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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House cites ‘deep concerns’ about WHO 
COVID report, demands early data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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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The 
White House on Saturday called on 
China to make available data from 
the earliest day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saying it has “deep con-
cerns” about the way the finding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COVID-19 report were communicat-
ed.
FILE PHOTO: A logo is pictured 
outside a building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during an 
executive board meeting on 
update on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Geneva, Swit-
zerland, February 6, 2020. 
REUTERS/Denis Balibouse/
File Photo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
rity adviser Jake Sullivan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report be 
independent and free from 
“alteratio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choing con-
cerns raised by the adminis-
tration of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o also 
moved to quit the WHO over the 
issue.

WHO Director-General Tedros 

Inside C2

Adhanom Ghebreyesus on Friday said 
all hypotheses are still open about the 
origins of COVID-19, after Washington 
said it wanted to review data from a 
WHO-led mission to China, where the 
virus first emerged.

A WHO-led mission, which spent four 
weeks in China looking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said this 
week that it was not looking further in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virus escaped 

from a lab, which it considered highly 
unlikel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d said it 

suspected the virus may have escaped 
from a Chinese lab, which Beijing 
strongly denies.
Sullivan noted that U.S. President Joe 
Biden had quickly reversed the decision 
to disengage from the WHO, but said it 
was imperative to protect the organiza-
tion’s credibility.

“Re-engaging the WHO also means 
holding it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Sullivan said. “We have deep concerns 

about the way 
in which the 
early findings of 
the COVID-19 
investigation 
were commu-
nicated and 
questions about 
the process used 
to reach them.”

Biden, who is 
spending his 
first weekend 
at the Camp 
David presiden-

tial retreat in the mountains of western 
Maryland, will meet with hi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s on Saturday, a White 

House official said.

China refused to give raw data on early 
COVID-19 cases to the WHO-led team prob-
ing the origins of the pandemic,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team’s investigators, potentially 
complicating efforts to understand how the 
outbreak began.

The team had requested raw patient data on 
174 cases that China had identified from 
the early phase of the outbreak in the city of 
Wuhan in December 2019, as well as other 
cases, but were only provided with a summa-
ry, Dominic Dwyer, an Australian infectious 
diseases expert who is a member of the WHO 
team, told Reuters.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is report be indepen-
dent, with expert findings free from interven-
tion or alteratio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ullivan sai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is pandemic and 
prepare for the next one, China must make 
available its data from the earliest days of the 
outbreak,” he said.

No comment was immediately available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or the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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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JOLLA, Calif. — The highly conta-
gious variant of COVID-19, first detec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is now tearing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s the con-
clusion of a new report led by members 
of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Their 
study finds this rapidly spreading version 
of coronavirus may become the dominant 
strain of the illness by the spring.
Dubbed B.1.1.7, researchers say the vari-
ant may already be moving through at least 
30 states as of January 2021.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termined B.1.1.7 
is no more deadly than other strains of 
COVID-19, its ability to spread expo-
nentially is the major concern. Accord-
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is pre-print study 
— meaning they have not been peer-re-
viewed yet — cases of the U.K. strain are 
doubling roughly every 10 days.
“We found that while the fraction of 
B.1.1.7 among SGTF samples varied by 
state, detection of the variant increased 
at a logistic rate similar to those observed 
elsewhere, with a doubling rate of a little 
over a week and an increased transmission 
rate of 35-45%,” researchers write in their 
report in MedRxiv.
U.K. COVID variant already reported 

in 33 states
The origins of B.1.1.7 are still a mys-
tery, but the first cases appeared in the 
U.K. before the new year. By Novem-
ber, the majority of all new cases of 
COVID-19 in that country were from 
the B.1.1.7 strain.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dd that the new variant 
contains several mutations, including 
one in the receptor binding domain of 
its spike protein. This spike has become 
infamous during the pandemic for at-
taching to human cells and then cutting 
into them to reproduce.

According to the CDC’s latest figures, 

there are at least 690 confirmed cases of 
the B.1.1.7 strain in America. Those in-
fections come from 33 different states, 
including over 200 in Florida.
‘U.S. on similar trajectory as other 
countries where B.1.1.7 became domi-
nant variant’
A report in December, by researchers 
from Public Health England (PHE), 
discovered that the new strain does not 
appear to cause more serious infections 
than earlier ones. In comparison to the 
more common varieties of COVID, the 
death rate from B.1.1.7 remained virtu-
ally unchanged in a study of over 2,700 
British patients.
Despite those earlier findings, the threat 
from the virus’s higher transmission 
rates is worrying scientists. The report 
warns that the U.S. may soon look like 
Europe in terms of this COVID vari-
ant’s widespread impact.
“Our study shows that the U.S. is on 
a similar trajectory as other countries 
where B.1.1.7 rapidly became the dom-
inant SARS-CoV-2 variant, requiring 
immediate and decisive action to mini-
mize COVID-19 morbidity and mortal-
ity,” the researchers conclude.
Related

New Coronavirus Variant Doesn’t 
Cause Worse Infections Or Lead To 

More Deaths, Study Says
LONDON — As millions prepare to 
receive their coronavirus vaccine, fears 
are growing of a new variant strain of 
SARS-CoV-2 dete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gland. This new vari-
ant, dubbed B.1.1.7, could be more 
contagious than previous strains of 
the coronavirus, but a new report is 
at least bringing some positivity into 
2021. Researchers from Public Health 
England (PHE) find the variant is not 
likely to put more patients in the hos-
pital or cause more deaths than other 
COVID strains. According to the Cen-
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1.1.7 is responsible for 60 percent 
of the new infections in London since 
November. The origin of this variant 
remains a mystery, but the CDC says 
B.1.1.7 has several mutations, includ-

ing one in the receptor binding domain of 
its spike protein. This is the part of the vi-
rus which attaches to cells and cuts its way 
into them to reproduce.
A recent study by the Centre for Mathe-
matical Modell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lso finds that the new coronavirus variant, 
which researchers call VOC 202012/01, 
is 56 percent more contagious than oth-
er COVID strains. Despite this, the team 
from PHE concludes it is not anymore 
dangerous to patients during the pandem-
ic.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the cohort study 
foun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ospitalization and 28-day case fatali-
ty between cases with the variant (VOC 
201212/01) and wild-type comparator cas-
es,” study authors write in the report, In-
vestigation of novel SARS-CoV-2 variant.
No serious differences in the new coro-
navirus variant
The British study examined 1,769 patients 
with “wild-type” or common strains of 
SARS-CoV-2 and 1,769 people with the 
B.1.1.7 variant. The results reveal no ma-
jor differences in the age of patients, their 
ethnicities, and living situations.
Researchers discovered 16 COVID pa-
tients (0.9%) with the B.1.1.7 strain had 
to go to the hospital due to their illness. 
In comparison, 26 patients (1.5%) with a 
wild-type strain were hospitalized during 
the study. Although scientists did not have 
complete records on patient deaths, the 
report finds 12 of 1,340 patients with the 
new variant died — just under one per-
cent. Only 10 patients out of 1,360 died of 
a wild-type of COVID-19 (0.73%).
Study authors also report that the new 
coronavirus strain does not seem to raise 
the risk of contracting the illness a second 

time.
“There was also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ikelihood of reinfection between 
variant cases and the comparator group,” 
the report notes.
Only two people who had the B.1.1.7 
strain ended up getting sick again within 
90 days of their illness. The odds are just 
as rare among common forms of corona-
virus, with only three people getting sick 
a second time. (Courtesy studyfin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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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 UN Ambassador Nikki Haley,
“after waiting and watching,” said,
“Trump will be judged harshly by histo-
ry.” She said that she is truly con-
cerned about Trump’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GOP. She wants to run for presi-
dent in 2024.

This interview comes out just after the
House impeachment managers conclud-
ed their case in the Senate impeach-
ment trial to prove Trump’s long stok-

ing of resentment and hate that bubbled
over on January 6.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facing big chal-
lenges now. Many of them want to run
for president in the future but they will
face a political dilemma. Trump has
claimed he might organize a new party.
If that is the case, Republicans will be di-
vided in the future. The chance to keep
the power is very slim.

