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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faces half a million COVID-19 
deaths by end-February, study f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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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Reuters) - More than a half million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die from COVID-19 by the end of 
February, but around 130,000 of those lives could be saved 
if everybody were to wear masks, according to estimates 
from a modelling study on Friday.

The estimates by research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s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showed that with few effective COVID-19 treatment op-
tions and no vaccines yet available,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a continued COVID-19 public health challenge through 
the winter.”

“We are heading into a very substantial fall/winter surge,” 
said IHME Director Chris Murray, who co-led the re-
search.

He said the projections, as well as currently rising infec-
tion rates and deaths, showed there is no basis to “the idea 
that the pandemic is going away,” adding: “We do not 
believe that is tru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in Thursday’s election debate 
of the pandemic: “It’s going away.”
The Friday update was the first time the IHME has project-
ed deaths beyond Feb. 1. Its current forecast on its website 
is for 386,000 deaths as of Feb 1.

Trump’s 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hich has 
killed more than 221,000 Americans so far, has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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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PHOTO: People 
wearing protective masks 
queue to enter a polling site 
at the Milwaukee Public 
Library?s Washington Park 
location in Milwaukee, on 
the first day of in-person 
voting in Wisconsin, U.S., 
October 20, 2020. REU-
TERS/Bing Guan

the top issue for him and Democratic candidate Joe Biden in 
the Nov. 3 election. Polls have shown that Americans trust 
Biden more than Trump to handle the crisis.

The IHME study forecast that large, populous states such as 
California, Texas and Florida will likely face particularly high 
levels of ill-
ness, deaths 
and demands 
on hospital 
resources.

“We expect 
the surge to 
steadily grow 
across differ-
ent states and 
at the nation-
al level, and 
to continue 
to increase 
as we head 
towards high 
levels of dai-
ly deaths in 
late Decem-
ber and in January,” Murray said

The modelling study, which mapped out various scenarios and 
their projected impact on the spread of the COVID-19 epidem-

ic in the United States, found that 
universal mask-wearing could have a major impact on death 
rates, potentially saving 130,000 lives.

Current mask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varies widely. While 
some states, like New York, set strict rules on when to wear 
masks, others have no requirements. The issue has become 
political, in which some supporters have taken their cues from 

Trump, who is 
often seen with-
out a mask and 
has repeatedly 
ques-
tioned 
their 
useful-
ness.

“Expanding 
mask use is one 
of the easy wi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 and 
can save many 
lives,” Murray 
said.

He added that, 
just as parts of Europe and some local U.S. areas of high trans-
mission are doing now, many U.S. states would need to re-in-
troduce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to curb the winter su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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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4.4 million Americans filed for un-
employment last week, according to Labor 
Department data released Thursday.
Why it matters: While the pace of layoffs 
is easing, more than 26 million Americans 
have filed jobless claims in recent weeks a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akes a never-be-
fore-seen toll on the job market.
Between the lines: The labor market wreck 
is likely worse than the government’s fig-
ures suggest.
• Unemployment offices across the coun-
try have been overwhelmed by the deluge 
of filings and processing has been delayed. 
Additionally, they’re racing to catch up to 
the adjusted requirements for unemploy-
ment laid out in the federal coronavirus 
stimulus.
• California, Florida, Texas and Georgia 
saw the biggest surge in new unemployment 
claims.
The bottom line: The official unemploy-
ment rate for April won’t be released until 
next month, but economists predict the fig-
ure could rival that seen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Related

High Unemployment Could                                                      

Be With Us For A While
Unemployment is likely to hit levels not 
seen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re-
main elevated, economists warn, weak-
ening the U.S. economy and making a 
V-shaped recovery increasingly doubtful.
Why it matters: That will be true even 
if states allow businesses to reopen soon-
er than expected, as surveys show most 
Americans aren’t ready to go back to 
their normal routines.

Illustration: Eniola Odetunde/Axios
The big picture: Many are looking to 
China’s return from its coronavirus out-
break as a model, but the U.S economy 
is “a different ball of wax,” S&P Global 
chief U.S. economist Beth Ann Bovino 
tells Axios.
• The U.S. is a democracy and far more 
reliant on the services sector, which pro-

vides 80% of American jobs.
• “China was locked down for a month and 
it was specific to one region, whereas [in] 
the U.S., we’re approaching two months 
and 90% of the population is under lock-
down,” she adds.
• “That’s a big difference in terms of the 
impact on the labor market.”
Driving the news: Analysts expect to-
day’s initial jobless claims report to show 
another 4.5 million Americans applied for 
unemployment benefits last week, taking 
the total number of filings to more than 26 
million in just the past five weeks.
Between the lines: While unprecedented 
government spending has helped boost 
sentiment on both Wall Street and Main 
Street, it is unlikely to accomplish its goal 
of keeping most workers tied to their em-
ployers, Bovino says.
By the numbers: The Small Business Ad-
ministration recorded 30.2 million small 
businesses in the U.S. as of 2018. So, even 
with the expected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funding of $322 billion being 
added to the initial $350 billion tranche, 
that would equal only around $22,250 per 
firm.

• “That might help some mom and pop 
stores that only have one part-time work-
er, but it’s not going to help those compa-
nies that have many more,” Bovino says.
• “I just don’t see the incentive for busi-
nesses to hold onto workers. And that’s 
why we’re seeing all these businesses 
shed jobs.”
So, of the roughly 60 million Americans 
employed by a small businesses, only one-
third work at companies with 20 employ-
ees or less, SBA data show.
• And PPP loans are only forgiven if 75% 
of funds are used to cover employee sal-
aries.
• That leaves little for rent, utilities, sup-
plies and other costs incurred by business 

owners, who are seeing significantly de-
creased or zero revenue.
Where it stands: Ratings agency Fitch 
said Wednesday it expects global GDP to 
decline by 3.9% this year, “twice as large 
as the decline” it predicted just weeks ago 
and “twice as severe as the 2009 reces-
sion.”
• Bovino and S&P Global senior U.S. 
economist Satyam Panday expect U.S. 
GDP will shrink by 5.2% this year — 
about four times their March forecast of 
a 1.3% contraction — and unemployment 
will hit 19%.
• “The current recession has likely re-
duced economic activity by 11.8% peak to 
trough, which is roughly three times the 
decline seen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in one-third of the time,” they wrote in a 
recent note to clients.

Global Unemployment
 Global unemployment has been roughly 
stable for the last nine years but slowing 
global economic growth means that, as the 
global labor force increases, not enough 
new jobs are being generated to absorb 
new entrants to the labor market.
UN Report: The number of people unem-
ployed around the world stands at some 
188 million. In addition, 165 million peo-
ple do not have enough paid work, and 
120 million have either given up actively 
searching for work or otherwise lack ac-
cess to the labour market. In total, more 
than 470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are 
affected
Global unemployment is projected to in-
crease by around 2.5 million in 2020 and 
almost half a billion people are working 
fewer paid hours than they would like or 
lack adequate access to paid work, accord-
ing to UN’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

zation report.
The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
look: Trends 2020 (WESO) report, re-
leased last Monday, states that global 
unemployment has been roughly stable 
for the last nine years but slowing global 
economic growth means that, as the global 
labor force increases, not enough new jobs 
are being generated to absorb new entrants 
to the labor market.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forecasts that unemployment will 
rise by about 2.5 million this year. The 
ILO is a UN agency whose mandate. The 
number of people unemployed around the 
world now stands at about 188 million.
“For millions of ordinary people, it’s in-
creasingly difficult to build better lives 
through work,” ILO Director-General 
Guy Ryder said. (Courtesy https://eco-
nomictimes.indi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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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ther 4.4 Million Filed
For Unemployment Last Week 

Amid Coronavirus Crisis

Stay Home!          Wear Mask!

Data: U.S.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via FRED; Chart: Andrew 
Witherspoon/Ax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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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DIARY

Only eleven days to go. President Trump
and challenger Joe Biden took the stage
tonight at the final presidential debate.
Topics included, “Fighting COVID-19,
” “the American family,” “climate
control,” “national security” and
“leadership.”

Both candidates attacked each other on
racial justice and immigration.

Biden accused Trump of pouring fuel on
every single racist fire - every single
one. Trump said th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Abraham Lincoln, nobody
has done what I’ve done for black
Americans.”

Biden noted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d commuted over 1,000
sentences -- more commutation than

any president before him.

Trump accused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of allowing murderers and
rapists to come into the country and
released them into the population. He
argued that it’s ridiculous to expect
migrants to return to court for
deportation proceedings.

On the Paris Accord climate issue,
Trump said, “I took us out because we
were going to have to spend a trillion
dollars and we were treated very unfairly.
”

Joe Biden said he will rejoin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if he’s elected
President.

On the immigration policy, the cages in
question are enclosures where migrant
children have been held. Trump said the
cages were built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ut the difference was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detained
apprehended immigrant children with
their parents, whil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eparated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O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iden
attacked Trump on a comment he made
over disinfectants and the coronavirus.
“What did the president say? He said,

don’t worry it’s going to go away and
be gone by Easter. Don’t worry. Maybe
inject bleach.”

Trump replied that he was only kidding
on that.

Trump tried to raise an allegation made
against Joe Biden’s son saying that he
received $3.5 million dollars from a
Russian businesswoman.

Generally speaking, tonight’s debate
was peaceful. Both sides controlled their
time and manner.

Today, most Americans are still
seriously concerned about the economy
and the pandemic.

Who can solve the problems and lead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We just need
to wait eleven more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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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World Watched TheWhole World Watched The
Final Presidential DebateFinal Presidential Debate



A man carries gooses on top of his car as he drives on a highway that leads to 
the city of Ganja, Azerbaijan. REUTERS/Umit Bektas

Belgian healthcare workers, nurses and doctors release balloons at the end of a flash mob 
to protest against the Belgian authorities’ management of the coronavirus crisis, at the 
CHIREC St Anne-St Remi Clinic in Brussels. REUTERS/Yves Herman

Police block a street near the house of Law and Justice leader Jaroslaw Kaczynski during a pro-
test against imposing further restrictions on abortion law in Warsaw, Poland. Jedrzej Nowicki/
Agencja Gaz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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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yuz MS-16 capsule, carrying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crew members Christopher Cassidy of 
NASA, Anatoly Ivanishin and Ivan Vagner of the Russian space agency Roscosmos, descends beneath a 
parachute just before landing in a remote area.

President Trump speaks during the final 2020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debate with Joe Biden at 
Belmont University in Nashville, Tennessee. REUTERS/Jonathan Ernst    

Golfer John Daly and musician Lee Greenwood look on ahead of the final 2020 
presidential campaign debate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Joe Biden at Belmont 
University in Nashville, Tennessee. REUTERS/Jonathan Ernst  

Thailand’s Princess Sirivannavari Nariratana takes pictures after a religious ceremony to com-
memorate the death of King Chulalongkorn, known as King Rama V, at The Grand Palace in 
Bangkok, Thailand. REUTERS/Athit Perawongmetha

A boy gets food donation from a volunteer at a flooded area in Quang Binh province, Vietnam.  Thanh Dat/VNA 
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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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DIEGO — Statins, a common cho-
lesterol-lowering medication, appear to be 
linked to a lower risk of developing severe 
COVID-19 symptoms and faster recovery 
time in general. That’s the takeaway from 
a new study by doctors at UC San Diego 
Health medical center.
The authors say that the molecule ACE2 
resides on the outer surface of various 
human cells, similar to a doorknob on a door. 
Normally, ACE2 is a helpful molecule that 
contributes to blood pressure regulation. 
Unfortunately SARS-CoV-2 also uses ACE2 
as its prime entryway into lung cells.
“When faced with this novel viru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there was a lot 
of speculation surrounding certain medi-
cations that affect ACE2, including statins, 
and if they may influence COVID-19 risk,” 
comments study leader Dr. Lori Daniels,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he Cardiovascular 
Intensive Care Unit at UC San Diego Health, 
in a release. “We needed to confirm whether 
or not the use of statins has an impact on a 
person’s severity of SARS-CoV-2 infection 
and determine if it was safe for our patients 
to continue with their medications.”
Coronavirus patients who take statins are 
much less likely to develop severe symptoms
Researcher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medical records of 170 coronavirus patients 
who had been treated in San Diego between 
February and June of this year. They also 

used records from 5,281 COVID-negative 
patients as a control. For patients with 
COVID, the data encompasses the severity 
of their symptoms, how long they were 
hospitalized, the ultimate outcome of their 
hospital stay, any use of statins, and the use 
of any ACE or ARB inhibitors within the 30 
days prior to being admitted. 

