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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intelligence reports warn of 
extremist threat around 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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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U.S. security officials are 
warning that violent domestic extremists pose a threat 
to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next month, amid what one 
official called a “witch’s brew” of rising political tensions, 
civil unrest and foreign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FBI and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 
memos say threats by domestic extremists to election-re-
lated targets will likely increase in the run-up to the Nov. 
3 election.

Those warnings so far have largely remained internal. But 
New Jersey’s homeland security office took the unusual 
step of publicly highlighting the threat in a little-noticed 
report on its website last week.

“You have this witch’s brew that really hasn’t happened 
in America’s history. And if it has, it’s been decades if not 
centuries,” said Jared Maples, director of the New Jersey 
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Preparedness, which 
published the threat assessment.

Nationwide protests in recent months over racial justice 
and police brutality have been largely peaceful, but some 
have led to violent confrontations, including between 
extremist factions from left and right.

The United States is grappling with the coronavirus pan-
demic, high unemployment and a contentio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a polarized political climat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last week declined to commit to a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if he loses the election to 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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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atic rival Joe Biden. Trump has sought to cast doubt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election because of his concerns about mail-in 
voting, which Democrats have encouraged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Documented cases of mail-ballot fraud are extremely rare and 
election experts say it would be nearly impossible for foreign 
actors to disrupt an election by mailing out fake ballots.

A recent internal FBI bulletin warned that domestic extremists 
with varying ideologies would likely pose an increasing threat to 
government and election-related targets in the run-up to the elec-
tion, according to a person familiar with it. The bulletin was first 
reported by Yahoo News.

An FBI spokeswoman said the agency “routinely shares infor-
mation with our law enforcement partners in order to assist in 
protecting the communities they serve,” but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specific document.

A DHS memo dated to Aug. 17 said ideologically driven ex-
tremists and other actors “could quickly mobilize” to engage in 
violence related to the election. The document, also first reported 
by Yahoo News, was confirmed to Reuters by a person familiar 
with it.

The memo said that lone offender white supremacists and other 
lone offenders with “personalized ideologies” pose the greatest 
threat of deadly violence.

A DHS spokesperson directed Reuters to early September remarks 
by acting Secretary Chad Wolf, in which he said that the de-

partment “has taken unprecedented actions to address 
all forms of violent extremism, to specifically include 
threats posed by lone offenders and small cells of indi-
viduals.”

IN THE SPOTLIGHT
Trump and his top officials have not so far publicly 
highlighted any threat by violent extremist groups to the 
election.

Trump officials have pointed the finger at left-wing 
anarchists and anti-fascists during protests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and racism over the summer, but federal court 
records provide little evidence showing those arrested 
for violent acts had affiliations to far-left groups.
Last week, the top two DHS officials acknowledged in 
congressional hearings, however, that white suprem-
acists have posed the most lethal domestic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FBI Director Christopher Wray said during congressio-
nal hearings earlier this month that his agency was con-
ducting investigations into violent domestic extremists, 
include white supremacists and anti-fascist groups. He 
said the largest “chunk” of investigations were into white 
supremacist groups.

White supremacist, anti-Semitic, anti-government, and 
related ideologies were tied to 77 percent of 454 alleged 
domestic extremist murders in the past decade, according 
to data compiled by 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 a New 
York City-based anti-hate advocacy organization, and 
presented at one of the congressional hearings last week.

FILE PHOTO: 
Yard signs 
supporting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Democratic 
U.S. presiden-
tial nominee 
and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are seen 
outside of an 
early voting site 
at the Fairfax 
County Gov-
ernment Center 
in Fairfax, 
Virginia, U.S., 
September 18, 
2020. REU-
TERS/Al Dra-
go/File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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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Trump will face the most direct
challenge to his presidency by
challenger Joe Biden tonight.

Trump and Biden meet tonight in
Cleveland for their first of three debates.
Fox News host Chris Wallace is the
moderator. The candidates won’t
shake hands.

Tonight’s debate topics will include,
“The Trump and Biden Records,”
“The Supreme Court,” “COVID-19,
” “The Economy Race,” “Violence
In Our Cities” and “The Integrity of the
Election.” Each segment will last 15
minutes.

According to a New York Times report,

Trump paid no income taxes in 10 of 15
years beginning in 2000. In both the
years he won the presidency and in his
first year in the White House Trump paid
just $750 in federal income tax.

Trump denied the report and said this
was fake news despite the newspaper
having copies of the tax return.

No single issue will dominate tonight’s
debate more tha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e have now lost more than
200,000 lives in America to this virus.

In the Supreme Court nomination,
Republicans have decided to press
forward with nominated Amy Barrett to
be the new Supreme Court judge. If she

is confirmed, the conservatives would
hold a 6-3 court majority for long time.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and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are
trying once more to get a stimulus deal
finished before the election. Democrats
have unveiled a new $2.2 trillion plan.
This bill will b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conomy recovery.

All these issues are facing us today. We
hope the three presidential debates will
tell the people the truth and give
answers to solving the problems.

For all of us what we want are the basic
needs of health and a sufficient living
standard. With this crisis, political

slogans will not help us at all.

Election Day is around the corner. All of
us can start early voting on October
13th. You need to register before
October 3rd in order to qualify to vote. Let
’s act on now. This is our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tha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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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re of Americans eager to try a 
first-generation coronavirus vaccine 
dropped significantly in the latest install-
ment of the Axios-Ipsos Coronavirus In-
dex, as President Trump hyped sugges-
tions that one could be ready before the 
election.
Why it matters: As the U.S. reaches a 
milestone of 200,000 deaths, this under-
scores the risks of politicizing the virus 
and its treatments.
• The trend is taking place among Re-
publicans as well as Democrats.
• It’s another warning of the potential 
difficulties health authorities will face 
in convincing enough Americans that a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The big picture: Americans don’t see 
the vaccine as a silver bullet right now. 
Many respondents in Week 25 of our na-
tional survey feel it’s risky and at least 
want to wait to see how others do. And 
only half are prepared to pay out of pock-
et for it.
• Just 13% say they’d be willing to try it 
immediately.
• This all com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n uncertain return-to-school exper-
iment. One in three parents of school-
children says there already have been 
virus-related scares or outbreaks in their 

school district.

