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Sonia��Furstenau��在��BC��建⽴社区

梅尔：很⾼兴认识你。

⾦丝雀计划播客

记录：��2022��年2��⽉1��⽇

⼀，我们还在肖尼根，我们待在那⼉。但是第⼆，很明显，我不能袖⼿旁观，让这种情况发⽣在我的社区。我变得⾮常
致⼒于社区建设，反对该许可证。四年后，⻓话短说，许可证被吊销了。��And��the��reason��that��connects��to��
today��is��that��what��we��relentlessly��focused��on,��and��I��would��say��this��‒��I��got��elected��as��the��local��area��
director��in��2014��and��would��speak��in��front��of��big��crowds,��500��people��in��the��community��‒��I��would��say,我
们必须将我们所做的⼀切植根于诚实、善良、同情和正直。因为我们如何做到这⼀点就是我们塑造未来的⽅式，重要的
是我们没有将我们的努⼒植根于愤怒、仇恨，⽽是我们专注于真相和证据。我们知道，最终那是⼀股⾮常强⼤的⼒量。说
真话是⼀件⾮常有⼒的事情。我们到达了该许可证被吊销的地⽅，但在此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是决策问题的
征兆。

索尼娅：很⾼兴有机会进⾏对话。我在想……Crystal，你⼀开始就说是什么让你来到这⾥？⽽且我认为这是回答
短期问题的重要部分……它确实与让我进⼊政治的更⻓故事相关联。我是⼀名教师。��2011��年��9��⽉，我搬到了肖尼根
湖，以为我们会来到这⾥

⽔晶：你好索尼娅。谢谢你今天来。我在医院⼯作，所以如果背景嘈杂，我很抱歉。我不能关闭医院。开始了！索尼娅，我
们上周谈到了你来谈谈不列颠哥伦⽐亚省正在发⽣的事情，以及你在过去⼏周内就⼤流⾏数据以及公共卫⽣领域需
要基于证据和科学的实践的电话.⾸先，您能否告诉我们⼀些关于您是谁以及为什么��1��⽉（2022��年）您的信息是在公
共卫⽣中需要它的响亮⽽明确的？看到它真的很棒。但我想知道你看到了什么，是什么让你对此进⾏了投资？

⼀年。并在肖尼根湖度过⼀年，然后返回维多利亚。我们的孩⼦分别是��4��岁和��5��岁，是我们最⼩的孩⼦，我们只是认为这
只是⼀个⼩⼩的旅程。

索尼娅：⾸先，谢谢你邀请我，很⾼兴认识你们俩。

当我们住在这⾥时，发⽣了两件事。⼀是我们普遍爱上了肖尼根和考伊琴，以及这⾥的⼈⺠和社区。第⼀次，不是
住在真正的城市地区，⽽是发现了⼩社区⽣活的乐趣。第⼆，该省开始批准将��5��亿吨受污染的⼟壤放置在肖尼根湖
饮⽤⽔棚的源头。当时我记得对我丈夫说，没有政府会那样做。没有政府会故意将政府置于危险之中。这不是政府所
做的。然后他们在��2013��年��4��⽉颁发了许可证草案，然后在��2013��年��8��⽉颁发了许可证。那是我⼈⽣的真正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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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不，那太好了。

在不列颠哥伦⽐亚省，特别是在⾃然资源和采掘决策、⼟地使⽤决策⽅⾯，政府通过引⼊专业依
赖移交了⼤量的代理权。因此，公司和企业聘请了⾃⼰的专业⼈员进⾏监督，然后向政府提供建
议。政府在⽴法中规定他们必须接受该建议。他们没有⾃⼰的机构。我们在肖尼根发现的是，⼯程师们与
垃圾填埋场所有者达成了秘密的利润分享协议。我们⼜想了想，什么样的政府会认为这是可以的？但根
据⽴法，这很好。

⾦丝雀计划播客

⽔晶：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应该是公共卫⽣的核⼼⽅⾯。在我看来，⽆论如何。

索尼娅：当然。它应该是整个政府决策的核⼼⽅⾯。我们是否实现了这些结果？我们是否通过我们的
政策和决策来改善健康和福祉？我们应该有福利预算。我们应该有真正的进展指标。健康的社会决
定因素应该是公共政策的驱动⼒。我们所看到的是，在选举后的��14��个⽉、15��个⽉的过程中，透明度
稳步下降。并且增加了⼀种……真正的难以理解是什么在为决策提供信息。这是您第⼀个问题的⻓答
案。

因此，我真正担任��MLA��的⻆⾊是决⼼解决决策中的这⼀缺陷。我们确实有⼀项现在称为“专业治
理法”的⽴法，它对专业依赖进⾏监督。在这⽅⾯还有很多⼯作要做，但问题已经被明确识别和认识，并
开始采取措施。但是，这将我们带到了今天。我认为这是⼀个连续统⼀体，因为在涉及公共卫⽣紧急情
况时，越来越难以理解是什么为决策提供信息。越来越难以理解决策的⽅式和原因，政策的成功如何
成为衡量标准，以及结果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是……⾃��2020��年��12��⽉以来，我们⼀直在对政府说⼏
件事。第⼀，对数据保持透明，对决定决策的内容保持透明。对这种病毒如何以不同⽅式影响不同社区
保持透明。我们呼吁提供有关种族化社区如何受到影响的分类数据。我认为从社会经济⻆度来看，我们
⾮常需要关注这⼀点。

索尼娅：在我看来，当你说我们的声⾳变⼤了……我会说我们的声⾳⼀直在那⾥，但我们真正强调的
是，在过去⼀个⽉左右，我们必须从现实开始是⼀种空⽓传播的病毒。这种病毒的传播是通过空⽓传
播的。如果这成为政策决策的主要推动⼒，那么我们就开始理解并能够理解政策。我们拥有的最好的
技术，最便宜的解决⽅案，这个政府应该，我希望，倾向于……是每个家庭都应该有��n95��的供应。并且
应该定期补充供应。应该是这样，就像现在⼀样——我刚刚和我的选区办公室团队交谈，我们正在争先
恐后地获得��n95，以确保我们的员⼯和团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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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l：嗯，⾃��Omicron��以来，n95s��的商业化刚刚巩固并起⻜。我们⼀直在从��Vitacore��或��Canada��Strong��
Masks��购买��n95。对我来说，我的财务状况并不好。所以，有时我真的决定把这笔钱花在⼝罩上，以尽量在医院⾥尽
可能安全，但要付出其他代价。为我的家庭。去医院⼯作。

