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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pushes anti-immigrant message 
even as coronavirus dominates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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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NEW YORK (Reuters) -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powering ahead with his anti-immigra-
tion agenda, even as voters say they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the economic destruc-
tion it has wrought.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 won the White House in large 
part due to his hard-line stance on immigration, a bedrock 
issue that animates his base. His administration has main-
tained that focus despite intense pressure to respond to the 
world’s worst coronavirus outbreak and nationwide pro-
tests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and racism that have fueled a 
summer of discontent.

Trump has amplified new issues this election cycle, 
including law and order in the wake of the protests, and 
unsubstantiated claims that a surge of mail voting due 
to coronavirus concerns will lead to widespread fraud. 
Still, he has instituted sweeping new immigration policies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made it a campaign advertising 
priority on Facebook.

Recent policy changes include broad shutdowns of 
America’s legal immigration system, such as blocking the 
entry of a range of temporary foreign workers and some 
applicants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With Trump trailing in 
the polls, the White House is preparing further restrictions 
in the run-up to the Nov. 3 election, according to Stephen 
Miller, the architect of Trump’s immigration agenda.

Inside C2

FILE PHOTO: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aves as he 
tours a section of 
new U.S.-Mexico 
border wall built in 
San Luis, Arizona, 
U.S., June 23, 2020. 
REUTERS/Carlos 
Barria

In an interview with Reuters, Miller said Trump’s tough stance 
will contrast with that of his Democratic challenger Joe Biden. 
Permissive immigration policies, Miller claimed, will prove a 
“massive political vulnerability” in the coming election.

In a new television ad that launched on Tuesday in the ear-
ly-voting battleground states of Arizona, Florida, Georgia, 
North Carolina and Wisconsin, the Trump campaign warned 
that Biden’s support for legalizing millions of immigrants 
living in the country illegally would subject American workers 
to more competition in a dismal job market.

The strategy has baffled some Republican strategists, who 
say the election will be decided mainly on bread and butter 
issues. Trump’s sagging fortunes are bound to the U.S. failure 
to tackle coronavirus, which has killed more Americans than 
World War One and caused the U.S. economy to contract at its 
steepest pace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Trump’s use of immigration to energize his core supporters and 
shift the conversation away from the crises facing the coun-
try could alienate swing voters, according to Alex Conant, a 
Republican strategist.

RELATED COVERAGE
Factbox:How Trump followed through on his immigration 
campaign promises
“If he’s not talking about the pandemic or the economy, he is 
not talking about what Americans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Conant said.

In an analysis conducted for Reuters, the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a Washington-based think tank, said that before the 
pandemic, the administration was making immigration policy 
changes at a rate of about one every three days.

During the pandemic, this has increased to about one every 
two days, a tally that includes both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immigration system and logistical moves, such as 
temporarily closing offices that process immigration 
applications.

“You would expect it to take a back seat to the 
massive public health and economic crises under COVID,” 
said Sarah Pierce, a policy analyst at the institute. “Instead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just as active on immigration as ever.”

ANTI-IMMIGRATION ADS

White House and Trump campaign officials say they’re con-
fident the president’s tough immigration stance is a winner. 
More actions are likely before the election, including finalized 
rules that would greatly limit access to asylum, and measures 
to help protect U.S. workers from competition with skilled 
foreigners entering the country on H-1B visas.

Those moves could sway some voters if they are framed 
around the pandemic and economic recovery, according to a 
new Reuters/Ipsos poll conducted July 31 to Au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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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coronavirus continues to spread rapidly 

throughout the U.S. and beyond, many are wondering: 

How on earth will this end? In an interview televised 

this week, President Trump reiterated his belief that 

sooner or later the virus will burn itself out. “I will 

be right eventually,” the president told Fox News host 

Chris Wallace. “It’s going to disappear, and I’ll be 

right.”

But scientists are increasingly of the view that this 

virus will not disappear. In interviews and correspon-

dence with more than a dozen researchers around the 

world, NPR found that the vast majority believes the 

virus will persist at some level for a long time in places 

like the U.S. and Europe. And until there is an effec-

tive vaccine in widespread use, levels of immunity 

will never be high enough to achieve what’s called 

herd immunity, these researchers say. That’s the tip-

ping point at which the disease begins to burn itself 

out because so many people are immune that it can’t 

continue to spread. These scientists’ view that the vi-

rus will persist is based on growing evidence that im-

munity may not be as straightforward as first assumed 

and that the virus is spreading relatively slowly, while 

continuing to sicken and kill. A vaccine could still pre-

vent the illness or reduce its severity, but it’s likely 

even that won’t wipe COVID-19 from the globe.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with us probably forever at this 

point,” says Devi Sridhar, a professor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It’s going to be 

with us, and it’s how we decide to live with it.”

The “take it on the chin” approach

The idea of herd immunity has been around for de-

cades. In the past, it has been used to describe an effect 

seen with vaccination — if vaccination rates for mea-

sles are high, for example, a single case cannot spread 

far into a community. The “herd” of people is protect-

ed even when not everyone has received the vaccine. 

But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the idea of 

natural herd immunity took hold in some circles.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advise social distancing 

strategies and masks, in part because the latest ev-

idence suggests that catching the coronavirus, even 

if you’re young, is risky business. A significant por-

tion of COVID-19 survivors suffer fatigue, blood 

clots, fevers and other symptoms for weeks and 

months after clearing the infection. Josh Edelson/

AFP via Getty Images

The theory, broadly speaking, is that should enough 

people become ill and then immune, the entire popu-

lation will be protected. Estimates vary widely, but it’s 

generally thought that somewhere between 50% and 

80% of a given population would need to have been 

infected by the coronavirus before such natural herd 

immunity could be achieved. Herd immunity holds ap-

peal in part because it does not require radical action 

such as social distancing.

“If the thing that is most important to you is not dis-

rupting the economy, is not shuttering small business-

es, is not causing economic instability so that people 

cannot eat — that is the solution you are going to 

glom onto,” says Jeffrey Shaman, a professor of en-

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City. It was for those reasons that the 

conservative U.K. government toyed with the idea of 

herd immunity back in March, Sridhar says. Scientific 

advisers thought it would be futile to try to stop the 

coronavirus. Instead, some suggested trying to slow 

infections just enough to avoid overloading hospitals, 

while allowing the virus to spread through the popula-

tion. It was the “take it on the chin” approach, as de-

scribed by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Sridhar says 

the U.K.’s pandemic 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back 

then was working from a playbook based on the flu. 

But COVID-19 is not the flu, and calculations showed 

that pursuing herd immunity would cause many thou-

sands of deaths. The government hastily abandoned 

the strategy almost as soon as it had been floated. 

Sweden has not closed bars and restaurants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result has been more cases of 

coronavirus infection. But far fewer people are im-

mune than would be needed for Sweden to achieve 

herd immunity.Martin von Krogh/Getty Images

Sweden’s experience

Across the North Sea, however, Sweden continued to 

pursue an approach with the potential to achieve herd 

immunity — though the government never stated it as 

a goal. Swedish authorities recommended taking pre-

cautions at an individual level and banned gatherings 

of more than 50 people, but the nation stopped short 

of ordering restaurants and bars closed. In April, the 

Swedish ambassador boasted that Stockholm might 

achieve herd immunity by the end of May.

That never happened, Sridhar says. “Sweden is stuck 

at 6% for months now,” she says, in reference to the 

percentage of residents who have antibodies to the 

coronavirus. Meanwhile, the country has suffered eco-

nomic devastation and far higher death rates than its 

Nordic neighbors.

The main reason herd immunity hasn’t been achieved, 

she suspects, is that to get there, many millions of 

Swedes would have to catch COVID-19. That could 

happen in the abstract, but in reality, most individu-

als deliberately try their hardest to avoid contracting 

the disease. “Nobody wants to be part of the herd,” 

she says. Sweden is hardly alone. In many countries, 

blood tests for antibodies — a sign somebody has been 

infected with the coronavirus — find that the percent-

age of the population that tests positive for this indica-

tor of immunity is in the single digits.

“The example I like to think about is South Korea, 

which has 50 cases [of new infection] per day right 

now. If they were to hold on for another thousand 

days, which is three years, they would have 50,000 

cases, which is 0.1% of their population,” says Sha-

man.

