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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arch on Washington embraces histo-
ry on fraught anniversary of King’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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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Thousands of people took part 
in a march in Washington on Friday to denounce racism,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march in 1963 where civil rights 
leader Martin Luther King Jr made his historic ‘I Have a 
Dream’ speech.

“You might have killed the dreamer, but you can’t kill 
the dream,” civil rights leader Reverend Al Sharpton told 
Friday’s crowd.

Activists and politicians gave speeches, including Demo-
cratic vice presidential nominee Kamala Harris, who ap-
peared in a recorded video. Many referenced John Lewis, 
the late lawmaker, who spoke at the 1963 march.

They also referred to the importance of voting in Novem-
ber’s election and the links between activism for Black 
civil rights, disability rights and LGBT rights and against 
gun violence, among other causes.

“In so many ways, we stand together today in the symbol-
ic shadow of history, but we are making history together 
right now,” said Martin Luther King III, Martin Luther 
King Jr’s son.

“Americans are marching together, many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re demanding real, lasting structural change,” King 
added.

Inside C2

Men carry rifles 
as people protest 
outside the Kenosha 
County Courthouse 
after a Black man, 
identified as Jacob 
Blake, was shot sev-
eral times by police 
in Kenosha, Wis-
consin, U.S. August 
25, 2020. Picture 
taken August 25, 
2020.REUTERS/
Stephen Maturen

The half-mile march from the Lincoln Memorial to the Martin 
Luther King Memorial, on a hot, humid day in the U.S. capital, 
comes amid a summer of racial unrest book-ended by two 
high-profile incidents in which Black men were shot by police.

Nationwide protests began in May, sparked by the killing of 
George Floyd, an African-American man who died after a 
Minneapolis police officer kneeled on his neck for nearly nine 
minutes.

A balloon with the words “I Can’t Breathe” flies away into 
the sky at the “Get Your Knee Off Our Necks” Commitment 
March on Washington 2020 at the spot where Rev. Martin 
Luther King Jr delivered his “I Have a Dream” speech 57 years 
ago today in Washington, U.S., August 28, 2020. REUTERS/
Tom Brenner TPX IMAGES OF THE DAY
And earlier this week, protests broke out in Kenosha, Wiscon-
sin, after police officers shot another African-American man, 
Jacob Blake, multiple times in front of his children. Though 
Blake survived the shooting, lawyers have said he has been 
paralyzed.

George Floyd’s brother, Philonise Floyd, appeared on stage, 
flanked by his wife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At times, he 
stopped to collect himself, apparently overcome with emotion.

“I wish George was here to see this,” he said.

Allisa Findley, the sister of Botham Jean, an African-American 

man killed in Dallas by an off-duty police officer who said she 
mistook his apartment for her own, said: “I am tired of adding 
new names, adding new hashtags to an already long list of vic-
tims of police terror. We cannot allow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only be remembered for how they died.”

CONTINUING THE FIGHT
Corrada Shelby, a 49-year-old human resources executive, said 
she joined the march to ensure the movement for racial equali-
ty does not fizzle out.

“This year the march is extra special because it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George Floyd protests,” she said. 
“I’m here to empower our people and to make sure 
we continue the fight.”

Jamaal Budik, a 23-year-old history student from Baltimore, 
said it was important for elected officials to understand that 
what had happened to Floyd and Blake could not continue. 
“We just want what has been long denied to us - racial justice,” 
Budik said.

Friday’s protest, called ‘Commitment March: Get Your Knee 
Off Our Necks,’ was planned by Sharpton’s National Action 
Network.

The march comes amid the continuing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which Black people have suffered disproportionately. Black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be sickened and die from the virus 
and to lose jobs from the economic fallout, statistics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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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lobal: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8 p.m. ET: 24,028,537 — Total deaths: 
822,403— Total recoveries: 15,669,099 .
2. U.S.: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8 
p.m. ET: 5,817,538 — Total deaths: 
179,596 — Total recoveries: 2,084,465 
— Total tests: 74,549,129 .
3. Politics: Carson: It would “behoove” 
us to move forward with COVID-19 vac-
cine and treatment testing
4. Health: Fauci says he was having 
surgery when CDC testing changes 
were approved — Black Americans are 
less likely than white Americans to say 
they’ll take a first-generation vaccine.
5. Business: “Long-haul” COVID can 
lead to big bills for patients — Consumer 
confidence is wilting.
U.S. Coronavirus Updates 08/29/20

Data: The COVID Tracking Proj-
ect; Note: Does not include probable 

deaths from New York City; Map: An-
drew Witherspoon/Axios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 changed its guidance on testing 
to exclude asymptomatic individuals. 
Why it matters: Experts have said it’s 
important to identify infections before 
coronavirus symptoms kick in because 
that’s when many individuals are be-
lieved to be the most contagious,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s. The state of 
play: Anthony Fauci was in the operat-
ing room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last 
Thursday when the White House corona-
virus task force approved the narrowing 
of CDC testing recommendations to ex-
clude asymptomatic individuals, accord-
ing to CNN’s Sanjay Gupta.
What’s happening:
• Miami-Dade County, Florida, Mayor 
Carlos Gimenez announced on Tuesday 
that restaurant dining rooms can reopen 
at the end of August.
• A Florida judge struck down an emer-
gency order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hat would have required 
schools to reopen for in-person learning 
this month.
• Zoom outages across the U.S. posed a 
problem for many schools and business-
es that rely on the videoconferencing 
software during the pandemic.
• The pandemic and lockdown signifi-

cantly accelerated the rise of online com-
merce, compressing years of projected 
growth into a few months.
• The CDC has projected the coronavi-
rus death toll in the U.S. was likely to hit 
195,000 by Sept. 12.
Of note: Debates over face-covering 
mandates and school reopening plans 
have escalat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rends to watch:
Vaccine: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global economy are desperately 
waiting for a coronavirus vaccine, and 
experts say there is a chance one will be-
come available in record time. New risk 
factors: The CDC included more demo-
graphic groups at risk for the coronavirus 
such as younger people who are obese 
and who have underlying health prob-
lems. When to wear a mask: Scientif-
ic evidence shows face masks can help 
control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but 
nuances and changes in messaging about 
their use are complicating public health 
efforts. Elections: States need to deter-
mine how to hold safe elections by this 
fall. And state governments are facing 
budget shortfalls that threaten layoffs for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School: Mil-
lions of kids are about to head back to 
school, but students, teachers, adminis-
trators and parents still don’t have a clear 
picture of how it’s going to work. (Cour-
tesy axios.org)
Close To 12 Million People Have Lost 
Employer-Sponsored Health Insur-

ance Since February
Policymakers need to work to delink 

jobs and access to insurance coverage 
by expanding public options.

WASHINGTON - Since the onse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shock to 
the economy, job losses have been con-
sistent with roughly 6.2 million workers 
losing access to health insurance that 

they previously got through their own 
employer. This is the finding in a new 
paper by EPI Director of Research Josh 
Bivens and economist Ben Zipperer that 
surveys the limited data available to in-
fer changes in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since the COVID-19 shock began. For 
each person who is covered under their 
own employer’s plan, roughly two peo-
ple on average are covered through em-
ployer-sponsored insurance (ESI) once 
spouses and dependents are included. 
This means that closer to 12 million peo-
ple have been cut off from ESI coverage 
due to job losses in recent months.
“Because most U.S. workers rely on 
their employer or a family member’s 
employer for health insurance, the shock 
of the coronavirus has cost millions of 
Americans their jobs and their access to 
health care in the midst of a public health 
catastrophe,” said Bivens. “Tying health 
insurance to the labor market is always 
terribly inefficient and problematic, but 
becomes particularly so during times of 
great labor market churn.”