这是残酷的，我通常⽤这个词来形容它。

梅尔：他们已经加倍努⼒了。以⾄于他们正在阻⽌⼈们保护⾃⼰。

就像我们的医护⼈员与我们孤独死去的家⼈坐在⼀起，为我们拿着那些��iPad，他们继续为我们拿着它……我们
不会给他们戴⼝罩。那是残酷的。

Crystal：包括参加过这个播客的癌症患者。他们被告知不要在弗雷泽健康中⼼佩戴��n95。他们被告知他们需要戴
上带有⼤洞的��3��层外科⼝罩，因为这⼜回到了你所说的⼀切，索尼娅……他们拒绝承认它是空中传播的。这是��BC��特
有的。艾伯塔省和加拿⼤西部也在其中。但卑诗省从⼀开始就推动了反对⼝罩的运动。从头开始。

但最终，它是站不住脚的。这⼜回到了透明度部分。再次，我将继续呼吁这⼀点。如果你想制定这样的政策，⽽不是
向公众展⽰你的政策制定的信息……向我们展⽰什么样的研究，你依赖于制定这些政策。告诉我们，哪些同⾏评议
的论⽂表明��n95��在这场⼤流⾏中不是⼀个⾮常有效的⼯具。

他们将能够获得最好的东西，并且对于那些基本上阻⽌这种反应的⼈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担忧。这让他们⽣命中的最
后三年真实地⽣活在了地⾯上，并且仍然听到这⼏个⽉的时间，因为他们不配戴⾯具。对？

索尼娅：⽔晶。这令⼈难以置信，对吧？与医院不堪重负的成本、我们在医疗保健系统中看到的倦怠和疲惫的成本、⼈们
⽣病时的经济成本相⽐，确保每个⼈都有这个最有效的⼯具来对抗空降的成本，⼈们可以在⼯作中浪费时间。对我来
说，这是最难理解的政策之⼀。我们处于光谱的另⼀端。作为公共卫⽣⼯具，我们没有提供应有的⼝罩。这将是对整个
⼤流⾏中的空⽓传播病毒的合乎逻辑的反应。在不列颠哥伦⽐亚省，我们制定了防⽌⼈们在⻛险最⾼的环境中佩戴这
些⼝罩的政策。

⾦丝雀计划播客

索尼娅：再⼀次，如果你从政策的⻆度来看，它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已经从卫⽣部⻓和公共卫⽣官员那⾥听到了对此的
各种回应，对。

⽔晶：正确。我的意思是，即使你想成为⼀个糟糕的政策制定者⽽不为他们提供服务……他们实际上正在阻⽌处于
危险中的⼈变得更加安全的事实令⼈难以置信。真是令⼈难以置信。它让我想起了你所说的评论，索尼娅。你最初的
反应是，政府不可能制定会伤害⼀部分⼈⺠的政策。我认为我们三个⼈现在每天都在进⾏这个电话会议。正在制定
政策，特别是现在，考虑到特定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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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事情要考虑，但我往往⾮常关注解决⽅案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去哪⾥？例如，据我了解，它们现在正在提
供给学校。但是，谁可以拥有⼀个的标准⼜是神秘的，并不完全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例如，说好的学校是这些测
试的接⼊点。如果有⼈有家庭成员出现症状，这⾥有⼀套测试。现在，作为⼀个家庭，您有能⼒了解您的家庭成员是否
感染新冠病毒，从⽽决定如何保护您的家庭成员和更⼴泛的社区。您可以进⾏测试，直到您不再表现出积极性。这是
负责任的事情。

Crystal：来⾃公众的令⼈震惊的声明，对吧？如果我们认为这会在��5��年前发⽣，我们会看着这个，然后你说他们放弃
了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晶：那你可以隔离适当的时间。

索尼娅：⼯具是什么？��N95⼝罩，第⼀。良好的教育、数据、信息、理解。如果我不了解有关这种⼤流⾏情况的
基本信息，我该如何⾃我管理。第三，快速测试。

⾦丝雀计划播客

Crystal：作为⼀名研究⼈员和⼀名科学家，我⼀直在为��BC��的反应⽽苦苦挣扎，尤其是因为滥⽤了基于科学的语⾔和
数据。事实上，作为⼀名在过去��10��年⼀直从事研究⼯作的学者，⾄少现在是这样——就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确
实令⼈恐惧。以及在此结束时，在公共卫⽣的信念和信任中它将做什么。我们应该了解我们的⻛险，这是公共卫⽣中
的⼀项基本⼯作。更不⽤说当他们说我们处于“⾃我管理阶段”时，我们必须识别⾃⼰的⻛险并继续⽣活。⽽且我们
甚⾄没有任何有效数据可以⽤来引出⻛险。所以这真的意味着，如果你的⻛险较低，你现在就去做你的事情。如果你不
是，那么，你必须解决它。这就是我认为公共卫⽣的作⽤，是确保它是⼀个公平、健康、安全的社会。

Crystal：跟我谈谈��BC��的快速检测。您观看快速测试的经历是什么？我有很多想法。

索尼娅：我朋友的丈夫圣诞节前去英国看望他的⺟亲，好⼏年没⻅过她了。所有的预防措施，幸运的是⼀直保持健康。
但是带着⼀⼤堆快速测试回家，因为它们⼀直在那⾥分发。不乏使⽤此⼯具的权限。在全国各省，访问都没有问题。但
是在这⾥，同样，如果你没有能⼒⽀付它——⽽且它们并不便宜，⽽且似乎越来越贵——那么就没有有效的⽅法来访问
这些测试。

索尼娅：我的意思是，从本质上讲，公共卫⽣旨在减少不平等。⼈们认识到，公众⼿中的教育和⼯具是改善健
康结果和减少不平等的⾮常有效的⼒量。但是，如果我们的公共卫⽣⽅法不植根于准确有效的最新信息以及
⼯具，我们将⽆法实现这⼀⽬标。当然，我们⼀直在谈论这些⼯具。鉴于我们正处于全球⼤流⾏的⾃我管理阶段……
这本⾝就是⼀个令⼈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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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不在乎政策制定者认为诚实。我关⼼受政策影响的⼈，因为很多时候制定政策的⼈⽆法接触到地⾯，不
与当地⼈交谈，只与⾼级管理⼈员交谈，⽽这⼀直是这种⽅法很多次。这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忽略这⼀点。
但事实是，他们在过去三年中所做的所有选择都将在未来⼏⼗年影响卑诗省。包括医疗保健系统和公众对公共卫⽣
的信任。这些发表真正有问题和反科学⾔论的机构会发⽣什么？这些都是��BC��将在未来⼀段时间内处理的所有事情。

