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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DIARY

Change Is Coming
President-elect Biden announced a
12-person coronavirus task force today.
The group will focus on the growing
coronavirus pandemic, while for the third
straight day the nation has surpassed
100,000 new cases.
Today the drug maker Pfizer made a
very exciting announcement. An early
look at the data from its coronavirus
vaccine testing shows that it is more
than 90% effective and much better than
expected. The vaccine requires two
doses, one month apart. Pfizer CEO
Albert Bourla called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the greatest medical
advancement in the world’s last one
hundred years.

There are five ways Joe Biden says the
U.S. coronavirus response will change
when he’s president: Increased testing
and contract tracing; Additional
investment in vaccines and treatments;
Mandatory masks and more PPEs; A
push for clear consistent evidence based
on guidance; Rejoining WHO and
searching for future threats.
President Trump is so far refusing to
sign off on a key document needed to
formally begin the government transition
process while he continues to refuse to
concede the race.
We are urging the president-elect to pay

attention not only to the pandemic and to
the economy. We also need to look at
the U.S.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rejo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lead the
world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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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Home!										Wear Mask!

Coronavirus Dashboard 1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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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olitics: Biden unveils coronavirus task
force.
2. Health: Pfizer says its vaccine is more
than 90% effective.
3. States: 23 states set single-day coronavirus case records last week.
4. Business: Stock market roars higher after Pfizer vaccine news —
The
jobs recovery remains far from complete.
5. Sports: How the pandemic helped fuel
2020’s golf boom.

Case Counts

1. Global: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10:45 a.m. ET: 50,539,082 —
Total deaths: 1,258,230 — Total recoveries: 33,099,495 .
2. U.S.: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10:45
a.m. ET: 9,975,500 — Total deaths:
237,587 — Total recoveries: 3,881,491 —
Total tests: 156,637,891.
President-Elect Biden Unveils Coronavirus Crisis Team

Joe Biden at an October coronavirus

briefing in Wilmington, Delaware,
with participants including former
Surgeon General Vivek Murthy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professor Celine Grounder, who will serve on his
advisory board. Photo: 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declared
tackling the pandemic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ttles our administration will face” as he announced a new
12-member Transition COVID-19 Advisory Board on Monday.
Why it matters: The U.S. has reported over 100,000 new coronavirus cases
every day since last Wednesday, when
it first reached the milestone. The seven-day average of deaths from the virus reported by states has risen 36% in
the past three weeks, per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The big picture: COVID-19 is one of
four key issues Biden has pledged to
tackle on day one of his administration.
The others are economic recovery, racial equity and climate change.
• The task force will be led by three cochairs: former Surgeon General Vivek
Murthy, former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er David Kessler
and Dr. Marcella Nunez-Smith from

Yale University — as Axios’ Hans Nichols first reported Saturday.

• Beth Cameron, who served as senior
director for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nd
biodefense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Rebecca Katz, co-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Global Health Science and
Security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are
advisors to the Transition on COVID-19
and will work closely with the advisory
board.
Zoom in: Biden said in an emailed
statement he wanted to be “informed
by science and by experts,” and there’s
a wealth of experience on the advisory
board.
What they’re saying: “The advisory
board will help shape my approach to
managing the surge in reported infections; ensuring vaccines are safe, effective, and distributed efficiently, equitably, and free; and protecting at-risk
populations,” Biden said.
• The advisory board will help guide the
Biden-Harris Transition in planning for
the president-elect’s federal response.

Ben Carson Tests
Positive for Coronavirus

Photo: 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Secretary Ben Carson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ABC News first reported on
Monday.
Why it matters: Carson is the latest in
a string of White House officials to contract the virus — days after chief of staff
Mark Meadows also tested positive. Like
Meadows, Carson attended the White
House’s largely mask-free election night
party last week alongside a group of
other top officials in President Trump’s
Cabinet.
• The White House has grown increasingly secretive about outbreaks — including its cluster of infections involving Meadows, which also includes a top
Trump campaign official as well as undisclosed White House staff, per the AP.
• Meadows’ infection was kept under
wraps and remained unknown to many
staff until Bloomberg News reported it
Friday.
The 69-year-old Carson is “in good spirits and feels fortunate to have access
to effective therapeutics which aid and
markedly speed his recovery,” his deputy
chief of staff told ABC News.

23 States Set Single-Day Coronavirus New Case Records Last Week

Data: Compiled by Axios; Map: Danielle Alberti/Axios
23 states set new highs last week for
coronavirus infections recorded in a
single day, according to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CTP) and state
health departments. 15 states surpassed records from the previous
week.
Why it matters: More state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handling record-high caseloads than this summer.
Records broken:

• Oct. 31: None.
• Nov. 1: Connecticut (2,651).
• Nov. 2: Michigan (6,920).
• Nov. 3: New Mexico (1,141).
• Nov. 4: Idaho (1,290).
• Nov. 5: Iowa (3,992), New Hampshire
(245), Oklahoma (2,101), Oregon (790),
and West Virginia (560).
• Nov. 6: Colorado (3,369), Illinois
(10,376), Indiana (4,714), Kansas
(5,418), Maine (184), Minnesota (5,454),
North Dakota (1,764), Nebraska (2,124),
Nevada (1,562), Ohio (5,008), Pennsylvania (3,384), Rhode Island (630), Utah
(2,987), and Wyoming (996). (Courte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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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river in a parked car looks on as supporters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ally in front of a large U.S. Flag, outside the Pennsylvania Convention Center
six days after the election in Philadelphia. REUTERS/Bastiaan Slabbers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is seen making remarks on his plan to fight COVID-19 on television monitors from the
White House Briefing Room, after pharmaceutical giant Pfizer said its experimental COVID-19 vaccine was more
than 90% effective, in Washington. REUTERS/Carlos Barria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is seen making remarks
on his plan to fight COVID-19 on television monitors from the White House Briefing Room, after pharmaceutical
giant Pfizer said its experimental COVID-19 vaccine was more than 90% effective, in Washington. REUTERS/

