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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sts against police violence sweep 
across small-tow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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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Illinois/NEW YORK (Reuters) - Before sundown 
on Thursday around 150 protesters marched down the 
main street in Anna, Illinois, past Bob’s Tavern, Oasis of 
Grace Church, Douglas Skating Rink and Casey’s General 
Store holding homemade signs and chanting “black lives 
matter.”

Nearly a century ago this southern Illinois town of 4,200 
residents expelled most of its African-American residents, 
according to historians.

The rally was held in solidarity with others protesting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in Minneapolis with a white 
policeman’s knee on his neck. Some residents said they 
were marching as a way to try to move beyond their own 
community’s past.

Joe Plemon, 73, an elder at the First Evangelical Presbyte-
rian Church, said he had prepared several Bible passages 
- laments - to read at the protest.

“We have been challenged within my own denomination, 
and I know this is going on at other churches as well, to 
say, ‘Let’s not just wink at this, let’s step up, let’s admit the 
things that we’re ashamed of and let’s confess the places 
where we’ve sinned.’”

Anna was once known as one of the “sundown towns,” or 

Inside C2

thousands of American localities where black people were not 
welcome, according to sociologist and historian James Loew-
en, who wrote a book about the phenomenon.
While most national attention has been focused on massive 
demonstrations and violent clashes with pol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biggest cities like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hundreds 
of spontaneous demonstrations have popped up in little towns 
and rural areas across the nation in recent days.
A BuzzFeed reporter based in Missoula, Montana, has gathered 
a growing thread of local news reports and social media posts 
showing nearly 250 protests in smaller communities - some 
with just a few hundred residents - in all 50 states.

Many of them are being held in conservative towns like Anna, 
which is 90% white and sits in a county where Republica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on 68% of the votes in the 2016 
election.

“We can’t put our head in the sand,” Plemon said. “It’s good 
for us to step up and say we want to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One of the mostly young organizers was 18-year-old Jenna 
Gomez from nearby Cobden, Illinois, who said she is used to 
seeing Confederate flags displayed by area businesses.

Gomez had thought maybe a handful of people would show 
up to the event when she and some others started a group chat 
about it.
“We wanted to show everyone that we are not the past,” she 
said at the rally over cheers and a call-and-response of “United 

we stand! United we fall!”
‘REMARKABLE’
About a half-hour north in Carbondale, Illinois, two other 
young organizers - sisters Adah, 16, and Maat Mays, 18 -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staging a vigil on Sunday in their small 
town of 25,000 while watching live Instagram feeds of demon-
strations in Minneapolis.

“When the protests started in the larger cities, I thought, ‘I am 
not in a big city but I can still bring awareness and find 
a way to honor the names of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killed by the police,’” said Maat Mays.

One state over in Indiana, sociology professor Jared Friesen 
found it “remarkable” that more than a hundred people gath-
ered on Wednesday in the center of Huntington - population 
36,000, 96% white and the hometown of Republican former 
Vice President Dan Quayle.

“This runs contrary to the ideas that people have about small 
towns,” Friesen said, “That we are all hicks and we don’t care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But some in these communities do not back the wave of public 
action.
Jeff Barnes, a retired housepainter and proud Trump supporter 
who lives in Anna, said he agreed with the president’s threat to 
use the military against looters.
“That won’t happen around here, I can assure you,” he said, 
gesturing to a group of about 20 men who were not visibly 
armed and said they were there to protect businesses.

Protesters rally 
against the death in 
Minneapolis police 
custody of George 
Floyd in Anna, 
Illinois, U.S., June 
4, 2020. REUTERS/
Brian Munoz



CC22星期六 2020年6月06日 Saturday, JUNE 06, 2020
英文版

BUSINESS

Employment stunningly rose by 2.5 mil-
lion in May and the jobless rate declined 
to 13.3%, according to data Friday from 
the Labor Department that was far better 
than economists had been expecting and 
indicated that an economic turnaround 
could be close at hand.
Economists surveyed by Dow Jones had 
been expecting payrolls to drop by 8.33 
million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to 
rise to 19.5% from April’s 14.7%. If Wall 
Street expectations had been accurate, it 
would have been the worst figure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As it turned out, May’s numbers showed 
the U.S. may well be on the road to re-
covery after its fastest plunge in history.
“It seems the damage from the nation-
wide lockdown was not as severe or as 
lasting as we feared a month ago,” said 
Scott Clemons, chief investment strate-
gist at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The stock market burst higher following 
the report as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opened higher by around 700 
points. Government bond yields raced 
higher as well, with the benchmark 10-
year Treasury most recently at 0.91%.
President Donald Trump expressed plea-
sure at the report, directing two tweets to 
CNBC.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It’s a 
stupendous number. It’s joy-

ous, let’s call it like it is. The Market 
was right. It’s stunning! @jimcramer @
CNBC
 34.2K
7:59 AM - Jun 5, 2020
Twitter Ads info and privacy  12.8K peo-
ple are talking about this
It is a stunner by any stretch of the imag-
ination! @CNBC
37.6K
8:01 AM - Jun 5, 2020
Twitter Ads info and privacy 15K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this
The May gain was by far the biggest one-

month jobs surge in U.S. history since at 
least 1939. The only previous month to 
register more than a million jobs was 
September 1983, at 1.1 million.

“Barring a second surge of Covid-19, the 
overall U.S. economy may have turned a 
corner, as evidenced by the surprise job 
gains today, even though it still remains 
to be seen exactly what the new normal 
will look like,” said Tony Bedikian, head 
of global markets at Citizens Bank.
The jump in employment almost per-
fectly mirrored the 2.7 million decrease 
in workers who reported being on tem-
porary layoff. Economists had expressed 
doubt as to whether that would be the 
case or if more job losses would be per-
manent.
“The glimmer of hope in that [April] re-
port, as awful as it was, was that 78% of 
the people who lost their jobs believed 
that loss would be temporary,” Clemons 
said. “It turns out that optimism seems 
to have been warranted. As the econo-
my responded and people went back to 
work, the jobs were still there.”
Those jobs tilted toward full-time, which 
added 2.2 million , while part-time work-
ers gaining jobs numbered 1.6 million. 
The huge increase in jobs “suggests that 
the US economy is more resilient than 
expected,” said Seema Shah, chief strat-
egist at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The addition in May was tempered 
somewhat by a revision in April that 
increased the initially reported loss by 

150,000 to 20.7 million. March’s total 
also saw a substantial revision, from 
881,000 to 1.4 million. On net, revisions 
added 642,000 to the already staggering 
job losses for the two months.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workers made up almost 
half the increase last month, with 1.2 
million going back to work after a re-
ported loss of 7.5 million in April.                                 
Jobs in bars and restaurants increased by 
1.4 million as states began to relax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Construction was 
the next biggest gainer with 464,000, 
making up for about half of April’s loss-
es. Education and health services rose 
by 424,000 and retail surged by 368,000 
after plunging by 2.3 million a month 
previous.
“It appears that businesses began rehir-
ing workers earlier and in greater num-
bers than expected, a trend that is likely 
to continue as lockdowns ease around 
the country,” said Eric Winograd, senior 
economist at AllianceBernstein. “To be 
clear: things are very far from normal 
in the labor market. But the pace of im-
provement, if sustained, suggests more 
reason for hop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than we have seen from any previ-
ous data release.”

 The other services category rose by 
272,000 thanks largely to a jump of 
182,000 for personal and laundry ser-
vices. Coming after a decline of 1.3 
million positions, manufacturing jobs in-
creased by 225,000 despite broader sig-
nals that the sector is still in contraction.
After an exodus in April, the labor 
force in May increased by 1.75 million, 
pushing the participation rate to 60.8% 
from 60.2% in April. The total employ-
ment level as measured by the survey of 
households rose by 3.84 million while 

those who reported being unemployed 
plunged by 2.1 million, though it was 
still elevated at 21 million.
The stunning gains come just three 
months after the U.S. had boasted a 3.5% 
unemployment rate, the lowest in 50 
years, then saw that erased in an instant. 
The U.S. economy had been enjoying the 
longest expansion in its history but had 
to go into almost complete lockdown due 
to stay-at-home orders issued across the 
country.
In recent weeks, all states have begun 
to reopen, but the unemployment level 
is expected to remain elevated as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stay in place. A 
more encompassing unemployment fig-
ure that includes discouraged workers 
and those holding part-time jobs for eco-
nomic reasons fell to 21.2% from 22.8%, 
the highest in the series history. (Courte-
sy https://www.cn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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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y Starts To Roar From Coronavirus -
May Reports Jobs Increase Over 2.5 Million 

KEY POINTS
Nonfarm payrolls up by 2.5 million in May as unemployment rate fell to 13.3%.
Wall Street estimates had been for a decline of 8.3 million and a jobless level of 

19.5%, which would have been the worst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era.
Much of the gain came from those classified as temporary layoffs                                      

due to the coronavirus-related economic shutdown.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represented almost half the jobs gained.

Stay Ssfe!          Wash Your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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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Governor Cuomo wanted to
give his daughter Michaela an old watch
as a graduation gift. The watch was
given to him by his father, the 52th
governor of New York, Governor Mario
Cuomo.

Cuomo said Michaela didn’t want any
money, but she wanted some gift more
meaningful. So he decided to let her
have the watch that his father gave to
him when he was elected New York
state Attorney General.

Cuomo has been married to Kerry
Kennedy for 15 years. They have three
daughters, Cara, Mariah and Michaela.
All of them were Ivy League graduates.
Kerry Kennedy is the daughter of the late

Robert Kennedy.