索尼娅：我做到了。我看到了那个标题，⽴刻像你⽔晶⼀样，⾮常担⼼。和梅尔，我同意。作为⼀名⽼师，⽆论我教哪
个年级——我教的是初中和⾼中——在⼤屠杀纪念⽇，我都会邀请演讲者到我的课堂上。我会确保我们围绕⼤屠杀定
位该单位。这是⼈们必须具备的绝对必要的知识。

我想我们也在谈论这个。我学过历史。我担⼼历史不是，或公⺠——

我们⽆法摆脱相互联系。从⼼理学的⻆度来看，强化内群体/外群体是��BC��做出的最糟糕的决定。这在很⼤程度上是为
什么现在不列颠哥伦⽐亚省存在如此多的分歧和如此多的问题。没有社区照顾。没有社区桥接。这就是我听到你的⼯
作，实际上是试图了解社区中正在发⽣的事情。这正是梅尔和我试图做的。

⽔晶：前⼏天我看到⼀个书房，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索尼娅，你提到你是历史学家，这让我很⾼兴。事实是，⼈们现在
甚⾄还没有将历史概念化，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位置的原因。该研究调查了北美、美国和加拿⼤，发现��1/3��的学⽣不相
信⼤屠杀。即使在他们提供的教育之后，23%��的⼈仍然认为这被夸⼤了。我们失败了。我们失败了。

Crystal：令⼈担忧并且似乎很清楚这个特定的政府并不⼀定担⼼这些结果。这是令⼈担忧的，因为他们的重点⼀
直是个⼈选择和个⼈责任。这是他们在整个⼤流⾏应对过程中⼤⼒推动的事情。我同意你的观点，即这是⼀场全球
流⾏病。

梅尔：我⾮常关注不列颠哥伦⽐亚省的教育状况。

我们作为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应该对社会提供什么

我的决定和选择会影响其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对其他⼈产⽣可怕的影响。如果我在携带这种病毒或传播这
种病毒并感染其他⼈时选择参与我的社区，我不知道结果会在哪⾥结束，以及是否会导致另⼀个⼈的损失或⻓期疾
病。也许我出来很好。但我不应该在⼀场完全专注于我个⼈的⼤流⾏中进⾏计算。这是其中⼀个⾮常重要的⽅⾯。如
果我们失去了我们与周围的⼈紧密相连的感觉，并且社区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就会失去对抗这种病毒的集体努⼒。

⾦丝雀计划播客

索尼娅：不是什么魔法，噗，结束了。这是循证决策。如果我们独⾃⼀⼈，它会给我们这种⼒量。如果我们在这⽅⾯进
⾏⾃我管理，我们需要⼯具来为我们的家庭和更⼤的社区做出明智和负责任的决定。这是⼀种集体回应，承认我与
社区中的其他⼈并没有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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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辖权。每当你在任何选举中看到该党的多数票时，都会复制这种情况。我记得在��2013��年⼤选之后。省⼀，40%
的选票，60%的⼈投票……24%的⼈将多数席位交给了⽴法机关的⼀个政党。⽽该党现在有四年的时间不向任何⼈
回应。他们不能被追究责任。除了下次选举之外，没有任何机制可以让该党承担责任。我们在��2020��年举⾏的选举，我
们的选⺠投票率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刚刚超过50%。投票��NDP��的⼈数⾼达��40��多岁。再次是⼤约��25%��的⼈⼝，⽴法
机构中��57/87��个席位是新⺠主党。这使得不仅要实现问责制，⽽且要在⽴法机构中实现合作变得⾮常⾮常困难。他们
不在乎。他们不需要与任何⼈交谈。⼀年来，两个反对党都在说，实际上最好跨党派⼯作，就像我们在少数党政府期间
所做的那样。但在这⼀点上，这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

索尼娅：是的。我经常使⽤这个词，我们如何赋予⼈们权⼒？⽽且不仅仅是在⼤流⾏中。

我们拥有成为公⺠的所有这些好处——我们对选举失去了真正的理解

这就是⼀切的基础，就像你回来⼀样。

⾦丝雀计划播客

当我们⾝处⼀个⽆法有效去医院的地⽅，当我们没有

字⾯上没有同理⼼。让我⼤吃⼀惊的原因是，卑诗省在做什么⽅⾯存在如此多的不和谐，因为这实际上应该
是为弱势群体举办的派对。这就是⼈们通常与��NDP��相关的东西。在所有这些事情发⽣并且你加⼊之前，有很多⼈和
你在索尼娅的情况差不多。他们真的不相信政府会在⼤流⾏或滥⽤数据或歪曲事实，但你想陈述它。他们⽆法理解会
做出这些选择。梅尔和我⼀直在做这件事，只是试图想象和理解他们在做什么，这样⼈们就可以理解正在发⽣的事情。
因为没有透明和公开的信息，任何社区都⽆法获得授权。

Crystal：说实话，然后选举成功了。⼀旦他们获得多数，霍根的举⽌就改变了。我当时说过。甚⾄他的公开演
讲。他对他有这种温柔的⽓质，并试图表现得⾮常有爱⼼和同情⼼。当这⼀年翻过并且他占多数时，情况确实
发⽣了显着变化。就好像他去了……他感觉太好了，⽆法回答⼈们的问题。太好了，⽆法解释为什么我们以这
种⽅式运作。

Crystal：是的，我有时会看⼀点��Horgan��和他的出场。当我在那些地⽅看到他时，他是如此……不保持礼仪，他对⼈们
说话和称呼他们的⽅式。对我来说，新⺠主党是对的——我是在说我⾃⼰的观点——没有同理⼼。

