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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NEWS

WASHINGTON (Reuters) - Sweeping testing of the entire 
crew of the coronavirus-stricken U.S. aircraft carrier 
Theodore Roosevelt may have revealed a clue about the 
pandemic: The majority of the positive cases so far are 
among sailors who are asymptomatic, officials say.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coronavirus spreads in a most-
ly stealthy mode among a population of largely young, 
healthy people showing no symptoms could have major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makers, who are considering 
how and when to reopen the economy.

It also renews questions about the extent to which U.S. 
testing of just the people suspected of being infected is 
actually capturing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Navy’s testing of the entire 4,800-member crew of the 
aircraft carrier - which is about 94% complete - was an 
extraordinary move in a headline-grabbing case that has 
already led to the firing of the carrier’s captain and the 
resignation of the Navy’s top civilian official.

Roughly 60 percent of the over 600 sailors who tested 
positive so far have not shown symptoms of COVID-19, 
the potentially lethal respiratory disease caused by the 
coronavirus, the Navy says. The service did not speculate 
about how many might later develop symptoms or remain 
asymptomatic.

“With regard to COVID-19, we’re learning that stealth in 
the form of asymptomatic transmission is this adversary’s 
secret power,” said Rear Admiral Bruce Gillingham, sur-
geon general of the Navy.

The figure is higher than the 25% to 50% range offered 
on April 5 by Dr. Anthony Fauci,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a member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coronavirus task force.

‘DISCONCERTING’ DATA FOR PENTAGON
Defense Secretary Mark Esper, speaking in a television 
interview on Thursday, said the number of asymptomatic 
cases from the carrier was “disconcerting.”

Coronavirus clue? Most cases aboard U.S. aircraft 
carrier are symptom-free

“It has revealed a new dynamic of this virus: 
that it can be carried by normal, healthy 
people who have no idea whatsoever that 
they are carrying it,” Esper told NBC’s “To-
day” morning show.

Such data present challenges to the Penta-
gon, which is deployed around the world, 
sometimes in confined environments like 
submarines, ships and aircraft.

Testing the entire military is not yet feasi-

ble, given still-limited testing capacity, 
officials say, and detecting enough cases 
without tests is impossible if most cases 
are asymptomatic.

The U.S. coronavirus death toll -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 surged past 31,000 
on Thursday after doubling in a week.

It also claimed the life of a sailor from the 
Theodore Roosevelt this week. Five other 
members of the crew are hospitalized.

NUMBERS UNKNOWN
Still, the case of the Theodore Roos-
evelt offers a case study for researchers 
about how the virus spreads asymp-
tomatically in a confined environment 
among mostly younger adults.

That cohort has been somewhat un-
derrepresented in the epidemiological 
data so far, said William Schaffner, an 
infectious disease specialist at Vander-
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FILE PHOTO: 
The aircraft 
carrier Theo-
dore Roosevelt 
(CVN-71) is 
pictured as it 
enters the port 
in Da Nang, 
Vietnam, 
March 5, 2020. 
REUTERS/
Kham/File 
Photo

BUSINES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the U.S. 
has “passed the peak”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which has infected more than 
632,000 people in America.
“While we must remain vigilant, it is 
clear that our aggressive strategy is 
working,” Trump said at a White House 
news briefing with coronavirus task 
force on Wednesday. “The battle contin-
ues, but the data suggests that nationwide 
we have passed the peak on new cases.”
Trump said new cases are “declining” in 
New York, which has more confirmed 
cases than any country outside the U.S. 
He added that cases are “flat” in Denver 
and Detroit, while other cities including 
Baltimore and Philadelphia “are showing 
great signs of success.”
“Some states are looking at other states 
and they’re saying I can’t imagine what 

they’re going through because they’re 
not in that position. They’re in very 
good shape,” he said. “I would say that 
we have 20 states, at least, but you re-
ally have 29 that are in extremely good 
shape. You have others that are getting 
much better.”
Trump said he will discuss guidelines 
for reopening the country on Thursday. 
The governors of seven states on the 
East Coast and three states on the West 
Coast have announced regional work-
ing groups to coordinate the reopening 
of the regions.
“My administration is using every 
available authority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study and delivery of 
therapies,” he said, adding that at least 
35 clinical trials of treatments are un-
derway. 

Over the past six days, the rate of new 
cases has declined across the country, 
Coronavirus Response Coordinator Dr. 
Deborah Birx said, adding that nine 
states have less than 1,000 cases each 
and report fewer than 30 new cases per 
day. However, she said the adminis-
tration is concerned about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which is in a “unique sit-
uation,” caught between two hot spots, 
New York and Boston. 
She added that now is the time to contin-
ue practicing social distancing. 
“Social gatherings, coming together, 
there is always a chance that an asymp-
tomatic person can spread the virus un-
knowingly,” she said. “To all of you that 
are out there that would like to join to-
gether and just have that dinner party for 
20, don’t do it yet. Continue to follow the 
presidential guidelines.”
More than 3.3 million tests have been 
“conducted and completed,” Vice Pres-
ident Mike Pence said, adding that 24% 
of all counties in the country have not re-
ported a single case of Covid-19. He also 
said half of all states in the country have 
fewer than 2,500 cases each. 
“We’re going to reflect on the fact that, 
as the president said, there will be areas 
of the country that will require continued 
mitigation and strong efforts and there 
will be other areas of the country that 
will be given guidance for greater flex-
ibility, the president has so directed our 
team,” Pence said.
Even as the infection rate appears to 
fall across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City Mayor Bill 
de Blasio acknowledged earlier Wednes-
day that the city is likely undercounting 
Covid-19 deaths as the city struggles to 
test everyone.

On Tuesday, New York City officials said they would 
begin counting “probable” Covid-19 deaths, which are 
people “who had no known positive laboratory test,” but 
are believed to have died due to Covid-19. The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estimates that there have been 3,778 probable Covid-19 
deaths since March 11 that weren’t previously counted 
in the city’s official tally. There have been 6,589 con-
firmed Covid-19 deaths in New York City so far. 
“I want the whole truth out. Wherever the facts take us, 
I want the whole truth out,” de Blasio said Wednesday 
at a news briefing. “Absolutely, I believe there are more 
people who died because of Covid-19, in one way or 
another, because of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to them 
related to Covid-19.”
Related
Could a Second Wave of COVID-19 
Strike, Even After the US Reopens?
What if, after the country reopens, there’s a second 
wave of the COVID-19 virus? That’s why researchers 
are hard at work developing new therapies to treat vic-
tims.
Neurologist and best-selling author, Dr. David Perlmut-
ter, has announced some exciting new treatments on the 
horizon.
One of them involves an anti-parasitic drug called Iv-
ermectin that has been used to treat worm infestations 
in developing nations and to treat head lic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widely used on horses and cattle.
“Some very forward-looking researchers in 
Melbourne, Australia have found that this Iv-
ermectin reduced the amount of COVID-19 
in cell cultures by 5,000 fold in 48 hours,” 
Perlmutter said. 

