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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racks down on global chip exports to 
Huawei, China retaliation e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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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n 
Friday moved to block global chip supplies to blacklisted 
telecoms equipment giant Huawei Technologies [HWT.
UL], spurring fears of Chinese retaliation and hammering 
shares of U.S. producers of chipmaking equipment.
A new rule, unveiled by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and 
first reported by Reuters, expands U.S. authority to require 
licenses for sales to Huawei of semiconductors made 
abroad with U.S. technology, vastly expanding its reach to 
halt exports to the world’s No. 2 smartphone maker.

“This action puts America first, American companies first, 
and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first,” a senior Commerce 
Department official told reporters in a telephone briefing 
on Friday.

Huawei, the world’s top telecoms equipment maker,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News of the move against the firm hit European stocks 
as traders sold into the day’s gains, while shares of chip 
equipment makers like Lam Research (LRCX.O) and KLA 
Corp (KLAC.O) fell around 5 percent in U.S. trading.

The reaction from China was swift, with a report on Friday 
by China’s Global Times saying Beijing was ready to put 
U.S. companies on an “unreliable entity list,” as part of 
countermeasures in response to the new limits on Hua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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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PHOTO: The 
Huawei logo is 
seen on a commu-
nications device in 
London, Britain, 
January 28, 2020. 
REUTERS/Toby 
Melville

The measures include launching investigations and imposing 
restrictions on U.S. companies such as Apple Inc (AAPL.O), 
Cisco Systems Inc (CSCO.O) and Qualcomm Inc (QCOM.O), 
as well as suspending purchase of Boeing Co (BA.N) air-
planes, the report said here citing a source.

The Commerce Department’s rule, effective Friday but with a 
120-day grace period, also hits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
facturing Co Ltd (2330.TW), the biggest contract chipmaker 
and key Huawei supplier, which announced plans to build a 
U.S.-based plant on Thursday.

TSMC said on Friday it is “following the U.S. export rule 
change closely” and working with outside counsel to “conduct 
legal analysis and ensure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rules.”

The department said the rule is aimed at preventing Huawei 
from continuing to “undermine” its status as a blacklisted com-
pany, meaning suppliers of U.S.-made sophisticated technolo-
gy must seek a U.S. government license before selling to it.

“There has been a very highly technical loophole through 
which Huawei has been in able, in effect, to use U.S. technol-
ogy with foreign fab producers,” Commerce Secretary Wil-
bur Ross told Fox Business News on Friday, calling the rule 
change a “highly tailored thing to try to correct that loophole.”

The company was added to the so-called “entity list” last 
year due to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amid accusations from 
Washington that it violated U.S. sanctions on Iran and can spy 
on customers. Huawei has denied the allegations.

Frustration among China hawks in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Huawei’s entity listing was not doing enough to curb its access 
to supplies prompted an effort, first reported by Reuters in 
November, to crack down on the company that culminated in 
Friday’s rule.

Despite the crackdown,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separately extended a temporary license that was set to expire 
on Friday to allow U.S. companies, many of which operate 
wireless networks in rural America, to continue doing business 
with Huawei through Aug. 13. It warned it expected this would 
be the final extension.

Huawei, which needs semiconductors for its smartphones and 
telecoms equipment, has found itself at the heart of a battle for 
global technological domina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hose relationship has soured in recent months over the 
origins of the deadly coronavirus.

While the rule change is aimed at squeezing Huawei and 
will hit the chip foundries it relies on, U.S. manufacturers of 
chipmaking equipment could face long-term pain, if chipmak-
ers seek out new equipment sources beyond the reach of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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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Kevin Kelly has discovered the many ways a 
deadly pandemic can be both a boom and a burden on 
some U.S. businesses.
As the nation clamped down with stay-at-home orders, 
Kelly said his company, Emerald Packaging Inc. in Union 
City, Calif, saw demand for the factory’s output explode. 
Emerald churns out plastic bags for produce, like baby 
carrots and iceberg lettuce, and Kelly attributed the 
growth, in part, to the perception that packaged produce 
is a safer alternative to unwrapped items.

Emerald represents the other side of the current novel 
coronavirus crisis, which has seen unemployment surge to 
levels not seen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jobless rate 
hit 14.7% in April. While many companies face a slump, 
some are rushing to add workers, including delivery 
services like Instacart. A recent survey by the Atlanta Fed 
concluded there have been three jobs added to the U.S. 
economy for every 10 layoffs.

RELATED COVERAGE
Factbox: Shopping list to keep workers safe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Eric Schnur, CEO of specialty chemical maker Lubrizol 
Corp., owned by Warren Buffett’s Berkshire Hathaway 
Corp, said he anticipates “many millions in extra costs 
associated with responding to COVID-19.” Lubrizol’s 
business boom includes a three-fold increase in its output 
of the gelling agent used to make hand sanitizer.
Schnur said the extra costs go beyond stepped up cleaning 
and safety equipment and includes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supply chain and logistics costs as we work to get our 
materials to those who have the greatest need.”
Another company facing added costs is Calumet Elec-
tronics Corp., in Calumet, Mich., which said it has spent 
$80,000 on everything from soap to mobile desks to keep 
workers safe through the crisis.
For Emerald, orders surged 150% in March and were up 
another 7% in April. But there’s a dark side to that surge, 
both in terms of cost and complexity.

U.S. companies discover the dark side of 
a COVID-19 business boom

All the steps the company has taken — both 
to boost output and keep workers safe — are 
expected to add at least $350,000 to cost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his doesn’t include the 
lost production time, which adds up to at 
least an hour each day, that machines have to 
be shut down for cleaning. Kelly, Emerald’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said he hasn’t figured 
out what this will do to his profits, but he 
expects a big hit to his margins. Emerald is a 
family-owned business with annual sales of 
about $85 million.

One of the biggest costs for Emerald was 
$50,000 Kelly spent on an automated 
temperature scanner. When the crisis 
first hit, Emerald implemented a regi-
men that included workers getting their 
temperature taken at the start and end of 
each shift. But Kelly soon realized there 
was a problem having 40 people at the 
start of each shift waiting to be checked, 
one by one, by someone standing close to 
each employee as they were screened.

“It also just isn’t comfortable,” he said. 
“You know it’s a temperature gun, but 
you basically are holding a gun up 
to someone else’s head. It just made 
everyone uncomfortable.”

The new system will be a scanner that 
flashes a red warning signal if someone 
walks by with a body temperature over 
100.4 degrees.

Kevin Kelly, 
CEO of Emer-
ald Packaging, 
talks with an 
employee as 
they wear pro-
tective masks 
on a produc-
tion floor of 
the company, 
which prints 
packaging ma-
terial to be used 
for produce, 
amid the coro-
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in 
Unio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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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the eighth week of self-isolation and 
quarantine for most Americans. And by 
now, many have started to contract “new 
strains” of cabin fever. But, there is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The most recent data suggest that the vi-
rus has peaked in many places and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of COVID-19 are 
steady or decreasing. In response, there 
is a drum beat of 
pressure to lift restrictions. Many states 
are beginning to do just that.
Here is an update where things 

stand right now:
Americans increasingly are focused 
on the economy. COVID-19 has signifi-
cantly reshaped the priorities of Amer-
icans. We went from a troika of issues 
before COVID-19 (immigration, jobs/
economy, and healthcare) to the dual 
concerns of health and jobs.  Over the 
last few weeks, as the jobless claims sur-
passed 30 million, the employment agen-
da has overtaken health. Americans will 
now increasingly evaluate their politi-
cal leaders through the lens of jobs and 

economy. It is doubtful that this agenda 
will attenuate by November.    

Consumer confidence is holding 
steady, but at lower level.  Even with 
job concerns front and center in people’s 
minds, consumer confidence has held 
steady in the mid-40’s. Again, we still 

are not at the nadir of the time-series 
during the darkest period of the Great 
Recession in 2009.

However, the confidence numbers still 
reflect some irrational exuberance. In 
my mind, the confidence numbers above 
are overstated—many people believe 
still even after tens of millions of peo-
ple have been laid off that the economy 
will bounce back immediately after gov-
ernments ease restrictions.  Indeed, in a 
recent Ipsos poll, 47% of Americans say 
they believe that the economy would 
bounce back quickly.  If we cut the confi-

dence by whether people believe in a fast 
recovery or not, we really see the stark 
contrast in their relative confidence: 40 
vs. 56.6. So, if there is not a quick re-
bound, might we see a precipitous drop 

in confidence? Yes, we should.

 Partisan cracks showing in support 
for “stay at home” orders.  According 
to our ABC News/Ipsos poll, a superma-
jority of Americans (72%) want to keep 
the “stay at home” order in place for 
health reasons.  However, only 53% of 
Republicans want this compared to 93% 
of Democrats.  The calculus of Repub-
lican governors like Kemp in Georgia 
makes sense—their base wants to ease 
up for the economy.

Fear of easing up in our COVID-19 
world is partisan. When it comes to 
opening up, we find huge partisan differ-
ences in terms of relative risk and fear. 
Democrats see danger out there; Repub-
licans much less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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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New Coronavirus Cases Peaking, 
America’s Attention Turns Back To Jobs

Americans Chosing
Jobs Over Health

Stay Safe!          Wash Your Hands!



Pan-democratic legislator Eddie Chu Hoi-dick scuffles with security and 
pro-China legislators dur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s House Committee 
meeting in Hong Kong, China May 8, 2020

Members of the White House staff and the Secret Service stand along the West Wing col-
onnade prior to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coronavirus briefing in the Rose Garden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May 11, 2020. The White House directed all people...MORE

Vanderlecia Ortega dos Santos, 32, a nurse from the Witoto tribe, an indigenous ethnic group, 
wears a face mask that reads “Indigenous lives matter” as she puts on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
ment before leaving her home in Parque das Trio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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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mates look out of their prison cell after being locked in for the evening at Centro Penal de La Esper-
anza (La Esperanza Prison), in La Esperanza, Intibuca, Honduras, February 20, 2020. As the coronavi-
rus took hold in Honduras, authorities banned...