我们如何⼴泛地赋予⼈们权⼒？在⺠主国家中，您从中受益的是受过教育的、有能⼒的⼈，他们为您的社会社
会的结构和加强做出了贡献。我⼀遍⼜⼀遍地回到这个话题，我不会停⽌。在这场⼤流⾏中，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
情就是保持信任。因为你要求⼈们以集体的⽅式为彼此的利益⽽运作。你要求⼈们放弃或做出牺牲，做出关于更⼤利
益的选择。我们可以在��2020��年看到，我们都准备好付出我们所拥有的⼀切。我们要互相照顾。我们要为医护⼈员敲
打罐⼦。我们会说我们在⼀起。然后是��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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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娅：我想了很多，也谈了很多，最近关于重叠危机中的领导负担。你谈到了......它不仅仅是covid。我们经历过⼏
次与⽓候变化有关的危机……

Crystal：政府也是……这对我来说是��Horgan��和��NDP��⼀直坚持的事情。对于那些失去亲⼈的⼈来说，这真是太冷了。
听到他们的陈述，现在听到他们提到这些死亡，就好像他们是做⽣意的成本⼀样，真是太冷了。我们正在继续前进。并且
未能认识到我们的社区受到的伤害程度，⽆论是失去⻓期护理的家庭成员，还是失去这两个孩⼦。这些死亡的影响将
是世代相传的，我说在��12��岁时失去了我的⽗亲。这些⼈的⽣命中每⼀天都不会受到这种影响。⽽政府甚⾄没有认识到
或说⼈们将需要⽀持或了解未来会发⽣什么……只是缺乏⻓期计划的能⼒，或了解情况，或接受它？我不知道。这个很
难（硬。

索尼娅：⼀种有毒的药物供应，该省平均每天会杀死��6��⼈。在这些重叠的危机中，领导层的负担是⾮常真实和⾮常重要
的。我认为你谈到了同理⼼。⼀⽅⾯，我们如何对担任这些领导⻆⾊的⼈产⽣同理⼼，承担着这⼀点……同时，⼜期望他
们是透明的和负责任的。和善解⼈意的回报。⽽且，意识到并能够认识到任何个⼈在这样的时刻都会遇到的限制。甚⾄任
何个⼈的集合。或任何组织。我在年终采访中发表了很多评论��我没有

索尼娅：我很抱歉你的损失，⽔晶。那……这确实是⼀个巨⼤损失的时期。在这么多层次上。但对于成千上万的家庭来说，
这意味着失去亲⼈。那是⼀个你⽆法填满的巨⼤空间，那个空间就在你⾝边。因此，我认为承认和承认这种损失⾮常重
要。

Crystal：还有持续多年的过量⽤药危机。他们什么也没做。

我们现在⽆法在��BC��获得准确的信息。这太可怕了。⽽我的奶奶于��2020��年��12��⽉在⻓期护理中去世，我们⽆法获得信
息。我们仍然⽆法获得信息。没有⼈会回答我们来⾃政府的问题。然⽽他们站在那⾥说他们正在处理事情。不是我的东
西。他们不再照顾我的⼈了。

⾦丝雀计划播客

有效地使⽤救护⻋，当我们发⽣多次⾃然灾害⽽没有⼈出现帮助⼈们时，我们遇到了⼀些真正的⿇烦。我们遇到了⼀些
真正的⿇烦，因为不再有社区意识。⼀旦发⽣这种情况，就像他们对社区的关注⼀样。它变成了……好吧，我们怎样才能
让这群最多的⼈恢复正常？这就是我们将如何使⽤它的⽅式。他们实际上只是为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蒙上阴影。⽆论是
⻓期covid。⽆论是在三⻆洲袭击之前，BC��种族化社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11��倍。我们知道这⼀点，但他们否认并且
在提出这些问题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或者你看着记者，他们真的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只是⼀起回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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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娅：没错。我们正在做些什么来减少下⼀次⼤流⾏的变化？所以，就是这样。

与操作相反，我对此进⾏了很多反思，试图将其包含在叙述中。我认为这是我们在不列颠哥伦⽐亚省遇到的
最令⼈迷惑的问题之⼀。这是⼀种感觉，事情不适合我们被告知的故事。⽽不是承认这种关于⻜沫的叙述或这种传
播的叙述不会在学校发⽣……

Crystal：显然是医院。

Crystal：如果我们不收集数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将要学习的课程？

所以，科学家，此外还有⼼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我们需要更⼴泛的知情⼈⼠的观点，以便能够驾驭极其复杂
的情况。

索尼娅：不，不。⻓期以来，我们⼀直被警告过流⾏病。我们已经看到⼈畜共患病来得更快。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创造
产⽣这些结果的条件。我们如何在农业中饲养⼯业动物的危险。栖息地破坏的危险以及我们侵占动物的⽅式，这
些动物可能是⼈类和动物之间可以传播的疾病的携带者。那是⼈畜共患的。这是真正的⻛险。��HIV爱滋病。⾮典。
埃博拉病毒。��H1N1。我们已经看到这些疾病之间出现的⽐率增加或时间减少。我们知道研究⼈员告诉我们这不
是我们最后⼀次⽜仔竞技表演。那么，我们正在做些什么来为下⼀波新冠病毒做准备呢？我们正在为下⼀次⼤流⾏
做些什么准备？

当我谈到领导的负担时……这就是我们发出呼吁的地⽅，加强了保护我们不列颠哥伦⽐亚省⼈⺠的呼吁，要求建⽴
⼀个独⽴的科学桌。我们有��covid��建模⼩组，它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事实上的独⽴科学桌，但我想在这张桌⼦上增
加我们需要的专业知识。我认为它应该不仅仅是covid。我认为我们需要⼀个独⽴的科学表来提供指导和建议，并为
政府决策提供视⻆，因为在重叠危机中治理的巨⼤负担。

索尼娅：我们知道，考虑到现有的证据，⽆论数据多么有限，并查看其他在收集和共享数据⽅⾯更加透明、更加谨
慎和有效的司法管辖区，这并没有真正的意义。我们知道，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世界其他地⽅并不完全不同。⼤流
⾏正在各地发⽣。

⽔晶：但他们都不⼀定是出乎意料的。

⽔晶：这个叙述特别令⼈愤怒的是，当它对他们有⽤时，BC��就有了⾃⼰的流⾏病。但是当它对他们不起作⽤时，他们
正在做其他⼈所做的事情。他们的⽅法没有意义或结构。我现在做⼤评估，⽐如��100��⻚的评估，你必须能够遵循这
些东西。你必须概述证据的来源，你必须⽀持你所说的事情。这些⼈并没有对此抱有任何期望。或者曾经有过，但他
们没有遇到过，或者

