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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sts highlight growing U.S. unease over 
coronavirus lockd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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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WASHINGTON (Reuters) - The U.S. debate 
intensified on Monday over when to lift restrictions to con-
trol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with protesters gathering in 
state capitals to demand an end to lockdowns and officials 
urging caution until more testing becomes available.

Stay-at-home measures, which experts say are essential to 
slow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have ground the economy to a 
virtual standstill and forced more than 22 million people to 
apply for unemployment benefits in the past month.

Demonstrations have flared in recent days across the coun-
try to demand an end to the lockdowns, with more planned 
on Monday. Thousands gathered outside the capitol 
building in Lansing, Michigan, last week to protest against 
Democratic Governor Gretchen Whitmer.

Tim Walters, who was part of a “Reopen Maryland” pro-
test over the weekend in which hundreds of people drove 
through the state capital Annapolis, said concerns about 
the virus must be kept in perspective and weighed against 
the economic toll of lockdowns.

“There is a lot of frustration about who decides what is 
essential. And people are hurting,” said Walters, a man-
agement consultant for a group he estimated had 20,000 
members on Facebook. Walters’ group is not associated 
with another protest planned in Annapolis on M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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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PHOTO: New 
York City Mayor 
Bill De Blasio 
speaks to the media 
during a press con-
ference in tempo-
rary hospital located 
at the USTA Billie 
Jean King National 
Tennis Center as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continues in the 
Queens borough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 
April 10, 2020. 
REUTERS/Eduardo 
Munoz/File Photo

In Pennsylvania, where Democratic Governor Tom Wolf has 
promised to veto a Republican-backed bill that would force 
him to reopen some businesses, a large protest was expected in 
the state capital Harrisburg.

“Anyone who has been impacted by this shutdown in a nega-
tive way is welcome and we want them to be heard regardless 
of their party affiliation,” said Stephen LaSpina, an organizer 
of the protest. He added that protesters would be encouraged to 
stay in their cars and maintain social distancing.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 Republican seeking re-election 
in November, has said state governors should have the final 
say but has favored an early end to the lockdowns, and many 
protesters in the past week have sported pro-Trump signs and 
campaign gear.

Republican lawmakers in several states have also backed the 
protests.

Joe Buchert, 48, a retired police officer who lives in Pottstown, 
Pennsylvania, attended the Harrisburg protest because he 
thinks the governor has overreached.
“The Democratic governors are just trying to kill the economy 
to hurt Trump,” said Buchert, who was wearing a red Trump 
2020 hat.

In Washington, lawmakers in Congress were near an agree-
ment for extra money to help small businesses hurt by the 

pandemic, a top Republican lawmaker sai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ought to add $250 billion to a small-business 
loan program established last month as part of a $2.3 trillion 
coronavirus economic relief plan. That fund already has been 
exhausted.
Health experts and lawmakers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battle to 
curb the pandemic have warned that the country could face a 
second and even deadlier wave of infections if the lockdowns 
end premature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by far the world’s largest num-
ber of confirmed coronavirus cases, with more than 
753,000 infections and over 40,500 deaths, nearly 
half of them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according to a 
Reuters tally.
New York Mayor Bill de Blasio said on Monday it could take 
weeks if not months before the country’s most populous city 
reopens due to a lack of widespread testing, even as officials 
elsewhere began rolling back restrictions on daily life.
De Blasio, whose city is at the U.S. epicenter of the corona-
virus crisis, said New York needed to be conduct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ests a day and to see hospitalizations decline 
further before reopening the econom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not stepping up ... I think I might 
be the first person in history to ask Donald Trump to speak 
up,” De Blasio told a news conference. Earlier, the mayor told 
MSNBC the virus could boomerang if testing capacity was not 
ramped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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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U.S. oilfield services giant Halliburton 
(HAL.N) on Monday reported a $1 billion first-quar-
ter loss on charges and outlined the largest budget cut 
yet among top energy companies as U.S. crude futures 
plunged to two-decade lows.

U.S. oil prices have collapsed 80% since January and 
on Monday traded under $11 a barrel CLc1, a 34-year 
low, and below many shale drillers’ cost of productio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crushed oil demand and 
prompted a sharp decline in the need for oilfield services.

Halliburton said it would cut this year’s capital outlays 
by roughly 50% to $800 million, the steepest by a major 
energy company so far, and reduce other costs by about $1 
billion. It has laid off hundreds and furloughed thousands 
of workers.

The company has no plans to cut its shareholder dividend 
but added it was a “lever” that could be pulled and prom-
ised not to take on debt to protect the payment. Rival 
Schlumberger (SLB.N) last week cut its dividend by 75%, 
a move welcomed by investors.

Halliburton, which generates most of its business in North 
America, booked $1.1 billion in pre-tax impairments and 
other charges, mostly relating to the value of a pres-
sure pumping business that breaks shale rock to release 
trapped oil and gas. It posted a 25% drop in revenue from 
the region to $2.46 billion, while reporting a 5% increase 
in international revenue to $2.58 billion.
“North America is experiencing the most dramatic and 
rampant activity decline in recent history,” Halliburton 
Chief Executive Jeff Miller said in a call with analysts. 
Customers’ capital spending is headed toward a 50% 
reduction for 2020, he said.

Oilfield service rivals Schlumberger and Baker Hughes 
(BKR.N) also recorded large hits to earnings on write-

Halliburton books $1.1 billion charge, 
slashes spending by 50%

downs and slashed their project spending 
budgets.

Wall Street analysts were encouraged by 
Halliburton’s cost cutting measures, and its 
shares were up about 2% to $7.73 in morn-
ing trading. They are down 70% year-to-
date.
“We like the company’s proactive mindset 
and actions,” analysts for investment firm 

Tudor, Pickering, Holt & Co wrote in a 
note.

Halliburton warned it faced business 
disruptions from coronavirus-related 
border closures and travel restrictions 
that have prevented the company from 
accessing certain operations, as well as 
stay-at-home work arrangements.

It reported a net loss of $1.02 billion, or 
$1.16 per share, in the first quarter, com-

pared with a profit of $152 million, or 
17 cents per share, a year earlier.

Excluding charges, Halliburton earned 
31 cents per share, beating Wall Street 
estimates of 24 cents per share, I/B/E/S 
data from Refinitiv showed.

FILE PHOTO: 
The compa-
ny logo of 
Halliburton 
oilfield services 
corporate of-
fices is seen in 
Houston, Texas 
April 6, 2012. 
REUTERS/
Richard Car-
son/File Photo

BUSINES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unveiled guide-
lines for ending lockdowns and stay-
at-home orders due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three-phased guidelines, 
called Opening Up America Again, are 
for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ies to follow 
when reopening their economies.
Though Trump has previously said that 
he has the authority to lift state lock-
downs, the power to reopen states re-
mains with the governors. The Opening 
Up America Again plan is a guideline, 
not an order, and state governors are not 
required to follow the plan.
Some states are joining forces to decide 
how they will begin lifting their lock-
down. California, Oregon, and Washing-
ton have teamed up “to work together 
on a shared approach for reopening our 
economies,”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An East Coast group, made up of Mas-
sachusetts, New York, New Jersey, Con-
necticut, Pennsylvania, Delaware, and 
Rhode Island, will also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a reopening plan.
According t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uidelines, the plan is “based on up-to-
date data and readiness, mitigates risk of 
resurgence, protects the most vulnera-

ble,” and is “implementable on statewide 
or county-by-county basis at governors’ 
discretion.” criteria:
1. A downward trajectory of influen-
za-like illnesses and COVID-19 syn-
dromic cases reported within a 14-day 
period.
2. A downward trajectory of documented 
cases or positive tests as a percent of to-
tal tests, within a 14-day period.
3. Hospitals are treating patients with-
out crisis care and have a robust testing 
program in place for at-risk healthcare 
workers, including emerging antibody 
testing.
Once states meet these criteria, Trump 
recommends that they begin the first 
stage of lifting the lockdown.
Phase One of the Opening Up Ameri-
ca Again Guidelines
When a state enters phase one, accord-
ing to the guidelines, individuals should 
continue to social distance when in pub-
lic, and social settings of more than 10 
people should be avoided. Individuals 
should minimize non-essential travel, 
and follow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
trol and Prevention (CDC) guidelines 
regarding self-isolating following travel.

Vulnerable individuals should continue 
to stay at home and members of their 
households should be aware that return-
ing to work where distancing isn’t prac-
tical risks passing on the coronavirus to 
the vulnerable person.

The guidelines define vulnerable people 
as “elderly individuals, individuals with 
serious underlying health conditions, 
including high blood pressure, chronic 
lung disease, diabetes, obesity, asthma, 
and those whose immune system is com-
promised such as by chemotherapy for 
cancer and other conditions requiring 
such therapy.”
Employers should continue to encourage 
their employees to work remotely, when 
possible, and return to work in phases. 
Additionally, employers should close 
common areas, minimize non-essential 
travel, and consider special accommoda-
tions for vulnerable employees.
During phase one, schools, daycare cen-
ters, and camps should remain closed, 
and visits to senior living homes and 
hospitals should be prohibited. Large 
venues, like dine-in restaurants, movie 
theaters, sports venues can reopen under 
strict physical distancing protocols.
Gyms can reopen if they adhere to strict 
physical distancing and sanitation proto-
cols, but bars should remain closed.
Additionally, elective surgeries can re-
sume on an outpatient basis at facilities 
that adhere to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CMS) guidelines.

