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turday  September 19  2020  |     www.today-america.com     |     Southern News Group

Trump to shut off TikTok, WeChat 
to new U.S. users on 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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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ban WeChat and video-sharing app TikTok from U.S. 
app stores starting Sunday night, a move that will block 
Americans from downloading the Chinese-owned plat-
forms over concerns they pose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The bans, announced on Friday, affect only new 
downloads and updates and are less sweeping than expect-
ed, particularly for TikTok, giving its parent group ByteD-
ance some breathing space to clinch an agreement over the 
fate of its U.S. operations.

WeChat, an all-in-one messaging, social media and elec-
tronic payment app, faces more severe restrictions from 
Sunday. Existing TikTok users, on the other hand, will see 
little change until Nov. 12 when a ban on some technical 
transactions will kick in, which TikTok said would amount 
to an effective ban. For a Q&A on the real impact, click

“We disagree with the decision from the Commerce De-
partment, and are disappointed that it stands to block new 
app downloads from Sunday and ban use of the TikTok 
app in the U.S. from Nov. 12,” the company said in a state-
ment. “We will continue to challenge the unjust executive 
order.”

Trump on Friday did not indicate whether he would back a 
TikTok deal. He said a deal “could go quickly.”

Inside C2

“We have some great options and maybe we can keep a lot of 
people happy,” Trump told reporters. “We have to have the total 
security from China.”

Commerce Secretary Wilbur Ross told Fox Business Network that 
“the basic TikTok will stay intact until Nov. 12.”

The ban on new U.S. downloads of the widely popular app could 
still be rescinded b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before it takes effect 
if ByteDance seals a deal with Oracle that addresses concerns 
about the security of its users’ data.

“This is the right move - ratchet up the pressure on Beijing, pro-
tect Americans,” said Republican Senator Josh Hawley on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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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says he sees no reason to delay TikTok decision
What’s the real impact of Trump’s action against TikTok?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ramped up efforts to purge “un-
trusted” Chinese apps from U.S. digital networks amid escalating 
tensions with Beijing on a range of issues from trade and human 
rights to the battle for tech supremacy.

The ban on WeChat, used by over 1 billion people worldwide, 
bars the transfer of funds or processing of payments to or from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it. Users could also start to 
experience significantly slower service or sporadic outages from 
Sunday night.

WeChat developer Tencent Holdings’ called the order 
“unfortunate” but said it “will continue to discuss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other stakeholders in the U.S. ways 
to achieve a long-term solution.”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order bars Apple Inc’s app 
store, Alphabet Inc’s Google Play and others from offer-
ing the apps on any platform “that can be reached from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 senior Commerce official 
told Reuters.
While the bans are less dramatic than some had 
feared,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said it could 
issue additional orders if it finds “that WeChat’s or 
TikTok’s illicit behavior is being replicated by an-
other app somehow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se executive 
orders.”

Oracle shares closed down 0.3% after initially dropping 
1.6% in pre-market trading.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said the Commerce 
order “violates the First Amendment rights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restricting their ability to communi-
cate and conduct important transactions on the two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 order does not ban U.S. companies from doing 
businesses on WeChat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ill be welcome news to U.S. firms like Walmart and 
Starbucks that use WeChat’s embedded ‘mini-app’ pro-
grams to facilitate transactions and engage consumers in 
China, officials said.

quests for comment.

POPULAR APPS
TikTok has 100 million us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especially popular among younger Americans.

Many TikTok U.S. users did not express alarm over the 
new restrictions. “It’s kind of like the boy who cried 
wolf,” said Carter Kench, a 17-year old from Atlanta, 
Georgia with 2.4 million followers.

ADVERTISEMENT

WeChat has had an average of 19 million daily active 
us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alytics firms Apptopia said 
in early August. It is popular among Chinese students, 
ex-pats and some Americans who have personal or busi-
ness relationships in China.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will not seek to compel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remove the apps or stop 
using them. “We are aiming at a top corporate level. 
We’re not going to go out after the individual users,” one 
Commerce official said.

Over time, officials said, the lack of updates will de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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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n Wednesday outlined a 

strategy to deliver safe and 

effective COVID-19 vaccine dose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for free. In a report to 

Congress and a separate “playbook” for states, the De-

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in conjunc-

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laid out de-

tailed vaccination distribution plans for states, tribal, 

territorial and local public health programs. The play-

book warned that states have never needed a pandemic 

response plan that is this complex.

“Significant additional planning is needed to opera-

tionalize a vaccination response to COVID-19, which 

is much larger in scope and complexity than seasonal 

influenza or other previous outbreak-related vacci-

nation responses,” the agencies said. Health officials 

noted that the plan is flexible, because some variables 

won’t be known until a vaccine is authorized or ap-

prov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such as populations for whom a given vaccine is most 

appropriate, distribution and storage requirements, 

dosage requirements and other variables.

“We’re dealing in a world of great uncertainty,” Paul 

Mango, 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policy at HHS, said 

during a call with reporters. “We don’t know the tim-

ing of when we’ll have a vaccine, we don’t know the 

quantities, we don’t know the efficacy of those vac-

cines ... so this is a really, quite extraordinary, logisti-

cally complex undertaking.” 

But, Mango said, “we are prepared for all of those un-

certainties.”

In addition, the initial doses of the vaccine will be free 

of charge for patients. The administration’s Provider 

Relief Fund contains over a billion dollars of taxpay-

er money that will be used to reimburse providers for 

uninsured patients.

 

Officials said they are working to iron out some “com-

plications” with Medicare, but the worst-case scenario 

is Medicare beneficiaries will have to pay $3.50 out of 

pocket. The detailed assessment comes amid growing 

skepticism from the public about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s entire vaccination plan.  President 

Trump has routinely said a vaccine will be available 

before the November election, and the public and 

some experts have expressed con-

cern that health agencies will rush 

the authorization to aid his reelec-

tion chances. Health officials have 

been working hard to reassure the 

public that a vaccine will only come 

to market when it’s ready.

“We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our 

state and local public health part-

ners ... to ensure that Americans 

can receive the vaccin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vaccinate with confi-

dence,” HHS Secretary Alex Azar 

said in a statement Wednesday. 

“Americans should know that the 

vaccine development process 

is being driven completely by 

science and the data.”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Operation Warp Speed is 

aimed at developing and delivering a COVID-19 vac-

cine to the public in record time through contracts with 

seven different drugmakers. While some of the leading 

vaccine candidates have moved into large phase three 

trials, it’s still not clear if any of the vaccines spon-

sor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be successful.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contracted with McKesson, 

the country’s largest drug distribution company, to en-

sure states will receive vaccine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e administration is anticipating the FDA will grant 

the initial vaccine an emergency authorization, which 

requires less data than a complete approval. The goal 

of Operation Warp Speed is to have vaccines moving 

to administration sites within 24 hours after an emer-

gency authorization. Initially, there may be a limited 

supply of vaccines available, and the focus will be on 

protecting health workers, other essential employees 

and people in vulnerable groups. (Courtesy the hill.

com)

Related

Feds’ COVID Vaccine Distribution                                              
plans Unveiled amid HHS shakeup

(Photo/kiattisakch / iStock)

Among a flurry of new COVID-19 developments 

coming out of Washington, DC, the Trump Adminis-

tration released new details about vaccine distribution, 

as federal officials testified before Congress, and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 

announced that two of its embattled communications 

officers will be sidelined. Meanwhile,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revealed 

more about the risk of severe disease in pregnant 

women and detailed a new tool to help schools make 

COVID-19 decisions.

Fast-moving developments in Washington

HHS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on 

Wednesday released a pair of documents that outline 

administration steps to deliver vaccine, which the two 

groups developed with the CDC. In a statement, HHS 

said i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strategy and an in-

terim playbook for state, tribal, territorial, and local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s. HHS Secretary Alex Azar 

said as part of Operation Warp Speed, a massive effort 

to speed vaccine development, federal officials have 

been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vaccine delivery. The 

agency said in August it signed a contract with McK-

esson, which also distributed vaccine during 2009 

H1N1 flu pandemic.

In Wednesday’s statement, CDC Director Robert Red-

field, MD, said the CDC’s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 will play a vital role in decid-

ing how initial limited doses will be allocated, looking 

at a goal of having more than 100 million doses by 

January. As part of a three-phase plan, the first doses 

would go to healthcare workers in high-risk settings, 

then to other essential workers and those at higher risk 

of severe disease, such as people age 65 and older. 

HHS added that McKesson will 

use the CDC’s guidance, with lo-

gistical support from the DOD, to 

ship products to vaccine adminis-

tration sites.

