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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的陕西武功县女子高晓凤（化

名）死了。目击者告诉警察，杀人者是

她的前公公、53岁的史达明（化名）。

闻讯赶来的高晓凤的父亲高联省夺下匕

首，又刺中了史达明。

这起惨剧造成两人死亡，高联省被

警方刑拘。面对这样的结局，两家人都

无法面对。

多名知情者表示，这场惨剧背后的

主要起因源自一场争夺——孙子的抚养

权。

意外：丈夫因公死亡

6月7日，陕西武功县贞元镇的村民

正在晾晒刚收割完的麦子，阳光下，进

村的道路变成金黄色，从村口一直延伸

至村中的高家。

高晓凤的亲属回忆，事发那天，高

晓凤和家人原计划前往再婚丈夫的亲戚

家串门。

当天上午8时11分，高晓凤拨通了

人生中最后一则电话。电话是打给了她

的一个姨母。

“她问我能让她妈和她儿到我家待

一会儿不，我说，没事，你来。”高晓

凤姨母回忆说，他们去的是再婚丈夫的

亲戚家，或许带着孩子不方便。

高晓凤有两个儿子，均是与前夫所

生，前夫姓史 。2018年4月12日，高晓

凤的前夫因公死亡。事发时，高晓凤还

怀着小儿子，大儿子刚满1岁。这场意外

让高晓凤与史家人痛不欲生。

高家人告诉上游新闻记者，高晓凤

与其前夫是同学，二人恋爱多年后结婚

。高家与史家都住在武功县，两家相距

约6公里。在村民看来，二人的婚姻门当

户对。

高家人对高晓凤的前夫评价很高：

有能力，工作没多久便当上了施工组的

负责人。对媳妇好，有了儿子以后，便

让媳妇在家专心带孩子。

史家的一名亲戚告诉上游新闻记者

，高晓凤为史家生了两个男孩，其前公

公史达明非常认可这个儿媳。

高家和史家人均告诉上游新闻记者

，此事发生前，两家人相处和睦，没有

矛盾。

高晓凤前夫死后，高晓凤生下一名

男孩。前夫单位一次性赔偿72万余元，

并承诺每月各支付两个孩子3978元的抚

养费。同时，高晓凤的公婆获得人文关

怀金31万元，高晓凤获得5万元。

史家人一名亲戚说，儿子死后，史达

明夫妻俩帮忙照看两个孙子，视高晓凤更

胜亲人，甚至为她不惜得罪亲属，“她给

史家生了两个特别可爱的男娃，老人看了

孙子，心里有多大的慰藉啊。”

高家的亲属说，前夫死后，高晓凤

没了收入，又有两个孩子，生活压力太

大，家人商议劝其再婚。

今年年后，高晓凤经人介绍，准备

改嫁。

高家的亲属说，曾多次邀请史达明

商讨高晓凤再婚一事，但对方一直回避

此事。

史家人一名亲戚说，高晓凤将孩子

和她的户口迁回了娘家，并声称要让孩

子跟她的姓。史达明对此极为不满，于

是有了要回孙子抚养权的想法。

矛盾：孙子抚养权的争夺

为了能要回孙子，史达明的亲属说

，他们曾咨询过律师，但律师告诉他们

，孩子太小，抚养权肯定归母亲。此后

，高晓凤带走了两个孩子，史达明曾多

次前往探望，均遭到高晓凤的拒绝，此

事更令史达明满。

高家人解释说，史家人要夺走孩子

，不让高晓凤再见，所以高晓凤才躲着

史达明。

为了两个孙子，双方矛盾开始激化

。双方均承认，史达明曾带着亲属多次

到高家闹过，甚至还报过警。

此事，在高家所在的村庄闹得沸沸

扬扬。

为了能调和两家矛盾，双方找了多

名中间人出面协调，并于今年3月1日，

双方签署了一份协议书。

高家亲属提供的这份协议书显示，

高晓凤、史达明老两口均签字、盖了手

印。

按照协议，高晓凤大儿子的抚养权

和监护权归史达明，高晓凤有探望权，

赔偿的每月抚养费3978元中，要预留

2000元，由高晓凤和史达明的家人设立

账户共同管理，其余钱款用于小孩日常

花费。

高家、史家以及中间人均告诉记者，

签字的时候，双方都以为此事就此解决。

然而，史家人及两名中间人告诉记者

，协议签署后，高晓凤并没有按照约定将

孩子送给其爷爷奶奶抚养。

高家人说，协议签订后，他们曾将孩

子送去，但史达明又将孩子送了回来，并要

求重签一份协议，要求将两个孩子均交给史

达明抚养，否则史达明便一个都不要，这个

要求让高晓凤不能接受。

对于高家人的说法，史家的亲戚并不

认可。“他那么爱他的孙子，怎么可能提

出这样的要求。连一个都要不来，咋可能

要两个。”那段时间，史达明几乎天天四

处打听，询问能不能想办法要回孙子，亲

戚们劝他，他也听不进去。“把我们气的

，还质问他，是不是你看不见你孙子，你

都活不成了？他也不吭声。”

为了劝史达明，亲戚们还想了很多

办法，比如，希望安排其二儿子赶快结

婚等。

“不管。”史达明拒绝了亲戚们的

好意，继续想办法要回孙子。

由于史达明的妻子不愿接受采访，

只有其亲戚表示，事发前，谁也没有预

料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极端的地步。

事发前一晚，该名亲戚还作为长辈

打电话劝高晓凤，能不能各退一步，给

史达明一个孙子，“她的态度很坚决，

说不行。”

高家多名亲属说，事发前，史达明

有次曾威胁其家人说，如果不把孙子给

他，他就要高晓凤好看。但所有人都认

为，史达明只是说说而已。

目击者：前公公是带着匕首来的

6月7日上午8时11分，高晓凤挂了

打给姨妈的电话后，抱着小儿子出了门

。

此时，高晓凤的母亲已经推着自行

车，驮着高晓凤的大儿子走到村口。

其母亲回忆，在村口，她见到了骑

电动摩托车来的史达明，“我跟他打招

呼，他也不理我。”

据目击者、高家的邻居回忆，史达明

骑车走到高晓凤父亲高联省家门口时，她

正在晒麦，她跟史达明打招呼，史达明没

理会她，见史达明将电动摩托车停在高联

省家门口后，她便继续忙着晒麦。

当时，准备出门的高晓凤抱着小儿

子正站在家门口。

据这名邻居回忆，她刚准备继续干

活儿，便听见高晓凤在喊，她看见史达

明在打高晓凤，高晓凤在叫，怀里抱着

的孩子也摔在地上，哇哇大哭，“我说

，啥事嘛，咋把娃摔了。”

这名邻居跑去抱孩子，看见高晓凤

白色的裙子渗出大量红色血液，高晓凤

捂着肚子倒在血泊中。

高联省事后告诉其辩护律师，他听

到女儿的呼救后，看到史达明在用匕首

捅女儿的腹部，至少两刀，他便与史达

明扭打了起来。

高联省和目击者均表示，匕首是史达

明带来的，比一般的水果刀要长一些。

听闻女儿在呼救，高联省的妻子也

推着车往回跑。

邻居看见，高联省和史达明都把手

举得很高，争夺那把匕首，她在一旁劝

“别打了”。高联省夺下了匕首，捅了

史达明一刀，史达明倒地。

邻居及高联省的妻子说，当时看见高

晓凤全身是血，急着救人，高联省也停手

，并找人帮忙，拨打了120，并报警。

当日，高晓凤和史达明均死亡，高

联省被警方带走。随后，高联省因涉嫌

故意伤害罪被警方刑拘。

据知情者透露，进了看守所，高联

省还不知其女儿和亲家已经死亡。

争议：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

惨剧发生后，史家或者高家所在的

村子，村民议论纷纷，唏嘘不已。

有村民表示，史达明年轻时受过伤

，身体存有残疾，几乎没跟村里人发生

什么矛盾。史达明性格老实本分，特别

看重家庭，尤其是他的大儿子，唯一能

说到的缺点是性子急。

对于高联省，村民们认为，高联省的

性格有点“软”，史达明曾多次到其家要

孙子，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要是性格

硬的人，早都打回去了，还是怕惹事。”

高联省的代理律师认为，高联省属于

正当防卫，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史达明用

刀捅高联省的女儿应认定为故意杀人。高

联省是在情急之下施救，阻止史达明继续

伤害自己的女儿，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伤

害史达明的故意。且高联省捅了史达明一

刀后，便及时停止了防卫，没有超过限度

。高联省没有故意伤害的主观的直接故意

或间接故意以及客观行为。

但史家的亲戚不认为高联省属于正

当防卫，“他是背后捅的刀，伤口特别

大，特别深……”

