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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oronavirus death toll
rises; New York, Los Angeles
region confirm new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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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orders force up to 60 million
Californians, New Yorkers to stay home

A message about
protecting
yourself from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s seen on
an electronic
billboard in a
nearly empty
Times Square
in Manhattan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

LOS ANGELES/NEW YORK (Reuters) - New York
and California imposed tough new restrictions, limiting
the activity of 60 million people in the two states to curb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and ordering all
non-essential workers to stay home.
In announcing Friday’s action, New York Governor
Andrew Cuomo pleaded for more medical personnel and
supplies to treat coronavirus cases that could overwhelm
the hospitals in his state of nearly 20 million.
“This is the most drastic action we can take,” Cuomo said
in announcing he would issue an executive order to mandate that 100% of the non-essential workforce stay home
and all non-essential businesses close.
“Remain indoors, go outside for solitary exercise,” he said.
RELATED COVERAGE
CDC reports 15,268 coronavirus cases, 201 deaths
Trump suspends payments, interest on U.S. student loans
See more stories
New York City’s Central Park was quiet but by no means
empty on a cloudy spring day a few hours after Cuomo’s
announcement.
Several bikers and joggers were on the pathways, most
alone but a few in pairs. The baseball diamonds, which
would be fought over by school teams in season any other
year, were empty.

“It’s real and it’s scary, I hate it,” said physical therapist Kerry
Cashin, 49, of the stay-at-home order. “I feel like I always
knew it was going to go this way, but it made me scared.”
Gabriel Stellar, a 29-year-old insurance broker, said he had
been the only one going into his office for the last several days
and he lived close by. “Now I just won’t,” he said.
Stellar agreed with Cuomo’s order. “How much worse can it
really get beyond ‘stay at home’?” he asked.
LIFE UPENDE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at has swept the globe has also
upended life in much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ast week,
shuttering schools and businesses, prompting millions to work
from home, forcing many out of jobs and curtailing travel.

empty Times Square in Manhattan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 March 20, 2020. REUTERS/Mike Segar
Venture capitalist Meredith Finn, 37, was walking her dog
Brady in the affluent West Los Angeles neighborhood of Brentwood, where streets were emptier than usual.
“It’s definitely the right move,” she said of California Governor Gavin Newsom’s open-ended order.
“We need to take it really seriously and prevent spread
of the disease. Obviously, it’s not the most fun to be
home alone but I’m taking my dog out for short walks.
I’m trying to stay in touch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with FaceTime and Zoom.”
More than 1,000 cases have been confirmed in California,
where 19 people have died.

In Berkeley, California, many more people were out walking their dogs, running and biking than on a usual weekday
morning, with pedestrians avoiding passing one another on the
narrow sidewalks by veering onto the nearly empty street.

Washington state, where the first U.S. coronavirus cluster
emerged, has since March 16 closed bars, restaurants and
recreation and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and has banned all gatherings of more than 50 people.

The health orders imposed on Thursday by California authorities on the state’s 40 million people also allow for outside
exercise as long as people stay six feet (two meters) apart.

More than 200 people have 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ver
14,600 cases had been confirmed by Friday, the surge in cases
reflecting an increase in testing. Health experts believe the
actual number of COVID-19 cases to be far higher.

A message about protecting yourself from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s seen on an electronic billboard in a n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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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 nations pump aid into battered economy
as coronavirus deaths in Italy overtake China
LONDON/MILAN (Reuters) - The world’s richest nations
poured unprecedented aid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on
Thursday as coronavirus cases ballooned in the new
epicenter Europe, with the number of deaths in Italy
outstripping those in mainland China, where the virus
originated.
With over 236,000 infections and more than 9,700 deaths,
the epidemic has stunned the world and drawn comparisons with painful periods such as World War Two,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1918 Spanish flu.
U.N. chief Antonio Guterres warned that a global recession, “perhaps of record dimensions”, was a near certainty.
“This is a moment that demands coordinated, decisive,
and innovative policy action from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es,” Guterres told reporters via a video conference. “We are in an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and the
normal rules no longer apply.”
Latest on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around the world
Explainer: What is herd immunity and will it affect the
pandemic?
See more stories
Tourism and airline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battered, as
the world’s citizens hunker down to minimize contact
and curb the spread of the highly contagious COVID-19
respiratory illness. But few sectors have been spared by a
crisis threatening a lengthy global recession.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said he expected
closure of the United States-Canada border to come into
effect overnight on Frida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is
expected to urge Americans not to travel abroad at all.
Markets have suffered routs unseen since the 2008 financial debacle, with investors rushing to the U.S. dollar as a
safe haven. Wall Street tried to bounce back on Thursday.
The benchmark S&P 500 swung into positive territory
after falling as much as 3.3% and was up about 1%. U.S. oil
prices rose 20%.
Policyma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Asia have
slashed interest rates and opened liquidity taps to try to
stabilize economies hit by quarantined consumers, broken
supply chains, disrupted transport and paralyzed businesses.
The virus, thought to have originated from wildlife in

An empty
Times Square
is seen on the
street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New York
City, U.S.,
March 18, 2020.
REUTERS/
Jeenah Moon

Friday.
Some 20,000 soldiers were on standby,
Queen Elizabeth headed for sanctuary
in the ancient castle of Windsor, and the
Tower of London was to close along with
other historic buildings.
Cases in Germany, Iran and Spain rose to
An empty Times Square is seen on the
more than 12,000 each. An official in Tehran street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coronatweeted that the coronavirus was killing one 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New York
person every 10 minutes.
City, U.S., March 18, 2020. REUTERS/
LONDON LOCKDOWN?
Jeenah Moon
Britain, which has reported 144 deaths, was “Many of us will need to find new ways
closing dozens of underground stations in
London and ordering schools shut from
mainland China late last year, has jumped to
172 other nations and territories with more
than 20,000 new cases reported in the past
24 hours - a new daily record.

of staying in touch with each other and
making sure that loved ones are safe,”
the 93-year-old monarch said in an
address to the nation.
“I am certain we are up to that challenge. You can be assured that my family and I stand ready to play our part.”
talian soldiers transported corpses
overnight from an overwhelmed cemetery in Europe’s worst-hit nation where
3,405 people have died, more than in
mainland China. Germany’s military
was also readying to help.

BUSINESS
“Economic Package Could Reach $1 Trillion And
Include Checks Of $2,000 For “Many Americans”

Trump Pushes For Massive Aid
From Congress, Checks To Public

Mnuchin told reporters: “It is a big number. This is a very unique situation in this
economy.”
It was also announced that Americans
will be allowed to defer up to $1million
in payments to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for 90 days, while corporations
can defer up to $10million. The IRS
wouldn’t charge interest or penalties for
the deferral, Mnuchin added.
Trump’s proposed economic package
alone could approach $1 trillion, a rescue
initiative not seen since the Great Recession. Trump wants checks sent to the
public within two weeks and is urging
Congress to pass the eye-popping stimulus package in a matter of days. At the
Capitol, Senate Maj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vowed the Senate would not
adjourn until the work was done.
“Obviously, we need to act,” McConnell said. “We’re not leaving town until
we have constructed and passed another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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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HINGTON (AP) — In a massive federal effort Tuesda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sked Congress to speed emergency checks
to Americans, enlisted the military
for MASH-like hospitals and implored ordinary people — particularly socially active millennials
— to do their part by staying home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As of Wednesday, the White House
is reportedly in talks to send checks
of $2,000 to ‘many Americans’ in
the next two weeks. According to a
two-page notice from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an emergency $1 trillion stimulus package could send
two $1,000 checks to many Americans.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says
the first payment would be made on
April 6, with a second coming May
18.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 the
total $500billion in payments would
be “tiered based on income level and
family size.”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also sug-

gests funnelling $50billion to the airline
industry, $300billion to small businesses
and $150billion to other “severely distressed sectors of the US economy”.

The treasury also suggests funneling
$300bn to small businesses. (Photo/Reuters)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warned Republican senators this morning
that without actio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could drive up US unemployment
to 20 percent and encouraged them to act
on economic stimulus measures, totalling
$1billion.

Senate Maj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But first, McConnell said, the Senate will
vote on a House-passed package of sick
pay, emergency food and free testing,
putting it back on track for Trump’s signature — despite Republican objections.
It was a signal of what the GOP leader
called the “herculean” task ahead. Young
adults, in particular, are being urged to
quit going out because even seemingly
healthy people can be spreading the virus
that causes the COVID-19 illness. After
a bad start at the first of the week, the
stock market rose as Trump and aides
sketched out elements of the economic
rescue package at a briefing. Economists
doubted that would be enough to stop
millions of jobs losses, even in the short
term.

