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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arter of Americans are hesitant about a 
coronavirus vaccine - Reuters/Ipsos poll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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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A quarter of Americans have little 
or no interest in taking a coronavirus 
vaccine, a Reuters/Ipsos poll published 
on Thursday found, with some voicing 
concern that the record pace at which vac-
cine candidates are being developed could 
compromise safety.

While health experts say a vaccine to 
prevent infection is needed to return life 
to normal, the survey points to a potential 
trust issue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lready under fire for its often contradictory 
safety guidance during the pandemic.

Some 36% of respondents said they would 
be less willing to take a vaccine if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it was safe, 
compared with only 14% who would be 
more interested.

Most respondents in the survey of 4,428 
U.S. adults taken between May 13 and May 
19 said they would be heavily influenced 
by guidance from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or results of large-scale 
scientific studies showing that the vaccine 
was safe.

Less than two-thirds of respondents said 
they were “very” or “somewhat” interested 
in a vaccine, a figure some health experts 
expected would be higher given the height-
ened awareness of COVID-19 and the more 
than 92,000 coronavirus-related 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It’s a little low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with all the attention to COVID-19,” said 
Dr. William Schaffner, an infectious disease 
and vaccine expert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in Nashville. “I would have 
expected somewhere around 75 percent.”

Fourteen percent of respondents said they 
were not at all interested in taking a vaccine, 
and 10% said they were not very interested. 
Another 11% were unsure.

Studies are underway, but experts estimate that 
at least 70% of Americans would need to be 
immune through a vaccine or prior infection 
to achieve what is known as “herd immunity,” 
when enough people are resistant to an infec-
tious disease to prevent its spread.

Trump has vowed to have a vaccine ready by 
year’s end, although they typically take 10 
years or longer to develop and test for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Many experts believe a fully 

FILE PHOTO: People gather in downtown amid the coronavi-
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in Chelsea, Massachusetts, 
U.S., May 20, 2020. REUTERS/Brian Snyder/File Photo

tested, government-approved vaccine will not be widely avail-
able until mid-2021 at the earliest.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COVID-19 vaccine candidates in de-
velopment globally, including some already in human clinical 
trials. Earlier this week, U.S. biotech Moderna Inc announced 
potentially promising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just eight indi-
viduals who took part in a safety study.

Among those respondents who expressed little or no interest in 
a coronavirus vaccine, nearly half said they were worried about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y are being developed. More than 
40% said they believe the vaccine is riskier than the disease 
itself.

MISINFORMATION HURDLE
Overall, 84% of respondents said vaccines for diseases such as 
measles are safe for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suggesting that 
people hesitant to take a coronavirus vaccine might reconsider, 
depending on safety assurances they receive.

For example, among those who said they were “not very” 
interested in taking the vaccine, 29% said they would be more 
interested if the FDA approved it.

Some experts have said the White House’s emphasis on speed 
– its vaccine effort is called “Operation Warp Speed” – could 
leave people worried that safety was being sacrificed for swift-
ness.

In addition, misinformation about vaccines has grown more 
prevalent on social media during the pandemic, according to 
academic researchers.

“It’s not surprising a significant percentage of Americans 
are not going to take the vaccine because of the terrible 
messaging we’ve had, the absence of a communication 
plan around the vaccine and this very aggressive anti-vaccine 
movement,” said Peter Hotez, dean of the Nationa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where he is 
developing a vaccine.

The poll underscores how the country’s deepening polarization 
has affected people’s view of the pandemic.

Nearly one in five Republicans say they have no interest in a 
vaccine, more than twice the proportion of Democrats who 
said the same.

Trump, a Republican, has offered mixed messages during the 
outbreak. He has at times downplayed the seriousness of the 
pandemic and encouraged public protests against his gov-
ernment’s own stay-at-home guidelines intended to slow the 
pathogen’s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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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NEWS

WASHINGTON (Reuters) - Warehouse employees last 
month staged a walkout in Michigan to demand safer 
working conditions at their facility. So did workers in New 
York, Illinois and Minnesota.
These and other Amazon.com Inc employee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seizing on the coronavirus to demand the 
world’s largest online retailer offer more paid sick time 
and temporarily shut warehouses with infections for deep 
cleaning.

Employees in at least 11 states this year have voiced their 
concerns and staged actions to highlight a variety of pur-
ported workplace deficiencies, allegations the company 
has denied.

Supporting these Amazon workers are labor groups and 
unions eager to penetrate the Seattle-based behemoth 
after years of failed attempts to unionize its operations.

Reuters spoke with 16 unions and labor groups targeting 
Amazon. They included established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 the United Food 
& Commercial 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 (UFCW) 
and the Retail, Wholesale and Department Store Union 
(RWDSU), as well as newer worker advocacy groups like 
Warehouse Workers for Justice and Athena, a coalition of 
labor and social justice groups that have criticized Ama-
zon’s business practices.

Most unions acknowledged their long odds at organizing 
Amazon using traditional tactics such as holding meet-
ings and gauging interest. Legal hurdles to unionizing the 
company’s workplaces and mounting elections are steep. 
For now, many groups said, they are showing workers how 
to harness public opinion to shame Amazon into granting 
concessions.
The strategy proved effective in the national “Fight 
for $15” campaign to raise the minimum wage. Labor 
organizations in recent years helped retail and fast-food 
workers stage highly publicized protests and social media 
campaigns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ir modest pay at a time 
when the economy was booming.
Cities and states including Seattle, San Francisco, Califor-
nia, Arkansas and Missouri raised their minimum wages 

Could coronavirus help Amazon workers unionize?

as did some large U.S. employers, including 
Amazon, which attributed its pay hikes to a 
tight labor market as well as pressure from 
lawmakers and labor groups.

In labor’s latest efforts targeting Amazon, 
organizations are helping workers create on-
line petitions, connect with elected officials, 
contact media and file labor complain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The initiative 
puts public pressure on Amazon to respond, 
several groups said, while laying the ground-
work for unions to recruit card-carrying 
members in the future.
“We expect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push for 
unionization when we get to the other side 

of this,” said Stuart Applebaum, president 
of RWDSU.
Amazon spokeswoman Rachael Lighty 
said Amazon already offers what these 
groups are requesting: $15 per hour or 
more to start, health benefits and oppor-
tunities for career growth.
“We encourage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facts to compare our overall pay and ben-
efits, as well as our speed in managing 
this crisis, to other retailers and major 
employers across the country,” she said.

Central to the organizing effort, union 
officials said, is fear among some front-
line Amazon workers over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in the company’s warehous-

es.
At least 800 workers in Amazon’s 519 U.S. 
distribution facilities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based on internal company 
figures compiled by Jana Jumpp, an Ama-
zon warehouse employee in Indiana, who 
shared the numbers with Reuters. Amazon 
sends text messages and automated calls to 
employees alerting them to positive cases 
in their facilities. Jumpp aggregates cases 
mentioned in messages sent to her by Ama-
zon workers around the country.
Jumpp said the informal process she has 
developed likely misses cases. She and oth-
er employees said Amazon does not share 
a running tally of cases at each facility or 
provide a nationwide count.

Former Amazon 
employee, Chris-
tian Smalls, stands 
with fellow dem-
onstrators during 
a protest outside 
of an Amazon 
warehouse as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dis-
ease (COVID-19) 
continues in the 
Staten Island bor-
ough of New York 
U.S., May 1, 2020. 
REUTERS/Lucas 
Jackson

BUSINESS

WASHINGTON - White House officials 
are increasingly predicting a swift eco-
nomic recovery as they break off talks 
with Congress on additional federal 
stimulus, expressing optimism that the 
“reopening” of states will reverse the 
economic damage caused by the coro-
navir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his senior 
advisers, encouraged by the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 stock market and some 
indicators like credit card receipts, have 
in recent days expressed confidence the 
U.S. economy will roar back to lif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year despite stag-
gering increases in unemployment and 
small business closures.
“It almost feels like today is the first 
day,” Trump said during a White House 
meeting on Monday. “People are starting 
to go out. They’re opening. They get it.”
The White House’s rosy view of the 
U.S. economy’s trajectory clashes with 
the dire predictions of many mainstream 
economists, as well as Federal Reserve 
Chair Jerome Powell, who is set to testi-
fy before the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on Tuesday alongside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Powell said last week that lawmakers 
should strongly consider passing addi-
tional stimulus measures to avoid a se-
vere and prolonged economic downturn. 
The unemployment rate rocketed from 
3.5% in February to 14.7% in April, and 
it is projected to continue climbing.

Many economists and Wall Street ana-
lysts say the unemployment rate could 
remain above 10% into 2021 -- a level 
unseen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 
even if lawmakers approve more emer-
gency aid. Powell said in a “60 Minutes” 
interview that it could eclipse 25% later 
this year.
White House economic officials believe 
some of these trends can be quickly re-
versed. They are monitoring the reopen-

ing of states such as Georgia and Texas 
with cautious optimism that they could 
presage a broader recovery, according to 
two people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granted anonymity to discuss private 
talks.
On Monday, White House economist 
Kevin Hassett cited what he called pos-
itive economic trends in retail, business 
re-openings, and credit card transaction 
data over the last two weeks. He said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 little bit of a luxury 
to watch and see” before having to ap-
prove additional aid.
“I’ve been really positively impressed by 
how quickly things are turning around,” 
Hassett told reporters on Monday. He 
added at a separate White House event: 
“I was pretty depressed about how bad 
it looked a few weeks ago, but you can 
really see it turning on faster than I 
thought.”

Kevin Hassett, senior White House 
economic adviser. (Photo/Washington)
Numerous economists and the leader of 
the nation’s central bank are strongly 
warning against too sunny a view of the 
economic recovery. Critics say Trump 
and his aides have for months overstat-
ed how quickly the economy might re-
bound, and that the White House risks 
exacerbating the already devastating 
economic impact of the virus by delay-
ing additional emergency assistance.
Few economists outside the White 
House are talking about a “V” shaped 
recovery anymore, a scenario in which 
the economy rebounds just as quickly 
as it plummeted. Analysts believe major 
threats to the economy will persist even 
if states fully relax their public health re-
strictions because many Americans will 
not quickly return to work and consumer 
spending will lag.

