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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民警余发海从来没想过，自己的

余生会和142座墓碑绑在一起。

十五年前，55岁的余发海刚做完肾

移植手术不到两年，病休期间，赤壁市

政协文史委派他去考察一片子弟兵烈士

墓群。墓群就位于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处

，赤壁市羊楼洞村两公里外的老营盘茶

山上。

余发海至今记得，那是大片旷野山

坡，荒草丛生，周围没有村庄，也没有

道路。一阵风吹过,一个个碑头露了出来

，“好像一个加强连埋伏在那。”

坟头高低不平，有的墓缺了一角，

有的陷进土里，还有的墓塌了，压在地

上。

余发海扯了一把齐腰深的荒草，扎

成一束，擦去碑上的青苔和灰尘，上面

的字迹在岁月的风化和侵蚀中已经变得

有些模糊：既有女兵、炮兵、步兵这些

普通战士，也有班、排、营、团级干部

。籍贯涉及全国24省份，118县市。牺

牲的战士年纪最小是18岁，最大的52岁

。

他用手数了一下，15排，142座。

在后来的十五年里，余发海为了探

寻墓碑背后的秘密，寄出了 100 余封

“查无此人”的信件，独自走了几万公

里的“长征路”，为墓碑的烈士们带回

了67个家庭。

为此，他把家里的老本基本都花光

了，甚至变卖了儿子的婚房。家人不理

解他，烈士家属也偶有怨言，压得他喘

不过气来。他想过停下来，但是陷得太

深了。背负着一种复杂的使命感，他只

能一次又一次继续上路。

“他们究竟是英雄还是逃兵？”

2005年，余发海开始走访墓群附近

的村民，发现羊楼洞村一直都有“他们

究竟是英雄还是逃兵？”的疑问。

一位88岁的村民回忆，年轻时学校

曾组织扫墓，只是不知道里面埋葬的究

竟是什么人。

赤壁市政协文史委也多次收到老政

协委员们的反映，说这片荒凉的子弟兵

烈士墓群，不知是红军还是新四军？

走访中，余发海认识了住在墓群旁

的许家兄弟，附近的村民叫他们“守墓

人”。

75岁的许立君回忆，六十年前，羊

楼洞镇曾来过一大批抗美援朝回国的战

士。在主干路几公里外的赵李桥镇，这

批伤员被拉下火车，由担架队、车马队

运送到第67野战医院进行治疗。

许立君的大哥当时就是担架队的一

员。那一年许立君不到十岁，他看到许

多伤员。

他意外结识了一名叫许贵的战士，

战士给了他面包和馒头。后来，许立君

隔三差五地就去医院找他玩。有一天，

战士突然死了，就埋在旁边的墓地里。

142座墓碑，15年“寻亲记”

余发海得到这些线索后，找到了当

年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在村子里拜

访了一些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他们已经

八九十岁了，给余发海讲了很多关于墓

碑上烈士和当年战争的故事。许多人仅

有过一面之缘，便去世了。

带着这些故事，回到家后，余发海

开始四处査找档案资料,考察村史。在一

本从地摊上淘来的《赤壁民政志》里，

他发现了142位烈士的名单。

最终确定，这里并非一片野坟，而

是有据可查的烈士墓群，抗美援朝回国

的伤员死去后一个一个被抬到这片荒地

里，进行棺葬。

他拿着书去墓地里，将书里的烈士

名单与墓碑上的铭文一一进行比对，用

红笔标出了每个名字所在的墓碑位置。

其中有董存瑞的战友王喜奎、罗盛教的

战友周兴良等等。

但仍有九位烈士不在名单上，他又

在一位抗美援朝老战士的回忆录中找到

了这九位的名字，将他们补充在书旁白

的地方。

余发海将这些发现形成了一份报告

呈交给上级政府，赤壁市民政局即与市

人武部、市公安局三家联合发起了为142

位子弟兵烈士找家乡寻亲人的活动。

这142个陌生的名字始终在余发海

脑海里徘徊不去，他日日夜夜翻看写有

烈士名字的这几页，边角都翻烂了，又

贴上了胶带。“142个伤员救治无效牺牲

了，就在我们的土地上安葬。默默无闻

地沉睡在这里几十年，不为人知。那他

们家里还有没有亲人？知不知道他们牺

牲在这里？他们家里是什么状况呢？”

一大堆疑问充斥在他脑子里，无法

入眠，“142个名字就像142个谜题”。

100余封“查无此人”的信

带着好奇，余发海开始寻找这142

个名字背后的家庭。

关于烈士的全部线索就来源于石碑

上这短短的几行碑文。余发海把碑文内

容誊抄在纸上。石碑的位置高高低低，

他跪在地上抄写，以免身上长长的手术

刀口被压到。有时突然下起雨，笔记本

上的字迹被打湿，钢笔水晕开一片，又

得重新开始。

他按照碑文上面的地址寄出信——

十五年前，一封普通信2角，挂号信8角

。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变成了普通1元2

角，挂号8元。再后来有了快递，一封

信用快递寄就是20元左右。

当寻亲在日后成为余发海生活唯一

的主题，时间的概念就在他脑海里变得

模糊，只能靠物价的变化来记忆过程，

“钱都是我自己垫的，条子都留着，攒

了一大本。”