Neurologist and best-selling author, Dr. 
David Perlmutter 

“Now, we know that Ivermectin 
has powerful antiviral activity. 
It has been used effectively [to 
treat] dengue and West Nile vi-
rus as well. But I want to make 
one thing clear: the current study 
did show incredible effectiveness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that we’re 
dealing with right now, but that 
was not yet in humans. The very, 
very good news is that Ivermectin 
is available worldwide. It’s on the 
WHO’s list of essential medicines 
and used worldwide. So once the 
human trials can get underway on 
a drug already approved we might 
see something very effective be-
come rapidly available  and I’m 
very excited about that.”
Ivermectin is also an ingredient 
in heartworm prevention medica-
tion for dogs. “That does not mean 
people should consider taking 
their dog’s heartworm medicine,” 
Perlmutter cautioned. “We are 
still quite a way off in this appli-
cation.”
Plasma therapy is also being used 
effectively to treat COVID-19. 
This involves using blood plasma 
from people who have recovered 
from the virus and infusing it into 
those who are at risk of contract-
ing it or already have it. Plasma 
therapy is not new – it was first 
done during the 1918 Spanish Flu 
pandemic.
“The death rate in 1918 was re-
duced by 21 percent by using plas-
ma treatment,” Perlmutter said.
Intravenous Vitamin C treatment 
also shows promise in treating this 
Coronavirus because it is a pow-
erful anti-inflammatory as well as 
a powerful anti-oxidant. Vitamin C 
quenches the free radicals produced 
by the virus.
But taking daily Vitamin C is also 
a good idea during this pandemic. 
“Having a good level of Vitamin C on 
board, as well as Vitamin D and zinc 
makes good sense,” Perlmutter said. 
(Courtesy https://www1.cb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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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mp Says U.S. Has ‘Passed The 
Peak’ Of Coronavirus Outbreak

OVERVIEW
There are more than 632,000 confirmed cases in                                                                      

the U.S., the worst outbreak in the world.
Trump said new cases are “declining” in New York,                                                    

which has more confirmed cases than any country outside the U.S.
Trump said he’ll be discussing guidelines for                                                            

reopening commerce on Thursday.

Stay Safe!         Wash Your Hands!



FILE PHOTO: An abandoned shopping cart lies between empty paper towel 
aisles at a Target store in Culver City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Rio de Janeiro

People, some wearing protective masks, walk at a commercial center dur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in Rio de Janeiro, Brazil April 16, 2020. REUTERS/Ricardo 
Mor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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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Medical staff assess for COVID-19 at public Victoria Health Unit, BC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Paris

FILE PHOTO: New York governor Andrew Cuomo speaks as the USNS Com-
fort pulls into a berth in Manhattan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the Manhattan borough of New York City

Paramedics and healthcare officials are seen outside Andover Subacute and Rehab Center in 
Andover, New Jersey

Doctors visit patients at home amid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in Bergamo



副刊

据温州市委统战部官方微信公众号

“世界温州人家园”消息，新冠肺炎疫

情蔓延全球，今天海外抗疫故事的主人

公，名字叫叶涵荃，西班牙名 Beatrice

Ye Zhu，1996年出生，祖籍文成。

她还是一名在读医学专业硕士，但

毅然加入抗疫，成为西班牙一家医院新

冠肺炎重症监护室(ICU)的一名护士。

“值完班，回到家已是天亮，累到

不想洗漱，想粘床就睡。”“胸口就像

被巨石紧紧压着，透不过气，不过我还

是选择坚守。”

因为我是护士 我要加入抗疫小组

我父亲是较早一代的移民、老家在

温州文成，1996年，我出生在西班牙，

小的时候就有做医护人员的梦想。后来

我求学的时候，学的是护理。我还参加

国际交流，到浙江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

专业研究生在读。

大学放寒假期间，我回到了西班牙

。最近，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西班牙全

境蔓延，我现在住的地方是首都马德里

，这是西班牙确诊病例最多的地方。

西班牙卫生系统进入饱和状态。马

德里一家四星级宾馆也改造成了接收新

冠肺炎轻症患者的医疗中心。

我是名护士，而且有大型医院ICU

病房护理的实习工作经历。我知道我必

须做些什么。

在与父母商量后，他们非常心疼。

我非常能体会他们的担心，但我也耐心

地和他们说，我是名护士，这是我职责

所在。我学了这么年医护专业知识，能

保护好自己。

3 月 11 日，马德里的卡洛斯三世

(the Carlos III)医院联系到我并提供了临

时聘用合同，想聘用我为增援的医疗人

员，不过他们没有给我提供更多关于合

同和日程安排的具体信息，两天之后还

没有新的信息。

随着患者人数呈指数型增长，我决

定临时联系去年夏天实习工作过的医院

：塞韦罗•奥乔亚医院。这家医院目前

是马德里地区收治新冠肺炎第三多的医

院。由于医疗卫生人员高度缺乏，他们

马上接受了我的申请，并对我表示十分

感谢。

他们将我安排在ICU病房，我接受

了，因为我曾在这个部门工作过，也认

为自己熟知这里的各种设备和工作流程

。在3月14日晚上，他们给我提供了工

作日程表，我便正式加入了他们。

为了做好防护，跟家里人分开住宿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找了房间。

我一周有三种班次：从上午8点到

下午3点、下午3点到晚上10点、晚上

10点到第二天8点。工作时间基本上和

以前在ICU工作时间差不多，但工作强

度大了很多。

当我进入重症监护室时，我发现那

里所有的病人都是新冠肺炎患者。其实

后来才知道塞韦罗•奥乔亚医院的床位

已基本全满。

重症监护室有两个大间，共有12张

床，每六张床目前配套3个 icu护士、2

个医生、2个护理。我们几个医护人员

相互搭档，每一组两人互相监督穿着防

护服的过程。没有得到伙伴OK手势，

我们是绝对不会进入病区。

“你很棒，加油！”我和团队的人

每天都相互打气，在进病房前，在工作

间隙。因为在这里确实需要很大勇气。

“Ye，3床的病人需要帮忙下！”