A resident waits to be examined after she was isolated due to symptoms of COVID-19, inside an 
isolation tent for suspected coronavirus cases at the army field hospital in Touba, Senegal May 1, 
2020. REUTERS/Zohra Bensemra

Jonathan Edward and other sanitation workers strike for a second week as they 
demand higher pay and ask for more protections from Metro Service Group in New 
Orleans, Louisiana, May 13, 2020. REUTERS/Kathleen Flynn

MORE

Aracely Iraheta touches the casket of her husband, Jose Agustin Iraheta, who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in Malden, Massachusetts, May 12, 2020. REUTERS/Brian Snyder

The full moon, also known as the supermoon or flower moon, rises above the Statue of Liberty, as seen from 
Jersey City, New Jersey, May 7, 2020. REUTERS/Brendan McDer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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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不

知道有多少地球往事在无尽的

时间长河里浮沉。

2000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

，秦军势如破竹，扫荡六合。

大秦帝国的黑色战旗卷起整个

天下！一个叫嬴政的男人睥睨

群雄，手握河山，挟赫赫武功

，号称始皇帝！

科幻还是玄幻？秦始皇与

不明飞行物的智慧生命深度交

流过？

那时候，欧洲还是古罗马

帝国称雄，但就是这个古罗马

帝国还处于奴隶社会。除了希

腊开始发出哲学的光芒，整个

欧洲一片蛮荒。

那时候，哥伦布还不知道

在哪个空间里轮回。美洲大陆

上的部落还在为每天能否升起

炊烟发愁。

那时候，地处东方的中国

大地上文明深耕，二百年春秋

，二百年战国，始出一个大大

的大秦帝国。

那么，大秦帝国的始皇帝

就不光是整个中国大地上的天

下共主，其实真要以整个世界

格局论起来，秦始皇还是名副

其实的地球一哥。可这个天下

共主、地球一哥在生老病死面

前也没有例外的优待，他一样

会老，一样会死。但秦始皇并

不认命。他心里一定会想着：

“朕为天命之子，生死自当由

我。岂不能与天同寿？”

秦始皇听说天地间其实还

有一种特别的存在，能够长生

不死。这就是神仙。于是秦始

皇极好神仙之事，派出方士徐

福四海奔波，求取长生之术。

且不说徐福能否访求到神仙这

种天地间特别的存在，秦始皇

心里也是没底，毕竟神仙只在

传说里，谁也没见过神仙。殊

不知这天地间的另外一种奇特

存在的突然来访，让秦始皇越

发的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神仙

呢。

“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

至。。。。。。始皇与之语，

及天地初开之时，瞭如亲睹。

始皇曰：“此神人也。”弥信

仙术焉。——东晋 王嘉《拾遗

记》

科幻还是玄幻？秦始皇与

不明飞行物的智慧生命深度交

流过？

秦始皇的这一轶事被记录

在东晋人王嘉所写的《拾遗记

》里。说的是：秦始皇统一六

国后，有一天，有“螺舟而至

”，舟中之人自称来自宛渠这

个地方，其与秦始皇进行了一

次有深度的谈话，并展现出来

种种的神异。这让秦始皇越发

的相信来人就是传说中的神仙

，传说中的仙术真的存在。

《拾遗记》中的这一则关

于秦始皇的故事，因为涉及到

神仙之事，自然就带有玄幻的

色彩。而《拾遗记》的作者王

嘉所在的东晋也是一个喜好谈

玄论怪的时代，就连王嘉本人

都有极为神异的传说，此处不

表。总之就是说，秦始皇与方

外之人的这一邂逅，其本身所

带的玄幻色彩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当再用当下时代的眼光

去重新审视《拾遗记》中的这

一故事，我们不禁会很诧异的

发现：其玄幻的色彩逐渐的褪

去，科幻的本色正显露出来。

我们总是很难想象古人所

撰写的文字能够与科幻搭上边

，就像有时候我们不屑父辈的

经验一样，认为父辈们的一些

陈词滥调实在跟不上时代的变

化，根本不足道哉。可是最后

才发现父辈们的经验才是揭示

事情的本源。

我们的印象中，科幻应该

是放眼于未来。回望古代的文

字，那是考古。何谈科幻呢？

但要是用当下的眼光审视《拾

遗记》中的这篇记载，你会发

现古人也许真的见过我们不曾

见过的存在，而且即使用现在

的眼光看，也很科幻。

那就让我们来剥开《拾遗

记》的玄幻外衣，来看看神秘

的宛渠国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吧

。

一、宛渠国的不明飞行物

：沦波舟。《拾遗记》里说

“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

，这个舟叫作沦波舟，其特性

之一是：舟形似螺，沉行海底

，而水不浸入。这不就是潜艇

的特性吗？但这沦波舟显然不

是只有潜海这一功能。宛渠之

民是乘着沦波舟来见秦始皇的

。如果沦波舟只是单纯的潜艇

，那么宛渠之民怎么“乘螺舟

而至”？如果沦波舟真是潜艇

，那么就应该是秦始皇至海边

会见宛渠国来客了。

而“有宛渠之民，乘螺舟

而至”还表达了宛渠来客见始

皇帝的突发性，这样突然的出

场对于秦始皇来说，才更具有

一定的震撼性。2000多年前的

那场邂逅，宛渠国来客应该是

乘着沦波舟飞行而至的，沦波

舟其实是宛渠国的不明飞行物

。这在后面宛渠国民与秦始皇

的深度交流中也可以看出。

（宛渠国民）曰：“臣少时蹑

虚 却 行 ， 日 游 万 里 。 。 。

“（译：我年少的时候，曾经

御空而行，每日可游万里。）

如何才能够”御空而行，日游

万里“？玄幻的角度讲就是神

仙腾云驾雾了。而科幻的角度

讲，这个宛渠国的沦波舟就应

该是宛渠国民御空飞行的飞行

器了。而且这个叫做沦波舟的

不明飞行物既能够上天也能够

入海。足见宛渠国的强大科技

，要比当时地球上的头号强国

大秦帝国先进的多。

二、宛渠国到底是个什么

样的存在？宛渠国民是外星人

吗？《拾遗记》的故事也许是

唯一一次记载地球首脑与其他

智慧生命的深度交流。2000多

年前，当不明飞行物出现在当时

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都城咸阳上

空后，并没有一闪而去，而是从

不明飞行物里出来了智慧生命体

（宛渠国民），”其人长十丈，

编鸟兽之毛以蔽形。“宛渠国来

客与当时的统治者秦始皇进行了

一次深度交流。

通过《拾遗记》的故事，

我们看到了地球上一个神秘的

所在——宛渠国。宛渠国并不

是外星球的文明，宛渠国民也

并非是外星人。很多人将秦始

皇与宛渠国民的这场邂逅解读

为是秦始皇与外星人的对话。

其实忽略了这场宛渠国民与秦

始皇的深度交流的内容。也忽

略了地球的古老和神秘。这颗

星球上还有其他的智慧存在，

还有其他极为先进的文明存在

。对于宛渠国的所在，宛渠国

来客给出了两个坐标：“臣国

在咸池日没之所九万里。”

“臣国去轩辕之丘十万里。”

而再结合沦波舟的潜海特性，

这个神秘的宛渠国似乎在海洋

中，而沦波舟就是宛渠国来往

世界的交通工具了。但宛渠国

那里以“万岁为一日”，更有

传说中的异兽：“有玄龙黑凤

，翻翔而下”，又似乎存在于

异时空中，实在是匪夷所思。

这倒有浓重的玄幻色彩。

三、宛渠国民来见秦始皇

的目的是什么？从沦波舟的神

异来看，其实宛渠国掌握着极

为强大的科技力量。而且宛渠

国也存在于方外之地，与俗世

中的国家并没有过多的交集。

完全可以超然于方外。那么宛

渠国来客为什么要来拜会秦始

皇呢？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在秦始皇与宛渠来客的深度交

流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惊人

的事实：那就是宛渠国一直在

注意这个世界的动向！地球一

直被极为先进的文明监视着！

这个从沦波舟中出来的宛

渠来客，“始皇与之语，及天

地初开之时，瞭如亲睹。”天

地初开之时的事情都了如亲眼

所见，也许面前的这个宛渠来

客真的看到过当时的景象。

（宛渠之民）曰：“臣少时蹑

虚却行，日游万里。及其老朽

也，坐见天地之外事。”（译

：我年少的时候，曾经御空而

行，每日可游万里。等到老时

坐着就可看见天地以外的事情

。）这不就是在电脑面前看着

监控吗？原来宛渠来客“蹑虚

却行，日游万里。”不是闲着

没事到处乱逛，而极有可能是

在世界各处安装了监控装置，

来了解世界的动向。

当大秦帝国横扫整个天下

时，关注世界动向的宛渠国自

然注意到这一重大的历史走向

，于是才有宛渠国民前来见秦

始皇，应该是带有探究这个强

大的国家及这个国家的帝王的

意味了。

从宛渠国民的谈话中，可

以看出在之前重大的历史进程

中，宛渠国都关注到了。“炎

帝始变生食"；"少典之子采首山

之铜，铸为大鼎"；"冀州有异气

，应有圣人生，果有庆都生尧"

；"赤云入于酆镐，走而往视，

果有丹雀瑞昌之符。"这些事件

的叙述中，不乏有玄幻色彩。

然而当大事件发生之时，宛渠

国民是"奔而往视"、"走而往视"

。可见宛渠国始终在关注这个

世界的动向。

《拾遗记》的记载并不见

诸于正史，但并不妨碍我们对

于这个世界以及可能存在的其

他智慧的思考。没必要不屑于

中国的古籍记载，古人的眼光

也曾真诚的审视过这个世界。

也许在这个世界之外，宛

渠国的智慧生命依旧关注着这

颗星球的动向。期待有一天，

今人的目光与这世界背后的关

注目光再次相遇。

秦
始
皇
与
不
明
飞
行
物
的

智
慧
生
命
深
度
交
流
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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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coronavirus rescue package 
from House Democrats would dedicate 
funding to track diseases that spread to 
humans through wildlife, an effort to 
prevent any future pandemics similar to 
COVID-19.
The coronavirus originated from a 
group of viruses carried by bats, but 
researchers have yet to pinpoint how it 
jumped to humans.
The Heroes Act, Democrats’ $3 trillion 
relief bill unveiled Tuesday, would ded-
icate $111 million to track species “that 
could pose a biohazard risk to human 
health,” blocking their import to the 
U.S. and increasing penalties for those 
who seek to trade them.
But some wildlife experts said those 
steps would fall well short of what 
could be a herculean task: Seventy-five 
percent of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in humans come from animals, the vast 
majority coming from wildlife.