第一年，他寄出去100多封信。但

大部分石沉大海，信被退回来，加上一

字条，“查无此人”。

余发海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他

们的家人不回信？”

后来他发现，几十年过去，一些行

政区域的划分早已发生改变，比如一位

烈士的墓碑上刻着“广东省北流县”，

而北流早已被划入广西界内。再比如

“湖北省沔阳县”，现在已经改名为

“湖北省仙桃市”。“台湾花莲县舒服

乡”实则为“花莲市寿丰乡”，就连

“赤壁”也从原来的“蒲圻县”更名。

因为方言和近音字，有些烈士的名

字也有出入。一位河南烈士的名字叫刘

义斋，但墓碑上却刻着繁体的刘义齐

（劉義齊）。有些烈士的性别甚至都错

了，女写成了男。

那段日子，余发海又开始每天从早

到晚钻进这些烈士名单里，找到一个核

实一个。一共发现了70个错误，一一校

正。

但仍旧没有回音。

“我当时也灰心了，把笔也撇了，

直接扔到窗户外面去。我烦，那些退回

来的信，我也一把火把它们都烧了。”

余发海一度陷入情绪的低谷中。

几个月的沉寂后，他突然收到了一

封回信。

信里写道：“你做了一件大好事，

爸爸参加革命时我才四岁，大概在我七

八岁时就牺牲了。爸爸牺牲后，我一直

不知道，后来我妈妈也去世了，我是一

个孤儿……”

落款“刘耀”，是河南烈士刘义斋

的儿子。他的叔叔也是军人，曾来羊楼

洞找过刘义斋，没找到，最后带着遗憾

去世了。去世前叔叔告诉刘耀，“你把

爷爷奶奶的坟旁边留一个空位，等你爸

爸找到后，你要把他跟我们埋在一起，

让我们团圆。”

这封信重燃了余发海的希望，“还

是有意义的”。他决定继续做下去。

十五年的“长征路”

2006年，余发海开始坐着火车为烈

士寻亲。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最

北到丹东，最南到广西、贵州。他在一

张地图上把去过的地方都画上，“我这

十五年，也是一段长征路。”

2007年清明节前，余发海偶然看到

了一则报道。在太原，有一位比自己大

九岁的老检察官王艾甫也在做着相似的

事情。

余发海萌生了志同道合的亲切感，

“他和我一样，都是被烈士背后的故事

感动。”

于是，他想办法联系到王艾甫，

“如果你那里有湖北籍的烈士，我来帮

你找，我这有个山西籍的，你帮我找，

可不可以？”没过多久，王艾甫就帮忙

联系到了赤壁墓群中一位山西籍的烈士

家属。

2007年，余发海坐了20多小时的火

车到达太原。跟随王艾甫驱车前往介休

市义掌棠北村。

村子偏僻，被一圈土城墙围拢着。

进村后，余发海开始一组一组地问，一

大队一小队挨家挨户地找。

最终找到了温秉仁烈士的家属——

在一户破旧老房子里。

烈士74岁的胞弟温秉根向余发海回

忆，那时候，他自己才不到十岁，哥哥

当八路军出去后就再没有消息，爷爷奶

奶和父母一直在等着他回来，死前也没

等到。再有消息的时候，就是他的战友

带来的死讯。

他指着背后的房子告诉余发海，

“这都是老房子，是爷爷父亲一代代留

下来的。这间是我哥哥的，他要是在的

话就给他住。可是哥哥不在了，”这句

话刚说出口，老人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

了，“父母在世的时候不知道哭了多少

回。我现在也有儿子了，儿子也是军人

，我很想看看我的哥哥。你们说在湖北

，但我不知道湖北在哪里，哥哥的墓在

哪里。”

“温秉仁的弟弟到现在都没有来过

，不知道是不是家里穷。”余发海无奈

，这是他出门找到的第一个家属。

此后的十五年，余发海遇到过各种

各样的烈士家庭。

有的是烈士的遗腹子，从来没见过

父亲，只听母亲讲起过；有的家庭已经

苦苦寻觅了几十年，但始终没有音讯。

有些家庭因为亲人去世，变得破碎，有

的消极生活，有的选择重组，有的无奈

只能遗忘。

余发海至今还能一字一句地背诵出

十三年前收到江苏徐保荣烈士家属回的

信。

“余警官，我是徐保荣烈士的后代

，我想去看看我的亲人，我娘还在，她

是烈士的妻子，可我不是烈士的儿子。

我妈妈眼泪都流干了，一生就是想见他

一面。”

