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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sts focus on how immune system T cells 
fight coronavirus in absence of anti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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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 - As scientists question whether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antibodies to the novel coronavirus can reli-
ably determine immunity, some are looking to a different 
component of the immune system, known as T cells, for 
their role in protecting people in the pandemic.

FILE PHOTO: The ultrastructural morphology exhibited 
by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which was 
identified as the cause of an outbreak of respiratory illness 
first detected in Wuhan, China, is seen in an illustration 
released by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
tion (CDC) in Atlanta, Georgia, U.S. January 29, 2020. 
Alissa Eckert, MS; Dan Higgins, MAM/CDC/Handout via 
REUTERS
Recent studies show that some recovered patients who 
tested negative for coronavirus antibodies did develop T 
cells in response to their COVID-19 infection. While the 
studies are small and have yet to be reviewed by outside 
experts, some scientists now say that people who experi-
ence a mild illness, or no symptoms at all, from the new 
coronavirus, may be eliminating the infection through this 
T cell response.

The findings add to the evidence that an effective 
COVID-19 vaccine will need to prompt T cells to work in 
addition to producing antibodies, and may have implica-
tions for several treatments in development. They may also 
shed light on how immunity to new exposure to infection 

Inside C2

could work.

“There is mounting evidence that people exposed to the virus 
have a transient (short-lived) antibody response, or have a T 
cell response in spite of a minor or absent antibody response,” 
Dr Alessandro Sette, professor and member of the La Jolla 
Institute’s Infectious Disease and Vaccine Center in California, 
told Reuters.

When a virus gets past the body’s initial defenses - which 
include infection-fighting white blood cells - a more specific 
“adaptive” response kicks in, triggering production of cells that 
target the invader. These include antibodies that can recognize 
a virus and lock onto it, preventing its entry into a person’s 
cells, as well as T cells that can kill both invaders and the cells 
they have infected.

Six months into a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that has in-
fected more than 12 million people, questions remain about 
whether the antibody response to this virus is robust and lasts 
over time. That could mean T cells have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offering protection against the illness.

“T cells are often important in controlling viral infections. 
We are seeing evidence of that,” John Wherry,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s Institute for Immunology, told 
Reuters.

A recent small French study here not yet reviewed by experts, 

found that six out of eight family members in close contact 
with relatives who had COVID-19 developed a T cell response, 
but did not test positive for antibodies.

A Swedish study here of 200 people found a strong T cell 
response in most individuals who had mild illness or no symp-
toms following coronavirus infection,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showed an antibody response. The finding suggests that 
coronavirus infection rates may be higher than what has 
been studied using antibody tests alone, the researchers 
said.

MEMORIES OF CORONAVIRUS
The focus on T cell responses could also shed light on the 
prospect for longer-term immunity.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at T cells developed after exposure 
to other coronaviruses that cause the common cold could help 
fight off the new virus, known as SARS-CoV-2.

A study led by the La Jolla Institute detected T cells that 
reacted to SARS-CoV-2 in about half of stored blood samples 
collected between 2015 and 2018, suggesting that the immune 
system cells developed after previous infection with circulating 
common cold coronaviruses, and that they might help protect 
against the new virus.

“It is a potentially encouraging piece of evidence,” Wherry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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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A record 8,181 coro-
navirus patients were 
hospitalized Sun-
day in Texas, and officials in major cit-
ies warned that hospitals’ intensive care 
capabilities could be overwhelmed with-
in weeks, the Texas Tribune reports.                                                                                                                           
The big picture: New York hospitals never 
became so overwhelmed that patients were 
abandoned in hallways, but the situation be-
came dire after lockdowns were in place, and 
it was mostly a matter of riding out the storm.
• In Texas and elsewhere, people remain free to 
move around and thus keep spreading the virus.                                                                                                                                          
What they’re saying: Austin Mayor Steve 
Adler told the Austin American-Statesman 
yesterday that the city’s hospitals could be 
overwhelmed in the “next 10 days to two 
weeks.”
• The San Antonio Express-News reported 
that San Antonio’s hospitals could be overrun 
in a week or two, with coronavirus hospital-
izations rising by 55% in that area’s trauma 
service region over the last week.
• In the Rio Grande Valley, 10 of 12 hospitals 
had already reached capacity by Saturday.
The bottom line: “Like New York City in 
March, the Houston hospitals are experienc-
ing a steep rise in caseloads that is filling 
their beds, stretching their staffing, creating a 
backlog in testing and limiting the availabil-
ity of other medical services,”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over the weekend.
• Health care workers are falling sick, and 
hospitals are struggling to replace supplies.
• However, doctors have learned more about 
how to treat patients since March. And so far, 
Houston patients are younger, healthier and 
not as sick as New York’s.
Related
Texas reports more than 10,000 
coronavirus cases

A person receives a coronavirus test on 
July 7 in Austin, Texas. (Photo/ Sergio 
Flores/Getty Images)
Texas reported a record 10,028 coronavirus 

cases on Tuesday, ac-
cording to Texas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Why it matte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tate re-
ported more than 10,000 
new cases in a single 
day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 Texas was one of the 
first states to reopen af-
ter its initial coronavirus 
lockdown. Texas Gov. 
Greg Abbott allowed 
the state’s stay-at-home 
order to expire in 
late April.
By the numbers: Texas also re-
ported more than 9,000 hospital-
izations from the virus on Tues-
day and set a daily record for 
deaths in a single day, hitting 60.
Of note: A lag in testing results 
from the Fourth of July week-
end partially contributed to the 
increase in reported cases on 
Tuesday.
The big picture: The state re-
newed a public mask mandate 
last week because of the surge in 
new cases, while Abbott issued 
a proclamation allowing mayors 
and county judges to restrict out-
door gatherings of more than 10 
people.
• Only New York and Florida 
have also recorded more than 
10,000 cases in one day. New 
York exceeded that milestone 
in April, while Florida report-
ed 10,109 new cases last week. 
(Courtesy Texas Tribune)
Several Texas cities wor-
ry hospitals may run out 
of beds in two weeks or 
sooner
As local officials express con-
cerns that their hospitals could 
be overloaded with coronavirus 
patients, some are urging Gov. 

Greg Abbott to empower local governments to issue 
stay-at-home orders.

As Texas hit another record high Sunday, report-
ing 8,181 people hospitalized for the new corona-
virus, local officials predicted cities like Houston 
could soon run out of space to care for the sickest 
patients. (Photo/ May-Ying Lam/the Texas Tri-
bune)
Local officials and experts in Austin, San Antonio, 
Houston and Fort Worth have expressed concerns in 
recent days that increasing coronavirus hospitaliza-
tions could overwhelm their intensive care capacities, 
with some saying it could happen in less than two 
weeks. As Texas hit another record high Sunday, re-
porting 8,181 people hospitalized for the new coro-
navirus, local officials predicted cities could soon run 
out of space to care for the sickest patients. The state 
reported that there still are 13,307 available staffed 
hospital beds, including 1,203 available staffed ICU 
beds statewide, but hospital capacity varies greatly 
by region.
On Sunday, Austin Mayor Steve Adler told the Aus-
tin American-Statesman that hospitals there could be 
overwhelmed in the “next 10 days to two weeks” if 

the amount of people admitted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con-
tinues to increase, adding that 
434 out of 1,500 Austin-area 
hospital beds for coronavirus pa-
tients are occupied.
The San Antonio Express-News 
also reported that the city’s hos-
pitals could be overrun with pa-
tients in the next week or two, 
noting that the number of hos-

pitalized coronavirus patients 
in that area’s trauma service 
region rose by 55% in the past 
week.

The Fort Worth Star-Tele-
gram reported Tuesday 

that Rajesh Nand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biostatistics and ep-
idemiology in the UNT Health 
Science Center’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warned that Tarrant County 
hospitals could reach capacity in 
about three weeks.

 As of Saturday, 10 of 12 hospitals 
in Texas’ Rio Grande Valley had al-
ready reached capacity as the num-
ber of people being hospitalized 
for the coronavirus more than dou-
bled over the last two weeks. Ten 
of Texas’ trauma service regions 
have more than 70% of their beds 
filled, with six of those regions re-
porting their beds are at least 80% 
filled,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State Health 
Services.
On Thursday, Gov. Greg Abbott 
ordered Texans in most counties to 

wear masks in public. 
The mandate warns 
people living in coun-

ties with more than 20 active coro-
navirus cases that first-time violators 
will face a warning while repeat of-
fenders could face a $250 fine.
Adler and Harris County Judge Lina 
Hidalgo urged Abbott in television 
appearances Sunday to give cities the 
power to issue stay-at-home orders in 
order to figh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What I’m being told is that there’s 
not the staffing to go along with the 
surge, and if this is happening in Aus-
tin, Dallas and Houston and San An-
tonio all at the same time, we’re in 
trouble,” Adler told CNN’s “State of 
the Union” Sunday. Adler added that 
while he appreciates Abbott mandat-
ing the use of face masks, he believes 
the lack of a united messaging has put 
the state in danger and hopes the mes-
sage “hasn’t come too late.”
Hidalgo expressed similar concerns 
on ABC’s “This Week.”
“As long as we’re doing as little as 
possible and hoping for the best, we’re 
always going to be chasing this thing. 
We’re always going to be behind, and 
the virus will always outrun us,” she 
said. (Courtesy the Texas Trib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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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Hospitals In Danger Of Being  Overwhelmed As Coronavirus Surges

Health care workers move a patient in the COVID-19 unit at Unit-
ed Memorial Medical Center in Houston. (Photo/Mark Felix/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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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in his
news conference indicated that he would
cancel the Texas Republican Party’s
in-person convention and event that
was scheduled to be held in downtown
Houston at the 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on July 16.

The Mayor said, “Look, these are some
very serious times and for the public
safety of people attending the
convention, their employees,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the people of Houston, the
public health concerns are first and
foremost.”

Republican Chair James Dickey
criticized the mayor for what he said was
a political calculation, rather than a
safety measure.

Texas was the earliest state to open for
business. We could have never
imagined that the virus would come back
and cause a more serious problem,
especially in the city’s poorer area.

This morning I was talking to Kenneth Li,
Chairman of the Southwestern District
which has been the hardest hit area. We

discussed what we can do for local
residents and the many shopping
centers and apartment complexes.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time we are facing
now, and we urge all community leaders
to come out and join hands with the City
to encourage our residents to follow
CDC guidelines to protect our people.

We really regret that so many of our

small businesses are still suffering big
losses and some of them have already
closed down. And many lives have been
lost, but yet, we are still watching the
political games being played on all levels
all across the country.

Mayor Turner, we will support you. After
all, we are in the same family.

0707//1010//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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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 view shows an intensive care unit bed with a special artificial respi-
ration device where patients with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could 
be treated in Hanau

The showcase of a souvenir-shop displays a protective gear at the famous red-light district 
“Reeperbahn”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Hamburg

General view at the famous red-light district “Reeperbahn”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Ha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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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Medical staff assess for COVID-19 at public Victoria Health Unit, BC

Residents line-up in their vehicles to be tested amid the global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in 
Houston, Texas. REUTERS/Adrees Latif

Israeli forces fire a sound grenade at Palestinian demonstrators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Jewish settlements and Israel’s planned annexation of parts of the Israe-
li-occupied West Bank, in the Palestinian town of Asira ash-Shamaliya. REUTERS/
Raneen..
.MORE

A riot police officer extinguishes a fire during a demonstration against government plans to 
regulate street protests, in front of the parliament building in Athens, Greece. REUTERS/Alkis 
Konstantinidis  

Picture shows a special artificial respiration device in an intensive care unit where patients with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could be treated in Hanau