 Phase Two of the Opening Up Ameri-
ca Again Guidelines

During phase two, vulnerable individuals 
should continue to stay at home. Individu-
als should continue to social distance, but 
social settings of more than 50 should be 
avoided. Non-essential travel can resume.
Employers should continue to encourage 
their employees to work remotely, should 
keep common areas closed, and should 
continue to consider special accommoda-
tions for the vulnerable population.
In phase two, schools, daycare centers, 
and camps can reopen, and bars can open 
with reduced standing-room occupancy.
Phase Three of the Opening Up Ameri-
ca Again Guidelines
Vulnerable individuals no longer have to 
stay at home but should practice social 
distancing and minimize their exposure to 
social settings where distancing may not 
be practical. Low-risk populations should 
minimize their time spent in crowded en-
vironments.
Employers can allow their workers to re-
turn to work in phase three.
Visits to senior care facilities and hospi-
tals can resume, but those who interact 
with residents and patients must maintain 
high standards of hygiene. Large venues, 
like movie theaters and sports venues, can 
operate under limited physical distancing 
protocols. Bars can operate with increased 
standing room occupancy.
Guidelines to be followed throughout all 
phases
• Continue to wash hands with soap and 
water or use hand sanitizer, especially af-
ter touching frequently used items or sur-
faces.
• Avoid touching your face.
• Sneeze or cough 
into a tissue, or the 

inside of your el-
bow.
• Disinfect fre-
quently used 
items and surfaces as much as possible.
• Strongly consider using face coverings 
while in public, and particularly when 
using mass transit.
• People who feel sick should not go to 
work or school and should contact and 

follow the advice of their medical provid-
er.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 Advice on Using Face Cover-
ings to Slow Spread of COVID-19
CDC recommends wearing a cloth face 
covering in public where social distanc-
ing measures are difficult to maintain. 
A simple cloth face covering can help 
slow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by those in-
fected and by those who do not exhibit 
symptoms. Cloth face coverings can be 
fashioned from household items. Guides 
are offered by the CDC. Cloth face cov-
erings should be washed regularly. A 
washing machine will suffice. Practice 
safe removal of face coverings by not 
touching eyes, nose, and mouth, and 
wash hands immediately after removing 
the covering.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dvice for 
avoiding spread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Hygiene advice
Clean hands frequently with soap and 
water, or alcohol-based hand rub. Wash 
hands after coughing or sneezing; when 
caring for the sick;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food preparation; before eating; af-
ter using the toilet; when hands are vis-
ibly dirty; and after handling animals or 
waste.
Maintain at least 1 meter (3 feet) dis-
tance from anyone who is coughing or 
sneezing.
Medical advice
Avoid close contact with others if you 
have any symptoms. Stay at home if you 
feel unwell, even with mild symptoms 
such as headache and runny nose, to 
avoid potential spread of the disease to 
medical facilities and other people.
If you develop serious symptoms (fever, 
cough, difficulty breathing) seek medical 
care early and contact local health au-
thorities in advance.
Avoid touching your hands, nose and 
mouth. Do not spit in public. Cover 
your mouth and nose with a tissue or 
bent elbow when coughing or sneez-
ing. Discard the tissue immediately and 
clean your hands. The COVID-19 virus 
can still be picked up on rubber gloves 
and transmitted by touching your face. 
(Courtesy newswe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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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s 3-Phase Plan To Reopen 
America’s Economy Explaine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peaks a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and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response coordinator Deborah Birx listen during the daily 
briefing of the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in the briefing room at the 
White House April 16, 2020, in Washington, D.C. (Photo/WONG/GETTY

Stay Healthy!         Wash Your Hands!



A health worker scans a resident with an infrared thermometer to check her 
temperature a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against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t a residential area in New Delhi, India, April 20, 2020. 
REUTERS/Adnan Abidi

A person walks along the sand under flag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t the Coney 
Island beach during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Brookly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 April 19, 2020. REUTERS/Andrew Kelly REFILE - REMOV-
ING ERRONEOUS WORD TPX IMAGES OF THE DAY

People wear face masks at Shinagawa station during the rush hour after the government ex-
panded a state of emergency to include the entire country follow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in Tokyo, Japan, April 20, 2020.REUTERS/Kim Kyung-Hoon TPX 
IMAGES OF TH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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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est sprinkles holy water on believers during the Orthodox Easter celebrations in Donetsk

Residents maintaining a safe distance stand with sings demanding the shift of a quarantine center, 
setup for the suspected carriers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t a local hotel in the 
neighborhood, during a protest in Islamabad, Pakistan April 19, 2020. REUTERS/Waseem Khan 

A man wearing a protective face mask throws a fishing net into a river dur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in Bangkok, Thailand April 19, 2020. 
REUTERS/Soe Zeya Tun TPX IMAGES OF THE DAY

Two men hold signs as they protest against the state’s extended stay-at-home order to help 
slow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s hundreds gather to demonstrate at 
the Capitol building in Olympia, Washington, U.S. April 19, 2020. REUTERS/Lindsey Wasson 
TPX IMAGES OF THE DAY

Staff from La Paz hospital take a minute of silence to remember Joaquin Diaz, the hospital’s chief of surgery who 
died of COVID-19, amid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in Madrid, Spain, April 20, 2020. REU-
TERS/Susana Vera TPX IMAGES OF TH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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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task force member Dr. 
Deborah Birx has spoken out on mak-
ing coronavirus testing more widely 
available across the U.S. On Sunday, 
Birx announc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working with every governor, mayor 
and laboratory to ensure quality tests are 
getting ou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She also estimated around 30,000 to 
50,000 tests are being done, but not all 
are being reported.
According to the doctor, the president 
initially prioritized testing and treating 
those who needed it the most. Howev-
er, she noted the government is now 
expanding its testing strategy.
“He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who was sick had a test, everyone that 
was sick who needed a hospital bed got 
a hospital bed, and everyone that needed 
a ventilator got a ventilator,” stated 
Birx. “Now we’re working on expand-
ing testing strategy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but in deep partnerships with 
governors and, more importantly, lab 

directors, who actually know precise-
ly what the issues are that need to be 
solved.”
Dr. Deborah Birx outlines massive na-
tionwide testing capacity for millions 
of testshttps://youtu.be/L6lAOLFy06k  
On Twitter

6:43 PM - Apr 17, 2020 Twitter Ads info and 
privacy30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this
 Drivers wait in line at a drive-thru 
COVID-19 testing location Saturday, 
April 18, 2020, in Franklin, Tenn. An 
expanded testing effort launched in 

Tennessee Saturday includes workers 
from the Tennessee National Guard at 
15 drive-thru testing sites across the 
state. (AP Photo/Mark Humphrey)
While speaking on China’s response, 
Birx emphasized the first country 
exposed to a pandemic has a “higher 
moral obligation on communicating and 
transparency.”
“There is never an excuse to not share 
information,” she said. “When you are 
the first country to have an outbreak, 
you really have a moral obligation to 
the world to not only talk about it, but 
provide that information that’s critical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really respond to 
this credibly.”

The task force expert went on to say 
studies are underway to determine how 
long someone is immune to the corona-
virus. She noted there are a number of 
experiments going on to discover how 
the virus affects a person’s body.
In terms of a vaccine, Birx has said sci-
entists are still working to see whether 
giving antibodies from someone who’s 
already recovered from the virus to an-
other will “confer protective immunity.” 
According to her, this is likely the case, 
but it’s unclear how long immunity 
would last.
“In most infectious diseases, except 
HIV, we know that when you get sick, 
recover (and) you develop antibody, 
that antibody often confers immunity,” 
she explained. “We just don’t know if 
its immunity for a month, six months, 
immunity for six years.”
Some experts believe immunity from 
the coronavirus lasts about two to three 
years, based on what’s already known 
about the virus. (Courtesy https://www.
oann.com/)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listens 
a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peaks 
about the coronavirus in the James 
Brady Press Briefing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Monday, April 6, 
2020, in Washington. (AP Photo/
Alex Brandon)
‘Road map’ to recovery 
report: 20 million corona-
virus tests per day needed 
to fully open economy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ducted 3.7 

million tests for COVID-19.
Experts offer road map to reopen 
the country. The bipartisan panel 

will                  include doctors, econ-
omist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with 

the goal                                           of 
massively ramping up testing of the 

coronavirus.
With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ying 
he wants to lift stay-at-home novel 
coronavirus orders and open up parts 
of the country, more than 45 econ-
omists, social scientists, lawyers 
and ethicists say there’s a growing 
consensus pointing to a major step 
necessary to put Americans back to 
work: dramatically upscaling testing.
In a report titled “Roadmap to 
Pandemic Resilience,” released on 
Monday morning, a blue-ribbon 
panel of thought leaders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called COVID-19 
“a profound threat to our democracy, 
comparable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World War II.”
“It’s a moment for a ‘Can Do Ameri-
ca’ to really show up and put itself to 
work,” Danielle Allen, lead author of 
the report and a professor at Harvard 
University’s Edmond J.Safra Center 
on Ethics, told ABC News.

The report says that ending the quarantine 
safely will require testing, tracing, and 
supported isolation, a combination known 
by the acronym TTSI.
“What people need to recognize is that a 
massively scaled-up testing, tracing and 
supported isolation system is the alternative 
to national quarantine,” Allen said. “We 
all had to learn 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we all had to learn about 
flattening the curve ... now we have to learn 
about TTSI.” (Courtesy https://abcnews.
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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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Birx: Federal Government Is 
‘Working On Expanding Testing 

Strategy Across The U.S.’