New York City will formally open up this
coming Monday. Since the pandemic
started, Governor Cuomo has been
hosting a news conference almost daily.
He gives very detailed reports to all the
citizens of New York. He tries to solve
the state’s problems with a very
efficient team. H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best politician who is trying to
accomplish a very difficult job.

I remember since I was a young kid, no
matter that I had left my home and gone
off to school, or later when I came to
America, my dad always wrote me
letters with a writing brush. When my life
faced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I

always looked at his letters. For the past
so many years, his letters have become
my spirit power to guide my life. Dad has
sinced passed away for many years, but
his letter still hang in my office.

Governor Cuomo’s gift to his daughter
really represents his love and
encouragement. This also sets an
example for all families.

0606//0505//20202020

FatherFather’’s Gift Watch And Letters Gift Watch And Letter



People enjoy a water slide in Yongin, South Korea. REUTERS/Kim Hong-Ji

High noon in a coronavirus-stricken world

A demonstrator holds a Palestinian flag in front of Israeli forces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Israel’s 
plan to annex parts of the occupied West Bank, near Tulkarm. REUTERS/Mohamad Toro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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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ken TV and computer screens are seen at a garbage dump near a rice field in Vinh Phuc province, 
Vietnam. REUTERS/Kham    

At sunrise, a demonstrator waves goodbye at soldiers as they withdraw behind a metal fence near 
the White House after a night of protests in Washington. REUTERS/Kevin Lamarque  

Broken TV and computer screens are seen at a garbage dump near a rice field in 
Vinh Phuc province, Vietnam. REUTERS/Kham    

Demonstrators turn over a vehicle which symbolizes a police car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demanding the resignation of Ukrainian Interior Minister Arsen Avakov, in Kiev, 
Ukraine. REUTERS/Valentyn Ogirenko 

Demonstrators smash down a door of the Jalisco State Government Palace during a protest to demand justice 
for Giovanni Lopez, a construction worker who died after being arrested for not wearing a face mask in public, 
during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Guadalajara, Mexico. REUTERS/Fernando Carranza



副刊

印度陆军，也是一朵军界奇葩。

1971 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以后，印

度决定要搞一型现代化主战坦克。要求

百分之百国产，目标超越德国当时在研

的豹-2坦克。这款坦克印度从研制到服

役，总共花费 37 年时间，至今没有大

批量装备部队。1987 年，首批 5 辆样

车出厂，给到部队进行试用。国防部长

举办了一个隆重的交车仪式，并命令

43 装甲团团长亲自上坦克试车，以测

试该型坦克是否满足部队的战斗要求。

团长在一圈试车之后，提了一个试车报

告，报告中团长无不激动的提出建议，

建议阿琼坦克项目停止，该型坦克不能

称之为主战坦克，只能称为主败坦克，

完全不符合军队的需求和战场的要求。

国防部一看报告大怒，好不容易搞出个

国产坦克，37 年磨一剑，怎么能这么

说话。要求陆军必须订货，必须支持国

产。

陆军没有办法，顶着压力在 2010

年订货 124 辆，但过了两年，居然没

有交货。陆军非常生气，宣布我们之前

订的不要了，重新订货，订 464 辆 俄

罗斯 T-90 坦克。之后，“阿琼”知耻

而奋进，不断改进，改成了 “阿琼

MK-2”。多少钱一辆呢？800 万美元一

辆。俄罗斯 T-90 坦克多少钱一辆呢？

250万美元一辆。买 1 辆阿琼的钱可以

买 4 辆 T-90。美国的 M1-A1 M1-A2

主战坦克才 700+ 万美元一辆。是不是

因为国产化程度很高，很多东西都需要

从头研发，所以在尚未批量生产前价格

高呢？不是，因为到现在为止，阿琼坦

克的零部件有 50% 都依赖进口，75%

的量产坦克都无法使用。这也没法怪局

座为什么老黑印度啊，实在是有点搞笑

吧。

再来看看印度的进口武器，从军事

强国进口的武器总没问题吧。不然！印

度的各型进口战机（咱就不说自研的

“光辉”战机了），只要经过印度斯坦

航空公司维护保养的型号，必摔。把空

军飞行员搞的起诉国防部，要求国防部

保护飞行员的安全，说飞行员也有生存

的权利。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在维修飞机

的过程中，和我们小时候拆装收音机一

样，拆装完发现手里还多一把螺丝，并

且大方的予以忽略。

飞机搞不定，那火炮总不难吧。从

美国采购了 M-777 轻型榴弹炮，155

毫米，4 吨重，是为了应对中印边境问

题订购的，总共买了 145 门。买回来

之后，2017 年 9 月 2 日试射。试射

的时候发生了炸膛。这就必须要找美国

人了，说你这个炮不行啊，怎么打了两

炮就炸膛了呢？伪劣产品啊，你给我说

说清楚。美国很重视，派了专家来印度

对武器进行了检查和问题排查，最后美

国专家笑了，说你们能买得起炮，那能

不能连炮弹一块

儿买呢？当然啦

，如果你们炮弹

制造的质量能保

证，你们自己造

炮弹也是可以的

。印度说你们这

个炮是 155 毫米

的呀，我造的炮

弹也是 155 毫米

的，有什么问题

吗？难道不能用

吗？美国人说，

你们造的这个炮

弹啊，口径不稳

定，工艺比较粗

糙，155 毫米的

炮弹最后造出来

可能是 156 毫米

。印度说没事啊

，不就差 1 毫米

么？用锉刀搓一

搓，不就小一圈

就可以用了么？

结果炸膛了。这

这这。。。太儿

戏了吧？印度把

原本在军火市场

上热卖的 M777

搞炸膛了，倒是在一定程度上神助攻了

中国的 AH4 榴弹炮在中东地区的销售

。

说到这个炮管口径，就再顺便说一

个事情。1992 年，印度的 T-72 坦克，

也是炮管爆炸，总共发生了 35 起事故

，其中有 10 根炮管被炸毁。这个炮管

怎么就会老爆炸呢？结果调查下来，坦

克炮管别人设计的质量要求比方说是要

必须 500 摄氏度以上两次热轧才行，

但印度很有质疑精神，说凭什么你说

要 500 度就必须要 500 度呢？400 度

行不行呢？450 度行不行呢？400 度也

可以造出来啊，不是和你 500 度造出

来的是一样的么？结果，由于温度不够

，打了几炮之后，炮管过热，就爆了。

经过试验，一个新的炮管，最多发射

120 发炮弹之后就寿终正寝了。你想想

，在战场上，一辆坦克，发射 120 发

炮弹之后，炮管就报废，这个仗怎么个

打法？感觉是每辆坦克上战场得背几根

备用炮管才行。与坦克炮管质量交相辉

映的还有坦克履带，一般的坦克履带都

是用上好几年都不需要更换的。印度生

产的坦克基本上每几十公里就需要更换

履带。试车的时候，不到两个小时就坏

了。原因是什么呢？67 吨的重型坦克

，一般都是用钢材质的负重轮，他自己

发明了一种铝合金的负重轮。

另外，为了追求发动机的国产化，

使用国产的 1500 马力的柴油机，安装

上进行实测，发现 1500 马力的发动机

，实际动力不到 500 马力。小马拉大

车，不行，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再引进

俄罗斯的发动机和德国豹-1的柴油机。

豹-1的柴油机设计动力是 830 马力，

通过涡轮增压到 1400 马力，其实也是

小马拉大车。但好歹比那个 500 马力

的强吧，那就试试。结果在沙漠高温环

境下一试车，发动机故障，动不了了。

凡次种种，印度的奇葩事件实在太多，

太匪夷所思。到是有一样，他是领先全

球的，那就是无与伦比的印度摩托车，

这载重量，绝对世界第一。

印度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这种军工上

的“笑话”呢？我觉得究其本质有两个

原因：

1. 装备技术发展没有一个顶层设计；

2. 军事文化太过随意和儿戏。

没有顶层设计，导致了发展没有连

贯性，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看别人什

么好，尤其是看中国有了什么，那印度

怎么能没有呢？必须有，赶紧要出结果

。最终导致武器万国牌，自己的科研能

力、科研产业链完全得不到该有的发展

。

军事文化太过儿戏，并没有将军事

作为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来做，没有严

格的纪律和执行。导致潜艇进港后和商

船相撞，刚修好的潜艇在开回港口后误

射鱼雷导致潜艇在港内沉没等等。

如果印度想要有实质性的发展，那

就要放下浮夸的心态，从顶层设计开始

并长期严格执行，那可能在20年之后，

会有质的改变。否则，局座用来讲印度

故事的原材料，印度还会源源不断地提

供。最终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导致灭顶

之灾。

当然啦，我们还是要祝世界和平！

印度陆军，一些不为人知的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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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House Democrats introduced a sweep-
ing policing reform measure on Thurs-
day named for George Floyd, in an 
effort to take action after his death and 
the resulting worldwide protests over 
racism and police brutality.
The George Floyd Law Enforcement 
Trust and Integrity Act, from Rep. Shei-
la Jackson Lee, D-Texas, and co-spon-
sored by Reps. Ilhan Omar, D-Minn., 
Jason Crow, D-Colo., and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Chairman Jerry 
Nadler, D-N.Y., calls for new national 
policing standards and accreditations.
It would require every state, local 
and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y 
to provide data to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the use of deadly force by and 
against police officers, along with data 
on traffic and pedestrian stops.
It would also make funding grants 
available to police agencies studying 
and creating new recruitment, hiring 
and oversight programs, and require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o establish a task 
force to coordinate efforts to investigate 
and prosecute cases of law enforcement 

misconduct.
 

