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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House suggests $1.3 trillion coro-
navirus aid bill; Pelosi says not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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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willing to sign a $1.3 trillion coronavirus relief bill, a top 
aide said on Friday, but Democratic House of Representa-
tives Speaker Nancy Pelosi said the sum was not enough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rump said later that Pelosi was only interested in bailing 
out states run by Democrats, casting doubt on chances of 
reviving stalled talks for another round of fiscal stimulus.

The new figure was put forward by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Mark Meadows, marking a $300 billion increase 
from an initial $1 trillion offer from the White House and 
Senate Republicans

Three weeks after talks on Capitol Hill broke down with-
out a deal on legislation to help Americans suffering from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Meadows said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 was “right now willing to sign something at $1.3 
trillion.”

Hours later, Pelosi in a statement repeated her call for a 
$2.2 trillion bill and said Meadows’ offer would not meet 
the needs of American workers and families.

Pelosi said, among other things, the Republicans “are re-
jecting the funding needed for testing and tracing to crush 
the virus and safely reopen schools and th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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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said she hoped the Republicans would accept the Demo-
cratic offer and resume negotiations.

Asked about talks between Pelosi and Meadows about another 
stimulus package, Trump told reporters aboard Air Force One 
on a flight to Washington from New Hampshire: “My impres-
sion is she wants to give no stimulus, all she wants is bailout 
for badly run Democrat states.”

He said another stimulus package would be good.

The Democratic-led House in May 
passed a $3.4 trillion coronavirus 
relief bill, which was not taken up by 
the Republican-dominated Senate.

Pelosi said on Thursday after a 
25-minute phone call with Meadows 
that Democrats were willing to go 
down to $2.2 trillion and demanded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ccept 
that figure before negotia-
tions could resume.

The $1.3 trillion has been 
offered in private, Mead-
ows said. Negotiations have involved 
Pelosi, Meadows,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and Senate Demo-
cratic leader Chuck Sch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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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Reuters) - Sinovac Biotech Ltd’s corona-
virus vaccine candidate CoronaVac was approved 
for emergency use as part of a programme in Chi-
na to vaccinate high-risk groups such as medical 
staff, a person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said.

China National Biotec Group (CNBG), a unit of 
state-owned pharmaceutical giant China National 
Pharmaceutical Group (Sinopharm), also said it 
had obtained emergency use approval for a coro-
navirus vaccine candidate in social media platform 
WeChat last Sunday.

CNBG, which has two vaccine candidates in phase 
3 clinical trials, did not say which of its vaccines 
had been cleared for emergency use.

China has been giving experimental coronavi-
rus vaccines to high-risk groups since July, and 
a health official told state media in an interview 
aired last week that authorities could consider 
modestly expanding the emergency use pro-
gramme to try to prevent possible outbreaks 
during the autumn and winter.

State media Xinhua reported late on Friday that 
two vaccine candidates were approved in June for 
the emergency use program launched in July, with-
out identifying the specific products.

Officially, China has given little details on which vaccine 
candidates have been given to high-risk people under the 
emergency use programme and how many people have 
been vaccinated.

In June, prior to the emergency use programme, em-
ployees at state firms travelling overseas were allowed to 
take one of the two vaccines being developed by CNBG, 
state media Global Times reported. China’s military had 

Sinovac’s coronavirus vaccine candidate approved 
for emergency use in China - source

also approved the use of CanSino Biologics’ 
vaccine candidate.

Seven vaccines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are in 
final trial stages around the world, and four 
of them are from China.

But no vaccine has yet passed the final stage 
of trials proving it is safe and effective - 
conditions usually required to be met to get 
regulatory approval for mass use. COVID-19 
has killed over 800,000 people worldwide.

FILE PHOTO: A nurse holds China's Sinovac vac-
cine, a potential vaccine for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at the Sao Lucas Hospital of the Pontif-
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 (PU-
CRS), in Porto Alegre, Brazil August 8, 2020. REU-
TERS/Diego Vara

BUSINESS

Getting her daughter ready for the first 
day of sixth grade, in a normal year, 
Lidia Rodriguez would have by now 
spent a pretty penny on a lunchbox, her 
charter-school uniform and a special 
backpack, perhaps embroidered with her 
name: “Sofia.”
But why buy a new uniform if last year’s 
top still works for a Zoom call? And 
why splurge on a new backpack when 
the walk to school is a shuffle from the 
kitchen table to the bedroom desk?
“I don’t feel like investing ... until she 
actually physically starts,” says Rodri-
guez, whose home in Tampa will be her 
daughter’s classroom at least for nine 
weeks.

A shopper walks past shelves of school 
supplies at a Target store in San Rafa-
el, Calif. Preparing for both in-person 
and virtual learning has families bud-

geting for new school supplies and big-
ger purchases. (Photo/Justin Sullivan/
Getty Images)
Rodriguez still did buy supplies: note-
books and folders, pens and pencils. So-
fia’s father got her a laptop. And she’ll 
need more when — and if — she returns 
to the classroom: three masks a day, 
bleach wipes, new shoes, the uniform.
If lots of families end up having to stock 
up for multiple scenarios — both learn-
ing in school and virtually — back-to-
school and back-to-college spending 
could actually hit a new record, topping 
$100 billion,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Big-ticket items like electronics and 
desks are a major reason, says Katherine 
Cullen, senior director for industry and 
consumer insights at the retail group.

“Families who last year might have 
been looking at calculators or maybe a 

new smartphone ... are now looking at 
bigger dollar items like laptops, tablets, 
desktops,” Cullen says. “But they’re also 
buying things that you might not expect 
as much — desks, lamps, headphones — 
a lot of new items that weren’t tradition-
ally on the school shopping list.”
Back-to-school is usually the sec-
ond-biggest shopping season after the 
winter holidays. And so it’s something of 
a test for retailers, who are in a tailspin 
from the year’s mass shutdowns, layoffs 
and furloughs.
“The back-to-school season is off to a 
slower start than usual, given the un-
certainty around the timing of students 
physically returning to school,” Walmart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Brett Biggs said 
on a call with analysts last week. He 
pointed out “understandably” low de-
mand for school supplies, backpacks 
and clothes. “We expect the season to 
be choppy and come later than normal,” 
Biggs said.

Retail marketers have been getting cre-
ative to keep people spending, embrac-
ing the oddity and disarray of pandemic 
schooling, pushing discounts on comput-
ers and ideas for faking a dorm room at 
home.
Macy’s showed a montage of children at 
home learning to build a robot or tend to 
a garden. 
“New school year, whatever that means,” 
sang a women in an Old Navy commer-
cial. Target promoted contactless pickup 
of online orders. Even Ace Hardware 
got in on the pitch: Now that face masks 
and disinfectants are on the list, why not 

stock up for school at a home improve-
ment store?
“The biggest priority for me this year 
was setting up the home workspace,” 
says Kisha Washington, who in the 
spring had to convert her Chicago home 
into both her office and a classroom for 
her daughter, now a high school junior. 
This meant a mounted computer moni-
tor, good speakers and new task lighting.

