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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visits Kenosha, not to comfort 
Blake family but back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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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OSHA, Wis. (Reuters) -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e-
fied requests to stay away and visited Kenosha, Wisconsin, 
on Tuesday, not to comfort the family of a Black man shot 
by a white police officer but to express support for law 
enforcement in a city rocked by civil unres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alks to reporters as he 
stands with Kenosha police and business people while 
examining property damage to a business while visiting 
the city in the aftermath of recent protests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and racial injustice and ensuing violence after the 
shooting of Jacob Blake by a police officer in Kenosha, 
Wisconsin, U.S., September 1, 2020. REUTERS/Leah 
Milli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olarized over issues of racial 
injustice and police use of force, Trump is appealing to his 
base of white supporters with a “law and order” message 
as opinion polls show him cutting into the lead of his 
Democratic rival,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 did not visit Blake, who was 
paralyzed from the waist down after a white police officer 
fired at his back seven times on Aug. 23, nor his family, 
but did plan to meet with his mother’s pastor.

Instead he promised to rebuild Kenosha and provide more 
federal spending to Wisconsin, a political battleground 
state Trump won narrowly in 2016 and badly needs to 
keep in his column as he seeks re-election on Nov.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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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COVERAGE
Trump promises $42 million to support public safety in Wis-
consin
The president visited a burned-out furniture store that was de-
stroyed in the upheaval and then a makeshift command center 
to praise National Guard troops who were called in to reinforce 
local police after several nights of peaceful protests gave way 
to looting, arson and gunfire.

“These are not acts of peaceful protest, but really domestic 
terror,” Trump told a group of local business leaders in a high 
school gym, flanked by his Attorney General Bill Barr and 
Acting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Chad Wolf.

Peaceful demonstrators have complained that violent agitators, 
often white, have hijacked their protests with property damage. 
But many have also sharply criticized the police, saying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completely rethink its law enforcement 
practices.

“To stop the political violence, we must also confront the radi-
cal ideology. ... We have to condemn the dangerous anti-police 
rhetoric,” Trump said.

The president pledged to provide $1 million in federal support 
to Kenosha law enforcement, $4 million to small businesses, 
and $42 million to public safety statewide, contrasting that 
with leftist calls to “defund the police.”

“I’m committed to helping Kenosha rebuild,” Trump said.

The state’s Democratic governor and the city’s Democratic 
mayor both urged Trump to avoid Kenosha to prevent in-
flaming tensions and allow citizens to heal, but the president 
dismissed their appeals in order to show support for law en-
forcement and business owners whose stores were looted and 
set ablaze.

Trump has sought to blame Democrats, calling them soft 
on the violence and property damage that has broken out at 
anti-racism protests since George Floyd, a Black man, died on 
May 25 after a white police officer knelt on his neck.

The country was still reckoning with that case when a 
white officer in Kenosha fired seven shots at the back 
of Jacob Blake, 29, as he entered his car on Aug. 23.

Kenosha has become one of the flashpoint cities where an-
ti-racist demonstrators have clashed with Trump supporters 
who have converged on protest sites, sometimes openly carry-
ing arms while vowing to protect property from looters.

A 17-year-old Trump supporter has been charged with killing 
two people and wounding another with a semi-automatic rifle 
in Kenosha. Trump defended the white teenager, who faces six 
criminal counts, and declined to condemn violence from his 
supporters.

But in Portland, Oregon, site of three months of nightly 
protests that have often turned violent, a Trump supporter was 
shot dead on Saturday and the president lamented that “they 
executed a man in the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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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DIARY

When a coronavirus vaccine comes on
the market, people will likely need two
dos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given large
amounts of money to six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s an incentive for them to
speed up vaccine development and
clinical trials and get their products to
market in record time.

Two of these companies, Moderna and
Pfizer, are now in Phase 3 of large
clinical trials with 30,000 volunteers. The

volunteers in each of the trials are
getting two doses of the vaccine, with
Moderna spacing their shots out 28 days
apart and Pfizer spacing theirs out by 21
days. These trials are already moving at
a good clip.

Johnson & Johnson are also already in
Phase 3 of their clinical trials. Volunteers
will take one or two doses in these trials.

We need to produce 600 million doses
for the U.S. which is a very big task. Dr.
Nada Sanders, a professor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t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aid,
“Doubling is a huge supply
chain issue and you have to
double everything in the supply
chain.”

Today we are still facing critical
challenges all over the whole
nation. A lot of people still do
not believe in wearing facial
masks, including the RNC. At
the White House last Thursday
1,500 people attended the
convention event and nobody
was wearing a mask.

Let us all hope the vaccine will
come on the market soon. That
might be the only way we can
save ou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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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The investigational vaccine known as mRNA-
1273 protected mice from infection with 
SARS-CoV-2,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according to research published today in Na-
ture. Scientists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
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 part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and the 
biotechnology company Moderna, based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long with col-
laborator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
lina at Chapel Hill, 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
ical Center in Nashville,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conducted the preclinical re-
search. NIAID Vaccine Research Center (VRC) 
scientists worked with investigator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to identify the 
atomic structure of the spike protein on the 
surface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This structure 
was used by VRC and Moderna in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vaccine candidat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investigational vac-
cine induced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in mice 
when given as two intramuscular injections of 
a 1-microgram (mcg) dose three weeks apart. 
Additional experiments found that mice given 

two injections of the 1-mcg dose and later chal-
lenged with SARS-CoV-2 virus either 5 or 13 
weeks after the second injection were protected 
from viral replication in the lungs and nose. Im-
portantly, mice challenged 7 weeks after only a 
single dose of 1 mcg or 10 mcg of mRNA-1273 
were also protected against viral replication in 
the lung.
The investigational vaccine also induced robust 
CD8 T-cell responses in mice. It did not induce 
the type of cellular immune response that has 
been linked to vaccine-associated enhanced 
respiratory disease (VAERD). This rare, aller-
gic-type inflammation was seen in individuals 
vaccinated with a whole-inactivated respirato-
ry syncytial virus (RSV) vaccine in the 1960s. 
VAERD can occur when a vaccine induces an 
immune response that is not strong enough to 
protect against infection. The investigators 
vaccinated mice with sub-protective doses of 
mRNA-1273 and then challenged the mice with 
SARS-CoV-2. The mice showed no evidence of 
enhanced lung pathology or excessive mucus 
production, indicating the vaccine did not cause 
enhanced disease, the authors write.