⾦丝雀计划播客

想再次听到前所未有的词，我想听到预料中的词。我想听到⼀个积极的⽴⾜点。我将完全承认这是对我们打击的前
所未有的现象和危机的⽆情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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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娅：当我提出这个理由时——当我们下周回到⽴法机关时，我将继续提出这个理由——为什么通过透明度和问
责制赢得信任如此重要，因为我们都⾸先要经历这个⼀起经历⾮常紧张的经历。我们不需要额外的压⼒来质疑我实
际学到了多少，或者我被告知这是什么？为什么这与我在其他地⽅听到的不匹配？

Crystal：你看这个例⼦，没有covid通知，但有虱⼦通知。我们是在哪个世界做出这个决定的，⼈们⼜是
如何在更⼤范围内不参与其中的呢？甚⾄这些关于我们的决定也将接受它。好吧，54%��的⼈不想要限制，所以我们将
继续这样做……我们回到了⼀个地⽅，如果⼤多数⼈想要杀死少数⼈，我们就会回到那个地⽅？因为从历史上看，这
似乎是⼀个问题。

梅尔：我怎样才能保证我的家⼈安全？

索尼娅：我如何保证家⼈的安全？为什么我⽆法访问我越来越认识到会对此有所帮助的⼯具？

⾦丝雀计划播客

⽔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影响是真的，真的是不负责任的。对于像亨利博⼠这样的⼈来说，像她昨天所做的那样站
出来声明，同⼀个病房⾥的⼈不会互相感染。那不⾏。这是⼀个明显的误会。我们的公共卫⽣官员，代表我们整个公共
卫⽣的代表，昨天被允许上楼说。并没有任何结果。我们的处境很糟糕。那是⼀个糟糕的地⽅。

⼀直不愿意⻅⾯。天哪，当其他⼈看到和听到他们不知道如何理解的事情时，甚⾄试图在你需要的东西周围设置
⼀个栅栏都是如此困难。或者他们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很多⼈需要时间来了解他们更改数据的⽅式，或者数据与其
他⼈的不同之处，或者他们在幕后所做的事情。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我仍然必须为⼈们安排事情，以便他们了解变化
发⽣的⽅式。因为很多⼈听到新闻的新闻或标语。很多⼈从那个压⼒机中⾛出来，哦，700��⼈住院，60%��的⼈并没有真
正感染新冠病毒。记者不是这么说的。记者从⼀个⽉中选择了⼀⼩部分数据，他们专⻔在医院进⾏了⼤规模监视，现
在他们已经将这些数据带⾛了......但现在本周将应⽤于医院编号，明天将应⽤于医院编号。尽管它们代表了⾮常不同
的事物。他们在过去两个⽉的所作所为更加模糊了正在发⽣的事情。

索尼娅：这就是问责制。我们应该期望信息是可验证的准确和健全，并有数据和证据⽀持。这应该是我们如何在⼀个
正常运转和健康的⺠主社会中运作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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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很多⽅⾯。

索尼娅：我曾经在��Shawnigan��说过，当我们处于⽆休⽌的努⼒和战⽃之中时，我们清楚地表达了我们想要的未来。
我们会说，肖尼根湖的未来包括清洁安全的饮⽤⽔和互联社区。我们会保持对我们想要到达的地⽅的感觉，推动我们
度过⼀些⾮常艰难的时期。我们谈论的是满载您肯定想要在您的饮⽤⽔棚中的材料的⾃卸卡⻋，以及��1��⽉上午��5:30��
站在道路上的⼈们试图阻⽌这些卡⻋进⼊我们的流域。这是⼀项漫⻓⽽艰苦的努⼒。但我现在想。我认为我们需要在
领导层的⼈告诉我我们将要努⼒⾛到⼀起的未来？告诉我我们要去哪⾥。

索尼娅：我内⼼的历史学家看着这个并说这令⼈担忧。我们需要恢复对我们的机构、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信任。我们需
要谦逊和能⼒让⼈们说我们犯了错误，或者从那时起我们学到了更多。随便拿什么。或者我们需要帮助。是的，是时候
加强协作了。是的，是时候引⼊新的、新鲜的声⾳了。两年时间，⼈已筋疲⼒尽。只要承认⼈性，我们当然会到达没有⼈
在决策和评估事物⽅⾯完美⽆缺的地⽅。那是你交接棒的时候。这就是你说我⾸先在服务场所开展业务的时候。并希
望确保我尽我所能。

⽔晶：此时整个地球，你会认为他们会认识到这⼀点。在这场全球⼤流⾏中，我们⽆法摆脱我们都相互联系的事实。当我
们看着⽓候变化升级时，我们都⼀起看着它。在我们⼀起⾏动之前，我们不会⾛得太远。

索尼娅：我想这⼜回到了⼤原则。在我们的治理、政策制定和决策制定中，我们希望共同实现什么⽬标？再说⼀
次，我是如此，正如我所想的那样，看到加拿⼤各地正在发⽣的事情令⼈不安。周围

Crystal：他们被允许，对，在某些⽅⾯。我们现在在这个不可能的地⽅，我们被扣为⼈质。

⾦丝雀计划播客

索尼娅：我们紧密相连，相互依赖。

索尼娅：不确定性。错误信息。显然，现在⾮常⼀致的努⼒......渥太华的⻋队基本上是在说我们可以在法律之外运
作。

当你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谦逊时，你就没有真正的同理⼼，因为你没有看到⾃⼰的外部。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要
它对我有好处，我们就会有异常的增⻓。正如历史向我们展⽰的那样，这将不允许⼀个正常运转的社会。如果我们全⼒
以赴，它不会持续很⻓时间。

Crystal：不确定性达到顶峰。

⽔晶：你在那⼉已经很好地识别了，它在那⾥产⽣了同理⼼，就是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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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娅：这很重要。所以，我试图……我如何采取所有这些政策并将它们变成我认为未来的地⽅。我要给你看。
我把它放在我能看到的地⽅。这是我希望我们拥有的BC。有四根柱⼦。每个⼈的需求都得到满⾜，每个⼈都可以
充分发挥⾃⼰的潜⼒。我们保护我们的健康和福祉所依赖的⾃然系统。我们的邻居和社区充满活⼒、安全、相互
联系且富有弹性。我们的政府、政治制度和机构是值得信赖的。所以，这是��2021��年��1��⽉上旬。然后是政策部分。
所有⼈的欧洲经委会。蓬勃发展的公共教育。终⾝学习。公平。⼟著⼈⺠宣⾔/权利法案。反种族主义。

