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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以往的舊網站相比,廣告的曝光率增多了，從傳統的固定廣告,演變成滾動廣告.讓每一個客戶的
廣告都有公平的曝光率。解決了以前客戶廣告在最下面看不到的問題。

新添加了美南論壇，供大家全休斯頓發布招聘，求職，買賣，生活資訊等信息,打造華人最大的
聚集地. 實現全平臺的信息服務。

改版黃頁與分類廣告- 流量監控，黃頁分類更細致，更詳細。分類廣告可通過論壇模式發布。

用戶可根據自己的喜好訂閱不同的分類新聞，廣告。我們每周會推送一些客戶訂閱內容的廣告語
新聞，增大與客戶之間的互動。

新網站同比舊網站網速提升了許多. 新網站啟用的是AWS.Amazon的服務器. 用戶打開網頁和圖片
的速度會比以往大大提升。

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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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廣告

美南論壇

黃頁與分類廣告

個性化訂閱

網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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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4/6/2020 -4/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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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9 10 11 12

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01:30-02:00 生活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03:30-04: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中國緣  (重播) 

06:00-06:30 洋言洋語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洋言洋語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14:00-14: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洋言洋語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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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22:30 記住鄉愁 (重播)

22:30-23: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4/4/202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國家回憶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海峽兩岸

今日關注

中華醫藥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4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今日亞洲

今日環球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轉轉發現愛

美南大咖談 (重播)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遠方的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華情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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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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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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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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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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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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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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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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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休斯頓論壇》
不容錯過，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
重播時間為 4 月10号 （週五）中午1點。 

節目介紹：
休士頓論壇，由李堅強、馬健、常中政聯合主持，分析
探討國際、國家時事，涉及人文、歷史、科技、政治等
熱點議題。節目內容深沉且具有教育意義，對時事感興
趣的觀眾不容錯過這檔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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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4月6日社交網絡曾傳出廣州一非洲人士聚

集地因感染疫情人數太多而被“封村”的

消息，廣州市7日對此予以否認。廣州市

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有關負責人在新聞發

佈會上表示，3月27日6時起，廣州市對

所有入境人員全部實施集中隔離醫學觀

察，並全覆蓋進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對3

月8日之後入境、尚未納入居家隔離或集

中隔離醫學觀察的21,742名入境人員進行

全面排查，其間在越秀區礦泉街的入境人

員中檢測出5例確診病例，均為尼日利亞

籍。

穗排查出穗排查出5外籍病例
3月8日後入境逾兩萬人全篩查 確診者為非籍人士

■■瑤台社區附近商城用欄杆圍住僅留唯一通瑤台社區附近商城用欄杆圍住僅留唯一通
道供人們出入道供人們出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廣州越秀瑤台社區外仍有外廣州越秀瑤台社區外仍有外
籍人員聚集籍人員聚集，，不過都有戴口不過都有戴口
罩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廣州市衛健委稱，疾控機構開展流行病學調查發
現，上述5例確診病例中，有4人曾在短時間內

多次到越秀區礦泉街“美妙美食店”用餐。疾控機構
根據這條線索進行流行病學調查，通過對密切接觸者
追蹤和發熱門診排查，發現4例境外輸入關聯病例（越
秀區3例、白雲區1例）。

廣州衛健委通報，目前，廣州市共甄別出197
名密切接觸者，已全部進行核酸檢測、集中隔離醫
學觀察；擴大排查出高風險場所1,680名相關人員，
亦已全部採樣進行核酸檢測；對境外輸入病例曾到
過的8個餐廳、9個酒店、12個公共場所外環境採集
標本571份，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街邊尚有非洲籍人小聚
越秀區疫情防控指揮部7日回應，該區礦泉街瑤

台片區近期出現境外輸入性病例和關聯病例情況，
根據疫情風險防控要求，目前，瑤台片區在瑤台牌
坊和瑤華西街都有出入口，憑穗康碼、測量體溫、

佩戴口罩，人、車都能正常進出，不存在“封村”
情況。此外，經排查，越秀區散居外國人總計
3,462人，排名首位是美國，350人。

隨後，香港文匯報記者沿着瑤台西街來到此前檢
測出5名外籍確診病例的瑤台社區，發現社區主幹道
已被水馬隔斷，在掃描穗康碼及測量體溫後方可進入
社區內。社區內絕大部分臨街商舖都已關門停業，其
中確診外籍病例多次用餐的“美妙美食店”也早已大
門緊閉。
居住在社區內的王先生表示，社區內大部分商

舖從4月2日開始封閉，僅保留藥店、生鮮超市等售
賣生活必需品的店面營業。“平時小區裡有很多非
洲籍人出入，現在已經完全看不到。今天開始還有
工作人員在街邊的幾家賓館排查滯留人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瑤台社區附近商圈探訪時，仍
不時能看到非洲籍人士在街邊聚集，且多為三五人的
小群體，不過都戴着口罩。
在瑤台社區內的瑤台西街及周邊商圈，發現該

社區居民在提交穗康碼及測量體溫後均可正常出
入，周邊多個大型商場也加強了管控，但並未關
閉。與瑤台西街相距不足一公里的南方中標交易中
心、東方鐘錶城等多個商城外均已設置了鐵柵欄，
臨街商舖也已關閉，僅留有一個出入口供商戶和採

購商進出，凡進出者均要測量體溫。
而緊鄰瑤台社區的美博城，也在入口處專門設

置了體溫測量點，有工作人員身穿防護服進行體溫
檢測。在美博城大樓前的廣場空地上，則安排了保
潔人員對地面和花壇噴灑消毒水。一名保潔人員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美博城所在的三棟大樓，均安
排了一名保潔人員每天進行早晚兩次人工消毒，這
一措施從2月中旬商城復工即開始維持。

白馬服裝市場生意冷清
作為非洲籍人士貿易集聚區的白馬服裝市場，

與人流量較大的廣州火車站和廣東省汽車客運站僅
一街之隔。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市場一樓
入口已設置了熱成像測溫點，進入市場的人員均需
提供近期行動軌跡和穗康碼。
進入市場內可以看到，大部分商舖仍在正常營

業，但前來採購的顧客寥寥無幾，不少商舖玻璃牆面
上都貼有商場統一發放的防疫海報。一家男裝商舖店
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服裝市場每天從上午9時到下
午6時正常營業，“今天（當日）開業到現在，已經下
午3點了，營業額還不到200元人民幣，銷售額還不到
年前的一成。”該店員稱，目前舖面主要靠一些長期
批發的老客戶支撐，但訂單數也越來越少。