Among COVID-positive subjects, 27% were 
taking statins when they were admitted. 
Another 21% were on an ACE inhibitor and 
12% were on an ARB. Incredibly, the study 
shows that use of a statin before coming to 
the hospital is linked to more than a 50% 
drop in one’s risk of experiencing severe 
COVID-19 symptoms. Coronavirus patients 
using a statin also recover faster than other 
patients, researchers say.
“We found that statins are not only safe 
but potentially protective against a severe 
COVID-19 infection,” Daniels says of the 
study, published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Statins specifically may 
inhibit SARS-CoV-2 infection through its 
known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and binding 
capabilities a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stop 
progression of the virus.”

“I tell my patients who are on statins, ACE 
inhibitors or other ARBs to keep taking them,” 
she adds. “Fears of COVID-19 should not be a 
reason to stop, if anything our research findings 
should be incentive to continue with their 
medication.”

How cholesterol plays a role in COVID 
infections

In a related study, researchers explain that by 
removing cholesterol from cell membranes, 
statins essentially block SARS-CoV-2,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from entering. 
Co-author Tariq Rana, PhD, professor and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Genetics in th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at UC San Diego School of Medicine 
and Moores Cancer Center, says he wasn’t fo-
cusing on statins at all initially. At first, his team 
set out to see which genes “switch on” within 
human lung cells in response to SARS-CoV-2. 
Immediately, Rana noticed that a gene called 
CH25H turns “blazing hot” in response to the 
virus. CH25H is usually responsible for encod-
ing an enzyme that modifies cholesterol.
“I got excited because with HIV, Zika, and a 
few others, we know that CH25H blocks the 
virus’ ability to enter human cells,” Rana says.
When CH25H activates, it produces a modified 
cholesterol called 25-hydroxycholesterol 
(25HC). This all starts a chain reaction that 
leads to the cholesterol on a cell’s membrane 
being depleted. Rana’s experiments show that 
adding 25HC to a group of human lung cells 
blocks the coronavirus from ente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ntreated cells and 
those treated with 25HC was like day and 
night,” Rana explains.
These findings, published in The EMBO Jour-
nal, strongly suggest that SARS-CoV-2 needs 
some cholesterol, in addition to the ACE2 re-
ceptor, to bond with a host cell. This connects to 
statins because they also drain cell membranes 
of their cholesterol.
“This is already happening in our bodies on a 
regular basis, so perhaps we just need to give it 

a boost, with statins or by other means, to better 
resist some viruses,” Rana says. “It’s not unlike 
cancer immunotherapy — the idea that some-
times instead of attacking a tumor directly, it’s 
better to arm a patient’s immune system to do a 
better job of clearing away tumors on its own.”
The research team even says statins in general 
may not be necessary if 25HC can be turned into 
an antiviral medication. (Courtesy studyfinds.
org)
Related
Statin Usage is Linked to a Lower Death Rate 

in Hospitalized COVID-19 Patients
By Dr. Hongliang Li  and corresponding 
author, Dr. Yibin Wang
A new study led by Chinese researchers in 
collaboration with UCLA’s Dr. Yibin Wang, 
PhD, has shown that people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who took statin drugs were less 
likely to die and less likely to need mechan-
ical ventilation than those who did not take 
the cholesterol-lowering drugs. Hospitalized 
patients taking statins had a 5.2% mortality rate, 
compared to a 9.4% mortality rate in patients not 
taking statins from two groups of COVID-19 
patients with matching clinic characteristics 
except statin usage. Statin use also was linked 
to lower levels of inflammation, and a lower 
incidence of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nd admission to intensive care units.

Wang, professor in the Division of Molecular 
Medicine in the Departments of Anesthesiology, 
Medicine and Physiology, David Geffen School 
of Medicine at UCLA, say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 link has been observed between statin use and 
COVID-19 mortality based on a large-scale ret-
rospective group analysis.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patients taking statins showed a comparably 
lower risk of dying or suffering other negative 
outcomes whether or not they were taking blood 
pressure-lowering drugs called angiotensin-con-
verting enzyme (ACE) inhibitors and angioten-
sin II receptor blockers (ARBs).

BACKGROUND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people. To date, there is no vaccine or 
specific drug to prevent or trea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infection, which causes 
COVID-19. Because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vaccines could take months, if not 
years, repurposing existing approved drugs is 
considered a more attractive strategy. Statins 
are cholesterol-lowering drugs with a very 
good safety profile, low cost and potent an-
ti-inflammatory effects, which suggest they 
could be beneficial to counter SARS-CoV-2 
infection. In the clinic, they are often pre-
scribed along with ACE inhibitors and ARBs 
for individuals with hypertension (high blood 
pressure) or cardiac pathologies.                                                                                                                                   

Widely used statin drugs.
``Earlier this year, the same group of 
researchers reported that people with 
COVID-19 taking ACE inhibitors and ARBs 
were at a lower risk of mortality than those 
not treated. Despite this, there were some 
concerns about the benefits of these drugs in 
COVID-19 patients because animal studies 
had shown that statins, ACE inhibitors and 
ARBs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angio-
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I (ACE2), the 
receptor that SARS-CoV-2 uses to infect 
host cells. Thus, a closer look was needed to 
determine how clin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could be affected by the 
use of statins, either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therap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Wang says, sup-
port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statin use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OVID-19 and 
show the safety of proceeding with future 
studies involving statins for the treatment of 
COVID-19. What this study does not show is 
that the decrease in the death rate of patients 
with COVID-19 is directly caused by the use 
of statins. (Courtesy https://www.uclahealth.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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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 & Cholesterol: Statins May
Reduce Coronavirus Severity And

Help Patients Recover F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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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对无知的狂热崇拜

长期存在，这种被称为反智主义的

张力在我们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

中盘根错节，这些虚妄和美国式的

愚昧大体受到同一种错误观念的滋

养，即u2018民主便意味着我的无

知和你的博学同样优秀u2019。”

在著名美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

眼中，多年寄生于美国民主制度、

自由观念和草根哲学当中的反智情

结，既是美国例外论的典型表征，

也是世代美国人轮回体验的宿命。

该论断与美国汇聚世界顶级高

等教育、科研资源，引领尖端科技

研发，把持雄厚知识产品产能的情

形构成了令人费解的鲜明反差，彰

显出当今美国社会反理性、反权威

、反建制的复合型特点。

越来越荒唐

反智主义因循字面理解，即否

认知识和充当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

的重要性。作为一种反常社会现象

，此概念往往具象为社会粗俗化、

商业挂帅；空洞鼓吹、谣言和阴谋

论传播能力强；碎片化信息取代系

统的知识体系等动向。同时在特定

社会背景下，反智主义能够发展为

盛极一时的政治思潮，不仅反对与

科学共识相关的政策议题，且大力

支持那些旨在压制、怀疑专家的政

客立场和政治运动。

反智主义并非特朗普当政的独

特产物。美国人对政治精英、专业

人士的怀疑和敌意，可回溯至18、

19世纪的民粹主义大觉醒时期，但

直至上世纪中叶理查德· 霍夫斯塔德

的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问世，反智主义才真正成为观察美

国社会和政治的经常性镜头。

1950年，不喜知识分子的艾森

豪威尔击败政治家阿德莱· 史蒂文森

入主白宫，旋即掀起了一场美式

“反智狂欢”：反智风潮从社会氛

围上升至政治生态，普罗大众调侃

知识分子，政治精英因为看不惯后

者的自以为是、故弄玄虚、好为人

师，同样将矛头对准后者，理由则

是让他们为所谓的“前朝过失”买

单。

这场公开反对和边缘化知识分

子的全民运动，直到酿成麦卡锡主

义乱局，且受苏联率先发射斯普特

尼克系列卫星的双重刺激后方才迎

来反转。由是可知，对一贯奉行实

用主义法则的美国人来说，知识有

用论与无用论始终是相对而言的，

最终评判标准不看是否精通术业，

而取决于能否创造肉眼可见的价值

。

这也就不难理解，2020年新冠

肺炎疫情肆虐全美后，美国社会围

绕反智、反科学甚至反常识为何上

演如此之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了

。这些堪称人类奇葩行为大赏的

“剧本”概括起来不外乎四种套路

。

一是“掩耳盗铃”型。表现为

疫情暴发初期，相当多数民众否认

新冠病毒存在和传播的真实性，且

拒绝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或遵

守居家令。更有人鼓吹“阴谋论”

