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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計劃旅遊業如何按下“重啟”鍵？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春節期間

，國內旅遊業幾乎全面停滯。隨著國

家和各地相繼出臺文旅企業復工復產

方案和幫扶舉措，部分景區陸續恢復

開放，意味著旅遊業重啟復蘇之路。

不過面對危機，旅遊業的轉型之路才

剛剛開始。

壹場始料不及的疫情，讓本該火爆

的春節旅遊市場被按下“暫停鍵”。中

國旅遊研究院日前在線上發布《中國旅

遊經濟藍皮書No.12》，指出“受疫情

影響，高度市場化的旅遊業是減收最大

的行業之壹。”

隨著從國家到各省相繼出臺文旅企

業復工復產方案和幫扶舉措，部分室外

景區陸續恢復開放，意味著旅遊業開始

重啟復蘇之路。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

斌表示，旅遊行業的信心正在慢慢解凍

，但將面臨新的挑戰與改變。

被“冰封”的市場
“元旦前後，我們針對寒假和春

節黃金周，專門做的壹波推廣營銷全

白費了。”重慶萬盛奧陶紀景區營銷

部負責人趙純偉嘆息道，受困疫情，

整個景區停業。往常忙碌的春節，今

年變得清閑。

南川金佛山景區營銷人員馬德軍和

趙純偉有著同樣的感受，他直言從業十

多年來，今年春節是他休息最長的壹個

假期。

景區關門，活動取消，酒店封閉，

旅行社及在線旅遊企業停止收客……疫

情之下，國內旅遊業全面暫停，市場被

迫冰封。

對於此次疫情將會對國內旅遊業帶

來的影響，中國旅遊研究院做了測算，

預計2020年壹季度及全年，國內旅遊

人次分別負增長56%和15.5%，全年同

比減少9.32億人次；國內旅遊收入分別

負增長69%和20.6%，全年減收1.18萬

億元。

“心頭慌，又不知所措。”導遊陳

俊的話也道出旅遊業內人的心聲。陳俊

長期帶重慶市內旅遊團。1月上旬，手

中團單已排到正月初五。本想趁春節增

加收入，沒想到突然而至的疫情，打亂

了全盤計劃。

“導遊肯定被影響得很厲害。”趙

純偉說，大多數導遊都沒底薪，收入主

要靠帶團服務費。旅遊市場壹旦停擺，

不少人都沒收入了。

鳳凰網文旅智庫專家周鳴歧認為，

傳統知名景區關門歇業後日常運維支出

較低，影響面不算太大。較慘的是B端

渠道商、代理商和線下旅行社。

有數據顯示，2019年春節假期，全

國旅遊接待總人數4.15億人次，實現旅

遊收入5139億元。原本預計今年春節

假期全國旅遊接待總人數和收入會創新

高，全都無法實現了。

自救與互助
面對突如其來的冰封期，“怎麽

辦”成旅遊業人心頭首要命題。

記者采訪過程中獲悉，為了生存，

旅遊業界已采取壹些措施，通過自救和

互助“止血和造血”。

手指輕點，就能走進博物館、逛遍

網紅景點、聆聽金牌解說。這是重慶市文

旅委近期在微信公眾號上推出的線上文旅

服務“雲遊重慶”。記者親自體驗了壹

番，點開“抗擊疫情”欄的“在線博物

館”，通過二維碼可前往重慶中國三峽博

物館、重慶自然博物館、重慶三峽移民紀

念館、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等場館的

官微，24小時均能網上觀展。

“雲遊重慶是應對疫情期間推出的

壹項線上服務，讓民眾足不出戶就能滿

足出遊心願，也讓景區景點保持關註度

。”重慶市文旅委相關負責人介紹說，

從此平臺上，重慶知名景區景點都能搜

索到。

據悉，“雲旅遊”是疫情期間旅遊

業的壹次全新嘗試。目前國內已有至少

20個城市、1000多家景區開通線上遊

覽服務，給予眾多渴望出遊的人們提供

了壹次不同的體驗。

“通過VR、高清視頻及圖文資料

的形式充分展示自身的旅遊形象和資源

優勢，壹方面可為疫情期間長時間居家

的人們提供豐富的文旅內容，另壹方面

也可幫助旅遊目的地為疫情過後的旅遊

業恢復發展做好準備。”同程藝龍副

總裁王凱表示。據介紹，同程藝龍還

發起成立城市“方舟聯盟”，向所有

加入聯盟的旅遊目的地免費提供旅遊

推廣服務，展示形式包括VR及高清

視頻資料等。

“面對當下形勢，企業間應互助共

享，共渡難關。”旅遊業內人士指出，

目前業內壹些企業已開始抱團取暖。比

如攜程集團推出“門店關懷計劃”，包

括暫免疫情期間管理費3個月，並將門

店各自簽訂任務額度延期3個月，以緩

解門店經營壓力。飛豬宣布推出旅遊商

家扶助計劃，包含流量扶持，免除年費

、傭金，貸款利率優惠，轉型扶持及保

險護航等多項內容。

危機背後的機遇
盡管疫情給旅遊業造成危機，但隨

著冰封的市場緩步解凍，眾多業內人士

表態，應看到危機背後的機遇，並對疫

情之後的新格局和機會做出預判。

驢媽媽創始人、景域驢媽媽集團董事

長洪清華表示，被按下暫停鍵的旅遊業，

其實也贏得壹次難得的“靜心期”。

前不久，重慶市文旅委舉辦壹場

“雲上學習”。200 多家旅遊企業近

300人通過線上講座形式，學習了在疫

情影響下的退團退訂處理思路和方法，

為有效處理特殊情況下旅遊糾紛，減少

消費者和旅遊業者損失，重振旅遊業做

積極的準備。

“這次講座太及時了，為我們解決

目前遭遇的問題理清思路，也讓我們看

到復工復產後的希望。”重慶中青旅有

限公司副總劉瑾表示。

記者發現，利用這個時期學習，也

是眾多業內從業者熱衷的方式。馬蜂窩

旅遊上線的“商品運營學院”就受到合

作商家和業內同行歡迎。“在低迷時期

持續學習，提升線上經營能力和內容資

產建設能力，才能更好地迎接疫情過後

的回暖。”壹位參與者說道。

“不能靠等，應趁此機會調整傳統

經營模式。”重慶市旅遊商會會長劉放

呼籲業內企業樹立轉型意識。有業內人

士指出，此次推出的“雲旅遊”可成為

未來常態方式。“盡管旅遊線下體驗感

本質不可取代，但線上可作為非常時期

或淡季時解決方案，補足產業鏈線下不

完備。”

