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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 Street Week Ahead: U.S. stock mar-
ket surge may run into scary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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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Reuters) - A scorching stock market rally 
that pushed the benchmark S&P 500 to its best August 
in more than 30 years is entering what is historically the 
most volatile two-month stretch of the year, increasing the 
likelihood of market turbulence in the final stretch before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So far, investors who bailed on the U.S. stock market due 
to the economic toll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increasing unemployment have paid a price. The S&P 500 
is near record highs and up 7% year-to-date, including an 
11.5% gain since the start of July.

The S&P 500 logged one of its few significant declines 
since the start of summer on Thursday, falling 3.5% as 
investors dumped high-flying, technology-focused stocks 
- sending the market’s fear gauge, the CBOE Market Vola-
tility index , near a 10-week high.

Thursday’s declines may be a preview for a rocky next 
two months as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return from summer 
vacations and refocus on the potential economic pitfalls in 
the year ahead, fund managers and strategists said.

“Historically, you see low trading volumes in the summer 
and low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at has been true this 
year as well,” said Jonathan Treussard, partner at Research 
Affiliates. “I can assume that on the back of pretty severe 
mental exhaustion from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a lot of 
people tried to unplug and are starting to get serious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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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Exchange (NY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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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Overall, the S&P 500 has fallen by an average of 0.5% in 
September since 1944, the largest decline of any month, and 
fallen on average during each election year over that span, 
according to research firm CFRA. The largest average losses 
have come in cyclical stocks including auto parts, steel and 
semiconductors. The best-performing months have been April 
and December.

October has notched the deepest historical declines of any 
month in both the S&P 500 and the small-cap Russell 2000, 
with the S&P 500 falling 21.8% and the Russell down 30.8% 
in 1987, according to CFRA.

Among key events that investors are watching for this month 
is the Federal Reserve’s policy meeting to discuss potential 
further steps to support the economy on Sept. 16, the central 
bank’s last meeting before the November elections.

A breakdown in negotiations between congressional Demo-
crats and the White House for another economic stimulus bill 
may further increase volatility at a time when the S&P 500 is 
trading near its highest valuations since the late 1990s tech 
boom, said Sam Stovall, chief investment strategist at CFRA.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peaker Nancy Pelosi said 
Tuesday that “serious differences” remain between Democrats 
and the White House over coronavirus relief legislation.

Following the death of more than 184,000 people in the U.S. 
from COVID-19, there could be increased fear of a new wave 
of the coronavirus. The New York City school system, the 
country’s largest, this week pushed back its opening day in 
order to put more health measures in place.

In addition, the concentration of gains in a handful of tech 
stocks such as Apple Inc (AAPL.O) and Amazon.com Inc 
(AMZN.O) leaves the market at a greater risk for a deep sell-
off as uncertainties ove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rise, said 
Charlie Ripley, senior investment strategist for Allianz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ncerns over election uncertainty have risen because 
of a heavier reliance on mail-in ballots due to the pandemic.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sserted, without evidence, that 
mail ballots would increase fraud and disrupt the November 
election, although experts say voter fraud of any kind is ex-
tremely r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rump increased those calls 
Wednesday by suggesting that residents of battleground state 
North Carolina try to vote twice, an illegal act.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ll bring volatility to the markets 
even beyond the actual election day. There is the potential 
things will not be decided the night of the election” due to 
delays in counting mail-in votes, Ripley said.

“Stocks are already near all-time highs,” he said, “so it doesn’t 
take a lot for things to go s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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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 Most people 
who have taken a nasal swab test for 
COVID-19 will likely tell you it’s not a 
pleasant experience. Could there be an 
easier, and quicker, way of testing for 
coronavirus? Scientists say there is — 
and they’re working on a “breathalyzer” 
device which works like a drunk-driving 
test.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 is devel-
oping a prototype coronavirus breatha-
lyzer machine. This device will scan the 
air after patients exhale, just like current 
breathalyzers detect alcohol particles 
in a person’s breath. The option would 
certainly be far more preferable and less 
invasive than current testing techniques.
At the moment, nasopharyngeal swabs 
are the gold standard for coronavirus 
testing. Healthcare workers stick a long 
swab up a patient’s nose, collecting sam-
ples from the nasal passage and back of 
the throat. Once that uncomfortable part 
is over, technicians analyze these sam-
ples for genes of SARS-CoV-2 — the 
virus causing COVID-19.

Not only is this process unpleasant for 
the patient, study authors say it also in-
volves a time-consuming lab test called 
RT-PCR. With so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getting tested, it can take med-
ical offices several days before they get 
results.
Researchers Hossam Haick, Hu Liu, Yue-
yin Pan, and others say they hope their 
prototype can give healthcare systems a 
quicker option. They add a COVID-19 
breathalyzer will also be cheaper to use 
and easier to operate.
How does a coronavirus breathalyzer 
work?
The report in ACS Nano explains that 
viruses typically emit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which can exit a 
body through your breath. The new in-

vention uses a nanomaterial-based sen-
sor to find SARS-CoV-2 in these exhaled 
particles. This sensor is made of gold 
nanoparticles linked to molecules which 
are sensitive to contact with VOCs.
When the virus compounds interact with 
these molecules, the sensor’s electrical 
resistance changes. The scientists are 
teaching their breathalyzer to specifical-
ly look for the specific resistance signal 
made by COVID-19 particles.
To do this, the study used breath sam-
ples from 49 coronavirus patients, 58 
healthy participants, and 33 people with 
non-coronavirus lung infections in Wu-
han, China. All the volunteers blew into 
the machine for two to three seconds 
while standing less than two centimeters 
away. This allowed the machine to not 
only lea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ople 
with or without COVID, but differences 
in other infections too.
 

Follow-up test results show an im-
pressive beginning for the coronavirus 
breathalyzer. Researchers report the 
device has 76 percent accuracy when 
comparing COVID-19 cases to healthy 
patients. That score jumps to 95 percent 
accuracy when comparing coronavirus 
patients to other lung infections. The 
breathalyzer can als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urrent and recovered patients 
with 88 percent accuracy.
The study notes that the invention still 
needs more testing with more patients, 
but it’s the first step towards a rapid 
screening process. (Courtesy https://
www.studyfinds.org/)
Related
GMED Global Opens Rapid 
COVID-19 Drive Thru Testing 
Center In Houston
As the number of positive COVID-19 
cases continues to surge and the Tex-
as Department of Health is reporting 

an average of 9,358 new cases per day 
over the past week, testing sites are in-
creasingly overwhelmed and processing 
backlogs are causing delays in providing 
patients their results. To respond to the 
urgent need for effective testing to help 
stop the spread, Houston-based GMED 
Global, LLC has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its first rapid COVID-19 testing op-
eration. GMED’s Rapid COVID Clinic 
has opened a drive-through testing site at 
5556 Gasmer Drive in Houston. COVID 
testing is available by appointment or for 
drop-ins, with results available in under 
an hour.

A rapid nasal swab antigen 
test that detects the virus in                                                                          
as little as 15 minutes. Get your result 
back the same day.
At the center Houstonians can be tested 
for COVID-19 in the comfort of their 
own cars, by simply driving through the 
center. The center also has the capacity 
to serve those who wish to drop-in and 
have no prior appointments. While indi-
viduals wait in the center’s parking lot, 
the results will be available to them in 
under 30 minutes. The goal of this ini-
tiative is to make testing fast, anxiety 
free, and highly efficient, so anyone with 
positive results can act quickly and ap-
propriately, before the disease reaches an 
acute stage and requires hospitalization. 
This unique test, manufactured by 
Quidel, is one of the few rapid antigen 
tests in the country. It provides a pain-
free nasal swab that can be self-adminis-
tered - minimizing the exposure between 
test takers and health care providers. 
This highly accurate test directly detects 

the presence of COVID-19 and offers re-
sults in approximately 30 minutes to one 
hour.

Rapid COVID-19 Testing Unit
 “We’re proud to offer access to rapid 
COVID testing to the Houston communi-
ty,” said Dr. Ramin Ahmadi, Co-founder 
and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of GMED. 
“Our goal is to make the entire process 
fast, anxiety-free, and highly efficient, 
so anyone with positive results can act 
quickly to isolate and seek treatment be-
fore the disease reaches an acute stage 
and requires hospitalization. By helping 
to identify COVID-positive individuals 
in our community we’re also hoping to 
support contact tracing efforts to slow 
the spread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and 
save lives.”
“Our goal is to make the entire pro-
cess fast, anxiety-free, and highly 
efficient, so anyone with positive 

results can act quickly to isolate and 
seek treatment before the disease 

reaches an acute stage and requires 
hospitalization.”