副刊

牡丹谢了，芍药开了。牡丹虽美，

芍药也不逊色，芍药花姿绰约，花色艳

丽，色香韵俱佳，为群芳之相，五月花

神。

芍药之美，圆融，紧凑，大气，

《本草释名》中记载，芍药，犹绰约也

，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从名字里

就能看出芍药芳姿不俗，另外一个字

“药”，则体现了她的另一个属性——

药理性。

芍药是少有的药用价值极大、同时

也观赏性极强的开花植物，它的块根就

是中药里的白芍，入药后具有镇痉、镇

痛、通经的作用。这种功效对女子来说

是极为重要的，它能够滋阴补血、益气

安神、解痉止痛、镇静消炎，因而被称

为“ 妇科之花”。

喜欢芍药的花友，不知道你们有没

有听说这样一个故事：

东汉末年，神医华佗为了方便研究

药草，就在他的房屋后面圈了一个园子

，开辟成药园，种了各种中药草，每味

药草他都要亲自试过药性后才用到病人

身上。

有个外地友人来访，见他这里没有

芍药，就送了华佗几粒芍药籽，华佗就

把它随手种在了药园里，等芍药长叶开

花后，他仔细研究了芍药的叶、茎、花

，发现没什么特别的功效，就没再对芍

药有过多关注。

一次，华佗坐在灯下看书，忽听有

女子的哭声，推门走出去后，又不见人

影，华佗颇感纳闷，他的妻子望着窗外

的花草药草说到，这里的一花一草到你

手里都成了良药，唯独芍药被你冷落一

旁，她自然感到委屈了。华佗听罢笑道

：我尝遍百草，对其药性无不辨得一清

二楚，唯独芍药不能入药，怎能说委屈

了她？

之后的某一天，华夫人血崩腹痛，用

过好些药都不见好转，最后没办法了，想

起芍药还没有用过，就瞒着丈夫把芍药的

根煎水后服用了，结果不到半天腹痛就止

住了，又服用了两日，病痛全无。

华夫人赶紧把此事告诉了华佗，华佗

才意识到自己忘记研究芍药的根了，果真

是委屈了芍药。他对芍药的块根做了细致

的研究和试验，发现用处颇多，功效很强

，能镇痛安神、平肝益气、养血敛阴，此

后，芍药就被广泛地使用了。

芍药不但是有名的中药材，她还是

中国人的爱情之花。古代男女交往，别

离之时，多情女子总爱将芍药赠与心上

郎君。芍药又因此而被称为“将离”。

君将离去，我心悠悠。多情女子就是这

样借芍药来表达心意的，微寒中透着些

许心酸。

每一棵花草的背后，都有一个美丽

的故事，花友们，你喜欢芍药吗？如果

你也想养，那下面这关于芍药的常识可

要了解哦~

芍药花期5~6月，比牡丹晚一个月

左右，但是比牡丹更好养护，毕竟它是

草花，管理起来简单省心，而且南方和

北方都可以养。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最适

合的种植时间。

农谚：“七芍药八牡丹”，就是指

芍药适合在农历七月份（阳历8月下旬~

9月上旬）的时候种植，这个适合，中

原地区的芍药就可以分株了，分下来的

块根可以移栽，南方地区温度高，要适

时推迟。

中国名花，五月花神，一开就惊艳

全场

芍药喜光照，耐旱耐寒，冬天最好

在0度左右的环境中经历40天的春化，

这样来年萌芽会很多，花芽在长日照下

会发育开花，如果光照不足，就会只长

叶子不开花哦~

中国名花，五月花神，一开就惊艳全场

“子不教，父之过”。熊孩子捣乱

，家长背锅；如果宠物不老实，那是铲

屎官的责任。除了从幼犬开始训练外，

训练狗狗的重要原则就是：对的表扬；

错的不处罚；避免怜悯导致的娇惯。

在训练狗狗的过程中，家庭成员应

团结一致——设定一个规矩后，所有人

都不能擅自打破规矩，否则狗狗会疑惑

：你们想要的到底是啥？我这么做到底

对不对？甚至去试探：我能不能再过分

一点？所以，要训练，就要坚守规矩。

说起狗狗的坏毛病，主要有四点：

扒餐桌、扑人、乱叫、随地大小便。所

以我们针对这四点来讲训练技巧。什么

握手、打滚、跳绳、后空翻之类的，就

自行搜索吧。

一、扒桌子

狗扒桌子，主要是由于它在幼年时

期吃到了太多“餐桌食物”。有些人在

吃饭的时候就习惯餐桌上的食物直接丢

给狗狗，以至于狗狗形成了一个错误的

意识：餐桌上的食物就是我的食物。

餐桌食物给狗狗，这个行为存在两

个主要问题：第一，人类的吃的东西对

狗狗来说口味较重，且可能存在营养不

均衡的情况，容易使其出现各种健康隐

患，并产生挑食的习惯。

第二，等狗狗长大之后，它们有可

能会直接爬上桌子，特别是大型犬，届

时有的主人反而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

而处罚狗狗，这将引起狗狗的困惑，并

产生更多的问题。

要避免这个问题，首先所有人应达

成共识——狗狗只能吃犬粮或犬类零食

，任何人、任何时间都不可以给狗狗任

何餐桌食物。但是如果狗狗在主人一家

吃饭的时候蹲守在桌旁乞食怎么办呢？

这时所有人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无视它。

请相信，只要铲屎官坚持，狗狗就不再

坚持。这种“冷漠”不会持续太久，狗

狗就能明白：乞食只是白费力气。铲屎

官也可以在给狗狗准备狗粮的时候提醒

它：“来吃豆豆啦！”以后每当狗狗想

扒餐桌就告诉它：“去吃你的豆豆去~

”时间久了，狗狗也能明白“狗粮就是

我的食物”这个道理。

二、扑人

“扑人”在某些时候是汪星人在表

达兴奋以及对人类的喜爱，它们想要人

类的“抱抱”。但是作为大型犬，“求

抱抱”的行为就会变得非常危险，尤其

是面对小孩子或者身材娇小的人时，甚

至有可能把对方扑倒。

扑人的行为通常都是狗狗在幼犬时

期养成的习惯，此时狗狗体型较小，主

人也就忽略了潜在的威胁。汪星人能够

记住人类的“鼓励”行为，如果它们在

扑人的时候，人们就迎合它，给它爱抚

或拥抱，那么汪星人就会认为“扑人有

爱抚、有抱抱”。正确的做法是，如果

狗狗过来扒自己的裤腿，不要弯腰下去

抚摸，而是应该无视，然后转身。等狗

狗从裤腿上下来，并坐下的时候，再对

它进行奖励。这样你就会得到一只见到

人就会乖乖坐下的好狗狗。此时可以配

合语言如“坐”，加深狗狗对“坐”这

个行为的理解。

三、犬吠

犬吠中含有多种信号，其中一部分

是警戒、通知其他家庭成员、害怕等因

素。我们主要讨论上述情况的解决方案

。

首先是之前很多品种介绍都提到的

让狗狗在幼犬时期尽可能多地参与社交

活动。如果狗狗在刚出生的时候没有与

大多数陌生人接触过，那么它长大之后

不免对陌生人产生一点点紧张的情绪，

有时候这种情绪会通过吠叫表达出来。

主人最好在家里一进门的位置准备

好小零食，只要家里来客人，就邀请客

人拿一点小零食喂给狗狗，这样做的好

处有两个：首先让狗狗对陌生人不再感

到紧张，而是将他与好吃的联系在一起

；其次，可以与前文的第二点结合训练

，在陌生人的帮助下，强化狗狗见到人

就坐下的好习惯。

四、大小便

刚到家的小狗还没有定点排泄的意

识，即使马上开始训练，也会有一段时

间的适应期。在这期间，如果发现狗狗

没有定点排泄，切记不要对此进行处罚

，不要让狗狗对排泄这件事以及家庭成

员产生压力。铲屎官只需要悄悄地移除

这个地点的排泄物，确保不留有气味。

唯一需要对狗狗进行奖励的就是它在指

定地点排泄的行为——这个原则可以套

用在狗狗的任何行为上，假如你认为狗

狗的某个行为很讨厌，那就无视它；如

果你喜欢狗狗的做法，那就奖励它并跟

它互动。

这里我们讨论的仅限于“憋尿”时

定让它点排泄的情况。但有一种特殊时

期会导致狗狗不遵循规矩——狗狗的发

情期。母犬发情时，有可能在任何地方

“散播气味”。

怎么让自己家的狗狗比别人家的更听话

LONDON (Reuters) - A mental illness 
crisis is looming as millions of people 
worldwide are surrounded by death and 
disease and forced into isolation, pov-
erty and anxiety by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United Nations health ex-
perts said on Thursday.                                                       
“The isolation, the fear, the uncertainty, 
the economic turmoil - they all cause 
or could caus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aid Devora Kestel, directo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WHO) mental 
health department.
Presenting a U.N. report and policy guid-
ance on COVID-19 and mental health, 
Kestel said an upsurge in the number and 
severity of mental illnesses is likely, and 
governments should put the issue “front 
and centre” of their responses.
“The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whole societies have been severely im-
pacted by this crisis and are a priority to 

be addressed urgently,” she told report-
ers at a briefing.
 

FILE PHOTO: “Grief holds her cov-
ered face against the shoulder of His-
tory and weeps in mourning” as de-
picted at the Peace Monument in front 
of the U.S. Capitol in Washington, 
U.S., March 23, 2020. (Photo/Reuters/
File Photo)
The report highlighted several regions 
and sections of societies as vulnerable to 
mental distress - including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isolated from friends and 
school, healthcare workers who are see-
ing thousand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and dying from the new coronavirus.                     
Emerging studies and surveys are al-
ready showing COVID-19’s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globally. Psychologists 
say children are anxious and increases 
in case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have 
been recorded in several countries.                                                                                       
Domestic violence is rising, and health 
workers are reporting an increased need 
for psychological support.
Reuters last week reported from inter-
views with doctors and nur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said either they or 
their colleagues had experienced a com-
bination of panic, anxiety, grief, numb-
ness, irritability, insomnia and night-
mares.

Outside of the health sector, the WHO 
report said many people are distressed 
by the immediate health impact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physical isolation, 
while many others are afraid of infec-
tion, dying, and losing family members.
Millions of people are facing economic 
turmoil, having lost or being at risk of 
losing their income and livelihoods, it 
added. And frequent misinformation and 
rumors about the pandemic and deep un-
certainty about how long it will last are 
making people feel anxious and hopeless 
about the future.
It outlined action points for policy-mak-
ers to aim “to reduce immense suffering 
amo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nd mitigate long-term social and eco-
nomic costs to society”.
These included redressing historic un-
der-investment in psychological services, 
providing “emergency mental health” 
via remote therapies such as tele-coun-
selling for frontline health workers, and 
working proactively with people known 
to hav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with 
those at high risk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acute impoverishment.

Domestic violence is rising, and health 
workers are reporting an increased need 
for psychological support.
Reuters last week reported from inter-
views with doctors and nur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said either they or 
their colleagues had experienced a com-
bination of panic, anxiety, grief, numb-
ness, irritability, insomnia and night-
mares.
Outside of the health sector, the WHO 
report said many people are distressed 
by the immediate health impact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physical isolation, 
while many others are afraid of infec-
tion, dying, and losing family members.
Millions of people are facing econom-
ic turmoil, having lost or being at risk 
of losing their income and livelihoods, 
it added. And frequent misinformation 
and rumours about the pandemic and 
deep uncertainty about how long it will 
last are making people feel anxious and 
hopeless about the future.
It outlined action points for policy-mak-
ers to aim “to reduce immense suffering 
amo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nd mitigate long-term social and eco-
nomic costs to society”.
These included redressing historic un-
der-investment in psychological services, 
providing “emergency mental health” 
via remote therapies such as tele-coun-

selling for frontline health workers, and 
working proactively with people known 
to hav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with 
those at high risk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acute impoverishment. (Courtesy 
we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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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Warns Of Global Mental Health 
Crisis Due To COVID-19 Pandemic

Coronavirus could cause a global mental health crisis, the United Nations warns.

