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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n most likely downed Ukraine air-
liner with missiles, U.S. officials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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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KIEV (Reuters) - A Ukraine airliner that 
crashed in Iran, killing all 176 people aboard, was most 
likely brought down accidentally by Iranian air defenses, 
U.S. officials said on Thursday, an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he did not believe the crash was due to a me-
chanical issue.
Citing an extensive review of satellite data, one U.S. of-
ficial said the government had concluded with a high 
degree of certainty that anti-aircraft missiles brought down 
the plane, on the same day that Iran 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s at U.S. forces in Iraq.
The official said the Ukraine International Airlines plane 
had been tracked by Iranian radar.
RELATED COVERAGE
‘Empty chairs’ across Canada’s academic community after 
Iran plane crash
U.S. believes Iran brought down Ukraine airliner with 
anti-aircraft missiles: officials
See more stories
The data showed the Boeing 737-800 (BA.N) was airborne 
for two minutes after departing Tehran when the heat sig-
natures of two surface-to-air missiles were detected, one of 
the officials said.
That was quickly followed by an explosion in the vicinity 
of the plane, this official said. Heat signature data then 
showed the plane on fire as it went down.
The flight was on its way to Kiev carrying mostly Iranians 
and Iranian-Canadians.
The crash happened early on Wednesday morning, hours 
after Iran launched missile attacks on U.S.-led forces in 
Iraq, leading some to speculate that the plane may have 
been hit. tmsnrt.rs/36Fn2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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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PHOTO: Red 
Crescent workers check 
the debris from the 
Ukraine International 
Airlines plane, that 
crashed after take-
off from Iran’s Imam 
Khomeini airport, on 
the outskirts of Tehran, 
Iran January 8, 2020. 
Nazanin Tabatabaee/
WANA (West Asia News 
Agency) via REUTERS

Iran’s head of civil aviation denied the reports as “illogical 
rumors.”
“Scientifically, it is impossible that a missile hit the Ukrainian 
plane, and such rumors are illogical,” the semi-official ISNA 
News Agency quoted Ali Abedzadeh as saying.
Two U.S. officials said Washington believed the downing of 
the plane was accidental.
FILE PHOTO: Red Crescent workers check the debris from 
the Ukraine International Airlines plane, that crashed after 
take-off from Iran’s Imam Khomeini airport, on the outskirts 
of Tehran, Iran January 8, 2020. Nazanin Tabatabaee/WANA 
(West Asia News Agency) via REUTERS
Speaking to reporters at the White House, Trump said he had 
a terrible feeling about the downed airliner but offered no de-
tails. He said he did not believe it was a mechanical issue.
“It’s a tragic thing. But somebody could have made a mistake - 
on the other side,” Trump said.
Canada’s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was due to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crash on Thursday afternoon.
Ukraine had outlined four potential scenarios to explain the 
crash, including a missile strike and terrorism. Kiev said its 
investigators wanted to search the crash site for possible debris 
of a Russian-made missile used by Iran’s military.
An initial report issued by Iran’s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on Thursday cited witnesses on the ground and in a passing 
aircraft flying at a high altitude as saying the plane was on fire 
while in the air.
It said the three-year-old airliner, which had its last scheduled 
maintenance on Monday, encountered a technical problem 
shortly after take-off and started to head toward a nearby 
airport before it crashed. The report said there was no radio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ilot and that the aircraft 
disappeared from radar at 8,000 feet (2,440 m).
INITIAL REPORT
Investigations into airliner crashes require regula-
tors, experts and companies across several inter-
national jurisdictions to work together. It can take 
months to fully determine the cause and issuing 
an initial report within 24 hours is rare.
Canadian Foreign Minister 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 called his Iranian counterpart to 
stress that Canadian officials needed “to be 
quickly granted access to Iran to provide 
consular services, help with identification 
of the deceased and take part in the inves-
tigation of the crash.”
“Canada and Canadians have many questions 
which will need to be answered,” a Canadian 
statement said.
Britain wants a transparent investigation,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s spokesman said on 
Thursday following a call between the British 
leader and Ukraine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
kiy.
“The prime minister said that there needed to be 
a full credible and transparent investigation into 
what happened,” the spokesman said.
Tens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Tehran have 
rise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killing of a top Irani-
an general on Friday.
The Ukrainian airliner took off at 6:12 a.m. local 
time and was given permission to climb to 26,000 
feet, Iran’s report said. It crashed six minutes later 
near the town of Sabasha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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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NEWS

NEW YORK (Reuters) - Governor Greg Abbott of 
Texas on Friday became the first governor in the 
country to refuse to accept refugees aft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empow-
ering local jurisdictions to consent to the federal 
program.
FILE PHOTO: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speaks 
at the annual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 
convention in Dallas, Texas, U.S., May 4, 2018. RE-
UTERS/Lucas Jackson
“At this time, the state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dedicate available resources 
to those who are already here, including refugees, 
migrants and the homeless,” Abbott, a Republican, 
said in his letter to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As 
a result, Texas cannot consent,” to refugee resettle-
ment this fiscal year, he said.
The decision is a major blow to the U.S. refugee 
program since Texas is the largest recipient of refu-
gees in the country. The State Department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So far, 41 governors – 18 of them Republican – and 
at least seven dozen local officials have consented to 
resettlement, according to a tally by the resettlement 
agency Lutheran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Service.
Florida and Georgia, other major recipients of refu-
gees, have so far remained silent on their stance. The 
governor’s office in Florida said it was still reviewing 
the issue and Georgia declined to comment.

Cutting immigration has been a centerpiece of 
Trump’s presidency and 2020 re-election campaign. 
One of his first acts after assuming office in January 
2017 was to issue an order capping the maximum 
number of refugees that year at 50,000. Since then, 
the cap has been slashed every year.

Trump set a ceiling of 18,000 refugee admissions 

Texas becomes first state to refuse 
refugees under Trump order

for this year, the lowest level since the 
modern refugee program began in 1980. 
By contrast, former Democratic Presi-
dent Barack Obama proposed resettling 
110,000 refugees in fiscal 2017.

The administration has said the consent 
requirement, signed in September, aimed 
to ensure receiving communities have 
the resources to integrate refugees.

But refugee resettlement groups have 
argued that giving local governors 
and mayors a veto over whom they 
accept is unconstitutional and would 
disrupt the way they work.
Three of the nine national reset-
tlement agencies sue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federal court in an 
effort to block the order from being 
implemented.

Arguments in the case were held this 
week, and U.S. District Judge Peter 
Messitte in Greenbelt, Maryland, 
appointed by former Democratic 
President Bill Clinton, could rule on 
the case soon.