，称病毒肆虐不过是民主党扰乱特

朗普连选连任节奏的伎俩，一旦大

选尘埃落定，病毒自会消失；或大

肆攻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

究所所长安东尼· 福奇博士为“法西

斯主义者”，指责他不该危言耸听

、夸大事实。

二是“以毒攻毒”型。仅2020

年 1~3月，全美家用消毒剂中毒事

件就比2019年同期分别上升了5%、

17%、93%，4月23日特朗普发表注

射家用消毒液治疗新冠肺炎言论后

，七日内消毒剂中毒事件比去年4

月增长了121%。此外，鉴于短期内

疫苗与特效药难以问世，诸如羟氯

喹、地塞米松等无论从药理还是适

用症均无助于根治新冠肺炎、擅自

服用有损健康的药品，竟然备受推

崇。

三是“揭竿而起型”。当短线

抗疫宣告失败，疫情进入胶着期时

，反智现象便从公共卫生领域进一

步外溢，借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把对

政府怠政的怨愤转化为对历史过往

的暴力清算，拆除雕像、打砸抢等

事件层出不穷。

四是“栽赃嫁祸”型。最典型

的表述莫过于宣称新冠病毒绝非自

然界产物，而是实验室秘密研制出

的生化武器；还有人把传染病同5G

关联，指责5G基站辐射危害人体免

疫力或担心病毒通过无线电波快速

蔓延全球。

不无夸张地说，部分人已经把

蔑视行业权威视为一种全国性的消

遣。人们盲目地认为，拒绝专家等

同于实现“自治”，因此任由反智

主义在公众意识中日益发酵为反体

制、反制度、反历史、反传统、反

常识的执念。以上种种，造就了后

真相时代的美式“愚人”，相较于

发泄情感和彰显个体信念，他们似

乎已不再关心专家言论背后的事实

，而是不断重复着无需费力思索的

怀疑和抨击行径。

美式“愚人”群像

全美各地开展的多项民调指出

，与如今这股势头强劲的反智风潮

密切关联的，是普通民众对基本科

学知识和社会常识知之甚少或者罔

顾事实。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的一份报告称，25%的美国人仍然

相信地心说而非日心说；52%不知

道恐龙在人类出现前便已绝迹，

45%不知道人类文明的出现已有一

万年。另外，只有36%的美国人能

完整说出本国政府三个分支机构的

名字，超过60%的美国人不知道究

竟是哪个政党控制着众议院和参议

院。

地方调查的数据同样令人大跌

眼镜。俄克拉荷马州公共事务委员

会委托对公立学校学生进行公民教

育调查，发现77%的人不知道乔治·

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只有

2.8%的学生能通过本为外籍人士准

备的美国公民考试。凤凰城的戈德

华特研究所也做了类似调查，仅

3.5%的学生通过了公民考试。

如果将美式“愚人”的群像侧

写细化为具体的人口特征，则可管

窥另一番图景。

首先，从静态人口学指标来看

，不同种族对智识、科学领袖和学

界的评判存在差异。黑人总体上比

白人和其他种族态度更为消极，美

国文理科学院相关调查发现，仅

28%的黑人对科学家及科学界非常

有信心，白人和其他种族此项指标

比例分别为43%和 45%。但读写能

力低下者中，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

比例最高，这也部分解释了那些非

典型总统形象为何能得到白人蓝领

、农民的支持。从年龄看，反智与

年龄正增长相关，35岁以上的各年

龄段均有超过50%的人质疑专家的

价值和意义。

其次，反智人士在政治光谱上

的站位靠右，越保守越反智的现象

较为突出。加之近年来共和党越发

保守、民主党越发自由的政党极化

趋势显著，反智群体在共和党阵营

表现突出。

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调查称，

58%的美国共和党人表示高等教育

机构对国家有负面影响，比2015年

增长了21个百分点，有65%的保守

派坚信“大学误国”。该中心2020

年7月的调查数据表明，85%的民主

党人及其支持者将新冠病毒视为美

国公共卫生的主要威胁，但只有

46%的共和党人及其支持者这样认

为。

另外，一些新教教会和罗马天

主教会直接反对与气候变化议题有

关的政治行动，而南方的浸信会和

福音派则谴责那些科学论证进化论

和气候变化的行为是罪恶所在，并

斥责科学家们试图创造不敬上帝的

“新自然异教主义”。在意识形态

、政治或宗教上的保守派看来，专

家、教授等专业人士及他们的判断

往往耸人听闻、不值一提。

再次，受教育程度及相应的读

写认知水平与是否看重智识呈正相

关。2018年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的

调查数据显示，低于高中学历的美

国人中仅52%相信科学的积极意义

大于其负面影响。

从认知水平来看，美国两极分

化明显，一端汇聚了世界顶尖人才

，另一端却是数量不小的读写能力

低下者。据国际成人能力评估项目

2016年的统计，大约五分之一的美

国成年人读写技能堪忧（能力从低

到高划分为1级以下到5级），其中

2650万人处在1级，仅能处理简单

的文字，比如对比两套旅游特价票

的价格、在收视指南上找到自己感

兴趣的电视节目，他们无法就两篇

评论的观点进行归纳比较，更谈不

上辨识真伪、评判优劣。另外820

万人连1级水平都无法达到，基本

处于半文盲状态。这部分美国人缺

乏用智识改写人生的能力和际遇，

也很难识别政治鼓吹或极端思潮的

煽动，因此极易充当反智潮流的急

先锋。

最后，反智美国人的地域分布

存在一定的规律。生活在东北部和

西部的美国人反智倾向较弱，对科

学界充满信心的人分别占 47%和

46%；中西部和南部则成为滋养反

智主义者的沃土，超过半数人口怀

疑科学家的可信性。由是形成了

“沿海精英”与“真正美国人”的

平行存在，前者代表了东西海岸受

过高等教育，用知识装点命运的美

国人，后者则代表了锈带、中西部

地区那些自认为被全球化车轮碾压

，被精英阶层无视，却在文化、种

族上完整承袭美国底色的美国人。

此外，相较于城市人口，生活在农

村的美国人往往在更大程度上接受

右翼反智主义的论调。

可见，当前美国的确出现了智

能化社会和群智退化并存的怪异现

象，海量资讯充斥下，人们越来越

不能且不愿用严格的事实考据和逻

辑标准分析思考，苏格拉底所谓

“美德即知识”已很难获得共识，

当然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对知识专

家的蓄意无视如何负面作用于当前

的科学研究和战略决策。

但也要看到，公众的反智情绪

其实相当复杂，对科学家行为的期

望、对科学专业知识的理解以及对

科研机构的信任均不可一概而论，

需视特定情况、话题而进行更为深

入客观的讨论。

美国病了

反智主义泛起，堪称美国社会

危机的外部化和应激反应，是美国

社会陷入病态的征兆之一。究其根

源，这种政治上的调侃精英，文化

上的贬低知识分子，社会论调上的

“读书无用”以及自我意识上的玩

世不恭、奋矜之容、毫无敬畏，系

三种变局之果。

一是信息民主化所裹挟的阴暗

面。互联网的高度普及使任何个体

在掌握和运用信息方面被赋予了与

专业人士不相上下的权利，据此，

人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受信息或

接受何种信息，同时没有哪种价值

观天然凌驾于另一种之上。故而

“多数人的智慧”从合法性与分量

上压倒了真知灼见，恣意传播的谣

言和假消息危险地模糊了观点与事

实的边界，同时也消解了有理有据

的抗辩与大放厥词之间的界限。抨

击专家群体比抨击专家们的思考

“门槛”低得多，于是人们调侃

“泰坦尼克就是那些所谓的专家建

造的”，言下之意嘲讽“u2018砖家

u2019向来不靠谱”。

二是社会议题政治化。无论

转基因食品、气候变化还是新冠

肺炎疫情，这些事关民生、无关

政治分歧的社会议题如今都成了

两党各自圈地、相互争锋的“虚

拟战场”。这使得民众不自觉地

充当着党争的棋子，越来越无法

从两派不以事实为依据、仅以党

同伐异为目标的说辞中把握真相

。由此，同一位专家或同一项科

学论断，被一部分政治精英大加

挞伐，却被另一部分政治精英极

力追捧，民众各自追随。

三是大众教育的阶层分化。居

住隔离和学区制度固化了美国的不

平等，原本为社会公平服务的教育

如今成为了塑造当下不平等甚至是

代际不平等的场域。于是乎，中下

层家庭不得不囿于低水平教育和社

会资本，他们的子女大多因贫困或

复杂的家庭结构而与“美国梦”绝

缘，即便少数能够通过不懈努力改

变现状，但父母能提供的助力相当

有限。

教育和居住的长期隔离，使底

层百姓产生一种矛盾心态，他们固

然看不惯知识分子，不愿子女与父

母的生存环境彻底告别，却又渴望

子女通过掌握知识上升为他们心目

中的“特权阶级”。有鉴于此，大

众认知水平普遍低下，少数精英引

领潮流的局面在短期内很难完全改

变，而大众与知识、政治精英的分

歧及张力的蓄积却一刻都没有停止

。

反智美国人“集体出现”，将把美

国导向何方？

简言之，一方面，反智主义长

期作为美国政治生态的“认知晴雨

表”存在，因此反智主义盛行往往

对应着非建制派、非专业人士的起

势和国家内外政策变数及非常规特

性增强。

另一方面，反智主义暗含反叛

和民粹基因，故而极易挑动美国社

会对权势领导人的盲目崇拜、社会

支配倾向、多重偏见和思想匮乏。

上述变局折射出美国社会思潮中身

份政治和认同政治的回归，也将进

一步刺激美国国内意识形态对立态

势的尖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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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魯 冰

受到疫情影響，上一球季歷時 409
日終能完成。足總主席貝鈞奇對

此感到欣慰：“近年香港體壇充滿不
確定性，上一季憑着大家對足球的熱
誠和支持，在種種限制下終完成賽
事。新一季的準備時間不多，然而參
賽的超聯球會依然積極增兵及備戰，
相信新球季會繼續充滿競爭性和驚
喜。在此艱難時期，感謝各位對我們
的諒解和支持。同時感謝各傳媒朋友
對港超聯的關注和報道，並不時傳送
賽事的最新消息。”

中銀人壽連續7季冠名贊助
港超自從2013年成立後，便獲中銀集

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鼎力支持，新一季更
是連續7季冠名贊助。中銀集團人壽保險
有限公司執行總裁鄧子平表示：“中銀人
壽與香港足球總會攜手合作，推動本港足
球發展，並透過冠名贊助，積極支持香港

足球賽事，同時將足球運動帶到學校及不
同社區。今屆的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即
將踏入第7個球季，我們期望更多球會、
球員、球迷支持這項球壇頂級賽事，共同
為球賽打氣，為球壇同社會帶來正能
量！”

在取消今季“香港足球明星”頒獎禮
後，足總決定由註冊球員投票選出“球員
之星”，及由香港體育記者協會會員投票
選出“最受歡迎球星”。結果兩個獎項都
由東方龍獅的艾華頓當選。盃賽個人獎項

方面，高級組銀牌及足總盃決賽的最有價
值球員均由艾華頓奪得，各個獎項也某程
度反映他會是今季“足球先生”；菁英盃
決賽的最有價值球員則為傑志小將陳晉
一。聯賽神射手則由富力R&F的迪布利及
伊高沙托尼同以6個入球奪得。

新一屆港超以“Light Up Our Era”
為主題，鼓勵大家自強不息，發光發亮。
足總並承諾會加強網上宣傳及資訊發放，
新一季球迷季刊將不日於網上免費供球迷
下載欣賞。

上賽季中超聯賽冠軍廣州恒大氣勢不
減，在21日進行的2020賽季中超聯賽蘇
州賽區第二階段第二回合較量中，以5：0
完勝河北華夏幸福，兩回合總比分8：1，
成為首支晉級本賽季中超聯賽四強的球
隊。

21日進行的第二回合比賽中，恒大表
現相當亮眼，上半場就接連上演兩記精彩
的世界波。第26分鐘，恒大打出精妙傳
球，塔利斯卡接球後左腳抽射，皮球劃過
弧線打入球門；僅僅9分鐘後，保連奴將
球直塞給費南多，費南多隨後一腳暴力抽
射破門，比分改寫為2：0。

下半場第55分鐘和第62分鐘，費南
多和塔利斯卡分別梅開二度，第80分鐘保
連奴禁區內挑射破門，而河北華夏幸福沒
有尋找到太多機會，最終廣州恒大以5：0
大勝對手，率先晉級本賽季中超聯賽四
強。

賽後，球隊外援保連奴賽後表示，球
隊的進攻線非常出色，這是他們取勝的法
寶。“今年中超聯賽賽制比較特殊，但我
們要努力適應比賽，保持頭腦清醒，要意
識到不是一場比賽決勝負，而是要保證在
兩回合比賽中獲勝。” ■中新社

■■20232023年亞洲盃將在內地年亞洲盃將在內地1010個城市舉行個城市舉行。。 新華社新華社

港超聯球季年度獎項揭盅港超聯球季年度獎項揭盅 足球先生懸空足球先生懸空

東方射手東方射手艾華頓艾華頓奪兩大獎成最大贏家奪兩大獎成最大贏家東方射手艾華頓奪兩大獎成最大贏家

■■艾華頓包辦艾華頓包辦““球員之星球員之星””及及““最受歡迎球星最受歡迎球星””兩項大獎兩項大獎。。 足總供圖足總供圖

■香港足球總會主席貝
鈞奇。 足總供圖

■■CBACBA向已退出聯賽的向已退出聯賽的““八冠王八冠王””八一男八一男
籃致敬籃致敬。。 CBACBA圖片圖片

2020至 2021年度香港超級足球聯賽

將於 24日開季，香港足球總會 22日以線

上形式舉行發布會，宣布中銀集團人壽保

險有限公司連續第7季冠名贊助賽事。同

時足總亦公布，在取消今季“香港足球先

生”後設立的“球員之星”及“最受歡迎

球星”兩個獎項都是由東方龍獅的巴西射

手艾華頓包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羽聯總決賽 中國獲6張門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世界羽聯日前公布了羽