The authors explain that not every work-
er who loses ESI through their own 
employer necessarily loses all access to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Some work-
ers formerly covered by their own em-
ployer could purchase continuation of 
benefits coverage (COBRA) or could be 
picked up on partners’ or parents’ ESI 
plans. By far the biggest shock absorber 
responding to the loss of ESI has been 
expansions of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rolls, which have clearly begun swell-
ing in recent months. However, public 
insurance (mostly Medicaid) has not ex-
panded enough to absorb everyone who 
lost job-based coverage. Medicaid rolls, 
for example, have likely expanded by 
more than 4 million since the COVID-19 
shock began.
Delinking access to health insurance 
and specific jobs should be a top poli-
cy priority for the long term. The most 

ambitious and transformational way to 
sever this link is to make the federal gov-
ernment the payer of first resort for all 
health care expenses—a “single payer” 
plan like Medicare for All. Smaller, in-
termediate steps could lower the age of 
eligibility for Medicare, raise the income 
thresholds for Medicaid eligibility, and/
or incorporate into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marketplace exchanges a public 
option that enrolls all workers without 
job-based insurance—or even those with 
access to ESI if they prefer the public 
option. Policymakers could also require 
that employers either provide compre-
hensive and affordable insurance or pay 
a fee to help cover the costs of enroll-
ing their workers in the public option. 
At a minimum, policymakers concerned 
about Americans’ health security should 
hav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ay for all 
testing and treatment for COVID-19 re-
lated expenses in coming month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exposed 
how incomplete and threadbare the U.S. 
safety net and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is,” said Zipperer. “In order to help mil-
lions of Americans during the pandem-
ic and beyond, policymakers must take 
swift action to address the inequities and 
inefficiencies in our health care system.” 
(Courtesy commondreams.or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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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Sarah Grillo/Ax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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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Kenosha, Wisconsin, police officer
Rusten Sheskey fired into the back of a
Black man, Jacob Blake, on Sunday
while he was trying to enter a vehicle as
his three children watched from the
backseat. Bystanders captured the
shooting on a cellphone and shared the
video on social media. Since then, there
have been demonstrations and rioting on
the city streets. In the nightly protests, a
17-year old boy shot two people to
death and injured one. He claimed that
he came to protect the people’s
property.

Jacob Blake, who remained hospitalized
after sustaining multiple injuries, is now
handcuffed to his hospital bed his family
said.

The shooting has spurred nightly
protests and wildcat strikes across the
sports world.

We are very angry how the police
treated the people --- they are human
beings. The State of Wisconsin’s use
of the National Guard is not the solution.
We think this is a fundamental social
issue facing our nation.

We are very fortunate that Hurricane
Laura did not hit the Houston area, but
our neighbor, the state of Louisiana, was
hit hard. This natural disaster just really
adds to our agony with the pandemic.

As we know, in America one percent of
the rich people control forty percent of
the national wealth.

Most citizens are poor,
especially when a lot of
people have lost their jobs
and need to depend on
the government to come
to their rescue. Sadly this
situation will continue to
create a lot of social
unrest.

Today America is at a
crossroad. We need to
select a leader who really

understands where the problems are,
not just thinking that a few political

slogans will solve all our problems.

0808//2828//20202020

Police Brutality Is A SadPolice Brutality Is A 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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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fishes are seen inside a water tank equipped with lenses on the surface in 
an artwork titled “Reflecterium” at the Art Aquarium Museum 2020 exhi-
bition, produced by the Japanese Art Aquarium artist Hidetomo Kimura, in 
Tokyo.  REUTERS/Issei

The four-year-old daughter of Marqueese Alston, who was shot and killed by Washington’s 
Metropolitan Police on June 12, 2018, holds a photograph of her father as demonstrators 
gather at the Lincoln Memorial for the “Get Your Knee Off Our Necks” March...

A Palestinian demonstrator hurls stones at Israeli soldiers during a protest in Hebron in the 
Israeli-occupied West Bank. REUTERS/Mussa Qawa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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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of the Wisconsin National Guard bow their heads in prayer at the start of a news conference, 
regarding the protests and shootings that came after Jacob Blake was shot by police, in Kenosha, Wis-
consin.   REUTERS/Brendan McDermi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reacts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at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
cial residence in Tokyo. Abe said he was resigning because of poor health, ending a tenure as the 
country’s longest-serving prime minister. Franck..

A woman reacts next to the body of a person who was shot near Sao Carlos slums 
complex during a police operation after heavy confrontations between drug gangs in 
Rio de Janeiro, Brazil. REUTERS/Ricardo Moraes  

Lonnie Gatte and Teri Goleman kiss after returning to their residence, a 40-foot camping trailer, 
to find it completely destroyed in the aftermath of Hurricane Laura in Sulphur, Louisiana.  REU-
TERS/Adrees Latif

White House Senior Adviser Ivanka Trump introduces her fath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o deliver his 
acceptance speech as the 2020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ee during the final event of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South L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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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ARBOR, Mich. —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delays are in the spotlight 
right now. On that note, a poll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s illustrating 
just how important the mail system is 
for many Americans’ medicinal needs. 
Researchers say USPS delays could pre-
vent millions of people from getting their 
prescription medications on time.
Close to one in four Americans between 
the ages of 50 and 80 attain at least one 
medication via the mail. Moreover, that 
percentage increases to 29% once the field 
is narrowed to only Americans taking at 
least one prescription medication.
All in all, 17% of respondents within 
that age group say they receive all their 
medicines through the mail. Also, 35% of 
respondents who receive medication in 
the mail say this arrangement is actually a 
requirement mandated by their insurance 
provider.
These numbers, while no doubt still very 
relevant today, were originally collected 
in 2017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Poll on 
Healthy Aging. However, this portion of 
the poll had never been released up until 
now.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respon-
dents did not specify which mail delivery 
service (UPS, USPS, etc) they use to order 

medicine.
Circling back to Americans who are required 
to order medication through the mail, 53% 
say doing so helps them save money. Another 
42% feel it’s simply more convenient. Mean-
while, close to 30% say they like ordering 
medicine via the mail because they’ve been 
taking their medications for a long time and 
don’t need to discuss anything with a pharma-
cist. Another 29% say their doctor automat-
ically sets up medication deliveries through 
the mail for them.

The importance of the USPS has been called 
into question as of late. But these stats 
certainly suggest that the U.S. mail system 
makes life easier for many among us — at 
least when it comes to medicine. (Courtesy 
https://www.studyfinds.org/)

Postal Service delays of prescription 
drugs put thousands of American 
lives at risk

“Without it, people are go-
ing to die,” said a retired nurse                                                               

in Michigan whose pain medication arrived 
late.

Jan Stowe saw countless patients go through 
withdrawals during her 40-year nursing career, 
but last month she experienced it herself when 
the U.S. Postal Service failed to deliver her 
medication for chronic back pain and muscle 
spasms.
A nurse for combat veterans during and after 
the Vietnam War, Stowe said she could identify 
her own symptoms but couldn’t do anything but 
wait in her Traverse City, Michigan, home.
“I was jittery. I was anxious. I wasn’t able to 
concentrate. I was pacing. I was feeling nau-
seous. I was sweating. It was all the symptoms,” 
Stowe said of last month’s experience. “I mean, 
I’ve never taken heroin, but I’ve taken care of 
drug addicts. Now I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Stowe, whose back problems forced her into 
retirement, is among thousands of Americans 
who have missed their prescription medications 
because of Postal Service delays. A dramatic de-
crease in on-time deliveri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July has put lives in jeopardy as a growing 
number of people depend on getting their pre-
scriptions by mail.