一篇“廣州非洲
籍人士爆雷”的網文
迅速傳遍社交媒體，
儘管官方闢謠，但這
篇“謠言”能迅速發

酵，確實也擊中了此前網友對廣州
管控非洲籍人員入境措施相對鬆懈
的集體擔憂。

作為武廣高鐵起終點的廣州因
交通四通八達、湖北籍務工人員
多，在武漢疫情發生後，被認為是
最容易成為下一個“爆點”的城市
之一。然而，最終廣州在2月底即基
本控制了省外輸入和本地傳播，這
與當地多個前瞻性決策不無關係。
例如，廣州在全國首創社區防控模
式，即村居幹部、基層民警和醫務
人員組成三人小組，構牢社區防控
第一道防線，效果顯著。自2月12
日至今，廣州市新增確診病例幾乎
都為主動排查發現。

但是對於境外輸入防控，廣州
的防控前瞻性就顯得不足。此前，
廣州對3月21日以前非重點疫區國
家來華人士沒有採取隔離和核酸檢
測措施。但國際疫情是動態發展
的，包括非洲入境和歐美經非洲中
轉入境的輸入確診病例，在3月中旬
到下旬，呈現大幅增長的趨勢。其
中，埃塞俄比亞飛廣州的ET606次

航班，從3月11日開始陸續出現確診病例，
一直延續到3月底，累計輸入近20例。諸如
此類，如果當時就能對入境外國人進行有效
管控，也不至於導致本地出現關聯病例。

好在廣州採取了多項補救措施，包括
對 3 月 8 日之後入境的旅客全部集中進行
隔離和檢測，避免進一步擴散。然而，一
輪輪補救不如做足前瞻，期待在未來應對
防疫形勢變化之時，疫情防控部門能更積
極研判、更前瞻決策、更精準施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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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及記者夏

微報道，武漢於4月8日凌晨打開離漢

通道，標誌封控管理76天的武漢正式

打開城門。但零新增不等於零風險，解

封通道並不等於解除防疫，打開城門更

不等於打開家門，武漢仍實行小區封控

管理，武漢市政協主席、武漢市疫情防

控指揮部副指揮長胡曙光7日在此間表

示。

武漢解封 管控不鬆
開城門不等於開家門 仍封控管理小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4月7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推出增設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支持加工貿
易等系列舉措，積極應對疫情影響努力穩住外貿
外資基本盤；決定延續實施普惠金融和小額貸款
公司部分稅收支持政策。

會議指出，當前全球疫情大流行加速傳播，
對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投資帶來巨大衝擊。要按
照黨中央、國務院做好“六穩”工作部署，堅持
擴大開放，採取一系列穩外貿、穩外資舉措，努
力減輕中國經濟特別是就業受到的嚴重影響。

會議指出，當前傳統外貿受到疫情較大衝

擊，必須更大發揮跨境電商獨特優勢，以新業態
助力外貿克難前行。會議決定，在已設立59個跨
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基礎上，再新設46個跨境電商
綜合試驗區。推廣促進跨境電商發展的有效做
法，同時實行對綜試區內跨境電商零售出口貨物
按規定免徵增值稅和消費稅、企業所得稅核定徵
收等支持政策，研究將具備條件的綜試區所在城
市納入跨境電商零售進口試點範圍，支持企業共
建共享海外倉。

會議指出，加工貿易佔中國外貿1/4。要統籌
內外貿發展，支持加工貿易企業紓解困難，促進
穩外資、穩就業。一要對加工貿易保稅料件或製

成品內銷，年底前暫免徵收緩稅利息。二要將加
工貿易企業內銷可選擇按進口料件或按成品繳納
關稅的試點，擴大到所有綜合保稅區。三要擴大
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範圍，縮小加工貿易禁止類商
品種類。

小微企等稅惠延至2023年
會議指出，要提升中歐班列等貨運通道能

力，推動改善貨物接駁等條件，全力承接海運、
空運轉移貨源，支持穩定國際供應鏈和復工復
產。

為加強對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和農戶的普

惠金融服務，幫助他們渡過難關，會議決定，實
行財政金融政策聯動，將部分已到期的稅收優惠
政策延長到2023年底。包括：對金融機構向小微
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戶發放100萬元（人民
幣，下同）及以下貸款的利息收入免徵增值稅；
對向農戶發放10萬元及以下貸款的利息收入、為
種養殖業提供保險業務的保費收入，按90%計入
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對小貸公司10萬元及以下
農戶貸款的利息收入免徵增值稅，並按90%計入
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對其按年末貸款餘額
1%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金，准予所得稅稅前扣
除。

中國增設46跨境電商綜試區助力外貿

湖北省當日舉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
發佈會，解讀《關於建立疫情防控長效機

制持續做好小區封控管理工作的通知》。

精準深入排查走訪重點人群
胡曙光在會上介紹，經評估，武漢當前疫

情總體向好、平穩可控，但防控任務依然嚴
峻，疫情防控仍然是當前的首要任務，必須在
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根據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
經濟社會發展兩個大局，繼續開展科學有效的
疫情防控工作，特別是做好小區封控管理。

胡曙光表示，離漢通道管控解除後，小區
將對以前封閉期間採用物理隔離的場所作適當
調整，並繼續實行嚴格的小區出入管理，對進
出小區的所有人員繼續實行身份必問、信息必

錄、溫度必測、口罩必戴的“四必”要求，但
不得隨意增加超出規定範圍的自定附加條件。
同時武漢還將精準和深入開展排查走訪，突出
對重點人群的疫情排查防控，確保無症狀感染
者、癒後復陽者和市外境外來漢者第一時間發
現，盡早檢查及時處置。

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社區疫情防控組疫
情排查組組長陶存新說，現階段武漢疫情防控
總體形勢不斷向好，但並不意味着可以鬆懈，
近期無症狀感染者和康復出院轉陽性患者的出
現增加了防控的不確定性。

他表示，要保持社區排查力度，工作不
鬆，要求不變，標準不降。對復陽人員第一時
間收治，防止出現聚集性疫情。嚴格落實測
溫、掃碼、詢問、登記等環節，並提高社區排

查人員水平和能力，常態化開展排查工作。

復航46人“第一飛”往三亞
根據民航局《關於恢復湖北省民航航班的

通知》，自4月8日零時起，武漢天河機場恢復
國內客運航班。

4 月 8 日 7 時 25 分從武漢出港的東航
MU2527航班成為武漢天河機場恢復國內客運航
班出港的“第一飛”，執飛機型為737-800，航
班上的46名旅客從武漢啟程飛往三亞，標誌着
“離漢空中通道”正式恢復。

據悉，8日復航日當天，東航執行30班航班
從武漢機場進出港，截至到7日18時的銷售情
況，8日東航在武漢的進出港旅客超過1,600人
次，其中從武漢出港超過1,100人次。