In another development, the 

CDC’s Redfield and two HHS 

officials today testified about 

COVID-19 response efforts at a 

Senate appropriations subcom-

mittee hearing. Redfield told 

legislators that COVID vaccine 

probably won’t be widely avail-

able until the spring or summer of 

2021, NPR reported. He also said 

wearing a mask is still the most 

powerful tool against the virus 

that the nation has, and he raised eyebrows when he 

suggested that wearing a face mask might offer more 

protection than a vaccin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hinted that a COVID-19 vaccine might be deployed 

ahead of the November election.

 

Dr. Robert Redfield,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

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peaking at a Senate 

Appropriations subcommittee hearing on a “Re-

view of Coronavirus Response Efforts” on Capitol 

Hill, Wednesday, Sept. 16, 2020, in Washington.

Redfield also rejected recent accusations yesterday 

by HHS spokesperson Michael Caputo that the CDC 

has a “resistance unit” that works agains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he denied media reports late last 

week that said the agency’s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MMWR) had been altered to align with 

President Trump’s talking points, under pressure from 

Caputo.

Brett Giroir, MD,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health at 

HHS, told the committee that cases,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declined since 

post-Memorial Day peaks, but it warned that progress 

could lose traction if people stop wearing masks and 

avoiding crowds. The United States yesterday report-

ed 39,617 new cases and 1,293 more deaths, raising 

its totals to 6,620,186 cas-

es and 196,465 deaths, ac-

cording to the Johns Hop-

kins online dashboard. And in a breaking development 

that came on the heels of today’s hearing, HHS today 

announced that Caputo will be on medical leave for 

the next 60 days and that Paul Alexander, an aide to 

Caputo who was reportedly part of efforts to control 

CDC’s COVID-19 messaging, including that involv-

ing MMWR publications, will permanently leave the 

agency,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CDC unveils new tool for schools

Among several other developments, the CDC yes-

terday unveiled indicators to help schools make de-

cisions about in-person learning amid changing local 

pandemic conditions. A color-coded chart shown in-

cluded core and secondary indicators to help gauge the 

risk of COVID-19 spreading into and within schools, 

weaving in local metrics. 

In other US COVID-19 developments:

• A new analysis based on data on 50 million peo-

ple from Epic Health Research and the Kaiser Fam-

ily Foundation reveals that when compared to white 

patients, black, Hispanic, and Asian patients all had 

higher rates of COVID-19 infection, 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 Eli Lilly announced today that its antibody treatment 

for COVID-19, called LYCoV555, cut the hospitaliza-

tion rate by 72% compared to placebo. The company 

described the phase 2 trial findings, which haven’t 

been peer reviewed, in a press release.

• In a reversal, the Big 10 today announced that the 

college football season can resume the weekend of 

Oct 23 with strict medical protocols in place, which 

include daily antigen testing and enhanced cardiac 

screening. Each team must have a chief infection offi-

cer to collect data and make decisions about continu-

ing practice and competition. (Courtesy https://www.

cidrap.um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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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deral Officials Unveil Plan To Provide Free Coronavirus Vaccine

Stay Home!          Wear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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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DIARY

Our old friend Sheriff Ed Gonzales met
with a group of Asian Community
leaders recently and talked about the
issues facing all of us.

Ed is a native-born Houstonian. He is
from a Mexican immigrant family. As a
poor kid, his life is a success story for all

of us.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he joined the
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 (HPD) and
later became City of Houston
councilman and later was elected to the
position of Harris County Sheriff. Under
his command, he led a police force of
five thousand with a $550 million budget.

Ed urged the international and immigrant
community to join his team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our community.

Under his supervision Harris County also
has opened a Women’s Center
Medical Clinic and provided many other

social services to local residents.

As a first generation of Latino descent,
Sheriff Gonzales is our leader. His
success story will pave the way for many
youth in the new generation.

Hi Ed, we are so very proud of you.

0909//1818//20202020

Dialogue WithDialogue With
Sheriff GonzalesSheriff Gonzales



A man wearing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carries his three-month-old 
baby, who died from COVID-19, during his funeral at a graveyard, in New 
Delhi, India, September 16, 2020. REUTERS/Anushree Fadnavis

Hossam Nasser, 32, plays with his camel “Anter” in front of his house in the Nubian village 
of Gharb Soheil,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Nile river in Aswan, Egypt. Picture taken February 
19, 2020. REUTERS/Amr Abdallah Dalsh

Johnny Islas, a firefighter from Las Vegas, monitors embers from a firing operation near the 
Obenchain Fire in Butte Falls, Oregon, September 15, 2020. Ferocious wildfires have killed at 
least 34 people and burned millions of acres in Ore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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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arch and rescue team, surrounded by red fire retardant, looks for victims under burned residences and 
vehicl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lmeda fire in Talent, Oregon, September 13, 2020. REUTERS/Adrees Latif 

People sing and dance in Leicester Square in London amid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as cases are 
sharply increasing in Britain, September 12, 2020. REUTERS/Simon Dawson

Smoke rises from Beirut’s port area, Lebanon September 10, 2020. REUTERS/Alaa 
Kanaan

A crow attacks a bat in central Kyiv, Ukraine September 15, 2020.  REUTERS/Gleb Garanich

A supporter calms his baby at the back of the hall as he waits to rally with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t a campaign 
event in Henderson, Nevada, September 13, 2020. REUTERS/Jonathan 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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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ientific race for a coronavirus 
vaccine is moving at record-shattering 
speed. Making the most of that work — 
translating a successful clinical product 
into real-world progress — will require 
some patience.
Why it matters: If we get a vaccine rela-
tively soon, the next big challenge will be 
balancing the need to get it into people’s 
hands with the need to keep working on 
other solutions that might prove more ef-
fective. Where it stands: Eight potential 
vaccines are in late-stage clinical trials. 
The first one could be submitted for FDA 
review as early as October or November, 
and several more could follow within just 
a few months.
• The FDA has already laid out its stan-
dards for potential vaccines: They have 
to be safe, and they have to reduce the 
chance of moderate to severe infection by 
at least 50%.
• That’s a relatively modest bar, but 
experts say it’s an appropriate one, espe-
cially in an emergency.
But the fear is that the understandable 
desire to get a safe, effective vaccine into 
people’s veins as fast as possible could 
make a better or more targeted vaccine 

harder to come by.
• “My concern is that you want to get it 
right the first time, whatever you [authorize] 
first, because it’s really going to change the 
landscape,” said Natalie Dean, a biostat-
istician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who 
specializes in the design of clinical trials for 
vaccines.
How it works: We know the coronavirus 
affects different people in different ways. 
So, ideally, we’d want to know how well 
each vaccine works in people 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risk factors.
• “We may not have a lot of that coming 
out of these trials. They’re certainly not 
powered to address these subgroup-specific 
effects,” Dean said.
• “If we don’t have adequate data in the 
greater-than-65-year-old group, then the 
greater-than-65-year-old person shouldn’t 
get this vaccine, which would be a shame 
because they’re the ones who are most like-
ly to die from this infection,” vaccine expert 
Paul Offit said in a recent conversation with 
scientist Eric Topol.
• The FDA will be looking for evidence of 
how well each vaccine works in the overall 
population, so that’s the question their clini-
cal trials are set up to answer.

What they’re say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regulators and vaccine developers can do 
right now, experts said, is to generate as much data 
as possible while clinical trials are still under way.
• They won’t have another chance to run more 
clinical trials just to study how the vaccines work 
for narrower groups of people. So whatever ques-
tions we need to answer in the future, they’ll have 
to be answered with today’s data.
• “This is our chance to learn whether something 
works,” Dean said. “You can’t go backwards.”
Pfizer and Moderna, which are developing two of 
the leading candidates, have each signed up some 
30,000 people for their trials, but have said they’ll 
do interim analyses with results from fewer than 
50 people.
• If those results are strong enough, the trials could 
end early.
• And once there’s a single effective vaccine, 
it’s harder to maintain other placebo-controlled 
studies. Researchers will face an ethical dilemma 
about whether to keep giving people a placebo, 
Dean said, and people are less likely to sign up for 
a trial, and risk a placebo, if they think they can 
just get a vaccine from their doctor.
The other side: The regulatory process, along 
with some of the logistical hurdles that make vac-
cine distribution so difficult, can help with some 
of this.
• Only a handful of doses will be ready once the 
first vaccine is authorized. If the second vaccine 
comes through a short time later and turns out 
to be wildly more effective, there will be time to 
adjust.
• Several of the leading candidates require two 
shots, and some must be stored at temperatures 
as low as -20 degrees Fahrenheit. A vaccine that’s 
moderately less effective but also less fussy might be 
worth the trade-off, at least for some patients.