We all hope that the trial in the Senate
will be fin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till has so many
urgent matters to take care of. Speciall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finalizing

the stimulus package. Many people are
waiting for help from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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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ematorium employee wearing protective gear moves an empty coffin 
during the cremation of a person who died of COVID-19, at the Municipal 
Cemetery in Nezahualcoyotl, Mexico, February 10, 2021. REUTERS/Henry 
Romero

The Weeknd performs during the Super Bowl LV Halftime Show in Tampa, Florida, Febru-
ary 7, 2021. REUTERS/Brian Snyder

Thikran Kamiran Yousif, 22, visits his father’s grave in Kojo, Iraq, February 7, 2021. Yousif 
was 15 when Islamic State fighters surrounded his village in northern Iraq, rounded up residents 
and slaughtered several hundred of them, including his father, brother, grandfather and aunt. 
Nearly seven years later, Yousif has returned to the village for the reburial of his father and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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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from Dagon University take part in a demonstration against the military coup in Yangon, 
Myanmar, February 5, 2021. REUTERS/Stringer

Nathan skis down the Montmartre hill near the Sacre Coeur Basilica in Paris, as winter weather 
with snow and cold temperatures hit the northern regions of France, February 10, 2021. REU-
TERS/Antony Paone

Disabled dogs in mobility aids run during a daily walk at The Man That Rescues 
Dogs Foundation in Chonburi, Thailand, January 26, 2021. The future of the shelter, 
started by a Swede who moved to Chonburi and dismayed by the poor condition of 
strays, is in doubt as the pandemic led to a 40% drop in donations and slashed the 
number of foreign visitors. REUTERS/Athit Perawongmetha

People take part in a screaming session as they seek emotional release from the pandemic, in 
an open area near Ra’anana, Israel, February 7, 2021. REUTERS/Amir Cohen

A woman lifts a funeral display into a car in the flower district of Los Angeles, California, as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continues, February 4, 2021. REUTERS/Lucy Nicholson