Complicating matters is the fact that 

the U.S. is one of the top importers of 
animals, bringing in at least 200 million 
live animals each year.
Brett Hartl, government affairs director 
at the Center for Biological Diversi-
ty, sai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likely 
doesn’t have the capacity to review 
the potential for dangerous disease 
acros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nimal 
species. He also doubts scientists will 
be able to detect which diseases pose a 
risk to human transmission before it’s 
too late.
“It presumes a level of knowledge of the 
natural world we don’t have and never 
will have and that this current pandemic 
illustrated,” he said. “There’s no way to 
know until after the fact when the horse 
has already left the barn that something 
was bad.”
Most of the prior focus on zoonotic 
disease -- those that can spread from 
animals to humans -- has been more 
geared toward farm animals or those 
carried through vectors like mosquitoes 
and ticks.
A bill introduced last year by Sen. Tina 
Smith (D-Minn.) warning of the risks 
of zoonotic diseases to livestock as well 
as humans would have expanded the 
work being done now by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and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I’m pushing for a significant One 
Health approach in the next coronavirus 
relief package because this pandemic 
has shown us the far-reaching conse-
quences of zoonotic diseases,” Smith 
said in a statement Wednesda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inks between human, anim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with the coro-
navirus pandemic highlighting those 
links, it is important that all appropriate 
federal agencies coordinate on this 
effort.”
Republicans have said the overall 
measure would be dead on arrival in the 
Senate.
But the coronavirus has brought more 
attention to animals Americans might 
consider exotic, and how their transport 
and trade can spread disease, particular-
ly when animals that might otherwise 
never interact are in close proximity to 
each other.
The wildlife portion of the coronavirus 
relief bill, written by Democrats on the 
House Natural Resources Committee, 
puts more responsibility in the hands of 
the U.S. Fish and Wildlife and the U.S. 
Geological Survey, which would work 
with the CDC to block importation of 
dangerous animals while also tracking 
any potential outbreaks among wildlife 
populations in the U.S.

 

“Right now live animals can be im-
ported into the U.S. without adequate 
screening of their risks to other wildlife, 
to the economy, or to human health,” 

said Mike Leahy, director of wildlife 
policy with the National Wildlife Fed-
eration.
“We’ve got good policies in place for 
addressing human diseases and live-
stock diseases but no good emergency 
authority for emerging wildlife diseas-
es.”
The legislation would allow the govern-
ment to immediately block wildlife that 
might present a public danger, an expan-
sion of the Lacey Act, a 1900 wildlife 
trafficking law that served as part of the 
basis for the charges against Joe Exotic, 
the Netflix documentary Tiger King star 
who is serving time in federal prison.
But the legislative language isn’t just 
geared toward animals from abroad. It 
also would prevent transporting those 
animals across state lines to prevent 
further disease transmission and would 
funnel money to states and tribes to 
conduct wildlife health surveys.
However, trying to track diseases in an-
imals before they reach humans would 
be a big shift, and one that would prove 
challenging.
“None of the diseases I know and study 
have ever started with, ‘Oh, this can 
jump to humans,’” said Donal Bisanzio, 
a senior epidemiologist at RTI Inter-
national, a nonprofit research institute, 
who is also a veterinarian.

 “It’s going to be difficult to find a story 
where someone looked at a petri dish 
or at an animal and said, ‘This could 
affect a human.’ It’s the reverse. You 
find the [infected] human first and then 
work back to find the source,” he said. 
“Epidemiologists are investigators.”
Bisanzio is excited by the funding avail-
able to researchers and governments, 
but expects they would be depleted 
quickly if the bill were enacted.
Bisanzio, however, said he’s not sure 
researchers will know exactly what they 

should be looking for. Beyond the chal-
lenges of assessing diseases that might 
spread to other animals and humans, 
wildlife is a broad term. He said it’s 
unclear if that would include the Lyme 
disease-spreading ticks that he studies 
or animals like ferrets kept as pets and 
known to transmit illness to humans.
Hartl said the 2003 monkeypox out-
break is an example of the challenges 
facing researchers. That virus, which 
spreads through primates and rodents, 
has primarily remained in Africa. But it 
reached the U.S. after rodents import-
ed from Ghana spread the disease to 
priariedogs, and then to humans who 
kept the burrowing rodent of the plains 
as a pet.

He said the U.S. needs to embrace a 
major shift in which animals can be 
imported only once they’re proven to 
be safe.
“In my mind, the answer really just is 
it has to be a switch to precautionary 
approach, because otherwise it is always 
a weird game of Russian roulette,” Hartl 
said.
Ideally, he said, the wildlife trade would 
be ended entirely, halting a lucrative but 
sometimes seedy business, and Ameri-
cans would be prevented from trapping 
birds or caging prairie dogs or other 
animals not suited to be pets.
“Does it mean we shouldn’t bring in ex-
otic animal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n 
people’s whim because they want them? 
I’d say yes,” he said of the coronavirus. 
“There’s a couple of common sense 
exemptions like legitimate scientific 
conservation activities, most of which is 
what zoos do.”
“I have not watched Tiger King,” he 
said, “but helps make my point. We 
shouldn’t assume that every facility that 
holds wildlife is beneficial.” (Courtesy 
thehi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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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crats Target Diseases Spread
By Wildlife In $3T Coronavirus Bill

Around 70 percent of human pathogens are zoonotic, meaning they at some                
point make the leap from animals to humans as with COVID-19 (AFP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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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暴发的世纪大流感造成全球

