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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Asian American Hate on the Rise in Texas
With COVID-19 cases and anti-Chinese rhetoric from the president both rising, Stop AAPI Hate looks at discrimination 
in the state where an Asian American family was stabbed in March 

July 24, 2020 — There have been 63 incidents of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in Texas 
between March 19 and July 1, 2020, according to a new 
report by STOP AAPI Hate, the leading aggregator of 
incident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during the pandem-
ic. Twenty-two percent of reported incidents in Texas 
involved physical assault – nearly twice the national rate 
– according to Stop AAPI Hate. 
Anti-Asian American discrimination in Texas drew 
national outrage after March 14, where in Midland, 
Texas, three Asian American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a 2-year-old and 6-year-old, were stabbed. The suspect 
indicated that he stabbed the family because he thought 
the family was Chinese, and infecting people with the 
coronavirus. 
“The horrific tragedy in Midland should have been met 
with civil rights protections, community outreach and 
public education,” stated Manjusha P. Kulkarni, executive 
director of 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 
“Unless the government starts taking concrete actions, 
discrimination will continue to hurt Asian Americans’ 
ability to live, get jobs, carry out essential work, interact 
with people online and even leave their home.”

The new report shows that incidents of racism and dis-
crimination are not isolated to any particular area but are 
a statewide problem. As of July 1, Stop AAPI Hate has 
received incident reports from the five largest cities in 
Texas, including Houston, San Antonio, Dallas, Austin 
and Fort Worth.

In Fort Worth, an Asian American reported that their neighbor 
yelled “North Korean Coronavirus f*****” repeatedly before 
attempting to run him over with his Jeep, and his neighbor’s 
wife then threatened him with firearms. 

In Austin, TX, an Asian American reported, “I heard a random 
person behind me shout at me ‘Get out of line and go back to 
your own country! We don’t want your chink germs!’ Rather 
than defend me, others in line either turned away or chuckled.” 
“In Texas, Asian Americans are facing a spike in COVID-19 
cases and a spike in racial discrimination. Stop AAPI Hate is 
ready to work with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officials to ensure 
that these horrifying incidents come to an end,” said Cynthia 
Choi, co-executive director of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Discrimination in Texas is part of a nationwide trend driven by 
the rhetoric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using to scapegoat Chi-
na to distract from his failed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As of 
July 15, Stop AAPI Hate has received over 2,373 total self-re-
ported incidents of anti-Asian hate and discrimination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In this tim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lso 
tried to implement racist and xenophobic policies, including the 
proposal to cancel the visa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and the now-canceled rule that would 
have required foreign students holding visas to leave the U.S. if 
their institutions moved to online-only education this fall.

“With the president using xenophobic language and imple-
menting xenophobic policies nearly every other day,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is rightly terrified. Texas leaders must 

demand an end to hateful rhetoric and exclusionary poli-
cies that put Asian Americans in danger,” said Dr. Russell 
Jeung, chair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t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The Stop AAPI Hate reporting center was founded by the 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 (A3PCON),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CAA) and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s

Asian Ame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The 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 (A3PCON) is a coalition of more 

than forty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that serve and represent the 1.5 million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in the greater Los Angeles area, with a par-

ticular focus on low-income, immigrant, refugee and other vulnerable populations.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CAA) was founded in 1969 to protect the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of Chinese Americans and to advance multiracial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CAA is a progressive voice in and on behalf of the broader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community. We advocate for systemic change 

that protects immigrant rights, promotes language diversity, and remedies racial 

and social injustice.

SF State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AS) is the oldest and largest such academic 

program in the nation. Founded after the 1968-69 Black Student Union and 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 student strike, it maintains the strike’s values of student 

activism, social justice, and community self-determination.

Republicans, Democrats agree on one thing: Doubt about 
fair election – Reuters/Ipsos poll
(Reuters) - Americans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have 
widespread concerns that November’s U.S. election will 
be marred by fraud, interference or efforts to suppress the 
vote, according to a new Reuters/Ipsos poll released on 
Friday.

About half of the registered vo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some 80% of Republicans surveyed, say they are 
concerned that an increase in voting by mail will lead to 
widespread fraud in the Nov. 3 election, the poll showed.

The finding suggests that a wide swath of the country may 
have trouble accepting the result of the election, which is 
expected to see a surge in mail-in voting due to the coro-
navirus pandemic. Republica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trailing his Democratic opponent,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in opinion polls.

It also shows that Republicans are sharply aligned on the 
issue with Trump, who has been attacking the use of mail-
in ballots for months, and on Thursday for the first time 
raised the idea of delaying the election, which he cannot 
do.

The poll, taken on Wednesday and Thursday partially before 
Trump’s tweet, also found broad concerns in both parties about 
the integrity of the election, with nearly three quarters con-
cerned about voter suppression or possible election interference

In 2016,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determined that Russia 
meddled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o damage Democrat Hil-
lary Clinton’s campaign and sow distrust of American democ-
racy.

The poll found 74% of registered voters were concerned about 
“organized voter fraud by political actors hoping to sway the 
results of the elections,” including seven of 10 Democrats and 
eight of 10 Republicans.

About 73% of registered voters also said they were concerned 
about “voter suppression,” including eight of 10 Democrats and 
six of 10 Republicans.

Democrats and voting rights groups say mail-in voting is a way 
to protect voters from the virus, and that a failure to guarantee 
that option amid a pandemic will disenfranchise millions of 
Americans, especially the poor and African Americans who 
are deemed more vulnerable to the virus and who tend to vot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ating contests held this year exposed 
massive challenges in conducting elections during the 
worst public health crisis in a century, raising fears of a 
large-scale disenfranchisement in November if 
the number of polling places is slashed yet mail-in 
voting remains restricted.

FRAUD CONCERNS
A bipartisan majority of registered voters, 67%, said they 
were confident their ballot would be accurately counted if 
they voted by mail. That included eight of 10 Democrats 
and six of 10 Republicans.

But eight of every 10 Republicans, compared with three 
of every 10 Democrats, said they were “concerned that 
increased voting by mail will lead to widespread fraud in 
the voting process.”

The poll also found that eight of every 10 Republicans, 
compared with four of every 10 Democrats, were con-
cerned about ineligible people casting ballots. Overall, 
seven of every 10 Republicans, and four of every 10 
Democrats, believed any kind of voter fraud was a wide-
spread election problem, the poll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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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lobal: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11 a.m. ET: 17,067,754 — Total 
deaths: 667,935 — Total recoveries — 
9,995,277 — 
2. U.S.: Total confirmed cases as of 11 
a.m. ET: 4,431,399 — Total deaths: 
150,765 — Total recoveries: 1,389,425 
— Total tests: 53,825,445*
3. Politics: Herman Cain dies from coro-
navirus — Trump floats delaying elec-
tion as pandemic pushes mail-in voting.
4. Business: Pandemic pushes U.S. 
economy to worst-ever contraction — 
Transit agencies want more federal help 
to survive COVID-19 crisis.
5. States: Arizona and Texas are getting 
better; California and Florida aren’t.
6. World: Brazil lifts travel ban as daily 
cases and death toll surge — Australia 
records its deadliest day.
*U.S. reports of COVID-19 are tabulat-
ed b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hich is 
tracking cases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 and state and local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s.
Related

U.S. Reports Highest Number Of                                                        
Single-Day Coronavirus Deaths 
Since May

A funeral assistant prepares for 
a funeral in Miami, Florida.                                                       
(Photo/C. Khanna/AFP via Getty 
Images)
Almost 66,000 new COVID-19 cases 
and more than 1,400 deaths from the vi-
rus were reported in the U.S. on Wednes-
day, per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Why it matters: The toll marks the high-
est number of deaths from COVID-19 
in a single day since May 15, according 
to the tracking project’s data. The U.S. 
coronavirus death toll surpassed 150,000 
earlier Wednesday. “The rise in deaths 
is largely driven by the southern states, 
which reported 962 deaths today,” it not-
ed.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C) COVID19Tracking
States reported 840k tests completed, 
nearly 66k new cases, and hospitaliza-
tions ticked up. The major observation, 
however, is that states reported more 

than 1400 deaths today, the most since 
May 15.