Who was George Floyd? Floyd was a 
former athlete and an active member 
in his church community.
 “It is a bill for this moment in history,” 
Jackson Lee told ABC News as she 
traveled to Floyd’s funeral in Minneap-
olis.
The Texas Democrat, who has intro-
duced the measure in previous sessions 
of Congress, said the proposal “tries to 
alter the culture” of policing in America.
“Officers … want to go home to their 
families, we acknowledge that,” Jackson 
Lee said. “But we acknowledge that it’s 
important that those they confront go 
home as well. And we have not been 
seeing that as it relates to African Amer-
ican men.”

 People lay down in protest over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near the U.S. 
Capitol, June 3, 2020, in Washington, 
D.C.
People lay down in protest over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near the U.S. 
Capitol, June 3, 2020, in Washington, 
D.C.Mandel Ngan/AFP via Getty 
Images
The proposal is one of several new mea-
sures Democrats could work to advance 
following the killing of George Floyd 
and resulting protests over racism and 
police brutality across the country.
On Wednesday, Omar, from Minneso-
ta, introduced four bills, including a 
proposal to establish a federal agency to 
investigate deaths in police custody and 
from officer involved shooting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nother to criminalize 
violence against protestors by police – 
who, in many instances, are shielded 
by a legal doctrine known as qualified 
immunity.
Earlier this week, former vice president 
and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Joe Biden endorsed a bill from Rep. Ha-
keem Jeffries, D-N.Y., to outlaw police 
chokeholds.
And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D-Calif., said on Thursday that House 
and Senate Democrats would introduce 
comprehensive police reform in the 
coming days.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D-Calif.

“Many of these bills have been in the 
hopper. And now with all the public 
exposure of it, we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getting them turned into law,” she 
said on a conference call.
While Democratic leaders have vowed 
to pass new legislation after Floyd’s 
death, it’s not clear what measures the 
GOP-held Senate will consider – or if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ould sign any 
of them into law.
“It’s not lost on me that there are over 
70 cosponsors of this bill, and none of 
them are Republicans. That’s a prob-
lem,” said Crow, who marched with 
protesters in Denver on Wednesday. 
“So I tell all my Republican colleagues, 
today will be a good day to do the right 
thing. Tomorrow will be a good day to 
do the right thing, You can join this.”
House Republican Leader Kevin Mc-
Carthy on Thursday said he would be 
consulting with Republican members 
on potential legislation. He said he 
would support improving police officer 
training and making it easier for officers 
to be removed for cause.
“I do not believe that anybody should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They 
should not judge all just by the color 
of their uniform,” he said. (Courtesy 
https://abcnews.go.com/)
Related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to propose policing reforms 
after George Floyd’s death
The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is at 
work on a package of policing re-
forms the House could advance later 
this month in response to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Rep. Karen Bass, D-Ca-
lif., the chair of the caucus, told ABC 
News.
A federal chokehold ban, a review of 
police training standards and a reform 
of the legal doctrine that shields police 
officers from legal liability are some 
of the proposals circulating among the 
group, which House Democratic leaders 
have tasked with leading the chamber’s 
response to Floyd’s death and the ongo-
ing protests.

 

“We are going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while the nation has a height of aware-
ness on the issue, to pass transformative 
legislation,” said Bass.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n this time period, we 
are very visible so that African Ameri-
cans around the country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our experience as well.”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have been 
united in condemning the events leading 
up to Floyd’s death, but any broad and 
rapid compromise on policing reforms 
is unlikely on Capitol Hill -- particularly 
in an election year when lawmakers are 
already struggling to agree on how to 
address the ongoing coronavirus and 
economic crises. (Courtesy https://abc-
news.go.com/)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Democrats Say They Want To Change The Culture Of Policing

House Democrats Introduce Policing
Reform Bill Named For George Floyd

Rep. Sheila Jackson Lee is shown during a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meet-
ing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DC Dec.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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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接吻；告诉客户在接触你之前

要洗手；戴上口罩；避免面对面的姿势

；甚至可以穿上护士服、拿出体温计，

如果客户体温正常，就让这成为游戏的

一部分，如果他发烧了，就结束服务。

据CNN报道，这些都是在新冠疫

情时代，世界各地的倡导团体和卫生当

局提倡的真实提示，希望能保护人数庞

大却又常常被忽视的性工作者。

当然，最理想化的建议是完全停止

所有性工作，但正如联合国艾滋病规范

署（UNAIDS）4月份警告的那样，许

多性工作者

不得不权衡

安全和生存

哪个更重要

。

一个古老的

经济学原理

声称，对赌

博、酒精、

毒品和性交

易等“恶”

和“罪”的

消费，能很

好地抵御经

济衰退，因

为人们无论

是悲伤还是

快乐都会求

助于它们。

一些不良嗜

好甚至被认

为是反周期

的，当经济

急剧下滑时

反而会上升

。

对于美国的

数百万全职

性工作者来

说，此次疫情是具有毁灭性的。

几名性工作者告诉CNN，由于担

心新冠疫情，他们选择停止工作。而且

客户的需求也开始降温，随着美国失业

率达到大萧条水平，许多美国人在各类

服务上的支出都在减少。但尽管如此，

每一位接受采访的性工作者都表示，他

们仍然收到要求见面的请求，即使没有

像以前那样的频繁。

与其他行业一样，一些性工作者选

择转向远程工作，通过提供具有挑逗意

味的直播节目、图片和聊天来挽救收入

。

许多人都选择入驻Only Fans，该

网站中成人内容创作者占了很大一部分

。该公司告诉CNN，自3月初开始暴发

疫情以来，新的注册人数增加了75%，

该平台目前每24小时新增约20万用户

。当然，并不是所有驱动都来源于性工

作者，该平台表示，在疫情期间很多

“有影响力的人和名人”会在此为订阅

者发布照片和视频。

但是想要开启线上工作并不容易。

性工作者告诉CNN，一台电脑、高速

互联网、网络摄像头和麦克风是最基础

的设施，更不用说还需要强大的手机数

据计划来与客户保持联系、同时保护隐

私。对贫穷的性工作者来说，所有这些

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对于那些已经不再从事性工作的人

来说，现在需要面临经济衰退、工作机

会减少、竞争激烈的现状，他们可能会

重新选择从事这项地下工作。瑞秋· 劳

埃德（Rachel Lloyd）就曾经是一位性

工作者，她在纽约市创立了一家旨在帮

助被剥削、被贩卖的年轻人脱离性工作

的组织——GEMS。劳埃德现在很担心

他们会重新选择这个行业。

她说：“我非常努力地构建了一个

能够为他们提供选择的项目。我们可以

告诉他们，你可以离开这个行业，这里

有一些其他的选择。虽然一开始这些选

项并不那么完美，但是我们会帮助你在

此基础上发展，也可以支持你完成大学

学业。然后他们有了工作。但是现在看

来，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在理论上，性工作者是可以得到援

助支票、领取失业保险的，但许多人没

有申请这些福利所需的所得税记录和银

行账户。他们担心政府会利用失业申请

来确认和起诉他们是性工作者。

一位性工作者说：“我一直都知

道报税是个好选择，也知道不报税

的后果。但我依旧没有去，这太可

怕了，一直以来我的工作都游离在

合法市场外，我不知道美国的官僚

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如果想得到这

些利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需要冒

着怎样的风险。”

对于非公民来说，向政府寻求帮助

似乎也不是选择之一。多名活动人士和

律师称，身为移民的性工作者敏锐地意

识到了特朗普政府的“公共负担”

（public charge）规则，如果移民被发

现使用食品券和住房券等公共福利，就

更难获得绿卡。

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美国

研究学（American Studies）助理教授埃

琳娜· 施（Elena Shih）是支持性工作合

法化的红莺歌组织（Red Canary Song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她说：“我们试

图帮助几个人申请失业救济，但他们请

求我们不要这样做。”

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
能在社交距离时代生存吗？

5月26日见报的《纽约时报》刊发

分析文章说，加州经历过各种艰难的困

境， 比如1994年的北岭大地震，无数

场规模巨大的野火，大萧条等等，但没

有像这次疫情一样对加州的支柱经济造

成如此毁灭性地打击。

美国中文网综合报道，加州的经济

多元化程度很高，许多成就了今天加州

的行业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加州拥有

美国最大的旅游业，公立大学系统，娱

乐业和港口系统，并且食物产量远多于

任何其他州，在新冠病毒引起的衰退中

，这些行业的损失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

最早关停经济 财政遭受重创

加州是第一个关停经济以对抗新冠

病毒的州，成功避免了东北部遭受的惊

人的高感染率和死亡率。但是，巨量的

财务成本每天都在增加。据州长纽森称

，加州的失业率估计在20％以上，远高

于14.7％的全国失业率，与受病毒打击

最严重的纽约州数值相近。

重新开放的决定由本州自己做出，

许多保守的州正以更快的速度恢复经济

，许多自由州，例如加州，正在采取更

多的预防措施。根据Google收集的位置

数据，与其他州的人相比，加州人更严

格地遵守居家令规定，去零售店和药房

的人较少。

在洛杉矶，电影制作行业被关闭，

主题公园被封锁，旅馆空置，失业率已

达到24%，大致等于1933年大萧条的最

高失业率。

加州面临540亿元的巨额预算赤字

，这可能会迫使其削减对学校，社会福

利计划，医疗保健和道路建设的资金。

该州是第一个从联邦政府借款130亿元

来为其失业救济金提供资金的州。

重度依赖交通、旅游业 受疫情直接打

击

从许多方面来看，加州拥有美国最

大的旅游业、公立大学系统、娱乐业和

港口系统，并且食物产量远多于任何其

他州，在新冠病毒引起的衰退中，其损

失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加州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旅行，

