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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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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安娜葉安娜
專精房屋買賣專精房屋買賣

2200餘年房地產經驗餘年房地產經驗﹐﹐全職服務全職服務﹐﹐專業熱心專業熱心
讓你的房子賣得快讓你的房子賣得快﹑﹑賣的好賣的好
電話電話:: 281281--766766--84818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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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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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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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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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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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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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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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廣告

美南論壇

黃頁與分類廣告

個性化訂閱

網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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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4/6/2020 -4/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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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9 10 11 12

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01:30-02:00 生活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03:30-04: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中國緣  (重播) 

06:00-06:30 洋言洋語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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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14:00-14: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洋言洋語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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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22:30 記住鄉愁 (重播)

22:30-23: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4/4/202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國家回憶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海峽兩岸

今日關注

中華醫藥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4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今日亞洲

今日環球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轉轉發現愛

美南大咖談 (重播)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遠方的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廣播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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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載Apps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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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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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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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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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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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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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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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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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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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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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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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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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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休斯頓論壇》
不容錯過，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
重播時間為 4 月17号 （週五）中午1點。 

節目介紹：
休士頓論壇，由李堅強、馬健、常中政聯合主持，分析
探討國際、國家時事，涉及人文、歷史、科技、政治等
熱點議題。節目內容深沉且具有教育意義，對時事感興
趣的觀眾不容錯過這檔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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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首部政治职人剧《国际桥牌社》，