馬德軍采訪中就表示，接下來在線

上旅遊領域，景區計劃著力開發，抓住

疫情過後新消費機遇。

“雖然現在人員流動受控，但面向

未來的旅遊交易活動不會影響防疫，完

全可動起來。比如預訂服務就可以考慮。”

文旅專家劉鋒支招，不能困於限制。業

內企業和景區可在相關部門規範指導下

，推出有較大優惠的疫後旅遊產品，配

以保險等提升市場活力。

攜程網近期發布調研結果顯示，

85%的用戶疫情過後仍會繼續今年旅行

計劃。根據攜程機票數據，當前攜程五

壹假期機票搜索量已高於去年。“疫情

過後，人們更迫切需要透口氣。”重慶

中旅集團總經理廖偉表示，雖然疫情對

旅遊市場影響巨大，但大眾旅遊積極性

依然存在，預示著疫情過後旅遊業不會

長期低迷，這也為從業者們服下了壹顆

“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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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最新研究報告

認為，盡管新冠肺炎疫情讓

中國餐飲業各業態遭受重創

，但餐飲業長期向好趨勢沒

有改變。疫情過後中國餐飲

行業會出現報復性反彈，資

金較為充裕、供應鏈系統完

善、經營良好的品牌頭部企

業將迎來發展新機遇

中國飯店協會研究院發

布《新冠疫情下中國餐飲業

發展現狀與趨勢報告》。

報告調研的多數餐飲企業認

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

餐飲行業營收遭受重創，但疫

情結束後行業可迅速恢復。

報告顯示，疫情發生後

，餐飲企業展開自救，積極

復工。目前，餐飲企業將增

加線上業務和調整菜單等作

為應對舉措，此外還有增加

原材料半成品新零售、調整

門店結構、調整人員結構、

引入新的投資者、自建原輔

料基地等。

報告還顯示，根據“分

區分級，精準防控”的原則

，餐飲企業按照外賣、團餐

、堂食、包間等有序復工。壹些低風險地

區的餐飲堂食企業逐步在復工。大型連鎖

餐飲企業的復工率近60%。

報告認為，疫情導致餐飲行業損失慘

重，但餐飲行業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

。首先，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是減少餐飲

行業損失的根本，在此基礎上積極實現復

工復產是減少行業損失、實現長期向好發

展的有效路徑。餐飲行業為社會貢獻了超

過2600萬個就業崗位，穩定餐飲行業是穩

就業、穩增長、促消費、惠民生。中央和

地方政府不斷加大政策的支持力度，將進

壹步幫助餐飲企業渡過難關。

其次，疫情後綠色、健康、安全將成

為餐飲消費主導。消費者將進壹步實現從

“買便宜”到“買信任”的轉變，餐飲業

將不斷通過加強自身標準化建設和提高安

全健康管理能力重塑消費信心。

第三，疫情後，餐飲行業加速線上業

務進程，開拓在線經濟運營新模式。新技

術的應用進壹步推動餐飲行業數字化辦公

及服務進程。

最後，疫情之後，餐飲企業將更加關

註管理效率的提升和模式的轉型。品牌優

先理念將被更多消費者接受，品牌將引領

餐飲新零售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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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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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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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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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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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大休斯頓地區福遍郡確診首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大休斯頓地區福

遍郡衛生與公共服務部今天（3月4日）已確認
第一例COVID-19 陽性的新病毒肺炎病例。

這位衛生官員說道，患者是一名 70 多歲的
男子，最近剛出國旅行，目前病情穩定。

官員說道：“這個推定案（This presumptive
case）是可行的，我們將其視陽性病例。” “福
遍郡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已開始了流行病學調查，
並正在努力迅速確定與患者個人密切聯繫。親密
接觸者可以包括家庭成員、同事、緊急響應者和
其他聯繫人。”

衛生官員將於下午7點舉行新聞發布會。週
四提供更多詳細信息。休斯頓KPRC2電視台將
在直播新聞發布會。

官員們說，新冠肺炎局勢正在“迅速發展”
，並要求居民保持冷靜。

如果您認為自己生病了該怎麼辦

衛生官員們要求人們“除非必要” 不要去
急診室。他們說，急診室必須能夠為那些最關鍵
的需求提供服務。如果您有咳嗽，發燒或呼吸系
統疾病等症狀，請首先與您的常規醫生聯繫。

衛生提示
經常用肥皂和清水洗手至少 20 秒鐘，尤其

是去洗手間後；進食前；扣鼻子、咳嗽或打噴嚏
後。如果沒有肥皂和水，請使用至少含60％酒精
的酒精類洗手液。

避免用未洗的手觸摸眼睛，鼻子和嘴巴。避
免與生病的人密切接觸。

生病時待在家裡。蓋住咳嗽和打噴嚏。如果
您沒有紙巾，咳嗽或打噴嚏到上袖子，而不是手
。記得在咳嗽或打噴嚏後要洗手。

使用常規的家用清潔劑或抹布清潔和消毒經
常觸摸的物體和表面。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華盛頓
特區消息：2020年3月4日星期叁，美
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發
表了以下聲明，內容涉及緊急救援資金
的通過，這將有助於保護美國人免受冠
狀病毒的傳播。

“在與休斯頓衛生局戴維·珀斯博
士密切合作以詳細了解休斯頓的衛生需
求之後，我很高興地宣布，HR 6074在
準備應對潛在冠狀病毒爆發時為州和地
方機構提供了大量資金，”格林說。

根據國會議員格林的說法，《冠狀
病毒準備和響應救援撥款法》包括 22
億美元的資金，這些資金對於珀斯博士
和其他地方衛生當局在確診病例時預防
，準備和應對冠狀病毒至關重要。該法
案還提供了將近 10 億美元的必要藥品
和醫療用品，以幫助確保備災和提高醫
療救護能力。最後，該法案包括一項緊
急遠程醫療豁免，允許衛生和公共服務

大臣（HHS）放棄某些Medicare遠程醫
療限制，以便Medicare提供商可以向受
益人提供與冠狀病毒相關的遠程醫療服
務，無論他們身在何處。 ”

