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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ick reopening, a surge in infec-
tions, and a U.S. recovery at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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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 HILL, S.C. (Reuters) - When Texas reopened bars 
for the Memorial Day weekend last month, cooped-up mil-
lennials and Gen Zers took full advantage, flouting social 
distancing rules to pack clubs and pushing their credit card 
spending in the next two weeks back to 2019 levels.

FILE PHOTO: Handlebar bouncer, Mando Cuadros, 
sprays down a guest’s hands with hand sanitiser on the 
first night that bars reopen after they were shut down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Austin, Texas, U.S., May 22, 2020. Picture taken May 22, 
2020. REUTERS/Nuri Vallbona/File Photo
That brief fling with a more fulsome economic reopening, 
replicated in southern states like Florida and South Caroli-
na, has boomeranged in a resurgence of novel coronavirus 
cases that is now changing the nature of the pandemic 
and likely to test the strength of any broader economic 
rebound.

The reports of widening outbreaks in places like Flor-
ida and Texas have noted that it is now younger adults 
who are getting infected with COVID-19, the respiratory 
illness caused by the coronavirus. That could temper the 
death rate since young adults are less likely to die from 
the disease, but could also upend the country’s patchwork 
economic reopening.

Already fitful, the situation may become murkier as some 
localities backtrack on reopening plans, stores re-shutter, 
and Americans sort themselves into those willing to risk 
more exposure and those still abiding by health guidelines.

It’s a recipe, economists and epidemiologists warn, for a 
muted recovery that could turn recent good news into little 
more than a head fake. A recent drop in daily deaths may 
also prove fleeting. Hospitalizations are increasing in Tex-
as, and health experts warn tha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mong those at lower risk of serious illness, like young 
adults, will eventually spill over to those more at risk of 
serious complications.

“There is an inevitable mixing,” said Amesh Adalja, a se-
nior scholar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You will likely see an uptick in deaths.”

And that dynamic could prove poisonous to any economic 
recovery.

“If you add in the risk-tolerant going maskless to indoor 
parties, then the virus will be prevalent ... and the risk-
averse will still be afraid to go back to shopping,” said 
James Stock, a Harvard University economics professor. 
“Thus, the recession lengthens and maybe deepens.”

Stock, along with other researchers, has proposed ways to 
balance reopening the economy with measures to control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Yet there’s little sense of national 
agreement on any sort of system like that, or what happens 
if COVID-19 begins to spread more uncontrollably.

DIFFERENT TRAJECTORY

Inside C2

Top economists are struggling with what the recent surge in 
cases might mean.

Does it show, as Evercore ISI Vice Chairman Krishna Guha 
recently noted, the fragility of the U.S. market if people are 
scared to cross state lines? Or, as suggested by St. Louis Fed-
eral Reserve President James Bullard, are varying judgments 
about risk and risk management among different people, firms 
and regions simply how the recovery will proceed to some new 
balance?

Republican-governed states, particularly in the South, were 
hesitant to crack down early in the pandemic and were quicker 
to relax restrictions. They are now seeing record growth in 
COVID-19 cases, and their residents have been singled out for 
quarantines imposed by states, including New York, that were 
hardest hit early in the crisis but have made the most progress 
in suppressing the virus.

West Virginia Governor Jim Justice, a Republican, has cau-
tioned against travel to Myrtle Beach, after cases in his state 
were linked to infections at the popular South Carolina resort, 
and some quick-to-reopen politicians have changed tack.

Within the course of a week,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a 
Republican, went from just encouraging people to “stay home” 
to issuing an edict on Friday that shut down bars, scaled back 
restaurants’ capacity, and curbed other activities.

Authorities in Florida also announced on Friday that bars in the 
state must immediately stop serving alcohol on premises.
Speaking to the Florida Chamber of Commerce on Thurs-
day, Atlanta Fed President Raphael Bostic said if significant 

numbers of people returned to public life without following 
health rules, it would put the economy “on a different kind of 
trajectory.”

“Even though it won’t be everyone at once, people might just 
throw up their hands, say ‘you know what, it is not worth 
it,’” Bostic said. “‘I will just do my take-out. I will do Netflix 
instead of going to the movies.’”

SLOWER PHASE
There have been positive surprises. U.S. employment unex-
pectedly rose in May and retail sales rebounded sharply from a 
historic collapse.

But that may prove a false dawn if states where activity 
was rebounding more quickly prove to have given the 
pandemic a new foothold.

JPMorgan economist Jesse Edgerton has charted a rough cor-
relation between rising visits to restaurants in some states and 
growth of infections two weeks later.

“Even if we move into a new normal where young people were 
willing to go out and spend again, there will be a drag from 
older people staying home - not traveling, not going to restau-
rants,” Edgerton said. In addition “we don’t know for sure if 
the people who are going back out and spending now are going 
to keep doing that.”

An Oxford Economics “recovery tracker” combining 20 
economic, health and social metrics began growing steadily in 
early April but flattened in June. It may slow further if cases 
continue growing, said Gregory Daco, Oxford’s chief U.S.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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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a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Dr. 
Anthony Fauci, America’s top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warned that there had 
been a “disturbing surge of infections”.  
Fauci told the House panel on Tues-
day that the country’s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been a “mixed 
bag,” adding that a new increase in cases 
is “disturbing.”
He explained that although some states, 
like New York, had been handling the 
virus decline well, others like Florida, 
Texas and Arizona had seen “trouble-
some” case spikes, which could be as 
a result of an “increase of communi-
ty spread”. Over 120,000 people have 
died of Covid-19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re are over 2.3 million cas-
es.                                                                                                                                                        
“In some respects, we’ve done very 
well,” Fauci said during an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 hearing, specif-
ically praising the way New York has 
been containing the worst outbreak in the 
country to date. 
“However, in other areas of the country, 

we are now seeing a disturbing surge of 
infections that looks like it’s a combina-
tion, but one of the things is an increase 
in community spread. And that’s some-
thing I’m really quite concerned about,” 
Fauci said. 
There are now about 30,000 new cases 
per 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um-
ber of new cases had leveled off at about 
20,000, and stayed there for weeks be-
fore rising this past weekend. 
The rise in the U.S. comes a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sought to paint a rosi-
er picture of the U.S. outlook. Both Pres-
ident Trump and Vice President Pence 
have inaccurately tried to attribute the 
increase in cases to more tests being per-
formed.
The new spike in the U.S. is being driv-
en in part by worsening outbreaks across 
the South and Southwest, including in 
Arizona, Texas, Florida and the Caro-
linas, even as the situation has greatly 
improved in once hard-hit states in the 
Northeast like New York and Massachu-
setts. 

Many of the states now being hit hard 
were on the more aggressive side in re-
opening their economies.  
“Right now, the next couple of weeks 
are going to be critical in our ability to 
address those surgings that we’re seeing 
in Florida, in Texas, in Arizona, and in 
other states,” Fauci said Tuesday.
While cases are spiking, the hospitaliza-
tion and death rates have not been rising. 
But contrary to what some administra-
tion officials have argued, Fauci said it 
was too early to draw conclusions.
“Deaths always lag considerably behind 
cases. You’re seeing more cases now 
while the deaths are going down. The 
concern is if those cases infect people 
who wind up getting sick and going to 
the hospital, it is conceivable you may 
see the deaths going up, so I think it is 
too early to say because the deaths are 
going down,” Fauci said.
Fauci said he understands young peo-
ple have a “pent up urge to go out,” but 
urged everyone to wear masks, continue 
to practice physical distancing, and ad-
here to the guidelines developed by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
tion.
Fauci said even though young people 
might think they won’t get seriously ill 
from the virus, they could still unknow-
ingly spread it to others.
“Even though the overwhelming majori-
ty then do well, what you can’t forget is if 
you get infected and spread the infection, 
even though you do not get sick, you are 
part of the process of the dynamics of an 
outbreak,” Fauci said. “What you might 
be propagating, perhaps innocently, is 
you infect someone, who infects some-
one, who then infects someone who is 
vulnerable.”
 Fauci, along with other top health offi-
cials, made it clear that he believes the 

virus will continue to be a concern well 
into the fall and coincide with flu sea-
son, despite Trump’s repeated efforts to 
downplay the severity of the outbreak.
CDC director Robert Redfield urged the 
public to get a flu shot.
 “This single act will save lives,” he said.
Fauci also said he was “cautiously opti-
mistic” that a vaccine would be available 
by early next year. 