由杨烈、林在培、周孝安、李杏、唐从圣、

马力欧、蒋伟文、汤志伟、陈妤领衔主演，

今年一月在影音平台上线，全台累积观影人

次衝破450万点阅，获网友热烈迴响。公视宣

布《国际桥牌社》第一季将于5月3日起每周

日晚间九点播出。

《国际桥牌社》剧情设定在台湾1990至

1994年间民主化过程的政治发展，当时是台

湾解严后政治动盪不安、富有诡谲政治色彩

的时代。该剧以大量历史研究为基础，灵感

多取材于真实发生的事件，描述六名走在政

治第一线、目睹历史改变的年轻人，找寻自

己天命的故事。《国际桥牌社》期许能唤醒

台湾人对过去社会记忆的连结。

剧中角色最受瞩目焦点莫过于实力派演

员杨烈与林在培同场飙戏，两人分别饰演总

统与行政院长，彼此间明争暗斗的政治氛围

也是故事一大看头，还被称作「现代宫廷斗

争剧」。此外，新进演员陈妤与夏腾宏的演

技也备受肯定，剧中两人有著微妙关係，以

不同的视角记录台湾民主化历程转变，成为

共同守护台湾、为人民发声的最佳拍档。而

由马力欧饰演的报社编辑主任也是剧中一大

亮点，与饰演记者的陈妤两人即兴演出，擦

出精彩火花，为政治剧中增添些许趣味。

目前《国际桥牌社》第二季正在积极筹

备中，剧情将聚焦台海飞弹危机，并计画远

赴康乃尔与马祖前线高登岛取景，预计明年

初播出。

政治剧「国际桥牌社

」继在影音平台 friDay 上

架 后 ， 昨 天 在 脸 书 粉 丝

专页上宣布将于 5 月 3 日

晚间 9 时在公视播出。

「国际桥牌社」获得

文 化 部 新 台 币 3000 万 元

补 助 加 上 剧 组 募 资 4500

万 元 ， 总 製 作 经 费 达

7500 万元。原本预计 2019

年底在 Netflix 上映，却无

疾而终，之后改在 friDay

播出。

「国际桥牌社」製作

人 汪 怡 昕 表 示 ， 当 初 在

friDay 播出时，原本担心

政 治 题 材 加 上 担 心 年 轻

人 不 会 有 兴 趣 ， 并 不 看

好 收 视 率 ， 没 想 到 之 后

全 台 累 积 观 影 人 次 突 破

450 万人点阅，其实有些

意外。

对于将在公视播出，

汪 怡 昕 说 ： 「 对 收 视 率

抱 持 乐 观 。 」 他 表 示 ，

因 为 事 前 曾 经 收 集 收 视

率 资 料 推 演 过 ， 且 「 国

际 桥 牌 社 」 是 做 长 期 计

画 ， 希 望 以 核 心 观 众 扩

散 口 碑 ， 加 上 有 观 众 已

经 在 脸 书 留 言 会 带 著 家

人 一 起 二 刷 ， 让 他 更 有

信心。

由于疫情延烧，第 2

季原订 6 月开拍，汪怡昕

表 示 ， 「 有 可 能 会 延 后

一 些 。 」 考 量 到 拍 摄 时

会 人 群 聚 集 ， 加 上 拍 摄

的 场 馆 不 一 定 能 够 申 请

， 恐 怕 会 视 疫 情 状 况 考

虑是否延后。

國際橋牌社將在公視播出
製作人對收視有信心

楊烈楊烈、、林在培實力飆戲林在培實力飆戲
詮釋出政治間的明爭暗鬥詮釋出政治間的明爭暗鬥

轟動各大國際影展，獲獎好

評不斷的「金都」，挾帶金馬影

展放映時的絕佳口碑，台灣確定

將搶先香港與其他國家，於5月

8日起正式上映。全片以「金都

商場」這個香港實際存在的平民

化婚慶聖地為背景，描述大齡婚

紗女店員，為了應付男友逼婚，

被迫去收拾早年捅下的婁子，也

讓每天離不開婚嫁話題的她，開

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方向。導演黃

綺琳透露將自己身邊的人與事寫

進劇本當中，讓這段創作過程有

點像是治療：「寫完劇本我已經

覺得很舒服了。」

值得一提的是，她也是轟動

台、港觀眾「坎坷影展」的創辦

人之一，當年更慧眼邀約到台灣

神片「台北物語」作為開幕片。

導演日前也釋出本片的「坎坷製

作」拍片花絮，揭露這部預算

325萬港幣（約新台幣1260萬元

）的精采獨立製作，幾幕下雨場

景都是靠「人工」克難打造，並

直呼拍片就跟結婚一樣難！

「金都」集結香港電影評論

學會大獎影后鄧麗欣，以及接連

問鼎金馬獎、香港電影金像獎影

帝的朱栢康領銜主演。導演黃綺

琳看上金都商場「平民化」、

「廉價」、「通俗」的形象，配

上當中充滿大量「喜氣洋洋」婚

慶用品的有趣衝突性；毗鄰甚至

還有中港旅遊巴士站，商場樓上

還有偵探社、中醫診所，這都讓

金都商場跟尖沙咀的重廈大廈一

樣，得以發展出有趣的電影內容

。導演黃綺琳透露自己從小就住

在金都商場附近，也讓她對那邊

產生許多想像：「太子是我成長

的地區，我對金都商場非常熟悉

，常常隔著窗就可以看見來來往

往的準新郎新娘們，自己也開始

對那邊產生夢幻的感覺。不過當

我實際走進商場，幫親友準備婚

禮時，卻發現一切都不如想像中

來得夢幻。」因此，她決定結合

自己跟周遭親友的實際經驗，期

望透過一個草根的故事內容，進

而呈現香港的現實生活，並堅持

一定要在金都商場實景拍攝。

作為首部劇情長片，導演也

身兼編劇，以流暢筆觸帶來獨具

一格的都會電影。透過男女主角

各種同居生活的描繪，忠實呈現

愛情長跑過後的男女樣貌，以及

現代社會加諸在

大齡女子該如何

符合傳統價值的

各種期待。導演

坦言在創作時，

都會適時加入自

己的經歷，尤其

她也經歷過愛情

的轉折，男友甚

至跟她求過婚，

結果分手後也讓

她思考這段感情

，並將身邊的人

與事寫進劇本當

中。她坦言這段

創作過程有點像

在治療：「寫完

劇本我已經覺得

舒服了，拍不拍

得出來不要緊。」而對於小時候

對婚姻的想像？她更語出驚人笑

說：「我的父母很傳統，從來沒

見過他們牽手或親嘴。我在五、

六歲時還以為老公是由政府分派

，還問我阿嬤該如何申請老公！

當意識到有愛情才會結婚的時候

，真是如同驚天大發現！」

值得一提的是，「金都」是

香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第四屆

大專組的得獎作品；香港電影發展

局電影發展基金與創意香港資助

325萬港幣（約新台幣1260萬元）

進行拍攝。由於預算有限，導演黃

綺琳也透露本片花費18天拍攝完

成，每天都像打仗一樣，得拍好多

場戲，不然就沒有機會再拍了。這

也讓她感嘆為了連戲，下雨場景可

說是拍得最克難。尤其片中幾場雨

景戲，其實拍攝當下是大晴天，劇

組只好出動「噴壺」，邊跑邊拍邊

噴水，從畫面中製造出下雨的感覺

。狼狽的拍攝過程，也讓女主角鄧

麗欣笑說：「真瘋狂，我們的拍攝

真的有點土法煉鋼啊！」

「金都」將於5月8日在台

上映。

「金都」 搶先全球將在台上映
取材婚姻恐怖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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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美南新聞網站

斥資6000萬建造臨時醫護收容空間﹖前哈裏斯郡長反對這麼做
﹐

德州州長﹕最快於本周五宣布德州商家重新開放的消息

模型預測新冠大流行病將在5月「消退」﹐專家對此表懷疑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上周哈裏斯
郡通過將在NRG公園建設可以容納250
人的醫護收容所﹐以舒緩醫院將來病患爆
棚的問題﹐郡長伊達戈爾（Lina Hidalgo）也
表示﹐目前地方醫院的收容狀況穩定﹐這
個臨時收容處只是未雨綢繆﹒
因此﹐最壞的情況是﹐疫情若是持續升溫﹐
收容處的250個床位到時都會被使用到﹐
伊達戈爾也表示「我們只是在為最壞的情
況做準備」﹒
截至目前﹐這項計畫已經花費了1100萬﹐
尚未到達最初所預計的6000萬﹐若是該設
施真如一開始所預想﹐床位全數滿員﹑運
營為期兩個月﹐才會真正用到全數6000萬
哈裏斯郡議會成員R. Jack Cagle指出﹕「這

筆 6000 萬美元的資金是以 250 個床位兩
個月中都客滿的狀況﹐實際上這是對最壞
情況的假設﹒」
在這個可能斥資6000萬的收容處﹐75%的
款項將由聯邦補助﹐其餘將要由納稅人分
擔﹐有不
少 人 認
為 這 樣
的 作 法
是 否 真
的值得﹖
東 南 德
州 地 區
諮詢委員會（SETRAC）董事長兼執行長
的Darrell Pile即認為這個舉動是明智之舉

﹐讓休斯頓不會面臨如紐約般病床不足的
窘境﹒他在14日指出﹕「作為一個社區和
負責任的公民領袖﹐我認為此次 NRG 設
施是明智的﹒」
不過Pile也說﹐休斯頓地區仍然有大量加

護病床床位﹒「我們
的加護病房數量為
1600 至 1700 個 ﹐但
可提供約 2000 張病
床﹐如果再將加護病
房擴展﹐可容納約
2500張病床﹒」
然而﹐這些數據給了

反對者一個反駁的理由﹐有些人認為這種
新的暫時設施﹐待疫情過後就不敷使用了

﹒前哈裏斯郡郡長埃德·埃米特（Ed Em-
mett）認為﹐郡政府反而應該更密切地關注
一些已經歇業的醫療院所﹐和成千上萬個
空的酒店與汽車旅館房間﹐可以用來作為
隔離空間﹒
「如果以每間200美元的價格﹐租用250個
酒店房間﹐這個價錢比原本住宿房前高﹐
但兩個月之內只需花 300 萬美元﹒」埃米
特表示﹒
埃米特也指出﹐這個估計的價格﹐並沒有
算上為250個房間配備醫療設備的費用﹐
雖然這將會是一筆所費不貲的費用﹐但與
NRG公園臨時醫院的6000萬美元的價格
仍然相去甚遠﹒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
】為了挽救近日一蹶不振的
經 濟 ﹐德 州 州 長 艾 伯 特
（Greg Abbott）預計將在周
五 17 日發布行政命令﹐概
述德克薩斯州企業「重新開
放」的方式和時間﹒州長辦
公室指出﹐已於 15 日確認
了命令的時間表﹒

從上週開始﹐州政府就一直在計劃要讓德
州部分企業恢復營業﹒艾伯特在本月10
日耶穌受難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也曾經暗
示了這一命令﹒
艾伯特上周表示﹕「我們將集中精力保護
生命﹐同時恢復生計﹒」「我們可以﹑也必須
做到這一點﹒我們一定可以做到這兩者﹐
通過幫助德州人恢復工作﹐擴大並恢復德
州人希望擁有的生計﹒」

他也表示﹐目前各地著重在疫情控制上﹐
但他希望能轉向「如何在控制疫情同時也
維持生計﹒」然而他也強調﹐縱使極力拚復
工﹐6呎社交距離仍然要繼續遵守﹒
根據德州州政府的命令﹐「居家令」的命令
期限至4月30日截止﹒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
著疫情持續擴大﹐越來越多人
面臨失業危機﹐導致沒有錢支
付房租等生活費用﹒對此﹐休
斯頓地區著名律師陳文（Jessi-
ca W. Chen）和民眾分享最新
法律動向﹐以及真的不幸付不
出租金﹐該如何與房東﹑地主協
商﹒
陳律師表示﹐雖然聯邦政府通
過救濟法案﹐將寄給大多數美

國人 1200 元支票﹐但畢竟
支票還沒有寄到每個人手
中﹒正逢許多人因為居家
令無法工作﹑薪水減少﹐導
致付房租產生困難﹒這種
不可抗力的情況下﹐就需要
與房東與地主商量﹐找出解
決辦法﹒
然而﹐雖說是不可抗力﹐作
為房客來說不付房租是違
約的事實﹐因此應本著解決