尤其是航空旅行来推动其经济发展。根

据运输统计局数据，去年有8300万人乘

飞机抵达该州参加会议，开展业务，加

州对旅行的依赖度远远超过了佛罗里达

，得州和纽约州，它们是顺次严重依赖

航空旅行的三个州。

80%的旧金山游客，以及一半的洛

杉矶游客是乘飞机抵达的。去年，加州

的旅游业收入为1450亿元，超过任何其

他州。

“每个人都屏住呼吸，”葡萄酒国

家旅游协会Visit Napa Valley 主席 Lin-

sey Gallagher说。在最近的一个工作日

，Gallagher女士进行了最新的统计：在

纳帕的5500间酒店客房中，只有328间

被占用，其中大部分是医务人员和与受

感染亲戚隔离的家庭。

旅游业迅速裁员所产生

的后果远远超出该州失去工

作的60万名旅游业从业人

员。与旅行有关的税收是加

州城市的主要收入来源，去

年的收入高达120亿元。

加州旅游局局长卡罗

琳· 贝塔塔（Caroline Beteta

）表示：“在旅游业和酒店

业能够重回正轨之前，我看

不到加州会全面复苏。”

在短短几周内，加州失业人数约为

500万，是大萧条高峰时期失业人数的

两倍多。

从农业到能源业无一幸免

加州的生产总值超过25个州的总和

，其复苏的步伐对美国的未来具有重大

影响。 2008年之后，在硅谷的推动下

，加州帮助美国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

机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硅谷仍然保

持相对的韧性。但这一次，这种衰退蔓

延到了整个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包括太

平洋海岸沿岸田间烂掉的草莓，纳帕谷

空荡荡的品酒室以及全美最大的公立大

学系统荒芜的校园。

这场危机对加州可以说是地毯式袭

击，从石油业到草莓种植业的各种不同

的行业全面受到威胁。草莓产业拥有5.5

万名员工，在这个行业，联邦政府对加

州的资助至关重要。加州草莓委员会主

席里克· 汤姆林森（Rick Tomlinson）说

，4月份，有数千万磅的草莓在田间腐

烂。联邦政府随后同意购买价值3500万

元的冷冻草莓，分发给食品银行，以及

将近5亿元，用于购买各种新鲜水果和

蔬菜，包括草莓和其他加州的作物。

加州资源公司（California Resourc-

es Corp）是一家油气生产商，是位于洛

杉矶北部克恩郡（Kern County）的主要

雇主，本月该公司表示，如果它无法重

组其数十亿元的债务，就可能面临破产

的风险。

专家和官员敦促联邦政府介入并通

过大规模的救助来支持州财政，这引起

美国各地党派间的争执，包括华盛顿许

多共和党人议员对此表示反对。

据保险杂志报道，加州赔偿保险基

金 （State Compensation Insurance Fund

in California）已开始接受其5000万元的

COVID-19安全协议基金的申请。该基金

将帮助投保人实施新的安全措施，以应

对加州取消“居家令”导致新冠病毒的

蔓延。

基金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弗恩· 施泰

纳（Vern Steiner）在宣布该基金的声明

中说:“我们的安全生产基金将帮助保护

企业、员工和他们的客户免受COVID-19

的影响。”“通过提供这种支持，我们

确保企业能够进行关键的安全升级，以

满足州长谨慎、分阶段的重新开放建议

。”

另据KTLA报道，加州州长纽森周

二宣布，除洛杉矶外，加州的许多郡现

在都可以重新开放理发店和发廊，但需

要做一些重大调整。这些放宽的限制适

用于加州58个郡中的47个，这些郡已经

提供了符合加快重新开放标准的证明，

并且得到了州政府的批准。这些郡包括

橘子、河滨、文图拉、圣贝纳迪诺和圣

巴巴拉。

疫情下的加州
支柱产业遭重创，复苏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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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养花养得多了，一般都

会知道要给花去施肥，怎么去给植

物施肥呢？施肥也是有小技巧的，

施肥得当，您的植物才能够长得好

，今天就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家庭中养花无非分为两

种，一种植物是开花的植物，一种

植物就是观赏叶子的植物，那么我

们选择肥料应该怎么选择呢？我们

知道肥料有氮磷钾三种元素，氮元

素促进长枝长叶，钾元素促进根系

发达，主干快速变粗变硬化变老化

，磷元素促进开花，那么我们就可

以根据这个选择肥料，我们养的开

花植物在开花之前，必须要给它补

充磷元素，磷元素能够促进它快速

的分化花芽长出花苞来开花。这就

是他花期所必须要知道的，提前给

她补充磷钾元素，就能够让他快速

的去长出花苞来开花。

但是开花植物有开花一季的，

开花一季的直接使用磷酸二氢钾就

行了，如果是四季开的，尽可能选

择磷元素含量高，其他元素也不缺

失的，因为它四季开花要在长的同

时不断的往外出花苞，不能缺少其

他的元素，一季开花的植物补充上

磷酸二氢钾以后，开完了再去用多

元素的，这样就能够均衡起来，这

就是开花植物施肥的两种小技巧。

再一个就是我们养的观叶类的

植物，它不开花主要是欣赏叶子，

那么我们选择肥料的话，就要选择

多元素的，氮磷钾均衡，这样养分

均衡，生长过程中就不会出问题，

根系发达主干粗壮，叶片也能够长

得繁茂，如果说你想让它快速的长

枝条长叶片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氮

元素含量高，其他元素也不缺失的

，这样就能够让它快速的长叶。施

肥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去选择，开花

植物和观叶类的植物不同的选择方

法。施肥一定要记住，浓度不要高

了，秉着薄肥勤施的原则，最少不

能低于7天，一般7~10天用一次，生

长季节就能够让它快速的吸收，快

速的去生长。

浓度调低一点，这样就不容易

出现烧根的情况，我们买的肥料上

面写的1:500的浓度，这个是它的最

佳浓度，如果用量比500大一点就容

易烧，用量少一点就没有问题，所

以说我们可以选择用1:800~1000，把

浓度调低了，这样养花施肥它永远

不会烧根，只要您植物长势好就可

以给它补充肥料，如果不生长或者

是出问题了，烧叶叶片烂了你再去

施肥的话，很有可能烧根。无论什

么肥料，最好是兑水化开，直接浇

到盆土里，浇到盆土里以后，通过

根系吸收分散到整个植株上，这样

我们养护的过程中，只要根系发达

吸收快速，它就能够长得快开花多

，如果想叶面喷施的话，一定要记

住，浓度使劲低一点，高了很容易

烧叶。

家中养花，不会“施肥”怎么行！
3分钟教你学会“巧用肥”

注射疫苗、体内外驱虫和定期清洁

作为现代养宠保健的三个不可或缺的环

节，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但是越熟

悉的事情往往越容易被忽略。

最近总有宠爸宠妈问“狗狗有没有

必要驱虫？”“狗狗驱虫之后出现各种

反应该怎么办？”等问题，今天助手君

就跟大家探讨一下狗狗体内驱虫必须知

道的那些事。

第一件事：需要给TA体内驱虫吗？

“要不要给狗狗驱虫？”这个当然

是必须的，事实上，很多小狗在哺乳期

就感染了寄生虫。狗妈妈趴在地上，腹

部极易沾染环境中的虫卵，并在哺乳的

过程中进入小狗体内。

驱虫不及时，毛孩子就要受罪了

以蛔虫为例，虫卵进入消化道，卵

壁被消化后幼虫逸出穿过肠壁，进入淋

巴腺和肠系膜静脉，经肝、右心、肺，

穿毛细血管到达肺泡，再经气管、会厌

、口腔、食道、胃，回到小肠，整个过

程持续接近一个月，想象一下这样的画

面，是不是有点头皮发麻？

第二件事：不驱虫会有什么危害？

寄生虫不仅会造成狗狗营养不良

、消瘦、贫血等，它们在肠道内盘踞

附着、在体内游走往往会造成肠穿孔

、胆管堵塞等机械性伤害。寄生虫对

肠道等身体天然屏障的伤害，也会导

致常性继发性细菌感染，造成呕吐便

血等症状。虫体本身作为外源物质所

产生的分泌物、代谢物、虫体死亡崩

解后遗留物，可以引起各种程度的中

毒或过敏反应。

驱虫不及时，毛孩子就要受罪了

及时给幼犬进行体内驱虫，不仅可

以减少犬瘟、细小等传染病的发生率，更

可以大大增加发病后的治愈率。成犬定期

的体内驱虫不但可以让狗狗免受寄生虫病

的伤害，还可以保证狗狗摄入足够的营养

提高体质，减少其它疾病的发生。

第三件事：怎样选择驱虫药？

其实，宠物制药业发展到今天，驱

虫药的驱虫效果我们已经无需担心了，

但“是药三分毒”，如何选择最适合自

家狗狗的驱虫药呢？重点考虑两点：驱

虫药对狗狗的的毒副作用及主要驱杀寄

生虫的种类。

第四件事：正确的驱虫方法

以小宠体内驱虫药为例，幼犬四周

以上开始驱虫，根据幼犬体重分割药片

，尽量精确，不宜过多；间隔两周再驱

一次，直到完全断奶或接近三月龄，改

为正常的三个月一次。如驱虫后可以看

到粪便中带有明显虫体，可两周后再次

驱虫。

驱虫不及时，毛孩子就要受罪了

狗狗半岁后季度一次，一岁后半年

一次。猫咪一般情况下，2-6月龄阶段

，每个月都要驱虫1次。而6月龄以后

，每个季度驱虫1次。等到宠物猫成年

，则可以延长到半年或者是1年驱虫1

次。

第五件事 ：如何预防体内寄生虫？

1、坚持科学合理的驱虫免疫，定

期给狗狗服用适量的、正规的、安全的

体内驱虫药。

2、保持家庭环境卫生整洁，勤打

扫、勤消毒，这对人和宠物来说都是最

直接的保护；

3、坚持喂食狗粮，其它食物一定

要煮熟煮透再喂，可以避免虫卵随着生

食进入狗狗体内；

4、遛狗时使用牵引，减少接触流

浪动物、垃圾堆、深草地等寄生虫密度

高的地方。

作为主人，除了为宠物提供必要的

食物、良好的照顾外，还要投入更多的

精力去关心它们的健康，定期做好驱虫

工作非常有必要哦！

驱虫不及时，毛孩子就要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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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疫情報告 & 休斯頓新聞
【本報訊】截止到周五上午,