FILE PHOTO: Tex-
as Governor Greg 
Abbott speaks at 
the annual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 convention 
in Dallas, Texas, 
U.S., May 4, 2018. 
REUTERS/Lucas 
Jackson



Kuomintang party’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Han Kuo-yu speaks at an election 
rally in Kaohsiung,

Kuomintang party’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Han Kuo-yu attends his election rally in Kaohsi-
ung

Supporters of Kuomintang party’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Han Kuo-yu attend his election rally in 
Kaohsi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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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d vice president candidate William Lai attend a campaign event in 
Taipei

Supporters of Kuomintang party’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Han Kuo-yu attend his election 
rally in Kaohsiung

Hong Kong academic and activist Joseph Cheng chats with others on a street corner 
in Taipei

REUTERS ATTENTION EDITORS - THIS IMAGE HAS BEEN SUPPLIED BY A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d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s (DPP)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William Lai attend the final campaign rally ahead of the elections in Taipei

Kuomintang party’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Han Kuo-yu speaks at an election rally in Kaohsiung, Taiwan, January 
10, 2020. REUTERS/Ann Wang



C4Saturday, January 11, 2020

COMMUNITY

More than 1 billion animals 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killed in wildfires that have 
ravaged Australia since September, Uni-
versity of Sydney professor Chris Dick-
man told the Huffington Post in an up-
date from his previous estimate of 480 
million last week.
Why it matters: The fires have threat-
ened Australia’s wildlife, known for its 
rare animals and distinctive ecosystems. 
The environment was already imperiled 
by deforestation to support the country’s 
growing agribusiness.
•The scale of the damage remains un-
clear because of a lack of access to the 
burned areas and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document animal deaths, but scientists 
say “it is clear that the devastation is im-
mense,” per the New York Times.
•Dickman explained that his earlier esti-

mate was conservative and exclusive to 
the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 which 
he now estimates has more than 800 mil-
lion dead animals alone.
What he’s saying: “The original fig-
ure ― the 480 million ― was based on 
mammals, birds and reptiles for which 
we do have densities, and that figure now 
is a little bit out of date,” Dickman told 
HuffPost.
•“Over a billion would be a very con-
servative figure,” he said of the deaths 
continent-wide, adding that the toll has 
exceeded 1 billion “without any doubt at 
all.”
Zoom in: Experts say thousands of kan-
garoos and koalas have been killed on 
Kangaroo Island, off the coast of South 
Australia, of which one-third has been 
destroyed, per the Times. They fear the 

worst for the island’s subspecies of cock-
atoos, which only had a population of 
300–370 before the fires.

A kangaroo in a smoky field on the 
outskirts of Cooma, New South Wales 

on January 4, 2020.
•In a remote area of South Australia, ab-
original officials say they’ve approved a 
cull of up to 10,000 camels, as a drought 
has driven the thirsty animals to “threat-
ening the APY [local government] com-
mun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CNN re-
ports.
Be smart: The estimated death toll is 
calculated by multiplying the number 
of estimated animals in a given area by 
the number of acres burned, according to 
Dickman.
The blazes, which have been burning 
across Australia for months, have razed 
homes and wiped out entire towns. 
Across Australia, nearly 18 million acres 
of land have been burned -- much of it 
bushland, forests and national parks, 
home to the country’s beloved and 
unique wildlife.
Nearly half a billion animals have been 
impacted by the fires in NSW alone, with 
millions potentially dead, according to 
ecologists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That figure includes birds, reptiles, and 
mammals, except bats. It also excludes 
insects and frogs -- meaning the true 
number is likely much higher.

A koala recovering from burns at The 
Port Macquarie Koala Hospital on 

November 29, 2019.

The total number of animals affected 
nationwide could be as high as a billion, 
according to Christopher Dickman,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ecologist who led 
the report.
Fires are nothing new in Australia, but 
they have been growing more intense 
and becoming more destructive in recent 
years, a problem that has been exacerbat-
ed by climate change. And animals have 
been on the front lines -- Australia has 
the highest rate of species loss of any 
area in the world, and researchers fear 
that rate could increase as the fire disas-
ter continues.
“The scale of these fires is unprecedent-
ed,” said Dieter Hochuli, an environmen-
tal sciences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There are substantial concerns 
about the capacity of these (ecosystems) 
to rebound from the fires.”
Flames, food, and predators
The team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came to their conclusion by using es-
timates of NSW mammal population 
density in 2007 in order to estimate how 
many animals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4.9 million hectares (12.1 million acres) 
that have been set alight in the state this 
fire season.
It’s a pretty good estimate, Hochuli said 
-- but until the fires stop, they have no 
way of surveying exactly how many an-
imals have died. And since the density 
figures excluded some species of bats 
and frogs, “the true loss of animal life is 
likely to be much higher than 480 mil-
lion,” said a statement from the univer-
sity.
Australia’s bushfire crisis has spread 

nationwide

Some animals, like koalas and kanga-
roos, are primarily killed directly by the 
fires -- for instance, by being incinerated 
in flames or choking on smoke. Nearly 
a third of all koalas in NSW have died 
and about a third of their habitat has been 
destroyed, federal environment minister 
Sussan Ley said in December.
Photos from the ground show koalas 
with singed fur, raw patches of burnt 
flesh, and blistered paws. Even if they 
are rescued and treated, sometimes their 
injuries are simply too extensive to sur-
vive.
Wombats have also been hit hard -- they 
don’t cope well with heat or stress, and 
panic at the smell of smoke. The small, 
stubby-legged marsupials can’t run very 
fast or far, and are largely at the mercy of 
the flames.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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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nvironment Will Suffer For Years To Come
More Than One Billion Animals Have
 Died From The Australian Wildfires

A koala named Paul from Lake Innes Nature Reserve recovers from his burns in 
the ICU at The Port Macquarie Koala Hospital, Nov. 29, 2019, Port Macquarie, 

Australia. Photo: Nathan Edwards/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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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wasn’t just the second-hottest year 
on record — the 2010s will go down as 
the hottest decade in human memory, per 
a new report.
Driving the news: The Copernicus Cli-
mate Change Service found “an unre-
lenting upward trend in temperatures as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trap heat 
in the atmosphere and change the cli-
mate,” the N.Y. Times notes.
The big picture: “The amount of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is now the 
highest level in human history and prob-
ably has not been seen on this planet for 
3 million years,” WashPost notes.
•2019 “also brought troubling signs 
that natural systems [like permafrost 
and the Amazon] that serve to store huge 
quantities of carbon dioxide and meth-
ane ... may be faltering as temperatures 
increase.”
By the numbers, per Copernicus:
•“The five warmest years on record 
have all occurred in the last 5 years.”
•“Globally, the calendar year 2019 was 
0.59°C warmer than the 1981–2010 av-
erage.”

•“2016 is the warmest calendar year 
on record, with a global temperature 
0.63°C above that for 1981–2010.
•“The third warmest calendar year, 
2017, had a temperature 0.54°C above 
average.”
What’s next: November 2020 is shaping 
up to be a historic month on climate, Ax-
ios’ Amy Harder reported.
•The UN’s annual conference will of-
fer the most high-profile moment for the 
Paris deal since it was signed in 2015.
•Trump is also likely to formally with-
draw from Paris climate accords the day 

after the election.
Related

Special report: A 30-year alarm on the 
reality of climate change

Three decades have passed since 
then-NASA scientist James Hansen testi-
fied before the Senate Energy committee 
and alerted the country to the arrival of 
global warming.