“我想这是个什么事？千里迢迢再

有困难，也要把这个谜揭开。”于是他

从赤壁坐火车来到江苏省沭阳县。

烈士家属给远道而来的余警官做了

一桌子饭，徐保荣烈士的遗孀吴庆兰已

经84岁，坐在门槛上一直流泪，用方言

讲着当年的故事。

徐保荣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前曾回

过一次家，也是那次娶了吴庆兰。相处

了一两天就回到部队，再没有回来。吴

庆兰收到丈夫的死讯后，生了一场大病

，一个大家庭由此破碎。徐保荣的弟弟

向她表明心意，于是“两个苦难的人决

定撑起三个小家”。

余发海声音哽咽，“我听老妈妈讲

到这里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

老爷爷坐在旁边，他就是当年的弟弟，

已经75岁，眉毛都白了。在路上摇手接

我的是他们的儿子，30多岁，两人一共

生了三儿一女。”

他们全都跪下来说：“余警官，恩

人啊！”

“我能不感动吗？我做了什么？我

就起了一个通讯员的作用，可是这些故

事感染着我。你不能说人没有良心、人

是麻木的，就算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不

管是别人羡慕还是嫉妒我，我都要做这

个事情。”余发海说。

一个人的“陈列馆”

2007年至2011年这五年间，是余发

海家里最热闹的时期。羊楼洞142烈士

墓群由政府牵头修缮完成，专门成立了

修缮和保护羊楼洞142烈士墓群工作领

导小组，余发海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

。

赤壁烈士陵园所长张建平称，从

2010年开始接管羊楼洞142烈士墓群，

十年间总共接待了将近一百万人来参观

和扫墓。

在他接手前，陵园进行了两期改造

，用红砖修建了围墙，建造了烈士碑，

土路也被修建成水泥路。张建平在任期

间，烈士墓群进行了全部改造，保留了

原始的老坟包，也修建了新的墓碑。

这几年也是烈士家属前来缅怀的高

峰期。家属来赤壁，第一个联系的就是

余发海。

有些家属住不起宾馆，余发海就留

他们在自己家过夜。最多的时候睡了六

七个人，客厅的沙发上、地上都是铺盖

卷。

但大多数时候，这个房子里就只剩

下他一个人和一屋子的资料。

这栋民警小区的老宿舍楼是余发海

2005年买的，已经不知道经过了几手。

灰色的水泥墙，藏身在周围红色砖瓦砌

成的一排排新房中。

房间里没什么家具，地上的瓷砖有

三种颜色和形状，是别人家装修完剩下

的，便宜卖给了他。冬天屋子里很冷，

只有桌子下面有个暖炉用来烤火。

几平米大的阳台上有两个书架，放

满了编年史、档案志、抗美援朝战争史

等书籍，另一侧是一些被装订成册的资

料，厚厚一沓，从1到20标着序号。

狭窄的空间里放着一台老旧台式电

脑，是他前几年买的二手货，运转的时

候嗡嗡直响。为了查资料，他几年前开

始从头学起了电脑，现在已经用得很熟

练。

早些年，余发海和妻子儿女一家五

口人住在街道上的一间平房里。退休前

，他做过治安民警、派出所所长，下过

基层，也进过机关，是公安局里的骨干

力量，还曾因破过一起大案得了一等功

勋章。

2003年，积劳成疾，余发海患了肾

病。双肾坏死，必须做肾移植手术。但

家里没钱，他想过“老牛拖破车，哪天

死了就算了”。

单位知道他的病，就让他去医院进

行肾配型，没想到不久便找到了合适的

肾源。公安局内部组织了募捐，其余部

分夫妻俩管亲戚借，才凑齐手术费。

出院后他仍需靠药物来维持。一天

五次药，卧室的架子上放着各种各样颜

色的药丸。每天晚上睡觉前，他还得给

自己打一针。

在书桌上，有一张一米长的生化检

查记录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着他从

2003年到现在历次检查的身体各项指标

情况。

2005 年，公安局将在病休恢复期

的余发海从基层派出所调回机关科室

，派他去羊楼洞墓群进行红色考察，

算是个闲差。但没想到，他却一头扎

了进去，变得比工作还忙上百倍，几

乎不着家。

按他当时的经济状况，每个月付完

医药费后，基本就所剩无几。他擅作主

张，没经过妻子儿女同意，就把原本要

给儿子结婚的老房子卖了，一部分用来

还钱，一部分用来找烈士的家属。

142座墓碑，15年“寻亲记”

广西烈士颜生家属前往羊楼洞扫墓，和余发海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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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化”是今年的热门词汇，而

