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晶：你好索尼婭。謝謝你今天來。我在醫院⼯作，所以如果背景嘈雜，我很抱歉。我不能關閉醫院。開始了！索
尼婭，我們上週談到了你來談談不列顛哥倫⽐亞省正在發⽣的事情，以及你在過去幾週內就⼤流⾏數據以及公共
衛⽣領域需要基於證據和科學的實踐的電話.⾸先，您能否告訴我們⼀些關於您是誰以及為什麼��1��⽉（2022��年）
您的信息是在公共衛⽣中需要它的響亮⽽明確的？看到它真的很棒。但我想知道你看到了什麼，是什麼讓你對此進
⾏了投資？

⼀年。並在肖尼根湖度過⼀年，然後返回維多利亞。我們的孩⼦分別是��4��歲和��5��歲，是我們最⼩的孩⼦，我們只是
認為這只是⼀個⼩⼩的旅程。

索尼婭：⾸先，謝謝你邀請我，很⾼興認識你們倆。

當我們住在這裡時，發⽣了兩件事。⼀是我們普遍愛上了肖尼根和考伊琴，以及這裡的⼈⺠和社區。第⼀次，
不是住在真正的城市地區，⽽是發現了⼩社區⽣活的樂趣。第⼆，該省開始批准將��5��億噸受污染的⼟壤放置在肖
尼根湖飲⽤⽔棚的源頭。當時我記得對我丈夫說，沒有政府會那樣做。沒有政府會故意將政府置於危險之中。這
不是政府所做的。然後他們在��2013��年��4��⽉頒發了許可證草案，然後在��2013��年��8��⽉頒發了許可證。那是我⼈⽣
的真正轉折點。

與��Sonia��Furstenau��在��BC��建⽴社區

梅爾：很⾼興認識你。

⾦絲雀計劃播客

記錄：��2022��年2��⽉1��⽇

⼀，我們還在肖尼根，我們待在那兒。但是第⼆，很明顯，我不能袖⼿旁觀，讓這種情況發⽣在我的社區。我變
得⾮常致⼒於社區建設，反對該許可證。四年後，⻑話短說，許可證被吊銷了。與今天聯繫在⼀起的原因是，我
們堅持不懈地專注於，我想說的是——我在��2014��年當選為當地主任，並會在社區中的��500��⼈⾯前發⾔——我會
說，我們必須將我們所做的⼀切植根於誠實、善良、同情和正直。因為我們如何做到這⼀點就是我們塑造未來的⽅
式，重要的是我們沒有將我們的努⼒植根於憤怒、仇恨，⽽是我們專注於真相和證據。我們知道，最終那是⼀股⾮
常強⼤的⼒量。說真話是⼀件⾮常有⼒的事情。我們到達了該許可證被吊銷的地⽅，但在此過程中……我開始意識
到我們是決策問題的徵兆。

索尼婭：很⾼興有機會進⾏對話。我在想……Crystal，你⼀開始就說是什麼讓你來到這裡？⽽且我認為這是回
答短期問題的重要部分……它確實與讓我進⼊政治的更⻑故事相關聯。我是⼀名教師。��2011��年��9��⽉，我搬到了
肖尼根湖，以為我們會來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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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不，那太好了。

在不列顛哥倫⽐亞省，特別是在⾃然資源和採掘決策、⼟地使⽤決策⽅⾯，政府通過引⼊專業
依賴移交了⼤量的代理權。因此，公司和企業聘請了⾃⼰的專業⼈員進⾏監督，然後向政府提
供建議。政府在⽴法中規定他們必須接受該建議。他們沒有⾃⼰的機構。我們在肖尼根發現的是，⼯
程師們與垃圾填埋場所有者達成了秘密的利潤分享協議。我們⼜想了想，什麼樣的政府會認為這是
可以的？但根據⽴法，這很好。

⾦絲雀計劃播客

⽔晶：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應該是公共衛⽣的核⼼⽅⾯。在我看來，無論如何。

索尼婭：當然。它應該是整個政府決策的核⼼⽅⾯。我們是否實現了這些結果？我們是否通過我
們的政策和決策來改善健康和福祉？我們應該有福利預算。我們應該有真正的進展指標。健康的
社會決定因素應該是公共政策的驅動⼒。我們所看到的是，在選舉後的��14��個⽉、15��個⽉的過程
中，透明度穩步下降。並且增加了⼀種……真正的難以理解是什麼在為決策提供信息。這是您第⼀
個問題的⻑答案。

因此，我真正擔任��MLA��的⾓⾊是決⼼解決決策中的這⼀缺陷。我們確實有⼀項現在稱為“專
業治理法”的⽴法，它對專業依賴進⾏監督。在這⽅⾯還有很多⼯作要做，但問題已經被明確識別
和認識，並開始採取措施。但是，這將我們帶到了今天。我認為這是⼀個連續統⼀體，因為在涉及
公共衛⽣緊急情況時，越來越難以理解是什麼為決策提供信息。越來越難以理解決策的⽅式和原
因，政策的成功如何成為衡量標準，以及結果意味著什麼。我認為這是……⾃��2020��年��12��⽉以來，
我們⼀直在對政府說幾件事。第⼀，對數據保持透明，對決定決策的內容保持透明。對這種病毒如何
以不同⽅式影響不同社區保持透明。我們呼籲提供有關種族化社區如何受到影響的分類數據。我認
為從社會經濟⾓度來看，我們⾮常需要關注這⼀點。

索尼婭：在我看來，當你說我們的聲⾳變⼤了……我會說我們的聲⾳⼀直在那裡，但我們真正強
調的是，在過去⼀個⽉左右，我們必須從現實開始是⼀種空氣傳播的病毒。這種病毒的傳播是通過
空氣傳播的。如果這成為政策決策的主要推動⼒，那麼我們就開始理解並能夠理解政策。我們擁有
的最好的技術，最便宜的解決⽅案，這個政府應該，我希望，傾向於……是每個家庭都應該有��n95��
的供應。並且應該定期補充供應。應該是這樣，就像現在⼀樣——我剛剛和我的選區辦公室團隊交
談，我們正在爭先恐後地獲得��n95，以確保我們的員⼯和團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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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們的醫護⼈員與我們孤獨死去的家⼈坐在⼀起，為我們拿著那些��iPad，他們繼續為我們拿著它……我
們不會給他們戴⼝罩。那是殘酷的。

