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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塢，將那些流言與非議遠遠甩在身後。從《邁阿密
風雲》到《少年漢尼拔》，從《諜海風雲》到《藝伎
回憶錄》……她終於成為了國內最頂級的女演員，幾
乎無人可望其項背。
出席戛納電影節時，戛納官方精心為她準備了“清
場待遇”，整張 30 米的紅毯上只有鞏俐壹個人，所有
的鏡頭都聚焦在她身上，創下華人影星在開幕式紅毯
的最高禮遇。對於鞏俐來說，支撐她壹步步登頂的正
是那壹身堅韌不屈的骨氣，而也正是這身獨立的骨氣，
使她無論在什麽樣的境遇下，都有從容不迫應對的底
氣，不論是對事業，還是對愛情。
在與張藝謀長達 8 年的愛情長跑中，他們比肩而
立、相得益彰，互相成就了彼此最好，也最輝煌的壹
面，共同體驗了成功的歡樂和失敗的沮喪。情到濃時，
鞏俐主動開口對張藝謀“告白”：“如果我們結婚了，
我就在家當家庭主婦，為妳生三四個孩子。”
就像最初成就她的“九兒”壹樣，她對自己的欲
望和追求毫不掩飾，也從不乏突破世俗成見的勇氣。

只是張藝謀卻不願許她壹個家：“結婚不就是壹張紙
嗎？妳為什麽非得看重這張紙呢？”彼時的鞏俐尚不
足而立之年，正值血氣方剛之際。在張藝謀公開宣布
兩人已分手後，她轉年就嫁給了香港商人黃和祥，走
得頭也不回。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與黃和祥結
合的第 13 個年頭，兩人終究因聚少離多而和平分手。
愛情究竟是什麽？古往今來，恐怕未曾有壹人能將其
真正闡明。
自那以後，鞏俐的感情生活壹直如浮萍般撲朔迷
離：與《漂亮媽媽》的導演孫周因戲生情；參演《周
漁的火車》被瘋狂追捧的孫紅雷奉為女神；通過《愛
神》與張震假戲真做……
不僅與國內影星瓜葛不清，她在國際上的花邊新
聞也從未消停：先是被爆出與《少年漢尼拔》的攝影
師 Chang 相擁激吻；接著又與好萊塢演員科林·法瑞
爾打得火熱；風頭剛過，又傳出與制片人約翰·庫薩
克夜會兩小時……緋聞不斷，卻再沒有歸宿。
千禧之交，張藝謀結婚的消息不脛而走，鞏俐這
才明白，原來他不是不想要那壹紙婚約，只是在他眼
中，她並不是適合被寫在那張紙上的人。看懂了，便
也放下了。面對媒體，她盡顯雲淡風輕：
“他是我的青春期教育。很多東西都是他給我的，
那是後來才領悟的。他的平和低調，他的刻苦，包括
他從不張揚的野心。人總是要付出代價才能明白壹些
道理……但是我還是很感激遇見了他。”
壹別兩寬，兩生歡喜；沒有留戀，只有感恩。就
像今敏在《千年女優》中所表達的那樣：很多時候，
我們總以為自己難忘的是從前那個人、那段情，但其
實我們真正留戀的，可能是那段戀情裏的自己——那
個曾經因為愛情而變得更美好的自己。
在壹次采訪中，鞏俐被記者提問：“壹個女演員
經得起等待嗎？”她輕輕壹笑，說自己從不等待。涅
槃後，鳳凰隨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裏。她不曾放慢自
己事業前進的步伐，反而愈發不畏世俗，愈發驕傲自
我。她會因為劇本濫俗而拒絕商業潛力巨大的電影，
也會沒有絲毫抱怨的為了壹個鏡頭
重拍 18 個小時，因為她很清楚的
知道自己想要什麽。
“票房是不是很好，或者會有
多大的轟動，那不是我的事，但過
程壹定要喜歡。把事做好，就要費
時間，而不是浪費時間。”經過數
十年的演技打磨，鞏俐塑造了無數
經典角色，狂攬國內外三十幾項金
牌大獎。
憑著壹身獨占鰲頭的底氣，讓
她在面對不和諧聲音時，贏得了站
出來的資格、與之對抗的資本，敢
於冒著輿論風險向電影界的權威盛
典發出質疑。
從主持人手中霸氣地奪走話

筒，她可以在評獎不公時痛斥“金馬獎是個業余的電
影節”，也敢在作為評審團主席回歸後揚言“有我在，
公平就在這”。她以壹己之力活成了整個電影行業的
標桿，引來無數後輩向她致敬。
面對後起之秀，她的教誨直言不諱：“我不覺得
女孩子有了美貌之後就可以擁有壹切。壹定要在社會
上有妳的價值。如果沒有工作能力的話，很快就會枯
萎。”
她就像壹株深沈而大氣的牡丹。歲月的侵蝕不曾
摧毀她的容顏，反而在眉眼間散發出歷久彌新的魅力，
韻味悠長。
正應了桐華所說的那句話：美麗的女子令人喜歡，
堅強的女子令人敬重，當壹個女子既美麗又堅強時，
她將無往不勝。歷經千帆，當已經獲得事業、精神雙
獨立的鞏俐再次邂逅屬於自己的真命天子，愛情之於
她，已經不再是雪中送碳，而只是錦上添花。
而那個曾經壹度在迷失中學著熟悉的口吻聲稱
“婚姻不過是壹紙婚約”的山東姑娘，也終於在知天
命之年，溫柔而勇敢地挽起愛人的手臂，收起壹貫恢
弘的氣勢，透出幾分小鳥依人。那份寧靜與恬淡由心
而生。魚龍混雜的大千世界，她早已找到比愛情更可
貴的東西。
放眼整個中國娛樂圈，除了鞏俐，似乎沒有其他
女星被觀眾“架上皇位”。為何大家樂意稱鞏俐為“鞏
皇”？不僅是因為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中飾演了那
位傾國傾城的霸氣王後，更重要的，是她壹直信奉著
“唯吾獨尊”的不二法門：我想要的，我自己來拿。
對事業，她毫不避諱承認自己的野心；對愛情，
她如同飛蛾撲火去奮力爭取；對生活，她勇於活出自
我，從不甘心屈就自己，亦從不畏懼打破外界常規。
“敢”字當頭，她在人生路上壹騎絕塵，縱使失
敗，也從不乏從頭再來的勇氣：“如果不成功，就忘
記好了。”嘗試未必會取得成功，但不嘗試永遠會固
步自封。在這個對年齡要求格外嚴格的時代，是人壹
旦年過半百，總會在無形中受到方方面面的社會鉗制。
比如奮不顧身地抽離壹段貌合神離的婚姻，比如
痛痛快快地享受壹場刻骨銘心的愛情。然而很多時候，
真正禁錮我們的並不是世俗既定的條條框框，而是我
們自己的作繭自縛、畫地為牢。
五十三載風錘雨煉，鞏俐最終尋得了屬於自己的
幸福歸宿，也隨之向我們坦蕩證明：人在任何時候都
可以瀟灑的揮別過去；追求愛情亦不只是年輕人的獨
享專利。命裏有時終須有，就像吳奇隆在婚禮上對劉
詩詩的那句深情告白：“曾經我抱怨命運為何如此不
公，不理解自己為何要飽經坎坷，直到遇到妳之後我
便明白了，原來老天是要把最好的留到最後。”
上天不會無緣無故地做出任何莫名其妙的決定。
它或讓妳等待，或讓妳放棄，都是為了要給妳從前未
有的驚喜。看著鞏皇揭開時光的帷幕款款走來，我們
也終於知道，原來壹切都是歲月最好的安排。
( 最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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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天與星雲大師有約（四）
以世界觀弘揚文化，以人間性落實生活，
以慈悲心普利群生，以正覺智辨別邪正。
走 出 去 ，有 冒 險；走 出 去 ，需 要 探 索；走 出 去 了 ，就 有 不 同 的 因 緣 。
中世紀的佛教大使們，到印度求法，因為走出去了，才能帶回佛教的
三藏經典；漢代張騫等出使西域，才能開拓聞名的絲綢之路；明代鄭
和七次下西洋，而把中華文化傳向遠方的國度；至聖先師孔子，也是
走出去，推行仁義，乃至佛陀也是走遍五印度，將佛法弘傳開來。
企業，要有創新，走出去，才能增強自己的競爭力；產品，要有質
量保證，走出去才能打造世界品牌；國家選手，要有精湛的專才，走
出去才能與對手較量；學子，要有語言能力、豐富學識，走出去才能
與不同學者相互砥礪。
走 出 去 ，表 示 你 已 具 備 對 外 競 爭 的 能 力 。荀 子 說：「 學 不 可 以 已 。」
是說學習是不能停止的，人不能自滿於現況，所以走出去，才能發現
自己的不足，才能兼取眾長；走出去，才能融入大眾，才能獲得世人
的認同與尊重。
聞思修：人不能自滿於現況，所以走出去，才能發現自己的不足，