US stock markets surge on new coronavirus measures.
Bigger than the $700 billion 2008 bank
bailout or the nearly $800 billion 2009
recovery act, the White House proposal aims to provide a massive tax cut for
wage-earners, $50 billion for the airline
industry and $250 billion for small businesses.
The amount that would be sent out in
checks Americans is not yet disclosed.
The White House said it liked GOP Sen.
Mitt Romney’s idea for $1,000 checks,
though not necessarily at that sum and
not for wealthier people.
“This is a very unique situation,” said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 Mnuchin, as
he exited a private briefing of Senate Republicans. “We’ve put a proposal on that
table that would bring close to a trillion
dollars into the economy.”
Senate Democrats produced their own
$750 billion proposal, which includes
$400 billion to shore up hospitals and
other emergency opera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global pandemic and $350 billion
to bolster the safety net with unemployment checks and other aid to Americans.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 Mnuchin.
“The aid has to be workers first,” said
Senate Minority Leader Chuck Schumer.
Schumer also said it’s time to call out the
National Guard to provide additional security as communities become impacted
by the crisis.
The slow-moving Congress is being
asked to approve the far-reaching eco-

nomic rescue as it tries to rise to the occasion of these fast times.
A roster of America’s big and small industries — airlines, hotels, retailers and
even casinos — lined up for hoped-for
aid.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recover from
the new viru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eople with mild
illness recover in about two weeks, while
those with more severe illness may take
three to six weeks to recover.

U.S. mask companies are already going into production overdrive.
As Congress considered aid, the Pentagon on Tuesday said it would provide 5
million respirator masks and 2,000 specialized ventilators to federal health authorities. And Medicare was immediately expanding coverage for telemedicine
nationwide to help seniors with health
problems stay home to avoid infection.
Much about the proposed checks is not
known, such as whether the amount
would vary by the income of the recipient or whether everyone would get the
same sum.
“We need to pay people to stay at home,”
said Heidi Shierholz, a senior policy analyst at 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a
liberal think-tank. The group predicted
that without a huge stimulus package,
the U.S. economy could lose three million jobs by this summer.
Economists from both parties endorsed
mailing of checks of at least $1,000 to
all American households as the quickest
way to offset the sharp slowdown in economic activity. (Courtesy ap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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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PM Johnson gives daily address to nation on coronavirus in London

A man holds a gun displayed at Shore Shot Pistol Range gun shop, amid fears of the global growth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cases, in Lakewood Township, New Jersey

Senate lunch meeting on response to coronavirus outbreak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People and cars queue at the drive-in counter of a construction market during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Guns are displayed at Shore Shot Pistol Range gun shop, amid fears of the global growth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cases, in Lakewood Township, New Jersey

A man grabs a gun displayed at Shore Shot Pistol Range gun shop, amid fears of the
global growth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cases, in Lakewood Township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attend a meeting at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headquarters, in Washington

Guns ready to be shipped to customers are displayed at Shore Shot Pistol Range gun
shop, amid fears of the global growth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cases, in
Lakewood Tow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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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House Considering Mailing Checks To Americans
To Combat Economic Impact Of Coronavirus Outbreak

Americans Could Get TWO Checks
By May Under Trump Plan To
Save Economy From The Virus

cans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Tuesday.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said
Trump wanted Americans to get relief
as soon as possible.
“Americans need cash now, and the
president wants to get cash now,”
Mnuchin said Tuesday. “And I mean
now, in the next two weeks.”
Trump is pushing the Senate to act
quickly. “The president has a pretty
specific goal on all of us by suggesting
that the checks go out by April 6th,”
said Sen. Kevin Cramer, R-N.D.
The disbursements are likely to be targeted based on means and family size,
Sen. Josh Hawley, R-Mo., and a Senate
aide told NBC News.

As the virus continues to batter
the country, Americans may
get two checks under Trump’s
plan to salvage the economy
President Trump with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Steven Mnuchi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will ask
Congress for $500 billion in direct
payouts for taxpayers as part of a $1
trillion stimulus package to combat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ccording to a proposal
obtained by NBC News.
The two rounds of direct payments to
taxpayers, each totaling $250 billion,
would be sent on April 6 and on May
18, according to the proposal. They
would be tiered payments, with the
amounts based on income level and
family size, the proposal says. Both payments would be for the same amoun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as asked
about the proposal at a coronavirus
briefing at the White House on Wednesday. “I don’t want to get in that right
now” because “different numbers” are
being discussed, he said, but he added,
“We want to go big.”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is reportedly set to ask Congress for $500 billion in direct payouts,
on April 6 and May 18.
The Treasury is also asking for $50

billion for the airline industry, a small
business interruption loan program of
$300 billion and $150 billion for other
distressed sectors, the proposal said.

Trump said they wanted to ‘go bill’
on the cash payments. (Photo Mega
Agency)
Trump had initially favored a payroll
tax cut to bring relief to Americans
struggling financially, but a number of
lawmakers across party lines have been
pushing for direct payments to Americans.
The White House first floated its support
for sending checks directly to Ameri-

Sen. John Cornyn, R-Texas, told reporters the direct payments were being
considered for a third set of coronavirus
relief measures, which the Senate is
planning to tackle after voting Wednesday to pass the second package, which
includes provisions for free coronavirus
testing, food assistance and unemployment protection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send people checks. (Photo/Mega
Agency)

“The third piece will be composed, I
think, of direct payments to those individuals who are not getting a paycheck
now,” Cornyn said.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the fastest way [is] to get
that money to them to get them over the
hump during this period during which
their employer shut down, and as well
as what do we need to do to keep the
airplanes flying and the hotel industry
that employs an awful lot of people in
keeping their viability.”
On Monday, Sen. Mitt Romney, R-Utah,
proposed giving every adult $1,000 to
help meet financial obligations. A group
of Senate Democrats, led by Michael
Bennet of Colorado, Cory Booker of
New Jersey and Sherrod Brown of Ohio,
proposed sending as much as $4,500 to
each American.
Not every lawmaker is on board.
Sen. Lindsey Graham, R-S.C., said he
wants the stimulus to focus on ensuring
that small businesses can continue to
pay their employees.
“I’m not looking to send people a
government check. I’m looking to keep
their paychecks coming. And if we don’t
do that, we’re making a huge mistake,”
Graham told reporters Wednesday, adding that $1,000 checks wouldn’t really
get “you anywhere, because there’s
no place to
spend a thousand dollars.
Trump has
kept spirits
up on TwitterCredit:
Twitter
NBC News
reports this
proposal is
part of a $1
trillion stimulus package
to rescue to
the flailing
US economy battered by the impact of
the deadly virus.
Under this emergency measure,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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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ers would receive two payments on
April 6 and May 18, which would cost
the government $250 billion each.
Previous reports indicate this cash
injection from the Feds could amount to
$2,000 per payment.

The payments would be tiered and
based on income level and family size,
according to the proposal obtained by
NBC.
During a press briefing on Wednesday,
Trump kept the specifics under wraps
because “different numbers” were being
discussed but they planned to “go big.”
Although Trump touted a tax cut for
cash strapped Americans during the
ongoing crisis, lawmakers emphasized
the need for direct payments to keep the
economy afloat.
The news comes after the president
signed an economic relief bill to
enhance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and provide Americans with $1billion
in food aid. (Courtesy https://www.
nbcnews.com/)

副刊

全球冰川融化，不一定都是负面的
地球并不总是被冰覆盖的，在 5000
万年前的始新世，地球实际上是无冰的
。
如今的地球貌似正在退步。过量的
温室气体，全球变暖，冰原也在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融化。
格林兰冰层如今每年的消融量是过
去的 7 倍还多，若以这样的速度继续，
十年后，这里的冰将不再存在。
若真的有这么一天，极地的冰消失
了，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人类又将面临
什么样的世界？
关于这个话题，科学家们已经做了
很长时间的研究，毕竟冰川危机早已发
生，人类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于是科
学家们给出了将来或许会发生的事情清
单。
北极熊将被推到灭绝的边缘
如果地球顶部的北极冰消失了，作
为顶级捕食者的北极熊将会灭绝，据科
学家推测，到 2050 年，没有冰的北极，
可能会成为开放的海洋，而生活在开放
水域的虎鲸将取代冰上的熊，成为北极
的新王者。
考虑到母海象会把幼崽放在冰上的
事实，海象会大量死亡，但不至于完全
消失。
重要的是，这几种动物的遭遇，只
是众多极地动物中小小的一部分，他们
又将面临什么？
因纽特人的生活方式将被摧毁
因纽特人，也就是我们爱斯基摩人
，如果冰盖融化，他们将不得不改变整
个生活方式。
加拿大一名因纽特人认为，目前北
极变暖的情况，让他们不得不面临彻底
改变因纽特人身份的危机，如果迁移到
气候更温暖的地方去，那么他们将不再
是传统的因纽特人，无法继续延续千年
的传统生活，生活也将失去意义。
“没有冰，我们什么都不是！”
史前病毒来袭
生物学家认为，如果冰原融化，目
前困在冰层中的史前病毒会被释放出来
。
科学家们在西藏古丽雅冰冠采用了
两个冰核样本，一个可以以追溯到 520
年前，而另一个则保存着 1.5 万年前的沉
积物。
经研究后发现，样本中的病毒，只
有 4 种是已知的，而另外 28 种是从未见