“Ye，6床帮忙插根管！”即便我知道

ICU都是危重病人，但远远没有想到会

是这种程度。

新冠肺炎患者多数呼吸困难，需要

插管，大多数病人都注射了镇痛剂以及

血管类药物来保持血压正常。另外，我

们发现俯卧可以显著提高呼吸模式。也

就是说，姿势上的改变需要两位护士、

两位护工以及一位医生的协作，所以工

作量非常大。

在病房里，有些病人因为长时间接

受插管，药物治疗，神智不清。但我还

是能感受到病人们眼中透出的求生欲望

。这里，我们见证了更多的生离死别，

但也会因为他们眼中生的希望，让彼此

继续鼓起信心、努力坚持。

遍布西班牙各地的华人群体已经向

西班牙各个委员会、国家警察局和医院

捐赠了许多口罩、防护服、手套、消毒

酒精以及护目镜。我们医院有收到统一

物资调配，但目前来说，我们医护人员

的防护物资还是非常紧缺。

因此，工作人员需要在整个班次都

佩戴口罩，我所在医院上午和下午班次

的工作人员需要佩戴7小时，夜班工作

人员需要佩戴10小时。

通常在重症监护室里，一个护士可

以照顾两个病人。护士需要每个小时获

取病人的各项系数，因此她需要进入房

间检查一切是否正常。但是现在由于缺

乏防护装备，所有的护士只能共同照顾

病房中所有的病人，也就是3名护士共

同照顾6名病人。

我本来是个大吃货，喜欢吃pasta、

喜欢吃tapas。工作以来这几天，却一口

也吃不下饭。

“Ye，今天过得如何？”最近每当

我下班的时候，我的手机里都会跳出一

些信息。我的伙伴们，他们很多人知道

我参与救治后，给我发来了鼓励信。有

些小伙伴有意不在上班时打扰我，等到

我下班后再来问好。

有些小伙伴，知道我胃口不好，还

会做一些好入口的，他们会提前做好放

在他们家楼下，让我去拿，然后等在窗

户前，在看到我后和我热情的比心，那

个时候，我确实很感动。

还有些伙伴，把我的经历推到了社

交软件上，为我点赞。我收到了包括中

国在内很多国家朋友的私信鼓励。那一

刻我觉得，灾难面前，人类就是命运共

同体。消除隔阂，才能抗击疫情。

最后，我想说说身边的华人。

之前，许多西班牙华人因为春节回

到中国，返回西班牙后，很多人选择自

我隔离两个星期。

我父母曾回中国和亲属过春节。当

他们回到马德里时，我和姐姐戴着口罩

并开两辆车去机场接机。机场回家路上

，我和姐姐坐第一辆车，而我父母开第

二辆车。他们回家马上就进行14天自我

隔离，即使他们不相信自己真的接触到

病毒。

像我父母一样，在西班牙有很多华

人出于责任，他们选择自我隔离。

同时，在西班牙宣布为对抗新冠肺

炎疫情而采取全境封锁前的数周，华人

们就已经开始主动关闭商店、佩戴口罩

了。

许多中国人开的商店门口都写着

“闭店至三月末”、“开店时间另行通

知”的字样，在封锁之前还开着的几家

店铺里员工也戴着口罩，入口处写着

“工作需要佩戴口罩，我们十分抱歉”

。

保护自己，同时也能更好地保护他

人，华人的自律也赢得大家的尊重。

“95后”温州籍华裔
在西班牙ICU病房当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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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In a major win for Texas Democrats 
and civil rights groups, a district court 
on Wednesday ruled that Texans could 
be allowed to vote by mail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raditionally, a voter in Texas must be 
65 years or older, be disabled, or be out 
of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vote by mail. 
Now, anyone that fears exposure to 
the coronavirus can vote by mail as an 
option.
“Today is a victory for all Texans. The 
right to vote is central to our democ-
racy,” Texas Democratic Party Chair 
Gilberto Hinojosa said in a statement.
-----------------------------------------------
BREAKING: We just won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in Texas. All voters get to 
vote by mail in the primary. No individ-
ualized excuses necessary. The coro-
navirus is a universal excuse. GREAT 
WORK @ACLU Voting Rights Project 
and @sophlin229
20.2K
3:01 PM - Apr 15, 2020
Twitter Ads info and privacy
3,942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this
-----------------------------------------------
Texas Democrats kicked off the lawsuit 

earlier this month. The lawsuit was 
quickly joined by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Texas Civil Rights 
Project and other group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dangers of the 
pandemic and ongoing elections, the 
primary runoffs in Texas have already 
been postponed from May 26 to July 14. 
The runoffs will decide dozens of races 
for Congress and local government, 
with the U.S. Senate race between Dem-
ocrats MJ Hegar and state Sen. Royce 
West at the top of the ticket.
It’s likely today’s ruling will be ap-
pealed by the state of Texas; moments 
before the ruling by Judge Tim Sulak of 
the 353rd Civil District Court, indicted 
Texas Attorney General Ken Paxton 
issued a letter warning that vote-by-
mail is reserved for those with an actual 
illness or medical problem.

“Fear of contracting COVID-19 
does not amount to a sickness or 
physical condition as required by 
the Legislature,” Paxton said.
In the same letter, Paxton warned 
that groups and individuals who 
advised voters to apply for a mail-
in ballot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could be prosecuted under the 
state’s Election Code.
Common Cause Texas, a voting 
rights and Democracy watchdog 
group, said Paxton’s interpretation 
of Texas law is wrong.
“Everyone who works on vot-
ing rights or elections in Texas, 
including the secretary of state, 
has said this is a piece of law that 
is not clear, hence the litigation,” 
Common Cause Texas Executive 
Director Anthony Gutierrez said in 
a statement.
“Clearly, no one knows what this 
pandemic will look like in July or 
November and the smart thing to 
do is to interpret the law in a way 
that prioritizes public health and 
protects voting rights,” Gutierrez 
said. (Courtesy texassignal.com)
Related
Federal Appeals Court 
Rules: Texas Can Enforce 
Abortion Ban During Coro-
navirus Pandemic
Republican state officials have said 
barring the procedure in almost 
all cases is essential for preserv-
ing hospital resources during the 
pandemic. Abortion providers call 
it political opportunism — and 
unconstitutional.
A three-judge panel on the U.S. 
5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has 
ruled that the state may continue to 
prohibit all abortions except those 
for patients whose pregnancies 
threaten their lives or health. Photo 
credit: Eddie Gaspar/The Texas 
Tribune
A New Orleans-based federal 
appeals court will, for now, allow 
Texas to enforce a ban on almost 
all abortions as the state battle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Overturning the decision of a lower court, a 
three-judge panel on the politically conserva-
tive U.S. 5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ruled 
Tuesday that the state may continue to prohib-
it all abortions except those for patients whose 
pregnancies threaten their lives or health — a 
restriction GOP state officials have insisted 
is necessary for preserving scarce hospital 
resources for COVID-19 patients.
Citing precedent from the U.S. Supreme 
Court, U.S. Circuit Judge Kyle Duncan, an 
appointee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rote 
that “individual rights secured by the Consti-
tution do not disappear during a public health 
crisis, but … Rights could be reasonably 
restricted during those times.”
“When faced with a society-threatening 
epidemic, a state may implement emergency 
measures that curtail constitutional rights so 
long as the measures have at least some ‘real 
or substantial relation’ to the public health 
crisis and are not ‘beyond all question, a 
plain, palpable invasion of rights secured by 
the fundamental law,’” he wrote.
U.S. Circuit Judge James Dennis, appointed 
to the court by Bill Clinton, dissented.
Abortion providers have characterized the 
state’s lawsuit as political opportunism. Most 
abortions do not take place in hospitals, and 
according to providers, they generally do 
not require extensiv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like the masks and gloves in 
short supply for doctors and nurses fighting 
COVID-19.