A flood caused by Tropical Storm Eta is seen in Davie, Florida. REUTERS/Marco Bello

A flood caused by Tropical Storm Eta is seen in Davie, Florida. REUTERS/Marco Bello

A child covers their face with the American flag near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DC.
REUTERS/Hannah McKay

A man, wearing a protective face mask, reads a book in a park during the second national lockdown as part of the measures to fight a second wave of the coronavirus in Nantes, France. REUTERS/Stephane Mahe

Former Bolivian President Evo Morales raises a fist as he returns to his home country from exile in Argentina, at the border town of Villazon, Bolivia. REUTERS/Ueslei Marcelino

Former Kosovo President Hashim Thaci, who resigned and was taken into custody of a war crimes tribunal, appears for the first time before the Kosovo Specialist
Chambers in The Hague, Netherlands. Jerry Lampen/Pool 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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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Getting Back Into Politics!

Five Coping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Post-Election Grief

Feelings of grief – and depression – are common post-election emotional responses. (Photo/hocus-focus/GettyImag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Shortly after Abraham Lincoln was elected on Nov. 6, 1860, a woman from Alabama, Sarah Espy, documented her concerns in her diary. She wrote that she felt
“grieved,” and explained why. “For it is
thought now to be certainty that Lincoln…
and that the Southern States are going to
withdraw from the Union. If so, it is the
beginning of woe.”
While the particular concerns change,
every election triggers distress for some
people. That certainly held true for the
previous two presidential elections: Many
Americans were deeply upset following
the victories of Barack Obama in 2008 and
of Donald Trump in 2016.
Symptoms of depression – sadness, loneliness and fatigue – seem to be common
responses to electoral loss. This may prove
to be a particularly widespread phenomeno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2020 election,
given the nation’s contentious political
divide.

People don’t typically talk about politics in the same sentence as grief and
woe, but the two are more closely connected than we might realize. I am a political scientist who studies how mental
health shapes the way citizens think
and engage with politics. In my work,
I’ve found that citizens who suffer from
depression are less politically engaged.
I’m currently exploring how politics
impact citizens’ mental health, especial-

COMMUNITY
ly in the wake of an election.

The politics of depression

Psychologists have long recognized depression as a frequent response to loss.
Elisabeth Kübler-Ross famously named
it as one of the five stages of grief, along
with denial, anger, bargaining and ultimately, acceptance. Other research has
since questioned this concept of stages,
finding instead that some people experience just one or two of these emotions.
While scholars have written about anger and denial in relation to politics,
we know far less about depression. Evidence I’ve compiled suggests it’s relatively common.
For example, a 2004 Pew Research
Center survey found that 29% of Kerry
supporters felt depressed in the wake
of George Bush’s reelection and a 2008
Associated Press poll found 25% of
Republicans were upset following the
election of Barack Obama. Polling data
from 2010, 2012 and 2016 reveal similar
results.
This data captures the intensity of emotions we feel from electoral loss. The
website PsychCentral noted that traffic
to their “5 Stages of Grief & Loss” page
was up by 210% the day after Hillary
Clinton lost the election in 2016 – and
their most popular article was “Healing
after the Election.” Similarly, Google
Trends data on grief-related searches spiked following the 2008 and 2016
elections.

Grief-related searches on Google
spiked after the 2008 and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he evidence is
clear: Many Americans feel depressed
after elections. (Google Trends, Author provided)

Grief & Loss After the Election

After the historic election of 2016, where
underdog businessman Donald Trump

upset Hillary Clinton for the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many people are
in distress. There have been large anti-Trump protest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in major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chanting, “Not my president.”
Large groups of people were grieving
yesterday, trying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failure to elect the first woman president. How do you cope with grief and
loss after a contentious election like this?
People are upset and we can detect their
dismay through analytics on the traffic
to Psych Central. Traffic to our 5 Stages
of Grief & Loss page was up over 210
percent the day after the election. It is
trending higher today as well,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try and cope with the
loss they feel.
Our most popular page today is the article I wrote the day before the election,
Healing After the Election.

A loss can be a devastating, frustrating,
and even scary experience. We all experience loss in our lives, but few of us
have ever experienced the kind of loss
that happened on election day. Not only
did the country elect an “outsider” —
someone with no political experience
whatsoever — but they rejected a seasoned politician who would’ve been the
first female leader of our nation.
Women seem to be experiencing the
loss more strongly than most men. This
may be partially due to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electing the first woman
president. But it’s probably also due to
the deeply offensive attitudes, behaviors, and words expressed by the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throughout
his life. To live under a Trump presidency is downright scary to many, many
women (and some men as well).

Stages of Grief & Coping with Loss

Coping with a loss like this will not be
easy for many people. But make no 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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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about it — this is a significant loss
for many people, just as significant as
losing a pet, a job, or a relationship.1 Going through the five stages of grief takes
time, so you should be patient with yourself (or a loved one) as you give yourself
time to experience what this means to
you and your life:
1. Denial and Isolation
2. Anger
3. Bargaining
4. Depression
5. Acceptance
People who are grieving do not necessarily go through the stages in the same
order or experience all of the stages.
It may also help to disengage from news
on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al updates
in general for a few days. Take a social
media or news mini-vacation; you won’t
miss much and it’ll help you recover
from the political overload so many of
us are feeling today. And remember, you
can’t trust everything you read online.
For instance, Facebook has such a large
and serious problem with fake news
websites, it’s not clear Facebook can be
trusted to deliver any type of accurate
news stories any longer.

