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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weekly jobless claims fall, labor 
market struggling as COVID-19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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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The number of Americans 
seeking jobless benefits fell last week, but a staggering 
31.3 million people were receiving unemployment checks 
in mid-July, suggesting the labor market was stalling as the 
country battles a resurgence in new COVID-19 cases that 
is threatening a budding economic recovery.

Other data on Thursday showed a 54% surge in job cuts 
announced by employers in July. The reports followed on 
the heels of news this week of a sharp step-down in private 
payrolls in July and continued declines in employment at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industries.

“Repeated shutdowns for virus containment remain a 
threat to the labor market, which is already weak,” said 
Rubeela Farooqi, chief U.S. economist at High Frequency 
Economics in White Plains, New York. “Without effec-
tive virus containment the recovery remains at risk from 
ongoing job losses that could further restrain incomes and 
spending.”

Initial claims for state unemployment benefits fell 249,000 
to a seasonally adjusted 1.186 million for the week ended 
Aug. 1, the Labor Department said. That was the lowest 
since mid-March. Claims remain well above the peak of 
695,000 during the 2007-2009 Great Recession.

Economists polled by Reuters had forecast 1.415 million 
applications in the latest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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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PHOTO: People who lost their 
jobs wait in line to file for unemploy-
ment benefits, following an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t Arkansas Workforce Center in Fort 
Smith, Arkansas, U.S. April 6, 2020. 
REUTERS/Nick Oxford/File Photo

Coronavirus cases soared across the country last month, forcing 
authorities in some of the hard-hit areas in the West and South to 
either shut down businesses again or pause reopenings, sending 
workers back home. Though infections have eased about 5% na-
tionally, they jumped last week in Oklahoma, Montana, Missouri 
and 17 other states.

The public health crisis is hurting demand for goods and services, 
broadening layoffs to sectors of the economy that were not initially 
impacted when nonessential businesses like restaurants and bars 
were shuttered in mid-March to slow the spread of the respiratory 
illness.

Businesses are also cautious about hiring. Claims topped out at a 
record 6.867 million in late March. Some economists attributed 
last week’s drop in claims to the end of a $600 weekly unem-
ployment benefits supplement last Friday. They expected further 
declines in the weeks ahead. Industry groups had complained the 
supplement was discouraging furloughed and unemployed workers 
from returning to their jobs.

“The expiration of these benefits last week may have discouraged 
some job losers from applying, clouding the signal from the claims 
data,” said Bill Adams, senior economist at PNC Financial in Pitts-
burgh, Pennsylvania.

Last week, 655,707 applications were filed under the govern-
ment-funded Pandemic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program for gig 
workers and the self-employed among others, who do not qualify 
for regular stat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That was down 253,093 

from the prior week.

Other economists, however, expected claims to 
remain elevated because of weak demand and 
the expiration of the U.S. government’s Pay-
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that gave businesses 
loans that can be partially forgiven if used for 
employee pay.

Stocks on Wall Street dipped as investors 
awaited the government’s new stimulus package 
to prop up the economy. The dollar was steady 
against a basket of currencies. U.S. Treasury 
prices rose.

MILLIONS UNEMPLOYED
Thursday’s claims report also showed the number of people 
receiving benefits after an initial week of aid totaled 16.107 
million in the week ending July 25, from 16.951 million in 
the prior week. A total 31.3 million people were receiving 
unemployment benefits under all programs in the week 
ending July 18, up 492,816 from the prior week.

Economists said the tens of millions of unemployed workers 
underscored the need for another aid package. The White 
House and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in the U.S. Congress 
are working on the next wave of relief.

“Today’s jobless claims are an ominous sign that 
many Americans are unable to get back to work 
after the coronavirus lockdown of the economy earlier this 
year,” said Chris Rupkey, chief economist at MUFG in New 
York. “There aren’t enough dollars flowing through the 
economy to help keep it growing if the government stops its 
support.”

The claims report has no bearing on July’s employment 
report, which is scheduled for release on Friday, as it falls 
outside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government surveyed 
businesses and households for the nonfarm payrolls tally 
and unemployment rate.
According to a Reuters survey of economists, nonfarm pay-
rolls likely increased by 1.58 million in July, down sharply 
from the record 4.8 million jobs created in June. The jobless 
rate is forecast to fall to 10.5% from 11.1% in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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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anuary 30, the World Health Organi-
zation declared the novel coronavirus — 
then unnamed — to be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The virus, first reported in China in late 
2019, had started to spread beyond its 
borders, causing 98 cases in 18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some 7,700 cases in China 
at the time.                                                                             
Six months later, the tiny coronavirus 
has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infecting 
more than 16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and killing more than 650,000. It is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the U.S. 
in 2020.
“This is the sixth time a global health 
emergency has been declared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but it 
is easily the most severe,” said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WHO’s direc-
tor-general, on Monday.                                                                                                            
What was it about this coronavirus — 
later named SARS-CoV-2 — that made 
it the one to spark a global pandemic?
Virologists point to several key traits that 
this virus possesses. Any one of them 
might be problematic. When combined in 

one microscopic virus, the result is what 
coronavirus researcher Andrea Pruijssers 
of Vanderbilt University calls a “perfect 
storm” — a one-in-a-million virus capa-
ble of triggering a worldwide health crisis.                                                                                      

It’s a super-fast spreader ...
One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s biggest 
advantages is how easily it spreads from 
human to human, says Dr. Megan Free-
man, a virologist at Children’s Hospital 
of Pittsburgh, who conducted her doctor-
al research on coronaviruses.
The coronavirus causes COVID-19, a re-
spiratory disease that infects the sinuses, 
throat, lungs — all parts of the body in-
volved with breathing. As a result, the vi-
rus can be readily passed onward through 
breath and spittle expelled from the nose 
and mouth. Unlike Ebola, where direct 
contact with blood and other bodily flu-

ids is the main route of infection, 
you don’t have to touch someone to 
be infected with SARS-CoV-2 — all 
it takes is getting close enough to an 
infected person and breathing in re-
spiratory droplets they exhale.
And because it’s transmitted rapidly 
through the respiratory route, “it’s a 
virus that [also] has the capacity to 
spread across the globe fairly eas-
ily,” Pruijssers says. All it takes to 
introduce the illness to a new con-
tinent is a single person who travels 
there while infectious.
... but not so fast that it’ll knock 
itself out
When a virus spreads too quick-
ly, enough people in a community 
may catch it to create “herd im-
munity.” With fewer people to in-
fect, the virus’s rapid spread can 
ensure its own demise, says Malik 
Peiris, a virologist at the Universi-
ty of Hong Kong. “It’s a balance,” 
he says, pointing out that other vi-
ruses such as dengue fever and 
chikungunya have surged and then 
died down in certain locations.                                                                                                                                     

It’s transmittable even with no 
symptoms
Even before symptoms develop, in-
fected people can spread this virus 
by speaking, singing, coughing and 
breathing out virus-laden droplets 
in close proximity to others. “For 
SARS-CoV-2, a lot of the transmis-
sion is from asymptomatic, [pre-

symptomatic] or mildly symptomatic 
people,” Pruijssers says.
By contrast, SARS-CoV-1, a related 
coronavirus that caused an epidemic 
in Asia in 2003, was most infectious 
when people were symptomatic. So as 
soon as someone showed symptoms, 
they were quarantined — which effec-
tively stopped that virus from transmit-
ting, Peiris says. The SARS epidemic 
officially ended in 2004 after sicken-
ing 8,098 people; there have been no 
known cases reported since.
The severity of symptoms puts a 
strain on health systems
Even though some people who are in-
fected have no symptoms or mild symp-
toms, the novel coronavirus can inflict 
serious damage. “This coronavirus has 
the capacity to cause really debilitating 
respiratory disease and even death” for 
a higher proportion of infected people 
compared with, say, the flu, Freeman 
says.
Because COVID-19 can make people 
sick enough to require hospitalization, 
high rates of spread have strained hos-
pital system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pro-
vide optimal care for patients, as is hap-
pening in California and Texas. When 
hospitals run low on staff and supplies, 
the result can be care rationing and ex-
cess deaths. Since its emergence, in late 
2019 in China, the novel coronavirus 
has killed more than 600,000 globally.                                                                                                                     

Then there’s the pet theory ...
Not only did the novel coronavirus 
come from animals, it also appears to 
have the ability to jump from humans 
to animals, including their pets — and 
possibly back again.
The virus likely originated in bats and 
spilled over to humans because of some 
unlucky coincidence, where a person 

was “in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and 
came in contact with a bat or an intermediary 
animal that happened to be infected with this 
particular virus, says Carlos Zambrana-Tor-
relio, an ecologist with the nonprofit organiza-
tion EcoHealth Alliance.
Now, researchers have found humans have 
occasionally infected their pet dogs and cats 
as well as lions and tigers at the Bronx Zoo. 
There’s no evidence yet of dogs and cats pass-
ing it to people, but sick minks on Dutch fur 
farms are thought to have given the coronavi-
rus back to humans.
This could mean that if the virus starts circu-
lating regularly among animals that we handle 
or live with, it may be really hard to get rid of 
it, Freeman says. “[If] there’s an animal res-
ervoir, there’s always that possibility that the 
virus could come back in a spillover event,” 
she says. In other words, a community could 
be virus-free only to have it reintroduced by a 
visiting animal.