The nonpartisan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has projected an unemployment 
rate of above 10% for 2020 and 2021. 
Goldman Sachs has similarly projected 
the unemployment rate could remain at 
10 percent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even 
with an additional aid package.
Powell has urged urged Congress and 
Trump to consider spending more money 
to aid the economy. In the “60 Minutes” 
interview broadcast Sunday, he urged 
lawmakers to focus on helping the unem-
ployed pay their bills and assisting small 
businesses, many of which can only par-
tially re-open. He warned that the recov-
ery is likely to be slow and could take 
until the end of 2021.

“If we let people be out of work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if we let businesses fail 
unnecessarily, waves of them, there’ll be 
longer term damage to the economy. The 
recovery will be slower,” Powell said in 
the “60 Minutes” interview. “The good 
news is we can avoid that by providing 
more support now.”
The White House appears to be unlikely 
to approve help soon. Administration of-
ficials are not engaged in serious negoti-
ations with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D-Calif., over the $3 trillion aid package 
approved by the House on Friday, ac-
cording to a congressional aide.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will like-
ly increase in the third quarter, analysts 
say, but even a dramatic increase may 
be insignificant given the steep contrac-
tion in the period from April to June. 
Among economists at big companies, 
86% expect the U.S. economy will de-
cline between March 2020 and March 
2021, according to a survey of more than 
100 economists last month who are part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Economics.

“What matters to people is not GDP 
rates, seasonally adjusted at an annual 
growth rate,” said Michael Feroli, chief 
US economist at JPMorgan. “It is the la-
bor market and unemployment and jobs. 
And it’s very likely that,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unemployment rate could still 
be north of 10 percent.”

  When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high, 
Americans tend to pull back markedly 
on spending, which creates a huge drag 
on the economy. It can take a long time 
for consumer confidence to recover, a 
necessary step before Americans begin 
resuming sizable purchases.
On Monday, White House officials 
voiced increasing optimism about the 
economic recovery despite these dire 
predictions. Larry Kudlow, director of 
the White House’s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cited improvements in housing 
and gasoline demand, as well as an in-
crease in the New 
York State manufacturing index.
“Unemployment claims look terrible, 
but they look a lot less terrible,” Kudlow 
said at a White House event with restau-
rant executives. “Things are starting to 
turn -- that’s my take.”
Trump has for weeks been the leading 
cheerleader of a rapid economic recov-
ery, saying in early 
April it will take off “like a rocket ship” 
after the virus is contained. Trump tout-
ed Monday’s stock market rise on upbeat 
news of an early-stage coronavirus vac-
cine trial. The president’s confidence in 
a “spectacular” economic comeback is 
shared by White House officials, said 
Stephen Moore, an economic adviser to 
the White House at the Heritage Founda-
tion, a conservative think-tank. (Courte-
sy https://www.stamfordadvoc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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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 House Predicting Swift
Economic Recovery As Warnings

Of Major Problems Persist

Attendees at E3 in 2019. (Getty Images for E3/Entertainment Software Associ-
ation)

Stay Safe!           Wash Your Hands!



Motorists line up at a drive-through site to collect samples for coronavirus 
pandemic testing in Leesburg, Virginia. REUTERS/Kevin Lamarque

 

Volunteer hairdress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lief and Development (ON-
SUR) wearing face masks and gloves cut the hair of internally displaced children, ahead of 
the Eid al-Fitr Muslim holiday, at an IDP camp in Idlib, Syria....
MORE

A woman carries her son as she tries to protect him from heavy rain while they rush to a safer 
place, following their evacuation from a slum area before Cyclone Amphan makes its landfall, 
in Kolkata, India. REUTERS/Rupak De Chowdhu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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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n conscripts wearing protective face masks sit next to their beds at a recruiting station in Kalinin-
grad, Russia. REUTERS/Vitaly Nevar    

A red squirrel feeds on a specially made small beer bench, eating nut kernels from a small plate on 
a balcony in Munich, Germany. REUTERS/Ayhan Uyanik

People sit in a car as the Hungarian National Circus opens a drive-in Safari Park in 
Szada, Hungary. REUTERS/Bernadett Szabo    

Dot Costello, 101 years old, sits on a bed at an evacuee centre after being evacuated from 
her home along the Tittabawassee River, after several dams breached, in Midland, Michigan. 
REUTERS/Rebecca Cook    

NASA astronauts Bob Behnken and Doug Hurley arrive at the Kennedy Space Center to prepare for the launch of 
SpaceX’s Crew Dragon capsule, at Cape Canaveral, Florida. REUTERS/Joe Skipper    



副刊

1950年4月13日，新中国第一部法

规《婚姻法》诞生，70年后的今天，我

们就来聊一聊婚姻的秘密，从心理、历

史、经济、科学研究等方面，多维度地

理解婚姻。本期听外刊中的图片，全部

来自美国《时代》周刊的往期封面，自

新千年之后，这本权威的刊物每隔两三

年就要专门来探讨婚姻中的问题。足见

，婚姻之于人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

中读，我们也有“亲密关系心理学”小

课、《为爱成婚》和《亲密关系》的书

目解读，欢迎点击收听和留言。

关键词：当你得到一个配偶时，你失去

了什么？

在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决定同性婚

姻合法化的两年后，高达61%的同性伴

侣结婚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参与率。

虽然一些人可能是为了获得合法权利和

利益而结婚，但大多数兴奋的伴侣都将

婚姻视为“他们婚姻成功的公共标志”

。但是研究表明，不管婚姻有什么好处

，它总有代价。

正如契诃夫所说:“如果你害怕孤独

，就不要结婚。”研究人员认为契诃夫

的话不无道理，在针对不同族群的研究

显示，婚姻实际上削弱了人与社会的联

系，与单身人士相比，已婚人士不太可

能拜访或致电亲朋，也不太可能在家务

和交通等事情上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支持

或实际的帮助，更不会与邻居交往。那

么，这是否可以用照顾幼儿的需要来解

释这些影响，也许已婚的父母没有多余

的时间和精力为亲朋提供帮助。但当科

学家进一步检查数据时，他们发现那些

没有孩子的已婚人士才是最孤独的。有

一种解释是，这些夫妇往往有更多的时

间和金钱，因此需要从家人和朋友那里

得到的帮助更少，也不太可能提供帮助

作为回报。有了孩子可能会稍微缓解婚

姻中的孤立效应，因为父母经常向他人

寻求帮助。这种自给自足的婚姻模式，

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会向他们的配偶寻

求帮助——从医疗保健到经济资助，从

自我发展到职业辅导，所有的一切都主

要落在一个人的身上：当你生病时，伴

侣应该为你煮汤；当你回到学校学习时

，伴侣应该为你付房租。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社会把婚姻放

在生活的中心位置时，会产生哪些严重

的后果呢？强调婚姻意味着人们经常忽

视其他有意义的关系，比如深厚的友谊

、更广泛的亲属关系等，这些关系往往

是亲密和彼此支持的重要来源。在美国

，“双亲加孩子”的家庭模式只占美国

家庭的20%，没有孩子的已婚和未婚夫

妇占25%；其余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仍

在独居。值得思考的是，如果他们生活

在一种只支持结婚的文化中，并且用同

样的精力来庆祝和支持婚姻，这些人会

经历怎样根本没有必要的痛苦？

关键词：为什么爱伴侣要胜过爱孩子？

一直以来，孩子们迫切而又难以确

定的需要很容易引起大人们的奉献；相

反地，配偶们不需要喂饭、穿衣、擦眼

泪，而且长得一点也不可爱。因此在婚

姻中，配偶很容易被忽略。那么，为什

么要为生活中不那么可爱且更有能力的

人而努力呢？

实际上，其中一个原因正是为了孩

子。研究表明，父母彼此相爱的孩子比

那些在没有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更快

乐、更安全。他们不仅有一个关系的模

型，而且还有一个人们应该如何对待彼

此的模型。而且，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

往往会影响到父母与孩子的互动，尤其

是父亲与孩子的互动。不仅如此，孩子

会因为父母打架而自责，在学校的表现

也更差。2014年一项针对4万个英国家

庭的调查显示，总体来说，当母亲对自

己与男性伴侣的关系感到满意时，青少

年感到最幸福。因此，父母能为孩子做

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彼此相爱。

关键词：为什么婚姻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

研究发现，从1980年至2012年，已

婚家庭收入中值增长了30%，而未婚家

庭收入同期仅增长了14%。此外，这种

不结婚的状态与男性较低的劳动力参与

率有关。而且，在美国一个州的已婚父

母比例越高，该州的经济效益越好。原

因是较高的结婚率与较高的州人均GDP

、较高的向上经济流动性、较低的儿童

贫困水平和较高的家庭收入，密切相关

。此外，在双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

高中辍学的几率比平均辍学率低15%。

在美国，已婚双亲家庭的收入往往高于

单亲家庭，这意味着父母有机会进入更

好的学校、更好的社区和收获更好的就

业机会。他们也更有可能投入更多的时

间和资源来抚养孩子，因此，这些优势

不仅会在父母的一生中持续存在，而且

还会代代相传。

关键词：结婚前，我们需要知道哪些科

学事实？

第一，蜜月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意大利帕维亚大学2005年的一项研究发

现，蜜月的感觉大约可以持续一年。之

后，一种名为“神经生长因子”的化学

物质的水平开始下降，这种物质与强烈

的浪漫感觉有关。目前科学界尚不清楚

为何“恋爱的感觉”会消退，但是基于

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花费很多时间关注

一个人会导致新陈代谢的速度过高，并

不利于人体进化。

第二，如果你对伴侣的好消息感到

兴奋，你们的关系会更好。在多项研究

中，那些积极庆祝好消息的夫妇，拥有

更高的幸福感。

第三，不一起做家务的夫妻很快就

会产生怨恨。超过60%的美国人表示，

打理家务对于婚姻的成功至关重要。专

家建议，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专注于他

们最擅长的家务，并自觉履行。

第四，快乐的夫妻往往在政治问题

上意见一致，受教育程度相近，并且相

信交流的力量。

关键词：婚姻史上的五个关键时刻

第一，战略联盟。对于盎格鲁-撒

克逊人和英国早期的部落群体来说，婚

姻被视为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战略工

具，通过与他人结婚，可以建立和平、

贸易和相互的义务。而且随着财富的分

化，父母们不再满足于把孩子嫁给邻居

，孩子也想把自己嫁给一个和自己一样

有钱有势的人。这段时期的婚姻变化莫

测，成为阴谋和背叛的中心。

第二，婚姻圣礼。早在12世纪，罗

马天主教的神学家就把婚姻视为一种圣

礼，一种与体验上帝同在有关的神圣仪

式。直到1563年，特伦托会议（Coun-

cil of Trent）才正式将婚姻视为天主教

七项圣礼之一，另外六项圣礼包括：施

洗礼、圣餐礼、坚信礼、忏悔礼、临终

涂油礼、圣职礼。

第三，结婚誓言。婚姻誓言可以追

溯到 500 年前《共同祈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中列出的誓言，虽

然这本书在1552年和1662年进行了修订

，但是现代婚礼中类似“无论富有还是

贫穷”这样的说辞仍未改变。

第四，离婚。1858年以前，英国人

离婚是非常罕见的。1670年，一起以妻

子通奸为由的议会离婚开创了先例，为

此，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来支持人

们离婚，这一事件标志着“现代离婚”

