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11舒客超市
星期五       2020年6月12日       Friday, June 12, 2020

舒客超市

BAKERY
PRODUCE
MEAT MARKET
SEAFOOD
GROCERY

1525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面包店
蔬菜部
肉部

海鮮部
雜貨部

(832) 680-2888



CC22
English

星期五 2020年6月12日 Friday, June 12, 2020

LIVE

CORONAVIRUS DIARY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as created by
the 80th session of the Texas
Legislature in 2007. The bill was
sponsored by State Representative
Hubert Vo. The goal of the District is to
transform part of the Alief neighborhood
into a destination point that supports and
develops both its business and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The IMD is home to almost one hundred
thousand residents in a district that is
only thirteen square miles. It is also the
most culturally diverse area in the city of
Houston, Texas.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is
southwestern part of the city has grown

from the raw land we created to the
economic model for the entire city.
Hundreds of all types of businesses
have been opened in our district,
including banking, financial service,
restaurants and supermarkets.

We are so thankful that the Houston city
council once again has confirmed our
new Board member nominations,
including three new members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IMD board
members have worked very hard to
improve the public safety, economy and
education areas. Especially in this
pandemic period, we have tried to help local residents get assistance to help

local businesses overcom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

We are so glad to witness that the City of
Houston has budgeted sixty millions

dollars to build a multi-used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at the corner of Bellaire
and Kirkwood. This center will be the
future landmark to our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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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of Wednesday, the US reported more 
than 2,040,000 cases of the virus, with 
over 114,000 related deaths.
If state governors hadn’t enforced coro-
navirus lockdowns when they did from 
January to April of this year, the out-
break could have been much worse, a 
new study claims.
At least 60million cases in the US were 
prevented by the shutdowns and tough 
restrictions from health and local offi-
cials, according to a team at the Univer-
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 concert-goer is seen getting their 

temperature checked in Arkansas on 
May 18. (Photo/ Getty Images)
But as the number of cases dropped be-
cause of socially distancing and safety 
measures, and as governors eagerly and 
quickly allowed their states to reopen, 
cases are rising once again.
According to a Reuters analysis of new 
cases in the week ending on June 7,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seven days, 
Michigan saw 158 percent rise after re-
porting 5,000 probable cases.
In the southern US, Florida saw a 47 
percent rise over the past week, Arkan-
sas saw 63 percent, while South Carolina 
and North Carolina both shot up more 
than 30 percent in the past week.
Per Reuters, Florida claims they’ve been 
testing more and therefore finding more 
cases, but South Carolina was investigat-
ing outbreaks in three counties.

Health officials in New Mexico said 
roughly half of the state’s new cases — 
42 percent rise — were from a prison in 
Otero County, while Utah said hundreds 
of the state’s 2,269 new cases — 62 per-
cent rise — were linked to a meat pro-
cessing factory outbreak.

Workers at a meat processing plant in 
Utah are seen protesting on Tuesday 
after hundreds of employees at the fa-
cility tested positive for coronavirus. 
(Photo/AP)
In Arizona, new coronaviruses cases rose 
to 12 percent, up from seven percent a 
month ago, and in Utah, the positive test 
rate shot from four percent to nine per-
cent.
Texas saw a spike of 20 percent, Massa-
chusetts saw a spike of 50 percent, Ken-
tucky saw 40 percent, Oklahoma saw 37 
percent, and Nevada saw 28 percent.
Other states that saw spikes over the past 
week include: Missouri with 21 percent, 
Georgia and Tennessee each with 18 per-
cent, Louisiana with six percent, New 
Hampshire and South Dakota both with 
four percent, California with three per-
cent, and Connecticut with two percent.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as recommended that states 
wait for new coronavirus cases to fall for 
two weeks before relaxing restrictions.
According to Reuters, 16 states and 
Washington, DC, have met that guidance 
for the week that ended on June 7, com-
pared with 13 states the week before.

 A man is seen here wearing a mask at 

the South Rim of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during Memorial 
Day weekend. (Photo/Getty Imag-
es)
Both New York and Pennsylvania 
have showed straight declines of cas-
es over the past eight weeks.
Dr Anthony Fauci on Tuesday warned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far from 
over.
“In a period of four months, it has 
devastated the whole world,” Fauci 
said during a virtual appearance at a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Organiza-
tion event. “And it isn’t over yet.”
He said there’s a lot of uncertain-
ty surrounding COVID, and how it 
spreads and impacts the bodies.

 Dr Anthony Fauci.
Fauci added on ABC News on 
Wednesday morning: “The issue 
of physical separation is important. 
Masks can help, but it’s masks plus 
physical separation and when you get 
congregations like we saw with the 
demonstrations, like we have said — 
myself and other health officials — 
that’s taking a risk.”
“Unfortunately, what we’re seeing 
now is just an example of the kinds 
of things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Courtesy the-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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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 CLIMBING AGAIN

Coronavirus Is On The Rise Again
In Arizona, Arkansas, Utah,
Texas And 18 Other States

KEY POINTS
*Coronavirus cases across the US are spiking up again after states eagerly re-
opened and as protesters demonstrated George Floyd’s death in large gathering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21 states, including Arizona, Arkansas, and Utah, cases are rising again  after 

the states reopened local businesses amid the outbreak.

Stay Safe!          Wash Your Hands!