Why it matters: The predictions of the 
world’s leading climate scientists have 
come true, with dire consequence for the 
planet.
•In the 30-year period prior to Hansen’s 
testimony, the Earth’s surface was, on 
average, less than 0.2°F warmer than 
the 20th-century average. In the 30 years 
since, the planet’s surface has, on aver-
age, undergone a six-fold temperature 
increase.
•Hansen’s temperature projections 
weren’t exactly on target, since he pro-
jected a slightly higher amount of warm-
ing than what has occurred, but about 
two-dozen climate scientists told Axios 
that overall, his main conclusions were 
right.
In his June 23, 1988 testimony, Hansen 
made three key points:
1.The Earth has gotten warmer.
2.So warm, in fact, that the temperature 
trend was almost certainly due to the 
greenhouse effect, which is enhanced by 
emissions of gases like carbon dioxide 
and methane from burning fossil fuels.
3.As a result, summer heat waves and 
other extreme weather events will be-
come more common.
“The greenhouse effect has been detect-

ed, and it is changing our climate now,” 
Hansen said. When he spoke, 1988 was 
on track to become the hottest year of 
all-time. Since then, that record has been 
broken six more times – in 1990, 1998, 
2010, 2014, 2015 and 2016.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Guardian this 
week, Hansen gave a bleak assessment 
of the last thirty years. “All we’ve done 
is agree there’s a problem,” he said. “We 
haven’t acknowledged what is required 
to solve it.”
Be smart: Uncertainty is often cited 
as a reason for not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but the longer we go without 
addressing it, the harder it will be to cut 
emissions and avert major impacts.
•As Andrea Dutton, a climate scient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told Axios:
“The true debate lies in the solutions and 
in mobilizing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will 
to act upon our knowledge.  Deciding not 
to act is a choice itself, and one that we 
cannot correct later.  The time to act is al-
ways now.  Because the longer we wait, 
the worse the outcomes will be.”
Where climate change will hit the U.S. 

hardest
Left unmitigated, rising temperatures 
from climate change will increase in-
equality and mortality rates in the U.S. 
by the end of the 21st century, a team of 
economists and climate scientists warn 
in a study published today. It’s the first 
to project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individual counties in the U.S. Many 
of those predicted to be hit hardest are in 
fast-growing Arizona, Texas, and Flori-

da.

Climate change will hit the South and 
Midwest the hardest

Local differences: If steps are not taken 
to lessen the rate of warming from cli-
mate change, counties in the South and 
lower Midwest — which on average tend 
to already be poorer and warmer — may 
lose as much as 20% of their income and 
may experience higher mortality rates. 
However, areas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 
the Great Lakes region and New England 
— which on average tend to be wealthier 
and cooler — could benefit economical-
ly from the change and see lower mortal-
ity rates.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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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ottest Decade On Record

Illustration: Aïda Amer/Ax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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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之前，何椿不想结婚。因为她

相信，“在这个时代，一个人生活也能

很快乐”。

在中国，像何椿这样的单身青年实

在太多。他们多出生于1985年至1995年

，是中国“独一代”和“独二代”。按

照媒体对这一群体的“画像”，他们的

父母大部分都还在职，因而他们赡养压

力较小，家庭负担轻。与此同时，城市

的便利性与生活压力，也延迟了他们进

入婚姻的时间。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们的消费方

式逐渐呈现出与传统观念不同的一面

——不再集中于房地产、医疗和教育等

产业，而是更注重“及时行乐”，更愿

为眼下的舒适生活方式买单。

这种敢消费，甚至超前消费的消费

观念，催生了中国“一人经济”的起步

：一人食、迷你家电和迷你KTV等囊括

了各种消费场景和领域的产品，一时间

备受热捧。

人们不禁想，“一人经济”风何以

刮到了中国，又如何改变了中国单身群

体的生活态度？

19世纪，美国作家梭罗在静谧的瓦

尔登湖畔搭建了一座小木屋。此后两个

月，他独居于此，并写下广为流传的散

文：“我就像住在大草原上一样遗世独

立，我拥有属于自己的太阳、月亮与星

辰，一个属于我一个人的小小世界。”

彼时，“单身社会”尚是个遥不可

及的名词。但如今，新的浪潮正到来

——年轻群体正成为独居人口中增长最

快的一个群体。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单

身成年人口已经超过2亿，独居成年人

口超过7700万。

何椿是其中之一。24岁的她目前在

成都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并于2018年，

在父母的帮助下买下一套房，约50平米

。

这是一套典型的单身公寓，推门而

进，左侧是厨房吧台，右侧是卫生间，

再往内走，一张大床正对一台挂壁电视

。阳台上，何椿养的边牧犬正躺着晒太

阳。

在这座朝气蓬勃的新一线城市，这

种没有客厅的公寓设计备受单身青年们

青睐——毕竟，对于单身而言，这种”

公共区域“的使用率已然很低。在北上

广等一线城市，更是如此。

单身公寓已少见客厅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状态挺好。”

何椿称，尽管偶尔也会想谈恋爱，但在

真正心动之前，一个人的生活反而更加

自在。

以家庭需求为首的传统观念，正在

土崩瓦解。结婚生子、养家糊口不再是

人生头等大事，追求个人舒适度成为了

他们更看重的事。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

恐惧单身，而是乐在其中，热衷消费，

看淡储蓄。

尽管何椿仍然会因父母隔三差五的

催婚电话倍感苦恼，她想晚婚的决定却

少有动摇，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我如

今已经习惯按照我的个人意愿消费，哪

怕只是晚饭吃什么。生活状态是孤独的

，但心态是愉悦的，我很享受孤独。”

以前，何椿最想恋爱的原因是“想

吃火锅却找不到伴”。

何椿的朋友如今大部分都在一线城

市工作或上学，留在成都的好友寥寥。

单身的她即便约不到昔日好友，也不愿

和同事一同吃火锅，“工作时的社交已

经让人很累了，出了办公室的时间只想

留给挚友或者自己。”何椿坦言，只有

这种时候，她会不那么享受孤独。

但如今，她不必再为此困扰。

2018年，在距离何椿公司不到500

米的一个转角处，一家有些特别的火锅

店开业了——这家火锅店辟出三分之一

的店面，一改八仙桌和四条长凳的摆设

，设计出两排单人小隔间，木质的隔板

为每个人提供了独自品尝火锅的空间。

何椿成为了上述火锅店的常客。与

何椿一样有着想“独自吃火锅”愿望的

人，聚集于此，而互不打扰。

“其实，中国的一人食餐厅很多都

是模仿日本。”何椿曾到日本旅游，专

程去了以“单人小间隔设计”闻名的一

兰拉面。

当时的她为此颇受感动，这家理念

为“鼓励顾客一个人专心吃好面”的餐

厅，充分考虑到顾客隐私，服务员和顾

客间也有一帘之隔，小隔间内还配备自

动接水的龙头、杯架和餐具。“你需要

做的，就是认真享受独处时刻”。

凭借“一人食”主题，连拍了八季

的《孤独美食家》是何椿最爱的一部日

剧。她以男主五郎曾说的一句话，阐述

了一人经济背后的态度，“孤独也是有

正能量的，它代表着每个人所能拥有的

自由和独立。”

如今，“一人食”餐厅也悄然在中

国兴起，何椿在这里也能感受到同样的

“对独立的追求”。

人们突然发现，面向单身人群的这

个市场体量庞大，并为多个消费领域提

供了新的商机。

仅是在“吃”这项最基本的需求上

，就蕴藏了极大的空间。《中国消费族

谱餐饮特篇》数据显示，在90后消费者

群体中，55%的人有独立在外用餐且不

超过1小时的习惯。

外卖虽然方便，但更好的体验仍在

门店。一时间，除了主打“一人食”的

餐厅遍地开花，“一人一锅”的呷浦呷

浦备受热捧，卖零食的良品铺子也推出

了即时方便火锅。不可避免地，大分量

的饮食场景正在减少。

尽管有着“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

的共同需求，但与何椿不同的是，年近

30岁的“北漂”晏菲更乐意自己做饭。

至今单身的她是“被工作耽误了”，晏

菲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工作时间弹性

大，但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得紧盯工作群

，“很少有时间约朋友，更别提恋爱”

。

“北京物价高，每天都在外吃饭不

划算，我也不太习惯北方的口味。”每

逢闲暇，她总爱自己做饭。但中餐往往

更适合聚餐，一人份的菜不好烧，“常

常烧了一锅菜，剩下一大半放冰箱，最

后也逃不过被扔掉的宿命”。

尽管偶尔可以请朋友来家里共享，

但更多时候，晏菲一个人面对着大份额

的食物，难免觉得“有些凄凉”。

家电商们，看中了这个机会。

以九阳等老牌家电商为首，开始灵

敏地为单身群体量身打造迷你家电。后

来居上的小熊电器则凭借煮蛋机、酸奶

机等“小而美”的产品，快速成长并顺

利上市。

晏菲在淘宝发现这些小而美的家电

后，立马下单了迷你榨汁机和迷你火锅

。后来又在办公室里添设了迷你冰箱。

“一人份的饭菜配上一人份的饮料

，一切刚刚好。”晏菲很快把这些迷你

家电推荐给了办公室里的单身同事。

另一面，微博和小红书等平台上，

迷你餐具也正走向爆红，“时尚、便携

、智能化“成为它们的关键词。

这只是一个缩影——一份来自天猫

榜单的消费报告显示，过去 10 年，从

快消品、 家电、家居，到美妆护肤，

人们的日用品在集体变小、功能更细分:

迷你微波炉销量增 970%、迷你洗衣机

销量增 630%......