聯總決賽的各項前八，中國隊目前在五個單項中暫時拿到
六個總決賽參賽席位，包括男單的石宇奇（下圖）、女單
的王祉怡及陳雨菲、女雙的杜玥/李茵暉、混雙的鄭思維/
黃雅瓊和王懿律/黃東萍。但國羽男雙情況令人擔憂，目
前僅黃凱祥/劉成排名第13位。 2020年世界羽聯年終總

決賽將於1月 27
日至31日在泰國
舉行，在此之
前，還有亞洲公
開賽I（1月12日
至17日）及亞洲
公開賽II（1月19
日至24日），國
羽仍可搶分，爭
取入場券。

中國男籃職業聯賽（CBA）21日繼續
在浙江諸暨進行第二輪較量。在晚間新疆
隊與北京北控比賽前，CBA聯盟特別設立
“致敬”環節，以表達對宣布退出CBA的
昔日“八冠王”八一隊的感謝和敬意。

在當晚新疆隊與北京北控的比賽現
場，播放了致敬八一隊的影像；兩隊球員
的戰靴上寫着“致敬八一”“感謝你八
一”等字樣。在升國旗、奏國歌儀式上，
曾先後成為八一隊球員和教練的新疆隊主
帥阿的江以及兩隊曾在八一隊或八一青年
隊効力過的球員敬軍禮，以這一特殊的方
式致敬傳奇。

10月19日，中央軍委訓練管理部軍事
體育訓練中心致函中國籃協，表示八一男
女籃今後不再參加CBA聯賽和WCBA聯
賽。

八一隊曾在CBA聯賽的前6個賽季實
現六連冠，並斬獲“八冠王”殊榮，構建
了中國籃壇的“八一王朝”。

當晚進行了CBA新賽季第二輪的最後
兩場比賽。新疆隊與北京北控之戰，整體
實力佔優的新疆隊以123：92獲得了一場
酣暢淋漓的大勝，實現兩連勝。 ■中新社

2023年亞足協亞洲盃中國組委會
成立大會22日在北京舉行。會上透
露，除小組賽外，北京賽區還將同時
承辦開幕式、閉幕式和決賽。

2023年亞洲盃是亞足協主辦的亞
洲水平最高、影響力最大的足球賽
事，比賽將於2023年6月至7月在北
京、天津、上海、重慶、成都、西
安、大連、青島、廈門、蘇州10座城
市舉辦，屆時將有24支隊伍參賽，共
進行51場比賽。

組委會執行主席、中國國家體育
總局副局長杜兆才表示，舉辦2023年
亞洲盃是加快中國足球發展與振興的具
體實踐，是向世界展示中國改革開放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偉大成就的重要窗
口。

亞足協主席薩爾曼通過視頻致辭
稱，十個城市都將新建專業足球場，創
造一流的足球觀賽體驗，中國組織和承
辦國際頂級賽事的能力將受到世界矚
目。“我們堅信中國將在2023年向世
界呈現空前成功的一屆亞洲盃。”

組委會秘書長史強表示，自申辦
成功以來，按照“圓滿精彩、安全有
序”的要求，亞洲盃籌辦組織工作有
序開展，專業場館設計方案已通過亞
足協審核，並陸續開工建設。據悉，
北京工人體育場的改造已經開始，全

部10個賽區的10個場館的新建和改造
工程預計在2022年12月前全部結束。

去年6月，中國獲得2023年第18
屆亞足協亞洲盃主辦權，這是繼2004

年後，中國再次舉辦此項亞洲足球頂
級賽事。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曾於
1984年和2004年兩次晉級亞洲盃決
賽，但最終都獲得亞軍。 ■中新社

2023亞盃組委會成立
決賽在北京

隋文靜 韓聰領銜戰中國盃
中國盃世界花樣滑冰大獎賽21日晚公布了本屆比

賽的參賽陣容，4個項目均只有中國選手參賽，而包
括隋文靜、韓聰（右圖）在內的多位中國選手將迎來
賽季首秀。此前國際滑聯
相繼取消了新賽季花滑大
獎賽的加拿大站和法國
站，目前六個分站剩下美
國、中國、俄羅斯、日本
四站，而原定年底在中國
舉辦的總決賽，已在9月
底宣布取消或延遲舉辦。
因此，從2月上旬四大洲
賽結束後，中國選手再沒
參加過比賽，中國盃將是
他們本賽季的首次亮相。

■中新網

恒大5球零封華夏率先晉4強

■■ 20232023年亞洲盃中國組委會成立大會日前在京舉行年亞洲盃中國組委會成立大會日前在京舉行。。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新
一個港超球季23日揭幕，不過聯賽及
其他盃賽賽制仍未落實，消息指有球隊
眼見盃賽抽籤不利，聯同友好球會反對
聯賽改踢3循環，目的就是要足總盃改
制，將失利影響減至最低。

因應個別球會要求，足總今季會提
前編排菁英盃賽事，下月中旬之後才會
安排聯賽。至於季內其他賽事賽制，仍
有待一眾港超球隊代表開會後才可落
實。儘管早前有人提議聯賽改踢3循
環，但近日風向突變。據悉足總早在季
初已為各項淘汰賽抽籤，即使其後富力
R&F退出亦未影響。惟後來有球隊竟
提議更改足總盃多年來實行的單淘汰賽
制，亦基於這個理由，故此會與友好球
會聯手反對聯賽踢3循環。

至於何時才能開放球場讓球迷入
場，足總表示正積極與港府溝通中，所
有賽事暫時仍是閉門進行。不過卻非所
有賽事都有網上直播，只有理文一隊安
排了與其相關的首15場菁英盃直播。
傳媒入場人數亦暫維持每場25人，並
需賽前預先登記報名。由於政府已放寬
有關社交距離的限制，為方便採訪工
作，本賽季的賽後訪問將放寬限制，容
許傳媒4人一組，與受訪對象維持2米
或以上的社交距離之前提下進行。

球
季
揭
幕
賽
制
仍
未
落
實

■■新球季暫時仍閉門進行新球季暫時仍閉門進行，，球迷要觀戰球迷要觀戰
只能自己想辦法了只能自己想辦法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9至2020年度港超得獎名單
球員之星 艾華頓（東方龍獅）

最受歡迎球星 艾華頓（東方龍獅）

港超神射手 迪布利、伊高沙托尼（富力R&F）

足總盃決賽MVP 艾華頓（東方龍獅）

高級組銀牌決賽MVP 艾華頓（東方龍獅）

菁英盃決賽MVP 陳晉一（傑志）

CBA“致敬八一”新疆兩連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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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慶余年》改編為何如此成功？
編劇王倦這麽說

在上海舉辦的“合光•向融” 2020年度發布

會上，《1921》、《慶余年》第二季、《贅婿》、

《人世間》等56個影視項目的最新消息相繼發布，

引發眾多關註。其中，《慶余年》第二季正式啟動

的消息，讓眾多影迷高興不已。

那麽，在新文創生態下，網絡文學IP影視化改

編的規律和方法有哪些？在發布會後的“如何‘向

融’？——IP作家對話影視編劇”圓桌論壇上，閱

文集團白金作家唐家三少、會說話的肘子，閱文集

團著名作家天下歸元、知名編劇李瀟、秦雯、王倦

壹壹分享自己的觀點。

王倦

唐家三少認為，成功的網絡文學IP改編，必須

要能盡量保留原著的故事核、主設定，只有這樣才

能在延續原著IP人氣同時，不斷破圈，推動IP的持

續增值。王倦則認為，IP作者和編劇的相互信任以

及深度交流，對IP影視化改編的成敗，有著重要的

影響。

其實，如何實現更高質高效的網絡文學IP改編

，壹直是行業高度關註的痛點。騰訊集團副總裁、

閱文集團首席執行官、騰訊影業首席執行官、騰訊

動漫董事長程武談到：隨著中國數字內容產業的

“新基建”的基本完成，要想持續打造出更多高水

準、高價值的文化內容，需要進壹步推動內容產業

鏈耦合，尤其是對網絡文學、動漫這兩個“內容源

頭”與影視行業這個“內容放大器”之間耦合模式

的探索。這將成為推動中國數字內容產業布局從廣

度轉向深度、由高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壹步。

談及近年來最優秀的網絡文學IP改編作品，在

場作家和編劇壹致將票投給了《慶余年》。這部由

王倦操刀，改編自閱文集團白金作家貓膩同名小說

的電視劇，在去年取得了收視與口碑雙豐收。《慶

余年》的改編會如此成功，同為IP原作者，唐家三

少和天下歸元認為，最關鍵的原因，在於編劇對於

IP原著的深刻理解。

“《慶余年》不好改。”唐家三少表示，IP改

編劇本最重要的地方，是把IP人氣延續下來，在保

留原著粉的基礎上，吸引更多的非網文受眾的粉絲

。“這壹點《慶余年》就做得特別好，原著粉基本

沒有不滿意的，又抓住了很多新觀眾的心，它的吸

引力是全年齡段的。”

天下歸元認為，《慶余年》的成功離不開貓膩

《慶余年》原著的高水準，更離不開編劇王倦對原

著的理解。“王倦老師的改編，第壹保留了原著的

內核，第二用輕喜劇的方式闡述使劇作的觀賞性更

高，第三成功勾畫了主要人物的群像。”

就如何處理好原創IP與改編劇本之間的關系的

問題，王倦給出了自己觀點：“IP改編要專註於故

事，特別重要的壹個詞就是尊重。我既然接了這個

IP，首先壹定熟讀它，因為我要了解它的精神，要

了解表現什麽意義，表現每壹個人物。如果不夠尊

重這個作品，改編很難獲得成功。”

在王倦看來，除了把握作品的內核，了解讀者

的想法、與讀者實現情緒上的共振也同樣重要，

“我經常看壹些連載的評論，透過評論可以看到讀

者訴求本質是什麽，它有最樸素的情感在裏面。妳

可能挖得更深壹些，抓住背後的那個經典的人類共

情點。”

會說話的肘子對此表示認同，“其實網文的內

容、風格、品類更新叠代很快，所以網文作者要通

過讀者理解現在的時代，讓讀者來告訴我們，時代

變沒變，或是變成什麽樣。”

站在編劇的立場，秦雯認為，好的IP改編就像

是談戀愛，要彼此尊重，既要尊重原著IP的作者，

也要尊重編劇自己，兩個人應該是站在壹個平等對

話的基礎上來改編。天下歸元也非常贊同這種觀點

，相比過去線性的改編過程，她期待未來IP作者能

夠以策劃或顧問的身份參與到作品改編中。“互相

理解，求同存異，相輔相成，最後水乳交融，是我

期待的，IP作者與編劇間的理想狀態。”天下歸元

說。

要實現網絡文學與影視產業更好的耦合，除了

要推動IP作者與編劇間的有效協作，在李瀟看來，

更重要的，還是要有壹個完善、健康的產業鏈條。

李瀟說：“我們現在並不缺好的作家和編劇，缺的

是既懂IP作者和編劇，又能跟市場接軌的優秀制作

人。”

這種需求，與騰訊和閱文的規劃不謀而合。在

當天的發布會上，程武表示，未來，騰訊和閱文將

會以更大的決心和

力度，持續加碼

在影視領域的投

入，充分發揮騰

訊影業、新麗傳

媒、閱文影視這

“三駕馬車”的

各自優勢，協同

推進影視內容生

產。“‘三個兄

弟’會各自拿出

最長的那塊板，

與合作夥伴們開放

協作，不辜負每壹

部好作品，不斷開

拓每個IP的價值空

間。”