On March 22, Gov. Greg Abbott issued 
an executive order barring any proce-
dures that are not “immediately med-
ically necessary,” and Texas Attorney 
General Ken Paxton quickly declared 
that the order applies to any abortions 
not considered critical to protect the life 
or health of the parent. A group of abor-
tion providers filed a lawsuit claiming 
that the order constituted a near-outright 
ban on abortions and was unconstitu-
tional.
Already, hundreds of abortions have 
been canceled.
A federal judge in Austin sided with the 
abortion providers, temporarily blocking 
the state’s ban because it “prevents 
Texas women from exercising what the 
Supreme Court has declared is their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terminate a pregnancy before a fetus is 
viable,” he wrote.
But the 5th Circuit said that judge, U.S. 
District Judge Lee Yeakel, had erred be-
cause his order “[bestowed] on abortion 
providers a blanket exemption from a 
generally-applicable emergency public 
health measure.”
Duncan said Yeakel was wrong to char-
acterize Abbott’s order as an outright 
ban on abortions.
“Properly understood,” he wrote, the 
executive order is a “temporary post-
ponement” of many procedures, like 
colonoscopies. (Courtesy https://www.
texastribu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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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t Rules: Texans Can Vote                                       
By Mail During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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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CNN在一篇最新报道中指出，

随着新冠疫情在美国的恶化，不少持工

作签证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不仅失去

了工作，工作签证怕也保不住了。可由

于航班被限制，他们也买不到回国的机

票，进退两难……

在这篇报道中，CNN首先介绍了一

个名叫Tang Chen的在美中国人的情况，

称来自中国浙江省的Tang是2014年来到

美国的，之后在一家美国的旅游公司进行

软件开发工作。而如果没有疫情的出现，

她原本是打算在今年年底工作签证到期前

，通过公司申请拿到绿卡留在美国的，她

甚至还为此在美国买好了房子。

可随着疫情的到来和持续恶化，美

国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不说，她也

因此被公司于3月13日裁掉了。这也就

意味着她不仅失去了收入，而且也很难

保住她即将到期的工作签证，更别提绿

卡的申请了。

CNN还介绍说，根据美国的法律规

定，持有美国H1-B工作签证的她，需

要在失去工作的60天内，要么找到一个

新的雇主继续为她的工作签证担保，要

么就只能改签为学生或旅游签证。否则

，她就得离开美国，或是违法“黑”在

美国。可如果她在美国逾期停留超过

180天，恐怕就会被美国政府禁止将来

再进入美国了。

然而，在汹涌的疫情面前，她想找

到一个新的工作可谓是难上加难。CNN

引用的数据显

示，仅在今年

3 月 ， 就 有

1000万因疫情

等原因失去了

工作的美国工

人申请了失业

补助。

可她回国

的道路也走不

通。CNN称这

是因为好不容

易控制住了国

内疫情的中国

方面，目前正

在严防境外疫

情的输入，因

此中国的民航

部门也缩减了

每周飞往中国的航班数量和搭航班入境

中国的人次。但这也导致回国航班的机

票暴涨，甚至即便有钱恐怕也难以抢到

回国的航班座位。这便令她陷入了进退

两难的境地。

CNN在报道中称，目前尚不清楚有

多少在美国的中国人因为新冠疫情的冲

击而失去了工作，但CNN的记者在当地

华人的两个微信群中看到有成百上千的

人都表示自己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并对

于他们的未来感到焦虑。

一名客户多为中国人的纽约移民律

师也对CNN表示，他从未看到过这么多

持有工作签证的人失去工作，称这个情

况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要恶劣。

另一名纽约的移民律师也透露自己

有很多客户都陷入了这种局面之中，最近

她接到了大量求助电话，咨询该怎么办。

CNN又引用美国官方数据称，在过

去5年里美国政府向各国的申请者签发

了大约90万个H1-B类型的工作签证，

2019年的数据则显示中国申请者当年的

占比为15%。

此外，CNN还特别指出，目前美国

政府尚未对这些中国人提供什么帮助，

也没有出台过渡性的签证政策帮助他们

渡过难关。

最后，CNN的报道还提到，一些此

前追寻美国更宽松自由环境的中国人，

现在还因为疫情所导致的针对亚裔的种

族仇恨和歧视，而希望离开美国。

一名2015年来到美国读书，并因为

美国对同性恋人士更开放的环境而希望

留美的Wang姓男子，就对CNN表示他

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特别是在目睹了

美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方式，以及对

亚裔与日俱增的暴力之后。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

是哪个身份对我更重要：是同性恋还是亚

裔”，他对CNN说，“我现在更倾向于

选择我的中国人身份，因为至少在中国我

不会因为是个同性恋就会被人打”。

同时，已经从美国高校毕业的他，

也面临找不到工作，因此无法继续保留

签证的困境。

但就和CNN最初提到的那个Tang

Chen一样，Wang虽然从3月中旬就开始

寻找回国的机票，却至今没有收获。

“我没有办法回到中国，也没有办

法在这里待太久，我已经没有地方去了

”，他说。

移民律师：很多中国客户因为疫情失
业，也回不了中国

随着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截止目

前为止，全美新冠确诊已然超过44万

，死亡人数超过1万，新冠疫情越来越

严峻，另一方面，就在上周美国有660

万人申请失业救济金，仅过去三周就有

10%的工人因为新冠失业，真正意义上

的大规模失业已然到来。

身处美国的华人，留在美国都面临

着身份烦恼，有的已经变成美国公民，

有的获得绿卡，有的拿着工作签证

（H1B），有的刚刚毕业还是OPT。无

论是哪一种身份的华人，这一次新冠疫

情，对他们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持工作签证和OPT签证工作

的华人，一旦被迫失业，他们的合法身

份将受到影响，到底是回国还是留美，

成为了纠结的选择。

美西时间2020年4月9日，CNN采

访了一位来自来自中国浙江的唐（Tang

）女士，她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美国工

作，她的H1-B工作签证将于今年晚些

时候到期。而绿卡申请也相当艰难。

而更不幸的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影

响，上个月她被旅游公司解雇了，她一

连几天，睡不着觉。她的脑海里只有一

个问题:我能留在美国吗?