香港文匯報駐武
漢記者所在的居民小
區7日下午接獲物業的
通知，指小區內新增1

例無症狀感染者，被暫停“無疫情小區”認
定，居民出入管理再度收緊。

居民下樓活動頻率增高
7日早晨，香港文匯報記者的手機上收到

當地官媒推送的內容，在武漢市即將解封之前
提醒市民注意，“解封不等於解防；打開城門
不等於打開家門；零新增不等於零風險。”當
日下午，小區物業發佈通知稱，截至7日小區
新增1例無症狀感染者，其本人及密切接觸者
均已送隔離點進行集中醫學觀察。根據無疫情
小區管理規定，小區被暫停“無疫情小區”認
定，即日起除生病就醫和復工人員以外，其他
居民非必要不得外出。

4月8日武漢市離漢通道重開，已被認定
為“無疫情小區”的本小區居民下樓活動的頻
率越來越高，一些老人頻繁出入小區，甚至不
戴口罩出門，還與物業安保人員發生衝突。7
日的通報如同給小區的全體業主當頭澆了一盆
冷水，消息公佈後，小區即刻被摘牌“無疫情
小區”，業主群隨即“炸了鍋”：“希望在哪
裡啊”、“是不是應該告訴到底是哪一棟哪一
個單元的無症狀感染者，讓居民注意防範”。
因為小區進行過數次團購，也有業主擔心感染
的鄰居曾經下樓取團購物資：“團購是太多
了，他參加了哪些團購”、“還是要堅持少出
門，只團購生活必需品，出門做好最嚴防護，
回家消毒”。

城市出入境通道解封的前一天出現這樣
的情況，無疑在提醒大家，武漢解封並不意味
着“萬事大吉”，與前兩個月大家關注的確診
病例相比，“無症狀感染”是大家將要長期面
對的潛在威脅。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鯤武漢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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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解封武漢解封，，但解封通道並不等於但解封通道並不等於
解除防疫解除防疫，，打開城門更不等於打開打開城門更不等於打開
家門家門。。圖為中建八局武漢萬達項目圖為中建八局武漢萬達項目
部門組織專業檢測機構為復工人員部門組織專業檢測機構為復工人員
進行血液採樣進行血液採樣。。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民
用航空局、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7日發
佈關於中國籍旅客乘坐航班回國前填報防
疫健康信息的公告。公告指出，為減少疫
情跨境傳播，從下述所列國家已購買回國
機票的中國籍旅客需要提前填報防疫健康
信息。具體要求如下：

一、自2020年4月8日起，已購票旅
客在登機前需要提前通過防疫健康碼國際
版微信小程序，逐日填報個人資料、健康
狀況、近期出行情況等信息。特殊情況可
由他人代為填報。

二、2020年4月8日至4月22日為過

渡期。過渡期內乘坐航班的中國籍旅客，
應於4月8日起連續逐日填報。過渡期後乘
坐航班的，應於登機前第14天起連續逐日
填報。

三、未按上述要求填報的，將無法登
機。旅客填報虛假信息，將導致行程受
阻，並須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公告中所列國家為：意大利、美國、
西班牙、德國、伊朗、法國、韓國、瑞
士、英國、荷蘭、奧地利、比利時、挪
威、葡萄牙、瑞典、澳大利亞、巴西、土
耳其、馬來西亞、丹麥、加拿大、以色
列、捷克、愛爾蘭、菲律賓、泰國。

中國籍旅客回國 需提前填報健康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記者從中國鐵路武

漢局集團公司獲悉，根據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
部通告，從4月8日零時起，武漢市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
控措施，有序恢復對外交通，離漢人員憑湖北健康碼
“綠碼”安全有序流動。

中國鐵路武漢局集團公司相關部門負責人介紹，4月8
日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後，湖北省內的首趟始發列
車是6點25分從漢口站開往荊州的D9301次；開往湖北省
外的首趟始發列車是7點06分從武漢站始發開往南寧東的
G431次。4月8日當天，有276列旅客列車從武漢地區各
站開往上海、深圳、成都、福州、南寧等地，其中武漢地
區始發54列。

從4月7日的車票預售情況看，4月8日有5.5萬餘名旅

客乘坐火車離漢，其中去往珠三角地區的旅客較為集中，
佔離漢旅客總量四成左右。

該負責人介紹，鐵路部門提前對武漢地區火車站的進
出站通道、售票廳、候車廳、站台和230餘組動車組進行
了全面消毒，做好了客運設施設備的維修、保養和整治工
作；會同防疫部門在武昌、武漢、漢口等車站進站口設立
健康碼核驗點，在列車上設置了隔離席位和應急隔離席，
在車站和值乘的列車上配備了應急防護包，制定了發熱旅
客站車應急處理流程；採取了進站測溫、車上體溫抽檢、
取消餐車就餐、實行送餐服務、減少車內走動、加強防疫
知識宣傳等措施；與地鐵、公共汽車等公共交通部門做好
了接駁對接工作，安排車站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在進出站口
等客流集中處所加強引導服務。

5.5萬人乘火車離漢 四成赴珠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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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美南新聞網站

德州州長﹕哈里斯郡疫情「最慘重」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德州州長艾伯特在8日記者
會中﹐警告大休斯頓地區的新冠肺炎染病人數持續在上
升﹒
艾伯特表示﹐「其中一個遭受疫情打擊最嚴重的就是哈里
斯郡﹒」並指出他已於7日跟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
）聯繫﹐彭斯表示希望確保哈裏斯郡有足夠的資源﹐來對
抗新冠疫情﹒
州政府表示已連夜向哈里斯郡運送了12萬5000個口罩﹐
還會送來更多﹒艾伯特表示已與郡長伊達戈爾（Lina Hi-
dalgo）聯繫﹐以確保滿足需求數量﹒
根據Fox 26數據顯示﹐截至7日﹐大休斯敦地區總計共有
3484起確診案例﹐52起死亡﹒而根據8日早上公布的數
據顯示﹐全美染病人數已經突破40萬大關﹐死亡人數來到
12萬936人﹐而全美國共有2萬2000名患者已經康復﹒

哈里斯郡法官與律師哈里斯郡法官與律師﹐﹐不滿州長命令不滿州長命令
另一項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便是哈里斯郡法官與
律師對州長的控訴﹒艾伯特3月29日頒布一項命
令﹐要求地方政府不得釋放危險罪犯﹐因而引起哈
里斯郡法官與律師團的不滿﹐並對艾伯特提起告訴
﹒
命令中提及﹐不得將「無法支付保釋金」的重罪或曾
有暴力犯罪紀錄者釋放﹐然而若能支付金額﹐就有
釋放機會﹐這點引起法律人士質疑﹐認為這個命令創造了
「有錢就能釋放」的系統﹐並認為其違憲﹒
德州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法律總監Andre Segura在
聲明中表示﹕「當公共衛生專家同意限制監獄人口﹑認為
這對預防疫情爆發至關重要時﹐這項命令卻把地方官員