Fauci, along with Food and Drug Admin-
istration Commissioner Stephen Hahn, 
reassured lawmakers that any potential 
vaccine will be safe, and the approval 
will be free from political influence.
Asked to give his “unvarnished view” 
on where the US is in its fight against 
Covid-19, Dr. Anthony Fauci said that 
some states are doing well while others 
are now a problem.
“You have a very large country, very het-
erogeneous, major differences — for ex-
ample, between the New York metropol-
itan area and Casper, Wyoming,” but it’s 
clear, Fauci said, “we’ve been hit badly.”
Fauci gave his advice on addressing 
these increase in cases.
“The way you address that — and I’ve 
said this over and over again — is you 
have to have the manpower, the system, 
the testing to identify, isolate and contact 
trace in an effective way so that when 
you see those increases, you can under-
stand where they are coming from, and 
you can do something about them,” Fau-
ci said.
Fauci added, “right now the next cou-
ple of weeks are going to be critical in 
our ability to address those surgings that 
we’re seeing in Florida, in Texas and in 
Arizona.”
Related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members say they’re com-
mitted to increasing testing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 Dr. Robert Redfield,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Dr. Anthony 
Fauci,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Health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DM Brett P. Giroir and 
Commissioner of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r. Stephen M. Hahn. 
Kevin Dietsch/Pool/Getty Images
Dr. Anthony Fauci and Dr. Robert Red-
field, both members of the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said they are 
committed to increasing — not slowing 
down — testing for coronavirus.
The comments come as President Trump 
has come under fire for saying that he 
told staff to slow down testing for the 
disease to hide the discovery of more 
cases. While members of his own admin-
istration have said the comments were in 
jest, Trump insisted today he was not 
kidding.
Asked about the state of testing, Fauci,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said he 
has not been told to slow down on test-
ing.
“In fact, we will be doing more testing,” 
he sai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more 
testing, not less.”
Redfield, the director of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ame 
question reiterated Fauci’s remarks.
“All of us have been and continued to be 
committed to increasing readily, timely 
access to testing,” he said. (Courtesy 
https://www.c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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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Fauci: ‘We’re Now Seeing A Disturbing 
Surge Of Infections’ In Parts Of The U.S.

Key Points
Dr. Anthony Fauci and other health experts testified before                                             

a House commit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coronavirus response.
Their testimony came at a critical time when at least 25 US states are                      

seeing a rise in reported coronavirus cases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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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founder Bill Gates said
yesterday that the current coronavirus
picture is both globally and in the U.S.
bleaker than he would have ever
expected.

He said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still
dying in the U.S. today shows that the
country is not even doing close to
enough to fight the pandemic. The U.S.
hasn’t had the leadership messages or
coordination that we would expect to
fight the virus.

About two months ago when Gates
talked about the pandemic, the virus
death toll in America stood at 63,000
with more than one million cases

recorded. Today, this figure has doubled.
There are now 2.4 million confirmed
cases of COVID-19 in U.S. and more
than 122,000 people have died.

Gates attributed the rise in numbers to a
lack of testing and contact tracing as well
as lack of mask wearing.

Gates dismissed the White House’s
claim that an increase in case numbers
is a direct result of increase in testing
calling it, “completely false.”

He also expressed disappointment with
what he called a lack of leadership to
tackle this virus globally which has lead
to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and Brazil

bearing the brunt of this disease.

But he still hopes that the U.S. will step
up and help get the tools out, particularly
the vaccine, to everyone in the world.

We continually are seeing a sad picture
from the senior nursing homes all over
the country. Many of them resemble
“staying in jail” centers. They house
and care for our parents,
grandparents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sincerely
urge the fede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organize a
national emergency task
force, including medical
security personnel, to go to
the many areas that need
help.

Sadly these days, the

politicians just care about their votes and
just don’t care about the people who
are still suffering .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has already donated $100 million dollars
to help the research for a vaccine. His
commitment and vision truly represents
our American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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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services gather at the scene of reported multiple stabbings at West 
George Street in Glasgow, Scotland. REUTERS/Russell Cheyne    

The relatives of a woman killed during a shooting react near a crime scene following an 
assassination attempt of Mexico City’s chief of police Omar Garcia Harfuch, at the upscale 
neighborhood of Lomas de Chapultepec, in Mexico City. REUTERS/Luis...MORE

A memorial to George Floyd is lit by morning light one month after his death, in Minneapolis, 
Minnesota. REUTERS/Nicholas Pf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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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Demonstrators march in support of gay pride and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s in New York City. 
REUTERS/Lucas Jackson

A police officer aims a gun before firing at protestors gath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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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rican-American man George Floyd  

People wearing protective masks make their way during rush hour at Shinagawa 
station on the first day aft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lifted the state of emergency in 
Tokyo, Japan. REUTERS/Kim Kyung-Hoon   

MORE

Deer are seen around the grounds of Raby Castle, Britain. REUTERS/Lee Smith  

Liverpool fans celebrate winning the Premier League with flares outside Anfield after Chelsea won their match 
against Manchester City, in Liverpool. REUTERS/Phil Noble



副刊

我是个典型的宅女，整天关上门窝

在小屋里。如果不是要去银行取钱，我

可能一年也出不了一次门。这么说吧，

我在租房的小区住了三个月，连对门住

没住人都不知道。

这天送老爸上火车，天阴得似乎要

哭了。这鬼天气说下雨就下雨，到家时

我已经被暴雨砸得晕头转向，原本就有

点感冒发烧的我，更是冷得直哆嗦。

我用干毛巾胡乱擦了擦就坐到电脑前

，开始工作。我的工作几乎全在网络上，

网上接单，交易，对方满意打钱过来。工

作了一阵，我感觉显示器在微微晃动，头

是越来越沉了。我坚持着又坐了一阵，直

到头重脚轻才爬到床上睡觉。

晕晕乎乎醒来，我感觉口干舌燥，

浑身无力，伸手摸了摸额头，天，烫得

厉害，发高烧了。我试探着起来，感觉

全身热烘烘、软绵绵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人是越来

越难受。

这时，“砰砰——”一阵剧烈的敲

门声，接着还传来了呼喊声：“小龙女

，小龙女……”

敲门声使我溃散的精神一紧，稍微

清醒了一些，手脚并用可还是挣扎不起

来。门外一阵脚步声，不知过了多久，

房门被打开了，灯也打开了，我看见一

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来到面前。

见有人进来，我的意识一下子放松

了，人也跟着迷糊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看见四面一片白，才知道已经住在

医院了。我还在纳闷，就听见一个人惊

喜地叫了起来：“醒啦，醒啦！”我费

力睁开眼睛，看见一位中年妇女，似乎

在哪里见过。

“阿姨，你是？”我疑惑地问。

中年妇女一脸的笑容，说她是小区

楼下的药店老板，是她找人把我送进医

院的。难怪我感觉有点面熟，原来是一

个小区的。可她半夜三更地找我啥事呢

？难道知道我高烧专门来救我？

是啊，中年妇女说，昨晚她接到一

个电话，说五楼的一个叫小龙女的女孩

子发高烧，严重得很，求她上去看看。

深夜打电话求救，是谁知道我生病

了呢？中年妇女摇头说是一个陌生号码

，她也不晓得是谁。

感冒高烧是雷阵雨，来得快退得也

快，几瓶液体下去，烧也退了。回到小

区，药店老板要来了救我的电话号码，

回拨了过去。

一个浑厚的男高音接了电话，我忙

把事情简单叙述了一下，问是谁打的。

男高音略微顿了顿，说不晓得这事，你

打错了吧。

打错了？我把电话号码对了无数次

，明明是这个电话打给药店老板的啊。

咋回事呢？我上网查询了一下号码归宿

地，是广西。

我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出那边有什

么亲人和朋友，会是谁呢？

这个谜团还没有找到答案，奇怪的

事情紧接着又来了。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坐在电脑前工

作，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开

门，我看见一个中年人站在门口，手上

托着一个蛋糕。

一看见我，中年人就开口了：“你

是小龙女小姐吧？”

我没有说话，点了点头。

中年人把蛋糕递了过来：“我是楼

下蛋糕店的伙计，今天早上有人打电话

过来，为你订做了这个生日蛋糕。”我

没有打电话订做啊，再说这个城市也没

谁知道我的生日啊。

我忙问多少钱，中年人连连摇手说：

“放心吧，订做的人已经把钱支付了。”

“把钱支付了？”我急促地问，

“那……他长什么样子呢？是男还是女

呢？”

中年人微微笑了一下说：“没来人

，钱都是通过银行账号支付的。”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跑到台历上算

了算阴历，果然是我的生日。我看着那

大大的蛋糕，还有上面的祝福语，突然

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自从母亲去世之后，老爸忙里忙外

，连维持生计都艰难，哪有闲心记我的

生日。这么多年来，不要说有人在生日

给我送蛋糕，就是祝福语都很少听到。

我拿起勺子尝了一口奶油，是我喜

欢的那种奶油味儿。香香的，软软的，

那种感觉真好。吃完蛋糕我又开始笑了

，想起来真是莫名其妙，蛋糕吃完了还

不知道是谁送的呢。

前前后后一分析，我觉得要挖出这

个人，还是要从蛋糕店的电话和银行记

录上入手。哪晓得，我跑到楼下的蛋糕

店，店主啥也不透露，只说客人要求保

密，他们做生意的理应信守承诺，既然

答应了就不能透露半个字。

看来上次给药店打电话和这次订做

蛋糕的人，不但对我知根知底，连我的

爱好和习性都掌握得清清楚楚。这个人

会是谁呢？我脑海一个机灵：难道是老

爸？

当即拨通了老爸的电话：“哈哈，

老爸，你啥时也学会了浪漫呢？”