U.S. health care system would buckle

Even in the U.S., at 60,000 cases per day, it would take 

at least until 2021 — and possibly years of filled hos-

pitals and morgues — before the requisit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Americans were infected.

“I think if you were to just let this process occur, it’s 

very difficult to project the number of deaths, but I 

think we’re certainly talking north of a million, proba-

bly much more,” says Dr. Joshua Schiffer,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Vaccine and Infectious Disease Divi-

sion at the 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in 

Seattle. As a practical matter, the U.S. health care sys-

tem would buckle while trying to care for that many 

sick people, says Dr. Nahid Bhadelia, who directs the 

Special Pathogens Unit at Boston Medical Center. 

“It’s unlikely we can achieve natural herd immunity 

without completely using up physical and human re-

sources,” she tells NPR.

Questions remain about waning immunity and re-

infection

But recent evidence suggests there is yet another rea-

son immunity levels may not be rising beyond a few 

percent — the protective immunity an individual gains 

after becoming infected with the coronavirus may fade 

with time. An antibody test for the coronavirus can in-

dicate whether someone has been infected, but it’s just 

one measure of immunity, researchers say. How robust 

that immunity is and how long it lasts are still open 

questions. Simon Dawson/AP

Two studies now show that coronavirus antibodies, a 

key aspect of a person’s immune response, can disap-

pear over a matter of months. The results are hardly 

conclusive, and to date there has been no scientific 

proof of reinfections, but they have precedent. Sha-

man says studies that his group has conducted of other 

common coronaviruses show they can reinfect people. 

By tracking infected New Yorkers, Shaman was able 

to show, for example, that coronaviruses that cause the 

common cold sometimes reinfected the study’s partic-

ipants more than once.

“Some of them were four to eight weeks separated 

— that’s rapid, and that might have been a relapse [of 

the same infection],” he says. “But others we know 

are different — they were eight to 11 months apart.” 

The corona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hasn’t been 

around long enough in most places to cause reinfec-

tions, but that may change this fall and winter.

“If it’s like other coronaviruses ... we’re going to start 

to see some of those reinfections in the next six to 12 

months” says Greta Bauer, an epidemiologist at West-

ern University in Ontario.

Antibodies are not the only way the immune system 

fights a disease like COVID-19, and it may be that oth-

er types of immune cells ramp up to quickly fight off 

infection. But if people can be mildly reinfected, then 

herd immunity simply would not work.” (Courtesy 

https://www.np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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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d Immunity Is Not An Answer
Without A Vaccine, Researchers Say,
Herd Immunity Cannot Be Achieved

A man wearing a protective mask walks next to travelers as they line up to board 
a boat in Stockholm, Sweden. (Jonathan Nackstrand/AFP via Getty Images)

Stay Home!          Wear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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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ator Kamala Harris has officially
teamed up with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to run i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is represents that in our great
nation, every citizen and race has the
opportunity to lead this country.

Harris was born and raised in Oakland,
California. Her father was an immigrant
from Jamaica and her mother was from
India. Both of them like most of us came
to America to seek a better education
and a better life. Harris represents the
immigrant family and the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good education and a don’t
complain and never give up attitude.
Even when she was at an early age, a

lot of kids still discriminated against her
and her sister because of their strong
and hard work attitude. But this also led
her to become an attorney and took her
all the way to the U.S. Senate. Her story
has really become a model for all
American immigrants.

Whether the Biden-Harris ticket can win
or not is still an unanswered question for
Biden. But because Harris has partnered
with him it definitely was the best choice.

Becaus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already attacked our community for over
half of the year, a lot of young kids have
gone back to school with great risks.

People don’t have full confidence with
the new Russia vaccine. The American
death total is now way over 160,000.
This is a national tragedy for all of us.

We as ordinary citizens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say or what to do. We all
hope that the 2020 election will bring us
new hope.

0808//1414//20202020

Kamala Harris OfficiallyKamala Harris Officially
On Biden TeamOn Biden Team



The frame of a car stands burned as a fast-moving wildfire, called the Lake 
Fire, burns in a mountainous area of Angeles National Forest north of Los 
Angeles, California. REUTERS/Patrick T. Fallon

A section of the bulk carrier ship MV Wakashio, belonging to a Japanese company but Pan-
amanian-flagged, ran aground on a reef, is pictured at the Riviere des Creoles. REUTERS/
Reuben Pil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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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miley face is seen carved into the head of a sunflower in a field in Dunham Massey, Britain. 
REUTERS/Phil No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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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rrives to addresss a briefing o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REUTERS/Kevin Lamarque  

A view shows damage to a building and cars in the aftermath of a massive explosion at the port of 
Beirut, Lebanon. REUTERS/Hannah McKay

A health worker in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collects a sample using a 
swab from a person at a local health centre to conduct tests for the coronavirus in the 
old quarters of Delhi, India. REUTERS/Adnan Abidi  

Palestinians burn cutouts depicting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Abu Dhabi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Zayed al-Nahyan and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deal with Israel to normalize relations, in Nablus in 
the Israeli-occupied West Bank. REUTERS/Raneen Sawafta    

Democratic U.S.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Kamala Harris is seated in front of a chart tracking reported corona-
virus cases as she participates in a briefing on the pandemic with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during a campaign stop in 
Wilmington, Delaware. REUTERS/Carlos Bar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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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G Vaccine, Common-
ly Used For TB, May Ease 

COVID-19 Symptoms 

The new flu strain is similar to the 
swine flu that spread globally in 

2009
NIJMEGEN, Netherlands — As nations 
race to develop a vaccine for COVID-19, 
a treatment for tuberculosis may provide 
a vital stopgap for millions. A new study 
finds the Bacille Calmette-Guerin (BCG) 
vaccine not only stimulates the immune 
system, but vaccinated patients are also 
seeing fewer symptoms of the corona-
virus. A team from Radboud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says it has actually been 
testing BCG since 2017. At the time, 
researchers were seeing how the vaccine 
affects the human immune system. Now 
that COVID-19 is sweeping the globe, 
they’re finding study participants are stay-
ing healthier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study reports participants in the Neth-
erlands who received the BCG vaccine are 
not getting sick more often or becom-
ing seriously ill during the country’s 
COVID-19 outbreak. Researchers add 
there was a lower number of sick people 
between March and May 2020 among 
BCG-vaccinated patients. Those subjects 
are also reporting fewer cases of extreme 
fatigue.
What is BCG?
Bacille Calmette-Guerin is the most wide-
ly administered vaccination in the world. 
Originally created to fight tuberculosis, 
study authors say the drug was found to 
also provide a long-term boost to immune 
health. The vaccine is now considered an 
effective treatment against other condi-

tions. Due to BCG’s reputation for pro-
viding “trained immunity,” the Radboud 
team isn’t surprised vaccinated people are 
seeing better health in 2020.

Can it beat COVID-19 or is this 
just coincidence?
The study cautions that the results don’t 
prove the BCG vaccine can fully protect 
the public from coronavirus. Researchers 
say more studies need to be done on how 
BCG interacts with COVID-19.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nfirm that someone 
who has been vaccinated with BCG does 
not experience any increased symptom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says 
Professor Mihai Netea in a media release.
“Although we see less sickness in the 
people who have had the BCG vacci-
nation, only the ongoing prospective 
BCG vaccination studies can determine 
whether this vaccination can help against 
COVID-19.” ThIS study appeared in Cell 
Reports Medicine.

#2
Alcoholism Drug Disulfiram 

Shows Good Potential As 
COVID-19 Treatment

MOSCOW – The drug disulfiram is a 
common treatment for alcoholism due 
to its ability to produce a number of 
unpleasant effects after drinking. From 
headaches, to nausea, to sweating, it 
works by essentially causing an imme-
diate hangover. Now, Russian chemists 
suggest that disulfiram may also be useful 
in treating COVID-19. Researchers in 
Moscow say molecular modeling is focus-
ing on identifying structural components 
in SARS-CoV-2, the virus responsible for 
COVID-19. The work is looking for areas 
that can be targeted to slow down or stop 
virus from replicating. The study reveals 
that disulfiram and another drug, nerati-
nib, have a special ability to lock on and 
possibly deactivate SARS-CoV-2.