A child raises his fist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the police brutality of a man 
hit by a Florissant detective and the death in Minneapolis police custody of 
George Floyd, in Florissant, Missouri. REUTERS/Lawrence Bryant

Compton Early College High School graduating student Makayla Moore poses in her car in 
a parking lot during a drive-thru graduating ceremony in Compton, California. REUTERS/
Mario Anzuoni  

A conservationist holds the head of a griffon vulture after it was temporarily captured as part 
of a national project to protect and increase the population of the protected bird in Israel, at a 
makeshift data-collecting station near Sde Boke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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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Russian army sailors take part in a rehearsal ahead of postponed WW2 victory parade at a military base 
in Alabino near Moscow, Russia. Russian Defense Ministry

George Floyd’s brother, Philonise Floyd, reacts during the U.S.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hear-
ing on “Policing Practices and Law Enforcement Accountability”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Michael Reynolds/Pool via REUTERS  

Voters line up at Christian City, an assisted living home, to cast their ballots after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primaries were delayed due to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in Union City, Georgia. REUTERS/Dustin Chambers  

MORE

State Patrol officers stand guard as employees of Twin Cities Transport and Recovery work to 
clear the toppled statu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on the Minnesota State Capitol Grounds in 
St Paul, Minnesota. REUTERS/Nicholas Pfosi

A cemetery worker dig new graves at the Xico cemetery on the outskirts of Mexico City, as the coronavirus out-
break continues in Mexico. REUTERS/Edgard Garrido  



副刊

林念北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开

了一家修脚店，得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她妈妈吴美丽更是气得住进了医院。

林念北没日没夜地在床前伺候，吴

美丽也没给她好脸色看。闺女不听劝，

干修脚这行，找对象也是老大难，当妈

的心里急啊。

林念北从事修脚让人觉得奇怪，可

是还有比这更怪的——原来本市资产最

雄厚的华联股份的老总，竟然在电视上

给儿子打出了征婚广告，除了年龄要求

30岁以下外，规定报名的女孩必须是从

事理发的、修脚的、当厨师的，除了这

三个行业，其他一概不考虑，你说怪不

怪？

华联股份不仅是全市的纳税大户，

还建起了全市最大的一家养老机构，免

费让没儿没女70岁以上的老年人入住，

在社会上的口碑那是响当当的。老总盛

百万的儿子盛春天，更是年轻有为，30

岁不到，现在是企业的一位部门经理，

人们都说将来华联股份迟早是盛春天的

。

天上掉馅饼了。当一个要好的姐妹

跑到医院，把这个消息告诉吴美丽时，

吴美丽的病第一时间全好了。出院后，

她直接去华联股份给女儿林念北报了名

。

对征婚这事，林念北有点排斥，尤

其是全市第一企业的公子哥征婚，林念

北更是有点嗤之以鼻，可是一想到妈妈

替自己着急的样子，林念北没再坚持，

答应可以去试试。

林念北是抱着玩的心态去的，没想

到，在资格审查阶段，她和另外5位姑

娘竟然入选了。入选的6人，除了林念

北从事修脚行业，1个女孩从事厨师行

业外，其他4人都是理发的。看来，女

孩子修脚还真没人看好。

接下来是考试。第一关，竟然是考

理发，时间定在三天后。

林念北对理发就是个门外汉。不过

这不要紧，吴美丽第一时间给她请了名

师，让她抓紧学。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三天

后，林念北给人理起发来，就有

点像模像样了。吴美丽的头发也

不知被林念北捯饬了多少遍，熟

人现在见了她，恐怕都不敢认了

。不过，为了闺女的婚姻大事，

吴美丽豁出去了。

林念北学理发，根本就是从

多掌握一门技术的角度出发的，

可是没承想，她竟然顺利通过了

这第一关。第一关过后，还剩下

林念北、厨师女和一个理发女，

竞争还是相当激烈。

第二关考的是炒菜。这一关

，那个厨师女洋洋得意，看来，

她是志在必得。不过，林念北从

小在家就帮妈妈做家务，炒几个

小菜，对她来说，也不在话下。

林念北做的是一盘五花肉炒芹菜，

这完全是吴美丽的主意。最俗的就是最

雅的，吴美丽专门找人从乡下买来了上

好的土猪五花肉，还买到了用泉水浇灌

长大的芹菜。还别说，有了这两样食材

，林念北做出来的五花肉芹菜，味道还

真没的说。

另外两个姑娘，一个做了糖醋鱼，

一个做了葱烧海参，看来都是请了名家

指点的，做得都有鼻子有眼，味道也让

人叫绝。

这一关考试的结果是三个人都顺利

过关。接下来是第三关，也是最后一关

，这一关考的是修脚，正是林念北的特

长。吴美丽得到消息后，高兴得手舞足

蹈，像是林念北已经成了盛氏集团的准

儿媳。

可是越擅长的往往越容易马虎大意

。林念北竟然在这一关栽了跟头，她在

往洗脚水中加艾叶时，竟然稀里糊涂地

加成了菊花，也不知这姑娘当时在想什

么。

最后，华联股份的老总盛百万亲自

出场，请最后入围的三位姑娘还有她们

的父母，一块儿去全市最有名的成和酒

店吃饭，说是谁入选他们盛氏集团的准

儿媳，将在宴会上当场公布。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终于有

人等不急了，一个劲儿地要求公布入选

者姓名。

盛百万笑眯眯地站起来，当场宣布

，林念北将成为他们华联股份盛氏集团

的准儿媳，而且华联股份的那家养老机

构正缺一个像林念北这样的当家人。盛

百万说，三轮考试让他看到了林念北这

姑娘的服务态度和技术，他很满意。

林念北倒没看出什么来，吴美丽已

经高兴得几乎要昏厥了，一个劲儿地连

说“老天有眼”。

这时，盛春天一身名牌西装，款款

地步入了宴会厅。

吴美丽一看，愣住了，原来这个盛

春天她认识，就是前几天跟她一个病房

一口一个“阿姨”叫得她心里怪热乎的

那个小伙子。盛春天跟林念北也见过面

，而且两个人还很聊得来。

只见盛春天走到吴美丽面前，亲切

地叫了声“阿姨”。吴美丽激动得眼泪

都出来了。

盛春天说：“阿姨，当我看到念北

在病房里给您洗脚的那一刻，我就深深

喜欢上她了。”

原来，盛春天得了严重的伤寒，住

进了医院，原本住的是贵宾病房，那天

他感觉好点了，出门散步，在走廊里看

到了端着洗脚水的林念北。接着，他透

过病房的玻璃门看到了林念北给吴美丽

洗脚的场景。

后来，吴美丽邻床的病友出院了，

盛春天找人把自己从贵宾病房调到了那

个病床上，跟吴美丽成了同一个病房的

病友。盛春天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一来

二去，跟吴美丽一家人熟悉了，而且很

快赢得了吴美丽和林念北的好感。

为了让爸爸盛百万接受林念北，盛

春天想出了这个征婚的办法，并征得了

爸爸的同意。

挑明了这一切，盛春天面對林念北

，单膝跪下，动情地说：“念北，给我

个机会，让我们好好相处，好吗？”