In addition to confirming the virus in 
both symptomatic and asymptomatic in-
dividuals, negative test results can also 
be used to return to work and travel safe-
ly. GMED also offers on-site COVID-19 
screening to area businesses, federal 
health clinics, and schools.
The test does not require a doctor’s re-
ferral. Individuals can simply make an 
online appointment or drive to the test-
ing site. The cost of each test is $135, 
payable by credit card. Appointments 
can be made via email at contact@rapid-
covidclinic.com or online at www.rapid-
covidclinic.com. Tel: (832) 713-2967. 
Additional contact: Dr. Ramin Ahmadi 
at 281-336-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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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onavirus ‘Breathalyzer’ Test? Scientists 
Move Closer To Breakthrough Device

“Breathalyzer” device which works like a drunk-driving test will be able to                                                  
check for COVID-19. (Photo/Andrey Popov/Coronavirus, Science & Technol-
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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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has told public officials to prepare to
distribute a nearly ready coronavirus
vaccine as soon as late October as
medical experts now predict 410,000 U.
S. coronavirus deaths by January 1. This
would mean another 224,000 people
could lose their lives.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only 44%
people want to get the vaccine, 22% don
’t want it and 32% don’t know. There
are 30,000 volunte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clinical trials, but there are only 4,000
people of color participating. This is a big
concern for the people who are

administering the vaccine.
Dr. Fauci, NIAID Director, said he has
full confidence that the FDA will fully
approve the vaccine.
President Trump has also claimed that
the vaccine will be on the market very
soon. He expects it sooner than the end
of the year.

When the vaccine comes out, those
people working in the front line and
people over 65 years old will get it first.

Regretfully, the social media that is so
popular with a lot of people, is being
used to spread fake news about the
vaccine.

STV is already organizing a strong team
and has started posting news about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 will bring
firsthand all the elections news to our
community. We hope all of us will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for ou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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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c U.S. presidential nominee and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speaks to residents during a community meeting at Grace Lutheran Church 
after a week of unres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hooting of Jacob Blake, a Black 
man, by a white police officer in Kenosha, Wisconsin. REUTERS/Kevin 
Lamarque

Lotte Verbeek poses with performers at the beach for the shooting of the movie “The Book 
of Vision” in the Critics’ Week at the Venice Film Festival. REUTERS/Yara Nardi  

A fish tank sits above the waterline of a submerged street in the aftermath of Typhoon Maysak 
in Gangneung, South Korea. Yonhap 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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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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pils keep social distance at Lady Eleanor Holles on their first day of school in Middlesex, Brit-
ain. REUTERS/Hannah McKay

Extinction Rebellion activists participate in a protest in London, Britain. REUTERS/
Hannah McKay    

MORE

Kaleb Murray, 4, and his mother, Jasmine Pearson attend a community celebration for late ac-
tor Chadwick Boseman in his hometown of Anderson, South Carolina. REUTERS/Chris Aluka 
Berry   

A woman argues with a police officer during a protest following the death of the Black man Daniel Prude, after 
police put a spit hood over his head during an arrest in Rochester on March 23, at Times Square in New York.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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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 A project involving the 
release of million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mosquitoes beginning in 2021 has been 
approved by federal authorities, and Har-
ris County is one area in which the pilot 
program could go forward,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CNN.
Oxitec, the US-owned, British-based 
company that developed the engineered 
species, announced the Environment Pro-
tection Agency (EPA) granted the compa-
ny an experimental use permit (EUP) to 
field test the use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Aedes aegypti mosquitoes. The company’s 
aim through the test is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from mosquito-borne illnesses.
According to CNN, “the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osquito, named OX5034, has 
been altered to produce female offspring 
that die in the larval stage, well before 
hatching and growing large enough to 
bite and spread disease.” According to a 
media statement by the EPA, field tests 
will first be conducted in Monroe County, 
Fla. following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ies’ 
approval.

“The EUP is designed to test the effec-
tiveness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Aedes 
aegypti mosquitoes as a way to reduce 
mosquito populations in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with appropriate safeguards 
as a first step to potentially wider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atement reads. 
The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osquitoes 
are approved to be released into Harris 
County beginning in 2021. To go forward 
with this pilot program, state and local ap-
proval would be needed, but that’s not yet 
been granted, according to 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s Sam Bissett.
 “Local health officials confirm that there 
is no agreement in place or plans to move 
forward with the project at this time,” 
Bissett said. “Our focus is on our efforts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planned release in Florida is not without 
controversy, with local residents and a 
coalition of environmental advocacy groups 
speaking out. 
Rela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mosquitoes are set to be released in Florida 
and possibly Harris County.
Recently,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pproved two locations 
to release 750-million genetically-modified 
mosquitoes if also given state and local 
support. According to Meredith Fensom, a 
spokesperson from Oxitec, local support has 
been approved in Florida but not yet Harris 
County.

Mosquito larvae
 “Believe it or not, we have been releasing 
our mosquitoes for 10 years,” said Fensom. 
“This would be the first project in the United 
States. We’ve been working in other coun-
tries with great results.” According to Oxitec, 
their company engineers genetically modified 
male mosquitoes with sabotaging DNA. 
When these GMO mosquitoes mate with 
females, the genes pass-on and kill female 
offspring before they reach adulthood.
Stopping Zika: The GMO mosquito that 
kills his own offspring
Approved by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in May, the pilot project is designed 
to test if a genetically modified mosquito is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spraying insecticides 
to control the Aedes aegypti. It’s a species of 
mosquito that carries several deadly diseases, 
such as Zika, dengue, chikungunya and 
yellow fever.
The mosquito, named OX5034, has been 
altered to produce female offspring that die 
in the larval stage, well before hatching and 
growing large enough to bite and spread 
disease. Only the female mosquito bites for 
blood, which she needs to mature her eggs. 
Males feed only on nectar, and are thus not a 
carrier for disease.

 The mosquito 
also won 
federal 
approval to be 
released into 
Harris Coun-
ty, Texas, 
beginning in 
2021, according to Oxitec, the US-owned, 
British-based company that developed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GM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granted 
Oxitec’s request after years of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the genetically altered mos-
quito on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This is an exciting development because 
it represents the ground-breaking work of 
hundreds of passionate people over more 
than a decade in multiple countries, all of 
whom want to protect communities from 
dengue, Zika, yellow fever, and other 
vector-borne diseases,” Oxitec CEO Grey 
Frandsen said in a statement at the time. 
However, state and local approval for the 
Texas release has not been granted, said 
Sam Bissett, a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 
with 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
“Local health officials confirm that there is 
no agreement in place or plans to move for-
ward with the project at this time,” Bissett 
told CNN. “Our focus is on our efforts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fairly short order, you have a population 
crash, because there are no females to mate 
with,” said Fensom.

A genetically modified mosquito.
The company targets non-native Aedes 
Aegypti mosquitoes, known for carrying 
potentially deadly viruses such as Chikun-
gunya, Yellow Fever, and the Zika Virus.
“When we’ve worked in other countries like 
Brazil, sometimes in just 6 months, we’ve 
been able to reduce the disease-carrying 
mosquito population by about 95 percent,” 
said Fensom. While some people are excit-

ed about the possibility, others remain hesitant.
“With all the urgent crises facing our nation 
and the State of Florida — the COVID-19 pan-
demic, racial injustice, climate change — the 
administration has used tax dollars and govern-
ment resources for a Jurassic Park experiment. 
Now the Monroe County Mosquito Control 
District has given the final permission needed. 
What could possibly go wrong? We don’t 
know, because EPA unlawfully refused to seri-
ously analyze environmental risks, now without 
further review of the risks, the experiment can 
proceed,” said Jaydee Hanson, Policy Directo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Center for Food Safety.
“We’re not spraying chemicals,” said Fen-
som. “There are no harmful chemicals in the 
environment. Beneficial insects like bees and 
butterflies are unharmed.”

