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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oronavirus death toll
rises; New York, Los Angeles
region confirm new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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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wants to send Americans $1,000
checks to cushion virus economic shock

The 911
memorial
is closed to
public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WASHINGTON (Reuters) -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nounced a plan on Tuesday to send money to Americans
immediately to ease the economic shock from the coronavirus crisis and said military-style hospitals will
likely
be deployed to virus hot zones to care for patients.

might be needed.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appearing with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press briefing room, said he
was talking with congressional leaders on a plan to send
checks immediately to displaced Americans. Trump said
some people should get $1,000.

“We’re asking our older generation to stay in their homes. ...
We’re aski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stop going out,” said
Trump coronavirus adviser Deborah Birx.

Scrambling to get a grip on an unpredictable virus that has
disrupted Americans in all walks of life, Trump predicted
the economic challenge will be tough short term but that
the economy will eventually rebound.
“We’re going to win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win faster
than people think, I hope,” said Trump, surrounded by top
advisers on the coronavirus crisi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said the government was urging construction companies to donate N95 face masks to
local hospitals and not purchase any more to help doctors.
Pence said the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can deploy
field hospitals quickly to help handle the influx of virus
patients. Trump said he was looking at sites where they

Trump on Monday urged Americans to work diligently for 15
days to try to slow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by avoiding crowds
and staying home for the most part.

The abrupt slowdown has staggered the U.S. airline industry
and other economic sectors and has left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Americans unemployed.
With markets gyrating and mostly on a downward trend,
Mnuchin said the U.S. stock markets should remain open to
assure Americans that they can access their money.
“Everybody wants to keep it open. We may get to a point
where we shorten the hours, if that’s something they need to
do, but Americans should know that we are going to do everything that they have access to their money at their banks, to the
money in their 401(k)s, and to the money in stocks,” Mnuchin
said.
Trump urged Americans not to travel and said he had not ruled
out travel restrictions to parts of the country. He said Americans just “enjoy their living room.”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accompanied by members of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task force as he addresses the
daily coronavirus briefing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U.S., March 17, 2020. REUTERS/Jonathan Er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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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pels American journalists
over escalating spat with U.S.
BEIJING/WASHINGTON (Reuters) - China announced
early on Wednesday that it was retaliating against U.S. restrictions on Chinese journalists, with actions that include
rescinding the press credentials of American correspondents with the New York Times,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Washington Post.

Medics load a
person into an
ambulance outside of the Life
Care Center of
Kirkland, the
long-term care
facility linked
to several confirmed coronavirus cases
in the state,
in Kirkland,
Washington,
U.S., March 4,
2020. REUTERS/David
Ryder

The move escalates a tit-for-ta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ver resident foreign media that saw Washington this month slash the number of Chinese nationals
permitted to work at the U.S. offices of major Chinese
state-owned media outlets.
In a statement released in the early hours of Wednesday,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U.S. citizens who work as
journalists for the three organizations and whose press
credentials expire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must hand back
their press cards within ten days and w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work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or Macau.
It was not immediately clear how many journalists would
be affected.
Pompeo hopes China will reconsider move against U.S.
journalists
China also said that “in the spirit of reciprocity,” the China
branches of Voice of America,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 magazine must “declare in written form information about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their staff, finance, operation and real estate in China.”
own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Co (NYT.N),
and News Corp (NWSA.O)-owned Wall
China also said it will take further “reciprocal measures
Street Journal could not immediately be
against American journalists”, without giving specifics.
reached for comment.
“We unequivocally condemn any action by China to expel
U.S. reporters,” said Washington Post Executive Editor
Marty Baron in a state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decision is particularly regrettable because it comes in the
midst of an unprecedented global crisis, when clear and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COVID-19 is essential.”

Beijing said the moves “are entirely necessary and reciprocal countermeasures that
China is compelled to take in response to the
unreasonable oppression the Chinese media
organizations exper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told
reporters at a State Department news
conference that the move would deprive
the world and the Chinese people of
information in “incredibly challenging”
times brought about by the coronavirus.

als permitted to work for state media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month,
Washington said it was retaliating for
what it called Beijing’s “long-standing intimidation and harassment of
journalists”.

“This is unfortunate... I hope they’ll
reconsider,” he said.

Last month, Beijing expelled three
Wall Street Journal correspondents,
including two Americans and an
Australian.

In cutting the number of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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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days to stop the spread’

President Trump Declares
Coronavirus Lockdown

to use drive-thru, pickup, or delivery options instead of going to
restaurants.
They also appealed to anyone working i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reas like healthcare, pharmaceuticals, or food supply to continue to go to work if possible.
The statement also reminded people to minimise their own risk
by washing their hands regularly and wiping down surfaces
around the home.
“Every American can help slow the virus’ spread and keep our
most high-risk populations safe,” it said.
The growth of the epidemic has seen tents set up outside hospitals to deal with extra patients and prompted health officials to
warn they may not have enough equipment to meet increased
demand.
Reports have also emerged of nurses being unable to return to
work because they were unable to get tested after being exposed
to patients with the 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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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Trump has announced
that the US has 15 days to slow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 and acknowledged the pandemic could last
until August.
A statement issued by the White
House set out a new set of guidelines
to address the outbreak, discouraging people across America from
leaving their homes or gathering in
public places. Asked at a press conference yesterday evening whether
the measures represented a “new
normal”, the president said: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they think August, could be
July, could be longer than that.
“But I’ve asked that question many
many times.”
A statement on the White House’s
website said the new guidelines were
“simple to follow but will have a resounding impact on public health.”
It said that citizens should stay at
home if they are experiencing any

symptoms associated with coronavirus, if
anyone in their household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virus, or if you are an older person or
have underlying health conditions.

The new guidelines said people should avoid
bars and social gatherings of ten or more and

Times Square is usually overflowing with tourists, but has
become a ghost town amid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Photo/
Getty Images)
States Take Action
The new guidelines came after states across the country measures of their own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New Jersey urged residents to abide by an 8pm curfew as some cities within the state issued mandatory
lockdowns.
The state also called in the National Guard to help
with drive-thru coronavirus testing, helping to convert buildings for quarantines if needed, and distributing food to kids during school closings.
Governor Phil Murphy said: “All non-essential and
non-emergency travel in Jersey is strongly discouraged beginning tonight at 8pm until 5am each day.
“This will remain in effect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e want everybody to be home, not out.”
More than 3,000 miles away, San Francisco followed
suit to encourage social distancing as they banned residents from
leaving their homes expect for essentials such as food and 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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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s.