The big picture: These are all issues that 
need to be managed within a historically fast 
process; they are not indictments of moving 
fast. They are in many ways good problems 
to have.
• “Wouldn’t it be great if we’re in a posi-
tion if we have, say, 2-5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s?” said Dan Barouch, the director of 
Harvard’s Center for Virology and Vaccine 
Research. “If more than one vaccine shows 
safety and efficacy, then we actually would 
welcome that result.” (Courtesy axios.com)
Related                                                                                                                              

 Fauci Addresses Concerns 
That Vaccines Are Moving Too 

Fast to Be Safe
Anthony Fauci, MD, White House coronavi-
rus task force expert and head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testified in front of a House subcommittee in 
July 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He answered many 
questions on vaccines — specifically, whether 
the rapid speed at which the U.S. is pursuing 
them might compromise the safety of the end 
product. Vaccines typically take up to a de-
cade to develop, but Operation Warp Speed, 
the White House’s effort to fast-track vaccine 
production, aims to make one available to 
Americans by January 2021.In his response 
to questions from Rep. Jackie Walorski about 
when the vaccine would be available to 
everyone and whether it would be safe, Fauci 
maintained that the U.S. will have a vaccine 
by the end of 2020 and that it will become 
available to Americans in 2021. He said that 
no safety measures would be skipped in the 
vaccine development process,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scientific data in determining a 
vaccine’s safety.

Anthony Fauci, MD, White House coro-
navirus task force expert and head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We at the NIH are doing the vaccine 
studies with the companies,” he said. 
“The FDA will look at that data, and 
on a science-based decision, will make 
a determination as to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and whether or not it will be 
approved.” He added: “Historically, 
the FDA has based their decisions 
on science. They will do it this 
time, also, I’m certain.” Getting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to 
Americans by 2021 will require 
condensing a process that takes 10 
years into a little over a year, which 
is no easy feat.                                                                                                                
Rep. Carolyn Maloney asked: “Is 
it dreaming?” “It’s reality,” said 
Fauci. “I believe it will occur.” 
Acknowledging that, to some 
people, the process is moving so 
fast that it seems like there might be 
compromises to safety or scientific 
integrity, he said: “I can tell you 
that is absolutely not the case.” 
The U.S. is able to move so fast, 
he explained, because of the “very 
different technologies” deploy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ndemic, 
starting with the moment the patho-
gen was identified and moving from 
Phase 1 trials to Phase 3 trials. The 
biotech company Moderna, which 
has received almost $1 billion in 
support from the U.S. government, 
launched its Phase 3 trial on July 
27. The White House has deals 
with several other drugmakers to 
find and create doses of a vaccine, 
including a contract with Sanofi 
and GlaxoSmithKline for up to 
$2.1 billion, announced today.                                                                                                                                           
“That is not reckless rushing. That 
was technology and doing things 
in a way that does not compromise 
any of the steps,” he said. “So I 
don’t think it’s dreaming, Con-
gresswoman, I believe it’s a reality. 
And will be shown to be a reality.” 
(Courtesy https://coronavirus.medi-
um.com/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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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isks Of Moving Too Fast
On A Coronavirus Vaccine

