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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志看春晚
今年春晚前，我打信息給南京來此
的一位比較年輕的朋友，提醒了她
一下。她的回復是，"這是老同志的
節目了。"這句話後面還有一串笑臉
和伸舌頭的臉。我説，"那我是對號
入座了。"後面也打了個笑臉。
是不是年輕人就不看春晚了呢？

似乎也不見得。我查看了百度上關
於收視率的報導，每年收視率相當
穩定，在70%以上，衹有2005年稍低
於70%。今年，在海外，受困於新
冠，絕大多數人都呆在家裏，或許
今年，不論年齡，在海外看春晚的
人暴增也説不定。

曾經看到一名外國記者對他的讀
者解釋春晚。他説，春晚就像美國
超級杯比賽的上下兩半場中間的娛
樂節目，是美國電視收視率特別高
的節目。這個比喻不見得恰當，因
爲別的不説，春晚長達四小時，而
超級杯的中場歌舞表演才不過20分
鐘。

其實，不但在美國，就是在世界
其他絕大多數國家，都很難找到跟
春晚相似的節目。在一個延續了幾
千年的節日，舉行一個全國人民習
以爲常，主動觀賞的慶祝節目，看
完過後大家見面時對它發表評論，
喜歡哪個小品，哪首歌，和哪位表
演者，或者不喜歡這個不喜歡那
個，不但全國上下如此，甚至海外
華人也是如此，這恐怕是世界上獨
一無二的活動。

當然，說它是老同志的節目也有
其道理。我看春晚大概也衹有十年
左右的歷史。就像年輕時在臺灣不
肯看"國語片"的心態一樣，那時，看
美國片或者法國片帶來一種優越
感，進步感，覺得國語片哭哭啼啼
地，表情做作等等。簡言之，那是

一種公知心態，認爲本國的東西比
較落後，而西方的東西高一個檔
次。直到上了年紀，回過頭來，反
而覺得自家的東西有其根源，有其
特點，不能輕易否定自己家的文化
產物，而羡慕另類的文化遺產。應
該兼容并蓄。

國際㈬平
或許事實上我們已經達到了一個

不必羡慕其他文明的階段。隨著中
國整個社會的轉變，春晚也逐漸演
進，越來越精緻，潛移默化，結合
中國當代的精英演員，推陳出一流
的節目。例如今年，李雲迪演奏"我
愛你中國"，譚元元與她的舞伴身著
全紅的舞衣，跳出絕對優美的舞
步，而利用最新的科技能力，設計
了不斷變化的舞臺背景，展示出中
國的莽莽山河；舞蹈結尾時，巍巍
長城豁然出現，其震撼力之大，可
謂驚人。李是國際知名的鋼琴家，
譚是舊金山芭蕾舞團的主角，這種
表演可以放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也
仍然是一流。

去年，上海舞蹈團推出了"晨光曲
"的舞蹈節目，領銜的是朱潔靜，那
也是一個高水準藝術性強的表演。
其他優秀的節目很多，雅俗共賞，
無法一一列舉。歷年來，隨著國勢
的壯大，文化水平的提高，春晚也
隨之不斷進步，早先有港臺的明星
們加入，近年更有世界級的外國大
明星登臺獻藝，所以，如果僅僅從
娛樂和藝術層面來看，今年的春晚
已經不是 1983年的春晚，也不是
2000年的春晚，一方面它推出本國
的一流文化產品，不論是小品，相
聲或京劇，另一方面，在展示西方
的文化精髓時，它也不再是東施效

顰。
何況，春晚的價值并不止於此。

建立集體認同
不記得是那一年的春晚，朱哲琴

演唱了"阿姐鼓"。朱不是藏人，可是
她整個人的身體和靈魂已經融入西
藏，所以這首歌非常轟動。我是回
臺灣時我的小學同學介紹我買的唱
碟，說是在全球流行。後來才知
道，這是第一張在56國同時發行的中
文唱碟。阿姐鼓是用一名藏族少女
阿姐的皮膚做的鼓，爲的是向神作
出奉獻，故事凄涼，歌聲感人。