 ... and this virus has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The world has never dealt with a pandemic 
caused by a highly dangerous coronavirus be-
fore. This means everyone in the world is likely 
susceptible to it and also that, in the beginning 
“we knew nothing about it — it was a brand 
new virus,” Pruijssers says. And that lack of 
knowledge about treatments and control has 
contributed to the virus’s ability to spread.
Unlike flu, which has been known to research-
ers for centuries, this novel coronavirus has 
required researchers to figure out everything 
from scratch — how it spreads, who’s most 
likely to get sick from it and how to combat it 
with drugs and vaccines.
There’s still a lot we don’t know, Pruijssers 
says, and we’re learning fast. But not fast 
enough to have stopped this pandemic from 
happening. (Courtesy np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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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VIEW OF THE GLOBAL HEALTH CATASTROPHE

Why The Novel Coronavirus Had 
The Power To Launch A Pandemic

A computer rendering of SARS-CoV-2,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Photo/
Radoslav Zilinsky/Getty Images)

Stay Home!          Wear Mask!

By Guest Writer Pien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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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ouston man is accused of bilking the
government of $1.6 million allocated for
coronavirus relief. He spent the money
on expensive cars, watches and strip
clubs.

29-year old Lee Price has been in
trouble with the law since he was 17
years old. In the past, he has been
charged and convicted as an adult for
forgery of a government instrument. In
2009, he was convicted of theft and
spent time in jail. Other past records
include 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 and
robbery with threat in 2011. Most
recently, Price was charged for wire

fraud and bank fraud while being out on
bond and in possession of a weapon
and tampering with a government record
charge.

Price’s case really represents a lot of
crooks who are using this pandemic to
che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y
become criminals and do whatever they
can to cheat the average people too.

It is very sad in the case of Price who at
an early age didn’t use his tale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A lot of kids like him are
from broken families and never got an
education.

This is a real problem in our society.
Many young people are like Lee Price. If
they don’t go to school, they never get
any skills to look for a job in order to
survive. Following that path, they will
eventually join organized crime and

continue to steal and rob and become a
social liability.

Price’s case is more than his just
being a criminal. He is also stealing
money and benefits from those people
who are really suffering in the pandemic.

0808//0707//20202020

A Cheater In Our SocietyA Cheater In Our Society



A United Launch Alliance Atlas V rocket carrying NASA’s Mars 2020 Persever-
ance Rover vehicle lifts off from the Cape Canaveral Air Force Station in Cape 
Canaveral, Florida, July 30, 2020. The next-generation robotic rover - a car-sized 
six-wheeled vehicle carrying seven scientific instruments - will search for traces of 
potential past life on Earth’s planetary neighbor, and is also is scheduled to deploy 
a mini helicopter on Mars and try out equipment for future human treks. Its arrival 
at Mars is planned for Feb. 18 at the site of an ancient river delta. REUTERS/Joe 

Rescued migrants look on from onboard an Armed Forces of Malta vessel upon their 
arrival in Senglea, in Valletta’s Grand Harbour in Malta August 3, 2020. REUTERS/Darrin 
Zammit Lupi

An injured man is pictured under a vehicle following an explosion in Beirut’s port area, Leba-
non August 4, 2020. When Reuters photographer Mohamed Azakir saw a man pinned under a 
vehicle, covered in a thick film of rubble and blood, he thought the man was dead. But then the 
man opened his eyes and began waving his arms and asking for help. Azakir called over some 
rescuers who were nearby. In a series of photographs, he recorded the rescue of the man, while 
also helping the rescuers move the car to free him. REUTERS/Mohamed Azakir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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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egalese Muslims carry a freshly slaughtered animal after a sacrificial ritual for the Eid al-Adha festi-
val in Dakar, Senegal July 31, 2020. REUTERS/Zohra Bensemra

Giuseppe Paterno, 96, Italy’s oldest student, wears a traditional laurel wreath awarded to Italian 
students when they graduate, as he attends his graduation day after completing his undergraduate 
degree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Palermo, in Palermo, Italy July 29, 2020. “I 

People enjoy the sunny weather at the Bournemouth Beach, amid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Bournemouth, Britain July 31, 2020. REUTERS/Toby Melville

Scottish ballet dancers Sophie Martin, Barnaby Rook Bishop and Thomas Edwards perform 
at the Edinburgh Festival theatre after the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was cancelled and 
turned into a digital event due to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Edinburgh, Britain August 3, 
2020. REUTERS/Russell Cheyne

Firefighters spray water at a fire after an explosion was heard in Beirut, Lebanon August 4, 2020. Dozens are 
still missing after Tuesday’s explosion at the port that killed at least 154 people, injured 5,000 and left up to 
250,000 without habitable homes, hammering a nation already staggering from economic meltdown and a 
surge in coronavirus cases. REUTERS/Mohamed Azak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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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sus Bureau is halting its field op-
erations to count the population a month 
ahead of schedule, the agency’s director 
announced in a statement Monday night, 
raising fears of a national undercount.
Census Bureau Director Steven Dilling-
ham said in a statement posted on the 
bureau’s website that the agency is ending 
all of its counting efforts on Sept. 30, a 
month sooner than previously expected, 
which means all enumerators who are 
door-knocking to collect responses from 
those who have not already self-responded 
online, by phone or by mail will halt their 
efforts then. He also said those self-re-
sponse options will also close on that date.
The U.S. Census Bureau will end all 
counting efforts for the 2020 census on 
Sept. 30, a month sooner than previ-
ously announced, the bureau’s director 
confirmed Monday in a statement. That 
includes critical door-knocking efforts 
and collecting responses online, over the 
phone and by mail.

Census worker Ken Leonard wears a 
mask as he mans a U.S. Census walk up 
counting site set up for Hunt County in 
Greenville, Texas, on July 31, 2020. The 
bureau is ending     all counting efforts 
for the 2020 census on Sept. 30, a month 
sooner than previously announced, the 
bureau’s director confirmed Monday. 
LM Otero/AP
The move has raised fears among various 
civil rights groups, researchers and other 
experts who fear that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such as minorities and 
immigrants, could be left of out the tally.
The latest updates to the bureau’s plans 

are part of efforts to “accelerate the comple-
tion of data collection and apportionment 
counts by our statutory deadline of December 
31, 2020, as required by law and directed by 
the Secretary of Commerce” who oversees 
the bureau, Director Steven Dillingham 
said in the written statement posted on the 
bureau’s website.                                  
These last-minute changes to the constitu-
tionally mandated count of every person 
living in the U.S. threaten the accuracy of 
population numbers used to determine the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federal funding for the next decade.

