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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s COVID bill delay leaves mil-
lions of desperate Americans in li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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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threat late Tuesday to veto the $892 billion coronavirus 
relief bill approved by Congress this week may delay aid 
for millions of families on the cusp of eviction and about 
to lose unemployment benefits.

Trump’s apparent refusal to immediately sign the 
bill “has injected uncertainty or worse into the effort to 
protect millions of Americans from falling over a financial 
cliff,” said Mark Hamrick of Bankrate Wednesday.

Trump said the bill, which passed Congress Monday night, 
did not provide enough support for small businesses, and 
he asked Congress to increase stimulus checks to individ-
uals to $2,000, instead of the “ridiculously low” $600 in 
the bill.

Many economists agree the bill’s aid is too low, but say 
the immediate support to the economy is still welcome and 
necessary.

These households are in limbo:

14 MILLION COULD LOSE INCOME THE DAY AF-
TER CHRISTMASAbout 14.1 million people are receiv-
ing unemployment benefits through pandemic programs 
that are set to expire on Dec. 26, according to Labor 
Department data.

GRAPHIC: Emergency benefits could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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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PHOTO: Workers 
shovel snow from the 
steps of the U.S. Capitol in 
Washington, U.S., Decem-
ber 16, 2020. REUTERS/
Erin Scott/File Photo

The bill extends two programs which support self-employed 
workers and the long-term unemployed until mid-March. It 
also adds an extra $300 per week in aid to the 20.3 million 
people receiving unemployment benefits.

Letting the bill lapse would amount to a sudden cutoff in 
income for households that already saw unemployment ben-
efits shrink drastically over the summer, when a $600 weekly 
supplement expired.

CASH DWINDLES FOR HOUSEHOLDS
Democrats embraced Trump’s $2,000 check proposal Monday, 
but Republicans are unlikely to join them. In the meantime, the 
$600 checks that were supposed to be mailed by Treasury next 
week are on hold.

Households used the $1,200 direct cash payments from the 
Cares Act in the spring to boost spending, pay down debt and 
pad savings.

Now lower-income U.S. households, earning between $12,000 
and $30,267, are quickly depleting savings, JPMorgan Chase 
Institute found in a report released earlier this month.

The cash cushion is nearly gone for these households, increas-
ing the risk they could fall further behind on housing payments 
and other bills, the research showed.

EVICTION THREAT LOOMING
The bill extends a moratorium on evictions that expires Dec. 
31 through the end of January, and provides $25 billion in 
emergency rental assistance.

About 40 million people could face eviction over the 
next several months, according to research from the 
Aspen Institute. They owe about $70 billion in unpaid 
back rent and utilities, Moody’s Analytics Chief Economist 
Mark Zandi est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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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ek before Election Day, Brown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dean 
Ashish Jha told reporters something be-
coming more and more evident: “In two 
weeks, [Biden and his team] are going to 
have no more power to turn the pandemic 
around than they do today.”
It’s true.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has 
defeate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but his 
inauguration isn’t until January 20, 2021. 
Until then, there are no signs that Trump 
will give up any levers of power early — 
if anything, the opposite is true, as Trump 
now contests the election results. So 
Trump’s failed response to Covid-19 will 
continue, unchecked,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The U.S.’s coronavirus epidemic is al-
ready among the worst in the world, with 
a death toll from Covid-19 that now stands 
above 230,000. It’s fall, and winter is com-
ing, both bringing several issues that could 
make America’s outbreak even worse: 
Schools will continue to reopen, the cold 
will push people into poorly ventilated in-
door spaces in which the virus can spread 
more easily, the holidays will bring fam-
ilies together in potential superspreading 
events, and a possible flu season could fur-
ther strain health care systems.

 Medical staff members treat a patient 
in a Covid-19 intensive care unit in 
Houston, Texas, on October 31. (Photo/
Go Nakamura/Getty Images)
Trump could, of course, prepare the coun-
try for all of this. But he’s spent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actively downplaying the 
coronavirus — deliberately so, as he told 
journalist Bob Woodward. He rejected or 
undermined proven policies, from social 
distancing to masking to testing and trac-
ing. And now Trump no longer has to wor-
ry about the politics around his response. 
He’ll instead be able to spend the next 
few months carrying out the response he 

truly believes 
in without 
any risk that 
it could cost 
him the elec-
tion. 
To put it an-
other way, 
Trump’s loss 
may unchain 
Scott Atlas, 
the contro-
versial ad-
viser Trump 
has leaned 
on to justify 
a hands-off 
approach to 
the corona-
virus. Atlas 
has spoken 
favorably of 
a “herd immunity” 
strategy — which experts widely re-
ject because it would likely lead to 
a catastrophic death toll, but which 
Trump and Atlas see favorably as a 
way to avoid measures that can hinder 
the economy in the short term.
If states follow that lead, America’s 
already soaring Covid-19 cases and 
deaths will get even worse.
All of this will boost the need for 
comprehensive action starting from 
Biden’s first day in the Oval Office.
That begins with implementing the 
policies proven to combat Covid-19, 
including measures that encourage 
and enable social distancing to slow 
overall spread, get people to wear 
masks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oth-
ers, and widely deploy testing and 
tracing to detect new outbreaks and 
contain them. It also requires em-
powering science — something that 
Trump has worked against as he’s 
contradicted expert advice, including 
from federal public health agencies. 

President Trump addresses supporters 
in the East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in 
the early morning hours of November 
4. (Photo/Mandel Ngan/AFP via Getty 
Images)
And Biden has to prepare the country for 
a vaccine, which requires not just finding 
a safe, effective vaccine but also mount-
ing a vast distribution effort to get doses to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Americans. Biden, 
for his part, has already promised to do all 
of this.
But doing some of it will require Con-
gress, which could pass economic stimu-
lus to ease the pain of and therefore enable 
further social distancing, incentivize states 
to mandate masks, and direct more fund-

ing to vac-
cine efforts. 
With Demo-
crats’ chanc-
es of winning 
the Senate 
now looking 
worse, it’s 
unclear how 
much of these 
m e a s u r e s 
Congress — 
and therefore 
Biden — will 
get done.
If done cor-
rectly, a 
r i g o r o u s 
federal re-
sponse could 
help turn 
A m e r i c a ’ s 

Covid-19 epidemic 
around. Quick, decisive action can’t 
completely fix what Trump has done and 
the US has gone through so far — those 
230,000-plus deaths are with us forever 
— but it can help.
For now, though, Jha’s point rings true: 
America will have to wait until Biden ac-
tually has power. And that leaves plenty 
of time for things to keep getting worse.

America’s Covid-19 epidemic is out of 
control
The US is already in a bad spot with 
Covid-19. Its death rate so far is within 

the top four for developed nations and 
more than five times the death rate of 
the median developed country. If the US 
had the same death rate as Canada, over 
140,000 more Americans would likely 
be alive today.
And just like they are in much of Europe, 
Covid-19 cases are now rapidly increas-
ing in the US — recently hitting more 
than 100,000 confirmed cases in one day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ise in the US and Europe doesn’t 
mean this was all inevitable. As Jha has 
said, “The truth is there’s lots of coun-
tries that have controlled it.” Among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performed much 
better than the US: Australia, Canada, 
Germany, Japan, New Zealand, South 
Korea, and Vietnam.
“What this outbreak gives you is the same 
problem for every country around the 
world,” Clare Wenham, a global health 
policy expert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said. 
“So you can really see the impact of dif-
ferent policies that were launched.” The 
US’s performance “is a testament to fail-
ure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evidence backs several approaches 
to dealing with Covid-19: social distanc-
ing, aggressive testing and tracing, and 
widespread masking. But Trump has re-
jected all these approaches — demand-
ing that states open up early and quick-
ly, punting testing and tracing programs 
down to loc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as 
well as mocking and questioning masks.
Meanwhile, the public, along with lo-
cal and state leaders, has collectively 
become more complacent and fatigued 
with the pandemic. That’s led to more 
and more people going out, with each in-
teraction carrying a chance of spreading 
the coronavirus.
This has continued despite relatively 
widespread inaction and apathy already 
leading to outbreak after outbreak in the 
US. As Jha has told me, “I, at this point, 
feel like I clearly no longer understand 
why our country can’t learn its lessons 
and why we keep repeating the same 
mistakes.”                                        
(Article continues on page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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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Home!          Wear Mask!

Biden’s Victory Comes Too Late To Stop A Covid-19 Surge This Fall And Winter
Biden’s Covid-19 Challenge May 
Worsen Before He Takes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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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Ezra F. Vogel, an eminent
scholar of East Asia Stud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whose writings about China
and Japan helped western people un-
derstand the rise of the two Asian pow-
ers has passed away.

Vogel’s son Steven confirmed that his
father had passed away due to compli-
cations of surgery.

In 1979, Professor Vogel published Ba-
mako called,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he outlined how
the Japanese had caught up with Ameri-

ca because of their ability to govern and
educate its citizens efficiently.

In the year of 2011, Professor Vogel
published an 876-page book, “Deng
Xiaoping,” one of the most in-depth bi-
ographies of the pragmatic leader who
lead the reform of China that helped lift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out of
poverty. In the book, he interviewed the
children of key communist party figures
including Zhao Ziyang, Hu Yaobang and
Chinese leader Jiang Zemin.

Ezra Vogel was born on July 11, 1930,
in Delaware, Ohio, to a Jewish immi-
grant family. He and his wife Suzanne
went to Japan and stayed for a period of
time. Both of them became researchers
of East Asian affairs.

Over the last sixty years, Professor Vo-
gel frequently visited Asia and met all
kinds of people and delivered lectures in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His last book, “China and Japan: Fac-
ing History,” was published in 2019 at
the age 89. His goal was to examine the
1,500-year tie between China and Ja-
pan and to try and improve relations be-
tween them.

Like many scholars, Professor Vogel
was worried about the recent downward

turn 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t he still remained optimistic.

President – elect Biden will be in the
White House in less than one month. We
all hope the two world powers will get
back to normal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nd seek better solutions for both na-

tions.