⽔晶：当你到达那⾥时，你想成为谁？我在你美丽的图形中看到的，这是我也梦想为我的家⼈在那⾥的��BC，这
些东西应该是基础。这有什么难的。这些是基础。如果你没有不断为这些事情⽽奋⽃的价值观……就像对我来
说价值观就是公平，真正对⼈来说。⽆论这是否意味着我必须牺牲⾃⼰的⼀些特权，我都是��100%��愿意为公平
⽽这样做的。但是那些对⾃⼰的价值观没有深刻理解的⼈，或者他们想去的地⽅，或者他们想要的世界是什么样
⼦……以及你所说的，索尼娅……他们将很难做到理解正在发⽣的⼀切。如果您甚⾄不知道在哪⾥，就制定到
达那⾥的政策。如果你不明⽩成为⼀个社区意味着什么。如果您不尝试建⽴社区，那么这些都只是浮动的东西。
它们是⼀项政策的⼀部分，它会来来去去，不会扎根太多。我喜欢你有这⼀切归结为的形象。因为我认为现在在
其他政党中缺乏这种框架——我试图远离派对的东西，因为我真的没有派对。⾄少他们的领导层不愿意明确地
说出来，这令⼈难以置信。

⽔晶：它保持谦逊，对吧？

⻆⾊是告诉我们你认为我们将⼀起去哪⾥？当我们在那⾥时，它看起来像什么？感觉怎么样？⼈们的体验是什
么？我认为我们的政治已经变得如此重要，我将瞄准我的对⼿并将他们击倒，这就是我想要穿的⾐服。问题是
你为什么想在那⾥？你的驾驶愿景是什么？

索尼娅：幽默。让⼗⼏岁的孩⼦⽆情地嘲笑我。

林业改⾰。⻝品安全。社会/⼼理健康⽀持。所有⼈的住房。它继续。清洁能源与经济转型。但对我来说，然后我们
看看这些政策，我们问⾃⼰⼀个问题，我们是否正在朝着我们已经明确表⽰的这四个结果迈进。我认为我⾮常
想从政治领导层的任何⼈那⾥得到什么

⽔晶：你处理得很好。

⾦丝雀计划播客

如果你能取笑我，我有⼀件事。这是我⼀年前画的。我们在政党中经常谈论政策。我们谈论这个政策和那个政
策。我认为这些真的很重要。但警察是把我们带到某个地⽅的⼯具。我们想去哪⾥？因此，我们在选举后的��2020��
年��12��⽉下旬进⾏了这次⼤型政策讨论。我就像哦，好吧，我已经担任政治领袖六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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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实说，你的纸上有四个⽀柱，这向我们展⽰了如何移动球⻔柱，让每个⼈都欣欣向荣。⽽不仅仅是⽣存。

梅尔：有证据表明，试图在贫困中⽣存的⼉童有脑外伤和⼤脑发育不良。他们刚刚在美国进⾏了⼀项⼤规模的
研究。他们正在给⺟亲们钱，他们正在测量婴⼉的⼤脑功能。他们发现当妈妈有钱时，⼤脑功能会好得多，因为它减轻
了贫困的压⼒。

索尼娅：你在课堂上知道这⼀点，对吧？当我参加教育计划时，我上了⼀⻔很棒的课程。我正在建造⼀个亲社会的
教室，我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位讲师很棒，因为她利⽤了她数⼗年的教学经验以及她作为⽼师和妈妈的故事真
是太棒了。基本上，她说重要的

Crystal：我们没有做出反应，⽽是在阻⽌。

Crystal：⽽且我们也看到了提供基本收⼊的研究。这些⼈靠这笔收⼊维持⽣计。他们还活着。⼈们会问他们⽤钱
做什么，没有⼈问你⽤钱做什么。所以，我通常不接受这个问题。但⼈们不应该为了⽣存⽽奋⽃。对我来说，我的观
点和我的基础是，所有的⽣命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为所有的⽣命⽽战。我们已经远离了这⼀点，⾄少
在这次⼤流⾏应对措施中是这样。但这只是⼀直以来对故意忽视的社区所采取的所有⽅式的延续。它现在被我们所
有⼈放⼤了。但这些是他们已经在处理的⽅式和事情。

梅尔：是的，所以将这些球⻔柱转移到蓬勃发展。因此，⼈们不会错过他们的基本需求，并且⼈们能够拥有在这个
社会中茁壮成⻓的基本要素。

⾦丝雀计划播客

索尼娅：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将这种政治反应置于更⼤的政治图景中⾮常重要的原因。这⼜是什么，政府的⽬的是什
么？那有什么⽤？当我们谈论⼈们⽆法摆脱⽣存模式以及你提到梅尔的研究时，对⼤脑发育的影响......我看待这个的
⽅式是我们集体失去了什么？谁是艺术家、企业家、发明家、科学家、作家、教师和⼈们，如果他们能够茁壮成⻓，那么
他们将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会中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财富，我们被剥夺了？

索尼娅：我们也必须问⾃⼰，当这么多⼈处于⽣存模式时，我们集体失去了什么？当⼈们只是想满⾜他们的基本需求
时——住所、⻝物、基础教育。

那些在你的论⽂上关于我们想要的��BC��的东西？这应该是每个平台的基础。

梅尔：不过，那是你作为⽼师看待的。⽼师们是这么看的。潜⼒。

⽔晶：研究表明，财务困境，尤其是在低收⼊情况下，你谈论必需品，这是你可能⾯临的更⾼层次的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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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课堂上所做的就是创建⼀个社区。从那⾥，你可以实现所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反映是相似
的。我们将进⼊课程。我们将讨论代数。我们将上历史课。我们会去上英语课。但⾸先，我们创建了⼀个让您可以安全
学习、满⾜您的需求、让您受到尊重和看到⾃⼰的地⽅的地⽅……⽽且您将⾃⼰视为这个社区和这个教室的⼀部分。
因此，你们既是⼤局的贡献者，⼜会从这种社区意识中受益。⼀旦我接受这样的教学，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
最初在课堂上对社区建设的⼯作意味着我们基本上可以作为⼀个团队创造奇迹。