That “morphed into her wanting task 
lighting plus tea-light-patio-hanging-
from-the-ceiling-random-LED-light-
ing,” Washington says with a laugh. “So 
she’s also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to, you 
know, redecorate — which has been 
good for her.”
Both Washington and Rodriguez would 
have to buy more supplies if or when 
their children actually return to the class-
room. By Cullen’s estimate, families 
like theirs still have about 60% of their 
back-to-school shopping left to do. The 
question is when or how much of it will 
actually happen. (Courtesy npr.org)
Related
Zoom investigating tech prob-
lems with video tool as kids head 
back to school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are re-
porting issues with Zoom on Monday 
morning as Americans wake up and start 
their work shifts and kids start the school 
year remotely. 
According to DownDetector, a platform 
that monitors app outages, the problems 
started at around 7:30 ET. A live out-
age map shows hot spots on most of the 
East Coast. People are also experiencing 
glitches in Texas, and around Chicago 

and Detroit.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are re-
porting issues with Zoom on Monday 
morning as Americans wake up and start 
their work shifts and kids start the school 
year remotely. 
According to DownDetector, a platform 
that monitors app outages, the problems 
started at around 7:30 ET. A live out-
age map shows hot spots on most of the 
East Coast. People are also experiencing 
glitches in Texas, and around Chicago 
and Detroit. 
The primary issue seems to be that peo-
ple are having a hard time logging in. 
Zoom said on its service status website 
that the company is in the “process of 
deploying a fix across our cloud.” Zoom 
meetings and webinars on the platform’s 
website are experiencing “partial” dis-
ruptions. 
Of the people reporting problems with 
the video conferencing platform, 75% 
reported issues logging in, 12% had 
problems with the website while 13% are 
struggling with the server connection.
Zoom let users known on Twitter that 
it’s looking into the problems. (Courtesy 
https://www.usatod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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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onfusing Back-To-School Season
May Lead To Blockbuster Spending

Stay Home!          Wear Mask!



Chadwick Boseman poses at the premiere of “Black Panther” in Los Angeles, 
January 2018. Embraced by global audiences, “Black Panther” became the 
second highest grossing movie at box offices worldwide in 2018

Ahmed Nawaz looks through the damage to his store after Hurricane Laura passed through 
Lake Charles, Louisiana, August 27. REUTERS/Elijah Nouvelage

Chadwick Boseman speaks in front of the cast of “Black Panther” after the film won Outstand-
ing Performance by a Cast in a Motion Picture at the Screen Actors Guild Awards, January 
2019. REUTERS/Mike B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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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ed power lines are seen after Hurricane Laura passed through the area in Creole, Louisiana, Au-
gust 28.  REUTERS/Elijah Nouvelage

Chadwick Boseman poses at the premiere of “42” in Hollywood, April 2013.  REUTERS/Mario 
Anzuoni  

Workers Bobby Ore and Steve Piersall remove a tree which fell onto a house in the 
aftermath of Hurricane Laura in Lake Charles, Louisiana, August 28. The residents 
of the home escaped injury.  REUTERS/Adrees La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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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dwick Boseman addresses the 150th commencement ceremony at Howard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 May 2018. REUTERS/Eric Thayer

Chadwick Boseman arrives at the Oscars in 2018. Boseman, an actor whose work celebrated African-American 
pioneers and culture, has died at age 43 after a four-year battle with colon cancer, according to an announcement 
posted on Friday to his so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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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月前宣佈取消可能導致外國留學生
被迫離境的簽證規定。移民局曾表示，如果留
學生只參與線上課程，必須離境美國。美國的
這一聲明，意味著移民局上周的決定180度
大轉彎。

美國移民局曾指，從今年秋季開始，如果
國際留學生只參與網上課程，將不得繼續留
在美國，除非他們轉到其他面對面授課的課
程。若國際學生不遵守上述規定，將面臨被驅
逐離境。

如今美國當局宣佈收回成命，允許國際
學生繼續在美國境內參與網上課程。

高校訴訟
上周，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大學（MIT）

向國土安全局及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發起訴訟。
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巴科（Larry Bacow）在
聲明中表示，學生簽證的上述規定過於「一刀
切」，讓國際學生除了離境美國和轉學之外，
幾乎別無他選。

他說，當局這一決定損害了包括哈佛在

內眾多學校致力於平衡授課與師生健康的周
全舉措。
多所高校隨後加入哈佛與MIT的陣營。因為
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美國許多大學都已改
成網絡授課。哈佛大學此前宣佈，秋季學期所
有課程都將繼續以此方式授課。

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在推特上批評哈佛只
在線上授課的決定「荒謬」。他堅持，美國學校
必須在秋季學期以正常形式授課。他威脅說，
如果某些學校不正常復課，政府將削減對其
的財政支持。

網絡授課
新冠疫情在美國蔓延之後，許多大學已

經關閉校園改以網絡授課，那些已經在讀的
國際學生獲准在春季和夏季學期繼續留在美
國網絡上課。

但是美國移民局上周宣佈，留在美國全
數上網課的國際學生，「必須離開美國，或採
取其他措施，例如轉到面授的課程或學校」。

新申請簽證的留學生，如果課程完全以
網絡上課，也無法獲得美國學生簽證。

新規定給美國大學施加了壓力，迫使校 方重新開放學生上課，讓國際學生必須至少
有部分的講課以面對面形式進行。

這將如何影響美國學校的中國留學
生？
在美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Iris Li已
做好了失去學生簽證、一年之內無
法返校的心理準備。
今年 20 歲的她修讀社會學與宗教
學，即將在美國亞特蘭大的埃默裏
大學（Emory University）升讀大三。
3月下旬，學校宣佈停課後，已在美
國學習6年的Iris返回了家鄉北京。
「當時就預感可能一年之內回不來，
」她對BBC說。
她的預感如今得到了印證。美國的
網課相關簽證規定與依然有效的中
國旅行禁令意味著數以十萬計的中
國留學生如今進退兩難。
身在中國的留學生難以取得新簽證
返美，留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則必須
參與面授課程，不過一些高校已宣
佈，在新學年只會在網上授課。
Iris說，她認識的中國留學生當中約
有七成已返回中國。
疫情期間，中美之間的航班十分有
限，機票一票難求。美國的簽證與入

境政策之外，中國民航局的「五個一」規定讓
不少中國留學生感覺「被拋棄」。Iris難掩失望
，坦言感覺「被夾在（中美）中間當皮球踢」。

她正煩惱，留在美國的行李細軟該如何
處理，畢竟重返美國的日子遙遙無期。「如果
大四能回去（美國）上課我就很開心了。」她的
一名中國留學生朋友則在微信上留言道：「今
年說過最多的話：太難了。」
各方批評