問題的態度﹐和房東誠意商討﹒
陳文也提出幾個解決方案供民眾參考﹐比
如說﹐可以協商是否能以租房「押金」作為
支付﹐或是最基本的請求「延期支付房租」﹐
但可能出現了改變原本合約的狀況﹐因此
可能需要重新擬定與簽署租約﹐以符合最
新的狀況﹒
另外﹐若房東經濟能力允許﹐也可以與房東
協商是否能夠「降低房租」﹐並將自己「租賃
合同時間延長」﹐透過降低一至兩個月的房
租﹐換取將租約多延幾個月﹐如此一來或許

房東會讓步的意願也會提高﹒
她也分享﹐最近德州最高法院頒布了「暫停
驅逐令」的命令﹐因此在這段期間﹐個人房
客若支付不出房租﹐還不會受到驅逐或因
此上法庭﹐然而這個法令僅到4月19日﹐目
前還未宣布是否延長﹒
因此她更建議與房東直接商討自己的現狀
﹐將目前困難的狀況誠意相談﹐也可以拿出
公司薪資紀錄﹑公司停工證明來解釋自身
情況﹐並找出雙方同意的解決辦法﹐才是最
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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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44月月99日日，，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在新冠病毒重災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在新冠病毒重災
區福遍郡著名醫院區福遍郡著名醫院Methodist Hospital Sugar LandMethodist Hospital Sugar Land深入第一線深入第一線
按採訪中按採訪中。。醫院門口草地上插著的英雄們在這里工作醫院門口草地上插著的英雄們在這里工作(He(He--
roes Work Hereroes Work Here！）！）的愛心標誌表達了民眾對在醫院裡與病的愛心標誌表達了民眾對在醫院裡與病
毒奮戰的第一線救死扶傷的醫護人員的最崇高的敬意毒奮戰的第一線救死扶傷的醫護人員的最崇高的敬意！！

20202020年年44月月1010日晚日晚，，心手相連心手相連 共抗疫情為主題的中國山東—美國得州抗擊新冠共抗疫情為主題的中國山東—美國得州抗擊新冠
肺炎疫情經驗交流協作會通過網上平台肺炎疫情經驗交流協作會通過網上平台ZoomZoom舉行舉行。。美方主辦人戰斗在抗疫一美方主辦人戰斗在抗疫一
線的赫爾曼紀念醫院副院長豐建偉率領數十位美國一線專家與通過山東省立醫線的赫爾曼紀念醫院副院長豐建偉率領數十位美國一線專家與通過山東省立醫
院遠程醫學中心連線的十六位專家直接就治療新冠病毒患者展開對話和問答院遠程醫學中心連線的十六位專家直接就治療新冠病毒患者展開對話和問答，，
對得州目前日益擴大的疫情幫助很大對得州目前日益擴大的疫情幫助很大。。

20202020年年44月月1313日上午日上午，，美國國會議員奧格林聯合斯塔福市長美國國會議員奧格林聯合斯塔福市長
Leonard ScarcellaLeonard Scarcella、、市議員市議員 Alice ChanAlice Chan 和和 Virginia RosasVirginia Rosas、、密蘇密蘇
里市長里市長Yolanda FordYolanda Ford、、福遍郡長福遍郡長KP GeorgeKP George、、國際區區長李蔚國際區區長李蔚
華華、、亞商會主席俞斌亞商會主席俞斌、、亞商會捐款活動主席陳宇雯亞商會捐款活動主席陳宇雯、、廣西同廣西同
鄉會會長李素涵在斯坦福中心舉行鄉會會長李素涵在斯坦福中心舉行Donation DriveDonation Drive新聞發布新聞發布
會會。。將於將於44月月1616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至時至1212時接受團體和個人捐助時接受團體和個人捐助。。

新冠病毒肆虐全世界導致數十萬人感染新冠病毒肆虐全世界導致數十萬人感染，，針對流行病傳染病針對流行病傳染病
，，隔離是第一重要隔離是第一重要。。 20202020年年44月月1010日日，，世界名人網國際記世界名人網國際記
者者CocoCoco蕭在北京專訪了在蕭在北京專訪了在20202020年元月底前一無所有愛德康年元月底前一無所有愛德康
特特(Add Cutt)(Add Cutt)創始人張鑫創始人張鑫，，聽他講用激情和愛心講述在不到聽他講用激情和愛心講述在不到
兩個月內開設北京兩個月內開設北京、、天津兩個分廠的故事天津兩個分廠的故事。。愛德康特現在擁愛德康特現在擁
有有3030多條口罩生產線多條口罩生產線、、公司員工公司員工100100餘人餘人，，日產能達百萬隻日產能達百萬隻
，，具備了生產兒童口罩的能力具備了生產兒童口罩的能力。。可提供產品包括一次性口罩可提供產品包括一次性口罩
、、一次性使用醫用口罩一次性使用醫用口罩、、醫用外科口罩醫用外科口罩、、一次性兒童口罩一次性兒童口罩、、
KNKN9595口罩等口罩等，，獲得了醫療器械生產許可證獲得了醫療器械生產許可證、、CECE認證認證、、完成完成
申請了申請了FDAFDA認證等諸多認證認證等諸多認證，，是北京市第一批獲取國外認是北京市第一批獲取國外認
證的口罩工廠證的口罩工廠。。

20202020年年44月月99日下午日下午33點半點半，，華夏學人協會會長黃華華夏學人協會會長黃華(Eileen Huang,(Eileen Huang,
President, Sino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President, Sino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率領理事們率領理事們、、社區領袖和義社區領袖和義
工前往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糖城捐獻整車醫護用品工前往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糖城捐獻整車醫護用品，，休斯頓衛理休斯頓衛理
公會醫院糖城分院首席執行官克里斯公會醫院糖城分院首席執行官克里斯(Chris Siebenaler(Chris Siebenaler，，CEOCEO，，
Houston Methodist Sugar Land Hospital)Houston Methodist Sugar Land Hospital)在得州眾議員吳元之在得州眾議員吳元之(Gene(Gene
Wu, Texas State Representative)Wu, Texas State Representative) 和 糖 城 市 長 喬和 糖 城 市 長 喬 (Joe Zimmerman(Joe Zimmerman，，
MayorMayor ，，City of Sugar Land)City of Sugar Land)的見證下接受並發表感謝致辭的見證下接受並發表感謝致辭！！

20202020 年年 44 月月 1414 日日，，華中科技大學校友會會長楊真前往哈里斯郡警局華中科技大學校友會會長楊真前往哈里斯郡警局
Katy PctKaty Pct 55捐獻抗疫醫護用品捐獻抗疫醫護用品，，助理警長助理警長Romeo Chapa IIRomeo Chapa II親自迎接並致親自迎接並致
謝謝，，同時專門寫感謝信致謝華人社區的捐贈善舉同時專門寫感謝信致謝華人社區的捐贈善舉！！越來越多的美國主越來越多的美國主
流社會對華人群體義捐善舉利用各種機會流社會對華人群體義捐善舉利用各種機會 Acknowledge, RecognizeAcknowledge, Recognize 和和
EndorseEndorse進行表彰進行表彰，，對改善華人群體的整體形象起了極大的作用對改善華人群體的整體形象起了極大的作用。。