無錢無緣由他去，只修福慧作慈航；
少衣少食不計較，只求心內有寶藏。
美國黑人的教科書上寫著：「黑」，是世界上最美的顏色，這就是
自我肯定。一個隨時充實自己的人，自然擁有自信，自能自我肯定；
一個沒有信心的人，就無法給人信心，自己都不能肯定的事，當然也
無法取得別人的肯定。
一對遨遊藍天的鴻雁，飛過了楚越兩國，雌鴻雁說道：「楚越兩地
的百姓真迷糊，居然把我們看成是燕子或野鴨。」
雄鴻雁笑著答道：「不要怪他們了，盡管楚人把我們當成燕子，越
人把我們看成是野鴨，但我們還是鴻雁，決不會是野鴨，也決不會是
燕子，不是嗎？」
自己就是自己，即使在這世界上有好幾億人口，你還是你自己。遺
憾的是一般人因為不能自我肯定，不能掌握自己的前途，因此不得不
借助求神問蔔、算命看相。然而看手相、臉相，不如看心相，「心」
是我們的主人；世間上的好壞，皆以心為出發點，心生則萬法生，心
滅則萬法滅。心外的世界如何改變，我們無法控制，但只要自己心中
能夠自我肯定，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

才能兼取眾長。
聞思修：一個隨時充實自己的人，自然擁有自信，自能自我肯定。

信心如瓔珞，使我們身心莊嚴；
信心如手杖，使我們行進無憂。
世界著名的指揮家小澤征爾，在一次在參加指揮比賽中，他照著規
定的樂譜指揮演奏。忽然，他發現其中有不和諧的地方，便向大會提
出問題，卻遭到駁回。他經過一番掙紮考慮後，毅然對著眼前一群音
樂界的權威人士大吼一聲說：「一定是樂譜錯了！」話音甫落，評審
臺上立刻響起熱烈的掌聲，原來這正是比賽的一部分：「自信」！
人要有自信，自信是成功的要素。一座高山，爬上去很辛苦，不過
我 有 信 心 ，我 就 可 以 登 上 峰 頂；海 洋 很 大 ，不 容 易 橫 渡 ，但 是 我 有 信 心 ，
我就可以通過大西洋。
自信不是自負，自信不是自我膨脹，自信不是自我吹噓；自信者，
是 鍥 而 不 舍；自 信 者 ，是 準 備 健 全 的 條 件；自 信 者 ，要 衡 量 自 已 的 實 力 。
有信心的人，才能一心一意的朝著目標，篤定踏實的走，才能走出自
己的前途。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們容或有許多失敗的紀錄，但是最後
能擊敗我們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有信心，有力量，每一個人都
能從失敗中突破困境，獲得最後的成功。
聞思修：人要有自信，自信是成功的要素。

佛光菜根譚
能幹的人，只在做事上認真，不在情緒上計較；
無能的人，光在情緒上計較，不在做事上認真
( 佛光山中美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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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生奉行的「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精
神是值得我們學習與效法的！
學習也是一種「勞動」
，俗話說的一點
兒也不假：「活到老，學到老，學不了。」
為了考試學習，是一種懲罰，因為那時
學的東西都是當時用不著的「基礎知識
」
，多半是為考試而讀書，如今是為「致
用」而學習，完全不顧慮考試成積，是一
件很愉快的事。不只是動了腦，還滿足了「不知老之將至」心
理快感！
✽ ✽ ✽
「我們中國人自稱有 5,000 年歷史，」不走路，專來「聊保
健八卦」的小陳說：「卻沒有自己的服裝？不像印度人、中東
人，甚至越南人，他們的婦女，總是穿著自己的傳統服裝…」
自己的服裝？趙之楚聽後犯了疑？省思著：「中國人民有
制式服裝嗎？」
「自從孔子說了一句『吾其披髮左衽』的話之外」趙之楚
心想：「中國民間似乎一直就沒有甚麼『制式的傳統服裝』…」
孔子自己穿的衣就十分特別：為了工作方便，右袖比左
袖短一點兒。即書上說的：「短右袂」
。
「為甚麼會沒有呢？」小陳追問。
「華夏民族形成期，一直與周圍的民族保持交往(其實是
爭鬥)，」趙之楚自以為是的說：「在習俗形成期，就不斷的加入
新習俗，服裝、飲食極其多樣化，趙之楚稱之為『見好就收』的
習俗…」
「所以才『博大』…」Dick 楊以為然的說。
「因為是『見好』才收…」趙之楚說。
「所以就『精深』了！」Dick 楊附合著說。
中國文化形成初期，一直處於「顛沛流離」狀態，在相互
觀摩中，自然就產生了「見賢思齊」的經濟行為…
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是「入境隨俗」
，並不「強調自我」
，
盡可能的與人「和而不同」的相處。
一般都認「儒家」為中國的主流文化，其實骨子裡受《道
家》影響是很深的；
《道德經》
：「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
「美其食」就形成了中國食物的「蒸、炒、煮、炸、煎…」的
多樣烹調術；更養成了中國人對食物「色、香、味」的要求。這
比孔子的「割不正不食」(正不是方正的意思，而是切的紋路合
不合烹調要求)。
「任其服」就是衣服以舒適隨意為主；
「高下不相慕」就是孔子讚賞子路的話：「衣敝縕袍，與衣
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這樣的人生態度，何其「高、淡、雅」
？
說白一點兒，就是「何其自在！」
「活的自在」
，說說容易，有幾人能？沒有充分自信，是做
不到的！
(待續)