As we salute the late, great scholar, Pro-
fessor Ezra F.Vogel, we will continue to
look for peace and a better future fo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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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 dressed in Santa suits sit in outdoor tables in Rome’s Trastevere area one 
day before Italy goes back to a complete lockdown as part of efforts to curb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ecember 23. REUTERS/Remo Casilli

The Colosseum is seen in front of an empty street in Rome, December 24. REUTERS/Yara Nardi

People wearing protective masks walk along a shopping street one day before Italy goes back to 
a complete lockdown, in Rome, December 23. REUTERS/Guglielmo Mangiap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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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eet vendor sells roasted chestnuts on Via Frattina, as Italy goes back to a complete lockdown, in Rome, 
December 24. REUTERS/Yara Nardi  

A person walks on the stairs near the Campidoglio in Rome, December 24. REUTERS/Yara Nardi

A person walks at the deserted Circo Massimo, as Italy goes back to a complete 
lockdown, in Rome, December 24. REUTERS/Yara Nardi

People dance tango on a street one day before Italy goes back to a complete lockdown, in 
Rome, December 23. REUTERS/Guglielmo Mangiapane

Fireworks illuminate the sky over the Arc de Triomphe during the New Year’s celebrations on the Champs Ely-
sees in Paris, France, January 1. REUTERS/Benoit Tessier  



天下奇聞

据国外网站报道，科学家的使命是

探索未知，在追求科学的道路上充满荆

棘和险情。有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其

中不乏为事业献身者，在这里列出10位

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都是最终死于自己

的发明。

1、居里夫人 Marie Curie

居里夫人是一位法国籍波兰科学家

。她研究放射性现象，发现了一系列新

元素，包括镭和钋。此外她的放射原理

以及放射同位素分离法都是非常有名的

。1903年她和丈夫皮埃尔一起荣获诺贝

尔奖。当时放射性元素的破坏作用还没

有被发现，居里夫人在工作时没有采取

任何保护措施，有时将装有放射性元素

的试验管放在衣袋里，有时放在抽屉里

，由于长期接触放射性元素，居里夫人

最终在1934年7月4日死于恶性贫血。

2、托马斯· 米基利· 梅勒 Thomas

Midgley Jr

托马斯· 米基利是一位美国化学家

，发明了加铅汽油和氯氟烃。虽然在世

时也得到了很多赞誉，但

真正使米基利成名的是由

于他的发明他被称为“地

球历史上对大气影响最大

的个体生物”以及“历史

上杀戮最多的个体”。他

后来染上了脊髓灰质炎和

铅中毒瘫痪在床。为此，

他发明了一套绳索滑轮系统以便于起床

。后来在他55岁的时候，被滑轮绳索缠

住，窒息而死。他的滑轮发明和含铅汽

油都促成了他的死亡。

3、约翰· 戈弗雷· 帕里· 托马斯 J.

G. Parry-Thomas

帕里· 托马斯是一个威尔士赛车手

和工程师，他一直梦想着打破马尔柯

姆· 坎贝尔创下的速度记录，于是他开

始尝试自己造一部汽车来帮助自己达成

梦想。最终汽车造了出来，他给汽车取

名芭布斯，在这辆汽车上托马斯做了很

多改进，将轮子和发动机连接起来的链

子露在汽车的外面。1926年4月27日，

帕里· 托马斯打破了记录，在第二天他

又把速度提高到了每小时170公里。这

个记录到第二年又被马尔柯姆· 坎贝尔

打破。帕里· 托马斯在重新夺回记录时

车链突然断开，其中一部分击中了他自

己，致使他当场死亡。

4、威廉姆· 布洛克 William Bullock

威廉姆－布洛克是一位美国发明家

，他于1863年发明了一种高速高效的轮

转印刷机，这个发明给印刷业带来了彻

底革命。在一次维修印刷机的时候，他

将一只脚挤进机器下面试图将一个滑轮

踢到原位，脚受了伤致使坏疽，威廉姆

在截肢手术时死亡。

5、奥托· 李林塔尔 Otto Lilienthal

李林塔尔为德国工程师和滑翔飞行

家，世界航空先驱者之一。他最早设计

和制造出实用的滑翔机，人称“滑翔机

之父”。很多国家的报纸和杂志都刊登

过李林塔尔的滑翔照片，他使人类长期

以来发明一种飞翔工具的梦想成真。但

探索总是要付出代价的，1896年 4月 9

日，李林塔尔*纵他的滑翔机时恰遇一

股强劲的风，滑翔机失速栽向地面，滑

翔机摔毁了，李林塔尔也受了致命的重

伤（脊椎断裂），第二天死亡。在弥留

之际，对他弟弟古斯塔夫说：“总是要

有人牺牲的。”

6、弗兰兹· 瑞切特 Franz Reichelt

弗兰兹瑞切特是一个澳大利亚裁缝

，他设计了一个可以作为降落伞的衣服

，并且宣称穿了这件衣服，人就可以很

轻盈地走路甚至可以飞。为了证明此衣

服的神奇功能，弗兰兹做了一项试验，

他穿起自己的“杰作”从埃菲尔铁塔的

第一层往下飞，当时很多人和摄影记者

都赶来观看，但是不幸，这个件衣服并

没有发挥它的神奇功效，试验没有成功

，弗兰兹从塔上直接栽了下来，当场死

亡。

7、卡雷尔· 苏塞克 Karel Soucek

卡雷尔苏塞克是一个加拿大特技演

员，他发明了一个“密封舱”然后乘坐

该舱飞下尼亚加拉大瀑布，从此名声大

噪。这次历险经历苏塞克虽然受了点伤

，但并没有危及生命，在1985年，他说

服一家公司赞助他另一次冒险——那就

是依靠他发明的密封舱沿休斯顿的透明

圆顶棒球场顶部滚下。这个建筑高180

英尺，有一个专门设计的瀑布自顶部流

下，瀑布底部有一个水潭。然而苏塞克

这次却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入水时由于

没有钻入潭中心，而是碰到了池边。密

封舱破碎，苏塞克严重受伤，第二天就

死了。苏塞克被称为最敢于冒险的特技

演员，他所驾驶的“密封舱”至今还陈

列在纽约博物馆。

8、考珀· 菲普斯· 科尔斯 Cowper

Phipps Coles

考珀· 菲普斯· 科尔斯是优秀的皇家

海军上尉，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发明

了一个轮船转盘台。战争结束之后，科

尔斯获得了这项发明的专利所有权，看

到自己的发明在皇家海军轮船上运作良

好，他开始利用这个创新的设计建造自

己的轮船。但是他的轮船需要做一些危

险的修整，包括一个称作“飓风甲板”

的改装。这个改进提高了船的重心，在

1870年 9月6日轮船翻了，科尔斯和其

余500名船员一起落水，最终导致科尔

斯溺水身亡。

9、亚历山大· 波丹诺夫 Alexander

Bogdanov

亚历山大· 波丹诺夫是一位著名的

俄国物理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科

幻小说作家和个革命家。他曾经作过一

项试验就是通过血液传输来达到返老还

童的目的，给很多显赫的名人输过血，

其中包括列宁的妹妹。后来，波丹诺夫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自己输血

，血源来自一个疟疾和肺结核缠身的病

人！不久之后他就受到感染死了。

10、亨利· 温斯坦利Henry Winstan-

ley

亨利· 温斯坦利（1644-1703）是英

国著名的灯塔设计师和工程师，修建了

首座迪斯通灯塔，据悉亨利· 温斯坦利

对自己的作品极其推崇，对他坚固程度

也非常有信心，他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

在“史无前例的大风暴”的时候呆在灯

塔里面。1703年11月灯塔遭受了毁灭性

破坏，很不幸，当时亨利钻在灯塔里面

做一些维修工作，灯塔倒塌，他和另外

五个人均没有逃过劫难。

十位被自己的发明
杀死的著名科学家

居里夫人

托马斯· 米基利· 梅勒

卡
雷
尔
·
苏
塞
克

考珀· 菲普斯· 科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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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s have also reopened since the late summer — 

with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particular seeing big 

outbreaks, not only as students go back to class but also 

as they hit bars and restaurants, party in dorms, and hang 

out with their peers, friends, fraternities, and sororities.

With winter coming, all of this could get even worse. 

More schools will reopen. It’ll get colder in more parts 

of the US. Thanksgiving,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will bring friends and families together, including from 

hot spots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spitals and 

other parts of the health care system may have trouble 

treating a bigger surge of Covid-19 patients if a flu sea-

son appears, too,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orse outcomes 

across the board.

What’s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for the US, though, is 

that the country is starting from such a high baseline of 

cases. As RTI International epidemiologist Pia MacDon-

ald has repeatedly emphasized to me, “We never got to 

low enough levels [of Covid-19] to start with in most 

places.” The threat of exponential growth from such a 

point could lead to a level of spread that no country has 

ever seen before — not even in the spring, when the 

coronavirus first hit the US and Europe.

“The next number in the fall is likely going to shoot 

way up,” Michael Osterholm,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nd Policy, previously 

told me. “Likely well beyond 65,000, 70,000,” the 

summer’s previous peak. “I think this fall is going to 

be the biggest spike of all.”

Students move in to Kutztown University in 

Kutztown, Pennsylvania on August 19. (Photo/

Ben Hasty/Reading Eagle via Getty Images)

Trump’s response to the coro-
navirus could get even worse

Trump could, in theory, at any moment shift course 

and try to take the threat of Covid-19 more seriously.

Eight months into the pandemic, though, that seems 

very unlikely. Even after he got sick with Covid-19, 

Trump continued to downplay the threat of the virus: 

As he left the hospital, he tweeted, “Don’t be afraid 

of Covid. Don’t let it dominate your life.” He contin-

ued to push a false sense of normalcy in the weeks 

leading up to the election.

One possibility that experts worry about: As bad as 

Trump has been, maybe he was partially restrained 

by the election. If he really believes what he was 

preaching, he could now do even more to discour-

age social distancing, masking, testing, and tracing.

“I THINK THIS FALL IS GOING TO

BE THE BIGGEST SPIKE OF ALL.”
“What is the Trump team, once they have lost, go-

ing to do over the next two, three months? Because 

they’re going to have the reins of federal power,” 

Jha said. “It’s going to be a very tough two, three 

months.” Citing his conversations with White 

House staff, he adde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in the White House task force who are already very 

worried about this.”

Consider what Trump and his people were already 

doing behind the scenes. One of Atlas’s first actions 

when he joined Trump’s team was, reportedly, to 

push for less testing, out of fear that exposing more 

asymptomatic cases could lead more people to 

quarantine and more businesses to close down. With 

Atlas’s support,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lso briefly recommended less testing, 

`especially for asymptomatic people. Trump, who 

has a tendency to say the quiet part out loud, has 

repeatedly suggested this is what he always wanted. 

He said he told his people to “slow the testing down 

please,” since more tests revealed more cases and, 

in his view, could make the US look bad.

Testing is perhaps the least controversial part of this 

pandemic, with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supporting it at varying levels across the country. 

After all, who could object to more data showing 

the disease’s spread? That Trump managed to make 

this into an issue speaks to his never-ending drive 

to “always play [the coronavirus] down,” as he told 

journalist Bob Woodward.

But unchaining Trump and Atlas from politics 

could go much further than testing. Both have at 

different points spoken favorably of a “herd immu-

nity” strategy — one that would aim to get younger, 

healthier people infected and, hopefully, immune to 

Covid-19. The idea is this would build up enough 

immunity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country could 

go back to life as normal.

President Trump tours a lab where they are 

making components for a potential vaccine in Morris-

ville, North Carolina on July 27. (Photo/Jim Watson/

AFP via Getty Images)

Experts have widely panned this idea, pointing that it 

could lead to hundreds of thousands or even millions of 

Covid-19 deaths as massive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are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and get seriously sick. Swe-

den, which appeared to try a “herd immunity” strategy 

while denying it was doing so, suffered one of the highest 

Covid-19 death rates in the world — even as its neighbors 

were spared significant outbreaks — before its leaders ad-

mitted to a mistake.

If the US followed such an approach, and the Trump ad-

ministration worked even more against widespread social 

distancing, masking, testing, and tracing, it could make 

the country’s Covid-19 disaster even worse. And even if 

Trump’s approach doesn’t get worse, the status quo clearly 

hasn’t been working.