的开始。

第五，爱的体现。游吟诗人在中世

纪歌唱爱情，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

丽叶》在舞台上表演爱情，但直到维多

利亚时代，爱情才成为婚姻的基础。这

一时期人们非常重视爱情，认为婚姻实

际上应该建立在爱情或友情的基础之上

。因为那时中产阶级和新兴产业的重要

性日益增长，从而模糊了婚姻在传统社

会中的界限。

关键词：婚姻如何改变你的性格？

研究表明，不管是好是坏，婚姻可

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佐治亚

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夫妻在婚姻的第

一年半时间里会经历显著的性格变化。

最明显的是，当他们习惯了婚姻生活后

，双方都会变得不那么友好和配合。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丈夫们适应了他

们的新角色后，会变得更有责任心，而

妻子们则变得不那么焦虑、沮丧和生气

了。有趣的是，调查结果并没有因配偶

的年龄、人口统计学特征、婚前是否同

居、最初的婚姻满意度、为人父母的状

况，甚至是结婚前两人在一起的时间长

短而有所不同。

婚姻的秘密：为什么爱伴侣要胜过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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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 Greg Abbott Monday unveiled 
his plans for an accelerated return to 
a semblance of normal life Monday, 
immediately reopening child care centers, 
Scouting and other youth clubs, as well as 
massage, tattoo, piercing and other per-
sonal services, with a limited reopening 
of bars, bingo halls and bowling alleys 
Friday, when restaurants will be allowed 
to go from quarter to half capacity.
Abbott said that while bars, craft brewer-
ies and wine tasting rooms will be limited 
to 25% capacity, “those capacity limits do 
not apply to outdoor areas that maintain 
safe distancing.”
With an eye to summer, Abbott also 
announced that as of May 31, Boy Scout, 
4-H, Vacation Bible and all other day and 
overnight summer camps can reopen, as 
well as youth sports program, like Little 
League, at which he said, “parents will be 
able to spectate as along as appropriate 
social distancing is followed.”
“Also, professional sports can return 
on May, the 31st,” Abbott said. “That 
includes pro-golf, auto racing, baseball, , 
softball, tennis, football and basketball.”

The professional sports won’t be able to 
have in-person spectators and will have 
to adhere to special safety standard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VID-19.

Texas Department of State Health 
Services Commissioner John Heller-
stedt, MD (right), responds to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s announce-
ment allowing the reopening of more 
Texas business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t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Texas State Capitol in Austin on Mon-
day, May 18, 2020. (Photo/The Dallas 
Morning News Pool/L. Gonzalez.) 
Abbott also said that school districts can, 
if they want, provide summer school 
beginning June 1 as long they maintain 
safe distancing practices and other health 

protocols, the same standards guiding 
all the reopenings in the governor’s new 
executive order.
It was Phase 2 of the governor’s Open 
Texas plan and he said that its implemen-
tation would be delayed a week for five 
counties, four - Potter, Randall, Moore 
and Deaf Smith - in and around Amarillo, 
and El Paso.
“As many people know the area around 
Amarillo is suffering the fastest growth 
of COVID-19 in Texas,” Abbott said. 
“But this problem is largely the result 
of meatpacking plants in the area. That 
COVID-19 spread, as well as the chal-
lenges that it poses to the region, is some-
thing that impacts the regional healthcare 
system, and requires a temporary pause 
in the opening process.” (https://www.
statesman.com/)

Retired Dallas banker and Chairman 
of Governor Abbott’s Strike Force to 
Open Texas James Huffines (second 
from left) speaks after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announced the reopen-
ing of more Texas business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t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Texas State Capitol 
in Austin on Monday, May 18, 2020.  
(Photo/The Dallas Morning News 
Pool/L. Gonzalez.) 
Related

Texas reports massive jump in 
COVID-19 cases in single day
 

Paramedics with the Montgomery 
County Hospital District admin-
ister tests for COVID-19 outside 

of an elderly care facility, Thurs-
day, May 14, 2020, at Focused 
Care at Beechnut in Houston.                                                                                                                                         
  Texas reported 1,801 new COVID-19 
cases on Saturday — the biggest 
single-day jump in cases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A growing outbreak in the Texas Panhan-
dle is a big reason for the surge in cases. 
More than 700 new cases were reported 
out of Amarillo on Saturday with Texas 
Gov. Greg Abbott warning those numbers 
will continue to climb as the state in-
creases testing in that hot spot.
Before Saturday, Texas never reported 
more than 1,500 cases in a single day and 
had been averaging 1,227 cases per day 
over the last seven days.
Moments after the new numbers were 
released, Abbott released a statement 
saying surge response teams sent to Am-
arillo earlier this month are testing more 
people and identifying more people in the 
Texas Panhandle as they try to contain 
the outbreak.
“That is exactly why I established Surge 
Response Teams,” Abbott said. “By 
immediately deploying resources and 
supplies to these high-risk areas, we will 
identify the positive cases, isolate the 
individuals and ensure any outbreak is 
quickly contained, which is the strategy 
being deployed in Amarillo.”
Officials in Amarillo have traced a surge 
in cases to the region’s meatpacking 
industry. City officials told the Amarillo 
Globe-News that many of the tests were 
focused on a Tyson Foods meat packing 
plant near Amarillo.
 

Texas Governor Greg Ab-
bott explains why he                                                                         
established Surge Response Teams in 
Texas.
The surge in positive cases comes at 
the same time Texas has seen a spike in 
deaths over the last three days. The state 

reported 33 more deaths on Saturday, 
bringing the three-day total to 147 — the 
worst three days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On Thursday the state reported 58 
deaths — the highest single-day increase 
in deaths in one day in Texas during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While the positive numbers and deaths 
are increasing, Abbott has consistent-
ly stressed the state’s death rate is far 
below most other states and the state still 
has plenty of hospital beds and ventila-
tors available. Texas has 1,791 people 
hospitalized and has more than 17,000 
available beds still.
Overall, Texas has reported 1,305 deaths. 
Other big states have had far more. In 
California 3,204 people have died and in 
New York 22,478.

 Credit: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COVID-19 Modeling Consortium
Graph above shows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residents in Texas visit-
ed different establishments over the 
course  of February and March as 
compared to that frequency between 
January and February. A decrease of .5  
from zero represents a 50% reduction. 
The black vertical line shows when 
that state reached the threshold of one 
COVID-19 death per 3 million people.
Abbott has been trying to re-open the 
state’s economy. On May 1, Abbott 
allowed restaurants, malls, movie theaters 
and retail stores to open up at 25 percent 
capacity with social distancing guidelines 
in place. He followed that with opening 
hair salons and barbershops on May 8. 
Last Monday, Abbott announced that 
restaurants, malls, theaters and retail 
stores could go to 50 percent capacity. 
(Courtesy https://www.houstonchronicl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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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ott Gives Green Light To
Day Care, Bars, Bowling, Youth

Sports And Summer Camps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center) announces the reopening of more Texas 
business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t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Texas 
State Capitol in Austin on Monday, May 18, 2020. Abbott said that childcare fa-
cilities, youth camps, some professional sports, and bars may now begin to fully 
or partially reopen their facilities as outlined by regulations listed on the Open 
Texas website. (Photo/The Dallas Morning News Pool/L. Gonzal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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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B站的《后浪》相信大家都看

了。

《后浪》的演讲人，国家一级演员

何冰是一位60后，这段演讲也可以看

做是老一辈人对年轻人，也就是后浪们

的看法：

“我看着你们，满怀羡慕”