 A U.S. Postal Service letter carrier walks her 
route in Northumberland, Pa.,
The Postal Service manages 1.2 billion prescrip-
tion drug shipments a year — or about 4 million 
each day, six days a week —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etter Carriers reported earlier 
this year. That number has grown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many recipients are accusing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the White House of 
orchestrating mail delays to undermine mail-in 
voting. Postmaster General Louis DeJoy said 
last week that he would suspend any operational 
changes to the Postal Service until after the 
election to avoid any impact on voting by mail. 
But that doesn’t address secondary effects, such 

as delayed prescriptions and the economic 
fallout on small businesses.
Erin Fox, a pharmacotherapy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Utah, emphasized that 
most prescriptions fulfilled through the 
mail treat chronic conditions, rather than 
short-term prescriptions, like a course of 
antibiotics.
She said these medications often treat 
cholesterol or high blood pressure — and 
without them, patients could have heart 
attacks or strokes — but also consist 
of inhalers, insulin and anti-rejection 
medicines for people who have had organ 
transplants.
“Delays with the postal system is very 
concerning because patients may not be 
able to access the chronic medications that 
they need,” she said.
For Ray Carolin, an Air Force veteran and 
former Secret Service agent who lives in 
Lafayette, Indiana, delayed medications 
can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When the Postal Service doesn’t 
deliver the medications sent by the Veter-
ans Administration, which fulfills 80 per-
cent of its prescriptions by mail, Carolin is 
left scrambling to find the drugs he needs 
and forced to pay out of pocket.
“Those drugs are pretty important to 
me — they keep me alive,” Carolin said. 
“And on one occasion I had to drive 60 
miles to go over to the VA hospital in 
Indy because I hadn’t received some heart 
medicine. And on another drug that I had 
to have, I had to go to CVS Pharmacy 
locally here in Lafayette as opposed to 
driving over to Indianapolis, and I had to 
go buy my medicine because I didn’t get 
it from VA.”

Sens. Bob Casey and Elizabeth Warren, of 
Pennsylvania and Massachusetts, respec-
tively, are attempting to bear down on the 

issue by reaching out to the companies 
that actually fulfill the prescriptions.
The two Senate Democrats sent a series of 
letters to the top five mail-order phar-
macies and pharmacy benefit managers 
— including Cigna’s service, CVS and 
Walgreens — about the delivery delays 
of prescription drugs sent to older people, 
veterans and millions of other Americans, 
who, they wrote, face “grave risks if Presi-
dent Trump’s efforts to degrade the mail 
service results in delays and disruptions.”
Casey told NBC News that he had 
received more than 97,000 letters from 
constituents about the policies instituted 
by DeJoy, a longtime Republican ally and 
former logistics executive who admitted 
during a congressional hearing Friday 
that his changes had caused some of the 
delays.
Sen. Rob Portman, R-Ohio, pressed DeJoy 
about prescription drugs on Friday, telling 
him of the “heartbreaking stories” he’s 
heard, sharing the anecdote of a veter-
an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who reached out to his office after 
enduring a long wait to receive his inhaler.
“We are working here feverishly to get the 
system running, add stability and also to 
hire more workers to handle the delivery 
process,” DeJoy said. “We all feel bad 
about the dip in our service level.”
Constituents from all 67 of Pennsylvania’s 
counties have reached out to Casey’s of-
fice, from “veterans missing medications 
in Clarion County to small-business own-
ers in Wexford who depend on reliable 
postal service to deliver their products to 
their customers,” Casey said. (Courtesy 
https://www.nbc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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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PS Delays Could Keep 25% Of Older 
Americans From Getting Life-Saving 

Prescription Medications

(Photo/Tareq Ismail on Unsplash/Drugs, Health & Medical,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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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移民国家，吸引大量优秀人才