艾倫沈騰合作新片
《超能壹家人》

電影《超能壹家人》曝光先導海報，宣布將於2021年上映。該片由《羞羞
的鐵拳》導演宋陽執導，艾倫、沈騰主演。

2017年，電影《羞羞的鐵拳》上映，以22億票房奪得國慶檔票房冠軍。
《超能壹家人》也是導演宋陽和主演艾倫、沈騰三人的再度合作。影片先導海報
充滿了童話色彩，與開心麻花以往電影的風格頗為不同。奇幻的夜空下，異域風
情的屋頂之上，壹家人和壹輛火車騰空飛起。

《超能壹家人》講述了擁有超能力的壹家人的故事。鄭前（艾倫飾）多年前
離家出走，與家人關系疏遠，如今為參加爺爺的葬禮重回故裏。可沒想到，天降
隕石竟讓爺爺死而復生，壹家人也突然觸發了不同的超能力，而鄭前竟是整個家
族超能力的關鍵所在。

據悉，艾倫壹家人的“超能力”，不僅是開心麻花史上最大制作，也是麻花
電影工業水準的再創新高，劇組還遠赴俄羅斯拍攝。

《瞄準》：
用獨特角度拓展國產諜戰敘事新空間

《瞄準》以“狙擊”為切口，講述

壹對昔日王牌狙擊組合，因信仰的分歧

走上對立面，最終展開生死交鋒的故事

——因為獨特的切入視角，諜戰類型又

被進壹步類型化。圖為電視劇海報。

在有穿堂風的高難度情況下，狙擊

手如何通過巧妙的戰術配合，在極短時

間內完成死角目標的狙殺？壹枚埋伏在

蛋糕中的炸彈，如何隨著主人公壹路

“越獄”逃亡，最終在無人員傷亡的情

況下安全爆破？

結合了類型劇的精彩看點與主旋律

的信仰敘事，諜戰劇壹直是國產熒屏最

受觀眾喜愛的類型。最近熱播的電視劇

《瞄準》則因為對諜戰類型的形式創新

贏得關註。全劇以“狙擊”為切口，講

述壹對昔日王牌狙擊組合，因信仰的分

歧走上對立面，最終展開生死交鋒的故

事——因為獨特的切入視角，諜戰類型

又被進壹步類型化。

輔助類型升級的則是同樣新穎的敘

事手法與節奏布控。監制過《白夜追

兇》，執導過《心理罪》《古董局中局

》《在劫難逃》等多部類型化精品網劇

的導演五百，這壹次依舊在懸疑感和動

作性的營造上下足功夫，在多線敘事中

伏筆不斷，高潮疊起。

細致新穎的狙擊戰戰術布局讓觀眾
眼前壹亮

“意料之外的好看，劇情緊張，節

奏帶感，沒有用過多的篇幅來交代宏大

的背景，而是開場高能，讓人壹秒入戲

。”壹位網友對《瞄準》的評價很具代

表性。作品以輪船殺人案與碼頭狙擊事

件開篇，沒有過多的畫外音，讓人物在

驚險的案件中“立”起來。這種人物呈

現的“動態感”，牽動了觀眾對劇中人

命運的高度關切，也為懸念設置留下巨

大空間。

劇中兩位狙擊高手，蘇文謙與池鐵

城到底有多厲害，開篇壹場先聲奪人的

碼頭狙擊事件便可見壹斑。池鐵城所在

的軍統水母暗殺組，與特務接頭失敗，

決定殺人滅口。狙擊手在不到20分鐘的

時間裏，就完成了搶槍、確定射擊位置

、狙殺、從街頭現場撤離的整個過程。

更驚人的是，狙擊手使用的是壹把槍齡

超過十五年的老式步槍，這場狙擊還是

在目標位於死角、有穿堂風的超高難度

下完成的；壹山更比壹山高，在狙殺的

過程中，壹只手雕木魚，被蘇文謙彈出，

讓目標產生細微偏離，躲過致命壹擊。壹

場電光石火的較量，即展現出主人公的

傳奇性，也迅速鋪陳出狙擊戰的“技術

流”——城市地形地貌、周邊建築結構

、風速風向等影響狙擊的重要因素，通

過壹場精妙的狙擊戰術配合和盤托出。

驚險的狙擊元素之外，諜戰劇錯綜

復雜的人物關系，也是《瞄準》的看點

。黃軒扮演代號“牧魚”的男主角蘇文

謙，近於《潛伏》中的余則成，他從敵

對勢力中抽身而出，與昔日搭檔所在的

非正義陣營展開巔峰對決，這是劇集的

核心沖突。在國民黨內部，錯綜復雜的

“次級”矛盾也呼之欲出，水母暗殺組

和保密局松江站站長之間的矛盾便是典

型：兩隊人馬同屬壹方陣營，但都立功

心切，彼此忌憚，難免使絆相殺。這種

從自身利益出發的無效權力內鬥，也側

面解釋了其失敗的原因。

幾 集 壹 個
“伏筆”，強節
奏引人入勝

《瞄準》中

讓人眼前壹亮的

還有拍攝手法。

狙擊戰中合理的

鏡頭切換，插敘

、倒敘手法營造

的人物“碎片化

”浮出，貫穿數

集的細節伏筆造

就的小高潮……

這些拍攝手法的

大量運用，不斷為劇集的懸疑感添磚加

瓦。

《瞄準》開頭幾集的懸念撬動器是

壹只被安了炸彈的蛋糕。男主角蘇文謙

為了給孩子過生日，特地購買了精美的

手工蛋糕，孰料水母暗殺組成員在蛋糕

內安裝了炸彈欲將其滅口。蘇文謙對此

並不知情，再加上他本性善良，不想讓

孩子失望，在被捕後，便帶著蛋糕壹路

逃亡。好在，我黨探員根據蘇文謙落款

地址上的姓名錯誤，判斷出蛋糕有詐。

最終，兩人在汽車落水炸彈引爆的千鈞

壹發之際跳車而逃。這段由抓捕、審訊

、逃亡、被抓交織而成的緊張“對弈”

串聯多集，因為壹顆隨時可能爆炸的炸

彈，變得更為驚心動魄，是對希區柯克

“炸彈理論”的忠實實踐。

有始有終的伏筆也服務於劇集的節

奏感與嚴謹度。《瞄準》第壹集開篇便

是蘇文謙從口中吐出壹支鋼筆頭，準備

“越獄”的壹幕，這個懸念直到第四集

才被完整揭開，形成壹個階段性情節小

閉環。而在壹開始被彈幕詬病的蘇文謙

落款錯誤，也在之後的情節中，被證明

是編劇有意為之留下的破案線索。

57集大體量的《瞄準》如今“賽程”

尚未過半，整體質量還未知，但其新穎

的角度與極致類型化的呈現，還是為當

下國產諜戰敘事開拓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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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凌晨曦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這首《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曾唱遍祖國的大
江南北，也曾唱響朝鮮的三千里江山。該歌曲
創作於1950年11月26日下午，著名音樂家周
巍峙在翻看當天的《人民日報》時，被頭版文
章中所引用的一首詩深深吸引。他有感而發，
僅半小時就將歌曲譜完。歌名最初選用了詩的
最後一句，即“打敗美帝野心狼”。

在此期間，有的刊物以《中國人民志願軍

部隊戰歌》為題，轉發這首詩。周巍峙覺得很
好，就將歌名定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

後來，經部隊多方查找，終於找到了這首
詩的原作者，他就是志願軍炮兵第1師26團5
連指導員麻扶搖。在入朝前夕的動員會上，麻
扶搖被戰士們高漲的士氣所感染，寫下了這首
出征詩：“雄赳赳，氣昂昂，橫渡鴨綠江。保
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中國的好兒女，
齊心團結緊，抗美援朝鮮，打敗美帝野心

狼！”這首詩曾在志願軍部隊廣泛流傳，激起
了無數將士們的鬥志。如今，當我們重溫這首
戰歌時，將士們保家衛國、至死不渝的決心仍
令人心生敬佩。

在10月19日參觀“銘記偉大勝利捍衛和
平正義”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
戰70周年主題展覽時，習近平主席強調：
“在新時代繼承和弘揚偉大抗美援朝精神，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

一份手稿

“我愛親人和祖國，更愛我的榮譽。我
是一名光榮的志願軍戰士，冰雪啊，我絕不屈
服於你，哪怕是凍死，我也要高傲的聳立在我
的陣地上。”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中的長津
湖戰役後，人們在一位名叫宋阿毛的戰士身上
發現了這封絕筆信。

1950年11月末，幾十年不遇的寒冬席捲
朝鮮北部。長津湖地區普降大雪、氣溫驟降。
用當時戰士們的話說：在這裡，寒冷遠比子彈
更加可怕。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低溫，再加上

長時間的潛伏，使部分志願軍還沒來得及與敵
人交戰，就因嚴重的凍傷而失去了戰鬥能力。
但志願軍戰士埋伏在冰雪當中，寧可凍傷也絕
不暴露隊伍的位置，寧可凍死也絕不屈服。

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中國人民志
願軍第9兵團的3個軍與武器裝備世界一流、
戰功顯赫的美軍第10軍進行了直接的較量。
經過近一個月的殊死搏鬥，中國人民志願軍以
勝利告終——不僅創造了抗美援朝戰爭中全殲
美軍一個整團的紀錄，而且迫使美軍這支王牌

部隊進行了“有史以來路程最長的退卻”。
志願軍第 9兵團在東線嚴寒中殊死決

戰，將“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打回三八
線，從根本上扭轉了朝鮮戰局，為最終到來
的停戰談判奠定了勝利基礎。

習近平說：“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
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崇高風範的生動寫
照，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
示，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體體
現。”

一封絕筆信

“炮彈炸翻了土地，我們說不准你侵犯；
大火燒紅了山巖，我們說不准你進前。英雄昂
立在山巔，英雄的鮮血光輝燦爛……”這首
《歌唱白雲山》描述的正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
戰士們激戰白雲山的場景。

1951年1月25日，抗美援朝戰爭第四次戰
役爆發，其中白雲山阻擊戰在漢江南岸打響。

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較量：掌握着制空權
的敵軍派出如烏鴉般成群結隊的戰機狂轟濫
炸，而447團甚至連一挺高射機槍、一門高射火
炮都沒有。現年97歲、時任志願軍第50軍149

師447團副政委的呂品回憶道：“這就是火海戰
術。”老人說，“先是飛機轟炸，接着是炮火
覆蓋，後來是坦克衝擊，汽油彈爆炸後，飛濺
到身上，撲都撲不滅。”

然而447團的戰士們絲毫沒有退縮，頑強
地抗擊了美軍整整11個晝夜的瘋狂進攻。447
團正是憑藉着這股頑強的毅力堅守陣地，最終
以傷亡344人的代價消滅美軍1,200餘人，勝利
完成阻擊任務。1951年3月，志願軍第50軍授
予該團“白雲山團”的榮譽稱號，這面錦旗書
寫着他們不可磨滅的奉獻與榮耀。

10月19日，習近平主席在參觀“銘記偉大
勝利捍衛和平正義”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
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主題展覽時說：“抗美援
朝戰爭鍛造形成的偉大抗美援朝精神，是彌足
珍貴的精神財富，必將激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
族克服一切艱難險阻、戰勝一切強大敵人。”

今年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周年。我們深切緬懷，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
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英勇獻身的人民軍隊革
命烈士們。他們的犧牲奉獻永遠銘記在中國人
民心中。

一面錦旗

鑒往
知來 紀念館中的抗美援朝歷史

70周年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 出國作戰

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悍然出兵，發動對朝鮮的全面戰爭，並

將戰火燒到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上。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經過反覆權衡利

