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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readies vaccine rollout with deaths 
rising by 3,000 per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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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INDIANAPOLIS (Reuters) -U.S. officials 
prepared on Friday for the most ambitious vaccination 
campaign in decades as regulators rapidly advanced 
toward approving the first COVID-19 vaccine to slow a 
pandemic now killing 3,000 Americans per day.

Another 2,902 U.S. deaths were reported on Thurs- day, 
a day after a record 3,253 people died, a pace projected 
to continue for the next two to three months even with a 
rapid rollout of inoculations, which could start as soon as 
Monday.

Moving with unprecedented speed,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on Friday was on the cusp of 
approving emergency use of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de-
veloped by Pfizer Inc with its German partner BioNTech.

“The FDA informed Pfizer that they do intend to proceed 
towards an authorization for their vaccine,”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ecretary Alex Azar told ABC News on 
Friday.

“We will work with Pfizer to get that shipped out so we 
could be seeing people getting vaccinated Monday or 
Tuesday,” Azar said.

Britain, Bahrain and Canada have already approved the 
Pfizer vaccine, and the U.S. advisory panel is due to re-
view a second vaccine, from Moderna Inc, next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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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mily carries a coffin 
at Our Lady of Mount 
Carmel Cemetery, amid a 
new surge of deaths due 
to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El Paso, 
Texas, U.S. November 
25, 2020. Picture taken 
November 25, 2020. REU-
TERS/Ivan Pierre Aguirre

Other vaccine candidates are in the works as the United States 
gears up for a campaign evocative of the polio inoculation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New York City will open a “Vaccine Command Center” across 
the street from City Hall on Monday to coordinate distribution 
throughout the city. Particular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the 27 
hardest-hit neighborhoods largely populated by ethnic minori-
ties, Mayor Bill de Blasio said.

“This is unprecedented because it’s not just about logistics, 
it’s about making sure we win public trust, it’s about ensuring 
equity,” de Blasio told a news briefing on Friday, promising to 
offer daily updates on the rollout.

New York state expects to receive 346,000 doses of the Mod-
erna vaccine the week of Dec. 21, on top of the 170,000 Pfizer 
doses coming this weekend, Governor Andrew Cuomo told a 
news conference.

But as hospitalizations rise in the state, Cuomo announced that 
indoor dining in New York City, which resumed just over two 
months ago, will cease beginning Monday.

VACCINE DRY-RUN
An Indiana hospital that is one of the first designated to admin-
ister the vaccine was to rehearse its vaccination procedures on 
Friday, with pharmacists, nurses and doctors taking part.

The Indiana University Health will practice storing, transport-

ing and giving the vaccine shot to 
patients.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perfectly ready and open 
with a bang,” said Kristen Kelley, director of infection preven-
tion at IU Health.

While most vaccines take years to develop, the Pfizer vaccine 
arrives less than a year after the illness was traced to a market 
in Wuhan, China, in December of last year.

Chinese officials shared the genetic sequence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n 
Jan. 12, triggering the international race toward a 
vaccine.

A U.S. rollout faces significant logistical challenges to meet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s goal of inoculating 100 million 
people within 100 days of his inauguration on Jan. 20.

But any American who wants a vaccine should be able to get 
one by May or June, Assistant U.S. Health Secretary Brett 
Giroir told Fox News on Friday.

States will determine who gets the vaccine first and were likely 
to focus on healthcare workers and people in long-term care fa-
cilities, followed by the elderly, people with chronic conditions 
and first responders, Giroir said.

There is cause for concern about Americans’ skepticism of vac-
cines, with only 61% saying they are open to getting vaccinat-
ed, according to a Reuters/Ipsos p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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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The U.S. economy may lose a whopping $16 
trillion due to the devastating impact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both in output and peo-
ple’s lives, new research has found. While 
most studies assess the costs of the deadly vi-
rus by its impact on the national gross domes-
tic product (GDP), a paper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earlier this week offered a different approach.
The authors of the study – former Treasury 
Secretary Lawrence Summer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economist David Cutler – also took 
into account losses associated with those who 
have died due to the virus, in addition to the 
purely economic costs. With the number of 
coronavirus infections in the US nearing eight 
million and deaths surpassing 215,000, the re-
searchers believe that the outbreak may result 
in an estimated 625,000 cumulative deaths in 
the country through next year. Given the the-
oretical “conservative value of $7 million per 
life,” premature deaths linked to the coronavi-
rus could wipe out nearly $4.4 trillion, accord-
ing to their calculations.
The virus is believed to have long-term effects 
on health, especially for survivors with severe 
or critical disease. As those complications lead 

to increased risk of premature death, they 
also have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for 
the entire economy, with losses amounting 
to another $2.6 trillion for cases forecast 
through the next year, the authors noted.

Even those who did not contact the deadly 
virus could also be affected by it, the pa-
per adds. Suffering caused by the possible 
death of loved ones,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may lead to de-
teriorating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This 
also takes its toll on the economy, which 
could lose approximately $1.6 trillion due 
to mental health impair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rest of the losses – nearly 
half of the total – are associated with a drop 
in income due to the coronavirus-triggered 
recession. The authors cited a previous es-
timate from 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
fice, which projects a total of $7.6 trillion in 

lost output during the next decade.
“The economic loss is more than twice the 
total monetary outlay for all the wars the US 
has fought since September 11, 2001, includ-
ing those in Afghanistan, Iraq, and Syria,” 
the study reads. “The total cost is estimated 
at more than $16 trillion, or approximately 
90% of the annu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the US,” it concludes, adding that the esti-
mated loss for a family of four would reach 
nearly $200,000.
The paper comes as US lawmakers debate 
another stimulus package, set to mitigate 
damage from the virus. The research stressed 
that any such economic relief should allocate 
at least five percent of the funds for increased 
testing and contact tracing, as an investment 
of approximately $6 million leads to averted 
costs of an estimated $176 million.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testing and con-
tact tracing could have economic benefits 
that are at least 30 times greater than the 
estimated costs of the investment in these 
approaches,” the study said. It added that 
financial support for health measures should 
not be dismantled even when the concerns 
about the pandemic begin to recede.
Related
U.S. Employers Cut Record 2 MIL-
LION JOBS As Coronavirus Bat-
ters Economy

The Hollywood sign in Los Angeles, Cal-
ifornia. (File Photo/ US © Reuters / P.T. 
Fallon)
Job cuts announced by US employers have 
hit nearly 2 million so far this year, with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ccounting for 40 
percent of total layoffs, according to glob-
al outplacement firm 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 In its report published on Thurs-

day, the company said that last month’s lay-
offs in the US were down 56 percent from 
July, but still 116 percent higher than at the 
same period one year ago. August job cuts of 
nearly 116,000 lifted the total number of this 
year’s layoffs to 1,963,458. The number has 
already broken the previous record for the 
whole of 2001, when US-based employers 
announced a total of 1,956,876 cuts.
Most of the jobs – nearly 800,000 – vanished 
from the entertainment sector so far this 
year, followed by firms operating in retail 
and services. In August,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companies, including bars, restau-
rants, hotels, and amusement parks, posted 
the second-highest number with 17,271 job 
cuts.
Air and transport companies downsized their 
staff even more last month.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26,545 job cuts were announced in 
the struggling sector – 59 percent lower than 
in the previous month, but 647 percent high-
er than in August 2019.
“The leading sector for job cuts last month 
was transportation, as airlines begin to make 
staffing decisions in the wake of decreased 
travel and uncertain federal intervention,” 
said Andrew Challenger, senior vice presi-
dent at 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mpanies that initial-
ly had temporary job cuts or furloughs are 
now making them permanent.”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still battering 
the US labor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Labor Department data, seasonally adjust-
ed initial claims for jobless benefits for the 
week ending August 29 stood at 881,000. 
While it is around 130,000 down from the 
previous week’s totals, it is only the sec-
ond time the number of new jobless claims 
dropped below 1 million since the pandemic 
hit in March. 

U.S. Economy Suffers Sharpest 
Drop Ever As GDP Crashes Nearly 

32% During Coronavirus Peak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File Photo© Reuters / B. McDermid)
In the worst plunge ever recorded, the US 
economy contracted by 31.7 percent in the 
second quarter at the height of the Covid-19 
crisis, according to revised data released by 
th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on Thurs-
day.
The latest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reading is slightly better than the estimate is-
sued last month, when the agency said that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shrank at an 
annual rate of 32.9 percent in the April-June 
period.
Despite the upward revision, based on better 
than previously estimated private inventory 
investment and personal consumption ex-
penditures (PCE), the GDP drop is still the 
sharpest on record. The previous worst quar-
terly drop since tracking began in 1947 was 
observed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1958, 
when GDP fell 10 percent on an annualized 
basis.