With roughly 4 out of 10 households nation-
wide yet to be counted, and already delayed 
b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bureau now 
has less than two months left to try to reach 
people of color, immigrants, renters, rural 
residents and other members of historically 
undercounted groups who are not likely to 
fill out a census form on their own.
Due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agency 
requested bipartisan action this past spring 
to extend its mandated Dec. 31 deadline for 
turning in apportionment data to the presi-
dent and data to the states by four month to 
April 30, 2021, instead of March 31, 2021. 
However, the legislation stalled in the Senate.
Dillingham said in order to meet its statutory 
deadlines to turn over data the bureau’s plans 
are to “accelerate the completion of data 
collection and apportionment counts.”
Last month, the agency began sending 
staff members to households that have not 
responded. The bureau reported that as of 
Monday, 63 percent of U.S. households had 
completed their census forms, which means 
nearly 4 in 10 Americans have yet to be 

counted.
It also comes aft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igned a memo last month that aims to 
bar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living in 
the country from being included in the 
census for purposes of deciding how many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apportioned to 
each stat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tried to 
manipulate the 2020 Census for the last four 
years and is continuing those attempts with 
the changes announced last night,” Rep. 
Carolyn Maloney, D-N.Y., chairwoman of 
the House Oversight Committee, said in a 
statement on Tuesday.
The census results a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seats in the House each state 
is allocated, the redrawing of congressio-
nal districts and it affects the dispersal of 
billions of federal dollars, which typically 
fund hospitals, roads, schools, and other 
community resources
The bureau’s announcement comes after 
NPR first reported that the agency had de-
cided to cut short door-knocking efforts for 
the 2020 census. Those in-person interviews 
with unresponsive households started last 
month in some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are 
set to expand nationwide on Aug. 11.
For days, the bureau has been sending 
mixed signals about its plans by quietly 
removing references to Oct. 31 — the pre-
viously announced end date for all counting 
efforts — from its website.
Before the pandemic hit, counting for the 
2020 census was originally supposed to be 
finished by the end of July. But in April, 
with public support from President Trump, 
the bureau announced that it needed to 

extend its timeline, including pushing back 
the end of counting to Oct. 31.

But during a hearing last week before the 
House Oversight and Reform Committee, 
Dillingham signaled a shift in plans by tell-
ing members of Congress that “the Census 
Bureau and others really want us to proceed 
as rapidly as possible.”
The bureau also asked Congress to push 
back by four months the legal deadline 
of Dec. 31 for reporting the latest state 
population counts to the president. Delaying 
that deadline would allow the bureau to 
keep counting through Oct. 31 to “ensure 
the completeness and accuracy of the 
2020 Census,” Dillingham and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said in a statement 
released in April.
Democrats in Congress and many census 
advocat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n-
cerned that the White House is pressuring 
the bureau to stop counting soon in order 
to benefit Republicans when House seats 
are reapportioned and voting districts are 
redrawn.
As negotiations over the latest coronavirus 
relief package continue, there is a window 
for lawmakers to include a provision that 
would give the bureau more time.
So far, however, only Democrats have 
introduced legislation that would extend 
deadlines, and Republicans have released 
no similar proposals. (Courtesy https://
www.npr.org/ and nbc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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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sus To Stop Counting Americans A Month
Early Amid Growing Fears Of An Undercount

Census Bureau move has raised fears among civil rights groups, researchers and 
other experts who fear that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could be left out of 
the count.

Census Cuts All Counting
Efforts Back By One Month

By Guest Writer Hansi Lo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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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抗疫已经不是一个科学问

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当戴口罩沦为

政治站队的标志后，美国的抗疫，注定

会遭遇耻辱的失败。”