视频发布后，关于中国年轻人的话

题，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其实，关于不同代际之间的话题，

在美国也有很大争议。而且他们不同代

际之间的撕裂也更为明显。

以至于就在刚刚爆发的疫情之中，

有部分年轻人“称赞”病毒消灭了老年

人，是在为美国做贡献…

按照美国的代际标准来说，目前属

于年轻人的，是千禧一代（80后 90后

），与Z世代（90后00后）

他们所面临的代际现实与中国是反

着来的：中国这一代人的生活普遍比上

一代和上上一代要好很多。而在美国，

年轻人所面临的生活压力，要大大超过

他们的父辈。

而老年人对年轻人的态度，也不是

羡慕，而是恨铁不成钢…

要了解美国“后浪”们的生活情况

，我们要先了解让他们咬牙切齿的先辈

，也就是战后婴儿潮一代的美国人

（Boomer）。

1945年，二战结束，数百万美国大

兵从欧洲亚洲返回国内，伴随着胜利的

喜悦，美国迎来了一次长达10年的生

育高峰，这个时代出生的人，也就被称

为婴儿潮一代。

他们出生的年代，可能是美国最为

“伟大”的时代。在战后世界的废墟之

中，美国是唯一本土没有遭受战火的工

业国家。美国工厂与企业生产的产品畅

销全球，帮助欧洲国家进行重建。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其他工业国家

可以与之竞争。

因为经济繁荣，企业用人需求很高

，所以求职者并不需要面临激烈的竞争

。那个年代，只要有任何大学的本科文

凭就可以获得体面的工作。高中毕业去

当工人，也能负担得起郊区的房子与每

年一次带薪休假。

大学教育非常便宜，和现在一毕业

就负债不同，那个年代的大学生

只要课余时间打零工就可以负担

得起学费而且还有剩余。60年代

美国大学开始扩招，成千上万的

婴儿潮一代通过教育实现了阶级

跨越。

但是，经济繁荣不会一直持

续。美国产品从70年代开始受到

欧洲和亚洲国家的竞争，不再畅

销全球。年轻人开始面临越来越

多的压力。

目前，美国“后浪”们的生

活与婴儿潮一代相比可以说远没

有那么优渥。

过去几十年间，美国的房价

直线飙升，但收入却不见增长。

这意味着已经有房的婴儿潮一代

老人都赚的盆满钵满，而没有房

的年轻人则大都一辈子都要租房子。

教育变得非常昂贵。动辄一年5万

的大学学费，即便是全职工作也无法负

担，更不要说边打零工边上学了。大多

数家境普通的美国人依靠学贷上学，一

毕业就欠下了五到十多万美元的贷款。

这个贷款，他们可能一辈子也还不

了。

房价与房租一直在上涨，工资却没

有变化。并且，用人市场的竞争变得激

烈了起来。从前公司只看你有没有大学

文凭，到后来要看大学排名，再到现在

，硕士、博士已经是家常便饭。

美国的医保一般与工作挂钩，而不

是人人享有的。在婴儿潮的时代这并不

是问题，因为几乎人人都可以找到好工

作。

但现在的后浪频频在用人市场碰壁

，一大部分找不到工作得不到医保。而

工作不好的人只能使用套餐非常糟糕的

医保。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在疫情之中

宁死也不愿看医生的年轻人…

找工作的难易，可能是两代人最明

显的差异。Reddit上网友们分享了父母

辈不理解自己为什么找不到工作的经历

：

“你不能直接walk in一家公司然

后就能找到工作。80年代的时候，我爸

和他的朋友直接去了一家工厂，两个人

当场就被录用。我爸现在还在那里工作

。他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我现在找工作

这么难”

75岁以上的人都觉得有大学文凭就

能找到一个很好地工作。并且因为他们

都退休了，他们根本不知道竞争有多残

酷。

“他们不知道入门级工作就需要

5-7年工作经验”

“我高中找工作（实习？）的时候

，我奶奶告诉我不要用电脑找工作，要

直接去实地询问。”

同样是工作5年，婴儿潮一代的人

往往已经有房有车，结婚生子。而“后

浪”们却依然一无所有，住着租住房，

每月的工资全用来还贷，更不用说养孩

子了。

这种代际差距越来越大，美国前浪

与后浪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激烈。

“后浪”们认为，自己现在糟糕的

经济环境，就是婴儿潮一代人自私掠夺

的结果：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繁荣的

美国，给与子孙的却是一个支离破碎的

国家。

在婴儿潮一代人的手里，美国出现

了史无前例的贫富差距，财富被0.001%

的资本家牢牢掌握。他们作为有产者，

疯狂吸血其他工薪阶层的美国人。曾经

中产阶级的美国梦，现在已经不见踪影

。

除此以外，美国对环境的破坏，很

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婴儿潮一代人缺乏环

境意识的经济行为，

还需要现在“后浪”

一代制定严苛的环境

政策帮他们买单。

在后浪眼里，婴儿潮

一代的老人因为年纪

很大，对于环保这样

关乎未来的运动毫不

关心，他们秉持的是

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的态度。

在美国“后浪”艰难

前行的同时，婴儿潮

一代的美国人到了退

休的年纪。他们的退

休生活和后浪比起来

，可以说是天堂一般

的享受。

因为长时间的积蓄，以及以前繁荣

的经济环境，他们有了自己庞大的经济

实力。目前，他们大都属于有产者：有

多套住宅，向年轻人收取巨额房租；还

有人投资股票和基金市场，吃股票市场

红利。钱越赚越多。

而在政府部门，这些人现在也都身

居要职，从白宫到国会全部都是60+的

政客。他们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增

加退休金与高龄保险等等。

这就是马太效应，大者恒大。婴儿

潮一代通过投资等手段让自己的政治经

济话语权越来越大。年轻人则越来越感

受到了来自前一辈的经济压力，感觉自

己被前一辈割了韭菜。

在这样的剧烈的对抗中，婴儿潮一

代对“后浪”们不屑一顾的态度，成为

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想象一下：婴儿潮这样顺风顺

水的一辈子，也就塑造了他们在性

格上的骄傲与自信——任何自己想

要的目标只要争取都可以达到，全

世界都好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自

己无所不能。

他们觉得成功是理所当然的，

非常简单的，而会忽视美国现在经

济现实的变化。所以，他们面对年

轻一代对于经济和工作压力的抱怨

，总是不屑一顾。

“别总是抱怨找不到工作。你找不

到工作是因为你没有认真找。当年我找

工作的时候，去大街上问一问商家没一

会儿就能找到了”

“年轻人支持教育和医保免费是因

为懒惰，什么都想要不劳而获”

“年轻人买不起房，是因为他们消

费太高，不像我们这么节俭”

在与长辈的交谈中，美国的后浪们

发现自己无论怎么解释是经济和社会问

题造成了自己的压力，他们都还是会固

执地认为这是年轻人自己的问题。一个

短语“OK boomer”在年轻人之间流行

了起来。

Ok Boomer：当一个婴儿潮一代的

人开始说一些傻X言论，你都懒得和他

解释，懒得去解构他几十年来累积下来

的无知，所以你只是简单地用ok来结

束这场对话。

随着美国年轻人开始在媒体互联网

工作，网络上对于婴儿潮一代的评价也

变得极其负面，可以说到了过街老鼠的

程度。

“OK Boomer，孩子们要反击了！

”

“是婴儿潮一代而非年轻人毁了美

国”

“婴儿潮一代人毁了一切”

目前大多数婴儿潮一代都已经步入

70岁的年纪，不出意外的话，在未来20

年里面这一批人都将离世…

而对于一些对老年人极端愤怒的年

轻人来说，这样的速度显然不够。今年

疫情爆发，他们戏称病毒是“boomer

remover”婴儿潮去除剂。

世代之间矛盾之深可见一斑。

然而，即便婴儿潮一代人都离世，

美国的后浪们就可以享受优渥的生活了

吗？显然不是的。

世代之争，只是更为严重的社会矛

盾的一个表象。这种矛盾的根源，来自

于美国自身资本主义体制的缺陷。

婴儿潮一代人是幸运的，他们生对

了年达，也生对了地点，还生对了种族

。你必须是美国白人，才能享受那代人

能享受到的福利。

而他们的福利，也正是建立在美国

对全世界的、乃至对未来美国人的剥削

之上。

美国后浪
没钱没房没工作，上一辈还狂吸我们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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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居家，做好防护，少出行，

少聚集。”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蔓延，

大家纷纷减少了出行计划，旅游行业受

到很大程度冲击。

但疫情危机是不是意味着绝境？旅

行社员工如何维持？疫情对公司后续发

展又有何启发？

近日，来自俄罗斯、黎巴嫩、泰国

、新加坡、法国的多位从事旅游业的华

侨华人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现状和思考

。

受疫情启发 着眼“健康旅游”概念

“如今疫情在世界各地快速发展，

旅行社业务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莫

斯科太平洋国际旅行社业务范围涉及中

国大陆、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美国、

新加坡、文莱等地。2019年年末，旅行

社总经理宫伟采购了几辆车，本计划着

开拓3-6人的团队游业务。不曾想，没

过多久，疫情就蔓延开来。

宫伟表示，目前大多数员工都居家

办公，收入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但她

对复工后的业务持乐观态度，“疫情一

旦结束，肯定会迎来旅游高峰。”

如今利用疫情期，宫伟和团队成员

着重设计旅游行程，也在朋友圈打打广

告，随时做好复工准备。

“疫情后，我要把‘健康旅游’概

念做起来。”宫伟介绍，疫情期间，受

中医专著及理论的启发，她认识到健康

养生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下一步，

旅行社要加强导游队伍的培养，在日后

接待旅游团组时，不仅普及健康知识，

也要将这一概念融入团队餐饮的接待。

”

“危机同时也是商机”

爱米旅游总部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

特，自2008年成立至今，操作西亚、非

洲35个国家的地接业务。

总经理赵颖介绍，自2月3日以来

，旅行社的旅游板块业务就全部暂停了

，团队进入到培训、整合产品、准备国

家目的地资料、策划未来定制线路产品

和国家目的地宣传筹备等任务中。

“从疫情发生到现在，爱米旅游没

有辞退任何人或者给任何员工减薪。”

赵颖说，爱米旅游一直秉持绩效型和合

作型的经营模式，工作团队模块化，在

旅游旺季时组合在一起工作，到了淡季

又会投入到其他项目和领域中去。“通

过这种变通，旅行社最大程度保障员工

利益。”

“很庆幸之前爱米旅游没有重资产

投资在包机、酒店、餐饮等实体，而是

花大力气去组合产品，研究和满足客户

需求，在软性服务方面下了很多功夫。

”赵颖表示，这让公司具备了一定应对

紧急情况的能力。

“其实挺珍惜这个疫情期。”赵颖

表示，爱米旅游一直快速发展，疫情期

也为大家提供了慢下来思考和做出调整

的机会。

“我坚信疫情一定会过去，而西亚

地区会延续之前的趋势吸引更多游客。

”赵颖告诉记者，他们现在努力做功课

，力求把最独特景致展现给大家，同时

也在黎巴嫩和叙利亚寻找合适的小型酒

店项目，期望在经济最不景气情况下低

价收下来，“对我而言，危机同时也是

商机。”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相比去年同时期，整个公司收入

降低了60%左右。”据董事长陈王琳介

绍，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业务影响很大

，春节期间，客户纷纷退单；3月份泰

国疫情严重之后，政府出台入境管制措

施，旅游方面的业务就基本处于停业状

态。

目前陈王琳公司的员工基本处于居

家办公状态；为了对抗疫情对公司业务

造成的冲击，其公司也积极开展新的业

务模式，比如让公司员工网络直播售卖

榴莲，让大家利用起微信朋友圈和抖音

直播等平台，卖泰国产品、房产等。

“俗话说，‘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

篮子里。’”陈王琳表示，通过这次疫

情，自己最大的感触是，公司业务不能

太单一，否则遇到问题，应对能力会很

弱。“公司要抓住主业，多方开展业务

；下一步，也一定要把传统行业和互联

网紧密结合起来，转型升级，完成公司

蜕变。”