大休斯敦地區病毒感染人數 21871
人, 461 人死亡,8372 人痊愈.德州感
染人數69920人，1767人死亡。

以下是休斯頓其他新聞：
根據德州醫療中心各個醫院的

報告顯示，目前在加護病房的病毒
確診人數正不斷增加，中心指出，
這個趨勢正在發出警告，如果未來
兩周，加護病房病人數量繼續增加
，將意味著超過目前醫院的就診和
看護能力。

貝勒醫學院的專家表示，過去
一周來，到醫院就診的病人人數顯
著增長，應引起社會的警覺。

本周四，位于katy Park 有上千
人學生組織的示威抗議活動，以紀
念被警方虐殺的弗洛伊德，他們表
達要正義執法的訴求，這個組織機
構包括katy獨立學區叁所學校的學
生。

一名學生組織人表示，對美國
族裔系統出現的問題，我們的目的
，就是讓大家在我們的社區認識到
這個問題。

聯合組織人 Cinco Ranch 高中
學生 Jeffrey Jin ，Foyin Dosunmu 也
投入大量時間促成這次集會。這次
集會，在公園舉辦，也是了避免暴
力時間發生。

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您需要知道的事 麻省總醫院健康專欄
【本報訊】新型冠狀病毒的肆虐讓我們開始關心和擔憂親人

的健康。值得慶幸的是，兒童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例並不嚴重
，兒童感染後通常表現為輕度症狀或無症狀。目前，醫生正在深
入研究一種罕見但嚴重的炎症疾病——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
（PMIS）。它會出現在曾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或接觸過新型冠狀
病毒的少數兒童身上。醫生正在研究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與新
型冠狀病毒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繫。傳染病專家Vandana Madha-
van, MD, MPH與麻省總醫院兒童醫院（MGHfC）小兒心髒病科
執業護士 Kateri McGuinness, RN, MSN, PNP一起為大家解答關
於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的常見問題。

什麼是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PMIS）？
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PMIS）是一種非常罕見但嚴重的

兒童炎症疾病。最近，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檢測中呈陽性的患兒
中出現了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的病例，感染檢測呈陽性代表他
們曾感染過或近期感染過病毒。然而，並非所有小兒多系統炎症
綜合徵的患兒都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檢測中呈陽性，醫生仍在研
究這兩種疾病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繫。

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的症狀是什麼？
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的輕度症狀包括發燒、咳嗽、喉嚨痛

和發疹。它還會引起手、腳和淋巴結腫脹。更嚴重的話，小兒多
系統炎症綜合徵還會影響血壓、心臟和腎臟功能。

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的症狀在最初感染的幾週後才會出現
。在某些情況中，家人在孩子出現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的症狀
後才知道孩子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總而言之，要牢記，兒童感
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症狀往往較輕微或不會出現。

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的某些症狀與川崎病的症狀相似。小
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和川崎病一樣嗎？

不一樣，儘管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和川崎病的症狀相似，
但它們是不同的疾病。患上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的兒童發炎情
況似乎也更加嚴重。好消息是，儘管患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的
病情比川崎病的更為嚴重，但他們大多都能痊愈。

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和川崎病都會引起持續性發熱、皮疹
、眼睛發紅、手腳與淋巴結腫脹。與川崎病不同的是，小兒多系
統炎症綜合徵的患兒還可能會出現腹痛、嘔吐或腹瀉等症狀。有
些病情嚴重的患兒還可能會出現血栓、腎臟損傷或心臟發炎的症
狀。

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和川崎病的易發年齡有所不同。小兒
多系統炎症綜合徵多發於幼兒和青少年，而川崎病則多見於5歲
以下兒童。

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是由什麼引起的？
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的病因尚不清楚，但醫生認為它與新

型冠狀病毒的感染有關。根據遺傳基因，更容易患上小兒多系統
炎症綜合徵的兒童的免疫系統可能會以某種形式讓一些兒童出現
嚴重的炎症。醫生正在開始研究遺傳和免疫因素，這些因素或許
可以解答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的病因。

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會傳染嗎？
據我們對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的了解，它似乎是感染新型

冠狀病毒後的一種並發症，這種病通常在初次感染幾週後才發病
，因此不具有傳染性。儘管兒童可能會患上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
徵，在新型冠狀病毒檢測中呈陽性，存在傳染給其他人的可能，
但要切記，只有極少數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兒童會出現小兒多系
統炎症綜合徵。

醫生如何診斷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
要診斷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醫生要獲取兒童的詳細病史

，對其進行身體檢查和血液測試。醫生還可能會要求兒童做心臟
超聲波心動圖和其他檢查。

麻省總醫院兒童醫院（MGHfC）可以治療小兒多系統炎症
綜合徵嗎？

可以。無論是門診還是住院，麻省總醫院兒童醫院的醫護人
員都可以為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的患兒進行評估和治療。麻省
總醫院兒童醫院擁有一個專家團隊，可為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
的診斷和治療制定方針。團隊成員包括來自小兒心髒病科、小兒
傳染病科、小兒風濕病科以及小兒重症護理的醫護人員。這個團
隊也會通過視頻或電話與兒科醫生進行交流。

對治療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最有用的建議是什麼？
我們仍在研究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的疾病光譜和症狀與新

型冠狀病毒的聯繫。並非所有孩子都需要藥物治療。如果孩子出
現發燒、咳嗽或喉嚨痛等輕度症狀，可在家進行輸液或服用含乙
酰氨基酚等成分的退燒藥。

病情嚴重的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患兒可住院治療，通過藥
物來幫助穩定血壓、維持心臟功能運作或治療血栓。他們還可能
需要不同類型的皮質類固醇或抗炎藥物。如果孩子同時患有小兒
多系統炎症綜合徵和新型冠狀病毒，可能還需要進行輸血和/或
抗病毒治療。

如果孩子出現症狀，家長該怎麼辦？
擔心孩子症狀的家長應打電話給兒科醫生來討論下一步行動

。有些孩子需要進行驗血或其他檢查，而有些則需要進院治療。
在新型冠狀病毒肆虐期間，您認為小兒多系統炎症綜合徵會成為
一個大問題嗎？

德州本地新聞

募資200億
中芯國際成科創板新融資王

6月1日，中芯國際的招股書申報稿

正式掛在了上交所官網上。

雖然距離正式登陸A股，尚需經歷若

幹輪問詢、上市委會議、提交註冊以及對

結果的漫長等待。但似乎整個市場都在期

待這個代表了中國半導體產業核心環節的

晶圓代工制造商能夠成為新的民族之光。

如果壹切順利，募資200億元的中

芯國際將成為科創板開板以來的新紀錄

擁有者，但對這家公司而言，想要追趕

上產業龍頭臺積電，其資金缺口仍然很

大。自美股退市後，港股低迷的股價使

得中芯國際需要更多的資金註入。

受此消息影響，大唐電信已連續兩日

漲停。

海通證券和中金將參與本次發行戰
略配售

盡管中芯國際並非科創板首家註冊

地在境外的企業，但其重登A股所引發

的蝴蝶效應遠不是募資20億元的“前浪”

