待

。預告結尾，隨著秦風的壹句

“小唐，還記得那首老歌嗎”，

《唐探》的系列金曲瞬間響起。

從《粉紅色的回憶》到《恭喜發

財2020》，滿滿都是回憶。最後

的《春節序曲》，更是喚醒所有

人對年的記憶，也傳遞了《唐探

》壹直以來濃濃的年味兒。

與預告壹同曝光的，還有“喜

翻天”版海報。王寶強、劉昊然、

妻夫木聰、托尼賈、長澤雅美、染

谷將太、鈴木保奈美、淺野忠信、

三浦友和、尚語賢、肖央、張子楓

、邱澤、張鈞寧等演員齊聚送喜。

最強合家歡陣容聯手奉上最強喜劇

，滿屏的歡樂氣氛，不禁讓人感嘆

：有《唐探》，就有年味兒了！

亞洲偵探聯盟春節送喜
破解密室案件揭曉系列懸念

“開場就這麽刺激呀”，預告

中唐仁、秦風剛落地東京，就迎來

了壹場機場混戰。而等待著“唐人

街第壹神探”組合的，則是難度升

級的密室案件。此外，預告中透露

的神秘人物Q、秦風被捕入獄等線

索，也吊足了觀眾胃口。系列前作

的諸多懸念，終於要在《唐人街探

案3》中迎來揭曉。

與唐仁、秦風壹同探案的，還

有另外兩位名偵探。妻夫木聰飾演

的日本偵探野田昊，化身“行走的

提款機”，豪車、直升機、遊艇，

用實力證明“有錢任性”。而托尼

賈飾演的傑克賈則泰拳出擊，充滿

戰鬥力......三國偵探組成亞洲偵探

聯盟，共同面對這費錢、費力又費

腦的挑戰，四人身上的反差萌喜感

也給了觀眾更多期待。

神仙陣容橫掃全年齡段觀眾
頂級制作打造沈浸式觀影

探案故事精彩紛呈，演員

陣容也十分吸睛。除了王寶強

、 劉 昊 然 之 外 ， 日 影 經 典 的

“兄妹 CP”妻夫木聰、長澤雅

美再次同框。還有泰國動作明

星托尼賈，喚起觀眾情懷記憶

的鈴木保奈美、三浦友和，以

及《唐探》系列的老朋友尚語

賢、肖央、張子楓等人。既有

驚喜，也有經典，可謂橫掃了

全家人的青春。

不僅如此，電影在制作上也

全 面 升 級 ， 全 片 使 用 AL-

EXAIMAX 攝影機拍攝。在視野

MAX的基礎上，也會給觀眾帶來

笑力 MAX 的體驗，陳思誠導演

也坦言，“氣勢上不壹樣，感受

上也會不壹樣”。據悉，為了展

現更寬闊的取景範圍，電影中王

寶強和劉昊然在澀谷十字路口

“撒錢”的壹場戲，用到了數千

名群演，非常震撼。電影《唐人

街探案 3》將在 2021 大年初壹開

年送喜，期待大家走進影院，收

獲合家歡樂。

亞洲群星亞洲群星
笑鬧新春笑鬧新春

《唐人街探案3》曝終極預告海報

大年初壹，燃情守護！改編自遊

戲《陰陽師》，由陳國富、張家魯監

制，李蔚然執導，陳坤、周迅、陳偉

霆等主演的東方新奇幻巨制《侍神令

》發布“侍神集結”預告及“平京繪

卷”海報，曝光陳坤飾演的晴明“美

強慘”人設，他因半人半妖身份而被

兩界不容，背負世人的誤解和指責，

在妖域與平京城之間的庭院收留同病

相憐的妖，締結同生共死“侍神令”