多名史家人表示，由于此案属于刑

事案件，他们也无能为力，但相信法律

能有个公正的结果。同时，有史家亲属

表示，待刑事判决结束后，对于孙子抚

养权的问题，他们还会继续争取，史家

离不开这两个孙子。

6月21日，经武功县检察院批准，

高联省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批捕。

武功县警方以案件仍在调查为由，

拒绝接受采访。

端午夺孙血案：前公公捅杀儿媳后遭亲家刺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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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作家、教育问题研究者万维钢

（笔名同人于野）在他的《智识分子

——做个复杂的现代人》一书中，分析

了美国不同阶层的教育，提出一个观点

：美国各阶层的教育有着不同的内容，

而这恰恰取决于各阶层不同的教育目标

。我们通常笼而统之所提及的“美国教

育”只是数种形态中的一种。教育是社

会万象的复杂折射，作者的观点倒也能

自圆其说，其中最“正能量”的，也许

就是尽管受到种种限制，但人的自由意

志总会驱使其左突右击，寻求变革。

因为应试教育实在令人深恶痛绝，

很多中国家长羡慕美式教育，似乎在那

种教育中学生的个性就能得到充分的解

放，充满创造性，培养出来的都是乔布

斯那样的人物。也有更了解情况的人指

出，美国的基础教育水平其实很差，比

如美国学生的数学能力就是个笑话，还

是中国式的严格要求比较好。

这两种印象都是盲人摸象。我只问

一个问题：你说的是美国哪个阶层的教

育？

美国教育是分阶层的

美国是个有严重阶层区分的国家，

各社区按房价自然分开，在某种意义上

是事实上的种族和贫富隔离。公立中小

学的经费主要由所在学区的房产税而来

，这意味着两点：

第一，富人区的学校更有钱，可以

请更好的老师、用更好的设备、有更高

的教学水平；

第二，学生们其实是在跟自己同阶

层的人一起上学。

如果你考察美国学生的数学平均成

绩，那的确比中国上海市学生的差很多

。但美国这个平均成绩其实是被贫困社

区中的黑人和墨西哥移民拖了后腿。如

果你考察美国富裕白人社区学生的数学

成绩，可并不比上海学生的差。

但成绩还不是主要问题。

中国一个城市内好学区和差学区的

区别仅仅是考试成绩高一点儿或者低一

点儿、考上重点中学的学生多一些或者

少一些，都是“量”的差距，而美国不

同学区的教育却是“质”的差异。

如果你上greatschools.com之类的网

站查一个美国中小学校的综合评分，网

站首先告诉你的是这个学校学生的种族

构成，如有多少白人、多少墨西哥裔、

多少亚裔等；然后是贫困学生比例，如

有多少学生使用了政府资助的免费午餐

；最后才是学习成绩。

阶层比分数重要，因为各阶层的教

学方法和培养目标完全不同。

教育研究者Jean Anyon，曾在20世

纪70年代末，全程跟班考察了不同阶层

的几个小学的四年级和五年级教学情况

，然后在1980年发表了一篇至今看来都

毫不过时的经典论文《社会阶层与隐含

教案》。

如果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让你感到

愤怒，想要改革的话，Anyon这项研究

所揭示的美国教育体制，也许会让你感

到深深的失望。

Anyon说，哪怕是在四、五年级这

个距离起跑线没多远的地方，不同阶层

的学生事实上就已经在为他们将来要从

事的一一不同阶层的——工作做准备了

。正所谓“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的儿

子会打洞”。

普通工人阶层的教育

普通工人阶层的学校强调遵守规章

流程。整个教学充满死记硬背的机械式

程序，几乎没有做选择和做决定的机会

。老师教任何东西，哪怕是解数学题，

都是用向学生灌输规则的方法。这些规

则通常包括若干个步骤，而学生必须熟

记每一个步骤，老师常常不看你的最终

结果对不对，而是看你是否背熟了步骤

！

比如老师教两位数除法，就会直接

告诉学生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

，既不解释为什么非得选择这个做法，

也不告诉学生这么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如果学生提出更好的办法，很可能会

被否决，须按老师的方法来。

我的小学教育大概比这个好不了多

少。做数学应用题如果不先写一个”解

”字，无论对错都会被扣分。老师非常

纠结于”乘”和”乘以”的区别，到底

是3×5还是5×3，写反了就是错。我的初

中是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最好的中学读的

，遇到整个学校最好的数学老师，结果

数学课仍然强调对步骤的死记硬背——

我至今还记得解一元一次方程共分五步

，去分母、去括号、移项、合并同类项

、解方程——其实有些题不按这个步骤

做更好，但上数学课经常要考背诵。

我上学的时候对这些教法感到非常

不理解，现在知道了阶级分析这个工具

，才恍然大悟：这哪里是在教数学？这

分明是在训练工人。工人干活，可不就

是必须严格遵守流程步骤吗？你只要按

规定步骤去做好该做的，至于最终产品

如何，不是生产线上一个工人应该关心

的事。

这个阶层的学校里自然和社会科学

课程也都是死记硬背的方法。学生们并

不被鼓励阅读什么课外书，也很少会把

所学内容跟真实世界联系起来，基至连

课本都不怎么用——教法是让学生直接

抄老师写在黑板上的笔记！这些笔记就

是考试内容。

纪律是严格的，学生没有什么自由

，教室里任何东西都“属于”老师，绝

对不能随便碰。老师对学生说话非常不

客气，经常有”闭嘴”之类的命令，时

不时地制止学生乱动。不过老师自己并

不遵守什么纪律、经常拖堂，根本不在

乎下课铃。

社会科学课上老师会给一些阅读材

料，并配以问题，这些问题都有明确的

答案，其根本目的在于考察你是否真正

学习了那些材料。

学校教学很强调课本的权威性，你

绝对不能对课本结论提出质疑。如果你

喜欢批判式思维、对有争议的话题有自

己的看法，老师则认为你是危险的。

这种小学，使我想起我当年读的高

中。那是一所黑龙江省的省重点高中，

云集了哈尔滨相当一部分最好的老师和

学生。除了没有质疑课本的自由，整个

教学的确是非常灵活的，老师有时候还

会讲讲笑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家庭作业

，有时间可以搞点个人针对性训练。我

们非常明白来这里上学的目的：如果能

学到实用的知识当然好，但最重要的是

必须考上大学。

中产阶层的教育

美国一般中产阶层的学校也是这样

，一切为找工作和上大学服务。

老师仍然控制学生，但这种学校的

老师人品都很好，自己也能遵守制度，

至少不会拖堂。

专业人士阶层的学校强调创造性和

独立性。美国的所谓”专业人士”，是

指医生和律师这种需要长期学习和训练

才能入职的人物，他们拥有专门的技能

，他们只有考取一个资格认证才能工作

，而且还有自己的职业准则。这些人是

中产阶级中的上层，收入不菲，对生活

和职业都有很好的规划。

这种人的子女所能得到的，才是中

国人心目中神话般的美式教育。

虽然还是小学生，学校已经要求学

生有独立思考和表达的能力。课堂作业

常常是写文章和做演讲，你必须能够自

己找到素材、选择方法、组织语言、描

述想法。

这基本上是我当初的大学所在的层

次，而这些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已经开

始搞独立调研了！

比如，一个任务是每人回家统计自

己家有多少台电视、冰箱及多少辆汽车

等物件，在课堂上每人负责统计其中一

项物件的数字、计算全班平均值。机械

化的计算部分你不用管，老师给你提供

计算器——但是你必须把调研部分搞好

，会有另一个学生检查你的工作。统计

完成之后，有的学生甚至还提出建议，

跟别的班比较一下数字。

历史课上学到某古代文明，作业是

学生们要以其中的人物事件为题拍个电

影！有人负责写剧本，有人负责演，有

人负责拍摄——当时还没有数字设备，

所以家长得帮着剪辑8毫米胶片。学生

们要时不时在班级里播报一下新闻时事

，老师偶尔还引导他们发现事件之间的

联系。

写作强调创意，科学强调第一手的

实验感觉。答案对错不再重要，重要的

是你能不能真正理解这个内容到底是什

么意思。

老师不再直接控制学生，而是通过

与学生交流来引导班级去做什么。任何

学生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去图书馆拿本书

，而且只要你在黑板上签个名，哪怕上

课中途也可以不经允许离开教室。哪些

内容要多讲点，哪些内容要少讲点，老

师都能听从学生的意见。

但这还不是美国最牛的小学。

统治阶层的学校教育

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的资本家阶层，

学生家长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拥有者

，他们当然没必要训练怎么遵守别人的

章程，他们不用关心怎么用漂亮的简历

取悦雇主。这个阶层的学生学的不是怎

么遵守规则，而是怎么制定规则。

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决策和选择。

哪怕在数学课上学除法，老师问学

生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怎么算，而是“如

果你面对这么一个例子，你的第一个决

定是什么？”

