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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 society is under an unprecedented test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op of numerous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earth-quakes, floods, even grasshoppers 
and man-made turmoil such as violent riots, massive protests, never ending vicious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and wars. The U.S. as the richest nation and the only 
superpower in the word has been leading the world for the past eight decades, but 
today, the U.S. leadership is being questioned not only by the third world, other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also by Americans themselves 
subconsciously if not openly. From sociology point of view, one wonders what has 
happened to American society and American leaders? Why is America losing her 
esteem in leading the world? The answers may be correlated with some statistical 
data, but a clearer picture may be described by adjectives based on broad 
observation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diagnose the American society which is 
inevitably driving the U.S. including her elected political leaders to today's status. 
Hence, the article is entitled, American Society Is 'S.A.F.E.' But Failing, which will 
be explained below.

'S.A.F.E.' Is a group of adjectives collected under their initial letters for 
describing American societal phenomena. 'S' represents 'sore, sad and sinking'. 'A' 
represents 'anger, aching and anxious'. 'F' represents 'fair, fear and fending'. And 'E' 
represents 'equal, egoistic and evil'. We shall explain how these adjectives may 
describe American society to create a picture which may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tatus the U.S. is in, losing respect and esteem on the world stage and crumbling and 
ineffective in dealing with our domestic issues. The American economy has been 
stagnant for years in terms of per ca-pita GPD, the society wealth gap has been 
continuously widening for decades, the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inequality issue 
have become more pronounced. Our foreign policy seems to be driven by legacy 
beliefs and ego never accepting reality. Let's see how 'S.A.F.E.' describe our 
society!?

First, let's look at the composi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It is for sure an 
immigrant society consisting of the White (majority and principal initial settlers), the 
Black (the second largest minority behind Hispanics and most discriminated group 
perhaps next to the remaining <2% American Indians), and the Yellow-Brown 
(including the Mexican, Chinese and Indian immigrants). The sentiments of the 
Whites can be adequately described by 'Sore', 'Sad' and 'Sinking'. The U.S. was 
dominated by the Whites in every aspect ever since they demolished the American 
Indians. They were the ones followed the world industrial revolution, created the 

large if not the greatest independent nation. The Whites dominated the economy, 
agri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industries and excelled in science, arts, sports … 
all arenas. Today, they feel 'sore' because their domination has gradually being 
eroded by the Blacks and the Yellow-Browns. The sore loser feeling is of course 
accentuated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Whites, white and blue collar 
workers. Some Whites are still dominating the ultra rich sectors of American 
society, but more Whites felt 'sad' when they saw the American society losing 
her economic power, directly translated to losing buying power. The social 
programs paid by their tax dollars have not improved the harmony in their 
society - filled with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drugs, crimes, poverty, and riots. 
The recent 'George Floyd' incidence triggered Black Lives Matter (BLM) 
movement which made some Whites more 'sad'. Overall, even including the so 
called top 0.1% or 1 %, the Whites have a 'sinking' feeling, the U.S. is 'sinking'.

The Blacks in the U.S. was liberated from slavery and given voting right in 
1865. That was 155 years ago yet today the Blacks are still the worst performing 
minority group comparing to Whites and Yellow-Browns, Asians and Mexicans, 
in terms of their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2017 data: Asians $81,331, Whites 
$68,145, Hispanics $50,486 and Blacks $40,258.) Furthermore, the black 
community exhibits more crime rate which compounded the societ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Blacks. Of course, the Blacks felt 'angry' when they 
experienced discrimination; this anger can easily explode if a specific incidence 
(as seen in the latest police brutality case) was against a Black, criminal or not. 
This type of conflict persisted to today since the slavery era despite of numerous 
legislation enacted to eliminate discrimination and to elevate equality. Some 
Blacks who succeeded academically and economically often have an 'aching' 
feeling when facing the Black's issues; their successes in contrast to the large 
number of Blacks living in ghettos made them feel painful and hopeless. Thus, 
among Blacks, there is a great anxiety, hoping for an instantaneous change. But 
that seems not possible judging on the 155 years of slow social progress in the 
black race in the U.S. In the third world, Africa, drastic progress had been made 
in both economic and politic arena post WW II. This social phenomenon adds 
another provocation to the American Blacks. Even though the U.S. had a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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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it did not ease the 'angry, aching and anxious' sentiments of American 
Blacks.