The authors note that the data from these stud-
ies, combined with data from studies in nonhu-
man primates and Phase 1 clinical testing, sup-
port the evaluation of mRNA-1273 in clinical 
efficacy trials. 
They also explain how their prior research on 
a candidate MERS-CoV vaccine paved the 
way for a rapid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outbreak. “This is a demonstration of how the 
power of new technology-driven concepts like 
synthetic vaccinology facilitates a vaccine de-
velopment program that can be initiated with 
pathogen sequences alone,” the authors write. A 
media advisory describes a basic research find-
ing. Basic research increases ou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havior and biology, which is foun-
dational to advancing new and better ways to 
prevent, diagnose, and treat disease. Science is 
an unpredictable and incremental process — 
each research advance builds on past discov-
eries, often in unexpected ways. Most clinical 
advances would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fundamental basic research.
NIAID conducts and supports research — at 
NIH,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ide — to study the causes of infectious and 
immune-mediated diseases, and to develop bet-
ter means of preventing, diagnosing and treat-
ing these illnesses. News releases, fact sheets 
and other NIAID-related materials are available 
on the NIAID website.  
About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NIH, the nation’s medical research 
agency, includes 27 Institutes and Centers 
and is a component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IH is the primary 
federal agency conducting and supporting ba-
sic,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and is investigating the causes, treatments, and 
cures for both common and rare diseas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NIH and its programs, 
visit www.nih.gov.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And 
Moderna Announce Start Of Phase 3 Clin-
ical Trial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and 

Moderna have announced that they have start-
ed a Phase 3 clinical trial, called the COVE 
(Coronavirus Efficacy) study, for their in-
vestigational vaccine for coronavirus 2019 
(COVID-19).
The vaccine, known as mRNA-1273, was 
co-developed by NIH and Moderna. The trial 
will be conducted at US sites, and is expected to 
enroll approximately 30000 adults who do not 
have the virus.                

 “Results from early-stage clinical testing in-
dicate the investigational mRNA-1273 vac-
cine is safe and immunogenic, supporting the 
initiation of a Phase 3 clinical trial,”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 Director Anthony S. Fauci, MD said. 
“This scientifically rigorous, randomized, pla-
cebo-controlled trial is designed to determine if 
the vaccine can prevent COVID-19 and for how 
long such protection may last.”
In a wide-ranging interview he gave last month, 
Fauci spoke about a number of COVID-19 is-
sues including vaccines. The trial is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safety of mRNA-1273 and to 
determine if the vaccine can prevent symptom-
atic COVID-19 after two doses. As second-
ary goals, the trial also aims to study whether 
the vaccine can prevent severe COVID-19 or 
laboratory-confirmed SARS-CoV-2 infection 
with or without disease symptoms. The trial 
also seeks to answer if the vaccine can prevent 
death caused by COVID-19 and whether just 
one dose can prevent symptomatic COVID-19, 
among other objectives.
Trial volunteers will receive two intramuscular 
injections approximately 28 days apart. Partic-
ipants will be randomly assigned 1:1 to receive 
either two 100 microgram (mcg) injections of 
mRNA-1273 or two shots of a saline placebo. 
The trial is blinded, so the investigators and the 
participants will not know who is assigned to 
which group.
The vaccine efficacy trial is the first to be im-
plemented under Operation Warp Speed, a 
multi-agency collaboration led by HHS that 
aims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manufac-

turing and distribution of medical countermea-
sures for COVID-19.
A Phase 1 clinical trial found the candidate 
vaccine to be safe, generally well-tolerated, 
and able to induce antibodies with high levels 
of virus-neutralizing activity. Moderna initiated 
Phase 2 testing of the vaccine in May 2020.
AstraZeneca Starts Phase 3 Trial For 

Its COVID-19 Vaccine In The U.S.

AstraZeneca announced last Monday that it 
has entered a Phase 3 trial for its COVID-19 
vaccine candidate, AZD1222, in the United 
States.
Trial centers across the US are recruiting up to 
30,000 adult volunteers for the Phase 3 trials. 
Prospective participants must be at least 18 
years or over, can be from diverse racial, ethnic, 
and geographic groups who are healthy or have 
stable underlying medical conditions, including 
those living with HIV, and who are at increased 
risk of infection from the SARS-CoV-2 virus. 
Outside the US, the criteria for medical centers 
to be included are based on predicted trans-
mission rates of the virus. Centers in Peru and 
Chile will be starting recruitment soon.
“We are pleased that AZD1222 demonstrat-
ed safety and immunogenicity across all adult 
age groups and are proud to be collaborating 
with BARDA and NIAID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vaccine. Should clinical 
trials demonstrate the vaccine protects against 
COVID-19 disease and is approved for use, we 
will work hard to make it globally available in 
a fair and equitable manner as rapidly as possi-
ble.” Mene Pangalos,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BioPharmaceuticals R&D, said.
Participants are being randomized to receive 
two doses of either AZD1222 or a saline con-
trol, 4 weeks apart, with twice as many partic-
ipants receiving the potential vaccine than the 
saline control. The trial is assessing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vaccine in all participants, and 
local and systemic reactions and immune re-
sponses will be assessed in 30,000 participants. 
(Courtesy https://www.contagion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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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Vaccines Currently Being Evaluated In Clinical Trials

Update: NIH-Moderna, Pfizer
And AstraZeneca Investigational

COVID-19 Vaccine Trials 

Heavily infected with SARS-COV-2 virus particles (orange), isolated from a 
patient sample. Image captured and color-enhanced at the NIAID Integrated 
Research Facility (IRF) in Fort Detrick, Maryland. (NIAID)

Stay Home!          Wear Mask!



An Israeli soldier detains a Palestinian demonstrator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Jewish settlements in Jbarah village south of Tulkarm in the Israeli-occupied 
West Bank. REUTERS/Raneen Sawafta

Evacuees displaced by Hurricane Laura look through items that had been dropped off on the 
curb outside of the New Orleans Marriott in New Orleans, Louisiana.  REUTERS/Kathleen 
Flynn    

A view shows the damage at Car Source, a used car lot on Sheridan Road over a week since 
Black man Jacob Blake was shot by police and a day before a visit b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Kenosha, Wisconsin. REUTERS/Kamil Krzaczy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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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hugs blast victim Tamara Tayah as he attends a ceremony to plant 
a cedar with members of the NGO Jouzour Loubnan in Jaj, near Beirut, Lebanon. REUTERS/Gonzalo 
Fuentes/Pool  

Angelique Kerber of Germany serves to Ajla Tomljanovic of Australia (not pictured) with tarps 
covering the lower seats reading, “New York Tough,” and “Black Lives Matter,” in the first round 
on day one of the 2020 U.S. Open tennis tournament 

Iraqi people collect recyclable garbage at a dump in the holy city of Najaf, Iraq. 
REUTERS/Alaa Al-Marjani  

MORE

U.S.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and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speaks about 
safety in a socially-distanced room of reporters in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REUTERS/Alan 
Freed

An Israeli delegation led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Meir Ben-Shabbat,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Robert O’Brien and U.S. President Trump’s senior adviser Jared Kushner board the Israeli flag carrier El Al’s 
airliner as they fly to Abu Dhabi for talks meant to put final touches on the normalisation deal betwee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Israel, at Ben Guri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near Tel Aviv, Israel. REUTERS/Nir Elias  



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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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tt Laboratories said on Wednesday it 
won U.S. marketing authorization for a 
COVID-19 portable antigen test that can 
deliver results within 15 minutes and will 
sell for $5.
The portable test is about the size of a 
credit card, requires no additional equip-
ment to operate, and can be conducted 
using a less invasive nasal swab than 
traditional lab tests, Abbott executives 
said on a call with reporters.
Abbott expects to ship tens of millions of 
tests in September, ramping to 50 million 
tests a month from the beginning of 
October.