政府补贴给公司吃下定心丸

“疫情发生以来，公司业务受到毁

灭性打击。”新加坡毅腾旅游董事杨光

自2006年起涉足旅游行业。她介绍，疫

情下，小到国内的景点门票、大到机票

、旅游，全部按下暂停键。

从2月份到3月份，杨光用大部分

时间来处理由于疫情导致的航班、旅游

配套等取消的业务，“这是一个庞大的

工作，仅仅机票有将近上千张，还没处

理完毕。”

新加坡从4月7日开始停工。杨光

坦言，政府发放给旅游业的补贴给公司

吃下了定心丸，“近两三个月，公司还

是可以熬过去的；这也给我们留下了缓

冲思考的时间。”

“疫情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是个未

知数。”杨光认为，通过这次疫情，旅

游业需要重新洗牌，会随大趋势做出相

应调整转变。

未雨绸缪 积极转型

“旅行业务方面，2月份，营业额

已经下降了50%；疫情3月份在法国暴

发后，所有旅游业务都停了。”法中文

旅集团总经理米明皓说，在法国总统马

克龙因疫情第一次发表电视讲话后，公

司就开始采取行动，做出多种挽救措施

。

“当时就开始策划，让工人技术失

业。”米明皓说，法国政府补助政策可

以允许员工3月至9月期间不做工，公

司先行发给员工薪水，政府再补贴给公

司。借此，公司的员工状况得以稳定。

另一方面，在相关政策允许范围内

，米明皓的公司申请延迟支付一些税款

，以减缓公司压力。“虽然公司账面上

还有钱，但作为公司负责人要未雨绸缪

、开源节流，把公司维持下去。”

“疫情发生后，我们也在考虑什么

样的转型模式能够更快挽救公司。”米

明皓表示，公司现在一方面，借助电商

平台，帮别人采购、售卖商品，可以获

得一些收入；另一方面，为法国的一些

企业做顾问等相关工作，帮助对接国内

合作伙伴，公司借此每月也可以获得一

定报酬。

对于旅游行业后续发展，米明皓也

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经此一疫，很多人会变得更加注

重健康，珍惜生活。如果旅游业回暖，

肯定是大爆发。”米明皓表示，但又鉴

于疫情影响，人们为减少接触，可能会

更倾向于小团游，所以公司目前也在开

拓一些深度游、新主题游的旅游方式，

也倾向于多开拓一些定制游线路，同时

为员工进行一些培训，以更好配合未来

游客的需求。

疫情下华人旅游业者
如何“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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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爱吃螺蛳粉吗？国外有一

个中国小哥，爱好就是吃一口家乡

的螺蛳粉，但是这次吃却吃出事情

来了。

这天他正在家里煮螺蛳粉吃，

可能还在幻想着一会是加根火腿肠

还是加鸭脖，不过他的邻居完全没

给他留机会，在闻到螺蛳粉奇葩的

味道后，小哥的意大利邻居果断选

择了报警。

警察破门而入，小哥也一脸懵

逼，几目相对下，警察问出了对螺

蛳粉的灵魂拷问：“请问你是在煮

shi吃吗？”

能让外国友人把螺蛳粉当成腌

臜之物，看来这广西螺蛳粉的威名

不容小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螺蛳粉呢？

作为一名北方人，螺蛳粉只吃

过冲泡版本的，但就这冲泡版的味

道依然非常上头。调料撒进去后用

开水一烫，整个楼道都能闻到那股

让人怀疑人生的味道，但是当你真

正开始吃的时候，才发现这味道竟

然如此令人惊喜。

酸辣开胃，米粉爽弹可口，吃

完喝一口汤，简直太享受了，吃过

一次就再也放不下这个味道。再闻

到这股臭味，嘴巴绝对会开始分泌

唾液，反而开始觉得喷香可口。

螺蛳粉的魅力大致如此。

【螺蛳粉的40年路程】

螺蛳粉名气很大，但是年龄却

比较小，在上世纪70年代末才横

空出世，因其酸辣的口感与独特的

鲜味而赢得当地人的喜爱。

那么40年前螺蛳粉又是怎么

诞生的呢？据说在上世纪70年代

末，柳州的夜市开始复苏，谷埠街

菜市口门前成为柳州市内批发生螺

的最大集散地，而柳州人“嗦粉”

和吃螺是长久以来的传统，于是有

的商人就琢磨着吧这两种东西一起

卖，于是一些夜市老板就同时经营

起煮田螺和米粉来。

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多数人不

常吃到油水大的菜品，能吃饱饭就

是个小财主了。所以在夜市上，那

些饥肠辘辘的食客不免开始注意那

些既能吃饱，又有油水的食物了。

往米粉里加几勺螺丝汤，这个

要求并不过分，而且还能让一碗米

粉更加鲜美，这样一来，螺蛳粉的

雏形就有了。直到后来的配料和制

作工艺不断完善，等加入臭酸笋后

，螺蛳粉的名气就算是彻底打出去

了。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螺蛳

粉出现一个繁荣期，并且作为柳州

市的招牌小吃开始走向全国。

【螺蛳粉为什么这么臭】

螺蛳粉为什么这么臭呢？这与

螺蛳没有一毛钱关系，臭味全都来

自于螺蛳粉里的酸笋。

酸笋是广西的一种传统调味品

，其地位大概与北方的咸菜相当。

只是与咸菜比起来，酸笋多了许多

讲究。

首先酸笋的材料就限定要是春

笋，当春笋出土后，长出大约30

公分高就可以砍下来，剥去笋壳，

切成块或者切成片放在陶罐里。然

后加入清水没过笋面，再撒上适量

的食盐，放在阴凉处一个月左右，

酸味就能够渗透而出了，随吃随取

。

做酸笋的人最宝贵的就是那一

缸酸水，酸笋泡好后是不用换水的

，只要不坏，这些水用的越久越好

，以后做直接放新笋就行了。在在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柳州

酸笋的制作人阿亮就有几个用了三

十年的酸笋缸，是他的宝贝。

明朝时期，酸笋就已经出现在

人们的餐桌上。明人顾岕在《海槎

余录》中录有一段海南岛上所产酸

笋的文字：“酸笋大如臂，摘至用

沸汤泡出苦水，投冷井水中浸二三

日，取出，缕如丝，醋煮可食。好

事者携入中州，成罕物……”

那么为什么闻起来如此不堪入

鼻的酸笋，吃起来竟然会这么香呢

？这就要从人类的嗜臭本性说起来

了。

远古时代的时候，人们不光生

产力低下，连识别危险的能力都不

高，一旦吃了一些腐败的食物就很

容易中毒，甚至有生命危险。于是

经过优胜劣汰，人类渐渐的能将气

味分为“香”与“臭”两种，并且

有意识的进行区分。

香味所代表的往往是“新鲜”

、“无毒”，而臭味则意味着“危

险”。虽然不能区分全部的食物，

但大部分的食物的好坏都已经可以

区分了

在几百万年里，这种“喜香厌

臭”就被写入了人类的基因中。但

事情并非绝对，在古代，人类没有

冰箱，原本宝贵的食物如果腐败掉

是一件很令人痛心的事情，大多数

时候，人们不舍得扔掉，只能含泪

吃下腐败的食物。

而一些幸运的人在吃掉这些东

西后，惊喜的发现这些食物虽然闻

起来臭，但吃起来真香，经过整理

与记录，人类的“吃臭史”打开了

新的篇章。

含有超级臭味的食物有很多，

臭酸笋、臭豆腐、臭鳜鱼、臭苋菜

等等。

这些食物的共同特点就是：闻

着臭，吃起来香。

臭的本质其实是所谓的“硫化

物”在作怪，食物中的蛋白质在微

生物的作用下，会分解为硫化物、

氨基酸等。而吃着香的原因则在于

“氨基酸”，它能让味蕾感觉到鲜

美。

说起氨基酸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味精里的谷氨酸钠就是氨基酸的

一种，自从人类将味精研发出来后

，就算是掌控了一部分鲜味的秘密

。

而闻着臭吃着香这类食物也随

着人类的传承，一代代留了下来，

逐渐发展成一种地域和饮食文化。

臭酸笋就是如此。

【螺蛳粉里有没有螺蛳】

像鱼香肉丝里面没有鱼，老婆

饼里没有老婆一样，螺蛳粉里也是

没有螺蛳的。听到这里很多人不免

失望：还以为能吃一口螺蛳肉，想

不到竟然是全素食。

先不要着急，正宗的螺蛳粉

确实是没有螺蛳肉的，但和鱼

香肉丝不同，螺蛳粉的制作离

不开螺蛳，准确来说，螺蛳肉

全都在汤汁里。

一碗合格的螺蛳粉一定是由

螺蛳熬炼出来汤底，以柳州青

螺为原材料，加上猪筒骨，搭

配汤草果、茴香、陈皮、桂皮

、丁香、胡椒、香叶、甘草、

沙姜、八角等香料熬制成汤。

千锤百炼，螺肉的味道精华完

全散入汤水中。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吃螺蛳粉只

能吃到酸辣味却没有鲜味，这正是

有些商家贪便宜，在熬制汤底的时

候偷工减料，没放螺蛳！所以不同

的店里，螺蛳粉的味道也会有所不

同。

螺蛳粉虽然只有四十年历史，

但它的味道却早已深入柳州人心，

并且走向全国，在寂寥的夜晚，走

在街边上突然闻到这么一股熟悉而

又臭香的味道，其实勾起来的已经

不只是食欲，更是那些吃螺丝粉的

每个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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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杏林夜談 (11）

骨質不疏鬆，老人變年輕 成彥邦成彥邦
【本報訊】（一）前言
丁大夫每次途經休士頓時，必定來我的診所停留一兩個小時

談談醫學，聊聊人生，或相約吃個午餐，因為丁大夫 對吃不是
很講究的人，吃的目的只是為了健康，所以 我們都是採簡便餐
飲，不會大魚大肉杯盤狼藉的把時間耗在吃食上。談話的內容包
括治病心得和醫案，相互討論切磋，每有高明的見解，令人興奮
莫名，所以我們百談不厭。

這一次至少有八個月未曾見面了，當他出現在我的辦公室，
開口說： 「成大夫，好久不見了，特地來拜訪你的。」我抬頭一
看，一個身材適中的人、脊樑挺直、腰無贅肉、面色紅潤、神情
鎮定、聲清氣爽、頭髮雖斑白猶似六十許人，以中醫望診來觀察
此人的精、氣、神三項面面俱足，以古論今頗有幾分仙風道骨的
飄逸之姿。