The Asian minority group in the U.S. came from different national origins but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and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they were bonded 
loosely as a minority group. The recent Asian immigrants did not experience the 
severe discrimination the earlier Chinese immigrants had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Asian community generally felt the American society being 
'fair' enough with abundant economic opportunities. With their respect for 
education and character of diligence and thrift, the Asian group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despite of their lack of interest in politics. 
However, this 'fair' feeling or sentiment has been replaced by 'fear' feeling in 
recent years. Why? The colon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sians has vividly 
returned. The Hong Kong violent riots received endorsement from the U. K. and 
the U.S. and was praised 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in contrast to the BLM 
movement exploded worldwide treated more as a violence than human rights 
demand (sadly petering out just like previous movements). The trad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escalated unfairly beyond economical level to other 
domains. Chinese scientists are unfairly singled out as potential spies. The civilian 
company Huawei was unfairly sanctioned from U.S. market.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attempted to cancel all Asian student visas (F1 and 
M1). All these unfair and prejudice policies have converted 'fair' to 'fear'. As a 
result, Chinese (and Asian) communities are organized and armed themselves to 
'fend' violence. 'Fending' for themselves became necessary even though most 
Asians were basically peace-loving people.

Freedom and equality are two principal American values. Freedom more than 
'equality' can be guaranteed by laws. Even the U.S. constitution prescribes all men 
are 'equal',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prevails in the U.S. society. The 
White dominated America exhibits her superiority through her 'egoistic' manner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re 'egoistic' slogans 
appealing to American 'ego'. 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ies carried out with 
American 'ego', unfortunately created 'evil' deeds, punishments, sanctions and 
wars. More such deeds were done, more 'evil' the U.S. appeared to the world. 
Sure, the superior military strength of America prevented retaliation or revolt 
against the U.S. but nevertheless the 'evil' image of the U.S. was looming. With 
the rapid rise of China and the weakening of the U.S. economy and even in 
technology, it is no surprise that the U.S. is showing signs of 'failing'. Yes, if we 
could not honestly reflect on why our society is disintegrating and make 
corrections, then America society will be 'S.A.F.E.' but failing for sure!  

Ifay Chang. Ph.D., Inventor, Author, TV Game Show Host and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as well as serving as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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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的演變是多元的，故能產
生文化的不同，其背景因素有自然地理
環境的變化，造成大量人類的遷徙，在
人與自然奮鬥的時候，天 神，是人類、
不可了解也無法掌控的，在人類文化演
變中，宗教的誕生是有邏輯可尋的，越
是有深度宗教信仰的人，不論那種宗
教，都不用邏輯來談宗教信仰。雖然人
是理性動物，但在有限知識情況下，接
受宗教來解釋無知和未知也是一種理性
邏輯。故信仰宗教無可厚非，可是不幸
的是大多數宗教是唯我獨尊的一神信
仰，即使接受多神（或多聖）也仍然是
排斥他教的。所以人類歷史上，因宗教
而產生了許多殘忍的戰爭。宗教介入政
治體制雖不一定是教義所趨，但必是政
教領袖人物的人為造成。宗教介入政治
的歷史教訓應當足夠讓人類把宗教排除
於政治體制之外。人類到了二十一世
紀，宗教仍然存在，但是其對人類追求
發展的影響，已不能有所控制，這是一
方面因為人類對自然的知識增長了很
多，另一方面是人類已經了解經濟發展
才是人類真正需要發展的目標。甚至很
多人相信人類的經濟發展要有理智的了
解自然環境的限制，而不是宗教的限
制，這也是人類的邏輯，並不一定完全
是無神論。