Some people find that action helps address the grief that they feel. If that’s
the case, join a peaceful protest or write
down what you’re feeling in a journal or
blog. Talk to others who share your point
of view in a safe, private environment, so
that your words won’t be misunderstood
or used against you in the future.
Healing from the election and this political process will come in due time. But
it will take time, for all of us, to heal
fully from what we as a nation just went
through. Let’s be patient with one another so that we can come together again
one day, as a country united. (Courtesy https://theconversation.com/us and
https://psychcentr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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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 孫穎莎世界首秀
孫穎莎世界首秀，
，
順利晉級。
順利晉級
。
新華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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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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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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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凱琹不敵中國台北好手陳思羽無緣
杜凱琹不敵中國台北好手陳思羽無緣8
8 強。
■陳夢在比賽中回球
陳夢在比賽中回球。
。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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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國際乒聯女子世界盃 9 日在山東威海開賽，中國乒隊兩名參賽選手陳夢和孫穎莎分守上下兩個半區，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齊齊連過兩關晉 4 強。不過，唯一獲邀參賽的港乒“一姐”杜凱琹則遭遇滑鐵盧，在領先 3：1 情況下連丟 3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局，以 3：4 被中華台北球手陳思羽逆轉，無緣 8 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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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世界盃是自 3 月卡塔爾公開賽以來舉行 那麼遠，注重每一場球的過程。”
■前國乒名將馬琳
前國乒名將馬琳，
，現已是女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的首項乒乓球國際賽事。賽事共有來自
隊教練。
隊教練
。
新華社

女

杜凱琹遭逆轉無緣8強

15 個國家和地區的 21 名選手參加，其中包括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國乒的陳夢、孫穎莎、日本的伊藤美誠、石川
孫穎莎首輪面對波多黎各的迪亞茲，以
佳純、新加坡的馮天薇及香港的杜凱琹等人在
11：5、11：5及11：8連勝3局；其後被對手以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內的前 8 名種子球員豁免小組賽，直接躋身 16 11：8 扳回一分；但第五局孫穎莎局末發力以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強淘汰賽。
11：7 奠勝；稍後，這位香港文匯報訊
20 歲小將再以 4：0
挫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據中新社報道，首輪 16 強對決，陳夢迎戰 日本的石川佳純，打入準決賽。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 5 日在《紐約時報》刊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羅馬尼亞選手斯佐科斯。僅用時 25 分鐘，陳夢
而世界排名第 15 位的香港“一姐”杜凱琹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就以 4：0（11：6、11：1、11：3、11：7）獲 被列為大賽的 8 號種子，9 日首輪迎戰兩屆中國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勝；之後再同樣以 4：0（11：8、11：6、11： 台北奧運代表陳思羽。頭四局，杜凱琹佔盡優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3、11：9）淘汰美國球手張安躋身 4 強。陳夢 勢，以 11：8、4：11、11：3、12：10 取得 3：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首輪賽後表示，第一場比賽和賽前準備的差不 1的領先優勢。但已無退路的陳思羽於第五局起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多，主要是為了把自己調動起來。“我們各自 找回節奏，以 11：3、11：7、11：6 連下三局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守一個半區，還是要各自打好比賽，先不去想 反敗為勝，挺進8強。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
口罩。
口罩
。
網上圖

ITTF圖片
ITTF
圖片

孫穎莎首戰世界盃 連過兩關

■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
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
國4。日）才滿
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上周三（11 月
20 歲的國
兵小將孫穎莎，9日在女乒世界盃先後以4：1及4：0淘汰波多黎各選手
同學和老師交談。
同學和老師交談
。 網上圖

迪亞茲與日本名將石川佳純，躋身 4 強；10 日準決賽將與另一日本名將
伊籐美誠爭奪決賽席位。
2017 年才進入國家一隊的孫穎莎，於 2019 年在人才濟濟的國乒異
軍突起，連奪日本、澳洲及德國三站公開賽以及亞錦賽和 T2 鑽石聯賽
等多項大賽冠軍獎盃。優異的表現令她贏得國家隊教練組的信任，在師
姐朱雨玲因傷缺陣下，臨危受命出戰世界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9 日首次踏足世界盃舞台，16 強迎戰波多黎各選手迪亞茲，以 4：1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
獲勝；之後在即晚進行的 8 強賽，迎戰日本名將石川佳純。前三局孫穎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
莎牢牢掌握比賽節奏，以 3：0 領先；第四局，孫穎莎在 1：5 落的情況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
下及時調整，最終以 11：7 奠勝，晉級 4 強，向個人首個世界冠軍邁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 1
進。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萬隻口罩、20 萬個檢測盒、18 萬個手套及許
孫穎莎賽後說：“自己賽前準備比較充分，一上來調動比較積極，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其他防疫物資。
自己和石川打過很多次，互相之間很熟悉，我覺得在賽前準備做得不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
錯。”面對準決賽，孫穎莎表示比賽會非常困難，但一定會全力以赴。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觀眾助威球員特別醒 場均進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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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港足球季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6 日介紹，
自今年 1 月後再次開放球迷入場，上周六及周
從 3 月 4 日到 4 月 3日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4 場菁英盃分組賽，平均每場錄得約
544 人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次入座，略高於上季。不過，隨着分組賽戰況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白熱化，票房數字可望進一步提升。
上周兩個賽日的球場編排同出一轍，下午
3 時先於元朗大球場比賽，尾場 5 時 30 分則假
旺角場舉行，4仗入場人數分別為235人（冠忠
南區對晉峰）、850 人（東方龍獅對愉園）、
394人（天水圍飛馬對理文）及694人（傑志對
標準流浪），平均每場有 544 人入座，比上季
菁英盃（只計算開放予公眾入場場次）的平均
入場人數多出11％。球季停擺約10個月後，對
票房數字似乎並未帶來太大影響。不過，對於
球員來說，能夠再次在球迷吶喊助威下作賽，
自然分外精神，平均每場攻入 4.25 個入球，也
比今季首 10 場閉門賽事多出 1.25 球。有入場球
迷表示，現場觀戰始終比起網上直播更具氣
氛，雖然每次入場都要遵守防疫措施，但相信
香港人都已經習慣。
東方龍獅守衛梁冠聰則期望入場人數可以
逐步回升：“香港足球需要更多球迷支持，聽
到球迷的聲音，不管是支持我們或是對手的，
球員都會分外賣力，希望入場人數可以逐步回
升。”
晉峰升班後首次在球迷見證下作賽，結果
成功搶得第 1 分，進球功臣黃偉國指出：“雖
然現時觀眾不算太多，但我們每次進攻都聽到
看台發出打氣聲，的確有助我們增加士氣。”