我起身握手，拍著丁大夫的肩膀，示意他坐下來，對他說：
「我們今天就從你的形貌來聊罷，半年多不見，老兄的健康狀況

大有進步，有返老還童的趨勢，不知閣下用了什麼神方妙藥聽！
」

（二）活血抗瘀方Herbal Yuth
丁大夫說： 「嘻嘻！我哪有什麼神方妙藥啊， 還不是服你

發明的富鹼寶用來調節酸鹼度
，和你推薦的活血抗瘀方治療心腦血管病，再加上抗骨質疏鬆方
而已，要仙方妙藥，你下的方就是對症的神方妙藥了。」

我沉思半刻說： 「嗯！確實如此，這些處方都是我實踐過，
千錘百鍊地考驗過來的，就拿活血抗瘀方（Herbal yuth）來說，
這位發明人叫顏德馨的老中醫師，大約三十多年前我和他一起在
世界中醫和針灸大會上發表論文，相鄰而坐。他的論文就是衡法
處方，所謂衡法就是無論老幼、無論男女都適用的活血抗瘀方。
他告訴我：他在上海鐵路醫院當中醫師期間恰逢文化大革命鬧得
火紅，上級交代給他一個題目便是 「人為什麼會老化？如何使人
不老化或能否使人不老化經久耐用老當益壯？」這麼一個大題目
頗費時費力的。顏醫師看出來外邊亂七八糟文革閙得天翻地覆，
在左鬥右鬥人心鼎沸的情況下，顏醫師反而安下心來就上級的指
示着手研究，文革鬧了十年，窮他八、九年的努力，他發現人的
老化撇開基因不談，是由於人的血液循環系統堵塞不通，致器官
老化衰竭而致死亡，尤其容易發生在微血管、微循環的器官和系
統裏，換句話說打通血管的堵塞便可使人不易老化，最明顯的例
子，人的雙耳老化最早，因微循環不好了而失聰。顏醫師發明的
活血抗瘀方，便是打通血管堵塞免除開刀的中藥。

從卅多年前，顏醫師因為怕大陸和各地的山寨版抄襲 ，便

僅在美國推出他的活血抗瘀方，造福千千萬萬病患，大陸、台灣
和港澳兩岸三地反而要由國外輸入了，顏醫師此舉真正對不尊重
智慧產權的當頭棒喝啊！自顏醫師從美國推出活血抗瘀方後，我
首先響應將他的藥提供給需要的病人，果然效果宏偉，一些唯開
刀搭橋和置放支架（Stent）的病患都可免動手術了。吾妻原有一
點心律不整，每乘電梯如果急促下降，似乎心臟要從胸口跳出來
了，自覺心臟會多跳一下或少跳一下，她的QA測試心腦血管有
四項以上不合標，自從服了顏醫師的活血抗瘀方後，此情此景幾
乎再發生過了，自此她的QA測試僅兩項不合標了。其實你自己
的二尖瓣膜置換至今有十二年了，自服活血抗瘀方後一切正常，
並且可以將抗凝血劑或抗血栓藥(warfarin）降至最少的份量。你
曾告訴我，剛置換膜瓣的頭幾年，有好幾次因多吃了一些與抗血
栓藥相乘相加的食物，諸如當歸、木耳、生姜、山楂、葡萄柚一
類活血常吃的東西，而造成肺、肝、膀胱、大腸出血，出血不打
緊，總以為是那些器官出了毛病，不得不找專科醫師找原因，最
後的原因是吃了相加相乘的食物所引起的，但這番折騰可夠嗆的
了。你自從服了活血抗瘀方，減少抗血栓藥抗凝血的Warfarin之
後，再也沒有內臟大出血的情況了，而且你自己的心腦血管系統
比換二尖瓣膜前還健康些，你提供的心電圖及心臟超音波的檢查
就可以證實，就是因為你十幾年來服用活血抗瘀方的成績呀。」

丁大夫起身緊握著我的手說： 「你的處方不但千錘百煉，吸
取他人之長，救治許多疑難雜症，我深受其惠。要知，要打通堵
塞的血管談何容易啊！主流醫學除了置放支架或開刀置換血管作
搭橋（Bypass）手術之外，別無良策。何況最近的報導對置放支
架並無多少的助益。想不到活血抗瘀方能打通血脈不再堵塞，改
善血液循環，真是古今良藥啊！希望主流醫學及早開悟，別非得
走手術治療的路子不可。成大夫你是有心人，照你的治療方法可
以降低美國心腦血管疾病的第一大死亡率。」

（三）補鈣良藥 － 雙向鈣
我請丁大夫坐下： 「你是我的知己好友，我可以無話不說，

在你這次膀胱癌開刀之前，你尿血已經有一年半之久，每次如廁
流失的血液雖不多，身體造血系統還照顧得過來，但經年累月流
失的血鈣就不是那麼容易補充得回來的，因大量血液流失，血鈣
非得從骨骼中吸取，長久以來骨本流失容易造成骨質疏鬆。你的
運氣很好居然採納雅言，堅持服我推薦的雙向鈣，雙向鈣的價格
雖昂貴，是我所知唯一有效增骨鈣的中藥呀！市面上的其他的鈣
片效果不彰，一些補鈣的西藥得不償失，副作用太多，要不然怎
麼會有這麼多人得骨質疏鬆症呢？得骨質疏鬆症的人一不小心髖
關節斷裂，稍一大意不趕緊補救，加速疏鬆之下一命就嗚呼了。

我看你面色紅潤，腰桿畢直、抬頭挺胸、精神煥發，既不萎靡龍
鐘，又無關節不利便知你服藥到位，見到效果了。」

丁大夫再次感謝說： 「我這一次未先約來訪，就是要告訴你
一個好消息的，想不到你一眼就看出端倪，我最近作了一次骨密
度檢查，檢驗報告的結果比我三年半前的骨密度還要好一點，以
我79歲的年紀，應該比三年多前骨密度差，現在不但不差，還
更好些，我深信就如你所說的，富鹼寶將我的體質變鹼後，我的
身體才有此環境接受活血抗瘀方和雙向鈣的治療，而且達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你該不該給你一個驚喜呀！」

丁大夫從褲口袋掏出一支18k的Cross金筆贈送我說： 「我
觀察你用這型筆很久了，你除了用筆寫字寫文章外，也拿它當作
檢測探筆，名醫用金筆與戰將配俊駒一樣，相得益彰啊！」

我有點受寵若驚，很興奮地接受他的贈禮說： 「我從來沒有
接受過如此貴重的禮物，此筆用來探測耳穴及某些軟組織的疾病
非常理想，正是中醫四大診斷的切功，我用此探筆得心應手，許
多主流醫學雖使用先進科技儀器仍無法診斷出來的一些疾病，我
能即刻診斷無誤，比X光還要靈光，所以我每件白袍口袋都插一
支，經常用得到。在我五十多歲的年代，曾經為行醫和寫作生涯
規劃作了一則對聯自勉，找名家寫就掛在廳堂，聯云： 「幾把銀
針縱天下；握一支金筆膾炙人間。」由聯句中金筆對我的重要性
可見一斑，你是我的知音且具有洞察力的人，我為知己效勞治病
，理所當然，再一次謝謝你啦！」

（四）發明富鹼寶的良醫
丁大夫連忙阻止我說謝： 「該謝的是我，你發明的富鹼寶不

但平衡我的酸鹼度，而且增進我的免疫力，免於病痛，你推薦的
活血抗瘀方健我的心腦血管使血液暢通無阻，現又服你雙向鈣的
處方，防我骨質疏鬆，保持骨頭不老化，骨頭不老身體自然年輕
，我如果能健康地再活十幾廿年 ，得力於你的照顧和醫療，是
你有惠於我。你是德州中醫針灸的先驅，沒有你上世紀七十年代
十幾年來的奮鬥和奉獻，州政府針灸立法從無到有，我們豈能拿
到執照合法行醫呢？我引用從網上看到阿里巴巴的創始大老闆馬
雲的一 段話作為回應，老馬說： 「朋友圈有人長期做一件事，
你觀察他很久，如果他還在做，你也剛好有需求，你就找他吧！
因為；如果沒有實力他早就出局了，如果他是騙子早就消失了，
如果他不專業早就不做了。長期做下來的，都是靠譜的。」在這
個國度你做了快半個世紀了，仍然如旭日東升，朝氣蓬勃永無休
止，我三生有幸，得遇良醫啊！」

德州本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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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今天發布(5/14)影迷期