Driving the news: A total of 773 deaths 
were reported by coronavirus hot-spot 
states Arizona, California, Florida and 
Texas, according to the tracking project. 
Florida reported on Wednesday a state 
record of 216 coronavirus-related deaths 
in 24 hours.
Of Note: In Texas, a change in counting 
methods for deaths and Hurricane Hanna 
striking the state over the weekend may 
have caused some backlog and influ-
enced the large number of deaths (313) 
reported on Wednesday, the tracking 
project notes. (Courtesy Axios)
Texas’ Count Of Coronavirus 
Deaths Jumps 12% After Offi-
cials Change The Way They Tally 
COVID-19 Fatalities
Hispanic Texans are overrepresented 
in the state’s updated fatality count,                                        
making up 47% of deaths, but only 40% 
of the state’s population.

After months of undercounting coro-
navirus deaths, Texas’ formal tally of 
COVID-19 fatalities grew by more than 
600 on Monday after state health offi-
cials changed their method of reporting. 
The revised count indicates that more 
than 12% of the state’s death tally was 
unreported by state health officials be-
fore Monday.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State Health 
Services is now counting deaths marked 
on death certificates as caused by 

COVID-19. Previously, the state relied 
on local and regional public health de-
partments to verify and report deaths.
Public health experts have said for 
months that the state’s official death toll 
is an undercount. State health officials 
said Monday that the policy change 
would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timeli-
ness of their data.
Texas law requires death certificates to 
be filed within 10 days.
“This method does not include deaths of 
people who had COVID-19 but died of 
an unrelated cause,” the Texas Depart-
ment of State Health Services said in a 
news release.
Hispanic Texans are overrepresented in 
the state’s updated fatality count, making 
up 47% of deaths, according to health 
officials, while they make up about 40% 
of the state’s population. White Texans 
account for 35% of deaths while Black 
Texans make up 14% of deaths. Before 
Monday, the state’s racial and ethnic 
breakdown of deaths had large gaps, 
with up to 18% of deaths last month re-
corded as “unknown.”

Thi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im-
age shows SARS-CoV-2 -also known 
as 2019-nCoV,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isolated from a patient in 
the U.S., emerging from the surface of 
cells cultured in the lab. Photo: BSIP/
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Men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according to the up-
dated state figures, making up 60% of 
deaths. And about 180 deaths, or 3% of 
the total, occurred among Texans young-
er than 40. About 2,000 people who died 
were 80 or older, making up the largest 
age bracket of COVID-19 deaths.
The first death linked to the coronavirus 
in Texas occurred March 16 in Matago-

rda County. As of Sunday, state officials 
said about 5,030 people who tested pos-
itive for the virus had died. With Mon-
day’s update, the new figure is roughly 
5,700.
After the number of infections in Texas 
soared to new highs in June and early 
July, the rate of deaths in Texas has been 
accelerating. It took 53 days to get from 
the first death to 1,000 deaths and 39 
days to get from 1,000 to 2,000 deaths. 
On July 10, the state surpassed 3,000 
deaths — 24 days after 2,000 deaths 
were reported. And it took only 10 more 
days for Texas to reach 4,000 deaths.
While Texas continues to report daily 
deaths in the triple digits, the number of 
new daily cases seem to be stabilizing. In 
the past week alone, state data appears to 
show new daily infections leveling off, 
albeit at nearly record highs. (Courtesy 
https://www.texastribune.org/)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Coronavirus Dashboard 08/01/20

Illustration: Sarah Grillo/Ax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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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TV
show was started at our Houston
headquarters. The show is hosted by Mr.
Jim Noteware and Mr. Jimmy Ma every
Thursday at 7:00 pm. The audience can
watch the show through STV 15.3,
YouTube, Facebook and iTalkBBand will
reach all over the world.

Jim Noteware is a real estate and
financial expert. He has traveled to Asian
extensively having visited China,
Taiwan, Japan and Thailand. His
knowledge of Asian politics and
economic issues makes him an Asian
scholar. He is also Co-chair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Jimmy Ma is a very outstanding young
Asian American financial expert who
because of his background understands
the situation of the Asian community
today.

The TV show also is going to invite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to talk
about foreign policy and economic
issues.

Under the ITC, we are also working on
organizing a legal advisory group of
twenty in order to help people fight for
their civil rights.

Today our nation is living in a very
critical time. President Trump is now

suggesting that the November 3rd
election be delayed. We don’t think this
is within the power of the president to
impose such a delay on the country at all.

All of us love this country. We need to
take action now, not just for ourselves,
but also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0707//3131//20202020

““20202020 PresidentialPresidential
ElectionElection”” TV ShowTV Show



A United Launch Alliance Atlas V rocket carrying NASA’s Mars 2020 Perse-
verance Rover vehicle lifts off from the Cape Canaveral Air Force Station in 
Cape Canaveral, Florida, July 30. REUTERS/Joe Skipper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fire tear gas and other munitions to disperse protesters 
during a demonstration against police violence and racial inequality in Portland, Oregon, 
July 30. REUTERS/Caitlin Ochs

A man carries a sheep at a livestock market ahead of the Eid al-Adha festival amid the corona-
virus pandemic in Sanaa, Yemen July 28. REUTERS/Mohamed al-Sayag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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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n carries balloons on a motorbike at a market ahead of the Eid al-Adha festival amid in Sanaa, 
Yemen July 29. REUTERS/Mohamed al-Sayaghi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tands in front of a U.S. flag as he participates in a roundtable on donat-
ing plasma during a visit to the American Red Cross National Headquarters in Washington, July 
30. REUTERS/Carlos Barria

Muslim pilgrims following social distancing cast stones at pillars symbolizing Satan 
during the annual Haj pilgrimage in Mina, near the holy city of Mecca, Saudi Arabia 
July 31. Saudi Ministry of Media/Handout via REUTERS

A man wearing a protective face mask crosses the street amid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Tokyo, Japan July 30. REUTERS/Issei Kato  

Form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ddresses the service during the funeral of late U.S. Congressman John Lewis, a 
pioneer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long-time member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ho died July 
17, at Ebenezer Bapti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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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of color have the most to lose if 
schools remain physically closed in the 
fall. Their families also have the most to 
lose if schools reopen.
Why it matters: The child care crisis 
created b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horrible for parents regardless of their race 
or income, but Black and Latino commu-
nities are bearing the heaviest burden.
The big picture: Racial inequality is a 
defining feature of the pandemic, both 
in terms of its health impact and its eco-
nomic effect. This is no less true when it 
comes to education.
• Children of color are more likely to fall 
behind the longer they stay home from 
school, partially because of limited access 
to virtual education.
• Parents of color are also more worried 
than white parents about losing the other 
benefits that schools provide, like social 
services and food, according to recent 
polling by th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 Only 9% of white parents are worried 
about their children having enough to eat 
at home if schools remain closed, com-
pared to 44% of parents of color. 

• Reproduced from KFF Health Track-
ing Poll; Note: Share includes responses 
for       “very/somewhat worried”, 
income is household income; Chart: 
Axios Visuals
Parents of color are also more worried 
about the health risks — to teachers,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 of reopen-
ing schools for in-person learning.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han white 
parents to say that schools should reopen 
later rather than sooner, per KFF.
• These fears aren’t unwarranted. Black 
and Latino Americans are much more like-
ly than white Americans to be hospitalized 
or die from the coronavirus, especially 

younger adults — the demographic that has 
school-age children.
• Community spread is also harder to control 
in these communities, as people of color 
are disproportionately essential workers. 
Multigenerational households are also more 
common.
• Creative schooling solutions — like 
“pandemic pods” — may be out of reach for 
many of these parents, either because of af-
fordability issues or because of other parents’ 
fears about “podding” with the children of 
essential workers.

Reproduced from KFF Health Tracking 
Poll; Note: Share includes responses for 
“very/somewhat worried”, income is 
household income; Chart: Axios Visuals
Parents of color are also more worried about 
the health risks — to teachers,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 of reopening schools 
for in-person learning. They were signifi-
cantly more likely than white parents to say 
that schools should reopen later rather than 
sooner, per KFF.
• These fears aren’t unwarranted. Black and 
Latino Americans are much more likely than 
white Americans to be hospitalized or die 
from the coronavirus, especially younger 
adults — the demographic that has school-
age children.
• Community spread is also harder to control 
in these communities, as people of color 
are disproportionately essential workers. 
Multigenerational households are also more 
common.
• Creative schooling solutions — like 
“pandemic pods” — may be out of reach for 
many of these parents, either because of af-
fordability issues or because of other parents’ 
fears about “podding” with the children of 
essential workers.
Between the lines: Some fears vary starkly 
based on income, while others are universal.