A woman in a face mask walks through a quiet Grand
Central Station (Photo /Reuters)
The order went into effect at midnight on Tuesday, March
17, and will tentatively remain in effect until April 7.
The California city’s mayor, London Breed,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distancing in a Monday press release.
“When conducting an allowed activity, people must maintain at least six feet of social distancing from everyone other than household members,” the report stated.
California Governor Gavin Newsom suspended evictions
and foreclosures for renters and homeowners statewide until May 31.
“People shouldn’t lose or be forced out of their home because of the spread of Covid-19,” Newsom said, after signing an executive order Monday night.
Closures began Monday night across New York, New Jersey, Connecticut.
The three states are taking joint action to reduce restaurant
capacity and close, bars, gyms and movie theaters.
People are encouraged to stay at home and work remotely
wherever possible.
It comes as Americans returning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and Europe are facing up to 6-hour wait times for coronavirus screening at funnel airports.
Passengers flocked to airports over the weekend after President Trump confirmed the US broadened its European
coronavirus travel ban to include the UK and Ireland.
But Donald Trump has tried to urge worried Americans to
“relax” and stop panic buying supplies.
He urged Americans to be sensible and follow public health
advice. (Courtesy https://www.the-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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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 view shows an intensive care unit bed with a special artificial respiration device where patients with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could
be treated in Hanau

Picture shows a special artificial respiration device in an intensive care unit where patients with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could be treated in Hanau

Different items depicting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are displayed in the showcase of a
souvenir-shop at the famous at famous red-light district “Reeperbahn”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Hamburg

The showcase of a souvenir-shop displays a protective gear at the famous red-light district
“Reeperbahn”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Hamburg

Medical staff assess for COVID-19 at public Victoria Health Unit, BC

General view at the famous red-light district “Reeperbahn”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Hamburg

Rick Hatfield, 73, walks with his mother, Marie Rossi, 93, in face masks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 of La Hacienda Recreation Center, as voters cast their
ballots in the Democratic primary in The Villages, Florida, U.S., March 17, 2020. REUTERS/Yana

A woman standing near an empty shelf wears a protective mask inside a supermarket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Santi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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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Avoid A COVD-19 Recession:
$1,000 For Every American

be passed pre-emptively, so that they
could trigger automatically in states where
unemployment rates rise.”
•conservatives Michael R. Strain and
Scott Gottlieb of the right-leaning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ho advocate
for direct payments that are “temporary
and only for states experiencing severe
outbreaks.”
Why it matters:
Market watchers of all stripes agree that
the Fed’s tools alone are insufficient to
counter the damage likely to be done to
the U.S. economy from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and shutdown of businesses that
has already begun.

Jerome Powell and President Trump in 2017. Photo: Saul Loeb/AFP via Getty
Imag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Now that the Federal Reserve has
fired its monetary policy bazooka —
announcing last Sunday the second
emergency interest rate cut in as
many weeks, this one taking rates
effectively to zero — expect the
drumbeat for fiscal stimulus to pick
up, as more economists pound the
table for government action.
On Monday, Sen. Mitt Romney
(R-Utah) joined a growing chorus of
liberal and conservative economists
are lining up behind a proposal
published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y Harvard professor Jason Furman,
who chaired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CEA) under President Obama, that calls for direct
government payments of $1,000 to
every American adult.
• Romney said that the idea would
“help ensure families and workers
can meet their short-term obligations and increase spending in the
economy.”

Sen. Mitt Romney (R-Utah)
What it means:
Furman proposes Congress pass a “onetime payment of $1,000 to every adult who
is a U.S. citizen or a taxpaying U.S. resident, and $500 to every child who meets
the same criteria.”
• He adds that the law “should also specify
that the payments would continue in 2021
and The proposal for direct payments to
households also has been backed by noted
beyond if the unemployment rate rises to
5.5% and remains there or higher. Hopefully this will not happen, but if it does, the
money will be needed.”
• “The comprehensive and dynamic
response should also include extensions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increased
Medicaid matching for states. These would

•Fed chair Jerome Powell admitted as
much during his press conference Sunday,
saying,”We don’t have the tools to reach
individuals and particularly small businesses and other businesses and people
who may be out of work.”
• “I think fiscal policy is a way to direct
relief to particular populations and groups
... we do think fiscal responses are critical.”
The bottom line:
“The issue is not aggregate demand but
social insurance,” N. Gregory Mankiw, a
Harvard economics professor who served
as CEA chair under George W. Bush, told
Axios in an email Thursday.
• “You need to help people get over a time
when working is impossible for some occupations, and to discourage people who
have symptoms from leaving their homes
just to get a paycheck. $1000 per person
sounds about right.”
• (Mankiw expanded on these thoughts
after “several reporters emailed” him in a
blog post on Friday.)
Many are worried that Congress and the
White House have become too dysfunctional to take bold action and are expecting to see the Fed forced to push forward

with helicopter money — effectively
the same policy, but instituted by the
unelected U.S. central bank rather than
the country’s politicians.

Former Fed senior economist Claudia Sahm warns that using helicopter
money could be dangerous, and is seen
as “the nuclear option” inside the Fed.
• “The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of the Fed
essentially printing money and giving it
to people — there are ways to do it, but
the problem is if the Fed does this and
Congress still has not passed anything
... that would mean the Fed has stepped
in and done something that Congress
didn’t want to do,” she tells Axios.
• “If they did helicopter money without
congressional approval, Congress could,
and rightly so, end the Fed.”
• “I really don’t want Congress or the
administration to think that’s a real
option,” she adds. “It’s un-American in
the sense that we have a democracy and
elected officials. We shouldn’t be using
that.”
Related

Why The Fed Action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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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they did:
The Fed slashed interest rates to near
zero Sunday night, announced a $700
billion bond-buying program, and
relaxed bank capital regulations to
encourage further lending.
Why it matters:
Thousands of businesses and millions of
households are about to suffer extreme
economic hardship.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in the travel, entertainment,
sports, hospitality, retail, and many
other industries are going to see losses
and layoffs for as long as COVID-19 is
raging.