 Dr. Deborah Birx,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response coordinator, speaks 
about the coronavirus in the James Brady Press Briefing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Friday, April 17, 2020, in Washington. (AP Photo/Alex Bra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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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岐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疫情來襲，讓課堂搬上了網絡，也促進短視頻平台成為了“學

習區”。近日，復旦大學“硬核教授”張文宏和上海醫學院副院長

吳凡上線B站直播，教授“新冠肺炎防控第一課”，1個多小時的

直播課程，通過綜合統計人氣峰值達到70萬，彈幕數近4.5萬；另

外，人氣UP主（Uploader）“蠟筆和小勳”的一份詳細解讀防病

毒口罩的短視頻，一共獲得了超過220萬的播放量。

短視頻平台成短視頻平台成防疫學堂
科普知識受青睞科普知識受青睞 一條口罩影片播放量逾一條口罩影片播放量逾220220萬萬

有片看有片看

■■掃描掃描QR CodeQR Code可觀看可觀看
有關影片有關影片。。

記者了解到，在2019年，僅B站學
習類 UP 主數量已同比增長

151%，學習視頻播放量同比增長
274%。“之所以在疫情期間做了這個
防疫視頻，一個原因是我們的短視頻本
來就以普及知識為主，在買口罩的時候
也遇到過問題，所以希望對權威文件做
解讀，讓官方的內容被更多人聽到，避
免被謠言誤導。”UP主“蠟筆”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這樣說道。同
時，B站移動端已開設有專門的“學習
區”，冀與用戶共建優秀學習社區。

匯總視頻獲電視台轉發
今年的疫情可謂帶來了多方面影

響，尤其目前已到開學季，不少城市已
開通網上教學，而短視頻平台上有關疫
情知識分享也猛增。其實早在春節期
間，有關防疫內容的短視頻已開始增
多，不少UP主更“高產”上載一些頗
有質量的防護知識短視頻，並得到了讀
者的青睞。其中，包括“蠟筆與小勳”
所出的“防疫口罩知識”在內的視頻均
被推上平台首頁。“最初做這個視頻是
源自我自己選口罩遇到了問題，又發現
網上各種說法不一樣，而且資料很多很
雜，就單純想做個匯總，方便大家。”
蠟筆表示，當第一期視頻推出後，收到
了很多觀眾的反饋，“防顆粒物口罩可
以用嗎？”、“工業口罩可以用嗎？”

由於問題眾多，蠟筆會在視頻下面做一
些實時更新。“事實證明其實這種實用
性內容傳播很廣，甚至一些電視台包括
省級電視台都有私信問能否轉發。”

參考文獻支持信息準確性
粉絲的反饋很熱烈，“我們發現大

家的消息來源很複雜，網上會不斷有各
種關於病毒的聲音甚至謠言，反而官方
的信息會被模糊掉。”於是，蠟筆與夥
伴又接着做了第二期視頻。

如何保證視頻的準確性？蠟筆表
示，視頻中幾乎每句話都有參考文獻或
者權威組織發佈的資料支持，“這源自
本身科學素養的積累以及我之前寫論文
的經驗。我們的內容基本都是來自原文
獻、經典教科書或者權威機構官方網站
的原始資料，可以最大限度避免信息在
傳遞過程中的損失。”

不僅如此，為了保障視頻內容質量，
避免為觀眾帶來誤導，蠟筆同時尋求了浙
大校友會的幫助，同時還尋找了醫學相關
的校友（前中國CDC員工）進行內容審
查。“在第二期視頻中我們還和北大免疫
學博士洋葱君進行了深度合作、聯合投
稿，以確保內容更加準確。”

知名學者加入視頻行列
另外，隨着在線學習的熱度增高，

越來越多的“高材生們”也加入了職業

UP主的行列，“我覺得短視頻不是一
個行業，只是信息的一個新的承載形
式，本質上跟過去紙媒沒什麼差別。短
視頻也應該有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加
入，並且現在確實是這樣發展的，比如
李永樂老師、局座（張召忠）都在做短
視頻，而且做得非常優秀。”蠟筆這樣
說道。

據B站數據顯示，2019年泛知識學
習類內容的觀看用戶數已突破5,000萬，
接近2019年高考人數的五倍。被B站用
戶稱為“study with me”的學習直播，
2019年有超過4,600萬人次觀看，總互
動彈幕數逾3,000萬。“從反饋來看，知
識類內容是大家非常需要的，我們也會
繼續做下去，但我們也會多嘗試其他類
型。”目前，B站也已完成《中小學生
防疫公開課》首播，並開啟“不停學”
專區，冀推出更多實用在線學習內容。

受疫情影響，3月份起，上海大中小學全面開展在線教育。其中，中小學在線教
育從3月2日開始，且在線教育安排盡量兼顧教學內容與學生健康平衡，小學生每天需
要收看的總時長基本不超過2小時。同時，疫情期間，在滬各類培訓機構和託育機構
不得開展線下培訓和託育工作。

上海市教委主任陸靖表示，上海已經開始推進授課師資選配與課程錄製、網絡
平台搭建、教學輔助資源集聚和在線教學管理制度建設等。在基礎教育方面，上海
已組織了全市各學段、各學科一千多名優秀骨幹教師按照課程標準錄製相關課程。
同時，學生可以通過電視、網絡等渠道觀看和下載相關課程。高等則可據具體情況
“一校一策”開展在線授課等。

“我覺得從家長角度看這個問題各有利弊，好的方面是可以省去接送時間，
家長還能直觀地看到孩子學到了什麼。”市民王小姐向記者表示，自己的孩子正
讀小學，平時也會上補習班，但由於居住地與學校有一定距離，平時送孩子上學
較為耗時，“對年齡較小的孩子來說，線上教育需要家長在旁邊督促，對他的自
控力是有要求的，而且若孩子不感興趣可能就去做別的事情，專注力不如線下課
好。”

陸靖亦表示，在線學習不能完全替代在校學習，正式開學後學校還需對學生
在線學習的成效進行評估，“該補課、該加強的還會再安排。”

滬中小學全面開啟在線學習

■■疫情來襲疫情來襲，，促進短視頻促進短視頻
平台成為了平台成為了““學習區學習區”。”。

▲蠟筆上傳了多個防疫知
識視頻，並得到了不錯的
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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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
20日發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
美國東部時間20日15時，美國累計新冠死亡
病例超過4萬例，達到41994例。

數據顯示，目前美國累計確診病例780574
例。累計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州是紐約
州，分別為250736例和18847例。此外，新澤
西州累計死亡 4377 例，密歇根州累計死亡
2468例，馬薩諸塞州累計死亡1706例。

確診數字仍在保持不斷上升的趨勢。儘管
疫情仍在持續，有跡象表明，美國“居家令”
防疫措施開始出現鬆動。加利福尼亞州、得克

薩斯州、印第安納州、猶他州和馬里蘭州18日
均出現了要求解除“居家令”的抗議集會。

從現場圖來看，抗議者比肩接踵、大規模
聚集，很多人甚至沒有戴口罩

當地時間4月18日，在位於奧斯汀的美國
得克薩斯州議會大廈前，就有很多得州人拒絕
遵守“社交距離”規定，並為希望總統特朗普
能夠解僱美國“抗疫隊長”福奇而歡呼。

17日，100多名示威者聚集在洛杉磯亨廷
頓海灘，抗議加州政府頒布的“居家令”；在
明尼蘇達州，一個自稱“解放明尼蘇達”的組
織不顧“居家令”的規定，在州長蒂姆•瓦爾

茨的住所前示威。
面對愈演愈烈的遊行示威，特朗普在社交

媒體上連續發文推波助瀾。
特朗普4月17日連發三條推文，用大寫字

母寫道“解放密歇根州。解放明尼蘇達州。解
放弗吉尼亞州，保有偉大的憲法第二修正案賦
予你們的權利（即公民有持槍權）。它正在受
到封鎖。”

特朗普16日曾宣布了分階段“重啟”美國
經濟的指導方針，將何時取消居家令等限制措
施的決定權授予各州州長。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對此評論

，特朗普是在玩火。特朗普發布推特的前一天
，他發布重啟經濟的指南，然而沒有一個州符
合條件。

《華盛頓郵報》發文指出特朗普發推文是
鼓動暴亂，批評這種行為是違法的。報導稱，
特朗普的推特賬戶擁有超過7700萬關注者，他
的三條“解放”推文已經轉發達數十萬次，影
響力極大，我們不能僅僅將這些推文看作政治
玩笑。

（綜合報導）姆努欽稱，“我們確實在支
票上寫了總統的名字，那是我的主意。他是總
統，我認為這對美國公眾來說是一個絕妙的象
徵。”

美國救濟支票加特朗普名字在美國備受爭
議。對此，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當地
時間4月19日接受媒體採訪時接下了這口“鍋
”，他表示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名字印在新冠

病毒經濟刺激支票是他的主意，而非特朗普的
主意。

姆努欽稱，“我們確實在支票上寫了總統
的名字，那是我的主意。他是總統，我認為這
對美國公眾來說是一個絕妙的象徵。”

據《華盛頓郵報》4月14日報導，美國財
政部下令將美國總統 特朗普的名字印在美國
國稅局急著發給數千萬美國人的經濟刺激支票

上。這意味著，當美國國
稅局向7000萬美國人發送
1200美元支票時，“唐納
德.J.特朗普總統”的字樣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會出現在支票的

左側。
據稱，這是美國國稅局的支票上首次出現

總統的簽名。該部門一位高級官員稱，預計這
一過程將使這些支票的發放速度慢幾天。但據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美國國稅局堅稱此
舉不會拖延支票發放時間。

特朗普在隨後的新聞簡報會被問及此事。

他表示不太清楚這件事，但知道自己的名字會
被印上支票。 “我相信人們一定會很高興地
收到一張又大又肥又漂亮的支票，上面有我的
名字”，“這不會耽誤任何事情。”