The test, BinaxNOW COVID-19 Ag Card, 

could be used to check that people partic-
ipating in larger gatherings, such as those 
returning to schools or workplaces, do not 
have COVID-19 and could help aid the 
reopening of the U.S., the executives said.
Abbott created a downloadable app that 
people who have taken the test could pres-
ent before entering venues to show that 
they are COVID-19 free, they said.
Antigen tests are cheaper and faster than 
molecular diagnostic tests but somewhat 
more likely to fail to identify positive cas-
es of the virus than lab-based diagnostic 
tests.

Abbott expects to ship tens of millions 

of tests in September.
Image: Abbott Laboratories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ranted the approval under its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program. Becton Dickin-
son and Co and Quidel Corp already market 
antigen tests. 
The United States now has more cases of 
the coronavirus than any other country at 
more than 5 million, and hospitals and labs 
have struggled to meet the demand to test 
thousands of people.
Since March, the company has got U.S. au-
thorizations for five other coronavirus tests, 
including one called the ID Now that can 
deliver results within minutes and is used at 
the White House. 

3 in 4 adults around the world 
say they would get a COVID-19 

vaccine

Respondents from China were the most 
likely to say they’d get a vaccine once 
available. Image: REUTERS/Tingshu 
Wang
• New survey shows a majority of people 
would get a COVID-19 vaccine.
• But people are not optimistic that one is 
likely to be ready by the end of 2020.
• For those who wouldn’t get the vaccine, 
concern about side effects was the most 
commonly cited reason.
A new Ipsos survey, conducted on behalf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shows that 
three-quarters of adults would get a vaccine 
for COVID-19 if it were available.

But nearly two-thirds (59%) don’t think one 
will be available by the end of 2020.
The study, which covers nearly 20,000 
adults in 27 countries, also reveals where in 
the world take-up would be strongest.

Would you get a COVID-19 vaccine?
Of those surveyed, 74% strongly or some-
what agreed with the statement “if a vaccine 
for COVID-19 were available, I would get 
it”.
In China, this figure rose to 97%, but was 
lowest in Russia, Poland and Hungary. 
(Courtesy https://www.weforum.org/and 
reut.rs/2QsSyOC) (Courtesy https://www.
weforum.org/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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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Minute Test For COVID-19
Has Just Been Approved

The portable test is about the size of a credit card. (Photo/Abbott Laboratories)

 KEY POINTS
Abbott Laboratories has won approval for a COVID-19 portable antigen test that 

delivers results in 15 minutes and will sell for $5.

The portable coronavirus test is about the size of a credit card and requires no addi-
tional equipment to op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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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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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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搞單邊主義零和博弈
王毅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演講 揭中美關係面臨問題本質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政治局8月31日召開會議，審議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
綱要》和《關於十九屆中央第五輪巡視
情況的綜合報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主持會議。

會議指出，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
河，要把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
展作為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千秋大
計，貫徹新發展理念，遵循自然規律和
客觀規律，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綜
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改善黃
河流域生態環境，優化水資源配置，促
進全流域高質量發展，改善人民群眾生
活，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讓黃河成
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大力推進水源集約節約利用
會議強調，要因地制宜、分類施

策、尊重規律，改善黃河流域生態環
境。要大力推進黃河水資源集約節約利
用，把水資源作為最大的剛性約束，以
節約用水擴大發展空間。要着眼長遠減
少黃河水旱災害，加強科學研究，完善
防災減災體系，提高應對各類災害能
力。要採取有效舉措推動黃河流域高質
量發展，加快新舊動能轉換，建設特色
優勢現代產業體系，優化城市發展格

局，推進鄉村振興。要大力保護和弘揚
黃河文化，延續歷史文脈，挖掘時代價
值，堅定文化自信。要以抓鐵有痕、踏
石留印的作風推動各項工作落實，加強
統籌協調，落實沿黃各省區和有關部門
主體責任，加快制定實施具體規劃、實
施方案和政策體系，努力在“十四五”
期間取得明顯進展。

帶頭增強改革的政治及行動自覺
會議指出，黨的十九大以來，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着眼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變局，持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深化黨
和國家機構改革，不斷加強中央和國家
機關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
黨風廉政建設，取得明顯成效。從巡視
情況看，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組（黨委）
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態度更加積
極，管黨治黨責任意識整體提升，全面
從嚴治黨呈現持續向上向好態勢，各項
工作取得新的積極進展，在抗擊新冠肺
炎疫情鬥爭和恢復經濟社會正常運行等
方面，積極履職、扎實工作。同時，面
對新時代新形勢新要求，還存在一些突
出問題，要高度重視，在整改落實上較
真碰硬，壓實整改主體責任，強化日常
監督，把抓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

化改革，融入全面從嚴治黨，融入班子
隊伍建設。

會議強調，中央和國家機關是貫徹
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最初一公
里”，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學懂弄通做實
上下功夫，在結合實際創造性貫徹落實
上下功夫，自覺運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
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主動適應
新時代新形勢新要求，深刻認識黨和國
家賦予的職能職責，胸懷“兩個大
局”，強化使命意識和政治擔當，以履
職盡責的實際行動做到“兩個維護”。
要帶頭增強改革的政治自覺和行動自
覺，認真落實全面深化改革各項決策部
署，不斷鞏固深化機構改革成果，做到
系統集成、協同高效，扎實推進國家治
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要堅決
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和監督責
任，層層傳導壓力，把“嚴”的主基調
長期堅持下去，建立健全權力監督制約
機制，持續整治“四風”特別是形式主
義、官僚主義問題。要認真貫徹落實新
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加強領導班子建
設、幹部人才隊伍建設和基層黨組織建
設，把中央和國家機關建設成為講政
治、守紀律、負責任、有效率的模範機
關。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政治局：採有效舉措推動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

當日，王毅在題為《團結合作，開放包容，共
同維護人類和平發展的進步潮流》的演講中

指出，中歐理應本着對人類前途命運負責任的態
度，從中歐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共同抵制煽動
仇恨和對抗的逆流，堅定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
為複雜多變的世界提供更多的穩定性。

冀同歐方共護多邊體系
對此，他也提出了四點建議。首先，要堅決

維護和平發展，共同反對分裂世界。第二，要堅
定捍衛多邊主義，共同反對單邊霸凌。第三，要
繼續拓展互利合作，共同反對隔絕脫鈎。第四，
要攜手應對全球挑戰，共同反對以鄰為壑。

王毅說，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都將堅定
站在多邊主義一邊，倡導和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觀。中國視歐盟為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的重要力
量，願與歐方共同維護多邊體系的有效性和權威性，
捍衛公平正義和國際秩序。

在與現場嘉賓互動時，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
院長德蒙布里亞爾問，美國拒不接受可能失去世
界主導地位，無論美國大選結果如何，看來這種
心態都不會改變。而中國、法國和歐盟都支持多
邊主義，你認為怎樣才能避免中美發生“新冷
戰”？