移民，是美国成功的秘诀之一。美国接纳

移民分为三大阶段，十七到十九世纪是开

拓阶段、二十世纪上半叶是进取阶段、二

十世纪下半叶至今是守成阶段。

开拓期北美的竞争对手是南美，对于

早期移民来讲南美的条件要大大好于北美

，欧洲人也率先开发南美，但时至今日南

美已经大大落后于北美了。这是因为移民

南美和移民北美的原动力不同。

五月花号

1620年从英国出发搭载102名移民的

五月花号登陆北美，开启了北欧人移民北

美的时代，五月花号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

早，而是因为代表了美国精神。

五月花号上的移民在英国是赤贫，所

有的个人财产都已带上了船，到了美洲连

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物资都奇缺，一个冬天

之后幸存者只剩下44人，然而没有一个人

想重回欧洲。

有人说留在新大陆是为了自由，其实

在生存面前讲自由是在唱高调，五月花号

代表的精神内涵是开拓与进取，在英国没

机会的穷人要在新大陆开辟新天地。

源源不断的北欧人来到北美，这些人

什么都缺唯独不缺进取心，从美国东海岸

，到东部十三州，再到西部大开发，拓荒

的脚步从未停止，直到开拓之人抵达太平

洋东岸。

欧洲人到来前的北美是一片荒蛮之地

，原住民印第安人还处于部落时代，移民

来美洲目的很单纯，就是要开天辟地。同

时代的南美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欧洲人

远赴南美的目的一点都不单纯。

阿兹特克

哥伦布到来之前的南美，是阿兹特克

帝国与印加帝国的天下，两大帝国文明水

平不高、战斗能力不强、自然资源不缺、

金银财宝不少，在欧洲人眼中是又肥又嫩

的待宰羔羊。

西班牙人前往美洲的船队与五月花号

截然不同，齐装满员的战舰、披坚执锐的

战士、气宇轩昂的战马、无坚不摧的战刀

，分明是一伙去抢劫的强盗。

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在短短数年

之间，被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征服

，来自欧洲的强盗抢占了气候温暖的领地

、物产丰富的田园、金银堆积的矿山和任

劳任怨的奴隶

。

大量怀揣淘

金梦的伊比利

亚人来到南美

，16到 18世纪

的西班牙从南

美 掠 夺 了 约

2500 吨黄金和

10 万吨白银，

大量金银造就

的却是衰落的

西班牙和没落

的拉丁美洲。

西班牙从曾

经的日不落帝

国变成了无足

轻重的南欧小

国，在资源上

什么都不缺的

拉美却缺少经

济的发达。看

来创造财富的

永远是勤劳的

双手，而不是金山与银山。

神的眷顾

北美的山川、河流与草原曾经是野牛

的栖息地，欧洲人的拓荒与殖民将荒原变

成了庄园，北美在最需要开发的时候，迎

来了勤劳进取的开拓者。

北美大地农庄遍布、工厂林立之后，

需要在科学与人文方面升级换代，北美在

最需要人才的时候，烽火连天的欧洲将大

批精英送往新大陆。

1914到1945的欧洲经历了地狱之行

，世界的科学、艺术、文化和经济中心从

欧洲转移到北美，为现代科技奠基的领军

人物也在其中。

爱因斯坦和冯诺依曼都在这个时代移

民美国，爱因斯坦是现代物理的奠基人、

冯诺依曼是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没有现

代物理与计算机科学就没有今天的科技大

爆发。

领军人物在美国、资金技术在美国、

和平环境还在美国，美国想不领先都难。

进取阶段的美国真的受到了神的眷顾，顶

级人才的汇集使美国轻松获得全球领先的

地位。

科技竞争

这下美国什么都有了，资金、技术、

经济、文化样样都不缺，连欢迎世界上顶

级人才来美国的移民文化都是现成的。

二十一世纪第一缺人才第二缺资金，

人才和资金都富得流油的美国长久保持领

先地位看起来理所当然，但现实的剧本往

往会比写好的故事要精彩无数倍。

2020年最优秀的移动通信技术属于华

为、最完整的智能手机产业链属于三星、

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制程属于台积电，美国

的硬件科技竟然落后东亚不是一星半点。

最有意思的是，美国以举国之力打压

华为，手中却连一根烧火棍都没有，锤子

和棒子要找欧盟与韩国借，哪里还有一丁

点科技强国的风范？

然而科研能力最棒的高等院校没有流

失，综合实力最强的科技企业依然还在，

最活跃最敏锐的创新基金紧盯硅谷，美国

在重要科技领域的落后究竟是为什么？

天选之子

坚韧不拔的移民建设了美国，风华绝

代的移民成就了美国，大获成功的美国将

移民计划调整为人才引进来，庸才挡在外

。1950年代之后，美国的移民政策正式进

入守成阶段。

引进人才就要制定标准，美国制定了

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标准，希望将资金

和技术引进美国，吸引全球的财富和精英

共同建设美国。

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理解，但其本质

是走上了西班牙帝国的老路，西班牙明火

执仗的抢黄金，美国道貌岸然的偷人才，

手法虽然很高明，但效果差强人意。

先说投资移民，通过市场招商引资要

远远好于通过移民吸引投资，曹德旺的投

资为美国创造真正的就业机会，移民的投

资只会投房地产不会投工商业。

再讲技术移民，二战后的世界以和平

与发展为主旋律，各国科技界的领军者都

是国宝级待遇，顶级人才主动来投基本不

用想了，可以动脑筋的是提前发现潜力股

。

方法是建设世界上最优秀的教育机构

，吸引全世界最拔尖的学生来美国学习，

再将其中出类拔萃者留在美国，这样美国

就不用担心在科技竞争中落后了。

泯然众生

但是最好的教育和最好的选材并不代

表名校能够批量输出顶级人才，马爸爸的

经历说明成功是时运、勤奋和智慧三者结

合的产物，跟教育经历关系不大。

大量国产人才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年的

时间里成就了阿里、腾讯、华为等一批世

界级科技企业，论爆发速度中国超越美国

，论人才数量中国教育压过美国教育一头

。

其中的关键在于精英不是学出来的而

是干出来的，中国每年800万大学毕业生

为后备人才提供了数量保证，在自由竞争

中脱颖而出的选材方式，其效果远超名校

建立的精英圈。

教育方式不一样的背后是中美两国体

制的本质不同，简单来说美国教育是精英

教育，美国社会是精英社会，中国教育是

平民教育，中国社会是平民社会。

统计数字表明，美国人口总数50%的

较低收入人群在最近三十年内的收入水平

持续下降，人口总数10%的高收入人群总

收入，与剩下的其他人的总收入相同。

美国社会是围绕10%富裕人口运转的

，完整的私立教育体系为既得利益者提供

最好的教育，为平民设置无形的障碍。但

精英人口基数的不足，使美国竞争力开始

下滑。

平民社会

实现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的道路是为

全体公民提供公平的机会，除此之外任何

的投机取巧行为，从长期来看有害无益。

西班牙掠夺来数不尽黄金白银也阻止

不了自己向二流国家滑落，试图揽尽天下

英才走捷径的美国，很难保持长久的领先

地位。

保持社会公平的难度在于既得利益者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千方百计阻止其他

阶层出人头地，阶层固化形成之后，社会

的活力就会随之消散。

美国开放投资和技术移民来增强自身

国力的作法，对解决社会公平等问题没有

丝毫帮助，其作用如同美国教育一样被大

大高估了。

中国要建立超越美国的竞争力，

就要有魄力不断打破既得利益者建立

的无形壁垒，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平的

机会，让公平自由的竞争选人才，让

适合的人出现在适合的位置上。

从移民的变迁看美国国力的兴衰

普通美国人一天的日常是什么样子的

？

今天我主要想谈谈中西部的人，他们

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住在俄亥俄东北部，中心地带的最

东边。这边是国家传统的制造业区——汽

车、电子设备、钢铁、塑料。虽然重工业

都集中在这，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土

地还是被农场和林场覆盖。这儿有两百万

人口的大城市（包括郊区人口），五十万

人口的小城市，也有一万到两万五人口的

小城镇。

这里的冬天非常冷。过去的一月里室

温能低到零下二十三度，三周里门口的雪

就算每天扫，第二天出门又能看到一米厚

的雪，真是心累。

现在，我要讲讲我家附近的人典型的

中产阶级生活。

他们基本上都是结婚了20年40岁左

右的夫妇，妻子总比丈夫小一两岁。

通常，男的都会在州立大学完成一个

四年的学位，他们的主修专业跟现在从事

的工作大多没什么关系。

大学的时候通常都兼职，尤其是在暑

假，然后毕业后可能会同时兼着两三份工

作。就算可能没去过大学，他们也会大多

经受过两到三年的技术训练。

并且如果他们是雇员的话，除了在大

学受到的教育，每年还会去接受大概10

天的额外训练。

不过三分之一的人都自己开小型公司

（大概公司里的雇员不到六个），或者自

己一人运营一个微型公司。

在这里，女性基本上也都工作，不过

每周大概只工作20到25个小时，所以工

资也只会有丈夫的一半。她们挣得钱对家

里也会非常有帮助，大多会用在家庭度假

或是房子重装修上，但没有这些也影响不

大。很多中产阶级的女性工作都是与自己

的兴趣有关，每天外出与其他人打交道来

挣钱。

妻子基本也都开车去上班，不过路上

花的时间会比丈夫少。

哦，对，我忘记说了，这边的女性也

会拥有四年的学士学位，不过她们可不干

机械活，医疗科技什么的从事的人比较多

。

在这里大多数的人会搬两次家，一次

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另外一次是毕业工作

的时候。

大多数的人都住在带有草坪、树、灌

木和小花园的独立式住宅。他们大多都花

上20万到25万美元买上第二或者第三套