“你说啥子？”老爸疑惑地问，

“我啥子浪漫了？”我忙把今天的事情

说了，还将分析的理由提了出来，说不

是你还有谁呢？

老爸瓮声瓮气地说：“哎呀，今天

囡囡过生啊，我都搞忘了。不过蛋糕真

不是我买的，我就是想给你订也不知道

蛋糕店的电话号码啊！你好好想想，看

是不是你附近的朋友订做的，故意要给

你个惊喜。”看老爸说得那么坚决，不

像说假话。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把头放到水

龙头下面冲了足足十分钟，感觉大脑都有

点凉意才停止，用毛巾胡乱擦了擦。

没过多久，我就开始不停打喷嚏。

我拨通了老爸的电话，有气无力地说：

“老爸，我今天淋雨发高烧了。”

一听这话，老爸在电话那头开始唠

叨：“你这孩子，上次都冒了一次险，

还那么不长记性。看医生没有？吃药没

有？”

我忍住笑意，继续装：“准备去看

医生呢，但浑身无力，躺一阵子再去吧

。”老爸还在那头唠叨了好一阵，才挂

了电话。

过了好一阵子，楼下的药店阿姨敲

门进来了，说接到电话说我得了重感冒

，过来看看，怕又像上次那样。

我忙把阿姨让进房间，说我怀疑一

直是老爸在暗中照顾，故此想出这个办

法证实一下，逼他现身。

阿姨开始不吭声，后来经不住我的

软磨硬缠，才说上次打电话的人和这次

确实是同一人，但不是你老爸，而是一

个女人的声音。

一个女人的声音？会是谁呢？我前

前后后想了想，不由惊叫起来：难道是

她？我随即又开始摇头，不可能……绝

对不可能，她恨我都来不及，咋可能暗

中照顾我呢

？

三、来自远

方的电话

经过一

番颠簸和长

途跋涉，我

回到了阔别

已久的家。

一看见

我，老爸也

是满眼发亮

，端茶洗水

果忙得不亦

乐乎。看着

老爸那日渐

苍老的背影

，我突然有

一种惭愧：

其实只要老

人开心，我又何必对过去之事斤斤计较

。

听了我的诉说和分析，老爸沉思良

久，也惊呼：你每次打电话她总是很在

意，难道真是她？

她，就是我的后妈。多年前，母亲

病逝不久，老爸就领回来一个女人。

我还沉浸在失去母亲的痛苦中，认

为老爸和那女人早就私通，活活把母亲

气死了。于是，我痛恨那个女人，用死

来强迫老爸在她和我之间选择，并要老

爸答应永世不娶她。

面对我的无理取闹，老爸答应了。

可在我大学毕业那年，老爸居然违背誓

言，和那个讨厌的女人结婚，让她升级

成了我的后妈。我回家大吵一番后走了

，自此再也没回来过。

见我不吭声，老爸说：“这些年来

我独自支撑这个家，真的很累，要不是

她默默地支持和关心我，我可能早就倒

下了。而且，她一直都很关心你，把你

看作她的亲生女儿啊！”

后来我也知道，母亲去世的时候她

还不认识老爸，我也明白错怪了他们。

她呢？此时我才发现她居然不在家。

老爸一脸的喜悦说：“一听说你要

回来，她说你最喜欢吃红烧肉，不顾我

的反对硬是上街割肉去了。”

正说着话，我看见她从外面回来了

，比过去苍老了许多。老爸一看见她就

问：“上次我们一起去闺女那里，你独

自偷偷做啥去了？”

一起？我惊呆了，一年前我发烧的

前一天，老爸来看过我，那天不是老爸

一个人来的？

老爸笑了笑说，他们是一起来的，可

到了小区她说闺女还没有谅解接纳她，去

了怕影响闺女的心情，就在楼下等。

两人约定了走的时间，一起在火车

站见面。

后妈明白了过来，喃喃地低声说，

她从平日我和老爸的电话里发现，我是

一个人住，又不和邻居来往，万一有什

么事都没人照应。她就趁机去小区的那

些商铺要了电话号码，就是这些电话号

码，救了我的命……

我发高烧那天，他们在回家的火车

上。她听说我感冒发高烧，又碰巧下了

大雨，她实在放心不下，就借别人的手

机给小区药铺老板打电话，求她去看看

我。在我生日那天，她又打电话订了蛋

糕，并求老板不要透露。

“因为‘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当时

就想，如果闺女有事我们这么远也帮不上

忙，就只能求小区附近的人了。”她的声

音突然小起来，“可是我不敢和你们说，

怕闺女知道了怪我，说我监视她呢！”

看着一脸愧疚的她，我突然有点冲

动，过去轻轻地依偎在她怀里，呜咽地

低声叫了起来：“妈——”

遥控指挥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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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 second time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exas Gover-
nor Greg Abbott has banned elective 
surgeries to preserve bed space for 
coronavirus patients. But this time the 
hold on the nonessential procedures is 
only in effect for Bexar, Dallas, Harris, 
and Travis counties.
Gov. Greg Abbott announced Thursday 
morning he is once again putting a stop 
to elective surgeries to preserve bed 
space for coronavirus patients — but 
this time the prohibition only applies 
to Bexar, Dallas, Harris and Travis 
counties, four areas where the number 
of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virus is 
quickly progressing.
Just Tuesday, Abbott stressed that hospi-
tal capacity in Texas was “abundant.” A 
day later, Abbott acknowledged in a TV 
interview that capacity issues in some 
parts of the state “may necessitate a 
localized strategy” instead of a return to 
statewide action.
Statewide, the number of hospitaliza-

tions has reached record highs for a 
full two weeks, soaring to 4,739 on 
Thursday morning and tripling since 
Memorial Day. On Wednesday, there 
were 1,320 intensive care unit beds and 
nearly 13,000 available hospital beds, 
but with regional disparities.

 The Baylor Scott and White Medical 
Center Hillcrest hospital in Waco on 
March 25, 2020. (Photo credit: Angela 
Piazza/ The Texas Tribune)
In hard-hit regions, some hospitals have 
begun moving coronavirus patients from 
crowded ICUs to other facilities and 
local leaders have warned that hospitals 
could get overwhelmed if the number of 

infections keeps climbing. In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the Texas Medical Center 
warns that the intensive care units are 
30 beds away from filling up to their 
normal capacity. Hospitals and care 
facilities would then employ their surge 
plans to build out additional capacity.
Some hospital leaders had also pointed 
out that treating both patients could 
become unsustainable: “Should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grow too rapidly, 
it will eventually challenge our ability to 
treat both COVID-19 and non-COVID 
19 patients,” Dr. Marc Boom, head of 
the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system, 
wrote in an email Friday.
Some counties could be added to the list 
if hospitalizations surge in other areas 
of Texas.
As hospitalizations have jumped in 
recent weeks, Abbott had suggested one 
of the first major moves the state could 
make is to at least partially restore the 
elective surgeries ban that Texas put in 
place in late March.
That statewide ban lasted about a month 
before Abbott eased it, allowing hospi-
tals to resume non-essential procedure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as long as 15% 
of beds were reserved for coronavirus 
patients.
Related

Parties - Not Protests - Are 
Causing Spikes In Coronavirus

A man is confronted by protesters 
inside the Capitol Hill Organized 
Protest in Seattle on June 14. (Photo/
Noah Riffe/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As the U.S. begins to open back up, 
coronavirus clusters — where multiple 
people contract COVID-19 at the same 
event or location — are popping up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despite drawing 
massive crowds, protests against police 

violence and racial injustice in Washing-
ton state weren’t among those clusters.
“We did have a rally in Bellingham, 
which is our county seat, and there was 
also a protest, and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connect a single case to that 
rally or to the protest, and what we’re 
finding is in large part that’s due to the 
use of masks,” Erika Lautenbach, the 
director of the Whatcom County Health 
Department in Washington State, tells 
NPR’s All Things Considered. “Almost 
everyone at the rally was wearing a 
mask, and it’s really a testament to how 
effective masks are in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this disease.”
For the clusters that have popped up, 
Lautenbach says the state has been us-
ing contact tracing to learn more about 
how they’re contributing to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For instance, it found that 
14 cases were associated with a party of 
100 to 150 people in early June. Subse-
quently, 15 more case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original 14.