KEY POINTS
The United Nations has warned that coronavirus could cause a global mental 

health crisis.
The U.N. report highlighted those vulnerable to mental distress, including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nd healthcare workers who see patients dying from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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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始终是谎言，真相始终是真

相。不敢正视历史，不会看见未来。

历史到底有多重要？它决定了一

国民众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当人们谈

起自己国家灿烂辉煌的历史时，民族

凝聚力和国家归属感油然而生。若一

个国家的历史没有灿烂辉煌的一面，

这个国家应该怎么做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美国，美国

绝对是虚构历史的顶尖高手。从美国

的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其中充斥着

谎言。这些谎言在自上而下的传播途

径中，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所接受。

谎言因此成为了事实，虚构的历史就

此成为真实的历史。

但是谎言终有被拆穿的一天，历

史的真相终会水落石出。接下来，跟

随笔者一起发掘真实的美国历史，看

看美国最真实的样子究竟是什么样。

独立战争

美国人是这样记载独立战争的：

1775 年 4月 18 日，在波士顿附近

的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美国人打响了

反抗的枪声，拉开了独立战争的序幕

。同年6月 14日，华盛顿担任大陆军

总司令。1776年7月4日，北美大陆会

议通过《独立宣言》，北美13个殖民

地宣布独立。

华盛顿在与英军的较量中，凭借

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打赢了

一场又一场以弱胜强的战役，节节败

退的英军最终只能选择投降。1783年

9 月 3 日，英王代表与北美殖民地代

表在凡尔赛宫签订了巴黎条约，英国

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

华盛顿因为在独立战争中的巨大

贡献，被美国人尊为“国父”。美国

政府一直向美国人民宣传华盛顿和独

立战争中涌现的英雄的种种光辉事迹

，这些英雄事迹让美国人民产生了强

烈的民族自信心和国家归属感。

但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刻意隐藏了

一段历史，那就是法国对美国做出的

关键性帮助。大多数美国人谈起独立

战争，都对法国的帮助一无所知。

真实的独立战争是这样的：

华盛顿率领的北美殖民地军队在

独立战争中做出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英国当时拥有世

界顶尖的海军部队，英国海军将北美

殖民地海岸线一封锁，北美殖民地军

队连打仗需要的军火都没有。退一万

步讲，就算当时的殖民地有一批数量

可观的军火，但他们是没有制造军火

能力的，每打出一颗子弹就少一颗子

弹，最终会面临无武器可用的局面。

那么那时的殖民地军队和印第安人没

有区别，英军的胜利只是早晚的事情

。

所以北美殖民地光靠自己弱小的

实力，是决不可能赢得

战争的最后胜利。法国

对于北美殖民地的援助

，才是殖民地赢得独立

战争最主要的原因。

1756 年至 1763 年，

英法打了一场七年战争

，法国战败，沦为二等

国，英国则一跃成为世

界殖民霸主。当北美殖

民地反抗英国统治后，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为了

一雪七年战争之耻，以

及削弱英国对自身的威

胁，决定援助北美殖民

地。

法国外交大臣韦尔

在法国官方备忘录中记

载道：“英国尽管为了

平定美国的造反耗费巨资，但只要它

的殖民地还在，英国的发展就在。英

国是法国天然的敌人，打压法国是它

一贯的政策。所以法国必须抓住一切

机会，削弱英国实力。”

这份备忘录代表了法国当时的立

场，法国援美势在必行。1776年，路

易十六从皇家武器库中拨出一百万里

弗给殖民地人民，这也是法国对北美

的第一次援助。随后法国极力拉拢英

国的手下败将西班牙和荷兰，一同对

抗英国。

1776 年至 1778 年间，法属殖民地

以及荷属殖民地协助北美殖民地偷运

物资和军火。这对北美独立战争的胜

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使在英国

海军封锁下的北美殖民地武装力量不

至于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1778 年，法国与北美殖民地签订

了两份条约。一是《友好通商航海条

约》，该条约规定：法国正式承认美

国的独立，双方在商业上互帮互助。

二是《美法同盟条约》，该条约规定

：法美两国不单独与英国讲和，只有

美国获得独立，才放下武器。

1778 年 6 月，法国正式对英宣战

。法国罗尚伯爵率领6000法军、德斯

坦伯爵率领17艘法国军舰、格拉斯率

领28艘法国军舰先后赴美参战。正是

在法国的援助之下，强大的英国海军

才无法在北美投入全力进行战争。

如果没有法国的帮助，当时北美

殖民地的武装力量就如瓮中捉鳖一样

，早晚会被英国海军消耗掉所有的军

事力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算华

盛顿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光凭拳头

打赢英军吧。

所以说，美国能获得独立战争的

胜利，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最应

该纪念和歌颂的是路易十六。路易十

六虽然最终上了断头台，但是没有他

对美国的援助，美国可能不会成为一

个国家。

美国政府深知没有法军，就没有

美国的独立。但是他们不能在美国国

内宣传这样的历史认知。如果他们宣

传法军的功绩，那么美国人民对于自

己的国家是没有归属感的，美国人也

会丧失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自信心。

所以美国政府只能刻意隐瞒法军

的历史功绩，夸大华盛顿等人的历史

功绩。只有这样做，美国人民才有凝

聚力和归属感。

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一场解放

黑人奴隶和实现国家统一的战争，而

林肯被视为解放黑人奴隶的领袖，也

是美国建国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奥巴马在公开演讲中说道：“林

肯有过怀疑，经受过挫折，但通过他

的意志和言行，他感动了一个国家，

解放了一个群体。”

特朗普在公开演讲中说道：“除

了已故的、伟大的亚伯拉罕· 林肯，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我比所有曾

任职的总统，都更具有总统气质。”

美国人民对林肯的推崇，实际也

是来自于美国对南北战争的虚构。南

北战争是一场实现国家统一的战争，

但绝不是一场解放黑人奴隶的战争。

美国南北冲突的根源在于：美国

西部出现了新的州，北方各州要求在

西部地区发展资本主义，而南方各州

则想在西部扩展奴隶制度。在这种矛

盾之下，南方联邦军于 1861年 4月 12

日，先发制人攻占萨姆特要塞，内战

就此爆发。

在南北战争初期，北方联邦军节

节败退，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局面。林

肯于是发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废

除奴隶制，承诺让黑奴获得永久性的

自由。而林肯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南

方各州有 400 万左右的黑奴，这些黑

奴为了自由，必然会纷纷逃往北方，

支持北方联邦军，那么南方各州的种

植园经济势必陷入瘫痪，其军队实力

也会下降。

林肯的釜底抽薪是非常有效的，

宣言发布不久，就有18万黑奴加入北

方联邦军。北方联邦军就此逐渐扭转

了被动的局面，慢慢扩大了战争的优

势。

尽管林肯废除了奴隶制，但是林

肯不是废奴主义者。因为林肯在《解

放黑奴宣言》中承诺废除叛乱州的奴

隶制，但与南部邦联相邻的几个蓄奴

州，却被允许保留奴隶制。

除此之外，林肯的竞选演讲也能

印证这一点。1858年，林肯在竞选演

讲中说：“我从没有，也不曾以任何

方式，赞成过黑人和白人一样享有社

会福利和政治平等。我和所有人都一

样，赞成给白人更高的职位。”

林肯曾在1862年，给美国一家报

社投稿中阐释了自己的思想。他在文

章中说道：“解放黑奴最重要的目的

是挽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者废除黑

奴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并且无需

解放任何一名奴隶自由的话，那我会

那样做的。”

通过上述的历史证据，我们能够

发现：林肯用自由编织了一个谎言，

只是为了挽救联邦而已。这与美国民

众心中的林肯形象，完全是天壤之别

。摘下神圣的光环，林肯似乎也只是

一位颇有谋略的政客而已。

1865 年 4 月 9 日，南方联盟军将

领罗伯特· 李宣布投降，南北战争就

此结束，美国实现了国家统一。在此

之后，奴隶制被彻底废除，但是这不

过是黑人又一个噩梦的开始。

美国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是美

国各州却出台了诸多的种族隔离法。

例如，黑人不能与白人通婚，黑人不

能和白人上同一所学校，进同一家餐

厅，乘坐同一辆交通工具等等。这些

带着种族歧视的法案，都获得了美国

最高法院的支持。

在这些种族隔离法之下，许多黑

人一不小心，就会被关进监狱。而等

待这些黑人的，是囚犯租赁。囚犯租

赁的意思是公司可以雇佣囚犯为劳工

，从事各种高强度的工作，这被写进

了美国第13修正法案。南北战争结束

后，许多地方都在进行城市和经济重

建。关在监狱里的黑人成为了另一种

奴隶，他们中的很多人累死在高强度

的劳动过程中。

囚犯租赁经过一段的时间发展之

后，改为联邦监狱工业公司，而第13

修正法案至今仍是有效的。星巴克、

微软、IBM等企业都曾雇佣过黑人囚犯

做劳工。

正视历史

1963 年 8月 28日，20多万黑人聚

集在林肯纪念堂，他们想要通过游行

的方式，获得他们作为美国公民应该

拥有的权利。

马丁· 路德· 金在此作了一篇享誉

世界的演讲，题目是《我有一个梦想

》。除了这篇文章之外，马丁· 路德·

金还在此说了一句话：“美国黑人实

际上是收到了一张空头支票，而支票

最初是由林肯和他对解放黑奴的承诺

背书的，可是美国却没有兑现支票所

承诺的事情。”

直到今时今日，“我有一个梦想

”仍然只是一个梦想而已。被愚弄的

不仅仅是美国黑人，还有每一位美国

人。他们在虚构的历史中，从未真正

了解自己的国家，这多么的令人可笑

。

谎言始终是谎言，真相始终是真

相。不敢正视历史，不会看见未来。

美国到底有多假

图森市（Tucson）会议酒店（Ho-

tel Congress）重开仅持续了不到一个月

。

据美联社报道，6月4日，酒店总

经理托德· 汉利（toddhanley）宣布结束

为期两个月的封锁，让这家拥有39间客

房的酒店恢复营业。酒店内还设有一家

餐厅，可供户外就餐。然而，在亚利桑

那州新冠肺炎病例激增后，上周末汉利

做出了这个痛苦的决定——暂时放弃。

“我们要关闭所有业务。”他说，

“每一天我们都要努力活下去。”

这也意味着汉利的大部分员工将再

次失业，至少是暂时失业。除了需要十

几个人来维护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房产

外，被召回的50多名工人将再次下岗。

在整个南部和西部，新冠肺炎新病

例再次出现。酒吧、酒店、餐馆等商业

歇业或收回恢复营业的决定，这些都正

在危及这些地区乃至全美经济复苏的希

望。数百万人一直抱有这样的期待：春

季大范围企业倒闭导致的裁员只是暂时

的。

预计周四（7月2日）政府将再发

布一份强劲的月度就业报告。经济学家

们预测，雇主们在5月新增了250万个

岗位，在此基础上6月又增加了300万

个岗位，这使得在4月疫情导致的歇业

高峰期内破纪录消失掉的2100万个就业

岗位被收回了一部分。

然而，任何这样的消息可能都已过

时：就业报告并不能完全捕捉到病例激

增对南部和西部地区造成的影响，以及

这些地区为控制疫情正在采取的绝望举

措。餐馆和酒吧再次关闭以及由此导致

的裁员标志着一种彻底的转变，那就是

在疫情尚未得到遏制之前，为重启经济

所做的努力似乎为时过早。

“我们仍身处很深的困境当中。”

正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Grant Thornton

）首席经济师黛安 · 斯旺克（Diane

Swonk）说，“这使得6月的就业报告

变得滞后而不是具有前瞻性。”

因为急于启动经济，太阳带几个州

的州长们在所在州还未达到白宫重新开

放的标准之前就解除了封锁，不过这些

指导标准大体上也未受到白宫的重视。

新病例正在迅速增加。4月9日至6

月 8 日，5 天内的平均日增病例数从

32150例下降到19400例以下，随后又开

始上涨。周日（6月28日）日增病例突

破4月纪录达到42100例，又于周一（6

月29日）跌至41000例。

州长们改变了主意。得州州长上周

下令关闭所有酒吧；亚利桑那州州长告

诉居民要待在家中，并宣布因为病例在

不断增多，该州现处于“暂停”状态。

佛罗里达州也禁止在酒吧饮酒。

23岁的凯莉· 戴维斯（Kylie Davis

）是佛州坦帕市（Tampa）的一位调酒

师，5月23日，失业两个月的戴维斯重

返工作岗位，在此期间她努力从该州滞

慢的系统中申领失业救济金。戴维斯说

，她收到的小费很可观。“人们都很善

解人意。”她说，“知道我们很久没工

作了，他们都很慷慨。”

然而6月12日，戴维斯被检测出病

毒呈阳性。当佛州的酒吧重新营业时，

她无法返回工作岗位。而由于佛州新增

病例数在过去两周飙升至历史新高，州

长罗恩· 德桑蒂斯（Ron DeSantis）下令

再次关闭酒吧。

这一令人不安的逆转突显了许多经

济学家数月以来一直强调的一点：除非

企业停业足够长时间以减少感染，并且

大多数美国人有足够信心重返餐厅、酒

吧、酒店、购物中心和机场，否则经济

和就业市场无法恢复健康。

而在许多情况下，似乎是消费者自

己而不是政府法令在推动这一趋势。

芝加哥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今年春

季美国人选择呆在家里或避开拥挤的商

店，与其说是因为政府告知他们这样做

，不如说是他们出于对新冠肺炎死亡报

告的恐惧。

“决定经济走势的是病毒，而不是

封锁。”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家、圣路易

斯联邦储备银行研究员Yongseok Shin

说，“如果不控制疫情，我们就不可能

实现全面的经济复苏。”

疫情卷土重来 美国或将遭受新一轮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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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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星期五）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魯 冰