内卷的影响也不限于职场，在孩子的教

育中，愈演愈烈的“军备竞争”也是一

种体现。回首过往，美国的中产阶级也

经历过内卷时期。从美国中产阶级对于

孩子的教育来看，着眼未来，培养孩子

的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素质

，才是不被社会淘汰的应有之义。

中产的内卷化并不只是发生在中国

，美国、日本均如此。大家可以把美国

当成时光穿越机，因为中国在很多层面

基本上在复制美国几十年前的情况，美

国中产的现在就是我们几十年后的未来

。所以今天聊一下美国中产的情况。

产业链优化，美国中产岗位衰落了

今天这篇文章说实话会有些颠覆大

家的认知，甚至会让你细思极恐，因为

美国中产的过去五十年的情况并不乐观

，甚至可以说，美国中产阶级，整个群

体在消亡。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美国一

个很有名的作家说的，他说：

“趋势很明了……下一代人可能会

看到中产阶级正在消失”。

是不是危言耸听呢？大家跟着我看

一些数据就知道了。

不过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首先得

先下个定义，那就是什么是中产阶级。

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中产阶

级的定义，美国商务部（U.S. Com-

merce Department）一份名为《美国的中

产阶级》的报告也指出：“虽然在学术

文献或大众文学中已有众多的提法，但

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中产阶级的定

义。”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美国相对比较

主流层面的定义吧，从收入、资源和机

会三方面来锁定中产阶级。

高收入：每个个体劳动者或家庭3

万至10万美元。

高稳定：工作能提供高稳定性，比

如稳定的工作任期，由雇主提供的医疗

保险和有保障的退休福利。

高向上流动性：跳槽机会多，并且

可以越跳越高。

简要总结一下中产阶级的特征就是

：高收入、高稳定、高向上流动性。

做完定义工作之后，我们还是得回

看美国中产崛起和发展的状况。跟日本

一样，1945年之间，美国基本上也是没

有中产阶级的，社会构成是少量的资产

阶级+大量的下流阶级。

二战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的机会，叠

加工业革命释放的巨量工作岗位，工薪

阶层拥有了稳定增长的工资、养老金、

健康保险和带薪假期。

这部分人为美国经济的繁荣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而他们自己也从国家经济

增长中获益许多，形成了下流阶层向中

产阶级的进化。

中国媒体嘴里经常说的美国社会是

橄榄球型的社会机构，就是这个阶段形

成的，橄榄球型中，大部分美国人位于

中间阶层，也即中产阶级占了美国社会

的多数。50-60年代，这二十年是美国中

产阶级过得最爽的二十年。

从70年代开始，变化开始显现，始

作俑者就是“全球化”的出现。

全球化的发展导致美国资本可以在

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当然包括人力

资源。从70年代开始，数以万计的美国

制造工厂，先是转移到美国工资较低的

地区，后来直接转移到海外，比如中国

这样的廉价劳动力国家。

直接后果就是，二战后，制造业在

美国就业岗位中的比重达到了40%的峰

值；1981年滑落至27%，然后在2010年

降至8.1%。

要知道，美国曾经是制造业大国，

工人们那都是享受高工资，并且有体面

的医疗和养老福利的。很多人在工厂里

可以稳定的工作几十年，这可是妥妥的

中产阶层。

制造业占比从40%降到8%，意味着

稳定的生活来源没有了。现在自嘲“社畜

”的我们，会吐槽的“人到中年，上有老

，下有小，不敢生病，不敢辞职”，这其

实都是美国人曾经经历过的痛楚。

制造业外迁首先影响的是蓝领阶层

，接下来开始波及白领阶层。

计算机的发展，先是美国电话电报

公司（AT&T）、通用电气公司（GE）

、通用汽车公司（GM）和国际商业机

器公司（IBM）这样的大公司开始大量

裁掉白领岗位。

接下来，人工智能的崛起，又淘汰

掉制造业、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客户

服务以及中层管理岗位。

数据显示，在1990～2000年的十年

间，失业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一些为

大学或大学以上学历）、高薪（40000

美元或更高）的人，打击最为严重。

曾在金字塔顶端的华尔街骄子们可

能从来没有想到——2019年，花旗集团

和德意志银行分别裁员1万人、1.8万人

。全球著名咨询管理公司麦肯锡的报告

预测，2017—2020 年，机器可以取代

30%的华尔街投行员工。

中产阶级的工作前景晦暗

以上就是美国从二战后到现在，中

产大致的状况。

如果上面只是说整个产业链的优化

导致的中产阶级岗位的消失，那么接下

来就是最刺激、最扎心的。

从1947年-1973年，中产阶级的收

入是稳步上升的，增幅超60%；

中产年收入中位数也是增加的，从

1959年-1973年，14年涨幅为22%；

这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恰恰养成了

中产的路径依赖。

然而，从1973年-2011年，此后这

三十年，以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元为单

位，中产收入反而经历了下降然后在低

位维持的状态：时薪下降7.4%，周薪下

降了12.4%。年收入中位数下降了8.2%

，实际收入从1973年的45748美元降到

了2011年的42000美元。

辛苦30年，工资连通胀都没跑赢，

这可是中产阶级啊。就问你，慌不慌？

收入下降了，至少也算是个铁饭碗

，工作稳定，福利好吧？

并非如此。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按“平均

工作任期”即在岗平均年数来测量的职

业稳定性，就会发现1973～2006年期间

中产所有年龄组都在下降。

说白了，就是“干着干着被裁掉”