的雙手綑綁住了﹒」「根據這個命令﹐那些無力負擔保釋金
的人必須在危險的監獄環境中渡過大流行﹐而較富裕的
人卻可以花錢消災﹒」
雖然艾伯特並未在記者會上談論該事﹐但曾於過去受訪
表示﹐命令皆與律師商議過﹐並沒有違憲問題﹒

哈里斯郡將斥資6000萬﹐打造三所肺炎病患醫療收容所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有鑑於大休斯頓疫情逐漸升
溫﹐哈里斯郡在7日議會中通過一項決議﹐將斥資6000萬
美元﹐在NRG公園建造
叁所病患醫療收容所的﹐
為了怕疫情流行將導致
醫院空間不堪負荷﹒
哈 里 斯 郡 工 程 部 人 員
John Blount表示﹐如此一
來﹐每個收容所將能容納
250 個 床 位 ﹐叁 處 一 共
750個位置﹐並持續運營
兩個月﹒若到時醫院不
堪負荷﹐將能派上用場﹒

郡政府希望一旦醫護人員找好了﹐能在周五開始運作﹐然
而前提是要在地方醫院的應急計畫不夠用的情況下﹒

哈里斯郡長伊達戈爾（Lina Hi-
dalgo）指出﹕「這將是一個不得已
的手段……意味著我們的醫院已
經用盡了緊急的醫療設備﹐才必
須使用我們在NRG 建立的醫護
收容﹒」她也強調「目前休斯頓各
地醫院空間仍然足夠」﹐建造這個
收容站只是為了防患未然﹒
官方指出這個工程將耗資 6000
萬美元﹐聯邦政府會補助最多
75%﹒然而﹐剩下的 25%﹐換算下

來為1500萬元﹐很可能要由納稅人負擔﹒
議會成員R. Jack Cagle補充﹕「這筆6,000萬美元的資金是
以250個床位兩個月中都客滿的狀況﹐實際上這是對最壞
情況的假設﹒」
休斯頓市長特納也在6日記者會上指出﹐經過調查確認目
前休斯頓地區醫院的床位仍然足夠﹐加護病房也都有床
位﹒
伊達戈爾表示﹐收容處將建在公園外部的停車場﹐而不是
NRG體育場館內﹐因為內部還有先前牛仔節所遺留下來
的設施與物品尚未清空﹒
目前﹐已經可以看到工程團隊在NRG公園動工的場景﹐
目前開放時間尚未公布﹐據悉﹐官方希望能最快在這周末
完工﹒

復活節即將來到﹐教會領導人紛紛呼籲勿上教堂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復活節即將於周日登場﹐但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影響下﹐休斯敦教會領袖於8日舉行
會議﹐商討信徒應該要如何在不與人接觸的情況下﹐進行
慶祝活動﹒
休斯頓浸信會領袖協會（Baptist Ministe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會長﹑休斯頓市長特納（Sylvester Turner）和許多
牧師正在討論這周日的復活節該如何進行﹐並仍然提醒
民眾應該待在家﹒
儘管德州州長艾伯特上周頒布命令﹐允許個人上教會行
為﹐前提是要維持社交距離﹒然而﹐不少教會領袖希望確

保每個人都保持盡可能健康﹐紛紛呼籲民眾在家﹐將教會
禮拜改採線上直播形式﹒舉例來說﹐休斯頓地區 Holy
Trinity教堂﹐將會以Zoom和臉書直播的形式﹐來舉行年
度復活節日出慶祝﹒
特納在新聞發布會對教會領袖致謝﹐認為他們不是出於
恐懼﹐而是為了保護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健康﹐而採取此措
施﹒「我們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但是我們還沒有到
達冠狀病毒的臨界點﹒如果大家都待在家裡﹐通過臉書
等社群平台進行禮拜直播﹐我們將能保護成員和家人的
安全﹐也守護我們的城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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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

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

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疫情，

广东省委、省政府把科研攻关作为一项重大而紧

迫的任务，集中力量研发核心技术，拿出硬核产

品，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在抗疫战场，广东科创“利器”频现：

“广东制造”新冠病毒检测试剂远销全球 60

多个国家，发挥抗疫的“前哨站”作用；“广东

创造”新冠肺炎 AI 辅助诊断系统的诊断准确率

达 90% 以上，正在全国大范围推广使用；“广东

药方”磷酸氯喹临床治疗经验，已被纳入国家诊

疗方案，正在成为全球抗疫良药……

抗击疫魔，科学技术是最有力的武器。两个

月来，广东创新“军团”挺进抗疫战场，分秒必争、

日夜攻关，让核心技术、硬核产品有力支撑全国

乃至全球抗疫。

总动员  科研攻关组吹响战疫冲锋号

1 月 19 日，距离春节长假还有 4 天，国家卫

健委通报广东首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疫情如火，战令如山。随后，广东成立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省委主要领导挂帅，下设“一办

九组”，科研攻关组负责调动全省优势科研力量，

为战疫提供科技支撑。

1 月 23 日，广东省科技厅、省卫健委等 12

个部门召开科研攻关组第一次会议，明确以临床

救治为核心导向，锁定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

发、致病机理研究、病毒溯源和流行病学、抗病

毒药物研发、院感防控六大主攻方向，联合开展

应急科技攻关。

一场科学防治之战迅速打响，一系列针对新

冠肺炎的应急科研攻关迅速展开。

接到“动员令”，10 多位院士率队吹响冲锋号，

开辟抗疫“第二战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

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带着团队，发力突围检测诊断、

临床救治等科技抗疫重点难点；广州再生医学与

健康广东省实验室主任徐涛院士要求每位科研团

队成员不发论文、不计利益，把攻关项目当作第

一要务……

疫情防控、科技攻关两大“战场”相互配合，

才能做到科学防治、精准施策。3 月 3 月、3 月 6

日，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又先后召开两场高规格会

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并把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摆在更加重要位置。

“广东从应对非典中学到经验，要重视用科

技创新来解决问题。”广东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办

公室科研攻关组组长、省科技厅厅长王瑞军说，

疫情伊始，广东便把科技攻关作为公共卫生体系

重要组成部分，用科研成果和科学思维“武装”