One potential for optimism: Maybe Trump will shift 

course now that the election is behind him. Maybe he only 

downplayed the virus as part of his reelection bid, out of 

a desire to make it seem like things were fine and normal, 

hoping that would boost voters’ approval of his presiden-

cy. So the lack of political incentives could make Trump 

act more wisely.

But that assumes a level of competence and responsibility 

that Trump, who got his start in politics by falsely suggest-

ing then-President Barack Obama wasn’t born in the US, 

has yet to display. And if Trump genuinely believes what 

he’s been saying for months, things could get much worse.

Biden has to be ready to strike on day one

It will be too late for Biden to do anything about a fall 

and winter Covid-19 surge in late January. But a Biden 

administration could take significant steps to put the coun-

try on a better path once he takes office. And Biden, as the 

president-elect, can start putting together a plan and team 

to accomplish this on day one.

 Joe Biden speaks alongside Sen. Kamala Harris in 

Wilmington, Delaware on November 4. (Photo/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When experts were asked about what Biden should do, 

they pointed to several ideas:

1) Implement policies that are proven to work: A Biden 

administration could encourage more social distancing, 

simultaneously offering financial support to affected peo-

ple and businesses so they don’t suffer as much and don’t 

have another incentive to try to go back to normal. It 

could push, with the bully pulpit and potential funds, 

states to mandate masks and really enforce those man-

dates. It could build up a national testing-and-tracing 

system, fixing supply bottlenecks for widespread tests 

and putting money into hiring contact tracers. All of 

these efforts could help suppress the virus.

2) Rebuild trust in scientists: Under Trump, trust in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has dwindled. Federal agencies 

like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DC 

were previously considered the gold standard in their 

fields, but now Americans and experts are increasing-

ly questioning just how effective these once-respected 

institutions are, in large part because they’ve been 

politically polarized under Trump. By taking steps to 

ensure Americans that the experts are leading the re-

sponse and the best science is the guide, Biden could 

help rebuild some faith in these institutions.

3) Prepare the country for a vaccine: If all goes 

well, a vaccine will be proven to be safe and effec-

tive in clinical trials before Biden takes office. But 

that’s just the beginning. After that, the vaccine will 

have to be distributed to every corner of the country 

so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Americans can actually get 

it. It will be a massive operation — one that experts 

often compare to nationwide wartime efforts —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need to lead that operation 

to ensure it all goes well.

Crucially, much of this, particularly elements that 

require more money, will require support from Con-

gress. How quickly Congress acts could dictate how 

quickly Biden does. And with more than 800 Amer-

icans dying of Covid-19 a day now and potentially 

more dying once we’re in the middle of winter, every 

single day, week, and month will matter.

But if done correctly, this could get the US closer to 

normal more quickly. “If you do things the right way, 

you can do them,” Cedric Dark, an emergency medi-

cine physician at the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pre-

viously told me. “If you do them the wrong way, then 

you’re going to get cases.”

Before that, however, the US will need to get through 

the fall and much of winter under the same leadership 

that’s made America’s Covid-19 outbreak one of the 

worst in the world. (Courtesy V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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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s pass through a coronavirus testing site in El Paso, Texas on October 31.                              
(Photo/Cengiz Yar/Getty Images)

(Article continues from page C2.)

Biden’s Covid-19 Challenge May 
Worsen Before He Takes Office

As temperatures have gotten colder, particularly in northern parts of the US, people 
have flocked more to risky indoor spaces like bars and restaurants. In these places, 

people are close together for long periods; they can’t wear masks as they eat or drink; 
the air can’t dilute the virus like it can outdoors; and alcohol could lead people to drop 

their guards further. Each of these factors helps the virus spread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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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辛格眼中美国的两大宝藏

在多数国家或个人的印象当中，美

国人整体呈现着一种自以为是的傲慢态

度，并且坚信美国乃是人类文明的灯塔

，其它所有非美国文明都是落后的，非

美国人代表着未开化的野蛮人。这种高

高在上的态度彰显在任何领域，包括美

国的政治、外交、军事行动等方面。

他们似乎认定自己干涉其它国家内政

又或者侵略其它国家的领土是将自身的文

明传播到另一片土地，令对方能够获得更

为先进的文明，摆脱以往的贫瘠。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则是他们认定这是

对方所需要的，甚至觉得自己乃是“上帝

的使者”，在这些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

而且对方也乐于接受“帮助”，即便现在

不愿意未来也总会感谢美国。

狂妄还是天真？基辛格剖析：美国

为何坚信自己是人类文明的灯塔？

正是这样的心理催动之下，方才形成了

美国“人类文明”的灯塔，四处传播

“光和热”。那么为何美国如此狂妄自

大的自我认定，这种自信心又是从何而

来？首先自然与美国近年来超级大国的

身份有关。

而其次通过基辛格《世界秩序》一

书之中，他认为美国的文明源自于欧洲

，并且从欧洲带来了两种最为宝贵的东

西，自由观念以及新教精神。这两种潜

在的物质令美国人获得了一种理想主义

，并且也让上帝介入到了美国人的生活

之中。

那么基辛格眼中的两大宝藏，美国

的狂妄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必要关联呢？

一切还要从美国历史说起。

二、《五月花号公约》

1587年，117个英国人在乞沙比克

海滩建立詹姆士镇， 这是英国在北美

所建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此后17世

纪初，英国开始陆陆续续向北美移民。

最初的北美移民主要包括一些失去

土地的农民，生活艰难的工人以及受宗

教迫害的清教徒。此后经由历史演进，

英国陆陆续续在美国建立了十三个殖民

地，也就是后来美国独立之时的十三个

州。

公元1620年前后，一条小船悄然离

开英国港口，驶向位于大洋彼岸的北美

新大陆。实际上，这一行程充满了不确

定性，许多老水手怀疑他们能否顺利抵

达彼岸，因为此时并不是航海的好季节

，这条船又是条小船。

但他们必须马上扬帆启程，因为他

们中间除了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之外，

还有着因为种种原因必须马上离开英国

的人们，包括破产者、流浪者等等。

小船上一共有102个人，他们用了

65天时间以及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终

于看见了那道梦寐以求的海岸线，然而

小船却缓缓

停了下来。

他们将在北

美建立起殖

民地，那么

未来又如何

管理这个殖

民地呢？又

通过哪种方

式来掌控权利？

因此《五月花号公约》在这座小船上

应运而生，其中的内容为：为了上帝的荣

耀，为了各位国王的荣耀，以及基督教的

进步，我们在此签名的人扬帆出海，即将

在这块土地上开拓我们的家园。

我们在上帝面前庄严签约，自愿结

为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够

顺利进行、维持和发展，亦为将来能够

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

益的一应公正法律、法规、条令、宪章

和公职等，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

《五月花号公约》的核心便在上述

之中，而这些内容亦是透露出了许多的

重要信息。首先便在于“为了上帝的荣

耀”这些人之中不乏遭受迫害的新教徒

，而这些人便是基辛格所谓“新教教义

”的直接携带者。

通过上述公约便可窥见对于美国未

来的影响，毕竟后来美国独立之后的

《独立宣言》亦是以此为基础衍生而来

，包括现如今的美国依旧是以这种观念

而存在的。

不过后来应当便已去除了前文之中

“为了国王的荣誉”因为这一批人分别

来自大不列颠、法兰西、爱尔兰等多个

国家，而此时他们实质上并无能力从中

独立而出，直到后来不满压迫方才愤而

起身。

那么综上所述从《五月花号公约》

便可窥见，这一批人带着新教教义，自

以为背负着上帝的使命，来到北美建立

新的国度，并且今后将坚持这一原则。

由此便可一定程度看到为何美国人

如此狂妄，因为最初的美国人理念便是

为了上帝的荣誉而开辟殖民地的，近代

以来美国掠夺土地的行为或许在他们自

己看来，也是为了上帝的荣誉。

那么美国为何要称之为“为了上帝”

？其中原因依旧在于“新教教义”当中，

而美国资本主义便是由此衍生而来，同样

美国后来能够走向富强亦在于此。

三、新教教义与美国资本主义

新教教义又称为清教主义，上述清

教徒便是将这些理念带到北美，留给后

来美国的人。而在清教主义当中，首先

则是提出了反对宗教垄断、人人皆可直

接祭祀上帝。也就是说，希望杜绝以往

贵族对于宗教权利的垄断，将之分散给

所有人。

那么从中，便不难窥见出为何这些

清教徒被逼无奈踏上了流亡之路，并且

也为后来美国的民主制度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清教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最大

的好处便在于承认了资本的无害。如果

没有这一点，那么也就不会有资本主义

的诞生，更不会有美国后来的强大。

放眼其它诸多宗教，关于资本或金

钱普遍称之为万恶之源，为何？便在于

古代统治者用以麻痹人民，令人民甘于

贫苦而不会产生反抗之心。在我国古代

佛教又或儒家思想便是如此。

但是清教教义却是承认了资本并非

罪恶，反而是善行。在其中，他们将世

间所有的资本皆认定为属于上帝，而作

为人则是为了上帝去管理这些财物，并

且有义务将这些财富逐渐扩大增值。

而且清教教义对于职业方面同样有

着相关理念，职业便是天职，也就是是

上帝安排下来的任务，这是职业的最初

定义。

因此在清教徒的理解当中，职业乃

是一件被冥冥之中的神召唤、使唤、命

令、安排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既是

身为个体与生俱来的职责和义务，也是

在感谢神的恩召。

而对于那些逃亡的清教徒来说，上

帝在召唤清教徒开拓北美的疆土，他们

把在美国国度上的创业视为天职。因此

，在美国清教徒的眼中，做好自己的职

业令自身的财富增值便是替上帝做事情

，同时也会受到上帝的恩惠与祝福。

所以他们看来自己的许多行为都是

“替天行道”。而侵占其他国家的疆土

，将之并为自身的一部分，也是为了

“上帝荣光的传播”乃是自己身为“天

使”的职责。

四、美国人眼中的自由

经由上述不难看出美国实质上宗教气

息是非常浓厚的，之所以认为自己是“人

类文明的灯塔”便在于自身所背负的“上

帝使命”。与此同时基辛格所谓从欧洲获

得的另一重宝藏，自由精神，亦促就了美

国在其他国家眼中的狂妄自大。

美国的自由精神从何而来？依旧在

于彼时那些远渡重洋的人身上。无论是

清教徒又或者其他离开原有生活地，去

北美开辟殖民地的人，通常都是面对压

力剥削无从反抗，遭到迫害的人。因此

，对于自由乃是他们一致的诉求，所以

后来才有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发生。

那么美国人所崇尚的自由究竟是什

么呢？自由并没有固定的概念，随着不

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自由。一如最初美

国人所争取的自由是男人的自由，直到

后来女性才争取到了属于自己的自由。

又或者彼时美国能够发家致富的一

大原因在于自由贸易，而现如今却对中

国发起贸易战、对其他国家施行退群操

作、对邻国筑墻封锁等。从本质上来看

，符合上述之中一切行为为了美国利益

的基本纲领。

而这些本质上皆在美国的自由范畴

之内。换言之放在美国内部如今的种族

矛盾，本质上也是因为自由观念而僵持

不下。所以美国的自由实质上是一柄双

刃剑，围绕着自由引发的矛盾将会不断

衍生。

自由也一定程度上是自我放纵，之

所以美国人现在依旧能够有着基本的道

德观便在于上述一切为了上帝这一层束

缚。但又有许多东西并不在宗教观念的

范畴内，就像是美国人的狂妄自大。

在他们看来，其他国家依旧处于少

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过程当中，而这一过

程是他们几百年前所处的时代。放在个

人身上，美国人拥有着其它国家所不具

备的自由。因此，这份自由成为了他们

眼中与其他国家本质上的区别，而拥有

这份自由的美国文明自然就是人类文明

的灯塔。

五、美国的自身实力

当然，如果仅仅如此并不足以支撑

起美国人的狂妄，除却新教教义以及自

由观念产生的影响之外，另有多重原因

共同铸就了美国人自比为“文明灯塔”