的数据上来了。

而且福利也是缩水的。医保和养老金

覆盖面减少，自付比例增加，结果就是如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调查发

现的，20%的美国家庭在支付医疗账单方

面存在困难，其中一半的家庭表示，他们

完全无力支付任何医疗账单。

工资没跑赢通胀，稳定性还降低了

，好不容易攒的钱还不够看病和养老的

，扎心吗？

那中产的最后一个稻草：高向上流

动性，能保住不？

抱歉，保不住。

根据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

search）一份符合中产要求的“好工作

”的标准为“至少支付每小时18.50美

元，有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和某种养老

金计划”。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的一

位经济学家估计，未来几年中，美国将

创造的就业岗位中，仅有约三分之一符

合“好工作”的标准。也就是说，你要

是想辞职，大量的人盯着这个职位呢，

更年轻，更能干，而且工资还更少。

教育改变阶级成为少数

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子女教育

的问题是个大麻烦。

如我们之前分析的，中产阶级过去

通过读大学获得了竞争优势，因此会具

备路径依赖，所以大家都要让孩子去读

大学。

但现如今，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

，2010～2020 年间本科毕业生总计有

856.2万个工作岗位空缺。但在这10年

中，美国的大学和学院每年将有约160

万个学士学位毕业生，整个

十年将会产生1600万名大学

毕业生。

1600 万大学生，竞争

856万个工作岗位。意味着

一半的大学生毕业后是没有

工作的，这不就是毕业即失

业吗？

然而，自2000年以来，

美国大学的学费上涨了72%

。美国目前的高校贷款超出

了信用卡贷款，高达一万亿

美元。到学生毕业，平均每

个家庭债务将超过33000美

元。

很多中产把教育放投资

，咬牙砸钱进去，无非是希

望孩子过的比自己好。可是

，又要来扎心了。大家看一

下下面这张表：

砸钱给孩子，换来的并

非 是 阶 层 的 跃 升 。 只 有

29.6%的孩子，收入超过了父母；33%的

孩子，收入不如父母；37.5%的孩子，

收入跟父母差不多。

从70年代开始到现在这50年的时

间，美国中产经历的是钝刀子割肉，或

者说温水煮青蛙式的屠杀。并没有出现

任何急剧或者突然的转折点，而是一个

长期、缓慢、逐渐但持续向下的流动。

用美国作者厄尔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发现它这种流动就好像在一个肌

体上施加大量用小刀切割的伤口的积累

过程，每一刀单个看起来没什么影响，

但加起来，成千的伤口渗出生命之血，

小伤口也杀人。

中产阶级就是这样死去的。虽然许

多人还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我们认

为大多数人并不是。”