In the worst plunge ever recorded, the 
U.S. economy contracted by 31.7 percent 

in the second quarter.
The plunge came as most business activities 
were paralyzed for weeks, and millions of 
Americans lost their jobs amid strict stay-
at-home orders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the 
deadly virus. Despite having the highest 
number of coronavirus infections, the US 
gradually lifted lockdowns, possibly pav-
ing the way for partial recovery in the next 
quarter.
However, there are concerns that a second 
wave of Covid-19 may come this fall, further 
disrupting the economy. 
“The full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cannot be quantified in the GDP 
estimate for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20 be-
cause the impacts are generally embedded 
in source data and cannot be separately 
identified,” th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
ysis (BEA) said. (Courtesy www.rt.com/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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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16 TRILLION Bug —
Pandemic May Cost U.S.

Economy Total Annual Output
 

Stay Home!          Wear Mask!

George Washington is seen with printed medical mask on the dollar banknote. 
(Photo/ © Reuters /File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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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President Trump was leaving the
White House he refused to answer ques-
tions about his veto of the massive de-
fense bill or his refusal to sign the $900
billion stimulus package congress had
negotiated with his administration.

Tonight is Christmas Eve. More than fifty
million families had difficulty putting food
on the table today. The long lines are
forming in many cities and the people
are waiting for food.

Earlier today, Trump invited state Re-
publican lawmakers to the White House.
He hoped that someone somewhere will
help him reverse the results of the Elec-

toral College vote. Shortly afterwards, he
retweeted a call from one of his support-
ers from Vice President Pence to refuse
to ratify the Electoral College results on
January 6.

Today President Trump announced
more pardons for his supporters includ-
ing Charles Kushner the father of his
son-in-law, Jared Kushner.

As ordinary citizens, we really don’t un-
derstand why the president is holding
this life or death bill and refusing to sign
it. If you think that six hundred dollars is
not enough right now for the people, why
don’t we add on to it in the future and

sign the stimulus package now and re-
lease the funds to all of our suffering
people?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y are laughing
at us. We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as the model of a democratic nation that

we would have a leader working against
his own people

Mr. President, please look how the pan-
demic has put our nation into hell. We
should come to the rescue of our pain
and not add more pain upo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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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Are SufferingPeople Are Suffering



Jupiter and Saturn appear close together alongside the Statue of Liberty in 
New York City, December 21, 2020, as the solar system’s two biggest plan-
ets appeared to meet in a celestial alignment that astronomers call the “Great 
Conjunction.” REUTERS/Bjoern Kils/New York Media Boat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departs after welcoming the arrival of the White House Christmas 
Tree outside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November 23. REUTERS/Hannah McKay

A Christmas tree with names of those who died during Beirut port explosion, is seen near the 
damaged grain silo, in Beirut, Lebanon December 22, 2020. REUTERS/Mohamed Azakir

C3Sunday, December 27, 2020

Editor’s Choice

A man queues to fill oxygen in a tank for a relative, due to an increase in coronavirus infection rates in 
Mexico, outside a medical supply store in Mexico City, December 21, 2020. REUTERS/Edgard Garrido

Scott Fujii, 34, is given a 24-hour rapid coronavirus test by nurse Caren Williams at Tom 
Bradley international terminal at LAX airport so he can travel to Hawaii to see family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November 23. REUTERS/Lucy Nicholson

Refrigerated trailers store bodies of the deceased at a temporary morgu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Brooklyn, New York City, November 23. REUTERS/Bren-
dan McDermid

Mariachis play their instruments as they pay homage to Saint Cecilia, the patron saint of 
musicians, during the annual pilgrimage as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continues, in Mexico City, 
Mexico, November 22. REUTERS/Carlos Jasso

Dr. Eileen Sprys, front, and registered nurse Mary Bond, hug each other at Medical Arts Hospital in Lamesa, 
Texas, December 17, 2020. Not a single rural hospital in Texas received any doses of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after approval this past week, frustrating rural health workers including those at the COVID-besieged Medical 
Arts Hospital. “We’re all exposed all the time,” Sprys said. “We don’t have an isolated COVID wing or staff only 
dedicated to COVID unlike in larger hospitals. To not be included in the first shipment of vaccines is just so upset-



親子教育

此 前 ， 一 则 新 闻 轰 动 了 美 国 医 学 界

——曼 哈 顿 的 知 名 妇 科 医 生 罗 伯 特 · 哈 登

，打着“检查”的名义实施性犯罪行为，

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竟无人站出来指

控他。第一位站出来揭露罗伯特恶行的，

是孕期去做检查的杨伊芙——华裔前总统

候选人杨安泽的妻子。

另 一 位 美 国 体 操 队 队 医 拉 里 · 纳 萨 尔

（Larry Nassar ） 在 30 多 年 间 性 侵 265 名 少

女。

很多时候面对性侵，并不是孩子不想

说，而是不知道怎么说，甚至都不知道自

己被侵犯了，毕竟他们也不太明白什么叫

做“性”，更不知道何为“边界”。

在中国，让父母开诚布公地与孩子谈

性，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至少在很多

中产以下家庭来说（甚至包括中产以上）

，均是如此。

美 国 队 医 性 侵 265 名 少 女 ： 父 母 为 什

么总是不教孩子“性知识”？

为什么我们谈性色变？为什么父母不敢正

视孩子的眼睛告诉孩子你是怎么来的，爸

爸妈妈是如何创造你的，生命的起源来自

于父母精神与身体的结合？

因为儒雅、含蓄的文化环境背景，决

定了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会真正去

面对内心深处的自己，去正视自己的需求

，反而在涉及个人隐私上，人们总是极力

回避——包括性、性别意识、性别角色。

这种回避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

那就是成为一个从未贴近自己的性格

、性别去真正了解过自己的“陌生人”。

从出生到成长，再到后来成家立业，

始终都是以外在要求和标准来走自己的人

生道路，就算是性别与性别意识和行为，

都需要外界来影响和灌输。

美 国 队 医 性 侵 265 名 少 女 ： 父 母 为 什

么总是不教孩子“性知识”？

一旦孩童的父母在没有进行提前教育，那

么儿童从小到大的性意识、性别意识、社

会性角色等各个方面，都会只是模糊遵循

社会大规则，无法在内心清晰，从而导致

自身在社会行为上陷入懵懂和混乱，即使

侥幸不混乱，也比较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而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中，性教育历