 “So that one event spread to 29 people 
and 31 related employers,” Lautenbach 
says. “Our challenge is to continue to 
trace as it moves through families, as 
it moves through workplaces and as it 
moves through social events as well.”
But protests just aren’t spreading the 
disease in the same way, Lautenbach 
says.
“We’re finding that the social events and 
gatherings, these parties where people 
aren’t wearing masks, are our primary 
source of infection,” Lautenbach says. 
“And then the secondary source of 
infection is workplace settings. There 
were 31 related employers just associ-
ated with that one party because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brought that to 
their workplace. So for us, for a com-

munity our size, that’s a pretty massive 
spread.”
And much of that spread, Lautenbach 
says, is affecting young people.
“We have seen almost a near flip in the 
cases that we’re experiencing,” Lauten-
bach says. “So in April of this year, we 
were really struggling with long-term-
care outbreaks. And so about 3 out of 
4 people were over the age of 30 and 
really pretty heavily skewed to 60-plus. 
And by contrast, in June, we’re seeing 
that now 2 out of 3 people that have 
contracted this disease are under 29.”

That trend is mirrored in Florida, where 
the median age for COVID-19 patients 
dropped from 65 years old in March to 
37 in late June. Dr. Cheryl Holder,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Herbert Wert-
heim College of Medicine at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ays that’s 
partly because young people are getting 
exposed more.
“It’s really basically who gets exposed,” 
Holder tells Morning Edition. “If you 
look who is staying in and following the 
guidelines, [it’s] older people who are at 
risk. The older folks got [the message]; 
the young people, not so much.”
That’s Lautenbach’s worry too.
“The concern is that because these 
younger people are having more mild 
symptoms, they are going to work sick, 
they are visiting with thei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sick and they’re continu-
ing to go to social events where they 
expose more and more people,” Lauten-
bach says. “So when we think about that 
web of spread, that web just grows and 
grows and grows.” (Courtesy np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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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tical Need to Preserve Bed
Space For Coronavirus Patients

Gov. Greg Abbott Bans All
Elective Surgeries In Four
Of Texas’ Biggest Counties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has banned elective surgeries                                                            
in the state to preserve bed space for coronaviru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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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夫妻间的AA制，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美国生活的日子，颠覆着我们与

生俱来的传统观念。我们从小的教育，

是接受不了夫妻AA制这种"时髦"的家

庭生活方式的。夫妻俩过日子，分得那

么清楚，还叫结婚吗？夫妻应该患难与

共，如果实施AA制，则会让夫妻越来

越疏远。

在大家熟悉的华人朋友中，还真的

遇到了很多夫妻AA制的家庭。有的是

华人夫妇，有的是跨国婚姻夫妇。当她

们讲起自己家的夫妻AA制的话题时，

让我感到很诧异。这些AA制理财的家

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这是一对华人夫妇。女主人因

为换工作/换城市，暂时歇息在家，当

全职太太。她当全职太太特别地不开心

，每天就是痴迷地找工作。那种执着/

投入，让我们这些全职太太心生疑惑。

她告诉我，她们家是夫妻AA 制理

财，各花各的钱。她没有工作，就是感

到没钱花。美国都用信用卡消费，大家

就说:"你刷卡呀，还怕没有钱花吗？"她

们家花钱的地方都是丈夫买单，可是，

丈夫没有给她办信用卡。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的日子很难过，她必须要走出去。

无论哪里找到工作，都是让自己的帐上

有钱进来。

听到这些消息，我感到迷茫。她的

先生是我们很熟悉的朋友，一个大好人

，不是刻薄之人，怎么能不给妻子零用

钱花呢？她们夫妻的感情很好，女主人

对于丈夫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怨言，

还是充满了感激。这些细节，并不伤害

她们之间的夫妻感情。

说来, 夫妻AA制理财是她们结婚

的时候，两人选择的理财方式。谁深陷

困境，都不能改变这个既定的事实。果

不其然，这位女主人

终于找到了工作，开

始了劳燕纷飞的两地

生活。

认识一位选择跨

国婚姻的华裔女子。

她的儿子很小，她每

天忙于找工作.准备

找到工作后，把孩子

送幼儿园。美国的幼

儿园很贵，我对于她

这样的选择非常不理

解。为什么不能选择

自己带孩子，不找工

作呢？她告诉我，她

跟洋丈夫结婚后，她

们选择夫妻AA制理

财。

她的洋丈夫大手

大脚，不会存钱，她

要限制洋丈夫的消费

欲望。两人各存各的

钱，养孩子的钱也是

分摊的。对于这样的

夫妻AA制理财方式

，她必须选择工作。

她要让自己的账号上

有钱进来，对于她来

说，工作/挣钱是第

一位的。

据说, 她们有了孩子后，洋丈夫几

次提出两人的钱放在一起,都被这位华

裔女子拒绝了。对于跨国婚姻，她还是

想在经济上留有自己的空间。其实她的

洋丈夫，人很和气。我一直认为，这位

洋丈夫绝对不是小气之人。

纵观美国的夫妻AA 制的家庭，有

其共同的特点。因为夫妻AA 制，迫使

夫妻双方都要工作/都要有收入。这样

的家庭不会产生全职太太，这是夫妻

AA 制理财形成的必然结果。

每天跟我早晚散步的美国老太太，

当我问起夫妻AA制理财的话题时，她

告诉我，这样的理财方式在美国人中很

普遍。有的父母就是这样的理财方式，

他们的子女也是这样的理财方式。两人

都要工作，共同分担孩子的费用，一家

人也其乐融融。

过日子以经济为基础，夯实了基础

。筑起堤坝，婚姻稳定，才不会伤及感

情。"法律/条约"看似生硬/生分的字眼

，其实是对婚姻最好的保驾护航。 当

然有感情做润滑剂，夫妻间大可不必像

真股份制那样锱铢必较。

说来夫妻AA制理财，也是时代的

产物.。拥有一颗平常心,去看待身边的

各种各样的夫妻理财的方式。无论哪种

方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方式。

春节期间，一则《中国夫妇在美国

吵架互相推搡，男方涉家暴罪被捕》的

新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新闻中的游客

张女士一家来纽约旅游，却在回国前夜

，跟丈夫因为一点小事在酒店外面发生

激烈争吵，情绪激动之下夫妻二人还互

相推搡。被两名路人看到后报警，警方

到场，以涉嫌家暴罪名逮捕男方，因为

涉及第二天保释、出庭、聘请律师等司

法程序，回国行程也不得不推迟，两人

追悔莫及。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问

题，据统计，全中国2.7亿个家庭中，

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庭暴力，实际

情况可能比统计数据还要严重。另外，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女性，小孩

，老人和男性的比例也在上升。越来越

多浮现出来的案例使得家庭暴力成为是

被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床头吵架床尾和”

，两口子吵架是婚姻中再正常不过的现

象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导致一个配偶失

手打人，几乎是人们的一个共同的婚姻

经历。当它第一次发生时，他们认为这

是他们应该能够原谅然后继续生活的东

西。但忽视它太危险了。

家庭暴力是如此危险，以至于警方

认为家庭暴力是故意伤害罪的重灾区之

一，甚至有的警务人员在受害人向警方

求助时被杀害。如果对遭遇过此类事件

和武装训练的警察来说是危险的，想象

一下对于那些易受伤害和没有武装的配

偶来说是多么危险。

对于家庭暴力受害者来说，永久性

伤害或死亡的风

险是如此之大，

很多国家都对家

庭暴力有明确的

立法和措施。在

美国，受害人可

以打电话报警并

立即与配偶分开

。如果有明显的

伤害，建议立即

拍照并前往医院

进行验证。确保

照片和医院验证

包含在警方报告

中。当被要求当

庭作证指证配偶

时，律师也会建

议不要在证词中

省略一个细节。

这就是美国在法

律中对采取身体

暴力的严肃态度

。拍摄受伤后的

照片，去医院进

行核实，并向警

方报告并不是为

了结束婚姻。其

目的是保证受虐

待的配偶安全，而犯罪者有机会接受专

业的愤怒管理治疗师的治疗并完全克服

他或她的情绪爆发。学习如何避免愤怒

爆发的过程可能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才

能合理确保安全。

在许多情况下，暴力倾向的配偶不

愿意接受此类治疗。根据一些研究，一

旦一个人实施暴力，他就有可能再次施

暴-甚至可能更暴力。那么，分居和离

婚是最好的选择。

在美国，如果伴侣再次变得暴力，

可以直接拨打911并向接线员要求警察

和救护车。警方会立即帮助受害人找到

所在地区的服务，或从当地社区中心或

医院获得此帮助。

在美国，任何形式的虐待都是不正

当的。这包括身体虐待，情感，精神虐

待。对身体虐待的定义是指通过武力攻

击，威胁或限制一个人。它包括击打，

拍打，殴打，抓，推，咬，踢，拉头发

，燃烧，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器，阻止配

偶在争吵时离开房间或房子，驾驶鲁莽

或恐吓配偶有威胁的姿势。

家暴案件在美国属于公诉罪范畴，

一旦正式进入家暴案审理程序，地方检

察官将代替受害者对被告提出诉讼，因

此不是受害者想撤诉就可以撤诉的。涉

家暴案被捕后，一般会被拘押1至3天

才能上庭等待法官宣判，交押金(高达

几千美元)才能取保候审。如案情严重

，需要聘请律师，准备正式开庭。开庭

时间大约要等一至两个月的时间。

一旦家暴案确立，警察可以发出保

护令，令涉案双方分居。出庭时，法官

会视案情判以被告社区服务、罚款或接

受情绪管理课程等，并依法命令被告在

审案期间不得接近受害方。一旦被告认

罪或定罪后，假释期间不得与受害方接

触，除非受害方出庭要求法官取消保护

令。

有条件的保护令可允许被告回家，

但不能再威胁另一方，否则会再度被捕

。无条件的保护令则禁止被告回家，甚

至禁止跟对方通电话、发传真、发电子

邮件，也不能经过第三者同对方接触，

使被告跟家庭完全隔离。保护令可持续

数月甚至一年，有时会导致夫妻关系彻

底破裂、家庭解体。

在美国，千万不要打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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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2020年6月26日（星期五）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李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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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CBA公司25日正式發布通知，CBA
（中國男籃職業聯賽）復賽第二階
段比賽將落戶青島，比賽於7月7日
開打，東莞賽區的10支球隊將會包
機趕到青島。