“我必須感謝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主
席尼塔·洛伊（Nita M. Lowey）先生在
起草HR 6074時考慮了休斯敦衛生部等
地方機構的需求。”格林議員表示信心
十足，“如果休斯頓若遇到冠狀病毒病
例，這筆資金將更好地幫助醫療保健專
業人員和公共衛生當局做好治療患者的
準備，幫助他們康復，同時幫助確保該
病毒不會傳播給其他人。”

休斯敦衛生管理局 David Persse 博
士補充說：“在休斯敦準備其 COV-
ID-19響應計劃時，緊急救援資金對於
確保我們在當地擁有足夠的人員，測試
和監視資源以及基礎設施至關重要。我
很高興有機會在這個重要問題上與國會
議員合作，並期待繼續與他合作。”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宣布通過83億美元緊急救援資金
以解決全球冠狀病毒的緊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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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各式牛肉類各式牛肉類、、雞肉類雞肉類、、豬肉類豬肉類
、、海鮮類海鮮類、、蔬菜類煲仔飯蔬菜類煲仔飯

雙拼類雙拼類：：臘味臘味++ 排骨排骨，，鰻魚鰻魚++秘製叉燒秘製叉燒，，排骨排骨++ 香辣雞香辣雞
（（雙拼可任選燉湯或飲料雙拼可任選燉湯或飲料 ））

新增新增：：黑椒羊肉煲仔飯黑椒羊肉煲仔飯、、孜然羊肉煲仔飯孜然羊肉煲仔飯
另有另有：：便當類便當類：：香酥豬扒飯香酥豬扒飯，，香酥雞排飯香酥雞排飯、、臘腸炒飯臘腸炒飯、、

蝦炒飯蝦炒飯

牛腩湯麵牛腩湯麵,, 叉燒湯麵叉燒湯麵。。
飲料類飲料類：：各式水果清茶各式水果清茶、、有機鮮奶茶有機鮮奶茶，，奶茶及經典茶品奶茶及經典茶品

西瓜鮮果西瓜鮮果、、草莓鮮果草莓鮮果
Happy Hour:Happy Hour: 周一至周四周一至周四33::3030pm~pm~ 55::3030pmpm
凡來店消費一個主餐送一杯飲品凡來店消費一個主餐送一杯飲品
電話電話：：713713--777777--88388838
地址地址：：98889888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138138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煲來飽去煲來飽去」」 休士頓獨家煲仔飯專賣店休士頓獨家煲仔飯專賣店

「「煲來飽去煲來飽去」」 位於位於 「「黃金廣場黃金廣場」 「」 「燕窩城燕窩城」」 隔壁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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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中國一向尊敬長
輩，尤其是當他們年紀大了，身心上需
要各種的照護，老人家有許多需求要專
業的照顧，如何能讓他們頤養天年、過
著放心安心的日子，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

當華裔長者飄洋過海來到美國，他
們要面對西方文化的差異，心理上有著
不少的沖擊。讓許多老人欣慰的是，在
休斯頓，第一個亞洲風格的養老社區已
經開幕了，就是 「松園居」。 「松園居
」本著東方文化的精神，為老人家開創
一個舒適又寧靜的空間，讓他們在身體
與心靈兩方面都能受到周到的關懷。

體驗亞洲美食與參觀大樓
為了讓長輩們更直接體驗 「松園居

」的各項設施， 「松園居」近日推出參
觀體驗活動，報名的長者們可以去參觀
大樓，親眼看看那裏的設備與環境，同
時體驗餐廳服務，享受亞洲美食，活動

免費，時間在周五中午，名額有限，需
要事先報名預約。

為亞裔長者量身訂做
松園居從一開始構思，就以亞裔長

者為主要目標，建築內部設計非常雅緻
，無論在顏色搭配、裝潢布置、以及所
用的家具都呈現亞裔的文化特色，是一
個高端的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與
失智照護(Memory Care)養老社區，為長
者們提供量身訂做的家庭生活方式。

建築設計師李兆瓊表示，亞裔長者

們的生活方式與需要都和西方社會不太
相同，像是飲食、語言、生活模式、習
俗文化等，亞裔社區需要有符合我們自
己需要的養老院。

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與Inde-
pendent Living(獨立生活)並不相同

在美國，一般養老社區主要分為獨
立生活社區( Independent Living Com-
munity)、與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
和療養院(Nursing Home)。
「松園居」是提供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與失智照護(Memory Care)的養
老社區，專門針對需要某些生活上幫助
的長輩們，給予日常生活的協助。

以Assisted Living來說，在休斯頓，
與 「松園居」相類似的環境的養老社區
中， 「松園居」是目前價格最優惠的一
個社區，不僅設備新、環境好、規劃也
周到。

松園居所提供高端的Assisted Living(
生活護理)，是每天 24 小時提供服務的

，住戶可以享受以下活動: 餐點(正宗的
亞洲美食)、清潔服務、健康與藥物管理
、沐浴與穿衣服務、交通服務、各種運
動與遊戲、護送看診、購物服務等等，
生活上方方面面的照料都包括了。

失智照護 (Memory Care)
松園居有認證的記憶護理人員，專

門為阿爾茨海默氏症、和老年痴呆症的
長者提供失智照護，希望能促進長者們
的身心靈健康。因為每位長者的情況都
是不同的，這裡提供個性化的評估，以
確定具體的照護水平，以個人的需求來
定制每個人的照護計劃。

住戶會獲得全天候的專業支持和照
顧，還有關懷與愛心，有專門的互動活
動，來滿足每個人的需要。訓練有素的
工作人員具有必要的工具和知識，一周
7天24小時幫助住戶。

這裡還擁有自己的社區健康中心，

裡面有執業護士，經過專業認證的護理
人員給長者提供服務，包括健康審查、
尿失禁護理、用藥管理、家庭保健、以
及有醫療機構提供現場的服務。

體驗午餐活動需事先報名
松園居推出的體驗午餐活動免費，

時間在周五中午，因名額有限，需準備
食材，請事先報名預約。

詳情請致電: 832-895-7648 (周一至
周六，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微信号:

pinesatbellaire。 Email: outreach.
pines@tarantino.com

松園居地址: 12420 Bellaire Boule-
vard, Houston, TX 77072。 網 址 www.
pinesatbellaire.com。

