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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neapolis police officer charged with 
murder of George Flo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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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NEAPOLIS (Reuters) - A white former Minneapolis 
police officer was charged with murder on Friday after 
a bystander video showed him pinning his knee into the 
neck of an unarmed black man who later died, an incident 
that triggered three nights of violent protests.

Derek Chauvin, the officer seen on the cellphone video 
footage kneeling on George Floyd’s neck, is in custody 
and has been charged with third-degree murder and man-
slaughter, Hennepin County Attorney Mike Freeman told a 
news briefing.

“We have evidence, we have the citizen’s camera’s video, 
the horrible, horrific, terrible thing we have all seen over 
and over again, we have the officer’s body-worn camera, 
we have statements from some witnesses,” Freeman said.

RELATED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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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phic footage, taken during the Monday evening ar-
rest, shows Floyd, 46, gasping for air and pleading for help 
as he repeatedly groans, “please, I can’t breathe,” while 
onlookers can be heard shouting at police to let him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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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yd gradually grew unresponsive and ceased to move. He 
was pronounced dead at a local hospital a short time later.

Chauvin had his knee on Floyd’s neck for 8 minutes and 46 
seconds, according to court documents. An autopsy found the 
combined impact of being restrained by police, underlying 
health conditions and any potential intoxicants in his system 
likely contributed to his death.

The charges came after a third night of turmoil, which saw 
protesters set fire to a police station in Minneapolis and the 
National Guard deployed to help restore order.

Minneapolis Mayor Jacob Frey imposed an 8 p.m. curfew to 
try to stop the violence that has wracked the city the last three 
nights. The curfew will extend through the weekend, expiring 
at 6 a.m. each morning, and prohibits people from traveling on 
public streets or gathering in a public place.

Floyd, a Houston native who had worked security for a night-
club, was arrested for allegedly using counterfeit money at a 
store to buy cigarettes on Monday evening. An employee who 
called police described the suspect as possibly drunk, accord-
ing to an official transcript of the call.

Chauvin and three other officers at the scene were fired on 
Tuesday from the Minneapolis Police Department. The city has 
identified them as Thomas Lane, Tou Thao and J Alexander 
Kueng.

Armoured vehicles are pictured as National Guard members 
guard the area in the aftermath of a protest after a white police 
officer was caught on a bystander’s video pressing his knee 
into the neck of African-American man George Floyd, who 
later died at a hospital, in Minneapolis, Minnesota, U.S., May 
29, 2020. REUTERS/Carlos Barria
Freeman said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auvin, who faces up 
to 25 years in prison if he is convicted, was continuing and 
he anticipated filing charges against the other officers 
as well. He said it was appropriate to charge “the most 
dangerous perpetrator” first.

‘HARROWING’
U.S. 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Barr called the video “harrow-
ing and deeply disturbing” in a written statement and said a 
parallel federal investigation would determine if the officers 
violated civil rights laws.

Floyd’s death recalled the 2014 killing of Eric Garner, an un-
armed black man in New York City, who died after being put 
in a police chokehold and telling the officers, “I can’t breathe.”
Mike Griffin, a community organizer in Minneapolis, said the 
resulting protests reflected years of frustration over economic 
inequalities and the feeling that black lives were not valued as 
highly by police.

He said anger has been building since the 2015 fatal shooting 
by Minneapolis police of 24-year-old Jamar Clark, and the 
2016 killing of Philando Castile, a 32-year old black man shot 
by Minnesota police during a traffic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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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as a tim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at might draw compar-
isons to life today. There was fear, un-
certainty and lots of concern for public 
health. It wasn’t the novel coronavirus, 
of course, the current pandemic sweep-
ing the globe. It was an epidemic called 
paralytic poliomyelitis, or infantile pa-
ralysis -- perhaps best known as polio.
In fact, polio was once one of the most 
feared diseases in the U.S., according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 which goes on to say online that 
in the early 1950s, before polio vaccines 
were available, polio outbreaks caused 
more than 15,000 cases of paralysis each 
year. Parents were scared to let their chil-
dren go outside; travel and commerce 
between cities were sometimes restrict-
ed, and quarantines were imposed. Polio 
wreaked havoc on communities. 

4/16/1955 -- Dr. William S. Burgoyne 
gives a shot of the Salk anti-polio vac-
cine to Michael Urnezis, 6, while the 
boy’s sister, Joanne, 12, a polio victim, 
looks on April 16, 1955.
Once vaccines were introduced — spe-
cifically, trivalent inactivated poliovirus 
vaccine (IPV) in 1955 and trivalent oral 
poliovirus vaccine (OPV) in 1963 — 
the number of polio cases fell rapidly 

to less than 100 in the 1960s and fewer 
than 10 in the 1970s, according to the 
CDC. Thanks to a successful vaccina-
tion program,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w 
been polio-free since 1979. But back to 
those old enough to remember, like Ti-
etze: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stories of 
people rushing out for their sugar cubes? 
(That was the way some of the oral vac-
cines were given).
Jan Smolinski, of Michigan, recalls that 
time in her life vividly. She was 20 years 
old, and preparing for her wedding. “The 
day of my wedding shower, which must 
have been on a Sunday in April -- my 
whole wedding party, we went, and it 
must have been to a community center 
(or) a church or a school,” Smolinski 
said. “And we’d wait and there were 
doctors, nurses and volunteers. And 
you’d receive your sugar cube. And then 
you got the second dose a couple months 
later, because that was the day after (our) 
wedding. My husband and I went to St. 
Regis Church in Detroit and got a second 
dose. That was 1964. The next day, we 
reminded everyone, ‘Go get your sugar 
cubes tomorrow!’ And that was before 
we left on our honeymoon.”

 The New York City Health Depart-
ment distributes the oral, Sabin-type 
polio vaccine in this file photograph. 
(Getty Images, created May 7, 1962)
It was Jonas Salk who became a national 
hero, the Science History Institute said, 
when he quelled the fear of the dreaded 
disease with his polio vaccine, approved 
in 1955. His came first, and then Albert 
Bruce Sabin introduced an oral vacc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60s that 
replaced Salk’s. Smolinski took the oral 
version, hence, the sugar cube. It must 
have come as a relief to have a vaccine 
after all those years.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holds 
his Scotch terrier on his lap as he talks 
to Ruthie Bie, the daughter of the 
Hyde Park caretaker. This photo is 
one of only two that show Roosevelt in 
his wheelchair. (Getty Images)
People with more serious polio symp-
toms could experience the sensation of 
pins and needles in the legs; develop 
meningitis, an infection of the covering 
of the spinal cord; and paralysis. Of the 
57,628 reported cases, there were 3,145 
deaths, according to the website Health-
line. Franklin D. Roosevelt, the 32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diag-
nosed with polio, in 1921, at the age of 
39. No one is certain of the circumstanc-
es leading to FDR’s contraction of polio, 
but many believe he was exposed to the 
virus at a Boy Scout camp in New York. 
It was uncommon for a middle aged per-
son to contract polio, according to the 
FDR Library. Most cases of the disease 
were acquired by children. 
In the image below, two young children 
are in an iron lung, a type of pressure 
ventilator that began use in the 1920s. 
It was intended for polio patients whose 
chest muscles had been effected by the 
virus, which led to problems breathing. 
The iron lung would create different 
pressures, stimulating breathing in the 
patient.

Two little girls lay in Iron Lung Ma-
chines while being treated for Polio.
“We didn’t see him for a long time,” Ti-

etze said of his cousin. “When they fi-
nally got out of the hospital, they were 
quarantined. They lived close to us, and 
we didn’t see them for maybe a cou-
ple years. He was (paralyzed). He was 
young when he got it -- 8 or 9.”
Tietze spoke of the iron lung, used on 
some polio patients, and remarked on 
how frightening they looked.
Smolinski spoke of the iron lung, as 
well. Her husband had a friend in one. 
“You were totally encapsulated,” Smo-
linski said. “It was quite noisy.”

 Children in San Angelo, Texas resi-
dential areas watch health employees 
spray DDT over vacant lots in the city 
to combat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olio cases. All theaters, swimming 
pools, churches, schools and public 
meeting places were closed. (Photo/
Getty Images/Contributor/June 11, 
1949)
Many grew concerned about children 
playing outside, and people even re-
ferred to it as “polio season.” Smolins-
ki said she was probably 9 or 10 years 
old when polio concerns were incredibly 
high. She wonders about how a vaccine 
would be distributed today. It’s a similar 
situation in some ways to what’s going 
on with the novel coronavirus, but also 
so different. It’s a new era.
But as a little girl, Smolinski thinks back 
mostly on the situation with her cous-
ins. It’s always a little more “real” when 
something touches your own family, 
isn’t it?
“My parents were very upset,” Smolins-
ki said. “It was their nieces. … It was 
(also) like, it could happen in our own 
family. That’s where the fear came in.” 
(Courtesy https://www.ks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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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ing For A COVID-19 Vaccine 
Much Like Waiting For A Polio 

Vaccine In An Earlier Time

 Dr. Jonas K. Salk, developer of the first polio vaccine, poses in                                                    
his laboratory in Pittsburgh, Pa., April 7, 1955. (Photo/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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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of the police brutality in the
George Floyd case, a lot of national
unrest has erupted. In many major U.S.
cities, many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have turned into violence. President
Trump tweeted today and said that, “I
can’t stand back and watch this
happen to a great American city like
Minneapolis. A total lack of leadership.
Either the very weak radical left Mayor
Jacob Frey gets his act together and
brings the city under control, or I will
send in the National Guard and get the
job done right.”

Houston, Texas, the city George Floyd
was born in, will host a big rally to

protest police brutality. We very much
regret this event that has already created
political turmoil.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racial
discrimina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issues in America. In our
communities, law enforcement has
always viewed African-American and
minorities as a major source of crime
and have used excessive force on these
people. Now, in Floyd’s case, the use
of force has become a national tragedy.