来都是讳莫如深的，大逆不道的，不应该

被谈论和公开提及的。就算是亲密爱人之

间，公开谈性和性趣，也会被人侧目；而

父母与子女谈性，则更是少之又少。

这种氛围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种极

为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

中国历来是以“个体的泯灭与集体的

强大”为社会主流氛围的，人们从不关注

自身，总将自己捆

绑为社会、国家的

一份子。大集体的

意识形态里，谈及

个体的性是非常羞

耻的，是见不得人

的，是不应该有的

罪孽深重。

然 而 在 西 方 社

会文化价值体系内

，历来宣扬和强调

的，却是个体大于

集体，天赋人权，

自由、平等等等自

由主义理念。人们

更为看重的，也往

往是自身的感受，

个体完全独立于社

会、国家概念之外

。

私 密 之 事 就 是

自己最为神圣的事

，西方，尤其是发

达国家的父母们，

从 孩 子 3、 4 岁 起

，就有意识地告知

他们各自的性别角

色，要求他们在日

常生活中注意各种

区别。

等 孩 子 进 入 青

春期，更会让他们

直接学习人体生理

知识。

但 是 ， 对 于 中

国父母来说，这一

切都是那么的陌生与稀奇。

至少在 80 后之前，父辈在这些问题上

均属沉默、回避、一概不谈的状态。

有的少女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宿舍产

子；有的男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发育期

，为喉结变粗、声音变声、嘴唇上方长出

胡须容貌而惊恐。中国孩子们跌跌撞撞的

青春期和尴尬里，全都是父辈不敢直面性

教育的遗憾与缺失。

在最为重要的青春期里，父母是最不

应该缺席的人。

无论是从精神上的开明指引，还是身

体上生理知识的梳理、指导和帮扶学习，

都离不开父辈有经验者的护卫。

万幸的是，越来越多的新生代父母已

经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的重要性，逐渐开始加大对孩子的早期性

教育。

男孩性教育——遗精

遗精是男孩身体发育过程中非常重要

的一环。然而，现实总是妈妈在代替父亲

来跟儿子沟通这些事情，这其实是非常不

合适的。

比如妈妈对 12 岁儿子非常关注，每次

都要问儿子是否遗精，其实这位妈妈不知

道，她这样做已经严重侵犯了孩子的隐私

，容易让孩子没有内在尊严感。所以，所

有的母亲都要明白，12 岁的儿子已经是一

个男人了，一定要从此开始保持与儿子的

界限。

这时候，家庭中父亲更要主动将有关

遗精的生理常识告诉孩子。日常父亲与孩

子交流上的内容可以参考如下几点：

1. 告 诉 孩 子 第 一 次 遗 精 时 会 经 历 怎 样

的过程

2.告诉孩子遗精后的生理卫生常识

3.让孩子明白遗精是正常的

女 孩 性 教 育——心 理 疏 导 和 价 值 观 树

立

女孩子较为弱势，所以父母多半把精

力放在了防身上，却忽视了对女孩子在性

方面的心理建设与疏导。

女 孩 性 教 育 最 为 重 要 的 一 关 ， 就 是

在 女 孩 青 春 期 萌 动 时 期 ， 第 一 时 间 告 知

身 体 性 冲 动 和 舒 缓 性 冲 动 的 方 式 方 法 。

比 如 多 运 动 、 参 加 大 范 围 的 社 会 交 往 活

动 ， 在 人 群 中 找 到 自 己 的 位 置 分 散 注 意

力 等 。

另 一 方 面 ， 则 一 定 更 要 教 会 女 孩 在

精 神 和 内 心 自 尊 自 爱 自 重 自 信 ， 不 因 为

别 人 的 花 言 巧 语 或 者 财 物 馈 赠 ， 就 把 自

己 全 身 心 的 交 付 了 出 去 。

父母为什么总是不教孩子“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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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BUSINESS

Hackers were able to get documents related 
to approved COVID-19 vaccines after they hit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with a cyber-
attack. The attackers “unlawfully accessed” 
regulatory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coronavi-
rus vaccine candidate put forward by biotech 
firm BioNTech and partner pharmaceutical 
company Pfizer, BioNTech said in a statement 
Wednesday.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which is re-
sponsible for reviewing vaccine effectiveness, 
confirmed the hack in its own statement but 
declined to provide additional details during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The agency said the 
hack won’t affect its timeline for release of the 
vaccine. 
BioNTech said that its own servers weren’t af-

fected and that it’s unaware of a theft of 
any personal data belonging to its 43,500 
test subjects being. 
It’s unclear who was behind the cyberat-
tack, but hackers from countries includ-
ing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 have 
targeted pharmaceutical firms that are 
developing COVID-19 vaccines. 
The United Kingdom began its mass vac-
cination program on Tuesday, becoming 
the first country to start delivering the 
vaccine on a wide scale. The program, 
expected to reach 4 million people by the 
end of December, is using BioNTech and 
Pfizer’s vaccine, which showed a 95% 
effectiveness rate during its clinical tri-
als.

BioNTech didn’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on what details about the 
vaccine the hackers were able to access.
Hackers have also targeted how the 
vaccine will be rolled out -- posing as 
cold storage supply chain companies 
and aiming at distributors who will be 
providing the vaccines to millions of 
people. 
The UK’s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 said that it is supporting vaccine 
research and helping its defense against 
hackers. It’s still investigating the 
breach, the agency said in a statement.
“We are working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this 
incident affecting the EU’s medicine 
regulator, but there is currently no evi-
dence to suggest that the UK’s medicine 
regulator has been affected,” the agency 
said. (Courtesy /www.cnet.com)
Related

Hackers Are Going After 
COVID-19 Vaccine’s Rollout
The cyberattacks are targeting dis-
tributors who will be distributing and 
storing vaccines fo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ckers aren’t just looking to steal 
information on the vaccines for 
COVID-19 -- they’re also going after 
its distribution and suppliers, security 
researchers warned in a report released 
on Thursday. Researchers from IBM’s 
X-Force team detailed a global hacking 
campaign targeting government agen-
cies, tech companies and energy sup-
pliers in countries like Germany, Italy,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agen-
cies are all connected to the Cold 
Chain Equipment Optimization Plat-
form (CCEOP), a partnership between 
UNICEF,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o help with vaccine 

distributions. 

One  hacking campaign posed as a cold stor-
age container company. Pfizer’s vaccine needs 
to be stored at extremely low temperatures.
The attacks came as emails pretending to be 
from Haier Biomedical, a Chinese company that 
says it’s the world’s only complete cold chain 
provider.  The cold chain is a crucial part of the 
Pfizer’s COVID-19 vaccine rollout as it needs to 
be stored at a temperature of -70 degrees Celsius 
(-94 degrees Fahrenheit). 
Haier Biomedical is working CCEOP,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o 
help with the COVID-19 vaccine’s rollout, and 
the hackers sent emails to targets asking for 
price quotes, IBM’s researchers said. The emails 
contained a malicious attachment that would ask 
people to enter their passwords to view the files, 
which the hackers would steal. It’s unclear if any 
of the attacks were successful, but the purpose 
was likely to gather information for future at-
tempts, IBM’s researchers said. 
“Moving laterally through networks and remain-
ing there in stealth would allow them to conduct 
cyber espionage and collect additional confiden-
tial information from the victim environments 
for future operations,” Claire Zaboeva, a cyber 
threat analyst at IBM’s X-Force and co-author 
of the report, said. 

The hacking targets include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Directorate-General for Taxation 
and Customs Union, who would be in direct 
contact with several countries and could open 
pathways for more targeted attacks.  The hack-
ers also sent malware-laced emails to companies 
making solar panels, which provide power for 

cold storage containers in countries with-
out access to electricity, and IT companies 
in South Korea and Germany who support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 breach within any part of this global alli-
ance could result in the exposure of numer-
ous partner computing environments world-
wide,” IBM’s researchers said. 
The report didn’t indicate who was behind 
this hacking campaign, but suggested that 
it’s likely a nation-state behind it because of 
how sophisticated the targeting is. In recent 
months, countries like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 have launched cyberattacks 
against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develop-
ing COVID-19 vaccines. 

IBM Warns  Hackers Targeting 
COVID-19 Vaccine Operations

In a blog post released Thursday, IBM said 
it had uncovered a phishing plot targeting 
“organizations associated with a COVID-19 
cold chain,” referring to the chain of people 
and businesses responsible for storing the 
vaccine at the necessary cold temperatures. 
The U.S.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shared the report Thursday 
along with a warning to anyone involved in 
operations related to the vaccine.

“The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
rity Agency (CISA) encourages Operation 
Warp Speed (OWS) organizations and or-
ganizations involved in vaccine storage and 
transport to review the IBM X-Force report,” 
its post read. 
On Wednesda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
ported that North Korean hackers have tar-
geted at least six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on the US, UK and South Korea that have 
been working on COVID-19 vaccines. The 
US’s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
curity Agency released a statement on the 
hacking campaign, urging companies in-
volved with COVID-19 vaccines to review 
IBM’s report. (Courtesy www.c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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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Home!          Wear Mask!

Hackers Access Documents Related
To Authorized COVID-19 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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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
Attackers were able to target the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which                           

regulates vaccines, including Pfizer and BioNTech’s COVID-19 treatments 

“Big game hunting” (BGH) has escalated, and ransom demands have                    
soared into the millions, causing unparalleled disruption

Cybercriminals are weaponizing sensitive data to increase                                                 
and maximize pressure on ransomware victims

The “eCrime ecosystem” is evolving, increasing in
specialization, tailor-making their actions to the vic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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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自动驾驶市场驶入下半场