此前，美國政府以通過銀行轉賬的方式向
大約 8000 萬美國人的發放了每人 1200 美元。
至於那些沒有銀行信息的7000萬美國人，美國
國稅局將直接把支票寄給他們。美國國稅局每
週只能處理大約500萬張支票，因此可能要花
費數月才能將所有支票寄出。

姆努欽建議，更多美國人去美國國稅局官
網申請，通過“直接存款”的方式獲取這筆救
濟金，這樣會安全得多。

救濟支票加特朗普名字的鍋美財長接了救濟支票加特朗普名字的鍋美財長接了救濟支票加特朗普名字的鍋美財長接了：：：
我的主意我的主意我的主意，，，絕妙的象徵絕妙的象徵絕妙的象徵

（綜合報導）美國現在已經處
於水深火熱之中，是目前全球確診
人數最多的國家，是確診人數排在
第二的西班牙三倍多。隨著疫情的
嚴重，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建議所有
美國人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

在美國，疫情最嚴重的要屬紐
約州，紐約州長庫莫頂撞美國總統
特朗普，積極應對疫情的態度卻圈
粉無數人，收聽他的疫情簡報已經
成為成千上萬美國人的日常。

同時，在人口眾多的加州，相
比較於紐約來說，疫情狀況也要好
得多，一部分原因得益於加州州長
紐森的努力，他很早就頒布了一系
列措施來對抗冠狀病毒的傳播。

紐約州長庫莫是如何讓一大批
人路轉粉的？

3月24日，庫莫凌晨醒來，登上直升機飛往紐約市進行冠
狀病毒發展情況的簡潔匯報，成千上萬人每天都會觀看，這不
止是他的日常，也是成千上萬人的日常。

庫莫一再抨擊聯邦政府反應遲鈍、效率低下、行動力不足
，比他之前的發言都更具有侵略性。

庫莫先生曾被認為是全國政治舞台上不起眼的小人物，但
是現在，在這場危機中，他漸漸變成了民主黨舉足輕重的聲音
。

現在，他那口齒清晰，前後一致且經常帶有同理心的簡報
已經成為大家必看的電視節目。他發表的簡報同時在4個網絡
及有線電視新聞台直播，包括CNN、MSNBC，甚至還有福克
斯新聞。

這標誌著庫莫先生在此刻成為了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他
的講話甚至超越了前副總統約瑟夫.拜登在美國廣播公司《觀點
》欄目的露面。

庫莫先生應對這場危機的處理方式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追
隨者。拜登先生稱庫莫的簡報為“領導力教程”，而其他人則
將其描述為公共治療課程。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他的直率的性
格特點現在已變成了一種安慰。

庫莫先生的日常講話與華盛頓有時相互矛盾的聲明形成鮮
明對比。庫莫先生的簡報充滿了事實、指示和嚴峻的趨勢：紐
約州現在預計需要14萬多張病床去收治患者。

紐約對呼吸機的需求迫切，庫莫先生覺得聯邦政府運送的
400台根本不夠用。

也有現象表明聯邦政府也在觀看庫莫先生的簡報。在庫莫
發表完演講之後，副總統邁克.彭斯表示，正在往紐約運輸2000
個呼吸機，並承諾週三還會增加2000台。

同時，庫莫先生夜駁斥了德克薩斯州副州長的一句話，即

老年人可能不介意為了挽救經濟而死。庫莫先生說：“我的母
親不消費，但我們不接受人類的生命是可以放棄的，我們也不
會去把生命換算成金錢。”很明顯，庫莫先生是在這時引起大
家的廣泛關注的。

自危機開始以來，紐約州長積極應對的姿態贏得了很多崇
拜者的稱讚，包括最近主持了庫莫先生參與的節目的保守派人
士肖恩.漢尼蒂，以及激進派喜劇演員切爾西.漢德勒，他曾說
“我現在正式公開我完全被庫莫吸引了。”

甚至美國總統特朗普都注意到了他的簡報。特朗普團隊特
意地為了不去打擾庫莫先生髮表簡報，調整了自己公開露面表
發講話的日程。在庫莫的簡報發表完之後，特朗普在福克斯新
聞的市政活動才開始。

庫莫先生很早就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在第一批感染患者
出現時，他就從立法機關部門處獲得了4000萬美元來對抗這種
病毒。他說：“任何正在觀看人都立刻意識到，在中國發生的
事情不可避免地會在這裡重演。”

自那時以來，庫莫先生一直利用他的行政權力關閉學校、
百老匯，並派遣國民警衛隊為飽受折磨的新羅謝爾居民提供支
持。新羅謝爾位於紐約市以北，是病毒最早爆發的地點。

庫莫先生承認，他在應對這種大流行疾病時，採取的方法
很極端，可能會犯錯誤。他下令關閉非必要的商業活動，他說
：“我承擔所有責任。如果有人不開心，如果有人想責怪誰、
抱怨誰，那就怪我吧。”

庫莫先生的坦率直言引起了很多評論員的稱讚，甚至有些
不太可能稱讚他的人也表揚了他。保守派律師喬治.康威，也是
白宮顧問凱利琳的丈夫稱：“他的演講做得棒極了。”前聯合
國大使尼基.海利，也是潛在的共和黨未來總統候選人說：“我
期待著每天觀看庫莫州長的新聞發布會。”甚至贏得了庫莫之
前的老對手的稱讚。

加州人口眾多，如何遏制冠狀病毒的？
加州是美國人口最多的州，他們被要求待在室內。加州州

長紐森要求4000萬加利福利亞人在未來的幾週內盡可能地待在
自己的家裡。這項命令是所有州長遏制病毒傳播的措施中最嚴
厲的。紐約州長庫莫就沒有採取這樣一條嚴厲的措施，即使紐
約目前的疫情比加利福利亞嚴重得多。

紐森在薩克曼拉多的州緊急行動中心宣布的這一消息，並
口頭表達了冠狀病毒對居民造成的危險。薩克曼拉多通常是緊
急救援人員接到救援火災或者地震危害的地方。

紐森引用了州規劃人員一直在使用的模型，推測在8週的
時間裡，56%的加州人會被感染，即超過2500萬人會感染冠狀
病毒。

他說：“這不是永久的狀態，這是一個關鍵性節點。我們
回過頭來看的時候就能知道現在這個時刻有多麼重要。”

紐森稱，加州州內，大多數零售商店，包括室內購物中心
，都被要求關閉。大多數公司辦公室也被要求關閉。銀行、雜
貨店、藥房、自助洗衣機店和一些其他行業除外。

政府官員強調，這些命令並沒有禁止居民離開家園，他們
鼓勵人們散步，可以去雜貨店買東西，但是人和人之間要保持
6英尺遠。

同時，紐森發布了一封致特朗普總統的信，因為冠狀病毒
的爆發，預計住院人數將激增，所以請求特朗普部署一艘醫院
船到洛杉磯港待命。紐森在請求時引用了令人震驚的統計數據
，即加州在八週內將有56%的人口（即2500萬人）被感染。

他寫道：“在我們州的某些地區，確診人數每四天翻一番
。”他還說，他希望採取非常規的措施去阻止這個預測變成現
實。他稱：“讓加州人留在家中就是為了讓阻止這個預測變成
現實。”

死亡病例超過死亡病例超過44萬萬，，美國多地出現抗議集會美國多地出現抗議集會

兩個富有爭議的另類美國英雄
風暴中心的紐約州和加州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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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衣小女孩紅衣小女孩」」、、 「「目擊目擊
者者」」億萬票房導演程偉豪即將億萬票房導演程偉豪即將
推出懸疑驚悚推理新作推出懸疑驚悚推理新作 「「緝魂緝魂
」」，，繼上回公布由張鈞甯擔任繼上回公布由張鈞甯擔任
女主角女主角，，今天再公布男主角是今天再公布男主角是
張震張震，，飾演一名正氣凜然的檢飾演一名正氣凜然的檢
察官察官，，造型一曝光也引來討論造型一曝光也引來討論
。。

張震日前才宣布演出美國張震日前才宣布演出美國
傳奇影業和華納兄弟攜手打造傳奇影業和華納兄弟攜手打造
的全新科幻動作冒險電影的全新科幻動作冒險電影 「「沙沙
丘丘」」(Dune)(Dune)（（暫名暫名），），與與 「「甜甜
茶茶」」堤摩西堤摩西 柴勒梅德柴勒梅德（（TimoTimo--
ththéée Chalamete Chalamet）、）、 「「水行俠水行俠
」」傑森傑森··摩莫亞摩莫亞（（Jason MoJason Mo--
moamoa））等國際演員聯合出演等國際演員聯合出演，，
今天再公布他主演國片今天再公布他主演國片 「「緝魂緝魂
」」。。程偉豪透露最初的首選就程偉豪透露最初的首選就
是張震是張震，，因為他的招牌眼神及因為他的招牌眼神及
無敵氣場與角色十分契合無敵氣場與角色十分契合，，在在