專為亞裔設計的養老社區專為亞裔設計的養老社區 讓長者安養讓長者安養
松園居推出午餐體驗與參觀活動松園居推出午餐體驗與參觀活動

（本報記者黃梅子）由休斯敦華星藝術團主辦
的百年中文圖書回顧展日前在休斯頓舉行。國學大
師、首都師範大學國學傳播研究院院長尹小林攜部
分珍貴古籍來到休斯頓，並應邀作了《薪盡火傳─
─中國文化的形成與傳播》專題講座，從國學源流
、古書的制作與流傳、傳統文化知識架構、展品精
要這四個提要介紹了國學的概念與意義。

尹老師帶來的展品包括中國近代的部分珍貴圖
書真跡，從1521年明嘉靖間的刻本《張東海集》到

2006年出版的《白文十三經》，跨度近五百年，
參觀者可以親手觸摸和翻看書籍，感知歷史脈搏。
書展中還展出了珍貴的皇家書籍
，民間生活、醫學養身、文人墨
寶、時代變遷等當時的印刷真跡
和現代高級復制品，是海外難得
一見的珍品展示。

國學大師尹小林攜珍貴古籍應邀來國學大師尹小林攜珍貴古籍應邀來
休斯頓參加百年中文圖書回顧展休斯頓參加百年中文圖書回顧展！！

國學大師尹小林接受美南國際電視采訪國學大師尹小林接受美南國際電視采訪。。
華星藝術團鮑玲團長華星藝術團鮑玲團長（（右右））和尹老師和尹老師（（左左））
一起接受美南國際電視采訪一起接受美南國際電視采訪。。

尹老師在百年中文圖書回顧展上做專題講座尹老師在百年中文圖書回顧展上做專題講座。。

國學大師尹小林國學大師尹小林。。

乾隆皇帝親自在乾隆皇帝親自在《《儒門經儒門經
濟長短經濟長短經》》上題詩上題詩。。

高仿本高仿本《《儒門經濟長短經儒門經濟長短經》，》，原原
作為孤本作為孤本，，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尹老師帶來的部分古籍尹老師帶來的部分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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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新年伊始，，本該歡慶祥和的節日氣氛本該歡慶祥和的節日氣氛，，被被
突如其來的冠狀病毒疫情爆發而破壞突如其來的冠狀病毒疫情爆發而破壞。。這來勢這來勢
洶洶的新型病毒以極強的傳染力席卷中國洶洶的新型病毒以極強的傳染力席卷中國，，截截
止發稿時中國境內官方確診人數已經超過止發稿時中國境內官方確診人數已經超過88萬萬
人人，，並造成了上近並造成了上近30003000人死亡人死亡。。隨著疫情的蔓隨著疫情的蔓
延延，，美國地區也有美國地區也有7070多人確診多人確診，，66人死亡人死亡。。

另據國際著名醫學期刊另據國際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柳葉刀》》刊登中刊登中
國科研團隊的論文國科研團隊的論文，，分析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分析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的臨床特征的臨床特征。。研究對象是中國湖北省武漢金銀研究對象是中國湖北省武漢金銀
潭醫院收治的潭醫院收治的9999位患者位患者。。研究團隊對這些患者研究團隊對這些患者
進行流行病學和臨床研究並跟蹤進行流行病學和臨床研究並跟蹤。。

易感染人群易感染人群
論文指出論文指出，，被研究的被研究的9999名患者中名患者中，，5050人患人患

有慢性基礎疾病有慢性基礎疾病。。研究人員推斷研究人員推斷，，新型冠狀病新型冠狀病
毒更有可能感染患有慢性基礎疾病的老年人毒更有可能感染患有慢性基礎疾病的老年人，，
因為這些患者的免疫功能較弱因為這些患者的免疫功能較弱。。

至於是否會產生嚴重的混合感染至於是否會產生嚴重的混合感染，，除了病除了病

原體的致病因素外原體的致病因素外，，患者的免疫狀況也是重要患者的免疫狀況也是重要
因素之一因素之一。。論文指出論文指出，，年齡大年齡大、、肥胖和合並癥肥胖和合並癥
可能與死亡率增加有關可能與死亡率增加有關。。當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當免疫功能低下的人
群群，，例如老年人例如老年人、、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艾滋病患者艾滋病患者、、
長期使用免疫抑制劑的人群和孕婦等感染了新長期使用免疫抑制劑的人群和孕婦等感染了新
型冠狀病毒型冠狀病毒，，應及時加強免疫支援治療應及時加強免疫支援治療，，可降可降
低並發癥和死亡率低並發癥和死亡率。。

如何提高免疫力如何提高免疫力
自野花牌綠蜂膠問世自野花牌綠蜂膠問世3030多年以來多年以來，，它最顯它最顯

著特征就是提高免疫力著特征就是提高免疫力、、抗菌消炎抗病毒抗菌消炎抗病毒，，在在
消費者中樹立了良好的口碑消費者中樹立了良好的口碑。。在此次新型冠狀在此次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肆虐期間病毒肺炎肆虐期間，，不少人在情急之下想到了不少人在情急之下想到了
服用它服用它，，增強免疫力增強免疫力。。近期不少新老客戶絡繹近期不少新老客戶絡繹
不絕上門或致電求購野花不絕上門或致電求購野花 牌綠蜂膠來保護自牌綠蜂膠來保護自
己和家人己和家人。。

現代醫學對蜂膠的藥理作用研究也證實現代醫學對蜂膠的藥理作用研究也證實：：
蜂膠具有極強的抗菌蜂膠具有極強的抗菌、、抗炎癥抗炎癥、、抗病毒抗病毒、、提高提高

生物體的健康防衛作用生物體的健康防衛作用。。被科學家譽為被科學家譽為““珍貴珍貴
天然的抗生素天然的抗生素，，是人類迄今發現的最有效的天是人類迄今發現的最有效的天
然抗菌抗病毒之品然抗菌抗病毒之品。”。”其最顯著的特征是作用其最顯著的特征是作用
廣譜廣譜，，對多種病菌病毒有抑制作用對多種病菌病毒有抑制作用，，同時能夠同時能夠
增強人體免疫能力增強人體免疫能力，，而無合成抗生素之毒副作而無合成抗生素之毒副作
用用。。