。

2020年是自动驾驶行业逐渐稳固的

一年，Waymo等巨头开始商业化探索，

特斯拉、小鹏等车企开始进行准L3车型

的量产，疫情更是推动了无人配送车的

落地。

在技术层面，激光雷达成本降低，

L4级别的Robotaxi开始拿掉安全员，这

被视为自动驾驶领域的“奇点时刻”。

技术迎来突破的同时，自动驾驶行

业的马太效应也逐渐显现。资本在自动

驾驶领域频频出手，为头部的自动驾驶

企业加满弹药，剩下的企业则面临裁员

、兼并的尴尬局面。

尽管商业化模式仍然模糊，但多数

自动驾驶从业者都为行业在2020年取得

的成就欢呼。

这是出行领域中最科幻且最性感的

生意。但它的行进速度很快，稍有不慎

就会掉队成为羔羊。

而在2020年，这场技术与资本的追

逐游戏，已经开始步入新阶段。

1、巨头的新故事

最近，出行领域的巨头Uber“认输

”了。

12月8日，Uber正式宣布将把其自

动驾驶部门“先进技术集团”（ATG）

出售给自动驾驶汽车创业公司Aurora

Innovation。

与其他巨头相比，Uber的自动驾驶

发展之路并不顺利。2017 年，Uber 被

Waymo起诉窃取商业机密；同年，Uber

一辆用于自动驾驶测试的车在美国亚利

桑那州坦佩市发生车祸，虽未造成人员

伤亡，但Uber也因此暂停了自动驾驶汽

车路测项目。

之后在2018年，Uber自动驾驶汽车

在一起车祸中造成一人死亡，这也是自

动驾驶技术首次造成行人死亡的事件，

该事件进一步限制了Uber自动驾驶的发

展。

除了技术问题外，自动驾驶业务带来

的亏损也让Uber捏一把汗。Uber在2020

年第三季度财报中表示，其自动驾驶部门

ATG实际营收仅为2500万美元，2020年

前三季度累计亏损达3.03亿美元。

事实证明，自动驾驶的比拼极其烧

钱。汽车分析师周涛对「探客Tanker」

表示，自动驾驶比起其他业务，是真正

意义上的”无底洞“，研发成本高昂、

技术落地困难且商业变现仍未实现，没

有人知道还要砸进去多少钱。

但在Uber退赛的同时，其他互联网

巨头却还在高歌猛进。原因很简单，谁

先实现自动驾驶商业化，其获得的奖励

将是无法估量的。

10月8日，Waymo宣布将提供完全

无人的驾驶服务，该服务率先在美国凤

凰城推出。“Waymo终于拿掉了安全员

，提供完全无人驾驶的Robotaxi服务，

这是自动驾驶领域迎来全面盈利的历史

‘奇点时刻’。”一位自动驾驶行业人

士如是说。

行业领头羊Waymo在创造历史，国

内的互联网巨头也紧随其后。今年6月

，滴滴在上海正式开放Robotaxi运营，

用户在滴滴出行App中报名审核后，可

在上海嘉定自动驾驶测试路段范围内呼

叫自动驾驶汽车；8月28日，百度又官

宣其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和自动驾

驶公交车(Robobus)将在广州上路。10月

，百度Apollo Go在北京全面上线，设

有10余个自动驾驶出租车上下车站点。

技术落地推进的同时，互联网巨头

在自动驾驶领域的进展也时常引发资本

市场“骚动”。12月15日，有媒体报道

称百度正在考虑生产属于自己的电动汽

车，或将组建一家持有多数股权的合资

公司。

对于这一传闻，百度表示不予置评

。但在该消息发出后，百度的股价大幅

走高，市值重返 600 亿美元，这是自

2019年 4月以来百度第一次突破600亿

美元关口。

出于对百度自动驾驶项

目实力的认可，第三方研究

机构也给予了百度更高的期

望值。此前瑞银发布投资研

究报告，将百度评级从“中

性”调高至“买入”，目标

价从130美元调高至190美元

。

毫无疑问，自动驾驶领

域的成果让百度这家略显

“古典”的互联网巨头有了

新的想象空间。

除互联网巨头外，新能

源车企的自动驾驶故事也让

其在资本市场所向披靡。除

蔚来、小鹏等造车新势力外

，激光雷达企业Velodyne和

Luminar 已上市，其中 Velo-

dyne在上市后曾在一个月内

股价翻了一番。

在挣钱这件事情上，巨

头的嗅觉总是敏锐的。

11月12日，在2020世界

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美团

副总裁、自动驾驶负责人夏

华夏表示，美团三年内要在

北京顺义区部署1000台自动

驾驶配送车。同一天，滴滴自动驾驶公

司宣布，获得了上海市新增自动驾驶测

试路段牌照，成为第一个在上海获得三

个测试区牌照的公司。

而多次重申“不造车”的华为，也

早已摩拳擦掌。在此前的Mate 40的发

布会上，华为就推出了“智能汽车解决

方案 HI”，宣布将智能汽车、自动驾

驶等作为突围方向之一。

巨头入场的同时，资本也在争抢自

动驾驶下半场的入场券。据「探客

Tanker」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多

家自动驾驶企业获得融资。

5月13日，Waymo获7.5亿美元追加

投资，首次融资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

5月29日，日本软银集团牵头向滴滴自

动驾驶子公司投资超5亿美元；11月6

日，自动驾驶独角兽企业小马智行宣布

获得2.67亿美元的C轮融资。

当自动驾驶的故事被资本市场认可

，拥有自动驾驶业务就成了巨头的某种

标签。“没有自动驾驶业务怎么好意思

叫大厂？”有业内人士曾如是评判。

2、头部撒钱，其余退散

在自动驾驶行业从业者张聪看来，

2020年的自动驾驶行业可以用”冰火两

重天“来形容。

“2020年初疫情刚出现时，很多同

行都觉得这是自动驾驶行业的机遇，但

最后自动驾驶也只是小规模应用在疫情

救援中。相反，因为疫情很多自动驾驶

企业都死掉了。”张聪说。

疫情之初，自动驾驶行业出现裁员

潮。今年5月，累计融资超过70亿元自

动驾驶公司Zoox先后被曝出裁员、卖身

的消息。此外，Cruise、Kodiak、Ike、

Starship四家公司也曝出裁员消息，而卡

车自动驾驶公司Starsky Robotics，则在

3月份直接宣布公司停止运作。

“那时候很多国内初创企业也不行

了，2020年给自动驾驶行业带来的一大

教训就是，除非公司有现金奶牛，否则

融资才是公司的第一任务。”自动驾驶

工程师姜成说。姜成透露道，在自动驾

驶赛道活下来的企业在融资方面都是一

把好手，“现在融资都是亿元级别的，

小额融资已经支撑不了这场旷日持久的

烧钱大战。”