President Trump has just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and asked Congress to
revoke the Section 230 part of a1996 law

that laid out rules for online media. He
said today we are facing the gravest
danger to our right of freedom of speech
in American history.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s
really come to a crossroad. This great

nation was founded on democracy,
liberty and freedom of speech. With all
the things happening today in our
society, will our national spirit be broken
and 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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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exercise at the balconies of a training center, which has been convert-
ed into a quarantine house on the outskirts of Jakarta, Indonesia. REUTERS/
WIlly Kurniawan    

Protesters gather to watch shopping carts burning near the Minneapolis Police third precinct 
after a white police officer was caught on a bystander’s video pressing his knee into the neck 
of George Floyd, who later died at a hospital, in Minneapolis,...MORE

Journalists get tested for the coronavirus before attending the closing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Beijing, China. REUTERS/Carlos Garcia Raw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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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ipino artist Leeroy New poses with a makeshift mask he designed with recycled materials as he 
adapts to the effects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the art industry, in his studio in Quezon City, Metro 
Manila. REUTERS/Eloisa Lopez    

Medical staff protest at the gates of Downing Street after the last day of the Clap for our Carers 
campaign in support of the NHS,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London, Britain. REUTERS/Hannah Mcka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asts his vote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for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t the closing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hin

MORE

People react as a car burns at the parking lot of a Target store during protests after a white po-
lice officer was caught on a bystander’s video pressing his knee into the neck of George Floyd, 
who later died at a hospital, in Minneapolis, Minnesota....

Protesters react as they set fire to the entrance of a police station as demonstrations continue after a white police 
officer was caught on a bystander’s video pressing his knee into the neck of George Floyd, an unarmed black man 
who later died at a..



副刊

脏话是有序语言之中无伤大雅

的点缀，语言发展的历史有多漫长

，脏话就几乎与它如影随形了多久

，男性往往比女性在脏话上具备更

多话语权。在脏话研究这个看似有

些生僻的领域，语言学家露丝 · 韦

津利的《脏话文化史》从专业角度

挖掘了被人忽视的“语言垃圾”。

语言发展的历史有多漫长，脏

话就几乎与它如影随形了多久。可

惜的是，在象牙塔里，对于语言的

学术研究大多正襟危坐，诙谐风趣

在字里行间被消磨殆尽，那些对于

荒腔走板的推敲也就逐渐淡出了正

统研究者的视线。然而，在大众那

里，富于时代性的语言在不断延展

的过程中衍生出体量相当之大的信

息群，被处于不同地域、文化的层

次的人再加工，成为他们吞吐于日

常生活的惯用语并从而形成体系，

当然，这些散布于民间的俚语也少

有人去挖掘其意义及产生的背景。

这条无人之径终究会有探索者

涉足，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露丝 · 韦

津利 (Ruth Wajnryb) 曾辗转多地拣

拾 被 人 忽 视 的 “ 语 言 垃 圾 ” ， 在

《脏话文化史》中，她以专业化分

析解释语言中一度被人称为糟粕词

句的起源、演变以及文化差异。韦

津利打破了大多数语言学家不敢触

及的禁忌，小心试探，大胆求证：

“每当遇上新辞典，我首先直接翻

到 F 字部，看看辞典怎么说。如果

书上的定义不令人满意，不符合我

对这个字在现实生活中各种行动脉

络里实际用法的了解，我就会放下

那本辞典，另寻其他。”

在脏话研究这个看似有些生僻

的领域，韦津利并非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学术上的偏见，相关资料的

短缺，沟通中陷入的僵局……所有

这一切障碍都没有阻挡先锋姿态的

语言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进发，原

因很简单，不能因为它的粗鄙丑陋

，就将其排除在语言之外，作为出

口成章的边角料，“出口成脏”同

样举足轻重。

骂脏话：发泄出来的文化史

脏话是有序语言中的些许无伤

大雅的点缀，“无伤大雅”在此之

意并非从语言的文明度上出发，而

是在语义理解层面上，它的加入没

有干扰到双方领会彼此的意思，反

而在字眼上强化了情绪的表达。大

多数人将语言文明与公共卫生的清

洁相提并论，这种传统偏见迫使他

们将污秽的词语等同于清除的死角

，也意味着公共道德败坏，教育程

度与社会程度的低下。事实上，文

化的独特性赋予了语言的多元，其

中的权力分配让有些人还未出口便

败下阵来，也就是“语言势利眼”

惯常认为的“人以群分”，背景与

地位决定着语言的养成，在他们看

来，这些出口屎尿屁之流的人不仅

亵渎了语言，还在无意间流露出了

他们本身词汇的匮乏。

历史上就有“骂战”的传统，

从古代盎格鲁-

撒 克 逊 社 会 一

直 延 续 到 十 五

世 纪 的 英 格 兰

， 时 至 今 日 ，

这 种 带 有 强 烈

责 骂 或 争 吵 的

对 骂 竞 赛 仍 然

活 跃 于 美 国 黑

人 社 群 。 哪 一

方 在 用 词 上 技

高 一 筹 就 占 了

上 风 ， 这 场 看

似 “ 脱 口 秀

”的现场演出，与其说是围观一场

骂架，不如说是见识双方语言看家

本事的比拼。从个人仇恨到街头表

演，从吃瓜群众到娱乐大众，旁门

左道炮制出其不意的文词，侵略性

的恶语相对，用字词进行人身攻击

或者触犯了禁忌，脱口而出的暴力

反而避免了一场肢体冲突，涤除内

心的污垢，露出人类本质的呐喊，

舒压解愁如同一种生理释放。

引来口舌之争的缘起众说纷纭

，如此低下的情绪管理缺乏自制力

，不经大脑的非理智冲动被谴责为

“社会病顽疾”的显性表现，他们

或受到流行文化譬如娱乐节目、街

道涂鸦哗众取宠的熏染而效仿装酷

，或是叛逆的外在张力故作强硬，

以强词掩护内心的懦弱，抑或仅仅

是司空见惯与社交相关联的一种调

侃的共鸣，没有恶意攻击的意思，

毫无贬义也无冒犯，相处自在随意

的状态。条条大路通罗马，咒骂本

身具有毁灭性，摧毁了语言的清洁

度，然而从另外一角度看，它也在

一定程度上为语言开辟出了新的景

观。

在如今的社交之中，咒骂又有

了新的意味，开黄腔拉拢关系，拿

人开涮、掺杂搞笑的成分不同于以

往因恼怒而发威，反过来，所谓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咒骂养成的无事

生非的习惯也来自于社群的习气，

疏解压力或是表示强烈不同的观点

，他们的逆反心理即是针对社群约

定俗成的禁忌，这些避讳也为咒骂

提供了词语依据。

谁拥有了脏话权？

咒 骂 的 存 在 使 人 类 认 识 到 ，

并 非 所 有 人 都 能 恰 如 其 分 地 和 谐

共 处 。 骂 人 的 言 词 不 仅 出 于 边 缘

分 子 ， 犯 罪 分 子 、 酗 酒 者 、 都 市

浪 人 ， 还 有 都 市 白 领 、 知 识 分 子

之 间 。 与 此 同 时 ， 脏 话 的 使 用 者

男 女 皆 有 ， 他 们 不 仅 在 表 达 上 各

有 差 异 ， 然 而 在 他 人 的 刻 板 印 象

里 ， 女 性 咒 骂 更 容 易 受 到 公 众 的

斥责。

显 而 易 见 的 是 ， 男 性 比 女 性

在 脏 话 上 具 备 更 多 话 语 权 。 《 英

语 的 脏 话 》 的 作 者 托 尼 · 麦 克 内

里 （Tony McEnery ）说 ： “ 到 十 七

世 纪 末 ， 女 性 从 具 有 威 力 的 物 种

， 沦 为 听 任 指 使 的 纯 洁 天 使——

这 与 语 言 干 净 开 始 作 为 ‘ 女 德 ’