While the EPA has given Oxitec to release mil-
lions of their mosquitoes in Florida and Harris 
County, local support is still needed before they 
fly around Houston. A spokesperson from Har-
ris County Public Health provided the written 
response below.
“At this time there are no agreements or 
approval in place for Harris County to work 
with Oxitec in 2021,” said Samuel Bissett from 
HCPH. “While we have had discussions with 
Oxitec previously about a potential partner-
ship with 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 those 
discussions were paused last year between both 
sides. The EPA’s release from earlier this year 
regarding approval of this initiative detailed 
that they’ll be able to operate in Monroe Coun-
ty and Harris County if approved by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ies. That is not the case for Harris 
County at this time. If things change, we’ll let 
our residents and partners know immediately, 
but Oxitec’s primary focus is launching the 
Monroe County program and our focus is on 
our efforts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Courtesy click2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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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osquitoes Are Approved To 
Be Released Into Harris County Beginning In 2021

EPA Approves The Release Of
GMO Mosquitoes In Harris County

Genetically modified mosquitoes approved for release by EPA in Harris County.



CC55美國風俗
星期六       2020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20

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恩怨一直是美国

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使距离林肯废奴已

经过了140多年，但那段白人压迫黑奴

的血泪史依然在分裂着这个国家，宛若

梦魇一般挥之不去。

其实，自美国建国以来，并不是所

有的美国白人都支持奴隶制，美国一直

存在着两个美国的情况，美国北方与美

国南方之间一直存在很大分歧。相比之

下，北方更为依赖工商业，南方则以农

业，尤其棉纺织业为主。这种经济结构

的差异使得双方逐渐采纳了不同的经济

制度，产生了不同的伦理道德。

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的南方与北

方已经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北方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开放而自由，主张

自由雇工制度，城市中商业发达，人流

攒动。南方则实行奴隶制，大量运用黑

奴进行劳作，农业是社会中的支柱产业

，城市中几乎没有像样的工商业。与农

业相对，南方的观念十分保守，是种族

歧视的重灾区。貌似统一的美国，就这

样因为经济结构的根本差异出现了截然

相反的两个部分，到了19世纪中期，这

种差异和分歧已经再难掩盖，并最终引

燃了美国南北战争。

一、轧棉机的出现让棉花种植业飞速发

展，南方的经济结构转变

在美国建国时，美国南方北方的分

歧还不明显，但是随着领土的开拓和技

术的进步，形势发生了逆转。

19世纪初期，美国人因为独立建国

的喜悦，将巨大的劳动热情和创新精神

投入到了生产中，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

伊莱惠特尼，1798年，惠特尼发明了生

产枪支零件进而组装的生产方法，工匠

只需大规模生产零件，而无需一支枪一

支枪的制作，从而大幅提高了工业生产

能力，而在此之前的1793年，他还发明

了一个颠覆性的机器，那就是轧棉机。

轧棉机的出现使棉籽和棉絮的剥离效率

提高至原来的25倍，让美国的棉花生产

力大幅提高，惠特尼的这项发明不仅提

高了棉花生产效率，还深刻改变了美国

南方的经济结构。

在轧棉机发明前，棉花的生产效率很

低，利润不高，因此之前大多数的南方种

植园，都主要种植烟草、甘蔗、大米和染

料作物。棉花在那时的南方是昂贵的奢侈

品，尤其是高质量的长绒棉，只能在佐治

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所辖的海岛上生长，

整个南方的内陆地区都无法种植长绒棉，

而内陆可以种植的内陆棉，由于棉絮紧紧

包裹着棉籽，使得收集十分困难，因此并

无多少农场种植。但是轧棉机发明后，情

况发生了逆转，轧棉机可以轻易剥离棉籽

和棉絮，这直接导致南方各农场可以大量

种植内陆棉。

1793年轧棉机发明后，南方各州的

棉花总量还仅为500万磅，而仅仅10年

后，就达到了6300万磅，产生增长了10

多倍。1790—1800年，南方种植业奴隶

的人均棉花产量每年提升34%，1800—

1806年则每年提升11%。而从1806年到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棉花生产率仍然以