素质能力比埋头苦读更重要

看完以上的分析，有没有倒吸一口

冷气？时不时有人在评论里抱怨中国教

育有问题，抱怨中国阶级固化了。

但其实，美国、日本，这些发达经济

体，早就用自身经验告诉你，珍惜中国吧

，中国还没到那一步你都受不了了，真到

了阶级固化的时候岂不呜呼哀哉？

你一旦站得更高，视野更远，就一

定明白作为游戏参与者，当游戏规则改

变时，你需要做的是怎样进行资源配置

，而不是一味的抱怨游戏规则对你不够

友好。

美国之所以会出现“中产消亡”的

情况，就是我说的，中产最大的问题就

是“羊群效应”，过于执迷于路径依赖

。不抬头看天，只是一个劲的埋头拉磨

。外界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了，他们却仍

旧沉迷在过去带来成功的路径里，并将

这条路径加之于孩子身上。

其实，过去五十年，我们从外部的

角度来看美国，感觉机会多多，层出不

穷，对吧？

这的确也是大量美国雇主的看法。

一方面是这么多大学生就业形势低迷，

另一方面，雇主却反映找不到合适的人

才。

美国大学协会针对雇主做的一项调

查显示，几乎所有的雇主（93%）都认

为：相比于求职者在大学里学了什么专

业，他们所展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清

晰的沟通能力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更为重要。

谷歌公司曾经以只雇用那些名牌大

学里绩点最高或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而

闻名。然而，2013年之后，谷歌人力资

源部高级副总裁拉兹洛· 博克（Laszlo

Bock）好几次在访谈中表示：

绩点和分数这些数值在预测谷歌的

员工效能这一点上没什么价值。

目前谷歌正在探索到底该如何判断

求职者的个人使命感和个人自主性；并

且他们越来越多地雇用一些没有取得大

学学位的人。

面试官们希望应聘者们去讨论一些他

们曾经试图解决的复杂的分析性问题。

《优秀的绵羊》这本书的作者威廉

教授在耶鲁大学工作了24年之后，辞掉

了自己的终身教职，之所以这么做，是

因为他感觉当下的大学生大都聪明有天

分，但同时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

来一片茫然，极度缺乏目标感，所有人

都在老实巴交的朝一个方向前进。

发现没，写到这里，就跟我之前的

文章思路形成了闭环有没有？你的孩子

必须要有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目标、自

己的主见，以及自我学习的动力、高效

学习的方法和健康的情绪调节能力。这

一切，不是家长说了算的。

作为家长，真正需要做的，是提升

自己的眼界，为孩子创造适合尽可能丰

富的环境，让他能够在这个丰富环境中

发掘和发现自己。

我说的新赛道，并不是让孩子不去

学习，而是让家长们明白，死学习带来

的优势不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当知识

成为标配的时代，你需要的是思考怎样

在标配之外提升孩子的竞争力。

我说的不“鸡娃”，是不要死板的

机械的让孩子刷题，而是因势利导，调

度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或者，我们

可以把它称之为“降维打击式的鸡娃”

，站在更高的视角上去思考和规划。

因为带来高收入的开放性、复杂性

，不是一日就能练就的。在孩子成长的

前十几年，你安排好一切，没有给孩子

一点自主性，他怎么可能在大学毕业的

那一刻，突然就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

的生活，并拥有复杂性了？

美国中产的悲剧：教育军备赛的盲目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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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休城工商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德
克薩斯州休斯頓消息，在沒有任何通知
和警告的情況下，5G蜂窩鐵箱子開始
放置在休斯頓人的房屋前面的草坪上，
即破壞居住區的景觀，又導致房屋貶值
，屋主感到不滿。

休斯頓市中心旁邊的蒙特羅斯
（Montrose）是一個另類的社區，以其
同性戀酒吧，古董店和不拘一格的餐館
而聞名。從古樸的咖啡館到墨西哥小酒
館和地中海小酒館，應有盡有。這裡也
是休斯頓市中心旁邊的鬧區，有大學，
博物館，美術館，也有無數的豪宅和民
房，吸引了無數的居民。

艾德琳·維南德斯·龐（Adeline
Wijnands Pang）和德克·維南德斯
（Dirk Wijnands）夫婦住在這裡，他們
認為是蒙特羅斯是理想的地理位置。

龐回憶說：“我喜歡這個地區。”
“這裡是可步行的，非常方便，周圍有
很多年輕人，有時髦的人。”

維南德斯回憶說：“我們之所以喜
歡這個房子，是因為它漂亮，寬敞，前
面窗外的景色宜人”

但是，現在的情況看起來與他們搬

入房屋時大不相同。
維南德斯解釋說：“這就像在前面

的草坪上放一個台冰箱。”“這是一個
寬大的鐵箱子，這樣的風景不太適應這
裡的環境。”

維南德斯說放置在他們前院的鐵箱
子不是保存的食物，而是改為增強手機
的5G信號。電訊公司Verizon表示，
將在休斯頓地區花費數百萬美元來增加
其4G和5G網絡。該公司表示，當他們
臨時使用電線桿時，他們會在地面上創
建一個像家具屋一樣的工作站。

四年前，德克薩斯州立法者通過立
法，使公司更容易在路邊放置鐵箱子的
權利。休斯頓市府代表表示反對，但此
立法仍允許公司在不通知房屋主的情況
下下放置鐵箱子。

龐說：“我們遭受了侵犯。”“哇
，你們怎麼能這樣做？”

為了擴大5G網絡，更多的鐵箱子
將進入休斯頓人的門前草坪。如果您想
知道鐵箱子是否放在您的房屋門前，
Verizon表示他們已與設計部門，區域
歷史委員會和屋主協會（HOA）配合放
置。

如果您對5G鐵盒子的放置感到不
滿，可以參照Verizon向ABC13電視台
發表的以下聲明：“請注意，我們非常
認真地應對所有投訴。每個案例都是根
據個性情況進行評估的，評估中涉及很
多這個聲明讓屋主有口難言。

在蒙特羅斯居住的這一對夫婦並不
擁有房屋，但他們擔心如果擁有房屋，
將會對房屋的價值產生怎樣的影響。

ABC13詢問了工程師房地產評估
業務的準確性合格董事總經理弗蘭克·
盧科（弗蘭克·盧科），這些鐵箱子是
否會影響房屋價值。盧科（Lucco）說
，他尚未研究新的5G機頂盒，也沒有
涉及一個案例。但是，他說，過去增加
了公共事業並且不會降低房屋的價值。