的 新 标 准 不 无 关 系 。 ” 十 八 世 纪

男 女 语 言 风 俗 就 有 了 “ 男 子 要 有

力 ， 女 子 要 贞 洁 ” 的 说 法 ， 女 性

在 言 辞 上 注 重 委 婉 ， 躲 避 重 口 味

， 即 便 在 今 天 ， 女 性 说 脏 话 引 来

的 议 论 要 远 远 多 于 男 性 。 英 皇 查

尔 斯 二 世 的 御 用 牧 师 理 查 德 · 阿

莱 斯 特 里 （Richard Allestree ） 出 版

的 《 仕 女 之 思 》 曾 写 道 ， 妇 女 频

繁 使 用 脏 话 便 会 导 致 性 别 上 的 变

异 ， “ 神 形 俱 化 ” ， 最 终 导 致

“ 姿 态 若 男 子 ” ， 性 别 一 方 面 显

性 的 ， 与 生 俱 来 的 ， 另 一 方 面 是

隐 形 的 ， 后 天 习 得 的 ， 甚 至 不 为

人 所 知 的 。 通 过 外 化 的 语 言 塑 型

人 格 。 脏 话 俨 然 成 了 女 性 跨 越 性

别鸿沟，追求平权的工具。

在 当 代 ， 骂 人 不 再 是 男 性 的

特 权 ， 女 性 在 家 庭 、 工 作 的 压 力

之 下 口 无 遮 拦 大 有 人 在 ， 屡 见 不

鲜 。 打 破 以 貌 取 人 的 判 断 ， 越 来

越 多 的 女 性 进 入 到 属 于 男 性 的 领

域 ， 骂 脏 话 也 成 为 她 们 快 速 提 升

信 任 ， 尽 快 融 入 他 们 之 间 的 一 招

。 男 女 双 方 在 骂 人 习 惯 上 各 有 偏

重 ， 但 在 字 词 的 选 择 上 却 殊 途 同

归 ， 大 多 数 语 义 围 绕 着 性 、 社 会

、 家 庭 ， 暗 含 生 理 缺 陷 、 肆 意 挑

逗 的 性 关 系 、 社 交 缺 陷 等 异 于 常

人 的 个 性 展 开 的 。 比 如 ， 巫 婆 、

母 夜 叉 、 泼 妇 、 男 人 婆 、 小 羊 羔

、 母 狗 、 母 牛 、 骚 货 、 荡 妇 ……

鲁 迅 在 《 论 他 妈 的 》 里 挑 明 了 骂

词 的 来 历 ： “ 无 论 是 谁 ， 只 要 在

中 国 过 活 ， 便 总 得 常 听 到 ‘ 他 妈

的 ’ 或 其 相 类 的 口 头 禅 。 我 想 ：

这 话 的 分 布 ， 大 概 就 跟 着 中 国 人

足 迹 之 所 至 罢 ； 使 用 的 遍 数 ， 怕

也 未 必 比 客 气 的 ‘ 您 好 呀 ’ 会 更

少 。 假 使 依 或 人 所 说 ， 牡 丹 是 中

国 的 ‘ 国 花 ’ ， 那 么 ， 这 就 可 以

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这些词常见于男性对女性的侮

辱和贬 低 之 中 ， 推 敲 这 些 带 有 攻

击 弱 点 的 敏 感 词 语 无 疑 可 以 看 出

， 女 性 在 他 们 的 咒 骂 之 中 被 妖 魔

化 、 动 物 化 ， 甚 至 变 态 化 …… 从

古 希 腊 时 期 便 有 了 一 系 列 的 隐 喻

， 鸟 身 女 妖 哈 比 （harpy） 凶 残 且

贪 婪 ， 塞 壬 （Siren） 是 人 头 鸟 身

的 怪 物 ， 以 美 妙 的 歌 喉 引 来 水 手

， 航 船 触 礁 沉 没 。 烧 兔 子 的 人

(bunny burner) 则被用来形容精神恍

惚 ， 有 跟 踪 男 人 癖 好 的 女 人 。 与

生 俱 来 的 厌 女 心 理 迫 使 男 性 从 女

性 的 左 右 中 解 放 出 来 ， 而 在 情 感

上 又 难 以 释 怀 。 遭 遇 负 面 情 绪 时

， 女 性 可 以 放 纵 泪 奔 ， 男 儿 有 泪

不 轻 弹 ， 只 能 出 此 下 策 。 比 如 公

路 上 的 发 飙 咒 骂 抑 制 暴 力 倾 向 ，

让 暴 躁 的 情 绪 得 以 发 泄 ， 避 免 进

一 步 的 肢 体 冲 突 ， 也 可 能 会 与 对

方 一 触 即 发 。 性 别 、 权 力 、 咒 骂

三 者 之 间 ， 开 启 咒 骂 模 式 的 一 方

往往掌控住了话语的主导。

因社会阶级而有所不同，即便

身处同一文化背景中也有着个体差

异，因一个词、一句话而对一个人

下定义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更

多的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个性，偶

尔一两句戏谑抹杀了她们曾经脆弱

时的泪水，却不曾改变她们坚定在

社会上与男性比肩的信念。

脏话是“语言垃圾”吗？
语言学家眼中的趣味脏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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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NASA and SpaceX scrubbed Wednesday’s 
launch attempt of the Demo-2 flight test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due to unfa-
vorable weather conditions around Launch 
Complex 39A at the agency’s Kennedy 
Space Center in Florida. Launch has been re-
scheduled to Saturday, May 30, at 3:22 p.m. 
EDT. “I know there’s a lot of disappointment 
today. The weather got us,” NASA Admin-
istrator Jim Bridenstine said. “But it was a 
great day for NASA. It was a great day for 
SpaceX. Our teams worked together in a re-
ally impressive way, making good decisions 
all along.”

NASA’s SpaceX Demo-2 crew members 
wave to their families, friends and support 
team members as they prepare to depart 
for Launch Complex 39A. Image credit: 

NASA TV
The countdown proceeded smoothly 
throughout the day Wednesday, with no 
technical issues raised regarding the SpaceX 
Falcon 9 rocket or the Crew Dragon space-
craft. NASA astronauts Robert Behnken 
and Douglas Hurley suited up, walked out 
of Kennedy’s Neil Armstrong Operations 
and Checkout Building and rode out to the 
launch complex in a Tesla Model X before 
climbing on board the SpaceX Crew Dragon 
spacecraft a few minutes ahead of schedule.
However, later in the countdown, with op-
erations underway to load the rocket’s pro-
pellants and the instantaneous launch win-
dow of 4:33 p.m. EDT drawing near, launch 
weather officials briefed SpaceX Launch 
Director Mike Taylor that there just wasn’t 
enough time to wait for weather to improve. 
Rain, cumulus clouds, attached anvil clouds, 
lightning and field mill data – which measure 
the amount of electricity in the atmosphere 
– all violated Falcon 9 and Crew Dragon 
launch criteria at times throughout the day.

NASA’s SpaceX Demo-2 crew members 
Douglas Hurley, foreground, and Robert 
Behnken, inside the SpaceX Crew Dragon 
spacecraft at Launch Complex 39A. (Pho-
to/NASA TV)
“There was a concern that if we did launch, it 
could actually trigger lightning,” Bridenstine 
said. “We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SpaceX’s decision to reschedule launch was 
made with only 17 minutes remaining until 
the anticipated liftoff time.
“We can see raindrops on the windows,” 
Hurley said as he and Behnken received the 
news that weather had prevented a liftoff 
Wednesday. “We understand everybody’s 
probably a little bummed out, but that’s part 
of the deal,” he added.
SpaceX removed propellant from the Falcon 
9 rocket, the Crew Dragon’s launch escape 
system was disarmed and the crew access 
arm and White Room were returned to posi-
tion beside the spacecraft’s side hatch. Hur-
ley and Behnken exited the Crew Dragon 
at approximately 5:50 p.m. and departed to 
return to the Astronaut Crew Quarters inside 
the Operations and Checkout Building.
“Everybody did great today,” Hurley said 
before the crew climbed out of the space-
craft. “It was a good practice, and we’ll do it 
again on Saturday.”

The SpaceX Falcon 9 and Crew Dragon 
spacecraft stand on Launch Complex 39A 
on May 27, 2020. (Photo/NASA TV)                                                                                                             
“We did a wet dress rehearsal. We haven’t 
done a wet dress rehearsal with our astro-
nauts, full gear, before,” Bridenstine pointed 
out. “We learn a lot every time we do these 
things, and today was no different.”                                                                                                                   
NASA’s SpaceX Demo-2 mission will be an 

end-to-end test flight to validate the SpaceX 
crew transportation system, paving the way 
for its certification for regular crew flights to 
the station as part of NASA’s Commercial 
Crew Program. It will be the first launch of 
American astronauts on an American rocket 
from American soil in nearly a decade, since 
the retirement of the space shuttle following 
its final flight, STS-135, in 2011.
Launch coverage on Saturday, May 30, will 
begin at 11 a.m. on NASA Television, on the 
web at http://www.nasa.gov/live and here on 
the blog. (Courtesy https://blogs.nasa.gov/
commercialcrew/2020/05/27/)
Related

The Flight is a Test
This historic flight is really a test. It’s the last 
big milestone for SpaceX as part of NASA’s 
Commercial Crew Program. The experi-
mental initiative tasked private companies 
with creating new spacecraft for NASA 
that are capable of transporting astronauts 
to an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SpaceX’s contribution to the program is a 
sleek, gumdrop-shaped capsule called the 
Crew Dragon. While it’s flown a few times 
before, the capsule has yet to carry people 
to space.
SpaceX spent the last six years getting to 
this point. Last year, the company did a full 
dress rehearsal, successfully launching the 
Crew Dragon to the station without a crew 
on board. The company also tested the cap-
sule’s emergency escape system, confirm-
ing that the Crew Dragon can carry people 
to safety if something goes wrong during 
the launch. But there have been setbacks 
to overcome, too, including rocket failures 
and the explosion of a Crew Dragon capsule 
during a ground test last year. SpaceX has 
since recovered, referring to the failures as 
“gifts” that helped the company create a saf-
er vehicle.

NASA astronauts Doug Hurley, 
left, and Bob Behnken, monitor                                                                        

the Crew Dragon spacecraft static fire en-
gine test. (Photo/AP )
Now, it’s time for the Crew Dragon to have 
a crew. The vehicle’s first two passengers 
are veteran NASA astronauts Bob Behnken 
and Doug Hurley, who were assigned to this 
mission in 2018. After two years of training 
for this flight with both NASA and SpaceX, 
they’re ready to don SpaceX’s custom space 
suits and take their seats inside the capsule.
Here’s why this flight is so important, what to 
expect from the mission, and what it means 
for NASA and SpaceX moving forward.
July 8th, 2011, marked the final flight of 
NASA’s Space Shuttle and the last time as-
tronauts launched to orbi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ver since, NASA has flown all of its 
astronaut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o the 
space station on Russia’s Soyuz capsule. The 
arrangement costs NASA about $80 million 
per seat — and it has been the agency’s only 
option for getting people to the station.

 Hurley (R) and Behnken (L) outside of 
the Tesla that will take them to the launch-
pad. (Photo/ NASA)
To end its reliance on another country, 
NASA worked with private industry to bring 
human spaceflight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Commercial Crew Program, NASA 
awarded two companies — SpaceX and 
Boeing — contracts to develop their own 
vehicles that could ferry NASA’s astronauts 
to the space station and back. NASA paid 
SpaceX $3.14 billion to develop and fly the 
Crew Dragon, while Boeing received $4.8 
billion to develop and fly the CST-100 Star-
liner. When it flies, SpaceX will become the 
first private company ever to fly humans to 
orbit. (Courtesy thevre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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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A And SpaceX Demo-2 Launch    
Rescheduled For Today At 3:22 p.m. EDT

NASA astronauts Doug Hurley, left, and Bob Behnken, with                                                                   
the Crew Dragon spacecraft launchpad in the background.