索尼婭：⽔晶。這令⼈難以置信，對吧？與醫院不堪重負的成本、我們在醫療保健系統中看到的倦怠和疲憊的成本、
⼈們⽣病時的經濟成本相⽐，確保每個⼈都有這個最有效的⼯具來對抗空降的成本，⼈們可以在⼯作中浪費時間。
對我來說，這是最難理解的政策之⼀。我們處於光譜的另⼀端。作為公共衛⽣⼯具，我們沒有提供應有的⼝罩。這將
是對整個⼤流⾏中的空氣傳播病毒的合乎邏輯的反應。在不列顛哥倫⽐亞省，我們制定了防⽌⼈們在⾵險最⾼的環
境中佩戴這些⼝罩的政策。

但最終，它是站不住腳的。這⼜回到了透明度部分。再次，我將繼續呼籲這⼀點。如果你想制定這樣的政策，⽽
不是向公眾展⽰你的政策制定的信息……向我們展⽰什麼樣的研究，你依賴於製定這些政策。告訴我們，哪些同
⾏評議的論⽂表明��n95��在這場⼤流⾏中不是⼀個⾮常有效的⼯具。

他們將能夠獲得最好的東西，並且對於那些基本上阻⽌這種反應的⼈來說，並沒有太多的擔憂。這讓他們⽣命中的
最後三年真實地⽣活在了地⾯上，並且仍然聽到這幾個⽉的時間，因為他們不配戴⾯具。對？

⽔晶：正確。我的意思是，即使你想成為⼀個糟糕的政策制定者⽽不為他們提供服務……他們實際上正在阻⽌處
於危險中的⼈變得更加安全的事實令⼈難以置信。真是令⼈難以置信。它讓我想起了你所說的評論，索尼婭。你最
初的反應是，政府不可能製定會傷害⼀部分⼈⺠的政策。我認為我們三個⼈現在每天都在進⾏這個電話會議。正
在製定政策，特別是現在，考慮到特定的⼈⼝群體。

Crystal：嗯，⾃��Omicron��以來，n95s��的商業化剛剛鞏固並起⾶。我們⼀直在從��Vitacore��或��Canada��
Strong��Masks��購買��n95。對我來說，我的財務狀況並不好。所以，有時我真的決定把這筆錢花在⼝罩上，以盡量
在醫院裡盡可能安全，但要付出其他代價。為我的家庭。去醫院⼯作。

⾦絲雀計劃播客

索尼婭：再⼀次，如果你從政策的⾓度來看，它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已經從衛⽣部⻑和公共衛⽣官員那裡聽到了對此
的各種回應，對。

梅爾：他們已經加倍努⼒了。以⾄於他們正在阻⽌⼈們保護⾃⼰。

這是殘酷的，我通常⽤這個詞來形容它。

Crystal：包括參加過這個播客的癌症患者。他們被告知不要在弗雷澤健康中⼼佩戴��n95。他們被告知他們需要
戴上帶有⼤洞的��3��層外科⼝罩，因為這⼜回到了你所說的⼀切，索尼婭……他們拒絕承認它是空中傳播的。這是��
BC��特有的。艾伯塔省和加拿⼤西部也在其中。但卑詩省從⼀開始就推動了反對⼝罩的運動。從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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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婭：⼯具是什麼？��N95⼝罩，第⼀。良好的教育、數據、信息、理解。如果我不了解有關這種⼤流⾏
情況的基本信息，我該如何⾃我管理。第三，快速測試。

⾦絲雀計劃播客

Crystal：作為⼀名研究⼈員和⼀名科學家，我⼀直在為��BC��的反應⽽苦苦掙扎，尤其是因為濫⽤了基於科學的語⾔
和數據。事實上——作為⼀名在過去��10��年⼀直從事研究⼯作的學者，⾄少現在——就理解⽽⾔，他們正在做的事
情確實令⼈恐懼。以及在此結束時，在公共衛⽣的信念和信任中它將做什麼。我們應該了解我們的⾵險，這是公共
衛⽣中的⼀項基本⼯作。更不⽤說當他們說我們處於“⾃我管理階段”時，我們必須識別⾃⼰的⾵險並繼續⽣活。
⽽且我們甚⾄沒有任何有效數據可以⽤來引出⾵險。所以這真的意味著，如果你的⾵險較低，你現在就去做你的事
情。如果你不是，那麼，你必須解決它。這就是我認為公共衛⽣的作⽤，是確保它是⼀個公平、健康、安全的社會。

Crystal：跟我談談��BC��的快速檢測。您觀看快速測試的經歷是什麼？我有很多想法。

索尼婭：我朋友的丈夫聖誕節前去英國看望他的⺟親，好幾年沒⾒過她了。所有的預防措施，幸運的是⼀直保持健
康。但是帶著⼀⼤堆快速測試回家，因為它們⼀直在那⾥分發。不乏使⽤此⼯具的權限。在全國各省，訪問都沒有問
題。但是在這裡，同樣，如果你沒有能⼒⽀付它——⽽且它們並不便宜，⽽且似乎越來越貴——那麼就沒有有效的⽅
法來訪問這些測試。

索尼婭：我的意思是，從本質上講，公共衛⽣旨在減少不平等。⼈們認識到，公眾⼿中的教育和⼯具是改善
健康結果和減少不平等的⾮常有效的⼒量。但是，如果我們的公共衛⽣⽅法不植根於準確有效的最新信息
以及⼯具，我們將無法實現這⼀⽬標。當然，我們⼀直在談論這些⼯具。鑑於我們正處於全球⼤流⾏的⾃我管理
階段……這本⾝就是⼀個令⼈不安的……

有很多事情要考慮，但我往往⾮常關註解決⽅案是什麼？我們可以從這裡去哪裡？例如，據我了解，它們現在正在
提供給學校。但是，誰可以擁有⼀個的標準⼜是神秘的，並不完全清楚。但是我們可以做的，例如，說好的學校是
這些測試的接⼊點。如果有⼈有家庭成員出現症狀，這裡有⼀套測試。現在，作為⼀個家庭，您有能⼒了解您的家
庭成員是否感染新冠病毒，從⽽決定如何保護您的家庭成員和更廣泛的社區。您可以進⾏測試，直到您不再表現出
積極性。這是負責任的事情。

Crystal：來⾃公眾的令⼈震驚的聲明，對吧？如果我們認為這會在��5��年前發⽣，我們會看著這個，然後你說他們
放棄了這些東西是什麼意思？

⽔晶：那你可以隔離適當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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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婭：不是什麼魔法，噗，結束了。這是循證決策。如果我們獨⾃⼀⼈，它會給我們這種⼒量。如果我們在這⽅
⾯進⾏⾃我管理，我們需要⼯具來為我們的家庭和更⼤的社區做出明智和負責任的決定。這是⼀種集體回應，承
認我與社區中的其他⼈並沒有分開。