美國生活

在美國知乎上大多數以“美國人一

般都……”開頭的問題下，你都會發現

這樣的答案：“因為美國人很多，大家所

在的環境都不一樣，所以‘一般’什麼的

，不存在的”。確實是這樣，所以，這篇文

章只能告訴你，每個城市的不同的美國

人，他們的一天是怎樣的。

Ted Joy 前新聞工作者，經理地理

學准博士，曾居住在紐約洛杉磯與巴爾

拖，現居住在俄亥俄農場。

今天我主要想談談中西部的人，他

們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我住在俄亥俄東北部，中心地帶的

最東邊。這邊是國家傳統的製造業區

——汽車、電子設備、鋼鐵、塑料。雖然

重工業都集中在這，但二分之一到三分

之二的土地還是被農場和林場覆蓋。這

兒有兩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包括郊區人

口），五十萬人口的小城市，也有一萬到

兩萬五人口的小城鎮。

紐約在我們的東邊，大概開車一整

天才能到（大概700到750千米），但從我

們這往外開500千米你別指望能看到什

麼有意思的東西，除了山，還是山，除了

森林，還是森林。

距離我們這兒 80 千米的地方基本

上都是小型和中型的工業城鎮和一些

農場和林場，再往南外走250公里，就能

看見俄亥俄河了。越往外走，你會發現

陸地會越發崎嶇不平，出現在視野裏的

是越來越多的農場和林地。

我們這裏的冬天非常冷。過去的一

月裏室溫能低到零下二十三度，三周裏

門口的雪就算每天掃，第二天出門又能

看到一米厚的雪，真是心累。

在這我要提一下，我們一家雖然住

在一個四十公頃大的農場，但我們不種

地。我是個新聞工作者和作家，我妻子

是個大學教授。我們鄰居種我們的地，

種點玉米大豆苜蓿什麼的用來喂牛。

夏天八月，氣溫能上升到非常高。

整年平均降雨量有 125cm，時間上分布

地挺平均的。但春秋下雨稍微會多一點

，冬天就下雪和冰雹了。

普通美國人一天的日常是什麼樣

子的？

我們這兒的人混合了來自蘇格蘭、

北愛爾蘭、意大利、匈牙利、德國、波蘭、

黎巴嫩和愛爾蘭的各種各樣種族的人。

況且還有大量從阿巴拉契亞山脉南邊

搬來的人和從墨西哥危地馬拉和洪都

拉斯偷渡來的非法移民。因為我們這有

很多大學，所以印度、中國、韓國、土耳

其、俄國、西印度群島、尼日利亞來的大

學生也有很多。非裔美國人能占到總人

口的百分之十二，合法的西班牙裔能有

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

最有趣的族群莫過于孟諾教的人

了。他們的德國農民祖先在十七世紀初

的時候來到美國，與其他的美國人住的

很開。他們基本上在家會說德國方言，

在外面也能說非常正宗的美式英語。

最特別的一點是，他們拒絕使用任

何電子設備，像手機啊、收音機啊、電視

啊這些，你在他們家或者工作的地方都

是看不到的，甚至汽車卡車什麼的他們

都不用，基本上日常生活都使用自行車

或者馬車、牛車。

他們穿的衣服都很樸素，過時到大

概是 150 年前大多數美國人穿的衣服。

孟諾教派的人大多都是和平主義者，虔

誠的新教教徒。他們大多都是農場主，

獲開家具店，賣著簡單而又精緻的家具

。

現在，我要講講我家附近的人典型

的中產階級生活。

他們基本上都是結婚了20年40歲

左右的夫婦，妻子總比丈夫小一兩歲。

通常，男的都會在州立大學完成一

個四年的學位，他們的主修專業跟現在

從事的工作大多沒什麼關係。

大學的時候通常都兼職，尤其是在

暑假，然後畢業後可能會同時兼著兩三

份工作。就算可能沒去過大學，他們也

會大多經受過兩到三年的技術訓練。

況且如果他們是雇員的話，除了在

大學受到的教育，每年還會去接受大概

10天的額外訓練。

不過三分之一的人都自己開小型

公司（大概公司裏的雇員不到六個），或

者自己一人運營一個微型公司。

有人會問，你們那的人都穿西裝打

領帶去上班嘛？

我覺得，大概看心情吧。他們有時

候會穿正裝，但有時候也會穿牛仔褲T

恤。

如果他為自己工作的話，很有可能

是靠技術吃飯了，大多是木匠或是電氣

技師，或者小型信息技術顧問。如果是

雇員的話，大概每周需要工作40小時；

如果自由職業，就每周大多工作50小時

了。年薪的話大多是稅前5.5萬到6萬美

元（約35萬到38萬人民幣）之間，不過一

扣稅就要扣百分之三十，你說這擱誰誰

會滿意？

大多數的人會開車上班，路上需要

花半個小時，如果下雨堵車的話還會更

長一些。每天早上八點上班，下午五點

下班，中午還有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在這裏，女性基本上也都工作，不

過每周大概只工作20到25個小時，所以

工資也只會有丈夫的一半。她們掙得錢

對家裏也會非常有幫助，大多會用在家

庭度假或是房子重裝修上，但沒有這些

也影響不大。很多中產階級的女性工作

都是與自己的興趣有關，每天外出與其

他人打交道來掙錢。

妻子基本也都開車去上班，不過路

上花的時間會比丈夫少。

哦，對，我忘記說了，這邊的女性也

會擁有四年的學士學位，不過她們可不

幹機械活，醫療科技什麼的從事的人比

較多。

在這裏大多數的人會搬兩次家，一

次是在上大學的時候，另外一次是畢業

工作的時候。

大多數的人都住在帶有草坪、樹、

灌木和小花園的獨立式住宅。他們大多

都花上20萬到25萬美元買上第二或者

第三套房子，付著20到30年的房貸（如

果在東海岸或者西海岸買房的話，花的

可能是這的兩三倍了）。

房子裏大多會有兩到三個臥室，一

個厨房，一個起居室，一個餐廳，一個電

視房，每個臥室有一個衛生間，有時候

還會多出來一個小辦公間。有這麼多的

房間，房子怎麼也要有180平方米，基本

上都是木頭做成的。一家可能會有三輛

車，所以兩個車庫是必須的，還要有一

個地下室來存儲舊物，洗衣房也會有的

，好一點的可能還會有一個游戲房。

房子基本上會配備中央暖氣或是

空調，水電網絡電話都不用說，電視的

話有的是有綫有的是衛星的。

電子設備的話，基本上家裏都會有

冰箱冷櫃暖爐烤箱以及其他的所有廚

房用具，洗衣機、烘乾機、立體聲音響、

電腦游戲控制台、三到四台電視機、兩

個筆記本電腦，一架臺式電腦、幾台液

晶屏電腦，這些基本上每家都會有。當

然，家庭成員每人都會有一部手機。

況且，大多數的家庭裏也都會有一

隻汪星人。

我們這離周圍的學校大概只有不

到一小時的路程。六所大學，七八所學

院，兩所醫學院，三所法律學校還有一

所古典音樂學校，一所美術學校，五所

大專還有幾所私人商學院把我們的社

區緊緊包圍。

我們這還有世界上最好的藝術博

物館，三個交響樂團，其中一個是世界

上五個最好的交響樂團其中之一，三個

本地區的交響樂，十二個室樂團，兩個

專業的歌劇院，還有很多大學生以及業

餘劇團。各種音樂類型比如搖滾、鄉村、

民族、爵士、藍調、藍草、說唱在我們這

裏自由生長，各級別水平的音樂人不計

其數。

野生動物在這裏也非常常見。我在

家附近的林子裏就看見過小鹿、浣熊、

松鼠、臭鼬、負鼠、鼹鼠、土狼。

我們這裏四季分明，吸引了很多鳥

禽類動物。鵝、野鴨、藍色蒼鷺、鷹、禿鷹

、野生火雞應有盡有，此外還有五十多

種鳴禽我就不細說了。

兩個觀景台坐落在這，大概每個都

有八千米長，提供獨木舟供游客在大大

小小的冰川湖和河流小溪上游覽。

這裏有一個國際機場，四個支綫機

場以及十幾個當地的小機場。

克利夫蘭有一個世界上頂尖的醫

療中心，還有一個也很優秀的大學附屬

醫療中心。

兩條東西向州際公路、兩條南北向

州際公路以及不計其數的高速公路連

接著這裏與外面的世界。

雖不常用，但全國客運火車也是有

的。不過15個全國貨運火車綫路倒是每

每滿載。

職業足球隊、棒球隊、籃球隊以及

全方面的大學高中業餘體育隊遍布俄

亥俄。

如果平均國家美元購買力是100的

話，這裏就有115了，而東海岸和西海岸

也只有85。

總的來說，我覺得我們這的中產家

庭都還是過得又幸福又舒適的。

Jacob Ray 上班族

我每天早上醒來之後都會泡好一

杯香氣四溢的熱咖啡，掃一下主流媒體

的新聞。然後穿戴整齊準備去上班，開

著我的卡車踏上了通勤之路。大多數時

候開車基本不到三十分鐘就能到工作

的地方，雖然不長不過交通狀況還是挺

讓人糟心的。

在擁擠的車流中一停一走，我仿佛

都能聽見我卡車郵箱變空的聲音，每次

紅燈的時候，眼前都會出現令人心碎的

畫面：加滿一箱油75美元的顯示屏！提

前十分鐘到達辦公室，打卡之後基本上

一上午都是在不斷地交談之間度過的。

我每天工作八小時，有時候工作多

的話會加班兩個小時，但大多數公司都

不會讓員工每周工作超過40小時。大多

數美國對待工作都熱情滿滿，享受工作

。

一天的工作結束之後，我打卡下班

，開車回家，然後迅速蹬飛鞋子癱在椅

子上。這基本上就是工作日的生活啦。

周末的話，生活就不再那麼規律了

。如果在鄉下的話，我非常喜歡跟我朋

友家人玩音樂，開車出去玩，去遠足或

者去打靶子。要是在城市裏過周末的話

，我就比較宅了。待在家讀書看電視彈

吉他，周末幹這些事真是再輕鬆愜意不

過了。

所以你瞧，不管是住在城市，還是

鄉村，一個普通美國人的生活其實也挺

休閑的，米叔覺得，這跟咱們國內上班

打卡，下班擼串，周末到鄉下看山看水

的生活也沒差啊，重點不是住在哪裏，

重點是你是否在享受生活。

普通美國人一天的是什麼樣子的？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210209D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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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les — declared eradicated in the U.S. 
in 2000 — has roared back at a record pace 
this year.
Why it matters: Most Americans have no 

lack of familiarity, along with the online 
success of the anti-vaccine movement, is 
giving a deadly but easily preventable virus 
an opening to spread.

UPDATE --- So far in 2019:
 of measles in 22 

states.
 re-

ported in just the past week.
•5 states reporting ongoing outbreaks as of 
Monday (at least 3 cases in one place counts 
as an outbreak).
We may be a victim of our own success 
in squelching what used to be a ubiquitous 
virus that is extremely contagious.
•According to the CDC, prior to 1963, be-
tween 3 to 4 million were infected each year 
and nearly all children got measles by the 
time they were 15 years old.
•A CDC spokesperson tells Axios that 
among reported cases, an estimated 400 
to 500 people died annually prior to wide-
spread vaccination, 48,000 were hospital-
ized and 1,000 suffered encephalitis (swell-
ing of the brain) from measles.
Now, due in large part to vaccination ef-
forts that began in 1963, most Americans 

have no experience with the virus.

•Parents may be fooled into thinking 
that measles is a relatively mild disease, 

unnecessary or not a priority.
•This is not only wrong, but it could 
have deadly consequences.
“Parents may think that many vac-
cine-preventable diseases are mild, 
but there’s no way to tell how serious 
a disease may be for a child,” CDC 
spokesman Jason McDonald tells Ax-
ios via email. But measles can be par-
ticularly hazardous for babies and 
young children, he says.
•From 2001-2013, 28% of children young-
er than 5 years old who had measles had to 
be treated in the hospital, McDonald said, 
referring to relatively small outbreaks relat-
ed to measles patients who traveled to the 
U.S. from areas where the disease is still 
active.

•“Some children develop pneumonia (a se-
rious lung infection) or lifelong brain dam-
age.”
Different vaccine-hesitant communi-
ties added together are causing vaccination 
rates to fall below effective immunity lev-
els, Anthony Fauci, who leads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
es, tells Axios.
“It is kind of like all of the stars are in the 
right pace for the disaster we’re seeing 
now because we’re having multiple fac-
tors combining together to give us these 
outbreaks,” Fauci says.
The situation is worrying enough in New 
York State alone that the CDC issued a stark 
warning Wednesday: “The longer these 
outbreaks continue, the greater the chance 
measles will again get a sustained footh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ottom line: One relatively morbid 
source of hope, however, are the widely-re-
ported health impacts from the ongoing 
outbreaks, with children in intensive care 

in a coma.
“I think unfortunately the best motivation… 
is that we’re having these outbreaks and 
people are really getting seriously ill,” Fauci 
says. “Those are the things that are going to 
jolt people into reconsidering this.” (Cour-
tesy axios.com)

Related
U.S. Measles Cases Are “Acceler-

ating” Amid A “Global Crisis”
Measles cases in the U.S. jumped last week,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n-
nounced Monday. The global statistics are 
also grim, with a 300% increase in prelim-

compared with last year.
Why it matters: The extremely conta-
gious virus, for which there is a safe and ef-
fective vaccine, shows no signs of slowing 
despite efforts by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to 

combat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with 
-

cial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simultaneous, growing outbreaks in 
multiple countries.