4.25

■晉峰升班後在球迷見證下成功搶得
第 1 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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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KYC Team Agiplast”
Agip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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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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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渡難關。陳曉莉）2020 年帆船“香港環

近 200 艘帆船角逐香港環島賽

的“Persico
Persico69
69F
F 型水翼單體帆
船”
搶盡風頭。
搶盡風頭
。

島大賽”在剛剛過去的周日於維多利亞港圓滿落幕。今年
賽事錄得 232 支帆船隊伍報名參賽，約 1,500 名帆船好手
齊集維港一較高下，讓維港變成一個“海上嘉年華”。
賽事設有 14 個級別，帆船根據不同“速度系數”分
批出發；各參賽隊伍離開銅鑼灣起點後向東順時針環繞香
港島一周，途經北角、柴灣、石澳、淺水灣、赤柱、經西
營盤、灣仔，最後回到銅鑼灣衝線，全長約45公里。
賽事焦點落在“RHKYC Team Agiplast” 的“Persico69F 型水翼單體帆船”身上。在眾多不同型號的帆船
中，水翼單體帆船是帆船界新興“潮物”，最終以 4 小時
49分15秒完成賽事。
龍骨船方面，2014 年代表香港出戰仁川亞運的前港
隊帆船代表王傲文及羅逸峰以“XENA 號”出征，以 4 小
時33分04秒衝線。
至於小帆船方面，被喻為帆船界後起之秀的香港遊艇
會鯊魚競賽隊隊員林澤琛夥拍梁中上陣，最終以 6 小時 29
分34秒完成賽事。

中超爭霸首回合 恒大蘇寧交白卷
2020 賽季中國足協超級聯賽（超
聯）決賽第一回合 8 日晚在蘇州上演，
雖然廣州恒大與江蘇蘇寧火藥味十足，
但經過 90 多分鐘對決後雙方依然互交
白卷。
本賽季中超聯賽採取賽會制比賽形
式，在經歷 18 輪較量後，恒大和蘇寧
在決賽相遇，決賽依然採取兩回合對
決。
當晚比賽開始後，雙方就立刻展開
了激烈拚搶，甚至由於拚搶動作過大，
一度爆發了衝突。第 20 分鐘，廣州恒
大的韋世豪對高天意做出了一個鎖喉動
作，雙方多人發生衝突，韋世豪被給予

黃牌警告。第 31 分鐘，鄭智大腿肌肉
拉傷，隨後被黃博文替換下場。
第 34 分鐘，廣州恒大外援費南多
打入一球，但裁判已經提前鳴哨認定其
放倒對方球員犯規，因此進球無效。下
半場江蘇蘇寧繼續嚴防死守，廣州恒大
組織了幾次頗為耐心的前場進攻，但依
然久攻不下。最終雙方以 0：0 互交白
卷，從而將懸念留在了 12 日進行的決
賽次回合較量。
廣州恒大主帥簡拿華路賽後表示，
“球員們整場比賽都投入到進攻之中，
我們對勝利的渴望很明顯，球員們都有
激烈的拚搶和積極的跑動。” ■中新社

■ 恒大守門員劉
殿座（
殿座
（ 左 ） 出迎
救險。
救險
。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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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裘莉宣傳《
女神裘莉宣傳
《愛麗絲與夢幻島
愛麗絲與夢幻島》
》力抗歧視
由好萊塢女神安潔莉娜裘莉 (Angelina Jolie)主演的新片《愛麗絲與夢幻島》
，近期即將於台灣、美國上映，不料卻傳出
遭到網軍惡意攻擊！裘莉在片中與曾獲得金
球獎影帝提名的大衛歐洛沃 (David Oyelowo)，搭擋演出經典童話角色 「愛麗絲
」、 「彼得潘」的父母，打造出獻給年輕世
代的傳奇故事，讓英國《泰晤士報》 (The
Times)大受感動，奉上逼近滿分的四顆星
超高評價，狂讚 「今年日舞影展最棒的電影
之一！」。沒想到該片日前竟遭網軍湧入電
影評分網IMDb狂洗負評，只因片中演員的
膚色問題，讓電影還未上映就被惡意詆毀，
男星大衛歐洛沃不禁大吐苦水： 「這不是我
第一次遇到了」，電影網站IMDb更因此緊
急關閉評分系統，阻止更多惡意留言湧入。
近年來網軍攻擊事件頻傳，奧斯卡影
后布麗拉森 (Brie Larson)就曾因演出
《驚奇隊長》不符合粉絲期待而遭網軍圍
攻，這次安潔莉娜裘莉則是因為主演的電
影《愛麗絲與夢幻島》劇中演員膚色問題
慘遭殃，主演男星歐洛沃心痛表示： 「這
部電影根本無關種族，而是想呈現出傳奇
故事的更多可能性。」《愛麗絲與夢幻島
》是由曾以《勇敢傳說》橫掃奧斯卡金像
獎、金球獎與英國電影學院獎的金獎導演