我真的不在乎政策制定者認為誠實。我關⼼受政策影響的⼈，因為很多時候制定政策的⼈無法接觸到地⾯，不
與當地⼈交談，只與⾼級管理⼈員交談，⽽這⼀直是這種⽅法很多次。這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忽略這⼀
點。但事實是，他們在過去三年中所做的所有選擇都將在未來幾⼗年影響卑詩省。包括醫療保健系統和公眾對公共
衛⽣的信任。這些發表真正有問題和反科學⾔論的機構會發⽣什麼？這些都是��BC��將在未來⼀段時間內處理的所有
事情。

⾦絲雀計劃播客

我的決定和選擇會影響其他⼈，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對其他⼈產⽣可怕的影響。如果我在攜帶這種病毒或傳播這
種病毒並感染其他⼈時選擇參與我的社區，我不知道結果會在哪裡結束，以及是否會導致另⼀個⼈的損失或⻑期疾
病。也許我出來很好。但我不應該在⼀場完全專注於我個⼈的⼤流⾏中進⾏計算。這是其中⼀個⾮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失去了我們與周圍的⼈緊密相連的感覺，並且社區是相互聯繫的，我們就會失去對抗這種病毒的集體努
⼒。

我想我們也在談論這個。我學過歷史。我擔⼼歷史不是，或公⺠——

梅爾：我⾮常關注不列顛哥倫⽐亞省的教育狀況。

我們作為公⺠的責任是什麼，我們應該對社會提供什麼

Crystal：令⼈擔憂並且似乎很清楚這個特定的政府並不⼀定擔⼼這些結果。這是令⼈擔憂的，因為他們的重點
⼀直是個⼈選擇和個⼈責任。這是他們在整個⼤流⾏應對過程中⼤⼒推動的事情。我同意你的觀點，即這是⼀場全
球流⾏病。

⽔晶：前幾天我看到⼀個書房，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索尼婭，你提到你是歷史學家，這讓我很⾼興。事實是，⼈們
現在甚⾄還沒有將歷史概念化，這就是我們所處的位置的原因。該研究調查了北美、美國和加拿⼤，發現��1/3��的學
⽣不相信⼤屠殺。即使在他們提供的教育之後，23%��的⼈仍然認為這被誇⼤了。我們失敗了。我們失敗了。

我們無法擺脫相互聯繫。從⼼理學的⾓度來看，強化內群體/外群體是��BC��做出的最糟糕的決定。這在很⼤程度上是
為什麼現在不列顛哥倫⽐亞省存在如此多的分歧和如此多的問題。沒有社區照顧。沒有社區橋接。這就是我聽到你
的⼯作，實際上是試圖了解社區中正在發⽣的事情。這正是梅爾和我試圖做的。

索尼婭：我做到了。我看到了那個標題，⽴刻像你⽔晶⼀樣，⾮常擔⼼。和梅爾，我同意。作為⼀名⽼師，無論我
教哪個年級——我教的是初中和⾼中——在⼤屠殺紀念⽇，我都會邀請演講者到我的課堂上。我會確保我們圍繞⼤屠
殺定位該單位。這是⼈們必須具備的絕對必要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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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上沒有同理⼼。讓我⼤吃⼀驚的原因是，卑詩省在做什麼⽅⾯存在如此多的不和諧，因為這實際上應
該是為弱勢群體舉辦的派對。這就是⼈們通常與��NDP��相關的東西。在所有這些事情發⽣並且你加⼊之前，有很多
⼈和你在索尼婭的情況差不多。他們真的不相信政府會在⼤流⾏或濫⽤數據或歪曲事實，但你想陳述它。他們無法理
解會做出這些選擇。梅爾和我⼀直在做這件事，只是試圖想像和理解他們在做什麼，這樣⼈們就可以理解正在發⽣
的事情。因為沒有透明和公開的信息，任何社區都無法獲得授權。

⾦絲雀計劃播客

我們擁有成為公⺠的所有這些好處——我們對選舉失去了真正的理解

這就是⼀切的基礎，就像你回來⼀樣。

索尼婭：是的。我經常使⽤這個詞，我們如何賦予⼈們權⼒？⽽且不僅僅是在⼤流⾏中。

當我們⾝處⼀個無法有效去醫院的地⽅，當我們沒有

系統，管轄權。每當你在任何選舉中看到該黨的多數票時，都會復制這種情況。我記得在��2013��年⼤選之後。省⼀，
40%的選票，60%的⼈投票……24%的⼈將多數席位交給了⽴法機關的⼀個政黨。⽽該黨現在有四年的時間不向任
何⼈回應。他們不能被追究責任。除了下次選舉之外，沒有任何機制可以讓該黨承擔責任。我們在��2020��年舉⾏的
選舉，我們的選⺠投票率是有史以來最低的。剛剛超過50%。投票��NDP��的⼈數⾼達��40��多歲。再次是⼤約��25%��的
⼈⼝，⽴法機構中��57/87��個席位是新⺠主黨。這使得不僅要實現問責制，⽽且要在⽴法機構中實現合作變得⾮常⾮
常困難。他們不在乎。他們不需要與任何⼈交談。⼀年來，兩個反對黨都在說，實際上最好跨黨派⼯作，就像我們在
少數黨政府期間所做的那樣。但在這⼀點上，這已經是遙遠的過去了。

我們如何廣泛地賦予⼈們權⼒？在⺠主國家中，您從中受益的是受過教育的、有能⼒的⼈，他們為您的社會
社會的結構和加強做出了貢獻。我⼀遍⼜⼀遍地回到這個話題，我不會停⽌。在這場⼤流⾏中，政府要做的最重要
的事情就是保持信任。因為你要求⼈們以集體的⽅式為彼此的利益⽽運作。你要求⼈們放棄或做出犧牲，做出關於
更⼤利益的選擇。我們可以在��2020��年看到，我們都準備好付出我們所擁有的⼀切。我們要互相照顧。我們要為醫
護⼈員敲打罐⼦。我們會說我們在⼀起。然後是��2021��年……

Crystal：是的，我有時會看⼀點��Horgan��和他的出場。當我在那些地⽅看到他時，他是如此……不保持禮儀，他對
⼈們說話和稱呼他們的⽅式。對我來說，新⺠主黨是對的——我是在說我⾃⼰的觀點——沒有同理⼼。