过的。
试想如今肆虐的新冠状病毒，尽管
我们了解冠状病毒，在非典时期也曾和
类似病毒交过手，但是仅仅因为病毒的
不同，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更何况在永冻层中，高比例的未知
病毒和细菌，若真的释放出来，我们又
会面临什么，难以想象。
地球会更热
不管冰盖以何种方式或何时融化，
冰盖的消失将导致地球变暖。
阳光照射在冰上时，由于光的反射
，白色的冰会阳光反射回大气层，因此
一旦冰层融化，冰层成为开放性水域后
，水会吸收太阳的所有辐射。
不仅如此，融化的冰会释放出更多
的温室气体。
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就曾宣称，仅仅
2012 年减少的冰原，就导致地球增量了
相当于人类大约 20 年的二氧化碳。
最终，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温暖的
星球。
天气会变得很奇怪
大规模冰雪融化后北极的温度升高
，天气会变得相当糟糕。
例如，从西向东的急流流动速度可
能会大幅度减慢，这是一个大问题，因
为急流控制着风暴的形成和移动。我们
将看到更持久的天气状况和更长的雨雪
天气。
这不仅仅是降水的问题，在夏天，

将面临更长的干旱和热浪。
可能会发生大地震
如果冰原融化，还有很多其他的灾
难等着我们。
例如，澳大利亚科普杂志编辑安东
尼· 福德汉姆认为，南极洲冰层的融化
可能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大地震。
福特汉姆将地球比喻成一个有凹痕
的乒乓球，而凹痕则是南极洲表面巨大
冰层压迫所致，如果移除冰层，地壳就
会慢慢凸起，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强
烈的地震活动。
这还不是全部，这种震动可能导致
南极的活火山喷发。
一天时间会变长
威斯康星大学格林湾分校的史蒂
芬· 达奇认为，北极冰盖的融化将使我
们的一天的时间变长。
冰原融化如何延长我们的时间?
融化后的水，从高纬度地区流向低
纬度地区，就像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把
手臂抬起远离身体一样，重新分配的水
会影响地球的所谓“惯性矩”，地球的
自转速度会稍微减慢，一天的时间或许
会增加 2/3 秒。
当然，很多科学对于这个言论并不
在意，认为有点高估了冰的力量，毕竟
冰川融化时有发生。
佛罗里达将被洪水淹没
如果所有的冰川和冰盖都融化了，
佛罗里达将永远消失，淹没在 216 英尺

高的海水中。
根据国家地理杂志 2013 年发表的专
题文章《如果所有的冰都融化了》，认
为整个大西洋海岸将被淹没，而墨西哥
湾海岸将被烤焦。
基本上，所有的沿海城市，包括伦
敦、纽约和东京，都会遭遇水世界的待
遇。
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将会崩溃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冰盖和冰川都融
化了，永冻层也会融化，将会导致许多
基础设施坍塌。
据报道，这种情况已经在阿拉斯加
发生了。
永久冻土层正在不均匀地下沉，导
致高速公路、管道、铁路、跑道和其他
基础设施坍塌。修复成本增加，到 2034
年，维护这些基础设施的成本将增加
10%到 20%。
可能会出现内乱和战争
这个观点有点理论化，但来自迈阿
密大学的哈尔· 万利斯博士确信，不断
上涨的洪水可能会导致大部分世界文明
崩塌。
假设极地冰盖瞬间融化，使迈阿密
和伦敦等大城市淹没，将造成大规模的
难民问题。
即使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到下个
世纪，海平面上升后，数百万人将不得
不迁移，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迁移这么
多人，也会造成混乱。

我们极有可能看到内乱和战争。
将会有新的“跨北极”航线
冰川融化并不是只有悲观和灾难，
我们将获得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新航
线。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估计，
到 2050 年，普通的开放水域船在温暖的
月份穿越北极的难度将会降低，而更大
更强大的冰雪加固船就能轻易开拓出新
航线。
很明显，有了新航线，就会影响全
球的贸易。
人类将获得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
北极只有冰吗？
显然不是，北极是个非常富饶的地
方。
据不完全统计，北极拥有 900 亿桶
石油和 1669 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分
别占地球石油储量的 13%和全球已探明
天然气储量的 24.3%。
如此大的能量资源，各国虎视眈眈
，但苦于现实问题，一直没有进展。
2015 年，有公司曾试图在北极开采
石油，但因为严酷的环境放弃了，损失
了数十亿美元。
除了政府的“重大监管限制”，最
大的因素是严冬的天气和危险的浮冰。
因此，一旦所有的冰都消失了，那
么石油公司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就会少
一个障碍，我们更有机会获得大量能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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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美国，不知道这些可能就要吃大亏了
去年，我终于修完了在美国的本科
学业，现在在洛杉矶一家公司工作，爱
好写作的我，终于有时间回顾自己的留
学之路。
五年前，当我好不容易拿到了梦想
中的美国大学的 offer，以为遇到的就是
美好的校园生活时，万万没想到，在头
一年，遭遇的挫折已让我和我的父母来
了个措手不及，也吃了不少的亏：
1.转账汇款问题
有过在美国银行开户经历的人都知
道，整个流程不仅效率颇低，还要填上
一沓子密密麻麻的英文表单，实在是太
繁琐了。此外，因为到了开学季，新一
批学生入校，一般都会选择在大学附近
的银行扎堆开户，排起队来简直称得上
“天荒地老”。
而我初至美国，本来事情就多，除
了缴纳学费，支付房租，购买生活必需
品学习用品，还要参加开学讲座、咨询
老师选课、安置住处，但是国内带来的
有限的现金早早就用完了，没有银行账
户，这些事统统没法办，那些日子非常
的忙乱，也使得我丢三拉四，竟然把护
照给搞丢了，找了三天才找到，期间耽
误了不少事。
现在想来，如果能事先在国内开好
美国账户，那就太省精力和时间了。
在此我的一个经验是：
最好选择在全球各地都有网点的银
行，这样转账没那么繁琐，还省手续费
。或者，选择可以开子女账户的银行，

家长开好账户，孩子可以预先领取一张
提款卡。到了美国后，可以直接用这张
卡在当地 ATM 取钱，这样也很方便。
2.住房问题
由于不熟悉环境、不了解租房行情
，也不容易了解该区域的治安状况，我
和不少去美国读本科的留学生一样，第
一年选择宿舍。通常来说，在拿到 offer
的时候，就要着手准备申请宿舍的事情
，申请结果大约会在 5、6 月左右收到。
如果接受学校提供的宿舍，则需要支付
一笔相当于宿舍费的保证金。
这方面我有着惨痛的经历。第一年
我就搬家两次，先是住宿舍，后面又在
外租房，期间搬家让我苦不堪言。
因为校外租房的话，大多数租房中
介和房东会要求租客支付第一个月和最
后一个月的租金，同时提供收入证明、
信用评分和押金等等。仅仅是搞定这些
文件，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真是留学
路漫漫。
在此友情提醒：
关于海外住房的订金等问题，最快
捷并且稳妥的解决方法之一便是提前开
立一个美国账户，无论是给学校还是给
房东转账，以及之后的租金、水电费、
手续费，都可以轻松搞定。一些房东也
接受用美国账户的财产证明代替收入证
明，文件方面的难题也一并解决了。
3.人民币汇率问题
除了转账和租房，当时我父母非常
关注的，还有一个是汇率问题。汇率一涨

，生活里方方面面的成本都开始增长。
比如，此前我去美国前没有银行账
户，到了之后才开户，然后父母汇款过
来。我那时算比较幸运的，汇率变化没
现在这么夸张，平常也不怎么关注汇率
，因为汇率几乎一直在 6.3:1 左右，但是
今年人民币贬值得厉害。听一个师妹说
，她因为有美国帐户，今年三四月份汇
款到美国账户的钱，按上周的汇率计算
，已经升值了六万多人民币。
相反，如果你没有提前开户，没有
在汇率低的时候购汇汇款，到了美国才
开户汇款，就会凭空损失不少。
有备无患：所以，我需要在此提醒
正为孩子备战美校的父母们，尽量选择
可以外汇限价买卖服务的银行，这样可
以提前设立好目标汇率，等达到时就会
自动兑换，这样就不用时常盯着汇率了
，还能省钱。
4.看病问题
美国大学一般会强制国际学生购买
学校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想必大家和
我一样，都是到了美国才买的吧。但是
我经历了之后才知道，这份医疗保险的
保额和保险范围非常有限，我的大学室
友，一位贵州来的姑娘，她刚来大学一
个月就遭遇了胳膊骨折，你猜，除去保
险公司支付之外，她付了多少？整整 1
万 8 千美金。
所以，作为过来人我要特别提醒：
在买保险时，至少要买医疗险和意
外险，如果资金不是问题，可以买一份