对于自动驾驶项目的烧钱程度，研

究机构PitchBook曾提供数据，自动驾驶

行业里的创业公司平均每月耗掉160万

美金。文远知行 CEO 韩旭也曾在受访

时称，公司维持着3年花3亿美金，5年

花5亿美金的花钱速度。

这样的烧钱速度，一旦资金链断裂

，自动驾驶企业就只能面临倒闭或是卖

身境地。

而疫情带来的冲击更是加速了行业

马太效应的显现，头部企业吸走了更多

资源，垂直细分领域留给新入局创业者

的机会几乎不存在了。

据张聪透露，目前除Robotaxi及部

分细分场景的自动驾驶外，自动驾驶软

件及硬件领域已不存在市场空白，且技

术及商业化也逐步成熟。

“自动驾驶技术不是互联网技术，

某种程度上它更属于制造业的范畴。现

在自动驾驶已经过了一个产品研发的前

两个阶段。”姜成说。

在姜成看来，2020年自动驾驶的技

术已经达到了做产品的第三个阶段：即

全方位无穷无尽地打磨产品，不管是算

法、软件工程、软件架构、还是其他。

“自动驾驶的头部公司已经开始进行全

方位的系统竞争，这种竞争不是后来者

能够轻易搅局的。”姜成说。

而Robotaxi这块自动驾驶领域最大

的蛋糕，成为初创企业入局后为数不多

的角斗场。

今年7月份，自动驾驶初创企业Au-

toX获得全球第二张加州全无人驾驶载

人牌照。该牌照是全球公认含金量最高

、技术难度最大的权威认证。截止目前

，仅有 Waymo、AutoX、Zoox 和 Cruise

四家牌照持有者(可载人)，AutoX为其中

唯一的中国自动驾驶公司。

在广州的南沙区，小马智行的无人

驾驶车队已组建，但目前仅对员工开放

。同样是在广州的高新区，另一家国内

无人驾驶技术公司文远知行的Robotaxi

车队也已经向公众开放运营。

“从行业大背景来看，有实力的初

创企业还在推Robotaxi，没实力的基本

都将业务卖给主机厂商了。”张聪说。

而这也意味着，只有在Robotaxi领

域仍有积累的自动驾驶初创企业有机会

从烧钱大战中突围。

3、商业化落地才刚开始

不止是烧钱，自动驾驶仍要接受市

场的残酷考验。

“说自己是自动驾驶的主机厂们，

能不能改个名字，把‘自动驾驶’改回

‘辅助驾驶’不行吗？”自动驾驶从业

者王冕表示，目前市面上的部分宣称有

自动驾驶功能的车型并不是真正的自动

驾驶。而自动驾驶行业如果要证明自己

能赚钱，就只能依靠L4或更高级别自动

驾驶的商业化来衡量。

依照王冕的说法，巨头扎堆的Ro-

botaxi才是自动驾驶行业真正的重心。

在资本市场来看，Robotaxi的市场

前景已无需多言。

据麦肯锡公司预测，中国可能是全

球最大的自动驾驶市场，到2030年，自

动驾驶汽车总销售额将达2300亿美元，

基于自动驾驶的出行服务订单金额将达

2600亿美元。艾瑞咨询也预计，到2022

年L1至L5级别全球自动驾驶渗透率将

达到50%以上，2030年全球自动驾驶渗

透率则将增加至70%。

与第三方机构相比，来自从业者的

观点更大胆一些。AutoXCEO肖健雄曾

公开表示，如果把目前中国的网约车市

场完全替代掉，那么Robotaxi将是一个6

万亿美元的市场。特斯拉CEO马斯克则

表示一辆Robotaxi每英里的成本可能不

到0.18美元，远低于Uber的传统拼车服

务的平均成本（每英里1-2美元）。此

外，Robotaxi可将电动汽车的基本效用

提高五倍。

但不能忽略的是，在商业化进程中

，成本是第一道难关。

在王冕看来，Robotaxi的商业模式

想要成功，实现单车盈利是必要前提。

“你把这个车和普通出租车比，你既要

给安全员付钱，还要承担车上那么多传

感器的成本，所以肯定没办法盈利，但

是如果把安全员去掉，马上就可以盈利

，因为这几年激光雷达这样的传感器价

格已经在下降了。”王冕说道。

部分行业观点则认为，实现 Ro-

botaxi商业化的道路非常清晰，但实践

的难度依然存在。

“Robotaxi的价格基本是普通乘用车

的两倍，一般消费者无法承担，只能卖给

运营公司跑无人出租可以赚钱收回成本。

”肖健雄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滴滴自动驾驶公司COO孟醒也曾表

示，滴滴自动驾驶的车辆成本在100万

元以上，而要想实现自动驾驶汽车商业

化，现阶段需要不断地提高性能，只有

性能基本定型后，才能降低成本。

然而，这些目标都需要车企在硬件方

面的配合。一位小马智行内部人士对「探

客Tanker」表示，“实现自动驾驶无人化

与规模化的目标，对车辆统一的设计与软

硬件的配合等都会提出很高的要求，包括

车辆控制、供应和电传感器等软件系统需

要做到全方面冗余等，这些都需要与车企

展开更加深入的合作。”

令行业感到振奋的是，目前 Ro-

botaxi的量产已提上日程。12月初，Au-

toX公布中国首批车内全无人、无远程

遥控的Robotaxi车队。

从其公布的在深圳市公开道路完全

无人驾驶的视频中看，AutoX的25台无

人车在深圳繁忙街道上自主行驶，保持

40公里/时的平均速度，全无人汽车内无

驾驶员或安全员，全程无任何人工接管

、无远程遥控，完全依靠其无人驾驶系

统“AutoX Driver” 驾驶。

除量产外，部分自动驾驶玩家也开

始了Robotaxi的商业化试水。今年10月

，百度Robotaxi项目在北京面向公众开

放。根据百度提供的数据，仅仅在10月

12日一天，单站点自动驾驶出租车的约

车累计就达到2608单，最高峰值达到

600单。

不过，与前期的巨额投入相比，目

前Robotaxi的赚钱能力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Waymo就曾对媒体表示，其当前在

美国凤凰城每个月能够给1500名乘客提

供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但营收也不过

才上万美元。

4、冲破终点线

“自动驾驶并不是百米冲刺，反而

更像一场全民马拉松。”王冕说。当前

，Robotaxi就像蛋糕上的奶油，无论是

互联网大厂还是独角兽企业都对其虎视

眈眈。但实现Robotaxi商业化落地就相

当于“华山一条道”——入局了就不能

后退，要么成要么败。

市场规模固然性感，但盈利的前提

是真金白银的巨额投入。在实现 Ro-

botaxi之前，没人知道还要继续砸多少

钱。对于自动驾驶的商业化，百度CEO

李彦宏给的时间点是2025年。而滴滴

CEO程维则认为，自动驾驶从技术成熟

、商业成熟到法规成熟，道阻且长，至

少还需要做十年持续投入的计划。

即使市场一片蓝海，但王冕认为未

来的Robotaxi市场并不会出现百家争鸣

的局面。“这个行业技术和资金门槛比

较高，所以后入场的玩家很难超越头部

玩家。”他说。

自动驾驶行业观察人士李政也对

「探客Tanker」表示，自动驾驶行业不

存在网络效应，它只是一个技术，所以

未来行业的竞争还是集中在技术层面。

“6万亿美元的市场，现在因为技

术门槛较高，国内参与的厂商并不多，

这意味着每家厂商能够分到足够多的市

场份额，不存在兼并或者竞争的压力。

”肖健雄曾对媒体表示，“现在就要看

，谁能第一个冲破终点，谁率先跨过大

规模商业化的起跑线，将会彻底改变格

局。”

王冕则预测，未来两三年时间，行

业的马太效应会更加突显，资源会向头

部聚集，最终脱颖而出的玩家不会超过

5家。

“自动驾驶已经‘跳票’太多次了

，按五年前的说法，今年已经无人车满

地跑了，但现实证明是我们太天真了。

”王冕说。

现在看来，虽然无法敲定自动驾驶

真正落地的具体时间，但可以确定的是

，在即将到来的2021年，这场自动驾驶

争夺战依旧会进行下去，而且会愈加激

烈。而随着技术逐渐完备、5G时代到来

，距离自动驾驶行业的最终决战也不远

了。

自动驾驶2020：失落、破冰以及“奇点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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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受到新冠肺炎影響，封

