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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500 ends lower as new COVID storm 
clouds overshadow stimulus p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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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Reuters) -The S&P 500 lost ground on 
Tuesday as concerns over a new variant of the coronavirus 
and disappointing economic data stole the thunder from 
Washington’s passage of a long-awaited pandemic relief 
bill.

The Dow also closed lower, while Apple Inc helped push 
the tech-heavy Nasdaq’s to an all-time closing high.

Small caps advanced, with the Russell 2000 also closing at 
a record level.

“Today the market is catching its breath,” said Ryan Det-
rick, senior market strategist at LPL Financial in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It’s digesting the two big pieces of news 
we’ve gotten in the last 24 hours, the stimulus and the new 
COVID strain.”

Apple was an outlier amid a broad sell-off, gaining 2.8% 
and providing the biggest lift to the S&P 500 and the Nas-
daq on news of the company’s plans to roll out an electric 
passenger vehicle by 2024.

Overnight, Congress passed a pandemic relief package 
worth $892 billion after months of a partisan tug-of-war, 
aimed at propping up an economic recovery faltering 
under the weight of restrictions aimed at containing a 
coronavirus resurgence.

Inside C2

That resurgence continues to swell, infecting 214,000 Ameri-
cans every day, prompting mandatory shutdowns and pushing 
hospitals to capacity.

A fast-spreading new variant of the virus discovered in Britain 
has brought movement in and out of the UK to a halt and sent 
vaccine makers Pfizer Inc and Moderna Inc scrambling to 
ensure their drugs were effective against it.

Fears of the coronavirus and optimism about an eventual 
economic recovery made for extreme volatility on Wall Street 
in 2020, with the S&P 500 logging daily gains or losses of 2% 
or more over 40 times in the year so far, the most in over a 
decade.

“This will be the first year in history when stocks were off 30% 
for the year at one point and finished in the green,” Detrick 
said. “It’s truly an amazing round-trip and we’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On the economic front, consumer confidence unexpectedly 
dropped while sales of pre-owned U.S. homes posted their first 
decline in six months.

FILE PHOTO: Raindrops hang on a sign for Wall Street out-
side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in Manhattan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 October 26, 2020. REUTERS/Mike 
Segar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fell 200.94 points, or 

0.67%, to 30,015.51, the S&P 500 lost 7.66 points, or 0.21%, 
to 3,687.26 and the Nasdaq Composite added 65.40 points, or 
0.51%, to 12,807.92.

Of the 11 major sectors in the S&P 500, only tech and real 
estate ended the session in positive territory.

Tesla Inc fell 1.5%, extending its slide on its second day as a 
S&P 500 constituent.

Peloton Interactive Inc jumped 11.6% as brokers 
hiked their price targets on the stock on the heels of 
the company’s announcement that it would buy peer 
Precor in a deal worth $420 million.

Amgen Inc slid 2.8% after disappointing results from a late-
stage study of an asthma drug developed in a partnership with 
British drugmaker AstraZeneca Plc

Declining issues outnumbered advancing ones on the NYSE by 
a 1.31-to-1 ratio; on Nasdaq, a 1.21-to-1 ratio favored advanc-
ers.

The S&P 500 posted 23 new 52-week highs and one new low; 
the Nasdaq Composite recorded 323 new highs and 11 new 
lows.

Volume on U.S. exchanges was 11.02 billion shares, compared 
with the 11.62 billion average over the last 20 trading days.

FILE PHOTO: Rain-
drops hang on a sign 
for Wall Street outside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in Manhattan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 October 26, 
2020. REUTERS/Mike 
Se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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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officials are administering the first 
doses of a coronavirus vaccine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cross the U.S., one of the pop-
ulations most vulnerable in the pandemic. 
About 68,000 COVID-19 vaccine doses will 
initially be distributed among the population, 
the Indian Health Service said last week. Dos-
es began to arrive this week and will first be 
given to the elderly and health care workers.
“We are so happy I can’t even describe it,” 
said Dr. Dakotah Lane, medical director of 
the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and a Lummi 
Nation member,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The coronavirus ravaged American Indian 
communities even after tribal governments 
implemented numerous control measures. 
Tribes ordered closures, roadblocks, univer-
sal testing and curfews but cases continued 
to rise.
Native Americans already faced health 
care inequities before the pandemic and are 
four times as likely to be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Historically, Indigenous popu-
lations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ountries 
contract vaccine-preventable diseases at much 

higher rates.

Volunteers prepare donations for delivery to 
those affected by COVID-19 on tribal lands 
Thursday, June 25, 2020, in Tempe, Ariz. The 
resource drive is for Navajo families isolated 
due to COVID-19.
The Navajo Nation has been hit especially hard. 
The nation of 170,000 has recorded 20,000 coro-
navirus cases and at least 731 death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The arrival of the Pfizer vaccine is a bless-
ing for all of our people, including the doctors, 
nurses, and many other health care warriors,” 
Navajo Nation President Jonathan Nez said in 
a statement. “I truly appreciate all of the health 
care workers who are dedicating themselves to 
fight COVID-19 and save lives.” Tribes can se-
lect their preferred distribution method between 

the federal Indian Health Service or state health 
agencies. In some cases the state agencies have 
more trust within tribal communities, according 
to AP. The Indian Health Service is an agency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nd maintains a health service delivery 
system for 2.6 million American Indians and 
Alaska Natives across 37 states.

In this Thursday, June 25, 2020 photo, a sign 
alerts motorists that visitors are not allowed 
on the Fort Apache Indian Reservation in 
eastern Arizona. (Photo/ C.M. Clay)
American Indian populations were dispropor-
tionately affected by the 2009 H1N1 influen-
za virus outbreak. Kailee Fretland, an Indian 
Health Service hospital pharmacist at the Red 
Lake Nation in Minnesota, helped design the 
vaccine distribution plans in an effort to avoid 
the same problem, according to AP.
“We went back and we reflected on what 
happened with H1N1,” Fretland said. “The 
tribes were often not prioritized and we want-
ed to make sure that that did not happen with 
COVID.”
MPR reports that Minnesota tribal nations were 
among the earliest to receive the vaccine and 
credit their careful planning for distribution. 
(Courtesy npr.org)
Related

Indian Health Service Plans For                     
COVID Vaccine Distribution

FLAGSTAFF, Ariz. (AP) — The federal agen-
cy that provides health care to Native Amer-
icans said Friday it will receive more than 
enough vaccines to protect all the people work-
ing in hospitals and clinics, including doctors, 
nurses and support staff. The Indian Health Ser-
vice, treated much like a state for distribution 
purposes, submitted a plan to vaccinate more 
than 2 million Native Americans and Alaska 
Natives. The agency expects to receive 22,425 
doses of the Pfizer vaccine next week and 

46,000 doses of the Moderna vaccine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officials said. More than 44,000 
people work at the 338 facilities that chose to 
get the vaccines through the Indian Health Ser-
vice. Other tribal health facilities opted to be 
covered under states’ allocations.