可以全面保障的保险，这样更有保障。
5.海外置业问题
除了以上这些需要操心的小细节外
，现在已经在美工作的我时不时在想，
当初如果我决定毕业后就留在美国，除
了 H1B 签证外，我还会考虑什么呢？没
错，那就是每个中国人都会想到的海外
置业问题——美国买房。
因为美国买房买车需要贷款时，个
人的信用评分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这是
我真实的经历：到了美国的第三年，实
在是受够了来回搬家，我和我的室友，
在父母的支持下在美国买了公寓。我和
室友买的是同一栋楼，同一户型，价格
也一样的房子。但她可以贷款，我却必
须一笔付清，就是因为她在申请美国大
学时就很有远见的开好了美国账户，比
我多了近一年的信用评分。
因为在美国买房，除了一笔付清，
还需要信用评分。信用良好的话，首付
30%至 40%就可以。还有，信用评分的
高低，会影响贷款利率的高低，所以趁
早累计信用评分真的是特别的有用。
根据我的经验，有一点也需要特别
了解：
很多人认为信用记录到了美国后会
清零，其实也有办法解决的，比如可以
把信用记录转移了，具体操作也很简单
：将自己在香港账户的还款记录转移至
美国账户下，这样就不会从 0 开始了。
我室友就是这么干的：）
希望我可以通过这篇攻略，帮助现

在想留学的同学，少些弯路，少吃些亏
。其实，选择一家提供全方位环球银行
业务的银行是必不可少。一方面，通过
银行在到达美国前就提前开立一个美国
账户，交申请费、缴学费、房租定金等
难题便会迎刃而解，免去转账汇款方面
的繁琐步骤；另一方面，它的环球网络
和资源还可以帮你化解保险、海外置业
等难题。
一位留学生的忠告：去美国，不知
道这些可能就要吃大亏了一位留学生的
忠告：去美国，不知道这些可能就要吃
大亏了
在 10 月于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进行
的SAT考试现场，汇丰银行于二楼特设专
区，提供无需预约、免手续费的即时开户
，助留学生率先迈出留学无忧的第一步。
除了现场开户，汇丰更为家长和子
女准备了丰富实用、直击要点的留学资
讯。从出发准备、到达安排，到身处美
国后的海外置业与当地文化等一系列问
题，一并给出解决方案。
一家靠谱的银行，不仅能够提供便
捷细致的服务，更会为客人提供专业周
全的留学金融方案，让留学家庭的子女
求学路无后顾之忧。
关于汇丰
在此特别提醒，一定
要磨刀不误砍柴工，提前准备好美国账
号，提前累积信用分，不要像我当年一
样，等去了美国，遇到这些麻烦之后，
父母和我都只能干着急，于是走弯路吃
大亏。

原来在美国生孩子这么贵
美国一向因为社会制度完善，被
很多人所向往。然而医疗制度的种种
问题却让很多家庭的幸福蒙上阴影。
有时候，很多普通美国家庭根本无法
承担，尤其在婴儿出生后，来自医院
的账单就会“泛滥成灾”。
知 名 新 闻 社 交 网 站 Reddit 前 段 时
间有个话题——“剖腹产需要多少钱
”，引发了大量讨论，有近 6000 条评
论。许多人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评论对此十分震惊，也在质疑美国医
疗制度的合理性。
这 份 账 单 的 总 计 有 41,158.50 美 元
（约合 26.1 万元）。
其中
药 物 费 用 ： 12662.5 美 元 （ 约 合 8
万元）
包 括 486 美 元 的 麻 醉 费 用 （ 约 合
3082 元 ） ， 处 方 药 和 普 通 药 物 合 计
12176.5 美元（约合 7.72 万元）输血、
化验等：4186 美元（约合 2.65 万元）
包 括 化 验 1920 美 元 （ 约 合 1.22 万
元），普通费用 1710 美元（约合 1.09
万 元 ） ， 血 液 科 556 美 元 （ 约 合 3526
元）
医务费用：18744 美元（约合 11.9
万元）
新 生 儿 看 护 2888 美 元 （ 约 合 1.83
万 元 ） ， 恢 复 产 房 2706 美 元 （ 约 合
1.71 万元），待产房 5831 美元（约合
3.7 万），护理 986 美元（约合 6235 元
），PT 测试 264 美元（约合 1674 元）
，手术室 4957 美元（约合 3.14 万元）
，超声波 897 美元（约合 5689 元）
医 生 费 用 ： 5566 美 元 （ 约 合 3.53
万元）
听 诊 215 美 元 （ 约 合 1363 元 ） ，
手术 5145 美元（约合 3.22 万元），手
术补贴 422 美元（2676 元）
在美国生孩子真的成本惊人。
四万多美元可以付一套房子的首付，
或者在私立大学读一年的学费，说夸
张一点，还可以环地中海游玩一个月
。
与顺产（即自然的阴道分娩）相

比，剖腹产确实产生了很多额外的费
用，增加了大概 5000 美元！这笔钱要
支付多开的药物和一些产后恢复的费
用，显然医生们认为这是必要的，因
为必须要保证产妇和婴儿的安全。
一位网友写道： 之前我顺产过
三次，即使我们有“很完善的医疗保
险”，账单也不便宜。在怀孕过程中
，因为预期账单已经非常高了，医院
建议在每个孩子出生前几个月提交
“支付计划”（即分期付款协议，指
与某个部门达成协议，不用一次性付

清费用）。
因此每次我们去做检查的时候，
都会先付出一部分钱，这就避免了孩
子出生的时候，像我们这样年轻的父
母拿到一份填着天文数字的账单。
这 位 美 国 社 交 新 闻 网 Reddit 用 户
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根据《妇女健康
》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在医疗保险已
经承担一部分费用的情况下，还要支
付上千美元的情况并不少见。
一位母亲说，“我们从产科医生
那 里 拿 到 的 账 单 就 大 约 有 3000 美 元

——还不包括任何医院和麻醉科医生
的费用。我们想到了费用会比较高，
因为我们的保险不是最好的，但自从
生产后感觉来自医院账单就没有停止
过。我们还没准备好，就要为这个孩
子支付各种账单。
下一次怀孕的时候，我们将把钱
放在我们的 HSA（健康储蓄账户）上
边 。 最 后 他 们 一 共 支 付 了 6000 美 元
。 （HSA： 全 称 Health Saving Account，投保人必须加入高自付的医疗
保险计划，然后用账户内的钱支付医