2016年，天猫平台上的单人份商品

市场供应同比增加5.6倍、消费增加2.2

倍。

但一人经济囊括的生活场域远不止

饮食。在精神娱乐层面，也有商家试图

为单身群体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28岁的程序员李瑞当下没有恋爱的

打算，“在大城市恋爱和结婚的成本实

在太高。

他在下班回家前，常会先走进小区

附近的一个商场，并不是为了购物，而

是直奔负一楼的迷你KTV，钻进一间小

如传统电话亭的KTV房间，花费30元钱

，唱上近20分钟的歌。

这20分钟间，在这间透明却隔音的

红顶玻璃房，戴上耳机的李瑞，能够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曾几何时，“一个人唱歌”还被排

在孤独十级榜单上。疲于社交的李瑞，

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却常因凑

不够包间人数而止步门外，“适合单身

的娱乐方式少之又少，和同事去KTV，

话筒难得轮到手里一回，也很难真的释

放”。

“前女友觉得两个人包一间KTV包

间唱歌，又太过奢侈。”在和前任恋爱

的两年里，李瑞只和她这样“奢侈”过

一回。

但独居生活将人们从家庭以及婚姻

伴侣的需求和限制中解放出来，令单身

青年李瑞们可以更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

。

并且，如今迷你KTV正不断涌现在

各大商圈。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

截至2019年，迷你KTV的投放量已达到

8.4万台，至2020年有望达到11.8万台。

艾媒咨询发布的调查数据则预计未

来两年迷你KTV市场将快速扩展，2019

年有望突破140亿元大关。

此外，根据公开数据，30到40岁人

群中，近40%的人会选择独自享受电影

。

34岁的刘忻曾多次迫切地想要摆脱

单身的状态，但“越急越容易出错”。

在几段仓促开始，又匆忙结束的恋爱之

后，刘忻决定“试图享受单身”。

开始真正独居后，刘忻才意识到，

谈恋爱限制了多少个人选择，“两个人

的消费观一旦不同，就得有一方迁就。

前男友不爱看电影，所以我为了迁就他

，错过许多热门电影。”

如今，爱看电影的刘忻，干脆买来

投影仪自己在家放映，每个季度她还会

赶去看上几场演唱会。

事实上，在有的城市，传统意义上

服务团体客户的多个行业，如保龄球馆

、旅行社等，现在也开始服务于个人，

甚至可以预订电影院中的单人隔离座位

。

刘忻不清楚自己对单身状态的热爱

能持续多久，但她坚定“消费要只为自

己开心”。

不可否认的是，单身群体的确正影

响经济，而科技公司也正重塑单身群体

的生活。

正如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

克・克里南伯格曾在《单身社会》里写

道，商业分工带来的城市生活便利性的

增加，使得传统家庭的其他功能进一步

被替代了——吃饭不一定依靠家庭厨房

，出门去街上的任何餐厅，随时都有现

成的，如果连门也不想出，还可以选择

外卖；购买大件商品也不再必须依靠家

庭中的成年男性，可以付钱请快递公司

的工人送货上门；以及洗衣、清洁等各

种家务劳动都可以转为付费服务……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支具有货真

价实购买能力的消费者队伍正在形成，

并有望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来自美团外卖的数据显示，2017年

上半年，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的外卖

单身用户数占比超过了60%，其中北京

的单身用户数量占比高达73%。

淘宝大数据则显示，平均每天千人

次在淘宝上寻找“陪伴”。包含了叫起

床、道晚安、催睡觉、求安慰，送祝福

等情感虚拟商品，据调查，一人经济中

65%的订单来自未婚顾客。

而十一年前，淘宝也正是用“光棍

节”的营销噱头，开启了“双11”这个

网络购物大狂欢。

如今，单身青年们更看重的，是这

一经济体系背后呈现出的，社会对单身

群体的真诚认可与包容。

许多打着对单身友好的幌子，在单

身顾客餐桌对面摆放玩偶的餐厅或咖啡

馆，明显有些吃力不讨好。

“这种就完全没必要。”何椿曾在

一家餐厅独自用餐时，面对一只与她等

身高的玩具熊，“比自己吃还尴尬，仿

佛恨不得让全餐厅的人知道我是单身。

”

相比于产品的形式，单身青年何椿

们更希望，产品能释放出“一个人也能

生活得很舒适”的信号。这也正是他们

在采访过程中，反复表露的态度，“即

便状态是孤独的，我们也是享受的。”