多年來，春晚一定有少數民族的
歌舞，并且强調中國是擁有56個民族
的國家。阿姐鼓衹是一個例子。或
許我們應該認識到，中華人民共和
國衹有短短七十年的歷史，而在這
之前，中國經歷了一百年的衰落，
改朝換代，分裂，外族侵略和内戰
的痛苦經驗，并且，有相當龐大的
一部分領土（新疆和西藏）曾經長
期不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掌控之中。
我們，或者説，我們之中有相當部
分的人，并沒有建立起國家認同。

"同文同種"四個字，聽起來很順
耳，但實際上并不實際存在。年紀
大的藏人和維吾爾人不會講也不會
看中文。即使同文同種，我們仍然
有臺灣問題。就政治層面而言，香
港問題基本解決，但是距離真正的
認同，也就是絕大多數港人肯從心
底說"我是中國人"，恐怕還做不到。
這就是中國的認同問題。

春晚發揮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促進這種認同。過去幾年，
春晚非常著力地，甚至可以説露骨
地，贊美共產黨爲創建新中國所作
出的貢獻。這樣的歌頌沒有在今年
的春晚出現；今年衹有一首歌"送支
山歌給黨聽 "。我認爲這是一大進
步。或許這表示共產黨的自信心加
强了，不再需要每年在這個場合强
調它的功勞。

 歸根結蒂，黨應當在國家和人民
之下，建立對國家的認同才是首要
的。

表揚英雄
每年的春晚都會用一些時間表揚

 
◎㈬秉和

The successful return of China's Chang'e-5 mission to orbit the moon to 
drill into the lunar soil is commendable. This has promoted great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space science and created many new 'firsts' in history. First of 
all, it is a breakthrough that China can send a payload of 8.2 tons to the 
lunar orbit by rocket propulsion. Second, it is also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lunar module can land on the moon at a certain location based on the new 
map of the moon. Third, completing the excavation and sampling within 24 
hours is the biggest goal of this lunar exploration. Fourth, the lunar soil is 
transferred from the moon module to the moon ship by automatically linking 
them in the orbit of the moon. No one is operating in the spacecraft, which 
proves that the automation design technology of this mission is mature. 
Fifth, the unmanned driving back to the scheduled landing site in Inner 
Mongolia is flawless. The sixth is to use the technology of long-range 
missiles to dap across outside the atmosphere of the earth and to select an 
accurate coordinate for the moon ship to penetrate through the atmosphere 
returning to earth safely. The seventh is to send real-time images (video) of 
part of the mission back to Earth so that we can see it. Eighth, the complete 
success of the mission shows that China is extremely competent in hardware 
and software technologies for space exploration, especially in the 
manufacturing and application of computers and semiconductor chips 
needed in the design of the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s.

Having said that, some people may ask why are the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 and electronics companies are being 'choked by the 
neck' by the U.S. sanction? Actually, this is a business strategy issue rather 
than a military or space technology problem. Of course, military weaponry 
or space exploration must have high technology, but they are dependent on 
technology in terms of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far more than 'quantity yield' 
and 'low cost' as commercial products demanding them. Military weapons 
development and space exploration are expensive in term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but relatively little demand for mass manufacturing. 
The unit price is not very important in military components as long as the 
products can pass multiple environmental tests, such as high and low 
pressure, high and low temperature and other operational specifications. The 
task reliability can always be guaranteed by choosing tested parts from one 
out of a hundred even one out of a ten thousand units. Commercial 
technology products, for example, smart phones, requir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low-cost parts which have to pass a slightly looser user-

environment tests. But the difficulty is that commercial products can't 
afford the picking one out of a hundred approaches. The cost of the parts 
will be too high, and the mobile phone cannot have competitive prices or 
the so-called 'cabbage prices'.