Marriner S. Eccles Federal Reserve
Board Building, Washington, D.C.
• Once the pandemic is over, all of
those businesses can and should come
roaring back. In order to do so, they
will require new loans to help them get
through the bad times, as well as money
to refinance existing debts as they come
due.
• Monetary policy can’t fight the coronavirus directly. But it can help ease the
economic pain that the virus causes.
The bottom line:
The Fed is using every weapon in its
arsenal to encourage banks to lend
money freely at the lowest possible
interest rates. If its actions work, it will
prevent thousands of businesses, large
and small, from failing.

Illustration: Sarah Grillo/Axios
The Federal Reserve, in conjunction
with central banks around the world,
took drastic action on Sunday night
— the kind of action not seen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 to try to
prevent the novel coronavirus from
devastating the economy.

休城社區

休斯敦市 「無限期
無限期」」 延長緊急狀態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新冠
肺炎疫情蔓延，全美各地的政府官
員都十分緊繃地防止疫情升溫。休
斯敦市在 17 號進行緊急會議，地方
官員投票通過，決定將前陣子所頒
布的緊急狀態無限延期。此外，所

有市政府所贊助、提倡、許可的活
動，都將取消或延後至四月底以後
舉辦。一旦處於緊急狀態中，該市
就可以得到聯邦補助，讓地方市政
有更多彈性去分配資源。此外，市
政府所頒布的另一項變革就是，從

下周二開始，市議會將會開始實施
與會人員管制。
而此投票結果顯示，休斯敦市
的緊急狀態將無限期延期，市議會
成員認為此舉是正確的，考量到自
然和這個病毒帶來的不確定性。
「我們可能都會
生病。」 A 區議員
表示，並說明：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們都和這
麼多人說話、開
這麼多會議，萬
一之中有人生病
，連執法者都無
法再開會的話，
沒人有辦法延長
緊急命令，到時
候該怎麼辦？」
舉例而言，C 區議
員 Abbie Kamin 因

為與可能暴露於病
毒者接觸，目前正
處於隔離中，她在
推特中表示目前身
體良好，隔離是為
了採取預防措施。

除了休斯敦市政府外，哈裏斯
郡也發布了災害緊急狀態，啟動郡
級的緊集管理方案。哈裏斯郡郡長
伊達戈爾（Lina Hidalgo）也於 17 日
哈裏斯郡得特別會議中指出，表示
希望能通過將災害緊急狀態延長至
4 月 29 日，然而法院最後決定僅延
長至 3 月 25 日。法院將會於 3 月 24
日再次召開並評估狀況，再決定是
否要將緊急狀態延期。

哈里斯郡下令：
哈里斯郡下令
：餐館限外帶
餐館限外帶，
，酒吧
酒吧、
、俱樂部暫停營業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
繼牛仔節取消後，哈裏斯郡當局於
16 日傍晚召開記者會宣布，從 17 日
早上 8 時起的十五天，酒吧、俱樂
部暫停營業，此外，也將限制餐廳
營業僅限 「外帶」 和 「外送」 ，並
禁止十人以上的聚會，全面進入防

疫戒備狀態。
哈裏斯郡郡長伊
達 爾 戈 （Lina Hidalgo）和休斯敦市
市 長 特 納 （Sylvester Turner） 在 周 一
宣布，全郡內所有
酒吧、俱樂部將關
閉 15 日，可謂是截
至目前以來當地官
員所採取最強硬的
防疫手段。
此 項 命 令 將 於 17
日早上 8 時起開始生效，並限制餐
廳不能內用，只能提供外帶和外送
服務。郡級、市級的地方領袖都坦
言這項命令可能會讓餐館難以經營
，並恐造成服務生、酒保、廚師失
業，但他們也認為這種痛苦的結果
也會比疫情大爆發、當地醫院滿員

的狀況好，畢竟是人命關天的事。
特納表示此次命令歇業不等於
鎖城，伊達爾戈也強烈建議哈裏斯
郡 4700 萬民眾，避免與他人無謂的
接觸，並表示目前休斯敦地區正處
於緊要關頭，攸關了往後疫情是否
會大爆發。 「是選擇出去或待在家
裡，我們、你們所做的任何決定，
都可能影響別人的生死。」 她表示
，並接著說 「眼下是否能將感染曲
線穩定住，將會決定未來我們的醫
護人員是否有能力接手更多病患，
否則一旦爆發健保系統和社區都將
不堪負荷。」
除此之外，哈裏斯郡消防局隊
長 克 裏 斯 坦 森 （Laurie Christensen
）表示將會配合郡政府命令，在晚
間加強巡邏，確保酒吧、餐廳都依
法作業，並會對屢犯業者開罰。
社區領袖也紛紛表示，他們希

望能夠避免重蹈某些歐洲城市的覆
轍，如果太晚才對群眾接觸發出限
制，等疫情真的大爆發就來不及阻
止了。截至 16 日，休斯敦地區共有
29 起案例，健康官員也承認目前每

日能進行的篩檢人數十分有限，所
以實際染病人數恐比想像高，且 16
日 在 馬 塔 戈 達 郡 （Matagorda
County）傳出了德州第一起新冠肺
炎死亡案例。

全美日報
星期三

2020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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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大廈37確診 正副防長隔離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進一
步蔓延，五角大廈已通報 37 個確診病例。為
免新冠疫情影響政府運作，美國國防部 16 日
宣布，國防部長艾思博與副部長諾奎斯特將
被隔離保護，分頭辦公。另外，五角大廈也
暫停軍方人員在美國國內的所有旅行。
五角大廈發言人、公共事務部部長助理
霍夫曼（Jonathan Hoffman）表示，自 16 日
起，國防部正副部長將保持身體上的距離，
與其他人僅透過視訊電話溝通。國防部將篩
查進入防長居所的人士，並控制訪客人數，
以降低人員感染病毒的機率。
霍夫曼另提到，國防部指揮官及領導人
可隨時在世上任何地方工作，而該部門也將
繼續保護其領導層。五角大廈亦對人員進入
作出限令，暫時禁止所有非公務訪客，並以
個案決定是否接待外國政要訪問。
據統計，迄今五角大廈通報 37 例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其中包括 18 名軍人、13 名家屬
、3名平民及 3名承包商人員。另外，美國海