寫劇本時就是以他為角色想像寫劇本時就是以他為角色想像
，，而喜愛懸疑片的張震看完劇而喜愛懸疑片的張震看完劇
本後本後，，二話不說就答應接演二話不說就答應接演！！

為了這個角色為了這個角色，，張震在開張震在開
拍前親赴台北地檢署觀摩拍前親赴台北地檢署觀摩，，參參
觀地檢署環境觀地檢署環境，，更在現任北檢更在現任北檢
長官的親自指導下長官的親自指導下，，當面瞭解當面瞭解
電影中所有牽涉到檢察官偵察電影中所有牽涉到檢察官偵察
的種種細節的種種細節，，鉅細靡遺地學習鉅細靡遺地學習
檢察官的所有工作流程與人際檢察官的所有工作流程與人際
互動關係互動關係，，甚至連偵查文件使甚至連偵查文件使
用的紙張顏色等細節都用心記用的紙張顏色等細節都用心記
下下，，認真程度不容小覷認真程度不容小覷！！連導連導
演都不禁大讚演都不禁大讚：： 「「敬業態度沒敬業態度沒
話說話說，，真正見識到一線國際巨真正見識到一線國際巨
星的才華與實力星的才華與實力！！」」

「「緝魂緝魂」」是張震首度與程是張震首度與程
偉豪導演合作的電影偉豪導演合作的電影，，導演透導演透
露露，，因為是懸疑推理片因為是懸疑推理片，，身為身為
檢察官的男主角檢察官的男主角，，眼神特別重眼神特別重

要要，，而張震的招牌眼神讓他印而張震的招牌眼神讓他印
象十分深刻象十分深刻：： 「「這角色在看似這角色在看似
高冷的外表下高冷的外表下，，內心有一種正內心有一種正
派和溫暖派和溫暖，，最好還有執法人員最好還有執法人員
的氣勢的氣勢！！而張震氣場非常強大而張震氣場非常強大
，，加上他有雙會說話的眼睛加上他有雙會說話的眼睛，，
因此在寫劇本時完全是以張震因此在寫劇本時完全是以張震
作為角色想像作為角色想像！！」」

早已是國際級演員的張震早已是國際級演員的張震
，，與李安與李安、、王家衛王家衛、、侯孝賢等侯孝賢等
知名導演皆有過不少合作經驗知名導演皆有過不少合作經驗
，，這次首度跟程偉豪導演合作這次首度跟程偉豪導演合作
，，張震認為他有種獨特的張震認為他有種獨特的 「「固固
執氣質執氣質」」，，並解釋自己是隨興並解釋自己是隨興
的人的人，，所以特別欣賞這種性格所以特別欣賞這種性格
：： 「「固執才會想出一些人家想固執才會想出一些人家想
不到的東西不到的東西，，導演不固執怎麼導演不固執怎麼
可以可以！！」」電影自去年電影自去年 1111 月開月開
拍拍，，農曆年前殺青農曆年前殺青，，目前正於目前正於
後製階段後製階段。。

張震用眼神征服導演張震用眼神征服導演
親訪地檢署

這個細節也不放過

吳岳擎在「植劇場－荼

蘼」中飾演陽光暖男出道，

此形象深植粉絲心中，最近

在台視、八大「覆活」中飾

演城府較深的「李耀青」一

角，他吐露其實自己私下和

「李耀青」的孤僻、自卑感

設定較像，還自曝曾是小胖

弟，國小六年級體重就達 98

公斤，但他希望自己是「討

人喜歡的胖子」，表面樂觀

，內心其實仍有自卑。

吳岳擎透露，小時候聽

到同學對自己的嘲笑，表面

雖裝沒事，心裡還是會難過

，國、高中青春期更

有受排擠的壓力。直

到升大學前的暑假，

他3個月都狂睡覺，當

時從 85 公斤睡到 74 公

斤，沒有特別運動、

健身，他估計是因睡

太多、一天只吃一餐

，因此瘦下來。成為

演員後，他自知是易

胖體質，飲食很節制

，甚至常「斷食」不

吃晚餐，也積極運動

健身，才得來如今結

實身材。

「植劇場」之後，

吳岳擎接連在「鬥魚

」電影版、「如果愛

，重來」、「你那邊

怎樣 · 我這邊 OK」等

戲中演出要角，看似

戲約不斷、發展順利

，但他透露在「鬥魚

」前其實近一年都沒工作，

又遇父喪，整日頹廢在家，

也一度想放棄演藝路，直到

「鬥魚」成為轉捩點。

「覆活」與「你」劇拍

攝時間重疊，吳岳擎當時

幾乎沒時間睡覺，有時白

天、夜晚在不同劇組，他

壓力大到一度蕁麻疹發作

，但很珍惜演出機會。提

到在「植劇場」訓練的時

光，他感嘆：「在這個大

環境下很辛苦，很多人都

還堅持著，這個目標很感

人。」

「植劇場」 暖男
竟曾是胖弟
國小體重近百肥照曝光 公視奇幻劇《妖怪人間》

由石知田、黃騰浩、連俞涵、

陳以文等人主演，收視率節節

高升，《妖怪人間》透過妖怪

與人類的相處，勾勒出對於環

境保育、人文關懷與能源等社

會寫實議題，引發網友共鳴。

劇中呈現由於人類過度擴張發

電廠，導致歐陽倫飾演的小雷

蟄吸食電力上癮，離家四處尋

找可吸食的發電廠，小應因兒

子歐陽倫的失蹤向負責處理妖

怪事務的「特殊住民協調處」

求助，卻意外被飾演高層長官

的尹昭德囚禁。

一場小應的憤怒戲碼，讓

與他對戲的石知田驚呆，只見

小應在生氣時，還先深吸一口

氣站起來，走到門口突然停住

，用頭撞門，直說：「因為小

應哥是妖怪，所以表達生氣的

情緒方式很不一樣。」小應則

對陳以文等人表達對兒子的關

心情感，需要 360 度的走位不間

斷地流露愛子心切的著急模樣

，形容在拍攝該場戲過程中，

就算在鏡頭切換下，自己都在

走位，沒有休息，「希望用更

細緻的動作呈現一位父親急迫

地關心兒子的自然情境。」

此外，《妖怪人間》對於妖

怪與人類間的交流刻畫深植人心

，談及若能飾演妖怪自己最想演

哪隻妖怪？石知田透露已經在劇

裡展現「吸火功」，因此最想演

小應飾演的雷蟄，笑說：「男生

就是喜歡玩電，不然就是玩火！

」

有趣的是，他與小應都是

附中人（師大附中畢業），石

知田說，在殺青酒時，與小應

哥說自己是附中畢業的，「他

馬上拿起手機來自拍。」兩人

當場學長學弟相認，瞬間有一

種「同是附中人」情懷。

小應憤怒用頭撞門
石知田對戲看到驚呆

屈中恆近日錄TVBS《地球黃

金線》，他透露受疫情影響，本

來預計巡演的舞台劇緊急喊卡，

「6月之前的都取消了，我最後一

場演完是3月21日，後面的全部

都取消，因為是中央的場館，他

們先有梅花座的規定，但先前票

賣了，所以只得取消。」對於這

波疫情的損失，他先是坦言自己

不敢細算，隨後才以「不在話下

」認損失百萬。

屈中恆原本計畫，今年11、

12月到大陸排練與演出，7、8月

對岸也有巡演，「但7、8月也是

蠻危險的，就算那裡已經可以開

始演出了，我回來是否還需隔離

14天？而且回來那周，台灣就要

演出了，如果隔離怎麼辦？這些

都是問題。」

他祈禱疫情趕快結束，讓大

家生活回歸正常，不然真的太慘

淡，「其實今年舞台劇真的蠻多

，一開始還不錯，但遇到疫情也

沒辦法，還是要撐過去。」

工作暫緩，屈中恆笑稱自己

運動時間變多了，「之前我幾乎

沒停過，去年11月到演出3月21

日，當中可能只休息1天，時間

太少了，現在反而有比較多的時

間運動。」至於已有4千金的他

是否再拚一胎，他立刻「呸呸呸

」直喊：「養不起啦！」

舞台劇巡演全停擺
屈中恆因疫損失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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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正：讓《鬢邊》做導體
帶年輕人了解京劇國粹

壹部《鬢邊不是海棠紅》讓很多人看到

了尹正的另壹面，在臺上是細膩唯美的美嬌

娥，臺下卻是抱著大肘子啃的傻小子，強烈

的前後反差讓商細蕊這個角色深入人心。

尹正說，第壹次看到劇本，他就愛慘

了商細蕊，為此他推掉了很多其他的戲，

非商細蕊不可。因為過去沒有接觸過，所

以早在這部劇開拍前，尹正就跟著戲曲老

師學習京劇。他希望《鬢邊不是海棠紅》

成為年輕觀眾認識、了解京劇文化的導體

，“通過這部戲，去打開戲曲頻道，真的

去鉆研壹下、看壹下，這事就成了。”