Mural by Navajo graffiti artist Ivan Lee, 
Farmington, New Mexico. (Photo/Courtesy 
the artist.)
The ones under the Indian Health Service are 
encouraged to follow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uidelines, which pri-
oritize health care workers, said Rear Adm. 
Francis Frazier, who is leading the agency’s 
COVID-19 Vaccine Task Force. Tribes can de-
viate from the guidelines. For example, a tribe 
might consider elders as being 55 and older, 
rather than 65.
“They really are the best determinants of the 
needs of their population,” he told The Asso-
ciated Press.
The Navajo Nation is expecting 3,900 doses on 
Monday and Tuesday that will be delivered un-
der police escort, said Dr. Loretta Christensen, 
the chief medical officer for the Navajo area 
Indian Health Service. About 7,900 doses of 
the Moderna vaccine should arrive the follow-
ing week. Those vaccines will cover healthcare 
workers, emergency medical staff, traditional 
practitioners working in Indian Health Service 
facilities, and the staff and patients in long-term 
nursing facilities, Christensen said. The first in 
line for vaccinations within the Cherokee Na-
tion in Oklahoma includes hospital workers, 
first responders, and participants and workers 
in the Cherokee Elder Program. Those whose 
first language is Cherokee and others consid-
ered tribal treasures would follow.
“I know some of our Cherokee elders may have 
reservations about taking the vaccine,” Cher-
okee Nation Principal Chief Chuck Hoskin Jr. 
said in a statement. “But it will save our elders, 
our speakers, our national treasures and front-
line workers.”

Jaden Williams, former Miss Southwest Na-
vajo 2017-2018, poses with a sign encourag-
ing fellow Navajo (Dine) citizens to remain 
strong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Navajo, Phoenix and Oklahoma City areas 
serve the largest populations of Native Amer-
icans, meaning they will get more vaccines 
than other Indian Health Service areas. The 
Alaska region chose to get allocations from the 
state, while one facility in the Navajo area — 
the Utah Navajo Health System — also went 
with the state for distribution. The Seattle In-
dian Health Board chose to get its allocation 
from Washington because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state officials and knowing that the Indian 
Health Service is chronically underfunded, said 
Abigail Echo-Hawk, the board’s chief research 
officer.
“Making us choose one or the other is, in my 
perspective, a very bad decision,” she said. “It 
is limiting our access to life-saving vaccines. 
We need as much access as possible because we 
have been more disproportionately impacted.”
Like others, she expects some hesitancy in In-
dian Country. Tribal health facilities across the 
U.S. have relied on elders as trusted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o advocate for previous 
vaccines, as well as messaging that promotes 
protection of the next generation, Indian Health 
Service officials said. Annarita Begay has been 
researching the coronavirus vaccines but still 
has questions about any adverse, long-term ef-
fects. Still, she’s keeping an open mind because 
she is considered an essential employee and 
has a grandmother and other high-risk people 
at home.
“(It’s) kind of like a pick-your-poison game at 
this point,” said Begay, who is Dine, the Navajo 
word for “the people.” “If you have underlying 
conditions like asthma, high blood pressure, 
obesity, diabetes, you either have that and get 
COVID, or you take a vaccine and experience 
some side effects later on.” (Courtesy https://
ap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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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Home!          Wear Mask!

First Coronavirus Vaccine Doses Administered
In Hard Hit Indigenous Communities

Dr. Lawanda Jim, Chair of Internal Medicine, receives a COVID-19 vaccine at 
Northern Navajo Medical Center on Tuesday in Shiprock, N.M. (Photo/Micah 
Garen/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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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 in the House and Senate
reached a deal and passed a $900 bil-
lion pandemic relief bill that includes di-
rect cash payments to the people.

The package will send direct stimulus
payments of $600 to individuals, half the
amount provided in the first round of
checks that went out in the spring. The
payments start phasing out for individu-
als with gross incomes of more than $75,
000 and those making more than $95,
000 will not receive anything. The in-
come thresholds will be doubled for cou-
ples. The jobless will receive a $300
weekly payment for 11 weeks.

For small businesses, the bill will reopen
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so
that hard hit businesses can apply for a
second loan. The second loan will be
limited to those with fewer than 300 em-
ployees that have seen drops of at least
25% in revenue. It carves out a $12 bil-
lion grant program for minority-owned
businesses. It also expands eligibility to
more nonprofits as well as local newspa-
pers, TV and radio broadcasters.

The bill will provide $82 billion in aid for
K-12 schools and colleges. Also, there
is $20 billion to assist with coronavirus
testing and $8 billion for vaccine distribu-
tion.

This is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con-
tinuing to give out cash to their people.
We should feel very lucky we live in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We all hope the coronavirus vaccines
are coming to rescue us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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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elping Hand Is HereA Helping Hand Is Here



An Ethiopian girl stands at the window of a temporary shelter, at the Village 
8 refugees transit camp, which houses Ethiopian refugees fleeing the fighting 
in the Tigray region, near the Sudan-Ethiopia border, Sudan. REUTERS/Baz 
Ratner  

A health care worker collects a swab sample from a man during a rapid antigen test for army 
members and volunteers before the start of a mass test of Vienna’s population in Austria.   
REUTERS/Leonhard Foeger  

Pallbearers, wearing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carry the coffin of a patient who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inside a church in Athens, Greece. REUTERS/Giorgos Moutaf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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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os, a 22-months old boy, reaches for a plate with a tortilla with salt and a cooked tomato, at his 
home, in La Palmilla, Guatemala. REUTERS/Josue Decavele

Israeli sailors, including some standing on the Saar-6 corvette, a warship dubbed “Shield” (seen 
in background), take part in a welcoming ceremony by the Israeli navy to mark the arrival of the 
warship,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off the coast of Haifa, northern Israel. REUTERS/Ronen Zvulu

A person gives a swab sample during a mass coronavirus testing to allow students 
home for Christmas, at the Sports Hall of Keele University, in Keele, Staffordshire, 
Britain. REUTERS/Carl Recine

Attendees listen as attorney L. Lin Wood speaks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on election results 
in Alpharetta, Georgia.  REUTERS/Elijah Nouvelage  

The Christmas tree is lit at Rockefeller Center in Manhattan, New York City. REUTERS/Eduardo Mun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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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outdoors is a favorite pastime of 
adults and children alike. But with the 
continuing COVID-19 pandemic, parents 
are faced with navigating how to enjoy be-
ing outside while protecting their family’s 
health. Consider this your “cheat sheet” 
for safer outdoor fun!
Can COVID-19 be spread outdoors?
Unfortunately, yes. COVID-19 can spread 
anywhere where you may come into close 
contact with an infected person. Remem-
ber, the virus spreads mainly via respira-
tory droplets that are released from an in-
fected person through coughing, sneezing, 
talking or singing – which then get into 
the mouth, nose or eyes of people who are 
nearby. Short-range airborne (or aerosol) 
transmission may also be possible, par-
ticularly in poorly ventilated, crowded 
indoor places. People may also become 
infected by touching their mouth, nose or 
eyes, after touching surfaces contaminated 
with the virus. 