抗疫一线。

速度快 科研成果迅速用到战疫中

科技战疫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较量、科研与

时间的赛跑。经济总量突破 10 万亿大关、连续 3

年斩获区域创新能力排名全国第一的广东，如何

发挥创新、产业优势向科学要抗疫答案和方法？

众人拾柴火焰高，广东率先向社会开放征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治技术和产品。

通知一发出，一份份申请书如雪片般飞到科

研攻关组，10 多天就收到 2200 多项技术和产品

攻关方案。如今遴选出重点突破和面上项目 3 批

共 100 多项，投入省市财政资金 3.87 亿元。

一招激活满盘棋，广东实施科技惠企行动，

省、市财政科技资金投入不少于 5 亿元，联合开

展疫情防控科研攻关。

目前广东研发生产新型冠状病毒防治技术、

产品的相关高新技术企业和机构超过 100 家。“广

东高科技企业、新型研发机构蕴藏着非常好的研

发基础。”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龚国平说，广东

科创力量迅速集合、相互打通，把科研成果迅速

用到抗疫一线：华大基因仅用 5 天时间建成“火

眼”实验室，并“复制”到国内 9 座城市，累计

完成 52.4 万例检测；广州赛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研制智能机器人替代医护人员高感染风险工作，

已在广东、湖北、江西定点医院使用……从救治

到防控，从科研攻关到研发生产，广东科创力量

火力全开，与疫情赛跑。

硕果多 广东战疫科研成果走向世界

近日，英国牛津大学启动大规模新冠肺炎预

防性临床试验，研究氯喹的新冠肺炎预防能力。

“磷酸氯喹治疗新冠肺炎患者，平均病毒转阴时

间为 4.4 天，成为目前抗病毒治疗最有效的药物。”

抗非老将、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呼吸科主任

江山平首个提出磷酸氯喹老药新用，并推动其纳

入国家诊疗方案。

面对新病毒，多一个科技产品、多一种有效

药品、多一份治疗方案，战疫就多一份底气。系

列应急科研攻关后，广东许多科研成果、科技产

品广泛应用到抗疫一线。

科学战疫，检测诊断试剂发挥“前哨站”作

用。目前，全国获得应急审批的检测试剂产品

20 个，广东有 6 个，约占 30%。核酸检测试剂

生产总数近 900 万人份，抗体检测试剂约 550 万

人份。

科学战疫，研究病毒了解敌人尤为重要。确

诊首例患者一周后，广东就分离到第一株新冠病

毒；不懈攻坚，在患者的粪便、尿液标本中分离

到活病毒；首次在冷冻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全病

毒入侵细胞的真实状态，为深入了解研究病毒奠

定基础。

科学战疫，找到有效的药物最为关键。多种

“广东药方”广泛应用于临床救治，中药制剂“肺

炎一号方”在广东省内 14 家定点医院调剂使用、

捐赠省外 16 家医院使用，磷酸氯喹、氢氧混合

吸入气、血必净纳入国家诊疗方案。

科学战疫，疫苗是全国人民的期盼。疫情伊

始，广东第一时间组织多家科研机构、企业并行

开展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mRNA 疫

苗研发。目前 mRNA 疫苗和腺病毒载体疫苗进

入动物攻毒保护试验。

如今，疫情在全球蔓延，更多广东科技战疫

经验走向世界：检测试剂盒向全球超过 60 个国

家和地区销售超过 230 万人份；构建的新冠 N 蛋

白表达菌，率先全球免费共享 1450 份；磷酸氯

喹等“广东药方”，为韩国、英国、美国等国家

借鉴……

全球科技战疫仍在路上，广东创新动力愈加

澎湃。（吴少敏 钟哲）

科创“利器” 力阻“疫魔”
广东创新“军团”挺进抗疫战场

近日，广东科学中心举行“广东科技支撑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主题展。图为展出的新冠肺炎 AI 影像辅助系统，该系统能在 20 秒内完成新冠肺炎的诊断，
在降低医务人员工作量的同时，诊断准确率高于 90%。张冠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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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中諜"導演德帕爾瑪:我不想拍續集
"碟中諜壹部就夠了 我不是為賺錢拍片的人"

湯姆· 克魯斯主演的《碟

中諜》系列，第壹部的導演是

執導過《魔女嘉莉》和《疤面

煞星》的布萊恩· 德· 帕爾瑪。

本片用8千萬美元的預算，換

來了4.57億美元的全球票房。

接下來，阿湯哥壹部接著壹部

拍續集，現在已經拍到了第七

、八部，而布萊恩再也沒有拍

過《碟中諜》電影。

在近日采訪中，布萊恩告

訴外媒，他曾經在拒絕阿湯哥

提出的執導續集要求時告訴過

對方，《碟中諜》電影壹部就

夠了。

“壹部壹部拍續集就是為

了賺錢，在我拍完第壹部《碟

中諜》之後，湯姆想讓我著手

運作第二部。我說，‘妳是開

玩笑呢麽？壹部就夠了，為什

麽還有人想要再拍第二部呢？

’當然了，他們想要拍下去的

理由是金錢，我從來都不是為

了賺錢拍片的導演，為了賺錢

而拍片對於好萊塢來說是大問

題，這是好萊塢的腐敗之所在

。”

布萊恩雖然對拍《碟中諜

》續集不感興趣，但是後面已

經公映的《碟中諜》2、3、4

、5、6這五部影片，對於阿湯

哥和派拉蒙來說，可是搖錢樹

中的搖錢樹。最新上映的壹部

是2018年克裏斯托夫· 邁考利

執導的《碟中諜6：全面瓦解

》，全球票房獲得了7.91億美

元，創下系列最高。

聊起自己執導的首部《碟

中諜》，布萊恩還是成就滿滿

，“我50多歲的時候，先後拍

了《情梟的黎明》和《碟中諜

》，這對於導演來說再好不過

了，妳擁有可以擁有的壹切權

利和資源。當好萊塢系統都為

妳工作的時候，妳真的可以創

造了不起的作品。”

“但當妳的電影逐漸沒那

麽成功了，妳沒法再有那麽大

權力了，就要開始妥協了。有

的時候妳可能都意識不到妳在

妥協，然而我是很實際的。如

果有那麽幾十年的最好時光，

這就是最好的。”

布萊恩也補充說，他沒有

很喜歡當下的好萊塢電影，

“讓我抓狂的是這些電影看上

去的樣子，這些電影都是用數

碼拍攝的，根本看不清楚。我

受不了黑暗的銀幕和反射光，

看上去全都壹樣。”