整个宴会，自始至终，林念北一句

话也没说。至此，当她看到盛春天跪在

面前时，还是没说一句话，只是微笑着

跑了出去。盛春天站起来，快步追了出

去。

看到两个年轻人的举动，人们开始

起哄，大声喊着“在一起”。

成和酒店外面，林念北对追上来的

盛春天说：“春天，谢谢你，通过这个

办法，让我妈接受了我干修脚这一行。

”

盛春天说：“客气啥，谁叫我喜欢

上你了呢？”

林念北故作生气地说：“哼，美的

你，接不接受你，还得看你能不能通过

我的考试呢？”

盛春天自信地说：“没问题。什么

样的考试，我都接受。”

这一刻，成和酒店里面，吴美丽端

着酒杯，走到盛百万面前，笑着说：

“百万，谢谢你让念北去你的养老机构

工作。念北终于可以不用再干修脚了，

太感谢你了。”

盛百万说：“老同学之间就不用客

气了。不过，我最愿意看到的还是念北

这孩子给我当儿媳妇。”

吴美丽说：“孩子们的事，咱当家

长的就不要干涉了，还是看他们自己的

意思吧。”说着，她和盛百万都笑了。

美女修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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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Texas (KTRK) -- As Texas 
continues its reopening, and people are 
gathering in large numbers for protests, 
Texas Medical Center leaders are seeing 
a concerning amount of new patients.
In the coming days, if you attend a 
protest or find yourself around a large 
group of people, don’t get a coronavirus 
test the following day.
Experts say you should wait three to 
five days, which means now is the time 
to test if you were at last week’s protest 
with 60,000 people.
“Probably the most logical time to get 
tested is about three days after you’ve 
been exposed,” Houston Methodist 
President, Marc Boom, explained. 
“Obviously, if you have symptoms, you 
must get tested.”
Experts hope last week’s protest doesn’t 
create a spike in cases. The Texas 
Medical Center has seen a rise in new 
patients over the past week.
Hospitalizations are up about 40 percent 
from the low point. Officials say they 
still have room to handle the caseload, 
but they’re concerned about the growth 
of new patients.

 The Texas Medical Center, Houston, 
Texas.
“It’s not yet at a rate where we’d sound 
a large alarm, but it is certainly some-
thing concerning as it has increased,” 
Boom said. “It’s well below our 
previous peak. We still can manage a 
significant uptick, but we can’t manage 
a rapid, uncontrolled rate of increase.”
It’s not just in Houston. There are 1,935 
COVID-19 patients in Texas hospitals 
currently, which is more patients in Tex-
as hospitals than at any one point..
This week, the state will allow restau-
rants to increase capacity to 75 percent, 
and large amusement parks in Texas will 
reopen soon.
“Personally, I would say, right now 
we’re not ready to go through the next 
gate,” Boom explained. “We’ve seen an 
uptick in infections. It’s gotten steeper. 
I think we should slow down, pause and 
see what happens over this next week 
and 10 days.”
Especially, experts said, with the large 

gatherings the city has seen and may 
continue to see in the coming days.
Related
Doctors Fear COVID-19 Outbreak                                                                  
Zfter George Floyd March In 
Houston
HOUSTON, Texas (KTRK) -- A packed 
crowd of 60,000 people in the middle 
of a pandemic made social distancing 
nearly impossible.
On Tuesday, demonstrators filled down-
town to fight police brutality, inequality 
and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who was 
killed at the hands of four Minneapolis 
police officers.
“It’s so sad that folks right now are 
having to chose to put their lives at risk 
so they can bring attention to this tragic 
situation,” said Lina Hidalgo, Harris 
County Judge.
Hidalgo went on to say it’s important 
that their voices are heard. She rec-
ommends that everyone that attended 
Tuesday’s march get tested for the 
coronavirus.
Doctors recommend that you wait about 
five days to take the test, that’s how 
long it takes before the virus has a stron-
ger presence in your body and a higher 
viral load.

“The virus has to start replicating so 
it starts going. We know that it peaks 
around day five to seven, that’s where 
we have,” said Dr. Laila Woc-Colburn 
with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Infec-
tious Diseases.
If you took the test the day after the 
march and it comes back positive, Dr. 
Woc-Colburn said that could be too 
soon.
“Let’s say you went yesterday and you 
test today and you come back positive, 
that doesn’t mean you acquired it during 
the protest,” said Woc-Colburn.
If you did attend the march, doctors rec-

ommend you stay hydrated in the days 
to come and monitor any symptoms.
While health officials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testing, they are con-
cerned about the impact the protest and 
the state’s reopening could have.

 “Does that mean now that we’re going 
to see increased transmission for a vari-
ety of activities that are now happening 
in more robust fashion and the answer 
is, we don’t know but we’re concerned 
about it,” said Dr. Umair Shah, Exec-
utive Director of 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 (Courtesy abc13.com)
Related
Texas sees record number of 
COVID-19 patients hospital-
ized for third day in a row
Hospitalization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the novel coronavirus have hit a 
record high in Texas for the third day in 
a row.
Wednesday,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State Health Services reported 2,153 pa-
tients are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 an increase of 97 patients from 
Tuesday when 2,056 were hospitalized 
and 218 more than the 1,935 people 
hospitalized on Monday.
Hospitalizations have been on an up-
ward trend since late May, and have in-
creased by nearly 42.5% since the 1,511 
patients hospitalized on Memorial Day. 
Before Monday, the previous record for 
hospitalizations was on May 5 when 
1,888 patients were hospitalized.