軍 15 日也宣布， 「拳師號」兩棲攻擊艦 1 名
水兵確診感染新冠病毒，是美軍戰艦上的首
例。
從 16 日起，五角大廈亦暫停軍方人員在
美國國內的所有旅行，限制令至 5 月 11 日結
束。先前，五角大廈已下令限制美軍人員來
往疫情嚴重的南韓和義大利等國家。
一些防務觀察家指出，上述行動限令，
可能讓美軍短期戰備能力受到一定程度影響
。美軍指揮官則稱，將在確保人員健康與安
全同時，保持關鍵戰備能力、阻遏潛在敵人
的挑戰。美國防部也表示，基於關鍵的作戰
需要或人道需求，五角大廈和軍方最高層可
針對這項禁令作例外處理。
多名官員告訴 CNN，由於五角大廈工
作人員多，難保證進入建築內的所有人員都
接受測溫，各入口守衛人員亦未受過相關培
訓；若出現一名感染者，想要精確追蹤其密
切接觸者相當困難。

期待Fed振興經濟美股道瓊反彈逾1000點

（綜合報導）本周一美股經歷了一場令投資人心碎的 「黑色星期一」之後，美國聯準
會(Fed)的降息及量化寬鬆政策，為市場注入了一劑強心針，週二美股開盤即開始回彈，收
盤時三大指數紛紛漲了5%到6%。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17 日收盤時，道瓊工業指數上漲 1,048.86 點，或 5.2%，以 21,
237.38 點作收。標普指數上漲了 143.06 點，或 6.00%，以 2,529.19 點作收。科技類股那斯達
克指數上漲了430.19點，或6.23%，以7,334.78點作收。
分析師表示，週二這一波上漲，僅能彌補這幾周來慘跌的部分損失，本周一道瓊跌掉
了近 3,000 點，今天稍稍補回了 1,000 點。而標普指數今天收盤時，還是比 2 月 19 日歷史最
高點低了25%，未來的漲勢也更加難以捉摸。

疫情恐燒到8月 川普不排除宵禁
（綜合報導）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
美國總統川普 16 日公布更嚴格的防疫指南，建議
民眾今後 15 天避免 10 人以上的聚會，他並形容美
國正面對一個具高度傳染性的 「隱形敵人」，每個
人都要作出重大改變和犧牲。川普還稱，美國疫情
可能會持續至7、8月甚或更晚。
川普在白宮舉行的記者會上，公布一份 「15 天
減緩疫情傳播指南」，建議所有美國人，包括年輕
、健康的上班族，盡可能在家工作或學習，避免 10
人以上的聚會，避免隨意旅行，避免在酒吧、餐館
和公共美食街用餐。
川普表示，美國政府準備採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也許考慮在 「熱點地區」採取隔離、宵禁等舉措
，但暫不考慮在全國範圍施行， 「希望我們不用這
樣做（全國宵禁）。這可是非常重大的一步」。他
又說，還未決定是否關閉美國與加拿大的邊境，但
稱政府正在研判。
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西說，

「我們希望美國人民認真對待，如果這些措施得不
到遵守，疫情防控就會失敗。」據美媒報導，美國
有公衛專家提出 「平緩病例增長曲線」（flattening
the curve）的抗疫戰略，要點在於減緩病毒傳播速
度，把這個增長曲線拉長、拉平，現有醫療資源才
能夠應付。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研發的一種新冠病毒疫苗
16 日在華盛頓州西雅圖展開第一階段臨床試驗，首
批健康的成年志願者當天開始接受試驗性疫苗注射
。
美國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達4661例，死亡
85例。美國東岸紐約州、新澤西州和康乃狄克州16
日宣布聯手採取抗疫措施，包括禁止所有 50 人或
以上的聚會，即日起從晚上 8 時實施宵禁。舊金山
市長則要求市民待在家中，以減緩新冠病毒傳播。
另外，川普 16 日在推特上稱，新冠病毒是
「中國病毒」，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回應，這
是對大陸搞汙名化，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言論。

川普：美國正面對具高傳染性 「隱形敵人」

川普在白宮舉行的記者會上，公布一
份 「15 天減緩疫情傳播指南」，建議
所有美國人，包括年輕、健康的上班
族，盡可能在家工作或學習，避免 10
人以上的聚會，避免隨意旅行，避免
在酒吧、餐館和公共美食街用餐。
他稱，美國正應對一個具高度傳染性
的 「隱形敵人」。據香港中通社 17
日報導，川普說， 「我們每個人都在
阻斷病毒傳播上扮演重要角色」，如
（綜合報導）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蔓延，美國總統川 果每個人現在都能做出改變和犧牲， 「我們將能擊敗病毒、共慶
普 16 日公布更嚴格的防疫指南，建議民眾今後 15 天避免 10 人以 勝利」。
上的聚會，他並形容美國正面對一個具高度傳染性的 「隱形敵人
無獨有偶，法國總統馬克洪 16 日發表電視談話，也稱這是
」，每個人都要作出重大改變和犧牲。
一場與 「無形敵人」對抗的戰爭，將動用軍隊協助抗疫，並在全