OVERVIEW
NASA and SpaceX scrubbed Wednesday’s launch attempt of the Demo-2 flight test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due to unfavorable weather conditions around 

Launch Complex 39A at the agency’s Kennedy Space Center in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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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28 日，《新共和》

（The New Republic）杂志网站上刊登

了《困境中的国家》（State Under

Siege）一文。文章作者爱德华· 帕米拉

（Ed Burmila）是布拉德利大学政治学

助理教授，Mass for Shut-ins的主持人

。文章指出，虽然事实和大数据都表明

坚定的共和党选民越来越成为少数派，

但国家权力与掌握权力人数的多少并没

有太大关系，而是与掌握法律和国家权

力的杠杆相关，现代共和党在维持自己

的权力上所采取的就是类似的策略。史

蒂夫· 班农“拆解行政国家”的主张、

特朗普政府的措施与约翰· C· 卡尔霍恩

思想有关联之处，如今联邦层面右翼的

倾向，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措施都旨在

利用国家权力支持和维护以种族、财富

等因素定义的“真正的美国人”的权益

。从近期共和党为争取国家权力而采取

的措施中，也可以看出白人民族主义思

想的回归。

民主党内部的许多策略家和激进分

子都坚信，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是他们

的救星。在每一次的选举中，共和党选

民中的老人和白人越来越多。最伟大的

一代（译者注：指在大萧条时代长大，

并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和

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福克斯新闻迷们不可

能一直存活于世，并且大数据也表明，

典型的共和党选民坚定地成为少数派也

仅是时间问题。

当我发觉这种民间智慧不可思议的

作用时，我用一个和（现在）四十岁以

下的人没什么关系的例子进行了反驳，

即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在这个表面民

主的国家，只约占人口总数15％的白人

，一直把持着权力长达数十年。民主国

家中的权力无关人数，而是与掌控法律

和国家权力的杠杆息息相关。

南非的例子看起来可能很极端，类

似于将特朗普形容为希特勒再世。然而

，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实践中，现代

共和党都在奉行一种类似的策略以维持

自己的权力。自1992年以来，它已经在

总统选举中赢得了一次普选。血与土

（blood and soil）的白人民族主义政治

，曾只局限在帕特· 布坎南(Pat Buchan-

an)这种极端分子以及在枪展外散发关

于犹太复国主义占领政府的自制小册子

的人之中，但如今已成为右翼的新主流

。

特朗普领导下的政治视野中，一个

重要原则是拆解行政国家——也就是未

经选举的官僚们的“深层国家”，这些

官僚的阴谋诡计(观点)在每一个环节上

都阻碍了我们这位英雄般的总统。在一

定程度上，特朗普的前战略顾问史蒂

夫· 班农（Steve Bannon）就是围绕着拆

解整个行政国家的观点建立了另类右翼

。

然而，事实上，至少自里根政府起

，拆解政府就一直是右翼的惯用伎俩。

为了使（别人）陷入困境、误导和破坏

而夺取权力的冲动是美国现代保守主义

所共有的一个特点。但是从另一方面看

,如果不是通过语言，共和党也通过行

动承认, 当保守主义运动提出吸引大部

分美国民众的议程之时，对国家行政能

力的厌恶是共和党确保其所掌握的权力

不受损害而采取的方法。

除了通过限制选举权，利用各州的

行政能力来操纵选举结果之外，乔治亚

州或其他地方清除选民名单，或佛罗里

达州颁布生效的人头税规定又是什么呢

？除了利用各州教育委员会，以学校选

择为幌子精简课程以及将公共资金交给

私人机构之外，还可以如何利用州教育

委员会？我们除了将移民和海关执法称

为创建、颁布和解释边境政策的统一工

具外，还能称其为什么呢？

班农承诺的拆解行政国家的事情永

远不会发生，原因很简单，利用这个国

家以改变竞争环境和策划缺乏民众普遍

支持且以政治结果为目的运动，是特朗

普时代的右翼领导人所唯一具备的能力

。事实证明，令人厌恶的“深层国家”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治理工具，它代表了

人群中少数人的利益，而这些人恰好相

信只有“深层国家”才是合法的国家。

如今反多数主义的言论只反映出重新大

声说出保守派一贯主张的意愿，即不管

他们的相对数量或选举结果为何，以何

种种族、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性别定义

，一群特定的“真正的美国人”应当

（有权）统治。

反国家的华丽言论和利用国家权

力的结合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

在美国政治新闻的所有失败中，愿意

重复经过共和党精心修饰但广受批评

的主张，即现代保守派倾向于“小政

府”或国家权力的倒退，就其持久性

和欺骗性而言是独一无二的。不论是

在共和党还是在民主党的领导下，行

政国家的规模、成本和范围都在分裂

或统一政府的情况下不断扩大。关于

“小政府”的讨论，往好了说是保守

派的一个目标但从未被实现，往坏了

说就是支持者们听到的赤裸裸的谎言

，是将社会福利的支出重新调整到削

减税务和防务上的暗号。

尽管他们的花言巧语与此相反，但

在共和党掌控之下，预算和赤字与在分

裂或民主党领导下一样在持续增长。竞

争并不存在于一个试图扩张国家的派别

和另一个试图缩小国家的派别之间，也

不是在国家主义和反国家主义之间。恰

恰相反，这里的标志性冲突只是涉及一

种在新政式自由国家主义和倾向右翼的

保守主义之间偏好的变化。

政治学家艾拉· 卡兹纳尔逊（Ira

Katznelson）准确地将20世纪美国的政

治描述为一场辩论，但这场辩论并不是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而是围绕

着这个国家将采取何种自由主义展开的

。然而，在21世纪后自由主义的政治

格局中，政治竞争关注的是更强硬、交

互性更强、历史意义更重大的问题，即

在美国治理的中心牢固确立或自由或保

守的国家权力观念。从根源上看，利用

联邦政府为外来移民提供社会服务，或

利用它将外来移民置于枪口之下是硬币

的两面。利用官僚权力进行治理和利用

金钱是一样的；利用行政部门的既定渠

道发布命令是一样的；把选举胜利转化

为有意义的公共政策也是一样的，仅有

的差异在于意图和目标上的不同。从这

个意义上说，美国这个庞大的行政国家

就像一个塔可钟的菜单——一个关于四

种相同的基本因素如何被打乱、组合，

并将产生不同结果的问题。

正如另一群政治学家尼古拉斯· F·

雅各布斯（Nicholas F. Jacobs）、戴斯

蒙德· 金（Desmond King）与西德尼·

M· 米尔基斯，在《建立一个保守国家

》（Building a Conservative State）一文

中所论述的，将保守的政治和意识形

态视为旨在“解构”行政国家是不准

确的，正如史蒂夫· 班农曾承诺的那

样。相反,美国右翼的主要目标是让国

家权力远离人们所不满的地方——例

如政府试图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

并将这些基本目标转到其观念上，比

如国家安全、限制外来移民、执法、

以及“秘密地”将行政资源向私有化

的方向重新调配。

在里根时代，私有化逐渐成为共和

党政治的灵丹妙药，和学术保守主义的

尼西亚信条。这是一种信仰，相信被称

为自由市场的神秘造物主创造万物，且

比政府以往能做到的更好，更有效率。

然而，从定义上看，私有化不会从根本

上削弱国家；它只是指派了一些新的行

动者(当然，他们从自己的努力中获得

了丰厚的利益)来履行曾经由政府直接

实施的任务。这种伎俩如今仍在两党对

“公私伙伴关系”的无尽崇拜之中延续

，在乔治· W· 布什（George W. Bush）

领导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行为

中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为了以有限

的军方承诺来向民众宣传战争，五角大

楼与私人公司签订了为其提供有名无实

，且昂贵的私人顾问的合同。

同样的，在布什的第二个任期内,

作为民主党主要政策成就的2003年《医

疗保险处方药修正案》（the 2003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amendment）