Finding COVID-19’s weak spot
The Russian team also focuses on SARS-
CoV-2 components that are resistant to 
mutation. Mutation resistance is important 
in antiviral drug development because 

viruses commonly adapt to antibiotics. If an 
antiviral drug targets a viral component that 
is prone to mutation, then the drug may not 
work once the virus mutates. A key SARS-
CoV-2 enzyme called M pro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controlling viral replication and is 
also mutation resistant. This makes it an ex-
cellent candidate target for COVID-19 drugs. 
However, blocking M pro is not easy.

 (© luckybusiness - stock.adobe.com)
In many cases, antiviral drugs bind or “dock” 
to specific components of a virus known 
as “active sites.” Researchers say normal 
docking doesn’t work for SARS-CoV-2. To 
resolve this dilemma, the chemists used a 
technique they developed shortly before the 
pandemic began, known as “on-top docking.”
“We decided not to focus on the previously 
described active site, but to investigate the 
whole surface of M pro protein with many 
medications, hoping that the big calculation 
powers would return useful ‘dockings,’” says 
HSE University’s Igor Svitanko in a media 
release.
Disulfiram shows strongest potential
Using their model of SARS-CoV-2, the re-
searchers were able to screen a huge database 
of FDA-approved medications to see which 
ones might be able to dock to M pro and 
deactivate it. Their search reveals sulfur-con-
taining drugs, such as disulfiram, are able to 
lock on to the active site of M pro very well. 
The team adds that neratinib, an experimental 
breast cancer drug, shows the same ability. 
Once the two drugs were identified, scientists 
Reaction Biology Corp. in the United States 
set to work validating the modeling data. 
These experiments demonstrate that disul-
firam successfully inhibits M pro. Although 
the experiments find that neratinib also acts 
on M pro, its impact is not strong enough for 
it to have any clinical potential.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team plans to use 
their molecular modeling approach to iden-

tify potential treatments for other diseases. 
(Courtesy studyfinds.org) The study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Mendeleev Commu-
nications.

#3
Repurposed Drug Shows Prom-

ise For Treating COVID-19 
Inflammation

Yale clinicians report promising results 
after treating COVID-19 patients at Yale 
New Haven Hospital (YNHH) with a drug 
that reduces hyperinflammation in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immunotherapy. The 
team initially gave the drug, tocilizumab, to 
the most severely ill COVID-19 patients — 
specifically, those experiencing a dangerous 
immune response known as a “cytokine 
storm” — and it appeared to improve 
survival rates, especially among patients 
requir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
Encouraged, the clinicians began ad-
ministering the drug to less severely 
ill COVID-19 patients, with the aim of 
helping them avoid the need for ventila-
tion. Although the hospital saw a surge in 
COVID-19 patient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from March 10 to April 21), there was no 
parallel surge in ventilator use, suggest-
ing the drug was effective in managing 
dangerous inflamm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disease, they said. The clinician-researchers 
report their results in the June 15 edition of 
the journal Chest.

“Because this was not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we can’t say that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tocilizumab had a survival 
advantage,” said lead author Dr. Christi-
na Price, assistant professor of medicine 
(immunology), “but compared to other 
published data on survival and mechanical 
ventilator outcomes, [patients at Yale] seem 
to be doing better.” 
The hyperinflammation that happens in 
some cancer patients as a result of T-cell 
immunotherapy resembles the “cytokine 

storm” in COVID-19, Price said. During 
the “cytokine storm,” or Cytokine Releasex 
Syndrome (CRS) the body’s immune 
system overreacts, and immune cells and 
fluid flood into the lungs, Price said. This 
condition leads to respiratory failure and 
death in the most severely ill patients. The 
researchers hypothesized that tocilizumab 
could suppress CRS to reduce life-threaten-
ing inflammation and prevent patients from 
need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
“We chose this drug for biologic reasons,” 
said Price. “The combination of reports 
from small clinical ser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suggested that tocilizumab might 
treat severe inflammatory responses in 
COVID-19 patients. Our expertise with its 
use at Yale and with the evolving use of 
biologics for immune dysregulation plus 
the drug’s availability guided this decision.” 
(Courtesy news.yal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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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THERAPIES FOR COVID-19 THA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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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商业重要还是农业重要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第一个分歧，

就是关于美国经济的看法。

汉密尔顿坚信，在不远的将来，工

商业，尤其是工业，一定会成为经济的

主要支柱。虽然刚独立的美国有90%的

人口是农业人口，只有不到5%的人居住

在城市，整个国家的经济支柱完全依靠

农业。但汉密尔顿依然相信，未来的美

国一定是一个由制造业、贸易和城镇化

共同驱动的商业共和国。

汉密尔顿坚信，美国的存亡取决于

能否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制造业。一个强

有力的制造业能为美国打造强大的军队

让他足以自保，同时，制造业还会带动

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飞速进步会加速

国家的繁荣。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

到：一个商业为本的共和国可以收获更

多成功，银行家可以把资金投入使用效

率最高的领域，企业家可以发明出新的

机器。经济的发展也将促进社会品行的

进步——原本受出身限制而只能在田地

里劳作的农民，将获得充分开发个人能

力的机会。

他曾写道：“当一个社会中拥有了

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产业时，每个人都可

以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并将自己

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从事专业工作。

而杰斐逊则认为汉密尔顿完全是胡

扯，他认为美国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广

袤的土地，这土地不断吸引农民前来劳

作，而农民的劳作繁荣了这个国家。他

甚至说：“农民是最高贵，最具德行的

群体，创造历史的是在泥土中劳作的人

，而不是骑在马上的绅士。” 他认为

美国的成功仰赖于自耕农的高尚品德和

自律精神，一个由无数农村组成的自治

社会才是美国的样板，而汉密尔顿主张

的工商业只会破坏农村，并产生大城市

，而城市生活一向会使人堕落，他甚至

将城市的市民称作有害的暴民。

二、强政府还是弱政府

因为对经济的看法不同，这直接导

致了两人对于政府的看法也大相径庭。

发展工商业远比发展农业要复杂，

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他需要政府

发行货币，对经济进行调控，还要和外

国进行谈判，协定关税，保障贸易的畅

通。而制造业的发展更需要政府对于私

有财产和知识产权的强力保护。同时工

商业的流通需要政府建设强大的基础设

施。

工商业的行业属性决定了美国需要

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此汉密尔顿

的政见，几乎全是如何构建一个强大高

效的中央政府，包括：以英格兰银行为

模板成立一家中央银行，管理一个强健

的货币体系；通过征收关税增加财政收

入；建设一个统一的市场，鼓励社会劳

动分工；让一位“精力充沛的执行官”

