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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歸途》即將網絡首映

疫情之下 
年輕人開始反思

【看中國訊】獲32項國際獎的故事
長片《歸途》Origin Bound，於4
月12日晚多語種網絡首映。這是首
次免費網上放映。

《歸途》於4月12日晚多語種網絡首映。（新世紀影視提供）

（Adobe Stock）

健康或生病，出入公共場合應配

戴簡單的布織口罩或遮住面部，

因為部分無症狀的感染者可能在

不知不覺中將病毒傳播給他人，

自製口罩或其他布料口罩可以防

止傳播。但指南也指出，這項建

議並不具強制性，且呼籲民眾將

手術用口罩與 N95 口罩等醫用

口罩留給醫護人員，同時呼籲民

眾保持社交距離，並常洗手。

【看中國記者黎紫曦綜合報導】

疫情危機下，多國禁止糧食出口，

以保本國糧食安全，這對於疫情源

頭中國來說，不是個好消息。日

前，網絡傳出一份甘肅省臨夏州委

辦公室下發的文件，要求「全力儲

備」日常物資與糧食，引發外界關

注。 4 月 1 日傳出的這份文件顯

示，3 月 17 日，臨夏州委召開專

題會議，就糧食安全進行專題安排

部署。其中提及，州委州政府和各

縣市要「通過多種渠道千方百計調

運儲備糧食、牛羊肉、油鹽等各類

生活物資」，同時要「引導動員群

眾自覺存糧，確保每戶儲備 3 至 6
個月糧食，以備不時之需」。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湖北居民