九號機器人所能比的。中芯國際的每壹

步動作踩點十分精準。

2000年4月，中芯國際成立。2004年，

該公司即在美國和中國香港實現兩地上

市。2019年5月，由於成交低迷和成本

太高，該公司宣布從紐約交易所退市，

轉向場外交易市場進行交易，而壹級市

場交易將集中在港交所進行。自此，中

芯國際壹度傳出回歸A股上市的消息。

然而，在這前壹年，2018年3月，

中國證監會就出臺了“關於開展創新企

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試點若幹意

見”（以下簡稱“若幹意見”）。廣義

上來看，這是對海外上市紅籌股極具吸

引力的回歸助推器，但市值的高門檻篩

掉了絕大部分公司，潛在標的直接縮減

至109家。

不過，若幹意見為“擁有自主研發

、國際領先技術、科技創新能力較強，

同行業競爭中處於相對優勢地位”的企

業進壹步降低了市值門檻，為標準的十

分之壹，減少了1800億元的市值要求。

在招股書申報稿中，中芯國際強調

了這壹規則。並且，在關於具體上市標

準的選擇上，中芯國際也並未選擇常見

的五條標準中任何壹條，而是選擇了上

述若幹意見中“市值200億元人民幣以

上”的“降配”標準。

不僅如此，中芯國際的“主承銷

團”也頗為亮眼，海通證券和中金公司

擔當聯席保薦機構（主承銷商），而國

泰君安、中信建投、國開證券，以及摩

根士丹利華鑫證券均為聯席主承銷商。

海通證券和中金公司將參與本次發行

戰略配售。同時，海通證券董事長周傑是

中芯國際的非執行股東，截至2020年5月

22日，海通證券合計日常業務市場化行為

持股1.10%。中金公司也在同時期以日常業

務市場化行為持有股份0.07%。此外，國開

證券的控制方國家開發銀行全資持有的另

壹實體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

“國開金融”）副總裁路軍目前擔任中芯

國際的非執行董事。

無控股股東
多數股東持股不超過5%
本次發行上市後，中芯國際將再次

成為壹家兩地上市的企業，分別在港交

所和上交所掛牌交易。招股書申報稿顯

示，中芯國際股權較為分散，任何單壹

股東持股比例均低於30%。截至2019年

底，第壹大股東為持股17%的大唐香港

，第二大股東為持股15.76%的鑫芯香港

，其余股東持股比均小於5%。

目前，中芯國際共有14名董事，各股

東提名董事人數均低於董事總人數的二分

之壹，不存在單壹股東通過實際支配公司

股份表決權能夠決定公司董事會半數以上

成員選任或足以對股東大會的決議產生重

大影響的情形，且公司主要股東之間無關

聯關系、壹致行動關系，因此，中芯國際

目前無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

對兩大股東穿透可見，大唐香港其

背後為中國信息通信科技集團全資持有

，而鑫芯香港由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全資持有，後者掌管

著中國半導體行業最重要的壹筆投資基

金，俗稱“大基金”。目前大基金已有

兩期，壹期是中芯國際的主要投資者。

2020年5月，大基金二期也增資入股了

中芯國際控股子公司中芯南方集成電路

制造有限公司。

因此，在14席董事中，董事會提名

了11席，大唐控股提名了2席，而大基

金壹期提名了1席。值得註意的是，董

事會提名名單中也有不少與這兩大股東

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作為中芯國際首

席財務官、執行副總裁、聯席公司秘書

兼執行董事，高永崗也是大唐電信集團

財務有限公司董事長，這家公司背後由

中國信息通信科技集團全資持有。

公司非執行董事路軍除了是國開金

融的副總裁之外，他同時擔任大基金壹

期、大基金二期的董事壹職，以及國開

金融持股45%的華芯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

司（以下簡稱“華芯投資”）的總裁職

務。另壹名非執行董事任凱是華芯投資

的副總裁。

中芯國際此前股權幾度變化，異常復

雜。公司的起源是，大股東將前公司賣給

臺積電，張汝京選擇北上考察，遇到了時

任上海市經委副主任江上舟，兩人壹拍即

合。中芯國際最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在上海張江高科技產業園落戶，而張汝京

因此被稱為“中國半導體之父”。

註冊成立後，首期募集資金就使得其

擁有了16個股東，股權非常分散。為了避

免重蹈覆轍，中芯國際公司章程規定，各

大股東委派的董事只能擔任非執行董事，

避免過度接入日常經營，並控制企業。

2008年，大唐電信入股，成為第壹

大股東。同壹時期，中芯國際在和臺積

電的專利官司中落敗，臺積電獲得了中

芯國際已發行股份的約 10%。不過，

2019年6月，臺積電出售了大部分中芯

國際股權，所剩只占約0.2%。

與此同時，張汝京離開，而江上舟拉

來了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由於大唐電

信極力反對，後者未能成為最大股東。

■ 聚焦
技術疊代追趕A股上市是快速融資

通道
經過數十年發展，中芯國際可以為其

客戶提供0.35微米至14納米多種技術節點

、不同工藝平臺的集成電路晶圓代工及配套

服務，而其主營業務集成電路晶圓代工收入

已超過90%。其在招股書申報稿中引用了第

三方機構IC Insights的數據稱，2018年前五

大純晶圓代工廠的市場份額為88%，臺積電

第壹，而中芯國際位列第四。不過，臺積電

的銷售額是中芯國際的10倍多。

由於代工行業對原材料和設備要求較

高，而部分重要材料及核心設備在全球

範圍內的合格供應商數量較少，且大多

來自中國境外，主要是日本、韓國、荷

蘭、美國等。中芯國際提示，如果發生

供應短缺、價格大幅上漲，或者供應商

所處的國家和地區與中國發生貿易摩擦、

外交沖突等都會影響到其進口，且公司

未能及時形成有效的替代方案，將會對

其生產經營及持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從業績來看，代工模式受季節影響

因素小，更加受到產業周期的影響。

2017年，中芯國際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正，但

2018年及2019年，由於先進及成熟工藝

生產線的擴產，公司面臨較高的折舊壓

力，尚未體現規模效應，且研發投入不

斷增大，凈利潤為負，持續虧損。不僅

如此，部分新工藝平臺升級帶來的銷售

收入增長具有壹定的滯後性。

對於中芯國際來說，其雖然是中國大

陸第壹家提供14納米技術節點的晶圓代工

企業，並且第壹代14納米FinFET技術已經

進入量產，第二代進入客戶導入階段。但

全球最先進的量產工藝已經進入7納米至5

納米階段，而3納米有望在2022年前後進

入市場。這些都導致中芯國際需要對新技

術進行投入，追趕同業者。

技術投入對中芯國際來說只是其中

壹塊較大的資金缺口。原材料矽片的采

購成本逐年增加，而上遊設備供應商的

合同陸續到期，需要重新簽訂合同等各

種需求也使得資金逐步吃緊。因此，對

中芯國際而言，A股上市也只是快速融

資的通道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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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郊遊野餐玩航拍 蔡少芬不忘清垃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身兼歌手及
演員的鄧健泓（Patrick）之前首次執導以“珍
惜”為主題的微電影《Dreams Come True》
（暫譯：夢想成真），即獲得美國洛杉磯Lafa
電影節“最佳新導演”獎，值得慶賀！鄧健泓
在社交平台上載其得獎狀並留言：“我人生第
一個導演獎！”他表示獲獎好開心，而原本他
只是報名最佳新導演獎，現在電影更入圍“最

Top 15部電影”之一。
至於太太石詠莉於微電影中一人分飾孖生

姊妹兩個角色，她也恭喜老公獲獎：“恭喜鄧
導演，為你感到自豪。”鄧健泓亦指能夠獲
獎，太太的功勞不少，因他本來沒打算參加影
展，全因受到太太和攝影師的鼓勵，才去報名
參加多個影展，現終於在Lafa電影節獲取榮
譽。

鄧健泓首奪
洛杉磯影展新導演獎

《七人樂隊》致敬港片百花齊放年代

杜琪峯：入圍康城影展別具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靜儀）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影響，

第73屆康城電影節（戛納電影節）無法在原定上月舉行，但主辦方近日仍

公布了今屆入圍的 56部電影名單。其中由香港七位大導演譚家明、洪金

寶、許鞍華、袁和平、杜琪峯、徐克與林嶺東執導的港產片《七人樂隊》

（原名：八部半）在入圍名單中出現！至於其他亞洲電影，好像內地導演

魏書鈞的新作《野馬分鬃》、韓國導演延尚昊《屍殺半島》亦有入圍。這

些影片將在上映和參加其他電影節時冠以康城國際電影節標誌，並將於 6

月22日至26日舉辦線上電影市場。

康城國際電影節主席Pierre Lescure和藝術總監
Thierry Fremaux近日在巴黎舉行發布會，公

布入圍第73屆康城國際電影節官方評選的56部電
影作品名單。Fremaux表示這些影片從2,067部報
名影片中選出，這是該電影節史上首次報名影片數
量超過2,000部。他表示，今年有眾多電影新人的
作品入圍。此外，共有16部女性導演作品入圍，數
量高於往年。今年電影節取消了傳統的電影節官方
單元分類，不再設主競賽單元或“一種關注”等單
元，代之以官方評選影片的名單。

七名導刻意全菲林拍攝
其中最受大家關注的，正是由杜琪峯監製，洪

金寶、許鞍華、譚家明、袁和平、林嶺東、徐克及
杜琪峯七位殿堂級導演聯手執導的寰亞電影《七人
樂隊》，這亦是杜琪峯繼《大事件》、《黑社
會》、《鐵三角》、《復仇》及《盲探》後，又一
入選康城官方參展電影。

杜琪峯得知影片入選本屆康城電影節興奮地
說：“在疫症困擾全球，影市停擺下，康城電影節
能繼續以不同形式舉行實屬難得，《七人樂隊》在
此時此刻入選更有起動的鼓舞作用，同時電影是已
故摯友林嶺東和我們六個同年代香港導演一齊合力

的成果，特別具有紀念意義。”
《七人樂隊》片名就是寓意七位各有風格的導

演，每位導演由五十年代至未來，各自抽籤負責一
個年代，執導一個故事。杜琪峯指構思的緣起是他
與其他六位導演，無論是學院或片場科班出身，剛
好碰上香港電影騰飛躍進的時代，給予各人無限發
展才華的空間，百花齊放孕育出他們那一代無數的
電影人才，影片正是要向那個時代致敬。此外，影
片亦傳達出香港影人無分你我的合作精神。