Crystal：說實話，然後選舉成功了。⼀旦他們獲得多數，霍根的舉⽌就改變了。我當時說過。甚⾄他的公
開演講。他對他有這種溫柔的氣質，並試圖表現得⾮常有愛⼼和同情⼼。當這⼀年翻過並且他佔多數時，情
況確實發⽣了顯著變化。就好像他去了……他感覺太好了，無法回答⼈們的問題。太好了，無法解釋為什麼
我們以這種⽅式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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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使⽤救護⾞，當我們發⽣多次⾃然災害⽽沒有⼈出現幫助⼈們時，我們遇到了⼀些真正的⿇煩。我們遇到了⼀
些真正的⿇煩，因為不再有社區意識。⼀旦發⽣這種情況，就像他們對社區的關註⼀樣。它變成了……好吧，我們怎
樣才能讓這群最多的⼈恢復正常？這就是我們將如何使⽤它的⽅式。他們實際上只是為我們提出的所有問題蒙上陰
影。無論是⻑期covid。無論是在三⾓洲襲擊之前，BC��種族化社區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是��11��倍。我們知道這⼀點，但
他們否認並且在提出這些問題時沒有解決這些問題。或者你看著記者，他們真的拒絕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只是⼀起迴
避他們。

索尼婭：我想了很多，也談了很多，最近關於重疊危機中的領導負擔。你談到了......它不僅僅是covid。我們經歷過
幾次與氣候變化有關的危機……

⾦絲雀計劃播客

我們現在無法在��BC��獲得準確的信息。這太可怕了。⽽我的奶奶於��2020��年��12��⽉在⻑期護理中去世，我們無法獲得
信息。我們仍然無法獲得信息。沒有⼈會回答我們來⾃政府的問題。然⽽他們站在那裡說他們正在處理事情。不是我
的東西。他們不再照顧我的⼈了。

Crystal：還有持續多年的過量⽤藥危機。他們什麼也沒做。

索尼婭：我很抱歉你的損失，⽔晶。那……這確實是⼀個巨⼤損失的時期。在這麼多層次上。但對於成千上萬的家庭來
說，這意味著失去親⼈。那是⼀個你無法填滿的巨⼤空間，那個空間就在你⾝邊。因此，我認為承認和承認這種損失⾮
常重要。

索尼婭：⼀種有毒的藥物供應，該省平均每天會殺死��6��⼈。在這些重疊的危機中，領導層的負擔是⾮常真實和⾮常重
要的。我認為你談到了同理⼼。⼀⽅⾯，我們如何對擔任這些領導⾓⾊的⼈產⽣同理⼼，承擔著這⼀點……同時，⼜期
望他們是透明的和負責任的。和善解⼈意的回報。⽽且，意識到並能夠認識到任何個⼈在這樣的時刻都會遇到的限制。
甚⾄任何個⼈的集合。或任何組織。我在年終採訪中發表了很多評論��我沒有

Crystal：政府也是……這對我來說是��Horgan��和��NDP��⼀直堅持的事情。對於那些失去親⼈的⼈來說，這真是太冷
了。聽到他們的陳述，現在聽到他們提到這些死亡，就好像他們是做⽣意的成本⼀樣，真是太冷了。我們正在繼續前
進。並且未能認識到我們的社區受到的傷害程度，無論是失去⻑期護理的家庭成員，還是失去這兩個孩⼦。這些死亡
的影響將是世代相傳的，我說在��12��歲時失去了我的⽗親。這些⼈的⽣命中每⼀天都不會受到這種影響。⽽政府甚⾄
沒有認識到或說⼈們將需要⽀持或了解未來會發⽣什麼……只是缺乏⻑期計劃的能⼒，或了解情況，或接受它？我
不知道。這個很難（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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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談到領導的負擔時……這就是我們發出呼籲的地⽅，加強了保護我們不列顛哥倫⽐亞省⼈⺠的呼籲，要求建
⽴⼀個獨⽴的科學桌。我們有��covid��建模⼩組，它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事實上的獨⽴科學桌，但我想在這張桌⼦
上增加我們需要的專業知識。我認為它應該不僅僅是covid。我認為我們需要⼀個獨⽴的科學表來提供指導和建
議，並為政府決策提供視⾓，因為在重疊危機中治理的巨⼤負擔。

索尼婭：不，不。⻑期以來，我們⼀直被警告過流⾏病。我們已經看到⼈畜共患病來得更快。我們知道我們正在
創造產⽣這些結果的條件。我們如何在農業中飼養⼯業動物的危險。棲息地破壞的危險以及我們侵占動物的⽅
式，這些動物可能是⼈類和動物之間可以傳播的疾病的攜帶者。那是⼈畜共患的。這是真正的⾵險。��HIV愛滋
病。⾮典。埃博拉病毒。��H1N1。我們已經看到這些疾病之間出現的⽐率增加或時間減少。我們知道研究⼈員告
訴我們這不是我們最後⼀次⽜仔競技表演。那麼，我們正在做些什麼來為下⼀波新冠病毒做準備呢？我們正在為
下⼀次⼤流⾏做些什麼準備？

⽔晶：這個敘述特別令⼈憤怒的是，當它對他們有⽤時，BC��就有了⾃⼰的流⾏病。但是當它對他們不起作⽤時，
他們正在做其他⼈所做的事情。他們的⽅法沒有意義或結構。我現在做⼤評估，⽐如��100��⾴的評估，你必須能夠
遵循這些東西。你必須概述證據的來源，你必須⽀持你所說的事情。這些⼈並沒有對此抱有任何期望。或者曾經
有過，但他們沒有遇到過，或者

所以，科學家，此外還有⼼理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我們需要更廣泛的知情⼈⼠的觀點，以便能夠駕馭極其
複雜的情況。

Crystal：如果我們不收集數據，我們怎麼知道我們將要學習的課程？

與操作相反，我對此進⾏了很多反思，試圖將其包含在敘述中。我認為這是我們在不列顛哥倫⽐亞省遇到
的最令⼈迷惑的問題之⼀。這是⼀種感覺，事情不適合我們被告知的故事。⽽不是承認這種關於⾶沫的敘述或這
種傳播的敘述不會在學校發⽣……

索尼婭：沒錯。我們正在做些什麼來減少下⼀次⼤流⾏的變化？所以，就是這樣。

想再次聽到前所未有的詞，我想听到預料中的詞。我想听到⼀個積極的⽴⾜點。我將完全承認這是對我們打擊的
前所未有的現象和危機的無情集合。

⾦絲雀計劃播客

Crystal：顯然是醫院。

⽔晶：但他們都不⼀定是出乎意料的。

索尼婭：我們知道，考慮到現有的證據，無論數據多麼有限，並查看其他在收集和共享數據⽅⾯更加透明、更加
謹慎和有效的司法管轄區，這並沒有真正的意義。我們知道，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與世界其他地⽅並不完全不同。
⼤流⾏正在各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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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雀計劃播客