房子，付着20到30年的房贷（如果在东

海岸或者西海岸买房的话，花的可能是这

的两三倍了）。

房子里大多会有两到三个卧室，一个

厨房，一个起居室，一个餐厅，一个电视

房，每个卧室有一个卫生间，有时候还会

多出来一个小办公间。有这么多的房间，

房子怎么也要有180平方米，基本上都是

木头做成的。一家可能会有三辆车，所以

两个车库是必须的，还要有一个地下室来

存储旧物，洗衣房也会有的，好一点的可

能还会有一个游戏房。

房子基本上会配备中央暖气或是空调

，水电网线电话都不用说，电视的话有的

是有线有的是卫星的。

电子设备的话，基本上家里都会有冰

箱冷柜暖炉烤箱以及其他的所有厨房用具

，洗衣机、烘干机、立体声音响、电脑游

戏控制台、三到四台电视机、两个笔记本

电脑，一架台式电脑、几台液晶屏电脑，

这些基本上每家都会有。当然，家庭成员

每人都会有一部手机。

并且，大多数的家庭里也都会有一只

汪星人。

我们这离周围的学校大概只有不到一

小时的路程。六所大学，七八所学院，两

所医学院，三所法律学校还有一所古典音

乐学校，一所美术学校，五所大专还有几

所私人商学院把我们的社区紧紧包围。

我们这还有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博物馆

，三个交响乐团，其中一个是世界上五个

最好的交响乐团其中之一，三个本地区的

交响乐，十二个室乐团，两个专业的歌剧

院，还有很多大学生以及业余剧团。各种

音乐类型比如摇滚、乡村、民族、爵士、

蓝调、蓝草、说唱在我们这里自由生长，

各级别水平的音乐人不计其数。

野生动物在这里也非常常见。我在家

附近的林子里就看见过小鹿、浣熊、松鼠

、臭鼬、负鼠、鼹鼠、土狼。

我们这里四季分明，吸引了很多鸟禽

类动物。鹅、野鸭、蓝色苍鹭、鹰、秃鹰

、野生火鸡应有尽有，此外还有五十多种

鸣禽我就不细说了。

两个观景台坐落在这，大概每个都有

八千米长，提供独木舟供游客在大大小小

的冰川湖和河流小溪上游览。

这里有一个国际机场，四个支线机场

以及十几个当地的小机场。

克利夫兰有一个世界上顶尖的医疗中心

，还有一个也很优秀的大学附属医疗中心。

两条东西向州际公路、两条南北向州

际公路以及不计其数的高速公路连接着这

里与外面的世界。

虽不常用，但全国客运火车也是有的

。不过15个全国货运火车线路倒是每每

满载。

职业足球队、棒球队、篮球队以及全

方面的大学高中业余体育队遍布俄亥俄。

如果平均国家美元购买力是100的话

，这里就有115了，而东海岸和西海岸也

只有85。

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这的中产家庭

都还是过得又幸福又舒适的。

Jacob Ray

我每天早上醒来之后都会泡好一杯香

气四溢的热咖啡，扫一下主流媒体的新闻

。然后穿戴整齐准备去上班，开着我的卡

车踏上了通勤之路。大多数时候开车基本

不到三十分钟就能到工作的地方，虽然不

长不过交通状况还是挺让人糟心的。

在拥挤的车流中一停一走，我仿佛都

能听见我卡车邮箱变空的声音，每次红灯

的时候，眼前都会出现令人心碎的画面：

加满一箱油75美元的显示屏！提前十分

钟到达办公室，打卡之后基本上一上午都

是在不断地交谈之间度过的。

我每天工作八小时，有时候工作多的

话会加班两个小时，但大多数公司都不会

让员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大多数美

国对待工作都热情满满，享受工作。

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我打卡下班，

开车回家，然后迅速蹬飞鞋子瘫在椅子上

。

这基本上就是工作日的生活啦。

周末的话，生活就不再那么规律了。

如果在乡下的话，我非常喜欢跟我朋友家

人玩音乐，开车出去玩，去远足或者去打

靶子。要是在城市里过周末的话，我就比

较宅了。待在家读书看电视弹吉他，周末

干这些事真是再轻松惬意不过了。

所以你瞧，不管是住在城市，还是乡

村，一个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其实也挺休闲

的，米叔觉得，这跟咱们国内上班打卡，

下班撸串，周末到乡下看山看水的生活也

没差啊，重点不是住在哪里，重点是你是

否在享受生活。

普通美国人一天的日常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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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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後賽季後賽]]
雄鹿雄鹿121121--106106魔術魔術

[[友誼賽友誼賽]]熱刺熱刺33--00伊普斯維奇伊普斯維奇

西南財團施特魯夫西南財團施特魯夫22--00德米納爾德米納爾土耳其考古挖掘出土土耳其考古挖掘出土34003400年前石碑年前石碑

腳軟腳軟！！挪威在挪威在182182mm高瀑布旁建人行橋高瀑布旁建人行橋

挪威哈丹格挪威哈丹格，，著名的著名的V?ringsfossenV?ringsfossen瀑布附近新建了壹座人行橋瀑布附近新建了壹座人行橋。。
這座橋梁橫跨峽谷這座橋梁橫跨峽谷，，比比182182mm高的瀑布高高的瀑布高5050米米，，將於將於2121日正式開放日正式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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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農業牲畜局的工智利農業牲畜局的工
作人員在聖地亞哥郊外捕作人員在聖地亞哥郊外捕
獲了壹只美洲獅獲了壹只美洲獅。。據農業據農業
牲畜局稱牲畜局稱，，該動物來自附該動物來自附
近的山脈近的山脈，，因為街道因新因為街道因新
冠肺炎疫情流行幾乎空曠冠肺炎疫情流行幾乎空曠
而誤入城市而誤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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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吳謹言新劇演女警：終於有機會管制聶遠了機會管制聶遠了
大熱古裝劇《延禧攻略》中有勇有

謀的魏瓔珞壹角，讓吳謹言壹夜爆紅。

而目前正在江蘇衛視熱播的都市情感劇

《幸福還會來敲門》裏，吳謹言再次挑

戰性格剛強的角色——女警察。吳謹言

接受采訪時直言，“這個角色很颯、幹

練、正義、勇敢，這些特質吸引我壹定

要演”。

“穿上制服後覺得自己很帥”
《幸福還會來敲門》講述醫生黃自

立（聶遠[微博]飾）和民警方言（吳謹

言飾）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和昂揚向上

的精神，最終實現自身人生價值和找到

幸福真愛的故事。談及自己扮演的民警

方言，吳謹言表示，自己最喜歡這個角

色的帥氣、颯和勇敢，“她身上的那種

男子氣和少年氣息，我覺得跟我身上的

某些東西比較貼合。”雖然本人和角色

有相似之處，不過吳謹言不認為此番是

本色出演，“方言特有的屬性就是她是

壹個警察，這需要我很下功夫。方言不

是刑警而是片警，她每天的工作是什麼

，我都需要去了解。在這樣壹個特殊的

職業下，她有壹顆敬業的心，特別有幹

勁和行動力，我很欽佩。”

因為角色需要，劇中吳謹言也有壹

些打戲。這也正中吳謹言下懷，“我壹

直很想拍打戲，這次雖然場次不多，也

算小小地過了壹下癮。”吳謹言透露，

這些現代格鬥戲很難，“因為她是個警

察，又非常專業，我就去跟老師學習擒

拿，包括怎麼樣去護和攻、關節怎麼下、

怎麼扣對方等等。”即便如此，吳謹言

還是覺得不滿足，如果有機會演刑警，

她還是會堅決接受挑戰。同時，對於這

次自己的警察制服形象，吳謹言笑言非

常滿意，“如果有壹百分，我就給自己

打壹百分。穿上制服以後，不僅覺得自

己很帥，而且我感覺到了作為壹個警察

的使命感，這也是我想演這個角色的壹

種初心。”

吳謹言對警察這個職業充滿了尊敬

之情，她說，劇中的自己是壹個片警，

她的夢想是成為刑警。而在現實生活中

，吳謹言也理解女性做出這樣的選擇，

“每個人都有夢想職業的追求，職業追

求不分性別，都是平等的。大家有什麼

想做的，有什麼夢想，有了方向就努力

前進吧。”

吳謹言和聶遠第三次合作
值得壹提的是，《幸福還會來敲門》

是吳謹言和聶遠第三次合作。問及這次

合作最深刻的體會是什麼？吳謹言調皮

地表示，之前合作的戲，壹直被聶遠絮

絮叨叨，這次終於反轉過來了，“在這

部戲裏面，我終於有了去管制和教育他

的機會！我可以告訴他，‘妳要怎樣，

妳要給我交代！’他變成了我管制的對

象。”當然，兩人合作也是越來越默契

和熟悉，“聽他的準沒錯，就是有壹種

信任感。很多東西，我跟遠哥不去說，就

知道對方想表達什麼。”此番兩人把生活

中的壹些相處模式也帶進了戲中，“他說

四川話，我說貴州話。我們在劇中直接用

方言去對話，沒有跟著臺詞和劇本走。其

實我們生活中就是這樣的。”《幸福還會

來敲門》也讓吳謹言看到了不壹樣的聶遠

，“我覺得他很可愛”。

吳謹言和聶遠的感情戲也是劇中的

壹大看點。壹開始，吳謹言討厭聶遠，

隨後刮目相看，然後慢慢愛上。吳謹言

透露，劇中兩人相遇之初存在著深深的

誤解，不過看到聶遠身上的閃光點之後

便改變了看法。

演繹“最慘男主”
聶遠：做足了功課才敢去演這個角色
在熱播的《幸福還會來敲門》壹劇

中，聶遠飾演的醫生黃自立可謂是“最

慘男主”，遭遇職場、愛情、家庭的多

重“暴擊”，陷入“人到中年，壹地雞

毛”的困境。接受媒體采訪時，聶遠頗

深有同感，直言其實每壹個人都會在人

生中有高低起伏的時候。

聶遠扮演的主人公黃自立簡直就是

“太難了”——妻子意外早逝，病重的

前嶽父和孩子的重擔又落在了肩上，事

業上升期時因“醫療事故”被開除，在

家庭、事業的雙重打擊下，精英醫生跌

入谷底，壹個坑接著壹個坑……

為何會鐘情這樣壹個落魄的小人物

？聶遠說：“黃自立的人生坎坷不斷，

跌入谷底後就壹直沒擡起頭來。但是我

喜歡他那壹份堅持，堅持做自己、堅持

底線，很有正義感和愛心，對生活充滿

了期盼，希望能給大家帶來正能量。”