每年3.3%的增长率不断提高。

棉花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结果就是美

国南方对棉花种植业的依赖越来越大，

到1820年，美国共出口25万捆棉花，价

值2200万美元。1840年，增至150万捆

，价值6400万美元。1860年，也就是在

内战爆发之前，出口总量达到了350万

捆，价值1.92亿美元。1801年，美国的

棉花产量只占全球棉花产量的9%，而到

1862年，美国的棉花产量已经占全球的

3/4。棉花已经成为美国南方的支柱产业

。

这一经济结构转变的直接后果就是

美国南方开始大量购买黑奴。

二、棉花种植业的繁盛刺激美国南方大

量购买黑奴

棉花种植业兴盛的直接后果就是美

国南方开始大量购买黑奴，奴隶制在南

方越来越普遍。在美国刚建立时，奴隶

制在南方并不十分普遍，当时美国南方

的一些州，比如南卡罗来纳州，奴隶的

人口占比为18.4%，依然远少于白人。

而且当时的美国南方已经兴起了废奴主

义，即使是杰斐逊这种在农场长大的人

，也认为奴隶制是不人道的，违反了美

国宪法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皆享有生存

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这一宗旨

。180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禁止进口

奴隶法案》，作为南方代表的杰斐逊也

签署了法案，足以证明废奴主义已经在

美国得到了一定的认同，随着英国逐渐

废除奴隶贸易，美国的废奴主义也一度

喧嚣尘上。但是轧棉机的出现改变了这

一切。

在美国的北方，废奴主义继续发展

，人们普遍开始否定奴隶制，但是在南

方，由于棉花的利润越来越高，人们出

于经济利益越来越趋向于维护奴隶制。

棉花种植业的属性决定了他需要大量廉

价的劳动力来采摘棉花，而没有比黑奴

更廉价的劳动力了，在棉花种植领域，

自由雇工远远不如奴隶合算。南方愈加

拥抱奴隶制，并不是由于他们的价值观

发生了多大变化，而是经济利益使得他

们必须维护种族主义和奴隶制。在利益

驱动下，原本奴隶数量已经缩减的南方

反而开始大量购买黑奴。

棉花的暴利使得大大增加了美国南

方对于黑人的需求，这使得黑人的价格

不断上涨，咋1800年，一名男性黑奴为

520美元，而到南北战争前竟已达到1800

美元。图1显示了从1800到1860年黑奴

价格的变化，足以看出因为供不应求，

黑奴价格的增速快到了何种程度。

由于市场总体的供不应求，南方奴

隶主开始运用各种办法获得黑奴，甚至

将北方原本自由的黑人绑架为奴，美国

电影《为奴十二年》就是讲述一个美国

北方自由黑人被绑架为奴的故事，他在

南方过了12年猪狗不如的生活。南方对

棉花种植业越依赖，需要的奴隶就越多

，借助棉花和奴隶，南方的庄园主顿时

成了美国最富有的人。

1860年，美国境内7500名个人资产

超过330万美元的富人中，居然有4500

人生活在南方各州，而在同年，美国境

内奴隶人口的总价值居然高达30多亿美

元，比美国的铁路和制造业的资产还要

多。虽然在南方，大多数奴隶主一般只

有10多名黑奴，但较为富有的339个大

家族每家都拥有超过250名黑奴，密西

西比河最大的农场主邓肯更是拥有1036

名奴隶。图2显示了美国南方各州奴隶

资产占总资产的占比，足见黑奴对于美

国庄园主，有多么的重要。

三、经济利益使得南方奴隶主不可

能抛弃奴隶制，南北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自从轧棉机发明后，棉花的利润大

幅上升，棉花日渐成为美国南方的支柱

产业，而棉花种植业对于廉价劳动力的

需求又使得美国南方的庄园主大量购买

黑奴，黑奴已经成为种植园主获利的主

要工具。另一方面，黑奴本身也是种植

园主资产的一部分，黑奴在南方起到的

作用，和北方资本家手里的机器、豪宅

并无二致，都是资产的体现方式。

北方意图废除奴隶制的行为，不仅

仅是夺取了美国南方人的劳动工具，黑奴

本身就是美国南方人的资产，一旦解放黑

奴，直接意味着美国南方人的资产大量缩

水，一旦失去了奴隶，很多美国南方人将

一无所有，瞬间沦为赤贫，这从南北战争

结束后南方的经济数据就可以看出，南北

战争结束后南方南方各州的总产出仅相当

于1860年水平的2/3，南方的农场价值下

跌了42%，已耕种土地面积减少了13%，

“劳动力储备”减少了42%。而由于很多

南方人都用黑奴作为抵押品来贷款，因此

解放黑奴后，很多南方人立即陷入了资不

抵债的破产境地。

正是因为这种经济上不可调和的矛

盾，南方各州才宁肯背弃宪法的原则和

誓言，也要和北方殊死搏斗，对他们来

说，废奴远不仅仅是人道主义、观念问

题那么简单，而是牵扯到实实在在的经

济利益，一旦他们失败，他们将一无所

有，这是战争中美国南方人作战英勇、

多次死战不退的根本原因。俗话说人为

财死鸟为食亡，美国南方人在南北战争

中的表现，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美国南

方人为了保住自己的资产如此拼命，以

至于原本经济、人口、工业都十分落后

的南方居然一度压制了强大的北方。

虽然美国南北战争最后以北方

的胜利而告终，但是黑人问题并没

有彻底解决，美国南方对于黑人的

歧视依然广泛存在，南方的种族隔

离制度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废除，

美国南方白人对于黑人的恶感，直

到今天，依然存在。而美国南方这

段压迫黑奴的血泪史，也成了今日

美国黑白矛盾不可调和的根源，那

段血腥的历史，宛若梦魇一样，即

使在废奴 140 年后的今天，依然撕扯

着这个年轻的国家。

两个美国的对峙

棉花的高利润让
美国南方大量使用黑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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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圖片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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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百貨商店現莫斯科百貨商店現““西瓜噴泉西瓜噴泉””
好吃耐看又清涼好吃耐看又清涼

俄羅斯莫斯科俄羅斯莫斯科，，古姆國立百貨商店中的古姆國立百貨商店中的““西瓜噴泉西瓜噴泉”，”，西瓜浸泡在西瓜浸泡在
噴泉中為前來購物的顧客帶來了噴泉中為前來購物的顧客帶來了““果味果味””清涼清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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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絢麗的藍色熒光海浪在夜晚照亮了美國加州的海灘近日絢麗的藍色熒光海浪在夜晚照亮了美國加州的海灘，，這主要是因這主要是因
為壹種名為為壹種名為Lingulodinium polyedraLingulodinium polyedra的浮遊生物產生的生物發光現象的浮遊生物產生的生物發光現象。。