推掉了其他劇本，只因愛慘“商細蕊”
記者：第壹次接到邀請時的情景是

怎樣的？

尹正：於正老師並沒有拿著劇本，

我們兩個是在咖啡廳見了壹下，聊了點

家長裏短，然後他就跟我說，覺得我挺

適合商細蕊，導演是《延禧攻略》的導

演。導演現在在幫我拍壹部戲叫《烈火

軍校》，他說在他是非常尊重導演的，

問我能不能過來給我客串壹下，然後主

要讓我跟導演磨合，看看感覺怎麼樣？

我說行，沒問題，然後我就去了。

記者：第壹次了解到商細蕊這個角

色時是什麼感覺？

尹正：我覺得太有意思了，我有壹

種感覺是真的很想去演他。

記者：聽說團隊壹開始還挺猶豫接

不接這個角色，但是妳自己愛慘了他？

尹正：還好，團隊也還蠻喜歡這個劇

本、這個角色的，只不過是我個人特別喜

歡，喜歡到我就跟他們說我非演不可，誰

來了都不好使，因為當時還有別的戲也在

接觸嘛，我說妳就別接觸了，別耽誤人家

時間，就演商細蕊，肯定得去。

記者：妳愛這個角色哪裏？

尹正：這個角色的戲劇沖突和人物張

力在我這兒已經到頭了。因為是壹個京劇

的旦角演員，上了臺之後是漂亮的壹個女

性的狀態，但是下了臺，卻壹點都不女氣

。有時候戲劇它講究的是矛盾，妳說這個

人他得多矛盾，上了臺的風華絕代，下了

臺了就是壹個騙子，半文盲吃貨，然後還

那麼能打，不沾女氣，但是妳還能看得出

他是個唱旦角的，太好玩了這個人。

還有他身邊所有的人，不單只是商細蕊

自己的故事，它整個故事都太精彩了，包括

程鳳臺、範湘兒、範漣所有壹切所有的人。

所以我就跟我的同事說，我說如果我不去

演這部戲的話，我會後悔的。

演商細蕊，臺下比臺上更難拿捏
記者：第壹次看到自己的京劇扮相

的時候有什麼反應？

尹正：“這還是我嗎？”的這種感覺。

妳根本想象不出來，因為畫出來的時候真的

是太驚訝了！把妳魂都化沒了已經，其實看

到了賦予了妳另外壹個靈魂。

記者：商細蕊在臺上很美，在臺下

又很剛，這樣的差異會很難拿捏嗎？

尹正：他更難的是在於妳得想通壹個

事，不是說每壹場戲把他演出來，而是說

妳得找準這個人的基調。在拍攝之前我跟

導演惠楷棟先生就研究過這個事，其實臺

上的話風情萬種，妳就踏踏實實跟著戲曲

老師學就行了，那麼最重要的是在臺下的

時候，比如說這個人，他如何做到不沾女

氣卻能被人看得出來，他是個京劇演員，

因為妳是不可能就是說臺上壹個樣、臺下

壹個樣，因為商細蕊他唱戲唱這麼好，畢

竟是練了好多年的，妳練了好多年的話，

妳就會有職業病，妳會帶。所以我們當時

就說這可能待人接物的方面壹些細節，能

體現出來這個人他是幹什麼，但他的氣場

氣質方面他是個爺們兒。

記者：《鬢邊不是海棠紅》這部劇

請來了特別專業的京劇大師，妳跟大師

學習了多久的時間？

尹正：我在進組之前，當時還在拍別

的戲，就去上海戲校找牟元笛老師學了，

壹周去壹兩次，學了好幾周。然後進組了

之後，尹俊老師就來了，就在開機之前又

學了個倆禮拜，然後就天天練，接下來因

為時間很緊迫，壹邊拍壹邊學，然後還非

常有幸得到了畢谷雲先生的指導。

記者：這壹次在劇中唱京劇和過去

妳印象中的京劇文化有何不同？

尹正：之前只是感覺扮相很漂亮，覺

得有壹個固定的套路之類的。但後來妳真

的去接觸了這些正兒八經的京劇演員之後

，妳會發現這裏邊門道實在是太多了，壹

舉手、壹投足，那都是功夫，包括比如說

所謂的張最小的嘴發最大的聲不能露齒，

看這人壹直是笑著的。妳看京劇唱旦角的

演員在臺上感覺壹直是笑著的，但他嘴都

沒動，是唱腔念白全部出來。

記者：商細蕊還有很多小細節，比如

“咬手絹”這種比較柔的動作，這對妳

來說難度大嗎？

尹正：還好，因為妳既然接受了這

個人物的設定，妳就必須得讓這個事情

在他身上是有，它是合理的。包括搖手

絹是這個戲裏本來就有的動作，他並不

是即興的發揮。

記者：除了戲曲部分，妳覺得這個角色

還有哪裏最難拿捏？哪場戲NG了最多次？

尹正：沒有說難不難，就比較痛苦，

有段哭戲比較會讓人難受，因為壹般成年

人的哭戲是比如說默默的流淚或者是怎麼

樣，但是那場戲我們想盡量的去還原原著

，比如說他希望哭斷了奈何橋，然後慢慢

的蜷縮像是壹種動物發出的聲音在吼著哭

，然後說他蜷在地上慢慢的蜷壹塊兒，然

後又發生了什麼其他的聲音，我們就會想

去還原，但是往往妳知道字面上從二次元

變為三次元，它是中間有壹段距離的，所

以我們去合理的去把它具象化的時候，就

會有難度，但是我相信能做到。

因為減肥被戲曲老師批評
記者：很多觀眾看《鬢邊不是海棠

紅》都覺得妳比之前胖了，是為了角色

有意增重了嗎？

尹正：也沒有，其實相反，在拍這

部戲之前還刻意去減肥，然後減完肥之

後開機不到半個月，因為每天都在拍吃

東西的戲，因為商細蕊是個吃貨，然後

就胖回來了。因為每天晚上妳扛不住，

都是在吃油條肘子這種東西，而且妳不

能說吃壹口就吐了，因為他老是在嚼著

東西在說話，妳沒法停，而且拍戲又不

是說壹條就拍過了，要拍好多條，然後

後來胖了壹點之後，我還想我說再減減

，結果還被戲曲老師給批評了，說妳妳

還是吃回來點，我說幹嘛？他說妳上了

妝沒以前那麼好看，人發癟。後來我就想

了壹下，我說無論怎麼樣，都特別希望商

細蕊這個角色，只要是扮上就得好看，因

為本來劇本上說的這個人，他就是臺上臺

下根本妳都認不出來，他壹上臺就是壹個

婀娜多姿、風情萬種的壹個女人，下了臺

之後就是壹個傻小子，楞頭青有點那種感

覺，總之情商跟智商都不是特別高的。

記者：網友們還把妳在這部劇裏面吃

東西的鏡頭剪成了合集，妳有看到嗎？

尹正：對，我不知道那是從哪來的

，但是我覺得特別有意思，我覺得大家

都挺可愛。

記者：妳印象中吃了最多遍的壹場

戲是哪壹場？

尹正：有壹場戲吃炸醬面，然後導演

當時會改動，他就跟我說我知道妳難受，

他說妳努把力，我壹條過，妳得在這些臺

詞說完之前，吃掉兩三碗炸醬面，我當時

我說這怎麼辦？妳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

就是說前兩碗炸醬面妳必須得咽肚裏，哪

怕我嘴裏能塞下壹整碗炸醬面，我前兩碗

必須得咽肚裏第三碗我才能說。我忘了是

兩碗還是3碗，總之2碗也夠嗆，人太難受

。（這感覺算是壹個工傷了？）也還行，

還不算工傷，都是角色的需要。

記者：這次采訪感覺現在比劇裏面

瘦了？

尹正：可能是因為拍戲的時候那段時間

有點累，大家都在很努力的拍，因為時間有

限，哪怕劇組跟妳們說妳們要不要休息？後

來人又病，然後就可能狀態不是特別好，人

會很很胖很腫，因為感冒發燒什麼的。

記者：評價壹下跟黃曉明、佘詩曼

的合作？

尹正：太美好了，因為曉明哥本來就

是我特別喜歡的壹位演員，他是我的前

輩。然後佘詩曼，我還記得我小的時候看

著她選港姐，然後後來TVB又到《延禧攻

略》都特別好，都知道她戲好，合作了之

後還發現她是個特別有趣的人，我們相處

都特別融洽，大家都特別對胃口，誰都不

討厭，誰都挺喜歡對方。就最簡單，就是

妳每天下了班特別累了，大家能坐在壹塊

聊聊天，吃點東西多好！

記者：妳希望年輕觀眾看完《鬢邊

不是海棠紅》這部劇，能對我們京劇這

樣的傳統文化有怎樣的新的了解？

尹正：我特別希望年輕人看了這個戲

之後，先是從壹個問號開始，其實不是說

大家不想去了解，只不過是我認為渠道太

少了。那麼並不是說京劇不好，京劇當然

是個好東西，是我們的國寶、國粹，希望

大家能從壹個問號開始，就比如說他會說

原來京劇的扮相這麼好看，原來京劇的唱

腔這麼有意思，我覺得我們就是壹個導體

，通過《鬢邊》這部戲，他去打開中央中

央電視臺戲曲頻道，真的去鉆研壹下、看

壹下，這事就成了。

賈樟柯連開3天“雲課堂”
“在經過疫情之後，電影人應該具備新的反思，

對人性，對社會，從這個角度來說，正在讀電影專業

的同學們，妳們正站在歷史的交匯點，即將帶著創痛

、經驗和記憶開始未來的電影生涯。”4月13日至15

日，導演賈樟柯以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院長的身份給

該校學生們連上三天網課。 每課時長三小時，賈樟

柯從創作者角度分析了自己的《小武》《三峽好人》

《江湖兒女》等影片的創作經歷，同時勉勵參加直播

的同學們，“妳們是屬於疫情之後這壹代的電影工作

者，在未來五到二十年的時間裏，妳們不壹定要去拍

攝疫情，不壹定要拍攝這段生活，但是要拍攝出這段

生活帶給我們對於人性和社會的反思。”