提前7輪常規賽封王 向隊史第10個總冠軍邁進

廣東廣東兩大成功定律兩大成功定律制勝制勝
在 8日結束的CBA（中國男籃職業聯賽）復賽

第二階段的一場焦點賽事中，易建聯缺陣的廣東隊

以 114：111戰勝東道主青島隊，不僅將連勝場次

擴大到22場，也提前7輪獲得本賽季常規賽冠軍。

這是廣東隊史上第 13個常規賽冠軍，本賽季季後

賽將是廣東連續第 25個季後賽，他們正向隊史第 10個總冠軍邁

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
正謙）香港球隊東方龍獅有
份角逐的東南亞職業籃球聯
賽（ABL）自3月起因新冠肺
炎疫情陷於停擺，賽事由於
贊助商財困更有可能“爛

尾”收場，東方龍獅表示暫時會專注本地賽事，
如果ABL可以復賽會繼續參與。

由於疫情持續不少國家仍然未解除封關措施，
ABL主要贊助商亞洲航空財政深受打擊。賽會首席
營運總監謝利高表示，位於菲律賓的辦公室自3月
底已停止運作，而且所有員工亦已離職。謝利高早
前曾對ABL復賽表示樂觀，並希望在7至8月找到
廣泛認可的解決方案，不過相隔兩個月他口風大

改。他在接受當地傳媒訪問時強調自己已不再為
ABL工作：“我從3月30日開始就不在ABL工作
了，自從爆發新冠疫情之後，ABL在3月30日就關
閉位於菲律賓馬尼拉的聯盟辦公室，更把所有工作
人員釋出。”對能否復賽抱有疑問。至於ABL的官
方網站亦只剩下一個賽事標誌，所有內容已全部被
刪除，相信賽事“爛尾”機會相當高。
曾於2016-2017賽季奪得總冠軍的東方龍獅

一直在ABL投放不少資源，球會行政經理李樹榮
表示，未收到ABL會停辦的確切消息，相信賽會
仍在尋找解決方案當中，強調如果賽會能提出一
個得到各方接受的方法，無論是復賽或開始新賽
季，東方龍獅均會繼續參賽，不過現階段會專心
應付即將展開的本地賽季。

遭疫情財困雙重打擊 ABL或爛尾
亞足協9日表示，經過

與下屬足協、聯賽和俱樂部
協商，制定了包括國家隊、
俱樂部、室內足球等2020
年各項賽事的日程表。其
中，亞冠盃東亞區的比賽擬
於10月重啟，決賽於12月5

日舉行。小組賽至準決賽階段以賽會制形式進
行，淘汰賽及決賽均改為單回合淘汰制，比賽地
點待定。
根據亞足協發布的比賽日程，亞冠小組賽東

亞區小組賽階段的比賽將於10月16日至11月1日
進行。其中，北京國安所在E組比賽將於10月19
日至31日進行；上海申花所在F組比賽將在10月
16日至31日進行；廣州恒大所在G組以及上海上
港所在H組的比賽將於10月17日至11月1日進
行。
東亞區的淘汰賽將於11月進行。其中，東亞

區的亞冠16強賽將於11月3日和4日進行；8強賽
將於11月25日進行；準決賽將於11月28日進
行。決賽定於12月5日，將在西亞區場地進行。

亞足協方面表示，亞冠盃和亞足協盃比賽場
地有待確認，其中小組賽階段將完整舉行，包括
決賽在內，淘汰賽為單回合決勝。 ■新華社

亞冠東亞區比
賽擬10月重啟

■■香港東方男籃曾於香港東方男籃曾於20162016--20172017賽季奪得賽季奪得ABLABL
總冠軍總冠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7月4日，中國羽毛球名將林丹宣布退役，結束
了自己長達20年的國家隊生涯，退役後的“超級
丹”如何選擇人生下一個“賽場”成為許多球迷關
注的焦點。
9日，退役後的林丹首度公開亮相，在上海參加

某品牌活動時被問及未來的規劃，林丹表示，“接
下來我希望通過不同的身份跟三位優秀的對手、我

的朋友一起去更好地推廣羽毛球文化，讓全世界更
多的年輕朋友喜歡上這項運動、熱愛這項運動”。

記者了解到，林丹此番是退出國家隊，而非完
全退役。林丹表示，如果明年3月長胖了就真的不再
打了，反之還會繼續努力拚一下，“目前為止我參
加了五屆全運會，所以明年如果順利的話，我也蠻
期待能再參加一屆全運會”。 ■中新網

林丹冀明年六征全運會

■■林丹林丹99日出席公開活動日出席公開活動，，暢談未來暢談未來
打算打算。。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記者9日向青島國信雙星籃
球俱樂部核實，在CBA聯盟召開
各俱樂部總經理會議上，通過投
票確定青島成為2019—2020賽季
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CBA）
復賽第三階段比賽的舉辦地，第
三階段比賽即季後賽。
據悉，CBA季後賽計劃從7月

30日開始，12進8和8進4的比賽
均採取單敗淘汰賽制，從準決賽開
始將採取三場兩勝賽制。

青島通過保障CBA復賽後第
一階段以及正在進行的第二階段比
賽，在場館保障、疫情防控、交通
運輸和醫療保障等方面得到參賽球
隊、球員等各方認可，積累了豐富
的經驗。
青島國信雙星籃球俱樂部工作

人員表示，季後賽的比賽將在青島
國信體育中心鑽石體育館舉行。
作為中國首個重啟的全國性大

型體育賽事，CBA對推進復工復產
和恢復生活秩序意義重大。目前，
20支球隊齊聚青島，正為季後賽名
額展開激烈角逐。 ■中新社

CBA
季
後
賽
落
戶
青
島
月
底
開
打

從榮譽上來看，廣東隊無疑是
CBA史上最為成功的俱樂部。

或許從它的成功之道，可以看看在
CBA到底什麼樣的俱樂部能夠取得好
成績。

青訓體系造就優秀球員
實際上，從CBA元年開始，廣東

一直就是聯賽中一支實力不俗的隊
伍。但直到2003-04賽季，他們才奪
得隊史的第一個總冠軍。而憑藉的，
正是自己青訓體系出來的一批優秀球
員。
所謂青訓，除了高水平的訓練和

比賽，選材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
環。開啟宏遠王朝的那一批球員中，
杜鋒來自新疆、朱芳雨來自廣西、王
仕鵬來自遼寧、易建聯則是土生土長
的廣東人。廣納人才，是他們青訓成
功的重要因素。

現今，代表廣東征戰賽場的胡明
軒、徐傑、曾繁日等球員也都是青訓
的結果。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本賽季復
賽後的遼寧，在失去強力外援後，遼
寧表現起伏不定，內線用人更是捉襟
見肘。
廣東和遼寧的對比並不是個例，

CBA復賽以來，表現突出的浙江和廣
廈，都是得力於自己培養的青年近衛
軍，才能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高歌
猛進。現在陷入困境的遼寧，
奪冠那年恰好是郭艾倫為代表
的這一批青訓隊員的巔峰
期。

有錢捨得延攬優質外援
在各類職業聯賽中，似乎沾了

“金元”二字，便好像是虛假繁榮。

但在當今的職業體育圈，“鈔能力”
早已成為俱樂部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廣東在CBA並不算是最財大氣粗

的俱樂部，但近幾年來，在外援的選
擇方面還是非常“捨得”。上個賽
季，簽下比斯利作為第三外援卻只讓
他在場邊吃冰淇淋，也算是CBA的一
道獨特景觀。
新疆則是聯盟中公認的“有錢任

性”，除了挑選強力外援之外，巴特
爾、唐正東、李根這些內援的加盟恐
怕也需要不少的費用。而這樣的投入
最終在2016-17賽季，為新疆帶回了
隊史唯一的總冠軍。
然而然而““鈔能力鈔能力””也並非全能也並非全能，，新新

疆多年的投入目前只帶回一個冠軍疆多年的投入目前只帶回一個冠軍，，
而本賽季遼寧花大價錢簽下的外援史而本賽季遼寧花大價錢簽下的外援史
蒂芬森蒂芬森，，在聯賽在聯賽
因疫情而停擺因疫情而停擺
前前，，一直與球一直與球
隊之間存在磨隊之間存在磨
合問題合問題。。可見可見
貴的東西確實貴的東西確實
有貴的好處有貴的好處，，
但貴的卻未但貴的卻未
必是對的必是對的。。
■■中新網中新網

CBA 9日賽果
福建
浙江
北控
山東

129：88
107：74
106：102
84：100

天津
四川
廣州
廣廈

■■廣東外援威姆廣東外援威姆
斯斯（（左左））表現非表現非
常搶眼常搶眼。。 新華社新華社

■廣東主帥杜鋒（左二）在場邊指導球員蘇偉。 新華社

■胡明軒（左）
便是廣東青訓的
成果。 新華社

■青島防疫人員在場館內噴灑消毒
液。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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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怪妳過分美麗》獲贊
國產行業劇這回為何沒失真