CC77
星期六       2020年9月5日       Saturday, September 5, 2020

中國影壇

馬伊琍高偉光新劇《旗袍美探》:
旗袍很美探案壹般

馬伊琍、高偉光主演的民國探案

劇《旗袍美探》，講述的從法國巴黎

回國的女偵探蘇雯麗（馬伊琍 飾）與

法租界警務局中央巡捕房探長羅秋恒

（高偉光 飾）壹同破解懸案的故事。

這幾年以民國為背景的探案劇

不少，但幾乎都是拍著拍著就變成

了民國華麗舞臺劇+民國時裝劇，凸

顯出的是“民國範兒”，“壹種趣

味、壹種風尚和壹種美學”。它們

幾乎都是以上海租界為背景，男主

角西裝革履、女主角洋裝旗袍，住

的是獨門獨戶的歐式別墅，開的是

進口的高檔車輛……絲毫看不出民

國是壹個政府混亂、軍閥混戰、外

國入侵的“亂世”。

就像《八佰》中，壹條蘇州河、

壹座垃圾橋相隔的是兩個上海，壹

邊宛如天堂，燈紅酒綠、紙醉金迷

，壹邊則宛如地獄，壹邊是水深火

熱、生靈塗炭。這兩面才構成壹個

完整的民國上海，構成完整的民國

。但現在的民國劇凸顯的只是民國

風情，雖然這有助於它的大眾化和

流行，但這也在根本上決定了它們

的藝術價值不會太高。

《旗袍美探》淡化了年代背景，

觀眾只能大概知道故事發生在1930年

代，而從第壹個鏡頭開始，《旗袍美

探》極力放大和凸顯的都是民國風情

，美術、置景和服裝組都相當用心，

但它拍攝的只是壹個片面的民國。

細心的觀眾也會註意到，民國

探案劇男女主角的身份常常是“巡

捕”。為什麼是叫做“巡捕”而不

是“警察”？鴉片戰爭後，西方列

強開始在通商口岸劃定居留區，設

立租界。1845年，英國人在上海建

立第壹個租界。1854年，上海英租

界成立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第壹個真

正意義的警政機構——上海英租界

巡捕房，其職責主要是維護租界的

治安，保護西方人利益。

影視編劇把主人公的身份設為

巡捕，也就意味著故事的發生地是在

租界，民國的“亂世”與租界無關，

就像《八佰》中壹河之隔的戰爭與租

界無關，凸顯民國風情也就理所應當

了。這是討巧的寫法，也是避重就輕

的寫法。但這壹點不僅僅是《旗袍美

探》的問題，我們也不必苛責。

《旗袍美探》翻拍自澳劇《費雪

小姐探案集》（Miss Fisher‘s Mur-

der Mysteries），然後把故事挪到民國

，做了本土化改編。人物關系、人物性

格以及案件，大抵還是以澳劇為藍本。

案件模式也是觀眾很熟悉的大案件套小

案件，蘇雯麗為妹妹伸冤貫穿始終，平

均每兩集壹個獨立的小案件。

破案效率大大提升，劇集的節奏

很快，這是優點。但也因為節奏太快

了，所以對案件的刻畫基本都是粗線

條和梗概式的，沒有太多復雜的本格

推理的內容。懸念的揭曉基本都在最

後關頭，要麼是人物愚蠢地自己露出

馬腳，比如第壹個案件殺人兇手竟然

把摻了砒霜的糖包放辦公室；要麼是

經由美探之口，通過臺詞揭曉壹些關

鍵細節，比如第二個案件。

觀眾的推理參與感不強，基本

就是看個熱鬧。好在《旗袍美探》

也有熱鬧可看。案件雖然不夠縝密

，但也不至於漏洞百出，並且得益

於制作上的投入和用心，還是營造

出了不錯的懸疑感。

《旗袍美探》的“探”壹般，

劇集的核心魅力在於“旗袍美”上

。之前的民國探案劇，都是由男性

擔綱第壹主人公，女性角色主要是

輔助作用。《旗袍美探》則讓女性

角色挑大梁，果然賦予了千篇壹律

的民國探案劇不壹樣的美學氣質。

馬伊琍飾演的蘇雯麗構成了

《旗袍美探》這部戲的“戲眼”。

蘇雯麗這樣的角色不僅在民國劇裏

少見，在中國電視熒屏也很少見。

她首先是個白富美。從巴黎回

來後，住豪宅，開豪車，出手闊綽

，隨便送人都是豪車。

她又嗲又作。講話嗲嗲的，姿

態嬌滴滴的，很會撒嬌。但如果妳

以為蘇雯麗是個啥也不會的花瓶，

那又大錯特錯了。她在法國常住，

見過世面；她受過高等教育，知識

淵博、邏輯縝密；她思想開化，秀

外慧中，人格獨立；她善良、正義

並且對弱者有同理心……動與靜、

俗與雅、嗲與強、作與真等看似相

反的氣質，在蘇雯麗身上融為壹體

。馬伊琍也出色地詮釋了這個角色

豐富的氣質。有時她講話那做作的

口吻讓人聯想到《我的前半生》中

前期的羅子君，但蘇雯麗認真探起

案來，她又是《在遠方》中獨立強

大的路曉鷗。而跟這兩個角色相比

，蘇雯麗身上還有壹股“媚”，蘇

雯麗幾乎每壹集都要換上不同的旗

袍和洋裝，修身的旗袍將角色的婀

娜與風韻，體現得壹覽無余；馬伊

琍本身就是上海人，蘇雯麗偶爾說

上幾句軟糯婉轉的上海話，也極襯

這個角色的軟糯嬌媚。

可以說，《旗袍美探》的氣質

和質感，都靠蘇雯麗烘托。雖然是

新式女性，但也不影響蘇雯麗嬌

滴滴；雖然妹妹的命案壹直是蘇雯

麗的心結，但《旗袍美探》不暗黑

沈重，也沒太多理會那個時代的苦

大仇深。它的整體基調輕松俏皮。

高偉光飾演的探長羅秋恒又高

又帥又聰明，外冷內熱，每次蘇雯

麗遇到危險的關鍵時刻他總會出現

。他很快也對蘇雯麗產生好感，變

成了深情的羅秋恒。幾集過後，羅

秋恒和情感互動戲，都可以察覺到

愛意在流動，馬伊琍和高偉光的CP

感出乎意料的強烈。

《旗袍美探》不是嚴肅的民國正

劇，但還是適合拿來當下飯劇的。

於冬：電影創作要抒寫國家歷史
經歷了疫情的磨礪與考驗，

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以“夢圓·

奮進”為主題，創造性地將線上

與線下相結合，創造了不少熱點

。“雲上北影節”消融了時空的

阻隔，成為壹個永不落幕的影視

盛典。在剛結束的第十屆北京國

際電影節上，記者專訪了博納集

團董事長於冬，他談了今後新主

流電影該如何發展。

於冬回憶這半年的心境，真是

百感交集，“整整6個月，對我們

電影院的同行來講，非常焦慮，或

者說是無奈”。北京電影院開始為

正式復工做準備的那壹天，於冬也

去博納影院檢查疫情防控工作，原

計劃春節檔上映的《緊急救援》

《唐人街探案3》海報還未來得及

撤下，展現新年氣氛的紅燈籠依舊

高掛……現實和半年前的畫面在於

冬腦海裏來回切換。“電影院的小

夥伴們精心為春節檔布置的過年氣

氛，還有準備的那麼多爆米花、可

樂等都過期了，都要倒掉。除了直

接的損失之外，更多的是壹種難過

。”於冬唏噓。不是親歷者，無法

真正體會那種感受，但於冬觀察到

了。他說，得知電影院可以恢復放

映的時候，身邊管理影院的夥伴們

熱淚盈眶。對他們來說，這是失而

復得，有的影院經理甚至自發在復

工當日準備了年卡或終生觀影卡給

第壹個到店的觀眾，“他們非常珍

惜這壹次觀眾回來的機會”。

“我覺得這代表了電影院久

別重逢的激動和感激。”於冬感

嘆。影院重啟是第壹步，但要完

全恢復不能僅靠情感，於冬分析

：“電影院恢復到去年同期的水

平，還需要很長壹段時間。”作

為電影頭部公司，於冬認為當下

最緊迫的事情是催促電影創作團

隊，尤其是頭部的電影創作力量

，盡快投入到創作中來，加快恢

復上遊制片端的復工復產。“國

外疫情還比較嚴重，歐美主流的

電影制片公司比中國公司更晚復

工復產，這將會造成明年下半年

國外進口影片出現斷檔期。電影

制片公司的老板們，要發揚企業

家精神，克服重重困難。資金要

多想辦法籌措，劇本要多精心打

磨，壹個導演完不成，就多請幾

個導演。大家齊心互相幫著出謀

劃策，力爭把每壹部電影都打磨

成精品力作。”

在疫情影響下，電影院停擺後

諸多影片成為庫存，諸多中小影視

企業都面臨現金流短缺。於冬坦言

，現在行業外的熱錢消失，反而更

需要電影行業內生循環的增長，

“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拿出好

作品讓觀眾回流，讓市場逐漸良性

循環。否則觀眾逐漸分流，電影院

關店速度還會加劇”。疫情暴發之

後，每壹個人、每壹個家庭都面臨

著巨大的考驗，人間冷暖，生離死

別。“電影人應該把這種情感的碰

撞藝術化地展現在銀幕上，當很多

年以後，大家回望2020年，會更加

感懷。”於冬說。

近年來，博納先後推出了

《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

《紅海行動》《中國機長》《烈

火英雄》《決勝時刻》等新主流

大片，六部影片累計票房突破了

100億元。講好中國故事、塑造英

雄形象、抒發英雄情懷，濃墨重

彩地抒寫國家歷史，在於冬看來

，這都是新主流大片的創作方向

。與此同時，還要融入現代電影

的創作理念、科技力量，把敘事

語境和年輕人的審美趣味相結合

。

記錄時代，是電影的責任。

就在武漢“解封”的第壹天，博

納派出工作團隊深入抗疫壹線，

為電影《中國醫生》進行前期采

訪。《中國醫生》將會是壹部全

景式展現中國抗疫的影片，將追

求每壹個細節的極致真實。這部

影片將與抗美援朝題材電影《冰

雪長津湖》、聚焦地下黨的諜戰

片《無名》壹起，作為博納獻禮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的影視作品

於2021年推出。

疫情之後，行業各環節的成

本也在下降，導演、創作者主動

降低酬勞。於冬透露，正在拍攝

《中國醫生》的團隊，人工成本

是當時拍《中國機長》時的七到

八成。於冬表示：“成本降低，

工作的時間卻更長了。過去壹個

導演拍壹部片子可能前後都有戲，

現在沒有那麼多戲了，他會更專心

地投入到項目中去。”據了解，

《中國醫生》聚焦以鐘南山為代表

的醫生群像，取材援鄂醫療隊的故

事。“我相信在這個特殊時期，醫

生、護士和病人，他們的反應都是

最真實的，我也相信這部電影會反

映出最真摯的情感。”於冬相信，

當電影播出時，回頭看2020年的春

節，會有更多不壹樣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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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8月29日，MCU中“黑

豹”的扮演者、43歲的查德維克· 博

斯曼，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在因與大腸癌做鬥爭許久，最終

離世前，查德維克與漫威影業已簽下

了出演《黑豹2》的合同。現在斯人

已去，《黑豹2》接下來要面對什麽

？漫威電影宇宙之後還會有哪些新動

向？

《黑豹2》目前定檔2022年5月6

日，制片工作還沒有開啟，第壹部的

導演瑞恩· 庫格勒，將回歸本片的導

演與編劇職位，而本片已經從查德維

克的IMDb頁面上消失了。

MCU以前也不是沒有換過人，最

著名的兩位，就是“戰爭機器”由特

倫斯· 霍華德換成了現在的唐· 錢德爾

，以及“綠巨人”由愛德華· 諾頓換

成了現在的馬克· 魯法洛——兩次換

角背後都牽涉無數抓馬，電影行業中

的幕後故事並不比臺前的遜色。

不過對於這壹次查德維克死訊的

突然宣布，絕大多數粉絲們在表達哀

痛的同時，也在推特上呼籲，“黑豹

”壹角不要換人。正如“美隊”的盾

牌可以由史蒂夫· 羅傑斯傳給“獵鷹

”山姆· 威爾遜，“黑豹”的衣缽也

可以傳給繼任者——比如說像漫畫中

壹樣，傳給他的妹妹蘇睿（在MCU

中由萊蒂希婭· 賴特飾演），但是特

查拉國王這壹角色，就不要換成另壹

位黑人男演員來出演了。

目前漫威影業還沒有正式官宣，

屆時《黑豹2》到底是會與《黑寡婦

》《尚氣》《永恒族》《蜘蛛俠3》

《雷神4》《奇異博士2》壹起，成為

MCU第四階段的壹部分；還是會與

《驚奇隊長2》《蟻人3》《刀鋒戰士

》《神奇四俠》《銀河護衛隊3》壹

起，加入MCU的第五階段——大概

率是後者。

首部《黑豹》中的大部分卡司都

會回歸續集，包括露皮塔· 尼永奧、

達娜· 古瑞拉、萊蒂希婭· 賴特、溫斯

頓· 杜克、丹尼爾· 卡盧亞，以及“潮

爺”馬丁· 弗裏曼等人。而2018年5月

，曾有外媒報道表示，“面包機”邁

克爾· B· 喬丹也有望身為“殺人魔頭

埃裏克”回歸出演《黑豹2》，不過

具體形式（比如是回憶、托夢、還是

主人公的想象等等）還未公布。

根據英國媒體報道，黑人演員/音

樂家/編劇/喜劇明星唐納德· 格洛沃

（作為歌手時的藝名就是 Childish

Gambino！），也在與漫威商談加盟

《黑豹2》的事兒。唐納德此前主演/

創作過美劇《亞特蘭大》，還出演過

《星球大戰外傳：遊俠索羅》《蜘蛛

俠：英雄歸來》等迪士尼旗下的影片

。不過正如MBJ有可能加盟《黑豹2

》的消息壹樣，這個報道也同樣來自

2018年。

唐納德在《蜘蛛俠：英雄歸來》

中飾演的，是與小蜘蛛對線的盜賊

Aaron Davis，這個角色在電影中看似

不重要，卻是漫畫中的“徘徊者”。

而據悉，雖然兩部影片身處同壹宇宙

中，但如果唐納德真的加盟《黑豹2

》，他會出演壹個全新的角色，且極

有可能是反派。

而關於《黑豹2》的劇情？凱文·

費奇的嘴嚴可是行業內盡人皆知，他

在2018年3月接受采訪時，曾提到過

壹點點影片的構思，他暗示說瓦坎達

的過去，以及“黑豹”的歷史，會揭

示這個系列的未來，

“我們會聊到在《黑豹》片尾，

特查拉在夢境世界中與祖先對話的那

個場景，他又壹次服用了草藥後，遇

到了自己的父親。所有祖先都站在他

的面前，我們會想，這些祖先的故事

是什麽？瓦坎達的第壹任國王巴聖加

是什麽人？”