毛先生說，這份文件在網上廣為流

傳，他也看過這份文件，並認為臨

夏官方對民眾可能面臨的糧食短缺

【看中國訊】為減緩疫情持

續蔓延，美國疾管中心建議民眾

出門戴上非醫療用口罩，但強調

是自願，不強迫。

中央社報導，川普日前在

白宮防疫記者會上表示，美國疾

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建

議民眾在公共場合配戴非醫療用

布織口罩。川普多次強調這是自

願的，也表示他個人不打算這麼

做。他在媒體追問時解釋，他很

難想像自己坐在白宮橢圓形辦公

室裡戴著口罩接見外賓，但他也

表示「他可能會改變想法」。

洛杉磯、紐約市政府分別

建議民眾外出時最好配戴口罩，

以確保自身與他人的健康與安全

後，賓州與科羅拉多州也加入建

議戴口罩的行列。

根據美國疾管中心 4 日公布

的最新指南，建議美國民眾不論

狀況，正在進行部署。

就在甘肅臨夏傳出緊急囤糧

的消息之際，大陸網絡瘋傳缺糧，

多地民眾開始囤積糧食。湖北省武

漢、黃岡、宜昌、鄂州等地都出現

搶購糧油的現象。有網民在網上留

言說：「中國糧食不能自給自足，

現在很多國家禁止糧食出口了。中

國可能很快面臨糧荒，回到配給

制，所以大家都在囤糧。」

目前疫情擴散全球，多國紛紛

禁止糧食出口。例如：越南宣布自

3 月 24 日起將禁止出口大米；吉

爾吉斯斯坦也宣布禁止 6 個月內出

口 11 種商品，其中包括糧食；哈

薩克斯坦禁止出口小麥、胡蘿蔔等

農產品；俄羅斯考慮限制小麥、黑

麥、大麥和玉米的出口量；泰國、

馬來西亞也相繼公告有關糧食出口

的限制等。

新浪財經日前發表社論指出，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糧食進口國，其

中近 80%是大豆，外界因此判斷，

中國的糧食危機問題已迫在眉睫。

不僅如此，億萬沙漠蝗蟲大軍已逼

近中國邊境，「糧食殺手」草地貪夜

蛾又提前入侵中國，中國田地面臨

嚴重威脅。再加上去年長江中下游

地區遭遇大洪水，北方遭遇旱情，

可以說今年糧食收成必受打擊。

食品危機？大陸百姓搶購糧油 美CDC建議民眾出門戴口罩

美國疾管中心建議民眾出入公

共場合時配戴口罩。

（Adobe Stock）

【看中國訊】最近加拿大

針對年輕人做了一項民意調

查。這些年輕人大多數出生於

1997 至 2012 年間，是 Z 世代

（Generation Z）。調查顯示，

大疫中，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

始反思。

調查公司表示，調查結果

令人驚訝。調查發現，疫情爆

發後，27% 的人轉向宗教，

67% 的人珍惜健康、家人和朋

友，38% 的人比以前更願幫助

素不相識者。受訪者還表示，

將把尋找「人生意義」放在首

位。這種轉變將使社會更加友

善和富有同情心。

這次疫情中，許多國家

都公告了「居家令」，這給了

人們一個反思的機會。秘魯作

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里

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日前撰文說，

瘟疫是上天的懲罰，懲罰那些

不做祈禱，以及犯錯卻不願悔

改的人。臺灣政治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教授李酉潭認為，神

是慈悲的，向神懺悔和祈禱，

也許是人類遠離瘟疫的最有效

的方法。

訂閱美國新世紀影視（New 
Century Film）的 YouTube 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
UC_3m3VSxzRMbnZt-rQ5H5Xg
即可觀看網絡首映。有多語種字幕