Under a global free trade environment, everyone divides labor and parts, 
cooperates in manufacturing and assembly, and buys and sells to each 
other. The U.S. has always been the leader in semiconductor chips and chip 
design. China is a big buyer and the US is a big seller. This gives the US a 
chance to choke China's neck if a trade relation becomes sour. That is 
precisely what has happened. If China wants to produce all the chips on her 
own, she must invest tons of money in ultra clean chip manufacturing 
plants. This creates a competition in capital, skilled workers, technology 
and time. As for the so-called critical (Guanjian) technology, like the three-
nanometer lithography machine is currently only manufactured by ASML 
in the Netherlands, and China must find short cuts to overtake it by R&D 
innovation since it is on the sanction list. Fortunately, this nanometer 
technology has reached near the end of physical limit, thus it is possible to 
catch up in time. Furthermore, the biggest advantage of the nano-
technology is to help the problem of 'quantity', that is, the nanometer 
technology can make several times the number of devices on the same chip 
and more chips per wafer reducing the cost of the chip and the size of the 
circuit. New smart phones have more and more functions which need more 
circuits and memory cells. The three nanometer technology will help the 
smart phone because the compaction of components in a thin flat phone. 
Therefore, the United States can 'pinch the neck' of Huawei's smart phone 
business by sanctioning the export of semiconductor chips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Huawei needs small chips and a large number 
of low-priced components. But then again, American manufacturers may 
not find other buyers if they don't sell to China since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market. If the Chinese people don't buy cell phones with American 
chips except domestic products, then in a few years, American companies 
will collapse, and China's mass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nanometer 
technology will catch up.

Speaking of lunar exploration, the 1.731 kilograms of lunar soil 
brought back by Chang'e 5 this time is very meaningful and valuable. 
There are many news reports in the media reporting that China will 
give some lunar soil to friendly countries, all thinking from political 
angles. The author has also seen a lot of discussions about Lunar Soil 
on the Internet. Some people suggest that Mainland China should give 
a little to Taiwan, and see what the Tsai government will do. If the 
Tsai Administration refuses to accept, it will make the world laugh.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exploring the moon should 
by no means be limited to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Space scie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uture of mankind. This is why the lunar soil is 
valuable and the lunar space science is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Space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may domina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Earth, and the moon is a 'leaping board' to space. The value of 
lunar soil and lunar research can be easily imagined: this is also why 
every major country in the world is launching a new lunar exploration 
plan. The author also believes that China should set aside a portion of 
the lunar soil for research by the civilian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Applications from non-governmental academic circles in all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apply for lunar soil for research, abiding by the same rules for review 
and approval. Do not waste lunar soil as political presents, especially 
not to the unfriendly Taiwan government. China central government 
can give invitation to the Academia Sinica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lunar soil and lunar 
exploration, which should be a non-political but global continuous 
affair. China should also invite the institutions and states in the U.S. as 
well as EU, Russia, Japan, South Korea and India to participate in 
such global collaborative space research conferences. In reciprocity, if 
any lunar soil should be offered to any friendly and/or helpful 
countries, the main purpose should be for space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 suggested research topics and expectation for some meaningful 
findings. On the issue of moon exploration and space research, China 
should try to play a leader's role despite of her previous exclus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effort. China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that 
space science should have no country borders and let natural 
leadership guide the direction of human space science. China may 
consider setting up a 'Chang'e Prize' (say of 30 million RMB little 
higher than the Nobel Prize) to encourage international scientists to 
conduct space research and let space science serve the well-being and 
peace of mankind. China and any other country willing should strive 
to contribute to space science research collaboratively.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世界衛生組織報告說，截至2月
18日，全世界有200種疫苗在研發的
進程中。它們處在不同的階段，有
7種疫苗已經獲得許多國家核准，開
始使用，其他193種，有的在進行第
三期測試，有許多處於第二期，而
更多的則在第一期或者還在動物身
上測試。