王毅表示，中方的觀點十分明確，那就是，各
國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都有自身發展的權利。
美國先發展起來，我們表示祝賀。同時中國也有發
展的權利，中國人民也有過上幸福生活的權利。其
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包括非洲在內的兄弟
姐妹們也情同此理。這一訴求十分正當，也十分合
理。王毅說，中方一貫主張並相信，這個世界將
走向多極化，國際關係也需要實現民主化。一個
健康、穩定的世界不應該只由一、兩個國家說了

算。各國主權平等是《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
則。美國作為世界強國，更應採取包容的態度對
待其他國家的發展，更應意識到其他國家的人民
和美國人民一樣，都有權利過上美好的生活。如
果全球70億人民都能走向現代化，這將是人類社
會的巨大進步。美國可能不願放棄世界主導地
位，但是歷史潮流滾滾向前，不可阻擋。我們堅
信，人類共同發展的一天終會到來。中方從來不
想跟任何人打“新冷戰”，而且在全球化時代，
也搞不成什麼“冷戰”，不可能再把世界分成
兩、三個陣營。各國已經相互交融，成為利益共
同體，未來應該共同構建習近平主席所倡導的人
類命運共同體。

王毅表示，關於中美關係，我想談三點基本
想法。首先，中美之間的分歧或者矛盾，不是權
力之爭，不是地位之爭，也不是社會制度之爭，
而是堅持多邊主義還是單邊主義，倡導合作共贏
還是零和博弈。這才是目前中美關係面臨問題的
本質。相信世界各國都已看得十分清楚，美國現
在是站在歷史的錯誤一邊。

第二，美國現在的外交似乎只剩下單邊制裁
和抹黑攻擊。面對美國對中國的無端指責，中方
必須把事實講清楚，必須做出必要的回應。作為
一個獨立自主國家，我們有權利這樣做。我們不
僅是在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也是在
維護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第三，中美對話的大門是敞開的。我們隨時
願意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同美方坦誠深入交換意
見。我們相信，美國國內總還是有願意講道理的
人，雙方還是能夠談出並談成共識。中方也歡迎
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各國能為中美關係的緩和發
揮建設性作用，樂見歐洲堅持戰略自主並為這個
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提供穩定性。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8月30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

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發表演講並回答現場嘉賓提問。在談及中美關係時，王毅表示，

中美之間的分歧或者矛盾，不是權力之爭，不是地位之爭，也不是社會制度之爭，而

是堅持多邊主義還是單邊主義，倡導合作共贏還是零和博弈。這才是目前中美關係面

臨問題的本質。相信世界各國都已看得十分清楚，美國現在是站在歷史的錯誤一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近日，世界多
國政黨政要和知名人士致電致函中共中央對外聯
絡部，堅決反對美國部分政客詆毀抹黑中國形
象，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破壞中美關係，希
望各方加強溝通與合作，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
定與發展。

南非共產黨第一副總書記馬派拉表示，美國政
府近期不斷在南海、涉港、涉藏和台灣等問題上對
華進行挑釁攻擊，南非共產黨及世界所有愛好和平
的人民對此強烈反對。我們相信，在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事業將繼續闊步前進。

納米比亞人組黨總書記沙寧瓦表示，美國最近
針對中國的一系列舉動充分暴露出其霸權主義本
質。中國有句古語，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美
國的反華圖謀不得人心，不會得逞。

塞拉利昂人民黨總書記科羅馬表示，反對有關
國家借疫情等問題抹黑攻擊中國。塞方在涉及中國

核心利益問題上支持中方的立場不會動搖，願與中
方保持溝通協調，攜手加強國際抗疫合作，推動全
球經濟復甦。

反對借疫情干涉他國內政
阿根廷正義黨國際關係書記、參議院外委會主

席塔亞納表示，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反
對將疫情政治化、借疫情干涉他國內政。正義黨同
中國共產黨在維護世界和平等方面存在廣泛共識，
將積極促進兩黨兩國關係發展，共同推動建立更加
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伊朗伊斯蘭聯合黨表示，美國一些政客對中方的
攻擊毫無事實基礎，此舉顯然是意在轉移美國民眾對
政府的不滿和壓力。中國多次向國際社會明確闡述自
身立場並用實際行動表明，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
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美國
政客的反華言論，將使中國人民同世界人民更加團
結，並開展更多合作。

多國政黨政要反對美政客攻擊抹黑中國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88月月3030日日，，中國國中國國
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法國國際關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法國國際關
係研究院發表演講係研究院發表演講。。 中新社中新社

鄉親們：
你們好！來信收到了。60年前，你

們響應黨中央號召，積極投身修建密雲
水庫大會戰。60年來，你們為了保護
水庫，關工廠、關礦山，為首都生態環

境改善作出了重要貢獻。得知你們發揮好山好
水的優勢，日子越過越紅火，我感到很高興。

保護生態環境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北京
一萬多平方公里的山區是首都重要的生態屏障
和水源保護地，地位十分重要。我一直惦念着
密雲水庫。當年修建密雲水庫是為了防洪防
澇，現在它作為北京重要的地表飲用水源地、
水資源戰略儲備基地，已成為無價之寶。希望
你們再接再厲、善作善成，繼續守護好密雲水
庫，為建設美麗北京作出新的貢獻。各級黨委
和政府要深入貫徹生態文明思想，把生態文明
建設作為戰略性任務來抓，堅持生態優先、綠
色發展，加強生態涵養區建設，健全生態補償
機制，共同守護好祖國的綠水青
山。

習近平
2020年8月30日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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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恩庫格勒發長文 深情回憶查德維克往事

Wakanda Forever！
《黑豹》查德維克博斯曼去世年僅43歲
與大腸癌鬥爭四年 手術間隙拍攝多部影片

2020 年還能更糟糕些嗎？北京

時間 8 月 29 日上午，漫威《黑豹》

男主角查德維克· 博斯曼官方社交

媒體宣布：他因大腸癌四期在家中

去世，離開時妻子和家人都陪伴在

身邊。

2016年博斯曼就被診斷為大腸癌

三期，當時《美國隊長3》剛上映，這

之後他和癌癥作鬥爭四年之久。《馬

歇爾》《黑豹》和《復仇者聯盟3》

《復仇者聯盟4》《21座橋》以及遺作

《誓血五人組》都是在他化療和手術

間隙進行拍攝的，體現了他對電影事

業的無限熱愛！

公告中，博斯曼被認為是壹名真

正的戰士，他的遺作為《瑪雷尼的扭

擺舞》。“他很榮幸很能演繹真人版

的黑豹特查拉國王。最後感謝大家的

愛和祈禱，希望在這個困難的時刻，

希望大家他們家庭的隱私。”