所以，面向单身群体的产品如何突

出单身的文化属性，让单身不再是一种

尴尬的生活方式，或许才是所有单身消

费品牌需要努力的方向。

一人经济：孤独背后的商业狂欢

服務外企員工
百余家上海著名外企將成立工會聯合會

綜合報導 上海市總工會發布消息稱，上海

市總工會將成立“上海著名外企工會聯合會”，

搭建企業與政府對接對話的平臺、企業與工會互

信互促的平臺、企業與職工共識共贏的平臺等三

大平臺。

首批加入聯合會的有惠氏營養品(中國)有限公

司、強生(上海)醫療器材有限公司等百余家高知名

度外企。

作為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壹支重要力量，僅占

上海全市企業數2%的外商投資企業，貢獻了全市

超過1/4的GDP，吸納了1/5左右的就業人數。

聯合會將推出服務清單，力爭通過3年努力，

完成實地實體型著名外企建會率超過70%，組織服

務覆蓋率超過80%的基本任務。

隨著群團改革的不斷深化，各級工會組織

在推動非公企業工會建設和服務會員職工方面

，探索出許多卓有成效的實踐經驗。但是，作

為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壹支重要力量，外企工

會工作與外企發展要求和外企職工需求還存在

壹定的距離。

基於此，上海市總工會主席莫負春帶隊到著名

外企調研並召開專題座談會。在調研中，上海市總

工會發現外企職工對工會既有需要又有期待：需要

工會在勞動經濟權益維護方面持續發力，更期待工

會在搭建溝通交流平臺、職業成長平臺方面彰顯作

為，進而滿足社交、尊重、自我實現等更高層次的

個人需求。

據悉，上海著名外企工會聯合會將由中智、外

服等國際知名人力資源服務公司工會，以及外企規

模集聚、分布廣泛的陸家嘴金融貿易區、上海紫竹

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松江經濟技術開發區等國家

級和市級重點園區工會發起。首批百余家會員企業

，按照社會知名度高、發展貢獻大、職工人數多的

三大標準，由初始發起單位推薦。

此後，將在夯實聯合會的基礎上，通過發揮平

臺中已建會企業的示範引領作用，推進工會組織的

滾動式發展和多渠道擴容。聯合會遵循自願結合的

原則，凡上海著名外企資源集聚的區、產業、園區

、企業均可申請加入。每屆任期5年。設日常辦公

機構，由主席、副主席主持，下設辦公室、基層發

展部、會員服務部和法務咨詢部，通過實體化運作

、實體化辦公。

上海著名外企工會聯合會成立後，將履行加強

組織建設、協調勞動關系、深化會員服務、推動共

同發展等四方面職責。聯合會按照聯合制、代表制

的原則組成，通過實體化運作、實體化辦公，切實

發揮外企與職工、外企與政府間的橋梁紐帶作用。

在這壹過程中，通過建立專、掛職工會幹部隊伍，

培養壹支懂外企、善管理、具有國際視野的高素質

社會化工會工作者隊伍。

以職工需求和企業需求為導向，著名外企工會

聯合會將充實豐富《上海著名外企工會聯合會服務

政策清單》。清單包含組建服務、賦能服務、科創

服務三大類24個服務項目。

未來，著名外企工會聯合會將著力在人才高地

、產業高地和創新高地的打造，發揮外企和工會彼

此的優勢，在上海中心任務中發揮更大作用。

——著力打造人才高地。運用中智、外服

等線上培訓資源，建設著名外企職工培訓示範

基地，推動外企培訓基地的對外開放和整合共

享，形成建會企業間培訓資源共享、優勢互補

的良好氛圍；

——著力助推產業高地。瞄準集成電路、人工

智能、生物醫藥等重點領域，在國家戰略發展、創

新工程建設中，運用立功競賽等抓手，激發團隊及

職工的創新能力；

——著力構建創新高地。圍繞國家科技創新重

大項目和國際重大科學計劃的實施，加快職工創新

項目孵化，鼓勵職務專利申請和成果轉化，大幅度

提升發明專利數量。深入開展各類創新創效活動，

弘揚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和工匠精神，著力突破關

鍵技術難題。

原油、黃金基金大漲
機構長線看多避險資產

綜合報導 2020年伊始，美伊沖突

升級，中東局勢動蕩，原油、黃金價

格大幅走高。1月6日，黃金價格暴漲

至 1588 美元附近，達到 2013 年 4 月以

來的最高點；布倫特原油價格上漲

3.7%。受益於此，原油、黃金主題基

金集體上漲。

昨日，華安旗下石油基金漲停；廣

發石油、南方原油、嘉實原油等基金昨

日漲幅均超過7%。

黃金ETF也迎來近三個月以來的單

日最大漲幅，4只場內黃金ETF漲幅都超

過2%，領漲場內基金。國泰基金旗下的

黃金基金漲幅最大，達到2.27%，這也

是去年9月以來黃金ETF的最佳表現。

2020年的3個交易日，4只黃金ETF累計

漲幅都在3.4%左右。同時，黃金ETF交

易也更加活躍。易方達黃金ETF換手率

達到63.69%，成交13.36億元；華安黃金

ETF 換手率為 22.57%，成交金額達到

16.13億元。

黃金QDII同樣漲勢明顯，嘉實黃金

、易方達旗下的易基黃金、匯添富旗下

的添福貴金昨日分別上漲了 2.38%、

1.75%和1.81%。

多位投資人士表示，黃金具有長期

配置價值，建議長期持有，不需要做波

段。

華安基金總經理助理、指數與量化

投資部高級總監許之彥表示，當前看投

資者對黃金的需求比較旺盛。全球宏

觀經濟短期有所修復，但中長期看仍

然疲弱，加上全球貨幣超發，部分國

家實際利率甚至為負，黃金作為避險

品種，是非常重要的配置資產。美伊沖

突持續升級再次觸發了投資者對黃金資

產的追捧。

前海開源基金經理謝屹對 2020 年

黃金走勢也相當樂觀，建議長期持有

，不要做波段。謝屹表示，有兩大因

素影響黃金走勢，其中美國經濟基本

面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更為重要，國

際局勢是較為次要的影響因素。當前

所處階段比較特殊，正值所謂的蕭條

期。而在技術創新的蕭條期，黃金受

事件沖擊的影響要大過其它階段。而

且蕭條期內，黃金受事件沖擊的概率

也會增加。

謝屹認為，2019 年黃金主要驅動

力來自基本面——美國經濟滯脹，貨

幣政策轉向。2020 年，主要驅動因素

會變成事件沖擊。美國經濟衰退已到

底部，很難再有邊際上更為糟糕的影

響，貨幣政策也已經轉向。“2020 年

和去年有很大不同。今年我們主要關

註各種國際事件，包括美國總統特朗

普的動作和中東局勢，以及中間可能

出現的地緣政治事件。但這在時間上

不太容易把握，因此建議長期持有，

不要做波段。”他說。

從容投資表示，黃金資產既有短期

避險的催化劑，又有長期負利率的根本

原因，具有長期配置價值。

對於原油走勢，建信基金認為，油

市受地緣政治影響較大，預計伊朗原油

產量與出口將維持低位，油價有望進壹

步上升。

綜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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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三屆視帝黎耀祥
（祥仔）不單演技好，心地更好。祥仔
早前就趁着星期日假期低調送暖，伙拍
朱慧敏和阮頌揚出席“心中有晴”啟動
禮，於社區中心陪一班深水埗老人家歡
度一個下午！壓軸表演時祥仔更拖高永
文醫生上台跳唱《 舊歡如夢》大搞氣
氛，笑到班“老友記”流眼淚，笑不合
攏。

祥仔透露高永文醫生做衛生局局長
時他幫忙拍了宣傳片，他很欣賞高永文

醫生的為人，所以只要高永文醫生開
聲，他一定盡力支持。這次“心中有
晴”活動是鄺美雲和高永文醫生發起，
並邀請祥仔出席，祥仔發現原來社會上
很多人需要關心幫助，當他們去到深水
埗探訪“老友記”時，見到一班老人家
如此開心，特別是老友記的笑容帶畀他
那種窩心、那份滿足，實在難以形容，
有很深的感受。祥仔續說：“呢種充滿
愛的互動是無價！所以日後盡可能都要
抽空多做義工，為社會加添多點愛！”

祥仔拉高永文醫生 唱歌哄老友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胡子彤、吳肇軒、廖子妤
及余香凝等，9日於九龍灣為劇集《地產仔》拍攝外景，劇集講
述飾演地產經紀的胡子彤、吳肇軒於豪宅外為搶客大打出手的
場面，二人演出時七情上面。近日與香港游泳代表歐鎧淳結束
三年情的胡子彤，9日首度公開露面，談到舊愛的新戀情時就表
示希望對方開心，而其好友吳肇軒就趁機表白，自爆好鍾意胡
子彤。

胡子彤表示劇集尚有幾日便煞科，而農曆新年就會留港與
家人度歲。剛甩拖回復單身的他，透露都想去旅行。問到是否
去散心？他說：“唔不是，希望有少少Break給自己沉澱，以
後會有新計劃，會唱電影歌曲，今次歌詞都是我寫，用了兩星
期填詞，有機會都想再唱，之後都會學唱歌同練結他。”談到
分手後的心情，子彤初時也不欲多談，只說：“過去了啦。
（你用莫文蔚的歌憑歌寄意？）不是，我好喜歡莫文蔚，她是
偶像，喜歡聽她的歌，見到都不敢同她打招呼。（分手對你好
大打擊？）過去了的就展望將來。”