你会提出解决问题自己打算从哪儿

着手。老师就会说你这个决定不错，然

后引导你进一步说出自己的计划。然后

让全班一起看看你这个决定和计划的结

果如何。

老师不主动提供任何解题方法，而

是鼓励学生自己去制定公式，也就是规

则。

老师不问对和错，而是问“你是否

同意这个说法？”如果全班都发现你错

了，老师告诉你的是“他们不同意你

……当然，你对老师讲的东西，也可以

随时不同意”。

这种统治阶层的教育，已经不是追

求什么表达能力、艺术效果、漂亮的

PPT之类了，而是追求分析问题。这种

小学同样学到古希腊历史的时候，不是

让学生会表演个什么历史人物的电影，

而是问学生“你认为伯里克利在伯罗奔

尼撒战争中犯了什么错误？雅典公民又

犯了什么错误？” 这种问题！

这些注定成为未来领袖的小学生从

四、五年级起就已经开始在课堂上对当

前问题发表看法。工人为什么罢工？他

们这么做对吗？我们怎么阻止通货膨胀

？老师说，你不知道答案没关系，我提

问题只是让你学会怎么想。

这些学生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他

们如果学习了一种复杂语法，单单在考

试中答对还不行，必须在此后的写作中

用到这种语法，否则老师就不干。写作

课也不是追求什么创意、感情描写，而

是强调故事结构和逻辑，并且直接用于

社会课和科学实验报告的写作中。

学生不但自主，而且可以自治。每

个学生都有机会当一次老师。然后老师

和其他学生对他进行全方位的评判。纪

律上没有什么要求，任何人部可以随便

离开教室，可以不经允许使用学校的任

何东西，集体行动也不用排队。

学生学到的是选择和责任。你可以

给自己设定优先目标、你自己决定干什

么，你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你自己管

自己。老师说：“你是你这辆汽车唯一

的司机，只有你能决定它的速度。”

这些是我出国以后读研究生时才享

受到的待遇。

中国家庭的教育目标

再来联系一下中国教育。现阶段的

中国教育，跟美国还有很大区别。中国

暂时还没有这么强烈的阶层区分……因

为大家都在一般中产及以下。

我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流水线教育

的默认生产目标，并不是在培养“人”

，而是在打磨和挑选“器具”。

下等的器具，是某种实用工具，对

应一般家长要求孩子有一个“容易找工

作”的学历和技能。

而上等器具，则是工艺品。工艺品

未必能用来做什么，但是具有收藏和升

值的作用。工艺品的价值可以用一系列

指标衡量，如材质是不是黄金的、镶有

多少克拉的钻石等。工艺品对应中国家

长对孩子的期望是各种素质教育：会弹

钢琴、学习成绩好、会英语。身体棒、

长相漂亮，等等。你拥有的素质越多，

别人就越觉得你好，值得拥有。

为什么说是工艺品而不是艺术品呢

？因为艺术品是不能用任何指标来衡量

的。真正的艺术品追求独一无二，跟任

何已有的东西都不一样，根本就没有标

准。而不管是实用工具还是工艺品，都

以“符合XX标准”“跟XX一样”为追

求。这种“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

即便会弹琴，也只不过能把曲子弹”对

”而已，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弹“好”。

大多数家长并不要求自己的孩子有

什么与众不同的新颖特性，只求符合各

种工艺指标。当他们说“素质教育”的

时候，无非是把追求从下等工具提升到

了上等工艺品。

人们对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及整个的

内心叙事，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东

西”，以期得到别人的欣赏。这个叙事

显然与现代人常常遇到的考试制度有关

，对早熟的中国人来说则与科举制度有

关：好生活、好工作并非是我自己创造

的，而是谁看我好，赐予我的。所以要

做个好的器具，而不是做个好“人”。

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思维本质

上是被动的——外界喜欢什么，我就变

成什么。永远是我去适应别人，而不敢

让别人来适应我。一定要进名校、一定

要进好公司、一定要得到好岗位。人与

人之间攀比的，也都是这些外部光环的

“加持”。

如果有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开创了事

业，则多数人不会对他表示羡慕、与他

攀比，而是把他当成跟自己是完全不同

的两类人，并寻求借他的光，比如为他

打工。

日常文化和正统教育中，很少有

“怎么主动选择、怎么审美，怎么根据

自己的意图改变世界”这样的讨论，

“主人翁”精神只不过是句漂亮的空话

。比如买个房子，本来房子是自己的，

应该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装修、布置

，但很多人想的仍然是怎么装修看起来

更有“面子”。人们取悦世界已成习惯

。青年导师最爱说一句话，“做最好的

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干什么？梳妆打

扮等着别人来挑选吗？

中国因为历史原因，过去这几十年

的主流文化都是贫民文化，人们对“怎

么适应别人”研究得很多，对“怎么自

己做主”研究得很少。我们看看网上一

些所谓的“职场经验”，对工作、对上

级、对同事的各种小心翼翼的算计，动

辄得咎的脆弱心态，让人感觉真是非常

可怜。

这一代中国人的技术很强、性格也

随和，愿意与人合作，但是整体心态普

遍像小孩一样，有主人翁意识的人物实

在太少。

在美国硅谷，尽管来自中国和印度

工程师的总人数势均力敌，但是二者地

位其实有一定差别。无论是进入各公司

管理层的人数，还是创业的人数，中国

人都显著不如印度人。为什么印度作为

一个国家落后中国很多，海外印度人却

能领先海外中国人很多，难道仅仅是因

为英语好？

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印度

人比较有主人翁意识。中国作为一个国

家很有主权意识，但是中国人作为个人

的主人翁意识落后印度很多。

羡慕的美国教育，到底是美国哪个阶层
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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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走到下半场，抖音和