美國當局聲明發佈後，不僅在留學生群
體中引發焦慮，也在國內招致各方批評。

每年有大量的留學生到美國求學，國際
學生支付全額學費，是美國大學的重要財政
收入來源。

2019 財政年度，美國國務院一共簽發
388,839 個 F 簽證（學術課程），以及 9,518 個
M簽證（職業課程）。

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2018年國際學
生為美國經濟總體貢獻了450億美元。

持有上述的F簽證和M簽證的國際學生
將受到美國移民局最新規定的影響。

美國政策大轉彎 取消要求
外籍留學生離境的簽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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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onavirus (COVID-19) pandemic 
has triggered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in 
the tourism economy, given the immediate 
and immense shock to the sector. Revised 
OECD estimates on the COVID-19 impact 
point to 60% decline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 2020. This could rise to 80% 
if recovery is delayed until December. 
International tourism within specific 
geographic-regions (e.g. in the European 
Union) is expected to rebound first.
Domestic tourism, which accounts for 
around 75% of the tourism economy in 
OECD countries, is expected to recover 
more quickly. It offers the main chance 
for driving recovery, particularly in 
countries, regions and cities where the 
sector supports many jobs and businesses.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is being felt 
throughout the entire tourism ecosys-
tem, and reopening and rebuilding 
destinations will require a joined up ap-

proach. Tourism businesses and workers 
are benefiting from economy-wide stimu-
lus packages, with many governments also 
introducing tourism specific measures. 
Governments and industry are focusing 
their efforts on:
Lifting travel restrictions and work-
ing with businesses to access liquidity 
supports, apply new health protocols for 
safe travel, and help to diversify their 
markets. Restoring traveller confidence 
and stimulating demand with new safe 
and clean labels for the sector, infor-
mation apps for visitors and domestic 
tourism promotion campaigns. Preparing 
comprehensive tourism recovery plans, to 
rebuild destinations, encourage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and rethink the tourism 
sector. These actions are essential, but to 
reopen the tourism economy successfully 
and get businesses up and running, more 
needs to be done in a coordinated way 

as tourism services are very interdependent. The travel and tourism 
industry and governments should continue to reinforce their coordi-
nation mechanisms to accompany the businesses, notably the smallest 
ones, and the workers. Particular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also to the 
most sensitive/vulnerable destinations in the recovery phase.
Looking ahead, the measures put in place today will shape 
tourism of tomorrow. Governments need to already consider the 
longer term implications of the crisis, while staying ahead of the 
digital curve, supporting the low carbon transition, and promoting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needed to build a stronger, more sustain-
able and resilient tourism economy. The crisis is an opportunity to 
rethink tourism for the future.

(Courtesy ips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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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Nations Of The World Handle
The Coronavirus Health Crisis

Impacts Their Tourism Favorability

KEY POINTS
Tourism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The tourism economy has been heavily hit by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pandemic, 
and measures introduced to contain its spread. Depending on the duration of the crisis, 

revised scenarios indicate that the potential shock could range between a 60-80% 
decline in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m economy in 2020. Beyond immediate measures to 
support the tourism sector, countries are also shifting to develop recovery measures. 

These include considerations on lifting travel restrictions, restoring traveller confidence 
and rethinking the tourism sector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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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不同 因性取向遭霸凌