“左數第三位，站在特查拉的父

親身後的那位是誰？1938年在瓦坎達

發生了什麽故事？有很多類似於這樣

的對話，觀眾們越想看到他們的故事

，我們越有機會探索更多地點與時間

。”

去年漫威影業在D23大會上曾宣

布，將打造壹部腦洞大開的動畫劇集

《假如...？》，2021年將在流媒體平

臺Disney+上播出，從相反的角度講述

漫威主宇宙發生的故事——比如，假

如美國隊長變成了喪屍，假如史蒂

夫· 羅傑斯變成了鋼鐵俠，假如英國

隊長和卡特搭檔，還有假如瓦坎達國

王成為星爵等等。

此前D23上的消息是，MCU中的

幾乎所有電影卡司，將會全員回歸為

這部動畫劇集配音。現在有許多外媒

猜測，我們也許會在《假如》中，最

後壹次聽到查德維克身為“特查拉國

王”的聲音出演，但這壹消息目前還

沒有得到確認。

我們也不清楚在去世前，查德維

克有沒有已經錄完了自己的那部分，

觀眾們還有沒有機會再壹次“聽”到

他的新作。

在後《復聯4》時代，鋪墊十幾

年的多條故事線已畫上完美句點，新

故事的展開還在緩慢進行，MCU的發

展方向本就撲朔迷離。而新冠病毒的

傳播和爆發，不僅僅是影響了整個時

代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而且還逐漸

滲透，影響到了大眾和個人生活的方

方面面。

在此期間，全美幾乎所有電影、

電視劇制作都已經停擺，這樣的狀況

將會對全世界造成影響。比如在壹段

時間內，整個娛樂行業的供應鏈會產

生“連帶危機”——許多公司都陸陸

續續調整了旗下作品的上映日期，最

終不可避免會面臨耗盡已經完成的拍

攝工作，進入後期流程作品的狀況，

這樣就會產生壹個空窗期。

當好萊塢開始與充滿不確定性的

未來博弈時，比較大的問題之壹是，

新冠肺炎將會對漫威電影宇宙造成怎

樣的影響。

除了偶爾會有壹些類似於2004年

《異形大戰鐵血戰士》這樣的交叉產

物以外，這整個電影宇宙的故事持續

、密集交錯且彼此間關聯密切。漫威

這些電影裏有相同的情節元素，人物

互相勾連，可以延伸很多年，也可以

持續衍生出很多新的作品。

MCU非常非常受歡迎，憑借23

部電影收獲了225多億美元的票房收

入。去年上映的《復仇者聯盟4：終

局之戰》和《蜘蛛俠：英雄遠征》，

標誌著漫威“無限傳奇”階段的終結

，而漫威對下壹個階段的征程還充滿

了野心，他們原本計劃在5月1日上

映《黑寡婦》，以此來開啟新的篇章

。

《黑寡婦》的主角是依然由斯嘉

麗· 約翰遜飾演的娜塔莎· 羅曼諾夫，

她是壹個訓練有素的前克格勃殺手，

也曾在神盾局做過特工，還是復聯的

核心成員之壹。

MCU的粉絲們和看過《復聯》的

觀眾們，都知道黑寡婦最終的結局是

怎樣的，但這部電影的故事發生在

2016年的《美國隊長3》和2018年的

《復仇者聯盟3：無限戰爭》情節之

間，而且還會引入新的角色和事件，

讓他們在漫威的第四階段宏圖中，持

續吸引觀眾。

現在的大問題是，在疫情結束之

後，漫威要如何保證如此緊密交織的

敘事體系有序展開，如何恢復大制作

電影的院線上映，以及如何安排小熒

幕產品的產出。因為跟此前漫威出品

的電視劇，例如《盧克· 凱奇》《傑

茜卡· 瓊斯》，還有《捍衛者聯盟》

不壹樣，這壹次，漫威有三部將在

“Disney+”播出的流媒體新劇，不僅

有院線電影卡司參與出演，漫威CEO

凱文· 費奇還會直接參與制作，掌控

全局。

原本的計劃是，初夏時節，《黑

寡婦》上映，接著八月份的時候《獵

鷹與冬兵》在Disney+上線，緊隨其後

的是11月6日上映的《永恒族》電影

，12月在Disney+上線《旺達· 幻視》

。

《尚氣》會在2021年2月12日上

映，而《奇異博士2》也會在2021年5

月初上映。第三部Disney+劇集《洛基

》雖然還沒有具體的日期，但原本也

是計劃在2021年年初上線的。還有壹

部未定名的《蜘蛛俠》續集電影，原

本預計在2021年 7月上映，《雷神4

》本來是定在2021年11月上映的。聽

上去壹環扣壹環，嚴絲合縫。

而現在，美國看上去距離疫情結

束還是遙遙無期，壹切都亂了套，隨

著《黑寡婦》延期到11月6日公映，

《永恒族》（2021.2.12）、《尚氣》

（2021.5.7）、《雷神 4》（2022.2.11

）、《奇異博士2》（2022.3.25）這幾

部MCU電影，全員延遲。

《黑寡婦》的主演之壹大衛· 哈

伯，曾經為了盡早讓粉絲們看到這部

作品而做出過努力——他支持這部電

影在Disney+播出，而迪士尼本部的

《花木蘭》，目前就是這麽幹的，本

周五就要上線了。但從戰略上看，漫

威的母公司似乎不會放棄院線票房這

塊場地（以及豐厚的回報）。那麽，

所有計劃都延期，重新安排，是否只

是為了在全球娛樂產業復蘇後可以讓

這些電影、劇集按照原定順序陸續上

映上線？

在與漫威幾位員工和內部人員聊

過天之後，可以看出事情並不是那麽

簡單。實際上，壹個更加復雜的情況

出現了。最大的原因是什麽呢？就是

各個項目拍攝時間不同，每個項目的

進度不壹樣。《永恒族》已經完成了

主要拍攝，但密集的CGI後期制作和

剪輯工作現在已經停滯，壹旦復工，

這些工作會與其他電影項目重疊，因

為特效公司已經跟其他電影簽約了。

而與此同時，所有準備在Disney+

上線的劇集，《獵鷹與冬兵》《旺

達· 幻視》《洛基》都在非常時期的

不同拍攝階段，就已經被迫中止了。

因為這個原因，再加上劇集的長度相

對更長，而且其中的人物也相對獨立

，所以延後這些項目可能還相對容易

壹些。

但根據備案材料和稍稍看到的幾

頁劇本，我們已經知道，《旺達· 幻

視》中的壹些事件在《奇異博士2》

的故事線中會起到重要作用。而《黑

寡婦》其實跟更宏大MCU的時間線

綁得沒有那麽緊，不像《永恒族》那

樣。

目前漫威美劇的最新消息是，

《獵鷹與冬兵》確認延期，新的日期

尚未公布。本劇已經拍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壹點點，可以在秋天返回捷克

首都布拉格再拍兩周左右。《旺達·

幻視》主要拍攝工作已經結束，7月

在洛杉磯完成了壹些補拍工作，目前

暫時定檔今年12月。《洛基》3月份

的時候開拍，因疫情停滯不前，目前

定於2021年春天上線。

壹位在創意部門工作的漫威員工

，曾匿名向時光網記者透露了壹些信

息，他覺得電影的上映順序全都取決

於高層——由費奇和他的漫威智囊團

決定。“明確與已經上映MCU電影

情節相關的電視劇，其實是最好改的

，比較容易重寫或者調整。”她說，

“它們更有可塑性。”