快手逐渐安静，Vlog蠢蠢欲动。

“为什么突然之间所有人都

在拍Vlog？”短视频网红“papi

酱”在刚刚过去的4月如此吐槽

，代表着旧形式的困惑与危机感

。

越来越多的媒体和普通人，

像往常一样举起了相机，却把镜

头对准了自己的脸和日常工作、

生活，拍起了Vlog。

Vlog 是视频博客 Video blog

的简称，也被人叫作“视频日记

”，常常是拍摄者手持相机或者

手机，像跟朋友通视频电话一样

，对着屏幕说话。

他们可能边走边说，也可能

坐下对着镜头闲聊，或者不时将

镜头扫出去，记录真实的、个性

的、故事化的工作、生活现场，

随后剪辑成1-20分钟不等的短视

频，加上字幕、音乐等其他元素

，展现给观众。

资本同样嗅到了Vlog里的商

业气息。从2018年至今，各大短

视频平台纷纷加码，小影、一闪

、VUE等视频平台明确自我定位

为 Vlog 社区平台，腾讯发布

“yoo视频”，哔哩哔哩、新浪

微博、抖音更是逐步加大动作。

无论是用户的涌入，还是资

本的信心，都代表着对Vlog这一

短视频形式充满了想象。猝不及

防地“被青睐”，不由让人想剥

开Vlog这块“饼”，问一问：当

我们拍Vlog时，我们在拍什么？

拍Vlog原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早在 2012 年，国外视频网站

YouTube 上就有了第一条Vlog。

到2016年前后，在中国视频网站

“哔哩哔哩”上搜索“Vlog”，

也会快速弹出数千条相关短视频

来。

或许有些人早就看过这类视

频，但对于大众来说，知道

“Vlog”这个词，并且能够准确

发音，是2018年之后的事情，准

确来说，是在抖音和快手“席卷

”中国并逐渐平稳之后。

抖音和快手是2017年的爆款

产品。15秒短视频，以新鲜、短

暂、酷炫，刺激人们迅速“上瘾

”，但“快餐化”视频消费的缺

点也随之暴露，其浅层、同质、

粗放，难以留住观众的热情。

就像对待大多数“爆款”的

态度一样，消费者们来去如风。

他们继续寻找更贴近生活的社交

模式。

2018年年底至今，短视频的

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了Vlog上面

，令这个进入中国已数年的老事

物焕发新魅力，一时之间，成为

时下“新潮”。

人民日报在 2019 年拍摄了

“两会Vlog”，以记者的个人视

角来记录、展现两会过程中一些

特别的瞬间。

以欧阳娜娜为代表的一批新

生代演艺明星通过拍摄Vlog“脱

颖而出”，在新的短视频渠道获

得了顶级流量关注。

还有一些发展较早的Vlogger

，如“你好_竹子”“井越”等

一批人，高居Vlog内容生产的顶

端，逐渐引领一些普通人主动观

看、谈论、分享和拍摄Vlog。

Vlog的影响力，在各大视频

平台的引流、资助之下，被瞬间

放大。Vlog离无数中国网民更近

一步了。最明显的表现是，看

Vlog的人越来越多，问“Vlog和

抖音有什么区别”的人，也越来

越多了。

“你好_竹子”是中国第一

批vlog创作者，她现在有250多

万微博粉丝、14万B站粉丝。

其实，差异一目了然。

打开抖音，用户大致可以分

为三类。一类是发布信息、营销

产品的；一类是吸引眼球的，靠

颜值，靠才华，靠创意，如网红

、自媒体等；还有一类是自娱自

乐的，虽然没人关注倒也乐在其

中。

但这三类用户中，有多少人

如广告词中所说，是在“记录美

好生活”呢？

一首爆红歌曲被变着花样翻

唱；一个舞蹈动作引发全平台模

仿；一句戳心的话被翻来覆去不

断演绎；一个地点一样的美食，

每天都是不同的人打卡……

视频来回滑了好多个，却几

乎都是相同的“配方”，大家好

像是在不断地复制别人的生活。

而Vlog不一样，它最重要的

特点就是记录个人真实的日常、

风格化的生活。一段剪辑成功的

Vlog常常是1-20分钟不等，素材

来自多次、连续的拍摄，在连续

记录之下，真实的成本比表演和

复制都要低得多。

如果说“记录”的第一要义

是真实，那么Vlog比抖音更适合

“记录美好生活”，比快手更适

合“记录世界记录你”。

一夜之间，平凡女孩马鲨鲨

的微博粉丝从四千涨到了四万，

起因是她在2019年 3月 8日，发

布了一条名叫“去超市找我妈的

情敌”的Vlog。“曾经觉得我爸

妈情比金坚，结果春节回家发现

：我妈失恋了。”

她把父亲的疑似出轨，父母

的争吵画面记录下来，剪辑成了

一个15分钟的短视频。从自己素

颜、戴着眼镜，推着手推车去超

市寻找妈妈的情敌开始，镜头随

着目光一排排扫过，判断谁是母

亲所说的“矮”“没文化”“脾

气火爆”“30多岁”的“马绞”

，期间穿插着连日来录好的父母

画面，真实又戏剧，琐碎又微妙

，组装出一个人们熟悉的中国家

庭的缩影，这在过去的短视频作

品中都难以见到。

女儿视角的父亲出轨，原本

极度私人化的内容，经过适当的

处理，一表达出来就具有了引人

共鸣的能量，甚而具有了某种高

级的影像审美。

在“去超市找我妈的情敌”

受到欢迎之后，马鲨鲨又拍了一

条Vlog——“从四千粉到四万粉

的一天”，在2019年 4月 4日发

布，对正在发生变化的生活作出

回应。

马鲨鲨的Vlog只是当下短视

频的样本之一，但它的存在而且

受到欢迎，或许可以提供一种自

信，关于“Vlog到底可以拍什么

”。

很多人在Vlog中拍摄“我的

一天”“新年礼物开箱”“和妈

妈一起去旅行”，这些琐碎和美

好当然可以拍，但生活中的困境

、迷惑、反抗、奋斗，同样也有

资格被纳入镜头。

因为它们原本就是生活的真

实组成部分，却在过往的短视频作

品中被概念化，或者无从表达。

如今在Vlog里，一个大写的

“我”，完全可以通过足够的技

术、工具和时长权限来自述生活

，展现一个完整的“人”。

而Vlog的时长普遍超过其他

短视频，也带来了另一个变化。

“有趣”变成了衡量Vlog可看性

的重要维度。这也是一些娱乐明

星虽然拍摄了Vlog，但可看性存

疑的重要原因。

Vlog给这些人又上了一课，

好看的皮囊如果千篇一律，在有

趣的生活跟前，将一文不名。

而欧阳娜娜作为Vlog拍摄的

受益者，被数千万网友认可的

Vlogger，受欢迎的最重要原因并

不是她的娱乐明星身份，而是她

的“明星／留学生／大提琴家”

的“斜杠少女”身份。脱下戏服

，她是用功读书的学妹，脱下校

服，她又是拉大提琴的少女，在

Vlog快速、自由而频繁的转场中

，“斜杠”身份为Vlog提供了更

多的戏剧性。

像欧阳娜娜一样的生活的

“多面手”，在现代社会越来越

多，这些人在同一个Vlog中分享

生活的多个面向，其可看性是非

常强的。同时，也意味着当代中

国有更多的人适合Vlog的拍摄。

马鲨鲨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当

下的状态，也展现了自己的态度

。

正是不断被记录的态度，逐

渐形成了Vlogger其人。人格化是

Vlog占领短视频领地的关键武器

，也是区别于一般创意短视频的

最重要的地方。

Vlog的互动形式是多样的。

除了对观众的应激反应，还有一

些由Vlogger占据主动的游戏模式

。比如欧阳娜娜曾经拍摄主题

Vlog——“你们控制了我一天”

，在特定的一天中，她按照社交

网络上的票选结果来穿衣、行动

，仿佛在与观众共同完成一场游

戏，并最后交上Vlog作业。

Vlogger手持机器、面对屏幕

，在一种亲密的镜头语言中完成

记录、表达和互动。表达本身，

就是一种生活的慰藉，如果这种

表达连续发生，并且穿插着偶尔

的互动，那么这种短视频模式容

易在屏幕两端营造出一种“社会

关系”，一种熟悉的“陪伴感”

，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在这种情况下，Vlog已经不

再是一座现代人相互分享的桥梁

，而是参与创造了生活。

Vlog，是诞生在互联网的视

频日记，天生就具有分享属性。

中国最早的一批Vlogger，以

留学生为主。他们大多独自在国

外求学，脱离地缘与血缘的联系

，孤独、年轻，充满着表达自我

的欲望与社交需求。

但文字和照片不够直接，直

播和视频电话又碍于时差，反而

是当时国外正时兴的短视频形式

Vlog，是最贴近生活的记录方式

，不仅真实、有感情、有趣味，

而且录播的模式能够打破时差。

他们拍摄的Vlog主题经常是

“我独自生活”“在伦敦的一周

”，独白式的对真实生活的自我

曝露，通过“分享”来与屏幕另

一端的人取得连接，搭建起或强

或弱的社群感，获得归属。

如果如罗兰· 巴特所说，过

去的人“写作也是为了被爱，被

遥远的人所爱。”那么在网络时

代的留学生Vlogger中，这句话可

以有个新的版本，“拍Vlog也是

为了被爱，被遥远的人所爱。”

提供真实，就可能会拥有被心灵

寄托的机会。

在国内，有另一群年轻人，

他们的孤独与焦虑，社交与表达

的渴望，与留学生群体并无二致

。他们在城市中独居、打拼，下

班之后不爱出门，宛如一座座孤

岛，既未获得足够的资本，孤独

的心灵又无处可依。他们是中国

的 5000 万空巢青年。这群人是

Vlog在国内发展的主要接棒手。

过去在视频领域，个体是被

动的，人们可以选择观看电视剧

、电影、广告或者综艺，却不可

以定制观看的内容。抖音和快手

，帮助完成了自主获取短视频权

利的普及，却在产生高级的影像

审美层面稍欠一筹。

在过去15秒的时长限制之下

，优秀的短视频内容相比于平台

巨大的总量宛如九牛一毛，而

1-20分钟的Vlog显然提供了更大

的空间，包括看似门槛的连续拍

摄、剪辑的要求，“真实”的基

本底线，都让Vlog拥有了产生高

级的影像审美的更多可能。

反过来说，即使是有些Vlog

的审美并不高级，甚至低俗，但

它毕竟无法做到“批量产出”。

在一个信息社会，文化消费

极容易同一化，但同一化的文化

消费是丑陋的，同一化的潮流最

终只有一个功能——向社会批发

输出“伪个性”。

一个人拥有“伪个性”是正

常的，但如果一群人乃至大半个

国家的人持续地脱离真实，拥抱

“伪个性”，那是可怕的，是一

个魔幻场景。

Vlog是一种反抗。

过去的短视频，粗制滥造、

脱离真实的低俗内容批量产出，

但Vlog不一样，它不一定能够完

成短视频从审丑到审美、模仿到

创造、批量到个性的结构转向使

命，但它的“真实”与“时长”

的基本底线，将一些尾部质量的

视频切除了，从而完成了一次

“审美区隔”。将镜头对准自己

的脸，拍摄一个Vlog，这也许是

一种反抗的动作，反抗空巢和孤

独，反抗同一化。

但谁敢对它期待太多？毕竟

Vlog目前最大的价值，仍旧是娱

乐价值，能否以及是否有机会向

更高的价值层次攀升尚未可知。

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某

种东西一旦是娱乐的，就可能被

迅速玩坏。

为
什
么
突
然
大
家
都
在
拍V

lo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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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现代福尔摩斯之称的李昌钰去年

底再婚的消息传出后不久，这位神探便

携新婚夫人到访洛杉矶了。大家心中的

大问号——新娘是谁？出于好奇，多次

联络李昌钰的高徒、华人律师邓洪，请

他帮忙引荐，挤时间专访。几经争取之

后，新娘蒋霞萍终于同意接受采访，惟

一的条件是，采访地点必须在夫婿视线

之内，不然他会到处找人的。

新娘：轻声细语的“练家子”