，也因削减政府转而支持个人受到吹捧

。但在这些花言巧语的背后,仅仅是给

那些私人行业——保险公司和制药厂商

的一些文件，仅是将被政府等定义为政

策目标的任务交给他们。从对这两个能

够揭露本质的国内外例子的研究中可以

看出，国家权力既没有被创造也没有被

毁灭；它仅仅是被委托给了另一群执行

者们。

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是恐惧。

尽管这种恐惧曾主要指向外部，指向共

产主义的风险，以及最近的恐怖主义的

风险，但特朗普时代充分激发了一种潜

在的恐惧，那些被直接称为真正的美国

人的——白人、保守派、基督教徒、枪

支狂热者以及几乎所有的男性，恐惧自

己将会丧失手中所紧握的政治权利。正

如《大西洋月刊》的政治作家亚当· 瑟

维尔指出的那样，重点是特朗普非但没

有让行政国家倒退，反而强硬的重新将

它导向残忍的方向。当特朗普的白宫肆

意抨击那些弱势群体——变性学生、寻

求庇护者、教育法第九篇修正案(Title

IX，)的申请者时，这样的行为完全加

强了那些被削减选举权的白人男性的社

会霸权，他们对这些“敌人”的行为(

实际上还有他们的存在)极度的愤愤不

平。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式的国家

主义将美国保守主义带入到一个完整的

循环中，将他的现代目标与坚定的右翼

知识分子约翰· C· 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重新联系起来。卡尔霍恩古怪

而自私的代表制和民主政治的理论，并

不仅仅是影响了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地区

。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这个担任过副

总统但又辞职重新回到参议院的南卡罗

莱纳州人，影响了很多重要的二十一世

纪自由权利思想家的思想，如反过来在

塑造方向更广泛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方

面极具影响力的詹姆斯· M · 布坎南

（James M. Buchanan）。

很难说特朗普总统是否深入阅读过

卡尔霍恩最著名的，如国家权利宣言般

的著作《论政府》（A 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 1851）。但他们在世界观

上的相似之处，却是不可否认的。简单

的说，卡尔霍恩的理论是主张多数人的

统治践踏少数人的权益。如果觉得这听

起来有些熟悉，并且觉得与很多联邦党

派文章的主题相类似，你并没有完全错

。但是卡尔霍恩的“少数人”并非意指

弱者、弱势群体或一个受歧视的种族群

体,而是指少数拥有土地、财富的精英

阶层，他们因天赋人权而理应行使政治

、社会和经济权利。

换句话说，卡尔霍恩和他的追随者

们认为，民主治理是有缺陷的，因为不

配统治的人数量必然多于理应统治的人

。当然，卡尔霍恩并没有把这个主张说

得那么直白。但是他和他意识形态的继

承者们所提出的每一个主张，包括州废

除联邦法律，法律只有经全国一致同意

才能被颁布的奇怪理论以及并存的多数

原则，都有保护人数占少数的南方地主

、奴隶主精英的权利和利益的单纯目的

。

简而言之，卡尔霍恩坚信当议员

中民主党人占多数时，共和党机构并

不是政府的基础。唯一合法的立法机

构是能得出卡尔霍恩和其他南方精英

们所想要的既定结果的机构。虽然它

可能看似符合逻辑，即国会将成为更

合法的机构，但如果国会没有给予南

方种植园主们所想要的，乔治亚州的

立法机构将会更合法。卡尔霍恩其余

的民主思想，目的是以期望的结果逆

向论证对奴隶制的合法性。

卡尔霍恩的政治是白人至上、简单

明了的政治。在19世纪时，国会没有

女性成员，并且重建时期(Reconstruc-

tion)也只是有一小部分非裔美国人代表

。但即使是垄断国家政治权利的白人男

性，最终也没享有全部的权利。原因很

简单，至少在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政治中

：并不是所有的白人男性精英都有与对

他人享有非人性化的所有权存在隐秘联

系的经济利益。所有人至少都间接从奴

隶制中获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直接实

践奴隶制。所以，当被称为前几十年美

国国家崩溃的奴隶制缓和时，卡尔霍恩

不得不重新调整他的民主思想，以确保

右翼的白人精英男士们都获得权力。

这就是驱使现代保守主义的恐惧

——对占多数的白人、“真正的美国人

”正在失去统治地位的恐惧。如今，解

决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也是相同的，并

且这种方法贯穿历史，即利用国家权力

重新定义谁是应当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

。并且这也是唐纳德· 特朗普执政时期

和围绕他开展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与卡

尔霍恩反应所遗留的影响相结合的地方

。特朗普声名狼藉、毫无歉意，他所代

表的不是所有美国人，而是“他的”美

国人：真正的美国人——支持他的那些

人。这些人的绝大多数似乎都是白人和

男性，并且对其他人从他们那里侵占了

“他们”的国家感到非常非常愤怒。

的确，共和党现在正进入一个可能

被人口中的少数派称为政府圈占盛行的

时期。在国家立法层面，共和党领导人

为了使共和党获得长期的结构性优势，

正在政府各部门中重新调整权力政策。

在北卡罗莱纳州和威斯康星州，民主党

的州长候选人近期赢得选举，导致共和

党占多数的各立法机构利用选举之后即

将卸任这一段时间，去改变他们州法律

中权力与制衡的基础。这种焦土政治在

种族隔离统治的后几个阶段很常见，从

中通常能够看到（数量）不断缩小的少

数派残酷的争夺权力。如果这一派别不

能够保证它手里既有的位置，那么这个

位置的权力必然会被削减，并重新转到

一个更可靠的控制机构（手中）。如果

共和党人不能保证他们对州长职位的控

制，那么这个职位本身必然被剥夺权力

——然后让权力与制衡见鬼去吧。

从最根本意义上讲，特朗普“抽干

沼泽”的承诺对那些一贯对政府持有负

面看法的选民具有内在吸引力。但正如

所有现代保守派一样，承诺缩小联邦政

府的权力和影响范围只是做做样子。特

朗普的预算也仅是抽干了沼泽的一部分

，如教育、劳工和环境保护等自由监管

的优先事项，并将国家资源重新转到国

防、退伍军人事务和国土安全方面。更

多的是转移到了国防上，这是自冷战全

盛时期以来华盛顿沼泽最可靠的支流。

然而，除了重新调整预算之外，

特朗普还发现行政国家在重新将政治

、经济和社会权力分配给被剥夺权利

的少数白人方面有重要价值，他相信

这些少数白人因天赋人权而应该享有

这些权利。虽然卡尔霍恩的少数白人

几乎全部是富有的地主，但特朗普的

少数白人是一个极度富有的人和那些

对经济焦虑的人的同盟。在缺少一套

统一的政策理念和经济发展的优先事

项的情况下，不论其最热心的成员可

能以多么强有力坚决的方式反对，同

盟因种族因素而被联系在一起。这是

一场欧洲的极右翼白人民族主义运动

，被更名成美国。在他们的花言巧语

中“我们”和“我们的”这两个词被

频繁使用。（但至于）“我们”是谁

极少被阐明，因为它是需要相互理解

的。还有什么是最富有的美国精英与

在哈里斯堡外吃晚餐，被媒体作为采

访焦点的家伙之间的共同之处？

自卡尔霍恩时代到我们的时代，白

人国家的政治成果在程度和在种类上有

很大的不同。由于它主要源自特朗普的

总统任期，因此和卡尔霍恩的做法相比

，它依赖于一个更明确地少数人取得权

利的权威模式，也就不足为奇了；与其

说它根植于国家权力的花言巧语，不如

说是基于行政特权的多方面调配。

美国保守派的恐惧
白人男性正在失去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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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便秘了吗？

“便秘”是很多人都有的烦恼，

特别是中老年人、长期久坐不动的人

群，由于肠胃的运转功能较差，再加

上不爱运动、日常中摄入的膳食纤维

成分相对较少，便秘问题也因此出现

。

什么样才算便秘呢？

从科学角度来看，一周内大便少

于两次，且大便干结、难排除，就符

合便秘的症状。

便秘可不单单是大便困难如此简

单，长期便秘还可造成皮肤变差、口

臭、痔疮等问题。

吃香蕉，是否真的能缓解便秘症

状？

一旦出现便秘，大家都想尽办法

调整，而吃香蕉就成了首要选择。从

科学教角度来看，香蕉中含有少量膳

食纤维和果胶成分，适当吃香蕉的确

能增加粪便的体积促进大便排出。

其实，在市面上购买到的香蕉，

大部分都是还没有成熟时候，就已被

采摘下来，随后通过人工催熟的方式

，让其再进一步的成熟。

这主要是因为若香蕉在树上就自

然熟透，不利于日后运输和保存，很

容易出现腐烂情况，所以催熟已经成

了行业中公开的秘密，经过人工催熟

后的香蕉，口感与自然成熟的香蕉区

别并不大。

未熟的香蕉，反而会增加便秘症

状

如果你购买到表明青绿色、还尚

未完全成熟的香蕉，认为这种是新鲜

的种类，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生香蕉中存在大量的鞣酸成分，

而鞣酸又具有一定的收敛功能，它不

仅可抑制胃液的分泌，并且还会阻碍

肠胃蠕动，导致粪便在肠道内无法排

出，水分再次被肠黏膜吸收，便秘情

况也会越来越重。

所以说，想要缓解便秘，那首先

就应选择成熟的香蕉，可通过以下几

个方式进行选择：

1、看形状

通常情况下，自然成熟的香蕉往

往是向上弯曲的形状。

这主要是因为香蕉本身有向阳性

，随着香蕉的不断生长，对阳光的需

求量也越来越大，香蕉会努力的向着

有阳光的地方生长，最终变成向上翘

起的样子，所以在购买时，大家可优

先选择弯曲的香蕉。

2、看色泽

完全成熟后的

香蕉，不仅表面非

常有光泽，且会呈

现出金黄的颜色。

而相反的，如果香

蕉通体发绿，那就

是还未成熟的种类

，可适当服放置一

段时间，让鞣酸物

质流失，然后再食

用。

3、看瘢痕

判断香蕉是否

成熟，还可以从瘢

痕上来分析，一般

情况下，长斑点的

香蕉，多属于成熟

种类。

不过要注意，

如果香蕉皮已经发

黑，且香蕉果肉也

出现了发黑情况，

这通常是腐败的表

现，不适合再次食用。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香蕉只有辅

助调整便秘的效果，但如果便秘已经

非常严重，仅仅依靠吃香蕉，并不能

彻底达到润肠通便的效果。

所以，在发生严重便秘之后，积

极就医进行调整很有必要，除此外生

活中还可适当吃一些粗粮，促进大便

的形成和排出。

一便秘就吃香蕉？再次强调：
若遇到这种，只会让你越吃越“堵”

有糖尿病的人当然可以吃西红柿，

而且还是非常推荐吃的食物之一。糖尿

病患者可以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C以及

维生素B的食物,而我们提到的番茄是常

见的蔬菜,番茄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以及维生素B群,所以非常适合糖尿病患

者食用。

西红柿是一种含糖很低的蔬菜，吃

后转化成的血糖很少，几乎不会对餐后

血糖带来什么影响，但含有大量人体所

必须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

养素，为了能达到营养需求，每天吃两

到三个就可以了！

西红柿的皮是好东西！糖尿病吃西

红柿的时候,最好不要把皮去掉,因为西

红柿的皮中也含有维生素、矿物质和膳

食纤维。

但是！请注意！一些西红柿因为在

生长的过程中使用了植物激素而表现为

顶部凸出,这种西红柿糖尿病人是不能吃

的。

和西红柿相比,经过浓缩的番茄酱中

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更高。不过,番茄酱损

失了新鲜西红柿中含有的膳食纤维。因

此,糖尿病患者最好是两者都适当食用些

。

糖尿病人在吃西红柿的时候,生吃,

熟了吃都可以。这两种吃法对身体都有

好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番茄红

素和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维生素,所以炒番

茄营养吸收率高,生吃吸收率低。如果摄

取维生素c,则生熟均可,因为番茄酸度大,

有利于维生素C的稳定,烹调之后损失比

较小。

综上所述，西红柿是很适合有糖尿

病的人的一种食材，平日既可在吃饭时

当蔬菜吃，也可在两餐之间当作加餐水

果吃。当作蔬菜吃时最好与富含优质蛋

白的食物搭配在一起，比如鸡蛋西红柿

、西红柿炖牛肉、西红柿豆腐等，既补

充了西红柿所缺少的优质蛋白，又鲜美

可口，营养美食一举两得。

有糖尿病的人，吃西红柿好吗？怎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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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西安市委平安办原主任、