布蘭達查普曼 (Brenda Chapman)執導
，結合流傳百年的經典童話〈愛麗絲夢遊
仙境〉與〈彼得潘〉重新打造出一個充滿
冒險、超乎想像的動人故事。大銀幕女神
安潔莉娜裘莉在片中展現溫柔無比的慈母
面貌，用心照料著好奇心無窮的愛麗絲及
堅毅勇敢的彼得潘，為兩位經典角色的精
彩冒險再續奇幻篇章。儘管電影情節溫馨
動人，卻在上映前因演員膚色而遭網軍惡
意出征，讓兩位用心投入演出的好萊塢明
星大嘆無奈，決定把握時間勤跑宣傳，期
待以票房佳績力抗社會的歧視言論。《愛
麗絲與夢幻島》將於11月12日搶先全美在
台上映。
這是愛麗絲跳進兔子洞以及彼得潘成
為小飛俠之前的故事。傑克(大衛歐洛沃
飾)與蘿絲(安潔莉娜裘莉飾)為他們的三個
孩子大衛、彼得與愛麗絲建築了一個充滿
奇幻想像又溫暖的家，直到大衛在意外中
身亡後讓所有人陷入悲痛之中，彼得與愛
麗絲分別逃往夢幻島(Neverland)與仙境
世界 (Wonderland)以躲避憂傷，卻在魔
幻的世界中找到了勇氣與力量，他們決心
挽救支離破碎的家而踏上了倫敦冒險之旅
，顛覆你對童話故事的想像，愛麗絲與彼
得潘的冒險即將啟航！

黑豹 「舒莉公主」 新作成領袖

白羅偵探 3 大燒腦劇曝光

以漫威電影《黑豹》走紅全球的
「舒莉公主」莉蒂西亞萊特（Letitia
Wright）近來推出新影集《小斧頭》
（Small Axe），為奧斯卡和英國影藝
學 院 電 影 獎 得 主 史 提 夫 麥 昆 （Steve
McQueen）第一部執導的電視作品，台
灣觀眾可在 BBC First 欣賞，敬請前往
myVideo 收看。此外，該平台 11 月也
將上架多部新作。
《小斧頭》由《星際大戰》約翰
波耶加（John Boyega）和莉蒂西亞萊
特領銜主演，根據倫敦西印度區的真
實事件改編而成。這些獨立的故事發
生在 1969 年至 1982 年間，宣揚了勇氣
和社區精神。從一群反對警察迫害、
看似毫無希望的激進分子，到一個經
歷藍調音樂派對中舞蹈、危險和浪漫
的少年，再凸顯勇敢的人們是如何鼓
舞改變的發生。
該劇傳達一項重要訊息給這個分
裂的世界：即使再邊緣的聲音，也能
夠挑戰最強大的人。史提夫麥昆表示
，這些故事是具有熱情、私密與獨特
性的，不僅驗證了現實生活的真實，
也有被更多觀眾看到的迫切性。本劇

將於 11 月 16 日首播，
《 新 加 坡 迷 情 》 （The Singapore
Grip）為《波達克》與《維多利亞女王
》的創作者之作，是一部充滿雄心壯
志與異國情調的家庭傳奇故事，背景
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殖民地新加坡
。這部壯麗的劇情片有一連串的計謀
，商業與愛情皆有，敘述一個富裕的
英國家庭在世界正值各種災難性劇變
時，想極力保有他們興盛的生意。
本劇刻畫出扣人心弦的社會衰退
與一個家庭在這逐步崩壞的世界裡的
樣子，由奧斯卡獎得主劇作家克里斯
多夫漢普頓（Christopher Hampton）改
編自雅各法瑞爾的經典小說。本劇將
於 11 月 6 日首播。
《ABC 謀殺案》（The ABC Murders）改編自英國偵探小說女王阿嘉莎
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的經典懸
疑故事。1933年，隱退後的偵探赫丘勒
白羅成為兇手的嘲諷目標，收到署名為
「ABC」的數封信件。白羅必須解開代
碼，才能找出兇手的真實身分。
主角赫丘勒白羅由《蒙上你的眼
》、《銀河便車指南》約翰馬克維奇

（John Malkovich）飾演，檢察長克羅
姆由《哈利波特》「榮恩」魯伯特葛
林特（Rupert Grint）飾演。本劇將於
11 月 13 日首播。
《 無 辜 者 的 試 煉 》 （Ordeal By
Innocence）同樣改編自阿嘉莎克莉絲
蒂（Agatha Christie）的經典懸疑故事
。莊園女繼承人瑞秋阿蓋爾在自宅遭
到殺害，18 個月過去，兇手的身分仍
深陷謎團。演員陣容包含《愛是您，
愛 是 我 》 比 爾 奈 伊 （Bill Nighy） 、
《 唐 頓 莊 園 》 安 娜 錢 瑟 勒 （Anna
Chancellor）、《世界大戰》艾莉諾湯
姆林森（Eleanor Tomlinson）、《王冠
》馬修古迪（Matthew Goode）。本劇
將於 11 月 20 日首播。
《白馬酒館》（The Pale Horse）
改編自阿嘉莎克莉絲蒂作品，一名年
輕女性被謀殺後，竟意外發現一份神
祕名單，究竟是誰寫下這份名單，而
這又代表著什麼意義？演員陣容包含
《維多利亞女皇傳》盧夫斯塞維爾
（Rufus Sewell）、《福斯特醫生》博
迪卡維爾（Bertie Carvel）。本劇將於
11 月 27 日首播。

甩不開家暴陰霾！
強尼戴普遭華納辭退
《怪獸與牠們的產地》系列

近期身陷家暴風波的爭議演員 強
尼 戴 普 （Johnny Depp） 於 昨 日 （6）
於 Instagram 貼出一份聲明，宣布自己
將辭演華納兄弟的系列電影。過去他
針對爆料其家暴爭議的「太陽日報」
出版商提起毀謗訴訟，卻在本週遭法
官宣判敗訴，該報導表示強尼對前妻
《水行俠》安柏赫德（Amber Heard）
曾施以辱罵，而法官認為這些說法
「基本屬實」。
強尼戴普於聲明中寫道：「鑑於
近期的事件，我想發表以下簡短聲明
。首先，我想感謝所有給予我支持與
信任的人們。特別是在過去的幾天裡
，我對你們充滿愛與關懷訊息感到謙
卑和感動。再者，我希望讓你們知道
，我受華納要求請辭《怪獸與牠們的