来强化商业准则的执行。这些都是相当

有远见的举措，对于增强美国国力，促

进美国的现代化，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虽然汉密尔顿的计划非常完美，但

是杰斐逊却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汉密

尔顿的行为无异于暴政，正在重复英国

人的暴行，他坚信汉密尔顿的政策只会

让政府和投机商人的权力越来越大，并

让他们凌驾于人民之上，而最终他们会

奴役整个国家。他认为美国应该维持独

立前的状态，甚至应该继续加强州的权

力，他理想中的美国是一个以自耕农为

基石，实行各州高度自治的农业国，这

样一个原始朴素的国家，当然不需要强

大的中央政府。

杰斐逊如此憎恶汉密尔顿的立场，

以至于称呼他为：“一个苏格兰流动商

贩下流的私生子。”但是杰斐逊绝不会

想到，此时他还在侮辱汉密尔顿，但等

到自己成为总统时，竟然成为了汉密尔

顿的坚实信徒。

三、汉密尔顿胜出：杰斐逊也成了联邦

信徒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冲突如此之大

，以至于他们的政见完全相反，这里面

或有私人恩怨（杰斐逊一向嫉妒华盛顿

对汉米尔顿的宠爱），但更多的还是理

念上的巨大冲突。汉密尔顿出生于西印

度群岛，生在一个单亲家庭，而且幼年

丧母，他自己一个人四处打工，才得以

糊口，这使得汉密尔顿对于工商业极有

好感。而杰斐逊出生在一个农场主家庭

，家里良田万亩，奴隶无数，这使得他

非常痴迷于农业和奴隶制。出身于闭塞

乡村而且生活优越的他起初并不能理解

汉密尔顿的良苦用心。

但是在杰斐逊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

后，他反而理解了汉密尔顿，并逐渐推

行汉密尔顿的政策，成为了自己政敌的

信徒。因为美国面临的实际情况使得必

须建立一个高效的中央政府，其中首当

其中的就是债务问题。

独立战争结束时，美国国民收入下

降了30%。美国政府还欠下了多达5100

万美元的债务，而1812年的第二次独立

战争，更是耗费了1.58亿美元。而当时

，英美正在打贸易战，这使得关税，这

一政府财源的重要来源，完全被切断，

为了挽救政府的财政，要么建立统一的

征税制度，要么发行国债筹措资金，而

这两项，都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面对

这些难题，杰斐逊只能沿用汉密尔顿的

政策，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没有强力的中央政府，美国不可能

解决财政问题，甚至连一支军队都无法

维持，这样虚弱的美国，不可能保障自

己的安全与发展。杰斐逊意识到了这一

点，因此，在就职演说说，他开始澄清

自己和汉密尔顿一样是个联邦主义者，

并且和他没有原则上的冲突，而他在任

总统期间最大的功绩就是购买了路易斯

安那。当时，拿破仑以1500万美元（相

当于每英亩3美分）的价格欲将路易斯

安那出售给美国。但当时的美国财政困

难，无力购买，而且很多议员还认为兼

并领土是非法的，于是杰斐逊绕过国会

，强推法案，并且举债购买路易斯安那

，这才让美国领土扩大一倍。

事后证明，这一决定无比正确，对

美国的未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俗话说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杰斐逊在意识到

形势的严峻后能迅速调整策略，执行汉

密尔顿的方针，将国家利益放在个人恩

怨之上，不愧为伟大的总统。

虽然杰斐逊最后与汉密尔顿在政见

上达成了和解，但是这不意味着两人代

表的争执就此结束。杰斐逊代表的美国

南方依然固守农业和奴隶制，与强调工

商业和自由雇工的北方差异越来越大，

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南北战争，造成了

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血。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执，在今天

的共和党民主党身上，仍然依稀可见

……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交锋
决定美国命运的世纪大辩论

人民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应该让他们听到一切真实和虚伪的东西，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倘使让我来决定，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政府而不要报纸呢

，还是应该有报纸而不要政府，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

——托马斯.杰斐逊

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但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并没有多长时间享受胜利的喜悦。他们深知，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不仅是驱赶作

威作福的英国政府，更在于建立一个与旧大陆迥然不同的新型国家。

他们之所以反抗英国，就在于英国不尊重他们的权利与自由，波士顿倾茶事件不过是表面上的导火索，美国人真正厌恶的，不是英国政府加税，

而是英国政府不经他们的同意就擅自加税，并剥夺他们贩卖私茶的权利。美国人坚信无代表不纳税，既然英国议会中没有殖民地的代表，那么英国政

府针对殖民地的所有法令都是非法的、无效的。既然母国不曾给予他们同等的公民权，那么他们也无须对母国尽责。

因为对于自由近乎偏执的追求，美国人对于大政府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因此，美国领袖们起初讨论的重点，都在于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如何防

止出现像英国政府那样强大蛮横的政府，为此，他们甚至甘愿牺牲政府的效率。

其中，最为极端的反政府主义者就是托马斯.杰斐逊，他是美国第一任国务卿和第三任总统，他最大的名言就是：如果让我在报纸和政府之间进行选

择，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在杰斐逊看来，中央政府本身就是邪恶的存在，美国应该是一个由各州高度自治的农业国。

而另一位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则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未来的世界迟早是工商业的天下，而工商业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国家需要外交和财政，这些都需要一个

高效的中央政府进行统辖。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们两人遂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们论辩的结果决定了美国今后的历史。

“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5日表示。从数

字上看，这一结论毫无疑问，截至5日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480万；

从另一角度看，这场疫情给美国带来的

变化远超过表面的数字，有些变化是短

期的，有些则以不可挽回的方式改变着

美国社会。

戴口罩吗？新的习惯在养成

戴口罩是美国人最明显的变化。从

被抗拒到被逐渐接受，口罩在美国的推

广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美国人为什么不戴口罩？说法不一

。有美国朋友称，自己从小受的教育就

是生病了才需要戴口罩；也有人说以前

在公共场所戴口罩会被误认为犯罪分子

。不管怎样，美国人确实没有日常长时

间戴口罩的习惯和传统。

然而，经过近半年的疫情洗礼，新

的习惯正在养成。记者所在的华盛顿特

区，以及周边的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

，人们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已经成为常态

，很多老年人即便在行人稀少的街上步

行锻炼也会戴口罩。

现在电商网站上的畅销产品就是形

形色色的“面部遮盖物”——姑且称之

为口罩，不管防疫效果如何，至少满足

了美国人个性化的需要。

最重要的转变来自政府的态度，特

别是特朗普本人，他上个月首次在公开

场合戴口罩，并称此举为爱国行为。本

周，特朗普竞选团队在发给支持者的信

中称“戴口罩的是爱国者”，特朗普的

“180度大转弯”势必影响其支持者对口

罩的态度。尽管在多个州，“强制口罩

令”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但随着疫情的

发展，戴口罩防止病毒传播的概念已经

逐渐深入人心。《纽约时报》7月进行

的一项调查显示，59%的美国人表示自

己经常戴口罩。

行业纷纷迎来变局

另一项重要的变化就是居家办公。

美国从3月中旬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各

地陆续“封城”，远程办公成为了不得

已的选择。

仅过了一个多月，到4月底，就有

多个州在联邦政府的“鼓励”下逐步开

放，然而匆忙的重启造成了病例飙升，

很多地方的经济活动再次停止，企业也

再次退回居家办公。就这样，原本计划

执行几周的临时举措，变成了在可预见

的将来都会延续的长期做法。

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布鲁姆

（Nicholas Bloom）统计，美国只有四分

之一的劳动力继续到工作单位上班。硅

谷的一些高科技企业甚至计划让员工永

久远程办公。

居家办公变为常态，势必对经济活

动甚至城市的发展都造成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一些行业的经营已经发生

变化。以酒店业为例，疫情导致入住率

和营收断崖式下跌，一些酒店纷纷发挥

创造力，绝境求生。佛罗里达州的一家

威斯汀度假酒店将部分套房改成设备完

善、风景优美的办公室，以吸引居家办

公的高端人士，引起同行纷纷效仿；纽

约时代广场洲际酒店则提供俯瞰曼哈顿

的定制版“家庭办公室”，每周租金

1000美元。

人们对电商的需求大涨，推动快递

行业快速发展。记者日前在华盛顿采访

的一家餐馆取消堂食，改为外卖，生意

不降反增。美国最大的电商企业亚马逊

计划在多地新建配送中心，并大量招收

分拣和快递人员。

即时通信和远程会议软件等成为最

大的受益者，也带动美国互联网企业股

价的高涨，甚至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

克指数接连创新高。

美国很多地区的自行车脱销，用财经

网站“市场观察”的话来说，这是自行车

销售几十年来难得一见的繁荣。纽约的自

行车商杜福斯（Larry Duffus）对本台记者

表示，他的600辆库存早已销售一空；缅因

州的一家车商汤利（Townley）则形容：

“人们就像抢购厕纸一样抢购自行车。”

《福布斯》七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即使疫情结束，也只有四分之一

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回去办公室上班。更

多的人希望能继续全部或部分居家办公

，理由是节省通勤时间、能更好地平衡

家庭与工作等；特别是那些以个体劳动

为主的工作者更是认为，居家办公更容

易集中精力思考。《福布斯》认为，疫

情冲击的是企业传统的文化和经营思路

，为员工提供更弹性的工作机制将有利

于提高生产率和员工的敬业程度。

加速社会的分化

这场疫情给美国带来最深刻的变化

则是加速社会的分化：是否应该重启经

济、学校该不该复课、应不应该强制戴

口罩。这些问题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乃

至对立，对疫情的不同看法甚至比疫情

本身带来更大的破坏。

围绕如何抗疫，政府与专家频频发出

矛盾的信息，令普通人无所适从。反智、

反科学的言论充斥着舆论，甚至这个国家

最权威的传染病专家福奇竟然面临死亡威

胁。福奇5日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有

人对他的家庭发出死亡威胁，骚扰他的女

儿，以至于他不得不雇用安保人员，“这

场危机让一些东西浮出水面，让好人和坏

人都冒了出来”，福奇说，“这个国家让

人有点反科学的感觉。”