具有開發疫苗野心的國家不在少
數，據世衛組織的列表，除了幾個
主要國家，如中，美，英，德，
俄，印之外，還有日本，南北韓，
泰國，新加坡，越南，哈薩克斯
坦，加拿大，意大利，法國，以色
列，土耳其，伊朗，古巴，澳洲 和
南非等。當然，有些大國還同時進
行好幾種疫苗的研發。也有兩國合
作進行的研發，如最早獲得批准使
用的輝瑞疫苗，它就是輝瑞與德國
BioTech公司合作的產品。

 顯然，很多國家都看到，疫苗是
巨大商機，於是乎都放馬過來，逐
鹿中原了。

乍看起來，這像是一場一大批國
家參與的大賽，但實際上，絕大多
數研發都將無疾而終，而哪些小國
們，雖然志氣可嘉，到頭來大概率
是空忙一場。真正的大賽衹會在幾
個已經走在前面的大國之間進行。
大賽的決定因素是：一，有效性；
二，生產能力；三，價格；四，運
輸便利，五，誰先占據地盤。且讓
我們比較一下已經跑在前面的七種
疫苗。

入圍的美英疫苗 
最先入圍的就是上面提到的輝瑞

疫苗。它的有效性高達95%，號稱到
今年年底可生產20億支，并且保證
7月底之前可以生產3億支。它的價
格低，但是有一個缺點，那就是必
須在超低溫（零下攝氏 70度）儲

一批在過去一年中對國家作出重大貢
獻的人。這當然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
事，并且已經成爲春晚的傳統。今年
受到表揚的英雄包括：抗疫的醫務人
員和開發疫苗的陳薇等，航天領域中
各項成就（嫦娥5號，神舟飛船，北
斗導航，天問一號）的領軍人，扶貧
有功的人，行善的一般平民和保衛邊
疆的軍人等。

在廣袤的中國土地上，英才無
數，肯爲公益作出貢獻的人也成千上
萬，對他們之中的傑出人物表達全國
的謝意，可以説是對正能量的肯定，
也是對一些基本價值的肯定。中國的
價值觀，特別是家國的集體價值，不
可能跟西方的個人主頁價值觀一樣，
凸顯差別的最好做法就是伸張自己的
價值觀，用實際行動證明這些價值觀
的可貴。長此以往，衹要這些價值觀
促進社會進步，它們必然會逐漸獲得
更廣泛的認可。

開創新風氣
凡是對春晚的歷史稍有瞭解的人

都知道，1983年，當李谷一唱出"鄉
戀"的時候，她的歌聲震驚了整個社
會，也引起了廣泛爭議：什麽是正確
的社會主義藝術觀？什麽是靡靡之
音？當這首歌獲得廣大群衆的接受甚
至熱愛的時候，流行歌曲開始排山倒
海地橫掃中華大地。從此，下里巴人
的音樂，不八股的語言，多樣化的文

字表達方式都在社會中取得一席之
地。這首歌，像一塊巨大的隕石掉
進平靜的湖水，激起了無數波瀾，
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文化景觀。

也就在這時候，臺港和香港的歌
星和歌曲也開始在大陸紅起來，他
們也被邀上了春晚，豐富了中國的
文化内涵。這是一個配合經濟發展
和人們心靈自由化的變化，也是全
國上下在心理上接受外在世界的變
化。春晚的節目一方面是隨著整個
社會變化，可是，由於它的節目必
須獲得黨的宣傳部審核認可，一旦
某些開放的活動出現在春晚，它就
釋放了一個信號，告訴社會，這些
事情已經沒有政治問題了。

民調顯示，春晚的小品很受歡
迎。大多數的小品并不是純粹搞
笑，通常都帶有教育意義，通過對
不當行爲的諷刺來凸顯正道。對扭
轉社會風氣，它們的作用應當是蠻
大的。

中共建國的前三十年，政治鬥爭
不斷，經濟困難，人們根本無法想
象，什麽是太平盛世。1978年開始
了改革開放，到了1983年，共產黨
似乎開始意識到，人民懷念中國固
有的風俗習慣，尤其是對中國各大
節日的懷念。春節是傳統中最大的
節日，而春晚融合古今，建立了一
個新傳統，善莫大焉。