產地》 中「葛林戴華德」的角色，而
我尊重且同意他們的要求。」
最後他也表示自己不會被動接受
審判結果：「法院的判決不會影響我
對於真相的抗爭，而我打算要提出上
訴。我的決心仍然堅定，我將證明對
我的指控是錯誤的，我的生活和職業
不會就此定論。」
而華納兄弟也證實了 強尼戴普的
退出，並在聲明中寫道：「強尼戴普將
離開《怪獸與牠們的產地》系列，我們
感謝他至今為止對本系列的付出。」
《 怪 獸 與 牠 們 的 產 地 3》 （Fantastic
Beasts 3） 目 前 正 處 於 製 作 階 段 ， 而
「葛林戴華德」一角將重新進行選角。
《怪獸與牠們的產地 3》預計於
2022 年夏天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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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佳：演完《風平浪靜》 我跟章宇肯定會再合作
電影《風平浪靜》正在上映，片中有壹段女追
男很“撩”的鏡頭，被轉制成海報：雨夜中，壹輛
擋風玻璃破碎成大洞的轎車，副駕駛位置上的潘曉
霜（宋佳飾演）撐著深藍色的雨傘，寧靜自得，司
機位置上的宋浩（章宇飾演），沈默壓抑。在紅酒
般的夜幕背景映襯下，冷暖色調交織，情欲暗流洶
湧。
在宋佳看來，這場戲有如神助，“拍的那天突
然下雨了，最初劇本上是完全沒有這些設置的，但
似乎拍電影就是這樣，有時拍得很順時，老天都會
送妳禮物。我也不知道當時為什麽把傘撐了起來，
完全是很自然的反應，依據我當時角色的感受、搭
檔章宇帶給我的感受，那場雨、那陣風帶給我的感
受，它們全部轉化成表演上的靈感。”而像 “喝
酸奶求婚”、“吃火鍋尬聊”、“給孩子起名”等
橋段其實也都是出於演員在現場自然流露的即興創
作，導演李霄峰表示這些愛情戲是意外，也是驚喜
。聊到這些即興戲，興奮的宋佳告訴新京報記者，
這次演戲太爽快，每天的工作方式就是把自己交給
現場：“現場是最有魅力的地方，因為壹切都是未
知的，演員需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表演空間讓角色
無限，感受到的東西表現出來，再不斷填充顏色，
給角色加分。”

眼光挺狠的，他的審美和塑造力都太強了，我認為
《我不是藥神》這部戲最大的意義就是給中國影壇
輸出了像章宇這樣的演員。我們沒有交過手，也不
知道能把這個戲演成什麽樣，但後來壹上手合作，
就特別有默契。”
殺青的時候，章宇對宋佳說，潘曉霜會成為中
國電影銀幕的壹個經典的女性角色，當時宋佳還比
較懷疑，自己真的有這麽厲害嗎？後來她逐漸體會
到章宇這句話的意思：“曉霜這種角色特別少見，
這個角色身上也被賦予了強大的女性力量，當宋浩
選擇以悲劇的方式告別人間，潘曉霜不會埋怨他自
私，反而為他的選擇有壹絲驕傲，即使妳走了，我
會帶著孩子好好生活下去，這也是對女性力量很好
的表現。” 從《師父》中美艷的師娘，到《風中
有朵雨做的雲》中情緒壹直崩潰的林慧，宋佳飾演
的壹些經典角色幾乎都是外冷內熱類型，這次她似
乎將這種特質演繹得更加升華和豐滿。宋佳坦言，
自己和潘曉霜其實並不像，盡管都是開朗樂觀，但
她沒有曉霜那樣冷靜和勇氣：“其實我這些年多數
角色都有點像宋浩那樣，但是潘曉霜是壹個看似輕
盈、其實很有內在力量感的角色，拍完以後我跟導
演說，謝謝妳幫我打開了壹條新的戲路，這幾年我
都沒有試過這麽有質感的愛情戲，非常喜歡。”

[進組]
用演技“打臉”監制黃渤
《風平浪靜》講述 18 歲高三學生宋浩失手殺人
後流落異鄉，15 年後重返故鄉奔喪卻意外發現當年
真相的故事，宋浩的人生充滿坎坷，壹直暗戀她的
老同學潘曉霜則是他人生唯壹的希望。
在敲定是章宇出演男主角宋浩後，劇組開始尋
找潘曉霜的飾演者。在監制黃渤看來，雖然大家很
喜歡宋佳，但最開始卻沒有把宋佳和潘曉霜勾連起
來：“針對於這個角色來說，因為她代表壹個幸福
的、有安全感的符號，可能更需要找壹個溫婉可人
、看起來無公害的女性。我覺得宋佳個性比較強，
後來她聯系到我，說角色是可以塑造的。結果人家
真是用自己的活生生的例子告訴我，好演員的塑造
能力到底有多強。”黃渤聊起宋佳的表演，笑稱自
己被狠狠“打臉了”。
宋佳回憶，在看了劇本的第二天，就毫不猶豫
想要接演潘曉霜這個角色，同時她也非常確信，這
個角色還有很多發揮的空間：“潘曉霜不在電影的
主線上，原本劇本裏的戲更少，故事更多是以宋浩
為主導，但我覺得設置壹個女性角色，戲不在多或
者少，而在於男女主角彼此影響會產生哪種變化，
潘曉霜是壹抹很明亮的色彩，遇上她以後，黑灰色
情感基調的宋浩開始發生變化，逐漸有了笑容。他
所有產生的變化，都是潘曉霜帶來的，所以我覺得
這些戲，我要演出來，這需要演員給它填出來的，
而我的工作就是幹這個的。”