我叫吴一凡，1990年出生于西安，

处女座。我爸爸年轻时赶上文化大革命

下乡了几年，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文

革结束后，爸爸和妈妈在同一所职业高

校相识相恋，步入婚姻。妈妈怀孕后，

爸爸为了给小家庭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

，选择去深圳“南漂”打拼。那时深圳

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爸爸把握住了

机遇。在我1岁时，我们全家搬到了深

圳生活。

我相信性取向是天生的，小时候偶

尔穿个裙子玩过家家，家长会觉得很好

玩，但上了初中后，我就开始意识到自

己的不同。那时班上男女生已经有早恋

现象，我也开始考虑自己心仪对象的性

别问题。我有很多亲密的男生朋友，我

们会像闺蜜一样煲电话粥，但我说不清

对同性的感觉。陷在自我怀疑的状态里

，我决定找一个女朋友试试。然而，仅

仅是牵手这样的举动都让我不自在，这

时我才真正确定，我喜欢的是男生。

初二开始，我已经对身边几个要好

的女生朋友“出柜”了。几乎是不可避

免的，我也遭受到来自其他同学的嘲笑

和霸凌。一些男生会在背后叫我“基佬

”，开一些不堪入耳的玩笑，偶尔还故

意从背后抱住我，问我是不是很喜欢这

样。我很感谢我的女生朋友们，她们常

常为我出头，但坦白讲，她们也很难体

会我内心挣扎焦灼的感受。

我了解到同性恋这个概念后，根本

没人能分享。我当时跑到深圳书城，想

了解关于男同性恋的定义，但那时候的

中国在这方面仍有局限，许多书籍其实

带有误导性，同性恋通常会归类到心理

学，将其定义为心理上的一种疾病，而

并非社会学。看着这些刻板冰冷的定义

，潜移默化中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异类

”，产生了是不是心理有疾病的自责想

法。

沉迷时尚 “美妆博主”引轰动

无人能懂的内心世界，反而让我充

满了力量想证明自己，我想把消极的东

西转为动力，让父母感到我的“不一样

”也能让他们自豪。我努力考上了深圳

最好的重点高中，高中3年也努力维持

好成绩，参与所有课外活动，尽量和全

班同学保持好关系，心理期待着当他们

知道我的性取向后就不会太反弹。

好在我的高中的老师很开明，有一

年我们班要演英文话剧《罗密欧与朱丽

叶》，大家觉得两个男生来演主角可能

更好玩，我于是自告奋勇反串朱丽叶。

我还记得当时我穿着一条蓝色的中世纪

宫廷蓬裙，在台上非常开心。虽然只是

一个小话剧，但我却第一次有机会展示

了内心向往的自己不同的一面。

也是从高中起，我开始对时尚和护

肤感兴趣，说白了就是喜欢打扮自己。

我平时会读各种时尚杂志，研究模特和

品牌内容，现在想想我可能就是最早一

批的“美妆博主”。我那时每个月都去

香港逛街，那些出现在杂志上的最新款

服装或保养品在香港都可以看到。我闲

暇时把保养品囤货和测评在豆瓣等网络

平台分享，没想到一度引起转发狂潮，

当时网络上一篇名为“你敢跟这名男高

中生比会保养吗？”的帖子转发量几十

万，网友们评论我比大部分女生都精致

。

留学英国 爱上纽约这座城

高考发挥失利，我和梦想的深圳大

学失之交臂，考上了东北一所二本院校

的小语种专业。我想与其在国内将就4

年，不如申请出国读我喜欢的时尚专业

，父母也支持我的决定。我一旦下了决

心，就一定会付出百分之二百的努力。

高考完的那个暑假，我咬着牙闷头准备

雅思和申请材料，最后一次考过语言，

顺利申请到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

tingham Trent University)的时尚与纺织品

管理专业。

我最初的职业理想是成为时尚买手

或造型师，但英国学校所在的城市是个

大学城，圈子小且很难融入，不太利于

我的职业发展，学校里的中国人更是凤

毛麟角，我时常觉得无聊。大二时，学

校提供了一个在利丰(Li\&Fung)集团的工

作机会，需要到纽约实习一年，我也许

是仗着会说粤语和国语的优势，竟然从

几十个申请者中脱颖而出被选中。

实习的工作虽异常繁琐，但我却意

外地爱上了纽约这座城市。我喜欢这里

包容一切的文化，喜欢每个行走的路人

散发的自信，更喜欢它百分之百接受我

的同志身份。这里有很多亚裔性少数群

体(LGBTQ)的组织，大家相互间感同身

受，我很快就找到了关于身份认同的归

属感。那时我一下班就会和他们聚在一

起，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那段时

光算是我最自由、最放纵，百分百拥抱

同志身份的日子。我想，如果有一天我

需要稳定下来生活，纽约将是我关于家

的唯一选择。

邂逅爱侣 博物馆浪漫求婚

在纽约的这一年，我也遇到了我的

先生马修 (Matthew Gibbs)，他是蔻驰

(Coach)的男士配件设计师。我们的爱情

故事开始的并不浪漫，第一次见面是在

朋友的聚会上，彼时我们双方都有约会

对象，之后又见到几次，我们逐渐成为

偶尔相约看电影的朋友，后来才慢慢发

展为确定关系的恋人。

大三那年我飞回英国完成学业，我

们经历了一年远距离恋爱，我也在考虑

申请到纽约读研。当然，选择纽约的一

部分原因是因为马修，更重要的是我热

爱这个璀璨的、充满机会的城市。本科

毕业后，我申请到了纽约帕森斯设计学

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的时尚研究

专业读研。

2016年8月27日，我在26岁生日这

天意外被马修求婚。当时我们利用周末

两天飞去迪士尼庆祝生日，在返程回纽

约的飞机上，马修告诉我晚上还准备了

庆祝活动，我已经累得翻白眼，但因为

不想扫其他朋友的兴，只能疲惫答应。

回家整理完临出门，马修突然拿出一条

丝巾让我把眼睛蒙上，我内心想这么神

秘一定是很隆重的生日聚会。

在我毫不知情的状况下，马修带我

来到大都会博物馆，他特意绕过正门标

志性的长台阶，引我从侧门电梯上到博

物馆的顶楼花园。电梯门刚一打开，我

就被朋友们的欢呼声包围，马修让我把

丝巾摘下，突然拿出戒指半蹲在地。我

整个人是蒙的，紧张的不知所措，震惊

之中都忘了反应，马修提醒我要说点什

么他才能站起来，我有些不敢置信的说

了“Yes！”。

我们原本打算一年后再结婚，但那

一年特朗普被选上总统，我们担心他疯

狂的处事风格会让同性恋合法婚姻受影

响，于是在2016年12月30日，我和马修

在市政厅正式登记结婚。

策展探索 决心为同志发声

得到爱情的眷顾，我的事业也在不

断探索中变得清晰。学习时尚研究这个

专业，我一开始找不到就业的方向，想

来想去，最后想到博物馆这个地方。纽

约很多博物馆都有和时尚、服饰或配饰

相关的馆藏，这是我的兴趣所在。 随后

，我申请到时装技术学院博物馆(Muse-

um at The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

gy)的实习，了解到博物馆运作和策展方

面的知识，这也更坚定了我把策展作为

事业发展的目标。2017年，我有幸以一

名策展研究员的身份，参与到日本时装

设计大师川久保玲(Rei Kawakubo)在大都

会博物馆的展览工作。

累积了这些经验，我突然想充实自

己，向着独立策展人的方向发展。机缘

巧合，我申请到美国博物馆联盟(AAM)

的一个项目。在那一年的时间里，我到

东京、布里斯班、上海、首尔等地做项

目，满世界乱飞开阔眼界，也学习到太

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和资源。

2018年，我决定找一个全职工作，

美华博物馆(MOCA)的招聘吸引了我。我

此前就在这里实习过，和馆长姚南薰有

过几面之缘，在交谈中我确定我们有

“化学反应”，而这个职位是特别活动

策划兼馆长助理，非常适合我。在这里

的工作锻炼了我的领导能力，我意识到

博物馆不仅仅是做展览教育，藏在这道

门之后的各式各样的人，以及环环相扣

的整体运作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加入美

华博物馆后，我透过自己的经历和故事

不断为它融入新的想法和项目，比如参

与同性恋大游行，这可以说是开创了博

物馆的先河，我很荣幸以这样的方式表

达我所代表的移民故事。

我未来的目标是在3到5年时间内，

成立一个以我个人为领导的非营利组织

，帮助性少数群体的亚裔艺术家提供展

示作品的平台。透过多年的经历，我深

知许多性少数群体艺术家们平台的局限

，尤其是在亚洲国家，优秀的同志艺术

家们无法开展、得不到项目支持，即便

展品被展出在画廊，他们的同志身份也

要被隐藏。我既然有这样的理解力和领

悟力，就有责任为他们发声。我希望自

己是一个桥梁，让更多优秀的亚裔性少

数群体艺术家们被这个世界所看到和了

解。

“出柜”父母 跨越理解的鸿沟

父母在我读初、高中时，可能对我

的性取向隐约有所了解，但我们从未真

正坐下来认真谈过。结婚时由于时间仓

促，打乱了我原本要飞回国和爸妈坦诚

一切的计划，他们对我和马修的婚礼一

无所知。婚后不久，爸爸在Instagram上

看到我发的结婚照，这才认识到儿子的

同志身份是认真的。但爸爸当下没有立

刻找我谈，而是自己先上网了解这方面

的内容。在他心理上准备好接受后，我

们进行了一次电话长谈，我把10多年来

独自承受的孤单感触倾盆倒出，大哭一

场后我们父子算是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解

脱。

爸爸说，“与其不接受把你推出去

，我更害怕失去唯一的儿子”。我想最

后的突破口就是爱吧，父爱战胜了他固

执的想法、克服了他挣扎的不适感。在

他这样的年纪，可能真的无法想象同性

之间的家庭方式也是可以存在的。但爱

就是爱，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答

案。

我和妈妈的关系更亲密，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和她正式谈过。妈妈在得知我

结婚的消息后，更多的是自责，她把一

切都投入给我，会认为是自己的教育出

现问题才让我变成同性恋。这种感受我

完全理解，我自己都用了几年时间来消

化对身份的认识，何况是成长在不同年

代的父母呢？对他们来说，选择接受是

痛苦的，是需要时间的，我可以等，我

也愿意等。

吴一凡:90后策展人的同志人生
天生与众不同，他在成长中独自探索同志身份。10年海外生活，他在异乡披荆斩棘，邂逅人生另一半。参

与博物馆策展让他找到事业方向，坚持用自己的力量为亚裔性少数群体发声。同志亦凡人，他是勇敢做自己的

90后男生吴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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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令人費解的美國俚語
去美國生活，即使你自認為自己