國執行更為嚴格的隔離措施。他說，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形
勢，法國處於 「戰爭狀態」，需要全面動員抗擊疫情。
美國國家過敏症與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西強調，新的防疫指
南並不是過度反應，一些措施可能會給民眾造成不便，但將阻止
新冠肺炎疫情擴散。他說， 「我們希望美國人民認真對待，如果
這些措施得不到遵守，疫情防控就會失敗。」
在被問及美國疫情將持續多長時間時，川普說，自己每天都
在問專家同樣的問題， 「他們認為是 8 月，有可能是 7 月，也有
可能更長時間」。
自 16 日起，白宮也升級了防疫措施，所有進入白宮人員必
須檢測體溫。舉行記者會的簡報室也設置了 「社交距離」席，只
有在提問區獲得分配席位的記者方可參加。白宮記者協會發表聲
明呼籲，新聞機構在白宮僅保留最低數量的必要人員，其餘人員
鼓勵在家或遠程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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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房子”的孫儷：角色真實才可愛
樸素的西裝、利落的短發、冷冽的
目光，配上壹把隨身攜帶的長柄傘，
“妳好，我是安家天下門店經理房似錦
。”在熱播劇《安家》中，孫儷飾演的
房似錦就這樣與大家見面。沒有光鮮亮
麗的外表，有的只是“金牌房產中介”
的強大氣場。
安心、杜鵑、甄嬛、羋月、夏冰、
周瑩……出道多年來，孫儷為觀眾貢獻
了眾多經典角色。就在人們期待著她下
壹部新劇的時候，她不疾不徐，時隔三
年才回歸熒屏。有人覺得孫儷變“懶”
了，她卻不這麼認為，“我並沒有刻意
放慢腳步。”孫儷表示，任何壹種表演
形式都要求演員要真誠，像對待朋友壹
樣塑造角色，“走進自己的角色就像是
和她交朋友，這是需要壹定時間的。”
與角色“相處”久了，演起來會更
有自信
記者：這幾年妳的作品以古裝劇和
年代劇居多，這次為什麼選擇了《安家》
這部都市行業劇？
孫儷：之前拍古裝劇、年代劇比較
多，是因為觀眾愛看，所以影視公司就
更多地選擇拍攝這類劇集。前幾年我收
到的劇本基本都是古裝劇，而現在更多
的是現實主義題材劇本，這是大勢所趨
。而且我都是從自己的感覺出發，看到
好的劇本、好的角色我就會想去嘗試，
不會刻意地去挑選題材。
記者：第壹次看到《安家》的劇本
時妳有著怎樣的感受？最吸引妳的地方
是什麼？
孫儷：看完前十集的劇本之後我就壹

可能只有優點、沒有缺點，但壹些人眼
中的“缺點”，在我看來反而是這個角
色身上獨特的存在。房似錦特別了解自
己，對生活目標也特別明確，從來不會
遮遮掩掩，這都讓我覺得這個角色非常
可愛。
記者：這次在拍攝之前妳是如何為
角色做準備的？
孫儷：最主要的還是體驗生活。
“房似錦”是以現實中的壹個女孩為
原型創作的，我和她接觸過很多次，
《安家》中的很多道具都是來自於這
個女孩。微博上有網友註意到我有壹
條玫紅色的絲巾，這其實是女孩非常
喜歡的顏色，她的化妝包、絲巾、口
紅等等都帶有玫紅色。有人和我說她
喜歡這個顏色其實是缺乏母愛的壹種
表現，這讓我感到非常心酸。所以盡
管劇本沒有這方面的要求，但我覺得
這是人物的色彩細節，就將戲裏的道
具用玫紅色加以點綴，也算是對於這
個女孩的壹些祝福，希望未來能有更
多的愛來陪伴她。
記者：妳已經演過許多成功的作品
了，《安家》播出的時候還會不會擔心
觀眾是否接受？
孫儷：首先，我真的非常感謝觀眾
對我的喜愛。其實每次新戲開播，我還
是會非常忐忑，這次的戲會有人看嗎？
會有人喜歡嗎？但開播之後，總能收到
很多熱情的觀眾給我的鼓勵。他們的鼓
勵也是支持我壹直走下去的動力。
每次新戲開播，還是非常忐忑
記者：與妳出演過的角色相比，
記者：也有網友認為《安家》脫離
“房似錦”這個角色有哪些獨特之處？ 實際，妳又是如何看待這些批評的？
孫儷：房似錦非常真實。壹個人不
孫儷：我只想說，有些事情可能只

直想追著看，很想知道後面發生了什麼
，房子有沒有賣出去？她用什麼方式征
服別人？與此同時，我也會冷靜思考壹
下，這個人物是不是適合自己、值不值
得演？第二次遍看劇本，我會著重看我
的角色，也會看戲裏其他人物。這是集
體創作，任何壹個角色、壹個環節都和
這部戲的成敗息息相關。
《安家》最難得的是，通過壹名普
通中介的視角，可以看到社會裏的眾生
百態，反映出社會的精神面貌，這讓我
覺得很棒。
記者：《安家》是妳去年拍的唯壹
壹部影視作品，距離上壹部電視劇也有
三年了。為什麼將腳步放慢了？
孫儷：我並沒有刻意放慢腳步，只
是每壹部戲從準備、拍攝到播出，其實
都有壹個周期。對我來說，在拿到劇本
後，我需要時間來走進自己的角色。整
個過程就如同是和角色交朋友，沒有壹
定的時間，根本不可能了解她、走進她
。當自己說話做事都能聯想到這個角色
的時候，就說明自己和角色已經融為壹
體了。
其實，很多角色我演起來比較順利、
比較舒服，都是因為我和這些角色“相
處”得久了。拍戲的時候我會在心裏說
“哦，現在做的事確實是她會做的”，這
樣我演起來會更有自信，不然心裏也會打
鼓。

《壹個都不能少》由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
、全國扶貧宣傳教育中心政策指導，國家廣電總局
脫貧攻堅重點劇目，中央電視臺、陜西省委宣傳部
、甘肅省委宣傳部、張掖市委市政府、鹹陽市委市
政府、上海保奇影視文化發展股份公司聯合出品，
鹹陽市委宣傳部立項，知名演員黃品沅、趙君、陳
瑾、薩日娜等領銜出演的現實題材劇目《壹個都不
能少》將於 3 月 16 日在央視壹套播出。該劇是導演
白永成繼《苦樂村官》之後操刀的第二部反映“精
準脫貧”和“鄉村致富”的作品，講述了我國西部
某地的貧困村“焉支村”合並到本縣最富裕的“丹
霞村”後，兩村村民逐步摒棄過往嫌隙共同走上致
富道路的故事，以真實而鮮活的內容表達，充分展
現了國家脫貧攻堅大背景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壹
個不能少”這壹主題，揭示了精準扶貧路上扶愚、
扶智以及提升廣大農民精神文明程度的現實意義，
描繪了壹幅廣大民眾砥礪前行的歷史畫卷。