Based on this and what we know about the 

virus, the risk of transmission is consid-
ered much lower outdoors compared to 
enclosed indoor spaces, but what is also 
important are the precautions people 
are taking – keeping at least one metre 
away from each other, wearing a fab-
ric mask near others, frequently wash-
ing hands and self-checking for any 
COVID-19 symptoms before going out.
 How can my family safely spend time 
outside together?
Staying physically active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every member of the fam-
ily can keep their minds and bodies 
healthy. By taking some key steps, you 
can help your family minimize the risk 
of exposure to the COVID-19 virus.
• When planning outings, try to avoid 
peak times and crowded settings and 
take routes that are less congested 
wherever possible.
• Consider packing a hand sanitizer 
with at least 60 per cent alcohol, dis-
infecting wipes, tissues, extra fabric 
masks and a resealable bag to store the 
mask while not in use (e.g. while eating 
or drinking).
• Before leaving the house, check to 
make sure all family members feel well 
and are symptom-free.

• Remind each other to follow key pre-
cautions while outside, such as staying at 
least one metre away from others, wear-
ing a fabric mask when close to people 
outside your household, not touching 
your face (eyes, nose, mouth) or the 
mask surface, and frequently washing or 
sanitizing your hands.
• If you decide to eat outside, bring your 
own food and utensils. If this is not pos-
sible, choose the safest food option, such 
as take-out rather than eating indoors. 
Don’t forget to wash or sanitize your 
hands before eating.
• Once you come home, make sure to 
first wash your hands with soap and wa-
ter for at least 20 seconds.
Is it safe for our family to spend time 
in a small group of close friends? How 
do you decide whether or not someone 
is safe to spend time with?
Every family has to take decisions based 
on their own situation. Here are some 
key factors to consider:
• Keep updated on the level of COVID-19 
transmission in your local community. In 
general, the higher the rate of transmis-
sion, the higher the risk of potential ex-
posure in public settings.
• If you live with people who have an 
increased risk for severe illness from 
COVID-19 (older family members, 
grandparents, family members with un-
derlying medical conditions), the whole 
family should take extra precautions to 
protect them. This may include limiting 
your children’s contact with other people 

(including playdates), or if this is difficult 
(such as when children return to school), 
keeping your child apart from those fam-
ily members wherever possible.

•  For any in-person socializing, it is best 
to keep it outdoors and keep it short. 
Keep the group very small with the same 
family member or friend who you are 
confident also practices everyday pre-
ventive measures.Communicate your 
decision to your child and take time to 
explain why you made that decision – 
and why it matters. Whatever your de-
cision may be, it’s important to keep an 
open line of communication with your 
child. Encourage them to share any con-
cerns and be honest if they didn’t follow 
the rules. This is important especially for 
olde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ho may 
be more prone to taking risks or feeling 
peer pressure to socialize. Try to guide 
and redirect them with science (what we 
know, what we don’t know), and with 
empathy and compassion.
Is it safe to use a public toilet? Encour-
age your family to use the toilet before 
leaving your home and try to minimize 
using public ones, as you don’t know 
how crowded they may be. If you need 
to use a public restroom, keep a distance 
of at least 1 metre from others, wear a 
mask and wash your hands with soap and 
water immediately afterwards. If soap 
and water are not available, use a hand 
sanitizer that contains at least 60 per cent 
alcohol.

Is it safe for my child to go swimming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There is currently no evidence that the 
COVID-19 virus can spread through 
natural bodies of water or recreational 
waters such as pools. If you are consid-
ering going swimming with your fami-
ly, first check the latest guidelines from 
your local authorities, which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local level of disease 
transmission. If pools and beaches are 
allowed to be open, here are some things 
to consider:
• Location: How safe the swimming area 
is will also depend on if there is crowd-
ing, and the actions of the people who 
are there.
• Timing: Select a time when it is likely 
to be least crowded.
• Your children’s age: Will they 
be able to maintain physical distancing?  
• Prevention measures: Check to see if 
the swim area has measures in place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nd oth-
er health hazards, such as steps to avoid 
crowding,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ventilation if indoors and safe water sys-
tems.

If you decide to go swimming, leave ear-
ly if it starts to get crowded, minimize 
any time spent in enclosed spaces such 
as locker rooms, avoid eating in the swim 
area and supervise your child at all times. 
(Courtesy https://www.unic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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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s For Your Family On How To Safely Enjoy Spending Time Outdoors

Staying Safe Outside During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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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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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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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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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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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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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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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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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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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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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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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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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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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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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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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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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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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個mRNA新冠疫苗生產車間建設奠基儀式

21日在雲南省玉溪市疫苗產業園舉行。該mRNA

新冠疫苗產業化建設項目投資2.8億元人民幣，一

期產能為每年1.2億劑，預計開工8個月後建成投

入運營。

中國首個mRNA疫苗車間開建
落戶雲南 料8個月後運營 一期年產1.2億劑

該新型冠狀病毒mRNA疫苗（ARcoVax）由中國人民解
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蘇州艾博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與雲南沃森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沃森生物”）共同研製，由沃森生物負責該疫苗的產業
化建設落地。該疫苗於2020年6月19日獲得中國國家藥品
監督管理局批准的藥物臨床試驗批件。從前期研究結果
看，該疫苗在動物體內可誘導產生高水平的中和抗體和特
異性T細胞免疫反應；攻毒實驗也表明，本疫苗免疫可保
護食蟹猴耐受高滴度新冠病毒攻擊，在一期臨床試驗中顯
示了良好的安全性與免疫原性。隨着後續臨床試驗的推
進，該疫苗產品一旦獲批，將實現中國創新技術路線的
mRNA疫苗“零”突破。該疫苗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其核
心原料和關鍵設備已實現國產化。

全球目前數據：保護率最高
沃森生物董事長李雲春介紹，mRNA疫苗存在很高的技

術門檻，目前世界上僅有美國與德國少數幾家公司掌握這一
核心技術。mRNA疫苗產品是目前全球公布的三期臨床試驗
結果保護率最高（95%）的新冠疫苗，其技術路線水平也是
業界公認最高的。他表示，在玉溪建設的mRNA新冠疫苗生
產車間將於8個月後建成投產，預計在2021年下半年實現產
品上市供貨。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中國首個獲批開展臨床試驗的
mRNA疫苗，一旦該疫苗產品獲批，那麼將意味着我國
mRNA疫苗實現“零”突破。

mRNA疫苗有什麼特別之處呢？據悉，作為一種新興的
疫苗形式，mRNA疫苗是目前全球公布的三期臨床試驗結果
保護率最高（95%）的疫苗。同時，其研發技術門檻高，目
前僅有美國和德國研發的少數幾個mRNA疫苗品種進入臨床
研究階段。