弊，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

由此拉開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今天，我們走進丹東市抗美援朝紀念館，

通過四件珍貴的文物，一同見證這段難以忘懷的歷史。 ■央視新聞客戶端

■■19501950年年10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月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由由
此拉開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此拉開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圖為人民志願圖為人民志願
軍跨過鴨綠江時的情形軍跨過鴨綠江時的情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誰是我們最可愛的人呢？我們的部
隊、我們的戰士，我感到他們是最可愛的
人。”1950年11月30日拂曉，參與抗美援
朝第二次戰役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第38軍112
師335團，為追擊南逃的美軍，前往鬆骨峰
一帶。為大部隊合圍贏得時間，1營3連奉
命搶佔鬆骨峰北側無名高地，截擊敵人。

戰士們爬上光禿禿的山包，還未修築工
事，便與美軍打了個“照面”。面對敵方黑
壓壓的坦克群和步兵部隊，3連視死如
歸——排長犧牲了班長上、班長犧牲了戰士
主動接替......最後，就連通信員和炊事員也
參加了戰鬥。

戰鬥結束後，作家魏巍專門來到3連誓

死守衛的這片陣地，深有感觸。從戰場歸來
後，他便動情地寫下《誰是最可愛的人》一
文。

在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
戰6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深情地說：“在
中國人民志願軍中，湧現出楊根思、黃繼
光、邱少雲等30多萬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
個功臣集體。他們不愧為中華民族的英雄兒
女，無愧於‘最可愛的人’的光榮稱號。”

鬆骨峰戰鬥的勝利為保證主力在西線大
量殲敵起到重要作用、為奪取第二次戰役的
勝利贏得了寶貴的時間。而第二次戰役的成
功正是扭轉戰局的關鍵，徹底粉碎了“聯合
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聖誕節前結束朝鮮

戰爭”的妄言。
一封嘉獎令，從此“萬歲軍”。38軍在

第二次戰役中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中國軍
隊的兩條腿勝過美軍汽車輪子”的奇跡。為
表彰他們的輝煌戰果，彭德懷司令員在嘉獎
電報中寫道：中國人民志願軍萬歲！38軍萬
歲！從此，“萬歲軍”的美名便家喻戶曉。

2018年1月3日，習近平視察中部戰區
陸軍某師，參觀了師史館。在反映該師抗美
援朝戰爭期間激戰鬆骨峰情況的展板前，習
近平主席感慨地說：“這一仗打得很激烈，
官兵戰鬥作風很頑強。我軍歷來是打精氣神
的，過去鋼少氣多，現在鋼多了，氣要更
多，骨頭要更硬。”

一篇通訊

■入朝前夕的動員會上，戰士們
士氣高漲。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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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张先皓律师从业超过30年，中国大

陆有一半的美国EB5投资移民申请人都

是经过张律师或张律师团队审核过的，

除了我们成都加成移民，包括几家全国

性的连锁移民机构都是张律师团队在负

责案件制作。张律师经手了非常丰富的

案例，经历过EB-5发展的萌芽、发展、

井喷和遇冷收缩。

在如今的中美贸易及其他冲突叠加

新冠疫情状况下，美国EB-5移民的申请

量缩减到2020财年第二季度仅21份申请

案件递交。当然，造成如此现状也有排

期过长的原因，如之前的一些推算中国

申请人可能排期在10年以上，连印度、

越南这些原本没有排期的国家都在2019

财年开始了短则3年，长则6年的排期

，极大影响了申请热情。再加上2019年

11月，美国投资移民的投资金额又从50

万美元涨价至90万美元，更令行情如冰

冻一般。

但张律师在EB5冰冻一般的行情下

反而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利好的因素，张

律师指出现在办EB5的好处：

1） 由于申请人大幅减少，EB5签

证排期预计将缩短至5~7年。这在普遍

对美国EB5签证排期会长达十来年的预

期中算是非常乐观的。那么具体原因张

律师有一些他个人的判断，在此仅供参

考；

2） I-526审核时间被拉长。受疫情

影响，美国移民局收到的申请费用大幅

减少，导致办案人员也不得不相应缩减

。这是目前案件审理速度缓慢的一大原

因。总体办理时间如果是5-7年，其中

有3年是在等待案件被移民局审理，在

这段时间唯一的利好就是孩子的年龄是

被冻结的；

3） 90万美元的投资额不会降低了

。虽然50万美元涨价到90万美元是移

民局行政令执行而不是法案，也曾有人

寄予过希望可能走立法流程，投资金额

还会下调，还有版本是涨价到75万美元

。但张律师的意见是参考其他地区的投

资额，如英国200万英镑、澳洲500万澳

元、新西兰300万纽币和新加坡250万新

币等，再算上近30年的通货膨胀，美国

EB5的投资额实则是非常合理的；

4） 美国EB5投资审核严格，资金

安全性高。美国移民局和证券交易委员

会（SEC）对EB5资金进入的投资项目

审核是严格的，相比其他国家，张律师

认为在美国投资得到的保障是更稳妥的

；

5） 美国移民未来可期。在未来的

10年-20年，美国还是移民首选之地，

无论从教育、科技、环境角度来看，获

得一张美国绿卡仍然具有非常高价值。

张律师以英国为例，二战后，英国的实

力就已经被美国超过，到现在英国在欧

洲的实力甚至比不上德国，但是一说到

世界一流教育，英国仍然占有相当的分

量，这个状况已经持续了上百年。那么

美国即使在未来10年从GDP总量上会被

中国赶超，但在软实力部分，仍然领先

其他国家很长的时间。

最后张律师总结说，在排期缩短的

情况下，涨价虽然扼制了一部分申请热

情，但是随着美国大选后局面稳定，他

相信申请人很快会回到美国赛道，届时

申请量也会快速增加。那么在这个期间

反而是递交申请的一个好时机。案件量

小，移民官的审核尺度通常也会相应宽

松不少。

中美关系下美国移民
签证政策趋势分析

近两年，美国EB-1A（杰出人才

）和EB2-NIW（国家利益豁免）异军

突起，迅速占领移民制高点！作为美

国EB-2职业类移民中的一个特例，美

国NIW移民因无需投资、无需雇主担

保和劳工证申请、一步到位全家拿永

久绿卡等优势，受到越来越多中国各

行业优秀人士的青睐。因此，美国国

务院签证办公室每个月公布的EB-2职

业类移民类别签证排期，也备受关注

。

NIW渐受热捧，“我”符合申请条件

吗？

NIW（National Interest Waiver）属

于EB-2的其中一个类别。通常情况下

，EB-2类别需要雇主提供永久工作职

位，在递交移民申请之前要获得已批

准的劳工证，且不能随意更换工作。

但美国政府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对

那些有能力为美国国家利益做出重要

贡献的外籍人士，豁免他们的永久性

工作的承诺要求及漫长繁琐的劳工证

申请，使他们可以通过NIW国家利益

豁免，直接向移民局提出移民。

美国NIW移民全方位解析

【基本条件】

申请人只需要符合 “高等学位

” 或者 “特殊技能” 其中一个条

件既可，不必同时符合两个条件。

“高等学位” 即指以下任意一

条：

拥有美国大学的硕士及以上学历

；

拥有外国同等大学的硕士及以上

学历；

拥有美国或外国同等大学的学士

学位，并同时拥有5年以上相关专业

领域的工作经验（这两者综合起来，

视为等同于硕士学位）。

如果没有以上的“高等学位”，

申请人也可以宣称拥有“特殊技能”

，也就是在科学、艺术或商业领域，

拥有超过一般同行的特殊技能。

“特殊技能” 要求满足以下条

件中的至少三条：

1、在其专业领域内曾经获得过

学院、大学或其它教育培训机构颁发

的官方学术证明；

2、在其专业领域内有十年以上

的全职工作经验，这一项一般需由前

任及现任雇主提供证明；

3、有在相关领域的专业从业执

照；

4、申请人由于自己的「特殊技

能」所获得薪水或其它报酬；

5、申请人是专业协会的会员；

6、在所在的领域内获得认可，

并做出重要的贡献。这一点由同事、

政府机关、专业或者商业组织提供证

明。

【附加条件】

当然，美国移民局行政上诉办公

室（AAO）表示，申请人只是拥有

“高等学位”或者“特殊技能” 并

不足以满足NIW申请条件的，申请人

还必须同时满足在Dhanasar 案例（以

前是NYSDOT案例，从12/27/2016起，

是Dhanasar 案例）中所制定的具体标

准，即Dhanasar三重标准：

1、申请人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必

须同时具有实质性价值， 并在美国

全国范围内带来重大利益；

首先，在新的第一标准决定中，

“工作领域” （Proposed Endeavor）

是申请人个人研究工作，而不是其整

个领域。因此我们只需要证明申请人

的个人研究工作具有实质性价值，而

不需要证明整个领域。一般说来，几

乎所有的工作都具有实质性价值，各

科研领域、工程、艺术、学术、教育

、金融、体育、出版、电影、音乐等

均对国家具有实质性价值，想要证明

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的。

另外，关于给全国带来重大利

益，AAO 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研究

成就可能是具有国家或全球影响，

即使其研究活动可能是在某一区域

。 这意味着，在新的标准中，在

工业界工作的申请人，如工程师，

经理或顾问， 如果他们能够证明

他们提出的领域会给国家带来重大

利益，即使没有出版论文，也可能

符合 NIW 申请条件。 不过，教师

，律师，医生是不太可能符合 NIW

申请的标准的。

2、申请人以有贡献和成就处于

推动其领域发展的有利位置；

在评估一个人是否处于“有利位

置”（Well Positioned）时，移民局侧

重于“教育背景、技能、知识、已有

成就；未来研究计划或示范；研究成

果；以及潜在客户、用户、投资者或

其他相关实体或个人的兴趣。”

3、申请人必须证明，豁免工作

的承诺和劳工证要求，是有益于美国

国家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决定中，

移民局似乎并没有强调发表的文章，

及文章的引用。相反，移民局更重视

有大的研究基金，奖励，媒体报道和

成员资格。

美国NIW移民全方位解析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让今天的中国第

三个医师节变得与众不同，我们歌颂那些曾

经站在抗击疫情最前线，守卫人民生命和健

康的医务工作者。他们是和平年代里直面硝

烟的勇士，是走向疫情中心最伟大的逆行者

。你知道吗？医生，医务工作者其实也可以

申请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下面为大家

解读医生申请美国杰出人才移民的关键要素

。

什么是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

美国杰出人才EB-1A移民是面向具备特

殊专业才能(Extraordinary Ability)的杰出人

才，并且EB-1A杰出人才移民在申请时不需

要有美国雇主，不需要投资。

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行业涉猎广泛

，主要包括如下几类：

科学领域杰出人才：科学家、院士、发

明家等。

艺术领域杰出人才：画家、书法家、舞

蹈家、音乐家等。

教育领域杰出人才：特级教师，著名教

育家、教育理论家等。

体育领域杰出人才：运动员、教练员等

。

商业领域杰出人才：企业家、贸易商人

、管理专家、金融专家等。

在美国，医生享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和

待遇。美国移民局对非常欢迎拥有杰出能力

的医生。医生在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中

属于“杰出科技人才”，这个类别主要包括

：科学家、院士、发明家、高级工程师、高

级程序师、计算机专家、医师、医学家等。

那么，什么样的医生才可以符合美国

EB-1A杰出人才移民的要求呢？美国移民法

规中对于上述“特殊才能”(Extraordinary

Ability)的界定是：“特殊才能”意味着专业

水平显示出已经处于所在专业领域一小部分

比例的顶层水平。

事实上，相关移民法规排除了许多单纯

以领域中实践者身份，即“本职职业”为基

础的EB-1A的申请。也就是说，申请人不能

以医生作为领域申请，这是职业身份，不是

领域。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个治病救人的

医生，没有对医学领域原创性的贡献，比如

没有发现和发明，没有发表过论文，没有获

得过国家级奖励，没有媒体报道，不是行业

协会会员，没有做过评审等等，那你只是个

临床大夫，只是治病救人第一线的实践操者

；反之，你就可以以医学领域中具备特殊能

力的人士来申请。总而言之，一个普通的医

务工作者是不具备杰出人才申请资格的。

下面我以此前的获批案例为大家讲述医

生申请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的条件。

背景情况：医学博士，内科主任医师

获奖情况：“先进个人奖”以及集体奖

项3项目

论文情况：本领域国际顶级期刊1篇，

其他若干

媒体报道：医学专业类媒体专访嘉宾3

期，非专业类4次

涉外活动：参加国际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5次，国内会议若干

专利发明：中国发明专利一项（第一发

明人）

高薪收入：年薪50万元+其他收益

背景综合论述及提升

评审以及评委工作

媒体报道

独特价值提升

专利发明的应用介绍以及评奖

赴美合作单位

根据上述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医生申请

美国EB-1A杰出人才的主要关键点如下：

申请人在其医学领域有重大独创性贡献

；

申请人发表过多篇专业文章，或者出版

过相关的医学研究书籍；

申请人在某个领域或医院科室发挥关键

性作用（如科室的主任医师等等）；

申请人是各种专业医务人员协会的专业

会员；

申请人担任很多项目的评审或者审稿。

医生如何办理美国EB-1A杰出人才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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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非血緣家庭與同志情感的話題新