談到盛傳歐鎧淳新戀情的對象是女生，問到可會祝福對方
及可認識其新歡？胡子彤說：“都知她要準備比賽，希望她有
好成績，亦希望她開心。（還有沒有聯絡？）還不是適合時
候，遲點先再算。”問到是否未有心情接受新戀情？子彤表示
望有桃花人緣，但姻緣就會隨緣。那是否已放下舊情？他就沒
有正面回答，只說：“再講啦。（即是未放得低？）可能突然
出去食飯見到個女仔會喜歡呢，現階段專注工作先。”

吳肇軒表示劇中會飾演廖子妤的下屬，二人最後會有曖昧
擦出感情線。而一身男性打扮的廖子妤表示劇中叫“魚哥”，
是個曾經受傷好想保護自己的女仔，而這個保護罩對很容易受
傷的她來說好舒適。吳肇軒指她一埋位就好像什麼都不怕，但
一Cut機就變回小女生，正如劇中一句對白“是否要用愛同溫
柔融化這條冰鮮魚？”問到現實中可融化到子妤？他笑說：
“她好易融化。（那有沒有選你？）當然沒有啦，我暫時未有
這個福氣。”子妤就承認自己好易被融化，只要肯哄她，她就
肯笑。問到她不考慮肇軒是否因為已有男友，子妤欲言又止，
及後在追問下才承認與男友已分手一段時間。她又笑指不考慮
吳肇軒是因大家多次合作已很熟絡，而且有時覺得他很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台
灣型男彭于晏和張鈞甯上月傳出已秘
婚，不過彭于晏已透過工作室作出否
認，仍是單身的于晏9日在澳門出席活
動時，便以“烏龍新聞”去否認婚訊，
叫大家無須再提！

彭于晏穿上筆挺西裝以優雅形象大
使身份，去到澳門出席代言腕錶旗艦店
開幕禮，現場吸引逾百粉絲圍觀，當他
現身時即引來哄動，他亦親民地不停向
粉絲揮手打招呼。說到他主演的電影
《緊急救援》將於大年初一上映，問到
會否約同張鈞甯一起欣賞，他笑指：
“都是烏龍新聞，不用提了！”

這陣子彭于晏忙於四處宣傳新戲，

雖然同期有多部賀歲片推出，他自言心
情並不緊張，更覺得農曆年是好日子，
大家開開心心去戲院睇戲，又大讚這部
是值得收看的電影，也花了很長時間用
心拍攝，相信電影能帶給大家很好的一
年。

他預計要為電影宣傳到年初六後先
有假期，因此未有外遊度歲計劃，但就
會帶同家人跑宣傳和睇首映，好讓他們
知道他在過去一年在忙什麼。問他會否
在新年跟家人打牌玩樂，他即開心說：
“我們過年會守夜通宵不睡，會包餃
子，玩擲骰子，我賭運麻麻，向來輸多
贏少，但都是輸給屋企人，不會計較，
最緊要是大家開心。”

吳
肇
軒
向
胡
子
彤
示
愛

回應與張鈞甯秘婚 彭于晏：烏龍新聞

被問到有否見過前女友心穎？馬明大
方表示：“未有機會見！”會否抗
拒見她？馬明續稱：“我沒有所

謂，我都有短訊給她，有跟她
講聖誕快樂，大家始終都是
朋友，不好誤會好仇恨那
般，我都有看《丫鬟大聯
盟》，感覺幾簡單輕鬆，與
《黃金有罪》又不同，出劇
應該這樣，同一時段兩劇風
格不同，可以給觀眾去選
擇！”但有網民表示因心
穎演出而罷看《丫鬟大聯
盟》，馬明即維護說：
“又不需要，因為不是一
個演員演完全個劇，有
台前幕後，不應只因不
喜歡某一個人便抹殺了
整個團隊，難道不喜馬
國明就不看嗎？也可以
去看看郭晉安的！”另有
指心穎回港是鋪路復出？
馬明答謂：“這個不知
道，大家去問她吧，這是
她自己的選擇，但作為朋
友就一定支持！”提到心
穎近日換了新形象頭髮剪
了“齊陰”，馬明說：
“也好似看到新聞，喜歡
的會覺得好看，我就覺

得OK ！”
至於本周日是無綫台慶頒獎禮，馬

明一直被視為視帝大熱，他笑言也只抱
平常心，尤其今年陳山聰、王浩信、袁
偉豪、郭晉安、姜皓文均是大熱人選，
實力平均難作預測。馬明坦言向來不投
票給自己，覺得會好尷尬，他會投《白
色強人》同劇的郭晉安，以及該劇能成
為最佳劇集。問他會否也想得視帝？馬
明淡然說：“每年都平常心，無期望也
不會失望，當是一班很久沒見的同事聚
會一樣好開心！”

李施嬅渴望拿視后
另外，李施嬅穿上性感低胸大露背

連身褲亮相，她笑言為周日舉行的無綫
台慶頒獎禮作熱身感受一下氣氛。施嬅
說：“今年特別緊張，因為覺得自己最
有機會（視后），但對手好強，都怕怕
的，有兩個影后（楊千嬅、惠英紅），
紅姐更得過無數影后，我演技真的差幾
班，所以好希望紅姐會投我一票，等同
認同我的演技，那就當贏了！”施嬅直
言會投票給自己，因無得跟紅姐去比
較，只好靠這票去增強信心：“不過之
前網民投我票，觀眾已經給予我信心去
參加台慶頒獎禮，我16年來都沒在這頒
獎禮拿過任何獎項，真的希望可以拿得
到！”

至於戰衣方面，施嬅表示交由形象

設計師準備，不過拍檔陳山聰早於一個
月前已開始跟她配合：“但他向來好
Fashion，穿衣又爆，見他傳相來，整件
衣服都爆爆的，我未穿到他那般爆，所
以還在試身，有兩件給回他篩選要經他
批准！”記者笑她可以爆性感，施嬅笑
說：“我在山聰隔籬已經會好搶！”另9
日施嬅出現在尖沙咀香檳大廈，問她是
否開拍《金宵大廈》續集去看景？她表
示只是剛巧路過，還未接到開續集的消
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馬國明（馬明）、李施嬅、周汶錡、黃芷晴、王賢誌及張頴康等9日晚

出席時尚．懷舊探索之旅活動，馬國明成為了焦點人物。黃心穎與人夫許志安去年被爆於的士車廂內親

熱，自“安心事件”後，心穎避走美國，於最近才回港跟家人團聚，馬國明9日晚出席活動，被記者追問

關於心穎的事，他表示跟心穎始終都是朋友，並反對網民表示因心穎演出而罷看《丫鬟大聯盟》。

馬國明馬國明：：
無怨恨黃心穎

反對罷看《丫鬟大聯盟》

■黃心穎短髮形象獲馬國

明讚賞。 網絡圖片

■李施嬅（中）表示未收到《金宵大
廈》開拍續集的消息。左為張穎康。

■■李施嬅大露背性感示人李施嬅大露背性感示人。。■■馬國明承認有問候黃心穎馬國明承認有問候黃心穎。。

■■祥仔拖高永文醫生祥仔拖高永文醫生（（右右））上台跳唱上台跳唱《《
舊歡如夢舊歡如夢》》大搞氣氛大搞氣氛。。

■■男神彭于晏魅力沒法擋男神彭于晏魅力沒法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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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1/13/2019 -1/19/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3 14 15 16 17 18 19-Jan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深度國際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移民美國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走進萬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1/10/2020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41~42集 (重播)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3集 (重播)