野花牌綠蜂膠來自巴西原始森林野花牌綠蜂膠來自巴西原始森林，，純天然純天然
無汙染無汙染，，濃度高濃度高，，品質純正品質純正，，效果好效果好，，是當之是當之
無愧的天然珍品無愧的天然珍品。。野花牌綠蜂膠具有悠久的生野花牌綠蜂膠具有悠久的生
產歷史產歷史，，全球領先的專利提純技術全球領先的專利提純技術，，最多的國最多的國
際權威認證際權威認證，，在蜂膠業界和消費者中獲得廣泛在蜂膠業界和消費者中獲得廣泛
的好評和認可的好評和認可，，在國際市場上樹立了蜂膠業界在國際市場上樹立了蜂膠業界
領導者的地位領導者的地位。。

巴西野花牌極品綠蜂膠榮獲全球食品衛生巴西野花牌極品綠蜂膠榮獲全球食品衛生
體系體系HACCPHACCP、、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FDAFDA、、加拿加拿
大衛生部天然保健局大衛生部天然保健局NPNNPN，，以及國際藥品行業以及國際藥品行業
優異生產質量優異生產質量GMPGMP等多項國際權威認證和註冊等多項國際權威認證和註冊

。。
野花牌綠蜂膠專賣店還銷售野花牌巴西桔野花牌綠蜂膠專賣店還銷售野花牌巴西桔

子花蜂蜜子花蜂蜜，，是頂級巴西原產有機純蜂蜜是頂級巴西原產有機純蜂蜜，，清新清新
香甜香甜，，潤肺止咳潤肺止咳。。

面對疫情面對疫情，，野花與您同行野花與您同行，，齊心協力齊心協力，，共共
度難關度難關。。

野花牌綠蜂膠野花牌綠蜂膠、、野花牌蜂蜜抗菌消炎抗病野花牌蜂蜜抗菌消炎抗病
毒毒，，提高免疫功能提高免疫功能，，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駕護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駕護
航航。。

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7130 Warden Ave., SuiteWarden Ave., Suite 406406 Markham, ONMarkham, ON

LL33RR 11SS22, Canada, Canada
諮詢訂購熱線諮詢訂購熱線：：11--866866--690690--48884888 EmailEmail：：

service@royalnatural.caservice@royalnatural.ca
訂購網站訂購網站：：www.royalnatural.cawww.royalnatural.ca 歡迎訪問歡迎訪問，，祝祝

您健康您健康！！

一場病毒一場病毒，，改變人們的認知改變人們的認知----------
目前最大的競爭力不是學歷目前最大的競爭力不是學歷、、能力能力，，而是免疫力而是免疫力！！

亞美和太平洋島民全國組織發佈關於如何根據亞美和太平洋島民全國組織發佈關於如何根據
COVID-COVID-1919保護保護AAPIAAPI工作者的指南工作者的指南

華盛頓特區華盛頓特區 ———鑒於美國爆發了—鑒於美國爆發了COVCOV--
ID-ID-1919((又稱冠狀病毒又稱冠狀病毒))病例病例,,美國亞裔工人正在大美國亞裔工人正在大
聲疾呼聲疾呼,,認為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如何與美國不認為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如何與美國不
健全的醫療保健體系和過時的勞動法相互作用健全的醫療保健體系和過時的勞動法相互作用,,
以危及工人和妨礙疾病預防以危及工人和妨礙疾病預防。。超過超過200200萬人協萬人協
會在醫療保健會在醫療保健、、運輸和服務業工作運輸和服務業工作,,這些工人在這些工人在
工作場所面臨仇外和種族歧視工作場所面臨仇外和種族歧視,,此外此外,,他們接觸傳他們接觸傳
染病的人數也有所增加染病的人數也有所增加。。如果沒有聯邦政策保如果沒有聯邦政策保
證所有工人的帶薪病假和適當的醫療保險證所有工人的帶薪病假和適當的醫療保險,,許多許多
工人實際上無法按照工人實際上無法按照CDCCDC的指導在生病時呆在的指導在生病時呆在
家裡家裡。。

APALAAPALA國家執行理事會成員和乘務員協國家執行理事會成員和乘務員協
會會 - CWA- CWA當地當地2901129011成員斯坦基諾說成員斯坦基諾說,","作為乘作為乘
務員務員,,我們在健康和安全協定方面受過良好的培我們在健康和安全協定方面受過良好的培
訓訓,,因為我們一直站在致命病毒的前沿因為我們一直站在致命病毒的前沿,,如如SARSSARS
、、埃博拉埃博拉、、豬流感豬流感(H(H11NN11))和禽流感和禽流感(H(H55NN11))。。我我
們通過旅行者在封閉的空間內咳嗽和打噴嚏而們通過旅行者在封閉的空間內咳嗽和打噴嚏而
面臨更高的疾病風險面臨更高的疾病風險。。當我們升級預防措施以當我們升級預防措施以

防止防止 COVID-COVID-1919 傳播時傳播時,,我們必須優先保護員工我們必須優先保護員工
,,告知他們事實告知他們事實,,提供防護裝備提供防護裝備,,並在工作場所關並在工作場所關
閉或縮減時制定應急計劃閉或縮減時制定應急計劃;;取消的航班會影響我取消的航班會影響我
們支付帳單的能力們支付帳單的能力。。

APALAAPALA國家執行委員會成員利加亞國家執行委員會成員利加亞··多明多明
戈和戈和SEIUSEIU 11991199NWNW教育總監說教育總監說:":"當我們生病時當我們生病時,,
醫護人員是照顧我們的人醫護人員是照顧我們的人,,但作為前線的工人但作為前線的工人,,他他
們面臨更多的疾病風險們面臨更多的疾病風險。。因此因此,,我們需要確保醫我們需要確保醫
院和醫療保健設施有足夠的人員配備水準院和醫療保健設施有足夠的人員配備水準、、消消
息靈通的員工息靈通的員工、、所有工人的個人防護設備所有工人的個人防護設備,,以及以及
基於可能接觸病毒的篩查協定基於可能接觸病毒的篩查協定,,而不是任何人的而不是任何人的
語言語言、、膚色或原籍國膚色或原籍國。。COVID-COVID-1919 是可預防和是可預防和
可治療的可治療的,,但前提是我們確保勞動人民得到通知但前提是我們確保勞動人民得到通知
和保護和保護。。