By the numbers: CDC spokesperson Ja-
son McDonald tells Axios: “It appears the 
outbreak is accelerating. 61 of the 90 cases 
reported this week had rash onset in April.”

cases of measles in 20 states so far in 2019. 
The previous week showed 465 cases in 19 
states.
•This is the second-greatest number of cas-
es reported in the U.S. since measles was 
considered eliminated in 2000, and it’s only 
mid-April.
Between the lines: The national average 
vaccination coverage in kindergarten chil-
dren is at a level (94.3% for 2 doses of the 
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vaccine for 
the 2017–2018 school year) consistent with 
the “herd immunity” necessary to prevent 
a nationwide outbreak. However, pockets 
of community resistance to the vaccine are 
allowing the virus to make inroads, experts 
have told Axios.
•Globall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UNICEF announced Monday that pro-
visional data also shows that in 170 coun-
tries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112,000 
cases so far this year, compared with the 
numbers from all of last year, which was 
28,124 cases from 163 countries.
What they’re saying: Peter Hotez, pro-
fessor and dean of the Nationa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tells Axios:
“The year 2019 may be remembered for 
the return of measles to America, almost 
20 years after it was eliminated in the U.S. 
We’re reaching record levels in terms of 
numbers of cases and outbreaks, with all of 
them largely engineered by the anti-vaccine 
lobby. We now have children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If our nation is serious about stopping fu-
ture measles epidemics, in the coming years 
it will be essential for us to begin disman-
tling the anti-vaccine media empire now 
dominating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and e-commerce sites, together with shut-
ting down the non-medical vaccine exemp-
tions currently allowed across most of the 
U.S.”

The heads of the WHO and UNICEF write 
in an opinion piece for CNN that there’s a 
“global crisis.” They implore governments,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others to help 
provide vaccines to lower-income countries 
and to take a stronger stand against misin-
formation globally. Per their op-ed:
“Ultimately, there is no ‘debate’ to be had 

We know they are safe, and we know they 
work. More than 20 million lives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measles vaccination since the 
year 2000 alone.”
“But children are paying the price for com-
placency. It will take long-term efforts, po-
litical commitment and continuous invest-
ment — in vaccine access, in service quality 
and in trust — to ensure we are, and remain, 
protected together.”

there have been 1,200 deaths amid more 
than 117,000 cases in the small, impover-
ished nation since their measles outbreak 
began in September, per AP. The country’s 
vaccination rate is only 58%, but it’s primar-
ily due to lack of resources instead of vacci-
nation distrust, the report adds.
Plu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s there’s 
growing evidence that besides the worry of 
possible serious immediate complications, 
the virus may also cause a longer-term risk 
of dampening people’s immune systems 
from responding to other diseases for 2–5 
years after measles.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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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turn Of Meas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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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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旧金山中国城的主

干道沿线，有6家夜总会：成吉思汗夜总会、

上海夜总会……最大最传奇的一家，名为紫禁

城夜总会。

午夜时分，最令观众兴奋。

艳舞明星Coby Yee出场，华丽的头饰，精

致的妆容，丝质长裙高高开衩。伴着音乐，她

开始跳舞，将自己亲手缝制的时装一层一层脱

下……

半个多世纪后的2018年，在拉斯维加斯的

美国艳舞大会现场，92岁的Coby在年轻人的热

烈欢呼声中登台。一袭自己设计的丝质盛装，

复古的50年代样式，甚至舞姿也几乎与年轻时

一样。

看到Coby在台上跳舞，杨圆圆的印象完全

被颠覆了：“发生了什么？她多大？92岁？认

真的吗？”她跟我们回忆起那一晚，初遇这位

全场最高龄、却最闪耀的舞者时的情景，“之

后，我的眼睛再也离不开这群人了。”

从此，她开始拍摄20世纪华裔女舞者的纪

录片。其中的一部短片《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

》，就是关于Coby的。

1926年，Coby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

，是第一代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她的父亲在很

年轻的时候移民美国，属于19世纪末淘金潮时

期的那一代华人。

Coby的中文名叫余金巧。除了自己的名字

、和父亲家乡的名字之外，她不会任何中文了

。

Coby从小喜欢跳踢踏舞，后来搬到旧金山

的唐人街，成为一名职业舞者。

上世纪40-60年代，是唐人街夜总会最鼎盛

的时期，那里是“美国华裔的最佳娱乐场”。

由Charlie Low于1937年开办的紫禁城夜总会，

是旧金山唐人街中最大的一家，生意非常好，

还会在演出开始前提供中国食物。

每晚，夜总会有三场45分钟的演出，分别

在晚上9点、10点半和午夜，每场演出大概容

纳100名观众。

房间中点着灯笼，先由五人乐队开始演奏

。随后司仪上台，讲一些荤段子，然后是合唱

，独唱，杂技、舞蹈表演。最后，灯光熄灭，

预示重头戏来了，Coby上场。

她在舞台上总是那么有个性，总能让全场

沸腾，一度被称为“唐人街最敢跳的”。

人们都冲着Coby而去，甚至还有观众慕名

远道而来。比如比利时国王1959年也曾到访过

Coby的夜总会现场。

同为华裔舞者，比Coby小了近一辈的Cyn-

thia回忆自己10岁的时候，在紫禁城夜总会看

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场夜总会表演，“关于那场

演出我只记得一个画面，柯比一边侧着身子跟

观众献飞吻，一边唱着‘再来，再来，再来’

。”

除了待在旧金山，Coby还上路巡演，几乎

跳遍了全美国。有人形容，“美丽的长腿，黑

嘴唇，蓬松的头发，像天使一样跳舞……Coby

就代表了那个远去的时代。”

没落的荣耀

但Coby，又不仅仅是一个艳舞明星。

1962年，Coby从刘先生（Charlie Low）手

中买下了紫禁城夜总会，开始自己打点经营。

但当时中国城的夜总会，在经历了四五十

年代的黄金期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

，随着《排华法案》1943年被废止，加州排华

也走向尾声，大部分华人已经可以走出唐人街

去外面做生意了。曾经以旅游业、餐饮业为主

导的中国城，逐渐衰落。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一个名叫凯罗· 多

达（Carol Doda）的白人舞者，在百老汇解开

了自己的胸罩。大量观众从唐人街夜总会，转

向了真正的脱衣舞俱乐部。

从此以后，中国城夜总会渐渐走向没落。

Coby的紫禁城夜总会最终在1970年关闭，

也是整个旧金山唐人街坚持到最后的一家。

对所有荣耀与衰败，晚年的Coby说：“这

是我想要忘记的事情。”

在镜头前，她从厚厚的几叠相簿中抽出其

中一本，随意翻了几页自己年轻时的影集和简

报，念起一段媒体对她的追捧：“龙女Coby，

带来东方异域风情的……”还没念完，她就合

上了相簿。

无论跳艳舞，经营夜总会，都有出于生计

的那一面，并非全然光鲜。

关店后的Coby作为一个独立舞者，经常被

各种经纪公司邀约，到各地表演，又跳了一些

年。八九十年代，步入60岁的柯比，才慢慢地

从跳舞界退休。

也是在退休后，她终于可以快乐地出于自

己的意愿去跳舞。

2010年前后，她遇到了由4个华裔舞者退

休后创办的都板街舞团（Grant Avenue Follies

），跟她们越走越近，又重新回到了舞台上。

2020年8月，Coby被授予美国艳舞大会老

年组的“年度传奇”（Legend of the Year）。

70岁，陷入爱情

70岁时，Coby在一次老年舞会中，与Ste-

phen相遇了。

Stephen比Coby小近20岁，是典型的美国

白人40后。年轻时经历嬉皮一代，经历越战，

选择逃役，一直喜欢音乐和电影，70年代拍过

几部实验电影。然而，Stephen这一辈子从来没

能把爱好变成职业，一直做着各种杂务，在图

书馆打过工，做过销售。

第一次遇到Coby时，他50出头，刚进入

初老的年纪，待在老年歌舞厅非常郁闷，

“从没想过像 Coby 这样的人会出现在我面

前，如此充满活力的人。”