趙之楚

錢要省著兒點花，物件要省著點兒用，車要省著兒開…
「還有，」朱迪加強語氣道：
「自己的各種器官、關節也是省著兒用。」
這話是有所本的，前些天，趙之楚曾說：
「早晨起床，髖關節有些酸痛。」
「那是當然哪，這是不卜可知的事，還用說嗎？」趙之楚有
俚語說：「小富由儉。」非持之以恆的儉是不會富的。
人人都說：「運動是最有效的保健靈丹。」非持之以恆是 點納問的說。
「你每天在 Mall 走路還是走 5 圈 5 公里嗎？」朱迪問。
不會有效的。
「不，今年初開始，就只走 4 圈了…」
孔子引南方俚語說：「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為甚麼呢？」
接著評說：「這句話說的好呀！沒有恆心的人，勢必一事
「覺得有些力不從心的感覺。」趙之楚如實的回答。
無成。這是不用占卜卦就能知道的事。」
「我想也是該減少一點兒的好？」朱迪說：「今年就滿 85 了
一天兩天的「儉」是不能致富的！一天兩天的「運動」
，並
，再減少 1 圈，如果每天只走 3 圈，省著點兒用，你的膝關節、
不能改善，或長保健康。關健就是「持之以恆！」
髖關節疼痛會減緩些，也會像我們的車子一樣，可以多用幾
《青年守則》的最後一則：「有恆為成功之本。」
有恆的儉能致小富(小富由儉，大富由天)，是可靠的，有 年。」
「聽起來蠻邏輯的，」趙之楚說：「不是有人說每天要走 7,
恆的運動可以保健，也是可靠的。重點都是「有恆」
，也是非
000 步的嗎？4 圈才 6,000 步，3 圈…」
「有恆」不為功的事！
「運動量應該與年齡成反比吧？我看應該再少些，」朱迪
省著點兒用，是中國文化的精要之一。若能終生行之，
「不慮匱乏」是可期的！朱迪常說：「健康只有一次，要珍惜的 語重心長的說：「青山已老，柴不多了，省著點兒用…」
「做保健運動」膝關節、髖關節，要省著點兒用，為了長保
『省著點兒用』才是。」
健康，5 臟 6 腑都要省著點兒用」
，聽起來有些新鮮？卻又好像
「我們的車開了多少哩？」那天在後院晒太陽時朱迪問趙 有些道理…
朱迪的這番話也是有感而發的；
之楚。
最近一連有兩位好友的夫人，先後做了「膝關節更換手
「16 萬多了…」趙之楚說。
術」
，非常成功。據執行手術的醫生說：「所有做過此類手術後
「還能開幾年？」
「一年開 1 萬哩的話，」趙之楚計算著說：「還能開 4,5 年吧 的人，都說：『我不知為甚麼要延至今天才做此手術？』」
滿意之情溢於言表。
？」
造成膝關節「病變」
，或稱之為「退化性病變」
，其主要原
「如果每年只開 3 千哩呢？」
因就是「過度磨損」
，過度磨損的理由，千篇一律的，都是「過
「按時保養，省著點兒用，大概還能開上 10 年吧？」
，或「使用過久」(老化)，以「過度運動」為多。其次才是
「哦，保養好、省著點兒用，就可以多開幾年…」朱迪好像 度使用」
明白了甚麼大道理似的說。
不可避免的「老化」
。
每天走完路，依例坐在 food court 喝自備的茶水，吃自備
的小零食，聊聊「保健八卦」
，據說「聊天」可以預防老人痴呆，
聊天也成了「保健品」
，是否有效，尚不得而知？
聊天是訓練「思維活動」
，是「大腦運動」
，保持器官的基
本運作，是有益的，不只人體是如此，連機械也是一樣，家裡
備用(非日用)汽車，除了按時換機油之外，還得常常發動一下
，使其運轉運轉，也是延長車輛壽命的「保養之道」
。
退休老人聊「保健八卦」
，當然不會闖出「清談誤國」的大
禍，卻會因「荒廢家事」而產生「誤家」的愧疚。常聊天的老人
也常交換「做家事」的心得。
其實做家事也是延緩「老人痴呆」發生的好辦法，譬如趙
之楚每天早起，同一時段要做四件事：泡茶、煮咖啡、煮麥片
加葡萄乾稀飯、煮白煮蛋等，就得設計一個快速、簡便、而省
時的標準作業程序(SOP)，才不會發生「顧此失彼」
、或「丟三
忘四」的忙亂…
一個好的 SOP(操作程序)的產生，在無人教導的情況下，
就只有靠「由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
，或從「試誤」(trial
and error)中摸索了。這種學習過程不只可以訓練腦神經的正
常反應，更能引發「創新」的成就感…
防範老人痴呆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做家事，這是趙之楚
的心得。因為做事有「服務家庭」的「貢獻感」
，且不說「勞動神
聖」的大話，至少讓自己覺得，在家不是一個「吃閑飯」的人。
勞動不只有益健康，而且能求得心靈的平安：百丈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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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竟打算仿造歼2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美空军在一份申请报
告中透露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消息，美空军
有意愿去寻找一个能够仿制歼-20 和苏-57 的承
包商，并且能够对这两种机型的气动外形和航
电设备进行最大程度的照抄还原，该报告透露
，如此做的原因是为了摸清"敌军""最先进战斗
机"的性能参数，明白"敌军"飞机的性能特点。
美军虽然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空军，
不过，中俄先进战机的发展也是相当喜人的。美
国空军尽管未在任何公开场合宣布对中俄两国先
进战机的看法，但美空军却用实际行动表明，美
国还是非常关心中俄战机的发展和装备情况的。
正因为如此，美国特意打造了一支由外国战机组
成的假想敌部队，而且由此次美国空军的这份报
告来看，估计美国的假想敌部队又要增添新的成
员了。
说到假想敌部队，这个概念近些年来已经
不被我们那么陌生了，假想敌部队主要是为了
锤炼部队的作战能力而存在的。所以，假想敌
部队还有一个非常别致的称呼——影子部队，
正如这个称呼一样，它作为一个国家军队的影
子，就是为了伴随军队的成长和发展而存在的
。
组成假想敌部队的军队一般选自服役在本
国军队中的优秀作战人员，其军队建制、军衔
等级等等全部照抄敌军，不仅如此，甚至连作
战条例，军队的作战方式也尽可能的向敌军靠
拢，有条件国家甚至会给本国的假想敌部队配
备敌军的军服，甚至是成建制的敌军武器装备
。可以这么说，假想敌部队就是一支在本国土
地上服役的敌国军队。
以色列曾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全苏式"假
想敌空军部队，让本国空军取得几乎团灭伊拉
克空军的辉煌战果。作为制霸这个星球的美国
空军，也没有放松本国的假想敌部队的建设，
美国从上个世纪开始就从各个渠道，不管是明
面上的还是见不得人面上的，总之就是美国绞
尽脑汁的搞到了一批苏-27 战斗机，在此之后，

美国又从乌克兰还搞到了一些米格-29 以及
苏-27战斗机。
而且，美军为了尽最大可能性让其假想敌
部队发挥其最大的作用，这些苏-27 战斗机的涂
装全部都是按照苏式战斗机的样式来喷涂的，
甚至为了最大还原敌方军队，这些飞行员的日
常训练也是参照了苏式标准。此外，充当假想
敌部队的作战人员还被要求说俄语，甚至连生
活都要按照俄罗斯飞行员的标准来，就是为了
自己的假想敌部队全面的贴近敌军。
美国著名的富豪拉里埃克森曾经从东欧购
买了一架原版的米格 29 战斗机，甚至当做私人
飞机来上下班。从这个侧面也可以说明，美国
想要搞到苏联时代的武器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正是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苏式武器让美国
充分了解了苏联武器的各种数据，甚至能够分
析俄罗斯现役武器的技术和战斗技能。
美军这些假想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
随着美军对手的发展动向而改变，比如近些年
来美军的假想敌部队中也出现了电子对抗的科
目，为了真实的还原战场，美军甚是让自己的
战机喷涂上敌军的涂装充当假想敌。同样，此
次美空军计划在本国"仿制"歼-20和苏-57也充分
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的假想敌部队确实是与时
俱进的，虽然被美国仿制的歼-20 和苏-57 属于
不能完全发挥原版性能的"猴版"。
就拿歼-20 来说，其真正的性能数据与作
战性能都属于绝密中的绝密，在这种保密措
施下美国想要弄到其详细作战指标基本不可
能，而且歼-20 还采用了很多中国自主研发的
武器技术，虽然美国军工研发技术很雄厚，
但是谁也不敢说美国就一定能全面的仿制到
位，因为不是正经的飞机研发项目，其研发
资金必定会很有限，再加上仿制技术只能是
美军单方面的主观推测判断，其仿制出来的
成品必定会和正版存在很大差距。让这种仿
制飞机充当假想敌部队，只能为己方部队提
供有限的训练参考。

“龙牙”反坦克锥究竟有多牛？
坦克见到只能乖乖绕道！
一直以来，坦克都在陆军的军事作
战中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这种全钢
铁装备起来的庞然大物，对步兵们来说
是极大的威胁。这种防御性极强的军事
装备，要想摧毁掉它是十分困难的，普
通的子弹或者炮弹对它都没有什么威胁
。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坦克最不愿意遇到
的，那就是反坦克锥，被人们形象地形
容为“龙牙”，那它究竟有多牛呢？
我们都知道，坦克之所以在战场上能
够横扫千军，其主要原因就是坦克具有极强
的越野能力，一般的障碍物都不能阻挡它的
前行，直接碾压掉一切障碍。但是一旦坦克
被拦截下来不能移动，那么它在战场上的所有优势
就都将消失。反坦克锥就是以拦截坦克为目的而出
现的小型防御工事。从直观的感受来说，反坦克锥
就是一些锥形的小水泥墩，不仅没有攻击作用，甚
至还会令人怀疑它是否真的能够阻挡住坦克。要想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坦克的履带讲起。
坦克的履带采用的是倒梯形的设计，而反
坦克锥的倾斜度，就让坦克开上去之后像是走
上坡路一样，但是随着坦克的行进，其受力点