• Most parents, regardless of their race or 
income, are worried about their children 
falling behind on emot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f their children don’t return to 
in-person school.
• Lower-income households are much more 
worried that higher-income households 
about losing income if they are unable to 
work outside the home, should schools 
remain closed. Income is also a factor in 
concerns about social services and food 
availability, as well as access to technology 
needed for virtual learning. (Courtesy axios.
org)
Related

Parents Turn To “Pods” As A 
Schooling Solution
Neighbors are banding together to hire 
private instructors as a way to secure child 
care and make up for some of the gaps 
online-only classes will leave in their kids’ 
educations. Why it matters: Parents just 
want to be sure their children don’t fall too 
far behind, but this trend could deepen the 
educational divide along racial and class 
lines. Driving the news: Pandemic “pods” 
— a group of families agreeing to limit 
their interactions outside that circle — have 
thrived as a safe way to help kids interact 
with their friends and give parents some 
time to work.
Now, enterprising parents are offering 
teachers who don’t want to return to the 
classroom a competitive salary to instead 
teach a handful of students in a home 
environment. “I think parents have been 
doing some version of this pod thing with 
young children anyway, but not on this kind 
of scale and not for this reason,” said Steve 
Barnett, senior co-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arly Education Research. 
How it works: The idea is homegrown, 
meaning that pods can really look however 
their creators want them to.

Illustration: Sarah Grillo/Axios

One way it works is that several families 
with kids in the same grade agree to form 
a “pod” and hire a tutor or teacher at home 
during the workweek. Costs vary, but 
can top $1,000 per month, according to 
The Washington Post. For families with 
preschoolers, often it’s a babysitter, like 
a nanny share, but with several families 
pooled together.This is primarily an option 
for wealthier, mostly white families, and 
some school districts already saw many 
Black children struggle to show up to online 
learning during the spring. Students will 
likely lose, on average, 6.8 months of learn-
ing if in-class instruction does not resume 
until January 2021,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by McKinsey. But Black students may fall 
behind by 10.3 months, Hispanic students 
by 9.2 months, and low-income students by 
12.4 months.
“This is not an option open to everybody. 
Home environments are less equal than 
school environments. If what this does is 
let school districts off the hook either from 
reopening or doing a good job with distance 
learning, then that’s going to lead to more 
inequality,” Barnett said.
The idea is worth pursuing, but shouldn’t 
be limited to only wealthier families, said 
Randi Weingarten, president of the Ameri-
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That will cost 
money. 
The bottom line: The longer that coro-
navirus keeps schools and offices closed, 
families who can afford it will continue to 
rely on homeschooling or tutoring. (Courte-
sy 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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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opening Of Schools Is A Lose-Lose
Dilemma For Many Families Of Color

The new flu strain is similar to the swine flu that spread globally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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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伟大的山巅之城，如今正在风雨