安息吧！黑豹，瓦坎達 forever！

查德維克· 博斯曼1976年 11月 29

日出生在美國南卡羅萊那州安德森，

母親卡羅琳是壹名護士，而父親勒魯

瓦則是室內裝潢業務。他於1995年從

T. L. 漢娜高中畢業，後來在華盛頓哥

倫比亞特區的霍華德大學畢業。

博斯曼從2003年開始出演電視劇

，其中較著名的有《城市守望者第三

梯隊》、《法律與秩序》和《犯罪現

場調查：紐約》，但大多都是小角色

。於《林肯高地》中他飾演納撒尼爾·

“奈特”· 雷· 泰勒這個角色，並在

NBC的懸疑電視劇《陌客》中飾演麥

克奈爾警長。

2013年的電影《42號傳奇》中他

主演傑基· 羅賓森，從而打響了名氣。

他出演了2014年的《選秀日》和在同

年的傳記電影《激樂人心》中主演詹

姆斯· 布朗。2014 年，獲得美國Cin-

emaCon電影節明日之星獎。

2014年10月底，漫威宣布博斯曼

將於2016年5月6日上映的《美國隊長

3》中飾演“黑豹”。

早前，《黑豹2》已宣布定檔2022

年5月6日，查德維克· 博斯曼原本要

回歸。2019年”還有個名叫《彌助》

的電影找到他，日本史上壹位著名的

黑人武士的故事。

今年上半年，博斯曼還被狗仔隊

拍到拿著棍子健身，身形瘦削的他壹

度被誤以為準備角色而減肥。但5月博

斯曼被拍到坐輪椅去醫院檢查，就讓

人感到壹絲擔憂了。

各界哀悼和懷念

迪士尼和漫威影業：我們的心都碎了，我們和查德
維克·博德曼的在壹起。妳的傳奇將永垂不朽，安息！

“美國隊長”克裏斯·埃文斯：我感到極大的震撼，遠不只是
心痛。查德維克很特別，他是個真正的原創者。他是個相當

堅定，壹直懷有好奇心的藝術家。還有很多卓越的工作等待他去完
成。對於我們倆的友誼我心懷感激，安息吧，國王。

“綠巨人”馬克·魯法洛：我能說的就是，悲劇不斷出現的今年，失去查
德維克·博斯曼是最讓我痛心的。多麽偉大的壹個人，多麽好的演員。妳是有
史以來最偉大的之壹，而且妳的偉大事業才剛起步。神愛妳，安息，國王。

“蜘蛛俠”湯姆·赫蘭德：查德維克·博斯曼，妳在銀幕下比在銀幕上
更像個英雄，妳不僅在片場上是我的模範，更是全世界很多人的模範。妳
帶給大家太多歡樂，我很榮幸能叫妳壹聲朋友，安息。

“驚奇隊長”布麗·拉爾森：查德維克·博斯曼能能把自己的能力和和
平散發出來的人，他替他人的付出勝過自己。當妳感到不安全時，他會給
予妳真正的關心和鼓勵。我很榮幸能和妳留下這麽多美好的回憶，那些對
話、笑聲都非常的珍貴。

丹澤爾·華盛頓：他是個溫柔的靈魂也是個聰明的藝人，他短暫但輝煌
的職業生涯將和他們永遠聯系在壹起。上帝保佑查德維克·博斯曼。

“驚奇隊長”布麗·拉爾森：查德維克·博斯曼能能把自己的能力和和
平散發出來的人，他替他人的付出勝過自己。當妳感到不安全時，他會給
予妳真正的關心和鼓勵。我很榮幸能和妳留下這麽多美好的回憶，那些對
話、笑聲都非常的珍貴。

囧瑟夫：非常悲痛的損失。有些事很瘋狂，當妳覺得妳還能見到某個
人，突然間妳發覺再也見不到了。活著的每壹天都要感恩。

我們對查德維克·博斯曼的去世深感震驚，他在
《42號傳奇》中卓越地演出了傑基·羅賓遜的精髓
（大聯盟史上第壹位黑人球員），他的表演會是向人
們講述這段傳奇的強大載體。（博斯曼去年當天剛好
是MLB的傑基·羅賓遜日）

演艺
明星

美國
職棒
MLB

瑞恩·庫格勒悼文：
我從漫威和羅素兄弟那裏接下了黑豹

的選角決定，這件事我會永遠感激。我第
壹次看見查德維克·博斯曼對特查拉的演繹
，是《美國隊長3》的壹個未完成版本，那
時候我正在決定是否執導《黑豹》、對我
來說這是不是壹個正確的選擇。

我永遠不會忘記坐在迪士尼的剪輯室
裏觀看他的戲份，他的第壹場戲是跟斯嘉
麗·約翰遜飾演的黑寡婦，然後是跟南非電
影名宿約翰·卡尼飾演的特查卡國王，特查
拉的父親。

那個時刻，我知道自己想拍這部電影
——當斯嘉麗的角色離開了他們，查德和
約翰開始用壹種語言交談，我從未聽過、
卻感到熟悉的語言，充滿了在美國的黑人
小孩說話時也會有的搭嘴音(click)、擊打
音(smack)，那種我們說出來通常會被認為
是不尊敬或不當行為的搭嘴音。但是，那
語言有壹種音樂性，讓人感覺古老、有力
，很非洲。

看完電影後的會面上，我問這部電影
的制片人之壹Nate Moore：“是妳們自
己造的語言嗎？”Nate 回答：“那是
Xhosa，約翰·卡尼的本族語，他和查德在
片場決定要那樣拍那場戲，我們就那麽拍
了。”

我想：“他就是在那壹天內學會了用
另壹種語言說自己的臺詞？”我無法想象
這有多難，而即使還沒有跟查德會面，我
對他作為演員的悟性已經深感敬佩。

此後我了解到：關於特查拉在片中如
何說話這壹點，有過很多討論。是作為美
國南卡羅來納州本地人的查德鞏固了“瓦
坎達的官方語言是Xhosa”這壹決定，因
為他能夠當場學會用Xhosa說臺詞，他也
提倡自己的角色說話帶有壹種非洲口音，
這樣他能夠將特查拉以非洲國王的形象呈
現給觀眾，因為瓦坎達的語言沒有被西方
侵占(瓦坎達沒有成為殖民地)。

2016年早期，我在簽約《黑豹》後終
於見到了查德本人。他躲過了《奎迪》媒
體招待會上的大群記者，同我在休息室見
面。

我們談論我倆的人生，我在大學打橄

欖球、他在霍華德學習導演，談論我們對
特查拉和瓦坎達的共同展望，談論他的前
霍華德大學同學Ta-Nehisi Coates當時正
在給漫威漫畫寫特查拉的故事這樣的奇異
巧合，以及查德知道霍華德學生Prince
Jones被警察謀殺壹事激勵了塔尼西斯·科
玆創作回憶錄《Between The World
and Me》。

那個時候我註意到：查德是壹個異類
，他很沈靜，胸有成竹，持續不斷在學習
，但同樣友善、安撫人心，有著世界上最
溫暖的笑聲，和見識超過他年齡的眼睛，
但眼神也會像看見新鮮事物的小孩子壹樣
閃亮。

那是我們很多次談話中的第壹次，他
是壹個特別的人，我們經常會談論傳統，
談論作為非洲裔意味著什麽。籌備這部電
影的時候，他會斟酌每壹個決定、每壹個
選擇，不光是思考它們會如何呈現他自己
，而是它們能夠造成怎樣的廣泛影響。