会越来越小，这个时候坦克的绝大部分履带都
已经离开了地面，因而被无法行动。而且反坦
克锥的形状特殊，不管在战场上是否被掀翻，
它的任何一个面都能够让坦克达到翘起来的状
态，因此对坦克的拦截效果超强。
或许大家觉得坦克可以发射炮弹摧毁这些
反坦克锥，但实际上，反坦克锥通常都是以极
大的数量投入战场的，面对这密密麻麻的反坦
克锥，坦克是无法全部摧毁的。所以坦克在见
到反坦克锥之后只能乖乖绕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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鹣鲽情深：二战飞虎队华裔老兵
与爱妻相继离世
当地时间 4 月 2 日晚，住在美国洛
杉矶的二战“飞虎队”华裔成员陈科志
在洗肾过程中突然病逝，享年93岁。就
在大家纷纷对这位抗战英雄缅怀与哀悼
时，陈科志的太太陈林励洁，竟也在先
生离世一周内逝世，享年91岁。
陈科志与陈林励洁80年鹣鲽情深，
几乎是同生共死。子女们决定为父母举
办联合葬礼，让他们一起长眠柯汶纳冈
福乐纪念墓园。

青梅竹马，11岁订婚
1926 年，陈科志出生于湖南长沙一
个教师家庭，他的父母和陈林励洁的父
母是好朋友，陈科志比陈林励洁大 3 岁
，两人一起长大，是青梅竹马。
当陈林励洁 3 岁时，双方父母按照
老家习俗为两人约定婚契。在陈科志 11
岁时，双方父母给他们举办了订婚仪式
。
1937 年抗战爆发时，陈科志在长沙
念小学，1938 年武汉沦陷，陈科志的父
亲被日寇抓走生死不明。为逃避战火，
陈科志搭乘小船赴衡阳，经郴州到韶关
，再乘火车到香港。
一路上兵荒马乱，忍饥挨饿。日本
飞机天天轰炸，很多人被炸死炸伤。陈
科志没吃、没喝、没钱，沿途乞讨要饭
，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香港。
1940年至1941年，陈科志在香港拔
萃书院读书，这是一家教会学校，用英
文授课，难民免费入学。陈科志边打工
边读书，经过两年学习，打下了坚实的
英文基础。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
，陈科志再次逃亡。他辗转逃到贵州独
山，再到贵阳搭乘汽车到云南昆明，考
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程学院机械系。
他在 2018 年的一次专访中忆道：
“日军飞机低空轰炸，马路上堆满了尸
体，好几次我都差点死掉，记得当时有
一个防空洞，里面全都是尸体，都是闷
死的。”

谢绝他人求婚 克服困难与丈夫
团聚

在陈科志离开湖南的日子里，陈林
励洁一直留在湖南等他回来，她谢绝其
他人求婚，坚信未婚夫一定会回来和她
团聚。
1942 至 1945 年，陈科志在美军 14
航空队服役 3 年多的时间里，与异国战
友携手并肩，同日寇殊死搏斗。他们维
修、驾驶的战鹰驰骋蓝天，把一架架敌
机打得凌空开花。
为向中国大后方运送战略物资，陈
科志曾 100 多次乘 C-46 和 C-47 运输机飞
越危险万分的“驼峰航线”。他回忆说
：“那时的飞机不是喷射式，两个引擎
遇到反向气流会飞的很慢，运输机设有
降落伞，飞到喜马拉雅山相当危险。驼
峰航线途经高山雪峰、峡谷冰川、热带
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
加上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
低气压、冰雹和霜冻，使飞虎队在飞行
中不仅面临日军的袭击，也随时面临坠
毁和撞山的危险。”
抗战胜利后一年，陈科志回到湖南
，与陈林励洁完婚。但因为陈林励洁家
中有12个兄弟姐妹，她又是老大，需要
帮父母分担家庭负担，陈科志只好一个
人重新回到香港。
陈科志的女儿曾陈毓娟表示，母亲
思念父亲，每天都偷偷哭泣，外婆心疼
女儿，忍痛支持她到香港找父亲。
陈林励洁家境比较贫困，无力承担
她前往香港的交通费用，她就从乡下出
发，一路打工积攒盘缠到了长沙，在长
沙又打了一个月工，才凑得去香港的火
车票。
当时，陈林励洁一句广东话都不懂
，但对丈夫的思念一直支持她排除各种困
难，坚持到达香港，最终与陈科志团聚。
在香港生活一段时间后，陈科志前
往美国，后来为让孩子接受更多的中华
文化，不久又重新回到香港。

重视家庭生活和孩子教育
曾陈毓娟回忆，为让孩子接受更好
教育，父母将他们几个孩子送到香港私
立学校上学。
陈科志和陈林励洁都十分重视家庭

生活和孩子
教育，当时
家里没有电
视机，他们
就鼓励孩子
多听收音机
里的故事，
经常给孩子
读书。
陈林励
洁虽然教育
水平不高，
但也不断学
习，亲自教
孩子们中文
。
为培养
孩子们多方
面的修养，
陈科志和陈
林励洁节衣
缩食给孩子
买了二手钢
琴，让孩子
学习钢琴。
孩子们
都记得，生
日时哪怕家
里再拮据，
陈林励洁也
会带孩子出
去吃东西。
学校放假时
，陈林励洁
会带孩子们
到海边沙滩玩。孩子们即将大学时，陈
家移居美国，希望给孩子们更好的大学
教育。陈林励洁做得一手好菜，最受全
家男女老少欢迎。

经历战争的残酷，珍惜和平
曾陈毓娟表示，父亲经历战争的残
酷，珍爱和平。赴美后参加各种活动和
慈善活动，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留学生
，他担任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理事、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高级顾问，还担任国

内一些飞虎队纪念馆顾问。只要身体允
许，都会回国参加抗战纪念活动。
1944 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
华时，在巫家坝机场接见了陈科志和他
的战友们，对这支英雄部队大加褒奖。
美国政府和人民没有忘记陈科志的功绩
。美国前总统卡特、克林顿和奥巴马都
曾写表彰信给他。
中国政府和人民也没有忘记陈科志
的功勋，2015 年 9 月 3 日北京举行盛大
阅兵仪式，特邀陈科志赴京观礼。遗憾
的是，陈科志突然罹患重病，需开刀手

术，错失了这场盛典。中国驻洛杉矶总
领馆侨务组长王学政特意到医院看望陈
科志，并代表中国政府向他颁发了抗战
胜利70周年纪念章。
陈科志曾感慨地表示：“战争带来
的巨大灾难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希望
战争永远不再发生。”
华裔老兵陈科志和他的爱妻相濡以
沫大半个世纪，几乎是同生共死。他们在
一周之内相继离世，家人悲恸无以复加。
陈家子女决定为父母举办联合葬礼，让父
母一起长眠柯汶纳冈福乐纪念墓园。