5亿人感染，死亡人数在5000万以上，

远超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大流感也

是战争提前结束的主要原因——因为各

国都无力补充兵源参战。

被称为“西班牙女郎”的大流感并

非源自西班牙，而是西方列强污名化的

产物：仅仅因为一开始西班牙感染人数

最多（高达800万，连国王阿方索十三

世也未能幸免）。日后的医学研究表明

，最早的病例恰恰出现在美国的军营。

1917年秋冬季节，赴欧参战的美军

大多驻扎在狭窄而闭塞的营地，最适合

流感病毒传播。

随队的军医认为初发症状与普通流

感并无二样，因此并未循例上报。当然

，在当时情势下，即便上报，也不可能

引起军方及美国政府的重视，因为当局

最关心的是如何打赢世界大战。

1918年夏，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返

回国内，病毒开始在全美各地蔓延。当

最后一波（前后共三波）流感在1920年

春消退之时，美国军民死亡人数高达

67.5万人。不仅死亡人数令人震惊，疾

病的传播速度也令人无法想象——除了

大西洋个别小岛，几乎每个城镇都受到

疾病的冲击。

更可怕的是，在传播过程中流感病

毒已经发生变异，正如美国医学协会前

主席维克多· 沃恩医生通过在费城地区

调查所发现的那样，“这次疫病就像战

争，它专杀年轻人和身体强壮的成年人

……那些喉咙嘶哑的男人要么很快痊愈

，要么一命呜呼”。医院的病房很快变

成太平间，“让人感到疾病的凶残”。

不堪重负的红十字救护队每天只能

回应一小部分求救电话，因此学生、教

师、退休人员、家庭主妇都被动员充当

志愿者。移民社区受到的打击最大：恶

劣的居住环境、生活贫穷和种族歧视使

得这部分人更经不起疫病的冲击。

作为大流感的亲历者，历史学家阿

尔弗雷德· 克罗斯比回忆说：“在费城

的太平间，尸体三五成群地堆积在走廊

上和几乎每个房间里。他们身上盖着肮

脏、血迹斑斑的被单。大部分尸体没有

涂过防腐剂，也没有被冷藏。有些尸体

开始腐烂……”1918年 10月堪称美国

历史上的“至暗时刻”：20万美国人在

这个月死去——1918年美国人的平均寿

命因此比平常减少了12年。

大流感之所以造成如此惨重的损失

，主要与一战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满

足军事需要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参

战国首要的事项，战时物资供应情况与

生活条件的恶化（如食品配给制度等）

，致使人体免疫力下降。

此外，公共卫生部门被纳入军队系

统，医疗资源优先分配至军队，导致普

通民众在享用医疗资源方面受到很大限

制。

更重要的是，战争期间，为鼓舞士

气，各种和平集会、集体募捐等活动在

各地轮番上演，加上频繁的军事调动，

不仅增加了交叉感染概率，也使得流感

传播范围不断扩大。

当然，战争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美

国国家公共卫生政策及其决策效能。疫

情出现后，为防止造成恐慌，政府刻意

隐瞒疫情并封锁消息，禁止发布任何相

关统计数据，即便在疫情蔓延时仍矢口

否认患病率和死亡率。

政府甚至要求纽约市卫生部长科普

兰等医学权威出面向公众保证：不存在

大面积流感暴发的危险。上述误导使人

们放松了警惕，最终酿成严重后果。

至于流感出现的原因，当时许多人

将其归咎于世界大战，认为战争中使用

的毒气、尸体腐烂后产生的瘴气、炮弹

爆炸后产生的二氧化碳污染了大气，从

而促使流感病人死亡。

也有人将病因归咎于煤矿的粉尘、

跳蚤、污水，坚信恶劣的环境是流感生

发的土壤。

最耸人听闻的是，1918 年 9 月，

《纽约时报》刊登一位美国卫生官员的

谈话，宣称病因源于德国人不远万里的

“投毒”。这种无稽之谈，除了煽动仇

恨，对缓解疫情并无丝毫帮助。

很显然，流感杀伤力如此之大，其

根源在于美国自身的医疗水平落后、医

疗设备简陋以及人手严重不足。就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十年，美国医

学界流行的仍是欧洲传统的放血疗法。

即使在欧洲医学发生变革之后，美国医

学仍旧迟迟未有改变，其医学研究和医

学教育尤其落后。

在欧洲，医学院要求所招收的学生

具有坚实的化学、生物及其他学科的基

础，然而在美国，直到20世纪初，医

学院的门槛还是比名牌大学低得多。

不少医学院规定，只要缴纳学费，

任何人都可以跨进医学院大门，并轻而

易举地获得文凭。如此培养出的医疗

“水军”，在大流感中自然会被打回原

形。

事实上，医疗人员短缺的情况不仅

仅出现在费城，也出现在美国其他城市

。为弥补医生空缺，除返聘退休医生外

，一些医学专业的学生学业尚未完成就

直接进入医院，从而影响到医生的整体

素质。

为美国海军服务的护士在疫情高峰

期间不止一次将活着的病人包进裹尸布

——即便如此，大量尸体仍无法得到及

时处理。

由于缺少疫病专业知识，此后的堆

积、焚烧、掩埋等遗体处理手段简单粗

暴，反而加剧了病菌的滋生与传播，对

此沃恩医生曾不无感叹地说：“我们对

这次流感的了解并不比14世纪佛罗伦

萨人对黑死病的了解更多。如果疫病继

续以加速度传播，它能将人类文明轻而

易举地从地球上抹去。”

美国政府及卫生部门在疫情蔓延之

时的确采取了果断的针对性举措，如在

各大城市宣布关闭剧院、咖啡馆等公共

场所，强制感染者居家隔离，动员一切

社会力量全力救治伤病人员等，但囿于

医疗基础的薄弱，收效甚微。

以研发疫苗为例，政府召集以美国

科学院主席W.H.韦尔奇为代表的一大批

医学专家进行“攻关”，到10月中旬

科学家宣布研制出疫苗样本，美国政府

据此生产出200万份疫苗，结果发现根

本无法治愈病毒，相反可能危及生命。

这也导致时任美国国家卫生总管鲁

珀特· 布鲁代表政府“敦促公众注意，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防治流感的特效

药品和有效的治疗方法，邻里街坊间流

传的所谓秘方往往害大于益”。

此外，布鲁还向当局要求授予卫生

部门更大的权力，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

抗击疫病。

与卫生官员的视角不同，具有远见

卓识的科学家意识到战胜疫情问题的根

本不在于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而

是现代医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和公共卫生

制度的完善。

他们注意到，尽管医疗人员采取了

使用面罩、检疫隔离、清洁卫生等许多

方法来预防流感，但由于大部分人医学

知识的贫乏和盲动而错失控制流感扩散

的机会，也暴露出公共服务机构在战争

背景下缺乏正确应急措施与应急系统

“失灵”的问题。

针对后者，他们呼吁政府动用国家

力量，全面介入公共卫生问题，采用立

法等手段形成一整套预防措施——可以

说，大流感最大的后果之一就是引发了

公共卫生机构的改革。

由此，在大流感的洗礼下成长起来

的各级卫生部门开始采取科学的预防和

施救举措，并取得良好的成效。此外，

鉴于病毒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肆虐尤甚

，从1920年起，政府开始大力推进郊区

城市化运动（其进程延续至今），这一

运动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城乡居民生活，

也是控制疾病传播的重要手段。

除此以外，以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威廉· 詹姆斯等为代表的科学家早在

1900年前后便预见到流行性疾病的出现

，并尝试在实验室及临床实践中构建和

完善相应的知识体系，从而促进美国的

医学在已有的基础医学基础上逐渐发展

为现代医学。

大流感期间，勇挑重担的是以W.H.

韦尔奇为首的一批医学科学家，其中大

多是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和洛克菲勒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是美国现代

医学的探索者和奠基人。

在新的制度推动下，医学研究取得

极大进展，从而在全美范围引发了以霍

普金斯为范本的医学教育改革。

这次改革非常彻底：在20年间，

原有的150多所医学院中，近100所被

撤并。至此，美国才真正摆脱传统医学

的阴影，迈入医学新时代。

在这一进程中，作出巨大贡献的

还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研究所的保

罗· 刘易斯和海军少校米尔顿· 罗西瑙

。前者率先研制出一种针对脊髓灰质

炎病毒的疫苗，后者领衔编著的公共

卫生教科书被陆军和海军军医奉为

“圣经”。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医学基础科

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现代医学亦由

此步入正轨。

从这个意义上说，1918年堪称是美

国现代医学的起点。

在世纪大流感之后，美国投入大量

资金及社会资源提升整个国家的医学水

平，同时也建立起全新的公共医疗服务

体系：很多专业性的医学研究机构先后

成立，大量临时医院被改建为永久医院

，现代医疗制度通过立法形式被确立下

来。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流感在客观上

也迫使美国医学更加快速发展，同时不

断深入的研究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诺贝

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迄今仅哈佛大学

便有41人获此殊荣）——如1953年，

美国分子生物学专家、“DNA之父”詹

姆斯· 沃森（1962年获奖）在美国细菌

学家奥斯瓦尔德· 埃弗里破解流感病原

体之谜的基础上，阐明了DNA的双螺

旋结构——人类生命科学的新纪元由此

开启。

世纪大流感与美国现代医学的奠基

美国病理学家韦尔奇（William Henry We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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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疑惑，我