第⼆个是肯尼亚的⼀个⽔利项⽬。所以，孩⼦们说，嗯，我们筹集的资⾦⽐我们需要的多……我们不需要这些钱，所以
我们将把这笔钱捐给组织，这样他们就可以去其他地⽅需要这笔钱的其他孩⼦。对我来说，这是⼀个授权的例⼦，将
⾃⼰定位在更⼴泛的社区中——不仅仅是课堂，⽽是全球社区——并认识到你作为个⼈有这种能⼒，当你集体⼯作
时，让真正令⼈惊奇的事情发⽣。我觉得在我进⼊这个领域之前，我很幸运能成为⼀名⽼师。⼀，我可以处理提问时间，
因为我在��8��年级当过代课⽼师。

Crystal：我已经和��Mel��分享过这个，我之前也在��Twitter��上分享过。但⽼实说……对我来说，在这种流⾏病中使⽤
学校的⽅式以及以其他⽅式结合⼼理健康叙述对我来说太难了，因为我真的很珍惜学校和⽼师。我是⼀个⻘少年⽗
⺟，⽽且

他们不仅筹集到⾜够的资⾦，让班上的每个⼈都能负担得起去��Playland��的费⽤……每个⼈都需要��
20��美元，即使他们负担不起，每个⼈都必须去。剩下的钱⾜够给两个来找我们谈论他们正在做的⼯作的组
织。⼀个在印度。他们在孟买建⽴幼⼉园。

索尼娅：但是两个，我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如果我们以不同的⽅式定位⾃⼰。我已经看到了它。我和这些了不起的孩
⼦们⼀起经历了⼀遍⼜⼀遍。谁会认为他们永远不会通过历史��11��课，但他们做到了？

我最喜欢的故事是⼋年级的课。我是在⼀年半的时候进来的，他们已经和以前的⽼师联系在⼀起了。所以，他们就
像你认为你是谁？当时我是⼀个相当新的⽼师，我想，好吧。我试图继续他的⽅法，并认为这绝对⾏不通。我停下来，
我们刚认识了对⽅。到了那年的五⽉……我们正在⽤代数冲出公园，我们举办了⼀场中世纪的集市，并邀请了整个学
校，我们已经完成了⾮常了不起的事情。⼀群学⽣过来说我们想去��Playland，我说我有点忙。如果你想这样做，你需
要组织⼀切。顺便说⼀句，你需要筹款，这样每个⼈都可以来。所以，这不是关于谁能负担得起。你筹款，以便每个⼈
都来。他们做到了。在⼤约��10��天的时间⾥，他们筹集了⼏千美元。他们使⽤了各种⽅法，巧克⼒销售和烘焙销售等等。

⾦丝雀计划播客

Crystal：你和⻘少年打交道；这是您最不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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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雀计划播客

⽔晶：我姐姐经常为她的教室买东西。

索尼娅：承认我们在哪⾥。悲痛。损失。疼痛。悲伤。我想现在。我⼀直在努⼒表达这⼀点，但不仅仅是我们正在为
现在正在发⽣的事情或我们失去的事情感到悲伤。我们也为未来感到悲伤，我们必须接受关于未来的⼀⼤堆事
情，20年前我们对未来有不同的看法。看起来不⼀样了。现在我们到了。我们⼀直在说的⼀件事

当你班上有��35��个孩⼦时……当你没有资源时……当你因为⽤完分配⽽⽆法使⽤复印机时……

如果我们实际上不打算针对⽓候变化，这有时似乎是毫⽆意义的。我们必须做点什么，现在。

索尼娅：但我认为这是……每个⼈都有⼀个关于⽼师的故事。在他们教育⽣涯的某个阶段，就是那个⽼师。
⻨克南先⽣给我。回到梅尔，你谈到担⼼我们的教育系统。我想起那句格⾔，饥饿的⺟亲不能养活她的孩⼦。如果
我们的⽼师处于压⼒如此之⼤的地⽅，那他们还能给学⽣什么？⽽且我不只是在谈论流⾏病。

Crystal：这些学校可以改善每个⼈的⼼理健康。这就是让我感到沮丧的原因。我们可以拥有那个。到达那⾥的能
⼒就在那⾥。因此，它只是在推动这⼀点，并继续采⽤您拥有的社区框架。继续建设社区。因为没有社区，我们将⽆
法到达那⾥，⽽且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在那⾥。它以正确的⽅式获得单词。并以正确的格式获取它。并接触到合适
的⼈。我认为随着⼤流⾏和未来的发展，我们都将继续这样做。因为⼤流⾏在某个时候我们不会那么专注，还有很多
其他问题需要处理。⽓候变化是最重要的问题之⼀。我们正在处理短期损失⽽不处理所有损失。

在我��16��岁⽣完⼉⼦后，我回到了基洛纳年轻⽗⺟计划。我来到这⾥的主要原因之⼀是即将获得博⼠学位。并成为
⼀名有执照的⼼理学家，是我的社会研究��11��和历史��12��⽼师��Lindsay��Gibson��先⽣。他确实是我⽣命中最早表现出
我⽆条件积极尊重的⼈之⼀。那将我视为⼀个⼈，看到了我所能做的潜⼒，并帮助我看到了这种潜⼒。并改变了我的⼈
⽣轨迹。真的。在那之前我打算去当厨师。⽽且我现在已经获得三个学位，我将在世界上做⾮常不同的事情，我将拥有
⽐我本来拥有的更多的影响⼒。那是因为其中⼀种经验和社区建设。我缺乏⼀个社区，许多来⾃贫困地区的孩⼦将缺
乏⼀个社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并且进⼊⼀个你真正建⽴它并看到连接的可能性以及连接可以为世界
做什么的情况？它做了惊⼈的事情，索尼娅。确实如此。你的故事和我的故事只是其中的⼩版本。

索尼娅：我不认识⽐不认识的⽼师，对吧？但是，这与进⼊教室的⽼师感觉得到⽀持和资源，不必担⼼⼀堆他们不应
该担⼼的事情之间的区别......但是能够将全部注意⼒集中在幸福和学习他们的学⽣……这就是我们应该努⼒的⽅
向。

14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晶：我们不能急于回到⼀个让这么多⼈崩溃的正常状态。那不值那么多⼈。⼤流⾏并没有引起任何这些问题。它只
是将这些⼈⼝中现有的被忽视的社区放⼤了��n��度。他们现在的⽣命处于危险之中。让我们不要急于恢复正常，让我
们做⼀个