用 Stephen 自己话说，“她是一个室内

跳舞皇后，我就像个流浪汉，我们是如此

不同的两个人，但是我们相爱了。”

2018 年 10 月，杨圆圆带着 Coby 和 Ste-

phen，以及都板街舞团前往古巴哈瓦那的中

国城表演。旅途中，Coby 和 Stephen，一个

92 岁，一个 74 岁，每天晚上都想去夜店跳

舞。

杨圆圆和当时的摄影师搭档 Carlo 不放

心他俩，就每晚陪他们出去。在拍摄过程

中，杨圆圆发现他俩性格非常不一样。

Stephen是一个“把自己心穿在袖子上的

人”，很坦诚，见到人哇啦哇啦什么都要说。

但 Coby 相对更内敛。她做了一辈子的

职业舞者，下意识地有一个表演型人格，

知道待人接物伊始，应该如何表现。杨圆

圆记得初见 Coby，她会很职业地介绍自己

，“但是再往后，产生了更多心与心的交

流，Coby真的把我当家人一样。”

短片《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围绕

Coby 和 Stephen 的生活展开。影片的主要场

景，几乎都在 Coby 家中取景完成，密集拍

摄了一周。

2018 年 10 月，杨圆圆和搭档 Carlo，去

到柯比位于湾区郊区圣巴勃罗的家，拿着

所有设备咣啷咣啷撞了进去。

那是老年社区里一栋可移动的小房子

，大概四五十平，家里没有一个地方是空

的，居住环境显得有些窘迫。

60 年代以后，地租上涨，曾经给旧金

山带来活力的艺术家们都一点点地被推移

到城市之外。Coby 也一样，因为付不起租

金，她没能留住在旧金山市区内的房子。

尽管如此，两人的生活充满了色彩。

他们一个设计服装，一个做拼贴。

在片中，Coby 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她那

个挤得满满当当的缝纫室。除了自己的舞

装，90 多岁高龄的她还在为一小群客户设

计、缝制舞蹈服装。

Coby说，“我跳艳舞，真正的目的是在

做一个时装秀。”她说跳舞时，其实是在一

层一层、由外向内展示自己设计的服装。

调皮的 Coby 拿起一包珠光闪闪的演出

用内衣，冲着镜头眨了眨眼，“人们最喜

欢的，还是我穿丁字裤时的样子。”

而 Stephen 除了喜欢用DV机记录二人的

生活，最大的爱好便是做拼贴。他把 Coby

穿着华丽舞装的小人轮廓，一个一个剪下

来，拼贴在山峰、自然风景为主的背景上

。

Stephen喜欢户外运动，爱登山，但在现

实中 Coby 无法和他一起去爬山。通过这样

的拼贴，在二次元的世界，Coby 和 Stephen

一起走上了山顶，片中 Stephen 开心地说：

“看，她不就在山顶了嘛！”

影片结尾，他们有一场盛大的谢幕演

出。

Stephen 曾跟 Coby 谈论起“天鹅之曲”

，说天鹅在死前会唱出最后一首曲子。Co-

by 说，“我就是那只天鹅，这将是我的’

天鹅之舞’”。

2020 年 8月，Coby 过世了，没有被病痛

折磨太多。

去世的一个星期前，她还在跳舞，真

正是跳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去世后的第

二天，她原本要去领取美国艳舞大会“2020

年度传奇”。“还好，Coby 生前已经知道

要领这个桂冠了。”杨圆圆最大的遗憾，

是因为疫情，无法前往美国参加 Coby 的葬

礼。

20世纪40-60年代的美国旧金山唐人街，活跃着一群华人艳舞舞者，其中最传奇的一位艳舞明

星，“唐人街最敢跳的舞者”——Coby Yee，是第一代华人移民后代，也是旧金山中国城最后一家

夜总会——紫禁城夜总会的最后一位老板。

2018年，艺术家、导演杨圆圆到美国交流，找到了一群从上世纪夜总会退下来，至今依然在跳

舞的奶奶们，其中就有柯比。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这是一群几乎被遗忘的人，杨圆圆决定拍摄关

于她们的纪录片。

这群华裔女舞者，以及她们背后唐人街的20世纪风云，终于被好好挖掘、记录下来。

93岁的她，是美国艳舞大会主角

杨圆圆与Coby、Step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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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看病與你想像的不一樣在美國看病與你想像的不一樣((下下))

8 美國的大醫院多嗎？
這個答案可以為是，特別是從接

診量來比更是這樣。但需要解釋一下
的是，美國是個人主義傾向型社會，大
家都喜歡有獨立空間，只要有條件就
都住的比較遠。這種鋪開了的生活方
式就導致他們人口密度高不起來。
9 美國有醫鬧嗎？

在美國不僅是沒有醫鬧，大部分
“鬧”們都沒什麼市場。因為病人或家
屬一旦開始鬧，對方就會報警。美國出
警很快，警察權力很大，必要時甚至真
的可以開槍。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人
都學會了有理不在聲高和以德服人。

而從利害關係看，對於美國醫生
來說，病人都是客戶，都是收入的直接
來源，所以醫生自然也不會去得罪客
戶。
10 英文不好怎麼與醫生溝通？

在華人多的城市，想找到一位中
文好醫生還是可以實現的。否則看病
時最好事先準備一下，或帶上一位英
文好的朋友做翻譯。另外，在一些大醫
院，為患者提供免費翻譯是他們的義
務，你可以儘管提出要求。
11 美國的藥費高嗎？

很高，小小一瓶抗癌藥能賣好幾
萬美元，其他檢查費用等等都非常貴。
唯一的好處就是美國醫藥分離，所以
醫生不靠賣藥掙錢，不會給你開很多
你用不著的藥。

12 美國醫療
哪兒最好？

美國醫療
最好的部分
就是醫生的
待遇。在美國
，醫生的社會
地位很高，合
法收入也足
夠豐厚和穩
定。即便是最
普通的家庭
醫生，收入也
遠遠超過一
般中產白領。

在 美 國，
說一句醫生
是金飯碗也
不為過。不過
，在這金飯碗
的背後，是極

為嚴格的考核和個人信譽制度。在美
國，一個醫生的培養需要十年，千辛萬
苦取得行醫執照以後，還要接受非常
嚴格的財務和行為監管。一旦犯錯，辛
辛苦苦取得的行醫執照就會被吊銷。
13 美國醫生會見死不救嗎？

在美國，任何醫院膽敢將病人拒
之門外，自己就得關門；任何醫生膽敢
將病人棄置不顧，自己就得捲舖蓋。

美國聯邦政府將告示貼在醫院大
門口及地方衛生院門口，明文規定醫
院不得因種族、性別、膚色、宗教、貧富
等等原因，而把病人拒之門外，必須給
予及時治療。

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了一句話，卻
不無道理：只要患者是美國公民，政府
不怕你吵，不怕你鬧，就怕你窮。

來看一個“見死不救”的案例：
1998年5月在芝加哥，一個15歲男孩
打籃球時，肚子上中了幫派互鬥的流
彈，被朋友護送到離醫院十來米處，因
失血過多而休克。朋友跑到醫院急診
室求救，值班者卻回答：醫院規定他們
不能擅離急診室出外救人。最後當兩
名警察把男孩抬到急診室時，他已經
死了——從中彈到死亡，共一 個半小
時。

乍看這也是見死不救，但這些不
肯出手施救的急診人員顧慮的是“違
規”，並不是“無錢”。這樁芝加哥事件
發生後，時任美國總統的 克林頓親自

寫信給該院院長提出譴責，聯邦政府
保險終止了和該院的合同，使該醫院
幾乎停業；急診值班員也被起訴，差點
兒鋃鐺入獄。由此也可映射出美國用
制度 和法律制約了見死不救的行為，
而不是僅靠行醫者的道德。
14 美國窮人看病不花錢嗎？