片《親愛的房客》口碑場秒殺不斷，今天

舉行首映會，特別邀請《孤味》導演許承

傑來替自己的女主角陳淑芳站台，未能到

場的男主角莫子儀也驚喜獻「聲」祝賀，

場面猶如一家人過年般溫馨熱絡。

《親愛的房客》中飾演惡婆婆的「國

民阿嬤」陳淑芳同時以《親愛的房客》、

《孤味》兩部片分別入圍最佳女配角、最

佳女主角；導演鄭有傑也特別邀請《孤味

》導演許承傑出席首映會聯合造勢：「很

開心受邀參加《親愛的房客》首映會，也

很感謝鄭有傑導演為國片市場帶來這麼優

秀的作品」！

鄭有傑表示《親愛的房客》演員陣容

雖堅強，但大家私下都是斯文的「文藝青

年」，今天首映會大家卻一反常態，各種

幽默催票，人氣演員王可元在片中與已故

影帝吳朋奉上演警匪追逐，他表示「與朋

奉哥對戲我緊張到心跳和現在一樣、大聲

到收音都聽得到！」提到和莫子儀血脈僨

張的激情戲感想，他打太極說：「大家要

買票看才知道！」這招還被後面受訪的是

元介學走，是元介飾演姚淳耀的弟弟，是

全片人性衝突的代表角色，被問到角色亦

正亦邪的特質、是否為了錢家人反目？他

現學現賣道：「買票看才知道！」

導演鄭有傑自曝這是他拍得最棒的

電影，義氣相挺的監製楊雅喆談起合

作感想：「有傑很善良！我這次和他

合作就是來汙染他的！這部片娛樂性

很高，有人性的惡，但最後還是回到

有傑的善良！」男主角莫子儀今日因

劇場演出不克出席，還特別獻「聲」

祝賀，與平日冷靜寡言的形象相距甚

遠，以「廣播式」活力語氣對同劇演

員高喊「我愛你！」卻獨漏導演鄭有

傑，讓鄭有傑委屈說：「那我呢？我

也愛你啊！」可愛反差令現場觀眾驚

喜不已。片中飾演姚淳耀兒子的白潤

音也在首映會上一展長才，為《親愛

的房客》獻唱 rap 創作，博得滿堂彩。

電影將於10/23上映。

莫子儀在片中飾演鋼琴老師林健一

，照顧著房東周秀玉（陳淑芳 飾）和

她的孫子小宇（白潤音 飾），卻因一

起懸案與對健一的種種指控，破壞了

這個「沒有血源的家庭」。

《親愛的房客》國片雙傑相挺
助陳淑芳騎金馬

導演何蔚庭首度挑戰懸疑、驚悚愛情

片《青春弒戀》，今（21）日公布演員陣

容，堪稱金光閃閃，包括林柏宏、林哲熹

、李沐、丁寧、陳庭妮等人，都是先後曾

獲金馬、金鐘肯定或入圍者，還有曾演出

日劇《寬鬆世代又怎樣》《比悲傷更悲傷

的故事》的新生代女星姚愛寗主演，卡司

陣容強大。

何蔚庭透露《青春弒戀》會有相當多

台北特有街景，包含西門町、萬華一帶，

融合現代與復古的景色。故事將會是一場

發生在台北的青少年隨機殺人案，發生在

短短6周之內，6個主要角色因緣際會相

遇，看似毫無關係的6人，實際上卻彼此

影響。

對於幾位主角，何蔚庭對於林柏宏在

第一次見面就讓人感受到一股壓迫感，

完全進入一個危險情人的感覺相當驚艷

，也覺得林哲熹的演出真誠可愛，「讓

我看到一個大男孩在戀愛時可以多迷人

」；而2年前憑何蔚庭執導的《幸福城

市》拿下金馬女配角獎的丁寧這次的角

色難度再提昇，何蔚庭對她相當有信心

可以再突破自己。

電影《青春弒戀》將透過懸疑、驚悚

愛情故事包裝6個角色背後賦予的任務與

概念，探討Z世代的生活環境環繞著虛擬

、線上遊戲、直播、網路霸凌、社會輿論

、家庭問題等等…預計於今年11月正式開

拍，2021年上映。

雙林鮮肉捲隨機殺人案
林柏宏化身壓迫式 「危險情人」

不只是霸氣總裁
謝佳見 「狠踩前輩手」 當大魔王

謝佳見在近期熱播的陸劇《半是蜜糖

半是傷》中，客串公司副總裁——林泰墨

一角，因為長期養傷鮮少出現，在第2集

以帥氣形象第一次現身後，隨即消失在劇

中，正當粉絲在敲碗期待更多後續角色發

展時，終於在第25集重新回歸劇中。

想不到得是，原以為是飾演霸氣總裁

的謝佳見，竟然是個超級腹黑大魔王，不

僅害死女主角父親，回歸後更處處針對並

逼迫男主角離開公司，出乎意料的發展讓

粉絲紛紛留言表示：「想不到劇中唯一大

魔王居然就是你！」

謝佳見也說因為知道自己的角色會是

劇中唯一大魔王，所以非常期待這次的演

出，尤其飾演的林泰墨是個心機深沉的人

，所以要特別注意他情緒上的瞬間轉換，

每一個眼神都要非常有戲，比如前一刻在

眾人面前的好人，下一秒卻在背後盤算冷

笑；在人前是幫助女主角進入公司的貴人

，想不到事實上卻是間接害死女主角父親

的幕後黑手。

謝佳見還表示：「在拍攝時印象最

深的應該是跟女主角爸爸——常鋮的場

次，兩人的第一次見面的第一場戲，就

直接被常鋮狠揍一拳，在一陣唇槍舌戰

之後，不但要徹底激怒常鋮，還要用力

地踩常鋮的手，這讓我一開始對戲的時

候心理十分緊張，面對同為新加坡《才

華橫溢出新秀》選秀節目出道的前輩，

第一場戲就要如此激烈針鋒相對，在導

演喊收工的瞬間緊繃的情緒才瞬間緩和

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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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中國

古城大劫
无墙不饮弹 无土不沃血

寒露时节，台儿庄古城一艘艘画舫

上，“船妹子”悠扬的歌声此起彼伏。

桨橹摇曳中，“船妹子”把运河文化、

抗日大捷和古城重生的历史向游客娓娓

讲述。

和平年代的舒适与惬意，更衬出战

争时期的惨烈与悲壮。抗战期间，侵华

日军在占领济南后，兵锋直指华东战略

要地徐州。而位于鲁南的台儿庄，正是

扼守徐州的门户。

“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台儿庄，不仅

交通便利、城镇繁华，城内还有72座墙

壁坚固的庙宇和众多商铺、府衙等建筑

，是天然的屏障和工事。”台儿庄战役

研究会副会长郑学富说，中国军队做好

了城池被毁的准备，逐步诱敌深入，意

图在台儿庄与日军展开巷战，阻止日军

南下步伐。

1938年3月24日，日军重兵集结、

大举进犯台儿庄。此时军国主义盛行的

日军内部认为，拿下这座古城只不过是

个“小目标”，他们狂妄叫嚣的是“三

个月灭亡中国”。据史料记载，在当年

方圆不过两平方公里的台儿庄，29万中

国士兵拿着步枪和大刀，与5万日军精

锐部队展开了殊死搏斗。战役开始仅3

天后，日军就占领了台儿庄城内的制高

点清真寺，战况顿陷危急。

一批批敢死队员，利用夜幕掩护突

入敌营，以大刀、手榴弹与日军的坦克

、大炮相抗。经过7天7夜的拉锯战，

双方士兵的尸体堆叠了一层又一层，中

国军队终于夺回清真寺。4月6日，台儿

庄战役取得胜利。这场惨烈的战争，中

国军队以自身伤亡约5万余人、城池被

毁的代价，毙伤敌军2万余人，击退了

来犯的日军精锐之师。

“义丰恒”杂货铺，是战后台儿庄

古城内为数不多留存的建筑之一，房屋

墙面上的累累弹孔至今仍历历在目。幼

时居住在此的李敬善，今年已经87岁。

战争留给他的童年记忆是古城的惨景，

“仗打完后，树也烧了、房也毁了，全

城一片废墟。老人们都说城里‘无墙不

饮弹，无土不沃血’。”

“我第一眼看到的台儿庄，硝烟弥漫

，被炮弹和炸弹夷为平地，满目废墟，尸

横遍野。但勇敢、机智地重新夺取了这片

废墟的中国军队，尽管精疲力竭，伤痕累

累，却是异常兴奋，因为他们战胜了装备

比自己精良的敌人。”曾在前线采访报道

台儿庄大战的国际著名记者、作家爱泼斯

坦在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郑学富说，台儿庄大战的胜利，不

仅戳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还凝聚

了全民族抗战的信心、坚定了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决心。

彼时，在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上

，德国刚刚吞并奥地利，英、法等国面

临巨大军事压力。而中国此时取得的一

场大胜，让原本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持

观望态度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寄予

厚望。

著有《台儿庄1938-斯大林格勒1942

》的历史学者兰斯· 奥尔森曾告诉新华

社记者，日本在台儿庄的失败意味着他

们不再是战无不胜的军队，意味着战争

可能是长期的。

英、美等国主流媒体评价道：“今将

台儿庄之役与欧战时耶普拉斯之役相比拟

，其相似之处不在物质上，而是在心理上

”“台儿庄之役及其他战役的胜利，说明

中华民族已经紧密团结起来”。

就连日本的盟友德国，也从此役中

准确预见了中国战场的未来走向。德国

媒体报道说：“中国抵抗之强，殊出人

意料，使慎理之观察者也不能不承认日

军必遭失败。”

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 卡帕，当

年在台儿庄战场上拍摄了近百张照片，部

分发表在美国《生活》杂志上。他写道：

“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小城镇的名字很

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

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

今年9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爱泼斯

坦的夫人黄浣碧女士，在北京家中向记

者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发给

爱泼斯坦在中国进行采访报道的授权证

明。聊起对于台儿庄大战的评价，她手

捧爱泼斯坦撰写的《历史不应忘记》一

书，缓缓念道：“台儿庄大捷是值得纪

念的，这有很多理由……它大大鼓舞了

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中

国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战斗下去，并有能

力取得胜利。”