國產具備三大優勢
相比國外研發的mRNA疫苗，中國疫苗項目負責人秦成

峰則表示，國產mRNA疫苗具備着三大優勢。
其一，疫苗安全性更高。中國採用的疫苗抗原靶標選擇

更為精確，誘導產生的中和抗體特異性高。
其二，國產化水平高。中國mRNA疫苗核心原料和設備

已經全部實現了國產化，意味着一旦獲得生產批准，那麼產
能將可以實現快速放大，滿足供給。

其三，儲存成本更低。中國採用了單人份預充針劑型，
可在室溫保存一周或在4℃長期保存，冷鏈成本低，容易實
現人群大規模接種。

除了mRNA疫苗研發進度順利，中國基於傳統技術的重
組疫苗已經走在了國際前列。據統計，截至目前，中國已有
多款疫苗項目進入三期臨床試驗，並已在十餘個國家啟動接
種，且無嚴重不良反應報告。

��(���

接種疫苗注意事項
1.新冠疫苗和HPV疫苗要分開進行接種
原因：同時接種可能影響到兩種疫苗的免

疫效果；同時接種可能會影響兩種
疫苗的安全性。

2.出現過敏症狀就屬於禁忌接種的範圍

原因：新冠疫苗一般要注射兩次，一般人打過一
次後便可知是否過敏，如果出現過敏症狀，
就屬於禁忌接種的範圍。一人若過去對某
種疫苗的成分過敏，也是接種禁忌。

3.正處在發熱期，處在慢性疾病的急性發
作期，或者患急性疾病等情況也都不能
當時接種疫苗。

4.因為相關研究的數據較少，新冠疫苗不
建議孕婦進行接種。

病毒變異會否影響疫苗效力
中國疾控中心免疫規劃首席專家、主任醫師王華
慶：病毒作為一個非常簡單的生物，它變異是一
種正常的現象。一般來說，這種變異不會影響到
疾病的嚴重程度，也不會影響到疾病的傳染性，
也不會影響到疫苗對這個病毒的免疫效果。新冠
病毒作為一個RNA病毒，它的變異可能要比
DNA病毒稍快一些。目前的研究結果顯示，這種
病毒的變異變化其實還是在一個正常的範圍之
內，沒有看到它對疫苗效果的影響。

陳薇院士：我們是一個基因工程疫苗，就是找到
最有用那一段基因，把它做成疫苗。從目前的數
據分析來看，我們選的這一段基因產生變化的幾
率非常低。由於我們是基因工程的疫苗，一旦產
生變異、影響保護效果的時候，我們可以用現在
的疫苗作為基礎免疫，很快做一個針對性更強的
疫苗對它進行加強免疫，就像是給軟件升級打補
丁一樣。”（備註：陳薇院士團隊與康希諾生物
合作研發的是腺病毒載體新冠疫苗）

國藥集團中國生物董事長楊曉明：
已經關注到了一些變異，但只是某
些核甘酸位點的變異，而不是全部
都變了。我們的疫苗是全病毒滅活
疫苗，包括新冠病毒所有的要件，
個別變異不足以影響疫苗的保護效
果，可以確切地說，疫苗效果是有
保證的。

來源：澎湃新聞綜合報道

百萬人次接種數據證國產疫苗非常安全
21日，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

機制就冬春季疫情防控及重點人
群疫苗接種有關情況舉行發布
會，與會專家透露，中國目前依
法依規在自願知情同意前提下，

在已開展的近百萬人次疫苗緊急接種中，一些
接種者有輕微不良反應，但未出現嚴重不良反
應，都充分顯示中國新冠疫苗非常安全。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疫苗研發
專班工作組組長、國家衞生健康委醫藥衞生科
技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鄭忠偉稱，中國疫苗的研
發中，要先後進行動物試驗、I期臨床試驗、II
期臨床試驗、III期臨床試驗。這些試驗過程
中，要對疫苗在動物身上以及在人體身上是否
會產生不良反應以及產生不良反應的程度進行
評價，最後才能得出疫苗是否安全的結論。

鄭忠偉表示，疫苗有待III期臨床試驗終
點或中期揭盲結果分析，才能得出這個疫苗有
效性的具體數據。“但是在I期、II期我們實
際上也有一些有效性的參考指標，比如說我們
會比較疫苗接種組和對照組他們的免疫原性指

標，如中和抗體，通過這個比較我們發現在I
期、II期的臨床試驗數據，顯示了我國新冠疫
苗具有較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同時，在緊急使用的過程當中，中國有6
萬多疫苗接種者去過境外的高風險地區，至今
尚未收到1例嚴重感染病例的報告，這也從另
一個角度證明中國的疫苗有一定的保護效果。

進入III期臨床疫苗中國最多
按照世界衞生組織的近日統計，目前中國

有15款疫苗進入臨床試驗，其中多款疫苗進入
Ⅲ期臨床試驗，進入臨床試驗的疫苗已經涵蓋
中國布局的所有技術路線，進入Ⅲ期臨床試驗
的疫苗中國最多，處於全球新冠疫苗研發的第
一方陣。

鄭忠偉稱，一般來說疫苗的安全性指的是
接種疫苗以後，受種對象是否會發生不良反
應，以及是否會發生嚴重的不良反應，如果不
會發生嚴重的不良反應，一般認為疫苗是安全
的。

中國疾控中心免疫規劃首席專家王華慶表

示，新冠病毒的人群免疫力閾值在70%左右，
當人群中的接種率達到非常高的程度時，免疫
屏障就建立起來了。

王華慶表示，疫苗接種後，人體免疫系
統主要有T淋巴細胞和B淋巴細胞在發揮作
用，其功能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識別，二是
產生免疫記憶，三是抵禦病毒或細菌。同
時，打疫苗後人體會形成免疫記憶，使得人
體在遇到相同病原時會迅速產生抗體，消滅
病原，從而預防疾病。

現階段針對重點人群接種
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19日表示，將在全

國範圍內對重點人群進行新冠疫苗接種。
據悉，首批新冠疫苗預計接種為5,000萬

人次。現階段主要是針對部分重點人群開展接
種，包括從事進口冷鏈、口岸檢疫、船舶引
航、航空空勤、生鮮市場、公共交通、醫療疾
控等感染風險比較高的工作人員，以及前往中
高風險國家或者地區去工作或者學習的人員。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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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疫苗產品一旦獲批該疫苗產品一旦獲批，，將實現中國創新將實現中國創新
技術路線的技術路線的mRNAmRNA疫苗疫苗““零零””突破突破。。圖為圖為
新型冠狀病毒新型冠狀病毒mRNAmRNA疫苗展示疫苗展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212月月2121日日，，中國首個中國首個mRNAmRNA新冠疫苗生產車間建設奠基新冠疫苗生產車間建設奠基
儀式在雲南省玉溪市疫苗產業園舉行儀式在雲南省玉溪市疫苗產業園舉行。。圖為儀式現場圖為儀式現場。。

中新社中新社

來源：中國疾控中心專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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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最強老爸」2021年開春