自己喝水都胖，怎么别人三顿死吃烂胀

的都比我瘦？这可真是不服气啊！

于是，有不少朋友把这件事情归结

于个人体质的问题，听从偏方，想尽办

法去“除湿”，成为“易瘦体质”，还

有人干脆放弃了，就觉得这是遗传基因

的事情。的确，遗传的因素会决定这部

分死吃不胖的人一部分不胖的原因，不

过可别忘了，这世界上难道都是这样

“优质”基因的人？个个都是这样，那

让大部分人怎么活？或许这是因为别人

“自律”的原因，另外，这和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运动习惯等因素都是有关

的，我们仅仅看到了别人吃饭的一面，

大部分生活中的情节我们还并不清楚。

BBC有条纪录片曾调查了三个大家

公认的“怎么吃都不胖”的人，观察他

们的生活特点是否和普通人有区别。最

后的确得到了一些线索：他们三有一些

共同的特点，首先，他们在三餐正餐中

虽然看起来都是暴饮暴食，不过在两餐

之间的间隙时间，他们基本不会摄入任

何食物；另外，他们因为工作的缘故，

整天难以久坐，都会有大量走动时间，

其中一个人上下班还拒绝交通工具，喜

欢自己走路或骑车；观察一下他们的食

物，他们酷爱肉类、蛋奶，不过甜点吃

得不算多，也不太喝甜饮料；最后，三

人都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休息质量

不算差。其实这几点就是很宝贵的意见

，它们或许就是为什么别人吃不胖的原

因。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喝水都会长胖

”的自己，按照上诉的这几点，回想一

下，首先我们是不是三餐都不认真吃，

怕吃多了长肉，不吃饭不吃肉，少吃菜

，几口就搞定了，结果一会儿饿了，又

跑去便利店买个小面包，买个小烤肠，

这个同事给一片饼干，那个同事蹭一根

辣条。

其实吃这些花里胡哨的零食所摄入

的热量可不比正餐少，更可怕的是，可

能它们提供的热量还远远多于正餐，我

们好好吃一小碗米饭，吃一盘青菜，吃

够20~30g肉类，可以添加鱼虾，吃一顿

营养丰富的饭菜，让自己七分饱，但也

最好不要在两餐之间吃这些更容易让人

发胖且营养价值较低的零食。

再来就是，我们的工作可能基本上

都是久坐，一整天坐在电脑、文件面前

噼里啪啦，除了上个厕所之外，屁股可

能从没离开过凳子。其实细微不费力的

动作也多多少少会消耗一些热量，积少

成多，我们可以消耗更多的热量，不妨

让自己40分钟左右就起来走动走动，就

当是休息一下眼睛，下楼晒晒太阳，也

不耽误工作。另外，其实不少人群有健

身和锻炼的习惯，但人家在锻炼的时候

我们或许并没看到。

那么在食物上？我们是如何选择的

？看别人大口吃肉、大口吃菜，自己却

不敢，其实动物精瘦肉、新鲜蔬菜、鱼

虾、蛋奶等食物提供的热量能有多少，

最重要的其实是避免过多摄入高热高脂

、高糖高盐的食物，注意烹饪方式，避

免加工类食物。减肥是要求每日的总热

量＜消耗热量，而并非看你吃的多还是

吃得少，比如人家吃一大盘鸡肉蔬菜藜

麦沙拉的热量，等于我们可能只能吃半

个甜甜圈，食物选得“好”就能吃得更

多。千万不要以为吃肉就是长肉，肉类

能提供丰富优质蛋白，能给予大脑满足

感，让我们更好控制食欲，比起蛋糕、

饼干、冷饮等食物来说要优质多了。

保证充足的睡眠也很重要，睡眠不

足可能让“瘦素”分泌降低，瘦素是一

种抑制食欲的激素，少了瘦素的分泌我

们很容易暴饮暴食，难以控制自己的食

欲，减少熬夜，保证自己每天7~8小时

的充足睡眠其实对减肥是有益的。

为什么就是有人怎么吃都不会胖？

饭，也就是我们的主食，对于他们

上一代人来说，一直是最重要的。

诚然碳水在生命活动中十分重要的

作用，也是我们能量的主要来源，体力

消耗越大，我们对碳水，对血糖的需求

就越大。

尤其是，当其他的营养素例如脂类

蛋白质不足够，从其他方面获取的能量

不足够，食物局限于主食的时候，碳水

就更为重要了。

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

消耗，我们要有足够的消耗，以及我们

从其他的途径中取得的能量少。

到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务农为

主不同，绝大多数都适应了城市的生活

，所以体力劳动的消耗，已经越来越少

。

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过去

那么多的能量了。

同时，在现在，我们能够获取能量

的方式早以不再限于一日三餐，我们食

物的内容早已不再是只有或者主要是主

食了。

脂肪，肉类，还有奶制品，还有糖

类等各种各样的食物应有尽有。

与我们选择更多同时发生的，还有

吃得更多。

总而言之，相比上一代人，我们能

量消耗少，摄入的却更多。

这个时候，过多的主食，已经不再

是必要的存在了，反而，还成为了我们

各种健康问题的源头。

所以到现在我们的状况是，吃进去

的主食，大部分会成为我们多余的能量

。

这些多余的能量会到哪里去呢？很

简单，就是我们肚子上的肥肉。

所以如果想要减肥

主食里减少一些大米白面这样的精

制碳水化合物摄入，适当吃些粗粮。

或许这个时候就有朋友回来问我了

：

为什么不选择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

量呢？

为什么你只说碳水化合物是多余的

呢？

为什么不能是吃的肉，吃的菜呢？

原因很简单，其他非碳水化合物的

食物，例如蔬菜，例如肉类，蛋类，例

如水果等。这些相比单一的碳水化合的

主食来说，有更丰富的营养价值，能够

更好的帮助我们保持健康。

同时蛋白质对于正常人来说，本身

就是优于碳水的存在。

蛋白质是参与我们身体的结构组成

，蛋白质参与我们生命的活动与调控，

蛋白质也可以参与提供能量，而且蛋白

质转化为脂肪的能力，远远低于碳水化

合物。

所以吃肉，其实并不会长胖。

虽然不得不说，任何食物，任何营

养素过度摄入都是不利于健康的。

但是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

饮食模式来看，过去主要是主食的饮食

结构，每顿几大碗饭，已经算是过度的

摄入碳水化合物了。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减少碳水化合

物，改变我们传统的饮食模式到底健康

吗？

有一种可能大家都有听说过的饮食

方式叫做地中海饮食。

地中海饮食是地中海地区常见的饮

食方式。

地中海饮食模式就是多蔬菜，适量

多的肉类，每周至少两次海产品，适量

多的奶制品（多囊不推荐），减少精制

麦面，食用全谷物，选择优质脂肪。

其中，碳水化合物只占了不到25%

。

地中海在地区的人们对地中海饮食

的实践告诉我们「 地中海饮食不仅不

影响健康，还有利于体重控制，有利于

代谢性疾病，有利于心脑血管疾病。」

总而言之，传统的饮食模式的改变

不仅不会危害我们的健康，还会给我们

带来很多益处。

所以，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尤其

是对于有肥胖，有代谢问题的朋友们，

从减少主食开始吧。

这么年轻，吃的饭还没有我们老年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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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亞洲論壇旗艦報告：
全球化與亞洲經濟壹體化不能走回頭路

綜合報導 博鰲亞洲論壇舉辦線上發

布會，發布《亞洲經濟前景及壹體化進

程2020年度報告》。報告認為，新冠肺

炎疫情及各國應對情況將成為亞洲2020

年經濟走勢的決定性因素。

日前，博鰲亞洲論壇舉辦線上發布

會，發布2020旗艦報告《亞洲經濟前景

及壹體化進程2020年度報告》。報告認

為，新冠肺炎疫情及各國應對情況將成

為亞洲2020年經濟走勢的決定性因素。

當前，亞洲經濟壹體化阻力正在加大，

應該通過降低關稅、消除壁壘和促進貿

易等方式來解決相關問題。

報告指出，亞洲經濟增速在2019年

出現超預期下行，主要經濟體之間經濟

增速分化加大。受不斷加劇的貿易摩擦

、地緣政治緊張和國際合作中不確定性

影響，亞洲經濟體商業信心、投資決策

遭遇沖擊，生產和貿易成本增加，經濟

活動總體上明顯放緩。同時，亞洲對外

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增長動力不足，物

價走勢分化加大。但是，亞洲就業形勢

基本穩定，收入有所增加，金融市場運

行平穩。

2020年亞洲經濟面臨的挑戰更加嚴

峻。短期因素主要源於新冠肺炎疫情和

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持續。疫情對世界

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全球供應鏈、產

業鏈面臨中斷風險。同時，美國特朗普

政府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政策有增無

減，嚴重抑制了全球貿易投資往來，極

大影響了投資者信心。中期因素主要源

於亞洲各國和地區尤其是發達經濟體貨

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效果遞減。長期因素

主要源於勞動生產率增長乏力，對投資

需求產生抑制作用。

報告認為，展望未來數年，亞洲經

濟仍將在中低速軌道上前行。2020年，

部分亞洲經濟體將面臨較大下行壓力，

總體經濟很可能出現零增長。亞洲經濟

最終走勢如何，取決於新冠肺炎疫情及

各國應對情況。

報告指出，過去壹年多來，全球政

治和經濟格局發生了復雜深刻的變化。

在地緣沖突、貿易摩擦、科技壁壘、國

際制裁導致全球貿易和投資大幅減速情

況下，亞洲經濟壹體化阻力加大。未來

，亞洲經濟壹體化進程主要受制於幾個

方面的因素。

第壹個最重要因素是中美經貿摩擦

走向。第二個因素是多邊貿易體制動蕩

。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機構停擺

和美國要求壹些發展中國家放棄特殊與

差別待遇的行為，對多邊貿易體系的穩

定構成空前挑戰，如果主要WTO成員不

能就當前問題形成共識，諸邊和區域貿

易集團將可能成為未來發展趨勢。第三

個因素是類似新冠肺炎疫情等非傳統性

挑戰，可能突然對全球人員流、物流、

資金流產生重大影響。特別需要註意的

是，壹些防控措施可能隱藏貿易保護主

義動機，成為限制人員、貨物和服務流

動的工具。

報告指出，對於亞洲經濟體來說

，目前存在的積極因素是，東盟和中

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

15個亞洲經濟體宣布已經結束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談判，將於

2020 年正式簽署協議。如果印度最終

加入其中，RCEP將占世界GDP的 31%

、全球出口的30%、進口的27%、亞太

地區貿易的 80%。未來，亞洲需要進

壹步確保全球價值鏈可持續發展，抵

制貿易保護主義，改變本土企業發展

滯後情況，擴大區域內部市場，提升

金融壹體化程度。RCEP可為這些目標

的實現奠定組織基礎。

報告認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

情，使全球供應鏈受到重創，商品、服

務和人員跨境流動停滯，資金鏈受阻，

這也從壹個側面反映出亞洲區內以及與

全球經濟相互依賴和影響的程度之深。

經濟全球化和亞洲經濟壹體化進程中出

現的問題，應該通過降低關稅、消除壁

壘和促進貿易來解決，而不是在經濟全

球化和貿易自由化上走回頭路。

鐵礦石人民幣結算“再下壹城”
全球最大買家中國爭取定價權
綜合報導 中國企業在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中