已有文明的人類，追求經濟發展也
是有邏輯可尋的。這裡可以廣義的包括
科技發展甚至社會發展，其目的是求得
經濟發展，使人類生活得更好。此文避
免討論物資生活與精神生活更好的意義
和辯論，而是認為宗教也認同俗民所謂
的生活更好的定義還是以物質生活為基
礎的。這由西洋宗教對於宗教工作者的
生活福利以至退休后的生活物質保障可
以推斷。至於東方宗教，雖沒有像西方
宗教用合同來定明薪水，保健，退休金
等明顯的作法，但以今日僧侶尼姑的生
活來看，他們也是期望俗民能有好的經
濟發展的。

二戰之后，全世界可以說都以開發
經濟為目的，國家不論大小，更以達到
全民小康為目標。這當然是個正確的目
標，只要是以理性邏輯來了解自然環境
的限制和釐定達到目標的合理的方法。
可是以目前世界發展的趨勢來看，上述
兩點就發生了問題。有些國家不能，有
些不願用理性邏輯來接受自然環境的限
制，像空氣和水的污染，能源的有限供
應，等等，還有些國家不願，有些不想
用合理競爭的方法來達到全民小康的目
標。作者的全民小康定義是所有人民的
經濟水平都在小康以上，有其基本的物
質水準，而不是用平均值（per capita 
GPD）來概括全民，掩飾了貧富不均的
社會現象。貧富不均的社會是不穩定
的，尤其是有人生活在小康境界之下。

當今世界上195個國家裡（我們不考
慮梵蒂岡），沒有几個可以說是達到了
全民小康的境界。即使達到或接近了小
康目標，但也社會不穩定，國家不安
全，小康能否維持是個大問題。這個大
問題的來源就是政治體制不能釐定合理
的政策，來達到全民小康的目標。尤其
是大的國家，她的不合理或不能達到全
民小康目標政策，就會影響到其他國
家，尤其是小國，使小國有不穩不安的
情況。很不幸的，小國的全民小康目標
還都得寄托在大國能達到全民小康的目
標上。所以我們在此就針對美中蘇印四
個大國的經濟目標和發展趨勢來談談她
們的挑戰是什麼？

首先以美國來說，她的人均所得從
二戰之后一直攀升，在世界上名列前
茅。軍事上又成為全球超強，但是她國
家的富強並沒有達到全民小康，安局樂
業的境界，反而是全國貧富距離增加，

中產階級在近年來感到經濟壓力，生活
水平下降，在政治體制受金錢控制下，
百姓無力翻轉政府，改變政策，即使改
革也速效低慢。這是美國的挑戰，以現
在美國兩黨都只在爭權力上較勁而沒有
正面檢討如何合理的達到全民小康社
會，維持正成長，而不是只滿足了全國
前百分之一的收入和財富成長來看，美
國的前景很不樂觀。美國極富控制的政
權很難走向全民小康的社會，反會對其
它走向全民小康的國家作打擊，以維持
自私的利益。

反觀中國，二戰雖為勝利國，但國
家受害極深，政治體制脆弱，又受外強
干預，以致分裂成為兩岸，也無法完全
收回香港。所幸，華人生性勤勞，香港
人在英國殖民統治中皆努力發展經濟，
雖無政府撫助，但在自由港體制下，能
有經濟發展空間，成為亞洲一小龍。97 
回歸中國之后，外國勢力干擾加大，成
為上述大國打壓對象。而台灣雖與大陸
隔絕，但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念下，
實施利民的土地，稅法，農工政策，也
能把台灣帶向小康社會前進，經濟上能
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只是近年來，過
份依賴美國，傳染美國極富資本主義，
也趨向貧富拉距，中等階層經濟下滑現
像。政治體制上也走向金錢民主，金錢
導向媒體民意，甚至比美國更為明目張
膽。繼此以往，台灣前景堪憂。中國大
陸解放之時，其經濟名列榜末，甚至不
如大多數小國。中國共產黨在急於發展
經濟目的下，政策錯誤，欲速不達，直
到鄧小平改變政策，全國虛心學習，擇
優汰劣，尤其在經濟政策上，開放中小
心翼翼漸行，試點成功而廣其行，取外
來之長而拒其短，在技術封鎖下，自立
更生，反程序學習，大力培養教育人
才，以致當今經濟體量全球第二，近八
億人民脫貧，成為全球第一制造大國。
奉全國成小康社會為國本目標，其成長
速度驚人，使美國害怕。今年的新冠病
疫對其經濟之考驗，可以看出其潛力和
行政執行能力，對其未來展望可寄以信
心。