“漫威沒打算在其他網絡平臺制

作劇集——因為迪士尼作為母公司兼

合作夥伴，會給漫威足夠時間和資源

，讓他們可以在創意層面有所發揮。

”根據這位員工，對於前面提到過的

那些劇集，采取分季甚至縮減集數的

方式，肯定在內部有所討論，可能是

壹種替代方案，為的就是讓圍繞著漫

威電影裏核心人物及事件的《獵鷹與

冬兵》《旺達· 幻視》《洛基》通過

修改或者重新架構，依然可以上線。

幾乎所有消息來源都表明，現在

單純地繼續推進，按照完成的先後順

序安排漫威電影的上映恐怕是不可行

的。

畢竟，如果沒有《美國隊長 3

》的鋪墊，《黑豹》裏的刺激性事

件——父親的死亡促使特查拉（查

德維克· 博斯曼 飾）決定登上王位

，但同時也將他的力量禁錮於懷疑

和個人悲傷當中，這個事件看起來

很可能會有些突兀，或者不自然。

但如果將這些內容分別鋪在不同的

電影裏，則會讓人產生更多的感情

和共鳴。

對於費奇而言，幸運的是，盡管

現在的世界還充滿著各種不確定性，

但有壹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也是被世

界電影市場所證實的，那就是——很

多粉絲都非常喜愛漫威電影宇宙，而

且已經迫不及待想要跟漫威壹起進入

第四階段了，不論何時，不論這些電

影將以何種方式呈現。

MCU的第四階段 所有電影美劇全員延檔

國王走後 "黑豹2"的未來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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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美中時間

10 11 12 13 14 15 16

00:00-00:30 00:00-00:30

00:30-01:00 00:30-01:00

01:00-01: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1:30-02:00

02:00-02:30 02:00-02:30

02:30-03:00 02:30-03:00

03:00-03:30 03:00-03:30

03:30-04:00 03:30-04:00

04:00-04:30 04:00-04:30

04:30-05: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30-05:00

05:00-05:30 中國緣 (重播) 05:00-05:30

05:30-06: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05:30-06:00

06:00-06:30 生活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6:30-07:00

07:00-07:30 07:00-07:30

07:30-08:00 07:30-08:00

08:00-08:30 08:00-08:30

08:30-09:00 08:30-09:00

09:00-09:30 09:00-09:30

09:30-10: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生活 (重播) 09:30-10:00

10:00-10:30 10:00-10:30

10:30-11:00 10:30-11:00

11:00-11:30 記住鄉愁 (重播) 11:00-11:30

11:30-12:00 中國緣 (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12:00-12:30

12:30-13:00 12:30-13:00

13:00-13: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13:00-13:30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3:30-14:00

14:00-14:3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00-14:30

14:30-15:00 中國緣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中國緣 14:30-15:00

15:00-15:30 15:00-15:30

15:30-16:00 15:30-16:00

16:00-16:3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16:00-16:30

16:30-17:00 記住鄉愁 (重播) 16:30-17:00

17:00-17:30 中國緣 (重播) 17:00-17:30

17:30-18:00 17:30-18:00

18:00-18:30 18:00-18:30

18:30-19:00 18:30-19:00

19:00-19:30 19:00-19:30

19:30-20: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生活 19:30-20:00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00-20:30

20:30-21:00 20:30-21:00

21:00-21:30 21:00-21:30

21:30-22: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21:30-22:00

22:00-22: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2:00-22:30

22:30-23:00 22:30-23:00

23:00-23:30 23:00-23:30

23:30-00: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遠方的家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美南大咖談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海峽兩岸
中華醫藥

今日關注

今日亞洲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國家回憶

國家回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8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轉轉發現愛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轉轉發現愛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8/10/2020 -8/16/2020

Updated as: 8/8/202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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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心如學大馬口音化身移工