“我們想要做的，他們還沒有準備好
……”“這是我們的《星球大戰》《指環王
》，而且更龐大。”——在我們為完成壹場
戲而掙紮、開啟“雙加時”時，在他全身畫
著彩繪、拍自己的動作戲時，在他砸進冰冷
的水中或降落墊上時，他會這麽對我說。

我會點頭微笑，但我不相信他說的。
我不知道這部電影是否能成，我不確定知
道自己在做什麽，但現在回頭看，我意識
到查德知道壹些我們都不知道的東西，他
的目光不在眼前而是長遠處。與此同時，
他正為此付出努力。

配角演員的試鏡，他也會參加，這對
大片主演來說不常見。姆巴庫角色的幾場
試鏡他都在，溫斯頓·杜克試鏡時，他把壹
場檢驗化學反應的讀劇本變成了摔跤比賽
，溫斯頓弄壞了他的手鏈。萊蒂希婭·賴特
試鏡蘇睿公主時，她用自己標誌性的幽默
洞穿了他王者般的沈著自若，讓特查拉的
臉上浮現出100%的查德式笑容。

電影拍攝期間，我們會在辦公室或我
在亞特蘭大租的家中見面，討論臺詞和給
每壹場戲增加深度的不同方式，討論戲服
、軍隊練習。他對我說：“瓦坎達人在國
王加冕典禮上必須跳舞，如果他們拿著長

矛站在那兒，跟古羅馬人有何不同？”
在電影的早期劇本中，殺人魔頭埃裏

克這個角色要求特查拉把自己埋葬在瓦坎
達，查德提出質疑，問：如果埃裏克要求
被葬在別的地方呢？

查德非常註重自己的隱私，我此前並
不了解他的病的細節信息。在他的家人發
布了那則聲明後，我意識到：我認識他的
全部時間，他都有病在身。因為他是壹個
關照者、領導人，壹個有著信念、尊嚴和
驕傲的人，不想讓合作者被自己的痛苦所
傷害。

他走過了美麗的人生，創作了偉大的
藝術。日復壹復，年復壹年，他就是這樣的
人。他是壹場盛大的焰火。終我壹生，我會
講述關於那些美妙花火的故事，他給我們留
下了壹筆美不勝收的印記。

這是我經歷過最沈痛的失去，過去壹
年我都在準備、想象和寫作那些想要讓他說
出、如今卻註定無法實現的詞句（註：庫格
勒正在籌備《黑豹2》劇本)。意識到我再也
不可能在監視器屏幕上看到他的特寫，或是
走向他要求再來壹條，我心碎了。

更讓我傷感的是，我們沒法再進行當
面交談或視頻、短信對話了。在新冠疫情
期間，他會給我和我的家人發來素食菜譜
或養生吃法，他會關照我和我愛的人們的
情況，即使他自己正在遭受癌癥的折磨。

在非洲文化中，我們常把已去世的所
愛之人稱為“先人”，有時是有血緣聯系的
人，有時沒有。我有幸執導過查德飾演的特
查拉這壹戲份：他與瓦坎達的先祖溝通。

拍攝是在亞特蘭大壹個廢棄倉庫的藍
幕前、巨大的電影燈光前進行，但是查德
的演繹讓戲感覺真實。我想是因為從我見
到他的那壹刻開始，先祖就在通過他跟我
們說話。

他能純熟地演繹壹些最重要的人物(註
：查德維克·博斯曼出演過多部傳記片)，
這對我來說已不是秘密，我毫不懷疑他壹
直都會在並更多賜福於我們。

但是，懷著對曾與他相識的沈重心情
和深深感激，我必須面對查德已成為“先
人”這壹事實，並且我知道他會壹直關照
我們，直到我們再次相遇。

《黑豹》導演：此前不了解他病情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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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點就到家》首發預告
劉昊然彭昱暢歡樂創業

由導演陳可辛監制、張冀任劇本監

制、許宏宇執導，劉昊然、彭昱暢、尹

昉領銜主演的青春喜劇電影《壹點就到

家》8月28日發布“三倍快樂”版預告

片，此前影片正式宣布定檔國慶。首支

預告用青春歡樂的方式展現了三位“有

夢青年”的奮鬥趣事，三位年輕的實力

派演員甩掉了“偶像包袱”扛起了“村

帥”大旗。金牌導演陳可辛作為《壹點

就到家》的監制將為影片品質保駕護航

，與華語影壇新晉導演許宏宇壹同描摹

新時代年輕人的追夢之旅。10月1日，

國慶就這young！

首支預告笑點無縫銜接
收割快樂“三憨憨”triple kill
電影《壹點就到家》講述了魏晉北

（劉昊然 飾）、 彭秀兵（彭昱暢 飾）

、李紹群（尹昉 飾）三個性格迥異的年

輕人從大城市回到雲南千年古寨，開啟

了壹段非常瘋狂、純真而且荒誕的夢想

之旅。“外面的路走得慢，家鄉的路任

妳闖”，最新預告片中三個中二青年風

風火火的歡樂創業揭開帷幕。有“電商

夢”的魏晉北為了產品銷量大擺各種妖

嬈pose，稱為了生活什麼都經歷過；有

“快遞夢”的彭秀兵手舉擴聲器笨手笨

腳的穿過熙攘人群，指揮“快遞大爺”

們喊著毫不整齊的口號；有“咖啡夢”