獨家對話宋佳：
章宇現在看到什麽本子都會想起我
記者：全片的氛圍比較壓抑，妳是怎麽和章宇
在短時間內建立情感戲默契的，妳們在現場的狀態
也是“女追男”嗎？
宋佳：現場大家都不太愛說話，尤其章宇，戲
外都保持在戲裏的狀態。我開始還問他怎麽老是這
麽苦大仇深的，當我看完成片後，我完全理解他為
什麽要陷入這種情緒裏，因為宋浩太可憐了、太慘
了。我倒不心疼他陷入在角色裏不能自拔，那是他
自己的事（大笑），其實人家特享受沈浸在角色裏
的時候，那是最幸福的壹件事。
記者：妳說潘曉霜不太像妳，出演前需要做哪
些心理建設來靠近角色？表演時妳容易出戲嗎？
宋佳：其實很簡單，都基於自然流露，比如圍
讀劇本、琢磨臺詞都是最基礎的功課，對我來說還
是得沈浸，就是我在那段時間，每天想的都是潘曉
霜和電影，這種沈浸對我來說也很重要，但我入戲
、出戲都還挺快的，電影最終的呈現壹定是高於劇
本，這個層次感是所有演員給它填滿的。章宇在片
場就像壹個黑洞，有時候我去逗他，他也不理我，
後來我發現這個劇本確實把宋浩勾勒得很慘，命運
始終不放過他，我很喜歡這種古典悲劇的味道，因
為很多人的人生並不是壹帆風順的，有時，真的會
非常無力。
記者：這次戲份確實不多，很多觀眾也說沒有
看夠，還想演嗎？會想和章宇再合作嗎？
宋佳：說實話真的沒有演夠（笑），我跟章宇
是肯定會再合作的，因為我們彼此都特別“愛”對
方，他說現在有時候看到什麽本子都會想起我，因
為這次拍戲的配合感太好了，這個戲是大家壹塊磨
出來的。我記得我殺青那天他特別失落，那時候他
還玩微博，當時發了壹張自己在車裏的照片，壹張
無比失落的臉，上面寫著“無花果”（宋佳昵稱叫
“小花”），就是說潘曉霜演完了，宋浩都沒有光
了。

[開拍]
用女追男 “尬聊”推進愛情戲
其他主創已經拍了壹個月後，宋佳才進組。開
始她有點害怕，怕給的戲感大了、小了、多了或是
少了，怕破壞之前戲裏的氣質。
“記得有壹天，我演了半天之後導演跟我說太
美了。這句話讓我半宿沒睡著。我說她怎麽歷經磨
難，最後還落了個才貌雙全，但後來我越來越理解

潘曉霜這樣的角色，她的美就是她的好，她的美是
對的。”宋佳第壹場拍的戲是潘曉霜已經懷孕了，
她和宋浩在走廊裏散步，當時他們聊了很多日常的
話，給孩子起名為“宋上門”、“送回家”等，這
些臺詞都是兩人在對話中自然而然脫口而出，反而
成為影片非常經典的臺詞。那天通告安排得很妙，
轉場之後就是宋浩與潘曉霜吃火鍋大排檔的那場戲
，也充滿即興式創作。“當時宋浩沈默寡言，基本
上看不出這個人在想什麽，也不願意去釋放任何東
西，不吱聲，我要去試探追他，哪怕是把他按在座
位上‘尬聊’，我也加冕話題制造機和年度‘尬聊
女王’（笑）。”
李霄峰壹直認為，《風平浪靜》裏的愛情戲是

意外，也是驚喜，很多精彩的情節都歸功於演員
塑造。宋佳說，原本影片的結局是宋浩與他父親
在甲板上爭執，但愛情戲的挖掘似乎令劇情更豐
滿，最後導演也將結局選擇她開車帶著孩子迎接
生活的壹幕，這也是大家確實把情感戲自然演到
了這裏。
[感悟]
演出女性的內在力量感是關鍵
宋佳選擇參演影片的壹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章宇
，她看完劇本，壹直很好奇自己與章宇合作會產生
怎樣的化學反應，“他是壹個很棒的演員，他的三
部戲我都看過，三部電影三張臉，我覺得他挑戲的

《人潮洶湧》講述壹系列陰差陽錯的幽默故事
劉德華、肖央、萬茜領銜主演的
電影《人潮洶湧》將於 2021 年大年初
壹上映。電影改編自日本超人氣口碑
佳作《盜鑰匙的方法》，講述了冷酷
殺手周全(劉德華飾)和落魄龍套陳小
萌(肖央飾)，在壹次意外中交換了彼
此的身份，從而引出壹系列陰差陽錯
的幽默故事。導演饒曉誌繼《妳好，
瘋子！》《無名之輩》等口碑佳作後
，再次挑戰荒誕喜劇類型。
如果人生是壹場 90 分鐘的荒誕喜
劇，在妳的人生跌入谷底時，有機會

選擇和他人交換人生，妳會如何抓住
這壹線生機?與其感嘆命運無常，或許
不如從此刻起就換個活法。《人潮洶
湧》是劉德華與肖央兩位極具反差感
的演員首次破次元壁合作，在二人曝
光的對手戲中懸念叠起又“笑果”十
足，令觀眾深感意外之余又覺得在情
理之中。影片劇情設置與人物設置極
具戲劇化與神秘感，地位懸殊的二人
經歷了壹場“澡堂奇遇”後，意外互
換了身份，從此人生發生了重大改變
。看似落魄的周全(劉德華飾)，在百

變的面容下藏著壹個不可告人的身份;
而頹喪萎靡的陳小萌(肖央飾)，則突
然搖身壹變西裝加身，仿佛誌得意滿
的成功人士。
除了劉德華與肖央首次搭檔，
《人潮洶湧》同時也是二人首次與導
演饒曉誌合作。肖央把與導演饒曉誌
的合作形容為“舒服”:“饒曉誌天生
是導演，首先他是壹個創作者，其次
，他是審美非常好的管理者。他很懂
表演，跟懂表演的導演合作起來非常
舒服。”記者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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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節目！
！
李 蔚 華 董 事 長 與 各 方 名 人 談 2020 總 統 大 選 ！
當選是壹件鼓舞人心的事情。我們今
天來討論壹下，我們在美國的華人應
該團結起來，我們華裔是非常勤勞的
，我們移民對美國是有貢獻的。昨天
我遇到休斯頓市長特納，他也對我們
華裔的表現贊不絕口。我們華裔移民
是模範移民，我們應該團結起來，為
自己的權益吶喊。
李恕信：拜登跟川普是完全不壹
樣的立場，他個人也是很溫和的。拜
登勝選後第壹個利好是疫苗已經出來
了，拜登也會重新加入 WHO，經濟第
二輪刺激也會很快下來。
包傑生：川普不承認敗選，他現