英語說的不錯，也常常會遇到聽不懂
的情況，那就是中國人常說的俗語。對
於初到美國留學的學生來說，美國人
的口頭習慣用語是夠留學生們理解一
段時間了。

1、Nerd和 Jock是美國學生常用
的兩個俗語。Nerd的意思和漢語中的

“書呆子”類似。這類人聰明勤奮，但卻
過於保守嚴肅，在校園裡頗讓人瞧不
起。Jock則恰恰相反。他們魁梧帥氣，
很 受 女 孩 子 們 的 歡 迎，尤 其 擅 長
American football和basketball等各種體
育運動。當然，校園中也不乏漂亮的

girl jocks。
2、Hick 和 City Slicker 這兩個詞

的意思在各種語言中一定都能找到對
應的詞，它們分別是城裡人和鄉下人
對對方的貶稱。Hick的意思是“鄉巴佬
，土包子，”而 slick字面意思是“圓滑的
，油滑的”，因而city slicker也就是鄉下
人眼中的“城裡老油子，打扮光鮮，老
於世故卻不可信的城裡滑頭”。

3、Egghead這個詞在1952年的美
國總統大選中被首次使用。當時的競
選雙方分別是二戰盟軍總司令艾森豪
威爾和書生氣十足的伊利諾伊州州長
史蒂文森。史蒂文森精心準備的競選

演講文字華麗
晦澀，只有和
他一樣的知識
分子才會感興
趣。因此對手
取 笑 他 說 ：
Sure, all the
eggheads love
Stevenson. But
how many
eggheads do
youthink there
are. Egghead 的
意思，就是指

書 生 氣 很
足 的 知 識
分子。

4、
Turkey（火雞），Shrimp（蝦）和Crab
（螃蟹）這三種動物在美國人眼中
會是什麼呢？Turkey 是美國人在
Thanksgiving Day和 Christmas Day
家家都要吃的食物。但是，活的火
雞樣子難看，行動又笨拙，所以
turkey 就用來形容那種愚蠢無用
的人。而那種雇用了這些 turkey，
又不能開除他們的政府或商業機
構就被稱作turkey farm。Shrimp常
被用於指代那些個子矮小的人或
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請看下面的句
子：You may call Napoleon a little
shrimp. But for a shrimp，he cer-
tainlymade the rest of Europe trem-
ble.而 crab 因為長相醜陋兇惡，常
被用來指那些性格暴躁、脾氣很壞
的人。

5、Backseat Driver, Wheel-
er-dealer, Free-wheeler, Fifth
Wheel 是四個和汽車有關的常用
習語。backseat driver坐在汽車後排
，卻不停地對前面開車的人指手畫
腳，因此是指那些自己不在崗位上
，但是卻喜歡給在位的人提供人家
不 需 要 的 意 見 的 人。 wheel-
er-dealer精明能幹，是那種善於運
用權利和財勢在政治或商業活動
中 為 所 欲 為，獨 斷 獨 行 的 人。
Free-wheeler喜歡自由，不受約束
，是指那些不願意遵守自己工作單
位的規章制度，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的人。而fifth wheel的意思則很好
猜出。一輛汽車只有四隻輪子，那
麼，fifth wheel當然是多餘的、不受

歡迎的人了。
6、Couch Potato和Mall Rat是兩

個和美國人生活習慣有關的俗語。
Couch potato 指一有時間就坐在沙發
上看電視的人，一聲不吭，一動不動，
就像一個圓滾滾的土豆。而mall rat當
然不會是購物中心的真老鼠，而是指
沒事兒老喜歡到mall（大商場）裡去逛
的人。

7、Baby Boomer, Yuppie（雅皮士
）, Dink（丁克）, Sandwich Generation
這四個詞反映了美國經濟和社會變化
。二戰結束後的二十年內，美國人口激
增，那個時期出生的人在美國被稱作
baby boomers，因為boom有激增、暴漲
之意。yuppie（雅皮士）（young urban
professionals）是指生活在大城市、受過
高等教育、生活富裕的成功職業人士。
Dinks（double income，no kids）是指那
些有很好的工作和收入，但是不要孩
子的夫婦。Sandwich generation則恰恰
相反，他們是既要贍養老人，又要撫養
下一代，像三明治一樣被夾在中間的
經濟負擔較重的一群人。

8、green Thumb和All Thumbs也
是兩個很有意思的俗語。Green thumb
指善於養花種草的人，這些人總是能
把花園收拾得綠色怡人，養出來的花
草光亮健康，羨煞那些費了很多勁兒，
種出來的花草蔬菜卻總是半死不活的
人。所以，green thumb就是那些很會養
花 種 草 的 人。如 果 說 一 個 人 是 all
thumbs會是什麼樣呢？想想看，拇指雖
好，可要是十個指頭都長成短短粗粗
的拇指，幹起活來肯定很難受。因此

all thumbs便是形容一個人笨手笨腳。
9、Penny-pincher 和 Cheapskate

都是指花錢很小心、吝嗇的人。Penny
是一美分，pinch意為“捏”，顧名思義，
penny- pincher 就是那些連一分錢都
要在手裡捏得緊緊的、捨不得花出去
的人。Cheapskate則是萬事以省錢為本
，越省越好，請客最多帶你去 Mac-
Donald。這種人往往不受歡迎，尤其令
他們的女朋友反感。從這個意義上說，
cheapskate比penny-pincher更貶損。

10、Spring Chicken和Lame Duck
是指春天孵出的小雞和瘸腿的鴨子嗎
？當然不是，讀一讀下面這兩句話，猜
猜它們的意思吧。（1）The woman said，
over forty，so I'm not a spring chicken
any more.（2）The governorof our state
ended up as a lame duck when he lost
the election. He still hassix weeks left in
office but there's nothing to do except
to pack up hispapers. 實 際 上，spring
chicken意為“年輕人，缺乏經驗的人”，
lame duck是指“競選連任失敗、即將卸
任的官員”，也用來指“不中用的人”。
任何美國官員——從市長、州長、參議
員到總統——都有可能因無能而被稱
為 lame duck。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200825C 簡