的狂妄，而美国现如今的强大实力便是

其中的一大原因所在。首先美国的强大

可以通过过程以及结果两方面去看待。

上述之中，美国最初的组成部分只

是一些包括清教徒在内的流亡者，他们

凭借着清教教义、自由诉求以及建立民

族体制的憧憬，踏上了北美这片土地上

，并且统治了当地人建立了殖民地。

似这般的殖民地一共有13个，也就

是后来独立战争发生之时的美国13个州

，后来为了反抗英国的剥削，独立战争

爆发，美国彻底的成为了独立国家。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信心又或

者对于上述理念的认可是一个不断叠加

的过程，因为他们确确实实在这里扎根

生存并且建立了强大的国度，由此对于

“上帝使者”的身份，他们经过逐步加

深更加的对此确信无疑。

包括后来的战争之中美国方面闷声

发大财，他们只考虑美国自身的利益，

并且与其它国家并无根本性的宿怨，所

以战争前期并没有更大程度的被战争波

及，反而从中一定程度受惠，得到了快

速的发展。

直后来二战结束之后，美国通过这

一时期的发展与积累一跃成为了超级大

国，方才开始逐步活跃在世界之中。

彼时的世界格局虽然是美苏对峙，

但实质上美国相较于苏联是要强上一线

的，包括苏联内部的重重矛盾，美国方

面因为多重原因所产生的共同作用弥补

了漏洞。苏联仅仅具备军事上与美国抗

衡的资本，而其他方面尤其是在经济领

域有着悬殊差距。

后来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了唯

一的超级大国，当其他国家忙着现代工业

化的同时，美国已经实现了现代经济化，

能够通过金融来主导全球的发展。

上述一系列之中，无疑凸显了美国

一路上的顺风顺水，并且二战之后一直

维持着霸主地位。其间无论过程又或者

结果，都会让美国人更加确信自身文明

的先进性，由此方才自比为“人类文明

的灯塔”。

那么综上所述，美国人的狂妄是种

种原因共同汇聚的结果，但是称之为

“人类文明的灯塔”显然是不科学的。

文明绝非一朝一夕又或一个时代的领先

地位，而是经由历史无数年演进之后的

浑厚沉淀。

从文明上来看，美国文明依旧在西

方文明的整体范畴之内，而中国文明却

是能够直接与西方文明分庭抗礼的存在

，且历史之中多数时期中国处于领先地

位。直到西方文明文艺复兴，科学诞生

之后中国文明才趋于没落。

但绝非整体的比不过西方文明，而

是在一些理念上的超越，导致了实力上

拉开了差距。如果摒弃历史放眼未来，

现如今的美国处于衰落之势，自然不能

够成为“文明灯塔”。

当然如果是站在引领世界发展的角度

来看，美国毫无疑问曾在一段时间内引领

着世界潮流的发展。其中一如中国古代引

领周边日本、韩国发展的概念相同。

站在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结果，

因此纠结于美国是否是名副其实的文明

灯塔并无必要，但经由上述旁人的看法

对于美国而言显然是不在乎的，在他们

看来自己就是毋庸置疑的灯塔。从现如

今美国总统处理问题的态度以及美国人

民的支持便可窥见一二。

基辛格剖析
美国为何坚信自己
是人类文明的灯塔？

一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

混乱。——罗曼•罗兰

论及自由国度，对于多数人而言下意识想到的自然

是美国无疑。无论国家抑或者个人，美国所谓的自由是

其它多数国家所不具备的。但不可否认美国能够屹立于

国际之巅，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他们所崇尚的自由功

不可没。

可美国现如今国际影响力趋于没落、内部矛盾日渐

明显，亦是所谓自由在从中作梗。但是美国人往往只能

够看到自由有利的一面，却对弊端熟视无睹，其中便可

窥见美国人的盲目性。狂妄还是天真？基辛格剖析：美

国为何坚信自己是人类文明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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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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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獎賽特魯姆普大獎賽特魯姆普1010--77利索夫斯基利索夫斯基意大利壹療養院設置意大利壹療養院設置““擁抱屋擁抱屋”” 親人隔窗團聚親人隔窗團聚

意大利博洛尼亞壹家養老院為防範新冠病毒設置意大利博洛尼亞壹家養老院為防範新冠病毒設置““擁抱屋擁抱屋”，”，居住居住
在這裏的老人可以隔著玻璃與到訪的家人團聚擁抱在這裏的老人可以隔著玻璃與到訪的家人團聚擁抱。。

助力防疫助力防疫
移動式洗手機亮相日本東京街頭移動式洗手機亮相日本東京街頭

日本東京銀座購物區日本東京銀座購物區，，民眾體驗名為民眾體驗名為““WOSHWOSH””的移動式洗手機的移動式洗手機。。
這臺機器可以為路人提供方便的洗手清潔服務這臺機器可以為路人提供方便的洗手清潔服務，，有助防範新冠病毒有助防範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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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科技大學壹年壹度的武漢科技大學壹年壹度的““沁湖魚宴沁湖魚宴””開席開席。。據介紹據介紹，，該校從該校從20152015年開始年開始
在冬至前後舉辦在冬至前後舉辦““沁湖魚宴沁湖魚宴”。”。在這壹天捕魚在這壹天捕魚、、吃魚吃魚，，學生們通過親自參與學生們通過親自參與，，體體
驗勞動的樂趣與辛苦驗勞動的樂趣與辛苦。。圖為同學們展示自己捕撈到的魚圖為同學們展示自己捕撈到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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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施詩：不是每個女孩都是白雪公主
《只為那壹刻與妳相見》中，施詩

飾演的蘇陌很不討喜。收了男主母親的

錢出國讀書，不辭而別離開男主；從國

外求學歸來看到男主和女主在壹起，她

又想盡壹切辦法企圖橫刀奪愛……自私

、冷漠、無情，網友對蘇陌的吐槽鋪天

蓋地。

施詩說，原生家庭造就了蘇陌這樣

的性格，從小缺少依靠、沒有關愛，讓

蘇陌的自我保護意識很強，施詩也明白

蘇陌的感情觀“她努力讀書工作，希望

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因為以前懸

殊的社會地位，可能連爭取的機會都沒

有”。作為扮演者，施詩看到了很多網

友對蘇陌的吐槽，她坦言這個角色的確

不討喜，但不可能每個人都是灰姑娘或

者白雪公主，“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性格

和追求，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她積極的

壹面，積極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

命運，這壹點還是比較可取的。”

和蘇陌壹樣，此前《知否》中施詩

飾演的墨蘭也是最不討喜的那壹個，雖

然這樣的角色被網友罵得越慘，越證明

演員演得越好，但對於很多年輕漂亮的

女演員而言，內心還是有所抗拒。相反，

施詩對於相對完美，類似“白富美”這

樣符號化的角色並不感冒，“接角色我

不是很功利，這個角色有打動我的地方

，我可能就會接。”施詩也並不擔心因

人設不好而被罵，她說相比人設爭議，

自己更怕的是飾演的角色沒有特點。

希望大家看到蘇陌積極的壹面
記者：《只為那壹刻與妳相見》中

的蘇陌感情觀被很多網友詬病，妳怎樣

理解“蘇陌的感情觀”？

施詩：蘇陌的感情觀就是很勇敢地

去找尋自己曾經獲得不了的愛情，她很

努力地讀書和工作，也是希望通過自己

的努力去改變自己的命運，從而有資格

去爭取以前失去的愛情，因為以前社會

地位的懸殊可能連爭取的機會都沒有，

我對她的感情觀大概是這樣理解的。

記者：是什麼根本原因造成蘇陌這

樣的性格？

施詩：原生家庭是壹個很大的原因

，她的性格肯定是和原生家庭的問題有

很大關系的，從小到大在這種成長環境

中沒有依靠、沒有關愛等等，造成她的

自我保護意識比較強，我認為這些都是

導致她後來性格的原因。

記者：蘇陌這個角色在觀眾心裏不

是很討喜，作為扮演者，妳有什麼想說

的？

施詩：這個角色也許的確不是很討

喜，但是不可能每個人都是灰姑娘或者

白雪公主，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性格和追

求，雖然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歡蘇陌這樣

的女孩子，但是我希望大家也可以看到

她積極的壹面，很積極地通過自己的努

力來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壹點還是比較

可取的。

相比人設不討喜，更擔心角色沒特點
記者：妳飾演過很多“不討喜的角

色”，比如蘇陌、墨蘭，似乎都被網友

罵得挺慘，在接這些角色前有過猶豫的

心理嗎？

施詩：其實說實話我接角色不是很功

利，我覺得這個角色有打動我的地方，我

可能就會接，而且編劇有時候會把角色寫

得很飽滿很多面，我比較喜歡這樣的角色

。我不太喜歡那種比較符號化的角色，譬

如說她是富家千金啊或者她是什麼什麼的

，還是希望能更多鍛煉自己塑造比較飽滿

人物的能力吧，所以我在選擇角色的時候

不怕這個角色會有爭議或怎麼樣的，比較

怕的是這個角色沒有特點。

記者：其實很多年輕女演員是不願

意接相對反面的角色的，壹方面擔心被

罵，壹方面也擔心被“定性”，妳為什

麼這麼敢？

施詩：別人不敢所以才把機會留給

我了吧，哈哈哈哈，其實就像剛才說的，

我很怕角色是無趣的，其實不太討喜的

角色或者說是反面的角色可能可發揮的

空間會更多壹些，我也是希望通過這樣

的角色壹次次地多挑戰壹下自己，不想

壹直演千篇壹律的角色。

記者：有沒有遇到過網友因為角色

不討喜代入感太強而去妳主頁留言指責

妳？遇到這樣的留言時妳壹般會怎麼做

？

施詩：有啊，有很多人會發私信給

我。我這個人其實拍戲的時候比較感性

，而生活中是壹個比較理性的人，所以

有些躲在屏幕背後說很難聽話的那種鍵

盤俠，不管他們說什麼都不太會幹擾到

我的情緒，也有發來私信謾罵的或者問

我為什麼總是接壹些反派角色的。

其實對於我來說，我職業上的選

擇不太會因為壹些觀眾不好的反饋就

產生什麼影響和變化，我還是比較清

晰自己在職業上的壹些選擇的，所以

他們給我留言說壹些不好聽的話的時

候，我並不是很在意，看過就忘了，記

不住（笑）。

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
記者：近期《隱秘而偉大》《只為那

壹刻與妳相見》《甜蜜》接連霸屏，妳在

微博上調侃自己是“辛辛苦苦打工人”