APALAAPALA國家執行委員會和國家執行委員會和UTLA/AFT/NEAUTLA/AFT/NEA
成員成員Arlene InouyeArlene Inouye說說,","作為加州公共教育系統作為加州公共教育系統
的驕傲產品的驕傲產品,,作為美國第二大教師的作為美國第二大教師的UTLAUTLA的秘的秘
書書,,我很清楚教育者如何經常知道如何支援生病我很清楚教育者如何經常知道如何支援生病

的學生來學校的學生來學校,,因為他們的父母不能休息一天因為他們的父母不能休息一天。。
在仇外情緒加劇和種族歧視加劇的時候在仇外情緒加劇和種族歧視加劇的時候,,我們還我們還
有責任保護所有學生有責任保護所有學生,,為他為他
們創造安全的環境們創造安全的環境,,讓他們讓他們
學習和茁壯成長學習和茁壯成長。。現在現在,,由由
於與於與COVID-COVID-1919有關的大有關的大
量錯誤信息量錯誤信息,,我們準備保護我們準備保護
我們的亞裔美國學生我們的亞裔美國學生,,他們他們
已經面臨一些美國最高的已經面臨一些美國最高的
欺淩率欺淩率。。

僱主在對僱主在對 COVID-COVID-1919
的答覆中必須列入一項反的答覆中必須列入一項反
對種族歧視的議定書對種族歧視的議定書。。
APALAAPALA 發佈以下指南以保發佈以下指南以保
護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護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
民民 (AAPI)(AAPI) 工作人員工作人員

通過在您的工作場所通過在您的工作場所
或營業地列印並張貼以下或營業地列印並張貼以下

標誌以表示對標誌以表示對 AAPIAAPI 員工的聲援員工的聲援,,以顯示支援以顯示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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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又靈活的費率方案

低月租新款刷卡機

接受各種支付方式

24/7/365多語技術服務

資金可當天入帳

若我們不能提供跟您現在
相同或更低的刷卡費率

我們就給您

*活動有條件限制。

*商家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方能符合本優惠方案：1. 商家須於提
供04/15/2020之前提供至少一個月的商家交易帳單。帳單必須為最
近六個月且來自目前的信用卡刷卡服務商。2. 所提供帳單上的每月刷
卡交易金額在扣除借記卡跟EBT交易後，必須等於或多於一萬美元。
3. 以下商業類型不符合本活動資格：Elavon既有客戶、按摩服務業、
使用企業總部交易費率的加盟店、協會成員、加油站和因關係已享有
特殊費率者。4. $1000元將會以禮品卡形式支付。5. 優惠可能會隨時
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延長、修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6. 本活動僅適用於註冊於美國地
區之商家。

$1,000

立即致電
888-320-3838洽詢

新年限時優惠活動：4/15/2020截止

福遍出現第一例疑似病毒 看社會各界反應

一瓶洗手液600美元！美議員敦促亞馬遜嚴打借疫抬價

（本報訊）（本報訊）福遍縣
昨天發現了第一例疑似 COVID-19
病例後，對休斯頓當地民眾造成了
一定的擔憂，以下是當地政府和學
校對該事件的反應情況。

福遍遍發現了第一例疑似 CO-
VID-19病例後，為了緩解病毒疫情
對中國城和亞洲城商業的影響，休
斯頓市長特納帶領市政人員今天中
午來到中國城餐廳就餐，並鼓勵大
家不要被疫情嚇倒。

受疫情影響，梨城獨立學區調
整了學生出勤政策。梨城大部分地
區位於Brazoria縣，部分地區位於哈
瑞斯縣和福遍縣。校長約翰•凱利
（John P. Kelly）說，學區將“暫停
出勤規則”，並在春季考試中“取
消與出勤相關的考試標準”。這意
味著，如果學生需要，可以免除參
加春季考試。目前，梨城獨立學區
沒有取消課程或暫停正常的工作。

本週早些時候，美國最大的石
油和天然氣會議之一 CERAWeek，

取消了在休斯敦本月舉行的 2020 年
會議。這個會議計劃吸引來自 80 多
個國家的5,000多名與會者。

來自伍德蘭德（Woodland）的
組織者周四宣布，已經取消了“月
球與行星科學會議”，這是一個重
要的航空航天工業會議，預計將吸
引1600名與會者參加。

請願者目前正在呼籲一家機構

西南組織取消下週在奧斯丁舉行的
音樂節。到目前為止，包括蘋果，
Facebook，英特爾和 Twitter 在內的
大型科技公司已經退出該活動。

本週四福遍縣官員設立電話專
線，回答居民的問題。縣居民可以
致電 281-633-7795 了解更多有關冠
狀病毒的信息。

(本報訊)儘管亞馬遜正嚴
厲打擊其平台上第三方賣家借
疫情欺詐的行為，但國會一位
議員認為該公司做得還不夠。

美國參議員愛德華-馬基
（Edward Markey）週三致信
亞馬遜，要求該公司阻止第三
方賣家利用公眾對新冠病毒的
恐懼心理對Purell洗手液等物
品進行抬價。

馬基說，一小瓶 Purell 洗
手液通常的價格只有 10 美元
，而現在有些商家將其抬高至
400美元。更有甚至，週三下
午一個第三方賣家竟然標出了

600美元的價格。不過，亞馬
遜品牌的洗手液一大瓶只賣
8.25美元。

亞馬遜上週表示，已將
100多萬件聲稱能治愈或防禦
新型冠狀病毒的產品下架。

馬基在信中寫道：“隨著
全球面臨一場嚴重且影響深遠
的大流行病的前景，美國企業
有責任防止在銷售洗手液和外
科口罩等物品方面牟取暴利。
”