古城大幸
重建一座城 共筑一个梦

走入76岁的台儿庄居民尚殿镇家中

，墙上的一幅台儿庄古城复原图映入眼帘

，一座明清时期的商贾重镇跃然纸上。

400年前，台儿庄是京杭大运河沿线

重要的水旱码头和商业聚集地。据史志

记载，这里曾是一派“商贾迤逦，一河

渔火，十里歌声，夜不罢市”的景象。

“城毁、河荒，让古城一度失去了

灵魂。”75岁的台儿庄居民徐洪启告诉

记者，他的父亲曾是运河畔的船夫，一

场战火把台儿庄变成了一片废墟。伴随

着西连津浦线、南接陇海线的临赵铁路

建成通车，火车成为货运的主要工具，

昔日繁忙的大运河航运逐渐衰落。

“三千人家十里街，连日烽火化尘埃

。”战役结束后一个月，国民党中央社曾

播发过一则题为《战后台儿庄将改建为模

范城市》的消息，称“国民政府准备将已

成废墟之台儿庄改建为一模范城市，不久

即将开始募款为建设之费用。”

但随着战局不利、国力亏空，国民

政府不仅没将台儿庄建为“模范城市”

，还丢失了更多城市和国土。

新中国成立后，台儿庄回到人民手

中。改革开放以来，曾经的繁盛之地迎

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台儿庄运河研究会秘书长李振启说

，20世纪80年代末，台儿庄已成为山东

的商品粮基地之一，全区工业总产值同

1980年相比翻了两番多。在城市发展的

同时，清真寺、关帝庙等当年的大战遗

址陆续得到整修。

到了21世纪，当地综合实力不断增

长。2006年，枣庄市开始规划复建台儿

庄古城，数代人重建台儿庄的梦想终于

成真。

明朝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泇

运河开通，使京杭运河改道途经台儿庄

，一个普通的集镇迅速成长为运河枢纽

城市，这标志着台儿庄开始建城。

一直到1938年大战之前，台儿庄经

历了330年的建设。经过几百年岁月淘

洗，古城被毁前，这里不但有晋派、徽

派、江南、闽南、岭南、鲁南等不同风

格的建筑，融南汇北，贯通古今，还有

近代西风东渐的欧式建筑和天主教堂，

建筑风格可谓多姿多彩，浑然一体。

一位土耳其诗人曾说：“人的一生

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

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为了重

现台儿庄的古城风貌，工作人员孜孜不

倦地钩沉、打捞历史文化基因。

台儿庄古城管委会规划管理部部长

吴志刚说，本着“留古、复古、扬古、

用古”的原则，重建工作人员历时3年

时间，查阅了30余部地方志，遍访古城

80岁以上老居民，收集了130多本史籍

、380张老照片和1279本明清小说，在

历史寻觅中一点点恢复古城面貌。

根据父辈的讲述和自己的记忆，尚

殿镇一笔笔绘出古城的一街一巷、一楼

一宇。“复建后的台儿庄，85%以上的

建筑和街道还原了战争前的古城模样。

”尚殿镇说，古城保留了53处战争遗迹

，是世界上二战遗址最多的城市。

匠从八方来，共筑重生梦。战前的

台儿庄，经过300多年发展，汇聚南来

北往客，融汇八大建筑风格。重建时，

山西的木雕，徽派的砖瓦，泉州的构件

，渔村的稻草，汇聚到全国30多支古建

筑队伍、2万多名工人、1000多名老工

匠的手中。明清时期福建商人募资修建

的天后宫，在复建时完全由泉州工匠操

刀。为复原晚清鲁南民居“保寿堂”的

雕刻，20名老工匠精心雕刻3个月才完

成。许多工匠当时已是80多岁的老人，

而且没有传人，有人因此说，台儿庄可

能是最后一座“手工版古城”。

施工“磨砖对缝”，要求严苛。对

于古城建筑的复原，台儿庄人严守这样

的准则：大多数老房屋是能找到地基的

，就按照原地基确定方位重建；找不到

地基的，以相邻房屋和测绘确定方位。

有人说，台儿庄古城是“可以用放大镜

挑毛病的古城”。

黄浣碧告诉记者，1938年4月爱泼斯

坦曾采访台儿庄大战，1982年他重访台儿

庄，这年他已67岁。鲜为人知的是，他

的家乡波兰首都华沙，与台儿庄同样是二

战中被彻底摧毁、又原貌重建的城市。

“不同的是，华沙城在被战火摧毁

前，就有大学教授带领团队进行了抢救

性测绘、记录，为战后重建留下了宝贵

的详尽资料。”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馆长

孔令欣介绍说，台儿庄只是运河上的一

座小镇，而且战前大部分民众已被提前

转移，没有为日后重建留存信息资料。

“能够重建真是来之不易，这既离不开

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更离不开党的坚

强领导和日益强盛的综合国力。”

特别的历史背景让台儿庄成为海峡

两岸交流的感情纽带，2009年12月首家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在此设立。“重建台

儿庄，国民政府没能如愿，是共产党帮

国民党圆了一个梦。”一位前国民党高

层人士在访问台儿庄时感慨“共产党胸

怀博大！”

爱泼斯坦在晚年完成了回忆录——

《见证中国》，并于2004年出版。他在书

中这样写道，“台儿庄，这个在旧中国受战

争创伤严重的地方，现在已经坚定地走上了

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只有新中国，只有社

会主义，才会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古城大运
与祖国共命运 与民族同复兴

祖祖辈辈在京杭大运河捕鱼为生的

杨远强，今年7月在古城里买了新房，

一家人成为大运河台儿庄段上最后一户

“上岸”的渔民。

“之前我一直都跟长辈生活在渔船

上，现在我在古镇景区负责摇橹船的维

护工作。”杨远强说，古城的重建和复

兴，让他们家族代代相传的修船技艺又

有了用武之地。现在，自己有了稳定的

工作和收入，两个孩子都在城里上小学

，台儿庄世代渔民捕鱼“看天吃饭”、

河上漂泊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古城不老，长河做伴，流淌不息的

运河见证着台儿庄人向幸福生活的迈进

。在今日的京杭大运河枣庄段台儿庄船

闸前，一派忙碌景象，嘹亮的汽笛声在

运河上空回荡，奔流的河水载着一艘艘

货船在各个船闸进出。

“一条大河，嗨哟哟嗨；漂来台儿

庄，党的阳光，温暖新生活，嗨啰啰嗨

……”徐洪启唱起父亲生前重新改编过

的运河号子。古老的运河号子虽然已经

陪着父辈离去，而新的运河号子则和着

台儿庄人的新生活一起，正悠扬唱响。

台儿庄人常说：“台儿庄有两条命

：因为大运河生过一次，因为共产党又

重生了一次。”正是由于过去的辉煌与

创伤，让台儿庄这座古城在铭记历史的

同时，不断创造着新的历史。

80多年来，台儿庄始终与国家和民

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经历过从毁灭到重

生的悲与喜，如今的古城正经历一场凤

凰涅槃式的蜕变。在全国脱贫攻坚征程

上，台儿庄人民奋力向前，2019年46个

扶贫工作重点村实现自来水村村通、

365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现稳定脱

贫。曾经的繁盛古城内外，呈现一派全

面小康的幸福图景。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台儿庄段，航运

设施正逐步完善，通行能力不断提高。

穿城而过的京沪高铁取代了当年的老式

铁路，为已是国家5A级景区的台儿庄古

城带来更多客流。

2020年，重建第10年的台儿庄古城

，累计接待游客量超过5000万人次，接

待数量常年位居山东省第一位。在社交

网络和短视频平台上，这座“江北水乡

、运河古城”频频登上热搜，成为备受

青年人欢迎的“网红”。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台儿庄古城景

区游客显著回升，民俗互动、非物质文

化遗产演出、特色美食、国潮体验、网

红地打卡等丰富内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休闲度假。

糕点老字号“和盛茶食”也迎来了

销售旺季。中秋节当天，一车特色酥皮

月饼仅半个小时内就销售一空。在柜台

前，白发苍髯的八旬老者马志英总是亲

自为远道而来的顾客们称量包装糕点。

马志英说，古城重建后，“和盛茶食”

是第一家搬回来的老字号商铺。“现在

重回故地，祖辈手艺得以延续，糕点卖

到了全国各地，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在

以前从来没敢想。”

“那些刮风下雨就一筹莫展的日子再

也没有了。现在住得好、吃得饱，多亏了

党领导。”今年95岁的程杜氏告诉记者

，现在台儿庄古城街巷与她儿时记忆里唯

一的区别，就是修修补补、破败不堪的低

矮茅草屋，已经成为整洁、有序、坚固的

建筑群。过去古城里的百姓，也陆续在城

区内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

入夜时分，数千盏彩灯点缀着古城

，传统文化风韵浓郁的运河大鼓、柳琴

戏和皮影戏，以及充满现代风情的电音

水趴和马戏表演，竞相在城内上演。融

汇南北、贯通中西的运河文化，正在此

愈发焕发出新的魅力。

“82年来，台儿庄记录了一段历史

，也见证了一段历程。”枣庄市台儿庄

区委书记陈永生说，古城记录的是中华

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光荣历史，见

证的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跟党走、谋求

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

古城河道上，一条条摇橹船中，时常

“飘”出悠扬的“小曲”，这是著名词作

家乔羽创作的歌曲《台儿庄小唱》——

“台儿庄，我的家，当年的墙砖屋

瓦，至今还在说话。它说，这里铭刻着

咱民族的尊严，它说，这里激励着后代

子孙的奋发。好一个中华，好一个中华

！千百万好儿女，正在营造一个崭新的

家！”

台儿庄——大运古城 古城大运

1938年，举世瞩目的台儿庄战役打响。中国军队以5万余人伤

亡、台儿庄古城被毁的惨痛代价取得最终胜利，沉重打击日本侵

略者，挺起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2020年，重建第10年的台儿庄古城，累计接待游客量超过

5000万人次，接待数量常年位居山东省第一位。在社交网络和短

视频平台上，这座“江北水乡、运河古城”频频登上热搜，备受

青年人欢迎

“十一”黄金周，涌进山东台儿庄古城的游客数量约46万人

次，超过去年同期的八成。古城内一面弹痕累累的墙壁前，众多

游客驻足抚今追昔。如果不是82年前的那场大战，或许这座大运

古城不会这样广为人知。

1938年，举世瞩目的台儿庄战役打响。中国军队以5万余人伤

亡、台儿庄古城被毁的惨痛代价取得最终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

侵略者，挺起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大运古城，古城大运。京杭大运河畔的台儿庄，八十余载岁

月里接续奏响的“毁灭、重生、繁荣”三部曲，印证着中华民族

从亡国灭种边缘走向伟大复兴的壮阔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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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出席線上講座的貴賓出席線上講座的貴賓：： 「「台台
北經文處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

世華工商婦女會會長洪良冰世華工商婦女會會長洪良冰（（右下右下 ））線上介紹該會線上介紹該會20202020
理監事工作團隊理監事工作團隊。。

出席線上講座的貴賓出席線上講座的貴賓：： 「「台北台北
經文處經文處」」 經濟組徐組長炳勳經濟組徐組長炳勳。。

出席線上講座的出席線上講座的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

講座的主持人講座的主持人 「「世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世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 會長洪良冰致詞會長洪良冰致詞。。

圖為出席線上會議的圖為出席線上會議的179179位觀眾中的部分人士位觀眾中的部分人士 。。

圖為出席線上會議的圖為出席線上會議的179179位觀眾中的部分人士位觀眾中的部分人士 。。

圖為圖為 「「婦女工商企管協會婦女工商企管協會」」 會長洪良冰會長洪良冰（（左左
））頒獎給講座主講人張南亭先生頒獎給講座主講人張南亭先生（（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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