美國窮人吃醫療“免費午餐”的最
主要方式是申請由政府提供的醫療保
險，主要包括“醫療照顧計劃”（Medi-
care）和“醫療救濟計劃”（Medicaid）兩
種，前者由聯邦政府出資，後者主要由
州政府出資。

美國政府早在 1965 年就開始向
本國公民和綠卡持有者免費提供這兩
種醫療保險。只有三種人有資格申請

“醫療照顧計劃”，他們包括65歲以上
的老年人、終身殘 障者及其家屬和晚
期腎病患者。“醫療救濟計劃”主要針
對 5 類人：孕婦、兒童、18 歲以下的青
少年、65歲以上的老年人、殘疾人，申
請者的年收入必須低於聯 邦政府公
佈的貧困線標準。

一旦得到政府提供的這兩種保險
中的任何一種，申請者的絕大部分醫
療費用將全部由聯邦政府和地方州政
府掏腰包。據統計，目前享受上述兩種
醫療保險的美國人約有近億。
如 果未能得到上述兩種免費保險，美
國窮人還可以考慮申請其他一些地方
性的免費保險計劃。美國每個州都向
社會弱勢群體提供名目繁多的免費保
險計劃。以首都華盛 頓為例，“哥倫比
亞特區醫療聯盟”是一個著名的免費
醫療保險計劃，該計劃由華盛頓市政
府、華盛頓市各大醫院和一些商業性
的保險公司聯合出資成立。

加入該計劃需要具備三個條件：
哥倫比亞特區的合法居民；沒有任何
醫療保險；家庭年收入低於聯邦政府
確定的家庭貧困線以下200％。如果具
備這三個條件，任何人，哪怕是外國公
民，都可以向“哥倫比亞特區醫療聯盟
”提出書面申請。

一旦申請得到批准，病人可以在
該聯盟指定的醫院和診所免費看病，
到指定的藥店免費拿藥，住院費用全
免，連住院期間的伙食費都能報銷。孕
婦可以在指定醫院做免費的孕前孕後
體檢，生孩子的費用也全部由聯盟負
責。該聯盟的會員還可以每半年免費
洗一次牙，免費做一次牙齒矯正手術。

15 家庭醫生的管理機制是怎麼的？
美國有著長達 11 年的周密的家

庭醫生培養制度、嚴格的准入制度和7
年一個週期的全部家庭醫生不分年齡
、不論背景，重新考試，合格者繼續從
業、不合格者吊銷執業資格的“嚴酷”
淘汰制度。美國的醫療和保險體系，是
圍繞著社區組織體系，主要治療發生
費用由醫療社會保障體系和保險供應
商支撐。家庭醫生是整個美國社會以
防為主，圍繞著家庭保健組織的醫療
和保險體系的核心。家庭醫生與有消
費能力的個人醫療消費，通過市場經

濟的原則自由搭配，優勝劣汰，保證了
美國基本醫療價格供應相對低廉，以
及相對可靠的質量保證。

同時個人消費者掛靠穩定服務的
家庭醫生，要確保了病人健康跟蹤的
可持續性，美國家庭醫生數量占醫生
的80%以上。
因為有家庭醫生這個關鍵的環節，因
此美國真正高昂的治療費發生和轉診
時，就能做到有的放矢。依靠家庭醫生
的專業顧問水平，避免成為大醫療中
心博羿的“弱勢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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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看病與你想像的不一樣在美國看病與你想像的不一樣((上上))
在美國看病似乎是一件讓人望而

生畏的事，許多人覺得很難，預約醫生
要等很久，醫療費也很貴，華人看病語
言也是障礙。真是這樣嗎？

《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的一
篇文章讓我們再次關注美國的醫療問
題。文章稱，在美國看病，候診室等待
的時間取決於病人居住在哪裡。從急
診室到皮膚科再到一般的科室，上千
萬的調查數據顯示，2015 年就診等候
時間最短五個州分別是: 1.新罕布什爾
州，平均等候時間為13.25分鐘，2.威斯
康星為13:29分鐘，3.緬因州為13:37分
鐘，4.華盛頓州為13:52分鐘，5.南達 科
他州為14:16分鐘。等候時間最長的州
為：1.阿拉巴馬州，平均等候時間為21:
12分鐘，2.密西西比為21:02分鐘，3.西
弗吉尼亞州為 20:29 分鐘，4.阿肯色州
為20:05分鐘，5.內華達州為20:03分鐘
。

除各州的情況之外，在各城市之
中，華盛頓州的西雅圖（Seattle）、威斯
康星州的密爾沃基（Milwaukee）以及明
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
）是等候時間最短的三個城市。
除候診時間，我們對於美國就醫情況
有多少瞭解呢，聽聽僑報網的解答吧。
1 美國看病貴嗎？普通美國人看不起病
嗎？

對於這個問題，簡單的回答是：對
於美國正常收入老百姓來說，大體是
可以負擔的。美國大部分老百姓都有

醫療保險，奧巴馬的全民醫保計劃的
意思是以後每個人都要有醫療保險。
如果你買不起，政府可以給你買。但保
險本身，還是各個保險公司在運行。
美國的醫療保險種類很多，便宜的保
險只能報銷最基本的治療，貴的保險
還可以報銷高級現金的康復型治療。
2 美國看病一定要通過家庭醫生嗎？

答案是不一定，取決於患者的保
險類型。很多保險都允許你直接去綜
合性醫院看病。但是找個家庭醫生，對
大部分患者來說好處比較多。

找家庭醫生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報
銷比例高，如找家庭醫生，保險公司付
60%，直接去保險公司的簽約醫院，保
險公司付40%，直接去保險公司的非簽
約醫院，保險公司付20%。
除費用外，選家庭醫生對治療也有好
處。家庭醫生都是全科醫生，也許有的
病他不能治，但可以告訴患者接下來
應該去找哪方面的醫生來看，還可以
幫助約下一步的診療，免去了病人自
己做功課的麻煩。
3 在美國看病預約時間長嗎？

找家庭醫生看病是需要預約的，
特別是口碑好的家庭醫生，每天都排
得很滿。趕上患者多的時候，預約到幾
周以後是很常見的事情。不過，如果特
別著急，跟家庭醫生說明情況之後，醫
生一般也會做加急處理。

一般來說，一個區域都有很多醫
生可以選，如果一個醫生排隊太長，還

可以再選別的醫生。
同時，由於病人都是固定的，
醫患雙方和醫生比較熟悉，看
起病來效率也比較高。
4 家庭醫生都能看什麼病？醫
生下班了，要急診了怎麼辦？

家庭醫生的診所都不大，
基本就是個分診和簡單治療
的作用。確實，在家庭醫生的
診所裡，很多診療都不能做，
需要轉診。即便是做個體檢，
驗血驗尿也很可能要去另一
個體檢中心。
體檢中心的工作時間通常比
診所長，可能是因為需要空腹
驗血的緣故，很多早上6:00就
開門了。

大醫院多半都是有急診
科的。同時，美國每個城市基
本上都有名為緊急中心的醫
療機構，一旦夜間有緊急但又
不是太大的問題，可以去那裡
就診，比如半夜卡了魚刺之類
。只要買了保險，多數情況下
都可以報銷。

不過，即便有保險，急診
的費用也比門診高。而且，非
緊急情況，醫生也不會給你接
診。
5 美國掛號費200美金是真的
嗎？

不一定，每個醫生的掛號
費都不同。普通的醫生如
果你付現金，通常是幾十
美元——取決於該醫生的
市場價格。
如果走保險，賬面上的價
格可能會是一兩百美元，
保險公司付一部分，患者
自己付一部分。根據保險
不同，雙方支付比例也不
同。對於便宜的保險來說，
通常第一種方法還更划算
一些。
6 美國醫療條件怎麼樣？

美國家庭醫生和很多私
人專科醫生都是小診所，一般都比
較溫馨舒適，放著輕音樂，擺著鮮花
。打電話預約好了，按照規定時間到
診所，在前臺等一小會兒就能看上
病了。醫生和患者都認識，對患者的
情況都很瞭解，溝通過程也會很順
暢。前臺護士只要不忙，還會跟患者