Data: Axios/Ipsos surveys. 1,100 U.S 
adults surveyed Aug. 28-31, 2020, and 
1,008 U.S. adults surveyed Sept. 18-
21,2020; Chart: Axios Visuals
By the numbers: Six in 10 Ameri-
cans now say they don’t want to take a 
COVID-19 vaccine as soon as it’s avail-
able, up from 53% at the end of August.
• Their reluctance also intensified. Only 
9% now say they’re “very likely” to take 
the first-generation vaccine, down from 
17% in August; 33% say they’re “not at 
all likely” to take it, up from 26%.
• A plurality of respondents — 30% — 
said they plan to get it a few months after 
the vaccine first becomes available
• 13% would try to get it immediately; 
16% would get it after a few weeks, 18% 
said they’d likely wait a year or more and 

23% said they wouldn’t get it at all.
• Men remain more likely than women 
to take the first generation vaccine, while 
Black Americans are about half as likely 
as Hispanics or whites to take it.
Between the lines: 38% of respondents 
expect their health insurance to pay for 
them to get the vaccine if they decide to 
get one; 11% think the federal govern-
ment will cover costs; and only 4% think 
they’ll have to pick up the tab them-
selves.
• The biggest share expect to get it from 
their doctor (38%), followed by a phar-
macy (17%), their employer (6%) or a 
drive-thru (5%).
What they’re saying: Cliff Young, pres-
ident of Ipsos U.S. Public Affairs, says 
growing concerns around the vaccine 
reflect a combination of scientists urging 
patience and the “political ping-pong” of 
President Trump’s messaging and Dem-
ocrats’ pushback.
• Democrats showed the biggest drop in 
those saying they’re likely to try the vac-
cine as soon as it’s available, down 13 
percentage points to 43%. Republicans 
dropped eight points, to 41%.

• Meanwhile, independents fell just two 
points, to 43%. That suggests they aren’t 
as tuned in to partisan bickering or polit-
ical news.
• “These cues, whether red or blue, im-
mediately elicit negative emotion from 
the other side,” Young said — creating 
“a negative sort of sheen” over the idea 
of a vaccine that’s distinct from the actu-
al science. (Courtesy axios.com)
Poll Methodology: This Axios/Ipsos Poll 
was conducted Sept. 18–21 by Ipsos’ 
KnowledgePanel®. This poll is based 
o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probabil-
ity sample of 1,008 general population 
adults age 18 or older.

Related
World Coronavirus Updates 09/30/20

Data: 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Johns Hopkins; 
Map: Axios Visuals
India became on Monday the second 
country after the U.S. to surpass 6 mil-
lion cases.
By the numbers: Globally, near-
ly 997,800 people have died from 
COVID-19 and over 33 million have 
tested positive, Johns Hopkins data 
shows.
• The U.S. has reported the highest death 
toll and case count from the novel coro-
navirus, with more than 204,700 fatali-
ties and over 7.1 million infections.
• Brazil has reported the second-highest 
number of deaths from COVID-19 — 
over 141,700. India has the second-high-
est number of cases.
What’s happening:
• A curfew in Melbourne, in the Austra-
lian state of Victoria, lifted and other re-
strictions eased early Monday.
• The next G20 leaders summit that was 
planned for Riyadh, Saudi Arabia, will 
take place “virtually” on Nov. 21-22 
and “will focus on protecting lives and 
restoring growth, by addressing vulnera-
bilities uncovered during the pandemic,” 
per a statement Sunday.
• France’s second wave “is arriving fast-
er than we thought” as coronavirus cases 
surge, the head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Order of Doctors said Sunday, per 
AFP.
Between the lines: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have been every-country-for-it-

self and — in the case of the U.S. and 
China — tinged with geopolitical rival-
ry. But the scientific work to understand 
the virus and develop a vaccine has been 
globalized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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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l: Resistance To Vaccine Growing

Stay Home!          Wear Mask!



An interior view shows a house, which locals said was damaged during a 
recent shelling by Azeri forces, in the town of Martuni in the breakaway 
Nagorno-Karabakh region, September 28. Foreign Ministry of Armenia/via 
REUTERS  

Kuwait’s ruling Emir Sheikh Sabah al-Ahmad al-Sabah, regarded by many Gulf Arabs as 
a savvy diplomatic operator and a humanitarian champion, died September 29 at age 91. 
Kuwait’s emir, an unwavering champion of Arab detente amid wars and regional..

An ethnic Armenian soldier fires an artillery piece during fighting with Azerbaijan’s forces in 
the breakaway region of Nagorno-Karabakh, September 29. Defense Ministry of Armenia/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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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oman touches hands of a child through a fence at a new temporary camp for migrants and refugees, 
on the island of Lesbos, Greece. REUTERS/Yara Nardi  

Toots Hibbert, an influential and veteran Jamaican ska and reggae singer and founder of the band 
the Maytals, died September 11 at age 77. Hibbert was one of the early proponents of reggae in the 
late 1960s and is often credited with giving the genre

Democratic U.S. presidential nominee Joe Biden speaks at an outdoor “Black 
Economic Summit” while campaigning for president in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September 23, 2020. REUTERS/Kevin Lamarque

A man points to a fence which locals said was damaged during a recent shelling, in armed 
clashes over the breakaway Nagorno-Karabakh region, in the city of Tartar, Azerbaijan, Sep-
tember 28. REUTERS/Aziz Karimov

Ethnic Armenian soldiers are seen in a vehicle during fighting with Azerbaijan’s forces in the breakaway region of 
Nagorno-Karabakh, September 29. Defense Ministry of Armenia/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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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萨斯州哈里斯郡大都会交通局(METRO)

特此通告，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都市交通运输局(METRO)董事会将于2020年10月7日中午12点举行虚拟
公众听证会，就其拟议的2021年1月METRO服务变动听取公众意见。公众听证会将通过Zoom虚拟会议
平台的电话和视频会议举行。

公众可在Zoom上进入网址https://us02web.zoom.us/j/81623720367 或者拨打 346-248-7799
或1-888-747-5597（免费），会议ID：816 2372 0367，参加虚拟听证会。公众听证会期间，
只有希望发表意见的人才有必要参加Zoom会议。公众还可以访问RideMETRO.org/Pages/
BoardStreamingVideo.aspx，观看虚拟会议直播。听证会的视频记录还将存档于RideMETRO.org。

基于目前公共卫生官员建议限制面对面公共集会以减缓冠状病毒（也称作COVID-19）传播的指引，公
众听证会将只能虚拟举行。拟议的服务变动包括：

56、66和89路进行线路重组；4、6、8、10、14、 25、26、27、28、40、45、47、50、54、56、65
、66、68、73、82、86、88、89、96、99、108、137、151、402、418路以及所有停车和换乘廊
道、METRORail红线、绿线和紫线时刻表变更；以及412路和413路停运。METRO将继续针对保持社交
距离措施和人力供给情况进行临时时刻表调整。

拟议的路线图和可用时刻表副本将自2020年9月30日星期三起通过在线以及METRO RideStore大厅（地
址为Lee P. Brown METRO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1900 Main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02）向公
众提供，以供查阅。