供您選擇。

海外媒體報導，新世紀影視故

事片《歸途》取材於真人真事，講

述一位當紅明星在人生巔峰時期，

突然患了絕症，生命還有三個月。

幸運的他絕處逢生，找到生命的意

義，從此走上生命的真正歸途。

《歸途》女主角鄭雪菲表示，

當下疫情肆虐，許多生命處於危

難之中，希望《歸途》能給人們帶

去最美好的祝願。男主角姜光宇則

表示，疫情讓人們靜心反思自己。

他說，生死攸關的時刻，未來在哪

裡？生命該走向何處？電影《歸途》

是啟迪人心的鑰匙。希望大家都能

平安地度過這個劫難，看到美好的

明天。他最後寄語觀眾說，藉由這

部電影，把神的祝福傳遞給你。

自 2019 年 5 月發布以來，

《歸途》已獲得 32 個國際電影節獎

項，評委們高度讚賞影片傳遞的信

以及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多個

城市影院放映，時常座無虛席，好

評如潮。

莫斯科藝術影視集團總經理

Vyacheslav 說，這是我在這些年

來看到的最陽光、最能打動人心靈

的一部好電影。觀看影片時，我多

次落淚。

觀眾 Mahdi Bazargan 稱，電

影傳遞的主要信息能改善社會中

的很多事情。觀眾 Scott Davie 表

息和製作水準。英國威爾士國際

電影節聯合創辦人兼主席 Samira 
Mohamed Ali 稱這部電影感動人

心，演員的表演非常出色，真心希

望世界各個國家的觀眾都能看到

《歸途》。

威爾士國際電影節評委主席

Katherine John 表示，表演的質量

和劇本的高質量令人難以置信，讓

我印象深刻。

《歸途》已經在北美、臺灣，

示，這是一部當今少見的電影，充

滿良善的信息。

法國時尚造型師 Coco 說，這

部片子是我觀看過的最好的一部，

無論是故事情節，還是攝影的水

準，還有演員的演技，都是最佳

的。原中國大陸公安部高級官員葉

浩表示，影片講述的故事源於真人

真事，情節感人，能夠讓人提升思

想境界，啟示人真正的生活意義和

目標。

【看中國訊】美國西雅圖

一名高中生開發疫情追蹤網

站，追蹤全球疫情實況。

美國之音報導，阿維‧

希夫曼（Avi Shiffmann）是梅

瑟高中（Mercer High School）
11 年 級 學 生。 他 的 網 站

ncov2019.live 在 1 月初上線。

這裡匯總了全球的疫情信息，

每隔數分鐘就會更新一次。

阿維說，他的網站對移

動用戶非常友好：「我的網站

80% 的流量是移動用戶，我

感到大多數人是用移動設備上

網的，他們只想看到信息，他

們會用手機，我的網站加載很

快，非常適合用手機瀏覽。」

目前網站的單日訪問量有兩

千五百萬左右。阿維說，每一

天，在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

都會有至少一個人訪問他的網

站。他說，當他看到有人在南

蘇丹或剛果訪問他的網站的時

候，那是很讓他振奮的一件

事。目前阿維把 99%的時間都

用在更新和維護他的網站上。

小區封閉管理，落實出入口管理崗

位責任制，對進出小區人員嚴格執

行身分必問、信息必錄、體溫必

測、口罩必戴的要求」，各部門還

要勸導民眾在非必要出行的情況

下，盡量不要出門，以此來切斷病

毒傳染源，阻隔傳播途徑。

雖然北京稱國內疫情減緩，

武漢官方也稱疫情基本穩定，已

多天未出現確診患者，但當局卻

仍封閉小區，被封閉的居民仍感

恐慌。其實武漢並未完全解除封

城，這讓人們無法相信北京當局

公布的疫情數字。

武漢市民也質疑官方數據的真

實性。大部分武漢市民都認為，政

府在疫情爆發初期刻意隱瞞疫情真

相，是導致成千上萬武漢市民感染

病毒的關鍵原因。

【看中國訊】為了遏制疫情

蔓延，美國政府官員要求公民保

持社交距離，許多州也實行「居

家令」，要求居民除非必要，不

要出門。

許多人發現，整天和家人擠

在同一個地方，實在很難適應。

美國之音報導，從 2019 年

3 月到 2019 年 10 月，美國宇

航局的宇航員尼克‧海格曾經

在國際空間站和一些機組人員一

起度過兩百多天，他就如何適應

「居家令」提供了一些竅門。

海格現在和家人待在德克薩

斯州休斯頓的家中。

他說，在太空兩百多天的

時間裡，他和地球上的家人、

朋友保持極端社交距離，他當

時養成的有些習慣，現在地球

上派上用場了。

海格說：「過去三年的大部

分時間，我都和這個家分隔兩

地，因此，能夠重聚並共度時

光，是一種很特別的享受。我非

常感激自己現在有這個機會，我

會充分利用我手裡的每一分鐘，

和我的兒子玩耍，和我的妻子共

享時光。」

除了和家人共度時光以外，

海格表示，擁有屬於自己的空間

和時間也是超重要的。

根據媒體報導，自中共病毒

（武漢肺炎）疫情在中國大陸爆發

以來，武漢市從 1 月 23 日開始封

城，至今已經 2 個多月，湖北省內

其他城市封城也超過 2 個月。

3月24日，湖北省官方宣布，

3月 25日 0時開始，除武漢以外，

其他城市解除封城，恢復對外交

通。而疫情最嚴重的武漢市，則在

4 月 8 日 0 時解除封城措施。

然而，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

日前又發出通知，要求繼續做好小

區封控管理工作。

通知稱，武漢市內人員流動

明顯增多，來自武漢市外的人員流

入也大幅增加，無症狀感染者、康

復出院後再次檢測呈現陽性反應的

患者，以及外部輸入病例的增加，

加上民眾對於疫情防範意識有所鬆

懈，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

該通知提出 7 個有關事項，

其中第 4 項「嚴格規範小區出入管

控」，要求武漢市「各區繼續強化

適應居家令 宇航員談訣竅武漢並未完全解封
【看中國記者狄源德綜合報導】武

漢已在4月8日0時開始正式解除封
城，恢復對外交通。然而，武漢解

封有限。武漢市官方日前發布公告

稱，將繼續維持嚴格的防疫措施。

海格說：「你知道，不管怎

麼說，要設法擁有一個屬於你自

己的地方，需要的時候，你可

以去那裡，可以有一點自己的

時間。空間站的大小像個六口之

家，我們在那裡有自己小小的機

組人員宿舍，相當於一個壁櫥大

小。而這就是我要的，能夠把

門關上，擺脫其他正在發生的

事情，試著專心整理自己的思

緒。」海格說，和朋友聯絡也是

個好主意。

海格談到人們在疫情流行期

間可能感到焦慮。

他說：「我的處理方式是每

天專注於在我掌控範圍之內的

事，而不是花費大量精力擔憂你

無法控制的事情。把精神集中在

你能影響的事，因為現在有太多

的事情完全不在我們的掌控中。

如果大家互相關照，攜手合作，

那麼將會改善現況。」

武漢市官方日前發布公告稱，繼

續嚴格防疫，似乎無法完全解除

封城。（Getty Images）

高中生開發網站 
追蹤全球疫情

許多地方實行「居家令」，有些

人難以適應。（Adobe Stock）

大陸多地百姓搶購糧油。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