对于新冠疫情，中美两国的体制本

是各有优势，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中国集

中发挥了自己的动员优势，而美国的言

论自由、信息畅通没能发挥作用。究其

根本，就在于美国已经变为一个政治极

化的社会，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都将新冠作为政治工具打击对手，政治

立场代替一切成为了考量的首要因素。

在这种政治挂帅的背景下，美国全

国陷入了集体癫狂，这样一个处于非理

性的国家，不可能抗疫成功，更不可能

领导世界。

一、特朗普的政治挂帅：戴口罩成

了政治立场

根据现有资料，美国在12月就已经

知晓了武汉存在某种新型病毒，1月就

知晓了疫情的严重性，当时，纳瓦罗警

告特朗普要注意中国的疫情，尽早开始

防范。但特朗普出于政治考量无视了亲

信的建议。对他来说，股市远比抗疫要

重要的多。

到了4月份，美国的疫情开始失控

，股市也四次熔断，但特朗普依然固执

的拒绝采取有效的防控，他将新冠称作

大号流感，认为洗洗手就可以度过疫情

，他一直怀有侥幸心理，认为他的鸵鸟

战术可以蒙混过关，他坚信只要他不在

乎，不防控，经济就会照常进行，疫情

会随着时间淡化，到时，他只要吹嘘经

济上的成绩，就能赢得连任。可惜病毒

不懂政治，他不断传播壮大，让美国成

为了病毒的温床，特朗普的行为，无异

于养蛊。

到了5月份，美国疫情已经彻底失

控，并迅速攀升到全世界确诊最多的国

家，面对这样的大灾难，特朗普居然丝

毫不改，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将口罩演

化为表示立场的政治符号。戴口罩就是

支持民主党，不戴口罩就是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甚至要求参加集会的粉丝通过

不戴口罩来表示对自己的支持，无论是

俄克拉荷马的集会还是独立日庆典，特

朗普的粉丝不仅不戴口罩，而且完全无

视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这使得特朗普

每一次的集会都成为病毒的温床。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也证明了

这一点，即特朗普严重影响了美国选民

，尤其是共和党人对疫情的看法，正是

他的轻描淡写让普通的美国人极为缺乏

防控意识。调查显示，依赖特朗普获取

新冠信息的美国人68%相信疫情被舆论

夸大了，56%相信新冠疫情是一场精心

策划的政治阴谋。即使在共和党内调查

，也是这一结果。

很多特朗普的选民甚至相信新冠就

是民主党打倒特朗普的工具，他实际上

并不存在，他们之所以不戴口罩，并肆

无忌惮的集会，就在于他们相信新冠只

是谎言。

特朗普的表态深刻影响了共和党人

的看法，而实际上，他自己并不是对新

冠威力一无所知，特朗普一次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实际上戴了口罩，他

是在见媒体前摘掉了，而他之所以这样

做只是不想让媒体开心。而特朗普在白

宫也是防控严密，外面的人并不能轻易

接近他，特朗普本人更是一个频繁用洗

手液洗手的洁癖，实际上有着良好的卫

生习惯，他对于新冠并非没有防备。

特朗普淡化新冠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自身的政治利益，初期他怕影响

股市因此轻描淡写，中期股市四次熔断

，他想尽快重启经济帮助连任。后期完

全失控，他知道自己难辞其咎，因此只

能一硬到底，通过将口罩政治化做垂死

挣扎，自始至终，哪怕他有一丁点的责

任心，疫情都不会蔓延到如此程度。

有特朗普这样一个自私到极致的人

，美国不可能抗疫成功。

二、民主党的选择：示威先于抗疫

相比于特朗普一味的自私反智，民

主党初期的表现是及格的，听取专家建

议，号召戴口罩，及时采取防控措施，

正是这些措施让部分蓝州，尤其是纽约

州的疫情开始好转，反之，共和党控制

的南部州则出现了疫情的二次爆发，这

充分表明民主党的策略是成功的。

但民主党也不是没有瑕疵，在关键

时刻，他们依然选择了攫取政治利益而

不是抗疫。不少民主党人在此次疫情中

充分显露出政客的狡诈。虽然民主党早

就呼吁全民戴上口罩进行防控，同时民

主党各州长也积极行动，但是当弗洛伊

德示威爆发后，民主党为了获取政治利

益依然置抗疫大局于不顾，转而鼓吹民

众上街抗议，现在证明，这种大规模的

抗议加剧了疫情传播，一批无辜的人死

于非命。

民主党中，相对好的是拜登，他一

开始就戴上了口罩，并且处处都戴，作

为示范，在弗洛伊德事件爆发后，他也

没有太过挑唆，而是尽快提出方案和政

治承诺，希望示威尽早降温，在整个弗

洛伊德示威期间，拜登依然将重心放在

抗疫上，不管他动机如何，这个行为值

得尊敬。

最差的无疑是民主党四小将，AOC

、奥马尔等人虽然一直致力于抗疫，但

当弗洛伊德示威爆发后，他们立即话锋

一转，开始不断支持示威，甚至给示威

者送水送饭，同时提出很多激进主张要

求立即清除种族主义，在这个疫情肆虐

的时期，这样做只能加剧危机。

整个疫情期间，我们可以清晰的看

到民主党依然是政治利益优先，身份政

治带来的选票远比抗疫要重要。在整个

示威期间，我们看不到哪一个民主党政

客公开表示因为疫情，希望大家暂时压

抑愤怒，不要出门。政客们依然选择迎

合选民的情绪，抛弃了自身的责任。

三、联邦制和反智是次要因素：政治极

化是主因

这次美国抗疫失败，很多人总结原

因，有的说是因为强调民主自由，有的

说是因为联邦制下州的权力过大，有的

说是美国人反智，但这些都不是主要原

因，政治极化、共识崩塌才是抗疫失败

的核心原因。两党都以打倒对手攫取政

治利益为先，完全无视了抗疫大局。

说是因为民主，可是欧洲、日本、

韩国远比美国抗疫成功，其中韩国更是

标杆，实际上东亚地区，无论是威权还

是民主，抗疫都比西方要成功，即使是

西方世界内部，其他欧洲国家也比美国

成功，反之，俄罗斯作为威权国家，却

是抗疫失败的典型。

说是因为联邦制下联邦政府权力有

限，州权力大，可是问题是几百年美国

一直是这个制度，之前无论是西班牙流

感、还是甲型H1N1，美国都未糟糕到如

此程度，而且美国的州再独立，也不可

能比欧洲一个国家独立，美国的联邦政

府权力更是比欧盟大多了，但是欧盟作

为一个整体抗疫远远优于美国，这显然

不能用联邦制解释。

至于反智更是不能简单判断，我们

换位思考一下，当时疫情初期，网上已

经有不少专家和传闻要求警惕病毒，但

武汉市民和当地政府也不相信疫情严重

的事实，甚至还举行百家宴，加剧传播

，只是当钟南山判断明确，中央下死命

令后，武汉才开始重视并迅速防控。难

道武汉市民也是反智吗？试想一下，如

果我国的主席和总理结论不一致，一个

说疫情严重，一个说不严重，会出现怎

样的后果？群众会不会也分成两群人？

这显然不能赖到普通人身上。

显然特朗普要负主要责任，是他的

政治挂帅导致了疫情失控，而这背后的

深层次因素就是美国政治极化的大背景

，即选举斗争愈发激烈，群体间的矛盾

没有妥协的空间，对彼此的敌视超过了

共识，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四小将都是政

治极化的产物，他们为了赢得选举都可

以不择手段。

如果要反思和改革，恐怕美国真正

需要做的是如何针对现在的形势调整选

举制度，避免政治素人和极端的政客上

台，避免美国被极左和极右把控，而中

间选民失声的状况，让沉默的大多数

（2016投票率只有50%，实际上只有不

到25%的选民投了川普，川普不代表沉

默的大多数），而不是极端选民发声，

才是改革的关键，但是美国是否具有改

革的决心和智慧，我持观望态度。

美国上下都必须意识到，美国已经

发生巨变，过去的共识不复存在，他们

要想适应新时代必须做出改变，死守过

去的传统只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政治挂帅：美国为何抗疫失败？

美国选举中存在大量的政治献金，早

已不是什么新闻，但是其规模之大，往往令

常人瞠目结舌。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

了组织对个人进行献金的数额上限，2014年

，又取消了个人的捐赠上限。从而为富人、

利益集团干预选举彻底扫清了障碍，正因如

此，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参议院桑德斯称其

为灾难性的判决，而桑德斯也正是打着一人

一票、不收富人钱的口号进行选战，赢得了

许多年轻人的支持。

美国的政治献金由来已久，但是近几

次大选变得尤为严重。以至于人们开始怀疑

，美国究竟是民主还是钱主。

一、美国的竞选花销有多高？

美国竞选花销之大，常人是难以想象

的，根据美国各大媒体的统计，美国的竞选

花销可以说是逐年增加。从1860年-2004年

，美国共举行了36次选举，平均每次选举

的花费比上一届选举增长45.5％。在1880—

1948年间，竞选经费还有时增，有时减，但

从1952年大选开始，趋势就变得有增无减

。

到1996年，美国的总统选举花费近4

亿8000万美元，2000年则涨到了6亿5000

万美元，2004年则超过10亿，2008年，奥

巴马和麦凯恩的对决则耗去了24亿美元，

2016年美国大选则是达到了最高值60亿美

元。总统选举花费之大，让人瞠目结舌。除

了总统大选，选举议员也花销不菲。根据

2006年的统计，每个当选的参议员平均花费

964万元，花钱最多的是前总统克林顿的妻

子希拉里，整个竞选花费了4083万美元。

竞选的花销主要用于三处，一是民意

调查，二是包装形象，三是广告推销。民意

调查用于及时获得选民对自己的看法，掌握

情报优势。包装形象则是通过雇佣很多专业

人士（形象顾问，撰稿人等），将自己打造

为选民喜欢的形象，以迎合选民的趣味，提

高支持率，这些专业人士一小时的薪金往往

就能达到450美元。广告推销则是通过发布

广告信和上电视打广告的方式宣传自己的政

策，提高知名度。

这三项都需要和媒体公司、广告公司

进行紧密的合作，而这些合作无不意味着巨

大的支出，这使得竞选人越来越需要政治献

金。

二、谁能筹到更多的钱，谁就能获胜

早如此巨大的花销使得选举的门槛越

来越高，这种境况使得最后获胜的人往往是

有钱的哪一个，不管是他自己的钱还是由政

治献金得来的。

根据统计，在2002年美国国会选举中

，有20个人自费100万美元以上参选，其中

花钱最多的一位拿出779万；2004年，自费

100万美元以上的参选者增加到23位，其中

花钱最多的一位拿出2866万；2006年，自

费100万美元以上的参选者增加到28位，其