在聶遠看來，黃自立這個角色最觸動自

己的地方是他的真誠，不管從事什麼職

業，也不管在人生什麼階段，他都是真

誠地面對生活、面對每壹個人，“他骨

子裏很溫暖，是心裏面有愛的人。是壹

個有責任心的人，我覺得像這種人他做

出來的行為都不足為怪。”

對於自己劇中的造型，聶遠也有些

遺憾，他說：“最大的挑戰我想可能就

是在造型上，我覺得其實還可以做得更

好，因為壹部戲的成功是需要所有的主

創部門和演員本身同時向角色靠攏，但

是有些我們可能做得不到位，希望觀眾

包容。”

醫生是職業性很強的職業，聶遠直

言自己也是做足了功課才敢去演這個角

色，“因為是醫生，他跟常人可能有很

多不太壹樣的地方。不過無論做什麼職

業，我覺得都要用中國女排精神去對待

，就是要去拼搏，要有責任心，要團結

，要有愛國情懷，我覺得要做好這些東

西，才能去做好每個職業。”

《十六歲的花季》重播 主演導演時隔三十年再聚首
“吹著自在的口哨，開著自

編的玩笑……”三十年前，由上

海原創出品的《十六歲的花季》

綜合成千上萬個十六歲的孩子的

經歷，為他們編織了壹曲歌、壹

首詩、壹個夢……三十年後，當

初的少年已現華發，庫存的影像

也已泛黃。有個好消息，從今

天（22 日）起，經過高清技術

處理的《十六歲的花季》將登

陸東方影視頻道，當初那群陽

光少年壹如當年；然而，當劇

組為了這個好消息重聚之時，難

免唏噓光陰似箭，有些人老了，

有些人走了……

淚 女兒走了
那天，該劇的導演富敏和張

弘在家翻了好久，終於從箱子底

找出了壹本已經泛黃的相冊，那

裏承載著少年三十年前的模樣，

燦爛清澈。那個故事也是富敏和

張弘這對夫妻女兒的夢……

“女兒小的時候，壹放假就

看《排球女將》，著迷於小鹿純

子。”富敏說。有壹天，女兒對

媽媽說，“妳和爸爸都做電視劇

，能不能給我們中學生也拍壹個

電視劇，讓我們暑假的時候看？

”富敏和張弘覺得女兒的主意挺

好，就答應了下來。壹言既出，

駟馬難追。可是要走進中學生的

生活，還真不容易。

為了采訪中學生，張弘和富

敏去過不少中學開座談會，“後

來，我們發現，老師在場，孩子

們都不敢說心裏話。”於是，只

能“暗訪”，張弘帶上面包和水

，蹲守在學校門口，和無數個同

學坐在路邊聊天。女兒看爸爸媽

媽這麼辛苦，就索性把同學帶回

家。張弘說，“她請了很多同學

來家裏玩，有的還住在我們家，

時間長了，我們也就無話不談了

。”他們在壹起聊學習的壓力，

聊夢想的職業，聊討厭的老師，

也聊懵懵懂懂的情愫……劇中的

很多故事都是從這裏得來的。

“就連《十六歲的花季》這

個名字，也是女兒起的。只是，

女兒走了，35歲那年她去世了

……”張弘哽咽著，但是女兒

“花季”的夢，永遠不敗。

情 都是孩子
女兒雖走了，可劇中的那群

少年，永遠都是張弘和富敏的孩

子。富敏說，“我們每年春節都

會聚幾次。”他們還拉了個微信

群，據吉雪萍說，兩個導演最積

極，天天發養生，發社會熱點，

孩子們就只能“鼓掌”或蹺“大

拇指”。

“吉雪萍（飾白雪）從戀愛

到結婚，到生孩子，不僅是她，

她媽媽都來問我們的意見。”富

敏說，“她生了孩子，我們都是

第壹時間進產房看望她。”吉

雪萍說，“當初拍完戲後，究

竟大學學什麼我也是聽他們的

意見，他們說我應該學好文化

知識，這樣不僅可以演，還可

以做編導。”

劇中的“花兒”現在在做什

麼，張弘如數家珍，“歐陽嚴嚴

”如今在壹家證券公司做中層，

飾演“原野”的何威從事服裝行

業，會跳舞的“瘦子”去了日

本……“感恩角色給我的人格定

位，白雪很幹凈，做人很真誠、

直爽、坦白，我也這樣做自己，

這或許就是角色的緊箍咒吧。”

吉雪萍說。

三十年間，楊昆從當年的

“班主任”到現在的“婆婆專業

戶”，每次再見這群“少年”都

要感慨。盡管當初眉清目秀的

“原野”如今也有了將軍肚，鬢

角花白，他表示不服，“楊昆自

己也戴個眼鏡，還不是想遮壹下

魚尾紋，歲月是遮不住的！”

笑 洗澡真脫
盡管歲月無情，可在張弘

和富敏心中，他們還是當初的

少年，回想往事，大家還是會笑

出聲。

當初何威是女兒“走後門”

推薦給爸媽的，富敏回憶說，

“當時他們倆都在少年宮裏，我

們說就讓他來家裏看看。”那天

，張弘就問了2個問題，“妳會

騎自行車嗎？會不會雙脫手？”

何威就在弄堂裏展示了壹下自己

高超的自行車技能，就定了他演

原野。除了“原野”，其他很多

角色都是海選的，50個人壹組來

面試，陳菲兒當初就是壹眼相中

的。

“拍攝的時候也挺好玩。”

張弘說，“都是孩子，也沒有

演過戲，我們有壹場洗澡的戲

，幾個男孩真的全都脫光了

……”很多戲份都在市三女中

拍的，“那裏沒有男生，壹下

子來了這麼多好看的男孩子，大

家都來圍觀。”

電視劇播出後，小演員們成

名了，被邀請去央視做節目，很

多孩子還沒坐過火車，但是火車

上人人都認識他們。錄完節目，

大家又去西安，張弘說，“當地

賣兵馬俑紀念品的小販還追在後

面，要把禮物送給小演員們。”

“這麼多年過去了，當年十

六歲的觀眾，現在的孩子也差不

多到了十六歲的年紀。”張弘說

，“看到經過SMG版權資產中心

通過科技修復之後，‘花季’又

熠熠生輝。”那就讓兩代“花季

少年”壹起聽聽那時的口哨，重

溫那時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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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漩渦大戰將至神秘人物備
受期待

此次發布的中國獨家海報中，兩

條對角線將背景分割為四部分，其中

兩兩相對應，呈現出近似互為鏡像的

布局。其中上下兩部分壹半迷霧，壹

半黑暗，危機感緊迫逼近；左右兩部

分則包羅了兩大重要場景，荒土與海

面分別呈現了全副武裝的傭兵與電光

火石的爆破元素，大戰壹觸即發。先

期口碑中媒體曾提到堅持使用實拍使

得影片的戰鬥場面“真實且震撼十足

”，將會是“最非凡的觀影體驗”，

令我們愈發期待能早日見到這場大戰

的真容。海報中，在鏡像與鏡像之間

好似構成了壹場大的時空漩渦，觀眾

最熟悉的五大主角盡數登場，他們或

是西裝革履展現出優雅姿態，或是武器

伴身流露出緊迫神情。根據媒體提到的

影片中“全員演技出彩”，所有人都

“出色完成了各自的角色”，可以確定

演員們將在這場特工行動中展開微妙的

博弈與對峙，為戰局增添更多未知轉折

。而在對角線形成的“X”中央則是約

翰· 大衛· 華盛頓飾演的主人公以及另外

壹位佩戴面具的神秘人物，讓人不得不

猜想之前媒體盛贊本片的“驚人轉折”