的李紹群自信地推薦自創的遠山樹林味

咖啡，彭秀兵卻滿臉寫著嫌棄。就是這

樣三個“鐵憨憨”要把事業做大做強，

網友笑稱“笑點多的要犯密集恐懼癥

了”、“墳頭到付這誰扛得住啊”。

同步曝光的劇照也是“憨味”濃度

超標：傷痕累累頭綁繃帶的劉昊然、開

著土味十足快遞車的彭昱暢、以及表情

豐富深情陶醉的尹昉，三位男演員每個

表情都精準長在觀眾的笑點上。電影

《壹點就到家》作為復工後首個大檔期

的黑馬喜劇，整體畫風青春洋溢、歡快

熱鬧，無疑將給觀眾帶來最輕松解壓的

歡樂體驗。

金牌幕後品質笑點兩手抓
解構當下新青年“任性”奮鬥史
著名導演陳可辛擔當本片監制，在

他以往執導的眾多作品中，不乏對現實

題材的關註，此次《壹點就到家》也聚

焦了當下最新最in的年輕人勵誌追夢的

故事。而其監制和出品作品《少年的妳

》、《七月與安生》等近年來也是票房

保障、獎項收割機，同時陳可辛導演在

扶植新人上也是不留余力，挖掘了曾國

祥、許宏宇等新晉實力導演。他認為導

演這壹行也該是薪火相傳的，導演、監

制以及編劇的靈感都是來自眷戀青春的

感覺，合適的時候該把創作的接力棒交

給年輕人。本片導演許宏宇是香港金像

獎歷史上最年輕的剪輯師提名者，從

《投名狀》開始，他曾操刀過30多部大

片的剪輯，其中包括《夏洛特煩惱》、

《羞羞的鐵拳》、《無名之輩》等壹系

列喜劇電影。許宏宇首執導筒的電影

《喜歡妳》深受觀眾喜愛，尤其是夢幻

的感覺非常浪漫，同時他還執導了今年

熱門青春電競劇集《穿越火線》，將電

競的“燃”與戰友情的“暖”融匯在壹

起，引發各平臺網友齊呼“爺青回”！

此次執導的《壹點就到家》同樣充滿年

輕活力、熱血滿滿，用獨特的視角重新

解構新時代下關於年輕人、關於夢想、

關於奮鬥的故事。

在電影《壹點就到家》中，小小的

千年古寨仿佛裝下了壹個微型社會，三

個演員所飾演的正是當下年輕人的縮

影。魏晉北對於古寨來說像個天外來

客，腦袋裏裝著屬於大城市稀奇古怪

的夢想；彭秀兵在接受社會的毒打後

，仍是打不死的小強壹枚，回到家鄉，

說幹就幹；李紹群則是壹個外表土鱉內

心滿是陽春白雪的“手藝人”。三個從

裏到外完全不同的年輕人，在命運的安

排下上了同壹條船，為各自的夢想不負

前行。

電影《壹點就到家》用夢幻又歡樂的

方式講述年輕人追尋夢想的故事，不論是

“走出去”還是“回鄉來”，每壹個努力

生活的人都會被影片打動。10月1日，讓我

們壹起用歡笑迎接夢想的實現！

《太行之脊》再現八路軍壹二九師抗戰史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

《太行之脊》於8月26日在央

視壹套播出。該劇以八路軍第

壹二九師艱難又輝煌的抗戰歷

程為主線，生動再現了第壹二

九師在劉伯承、鄧小平等人的

率領下，臨危受命，東渡黃河

，挺進太行，同侵華日軍生死

相搏的壹系列經典戰例，以及

建立和加強太行山抗日根據地

建設的真實歷史。

《太行之脊》詳細描繪了

毛澤東、劉伯承、鄧小平、徐

向前、陳賡等老壹輩革命家、

軍事家的豐功偉績，還以藝術

創作手法塑造了武大存、歐陽

春、裴勇、杏兒等虛構人物，

通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真

實殘酷的戰爭場面，演繹中華

兒女在內憂外患、民族存亡，

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榮辱相連

之際，所表現出的團結壹致、

禦辱於外、奮起抗爭、可歌可

泣的家國情懷。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

發後，正面戰場上的國民黨軍

隊面對日軍的猛烈攻勢節節敗

退。緊要關頭，改編後的八路

軍第壹二九師臨危受命，在劣勢

裝備條件下東渡黃河，逆著國軍

潮水般的潰兵，迎著日軍的兵鋒

，直插敵後，壹舉粉碎當時甚囂

塵上的“亡國論”“唯武器論”

和“日軍不可戰勝論”。

面對這樣壹段艱苦卓絕、

意義非凡的歷史真相，制片人

樊文彬表示：“《太行之脊》

絕不會像抗日神劇壹樣閉門造

車、胡編亂造。劇中每壹個經

典戰例，甚至每壹個細節都源

自於歷史真實，從這個意義上

來說，這是壹部經得起檢驗的

紀實片。”

為還原歷史，劇中鋪就大量

戰爭細節，詳細解析經典戰例，

濃墨描繪了第壹二九師在處於弱

勢條件下，發揮有利地形，集中

優勢兵力，結合實戰，吸取經

驗，創新戰法，多次打破日軍的

群攻圍剿，步步擊破其“囚籠”

戰術、“三光”政策，有力打擊

了日軍的囂張氣焰。

此外，《太行之脊》還著

力刻畫師長劉伯承和政委鄧小

平在軍事政治工作上的密切合

作，展現二人過人的軍事思想、

決策和指揮才能。在“劉鄧”

率領下，第壹二九師縱橫馳騁

戰場，先後取得陽明堡、七亙

村、神頭嶺、長樂村等戰鬥的

勝利，成功創建太行山區抗日

根據地，在中華民族面臨國破

家亡的危急關頭，挺起了民族

的脊梁。

八路軍軍史專家嶽思平稱

贊道：“《太行之脊》是壹部

集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於

壹體的教科書，是進行我黨我

軍光榮傳統的生動教材，對於

傳承紅色基因，資政育人，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據悉，作為重大革命歷史題

材劇，《太行之脊》得到原八路

軍總部及原第壹二九師後代們的

大力支持，目前已在中央電視臺

壹套黃金檔播出，與電影《八佰》

特別組成“壹劇壹影”抗戰紀念

片。創作團隊希望觀眾在欣賞時，

能夠體會到該劇對革命英雄的赤誠

之心，銘記這段蕩氣回腸的歷史，

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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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未來影像發展高峰論

壇——大銀幕與流媒體平臺競爭下的破界融合”舉

行。徐崢、張壹白、姜偉、宋佳、吳鶴滬以及嘉賓

主持人周黎明出席。徐崢談《囧媽》轉網播，稱那

是特殊情況下的決定，且不是自己壹個人的決定，

出發點是讓觀眾免費看到電影。張壹白稱作為創作

者，是非常擁抱流媒體給創作帶來的方便、自由、

紅利的。他也對《囧媽》當時轉網播的決定表示支

持，稱徐崢的選擇功德無量。

徐崢率先表達對疫情下院線與流媒體之爭的

看法：“新冠疫情下我們（《囧媽》）的選擇激

起很大聲浪，我只是創作者的身份，能夠促使我

壹起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兩點：第壹，那個

時候很想讓觀眾看到電影，這是很原始的願望；

第二我希望能免費給觀眾看。其他事情不是我壹

個人決定的。

我自己理解這件事，是特殊時期的壹個特殊

決定，沒辦法因為我們這壹個電影的選擇，導致

了傳統藝術的覆滅，我們沒有那麼大本事。就像

當初有電視、廣播的時候，大家以為現場表演就

會沒有了，現在也還有保留。電視也不可能把電

影幹掉。到電影院看電影是很有儀式感的體驗，

不僅僅是對內容的閱讀，還是壹種體驗。互聯網

的發展帶來對內容閱讀方式的改變，但看電影還

包括體驗，就像妳去坐過山車壹樣，妳可以在電

影裏看到主觀鏡頭，但跟妳真的去坐過山車還是

不壹樣的。

誰都沒想到疫情能封城持續這麼長時間，國外

已經有了很多新的網站，甚至豎屏的電影，這也是

壹種生態自行的蔓延。因為大家花在手機、流媒體

上的時間越來越多，自然會有適應閱讀方式、時長

的新的內容。這些內容的活躍才會為整個形態帶來

改變的轉機。”