“我相信電影的美，我有

天在重看《亂世佳人》，簡直

被那部電影的美震驚到了。

《亂世佳人》的片場，費雯·

麗身上的打光，非常極品。如

果妳看現在平臺上放的那些電

影，那都是垃圾，視覺效果早

就被人們遺忘了。”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原本定於

4月2日在英國、4月10日在北美公映

的《007：無暇赴死》分別推遲到11

月12日和11月25日上映。近日，許

多007的影迷在社交平臺上

問導演凱瑞· 福永，電影的

上映時間推遲，是否會利

用這段時間對電影再進行

打磨和修補。凱瑞· 福永表

示不會。

凱瑞· 福永在社交平

臺回復：“雖然時間很

充裕，但我們在完成後

期制作後，不得不停下

來。欣慰的是，在新冠

肺炎疫情停止了所有工

作之前，我們就已經完

成了。其實，簡而言之

就是錢的問題。雖然 007

是壹部大制作電影，但

我們還是要權衡成本和

價值。它也可以像其他

電影壹樣不斷地修補，

但這部電影本身就很棒

，希望妳們在上映觀看

時也能有同樣的感受”

。

福永是第壹位執導

邦德系列正傳電影的美

國導演，他之前最出名

的作品是 HBO 的《真探

》。《007：無暇赴死》是丹尼爾·

克雷格第五次也是最後壹次扮演邦

德，這無疑給這位 42 歲的導演帶

來了額外的壓力。

《007：無暇赴死》
延檔後導演稱
不會再修補影片

當地時間4月1日，在新型冠狀病

毒危機的影響下，北美2020年第壹季

度的票房收入相比去年同期下降25%，

少收入約6億美元。

其實，今年北美票房壹開始的表

現很亮眼，1月份的收入達到了9.12億

美元，其中以索尼的大熱電影《絕地

戰警：疾速追擊》1.35億美元月度票房

收入最高，比2019年1月增長了12%。

2月份6.448億美元的票房也較去年同期

有所增長，其中派拉蒙的《刺猬索尼

克》表現最佳，北美票房月度收入1.23

億美元。但由於受疫情影響，自3月20

日以來，除了少數獨立影院和汽車影

院外，北美幾乎所有影院都已關閉。3

月20日，美國知名的互聯網統計公司

Comscore停止了對影院票房的報告。1

月1日到3月19日，北美票房收入總計

18.1億美元。而根據Comscore的數據，

2019年北美前三個月票房收入為24.1億

美元。

雖然本周早些時候，AMC影院的首

席執行官亞當· 阿倫建議在6月中旬重新

開放本土院線，但是沒有人能確定影院

何時重新開放，也沒有人能確定壹旦影

院重新開放，需要多長時間才能真正恢

復過去的上座率。好萊塢電影公司已將

許多影片的上映時間推遲至今年6月至7

月，預計還會有更多的變化，這些積壓

的影片，可能會影響到2020年下半年以

及明年的檔期安排。

據悉，好萊塢電影公司和陷入困

境的影院業主已經面臨著70億美元的

全球損失。如果影院在5月底前不重新

開放，這個數字可能會升至150億至

170億美元。

北美首季度票房較去年下降25%

少收入約6億美元

众所周知，新冠肺炎病毒在60岁

以上老年人中致死率较高，由于疫情

在美国肆虐，不少年老的美国演员因

新冠病毒引发的并发症离开人世，曾

出演《大白鲨》的女星李· 费耶罗近日

因为这个原因去世，享年91岁。

美剧《24小时》男星基弗· 萨瑟兰

的妈妈雪莉· 道格拉斯当地时间4月5日

肺炎去世，享年86岁。不过基弗萨瑟

兰在声明中称，母亲的死因只是普通

肺炎，和新冠肺炎病毒没有关系。

雪莉· 道格拉斯和唐纳德· 萨瑟兰

1966年结婚，当年基弗· 萨瑟兰出生，

1970年俩人离婚。基弗· 萨瑟兰童年主

要和母亲一起生活在加州和加拿大多

伦多。雪莉· 道格拉斯曾出演过斯坦

利· 库布里克导演的《洛丽塔》。

"大白鯊"女星因
新冠病毒去世享年91歲
基弗薩瑟蘭母親雪莉道格拉斯普通肺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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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影視

李宗翰：如果可回頭不會做演員 不想太多人關註我
不少觀眾還沒從對《安家》翟雲霄的

憤怒中走出來，演員李宗翰又無縫銜接地

出現在《如果歲月可回頭》《重生》等

熱劇中。

作為2020年第壹季度的“霸屏”人

物，44歲的李宗翰卻希望用“平常心”

看待圈中的二十年。“不想每天躺在床

上去糾結，我是不是更紅了（或）不紅

了，我不想當塔尖上的人。”

日前，李宗翰在熱播劇《如果歲月

可回頭》中變身被妻子“背叛”十余年

的隱忍丈夫，引發觀眾熱議。

在北京衛視組織的媒體采訪中，李宗

翰說：“如果歲月真的可回頭，我不會做

演員，我不想有太多的人關註我。”

說翟雲霄
“從角色塑造來講是成功的”
在收視創下新高的《安家》中，“壞

人”翟雲霄將當初自己親自設定的“雙店

長之爭”，變成了排除異己打壓同事。

播出時觀眾就紛紛上線鳴不平，跑

到該角色的扮演者李宗翰的賬號下留言

“今天也是被翟雲霄氣炸的壹天，需要

翟總承包壹年的口香糖才能解氣”。

李宗翰說，《安家》剛找過來的時

候“非常非常開心”，但他讀完劇本後

“有點傻掉了 ”。

“這不是宋寧宇（《戀愛先生》裏

他演的角色）後又壹個要被挨罵的人嗎

？”翟雲霄不僅人設不討好，每次出場

必嚼口香糖也很遭網友煩，不過李宗翰

說嚼口香糖是他精心設計出來的。

“怎麼去飾演他的這個屌勁和拽勁

呢？我正好看了壹部電影，那個人嚼口香

糖我好討厭，然後我正好桌子上有壹個口香

糖，我就想我正好做這麼壹個人設吧。”

此外，宗翰透露拍攝《安家》時，他正

好經歷了人生減肥最瘦的時候，133斤。“好

多人都覺得我整容了，我也不想去解釋，就

是整個人都很瘦。所以播出後很多人留言罵

我，罵我整容，罵我嚼著腮幫子大……我覺

得從角色塑造上來講這壹點是成功的。”

談黃九恒
幕後被靳東蔣欣叫做“腫哥”
跟《安家》相比，李宗翰在新劇

《如果歲月可回頭》中呈現的角色又大

為不同。劇中，他與靳東、李乃文[微博]

三個男人壹臺戲，展現三個婚姻失敗的

奇男子與壹個女導遊的故事。

李宗翰扮演的溫潤大叔黃九恒有點

慘，把女兒養到十壹歲才發現不是自己

的孩子，懷著傷痛考慮離婚問題。“黃

九恒出彩的就是他的擔當、隱忍以及包

容，還有默默的承受。”

李宗翰透露最初更想演的是藍天愚，

“我覺得劇本賦予的大學老師藍天愚和我

比較像，黃九恒是我沒演過的角色。”