20202020年年44月月1515日日，，美中醫學中心聯手哈里斯郡公共衛生輸美中醫學中心聯手哈里斯郡公共衛生輸、、休斯敦休斯敦
市衛生局跨洋連線上海外事辦組織的複旦大學副院長陳志敏市衛生局跨洋連線上海外事辦組織的複旦大學副院長陳志敏、、復旦復旦
上海醫學院副院長華山醫院著名疾控女俠吳凡和華山醫院附屬醫院上海醫學院副院長華山醫院著名疾控女俠吳凡和華山醫院附屬醫院
傳染科硬核主任張文宏等新冠病毒專家傳染科硬核主任張文宏等新冠病毒專家，，上海德州舉行網上聯手抗上海德州舉行網上聯手抗
疫分享交流會獲得了來自中美各方的巨大重視疫分享交流會獲得了來自中美各方的巨大重視，，對中國經驗幫助美對中國經驗幫助美
國疫情十大重災區之一的休斯敦起了非常珍貴的作用國疫情十大重災區之一的休斯敦起了非常珍貴的作用。。圖為執行主圖為執行主
任吳薇博士與執行主任吾麥爾任吳薇博士與執行主任吾麥爾--沙醫生沙醫生(MD, Umair A. Shah(MD, Umair A. Shah）、）、哈里哈里
斯郡衛生署流行病專家劉倩博士斯郡衛生署流行病專家劉倩博士、、媒體主任葛迪之等與曾前來訪問媒體主任葛迪之等與曾前來訪問
的上海醫療衛生代表團合影的上海醫療衛生代表團合影。。

20202020年年44月月1313日日，，休斯敦廣西同鄉會會長李素休斯敦廣西同鄉會會長李素
涵率領義工們捐助救災物資涵率領義工們捐助救災物資，，據不完全統計據不完全統計，，
二月份給國內資助一萬五千多元二月份給國內資助一萬五千多元，，33--44月份在月份在
大休斯敦地區給大休斯敦地區給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捐捐
了了500500個口罩個口罩，，給休斯敦警察局捐了給休斯敦警察局捐了15001500個口個口
罩罩，，給給Harris County PrecinctHarris County Precinct 22捐了捐了200200個口罩個口罩
以及以及 wipewipe，， 給給 Stafford City, Missouri City, FortStafford City, Missouri City, Fort
Bend CountyBend County捐款兩千多美元捐款兩千多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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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家庭以外年長的榜樣會給
壹個青少年帶來深遠的影響。在妳的
生活中，是否有這樣的教練或者其他
人?