張壹白回顧了春節檔前夕集體撤檔的“兵荒

馬亂”時刻，稱徐崢的選擇功德無量：“我們22、23號壹起討論要不要

撤檔，終於在23號宣布撤檔。我知道各個流媒體已經在我們中間工作

，大年初壹我知道徐崢導演的選擇後，我跟姜偉通個電話，我說我很佩

服他。在這麼兵荒馬亂的時候，他還是把他的作品放到了觀眾面前，不

管是什麼渠道。他用他充滿親情、溫馨的電影安撫著觀眾，我覺得這是

功德無量的。然後他受到很多攻擊，我說為什麼呢，電影院妳敢放嗎？

如果我們強行上片，有人因為看電影感染，這個對電影產業的打擊才是

摧毀的。所以我壹直支持和贊賞徐崢導演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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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德州德州德州IrvingIrvingIrvingIrving收到針對亞裔死亡威脅收到針對亞裔死亡威脅收到針對亞裔死亡威脅收到針對亞裔死亡威脅
信稱信稱信稱信稱﹕﹕﹕﹕「「「「滾回你的國家滾回你的國家滾回你的國家滾回你的國家」」」」

隨著中美關係嚴峻，全美各地針對

亞裔的仇恨言論與暴力事件層出不

窮。近來德州 Irving某地區居民收到

了一封死亡威脅信，威脅信上寫著

「滾回你們的國家」之斗大標題。

信中內容針對華裔與印度裔進行攻

擊，指出因為來自這些地方的移民

，占據了 IT 行業工作，搶占美國人

飯碗。

寫信人甚至揚言要請這些人馬上離

開美國，否則不得以的情況下，將

要在工作場所、社區、公園、泳池

等地，對亞裔族群進行無預警的

「無情」射殺。

這封信立刻受到 Irving 警局當局關注

，警局在社群媒體上張貼的警告也

受到了民眾 3000多次的轉載。目前

Irving 當地警方正在蒐集線索，試圖

找出寫信的人。同時，警局也呼籲

這只是單獨事件。

休斯頓休斯頓休斯頓休斯頓5555市議員市議員市議員市議員﹐﹐﹐﹐致信市長呼籲警察改革致信市長呼籲警察改革致信市長呼籲警察改革致信市長呼籲警察改革
有鑑於威州警察槍擊非裔案持續延燒，

各地對於警察改革的呼聲也不小。休斯

敦市議會的五名成員致信市長特納

（Sylvester Turner），提議進行警察改

革，信中包含了超過二十項有關警察改

革的建議。

這封公開信是在星期一早上發送的，由

市議會成員愛德華· 波拉德 （J 區）、

Tiffany D. Thomas（F 區）、 Jerry Davis
（B區）、Pro-Tem Martha Castex-Tatum
副市長（K區）和Carolyn Evans-Shabaaz
博士（D區）等五人所簽署。

信中指出：「隨著我們持續推動休斯頓

人的種族團結，我們身為市議員，持續

致力於提出實質性和有意義的警察改革

意見，讓您（市長）參考。我們迫切需

要解決警察的不當行為，而種族不平等

也需要解決方案，以促成可行且有影響

力的改革。」早在6月25日的公共安全

與國土安全會議之後，市議會成員表示

他們「堅信必須對獨立警察監督委員會

進行全面改革」。

該信列出了以下建議該信列出了以下建議，，包括了包括了：：

1. HPD官員不得干預或禁止任何人使用

手機，並且只有在有必要確定逮捕後，

才能阻止被捕方使用手機。

2. 並非秘密的HPD警員必須在拘留或逮

捕民眾時，明確報上全名，以及所屬之

警察局。

3. 就輕微的非暴力犯罪向市議會出示與

引證和釋放的相關條例。

4. 為在 11 個市議會區中的警方人員提

供工資刺激方案。

5. 在非裔高校HBCU和少數民族服務機

構MSI中進行有針對性的招聘工作。

6. 居住在城市範圍內的申請人的優先僱

用考慮。

7. 取消當前 Meet and Confer Agreement
協議中詳述的「48小時規則」。

8. 取消當前 Meet and Confer Agreement
協議中詳述的「180天規則」。

9. 當必須將兩名警官分配在一輛巡邏車

時，應擬定一套執行操作策略。

10. 休斯敦市議會的一名成員應參加

HPOU 的 Meet and Confer Agreement 會
議；最好是副市長參與。

11. 應 根 據 非 裔 美 國 人 警 官 同 盟

（AAPOL）和西班牙講官組織（OSSO）
的意見，審查HPD官員的招聘過程。

哈里斯縣擴大辦理通訊投票哈里斯縣擴大辦理通訊投票哈里斯縣擴大辦理通訊投票哈里斯縣擴大辦理通訊投票
遭州政府提告遭州政府提告遭州政府提告遭州政府提告

哈里斯縣（Harris County）日前宣布

計畫，將要向所有註冊選民發送郵

寄投票申請表，無論他們是否有資

格通過郵寄進行投票。然而，共和

黨籍的州檢察長帕克斯頓卻在8月31
日提起訴訟，要求阻止通訊投票申

請表的寄送。

根據過往經驗，在德州只有 65歲以

上、殘疾或在選舉日當天不在縣外

的選民，才能使用通訊投票。然今

年有鑑於對新冠病毒的擔憂，不少

州放寬了通訊投票的限制。但是德

州的共和黨領導人與川普立場一致

，不鼓吹這種投票方式。川普認為

擴大通訊投票，將會增加選舉舞弊

的可能，雖然目前並沒有證據表明

。

哈里斯縣書記員 Chris Hollins 大力推

動郵寄投票，並指出不會因為州政

府提告就放棄他們的努力，Hollins表
示將會繼續寄送申請表，給當地200
多萬選民，這是既能保障選民安全

，又同時能反映民意的方式，然而

共和黨籍的州檢察長帕克斯頓卻對

此提起訴訟，要求法官阻止哈里斯

縣主動向所有選民發送通訊投票的

申請表格，並指出在州政府的命令

之下，Hollins並無資格實施這項計畫

。

但是哈里斯縣拒絕放棄這項計劃，

事實上，目前並沒有州法專門禁止

選舉官員向所有選民發送郵寄投票

申請。Hollins指出，該縣的郵件中包

括了「詳細的指導，告知選民他們

可能沒有資格通過郵寄投票。」哈

里斯縣此前還表示，計劃購買更多

的郵件分揀設備，並僱用數百名臨

時工，專注處理郵寄投票事宜。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109109年國慶籌備會第二次會議年國慶籌備會第二次會議，，
ZoomZoom上連結舉行上連結舉行

Kevin Hsu.Kevin Hsu.

劉志忠劉志忠

陳月燕陳月燕。。「「109109年雙十國慶籌備年雙十國慶籌備
會會」」 秘書長何真秘書長何真 。。

孫玉玟孫玉玟。。「「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
會美南分會會美南分會」」 會長洪良冰會長洪良冰。。

劉美玲劉美玲。。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

「「美南藝文社美南藝文社」 「」 「糖城台糖城台
聯會聯會」」 會長王妍霞會長王妍霞。。

「「三民主義大同盟三民主義大同盟」 「」 「國國
立師範大學校友會立師範大學校友會」」 會長會長

黃以法黃以法。。

「「休士頓客家會休士頓客家會」 「」 「台灣同台灣同
鄉聯誼會鄉聯誼會」」 會長馮啟豐會長馮啟豐。。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 會長黃春蘭會長黃春蘭。。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許勝弘院長許勝弘院長。。

「「防疫小組防疫小組」」 組長戴組長戴
珮青珮青。。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何怡中主委何怡中。。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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