對生活的熱愛，也是為工作做準備
記者：在拍完這部戲之後，妳對於
“房子”和“家”是否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
孫儷：家是有溫度的，不能只有房
子。房子只是壹個“大盒子”，要把所
有的愛放在這個盒子裏面才能稱之為家
。很多人有房子，但並不幸福，心不在
這個家裏面。雖然有廚房，但從來不開
火、不在壹起做飯、不在壹個桌上吃飯
，我認為這不能叫壹個家。
記者：房似錦的壹句臺詞“人在上
海，唱什麼成都”反映出了這個角色對
於工作與生活的看法，妳自己是如何看
待兩者之間的關系的？
孫儷：身邊的朋友都覺得我的興趣
愛好非常多，是因為我對生活中的許多
東西都特別有熱情，看到新事物就想去
了解、想去研究。生活如此，工作亦如
此。有網友覺得我比較懶，好幾年才拍
壹部戲，我特別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平
時會用很大壹部分時間來看劇本，而對
生活的熱愛，其實也是為工作做準備。
今天我幫了朋友壹個忙，或者我和人聊
天談心，這些生活的瑣事我都會放在心
裏。演員最重要的就是要貼近生活、用
心體會生活的點點滴滴，只有這樣才能
了解更多的人和事，為自己的下壹個角
色打好基礎。
記者：《安家》之前，妳參演了電
影《影》。對妳來說，拍電影和拍電視
劇最大的不同是什麼？未來是否會更多

地接拍電影？
孫儷：我發現如今大小屏幕之間
的界限已經越來越模糊了，時代在變
化，大家並不拘泥於在影院、電視或
者電腦上看影視作品，所以我也不會
刻意選擇多拍電影或者電視劇。觀眾
看到的戲是壹個鏡頭跟壹個鏡頭組合
起來，鏡頭也是演員的思想和演技的
表 達 ， 我 們 想 表 達的東西就是我們的
眼睛裏看到的世界，想要給觀眾傳遞的
是什麼這個很重要。
我選劇本第壹點就是這個故事吸
引我，我會喜歡，因為連我自己都不
能被打動的戲，那怎麼可能會讓觀眾
喜歡，我參與之後，就要盡我所能，
讓這個戲能夠變得更立體去展現給觀
眾。無論是電影還是電視劇，我覺得
任何壹種表演形式都要求演員要真誠
，像對待朋友壹樣塑造角色，只有這
樣才可以打動觀眾。

《壹個都不能少》3.16 央視開播
以全新視角聚焦精準脫貧

律人，勇於接受新鮮事物與擔當，是壹名具有軍人
氣質的“領頭羊”。原焉支村黨支部書記夏寶生樸
實憨厚，工作積極，擅長群眾工作，但思想固執守
舊，從開始與趙百川格格不入，最後變成配合默契
壹心為百姓的好搭檔。土生土長的名牌大學畢業
“狀元郎”原焉支村委主任劉東橋頭忠厚淳樸，吃苦
耐勞，工作耐心有毅力，壹心帶領村民脫貧致富；選
聘大學生村幹部付鵬、丁香頭腦靈活，觸覺敏銳，躊
躇滿誌，積極熱情；感情受挫、回鄉創業的女青年夏
雪，隱忍睿智，助力家鄉文創建設。從這群生活在當
以小人物日常映射大時代變革
代背景下的人物身上，幾乎每位觀眾都能找到熟識的
以現實為藍本破解同質化困局
2020 年恰逢中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的重大歷史 身影，從壹些小人物看似平常的喜怒哀樂，映射的正
節點，以“脫貧”為主命題的劇作蜂擁而至，如何 是在“脫貧攻堅”大背景下的時代變革。
既可以切準時代脈博，又能不落俗套地打動觀眾，
傳統文化與新興文化交織起時代強音
成為考驗創業團隊功底的關鍵。《壹個都不能少》
喀斯特地貌風光呈現極致美感
從劇本創作階段便選擇了以“真實”貼近生活、以
作為壹部“緊扣時代脈搏的脫貧劇”，《壹個
“鮮活”打動觀眾。編劇曹銳長期在甘肅工作，同
都不能少》摒棄了過往農村題材劇目壹味販賣貧窮
時擁有貧困縣掛職、貧困村扶貧隊員的工作經歷，
並至今擔任甘肅隴南宕昌縣灘子村名譽村主任，熟 的傳統套路，將鏡頭聚焦於當代年輕人以知識改變
知我國西部地區的地域特色和風土人情，了解農村 命運，以文化重塑鄉村的嶄新視角，試圖讓世界看
農民生產生活狀況。在創作過程中，主創團隊先後 到壹個真實的、全新的中國新農村，壹個已經實現
多次到甘肅、陜西、貴州、雲南、四川等全國貧困 了智能化的、村民們紛紛邁向小康社會的中國新農
地區體驗生活，大家白天與當地農民吃住勞作，夜 村。在描繪當代農村蓬勃發展的同時，將當下大熱
晚和基層扶貧幹部徹夜深談，壹樁樁、壹件件發生 的“生態移民”、“生態旅遊開發”、“大學生回
在農村基層和扶貧壹線的真實故事最終都成為劇本 鄉創業”等內容融匯其中，使傳統文化與新興文化
共同交織起時代變革的最強音。
的創作根基與源泉。
不僅如此，《壹個都不能少》還在畫面的呈現
由於以現實為藍本，《壹個都不能少》中塑造
的人物角色鮮活而立體。退伍回鄉的丹霞村黨支部 上追求極致美感。大場景方面，色彩斑斕、氣勢磅
書記趙百川善於學習，開拓進取，敢想敢做，嚴己 礴的丹霞地貌，造型奇特、蒼勁雄渾的冰溝峽谷，