疗 费 用 ， 但 是 享 受 100% 免 税 待 遇
（存入金额每年有一定限制）。高自
付保险的保费较低，这种计划比较适
合于大病保险。）
另 一 位 网 友 在 Reddit 上 的 一 篇 文
章中写道: “我住在德克萨斯州的东
北部，妻子在 2014 年 9 月生下女儿的
时候，也必须做剖腹产。生产过程不
太顺利，妻子在产房差不多待了一天
一夜。
当我从医院和保险公司拿到账
单时，总额超过了 2 万美元（部分
原因可能因为不在大城市，所以没
有买很好的保险）。还好最终保险
公 司 负 担 了 8000 美 元 ， 我 们 自 己 先
掏 了 大 概 3000 。 去 年 9 月 的 时 候 ，
我才还清了生女儿这笔钱。”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母亲
剖腹产比例的上升，这些成本在短
期内不太可能下降。根据《父母》
杂志的报道，现在有约三分之一的
女性通过剖腹产分娩。有时是他们
自己计划的，有时是根据临产前情
况决定。
对于那些不打算做大手术的女性
来说，想象一下当账单寄来的时候，
她刚刚康复，现在发现欠医院将近 8
个月的工资，是什么感受。
帖子发出之后，也引来其他国家
网 友 的 关 注 ： “3000 美 元 是 一 个 大
数目，生一个孩子就要掏这么多真的
负担不起。”
另 一 位 Reddit 网 友 评 论 道 ， “ 我
不敢相信这发生在一个‘发达’国家
；作为一个欧洲公民，我真的无法理
解…美国真的需要好好完善下医疗系
统，因为这是一个像样的国家的支柱
。”
虽然带来一个新生命没有一个
明确的标价，但是按照这个医疗成
本上升的速度，越来越多的年轻夫
妇会在这方面三思而后行；或者当
他们成为世界上最现代化国家之一
的年轻父母时，会因为生育而负债
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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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目前5個免費冠狀病毒檢測點向公眾開放
（本報訊
本報訊）
）從本週四開始
從本週四開始，
，休斯頓已經推出了一共
共 5 個免費的冠狀病毒檢測點
個免費的冠狀病毒檢測點，
， 這也是美國總統川普退
出防疫救助項目之後，
出防疫救助項目之後
，休斯頓當地政府推出的防疫干預
。
美國民主黨德州議員 Sheila Jackson Lee 作為國會疫情
小組負責人本週三晚上宣布了推出免費測試點的消息，
小組負責人本週三晚上宣布了推出免費測試點的消息
，
她表示，
她表示
，測試點將實施 2000 個有關冠狀病毒的測試
個有關冠狀病毒的測試，
，只
要有發燒，
要有發燒
，咳嗽或者是呼吸短促等症狀的居民都可以到
測試點進行免費的測試。
測試點進行免費的測試
。
儘管測試是免費，
儘管測試是免費
， 但是參加測試的人必須有以上的
病情症狀。
病情症狀
。
德州議員還表示，
德州議員還表示
，未來將開放更多的不用下車即可檢測
的地點，
的地點
，讓其流程更加順暢
讓其流程更加順暢。
。並且方便老人檢測
並且方便老人檢測，
，在 24
小時內獲得檢測結果。
小時內獲得檢測結果
。
下週，
下週
，此檢測從周一至週五上午 8 點至晚上 8 點繼續

進行。
進行。
目前的五個免費檢測點地點為：
目前的五個免費檢測點地點為
：
United Methodist Medical Center
ADDRESS: 510 West Tidwell Houston Texas 77091
Legacy Fifth Ward
ADDRESS: 3811 Lyons Ave Houston Texas 77020
Legacy Montrose
ADDRESS: 1415 California St Houston Texas 77006
Legacy Southwest
ADDRESS: 6411 High Star Drive Houston Texas 77074
Butler Stadium
Details from Google Maps
13755 S Main St, Houston, TX 77085
（直通車不下車即可檢測
直通車不下車即可檢測）
）

3月20日疫情更新：休斯頓地區感染人數89人
（本報訊
本報訊）
）休斯頓地區冠狀病毒感
染人數週五哈瑞斯郡新增 9 人，年齡從
20 歲到 60 歲不等
歲不等，
， 目前感染人數增至
至 89 人 ， 以下是各個郡縣的感染人數
。
哈里斯縣 33 例
休斯頓 11 起
本德堡縣 19 宗
蒙哥馬利縣 9 例
布拉索里亞縣 5 例

加爾維斯頓縣 4 例
馬塔哥達縣 3 例（1 死亡）
布拉索斯縣 4 例
一共：89
週五，第一個不下車檢驗冠狀病毒
測試點在休斯頓正式使用，另外的叁個
測試點仍在計劃當中。
休斯頓市長特納表示第一個檢測點
，位於 South Main Street，特別地點為
Butler Stadium，是休斯頓市唯一一個向

公共開放的病毒檢測點，本週六，這個
檢測點將對 65 歲以上的老人進行檢測
，週日，將對所有人開放。市長還不足
，計劃到此參加檢測的居民必須首先完
成一項預先測試，這個過程可以在網上
或者是在電話上進行，如果沒有提前完
成這個程序的居民是無法到檢測點進行
測試的。

美政府考慮收集手機數據幫助抗疫
（本報訊）美國政府正與 Facebook，谷歌及其他科技公司討論利
用美國智能手機上的位置和移動數
據來對抗新冠狀病毒的可能性。
一些技術倡導者認為，這一努
力可能有助於改變這些公司在數據
隱私方面的敘事。
一位知情人士說，與白宮科技
辦公室和美國創新辦公室合作的 60
家科技公司組成的工作團隊正在推
動利用位置數據的工作。參與的包

括 Facebook，谷歌，推特，優步，
蘋果，IBM，以及哈佛和其他機構
的公共衛生領導人。
美國官員們認為，從智能手機
中收集到的數據可以幫助他們預測
下一輪病例將在哪裡，以及最終向
哪里分配更多的醫療資源。
風險投資公司 Hankar 的合夥人
喬什•門德爾松（Josh Mendelsohn）
表示：“工作組的任務很簡單：利
用技術界的專門知識，向白宮和其

他公共衛生官員提出建議，幫助減
輕這種疾病的影響。我們正在與各
領域的專家合作，尋找產生影響的
方法，同時保持所有技術對消費者
的現有承諾。”
消息人士說，美國政府已經被
提供的技術幫助重疊沒了，工作組
一直在整理和分析各種解決方法，
替代和建議，重點放在四個領域：
位置數據，臨床數據，社會隔離問
題和遠程保健。

副刊

有时候，你要学会让别人不爽

对现在的我们来说，表达爱和喜
欢已经是生活中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情，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还不太会
去表达恨。
原因很简单，恨传递的是一种敌
意，展现的是一种攻击性。
当你很认真地对另一个人说“我
恨你”时，可能你们这辈子的关系就
完了。
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压抑了自
己的这种攻击性。
这种压抑或者说抑制具体表现在
：
1. 从 不 会 对 身 边 的 人 提 出 要 求 ，
怕麻烦别人。
我有一位朋友，人很善良，别人
有什么需要总是很热心的帮忙。
有一次她生病了，但是为了不给
同事添麻烦依然坚持来上班。
领导看她脸色实在太差，提出送

她去医院看看，但是她坚持说没问题
的。
后来实在扛不住了，就自己一个
人去医院（谢绝了同事们的陪同）。
结果到医院一看，高烧 40 度，差
点到要住院的程度。
不愿麻烦别人的人，经常会有这
样一种错觉：一旦求助别人，用别人
的时间和精力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对
别人来说就是一种损害，内心会有不
安。
所以，他们会尽可能的自己去搞
定一切事情，能不麻烦别人就不麻烦
。
其实他们忽略了，其实每个人都
有为别人付出的意愿的，因为在付出
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到一种强烈
的价值感和自我认同感。
所以，有时候的麻烦并不真是麻
烦。

2. 面 对 别 人 的 不 合 理 要 求 ， 不 会
说不。
有一位女生和她一位女性朋友合
租住在一起，有一天那位女性朋友说
自己男友临时过了住几天，问她可不
可以？她虽然很不愿意，但碍于情面
还是答应了。
结果她住了半个月的客厅，起居
生活上也是各种不方便。
不会说不的人，只看到拒绝别
人会让别人不舒服，伤害到别人的
感受。
似乎一旦说不，自己就不是一
个好人了。
但是他们忽略了，别人对自己
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本身，就已经先
对自己施加了伤害。
所以，及时的说不，不是在伤
害 别 人 ， 而 是在制止别人对自己的
伤害。

可惜，有时候我们只看
到了自己的攻击性，而看不
到别人的攻击。
3. 面 对 冲 突 ， 习 惯 性 的
退缩。
生活中，我们都不喜欢
一遇到问题就歇斯底里、大
吵大闹的人，觉得这样的人
很讨厌，很没有素质。
所以下意识地，我们可
能就会暗示自己：我绝对不
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但不经意间，他们可能
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可以
与人发生冲突，不可以有攻
击性。
但现一点的说，人际关
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有时
候即使你不想和别人吵架，
别人也会找你吵架。
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
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于是
就退缩和回避，要么不说话
，一声不吭的挨骂，要么不
停的道歉，企图通过示弱来
化解冲突。
这就像在拳击台上，你
不去攻击别人，还幻想别人
也会如此待你，结果等待你
的就只能是别人一轮又一轮
的攻击。
在有些情境下，示弱其实是在鼓
励别人攻击你：来欺负我吧，你可以
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很多人还要压
抑自己的恨和攻击性呢？
这和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
当我们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自
己的绝大多数需要都是需要借助父母
来实现的，这时，你的需要能满足多
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态度。
你乖，听话，顺从，父母就会给
你更多好吃的，更多好玩的，以及更
多的关爱。
因此，压抑自己的攻击性，是幼
儿时获得爱和温暖的一种方式。
当我们走进学生时代，学校的环
境再次强化了这一点。学校最不能容
忍的情况就是学生之间打架，所以只
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不管事情的原因