如何发表关于该服务变动的意见

我们建议任何希望发表公众意见的人在听证会之前至少48小时向METRO董事会办公室注册为公众发言
人。有兴趣的申请人可致电713-739-4834或发送电子邮件至boardoffice@RideMETRO.org，并提供
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如果已预先注册，您的意见将首先在公众听证会上被听取。在适当时间，您
将被点名发言，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没有预先注册，则您可通过选择Zoom在线平台上的“举手”功
能，或者按下*9（如果使用电话参加会议）在预先注册发言人之后发表公众意见。这些呼入将自动静
音。当未注册发言人的姓名或号码得到认可后，其麦克风将取消静音，他们将被要求发表其意见。

您还可以向如下地址写信提出意见：METRO, ATTN: January 2021 Service Change,  
1900 Main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还可以将意见传真至(713) 652-7956，主题行注明“January 2021 Service Change”。您可以致电
METRO客户服务部：(713) 635-4000或通过METRO网站RideMETRO.org提交意见。

METRO接收意见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0月7日星期三中午。

残障人士协助

对于具有特殊需求的个人，可提供辅助服务或其他格式的公共文件副本。残障人士可在公众听证会之前
至少五(5)个工作日致电(713) 750-4271。

语言协助

METRO可应要求提供免费语言协助，以便根据语言协助计划帮助英语听、说、读、写有困难
的顾客。语言协助和其他协调请求应在听证会前至少48小时通过电话：713-739-4018或电子邮
件：METROPublicAffairs@RideMETRO.org 直接联系董事会办公室。

1. 本公众听证会符合2014年1月16日发布的联邦运输管理局第9030.1E通知，VI-7页规定。
2. METRO提供其服务、计划和活动时不会在入场、访问或待遇、就业等方面歧视残疾人士。
3. METRO致力于确保不会有人因种族、肤色或国籍而被排除或剥夺享受交通运输服务的权利， 
 该权利受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的保护。

所有METRO車輛100% 設有殘疾人無障礙設施.
RideMETRO.org • 713.635.4000

公众听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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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ll likely be a long time before 
children are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even though vaccinating 
kids could eventually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reducing the virus’ spread.
The big picture: None of the 
leading contenders in the U.S. are 
being tested for their effectiveness 
in children. Even once one of them 
gains authorization from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ere will 
only be a limited number of available 
doses.
It’s normal for vaccines to be tested 
on adults before being tested on 
children.
Why it matters: Children have a 
relatively low risk of severe coro-
navirus infections. But they can still 
spread the disease to more vulner-
able adults. Vaccinating kids could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reducing 
community spread, and of reopening 
schools.
• For now, the consensus is that those 
vulnerable adults — which could 
include teachers and school staff — 
will likely be able to get a vaccine 
early in the process. Eventually, 
though, vaccinating children would 

be helpful.

• “If you protect children, then you will 
reduce community spread and protect 
adults, so it’s more of a herd immunity 
rather than a specific immunity question,” 
explains John Moore, a professor of 
immunobiology at Weil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 “If you need 70% protection in 
herd immunity, at some point you will 
need to include children in that.”
What they’re saying: Randi Weingarten,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recently told Axios that her 
union would support requiring in-school 
teachers to take a COVID-19 vaccine, 
once one has been approved and is readily 
available.
A mandatory vaccine for kids would be 
a long way away — we’d need to have 
one before we could even consider man-
dating it — but would likely be controver-
sial, as so many vaccines have become.

• “We don’t know if it’s safe, or how kids 
will respond to it, so I can’t say next year 
that they definitely should get it,” said 
Rhea Boyd, a pediatrician and public 
health advocate. “I don’t think we would 
require it in a year from now, and maybe 
not in five years from now.”

Regulators and vaccine developers will 
face a series of difficult decisions, once 
it comes time to start testing a vaccine in 
children — likely the first big controver-
sy in this phase of the vaccine race.
• Move too fast, and parents will question 
whether the product is safe. Move too 
slow and the virus will be with us longer.
• “I think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compromise that gives them some safety 
information in the minimal amount of 
time possible,” says The Mayo Clinic’s 
Rick Kennedy, who studies the develop-
ment of immune responses after vacci-
nation.
The bottom line: We know much less 
about a child vaccine than we do about 
an adult one, but do know that the ethical 
issues could prove even thornier. (Cour-
tesy axios.org)
Related
Sharks produce squalene, a natural 
oil made in their livers, which is an 
ingredient in several COVID-19 vaccine 
candidates

Coronavirus: Half a million 
sharks ‘could be killed for vac-

cine’, experts warn

Around three million sharks are al-

ready killed every year for squalene, 
conservationists sa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Half a million sharks could be killed for 
their natural oil to produce coronavirus 
vaccines, according to conservationists.
One ingredient used in some 
COVID-19 vaccine candidates is 
squalene, a natural oil made in the liver 
of sharks.
Squalene is currently used as an adju-
vant in medicine - an ingredient that 
increases the effectiveness of a vaccine 
by creating a stronger immune response.

Scientists are testing synthetic alter-
natives to avoid threatening shark 
populations
British pharmaceutical company 
GlaxoSmithKline currently uses shark 
squalene in flu vaccines.
The company said it would manufac-
ture a billion doses of this adjuvant for 
potential use in coronavirus vaccines in 
May.

Around 3,000 sharks are needed to 
extract one tonne of squalene.
Shark Allies, a California-based group, 
suggests that if the world’s population 
received one dose of a COVID-19 

vaccine containing the liver oil, around 
250,000 sharks would need to be 
slaughtered, depending on the amount 
of squalene used. (Courtesy https://
news.s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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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ildless Vaccine

Illustration: Eniola Odetunde/Ax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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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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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魯 冰

兩支港超班霸28日相遇，戰況並未如想像中精
彩。其中富力R&F先收起林志堅，攻擊重心伊

高沙托尼又被重點盯防，再加上對手在高空戰上佔據
優勢，以致表現失色，甚至進退失據。東方龍獅則改
以辛祖客串左翼，配合右路的艾華頓及中鋒盧卡斯組
成森巴三劍俠，給予對手頗大壓力，若非上半場稍欠
運氣，不用等到49分鐘才取得領先。

李志堅更渴望聯賽奪冠
換邊後僅4分鐘，復任正選的黃威開出右路角

球，巴西裔入籍港將基頓如飛將軍從天而降迎頂破
網，東方龍獅終於打破僵局。富力R&F上半場只有
伊高沙托尼的罰球能威脅葉鴻輝，戰至64分鐘才再
有盧均宜埋門，可惜又被該港隊門神救出。78分鐘
再因為古拿解圍失誤，被艾華頓第一時間左腳窩利抽
入掛網，東方龍獅最後亦以2：0勝出，贏得近4季第
一項錦標，而該隊前鋒艾華頓則當選“最有價值球