再出任務！由《美國狙擊手》《會

計師》製作團隊傾力打造、《即刻

救援》系列好萊塢動作硬漢連恩尼

遜主演的開春最強動作鉅獻《捍衛

救援》(英文片名: The Marksman)，

美國將在2021年1月15日全美大開

2000家以上戲院大規模院線上映，

台灣也跟進將在5天後的1月20日寒

假第一檔在台盛大上映。車庫娛樂

於今日正式釋出電影預告，連恩尼

遜在片中飾演的退役海軍陸戰隊神

射手，為護送一名移民男孩安全回

家，被迫捲入一場與墨西哥販毒集

團的生死之戰。 《捍衛救援》同時

也是連恩尼遜繼《即刻救援》後，

再次於大銀幕展現霸氣老爸魅力的

新作，預告片中面對來自販毒集團

窮追不捨的致命威脅，連恩尼遜狠

回「我待過海軍陸戰隊，這些嚇不

倒我的！」，強勢回擊讓不少網友

大讚根本神回覆！而預告片中除了

火爆的槍戰和飛車場面外，亦穿插

不少連恩尼遜與小男孩間細膩的互

動戲碼，也讓《捍衛救援》在令人

腎上腺素飆升之餘，同時還能逼出

觀眾淚水！由「地表最強老爸」連

恩尼遜主演的開春動作鉅獻《捍衛

救援》將於2021年1月20日在台上

映。

《捍衛救援》由《人生決勝球

》導演勞勃羅倫茲(Robert Lorenz)執

導，勞勃羅倫茲是好萊塢傳奇克林

伊斯威特長年的製片夥伴，兩人有

著超過十年以上的情誼，更靠著

《美國狙擊手》、《來自硫磺島的

信》、《神秘河流》等片榮獲奧斯

卡金獎提名。勞勃羅倫茲同時也在

克林伊斯威特執導的《美國狙擊手

》、《登峰造擊》、《神秘河流》

中擔任過助理導演，深厚的執導功

力不容小覷，勞勃羅倫茲也掛保證

，「《捍衛救援》在為觀眾帶來槍

戰、飛車追逐之餘，也將深刻描繪

連恩尼遜與小男孩之間的不平凡情

誼，連恩尼遜也會就像他過去的作

品一樣勝任這項任務，利用角色的

「特殊技能」狠狠修理壞人一頓，

觀眾肯定會樂在其中！」。《捍衛

救援》故事敘述海軍陸戰隊退役的

神射手吉姆吉姆（連恩尼遜 飾）在

亞利桑那州邊境擁有一座牧場，過

著離群索居生活的吉姆，某日目睹

11歲男孩米格爾和母親蘿莎遭到墨

西哥毒販追殺。在一場激烈槍戰後

，奄奄一息的蘿莎將米格爾托付給

吉姆，吉姆決定帶著米格爾橫跨半

個美國，前往芝加哥與家人團聚，

兩人也建立起一段不平凡的友誼。

然而，面對窮追不捨的毒販殺手，

吉姆一路上將運用自己過去在海軍

陸戰隊習得的戰鬥技巧，與這群殺

手展開一場生死之戰，誓死護送米

格爾安全回家……

《捍衛救援》隻身血戰墨西哥毒梟
「救援」 專門戶連恩尼遜再出任務

《黑豹》男主角查德威鮑斯曼以

《誓血五人組》贏得「紐約影評人協

會」的最佳男配角獎，這是他今年病

逝（8月28日）後，榮獲的第1座獎

項。

1935年創辦的「紐約影評人協

會」（NYFCC）公布得獎名單：描

述十九世紀拓荒者得失起伏的《深夜

裡的美味秘方》，勇奪最佳影片。

贏得今年威尼斯影展金獅大獎的

《游牧人生》華裔女導演趙婷（也執

導裘莉主演「漫威」大片《永恆族

》），贏得最佳導演。

史派克李執導，以越戰老兵重返

舊地帶回長官遺體為背景的《誓血五

人組》是大贏家，飾演越戰老兵的戴

羅伊林多贏得最佳男主角，飾演他長

官的查德威鮑斯曼贏得最佳男配角。

今年柏林影展贏得評審團銀熊獎

的《絕不，很少，有時，總是》，片

中飾演企圖墮胎女子的席妮佛蘭尼岡

，贏得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配角則由在《芭樂特續集

電影：哈薩克青年抱（錯）美國大腿

之邁向強國必修課程》片中，飾演芭

樂特女兒的瑪麗亞巴卡洛娃贏得。

最佳動畫由「Apple TV Plus」有

參與製作的《狼行者》贏得；最佳外語

片由巴西驚悚片《殺戮荒村》贏得；雙

雙打破某些傳統得獎「既定印象」。

今年「紐約影評人協會」獎項由

約50位影評人與記者投票選出，雖

然被視為代表美國東岸觀點，與代表

西岸的「洛杉磯影評人協會」等觀點

，可能不同，但已為預定明年4月25

日（美國時間）舉行的「好萊塢最大

盛事」奧斯卡頒獎典禮，「開了第1

槍」。

「紐約影評人協會」 開獎！
查德威鮑斯曼贏得最佳男配角

德國新冠疫情持續延燒，官方日

前宣布封城，而原定在2021年 2月 11

至21日舉行的柏林影展，也在今(19)日

決定延期，並分為2階段舉行，明年3

月會先於線上公布給電影業界市場展

出，夏天時觀眾才能看到參賽片。柏

林影展執行主席表示，「2021年影展

形式改變，會讓我們有機會保護所有

觀眾健康，並支持電影業復興」。

綜合外媒報導，第71屆柏林影展

預計在明年2月會先公布片單，包含競

賽、世界電影大觀等單元，針對業界

市場展的活動則將改為3月於線上展出

，並進行評審和宣布得獎名單，也讓

業界人士能先了解和欣賞，觀眾則要

等到明年6月才有機會看到參賽片。

柏林影展行政主席瑞森比克(Mari-

ette Rissenbeek)表示，由於德國目前再

度出現破紀錄的確診數及死亡人數，

加上官方宣布封城，影展實在無法在

明年2月如期舉行，但又有必要在明年

第一季，讓業界人士有交易機會，因

此才會作此安排，這樣也能更好地保

護參展人士及觀眾健康。

柏林影展的藝術總監卡洛查特里

安(Carlo Chatrian)指出，「為了回應

當前所處的情境，我們決定將影展

分為兩個部分，以完成柏林影展的

使命」。

柏林影展每年都是於2月在德國柏

林舉行，與義大利的威尼斯影展、法

國的坎城影展並列為世界三大藝術影

展。

德國新冠疫情加劇
柏林影展確定延期

近日獅門影業宣布，湯姆· 赫蘭德、黛茜· 雷德利

、麥斯· 米科爾森、尼克· 喬納斯主演的《混沌漫步》

從明年 1月 22 日推遲到 3月 5日上映，同時將發行

IMAX格式。

《混沌漫步》設定在“反烏托邦”的未來世界，

那時人類已經在遙遠的外星（與地球很相似）建立了

殖民地。這個星球上有壹種細菌，男人感染後自己的

所思所想都會被播放出來，人與人之間不存在隱私，

這個世界女人已經死光了。

湯姆· 赫蘭德扮演的托德· 赫維特竟然發現雷德利

飾演的女孩闖入他們的世界，而且會有更多其他人會

來到這個星球，來者不善的樣子。

據悉《混沌漫步》預算在1億美元左右，這也是獅

門繼《饑餓遊戲》之後，在“青少年”題材中進行的

又壹次嘗試。影片由《諜影重重》《明日邊緣》導演[

道格· 裏曼]執導。

《混沌漫步》推遲到明年3月上映
荷蘭弟搭檔黛茜雷德利 《明日邊緣》導演執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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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倫變粉絲證婚人
趙又廷稱導演對自己要求是白瘦
近日，電影《晴雅集》在上海舉