城的封城、足不出戶的足不出戶

，台灣卻像是另一個平行時空，

上班、上學沒停止，演唱會、電

影院都是人潮，以往外國電影票房

明顯下降，多數也順延檔期觀望，

因此讓國片強勢出頭，接連好幾檔

都是大咖加持、口碑叫好叫座，像

是《消失的情人節》、《無聲》再

到《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孤味

》等，劇本強大有吸引力，探討的

議題也更多、更廣，不只票房亮眼

，更是金馬贏家！

2020網友討論度最高的國片

是哪一部，這些心愛的、心碎的

、心酸的你又看過了幾部？

TOP10 《怪胎》
沒看過《怪胎》，也要知道

它是台灣第一部全片用iPhone拍

攝的長片電影！身兼導演、編劇

、攝影、剪接四個重任的廖明毅

寫出想拍的故事、拍出讓人想看

的電影，每一個畫面都是細節，

找來林柏宏、謝欣穎兩個有點文

青風、空靈感的演員，整片運用

鮮豔顏色對比、畫面線條切割對

稱等拍攝手法，加上兩人穿著雨

衣刷牙、逛超市、搭捷運等怪異

舉止，拍出很有廖明毅風格的

「怪胎」感。

TOP9《馗降：粽邪2》
繼前一部《粽邪》在暑期檔

創下超過5千萬票房的好出口碑

後，導演廖士涵整個規格、等級

提升，延續同一個民間習俗「送

肉粽」，再加上跳鍾馗、泰國鬼

王、台灣都市傳說椅仔姑等神怪

元素推出《馗降：粽邪2》，拍

攝時不少禁忌、怪異現象發生，

更增添故事驚悚恐怖感，場面逼

真入圍金馬獎美術設計、視覺效

果，其中女配角陳雪甄每一個回

眸、激動血眼、淒厲怒吼讓觀眾

直呼太到位、太可怕。

TOP8 《女鬼橋》
前有《紅衣小女孩》、《返

校》等恐怖國片，2020年初也來

一個懸疑驚悚的《女鬼橋》，看

一群大學生在校園禁地女鬼橋舉

辦試膽大會，還開直播替試膽宣

傳，展開一連串恐怖輪迴地獄，

不同於虛擬的鬼故事，《女鬼橋

》把真實的校園熱門的靈異傳說

改編搬上大螢幕，不僅嚇人指數

更高，觀眾也跟著鏡頭挑戰一場

試膽大會。

TOP7 《消失的情人節》
2020年金馬獎最大贏家！結

合知名導演陳玉勳、金馬男配劉

冠廷，和新生代演員大霈、黑嘉

嘉主演的《消失的情人節》，光看

預告、海報就知道是輕鬆有趣的愛

情喜劇，過去《健忘村》、《總鋪

師》就看出陳導掌握喜劇節奏恰當

，不用為了搞笑而搞笑，演員的火

花、故事的安排自然而然讓電影院

充滿笑聲，且這部片還大手筆包下

「信義區」做出時間暫停的場景，

除了演員和導演的功力外，幕後工

作人員更是功臣，拿下5座金馬不

為過啊～

TOP6 《親愛的房客》
你以為他在說同志故事？不

，他說的是社會現實；你以為他

在拍懸疑八點檔？不，他是要讓

你知道愛不管身分、男女還是年

紀...同是金馬贏家之一的《親愛

的房客》集結戲精大咖，影帝莫

子儀加上影后陳淑芳、金鐘導演

鄭有傑，陣容一站出來就先贏一

半，《親愛的房客》從家庭切入

，探討長照、同志、子女收養等

社會議題，複雜的情感讓每一個

轉折、每一幕都真實的讓人心酸

，許多人都跟著劇情的壓抑到釋

放哭掉好幾包衛生紙啦！

TOP5 《同學麥娜絲》
4位不到大叔、卻也不再年輕

的男子，叼著菸、眼神望向未知的

遠方，全身散發對生活的厭世，他

們肯定有一人就是你現在的人生寫

照，導演黃信堯把同學的人生故事

當素材拍出《同學麥娜絲》，由鄭

人碩、納豆、劉冠廷、施名帥詮釋

四人幫摯友，4個人4條人生道路，

沒有華麗的勾心鬥角、只有很貼近

真實的日常生活，真實到你或者身

邊一定有這樣一個朋友，在成長的

路上有過陰錯陽差還是遇到困境過

不去，就讓這部片帶你看見厭世的

人生百態～

被譽為「2020後座力最強」

的國片《無聲》拍出了比鬼故事

更可怕的你我身邊的故事，改編真

實特教學校事件，導演柯貞年在

《無聲》中利用自然真實的聲音取

代後製音效，營造「無聲」氛圍，

演員的情緒、想說的話全靠表情和

演技，全片探討校園霸凌、集體性

侵、師生關係等議題，不同於韓影

《熔爐》的情緒張力讓人想哭，

《無聲》的心痛、無奈和鬱悶更多

的是心塞、哽住喉嚨的感覺，看完

值得深思誰是真的壞人、誰才該為

事件負責？

TOP3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
喜歡我》

受到疫情影響上映日從年初

到年中，所幸《可不可以，你也

剛好喜歡我》為2020年投注一點

點的甜蜜，竄升國片討論度第三

名，這部青春愛情電影看似在說

簡單的她愛他、他卻愛另一個她

的三角故事，但改編自知名作家

肆一的散文，這愛情名言就是滿

天飛啊～「在愛情裡，先給愛的

人不可悲，無法愛人才是」「可

以很愛一個人，但不可以超出愛

自己太多」等，直擊多少少男少

女的內心，搭配鄧紫棋穿透人心

的原聲帶，創下近8千萬票房的

好成績！

TOP2 《孤味》
2020 第一部票房破億國片

《孤味》集結陳淑芳、謝盈萱、

徐若瑄、孫可芳、丁寧同台尬戲

，這是一部女人和女人的戰爭（

？）

《孤味》描述台灣傳統家庭

一個女人獨自撫養三個不同性格

的女兒長大，看媽媽面對離家許

久突然過世返家的丈夫，還有一

個陪伴丈夫下半輩子的「小三」

，她該用什麼樣的心情去面對，

用三代女性觀點探討家庭情感衝

突。

導演取材外婆的真實故事，

他曾說：「沒有一個人可以真的

教另一個人怎麼放下。」這部片

解構人和人之間、家人和家庭之

間的關係，接地氣的人物故事讓

觀眾「放下」心中的糾結，也跟

著懂愛。

TOP1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打敗《孤味》，奪下2020網

路討論度最高國片第一名，更是

首部票房破億的同志電影！《刻

在你心底的名字》設定在剛解嚴

的80年代，那時候的懵懂青春期

，了解男女情愛卻陌生且迷惘男

男情感，由雙鮮肉陳昊森、曾敬

驊詮釋男男戀，當他們面對愛情

的不被認同，再到如何突破重圍

、分開再相遇，觀眾根本全程跟

著雙帥一起成長、一起哭。

同志議題不只是傳統社會接不

接受、立不立法，還要懂得直視家

人、自己的情感，全片的愛情也化

作2020最強原聲帶歌曲《刻在我心

底的名字》，不僅cover多、KTV

榜蟬連，更是一舉奪下金馬最佳歌

曲，動人的歌聲和歌詞配上青澀的

愛情，難怪被觀眾譽為「後勁最強

的初戀電影」。

2020台灣年度必看20大國片
心愛、心酸、心碎通通有

《大佛普拉斯》金獎導演黃

信堯第二部作品《同學麥娜絲》

勇奪本屆金馬獎觀眾票選最佳影

片、最佳男配角與美術設計三項

大獎，上映23天全台票房就飆破

4000萬，好口碑讓票房持續飆升

，今天(12月18日)再曝光電影插

曲〈港都情人〉MV

納豆哭街的經典畫面搭配黃

信堯導演的口白：「年輕時的我

們，時常說到未來，我們總是相

信自己身上有一雙翅膀，只要肯

努力一定可以展翅高飛，但過了

四十歲，慢慢可以理解，原來我

們其實只是一隻雞。」讓影迷粉

絲再度熱淚盈眶！而「同學熱」

持續延燒，演員莊凱勛大推：

「電影中的『四人幫』像極了我

們生命記憶中的他和他…不只是

一部喜劇，更是一部男人的純愛

電影。」歌手黃玠也表示：「好

幾段都笑到發抖，但〈卡通手槍

〉前奏一放，再加上導演的旁白

，我整個爆哭！」此外，演員藍

正龍、本土劇女神曾莞婷、苗可

麗、白雲等也紛紛到戲院觀賞，

讓《同學麥娜絲》的電影魅力持

續發燒！

《同學麥娜絲》拍攝場景成

熱搜！ 台南鹽水天主堂成打卡

景點

《同學麥娜絲》片中靈魂場

景老瓊泡沫紅茶店一夕爆紅

今年最具話題的電影《同學

麥娜絲》叫好又叫座，不僅是片

中「四人幫」的友誼與人生讓觀

眾熱淚盈眶，導演黃信堯獨特的

旁白更是直擊人心，片中一句：

「我們花很多時間找人生的答案

，但也許答案的本身就是一片混

沌。」更被網友盛讚：「道盡所

有人的無奈，這部片是神片！」

、「在疫情肆虐之下，《同學

麥娜絲》告訴我們珍惜彼此，

好好過生活，明天會更好！」

讓每一個為生活奔走的人們心

生共鳴！而《同學麥娜絲》拍