聊聊天。
越貴的診所會客室條件越好，絕

對是一分價錢一分貨。
公立大醫院也都乾乾淨淨，由於家庭
醫生和保險公司共同起到的分診作用
，大醫院裡的患者也不多。
7 美國醫生水平高嗎？

總體來說，美國的醫生職業素養

確實普遍比較高。首先美國醫生的說
話方式都很講究，患者基本不會從他
們嘴裡聽到令病人不舒服的語言（當
然個別極品肯定是有的，但總體來說
都不錯）。從學歷來看，美國的醫生必
須是博士畢業，從業標準非常高。能授
予醫學博士頭銜的大學，個個都是名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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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唐人街探案》系列之前已經去
過了泰國和美國，第三部來到日本，有什麽
不壹樣的感覺？

王寶強：不同的案件，不同的國家自然

有不同的感受。這次在東京發生的案件，元

素是比較豐富的，自然難度就會升級很大。

《唐人街探案2》結尾的時候，野田昊說這個

案子太難了！可想而知，這種難度這麽大的

案件也只有請唐人街第壹神探唐仁和秦風。

確實會有全面的讓大家會意想不到的東西。

記者：野田昊和唐仁在《唐探2》裏關系
不是很好，在《唐探3》裏關系有改善嗎？

妻夫木聰：可能《唐探3》關系更不好，

因為3裏面還增加了泰國演員托尼· 賈，我們

三個人好像在鬥爭壹樣，互相看不上，壹直

在爭吵。

記者：日本是壹個推理文化非常發達的
國家，兩位生活中有喜歡的日本推理小說或
電影嗎？

王寶強：我個人看小說不是很多，但是

我喜歡看壹些生活化的日本電影，比如說

《小偷家族》《百元之戀》。

包括《五個撲水的少年》，妻夫木聰先

生青少年時演的電影。我看這個電影的過程

當中就想到我小時候演的第壹部電影《盲井

》。從壹個很青澀的少年，到了現在非常陽

光的壹個爸爸。他也是今年剛剛做父親，我

覺得特別幸福。

妻夫木聰：有時候會看。在中國也是非
常有名的東野圭吾先生的小說，我會看。

記者：聽說妳是在拍攝《刺客聶隱娘》

時接到出演《唐人街探案》系列的邀請的，

當時還曾想同劇組的張震征求意見？

妻夫木聰：可能只是問了他壹下：知道

這部電影嗎？ 他說他知道。可能這樣問過他

，現在其實我也忘了。

記者：侯孝賢導演是比較嚴肅的，相比
拍攝《刺客聶隱娘》，拍攝《唐人街探案3》
是不是歡樂很多？

妻夫木聰：其實這兩個劇組是完全不同

的風格，因為侯孝賢的電影本來就不是壹種

很歡樂的故事，包括在外面拍戲要看天氣，

有時為了壹個鏡頭會花很長的時間。我們這

次《 唐探3》雖然時間拍得也比較長，但是

因為有搞笑的元素，大家也都比較開心，節

奏也比較快、比較好。

記者：妳和陳思誠是多年的朋友，兩人也
合作了多部作品，他算不算是最懂妳的導演？

王寶強：這麽多年走過來了，其實大家

都能看到的，對吧？我覺得唐仁這個角色妳

就能看出來，他是我在這個年齡段適合演的

壹個角色。自然而然他懂我，他要是不懂我

，他怎麽能把唐仁這個角色寫得這麽好，這

麽豐富，是吧？

這之前也是其他導演沒有發現的。在拍

這個戲的過程當中，我感覺幾百年前，或者

幾千年前，唐仁這個角色壹定是存在的。就

是這麽壹個形象，這麽壹個性格。

如果我當自己是王寶強，那麽唐仁的很

多戲我也做不到。妳比如說，扮女裝，還有

很多裸奔的戲。我是壹個從小習武的人，我

對這些心理上還是比較難以接受的。但是如

果妳變成唐仁，他就應該這麽不要臉，他就

應該這麽灑脫。妳只要變成唐仁，妳怎麽演

都是對的。

我覺得作為壹個演員，對角色也應該是

這麽去付出的，妳應該要把自己變成這個人

物。

記者：聽說之前拍《刺客聶隱娘》時，
導演都不給妳們看劇本的，這次陳思誠導演
是怎樣的壹種工作方式？

妻夫木聰：其實很早導演就把大致的故

事跟我講了。雖然劇本是在開拍前不久給的

，但是他想拍的東西都比較明確，所以也沒

有什麽擔心的。但是，因為這次有很多中文

臺詞，所以跟導演說，如果妳要有中文臺詞

，再早壹點給我就可以了。

記者：很多中國觀眾都很喜歡妳和長澤
雅美主演的《淚光閃閃》，時隔多年在《唐
人街探案3》中與她再度合作，有什麽不壹樣
的感覺？

妻夫木聰：因為第壹次跟她合作的時候

，她才19歲，她演得是我妹妹。現在她已經

30歲了，是壹個大人了。但不管怎麽樣，她

在我眼裏好像始終是我妹妹的這種感覺。所

以這次能夠合作也是很高興，然後看到她的

演技也在成長，作為哥哥很感動。

因為片中唐仁喜歡小林（長澤雅美飾演的

角色），經常去接近她。我作為哥哥的話，壹

直想擋在他們中間，把他們的距離拉開。

記者：未來除了主演《唐探》系列的電
影，也會去客串衍生電影和劇集嗎？

劉昊然：會，因為《唐探》它其實是壹

個宇宙，在《唐探》的系列裏邊有越來越多

的偵探角色加入，我們之間會有交集。

比如說像現在大家看網劇都很熟悉的林默，

他會來到我們的電影裏面。當然，我們作為

電影，作為唐仁和秦風，就是寶強哥和我，

也會去到他們的環境裏邊，去到劇裏拍攝。

大家感覺像是有壹種交集在裏面。

記者：已經主演了三部《唐探》電影，
對秦風這個角色是不是已經駕輕就熟了？

劉昊然：我覺得越來越輕松，越來越松

弛。因為其實演到最後，妳會發現妳會有壹

種自信在。我穿上這身衣服，做成這個造型

，站在鏡頭前面，我就是秦風。

妳有這樣的壹個狀態在的時候，妳可以

有更多的發展方向在。因為在第壹部拍攝的

時候，妳需要給這個角色做壹個定型，讓大

家有對這個角色有壹個印象，可能妳能附加

在這個角色身上的東西就會變得少壹些。

可能慢慢地大家對這個角色認知越來越

高的時候，妳就有更多的方向、更多的選擇

給到這個角色。妳可以有更多自己的想法，

更多劇本上的創作給到這個角色。

記者：《唐探3》是在日本拍攝的，和泰
國、美國相比，哪個地方更好玩？

劉昊然：日本吃得習慣，我覺得這個很

重要。就是民以食為天，妳到任何壹個地方

，其實住宿也好，語言交流也好，都不是最

大的障礙。最關鍵的壹個問題就是吃。

我覺得可能因為提起美國，天天吃漢堡

吃牛排，可能不是每個人都吃得習慣。包括

去泰國可能冬陰功湯那些東西也不是每個人

都吃得習慣。

說起日本，烤串、拉面、和牛火鍋……

好像沒有人會對這些食物有太多的排斥。所

以說妳在那裏就可以吃得很習慣。

記者：過年期間，除了《唐探3》，還有
哪些電影是想看的？

劉昊然：如果有時間的話，我是都會去

看的，我是壹個日常就會壹直去電影院看電

影的人。

包括有壹些新的外國的電影，如果沒有

在中國上映的話，我也會找資源來看。我覺

得每個電影都會有每個電影的風格，有每個

導演的風格，然後每個電影有它自己要表達

的故事和意思。

我作為觀眾，很希望有很多很好的電影

都來，這樣的話我可以有更多的選擇，我可

以有更多的機會走進電影院。

記者：會擔心看電影的時候被別的觀眾
認出來嗎？

劉昊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基地，我

也有屬於我自己的秘密基地，看電影的地方。

記者：對自己未來的發展是怎麽規劃的？
劉昊然：我覺得“規劃”這個詞其實很

難辦，因為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我覺得其

實妳只需要做壹件事情，就是踏踏實實地做

妳做想做的事情，做妳喜歡得事情，我覺得

僅此而已就足夠了。

其實沒有必要把人生想得那麽透徹，妳

想不明白的，妳又沒有辦法去預估，未來10

年甚至都沒有辦法去預估。明天會發生什麽

？妳做那些規劃其實沒有特別大的意義。妳

只要問自己，妳喜歡什麽，妳喜歡做什麽？

像現在我問我自己之後，我給我自己的

答案是我喜歡演戲，我就去演戲，演我喜歡

的戲，其實就是這麽簡單的壹個過程。

《唐人街探案3》預售票房超55億億
王寶強："陳思誠不懂我，能把唐仁寫得這麽好嗎？"