“打工人打工魂 打工四年沒人疼”，這裏

說的“打工四年沒人疼”是什麼意思？

施詩：這個我在回復網友的時候好

像是有回復過，哈哈哈，因為我是從16

年開始連續這樣高產地拍戲，這四年間

，節假日、生日什麼的，基本上大部分

都是在劇組或者去劇組的路上度過的，

所以陪伴家人的時間比之前少了很多，

就說了個“沒人疼”哈哈哈哈，其實也

沒什麼，就是為了押韻（笑）。

記者：雖然高產，但科班出身有顏

值、有演技的妳似乎很少擔任女主，會

介意這件事嗎？

施詩：我有拍啊，其實我從出道到現

在拍的女主戲也有幾部了。不過我還是認

為角色本身更重要吧，我是壹個比較在乎

角色的人，女主女配女三女四……這種番

位其實對我來說不是那麼重要。做演員，

大家都是很平等的，都在壹個劇組共事，

只是所分配到的角色、場次的多少不壹

樣。我們壹直說“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

員”，再小的角色都很重要，所以我不會

介意這個事情，只要這個角色好，不管她

排幾號我都會願意接的。

記者：看之前采訪中妳是個很剛強也

很喜歡挑戰的姑娘，喜歡攀巖、潛水、極

限運動，會覺得自己性格中有男孩氣的壹

面嗎？處理壹些比較柔弱甚至有點嬌柔、

有點嗲的角色時會不會難度比較大？

施詩：攀巖攀得不太好，潛水還可

以，打球還可以，性格我覺得也不是男

孩氣吧，可能就是性格中剛強的東西會

比較多壹點，因為有的女孩子也是挺剛

強的，跟男孩子氣可能是兩回事哈哈。

我本身就是壹個比較熱愛戶外運動的人

，加上我性格又比較強硬壹些，所以有

很多人覺得妳好像不是那種柔柔弱弱的

女生，其實大家對女性的這種定義也可

以適當地改變改變，也不見得非要是嬌

聲嗲氣的才叫女孩子。

如果這個角色跟自己本身的性格差距

特別大，其實處理起來是會有難度的，但

也是有方法可以攻克的，而且就算詮釋壹

些跟自己性格非常像的角色也不能代表就

沒有難度，演繹壹個角色的難度高低，跟

是否和自己相像，其實關系並不大。

《寶藏般的鄉村》首播 聚焦脫貧攻堅成果獲好評
《寶藏般的鄉村》昨晚在浙江

衛視迎來首播，燃起觀眾對於歸園

田居生活的向往。首期節目中千戶

苗寨的美景、生態保存良好的自然

環境以及淳樸熱情的村民等，也讓

觀眾對於當地濃厚的煙火氣息和少

數民族特色的生活狀態充滿好奇和

期待。

“寶藏團”成員華少、THE9-孔

雪兒、熊梓淇、尤長靖與飛行嘉賓

林傑妮、沈月的雷山鄉村漫遊之旅

以壹段讓人身心放松的影像拉開序

幕，鏡頭遠處雲霧中的群山峻嶺，

與近處身著苗家傳統服飾的苗族女

孩交相呼應，隨著蟲鳴鳥叫、小河

流水等大自然聲音的深入，壹幅原

生態的自然美景圖呈現在觀眾面前

。除了美景之外，村莊裏的人文風

情也吸引了“寶藏團”的註意，無

論是紮根在各個行業、為了鄉村發

展不斷奮鬥的普通人，還是極具苗

族風情的歌舞展示，都對外傳遞了

千戶苗寨的多樣魅力。

首期《寶藏般的鄉村》中最讓

人印象深刻的，當屬雷山當地的

村民。這裏的房子依山傍水而居

，村民們能歌善舞，樂觀豁達，

熱情好客。通過節目的呈現，觀

眾從這些普通人的故事裏，看到

了脫貧攻堅的成功。在經過浙江

省點對點幫扶後，雷山經濟有了

質的飛躍，以天麻種植和黑毛豬

養殖為代表的多種產業齊頭並進

，壹些惠民舉措更大大改善了人

們的生活，提升便利的同時，為

當地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如

今，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輕人也紛

紛回到家鄉大展身手，通過努力

助力鄉村經濟發展。

在探訪天麻種植業的過程中，

華少與基層幹部遊主任進行了深刻

的對話，作為浙江幫扶雷山的基層

幹部代表，遊主任就是脫貧攻堅中

千萬基層幹部的縮影，他講到，

“鄉村振興，產業是本，文化是魂

，旅遊是路，雷山縣人口少，民族

多，還有十三個非物質文化遺產，

雷公山空氣中的負氧離子也是都市

的3000倍。”雷山具有很強的旅遊

發展潛力，而對旅遊資源的挖掘，

也讓《寶藏般的鄉村》顯露出獨特

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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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垠的太空之中，噬血外星異種正蠢蠢欲動！由《特務交鋒》製
片打造史詩級科幻動作大片《異種獵殺》，找來《終極警探系列》布
魯斯威利、《終極戰士：掠奪者》湯瑪斯傑恩、《特種部隊：眼鏡蛇
的崛起》瑞秋妮可絲、《金剛戰士》寇帝柯爾斯利領銜主演，以 「極
致硬派」的卡司陣容，大銀幕 「激戰」外星異種，大展華麗暴力美學
！《異種獵殺》故事講述地球浩劫過後，一名經驗豐富的機械師克雷
（布魯斯威利 飾）搭上一艘乘載著數十萬名倖存者的星際方舟前往宇
宙殖民地 「新地球」，計劃在 「新地球」上建立全新的生活；然而，
隨著船員們在途中接連以詭異的方式死亡，方舟上的人們意外發現，
一種噬血駭人的外星異種早已悄悄入侵方舟。克雷必須聯手方舟上將
（湯瑪斯傑恩 飾）率領倖存的人類，竭盡所能地防止異種將方舟內的
所有生命屠殺殆盡……

繼主演1997年的《第五元素》，以及1998年的《世界末日》兩
部叫好叫座的經典太空電影後，地表最強 「光頭硬漢」布魯斯威利睽
違23年再次飛向太空、探索宇宙，更攜手 「動作派男神」湯瑪斯傑恩
，雙雙化身太空中最強老兵，率領年輕軍團爆打異星生物，守護人類
最後存亡！《異種獵殺》由擅長打造科幻災難片的導演約翰蘇茲所執
導，致力以絕佳的視覺效果、緊湊的劇情節奏，搭配華麗的演員陣容
，帶給觀眾2021年最佳科幻動作電影，預告釋出後更被外媒形容：
「宛如《異形》加上《X檔案》的精采科幻電影，值得期待！」；導演

約翰蘇茲表示，電影的劇情其實暗藏伏筆，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之際，全球頓時陷入恐慌，《異種獵殺》就是在此期間下的產物，約
翰蘇茲說到： 「2020年對於世人來說真的是一個充滿災難的年份，隨
著病毒的肆虐，我開始思考在將來的某一天，人們或許真的會面臨可
怕的 『地球浩劫』，最終只能選擇移居外太空；在《異種獵殺》之中
，裡面駭人的外星異種對於我來說就像是今年侵害人類的可怕病毒，
然而，即使陷入恐懼之際，人類卻因對抗病毒而變得更團結，《異種
獵殺》也傳達了同樣的理念。」

布魯斯威利《異種獵殺》
睽違23年
第三度上太空

2014年結束《霍比特人》三部

曲後，彼得· 傑克遜6年沒執導過真

人電影，繼《他們已不再變老》後

，他的新作《披頭士樂隊：回歸》

依舊是紀錄片。這部作品被迪士尼

買下，將於2021年 8月27日北美上

映。近日曝光了首支視頻，PJ親自

出鏡介紹。

《披頭士樂隊：回歸》講述披

頭士如何錄制出經典名曲&專輯

《Let It Be》。這部作品的素材源

自長達56小時的此前未曝光錄像，

包括披頭士在錄音室中制作的少見

畫面，拍攝時間為 1969 年 1 月 2

日-31日。

1970年5月，《Let It Be》專輯

發行，而當時樂隊剛分崩離析，這

批視頻的高潮為披頭士那場著名演

出——在倫敦薩維爾街蘋果唱片公

司總部舊址屋頂上的表演。

彼得· 傑克遜表示，看到這些新

的素材後，發現壹些和傳聞不壹樣

的東西：那些視頻裏雖然也有壹些

矛盾的情節，但更多呈現樂隊成員

們如何制作出經典音樂。“那些畫

面讓人神往，而且很有趣，振奮人

心，他們那時的距離還是非常親密

和貼近。”彼得· 傑克遜說，制作這

樣的作品是非常快樂的。

他用了已經用在他此前執導的

紀錄片《他們已不再變老》中的

“黑科技”復原技術來處理這些視

頻。該片獲得了樂隊成員保羅· 麥

卡特尼、林哥· 斯塔爾和去世成員

家屬的合作，包括約翰· 列儂的遺

孀小野洋子、喬治· 哈裏遜的遺孀

Olivia Harrison，蘋果唱片公司也參

與制作。

彼得傑克遜新片
"披頭士回歸"首曝視頻
大量從未曝光畫面 明年8月27日上映

接近年終，歐美各大媒體照例公

布年度佳片與爛片名單，小勞勃道尼

「杜立德」雖然砸下大錢搞特效，又

有星光閃閃的配角陣容，卻被認為改

編失敗，連他自己的演出也遠不如扮

演漫威英雄有魅力，在「綜藝報」、

「紐約郵報」等的名單中都被提及，

是有目共睹的差，也讓他揮別漫威英

雄電影「鋼鐵人」一角後的首度新嘗

試，徹底踢到鐵板。

曾以「悲慘世界」獲得奧斯卡最佳

女配角的安海瑟薇，情況同樣好不到哪

兒，她今年的兩部作品—Netflix「他的

最後願望」、在美國直接於HBO Max

推出的「女巫們」評價都不理想，前者

尤其差，使她堪稱今年的爛片女王。而

原本會在戲院推出、在新冠肺炎於美國

大爆發後改在Disney+上架的「阿特米

斯奇幻歷險」，遭到忠實書迷的一致砲

轟，也被影評人修理得體無完膚，和都

沒有把小說改編得成功的「杜立德」、

「女巫們」一樣都成為年度爛片代表。

「綜藝報」兩位電影記者中歐文

雷博曼認為「杜立德」、「他的最後

願望」、「我想結束這一切」、「歐

洲歌唱大賽：火焰傳說」與「特別嘉

賓」是年度 5 大爛片，把台灣電影

「陽光普照」列為年度第一佳片的彼

得德布魯，則列出「異端鳥」、「禁

錮之慾」、「禁忌世代：衝撞」、

「阿特米斯奇幻歷險」、「未曾走過

的路」、「疤面教父」幾部電影是他

心目中今年度最糟糕的爛片。

年度爛片之星？
小勞勃道尼、安海瑟薇超慘

小勞勃道尼無法挽救「杜立德」的失利 安海瑟薇今年的兩部影片評價都很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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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近日，一则关于人口的新闻引起广