員”。
賽後東方龍獅職球員都非常興奮，更換上贊助

商特別印製的冠軍Tee，上面的5夥星星代表5次足
總盃冠軍。問及再次當上富力剋星的感受，李志堅賽
後說：“我沒有特別想過，如果再贏聯賽冠軍的話，
可能會開心一點。”

葉鴻輝：冠軍送離世球迷
門將葉鴻輝則表示會將冠軍獻給一名近日離世的

港足球迷：“我知有位球迷離開了，賽前都想用這冠
軍來送別他，希望他在另一世界也能好好生活。”東
方龍獅周五將與理文爭高級組銀牌，港超也尚有爭標
機會。

富力R&F教練楊正光則大方恭喜對手：“在緊
密賽程之下，我們在戰術上有點改變，球員已盡力，
不過有時勝負就在於埋門質素，恭喜東方。”富力
R&F若要代表香港出戰亞洲賽，聯賽已不容有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隨着疫情
逐步緩和，“港乒擂台賽”相隔3個月後終於
回歸，這個總獎金高達30萬元（港元，下
同）的賽事將於10月9日至11日於香港體育
學院上演。

在新冠肺炎全球肆虐下，香港乒乓球隊
自3月初卡塔爾公開賽後，就因比賽相繼取消
或延期而進入比賽“空窗期”，其間只能閉關
訓練，維持體能。香港乒乓總會原計劃自6月
至9月分三次舉辦“港乒擂台賽”，讓一眾港
隊成員保持比賽心態，以應付下月逐步恢復的
國際比賽。惟因疫情復發的關係，第二次擂台
賽延至10月舉行。

第二次“港乒擂台賽”與第一次一樣，
分男、女子組各4隊參賽，角逐今次10萬元獎

金。上次因傷避戰的蘇慧音及麥子詠這次回歸
參賽，前者將與李皓晴、朱成竹及調入女子組
作賽的鮑奕文擔任隊長；男子組方面繼續由黃
鎮廷、何鈞傑、林兆恒及吳柏男擔任隊長，不
過老將江天一這次因傷未能參賽，其位置將由
首次調入男隊的女將杜凱琹取代。

雖然今次賽事需閉門進行，但球迷仍能
透過網上直播及專業旁述欣賞賽事；此外。除
了角逐獎金外，這次賽事亦是為部分球員即將
出戰國際賽作好準備。據早前ITTF宣布，黃
鎮廷及杜凱琹分別獲邀參加11月舉行的男女
子世界盃，兩人在11月底亦會到澳門參加世
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賽事，杜凱琹更會於11
月19至22日參戰中國鄭州舉行的國際乒聯總
決賽。

“港乒擂台賽”
第二戰下月9日展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香港單車隊
於9月23日至9月28日一連6天在香港單車館進
行了多個項目的測試賽，測試賽的安排以奧運賽
程為藍本及配備正式賽事的計時系統，除可讓運
動員有實戰感受外，亦提供機會予運動員以賽代
練。

另一方面，測試賽事亦為港隊教練、科研及支
援人員提供了一個實戰的機會，讓相關人員檢視支
援的工作流程，避免因相隔一段時間沒有參與大型
國際賽事而令支援工作出現偏差。

總教練沈金康認為，在疫情期間所有的國際
賽事被迫取消，運動員失去比賽的機會，間接令
運動員的訓練安排及進度受到影響，在疫情稍作
緩和後，以正式賽事的規格去進行測試賽事實有
利於港隊運動員準備恢復參加國際賽事；且隊內
的工作人員及教練員亦可藉此作出工作檢視，為
來年的奧運會作出準備。

基頓 艾華頓各建一功挫富力

▶▶已具本地資格的基頓已具本地資格的基頓（（左二左二））為球為球
隊首開紀錄隊首開紀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東方繼東方繼20132013--1414賽季後再捧足賽季後再捧足
總盃總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香港單車隊在過去香港單車隊在過去66天假香港單車館進行多項天假香港單車館進行多項
測試賽測試賽。。

足總盃近足總盃近77屆決賽戰果屆決賽戰果
2019-20 東方2：0富力
2018-19 傑志2：0南區
2017-18 傑志2：1大埔
2016-17 傑志2：1南華
2015-16 飛馬5：4元朗（12碼）
2014-15 傑志2：0東方（加時）
2013-14 東方1：0傑志（加時）

今季改執東方龍獅教鞭的李

志堅再成富力 R&F剋星！28日

於香港大球場閉門上演的足總盃

決賽，東方龍獅憑基頓及艾華頓

下半場各建一功，以 2：0力克

富力R&F，為球會一掃過去 3季

四大皆空頹風，繼 2013至 14球

季後再捧走足總盃。東方龍獅不

但先過“三冠”頭關，兼且篤定

獲得明年其中一個亞洲賽資格，

難怪一眾領導層賽後笑逐顏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陳
曉莉）因新冠疫情，停擺半年的港超
聯賽終於克服重重困難於本月19日重
啟。但出人意料，在足總盃決賽開賽
前一晚，有份角逐是項盃賽錦標的富
力R&F疑有職員違反家居隔離令、擅
自離開寓所在街上行走。

根據足總的健康指引（Medical
Guideline），所有參與港超復賽及各
項盃賽的球隊職球員，除操練及比賽
外，其餘時間必須在家中隔離。但在
足總盃決賽開賽前一晚（即 27 日
晚），有網民在香港足球社交平台貼
出一張身穿富力訓練球衣的人士在街
上行走的相片，並配文：“富力助教
團違反隔離出街食飯，聽日就比賽，
今日仲出街，想同大東方攬炒？！”

對此，香港足球總會在接受傳媒
查詢時表示，已就事件進行跟進及查
證，如事件屬實，將根據足總的Medi-
cal Guideline進行處理。

以記者28日在足總盃決賽現場所
見，兩名涉事人士分別為球隊守門員
教練及隊醫，二人當日均沒有進入球
場與球隊近距離接觸，不過作為隊
醫，賽前有無為隊員治療則不得而
知。富力主帥楊正光表示，他是當日
早晨方知有關事件，故他根據足總的
有關規定，沒讓他們進入球場。

而東方教練李志堅則認為，暫時
未有足夠證據
去評論事件，
但 同 時 又 表
示，每個人為
了復賽都盡了
很大努力，希
望大家能夠繼
續同心協力，
以免令復賽功
虧一簣。