或將與二人有著直接關聯。這樣壹場備

受期待、爆點重重的逆時空大戰，值得

每位觀眾到影院親自揭曉！

媒體口碑再曝好評巔峰快感意
猶未盡

此前，國內外媒體對於《信條》

爆發了壹致好評，對於諾蘭在影片中

的顛覆性創新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日

前，更多國內媒體評論釋出，對於影

片的其它亮眼之處也不吝贊美。有媒

體對影片的打鬥戲強度提出了肯定，

評價稱“本片動作戲很硬”，動作設

計“是諾蘭最佳”，擁有著“快狠準

”的淩厲姿態。影片的音效及配樂的

出色表現也得到了壹眾媒體的重點好

評。有媒體稱“配樂與音效制造出的

空間感很強”，令影片更加“引人入

勝”。除此之外，有的媒體提到了

IMAX對於影片觀感的獨特加成，稱這

是諾蘭“在視覺呈現上再造巔峰”的

作品，而“IMAX觀影將為影片帶來前

所未有、目瞪口呆的銀幕體驗”，能

夠令人沈浸享受“逆向的時間在大銀

幕上撲面而來的快感”。另外尤其值

得壹提的是，有媒體提到了從《信條

》的多條線索交織，可以令人再度

“窺探諾蘭的時空宇宙”，感受“真

相揭曉後的意猶未盡”，與諾蘭之前

時空題材的作品壹脈相承。而繼《星

際穿越》後，諾蘭的《盜夢空間》也

將於8月28日登陸內地院線，屆時觀

眾將有機會通過重溫這部科幻經典的

方式，為《信條》即將展開的時空迷

局提前熱身。同時，9月4日《信條》

也將強勢來襲，快來到影院完成諾蘭

“時空三部曲”的狂歡接力！

《信條》由華納兄弟影片公司出

品、淘票票為首席營銷平臺。克裏斯

托弗· 諾蘭執導，約翰· 大衛· 華盛頓

(John David Washington)、羅伯特· 帕丁

森(Robert Pattinson)、伊麗莎白· 德比齊

(Elizabeth Debicki)、肯尼思 · 布拉納

(Kenneth Branagh)、邁克爾· 凱恩(Mi-

chael Caine)等聯袂主演。9月4日，與

《信條》相約大銀幕，共同加入這場

顛覆認知、大開眼界的觀影體驗吧！

《信條》曝中國獨家海報
國內外媒體盛贊酣暢體驗

由傳奇導演克裏斯托弗·
諾蘭(Christopher Nolan)執導
的最新原創科幻動作奇觀大片
《信條》(Tenet)將於9月4日
登陸中國內地大銀幕。影片今
日發布中國獨家海報，在鏡像
的時空漩渦中，主要角色悉數
登場，戰爭元素預示大戰將至
，神秘人物引發萬眾期待。而
最新壹批曝光的國內外媒體評
論中，影片的動作戲、出色的
音效、配樂等酣暢淋漓的大銀
幕觀感得到炸裂好評。9月4
日，到影院解鎖這場逆時空大
戰的驚人全貌！

比夏洛克還聰明的“福爾摩
斯妹妹”來了

預告中，米莉· 博比· 布朗飾演

的伊諾拉· 福爾摩斯是壹位擁有超

凡魅力的女性。在母親“不尋常”

的教導下，她身手矯健，擅長射箭

、劍術、拳擊等多項運動；她不循

規蹈矩，擁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和敏

銳的思考；她在推理遊戲中，總是

能領先夏洛克· 福爾摩斯；她聰明

機靈，面對“舉世聞名”的兩位哥

哥夏洛克· 福爾摩斯和麥考夫· 福爾

摩斯也毫不遜色。當發現母親失蹤

後，她聰明騙過了兩位哥哥，並作

出了壹個大膽的決定，“逃”往倫

敦尋找母親消失的真相。冒險之路

上她遭遇了層層阻礙，跳火車、被

追殺、與人搏鬥、遭遇爆炸，母親

過去的教導在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

讓她壹路有驚無險。母親失蹤的真

相究竟是什麽？伊諾拉到倫敦後又

會遭遇怎樣的困境？種種懸念讓人

無比期待正片。

“小11”“大超”組“最強”偵
探兄妹

《福爾摩斯小姐：消失的侯

爵》（暫譯）在演員陣容方面極

其搶眼，影片由因《哥斯拉 2：

怪獸之王》、《怪奇物語》而廣

受觀眾喜愛的米莉· 博比· 布朗領

銜主演，世界聞名的大偵探夏洛

克· 福爾摩斯則是由因《超人：

鋼鐵之軀》而倍有人氣的演員亨

利· 卡維爾飾演，他將怎樣演繹

夏洛克· 福爾摩斯，他和“小 11

”組成的史上最強偵探兄妹將帶

來怎樣的冒險旅程，也讓人十分

期待。

《福爾摩斯小姐：消失的侯

爵》（暫譯）的制作團隊更是實

力雄厚，傳奇影業的瑪麗· 帕倫

特、艾利克斯· 加西亞、阿裏· 門

德斯以及主演米莉· 博比· 布朗和

PCMA 管理制作公司的佩奇 · 布

朗共同擔任制片人。執行制片人

由傳奇影業的約書亞· 格羅德、

邁克爾· 德雷爾與哈利· 布拉德比

爾擔任。更有曾獲英國電影和電

視藝術學院獎提名的攝影師吉爾

斯 · 納特金斯 (《赴湯蹈火》、

《柯萊特》)，曾獲奧斯卡獎提

名的美術指導邁克爾· 卡琳(《公

爵夫人》、《柯萊特》)，剪輯

師亞當· 博斯曼（網飛版《王冠

》），以及曾獲三屆奧斯卡獎

提名的服裝設計師索萊塔· 博伊

爾（《維多利亞與阿蔔杜勒》

、《跑調天後》、《女王》）

共同打造，音樂制作將由丹尼

爾 · 彭博頓（代表作：《 蜘蛛

俠：平行宇宙》、《昨日奇跡

》）擔當。

全新懸疑冒險電影《福爾摩斯

小姐：消失的侯爵》（暫譯）由傳

奇影業出品，定檔9月23日在網飛

上線，國內有望引進。

《福爾摩斯小姐》"小11"和"大超"成偵探兄妹
由傳奇影業出品，改編自南茜·斯普林格的“伊諾拉·福爾摩斯”系列懸疑小說的懸疑冒險電影《福爾摩斯小姐：消失的侯爵》（暫譯）近日發布

全球首支預告，定檔9月23日在網飛上線，國內有望引進。預告從福爾摩斯鮮為人知的妹妹伊諾拉·福爾摩斯的視角切入，帶大家進入了壹個關於福
爾摩斯家族的全新冒險故事。與預告同步曝光的還有首張正式海報，“小11”米莉·博比·布朗、“大超”亨利·卡維爾、山姆·克拉弗林、海倫娜·伯
翰·卡特等群星陣容及造型悉數曝光。《福爾摩斯小姐：消失的侯爵》（暫譯）由艾美獎、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獎、金球獎得主哈利·布拉德比爾(
《倫敦生活》、《殺死伊芙》)執導，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獎、托尼獎得主傑克·索恩(《哈利·波特與被詛咒的孩子》，《熱氣球飛行家》)參與編
劇，講述了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妹妹伊諾拉發現母親無故失蹤後，她踏上了尋母之路，壹路上展現出勝於哥哥的超凡智慧，揭露了壹場圍繞著神秘的年
輕勛爵展開的危險陰謀，並逐漸成長為壹名能夠獨當壹面的超級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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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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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名導李安今以視訊方式，在