Illustration: Sarah Grillo/Axios



CC55美國風俗
星期六       2020年9月19日       Saturday, September 19, 2020

美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简称。原本

是一个荒蛮之地，为印第安人的聚居地

。15世纪末，西班牙、荷兰、法国、英

国等先后移民到这个地方。在这个过程

中，英国逐渐胜出并于18世纪前在美国

大西洋沿岸建立起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

。1775年美国爆发了反对英帝国殖民统

治的独立战争，1776年7月4日发表独立

宣言，至此，美利坚合众国正式成立。

而到了1945年美国就开始主导了世

界秩序，事实上已经称霸世界，这时美

国建国还不到170年的时间，但这时还

有苏联这个对手与其争霸。到了1991年

末，这个对手轰然解体，美国成为世界

上有名有实、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撼动其

霸权地位的唯一超级大国。这时满打满

算美国建国才

215 年。可以说

，美国创造了人

类历史上自有国

家以来称霸世界

的奇迹。

那么，美国

何以能从一个荒

蛮之地，仅用了

200 年左右的时

间就成为超级大

国而称霸世界呢

？

优越的地理位置

——一河两洋五

大湖和安稳的后

花园

大家知道，

起初的美国不过

是北美的十三州

。后来通过不断

地扩张和花钱买

地，才有了今天

937 万平方公里

的版图。

鸟瞰美国广

阔的国土，密西

西比河横贯南北

，经过它长年累

月的冲刷，美国

拥有了广袤的平

原，为农业发展

奠定了基础，所

以美国一直以出

口农产品著称。

世界著名的五大

湖区横卧北美，

使美国有了丰富

的淡水资源，为

美国建立庞大的

工业园区提供了

工业用水。

而太平洋、

大西洋从两边抱捧美国，使其成为海洋

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对欧洲、对亚洲

的海运资源无人能比，为其带来了可观

的进出口贸易收入。而且美国沿海平原

多，方便农耕、人口居住及各种行业的

发展。正是因为两洋环抱，让美国本土

远离两次世界大战，并坐享战争红利。

再有美国位于的美洲绝大部分都在

西半球。西半球的加拿大等几个国家和

南美洲的巴西等国都追随美国。就是有

关系不好的国家，也难威胁美国什么。

所以，美洲是世界公认的美国“天然的

后花园”。像欧洲强国或者亚洲某些国

家一整就大打出手，在美洲几乎很少。

难得的发展机遇——三次工业革命

大家知道，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

率先发起第一次工业革命。而英国与美

国的这种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自然是

深受英国影响。美国人富尔顿在1807年

就研制成功了以蒸汽为动力的船。而且

美国的工业革命有其资源丰富、市场广

阔的优势。而且国内一直少有战争，同

时移民政策宽松，大量移民涌入，先进

技术也随之而来。

在19世纪中期，美国基本完成第一

次工业革命后不久，紧接着第二次工业

革命到来，美国成功主导了这次工业革

命，科技、经济等在第一次工业基本上

又有迅猛发展，与此同时，也参与到列

强瓜分世界的行动中。因美国地理位置

优越，远离那些强国，所以直接的战争

冲突比较少。

而二战以后，美国又主导引领了

第三次工业革命。原子能、电子计算

机等引领时尚潮流的新技术，引发了

全球的科技革命。众所周知，美国是

二战最大受益者，又占领了世界科技

的最前沿，便渐渐用科技把控世界。

现在无论是老牌还是新兴的科技公司

，都能控制一些重要的专利，并依靠

这些专利剪他国的羊毛，遏制他国科

技发展。

绝佳的发财机会——两次世界大战

地球人都知道，美国是两次世界大

战最大赢家和受益国。虽然两次世界大

战给全人类都带来了空前而深重的灾难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是通过这两次战

争改变了世界格局，解除了欧洲传统强

国独霸世界的历史，美国一跃成为世界

头号强国。

一战由新兴而不断膨胀的德国引发

，欧洲是主要战场，战火没有可能烧到

美国。如此美国本可坐壁上观不直接参

与，间接搞点军火生意赚点钱就行了，

可是到了战争即将结束之际，美国跳了

出来选边站队参加进来，目的就是为了

与战胜国分享战争果实。

美国本是一个蛮荒之地，何以能在

建国两百多年间就称霸世界？

时隔二十年二战又爆发了。一开始，美

国态度暧昧，紧接着表态中立。然而按

照中立法，美国不得参与到任何参战方

的事务之中，可是美国不仅参与，还向

参战国出售战争物资甚至是武器等。而

且是不管同盟国还是轴心国都曾出售过

物资。从中大发横财，掠夺人才和高端

技术。

当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发动东南

亚战役，想吃美国的蛋糕时，美国才对

日本宣战，加入反法西斯联盟。虽然也

受了点损失，但跟欧洲国家和亚洲的中

国所受伤害相比，美国只是受了点皮外

伤。

雄厚的做大基础——世界顶尖人才的流

入

两次世界大战虽然给全球带来毁灭

性灾难，但是人才和技术却没有完全毁

坏。而且经过两次大战，人心思安，人

心向稳，这样一来，作为两次大战本土

都没有战火、比较安稳、科研环境良好

的美国，成为许多科学家最理想的首选

移民国。

无形当中，大批人才涌入美国。而

经过二战，美国是人人知道的世界最发

达国家，这样更多人才纷纷涌入美国。

而最让美国有话语权的是，美国对二战

同盟国的突出贡献和战后其他国家无法

相比的实力，如此美国就顺理成章地成

为了世界的霸主。

在与苏联的冷战中，美国也成为了

最后的赢家。先是满世界的派兵，建立

军事基地。紧接着又在东亚、东南亚、

中东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之后苏联在冷

战败北，轰然解体，美国笑到了最后，

成为世界说一不二的霸主。

当然，在这过程中，美国又用美

元霸权绑架世界经济，以武力打击企

图撼动其美元霸权任何国家，无论是

敌是友都不在话下，谁敢碰美元霸权

，就等于在太岁头上动土。而且美国

不怕负债，因为它可以让世界为它买

单。

然而，近些年来，美国优先的政策

遭到了世界的普遍反对，在国际社会的

威信和话语权大不如前，动不动就退群

毁约、封锁制裁。特别是在疫情蔓延之

时，自私自利，毫无大国担当，声望大

减。这或许是其霸主地位撼动的开始。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霸主地位将

会成为历史。

美国是如何从蛮荒走到称霸世界的？

从世界历史来看，世界各国政治，

那是逐步过渡到精英政治，也就是说国

家由最优秀、最强大的族群来统治。西

方国家来说，就是如此，典型的精英政

治，国家由掌握经济以及权力的族群来

掌握。

最典型美国来说就是如此，美国犹太人

，那是最强悍的族群，而且在美国历史

悠久，整个经济实力强悍，是美国最优

秀的族群之一。

而且美国犹太人足足有700万以上，但

是为何至今没有一人当上美国总统呢？

其实原因主要是三点。

我们知道犹太人被誉为世界上最聪

明的民族，也是最强悍的民族。

从以色列弹丸之地，几百万犹太人

，就可以暴打中东几十个穆斯林国家，

就可以看到，犹太人的强悍之处了。

而且更加直接的是，犹太人是世界

上最富裕的群体，现在美国最核心，最

庞大的财富掌握在犹太人手中。

尤其是美国的资本大亨，银行大亨

，以及石油等大亨，多数都是犹太人。

而且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生活时间很

长，现在足足有700多万，而且主要分

布在美国的大城市，以及核心的经济区

域。

所以毫不夸张地说，这700万人，

基本上掌握了美国大部分的资本，是美

国最大的财团。

如果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说

，那么美国的政权，那是应该受到犹太

人领导的。所以最起码美国应该有很多

犹太总统才对。

但是可惜的是，到至今为止，美国

却没有一位犹太人总统，为此很多人不

明白了，这到底是为何呢？其实原因主

要是三点。

第一，人数太少。

美国那是选举政治，总统那是靠投

票选择出来的。虽然美国犹太人很多，

有700万，但是相对于美国3.2亿的人口

，那是很少的。

尤其是跟黑人、墨西哥裔、拉丁裔

、德国裔、英国裔，还有爱尔兰裔等相

比，更是杯水车薪。

所以人数上完全不占优势，尤其是

投票选举，即使有犹太人候选人，基本

上很难选上，美国的政党也不可能推出

犹太人作为候选人的。

第二，本身的激烈

矛盾。

犹太人在欧洲和美

国其实都保持低调，行

事非常的内敛。这一方

面是因为犹太人本身的

性格，喜欢闷声发大财

，低调做生意，不喜欢

政治。

而另一方面也是犹

太人害怕，因为犹太教

跟基督教那是根本的矛

盾，尤其是到现在欧美

还认为是犹太人出卖了

耶稣，所以这直接使得

犹太人在欧美，那是很

难受到支持的。

这种宗教的激烈矛

盾，使得欧美信奉基督教的百姓，不可

能去支持犹太教的犹太人，这一点也是

重要原因，所以犹太人非常低调。

第三，完全没必要。

作为族群来说，其实核心的目的就

是利益，利益就是钱财。所以即使不当

总统，也能获取最大的利益，那还当总

统干什么呢？

而在美国，因为犹太人占据了最大

的资本，实际上控制了美国的政治，因

为美国是寡头政府，政府那是听从于资

本的。

美国无论哪位总统上台，无论是白

人、黑人，还是其他少数族群，只要上

台，都离不开犹太人，都要支持犹太人

。

所以犹太人依旧能够获得最大的利

益，甚至两党都被犹太资本掌控，当总

统完全没必要。

因此，无论是现在，即使是以后，

美国也很难出现一位犹太人的总统。

美国为何至今无一人当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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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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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李鴻培

港 超 復 賽 賽 程
日期 周 主 對 客 場地 開賽時間

19/9 13 東方龍獅 對 傑志 將軍澳運動場 15:00
20/9 13 富力R&F 對 冠忠南區 將軍澳運動場 15:00
21/9 13 理文 對 愉園 香港大球場 15:00
23/9 11 冠忠南區 對 東方龍獅 小西灣運動場 15:00
24/9 14 傑志 對 理文 小西灣運動場 15:00
25/9 14 愉園 對 富力R&F 小西灣運動場 15:00
30/9 15 冠忠南區 對 愉園 將軍澳運動場 15:00
1/10 15 富力R&F 對 傑志 將軍澳運動場 15:00
4/10 17 傑志 對 冠忠南區 香港大球場 15:00
5/10 16 理文 對 富力R&F 旺角大球場 15:00
6/10 16 東方龍獅 對 愉園 旺角大球場 15:00
11/10 18 冠忠南區 對 理文 待定 15:00
11/10 12 愉園 對 傑志 待定 15:00
11/10 18 東方龍獅 對 富力R&F 待定 15:00

菁英盃決賽
27/9 傑志 對 冠忠南區 將軍澳運動場 15:00

足總盃決賽
28/9 東方龍獅 對 富力R&F 香港大球場 15:00

高級組銀牌決賽
2/10 東方龍獅 對 理文 旺角大球場 15: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17
日，是距CBA（全國男籃職業聯賽）新賽季開賽
還有整整一個月時間的日子。上海久事大鯊魚舉
行公開訓練，來自克羅地亞的外籍主教練內文．
斯帕夏直言，上賽季大鯊魚的成績顯然不理想，

球隊仍有很大進步空間，但的確也有不少頗具天
賦的球員，在進一步觀察後，將作出系統訓練方
案，新賽季爭取更好的成績。

值得一提的是，新賽季上海大鯊魚“大換
血”，對球迷來說，有不捨，但也有期待。隨着

可蘭白克、劉錚、宗贊、何重達、高尚、王旭六
位本土球員的正式加盟，為球隊注入全新活力。

不過，對可蘭白克來說，是次南下挑戰着實
不小。2008年作為新疆廣匯男籃一員，他開始征
戰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2017年隨新疆廣匯男
籃獲得2016-17賽季CBA聯賽總冠軍。2019年10
月任新疆廣匯男籃隊長。2020年 1月 1日入選
2019-20賽季全明星陣容。可蘭白克2013、17、19
年三次入選中國國家隊，出征亞洲盃、世界盃等
比賽。

如今他不僅需要在短時間內在技術調整、隊
伍磨合上需要下一番功夫，更要完成對氣候條
件、飲食習慣的適應。“最近真的是非常不習
慣，我以前的環境是非常乾燥的，但來到這邊，
訓練完午休時都會發現被子都是潮濕的……我就
問有沒有什麼辦法，他們告訴我可以買一台抽濕
機，抽濕機這個東西對我來說是全新的概念。另
外飲食上，上海菜也偏甜。”

各
隊
僅
備
戰
兩
星
期
23
日
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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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比
賽

■■傑志積極備戰傑志積極備戰。。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東方龍獅門將葉鴻輝東方龍獅門將葉鴻輝（（前左前左））參與球隊訓練參與球隊訓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歐陽若曦歐陽若曦（（右二右二））表示表示，，無比賽無比賽，，只能以電只能以電
競賽車保持狀態競賽車保持狀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疫情之下多個
賽車大賽延期或取消，香港賽車好手歐陽若曦表
示無賽可比下電競賽車有助他保持狀態，相信首
屆“挑戰者盃”亞洲電競賽車錦標賽能夠吸引年
輕人接受賽車運動，從而為香港車壇注入新血。

多個賽車大賽因疫情取消或延期，香港賽車
手歐陽若曦表示電競賽車成為他在疫情之下保持
狀態的方法：“賽車和電競賽車當然有很多不
同，我開始玩電競賽車時亦花了不少時間適應，

不過在無賽可比的情況下，電競賽車的確有助車
手保持感覺和熟習賽道。”