本·阿弗萊克：高中時期我有壹位

話劇老師就扮演了這樣的角色，像父

親壹樣。他真正地填補了很多青年人

渴望的那個角色，介於同齡人和父母

之間的那個位置——不是妳的父母也

不是同齡人，而是能夠教給妳東西，

給妳帶來些什麽，並與妳產生強有力

聯結的人。

我們的話劇老師叫Gerry Speca，

在我是個高年級生快要畢業的時候，

他親切地將我拉到壹旁說，“我覺得

妳如果想的話是可以做到的。我覺得

妳是有機會的，這條路很困難，而且

有很多競爭存在，但是我想鼓勵妳繼

續表演這條路。”那次談話可能給我

的職業生涯帶來了最巨大的影響。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當我四處碰

壁，到處試鏡想要得到工作，經常被

拒絕進而覺得沮喪，覺得好像永遠都

不會成功的時候，我會記起那些話，

它們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所以我是幸

運的，能夠得到Gerry的指導，能夠有

他做我的老師。

記者：在影片中有句臺詞是關於
妳的角色放下過去，努力成為他想成
為的人。妳如何描述現在妳想成為的
人，在妳的生活中繼續向前？

本·阿弗萊克：這是個好問題。這

是個不斷發展的過程，真的，當妳長

大變老的時候，妳會想很多關於妳想

成為怎樣的人。

我想最終每個人書寫的傳記中最

重要的是留在我們內心可以啟迪我們

的孩子的東西。所以做壹個父親對我

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情，隨之而來的是

清醒——那對我來說相當重要。對我

而言，誠實很重要，謙虛很重要，尊

重他人也非常重要。而同樣重要的是

，我理解和接受了生活的真相——那

就是事情在變動中。妳必須接受這壹

點，並且能夠應對生活中不斷變化的

東西。

記者：是什麽時候妳意識到，那
種妳曾經渴望的依靠酒精的生活，在
未來是沒有出路的？

本·阿弗萊克：妳知道我的經歷，

還有我知道的很多人的經歷，他們都

處理過各種各樣的成癮，那往往是壹

個漫長的過程，而不是某天壹蹴而就

的。在戒除成癮的過程中，壹定會有

些事情對我來說極度痛苦。但是我覺

得那過程是往前兩步後退壹步。妳進

步了壹點，然後遇到障礙；妳再進步

了壹些，然後遇到另外壹個障礙。

我覺得對我來說，核心問題都是

圍繞著接受（酗酒的現實）。幻想中

是這樣的，“哦，我正在經歷這個，

這就是壹段不好的時光。我會解決好

這個問題，之後我就能再次像平常那

樣喝酒了，”或者其他妳上癮的東西

。但是妳必須放棄這種不現實的幻想

。科學告訴我們，經驗也告訴我們，

壹旦大腦對於某樣東西上癮，它就無

法真正戒除這種癮。而接受這個事實

，我必須說，對我個人而言可能是最

重要的事情。

記者：在電影中扮演壹個酒鬼，
妳是否曾覺得自己有復發的危險，因
為妳剛剛從中恢復？

本·阿弗萊克：再次強調，我覺得

妳需要意識到尤其是酗酒，是壹種他

們稱作會慢性復發的疾病。沒有人能

確定說，“嗯，這是我喝的最後壹杯

酒了。”我當然希望自己可以這樣，

但我也覺得，重要的是去記住整個康

復過程的關鍵在於，意識到復發可能

性的存在。

妳看到人們會在康復20年，30年

之後復發，這很可怕也很復雜，人們

甚至不確定為何會發生。對我來說，

我並沒有在低谷或者抑郁中掙紮，我

意識到復發與我覺得自己感覺很好有

關，就像“結束了，我再也不用和酒

癮鬥爭了，現在它不再是個問題了，

我好了。”因此，我喜歡在這部電影

裏的每壹天，我喜歡在詮釋這個角色

情感時的挑戰，那是能讓我真的全身

心投入的事情。

作為壹名演員，這是我真正想要

詮釋的角色。而復發對我來說，並不

是和某人去吃飯的時候，他們喝酒了

——那不是重點，妳知道我的意思嗎

？或者妳在電影裏喝假的啤酒。它比

這些更加深入更加復雜，也更加難以

捉摸。這類的事情不會，像他們說的

，觸發我。

我覺得我需要更加警惕的是，那

種我已經好了，所有都好了，我再也

不用擔心這個的意識和想法。我只需

要意識到，這是壹個持續的關於當下

時刻的過程。

記者：但聽起來扮演這個角色對
妳來說是壹種釋放，這種說法準確嗎
？

本·阿弗萊克：我想是的。就像我

說過的，這是部非常緊湊的電影，涉

及了很多大問題。某種程度上，他們

都是很普遍的問題，因為他們很普通

。但對很多人來說，他們也是極大地

改變了生活的問題。

離婚是很多人壹生中經歷的最具

挑戰性的事情，離婚很難，也很痛

——尤其是在牽涉到孩子的時候。我

自己感同身受。

記者：電影中有壹幕，是Jack向
他的妻子道歉，在我和加文·歐康諾的

對話中，他提到這對
妳來說非常重要。能
談談這壹幕的重要性
嗎？

本·阿弗萊克：
我想，就個人成長而

言，非常重要的壹點

是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任的能力。這聽起來

很簡單，但有人曾說

過，“妳酗酒這不是

妳的錯，但是妳需要

對妳的行為負責，對

妳的所作所為負責。

”我覺得這是對的，

雖然某些時候可能聽

起來有點矛盾，但是

我真的不這麽認為。

因為我覺得這對

這個角色來說很重要

，為了真正展現他的

確走在通往更好的個

人成長和康復的道路

上，為了讓觀眾看到

他是能夠負責的。盡

管我們沒有看到離婚

，那是發生在電影開

始之前的，但是能夠

看到他接受了自己所

要擔負的責任，以及在其中擔任的角

色，這是非常重要的。

在影片中，個人性的悲劇發生在他

們身上，我覺得妻子的反應要好過丈夫

。他有點逃避了，不過最終他還是承擔

了自己的責任。而我覺得這是個非常好

的信號，表明了這個角色的心理健康和

個人成長、成熟以及某種謙卑。

記者：如果妳必須成為某種運動
的教練，妳覺得妳自己會擅長執教哪
種運動？

本·阿弗萊克：我不知道哪種運動

我不擅長執教。但我猜導演就有點像

是教練，某種程度上類似於壹個領導

者，妳必須去激勵人們，必須去挖掘

出演員身上的絕大部分潛能。而那種

狀況下，我的處世哲學更傾向於激勵

啟發，而不是訓練教官式的做法。

就戰術而言，我想棒球是我最了

解的運動了。不過我相信有很多比我

更有資格的人去做棒球教練。去年我

執教過我兒子的少年棒球隊伍，我想

那是與我的水平匹配的。

本本··阿弗萊克阿弗萊克
清醒對我來說
相當重要

19981998年年，，年僅年僅2626歲的本歲的本··阿弗萊克就因和好友馬特阿弗萊克就因和好友馬特··達蒙的合作達蒙的合作，，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
，，親身體驗了壹回好萊塢童話親身體驗了壹回好萊塢童話。。幾年後幾年後，，他再次迎來又壹個職業生涯高峰他再次迎來又壹個職業生涯高峰。。20132013年初年初，，由他擔任導由他擔任導
演和主演的影片演和主演的影片《《逃離德黑蘭逃離德黑蘭》》摘下了金球獎最佳導演和奧斯卡最佳影片兩座桂冠摘下了金球獎最佳導演和奧斯卡最佳影片兩座桂冠。。此後不久就在此後不久就在
同年同年，，阿弗萊克在紮克阿弗萊克在紮克··施奈德執導的施奈德執導的《《蝙蝠俠大戰超人蝙蝠俠大戰超人：：正義黎明正義黎明》》中中，，飾演年長厭世的蝙蝠俠布飾演年長厭世的蝙蝠俠布
魯斯魯斯··韋恩韋恩。。他與同為壹線明星的珍妮弗他與同為壹線明星的珍妮弗··加納成婚加納成婚，，有三個孩子有三個孩子，，婚姻穩固婚姻穩固，，至少從外人看來至少從外人看來，，所所
有這壹切都像是只發生在故事書裏的情節有這壹切都像是只發生在故事書裏的情節。。

而現實中而現實中，，壹切並不如看上去那般完美壹切並不如看上去那般完美。。阿弗萊克在為拍攝阿弗萊克在為拍攝《《蝙蝠俠大戰超人蝙蝠俠大戰超人》》的訓練中受傷的訓練中受傷
，，在艱難的拍攝過程中努力保持冷靜在艱難的拍攝過程中努力保持冷靜，，再度陷入了酗酒問題再度陷入了酗酒問題———這個根植於血液的問題—這個根植於血液的問題，，要追溯到要追溯到
他青春期的早期他青春期的早期，，在成長過程中壹直和酗酒且性情多變的父親做鬥爭在成長過程中壹直和酗酒且性情多變的父親做鬥爭。。壹段時間的分居之後壹段時間的分居之後，，阿弗阿弗
萊克和加納在萊克和加納在20172017年最終離婚年最終離婚。。也是在同壹年也是在同壹年，《，《正義聯盟正義聯盟》》遭到非議遭到非議。。在新聞發布會期間在新聞發布會期間，，從電從電
視采訪中視采訪中，，壹個主演回答的內容中斷章取義出來的壹個主演回答的內容中斷章取義出來的““悲傷的阿弗萊克悲傷的阿弗萊克””甚至成為網絡熱詞甚至成為網絡熱詞。。

《《回歸之路回歸之路》》代表了阿弗萊克的個人電影治療代表了阿弗萊克的個人電影治療，，講述了他廣為人知的與酒精的鬥爭講述了他廣為人知的與酒精的鬥爭，，以及恢復以及恢復
期間的自我克制期間的自我克制。。這部新影片促成了他和這部新影片促成了他和《《會計刺客會計刺客》（》（20162016））導演加文導演加文··歐康諾團隊的再次合作歐康諾團隊的再次合作，，
現年現年4747歲的阿弗萊克在其中飾演歲的阿弗萊克在其中飾演Jack CunninghamJack Cunningham，，是壹名酗酒的建築工人和曾經的高中籃球明是壹名酗酒的建築工人和曾經的高中籃球明
星星。。他接到了壹個電話他接到了壹個電話，，希望他回到之前的學校當教練希望他回到之前的學校當教練。。不要把這部劇和不要把這部劇和20102010年彼得年彼得··威爾執導的威爾執導的
同名電影同名電影《《回來的路回來的路》》搞混了搞混了，，這部救贖電影讓阿弗萊克有機會去挖掘這部救贖電影讓阿弗萊克有機會去挖掘JackJack的痛苦和自我厭棄的痛苦和自我厭棄，，這這
些情緒因為酒癮而占據了他的生活些情緒因為酒癮而占據了他的生活。。近日近日，，在新型冠狀病毒在新型冠狀病毒COVID-COVID-1919席卷美國之前席卷美國之前，，時光網有了時光網有了
壹次和阿弗萊克對話的機會壹次和阿弗萊克對話的機會，，談論他在新電影中的工作談論他在新電影中的工作，，這部電影是如何與他產生共鳴的這部電影是如何與他產生共鳴的，，以及他以及他
在青少年時期生活中的榜樣等等在青少年時期生活中的榜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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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日報