由於七位導演尤其特別懷念那個全菲林拍攝的
年代，這次他們亦特別用上久違了的菲林拍攝，他
們認為菲林拍攝的特色與質感始終無法被數碼取
代。

災難片入選證獲認同
另外，韓國導演延尚昊對入圍表示非常高興：

“繼《屍殺列車》後，我很高興續集《屍殺半島》
再次入選康城影展。我亦非常感激康城影展對電影
的認同，肯定其作為災難片類型也充滿玩樂趣味，
而且永遠合時。雖然因現時情況，電影未能如觀眾
所願在世界一流的電影節首映，但我衷心盼望全球
影業盡快回復正常，那我們便可以再次懷着興奮激
動的心情參與這個電影盛典。”

其他入圍的亞洲電影，還包括韓國導演林常樹
的《天堂》、中國內地導演魏書鈞的新作《野馬分
鬃》、日本女導演河瀨直美的《真實母親》，以及
由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監製、其兒子宮崎吾朗執導
的動畫《阿雅與魔女》。

首舉辦線上電影交易
康城電影節主辦方近日亦宣布，將於6月22日

至26日舉辦線上電影賣買市場。Fremaux此前表
示，康城電影節決定根據今年的特殊情況來改變其
舉辦形式，首先推出的舉措就是線上電影市場，旨
在支持國際電影產業，並為專業人士提供幫助。

◀ 李榮浩連
續 6 年成功
守住零點。

■■ Joe JuniorJoe Junior、、修哥修哥、、JohnJohn和心姐跟李暉師傅和心姐跟李暉師傅
（（右三右三））綵排耍太極綵排耍太極。。

■■ 鄧健泓早前生日鄧健泓早前生日，，與太太慶祝與太太慶祝，，其後傳來其後傳來
LafaLafa獲獎的喜訊獲獎的喜訊。。

■ 蔡少芬以身作則，教孩子要愛護大自
然。

▲ 李榮浩想
念分隔兩地
的妻子楊丞
琳。

■■ Thierry FremThierry Frem--
aux (aux (右右)) 與與PierrePierre
LescureLescure近日公布近日公布
了第了第7373屆康城國屆康城國
際電影節官方評選際電影節官方評選
的電影作品名單的電影作品名單。。

■■洪金寶有份參與執導洪金寶有份參與執導《《七人樂隊七人樂隊》。》。

■■ 《《七人樂隊七人樂隊》》是導演林是導演林
嶺東遺作嶺東遺作，，紀念價值極高紀念價值極高。。

■■ 杜琪峯得知影片入選本屆康杜琪峯得知影片入選本屆康
城電影節城電影節，，感到十分興奮感到十分興奮。。

■■《《屍殺半島屍殺半島》》是經典喪屍是經典喪屍
電影電影《《屍殺列車屍殺列車》》的續集的續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達里）胡楓（修
哥）、姜大衞（John）、Joe Junior和謝雪心
（心姐）4日為籌款節目《萬眾同心公益金》
表演環節《養生太極老友記》進行綵排，眾
人跟李暉師傅耍太極。修哥與John哥表示到
他們這種年紀都會略懂基本的太極，John哥
稱曾跟同大廈住的師傅到樓下玩太極，主要
練紮馬強身健體。而修哥就大讚太極是一門
高深功夫，愈耍得慢就愈精湛，不過他平時
就少耍太極，好動的他成日周身郁動已經當

做運動。
至於父親節如何慶祝，修哥笑道：“這

個我不理了，等子女和兒孫去‘發辦（拿主
意）’，聽他們指示，如果到時仍有限聚
令，可能都要三圍多枱才夠坐。”John哥也
稱等子女安排活動，笑問兒子姜卓文會否帶
女友回來見家長，他表示兒子現時沒拍拖，
修哥即笑指John哥怎樣得知，John哥笑稱雖
然時代進步，但兒子有沒有拍拖總會看得出
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4日是台灣樂
壇天后楊丞琳的36歲生日，內地歌手李榮浩在社
交平台上發文“老婆生日快樂”，隔空為楊丞琳
慶生，而這也是李榮浩自2015年以來，連續第六
年為楊丞琳零點慶生。沒多久，楊丞琳就在評論
區甜蜜回覆“收到”，並附上一個害羞的表情。
儘管稱呼有所改變，由“我家少女”，再到“我
的女孩”，最後是“老婆”，但愛戀之情卻一直
沒變。
另外，台灣藝人陳妍希亦在社交賬號零點準

時晒合照並發文為閨蜜楊丞琳慶生，她表示：
“2006開始，我們認識14年了。14，一個我很喜
歡的數字。第一次演戲，第一次和一個演員兩度
合作。你第一次為我在婚禮上唱歌，我第一次為
你在演唱會上唱歌。我們是那麼的不同，卻又有
那麼多相同的緣分。雖然不常在同一個地方，但
只要可以見面的時間我都很珍惜。14，一世。願
我們不停蛻變，願我們始終不變。生日快樂，我
的寶貝。”陳妍希晒出的多年前合照中兩人面容
青澀，她還特意添加上了粉色愛心的背景，超級
有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張晉與蔡少芬
（Ada）是圈中模範恩愛夫妻，二人育有兩女一子
過着幸福美滿的生活。日前一家五口更齊齊去到郊
外野餐享受大自然。
張晉於整個郊遊過程中拍下片段，不過他所拍

Vlog（影片日記）可說是完全非一般的，因他今次
出動航拍，再加上特效及背景音樂，製作專業又認

真。而這次郊遊，身為爸爸的張晉負責拍片做攝影
大師，Ada這個媽咪當然做大廚起爐、燒烤、服侍
三個仔女、餵老公吃美食一腳踢。不過一家人身處
大自然，除了感受自然界之間的樂趣，兩夫婦更趁
機會做些親子教學，就是與兩個女兒齊齊清垃圾，
讓下一代更懂得環保的重要性，最後在離開時，更
先把爐火淋熄，免得會引發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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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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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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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奕君：演戲就是演細膩
不怕接任何類型的角色

溫文爾雅甚至有些“反差萌”的劉

奕君，最近幾年卻帶給大家壹摞最具

“殺傷力”的反面角色。

《遠大前程》中的大魔頭張萬霖、

《橙紅年代》中的毒梟聶萬峰，隔著屏

幕都讓人不寒而栗。而《瑯琊榜》中的

謝玉、《扶搖》中的齊震、《獵狐》中

的王柏林等角色，則呈現出了奸詐狡猾、

心狠手辣之外的飽滿、立體和復雜。

劉奕君不認同將他的角色稱之為

“反面人物”或“反派”，他用自身成

熟、細膩的表演重新定義壹種正邪莫辨、

善惡兼之的變化中的熒屏形象。他敏感

地捕捉人物心思，追求表演的復雜性、

多變性、不確定性，呈現人物更加豐盈、

詭譎、厚實的壹面。

接受專訪時，關於表演，關於角色，關

於態度，他願意敞開心扉講給觀眾聽。

演戲就是演“細膩”
記者：《獵狐》中的逃犯王柏林被

押解回國途中凝望熟悉的故土痛哭流涕

。在人性惡之後，角色回歸人性的東西

觸動觀眾。演反面角色有何訣竅嗎？

劉奕君：其實，我不太認同“反面”