電競賽車技術近年發展迅速，模擬比賽的
像真度高達9成，歐陽若曦認為電競賽車最重
要的優點是吸引新血：“電競賽車門檻比較
低，不需要太高的成本，當然亦更為安全，很
適合作為年輕人接觸賽車運動的起點，希望今
次‘挑戰者盃’賽事，能為香港車壇吸引更多
新血。”

2020全國田徑錦標賽16日結束第二個比賽日的爭
奪，其中上海名將謝文駿在男子110米欄的比賽中以
13秒24贏得冠軍。

在當天上午的預賽中，代表上海隊出戰的謝文駿
以13秒58排在第一，在採訪中謝文駿希望能在晚間進
行的決賽中突破個人最好成績。當晚的決賽，謝文駿
體現了強大的後程能力，最終奪冠，但距離個人13秒
17的最好成績仍有一些距離。曾建航和寧瀟函分列
二、三位。

賽後謝文駿說：“這次起跑比以前好了一點，衝着
個人紀錄去但是差一點，希望通過冬訓得到提高，尤其
是起跑。今天有點拉肚子，有點受影響。”

另外，來自黑龍江的李佳倫以2米24獲得男子跳
高金牌，來自雲南的董國建以29分35秒46的成績於
男子1萬米比賽稱王。廣東隊奪得男女子4×100米的
冠軍，四川隊則在混合4×400米接力中笑到最後。

■新華社

■謝文駿（右）以13秒24的成績奪冠。 新華社

謝文駿
奪全錦賽110米欄冠軍

歐陽若曦玩電競賽車保狀態

6本土球員來投 滬男籃添活力

停擺近半年的港超將在19日重啟，

復賽首日即於將軍澳運動場上演東方龍獅

及傑志的宿敵對決，而三場盃賽決賽則安

排於9月底至10月初進行，預計10月11

日正式煞科，不過6支港超球隊復操僅兩

星期，23日內踢17場比賽，對球員體能狀態是一大考

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港超復賽港超復賽，，東方東方
（（淺色衫淺色衫）、）、傑志傑志
打頭陣打頭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可蘭白克直言難以適應南方氣候可蘭白克直言難以適應南方氣候。。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攝

■■上海男籃新任主帥內文上海男籃新任主帥內文．．斯帕夏斯帕夏（（右右））回答傳媒提回答傳媒提
問問。。 記者夏微記者夏微 攝攝

苦候多時，香港足總17日終於得到港府批准
可以在符合防疫衞生條件下閉門復賽，復賽

場地定於旺角大球場、將軍澳運動場、小西灣運
動場及香港大球場四個地點，每場只可容納180
人在場內，而傳媒則需預先登記才可入場。球迷
可通過電視和網絡直播觀看比賽。

復賽首戰將於19日假將軍澳運動場上演，東方
龍獅及傑志兩隊爭標分子將正面交鋒，復賽後所有
賽事均定於下午3時進行，以每日一場的方式分14
個比賽日完成所有港超賽事，至於三場盃賽決賽則
於27/9、28/9及2/10舉行。

東方5日內踢兩場決賽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賽季港超聯

賽在3月底停賽，各支港超球隊於9月5日
正式復操，直至17日復賽才獲得正式批
准，短短兩星期的操練後即要面對密集賽
程，對球員的體能是一大考驗，幸好復賽
換人名額增至5個，可稍為減輕球員在體
能上的負擔。

愉園主帥鮑家耀日前曾表示，由於
各隊要在23日內完成17場比賽，每個
比賽日只有一場比賽，在備戰期較短及
賽程密集下，相信每場比賽都會將換人

名額用盡。他說：“各隊都只有兩星期準備，這
點是公平的，但如果對方球員質素好、用波能力
高，偏向防守的己隊球員難免消耗較多體力。”

而5日內要踢兩場盃賽決賽的東方龍獅，門將
葉鴻輝日前也曾指狀態正在冒升中：“經過多日操
練，加上球隊早前一直都有安排網上視像訓練，體
能和球感都沒有太大問題。”

至於復賽後球員的註冊問題則仍在商討當中，
預計與退賽球隊解約後加盟新球會的球員可以在復
賽中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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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之子樂團季》 以樂團之名點亮新偶像圖譜
經過壹個夏天的激烈舞臺角逐，由騰

訊視頻出品，企鵝影視、哇唧唧哇聯合制

作的新生代樂團成長真人秀《明日之子樂

團季》於9月12日晚收官。胡宇桐、田鴻

傑、李潤祺、馬哲、趙珂組成的“氣運聯

盟”成為最強廠牌樂團，“午睡留聲機”

、“水果星球”分別獲得第二、第三名。

《明日之子樂團季》的學員們通過在

節目中展現多種樂器的魅力，讓樂團文化

走進更多年輕人的視野。並且他們對音樂

執著不放棄的熱血精神與拼搏進取的青年

力量，更是影響著眾多和他們壹樣熱愛音

樂的年輕人。隨著節目的播出，他們朝著

新生代偶像樂團的道路不斷邁進。

敢拼敢玩敢創新
呈現音樂偶像新鮮面貌
樸樹說：“我需要聽到壹些新的

東西。”《明日之子樂團季》讓他如願

以償，在這個夏天給觀眾帶來了諸多樂團

裏十分少見的“新元素”——馬頭琴、冬

不拉，還有讓其他樂器“聞風喪膽”的嗩

吶，這些獨特的民族樂器與吉他、貝斯、

架子鼓、大提琴、鋼琴等樂團裏常規的樂

器壹道，被熱愛音樂的男孩們玩出了新花

樣，不斷碰撞出激烈的火花，有時相斥，

有時相融。這種碰撞產生的極具實驗性和

創造性的旋律，是不拘於傳統的，這群敢

想敢拼敢玩的年輕人在盡情釋放著他們的

音樂才華。於是，曾經因為某節目錄制太

晚中途離場上過熱搜的樸樹，竟然為了這

檔節目熬夜了。

節目裏年輕人對音樂的執著與熱愛，

充滿新穎想法的音樂創造力，敢想敢

玩敢突破常規的勇氣，不僅讓觀眾為

之喝彩，也成為創造出“新的東西”

的催化劑。就像拉馬頭琴的哈拉木吉

、彈冬不拉的薩木哈爾和吹嗩吶的閆

永強，他們在節目裏不斷嘗試各種風

格，碰撞出無限的可能性，向觀眾展

現自己手中的民族樂器是無界的，是

能夠很好融入到不同音樂風格之中，

是民族更是世界的。

再比如《明日之子》“復讀生”廖俊

濤，當年和他同期的選手毛不易、周震南

已經擁有壹定的大眾認知度。但廖俊濤並

不糾結與昔日同行者之間的落差，無懼跌

倒後爬起重來，只為追逐音樂夢想拼盡全

力。明日高校第三次校內考核中，午睡留

聲機演繹了廖俊濤總結自己三年狀態的音

樂作品《瓶與拋光者》——“原諒我成為

不了偉大的人，原諒我成為不了討喜的人

……”三年蟄伏釀成了動人的歌曲，更難

得的是有棱角有溫度，包容與不屈服的情

緒直戳人心。

明日高校的學員極具創造力，勇於

嘗試新鮮的創作形式。在總決賽的舞臺

上，水果星球樂團和張薔合作的《別問

我什麽是迪斯科》，曲風復古，但閆永

強的嗩吶演繹毫無違和感，用張薔的話

說，這首歌本是由西洋樂器演奏，沒想

到與民樂的碰撞那麽和諧，感受到了年

輕人的歡樂。銀河系樂團在半決賽舞臺

壹改古典流行風玩起了電子樂，不斷嘗

試新型的樂器，雖然止步半決賽，但是

他們“敢破敢立”的精神，展現出了年

輕壹代音樂偶像不懼改變自我，敢於從

頭再來，同時又極具才華和創造力的新

鮮精神面貌。

青春與成長
新生代偶像樂團的榜樣力量
從第壹季節目2017年在騰訊視頻上

線，《明日之子》四年以來始終堅持不斷

的自我叠代和進化升級。前兩季《明日之

子》致力於為行業輸送年輕音樂人，《明

日之子水晶時代》旨在打造女性音樂榜樣

，《明日之子樂團季》則以組樂團為故事

邏輯，讓觀眾完整地看到壹個樂團從無到

有誕生的過程，也看到每壹位學員和樂團

的成長。與此同時，更將樂團文化傳遞給

廣大受眾。

新生代年輕人有著獨而不孤的特點，

既保持獨立又拒絕成為壹座孤島。他們在

尋找夥伴時，不願被血緣、地緣等先天的

固定因素所束縛，更傾向於“同好社交”