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阎鸿被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

阎鸿长期在西安市公安局工作，负

责刑侦和扫黑工作，是警界知名的刑侦

专家，曾侦破“西安高陵灭门案”和

“西安曲江六号灭门案”。

去年6月，中央扫黑除恶第12督导

组进驻陕西省督导，阎鸿落马。双开通

报称，阎鸿为涉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

”，涉嫌贪污、受贿、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下沉西安，副局长

落马

公开简历显示，阎鸿，1964年6月

生，陕西西安人，1998年毕业于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长期在

西安市公安局工作，负责刑侦和扫黑工

作，是警界知名的刑侦专家，曾荣立公

安部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

2012年9月，阎鸿升任西安市公安

局刑侦局局长、党委书记，兼任刑侦局

三处处长。

2013年12月，阎鸿兼任西安市“打

黑办”主任，2015年8月升任西安市公

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仍兼任市公安

局刑侦局局长、党委书记。

2018年3月，兼任市“扫黑办”主

任。2019年1月任市委平安办主任，晋

升正局级。

2019年5月兼任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副主任，负责

办公室日常工作。

2019年 6月 3日，中央扫黑除恶第

12督导组进驻陕西省督导。6月6日，西

安市公安局召开全市公安机关视频会议

，传达中央扫黑除恶第12督导组督导陕

西省工作动员会精神。会上，阎鸿以西

安市委平安办主任、市公安局副局长、

市公安局扫黑办主任身份，宣读了西安

市公安局《关于坚决贯彻中央督导组要

求切实做好整改工作的实施方案》，并

就市公安局边督边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

一周后，6月

14 日，阎鸿被查

。

6月17日，中

央扫黑除恶第 12

督导组下沉督导

西安市工作汇报

会召开。中央扫

黑除恶第 12督导

组副组长刘玉亭

指出，要充分认

识到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政治性

、复杂性、长期

性、艰巨性、隐

蔽性，努力在打

“官伞”“警伞

”“庸伞”和突

破大案要案、铲

除黑恶经济基础

、边督边改、加强长效机制建设上下更

大力气，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强大攻势，

不断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引向深入。

2019年12月27日，阎鸿被免去市委

平安办主任、市公安局党委委员职务。

今年2月25日，阎鸿被免去市公安局副

局长职务。

扫黑办主任为涉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

”

日前，经陕西省纪委监委指定管辖

，咸阳市纪委监委对西安市委平安办原

主任、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阎

鸿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

查。

经查，阎鸿违反政治纪律，对党不

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

纪律，在干部职务晋升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违规

从事营利活动；违反工作纪律，为涉黑

恶势力充当“保护伞”；违反生活纪律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涉嫌贪污、受贿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犯罪。

阎鸿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背弃初心

使命，缺失党性原则，丧失纪法底线，

执法犯法，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

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

收手，甚至在党的十九大后依然不知止

、不知敬畏，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

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

，经西安市纪委监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共

西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阎鸿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咸阳市监委已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

涉财物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曾被陕西省委书记作为“警伞”典型通

报

据《法制日报》报道，2019年10月

，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二次推进

会上，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在发言中提

到，陕西省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

“保护伞”问题2442件，严肃查处了咸

阳市委原常委、纪委书记权王军，延安

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祁玉江，西安市

灞桥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于小鹿等“官

伞”，西安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阎鸿等

“警伞”，省生态环境厅原厅长冯振东

等“庸伞”。

被 通 报 的

“官伞”权王

军曾任陕西省

咸阳市委常委

、市纪律检查

委员会书记、

市监察委员会

主任，去年3月

被查。去年9月

，权王军被双

开，通报称他

为涉黑涉恶人

员提供保护;违

反工作纪律，

泄露审查调查

案情，违规处

置案件线索。

去年 6 月，

陕西省纪委监

委公布了贾延成黑社会性质组织 6把

“保护伞”查处成果，其中包括2名厅

级干部——省生态环境厅原厅长冯振东

、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祁玉江。

曾参与破获两起灭门惨案

从警三十多年，阎鸿在任刑侦局局

长期间曾参与破获多起大案，其中就包

括著名的“西安高陵灭门案”和“西安

曲江六号灭门案”。

2015年3月14日，西安市高陵县泾

渭镇水岸花城小区1号楼A座1002室发

生一起凶杀案。一家三口惨遭杀害，遇

害的小男孩年仅3岁。

案发后，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高

陵县公安局、公安经开分局成立联合专

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3月23

日下午，该案专案组副组长、市公安局

刑侦局局长阎鸿带领专案组民警连夜奔

赴宝鸡市查证重要线索，终于在3月24

日上午9时50分，在宝鸡市金台区经一

路步行街将犯罪嫌疑人李朴当场抓获。

震惊西安的灭门惨案10日内告破。

“西安曲江六号灭门案”的破获更

加迅速。2016年6月27日发生在城南曲

江六号小区的一家五口被害，犯罪嫌疑

人刘某第一次进入王女士家中，捆绑威

胁后拿到了银行卡和密码，然后离开，

取出了6万元。之后他再次返回王女士

家中，残杀了王女士及其母亲、婆婆和

两个孩子，最小的女孩才刚出生45天。

据媒体报道，案发当晚，专案组

就跟到了泾阳，组织实施抓捕。7月 3

日凌晨 4时许，专案组民警分成多个

小组，一组30多人守在孙家后门，一

组20多人守在孙家前门，另外一组则

从孙家邻居进入孙家，对其进行追捕

。刘某没有想到这么快，警方就跟了

过来，看到民警的一刹那，他瘫倒在

地。

此前阎鸿还曾因为两贫困老人当证

婚人，被当地媒体广泛报道。2017年农

历七夕，时任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长、刑

侦局局长阎鸿赶到临潼区小金街办安庙

村给一对老人证婚。

安庙村是西安市公安局的扶贫点，

两位老人家相距不远，各自的爱人去世

后，开始互相扶持着过日子。阎鸿在安

庙村扶贫走访时了解了两位老人的情况

后鼓励他们再婚。

曾以刑侦专家身份在高校开讲座

2018年5月28日，阎鸿以公安部特

聘刑侦专家的身份做客北京一高校开展

讲座。在讲座上，阎鸿以“西安曲江六

号灭门案”的侦破过程为引子，指出当

前刑事案件侦破的关键不再是信息技术

手段够不够发达等问题，而是实务部门

能否对各类刑事案件配以合理的侦查资

源。

主持人在致辞中介绍阎鸿，称他奋

战在刑侦工作第一线30余年，具备过硬

的刑事侦查理论水平和实战技能。

讲座之后，阎鸿被颁发了兼职教授

的聘书。此外，他还是陕西警官职业学

校的兼职教授。

阎鸿还曾主编《标准化侦查》一书

，对每一类案件从接警开始到诉讼结束

为止的整个侦查活动流程的每一个环节

，均规定了明确的侦查规范标准。

知名刑侦专家被双开！
曾参与侦破两大灭门案

最新疫情報告 & 疫情相關新聞

【本報訊】德州兒童醫院已經確診多例有關兒童出現的多系
統病毒感染綜合症狀，醫生指出，這些症狀都與冠狀病毒有關，
醫生采取多個步驟對患病兒童進行進一步的觀察。包括發燒，胸
部背部和腹部出現疹子，紅眼，嘴巴腫脹，手腳出現紅腫等症狀
，家長需要及時帶孩子就醫。

從周一開始，低收入的德州家庭可以申請每位學生285美元

的聯邦補助，用于因受到疫情影響的免費午餐補助。只要是符合
本學年補助條件的的年齡不超過21歲的在校學生都有資格申請
這個補助。

具體申請請上網 https://www.texastribune.org/2020/05/21/
texas-snap-food/

一直存在爭議的位于休斯頓NGR體育館 “帳篷醫院”，疫

情之後，截止目前尚未投入使用，但花費了不少的投入，最近，
哈瑞斯郡計劃將其改造稱另外一個應對病毒疫情的醫療設施，郡
長伊達爾戈稱，這項費用是每個月20萬美元，而且比原來的臨
時醫院更經濟有效，將由哈瑞斯政府取代原來的合同公司來運作
。

但是，許多人指出，沒有必要建這樣一個設施。

疫情時期購物回家後怎麼消毒最安全？
【本報訊】在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購買食品雜貨會帶

來額外的風險，許多人想知道，一旦從雜貨店回家，他們是否應
該對農產品和食品包裝進行消毒。對食品包裝進行消毒的決定取
決於個人喜好，但根據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最新信息 …
“觸摸了帶有病毒的物件後，例如食品包裝等，然後觸摸自己的
嘴，鼻子或可能是眼睛，都有機會感染新型冠狀病毒。雖然這並
不是病毒傳播的主要方式。通常，由於病毒在物體表面上的生存
能力較差，因此從食品或包裝中傳播的風險很低。 ”

儘管如此，在被經常引用的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
研究 發現， 新型冠狀病毒可以 在空氣中存活長達3個小時，
在紙板上存活 24個小時，在塑料和不銹鋼等堅硬表面上存活 72
個小時。