談及新作的拍攝趣事，李宗翰透露

，在劇組蔣欣和靳東都叫他“腫哥 ”，

原來因為拍攝時他太胖了，有162斤。

“那可能是我人生最胖的時候，每天看

到我這個肥肥的肚子、肥肥的臉，我都

覺得那時候簡直太放縱了。”

不過，現在的他很註重自己形象、

身材、狀態的保持，每天他會去健身房

兩個多小時，會自己節食，從160多斤

瘦到了130多斤。

看演藝圈“我不想當塔尖上的人”
近年來，關於中生代演員的話題日

益火熱，中年危機也多次被提及。

對此，李宗翰的看法卻有不同。他

表示當年考進中戲時就決心要當壹個與

人為善、順其自然、有個性的好演員。

他沒有什麼所謂明星的概念。

他以“平常心”看待自己在演藝圈

的二十載浮沈。“我不會每天躺在床上

去糾結我是更紅了，還是更不紅了，我

不想當塔尖上的人。”

李宗翰告訴記者，如果歲月真的

可回頭，他不會做演員，“我不想有

太多的人關註我，我可能會做家裝設

計師，也可能去做酒店管理，這是我

想做的職業。然後穿著我精致的西裝，

因為我生活中是非常喜歡穿西裝的，

每天遊走於城市之間。但，沒有歲月

可回頭。”

周迅第壹次出演網劇《不完美的她》，上線

壹周表現卻不太完美。該劇豆瓣評分從開篇 7.4

滑落到如今的 6.9，“看不懂”&“浪費了神仙

陣容”成為主流評價。相較於外界紛爭，周迅

更希望觀眾看完這部戲“能夠更關心自己的母親、

自己的孩子。

娛論豪華配置有點浪費
由周迅、惠英紅、趙雅芝主演的網劇《不完美

的她》3月27日晚開播了，目前出了10多集。大部

分網友表示這部劇題材立意不錯，但劇情結構有點

松散，有些浪費了這麼豪華的演員配置。

《不完美的她》改編自日劇《母親》，這是繼

韓版、土耳其版、泰版之後的第四次翻拍。

周迅飾演的女主林緒之，是壹名網絡安全員，

黑客技術高超。小時候，她遭到生母拋棄，養母袁

玲（惠英紅飾）收養了她，不過二人之間關系很疏

離。

在尋找親生母親鐘惠（趙雅芝飾）的過程中，

林緒之邂逅了小女孩穆蓮生（陳思諾飾）。蓮生不

僅遭到媽媽男友的虐待折磨，還差點被拋棄。林緒

之忍不住想要守護這個孩子，壹次發現蓮生差點被

燒死後，她義無反顧地帶走了蓮生。

不能否認，這部劇的立意仍然是好的，從女性

視角看家庭暴力、母愛、人性、代際沖突等話題，

還加入了壹些現實社會的事件與矛盾，特別難得。

片子的開頭也做得讓人印象深刻——徐徐展

開的地圖中，發生在不同地區的家暴案例，讓

人痛心。

可是，這樣壹部本可以拍得很深刻的題材，目

前獲得的評價卻並不高——有網友評論，各種風格

雜糅，有點四不像。

日版圍繞著孩子，抽絲剝繭地講述故事，懸疑

感與情緒渲染都做得很足。

而《不完美的她》目前看結構比較散，視點散

落在女主的身世之謎和生母養母兩條感情線，還有

穆蓮生的家庭背後故事。劇情多線展開，加上剪輯

又很破碎，看起來就很混亂了。雖然整個劇情的走

向充滿了懸疑感，但有些讓人感覺故弄玄虛。

另外就是翻拍劇的通病，本土化不足，不少臺

詞都很懸浮。還有網友發現，劇中竟然硬生生照搬

了英劇《公關危機》裏的臺詞。而《不完美的她》

的監制和編劇路怡就是陳坤[微博]和倪妮[微博]主演

的《天盛長歌》的編劇，也曾被網友吐槽。

真是可惜了演技完全在線的周迅，以及趙雅芝

、惠英紅、金士傑這樣的超強老戲骨搭班組合的賣

力演出。 據錢江晚報

與老戲骨過招
感嘆“有生之年”系列
開年就有兩部國產劇根據日劇改編而來，且女

主角都十分“硬氣”，壹部是孫儷主演的《安

家》，另壹部則是周迅網劇處女作《不完美的

她》，該劇講述周迅飾演的林緒之發現小女孩穆

蓮生（陳思諾飾）壹直被母親的男友虐待，處於

兒時身世困擾的她感同身受下，毅然決然帶著這個

“女兒”出逃。

開播前騰訊視頻放出來的預告海報時，網友沸

騰了，因為《不完美的她》除了“迅哥兒”，居然

還有影後惠英紅、“白娘子”趙雅芝，這樣的“神

仙陣容”壹出，頓時給劇集帶來熱搜。3月27日播

出以來，更多驚喜襲來，周迅出演的林緒之與黃覺

[微博]飾演的田放情愫若有若無，那個藏在她陰影

裏的家暴父親是戲骨級演員金士傑出演。

談起跟“養母”惠英紅、“生母”趙雅芝、

“生父”金士傑的合作感受，周迅本人也是感嘆連

連，“我也沒想到，我們可以同時在壹個劇裏面出

現，這完全屬於‘有生之年’系列，驚喜來的非常

完美。”她同時表示上述三位演員的加盟，“豐富

了這個戲每個人物的厚度。”

至於演完《戀愛中的寶貝》後15年才跟黃覺合

作，周迅笑言“老黃”這次有點“討厭”。“我跟

黃覺是很多年的朋友了，壹開始我覺得他演得太討

厭了，但他後面有壹個轉變，才發現這個人物內心

是很柔軟的。所以林緒之和田放也是從不喜歡到互

相欣賞和幫扶。”周迅還說自己現在特別想跟老朋

友演多壹點戲，“因為這些年來，大家都在成長，

對事物的看法也在改變，或者更堅持某種看法，這

個是很有趣的。”

親密母女情 私下小演員喊她“媽媽”
周迅在采訪中表示，之所以接演這部劇是因為

劇本觸及自己內心的疑惑。“我之前也看到過很多

社會新聞，會有很多疑問，父母生下孩子為什麼對

孩子有虐待行為，為什麼會產生這個過程和結果，

很想借著這個劇跟觀眾探討。”

周迅繼而談到了她對林緒之這個人物的理解

，“這是我第壹次演壹個在不健康家庭成長起

來的小孩，也是第壹次演壹個忘記小時候記憶

的角色。林緒之在整個成人的過程中，內心壹

直有壹個黑洞，壹直想要去尋找答案。所以她

內心是非常脆弱的。”