泛关注——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称：

“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

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

，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李纪恒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中，撰

写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一文。该文章还提出，要引导生育

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

力供给。

生育率走低，我国人口危机警报拉响

“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这

一论述给人石破天惊之感，然而，我国

出生人口数量连续多年下降，早已是不

争事实。

总和生育率，指每个育龄期妇女平

均的生育子女数。联合国预计，不考虑

移民因素，总和生育率必须达到每名妇

女生育2.1个孩子才能保证世代更替。

低于1.5，则是跌破警戒线，掉入低

生育率陷阱。

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生

育率为1.22。

2015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显

示，我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4。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6年中国卫

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6年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

但是，随着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和二

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逐步消退，

从2017年至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连续

下降，2018 年和 2019 年的生育率为

1.495和1.47，已跌破警戒线。

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的出生人口仍

将逐年下降。

2019年1月，《人口与劳动绿皮书

》指出，中国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

年出现。

专家们预计，即使在政策层面放松

对生育的限制，开放乃至鼓励生育，在

缓解人口衰退方面也将面临很大困难。

日本、韩国等国家在鼓励生育上应对

人口老龄化收效甚微，就是不远的殷鉴。

1995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跌破1.5。

25年过去了，尽管日本一直大力鼓励生

育，但总和生育率一直没能回升到1.5

以上。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

人口红利消失，生育政策短期作用

有限，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

问题？

此时，一个被忽视的群体，或许可

以在补充劳动力方面提供巨大潜力，那

就是移民人才引进。

在放开、鼓励生育的同时，适当加

大力度吸引海外人才等劳动力，其作用

不仅仅在于缓解人口危机，应对老龄化

，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很重要。

长期以来，我国在移民管理方面十

分严格。

根据2004年起施行的《外国人在中

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2013年起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

法》等现行法规，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类

外籍人士可申请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他们是：

1、在中国有关单位任职的外国籍

高层次人才（例如，担任副总经理、副

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

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

遇等）；

2、在中国有较高数额直接投资的

外国籍投资者个人；

3、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突出贡

献或国家特别需要的人员；

4、夫妻团聚、未成年人投靠父母

、老年人投靠亲属等家庭团聚人员。

这些条件可以说是非常严格的。

据公开资料显示，从我国2004年发出

第一张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到2019年，发放

量仅有几千张，平均一年只有几百张。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居住在我国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外籍