迎來了好消息：寶武鋼鐵集團下屬寶鋼股份與

澳大利亞力拓集團近期完成了首單利用區塊鏈

技術實現的人民幣跨境結算，總金額為1億多元

人民幣。

在今年1月和 4月，寶武集團已分別與巴西

淡水河谷、澳大利亞必和必拓完成首單人民幣跨

境結算。這意味著，鐵礦石人民幣結算“再下壹

城”，寶武集團完成“三連擊”，其與全球三大

鐵礦石供應商之間都已實現了鐵礦石交易的人民

幣跨境結算。

做生意，最大的買家必然是市場上的香餑餑，

而中國就是全球鐵礦石的最大買家。

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累計進口鐵礦石10.7億

噸，創下歷史第二高進口量，也占當年全球鐵礦石

總產量(可供交易量)的50.4%。中國主導著全球進

口鐵礦石需求，也是支撐鐵礦石價格相對堅挺的重

要力量。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副會長、冶金工業規劃研

究院黨委書記李新創對中新社記者說，中國的鋼

鐵產量占全球壹半以上，不僅大而且強，那麼中

國自然也是鐵礦石的消耗大國，近年來鐵礦石進

口量中有約63%左右來自澳大利亞，23%左右來

自巴西。

現在，最大買家中國開始要拿定價權——以人

民幣結算。早在2019年末，大連商品交易所理事長

李正強就透露，境外礦山、貿易商已開始利用大商

所鐵礦石期貨價格，逐步開展鐵礦石人民幣業務，

把鐵礦石期貨價格作為定價基準。

“這絕對是壹件好事。”談及寶武集團與三大

鐵礦石供應商

實現人民幣跨

境結算時，李

新創如此評價

。他指出，現

在中國企業在

鐵礦石領域突

破了美元霸權

，取得了定價權的突破，以人民幣結算企業能更好

地規避匯率風險。

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王有鑫表示，大宗商品

交易通常包含兩重風險，壹是商品本身的價格波動

風險，二是結算貨幣匯率波動風險。傳統的大宗商

品結算貨幣是美元，因此，國內企業在進行大宗商

品交易時通常面臨商品價格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

動雙重不確定風險。

他進壹步指出，此次寶武集團鐵礦石交易以人

民幣計價，可以很好規避掉匯率波動風險，在企業

運營過程中只需考慮鐵礦石價格波動的單壹風險，

而無需采用外匯衍生品工具對沖匯率風險，如此，

企業運營成本將大幅下降。

鐵礦石以人民幣結算，對企業來說是利好，同

樣也能助人民幣國際化更進壹步。

李新創指出，隨著中國不斷快速發展，“走出

去”的除了技術、裝備、人才，還要有貨幣，人民

幣國際化不是空洞的國際化，既要能便利老百姓的

旅遊消費，也要能在國際貿易結算這壹重要領域發

揮作用。

“隨著人民幣在更多大宗商品交易場景中

運用，獲得更多企業認可，對於推廣人民幣的國

際使用，提升人民幣定價權和交易便利度來說，都

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向縱深發展

，推動人民幣從傳統的支付結算貨幣向計價和投融

資貨幣轉化。”王有鑫如是說。

未來人民幣國際化如何獲得更好發展？王有鑫

認為，壹方面是切實發揮市場的主導作用，繼續提

升市場認可度，另壹方面要充分發揮政策的引導作

用，不斷夯實基礎設施建設。

王有鑫表示，國際投資者最大的困擾源自人民

幣使用政策的左右搖擺，未來應繼續提高政策的可

預期性和確定性，更多以市場化方式調節和疏解風

險，完善市場溝通機制，避免政策逆轉或後續附加

條件。同時，應精簡人民幣跨境使用相關程序，提

高跨境投融資審批流程的便利性和透明性，加強對

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和預警力度，防範跨境資本的

無序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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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55月月1212日日，，在美國在美國，，每年的五月都是亞裔傳統月每年的五月都是亞裔傳統月。。 55月月1212日日National Nurse DayNational Nurse Day，，大休斯敦地大休斯敦地
區華人華僑和餐廳聯手組成區華人華僑和餐廳聯手組成AsianAmericans Solute Frontline Heros,AsianAmericans Solute Frontline Heros,為工作在第一線的醫護和消警人為工作在第一線的醫護和消警人
員捐贈一萬個飯盒活動正在舉行員捐贈一萬個飯盒活動正在舉行。。亞商會主席喻斌亞商會主席喻斌、、志願者志願者Yvone ChenYvone Chen來到來到Methodist HospitalMethodist Hospital，，給給
醫護人員和醫護人員和ICUICU護士捐贈飯盒護士捐贈飯盒。。 Arco Seafood RestaurantArco Seafood Restaurant東海海鮮餐廳的東主東海海鮮餐廳的東主Harry GuoHarry Guo也開著自己也開著自己
的外送車來了的外送車來了。。

20202020年年55月月1212日日，，在美國在美國，，每年的五月都是亞裔傳統月每年的五月都是亞裔傳統月。。 55月月1212日日National Nurse DayNational Nurse Day，，大休斯敦地區華人華僑和大休斯敦地區華人華僑和
餐廳聯手組成餐廳聯手組成Asian Americans Solute Frontline Heros,Asian Americans Solute Frontline Heros,為工作在第一線的醫護和消警人員捐贈一萬個飯盒活動正在舉為工作在第一線的醫護和消警人員捐贈一萬個飯盒活動正在舉
行行。。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UCAUCA休斯敦休斯敦HelenShihHelenShih、、OCAOCA美華協會美華協會Debbie ChenDebbie Chen來到來到St Luck HospitalSt Luck Hospital，，給醫護人員給醫護人員
和和ICUICU護士捐贈飯盒護士捐贈飯盒。。

““快樂童年放飛希望快樂童年放飛希望””20202020盛夏晚會小小代言人盛夏晚會小小代言人、、20192019
第八屆中國國際少兒車模總冠軍陳蔚參加中華兒童文化第八屆中國國際少兒車模總冠軍陳蔚參加中華兒童文化
促進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主辦促進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主辦““跨洋攜手跨洋攜手，，共克時艱共克時艱””為為
海外華僑兒童捐贈抗疫物質活動海外華僑兒童捐贈抗疫物質活動。。陳蔚她陽光開朗陳蔚她陽光開朗，，落落
落大方落大方，，精通走秀精通走秀、、跳舞跳舞、、主持主持、、手工等才藝手工等才藝。。 ““自信自信
””是她的代名詞是她的代名詞，，擁有天生的舞台魅力擁有天生的舞台魅力，，從不怯場從不怯場，，輕輕
鬆抓住觀眾的眼球鬆抓住觀眾的眼球，，鏡頭感極強鏡頭感極強，，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大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大
家喜愛的小太陽家喜愛的小太陽。。

20202020 年年 55 月月 99 日日，，休斯敦市議員休斯敦市議員 Mike KnoxMike Knox 獨生子獨生子 Jason KnoxJason Knox 英雄葬禮在英雄葬禮在 HoustonHouston
First Baptist ChurchFirst Baptist Church 74017401 katy Freewaykaty Freeway舉行告別儀式和葬禮兼表彰儀式舉行告別儀式和葬禮兼表彰儀式。。圖為頒獎儀圖為頒獎儀
式上休斯敦市長和官員代表將美國國旗式上休斯敦市長和官員代表將美國國旗、、德州州旗和休斯敦榮譽市旗頒發給德州州旗和休斯敦榮譽市旗頒發給JasonJason
KnoxKnox的家人的家人，，極盡哀榮極盡哀榮。。

20202020年年55月月1010日日，，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安良工商會休士頓分會會長江麗君安良工商會休士頓分會會長江麗君，，世界廣東世界廣東
同鄉會休士頓分會理事海港海鮮餐廳東主王煒蘭同鄉會休士頓分會理事海港海鮮餐廳東主王煒蘭，，前會長毛志江等義工們在海港海鮮餐廳前會長毛志江等義工們在海港海鮮餐廳HaiHai
Cang HarborSeafood RestaurantCang HarborSeafood Restaurant一起出發一起出發，，為德州醫學中心的為德州醫學中心的Ben Taub HospitalBen Taub Hospital的的ICUICU第一線護第一線護
士們送盒飯士們送盒飯。。

20202020年年55月月1010日日，，著名旅日僑領潘慶林給自己的媽媽著名旅日僑領潘慶林給自己的媽媽、、丈母娘丈母娘、、太太等偉大母親喜慶母親節太太等偉大母親喜慶母親節，，感謝母親感謝母親
養育之恩養育之恩。。潘慶林于潘慶林于44月月88日撰寫的日撰寫的《《世界幸有中國在世界幸有中國在--庚子告人書庚子告人書》》日前在世界名人網授權刊登日前在世界名人網授權刊登，，廣為廣為
流傳流傳，，影響深遠影響深遠，，對抑制疫情有指導作用對抑制疫情有指導作用。。

20202020年年55月月1010日母親節日母親節，，天高雲清天高雲清，，春光明媚春光明媚，，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HBUHBU聲樂教授聲樂教授Summer SongSummer Song
來到墨西哥灣魚人碼頭就餐來到墨西哥灣魚人碼頭就餐，，觀賞大自然中的海豚戲浪觀賞大自然中的海豚戲浪，，悠然自得消磨週末時光悠然自得消磨週末時光。。

20202020年年55月月1010日日，，孤星飛行博物館孤星飛行博物館Lone Star FlyingMuseumLone Star FlyingMuseum舉行慶祝二次大戰歐洲勝舉行慶祝二次大戰歐洲勝
利利7575週年飛行表演週年飛行表演。。圖為世界名人網顧問李柏棋在一架翅膀可折疊戰機前留影圖為世界名人網顧問李柏棋在一架翅膀可折疊戰機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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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滕
麗名（阿滕）與陳浚霆14日雙雙到電
台為《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宣傳，
已重返《愛》劇近一個月的“風少”
陳浚霆經常在劇中對呂慧儀（長腳
蟹）態度苛刻，陳浚霆笑說：“我媽
咪顧紀筠叫我不要對阿蟹咁mean（刻
薄），我話是角色需要，之後對阿蟹
會有改善，其實我戲外對她好好。”
陳浚霆跟阿滕對手戲不多，他希望日
後可以增加兩人同場戲份。問到會否
開口向編劇提議？阿滕笑謂：“我唔
敢，其實劇中人物都有交接機會，只
是遲早的事。”
說到日前阿滕約同袁文傑、林淑

敏等人行山，在他們的合照所見共有9
個人，超出“限聚令”所限人數，對
此，阿滕即說：“我們沒可能9個人一
齊行的，因大家速度不同，有的是BB
班，我同袁文傑都有分高手中的腳短和
腳長，所以我們兩三個一組分開行，好
彩有袁文傑帶頭，他身形太高便把樹上
的蜘蛛網掃走，搞到成頭蜘蛛網。”陳
浚霆證實他們行山時沒聚在一起，因在
電話群組見到他們不停對話，阿滕笑
說：“對呀，我們影完相就分開行，唯
有用電話問大家行到去邊，放合照時因
怕引來誤會，特地刪去袁文傑，結果給
對方埋怨，最後便在相中加番幾個袁文
傑，哈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王灝
兒（JW）14 日為 ViuTV 節目《Chill
Club》擔任嘉賓，她透露該集主題是
“入行10年的歌手”，坦言不經不覺
自己入行已有10年，說：“頭三年我
都是一邊讀書、一邊唱，所以不覺得已
有十年，原本今年都想出大碟和做迷你
音樂會。但因為疫情都要押後。”JW
稱如明年補辦但慶祝入行11年就有點
奇怪，說不定到15年再辦，或者入行
20年帶小朋友去看她演唱會。
笑指JW已有入行20年後的畫面，

是否已有計劃結婚生仔，她說：“結婚
計劃就無，不過20周年計劃就有，結
婚都是順其自然，但這10年內應該會
發生。”JW稱入行10年後也要想想下
一個階段要做什麼，想在事業上有突
破，說：“之前我有跟彭秀慧導演學做
戲，覺得自己對演戲都很有興趣，可

以做一些不是我自己性格的角色，要
做癲婆或醜女都可以。”另外，14日有
傳JW舊愛魏俊杰（Mark）與鄧紫棋秘
婚，她說：“剛才有同事跟我講過，
如果是真的會恭喜他們，不會驚訝，
因為兩個人走在一起，都是想開花結
果。”