我們的新網站

是沒有被人看到，但並不代表這個世界
上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山高地闊、萬花爭艷的扁都口萬畝花海等西部著名
景點都將壹壹呈現，每壹幀畫面都自帶中國西部美
學特征，堪稱移動的喀斯特地貌明信片。小場景方
面，既有帶有濃郁西北風情的土墻陋屋，也有智能
化的新農村小區，兩者之間形成的鮮明對比，既是對
貧困地區現實變化的刻畫，也是對脫貧攻堅成就的展
示。導演兼出品人白永成先生表示，希望通過本劇
將當地獨特的喀斯特地貌打造成為甘肅的新名片。
談及初衷，白永成直言這是他的“小私心”。“小時
候家裏確實條件不好，自己走出來了總想為家鄉做點
什麼。除了切實想幫助偏遠地區的農民朋友脫貧，更
想讓大家了解我的家鄉，我熱愛的這片土地。”
超豪華團隊再集結探索藝術新高度
演員無差別造型與農民渾然壹體
2015 年，保奇影視出品的我國首部反映精準扶
貧主旋律的農村題材電視連續劇《苦樂村官》曾在
美國洛杉磯舉辦的第十二屆中美電影節上連中三元
，榮獲最佳電視劇入圍獎，白永成獲得電視劇最佳
導演獎，演員張磊獲得電視劇最佳男配角獎。時隔
5 年，保奇影視再次集結原班人馬傾力打造《壹個
都不能少》，導演團隊由白永成聯合新銳執行牛犇、
朱占民共同組成；攝影團隊邀請了與《秦香蓮》、
《嶽父太囧》、《苦樂村官》長期磨合十幾年、配
合默契的直系班底；燈光團隊則是曾為《甄嬛傳》
、《那年花開月正圓》等創作的壹流專業人員；美
術團隊是為中國電影集團拍攝《誰是球王》、《黃
金時代》禦用班底，也是電視劇《闖關東》的主美
術班底。特效團隊曾為《焦裕祿》、《春天裏》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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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哥大英雄》、《戰神》、《奔騰歲月》等完
成過後期。
本劇的服裝化妝造型團隊雖說也是《苦樂村
官》的原班人馬，但對本次劇目的演員造型更是煞
費苦心，他們要求演員造型既要保持中國西部農村
特有的色彩，又要加強互聯網時代下城鄉無差距之
特征，同時還要求演員造型必須與當地農民渾然壹
體。由於張掖地區海拔高，紫外線強，當地人膚色
普遍黝黑，演員們便被要求在皮膚上“做文章“，
從氣質和膚色上都要無限貼近當地群眾。據稱，劇
中壹位男演員由於膚色太過逼真，以至於某次拍攝
大群眾場面時被當地村主任誤認為是本土群眾演員
，通知他領盒飯和補助費。也正是創作團隊的這種
較真精神，使得劇目首次對外播放片花時便收獲了
高度贊揚和評價。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表示：
如果說《苦樂村官》是“精準扶貧”的成功，《壹
個都不能少》就是“精準脫貧”的目標。
實際上，早在去年 5 月份，國務院扶貧辦、國
家廣電總局藝術委員會為電視劇《壹個都不能少》
舉辦的劇本研討會上，該劇內容便受到了與會專家
的廣泛贊譽。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仲呈祥表示
：“劇本像小鳥壹樣在每個枝丫上跳躍鳴叫，編劇
發現了細節，構築了情節，跳出了最美的舞姿。整
體上看來，讓人過目難忘，人物最精粹的、難忘的
、具有人生哲理意味的語言。”他認為，劇中的老
人表現了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年輕壹代帶進來的
是朝氣蓬勃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3月16日起，《壹個都不能少》與您相約央視壹套黃
金檔，每晚兩集更新與您共赴最美西部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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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遊戲改編電影《刺猬索尼克》影評

歲以下孩子看的
10

真人/CGI 動畫喜劇新片《刺
猬索尼克》將於 2 月 14 日在美國
各大影院上映。本片基於世嘉流
行遊戲改編，由傑夫· 福勒（《海
扁王 2》）指導，講述了壹只來自
外太空的擬人刺猬索尼克（本· 施
瓦茲配音）來到地球尋求庇護，
卻遭到了壹個瘋狂天才蛋頭博士
的追捕——金· 凱瑞（《阿呆與阿
瓜》）將蛋頭博士壹角刻畫得淋
漓盡致。除了凱瑞和施瓦茲，其
他卡司還包括詹姆斯· 麥斯登
（《西部世界》）、提卡· 森普特
（《佐州自救兄弟》）以及尼爾·
麥克唐納（《綠箭俠》）。
《刺猬索尼克》是壹部喜劇
鬧劇，金· 凱瑞在其中的爆笑表演
堪稱傑作，讓人不禁想起他早期
的作品《神探飛機頭》。然而，
這部電影顯然是為 10 歲以下的孩
子準備的，我不得不說，那些浴
室幽默以及有力的故事線和角色
發展的缺失，可能會讓老壹點兒
的原作粉絲們大失所望，盡管視
效出眾、凱瑞表演精湛，但仍不

能挽回。
《刺猬索尼克》開場便向我
們介紹了絕對主角索尼克，壹只
生活在另壹個星球上的疾速藍色
刺猬。邪惡勢力想抓住他並偷走
其速度絕技，所以他的貓頭鷹養
母給了索尼克壹包魔力環，那可
以讓他傳送到宇宙中的其它星球
。索尼克（施瓦茲配音）為了逃
離家鄉的壞蛋，來到了地球上蒙
大拿州的青山市。在那裏，他與
居民安靜地生活在壹起，並成了
城市傳奇。但當政府發現了他的
存在，索尼克的處境變得艱難起
來——政府派出瘋狂科學家、天
才發明家蛋頭博士（凱瑞飾）追
捕索尼克，並用後者進行實驗。
最終，索尼克與青山市警長湯姆
（麥斯登飾）合作，他倆必須去
舊金山取回索尼克的魔力環，使
他能夠去到壹個更安全的世界，
從而躲避蛋頭博士和政府的捕捉
。
本著完全披露的原則，我人
生中擁有的第壹個遊戲系統就是

世嘉，我高中的絕大部分遊玩時
間也全獻給了“刺猬索尼克”這
款遊戲。所以我本來很期待這部
電影；但遺憾的是，那並不如我
所想的那版富有娛樂性。我確實
料到了主體觀眾群會是年輕人，
覺得這部電影會在幼稚玩笑與
CGI 動作中取得壹個更好的平衡
，就像去年《大偵探皮卡丘》那
樣。但看完之後，我覺得《刺猬
索尼克》很明顯是給 10 歲以下的
孩子看的，不過如果執行得好這
也並不盡然是壞事，但這部電影
在執行層面也失敗了。
我想喜劇電影最低級的共同
點就是囧事笑話了。每當我看到
囧事笑話，就會想編劇是不是沒
有包袱可抖了。壹兩個還可以理
解，但這部電影有整場整場的浴
室笑料。也許不滿 10 歲的孩子會
覺得有趣，但陪著看的大人們絕
不會。
我最喜歡這部電影的壹點，
就是其將真人與 CGI 動畫結合起
來的方式，就像《誰陷害了兔子