⽔晶：沒有認識到他們的影響是真的，真的是不負責任的。對於像亨利博⼠這樣的⼈來說，像她昨天所做的那
樣站出來聲明，同⼀個病房裡的⼈不會互相感染。那不⾏。這是⼀個明顯的誤會。我們的公共衛⽣官員，代表我們
整個公共衛⽣的代表，昨天被允許上樓說。並沒有任何結果。我們的處境很糟糕。那是⼀個糟糕的地⽅。

⼀直不願意⾒⾯。天哪，當其他⼈看到和聽到他們不知道如何理解的事情時，甚⾄試圖在你需要的東西周圍設
置⼀個柵欄都是如此困難。或者他們不知道這是錯誤的。很多⼈需要時間來了解他們更改數據的⽅式，或者數據
與其他⼈的不同之處，或者他們在幕後所做的事情。我花了兩年的時間，我仍然必須為⼈們安排事情，以便他們了
解變化發⽣的⽅式。因為很多⼈聽到新聞的新聞或標語。很多⼈從那個壓⼒機中⾛出來，哦，700��⼈住院，60%��的
⼈並沒有真正感染新冠病毒。記者不是這麼說的。記者從⼀個⽉中選擇了⼀⼩部分數據，他們專⾨在醫院進⾏了⼤
規模監視，現在他們已經將這些數據帶⾛了......但現在本週將應⽤於醫院編號，明天將應⽤於醫院編號。儘管它們
代表了⾮常不同的事物。他們在過去兩個⽉的所作所為更加模糊了正在發⽣的事情。

索尼婭：這就是問責制。我們應該期望信息是可驗證的準確和健全，並有數據和證據⽀持。這應該是我們如何在
⼀個正常運轉和健康的⺠主社會中運作的基本原則。

索尼婭：當我提出這個理由時——當我們下週回到⽴法機關時，我將繼續提出這個理由——為什麼通過透明度和
問責制贏得信任如此重要，因為我們都⾸先要經歷這個⼀起經歷⾮常緊張的經歷。我們不需要額外的壓⼒來質疑
我實際學到了多少，或者我被告知這是什麼？為什麼這與我在其他地⽅聽到的不匹配？

Crystal：你看這個例⼦，沒有covid通知，但有蝨⼦通知。我們是在哪個世界做出這個決定的，⼈們
⼜是如何在更⼤範圍內不參與其中的呢？甚⾄這些關於我們的決定也將接受它。好吧，54%��的⼈不想要限制，所
以我們將繼續這樣做……我們回到了⼀個地⽅，如果⼤多數⼈想要殺死少數⼈，我們就會回到那個地⽅？因為從
歷史上看，這似乎是⼀個問題。

梅爾：我怎樣才能保證我的家⼈安全？

索尼婭：我如何保證家⼈的安全？為什麼我無法訪問我越來越認識到會對此有所幫助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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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很多⽅⾯。

索尼婭：我曾經在��Shawnigan��說過，當我們處於無休⽌的努⼒和戰⾾之中時，我們清楚地表達了我們想要的未
來。我們會說，肖尼根湖的未來包括清潔安全的飲⽤⽔和互聯社區。我們會保持對我們想要到達的地⽅的感覺，推
動我們度過⼀些⾮常艱難的時期。我們談論的是滿載您肯定想要在您的飲⽤⽔棚中的材料的⾃卸卡⾞，以及��1��⽉上
午��5:30��站在道路上的⼈們試圖阻⽌這些卡⾞進⼊我們的分⽔嶺。這是⼀項漫⻑⽽艱苦的努⼒。但我現在想。我認
為我們需要在領導層的⼈告訴我我們將要努⼒⾛到⼀起的未來？告訴我我們要去哪裡。

索尼婭：我內⼼的歷史學家看著這個並說這令⼈擔憂。我們需要恢復對我們的機構、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信任。我們
需要謙遜和能⼒讓⼈們說我們犯了錯誤，或者從那時起我們學到了更多。隨便拿什麼。或者我們需要幫助。是的，
是時候加強協作了。是的，是時候引⼊新的、新鮮的聲⾳了。兩年時間，⼈已筋疲⼒盡。只要承認⼈性，我們當然會
到達沒有⼈在決策和評估事物⽅⾯完美無缺的地⽅。那是你交接棒的時候。這就是你說我⾸先在服務場所開展業
務的時候。並希望確保我盡我所能。

⽔晶：此時整個地球，你會認為他們會認識到這⼀點。在這場全球⼤流⾏中，我們無法擺脫我們都相互聯繫的事實。
當我們看著氣候變化升級時，我們都⼀起看著它。在我們⼀起⾏動之前，我們不會⾛得太遠。

索尼婭：我想這⼜回到了⼤原則。在我們的治理、政策制定和決策制定中，我們希望共同實現什麼⽬標？再說
⼀次，我是如此，正如我所想的那樣，看到加拿⼤各地正在發⽣的事情令⼈不安。周圍

Crystal：他們被允許，對，在某些⽅⾯。我們現在在這個不可能的地⽅，我們被扣為⼈質。

⾦絲雀計劃播客

索尼婭：我們緊密相連，相互依賴。

索尼婭：不確定性。錯誤信息。顯然，現在⾮常⼀致的努⼒......渥太華的⾞隊基本上是在說我們可以在法律之外
運作。

當你在某種程度上沒有謙遜時，你就沒有真正的同理⼼，因為你沒有看到⾃⼰的外部。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只
要它對我有好處，我們就會有異常的增⻑。正如歷史向我們展⽰的那樣，這將不允許⼀個正常運轉的社會。如果我們
全⼒以赴，它不會持續很⻑時間。

Crystal：不確定性達到頂峰。

⽔晶：你在那兒已經很好地識別了，它在那裡產⽣了同理⼼，就是謙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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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改⾰。⾷品安全。社會/⼼理健康⽀持。所有⼈的住房。它繼續。清潔能源與經濟轉型。但對我來說，然
後我們看看這些政策，我們問⾃⼰⼀個問題，我們是否正在朝著我們已經明確表⽰的這四個結果邁進。我認
為我⾮常想從政治領導層的任何⼈那裡得到什麼

索尼婭：幽默。讓⼗幾歲的孩⼦無情地嘲笑我。

⾓⾊是告訴我們你認為我們將⼀起去哪裡？當我們在那裡時，它看起來像什麼？感覺怎麼樣？⼈們的體驗
是什麼？我認為我們的政治已經變得如此重要，我將瞄准我的對⼿並將他們擊倒，這就是我想要穿的⾐服。
問題是你為什麼想在那裡？你的駕駛願景是什麼？