遠程辦公只是將工作地點從辦
公室轉變到家中，但緊張感絲毫未變
！雖說如此，既然不與人直接見面了，
似乎也就無心再去化好妝穿上一本
正經的西裝外套了。花王公司的調查
同樣顯示，化妝的人正在減少中。

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全
球蔓延，人們的日常生活正在發生巨
大的改變，「遠程辦公」、「回避『三密』

（密閉、密集、密接）」等新型生活方式
得到積極推進。花王公司實施的問卷
調查結果顯示，幾乎所有人都表示
「這個冬春季節採取某些病毒及傳染
病預防措施」，其中較多的依序是「洗
手（94%）」、「戴口罩（84%）」、「漱口
（77%）」、「使用手指除菌消毒液（70%
）」。

與2018年針對「流行性感冒對策

」實施的同一調查結果
相比，此次選擇「使用手
指除菌消毒液」的人增
加了 44%，「戴口罩」、

「避開人群」、「室內換氣」等比例都大
幅增加
，可 見
肺炎的
流行正
改變著
人們的
行為模
式。

家住首都圈的已婚女性，在被問
及肺炎給日常生活帶來了怎樣的變
化時，回答對日常用品進行除菌並保
持整潔的增加，而回答化妝次數「減
少」的人增加了14～21%。這可能是因

為工作方式的改變使人與人直接接
觸的機會減少，購物時也會理所應當
地佩戴口罩，所以出現了懶於化妝的
傾向吧! (來源: 網路)

疫情下生活改變勤於除菌洗手疫情下生活改變勤於除菌洗手
、、懶於化妝了懶於化妝了？？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200825B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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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舉辦

啟動儀式，在眾多參選影片中，電影

《風平浪靜》作為唯二的“特別推薦

影片”脫穎而出。導演李霄峰和制片

人頓河出席啟動儀式，談到作品取材

於現實土壤，導演表示“電影人生活

在這樣壹個時代是很幸運的，時代變

化中誕生了很多故事”。

當天，也遠程連線了演員宋佳和

王硯輝，宋佳認為自己的角色是壹道

溫暖的光，“和章宇演繹的感情很有

宿命感”。王硯輝則透露片場愛和章

宇較勁，“每壹場戲都很勁道”。推

薦電影環節，制片人頓河最後寄語，

“這是壹個暗潮洶湧的電影，有大家

的支持才會變成驚濤駭浪”。

個體命運與時代背景嫁接，制片人稱

影片是棵挺拔茂盛的樹

《風平浪靜》作為本屆北京大學

生電影節34部年度推薦影片之壹，

電影節對其這樣評價：“它將犯罪、

懸疑予以類型的雜糅，同樣很好地把

個體的命運與時代的背景進行了嫁接

，用壹種類型觀來折射當下帶有思考

的現實問題。”

大學生電影節啟動儀式上，談及

創作契機，導演李霄峰表示和制片人

頓河在誌趣審美及價值觀是相同的。

頓河看過導演上壹部作品就很有沖動

想要合作，“我覺得在這樣壹個價值

討論裏，可以把壹個少年犯罪的故事

做得更有意思，也很高興找到了最適

合它的導演來做。”

導演李霄峰善於將鏡頭聚焦現實

，對時代表態，他認為電影人生活在

這樣壹個時代是很幸運的，“時代在

發生快速的變化，這種變化中誕生了

很多故事，作為創作者其實是從弱水

三千取壹瓢飲，這都是得益於社會土

壤的蓬勃發展。” 制片人頓河感嘆

現實題材提供了創作最廣闊的土壤，

“創作者的審美和價值觀可以決定土

壤長出什麽樣的植物，而《風平浪靜

》就是這樣壹棵挺拔、茂盛的樹木。

”

宋佳透露片場狀態，王硯輝爆料和章

宇愛較勁

啟動儀式上也遠程連線了演員宋

佳和王硯輝。宋佳笑稱自己在壹部犯

罪片中負責了愛情的部分，“潘曉霜

這個角色是像光壹樣的存在，給章宇

飾演的角色溫暖的懷抱”。這也是宋

佳和章宇的首次合作，宋佳解讀角色

說，“潘曉霜很美很有命運感，兩個

人從在壹起到結束都是很宿命的感情

，很有愛情的味道”。提到與導演的

合作，宋佳感嘆導演是自己的鏡子，

“我看不到我的時候他都看得很清楚

，給我很大的表演空間，我在整個創

作狀態都很愉快”。

王硯輝在連線中表示這是壹部很

糾結情感很濃厚的電影，“我看到劇

本就被打動了，這是壹個很不壹樣的

父親，我特別有沖動去塑造”。談及

所飾演的角色，王硯輝認為他有自己

獨特的性格魅力，“他非常愛自己的

家庭和兒子，只是愛的方式不壹樣”

。再次與章宇合作，他透露他們為了電

影非常較勁，“每壹場戲我們會有很多

意見，是非常純粹地在創作和碰撞，每

壹場戲都很勁道”。導演在現場說當初

寫完劇本腦海中的第壹人選就是王硯輝

，“他就是角色本人，結果證明他把這

個父親演得很有張力”。

由於疫情，電影行業經過了大半

年的中頓於近期逐漸開始復蘇，制片

人頓河感慨道，“我相信大學生電影

節的舉辦會讓大家意識到，電影在我

們生活中是多麽有價值的壹件事”。

導演李霄峰也希望電影節能夠永遠年

輕，永遠充滿理想，越來越好。

電影行業需要鮮活蓬勃的年輕血

液，導演李霄峰為有電影夢的大學生

送上寄語，“不要怕丟臉，如果妳還

沒拍自己的電影，先從片場參與也是

好的”，鼓勵當下的年輕團隊從實踐

開始。他也希望這部電影內在的力量

能夠通過大銀幕，傳遞到觀眾心裏。

正像制片人頓河所說：“這是壹個暗

潮洶湧的電影，有大家的支持才會變

成驚濤駭浪”。

電影《風平浪靜》是“HB+U”