博大精深的东北土匪文化

26 故事天地

提及东北近代史和当下的东北
文化，就不能不提及东北的土匪。
东北 人 的 构 成 基 本 上 都 是
清末解禁柳条边后的移民，这
个群体为了生活背井离乡在天
寒地冻的关外野蛮之地闯荡江
湖讨生活，注定彪悍豪爽勇猛
的性格就是这个移民社会的基
本属性。
而那些文弱的个体，也会在进
入这个大环境后渐渐和这个野蛮粗
犷的世界融为一体。
而土匪，则代表了东北人暴力
属性中最极端的那一面，这个群体
对于东北人的文化和地域性格的影
响最为深远。
这样，我尽量简短的把东北的
土匪文化，给大家普及一下，如果
阐述的不够清楚，有兴趣的读者可
以私信啊。
东北的土匪也叫胡子，棒子手
，大体上有这么三种人。第一种是
犯了事或者受穷逼上梁山的，比如
张作霖剿灭的白音达赉，陶克陶胡
等人。第二种就是为了前途，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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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系军阀的几个头面人物张作霖，
吴俊升，汤玉麟，冯德麟等人。第
三种土匪就是为了钱财，比如被张
作霖杀死的杜立三，或者大家熟知
被林子荣抓获的座山雕，郑三炮等
人。
至于东北土匪的数量学者曹保
田统计过长春周边和黑龙江部分地
区的，有名号的土匪绺子三百多个
。按照这个数量密度，清末到建国
之前，东北三省的大小土匪武装不
会低于 1000 支，遍地皆匪，是旧
社会的真实写照。
当土匪分为两种，一种叫做起
局，一种叫做挂柱。
东北人管打麻将叫做麻将局，
一般打电话给麻友说：来啊，三缺
一，你来就成局了。或者说：晚上
起局，看看都谁来啊。
其实起局最开始是东北土匪的
黑话，意思是烧香拜把子喝血酒，
落草为寇了。林海雪原电视里面杨
子荣上山祝贺座山雕有这么句话：
我祝大当家的局红管亮！
局红，就是指土匪山寨红火，

管亮，是指枪械装备精良。这就是
东北胡子的黑话。
东北土匪的祖师爷是十八罗
汉，所以土匪们说：拜了祖师爷
之后，就要守十八尊的规矩。十
八尊就是十八罗汉，至于十八罗
汉怎么成了东北土匪的祖师爷这
件事我是不得而知。我为了这件
事去查阅了佛教的相关资料，没
找到证据。倒是有资料显示民间
传说达摩祖师，十八罗汉是土匪
的祖师，因为他们在民间传说里
面是杀富济贫的偶像。
一般土匪起局的时候人都不会
太多，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就能成
局，我前面说过，东北土匪武装人
数一般不多。起局之后，他们会给
大当家的起一个报号，今后用这个
名头和老百姓，同行们打交道。因
为东北人的文化素质低，所以东北
土匪的报号一般都比较土：老来好
，大万字，老三省，四季好，名山
，大来好，滚地雷，老北风。。。
。
我看了 300 多个土匪字号，唯

一一个有点好听文雅的，辽源土匪
：孤雁钻天！
第二种当土匪的方法，就是挂
柱入伙。
挂柱也分两种，一种是有人担
保。有人担保入伙是很方便的，一
般绺子里面的四梁八柱都可以给人
担保入伙。
担保人具保入伙之后，一般需
要写个手续，这个手续大意就是
“自愿入伙”“走马飞尘不计生死
”这一类的意思，交给绺子里面的
字匠先生保管。
另一种就是自己入伙，自己入
伙的大多数也要找一个保人或者找
个认识的，俗称挂钩。而这种入伙
相对严格，需要过堂，或者去打食
纳个投名状。
过堂就是考察胆识，前面我说
过，辽西巨匪杜立三收人都是自己
给新人过堂，办法就是新人头上顶
个鸡蛋站在十米远让他用枪射，鸡
蛋打碎这人不害怕发抖尿裤子，杜
立三才会收人。
打食则要求入伙的新人去陪着

炮头（队伍里面的
二当家，军事负责
人）抢劫，或者不
给他喷子（枪）青
子（刀），让新人
去独立完成踩盘子
，望水（打探敌情
）这一类任务。如
果炮头认为这人通
过了，就可以让新
人拜香入伙。
林海雪原里面，
座山雕考验杨子荣
的内容就包括了过
堂，打食，投名状
，拜香等全部程序
。
当然有拜香入伙
就有退伙，土匪退
伙叫做拔香头子，
另有一番危险的程
序。
东北土匪的组织
结构基本上都一样
：大当家的，四梁
八柱。
东北的土匪数量
比较少，一般都是
有个大当家的和内
四梁。
大当家的，是一
个土匪组织的领头
人，一般来说枪法
出众，威望过人。
炮头，组织里面
的军事负责人，二把手，都是枪法
如神，身手过人的高手。
粮台，负责组织里面的粮草辎
重，后勤大总管。
水香，组织里面的行政负责人
，主管纪律，站岗放哨布置卡子。
翻剁，这个是胡子里面的军师
和文化人，必须懂天文地理加上占
卜，负责组织里面的红白喜事，算
卦做法看八字吉凶，同时也是写字
先生。
如果土匪绺子大一些，那就还
要配备外四梁。
秧子房，这个职位负责管理看
守肉票，是土匪里面重要职务，因
为需要折磨肉票和家里要钱赎人。
干这个活的都是心狠手辣的货色。
花舌子，组织里面负责送信和
传递消息的联络员。
插千的，这个是属于组织里面
侦查员的角色。
字匠，属于组织里面的文墨先
生，负责书信。
崽子，属于普通土匪，归大当
家的和四梁八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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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面包致癌？好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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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两片面包
是很多白领一族
必备的早餐，我
偶尔也吃，还喜
欢烤的焦香、硬
脆，可是有时候
一不小心就会烤
焦一块儿，关于
烤焦的面包，很
多人都担心吃了
致癌，真的会吗
？
一、烤焦面
包里的「致癌物
」是什么？
这种物质就
是丙烯酰胺，怎
么产生的呢？
食品高温烹调，一般 120°C 以上时，
食物里的游离氨基酸天门冬酰胺与还原
糖或其它羧基化合物发生反应，就会产
生丙烯酰胺。
温度越高、时间越长、水分含量越
少，产生的丙烯酰胺就越多。
烧、烤、煎、炸的烹调方式比焖、
炖、煮、煨、蒸的烹调方式温度高，水
分还散失的快，产生的丙烯酰胺也就多
。
所以我们常听说薯片、薯条、饼干
、咖啡、面包、油条、油饼、麻花等焙
烤、油炸食品检出较高含量的丙烯酰胺
。
二、丙烯酰胺真的会致癌吗？
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
机构（IARC）将致癌物分为4类。
1 类致癌物是确定会引起人类癌症的
，常见的这类致癌物有酒精饮料、烟草
、槟郎、加工过的肉类。
2 类致癌物根据其对人体致癌证据的
强弱又可以细分为 2A 类致癌物和 2B 类致

有关酸奶的
三个真相
癌物。
其中 2A 类致癌物已经被证实会引起
实验动物的癌症，但是引起人类癌症的
证据还有限，所以只能说很可能会引起
人类癌症，但不一定会引起人类癌症，
也就说烤焦的面包不一定致癌。
三、如何降低丙烯酰胺摄入量？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现在丙烯酰胺
对人致癌的证据有限，没准将来就充足
了；谨慎起见还是尽量减少丙烯酰胺的
摄入吧。
谨慎是好事儿。那怎么减少丙烯酰
胺的摄入呢？
1.少吃炒菜
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研究都显示
：蔬菜及其制品是摄入丙烯酰胺的主要
来源，贡献比均达到50%左右。
怎么会是蔬菜及其制品呢？
因为国人吃菜基本都是炒着吃啊。
其中炒的温度越高，炒的时间越长，菜
中的丙烯酰胺前体物质越多，产生的丙
烯酰胺也就越多。
其中菜心、空心菜、洋葱、西葫芦
、灯笼椒这几种菜炒后丙烯酰胺含量就
远远高于苋菜、菠菜、唐生菜、西洋菜
、苦瓜炒后丙烯酰胺的含量。
2.非要炒菜先焯水
沸水焯后再炒也会降低丙烯酰胺的
量，怎么焯呢？
水多到没过所有的菜；水一定要开
后再焯菜；焯水的时间要短，叶菜一般
30 秒以内就行，其它菜大约焯 1 分钟就行
。
如此焯菜能最大化降低丙烯酰胺以
及亚硝酸盐、农残等有害物质，又能最
大化保留营养。
3.蔬菜还是多蒸、煮、生吃
蔬菜生着吃、水煮或蒸着吃都不会
产生丙烯酰胺，所以建议：
A.黄瓜、西红柿、生菜、西葫芦、胡