飘摇之中

他会就此陨落，还是会重获新生？

2020发生了很多大事，但没有一件事

可以和美国的动荡相比，这个曾经矗立在

山巅之顶的上帝宠儿，如今正饱受疫情和

分裂的双重折磨，一方面，肆虐的疫情依

然在夺走美国人的生命，另一方面，国家

陷入致命的分裂中，极左与极右互不相让

，以保守著称的美国陷入了一场文化革命

中。

罗伯特李的雕像被推翻，国会大厦中

的南方雕像被移出，同时所有和殖民奴隶

有所关联的历史人物（白人）都遭到了彻

底的清洗，美国的左翼，正以巨大的革命

热情，与西方的过去相决裂，如今美国的

景象，让我们想到了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

。

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莫过如此。

一、极左与极右：互相成就的死敌

美国变局的起始，是2008年，当时

美国遭遇金融危机，奥巴马在众望所归下

登上了舞台，作为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

马的上台就是活生生的美国梦，很多人断

言奥巴马之后的美国将因其宽容而更加伟

大，但是事实却相反。

奥巴马确实解决了一部分经济问题，

但治标不治本，而最要命的是，奥巴马的

极左政策刺激了美国的分裂。

奥巴马对于黑人群体的过分偏袒不仅

滋生了黑人的族群意识，而且还改变了美

国的政治风气，奥巴马之后，美国的政治

风气愈发紧张，逆向歧视也越来越重。

不能叫黑人，只能叫非洲裔美国人；

不能在黑人面前提西瓜；大学不能按成绩

录取，而应实行种族配额，这使得黑人能

以低白人几百分的成绩录取；

这期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双标，比如黑

人侮辱白人不是种族歧视，而白人侮辱黑人

就是；黑人假扮白人不是种族歧视，而反之

就是；电影里全是黑人不是种族歧视，如果

没有黑人就是（哪怕是欧洲中世纪题材）；

在奥巴马的鼓动下，美国黑人也越来越用种

族歧视的方式解释任何问题，只要他们遭遇

困难，都归结为白人的歧视，这使得很多无

辜的白人莫名其妙成了罪人。

除了偏袒黑人，奥巴马的厕所法案、

对非法移民的大幅赦免也刺激了保守派白

人，他们感觉到了巨大的危机感，他们发

现他们曾经熟知的美国正在离去，而实际

上，就算是中间派选民，对奥巴马的左也

有恐惧。

正是在这种对移民、外来文化以及全

球化的恐惧下，美国人选出了特朗普，很

多人选特朗普，并不是因为特朗普擅长治

国，而只是特朗普拥有“正常”的三观。

福音派基督徒支持特朗普因为他坚持

基督教，反对堕胎；红脖子支持特朗普因

为他反非法移民、反厕所法案；他的铁盘

之所以选他是因为他的三观而非能力，为

了利益选特朗普的，一是铁锈地带工人，

他们希望特朗普带回制造业，另一个就是

传统资本家，但他们不算特朗普的铁盘。

特朗普上台后，掀起了一股保守逆流

，特朗普所有的表态，都是向着白人的，

这在夏洛茨维尔和弗洛伊德事件中都暴露

无遗，特朗普宁肯得罪大部分人，也不愿

得罪他的铁盘，因此他被称为白人至上主

义者。特朗普的向右转再一次刺激了左翼

，结果就是四小将的崛起。

民主党四小将，论治国能力和政治经

验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她们的登台完全是

借助左翼选民和少数族裔对特朗普的仇恨

，四小将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在推特上挑

衅特朗普，靠打种族牌赢得选票，在过去

的民主党，奥巴马就已经很激进了，但四

小将上台后，奥巴马都成了温和左，这和

胡锡进由中左变为中右一样，不是本人观

点发生了变化，而是大环境愈发激进，使

得原来的激进派变为了温和派。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美国政治的变化，

大的脉络是从温和到激进，从党争到革命

。以前两党的策略是争取温和的中间选民

，而如今却是稳固最为激进的铁盘。以前

两党多争论经济问题，但如今两党候选人

越来越喜欢打身份牌。

奥巴马的左催生了特朗普，特朗普的

右又催生了四小将，极左与极右，固然是势

不两立的死敌，但亦互相成就了不世之功。

极左与极右是一对矛盾的双生子。美

国目前的政治，陷入了极左与极右争斗的恶

性循环中，这是政治走向革命化的导火索。

二、身份政治：被转移的阶级矛盾

美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现在的表象

是种族矛盾，但这不过是有意的骗局，美

国真正的矛盾，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阶

级矛盾，黑人问题的本质是贫困问题。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美国的贫富差

距是越来越大，以前美国是一个中产居多

的橄榄型社会，但如今他越来越倾向于一

个金字塔社会，中产逐渐萎缩，底层迅速

增加，我们都说中产是社会的稳定器，那

这个稳定器现在出问题了，国家当然会不

稳定，这也是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但神

奇的是，美国的阶级矛盾似乎不大，占领

华尔街运动的声势远不如弗洛伊德之死，

我认为，不是美国阶级矛盾不大，而是这

种矛盾被转移了，甚至被人恶意篡改了。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

社会是按阶级划分的，他是一种横向结构

，但是如今美国盛行的身份政治，则是纵

向划分的，他按种群、性取向将人分为一

个又一个小群体，让身份认同代替了阶级

认同，在这个体系内，奥巴马这样的富裕

黑人和贫困黑人是一个群体，但在马克思

主义看来，奥巴马作为富裕阶层，不可能

和弗洛伊德是一个群体，他们的利益是根

本冲突的。

我之前在美国黑人为何被歧视？还要

从奴隶制说起中提到，黑人的本质是贫困

问题，白人并不排斥和富裕黑人联姻，奥

巴马在美国高层的地位就可说明，奥巴马

对于上层白人的认同感肯定远大于他对弗

洛伊德的认同感，否则他就不会待在富裕

的白人社区，而会跑到黑人贫民窟，这是

显而易见的事实。

在此次弗洛伊德之乱中，我们不难发

现黑人的行为实际上是穷人的仇富心理，

而不是种族矛盾，他们不分族裔的打砸店

铺，就是阶级叙事下的劫富济贫，他们仇

视华人的原因也大概率不是种族问题，而

是仇富，因为亚裔是美国平均收入最高的

群体，而华人大部分更是中国的有钱人移

民，黑人和亚裔，表面是种族矛盾，实则

是阶级矛盾。

既然是贫困问题，那么解决黑人问题

的关键应该是解决贫困，而不是反种族歧

视，但民主党除了桑德斯外对此只字未提

，对于民主党高层来说，承认黑人问题是

贫困问题并没什么好处。

一来解决贫困需要大规模公共教育和

改善治安，这需要非常大的资金和复杂的

程序，政客需求短期利益，这样做没有政

治好处。二是一旦说为贫困问题，意味着

阶级矛盾盖过了种族矛盾，民主党一会直

面阶级斗争，二来他们丧失了捞取选票的

最佳手段，要知道，鼓吹种族远比解决贫

困容易的多。无论是白人政客还是黑人政

客，都从中获得了太多好处，既然民众如

此愚蠢，何不继续下去，为什么要戳穿？

我之前在王权的陨落：非常权力与非

常风险提到美国体制的优越体现在推卸责

任，美国的分权体制让民众怪罪不到政体

上，通过一系列的转移矛盾，美国高层成

功避免了阶级斗争，让虚假的身份政治取

而代之。如今除了桑德斯外，美国依然没

有政客想要改变这一点。

但问题是，种族牌只能推迟问题爆发

，并不能解决问题，随着问题加剧，最终

美国还是要面对贫富分化这一矛盾，桑德

斯的日渐壮大实际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三、对未来的三个预判

我刚才系统分析了美国的社会矛盾、

种族问题，那么美国的未来会走向何方？

我做出了几个预判。

一是极左和极右虽然是双生子，但最

后会分出胜负。目前看，左翼占优势，右

翼在2017年夏洛茨维尔暴乱还能和左翼平

手，但这次弗洛伊德之死，右翼则十分软

弱，当罗伯特李被拆除，国会中的南方雕

像被移除时，他们毫无反应，而他们的规

模也远不如左翼。红脖子多是中老年人，

而且对旧制度更加认同，这意味着他们不

会轻易寻求激烈的反抗，而年轻人多倾向

左翼，对旧制度不满，再加上少数族裔比

例增加，最终左翼大概率会获胜。

二是美国的族群不会导致美国版图分

裂。美国的种族矛盾虽严重，但我们依然

看不到有分离的趋向，原因一是美国种族

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情况，二是美国的黑

人、拉丁裔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黑人目

前寻求的仍是体制内的变革，他们依然高

度认同自己是美国人，只不过希望美国更

偏向自身的利益，罗马的意大利反抗即是

此类，而左翼价值观寻求的和当年的基督

教一样，是改造而不是肢解。我们现在依

然没有看到美国分裂的迹象。

三是美国未来4-8年将陷入持续动荡

，但动荡之后秩序会重建。任何革命都有

结束的时候，即使是再激进的势力，夺权

后也会寻求稳定秩序，正如列宁、罗伯斯

比尔、霍梅尼做的那样，但正如托克维尔

可以预见革命的发生，而不能预知其后果

，8年后的美国会更强大还是更衰弱，我

们不得而知。

历史的巨浪已经袭来，未来越来越扑

朔迷离，山巅之城就此陨落还是重生，就

看接下来的8年。让我们静静等待历史的

审判。

百年未有之变局
美国未来会走向何方？

黑人问题可以说是美国的老问题了，

从南北战争到民权运动再到奥巴马当选，

整整150年，美国社会想尽一切办法促进种

族平等，但种族歧视依然无法根治，黑人

还是受穷，社会对黑人还是有偏见。如今

，弗洛伊德之死再次将这一血淋淋的事实

摆到世人面前，种族歧视仿佛成了美国民

主最大的污点。

面对美国的困境，我只能说美国没有

找对路，民主党那些建制派看似为了黑人

好，实际上他们的政策只是表面功夫，是

为了政治作秀，而不是解决问题。对于黑

人问题认知比较正确的，只有桑德斯。

桑德斯看出黑人问题的根源不是种族

，而是阶级，人们之所以歧视黑人是因为

黑人是穷人，而人们对不干活犯罪率高的

穷人总会避之不及。所以解决黑人问题的

关键，不是强迫白人认同政治正确，更不

是种族配额和逆向歧视，而是解决黑人的

贫困问题。而黑人的贫困问题，又和曾经

的奴隶制、种族隔离密切相关。

南方畸形的奴隶制培养了美国黑人这

一奇特的族群，他们被阉割了自主性和学

习能力，完全依附奴隶主而活，当奴隶制

被推翻后，他们在自由社会不知所错，从

此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一、南方奴隶制剥夺了黑人什么？