“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是如何陷

入这种悲惨境地的，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暴露出一个国家长久以来的缺陷和裂痕

。”“暴露了美国领导能力的断档、政治

两极分化、对公共卫生的投资不足以及持

续的社会经济和种族不平等现象。”

疫情正在悄悄改变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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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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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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壹餐廳戶外透明半球形隔離餐位吸引食客舊金山壹餐廳戶外透明半球形隔離餐位吸引食客

美國加州舊金山壹家日本餐廳在門外設置了三個透明半球形隔離餐美國加州舊金山壹家日本餐廳在門外設置了三個透明半球形隔離餐
位位，，吸引食客體驗吸引食客體驗。。為減緩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播為減緩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播，，舊金山的餐廳目前不舊金山的餐廳目前不
能開放室內就餐能開放室內就餐，，很多餐廳在戶外設置了餐位很多餐廳在戶外設置了餐位，，供食客就餐供食客就餐。。

““朱諾號朱諾號””拍攝木星新照拍攝木星新照
大氣層產生淺層閃電大氣層產生淺層閃電

美國宇航局近日公布了美國宇航局近日公布了““朱諾號朱諾號””探測器拍攝的木星最新影像探測器拍攝的木星最新影像，，捕捕
捉到木星大氣層特有的捉到木星大氣層特有的““蘑菇球蘑菇球””雲層雲層，，並產生了淺層閃電的現象並產生了淺層閃電的現象。。

多倫多動物園巨魔芋開花多倫多動物園巨魔芋開花
遊客尋遊客尋““臭臭””觀花觀花

小遊客在加拿大多倫多動物園參觀壹株正在開花的巨魔芋時小遊客在加拿大多倫多動物園參觀壹株正在開花的巨魔芋時，，捏住鼻子以避捏住鼻子以避
其臭味其臭味。。巨魔芋花朵巨大巨魔芋花朵巨大，，但壹般需但壹般需66至至1010年才會首次開花年才會首次開花，，因其開花時會散因其開花時會散
發惡臭發惡臭，，巨魔芋又被稱為巨魔芋又被稱為““屍花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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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陳
可
辛
監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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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導演陳可辛監制、張冀任劇本監制、許

宏宇執導，劉昊然、彭昱暢、尹昉領銜主演

的電影《壹點就到家》發布定檔海報並首度曝

光演員造型。據悉，電影《壹點就到家》將延

續陳可辛導演《中國合夥人》的內核精神，打

造青春喜劇氣質濃郁的“合夥人”故事。該片

將於10月1日國慶節上映。

電影《壹點就到家》講述了魏晉北（劉昊

然 飾）、彭秀兵（彭昱暢 飾）、李紹群（尹

昉 飾）三個性格迥異的年輕人從大城市回到雲

南千年古寨，機緣巧合下合夥幹電商，與古寨

“格格不入”的他們用真誠改變了所有人，開啟

了壹段純真且荒誕的創業旅程。影片將鏡頭聚焦

在年輕壹代，延續“合夥人”的形式和精神。正

如導演許宏宇所說，“這個故事是對《中國合夥

人》的延續，合夥人那個年代大家都往國外走，

現在則是聚焦回到家鄉的年輕人，這是壹個神奇

的故事，年輕人回到家鄉尋找寶藏”。《壹點就

到家》立足於“走回來”與當下形勢不謀而合，

受疫情影響的電影行業，當下最需要的就是電影

人精益求精的堅定創作理念，讓觀眾重拾熱情走

回電影院。

監制陳可辛表示：“從《中國合夥人》開機

到現在已經有八年了，夢想和友情依然炙熱。

《壹點就到家》是當下的《中國合夥人》，三位

主演是年輕壹代裏很優秀的演員，他們飾演

的人物和《中國合夥人》裏的人物不論在人

設和人物軌跡上都很對位”。在主題上，

《壹點就到家》也延續了《中國合夥人》，陳

可辛表示，“他們在電影裏沒有糾結是自己改

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自己，他們不僅實現了

自己的人生進階，還用真誠改變了周圍的人，包

括古寨裏的同鄉”。

宋佳劉敏濤主演
《白色月光》定檔8月19日

網劇《白色月光》曝光

定檔預告，宣布將於8月19

日在優酷平臺播出。不到2

分鐘的預告，信息量巨大，

多個角色浮出水面。宋佳飾

演的職場女性張壹，事業家

庭雙豐收的完美人生，被壹

條曖昧短信攪亂。喻恩泰飾

演的家庭煮夫張鑫，看起來

二十四孝的好老公，似乎藏

匿了諸多秘密。劉敏濤飾演

的楊雁，更讓人充滿好奇，

既像張壹的閨蜜，又似乎在

執行跟蹤張鑫的任務。

據了解，《白色月光》

由出品過《白夜追兇》《十

日遊戲》的五元文化打造，

依然為12集精品短劇，劇情

與節奏都相當飽滿緊湊。與

其他劇集中的夫妻模式不同

，《白色月光》是“女主外

男主內”，女主張壹是壹位

建築設計師，在外打拼事業

，雷厲風行。丈夫張鑫則選

擇做壹位全職老公，照顧孩

子和家庭，溫柔體貼。看上

去是職業女性的最佳選擇，

卻讓張壹在意想不到的背叛

中潰不成軍。

對於女性而言，家庭與事

業雙全，難道真的是遙不可及

的夢想麼？本劇導演，同時是

壹位女性導演劉紫微坦言，這

部劇落腳點是女性的自我覺醒

與自我審視。如何在現實生活

中實現自己、成全自己，是本

劇真正想要傳達的內容。

《白色月光》由五元文

化出品，優酷、曲江影視聯

合出品，五百監制，劉紫微

執導，宋佳、喻恩泰、劉敏

濤、黃覺領銜主演，宋寧峰、

呂曉霖特別出演，付美、王

禛、範瑋主演，將於8月19

日登陸優酷“懸疑劇場”。

《妳好生活》特別節目播出 董卿暢談生活中的“人之美”
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綜藝頻道

、央視網聯合推出的新青年生活分

享類綜藝節目《妳好生活》播出特

別節目，備受觀眾期待的董卿作為

特邀嘉賓出鏡，分享自己的生活感

悟。隨著本期特別節目的正式播出

，《妳好生活》第壹季圓滿收官，

據尼格買提透露，第二季節目目前

已在籌備階段。

今年3月29日，《妳好生活》

第十二期開播，央視主持天團成員

受邀加盟，齊聚廈門，共同為第

壹季的尋覓生活之旅畫上動情句

號。然而有細心的觀眾發現，先

期節目預告中有關於嘉賓董卿的

內容並未出現在正片中，節目組

似乎藏有壹手“大招”沒有放出

，於是，“第十三期”的特別節

目成為《妳好生活》第壹季正式

收官前的最大懸念，更被觀眾日

常“催更”。

終於，《妳好生活》特別節目

“人之美”在8月9日晚間驚喜開播

。董卿如約在節目中亮相，與尼格

買提以“自然植物”切題，談生活

之道，感歲月初心，延續先前十二

期節目中，邊賞自然風光，邊尋生

活意義的表述主線。

與此同時，董卿的“驚喜亮

相”，使得當期特別節目在播出前

後，得到了觀眾熱烈反響。長久以

來，憑借不同節目中的出彩標簽，

董卿“才學多識”的形象已深入人

心，此番受邀參與《妳好生活》特

別節目的錄制，身著素雅淡裝的董

卿壹如既往的淡然平和，不經意間

展露出的學識涵養，又飽含著壹份

觀眾熟悉的堅韌與自信。作為多年

故友，尼格買提與董卿在本期節目

中喜悅重逢，不僅以花草植物對照

彼此，探討當今人類與自然的相處

關系，引出社會環保話題，更互相

坦誠身為節目制作人的心路歷程，

談及喜好，論及工作，金句頻出，

深思細究，皆含生活哲學。如此密

集有趣的信息量，令觀眾大呼“是

久違的《妳好生活》沒錯了！”