如果不是壹部《隱秘的角落》橫空出現

，愛奇藝獨播劇《怪妳過分美麗》會是今年

六月最受關註的網絡劇。不過，作為壹部講

述娛樂圈經紀人職場浮沈的行業劇，《怪妳

過分美麗》依然以高達8.1分的豆瓣評分，

打破了國產劇難出行業劇精品的魔咒。

弱化原著情感戲
定位“大女主”行業劇
《怪妳過分美麗》改編自網絡小說作

者未再的同名小說作品，原著曾於2008年

在網絡連載。據作者未再介紹，這部小說

當時在晉江文學網連載了不到壹個月就登

上了榜首，也是未再小說生涯裏數據最好

的壹部。“當時網絡小說裏寫情感的多，

但從經紀人的角度切入去寫娛樂圈的幾乎

很少。”未再透露，小說原著在寫作時就

有很大比例的行業部分，當時還在做市場

營銷工作的她雖然並沒有做過經紀人的工

作，但身在圈子裏，對行業裏很多東西也

是耳濡目染。

作為該劇總制片人兼藝術總監，梁振華

直言在此之前他其實並不怎麼做女性劇，但

2018年《怪妳過分美麗》這個小說拿到他面

前時，當時正在熱播的韓劇是《迷霧》，那

部大女主的職場劇其實給了他很大的啟發，

“我們可不可以開發出同樣氣質的女性職場

劇？”《怪妳過分美麗》總編劇蘇蓬也表示

，此前他也曾接到過做行業劇的邀約都拒絕

了，因為他堅持認為，沒有深入了解過的行

業劇寫起來容易顯得假。

《怪妳過分美麗》原著寫於2008年，小

說裏莫向晚的工作環境其實是電視臺，經過

十幾年的變化，娛樂圈的環境已經有了翻天

覆地的變化。梁振華透露，2018年著手對這

個小說開始改編前，編劇團隊與作者首先達

成了共識，即保留小說中莫向晚和莫北的人

物關系，但對行業的部分進行大刀闊斧的改

造，將重點放在行業的部分，淡化情感。小

說中，莫向晚和莫北還有壹個孩子，親子關

系的塑造在書裏也有相當比例。但在改編時

，團隊幾乎壹致認為，要做就做專業的行業

劇，情感部分弱化。“我們不想做成那種不

倫不類的行業劇，行業的部分寫不好，就用

情感線來代替。”蘇蓬說。

力邀秦嵐出演
打破“白月光”形象
《怪妳過分美麗》在播出前曾公布過演

員陣容，由秦嵐飾演殺伐決斷的經紀人莫向

晚，其實讓不少人都頗感意外。梁振華透露

，其實這個角色之前也找過其他演員，選到

最後定下秦嵐，其實來自雙方對這個角色的

默契。

“我最開始把劇本遞給秦嵐那邊時，正

好是秦嵐通過《延禧攻略》中富察容音爆火

之後。”梁振華說，秦嵐本人當時在美國，

同期在看的劇本有三十多個，《怪妳過分美

麗》這個本子在秦嵐團隊的排序裏是第壹，

因此秦嵐從美國回來後第壹時間就趕過來談

莫向晚這個角色。梁振華透露，雖然外界

當時對秦嵐“白月光”的印象十分深刻，

但他看過秦嵐在《南京！南京！》和《王

的盛宴》中的表現，尤其是後壹部中秦嵐

飾演呂雉，“那種陰狠的角色她都能演，

說明她的身上是可以有這種大女主的氣質

的。”秦嵐方面也表示，莫向晚這個角色

很符合她對娛樂圈的認知，而作為演員她

也壹直希望能找到“有力量感”的角色，

雙方可謂壹拍即合。

在最終的呈現裏，秦嵐用莫向晚證明自

己的演技，也印證了這種看上去有些錯位的

選擇，能給劇集帶來的雙重驚喜。《怪妳過

分美麗》也沒有做單壹的大女主爽劇，而是

為莫向晚設置了挫折和從頭來過的戲份兒，

恰恰是這種反高潮的設計，讓秦嵐本人的溫

婉氣質增加了角色的厚度，也讓劇中壹開始

出現的那些鉤心鬥角的戲份兒，全部成了伏

筆，最終促成了角色的自省。

改編量達70%
行業“天花板”曾是冒險
《怪妳過分美麗》的出品方青春妳好傳

媒與恒星引力並非首次合作，此前在年代劇

《熱血同行》中，兩家公司就有過愉快合作。

在梁振華的帶領下，青春妳好簽約編劇蘇蓬

擔任該劇的總編劇，秦文、李花擔任編劇，

專業的編劇團隊開始對小說原著進行改編，

最終改編量高達70%。

《怪妳過分美麗》用密集的娛樂圈故事

第壹次完整地描述了國內影視行業最為狂飆

突進的年份，僅第壹集就先後出現了女藝人

為情自殺、經紀人強改IP屬性、與流量藝人

續約、巧妙化解挖墻腳危機等系列劇情，情

節密度堪稱壹絕。這部劇也因此被觀眾和業

內盛贊，稱其做到了近幾年間國產行業劇的

“天花板”。梁振華透露，這部劇如今出色

的播出效果，其實得益於各方力量的高度統

壹，該劇作為愛奇藝的定制劇上線，前期在

拍攝時幾乎把所有的預算都用在了“刀刃上”，

不管是服裝、置景、舞美還是演員，《怪妳

過分美麗》精致的服化道提升了國產都市劇

的審美水準。

恒星引力CEO王壹栩表示，回過頭看，

其實當初做這個項目是壹個冒險的決定，

“當時國內市場上還沒有壹部成功的娛樂圈

影視劇，‘懸浮不落地’是這類題材的致命

問題。如何將大眾熟悉但又有距離的娛樂圈

做到相對真實，並且和女性職場相融合，突

破粉絲圈引發更多職場人的共鳴，讓更多人

關註女性群體及她們的生存現狀，讓這部劇

的社會價值被放大，都是當時擺在眼前的壹

些難題。” 面對業內的肯定，梁振華感慨

道：“不管這個嚴冬有多麼寒冷，只要我們

用誠，用努力，用心，用我們的‘手藝’，

即便我們沒有甜寵，即便我們不撒糖，這個

行業還是有我們活下去的權利和空間的。”

《河神2》四大看點曝光
探尋津門迷案真相

由天下霸唱原著《河神鬼水怪談》改編，由李

蒞櫻任總制片人，田裏執導，汪啟楠監制，金世佳

、張銘恩、王紫璇、陳芋米主演的民國奇爽探案劇

《河神2》，將於今日開播。該劇承接《河神》第

壹部劇情，惡水之源爆炸因果未名，天津城內卻又

掀起滔天懸案，圍繞著“九牛二虎壹雞”這壹神秘

傳說的連環兇案接踵而至。於是，郭得友、丁卯、

顧影、肖蘭蘭四人再度攜手，探尋背後隱秘真相，

拉開了新壹輪津門奇詭傳奇的序幕。

看點壹：“津門天團”再次集結 逆風成長直
面危機

在《河神2》中，“津門天團” 再次集結。接棒

出演“小河神”的金世佳不僅完美展現出小河神的

“痞氣”，同時也呈現出小河神在重重危機中更成熟

穩重的壹面；上壹季中簡單冒進的丁卯（張銘恩飾）

也飛速成長，在本季中手段老練，盡顯上位者的氣場；

小神婆顧影（王紫璇飾）依舊古靈精怪惹人愛，本季還

有變身優雅端莊大小姐的精彩橋段，令人驚艷萬分；而

第壹季中時刻保持冷靜清醒的肖蘭蘭（陳芋米飾），卻化

身兇手企圖暗殺丁卯。在連環兇案的殺機之下，到底發生

了什麼，讓津門天團全員發生成長與變化？

看點二：“九牛二虎壹雞”連環奇案 燒腦懸
疑反轉不斷

此次《河神2》案件再升級，“九牛二虎壹

雞”成為連環案件的破題之眼，與尋常逐壹破解

案件不同，《河神2》的整體線索是完全勾連和貫

穿的，處處設有伏筆，情節反轉不斷，無論是神秘

感和還是燒腦程度都有了大幅度的升級。與壹般懸

疑類影視作品的內斂含蓄不同，《河神》系列在

視覺上主打“奇”、“爽”的設定，有了第壹部

珠玉在前，《河神2》在視覺奇觀的展現上更加

大開大合，令人在觀劇時欲罷不能。較之《河神

》第壹部，《河神2》對劇集的懸疑元素進行了

全新的升級，勢必會給“懸疑控”的觀眾們帶來

更大驚喜。

看點三：正經探案快樂不斷 笑點密集歡喜加倍

在嚴肅緊張的破案過程中穿插令人會心壹笑的

喜劇元素，是第壹部《河神》備受觀眾喜愛的壹大

特點，而《河神2》也依然延續這種形式，且喜劇

元素更接地氣更自然，壹身江湖痞氣的郭得友經常

妙語連珠，“單蹦兜裏銀錢多，娶了媳婦燒破鍋”

、“只要錢到位，白菜變翡翠”等黑話歇後語體現

了小人物的市井氣息；上部“搞笑擔當”老神婆拿

腔拿調的唱腔令人印象深刻；而《河神》中的“天

津話擔當”付隊長也將在《河神2》迎來他的新搭

檔，鄭副隊長，相信“正副”隊長組合會在本季中

給觀眾帶來更多笑點。

看點四：特效制作升級換代開啟“河神2.0時代”
在先前公布的特輯中，導演田裏稱“我希望的

不光是升級，而是換代”。事實上，《河神2》也

的確是壹部極有野心的作品。為了力求真實，劇中

的所有水下戲份都為實景拍攝；而特效方面也“給

足了分量”，出現了郭得友勇鬥海妖這樣的宏大視

覺奇觀，除此之外，第壹部的“名場面”點煙辯冤

，這次也有了更加奇麗的展現和更具玄學美感的特

效場面，而郭得友從壹個白色空間突然墜入另壹個

空間的出口等等令人意外而又天馬行空的場景，則

充滿了《盜夢空間》的既視感。

這部全面升級、看點紛呈的民國奇爽探案劇

《河神2》將於今晚八點在愛奇藝播出，讓我們

跟著“津門天團”解碼“九牛二虎壹雞”連環奇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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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明明表示與賭王鄭明明表示與賭王
同一天生日同一天生日。。

■■ 寇鴻萍同商會的人寇鴻萍同商會的人
前來致祭前來致祭。。

成龍 謝賢 鄭明明親赴致祭

汪明荃讚賭王幽默有風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莎莉）趙頌茹（阿Yu）日
前獲邀擔任某美容產品代言人，廣告口號︰“為自己，
爭一口氣”為主題，非常配合阿Yu 本身的人生經歷。
事源從歌唱事業到家庭，以及是兩個小朋友媽媽的趙頌
茹，每個人生階段都啟發一些故事，令她在逆境中重新
站起來，特別是在現今的疫情下，簡直是香港女性的一
種鼓舞。不愧是女人當自強，又來一個華麗轉身。
廣告中，趙頌茹展示了真正的美麗，其Style造型

完全融入在北極光為背景的畫面中，更加唯美迷人，完
全散發出女人的正能量。久未露面的趙頌茹，依然保持
最佳狀態示人，對於今次獲邀拍美容廣告，她說︰“感
到好開心，其畫面拍得自己好靚。”而擔任今次廣告藝
術總監的Anson Tong表示︰“我都好開心能够同趙頌
茹合作，因為對方的人生故事與自己探索北極光的故事
很吻合、很夾，所以一拍即合。”

Anson又透露︰“今次拍攝品牌廣告創先河，是香
港廣告界首個航拍廣告，同埋將會在巴士上打廣告。”
那麼趙頌茹粉絲和市民在行街時要留意周邊有冇“極光
巴士”經過啦！

趙頌茹拍美容廣告 北極光加持更迷人北極光加持更迷人

■■ 久未露面的趙頌茹久未露面的趙頌茹，，依然依然
保持最佳狀態示人保持最佳狀態示人。。

李克勤拍MV玩一鏡到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李克勤剛

推出的全新廣東歌曲《格林童話》嚐盡多個
“非常”，甚至乎這個MV都一樣“非常難
拍”，採用一鏡到尾的拍攝手法，向難度挑
戰，事前要排練過
百次。
克勤透露：

“MV是與導演莊
少榮一起構思，因
為希望每一次的
MV都有一些特別
東西呈現出來，一
鏡到尾的拍攝手法
並非由我帶頭做，
但今次最特別地
方，例如在一個場
景入面，大家會見
到我同女主角有對
手戲，鏡頭一轉到
下一個場景女主角

已經換好晒衫坐着，所以特地找來兩位女主角
去演繹這一個比較特別的一鏡到尾拍攝，她們
都是舞台劇演員嘛。”
問到拍攝最困難的地方時，克勤坦言是與

時間競賽：“在一個
好狹小嘅空間入面，
其實我哋轉過好多次
景，每一個人要換好
多次衫，我都好似換
咗6、7次衫，兩位女
主角都係。仲有走
位，道具搬來搬去，
你會發覺成日在這個
狹小空間裏面，都有
成二三十人走來走
去！畢竟在大家走來
走去之際，鏡頭只拍
到演員，拍不到工作
人員，所以攝影隊真
的很辛苦呢！”

■李克勤表示歌曲全長約4分鐘左右，但排練拍攝
的次數達一百多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梁

靜儀）叱咤風雲逾半

世紀的賭王何鴻燊於

5月26日辭世，享年

98歲，賭王喪禮一

連3天假香港殯儀

館舉行，首天只供

家人親屬致祭，9日

在香港殯儀館舉行公

祭，10日大殮舉殯，賭王將長眠於摩星

嶺一號的昭遠墓園。賭王生前在政商界地

位舉足輕重，又曾參與過不少慈善活動，

在電視籌款節目中開金口唱歌及跳舞，高

高在上的他不難見到其親民一面，備受各

界敬重，9日前來致祭賭王及送上花圈的

政商界名人和藝人多不勝數，向賭王作最

後話別！

何家四房早上分批到達靈堂打點，下午1點開
始陸續有不同界別人士到場弔唁，包括成

龍、汪明荃、趙世曾與女兒趙式芝結伴到來，前
女婿許晉亨，傳與四房長子何猷亨翻撻舊愛陳
瀅，鄭明明、寇鴻萍、謝賢、狄波拉和老公鬍鬚
Kong，吳婉芳與大仔胡智略和女兒Helene，霍啟
剛和太太郭晶晶、胞弟霍啟生，王賢誌、甘國
亮、樂易玲、麥明詩、亞視前執行董事盛品儒與
太太蔡一鳳等。而送上花圈致哀的圈中人有周潤
發、楊千嬅與丁子高、鍾楚紅、王祖藍等。

汪明荃（阿姐）以一身黑色素服戴上黑紗帽
於黃昏時分獨自到達靈堂，她亦是今次治喪委員
會成員之一，阿姐逗留約半小時，她離開時受
訪，表示跟賭王在不少慈善活動上見面交談，兩
人曾合作唱歌，印象最難忘是有一年的公益金籌
款活動，她與何生同一隊比賽，阿姐大讚何生為
人風趣幽默，風度翩翩，各方面都好叻，除了事
業上很有成就，亦重視教育子女，後生時好靚
仔，很懷念對方，因他做過不少善事，他的離世
對大家是個損失，不過年紀大亦在所難免！正當
阿姐接受訪問期間，剛巧成龍低調離開。

趙世曾難忘賭王愛講笑
趙世曾在靈堂逗留約個多小時，他受訪時表

示靈堂內氣氛莊嚴：“我們交情好深，識了幾十
年，對他印象非常深刻，好多值得紀念的地方，
大家做朋友咁多年，樣樣都好多回憶，尤以他經
常講笑的作風，還有很多回憶放在心裏。”