屆時，去年曾承接中國男籃熱身賽的青島市民
健身中心體育館將啟用，這是一座NBA級別的場
館，將與第一階段正在使用的國信體育館共同承接
比賽任務。
CBA經過長達5個月的暫停後，於本月20日重

新拉開戰幕，在青島和東莞這兩地進行空場賽會制
的比賽。其中青島賽區的球隊為：青島國信雙星、
新疆伊力特、遼寧本鋼、浙江廣廈控股、北京首
鋼、浙江稠州銀行、南京同曦宙光、上海久事、時

代中國廣州、八一南昌；東莞賽區的球隊為：廣東
東莞銀行、山東西王、山西汾酒股份、北京控股、
九台農商銀行、福建豹發力、深圳馬可波羅、江蘇
肯帝亞、四川五糧金樽、天津先行者。

CBA復賽第一階段比賽將於7月4日全部結束，
東莞賽區的10支球隊將乘包機前往青島，7月7日第
二階段正式開打。據了解，20支球隊仍分成2個“賽
區”，分別在上述2個球館比賽，部分球隊將互換
“賽區”。
姚明此前在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季後賽仍然

會在青島或東莞展開，屆時12進8和8進4，都將採
用單場定勝負的賽制，準決賽和總決賽則將採用3場
2勝制。
據悉，本賽季的CBA聯賽將在8月中結束。而

下賽季常規賽將於10月打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據傳媒報道，中
國足協主席陳戌源日前率領足協工作組對大連賽區承
辦中超聯賽的相關工作進行考察。陳戌源還將對另一
個賽區蘇州進行考察。有消息稱，中超聯賽有望在7
月18日或25日正式開幕。

據悉，陳戌源一行於6月23日晚抵達大連。在大
連期間，陳戌源考察了幾座即將用於承辦中超賽事的
體育場、訓練場以及將接待參賽隊伍的相關酒店。
在廣州和上海作為賽區的方案被否決後，中國足

協最終選擇了大連和蘇州。有消息稱，中超聯賽有望

在7月18日或25日正式開幕，根據蛇行分組，A組賽
事將在大連賽區舉行，B組賽事在蘇州賽區舉行。第
一階段的比賽將為期兩個月，在9月底完成。

廣州富力俱樂部董事長黃盛華曾向傳媒透露，自
己收到的最新消息是中超聯賽將在7月中下旬開打，
但方案仍未得到最終確認，各俱樂部仍然在等中國足
協的最終方案。

他表示，“隊伍在備戰上已經達到了一個九成以
上的一個備戰效果，我們在等待看最後這三個星期會
發生些什麼事情。”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陳曉莉陳曉莉））拘留獲釋後的于拘留獲釋後的于
漢超漢超2424日現身上海申花對南通支雲的熱身賽中日現身上海申花對南通支雲的熱身賽中，，目目
前身份仍是廣州恒大球員的于漢超身穿申花球衣隨隊前身份仍是廣州恒大球員的于漢超身穿申花球衣隨隊
訓練訓練。。據悉據悉，，申花一個多月前已着手就于漢超事宜與申花一個多月前已着手就于漢超事宜與
恒大洽談恒大洽談。。

于漢超因為塗改車牌被公安機關行政拘留近兩個于漢超因為塗改車牌被公安機關行政拘留近兩個
月月，，並即時被恒大開除並即時被恒大開除。。但但““開除開除””並不代表自由並不代表自由
身身，，于漢超與恒大的合同至于漢超與恒大的合同至20212021年年底才到期年年底才到期，，他他
要轉會必須得到恒大同意要轉會必須得到恒大同意。。

據網易體育報道據網易體育報道，，早於本月初早於本月初，，就已有人在申花就已有人在申花
俱樂部看到于漢超俱樂部看到于漢超。。2424日日，，在申花對南通支雲的熱身在申花對南通支雲的熱身
賽中賽中，，于漢超更穿着申花訓練服亮相于漢超更穿着申花訓練服亮相，，這也證明恒大這也證明恒大
和申花就球員轉會事宜已基本達成一致和申花就球員轉會事宜已基本達成一致。。不過不過，，申花申花
本賽季的本賽季的55名無年齡限制內援引援名額已經用完名無年齡限制內援引援名額已經用完，，他他
們分別是曾誠們分別是曾誠、、馮瀟霆馮瀟霆、、秦升秦升、、趙明劍和朱寶傑趙明劍和朱寶傑，，所所
以這名恒大翼鋒無法在本賽季轉會申花以這名恒大翼鋒無法在本賽季轉會申花，，只能暫時隨只能暫時隨
隊訓練隊訓練，，但相信下賽季加盟申花的可能性極大但相信下賽季加盟申花的可能性極大。。

國乒
備戰大計

國際乒聯25日宣

布：原定今年在韓國

釜山舉行的團體世乒

賽確定延期至明年，而原定於明年在美

國休斯敦舉辦的單項世乒賽將無法如期

舉行。此消息一出，無疑徹底打亂了中

國乒隊備戰東京奧運的大計，同時也令

那些“年長”的運動員遭受沉重打擊，

32歲的國乒大滿貫球手馬龍還能再奪

世界冠軍嗎？

被打亂

國乒迎長假期
隊員終可回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正在

廣州進行隔離的中國乒乓球隊將在隔離
期滿之後原地解散，隊員們將迎來15天
的長假，在長達半年的訓練比賽之後終
於可以回家了。

為了備戰東京奧運會，國乒今年春
節沒有放假，大年三十還全天訓練，年
初二啟程前往德國參加德國公開賽。原
計劃在德國公開賽之後，回到海南進行
為期一個月的封閉集訓，備戰3月的釜
山團體世乒賽。不過受疫情影響，國乒
臨時改變訓練計劃，前往卡塔爾多哈集
訓，並且參加了卡塔爾公開賽。隨後在3
月13日，國乒前往澳門進行長達三個月
的封閉集訓。

當國乒結束長達三個月的濠江封閉集
訓後，於6月15日返抵廣州，開始了14
天的集中隔離。據“叮咚體壇”報道，國
乒將在6月29日廣州隔離期滿後原地解
散，放假15天，直至7月15日在海南陵
水再次集中，進行下一步備戰。

釜山團體世乒賽原定今年3月22日至29日舉
行，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這一大賽被迫

延至9月底。但國際乒聯25日發布公告表示，由
於疫情持續，大部分球隊9月可能無法順利入境
韓國，國際乒聯執委會同意釜山世乒賽組委會重
新選定賽事日期，並盡量於2021年前幾個月舉行
比賽。
國際乒聯同時還宣布：原定於2021年6月17

日至26日在休斯敦舉辦的單項世乒賽將無法如期
舉辦。國際乒聯將在確定釜山世乒賽新的舉辦日
期後，再探討休斯敦世乒賽的其他可行方案。
據中新網消息，國際乒聯執委會將於7月10

日再度召開會議，屆時將確定釜山世乒賽新的舉
辦日期。至於有關2020年賽事安排，若因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接下來無法如期舉辦的國際性公開
賽，國際乒聯將考慮舉辦其他賽事的可能性。同
時，國際乒聯正在密切關注有關舉辦今年的男子
和女子世界盃的情況。

馬龍極可能成為受害者
世乒賽再度延期的消息一出，無疑徹底打亂

了中國乒協主席劉國梁的備戰東京奧運大計。因
為在東京奧運會延期後，劉國梁原本希望通過9
月的團體世乒賽及明年的單項世乒賽檢驗國乒狀
態和考察對手。不料，兩項世乒賽都被迫延期，
不僅令國乒備戰計劃被打亂，也讓32歲的馬龍極
可能成為受害者，畢竟歲月不饒人，大賽不斷延