馬基要求亞馬遜在3月18
日之前回答他關於其反欺詐努
力的問題。



BB99國際影視
星期五       2020年3月6日       Friday, March 6, 2020

跟你我一样，布拉德· 皮特是个影迷，尤其

喜欢伴随他长大的1970年代电影，比如《虎豹小

霸王》《法国贩毒网》《热天午后》等。但是在

他老家密苏里州，没有学习和从事电影工作的良

好条件。

被纪录“水门事件”的70年代电影《总统班

底》触动，皮特大学时选择了新闻专业。然而学

着学着，他发现自己对设计和杂志排版更感兴趣

——见异思迁的天性崭露头角。

距离大学毕业还有一周，身边的朋友们都找

到了工作或者申请了工作，啥都没做的皮特忽然

很慌。闲聊时，一个关系普通的朋友提到打算去

洛杉矶，他的父亲在那有个住所，皮特内心的电

影魂瞬间就被点燃了。

与其抱怨在老家干不了电影，不如趁此机会

去洛杉矶，闯荡好莱坞。此时的皮特只需要再交

一篇期末论文就能毕业，然而射手座说干就干的

天性不允许他再等下去。立马打包装车行李，满

怀理想的皮特哼着小曲儿，开着小车儿，驶向了

加州西海岸。

来到好莱坞后，皮特住在上面提到的那位同

学的爸爸家。家里除了他，就住着一个女仆，来

自泰国，不会说英语，这令皮特觉得有些孤独，

没人讲话。

不过满怀梦想的皮特总体是很快乐

的，一边做着三份兼职，一边寻找

当演员的机会。短短一个星期之后

，他就获得了第一个表演机会，虽

然只是广告宣传片，不过他还是激

动坏了。

皮特边打工边寻找机会的日子

大概持续了一年半。皮特希望被组织

——美国演员工会——接纳，但面临

这样的“悖论”困境：工会规定，要

想拿到会员证，就得出演有台词的角

色；剧组规定，要想出演有台词的角

色，得是工会成员。（招聘启事上总

要求应聘者要有工作经验）

皮特获得了在电影《无主地》

中跑龙套的机会，这是他参演的第

一个比较高配置的电影，主角是查

理· 辛和D· B· 斯威尼。在一个晚宴

场景中，他饰演酒保。

这个龙套角色的要求就是倒酒

，但是皮特心中暗想，一定要抓住

这个机会！片场，给查理· 辛和酒

桌上的演员们一个个倒香槟，倒完

最后一个后，他自己加戏问：“你

还需要什么吗？”

助理导演立马大喊“停”，冲到皮特身边说

：“如果你再这么加戏，就给我滚出去。”不出

所料，皮特自己加戏的台词最后被剪掉。

强行加戏被骂后，皮特有点心灰意冷，想着

一直过这样的生活也不是办法，也许找个正经工

作才是出路。拿到一份工作Offer，刚准备入职的

时候，碰上一个跑龙套的机会《零下的激情》。

皮特没法拒绝这个诱惑，因为这部电影是新星小

罗伯特· 唐尼主演的。

差点放弃演员梦想的皮特，就这样继续留在

了好莱坞。

皮特在大银幕上的第一个突破性角色，是雷

德利· 斯科特执导的女权电影《末路狂花》，饰

演一个西部牛仔风格的性感帅哥。这个角色的选

角当初让剧组伤透了脑筋，电影中，此角色凭借

着“美色”骗走了女主角的钱。因此演员必须非

常有个人魅力，否则就缺乏说服力。

剧组当时考虑了包括约翰尼· 德普、汤姆· 克

鲁斯、西恩· 潘、凯文· 贝肯、亚力克· 鲍德温、

小罗伯特· 唐尼、乔治· 克鲁尼在内的各色型男。

直到开机，剧组仍没找到合适人选。最终候选人

锁定在克鲁尼和皮特身上，克鲁尼先后五次试镜

，但最终皮特拿到了角色，并在影片开机一周后

加入了剧组。

就这样，皮特靠着美色打开了事业局面。

另外，“钢铁侠”小罗伯特· 唐尼大概也没

想到，自己浑然不知的时候，两次“助攻”，让

皮特得以走上巨星之路。一次是个人魅力吸引皮

特留在好莱坞；一次是自己落选，助皮特拿到他

早期生涯最重要的角色。（据说选角导演嫌弃唐

尼太矮，和1米8的吉娜· 戴维斯站在一起不搭）

布拉德· 皮特曾三度主演大卫· 芬奇的电影：

《七宗罪》《搏击俱乐部》《本杰明· 巴顿奇事

》，即将由皮特主演的《僵尸世界大战2》也是

由芬奇执导。

二人不仅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也是私交颇

深的好友。皮特和朱莉闹离婚期间，他最难受的

时候，在芬奇家住了一个半月。以及，芬奇帮皮

特写了颁奖季的发言稿。

皮特回忆起他职业生涯早期的转折点，就是

和大卫· 芬奇的相遇。那时候，虽然已经有了一

些作品，小有名气，但是一切似乎和皮特预想中

的有些不同。“然后，我遇到了我亲爱的朋友大

卫· 芬奇，他谈论电影的方式比我成熟很多。他

比我懂得多多了，然后我就找到了方向。这是一

个重要的时刻。”