As the state reopens and businesse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customers 
allowed in person, Gov. Greg Abbott 
has stressed that hospitalizations and the 
rate of positive cases are some of the 
key metrics he is assessing.
John Wittman, a spokesman for Abbott, 
wrote in email Wednesday that “every 
Texan who needs access to a hospital 
bed will have access to a hospital bed.”
The state has 13,645 available beds, 
1,508 intensive care unit beds and 5,934 
ventilators available, and Wittman noted 
the state has “the ability to surge capaci-
ty in regions across the state if neces-
sary.” (Courtesy star-telegr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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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Medical Center Has 40% Increase In 
Coronavirus Hospitalizations Over Short Time

Coronavirus cases: New numbers show there are 1,935 people in TX hospitals 
from COVID-19, which surpasses the previous high in early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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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粵明稱魏書嘴像毒蛇情商低蛇情商低
造型神似自家小狗

由潘粵明主演的《龍嶺迷窟》剛剛

在壹片贊許聲中收官，新劇《誰說我結

不了婚》接檔開播。劇中潘粵明壹改往

日不修邊幅的“糙漢”形象，以儒雅幽

默、還有點職業病的戀愛心理學教授身

份登場，與童瑤[微博]上演了壹系列的別

樣“練愛”課程。

日前，潘粵明接受記者專訪，在談

到首次出演教授角色時，潘粵明坦言

“壹提這個職業大家可能就會覺得德高

望重、喜歡說教什麼的”，但劇中以婚

戀話題切入，關註的是都市青年的感情

生活，“更多的是壹些現實的東西，所

以我覺得要是老壹本正經不好玩，我希

望能給這個人加壹些有意思的東西。 ”

於是潘粵明給教授魏書設計了壹個卷發

造型，“我覺得因為這人比較楞，所以

我希望他身上能有壹些委婉的東西，

（跟性格）形成壹個反差。”

自帶呆萌喜感的教授魏書在劇中講起

戀愛道理頭頭是道，但在實踐中卻是“屢

屢失敗”，潘粵明直言，“這些所謂的道

理其實就像在給他自己挖坑壹樣”，問題

就在於“理論過多，閱歷太淺”。

說到對角色的選擇，潘粵明毫不掩

飾對魏書教授的喜愛，同時這也是他在

接戲時的壹個標準，“對於我來說壹定

要相信這個角色我才能演。甭管是什麼

樣的劇本，既然接了，就要相信妳能承

載這個人物的內心，我覺得很多東西就

是要由心而發。 ”