⽔晶：它保持謙遜，對吧？

⽔晶：當你到達那裡時，你想成為誰？我在你美麗的圖形中看到的，這是我也夢想為我的家⼈在那裡的��BC，
這些東西應該是基礎。這有什麼難的。這些是基礎。如果你沒有不斷為這些事情⽽奮⾾的價值觀……就像對
我來說價值觀就是公平，真正對⼈來說。無論這是否意味著我必須犧牲⾃⼰的⼀些特權，我都是��100%��願意
為公平⽽這樣做的。但是那些對⾃⼰的價值觀沒有深刻理解的⼈，或者他們想去的地⽅，或者他們想要的世界
是什麼樣⼦……以及你所說的，索尼婭……他們將很難理解正在發⽣的⼀切。如果您甚⾄不知道在哪裡，就制
定到達那裡的政策。如果你不明⽩成為⼀個社區意味著什麼。如果您不嘗試建⽴社區，那麼這些都只是浮動的
東西。它們是⼀項政策的⼀部分，它會來來去去，不會紮根太多。我喜歡你有這⼀切歸結為的形象。因為我認
為現在在其他政黨中缺乏這種框架——我試圖遠離派對的東西，因為我真的沒有派對。⾄少他們的領導層不願
意明確地說出來，這令⼈難以置信。

索尼婭：這很重要。所以，我試圖……我如何採取所有這些政策並將它們變成我認為未來的地⽅。我要給你
看。我把它放在我能看到的地⽅。這是我希望我們擁有的BC。有四根柱⼦。每個⼈的需求都得到滿⾜，每個⼈
都可以充分發揮⾃⼰的潛⼒。我們保護我們的健康和福祉所依賴的⾃然系統。我們的鄰居和社區充滿活⼒、
安全、相互聯繫且富有彈性。我們的政府、政治制度和機構是值得信賴的。所以，這是��2021��年��1��⽉上旬。然
後是政策部分。所有⼈的歐洲經委會。蓬勃發展的公共教育。終⾝學習。公平。⼟著⼈⺠宣⾔/權利法案。反
種族主義。

如果你能取笑我，我有⼀件事。這是我⼀年前畫的。我們在政黨中經常談論政策。我們談論這個政策和那個
政策。我認為這些真的很重要。但警察是把我們帶到某個地⽅的⼯具。我們想去哪裡？因此，我們在選舉後
的��2020��年��12��⽉下旬進⾏了這次⼤型政策討論。我就像哦，好吧，我已經擔任政治領袖六週了。

⾦絲雀計劃播客

⽔晶：你處理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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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雀計劃播客

索尼婭：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將這種政治反應置於更⼤的政治圖景中⾮常重要的原因。這⼜是什麼，政府的⽬的是
什麼？那有什麼⽤？當我們談論⼈們無法擺脫⽣存模式以及你提到梅爾的研究時，對⼤腦發育的影響......我看待這
個的⽅式是我們集體失去了什麼？誰是藝術家、企業家、發明家、科學家、作家、教師和⼈們，如果他們能夠茁壯成
⻑，那麼他們將在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社區、我們的社會中為我們提供豐富的財富，我們被剝奪了？

索尼婭：我們也必須問⾃⼰，當這麼多⼈處於⽣存模式時，我們集體失去了什麼？當⼈們只是想滿⾜他們的基本需
求時——住所、⾷物、基礎教育。

那些在你的論⽂上關於我們想要的��BC��的東西？這應該是每個平台的基礎。

梅爾：不過，那是你作為⽼師看待的。⽼師們是這麼看的。潛⼒。

⽔晶：研究表明，財務困境，尤其是在低收⼊情況下，你談論必需品，這是你可能⾯臨的更⾼層次的壓⼒之⼀。

梅爾：⽼實說，你的紙上有四個⽀柱，這向我們展⽰瞭如何移動球⾨柱，讓每個⼈都欣欣向榮。⽽不僅僅是⽣存。

索尼婭：你在課堂上知道這⼀點，對吧？當我參加教育計劃時，我上了⼀⾨很棒的課程。我正在建造⼀個親社
會的教室，我想這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位講師很棒，因為她利⽤了她數⼗年的教學經驗以及她作為⽼師和媽媽的
故事真是太棒了。基本上，她說重要的

梅爾：有證據表明，試圖在貧困中⽣存的兒童有腦外傷和⼤腦發育不良。他們剛剛在美國進⾏了⼀項⼤規模的
研究。他們正在給⺟親們錢，他們正在測量嬰兒的⼤腦功能。他們發現當媽媽有錢時，⼤腦功能會好得多，因為它
減輕了貧困的壓⼒。

Crystal：我們沒有做出反應，⽽是在阻⽌。

Crystal：⽽且我們也看到了提供基本收⼊的研究。這些⼈靠這筆收⼊維持⽣計。他們還活著。⼈們會問他們⽤
錢做什麼，沒有⼈問你⽤錢做什麼。所以，我通常不接受這個問題。但⼈們不應該為了⽣存⽽奮⾾。對我來說，
我的觀點和我的基礎是，所有的⽣命都是有價值的，我們應該盡我們所能為所有的⽣命⽽戰。我們已經遠離了這⼀
點，⾄少在這次⼤流⾏應對措施中是這樣。但這只是⼀直以來對故意忽視的社區所採取的所有⽅式的延續。它現在
被我們所有⼈放⼤了。但這些是他們已經在處理的⽅式和事情。

梅爾：是的，所以將這些球⾨柱轉移到蓬勃發展。因此，⼈們不會錯過他們的基本需求，並且⼈們能夠擁有在這
個社會中茁壯成⻑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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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個是肯尼亞的⼀個⽔利項⽬。所以，孩⼦們說，好吧，我們籌集的資⾦⽐我們需要的多……我們不需要這些錢，
所以我們將把這筆錢捐給組織，這樣他們就可以去其他地⽅需要這筆錢的其他孩⼦。對我來說，這是⼀個授權的例
⼦，將⾃⼰定位在更廣泛的社區中——不僅僅是課堂，⽽是全球社區——並認識到你作為個⼈有這種能⼒，當你集
體⼯作時，讓真正令⼈驚奇的事情發⽣。我覺得在我進⼊這個領域之前，我很幸運能成為⼀名⽼師。⼀，我可以處
理提問時間，因為我在��8��年級當過代課⽼師。