攝場景也成熱搜景點，除了一

夕暴紅的高雄老瓊泡沫紅茶店

，片中出現以中式廟宇風格畫

上壁畫的「台南鹽水天主堂」

，以及位於台中清水中山路417

巷特別的鐵路涵洞都成為網友

打卡的熱門景點！甚至有影迷

特別跑到台中豐樂雕塑公園朝

聖電影景點，網友表示：「每

一次經過公園都想到電影裡電

風跳湖的橋段，心裡就有種酸

酸的感覺。」此外，閉結與阿

月約會的望高寮夜景公園、罐

頭厭世騎車的那條位在台中沙

鹿梧棲一帶近郊等經典場景也

都成為網友踩點清單之一。

《同學麥娜絲》納豆哭街惹人鼻酸
由《目擊者》《紅衣小女孩

》系列億萬票房導演程偉豪執導

，張震、張鈞甯所主演的犯罪懸

疑鉅作《緝魂》，即將於2021年

全台盛大上映。《緝魂》今發布

幕後直擊緣起篇，導演程偉豪表

示這次將在「十年內的台灣」的

近未來背景設定下，帶給觀眾一

部有東方靈異色彩的懸疑犯罪電

影。而在《緝魂》中飾演關鍵角

色億萬富翁的演員古斌，透露自

己進劇組的第一場戲就「領便當

」！他在片中需詮釋瀕死的狀態

，他竟用土法煉鋼的方式閉住氣

發出虛弱的喉音，最後竟全身缺

氧到「手腳麻」！

由《目擊者》監製唐在揚、

《紅衣小女孩》系列億萬票房導

演程偉豪再度攜手合作的2021年

度犯罪懸疑鉅作《緝魂》，今日

發布幕後花絮緣起篇，曝光《緝

魂》改編自輕科幻小說，導演程

偉豪在深入研究東方與西方的靈

魂論調後，開始了《緝魂》電影

劇本的改編。從《目擊者》、

《紅衣小女孩》再到《緝魂》，

程偉豪一直想帶給觀眾一部帶有

東方靈異色彩的懸疑犯罪電影，

這次他在「十年內的台灣」的近

未來背景設定下，將首度挑戰混

合類型的科幻犯罪電影，進而回

到科技之於人性的探討：「如果

科技過度使用，人類關係會發生

怎麼樣的質變？」

在年度懸疑鉅作《緝魂》中

，古斌飾演豪宅血案中的關鍵角

色、億萬富翁王世聰，不但電影

一開頭就慘遭鈍物重擊、全身鮮

血地躺在血泊中，他更透露自己

開拍的第一場戲就「領便當」！

原來古斌進劇組的第一場戲，就

是要詮釋瀕臨死亡的狀態，導演

程偉豪希望他講話可以發出老人

般「呃…呃…」的喉頭音，古斌

只好用土法煉鋼的方式，把頭抬

高將喉嚨壓扁，狂吸氣後再閉住

氣，最後竟然憋氣到缺氧，全身

血液循環不通，他瞬間感覺到

「手腳全麻」，但因為拍攝的效

果很好，導演一下就說OK了！也

因此古斌跟程偉豪合作的第一天結

束後，他就開始非常信任導演。此

外，古斌在《緝魂》中有一場和飾

演兒子林暉閔的衝突戲，他回憶起

那場戲，因為林暉閔手上拿著香，

他穿著燈芯絨布料的衣服躺在床上

，結果香灰一滴下來就整個燒了起

來，但因為導演程偉豪還沒喊卡，

古斌也不敢亂動，就只好一直被林

暉閔拿香灰狂燙，讓他印象超深刻

，一喊卡後就開玩笑地朝著林暉閔

直喊：「臭小子！」

懸疑鉅作《緝魂》古斌成垂死老翁
瀕死演技演到缺氧 「手腳全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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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碧綠茶園粉櫻朵朵冬日碧綠茶園粉櫻朵朵

浪漫了浪漫了““天龍八部天龍八部””無量山無量山
金庸先生金庸先生《《天龍八部天龍八部》》裏聞名中外的大理南澗裏聞名中外的大理南澗

無量山無量山，，冬季浪漫來襲冬季浪漫來襲。。從進入冬天開始從進入冬天開始，，無量山無量山

櫻花谷櫻花谷，，放眼望去放眼望去，，盡是萬株櫻花璀璨開放在千畝盡是萬株櫻花璀璨開放在千畝

茶園裏茶園裏，，高海拔碧綠茶園高海拔碧綠茶園，，粉櫻朵朵粉櫻朵朵，，雲霧繚繞其雲霧繚繞其

間間，，彷彿置身夢境彷彿置身夢境。。無量山無量山，，古稱蒙樂山古稱蒙樂山，，以以““高高

聳入雲不可躋聳入雲不可躋，，面大不可丈量面大不可丈量””之意得名之意得名，，山脈西山脈西

北起於大理南澗縣北起於大理南澗縣，，向西南延伸至鎮沅向西南延伸至鎮沅、、景谷等景谷等

地地，，西至瀾滄江西至瀾滄江，，東至川河東至川河。。雖然無量山名氣大雖然無量山名氣大，，

但因其雄壯險峻但因其雄壯險峻，，長期以來一直都默默深藏長期以來一直都默默深藏。。無量無量

山真正吸引人們的目光山真正吸引人們的目光，，特別是旅遊愛好者的目特別是旅遊愛好者的目

光光，，卻是近幾年來的事情卻是近幾年來的事情，，如果要算如果要算““功勞功勞”，”，綠綠

的茶園的茶園、、粉的櫻花粉的櫻花，，當之無愧當之無愧。。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譚旻煦

圖圖：：陳昱州陳昱州、、南澗融媒體南澗融媒體

在櫻花谷賞完冬櫻花之後，被列
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特色
飲食文化——“跳菜”，也是不容錯
過。南澗跳菜（即“彝族跳菜”）歷
史悠久，起源於原始母系社會，盛行
於唐朝，是雲南無量山、哀牢山彝族
民間一種獨特的上菜形式和宴賓時的
最高禮儀，是一種歷史悠久的舞蹈、
音樂、雜技與飲食完美結合的傳統飲
食文化。“跳菜”雅稱“捧盤舞”俗
稱“抬菜舞”。它把粗獷豪爽、古樸
生動的民間藝術亮點融匯其中，堪稱
“東方飲食文化之一絕”。

“跳菜”一般從數聲鑼響，大
號、嗩吶齊鳴開始，只聽主持辦事的
“總理”一聲令下，兩位“跳菜”大
師從廚房裏相繼而出，他們頭上頂
着、手裏撐着裝滿菜碗托盤，托盤裏
面的菜，在忽高忽低、忽急忽緩的音
樂聲中，一前一後，一搖一晃。兩人
一邊跳着舞步，一邊在臉上做着怪
相，其動作幽默而滑稽，舞姿輕鬆而
優美。接着其他“跳菜”者托着花樣
繁多的菜盤也陸續登台上菜。

“跳菜”者多為男人一般兩人一
對，一對跟着一對跳，姿勢各異，變
化多端，剛柔相濟，旋轉自如，不斷
地把裝滿菜餚的托盤在他們手中花樣
翻新。有的用頭頂，有的用手托；更
有的用肩抬，有的一人騎在一人身
上，下方兩手托盤，上方吹奏金嗩
吶，頭還頂着大菜。伴隨着激越的嗩
吶聲，他們時而“蒼蠅搓腳”，時而
“鷺鷥伸腿”，時而“金鹿望月”，
時而“野雞吃水”，翻轉跺腳，大步
舞盤，競獻絕技。

“跳菜”要有功夫，擺菜也有講
究，均按傳統規矩一一擺放，常見的
擺法有“回宮八陣”、“四方形”、
“梅花形”、“一條街”等。待上四
大碗菜，賓客方能動筷，一邊欣賞
“跳菜”者變換無窮的舞姿和歡快詼
諧的表演，一邊品嚐彝家山寨風味，
既飽口福又飽眼福。

金庸《天龍八部》裏，段譽隨普洱茶商馬五德
來到無量山，為救鍾靈誤入“琅環福地”無

量劍湖宮，偶遇神仙姐姐塑像，練成了“北冥神
功”和“凌波微步”……，金庸筆下的無量山也就
此為人們所知，心生嚮往。

茶園種下櫻花成就無量美
今次帶大家要走進的是位於大理南澗的無量山

櫻花谷，這個時節正是粉綠相間，綠的茶、粉的花
最佳的觀賞遊覽期。無量山櫻花谷本是一處茶園，
名為華慶茶廠，整個茶園一共有1,500多畝，2,000

年開始，主要種植烏龍茶和鐵觀音。同期，茶農也
種下了冬櫻花，最初的目的，是為了給茶樹遮陰、
擋紫外線。幾年過去，冬櫻花開始盛開，茶園裏一
高一低的茶樹和櫻花，在高原冬日清澈的藍天和明
朗的暖陽映襯下，裝點出一幅田園風的油畫。

這“突出其來”的美景很快就被人們發現，各
種社交平台上照片、視頻很快傳播開來，南澗無量
山櫻花谷就這樣成了雲南冬日裏一道亮麗的風景，
吸引着來自四方的遊客。

經過20年的種植，現在整個茶園的櫻花已達
16,000株之多，每年的11月中下旬陸續開放，花期

會持續兩個多月。近幾年來，每年冬季都有近30萬
人次前來觀賞櫻花。隨着愈來愈受到歡迎，無量山
櫻花谷進行了有序開發、精心打造，目前評定為
AAA級景區，並且屬於免費開放式景區。遊客到達
櫻花谷，可以觀賞遊覽的目前有櫻花谷茗櫻園、夢
幻園、疊彩園。

無量山櫻花谷離南澗縣城近60公里，每年12
月初開放，驅車從南澗縣城出發，一個半小時左右
可以到達這藏在蒼茫的原始森林中的隱秘之所。整
個櫻花谷佔地1,000多畝，一條深箐把櫻花谷分成
南、北兩片。景區每日接待遊客量不超過20,100人
次。