不僅如此，節目組還在本期節

目的結尾，以“致敬渺小”為名，向

在疫情中團結壹心、共克難關的每壹

個平凡人致以“不平凡”的贊頌之情

，用心程度之深，廣獲好評。那些娓

娓道來的暖心言語，如漫天星海，匯

聚成光，為妳我照亮黑暗，迎接希望

，重新擁抱美好生活。

隨著《妳好生活》特別節目

的正式播出，第壹季也正式迎來收

官。據悉，節目第二季即將煥新開

啟，關於新壹季節目的嘉賓陣容與

內容形式尚有待揭曉。但值得壹提

的是，在《妳好生活》特別節目的

片尾，有壹枚驚喜彩蛋引起了廣泛

關註：節目最後，尼格買提在後臺

偶遇撒貝寧、朱廣權及康輝，央視

boys組合成員默契開啟“群口相聲”

模式。四位“毒舌酷蓋”的搞笑互

動，令節目效果瞬間拉滿。精彩之

余，也令觀眾不由期待：四個人會

在《妳好生活》第二季中齊聚嗎？

總而言之，可以預見的是，

在即將和廣大觀眾見面的《妳好

生活》第二季中，尼格買提和他

的朋友們，會在全新而充滿驚喜

的旅途中，繼續分享更多有價值

、有新意的生活之道，將暖心與治

愈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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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索尼影業正式在推

特、臉書、微博等社交平臺開啟盛

大蜘蛛俠慶祝周（8.10-8.16）活動，

以紀念這位人氣爆表的漫威超級英

雄誕生 58 周年。早在上周 8 月 7 日

，索尼影業就已經在官方社交平臺

上發布了壹條小蜘蛛生日彩屑視頻

，為本次紀念周活動預熱，並瞬間

引發粉絲狂歡。不少粉絲在視頻評

論區送上花式祝福：“我愛妳，小

蜘蛛！”“生日快樂，我最愛的超

級英雄！”“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謝謝妳教會我這句話。”巧合的

是，2002年 8月 7日是首部《蜘蛛俠

》在中國內地上映的日子，因此今

年的8月 7日也是蜘蛛俠這壹超英在

國內銀幕上的“18歲成人紀念日”