■■不經不覺不經不覺，，JWJW已入行已入行1010年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梁小冰、
高皓正及葉家寶14日到牛頭角向市民派發口
罩，葉家寶表示早前影音使團創世電視舉行網
上音樂會及佈道會點擊率達30萬，決定將於父
親節再次舉辦音樂會。家寶又稱為向疫境中的
市民打氣，影音使團創世電視早上特別上載3
部以2003年非典疫情為主題的電影，《天作之
盒》、《亞洲英雄》及《天地孩兒》，讓市民
重溫。

有份參與演出《亞洲英雄》的梁小冰，
被問到可有戲癮？她表示不是太大戲癮，但
就有捧老公陳嘉輝有份參演的處境劇 《愛．
回家之開心速遞》場，她說：“我好鍾意睇
老公喺劇中演嘅朱展一角，個角色鈍鈍哋，
幾似佢真人，而劇中每個角色都係度身訂
做，我又好鍾意睇老公扮綠燈俠，老公睇自
己肚腩唔夠肥，搵嘢攝高啲，其實每當有老
公嘅演出，我會同個仔一齊看。”問到可想
客串演出？她表示自己很少演處境劇，要視
乎角色是否適合。
育有三名子女的高皓正，表示疫情期間

大多留在家中，而開設診所的太太也是網上
診症，趁着近日疫情稍緩和，都想出來鼓勵
各位爸爸，他謂近日與其他家長網上聊天，
發覺家長現時經常留在家中照顧孩子們及變
身成為老師教導孩子讀書壓力很大，他說：
“教小朋友教到忟當然有，但我發覺小朋友
喺父母親自教導下，成績比之前都有進
步。”

楊思琦讚囝囝易湊

馬國明最近忙拍劇集
《BB大晒》，又要

抽時間宣傳《降魔的2.0》，苦笑終
於體會到湊女的辛苦，說：“如果是手

抱BB反而容易處理，但劇中的女兒已兩歲大，要
遷就對方的作息時間，通告都要經常做改動，名
副其實是BB大晒。”馬國明稱明白小朋友長時間
在片場都會倦，所以都會準備大量零食和糖果來
逗他們。至於會否被嚇怕將來不敢生小朋友，馬
國明說：“又不會的，始終拍劇和真實湊女有不
同，可能將來會覺得很享受。”

痛失愛貓劉佩玥心痛
提到好友唐詩詠日前母親節預告7月會有神

秘禮物送給亡母，惹來公佈婚訊的揣測，也有人
希望詩詠的另一半會是馬國明。馬國明坦言不知
詩詠近況，因為近日都忙開工，只知對方也要為
新劇開工，即使《鐵馬尋橋》群組都很久沒聯
絡，甚至早前詩詠生日都沒時間相約慶祝，希望
稍後有時間大家可以出來聚一聚。

剛痛失愛貓的劉佩玥（Moon）坦言內心仍然
很痛，但工作歸工作沒有因此請假休息，她說：
“隻貓是我與3位朋友一齊收養回來，當時已知
牠年紀大和多病痛，要經常出入診所，現在終於
可脫離痛苦，希望牠在天上能開心快樂生活。”

Moon稱要過一段時間才決定會否再養貓，但會支
持收養或領養，因為愛貓離世和拍《降魔的》
後，讓她對生死有新體會，覺得先有捨才有得，
要學懂放手。

對麥凱程被捕傳聞感驚訝
Moon就透露劇中有很多動作戲，既要飛上天

花板又要碌地，而且和胡鴻鈞有一段韓劇式的浪
漫愛情線，說：“我們有一場激咀，是我從演以
來第一次，記得初拍時大家都有少少尷尬，但之
後我們都很專業，因為要配合機位，都忘記了錫

了多少次。”
另外，有傳劇中演員麥凱程因參與社會運動

被拘捕，被無綫勒令停工和飛出劇集宣傳。監製
方駿釗表示不清楚事件，也沒有收到公司指引，
表示劇集已有不少演員，所以沒找對方來。

馬國明表示不知道麥凱程被捕，劇中與對方
的對手戲不多，主要集中在群戲，而且也不清楚
對方的私生活。與麥凱程演孿生姊弟的鄧佩儀聞
訊也一臉驚訝，表示以為因疫情，對方在外國不
能回來。劉佩玥與麥凱程也有感情線，她對新聞
也覺得驚訝。

聞Mark與鄧紫棋秘婚傳聞 JW祝福舊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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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馬國明、劉佩玥、鄧佩儀和譚凱琪等人

14日返電視城宣傳劇集《降魔的2.0》，眾人分組大玩遊戲和試玩

VR遊戲。馬國明好友唐詩詠在日前的母親節預告7月會有神

秘禮物送給亡母，惹來公佈婚訊的揣測，有網民更猜

測對象會否就是馬國明，但馬國明則說自己近

日都忙開工，不知詩詠近況，甚至早

前詩詠生日都沒時間相約慶

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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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思琦女兒一楊思琦女兒一
點也不怯場點也不怯場。。

■左起：葉家寶、梁小冰及高皓正14日向市
民派發口罩。

■■滕麗名搞笑地把袁文傑滕麗名搞笑地把袁文傑PP在大合照上在大合照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馬國明最近忙拍馬國明最近忙拍
《《BBBB大晒大晒》，》，又又
要抽時間宣傳要抽時間宣傳《《降降
魔的魔的22..00》。》。

■■一班演員為一班演員為《《降魔的降魔的22..00》》宣傳宣傳。。

■■劉佩玥稱要過一劉佩玥稱要過一
段時間才決定會否段時間才決定會否
再養貓再養貓。。

■■唐詩詠預告

唐詩詠預告77月
會有神秘

月會有神秘

禮物送給亡母

禮物送給亡母。。
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

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6 新聞娛
樂

■責任編輯：趙雪馨

9人行山超限聚令人數？ 滕麗名澄清分開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楊思琦14日到新城
做訪問，因女兒卓穎在疫情下都留在家中，是以要求媽
咪帶她一同前來，卓穎跟媽咪合照時，笑容滿面，一點
也不怯場。
思琦因疫情關係，暫時

工作叫停，這段時間便忙着
湊三個月大的囝囝“豬
豬”，提到囝囝即甜入心的
她表示：“豬豬不論睡覺、
吃東西、洗澡，全部表情都
好得意，我十分享受。”她
指女兒好愛錫弟弟，會幫忙
照顧，又會唱歌給弟弟聽。
說到老公有否幫手湊囝囝，
思琦表示：“都有，正在學
習中，（囝囝似邊個？）似
我又似老公，BB的耳仔和額
頭好大似我，他都易湊，愛
吃愛睡，食飽便會推開奶樽
叫你掃風。”



美南電視介紹 CC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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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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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5/4/2020 -5/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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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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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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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重播) 華人故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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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重播) 華人故事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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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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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020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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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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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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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 (重播)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光鹽健康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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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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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首次披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社會傳奇、情感故事。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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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精彩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檔案, 系檔紀實欄目, 由一個特定嘅, 極具個性化的講述者 (主持人) 
現場講述和展示為基本形態, 節目形式以案件和事件現場實錄回放為
線索, 首次披露國際國內大案要案、社會傳奇、情感故事等; 其內涵
深外延廣。 節目貼近百姓生活, 緊跟時代脈搏, 展現人生百態, 透視
社會萬象。 
以前所未有的視覺衝擊力同 "新奇特" 角度探索世界, 找尋曾經嘅真
實所在同鮮為人知嘅事實真相。 
本期節目主題: 熱血鑄忠誠 解放軍首次超音速擊落敵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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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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光環過多
《秋蟬》的諜戰摻著“偶像味兒”

諜戰懸疑劇《秋蟬》目前正在江蘇衛

視、浙江衛視熱播。作為久違的諜戰題材

，這部劇在整體制作水準上還算上乘，壹

開播就登上了微博熱搜。

由硬漢張涵予飾演的“檀香”，在對男

主角葉沖傳遞完組織任務之後就慘烈下線；

青年演員韓棟則飾演“魚鷹”，他還沒來得

及和“秋蟬”接頭就被叛徒出賣壯烈犧牲；

大家很臉熟的何中華[微博]飾演“何叔”，也

因和池誠接頭後不慎暴露身份，慘遭敵人擊

斃。開篇出現這麼多的熟面孔，卻又紛紛

“下線”，顯然讓很多觀眾覺得“意難平”