中花钱最多的一位拿出了1700万美元。

1992年，百万富翁占参议院成员的

28％；2000年国会选举的获胜者中，三分之

一至少是百万富翁；2002年国会选举的获胜

者中，47％至少是百万富翁。到2006年，

435位众议员中有191位至少是百万富翁

（44％），所有众议员财产价值的中位数是

67.5万美元；在100人的参议院里面有58人

至少是百万富翁（58％），所有参议员财产

价值的中位数是170万美元。

而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的也往往是

筹资最多的那一位，从林肯时代开始，林肯

就依靠其10万的竞选资金战胜了只有5万资

金的对手。如2004年，小布什筹集3.67亿美

元，对手戈尔筹集了3.28亿，小布什胜。

2008年，奥巴马筹集6亿美元，麦凯恩则为4

亿，奥巴马胜。2012年，奥巴马筹集7.2亿

美元，罗姆尼则为4.4亿美元，奥巴马胜。

在2016年以前，筹钱最多的人会获胜

，几乎成了一种定律，这使得谁最受利益集

团青睐，谁就越能赢得胜利。在2010年以

前，美国还有名义上对于组织政治献金规模

的限制，但是2010年最高法院以维护组织

言论自由为名，彻底取消了限制，这让美国

选举彻底走向了被利益集团操控的方向。这

一情况在2012年达到了顶峰。

但是从2016年总统大选开始，这一规

模得到了扭转，愤怒的民众咋也不愿被富人

随意摆布，大选和国会选举开始频频出现出

人意料的黑天鹅。

三、社交媒体改变了有钱必胜的规律

美国选举曾一度陷入谁有钱就一定能

获胜的境地，但是从2016年开始，种种违

背过去选举规律的事情开始出现。

2016年美国共和党初选，杰布布什的

竞选资金远远多于其他候选人，但支持率仅

为2%，灰溜溜的退出选举，民主党候选人

桑德斯公然主张社会主义，建议向华尔街征

税，仅依靠普通选民的小额捐款，依然可以

撼动深受华尔街信赖的希拉里。最后的大选

对决，特朗普筹集的竞选资金为4.4亿美元

，少于希拉里的7.6亿美元，仅为后者的

60%左右，但特朗普却赢得了选举。

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资金雄厚的建

制派纷纷落选，而像曾为女服务员的科特兹

，曾为索马里难民的奥马尔则纷纷崛起，他

们均以不多的资金轻松击败了那些受富人和

基金会青睐的精英政客。而在2020民主党

初选中，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新闻公司创

始人，大富豪布隆伯格参与选举，他每天的

广告花费达到420万美元（相当于3000万人

民币），超过了拜登、桑德斯、沃伦等人的

总和，但他的支持率仅为4%，非常之惨。

自从2016年总统大选以来，金钱操纵

美国政治的现象开始减弱，出乎富人和华尔

街预料的黑天鹅现象越来越多。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和社交媒体

的兴起不无关系，在之前，之所以竞选资金

如此重要，是因为宣传推销需要和广告商、

媒体公司进行合作，需要花大量的钱来收买

他们进行宣传，但是互联网兴起后，竞选人

通过脸书推特就可以轻松表达自己的政见并

影响选民，随着互联网用户规模的扩大，传

统媒体和广告公司的影响力越来越比不过互

联网，特朗普、科特兹、奥马尔都是利用互

联网轻松战胜了建制派政客。

可以说，互联网的出现让候选人可以

以一种成本极低的方式完成宣传，而再也不

用看传统媒体的眼色，这是特朗普敢于和

CNN等媒体较劲的根本原因。互联网如此

改变了选举格局，以至于美国的传统媒体和

建制派精英公然抨击脸书促成了特朗普的当

选，并提出要进行互联网审查。

社交媒体打破金钱政治本是好事，但

是他同样带来了严重的民粹主义和社会对立

，正所谓政治的演进无穷无尽，对腐朽政治

的冲击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个风险的终结

往往意味着下一次风险的开始。

金钱下的选举：美国的政治献金规模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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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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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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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上海電視節開啟“光影盛宴”
中外劇目輝映申城夏夜

在炎炎夏夜裏，用最傳統的方式

讓觀眾與影視佳作重逢——第 26屆上

海電視節露天放映活動昨日啟動，喚

起不少市民的美好記憶。考慮到防控

疫情的需要，今年上海電視節策劃推

出全新的商圈展映形式，近 30部來自

世界各地的電視佳作讓廣大觀眾壹飽

眼福，在消暑納涼購物的同時享受文

化盛宴。

露天展映活動現場防疫措施層層嚴

控，處處可見既精且細的“繡花針”功

夫。不少觀眾看到主辦方細心周到的防

疫舉措，紛紛點贊，還有網友留言表示

：“邂逅這樣‘特別’的露天放映，很

難忘，會成為長久而閃耀的記憶。”

聚集國際化影視資源，輻射更廣泛

受眾，推進“科技影都”建設
今年，上海國際電影電視節積極響

應“拉動夜間經濟、促進夜間消費”的

號召，在多個商圈和社區推出露天放映

活動。為期五天的上海電視節露天放映

活動期間，壹批海內外優秀電視作品將

分別在大寧國際商業廣場、大寧音樂廣

場、金橋國際商業廣場、松江開元地中

海商業廣場、松江雲間糧倉五個放映點

集中播放。其中不僅有入圍本屆白玉蘭

獎的作品，也有即將於下壹季度在各大

平臺播出的最新佳作。部分作品的主創

人員將出席見面會活動，與觀眾進行面

對面交流。

上海科技影都影視展在松江的兩個

露天放映點將帶來14部作品，讓優秀的

電視作品走近觀眾，文化惠民、文化樂

民。此前，松江文旅局與上海國際電影

電視節深度合作，舉辦過兩屆“科技

影都松江大學城影視展”，獲得熱烈

反響。今年，上海科技影都影視展從

校園走向商圈、從室內走向室外、從

校園師生走向附近居民，面向更加廣

泛受眾，輻射範圍進壹步擴大。該影

視展抓住了產業發展的升級機會，不

僅為松江市民提供了接觸最新影視藝

術、了解世界影視資源的機會，也有

利於進壹步提高上海影視產業發展重

鎮松江的軟實力與文化影響力，以廣

泛聚集國際化影視資源，推進以“科

技+影視”為發展主題的松江大型高科

技影視基地建設，進壹步落實“科技

影都”發展目標，推動松江影視產業

發展躍上新臺階。

據松江區文旅局影視產業科陳俏

仕介紹，考慮到各個層面觀眾的觀影

需求，這次影視展選片更加豐富多樣

，除了有年輕人喜歡的熱門劇集以外

，還有適合全家壹同觀看的經典動畫

，以及讓觀眾眼饞的美食紀錄片，每

晚都將上演不壹樣的精彩。其中，

既有《凡人修仙傳》《好奇外星人

》等動畫作品，也有入圍本屆白玉蘭

獎的紀錄片《大城無小事——派出所

的故事 2019》，還有較高收視率和話

題度的美食紀錄片《風味人間》，近

期熱播的《河神 2》也給劇迷們提供

了不錯的選擇。

細節處見“繡花針”功夫，嚴格防
疫的“光影盛宴”帶來無限感動

上海國際電影電視節露天展映活動

中，現場防疫措施層層嚴控：場地設置

單向入口、多向出口，確保人員管控和

快速疏散；檢票口貼上壹米線，要求觀

影居民保持距離，並設置緩沖區、等候

區；入場前廣播反復播報，提醒觀眾提

前戴口罩、出示觀影票和隨申碼有序進

入；工作人員嚴格檢測體溫，查驗隨申

碼，拍照留存。不少觀眾看到主辦方細

心周到的防疫舉措，紛紛表示：“這樣

的露天放映，沒想到”“很貼心”“無

限感動”……

松江的開元地中海商業廣場和雲

間糧倉此前已參與了上海國際電影節

的露天放映活動。陳俏仕告訴記者，

電視節露天放映將和電影節壹樣采

取嚴格的防疫措施，觀眾測溫、戴

口罩、出示隨申碼壹樣都不能少；

場地消毒，控制座位間隔，配備洗

手液、消毒棉球、花露水，件件做

到位，切實做到精準防控，將安全

防疫放到第壹位。根據此前電影節

露天放映所積累的經驗，將進壹步細

化和完善各個放映點的現場管理工作

。比如，在電影節露天放映第壹天，

由於場地較大，而現場張貼的健康信

息填報二維碼又過少，導致觀眾掃描

等候時間較長。第二天工作人員就在

入場處的多個顯眼位置新增了二維碼

，並提醒觀眾提前掃碼登記，加快了

入場核驗的速度。

為了控制人流、嚴格防疫，展映活

動場內每個座位四周間隔壹米，為觀影

者營造安心的觀影環境。在松江開元地

中海商業廣場，主辦方充分利用商圈的

“立體空間”，因地制宜設置放映點，

市民既能在中心廣場入座觀影，也可以

在周邊商務樓宇二樓、三樓的餐飲區長

廊觀看大片，最大限度分流人群。陳俏

仕表示，露天放映活動喚醒了觀眾對大

銀幕觀影的需求，帶動了市民夜間文化

消費習慣的恢復，相關商圈的人氣回升

明顯，消費也隨之增長。

送別“中國熒屏第壹人”沈力
新中國第壹位電視節目主持人、播音員沈力遺

體告別儀式，8月3日上午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大禮

堂舉行。倪萍、陳鐸、李瑞英、敬壹丹、白巖松等

眾多央視主持人來到現場送別。沈力因病於7月28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在八寶山殯儀館的門口，很多前來送別的市民

在9點左右就已經到達。根據殯儀館防疫要求，參

加告別儀式須全程配戴口罩，掃健康碼，測量體溫

，保持壹米距離，與親屬施拱手禮表慰問。禁止個

人攜帶花圈、花籃和大型背包等物品進入。

在殯儀館門口的大屏幕上，滾動播出著沈力的

影像資料。作為中國電視熒屏的常青樹，沈力25歲

第壹次登上電視熒屏，上世紀80年代的《為您服務

》、90年代的《夕陽紅》讓沈力成為中國觀眾家喻

戶曉的主持人。親切、大方的主持風格讓觀眾如沐

春風，她是觀眾心中的“沈力大姐”。很多市民在

大屏幕前駐足，回憶起那些曾經熟悉的節目、熟悉

的人，回憶起曾經的壹個時代。

幾位前來送別沈力的好友回憶起與沈力最後壹

次見面聲音哽咽。壹位沈力的好友說：“沈力老師

可以說是亦師亦友，時刻給我們做出表率，她就像

天上的壹顆星。最後壹次去看望沈力老師的時候，

她跟我說‘我都這麼大年紀了，躺在床上5年了，

不能為電視事業、為國家做任何事情了’。沈力老

師靈魂幹凈、品德高尚。沈老師很樂觀，到最後都

沒有被病痛打垮，走的時候很安靜地睡了。現在我

們不得不說再見，沈老師再見，壹路走好。”