守護家園。周迅飾演的百旎對晴明執

念頗深，而陳偉霆飾演的慈沐也首曝

黑化人設，桃花、雪女、鐮鼬、山兔

、鴉天狗等壹眾侍神集結亮相，與晴

明共禦強敵。手繪海報極具東方美，

以綺麗畫風描摹奇幻場景，暗藏晴明

、百旎、慈沐等角色細節和故事看點

，展現本片作為春節檔最具期待東方

新奇幻大片的全新世界觀。

“這滿院的妖，與我同病相憐，

既進不了平京城，又不屬於妖域，全

是為生路。”預告以壹段晴明自白開

場，道盡了他因半人半妖身份而不容

於兩界的掙紮和無奈。本是陰陽寮弟

子的晴明，被認為是師兄慈沐失蹤的

最大嫌疑人之後無奈出走，與妖締結

侍神令，在晴明庭院安家。而師妹百

旎對自己的執念、世人對他與妖為盟

的指責、因血統而產生的自我懷疑

……也成為了晴明的心結，如此“美

強慘”的人設成為故事看點之壹。此

時壹觸即發的兩界大戰，和再度出現

卻已黑化為妖的師兄慈沐，又以諸多

懸念吸引觀眾期待。

在陳坤看來，晴明這個角色“脆

弱而驕傲”，而他與周迅飾演的百旎

之間、與妖之間同樣締結的“侍神令

”，又代表著承諾與忠誠，無關身份

，只有真心。陳坤也表達了對這壹設

定的解讀：“侍神令代表某種完全的

相信和承諾，我在演晴明的過程中特

別喜歡這個命題。”對此周迅和陳坤

有同樣的默契：“締結侍神令，代表

著永不背叛，所以這是非常忠誠的。

”因此，對於身為陰陽寮掌案的百旎

來說，看似背叛的晴明和他們曾經的

承諾之間的兩難抉擇，最終化作了執

念，促使她從未放棄追捕晴明，二人

因此陷入情感糾葛。

預告也首度曝光了陳偉霆飾演的黑

化慈沐，揭曉他本是陰陽寮大師兄，卻

因追求妖力而墮入邪道的反派設定。

“曾經是妳讓我得見妖力的玄妙”“我

也有我的執念”等臺詞暗藏玄機，讓人

不禁好奇慈沐與晴明之間的往事，而最

終大戰晴明壹句“或許我的庭院可以收

留妳”，又引人猜測二人的最終結局。

據悉，陳偉霆為了演繹好“黑化版”的

慈沐，每天需要化6個小時特效妝，還

要穿上特殊材質的衣服，對此他表示十

分滿意：“這都是為了給予這個角色更

多層次的演繹。”

影片改編自遊戲《陰陽師》，各種

侍神此次也壹壹亮相，桃花、雪女、八

彩、鬼赤、鐮鼬、海坊主、鴉天狗、獨

眼小僧、山兔、鐵鼠、河童等集結大戰

，同心協力共守家園，燃感十足。與預

告壹同發布的“平京繪卷”手繪海報，

以極具東方美的寫意長卷，描摹陰陽寮

、妖域、晴明庭院等綺麗夢幻的場景，

展現人與侍神共處的全新世界觀，沈浸

感十足，令人心馳神往，而晴明、百旎

、慈沐等角色關系細節也暗藏其中，亟

待解讀。作為春節檔最值得期待的東方

新奇幻巨制，《侍神令》將奉獻壹場大

年初壹的視聽盛宴。

電影《侍神令》由工夫影業（寧波

）有限公司、北京網易影業文化有限公

司、華誼兄弟電影有限公司、中國電影

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天津貓眼微影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盛典（北京）文化產業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無限自在文化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然視界影視傳

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陳國富、張家魯

監制，李蔚然執導，陳坤、周迅、陳偉

霆等主演，將於2021年大年初壹正式在

全國上映，敬請期待。

《侍神令》侍神集結預告發布

陳坤周迅陷情感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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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中的博愛老人活動中心節日中的博愛老人活動中心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博愛老人中心全體團博愛老人中心全體團
工在新冠疫情非常嚴重的工在新冠疫情非常嚴重的
時期時期，，堅持日常工作堅持日常工作,, 每天每天
給長輩們準備了營養豐富給長輩們準備了營養豐富
的美食的美食,, 按時送餐到家按時送餐到家.. 並並
且在每壹個節假日且在每壹個節假日，，無論無論
中國的還是西方的中國的還是西方的,, 都及時都及時
送去節日問候及關愛送去節日問候及關愛。。

由休斯頓由休斯頓 BetterBetter
Off BowlingOff Bowling 保齡球協保齡球協
會主辦的會主辦的20212021新年周新年周
末錦標賽活動日前在末錦標賽活動日前在
BowmorBowmor 保齡球中心保齡球中心
舉行舉行。。線下活動部分線下活動部分
組織有序組織有序，，保持安全保持安全
距離距離，，活動氣氛高昂活動氣氛高昂
。。並分為慈善比賽及並分為慈善比賽及
休閑競賽部分休閑競賽部分。。來賓來賓
及會友們不僅享用美及會友們不僅享用美
食食，，踴躍參加比賽踴躍參加比賽。。
通過活動通過活動，，促進了會促進了會
友之間的交流合作友之間的交流合作，，
增進了友誼並由帶領增進了友誼並由帶領
球隊分組隊員們安排球隊分組隊員們安排
就位進行大賽就位進行大賽。。系列系列
活動有眾多本地才藝活動有眾多本地才藝
傑出人士積極參與傑出人士積極參與。。
此活動為休斯頓保齡此活動為休斯頓保齡
球友們帶來了壹場獨球友們帶來了壹場獨
特的娛樂盛宴特的娛樂盛宴。。

休斯頓休斯頓Better Off BowlingBetter Off Bowling保齡球協保齡球協
會會20212021年新年周末錦標賽集錦回顧年新年周末錦標賽集錦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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