33岁的她曾经对在美国生活充满信

心，甚至在美国买了一套公寓。但她在

3月13日被解雇后，她不仅失去了收入

来源，还将失去合法签证身份。现在，

她的前雇主决定不继续帮她申请绿卡，

她的工作签证也要到期，未来对于她来

讲充满变数。

根据美国法律，当像唐这样的

H1-B签证持有者失去工作后，他们必

须在60天的时间来申请改变身份，比

如成为一名游客或学生，或者找到一个

愿意担保他们工作签证的新雇主。

如果他们不能找到新工作或改变他

们的身份，他们就必须离开美国。如果

他们在美国非

法 逗 留 超 过

180 天之后离

开，他们将来

可能被禁止再

入境。

在目前的环

境下找工作很

难，更别说找

到一个愿意承

担额外费用和

签证担保工作

的雇主。自从

被解雇后，唐

女士就没怎么

能得到面试的

机会，而且在

经济衰退的大

背景下，她也

不太看好自己

会被录用。

唐女士已经

接受了回到中国发展的现实，但是基于

现在的情况，她发现她并不能。今年4

月的直飞航班已经没有座位了，同时，

唐女士担心多站飞行可能会让她面临感

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自3月底以来，中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safe)已将每周入境国际航班数量降至

134架次以下，航班数量的减少导致机

票价格飙升。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每日

乘飞机入境的人数被限制在4000人以内

。

“即使我现在想回去，我也买不到

机票，”她说。因此，现在的她选择拼

命申请大学，或者能合法待在美国的学

生签证。

在华人论坛里都充斥着对就业和签

证前景不确定的明显焦虑，因为下岗工

人和即将到期的签证持有者都在讨论可

能的解决方案，并提供建议。

一位专注中国客户的移民律师曹女

士说：“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签证持有者

失业，，这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要糟糕

，”

今年3月，曹律师接到的咨询是平

时一个月的两倍。她建议大多数客户，

如果他们的宽限期即将到期(可能是旅

游签证、学生签证或从属签证)，就申

请改变签证状态，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

时间。

另一位徐律师说，她的很多客户都

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最近几周，来自中

国移民的恐慌性电话激增。

徐说:“目前的(移民环境)本来就很

糟糕，但这次新冠疫情把它推到了一个

更可怕的境地。”“我的很多持工作签

证的客户都非常担心。”

到目前为止，美国当局还没有采取

什么措施来帮助类似于唐女士的处境。

H1-B签证是美国最常见的工作签

证类型，在过去五年中签发了约90万

份。该签证与特定的雇主绑定，有效期

为3年，可以选择再延长3年。

根据美国国务院(US State Depart-

ment)的数据，2019 年，中国公民在

H1-B签证的签发量中约占15%。

到目前为止，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

局(USCIS)还没有采取行动，暂时延长

工作签证持有者的宽限期，即使有部分

许可证可能在新冠疫情期间到期。

上个月，美国移民律师协会(AILA)

致信美国移民局，呼吁其在新冠病毒紧

急事件期间暂停移民期限。4月3日，

AILA对USCIS提起诉讼，试图维持非

移民身份，并延长与移民相关的最后期

限。

AILA总裁Marketa Lindt 在一份声

明中称，" USCIS必须与其他许多联邦

机构一道，延长申请期限，以便在这场

国家危机期间，合法在美外国人能够保

持身份。"“如果拒绝这样做，美国移

民局就会毫无必要地危及生命。”

同时，在等待是否能留美国的同时

，许多被解雇的工签持有华人不太可能

申请失业救济。

根据官方数据，3月份有超过1000

万美国工人申请失业救济。但移民律师

都表示，这个数字不太可能包括签证持

有者，因为许多人不愿申领福利，因为

他们担心这样做可能意味着他们未来申

请绿卡可能会被拒。

另一个问题是，即使工作签证持有

者符合联邦移民法规定的失业保险，他

们可能不符合特定的州法律，这些法律

要求受益人随时可以工作。

因为新冠疫情，王华顿 (Walton

Wang)最近也失去了在纽约一家化妆品

公司的实习机会。

2015年，王来到美国上大学，大学

毕业后，他决定留在美国发展，新冠疫

情爆发后，当他看到美国政府处理危机

的方式，以及美国国内对亚洲人的种族

仇恨和暴力行为增加，王改变了想法。

“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成为仇恨犯罪

的下一个受害者，”王说。“最近我一

直在思考我到底是回国还是留下。”

他得出了一个痛苦的结论:“我一

直倾向于选择回到中国，起码回到祖国

，我不会挨打。”

“我觉得我没有选择，”王说。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像王一样快

速做出选择。

他目前在美国处于毕业后的宽限期

，这意味着他可以在没有工作签证的情

况下留在美国一年。但根据规定，他的

失业时间不能超过90天，如果疫情持

续下去，王认为他很可能会失业三个月

。

他从3月中旬开始寻找航班，但由

于航班数量减少和价格飙升，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找到回家的路线。

“我没有办法回到中国，我不能在

这里呆太久，”王说。“我无处可去。

”

新冠疫情下 华人合法身份面临新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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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過阿帕契臭名 李蒨蓉認了尪非富商
41歲女星李蒨蓉2015年因「阿帕契