電視劇《大境門》 第6~1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6~10集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電視劇《中國往事》 第41~42集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3集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易經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今日關注 (重播)

經典電影

出彩中國人

易經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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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生活化妝師

出彩中國人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美南大咖談

今日亞洲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首次披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社會傳奇、情感故事。

▲ 節目截圖
播出時間：
早上8：30首播，晚上22:30重播。歡迎準時收看。

▲ 節目截圖

《檔案》精彩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首次披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社會傳奇、情感故事。 檔案, 系檔紀
實欄目, 由一個特定嘅, 極具個性化的講述者 (主持人) 現場講述和展
示為基本形態, 節目形式以案件和事件現場實錄回放為線索, 首次披
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社會傳奇、情感故事等; 其內涵深外延廣。 
節目貼近百姓生活, 緊跟時代脈搏, 展現人生百態, 透視社會萬象。 
以前所未有的視覺衝擊力同 "新奇特" 角度探索世界, 找尋曾經嘅真
實所在同鮮為人知嘅事實真相。 
本期節目主題: 走火入魔的化學天才, 曾是法警的毒梟劉招華傳奇的
犯罪之路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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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風華》湯唯被吐槽
但朱亞文和導演這麼說

隨著《大明風華》的播出，湯唯的造型、演技

被吐槽，朱棣的下線方式、“朱氏壹家人”的家庭

化敘事風格等，也成為焦點話題。記者記者專訪導

演張挺和劇中朱瞻基的飾演者朱亞文，他們對這些

話題進行了回應。

記者：湯唯的電視劇首秀造型被吐槽，妳對她

的創作狀態做何評價？

朱亞文：美不美，好不好，各有所愛各有評判

。對我來說，只要我們的人物關系建立了，只要她

在我面前出現，就都是好的。我不能揣測或者對比

這樣的造型美不美，就像我們之前合作電影《黃金

時代》，我哪知道蕭紅應該長成什麼樣子？當她站

在我面前，她就是蕭紅。

記者：這次選湯唯做女主，是否有“水土不

服”的擔憂？

張挺：沒有擔憂，關鍵問題是電視劇演員和電

影演員之間的不同。電視劇演員反應很快，因為每

天的拍攝量很大，經驗更豐富，電影演員的表情不

會過分復雜，習慣演電影的演員表情會比較收斂，

但是電視劇中就顯得單壹。所以演不好的話就變成

“死臉”。實際上湯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對得起

自己的角色。

記者：朱瞻基的出場被網友評價為“廠裏廠

氣”的大明皇孫，妳怎麼看？

朱亞文：我能理解觀眾對這個角色的“誤解”

，但是這種角色的創作，其實是符合朱瞻基的秉性

和身份，這只是他的保護色。角色初期的設定是朱

瞻基處於爺爺朱棣的遮護之下，在二叔、三叔、朝

野的控制之下，不得不展現出玩世不恭和少不得誌

的狀態，我在表演時也選擇用較為輕浮的聲音和松

弛的表演狀態去完成前期皇孫的人物塑造。每個人

物角色都像輪班站崗，壹個接壹個地走上前臺。其

中裹挾著的最大事件就是靖難遺孤的復仇，從中可

以看到朱棣對靖難的反思。這在戲劇結構上非常有

趣，每個人物的命運都是大起大落。它不是慢慢悠

悠給妳抻到60集，最後再來壹個斷崖式的大結局。

記者：這部劇給人最大的新鮮感是演出了皇家

的尋常煙火氣，朱瞻基跟不可壹世的朱棣、漢王插

科打諢，感覺脫了那身華服就是胡同裏普通壹家人

的日常。妳相信皇家真的可以這麼毫無等級和戒備

的生活嗎？

朱亞文：妳看到的就是導演做到的，我們在開

拍之前，讀劇本的時候，導演就說他寫的並不是明

朝皇帝，他寫的是明朝第壹家庭，他是想把在歷史

事件背後的家庭糾紛是怎麼交流呈現出來。包括稱

呼都是爹、二叔，像這樣沒有階級的稱呼，我從壹

開始就相信也不會懷疑，因為在劇作裏他們就是父

母，如果我懷疑了就是這關系裏的敗筆。因為我這

個角色是最需要去串聯這些人物關系的，如果我自

己都懷疑，那麼這壹點就不存在了。比如說我們不

喜歡漢王，但他有身份、有爵位、地位、兵權。但

我還是他大侄子，在表演上我就要想辦法示弱，要

在這種強權面前生存下去。

記者：劇中朱瞻基對孫若微的感情貫穿了始

終，妳認為朱瞻基究竟是喜歡孫若微哪壹點？

朱亞文：我這個皇帝當得比較苦，壹生都在揣

測孫若微到底愛不愛我。孫若微給朱瞻基密封的生

存環境開了壹條口子，讓他透了壹口氣，跟這個女

人在壹起讓他可以暫時忘掉背後的那些人。朱瞻基

壹直希望得到認可，被爺爺、父親，也被孫若微認

可。求認可是這個人物身上的軟肋。

導演解疑答惑：不寫宮鬥是因為太殘酷
以“家長裏短”切入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

這段歷史，在導演張挺看來，“歷史”除了結果以

外，還提供給後人壹種對“過程”猜測的可能性，

歷史也是古代與當代人的壹種對話，是當代人通過

古人重新觀察自己的壹種方式。從《大明風華》

中沒有看到很嚴重的後宮鬥爭，是因為張挺認為

，明朝的後宮鬥爭比清朝後宮鬥爭殘酷很多。翻

開史書和去看大女主戲是兩回事。真正的女人之

間的宮鬥，極為血腥。明朝帝王又喜歡吃丹、修道

，欲望很重，像“紅丸案”，“移宮案”，每壹件

事都讓人不寒而栗，把這些東西展示出來給現代人

看真的好嗎？

而且明朝有野蠻的殉葬制度，在宮廷裏面看起

來冠冕堂皇，其實奉行的是“黑暗叢林”的法則，

野蠻又殘酷。我不喜歡美化這些劊子手，我也不希

望展現人性有多惡，這些黑暗面，

想了解就去讀書。這部戲的主旨，

是在講人在情感當中的困境和自我

拯救，講人的自我犧牲精神與對國家

的獻身，筆墨並不主要放在後宮，真

正寫到也是以諷刺和批判居多。

劇情沒有為朱棣洗白
在《大明風華》中，既有朱棣

殺伐鐵腕的展示，也有猶豫、不忍

、落淚以及召集自己兒孫讓其共同

起誓不能再沾自家人血等戲份，除

了強勢、計謀等，劇集也呈現出他

內心中的柔軟與懼怕。他趕走了建

文帝之後，拉著小孫子坐到金鑾殿

的房頂，流了兩行淚對孫子說，

“從今天起，爺爺是萬古不易的賊

了，我好悔”。他還直接對姚廣孝

說，做夢夢到他爹朱元璋，“心裏

怕得要死啊，難道我壹生的功績，

洗不清我的罪名？”

這些劇情讓朱棣與傳統的帝王形

象不同，也被認為有“洗白朱棣”之嫌。對此，

張挺表示否認，“沒有洗白，歷史上朱棣自己也不洗白。

”任何壹個時代裏，武裝叛亂，篡位登基，在儒家倫

理史官記載的傳統裏，都不可能是正面形象，都不會

被肯定。“這是朱棣身上的歷史汙點，毋庸置疑。當

朝的史官也不會避諱，這是壹種誠實的歷史態度，是

對後代兒孫負責的壹種態度。”