存。不過它最近宣稱，該疫苗也可
以在一般低溫狀態下儲存兩周。毫
無疑問，早起的鳥兒有蟲吃，輝瑞
已經接到約50國的訂單，它的問題
是產量和運輸。

 在輝瑞疫苗獲批准後的一周，第
二種疫苗入圍了，那就是莫德納疫
苗，其有效性也高達94.5%。兩種疫
苗都使用一種mRNA（核酸疫苗）
的新製藥方法，成藥快，成本低。
莫德納也已經接獲十幾國的訂單。
有研究指出，此疫苗對亞洲人具有
100% 防疫能力。

英國的牛津大學與英國—瑞士藥
廠阿斯利康合作的阿斯利康疫苗應
當算作第三個入圍的疫苗。它的有
效性爲76%，在英國本國已經廣泛
使用，并且已經有數十國訂購。但
是有報導指出，由於它的有效性低
於兩種美國疫苗，并且對南非變種
病毒的效果不佳，歐洲許多國家抵
制這種疫苗，情願等待美國的疫
苗。南非因爲它對本國變種的病毒
效果差，正在交涉退回一億支疫
苗。

我們可以把印度生產的疫苗也歸
類在美英的疫苗内。印度的製藥業
相當發達，在許多疫苗的生產上都
是世界第一。它與英國的阿斯利康
合作，在印度生產阿斯利康疫苗，
并在本國疫情仍然嚴重的情況下向
周邊小國示好，捐助給阿富汗，斯
里蘭卡和斐濟等國。

㆗俄兩國的疫苗外交
其實，在上述美英疫苗贏得廣泛

接受之前，俄羅斯和中國已經有疫
苗問世。兩國在進行了第二期測試
之後就給有特殊需要的人接種，如
出國服務者和醫務人員等。俄羅斯

疫苗大賽疫苗大賽疫苗大賽
◎彭文逸

的疫苗是Sputnik V，有效性達91%，
但數據并沒有完全公佈，所以西方
媒體存疑。Sputnik V 的成本不高，
價格便宜，運輸便利，并且俄羅斯
一開始就大力向外國推銷。雖然它
在國内的注射率偏低，它已經向許
多國家，特別是中亞和中東國家，
贈送疫苗。目前它已經收到中亞，
中東，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等數十個
國家的訂單。

根據《亞洲時報》電子報，墨西
哥計劃在三月之前用Sputnik V 給
740萬人接種，并且至少會再從俄羅
斯進口1600萬支疫苗。也就是說，
俄羅斯的疫苗外交已經打進了美國
的後院。

 2月20日，《紐約時報》對俄羅斯
的疫苗外交作了一個長篇報導，說
俄羅斯國内的接種率非常低，許多
俄國人對本國疫苗沒有信心，可是
卻大量向國外推銷，而它的產能不
足，不見得能夠兌現它的承諾。另
一方面，生產Sputnik V的藥廠正在
與中國和韓國的藥廠商議合作，很
可能想利用這兩國的產能來擴大疫
苗產量。除了石油和軍火之外，俄
羅斯顯然試圖開拓一個新的市場。

中國同時進行了兩種疫苗的推
廣，一是北京科興生物製品公司製
作的滅活疫苗Sinovac, 另一個是國藥
集團藥廠製作的 Sinopharm。Sinop-
harm 於去年底獲得國家批准時，它
的有效性確定爲79.34%。由於中國
抗疫非常成功，國内病例太少，所
以這兩種疫苗分別在在中東的一些
國家，如聯合酋長國，和拉丁美洲
國家，如巴西，等多個國家進行第
三期測試。測試的有效性因國而
異。巴西曾傳出僅僅 58% 的有效
性，可是在阿聯酋和土耳其都傳出
80%以上的有效性。中國的兩種疫苗
成本較高，不過運輸便利，適合冷
藏設備差的發展中國家使用。