男子團體隊伍名單男子團體隊伍名單
隊伍名稱 鎮廷隊 鈞傑隊 兆恒隊 柏男隊
隊長 黃鎮廷 何鈞傑 林兆恒 吳柏男
隊員 李漢銘 蘇致 陳顥樺 杜凱琹(調入男隊)

姚鈞濤 于諾 關文皓 蔡俊杰

女子團體隊伍名單女子團體隊伍名單
隊伍名稱 皓晴隊 慧音隊 成竹隊 奕文隊
隊長 李皓晴 蘇慧音 朱成竹 鮑奕文(調入女隊)
隊員 張文靜 林依諾 麥子詠 李清韻

劉麒 周穎詩 李嘉宜 黃芊柔
－ 李凱敏 吳詠琳 江芷林

■■上次因傷避戰上次因傷避戰
的蘇慧音今次回的蘇慧音今次回
歸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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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單車隊以賽代練
完成多項測試

東方掃頹風 再捧足總盃東方掃頹風 再捧足總盃

■■富力守衛謝家強富力守衛謝家強（（左左））以一以一
人之力抵擋人之力抵擋33名東方敵將名東方敵將。。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有網民影到身穿富力訓練球有網民影到身穿富力訓練球
衣的人士在街上行走的相片衣的人士在街上行走的相片。。

■■看台上的這位富力守門員教練看台上的這位富力守門員教練，，只只
將口罩戴在下巴上將口罩戴在下巴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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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網絡》編劇艾倫·索金自編自導、
群星雲集的新作《芝加哥七君子審判》曝光終
極中字預告。

影片從2008年傳出要拍，最開始是史蒂
文·斯皮爾伯格導演，後經歷保羅·格林格拉斯
退出，最後編劇艾倫·索金幹脆自己上陣當導
演。影片將於10月16日Netflix上線。

奧斯卡影帝埃迪·雷德梅恩、奧斯卡最佳
男配角馬克·裏朗斯、約瑟夫·高登-萊維特、
葉海亞·阿蔔杜勒-邁丁、吉瑞米·斯特朗、薩
莎·拜倫·科恩等明星加盟了該片。而斯皮爾伯
格準備當導演時，演員陣容更包含了威爾·史
密斯、泰雅·迪格斯、亞當·阿金、凱文·史派
西、薩莎·拜倫·科恩、菲利普·塞默·霍夫曼等
。

影片改編自1969年“芝加哥七君子審判
”真實歷史事件，1968年美國民主黨在芝加哥
召開會議時，反越戰組織申請舉行和平抗議集
會，申請被拒絕後，“嬉皮士”和“雅皮士”
們依然於會議當天舉行抗議。

抗議活動中，他們與警方發生了大規模沖
突，上千人受傷，壹人死亡，有8人被捕，鮑
比·西爾（黑人組織“黑豹黨”的創始人）先
被判了刑，八君子變成了“七君子”。

被告們在法庭上怎麽搞怪怎麽來，辯護律
師們也相當隨意，“芝加哥七君子”的審理變
成了美國歷史上最滑稽的壹場審判。1972年，
被判有罪與無罪的“七君子”們全部被釋放，
推翻了大法官的判決。

這起案件引起全美對司法倫理和法庭秩序
的反思，美國也因此案件更加註重司法獨立的
重要性，本案成為美國著名的民權運動案例。

“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波拉特”
薩莎·拜倫·科恩、吉瑞米·斯特朗與艾利克斯·
夏普飾演“七君子”中的四人，“黑蝠鱝”葉
海亞·阿蔔杜勒-邁丁飾演前文中提到被單獨審
判的鮑比·西爾。

邁克爾·基頓飾演總統林登·約翰遜指派的
司法部長，威廉·赫特飾演尼克松總統就職後
的司法部長，“囧瑟夫”約瑟夫·高登-萊維特
飾演公訴人，馬克·裏朗斯飾演辯護律師。

籌備十幾年 《芝加哥七君子審判》
10月16日將在Netflix上線

9月 23日，新片《劍客》在韓國

上映，憑借淩厲的風格和火爆的動作

場面，壹上映便收獲好評如潮，韓國

觀眾打出了9.5的高分，但票房表現卻

低於預期。

《劍客》是壹部武俠動作新片，由

張赫、鄭滿植、喬·塔斯利姆、崔鎮浩、

金賢秀、張鉉誠等主演，陣容挺強大。

在韓國Naver平臺，《劍客》這部

新片收獲了出色的口碑，

觀眾評分為9.5分，媒體評

分為5分，網友評分為8.2

分，綜合來看，口碑成績

可謂相當優秀，完全超出

了預期，韓國又誕生了壹

部口碑新作。

然而，《劍客》的票房表

現卻不夠給力，9月25日票

房占比約為16%，票房竟然

輸給了已上映將近壹個月的

《信條》，《信條》在韓國

穩居日票房冠軍。

壹直以來，在韓國院線

，本土電影往往都具有優

勢，但讓人意外的是，口碑出色的

《劍客》卻並沒能引爆票房，而且張

赫在韓國也有著較強的票房號召力。

同檔期新上映的，還有壹部韓國

新片，申敏兒、李裕英、李奎炯等主

演的《欲望跳臺》，這部新片在韓國

也有著不錯的口碑，9月25日票房占

比約為13.6%.