，即從共同的興趣愛好出發，進而達成精

神層面的壹致性。《明日之子樂團季》的

slogan“有壹群夥伴，比啥都浪漫”，也

是對年輕人這種情感需求的呼應。節目中

組樂團也遵循了這壹點。樂團能否留在舞

臺上，由學員自身的選擇和人氣共同決定

，這樣的規則才會真正具有引領年輕人的

榜樣力量。

《明日之子樂團季》的學員多是出自

專業音樂院校的素人。他們擁有紮實的基

本功、良好的音樂素養，和已經被認可的

才華。這樣的背景讓他們相較於同齡人更

能拋開名利，專註於音樂夢想和創作態度

。在這幫年輕人眼中，Fman不代表就是

領導、就擁有絕對決定權，而是所有事情

大家商量著來。因此，即便PK落敗，團

隊成員也彼此認可對方的能力。在組樂團

過程中，因為理念的差異、融合的分歧，

矛盾和爭吵總是有的，但這些只是實現音

樂夢想道路上的小插曲，誌同道合的理解

和信任才是主旋律。

18歲的沈鉦博剛進入明日高校時是

有些自我封閉的，加入午睡留聲機樂團後

，沈鉦博承擔起Fman的職責。在隊友的

幫助下，他開始變得包容、健談，觀眾也

越來越明顯感受到他的自信。三個多月的

時間裏，在觀眾眼中這是壹部連載的青春

熱血校園漫畫，和裏面的人物同悲同喜。

而在《明日之子樂團季》學員眼中，這是

從1到5的安全感，是心目中友誼的見證

，也是團隊共同成長的證明。觀看新生代

偶像樂團成長的同時，也不經意間被學員

們積極向上的榜樣力量所感染、引領，從

而在現實中成為更好的自己。

偶像到底是什麽？是壹個人，壹句話

，還是壹種力量？這個夏天，《明日之子

樂團季》的學員們用他們奮發不止、拼搏

無休的熱血青春做出了回答——偶像，是

壹種對音樂夢想執著不放棄的精神面貌；

是面對失敗百折不撓、不斷進取的青年精

神；是敢於破而後立，無懼從頭再來的榜

樣力量。這個夏天，這幫20歲左右的00

後男孩，在“明日高校”的洗禮中不斷成

長，向觀眾展現了當代青年的風姿——他

們既有獨立鮮明的個人風格，又能熔鑄於

集體，與誌同道合的夥伴們浪漫同行，壹

起讓夢想照進現實。這個夏天，他們以樂

團之名，用青春與才華點亮了音樂新偶像

圖譜。

劉宇寧：沒有過去的經歷，當不了“萬能員工”
綜藝節目《中餐廳4》正在湖南衛視熱播。目

前，“中餐廳號”餐廳遊輪已從巴東到達了嶽陽，

繼兩位“鮮廚”馮偉和卡斯柏之後，歌手劉宇寧也

登船當上飛行嘉賓，勤快懂事又在出道之前學過廚

師、當過餐廳服務員的他，受到了合夥人的壹致好

評，被贊為“萬能員工”。

近日，劉宇寧接受了羊城晚報等媒體采訪，暢

談本次來到《中餐廳4》的感受，並爆料和其他青

春合夥人的趣味故事。

“萬能員工”推薦拿手菜式
作為餐廳新人的劉宇寧，初來乍到就面臨嚴峻

的考驗：黃曉明暫時離開，兩位“鮮廚”也因工作

原因離開，餐廳陷入人手不足的困境。因此劉宇寧

壹加入後廚便身兼多職，洗菜、剁肉、洗碗、傳菜

，樣樣都幹得麻利。

當被問及如何看待“萬能員工”這個稱號時，

劉宇寧稱：“《中餐廳》第壹季播出時我就在想，

‘這個節目是不是太適合我了

？’結果，現在夢想成真了，

這就像以前那些年的經歷或者

吃過的壹些苦都是收獲——沒

有過去的經歷，我就沒有現在

的狀態。我很開心以前學的東

西能用上，能被稱為‘萬能員

工’。”

劉宇寧直言，開餐廳是向

客人提供服務，要放低自己的

姿態：“我們遇到的客人都很

好，沒有刁難我們，在這裏工

作很溫暖很輕松。”不僅如此

，在這個過程中，劉宇寧還跟

張亮和林大廚學到了很多新菜

式和烹調方法：“亮哥和林大

廚就像兩個活寶，兩個人還會互相拋梗接梗，讓經

營的過程變得很歡樂。”

劉宇寧還向觀眾安利自己在節目中結合湖北當

地飲食習慣和東北菜軟炸肉開發的新菜“妙在其中

軟炸肉”：“我加了壹些創意，用好多蒜泥腌肉，

腌完之後加上紫蘇……效果真的很棒。”

做800份盒飯累到快崩潰
“《中餐廳》是我錄制過的最累的節目，沒有

之壹。”此前，黃曉明接受采訪時，就表示對節目

的工作強度心有余悸。“累”也是劉宇寧登船以來

的最大感受：“這也是我錄過最累的壹個綜藝，它

不像別的綜藝，可以錄壹會兒緩壹會兒，《中

餐廳》就沒有停機，壹直在錄，感覺有刷不完的碗

、洗不完的餐具、幹不完的活兒……剛開始的時候

不是特別適應。”除了洗碗洗到崩潰，劉宇寧還透

露《中餐廳》是沒有劇本的：“妳得自己找活兒幹

，找到自己在團隊中的位置。”

在終點站武漢，劉宇寧與合夥人壹起為抗疫壹

線的平民英雄親手制作了800份暖心盒飯。他直言

壹天制作800份盒飯的過程特別崩潰：“從備菜到

做菜再到分裝，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飯也不想吃

，到了承受能力的極限。”但為這些平民英雄們送

上愛心餐的時候，劉宇寧還是感覺十分自豪，“真

的應該向他們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壹路下來，劉

宇寧覺得自己在節目裏獲得成長：“我現在做事更

細心了，抗壓能力也增加了。”

黃曉明趙麗穎多有關照
短短壹段旅程，劉宇寧就和合夥人培養了默契

和友誼。黃曉明在接受采訪時，曾經大贊劉宇寧：

“他在攬客、做飯等方面都幫了我們很多，讓我特

別感動。”

對此，劉宇寧表示：“來節目之前我還有些擔

心，因為曉明哥成名這麼多年，感覺是我遙不可及

的人。但在節目中曉明哥非常顧及我的感受，親自

帶我融入這個集體，感覺是真的把我當成弟弟對待。”

不僅如此，他透露節目錄制結束後，大家都保持著

聯系，趙麗穎也對他十分關照：“接觸前曾擔心麗

穎老師會不會有點高冷，但熟悉了之後發現她是壹

個非常溫暖的人。”他透露，趙麗穎還和他分享演

戲經驗，給了他很大的幫助：“麗穎老師說‘劇本

妳可以先發給我，我幫妳看看，把把關’，我擔心

會不會太打擾她，她說‘不會啊，我跟妳分享的過

程，我也在學習’。”另壹名搭檔李浩菲曾在《歌

手》節目中與劉宇寧有過短暫互動，劉宇寧這次和

她組成“倒垃圾搭檔”：“臟活兒累活兒她都搶著

幹，有時候我都搶不過她，她不是愛表現，就是很

真誠地主動分擔工作，而且從來沒有抱怨過。”

采訪最後，當問到會不會追看《中餐廳4》

時，劉宇寧毫不猶豫地表示：“當然會追！包括

我所有拍過的戲，上過的綜藝，演過的晚會……

我自己都會開彈幕看。看到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

好，觀眾有好的建議給我，我之後都會註意，這

樣才會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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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鄭秀文（Sammi）及蔡
卓妍（阿 Sa）日前作客TVB娛樂新聞台節目《Star-
Talk》，接受主播許文軒專訪，二人大談拍攝電影《聖
荷西謀殺案》感受。

電影由舞台劇劇本改編而成，她們異口同聲表示未
有觀看舞台劇作參考， Sammi認為選擇不看也是對
的：“接咗劇本後越唔睇越啱數，因為舞台劇係由劉
雅麗去演，睇埋我驚會更加緊張，佢演得咁好，而
且怕模仿了對方的演出同框住自己，所以要用自
己方式去演，越抽離越好。”