。國內外粉絲共同慶祝，勢必掀起

壹波全球範圍內的蜘蛛俠熱潮。

蜘蛛俠是美國漫威漫畫旗下超級

英雄，由編劇斯坦· 李和畫家史蒂夫·

迪特科聯合創造，1962年8月10日初

次登場於《驚奇幻想》第15期。蜘蛛

俠全名彼得· 本傑明· 帕克，是美國的

壹名普通學生，畢業後成為《號角日

報》的記者。由於意外被壹只受過放

射性感染的蜘蛛咬傷，因此獲得了和

蜘蛛壹樣的超能力，包括超人般的耐

力、反應和速度。並發明了蛛網發射

器，從此化身蜘蛛俠守衛紐約。這是

美國漫畫突破性地首次以青少年為主

角，壹經推出便打動了全球無數年輕

讀者。

由於在漫畫中的頂流存在感，索

尼影業決定將蜘蛛俠從漫畫搬上銀幕

，於2002年推出首部蜘蛛俠電影《蜘

蛛俠》，從此開啟了壹段長達18年的

蜘蛛俠銀幕輝煌歷程。截止到目前，

已經上映的蜘蛛俠電影包括托比· 馬奎

爾主演的《蜘蛛俠》三部曲、安德魯·

加菲爾德主演的兩部《超凡蜘蛛俠》

、“荷蘭弟”湯姆· 赫蘭德主演的《蜘

蛛俠：英雄歸來》《蜘蛛俠：英雄遠

征》，以及獲得奧斯卡最佳動畫大獎

的《蜘蛛俠：平行宇宙》。從質量說

，這八部作品難得可貴地保持了較高

水準，豆瓣評分全部都在7.4分以上。

八部影片的全球累計總票房更是達到

了 驚 人 的

63.4 億 美 元

，是最能賺

錢的超級英

雄系列電影

之壹。其中

的最新壹部

《蜘蛛俠：

英雄遠征》

也是全球票

房最好的壹

部 ： 11.2 億

美元。從中

可以看出蜘

蛛俠 IP 與日

俱增的影響

力和吸金能力。

讓蜘蛛俠系列保持長青的關鍵

之壹在於每壹版都特色鮮明、各有

千秋。老版《蜘蛛俠》三部曲打破

了傳統超級英雄高大上的形象，而

聚焦在普通人彼得· 帕克身上，讓他

逐漸完成從壹個平凡記者到城市守

護者蜘蛛俠的轉變，在此過程中應

對著事業、愛情和蜘蛛俠身份等帶

來的挑戰，還原了壹個真實而非完

美的英雄形象。其中“能力越大，

責任越大”、“雨中倒掛吻戲”這

些名臺詞和名場面，也是不少蜘蛛

俠粉絲的童年回憶；《超凡蜘蛛俠

》系列則更加終於原著，將視角拉

回彼得· 帕克的高中時代，耍酷、獨

行俠的成分大大增加，是很典型的

青春片，再配以突飛猛進的頂級視

效，尤其受到年輕人歡迎；最新的

荷蘭弟版蜘蛛俠的娛樂性更強，更

加有趣，在荷蘭弟的精彩演繹下，

蜘蛛俠可愛的高中生形象呼之欲出。

他也不再是孤身壹人，而是在鋼鐵俠

等其他超級英雄的指導和幫助下，從

壹個“友好鄰居”逐漸成長為真正能

獨擔大任的超級英雄。動作和視效場

面的精細度和規模也有了質的飛躍；

《蜘蛛俠：平行宇宙》創造性地將漫

畫與CG技術完美結合，打造出六個

平行宇宙六個蜘蛛俠齊聚的奇觀，顛

覆想象，賺足口碑。

從1962年初登漫畫開始，蜘蛛俠

在這58年間經過壹系列漫畫、電影的

積累沈澱，早已成為擁有數億粉絲的

超級IP以及壹種文化現象。尤其在去

年最新的《蜘蛛俠：英雄遠征》打破

該系列票房紀錄後，蜘蛛俠的人氣更

是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點，也讓無

數粉絲更加熱切期待《蜘蛛俠：英雄

遠征》的續集可以帶來哪些新的驚喜

。相信此次慶祝周活動在為鐵桿粉絲

拉滿情懷值的同時，也會吸引新壹代

觀眾愛上這個常看常新的超級英雄。

《蜘蛛俠：英雄遠征》續集荷蘭弟版

《蜘蛛俠3》將於2021年12月17日北

美上映，敬請期待！

蜘蛛俠誕生
58周年

索尼影業開啟生日慶祝周活動

由環球影業和夢工場動畫公司

聯手打造的動畫電影《魔發精靈2》

將於 8月 21 日正式在國內上映。今

日影片發布“小閃亮誕生”片段，

伴隨著節奏感強勁的嘻哈音樂，流

行樂精靈們迎來了壹位家庭新成員

——小閃亮。

在今日發布的片段中，流行樂

精靈閃亮亮從頭發裏下了壹枚蛋，

小閃亮破殼而出，以唯我獨尊的態

度唱著饒舌 Skr 全場，炫酷嘻哈與

萌萌外表帶來十足反差——這壹系

列“神操作”再次展現了影片天馬

行空的想象和令人捧腹的幽默氛圍

。“初為人父”的閃亮亮由昆瑙·

內亞獻聲，他曾在《生活大爆炸》

中飾演脫線搞笑的拉傑什· 庫斯拉

帕裏博士。內亞笑稱“從頭發裏生

出壹個會說唱的兒子”這壹奇趣設

定喚醒了他內心的童真。為小閃亮

配音的則是《周六夜現場》的王牌

成員基南· 湯普森，他的爆笑演繹

無疑提升了影片的喜劇水準。

為了呈現更為多元的故事，《魔

發精靈2》將精靈們生活的國度進行

拓展，除了片段中出現的代表下壹代

流行樂精靈的小閃亮以外，來自更多

流派、個性十足的精靈們也將在影片

中炫麗登場。時刻充滿熱情的波比、

謹慎敏感的布蘭等經典角色將與霸氣

外露的搖滾樂霸女王、善良憂郁的鄉

村樂精靈嘻咕哩等性格迥異的新角色

壹起，碰撞出前所未有的化學反應。

新老角色共同構築起的奇幻美妙

的音樂世界令觀眾流連忘返，權威電

影評論網站RogerEbert 就稱影片“讓

所有年齡段的觀眾都沈浸其中，暫時

忘卻現實世界。”此外，各流派音樂

的百花齊放也傳達出了Love & Peace

的深刻意義。

動畫電影《魔發精靈2》將於8月

21日正式在國內上映。

《魔發精靈2》添新角色
“小閃亮”饒舌Skr全場

由大衛· 阿耶執導，希亞· 拉博夫

主演的新動作片《收稅人》，上周五

在北美129家影院開畫後，憑借其31

萬7千美元的票房，壹舉獲得北美周

末票房冠軍。

這129家影院既包括汽車影院，

也包括傳統電影院，平均每家電影院

收入2457美元。影片本周會在全美更

多家復工的影院（對他們真的這就復

工了）開畫，目前已經有1195家電影

院開門了，其中229家是汽車影院。

《收稅人》也是Google、iTunes、亞馬

遜與FandagoNow等點播平臺上，購買

最多的影片，光點播這壹項就收入1

百萬美元左右。

希亞· 拉博夫與鮑比· 索托在《收

稅人》中，飾演為洛杉磯黑幫高層收

稅的收賬人，他們用各種方法逼人們

掏錢，而欠賬的則會受到殘忍的報復

。然而，壹位舊敵從墨西哥的歸來，

讓他們所愛的壹切都陷入危險之中，

辛西婭· 卡蒙娜、喬治· 洛佩茲、Jay

Reeves、拉娜· 帕瑞拉與切爾茜· 蘭頓

等人也均參演本片。

北美票房榜上排第二的影片，是

“戴蘭蘭”［戴夫· 弗蘭科］執導、他

老婆［愛麗森· 布裏］主演的恐怖片

《租房驚魂》，在187塊銀幕上獲得

了12萬3千美元的票房，本片總票房

已達117.8萬美元。

希亞拉博夫新片
收稅人周末北美登頂
北美129家影院開畫 票房超過31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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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美中時間

10 11 12 13 14 15 16

00:00-00:30 00:00-00:30

00:30-01:00 00:30-01:00

01:00-01: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1:30-02:00

02:00-02:30 02:00-02:30

02:30-03:00 02:30-03:00

03:00-03:30 03:00-03:30

03:30-04:00 03:30-04:00

04:00-04:30 04:00-04:30

04:30-05: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30-05:00

05:00-05:30 中國緣 (重播) 05:00-05:30

05:30-06: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05:30-06:00

06:00-06:30 生活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6:30-07:00

07:00-07:30 07:00-07:30

07:30-08:00 07:30-08:00

08:00-08:30 08:00-08:30

08:30-09:00 08:30-09:00

09:00-09:30 09: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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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30 10:00-10:30

10:30-11:00 10:30-11:00

11:00-11:30 記住鄉愁 (重播) 11:00-11:30

11:30-12:00 中國緣 (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12:00-12:30

12:30-13:00 12:30-13:00

13:00-13: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13:00-13:30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3:30-14:00

14:00-14:3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00-14:30

14:30-15:00 中國緣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中國緣 14:30-15:00

15:00-15:30 15:00-15:30

15:30-16:00 15:30-16:00

16:00-16:3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16:00-16:30

16:30-17:00 記住鄉愁 (重播) 16:30-17:00

17:00-17:30 中國緣 (重播) 17:00-17:30

17:30-18:00 17:30-18:00

18:00-18:30 18:00-18:30

18:30-19:00 18:30-19:00

19:00-19:30 19:00-19:30

19:30-20: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生活 19:30-20:00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00-20:30

20:30-21:00 20:30-21:00

21:00-21:30 21:00-21:30

21:30-22: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21:30-22:00

22:00-22: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2:00-22:30

22:30-23:00 22:30-23:00

23:00-23:30 23:00-23:30

23:30-00: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遠方的家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美南大咖談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海峽兩岸
中華醫藥

今日關注

今日亞洲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國家回憶

國家回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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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轉轉發現愛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轉轉發現愛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8/10/2020 -8/16/2020

Updated as: 8/8/202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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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芳、謝盈萱、徐若瑄、