人员有593832人，计入港澳台地区居民

共1020145人。

从来源看，在我国境内居住的外籍

人员数量排在前十位的国家是：韩国，

美国，日本，缅甸，越南，加拿大，法

国，印度，德国和澳大利亚。

这十个国家人数接近在我国境内居

住外籍人员总数的70%。而前十名中，

除了缅甸、越南、印度三个发展中国家

，其余7个都是发达国家。

按接受教育程度划分，有将近一半

的外籍人员具有本科学历。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外籍

人口占我国人口总数为0.04%。

这虽然是10年前的数据，由于10

年来我国移民政策并未有大的变化，因

此，可以预计，目前，外籍人口在我国

的人口总额中的占比仍然极小。

根据联合国对移民中国的外国人的

估算数据来看，到2019年，中国境内的

外国移民人数仅有720307人，比2010年

增加了仅12.6万人。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截至

2010年11月，按地区分，常住外籍人员

分布人数前三名是上海、北京、广东。

此外，云南、江苏、山东的常住外籍人

员也较多，均超过了3万人。

上海、北京、广东三地的常住外籍

人员约占全国外籍人数的52%。其中，

上海常住外籍人员143496人，占全国外

籍人数的24%。

根据该次人口普查情况，可以看出

，在华外籍人员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发

达地区和部分沿边地区。

这不难理解，这些沿海地区经济发

达，就业机会多，高校等文化资源丰富

，与国外的交流相对多，也就吸纳了大

部分外国人员来工作、生活。

这也意味着，今后我国若加大力度

吸引海外人才，这些地区仍然将是吸纳

外籍人员的重点地区。这是由这些地区

具有的商业、人文资源环境等“比较优

势”决定的。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上升，今

后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前来学习

和就业。而上海，北京，广东，以及江

苏、山东这些沿海、沿边的经济发达地

区，预计未来仍将承载大部分的新增外

籍人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

发展，我国对外籍高层次人才、技术和

资金的需求更加迫切，希望降低永久居

留申请门槛、明确永久居留证持有者相

关待遇的呼声逐渐增多。

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

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指

出，我国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存在申请

条件设置不够合理、签发对象偏窄、待

遇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聚焦国家人才战

略，突出“高精尖缺”重点，在积极服

务重点引才计划基础上，建立以市场为

导向的人才认定机制，放宽外国人才申

请永久居留的条件，吸引和集聚更多优

秀人才。

2020年，疫情暴发后，国家移民管

理局出台发布十项新措施，鼓励在华从

事创新创业工作、科研的外国人继续安

心工作生活，提供相应停居留便利。对

因投资、创业、贸易等紧急事由需来华

的外国人，提供申办口岸签证或临时入

境许可便利。

高层次人才，是世界各国，特别是

发达国竞相吸引的移民对象。吸引、留

住这些外国人才，是永久居留服务的重

要内容。未来，对纳入重点引才备案项

目的人选，可开辟申请永久居留的绿色

通道，优先办理。

其次，“副高”职称等中国特色的

学术评价标准，可能不适应市场化的人

才认定机制，未来在引进外国人才时，

可以结合其任职行业、岗位条件，采取

市场化的人才认定机制，取消职称等级

别限制。

再者，家庭团聚类外国人，包括婚

姻移民、未成年子女和直系亲属投靠，

符合人性化原则。不过，鉴于中国的人

口结构，尤其是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

，这个类别的永久居留人数可能暂时不

宜增长过快，有学者建议设置一定配额

和等待期，对这方面的永久居留人数总

额进行适当限制。

据联合国2017年7月的估计，即使

加上港澳台居民移入中国大陆的数据，

从人口的绝对值来讲，中国是世界上国

际移民占总人口比重世界最低的国家。

基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未来，

即使中国适当加大引进海外人才力度，

外籍人口占比仍然会很小，也不会改变

我国既有的人口格局。引进海外人才，

对我国人口结构的影响有限。

对移民人才引进话题，不必讳莫如深。

生育率跌破警戒线该考虑中国的“人才移民”政策了

12月1日起，英国移民改革系统正

式生效。移民新政将杜绝欧盟国家公民

在没有工作的前提下长期在英国居留。

不过，新政或将对中国学生留英工作创

造便利。

将欢迎最优秀的人

根据英国政府官网，新技术工作签

证12月1日起开放申请，2021年1月1日

正式生效。内政大臣普里蒂· 帕特尔说，

将允许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进入

英国，保持英国的创新优势。英国移民

改革系统正式生效，意味着英国现任政

府终结了欧盟人员自由流动的时代。

此前，5亿欧洲人中的任何一个都

能进入英国，这是自1973年1月1日英

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47年来移民

法最大的变化。2020年1月31日，英国

在法律上正式脱欧，移民新政将是正式

脱欧后英国长期执行的政策。

现在，该系统如何运作的细则一一

被明确。改革后，新的积分制移民系统

不会再沿用目前的Tier（层级）制，而

是分成工作类（work）、学习类（study

）、访问类（visit）和其他（others）四

个类型，其中工作类的改变最大，将变

为通过申请Skilled Worker（技术工作签

证）进入英国。

具体来说，具备相应技能水平的工

作机会、英语能力以及至少25600英镑

年薪的最低工资的申请人将被授予一定

积分，获得足够积分（70分）的申请者

才能获得技术工作签证。

细则还包括：必须在线提交申请以

及身份证明；签证申请费用从610英镑

到1408英镑不等；每年的医疗保健附加

费为624英镑；申请者还必须提供1270

英镑的生活费证明；技术工作签证的有

效期最长为5年。

此外，原有的特殊签证还将保留。

这包括：全球人才签证，适用于在科学

、工程、人文、医学、数字技术或艺术

与文化领域具有非凡才能或非凡前景的

申请人；创新签证，适用于寻求基于创

新、可行和可扩展的商业理念在英国开

展业务的申请人；创业签证，适用于首

次在英国建立业务的人士；公司内部转

移签证，适用于在英国企业有工作经验

的老员工等。

签证门槛大幅提高

新方案实施后，签证门槛大幅提高

。英国政府的目的很明显：降低移民数

量、淘汰低技能劳工、全球范围“抢夺

”精英。

英国内政部发布的这份新移民方案

显示，英国将彻底结束“脱欧”前欧盟

劳工自由进入英国工作的状态，将采取

澳大利亚式的移民积分体制，只有符合

英国政府设定的各项标准、达到足够积

分的劳工才能进入英国工作。

根据目前公布的方案，低技能劳工

将无法获得在英国工作的资格，而包括

科学家、工程师和学者在内的高技能人

士将是英国吸引移民的重点目标。

从移民整体人数看，新移民体系的

推出势必会造成进入英国的工作移民人

数减少。英国内政部估计，新方案实施

后，目前70%的在英欧盟劳工将不符合

申请签证条件。而削减移民人数正是英

国选择“脱欧”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

“脱欧派”认为，正是不断涌入的欧盟

移民抢夺了本属于英国人的工作，也导

致房价攀升，社会安全也出现问题。

12月5日是英格兰地区解除大范围

“禁足”后的首个周末，许多民众选择

出门购物，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做准备

。受移民新政影响，聚集在伦敦的欧盟

劳工人数将出现缺口。

约翰逊政府在完成“脱欧”后即从

移民问题上“开刀”，体现了回应英国

民生关切的意愿。英国内政部发言人称

，该方案将确保英国“重新拿回边界控

制权”，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发言

人强调，英国不会推出面向低技能工人

的移民路线，英国企业需要调整自己。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虽然新方

案要到2021年1月1日才正式生效，但

一经公布，立即在英国国内引起轩然大

波。英国企业界担心，新移民方案虽然

可以加强英国在全球精英争夺战中的意

愿和实力，但将导致英国国内低技能劳

工的缺失。英国反对党工党也认为，新

移民方案将导致“不友好的环境”，从

而让英国难以吸引劳工。

利好中国学生留英

有分析称，新的移民系统有利好中

国留学生、中国华人华侨的倾向。甚至

有媒体评价，对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非

欧盟人士来说，这意味着现在的机会比

以往任何时候更多。一是新系统取消了

与欧盟之间的自由流动，包括中国人在

内的非欧盟人士与欧盟人士一视同仁，

让非欧盟人士进入英国的机会更加平等

。二是取消了目前对高技能移民申请工

作签证的每年2.07万人的名额限制，这

将拓宽部分有才能的留学生在完成学业

后在英就业途径。

还有一个利好是PSW政策将回归。

PSW全名Post Study Work（毕业后留英

工作签证）。英国政府自2008年6月30

日正式引入PSW签证，凡拥有本科以上

文凭的国际留学生在毕业之后，有两年

的时间可以在英找工作或者开展商业活

动。PSW签证于2012年4月取消，此后

，英国留学生若想在毕业后留英工作变

得非常困难。

赴英留学是中国留学生的重要选择

，通过PSW签证留在英国也是毕业生的

重要选项。

现在新政策显示，2021年夏天及以

后毕业获得学位的学生，都将可以享受

PSW签证，包括因疫情需要部分学期

（非全部）在海外远程上课的国际学生

。据了解，本科和硕士毕业生的PSW签

证有效期为2年，博士毕业生将有资格

申请3年的PSW签证。另外，获得PSW

签证还需支付至少两笔费用：其一是医

疗附加费，其二是毕业生签证申请费。

根据英国政府推出的积分制移民政

策，2021年起，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

全球留学生只需在新积分系统中获得70

分，就可以留在英国更久。

这70分包括：获得“经批准的担保

公司”提供的工作（20分）；拥有相应

的工作技能（20分）；必须要会说一定

程度的英语（10分）。补充性分数方面

，根据个人情况满足要求则拿到另外的

20 分。如薪资条件：年薪 20480 英

镑-23039 英镑（0分）；年薪 23040 英

镑-25599英镑（10分）；年薪25600英

镑或以上（20分）。如果毕业生是英国

移民咨询委员会指定的短缺工种，或者

是理工科类别的博士也会有分数加成。

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专业的留学生

，只要在英国找到一家有担保资质的公

司且年薪高于25600英镑，就可达到70

分。

英国内政部移民政策负责人表示，

英国政府将继续全力支持国际学生到英

国接受高等教育。虽然疫情对出国留学

人数产生了影响，但英国政府认为，英

国到2030年吸引60万国际学生的目标

仍“完全可以实现”。

伦敦生活成本居高不下

伦敦是国际大都市，不仅全球商业

巨擘喜欢在这里买房置业，白领精英也

能在这里找到高薪工作。据报道，英国

高薪行业持续释放出扩招信号。不仅伦

敦金融城对高技术人才需求越来越多，

还有数据显示，预计到2023年新金融城

金丝雀码头将新增10万个工作岗位。当

然，高薪工作仍一位难求，比如投资银

行的工作岗位供需比就达到了1：150。

而如果没有获得高薪职位，毕业生们将

面临生活窘境。这是因为伦敦是世界生

活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

首先是住房。英国国家统计局报告

，伦敦市中心的每月租金价格中位数为

1700英镑，而伦敦外围地区为1295英镑

。在市中心，1700英镑甚至很难租到一

个带独立卫生间的单间。

第二是出行。伦敦市内停车难，即

使找到停车位，一小时3英镑的停车费

也不便宜，这还是在车辆缴纳了每日

11.5英镑的“拥堵收费”的前提下。

如果选择坐地铁，每月花费200英

镑很正常。

第三是用餐。吃顿鱼和薯条这样的

快餐大约7英镑，如果能接受土耳其卷

饼，便宜的也要5英镑，一般一顿正餐

至少20英镑。当然，选择去超市购买食

材回家做饭，可以节省一点开支。

服装方面，在大众品牌店买1件牛

仔裤需要69英镑，商业街1件夏装31英

镑，1双运动鞋69英镑，1双商务皮鞋

83英镑。

一般物价越高的地方收入也高。英

国伦敦官方调查显示，2015年高管平均

年薪 11.8 万英镑，经纪人平均年收入

11.6万英镑，飞行工程师8.6万英镑，营

销主管8.2万英镑，金融行政主管7.7万

英镑，信息技术主管6.7万英镑，采购

经理5.2万英镑，物理学家5万英镑，教

授5万英镑。英国平均年工资收入2.7万

英镑，在伦敦生活，不能拿平均工资，

至少要在平均工资以上。

后“脱欧”时代，约翰逊推出移民新政
欢迎“最优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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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滿滿額娛樂與豐采文創聯