是什么，经过是怎样的，只要动手就
会被严厉的惩罚，哪怕是自卫也不例
外。
这就给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懂事
的乖学生一种认知：攻击性是不好的
，不管是主动的攻击别人还是自卫性
的反击别人，都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有一些人
会彻底的放下自己的攻击性，成为一
个看起来无害的人。
做一个无害的人，是有很多好处
的。他们热心善良、乐于付出，不计
较得失，同时又努力上进，就像《芳
华》里的刘峰一样，是一个人见人爱
，大家愿意与之交往的人。
没有攻击性的人显的更有亲和力
，容易得到周围人的接纳和认同。
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做一个
没有攻击性的无害的人则会将自己拖
进无尽的深渊。
比如，当你面对的不是善良的人
，而是一个没有底线、掌控欲极强的
人时，你越表现的越好，你的结局就
会越糟糕。
老师让学生给买饭送到自己家中
，学生觉得付出一些也没什么，就答
应了，结果就是这位老师就会提更多
的要求，而且让学生不停的去做，似
乎这不是一种请求，而是一种命令和
必须；领导在下属面前时不时的讲一
些黄段子，有时候还会有一些肢体的
触碰，下属没有出声，忍受了，结果
就是让对方变的更加肆无忌惮。
无害的人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就
是，不仅对好人好，对坏人也好，无
差别的好，这是很致命的。
面对一些不善良人的无理要求，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
不顺从。虽然这样会让对方不高兴，
甚至打击和报复，付出一些代价，但
是通过这种拒绝，就会给对方传递这
样一种信息：我不是一个容易被控制
的人，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掌控欲强的人并没有他们表现的
那么无所不能，他们只对顺从的人感
兴趣。
所以，一开始就拒绝，就反抗，
是避免更大伤害的最好方法。
这个时候，展现你的攻击性，就
是对自己最大的善。

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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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 敦 合 演 舞 台 劇 疫 情 下 被 煞 停

《權力遊戲
權力遊戲》
》女星 Indira 確診

“龍母
龍母”
”艾美莉恐被感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新冠肺炎在歐美大爆發，演藝界人士相繼染病。繼 HBO
神劇《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41 歲挪威男星 Kristofer Hivju 日前宣佈確診後，《權力
遊戲 》另一女星 Indira Varma 亦宣佈“中招”。更令人擔心的是，Indira 近日在倫敦跟《權
力 遊 戲 》 女 主 角 “ 龍 母 ” 艾 美 莉 克 拉 克 （Emilia Clarke） 合 作 演 出 舞 台 劇 《The
Seagull》，現時大家都擔心艾美莉會否被感染。
Varma在社交媒體上透
現年46歲英國女星英Indira
露自己因“它”臥病在床，還要大家保持安全、

善待彼此，其後更明言自己已經確診。她之前曾發文
慨嘆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下，她參與的舞台劇和全球
許多表演一樣，都只能先延期。
Indira 原本與在《權力遊戲》飾演“龍 母”的艾
美莉共同參與倫敦舞台劇《The Seagull》（暫譯：海
鷗）。該舞台劇雖已宣佈暫停公演，但艾美莉仍有一
定的中招風險。
Indira近日更上傳與劇組人員的合照，證實舞台劇
已先行熄燈，並發文：“我們希望能盡快回到舞台，
我們回歸時，希望大家和政府都能支持我們。”

金宇彬助白血病童抗疫
另外，據韓國媒體報道，韓國藝人金宇彬近日向
韓國白血病兒童基金捐款，用於防止新冠肺炎的擴
散。據其所屬社方面的消息表示，金宇彬在得知因抗
癌治療免疫力下降的小兒癌症兒童因新冠肺炎疫情買
不到口罩而面臨困境的消息後，決定將擔任 MBC 創社
特輯紀錄片旁白的全部片酬，捐贈給韓國白血病兒童
基金會。該捐款將用於購買口罩和向韓國的小兒癌症
患者家屬提供緊急援助，金宇彬的暖心行為，也獲得
了網友們的讚賞。據悉，這並不是金宇彬第一次為疫
情捐款，之前他還曾捐款1億韓圜，用於防止新冠肺炎
的傳播和擴散。

紅的韓國藝人文知允日前因喉嚨痛入院，
其後因急性敗血症去世，英年早逝，年
僅36歲，令人倍感唏噓。
據悉，文知允此前在家裡感覺
喉嚨痛持續兩天後，於本月16日入
院，醫生發現已經出現嚴重化膿
症狀，病情嚴重，並緊急移至深
切治療部，但因急性敗血症而去
世。文知允的靈堂設在仁濟大學
上 溪 白 醫 院 殯 儀 館 ， 20 日 出
殯，文知允的家人表示：“因
為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十分擔
憂弔唁者的安全，希望大家為
故人哀悼，不必前來送花圈。”
文知允通過電視劇《浪漫》出
道，曾演出過《賢貞我愛你》、
《一枝梅》、《豪傑春香》、
《奶酪陷阱》、《善德女王》、
《黃金庭院》等作品，給觀眾留下
了深刻的印像。

藝人感染新冠肺炎名單
Indira Varma (演員)確診

Matthew Dean（演員）確診

艾德里斯艾巴 (演員)確診

湯漢斯（演員）康復

Kristofer Hivju (演員)確診

麗達韋遜（歌手）康復

Rachel Matthews (演員)確診

Heidi Klum（名模）懷疑

奧嘉古莉寧高（演員）確診

金宇彬（演員）誤傳

◀ 《 權力遊戲
權力遊戲》
》
女星 Indira VarVarma承認確診
ma
承認確診。
。
網上圖片

◀“龍母”
艾美莉恐被
感染病毒。
網上圖片

文知允急性敗血症去世
■韓國演員文
知允因急性敗血
症不幸去世。
症不幸去世
。
網上圖片

金馬影帝艾迪手指尾演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無懼疫情，
電影《墮落花》已定於4月9日公映，當年憑
經典名作《邊緣人》獲封金馬影帝的艾迪
（Eddie），今次在《墮落花》飾演火叔，忠
奸莫辨，氣場異常強勁。

賣醫療用品 口罩斷市
身在美國定居的 Eddie 接受訪問，輕
鬆道來：“近幾年回流拍戲，火叔完全不
似我，當細意研究和‘嗒’真每句對白的
意義，了解到火叔表裡不一，是一頭披着
羊皮的狼，他貌似不修邊幅，但暗地裡有
姿整一面，我便向美指提議，不如在手指
尾塗上黑色指甲油，不經意有個穿崩位，
讓觀眾一窺他矛盾的內心世界。”Eddie 不
愧是影帝，名副其實連手指尾都識演戲！
Eddie 與《墮落花》團隊合作亦相當愉快：

“我在現場經常與 Irene(溫碧霞)、陳煒等
講笑話，嘻嘻哈哈，她們都被我逗得很開
心。”
新冠肺炎全球蔓延，歐美近日更成重災
區，Eddie 可會覺得美國當地氣氛變得緊
張？他說：“我住在三藩市灣區，地方比較
空曠，每幢獨立屋之間有一定距離，出入我
會駕車，跟其他人沒有太多接觸，暫時不會
太緊張，不過都見有人戴口罩出入；據電視
新聞說，湯漢斯夫婦在澳洲拍戲，懷疑身邊
被感染的人都沒有病徵，不知不覺地中了
招，可謂防不勝防，唯有自己加強防護
吧。”疫情令不少行業陷入停擺，Eddie 卻
反而忙得不可開交，“我的公司一向有做醫
療用品生意，向牙醫、護士供應口罩、手
套，近兩、三月口罩需求量急增，公司還有
貨源可以應付，但最近已賣到斷市，也不知

■ 艾迪手指尾
塗上黑色指甲
油有寓意。
油有寓意
。
道中國內地幾時有新貨入口。”
他祝願香港觀眾身體健康，有機會也多
回港接戲：“如果遇到好的劇本、角色，我
當然樂意回來！”

霍啟剛：家中防疫交老婆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達里）“疫
境”之下，霍啟剛大讚愛妻郭晶晶好幫
手，既負責家中的防疫工作，亦照顧好停
課的孩子。
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 19 日出席
由香港體育學院主席林大輝主持的新節目
《大輝主場》記者會期間作出上述表示。
霍啟剛稱與主持林大輝相識多年，知

道對方說話向來直接，所以他也不介意談
及家庭。
提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學校停課，啟
剛多謝太太郭晶晶悉心為小朋友安排作息
和運動時間，不用他煩惱，他說：“小朋
友都想返學，因為會掛住同學仔。”至於
太太在抗疫期間不時隨慈善機構去派發防
疫物資，啟剛說：“對，很多時她都有一

手資訊，家中抗疫物資也由她負責，知道
現在最缺乏小朋友口罩，反而大人尺碼的
還可以搜購到。”
19 日從精華片段中，看見啟剛大談當
年與“跳水皇后”郭晶晶拍拖，並一直擔
心對方未能在 08 年奧運衛冕，他笑言看到
面都青，如果晶晶最後贏不到，大家一定
會入他數。