皮特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男人是罗伯特· 雷德

福，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俩长得很像，甚至有坊间

传言意淫他俩是父子。出道早期，紧接着《末路

狂花》之后的另一个重要作品，就是雷德福执导

的《大河恋》。

在《大河恋》的片场，一次雷德福跑到皮特

身边说，你刚在叹气。皮特回答说，是的。雷德

福说：“别叹气，当你这么做时，力量就被泄掉

了了，等于是把水就放跑了。”这个教诲一直跟

随着皮特至今。

成名之后，皮特终于不用纠结给自己加戏了

，进化成主动给自己找戏。

拍《偷拐抢骗》之前，皮特觉得自己演了太

多商业片，需要找些新鲜的导演。看了《两杆大

烟枪》后，他觉得相当不错，直接打电话给盖·

里奇邀角色，没想到对方刚好在筹备《偷拐抢骗

》，于是就入伙了。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这位新人导演一上来就

难住了他——安排他饰演爱尔兰吉卜赛人，操着

奇怪的口音。皮特内心慌得一塌糊涂，但毕竟是

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的，不好意思退却。

去片场的前一天晚上，他焦虑得睡不着觉，

在伦敦大街上暴走。终于按捺不住，打去电话把

睡梦中的盖· 里奇叫醒，问“如果我说不清你写

得漂亮台词，你会介意吗”。半睡半醒的盖· 里

奇回答“没关系啊”，才让他安了心。

皮特出演《神枪手之死》的过程差不多也是

同样的剧本。他先是看了安德鲁· 多米尼克的处

女作《斩出个未来》，非常喜欢，于是打电话给

对方问手头有没有项目让他演，对方回答有。后

来他不仅主演了这部片子——拿下威尼斯影帝，

还和自己的制片公司Plan B出品了该片。

“成名真好”是皮特的强烈感受，一个电话

打给新人导演就能拿到角色。在还没那么有名的

时候，皮特曾慧眼识珠看上了艾伦· 索金编剧的

电影处女作《义海雄风》，不过没能拿到角色，

后来汤姆· 克鲁斯主演了这部电影。

直到2011年的《点球成金》，在皮特主演并

出品的这部作品中，他才最终与艾伦· 索金完成

合作。

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的前十年，布拉德· 皮

特佳作不断，虽然迟迟没有获得奥斯卡的认可，不

过他的知名度和人气已使他成为“无冕之王”。

10年代后，2019年之前，他作为演员交出的

成绩单并不亮眼。《星际探索》《好莱坞往事》

之前，他主演的最近作品是2017年的《战争机器

》，烂番茄新鲜度只有48%。

2016年的《间谍同盟》、2015年当时妻子朱

莉执导的《在海边》、2014年《狂怒》、2013年

为了孩子接拍的《僵尸世界大战》、以及2012年

《温柔的杀戮》，都不似他此前的作品那样令人

印象深刻。

2019年之前，他作为主演最后的辉煌停留在

201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入围《点球成金》和戛

纳金棕榈影片《生命之树》同在这一年推出。

与此同时，他以制片人的身份，与自己的制

片公司Plan B交出了亮眼的成绩。这些电影口碑

优异，不少都出现在奥斯卡提名榜单上，《为奴

十二年》《塞尔玛》《大空头》《迷失Z城》

《月光男孩》等等。

在自家公司出品的影片，譬如《为奴十二年

》《大空头》中，皮特有时会客串出演，用自己

的知名度为影片做宣传。

这些年来，皮特已经习惯了做幕后舵手，难

怪写个获奖致辞都要集思广益。

去年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被问道什么原因

让他从幕后又走到了台前。他回答，随着年龄的

增长，做出选择的动机越来越“个人化”。简而

言之，就是“任性”。

他还表示，虽然享受表演，接下来并没有打

算让表演成为事业重心。

广大影迷听完很伤心——我们还等着你拿最

佳男主呢。

布拉德皮特
與他生命中的
重要男人們

今年布拉德·皮特憑《好萊塢往事》拿下個人
第壹座表演小金人後，大量吃瓜群眾第壹反應是：
啥？皮特沒有獲過奧斯卡？

2014年《為奴十二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
，皮特以制片人身份得到第壹座小金人。不過以演
員身份，這著實是第壹次。

早在2013年，時光網就做過“皮特演技代表
作”的話題互動，當時不少網友對於皮特遲遲不拿
獎感到憤懣不平

群眾產生認知偏差不是沒有理由：皮特不僅長
相帥氣，兼具實力，而且選片眼光獨到，不愛好萊
塢爆米花大片，長年在嚴肅電影領域耕耘。這樣的
皮特，竟然會沒有獲得過奧斯卡！

56歲的巨星布拉德·皮特，第壹次被推到頒獎
季的聚光燈下，橫掃這個頒獎季的最佳男配角獎。
沒有經驗，有點緊張，為了在壹次次上臺領獎時能
說出有趣又動人的感言，皮特請來朋友們幫忙壹起
寫發言腳本。

幫忙的朋友中有脫口秀明星，還有壹位叫大
衛·芬奇，《七宗罪》《搏擊俱樂部》導演。這個
獲獎感言“創作團隊”的豪華陣容，幾乎可以秒殺
90%的好萊塢電影項目了。

壹次次的領獎發言中，皮特沒有提自己在演員
道路上摸爬滾打30年才終獲認可的艱辛歷程，更
多的時候，是頻頻拿自己的婚戀八卦做調侃。

金球獎頒獎典禮上說，“我本想帶我媽媽來，
但不行，因為每次有女的站我旁邊，都會被當成我
對象，這就很尷尬了”；

演員工會獎獲獎時說，“我要把這座獎杯寫進
我的Tinder（壹款婚戀交友App）履歷”；

英國奧斯卡由瑪歌特·羅比代讀的發言稿也不
例外，“Hi，脫歐的英國，聽說妳們和我壹樣，加
入單身俱樂部了”。

皮特也明白自己在大眾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浪
子”形象。先下手為強，自我調侃。

事實上，皮特的個人故事中不止有各種女人
——也有很多男人。非科班出身，非童星出身，沒
有家庭背景，大學畢業的年紀才初涉影壇，皮特的
巨星之路很接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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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脫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

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种表現形式。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大鵬劇場秀》是《大鵬嘚吧嘚》的另一種線下演出模式，可以說是
精編版，或者帶有綜藝性質的《大鵬嘚吧嘚》。劇場秀模式部分借鑒
了美國輝煌了70年的王牌綜藝節目《周六夜現場》，以大鵬擅長的脫
口秀為中心，加入音樂表演，小品表演，舞蹈，觀眾互動等多種表現
形式，在豐富傳統脫口秀形式的同時，力求加強現場演出時的代入感
和即興感，事實證明，這種區別於線上信息單向傳播的互動傳播方式
為live演出增色不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大鵬嘚吧嘚第417期：大鵬火星麻辣評娛聞

播出時間：
節目播出時間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大鵬劇場秀》精彩
節目介紹

2/10/2020 -2/16/2020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10 11 12 13 14 15 16

00:00-00:30 遊走美國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中華民族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台北故宮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台北故宮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遊走美國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深度國際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遊走美國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移民美國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移民美國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19:00-19:30 走進萬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台北故宮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中華民族

22:00-22:30 司馬白話 華夏新紀錄

23:00-23:30 功夫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2/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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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大境門》 第26~30集

電視劇《大境門》 第26~30集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鞠萍姐姐講故事

健康之路

檔案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大魔術師

幸福帳單

華人世界 

出彩中國人

先鋒人物 (重播)

武林風

檔案 (重播)

開門大吉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化

體育報導 (重播) 走遍中國 (重播) 易經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易經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經典電影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8~22集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易經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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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生活化妝師

出彩中國人 (重播)

大魔術師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Chinese Class

22:30-23:00 養生堂五味草堂

中華情 城市一對一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傳奇之王》 第18~2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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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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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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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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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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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五       2020年3月6日       Friday, March 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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