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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

———纪念“逆行者”

华裔英雄
二十年前的 9月 11 日，华裔

青年曾喆在上班途中看到世贸中

心遭遇恐袭，原本可以安全撤离

的他，急匆匆地和妈妈说了句

“妈，我没事，我要去救人。”便挂

断电话，逆行去救人。谁曾想这通

电话后，曾喆在救人过程中不幸

去世，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28

岁。

为了让曾喆的精神永远流传

下去，美国纽约华埠的摆也街从

茂比利街到巴士打街之间地段被

永久性地命名为“曾喆街”(Zhe

“Zack”Zeng Way)，这也是纽约有

史以来首次以华人名字命名一段

华埠街道。

马来西亚诗巫

———纪念有垦荒精神

的华侨领袖
马来西亚沙捞越诗巫市

有一条著名的街道叫黄乃裳

路。街道为纪念 19 世纪初福

建闽清籍华侨黄乃裳和福州

籍华侨开发诗巫而建。如今的

诗巫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沙

捞越州的第二大城市。黄乃裳

的垦荒精神，也被这座城市永

远铭记。

澳大利亚墨尔本

———纪念用美食赢得

尊重的华裔点心大王
2016 年，在墨尔本富士葵，

被民众美誉为“点心大王”的王

吉米去世时，数千人参加了他的

告别仪式，当时的市长卡梅隆·

麦当劳表示“富士葵失去了一位

偶像”，并提议将富士葵社区的

一条街道命名为“王吉米街”，

以表尊敬和怀念。王吉米的一

生将烧麦，粤菜做到了极致，俘

获了当地民众、明星及政府官员

的味蕾。

葡萄牙

———纪念对经济发展

有卓越贡献的华商
2008 年 10 月 3 日，“何鸿燊

博士大马路”在埃什托里尔赌场

北门揭幕。揭幕仪式上，时任卡斯

卡伊斯的市长称赞了何鸿燊博士

对葡萄牙及该市经济发展的贡

献，并向其颁发企业家荣誉奖牌。

这也是葡萄牙第一条以中国人姓

名命名的街道。

委内瑞拉

———纪念对教育事业

做出突出贡献的华人
在南美洲的委内瑞拉，为了让

华裔有更好的未来，旅居委内瑞拉

拉腊(LARA)人称“靓仔森”的高升

集团主席、拉省中华会馆副主席冯

卓森，捐资修建了委内瑞拉第一幢

以华人命名的教学楼。拉省中华会

馆基于他为当地中文教育事业做

出的贡献，任命其为中文学校“校

监”,并命名教学楼为“冯卓森教学

楼”，这就成为了委内瑞拉第一幢

以华人命名的教学楼。

毛里求斯

———纪念危急关头挺身

而出的华人
而在非洲毛里求斯，华人头

像直接被印在了当地货币上。

在毛里求斯的 25 卢比纸币

上，印着一位中国人的头像，他就

是朱梅麟。二战爆发后，毛里求斯

发生严重的食物短缺。时任华商

总会主席的朱梅麟亲自出面，号

召大家配合政府分配食物，并倡

议成立国土保卫队，积极抗击外

来侵略者。在战争的五年间，朱梅

麟成了包括毛里求斯人在内所有

人最敬重和伟大的“依靠”。1991

年，毛里求斯人民为表彰朱梅麟

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将他的头像

印在该国 25 卢比面值的纸币上。

南极洲

———纪念为南极科考

做出贡献的华人
一提到南极洲，大家可能会

想那里人烟罕至，什么街道、教学

楼、甚至货币都不太会出现，那会

以什么方式纪念华侨华人呢？答

案是：山峰。

1958年 11月 17日，一架从新

西兰飞来的飞机，平安降落在南极

罗斯湾冰岸，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的南极研究计划的 13位工作人员

走下舷梯，踏上了南极洲之旅，其

中也包括当年36岁担任此次探险

的地震测勘队长张逢铿。之后 15

个月的南极生活，成为了张逢铿永

远难忘的人生经历。1963年 2月 8

日，美国政府为了表彰张逢铿博士

对南极大陆探险科考的突出贡献，

特将南极的一座山峰命名为“张氏

峰”，并颁发政府金质奖章和奖状。

从此，南极第一次有了以中国人名

命名的山峰。

（中新社、《新京报》）

10 月 22 日，经营了 20

年的新加坡牛车水美食街

结束营业。

这条街道自 2001 年开

设，以售卖美食的小贩推车

吸引旅客及本地民众。

这里曾聚集着华侨华人

熟悉的老字号，曾在重要的

中国节日张灯结彩，还曾还

定期举办特色美食活动

……

2013 年，为了吸引更多

游客，牛车水美食街耗资

400 万进行大改造，包括增

设遮盖以提升食客的用餐

体验。

但疫情暴发让这条美食

街陷入危机。

2020 年 4 月，牛车水美

食街因病毒阻断措施暂停

营业，四个月后，美食街以缩

短的营业时间为代价重新

开业。

但疫情始终不退，在今

年禁止堂食的高警戒解封

第二阶段，因打包和外卖生

意不多，美食街再次决定暂

停营业，直到 6月重开。10

月 22 日，美食街宣告结业，

当时仅剩两个摊位……

胜乐集团执行董事陈祖

鹏解释，没有旅客或本地顾

客光顾，加上租户无法缴交

租金，让公司无法继续经营

牛车水美食街。