现在经常可以看到一种说法，说爱尔

兰裔、犹太人以及华裔在刚到达美国时，

和黑人一样穷，但是他们凭借自己的努力

逐渐提升了阶层，以此证明黑人贫困是因

为种族劣等，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其

他族裔来美国时虽然贫穷，但他们拥有自

由，而且他们往往继承了母国的文化遗产

，具有学习能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犹太

人。

犹太人来美国时虽然贫穷，但他们的

识字率却很高，往往能达到一半以上，从

小接受语言训练使得他们往往具备学习能

力，能很快融入美国社会和工作，相比之

下，黑人在南北战争获得自由时情况要差

的多。

南方奴隶制的原则是将黑人培养为只

会工作的机器人，因此其核心在于防止黑

人形成自主意识和单独生存的能力。

首先就是所有奴隶都是文盲，南方多

数州规定教奴隶识字等同于犯罪，这使得

黑人的文盲率等于100%。其次就是黑人的

技能相当单一，当时南方完全依赖棉产业

，60%的奴隶从事棉花采集，南方黑人，除

了采棉花不会其他技能，这使得他们一旦

离开庄园，就没有谋生的手段。

还有就是完全不给黑人自主决定的

机会，黑人所有的行动都要在白人监工

的指挥下完成，他们的工作、婚恋、繁

衍都被主人所安排，他们没有一丁点的

自由，久而久之，他们完全丧失了自我

管理的习惯，也不会自我做决策，变成

了一群不会思考的巨婴，只能依赖奴隶

主爸爸生存。

实际上南方奴隶庄园并非戒备森严，更

没有严格的围墙和铁丝网，他对于奴隶的控

制是心理上的，由于奴隶从小就被阉割了自

由意识，因此一旦他离开庄园他就无法生存

，他不会读也不会写，除了采棉花什么都不

会，由于一直被人管理，自己连决策和思考

都不会，出去就是死。这种培养下，奴隶本

身就会极其畏惧外部的世界，自愿待在奴隶

庄园里。

南北战争后，黑人虽然获得了自由，

但他们迅速沦为了赤贫，因为他们不识字

，除了采棉花什么也不会，精神上更不会

自主决策，这使得他们的起点是所有族裔

里最低的。爱尔兰裔、犹太人、华人，虽

然贫困，但拥有技能和自由意识，而黑人

则是三者全无，这使得黑人完全成了自由

社会中的废物。

二、美国黑人的鄙视链：北方黑人厌恶南

方黑人

反驳黑人天生智商极低的最佳例子就

是北方黑人的表现，北方黑人与南方黑人

不同，南方黑人是作为奴隶贩卖到美国并

繁衍的，而北方黑人和其他族裔一样，是

正常渠道移民的，到南北战争时期，他们

与南方黑人的差距大的惊人。

20世纪中期，获得博士学位的黑人和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工作的黑人，大多数都

是北方黑人的后代，北方黑人还创建了第

一所黑人公立中学，即华盛顿的邓巴中学

，该校培养出美国第一位黑人将军，第一

位联邦法官，第一位黑人内阁成员，第一

位血浆发现者（黑人），第一位黑人教授

，第一位黑人参议员，那些但凡有些成就

的，都是当年北方黑人的后代。

因为北方黑人普遍处于中产，因此他们

和白人的通婚率也大大增加，1830年，已经

有37%的北方黑人是黑白混血。这更充分证

明白人歧视黑人不是因为其黑，而是因为其

穷。

实际上，就算是北方黑人，对于南方

黑人也极为鄙视，南北战争后，大量南方

黑人迁移到北方形成贫民窟，而北方黑人

和白人一样谩骂他们。北方黑人骂他们的

南方同胞粗鲁、庸俗、邋遢，像犯罪分子

，为威胁整个黑人在白人中的地位，北方

黑人甚至会有意和南方黑人的文化如爵士

乐切割，以使自己区分于这些穷亲戚。

这和中国北京上海人对农民工怀有

偏见一样，不是因为种族，而完全是因

为阶级，因为厌恶穷人而恶语相向。种

族歧视只不过是披上种族外衣的嫌贫爱

富。

三、穷才是被歧视的主要原因

穷，才是黑人被歧视的原因，警察之

所以对黑人双标，实际上是对穷人双标，

实际上就算是中国，警察对于外来人口或

者棚户区的人也会更加警惕，这是一种在

正常不过的现象，只不过黑人糟糕的地方

在于种族和阶级绑定，在中国，你不一定

能看出谁是穷人，而在美国，你看肤色大

致就可以判断，种族外衣加上阶级问题，

酿成了弗洛伊德的悲剧。

而北方黑人极高的通婚率证明，即使

在60年代民权运动前，依然有很多白人愿

意和北方黑人通婚，只要他们是中产阶级

，白人，尤其是北方白人，歧视黑人，不

与黑人通婚的主要原因是厌恶贫穷，而非

肤色，黑人问题，其实就是阶级问题，但

只可惜所有政客都在打种族牌，而没有人

真正想要解决问题。

美国黑人为何被歧视？还要从奴隶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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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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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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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國產大型水陸兩棲飛機國產大型水陸兩棲飛機AGAG600600成功進行海上首飛成功進行海上首飛

水陸兩棲飛機水陸兩棲飛機AGAG600600在海面滑行在海面滑行。。 當日當日1010時許時許，，國產大型水國產大型水
陸兩棲飛機陸兩棲飛機““鯤龍鯤龍””AGAG600600在山東青島團島附近海域成功實現海上在山東青島團島附近海域成功實現海上
首飛首飛。。這是這是AGAG600600飛機繼飛機繼20172017年陸上首飛年陸上首飛、、20182018年水上首飛之後的年水上首飛之後的
又壹裏程碑事件又壹裏程碑事件，，也為下壹步飛機進行海上科研試飛及飛機相關性也為下壹步飛機進行海上科研試飛及飛機相關性
能驗證奠定了基礎能驗證奠定了基礎。。

香港收緊豁免人士檢疫安排香港收緊豁免人士檢疫安排

眾多換班船員在香港大角咀海輝道海濱公園候船眾多換班船員在香港大角咀海輝道海濱公園候船，，隨後登上接駁艇隨後登上接駁艇
前往大船換班前往大船換班。。當天當天，，香港特區政府宣布香港特區政府宣布，，由由77月月2929日日（（星期三星期三））起暫起暫
停所有客船及所有沒有在港處理貨物裝卸貨船的船員換班停所有客船及所有沒有在港處理貨物裝卸貨船的船員換班，，收緊來港進收緊來港進
行貨物裝卸貨船的換班船員行貨物裝卸貨船的換班船員、、機組人員及其他獲豁免到港檢疫人士的檢機組人員及其他獲豁免到港檢疫人士的檢
測及檢疫安排測及檢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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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奧鐵餅運動員自行備戰殘奧鐵餅運動員自行備戰

[[中超中超]]河北華夏河北華夏22--22石家莊永昌石家莊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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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關曉彤：拍完《什剎海》我的北京口音又回去了

以什剎海胡同為背景、聚焦北京胡

同人家的都市家庭生活劇《什剎海》正

在央視壹套熱播。故事發生在北京什剎

海的老胡同裏，展現了宮廷菜名廚莊為

天壹家人瑣碎而又充滿煙火氣的生活。

劇中人物莊曉曉快人快語，常常語出驚

人，飾演這壹角色的正是土生土長的北

京姑娘關曉彤，她把壹個可愛、直爽、

幽默的北京大妞形象展現得淋淋盡致。

“吃飯可是我正差兒。”

劇裏，莊曉曉嘴皮子利索，和老爸

日常鬥嘴令人捧腹，更為老爸老媽復婚

操碎了心。她是個信奉“青春無悔”，

把幸福牢牢抓在手裏，絕不委屈自己的

人，既能和外國友人做哥們兒，也能和

閨蜜打打鬧鬧，親密無間，和閨蜜組成

“吃貨三人組”，計劃吃遍天下美食。

鹵煮、炒肝、麻小……無論是地方美食

還是網紅餐廳招牌菜，作為資深“吃貨”

的莊曉曉都如數家珍，整壹個門兒清。

吃鹵煮加點蒜汁才夠味兒的她硬是吃出

了趣味，吃出了境界。

記者：劇中跟劉佩琦、曹翠芬等多

位老戲骨搭戲，有什麼感受？從老戲骨

身上學到了什麼？

關曉彤：這幾位老師真的很敬業也

很認真，對待很多戲都有自己的見解和

想法。我不僅從專業方面收獲了很多，

也學到了很多為人處事的道理。

記者： 拍這部戲，讓妳印象深刻或

覺得有趣的事是什麼？

關曉彤：這部戲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有很多大家圍在壹起吃飯的戲，我們

可以光明正大地吃美食，不會太有負罪

感，都是為了工作嘛。而且戲裏有很多

京城宮廷菜的介紹，也讓我大開眼界，

漲了很多知識。

記者： 劇組特別邀請參與創作《舌

尖上的中國》的拍攝團隊來展現最考究

的宮廷菜，非常精美，很多觀眾都調侃

“看餓了”。生活中的妳，也是壹枚

“吃貨”嗎？妳也喜歡吃鹵煮、炒肝和

麻小？還有哪些北京特色美食，妳可以

向大家推薦？

關曉彤：我肯定算吃貨的，不過平

時為了身材還是需要控制壹下。鹵煮、

炒肝、麻小這些我都挺愛吃的。除此之

外，我喜歡喝豆汁，配著焦圈兒。在拍

這部戲的時候，我爸就經常給我用大暖

壺裝了豆汁帶來劇組給我喝。如果大家

能接受這個味道，我覺得可以嘗嘗。

“拍完《什剎海》我口音又回去了。”

戲裏愛吃地道的北京吃食，戲外的

北京女孩關曉彤也尤其愛喝豆汁，配著

焦圈兒，私下愛做飯，還做得挺好吃。

她坦言拍《什剎海》最大的好處就是可

以光明正大吃美食，而沒有“負罪感”

。導演付寧稱贊她臺詞不用背，張嘴就

來。關曉彤也表示演北京戲和自己的經

歷很像，表演上駕輕就熟，笑言拍完

《什剎海》，自己這幾年努力掰正的北

京口音又有些回去了。

記者：妳是北京人，演《什剎海》

這部京味十足的北京戲，是不是在表演

上駕輕就熟？導演誇妳劇中臺詞都不用

背，張嘴就能來。觀眾也評價妳這次的

表演尤其出色。演北京戲和演其他戲，

妳覺得有什麼不同，對妳的表演有什麼

樣的提升幫助？

關曉彤：畢竟和這麼多老前輩合作，

其實還是有壓力的。不過在壹些有關地

域文化的部分，我比較在行，畢竟從小

就在北京長大，很熟悉北京的生活壞境

和北京人的狀態。這部劇的臺詞非常京

味兒，我拍完感覺自己這幾年努力掰正

的口音又有些回去了（笑）。

演北京戲，其實很多事情和我小時

候經歷的都很像。所以，我可以把更多

的精力投入在人物情緒方面，更細化，

更好地去展現角色的特點。

記者：妳覺得北京女孩的最大特色

和魅力是什麼?