再看蘇俄與印度兩個大國，前者走
霸權括張主義，但經濟政策失敗，并非
是必須跟隨西方資本主義，而是窮兵黷
武過度，重軍工輕農商，以致失敗。這
也給了中國借鏡，故而蘇俄泠戰之后，
經濟上被西方淘空，至今難以恢復。即
使蘇俄仍有強大軍力，也只能抵禦而沒
有多大威脅力，這是美國將箭頭指向中
國的原因。蘇俄如今與中國結為戰略伙
伴，應當以中國為鑑，虛心學習取長補
短，使俄國富起來。印度是全球第二大
人口大國，且二戰受害遠小於中國，可
是印度實行民主過早 過快，比起美國、
至今二百五十年的民主歷程，印度民主
不到其三分之一時間，故得其弊多而受
其利小。與中國相比，印度在走向小康
社會的路途上落后許多。但印度精英崇
美居多，雖說印度聲稱保持不結盟國
策，但仍然受美影響，現今參與美澳日
的印太軍演以躍居國際舞台，恐將得不
償失，再加上軍演影響印度軍人要求軍
備更新，將使印度在軍費上增加開銷，
把推進小康社會速度放慢，這絕非好
事。印度打算向蘇俄購買米格29戰機，
或向美國購買F-15，都是浪費國帑的
事。印度這種走向，對其未來經濟發展
必有害無利。倒是與中國簽定西馬拉亞
邊界和約，是對中印皆為有利之事。

綜觀上述討論，達到和維護小康社
會的挑戰是避免不必要的軍備花費，專
注於合理的經濟開發，以互助求互贏，
除非不得已，應以太極方式化解糾紛，
這在中美之間特為明顯。美國是否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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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覺悟，與中國化解對抗，以得互贏雖
不能預斷，但雙方智庫精英不能說不曾
作過研究，或許都有B案避免最壞結
果，希望事實如此。

不論在何種思維下，台灣鬧獨立的政
客都應當瞭解，在二十一世紀裡，人民
的願望都是公平的小康社會，只有大國
採取合理的政策，促使達到和維護全民
小康社會，才能保障人民的未來。台灣
的走向應當是與大陸統一來達到和維護
全民小康的目標。

作者：張㆒飛，畢業於台灣成功大
㈻，來美㆕㈩餘年，現已退㉁，仍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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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Society Is 'S.A.F.E.' But Failing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使幾百萬人感
染，幾十萬人死亡，是真正的人類殺
手。 從自有歷史記載人類的十次大瘟
疫可以看出，在中世紀之前，大約每
兩三百年發生一次大瘟疫，死亡人數
超過一億。在中世紀之後特別是西方
工 業 革 命 之 後 ， 大 約 每 百 年 發 生 一
次，死亡人數也有幾千萬甚至上億。
但 到 了 當 代 瘟 疫 發 生 的 次 數 卻 加 快
了，十多年甚至幾年連續發生，例如
埃博拉、艾滋病、各種動物流感，以
及非典和現在的新冠肺炎，估計死亡
人數總計至少有幾百萬。       

除著人類的社會進步，瘟疫發生的
頻率反而加快和增多了，這是什麼原
因呢?   初步分析，這應與環境污染和
抗菌素的濫用有關，因為病毒和細菌
只差一層細胞膜，二者都可以進化成

新冠疫情橫掃全世界，其中老年人
的死亡比例最高，引起人們注意老人們
的健康、家庭、幸福等突出問題。

近代西方小家庭制度，老人們都是
孤獨地在自己家中或在老人院中度過餘
生。中國60歲以上老人已經超過2億。
他們已經无福享有大家庭制度中的照
顾，同時社會養老設施不足，而且未富
先老，問題尤其嚴重。