，這是他的原話，這些都是史無前例
的，我們目前都無法預測。
陳文：川普還有 70 多天的總統任
期，他也許會發動壹場戰爭，來搶奪
總統寶座，這也是有可能的。拜登只
是險勝，這說明川普的支持者不少，
尤其是他的白人至上主義有很多擁護
者。他現在在尋求訴訟，繼續煽動民
眾推翻目前的定論，是不是會發生大
規模的騷亂？川普時期移民政策變化
很大，這幾年移民變得越來越難，我
們律師應該聯合起來，向拜登政府呼
籲，讓移民政策變得寬松壹些。
馬健：這壹次華裔投票率是很高

（美南時事通
美南時事通）
）2029 總統選舉特別節目
總統選舉特別節目。
。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電
視每天下午 6 點半是《美南新聞聯播》
，7 點開始是新聞深度報道節目《美南
時事通》，由《美南新聞日報》總編
輯蓋軍主持，本期特別節目邀請美南
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全美政治
領袖基金會會長李恕信教授/德州資深
律師包傑生/德州自身律師陳文/休斯頓
新聞名人馬健，來談壹談 2020 美國總

統大選。
蓋軍：2020 的美國大選結果已經
出來了，民主黨人拜登宣布贏得了大
選，此次大選還創造了壹個歷史，賀
錦麗將成為首位女性副總統。首先請
我們董事長李蔚華先生發表壹下感言
。
李蔚華：前幾天我從電視裏看到
拜登當選，那壹瞬間我心情非常激動

，百感交集。幾十年前我從臺灣來到
美國，為了實現我們的美國夢。但是
最近這兩年，我們華人遭受到了太多
的不公平對待，這樣的事情不應該發
生在美國這麽壹個民主的國家！我同
時也是休斯頓國際區的區長，在新冠
疫情期間，很多小生意都做不下去了
，不得不關門。美國現任政府對待疫
情的態度是令人失望的，所以拜登的

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

德州資深律師陳文

休斯敦新聞名人馬健

主持人蓋軍

德州資深律師包傑生。
德州資深律師包傑生
。

在的行為很瘋狂，他現在離卸任還有
70 多天，他這兩天解雇了國防部長和
聯邦調查局長，我們不知道他還會幹
出什麽瘋狂的事情。他也可以在這期
間可以做壹些政治任命，他可以快速
任命壹些政府裏的空職，讓拜登接任
時頭痛。這都不是大問題，最麻煩的
是川普會不會在這期間特赦壹些人，
比如特赦他自己？這個問題很多律師
都在關心。從法律層面來講，總統可
以特赦聯邦的刑事罪犯，但是無權特
赦各個州的罪犯。從理論上來說，川
普可以特赦他的親戚朋友，現在很多
媒體在關心，川普能不能特赦他自己
？川普目前已經被紐約州在調查，但
是都是民事方面的事情，不過也隨時
有可能轉成刑事案。特赦他自己應該
是不可能的。現在他非常震怒，壹直
在做各種瘋狂的事情，我們都不知道
他會搞出些什麽事情。目前川普聲稱
他不會在 1 月 20 日交接給“假總統”

的，我們少數民族要出來投票，與這
些極權主義做鬥爭。他對我們華人/對
中國/對少數民眾強悍，對我們的傷害
很大，我們應該站起來反擊。這壹次
疫情的控制非常失敗，拉長了經濟復
蘇的時間。現在的經濟兩極化很嚴重
，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沒錢的人變
成無家可歸。
李蔚華：川普把中美關系搞得很
僵，這使得臺海戰爭現在很有可能發
生，我們海外華人堅決維護兩岸和平
相處，絕對不要兵戎相見，川普想煽
起臺海/南海之間的沖突，這對於華人
的民族感情會傷害很大。
如果您能想觀看《美南時事通》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也
可以通過 iTalkBB 平臺收看。美南新聞
網站 scdaily.com，也可以在 youtube 上
搜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
道，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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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十國慶籌備會
雙十國慶籌備會」」 別開生面的戶外感恩餐會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全體國慶籌備會有功人員登台亮相。
全體國慶籌備會有功人員登台亮相
。

「潮州會館
潮州會館」
」 代表
代表（
（左起 ）陳富
陳富、
、劉義安
劉義安、
、林
國雄、
國雄
、謝禮明等人士在餐會上
謝禮明等人士在餐會上。
。

何怡中主委（中 ）代表 「國慶籌備會
何怡中主委（
國慶籌備會」
」 頒獎給
「僑教中心
僑教中心」
」 主任陳奕芳
主任陳奕芳（
（右 ）及副主任楊容
清（左 ）。

圖為上周五在僑教中心門外 「國慶籌備會
國慶籌備會」
」 感恩餐會盛況
感恩餐會盛況。
。

羅處長（左 ）、
羅處長（
）、陳主任
陳主任（
（右 ）代表僑委會頒獎
給 「國慶籌備會
國慶籌備會」
」 本屆主委何怡中
本屆主委何怡中（
（中 ）。

來賓們上台又唱又跳，
來賓們上台又唱又跳
，好不快樂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 羅復文處長（
羅復文處長（左 ）頒獎給上屆
「國慶籌備會
國慶籌備會」
」 主委黃春蘭
主委黃春蘭（
（中 ），（
），（右
右）為
共同頒獎人 「僑教中心
僑教中心」
」 陳奕芳主任
陳奕芳主任。
。

羅處長（
羅處長
（右一 ），
），陳主任
陳主任（
（左一 ）、
）、王姸霞
王姸霞（
（中 ）等
人向大家敬酒。
人向大家敬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