李昌钰携新娘来到了洛杉矶，与侨

界分享新春的快乐。新娘亮相格外引人

注目：她脸上总带着微笑，人属于身材

娇小那类，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头上盘着的麻花辫是她标志性的头饰

。

新娘身着灰色旗袍，外罩一件乳白

色西便装，一对珍珠耳坠与衣着搭配得

很得体。蒋霞萍想得很周到：与先生出

席每次活动前，她都要考虑衣着，虽然

是个拥有两亿元资产的企业家，可她不

能珠光宝气，又要能衬托出先生的身份

。

新娘子谈吐文雅，轻声细语，可实

际上，在成为作家之前，她曾是个为了

企业的生存能与大男人一起跳上卡车卸

货的“练家子”，那时25公斤重的纱包

他们一天就能卸几顿。经过十余年的艰

苦创业，蒋霞萍经营的服装企业形成了

规模，她也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可

更多人知道她的名字是因为她所写的30

集电视文学剧本《凤凰涅槃》，那是她

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李昌钰帮他追回

货款的内容。

2004年，李昌钰与蒋霞萍在美国相

识，三年后，一个美国商人从蒋霞萍的

服装厂提货后拒不付款，后经李昌钰协

助才收回了货款，避免了企业倒闭。

2017年8月底，李昌钰前妻宋妙娟

病逝，深怀感恩之情，蒋霞萍应邀来到

了李昌钰身边，希望能帮他渡过难关。

两人相处一年之后，感情升温，最终在

康涅狄克州登记结婚。

李昌钰生于 1938 年，蒋霞萍生于

1956年，按照这个年龄层的人来说，相

处一年即结婚，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日久生情”，但套用现在年轻人常用

“闪婚”一词似也不合适。当时两人要

结婚的消息传出后，即有不少朋友在问

，为何这么快就结婚？实际上，蒋霞萍

也常说，两人相处时间并不长，言下之

意，真有“闪婚”的意味在。

闪婚：冲出漫天飞情书的危机

“他那么快决定结婚是迫于许多原

因的。”62岁重新做新娘的蒋霞萍说。

其实，李昌钰前夫人宋妙娟去世两三天

之后蒋霞萍就来到了李昌钰身边，是李

昌钰写信邀请她去的，接到邀请时她正

在国外旅行。

到了神探身旁，她所看到的第一件

事即是“漫天飞的情书。”一些上门求

婚的人，在李昌钰前夫人去世后两、三

天后即登门求婚了。

蒋霞萍回忆说，李昌钰曾对她讲：

“我们赶快了结吧，这个太耗精力了，

结婚等于快刀斩乱麻，这事结束了，就

把所有的精力用来工作。”

2018年11月8日李昌钰与蒋霞萍在

康涅狄克州登记结婚了，12月1日举行

了简单的婚礼。李昌钰娶了蒋霞萍，许

多人不敢相信，人们把这看成是一种幸

运，但蒋霞萍却不这么认为：“我始终

觉得这是一份责任，我时时刻刻都跟他

（李昌钰）讲，我要是做不好，会很内

疚、很自责。”

李昌钰与蒋霞萍刚办完婚事就有人

说：“她凭什么？”可过了不久，人们

的想法转变了：“你（新娘）真了不起

，符合他所有的要求。”蒋霞萍心知肚

明，这里面羡慕、嫉妒、恨都有了，为

此她跟先生开玩笑说：“我这‘七帮主

’（蒋霞萍书中的人物

）要天天练功。”先生

不解地问为什么？“因

为情敌一大片吗!”

其实，蒋霞萍对于结

婚的事一直犹豫不决，

即使到了结婚当天，要

去办结婚登记了，她还

跟先生说：“除了结婚

就没有其它方法，我就

在身边照顾你不行吗？

先生说不行，所以就开

车去领证了。”

婚前有一次，李昌钰

在自己房间里打电话，

蒋霞萍在门对门的另外

一个房间听到了先生与

朋友的对话：“你怎么

那么快就结婚？是不是对方要求的？”

李昌钰回答说，不是，“她有3次要走

，不干了。”后来又跟朋友讲，“再不

决定她要跑了。”

生活：身份变了，工作内容未变

结了婚，身份变了，可蒋霞萍的工

作没变，为此她开玩笑说：“他不是娶

了个太太，而是娶了一个团队——他所

有的事情我都要经手打理。先生有时也

跟我说‘要是没有你可怎么办？’”

蒋霞萍说，先生不仅是位公众人物

，他更肩负着许多人的期望，他给大家

带来希望。

与一位做神探的先生在一起要付出

很多，这是蒋霞萍婚后的体会，她原本

准备写书的，可婚后她中断了写了一半

的新作《漕邦天下》和《运河上的家》

。但她不觉得这是牺牲，相反她却说是

收获了许多：“应该说，他完美了我的

人生。”

蒋霞萍前20年开创企业，赚了两个

亿，可后20年跟了神探——这个收获不

能用金钱计算，“他肯定是我人生升华

的最高点。”蒋霞萍曾对先生开玩笑说

：“嫁给你，要么累死，要么就是升华

。”这时李昌钰便妇唱夫随附合着：

“升华，升华。”

虽然先生是大名鼎鼎的神探，可蒋

霞萍说，两人结婚并不是想过得舒舒服

服，嫁给先生实际上是一种挑战。蒋霞

萍创办过服装企业，她的积蓄够花5辈

子的。除经营企业外，她还是知名作家

，她写剧本、散文与小说。

“跟着他这样的人，生活不可能是

享受，你若是把生活变成是一种享受，

那就是犯罪——其实是满累的。我真的

把他当成一份工作，这份工作用他的话

来说，还不用付工资。”

“其实，婚前就知道婚后是这种生

活，但你无法拒绝，这是一种社会责任

，我60岁了才再披婚纱，这桩婚姻有社

会意义，在我们这一代人里，享受即是

奢侈，我也没想过我会享受，而且也享

受不了。每天他还没起我就要起床，他

睡下了我还没睡。”

在世界各地旅行要收拾行李箱，蒋

霞萍第一次在台湾帮神探收拾6个行李

箱，十个手指尖都破皮了。“有时自己

也在想，这桩婚姻不能说是错，更不能

说是后悔，但要做好，不辜负大家的期

望，可能还要再学一遍。如果说什么叫

爱，可能这种付出也是一种爱吧。”

魅力：遇到这样的人，要么远离，要么

彻底走近

“2017年8月底我在台湾旅行，他

写信给我，说你能不能从台湾到深圳来

，先不要回扬州，但我说我还带着孙子

，要先回扬州。我9月1日回了扬州，2

日就赶到了深圳。”蒋霞萍回忆说，当

时宋妙娟才去世，李昌钰沉浸在悲痛之

中。

“我们见面后他第一句话就说，我

们三年之内不结婚。我说我没要与你结

婚呀。他却很动情地说，以后我会养你

的。”蒋霞萍说，先生的“我养你”三

个字让人动心。

后来人们问蒋霞萍，他说了什么话

打动了你。“我说是三个字，人们猜那

三个字一定是‘我爱你’，其实那三个

字就是‘我养你’。”

蒋霞萍说：“我身价上亿，可一个

男人跟你说我会养你的，实际生活中也

是这样，他不让我花一分钱，办移民身

份时的花销、体检费用等，当每一分钱

都是他花的时候，其实满让人动容的。

”

谈起先生，蒋霞萍说：“这个人很

了不起，我一直说他真是个神，我们过

去从远处看他，我是个比较理性的人，

但走近了看更了不起，他对世界上所有

的事情都洞察一切，你想到的什么，他

早就料到了。”

“遇到这样的人，我想，要么远离

他，要么就彻底走近他。在这种情况下

，好像我把他交给别人也不放心。”蒋

霞萍说。

感受：先生儒雅又开明

“我（2017年）9月2日到他身边，

到了2018年的11月份，就这么几天就决

定了，他打电话给所有的朋友，给他儿

子、女儿：‘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

跟Angel（蒋霞萍英文名）要结婚了’

。”

蒋霞萍回忆说：“你根本无法离开

这样的人，他的魅力就在于他对我好的

程度。我的房间里到处都是玩具，我很

小的时候就离开了父母，因为我们家在

船上，8岁时就寄养在别人家里上学，

应该说是没有童年的，为此我特别喜欢

玩具。”

“他常给我买玩具，让我感到惊喜

。他绝对不会给我气受，我有时会不好

意思地说，惹你生气了。他会说没事，

我能理解，你有时还像个孩子。”蒋霞

萍评价先生的一句话是：他有东方男人

的儒雅，又有西方男人的开明。

“以前我只把他当朋友，我也不崇

拜谁，也从不追星。”蒋霞萍说：“当

时之所以希望去照顾他，是因为他对我

有求必应，有几件大事情都是他帮忙的

，想做什么，写信给他，他都满足要求

。”