清新空氣來場洗肺之旅
無量山櫻花谷不僅僅風景優美，還有着極其清

新的空氣，這裏的空氣負氧離子每立方厘米可以達
到10,000個以上。2000年，無量山被國務院批准為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總面積7,583公頃。2019年10
月，雲南無量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南澗段）入選
第五屆“中國森林氧吧”。每年冬季，人們來到這
裏欣賞冬櫻花的過程中，就進行了一次“洗肺”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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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大理南澗無量山櫻花谷正值最佳賞花期雲南大理南澗無量山櫻花谷正值最佳賞花期

■■大理南澗是中國民間大理南澗是中國民間““跳菜跳菜””藝術之鄉藝術之鄉
■■櫻花谷景區現在免費對遊客開櫻花谷景區現在免費對遊客開
放放，，受遊客和攝影愛好者喜愛受遊客和攝影愛好者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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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責任編輯：李岐山

中證監：五方面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中國證監會上市部副主任姜小勇

日前透露，下一步證監會將突出五方

面工作重點，切實提高上市公司質

量。具體包括：不斷提升上市公司治

理水平；推動上市公司做優做強，為

市場引入源頭活水；暢通“出口

關”，抓好退市制度改革落地實施；

堅持分類處置，依法查處資金佔用和

違規擔保；落實“零容忍”要求，從

嚴打擊違法違規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上海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有部分網友稱其花唄額度被降
到2,000元或3,000元（人民幣，下同）一事，螞蟻集
團回應稱，花唄近期降低部分年輕用戶額度，倡導更
理性的消費習慣。螞蟻並稱，年輕用戶剛步入社會，
需要金融工具來周轉日常開銷，但花唄也會充分考慮
到他們的消費及還款能力，謹慎授信額度。

內地關注年輕人債務危機
花唄是螞蟻集團推出的依託於場景的信用消費

工具，用戶在消費時，可以使用花唄的額度，享受
“先消費，後付款”的購物體驗。花唄最初的應用
場景集中在淘寶和天貓，隨後擴展到停車繳費、出
行、醫院、餐飲、超市等。

今年11月2日，銀保監會、央行就《網絡小額
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公開徵求意見，着力於規
範網絡小貸業務此前存在的風險和問題。銀保監會
消費者權益保護局局長郭武平隨後撰文稱，與持牌
金融機構相比，金融科技公司更加依賴購物、交
易、物流等行為數據，更多依據借款人的消費和還
款意願，缺乏對還款能力的有效評估，往往形成過
度授信，與場景誘導共同刺激超前消費，使得一些
低收入人群和年輕人深陷債務陷阱，最終損害消費
者權益，甚至給家庭和社會帶來危害。

香港文匯報訊世界銀行日前發布中國經濟簡報
預測今年經濟增速將放緩至2%；2021年隨着消費者
和企業信心增強以及勞動力市場狀況改善，經濟活
動擴大到私人投資和消費，增速將回升至7.9%。

路透社引述世行中國局局長芮澤表示，全球環
境仍然高度不確定，這需要有一個適應性的政策框
架，過早退出政策支持和過度收緊有可能使復甦脫
軌，而財政支持的退出應循序漸進，但重點應當從
傳統基礎設施轉向增加社會支出和綠色投資。

報告預計全球環境將繼續充滿挑戰且高度不確
定。與主要貿易夥伴圍繞貿易和技術問題的雙邊關係
持續緊張將繼續對持續復甦構成風險，特別是由於疫
情的衝擊和隨後的復甦導致外部失衡問題重現。而中
國經濟復甦面臨的風險很高但大體上均衡。儘管努力
抑制新冠肺炎病毒傳播，但疫情反覆可能會繼續干擾
經濟活動；疫情衝擊也加劇企業、銀行和政府資產負
債表中既有且相互關聯的薄弱環節，將拖累中國的增
長。

姜小勇在“2020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論壇”
上表示，近年來資本市場改革不斷深化，

資本市場基礎制度不斷完善，目前註冊制框架
初步建立，交易、再融資、退市、投資者保護
等關鍵環節改革有序推進，推動提高上市公司
質量取得積極成效，上市公司健康發展的基礎
不斷夯實。

退市新規盡快頒布實施
對於滬深交易所退市新規，他透露，證監

會將會同交易所根據市場、媒體對退市新規徵

求意見稿的回饋意見進行充分研究，不斷改
進，盡快頒布實施。

中證監主席易會滿主持召開的黨委會和黨
委擴大會上，提到要着力加強資本市場投資端
建設，增強財富管理功能，促進居民儲蓄向投
資轉化，繼續大力發展權益類公募基金。滬深
A股受此鼓舞震盪走強，截至收市，北上資金
淨流入43.39億，搶籌京東方A、貴州茅台、比
亞迪和海康威視。富時羅素稱，明年1月7日起
將把海康威視和中芯國際從富時中國A50指數
和富時中國50指數中剔除，不過相關個股並未

受影響，海康威視收盤仍升2.1%，中芯國際A
漲1.49%。

憧憬股市添動力 A股造好
釀酒股盤中衝高回落，整體升幅一度近6%，

臨近中午行情急轉，最終僅微漲0.2%。個股分化嚴
重，惠泉啤酒、青青稞酒仍漲停，貴州茅台跌2%。

國防軍工股午後走強，航天航空股以5%的
升幅領漲，電力、煤炭等漲3%。跌幅榜上，文
教休閒、醫療、化纖、醫藥製造、電信運營等
板塊下挫超1%。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國家發改委最新下發通
知，要求各省級發展改革委對轄區內近期到期
特別是2020年底前到期、以及2021年企業債券
本息兌付等風險進行全面排查。對排查後存在
償債風險的企業債券列為重點關注對象，第一
時間組成風險應對工作專班，由省級發展改革
部門分管負責人負責，制定應對方案，定期進
行調度，及時協調發行人、主承銷商等開展風
險處置，並派專人赴企業現場督導，按照市場
化、法治化原則，及時推動化解風險。

對區域內已發生違約且尚未處置完畢的企
業債券，加強與發行人、主承銷商、債權代理
人、地方政府等各方的溝通協調，積極推進企
業債券風險處置，維護債券持有人合法權益。
並要求壓實省級發展改革部門屬地管理責任，
注重同金融監管部門的協調配合，切實擔負起
屬地管理責任。

此外，建立季度調度機制，每季度末，省
級發展改革部門應對下一季度企業債券本息兌
付風險進行排查，並對年度風險排查中發現的

風險隱患進行重點跟進。

銀保監：堅決打擊逃廢債
另外，中國銀保監會表示，明年將抓好各種

存量風險化解和增量風險防範，保持宏觀槓桿率
基本穩定，前瞻應對不良資產反彈，精準防控重
點領域金融風險；同時，堅決打擊各種逃廢債行
為。銀保監並強調，將多渠道補充銀行資本金，
推動中小銀行深化改革、化解風險。此外，健全
金融機構治理，嚴格規範股東股權管理。

倡理性消費
螞蟻降花唄借款額

世銀籲中國退出政策勿過早

發改委促排查企債風險

■中國證監
會下一步將
推動上市公
司 做 優 做
強，為市場
引入源頭活
水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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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美南華文作協美南華文作協」」 的首任創會會長石麗東也出席該講座的首任創會會長石麗東也出席該講座
，，並談到如何寫才會是一篇成功的人物專訪並談到如何寫才會是一篇成功的人物專訪。。北美華文作家會長群的張鳳主辦該活動北美華文作家會長群的張鳳主辦該活動。。

作家張錯說作家張錯說：：周夢蝶是周夢蝶是6060年代的詩人年代的詩人，，台北的好處台北的好處，，就是就是
有老朋友可聚有老朋友可聚。。現多寫悼念的文章現多寫悼念的文章，，這二年來走的人多這二年來走的人多。。

當年的詩人周夢蝶當年的詩人周夢蝶，，與他親筆書寫的詩句與他親筆書寫的詩句。。

詩人詩人、、作家余光中回憶周夢蝶作家余光中回憶周夢蝶。。周夢蝶晚年時在書房周夢蝶晚年時在書房。。

周夢蝶周夢蝶（（右右 ））與詩人洛夫與詩人洛夫（（中中））曹介直曹介直（（左左 ）。）。現今的作家季季現今的作家季季，，主講主講 「「周夢蝶與明星咖啡館周夢蝶與明星咖啡館」」 。。

作家季季於明星三樓作家季季於明星三樓，，為人間衛視朗讀作品為人間衛視朗讀作品（（20152015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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