Crystal：以及我们看到的房价相对于⼯资增⻓量的通货膨胀量……我的意思是……那⾥的基本数学。这是不可持
续的。它会⾛到尽头。只是

我们需要⼈们现在就采取⾏动，介⼊这些事情并真正做出改变。

梅尔：我哥哥想买房⼦，结果被另外��35��个⼈⾼出��57��万美元。⽐要价⾼出��57��万美元。没有⼀个普通的加拿⼤⼈能
做到这⼀点。

在我们的⼩团队中，很多事情是你⽆法为未来建⽴⼀个充满希望的愿景，除⾮你从⼀个关于你现在
所处位置的诚实真相开始。

⽔晶：索尼娅，我为你的所作所为⿎掌。政治是如此艰难，因为就像你⼀样，我是关于诚实和透明的。据我所知，这不是
⼤多数⼈现在想要做的。这很难。我很⾼兴你在那⾥，我很⾼兴我们有类似观点的⼈在这些职位上。因为那是我们需
要的。

⾦丝雀计划播客

Crystal：我搬家时在基洛纳，我的纹⾝师在我离开前卖掉了她的房⼦，她得到了超过要价��30��万美元的价格，没有任何
规定。来⾃不同公司的四个报价。没有⼀个⼈或⼀个家庭提出要约。他们只是要把它擦掉，然后把其他东西放在那⾥。她
⼀共收到了8个offer，没有⼀个是家庭。

索尼娅：⼈们问我你是如何留在政坛的，尤其是现在？

索尼娅：这是诚实、透明的。是⾏动。这就是⽬的——我们要到达哪⾥？⽽且我认为我们不能做的是在这样的时候被动。
但我们也⼀样，我⼀直在为此挣扎，我和其他⼈⼀样都是⼈，不会⼀直屈服于愤怒或恐惧。我想推动⾃⼰将我的⼯作
和努⼒定位到这个我们可以到达的地⽅？我的桌⼦上有书。我的桌⼦很乱，我很⾼兴你看不到它。但这是⼀本美丽的
书——我们能拯救的⼀切：⽓候危机的真相、勇⽓和解决⽅案。所有⼥性贡献者，很多有⾊⼈种⼥性。这是⼀本绝对令
⼈惊叹、美丽⽽充满希望的书。但除此之外——所以对未来充满希望，这⾥是关于在哪⾥的诚实真相——Slick��Water：
Fracking��和⼀位内部⼈⼠反对世界上最强⼤⾏业的⽴场。我认为就是这种组合。正是这种冷酷的⽬光，我们看到了医
疗保健的公司化和私有化。我们看到企业利润推动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的各种对⽴⾯。前⼏天我读了⼀篇关于住房
危机的⽂章。只要住房是⼀种营利性的商业冒险，⼈类就⽆法与之竞争。你不可能对抗对冲基⾦。

不同的⼀个充满社区和真正互相关⼼的⼈。所以，当这些事情发⽣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不是争夺，也不是分
裂。我们知道对我们社区的期望，我们将实现⽬标。它给了我们希望。

⼀旦我们拥有它，我们就需要从诚实和透明转变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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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雀计划播客

我⾮常感谢您今天抽出时间在播客上与我们交谈，以获取信息并教育⼈们。因为那是基本的出发点，是向
⼈们提供诚实的信息。

Crystal：虽然这很难，因为放⼤或被放⼤的东西并不是诚实所必需的。

索尼娅：这是其中⼀件事……玛格丽特·⻨克⽶伦周⽇早上在��CBC��节⽬中，以历史学家的⾝份谈论战争通常如
何将⼈⼝聚集在⼀起。因为你

Crystal：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主。我们是⼀个消息灵通的⼈群。这是正在发⽣的事情的⼀部分。并不是说我们
是⼀群⼤喊由不太关⼼的官员提供的错误信息的⼈。这就是⺠主，知道并感觉我们正在理解并做出选择。我希望我
们朝着那个⽅向前进。索尼娅，我怀疑你会被排除在外。你现在是⼀个诚实的声⾳，我很感激。

梅尔：我只是希望更多的⼈有机会和你聊天，体验真正的领导⼒。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声⾳被放⼤。因为
这不是公众听到的信息。

索尼娅：我认为所有这⼀切，都是为了围绕⼤流⾏应对的对话……当我们回到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如真正的进展
指标时，我们可以开始看到、评估和正确衡量这些政策将我们带向何⽅。如果他们把我们引向错误的⽅向？好的。让我
们转向另⼀个⽅向。但是，只有在我们就要去的⽬的地的⼀些基本原则达成⼀致时，我们才能拥有该路线图。

进⾏这些重要的讨论。

有⼀个共同的外部敌⼈，你们必须相互依赖，这真的会产⽣⼀种团结感……她特别讽刺地谈论了⼆战期间的英国。
故事中有趣的部分是保持冷静并继续前进的座右铭。政府当时印制了数百万张这样的海报，但实际上并没有分发。
消息传递是⼀种战后现象。但从历史上看，这种流⾏病最终破坏了联系和团结，因为它们将我们推向孤⽴，并使我们
彼此分离。当你说我希望⼈们能听到这句话时，Melody��去年对我来说是典型的⼀年，我会四处旅⾏并亲⾃与⼈们
会⾯。有⼤型聚会，有机会来来回回……但这很难做到。嗨，在您的��Zoom��会议结束后参加另⼀场��Zoom��会议，⽬
前对于很多⼈来说，这并不是⼀个有吸引⼒的选择。但我承认那是……我们需要能够更⼴泛地进⾏这些对话，并且
能够就政治进⾏对话，⽽不是⽴即举起拳头，在你的领⼟上放宽，并确保你⼤声喊叫。但实际上，听⼒和听⼒和寻找
我们的共同点在哪⾥

它会在何时以及造成多⼤程度的损害。不幸的是，我们知道这不会对决定这些事情的最⾼层⼈⼠造成最⼤的伤害。

索尼娅：你邀请我我真的很感动，我真的很感激这次谈话。我认为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此类对话，我为你创造了这个
空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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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我们可以从哪⾥开始我们同意？也许我们在实现⽬标⽅⾯存在差异，但如果我们能够就健康的社区、健康的
⼈、健康的⾃然系统和值得信赖的政府达成⼀致，我认为我们就可以开始取得⻓⾜的进步。

索尼娅：⾮常感谢你们俩。

⽔晶：谢谢你的时间。

Crystal：然后直接点击政策。⼀旦你知道⽬的是什么，政策就会随之⽽来。绝对地。

⾦丝雀计划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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