辦路演活動，導演郭敬明、主演趙又

廷、鄧倫、王子文、春夏、汪鐸等親

臨現場和大家分享電影背後的故事。

趙又廷稱收到郭敬明導演的邀約說明

自己的顏值還是在線，開拍前導演對

自己的最大要求是“白和瘦”，所以

自己做的最大的功課就是減肥和敷美

白面膜。

值得壹提的是，首映現場還發生

了意外插曲，壹位鄧倫的女粉絲和男

友上臺，當著鄧倫的面完成了求婚，

“職業伴郎”倫這壹回化身成為粉絲

的求婚見證人，對此鄧倫調侃稱雖然

自己人生中總當伴郎，但求婚這事也

是第壹次經歷。

趙又廷調侃稱收到邀約說明自己
顏值在線

鄧倫稱出演《晴雅集》因被角色
打動

現場，談及電影的創作感想，郭

敬明看上去狀態不錯也感慨頗多，似

乎未受前壹晚的微博紛擾影響。郭敬

明表示：“《晴雅集》應該是我從籌

備到完成用時最長的壹部電影，壓力

其實挺大的，但很幸運可以和這些演

員們合作。”

趙又廷稱收到郭敬明導演的邀約

說明自己的顏值還是在線的，開拍前

導演對自己的最大要求是白和瘦，所

以自己做的最大的功課就是減肥和敷

美白面膜。鄧倫則動容道：這次之所

以把大銀幕處女作獻給《晴雅集》，

是因為我連看了兩部的劇本，看到了

博雅這個角色的成長和變化，很打動

我。我還是電影新人，希望觀眾多包

容、多指點。拍這個電影花了八個月

時間，讓我真正了解到電影，不管是

拍攝還是前期準備，包括和觀眾在現

場交流，都是電影的儀式感，我也很

享受這個儀式感。

提及和郭敬明的合作感受，鄧倫

表示郭敬明其實和節目裏很不壹樣，

在密室裏是最低的壹個（玩家），在

片場又是壹個最高階的玩家，他有壹

個過人之處就是他會從很多元的角度

去看待問題，這對於自己來說是很有

幫助的。

郭敬明透露第二部將由原班人馬
出演

稱鄧倫將有裸戲令人期待
王子文在片中紅衣紅唇的造型引

發觀眾熱議，對此王子文表示公主是

壹個高貴又神秘的角色，這套造型是

服裝老師們精心設計的，也是為了營

造出不怒自威的感覺，古裝劇和現代

劇也不太壹樣，自己也是適應了幾天

才調整好狀態。春夏“文藝片女神”

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提及此次挑戰

古裝片的感受，她表示此次收獲很多

，打開了自己職業生涯新的大門，她

還透露自己特意去學習了舞蹈，因為

平時自己很“漢子”，學習舞蹈是為

了更有女人味，可以更好演繹角色。

相比原著小說，汪鐸飾演的“鶴守月

”是劇本中的原創角色，現場，他也

解析了“鶴守月”這個角色，稱：就

是亦正亦邪， 愛得非常偏執，很病

嬌的壹個人物。

此前有網友對郭敬明在演員選角

上發出質疑，對此，郭敬明選擇直面

爭議，他表示：趙又廷不論在資歷上

，還是他對角色的理解上，都非常符

合我心裏的晴明；在選擇博雅這個角

色時，我也和很多流量藝人聊過，總

覺得還差點意思，直到去了密室逃脫

那個節目，和鄧倫聊了以後，就覺得

他就是博雅，做事情很認真，並且有

壹種“傻而不自知”的呆萌。雖然我

之前心中的博雅應該是濃眉大眼、雙

眼皮，但看到鄧倫以後覺得這些條件

都不重要了，他就是博雅。

值得壹提的是，現場，郭敬明還

透露稱《晴雅集》的續集《瀧夜曲》

將由原班人馬出演。鄧倫扮演的博雅

非常關鍵，他和晴明（趙又廷飾）的

關系變得很糾結，他也會被虐得夠嗆

，各種哭、各種慘，各種撕心裂肺，

並且“還有裸戲”，令現場粉絲大呼

期待。首映現場還發生了意外插曲，

壹位女性觀眾在自己偶像鄧倫的見證

下接受男友求婚。鄧倫調侃表示：雖

然我人生中總當伴郎，但見證求婚這

事我第壹次經歷，我壹般都“經歷”

結婚。當然，鄧倫也是送上了自己的

祝福希望兩人可以互相守護壹生。

《追光吧！哥哥》顯油膩？節目總制片人回應評價
《乘風破浪的姐姐》破圈之後，

《追光吧！哥哥》現在又成為熱點。節

目在東方衛視和優酷開播之後，陳曉

東、汪東城、印小天、杜淳、於朦朧等

21位哥哥和金星、鄭爽兩位觀察員被熱

議，哥哥們被不少網友評價為“油膩”

“好笑”。對此，優酷副總裁、《追光

吧！哥哥》總制片人藺誌強近日在接受

記者采訪時表示，這個節目就是哥哥們

成長、“去油”以及自我和解的過程。

為何做這檔節目？
展現哥哥們自我管理、構建社會關

系等能力
《追光吧！哥哥》播出後，人們會

把它跟《乘風破浪的姐姐》相比較，藺

誌強坦承策劃《追光吧！哥哥》受到

《乘風破浪的姐姐》的啟發，但二者從

命題到立意再到整個過程都截然不同，

更不怕對比，“哥哥和姐姐是天生的CP

，大家討論、關註和對比都很正常。

‘姐姐’觀照的是中年女性的職業焦慮

和年齡的焦慮，這是社會的痛點。然而

這些哥哥們，年齡和職業焦慮不是他們

的重點，他們最大的焦慮是理想和現實

之間的壓力。”