他說，當前的房地產市場很緊張，
庫存不多。因此，買家可能不會被鐵箱
子拒之門外。但當市場疲軟時，盧科表
示，這種鐵箱子可能會讓人眼花繚亂盧
科補充說，公共事業的增加經常會損害
高價房屋，因為買家可能會更加挑剔。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55GG 鐵 箱 放 在 休 斯 頓 人 家 門 口鐵 箱 放 在 休 斯 頓 人 家 門 口
景 觀 不 雅 房 屋 貶 值 讓 屋 主 不 滿景 觀 不 雅 房 屋 貶 值 讓 屋 主 不 滿

（（本報記者黃梅子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美國6565歲以上的老人都有歲以上的老人都有
medicaremedicare，， 但很多患有糖尿病的但很多患有糖尿病的6565歲以上老人都不歲以上老人都不
知道知道，，其實他們每年都可以免費領到壹雙糖尿病鞋其實他們每年都可以免費領到壹雙糖尿病鞋！！
只要您有家庭醫生的糖尿病病歷只要您有家庭醫生的糖尿病病歷，，就可以去位於黃金就可以去位於黃金
廣場的足科潘先樣醫生診所領取壹雙價值七八十元的廣場的足科潘先樣醫生診所領取壹雙價值七八十元的
糖尿病鞋糖尿病鞋！！您自己不用支付任何費用您自己不用支付任何費用，，mediacaremediacare將將
支付您的糖尿病鞋賬單支付您的糖尿病鞋賬單，，而且每年都可以領到壹雙而且每年都可以領到壹雙！！

腳是人體的第二個心臟腳是人體的第二個心臟，，腳出了問題絕對不可以腳出了問題絕對不可以
小視小視，，要趕快去看足科醫生要趕快去看足科醫生。。尤其是糖尿病人尤其是糖尿病人，，在美在美
國約有壹千萬個糖尿病患者國約有壹千萬個糖尿病患者，，而足部疾病是百分之二而足部疾病是百分之二
十糖尿病患住院治療的主要原因十糖尿病患住院治療的主要原因，，且下肢毛病是最常且下肢毛病是最常
見而需要手術的疾病見而需要手術的疾病。。大約三分之二非創傷性下肢截大約三分之二非創傷性下肢截
肢是發生在糖尿病患者身上肢是發生在糖尿病患者身上。。所以所以，，對於糖尿病足的對於糖尿病足的
問題問題，，絕不可等閒視之或疏略它絕不可等閒視之或疏略它。。糖尿病人如果穿對糖尿病人如果穿對
鞋鞋，，則可以大大減低截肢的風險性則可以大大減低截肢的風險性。。糖尿病足的臨床糖尿病足的臨床
癥狀有以下幾項癥狀有以下幾項：：足部或腳趾潰瘍足部或腳趾潰瘍，，起因於創傷起因於創傷、、組組
織缺血或異物刺激織缺血或異物刺激，，此外此外，，末梢神經病變引起的感覺末梢神經病變引起的感覺
喪失會讓病人無法及早察覺受傷喪失會讓病人無法及早察覺受傷，，進而惡化傷口進而惡化傷口。。還還
有壹種癥狀是穿通性潰瘍有壹種癥狀是穿通性潰瘍：：蹠骨頭載重異常會導致胼蹠骨頭載重異常會導致胼
胝形成或足底潰瘍胝形成或足底潰瘍，，這種潰瘍常沿著壹條狹長的隧道這種潰瘍常沿著壹條狹長的隧道
蔓延到跗骨蹠骨關節處蔓延到跗骨蹠骨關節處，，通常需要截肢方可痊癒通常需要截肢方可痊癒。。還還
有的糖尿病足是由於傷口感染有的糖尿病足是由於傷口感染，，感染大都是多細菌性感染大都是多細菌性
的的，，起因於足部的小創傷或微細的皮膚裂縫起因於足部的小創傷或微細的皮膚裂縫，，導致血導致血
液循環不足和免疫機能受損液循環不足和免疫機能受損。。糖尿病足除了積極治療糖尿病足除了積極治療
糖尿病之外糖尿病之外，，改穿糖尿病鞋改穿糖尿病鞋、、襪和鞋墊對於改善糖尿襪和鞋墊對於改善糖尿
病足有很大的功效病足有很大的功效，，穿對鞋可以保住腿穿對鞋可以保住腿，，避免截肢避免截肢。。