黃渤新導演計劃的作品之壹，由他發

起的新導演助力計劃旨在通過為優秀

青年導演提供優質的平臺和資源，不

拘泥於合作形式，致力於選拔獨具創

作潛質的新導演作品，身體力行地為

打造觀眾所喜愛的作品提供支持與輔

助。

電影《風平浪靜》由李霄峰執導

、黃渤監制、頓河擔任制片人，章宇

、宋佳、王硯輝領銜主演，李鴻其特

別出演，鄧恩熙、周政傑主演，陳瑾

、張建亞、葉青友情出演。

《風平浪靜》
獲北京大学生電影節
"特別推薦影片"
宋佳稱角色像光壹樣

由導演陳可辛監制、張冀任劇本監制、

許宏宇執導，劉昊然、彭昱暢、尹昉領銜主

演的青春喜劇電影《壹點就到家》今日發布

“三倍快樂”版預告片，此前影片正式宣布

定檔國慶。

電影《壹點就到家》講述了魏晉北

（劉昊然 飾）、 彭秀兵（彭昱暢 飾）、

李紹群（尹昉 飾）三個性格迥異的年輕人

從大城市回到雲南千年古寨，開啟了壹段

非常瘋狂、純真而且荒誕的夢想之旅。

“外面的路走得慢，家鄉的路任妳闖

”，最新預告片中三個中二青年風風火火

的歡樂創業揭開帷幕。有“電商夢”的魏

晉北為了產品銷量大擺各種妖嬈pose，稱為

了生活什麽都經歷過；有“快遞夢”的彭

秀兵手舉擴聲器笨手笨腳的穿過熙攘人群

，指揮“快遞大爺”們喊著毫不整齊的口

號；有“咖啡夢”的李紹群自信地推薦自

創的遠山樹林味咖啡，彭秀兵卻滿臉寫著

嫌棄。

在電影《壹點就到家》中，小小的千

年古寨仿佛裝下了壹個微型社會，三個演

員所飾演的正是當下年輕人的縮影。魏晉

北對於古寨來說像個天外來客，腦袋裏裝

著屬於大城市稀奇古怪的夢想；彭秀兵在

接受社會的毒打後，仍是打不死的小強壹

枚，回到家鄉，說幹就幹；李紹群則是壹

個外表土鱉內心滿是陽春白雪的“手藝人

”。三個從裏到外完全不同的年輕人，在

命運的安排下上了同壹條船，為各自的夢

想前行。

國慶檔《壹點就到家》
劉昊然&彭昱暢&尹昉瘋狂追夢

管虎導演新作《八佰》發布

“舍生取義”預告。鄭愷飾演的陳

樹生為真實“八百壯士”之壹，在

發現敵人企圖用鋼板陣爆破樓體後

，身綁手榴彈毅然跳下倉庫，用身

體砸進敵陣，與敵人同歸於盡，僅

給母親留下“舍生取義，兒所願也

”8字血書。這壹四行倉庫保衛戰

標誌性事件，也是片中壹個高潮段

落和壹大淚點。《八佰》票房突破

14億，連續7日單日票房破億，破

2020年度全球單地區總票房紀錄。

電影《八佰》取材淞滬會戰最

後壹役四行倉庫保衛戰。鄭愷飾演

的陳樹生，亦取材於這場戰爭中的

歷史原型。當他發現敵人在墻角組

建鋼板陣意圖爆破樓體、而手榴彈

等武器均被鋼板彈開時，毅然決定

身綁手榴彈，以自身為重物跳樓破

陣。年僅21歲的陳樹生沒有留下任

何照片，僅留給母親壹份寫著“舍

生取義，兒所願也”的血書。這壹

幕時過多年，仍能令銀幕前的觀眾

切身感受到他的堅定和英勇。

電影中這場戲以運動鏡頭完成，

為保證畫面連貫順暢，鄭愷親身上陣

完成跳樓戲，前後拍了8遍。鏡頭跟

隨著陳樹生倒進敵陣，使觀眾近距離

的感受到戰場氣氛。鄭愷的傾情演繹

也獲得了觀眾的認可“他嘶嚎著砸入

敵群，我甚至沒認出是他”。讓觀眾

記住角色卻沒認出演員的表演，也是

對演員最高的贊美。

陳樹生豁出命來也要守住陣地的

大義凜然，影響了戰場上其他士兵。

他們排成隊列，身綁手榴彈，高聲喊

出姓名便壹躍而下。這壹關鍵轉折，

點燃了戰士們誓死抗敵的決心，更震

動了南岸租界中的普通民眾。

《八佰》壹路勢如破竹的態勢引

發《好萊塢新聞前線》《福布斯》《綜

藝》《好萊塢報道》等海外權威媒體的

高度關註。其中《好萊塢新聞前線》報

道“全球範圍內，《八佰》是自影院重

新開放以來票房最高的壹部電影。”

《好萊塢報道》則稱“《八佰》對電影

業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電影《八佰》現全國熱映中。

鄭愷身綁手榴彈炸破鋼板陣
《八佰》連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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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世界的吶喊精神世界的吶喊 -- 看周鴻儒先生畫作有感看周鴻儒先生畫作有感
作者: 劉 軍 來源：中華兒女

報刊社
和周鴻儒先生交往,可以追溯到

四十多年前了。當時,我就學篆刻於
為人誠篤而訥言的謝時尼先生,而周
鴻儒則向謝先生學畫。謝先生時任
北京第二師範的教師。在許多記載
齊白石曾向他的弟子學畫雞的逸事
中,這個學生就是謝先生。壹轉眼,近
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也都從未及弱
冠的少年變成了花甲老者。回首往
昔,感慨系之。

我與周鴻儒先生同庚,周鴻儒先
生僅年長我幾個月。其旅美三十年,
我見到的他,竟然依舊保持著壹顆炙
熱的童心。尤其是看了他近年的畫
作,看了他令世人震撼的百米長卷
《科羅拉多大峽谷》,更讓我不禁肅
然起敬。在他的筆觸之間,我能看到
壹顆勃勃跳動的對人類的愛心,看到
壹種無聲的精神世紀的吶喊。

歷史總是悲壯地前進的,周鴻儒
先生離開中國的這三十年,中國發生
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方面大踏步
地前進了,也有壹些方面卻被嚴重地

顛覆和毀掉了。尤其是精神世界發
生的演變,信仰的缺失,更給了人那麼
壹點兒積重難返的感覺,而這三十年,
正是周鴻儒在國外辛勤耕耘播種的
最好時光。

諺雲:在妳追求的事物上,隱藏著
妳人生的秘密。回顧歷史我們總會
發現,許多人成年後的成功,其實只是
在實現年輕時的幻想與追求。生活
本來就是壹道永不愈合、永不褪色
的傷口,所謂成功,不過就是壹種對自
我的超越。周鴻儒先生就是在這樣
壹種環境下,成就了他在藝術上的追
求。

曾經有人問他:像《科羅拉多大
峽谷》這種中國畫,美國人能接受麼
?他微笑。

從他的微笑中,我得到了答案,並
在更高的層面上對他有了深刻的理
解。

無疑,他的畫作是能夠被美國人
民接受的,這從作為美國第四大城市
、科技水平文化水平很高的休斯敦
將每年的六月二十九日作為周鴻儒
日,從文化素養甚高的兩任美國總統

大、小布什和他的親切會面,從世界
著名的哈佛大學授予他的崇高榮譽
這壹點便可以看出,他是完全能夠被
美國人接受的。

因為他的畫作展現了壹種耿耿
的民族精神!