他們不僅籌集到⾜夠的資⾦，讓班上的每個⼈都能負擔得起去��Playland��的費⽤……每個⼈都需要��
20��美元，即使他們負擔不起，每個⼈都必須去。剩下的錢⾜夠給兩個來找我們談論他們正在做的⼯作的組
織。⼀個在印度。他們在孟買建⽴幼兒園。

Crystal：我已經和��Mel��分享過這個，我之前也在��Twitter��上分享過。但⽼實說……對我來說，在這種流⾏病中使
⽤學校的⽅式以及以其他⽅式結合⼼理健康敘述對我來說太難了，因為我真的很珍惜學校和⽼師。我是⼀個青少
年⽗⺟，⽽且

我最喜歡的故事是⼋年級的課。我是在⼀年半的時候進來的，他們已經和以前的⽼師聯繫在⼀起了。所以，他們
就像你認為你是誰？當時我是⼀個相當新的⽼師，我想，好吧。我試圖繼續他的⽅法，並認為這絕對⾏不通。我停
下來，我們剛認識了對⽅。到了那年的五⽉……我們正在⽤代數衝出公園，我們舉辦了⼀場中世紀的集市，並邀請
了整個學校，我們已經完成了⾮常了不起的事情。⼀群學⽣過來說我們想去��Playland，我說我有點忙。如果你想
這樣做，你需要組織⼀切。順便說⼀句，你需要籌款，這樣每個⼈都可以來。所以，這不是關於誰能負擔得起。你
籌款，以便每個⼈都來。他們做到了。在⼤約��10��天的時間裡，他們籌集了幾千美元。他們使⽤了各種⽅法，巧克⼒
銷售和烘焙銷售等等。

索尼婭：但是兩個，我知道我們可以做什麼，如果我們以不同的⽅式定位⾃⼰。我已經看到了它。我和這些了不起
的孩⼦們⼀起經歷了⼀遍⼜⼀遍。誰會認為他們永遠不會通過歷史��11��課，但他們做到了？

Crystal：你和青少年打交道；這是您最不關⼼的問題。

你在課堂上所做的就是創建⼀個社區。從那裡，你可以實現所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反映是
相似的。我們將進⼊課程。我們將討論代數。我們將上歷史課。我們會去上英語課。但⾸先，我們創造了⼀個讓您可
以安全學習、滿⾜您的需求、讓您受到尊重並以⾃⼰的⾝份被看到的地⽅……⽽且您將⾃⼰視為這個社區和教室的
⼀部分。因此，你們既是⼤局的貢獻者，⼜會從這種社區意識中受益。⼀旦我接受這樣的教學，這是⼀件不可思議
的事情，因為最初在課堂上對社區建設的⼯作意味著我們基本上可以作為⼀個團隊創造奇蹟。

⾦絲雀計劃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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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實際上不打算針對氣候變化，這有時似乎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必須做點什麼，現在。

當你班上有��35��個孩⼦時……當你沒有資源時……當你因為⽤完分配⽽無法使⽤複印機時……

索尼婭：承認我們在哪裡。悲痛。損失。疼痛。悲傷。我想現在。我⼀直在努⼒表達這⼀點，但不僅僅是我們正
在為現在正在發⽣的事情或我們失去的事情感到悲傷。我們也為未來感到悲傷，我們必須接受關於未來的⼀⼤
堆事情，20年前我們對未來有不同的看法。看起來不⼀樣了。現在我們到了。我們⼀直在說的⼀件事

⽔晶：我姐姐經常為她的教室買東西。

⾦絲雀計劃播客

在我��16��歲⽣完兒⼦後，我回到了基洛納年輕⽗⺟計劃。我來到這裡的主要原因之⼀是即將獲得博⼠學位。並成為
⼀名有執照的⼼理學家，是我的社會研究��11��和歷史��12��⽼師��Lindsay��Gibson��先⽣。他確實是我⽣命中最早表現出
我無條件積極尊重的⼈之⼀。那將我視為⼀個⼈，看到了我所能做的潛⼒，並幫助我看到了這種潛⼒。並改變了我的
⼈⽣軌跡。真的。在那之前我打算去當廚師。⽽且我現在已經獲得三個學位，我將在世界上做⾮常不同的事情，我將
擁有⽐我本來擁有的更多的影響⼒。那是因為其中⼀種經驗和社區建設。我缺乏⼀個社區，許多來⾃貧困地區的孩
⼦將缺乏⼀個社區。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情況。並且進⼊⼀個你真正建⽴它並看到連接的可能性以及連接可以
為世界做什麼的情況？它做了驚⼈的事情，索尼婭。確實如此。你的故事和我的故事只是其中的⼩版本。

索尼婭：我不認識⽐不認識的⽼師，對吧？但是，這與進⼊教室的⽼師感覺得到⽀持和資源，不必擔⼼⼀堆他們不
應該擔⼼的事情之間的區別......但是能夠將全部注意⼒集中在幸福和學習他們的學⽣……這就是我們應該努⼒的⽅
向。

Crystal：這些學校可以改善每個⼈的⼼理健康。這就是讓我感到沮喪的原因。我們可以擁有那個。到達那裡的
能⼒就在那裡。因此，它只是在推動這⼀點，並繼續採⽤您擁有的社區框架。繼續建設社區。因為沒有社區，我們
將無法到達那裡，⽽且我認為我們有很多⼈在那裡。它以正確的⽅式獲得單詞。並以正確的格式獲取它。並接觸
到合適的⼈。我認為隨著⼤流⾏和未來的發展，我們都將繼續這樣做。因為⼤流⾏在某個時候我們不會那麼專注，
還有很多其他問題需要處理。氣候變化是最重要的問題之⼀。我們正在處理短期損失⽽不處理所有損失。

索尼婭：但我認為這是……每個⼈都有⼀個關於⽼師的故事。在他們教育⽣涯的某個階段，就是那個⽼
師。⿆克南先⽣給我。回到梅爾，你談到擔⼼我們的教育系統。我想起那句格⾔，飢餓的⺟親不能養活她的孩
⼦。如果我們的⽼師處於壓⼒如此之⼤的地⽅，那他們還能給學⽣什麼？⽽且我不只是在談論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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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婭：⼈們問我你是如何留在政壇的，尤其是現在？

Crystal：我搬家時在基洛納，我的紋⾝師在我離開前賣掉了她的房⼦，她得到了超過要價��30��萬美元的價格，沒有任
何規定。來⾃不同公司的四個報價。沒有⼀個⼈或⼀個家庭提出要約。他們只是要把它擦掉，然後把其他東西放在那
裡。她⼀共收到了8個offer，沒有⼀個是家庭。