事件」名聲慘跌，工作全無，後因宗教

和自我和解。最近她推出新書，自曝當

年奉子成婚，被塑造成風光嫁豪門，也

鬆口老公非富商，提親時媽媽要求聘金

，她氣到把存款全提出給媽媽，「兩袖

清風」把自己嫁出去。

不愛穿內衣的辣VJ
說話作風大膽直接
李蒨蓉以音樂臺VJ身分出道，外

型甜美亮麗的她作風大膽直接，曾暗指

王力宏疑似同誌，也多次傳出大頭癥，

製作人壹度揚言封殺她，20歲時受訪時

甚至分享「已經不是處女了！」，引發

不少話題。2015年她接受周刊專訪，笑

說曾有討厭她的人罵「簡直是個婊子」

，但李蒨蓉沒生氣，反而笑笑認為至少

給人感覺那是有個性的人。

19年前李蒨蓉錄影時，曾脫口說她

最討厭明明是同誌卻不承認，還用外表

騙女生的男藝人，她接著暗示所說的人

長相帥、在國外唸過書、廣告很多，壹

旁的吳宗憲亂點名王力宏，李蒨蓉沒承

認沒否認，僅說：「妳說他像GAY？」

隔天便被大作文章，指她幫王力宏出櫃

，後來她受訪澄清，當下心裡想的是國

外的藝人，所以才反問吳宗憲，事後也

向王力宏道歉，強調性向是每個人自己

的事，「沒權利去替別人表達意見」

。

近年韓星雪莉、華沙都曾透露不喜

歡穿內衣，但早在幾十年前，李蒨蓉受

訪時就曾表態不喜歡穿內衣，覺得激凸

沒什麼，更承認有過性經驗，言論作風

前衛，而這樣敢言敢說的性格，也導致

她當年被爆阿帕契事件後，壹句「有這

麼嚴重嗎？」被社會輿論狂批不知悔改。

阿帕契的教訓
壹堂價值上億元的成長課
李蒨蓉在新書《美麗心覺醒：壹堂

價值上億元的生命成長課，壹份天上掉

下來的無價贈禮》透露，自己從小就叛

逆愛美，小時候因轉學過程中被老師公

開羞辱，使李蒨蓉從小為自保總把自己

當刺蝟，結婚生子後為撕掉黃臉婆標籤

，接下時尚雜誌拍性感封面，只為證明

自己美貌依舊。

過去李蒨蓉曾和胡瓜合作節目《世

界非常奇妙》多年，書中提到曾在節目

惹火壹位合作的主持大哥，只因不想當

花瓶，想證明自己有內容、力求表現，

除了被指定念出國家資訊外，她笑稱自

己當年「不知哪根筋不對」，竟去搶了

大哥的光彩，卡他的位，最後被對方反

嗆：「好啊！都給妳唸啊」，導致後來

節目氣氛「微妙」尷尬。

李蒨蓉自首，這樣的叛逆個性成為

她當年阿帕契事件的引爆點，第壹時間

她不懂道歉滅火，還理所當然回問：

「有這麼嚴重嗎？」引來排山倒海的負

評，讓她陷入人生最低潮，幸好後來依

藉宗教才覺醒，懂得跟自己和解並學會

改正，她寫下：「這門價值23億元的課

，反而讓我看清了這壹切」。

回首過去，李蒨蓉坦言每每登上媒

體，總在乎自己被拍的美不美，過去她

也曾被媒體修理，但阿帕契事件是她被

重摔時間最長的壹次，歷經教訓後就不

在乎要怎麼做才能被媒體高舉，也讓她

有勇氣鬆口分享人生的真實陰暗面。

夜店認識老公
非富商提親被媽媽刁難
2004年李蒨蓉和李德立結婚，至今

育有兩子，李蒨蓉在書裡透露，自己是

在夜店和老公相遇，她形容認定老公的

主因是自己的自卑感，兩人家分別住在

國父紀念館的前後門，卻代表了兩家人

的層級，後來她意外懷孕，老公提親時

被媽媽刁難要拿什麼娶她女兒，李蒨蓉

當時氣炸，回嗆媽媽說：「妳要贖金是

嗎？我把存款通通給妳」。

李蒨蓉說，當時媒體都報她成了貴

婦，其實老公的經濟狀況並不富裕，她

自己更是在存款見底的狀況下離開原生

家庭，「死要面子的我，即使老公根本

沒有錢，我嫁過去的時候自己更是窮，

這些都是背後不為人知的祕密」。

後來李蒨蓉因阿帕契案官司纏身，

她承認「連打官司的錢都要靠變賣名牌

包來支付」，但她聽說自己的教會需要

建教堂募款，她雖拮據也想出壹份力，

便靈機壹動變賣了名牌手環，等拿到現

金轉存到ATM時，李蒨蓉心中滿滿的

激動，覺得自己體現了聖經中投小錢的

寡婦，成為她生命中的重要蛻變，不再

成為名牌的奴隸。

韋禮安驚爆分手11年女友！
難忍情緒掩面爆哭

韋禮安暌違韋禮安暌違44年年，，將推出新創作專輯將推出新創作專輯《《Sounds of My LifeSounds of My Life》，》，1515

日舉辦新歌搶聽會日舉辦新歌搶聽會，，他聽到新歌他聽到新歌〈〈記得回來記得回來〉，〉，忍不住數度淚崩忍不住數度淚崩，，感感

動表示在創作的路上很崎嶇動表示在創作的路上很崎嶇，，有碰到很多貴人有碰到很多貴人，，他也很義無反顧的製他也很義無反顧的製

作作。。而韋禮安和氣象主播女友而韋禮安和氣象主播女友FridaFrida交往約交往約1111年年，，被問及被問及22人近況人近況，，韋韋

禮安驚爆已單身壹陣子禮安驚爆已單身壹陣子。。

他先前與女友協議分手，「很難說原因是什麼，因為在壹起很久

，細節就是兩人的事，我們都需要空間、時間，當公眾人物另壹半很

辛苦。」被問及還在情傷？他說自己是雙魚座，多愁善感，「可能50

年後聽到這首歌還很有感覺。」

向來鮮少在大家面前落淚的他，沒料到在聽歌會上情緒激動落淚

，自認可能是壓力累積很久，哭壹哭來發洩，「這三年經歷很多悲歡

離合、告別，有壓力累積很久，也有親人的離去，這壹陣子也失眠。

」而他新歌〈這樣好嗎〉，歌詞寫道「這樣好嗎，壹刀兩段，好聚好

散，怎麼，像天方夜譚」，不禁讓人聯想到是否與前東家福茂唱片的

合約糾紛官司，他無奈嘆：「No comment（不予置評）。」透露官司

目前交給律師處理、照程序走。

90年代最火紅的「軍中情人」

方季惟，已經53歲看起來卻像30歲

，即便日前淡出演藝圈也不走鐘，

再出現螢光幕前依舊那樣甜美可人

，過去曾受訪談到保養秘訣，她坦

言沒別的撇步，就是要有良好的飲

食習慣來調整體內新陳代謝的平衡

，保持好的心態，在緊張工作之餘

練瑜伽、 冥想和旅遊來放鬆。

出道以來，方季惟壹直以甜美

形象著稱，從歌壇挑戰到演戲，曾

出演瓊瑤劇並擔任周星馳電影《賭

俠II之上海灘賭聖》女主角，她談

到自己不怕演老，認為「老態是可

以靠演技襯托的」，許多女藝人其

實不愛化老妝，但那次化妝師幫她

塗了4層皺紋水，卻還是沒有皺。

她淡雅大方的玉女形象多年來壹直

深入人心，儘管過了20餘年，再度

現身也沒有歲月痕跡。

提及保養秘笈，方季惟笑稱要通