網購網購
農資農資

準時準時
送貨送貨

開始開始
作業作業

位於全國最北端的漠河市，無霜期只有80
多天。“菜籃子”基地西林吉鎮黑山村

的村民們有些着急：若不能及時採購到種
子，錯過最佳的育苗時間，會影響全年的蔬
菜產量。經過深思細研，黑山村村委會通過微信幫助村民統一採購種子，
送貨上門。“書記，幫我家買5袋黃瓜籽、2袋青椒籽”“我家要3袋柿子
籽”……村書記的手機成了種子採購的中轉站。

商家送貨直達田間
五常市種植戶劉林海今年首次嘗試通過網絡預訂2萬多斤化肥。“每年這個時候

都得挨家店裡去跑着買農資，今年雖然憋在家裡，反而更方便了，線上比一比，還能知
道誰家更優惠。過段時間用化肥時，商家就直接送到地頭，不會影響春耕生產。”

當下，數字化手段成為疫情防控、企業復工、保供應、備春耕等多項工作高效推進的
“新武器”。由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組織開發的“雲平台”上線運行，具有農資需求調
查、滯銷農產品推廣、遠程視頻會議等功能。各地農業部門積極推廣“雲備耕”，利用
QQ、微信等互聯網媒體工具搜集農民農資需求，發佈農資商家產品信息，開通購物通道。
北大荒農墾集團總公司（農墾總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大數據+網格化”一體化平台不僅助
力防疫，也為當前農業用工的選擇和排查提供了精準依據。

農戶：直播講解易懂
農墾科學院還開通快手App“科技在線一幫一”賬號，農業專家在線授課解惑，種植戶成

了專家的“迷哥迷妹”。黑河市孫吳縣農業技術推廣中心站長、高級農藝師李霞做夢也沒想到
自己成了“網紅”。為滿足疫情下的農民科技培訓需求，她開通了快手直播間，每晚8時開播
講授農業生產技術，最多時吸引了1,400多位粉絲在線收看，已累計觀看人數萬餘人，答疑解
惑近5,000次。

家住富錦縣長安鎮的劉景和學會了在直播互動區向專家提問。“鄰居教我看黑龍江省
農科院專家的農技網絡直播培訓，還真是方便，專家講的水稻種植技術非常接地氣，一下
子就聽懂了，比以前開會培訓效果好多了！”

平台可查看工作進度
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相關負責人說，今年全省創新通過微信及短信推送、專家

視頻講解、釘釘直播、電視欄目講座等方式，開展遠程農業技術培訓和網上指導
服務，計劃到3月底完成農民培訓150萬人次。此外，墾區七星農場大田物聯網
平台設置了農情進度板塊，可隨時查看各管理區土地發包、清雪扣棚、種子
加工包衣、肥料到貨等備耕生產工作完成進度，無需實地查看，有效避免
人員接觸、流動。
高效運轉的數字農服體系為家庭農場提供很多“無接觸”智

能化生產服務，截至目前，已服務農戶30餘萬人，覆蓋耕地
面積2,400多萬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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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蘭縣經營家庭農場的劉海濤，今年準備種地2,200畝，
經朋友介紹，在手機“地押雲貸”App上簡單操作，就辦理了58
萬元（人民幣，下同）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我真沒想
到，五十多萬元貸款網上操作這麼方便就辦下來，到賬又快，解
決了我的大難題。”
往年農民要辦備耕資金貸款，需要到銀行、信用社窗口排長

隊，或者信貸人員走鄉進村。今年，黑龍江省通過農業大數據與
金融科技相融合，與多家銀行共同推出了網絡辦理農業貸款方
式。螞蟻金服普惠金融項目是黑龍江省人民政府與阿里巴巴集團
的重要合作項目之一，借助“大數據+互聯網”技術，與土地確
權、戶籍信息等資料相結合，對貸款農民進行畫像，評定信用等
級，提供免擔保、無抵押、無人工干預的數據化純信用貸款，授
信後，農戶貸款隨借隨到。截至目前，項目在全省9個市（地）
36個縣（市、區）上線，為144萬人授信164億元，累計為17.4
萬人提供111.8億元純信用貸款。

為了避免聚集、減少出

門，同時又能積極準備春耕

生產，作為產糧第一大省的

黑龍江的各級農業部門可沒少動腦筋：線上團購種子農資、網上簽訂

貸款合同、直播觀看農業技術培訓。目前，該省已籌措689億元（人

民幣，下同）資金，所需種子量80%已到位，而且積極開展互聯網+

農技推廣，培訓農民60萬人次，利用省級農業金融服務平台發放支農

貸款108億元，確保今年豐產豐收。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黑龍江報道/圖：香港文匯報黑龍江傳真

��(���

政企齊辦網貸
農民隨借隨到

■農民在家用手機
訂購種子和化肥。

面對目前種種備耕難題，省農業農村廳建立備春耕生產聯
繫制度，印發《2020年全省備春耕生產聯繫市、集團方案》
指導春耕工作。綏化市開展鄉村兩級錯峰作業，以村為單位，
採取分散小規模作業、戶戶聯合等形式，加快開展玉米脫粒、
餘糧銷售、清雪扣棚、秸稈離田、農資購置。七台河市農業農
村局也設立24小時備耕生產應急熱線電話，為農民提供全天
候服務。截至 3月 10日，佳木斯市農民累計銷售新糧約
1,012.95萬噸，佔總產量的89.6%。
由於黑龍江墾區二九農場巴山湖管理區的部分種植戶因

疫情滯留外地無法返程，農
場義工擔負起備耕生產的重
任，幫助管理區清雪扣棚。
黑龍江省勤得利農場262名
支援備春耕的義工分流作
業，幫助未返程的種植戶清
雪、扣棚、拉運生產生活物
資，出門返回都做好測溫、
登記、消毒工作。

義工幫忙備耕
錯峰分流作業

■■義工們幫助農義工們幫助農
戶清雪扣棚戶清雪扣棚。。

▶農業專家開通直播授課，民
眾可隨時提問與專家互動。

組圖四：開始作業

Lj0313wxx1-09 防疫春耕兩不誤，農技研發改良版寬窄密插秧機田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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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公司打開北大荒公司打開““天眼天眼”，”，依靠依靠““雲雲
端端””服務服務，，查看春耕進度查看春耕進度。。

2020年4月15日（星期三）2 大地神
州

■責任編輯：凌晨曦

■■CCDCCCDC在網上平台以點播形式讓觀眾在網上平台以點播形式讓觀眾
觀看歷年經典作品觀看歷年經典作品，，其中包括黎海寧編其中包括黎海寧編
舞的舞的《《Plaza XPlaza X與異變街道與異變街道》。》。

■■““留白留白Live houseLive house””的現場演出的現場演出。。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港芭推出網上節目港芭推出網上節目““港芭講芭港芭講芭”，”，請來一請來一
眾芭蕾名家聊芭蕾眾芭蕾名家聊芭蕾。。 香港芭蕾舞團提供香港芭蕾舞團提供