當今世界是壹個充滿了功利和
抱怨的時代,壹個許多人有著壹種末
世情結的時代。許多畫家和藝術家
所追求的其實只是程式化、標準化
的復制和演繹,而內心世界往往壹片
荒蕪。許多地方,許多所謂的藝術家
身上,激情和靈感被世俗的繁瑣與名
聲綁架。精神跌落,就連起碼的道德
和法律也往往被財富挾持,都市生活
越來越面具化。他們崇拜的只是財
富和成功學,而不再是詩,不再是高雅
,不再是神聖。於是,他獨自走向了深
邃的大峽谷,過起了壹種近乎斯巴達
式的生活。

老人常說,壹個人只有站在懸崖
邊上才會真正堅強起來,只有遭遇災
難才能理智地正視現實。周鴻儒先
生的人生不允許他如此淪落與平庸,

他是壹個即使受盡折磨也要躲避平
庸的人。就是這樣的壹種思維定勢,
支撐他壹下子在美國待了三十年。
也正是這樣壹種懇苦的時間,使他的
心胸變的高曠。托爾斯泰曾經說過,
隨著年歲的增長,生命越來越精神化
。同樣,成熟也會日益頑固地折磨人
們的精神世界。人生就是被生命中
的壹個又壹個亮點照亮的。於是,年
過花甲的他,抖落了心靈上的灰塵,回
到了闊別的祖國。三十年的磨練,三
十年對心靈自由的堅守,終於是他成
了壹個專情而自負的藝術家。

就是說,中美文化雖然有著巨大
的差異,但在民族精神這壹點上,確實
共通的!

人若沒有值得回憶的往事,其淺
薄往往就會被壹眼看穿了。我去年
曾經親見了陽光下科羅拉多大峽谷
的雄強偉健,去年也還造訪了有天下
奇山之譽的雨霧籠罩的黃山,今年晚
春時候,我還到了壹趟雲南保山,和友
人著意看了著名的怒江大峽谷,去騰
沖謁拜了著名的國殤墓園。行旅之
中,時空那強大的開拓力和深刻的細

節無時不刻地讓人震撼。尤其記得
有壹個晚上,面對著怒江江岸上若明
若暗、似遠似近、招人前行的燈光,
使人油然明白了勞倫斯的那種不問
過往和將來的愛的含義,也讓我頓時
萌生了壹種理性的覺悟。以為:正是
這樣壹種民族精神無時不刻地在感
召著我們,啟發著我們,激勵著我們,
感動著我們。於是,也讓我對周鴻儒
先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與理解。

諺雲:看壹個人,不但要看他獲得
了什麼,付出了什麼,尤其要看他面對
的是什麼,征服的是什麼。偉大的美
國人民在壹塊未開墾的處女地上創
造了壹個時代的神話,偉大的中國人
民在漫長的歲月中,同樣寫下了不朽
的詩篇。這些,不能不說是壹種耿耿
的精神在支撐!

憂患意識從來就是壹種沈重而
痛苦的清醒。當前,中華民族又在經
歷著壹場新的洗禮,新的考驗。當此
時候,重觀周鴻儒先生的這幅巨作
《科羅拉多大峽谷》,相信也正是在
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新涅槃站腳助
威,以壯行色吧。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位於中國城敦煌廣場的臺灣知名連鎖炸雞店位於中國城敦煌廣場的臺灣知名連鎖炸雞店 頂呱頂呱
呱呱 （（TKK)TKK)自四月份開幕以來自四月份開幕以來，，對品質的堅持訴求新鮮對品質的堅持訴求新鮮
、、健康健康、、創新創新、、美味美味。。並且炸雞加上獨家配方並且炸雞加上獨家配方，，還陸還陸
續締造了雞條續締造了雞條，，呱呱包等眾多膾炙人口的產品呱呱包等眾多膾炙人口的產品。。顧客顧客
喜愛的招牌商品無論是炸雞喜愛的招牌商品無論是炸雞、、呱呱包呱呱包、、地瓜薯條等同地瓜薯條等同
樣在休斯頓門市吃得到樣在休斯頓門市吃得到；；並同步祭出脆皮炸雞並同步祭出脆皮炸雞、、薯泥薯泥
、、薯圈圈薯圈圈、、雞柳條雞柳條、、生菜沙拉等新開發品項生菜沙拉等新開發品項。。當然還當然還
有讓人眼睛為之壹亮的莫屬新開發的有讓人眼睛為之壹亮的莫屬新開發的 「「頂呱呱炸雞漢頂呱呱炸雞漢
堡堡」」 ，，酥脆臺式炸雞配上辛嫩漢堡麵包酥脆臺式炸雞配上辛嫩漢堡麵包，，光用看的就光用看的就
讓人口水直流讓人口水直流。。老闆精心鑽研老闆精心鑽研，，運用簡單創新的理念運用簡單創新的理念
，，並秉持著傳統嚴謹製作的精神並秉持著傳統嚴謹製作的精神。。堅持產品用料實在堅持產品用料實在
，，完美呈現精心挑選的原物料天然風味完美呈現精心挑選的原物料天然風味 各式精緻豐富各式精緻豐富
等應有盡有等應有盡有。。更持續增加了更多的未來項目計劃更持續增加了更多的未來項目計劃。。自自
開幕以來廣受大眾好評開幕以來廣受大眾好評。。讓顧客口口都吃得到健康與讓顧客口口都吃得到健康與
幸福的滿足幸福的滿足。。歡迎舊雨新知的光臨歡迎舊雨新知的光臨。。

20182018年開始年開始，，頂呱呱與美國功夫茶攜手合作頂呱呱與美國功夫茶攜手合作，，將將
「「炸雞配珍奶炸雞配珍奶」」 推向極致推向極致，，在美國東岸引發旋風在美國東岸引發旋風。。休休
士頓店是頂呱呱在美國的第六家分店士頓店是頂呱呱在美國的第六家分店，，首家店是首家店是20182018
年底開幕的紐約店年底開幕的紐約店，，該店開幕時大排長龍該店開幕時大排長龍。。之後從之後從
20192019年年88月起月起，，波士頓店波士頓店、、德州達拉斯店德州達拉斯店、、紐約法拉紐約法拉
盛門市盛門市、、賓州費城店陸續開張賓州費城店陸續開張。。

想念頂呱呱的朋友想念頂呱呱的朋友
休士頓第壹間店登場休士頓第壹間店登場HOUSTON CHINATOWNHOUSTON CHINATOWN
98899889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222222,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

832832--831831--92889288

休斯頓著名臺灣知名國際連鎖炸雞店休斯頓著名臺灣知名國際連鎖炸雞店
頂呱呱頂呱呱--懷念的家鄉味已熱烈登場懷念的家鄉味已熱烈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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