萝卜等能生吃的蔬菜，洗净后做拌凉菜
或沙拉。
B.沸水焯后的蔬菜捞出来过凉沥干水
分，拌点芝麻酱或者淋点生抽撒点香菜
、蒜末吃。
C.蔬菜切片或切丝后加点玉米粉或淀
粉，锅开后上屉蒸 2 分钟，出锅后浇油、
醋、小米椒、生抽的汁吃。
除了炒菜，其它哪些食物丙烯酰胺
含量较高，得尽量少吃呢？
烤面包致癌？好怕！
综合分析可知，没烤焦的面包丙烯
酰胺含量很低，即使是烤焦的也比薯片
、挤压膨化的谷物早餐、饼干低很多，
再说了烤焦也是偶尔的事儿，没必要看
着烤焦的面包纠结吃还是不吃，哈哈。
与其如此，倒不如少吃点挤压膨化
的谷物早餐，很多人可是天天以此为早
餐呢。
还忘了告诉你，红肉也是 2A 类致癌
物，天天担心丙烯酰胺致癌，却每天猪
牛羊肉狠狠吃，不可笑么？
再退一步讲，与其担心甚至恐慌这
个还不确定会不会对人致癌的丙烯酰胺
，倒不如担心已经确定为人类致癌物的
酒精饮料、烟草、槟郎、加工过的肉类
。
常常喝酒，还不戒烟，也爱吃香肠
、火腿、腊肠，吃片烤焦一点的面包就
担心致癌更可笑了。
看到最后你可能会问：这些含有
「致癌物」的食品到底吃不吃？
致癌物致癌没有阈值，即可能摄入
一丢丢就致癌，换句通俗的话讲就是得
不得癌基本都是看运气。
反正为了降低癌症风险，含有「致
癌物」的食物完全不吃，我做不到。
不过我能做到：特别想吃的时候才
吃，而大多数时间都均衡营养的饮食，
你呢？

酸奶是以牛奶为原料，经过巴
氏杀菌后再向牛奶中添加有益菌
（发酵剂），经发酵后，再冷却灌
装的一种牛奶制品。酸奶不但保留
了牛奶的所有优点，而且某些方面
经加工过程还扬长避短，成为更加
适合于人类的营养保健品。然而，
面对产品繁多的酸奶货架，你有没
有感到困惑？为什么有些酸奶不用
冷藏？为什么有些酸奶号称加了有
益菌？糖尿病人可以喝酸奶吗？请
了解一下这些有关酸奶的真相：
真相一：常温销售的酸奶产品中没
有活性菌
装在六角形利乐包装中，能够
在室温下存放几个月的酸奶产品，
实际上属于"灭菌"酸奶。生产者把
酸奶进行高温加热，把所有的乳酸
菌杀光，在无菌的条件下灌进利乐
包装，趁热封装…致使外面的菌进
不去，延长储存时间。因此，不要
指望它们帮忙补充乳酸菌，但令人
安慰的是：乳酸菌产生的乳酸和大
部分 B 族维生素还留在里面，钙和
蛋白质也没有变少。
真相二：多数冷藏酸奶有活乳酸菌
，但不一定能进入你的肠道
绝大多数酸奶产品中含有乳酸
菌，但它们不属于能进入肠道定植

的品种，只能在穿过胃肠道并光荣
牺牲的过程中，帮助我们起到一些
抑制有害微生物的健康作用。当然
，即便这些菌被胃酸杀死，它们的
菌体碎片仍然能产生一些有益的免
疫调节作用，发酵产品的乳酸本身
也有利于吸收物质和改善肠道环境
。所以，喝酸奶更利于肠道健康。
真相三：糖尿病人和减肥者可以喝
酸奶
多项研究证明日常酸奶摄入量
较多的人在膳食热量相同的前提下
，患二型糖尿病用的风险会明显低
一些。同时，即使是含糖的酸奶，
餐后血糖反应也比米饭馒头低。每
次喝一小杯（ 100 g）不会带来血
糖的剧烈波动，用它替代无糖饼干
之类当餐间零食，是更为明智的选
择，其实现在市面上也有完全不加
糖的酸奶品种，人们可以自行决定
要加多少，这样就让糖尿病人更加
放心，而且也能降低酸奶的热量。
此外，市面上也有低脂酸奶，其风
味口感略逊一筹，所以通常都会加
入不少糖。所以减肥者可以考虑：
要么全脂低糖，要么低脂高糖，热
量相差并不大。但全脂品种饱腹感
更强一些，所以不如选择全脂低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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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上最大的兔子有多大？
全世界上最大的兔子有多大？
兔子有很多品种，有荷兰兔、垂耳
兔、安哥拉兔(详情介绍)，每个品种
都萌萌呆呆的很可爱，我们遇到最
多的也是自家或者朋友家养的家兔
。兔子生性胆小怕羞，喜好干净，
所以小编想问下大家，你养过或者
见过的兔子有多大呢？估计大家心
里大概也知道肯定是可以轻松抱起
来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全世
界上最大的兔子，你知道是什么品
种吗？
全世界上最大的兔子有多大？
在英国伍斯特市有一只叫做大流士
的兔子，它有着非比寻常的体型，
体长 1.22 米，体重达 45 斤，重量是

世界上最小的兔子的 20 倍。由于长
得实在是太大，跟大流士同住一个
屋檐下的宠物狗见到它都感到害怕
，几乎每次看到它都会远远躲开。
大流士是一只大陆巨兔，这种品种
的兔子本身体型就大于寻常兔子，
它们曾经因为身躯肥大并不受大众
欢迎，不够近几年，人们对这种兔
子的好感度却迅速上升，国外许多
家庭把它们当做宠物来养。
全世界上最大的兔子有多大？
大陆巨兔性格温和，不怕人，喜欢
被抱，养这样一只兔子就好像拥有
了一只会动的大型玩偶一样，很有
幸福感。
全世界上最大的兔子有多大？

大流士兔子的食量非常大，每天会
吃掉 12 根胡萝卜和其他大量的食物
，而且它非常贪吃，永远不愿停止
寻找食物，总是试图偷吃更多的东
西。它每年会吃掉 4000 美元，约合
人民币 2.5 万元，对于普通的家庭来
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主人
安妮特· 爱德华兹也为此苦恼不已。
全世界上最大的兔子有多大？
之前英国还有一只名叫“拉尔夫”
的巨兔以 21 公斤的体重，曾今登顶
世界上最大的兔子排行榜。虽然
“拉尔夫”的体重相当于一般三岁
小孩的重量，但在最终还是在世界
上最大的兔子大流士面前也稍逊一
筹。

画眉鸟叫声嘶哑怎么办？ 仓鼠性格怎么样？
仓鼠性格解析

画眉鸟是非常有名的笼鸟之一，
眼圈白色，其上缘白色向后延伸成一
窄线直至颈侧，状如眉纹，故有画眉
之称，它还是广州市市鸟。画眉没有
颜色鲜艳的羽毛，它的优势则在于它
的叫声非常好听。尤其是雄鸟在繁殖
期极善鸣啭。但是饲养画眉的主人常
常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画眉鸟养着
养着就突然的声音变嘶哑了。那么造
成画眉鸟声音嘶哑的原因有哪些呢？
1.先天性。先天性的声音嘶哑是
无法治疗的，所以首先在选择的时候

就要注意这一问题。如果真的因为先
天声音嘶哑，也要好好照顾它们。
2.患有疾病。因为感冒而引起的
暂时性的嘶哑或是因患肺炎而引起的
比较长时间的声音嘶哑。这个治疗主
要是治感冒或治肺炎。它的病好了，
声音也就自然出来了。
3.误食。误食了尖利或带刺之物
，使喉部受伤而造成的声音嘶哑。或
是啄食了白天太阳晒得很烫，下午没
有全部凉下来的小石子后，冷热不均
，使喉管受到刺激而成。这个治疗方

法主要是给它消炎。除了可以使用人
们曰常用的消炎药外，还可以用枸杞
的嫩叶或嫩芽，捣烂后放在水杯里泡
水给它喝。
4.鸣叫不当。鸣叫时间过长或嗓
音过高而偶尔出现的声音嘶哑。这个
可能是鸣肌疼痛，还有可能是突然受
惊吓。可以用一碗水加 3 滴葡萄酒让
鸟饮用，有助于恢复鸣叫。
虽然说画眉鸟很大一部分价值在
于它善于鸣叫，但是如果真的治疗不
好也不要抛弃哦。