首演教授設計反差造型
記者：《誰說我結不了婚》拍攝過

程是否比較輕松愉快？

潘粵明：對，這個戲跟《鬼吹燈》

系列是兩種風格，相對來說都市戲肯定會

好拍壹點。天冷的時候可能在暖和的房間

裏，天熱的時候也能在有空調的大廈裏邊

，所以對我們演員來說就沒那麼疲憊。但

是要說好演也不完全是，其實心理學教授

有好多專業的詞匯要背，那些都不是我了

解的東西，所以有時候都是死記硬背的，

而且還得演的特別像那麼回事。

記者：最費心思演的戲是什麼？

潘粵明：這個人物他開了壹個餐廳

，是個美食家，再有壹個他本職專業是

心理學教授，研究愛情的，然後他還很

喜歡音樂。要說難拍的可能就是學校的

戲，上課的時候教教大家心理學，滿黑

板都是那些專業詞匯，然後妳還得背出

這些詞匯的內容，還得頭頭是道的講得

挺那麼回事的，對我來說可能比較難。

記者：魏書教授和妳心目當中傳統

的教授是壹樣的嗎？

潘粵明：不壹樣。我以前也沒演過教

授，可能壹提這個職業大家就會覺得德高

望重，比較喜歡說教什麼的。但是我們這

個戲是講都市裏大齡未婚的這壹個群體，

更多的是壹些比較現實的東西，所以我覺

得如果老是壹本正經的就不好玩，還是得

給這個人加壹些有意思的東西。

而且這個教授他壹直活在自己的既

定邏輯裏面，他認為什麼東西都是可以

通過書本去解決的。演到後面大家會發

現他其實也是壹個感情上受過創傷的人

，他希望能夠自己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記者：在劇中與童瑤飾演角色發生

了怎樣的情感糾葛？

潘粵明：我演的這個魏書嘴上好像

跟毒蛇壹樣，老是能戳中別人的軟肋，

但實際上這人情商比較低，他壹直生活

在理論裏。然後他希望通過自己對理論

的深刻鉆研，在真人身上得到驗證，但

是屢屢失敗，所以他這些所謂的道理就

像在給自己挖坑壹樣。 而自己卻不自知

，這就是特逗的地方。

記者：為何設計壹個卷發形象？

潘粵明：我之前也說過（這造型）特

像我們家小狗，都是天然卷。我覺得因為

他這人比較楞，所以我希望他身上有壹些

委婉的東西，從而形成壹個反差，如果妳

要是弄壹個板寸或者說楞頭楞腦的造型，

我覺得可能就不那麼合適了。

記者：作品播出後會看觀眾反饋嗎？

潘粵明：會，新播的戲，我都是想

看看大家是壹個什麼想法。我也希望不

白費勁，希望自己當時覺得好玩的大家

也能夠有共鳴。

接演角色要承載人物內心
記者：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豐富

，演繹角色的時候是否更有底氣？

潘粵明：我覺得甭管是什麼樣的劇

本，都需要有自信去做這個事。對於我

來說，是壹定要相信這個角色我才能演

。甭管是什麼樣的劇本，既然接了的話

就要相信妳能承載人物的內心，我覺得

很多東西要能夠由心而發。

記者：選擇劇本時要先看角色能否

接受？

潘粵明：肯定是的，我也不太願意

演過多重復的角色。再壹個是我覺得得

是我能駕馭的，再有也希望有不同的人

物嘗試。

記者：接下來有什麼嘗試的計劃？

潘粵明：後面還有壹個年代戲應該

今年會上。但是我眼下就不考慮別的事

了，還是先把《鬼吹燈》系列專心拍好

，因為壹部比壹部難拍。

記者：這次疫情對妳有何影響？

潘粵明：對整個行業影響都挺大的

，但是我比較宅，拍戲我就開工，不拍

我就在房間裏貓著，然後就寫寫畫畫，

做做運動什麼的。

演員為《在壹起》不化妝 雷佳音自稱眼小更不好演
近日，記者探班抗疫劇《在壹起》北京、無錫

、上海拍攝現場。據悉，SMG副總裁陳雨人2月接

到廣電總局電視劇司的創作任務，希望“以比較快

的方式，以紀實的風格，以真實的故事為原型”，

拍壹個今年就能播出的系列劇，展現中國人民戰勝

疫情。陳雨人找到耀客傳媒合作，定下《在壹起》

的創作方式——借鑒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每兩

集壹個獨立故事，全劇共20集，由不同的導演編劇

分工合作，盡快完成在10月播出。

對於觀眾們普遍關心的，這部反映國民記憶的

劇集到底拍什麼、怎麼拍、演員們又是怎麼演等問

題，記者采訪了劇集主創，了解到劇中不會出現任

何現實中的名人，主角都是醫護人員、外賣小哥這

樣的普通人。

拍什麼？
沒有名人，只有普通人
因為展現的是現實社會剛剛發生過的事情，《在

壹起》籌備消息壹傳出就備受關註。觀眾在網上熱烈

討論自己心目中的“抗疫英雄”的演員人選，還有網

友自發票選了陳道明是最適合演鐘南山院士的演員。

陳雨人在上海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在壹起》刻

畫的主角都是普通老百姓，譬如雷佳音[微博]飾演的

在封城期間白天送外賣、晚上誌願接送醫護人員的快

遞小哥，沒有任何現實中的名人。

“這壹次，我們的想法和廣電總局領導的意見

很壹致，希望劇裏不出現名人，以普通老百姓為主

。名人當然起了帶頭作用，但真正打動我們的，是

快遞小哥這樣的普通人。別看他是普通人，在武漢

封城的這段日子裏，很多人是靠快遞小哥維持住大

家的聯系、維持住生活、包括維持住信心，很了不

起。”陳雨人表示，劇中肯定會展現醫護工作者的

集體形象，借鑒真實的情節塑造人物，但不會是非

常具體的某壹個人。

拍攝《在壹起》這樣的“時代報告劇”，影視

創作者會有點犯怵，擔心拍得過於高大上，塑造出

的人物不夠接地氣兒。

導演沈嚴[就直言，他壹開始沒敢馬上答應，直

到《擺渡人》故事大綱出來，看後覺得寫得挺好的，

才接了下來，並找來雷佳音演快遞小哥。“就寫了壹

個平凡的老百姓，我看了覺得挺感人的。”劉江導演

同樣是被劇本打動，才決定執導《搜索》單元。“劇

本真是把我看哭了，我就接了。裏面陸朝陽（黃景

瑜飾）這個人物，六歲時趕上非典，雙親去世。他受

了刺激從此拒絕跟外界有情感交流，但他另壹方面能

力很敏感發達。這次他作為疾控中心工作人員，進行

流行病學溯源調查，這方面能力立了大功。這個人物

的獨特性和成長，讓我很感動。”

《擺渡人》和《搜索》之外，正在無錫第五人民

醫院拍攝的《同行》、正在上海嘉定體育中心拍攝的

《方艙》，也都以普通人為主角。《同行》由滕華濤

執導，楊洋、趙今麥主演，講述武漢封城後，身在外

地的呼吸科醫生樂彬（楊洋飾）、檢驗科醫生榮意

（趙今麥飾）結伴逆行，歷經坎坷最終回到武漢，履

行醫生職責的故事；汪俊[微博]導演，靳東[微博]等主

演的《方艙》，以帶隊整建制支援武漢方艙醫院的胡

慶生醫生為主角，他帶領年輕的醫護人員，救治方艙

的患者，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怎麼拍？
反季節拍戲，1：1還原方艙
仍未完全結束的疫情防控，給拍攝帶來了挑戰——

比如不能實地取景，壹些普通外景地很難進入拍攝；要克

服反季節拍戲的困難，在炎熱的夏天拍冬天的戲。

《擺渡人》4月初開機，是全國最早復工的劇組

之壹。講的是武漢的故事，但整部戲都在上海拍，找

的也是當時人在上海的演員。“那個時候得為大家的

安全負責啊，就在上海盡量找沒有上海標誌的地方，

通過布景還原武漢的壹些東西。”沈嚴說，當時疫情

防控很嚴，想要進入醫院、居民小區取景拍攝，比現

在難得多，必須找衛健委下文件才行。

雷佳音透露，嶽雲鵬和賈乃亮都曾主動請纓，想

在劇中演個外賣小哥，但當時他們在北京隔離，趕不

上拍攝進度，只能作罷。雷佳音3月底就從東北老家

返回上海，開拍時已經結束隔離。

劉江導演感慨，劇情是在北京的嚴冬，現在的

北京綠意盎然，“剛開機那天還各種飛絮，我都崩

潰了”。拍攝中各種避著，後期還要動用大量特效

來擦穿幫鏡頭。另壹部正在拍的《同行》，有很多

兩位醫生在路上的戲。“疫情期間基本上路上都沒

人沒車的，現在交通已經恢復得差不多了。所以每

天在路上需要花大量的時間跟制片部門、其他各個

部門配合，想辦法攔人攔車。”滕華濤說。

汪俊執導、靳東主演的《方艙》單元，1：1還原

武漢第壹座方艙，最後選定了嘉定體育中心。“基

本上（跟武漢方艙）壹模壹樣。唯壹的不同，這裏

的觀眾席座椅是紅色，武漢的是藍色。”

怎麼演？
戴口罩不化妝，放大動作
和以往的電視劇不壹樣，《在壹起》更追求真

實感。劇中近80%的戲份演員都需要戴著口罩表演

，並且很多演員是在不化妝、不做發型的情況下表

演。此外，劇中醫護人員的角色較多，很多沒演過

醫生的演員要先過專業性這壹關。

《同行》裏第壹次演醫生的楊洋告訴記者，他

沒開機前先去醫院體驗學習，跟專業醫生了解醫學

常識、急救方法、醫療器械的使用等。“我的臺詞

有很多醫學術語，很難背，在醫院學習過程中我就

努力地去了解和熟悉術語。還有醫療器械的使用，

比如呼吸面罩的使用、咽拭子核酸檢測的操作。有

些可能看起來比較容易，其實為了做到姿勢準確、

操作規範還是要花不少工夫。”