上午9點50分，告別儀式開始。幾分鐘後，倪

萍第壹個步出告別廳，她哭紅了雙眼，已泣不成聲

。隨後走出告別廳的李瑞英對記者表示，沈力老師

是大家學習的榜樣，她生前的點點滴滴，都讓人們

回味無窮，“對年輕人來說，沈力老師的點滴都是

寶貴的財富，她對職業的追求激勵著年輕人要愛崗

敬業。”李瑞英回憶，在9年前的央視主持人大賽

上，年近八旬的沈力身體已經不是很好了，而每次

錄制節目都幾乎要到淩晨兩點左右，“我就坐在她

身邊，中間有休息的時間，我們都勸她去休息室，

但是她卻對觀眾簽名、合影的要求不拒絕，她跟我

們說‘觀眾也都不容易。’沈力老師的每個細節，

都體現了她的善良。”

李瑞英告訴記者，昨天她來到告別廳遇見了沈

力老師的兒子，“他跟我說，自己和媽媽唯壹的壹

次沖突，是因為有壹次勸沈力老師在出差的時候，

要求對方給安排個商務艙，而沈力老師說不行，不

能跟人家提這樣的要求。”李瑞英說，沈力老師每

次在晚會、頒獎時的發言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妳能感受到她都做了認真的準備，每次都非常精

準到位。我這兩天在整理她的壹些資料，她幾年前

說的話，現在聽起來都有著教育意義。”

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王寧回憶起沈力老師時忍不

住淚流滿面，多次哽咽。王寧回憶道，9年前自己

參加央視主持人大賽，決賽前她和沈力老師在洗手

間碰到了，“比賽時評委與選手不能交流，我碰到

沈力老師時也沒敢說話。沈力老師看到我，點了點

頭，輕聲說‘妳就認真做妳自己就好了。’”王寧

說，自己在比賽時壹直壓力很大，但是沈力老師和

自己這次短暫的相遇、簡短的壹句話，卻讓自己感

覺是在“最艱難的時候希望抓住壹束光，這束光就

來了。”“最終那次大賽我獲得了冠軍，沈力老師

給我頒獎的時候對我說：‘作為評委不能跟妳說話

，其實我很想鼓勵妳。有時候看妳沒自信，我很想

跟妳說加油。妳看，妳做妳自己就好了。’是沈力

老師改變了我的人生。”

主持人張澤群在緬懷沈力時說，沈老師是行業

的祖師，大家都是她的晚輩，“今年，趙忠祥老師

和沈力老師相繼離開了我們，他們開創事業的精神

，我們要永遠銘記。同時，我們也感受到了自身的

責任，更要努力做好我們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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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 45歲的英國前球星貝克漢

（David Beckham），最近因美國「籃

球之神」麥可喬丹（Michael Jordan）

傳記紀錄片「最後一舞」（The Last

Dance）啟發，準備拍一個關於自己的

傳記紀錄片！

貝克漢上年成立個人製片公司

「Studio 99」，一年前就開始籌拍個

人傳記片，和「Netflix」、「Amazon

」兩大公司都有洽談，目前以和前者

合作可能性最高。

據外媒報導，知情者透露：「這

是貝克漢很有興趣，想做一陣子的事

，紀錄片會收錄新片段和舊片段。會

關於貝克漢在離開球壇之後的生活，

尤其是成立邁阿密新球隊，也會有的

私生活東西。很多人想看他和家人的

生活，大家對紀錄片都很有期望。」

貝克漢和老婆維多利亞結婚21年

，兩人育有3子1女，高顏值一家人一

舉一動都是演藝圈話題，屆時紀錄片

出來想必會大受歡迎。他們擁有超過

3.55億英鎊身家財產，雖然大環境不

景氣，仍開闢多元化的經營市場。

貝克漢籌拍自己的傳記
內容將記錄私密生活內容將記錄私密生活

亞馬遜原創暗黑超英劇集《黑袍

糾察隊》第二季曝光終極預告和海報

，預告剪輯節奏感很強，依舊是暴力+

黑色幽默。

《黑袍糾察隊》講述了壹個超能

力者活躍的時代，世上有類似復仇者

聯盟/正義聯盟的“七大英雄”，但高

尚正義只是他們的公眾形象，私底下

他們燒殺搶掠，極度自私。而壹群小

人物組成了“黑袍糾察隊”，要去規

範“七大”，阻止其危害世界。

第二季將於9月4日上線。

"黑袍糾察隊2"
9月4日亞馬遜上線

雖然美國的喜劇演員、網紅總在

模仿和嘲笑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川普

），但嚴肅地展現他的真人劇集，比

利· 雷導演的《科米的規則》算頭壹部

。將於9月27日在Showtime開播的這

部4小時迷妳劇曝光預告（時光網獨

家中字），《名利場》雜誌也曝光了

壹批劇照。

不得不說，布萊丹· 格裏森的扮相

從側面和聲音上來看非常像特朗普，

但正面特寫就差點意思了。傑夫· 丹尼

爾斯將在劇中飾曾任FBI局長的詹姆

斯· 科米，劇集改編自科米所著的暢銷

書《更高的忠誠》，講述的是2016年

總統大選時發生的壹切，以及這次選

舉所帶來的後續影響。

詹姆斯· 科米是第七任美國聯邦調

查局局長，由奧巴馬總統提名，自

2013年 9月4日起就任，2017年 5月9

日被特朗普終止職務。

他被指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期

間涉入調查希拉裏· 克林頓的電郵爭議

，他的決定被許多分析者指稱可能影

響了最終的選舉結果。

普遍上認為科米堅持要調查2016

年俄羅斯幹預美國選舉，讓特朗普相

當不爽，所以遭到解職。在特朗普看

來“這個俄羅斯與特朗普和俄羅斯的

事情是壹個編造的故事，這是民主黨

人失去了應該贏得選舉的借口。”

根據壹份科米的個人備忘錄，特

朗普要求他個人終止對邁克爾· T· 弗林

將軍與外國政府利益關系的調查。

值得壹提的是，科米身高2米03，比1

米9的川普還高壹截，在政界、法律界非

常罕見，在各種發布會上非常引人註目

首部關於川普美劇
《科米的規則》9.27播 聚焦俄國幹預選舉

Netlfix的超

級 英 雄 劇 集

《傘學院》第

二季上線，為

了吸引觀眾他

們放出第壹集

開場 3 分鐘，

1963 年 11 月 25

日（肯尼迪被

刺後第三天）

，美國和蘇聯

爆發戰爭。

傘學院的

成員們上街各

顯神威，雖然

可以阻擋蘇聯

士兵，但面對

核彈還是無可

奈何。NO.5 能

逆轉時空，拯

救地球嗎？

《傘學院

》被內地網友戲稱“美版葫蘆娃”。

為啥這麽說呢？

1989年的壹天，世界突然降臨了

43個具有超能力的嬰兒。壹位億萬富

翁，收養了其中 7 個，為此成立了

“傘學院”，培養他們拯救世界。

“7個葫蘆娃”中，有人能穿越

時空，有人能瞬間轉移、有人能讀懂

人心，有人能與鬼魂對話......反正各顯

神通。

但是好景不長，傘學院沒成立多

久就解散了。

幾十年後，富翁離奇去世，快要

30+的“葫蘆娃”們，被告知8天後就

是世界末日。

時不我待，葫蘆娃必須合體乘風

破浪、拯救世界。

憑借搞怪的劇情和風格化的特

效，《傘學院》第壹季登上了 2019

谷歌熱搜劇集 TOP10。壹年後，第

二季再度歸來，葫蘆娃們穿越到

1960 年代的達拉斯，解決更加棘手

的難題。

美蘇爆發核戰
"美版葫蘆娃"欲逆轉時空
Netflix美劇《傘學院》曝第二季開場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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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3 4 5 6 7 8 9