李施嬅直擊加國疫境

金宇彬 18 日傳出確診新冠肺炎的消息，隨後金宇
彬所屬社官方社交賬號已澄清：金宇彬沒有感染病
毒，染病的報道是誤報，他目前身體健康狀況良好，
正在努力認真地生活。
此外，曾在韓劇《奶酪陷阱》中飾演金尚哲一角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李施嬅（Selena）
早前到加拿大為擔正的新劇《血與水》（Blood & Water）進行拍攝，因受到疫情影響，劇組被迫暫停開工，
施樺原本計劃返港休息，奈何“撲”不到機票要滯留當
地，日前她在社交平台透露要到月底才有機位。
Selena18 日晚再在社交平台更新在加拿大情況，戴
着口罩的施樺自拍一條在加國街頭的短片影買外賣情
況。片中所見街上的人都沒有戴口罩，但就拿着剛購買
的物資。施嬅正出外到餐廳買外賣，她表示：“家加
拿大所有餐廳都關門，只可以叫外賣取走，情況比香港
嚴重。”

周慧敏美國演唱會延期

她在拍下餐廳關閘不給客人內進的情況，繼而在另
一旁坐下來等外賣：“剛來加拿大時，我便在此處獨自吃
東西，那時香港情況較嚴重，自己都隔離少少比較安心，
沒料現在到加拿大疫情嚴重，也需自我隔離，而我返到香
港又要隔離 14 天，所以這兩個月都不停自我隔離，但全
世界疫情嚴峻下也沒法子，都希望大家能合作隔離，自我
檢點，注意衛生、戴口罩和洗手，希望疫情快些過去，可
以過回正常生活，我家搵緊機票返港，始終香港係我屋
企，返到香港隔離都開心一些。”
另外，周慧敏也受疫情影響，原定 4 月 18 日在美國
舉行的“一萬天荒愛未老—周慧敏 30 周年演唱會”宣佈
延期，19 日她在社交平台轉載主辦單位有關演唱會延期
的通告，待疫情過去，會再作安排。

■李施嬅拍
到街上行人
沒戴口罩。
沒戴口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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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首次披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社會傳奇、情感故事。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節目介紹：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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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任何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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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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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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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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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實所在同鮮為人知嘅事實真相。
本期節目主題: 熱血鑄忠誠 解放軍首次超音速擊落敵機

1. 掃二維碼(QR code)：

播出時間：

▲ 節目截圖

早上8：30首播，晚上22:30重播。歡迎準時收看。

▲ 節目截圖

美南廣播電視台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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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新聞面對面》

3. 下載Apps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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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2020年3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3/16/2020 -3/22/2020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6

17

18

19

20

21

22

00:00-00:30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00:30-01:00
01:00-01:30

國家回憶 (重播)

01:30-02:00

3. 下載Apps收看：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04:00-04:30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05:30-06:00
06:00-06:30
06:30-07:00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30-05:00
05:00-05:30

生活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03:00-03:30
03:30-04:00

休士頓論壇 (重播)

洋言洋語 (重播)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08:00-08:30
08:30-09:00

海峽兩岸 (重播)

09:00-09:30

今日關注 (重播)

09:30-10:00

今日亞洲 (重播)

10:00-10:30

美南大咖談 (重播)

10:30-11:00
11:00-11:30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洋言洋語 (重播)

13:00-13:30

幸福來敲門 (重播)

13:30-14:00
14:00-14:30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14:30-15:00

中華情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遠方的家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中國輿論場

洋言洋語

海峽兩岸 (重播)

15:00-15:30
15:30-16:00

今日關注 (重播)

16:00-16:30

今日亞洲 (重播)

16:30-17:00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幸福來敲門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今日環球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文藝

國家回憶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20:00-20:30

生活 (重播)

中華情

遠方的家

休士頓論壇 (直播)

20:30-21:00

海峽兩岸

21:00-21:30

今日關注

21:30-22:00

今日亞洲

22:00-22:30

中華醫藥

生活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2:30-23:00
23:00-23:30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輿論場

外國人在中國

幸福來敲門

中國文藝 (重播)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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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紅雷：
孫紅雷
：他不動聲色，卻演盡時代的風華
正是孫紅雷的“淡色”演出，令觀眾對《新世
界》中金海這壹角色的出場滿懷期待，甚至到了急
不可耐的程度。
孫紅雷的進步非止對表演本身的琢磨，亦是對
中國影視工業發展程度的積極回應，盡管這種回應
仍然是“不動聲色”的、有壹些令人生出敬重的
“淡色”。
在近幾年主演的電視劇中，孫紅雷經常
同時兼任“藝術總監”壹職，如《好先生》
（2016） 、 《 帶 著 爸 爸 去 留 學 》
（2019）及最新播映的《新世界》
（2020）等，這是他在演員
身份之外對作品的多重介入
身份，也是其突破作為演員
本體進行創作實踐的努力。
時間倒退到 2009 年，彼
時孫紅雷因《潛伏》
中的余則成壹角徹
底躋身中國影視男
演員的壹線行列，
對於既非青春偶像
，亦非性格男星的
他來說，可謂是壹
個穩中求勝的奇跡。
時間再倒退到更久遠的 20 世紀
末，這位生於 1970 年代、畢業於中
央戲劇學院的科班演員在他初登大
銀幕的《我的父親母親》（1999）
中，即已經表現出將舞臺表演經驗
努力轉化成電影語匯整體組成部分
的努力。黑白影像中的青澀面龐，
是通過疊畫方式呈現的，孫紅雷飾
演的主人公後人，擔當了片中敘事
的中轉媒介，同時亦呈現出這部世
紀之交電影的某種新氣象：壹個很
難用中國觀眾慣常認為的銀幕偶像
來形容的演員擔當的配角，而這部
電影的主角同樣是初出茅廬的，這
是非常耐人尋味的對應。
對於曾經是國家話劇院演員的
孫紅雷來說，如何適當地調整自己
的表演姿態來應和影視尤其是邁入
21 世紀的中國影視語匯，應該是其

影視表演生涯初期最大的挑戰。從在同為張藝謀導
演的《幸福時光》（2000）中客串，到在孫周導演
的《周漁的火車》（2003）裏與鞏俐頗具舉重若輕
意味的對手戲，及至在包括《像霧像雨又像風》
（2001）、《浮華背後》（2002）與《半路夫妻》
（2006）等不同題材與類型電視劇中的大大小小角
色，都可以看出他擺脫表演的舞臺化模式的努力。
這些角色通常外形木訥，氣質剛硬幹練，看上去比
較刻板，但難能可貴的是仍會在不經意間通過突然
爆發的小動作推出壹些意想不到的角色性格側面，
比如《半路夫妻》裏的某些看似平常的對手戲。
總體來說，這壹時期的孫紅雷表演烈度是偏冷
的，但與他目下呈現的內涵豐富的冷表演表象不同
，2000 年代初期影視劇中的孫紅雷，更多像是以壹
種形式上的冷酷覆蓋角色的細微性格，這樣的處理
好處是形成了對角色本身整體氣質的高度把握，但
同時也令角色本身顯得不太鮮活。
在整個 2000 年代，孫紅雷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
演往往都出於類型特征明顯，進而角色性格也非常
突出的作品——這裏的“突出”並不特指個性張揚
，而是對具有整體個性的角色性格的全方位落力觀
照，比如 《我非英雄》（2004）裏的冷酷警察陳飛
，在看過了《像霧像雨又像風》裏的阿萊及《征服
》（2002）裏的劉華強那樣較為劍走偏鋒角色的觀
眾看來，無疑是非常純粹的正面形象，這種形象不
僅在於孫紅雷“表演”出了“像”警察的狀態，更
進壹步，他幾乎做到了自己就“是”這樣壹個警察
，在立足於表現普通人行為舉止的微觀表演姿態基
礎上，呈現出了鮮活的真正令人感覺活在身邊的人
物。這種主動祛魅明星氣質，向表演自身的逼實功
能靠攏的做法，可以說完成了孫紅雷表演生涯的分
水嶺功能，此後在更多的表演實踐中，他的這種不
惜貶抑掉所有造星機制賦予表演的光環的方式，恰
恰形成了他獨特的風格。
《潛伏》裏的余則成，背負家國運命，身處無
間夾縫，在無數場戲流露極盡煎熬的復雜情感，在
人前外化情緒，人後真心流露，對角色本身存在的
虛實雙重個性的把握，充分展示了孫紅雷厚積薄發
的先在積累與即時爆發力，成為其電視劇表演不可
替代的經典之作。而在 2007 年由哈薩克斯坦、俄羅
斯、蒙古、德國合拍的《蒙古王》裏，孫紅雷飾演
的劄木合，又是壹個將表面的插科打諢與內心矛盾
沖突熔於壹爐的復雜壹體兩面個案，這部集合了淺