《同行》的副導演林妍透露，這次拍攝除了壹

些特效妝，比如生病的妝，受傷的妝之外，所有演

員基本上都不打粉底液，不上睫毛膏，也不做頭發

。“壹方面想要那種真實感。真實的醫生，帶妝狀

態非常少，可能個別的女醫生會化淡妝吧；另壹方

面是劇情原因，兩位醫生想方設法回武漢，奔波在

路上那種情境和狀況，是沒有機會去化妝的。”

《擺渡人》裏的雷佳音，演風塵仆仆的外賣小哥，

在不化妝方面做得更極致。拍攝期間都不洗頭，每

天頂著個大油頭就去拍戲了，快結束時每天都覺得

頭皮刺撓癢。

戴著口罩演戲，對絕大多數演員都是陌生的經

歷。《方艙》單元，靳東需要穿上防護服戴上護目

鏡上陣，護目鏡常常霧蒙蒙，再大的特寫也看不清

眼睛，導演汪俊只能讓工作人員不斷去擦護目鏡。

靳東告訴媒體，“全副武裝”之後演員互相都

認不出來，全靠看防護服上的字，表演動作也要放

大才行。“壹開始有點不適應。導演過來跟我說，

走路再快壹點，因為感覺特別像老頭。其實我個人

感覺已經走得很快了，但穿上防護服，畫面裏看起

來就臃腫，有點佝僂。”

雷佳音也坦言戴上口罩不好演戲，“我眼睛小

，還不像人家那樣眼睛大會說話。演戲本來就得靠

整體感覺，口罩壹擋上我感覺信息傳遞比較困難。

但我還是相信，只要妳動心了，觀眾會感受到。”

雷佳音和導演沈嚴達成壹致，這次在創作和表演上

都盡量克制，往紀錄片那種平實的風格上去靠，不過分地

渲染和煽情。“大家在這壹時段有群體記憶。妳點了壹下

，大家夥就懂了，反而應該做的是要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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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恭喜！明道40歲悄升格人父
壹家三口天倫樂照曝

恭喜明道當爸！演員明道上週與妻子王婷萱被目擊壹同前

往臺北市陽明山踏青，還帶著看似剛滿月的寶寶，明道還對著

寶寶又親又抱，父愛之情溢於言表。原來早已把事業重心擺在

大陸的明道，近期待在臺灣除了躲疫情，更是為陪伴王婷萱迎

接孩子到來，享受天倫之樂。

根據《CT WANT》報導，明道4日下午在臺北市內湖住處

外與家中長輩、另壹半王婷萱和抱著寶寶的外籍幫傭，搭上明

道駕駛的白色廂型車，隨後直奔陽明山。全家福原想要到壹家

景觀餐廳吃飯，不料餐廳沒有營業，只好轉往天母壹帶。

下午3點多，明道先將車子停在天母半山腰壹處停車場，

眾人接著步行至附近的涼亭，隨即拿出途中購買的甜點和飲料

，展開下午茶時光。這時王婷萱壹邊從外勞手中接過寶寶，壹

邊和明道說話；仔細壹看，王婷萱的無名指還戴著戒指，看來

她與明道有了愛的結晶後，已從女友正式晉升為老婆大人。

從寶寶的體型判斷應該剛滿月不久；除了明道為人父後，

樂得容光煥發，穿著背心裙的王婷萱，產後身材恢復得也不錯

，體型與之前被媒體拍到時相差無幾。約莫半小時後，壹家子

收拾東西返家；晚間六點，明道又單獨出門與友人聚餐，直到

深夜12點，才搭乘友人座車回住處。

孝順的明道2016年曾被媒體直擊在市場幫媽媽賣地瓜，還

被媽媽爆料有位已交往 2-3 個月的女友；隔年，曾是女團

「KISS」成員的王婷萱，被拍到與明道在公園親暱散步。雖已

進展到同居階段，但當時明道時仍不願承認對方是女友，只稱

王婷萱是「聊得來的朋友」，並透露自己決定談感情時，都會

先向對方坦承「暫時不婚」的想法。如今明道邁入不惑之年，

不但已婚還生下愛的結晶，進入人生另壹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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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淑慎 2017 年