對於疫情，賈樟柯表示，“今天我們面臨非常

嚴峻的歷史時刻，疫情過後，這個世界上的導演可

能會分為兩種，經歷過疫情的和沒有經歷過新冠疫

情的，我們現在身處其中，還完全沒法了解這個劫

難會給人類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我們甚至還沒有壹

種歷史的意識，意識到我們身處艱難之中。” 他

提醒同學們，很多人會覺得創作是壹個感性的過程

，但直覺往往會走歧路，會泛濫。所謂的職業性就

是當妳要做壹個決定時，妳需要有反思的能力，有

確認人物的能力，“確認的依據就是妳應該建立壹

個完整的屬於自己的語言系統，而每壹部電影的語

言系統應該是清晰的。” 他尤其強調學生們要開

闊自己的社會視野，“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時代

，而是講述故事的時代，妳與身處的社會怎樣進行

互動，妳的電影是否具有開闊的視野，這個是中國

電影壹直需要克服，壹直需要往前走的。” 在分析

自己獲得威尼斯金獅獎的作品《三峽好人》時，賈

樟柯透露，這部作品當時是臨時起意之作，事先並

沒有很縝密的策劃，甚至當時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

同期拍攝的紀錄片《無用》上。他認為，有些作品

自己籌備多年才拍攝，但像《三峽好人》，只要靈

感來了，馬上就可以開機，而且在質量上也不遜色

於後者，“最主要的是有話說，有觀點表達。” 在

分析《江湖兒女》時，賈樟柯承認，影片借鑒的類

型是自己年輕時深受啟蒙的港產黑幫片。同時，從

《小武》到《江湖兒女》，他最開始起用的大部分

都是非職業演員，到了後來，他逐漸跟職業演員們

合作，這個過程讓自己對於表演有了不壹樣的看法。

課後，賈樟柯現場給學生們布置了作業，他要求學

生拿起手機和電腦，及時記錄下自己當下的生活，“我

們正身處宏大的歷史事件中，完全不需要刻意尋找宏大

的社會視角，妳完全可以從捕捉自己的感受開始，在自

己的生活細節去中找到妳構思的支點。” 對於過去這

兩個月的感悟，他引用白居易《我身》中的詩句來形容

，“通當為大鵬，舉翅摩蒼穹。窮則為鷦鷯，壹枝足自

容”。這期間他壹直在寫作，準備在2022年出版《賈想

3》壹書，目前已經寫了十四篇文章，幾萬字，其中包括

“類型中的作者”“重回默片精神”等主題。

在家期間，他看得最多的就是自己監制的三部

新片，宋方執導的《平靜》、鵬飛執導的《又見奈

良》、王晶執導的《不止不休》。此外，他還在家

用壹部手機、壹臺電腦拍攝了壹部短片，演員是他

的妻子趙濤。 4月14日，他在微博上透露，他創辦

的第四屆平遙國際電影展計劃於今年10月10日至

19日舉行，目前籌備進展順利，“在此困難時刻，

我們的策展、選片、設計、物料制作、活動統籌及

商業合作等工作仍然在有序進行，我們會為10月10

日如期開幕做好我們能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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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退休人員協會美國退休人員協會 （（AARPAARP））共同探討亞裔美國父母的思想和觀點共同探討亞裔美國父母的思想和觀點

預防耆老財務與身份被盜用和銀行開戶重點預防耆老財務與身份被盜用和銀行開戶重點，，金城銀行與金城銀行與JimJim
& JoAnn Fonteno& JoAnn Fonteno 教育中心合辦講座為耆老的財務把關教育中心合辦講座為耆老的財務把關！！

金城銀行與金城銀行與Jim & JoAnn FontenoJim & JoAnn Fonteno
教育中心主辦財務講座教育中心主辦財務講座。。由金城銀行由金城銀行
營運部祝麗容資深副總裁營運部祝麗容資深副總裁、、法規遵循法規遵循

部部Christina BuggsChristina Buggs副總裁和公關部侯副總裁和公關部侯
秀宜副總裁主持講座秀宜副總裁主持講座。。祝麗容資深副祝麗容資深副
總裁主講預防身份盜用及銀行開戶需總裁主講預防身份盜用及銀行開戶需
知知，，Christina BuggsChristina Buggs副總裁主講耆老副總裁主講耆老
財務詐騙和個人資料濫用防範財務詐騙和個人資料濫用防範；；現場現場
氣氛熱烈氣氛熱烈，，參加的來賓踴躍提問參加的來賓踴躍提問。。

祝麗容資深副總裁針對如何防範祝麗容資深副總裁針對如何防範
身份被盜用身份被盜用，，詳述如何確保身份資料詳述如何確保身份資料
安全及有效遏止歹徒盜用個人身份安全及有效遏止歹徒盜用個人身份，，
並且提供萬一身份被盜用如何報警及並且提供萬一身份被盜用如何報警及
後續處理方式後續處理方式。。祝資深副總裁並介紹祝資深副總裁並介紹
適合耆老們的金融帳戶適合耆老們的金融帳戶，，以及申請各以及申請各
式金融服務所需文件式金融服務所需文件，，對於不熟悉銀對於不熟悉銀
行服務的朋友行服務的朋友，，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以淺顯易懂的方式，，
迅速增進相關知識迅速增進相關知識。。

Christina BuggsChristina Buggs副總裁針對現今副總裁針對現今
社會專門以老人為詐騙目標的亂象社會專門以老人為詐騙目標的亂象，，
列舉各類詐騙方式與途徑列舉各類詐騙方式與途徑，，容易被騙容易被騙
的標地物的標地物，，常見的詐騙身份與對象常見的詐騙身份與對象，，

以及如何防止個人資料遭濫用等等議以及如何防止個人資料遭濫用等等議
題題，，以生動明確的例子以生動明確的例子，，幫助耆老瞭幫助耆老瞭
解如何保護個人資料和自身的財務解如何保護個人資料和自身的財務，，
以及介紹多個可以尋求協助的專業機以及介紹多個可以尋求協助的專業機
構構。。

本次講座本次講座，，二位資深銀行經理以二位資深銀行經理以
深入淺出方式深入淺出方式，，為社區朋友介紹財務為社區朋友介紹財務
詐騙重點以及如何預防身份盜用及銀詐騙重點以及如何預防身份盜用及銀
行開戶需知行開戶需知，，相信相信
為朋友們提供更多為朋友們提供更多
金融資訊金融資訊，，幫助大幫助大
家瞭解如何善用銀家瞭解如何善用銀
行資源行資源。。黄國樑總黄國樑總
裁暨執行長表示裁暨執行長表示：：
『『金城銀行是社區金城銀行是社區
的銀行和朋友們的的銀行和朋友們的
金融後盾金融後盾，，我們專我們專
注於聆聽客戶的需注於聆聽客戶的需
求求，，努力開發便利努力開發便利

及多元的金融服務及多元的金融服務，，以協助客戶完成以協助客戶完成
人生的夢想人生的夢想。。金城銀行秉持著穩健金城銀行秉持著穩健、、
積極的發展原則積極的發展原則，，以專業及熱誠的服以專業及熱誠的服
務務，，希望能幫助朋友瞭解如何保護個希望能幫助朋友瞭解如何保護個
人資訊人資訊，，以及如何利用銀行資源以及如何利用銀行資源，，幫幫
助自己取得合適的金融服務助自己取得合適的金融服務。。歡迎社歡迎社
區耆老和朋友們多加利用區耆老和朋友們多加利用。。』』

金城銀行秉持服務社區的宗旨金城銀行秉持服務社區的宗旨，，

以提供用心以提供用心、、誠懇誠懇、、周密周密、、專業的金專業的金
融服務融服務，，以滿足社區朋友的銀行需求以滿足社區朋友的銀行需求
。。金城銀行與您共創利益金城銀行與您共創利益，，共享金色共享金色
未來未來！！金城所致金城所致，，點石成金點石成金，，深耕社深耕社
區區，，三十而立三十而立！！德州休士頓百利總行德州休士頓百利總行
地 址地 址 ((9315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Texas 7703677036)) ，，電話電話 713713--777777--38383838
。。

((本報訊本報訊))分享任何有關分享任何有關AARPAARP在在1212月的報導月的報導
，，所以我們可以突出你的努力所以我們可以突出你的努力，，上個月提高我們上個月提高我們
全國全國40004000萬照顧萬照顧 美國退休人員協會美國退休人員協會 （（AARPAARP
）） 和禧年媒體和禧年媒體 （（視頻視頻））

如前所述如前所述，，美國退休人員協會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AARP））和和
銀禧傳媒銀禧傳媒（（Jubilee MediaJubilee Media））通過發人深省的視頻通過發人深省的視頻
內容內容，，共同探討亞裔美國父母的思想和觀點共同探討亞裔美國父母的思想和觀點。。
1717分鐘的視頻分鐘的視頻（（""所有亞裔美國人父母都這樣認所有亞裔美國人父母都這樣認
為嗎為嗎？）？）已經獲得了超過已經獲得了超過100100 萬次的視頻流覽量萬次的視頻流覽量
和超過和超過 99，，000000 條評論條評論！！

請與您的觀眾線上和下一次廣播分享這個發請與您的觀眾線上和下一次廣播分享這個發
人深省的視頻人深省的視頻，，並隨時重新使用所附圖像並隨時重新使用所附圖像。。
•• 視 頻 連 結視 頻 連 結 ：： HTTPs://www.youtube.com/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HtkNrFtFmLUwatch?v=HtkNrFtFmLU（（附視頻螢幕擷取畫面附視頻螢幕擷取畫面
）。）。
•• 視頻標題視頻標題：：""所有亞裔美國人家長都這樣認所有亞裔美國人家長都這樣認
為嗎為嗎？？
•• 摘要摘要：：本季第本季第33集的頻譜集的頻譜，，這是由銀禧傳媒這是由銀禧傳媒
製作的一個視頻系列製作的一個視頻系列，，邀請了六位亞裔美國父母邀請了六位亞裔美國父母
看看他們的信仰和價值觀的範圍看看他們的信仰和價值觀的範圍。。六位學員來自六位學員來自