“以前没有仰视过他，他是帮助过

我的人，现在他80多岁了，遇到了困难

，我应该替他做点什么。”蒋霞萍说：

“其实，我在他的通讯录中只是个“扬

州服装”，他根本不记得我是谁。”

“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走路时他

来牵着我的手，怕我走丢了。”蒋霞萍

坦诚地说：可“自从来到他身边，我一

开始时的自信越来越少了。”

满花甲披婚纱：
与神探“闪婚”背后



BB66傳奇人物
星期一 2019年7月01日 Monday, July 01, 2019

尘嚣过后，一切落定。

即将 37 岁的马来西亚羽毛球运

动员李宗伟在新闻发布会上泪洒现

场，宣布就此退役，结束长达 19 年

的辉煌职业生涯。

新闻发布会开始前，身穿马来西

亚国家队队服的李宗伟还是一脸轻

松，甚至露出了微笑。但当他说出

“退役”的那一刻，突然爆哭并低

下了头。

去年 7月，李宗伟罹患鼻咽癌三

期，好在后来康复，并在今年 1月恢

复了训练，因为他的目标是人生第

五次奥运会——2020年东京奥运会。

只是没想到，就在球迷们翘首以

盼天王归来之时，却等来了他退役

的消息。

其实，从去年患病那时起，关于

李宗伟要退役的消息就一直流传，

尤其是最近。马来西亚羽协男单主

教练在近期的采访中表示，李宗伟

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来国家队体育馆

训练了，这是他从一月份开始训练

从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得知李宗伟退役的消息后，林丹

发了一条微博：“独自上场没人陪

我了”，并分享了一首《朋友别哭

》。

虽然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只

是默默地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再晚

一点……

李宗伟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名为

霹雳州巴眼色海的小地方，父亲是

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母亲是一

个在家相夫教子的传统妇人。一家 4

个孩子，李宗伟是老小。因为家里

太穷，亲戚们曾建议母亲把李宗伟

送人抚养，但遭到母亲坚决反对。

因为父亲工作不稳定，他们搬过

好几次家，一直到李宗伟 4岁的时候

，才在一个叫做大山脚的小地方结

束了漂泊的生活。

为了贴补家用，李宗伟的两个哥

哥和一个姐姐很早就放弃了升学，

外出打工。与他们相比，李宗伟更

幸运一些。他展示了自己的天赋

——打羽毛球，也因此被教练看中

，在 11 岁的时候开始了半专业的羽

毛球训练。

可是对经济拮据的李家来说，培

养一个运动员并非易事。有一次，

李家被盗，李宗伟的羽毛球拍也丢

失了。那个球拍 90 马币（约合人民

币 180 元），父亲隔了很久才买了一

把新的给他。后来，为了买到好球

拍，13 岁的李宗伟到家附近的运动

商店打工，靠给球拍穿线赚钱。

“小时候家里那么辛苦，想买什么

都很难。一定要自己拼，才能得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当时，李宗伟每周要去羽毛球学

院培训 3次，由于家距离羽毛球学院

很远，他每次要搭乘至少一个小时

的巴士前往学院。但是对他来说，

遥远的路途根本不算难题，最难的

是羽毛球训练，因为他是没有成绩

的小孩，“是没人管的”。

没有人教，就自己练！5年后，

他终于入选国家队，进入吉隆坡的

蕉赖马鲁里羽球学院就读。

进入国家队初期，李宗伟虽然有

些天赋，但始终技不如人，在同年

级的球员里排名六七位，不算出众

。在一次采访中，李宗伟吐露了从

小训练的辛苦：“你的鞭子一直在

往自己身上抽，每天都对自己说：

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一定要坚持

下去。”

好在天道酬勤。1998 年，李宗伟

第一次代表马来西亚国家队征战国

际比赛。

从童年起，李宗伟就一直有一个

世界冠军的梦想，他梦想自己能成

为马来西亚羽坛新的世界冠军。为

了拿到冠军，他付出了常人所不能

及的努力。

早年间，有一位已经退役的中国

国家队陪练陪着李宗伟训练。1600

米往返跑，他可以来回跑上十几趟

，而当时的中国国家队，有的世界

冠军连3000米都很难跑下来。

平时队里的对抗赛，李宗伟能连

续打 3个小时。别人都累趴下了，他

不过瘾，依然站在那里等别人来和

他打；打过渡，他能打 10 分钟，而

一般专业队的水平只有 5分钟；练接

球，中国国家队前队员孙俊能接 500

个，韩国队前队员李炫一能接 501 个

，李宗伟知道后，咬牙把这个数字

提高到了1000个……

有一次比赛结束，体能师现场为

李宗伟称体重，比赛前轻了 6公斤。

普通人脱水两公斤早就意识模糊，

更别提打战术比赛了。而李宗伟不

但能打，还能赢。

常年高强度的训练，让李宗伟有

着一身精瘦的肌肉。

李宗伟真正开始被大众认识，是

在 2004 年马来西亚公开赛。当时，

22 岁的他夺得第一个公开赛男单冠

军，那也是他的第一个世界顶级大

赛冠军。

1年后的世锦赛，他好不容易在

1/4 决赛 2-0 淘汰鲍春来，不过随后的

男单半决赛他 0-2 不敌名将陶菲克最

终收获季军。也是在那一年，曾在

中国国家队任教的李矛出现在李宗

伟的身边。在他的“调教”下，李

宗伟完成了从一流球员到超一流球

星的蜕变。

2006 年，李宗伟世界排名升至第

一，成为 1980 年以来马来西亚第三

位登顶世界第一的男单选手。

这个小镇青年就这样通过自己的

努力，一步步成为马来西亚第一，

甚至世界第一。但对他来说，“世

界冠军”的梦想，仍然没有实现。

“李宗伟非常优秀，也很不容易

。但他生不逢时，因为有个林丹。

”中国羽毛球队前总教练李永波的

这番感慨是很多人共同的心声。

2000 年夏天，在东京的亚洲青年

锦标赛上，17 岁的林丹和 18 岁的李

宗伟第一次相遇，自此拉开了长达

十余年的竞争序幕。

当时，夺冠的林丹并没有注意到

站在季军领奖台上的李宗伟，全心

全意都在琢磨如何征服陶菲克，就

像后来李宗伟想要征服他一样。

而李宗伟却是从一开始就对林丹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当时

打得没有鲍春来好，但我却隐隐觉

得，以他的速度和爆发力，将来一

定会比小鲍厉害。”

两人真正的第一次较量发生在 4

年之后的汤姆斯杯预选赛上。那一

次，李宗伟1:2落败林丹。

后来，从公开赛到锦标赛，从汤

姆斯杯到苏迪曼杯，从亚运会到奥

运会，两人一路较劲，既是彼此的

最强对手，也成了惺惺相惜的最佳

好友。

在两人的交手中，李宗伟负多胜

少。更重要的是，在一系列国际级

重大赛事的决赛中，李宗伟几乎没

有战胜过林丹。

2008 年 8月 17 日，北京奥运会羽

毛球男单决赛，顶住重压的林丹横

扫李宗伟，以 21 比 12、21 比 8 毫无

悬念地战胜李宗伟。领奖台上，站

在林丹旁边的李宗伟，一脸失落。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再次上演

“林李大战”，但最终，李宗伟还

是败给了林丹。有人说，球场上隔

着一张网的两个人，像是被命运之

墙隔开一般，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

那次领奖台上的一幕，成为奥运

会上的经典镜头，一半令人激动，

一半令人揪心。

据统计，从 2004 年至 2018 年，

李宗伟和林丹已经上演了 40 次精彩

的对决（不计入青年组比赛及非正

式商业表演赛交手记录）。在很多

场比赛中，两人比分胶着，竞争激

烈，并且有数十次是在决赛上演巅

峰对决。

最新一次的“林李大战”是去年

3月 17日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四分之

一决赛，这是第 40 次“林李大战”

，李宗伟以0：2败给林丹。

没想到，那竟成了“林李大战”

的最终局。

此前，在癌症痊愈之际，李宗伟

接受了马来西亚电视节目的专访。

被问及“左林右李的时代还存在吗

”，他表示，“其实我做了中国三

代运动员的对手了，我觉得这是一

个不简单的事情……我和林丹的时

代肯定是过去了。”