嫁給小 15 歲老公梁

軒安，雖然被外界看

衰，但夫妻倆互相扶

持，梁軒安更陪她度

過抗癌難關，婚姻幸

福美滿，不過近日他們上節目暢

談夫妻間的相處摩擦，梁軒安也

忍不住大吐苦水，爆料蕭淑慎私

下模樣。

梁軒安近日和蕭淑慎壹起上

《小明星大跟班》，他不滿蕭淑

慎常假借工作名義，要他幫忙跑

腿，有壹次他去領口罩時，忘記

帶健保卡，返家發現她竟在家吹

冷氣躺著，讓他很震驚對方不是

說有工作，蕭淑慎改口「記錯時

間了」，但類似情況非常多次，

蕭淑慎也解釋藝人工作時間本來

就不穩定。

另外，因為蕭淑慎個性屬於

大剌剌型，常讓人覺得有機可乘

，有不少明明是來把她的人，卻

裝成廠商，梁軒安只好充當經紀

人，幫忙把關避免麻煩，他更爆

料有次睡到半夜3點，廁所竟然

多了壹個男人，讓主持人和來賓

都嚇傻。

蕭淑慎趕緊解釋，那是她

在網路認識的女性友人的老公

，當天好友與老公吵架，跑來

家裡哭，之後對方老公就來她

家，因為怕吵到家人，所以請

男生先到廁所，但梁軒安還是

不太能接受，直呼「時間點真

的太奇怪了」。

馬景濤過激演技成 「咆哮帝」 恢單成帥大叔

拒吞2婚吃軟飯

人稱「小馬哥」的馬景濤不只有英俊顏值，他還因浮誇激動的演技，而

被封為「咆哮帝」，馬景濤近年把演藝重心轉往大陸，儘管他近期呈現半退

休狀態、致力於慈善，但馬景濤的相關新聞卻不少，他先是被瞎爆吃軟飯，

就連他的自拍照也被酸五官變形。

馬景濤出道前曾擔任導播助理的幕後工作，馬景濤出道後接連在臺視八

點檔《冷月孤星劍》、《星星的故鄉》、《孤劍恩仇記》演出，英俊的馬景

濤出道幾年就演男壹，同時他也與名製作人楊佩佩合作，演出《春去春又

回》、《末代兒女情》、《倚天屠龍記》等戲，其中馬景濤還以《春去春又

回》角逐第25屆金鐘最佳男演員獎。

馬景濤演起戲來浮誇激動，也讓他被封是「咆哮帝」，但他最出名的還是吻戲

，和他對戲的女星就曾經吻到雙唇變形，而「咆哮帝」對他來說算是客氣了，馬景

濤還因此與瓊瑤結緣，演出瓊瑤劇《雪珂》、《青青河邊草》、《梅花烙》等戲，

馬景濤不只以《雪珂》再次入圍金鐘最佳男演員獎，他也因瓊瑤劇再爆紅。

馬景濤不只在臺灣享有高知名度，他在香港更成為師奶殺手，若是要問

當年的馬景濤有多紅？他原本在亞視電視劇《再見艷陽天》的戲份只有10多

集，不過香港觀眾反應熱烈，要求讓馬景濤角色「復活」，最後電視臺「順

從民意」，更破天荒改劇情，增加馬景濤的戲份。

馬景濤演藝成績亮眼，不過他的感情動態也屢成焦點，馬景濤曾有過2段

婚姻，他1990年與圈外人唐韻結婚，育有壹女，不過婚姻僅維持3年，就因為

兩人長期因工作分居兩地而離婚。

而馬景濤恢復單身後，他投入戲劇工作，並在2006年拍電視劇《封神榜》與

第二任妻子吳佳尼相識，小倆口隔年在2月14日西洋情人節登記結婚，夫妻育

有壹對兒子，婚後的馬景濤演藝重心轉往家庭，但他卻屢「被離婚」，氣得

馬景濤曬全家福闢謠，怒轟網路暴力。

沒想到兩人離婚卻在2017年成真，馬景濤當年3月底突在微博發表「十年

壹覺愚公夢」長文，宣布與結婚10年的小21歲妻子離婚，吳佳尼事後也表

示，離婚是個艱難的決定「婚姻不在，情誼依舊，我能體悟和支持景濤的

決定」，而雙方好聚好散，會為了壹對兒子聚會，盡父母的職責和義務。

未料就在馬景濤、吳佳尼離婚3年後，馬景濤卻無端遭網指他與吳佳尼離

婚是因人品不好、會向嶽父拿錢，消息令人傻眼，氣得馬景濤發聲明駁斥吃

軟飯，並呼籲大家「向『網絡病毒』說不」。

馬景濤才發文駁吃軟飯，沒想到他日前曬自拍照，卻遭網友指五官拍到

變形，可能因為是角度關係加上表情沒笑容，馬景濤還遭指「小馬哥的嘴巴

怎麼便櫻桃小口了」，馬景濤則貼笑臉圖回應，至於自拍照被網評「零分」

，馬景濤也大器回愛心貼圖，高EQ回應被網讚爆。

不想再 「演有錢人」 羅誌祥推掉戲約

有不少影視作品，

當初傳出的人選和最後

定案的不壹樣，雖說天

下本來就沒有什麼預定

人選就壹定要演出的事

情，但事實上也有不少

人原本談得好好的卻打

了退堂鼓，讓製作方不

得不另覓人選。

圈中知名的電視劇

製作人柯宜勤曾透露，

她籌製的壹齣名為《願

嫁金龜婿》的劇集，獲

文化部補助2,000萬輔導

金，但選角超過半年都未

確定。她表示敲人選的過

程遇到許多困難。該劇組

曾經徵詢過小豬（羅誌祥

）的演出意願，但據悉小

豬知道「又要演有錢人」

後，對這角色沒有興趣，

婉拒演出。

如今已跨電影、電

視，甚至唱片領域的邵

雨薇，當初在電影《樓

下的房客》有著突破性

演出，是她演藝經歷中

重要的壹章。但邵雨薇

並非該角色的第壹人選

，最初劇組找了李佳穎

來演出前導預告，但李

佳穎對於片中的全裸鏡

頭尺度無法接受，最終

決定辭演，而這機會就

落到了邵雨薇頭上。

中國大陸 2位冰冰

李冰冰與範冰冰在各方

面都是競爭對手，兩邊

的團隊無不使盡渾身解

數較勁，但雙方也曾發

生過「範冰冰退出，李

冰冰遞補」的事。2018

年由大陸與好萊塢合拍

的災難片《巨齒鯊》，

最初劇組相中的女主角

是範冰冰，但剛好該片

在進行拍攝時，範冰冰

卻因當時正好要宣傳

《我不是潘金蓮》等片

，檔期剛好撞到，無奈

之餘只有在微博表示辭

演，由李冰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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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憑

《王子變青蛙》一炮而紅的台灣

藝人明道，自出道以來從未公開承認拍

拖，但近日就被爆出和拍拖 4年的女友王婷

萱已經結婚生子，10日明道在社交網首度分享了

手捧着兒子的小腳照，公布當爸喜訊！而太太王婷萱

的身份旋即被“起底”，她曾是少女團體“KISS”的

前成員之一。

明道認當爸
兒子2個月大
現年40歲的明道近日被爆去年和拍拖4年的女友王婷

萱結婚生子，還被拍到一家出遊照，當時明道手中
抱着一個BB，不但不斷對其獻吻，還時不時擠眉弄眼逗
弄，對他相當寵溺，而身旁的王婷萱，無名指上戴着婚
戒。明道在新聞爆出後透過經理人向台灣傳媒證實自己
已經在去年登記結婚，兒子還已經2個多月大。

10日中午，明道也在facebook首度分享了手捧兒子
的小腳照，親自分享這個喜訊，明道寫道：“終於，盼
到你幸福 一定要幸福一輩子”，同時也在微博報喜：
“你們曾經關心的那個男孩，終於升級成了男孩＋。
謝謝大家關心”！