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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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重播)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04:30-05:00 華人故事 (重播)

05:00-05:30

05:30-06: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06:00-06: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深度國際 (重播)

07:00-07:30 華人故事 (重播)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中國緣 (重播)

13:00-13: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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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中國緣 華人故事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生活 深度國際 (重播)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華人故事 (重播)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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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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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亞洲  (重播)

海峽兩岸
中華醫藥

今日關注

今日亞洲

遠方的家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8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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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轉發現愛

國家回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體育報導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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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方的家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CC1010臺灣影視
星期六       2020年8月8日       Saturday, August 8, 2020

首部以女性心理犯罪為題材

的迷你劇集《追兇500天》5日首

曝前導預告，除了充斥刑偵犯罪

追查元素外，主要演員包含莫子

儀、黃瀞怡（小薰）、程予希、

林暉閔等在70多秒畫面中演技相

互激盪下各顯不同表演層次，其

中女主角黃瀞怡（小薰）在片中

顫抖驚慌、無助哭泣到眼神凌厲

情緒交雜，短短幾秒面無表情的

性愛畫面，被導演大讚「超乎水

準的表演」。

七十六号原子第三部作品

《追兇 500 天》由蔡怡芬及王

盼雲共同執導，企圖以女性主

創角度來深刻琢磨心性心理犯

罪背後不為人知的角度，導演

同時也為該劇編劇的蔡怡芬田

調過程中就發現 90 年代保守的

氛 圍 下 ， 對 於 女 性 犯 罪 事 件

的 報 導 較 為 偏 頗 ， 「 往 往 只

著 重 強 調 於 兇 手 運 用 自 己 的

女 性 身 體 魅 力 ， 有 著 混 亂 的

男 女 關 係 ， 做 出 道 德 譴 責 ，

但 卻 未 提 及 她 可 能 長 期 處 於

高 壓 狀 態 的 婚 姻 中 。 」 導 演

形 容 將 以 此 故 事 架 構 下 ， 來

看 見 一 起 謀 殺 案 下 隱 藏 社 會

中苦苦掙扎的辛酸無奈。

而在前導預告中的性愛場面

，小薰坦言劇中其實不只一場，

預告中床戲當時是在凌晨12點拍

攝，她形容當天是由飾演劇中男

友的柯朋宇帶戲，自己則是配合

狀態，為了講求性愛的激烈感，

當下特別安排男方需要拉扯她頭

髮，「他有先和我說等一下會拉

，我就說沒關係你就拉吧，但通

常這樣講，對手應該還是會有一

點點力道把持住，只是他沒有耶

，完全拉，我心想：哇～很痛，

你這小孩子給我來真的！」小薰

雖內心掙扎喊痛，但表演卻要面

無表情，完全顯露劇中受創又悲

傷的心理狀態。

相較小薰情感的複雜，莫子

儀演出的「怪咖神探」則因要符

合刑警的形象，導演蔡怡芬特別

帶他去警察局看如何辦案，但私

下莫子儀針對劇本的所有細節也

約了警察顧問做功課，他形容

「調查時要如何隱藏身份與動機

，偵訊時要如何讓對方露出破綻

或卸下心房，察覺對象言行細節

中隱藏的情緒，都是有心理學依

據。」莫子儀透露為劇特別研究

犯罪心理學，而戲中警察偵訊犯

人的環節與動作，包括偵訊該坐

或該站，導演與他都做了精心安

排。

《追兇500天》追尋角色間各

種受傷狀態下暗潮洶湧的心理軌

跡，雖定調為心理犯罪的刑偵片

，但涵蓋推理與懸疑，不過預告

最後搭上 「每具屍體最後都需要

善終」文字，加上林暉閔飾演角

色口中不斷念起阿彌陀佛，讓整

部劇增添驚悚感。該劇由七十六

号原子與myVideo、偶數創意共同

投資，共為4集，將於8/28當天所

有集數於myVideo獨家播映，並推

出每週單集免費看。

《追兇500天》前導預告曝光
小薰激情戲被讚超乎水準演出

柯震東電影「打噴嚏」現正

熱映，個人頻道「換你作東」企

劃受到好評，6日晚上推出第3集

，柯震東與蔡昌憲開啟「真人版

動物森友會」模式，展開撿螺初

體驗，柯震東一下水，毫無偶包

的真實樣貌再度笑翻全場。他上

山下海也累喊「啊！啊！啊！我

不行了！」

兩人還爬桃源谷，挑戰看不

到盡頭的階梯好漢坡，讓蔡昌憲

振奮大喊「奔跑吧阿東！」兩人

都說走進大自然吸收芬多精，但

爬到一半累到喘不過氣的柯震東

開玩笑直呼，「我都吸不到空氣

！」他快到山頂時大讚景色很漂

亮，蔡昌憲忍不住直嗆，「你根

本沒有在看！」

柯震東和蔡昌憲挑戰滑立槳

衝浪，滑槳上場時，柯震東還搞

笑對工作人員大喊，「30分鐘沒

看到我們要報警喔！」運動神經

很好的兩人很快就上手，還能一

邊放鬆一邊拍網美照。雖然上山

下海途中哀哀叫，還一度說「累

到失去方向感。」但熬過最艱難

的路段後，柯震東就放飛自我，

在山頂上搞笑拍起玖壹壹「過來

我家坐」MV，更忍不住向宇宙許

願說，「期待會見到女神。」

此外，柯震東周五、六、日

三天將環島前進各地戲院打招呼

，一路從宜蘭、花蓮、台東、屏

東、高雄、台南、嘉義、彰化、

台中、苗栗、新竹、桃園，最後

回到台北，三天環島戲院映後，

成國片創舉。柯震東本周末將從

東部展開、接著第二天到台灣最

南端，最後再從西部回到台北！

柯震東表示，「六年沒做這件事

了，我希望自己去告訴你們我真

的很感謝你們來看！」

柯震東濕身被狂操
累喊 「我不行了！」

新人睦媄畢業於台藝大戲劇

系，離開學校後並沒有馬上成為

演員，而是先從事彩妝師的工作

，等摸夠了明星的肌膚，才開始

演戲。近期她在電影《破處》裡

首度擔任重要角色，並上演激情

床戲，在男性賀爾蒙泛濫的世界

裡，她的演出被形容「沙漠中的

綠洲」，滿足了所有青春期男孩

的性幻想，也因此讓她成功在電

影圈站穩腳步。

在《破處》裡大尺度演出獲

得了關注，許多人以為睦媄是第

一次演戲，其實她去年出演過

《用九柑仔店》、電影《玩命拼

圖》《緝魔》等作品，只不過用

的是本名「莊承梅」。

撫摸許瑋甯 很有感覺

為了讓大家更認識自己，睦

媄找了算命師，竟被要求改名

「莊還珠」。但她實在無法接受

這個名字，後來與經紀人討論後

，才用了她從大學時就使用的臉

書名「木每」，再以睦和媄代之

，就有了這個藝名。

睦媄在演戲前，做過內衣廠

女工及彩妝師，她摸過隋棠、許

瑋甯等女星的肌膚，「她們真的

太漂亮了！」但讓她難以忘懷的

，其實是劉以豪的歌聲，「當時

進入電影《帶我去月球》劇組，

知道要幫劉以豪化妝，能和『歐

巴』一起工作，興奮得心裡直冒

小花，他人真的很親切，但每次

補妝時，一定會唱〈不要問我從

哪裡來〉，唱到所有人都被這首

歌洗腦，變成全場大合唱。」

在《破處》裡，睦媄扮演與

男主角楊懿軒上演激情床戲的校

花，電影首映時，她特地邀請爸

媽出席，「我都沒說我在裡面演

了什麼」，觀影時她坐在他們的

前一排，心中滿是忐忑，幸好第

二天爸媽稱讚她演得很好，讓她

更堅持自己演員的夢想。

自己都嚇到 神似IU

不僅新戲受矚目，睦媄的長

相其實也似曾相識，她出道以來

，就有「台版IU」封號，她說表

妹曾經傳了一張韓國藝人IU的照

片說：「妳們兩個好相像啊！」

連睦媄第一眼看到也嚇一跳，而

且兩人左臉頰都有一顆痣，後來

她也嘗試IU的明星仿妝，因此在

PTT表特版引起網友討論。

睦媄喜歡嘗試新事物，她

勤上健身房做重訓、練空中瑜

伽、爬山，甚至還學了浮潛，

和朋友到菲律賓宿霧玩的時候

，看到湛藍清澈的大海，讓她

放膽從近兩層樓高的石頭往下

跳，毫不遲疑。

而因為有跳水的經驗，竟得

到赴泰國拍廣告的機會，只不過

到了拍攝現場，發現竟然是要從3

層樓高的懸崖往下跳，她前後跳

了6、7次才完成，回家發現身上

青一塊紫一塊，睦媄笑說：「錢

真不好賺。」

滿足青春期男孩性幻想
睦媄在電影圈站穩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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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優秀的商業空間設計大師
----來自成都的彭宇
初次聽友人介紹彭宇，緣起一次在成都的用餐體驗，那