小家庭制度不僅是缺乏對老年人的
奉養，由於年輕的父母工作壓力大，或
者社交活動多，對兒童和成長中青少年
子女的照應往往不足。子女雖然物質供
應不缺，但家庭教育和溫暖不足，很多
人精神不愉快，心理發展不大正常。父
母自己也心力交疲，母親不能在事業上
全力奮鬥。很多青年夫妻思前顧後，不
敢生育，或不敢生第二個。單子女的家
庭教育和感情教育往往趨於偏狹，沒有
兄弟姐妹堂表親戚等的感情，情商偏
低。發達國家幾乎都有這類問題。中國
更有因農民身份制度而產生的農村空巢
老人和留守兒童問題，是社會的重大傷
痛。

傳統的大家庭制度，是有機的養老
和育幼的機制，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
實體寄託。大家庭保守，年輕人受種種
限制，是其缺點。進入現代，教育和工
作機會使年輕人追求不同的志願，各奔
前程，遠走四方，過去那種子承父業的
大家庭自然解散，轉而流行小家庭生
活。不可否認：大、小家庭各有優點缺
點。今後是否可能在兩者之間取其中，
鼓勵一種三代同堂的家庭制度？

實際上，很多年輕夫婦有小孩後請
父母或岳父母（小孩的祖父母、外祖父
母）來幫忙照顧，一舉满足三代人的需
要。留學生到異國拼博，夫妻都必須全
力工作，也流行請父母遠涉重洋來幫
忙。但是這些情況都是短期的；社會制
度不支持他們長久三代同堂。然而三代
同堂家庭對三代人的益處很明顯：

一．對老人：他們不孤獨，獲得生
活照顧  、心理照顧，日常的醫護照
顧。有三代天倫之樂，能對兒輩、孫輩
有所幫助，身心愉快，健康長壽。

老人們能夠分擔子女的家務和育幼
責任以及經濟負擔，對孫輩能提供有形
和無形的情感教育和智力教育。老人們
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工作經驗，有家庭
的依托，還能夠外出兼任多方面的正式
工作，例如去學校兼課等；或者去圖書
館、文化活動、公民活動中擔任義工，
對社會有貢獻。

婦 女 的 壽 命 通 常 都 比 男 子 長 5、6

年。在小家庭制度中，她們人生的最後
一大段是最孤獨淒涼的。三代同堂對這
些老祖母最能發揮溫馨的身心照顧。

老 人 們 與 子 孫 輩 同 居 ， 比 獨 居 節
省，同時節省社會上很多養老的機構和
人力、財力的負擔，也節省很多住所
/公 寓 。 老 人 分 居 是 很 浪 費 的 家 庭 结
构。等到老人們必須醫護照顧的時候，
再去養老院住。

二.  對年輕夫婦，三代同堂是巨大的
幫助：年輕夫婦雖然一般生活不缺，但
是子女負擔卻是大問題。以至往往選擇
不生育，或只生一胎。發達國家的生育
率都很低，不是不愛生，不愛育，而是
迫於環境和工作、生活壓力，不能或不
敢多生。不只是錢的問題，主要是分身
乏術。婦女往往因為生育、育兒而放棄
或延緩事業，失去從工作中獲得的愉快
和滿足。對個人和對社會都是損失。生
兒育女是人生幸福的一部份；在富裕國
家，年輕人往往在這方面感到缺陷。有
祖父母在，便可以放心生育或多生一
個。

生育的父母們請祖父母來照應子女
最放心，同時他們也履行上養老、下育
兒的責任，共享天倫之樂。他們可以多
出時間為事業打拼。 

三. 對子女：三代同堂家庭能夠給子
女更深厚的德育、智育、群育，以及提
供較多方面的人生認識。祖父母比較寬
容，父母則通常要求嚴格，兩者平衡對
子女的教育有益。如果父母們能夠多生
一胎，便有兄弟姐妹和堂、表等親戚，
有助於養成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和團隊
合作的精神。有助於未來社會的和諧。
老年人的智慧，青年人的積極性，將使
子女獲得寶貴的身教。成長為有創造力
和親和力，有進取精神的人才。