關曉彤：很直爽，很仗義，有時候

會刀子嘴豆腐心。不會裝，但也絕對不

會委屈自己。

記者： 很多網友喜歡妳分享的雞胸

肉漢堡包，在健康飲食和運動方面，妳

還有什麼妙招，可以分享壹下嗎？

關曉彤：其實我和很多年輕女孩壹

樣，在健康飲食方面壹直是摸索探索的

狀態，就是不斷地嘗試新的運動方式。

比如最近很火的帕梅拉，只要我有時間

就會跟著壹起做，做完渾身是汗，特別

爽，大家也可以壹起先從基礎教程入手

。飲食方面的話，我媽媽最近新做了壹

個“解饞鮮辣湯”，我也發了她的教程

，也特別好喝還很營養，大家也可以試

壹下。

記者：能分享壹下接下來的動態嗎？

關曉彤：可能目前就先忙兩部戲

的宣傳，也壹直在看壹些新的劇本，

希望可以從中選到適合我，又有趣的

角色。

扶貧劇呈現“年輕化”新面貌
前些年，扶貧題材電視劇總是令年輕人倍感隔

閡，尤其是其中的“土味文化”和老壹輩人的審美

觀念成為讓年輕觀眾詬病較多的地方。而今，壹批

脫貧攻堅題材電視劇的創作，有向更年輕、更時尚

、更有趣轉變的傾向。

輕喜劇風格、反套路創作贏得好口碑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打贏脫貧攻堅戰

的收官之年，圍繞這壹主題進行創作的扶貧劇也在

不斷湧現。其中，《我的金山銀山》《遍地書香》

《花繁葉茂》等扶貧劇在保證內容質量與劇集立意

的同時，以輕喜劇的風格跳脫以往扶貧劇嚴肅、正

經的敘事風格以及“賣慘哭窮”的敘事套路，讓劇

集不僅好看、好笑，而且真實、接地氣。

《我的金山銀山》從產業扶貧出發，以精彩有

趣的輕喜劇手法，塑造出立體生動的人物群像，讓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得以充分詮釋。

“做主旋律劇壹定要避免假大空、喊口號，壹定要

走心、接地氣，讓觀眾相信是第壹位的。”《我的

金山銀山》導演賁放表示，“喜劇元素的增加就是

讓扶貧劇年輕化的壹種方式，劇中出現了很多年輕

人的角色，像湯亮、範白露、範奮鬥、湯婉、大寶

貝等，這些年輕人都非常接地氣，很多喜劇梗都是

為當下年輕人量身打造的。要在笑聲之中，把精準

扶貧的精神傳遞下去。”

《遍地書香》從文化扶貧入手，以輕松明快的

影像風格以及生活化、接地氣的臺詞表達，演繹著

文化扶貧、扶誌、扶智的故事。導演楊真將《遍地

書香》定位成壹部輕喜劇，他要求演員的表演真的

像那句流行的喜劇包袱——“搞笑我們是認真的”

。楊真認為：“喜劇風格不意味著胡編胡鬧，我們

拒絕庸俗、低俗，表演要幹凈，有壹股向上的精神

頭兒，有意思也要有意義。人物塑造要比生活稍加

誇張，這種度應恰如其分，這種分寸必須是統壹的

，還必須統壹到壹個頻幅。”

《花繁葉茂》以貴州省遵義市楓香鎮為原型，

主要講述了花茂村第壹書記歐陽采薇與村支書唐萬

財壹起帶領村寨群眾奔小康的故事。該劇總制片人

、編劇歐陽黔森介紹：“我們把這樣壹部帶點政策

性的劇集用輕喜劇、趣味性的方式講述給大家，將

新農村建設進程中涉及的農村‘三改’、土地流轉

、移民搬遷、產業改造升級等棘手問題和因地制宜的

理念包裹其中，在鮮活的人物群像中展現政策優勢，

寓教於樂。不板著面孔，用輕喜劇的形式解讀扶貧工

作，是這部劇受到年輕人歡迎的重要原因。”在電視

評論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何天平看來：

“《花繁葉茂》是輕喜劇的調性，不那麼宣教、生硬

、刻板，且劇作、人物紮實，劇中出現了很多生活中

真實的人物形象，能給觀眾帶來共情的空間。”

年輕化表達吸引年輕觀眾追劇
近期，《壹個都不能少》《綠水青山帶笑顏》

《花繁葉茂》《最美的鄉村》等壹大批聚焦“脫貧

攻堅”“鄉村振興”主題，展現鄉村新風貌以及年

輕人在農村這片廣袤土地上不斷奮鬥的扶貧劇，以

年輕化的表達方式，俘獲了年輕觀眾的心，從而實

現了收視與口碑的雙豐收。

《壹個都不能少》講述焉支村和丹霞村兩個貧

富差距較大的村子“合並”共建新丹霞村的故事，

還描摹了東橋、丁香、付鵬等年輕幹部在帶領村民

脫貧致富中的貢獻，比如劇中呈現的“直播帶貨”

“視頻宣傳”等方式就是這些年輕人提供的新思路

。《綠水青山帶笑顏》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的價值理念為主旨，首次將鏡頭對準了許晗、杜

笑語等壹群滿懷夢想與熱情的返鄉創業青年群體，

講述了許晗、杜笑語在大學生村官鄭菲及當地村民

的協助和支持下，帶領落後的貧困農民步入小康，共

同走上致富道路的故事，通過“返鄉創業”“大學生

村官”“精準扶貧”等元素，記錄壹個美麗鄉村的生

態經濟發展歷程。《花繁葉茂》在B站被網友催更，壹

大批“90後”“00後”觀劇後說：“從來沒想過會對

壹部扶貧劇這麼‘上頭’”“沒想到有壹天我會淩晨

在B站看扶貧劇。”《花繁葉茂》監制徐春萍認為，

《花繁葉茂》之所以能受到年輕人的喜愛，主要是因

為該劇實現了藝術創作和現實生活的連接。

《最美的鄉村》以單元劇的敘事手法，講述了青

年黨員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主動接受脫貧攻堅工作

的故事，呈現了三種不同的扶貧方式。該劇監制、總

編劇郭靖宇坦言：“不管是年輕觀眾還是上歲數的觀

眾，我們能做的就是把故事講好。人物生動、節奏不

拖泥帶水，觀眾自然就會買單。我相信年輕觀眾對所

有好的東西都是接受的，這跟題材沒關系，只要這個

故事好玩兒、好看，觀眾自然就來了。”

這些扶貧劇在回應“精準扶貧”這個時代命題

的同時，以回到農村的年輕人的視角，展現了當下

年輕人走進扶貧隊伍、為實現個人夢想而孜孜不倦

的奮鬥之誌，年輕觀眾也透過屏幕感受到同齡人的

青春活力。

講好中國故事，鄉村題材是值得挖掘的富礦
脫貧攻堅題材電視劇屬於農村題材電視劇類別

。就當前發展狀況而言，農村題材電視劇整體上模

式化、臉譜化的問題較為嚴重，長期以來處於創作

瓶頸，導致此類題材難以進入觀眾視野，精品更加

稀缺。2020年是脫貧攻堅的決勝之年，也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歷史節點，脫貧攻堅題材電視劇

在這壹年閃亮登場。作為農村題材的壹個分支，脫

貧攻堅題材的出現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營造了濃厚

的文化氛圍，其廣袤的創作空間也為農村題材帶來

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今年3月，國家廣電總局公布了22部重點脫貧

攻堅題材重點劇目，其中《壹個都不能少》《花繁

葉茂》《遍地書香》《我的金山銀山》《最美的鄉

村》等扶貧劇播出後，收獲了諸多好評。“這壹批

農村題材電視劇的豐收，與國家的脫貧攻堅戰略導

向密不可分。預計未來壹兩年內，還會有大量的鄉

村影視劇湧現在各個平臺上。”何天平介紹，上壹

次有如此規模化的鄉村劇要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

末、90年代初，與農村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電視的

普及有關。

如果只以農村背景來看，近十年來國產影片裏

也不乏市場、口碑雙贏的作品，但是這些高分作品

壹直是零星出現，還不成為現象。現在亟須解決的

是如何讓農村題材電視劇回歸主流影視市場。上影

集團副總裁徐春萍指出：“農村現在和以前很不壹

樣，把這個故事放在農村還是城市，對今天的中國

來說，不是影響市場的關鍵，我們考慮的還是如何

使故事、人物、情節讓更多觀眾產生共情和共鳴，

講故事的方式、藝術呈現的風格如何能被觀眾接受

。”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

川也指出：“農村題材和市場並不矛盾。現在要解

決的是農村題材影片的市場化，怎麼進入市場，找

到自己的觀眾，產生良性投入和回報的商業循環。

農村題材影片不能單純依賴行政手段扶持，以後還

是要更多地用市場手段解決。”

實行精準扶貧、助力鄉村振興的政策還在繼續

，美麗鄉村逐漸成為當下農村的靚麗名片，巧妙展

現精準扶貧背景下農村舊貌換新顏的新面貌、反映

扶貧之難的扶貧劇，正以輕喜劇的藝術風格、年輕

化的傳播方式，讓宏大主題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被

觀眾接受，也讓農村劇逐漸成為主流影視市場中的

壹分子。

“講好中國故事，不僅是城市的故事，鄉村題

材也是壹個值得挖掘、講述的富礦。找到好的切入

點後，主旋律影視劇也可以叫好又叫座。”何天平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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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7月 16日，電影《盜