是一家交織著中國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時尚，感受極佳的火
鍋餐廳，名為“大妙”。非常佩服這位設計師的功底，能在一個
本是市井生活的火鍋餐廳中用現代的審美標準，傳遞著深厚
的文化底蘊。（見圖1-成都寬窄巷子大妙火鍋餐廳）友人說起
這家餐廳的設計師，竟然是在中國的商業空間設計界非常知
名的設計大師-彭宇。

彭宇1973年生于中國重慶，早年畢業于中國知名的藝術
殿堂-四川美術學院，專攻環境藝術設計，後又至日本深造學
習，碩士研究生畢業于日本國立千葉大學都市環境系統學科
，設計文化專業。在2003年歸國後，創立了“葵美樹環境藝術
設計公司”並開始了大量的商業空間設計實踐。最早的獲獎，
來自于2009年中國國家級的“商業空間50強”專業評選，彭宇
的作品“東湖首席餐廳”以濃厚的文化氣息，又不失現代時尚
的設計呈現，獲得了這個殊榮。（見圖3-東湖首席餐廳）隨後
在2011年美國室內設計中文網，專門介紹了他的作品“成都
寬窄巷子大妙火鍋餐廳”，從此彭宇開始進入中國知名設計

師的名錄，大量的專業書籍、專業雜志競相登載、報道他的作
品。而他的作品一經呈現，必然為業主帶來非常好的評價和
人氣。諸如“柴門餐廳”系列（圖4-柴門河鮮餐廳）、小南國餐
廳系列（圖5- 小南國餐廳）、“大妙餐廳”系列（圖6-大妙東郊
記憶店、圖7-大妙深圳福田店）等等，均廣受大眾的喜愛。也
為投資人帶來了非常豐厚的回報。

這期間尤其“大妙東郊記憶店”的設計，獲得了中國最高
等級的國家級環境藝術類獎項“築巢獎”的‘金獎’，更是代表
著業界和大眾對他的贊譽與獎勵。（圖8-築巢獎獲獎現場）這
之後，彭宇更多致力于度假酒店的設計研究，諸如“豪生酒店

”等均聘請他親自主持大規模的度假酒店設計。（圖9-成都花

水灣豪生溫泉酒店）2018年末，彭宇設計的位于中國貴州的
度假酒店作品-“峰三度假酒店”，甚至榮獲了總部在泰國的

“亞洲旅游媒體集團”評選的“2018-2019年度亞洲最佳親子度
假酒店”的榮譽。（圖10-貴州峰三度假酒店）為他在國際設計
界擴展了知名度。

在進行大量的設計實踐的同時，彭宇也任職于中國西部
的著名高校-四川大學，在藝術學院的設計系任副教授，研究
生導師。他將長年大量實踐的經驗付諸于學術的研究，也在
專業雜志中發表了大量的論文與著述。這裏面有代表性的有
《美術與觀察》、《美術與設計》、《裝飾》等中國權威的雜志，在
設計學術界也有著非常高的美譽度。

目前居住在中國成都的彭宇，為中國目前中青年設計師
中非常有影響力的專家學者、設計大師，我們期待著他更多
的優秀作品呈現。

彭宇：中國建築裝飾協會 會員《中國室內設計資深專家
設計師》，中國建築學會會員，日本設計協會會員，四川大學
藝術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成都葵美樹環境藝術設
計有限公司設計總監。

圖圖22--彭宇近照彭宇近照

圖圖11--成都寬窄巷子大妙火鍋餐廳成都寬窄巷子大妙火鍋餐廳

圖圖33--東湖首席餐廳東湖首席餐廳

圖圖44--柴門河鮮餐廳柴門河鮮餐廳

圖圖88--築巢獎獲獎現場築巢獎獲獎現場

圖圖77--大妙深圳福田店大妙深圳福田店

圖圖66--大妙東郊記憶店大妙東郊記憶店

圖圖55--小南國餐廳小南國餐廳

圖圖99--成都花水灣豪生溫泉酒店成都花水灣豪生溫泉酒店

圖圖1010--貴州峰三度假酒店貴州峰三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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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8/3/2020 -8/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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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6 7 8 9

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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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重播)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04:30-05:00 華人故事 (重播)

05:00-05:30

05:30-06: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06:00-06: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深度國際 (重播)

07:00-07:30 華人故事 (重播)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中國緣 (重播)

13:00-13: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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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國際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中國緣 華人故事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生活 深度國際 (重播)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華人故事 (重播)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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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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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衛生部門在九月底前製定配給疫苗劑量指導草案美國衛生部門在九月底前製定配給疫苗劑量指導草案
CDCCDC建議首先給衛生國家安全和基本工人接種疫苗建議首先給衛生國家安全和基本工人接種疫苗
然後是然後是11..11億有冠狀病毒的高風險和健康不佳的人群億有冠狀病毒的高風險和健康不佳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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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共和黨領導的參議院對共和黨領導的參議院對COVID-COVID-1919救濟沒有採取救濟沒有採取
任何行動任何行動，，只是確保每週只是確保每週600600美元的聯邦失業救美元的聯邦失業救

濟金在周五到期濟金在周五到期。。

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佩洛西（（Nancy PelosiNancy Pelosi））
週五拒絕了暫時延長增加失業救濟金的提議週五拒絕了暫時延長增加失業救濟金的提議，，
該提議將於該提議將於77月月3131日到期日到期，，而國會仍在繼續研而國會仍在繼續研

究新的冠狀病毒救濟法案究新的冠狀病毒救濟法案。。

麥康奈爾已將談判任務傳給了財政部長姆努欽麥康奈爾已將談判任務傳給了財政部長姆努欽（（MnuchinMnuchin））和白宮辦和白宮辦
公廳主任梅多斯公廳主任梅多斯（（MeadowsMeadows），），與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與眾議院議長佩洛西（（PelosiPelosi））和參和參

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SchumerSchumer））進行談判進行談判。。

共和黨人宣布了在下一次冠狀病毒救助計劃中削減每週共和黨人宣布了在下一次冠狀病毒救助計劃中削減每週600600美元失業美元失業
率的計劃率的計劃--但民主黨人抨擊數百萬人但民主黨人抨擊數百萬人““減薪減薪3030％或更多％或更多””的的 計劃計劃。。

川普政府為加速疫苗生產和分發而做出的努川普政府為加速疫苗生產和分發而做出的努
力力，，正在研究如何將正確數量的劑量快速運正在研究如何將正確數量的劑量快速運

送到將要進行疫苗接種的任何地方送到將要進行疫苗接種的任何地方。。

Moderna Inc.Moderna Inc.和和Pfizer Inc.Pfizer Inc.上週開始測試上週開始測試，，最終最終
將分別包括將分別包括3030,,000000名志願者名志願者。。

FauciFauci博士說博士說，，到到20212021年年““幾個月幾個月””就可以就可以
廣泛使用廣泛使用COVID-COVID-1919疫苗疫苗。。

幾週前幾週前，，美國研究人員在對一種實驗性冠狀病美國研究人員在對一種實驗性冠狀病
毒疫苗的測試中將第一劑給了第一人毒疫苗的測試中將第一劑給了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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