張挺說，朱棣壹生中做的事，實際上都是在彌

補，在爭壹口氣，雖然是篡位，但是自己能做得更

好，他有這樣壹種心態。“朱棣要做的比其他皇帝

還好，他雄才大略，五征漠北、修建紫禁城、

遷都、修《永樂大典》、派鄭和下西洋，重新疏通

運河，他自信功大於過。他雖是壹個有汙點的偉人

，但絕不辜負‘永樂大帝’四字的稱號。”張挺認

為，古代史官尚可秉筆直書，記錄歷史功過，走到

今天，我們更應該撕下皇權外衣，用平等的心態去

對待已經發生過的人和事。

朱棣壹代人幹了三代事
至於明朝朱棣這壹代真的很窮嗎？張挺認為朱

棣這個皇帝，他像獅子和老虎壹樣，對自己的死亡

有高度的精密設計，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知道自

己最後壹次征戰非常兇險，六十五歲高齡，苦戰不

退，親自上陣，死於榆木川，為自己在歷史上完成

了壹個定位。所謂“天子死社稷”。

明朝的財政很成問題，不是壹個“窮”字那麼簡

單，涉及政府財政預算問題。明朝每年的國民生產總

值，比如說收上來壹千五百萬兩白銀，如果不打仗就

沒問題，打仗會花很多錢。永樂壹朝，五次北征、修

陵、修城、編書、修運河等，每年財政預算赤字高漲，朝

廷就只能增發貨幣。我們都知道明朝的“寶鈔”，發

行過度就帶來通貨膨脹，為了解決通貨膨脹只有繼續

打仗。明朝不是窮，是朱棣愛折騰。這種“大帝”，

壹代人幹三代人的事，是所謂的歷史發動機。

《紅色》“續集”將播
“徐天”張魯壹改叫鐵林
諜戰劇《紅色》“續集”即將開播——《紅色》編導徐兵再度操刀電視劇

《新世界》，此番他不僅僅是編劇，還親自上陣擔任導演。劇中，孫紅雷、張

魯壹、尹昉變身“北平三兄弟”。

《新世界》講述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以金海（孫紅雷飾）、鐵林

（張魯壹飾）、徐天（尹昉飾）三兄弟為代表的小人物在大時代下求生尋“道

”的傳奇故事。據悉，《新世界》經歷了三年時間的創作和籌備，源自徐兵潛

心打造的原創劇本，從老北京城到置景占地近3000平米的京師監獄，力求還原

真實的時代背景。

在近日曝光的預告片中，孫紅雷飾演的大哥金海有仗義執著的壹面，也有

霸道狠硬的壹面，壹句“替妳平事兒”可以預見到三兄弟之間將發生不少精彩

故事。張魯壹飾演的二哥鐵林命運多舛，在兄弟

組合中是身份復雜的角色。之前他在《紅色》中

演繹了低調、智謀過人的“徐天”壹角，此番演

繹“鐵林”則頗具顛覆性。尹昉飾演的三弟徐天

有著熱血少年的意氣風發。三兄弟性格各異，在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們將打破重重危機，攜手

面對“新世界”。

除了三兄弟之外，《新世界》中女性角色亦

不可小覷。萬茜飾演女主角田丹，壹句“每壹天

都可能是最後壹天”為故事增加了緊迫感和沖突

感，而李純飾演的柳如絲則輕描淡寫地將金海、

鐵林、徐天三兄弟形容為“螞蟻”，這讓網友不

由猜測起其神秘身份。

《鶴唳華亭》收官 線下意境展同步揭幕
優酷熱播大劇《鶴唳華亭》VIP會

員迎來圓滿大結局，蕭定權歷經坎坷，

終於讓家國歸於安寧，和陸文昔有情人

終成眷屬。當天，融合了古典韻味與現

代科技的“瑰麗· 猶在境X鶴唳華亭——

觀念式數字意境展”也在北京嘉德藝術

中心揭幕，為廣大劇粉帶來壹場沈浸式

文化盛宴，延續劇集國風之美。

阿裏文娛集團CFO、《鶴唳華亭》

出品人兼項目負責人宇乾，《鶴唳華亭

》總導演楊文軍，總制片人黃錫龍、邸

省，主創鮑大誌、夏楠，總策展人、

GLA格蘭莫頤文化藝術集團創始人王雨

馨，GLA格蘭莫頤創始人沈曉峰，嘉德

藝術中心副總經理王彤等人出席意境展

揭幕儀式。優酷還發放寵粉福利，邀請

了數位VIP會員到場參展，共同見證展

覽揭幕。

作為年度精品口碑力作，由羅晉、

李壹桐主演的《鶴唳華亭》自11月在優

酷獨播以來，便憑借跌宕起伏的劇情和

精良考究的服化道，收獲了廣大觀眾的

關註和熱議，先後登頂全網多個權威熱

度榜單。

1月6日，《鶴唳華亭》大結局5集

壹次性更新。蕭定權和陸文昔千帆過盡

終歸圓滿，見到了屬於他們的“蜀中山

水”；蕭定權和蕭睿鑒這對“互虐父

子”也最終和解，深沈的父愛都化於父

親對兒子的“摸頭殺”之中。被劇情深

深打動的網友們在表示不舍的同時直呼

“想再看壹遍”。

優酷數據顯示，《鶴唳華亭》播出

至今，優酷VIP會員共貢獻了1.7億小時

的觀劇時長。此外，還有近6成用戶N

刷，通過反復觀看感受劇集的精良與細

膩。優美的臺詞、深厚的文化底蘊也為

《鶴唳華亭》吸引了大量高知用戶。據

優酷統計，《鶴唳華亭》追劇用戶中，

碩士學歷占比達到全站視頻內容基準

值的1.2倍，博士學歷占比是全站基準

值的1.3倍。不僅如此，這些用戶還自

發整理臺詞集錦、解釋生僻字詞、寫

“小論文”科普劇中的歷史典故，為追

劇而上頭。

對於廣大劇粉來說，《鶴唳華亭》

吸引人的不只是故事情節，劇中呈現的

經典場景及蘊含其中的文化意境和國風

之美也格外引人入勝，而這些正與中國

團隊GLA格蘭莫頤原創的，以數字藝

術和裝置藝術為介質、脫胎於東方美

學的觀念式數字意境展“瑰麗· 猶在

境”對意境和人文之美的探究和表達

不謀而合。由此，優酷充分發揮熱播

劇的長尾效應，聯合 GLA格蘭莫頤推

出“瑰麗· 猶在境X鶴唳華亭——觀念式

數字意境展”。

據介紹，“瑰麗· 猶在境X鶴唳華亭

——觀念式數字意境展”深度融合劇中

元素，既有由激光、投影和氣霧機雕琢

出的“雲軸入境”、“千裏江山”等科

技感十足的場景體驗，也有對《鶴唳華

亭》屏風定情、點茶等經典場景的還原

，包括劇中人物的日常便服、太子大婚

的華服、點茶茶具、圍棋等服飾和道具

也均在展覽中得以陳列。

這壹“劇集+展覽”的場景化創新嘗試

，將劇集的精品內容從線上搬到線下，依

托趣味生動的全景式沈浸意境體驗展現國

風魅力，不僅更好地滿足了廣大劇迷對影

視劇多元體驗的需求，也充分拓展了影視

IP再開發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間。



CC1111廣告
星期六       2020年1月11日       Saturday, January 11, 2020



CC1212廣 告
星期六       2020年1月11日       Saturday, January 11, 2020

从3月30日起
国航休斯敦-北京航线
增至每周七班

休斯敦始发至中国及亚洲，
特惠折扣进行中，详情
请登录www.airchin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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