雲端看藝術雲端看藝術
另闢蹊徑另闢蹊徑 oror 無奈之舉無奈之舉？？

自1月30日至2月29日，西九文化區
已有70多場表演改期或取消。為了

維繫與觀眾的紐帶，2月下旬一連數個周
末，香港文化區管理局嘗試將“留白
Livehouse”的現場演出在 facebook專頁
及Instagram頻道以免費直播的方式向觀
眾放送。管理局告訴記者，數周的網上直
播錄得逾4,000觀看次數，這使得負責此
次表演和直播的團隊感到非常鼓舞，“會
繼續積極研究為其他表演安排網上直播的
可行性。”籌備現場直播有其技術要求和
資源配備，節目策劃、場地配合、網絡和
技術等不同方面都需緊密配合，管理局表
示準備直播期間，各團隊相互配合，進行
定期檢討，所以每期的直播愈見流暢。但
亦承認，現場演出和直播的確存在一定差
別，“現場演出具其獨特魅力，而直播表
演則讓更多人透過不同渠道接觸藝術。”

演出真空期 雲端來補充
直播需要更多的技術支持，亦要面對

更多現場的不確定因素。香港芭蕾舞團則
嘗試用錄播形式，藉由facebook平台推出
全新拍攝的“港芭@家”節目，在未來數
周逢周一、三、五下午3時，定時播放不
同內容。除了逢周五可以重溫舞團精彩的
演出片段外，舞團還專門錄製了一系列節
目，用輕鬆有趣的方式向觀眾推廣芭蕾
舞。其中包括由港芭藝術總監衛承天主持
的清談節目“港芭講芭”，既有譚元元等
芭蕾名伶聚首暢聊《天鵝湖》中的經典角
色；又有演員現身說法，剖析“男芭蕾舞
蹈員的生活”。而在“芭蕾廚房”中，港
芭的舞蹈員將分享他們的私家食譜及烹飪

秘訣；“芭蕾 101”則分享小知識，與觀
眾破解關於芭蕾舞的迷思。除此之外，港
芭也推出“網上芭蕾課”，讓觀眾只需一
張椅子作為扶把，在家中也能進行簡單練
習。港芭的市場推廣總監陳剛濤表示，這
次製作一系列的網絡節目，是舞團針對現
時演出真空期的一個嘗試，但未來哪怕疫
情過去，也希望其可以變成舞團的恒常策
劃，“我們很鼓勵大家看現場演出，但是
在網上世界，仍然可以嘗試將芭蕾舞帶給
觀眾。未來，可能不只是‘芭蕾@家’，
也可以‘@’任何地方。”網絡分享可以
與現場觀看體驗互為補充。
積極使用社交網絡平台來進行推廣，

在疫情影響下的非常時期推出特別節目
的，還有香港中樂團。在樂團的YouTube
頻道上，特別推出“愛與中樂同行 HK-
CO♥4U ”抗疫系列和“鼓聲隆隆同抗
疫 給自強不息的香港人”系列視頻，前
者讓樂團的各演奏家從二三月無奈取消的
音樂會曲目中挑選喜愛的樂段，在家中以
個人或小組的形式為觀眾演奏及示範；後
者則送上澎湃的鼓樂演出片段，特別收入
2003年非典後樂團所創辦的“香港鼓樂
節”的珍貴花絮。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錢
敏華對記者說，當年，樂團與三千多名香
港市民在維園齊奏一曲《雷霆萬鈞》，衝
破非典陰霾，用鼓聲帶來振奮力量，“香
港鼓樂節”也創下最多人一起演奏中國鼓
的健力士世界紀錄。在疫症肆虐的當下，
數個節目無奈取消，樂團希望和觀眾一起
重溫這些珍貴的歷史片段，“鼓樂本就有
振奮人心、與天對話的能量，現在也希望
將正能量傳遞，讓大家可以振奮。”

受新冠肺炎影響，自2月起香港康文署轄下演出場地暫時關閉並重開無期，香港近95%的演出取消或推

遲。在經歷了近半年的修例風波後，本已元氣大傷的本地演出市場沒想到又被突如其來的疫症蒙上更深陰

影。在無法如常排練和演出的情況下，香港舞台藝術團體紛紛將目光投向網絡平台，藉由雲端將藝術推到觀

眾身前。對於依賴觀眾聚集、現場體驗的表演藝術來說，打造雲端看藝術，是另闢蹊徑開鑿新天地，還是非

常時期的無奈之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線上節目可以推陳出新，在劇場外拉近與觀眾的距離。但對於依賴live
體驗的表演藝術來說，最精良的拍攝似乎都無法替代身處劇場之中的真切感
受。“打擊很大。”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行政總監黃國威說，疫情加
上過去近半年的社會運動，給舞團帶來巨大壓力，這壓力不只來源於財政
上，還來源於與觀眾接觸的減少。“比如平時我們做閤家歡的演出，通常都
爆滿，但早前的《小龍三次方》入座率只有四五成，很失望。”黃國威表
示，舞團的政府資助只佔運營成本的一半，非常依賴票房及市場操作。從去
年到現在，收入時常陷入困難，“現在是用儲備來捱。”
這次疫情來得突然，場館停開，演出取消，舞團已算是反應迅速，馬上

推出了網上點播和網上課堂。在網上平台vimeo.com上，觀眾可以以付費點
播形式，花費約4美元，就可以觀看一套CCDC歷年經典作品，節目包括黎
海寧的《Plaza X與異變街道》、桑吉加的《Re-Mark》、黃狄文的《小龍三
次方》等，以及一系列舞蹈影像，上載的節目則保持持續更新中。
黃國威表示，舞團首先選擇了演出受到影響的作品上載，用收費觀看的

模式，是希望藉此為製作補貼收入。“很多作品觀眾來不了浪費了，又或者
暫時沒有重演機會，不如大家重溫片子。”至於收費標準，也是一直摸索嘗
試來訂出。據他觀察，觀眾更偏向租看影片，經典作品如黎海寧的過往創作
點擊率會高些，短片則鮮有人購買。舞團也推出線上舞蹈班，讓學員可以在
家中學習瑜伽、芭蕾，或者帶小孩上親子舞蹈課。

在疫情期間，這些雲端藝術雖然可以填補某些演出取消的空白，與觀
眾保持一定的聯繫，但黃國威對此並不樂觀。“始終和觀眾隔一層，藉由
點播平台，我們有嘗試摸索觀眾的喜好，也尋找有效的運營模式；加上平時
也通過社交網絡平台與觀眾保持接觸，但其實仍然和大家親身來參加活動、
面對面的交流差很多。”他苦笑，“線上真的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取代不了
一班人一起去享受現場演出的感覺。”點播觀看怎麼也沒有現場體驗的自由
與鮮活，線上課程也難以實現老師與學員在課堂親身交流的細緻流程，對於
建基於肢體交流的舞蹈學習更是如此。
黃國威認為，線上計劃是很好的試驗，但始終只能是“替代模式”。