期對“年長”的
運動員來講絕對
不是好消息。
劉國梁日前在接

受傳媒訪問時曾表示，
面對東京奧運會延期一年這個事實，包括國乒在
內的運動員們最重要的是保持積極的心態，可以
理解為，備戰東京奧運會從四年變成了五年，但
是離2024年巴黎奧運會也加速了一年，等於三年
可以參加兩屆奧運會，有兩個機會。他透露，面
對不同的隊員，他需要進行不同的溝通，對於馬
龍和丁寧兩名大滿貫，他需要做好他們的心理建
設。而馬龍則認為，目前最重要的是保持健康的
身體，保持競爭力，保持積極的心態。

團體與單項世乒賽均延期
團體與單項世乒賽均延期

CBACBA復賽次階段復賽次階段77月月77日青島開打日青島開打 于漢超現身申花熱身賽

足協考察賽區 中超有望下月揭幕

CBA賽果
江蘇

廣州

福建

新疆

深圳

95：104

103：105

93：84

95：90

102：94

北控

同曦

山東

青島

吉林

■ 江蘇（白衫）25日以95：104
不敵馬貝利掛帥的北京控股。

新華社

▼ 國乒在本月結
束澳門集訓之前與
當地青少年球手交
流。 資料圖片

■■ 于漢超于漢超（（左左））有有
望下賽季加盟申花望下賽季加盟申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中國乒協主席劉國梁（左）在
訓練中指導隊員。 資料圖片

◀ 賽事延期對32歲
的馬龍來講絕對不是
好消息。 資料圖片

◀ 女單大滿貫
球手丁寧全神貫
注練習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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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局中人》開播
看張壹山潘粵明如何破局

繼青春熱血諜戰劇《秋蟬》、披

荊斬棘叔叔們的《三叉戟》後，張壹

山、潘粵明帶著《局中人》來了，今

晚 19:30 登陸浙江衛視，高燃繼續！

《局中人》由原著作者、知名編劇劉

譽親自操刀執導，張壹山、潘粵明聯

袂主演，主要講述了沈家兄弟兩人原

本分屬不同陣營，最後卻因為共同的

信仰壹起奮鬥，壹起投身革命浪潮中

來的故事。

張壹山+潘粵明首演諜戰相愛相殺
戲骨級演技吸睛十足
90後的張壹山，70後的潘粵明，均

是圈內流量+實力派的代表，二人的首次

合作便被網友稱為“神仙組合”，

碰撞出激烈的火花，定檔之後網友

更是高呼“沈家兄弟終於來了！追

他！”《局中人》以沈氏兄弟不斷

設局較量貫穿全劇，相愛相殺的雙

男主的設定是國內諜戰劇的新嘗試

，張壹山、潘粵明二人亦是首次出

演諜戰劇，可見其對劇本、主創團

隊的高度認可。

劇中，張壹山所飾演的是玩世不恭

、放蕩不羈的弟弟沈放，而潘粵明則出

演冷酷陰郁、沈默寡言的哥哥沈林，二

人壹動壹靜，亦敵亦友，互設迷局，相

愛相殺。從官方釋放的視頻、海報等物

料中，沈氏兄弟秉持各自的信仰，位置

始終處於對立，或眼神碰撞，或對坐爭

執，甚至拔槍相向，二人針鋒相對，每

壹次的同框都火藥味十足。張壹山、潘

粵明的戲骨級表演亦令人無比期待開播

後的演技大賞。

匠心打造新時代諜戰
人在局中看張壹山潘粵明如何破局
《局中人》采用的雙男主+多線並

進的敘事手法，打破了傳統諜戰劇固

有的模式，既有沈家兄弟之間互相猜

忌，設局試探，還有第三方勢力“黃

雀在後”，企圖將二人壹網打盡，多

方角逐，用重重迷局引爆熒屏。何為

局中人？迷局重重、局中有局，各方

勢力在這場迷局博弈的過程中此起彼

伏、難分高下。其中，兩位男主的戲

份更是極具看點與戲劇沖突。弟弟沈

放潛伏多年始終處於黑暗之中，不僅

要時刻提防身邊“同事”的試探，還

要面對哥哥沈林的懷疑與調查，以及

與父親沈柏年(寇振海飾)久積的矛盾、

愛情的取舍等，他是否能堅持內心信

仰，又該如何絕地逢生，殺出迷局？

哥哥沈林心思縝密，為達目的不擇手

段，在立場上與沈放針鋒相對，但面

對不公的現實，他心中也有著懷疑與

動搖，他是否能打破心裏的迷障，找

回心中最初的信仰？

這樣壹部“強演員+強情節+強信仰

“的諜戰大劇，斬獲眾多期待。今晚即

將播出的劇情中，張壹山飾演的沈放

壹登場便落入方達生(朱雨辰飾)做的局

中，直擊主題。這是壹個什麼樣的局

？沈放該如何破局？潘粵明飾演的沈

林又將以怎樣的形象登場？壹切答案就

在今晚19：30，鎖定浙江衛視中國藍劇

場，《局中人》將帶給妳壹次酣暢淋漓

的諜戰體驗！

《三叉戟》迎終極戰
陳建斌董勇郝平承包驚險與笑點

由馬珂擔任制片人，劉海波執導，沈嶸、呂

錚擔任編劇的精品公安劇《三叉戟》將於今晚19:

35正式收官，該劇由實力派演員陳建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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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開播以來，該劇熱度、口碑節節攀升，備

受廣大觀眾喜愛。今晚《三叉戟》將迎來大結局

，“大背頭”崔鐵軍（陳建斌飾）、“大棍子”

徐國柱（董勇飾）、“大噴子”潘江海（郝平

飾）與D融寶案件始作俑者黃有發（丁勇岱飾）

上演終極對決，老三位能否凱旋？受到襲擊的

“大棍子”又能否平安而歸？

在昨日播出的劇情中，因客觀原因暫時離開

壹線崗位的“三叉戟”，被市公安局郭局長（巫

剛飾）緊急“召喚”，齊聚花姐（胡可飾）飯店

。作為比崔鐵軍、徐國柱、潘江海稍微年長壹些

的警察前輩，郭局以老大哥自居，給老三位鼓舞

士氣，“老，不意味著刀鈍了，不意味著精神不

在；老，不是借口，不是理由；老，是責任，是

擔當！”這番話堪稱全劇點睛之筆，不僅道出

“三叉戟”的心聲，同時也讓觀眾為之動容。

今晚即將上演的劇情中，“三叉戟”孤軍

深入，與黃有發團夥決壹死戰。三位久經沙場

的老師傅面對眾多歹徒能否勝利歸來，現在還

是未知。另壹邊，在與對手的打鬥中，“大棍

子”不幸“中招”，生死未蔔，他究竟能否平

安歸來？

比起跌宕起伏的劇情，《三叉戟》搞笑溫

情的劇情路線，更合當下觀眾的口味。尤其該

劇中鮮活生動、極具生活氣息的角色們，不僅

收獲大眾滿滿的喜愛和支持，也令劇集從國產

劇中脫穎而出。隨著今晚《三叉戟》即將畫下

句點，不少觀眾紛紛表示不舍：“好久沒有看

到這麼溫情的國產劇了，

三位叔叔專心搞事業的樣

子太迷人了”、“沒想到

公安題材劇還能這麼拍，

希望以後還有更多同類型

的作品出現”。

今晚播出的收官劇情

中，崔鐵軍找到黃有發準備

偷渡的船只，他能否將犯人

繩之以法？除了“三叉戟”

之外，劇中其他角色的歸屬

也牽動著觀眾的心，“大棍

子”與花姐的感情線將何去

何從、崔斌與夏靜怡還能否

破鏡重圓，這些疑問都將在

今晚得到解答。

《攢個局》錄制
倪萍、燒餅透露減肥秘籍

健康綜藝《攢個局》日前正

在北京錄制，錄制當天，倪萍化

身養生“局長”與嘉賓、專家共

同暢聊養生話題。

倪萍坦言，此次擔綱《攢個

局》的主持人，就是想通過貼近

現實生活的方式講述養生知識。

談及與倪萍的合作，節目制片人

郭京華表示非常敬佩對方的敬業

與低調，“倪萍老師的各類節目

也伴隨著我們壹代80後的成長。

在節目創作初期，倪萍老師也經

常與導演團隊因為節目內容聊到

深夜，特別敬業。能與她合作，

我們所有工作人員都覺得很榮幸

，也很欽佩。”

作為過來人的倪萍，回想起

自己年輕時候的狀態感慨萬千，

“年輕的時候，我是真的天不

怕地不怕，我的生活壹直在拼

命和奔跑，記得我當時拍《雪

花那個飄》壹共 70 多個人，我

都能跑第壹名。就是因為年輕

時候的不註意，導致我上了歲

數以後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

我的脊椎，嚴重的時候根本動

不了。”