但是我們仍然要吃東西和購買必需品，那麼我們該如何確保
安全呢？ Home Base的註冊營養師Emilie Burgess分享了一些有用

的提示。
第一步：在雜貨店里安全購物
在戶外，保持社交距離，不要觸摸臉部，回家立即洗手。戴

口罩。儘管通過這個契機帶孩子們外出的想法非常誘人，但是不
要帶他們去。不要再雜貨店裡逗留，快進，快出。

第二步：洗手
保護自己的一種方法是在處理食物之前和之後都要洗手。用

溫水和肥皂洗手至少20秒鐘。大概就是唱“生日快樂”歌2次，
或者唱ABC歌一次的時間！

第三步：沖洗農產品
使用漂白劑，70度的酒精，肥皂或者其他化學清潔劑會對身

體有害。蔬菜洗劑和醋溶液又不能殺死冠狀病毒，因此就直接使
用流動的自來水。對於生菜，蘋果和西蘭花等散裝農產品，就用
流動的清水沖洗它們。

其他提示？
如果情況允許，將雜貨放在室外或車庫里三天。這將會超過

NIH建議的72小時病毒生存時間。另外，如果您使用的是送貨
上門服務，請送貨人員將雜貨放在外面。

如果你購買的雜貨必須立即帶入屋內，請指定一個區域在此
進行包裝和袋子擦拭。使用消毒濕巾或漂白劑時，請戴上手套以
保護皮膚。

用清潔抹布擦拭袋子和食品包裝（切記在完成後仔細洗手）
。

讓冷凍品在冰箱放置1-3天后才開始使用。
盡量購買密封在塑料袋/和有包裝的產品。
https://www.homebase.org/news/how-to-safely-un-

pack-your-groceries-at-home/

德州本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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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焦慮症分享經驗吳克群：患者需要同理心非同情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陳明恩
和老公鄭獻（Eddy）結婚3年，終告“造
人成功”，28日在社交平台報喜，她放上
兩張同老公合照，一張是她拿着一件BB
衫，另一張是老公拿着BB超聲波照跟她頭
貼頭恩愛照，她留言：“好感恩今年神送
了一個好大的禮物給我們。我們會好努力
學習點樣培養這個小朋友成為祝福別人的
人。”

明恩28日午挺着微隆的腹部到電台訪
問，她透露生BB是計劃之內，只是之前經
常生病，去年開始調理身體，進補了一年
便一擊即中，暫時她未知胎兒性別。明恩
透露預產期是12月，到時孩子出世正是一
份很好聖誕禮物，有見香港醫療很好，所
以會留港生B，如無意外會自然分娩，父母
早前返澳洲探親，之後因疫情下未能返
港，他們仍未能回來都好緊張，她都想媽
咪快些回港幫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方力申今
年再度擔任“無煙大使”，為香港電台第
一台及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支持的“世
界無煙日”拍攝短片，並以其作為前運動
員最擅長的強身健體方式，呼籲大眾勤練
“深呼吸”動作，代替吸煙以舒展身心，
強調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更要保持良好的
肺部健康，抵抗病毒。

小方表示自己入行接近20年，在娛樂
圈多年也從不沾煙，因而獲得讚賞。他回
想初入行時圈中人吸煙情況十分普遍，而
他因身為運動員對自己的運動成績要求很
高，故特別要保護肺功能；加上後來在樂
壇發展，眼見嗜煙多年的歌手前輩戒煙後
聲線變得更清澈，令他更堅決不沾煙草。
他以自己為例，從泳隊退役15年後參與環
島泳全靠一份堅持，更鼓勵吸煙者定下目
標，決心戒煙。

近年作為專業游泳教練的方力申，這次
他響應今年 5 月 31 日世界無煙日活動宣傳
口號“深呼吸．煙不吸”，呼籲大眾，特別是
青少年，面對困擾時勿以吸煙或吸食電子煙去
減壓，反而深深吸一口清新空氣更有助紓解疲
勞與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歌手吳克群推出新歌
《咁有風在吹》，YouTube也推出憂鬱症相關影
片，他更邀請歌手謝震廷在節目暢談如何克服低
潮，吳克群也分享走出因焦慮症導致突發性失聰
的過程。

謝震廷分享2007年參加“超級星光大道”爆
紅，只是學生的他卻在學校被欺凌，加上網民負
評和爸爸的家暴行為，讓他罹患憂鬱症。一路透
過家人朋友陪伴、專業治療及音樂創作才找回自
己。目前仍與憂鬱症共存，拍攝前也需要服用鎮
定劑才能上場，但他仍希望傳遞出“活着固然很

辛苦，可唯有活着，才是我們推翻一切不幸的籌
碼”的信念。

吳克群曾罹患焦慮症導致突發性失聰，雖然目
前已痊癒仍喪失少許聽力。他表示，分享經歷是希
望能給正在面對苦痛的朋友一些啟發。吳克群認
為，身邊若有面臨痛苦的人，請你不要用同情心而
是同理心對待，更提議“試着和他感受同一陣風、
理解他的苦痛，也許他能感受到有人在陪着他。”
他自己就不再去想那些失去了的東西，反而專注已
擁有的，透過專注於擁有的事物，加上朋友陪伴與
改變作息，克服焦慮症低潮。

發布會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廣東博納影業、
廣東博納影業傳媒宣布落戶廣州南沙，廣東

博納影業傳媒將建立兩大中心：後期製作中心和創
作中心。並獲得中國建設銀行廣州分行提供10億
元（人民幣，下同）意向性授信額度支持。于冬強
調，隨着廣東博納影業傳媒在廣州成立，博納將聯
合粵港澳電影同仁，共同致力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
成中國電影的創作高地、中國電影發展的第三極。

以大灣區故事為主要題材
于冬在會上介紹了博納影業基於粵港澳大灣

區的電影發展戰略以及廣東博納影業傳媒的發展規

劃，稱博納進入影業第21個年頭，見證了中國電
影票房從不足10億元飛升到644億元的歷程，是電
影人付出艱苦努力的成果。二十年來，博納和粵港
澳大灣區的合作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效果，從《十月
圍城》到《建軍大業》、《中國機長》，背後有很
多大灣區電影人的付出。廣東一直是電影發展的熱
土，此番博納落戶廣州也是扎根大灣區發展的重要
舉措。

落戶南沙後，博納將打造一系列以粵港澳大
灣區為主要題材的大片，題材均與大灣區密切相
關，涉及抗疫英雄、中國外交、虎門銷煙等主題。
其中聚焦此次抗疫題材的電影《中國醫生》備受關

注。于冬表示，疫情期間，博納影業的創作團隊曾
深入到以鍾南山院士為代表的廣東援鄂醫療隊進行
採訪，解封之日開始又進入到武漢採訪，“會精心
打造一部感人的，表現醫療群像的大片。”

另外兩個項目分別是描寫晚清民族英雄林則
徐故事的《欽差大臣》（暫定），以及以1955年
萬隆會議之前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改編的外
交戰線故事。三部電影目前都處於劇本創作階段。

南沙正制定扶持影業政策
廣州市南沙區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段德海介

紹了南沙區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電影產業發展政策，
指南沙正在制定出台電影產業專項扶持政策，設置
了總部企業獎、落戶獎、人才獎、辦公用房補貼等
項目，針對電影產業特點，還設有特別貢獻獎扶持
項目，涵蓋了劇本創作、取景拍攝、後期製作等電
影產業生產流程。

此外，廣州市文聯二級巡視員李蘭芬在發布
會上發布籌備建立廣州市電影家協會，珠影集團副
總經理孫金華宣讀廣州市電影家協會籌備成立倡
議，邀請廣州地區電影人及有關組織（機構、團
隊）參加協會，並表示協會將以促進廣州電影事業
繁榮發展為目標，整合廣州市內電影行業資源，為
各院線、影院提供最新政策信息及資源對接平台。

據了解，廣州市委宣傳部攜手建設銀行廣州
分行，對當地中小影院推出“雲影貸”，用於疫情
期間經營周轉，影院可享受專屬優惠貸款利率，確
保廣州地區電影院先行全面復工復產。

博納影業南沙設大灣區總部

聯合粵港澳電影人才

打造
創作
高地香港文

匯報訊（記者 黃

寶儀 廣州報道）博納影

業集團 27日宣布在廣州南沙設

立粵港澳大灣區總部─廣東博納影業

傳媒有限公司，中國影協副主席、博納影業

集團總裁于冬在揭牌儀式上表示，大灣區凝聚了電

影創作的一批精英，博納將會和珠江電影集團、廣東電影

行業人才，聯合粵港澳電影同仁，共同致力將大灣區打造成中

國電影的創作高地、電影發展的第三極。落戶南沙後，博納將帶來包

括關於新冠疫情題材電影《中國醫生》在內的三個大電影項目。

結婚3年陳明恩造人成功

方力申入行廿載從不沾煙

■中國影協副主席、博納影業集
團總裁于冬在廣東博納影業
傳媒舉行揭牌儀式，
戰略定位大灣
區發展。

■ 珠影集團副總經理孫金
華宣讀廣州市電影家協會籌
備成立倡議。

■■建設銀行廣州分行與廣東博納建設銀行廣州分行與廣東博納
影業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影業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 吳克群邀謝震廷上節目吳克群邀謝震廷上節目，，
探討憂鬱症議題探討憂鬱症議題。。 中央社中央社

演馬國明“惡妻”難抽離 苟芸慧避免分心 謝絕老公探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苟芸慧（苟姑娘）自2018

年下嫁老公陸漢洋後，過着幸福少奶奶生活，近日無綫熱播中
劇集《飛虎之雷霆極戰》便是苟姑娘婚後的首部港產作品。

不覺意將惡樣帶回家
劇中，苟姑娘飾演一名惹笑“惡妻”，有不少“鬧爆”

老公馬國明（馬明）的鏡頭，為緊湊的飛虎劇情帶來輕鬆的
喘息位，苟姑娘表示：“今次拍攝完全不辛苦，可能時間安
排得好，而且同馬明對手戲都以輕鬆為主，不用打、不用
喊；記得我同馬明開工的第一場戲，就要發脾氣鬧他，這場
戲還要在街巿拍，好多人圍觀，所以都是大挑戰。”

提到演“惡妻”，苟姑娘指現實生活中，她對着老公亦
有“惡”的一面，她說：“他（老公）有反映過我拍這套劇
時，個人特別惡，可能我不覺意將角色的性格帶回家，但我
覺得他應該接受到，鬧的過程，表達到我的想法，我猜他都
鍾意的。”

《飛虎之雷霆極戰》是苟姑娘婚後首部作品，在拍攝期
間老公陸漢洋可有到場探班？苟姑娘沒好氣表示：“試過一
次，他說碰巧在附近工作，之後就‘愛的迫降’空降拍攝現
場。我回家同他反映，不好再在我工作位置出現，這樣會令
我分心，就感覺成日有對眼望住我了，好不自在。不過他就
說，這次是為了看馬明，還說馬明是他偶像。”