待已久的科幻驚悚影集《末日列

車》(Snowpiercer) 正式預告。本

片以《寄生上流》榮獲奧斯卡金

像獎最佳導演奉俊昊的同名電影

改編，延伸末日警世寓言，發展

成十集的全新故事。由韓國名導

朴贊郁、奉俊昊聯手監製，《黑

色孤兒》的推手葛瑞姆曼森

(Graeme Manson)掌舵，打造出好

萊塢擅長的高規格視效、步步緊

湊驚悚 、尺度更大的全新美劇

。Netflix的宣傳以劇中

繞行地球七年不停歇的

列車望出窗外，將經過

窗景的全球各知名地標

納入海報之中，台灣知

名地標「台北101」驚

喜現身，彷彿整個台北

也遭遇極速低溫，載著

僅存人口的列車從一旁

呼嘯而過，有網友比對

地理位置，笑說「這輛

末日列車一定是文湖線

！」，令人不禁莞爾。

《末日列車》正式

預告揭曉劇中的方舟列

車「破雪號」，這是一

部高科技產物，在人類

經歷氣候驟變到攝氏零

下一一九度的威脅後，

唯一賴以生存的空間。

曾操刀《納尼亞傳奇》

場景設計以及《蜘蛛人

: 驚奇再起2》等藝術

指導的兩大菁英場景、

美術團隊，為《末日列

車》設計了無與倫比的

空間，有紙醉金迷上流

階級的華麗與奢迷，以

及貧苦下層社會的黑暗

擁擠，帶領觀眾進入車

廂內的階級生活與爭

鬥 。同時集合了曾製作過《少

年Pi的奇幻漂流》、《飢餓遊戲

》、《X戰警》、《金剛》等視

效的強大人才團隊，打造列車快

速行駛在地球軌道上的壯觀與結

凍後遭遇雪崩的險象環生迫切感

，令人期待。

以《美麗境界》(A Beauti-

ful Mind)榮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

女配角的珍妮佛康納莉(Jennifer

Connelly)，十九年後重返參與美

劇演出， 在《末日列車》新劇

中飾演列車首腦的代言人兼廣播

員瑪蘭妮，掌控全車人的生殺大

權，將冷酷的蛇蠍心機個性表演

得淋漓盡致，正式預告中一場她

面對後段車廂起義反抗時，下令

懲罰下層叛徒，將其手臂伸出車

外急速冷凍，再以巨槌敲爛，她

卻視若無睹！但劇中卻同時出現

她一度被繩索五花大綁在鐵椅上

，被迫戴上連接車外冷冽空氣的

罩子，劇情轉折令人好奇。東尼

獎得主的戴維德迪格斯(Daveed

Diggs)擔任本劇男主角，形象強

悍堅毅，在劇中演出引爆階級對

立、打亂列車和平秩序的關鍵角

色，無論是角色的演出或是劇中

貧富的對立，與珍妮佛康納莉都

是實力與腦力的抗衡！美國綜藝

報(Variety)指出「這部影集將主

要角色都放到更加狂亂的處境！

」珍妮佛康納莉表示：「瑪蘭妮

這角色會讓觀眾從一開始討厭，

到後來支持她，這之間的轉變非

常有趣！」希望觀眾別錯過這全

新的影集。本劇由列車上發生一

樁謀殺案開始，為了找到兇手，

階級間開始互相猜忌、攻擊，呈

現出人性的自私殘忍，也反映人

類掙脫壓迫時的巨大爆發力，帶

領觀眾進入一場怵目驚心的旅程

。Netflix原創影集《末日列車》

將於5月25日上線。

關於末日列車：

全球上線日：2020年5月25

日上線首2集，6月1日前每週一

上線最新一集

製作公司：Tomorrow Stu-

dios、CJ Entertainment

製作人：Graeme Manson

監製：奉俊昊、朴贊郁、

Scott Derrickson、 Matthew O’

Connor、 Miky Lee、 Tae-sung

Jeong、 Lee Tae-hun、 Dooho

Choi.

導演：James Hawes

主要演員：珍妮佛康納莉、

戴維德迪格斯、Alison Wright、

Mickey Sumner、Susan Park、Id-

do Goldberg、Lena Hall

集數：10集

故事大綱：由朴贊郁、奉俊

昊擔任監製的全新美劇《末日列

車》(Snowpiercer)，描述地球氣

候劇變遭急凍的七年後，全球降

溫到攝氏零下119度，造成人口

大量死亡，僅存的人類則全擠在

一輛載有1001節車廂，設定繞行

地球永不停歇的高速列車「破雪

號」上生存。 本該生死與共的

列車乘客，卻因貪婪的人性而區

分出不同階級 。本劇由列車上

發生一樁謀殺案開始，為了找到

兇手，階級間開始互相猜忌、攻

擊，呈現出人性的自私殘忍，也

反映人類掙脫壓迫時的巨大爆發

力，帶領觀眾進入一場怵目驚心

的旅程。Netflix原創影集《末日

列車》將於5月25日上線。

台北台北101101現身現身NetflixNetflix海報爆熱議海報爆熱議

文湖線竟成《末日列車》

女星成語蕎挑戰編劇創作

，與導演鍾維恆、李若辳與好

姐妹夏宇童、4人共同參加「第

二屆疑案辦劇本馬拉松大賽」

，奪下「潛力劇本獎」；初次

參與劇本創作就獲獎讓成語蕎

大呼不可思議，興奮地說：

「超級熱血的！好像回到學生

時代。」

這次參賽是由導演鍾維

恆發起，與成語蕎因拍電影

《玩命貼圖》成為好友，常

交換對戲劇的想法；鍾維恆

及李若辳編導經驗豐富，這

次希望能找幕前工作的藝人

合作，刺激想像空間，即邀

成語蕎合作，成語蕎說，沒

接觸過的工作，她都會覺得

有新鮮感，也想看自己能不

能做到，她另推薦多才多藝

的夏宇童加入，形成這次的

編劇創作小組。

在指定的100小時中，4人

以段落接力方式，一起完成劇

本。故事以台灣的社會案件進

行改編，描述台灣第一個女死

刑犯陳高連葉毒殺兒童事件，

凶嫌魔化的心路歷程，反映現

在網路暴力、社會冷漠的狀態

。夏宇童未出道時，就曾夢想

編劇或廣播電視節目企劃，成

語蕎說，自己壓力非常大，在

交稿那一週，幾乎每天都有工

作，她趁工作空檔看小組訊息

，回家再熬夜完成自己負責的

部分，馬拉松式的辛苦過程，

如今受到肯定，再苦也都值得

了。

成語蕎說，編劇的職業令

她佩服又憧憬，這是她第一次

參與寫作，把自己定位成學生

，跟著兩位導演及夏宇童一起

學習。她私底下看劇時，常常

會邊看邊分析角色，也會在腦

海裡改編故事，原本是志在參

加，沒想到拿下「潛力劇本獎

」，「對我來說像是一趟奇幻

旅程，在我人生中又有了不一

樣的體驗及回憶。」也希望這

次的劇本未來能被拍成作品，

讓更多人看到。

成語蕎首次挑戰劇本創作
獲獎大呼不可思議

公共《大債時代》13日在西

門町拍攝場景舉行開鏡儀式，劇情

講述青年負債議題。張書豪劇中負

債後拋下妻兒輕生，現實生活中，

他也笑嘆房價太貴「誰買得起」，

被問會不會想買房成家，他大呼：

「怎麼可能！」接著又說「住我家

就好。」即便跟歐陽妮妮緋聞傳了

一年，雙方私下好得很，但檯面上

就是不多聊，張書豪尷尬笑說：

「公司會生氣。」

林柏宏在劇中飾演青年創業

家，還教人理財。林柏宏也曾感

受過經濟壓力，剛出社會時忙著

還就學貸款，還要分擔家裡的經

濟壓力，前後花了大概10年的時

間，費了很大的力氣才還清，笑

喊：「還完貸款那一刻，很舒暢

！」對於劇中青年負債的經濟壓

力特別有感觸。

林柏宏透露，他第一場戲就

拍洗澡，好險前陣子因拍攝戲劇

《火神的眼淚》有把身材練壯，

「但因為這次角色平常忙著創業

賺錢，比較沒時間健身，所以在

開拍前有特地瘦身６、７公斤，

還瘦過頭，最近有再吃回來」

女主角李霈瑜(大霈)飾演銀

行催款部職員，開拍前她特地去

銀行做演員功課，討教面對五花

八門的債務人，該用甚麼樣的話

術或方法才能討債成功。大霈提

到，自己雖然沒有背債壓力，不

過她從大學開始當模特兒，常常

以試鏡、拍廣告等等打工來平衡

學費及生活支出，能體認到賺錢

的辛苦，開始學習理財，與劇中

角色為生活忙碌奔波、認真認份

工作賺錢的心態有些許雷同。

《大債時代》劇情描述詠晴

、大器、阿良三人是國中衝刺班

死黨，曾互相約定長大後要達成

夢想，沒想到出社會多年後再聚

首，竟是阿良的葬禮。 阿良自

殺主因疑似與債務壓力有關，兩

人欲協助遺孀純珊(小薰 飾)處理

債務，但其實他們也正面臨自身

難保的財務窘境；在這個一出生

人人就背負大債的年代，該如何

從各種生活壓力中找到活下去的

勇氣？主要演員林柏宏、李霈瑜

、潘麗麗、小薰(黃瀞怡)、陳昊

森、張書豪、吳朋奉、林志儒、

黃連煜、于子育、許時豪、張永

正、楊慶煌等人演出，預計將在

2021年初於公視頻道播出。

穩交歐陽妮妮
張書豪談買房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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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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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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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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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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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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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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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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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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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好吃還要好看《鮮廚100》
花裏胡哨會“被懟”

湖南衛視全新原創美食少年先鋒成長試煉記

《鮮廚100》,將於5月21日晚首播。5月16日,節

目舉行了在線“雲發布會”,張亮、趙胤胤、錢

楓、劉宇寧、林述巍五位“鮮廚推薦官”與第壹

期的“鮮廚”代表李子峰、馮偉、余崇鑒集體亮

相,首度與媒體見面,暢聊錄制故事。另外,節目會

有數十位元廚藝少年通過廚藝比拼,爭奪直通《中

餐廳4》的名額。

節目看點 有廚藝有顏值,還有創意美食
在提前曝光的節目片段中,鮮廚中有像李子峰

這樣的跨界超模,有原本是特種兵的“硬漢”,也有

多年鉆研“2.5次元”的美食小當家以及將“黑暗

料理”變成人間美食的創意達人等。他們共同的

特點都是“有顏且會做菜”。發布會現場,李子峰

與好友張亮合作了T臺秀,展現超模風采;而“鮮廚

特種兵”馮偉,則壹改硬漢形象,巧手制作點心“小

豬包”,狂拉了壹波好感。

《鮮廚100》的五位“鮮廚推薦官”橫跨時尚

、音樂、主持、演藝和烹飪五界,但對於“美食”

有自己的專業見解。目前節目已錄制了兩期,“推

薦官”們壹上來就對節目贊不絕口,用“創意”

“驚喜”“真愛”“成長”“帥氣”五個關鍵詞

形容“鮮廚”們的表現。

至於自己在節目中的定位,五位“推薦官”也

開啟了瘋狂的自我調侃。錢楓自領“吃貨擔當”,

林述巍則被大家戲稱“2G少年”。作為節目控場

的“推薦官”,張亮調侃自己的定位是“報時的”,

專門負責催做菜的選手控制好時間。趙胤胤則被

張亮冠以“顏值擔當”,有著烹飪專業學習經歷的

劉宇寧說:“我的風格其實就是大眾視角,我就是來

吃飯,看妳長得好不好看!”