中國的疫苗外交有一個特色，那
就是請使用中國疫苗的國家領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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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在電視上注射疫苗。目前已經有
六國的領袖這麽做了，包括土耳
其，印尼，約旦國王，王子和首
相，以及巴林的王子和首相。中國
的疫苗外交還包括捐贈疫苗。到2月
22日爲止，據環球網報導，中國已
經向53個國家捐贈疫苗，并已經向
22國出口疫苗。

由於歐洲的疫苗供應嚴重不足，
所以中國的出口對象中還包括了歐
洲的匈牙利和中歐的塞爾維亞。匈
牙利不顧其他歐盟國家的反對，獨
自向俄羅斯和中國購買了疫苗。中
歐國家如塞爾維亞對中國的疫苗更
是表示熱烈歡迎，其總統親自到機
場迎接。

此外，美國大藥廠J&J研發的疫苗
預計在2月26日獲得批准，它宣稱能
夠立馬提供4億支疫苗。中國的康西
諾藥廠也會於近期推出一款疫苗。
今年，我們很可能看到10種以上的
疫苗在市場上競爭。

公共產品對決市場產品
世衛組織鼓吹疫苗平等（Vaccine 

Equity）,認爲不論國家貧富，都應當
有公平取得疫苗的機會。現實卻不
是那麽簡單。

 一月底，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
濟論壇視頻會議上，南非總統
Ramaphosa 憤怒指控，説，發達國家
不但預定了疫苗，并且預定了遠超
過它們實際人口需要的巨量疫苗，
使發展中國家拿不到新冠疫苗。這
個指控在第三世界國家獲得强烈的
反響。事實的確如此，加拿大訂購
了至少超過其人口5倍的疫苗，而其
他歐美日國家也都訂購了超過人口
好幾倍的疫苗。

但是，輝瑞和莫瑪德納是最受西
方發達國家熱中的疫苗，目前仍然
供不應求。拜登上臺後，美國的疫
苗產量和接種人數直綫上升。2月
25日，拜登宣告，美國的接種人數
已經達到5千萬，超前完成目標。 歐
盟國家，雖然有德國生產輝瑞疫

苗，供應更是不足。所以，訂購是
一回事，實際取得則是另外一回
事。在本國都供應不足的情況下，
美國的疫苗目前衹供給本國和少數
發達國家。

在2月中舉行的G7視頻會議上，
拜登承諾將捐款40億美元，另外6國
也認捐30億，一共70億，給世衛組
織的COVAX  (新冠疫苗實施計劃，
負責采購和分配疫苗)， 由世衛組
織按疫苗平等的原則向窮國提供。
這是說，美國，按照資本主義的做
法，私人企業衹管賺錢，不作免費
捐贈，捐贈的事要由政府來做，政
府出錢給世衛組織，而世衛組織仍
然要按照私營企業的價格向輝瑞或
莫德納購買疫苗。

中國和俄羅斯的做法就大不相
同。如前述，俄羅斯已經向許多中
亞國家和亞非拉國家捐贈疫苗。印
度國内疫情仍然嚴重，接種率也很
低，可是也向周邊國家免費捐助疫
苗。中國則宣佈，中國生產的疫苗
屬於公共產品，已經捐贈給53國。

當然，捐贈了幾百萬支疫苗之
後，如果需要更多，那就得付錢
了。這就像新出廠產品的促銷活
動，先贈送，證明貨真價實之後再
付錢增購。這麽做不但贏得了外交
上的點贊，也搶先占據了一塊地
盤。

放眼世界，總人口超過76億，按
照美國疾控中心主任富西的説法，
免疫需要大約70% 的人口接種了疫
苗以後才能達到。這表示，全世界
需要53億以上的人都接種了疫苗才
能達到免疫的要求。以每人兩支計
算，世界回歸正常生活需要106億的
疫苗。如果每年都需要接種的話，
那麽需求量極大，并且是長期的。
到今年下半年，疫苗的種類和產量
可望大量增加。但是，需求更是巨
大，所以上述幾種主要疫苗都將有
自己的客戶。看來，這場疫苗大賽
沒有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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