，也不得不讓人感嘆：《秋蟬》為主角潛伏

設定了如此殘酷的時代背景。

《秋蟬》講述任嘉倫飾演的日軍高級

參謀葉沖，實則為代號“秋蟬”的地下黨

員，他跟隨日本情報機關從上海來到香港

，在香港淪為孤島歲月裏，為抗戰勝利壹

路披荊斬棘的熱血故事。1941 年 12月至

1945年 8月的日據時期，是香港歷史上的

“至暗時刻”，這段歷史此前鮮少在影視

劇中被表現，這次以諜戰劇的形式展現，

本身也是壹種創新。

從主要演員任嘉倫、李曼、劉歡、何

杜娟、菅韌姿的陣容來看，《秋蟬》本身

也延續了近幾年諜戰劇偶像化的趨勢。從

《偽裝者》開始，《麻雀》《解密》等諜

戰劇紛紛采用了“偶像+諜戰”的路線，希

望通過年輕偶像演員的出演，帶動諜戰題

材的年輕化。從目前《秋蟬》的首播表現

來看，因為演員任嘉倫等人的出演，確實

有不少年齡段相對較小的觀眾開始對諜戰

劇產生興趣，相關熱搜也都圍繞著演

員的表現而展開。

拋開演員自身的號召力，開篇幾

集的《秋蟬》整體在敘事能力和影像

表達上還算及格線以上。不過，成也

偶像敗也偶像，盡管任嘉倫在小生演

員中已經算得上是實力演員，但結合

主角葉沖的“人設”，不難看出在這

部劇裏圍繞演員的主角光環依然過多

。葉沖（任嘉倫飾）在幾次與地下黨

員的交鋒中都為對方示警，盡管已經

被日方情報人員懷疑，但依然可以通

過壹次次的危機化解，有時有些難以

自圓其說。

這也就回到了偶像化諜戰劇的老

問題，偶像可以為劇集帶來年輕的觀

眾，但作為諜戰劇，觀眾評價的首要

標準依然來自於敘事的完整和邏輯的

可靠。《秋蟬》如今只播出了幾集，

葉沖就已經被日方懷疑，而女主角出

現時雖然胸部中槍，在未能被及時醫

治的情況下還能接受審訊，在類似這

樣的細節中還是需要多多推敲。

《巧手神探》
巧手之城變動物園

由湖南衛視徐晴工作

室傾力打造的首檔原創手

作解密互動體驗秀《巧手

神探》第五期將於周六（5

月16日）晚22:00準時播出

。上期節目中，折紙藝術

家劉通憑借著數學加折紙

為大家打開了新世界的大

門成為了節目的最佳巧手

。本期節目，神探團 An-

gelababy楊穎、譚卓、肖央

、杜海濤、R1SE周震南將

與仿生機械動物專家王乃

鵬、摩托車零件改造師吳

陽德、蛋雕非遺傳承人楊

星國開啟壹場尖叫連連、

驚險刺激的甄別大戰。

巧手之城變動物園 An-
gelababy楊穎挑戰摸鱷魚

仿生機械動物，既能

完成各種高難度動作，又

能保證演員在表演中的安

全，已經逐漸成為了影視

劇中不可或缺的壹環。本

期節目，就邀請到了仿生

機械動物專家王乃鵬加盟

巧手團，在他的不斷鉆研

之下，很多腦海中天馬行

空般的形象變成了物理實

體出現在影視劇中，為國

產影視劇增添了許多色彩

，而他也憑借著自己的能

力與毅力成為了美國視覺

效果協會唯壹壹位正式的

華人會員。

此番在節目中，王乃鵬

老師將巧手大廳變成了無

防護的“動物園”，有仿

生機械動物也有活的動物

，蛇、蜥蜴、鱷魚……壹

系列生物都囊括其中。而

神探團要在這些動物中辨

認仿生機械動物，看到如

此逼真的場景，節目現場

瞬間尖叫連連，Angelababy

楊穎和R1SE周震南還將在

節目中挑戰親手摸鱷魚，

簡直看得人心驚膽戰。這

不僅僅是眼力的考驗，更

是壹場對自己的挑戰，神

探團能否在節目中克服重

重困難，還等節目播出見

分曉。

蛋雕非遺傳承人逼瘋
神探團 摩托車零件改造師
現場崩潰

經過仿生機械動物專

家王乃鵬壹番令人心驚膽

戰的考驗，神探團又來到

了摩托車零件改造師吳陽

德的機車鋪。吳陽德不僅

能修理各種機車，更能將

摩托車零件經過組裝讓它

煥發新彩成為壹件件工藝

品。而神探團為了辨認吳

陽德的手作作品竟將節目

變成大型拆家現場，不僅

壹言不合就鬥舞，還時不

時的傳來各種叮當的聲響

，現場壹度混亂不堪，逼

得巧手團吳陽德現場大呼

心痛。

此外，節目還邀請到

了蛋雕非遺傳承人、世界

蛋藝術協會的特邀會員楊

星國加盟，節目現場仿佛

變成了孵化場，成排的各

種蛋看的大家眼花繚亂。

不僅考驗眼力，還考驗身

材，前有杜海濤挑戰站在

雞蛋上行走，後有Angela-

baby楊穎把控自己的身體

穿過布滿雞蛋的障礙墻，

然而經過壹系列努力，神

探團卻接連贏來了辨認失

敗，節目現場瞬間彌漫著

壹種淡淡（蛋蛋）的憂傷。

不僅要面臨巧手團精

心布置的迷局，神探團還

將在節目中不斷挑戰自

我，他們能否突破重重難

關？巧手團仿生機械動物

專家王乃鵬、摩托車零件

改造師吳陽德、蛋雕非遺

傳承人楊星國三位大師，

誰將成為本期的最佳巧手

？周六晚22：00湖南衛視

《巧手神探》壹場驚險刺

激的冒險之旅，等妳來解

鎖。

《風味人間》第2季走進醬料
回味記憶中的味道

美食探索紀錄片《風味人間》第2

季在騰訊視頻和浙江衛視更新播出。繼

甜味世界的縹緲傳說、“橫行霸道”的

螃蟹盛宴之後，第3集《醬料四海談》

帶領觀眾走進了醬料這壹風味伴侶，在

人們餐桌上的千年遷徙之旅。

全球醬料出道賽
總有壹款記憶中的味道
芝麻醬，在河南和北京講究不同，

河南人不僅做醬，還做麻葉子、芝麻

鹽，北京人則常常把它看做羊肉火鍋

的天然搭配，壹粒微小的種子，見證

了中國人餐桌上的風味遷徙；把鷹嘴

豆搗碎攪拌成泥，加入芝麻醬、橄欖

油、歐芹點綴，胡姆斯在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的兩片天空下，完美的轉換著

蘸料和主食的不同身份；還有日本人

常常用於激發魚肉鮮美的山葵醬，法

式西餐中必不可少且舉重若輕的黃油

白汁醬……遊覽寰宇，醬料以不同的

姿態出現在不同的食物身邊，讓風味

在舌尖延綿，同時征服著人們的味蕾。

“食物是有地域的，對食物的熱

愛是無疆的”，總導演李勇認為，人

們關於醬料的想象，是超越種族和地

域的。《風味人間》在這壹集中，就

像“醬團”發起人，集齊了世界各地

活色生香的寶“醬”們，看它們是如

何四兩撥千斤的統領盤中餐，如何譜

寫人們記憶中的味道，以及在風味遷

徙過程中，留下了怎樣的人與風味原

產地的故事。

醬跟著人走
風味遷徙背後的故事更動人
就和人壹樣，食物也有基因。沙

嗲醬，是千島之國印度尼西亞最常見

的壹種醬料，早年下南洋的華人，回歸

故土，飲食習慣壹路相隨，沙嗲醬在廣

東、福建落地生根，擁有了新的名字

——沙茶，這種漂洋過海的醬料入鄉隨

俗，成為潮汕味道的標誌。劉瑞興十五

歲從印尼回到泉州，和妻子莫蘭花壹起

經營沙茶小吃，五十多年以來，時光見

證了他和妻子的相守，也把這種異域醬

料雕琢成了鄉味。兩個人的故事讓不少

網友在感動之余，表示自己“酸了”，

看美食節目竟然還要“吃狗糧”。食物

跟隨人的腳步，從壹個地方到另壹個地

方，有些驟然消失，有些慢慢沈澱，有

些依稀能辨別最初的模樣，記錄下這種

食物借助人的遷徙交流，《風味人間》

撬開了風味壹角，讓觀眾得以窺見食物

背後那些屬於人的動人故事，那是隱藏

在血脈中有關鄉土的痕跡。

正如制片人張平所說，“我們在

試圖尋找有根的食物，透過這些食物

能看到當地人的生活樣態，感受他們

對生活的熱愛，對待食物的智慧”，

《風味人間》不僅是“風味”，更是

“人間”。以色列的拉妮壹家六口，

喜歡全家人壹起動手制作美食，他們

說“無胡姆斯不成席”，華姐在香港

深井村和兄弟姐妹壹起經營著早逝的

父母留下來的燒鵝店，擁有古老制法

的酸梅醬，是烤鵝的點睛之筆。醬跟

著人走，人在的地方便有了鄉味。而

這些有關鄉味的故事也深深打動了坐

在屏幕前的人。

周日原來要醬過
網友：最平淡的煙火氣才是真！
從開播之初，《風味人間》就受

到不少觀眾的“控訴”：總在深夜放

毒，還總放壹些大家眼饞卻吃不到的美

食。就這樣痛並快樂的看完三集，在這

壹集《醬料四海談》中，擁有復雜風味

的墨西哥魔力醬，川菜必不可少的豆瓣

醬，芝麻醬、山葵醬……網友們仿佛打

開了新世界的大門，有人表示自己終於

在美食節目裏get到了菜譜“我現在距

離學會胡姆斯就差以色列的鷹嘴豆了”

，有人恍然大悟“周日原來要醬過”，

也有人表示“我宣布風味人間就是搞醬

新貴，大佬可以分我壹點嗎，我就米飯

吃”，而更多的人則被風味的鏡頭下所

描繪的人間煙火氣所驚艷，“這畫面這

鏡頭，應該按幀收費”，“所有的生活

最終都會回歸油鹽醬醋茶，最真實的

生活才是最幸福”。

無論是躲藏在南瓜葉下的蠶豆，

在微觀鏡頭裏發酵的過程，還是夕陽

下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市場上各色各樣

的胡姆斯美食，《風味人間》不僅用

味道征服了大家的胃，也用鏡頭征服

了大家的眼睛。而這些極具設計感的

鏡頭，也是稻來團隊經過多次的嘗試

和革新後的結果，總導演李勇曾提到

在拍攝手法上，做了很多規定動作，

“比如更多的運動鏡頭拍攝、更具儀

式感的人物肖像拍攝、更有凝視感的

美食肖像刻畫、超微延時拍攝、超高

速拍攝動態瞬間等等。”更註重捕捉

人的鏡頭，比如蜂蜜獵人的孫女對鏡

頭純真的微笑，比如劉瑞興莫蘭花老

夫婦對著鏡頭略帶青澀的笑容，《風

味人間》不僅在探索食物的邊界，也

在探尋美好、生活、真相的定義。

人類的八方遷徙，帶來了風味的四

海流變，分與合，聚與散，載浮載沈。

《風味人間》捕捉那些或殊途同歸，或

南轅北轍的飲食與文化，記錄水土所成

就的色香味俱全的絕世美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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