為了讓自己恢復到健康的狀

態，倪萍對自己展開了嚴格的訓

練。首先就是改變飲食，她為了

讓自己瘦下來，戒掉了心頭愛

“甜食”，花生、蜜三刀、油炸

薯條壹口都不吃。其次就是每天

堅持運動，走路、騎自行車、做

“燕飛”，天天如此。

當天節目錄制現場，節目組

邀請的嘉賓是德雲社青年演員燒

餅。燒餅體重曾有二百多斤，就

連他自己都調侃，“我當時胖得

太不健康了，甚至影響自己的視

線，樂的時候肉擠在壹起眼前都

是黑的。”

如今他瘦身成功，經常在微

博曬自己的營養餐和健身打卡。

談及自己健身的初衷，燒餅坦言

其實壹開始主要是為了舒緩壓力

、放松心情，但沒想到後來就上

癮了。

另外他還在節目現場揭秘了

自己的減肥方法，“我堅持健身

已經有7年時間了，主要就是靠健

康的飲食和持續的運動，當然我

還有個秘密武器，就是壹直支持

幫助我的媽媽。”原來，燒餅的

媽媽在家人生病後就開始關註飲

食健康，還成為了國家二級公共

營養師，平時也會給燒餅做些指

導。節目錄制現場，燒餅媽媽就

告訴大家：“每天鍛煉、健康的

飲食、規律的作息，三項缺壹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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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網上面試有不少海外佳麗參與，但質素未
見突出。而且不少參賽者報名所用的照片跟

真人直播時甚有差距，似有“照騙”之嫌，不過也
有執相太多反弄巧成拙的，如法律系碩士學生賴彥
妤，她於2019年奪得英國華裔小姐冠軍，獲網民讚
真人靚過照片，她回應稱習慣執相作微調，但會接
納意見。綜合所見，在面試中甚得網民歡心的有侯
嘉欣、梁懿婷、廖慧儀、郭栢妍、陳慧欣、葉芷澄
和賴彥妤。

梁懿婷似翻版何超蓮
身在夏威夷26歲的陳慧欣，去年曾參加港

姐，可惜未能晉身決賽，24日晚她捲土重來以紅
色低胸裙上陣，更提供三點式泳照給大會。另外

一位相貌平平的謝易，原來有份參與由梁朝偉主
演的電影《上氣》，她表示自己只是臨時演員，
但難得可以見到偉仔真人，大讚對方靚仔和有氣
派。

任職空姐的廖慧儀被網民讚似前港姐伍樂怡，
至於同樣任職空姐的周美善挪威出生，笑容頗燦
爛，她表示主要靠看劇來學廣東話。正在美國讀大

學的梁懿婷也被網民讚她個性爽朗，外貌又似賭王
千金何超蓮，她也大讚超蓮有自己生意和有感染
力，更會落力做慈善工作。

身在瑞士的方頌琪現修讀法律，雖然被網民取
笑她“MK”，她不介意表示可能染了金色頭髮所
致。劉映沂就靠一邊自我介紹、一邊展示相片來突
出自己，26歲的她被問到為何現在才參選，她坦言

覺得之前自己未夠成熟。化了濃妝的侯嘉欣自知化
妝技巧有進步空間，不介意被取笑可否卸妝後再出
鏡。只有17歲的葉芷澄仍是一位學生，坦言想追夢
來選港姐，更視馮盈盈為她的偶像，覺得對方各方
面都發揮得很好。擁有健康膚色的鄺靜汶，原來是
應屆冠軍黃嘉雯的好友，不過她參選前未有向對方
請教心得。

2020年6月26日（星期五）6 新聞娛
樂

■責任編輯：趙雪馨

香港小姐破天荒網上面試

佳麗Ｐ圖過火
照 騙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2020香

港小姐競選》今年破天荒改在網上面試，

約 50位面試佳麗 24日晚九時起於網上平

台與評判見面，及接受網民提問。直播開

始時有五分鐘只有畫面沒有聲音，經重新

調整後再開始，而大會也宣布最後報名日

期延遲到26日。而有參賽者疑似運用修圖

App把報名所用的照片修調一番，導致真

人直播時甚有差距。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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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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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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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兩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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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

湯洛雯一家為母親慶生 眼利網民揭馬國明在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溫碧霞（Irene）
與麥德和主演的經典電影《靚妹仔》於1982年上映，
相隔38年後電影再度在港重映，24日晚舉行VIP
場，兩位主角重溫舊作泛起不少難忘回憶，麥德羅亦
有到場支持胞弟麥德和。

《靚妹仔》乃Irene出道作品，她回想當年只得
15歲未成年，正值最反叛的時期，父母管教好嚴，至
中學時她搬出來住想接觸這個花花世界和自由，沒料
在街上給星探發掘，從而展開演藝生涯，今次重溫38
年前作品，Irene坦言好多感觸：“呢部戲改變我一
生，從而愛上了演戲，人也變乖了，希望專心做演
員，加上當時屋企好窮，自己好想快些踏足社會工作
幫補家計，一切如像上天注定。”

問到她會否以製作人身份重拍《靚妹仔》？她
稱：“沒想過，部戲太經典很難再超越，記得當時幾
個女仔也是新人，拍攝手法都好大膽，好多場戲也是

偷拍，好似跳地鐵，在紅隧截停車輛，有人發現就被
趕，但拍出來的鏡頭好真實，當年票房大收過千萬，
又獲提名多個獎項，是個好開始，（再上映有否票房
壓力？）沒有，現時都有好多舊戲再上，今次主要是
支持導演和自己第一部戲再上。”

笑麥德和怕醜易面紅
至於她和片中幾位女演員已經沒有聯絡，之後各

散東西，她謂：“都好可惜，我得知其中一位演員葉
璇已經出家時都很驚訝，但會支持對方決定。”她又
指老公何祖光沒有看過《靚妹仔》，那時他應該身在
外國。

Irene最開心這次見回不少老朋友，又笑指麥德
和跟以前一樣好怕醜，以前經常被她們幾個女生整蠱
到面紅。麥德和笑謂：“以前的男仔女仔都好純，碰
到手仔都面紅。”

出道作《靚妹仔》重映 溫碧霞：這部戲改變我一生

■■不少參賽者報名所用的照片都有作微調。

■■ 湯洛雯與爸爸湯洛雯與爸爸、、
妹妹為媽媽慶生妹妹為媽媽慶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賴彥妤(右上)執相太多反弄巧成拙。

■■ 溫碧霞與麥德和重溫溫碧霞與麥德和重溫
舊作泛起不少難忘回憶舊作泛起不少難忘回憶。。

■■ 馬國明在馬國明在《《BBBB
大晒大晒》》煞科宴也是煞科宴也是
穿白衫穿白衫。。

■■陳展鵬在炎熱天氣陳展鵬在炎熱天氣
下拍外景險中暑下拍外景險中暑。。

■■陳慧欣捲土重來再參選陳慧欣捲土重來再參選。。

■■鄺靜汶是應屆冠軍黃嘉雯的好友鄺靜汶是應屆冠軍黃嘉雯的好友。。

■■有佳麗真人膚色較照片深有佳麗真人膚色較照片深。。

■笑容甜美的侯嘉欣甚得網民歡心。■梁懿婷貌似賭王千金何超蓮。■郭栢妍真人與照片相差不大，獲網民讚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陳
展鵬端午佳節仍要返電視城拍攝新
劇《超能使者》，他坦言每年在此
季節開工都特別辛苦，因要在炎熱
天氣下拍外景，日前更差點中暑。

由於端午節要在工作中度過，
展鵬表示未能與女兒一起游龍舟
水，但會將家中浴缸布置成泳池讓
女兒玩耍。問到女兒有否吃粽應
節，展鵬說：“飲食方面就交由太
太負責，不過個女什麼都食，現在
又開始出牙，有七八隻好像一個得
意的哨牙妹。”提到展鵬近日搬了
新居，他慨嘆香港樓價貴只能租屋
住，有指他搬進“風水屋”為了追
生兒子，他說：“順其自然吧，這
一兩年都讓太太休息，她剛30歲又
做了媽媽，很多事都要適應，都開
始有時間做她喜歡做的事。”至於
會否讓女兒跟太太做網紅，展鵬表
示會尊重女兒意願，將來她長大後
有自己的想法時，就會讓她自己決
定，他也不抗拒女兒經常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馬國明和湯洛雯
（靚湯）大方公開戀情後，贏得外界一致祝福，兩人拍
拖數月已經拜會過雙方家長，馬明這位“未來女婿”在
靚湯爸爸媽媽心目中有良好印象，更攞足滿分。

靚湯24日晚為媽媽慶祝生日，並在社交平台放上
她和父母及妹妹一家四口慶祝的相片，靚湯悉心為媽媽
準備蛋糕、鮮花和汽球，但就獨不見馬明現身，不過有
眼利網民在靚湯分享的影片中，透過氣球反光發現疑似
馬明的倒影，馬明的打扮跟剛出席完《BB大晒》煞科
宴一模一樣，原來他是連趕兩場低調為湯媽媽慶生。