評判標準 劉宇寧:好吃最重要,花裏胡哨沒用
《鮮廚 100》其實是《中餐廳》的衍生節

目,廚藝少年們通過比拼廚藝,最後的優勝者將

直通《中餐廳 4》,與青春合夥人壹起開啟美食

之旅。對於“鮮廚”的評判,五位“推薦官”當

天也給出了自己的標準。作為《中餐廳》的

“元老”,大廚林述巍認為對烹飪是否熱愛和有

情懷最主要。廚藝了得的張亮則稱做菜首先要

幹凈,同時廚師不應被菜所“控制”,能夠行雲

流水地烹飪、處變不驚地處理好各種狀況才是

壹位合格的“鮮廚”。這壹點也得到了趙胤胤

的認同。他表示,如果烹飪的過程是壹個相對完

整正確的,那麼結果也不會差。自領“吃貨擔

當”的錢楓和“耿直 BOY”劉宇寧則給

出了同樣的答案:要好吃!劉宇寧說:“我

最看重的其實還是好吃,花裏胡哨沒什麼

用。我看到那種花裏胡哨的,我就本能想

去懟他。”

在節目中,錢楓竟然也有了要減肥的想

法。原來,看到節目中高顏值的鮮廚們,他

也暗暗下了恢復巔峰顏值的決心。“我可

以很明確地告訴大家,我現在已經制定了減

肥計劃!”發布會上,錢楓表示,自己的減肥

目標就是像鮮廚們壹樣,“我想回到從前那

個少年,努力回歸壹下自己當年的顏值。”

“沒想到農村戲
也這麼受年輕人喜歡”

“我沒想到，農村戲也會這麼受90後、

00後喜歡。”接通電話後，貴州省文聯主席

歐陽黔森的聲音傳來。由他擔任總制片人、

編劇的電視劇《花繁葉茂》，5月11日起在

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黃金檔熱播，開播至今

，豆瓣評分8.0，B站觀眾打分9.3。

本劇是2020年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脫貧攻

堅題材重點劇目，由中央電視臺、中共貴州

省委宣傳部出品，上海電影制片廠等聯合出

品；通過以貴州遵義花茂村為代表的楓香鎮

鄉村變化，講述了新時代幹部群眾攜手精準

扶貧奔小康的故事。

鏡頭描繪遵義的脫貧實踐
電視劇《花繁葉茂》改編自歐陽黔森創

作的報告文學《花繁葉茂，傾聽花開的聲

音》。2018年，報告文學發表後，他又將之

改成劇本。

“在精準扶貧政策之前，貴州遵義也是

脫貧攻堅戰的重要戰場。”歐陽黔森說，上

世紀80年代中期，當地就推出扶貧政策，最

初只是“輸血式扶貧”；後來“科技扶貧”

興起，讓當地有了再生的創造力；如今的

“精準扶貧”，針對每個村、每家每戶的不

同條件，建檔立卡，確保全面小康“壹個都

不能少”。

《花繁葉茂》的故事從遵義縣楓香鎮的

幾個村說起，通過地處黔北地區的花茂村、

紙坊村和大地方村等幾個村寨，從貧困到小

康，再到“百姓富、生態美”的蛻變，生動

刻畫了駐村第壹書記歐陽采薇、花茂村村支

書唐萬財等勇於擔當、忠誠奉獻的鄉鎮幹部

群像。

歐陽黔森說，以多個村寨為描摹對象，

正是因為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即便是同壹個

鄉鎮下轄的村落，也面臨截然不同的致貧

因素。“只有因地制宜，來壹場鄉村產業革

命，才能助力鄉村振興。”劇名《花繁葉

茂》取自花茂村。實際上，花茂村原名“荒

茅田”，意指貧困荒蕪，後改名“花茂”，

寓意花繁葉茂，寄托了村民們的期盼。“花

繁葉茂，這個願望是從精準扶貧後實現的。”

輕喜劇風格包裹嚴肅題材
電視劇《花繁葉茂》集結了壹個頗具實

力的主創班底。導演尚大慶在電影、電視劇

、小品等領域都有涉足。他同時也是劇中

“何老幺”的飾演者。主演陣容中，包括實

力派演員王迅、朱墨、邵峰等。歐陽黔森回

憶道，拍攝時，主創團隊壹有空就湊在壹起

討論研究，“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作品敷

衍觀眾，觀眾也會敷衍妳。”

脫貧攻堅是個嚴肅題材，但《花繁葉

茂》定下的主基調是輕喜劇。通過喜劇形

式，將新農村建設進程中涉及的農村“三

改”、土地流轉、移民搬遷、產業改造升級

等棘手問題和因地制宜的理念包裹其中，在

鮮活的人物群像中展現政策優勢、寓教於

樂。豆瓣上，有網友寫下短評：“意外地適

合年輕觀眾看，鄉村故事寫得挺生動，演員

演技很有細節。”

歐陽黔森說，自己在創作時並不回避

“矛盾”，因為扶貧就是個解決矛盾的過

程。在采風過程中，他曾聽聞，有扶貧幹部

壹連去了貧困戶家99次，“很多硬骨頭就是

這樣啃下來的。”

用歐陽黔森的話來說，楓香鎮是“紅綠

搭配”最好的地方。“紅”意味著紅色文

化，楓香鎮茍壩村是茍壩會議所在地，紅色

旅遊資源豐富；“綠”則是青山綠水，如今

的花茂村，通過統籌推進精準扶貧，成了遠

近聞名的富裕村，既有高效特色農業，也有

迷人的鄉村旅遊風光。劇裏劇外，“精準扶

貧”帶來的改變正在發生。

胡海泉《天賜的聲音》轉型線上
“樂”在其中

綜藝節目《天賜的聲音》於5

月16日晚播出收官壹期，當晚，胡

海泉和任賢齊雲合唱了壹首早年的

作品《飛鳥》，引發觀眾共鳴。

疫情沖擊了傳統音樂與演出

行業，胡海泉卻壹直活躍在觀眾

的視線中，直播彈唱會、制作短

視頻，這位資歷頗深的傳統音樂

人發現了線上做音樂的契機，

“高水準的直播和合作完全可以

通過線上完成，我去做直播，完

全不覺得我被‘降維’了。”

新《飛鳥》唱出古風感
《飛鳥》是任賢齊2001年同

名專輯的主打作品，也是電視劇

《新楚留香》片尾曲，可直到

《天賜的聲音》最後壹期播出，

很多人才發現，原來這首膾炙人

口的歌是胡海泉寫的。

節目中，作為“聲音推薦人”

和“音樂合夥人”的胡海泉重新編

配並演繹這首歌曲。任賢齊身在臺

灣，二人以雲錄制的形式合作。這

次演繹中，胡海泉邀請古箏演奏家

程皓如加入，古箏清冷的音色響起

，讓網友直呼有了“古風感”。胡

海泉坐在旁邊彈琴，與屏幕中的任

賢齊壹人壹句演唱，有網友留言，

聽了新版《飛鳥》的感覺是：“壹

曲慰藉，相忘江湖。”

“我和任賢齊認識很多年，但

在舞臺表演上從來沒有合作過，

《飛鳥》這首歌寫出來以後，也壹

直沒有新的版本。”正因為這樣，

胡海泉和任賢齊的合作壹拍即合。

“重新編配新版《飛鳥》的時候，

我出差沒在北京，就在酒店裏借了

壹臺琴，壹連幾個晚上研究編曲

和演唱。”胡海泉想保留原歌曲的

滄桑感和空間感，這次增加了節奏

感和古箏演奏。他把這個想法跟任

賢齊壹說，任賢齊欣然同意。

唯壹的難點在於雲錄制，任

賢齊身在臺灣，線上合作需要兩

人的時間碼同步才能完成和聲，

壹旦有延遲就會影響效果。“這

是個技術性問題，我們研究了壹

陣兒，節目組提供了很大支持，

終於解決了。”胡海泉說。

網友點歌他即興彈唱
疫情沖擊了線下演出，胡海

泉的音樂工作卻沒有停止，創作

、線上直播、錄制綜藝節目，參

加了“相信未來”義演……

春節期間胡海泉剛好在國外

度假，遭遇疫情不能出門便開始

寫歌。即便當時只有吉他和鋼琴

，他還是寫了十多首作品，“出

壹張專輯的數量是有了，但是還

要打磨，再研究如何發表。”

直播中，胡海泉發現互動感是

線上活動的核心，這會給網友完全

不壹樣的體驗，也對歌手提出了新

要求。直播中，他邊彈邊唱還與網

友互動聊天，網友說到什麼，他就

能彈什麼，手上彈什麼就能唱什麼

。“這個非常考驗基本功，但我覺

得自己毫無違和感。”

隨著疫情慢慢好轉，國內可

以小範圍錄制節目，胡海泉參加

了《天賜的聲音》。節目中，他

和霍尊合作了自己的歌曲《先走

的人比較不容易受傷》，胡海泉

把歌曲和北島的詩歌融合。演唱

時，胡海泉和霍尊壹個嗓音低沈

，壹個音色空靈，很多人聽了都

稱之為“神仙組合”。

做直播不覺得被“降維”
近日，胡海泉在壹些視頻平臺上

推出小視頻，除了彈唱外還簡單教網

友壹些樂理知識，串聯多首流行歌。

網絡上不少音樂達人都會制作這樣的

視頻，胡海泉也樂在其中。“未來

就是個達人的時代，我不僅可以是音

樂達人，還可以是科技、讀書、美食

達人，這可以是壹個人的很多面。”

他覺得，只要自己在真誠的表達，就

沒有“降維”的心理包袱。

在他看來，這個時代就是直播的

時代，只不過疫情的出現讓音樂人不

得不直面現狀。“很多時候改變都是

在被迫的情況下發生的，人在沒有壓

力的時候總是習慣性地做原來的

事。”但現在線下演出受限，倒逼

人們做出改變。“其實想想，就算沒

有疫情，這些改變也應該做，因為人

們的生活方式已經改變了，人們把大

量的時間和精力放在了移動端和屏幕

上，我們為什麼不能這樣做呢？”

經過這壹段時間的嘗試，胡

海泉也在計劃向線上轉型，直

播、發短視頻、線上演出都會嘗

試，“了解了新的形式才會找到

感覺，戰場都沒上過，怎麼能說

自己適合什麼兵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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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首創 
美南傳媒優惠卡
- 疫情當前，醫生線上看病
- 每個家庭$18元會費
- 線上醫生，牙醫看診，藥房供藥

全面折扣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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