戲中Sammi的演出獲得外界極高評價，
但Sammi對獎項並沒期望：“今次係演出
上的春天，而不是得獎上的春天，今
日我對獎項放得好低，你知我這麼

多年的經歷，我更加將獎項
這件事放得好低，有一

天得獎當然開心，但我又沒期望過。”
阿Sa表示能與好戲之人合作拍戲，可令自己提升：

“拍戲的時候，我不敢吵其他演員，好似佟大為同Sam-
mi有好多場口都要用力同好沉重。見到Sammi拍哭
戲，就更加令我佩服，我係一個哭得快去得快的人，
我一路哭，哭哭下就會哭不出，但Sammi好勁，有很
多眼淚！有埸戲由看劇本開始已經哭，到她拍完都
停不到。”

近年密密拍戲的阿Sa，笑言全因突然想通
了：“發現做事是要一直不停才行，不可以停
太耐，因為再起步會不暢順，但之前有一兩
年我有選戲拍，因為不想被人看死，但
那些劇本不是成日出現，後來發現有
得做就好做，不要想太多，現在
的戲都買少見少，有人找你
就要拍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孫慧雪和兒子
Riley，徐榮的一對仔女徐朗和包包早前到某商場的
互動主題區試玩，在疫情下放鬆一下心情。

剛剛度過38歲生日的靚媽孫慧雪帶同兒子Ri-
ley去試玩，享受親子時光！二人溫馨地手拖手在
場內玩樂，Riley騎上平衡車時，媽媽雪雪一直寸
步不離，扶着寶貝兒子大展母愛。雖然Riley年紀
細細，但出乎意料地不怕陌生，面對鏡頭更識得擺

出多款甫士，看來訓練有素，並深得媽媽真傳！
徐榮兒子徐朗離港赴英升學之前，聯同妹妹包

包到廣場試玩，爭取更多家庭樂時光，立志要成為
足球員的徐朗一看見以足球為主題的互動展區，便
急不及待落場踢兩腳大展身手！兩兄妹在小小足球
場內傳球玩得投入，包包見到哥哥英姿，也不自禁
說長大後要加入足球隊和哥哥一隊，就算哥哥說沒
有男女子一起的足球隊也硬是說要一起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林俊傑
（JJ）全新單曲《交換餘生》已於16日正式
推出，JJ在新歌MV飾演雙角色，並邀得阮
經天及林予晞擔任男、女主角，當中JJ與阮
經天挑戰搬鋼筋、攪拌混擬土等粗活，阮經
天更形容此次是他拍過最累的MV。

《交換餘生》MV以平行時空作為背
景，由阮經天、林予晞兩人演出淒美的愛情
故事，當中 JJ則一人飾演身處不同時空的工
人及游泳教練角色，鮮少演戲的JJ表示：
“很久沒演戲了，這次一次要投入兩個角色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JJ分別飾演兩個
時空中的 Joe（阮經天 飾）的工人好友及小
男孩 Joe的游泳教練，對於一次要在 MV 中
飾演兩個角色，JJ 表示：“是很大的挑戰，
但也很有趣，這次MV電影感比較重，希望
大家能從畫面中去體驗歌曲中想表達的意
境。”而 JJ 印象最深刻的則是他與阮經天
兩人一起體驗飾演工人的片段，JJ不但現場
搬起鋼筋，更試着攪拌混擬土等，體驗各種

工事， JJ說：“真的是來感受一下不同的人
生體驗！”阮經天更直言這是他拍MV以來
最累的一次，他表示：“這兩天不像我原先
想的輕鬆，但是很好玩！”更大讚跟 JJ 對
戲意外獲得不少靈感：“JJ一些突如其來的
互動都很自然，例如我們一起拿着水管打
鬧、JJ跟我互拍頭，都讓整個戲更加充滿真
實感。”兩人在拍攝空檔時也笑說可以彼此
交流唱歌及演戲的技巧。

兒時代表學校出戰泳賽
JJ也分享演游泳教練的角色：“其實我

小時候有代表學校參加游泳比賽，所以我對
水性還算是熟悉。”對於擔任教練一角，JJ
則笑說：“教小朋友真的不容易，現實生活
中如果我真的是游泳教練，我應該會比較嚴
厲一點。”此外，拍攝空檔時，JJ也忍不住
跳到泳池中大騷泳技。這次MV中，JJ與林
予晞雖沒有對手戲，但雙方都對彼此有着相
當好的印象。

孫慧雪帶兒子去商場耍樂

出演出演MVMV變做地盤工人變做地盤工人

阮經天跟林俊傑搬鋼筋阮經天跟林俊傑搬鋼筋

最佩服Sammi哭戲 阿Sa指對方眼淚可長

香港文匯報訊 郭富城

（城城）早前發起為香港

專業舞蹈員及電影幕後基

層工作者籌募抗疫經費的

《郭富城鼓舞．動起來》

網上慈善演唱會，有情有

義！原來早於26年前，已

貴為天王的他為了一位素

未謀面的昏迷歌迷，百忙

中也親到醫院探望，並盼

望以歌聲喚醒對方，知情

者大讚城城十分有善心，

城城近日再就此事回應，

他表明：“只要有地方需

要自己幫忙的話，絕對願

意出一分力！”

26年前林嘉成重傷昏迷 親到醫院打氣

賽馬主持伍碧權近日接受香港開電視《娛樂頭條
E-news Headline》訪問，分享了其已故愛徒、見

習騎師林嘉成和郭富城於26年前的往事。
事緣被譽為告東尼接班人的見習騎師林嘉成在1994

年於香港仔隧道內遇上交通意外，重傷昏迷。由於林嘉
成一直視郭富城為偶像，伍碧權（權哥）為了愛徒的生
命安危，不惜冒昧請人幫忙聯絡當時已是巨星的郭富城
（城城），希望城城能親身到醫院為林嘉成打氣。

26年後再提起此事，權哥藉是次機會再一次多謝城
城的幫忙：“出事後，我於馬會（香港賽馬會）會所的
酒吧內碰到曾智華，便冒昧上前請他幫忙，希望他能協
助邀請郭富城到醫院探望林嘉成，盼望能借郭富城的歌

聲喚醒昏迷的林嘉成。

在林嘉成耳邊唱歌
當時我並沒有信心郭富城會答允，只是靈機一觸，

真是很多謝他及車淑梅圓滿促成這件事，亦十分感激郭
富城於百忙中抽空到醫院為林嘉成打氣。惟失望的是，
林嘉成最終未能甦醒。”

節目主持亦找來城城回應事件：“我記得當時於他
耳邊唱《對你愛不完》，是他最喜歡的。當時他傷得很
重，大家都很擔心他，尤其他於馬房的同事及朋友。”

被問到若日後有類似事件，會否再次伸出援手，城
城迅即道：“當然！我很樂意、亦十分願意，只要有地

方需要自己幫忙的話，絕對願意出一分力！”
問到權哥如何評價城城的為人：“我雖與他很少接

觸，但於此事我認為他是一個十分有善心、有公德心的
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朋友。”

成龍也曾到醫院打氣
伍碧權為明星足球隊的第一代成員，他與多位圈中

人熟稔。除了城城外，權哥亦曾邀請成龍大哥到醫院為
林嘉成打氣：“當年我亦曾聯絡明星足球隊的秘書，最
終邀得成龍大哥到醫院探望林嘉成。大哥走到床前多次
呼喚林嘉成的名字，着他早日醒過來，可惜換來再一次
的失望。”

城城：
絕對願意出份力絕對願意出份力！！絕對願意出份力！

有需要

■ Sam-
mi( 右) 及 阿

Sa(中)未有觀看舞
台劇作參考。

■佟大為和Sammi有好多場
口都好沉重。

■成龍當年也曾為林嘉成打氣。 資料圖片

■■城城早前義演城城早前義演
籌款出力助演藝籌款出力助演藝
界同行界同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伍碧權伍碧權((右右))接受訪接受訪
問問，，與觀眾分享與觀眾分享2626年年
前見習騎師林嘉成和前見習騎師林嘉成和
郭富城的往事郭富城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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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0:00
0:30 0:30
1: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記住鄉愁(重播)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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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2:00
2:30 2:30
3:00 3:00
3:30 3:30
4:00 4:00
4:30 外國人在中國(重播) 4:30
5:00 中國緣(重播) 5:00
5: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5:30
6:00 生活(重播) 6:00
6:30 6:30
7:00 7:00
7:30 7:30
8:00 8:00
8:30 8:30
9: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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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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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奇漫畫家鄭問紀錄電影「千