在美食街对面营业的楠

记店老板区树楠（73 岁）受

访时说，自疫情暴发后，美食

街的生意就一直不见起色，

近几个月一天只有两三名顾

客光顾，从原本的 20 多个摊

位，到结束营业时仅剩两个。

牛车水美食街并非唯

一因疫情结束营业的商家，

在西班牙马德里，多家华商

店铺也因新冠疫情被迫停

业。

在 马 德 里 华 人 区

Usera，一家婚纱摄影店铺

的窗户上已经积灰了，橱窗

里的模特还身着婚纱，另一

边还摆着毕业照；婚纱店对

面的街道，一家健身房门口

用中西双语贴着“三个月

99 欧”，旁边的美甲店则贴

着“出租”。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

这条街上的水果店、饭店、牙

科诊所……以及一家只剩下

门口灯笼装饰的店铺。

一位在马德里大学城附

近的华人百元店主表示，疫

情开始后，政府下令限制经

营，他无法负担每月 4000 欧

元的房租，不得不关门歇业。

受疫情冲击最大的餐饮

业更是出现闭店潮，由于居

家隔离措施，餐厅无法开门，

现在能开门了，人们又为了

省钱都在家做饭……

在美国，纽约城市未来

中心(简称 CUF)便发布研究

报告表示，疫情下，数以万计

的小企业可能倒闭，还有数

千家小企业还举步维艰。

美国纽约华埠共同发展

机构行政总裁陈作舟说，“华

人创办的小企业很多，唐人

街就是遭受重创的社区。”

除了大家都关注的餐饮

业，纽约林氏集团总裁林先

生说，曼哈顿酒店业伤害也

许大于餐馆，因为酒店房间

不能外卖，也没有任何赔偿。

目前，国际航班不能飞到纽

约，故没有国际游客，只有国

内游客。虽然客户有增长，但

收费只是以前的一半，入住

只有六成多，而开支比以前

大。他说，疫情中倒闭的酒店

可能永远消失，少了 3万个

客房。

除了这些近期关门的店

铺，还有许多陪伴海外朋友

多年的老店在疫情暴发后接

连宣布停业。

但不管前路如何，经历

过这场疫情的考验后，相信

华商都会愈加坚强起来。

（中新社、新加坡《联合

早报》、美国《世界日报》、法

国《欧洲时报》）

留学在外，需要安抚的不仅是

一颗思乡心，还有一个中国胃。正所

谓“思乡馋不比思乡泪少”，异国他

乡的各种食物，总有吃厌的时候，此

时不少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思念起家

里妈妈做饭的味道。

就读于伦敦摄政大学, “十八

般厨艺样样精通”的程晖同学，和大

家分享她的美食菜谱。在异国他乡

还原家乡风味，借一蔬一饭慰藉游

子乡愁。

程晖是今年七月份来到英国留

学的，平日里最想念的就是妈妈做

的红烧带鱼。在她眼中，妈妈做出的

味道是无可替代的，所以在外面时，

不管去哪里吃饭，她从不会点这道

菜，而是一直攒着这份挂念，直到回

家时尝上一口。

“味至浓时是故乡，按照妈妈视

频里教的做法，我现在也会尝试着

去做这道菜。入口的那一刻，熟悉的

味道让人倍感安心。”程晖说。

来到英国之后，程晖深切体会到

了不同国家间的饮食文化差异，当地

的中餐馆几乎见不到像酱香猪蹄、杂

粮煎饼这种美食，连普通的西红柿炒

鸡蛋都和国内的味道不太一样。

为解舌尖上的乡愁，她决定自

力更生，并把制作过程通过短视频

的方式记录下来，分享给更多和自

己一样留学在外，想吃正宗中国菜

的小伙伴们。

程晖表示，家乡美食对她而言，

意味着为梦拼搏的斗志与力量。人

在异乡，只要尝一下那熟悉的味道，

就会忆起负笈海外的初心，增添克

服各种困难的决心与勇气。

最后，程晖还分享了她的“独门

秘籍”，都说学会烹饪是留学路上一

道必须攻克的难关，希望各位小伙

伴们能够学有所成，早日成为留学

界的“中华小当家”！

芹菜牛肉

1.切葱姜蒜末备用，芹菜洗干净

切丁备用。

2.凉锅热油，放入准备好的葱姜

蒜爆香后倒入牛肉，翻炒变色后加

一圈料酒。

3. 大火翻炒加生抽老抽和少许

盐，少许水。

4.加入芹菜翻炒，大火两三分钟

即可出锅。

芹菜属于高纤维食物，对预防

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都十分有益，且

含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具

有平肝降压，镇静安神和利尿消肿

等功效。牛肉富含蛋白质，能提高机

体抗病能力，寒冬食牛肉可暖胃，是

该季节的补益佳品。

腊肠焖饭

1.淘洗米，加入煮米饭的适量水。

2.按照自己的的喜好，将土豆、

番茄、豌豆、蟹棒、腊肉等食材切丁

铺在米饭上。

3.加适量糖、生抽、耗油和油。

4.放入电饭煲，开启煮饭模式。

5.出锅！

（中国新闻网）

□王超

天下美食

别了

我们都知道，华人足迹遍布全球，用华侨华人姓名命名的街道、建筑物等，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界各地。是什么让他们获此殊荣呢？

有的为纪念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有的褒扬对经济、社会所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