鄭明明與金鈴一起離開，問到鄭明明與賭王
交情？她說：“我同何生一樣是11月25生日，好

記得有年在澳門過生日，超瓊送了一個蛋糕給
我，同我慶祝生日，（靈堂內情況？）賭王好德
高望重，好多人，好犀利。”
寇鴻萍離開時受訪：“今日（9日）同商會

的人前來致祭，何博士係我當年選美評判之一，
應該有傾過兩句，但已忘記內容了。”
陳瀅與無綫高層樂易玲前來送別賭王，但沒

有接受訪問。兩人離開時，記者上去追訪，問到
是否與四房猷亨翻撻，陳瀅未有回答便同樂小姐
上車離開。前港姐冠軍麥明詩亦有到場，身穿黑
色及膝裙，打扮莊重。
現場有逾百傳媒採訪，何家對傳媒非常體

貼，向在場記者派發食物和飲品，有三太陳婉珍
親手焗製蛋糕，其還關心地透過助手表示知道天
氣熱傳媒辛苦；何超儀亦安排保安及助手向傳媒
派飲品，四房千金何超盈安排送上粢飯。

何超儀：常有人自認賭王女兒
何家各房於晚上8時開始陸續離開靈堂，何

超儀和老公陳子聰步行離開時，亦有停下腳步接
受傳媒訪問，她表示很感恩，有很多人愛錫爸
爸，問到現場氣氛傷感嗎？她謂：“大家無乜
嘢，（好好保重！）大家要一齊保重，我知道家
姐好辛苦。”
至於是否有些答應到場的人最終沒有出現，

超儀稱：“可能擔心有疫情，（劉德華、周星馳
曾被邀請出席靈堂？）呢啲無得叫，已刊出訃
聞，想來就來。”說到靈堂外有位姓周女士，自
稱是賭王女兒，超儀指這情況經常都有，多到可
以寫故仔。

■賭王喪禮9日在香港殯儀館舉行公祭。 圖：文匯報記者 攝

(1921-2020)
何鴻燊

■■何超儀和老公陳子聰接受傳媒訪問何超儀和老公陳子聰接受傳媒訪問。。

■■ 成龍大哥一身黑衣打扮低成龍大哥一身黑衣打扮低
調現身調現身。。

■■ 汪明荃表示賭王熱心做善事汪明荃表示賭王熱心做善事，，
他的離世他的離世，，對大家是個損失對大家是個損失。。

■■謝賢前來送別賭王謝賢前來送別賭王。。

■■ 趙世曾坦言與賭王相識多趙世曾坦言與賭王相識多
年年，，難忘的事實在很多難忘的事實在很多。。

■■ 前港姐冠軍麥明詩身穿黑前港姐冠軍麥明詩身穿黑
色裙到場色裙到場。。

■■ 資深媒體創作人甘國亮亦資深媒體創作人甘國亮亦
有前來致意有前來致意。。

■■ 陳瀅陳瀅（（左左））與樂易與樂易
玲一齊出席賭王喪禮玲一齊出席賭王喪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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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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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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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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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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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面對面》

6/29/2020 -7/5/2020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9 30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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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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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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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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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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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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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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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7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遠方的家

光鹽健康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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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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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體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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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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馗爺欽點的金馬影帝李康生

、台北電影節最佳新演員許安植領

銜主演的「馗降：粽邪2」敲定最終

上映檔期！也釋出最新禁忌版海報3

款，畫面中可見，其中一款壯觀的

眾人上吊場景，以及陰森的燭火以

及懸掛的屍油罐，為電影增添恐怖

的序幕。

原本「馗降：粽邪2」在去年電

影預計開拍時，就規劃在今年八月

，也是「粽邪1」當年上映的檔期，

沒想到去年10月殺青後竟陸續接到

幾位宗教顧問來電，不約而同表示

接收到鍾馗神尊的謁語，希望電影

能夠在今年9月2日上映。由於今年

疫情肆虐，不少電影檔期大亂，經

過拍攝一路幫忙的馗爺謁示，勇敢

面對，鍾入世道、馗降神通，即是

最好的安排，因而定檔。電影將於

今年9月2日，農曆七月十五中元節

，暑假壓軸強勢登場。

「馗降：粽邪2」 3款海報見眾人上吊

上映時間馗爺謁示

台灣影視圈有不少人才充滿熱

情，但熱情只能燃燒一時，要建立

合理的制度才能長久發展。有鑒於

此，電影導演協會也很關注影視產

業相關的法規與制度修改。最近因

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提出修改勞基

法的建議，導演協會、北市電影戲

劇業職業工會、演藝工會也加入討

論，共同推動，以保障電影工作人

員的勞動權益。

導演協會指出，電影攝製現場

屬於非典型勞動型態，受各組別時

間配合、劇本連景、劇情需要的連

貫性拍攝、天氣等因素，產生各種

臨時變動。因工作性質特殊，如依

勞基法頒佈的固定工時與一例一休

，一來不符產業現況，二來窒礙難

行，因此希望將電影拍攝現場的工

作人員，在薪資合理、工時合法且

具彈性、與必要之休息時間等條件

下，指定為勞基法中的「責任制專

業人員」。非拍攝期的攝製人員，

其勞動權益則依《勞基法》通則規

定。

導演協會理事長林書宇強調，

「關於勞基法修法提案一事，在與演

藝工會等不同團體討論後，擬出一個

我們覺得合理，但會有陣痛的新規定

。如果順利通過，製作費可能會比原

本的再高一些，但為了永續健康的環

境，陣痛期也必須經歷。」

林書宇以導演的身分坦言，其

實有時導演或製片為了縮短拍片天

數，或希望拍出更好的成績，常造

成工時延長。「我們拍起戲來，都

會想再拍一個鏡頭、再拍一個鏡頭

，或者是再拍一個小時，經常是

『罪魁禍首』。」現在導演協會出

來為修法提案背書，應該更能改善

工作環境。

拍片工時不斷延長
他說出 「罪魁禍首」

張立昂在三立甜寵劇「浪漫

輸給你」演霸道總裁，冷酷外型加

上獵豹般的身材被視為該劇最吸睛

，已是偶像霸總代言人。2年沒接

戲劇的他事前做了很多功課，他自

認是入戲的人，會長期陷在劇中，

之前拍「1989一念間」和邵雨薇假

戲真做，如今拍「浪漫」和宋芸樺

是否會擦出愛的火花？張立昂低調

笑回：「不排斥也不會刻意，隨緣

啦！」。

張立昂表面嚴肅，但在「浪

漫輸給你」花絮中卻被開發跳舞甚

至變成吃瓜群眾，他笑說：「因為

宋芸樺很愛鬧，我碰到她和晨翔就

被開發了。」他讚美宋芸樺個性活

潑、眼睛大是他喜歡的類型，未來是

否有發展可能？張立昂想了想說：

「我們是認識很久的朋友，戲上我們

是情侶，戲外又是很專業的戰友，很

多相處上沒發掘的一面。」他說自己

在戲中確實會入戲，目前單身的他對

未來是否又假戲真做？他尷尬笑說：

「就隨緣啦！」

他在劇中是身材擔當，幾乎集

集要脫，他笑說：「當初看劇本就發

現被形容是獵豹般的身材，所以開拍

前一個多月我就開始嚴格飲食控制，

每天訓練兩次總共訓練一天要花6小

時，幾乎到達鐵人三項的規模，一開

始減脂瘦了4公斤，後面體重沒變，

但是肌肉量變大，上半身一直在變壯

，但腰也變細，所以借的衣服也必須

一直換尺寸。」為戲賭上一切，狂練

身材。

因為必須整檔戲都必須維持這

個狀態，張立昂在劇組都控制飲食，

自己會準備高蛋白三餐，他說目前仍

不滿意自己的身材，因為自己是完美

主義，希望在殺青前能達到標準。

這次他也為「浪漫輸給你」寫

片尾曲，他說從開始就和監製討論很

多細節，算是量身打造主題曲，有點

現代又有點魔幻，也用了很多街頭音

樂在內，他對這次的音樂作品非常滿

意，他也將在8月26日台北華山Leg-

acy舉行「2020 讚聲系列– 張立昂

演唱會」，即將開放售票。

與邵雨薇假戲真做後
張立昂、宋芸樺擦愛火這樣說

曾獲金馬獎肯定的美麗女星

瑞瑪席丹，日前出發嘉明湖進行4

天3夜小旅行，同門的「山林女神

」詹喬愉（三條魚）換上高山嚮

導身份相伴，兩位女神前往山林

探險，一連串的野外生活體驗讓

熱愛戶外運動的瑞瑪席丹大呼難

忘，像是途中下起雷雨、一行人

在雨中走一個多小時；幸運的抽

中山屋、不用紮營等，但山屋有

很多「米奇」，且需要和一群人

一起睡通舖，對她也是前所未有

的體驗。

瑞瑪席丹與友人第一天有明顯

的高山反應，身為嚮導的詹喬愉徹

夜未眠，觀察兩人的呼吸，確保大

家的身體狀況，還好兩人過了一夜

就適應高地氣候，得以順利登頂。

詹喬愉坦言，雖然瑞瑪席丹平時有

運動習慣，但高山症與體質和身體

狀況，像是熬夜、感冒等有更大的

關係，千萬不要以為體能好就不會

有高山症，每個人對高山的適應程

度本就不同，建議初期爬高山的民

眾將行程安排寬裕一些，避免急遽

的高度攀升，以及出發前先至旅遊

門診請醫生開立預防性藥物處方，

做好萬全準備。

嘉明湖號稱「天使的眼淚」，

景色雖美，不過天氣陰晴絕對能夠

影響到優美的程度。本來瑞瑪席丹

一行在第3天早早抵達嘉明湖，只

看到一片灰藍的湖水，眾人略感失

望，想快些下山，好在詹喬愉依自

身經驗認為時間還太早，說服大家

再等一下、碰碰運氣，結果天氣真

的好轉，太陽出來後，嘉明湖像畫

一般在眼前出現，一行人舒服到在

草地上睡著。

短短幾天的登山之行，瑞瑪席

丹養出興趣，下一趟想去雪山，她

認為身為好手的詹喬愉為了隊友們

放慢腳步，也很有耐心回答大家問

題，如果沒有她，這次出遊不會這

麼順利。雖然山上不如都市生活便

利、舒適，帶上去的所有物品及人

為製造的垃圾都要帶下山，刷牙不

能用牙膏、用水，也沒有洗碗精，

沒水的時候還得用雨水洗手，但很

瑞瑪席丹開心可以遠離城市的喧鬧

，在山中手機沒有訊號，下山後也

完全不想打開手機和社群媒體，自

認應該可以當一段時間的「原始人

」。

金馬美女探訪嘉明湖
多虧平日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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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總主筆/李著華

李著華觀點
李著華微信帳號Danny 13249783
李著華臉書帳號danny.lee.1088893歡迎李著華臉書粉絲團加入李著華個人微信帳號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

在美國看天下 從地球中抽絲剝繭以簡馭繁 洞悉天下真理掌握世界趨勢

非裔黑人佛洛伊德死後所引發的全美大規非裔黑人佛洛伊德死後所引發的全美大規
模示威活動已讓改革警察制度的呼聲響徹雲霄模示威活動已讓改革警察制度的呼聲響徹雲霄，，
在民怨四起之下在民怨四起之下,,國會山莊這兩天也做出了回國會山莊這兩天也做出了回
應應,, 只是國會議員們各自基於政黨利益的考量而只是國會議員們各自基於政黨利益的考量而
無法讓法案通過無法讓法案通過,,那是相當令人遺憾的那是相當令人遺憾的！！
由民主黨所掌控的眾議院昨天通過了自己的改由民主黨所掌控的眾議院昨天通過了自己的改
革版本革版本,, 但是在先前一天由共和黨所主導的參議但是在先前一天由共和黨所主導的參議
院卻因為沒有達到院卻因為沒有達到6060票的關卡而未能通過票的關卡而未能通過,, 接接
下來眾議院將提交到參議院的法案顯然也將無下來眾議院將提交到參議院的法案顯然也將無
疾而終疾而終,, 在警察改革這麼重要的議題上在警察改革這麼重要的議題上,,兩個政兩個政
黨各持己見黨各持己見,, 讓攸關人民生命安全的法案無法順讓攸關人民生命安全的法案無法順
利通過利通過,,這顯非國家之福這顯非國家之福。。