藺誌強介紹說，區別於《乘風破浪

的姐姐》，《追光吧！哥哥》重點展現

的是這些哥哥的四個能力：第壹個是自

我管理能力，包括對身材、形象、舞臺

呈現等方面的管理，“陳誌朋從參加節

目到現在已經瘦了6斤。”第二是抗壓

能力，“哥哥們的抗壓能力壹定要通過

節目放大，面對壓力抵抗壓力，把壓力

變換成男人的不服、男人的抗爭和倔強

。”第三個能力是構建社會關系和角色

的能力，“21個哥哥之前並不熟悉，他

們在壹起生活和演出，需要具備重新構

建新的社會關系的能力。此外，他們還

要面對金星和鄭爽等其他人，彼此之間

如何相處、如何展現自己的性格，都是

哥哥們需要學習的能力。”第四個能力

則是職業能力，看他們的職業素養能否

撐起這個舞臺。

“這個節目重點是回應中年男人的這

四個能力，舞臺把這些能力的考核用藝

術化的水平來呈現。與此同時，我們也

希望通過這個節目，讓大家對中年男性

多壹些理解、寬容，看到他們身上的閃

光點。”藺誌強總結說。

邀約標準是什麼？

是否希望通過節目

塑造壹個全新的自己

《追光吧！哥哥》中的21個哥哥是

依據什麼標準挑選出來的？藺誌強以

“精心挑選”來形容：“紅不紅或者是

不是傳統意義的流量咖，不是我們關註

的，我們核心關註的是他是否有夢想，

是否希望通過這個節目塑造壹個全新的

自己。”

藺誌強透露他們邀約了很多藝人和

劇組：“好幾位藝人因為時間和檔期的

原因參加不了，這是第壹個難度；第二

是很多男藝人參加這個節目會覺得這是

不是個翻紅節目，他說‘我不想翻紅，

我覺得我沒有過氣’；第三個難度是對

真人秀的才藝要求非常高，有些哥哥的

才藝支撐不了12集，也只能遺憾地放棄

了。”

“豐富多元是我們希望呈現的，我

們的挑選標準是他們有沒有堅持和渴望，

有沒有想去更多地發現和認識自己。”

藺誌強說。目前在眾多哥哥中，燒餅人

氣很高，藺誌強表示，“選了燒餅我也

是很得意，效果非常好。和其他哥哥比

，他有些另類，但讓妳非常舒服。”

對於這些哥哥們在節目中的表現被評

價為可愛、好笑，藺誌強透露，生活中

他們就是這樣的人，“我們的節目壹定

是還原真實、還原生活，通過真人秀的

方式讓他們的性格放大，可愛的地方也

會被放大出來。”

“哥哥”想要表達什麼？
不是翻盤和逆轉，節目的張力是

成長
節目有影響力壹定會伴隨著爭議

產生，“油膩”的評價也沒有偏離他

們的預設。對此，藺誌強表示，“油

膩是中年男人被標簽化、臉譜化的表

述，哥哥是不是油膩，這正是我們的

節目要回答的問題，也是中年男人要

回答的問題。”

藺誌強表示，《追光吧！哥哥》就

是要展現出哥哥們“去油”的過程。

“展現出他們可愛的壹面，展現他們對

理想的堅持，他們的真性情以及對舞臺

的夢想，這是我們想強化表達的。造星

不是我們節目的目的，我們的目的是刻

畫中年男性的形象。我們希望把鏡頭對

準中年男士，40+、30+這些成熟藝人面

臨著理想和現實的壓力，他們面對壓力

怎麼樣‘去油’，從而展現出屬於這個

階段男性的獨特魅力。”他認為，“好

的節目要麼是無限接近真實，要麼是給

觀眾造夢。《追光吧！哥哥》是無限接

近真實的節目，所以觀眾會看到，壹開

始這些哥哥們不完美，但是他們會努力

、會進步。”

成長不是靜態的，成長是永恒的命

題，就算這些哥哥們已到中年，已經取

得了成績，但他們依舊要成長，而這個

節目展現的就是這個動態過程。“比如

說明道跳螃蟹舞。明道出道很多年了，

壹直是霸道總裁的人設，但是他會在節

目中跳可愛的螃蟹舞。哥哥們都在不斷

學習新東西，吸收新的營養，盡量努力

希望和00後觀眾多產生粘連和互動。這

個是成長的側面，大家還可以看到他們

的抗壓能力，他們重構社會關系的能力

等，都會在這個節目過程當中不斷提升

。我們希望看到壹個人的成長，不管妳

是40歲還是20歲都要不斷成長。所以這

個節目的戲劇性不是翻盤和逆轉，這個

節目的張力是成長。”

金星和鄭爽太“毒舌”？
女性視角讓節目更豐富
作為節目的觀察員，金星和鄭爽的

“毒舌”對哥哥們來說可謂“紮心”。

例如，金星說自己只記得壹線明星，

“如果我叫不出名字，那麼他們還在二

三線晃蕩呢”。鄭爽也是對哥哥的外貌

品頭論足，說哥哥沒有想象中高，兩人

還像“吃瓜群眾”壹樣聊起哥哥們的八

卦。

對於金星和鄭爽的“口無遮攔”，

觀眾也是褒貶不壹。談及為何會選金星

和鄭爽做觀察員，藺誌強表示，因為觀

眾對她們都很熟悉。“《追光吧！哥

哥》從女性視角輸出，我們覺得觀察員

壹定要觀點清晰，價值觀很正。金星和

鄭爽不裝，而且非常犀利。她們不是惡

意或是嘩眾取寵地點評，她們很喜歡哥

哥，和哥哥的關系很好，她們的評論是

對哥哥們的期待和鞭策。除了金星和鄭

爽，現場還有300位80後、90後女性觀

眾，女性視角的引入讓節目更豐富，也

讓這個節目更完整、完善和立體。”

對於網友關於金星和鄭爽的這些言語

是否有腳本的疑問，藺誌強予以否認，

“沒有腳本設計，這個是她們真實的反

應，以及真實的感受。”

至於觀察員被批“以貌取人”，藺

誌強坦承這是社會不能回避的壹個情

況。“但是以貌取人的背後，是她們逐

漸看到哥哥們的努力，看到哥哥們多元

化的魅力。比如說金星開始不認識符龍

飛，只是覺得他長得好看，第二集當符

龍飛表演完以後，他說‘金姐我很關心

妳能不能記住我的名字’。這個超越了

簡單的知道不知道、認識不認識，它涉

及男性與女性之間的互相認可。金星說

：‘我不但記住妳的名字，而且我相信

妳壹定可以走出來。’隨著節目繼續播

出，他們的性格和魅力都會更多元化地

展現。”

藺誌強表示，哥哥“去油”的過程

絕非是通過健身讓自己外形更好這樣簡

單。“真正的‘去油’是性格的刻畫，

哥哥們有努力拼搏的壹面，也有可愛真

性情的壹面。我們希望去傳遞壹些正能

量的東西，希望觀眾帶著壹種同理心。

大家都不容易，都很努力，努力不是傳

統意義上宣傳的那種口號式的努力，而

是對生活負責，對自己負責。希望觀眾

看到哥哥的努力後，可以反射到自己的

身上，讓自己也能有所成長。”這也是

節目取名為《追光吧！哥哥》的原因，

藺誌強說：“追尋心中的光，我們想傳

遞的是每個男人都要追求對自己的壹個

交代。我們在職場上、在生活中有很多

角色，選自己心中堅持的東西、不放棄

的東西，這是我們對光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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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縮中共黨員入境限縮中共黨員入境......