夢空間》在美國正式上映，不知

不覺間，已經過去了10年。

《盜夢空間》誕生的時間介

於《蝙蝠俠：黑暗騎士》和《蝙

蝠俠：黑暗騎士崛起》之間。如

果說《蝙蝠俠：黑暗騎士》讓全

世界都知道了克裏斯托弗· 諾蘭，

那麽《盜夢空間》則培養了國內

的第壹批“諾粉”——《盜夢空

間》是諾蘭第壹部在內地大賣的

電影（《黑暗騎士》2008年未引

進）。

諾蘭是幾乎從不失手的導演

，在他的履歷表上，《記憶碎片

》《致命魔術》《黑暗騎士》

《星際穿越》等片都堪稱經典。

但最受中國觀眾愛戴的，還是

《盜夢空間》。

在時光網和豆瓣，《盜夢空

間》都是諾蘭觀眾評分最高的導

演作品。在IMDb，《盜夢空間》

是評分僅次於《黑暗騎士》的諾

蘭作品。如果考慮到《黑暗騎士

》著名的刷分事件的幹擾，《盜

夢空間》也幾乎是全世界觀眾最

喜愛的諾蘭電影。

《盜夢空間》極致的吸引力

來自哪裏？如今回看這部電影，

依然有很多“未解之謎”。

如果用壹個關鍵詞形容《盜

夢空間》，很多人會選擇“燒腦

”。

相信很少有觀眾可以自信地

說出“第壹遍就完全看懂了這部

電影”。甚至連主演都表示在表

演時糊裏糊塗。

主演之壹瑪麗昂· 歌迪亞就曾

回憶：“我跟裏奧（小李）見面

之後壹起為電影做準備的時候，

我們問對方的第壹個問題就是

‘妳能理解這些東西嗎？’我們

壹致認為我們都不理解，即便我

已經讀了20遍劇本。”

當然也有專業人士對這部好

評如潮的電影不屑壹顧。《盜夢

空間》甚至被Variety評選為2010

年代最被過譽的十部影片之壹。

當時Variety給《盜夢空間》

的評價是：“但凡如果妳讀過潮

水般的好評，妳會誤以為這部電

影是很有意義的。但它不是。試

圖分析夢的各種空間會讓妳的大

腦亂成壹團，因為這些邏輯其實

是以最膚淺的方式得出的。然而

盡管《盜夢空間》在講述的故事

中有許多讓人混淆的漏洞，但它

有足夠吸引眼球的特效、以及那

個旋轉的陀螺。”

《盜夢空間》真的有那麽難

懂嗎？十年後的今天，妳是否還

會被它的邏輯繞暈？

最近，時光編輯部的編輯們

又重看了這部電影，繼而嘗試重

新評價這部電影。不得不說，

《盜夢空間》是壹部復雜的電影

，十年後對於它的理解仍然充滿

爭議。這也側面證明了這部電影

留給我們的“遺產”依然有待挖

掘。

十年之後，“《盜夢空間》

式的電影”已經成為壹個形容燒

腦電影的流行詞匯，但卻再沒出

現壹部與《盜夢空間》等量齊觀

的作品。

“諾神”的高峰還是要“諾

神”自己翻越。

在看了幾款預告依然對電影

要講述的內容壹頭霧水後，全

世界的影迷開始相信，即將上

映的《信條》將會是比《盜夢

空間》更燒腦、更充滿想象力

的電影。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重新討

論《盜夢空間》，無疑是迎接

《信條》的最佳方式。

外媒甚至腦洞

大開把《盜夢空間

》和《信條》的劇

情連上了：《信條

》中羅伯特· 帕丁

森和伊麗莎白· 德

比齊兩個角色，可

能就是《盜夢空間

》中“小李”的兩

個孩子。參演了

《盜夢空間》，現

在又參演了《信條

》的邁克爾· 凱恩

，會不會延續他的

角色，飾演兩個孩

子的爺爺？

好吧，壹切皆

有可能，到時看不

明白就多看幾遍。

重看這部電影，
是迎接《信條》的最佳方式
《盜夢空間》上映10周年 它的“遺產”挖不完

當 地 時 間 7 月 28 日 ， 第

72 屆艾美獎提名揭曉，而其

中最有趣的提名之壹，是布

拉 德 · 皮 特 因 在 SNL 《 周 六

夜現場》節目中模仿美國傳

染病專家福奇，提名喜劇類

最佳客作男演員。

皮 特 繼 今 年 初 首 度 斬 獲

奧斯卡演員類獎項之後，再

有機會首度斬獲壹座艾美獎

。

今年4月，《周六夜現場》

SNL第二期居家集播出，布拉德·

皮特負責開場，他扮成“美國鐘

南山”福奇醫生，吐槽總統特朗

普的各種奇葩言論，包括註射消

毒劑對付病毒等。

視頻最後，他恢復自己的身

份，感謝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

主任、白宮首席傳染病專家安東

尼· 福奇博士，以及所有奮戰在壹

線的醫務人員。

皮特的這段模仿視頻上傳至

油管之後，迅速爆紅，獲得超過

1300萬的點擊量，並獲得福奇醫

生本尊的稱贊。

“我是布拉德· 皮特的超級

粉絲，這就是為什麽當人們問

我，想讓誰演我的時候，我會

提到布拉德· 皮特，”福奇說。

“他是我最喜歡的演員之壹。

我認為他做得很好，當最後他

脫掉假發感謝我和所有的醫療

工作者時，他展現了他真的是

壹個高雅的人。他不僅是壹個

偉大的演員，也是壹個有風度

的人。”

今日公布的第72屆艾美獎提

名中，Netflix憑借壹共160項提名

，創下歷史提名新高，超過HBO

拔得頭籌。

另外，今年黑人演員提名數

量也創下歷史新高，在102個表

演類獎項提名中，33個黑人演員

拿下35個提名（瑪婭· 魯道夫和

吉安卡洛· 埃斯珀西多分別收獲兩

個提名），占比34.3%，超越了此

前最高的27.7%。

HBO的限定劇集《守望者》

以26項提名領跑。Netflix的《黑

錢勝地》與HBO的《繼承之戰》

是“劇情類“最大贏家，分獲18

項提名，而亞馬遜的《了不起的

麥瑟爾夫人》則以20項提名，穩

坐”喜劇類“榜首。

皮特要拿艾美獎了？！
模仿福奇獲提名

SNL吐槽特朗普致敬醫生 獲福奇本尊點贊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讓漫威電影宇宙第

四和第五階段布局被延遲，但他們並沒有完全

停止工作。近日有傳聞稱，電影《驚奇隊長2

》中會介紹驚奇女士（卡瑪拉· 克汗）這個角

色，而且會有很多英雄登場，相當於迷妳版

“復仇者聯盟”電影。

上周有消息稱，漫威為Disney+準備的新

劇《驚奇女士》將於今年 11月開拍，該劇

計劃於2022年開播。巧合的是，《驚奇隊長

2》的檔期也是2022年7月8日，看來是想做

聯動。

驚奇女士初次登場於《驚奇女士》（Ms.