合出品，最寫實又刻骨銘心的電

影《迷失安狄》，自正式預告曝

光後吸引眾人目光，特別是由徐

佳瑩所演唱的電影主題曲〈沒顏

色的花〉更是讓人一再重播回味

，這首特別為安狄所打造的專屬

主題曲，彷彿像是透過歌曲，從

第三者的角度看盡安狄人生的嗔

、癡、愛。今日(12/21)《迷失安

狄》的兩位主演特別前往陶晶瑩

所主持的網路節目《陶口秀》做

電影宣傳，到底身為電影監製的

林心如，是如何看出李李仁的女

性特質？事先兩人有做什麼樣的

討論？李李仁和陶晶瑩夫妻倆首

度同台，拍攝《迷失安狄》僅透

過視訊聯繫的兩人，除了陶晶瑩

每次看到李李仁女性造型皆狂笑

不止外，在演出上有沒有給予李

李仁什麼樣的建議？

《迷失安狄》是林心如首部

監製兼演出的電影，被視為戲劇

品質保證的她，這次所挑選的特

殊議題引起諸多討論，加上她在

電影裡演出狼狽的非法移工角色

，這次在電影裡跟李李仁呈現巨

大反差，從頭到尾都以素顏拍攝

的她，笑看李李仁每天要花近3

小時做梳化，誠實說到：「當然

美不過他啊！那個假睫毛多長啊

！」回想當初找李李仁拍攝安狄

這個角色時，是透過發訊息的模

式詢問，沒想到李李仁很豪氣地

答應，還發女裝的造型給他看，

讓他笑得東倒西歪，特別會想找

李李仁演出，是因為林心如覺得

這個角色的形象特別像是李李仁

，因為安狄年齡設定在50歲，看

起來需要有些滄桑感，問到為何

沒有想找老公霍建華演出，林心

如笑說：因為他看起來太幼齒了

。

《迷失安狄》的靈魂人物安

狄，李李仁以不同以往的跨性別

嫵媚造型著實讓人十分驚豔，特

別是陶晶瑩發現李李仁演過「安

狄」這個角色後，更了解女生辛

苦的地方。劇組在拍攝前找了西

班牙女畫家「芙烈達卡蘿」的造

型讓李李仁對照參考，甚至當時

劇組總是覺得李李仁髮型還是差

一點點時，索性拿出陶晶瑩的照

片讓髮妝師試著照著梳化，發現

還真的很適合李李仁，在最終

《迷失安狄》主宣傳電影海報曝

光時，陶晶瑩覺得蠻美的出乎意

料，立即轉發給親朋好友及粉絲

們看，收到最多的回覆居然是

「李李仁比你美」，讓她苦笑很

多人都比我美啦！提到《迷失安

狄》拍攝期間，兩人都會透過視

訊聯繫，李李仁自嘲那一陣子家

人都會混淆他到底是男是女，陶

晶瑩對李李仁印象最深刻的拍攝

，是某一次睡前她素顏又雙下巴

跟李李仁視訊，結果李李仁是大

濃妝，她一開鏡頭嚇到，之後開

始大笑覺得這個畫面真是太荒謬

和超現實。

李李仁對此回應笑說：「光

是穿衣服女生就要緊身，秀出身

材線條，不過自己為了這個角色

特別瘦了13公斤後身型又看起來

更扁瘦，因而發現女生其實很會

騙人，其實即便是小胸部也都很

容易擠出傲人乳溝。」說到此，

李李仁特別說出大絕招就是穿胸

罩前要在裡面一邊先塞兩層的

Nubra後，再穿上胸墊，只要往

中間一擠肉一夾就擠到快C罩杯

，只要溝擠的夠深，周圍的波濤

洶湧都是可以人造的。陶晶瑩更

私心提議李李仁再辦一次女裝，

李李仁趕緊反駁：「我覺得安狄

這個形象留在電影裡就好，但如

果……」話沒說完陶晶瑩趕緊搶

話：尾牙場的的廠商可以洽詢喔

！

三個社會邊緣人，如何依偎

著彼此的溫暖，成為沒有血緣關

係的一家人，即便過得再怎麼悲

傷，也不要忘了給自己勇氣。電

影《迷失安狄》由滿滿額娛樂、

豐采文創出品，林心如首部監製

電影，馬來西亞全才導演陳立謙

執導，《16個夏天》金鐘編劇杜

政哲執筆，李李仁、林心如以及

陳澤耀主演，《迷失安狄》既寫

實又刻骨銘心的劇情，在大阪電

影節、高雄電影節以及酷兒影展

上映以來好評不斷，《迷失安狄

Miss Andy》故事敘述跨性別者

Andy、外籍移工蘇荷以及聽障少

年阿德，在一次因緣際會下相遇

，並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活著

比死亡更需要勇氣，他們在這座

困頓且冷漠的城市中，為自己點

起一盞叫做希望的燈。《迷失安

狄》將於1月8日上映。

林心如
李李仁
陶晶瑩

暢談拍攝秘辛

鄭人碩、謝欣穎主演的賀歲

片角頭外傳「角頭－浪流連」21

日舉辦記者會，此次劇情不同於

過去角頭系列電影的大量打鬥戲

，兩人談起純愛。謝欣穎透露在

合作之前就曾遇過鄭人碩，那時

他還是幕後工作人員，對他的第

一次印象就是臉很臭，直到這回

才被對方暖到，更大讚被劇組的

伙食照顧到胖了4公斤。

鄭人碩與謝欣穎在片中有場

熱吻戲，他們一致認同吻戲不難

，困難的是親之前的角色情緒，

因鄭人碩的情緒轉折要從落魄、

失意、訴苦，到最後被謝欣穎軟

化，起伏大挑戰也難，電影監製

張威縯透露光這場戲就拍了將近

1天。

鄭人碩雖有大量戀愛戲，打

鬥戲仍不減，他的手踝、腳踝、

腰都遭殃，嘴巴也因為角色狂嚼

檳榔破了很多洞，他開玩笑說：

「我又吃檳榔又喝酒又抽菸，還

要拍吻戲，真是對謝欣穎很不好

意思。」謝欣穎笑緩頰表示以上

行為和親吻不同場戲，她也大讚

鄭人碩貼心，拍夜戲時私下會送

她熱包子。

此外，監製張威縯提到，「角

頭」第二集上映時看到謝欣穎在電

影粉專上留言想演，他得知後趕緊

聯絡對方，謝欣穎也很快答應。巧

的是，張威縯曝「角頭」第一集女

主角其實就鎖定謝欣穎，只是當時

謝沒有時間。「角頭－浪流連」製

作費有4000萬，張威縯表示相較前

幾集低很多，但團隊不馬虎。電影

2月10日上映。

謝欣穎曝初見鄭人碩
幕後樣 靠1食物暖心

由導演李芸嬋執導的原創奇

幻劇集「故事宮寓」，耗資千萬

打造，張鈞甯、徐若瑄、李國毅

、莊凱勛、劉冠廷等10位明星跨

界演出故宮古文化，幾位藝人收

到劇本第一個想法，不約而同直

呼：「太有趣了！」劇集中，張

鈞甯詮釋「青瓷無紋水仙盆」，

飾演一名怪怪美少女，但她笑言

若有機會再挑戰，希望爭取「翠

玉白菜」，理由是：「因為我可

以像白菜一樣白！」

徐若瑄飾演旅遊部落客，劇中

常會頭戴假VR裝置，想像自己跋

山涉水，一場假裝攀岩的戲，她想

像一邊爬一邊避開落石，因無對白

，現場無收音，「我想我的姿勢應

該是滿滑稽的，因為聽到很多工作

人員在笑..」張鈞甯在劇中造型仙

氣飄飄，詮釋怪怪美少女則有一幕

拿著剪刀放頭上，節奏詭異，讓她

覺得果真「異於常人」。

在「故事宮寓」裡，10位演

員中只有莊凱勛、劉冠廷有對手戲

，劇情設計2人相遇的當下，劉冠廷

穿著白罩衫泡在水裡，裡頭只穿丁字

褲，全身白的像「行走的巧克力」，

莊凱勛正面裸身對著他，卻還不忘暖

心提醒對方「別著涼」，對於裸身演

出，莊凱勛敬業表示：「不會不自在

，很習慣身體是表演的一環，所以除

了安全褲，也沒什麼保護措施。」

被張鈞甯點名最想挑戰的

「翠玉白菜」，劇集中由李國毅擔

綱，接到角色第一時間，他笑稱：

「當下只覺得，哇，是人氣最高的

故宮文物，很適合我！哈哈哈。」

但收到劇本後，看到海量的台詞加

上一鏡到底的拍攝方式，十足考驗

他的記憶力，李國毅表示：「開拍

前反覆練習了大概一個禮拜，腦子

幾乎燒壞了！」

張榕容演出「灰陶加彩仕女俑

」，劇中大玩變裝秀，還有許多臉

部特寫鏡頭，幸好拍攝過程無皮膚

過敏狀況，讓她大呼「幸運」，林

鶴軒演「谿山行旅圖」，出現最多

的就是自己的手指特寫鏡頭，偏偏

還是他最沒自信的部位，「因為我

覺得我的手指頭很醜，也不喜歡我

的指甲，只要稍微長一點，就渾身

不自在，金馬獎當天，我還在後台

花了10分鐘剪指甲。」

奇幻劇集「故事宮寓」，集

結徐若瑄、張鈞甯、張榕容、李

國毅、莊凱勛、劉冠廷、林鶴軒

、吳念軒、連俞涵、瑞瑪席丹等

夢幻卡司，故事講述一棟臨河畔

而建的公寓，在一場暴風雨後，

唯一對外橋樑被吹斷，導致其中

住戶（意指文物）被隔離關在家

裡無法外出，因此發生各式各樣

超越想像空間的情節，明(20日)晚

間9點於八大綜合台全台首播。

10大明星變故宮古物
張鈞甯飄仙氣想當 「翠玉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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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河套，从何而来？

虽然我们常会笼统地称河套，但其

实河套不止一个“套”。

广义上的“河套”西至贺兰山，东

至山西偏关，北到狼山、大青山，南至

鄂尔多斯高原。其中，宁夏平原一带为

“西套”，巴彦淖尔至包头、呼和浩特

的平原地区为“东套”。“东套”是由

前套平原（土默川平原）和后套平原

（巴彦淖尔平原）组成。而狭义上的

“河套”仅指后套平原。

说起来这么拗口，河套到底是如何

形成的呢？

自6500万年前以来，印度板块北

移，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引发了超大

幅度的地表隆起，举世闻名的青藏高原

就此诞生。同时，大碰撞的力量开始向

外围传导，造就了中国三级阶梯的地形

格局。平均海拔1020～1040米的河套平

原，和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

原等一起构成了第二级阶梯。

缓慢隆升的青藏高原蓄积了万年冰

川，融化后的水流奔涌而下，黄河应势

诞生。而剧烈的地壳运动在贺兰山东侧

、阴山南侧形成巨大断裂带，造就一片

狭长的低地。本应一路东去的黄河，在

路过贺兰山脚下时，却循着低地北上，

由于阴山山脉的阻隔又改道向东，走出

前套平川后，黄河再次剧烈转折，沿着

吕梁山脉向南行进，土地和河流彼此交

织、融合，绘就了优美的几何图形。

河套，套住了啥？

河套平原是被偏爱的。贺兰山和阴

山山脉为她阻挡了沙漠的侵袭和来自西

北的寒流，原本奔腾怒吼的黄河从西、

北、东三面拥抱着她，而她依偎在阴山

的左右拱臂之间，享受着黄河灌溉之利

，打破了“降雨量400毫米以下是荒漠

草原”的地理学铁律，营造出“岁告丰

稔，烟火万家”的3片绿洲。

虽然都属河套平原，西套、后套、

前套除了地理位置的差异，又有何其他

不同之处呢？

02 西套：金川银川米粮川

先来说说西套（宁夏平原）。

多数人的惯性思维中，西北是荒凉

的。然而，宁夏平原绝非如此。因有贺

兰山这段天然屏障的守护，宁夏平原虽

降水少，但是温度条件较好，冬无严寒

，夏季凉爽。另外，此地日照充足，气

温日较差大，生产的水果品质优良，早

在千年之前就有美名，一如唐代诗人韦

蟾所描绘的那般：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

名。”

宁夏平原南北长170多千米，东西

宽25-40千米，地势由西南向东北缓缓

倾斜，海拔1000米左右。山地、高原

约占全区的3/4，剩下的就是平原地区

，古老的黄河穿越宁夏中北部，向北流

淌，延绵400余千米。地表水流补充不

足，河床平缓，河水宽阔而平静，河湖

滋养下的平川沃野，十分适宜灌溉垦殖

。

早在2000多年以前，智慧的宁夏

先民们就发现了自然的恩赐，选择定居

此地，凿渠引水，灌溉农田，因地制宜

。秦渠、汉渠、唐渠流淌至今，形成了

大名鼎鼎的自流灌溉区。宁夏盛产水稻

、小麦、玉米、油料作物等，成为西北

地区重要的粮食基地。其中，颗粒饱满

的珍珠米，从前就是进贡佳品；而色泽

红艳的宁夏枸杞，早已成为了宁夏的名

片。

宁夏人民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一片

水网如织、河道密布、稻香鱼肥、瓜果

飘香、风光秀美的宝地，成就了闻名遐

迩的“塞上江南”。

03 后套：一半天成，一半人为

西套平原有贺兰山庇佑，后套平原

则有狼山的守护。

黄河如同勇往直前的拓荒者，流出

西套平原，在狼山脚下冲积出一片扇形

的平原，横亘的狼山像一张巨大的弓背

紧紧环绕着后套平原，乌兰布和沙漠、

库布齐沙漠分居黄河的东西两侧。后套

平原恰好嵌在黄沙与山脉之间。

黄河进入后套平原后兵分两路，分

别流过平原的南、北边缘。南支黄河干

流，沿鄂尔多斯高原北缘东流；北支为

乌加河，沿狼山山麓向东流入乌梁素海

，再从此湖流出。南、北两河在西山嘴

附近复合为一。

后套平原北侧的阴山隔阻了从蒙古

高原南下的冷空气，使冷空气沿阴山北

麓一路东行，位于西部的后套平原更少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因此此地云雨少、

日照多、温度较高，后套平原也比同纬

度的其他地区更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如今的后套平原闻名遐迩，盛产

小麦、玉米、马铃薯、油葵、瓜果和

甜菜，是内蒙古重要的粮、油、糖的

生产基地。其中，多汁甘甜的河套蜜

瓜还成为国家认证的优质农产品。可

就在 100多年前的清代，这里仍然是

一片茫茫荒原。

一切的改变来自一位清末“河神”

王同春。他经过长期观察，抓住后套

“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势特点，巧妙

选取黄河北岸为渠首，科学引水，凿出

刚济渠、丰济渠、灶河渠等“八大干渠

”，这些灌渠既不干涸也不淤积，实现

了无坝自留。经过后世近百年的奋斗，

后套平原也就成为内蒙古最大的“塞上

粮仓”。

04 前套：农牧交错变奏曲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见牛羊。”这首耳熟能详的北朝乐府诗

，唱出了前套平原的历史，而农牧交错

始终是这片土地的变奏曲。

从空中俯视，前套平原如同一块三角形

的绿宝石，镶嵌于苍凉的阴山山脉和泛

黄的鄂尔多斯高原之间。前套平原还有

另外一个名字，土默川平原，得名于明

朝初年在这里驻牧的蒙古族土默特部落

。而在更早的北魏王朝时期，这片土地

是奴后裔敕勒族人安身之地，这一带也

就是诗中所唱的“敕勒川”。

前套平原的大三角上，东北有

“青城”呼和浩特，西南有“鹿城”

包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青城

”为政治中心，“鹿城”为经济中心

，二者东西呼应，见证了前套的富庶

与繁荣。如今有人干脆称前套平原为

“呼包平原”。

时光流转，民族更替，名称变换

，可是人对这片土地的驯服未曾改变

。土默川上，纵横交错的灌渠从黄河

北岸出发，一直延伸到大青山脚下，

民生渠、跃进渠、永顺渠等著名灌溉

工程无不取自平原南侧的黄河水。

土地的肥沃离不开自然的馈赠。

在阴山山脉中部的大青山庇护下，大

漠风沙难以逾越，高原寒流在此停歇

。虽然前套平原北侧的北坡少草木，

多风沙，南坡却是草木旺盛、良田交

错。在历史的长河中，大青山也为兵

家必争之地，北方游牧民族若想进驻

土默川，必须逾越大青山这座天然屏

障，而中原政权进军塞外之时，也需

在此找到根据地。

如今的敕勒川，千万亩饲料玉米

代替了天然草地，现代化的奶牛饲养

业代替了传统的畜牧业，以蒙牛、伊

利为代表的现代化乳品业驰名全国，

蔬菜瓜果种植不断扩大，河湖湿地保

护着上百种珍禽鸟类。这里成为生态

良好、城镇连绵、交通便捷和经济发

达的宜居家园。

千百年来，河套平原从人烟稀少

到炊烟袅袅，一切都是黄河水浇灌下

的沃土带来的，可是自然向来不是予

取予求，过度开垦的“农耕半岛”上

也有反抗的迹象，缩减的绿色也在提

醒人们：珍惜方能长久。

河套，套住了啥？

大青山保存着完整的山地地森林、灌丛—草原镶嵌景观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

说起河套，大多数人可能会

立马想起这个民间谚语。“河套

”一词，乍看之下有点奇怪，但

若翻开地理图册，你就会发现这

个名词实在是太形象了。

黄河从青南高原启程，浩浩

汤汤，高歌猛进，向东奔涌。进

入内蒙古高原后，黄河突然掉头

北上，后改道向东，继而折路向

南，在地图上走出了一个“几”

字形大弯。这大弯仿佛是一条绳

索，将沙漠与草原之间的沃土牢

牢套住，这大弯地区便是我们今

天的主角——

河套平原。

航拍下的河套沃野。 贺兰山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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