仓鼠软萌可爱，爱撒
娇，很机灵，表情丰富。
也比较容易打点，很多上
班族和学生都会选择饲养
仓鼠，不用花费太多时间
，吃的很少，也不用花太
多钱。
坎培尔仓鼠性格：
俗称一线鼠或枫叶鼠
，仓鼠中性格最暴躁的一
种，一开始不熟时较凶，
会咬人，但驯服后非常乖
，听话。活动力高，体型
较大，毛也比较长。有一般最常见的野生色
、斑块、雪球、琥珀等品种。
属性：群居，合笼机率 30%，机会较低
。
加卡利亚仓鼠性格：
俗称三线鼠或趴趴鼠，一开始就比较乖
，会不会咬人要看鼠鼠个性而定。活动力较
低，体型略比一线鼠小一点，毛较短。胆子
大，比较好养，新手也比较容易上手的一款
。有一般常见的野生色、银狐、布丁等品种
。
属性：独居，合笼机率 3%，几乎等於

零。
罗伯罗夫斯基仓鼠性格：
俗称老公公鼠，非常神经质，很怕人，
只要有点风吹草动立即惊醒，所以较难训练
，不容易上手，但很少咬人，体型小，毛容
易出油。只有一般的普通黄色。
波斯仓鼠性格：
俗称黄金鼠、哈姆太郎，个性不一定，
有些怕人，有些很乖。驯服后非常听话，可
训练定点厕所，体型较大，毛色有黄、白、
黑等多种。
以上介绍了仓鼠性格，这几种仓鼠你想
养哪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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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又爆“金句”，称“结婚是为了
生孩子”，被上万网友骂上热搜。
马云在公司员工集体婚礼上说：“婚
姻不是为了进一步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买
房子，不是为了买车子，而是一起生孩子
。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是别人的，都可能是
假的，只有孩子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多生孩子吧！”
听上去是不是很气？
马云更是大言不惭地说，婚姻的第一
个 KPI 必须要有结果，也就是产品，而产
品就是要生孩子。
此言一出，网友们都炸开了锅，纷纷
留言，表达了自己对于结婚生孩子的看法
：
大多数人都很反感这句话，提出以孩
子为目的的婚姻，是把女人当生育机器，
结婚应当是追求更有质量的生活，在确保
幸福感的情况下，再谈新的生命。
再者，生孩子是夫妻共同决定相爱的
结果，不是目的，不是“KPI”，更不是
“东西”。
马云这句话之所以让人反感，是因为
他把婚姻当成一个功利性的目标，使结婚
变得不再纯粹，破坏了相爱的两个人寄予
在婚姻上的美好。
关于孩子的说法，也是很不人性化的
，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立而鲜活的个体，而
不应该被定义成婚姻的“KPI”和“东西
”，孩子是爱的结晶，并不是婚姻的产品
。
两个人走入婚姻，是因为彼此相爱，
想要相伴一生，给彼此一个承诺，一个仪
式感。
婚姻的意义，是活出更好的自己
梁朝伟和刘嘉玲在一起 31 年，结婚
也有11年了，一直没有生子，这若是放到
一个传统的家庭当中，肯定不被理解。
刘嘉玲却毫不避讳：“每个人都是独
一无二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家庭背景不
一样，机遇境况不一样，活法当然不一样
、也不应该一样。”
她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好像每个
人都在生，女孩子就好像买包一样，她有
一个，我也有一个，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
，因为太大的责任，我和老公商量就是不
要。”
近日刘嘉玲还在微博上晒出了她和梁
朝伟在樱花下的照片，两人亲密相拥，满
脸都是幸福的笑容，56岁的梁朝伟和53岁
的刘嘉玲依旧如恋爱时那般甜蜜。
难道没有孩子，他们的婚姻就不完整
了吗？就不会幸福了吗？
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发展自己的事业
，梁朝伟成为影帝，创造了很多经典影视
作品，而刘嘉玲也将自己的事业经营得风
生水起。
在发展事业之余，他们彼此相伴，互
相扶持，把婚姻生活过得妙趣横生，双方
都从这种婚姻模式中获得了满足，也实现

马云的
婚姻毒鸡汤
暴露了男人
最隐秘的自私

了个人价值，这不是比生孩子更深的意义
吗？
每一对夫妻在婚姻中都有自己的选择
，生孩子不是唯一的选择，彼此相爱，感
觉到幸福才是婚姻的根本。
事实上，有没有孩子并不能阻碍一个
女人追求幸福的脚步，也不应该成为判定
一个女人价值的标准。
女人的价值绝不仅仅停留在生育，如
果为了生孩子，而放弃自我价值的实现，
这也未必是一件幸事。生孩子只是其中一
条，可供选择的方式。
刘嘉玲在这段婚姻里活得光芒万丈，
成就了更好的自己，这就是她最大的价值
。
不要再拿生孩子这件事去绑架女人，
不生孩子的女人也可以活得精彩十足，在
实现自我价值的路上，她们的生命本来就
丰富多彩。
婚姻的本质，是夫妻关系
娱乐圈还有一对恩爱夫妻，结婚 32
年，没生孩子，他们是周润发和陈荟莲。
他们在婚后的第二年，有过一个孩子
，但是在发嫂肚子里 7 个月的时候不幸夭
折。
周润发看着太太每天都在绝望中挣扎
、自责，不忍心再让她承受任何的意外和
打击，从此决定这辈子都不要孩子。
媒体曾经问过周润发：不遗憾吗？
发哥说，没有遗憾，我们两个人已经
足够幸福。

虽然孩子没有了，可俩人却更懂彼此
的意义，也更珍惜彼此。
他们一起旅行看风景，一起走红毯，
从青葱年华到白发苍苍，世界各地都留下
了俩人的脚印。
人生的每一程，两人相依相伴。
发哥六十大寿谢绝了各种热闹，只有
他和发嫂两人。两个人的日子里，时不时
来点小浪漫，幸福洒满每一天。
发嫂的价值并不一定需要靠孩子来体
现，她多年来一直是发哥身后最强大的后
盾，发哥对发嫂也是一直呵护有加。
有人说，不生孩子的女人不是一个完
整的女人，然而女人首先是一个人，才是
一个女人。
一个完整的女人首先得人格独立，有
自主选择生育的权利。谁剥夺了这种选择
权，谁才是真正剥夺了女人的完整性。
婚姻的幸福，从来不靠孩子来成全。
女人的人生完整，更不是靠生子来实现。
电影《找到你》结尾，姚晨说过一句
话：
“生孩子是天底下最自私的事情，用
别人的生命来完整自己。 都说母爱是伟
大的，但其实，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也
不过是在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而已。”
女人这一生的圆满，未必真的需要生
个孩子，能够夫妻共进步，同进退，将幸
福婚姻进行到底也是一种圆满。
因为婚姻的核心和实质是，夫妻关系
而非亲子关系。

幸福的婚姻从来不会因为没有孩子而
减分，不幸的婚姻也不会因为有孩子而加
分。
生育，只是女人的附加值
《何以为家》这部电影讲了一个生而
不养的悲惨故事，主人公赞恩把父母告上
了法庭，对法官说，“我想起诉我父母，
因为生了我。”
赞恩一家生活在贫民窟，母亲生了很
多孩子，因为家里太穷，孩子们成为父母
赚钱的工具，常常连饭都吃不上。
后来 11 岁的妹妹被迫嫁人生子，不
幸去世。赞恩冲动之下，拿起了刀，刺伤
了妹妹的丈夫，也因此坐牢。
一对连自己都无法养活的夫妻，却要
生这么多孩子，你还能说，生孩子是一个
女人价值的体现吗？
为了生孩子而去生孩子，就是一种无
知和狭隘，生孩子是为了让孩子快乐健康
地成长，而不是带他们到世上受罪。
不是每个女人都需要去生孩子，也不
是每个女人都适合做母亲，如果女人的价
值变成“唯生育论”，这将是一种悲哀。
生育从来不是每个女人的标配，每个
女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有实现自我价值的
不同途径。
从传统观念的角度看，女人的自我价
值主要还是体现在对家庭生活的经营和生
儿育女方面，其次才是社会价值。
然而，现在是一个“女性独立意识”
开始觉醒的时代，女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方