北京國際電影節大師班開講，透露接

下來可能有一部華語片與一部英語片

的拍攝計畫，一個已在劇本階段，另

則仍在構思中。他也分享到，還想再

拍武俠片，不過希望能夠有新的東西

。他透露自己改編小說拍攝時，只會

讀一遍原著，然後憑直覺找到「最能

打到你的東西」。

李安被問到會拍「臥虎藏龍」李

慕白的前傳嗎？李安表示「臥虎藏龍

」前傳他想了10年，後來沒有太大

的興趣，想開發新的題材，自由度應

該更大；至於當年拍攝「臥虎藏龍」

的原因，坦言自己被原著小說的玉嬌

龍角色吸引，「後來覺得李慕白很像

我，俞秀蓮像我太太，玉嬌龍像我想

做不敢做的事情。我從小就對武俠有

幻想，又抓到很動人的主角，就很想

拍它」。

現在全球面臨疫情對電影產業

的影響，李安表示現在處境困難，

稱觀眾習慣在家看電影之後，要回

去電影院很難，「可能最高端的，

或是有特別體驗的電影院會有生意

，其他的就很難了，必須想新的方

法拍片，做一個革命性的改革，這

是我的感覺。」

李安曝新片計畫 見疫情衝擊
做一個革命性改革

謝沛恩、郭雪芙主演的新片「揭大歡喜

」（原片名《花咲了女孩》），日前順利晉

級金馬獎複選。有趣的是，金馬獎隨後通知

該片劇組，要將片中「男主角」謝沛恩依她

本人性別改為提報「女主角」，讓導演魏瑛

娟突然有點轉不過來。魏瑛娟表示，謝沛恩

無庸置疑就是電影「揭大歡喜」的「男主角

」，她為反串演出該角色不僅剪去28年長髮

，裝MAN過程更吃盡苦頭。

出身劇場的導演魏瑛娟說，拍攝該片無

非就是想越性別藩籬、展現純粹的表演，認

為金馬的善意反而界限了性別。巧合的是，

柏林影展也在昨天宣布，為消除性別階級區

隔，未來最佳演員獎銀熊獎「將不再區分男

女」。魏瑛娟說，這個適時的消息與前進的

想法，正好提供金馬獎對該獎項的另番思考

空間。

電影「揭大歡喜」是資深劇場名導魏瑛

娟、與電影導演陳宏一聯手執導的新片。該

片改編自莎士比亞四大喜劇之一的「皆大歡

喜」（As You Like It），劇情講述一群男

女在追求愛情時所發生的趣事。由於當時只

有男人能上台演戲，劇中所有女性角色都只

能由男性扮演。

研究莎劇多年的導演魏瑛娟，在籌拍

「揭大歡喜」時突發奇想，決定在400多年

後顛覆莎翁劇史，將片中所有角色都交由女

性飾演，除反映時下社會越來越普遍的無性

別現象，更能凸顯真愛不設限。而她的創作

理念，正好也與昨天柏林影展宣布終止頒發

區分性別的獎項，代表「電影產業釋出更具

性別敏感意識的訊號」想法不謀而合。

無獨有偶的是，不僅謝沛恩將被「矯正

」改為提報女主角、並將與同戲戀侶郭雪芙

競爭，金馬獎同時也通知《揭大歡喜》劇組

：另一位報名角逐「男配角」的實力派演員

許乃涵，也將被「協助改報女配角」。電影

預計明年春天上映。這部改編莎士比亞名著

的繽紛喜劇「揭大歡喜」，預計明年春天上

映。

謝沛恩剪28年長髮裝MAN逐金馬
遭 「矯正」 改報女主角

曾以「幸福城市」入圍金馬獎以及各大

影展最佳新演員的謝章穎，在新片「馗降：

粽邪2」詮釋影帝李康生的少年版，對於第

一次挑戰恐怖片的他表示：「知道要演出恐

怖片的心情真的是又刺激又期待，加上要演

出康哥的小時候，壓力真的很大，只能一直

告訴自己要把皮繃緊，全力以赴」！電影裡

還因為被女鬼驚嚇而把飾演師傅的雷洪大哥

穿的戲鞋直接撞飛，相當入戲。

「馗降：粽邪2」男主角「火哥」由李

康生演出，從小就有陰陽眼，在續集裡被

賦予可以召喚鍾馗降妖伏魔的天命，「火

哥年輕版」由謝章穎飾演，血氣方剛的他

常被地痞流氓追打

，在一次的逃命過

程中被路邊的女鬼

驚嚇，因而撞到了

由雷洪飾演的金龍

師，入戲太深而深

受驚嚇的他還狠狠

撞飛了雷洪哥的戲

鞋，被問到當下的

心情：謝章穎說：

「深夜拍戲還是有一

點點害怕，即使已經

知道女鬼是假的，但

是造型太逼真，一上

戲看到淒厲的表情還

是會嚇到，真的要特

別感謝雷洪大哥的照顧，在現場他會一直關

心我的狀況，衝撞的戲也一直要我大力撞沒

關係，真的是一個很溫暖又敬業的前輩」。

戲裡謝章穎跪在鍾馗廟前詮釋火哥即將

接受天命的安排，從此成為鍾馗身，扛天命

的開始，謝章穎表示：「跪在那裡真的有一

種神奇的力量，突然覺得很安定，也因為火

哥從來沒有感受過這麼濃厚的父愛溫暖，加

乘出來的感動張力就更大，真的很謝謝導演

以及劇組所有工作人員，很開心有機會參與

這次的演出，希望大家能看見不一樣的我」

。電影將於9月2日，農曆七月十五中元節

上映。

見鬼狂奔！
謝章穎嚇到狠撞飛雷洪鞋

陳玉勳執導作品「消失的情

人節」男主角由去年拿下金馬獎

男配角的劉冠廷擔任，女主角則

是找曾拿下第54屆金鐘獎生活風

格節目主持人獎的大霈（李霈瑜

），如此新鮮又勇敢的組合，陳

玉勳非常有把握說：「我看中的

演員都是有潛力的，大霈就是

『消失的情人節』的曉淇，除了

她沒有第二人選。」

大霈談起如何獲得這個角

色，她用徬徨等待來形容，在

第一次跟陳玉勳導演以及兩位

監製葉如芬、李烈見面後，苦

苦等了9個多月，幾乎三不五時就要經紀人

打去問到底有沒有機會演出，她說：「那時

候不知道是女主角的角色，只知道勳導有部

片要拍在找演員，只要有任何機會演出我都

想要嘗試。」結果就在某天下午她在百貨公

司突然接到電話，得知獲得「曉淇」一角，

電話那頭的她就已經尖叫落淚。

首度出任女主角，李霈瑜先減肥3公斤

符合劇情需求，開拍前先上2個月的表演課

，然後開始每天戰戰兢兢的日子，壓力大到

每晚都會夢遊。劇中角色是在郵局上班族，

開拍前她幾乎每天都跑到各家不同郵局，觀

摩做筆記，非常認真就怕自己跟不上導演的

要求。

她光是一個大笑，就被導演磨了超過

100種笑聲；有少女的、粗魯一點的、嬌羞

一點的、傻氣一點的、大喇喇的、開口露齒

大笑、掩嘴羞澀笑….還要互相搭配3位演員

笑聲出現的節奏，到最後大霈真的笑不出來

了，真的是「笑到哭」。

最令大霈印象最深刻的戲是，她得跳著

電影當中的「泰國蝦」舞蹈，然後打開衣櫥

看到壁虎大叫。從早拍到晚，NG39次，登

上片中的「ＮＧ王」寶座。原本很受挫的她

，這顆鏡頭一完成，陳玉勳給了他一個獎狀

「自嗨泰國蝦39次ＮＧ達成」。大霈說：

「當下會難過會受挫，但事後導演都會跟我

說為什麼不ＯＫ，我就懂了。在拍『消失的

情人節』雖然壓力超大，晚上都會夢遊，但

大家給的鼓勵一點也沒少。」陳玉勳導演說

：「對大霈來講這是一個驚濤駭浪的旅程，

驚險刺激的魔鬼地獄戰鬥營，她真的成功了

，看了電影大家就會知道她有多棒！」

金鐘女星NG39次
狂笑100種笑聲壓力大到夢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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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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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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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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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