在新冠疫情中，各國都普遍試驗將
學校上課改為在家中網上上課。如果是
中、小學生，需要家裡有大人照顧。這
使很多小家庭產生困難。很多父母不能
在家裡遠程上班，無法在家裡兼顧孩
子。孩子在家甚至沒有飯吃 -- 學校原來
供應午餐甚至兩餐。遠程授課和課室授
課各有優點和缺點，涉及很複雜的教
學、家庭和社會問題。但遠程授課與課
堂授課搭配，優、缺點互補，發揮最大
的教學效能，顯然是未來的趨勢。家中
有祖父母在，學生將能夠順利接受遠程
上課辦法，不因為家庭條件差而在網上
學習中處於不利地位，擴大了教育的不
平等。

在西方社會，許多父母過於忙碌，
難以有足夠時間陪伴子女讀書玩樂，便
以多送玩具，多給零用錢補償，結果孩
子身心成長並不健康，可能養成不良習
慣，以至於年輕人產生很多不正常的問
題，如酗酒、狂歡、吸毒、暴行等，還
有自殺事件。在貧窮的家庭，或單親的
家庭，子女成長期的問題更多。中國社
會也出現了這類問題，觸目驚心。三代
同堂的家庭環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
產生問題青少年。

四.  對農民：農民家庭是中國特有的
問題：西方在近代工業化後，農民離開
農村去各行各業就業，就轉化為工人，
所謂"工人階級"。中國大陸的制度規定
農民階級是二等階級，還規定永遠是農
民：不論去哪裡做什麼工，自己和子子
孫孫仍永遠是農民，永遠"打工"，工資
低，沒有"身份"，沒有福利，也沒有權
利。他們不能在城市裡安居，成家困
難，能成家的則生育和養育子女又困
難。子女不能在城市受教育，只能留在
農村成為"留守兒童"。農民工也不能孝
養他們的父母，老父母如果不是在外打
工，便是農村的"空巢老人"。民工的家
庭三代割裂，沒有正常家庭生活。一年
一度的春節返鄉潮，其背景是打工農民
家庭的辛酸。農民的傳統家族思想和習

慣比較濃厚，會比較容易接受三代同
堂家庭，也符合他們的需要。農民/民
工佔中國人口的大多數，他們的幸福
應該就是大多數人的幸福。

為提倡三代同堂家庭，政府有責任
建立必要的配套制度和基礎設施：

a. 對三代同堂家庭降低所得稅：凡
是有老一輩長輩的家庭，都給予減稅
待遇。按照養老的人數（同居的祖父
母或外祖父母人数），分級減稅，藉
此鼓勵三代同堂。

b. 對肩負孝養父母的夫妻再提供
"敬老"補助金。不論父母是否自己有
收入（有的還沒有退休），都按人數
提供敬老金，使得三代同堂的家庭不
會因為養老而增加經濟負擔，反而比
分住兩家更為寬裕。政府同時允許退
休老人兼職工作，增加家庭收入。

c.  提升農民為平等公民，取消農民
世世代代永為農民的制度。使農民享
有在任何地方工作和居住的權利，以
及在居住地享有全部公民權利。為農
民建立配套的社會環境和生活設施、
如學校、公寓、工作保障、公費醫
保、退休制度等。使農民的子女和空
巢老人可以進城，同为公民，三代共
同生活。及早建立從學前教育到高中
畢業的全面免費義務教育，並迅速建
立補充義務教育制度，以提高進城農
民的教育、技術和生產力，也提高祖
父母一代照顧家庭的能力。 "移民"進
城的農民/民工，不應該是城市中的底
層貧民。城市裡不應有"居民"和新來
農民兩種人的區別。

d.  鼓勵建築界設計三代同堂的公寓
和家屋，除設計老人的臥、浴外，並
有他們閱讀/工作與休息房間，使他們
有屬於自己的空間。三代合住，可以
節省大量老人公寓，對社會是巨大的
節省。三代同堂的公寓應該與其他公
寓混建，各種家庭混居，社區生活豐
富，富有活力和愛心精神。

e．政府應建立老年人的福利收入
制度，不論城市居民或農村農民 /民
工，都有一定的基本退休收入。加上
敬老補助金，三代同堂家庭的經濟環
境會有所提升。老人並不是依靠子女
生活而使得子女負擔加重，反而是有
所幫助。

f.  建立完善的社會醫護保健設施：
當老人們漸漸多病，生活不能自理，
不能兼顧家庭的時候，他們的第二代
也難照料他們。應該有良好的老人醫
護制度，幫助三代同堂家庭給予老人
們醫護照顧，最後還接納他們到有全
時間醫護照顧的老人院去住。政府不
能讓三代同堂家庭陷入無力也無法養
老的困境和心理壓力。三代同堂家庭
並不是代替有醫護設備的養老院。醫
護養老院是對三代同堂家庭制度的必
要支撐，使"老有所養"順利過渡到 "老
有所醫"。