式也有了新的变化。
有很多网友质疑：为什么女性一定要
组建家庭，拥有孩子？如果有女性不适合
家庭呢？有女性不想要生孩子呢？为什么
女性不能有别的可能性呢？
他们都忘了，生育从来都是女性的权
利，而不是义务。
女人的人生应当有无限可能，而不仅
仅被生育绑架着。
母亲的角色只是女人身上的一种标签
，女人的价值应该是来自于内心觉醒的力
量，活出自我风采，经营好自己，生育只
是一种可选可不选的附加项。
作家黄彤彤曾经说：“一个女人的一
生，是追寻爱的过程一一男人的爱，女人
的爱，孩子的爱。如果因运气的缘故追寻
不到，不代表她要枯涸而亡，上帝另有安
排。”
马云的婚姻毒鸡汤，暴露了男人最隐秘的
自私
确实，女人的人生有很多选择，可以
是一个孝顺的女儿，一个体贴的妻子，还
可以是一个越来越优秀的自己，为了自己
而活，拥有自己说了算的人生。
马云的“婚姻就是为了生孩子”，抹
杀了婚姻的真正意义，也忽略了女人作为
独立的个体的选择权。婚姻只是生活的一
种方式，生孩子只是其中一个选项。如果
用狭隘的眼光去看待婚姻，将婚姻的功能
定义为繁衍生殖，不仅不尊重女性，也是
对婚姻的最大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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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擅长的，就是打着法
律的幌子来搞经济制裁

最近，随着美国对伊朗、委内瑞
拉等国经济制裁的逐渐收紧，以及
2018年底华为高管孟晚舟女士在加拿
大被非法拘押事件的爆发，“长臂管
辖”“越境执法”等长久不出现在人
们视野中的字眼再次受到全世界的聚
焦。多年以来，美国惯以“维护制裁
”“反海外腐败”等名由，将司法制
裁的手臂伸向了外国企业，对它们发

起诉讼、处以
高额罚金甚至
为美国企业吞
并这些公司铺
路，只要这些
公司与美国产
生丝毫牵连，
就会成为美国
发起打击的借
口。由此看，
将美国称为国
际经济领域的
“世界警察”
毫不为过，而
其“执法”执
的是本国的法
，动因也并非
“大公无私”
，而是“假公
济私”——谋
求美国的经济
利益，巩固美
国的经济霸权
。
法国阿尔斯通
集团前国际销
售副总裁弗雷
德里克· 皮鲁
耶奇和法国
《新观察家》
周刊记者马蒂厄· 阿龙合著的《美国
陷阱》一书，以皮鲁耶奇的亲身经历
，描述了美国司法系统是如何将自己
逮捕，并一步步逼迫其配合调查法国
阿尔斯通集团 2003 年在印度尼西亚
的发电站项目“涉嫌腐败活动”，最
终逼迫阿尔斯通集团在美国治外法权
大棒面前“伏法认罚”，并将自己的
能源部门以 123.5 亿欧元的价格出售

给美国通用电气，使得法国标志性企
业的核心部门落入美国之手。
从书名到其中的内容，皮鲁耶奇
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向我们展
现了对美国经济掠夺的庞大叙事。正
如书中引用法国总统密特朗的话语所
言：“法国还不知正与美国处于战争
。使得，这是一场长期的、至关重要
的、经济的、没有表面伤亡但却是致
命的战争。”可以想见，在皮鲁耶奇
叙述的这场战争中，阿尔斯通与美国
的经济往来即是美国的开展名义，美
国相关部门的情报搜集就是作战地图
的绘制，司法部门的突然逮捕和诉讼
跟进就是“不宣而战”，而罚款以及
收购案更是与割地赔款无异。在全球
化的时代，这种经济战争也成为美国
以“合理合法”方式掠夺他国的重要
手段，皮鲁耶奇也表示，希望通过这
本书能带给更多人警示，并帮助自己
的国家“更好地参加下半场的比赛”
。
同时，这种经济战争的可怕性还
在于，从事件结果和复盘中，观察者
明显可以推测出美国政府和企业之间
“难以描述的关系”，但由于司法程
序的不透明以及美国行政力量对受害
者的“噤声手段”等因素，外界很难
寻找到这之间的“实锤”。然而，从
此案的获益者通用电气来说，其通过
此次收购在全球的大型燃气轮机产业
中获得了更具优势的垄断地位，其唯
一有力竞争者只剩下西门子，法国则
基本丧失了全球能源装备领域的领军
地位。而在皮鲁耶奇被捕后的数月里
，正处于通用电气与阿尔斯通收购案
的关键步骤，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也在 2015 年披露了通用电气的法律
团队曾参与到阿尔斯通和美国司法部

的谈判之中。事实上，2015年法国的
议会和政府部门曾经在公开质询阿尔
斯通在出售优质资产时是否遭受了来
自美国司法部门的压力，时任阿尔斯
通总裁柏珂龙却矢口否认。时任法国
经济部长及现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曾
经痛心地质疑这桩收购案是“法国工
业的自杀式交易”，也曾经表示“阿
尔斯通收购案和美国司法部施压有着
必然联系”，却“无法找到证据”。
然而，从其他美国大企业的行为
中，我们不难发觉其与美国政府之间
“冰山下的联系”。从汉密尔顿时代
美国政治精英呼吁政府保护民族工业
，到二战后美国国防领域的订单和需
求间接催生了硅谷电子和信息技术产
业发展，再到广为人知的军工利益集
团与美国军费和对外军事行动的关联
，美国市场经济从来不是“政府放手
”的类型，而是与大企业“缠绕不休
”。最近《华盛顿邮报》的分析文章
披露了波音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合
作，详细介绍了历任美国总统、军方
及政府部门如何为波音公司在国内外
的扩张争取订单、保驾护航。而在今
天这个时代，大企业的发展事关一国
经济是否能够平稳可持续运行以及其
国际竞争力的保障，各个国家的政府
也把维护本国明星企业的发展视作经
济部门的重要职责。而对于美国，其
不仅仅是保护自身企业的利益，同时
也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乃
至《美国陷阱》一书中提及的海外长
臂执法等手段，为本国企业剔除竞争
者，或帮助其吞并其他国家的明星公
司。
因此，《美国陷阱》不仅仅是描
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经济战，更是给
中国的政策界、企业界和学术界敲响

了振聋发聩的警钟。美国对于任何竞
争对手采取的经济战手段，其手法和
用心的惊人程度恐怕远超世人的想象
。皮鲁耶奇在书中指出，近二十年来
欧洲公司被美国司法部门处以罚金达
数百亿美元，仅法国公司就被敲诈了
超过 130 亿美元，甚至超过了法国一
年的司法财政预算。更值得警醒的是
，欧洲和日本公司昨天的遭遇已经落
到中国企业头上，孟晚舟女士在加拿
大的遭遇，不得不让人们将之与华为
公司在 5G 通讯领域的全球竞争优势
相关联。
随着中国日益走上世界舞台的中
央，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已经将中
国当做的主要竞争对手，并在战略
、经贸、科技等多个领域发起了全
方位打压，与中国一起走向世界经
济中心的中国企业，也必然成为美
国司法部门重点的攻击目标。而中
国企业在“走出去”进程中，势必
要与美国在金融、网络、服务、零
部件、技术等领域产生关联，成为
长臂管辖的借口。同时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特别是进入“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展业务的过程中，由于
商业习惯、规则和法制观念与国际
标准接轨程度尚待提高，在透明度
、采购、合同等领域出现法律风险
概率也大大增加，均会是指成为美
西方势力指责“一带一路”，甚至
是发起经济战的借口，而阿尔斯通
在印度尼西亚按照法国式商业回馈
惯例获得合同，最终招致血光之灾
的教训也近在眼前。历史无声，但
却记录了世间的兴衰和起落，以史
为鉴，以真实案例为启迪，才是防
范世界警察发动经济战争的预警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