愛得低調默默支持
曾與明道合演《王子變青
蛙》的陳喬恩轉發微博並

送上祝福：“恭喜阿

明。”該劇導演陳銘章也送上祝福：“恭喜
好兄弟步入人生另一個階段，美好的事持續
中。”消息公布後，明道太太王婷萱的身份迅即被“起
底”。王婷萱現年37歲，是前少女團體“KISS”的成員
之一，“KISS”在1999 年出道，另外兩名團員分別是
裴琳和張碩芬，後來團體在2002年解散，之後就漸漸淡
出演藝圈。由於王婷萱熱衷整甜點，曾自己到巴黎學整
甜點，後來自己開設甜點店，在網絡上販售。
其實早於2016年明道就已被傳和王婷萱交往，兩

人過去亦多次被拍到約會照，不過明道之前總是矢口
否認，反倒是明道媽媽曾於受訪時不慎透露兒子有女
友了，似乎王婷萱很早就獲得男方家中長輩認
同。近幾年，明道將演藝工作重心轉往內
地，縱然愛得低調，王婷萱也一直在背
後默默支持他，最終兩人也修成
正果。

去年秘婚情定女團KISS前成員

與陳喬恩秦嵐傳緋聞
出道18年從沒公開認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王敏奕
（Venus）有份主演電影《地下拳》已於上
周上映，該片以真打做賣點，Venus亦不敢
怠慢親身上陣應付動作場面，其中一場她要
被爆樽戲份不慎誤傷臉，表現堅強的她未
有叫停，繼續拍攝，盡顯專業一面。

戲中兩位主角南拳冠軍孫振峰，與散打
王者鄭子平，一拳一腿剛勁有力，大部分對
打鏡頭亦不經剪接，以呈現最真實震撼畫面

給觀眾，戲中飾演演員的Venus，一場被楊
柳青及趙永洪無限爆樽（將瓶子在頭上擊
碎）戲份，一樣親身上陣。

當中講述Venus因開罪導演趙永洪，被
戲中女主角楊柳青拍的一場爆樽戲，Venus
說：“劇組好好，不停嘗試以鏡頭減少我被
爆，但始終講我被導演報仇，而爆樽同被爆
樽都需要一定經驗，又必須有一定力度糖膠
樽至碎裂，所以最後真的誤傷臉時，劇組
比我還擔心。”Venus更笑言，動作戲受傷
是無法避免，簡單消毒後，索性保留臉傷拍
攝增加真實感。

被爆樽的Venus從容面對，但楊柳青就
非常擔心緊張，縱然拍前綵排好，導演又率
先犧牲被楊柳青試爆，不過到正式拍，楊柳
青仍很擔憂，說：“未拍前，自己試過打自
己個頭，好痛！所以到拍更加緊張，拍動作
戲有時真是寧願自己受傷，都不希望傷到
人。”

王敏奕慘被爆樽 傷臉從容繼續拍

佐佐木希老公 被爆“偷食”6女
香港文匯報訊日本女星佐佐木希2017年下嫁

給比她年長15歲的諧星渡部建，婚後育有一子，
一家三口看似幸福，但10日渡部建被日本媒體踢
爆婚後大搞不倫戀，人數至少有6人以上，對象
從一般OL到AV女優，腳踏多條船，消息一出引
發外界震驚。偷食醜聞傳出後，渡部建引咎停
工，而他兩年前與佐佐木希合演的廣告也被廣告
商刪走。

■■ 王婷萱王婷萱((左左))曾是少女團體曾是少女團體““KISSKISS””成員之一成員之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王婷萱曾到巴黎學整甜點
王婷萱曾到巴黎學整甜點。。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明道分享了手捧着兒子的小腳照報喜。網上圖片

■■王敏奕親自上陣王敏奕親自上陣
拍被爆樽戲份拍被爆樽戲份。。

■明道去年結婚，今年更已經榮
升爸爸。 網上圖片

■■佐佐木希與渡部建結佐佐木希與渡部建結
婚婚33年年。。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回顧明道過往情史，
他自出道以來就花邊新聞不斷，但過去的
18年來卻從沒公開認愛過，最為人熟悉的緋
聞女友為陳喬恩，之後明道轉往內地工作，曾
和他合作過的女星劉詩詩、秦嵐以及和王鷗都爆
出假戲真做。
明道剛以《冒險王》出道時，就曾傳出和工

作人員在車上激吻，當時的經理人孫德榮勃然大
怒，憤而將他雪藏；至2005年明道因演出《王子變
青蛙》爆紅，而他與陳喬恩這對熒幕情侶也為人所
熟悉，更傳出緋聞，但最後雙方以“太熟不來電”
為由澄清。翌年的偶像劇《星蘋果樂園》，找來明
道與楊雅筑擔任男女主角，不久後爆出
兩人和朋友在陽明山吃飯約會，因當
時的楊雅筑還未成年，傳聞一出大
傷女方形象。

明道近幾年將事業重
心轉往內地，最引人關
注的是他2011年和劉
詩詩合作《天使
的 幸 福 》

時，傳出二人假戲真做，墮入情網一年
半，不過後來劉詩詩嫁給吳奇隆，2013年
明道推出專輯《失戀美學》，其中《突然好
想愛她》就被傳是寫給劉詩詩，明道也曾坦
言，MV劇情來自他真實的故事，在當時鬧得沸
沸揚揚。
2016年他和秦嵐合作《咱們相愛吧》，曖昧

關係也受到注目，二人更被目擊私下約會，可是之
後戲終緣盡；隔年又跟一起參加戀愛真人秀《我們
相愛吧3》的王鷗疑似擦出愛火，但節目結束後也無
疾而終。
另外，明道與經理人李詩翔亦傳緋聞，已合作

十多年的兩人，至今依然是事業夥伴，更共同投資
保養品。

隨着“正宮”王婷萱浮上枱面，明
道多姿多采的緋聞也正式寫入歷史。

▲▲ 傳劉詩詩傳劉詩詩((左左))當年當年
與明道擦出愛火花與明道擦出愛火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陳喬恩與明道這對
熒幕情侶為人所熟
悉。



CC88廣告
星期五       2020年6月12日       Friday, June 12, 2020


	0612FRI_C1_Print
	0612FRI_C2_Print
	0612FRI_C3A_Print
	0612FRI_C4_Print
	0612FRI_C5_Print
	0612FRI_C6_Print
	0612FRI_C7_Print
	0612FRI_C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