不同背景不同背景，，包括南亞印度包括南亞印度、、中國中國、、日本和韓國日本和韓國;;
他們代表了不同的世代他們代表了不同的世代（（嬰兒潮一代的千禧一代嬰兒潮一代的千禧一代
）。）。當當 Jubilee MediaJubilee Media 團隊提出提示團隊提出提示（（主題主題//問題問題
））時時，，六名參與者實際步行到房間的一個區域六名參與者實際步行到房間的一個區域，，
其標籤範圍從其標籤範圍從""強烈同意強烈同意""到到""強烈不同意強烈不同意""，，以顯以顯
示他們對主題示他們對主題//問題的看法問題的看法。。你會同意還是不同你會同意還是不同
意參與者意參與者？？
•• 美國退休人員協會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AARP））探索了這個提探索了這個提
示示：：我希望我的孩子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照顧我我希望我的孩子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照顧我。。
•• 在同一視頻中共用的其他有趣的提示示例在同一視頻中共用的其他有趣的提示示例：：
•• 我對我的孩子選擇的任何職業都很滿意我對我的孩子選擇的任何職業都很滿意。。
•• 我認為自己是老虎的父母我認為自己是老虎的父母。。
•• 我認為有時對兒童使用身體紀律是適當的我認為有時對兒童使用身體紀律是適當的。。
•• 我更喜歡我的孩子嫁給一個有著相同文化的我更喜歡我的孩子嫁給一個有著相同文化的
人人。。
•• 和孩子們談論約會和性會很舒服和孩子們談論約會和性會很舒服。。
•• 如果我的孩子被認定為如果我的孩子被認定為LGBTQ*LGBTQ*，，我會為他我會為他
們感到驕傲們感到驕傲。。
•• 我相信亞裔美國人是模範少數民族我相信亞裔美國人是模範少數民族。。

美國退休人員協會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ARPAAARP））和和AAJAAAJA護理護理

大賽優勝者大賽優勝者（（論文論文））
如果您尚未出版如果您尚未出版 AARPAARP 的的 20192019 AAJAAAJA 護理護理

大賽獲獎故事大賽獲獎故事（（簡體和繁體版本簡體和繁體版本 附加附加），），請與請與
您的讀者分享這些文章您的讀者分享這些文章。。
翻譯的故事也可以在翻譯的故事也可以在AARPAARP中文網站上找到中文網站上找到，，位位
於於 HTTPs://chinese.aarp.org/news/caregivHTTPs://chinese.aarp.org/news/caregiv--
ing-aaja-ing-aaja-20192019-winners/-winners/。。
英語故事連結如下英語故事連結如下
。。
•• 第一名獲勝者第一名獲勝者
：：""力量至上力量至上：：當頑當頑
固的長者抗拒安全固的長者抗拒安全
顧慮顧慮""由莎拉華萊士由莎拉華萊士
•• 第二名獲得者第二名獲得者
：：""照顧我們四代人照顧我們四代人
中堅強的移民媽媽中堅強的移民媽媽
，，好好，，試圖試圖""由法蘭由法蘭
西斯西斯••王凱華王凱華
•• 第三名得主第三名得主：：""
我的簡歷從來不提我的簡歷從來不提

我是爸爸的照顧者我是爸爸的照顧者""卡洛琳卡洛琳••曹曹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讓我知道請讓我知道，，並再次感並再次感

謝您的支援謝您的支援！！我們將不勝感激您的覆蓋連結我們將不勝感激您的覆蓋連結，，所所
以請與我分享以請與我分享stelstel 祝您和您的團隊度過一個美好祝您和您的團隊度過一個美好
而安全的節日而安全的節日，，祝您新年快樂祝您新年快樂！！謝謝謝謝。。

(本報休斯頓訊) 疫情期間，
SAT和ACT的考點關閉，然而，主
辦單位祭出新招，下半年將增加考
試次數，同時準備開放在家網絡考
試的方式。不管疫情是如何發展進
行，可以知道的是，考試已成定局
！

11年級學生申請大學看來SAT
/ ACT 是必不可少了。與往年不同
的是，今年的考試時間跨度大大改
變，只有秋季 3-4 個月的時間參加
考試，所以對於大多數同學來說必
須要一次出分。到這裡，家長和同
學們都明白了， 「對考試的準備」
決定考試的分數！

針對最難提高的言語部分，美
金榜教育集團特別邀請全美著名的

SAT培訓大師Jared老師為同學們在
線授課，解密閱讀疑點與難點。五
月初開班，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下半年考試已成定局，同學們要充
分準備，一次出分！

今年三月，Jared老師為美金榜
開辦的第一期網課，反響非常強烈
。學生們上課狀態超好，早早進課
等待，每天三小時無一人缺席，每
位同學都積極回答問題，師生互動
非常過多。應更多家長要求，美金
榜特別進行第二期，預計大約每週
2-3次，每次5-7點，共8次，16小
時。由於最近疫情關係，不確定因
素很多，請同學先報名，15人組成
一班後即可開課。

以下是最近常接到的問題，能
幫助同學們了解狀況，好好準備
SAT。

問：因為疫情，校內外活動取
消，學校關閉，我該如何利用在家
的時間，不影響大學申請的準備工
作？

美金榜建議：把任務分解，用
在家的時間全力以赴準備 SAT，一
次考出理想成績。疫情結束後，把
主要收益用於積壓的課程和間斷的
課外活動上，這樣既申請大學不受
影響，時間利用的好，可以事半功
倍。

問：如何進行SAT準備更有效
？
美金榜建議：選擇優質教師，上課
聽講和課下練習仔細結合。

問：你們的SAT課的優勢是什
麼？

1）授課老師全美一流，高分和分
數打造者。

2）專注於 VERBAL，攻堅 SAT
最難提分部分。

3）線上線齊齊頭並進，課上互動
和課下練習結合，效果最佳。

4）全程錄像，隨時追溯複習，舉
一反三，直到完全理解。

關於線上培訓課程
美金榜金牌培訓師，被譽為美

國“俞敏洪”-教父級的 SAT 培訓
大師Jared Friedland在疫情特殊時期
，特別推出兩期SAT在線課程，下
午 4 點以後上課，無論是正在春假
期間、在學校、還是上課，時間安
排都適合。

培訓課程時間：美國中部時間(
待定) 5-7pm ，北京時間待定，6
am-8am。滿15人即可開課。

培訓地點：在線，並提供上課
視頻，供課後反復學習。

教授內容：SAT 閱讀和 SAT 寫
作與語言；如何使用：如何攻克
SAT必考的各種類型閱讀和多種選
擇；分解長文章；提出干擾性答案
等。每節課包括老師講授、互動練
習、和作業回顧三部分。每次課後

給學生留作業練習。
註 冊 方 式 ： 請 加 微 信 Lone-

star2012或電話：979-450-2978
所有課程都會錄像，供報名同

學今後學習之用。甚至時間衝突不
能參加，也值得報名觀看錄像。並
提供500頁獨家研發教材。

Jared Friedland何許人也？
Jared Friedland，美國著名的 SAT 培
訓機構 CatalystPrep 和 Playbook 的創
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他的機構已經
有幾年的歷史，遍布美國 300 多座
城市，擁有 500 多位高級培訓師。
他為美國最著名的公立和私立高中
做SAT輔導，包括斯圖弗森特高中
（紐約市），岡恩高中（加利福尼
亞州帕洛阿爾托），普林斯頓高中
（普林斯頓） ，新澤西州），沃爾
特•惠特曼高中（馬里蘭州貝塞斯
達），坦帕預科學院（佛羅里達州
坦帕）和哈佛大學西湖學院（加利
福尼亞州洛杉磯），培養了一大批
SAT 分數的藤校預備生。該校的
SAT平均分高於美國其他地域，他
功不可沒！

他和他的機構曾多次被美國主
流媒體《時代周刊》（TIME），
NBC環球集團持有的全球性財經有
線電視衛星新聞台（CNBC），商
業內參（BusinessInsider），赫芬頓
郵報（TheHuffington Post），《每
日 新 聞 報 》 （TheDaily News） ，
《紐約時報》（TheNew York）報

導。
他的身上戴著我們華人的勤奮

、睿智，也有猶太人特有的熱情和
精明。他是英語專業出身，語言培
訓對於他來說是如魚得水，游刃有
餘。從大學升學至今，他教授SAT
超過15年，參加了30次SAT考試，
次次得滿分。SAT寫作，更是沒有

任何懸念。他為紐約和舊金山的考
試提供私教，收費每小時1,000美元
。

Jared的課程設置緊跟大學委員
會教學大綱和出題指南，因為他的
員工中有三位是SAT出題老師。加
上他自己開發的獨特的教學方式，
講解深度淺出，風趣幽默，吸引學
生的興趣，效果事半功倍，他機構
培訓的學生，想不提分都難！

這樣一位教父級的SAT培訓大
師，他的團隊金牌培訓師嚴格遵守
承他的教學大綱，和美金榜多年合
作，並培養出一大批高分教材，你
還有什麼理由要拒絕這麼難得的機
會呢？

美金榜教育集團
提供一對一精准定制的高端升

學服務，是美國本土，美南最大的
美國教育機構認證的升學諮詢公司
。專精初高中、本科、研究生申請
及提前規劃，赴美夏/冬令營，高端
夏校，網上私立高中。
微 信 ： lonestar2012； HeOu88； li-
daqd。電話：281-797-5614。客服
部：info@ToTheTopEducation.com
美金榜官網：www.ToTheTopEdu-
cation.com。

同學們注意啦同學們注意啦 SAT / ACTSAT / ACT下半年恢復考試下半年恢復考試
美金榜推出線上閱讀培訓班美金榜推出線上閱讀培訓班 大師級師資打造高分大師級師資打造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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