過良好的飲食習慣來調整體內新陳代

謝的平衡，保持好的心態，在緊張工

作之餘練瑜伽、 冥想和旅遊來放鬆。

近年也熱衷於太極這項傳統的東方運

動，這位昔日的不老玉女早就將太極

融入到了生活，不僅可以修身養性，

而且讓自己變得更像俠女。

抗疫歌挨轟！
蔡依林噤聲8天發聲
「表情符號」 惹心疼

先前天王陳奕迅(Eason)和天後

蔡依林(Jolin)攜手獻唱英文公益單

曲《Fight as One》，希望能替全

球站在第壹線抗疫的醫護人員加油

打氣，怎料MV中竟被插入各國小

朋友拿著五星旗的圖畫感謝China

的片段，導致本來要向全球醫護

人員致敬的美意變調，蔡依林 6

日在Facebook發文感嘆「此刻的我

感到渺小」後便停止更新社群媒體

，隔了8天後，終於在Instagram發

聲了。

蔡依林13日分享粉色和藍色

的瓷器照，隔天又分享花草的照片

，寫下「生命力#vitality」，不少

粉絲都驚呼，「妳終於發文了，好

擔心妳啊」、「姐，我們壹直都

在」、「我們都是壹朵朵堅毅的

玫瑰」、「姐還好嗎」。

隨後，蔡依林14日又分享雜

誌 照 ， 寫 下 「I will be back

soon ^^... 吧...#callMeMaybe# 吧 」

，微妙的表情符號令粉絲更加憂

心忡忡，「姐還好嗎？我們還是

都在妳背後繼續支持的，不用擔

心」。

根本歲月靜止！
53歲玉女方季惟近照曝光 網驚 「超凍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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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希將拍公民皇帝溥儀
逆行者故事成創作方向

疫情期間，導演高希希看到很多

關於戰“疫”前線醫護人員的鏡頭給

了他不小的震撼，他利用這段時間不

斷地和多位創作者溝通，大家都滿懷

深情地去挖掘身邊的、疫情前線發生

的溫暖故事。“這壹場疫情中，真的

有太多可敬可愛的人值得妳去發現閃

光點，能激發妳的創作靈感，但我想

這個作品壹定不要是應急式的，也不

能是個報告文學，我不喜歡這種創作

結構。”高希希說，壹場災難帶給了

人太多的反思與記憶，他希望能紮紮

實實地創作出壹個作品，而這個作品

中每壹個人物都是鮮活的，能用他們

真實的人物經歷，去告訴世人，這場

疫情給我們帶來了什麼，而我們又戰

勝了什麼！

將拍“魂牽夢繞”的《公民皇帝》
溥儀

因為疫情，高希希手中推遲的項

目不少。他本計劃在今年二月初拍攝

電視劇《鄉村第壹書記》，這是今年

扶貧攻堅項目中很重要的壹部作品，

也是今年待播的重點劇目，從整個制

作周期來講，這次項目的籌備壹直處

於“時間緊、任務重”的壓力中。高

希希說僅前期準備就花了大量的時間

精力，制作團隊總覺得時間不夠用：

“雖說疫情將整個拍攝期足足推遲了

壹個月，但在這壹個月裏，我們正好

把籌備工作和拍攝細節做得更充分更

紮實，這段日子也讓前期制作獲得了

更加精耕細作的時間，大家能靜下心

來反復認真打磨劇本。現在疫情得到

了有效的控制，我也開始籌劃在這個

月根據情況再準備開機。”

除了《鄉村第壹書記》，高希希

稱手中還有幾部作品壹直在推進。拍

了那麼多歷史題材影視作品，詮釋過

的帝王將相也很多，但最讓他“魂牽

夢繞”的莫過於已經打磨了幾年劇本

的電視劇《公民皇帝》：“這部劇將

聚焦重大的近現代歷史題材，講述了

末代皇帝（溥儀）由舊時代皇帝改造

成社會主義新人的壹個過程。我想用

最真實的筆觸呈現那段歷史，來講述

新時代來臨中的歷史人物。這個戲對

我來說是今年的重中之重，我壹直想

把這個作品呈現出來。”他說，原計

劃在5月底開機的這部戲也要相應推後

到6月底或者7月初才能開機，他相信

，盡管作品周期有所推遲，但多出來

壹個月時間進行沈澱、打磨，未來會

給大家呈現更好的作品。

“逆行者”故事會成為未來創作
支點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高

希希就關註到壹些關於醫患沖突的新

聞，這些暴力沖突悲劇令他非常悲痛，

他認為導致悲劇最重要的原因是來自

於雙方的互不理解。這次疫情來臨，

醫護人員始終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和擔

當，讓無數人看到了這個工作的危險

性，體會到這些無私無畏的“逆行者”

夜以繼日的艱辛。“疫情期間，全國

人民都在家中隔離，自我隔離是普通

民眾對抗疫行動能做出的壹個最基本

的貢獻，而我們的醫護人員是沖在抗

疫第壹線的，他們流下無數汗水、淚

水，甚至獻出了生命。但脫下工作服

他們也是普通百姓家庭中的壹員。通

過這次全民戰疫，醫患之間加深了理

解和體諒，大家重歸和諧，這也是非

常值得報道的現象。我認為這是未來

作品創作的壹個重要支點，它很真實

、很生動、很打動人心。”

比起疫情來臨時的焦慮，目前逐

漸復工的生活步調讓高希希有些小激

動，抗擊疫情的這幾個月也讓他有了

不少思考。即使疫情對創作、制作上

有時間上的延遲，但他壹直深信有失

也有得。“現在湖北逐步解封了，大

家的生活開始逐步恢復秩序，誰都沒

想到會等待這麼長的時間，可能立馬

要開始工作了會給妳焦慮和不安，因

為我們似乎從來沒有壹同等待過這麼

長的時間，也不知道各行各業、每項

工作有沒有完全回到以前的狀態。”

高希希語拿自己舉例，“我手頭的任

務還比較重，要先把自己當前的工作

做好，還有很多電影電視的計劃。再

沈澱沈澱。我相信，等待並不是壹件

壞事，我們得到了壹個時間上的調整

，我們應該做足準備，再去開工。”

[感悟]
“疫情對電影整個行業來說是個

不小的打擊，不過我始終相信國家會

解決好這個問題，扶持影視行業重新

走向繁榮。我認為在疫情得到控制

後，下半年壹定會是電影行業的爆發

期，因為大家都在等待，等了這麼久

，優秀的作品壹定會獲得久違的、更

好的支持。”