年一問」耗時3年、斥資千萬，導演王

婉柔跟隨鄭問生前足跡，1萬5000公里

飛行里程，拍攝團隊橫跨台灣、香港、

日本和大陸等地，訪談近60位漫畫及出

版界人士，交織出鄭問一生對「漫畫」

的熱愛與執著，斥資千萬透過2D、3D

、手繪等多重動畫技法打造這部史詩級

紀錄片，磅礴呈現鄭問筆下的武俠江湖

。

鄭問的創作天分、畫技至今無人能

超越，每一部作品皆被奉為經典中的經

典。他身後留下的江湖故事，重溫起來

依然令人悸動不已。導演王婉柔擅長細

膩刻畫人物，本片拍攝過程中，她一步

步走入鄭問的創作核心與內在世界，王

婉柔感受到鄭問是個生命的鬥士、是勇

者，每個階段不論好壞成敗，總是認真

面對，她表示：「我想呈現鄭問身為

『人』的樣貌，他的起落、孤寂、壓抑

、驕傲，時不我予。」

「千年一問」今天舉辦媒體試片，

滿場觀眾熱淚盈眶，王婉柔映後分享，

在開拍之前她並沒聽過鄭問，這也是她

首度挑戰拍攝主角已經過世的紀

錄片，第一個任務就是面對鄭問

老師的原畫，一路追尋鄭問創作

的核心，「我的理解是，鄭問老

師有豐沛的情感，甚至一草一木

一顆石頭都要有情感，希望大家

認識鄭問不只是一個名字，能藉

由這部片看見他的理想及挫折，

再回頭看他的漫畫或許會有更深

的感受」。

片中受訪者皆是海內外漫畫

、出版界重磅名單，包括日本講談社前

總編輯栗原良幸、大師級漫畫家千葉徹

彌、池上遼一，香港漫畫教父黃玉郎，

甚至「無間道」導演劉偉強也表示鄭問

對他影響深遠，他曾買下「阿鼻劍」電

影改編版權，希望讓鄭問的藝術成就活

現於大銀幕上。台灣漫畫界蕭言中、鍾

孟舜等人更娓娓道出他們對鄭問的憧憬

，是後輩漫畫、藝術家心中的「大神」

。

監製王師則是「千年一問」幕後重

要推手，他身為鄭問漫畫迷，期許透過

這部片讓更多人認識鄭問，本片也幸運

匯集各界「英雄」相挺，幕後拍攝團隊

陣容堅強，攝影指導韓允中、剪接指導

陳曉東、音樂總監王希文都是金馬、金

鐘常客。今年初因資金障礙，「千年一

問」發起群眾募資，募集拍攝、後製、

上院線、國際發行等經費，短短時間獲

得募得破千萬資金，僅次於導演魏德聖

「臺灣三部曲」、紀錄片「男人與他的

海」群募，對整個團隊來說，每一個給

予幫助的人都是「英雄」。電影10月8

日全台上映。

「千年一問」
台灣傳奇漫畫家登大銀幕

高雄電影節15日公布國內外經典重現

片單，台灣導演魏德聖、鄭文堂和沈可尚

最新數位修復完成的短片「黎明之前」、

「風中的小米田」及「與山」將在高雄電

影節世界首映，3位導演也將蒞臨現場出席

映後講堂。

高雄電影節於去年首映八部台灣數位修

復短片後引起熱烈迴響，本屆影展最新修復

的短片片單，包括魏德聖導演首次與專業演

員合作的「黎明之前」；鄭文堂與鄭宜農共

同編劇關注原住民議題，獲得金馬獎最佳創

作短片的「風中的小米田」以及沈可尚入選

坎城影展，並橫掃國內各大影展的短片「與

山」三部作品，帶領觀眾重新回顧20世紀末

至21世紀初期，導演們在有限資源下激盪出

的創作活力。

由蔡琴、范瑞君及王柏森主演的「黎明

之前」，描述一對母女愛上同一位男人，三

人因而紛紛走向自殺不歸路，連同後來自殺

的丈夫，四人來到另類平行世界，然而在陽

間無法處理的事情，來到這裡依舊無解，魏

德聖在片中展現精湛調度能力，也從中可窺

見他執導劇情長片的野心。

「與山」描述世紀末前，一名女性影像

工作者試圖追蹤一群亟欲逃離現世的信徒

，然而過程中卻遭受陌生男子挾持，而後

在暴力與受困的現實與潛意識中，迸發出

真偽與信任的辯證，本片當年接連在台北

電影節、學生電影金獅獎、金馬獎和金穗

獎獲獎，並成為台灣首部入圍坎城短片競

賽的學生製作。

由鄭文堂和女兒鄭宜農聯合編劇的「風

中的小米田」以原住民男孩為主角，描述老

師出了一門作業，要大家找出小米真正的樣

子，雖然大人都說早就沒有小米田，但主角

和同學都不放棄，就是要找到小米田……，

該片接連獲得金馬、金穗和台北電影獎獲獎

，更在各國兒童影展屢獲肯定。三部片的導

演都將出席10月25日舉行的數位修復版世

界首映，並在映後進行專題講堂暢談創作。

國際經典片同樣精彩，除了影史經典

「大白鯊」和北影武首次挑戰愛情題材的

「那年夏天，寧靜的海」將以數位修復版在

台首映外，由「貓王」主演的「藍色夏威夷

」、希斯萊傑參演的真人真事改編電影「衝

破顛峰」以及70、80年代衝浪次文化的經典

名作「破浪年代」，也都邀得35釐米珍貴拷

貝在台放映。

魏德聖舊作雄影修復首映
蔡琴陷三角戀走上不歸路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透過愛

奇藝OTT海外平台，銷售至馬來西亞、

汶萊、泰國、菲律賓和印尼等東協國家

，證明情境喜劇也有市場。但台灣以往

積極開發驚悚、恐怖、青春愛情等類型

劇，何以獨缺情境喜劇？

編劇溫怡惠分析，除了過往電視台

沒有這類喜劇的時段規劃，編劇、製作

公司難遞案，最主要原因是多年來沒有

成功案例：「大家都知道情境喜劇對表

演、導演、編劇是高難度挑戰，連我都

沒十足把握，市場自然不敢貿然嘗試，

間接導致喜劇人才訓練不足。」

製作人陳慧玲認為，高明的喜劇不

只製造笑料，情感堆疊和對白更是增加

厚度的關鍵，才能帶給觀眾笑看人生顛

簸的療癒能量。「溫怡惠給每個角色設

定立足點，讓觀眾感受他們的立場與辛

苦，就算人物行徑荒謬，仍不會被全然

討厭。」《我》劇讓觀眾找到生活中的

感動，引起迴響。溫怡惠透露，台灣社

會多元文化的滋養，激發多樣的內容與

生命力得以融入《我》劇，也形塑出台

式喜劇的獨特樣貌。

本土喜劇也有海外市場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透過愛奇藝銷售東南亞

為慶祝王家衛導演電影作品「花樣

年華」上映20週年，16日特別發佈紀念

版國際海報及預告片。同時，包括「花

樣年華」在內的5部王家衛導演經典電

影作品，也將以4K修復版本，於近期正

式開啟全球展映。

電影「花樣年華」由梁朝偉、張曼玉

領銜主演，王家衛用極具代表的東方風韻

美學講述了60年代裡一場浪漫愛情故事

。影片2000年在坎城影展首次亮相，梁

朝偉摘得當屆「最佳男主角」，藝術指導

張叔平、攝影師杜可風與李屏賓被授予

「技術大獎」；張曼玉也因該片成為獲得

第37屆金馬獎和第2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雙金」影后。

作為導演王家衛的經典作品之一，

「花樣年華」亦被作為華語影史中里程

碑式的作品，上映20年至今，屢被世界

各大媒體讚譽認可。被美國CNN評選為

「最佳亞

洲電影」

第 1 位；

位列英國

BBC評選

「21世紀

全球最偉

大 的 100

部電影」

第 2 位；

入選「衛

報」評選「21世紀百佳電影」第5位，並

在2020年奧斯卡頒獎典禮「最佳國際電

影」獎項頒發之前的短片中榮獲致敬。

「花樣年華」4K修復版將於2020年

第58屆紐約影展首映，同時影片也將於

10月在法國盧米埃電影節及釜山國際影

展中進行展映。正值20週年「花樣年華

」以4K修復版本重回銀幕。

「花樣年華」 4K修復全球展映
紀念海報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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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餐到送餐到KingwoodKingwood 醫學中心醫學中心

「「大四川大四川」」 餐廳門口陳宇雯餐廳門口陳宇雯 Yvonne ChenYvonne Chen 和和 「「大四川大四川」」 老闆娘老闆娘 JinJin

送餐到送餐到HCA Medical CenterHCA Medical Center。。

是送餐到Clare Lakes 的HCA 醫療中心。

是送餐到Clare Lakes 的HCA 醫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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