《劍客》原本定檔9月17日在韓

國上映，但受韓國新壹波疫情影響，

推遲到了9月23日，然而，雖然調整

了檔期，也還是沒能引爆票房。

故事圍繞壹位劍客泰律而展開，

泰律是數壹數二的劍客，但早已退隱

江湖，只想安靜度日。可因為女兒泰

玉被綁架，這位劍客只能重出江湖，

他又重新拿起了劍，開始追擊綁架他

女兒的人，逐漸陷入壹場紛爭之中 。

從預告片來看，《劍客》的武打

場面十分火爆，動作迅猛、淩厲且炫

酷，看起來，甚至有著電影版《浪客

劍心》的風格。

父女情也是《劍客》的壹大看點

，為了營救女兒，劍客泰律火力全開

，大開殺戒。在這部新片中，張赫奉

上了精彩的表演，這位魅力演員果然

還是適合出演動作電影。

剛上映就票房失利，《劍客》是

否能夠逆襲還得繼續觀察，不過，對

於動作片影迷來說，這部口碑新作不

容錯過。

觀眾打出9.5高分
韓國又誕生壹部口碑新作

自2016年《凱撒萬歲》之後，59

歲的喬治· 克魯尼終於主演了新電影，

而且這部名叫《午夜天空》的科幻片

還是他自己導演的。

今日《名利場》雜誌曝光了該片

首批劇照和工作照，影片講述克魯尼

扮演的科學家阻止宇航員返回已被毀

滅的地球的故事，將於今年12月上線

Netflix。

除了去年在《第二十二條軍規》

中擔任配角外，克魯尼很久沒在鏡頭

面前表演了。他接受《名利場》雜誌

采訪時透露，《午夜天空》今年2月殺

青時，整個世界還沒意識到新冠疫情

將造成多大的破壞。隨著影片接近完

成，他感覺現實中的地球似乎和電影

中的地球差不多糟糕。

《 午 夜 天 空 》 改 編 自 Lily

Brooks-Dalton的小說《早安，午夜》，

菲麗希緹· 瓊斯、凱爾· 錢德勒以及大

衛· 奧伊羅扮演的宇航員在木星的衛星

發現人類適合居住的地方，當他們返

回地球報喜時，結果發現家園已被毒

氣所籠罩，似乎已毀滅。

喬治· 克魯尼扮演名叫奧蘇斯丁的

科學家，70歲的他似乎是地球上最後

壹個活著的人。罹患癌癥的他正在北

極度過人生最後的日子，他希望阻止

宇航員們返回，但事情似乎沒這麽簡

單。

克魯尼在接受采訪時透露了壹件

趣事：影片在冰島開拍兩周後，還沒

到片場的女主角菲麗希緹瓊斯打電話

給他說懷孕了，克魯尼先是表示恭喜

，然後覺得不對勁。壹方面劇組要用

替身幫瓊斯拍攝相對危險的場景，另

壹方面後期制作時要用CG修飾瓊斯隆

起的肚子，會增加額外的成本。

壹開始，劇組硬著頭皮拍，後來克

魯尼幹脆修改劇本，讓瓊斯扮演的蘇莉

在2年的太空旅行中懷孕了，而孩子的

父親就是大衛· 奧伊羅扮演的船長。

喬治克魯尼自導自演
科幻新片曝劇照

《午夜天空》聚焦地球毀滅 12月上線Netf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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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自己》熱播
“四川造”都市劇引發話題
三年前，年代劇《那年花開月正

圓》的熱播，讓四川編劇蘇曉苑得到

了觀眾更多的關註。三年後的今天，蘇

曉苑第三次與丁黑導演合作，推出都市

勵誌情感劇《親愛的自己》，該劇講述

了都市青年在經歷事業、家庭、愛情等

現實圍城下拼搏改變和成長，最終找到

適合自己生活方式的故事。

該劇由四川廣播電視臺出品，四川

星空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重磅打造

，是近來少有的“四川原創”、“四

川立項”、“四川出品”的都市勵誌

情感劇。

“那年”之後約定“親愛的”
《親愛的自己》由丁黑、符策欣、

任重聯合導演，蘇曉苑、閆琳編劇，劉

詩詩、朱壹龍領銜主演，闞清子、彭冠

英、李澤鋒、陳米麒等主演，該劇也是

劉詩詩產後復出的第壹部作品，關註度

頗高。

《親愛的自己》中有職場青年對

於事業與情感的抉擇困惑，有七年愛

情長跑中的生活瑣碎和情感危機，也

有拜金主義與真情實感的沖撞……體

現了當代都市男女在各個方面可能遇

到的問題。

談及創作緣由，蘇曉苑坦言：

“寫《親愛的自己》要從《那年花開

月正圓》說起，《那年》完稿交給丁

黑導演的時候，我們有壹個約定：要

再合作壹部劇。而且《那年》中人物

因為身處那個特殊年代，都太苦太悲

，我們就都想合作壹個有更多溫暖明

亮元素，跟《那年》完全不壹樣的現

實題材。”

關註努力為事業打拼的青年
當蘇曉苑以編劇的眼光，以創作的

眼光深入生活，深入身邊很多普普通通

的人物的時候，她心中突然有了很多困

惑：“其實我們生活中的每壹個人心中

都有善意，都擁有夢想，都期盼著自己

的日子越過越好。但常常會在為自己理

想奮鬥的過程中，與他人、社會、環境

，甚至與我們的親人發生各種各樣的矛

盾，乃至互相傷害。”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困惑甚至是痛

苦？這些問題又該怎樣去解決？我們

該如何面對並不完美的自己和他人？

經過思考，蘇曉苑最終有了《親愛的

自己》的創作立意：“善待自己，善

待他人。”

在蘇曉苑看來，努力為事業打拼的

青年是壹個特別需要被關註的群體，他

們不僅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參與者，而且

也是時代精神文化和價值觀的承載者和

傳遞者，“探索他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

世界，讓更多人去關註他們，是壹件非

常有溫度和意義的事情。”