等了足足壹年，《唐人街探案3》終於要
和觀眾見面了！上映前2天，預售票房高達5
億多，這樣的觀眾期待值，在華語電影中已經
屬於破紀錄的存在。

關於這部春節檔大片，電影裏故事的謎底
當然要等到大年初壹再去揭曉。電影外的故事
，影片的三位主演王寶強、劉昊然、妻夫木聰
準備提前和大家分享下。

妻夫木聰飾演的野田昊在《唐人街探案2
》中已經亮相，特別之處在於，《唐人街探案
3》來到了他的主場——日本東京。再加上
“泰國神探”托尼·賈，中日泰三國神探這次
要大腦東京了。

妻夫木聰透露，在《唐人街探案2》中關
系就不太好的野田昊和唐仁在第三部中更加針
鋒相對。不過兩人戲外關系很好，妻夫木聰笑
稱，盡管自己是“地主”，在東京經常請吃飯
的卻是寶強。

作為壹名“影迷”，王寶強透露自己平時
很喜歡看生活化的日本電影，比如《小偷家族
》《百元之戀》，以及妻夫木聰主演的那部
《五個撲水的少年》。

主演了三部《唐人街探案》電影，王寶強
已經和唐仁和個角色合二為壹。他透露最初出
演這個角色時，從小習武的他常常覺得放不開
，穿女裝？裸奔？這些曾經讓他接受不了的戲
份現在已經“駕輕就熟”。“唐仁就應該這麽
不要臉，就應該這麽灑脫。妳只要變成唐仁，
妳怎麽演都是對的。”

自然而然地，壹手打造了唐仁這個角色的
陳思誠成了寶強心中“最懂自己的導演”，
“他要是不懂我，他怎麽能把唐仁這個角色寫
得這麽好，這麽豐富，是吧？ ”

同樣在《唐人街探案3》中感到與角色
“合二為壹”的還有影片的另壹位主演劉昊
然。劉昊然出演《唐探1》時才17歲，五年
時間裏，劉昊然有三個生日是在《唐探》劇
組度過的。

“我覺得越來越輕松，越來越松弛。因為
其實演到最後，妳會發現妳會有壹種自信在。
我穿上這身衣服，做成這個造型，站在鏡頭前
面，我就是秦風。”

另外，劉昊然與《唐人街探案3》還有壹
個特別的緣分：在多年前電影《北京愛情故事
》的發布上，劉嘉玲曾對劉昊然說，他長得有
點像年輕時候的三浦友和老師。而這次三浦友
和也出演了《唐人街探案3》。同樣為國內觀
眾耳熟能詳，又新加盟這個系列的日本演員還
有鈴木保奈美、長澤雅美、染谷將太……

現在“《唐人街探案3》能不能大賣”已
經不再是壹個問題，“能大賣到多少”才是我
們需要開動想象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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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產 停看���講座 (⼆⼗六 )

凯 � 亚 � 城 欢 庆 优 惠 抽 奖 加 码 �

�屋�险  (House Insurance)
         �购买�屋�险的业主�在�屋��⻛������击�意�事故⽽�成

损失时��获得���围内对应的理赔��减少损失�⼀�来说�屋�险由屋

主或是住戶投��每年费⽤⼤约在$700-1000�⾦�

虽�法律并没�規定业主必須买�屋�险�但针对想贷�买�的投资⼈�银⾏

⼀定会�求购买�屋�险�確�貸�⼈�續���⼒�⽽�屋�险�别�會因

所在区域不同�⽽在各��强制性的限制��强制加�洪⽔�险和��险�

凱�亞�城�� KATY ASIAN TOWN
& MARKETPLACE���旗凯�亚�城⻩⾦�铺

第一領導品牌 .專業國際團隊 .全方位的服務 .

聯禾地產

休斯頓��產

�⽲�產凱�亞�城 
�話�346-998-8000
�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產中國城
�話�713-630-8000
�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Q许�投资者想在�国置产�看了很��⼦�对�价做了

��研��但是除了购屋费⽤之���知�还�其�衍

伸的置产成本吗�这所谓的「养�成本」⼜�哪���

��产税  (Property Tax or Real Estate Tax)
         在�国只����⼦就�缴纳��产税�(��产税=�屋估价x�产税率)

��产税是由�⽅政府征收�税率由各���区制定�政府会对�产的评估价

值和当�的税率(�常为�价的1%-3%左右)进⾏计��

         �国的��产税是�⽅政府的重�财政收�来源��常�年缴交�虽�税

费颇⾼�亦可认作是养�⼀⼤开销�但�⽅政府会将税收都回馈在当�居⺠�

上�包�市政�图书馆�作����备���经费��共服务 。

��成本是什��

         �国�⼤物��⼈⼝密度不⾼�因��价�亚�国家更为便宜�加上良�

的��资源与⽣活环境����引着海�华⼈赴�置产�

         但�知�吗�在�国置产�除了�价之��还�每年�⼦维的护费⽤�包

括��产税�⼩区�理费��屋�险费���这�称之为「养�成本」的费

⽤�是除了�价之��亦�纳�我们预�规划的重�⽀出项⽬�

         �天就来介绍三⼤常⻅��缴纳的基本��费⽤�针对各项税费说明�

�国养�费⽤��价外的置产成本

停看���講座 (三⼗四 )

⼩区�理费 HOA（Homeowner’s Association）
         ⼀�⽽⾔��缴纳HOA费⽤的是��和连�别墅�每⽉物业费⼤约$200 -

400�⾦�����统的⼩区收费可�在1000�⾦�上�

         HOA可�理�为⼩区�理�员会��过制定�例提供不同服务��⽉或�

年向屋主收�的费⽤�主�⽤于⼩区⽇常环境��共设�的维护��HOA统⼀

�理�可�维�居家环境景观⼀���坪养护��共设�与建�维�都�专⼈

负责�省去屋主�时间动⼿�补�或是⾃⾏��维�⼯⼈�时�⼒的问题�

1,000 ~ 8,000ft²  
与HMart,鲜�仙 ,  85C, 海�捞 ,添�� ,��店为邻

抢先机

凯�亚�城��招�中

713-630-8000

休斯頓多元文化組織休斯頓多元文化組織（（The AlliThe Alli--
ance Group)ance Group) 日前特別舉辦了兒童繪日前特別舉辦了兒童繪
畫班使得兒童成員們能在疫情間得到畫班使得兒童成員們能在疫情間得到
新技能體驗新技能體驗。。學員們均發揮藝術才能學員們均發揮藝術才能

展現出個個好成果展現出個個好成果。。The AllianceThe Alliance
GroupGroup 在疫情間壹直持續著積極保持在疫情間壹直持續著積極保持
與居民們最佳的通訊和第壹時間的協與居民們最佳的通訊和第壹時間的協
助服務提供最新及時信息助服務提供最新及時信息。。

休斯頓多元文化組織提供休斯頓多元文化組織提供
新年兒童繪畫班新年兒童繪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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