因為這些時間壹直在持續打磨劇

本、準備拍攝的事情，也沒有太多時

間觀看新的電影作品。我壹直很推薦

曾看過的是枝裕和導演的影片《小偷

家族》，多看幾遍也會有不同的想

法，也很期待觀眾們看完各種電影後

可以在網絡平臺分享下自己的電影觀

感。——高希希談近期觀影

《不完美的她》逆市場題材挑戰 直擊女性劇突圍
《不完美的她》現實主義的小眾化選題，區別

於壹般女性題材劇，吸引了觀眾的視線，展現了非

凡的社會意義。劇中以獨特的視角，刻畫出的豐富

女性群像，不僅呈現出了現代獨立女性的精神風貌

，人物之間傳遞出的真摯情感，更是向觀眾輸出了

積極的正能量。

由企鵝影視、東申影業、光芒影業聯合出品，

劉飈執導，企鵝影視天然工作室總經理張娜和光芒

影業總經理高銘謙擔任總制片人，路怡擔任監制及

編劇，周迅、黃覺領銜主演，惠英紅、趙雅芝、金

士傑特別出演的女性話題劇《不完美的她》，自上

線起就因電影級的演員陣容和充滿現實話題的劇

情，引發觀眾廣泛討論。

果敢觸碰敏感話題，不懼市場限制
《不完美的她》講述了女主角林緒之（周迅

飾）通過壹起失火綁架案，撕開自己的原生家庭之

痛，最終完成自我救贖，守護愛與希望的故事。本

劇以母親和母愛為主題，拋開國產女性題材劇對愛

情話題的老生常談，聚焦女性在困境中的自我成長

與救贖。這種逆市場而行的創新挑戰背後，是團隊

對國產女性題材的深挖，它不僅開闊了女性題材創

作的視野，更展現了現實題材獨具的社會價值。

劇中主角林緒之和小女孩穆蓮生，都在童年遭

受了不可泯滅的傷害。劇集壹開篇就果敢地觸及了

虐童、家暴、女性困境等社會話題。劇情也圍繞著

她們如何擺脫傷害、完成自我救贖展開。雖然本劇

的重點在如何治愈傷痛，對負面情節處理得十分隱

晦，但側面展現的童年傷害更加深刻。本劇對此類

事件毫不避諱的態度已經表達出了重視，也引起了

觀眾的廣泛關註。

引發關註是保護的第壹步。正如最近引起各界

關註的高管被指性侵養女事件，在輿論監督之下，

煙臺警方將對此案展開全面調查，事件開始走向明

朗。而影視作品正肩負著反映社會現實，引發大眾

思考的職責。在這壹點上，《不完美的她》已經不

辱使命。這份敢於直擊現實黑暗面的嘗試，正是本

劇社會價值的體現。

真摯詮釋治愈核心，傳遞愛與真實
隨著劇情展開，本劇在揭露現實的醜陋後，又

用愛與善意讓觀眾看到世界的美好。劇中林緒之與

蓮生相遇後，兩個受傷的靈魂開始彼此治愈，更在

危機重重的逃亡之路上，收獲了溫暖與救贖。林緒

之在成為蓮生的母親後，從女孩身上汲取到純粹的

愛與依賴，讓她打開了自己壹直封閉的內心。再次

面對養母袁玲時，林緒之可以坦率表達自己的感情

，真正擁抱這個壹直呵護她成長，讓她重新擁有愛

的能力的母親。

也正是在擁抱這份溫暖後，林緒之才有了直面

過去的勇氣。在逃亡途中與生母鐘惠的再次相遇、

相認，讓林緒之逐漸揭開充滿迷霧的童年，在勇敢

面對曾經傷害自己的生父後，她完成了自我找尋與

救贖，開啟了新的人生。劇中傳遞出的炙熱情感，

展現出了愛的治愈力量。而這種學會與自己、與世

界和解的正能量，也是這部劇的核心價值。

而蓮生在遇到林緒之後，這個幼小的靈魂終於再

次感受到世間的溫暖與美好。蓮生在林緒之的悉心

呵護下，開始重新塑造三觀，學會在面對傷害時勇

敢呼救，學會女孩子要自立自強。本劇透過林緒之

對蓮生的教導，傳達出的女性獨立價值觀，正是當

代年輕女性需要學習的。

用心刻畫女性群像，拓展行業維度
《不完美的她》以強大的情感勢能為引，圍繞

著林緒之與蓮生，細致刻畫出多位極具特色的女性

角色。壹直守護在林緒之身邊的兩位母親，生母鐘

惠為了保護緒之敢於反抗前夫的威脅與傷害；在誤

會女兒縱火後，為了她能安寧地生活，甘願承受牢

獄之災、忍受骨肉分離之苦。養母袁玲能對重男輕

女的丈夫憤然反抗，也能在商場上獨當壹面，但是

面對女兒時卻是近乎卑微的溫柔付出；無論三個女

兒遇到什麼樣的麻煩，只要回到家裏，她都會無條

件地為她們遮風擋雨。

兩位母親不僅真實地展現出了女性

在成為母親後所產生的無限能量，同時

她們也展現出了女性獨立自強的重要

性。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女人在成為母

親後，都能有如此力量。蓮生的母親

穆靜，就沒能如此堅強。她也曾努力過

，穆靜也曾是別人口中堅強的媽媽，不

遺余力地帶給蓮生幸福。可是她最終沒

能承受住生活的重壓，在出現新的依靠

後不管不顧地抓住，甚至無視女兒所受

的傷害，成為惡的協助者。

年輕媽媽既沒有做好肩負壹個生命

的準備，也沒有堅忍不拔的力量，結果

就是不可逆的傷害。即使她再有心想修補，也無濟

於事。穆靜這壹角色雖然很負面，但卻有血有肉非

常真實，從反面對年輕女性傳遞出的警示效果更加

顯著。

除此之外，還有壹直向林緒之傳達要愛惜自己

、要快樂的好閨密高山；面對軟弱退縮的男友，選

擇獨立成為單身母親的妹妹亦之；時常爆出金句，

教亦之即使成為單身母親也要享受生活的婦產科醫

生。這些年齡、社會身份、成長環境均不相同的女

性角色編織成壹幅生動的女性群像，呈現出女性堅

韌獨立的精神力量。

《不完美的她》以多維度的視角聚焦當代女性

成長，並敢於直面社會邊緣問題，成功拓展了女性

題材的深度與寬度，為觀眾帶來了有內核、有深度

的精品劇集。創新的題材選擇，也為影視行業註入

了新的力量。



CC88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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