羅傑》中把真人與 2D 動畫結合起
來那樣。索尼克的世界只在片頭
出現，但那真的很美，看起來就
像進入了遊戲原作。去年第壹支
預告播出後，許多人批評了索尼
克的 CGI 部門（哦天吶！他居然
有牙齒！）；我必須要說電影中
的最終版本很對我路，是壹個渲
染完全的角色。電影對於索尼克
超級速度的展現也很合我心意
——並不是簡單地做出疾速模糊
的樣子，而讓觀眾有機會從索尼
克的視角感受他的超速。
這部片不是全 CGI 制作，蛋
頭博士許多酷斃的小裝置也需要
仰賴那些效果；而電影將那些發
明代入現實的方式也很出色。導
演傑夫· 福勒創造了這個絕佳的真
人-CGI 世界，這也讓觀眾們覺得
可信並能產生共鳴。
喜劇演員本· 施瓦茲此次出任
索尼克的配音，讓這個角色有了
孩子壹般的姿態，這與他極快的
速度很是相配。我不能說施瓦茲
的配音真的抓住了我，我也不禁

去想如果找像艾迪· 墨菲、傑克·
布萊克或是金· 凱瑞這樣已證明自
我的喜劇演員來配音，會不會更
好；但我想，施瓦茲很好地勝任
了。
詹姆斯· 麥斯登和提卡· 森普
特分飾湯姆與安妮。他倆都做得
不錯，但遺憾的是，他們的角色
都顯得過於單壹；兩名演員都是
實力派，卻也沒能超越薄弱的劇
本和單薄的角色。
不過如果有什麽讓這部電影
值得壹看……那絕對是金· 凱瑞！
這部電影是凱瑞近些年拍過的作
品中，最接近《神探飛機頭》的
。這是超越巔峰、徹頭徹尾的經
典金· 凱瑞式表演。凱瑞飾演的蛋
頭博士思維敏捷、妙語連珠，是
個邪惡的極端自我主義者，這與
角色和這部喜劇都相當貼合。最
後，《刺猬索尼克》劇本糟糕，
嚴重迎合年輕觀眾；但在壹定程
度上被神奇的真人-CGI 動畫技術
，還有金· 凱瑞這位傳奇喜劇演員
的巔峰表現拯救了。

斯派克瓊斯導演新作"野獸男孩"曝預告
聚焦著名硬核朋克、說唱搖滾樂隊歷史

曾执导过《她》《野兽
家园》《傀儡人生》的斯派
克· 琼斯有了新作，这一次
是纪录片《野兽男孩的故事
》，近日该片曝光了首款预
告。该片讲述美国著名硬核
朋克、说唱摇滚乐队“野兽
男 孩 ” 的 成 团 30 多 年 大 家 经
历，这支乐队曾影响过包括
埃 米 纳 姆 、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 Korn 等 嘻 哈 歌 手 和
摇滚乐队。
本 片 将 于 4 月 24 日 登 陆
Apple TV+ ， 此 外 也 将 于 4 月
2 日 在 部 分 IMAX 影 院 限 定 上
映。
《野兽男孩的故事》的
剧 本 由 琼 斯 和 团 体 成 员 Mike
Diamond 和 Adam Horovitz 撰 写
。琼斯曾为“野兽男孩”的
热 门 单 曲 “ Sabotage ” 执 导 过
MV 。
导演 J· J· 艾布拉姆斯是

“ Sabotage ” 这 首 歌 的 硬 核 粉
丝 ， 他 曾 在 其 执 导 的 2009 年
电影《星际迷航》和监制的
《 星 际 迷 航 3： 超 越 星 辰 》
中两次使用这首歌，后者还
被用在电影高潮部分。
从预告片来看，斯派克·
琼斯在常规纪录片套路上玩
出新花样，乐队的两名成员
被邀请到现场为观众回忆当
初的影像资料。该片着重于
该团体的历史和事迹以及其
私密的个人故事，创意核心
源 自 于 两 位 乐 队 成 员 2018 年
10 月 出 版 的 《 Beastie Boys
Book 》 一 书 。
斯派克· 琼斯导演产量不
算高，他在担任电影导演之
余，为大量摇滚和流行音乐
人 拍 摄 MV ， 包 括 Weezer 的
“ Buddy Holly ” 、 Daft Punk 首
支 单 曲 “ Da Funk ” 以 及 Fatboy Slim 的 “ Weapon of Choice

”等，当然也会野兽男孩和
比 约 克 拍 摄 过 MV 。
1999 年 ， 斯 派 克 · 琼 斯 执
导了长片处女作《傀儡人生

》，故事离奇诡异，被奉为
CULT 经 典 。 2002 年 的 《 改 编
剧 本 》 和 2013 年 的 《 她 》 也
都颇有特点。他还是弗朗西

斯· 福特· 科波拉的女儿索菲
亚· 科波拉的前夫，也是蠢
蛋搞怪秀的成员，多次客串
演戏，多才多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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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市 Turner 市長率閣員集體到
中國城珍寶樓用餐支持本地經濟

州議員吳元之（
州議員吳元之
（左）與休市警西
區警察局分局長（右）合影
區警察局分局長（
合影。
。

（左起 ）州議員吳元之與休斯頓
警察局副局長在餐會上。
警察局副局長在餐會上
。

州議員吳元之（
州議員吳元之
（左）與休市西區
警察局分局長（右）合影
警察局分局長（
合影。
。

休士頓 Turner 市長致詞
市長致詞。
。

休斯頓西區警察局分局長（
休斯頓西區警察局分局長
（左
）與休市西南管理區代表 Alice
Lee (右
(右）合影 。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Turner 市長在記者會上致詞
市長在記者會上致詞。
。

活動邀請人州議員 Gene Wu(吳元之
Wu(吳元之 ）致詞
致詞。
。

Turner 市長在記者會上致詞
市長在記者會上致詞。
。

活動邀請人州議員吳元之（立者
活動邀請人州議員吳元之（
）在餐會上致詞
在餐會上致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