在马来西亚这个并不以体育见长

的国家，羽毛球是他们的国球，也

是他们唯一擅长的运动，几乎是他

们赛场上最后的尊严。

作为唯一有望登顶的羽毛球运动

员，李宗伟被马来西亚人民视为英

雄一样的人物，和他有关的任何信

息都会被上升到和国家相关。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马来西亚

奥运代表团团长直言“李宗伟的健

康是一则马来西亚的国家秘密”，

以“保护国家机密”为由拒绝了记

者的采访；当他在一年后的世锦赛

决赛因伤退场后，马来西亚前总理

纳吉布对他的体育精神赞不绝口，

要求民众向英雄学习；2016 年奥运

会，纳吉布甚至承诺，如果李宗伟

夺冠，马来西亚全国放假一天。

欲戴其冠必承其重，被寄予了如

此大的期望，李宗伟自然也背负了

比普通运动员更沉重的压力和使命

：他想要拿世界冠军。

林丹曾这样评价他：“在世界顶

尖高手中，李宗伟是我见过的求胜

欲望最强的人。他甚至愿意为了取

胜做出各种各样新的尝试，不达目

的不罢休。”

然而似乎是命运的捉弄，越想要

，就越得不到。

伦敦奥运会后，林丹选择休假，

这似乎让李宗伟看到了希望。退役

前拿一次世界冠军，是李宗伟继续

坚持的最大动力。

但在 2013 年的世锦赛上，复出

后的林丹在决赛中把始终坚持刻苦

训练的李宗伟“打”到受伤，李宗

伟在赛后萌生了“打过亚运会就退

役”的念头，但这也只是想想而已

。

2014 年世锦赛，林丹的名字没有

出现在中国男单选手名单上，再次

出战的李宗伟看到了机会。尽管赛

前受了伤，但他依然努力坚持着。

可惜，竞技体育是残酷的，谌龙 2:0

战胜李宗伟赢得世锦赛金牌。无情

的事实再一次让李宗伟与世界冠军

无缘，也再一次让马来西亚夺取史

上首个羽毛球世界冠军的梦想破灭

。

一直以来，为了战胜林丹，李宗

伟苦心钻研战术。终于在 2016 年里

约奥运会赛场上，李宗伟真的战胜

了他连做梦都想赢的对手。但决赛

上却败给了谌龙，再次获得亚军

……

或许在李宗伟的心里，打败林丹

就可以获得世界冠军，却不成想中

国队的年轻一代，早已成长起来。

李宗伟无奈又委屈，曾经面对电

视镜头，一字一顿地说：“这就是

我的命。”

这多少有些悲情英雄的意味。

丹麦球王盖德曾建议李宗伟效仿

林丹，选择性地参赛，以保持更好

的状态。“这在马来西亚行不通”

，李宗伟感叹：“中国没有林丹，

还有谌龙或者其他选手，我们马来

西亚后继无人，所以还是要坚持打

接下来的比赛。”

近 20 年，李宗伟不仅主宰着自

己的羽毛球世界，也支撑着一个国

家的荣光。用球迷的话来说，他是

拖着一个国家在前进。

李宗伟在自传《败者为王》中说

：“即使失败，它在我生命中凿刻

下的痕迹，也将会是光荣的印记。

无论未来走到哪里，我都会像一个

充满斗志的战士，不断征战。无论

面对什么状况，永远都知道要怎样

重新再出发。”

赛场上，李宗伟是悲情英雄。但

走出赛场的那一刻，才是他真正人

生道路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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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委员会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在

该机构议会大会程序中增补一条规定，

即明确委员会各成员国驻该机构议会大

会代表投票和发言的基本保障。

这项决议里面，虽没有提及俄罗斯

，但在事实上恢复了俄罗斯在欧洲委员

会议会大会上的表决权。

值得关注的是，通过该项决议时，

议会大会是以119票同意比62票反对，

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这表明绝大多数欧

洲委员会成员国乐于恢复俄罗斯的表决

权。可见俄罗斯在欧洲的人心所向。当

然，诸如乌克兰等一贯仇俄的国家还是

持反对意见的，不过这种呼声不成比例

。

此次决议的通过，对俄罗斯而言还

另有一层象征意义——

俄罗斯是1996年加入欧洲委员会的

，又于2014年4月被该组织取消了表决

权，理由则是不认可俄罗斯收归克里米

亚地区。表决权的被取消，实则相当于

濒临被开除的边缘，也说明对于俄罗斯

收归克里米亚一事，当时欧洲基本一致

持抗议态度。

现在俄罗斯表决权被恢复，自然也

表明，欧洲对克里米亚问题的现状持默

认态度。

近几年，因克里米亚问题，严重影

响到了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甚至

因此出现许多敌对情绪。如今看来，这

一问题正在变得不成问题，这当然对俄

罗斯有利。

从欧洲地缘政治关系来看。因意识

形态的分化对立，欧洲与美国基本站在

一个阵营里。比如以欧洲国家为主体的

北约，就在美国领导下一直充当军事围

堵与遏制俄罗斯的桥头堡，通过近70年

的东扩，已经极大压缩了俄罗斯的战略

空间。由此，俄欧之间的对立十分明显

。

可俄欧之间的合作，也不容忽视。

毕竟在地理上，俄罗斯与欧洲联为一体

；在能源贸易上，欧洲必须仰仗俄罗斯

的油气供应，特别是天然气供应；其他

贸易上，尽管美国坚持对俄发动经济制

裁，欧洲也助力不少，可俄欧之间的贸

易关系依然存在。

最重要的是在战略问题上，尽管北

约（欧洲为主体）东扩的基本面没有变

，可欧洲仍然与俄罗斯存在相互需要对

方的一面。至少因俄罗斯的强大威慑力

，可以使松散的欧洲维持团结，维持北

约的存在。

特朗普主政白宫以后，欧洲就

更需要俄罗斯了。众所周知，特朗

普极力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一

直口口声声说欧洲占尽美国的“便

宜”，并多次持“关税大棒”来示

以威胁。在特朗普的“新冷战”思

维中，任何强大的经济体都会对美

国霸权形成现实或潜在威胁。

这从 2017 年 12 月中旬特朗普把

中国与俄罗斯同时正式列为“长期

战略对手”，就可以看出端倪。特

朗普对中俄如此，对经济体量超强

的欧盟（欧盟与欧洲委员会关系极

度密切）也是如此，何况去年还传

出德法两国提出要组建一支“欧洲

军队”。

既然美国时刻对欧洲怀揣着审视与

提防心理，甚至还时常以加征关税等手

段试图削弱欧洲（如今年4月上旬，特

朗普就提出对欧洲价值110亿美元的产

品加税），那么，欧洲当然需要适当团

结一下俄罗斯，使其能更多地牵制美国

。

又如在《中导条约》一事上，特朗

普政府已经让该条约几近变成一张废纸

，那么早晚还会进一步试图在欧洲建立

导弹基地，用以军事围堵俄罗斯。俄罗

斯也会以对等的导弹威胁回应欧洲。届

时，俄欧之间将会掉入特朗普设置的安

全陷阱。

现在趁这一“陷阱”还未形成，欧

洲当然有必要与俄罗斯加强团结，共同

应对。要说欧洲此次向俄罗斯伸出橄榄

枝，其中不免有利用的成分。但是在特

朗普坚持“美国优先”，坚持以邻为壑

的关键时期，俄欧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必

要的。

在多方利益考量下，此次欧洲委员

会实际恢复俄罗斯的表决权，也就不难

理解了。何况此前旧的隔阂——克里米

亚问题已经无法改观，俄罗斯实际控制

该地区已成事实，欧洲就算对此不满又

能怎么样呢？

不管怎样，欧洲委员会此次重新接

纳俄罗斯，这是美国的失算，是俄罗斯

的胜利。在这一次美俄较量中，普京笑

到了最后。

这一次，普京又笑到了最后

在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党魁暨下任

首相的竞争中，前外交大臣鲍里斯•

约翰逊被视作最热门人选。然而，他

凌乱的金发、不修边幅的形象以及未

经思索的发言让他充满争议，如果他

竞选成功，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首相

？

“专业”的外交大臣？

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后，

约翰逊被赋予外交大臣的工作。当时

，无论政界还是民间，都有着他不适

合担任这个职位的怀疑。而他入职的

早期表现，似乎证实了那些担忧。

当时正是英国需要与许多国家建

立新的政治和经贸关系的关键时刻。

在意大利召开的“地中海对话论坛”

上，约翰逊把本应是与西方和中东特

使建立关系的一次例行会议，变成了

一起外交事件。他指控重要的地区盟

友沙特操弄“代理人战争”。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很快表示出不

满，说约翰逊的言论并未反映“实际政

策”。一名政府消息人士称，这样公开

“斥责”一名高级大臣令人震惊。

但是约翰逊的两名助手以及另一

位了解他的资深保守党人说，他常常

被误解，在他张扬又自信的外表下，

是个害羞又严肃的人，专注于自己的

目标。

报道称，2018年前俄罗斯间谍谢尔

盖•斯克里帕尔在英国遭神经毒剂所

害之后，约翰逊作为外交大臣在幕后

扮演了有影响力的角色。一位资深欧

洲外交官认同约翰逊在这一角色上很

“专业”，但这角色没有引起公众太

多注意。

破脱欧僵局的唯一首相人选？

如果约翰逊成为首相，未来的最大

任务将是与欧盟的脱欧谈判。他已把自

己说成是，不管有无协议都能让英国在

10月31日脱欧的唯一首相人选。

约翰逊曾表示，他将不会重启特

雷莎•梅在2018年 11月与欧盟达成的

退出协议。该协议多次遭到英国议员

的否决，导致原定于3月29日的脱欧期

限被推迟至10月31日。

但上述英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

约翰逊能否如他所要求的那样从布鲁

塞尔争取修改脱欧协议，将取决于他

能否获得英国议员的支持，并结束脱

欧僵局。

“他能否成功将取决于欧盟是否

相信他能获得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前任首相

的问题在于，他们(欧盟)并不相信她能

在议会闯关，因此没有再给出任何让

步。如果他们认为约翰逊能成功闯关

，他们或许会改变。”