結論：孟子的中庸思想，是中華傳
統文化的中心思想之一。兼各方之長
而不走極端，是為中庸。三代同堂家
庭介於大、小家庭之間，是具體體現
中庸之道。中國接受小家庭習慣不
久，三代同堂可能是理想的家庭結
構。

血緣之間的親愛關係是出於天性，
是自然的。大家庭能夠維繫家庭和社
會的承前啟後，源遠流長的穩定關
係，然而與現代經濟、社會生活方式
不能兼容。小家庭的缺點是個人和家
庭在社會上原子化。三代同堂家庭的
設想，將三代的財力、智力、能力和
時間進行整合，而達到較大的合理共
享，產生1+1>2的增效效果。在充分的
社會、經濟制度支撑下，有可能成為
未来的基本家庭結構之一。

三代同堂的家庭兼有大、小家庭的
優點和缺點，優點多於缺點。將來的
努力是設法發揮優點，彌補缺點。許
多人仍選擇小家庭，是正常的。每一
個家庭按照實際需要和個別因素考
慮，靈活選擇，自由自主。絕不可以
用政治力量去 "勸併"。那將是揠苗助
長，折騰而後失敗。

吳章銓，聯合國退㉁㆟員，是最早
㊟意釣魚台群島問題的老保釣成員之
㆒。

㆔㈹同堂議㆔㈹同堂議㆔㈹同堂議
◎吳章銓

超級病毒和超級細菌。但病毒和細菌的
自然進化是很緩慢的，人為的環境污染
和抗生素的濫用加速了其進化。特別是
新冠病毒的進化速度驚人，從去年的十
二月至今年的二月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便發生了變異，增加了刺突，能輕易刺
破細胞膜附在細胞上，使其傳染性增
強，做成疫苗研製的困難，這種情況值
得人們深思！ 

 對於這次新冠病毒的突然出現，有
"專家"認為這是對人口的自然調節，現
在全球人口已增加至70億，已遠遠超過
地球的負荷。中世紀的瘟疫大流行，就
使世界人口減少了四分之一，現在的新
冠病毒也是如此……這是馬爾隡斯人口
論的翻版！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不能

用這種冷血的方法，這大概就是大科學
家霍金提出地球人類要移民至外星球的
原因。

那末這次世紀病毒的出現意味著什
麼呢?毫無疑問，這是大自然對人類發
出的預警：如人類不停止對地球生態環
境的污染和破壞，不停止濫用抗生素，
不停止對核武和化武的研究和試驗，人
類自取滅亡的日子就不遠了！《聖經》
對末日早有預言，指出："一處接一處
有瘟疫"(路加福音21：11)。這次世紀疫
情就應驗了，這是末日的先兆，讓人類
看到末日的情景…… 最可怕的是，這
次的新冠病毒還會隱藏起來，與人類糾
纏，還會捲土重來，有可能突變成超級
病毒，繼續絞殺人類，而人類對此卻還
沒有特效藥，真的是細思極恐！ 因
此，全人類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團結一
致，共同對負病毒，儘快研製出特效
藥，這包括疫苗和中醫，要放棄門戶之
見，就像發現青蒿素是治療瘧疾的特效
藥一樣，否則，人類命運堪虞！

作者：劉羽明，廣州師範㈻院㈦㈧
屆㆗文系。㆒㈨㈧㆒年㉂費�㈻美國，
現旅居紐約，是美藉華裔畫家、作家和
收藏家。

新冠病毒是解決㆟口過剩的㉂然調節？新冠病毒是解決㆟口過剩的㉂然調節？新冠病毒是解決㆟口過剩的㉂然調節？
◎劉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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