“出來聚集就是藝術想要做的事情。線上模式嘗試過後，其實我寧願它失敗
的。”他無奈道，“不好意思，我真的有點灰。”

2003年非典散去，大家齊聚維園，震天鼓樂直擊雲空，如將陰霾劈
開。今年各表演場地重開仍未有定數，演藝市場持續寒冬，什麼時候大家才
能再聚首？只能暫時品嚐雲端藝術，當是望梅止渴吧。

線上始終只是線上始終只是““替代模式替代模式””

■■CCDCCCDC推出網上親子課堂推出網上親子課堂。。 CCDCCCDC提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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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這兩個多月來，對全球
所有人類而言，都是一場嚴酷而殘忍的挑戰，無
論是街頭流浪漢，軍警消人員，醫務人員，乃至
人生舞台上的政治領袖，影藝明星...無一倖免。每
天打開電視，都是觸目驚心的染疫和死亡數字，
都是企業關門、倒弊、失業的噩耗。 「封城令」
阻絕了人們正常工作、作息的步調，連到超市買
個日常用品、食物都像打仗一般，口罩、手套全
都登場，還得注意人我距離，謹防飛沫傳染。

但 「危機即轉機」 ，萬物之靈的人類絕不向
現實低頭，束手就擒。兩年前致力推廣大休士頓
地區 「唯一」 躋身主流多元生活圈且獨具特色的
「凱蒂亞洲城」 的推手, 「聯禾地產」 的負責人

Josie Lin （林承靜 ）女士，不愧是業界強人，她思
緒周密，心懐大千。她整合起 「Katy Asian Town
」 （凱蒂亞洲城 ）所有商家，聯手抗疫。透過

WeChat,Facebook , Instagram,等主流社交媒體So-
cial Media, 不局限於亞裔客群, 量身打造網上的
www.KatyAsianTownTX.com的整合外賣平台, AMA
On-The- Go使您可以任點您喜愛的食物而不考慮
個別餐廳都可出現在同一個訂單上。

他們更為了節省您的麻煩，他們建議配餐KAT
（Katy Asian Town）個別餐廳的熱門菜單在同一訂
單中。讓您可以更便捷的同時訂購各種不同類型
的食物。譬如您可以同時將咖哩牛肉飯、湯麵、
海鮮煎餅、雞翅、泡芙和奶茶等一起訂。也就是
包含了主菜、簡餐、甜點和飲料，AMA On-The-
Go.讓您一趟訂足，滿足全家人的味蕾 !

訂餐的步驟很簡單，請登上 http:// KatyAsian-
TownTx.com , 然後從他們列出簡便的熱門菜單中
挑選您喜歡的食物。這些食物，不限一家，您可
從多家不同的餐廳點餐，不僅一趟吃個過癮，您
還有多樣選擇的機會，這就是AMA On-The -Go
獨特和令人激賞的地方，遠勝您平常親赴現場採
購，您只要好整以暇的輕鬆在家等候，其他的就
交給AMA 的Delivery 外送團隊來負責了。

Josie 表示：無論是 Delivery 或是 Curbside
Pickup的操作流程都是盡量做到 「不接觸 Contact-
less」 , 不僅送餐車，作業人員都經過消毒，配備
口罩, 手套, 定餐者還可選擇親自到 「凱蒂亞洲城
」 的 「聯禾地產」 辦公室來取餐。來取餐（pick

up )的人不需下車，一通電話，便有人員送餐出去
。Josie表示：這一切取餐, 消毒, 配單都有企業化
的標準流程在做，這可能也是未來生活的模式。
這套計劃，讓Katy 亞洲城所有的商家都動起來了
。也給予送餐的年輕人工作機會, 這是 「多贏 」 的
局面，危機就是轉機 !

AMA On-The-Go 的服務可外送餐食到每一家
，只要定餐$35元以上，除了網上有訂餐系統, 且
全部刷卡，不需碰觸紙鈔。且這裡面每一家餐廳
，採現點現作（只需一小時前訂餐即可），一般
外送服務僅在5 miles 內，AMA On-The-Go 可達
KAT8 Miles 以內, 如果在這個範圍之外,如 Sugar-
Land, Memorial，可洽詢外送費，或直接前來Katy
Asian Town 的 「聯禾地產」 辦公室來取餐。

目前，Katy 亞洲城,共有90% 的商家仍有營業
，有18個商家參與AMA On-The-Go服務：
Soju 101
Atami Express || (Zake Sushi Lounge)
Beard Papa Chung Wang
BBQ
Phat Eatery Tony Moly
Gong Cha Meet Fresh
Bubble Egg. Panntea
Ten Seconds Tea Top
Eight Turn Crepe Square Root
Poke
Ten Second Noodles. Yummy Pho
& Bo Ne
Yummy Seafood & Oyster Bar
還有更多商家加入，敬請期待...

AMA On-The - Go 是由聯亞營銷聯盟集團
（AsUnited Marketing Alliance Group )創建和打造
的平台。是聯禾地產負責人林承靜（Josie Lin )女士
所創立的不局限於一端的服務意圖，進而延伸與
其他服務提供商和零售店家進行整合，期待打造
多贏的共榮圈這個理念而創建的平台。通過AMA

Group 這個平台，讓更多的人與多元社區的需求連
結，為多元族裔的服務行業與零售商家，幫助他
們聯結，合作並成長。Josie的創意，不只為客戶
提供有價值的商業機會、解決方案、服務和對創
業家的支持。

高瞻遠矚的Josie 認為：外賣，會變成一個趨
勢。她並未對商家索取高額的費用。幾乎是貼錢
在推廣, 送一家，她賠一家。但為了整合的目標，
她義無反顧的去做 ，幾乎Asian Town 所有的商家
都加入了。AMA Group做的比一般外送服務還多,
不僅標準化外送,還有不斷推送個別商家的廣告, 目
前在Facebook 上的有一萬多人，在其網頁上的也
有四、五千人。

最重要的是她堅持的 「現點、現做」 ，不同
於一般外賣服務的 「統一發貨 」 ，把新鮮和美味
送給每一個人，滿足您全家的味蕾。

AMA Group 的願景是吸引更多的夥伴加入，
更多的服務商家加入合作夥伴（ CS Partner )的行
列。更多的零售商家成為AMA 會員（ AMA Mem-
ber )。參與加強AMA 集團的品牌陣容，不僅有免
費整合行銷的機會，還有更多的資源幫助您的生
意成長!

United Marketing Alliance (AMA Group )聯亞營
銷聯盟集團
電話： 346-298- 3466
郵箱： team@ asunitedmarketing.com

危機即轉機—危機即轉機— 「「新冠疫情新冠疫情」」 刺激刺激 「「整合整合」」 聯手抗疫聯手抗疫!!
創新的凱蒂亞洲城一站式外賣平台服務創新的凱蒂亞洲城一站式外賣平台服務，，讓您從味蕾的滿足中重新讓您從味蕾的滿足中重新 「「享受享受」」 人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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