在靚湯IG Story亦放有一張五隻獨角獸的照片，看
來馬明已經融入湯家成為家庭成員之一。

不少網民留言祝賀湯媽媽生日快樂，又指靚湯與媽
媽餅印一樣，也有追問為何不見馬明，是否他來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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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02:30

02:3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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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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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2020

中國輿論場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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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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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與生活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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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國家回憶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科技與生活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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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華情 遠方的家

中華情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科技與生活 (重播)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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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科技與生活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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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播出時間：
晚上6：30到7：30首播。歡迎準時收看。 ▲ 節目截圖

精彩
節目介紹 中文國際頻道唯一一檔365天日播綜藝欄目

節目介紹：
承擔著文化傳承的特定功能，即以文藝的形式增強受眾對中國的深
度感知、血緣體認和情感凝聚。周一到周六的日常版節目為文藝專
題，用精彩的電視文藝作品為海內外華人觀眾打開一扇精神視窗。
每周日播出的周末版節目是一檔兼具民族化和國際化特征的大型演
播室文藝節目。它明確區別於綜藝頻道的文藝展示，而是通過對當
代中國文化的多角度觀照，體現中國文藝自身的博大精深，和擁抱
世界的開闊文化胸襟。

   《中國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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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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電影獎影後入圍者王凈：

自己作品要看五次
演員王凈將角逐 2020臺北

電影獎影後，而朱軒洋則以《下

半場》雙料入圍2020年臺北電

影獎最佳男配角、最佳新演員獎

，兩位影壇優秀新生代演員日前

上《E！Studio藝鏡到底“Talk壹

杯”》節目接受主持人鄭偉柏專

訪。王凈去年爆紅打開知名度，

笑說現在不能隨便穿著運動服上

街，自曝前幾天剛睡醒，隨意穿

著沾有醬油漬的睡衣去便利商店

，竟然被壹群學生認出：“請問

妳是學姐嗎？”讓她超糗直呼：

“我各種沒洗頭！”

朱軒洋以籃球電影《下半場

》弟弟“姜桐豪”壹角深植人心

，他透露，電影上映之後，有時

只是想要去球場輕松投籃，但就

會有人主動報隊挑壹場，他笑說

：“人家都覺得我很厲害，有點

壓力！”而打球時被認出是“姜

桐豪”時，他幽默表示：“如果

那天打得不好的話，我就會說

‘我不是’，如果打得好的話，

我就會說‘我是’，妳要拍照嗎

？”笑翻全場。

朱軒洋演出《下半場》時身

材精壯結實，他透露，前陣子吃

多發胖，上鏡頭竟然出現“雙下

巴”，後來他使出“激烈”斷食

法，直接兩天不吃飯、只喝水，

逐漸瘦回68公斤，他說：“兩

天過後再重新慢慢吃壹點點，有

時候清壹清對身體蠻好的。”朱

軒洋也自曝，家中到處都是全身

鏡，不時會“檢視”體態，主持

人鄭偉柏笑問：“全裸嗎？”他

笑說：“我有穿內褲！”王凈則

透露，身材以前能“伸縮自如”

，但後來認為暴飲暴食是不好的

習慣，目前用中藥調理易濕寒、

易水腫的體質，表示：“想讓自

己健康才開始減肥。”

主持人鄭偉柏詢問兩人是否

回頭看自己的作品，朱軒洋話鋒

壹轉透露有看王凈的作品，笑說

：“我前幾天有看《鬥魚》。”

稱贊王凈演得非常好。朱軒洋說

，自己近期也買了壹臺老檔車

“追風”，但上節目前壹天騎車

停紅燈時發生車禍，後面有臺車

直接撞上來，幸好人無大礙。王

凈表示，看自己的作品都要看個

五次，第壹次很沈浸在情緒中，

與角色壹起笑、壹起哭，但越來

越多次之後，就會比較客觀。

節目中，調酒師Allen為王

凈、朱軒洋制作“我是電影人”

特調，主持人鄭偉柏問及兩人經

紀公司是否下喝酒“禁令”？王

凈表示：“很多人都說‘今天想

喝壹杯’，我不能理解這種事，

我是只要有壹點點酒精，就會全

身過敏的人。”朱軒洋自曝喝醉

經驗，剛入行時參加公司的電影

殺青慶功宴，他因感到新奇，把

酒吧全部的酒點過壹輪，結果喝

掛狂吐，他當時住在公司同事家

，把同事家的洗手臺吐到堵塞，

他覺得不好意思，只好用手撈起

嘔吐物到馬桶沖掉，鄭偉柏稱贊

：“妳是個蠻有禮貌的孩子。”

朱軒洋笑說：“沒辦法，那是別

人家。”

王凈這回角逐臺北電影獎影

後，她形容自己很“佛系”，

“自己能夠入圍就算是壹種鼓勵

性質。”朱軒洋這回除了入圍臺

北電影獎最佳男配角外，也和同

片範少勛爭奪最佳新演員獎，兩

兄弟戲裏戲外都“相愛相殺”，

朱軒洋謙虛表示：“他是前輩，

還是要跟他多學習。”

該集節目將於6月24日（三

）下午5點30分於“E！Studio藝

鏡到底”社交網絡平臺同步上線

。

蔡琴久未露面 「近況曝光」 親吐出道40年心聲：滿心感激

許久沒出現在電視機前

與觀眾見面的蔡琴，現身公

視《音樂萬萬歲4》壹連帶來

多首好歌，排解大家疫情期

間鬱悶的心情。開場怕大

家不相信，蔡琴打趣先報

告「我是貨真價實的蔡琴

喔！」並以演唱會規格精心

策畫了這次演出，推出讓人

意想不到的心頭好歌單「妳

絕對猜不到，但壹定聽過的

歌。」

歌壇天後蔡琴出道 40

年，唱過無數好歌，也透過

歌聲療癒了四代人。主持人

馬世芳介紹蔡琴出場時，說

她不需要天後或女神的封號

，只要講出她的名字大家都

會心頭壹暖。蔡琴卻俏皮制

止，「馬世芳把我講得太清

高了，我非常喜歡，我也需

要被稱讚。」

疫情期間，蔡琴心繫歌

迷，想為大家做點什麼「我

覺得最棒的還是用我的歌

聲。」而她也大讚《音樂萬

萬歲 4》是精緻做音樂的節

目，「我壹收到邀請，二話

不說，馬上就答應了。」也

請製作單位不要有壓力，

「不要把我當大牌看，大牌

是觀眾，如果妳們認為我是

大牌，疫情期間就應該要多

出現，給大家安定，安慰的

感覺。」

40年的歌唱生涯，無數

場演唱經歷，蔡琴的〈壹生

都給妳〉竟然從來沒有在臺

灣電視上唱過。而這首歌也

像是她歌唱生涯多年的心情

縮影，她透露最喜歡的壹句

歌詞是「我把生命深埋在妳

的懷裡，落下了滾燙的淚，

壹滴壹滴，是我是妳。」就

像是她與長期支持她的樂迷

之間的關係壹樣，每次想到

都讓她滿心感激。

自疫情爆發後蔡琴鮮少

出門，但在家裡也沒閒著，

本身是影癡的她表示，以前

演出比較多，也在乎品質，

所以花很多時間在演唱會的

籌備上，而今利用這段待在

家裡的時間，大大滿足了她

旺盛的求知慾，看了許多好

片，對紀錄片特別有興趣的

她，特別喜歡人文、科學、

歷史相關的題材，無時無刻

精進自己，讓觀眾看到更好

的蔡琴。

周傑倫視角？
昆淩海上解放…

脫半身辣秀 「性感裸背」
天王周傑倫（周董）

與昆淩 2015 步入禮堂後，

成了演藝圈人人欽羨的夫

妻檔，昆淩也為周董添了

壹子壹女，幸福生活不言

而喻。昆淩日前在 IG上 PO

出與老公的出遊照，更大

方秀出性感裸背，讓許多

粉絲瘋狂湧入貼文留言，

「太美了！難道這就是周

董視角？」

昆淩 22 日上傳周傑倫

和女兒Hathy 在水中同樂畫

面，照片可見，周董穿著救

生衣牽起女兒的手在海上漂

浮，父女壹同比YA的溫馨

景象，讓昆淩忍不住拍下。

她也在貼文寫道，「Happy

Father's Day」並標註周傑倫

，給自己孩子的爸爸送上誠

摯的祝福。

昆淩緊接著又 PO出自

己的性感後背照，她在遊

艇甲板上望向海面，外套

底下藏著的是交叉狀肩帶，

讓裸背瞬間曝光。網友紛紛

直呼，「美到太過分！」、

「人比大海更漂亮」、「根

本是海中美人魚」。

有趣的是，周傑倫 21

日也在 IG 曬出兒子 Romeo

照，當天正逢美國當地的

父親節，周傑倫便展現和

兒子壹同乘著遊艇出遊的

畫面，Romeo 還湊到鏡頭

前擺出頑皮表情，可愛模

樣瞬間搶走爸爸風采，也

讓外界清楚見識到壹家四

口的好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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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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