佛洛伊德冤死後佛洛伊德冤死後,, 兩黨都曾表達了公憤兩黨都曾表達了公憤，，都認都認

為警察執法過當以及種族歧視非常嚴重為警察執法過當以及種族歧視非常嚴重,,
應該要徹底改革制度應該要徹底改革制度,,但卻在警察所享有但卻在警察所享有
的的””有條件豁免權有條件豁免權””(qualified immunity)(qualified immunity) 上上
意見相左意見相左，，民主黨是站在民眾這邊民主黨是站在民眾這邊，，堅決堅決
主張廢止主張廢止，，以節制警察濫用權力以節制警察濫用權力,,同時賦同時賦
予民眾訴訟警察的權利予民眾訴訟警察的權利,, 但是共和黨則是但是共和黨則是
堅持維護最高法院所賦予警察的這項執堅持維護最高法院所賦予警察的這項執
行公權力時所擁有的豁免權行公權力時所擁有的豁免權,, 以確保他們以確保他們
不易被起訴不易被起訴，，所以共和黨不太願意追究警所以共和黨不太願意追究警
察失職的責任察失職的責任，，這也就是目前的現狀這也就是目前的現狀,, 我我
們常常看到許多警察明明是誤殺了民眾們常常看到許多警察明明是誤殺了民眾，，
但卻極少被起訴但卻極少被起訴,, 所以他們有恃無恐而濫所以他們有恃無恐而濫
用槍枝用槍枝,, 不過根據共和黨的說詞不過根據共和黨的說詞,, 如果警如果警
察容易被起訴察容易被起訴,,他們在執行時就會有所顧他們在執行時就會有所顧
忌忌，，反而會怠忽職守反而會怠忽職守。。

警察作為社會上最危險的職業之一警察作為社會上最危險的職業之一，，
他們日常的工作隨時都有生命的威脅他們日常的工作隨時都有生命的威脅,,我們必須我們必須
肯定和尊重他們願意冒險擔任這項職務的可貴肯定和尊重他們願意冒險擔任這項職務的可貴,,
畢竟絕大多數的警察都是奉公守法的畢竟絕大多數的警察都是奉公守法的,, 國會這次國會這次
修法所針對的所當然就是那少數的不肖員警修法所針對的所當然就是那少數的不肖員警，，所所
以像禁止使用鎖頸以像禁止使用鎖頸，，禁止破門偵查以及隨身佩戴禁止破門偵查以及隨身佩戴
攝錄機攝錄機,, 並把警察私刑列為聯邦仇恨罪等等並把警察私刑列為聯邦仇恨罪等等,,也也
都是合情合理的都是合情合理的，，也都是兩黨認同的也都是兩黨認同的，，他們為什他們為什
麼不能在警察的豁免權方面各退讓一步而達成麼不能在警察的豁免權方面各退讓一步而達成
一個讓警察既有限制一個讓警察既有限制,,又有尊嚴的共識呢又有尊嚴的共識呢！。！。
1111 月的大選在即月的大選在即,, 絕大多數的國會議員都要經絕大多數的國會議員都要經
過選舉的考驗過選舉的考驗，，如果兩黨不能在大選之前完成警如果兩黨不能在大選之前完成警
察改革的立法察改革的立法,, 對那些參選的議員來講必定存在對那些參選的議員來講必定存在
著風險著風險！！

種族歧視現已成為美國的公敵種族歧視現已成為美國的公敵,,自從佛洛伊德自從佛洛伊德
身亡後身亡後,, 美國所有的人事地物都被大家拿出來檢美國所有的人事地物都被大家拿出來檢
討討,, 現在加州橘郡的約翰韋恩機場現在加州橘郡的約翰韋恩機場（（John WayneJohn Wayne
Airport)Airport) 成為最新檢驗對象成為最新檢驗對象,,因為有人認為約翰韋因為有人認為約翰韋
恩具有大白人主義思想恩具有大白人主義思想，，機場以他的名字命名機場以他的名字命名,,德德
不配位不配位，，所以應該要更換一個新的機場名字所以應該要更換一個新的機場名字。。

美國各大城市的機場習慣上都以名人來命名美國各大城市的機場習慣上都以名人來命名,,
如休士頓的喬治布希機場如休士頓的喬治布希機場、、華府的隆納雷根機場華府的隆納雷根機場、、
紐約的約翰甘迺迪機場都是以總統的名字命名紐約的約翰甘迺迪機場都是以總統的名字命名,,
再如亞特蘭大的傑克遜機場再如亞特蘭大的傑克遜機場,, 波士頓的洛根機場波士頓的洛根機場,,

以及芝加哥的奧黑爾機場等等都是以及芝加哥的奧黑爾機場等等都是
以政界或軍方具有貢獻和功勳的人以政界或軍方具有貢獻和功勳的人
物來命名物來命名,, 但是加州橘郡則選擇了但是加州橘郡則選擇了
一位電影明星來命名一位電影明星來命名,, 自然是有他自然是有他
們的考量們的考量。。

約翰約翰··韋恩以演出西部片的牛仔韋恩以演出西部片的牛仔
和戰爭片的硬漢而聞名和戰爭片的硬漢而聞名,, 他以他以《《關山關山
飛渡飛渡》》蜚聲世界影壇蜚聲世界影壇，，精湛作品不勝精湛作品不勝
枚舉枚舉，，他是好萊塢有史以來最偉大他是好萊塢有史以來最偉大
影星之一影星之一,,在他的年代在他的年代，，他是美國人他是美國人
誠實誠實、、個性和英雄的化身個性和英雄的化身，，身為橘郡身為橘郡
2020 世紀最著名的人物世紀最著名的人物，，在他逝世後在他逝世後
橘郡不僅把機場改用他的名字橘郡不僅把機場改用他的名字，，把把
他真人大小的雕像放置在機場入口他真人大小的雕像放置在機場入口
處處,, 並書寫著並書寫著””約翰約翰··韋恩象徵了美韋恩象徵了美
國傳統價值與世界觀國傳統價值與世界觀””,, 而且許多公而且許多公
共場所設施都改用他的名字以示對共場所設施都改用他的名字以示對
他的尊崇他的尊崇、、榮耀與紀念榮耀與紀念。。

約翰約翰··韋恩身前並不否則自己是韋恩身前並不否則自己是
一個白人至上主義者一個白人至上主義者，，他不贊成把他不贊成把
領導的權力和職位交給不負責任的領導的權力和職位交給不負責任的

黑人黑人,,他也從不掩飾反對同性戀的立場他也從不掩飾反對同性戀的立場。。
相較於華盛頓相較於華盛頓、、傑弗遜和威爾遜那樣級別的歷傑弗遜和威爾遜那樣級別的歷

史人物史人物,,韋恩的影響力確實有限韋恩的影響力確實有限，，但他依然具有相但他依然具有相
當程度影響力當程度影響力,, 在當前批判風向中在當前批判風向中，，這些名人留下這些名人留下
的遺產的遺產、、遺物和言談正被重新審視遺物和言談正被重新審視，，當然當然，，名人也名人也
是正常人是正常人，，並非完人並非完人，，不可避免有缺點和弱點不可避免有缺點和弱點，，且且
會受到特定時代思想的局限會受到特定時代思想的局限。。

我們用現在的價值觀來衡量我們用現在的價值觀來衡量,, 約翰約翰··韋恩在當韋恩在當
時的思想的確是太偏狹時的思想的確是太偏狹，，太不合時宜了太不合時宜了,, 所以把他所以把他
的名字從飛機場抹去是刻不容緩的事的名字從飛機場抹去是刻不容緩的事!!

川普的聲望與支持度正在崩落中川普的聲望與支持度正在崩落中,, 在所有媒體在所有媒體
機構所做民調中他都輸給競爭對手拜登兩位數以機構所做民調中他都輸給競爭對手拜登兩位數以
上上，，從不服輸的他在選舉造勢上竟有感而發說從不服輸的他在選舉造勢上竟有感而發說
出出::””拜登將成為你們的總統拜登將成為你們的總統，，可能是因為你們並可能是因為你們並
不喜歡我不喜歡我”。”。的確如此的確如此，，川普如果連任失敗川普如果連任失敗,,並不是並不是
因為拜登比他強很多因為拜登比他強很多,, 而是因為越來越多的民眾而是因為越來越多的民眾
不喜歡他不喜歡他，，是他葬送了自己任內所擁有的連任優是他葬送了自己任內所擁有的連任優
勢勢。。

從民調數字顯示從民調數字顯示,, 如果明天舉行投票如果明天舉行投票,, 川普必川普必
敗無疑敗無疑,, 但問題是明天並不舉行投票但問題是明天並不舉行投票,, 投票還有四投票還有四
個多月才舉行個多月才舉行，，我們常常說我們常常說,,民意如流水民意如流水,,政治情勢政治情勢
瞬息萬變瞬息萬變,,很多事情常是我們無法預料的很多事情常是我們無法預料的。。在在19881988

年年 77 月下旬月下旬，，民主黨總統參選人麥民主黨總統參選人麥
克克··杜卡基斯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Michael Dukakis））的的
民調遙遙領先喬治民調遙遙領先喬治··布希布希1717個百分個百分
點點,, 但在四個月後的大選中他竟然但在四個月後的大選中他竟然
敗給了布希敗給了布希,, 所以川普也有可能奇所以川普也有可能奇
蹟出現蹟出現,,成為下一個布希成為下一個布希。。

但是川普最大的致命傷是但是川普最大的致命傷是,, 他他
的民眾支持度的民眾支持度((4040% )% )與不支持度與不支持度
((5656%)%)竟相差了竟相差了 1616 個百分點個百分點,, 那表那表
示已有一半以上的美國人已經唾棄示已有一半以上的美國人已經唾棄
了他了他,,不願意讓他再擔任總統不願意讓他再擔任總統,, 所以所以
他現在已無法再回頭他現在已無法再回頭,, 他很可能成他很可能成
為為 2020 世紀初以來第六位無法連任世紀初以來第六位無法連任
的美國總統的美國總統。。

強力支持川普的基本盤是中老強力支持川普的基本盤是中老
年白人男性選民年白人男性選民,, 但是從民調分析但是從民調分析
顯示顯示,, 拜登已拉平了川普在這方面拜登已拉平了川普在這方面
的領先優勢的領先優勢,, 當然在年輕少數裔女當然在年輕少數裔女
性選民方面性選民方面,,拜登則遙遙領先川普拜登則遙遙領先川普,,
其實在三月份之前其實在三月份之前,, 川普與拜登的川普與拜登的

民調只有民調只有55%%左右的差距左右的差距,, 但隨著新冠疫情在美國但隨著新冠疫情在美國
所造成的經濟崩潰以及五月底佛洛伊德死後所釀所造成的經濟崩潰以及五月底佛洛伊德死後所釀
成的成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活動示威活動,, 川普缺乏明智川普缺乏明智
果斷的領導方式與態度一再偏離美國的民主核心果斷的領導方式與態度一再偏離美國的民主核心
價值價值,, 他持續鼓吹種族仇恨他持續鼓吹種族仇恨，，讓混亂和騷亂繼續延讓混亂和騷亂繼續延
續續,,這使美國民眾對他產生不信任感這使美國民眾對他產生不信任感！！

川普一再向民眾傳達出的訊息就是川普一再向民眾傳達出的訊息就是：：他不能承他不能承
擔大任擔大任,,只會推卸責任只會推卸責任,,他不是團結者他不是團結者，，只是分裂只是分裂
者者,,當反對他的人不再跟他爭論當反對他的人不再跟他爭論,,而是改採嘲弄揶而是改採嘲弄揶
揄方式來對待他的時候揄方式來對待他的時候,, 那表示他大勢已去矣那表示他大勢已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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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飛 FLYING
from hearing the word flyingfrom hearing the word flying
toto
thinking of flyingthinking of flying
toto
longing to flylonging to fly
toto
learning to flylearning to fly
toto

flapping her wingsflapping her wings
she finallyshe finally
soared high into the skysoared high into the sky
amid the applause and cheersamid the applause and cheers

that was when she realizedthat was when she realized
the immensitythe immensity
of the universeof the universe

從從
聽說有飛這回事聽說有飛這回事
到到
嚮往飛嚮往飛
到到
想飛想飛
到到
學飛學飛

到到
在如雷的掌聲和喝彩聲在如雷的掌聲和喝彩聲
中中
振翅一飛上青天振翅一飛上青天
才發現才發現

天高地厚天高地厚

-- ----- ---詩勉一个早熟的小女孩作家詩勉一个早熟的小女孩作家 - for a famed- for a famed 1212-year-old girl writer in China-year-old girl writer in China

中國古代三國時期魏國政治家司馬懿臨終中國古代三國時期魏國政治家司馬懿臨終
前曾留下名言前曾留下名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君子心者得得君子心者得
諸侯諸侯；；得諸侯心者得士大夫得諸侯心者得士大夫。。"" 這句充滿智慧的這句充滿智慧的
話話,,說明做領袖和上司者必須得到民眾下屬真心說明做領袖和上司者必須得到民眾下屬真心
擁戴才可政通人和擁戴才可政通人和,, 萬事諸順萬事諸順。。