“反派”這類詞。包括我自己，我們從小

接受的教育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好人就是

壞人。小朋友們做遊戲時，都是玩好人抓

壞人。但是，人有那麼絕對的好或不好嗎

？有絕對的善惡嗎？都是相對的。

《獵狐》中的王柏林對家庭來說是

壹個好父親，是壹個好丈夫，但作為上

市公司CEO，他草菅人命，走上經濟犯

罪道路，絕對十惡不赦，是個大壞蛋。

但站在劇中人物這兩個立場上，似乎也

不能說他是絕對的壞人。都是相對的，

人性永遠善惡並存。

創作壹個角色，壹定要抓住人性這

種復雜性、多變性和不確定性，角色讓

人捉摸不透，才具有吸引力。更要用壹

種大局觀來看待角色。演員壹定要站在

稍微高壹點的地方看世界、看人間，才

能知道角色到底應走向哪裏，是善壹點，

是惡壹點，還是其他樣子。表演中，要

做的是傳遞給觀眾壹個真實的，讓觀眾

能產生共情，能感知到的活生生的人。

影視劇裏也有很多“大好人”的角

色，觀眾看不進去，代入感不強，其實

就是真實感不夠，觀眾產生不了共情。人

本身就是復雜的，如果妳塑造的人物善惡

並存，讓人五味雜陳，那麼角色就能與觀

眾產生共通點，觀眾會相信妳的角色，進

而相信虛擬的故事，願意去品味角色的人

生，經歷這個人物的喜怒哀樂。

記者：能否具體談談如何讓角色呈

現復雜性、多變性和不確定性？

劉奕君：比如，《獵狐》最後有壹

場王柏林在美國監獄中得知女兒失蹤的

戲份。劇本中寫的是，王凱[微博]飾演

的夏遠和王鷗[微博]飾演的吳稼琪正對

王柏林進行審問，美國警察來了，告訴

王柏林他的女兒失蹤了。王柏林情緒激

動暴力襲警被強行拽走，他邊走邊向夏

遠求救尋找女兒。導演還希望王柏林自

願說出讓國內警察幫忙找女兒，他同意

被押解回國。這樣的話王柏林的情緒會

轉好幾個彎，臺詞都說不完，更沒辦法

表演情緒變化。

我認為這場戲是王柏林內心發生轉

變的關鍵節點，就跟導演提出了我的表

演方式：王柏林對美國警察憤怒了，但

又迅速冷靜下來，坐下後用兩手捂著腦

袋，這時王凱、王鷗都沒有臺詞，我飾

演的王柏林開始掌控壹切，他擡頭用戴

著手銬的手把眼鏡拿了下來，定定地看

著夏遠和吳稼琪，說為了女兒願意配合

警察。這是全劇王柏林唯壹壹次摘下了

眼鏡。眼鏡是壹個符號，對王柏林來說

它象征著道貌岸然，是壹種偽裝，但我

讓王柏林摘下了眼鏡，摘掉了偽裝，展

現了他的真實，他壹直以來的對抗狀態

消失了。這場戲稍微調整了壹下，所有

角色都在狀態裏面，出來了那個感覺，

導演和制片方也認可，人物也增彩，這

就挺好。

所以，演員得敏銳地捕捉到角色身

上這些可能的閃光點。角色的真實感、

非真實感差別在哪呢？差別就在於妳有

沒有去捕捉這些東西。也可以說，演戲

就是演“細膩”。

記者：會經常遇到對角色提壹些合

理改善建議的時候嗎？演員二次創作的

自由度有多少呢？

劉奕君：演員壹定要以編劇的劇本

為藍圖，要充分尊重導演、制片方、對

手演員的意見，再進行合理的二度創作

。加入自己的想法，壹定提前跟合作演

員溝通、商量。

其實，劇本已經給演員提供了表演

空間，但我有時還是會不滿足，還處於

饑餓的狀態。我總是想讓人物再飽滿壹

些，就會去琢磨劇本中字裏行間那些潛

在的東西。幸運的是，我遇到的導演、

演員都不錯，個人表演上的想法基本上

都實現了。

我選擇了這樣塑造角色
記者：觀眾評價妳的表演遊刃有余

、駕輕就熟。有沒有壹個角色讓妳覺得

確實是難演的？

劉奕君：《父母愛情》中的歐陽懿

是非常難演的角色。歐陽懿是壹個很真

實的人，他有文化，清高，有知識分子

身上愛發牢騷、愛出風頭的毛病，但他

又很可愛，很真。

歐陽懿很難演是因為他“三級跳”，

角色橫跨“文革”前後，還有老年戲，每

壹次出場都不同，觀眾不知道他以前經

歷了什麼，但角色要帶著那十年刻下的

氣質，讓觀眾看見他受時代沖擊的樣子

。經過壹兩場戲把他每十年的遭遇都釋

放出來，這個角色難度非常大。

而歐陽懿老年時代又活成了老頑童

，炒股、網戀像孩子壹樣，十年動亂對

他的沖擊已然變成遙遠的記憶。有壹場

戲是，歐陽懿故地重遊落難時的小黑山

島，心情非常激動。拍攝那場戲時，我

跟孔笙[微博]導演商量加了壹段歐陽懿

站在船頭吟誦蘇軾《江城子· 密州出獵》

的畫面。歐陽懿雖年事已高，但“老夫

聊發少年狂”正是他當時的心境。

歐陽懿是好人還是壞人？只能說他很真

實。說到底，演戲別演好人，也別演壞人，

就是演真實的人；別演好，也別演壞，就是

演真。觀眾對這些角色產生共鳴，就是看到

了真的東西，能夠共情的東西。

不是我選擇了這些所謂的亦正亦邪

、善惡並存的角色，而是我選擇了用這

樣的方式去塑造這些角色，讓角色好看

。只有這樣演，我才會覺得幸福，才會

依然保有我當年學這壹行的初心。在創

作上面，我追求的永遠是情感的細膩，

對角色挖掘的深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

戲癡，但我會永遠這麼做下去。

記者：妳持續多年每年拍好幾部戲

，對每個角色高度投入，會有壹種自我

被消耗的感覺嗎？

劉奕君：消耗肯定是有的，每壹個

角色都特別耗神。有壹段時間工作量很

大，我太太和孩子去拍攝地探班，但我

早上天不亮就去化妝，走時孩子還在睡

覺，晚上回來孩子已睡著了。家人在也

是天天拍攝，沒辦法調整時間，就覺得

好痛苦，真的想哭。也是有這種情緒快

崩潰的時刻。

但我覺得自己還能撐幾年，現在覺

得每個接到的角色都可以演好。除非有

壹天實在是太累心了，可能會休息壹段

時間，但現在我創作的欲望還比較強烈

。我覺得我人生中還有很多豐富、精彩

的東西沒有完全展現出來，還在等待著

哪個角色、哪個劇本有這種緣分。

我不怕接任何類型的角色
記者：這個年齡是反哺角色的最好

年齡嗎？

劉奕君：年齡是壹個方面，真正給

演員加分的是閱歷。

我不是壹個壹畢業就非常幸運的演

員，我壹路走來是壹個壹點點積累的過

程。其實，我應該感謝生活，感謝錘煉

、磨礪自己的那些不如意。梵高30多歲

畫出了世界上最貴的畫，不是年齡的問

題，關鍵是人的經歷。說白壹點，經歷

了太多苦難、不如意，自然就會對社會

、對人思考得更深刻更徹底。

但是，有壹點比較遺憾，我們這個

年齡的演員沒有情感戲可以拍，如果給

我壹個中年愛情戲的角色，我壹定會讓

大家驚喜。到了我們這個年齡，人生閱

歷有了，對愛情、親情、家庭的感悟都

可以塞在人物關系裏，會呈現出劇本上

沒有寫的東西，會更飽滿，因為我們就

生活在那個狀態裏。

記者：所以在影視劇中“中年演技

派”配角群戲出彩成為壹種現象。妳怎

麼看中年演技派的崛起？

劉奕君：群戲出彩也很好，影視作

品就是大家相互配合的藝術。配角們完

成自己的功能、任務，主角們完成他們

的功能和任務，都是在為這個故事服務。

所以還是得故事首先要精彩，要真實，

故事不精彩配角、主角也都失去意義。

從我個人來說，我剛畢業時的上世

紀90年代，第五代導演們爭先恐後拍攝

的是《紅高粱》這類原生態電影，沒有

偶像劇，影視圈也不流行年輕漂亮的男

演員，長得越好看導演越不用。而到了

我這個歲數，感覺可以演那種氣質的影

片了，但題材又完全變了，那些晦暗的、

原生態的東西已被遺忘，觀眾喜歡看的

是“甜炸的”“傻白甜式”戀愛故事，

很多自己想演的角色沒有了。

人生真是不如意十之八九。但是千

萬別給我機會，只要給我1%或10%的機

會，我就能從石縫裏長出來。我不怕接

任何類型的角色，是騾子是馬可以開拍

現場見。

《巧手神探》迎來最神秘嘉賓
由湖南衛視徐晴工作室傾力打造的首檔原創手

作解密互動體驗秀《巧手神探》第八期將於本周六

（6月06日）22:00準時播出。神探團中Angelababy

楊穎與譚卓兩位女神姐妹花，直覺十分敏銳，擅長

利用邏輯分析來找到手作甄別的突破口，自節目播

出以來她們的實力也獲得了同伴和許多觀眾們的認

可。

面對巧手三寶肖央、杜海濤和R1SE周震南的

“挑釁”，姐妹二人聯手做臥底成功完成了復仇。

而本周又有壹位極其神秘的嘉賓來到巧手之城，對

神探團設置了三重新的考驗，驚險刺激的甄別之旅

等待開啟。

超強邏輯對陣神直覺 雙女王過招旗鼓相當
節目播出過半，神探們的性格和在甄別中擅長

的部分就已經逐漸明晰。譚卓不僅私下裏十分喜愛

藝術，還爆料自己曾任物理課代表，較強的邏輯分

析能力幫助她在甄別環節識破臥底布下的疑局。在

分子料理巧手郭紅曉的健康生活館，臥底Angelaba-

by楊穎試圖用中途端出的甜點來迷惑其他神探，只

有譚卓指出無論是用普通食材還是分子料理進行制

作都會呈現出甜品的樣子，它可能不是手作。

譚卓的敏銳壹度

讓 Angelababy 楊穎心

慌，但她也有自己的

殺手鐧。在大家面對

著許多難以分辨是否為仿生機械動物的圖片壹籌莫

展時，神探Angelababy楊穎憑借神奇的第六感甄別

出了真正的手作。譚卓擔任臥底的面塑環節，也被

她看到了耳環這個關鍵線索。兩位實力女王的過招

可謂是旗鼓相當，不分伯仲了。

臥底姐妹聯手成功復仇 巧手三寶甘拜下風
肖央、杜海濤這對兄弟做臥底時配合默契，給

神探團們的甄別造成重重阻礙，但風水輪流轉，當

姐妹花Angelababy楊穎與譚卓聯手，必然要上演壹

出精彩絕倫的“復仇記”。第六期節目中，文物修

復師劉胄為神探們準備了壹副古畫作為提示，An-

gelababy楊穎與譚卓提議可以將畫中的內容做的更

加簡單，增加甄別的難度。果然R1SE周震南和海

濤都是壹臉“懵”的表情，美術專業出身的肖央也

被誤導去了錯誤的方向。此外姐妹二人也會出動說

到讓臥底出來給壹點提示，消除同伴對她們身份的

懷疑。最後揭露真相的時刻，Angelababy楊穎和譚

卓共跳臥底之舞慶祝勝利，巧手三寶成為了當期最

烏龍神探團體。

本周飛行神探王鷗加盟，與神探團眾人壹同迎

戰神秘人的三重考驗。樂高大師蔣晟暉、糖藝師呂

浩然和創意發明王飛，誰能摘得這期最佳巧手的桂

冠？號稱擁有城內最帥氣臉龐的人又會是誰？周六

晚22:00，湖南衛視《巧手神探》繼續探秘驚喜不斷

的巧手之城！



CC1111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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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1212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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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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