王菲賀女兒14歲生日

李嫣手機殼成焦點
香港文匯報訊王菲與李亞鵬的女兒李

嫣27日14歲生日，李嫣在社交網分享生日
照片，但她的手機殼竟成為焦點。

李嫣上載多張生日會的照片，見現場
擺滿白色及銀色氣球，她更染了一頭金
髮，又大擺甫士騷長腿，而媽媽王菲也有
到場，更與壽星女溫馨合照，但爸爸李亞
鵬就未見蹤影。李嫣還晒出和閨蜜的自
拍，兩人使用同款手機殼，上面竟印有王
菲的“跟你有什麼關係”表情包，令網友
忍俊不禁。

■■王菲攬着女兒李王菲攬着女兒李
嫣合照嫣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20182018年年，，苟姑娘苟姑娘

下嫁陸漢洋下嫁陸漢洋。。

2020年5月29日（星期五）6 新聞娛
樂

■責任編輯：凌晨曦

■陳明恩28日到電台
接受“1圈圈”訪問，
表示懷孕好開心。

■■陳明恩與丈夫網陳明恩與丈夫網
上宣布喜訊上宣布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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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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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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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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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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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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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2020年5月30日       Saturday, May 3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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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戟》看警局老炮
為夢想熱血奔跑

改編自呂錚同名小說，由劉海波

執導、陳建斌、董勇、郝平領銜主演

的公安題材刑偵劇《三叉戟》即將接

檔《秋蟬》，於5月31日晚19:30分熱

血登陸浙江衛視中國藍劇場。該劇講

述了曾叱咤警界、被稱為“三叉戟”

的三位中年警察在退居二線之際，齊

心協力擊破金融犯罪集團並將幕後黑

手繩之以法的故事。

口碑演員搭配豪華制作班底，
集結飆戲引爆期待

《三叉戟》由劉海波執導，沈

嶸、呂錚擔任編劇，員陳建斌、董

勇、郝平領銜主演，何杜娟、徐紹

瑛、胡可、王驍主演，巫剛、陶紅

、趙子琪、丁勇岱、侯巖松特別出

演。各位演員合體飆戲，演技與演

技之間的碰撞塑造出了性格沈穩、

頭腦敏捷的“大背頭”崔鐵軍（陳

建斌飾），雷厲風行、擅長抓捕的

“大棍子”徐國柱（董勇飾），情

商頗高、伶牙俐齒的“大噴子”潘

江海（郝平飾），心地善良、孝順

懂事的夏靜怡（何杜娟飾），豪爽

仗義、颯爽幹練的花姐（胡可飾）

等個性鮮明的角色。

口碑演員陣容加上豪華制作班底

合作出的刑偵大戲，在夏日到來之際

，幾位實力派演員將如何演繹的刑偵

版老炮兒，著實令人期待。

聚焦現實，真實警察形象刻畫
傳遞“中國藍”正能量

《三叉戟》根據呂錚同名小說改

編，該作品取材自中國最大的金融詐

騙案，而原著作者曾有過20年警察從

業經歷，令作品向現實貼近。“三叉

戟”不僅是正義勇敢的人民警察，也

是會為家長裏短操心的丈夫、父親，

是會為升職加薪苦惱的職場人士。

《三叉戟》從基層警察視角出發，刻

畫了有血有肉有沖勁也真實接地氣的

當代人民警察形象。

劇中，“三叉戟”為了責任、理

想與警察的榮耀，不忘初心，不畏艱

難犧牲，熱血拼搏，完美地完成了任

務，使中國警察精神得以傳承。在

“三叉戟”身上體現出了人民警察

“忠誠、為民、公正、廉潔”的核心

價值觀與“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

人民、忠於法律”的政治品格，他們

在用忠心赤誠的“警服藍”守護社會

正義，傳遞屬於中國人民警察的“中

國藍”正能量。

警局老炮兒為夢想上演中年叛
逆，奔跑吧，三叉戟！

如今從都市勵誌劇到同類型的刑

偵劇，主角大多是年輕群體，似乎年

輕與熱血已經成了綁定好的關聯詞，

中年群體在電視劇中往往會被忽視或

被局限在刻板印象中。在許多人眼中

，中年男人通常思想守舊、頑化固執

，正如《三叉戟》中三位50歲左右的

中年主角。在警局同事的眼中，他們

或許曾經輝煌、但如今已不能勝任新

型犯罪偵破，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前

輩。

在此前發布的“英雄本色”版預

告片中，崔鐵軍（陳建斌飾）在向路

人求助時獲得“大爺，您有困難您找

警察啊”的回應，無奈直呼：“我就

是警察！”可愛憨厚的中年叔叔形象

帶來不少笑點。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陳建斌、董勇、郝平合體飆戲演

繹出的身陷囹圄的危急時刻、熱血刺

激的抓捕場面與信息量爆炸的對峙場

景。“老不意味著刀鈍了，老意味著

更多的擔當和責任”，心懷理想與信

念，為之努力拼搏、奔跑，刺激高燃

的刑偵劇，不只是年輕人的專屬，中

年叔叔也能掀起熱血的風浪。“老樹

發新芽，枯樹再開花”，誰說中年人

只能枸杞配膏藥，咱們還能為了理想

熱血奔跑！

從《秋蟬》到《三叉戟》，從諜

影重重的亂世到和平富足的現代，變

的是年代，不變的是致敬時代無名英

雄的深刻作品內核，是對“中國藍”

正能量的薪火相傳。5月31日起每晚

19:30分鎖定浙江衛視中國藍劇場，與

“三叉戟”壹起奔跑吧！

由何念執導，潘粵明、童瑤、陳

數領銜主演，袁文康、許芳銥、李燊

、董又霖、王陽、林佑威等加盟的，

都市獨立女性治愈情感劇《誰說我結

不了婚》，主角之間產生強大化學反

應且“爽懟”金句頻出，在輕松的基

調下也引發觀眾對女性社會議題的深

思。《誰說我結不了婚》將於今日登

陸愛奇藝。

“神仙陣容”齊聚

今日即將登陸愛奇藝的2020都市

獨立女性治愈情感劇《誰說我結不了

婚》，在開播前就憑借實力派演員的

主創班底吸引了觀眾們期待的目光。

有高口碑神作在前的“叔圈頂流”潘

粵明搭檔“氣質女神”童瑤在劇中飾

演壹對歡喜冤家。劇中童瑤的閨蜜由

“禦姐視後”陳數飾演。

此外，袁文康、許芳銥、李燊、董

又霖、王陽、林佑威等優秀演員也將傾

情出演，共同呈現都市情感眾生相。

展都市獨立女性群像

作為今年女性現實主義題材力作

，《誰說我結不了婚》除了主創陣容

豪華之外，劇中對大齡女性群像的細

致刻畫，也成為大家關註重點。程璐

（童瑤飾）、田蕾（陳數飾）及丁詩

雅（許芳銥飾）是三位性格迥異的適

齡未婚女性，她們在劇中不僅展現著

蓬勃鮮活的生命力，也勇敢地表達著

自己追求幸福的決心。通過三位女主

角對婚姻、事業、生活的思考和態度

，也勾勒出了都市獨立女性情感眾生

相。

性格鮮明的三位女主在劇中擁有

著迥異的愛情故事，潘粵明與童瑤組

成的歡喜冤家，相扶相持又甜蜜互懟

；陳數與袁文康的職場CP，不僅勢均

力敵更是相愛相殺；丁詩雅也將在劇

中面臨多重抉擇。

《誰說我結不了婚》潘粵明童瑤陳數齊聚

由魯引弓原著，黃磊任藝術總監

，周藝飛編劇，張曉波導演，徐曉鷗

任總制片人的現實主義題材大劇《小

舍得》正式開機，領銜主演宋佳、佟

大為、蔣欣、李佳航，特別出演張國

立的豪華陣容也首度曝光。作為中國

教育“小”系列第三部，該劇將延續

《小別離》《小歡喜》的創作理念，

持續深耕教育與親子關系的種種議題

，全景式呈現“小升初”階段中國家

庭的眾生相。

全新視角聚焦小升初 角色陣容首度

曝光

《小舍得》的故事圍繞南儷、夏

君山和女兒夏歡歡、夏超超，田雨嵐

、顏鵬和兒子顏子悠等多個家庭展開

。兒女們即將從小學升入初中，每個

家庭都在面臨種種變化，親子關系也

在不斷溝通與選擇中得到新的認知，

父母與孩子迎來共同成長。

今日發布的視頻物料首次以家長

會的趣味形式曝光了主演陣容。南儷

（宋佳 飾）事業有成、兒女雙全，

是孩子口中“別人家的媽媽”；老公

夏君山（佟大為 飾）不僅是人人稱

羨的設計才子，更是愛家顧家的“女

兒奴”；禦夫有術、教子有方的田雨

嵐（蔣欣 飾）堅信“愛拼才會贏”

的人生信條，而老公顏鵬（李佳航

飾）則主業遊戲、副業工作，有著奮

鬥太累、樂享人生的價值觀；“外公

專業戶”南建龍（張國立 飾）的重

組家庭大家長的身份也讓觀眾好奇不

已。五位實力派演員與各具魅力的角

色之間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令觀眾

充滿期待。

持續發力打造中國教育“小”系列

前作《小別離》關註初中留學熱現

象，《小歡喜》將目光投向高考家庭，

兩部作品壹經播出皆贏得口碑與市場的

雙豐收。新作《小舍得》則聚焦“小升

初”家庭的種種生態，撫慰人心，“不

畏舍得，成長自有答案”便是該劇想傳

達給觀眾的核心理念。據悉，《小舍得

》的主角和前作處於同壹時空，彼此有

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前作的主角們也有

可能在本劇以彩蛋形式驚喜亮相，用心

程度可見壹斑。

《小歡喜》姊妹篇《小舍得》開機 聚焦“小升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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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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