挺同志影展喊話挺同志影展喊話

第七屆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即將於本週六（5日）在

台北新光影城搶先開幕，閉幕片特別邀請林心如監製演

出、李李仁首度女裝主演的「迷失安狄」。從青春純愛

到社會寫實，就是要讓影迷看到性別多元的豐富面貌。

「迷失安狄」為馬來西亞人氣小生陳立謙執導演筒

，由致力於台馬電影合作的製片王禮霖牽線，邀請了林

心如參與演出並擔任監製，也因此找到曾在台劇《我的

男孩》與林心如合作的李李仁，濃妝深溝、顛覆「好爸

爸」形象演出靈魂人物Andy。

因為曾看過入圍金馬獎的大馬電影「分貝人生」，

林心如結識了同樣對電影有熱情的製片王禮霖，兩人一

拍即合並一直尋找合作的機會。後來林心如碰巧讀到一

篇英國變性人意外彩票中獎的報導，這個小小的篇章帶

給兩人靈感，找了編劇繼續發展，才成為現在的劇本。

製片王禮霖表示：「因為電影背景設定在馬來西亞，宗

教信仰跟社會環境都不同，編劇做了很多細節的調整。

但跨性別族群追求親友認同、渴望愛的心情都是一樣的

，畢竟這都是關於『人』的故事，都希望能觸動觀眾的

心。」

除了擔任監製之外，林心如更在造型上返璞歸真，

演出越南移工單親媽媽。為了詮釋角色，林心如不僅提

早到馬來西亞做準備功課，學習大馬口音的華語，也跟

越語老師反覆練習越文對話與童謠，就為了演活這個小

人物。談到與李李仁的再度合作，林心如大讚對方的表

現：「這次演出對我們來說都是顛覆自己的表演經驗，

這是我演過最樸素的角色，對他來說則是最『美豔』的

嘗試，但無論造型如何，我們都是全心全力投注在角色

上。」她也回到監製林心如的身份笑說：「李李仁的表

現真的很棒，殺青之後我也常常跟他開玩笑，不知道之

後「迷失安狄」報名影展演員獎項是該替他報最佳男主

角還是最佳女主角。」

「迷失安狄」今年三月在大阪亞洲電影節亮相之後

，10月11日將來到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壓軸擔任閉幕片在

台首映。監製林心如、製片王禮霖將特別抽空出席酷兒

影展現場，親自與觀眾面對面交流這部精彩作品，之後

也計畫在秋冬安排台灣正式上映。至於故事主舞台馬來

西亞，則因為跨性別的敏感題材，可能面臨到電檢局審

批困難所以暫時沒有上映計畫，但製片王禮霖樂觀地說

：「我們還是會繼續努力讓全球更多觀眾看到「迷失安

狄」，希望大家透過這部精彩的電影感受到：性少數跟

你我沒有什麼不同！」

《天橋上的魔術師

》是改編自作家吳明益

的同名小說，從新曝光

的前導海報，可以看到

層層疊疊的樓梯，宛如

將人捲入暗藏深處不為

人知巨大秘密的渦輪，

視線中央出現了一隻眼

睛散發奇異光芒的斑馬

，就像是魔術師的華麗

開場，讓人更期待本劇

的播出。

這部旗艦級影集歷

經一年、耗資八千萬打

造，如實還原了將近50

間店面與住家，甚至包

括侯孝賢電影《戀戀風

塵》當初拍攝的車棚及

火車鐵軌等，導演楊雅

喆說：「為什麼我們的

童年如此的相信未來？

為什麼生命裡面總有些

奇妙的魔幻時刻改變了

我們？為什麼當我們長

大之後卻懷疑起未來？

那些在原著中隨風四散

的「眾生相」到底還是整個劇的靈

魂，能夠從中讓觀眾重新找回童年

的勇氣，是我們始終沒有放棄的核

心價值。」

原著作者吳明益也表示：「我

希望經歷商場時代的人看這部戲，

不只是召喚記憶，而真的像扎扎實

實又活了一次平行時空的人生。那

個時空裡他未必在場，但在每次的

戲劇時間裡再經驗一次，非常值得

。就像現在能用數位科技創造出火

星，讓大家虛擬登陸星球。我希望

年輕一輩的觀眾會發現：中華商場

就像他們初次踩踏的火星一樣。」

1985年夏天，國小四年級的小

不點是中華商場皮鞋店的小兒子

，生意囝仔一張嘴花蕊蕊，每天

都會去天橋上擺攤賺零用錢。這

天，商場裡來了一個神秘魔術師

，他有一個聚寶盆、一隻散發彩

色光芒的斑馬，還會變好多神奇

魔術。小不點崇拜魔術師，他買

了魔術道具每天練習。與此同時

，越來越多商場裡的少男少女們

遇到這個神秘魔術師；而每次看

過魔術的人，都會得到改變一生

的神奇力量。

公視2021年旗艦大戲
《天橋上的魔術師》
還原台北 「中華商場」

迷你影集《追兇500天》日前於myVideo上

線，劇中男女主角莫子儀、小薰黃瀞怡分別入圍

第55屆金鐘獎迷你劇集最佳男女主角兩項大獎，

對於播出後被網友讚「演技再突破」，甚至有感

「以前都不知小薰演這麼好」。對此小薰坦言，

自己不是運用學術性技巧在演戲的人，因為非科

班出身也不知道怎麼去運用演技，「所以我只能

用最笨的方式去演戲，就是用盡全力去投入，所

以演完之後都覺得非常累。」正因如此，小薰形

容每當拍攝一部戲完畢後，就已深感全身虛脫。

然而新劇雖入圍也獲觀眾讚賞，但小薰也並

非因此給自己打滿分，「有一些場次也會覺得，

如果當時再多一點什麼就好了」。不過，她看到

劇中自己某些片段裡的眼神，也會被自己嚇到

「哇！原來我當下可以演到這樣喔，自己都不曉

得」，她形容可見拍攝時的投入已到忘我，小薰

認為表演就是在有得有失的過程中，找到更好的

演出方式。

這回她在劇中除了要逃避殺夫的嫌疑，更要

展現魅力十足的異性緣，分別與高山峰及柯朋宇

呈現大膽情慾床戲與熱烈吻戲。小薰形容與柯朋

宇的床戲是心裡很愛，但表面要不愛。但與高山

峰是心裡不愛，但卻要做到情慾滿滿，「因為要

做出反差，隱約讓觀眾看見，又得懷疑，所以有

些難度」。

而與她有粗暴性愛戲的高山峰也透露，其

實早在四、五年前兩人就有過合作，當時一起

演出的戲劇時高山峰飾演暗戀小薰的人，但就

是追求不到她，這次看到劇本兩人有感情戲更

加上床戲，他開玩笑說：「就覺得好啊，終於

等到妳了」。

劇中小薰異性緣佳，問及私下如何，她透

露從小就滿好的，「可能因為個性很大剌剌，

所以男孩子都會把她當哥兒們」，但她卻也沒

因此收到太多情書，反而變成男孩們的「感情

諮詢顧問」。

她也回想起求學階段的對象，害羞坦言國

小五、六年級時的初戀對象最帥，「當時連碰

到手都會覺得臉紅心跳」，不過國一時兩人不

同校，因遠距離關係而分開。小薰形容自己從

小調皮，寫情書給她的都是不愛唸書、愛玩的

人，「可能因為我也不是乖乖牌，所以他們也

才敢來追我」。

這次在《追兇500天》中，她就得施展媚功

對付壞男生，但劇中處處見她有苦難言下，只為

藏起她背後的巨大秘密。共有4集的迷你劇《追

兇500天》上半年已搶先在MOMOTV特映，錯過

了觀眾即日起可在myVideo進行觀賞。

用最笨的方法演戲
小薰坦言每拍一部戲就全身虛脫

小薰在新戲中挑戰情欲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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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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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2 13 14 15 16

00:00-00:30 00:00-00:30

00:30-01:00 00:30-01:00

01:00-01: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1:30-02:00

02:00-02:30 02:00-02:30

02:30-03:00 02:30-03:00

03:00-03:30 03:00-03:30

03:30-04:00 03:30-04:00

04:00-04:30 04:00-04:30

04:30-05: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30-05:00

05:00-05:30 中國緣 (重播) 05:00-05:30

05:30-06: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05:30-06:00

06:00-06:30 生活 (重播) 06:00-06:30

06:30-07:00 06:30-07:00

07:00-07:30 07:00-07:30

07:30-08:00 07:30-08:00

08:00-08:30 08:00-08:30

08:30-09:00 08:30-09:00

09:00-09:30 09:00-09:30

09:30-10: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生活 (重播) 09:30-10:00

10:00-10:30 10:00-10:30

10:30-11:00 10:30-11:00

11:00-11:30 記住鄉愁 (重播) 11:00-11:30

11:30-12:00 中國緣 (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12:00-12:30

12:30-13:00 12:30-13:00

13:00-13: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13:00-13:30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3:30-14:00

14:00-14:3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00-14:30

14:30-15:00 中國緣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中國緣 14:30-15:00

15:00-15:30 15:00-15:30

15:30-16:00 15:30-16:00

16:00-16:3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16:00-16:30

16:30-17:00 記住鄉愁 (重播) 16:30-17:00

17:00-17:30 中國緣 (重播) 17:00-17:30

17:30-18:00 17:30-18:00

18:00-18:30 18:00-18:30

18:30-19:00 18:30-19:00

19:00-19:30 19:00-19:30

19:30-20: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生活 19:30-20:00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00-20:30

20:30-21:00 20:30-21:00

21:00-21:30 21:00-21:30

21:30-22: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21:30-22:00

22:00-22: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2:00-22:30

22:30-23:00 22:30-23:00

23:00-23:30 23:00-23:30

23:30-00: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遠方的家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遠方的家

美南大咖談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海峽兩岸
中華醫藥

今日關注

今日亞洲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國家回憶

國家回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8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轉轉發現愛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轉轉發現愛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8/10/2020 -8/16/2020

Updated as: 8/8/202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日由 「「「「「「「「「「「「「「「「「「「「「「「「「「「「「「「「「「「「「「「「「「「「「「「「「「「「「「「「「「「「「「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 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楊淑雅組長代表
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赴斯坦福市政學區（（（（（（（（（（（（（（（（（（（（（（（（（（（（（（（（（（（（（（（（（（（（（（（（（（（（（（（（（（（（（（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SMSD )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捐贈 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2000 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口罩儀式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右右））向楊淑雅組長向楊淑雅組長
（（左左））介紹斯坦福學區第一所明星學校介紹斯坦福學區第一所明星學校
STEM MAGNET ,(STEM MAGNET ,( 中中 ））為該校代表為該校代表。。

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左左 ））致謝詞致謝詞。。旁為旁為 「「台台
北經文處教育組北經文處教育組」」 楊淑雅組長楊淑雅組長（（中中））及及 「「史坦史坦
福市政學區福市政學區」」 總監總監Dr. Robert Bostic (Dr. Robert Bostic ( 右右））

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中中 ））與其夫婿陳適中與其夫婿陳適中
博士博士（（左左 ））協助協助 「「經文處教育組經文處教育組」」 楊淑雅組楊淑雅組

組長組長（（右右））打開封箱內的口罩打開封箱內的口罩。。

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中中 ））介紹首次露面的介紹首次露面的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教育組教育組））楊淑雅組楊淑雅組
長長（（右右 ））給該坦坦福市政學區給該坦坦福市政學區（（SMSD )SMSD )總監總監Dr. Robert BosticDr. Robert Bostic （（左左 ））認識認識。。

斯坦福市政學區斯坦福市政學區（（SMSD )SMSD )代表與代表與 「「台北經文處教育組台北經文處教育組」」 楊淑雅組長楊淑雅組長
（（中中），），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左四左四））手持口罩合影手持口罩合影。。

圖為該區第一所明星學校圖為該區第一所明星學校STEM MagnetSTEM Magnet 「「磁磁
鐵鐵」」 學校學校，，將於將於20212021年秋正式展開年秋正式展開。。圖為該圖為該
校代表與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校代表與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左一左一））合影合影。。

圖為圖為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代表代表 「「教育組教育組」」 楊淑雅組長楊淑雅組長（（中中 ））代表政府捐贈二千代表政府捐贈二千
口罩予福遍郡口罩予福遍郡 「「史坦福市政學區史坦福市政學區」」 （（Stafford Municipal School District,Stafford Municipal School District, 簡簡
稱稱SMSD ),SMSD ), 由該學區總監由該學區總監Dr. Robert Bostic (Dr. Robert Bostic (右五右五 ））率領該學區各負責人率領該學區各負責人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旁為對該學區大力幫忙的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女士旁為對該學區大力幫忙的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女士（（左五左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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