野忠信等跨國表演大家的影片中，孫紅雷的表現介
於傳統的斯坦尼式體驗派與本色派的特性之間，跳
脫了既定程序，展示了壹種具有中國演員習慣的戲
劇化表演元素的創新姿態，某種程度上也有效抵消
了跨國制作中經常會出現的對於中國演員的某種刻
板印象，這中間也許不乏應對外部世界的審視眼光
的壹種表演無意識。
相較在跨國制作中更明顯的身體語言外化傾向
，在華語電影範圍內的制作中，孫紅雷表現出明顯
的如魚得水。在杜琪峰導演的《毒戰》（2013）裏
，孫紅雷有效區分開了他與參與影片的古天樂、盧
海鵬等演員的角色形態，這種區隔落雪無痕，不顯
突兀，完全適應影片的緝毒主題。他所飾演的內地
緝毒隊長張雷，作為正面形象的果敢堅決與作為臥
底進入販毒世界內部完成任務，在試探場景中流露
於眼角眉梢的吸毒悸動瞬間，同最終決戰時連貫的
堅定決絕，形成了角色的壹體兩面。角色最後的犧
牲，更令整部電影中孫紅雷“沈默中爆發”的表演
更具古典悲劇意義，突破了壹般類型片的情感高度
。今天回看《毒戰》之於杜琪峰或華語商業片的意
義非常之重要，其中孫紅雷的表演功不可沒。
將孫紅雷的表演形容為見證並濃縮了新世紀以
來整整壹個時代的中國電影表演發展的顛簸與流變
，似乎並不誇張。不止表演本身，他在《七劍》
（2005）中飾演的反派、《梅蘭芳》（2008）中飾
演的半真實戲癡人物，詮釋了電影自身回望歷史的
基調，而在《天堂口》（2007）、《戰國》（2011
）等口碑並不高的作品中的表演經驗，亦充分證明
了觀眾今日經由《新世界》看到的熟悉而相對陌生的
孫紅雷的進步非止對表演本身的琢磨，亦是對中國影
視工業發展程度的積極回應，盡管這種回應仍然是
“不動聲色”的，有壹些令人生出敬重的“淡色”。
《新世界》中孫紅雷飾演的金海初登場，提著
皮包回家，壹路風塵仆仆，眉目凝固，見到自家外
墻被炸，亦沒有太大反應，僅是微微皺眉，堅持要
妹妹打開正門進院子，壹兩分鐘戲中各種情緒在他
的眼角眉梢無痕流過，看上去深不可測。這種“淡
色”的演出，有時候確實會給觀眾造成壹定的欣賞
隔膜，但從《新世界》的彈幕可以看出，正是這種
低調的間離，才令人對他所飾演的角色出場滿懷期
待，甚至到了“還有三秒就要出場”的急不可耐程
度，或許是這個時代對於影視表演的觀看新路向：
有時候被冷冷地虐壹把，也是過戲癮的壹部分。

的民警形象 ，壹樁樁生動的執法故事 ，屢屢成
為網絡話題。
在《抗疫實錄》第三期中，外國留學生返滬登
記卻語言不通，這可難壞了負責登記的上海老爺叔
。好在民警馬曉亮和周世奇挺身而出，前來充當
“臨時翻譯”，兩人掏出手機壹邊查字典，壹邊用
“中式英語”對話德國女孩。這段視頻壹上線，播
放量就快速達到 2000 萬，不少網友善意調侃“像極
了說英文的我”；“隔離英語怎麼說”更是壹度因
為該視頻登上熱搜話題榜。
類似展現民警血肉真情的人性化細節在節目中

俯仰皆拾：“護送”黑天鵝回家、怒斥口罩騙子
“不要臉”、喬裝快遞小哥抓捕吸毒人員、將警服
穿在心裏的便衣民警……在壹個個不同的出警“小
事”中，民警們身上的溫度與警徽上的光芒交相呼
應，既描繪了平凡英雄的群像，又串聯出了民生百
態和上海的法治與平安，為營造和諧的警民關系搭
建了壹座“心連心”的橋梁。
節目主創透露，不少節目中的民警不僅上了熱
搜，還擁有了自己的微博超話，將觀眾“圈粉”的
正是民警們在工作中的極強責任感，以及他們制服
下的溫情善良。

警務紀錄片《派出所的故事 2019》

“圈粉”無數

近期熒屏爆款不斷，論收視、口碑與社會效應
皆過硬的“三好作品”，東方衛視全景式警務紀錄
片《大城無小事——派出所的故事 2019》尤其亮眼
。這部去年底開播的跨年之作收獲 9.1 的網絡超高
評分，收視超過衛視周末大型綜藝，不少案例細節
屢屢登上網絡熱搜。在眾誌成城全民抗疫的日子，
節目組又推出三期特別節目《抗疫實錄》，直擊上
海龐大精密的疫情防控工作體系，聚焦基層民警迎
難而上默默奉獻的感人身影。
正是新聞的真實性、現場感，以及故事的趣味
性有機結合，“派出所的故事”勾勒出壹系列鮮活
溫情的民警形象，展現出上海的城市溫度，走出壹
條全景式警務紀錄片的創新探索之路，也打造出壹
個極具價值的國產紀錄片 IP。

短視頻播放量達到 13.2 億；其“特別篇”《抗疫實
錄》更是排名衛視周間節目第壹，收視趕超壹線衛
視周末熱播綜藝。
收視、口碑升級的背後是創作理念的新突破。
在最新壹季的作品中，主創團隊將鏡頭對準了派出
所窗口接待、執法辦案、社區警務、巡邏等各個職
能環節，力求全景式、無死角展現民警的工作日
常。為了更好地捕捉日常故事，攝制組“隨警作
戰”，晝夜蹲守了 36 個派出所，實現上海 16 個區
全覆蓋；蹲點式跟拍帶回了海量素材，成片的最終
片比達到了驚人的 1：632。
在拍攝過程中，節目組更是深入壹線抗疫現場
：壹是進入上海的門戶，包括車站、高鐵和道口；
二是社區疫情的聯防聯控，比如排摸返滬人員、小
區進出登記等；三是聚焦公安對犯罪分子的打擊，
13 億播放量背後是 1：632 的驚人成片比
比如偷盜口罩、制售偽劣防疫物品、利用網絡電信
在上海市公安局宣傳處影視科的支持下，《大 詐騙來騙取錢財等；四是對疾控的流行病學調查，
城無小事——派出所的故事 2019》以壹個個生動鮮 包括隔離點的工作、確診病人的路徑調查。
活的案例，展現出公安民警繡花般的細心和耐心、
卓越心，也彰顯了上海的社會變遷和法制精神，以
責任感與溫情善良讓他們“圈粉”無數人
及城市的溫度。作為爆款紀錄片《巡邏現場實錄
有網友評論，在紀錄片中感受到壹種
2018》的後續之作，《派出所的故事 2019》延續了 “ 安 全 感 ” ——這種安全感來自上海這座國際
前作的基層視角以及極具人情味的呈現風格，自開 大都市龐大精密的安全網絡 ，更來自基層民警
播以來，連續九期蟬聯同時段專題收視第壹，全網 的責任擔當 。伴隨著節目的熱播 ，壹個個鮮活

廣告
星期六

2020年3月21日

Saturday, March 21, 2020

C11

廣 告
星期六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2020年3月21日

Saturday, March 21, 2020

C12

皮膚
疾病

吳沛桓
醫生助理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Southern News Group

新的美南新聞網站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升,
為客戶， 讀者提供了更好的瀏覽體驗。
廣告
跟以往的舊網站相比,廣告的曝光率增多了，從傳統的固定廣告,演變成滾動廣告.讓每一個客戶的
廣告都有公平的曝光率。解決了以前客戶廣告在最下面看不到的問題。

美南論壇
新添加了美南論壇，供大家全休斯頓發布招聘，求職，買賣，生活資訊等信息,打造華人最大的
聚集地. 實現全平臺的信息服務。

黃頁與分類廣告
改版黃頁與分類廣告- 流量監控，黃頁分類更細致，更詳細。分類廣告可通過論壇模式發布。

個性化訂閱
用戶可根據自己的喜好訂閱不同的分類新聞，廣告。我們每周會推送一些客戶訂閱內容的廣告語
新聞，增大與客戶之間的互動。

網速
新網站同比舊網站網速提升了許多. 新網站啟用的是AWS.Amazon的服務器. 用戶打開網頁和圖片
的速度會比以往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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