调整选举策略：从“消失”到大量曝

光

消息人士称，在预料到特雷莎•

梅将宣布辞职前的几个月内，约翰逊

在准备角逐首相时就深思熟虑过，决

定采取避开电视广播和公开辩论的策

略。

这个计划似乎并不寻常。英国就

业与养老金事务大臣拉德称约翰逊不

参加电视辩论的决定“非常奇怪”。

他甚至被相位竞争对手、外交大臣亨

特讥为懦夫，说他不敢面对面辩论。

然而在约翰逊和女友吵架，还引

来警察一事后，他在近期被迫调整战

略，不得不抛头露面来应对他的团队

原本希望能避免的负面宣传。此事过

后，他在电视及电台大量曝光。

不过保守党内几乎没人认为有什

么能够阻挡约翰逊入主唐宁街10号。

“约翰逊在党内声望仍遥遥领先，最

终是要由党员们来决定下任首相人选

。”

2016年脱欧公投中，亨特投票支持

留在欧盟，对于约全国16万名保守党

党员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不支持亨特

的理由。保守党党员当中多数人支持

退出欧盟。

天才或小丑？
英首相热门人选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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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家中就缺這樣一幅畫你的家中就缺這樣一幅畫，，
GMSGMS大畫廊清倉大甩賣大畫廊清倉大甩賣！！
（（本報記者黃梅子本報記者黃梅子））每個人都每個人都

是有個性有閱歷的是有個性有閱歷的，，而這些特質也而這些特質也
會反映在你的穿著打扮上會反映在你的穿著打扮上，，反映在反映在
你的談吐氣質裏你的談吐氣質裏，，反映在你家的居反映在你家的居
家裝飾上家裝飾上。。我們到別人家做客我們到別人家做客，，都都
會觀察人家的擺設會觀察人家的擺設、、裝潢裝潢、、家具家具，，
從而判斷其經濟實力和藝術品位從而判斷其經濟實力和藝術品位。。
對於愛好藝術的人來說對於愛好藝術的人來說，，家也是其家也是其
展示自己藝術品位的最佳場所展示自己藝術品位的最佳場所。。書書
畫人生畫人生，，閑情雅致閑情雅致。。也有愛好西方也有愛好西方
藝術的藝術的，，家裏掛上油畫家裏掛上油畫，，擺上雕塑擺上雕塑
，，平添了許多浪漫色彩平添了許多浪漫色彩。。對於普通對於普通
人來說人來說，，不能像博物館或世界首富不能像博物館或世界首富
那樣一擲千金買下梵高那樣一擲千金買下梵高、、畢加索的畢加索的
原作原作，，但可以購得一張復制品但可以購得一張復制品，，也也
能使滿室生輝能使滿室生輝。。如果家中四壁都掛如果家中四壁都掛
上藝術油畫上藝術油畫，，就不用去畫廊和博物就不用去畫廊和博物
館了館了，，坐在家中就能時時欣賞坐在家中就能時時欣賞，，得得
到藝術熏陶到藝術熏陶，，豈不是一大樂事豈不是一大樂事？？

房屋的各個空間對裝飾畫的需房屋的各個空間對裝飾畫的需
求不同求不同，，可以發揮不同的功能可以發揮不同的功能。。例例
如如，，從客廳到臥室的裝飾畫從客廳到臥室的裝飾畫，，抽象抽象
的裝飾畫可以增強空間感的裝飾畫可以增強空間感，，現代風現代風
格的裝飾畫與簡單抽象畫格的裝飾畫與簡單抽象畫，，可以起可以起
到促進空間的作用到促進空間的作用。。角落的裝飾畫角落的裝飾畫
在空間上不是很嚴格在空間上不是很嚴格，，可以給人一可以給人一
種舒適的感覺種舒適的感覺，，角落裝飾畫改變了角落裝飾畫改變了
視線方向視線方向，，讓空間立體感更強烈讓空間立體感更強烈。。
而在書房的墻上掛上中國書畫作品而在書房的墻上掛上中國書畫作品
，，無疑可以增加文化品位無疑可以增加文化品位，，彰顯出彰顯出

主人深厚的國學修養主人深厚的國學修養。。
位於好運大道的位於好運大道的GMSGMS大畫廊大畫廊

是休斯頓最大的油畫裝飾畫商店是休斯頓最大的油畫裝飾畫商店，，
有幾萬張名畫復制品有幾萬張名畫復制品，，有油畫有油畫、、裝裝
飾畫飾畫、、激光噴印等各種品種激光噴印等各種品種，，滿足滿足
您不同的需求您不同的需求。。有真正的古董油畫有真正的古董油畫
、、當代著名畫家親筆所畫的油畫當代著名畫家親筆所畫的油畫、、
世界名畫復制品世界名畫復制品。。還能定制還能定制，，將您將您
的照片按照油畫效果噴印出來並配的照片按照油畫效果噴印出來並配
好畫框好畫框，，尺寸也能按照您的要求隨尺寸也能按照您的要求隨
心所欲心所欲，，大到一扇墻小到一本書大到一扇墻小到一本書，，
GMSGMS都能做出您滿意的效果都能做出您滿意的效果。。如果如果
您有畫作和照片您有畫作和照片，，也可來也可來GMSGMS配配

相框相框，，這裏的各種框架一應俱全這裏的各種框架一應俱全，，
有專業人員為您手工制作有專業人員為您手工制作，，立等可立等可
取取。。

GMSGMS還能裝裱中國書畫作品還能裝裱中國書畫作品，，
這在休斯頓是獨一無二的這在休斯頓是獨一無二的。。

GMSGMS大畫廊在好運大道上占了大畫廊在好運大道上占了
整整一棟樓整整一棟樓，，二樓是休斯頓古董拍二樓是休斯頓古董拍
賣行賣行，，一樓就是一樓就是GMSGMS大畫廊大畫廊，，這這
裏地方最大裏地方最大，，品種最全品種最全，，價格卻是價格卻是
最低最低，，對於開旅館和餐館的商家來對於開旅館和餐館的商家來
說說，，來來GMSGMS大畫廊買上一批裝飾大畫廊買上一批裝飾

畫是再劃算不過的了畫是再劃算不過的了。。
清倉特價期間清倉特價期間，，GMSGMS大畫廊大大畫廊大

甩賣大酬賓甩賣大酬賓，，4040% OFF% OFF。。您的家裏您的家裏
就缺這樣一幅畫就缺這樣一幅畫，，請移步請移步GMSGMS大大
畫廊來看看吧畫廊來看看吧！！

GMSGMS大畫廊大畫廊
地址地址：：99319931 Harwin Dr, Houston,Harwin Dr, Houston,

TXTX7703677036
電話電話：：713713--789789--67676767

梵高的向日葵梵高的向日葵

GMSGMS畫廊總經理龔如芳畫廊總經理龔如芳（（右右））和董事長吳和董事長吳
因潮因潮（（左左））賢伉儷賢伉儷

GMSGMS畫廊龔總經理在作畫畫廊龔總經理在作畫

各種油畫各種油畫 各种相框各种相框

後現代派油畫後現代派油畫

各種裝飾畫各種裝飾畫

2019休斯頓日本動漫展(An-
ime Matsuri) 於日前完美落幕，是
為德州最盛大的日系流行文化盛會
之一。包括遊戲玩家、動畫愛好者
、奇幻迷前來布朗會議中心參加為
期三天的展會，展會活動包括動漫

工作坊、放映、新片預覽，動漫書
籍，電玩遊戲等等。同時也是每年
的展銷嘉年華，除齊集最新動漫刊
物、紀念品、電玩產品、手辦玩偶
、網路遊戲等數百個攤位參觀者們
也可以參加小組討論環節，討論環

節。動漫聲優演員及各界名人們一
同出席。除了舞臺上的表演，會議
中心內還有許多其他表演秀，參觀
者可穿著自己喜愛的角色的服裝出
席。多種限量精品，提供全方位的
動漫文創交流平臺。

20192019休斯頓日本動漫展集錦回顧休斯頓日本動漫展集錦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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