雖然觀眾不解萍水相逢的林緒之怎麼就非要搭

救被虐待的穆蓮生，在周迅看來是有理由的，“林

緒之在穆蓮生身上嗅到了壹樣的味道，她們都是在

不健康的家庭裏長大的。”說起這次合作的

“女兒”陳思諾，周迅透露在片場對方也是喊她

“媽媽”，拍攝對手戲時更是表現出超越年齡的專

業度，“陳思諾是壹個很特別的孩子，特別喜歡拍

攝現場。她能快速聽懂導演或者她母親給她解釋的

戲，很敏感。大家都很喜歡她。”

對於《不完美的她》背負的種種命題，從原生

家庭到兒童權益保護乃至女性獨立，周迅認為劇集

展現的只是壹部分內容，“所有的改變都是漫長的

（過程）。希望觀眾看這個戲的同時，能夠更多關

心自己的母親，自己的孩子。”

不壹樣的“大女主”內核是女性獨立宣言
周迅覺得，這部戲表面上是壹個親情倫理故事

，內核是壹個女性獨立的宣言。“其實人和人之間

的關系，無論是男女還是母女，有時候簡直像鏡子

，映照出相似的彼此。我們對於暴力、對於未知，

都會充滿恐懼，但愛是擊破恐懼的最好方法。”

有些所謂“大女主”的戲，女性最終還是要依

靠男性角色來消除障礙、獲得成長，但在《不完美

的她》中，女性是自我成長的。劇中也展現了當代

女性的生存百態。

“她們其實都有壹個共同特質，那就是獨立與

勇氣。”周迅說，“現代女性，不管在哪個行業，

都越來越重要。女性要好好地對待自己，認真完成

自己熱愛的工作，健健康康過好日子。不要被太多

工作上的情緒左右，稍微松弛壹些，直面自己的內

心。”

演完《不完美的她》，周迅特別想對她扮演的

林緒之說：“妳還是幸運的，因為在尋找過去黑洞

的過程中，妳還是找到了壹絲照進來的光。”

周迅說：“我可能處於做演員的另壹個階段，除

了演戲，還想學習更多的東西，編劇、導演、攝影

……很多方面都不容易，但我相信事在人為，能夠

進步壹點就進步壹點。所以，努力吧！”

首演網劇《不完美的她的她》》
周迅:成長“黑洞”中找光中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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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吃什麼？”這是媽媽 每天的必問
和頭痛！ 還好, 休斯頓有許多不同的餐廳提供
眾多的用餐選擇！在 Covid-19 “ Stay at
Home”期間，現在問題成了“我們今天吃什
麼？” 是三餐的考慮了。 媽媽厭倦了購物，
做飯和難以取悅所有家庭成員的口味嗎? 讓我
們訂外賣吧?! 然後另一場戰鬥將開始....哪家
餐廳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求？ 。

AMA On-The-Go是為凱蒂亞洲城（KAT
）量身打造的整合外賣平臺，您可以點你喜
歡的食物而不需考慮個別餐廳有在同一個訂
單中。

為了節省您的麻煩，我們先行並列了KAT

個別餐廳的熱門菜單，讓您可以更便捷的訂
餐。 您可以同時將咖哩牛肉飯，湯麵，海鮮
煎餅，雞翅，泡芙和奶茶等一起訂！ 也就是
從 主 菜 ， 簡 餐 到 甜 點 和 飲 料 ， AMA
On-the-Go讓您一次訂足, 滿足全家的味蕾！

步驟很簡單: 請登上 http://KatyAsian-
TownTX.com/，然後從我們簡便的熱門菜單中
挑選妳喜歡的食物。 所以是從多家餐廳點餐
嗎？ 是的，這就是AMA On-the-Go如此令人
興奮和獨特的原因，它使得你不再侷限於一
家餐廳的食物, 而是針對你的需要來做多樣選
擇! 再來就是好整以暇, 讓我們的Delivery 團隊
外送或您來提領這些美味了!

限時特惠! 凱蒂亞洲城（Katy Asian Town
）半徑8英裏範圍內的居民，只要訂購滿35
美元及以上的訂單AMA On-The-Go 將於（3/
27-4/3）免運費送餐! 這比其他的送餐服務隊
消費者更有優惠! 如果您住在外送範圍之外，
也歡迎您上網訂餐, 不過請您親自來凱蒂亞洲
城取餐。

我們相信KAT商家齊心協力能保持我們
的實力！ 我們將在這裡為您持續提供“亞洲
風味”的美味，也期待您能繼續支持我們!

參與的KAT商店：
Soju 101
Atami Express II (Zake Sushi Lounge)
Beard Papa Chung Wang
BBQ
Phat Eatery Tony Moly
Gong Cha Meet Fresh
Bubble Egg Panntea
Ten Seconds Tea Top
Eight Turn Crepe Square Root
Poke
Ten Second Noodles Yummy Pho
& Bo Ne
Yummy Seafood & Oyster Bar

還有更多, 敬請期待….
AMA

On-The-Go
由 AsUnited
Marketing Al-
liance Group
(AMA Group)
聯亞營銷聯盟
集團創建和打
造的平臺，是
聯禾地產的負
責人 Josie Lin
（林承靜）女
士憑著不局限
於單一端的服
務意圖， 進
而延伸與其他
服務提供商和
零售店家進行

整合，期待打造多贏的共榮圈這個理念而創
建的平臺。通過AMA Group這個平臺，讓更
多的人與多元社區的需求連結，為多元族裔
的服務行業企業與零售商家，幫助他們聯結
，合作並成長。該平臺的使命是為客戶提供
有價值的商業機會、解決方案、服務和對創
業家的支持。

自2019年初成立至今，AMA Group已經
為凱蒂亞洲城“風味亞洲“的整體形象宣傳
，打造了包括凱蒂亞洲城歡樂慶新年活動
Katy Asian Town LunerFast，歡樂母親節活動
Cuddle Your Mommy，商家媒體宣傳等一系
列的營銷活動。透過不同的行銷活動, AMA
Group將更有效地整合資源, 利用現有優勢, 開
展整體的營銷企畫項目。

AMA Group的願景是吸引更多的夥伴加
入， 更多的服務商家加入合作夥伴(CS Part-
ner)的行列, 更多的零售商家成為AMA會員
(AMA Member) 。參與加強AMA集團的品牌
陣容,不僅有免費整合行銷的機會, 還有更多的
資源幫助你的生意成長!

United Markeing Alliance (AMA Group)聯
亞營銷聯盟集團
電話：346-298-3466
郵箱：team@asunitedmarketing.com

創新的創新的AMA On-The-GoAMA On-The-Go
一站式訂餐外送服務一站式訂餐外送服務,,同時滿足眾口的味蕾同時滿足眾口的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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