孫可芳等實力派金獎演員陣容主

演「孤味」，正式預告再曝卡司

，丁寧、龍劭華、張鈞甯、楊一

展等齊飆戲！ 讓不少人吃驚喊：

「這卡司我跪了!」

演藝經歷超過60年的「全民

阿嬤」陳淑芳，雖已身經百戰，

但飾演女兒的謝盈萱、徐若瑄、

孫可芳名聲響亮，讓她壓力很大

，另一最大挑戰就是導演一直逼

她唱歌，其中一場壽宴戲，要她

當著上百人面前清唱，讓她驚恐

直呼：「太難聽害觀眾不想看怎

麼辦？」

此外，除了早已曝光的金獎

陣容之外，今日也首度公開了超

堅強卡司陣容，尤其當特別演出

的張鈞甯現身時，更讓一票網友

驚呆留言：「天啊，這卡司我跪

了！」而預告最後當背景音樂傳

來徐若瑄演唱的歌曲「別人的」

時，她溫柔嗓音搭配揪心畫面，

更令觀眾難忍鼻酸。

陳淑芳在該片是靈魂人物

，她坦承接下這角色壓力超大

：「從女兒、女婿、丈夫都赫

赫有名，各個都金獎加持內！

」加上真人真事改編，讓她每

天拍戲前都不忘對天喊話「阿

嬤妳要保佑我演得成功，不然

我就毀了。」陳淑芳的活力也

在片場感染眾人，謝盈萱讚嘆

道：「現場她年紀最大，體力

卻最好，我們這些年輕人都要

檢討。」徐若瑄則是欽佩地說

：「阿姨每天都活力充沛，希

望我能活得像她，到七、八十

歲還可以帶給身邊的人歡樂！

」「孤味」11月 6日上映。

徐若瑄新片卡司強徐若瑄新片卡司強！！
女神齊聚陳淑芳喊壓力大女神齊聚陳淑芳喊壓力大

以前對王少偉的印象還停留

在「5566」，但拜戲劇成功所賜

，大家突然間對他有不同的看法

，那個不肖子的形象快要蓋過當

年的偶像身分。但出道近20年，

王少偉沒有任何偶像包袱的尷尬

，反而對於產業有更清楚的觀察

：「我認為，身為藝人不能考慮

你的平台在哪裡，我們都應該要

把每一個工作，當作是你重視的

角色來看待。」

「我覺得從出道到現在，很

多人覺得這個環境越來越差、經

費越來越少，但我不得不說，我

覺得表演的平台變多了，多了網

路。因為現在大家不敢投資網路

的原因，是不知道未來在哪裡，

包括很多企業現在不知道投資做

電視。可是有沒有發現到，這次

疫情的關係，整個Netflix在美國

的股價是上漲，很多人已經習慣

在家看電視、看網路電視，所以

我認為，雖然傳統的電視產業有

下滑的趨勢，可是我覺得生命一

定會找到出口。」

王少偉沒有選擇看壞，而是

選擇看好，「內容把它做好，我

相信還是會有投資方，就像戲劇

一樣，願意投資。即使傳統的電

視產業沒落了，我覺得網路還是

會再起來的。」

然後這個訪問是王少偉歷經

了一整天的工作後，在「夜間

時段」展開的。本來以為他應

該會累了，不是眼睛張不開，

就是開始視線渙散、語無倫次

，但王少偉的腦袋越來越清楚

耶！就像他自己說的，前一晚

一定要睡飽，睡飽了什麼工作

挑戰都不怕！

1976年12月18日生，前名王

紹偉，曾任模特兒，主持過行腳

節目， 2002年以偶像團體「5566

」 出 道 ， 同 時 也 是 另 一 組 合

「183 Club」的成員。曾演出偶像

劇《西街少年》《王子變青蛙》

等。2010年轉型為演員，2016年

加入綜藝節目《綜藝3國智》成為

班底，近作電視劇《我的婆婆怎

麼那麼可愛》。

不肖子形象蓋過偶像
王少偉清楚觀察產業趨勢 歷經疫情、火災，綠光劇團仍

謹守與戲迷的約定，8月如期上演

《人間條件六》，更因戲迷迴響熱

烈，緊急在台中、高雄加演場次。

火災發生後，劇團成員無一不抓緊

時間趕工製作道具、布景，終於完

成劇作所需幕後工程。身兼編劇、

導演兩職的吳念真表示，希望透過

這齣戲讓世代彼此鼓舞、包容，尤

其在疫情下的台灣更是需要如此，

「我們一起平安走到現在，我們都

很了不起。」

吳念真表示，原本預計在今

年上半年就演出《人間條件6》，

劇團還為此預先製作新布景、道

具，不料碰上疫情及火災，一切

捲土重來。大學就讀會計系的他

笑稱，「我是會計系，開演前會

先估算成本，這齣戲上演前就虧

了近1200萬元。」

從家庭片段 拼湊故事

《人間條件6》藉由現代不同

的家庭樣貌，拼湊出年輕世代在

社會壓力下的無奈。有拚懷孕的

年輕夫妻、照顧病榻老父的兒子

、面臨父母情緒勒索的女兒以及

不懂應該如何溝通的父子，這些

家庭樣貌是由吳念真觀察社會而

來。

吳念真表示，《人間條件6》

與過往作品不同，是許多家庭片段

拼湊出的故事，自己與劇作間的關

係相當抽離，看排演時也常常會被

劇中情節觸動，如懷不上孩子的夫

妻思考到：「該不該讓孩子面對生

病的地球。」也是他有兒子前沒有

想過的問題，「我寫這齣戲是為了

要給和我兒子同樣年紀的六七八年

級生，我想用理解與鼓舞的心情與

他們說話。」

藉戲中人物 解開心結

與柯一正飾演父子檔的王為

，將和柯一正在劇中有一場動人

的父子對話。王為表示，自己出

身單親家庭，曾和媽媽一起欣賞

《人間條件6》，母子倆人都為劇

中情節落淚，藉由飾演角色，他

也彷彿解開人生的結，療癒自己

與父親間的關係。

此外，吳念真表示，目前正

著手創作《人間條件7》劇本，希

望寫一齣台灣的故事，「關於台

灣被中國、日本、美國的影響，

還有黑道的元素，但要怎麼呈現

，我還在構思中。」

人間條件6 與年輕世代對話

莫子儀11日出席「2020臺北

文學．閱影展」記者會，推廣影

展活動，他近期工作忙碌，但神

情自若，看起來相當輕鬆，讓他

今年奪下台北電影獎影帝的電影

「親愛的房客」也有報名今年金

馬獎，被問到有無信心，他笑稱

「不知道耶，要看評審，但我當

然希望可以入圍，這樣就能吸引

更多人注目，來看這部電影」。

新冠肺炎疫情近期似乎又在

台灣延燒，莫子儀收起笑容，坦

言有些擔心，只希望大家要勤戴

口罩多洗手，聽從陳時中部長的指

示，「我已開始預備劇場排練，每

個人都要固定量體溫、戴口罩，必

要的時候才會拿下口罩對戲」，先

前疫情趨緩，許多人都開始出外旅

遊，莫子儀卻幾乎待在家，不然就

是去河邊看雲發呆，與自己對話，

不免自嘲性情孤僻，「我私底下是

一個無聊的人，因為不喜歡遇到太

多人群，像現在很多人都去旅遊，

我就不會出門，看電影也選沒人的

時段」。

莫子儀拿下台北電影獎影帝

之後，工作行程仍馬不停蹄，最

近不僅在籌備舞台劇「物種大樂

團」，也將開始宣傳戲劇「追兇

500天」及電影「親愛的房客」，

他得獎後的心態沒改變，仍會繼

續努力演戲，至於獲得的10萬獎

金怎麼花費？他笑答：「3分之1

拿去包場，請親朋好友看電影；3

分之1捐出做公益；最後剩下的

就留給自己與家人」。

莫子儀自嘲孤僻
透露北影奪帝獎金怎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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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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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2 13 14 15 16

00:00-00:30 00:00-00:30

00:30-01:00 00:30-01:00

01:00-01: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1:30-02:00

02:00-02:30 02:00-02:30

02:30-03:00 02:30-03:00

03:00-03:30 03:00-03:30

03:30-04:00 03:30-04:00

04:00-04:30 04:00-04:30

04:30-05: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30-05:00

05:00-05:30 中國緣 (重播) 05:00-05:30

05:30-06: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05:30-06:00

06:00-06:30 生活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6:30-07:00

07:00-07:30 07:00-07:30

07:30-08:00 07:30-08:00

08:00-08:30 08:00-08:30

08:30-09:00 08:30-09:00

09:00-09:30 09: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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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30 10:00-10:30

10:30-11:00 10:30-11:00

11:00-11:30 記住鄉愁 (重播) 11:00-11:30

11:30-12:00 中國緣 (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12:00-12:30

12:30-13:00 12:30-13:00

13:00-13: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13:00-13:30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3:30-14:00

14:00-14:3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00-14:30

14:30-15:00 中國緣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中國緣 14:30-15:00

15:00-15:30 15:00-15:30

15:30-16:00 15:30-16:00

16:00-16:3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16:00-16:30

16:30-17:00 記住鄉愁 (重播) 16:30-17:00

17:00-17:30 中國緣 (重播) 17:00-17:30

17:30-18:00 17:30-18:00

18:00-18:30 18:00-18:30

18:30-19:00 18:30-19:00

19:00-19:30 19:00-19:30

19:30-20: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生活 19:30-20:00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00-20:30

20:30-21:00 20:30-21:00

21:00-21:30 21:00-21:30

21:30-22: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21:30-22:00

22:00-22: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2:00-22:30

22:30-23:00 22:30-23:00

23:00-23:30 23:00-23:30

23:30-00: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遠方的家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美南大咖談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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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川普政府宣佈了聯邦所得稅改革的川普政府宣佈了聯邦所得稅改革的
提案提案，，該計劃主要側重於企業和該計劃主要側重於企業和

個人的減稅個人的減稅。。

川普表示川普表示，，如果他在如果他在20202020年大選中失敗年大選中失敗，，他將他將
““做其他事情做其他事情”。”。川普總統還說川普總統還說：：如果拜登贏得如果拜登贏得

大選大選，，美國每個人都必須學習講中文美國每個人都必須學習講中文。。

5555歲的加州參議員歲的加州參議員，，前州檢察長和舊金山地前州檢察長和舊金山地
方檢察官成為第一位由主要政黨提名成為國方檢察官成為第一位由主要政黨提名成為國
家政治提名人的黑人女性家政治提名人的黑人女性。。 哈里斯是歷史上哈里斯是歷史上

第一位亞裔美國人副總統候選人第一位亞裔美國人副總統候選人。。
奧巴馬在推特上說奧巴馬在推特上說：：我很早就認識哈里斯參議員我很早就認識哈里斯參議員。。 她一生都在捍衛我們的憲法她一生都在捍衛我們的憲法，，並為需要公平並為需要公平

對待的人而戰對待的人而戰，，現在我們去贏總統選舉現在我們去贏總統選舉。。

川普川普（（Donald TrumpDonald Trump））說說，，他打算在他打算在20202020年競選連任年競選連任--認為沒有人能擊敗他認為沒有人能擊敗他。。

川普拒絕向公眾發佈納稅申報表的副川普拒絕向公眾發佈納稅申報表的副
本本，，這種說法是荒謬的這種說法是荒謬的，，因為他只是因為他只是
在發佈國稅局已經擁有的信息在發佈國稅局已經擁有的信息。。

據報導據報導，，川普政府正在制定一項新的川普政府正在制定一項新的
稅制改革計劃稅制改革計劃，，擺弄社會安全體系擺弄社會安全體系。。
美國政府正在考慮免除美國政府正在考慮免除1212..44％的工資％的工資
稅稅，，這將要求美國政府為退休支票尋這將要求美國政府為退休支票尋
找新的專用資金來源找新的專用資金來源，，數百萬美國人數百萬美國人

依靠退休金生活依靠退休金生活。。

總統競選期間提出的川普醫療保健總統競選期間提出的川普醫療保健
計劃是廢除奧巴馬醫改並降低處方計劃是廢除奧巴馬醫改並降低處方
藥價格藥價格。。人們應該詳細了解川普人們應該詳細了解川普
總統的醫療保健計劃的現狀以及該總統的醫療保健計劃的現狀以及該
計劃如何影響您和您的家人計劃如何影響您和您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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