Crystal：以及我們看到的房價相對於⼯資增⻑量的通貨膨脹量……我的意思是……那裡的基本數學。這是不可
持續的。它會⾛到盡頭。只是

索尼婭：這是誠實、透明的。是⾏動。這就是⽬的——我們要到達哪裡？⽽且我認為我們不能做的是在這樣的時候
被動。但我們也⼀樣，我⼀直在為此掙扎，我和其他⼈⼀樣都是⼈，不會⼀直屈服於憤怒或恐懼。我想推動⾃⼰將
我的⼯作和努⼒定位到這個我們可以到達的地⽅？我的桌⼦上有書。我的桌⼦很亂，我很⾼興你看不到它。但這是
⼀本美麗的書——我們能拯救的⼀切：氣候危機的真相、勇氣和解決⽅案。所有⼥性貢獻者，很多有⾊⼈種⼥性。這
是⼀本絕對令⼈驚嘆、美麗⽽充滿希望的書。但除此之外——所以對未來充滿希望的願景，這裡是關於在哪裡的誠
實真相——Slick��Water：Fracking��和⼀位內部⼈⼠反對世界上最強⼤⾏業的⽴場。我認為就是這種組合。正是這種
冷酷的⽬光，我們看到了醫療保健的公司化和私有化。我們看到企業利潤推動了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的各種對⽴⾯。
前幾天我讀了⼀篇關於住房危機的⽂章。只要住房是⼀種營利性的商業冒險，⼈類就無法與之競爭。你不可能對抗對
沖基⾦。

不同的⼀個充滿社區和真正互相關⼼的⼈。所以，當這些事情發⽣時，我們已經準備好了。這不是爭奪，也不是
分裂。我們知道對我們社區的期望，我們將實現⽬標。它給了我們希望。

⼀旦我們擁有它，我們就需要從誠實和透明轉變為⾏動。

⽔晶：我們不能急於回到⼀個讓這麼多⼈崩潰的正常狀態。那不值那麼多⼈。⼤流⾏並沒有引起任何這些問題。
它只是將這些⼈⼝中現有的被忽視的社區放⼤了��n��度。他們現在的⽣命處於危險之中。讓我們不要急於恢復正
常，讓我們做⼀個

梅爾：我哥哥想買房⼦，結果被另外��35��個⼈⾼出��57��萬美元。⽐要價⾼出��57��萬美元。沒有⼀個普通的加拿⼤⼈
能做到這⼀點。

我們需要⼈們現在就採取⾏動，介⼊這些事情並真正做出改變。

⽔晶：索尼婭，我為你的所作所為⿎掌。政治是如此艱難，因為就像你⼀樣，我是關於誠實和透明的。據我所知，
這不是⼤多數⼈現在想要做的。這很難。我很⾼興你在那裡，我很⾼興我們有類似觀點的⼈在這些職位上。因為
那是我們需要的。

在我們的⼩團隊中，很多事情是你無法為未來建⽴⼀個充滿希望的願景，除⾮你從⼀個關於你現
在所處位置的誠實真相開始。

⾦絲雀計劃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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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爾：我只是希望更多的⼈有機會和你聊天，體驗真正的領導⼒。我們需要更多像你這樣的聲⾳被放⼤。因
為這不是公眾聽到的信息。

有⼀個共同的外部敵⼈，你們必須相互依賴，這真的會產⽣⼀種團結感……她特別諷刺地談論了⼆戰期間的英
國。故事中有趣的部分是保持冷靜並繼續前進的座右銘。政府當時印製了數百萬張這樣的海報，但實際上並沒有
分發。消息傳遞是⼀種戰後現象。但從歷史上看，這種流⾏病最終破壞了聯繫和團結，因為它們將我們推向孤⽴，
並使我們彼此分離。當你說我希望⼈們能聽到這句話時，Melody��去年對我來說是典型的⼀年，我會四處旅⾏並
親⾃與⼈們會⾯。有⼤型聚會，有機會來來回回……但這很難做到。嗨，在您的��Zoom��會議結束後參加另⼀場��
Zoom��會議，⽬前對於很多⼈來說，這並不是⼀個有吸引⼒的選擇。但我承認那是……我們需要能夠更廣泛地進
⾏這些對話，並且能夠就政治進⾏對話，⽽不是⽴即舉起拳頭，在你的領⼟上放寬，並確保你⼤聲喊叫。但實際
上，聽⼒和聽⼒和尋找我們的共同點在哪裡

Crystal：這對我來說意味著⺠主。我們是⼀個消息靈通的⼈群。這是正在發⽣的事情的⼀部分。並不是說我
們是⼀群⼤喊由不太關⼼的官員提供的錯誤信息的⼈。這就是⺠主，知道並感覺我們正在理解並做出選擇。我希
望我們朝著那個⽅向前進。索尼婭，我懷疑你會被排除在外。你現在是⼀個誠實的聲⾳，我很感激。

Crystal：雖然這很難，因為放⼤或被放⼤的東西並不是誠實所必需的。

我⾮常感謝您今天抽出時間在播客上與我們交談，以獲取信息並教育⼈們。因為那是基本的出發點，是
向⼈們提供誠實的信息。

⾦絲雀計劃播客

它會在何時以及造成多⼤程度的損害。不幸的是，我們知道這不會對決定這些事情的最⾼層⼈⼠造成最⼤的傷
害。

索尼婭：你邀請我我真的很感動，我真的很感激這次談話。我認為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此類對話，我為你創造了這
個空間⽽⿎掌。
進⾏這些重要的討論。

索尼婭：這是其中⼀件事……瑪格麗特·⿆克⽶倫週⽇早上在��CBC��節⽬中，以歷史學家的⾝份談論戰爭通常
如何將⼈⼝聚集在⼀起。因為你

索尼婭：我認為所有這⼀切，都是為了圍繞⼤流⾏應對的對話……當我們回到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如真正的進
展指標時，我們可以開始看到、評估和正確衡量這些政策將我們帶向何⽅。如果他們把我們引向錯誤的⽅向？好
的。讓我們轉向另⼀個⽅向。但是，只有在我們就要去的⽬的地的⼀些基本原則達成⼀致時，我們才能擁有該路線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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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l：然後直接點擊政策。⼀旦你知道⽬的是什麼，政策就會隨之⽽來。絕對地。

地⾯？我們可以從哪裡開始我們同意？也許我們在實現⽬標⽅⾯存在差異，但如果我們能夠就健康的社區、健康
的⼈、健康的⾃然系統和值得信賴的政府達成⼀致，我認為我們就可以開始取得⻑⾜的進步。

索尼婭：⾮常感謝你們倆。

⽔晶：謝謝你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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