川普總統顯然不符司馬懿的為政之道川普總統顯然不符司馬懿的為政之道，，在他在他
任期即將結束前任期即將結束前，，我們看到他自負自大我們看到他自負自大,,目中無目中無
人人,,而且眾叛親離而且眾叛親離,, 處處樹敵處處樹敵,,窘態百出窘態百出。。上個月上個月
當黑人佛洛伊德被白人警察霸凌致死後當黑人佛洛伊德被白人警察霸凌致死後,,芝加哥芝加哥
群眾舉行示威群眾舉行示威,,結果川普出言不遜結果川普出言不遜,, 主張對民眾主張對民眾
開槍開槍,,激怒了芝加哥女市長萊特富特激怒了芝加哥女市長萊特富特,, 結果女市結果女市
長火力全開長火力全開，，她甚至用粗俗的英語兩字經痛罵她甚至用粗俗的英語兩字經痛罵
川普川普，，萊特富特指責川普想製造兩極矛盾萊特富特指責川普想製造兩極矛盾，，煽動煽動
種族主義以破壞當政府與市民和諧種族主義以破壞當政府與市民和諧。。

當時伊州州長普利茨克曾為女市長當時伊州州長普利茨克曾為女市長
拔刀相助拔刀相助,,普利茨克說普利茨克說::””我從宣佈競我從宣佈競
選州長時就說過選州長時就說過,,這位總統是種族主這位總統是種族主
義者義者,, 他厭惡女性他厭惡女性、、仇視同性戀仇視同性戀、、排除排除
異己異己”。”。州長的評論很到位州長的評論很到位，，因為芝因為芝
加哥市長完全符合川普的三條件加哥市長完全符合川普的三條件，，難難
怪他老是盯著萊特富特不放怪他老是盯著萊特富特不放。。

昨天川普又再次痛批女市長昨天川普又再次痛批女市長，，他他
批判芝加哥發生的槍支暴力事件比批判芝加哥發生的槍支暴力事件比
阿富汗阿富汗,,洪都拉斯洪都拉斯，，瓜地馬拉還差瓜地馬拉還差,, 生生
活在芝加哥活在芝加哥,,如同生活在地獄如同生活在地獄,,川普拿川普拿
出一份統計資料顯示出一份統計資料顯示，，自自 20012001 年年 1010
月以來月以來，，在芝加哥喪生的美國人比在在芝加哥喪生的美國人比在
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個戰區喪生的美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個戰區喪生的美
國人還要多國人還要多，，暴力傷害了非洲裔美國暴力傷害了非洲裔美國

年輕人年輕人，，他更猛烈抨擊萊特富特市長與普利茲他更猛烈抨擊萊特富特市長與普利茲
克州長兩人把自己的政治利益置於居民生活之克州長兩人把自己的政治利益置於居民生活之
上上。。
川普在說這句話時川普在說這句話時，，也不先檢討一下自己也不先檢討一下自己,, 在各在各
州疫情尚未平息之前州疫情尚未平息之前,, 他竟舉行選舉萬人造勢他竟舉行選舉萬人造勢
大會大會,, 那才是真正的把自己的政治利益凌駕於那才是真正的把自己的政治利益凌駕於
國家利益之上國家利益之上,,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的新書已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的新書已
舉出相當多實例舉出相當多實例,, 當然市長這次不但重炮回擊當然市長這次不但重炮回擊
川普川普，，她也拿出川普在芝加哥開創的旅館在網她也拿出川普在芝加哥開創的旅館在網
站稱讚芝加哥美好的屏幕截圖反諷川普站稱讚芝加哥美好的屏幕截圖反諷川普::””你到你到
底在說什麼底在說什麼??””

當這位女市長從反對川普的言論變成對罵當這位女市長從反對川普的言論變成對罵，，
再變成揶揄嘲弄後再變成揶揄嘲弄後,,顯然川普在她的心中已經是顯然川普在她的心中已經是
一文不值了一文不值了！！

密西西比州議會參眾兩院以壓倒票決通過更密西西比州議會參眾兩院以壓倒票決通過更
換州旗的法案換州旗的法案，，讓那面飄揚了讓那面飄揚了126126年的州旗從此年的州旗從此
撒下撒下,, 代表密州正式撥開種族歧視的陰霾代表密州正式撥開種族歧視的陰霾,, 這也這也
是黑人佛洛伊德遭白人警察霸凌致死後翻轉種是黑人佛洛伊德遭白人警察霸凌致死後翻轉種
族歧視的勝利族歧視的勝利,, 非常值得慶幸非常值得慶幸。。

密西西比州州旗由藍密西西比州州旗由藍、、白白、、紅條紋加上紅條紋加上1313顆白顆白
星星，，以及南北戰爭時期南方邦聯旗幟圖案組成以及南北戰爭時期南方邦聯旗幟圖案組成，，
含有種族主義彩色含有種族主義彩色,,象徵著美國蓄奴歷史象徵著美國蓄奴歷史,,當種族當種族
隔離被法律嚴格執行的時候隔離被法律嚴格執行的時候，，它就已經飄揚在該它就已經飄揚在該
州上空了州上空了,, 但長久以來爭議不斷但長久以來爭議不斷,,在黑人爭取民在黑人爭取民
權的鬥爭歷史中權的鬥爭歷史中，，雖然南方聯盟殘餘勢力不斷被雖然南方聯盟殘餘勢力不斷被
推翻推翻，，但是這面旗幟卻一直屹立不倒但是這面旗幟卻一直屹立不倒。。

這面旗幟也是美國僅存的帶有這面旗幟也是美國僅存的帶有
明顯聯邦標誌的旗幟明顯聯邦標誌的旗幟，，多年以來多年以來
一直是反種族歧視者的眼中釘一直是反種族歧視者的眼中釘,,也也
曾在該州議會討論多時曾在該州議會討論多時,,一直沒有一直沒有
辦法廢除辦法廢除,, 共和黨籍州長曾說共和黨籍州長曾說，，任任
何有關更換州旗的決定都應該由何有關更換州旗的決定都應該由
全州州民直接做出全州州民直接做出，，而不是議會而不是議會
的議員的議員。。

不久前不久前 NCAANCAA 全美大學體育全美大學體育
協會和東南聯盟宣佈協會和東南聯盟宣佈，，除非密西除非密西
西比州更換州旗西比州更換州旗，，否則禁止該州否則禁止該州
舉辦冠軍球賽舉辦冠軍球賽,, 而密西西比浸信而密西西比浸信
會也強烈呼籲將其拆除會也強烈呼籲將其拆除,,各界要求各界要求
更換旗幟的呼聲越來越高更換旗幟的呼聲越來越高，，卻一卻一
直沒法成功直沒法成功,,直到佛洛伊德事件直到佛洛伊德事件
後後,,終於扭轉了乾坤終於扭轉了乾坤,,正義雖然遲正義雖然遲
來了來了,,依舊算是正義依舊算是正義,,不過這面州不過這面州
旗也是美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留旗也是美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留

下來的一個遺產與史蹟下來的一個遺產與史蹟,, 應該要珍藏在博物館裡應該要珍藏在博物館裡
讓後人知道過往的歷史讓後人知道過往的歷史,, 才能從遙遠的歷史中得才能從遙遠的歷史中得
到省思到省思。。

美國各州的州旗各具有不同的特色美國各州的州旗各具有不同的特色,, 旗幟上旗幟上
的各種圖案與色澤也展現了各州發展的歷史的各種圖案與色澤也展現了各州發展的歷史,, 像像
德州州旗由一顆星與藍白紅三個顏色構成德州州旗由一顆星與藍白紅三個顏色構成,, 代表代表
了孤星州與美國聯邦的關係了孤星州與美國聯邦的關係,, 美國國旗上面則是美國國旗上面則是
有有5050 顆星代表各州顆星代表各州,, 日前國會眾議院通過華盛日前國會眾議院通過華盛
頓特區成為第頓特區成為第5151州的法案州的法案，，如果參議院也過關如果參議院也過關,,
並得到川普的簽署並得到川普的簽署，，美國的國旗又得重新修改美國的國旗又得重新修改
了了。。

中國中國《《論語論語》》中記載了季康子向孔子問政之中記載了季康子向孔子問政之
道道，，孔子回答道孔子回答道：”：”政者政者，，正也正也，，子帥以正子帥以正，，孰敢不孰敢不
正正。”。”孔子的這句至理名言應是每一位政治人物孔子的這句至理名言應是每一位政治人物
銘記在心銘記在心,,時時警惕的時時警惕的,,可惜川普總統並沒有可惜川普總統並沒有,,從從
戴口罩這件事可以看出他是多麼的不正戴口罩這件事可以看出他是多麼的不正，，多麼的多麼的
不適格擔任領導者不適格擔任領導者！！

戴口罩戴口罩、、勤洗手與保持勤洗手與保持66呎社交距離已經是呎社交距離已經是
醫療與公衛專家們一致認為是防止新冠病毒傳醫療與公衛專家們一致認為是防止新冠病毒傳
染以及抑制疫情的最有效方式染以及抑制疫情的最有效方式，，絕大多數美國人絕大多數美國人
都接受了這個忠告與建議都接受了這個忠告與建議，，尤其是戴口罩現在似尤其是戴口罩現在似
乎已蔚為美國的一種全民運動乎已蔚為美國的一種全民運動,,但是川普總統卻但是川普總統卻
百般抵制百般抵制，，堅不戴口罩堅不戴口罩,,直到昨天他才言不及義直到昨天他才言不及義
的說的說::””口罩也很棒口罩也很棒，，我曾戴過一個黑色口罩我曾戴過一個黑色口罩，，看看

起來就像個獨行俠起來就像個獨行俠”！”！
獨行俠並不是戴口罩獨行俠並不是戴口罩,, 而而

是戴眼罩是戴眼罩，，川普總統引喻失川普總統引喻失
義義,, 不知居心何在不知居心何在，，我們都知我們都知
道道,, 在上位者在上位者,, 言教不如身教言教不如身教，，
可悲的是可悲的是,,川普不但沒有身教川普不但沒有身教，，
連言教也沒有連言教也沒有,, 理論上應該是理論上應該是
由他率先戴口罩來倡導大家由他率先戴口罩來倡導大家
一起戴口罩才對一起戴口罩才對,, 但事實上正但事實上正
好相反好相反,, 反而是大家都在戴口反而是大家都在戴口
罩罩,,都在勸他也要戴都在勸他也要戴，，但是他不但是他不
戴就是不戴戴就是不戴,, 所以想要把那所以想要把那
句句””上行下效上行下效””的成語顛覆為的成語顛覆為””
下行上效下行上效””顯然在川普身上是顯然在川普身上是
行不通的行不通的！！

其實戴口罩除了互相保護其實戴口罩除了互相保護
不受病毒感染外不受病毒感染外,, 也該是大家也該是大家
養成的一種健康習慣養成的一種健康習慣。。根據約根據約
翰翰··霍普金斯大學最新數據霍普金斯大學最新數據，，

迄今為止美國新冠確診病例已超過迄今為止美國新冠確診病例已超過274274萬人萬人，，死死
亡已達亡已達 1313 萬人萬人,, 在過去在過去 1414 天內病例增長了天內病例增長了
8080％％,, 而較早開放的三個共和黨持執政的州更是而較早開放的三個共和黨持執政的州更是
疫情大爆發疫情大爆發，，在短短兩週內在短短兩週內,,佛州增加了佛州增加了 277277％％,,
德州增加了德州增加了 184184％％,,亞利桑那州增加了亞利桑那州增加了 145145％％,,過過
敏和傳染病學專家福奇更發出驚世警告敏和傳染病學專家福奇更發出驚世警告,,美國現美國現
在疫情失控在疫情失控,,每天新增病例十萬人並不意外每天新增病例十萬人並不意外。。

是時候了是時候了，，各州應快速啟動立法各州應快速啟動立法,, 強制規定強制規定
戴口罩否則嚴罰重懲戴口罩否則嚴罰重懲，，也只有嚴格執行法律才能也只有嚴格執行法律才能
達到人人戴口罩的手段達到人人戴口罩的手段,, 至於不願意戴口罩的川至於不願意戴口罩的川
普總統普總統，，我願以耐吉球鞋的一句廣告詞來勸告我願以耐吉球鞋的一句廣告詞來勸告
他他: Just do it!: Just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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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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