Marvel）第1期（1977年 1月），共有四代，

現任驚奇女士是卡瑪拉· 克汗。

驚奇女士擁有眾多超能力，最初包括

遠超常人的力量和對痛苦的忍耐力，令人

敬畏的物理傷害抵禦能力，飛行能力和預

知能力。

傳《驚奇隊長2》會是
迷妳版"復聯"電影

驚奇女士會被引入 同名美劇2022年開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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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9 30 1 2 3 4 5

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01:30-02:00 生活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03:30-04: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中國緣  (重播) 

06:00-06:30 洋言洋語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洋言洋語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14:00-14: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洋言洋語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記住鄉愁 (重播)

22:30-23: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6/28/2020

中國輿論場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海峽兩岸

今日關注

中華醫藥  (重播)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今日環球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轉轉發現愛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國家回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20年7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遠方的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中國文藝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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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譽國際的名廚江振誠首部

紀錄電影「初心」，預計8月21日

起於全台戲院上映，他稱這是30

年烹飪生涯中重要的一刻，期待

自身的故事能夠鼓勵大家「勇敢

無懼、勿忘初心」。

江振誠在新加坡把「Restau-

rant ANDRÉ」打造成擁有堅強跨

國團隊的米其林二星名店，某天他

看著員工們各自忙自身的事務，突

然有感而發對妻子Pam說道：「現

在真的很完美，是時候了。」於是

決定要結束營業，他在這決定性的

一刻，心情相當平和，也對Pam講

了兩遍，然而攝製「初心」的團隊

剛巧都沒拍到，無法在片中呈現這

一幕，讓他感到些許遺憾。

「初心」本來的計畫是紀錄

「Restaurant ANDRÉ」邁向巔峰的

過程，大家都以為該餐廳摘下米

其林二星後，狀態持續上揚，拿

到三星已經不遠，不料江振誠突

然決定收手，所有人始料未及，

影片的方向也大轉變。

他認為他要提供給員工們的

是一個平等的、可以因為個人才

華得到拔擢的機會。他手下曾有

人是專程飛到新加坡、在店裡用

餐後就直接表示想來工作，每天

拖著行李箱守在餐廳門外等他錄

用，也有甜點師傅到了紐約遊歷

卻出意外、重傷，他堅持等對方

傷癒歸隊，到最後已經不像長官

與員工，而是家人般的感情，他

也在關店的最後一天，親手做代

表台灣味的牛肉麵招待大家。

提到片子裡他哼著K-POP，他

倒是有點不好意思：「其實是我太

太會放，然後我就聽到會唱了。」

他從南法帶了棵橄欖樹到新加坡，

則是因為初到當地沒有朋友，看到

樹就好像有來自家鄉的朋友作陪，

不少觀眾看完片子都好奇他返回台

灣，橄欖樹怎麼了？他透露已經交

由新加坡植物園栽培。

台灣揚名世界名廚台灣揚名世界名廚
收掉米其林二星餐廳理由竟是為了…收掉米其林二星餐廳理由竟是為了…

女星夏宇禾外型亮麗、身

材姣好，擁有 E 罩杯美乳的她

，曾在民視「實習醫師鬥格」

飾演醫生被網友封「最美女醫

」，去年演完 8 點檔「大時代

」中的富家女「李志琳」後，

日前她開心歡度 27 歲生日，在

社群網站上分享一系列和閨蜜

出遊的照片，一張 3 人床上脫

掉胸罩裸上空照，瞬間引發網

友暴動，還有網友留言：「鼻

血噴了一屏幕」！

夏宇禾在臉書發文透露最近

和姐妹展開一場輕旅遊，同時感

性吐露：「11年了，還是頭一次

一起這樣，謝謝你們陪了我11年

，沒有把我丟下！」她還附上和

姐妹們裸身裹床單趴在床上的照

片，3人顏值超高，其中夏宇禾露

乳溝，側頭露出甜美微笑，養眼

鏡頭讓網友大呼羨慕攝影師。

沒想到更性感的鏡頭在後頭

，夏宇禾寫下：「就這樣脫了吧

！把所有的不開心全部從身上脫

下！從今以後，還是每天開心的

笑著，

開心的體驗接下來的人生」

，照片中，她和姐妹們甩Bra大秀

美背，白皙粉嫩肌膚，展現出S腰

身，夏宇禾還露出上半部臀線，

完美曲線令人看了噴鼻血，還有

網友敲碗正面，問她是否介意轉

身，夏宇禾親自回覆：「非常介

意喲！」

最美女醫夏宇禾揪閨蜜脫了

「一排上空」
網噴鼻血

由趙文卓、釋小龍、毛林林、

寇家瑞等主演的武打動作大戲《大

俠霍元甲》，7/28在愛奇藝臺灣站

開播。壹代男神趙文卓，曾在2001

年與梅婷、吳越主演電視劇《霍元

甲》，以及2002年電視劇《精武英

雄陳真》演出霍元甲，時隔18年再

飾演男主角霍元

甲，舉手投足間

皆是武術宗師味

道。

趙文卓此次不僅

要和各門派高手

過招，首集就和

王五 (張永剛飾

演) 大打出手，

第二集徒弟黃文

發 (寇家瑞飾

演) 歸返，也讓

師父領教自己的

成長，之後還將

受到東洋、西洋

各界高手挑戰，

熱血十足。童星

出身的釋小龍飾

演霍元甲徒弟陳

真，兩師徒情感

與真功夫武打戲

會如何上演，備

受矚目。

趙文卓富有武

術背景，擅長

劍、槍和拳術

，暌違多年再

演霍元甲，他

說：「將近20年了，兩個完全不

同的劇本，裝束也和過去不同，

這次是清裝，是留大長辮的，那

次是平頭。」更透露此次的劇情

別於過去，「上回講兒女情長，

這部講的俠之大者多壹點。」演

過兩次，所以他從霍元甲身上學

到很多，這次也有更好的樣貌。

趙文卓這次演出霍元甲也下

了許多工夫做準備，包括重新了

解霍元甲的人物真實歷史，還有

保持自己身體狀態。因劇中用了

很多武器、兵器，四十八般兵器

中大部分都展現，所以很多套路

與武器都有重新練，沒有練過的

也再掌握。

本身就是武術相關的功夫演

員，問及是否想要傳承功夫，趙

文卓表示：「我本身其實挺喜歡

教別人的，像是拍攝時現場有很

多徒弟，釋小龍、賈宏偉等，跟

他們交流，常常潛移默化是帶著

師父的感覺。」

同是武術世家出身，2歲就

成為少林寺俗家弟子的釋小龍

，清爽帥氣形象被稱為「李連

傑的接班人」，此回飾演霍元

甲徒弟陳真。戲中陳真被奸人

挑唆，壹度誤解霍元甲，也因

為這樣的誤解，將讓霍元甲與

陳真師徒關係緊張，兩人情感

也將備受考驗。

演員陣容還包括了許多功夫

巨星、老戲骨，高雄、梁小龍更

是初代霍元甲和陳真的代表，本

劇兩代霍元甲與陳真再同臺，讓

觀眾感嘆「時光飛逝」，更對

《大俠霍元甲》好奇十足。該劇

每晚19:30在愛奇藝臺灣站獨家播

出，VIP搶先看。

霍元甲來了！
趙文卓釋小龍熱血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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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9 30 1 2 3 4 5

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01:30-02:00 生活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03:30-04: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中國緣  (重播) 

06:00-06:30 洋言洋語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洋言洋語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14:00-14: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洋言洋語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記住鄉愁 (重播)

22:30-23: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6/28/2020

中國輿論場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海峽兩岸

今日關注

中華醫藥  (重播)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今日環球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轉轉發現愛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國家回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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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德州創下了冠狀病毒死亡的單日記錄德州創下了冠狀病毒死亡的單日記錄，，但州長格雷格但州長格雷格••雅培雅培（（Greg AbbottGreg Abbott））表示表示，，休休
斯頓可能會有斯頓可能會有““希望的曙光希望的曙光”。”。

5656歲的約瑟夫歲的約瑟夫••科斯塔科斯塔（（Joseph CostaJoseph Costa））博博
士是巴爾的摩市中心仁慈醫療中心的重症監士是巴爾的摩市中心仁慈醫療中心的重症監
護病房主任護病房主任。。 醫院在周日發佈到醫院在周日發佈到FacebookFacebook的的

聲明中證實了他的死亡聲明中證實了他的死亡。。

福西博士說福西博士說，，他在大流行期間的工作導致了對他在大流行期間的工作導致了對
他及其家人的他及其家人的““嚴重威脅嚴重威脅”。”。

福西博士和川普總統在對抗冠狀病毒大流行福西博士和川普總統在對抗冠狀病毒大流行
方面有不同的看法方面有不同的看法。。

全美最高權威的傳染病專家安東尼全美最高權威的傳染病專家安東尼
••福西福西（（Anthony FauciAnthony Fauci））博士周二博士周二
捍衛了他保護美國人健康的工作捍衛了他保護美國人健康的工作。。

約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實時實時COVID-COVID-1919追踪器顯示追踪器顯示，，在過在過
去去2424小時內小時內，，美國報告的冠狀病毒造成的一日死亡人數最高美國報告的冠狀病毒造成的一日死亡人數最高。。

加利福尼亞州建議對冠狀病毒進行加利福尼亞州建議對冠狀病毒進行
緊急篩查緊急篩查，，因為加利福尼亞感染的因為加利福尼亞感染的
病例已成為美國最高的病例病例已成為美國最高的病例。。

共和黨眾議員戈默特共和黨眾議員戈默特 (Louie(Louie
Gohmert)Gohmert) 在國會大廈拒絕戴口罩在國會大廈拒絕戴口罩
後後，，對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對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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