包傑生律師解析最新移民動向！
（本報記者黃梅子）目前，美國的新冠疫情

越來越嚴重，而疫苗全面施打至少要大半年的時
間。失業率越來越高，很多美國人失去了工作。
12月初，參議院全票通過《高技能移民公平法案
》，它又名為S386法案，目標是確保申請美國永
久居留權（俗稱 「綠卡」 ）的外籍人士享有平等
的等待時間與移民權利。華人擔心，法案壹旦通
過立法，中國人的綠卡等待時間將會大大延長。
法案在通過前夕新增了壹個條款：與中國軍方及
共產黨有關聯的（affiliated with）外國人，不得
在美國境內調整移民身份、獲得綠卡。

這隨即引發S386法案可能成為 「第二個《排
華法案》」 的擔憂。美國政府明確共產黨移民禁
令，重現冷戰意識形態對抗。這是否是第二個
《排華法案》？

《排華法案》在1882年生效，美國對華人勞
工關上大門。該法直到1943年才正式廢除，至今
仍是美國唯壹壹項針對特定族裔的移民法。

美南國際電視15.3《美南時事通》節目邀請
德州自身律師包傑生談移民法案，包律師是美國
人，他認為，S386法案可能成為 「隱秘的排華法
案」 。包律師說，19世紀的《排華法案》是針對
華人的全面移民禁令，明顯帶有種族歧視色彩；

S386有壹定限制性，但仍可能堵上數以百萬計的
人的移民之路。Affiliated（隸屬，關聯）是壹個
非常寬泛的詞語，如果行政機關有意而為，條文
可被延伸到極點。

12月7 日早上，特朗普政府關於 H-1B 的新
政策讓本就艱難的留美工作道路變得更加琢磨不
定。壹時間，各大華人微信群裏都有人在討論新
規的影響。

根據特朗普政府今天發布的最新關於 H-1B
的規定，無論是在申請或者延長 H-1B 簽證，通
過的標準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大幅度提供 H-1B 簽證持有者的申請薪資門
檻

為了保證美國本地的就業市場，所有 H-1B

簽證的申請者必須達到美國移民局所審定的標準
，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壹項就是基本工資水平要超
過美國本地平均工資水平。

而且根據工作經驗和學歷高低，可以分為 4
個不同的 Level，Level 1 為零工作經驗的畢業生；
Leve 4 則是有比較豐富經驗的職場人士。

H-1B申請中的薪資要求，是基於相關部門對
各個行業薪水範圍的問卷調查結果之上。在過去
，壹個剛畢業，沒有任何工作經驗的人（Level 1
）申請 H-1B 的薪資門檻只需要落在他所申請行
業的薪水範圍的17%的位置，而在新的規定下，
則必須達到 45%；與之相對應的，Level 2 是 62%
，Level 3 是 78%，而 Level 4 則必須達到 95%。

舉壹個例子，如果妳大學剛畢業，申請了灣
區壹家公司的程序員工作，那麽在新規下妳的年
收入必須要在 $140K 左右，才可以符合 H1B 的申
請薪資標準，這即使在灣區很多大廠也是非常高
了。而對於創業公司來說，這將會加大他們招聘
的難度。

考慮到目前美國仍然處於 Covid 19 疫情困擾
之下，絕大公司並沒有漲薪計劃，因此短期來看
，勢必會影響到很多人在美簽證和移民申請。同
時，從長遠來看，公司可能也會受限於薪資，而
減少對於剛畢業學生的招募。

特朗普政府此次關於 H-1B 的規定申請中，
將會對申請者的專業做更加嚴格的限制。

雖然在官方的文件裏並沒有明確的規定到底
對於所學專業和未來工作之間到底需要有什麽樣
的緊密聯系。但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分析，即
使是電子工程專業的學位也不能讓妳去申請壹個
軟件工程師的職位。這對於很多跨專業找工作的
人有非常大的影響。過去幾年裏，因為科技公司
對於技術人才的大量需求，許多人雖然來美學習
的是物理、化學等其他專業，畢業之後都會優先
選擇大公司的程序員崗位。

對於這部分人來說，新的政策無疑大幅度地

減少了很多留美工作的選擇。而從公司層面來看
，這也將限制他們從其他領域招募相應的人才進
行創新的研究，例如生物科技。

還有，縮短某些特定合同工的 H-1B 簽證的
時長，某壹類公司的員工 H-1B 的有效期限將會
從 3 年變成 1 年。

特朗普關於 H-1B 的最新規定將會作為臨時
最終規則發布，因此所有的新政策將不會有任何
的公眾評論，也不需要經過其他部門的監管和審
查，而這壹切背後最為充分的理由是“在新冠疫
情對於經濟的影響下，最大限度地保護美國人的
工作。

美國國土安全局高級官員 Ken Cuccinelli 稱：
“新的規定下，將會有 1/3 的 H-1B 申請者將會
被拒絕”。

在過去幾年來，雖然特朗普政府並沒有發布
任何實際的政策，但在實際的申請過程中，申請
H-1B 簽證已經變得越來越難。

根據美國公民及移民局的官方數據顯示，
H1B 簽證的拒簽率已經從 2016 年的 6.1% 升到
2019 年的 15.1%。而到了 2020 年，6 月份特朗普
政府更是以疫情下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暫停了
包括 H-1B 在內的許多移民工作簽證的入境，這
壹法案將會壹直到 2020 年結束。

不過，事情也許還有轉機。拜登2021年上臺
之後，也許會有對現有政策有所寬松？請收看美
南國際電視15.3《美南時事通》，美南新聞記者
肖永群、達拉斯記者Clara采訪德州自身律師包
傑生。

請收看15.3美南國際電視頻道《美南時事通
》，也可以通過iTalkBB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
scdaily.com，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看美南國際
電視的節目。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新冠肺炎免費測試與食物銀行食品分發新冠肺炎免費測試與食物銀行食品分發
上周六在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上周六在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ITCITC））前後熱烈舉行前後熱烈舉行

從從（（1212 月月 1919 日日 ））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由國會議員由國會議員AlAl
Green,Green, 休士頓食物銀行休士頓食物銀行，，德州緊急管理部門及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德州緊急管理部門及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
心心（（ITC )ITC )共同主辦的新冠肺炎共同主辦的新冠肺炎（（COVID-COVID-1919))免費測試及食物免費分免費測試及食物免費分
發活動發活動，，在陰雨綿綿中在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在陰雨綿綿中在美南新聞國際貿易中心（（ITCITC ））大樓前後大樓前後
及美南大樓前熱烈舉行及美南大樓前熱烈舉行。。長長的車陣長長的車陣，，在百利大道連綿數哩在百利大道連綿數哩，，加上加上
警車出動維持秩序警車出動維持秩序，，使這項俾益社區的活動獲得熱烈迴響使這項俾益社區的活動獲得熱烈迴響。。共有數共有數
百輛車陣人次在車內接受口水匯集檢測百輛車陣人次在車內接受口水匯集檢測，，檢測結果於二天後通知檢測結果於二天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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