《德雲鬥笑社》
壹場相聲表達的創新實驗

騰訊視頻出品的頭部喜劇廠牌真人秀

《德雲鬥笑社》開播將近壹個月，8.3的豆瓣

最高分成功實現了“跨圈層試水”的創造性

嘗試。這檔節目把傳統相聲和流行真人秀進

行結合，輔以王牌綜藝導演的加持，開啟了

壹場關於相聲表達的創新實驗，不僅給觀眾

帶來了歡樂，並且在收獲高口碑的同時，拓

展了傳統相聲的發展維度，實現了從傳統曲

藝到相聲“新國潮”的年輕化蛻變，並通過

平臺的力量突破圈層，讓相聲“新國潮”觸

達更廣泛的人群。

相聲結合真人秀，既娛樂又專業
《德雲鬥笑社》由德雲社12位相聲演員

擔任主要嘉賓。每期圍繞壹個主題設置遊戲

環節，而後自由搭檔進行相聲比賽，定期淘

汰和補位，最終選出“德雲新壹哥”。

眾所周知，節目有綜藝大導嚴敏及其團隊

在幕後把關內容，巧妙的遊戲規則、全新的場

景設置講述“說學逗唱的哥哥”的真實故事和

獨特魅力，讓德雲社的師兄弟們充分發揮各自

的性格特點，展現他們舞臺內外真實有趣的

關系——穩重的欒雲平、聽話的燒餅、呆萌

的秦霄賢……節目組要求寫下自認為最紮心的

詞，秦霄賢寫的是“富二代”，他希望通過自

身努力而非家庭背景贏得尊重。呆萌的他也有

敏感的壹面。

更有意思的是，真人秀中呈現出的師兄

弟間插科打諢的逗趣日常，也是與相聲藝術

緊密相連的，表情是戲，動作是戲，

處處彰顯說學逗唱的專業功底。張鶴

倫大褂丟失引發集體猜疑，孟鶴堂跑

鏡頭前吐槽：“看出我們師兄弟勾心

鬥角的勁兒了嗎？”尚九熙馬上湊過

來問：“妳藏的？”壹捧壹逗已經深

入骨髓。

打破舒適圈，相聲創新實驗
傳統相聲以線下演出為主，雖火

爆卻難以大規模出圈。而德雲社通過與

騰訊視頻合作，以“相聲+真人秀”的模

式給出自己的答案：打破舒適圈。

節目把相聲演員們從熟悉的搭檔關系裏

抽離，與“新人”在磕磕碰碰中磨合作品，

面對著不同場子和身份多樣的觀眾，逐漸碰

撞出新的化學反應。對於他們來說，這也為

相聲創作和默契培養增加了雙重難度。在這

個真刀實槍比拼的舞臺上，贏的人不敢驕傲

，輸的人只能奮起直追。

節目把作品創作時間壓縮到只有壹個晚

上。這樣的“突擊作業”更多地考驗了相聲

演員的臨場狀態調整和臺上應變能力。在新

壹期節目中，德雲社師兄弟們分成了燒餅壹

人的單口、欒雲平領銜的四人群口等幾個組

，圍繞著夫妻相處、尊重女性這些時下熱點

的話題進行創作。燒餅的“單口”，突破了

傳統固定在臺上的表演形式，走向觀眾增強

互動性，這也使得他在最後的投票中，得到

了第壹名的成績。

■ 結語
弘揚傳統文化不等於因循守舊，“新國

潮”是基於傳統又符合當下審美趣味的創

新。而這恰好是《德雲鬥笑社》的核心邏輯

，既保留了相聲的線下表演形式及傳統作品

結構，又引入年輕人喜愛的真人秀，並於其

中融入“說學逗唱”四門功課的精髓，在

“笑”與“專”之間找尋壹種平衡，以巧妙

的細節方式推動相聲文化的普及。這場有關

相聲的實驗尚處探索階段，但與傳統藝術的

有機融合，也使得節目有了更多可能性和深

刻的文化內涵。

秦海璐：這個角色不崩潰都不是人了
秦海璐、王雷主演的電視劇《親

愛的,妳在哪裏》目前正在北京衛視

熱播,在這部以尋找走失兒童為主線

的現實題材作品中,秦海璐飾演母親

何雪琳,承擔起了劇中絕大部分“痛

點”。秦海璐接受媒體采訪時直言,

“這個人物是風暴中心,當這麼多事

集結到壹起的時候,這個角色不崩潰

都不是人了!”

找孩子的過程也是我們對自己認
知的壹個找尋

《親愛的,妳在哪裏》講述丁宇(

王雷飾)和何雪琳(秦海璐飾)本已處於

婚姻危機的邊緣,女兒媛媛在無意間

得知父母要離婚後,趁家人不註意悄

悄出走。女兒的出走,給本已崩潰的

家庭火上澆油,家庭成員間堆積多年

的問題瞬間爆發,但夫妻倆又不得不

踏上艱難的尋女歷程。

在秦海璐看來,《親愛的,妳在哪

裏》反映的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式家

庭關系”,“它更像壹本解讀中國式

家庭關系的教科書,告訴妳如果這樣

的災難降臨到壹個家庭裏,什麼該做,

什麼不該做,要怎樣理性面對。”通

過這部戲,秦海璐也認為,自己借由這

個角色和這段家庭關系,收獲了壹些

反思和成長,“《親愛的,妳在哪裏》不

僅僅是壹個找孩子的過程,也是在講我

們每個人對自己認知的壹個找尋。”

“尋找走失兒童”是該劇的主線

,秦海璐透露,在演這個戲的時候,做過

非常多的調查,包括那些走失孩子的

家庭夫妻雙方的情感資料、心理反

饋,“壹開始的時候都是暴躁,慌亂。

之後可能就是壹個癲狂的狀態,像壹

個瘋子壹樣,就是誰說什麼都信了。

第三階段屬於崩潰,患得患失了,然後

可能想自殺了,堅持不住了。最後是

再燃起希望,還是要堅持去找孩子。”

這是壹個“喝涼水都塞牙”
的角色

在《親愛的,妳在哪裏》中,秦海

璐演性格強勢、做事幹練的優秀醫藥

銷售何雪琳,她不懼辛苦、堅強打拼,

逐步在繁華的大都市站穩腳跟。但是

因為過於關註工作而忽視家庭。可以

說,劇中的秦海璐不是壹個討喜的人

物,性格暴躁,對女兒過分嚴苛,對丈夫

也格外強勢。在秦海璐看來,何雪琳

壹角非常復雜,身上集結了非常多現

代女性的特點,也幾乎集齊了生活中

所有的“疑難雜癥”,不僅遭受了女

兒走丟的重創,還要深陷在原生家庭

矛盾、夫妻七年之癢、

婆媳矛盾、姑嫂矛盾等

困局之中。秦海璐自己

總結:這是壹個“喝涼水

都塞牙”的角色,“當壹

個棘手問題還沒解決的

時候,馬上下壹個爛事就

迎面砸過來了,都讓人說

不出話來。”

劇中,秦海璐有很多密集的哭戲,

不過她表示,哭戲不是問題,反而是角

色“暴躁”的狀態讓她摸索了很長時

間。她說,不會去設計某種所謂的哭,

哭戲也沒有特別的技巧,情境到了就

把自己感受呈現出來了,“有時劇本

裏沒給寫哭的地方,我可能哭得稀裏

嘩啦的。傷心壹分時,我可能哭的是

壹分。傷心到百分之百,像我絕望到

自殺那場戲,可能就處理得沒有表情

了,這些都是情境使然。”還有壹場

戲讓秦海璐印象深刻,就是意識到孩

子沒有了那場戲,“恐懼逼進全身每

壹個汗毛孔,那是真的瘋了,那場戲我

和王雷都是壹個鏡頭演完,因為我們

都覺得,演不了第二遍。”

“壹地雞毛”不代表沒有愛
在“尋找孩子”的主線上,秦海

璐和王雷的夫妻關系也逐步呈現。兩

人扮演的何雪琳和丁宇,壹個風風火

火,為更上壹層樓肝腦塗地;壹個隨遇

而安,秉持樂天派的佛系生活。秦海

璐認為,何雪琳和丁宇的夫妻關系,其

實是大多數夫妻關系的映照,就是壹

地雞毛,會有磕磕碰碰,但是不代表沒

有愛,不代表生活中沒有溫暖,“到後

邊的時候,他們在壹路尋找孩子的過

程當中,也在尋找自己。兩個人生活

的壹個狀態,這就是大多數家庭的狀

態。”

秦海璐表示,這次非常幸運,合作

的演員不管是飾演自己丈夫的王雷,

還是飾演身邊家人的範明、朱茵、楊

昆、韓童生等前輩戲骨,大家的表演

狀態都處在整體統壹的壹個體系裏面

,恰到好處合作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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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大法官提名出爐川普大法官提名出爐川普大法官提名出爐川普大法官提名出爐﹐﹐﹐﹐巴雷特是何許人也巴雷特是何許人也巴雷特是何許人也巴雷特是何許人也﹖﹖﹖﹖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RBG 逝世消息

，為「十月驚奇」提早拉開序幕。

川普在本月26日提名了年僅48歲的

艾米· 康尼· 巴雷特（Amy Coney Bar-
rett）作為人選，眼看參議院由共和

黨把持，川普提名的人選上位勢在

必行，究竟這位艾米· 康尼· 巴雷特

（Amy Coney Barrett）是何許人也？

本台獨家邀請到專家進行分析。

墮胎墮胎、、槍枝議題槍枝議題...... 巴雷特的爭議巴雷特的爭議

全美政治領袖基金會李恕信指出，

艾米· 康尼· 巴雷特為第七巡迴上訴

法院法官，是名虔誠的天主教徒，

有 7個孩子，其中 5個為親生、2個
從海地收養，老公是名律師。

巴雷特最為人知曉的就是「反墮胎

（pro-life）」立場。此外，在 2019
年3月，巴雷特以美國《憲法第二修

正案》解釋，認為不可因罪犯有暴

力傾向，而終生

禁止其擁有槍械的權利，也就是說

她支持犯人擁槍權，但不能投票，

因此受到國家槍枝委員會支持，但

卻也引起許多反對聲浪。

李恕信指出，這次川普會選擇她，

一定是雙方之間有什麼承諾，為自

己的競選鋪路。舉例來說，川普為

了打擊郵寄投票，讓美國司法部長

威廉· 巴爾對郵寄選票方式散播危言

聳聽言論，因此李恕信判斷，肯定

是川普也會因此得到什麼好處，比

如說取消一直被川普是唯眼中釘的

歐巴馬健保。將來川普若打官司，

也將更有勝算。

巴雷特上位勢在必行巴雷特上位勢在必行？？

李恕信認為，目前川普已經提名人

選，參議院又由共和黨把持，巴雷

特過去也沒有特別有爭議的事件，

因此登上大法官寶座可以說是勢在

必行。如此一來，她將是最年輕的

大法官，無意外的話將能一直駐守

最高法院至本世紀中葉。

休斯頓資深律師陳文認為，目前民

主黨是沒有什麼反制方法的，除非

說服參議院共和黨員倒戈，否則恐

是版上釘釘的事實。目前，美國兩

位共和黨參議員缅因州共和党参议

员柯琳丝、阿拉斯加州共和黨籍聯

邦參議員穆考斯基（Lisa Murkowski
）表態倒戈，陳文指出，除非有第

三位倒戈者，否則難以力挽狂瀾。

歐巴馬不可歐巴馬不可、、川普就行川普就行，，參議院雙參議院雙

重標準重標準？？

陳文指出，近來最為人詬病的是川

普這屆任期將到尾聲，還沒有等到

今年總統大選結果出爐，就火速指

派人選上位，明顯「雙重標準」。

相較於2016年大法官史卡利亞（An-
tonin Scalia）過世時，總統的歐巴馬

在距離總統大選8個月前欲提名新任

大法官人選時，遭到共和黨的參議

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共和黨參

議員Ted Cruz等人拒絕。現在川普距

離大選甚至不到2個月，麥康奈爾、

Ted Cruz態度卻 180度大轉彎。但陳

文提醒，如果川普執意提名，依法

來說是完全合法的。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國慶寶石能量講座國慶寶石能量講座」」 馮啟豐主講馮啟豐主講

所有出席貴賓對馮啟豐所有出席貴賓對馮啟豐（（中中））演講的肯定演講的肯定（（左左
起起））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何怡中主委何怡中、、大會大會

司儀羅秀娟司儀羅秀娟。。

馮啟豐介紹馮啟豐介紹：：紫鋰雲母紫鋰雲母（（Lepidolite )Lepidolite )。。馮啟豐介紹包含馮啟豐介紹包含77個脈輪磁場的強大能量手環個脈輪磁場的強大能量手環：：
各種顏色髮晶各種顏色髮晶（（Rutilated Quartz )/Rutilated Quartz )/ 超超77水晶水晶
（（SuperSuper 77 )/)/ 極光極光2323水晶水晶（（AuraliteAuralite 2323 )) 。。

馮啟豐介紹馮啟豐介紹：：金髮晶金髮晶（（Rutilated Quartz )Rutilated Quartz )。。 馮啟豐介紹馮啟豐介紹：：月光石月光石（（MoonstoneMoonstone）。）。

出席大會現場貴賓合影出席大會現場貴賓合影：：主講人馮啟豐主講人馮啟豐、、鍾伊鍾伊
君夫婦君夫婦（（左三左三，，右三右三）） 「「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
長長（（左二左二 ））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何怡中主委何怡中（（右右
二二）、）、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左一左一）、）、大大

會司儀羅秀娟會司儀羅秀娟（（右一右一））合影合影。。

宣布講座開始宣布講座開始：：主講人馮啟豐主講人馮啟豐（（右二右二）） 「「台北台北
經文處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左二左二）、）、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左一左一）、）、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何主委何

怡中怡中（（右一右一）。）。

馮啟豐以其經營半寶石批發逾二十年的經驗馮啟豐以其經營半寶石批發逾二十年的經驗，，深深
入的介紹每一寶石的來源入的介紹每一寶石的來源、、作用作用、、對人體的影響對人體的影響
、、其外表其外表、、豐富的內涵豐富的內涵，，及如今如何利用寶石能及如今如何利用寶石能

量對抗疫情量對抗疫情。。

圖為主講人圖為主講人 「「台聯會台聯會」」 會長馮啟豐會長馮啟豐、、鍾伊君夫婦鍾伊君夫婦（（中中、、右三右三 ））與出席與出席
貴賓貴賓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左三左三）、）、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左左
二二）、）、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何怡中主委何怡中（（右二右二）、）、大會司儀大會司儀 「「台聯會台聯會」」 副副
會長羅秀娟會長羅秀娟（（右一右一）、）、理事劉志忠理事劉志忠（（左一左一））合影合影。。


	0930WED_C1_Print.pdf (p.1)
	0930WED_C2_Print.pdf (p.2)
	0930WED_C3_Print.pdf (p.3)
	0930WED_C4_Print.pdf (p.4)
	0930WED_C5_Print.pdf (p.5)
	0930WED_C6_Print.pdf (p.6)
	0930WED_C7_Print.pdf (p.7)
	0930WED_C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