位於黃金廣場的潘先樣足科醫生診所內的足康寧位於黃金廣場的潘先樣足科醫生診所內的足康寧
就是專門為您提供各種糖尿病鞋就是專門為您提供各種糖尿病鞋、、襪襪、、鞋墊以及各種鞋墊以及各種
醫用健康鞋醫用健康鞋、、足弓矯正鞋足弓矯正鞋、、特別舒服運動鞋特別舒服運動鞋、、餐館工餐館工
作鞋等醫用鞋作鞋等醫用鞋，，由足科潘醫生主理和指導由足科潘醫生主理和指導，，讓您的健讓您的健
康生活從腳開始康生活從腳開始！！足科潘醫生的診所和足康寧連在壹足科潘醫生的診所和足康寧連在壹
起起，，潘醫生有幾十年足科行醫經驗潘醫生有幾十年足科行醫經驗，，專業細致專業細致、、經驗經驗
豐富豐富，，尤其擅長治療糖尿病足尤其擅長治療糖尿病足，，為糖尿病人量腳打模為糖尿病人量腳打模
定制糖尿病鞋墊定制糖尿病鞋墊。。下梁不正上梁歪下梁不正上梁歪，，腳痛還會引起腰腳痛還會引起腰
痛背痛等壹系列毛病痛背痛等壹系列毛病，，而壹雙好鞋可慢慢糾正很多毛而壹雙好鞋可慢慢糾正很多毛
病病，，比吃藥更管用比吃藥更管用。。還有壹些顧客沒有什麼病痛還有壹些顧客沒有什麼病痛，，就就
是腳超大或超寬或異型是腳超大或超寬或異型，，在壹般的商店根本買不到鞋在壹般的商店根本買不到鞋
，，這些朋友也可以來足康寧定制鞋這些朋友也可以來足康寧定制鞋，，無論您是什麼樣無論您是什麼樣
的腳的腳，，足康寧都可以讓您的腳舒服起來足康寧都可以讓您的腳舒服起來！！請趕快來足請趕快來足
科潘醫生主理和指導的足康寧選用糖尿病鞋科潘醫生主理和指導的足康寧選用糖尿病鞋、、足弓矯足弓矯
正鞋和醫用健康鞋正鞋和醫用健康鞋。。

Dr PanDr Pan潘先樣足科醫生診所潘先樣足科醫生診所&&足康寧足康寧
地址地址：：98969896 BELLAIRE BLVD. #H TXBELLAIRE BLVD. #H TX 7703677036（（黃黃
金廣場金廣場））
電話電話：：((713713)) 270270--86828682

6565歲以上糖尿病患者歲以上糖尿病患者
每年可免費領一雙鞋每年可免費領一雙鞋！！

家庭醫生張玫專欄家庭醫生張玫專欄33胃食道逆流疾病胃食道逆流疾病

什麼是胃食道逆流什麼是胃食道逆流？？當胃部內容物當胃部內容物
反流回食道反流回食道，，帶酸性的物質便會造成心帶酸性的物質便會造成心
口灼熱口灼熱、、胸悶胸悶、、打嗝打嗝,, 咳嗽咳嗽，，口幹口幹，，喉喉
嚨異物感等癥狀嚨異物感等癥狀，，這種情況稱為這種情況稱為 「「胃食胃食
道逆流道逆流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
ease, GERD)ease, GERD)」」 ，，俗稱俗稱 「「火燒心火燒心」」 。。

引起胃食道逆流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引起胃食道逆流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呢呢??

因為下食道括約肌的張力鬆弛因為下食道括約肌的張力鬆弛，，造造
成關閉不緊成關閉不緊，，使得胃裡的胃酸或氣體容使得胃裡的胃酸或氣體容
易跑到食道裡易跑到食道裡。。食道括約肌張力遲緩的食道括約肌張力遲緩的
原因原因，，至今醫學界仍不完全清楚至今醫學界仍不完全清楚，，但就但就
目前所知的目前所知的，，可大致分為幾類可大致分為幾類：：

11..生理構造問題生理構造問題：：例如老化例如老化、、肥胖肥胖
、、食道疝氣等食道疝氣等。。

22..藥物引起藥物引起：：例如某些治療氣喘例如某些治療氣喘、、
高血壓的藥物高血壓的藥物，，有可能造成括約肌鬆弛有可能造成括約肌鬆弛
。。

33..食物引起食物引起：：例如油脂類例如油脂類、、巧克力巧克力
、、薄荷類薄荷類、、甜食甜食、、菸菸、、酒等食物酒等食物。。
胃食道逆流有否癌癥的風險胃食道逆流有否癌癥的風險？？

44人就有人就有11人有胃食道逆流人有胃食道逆流，，反復反復
發作致癌率發作致癌率4040%%。。

有的病人在外面吃飯較多有的病人在外面吃飯較多，，經常喝經常喝
酒抽菸酒抽菸，，所以造成火燒心所以造成火燒心，，胃也漲疼不胃也漲疼不
舒服舒服。。他跑到我診所來求診他跑到我診所來求診，，開了藥給開了藥給
他他，，他吃了以後覺得比較舒服了他吃了以後覺得比較舒服了，，人就人就
不見了不見了，，也不定期回來復診也不定期回來復診，，過了幾年過了幾年
，，他吃東西常卡住不能下吞到胃裡他吃東西常卡住不能下吞到胃裡，，再再
來復診來復診，，發現他食道裏已長了癌發現他食道裏已長了癌，，切片切片
後後，，確診爲食道癌確診爲食道癌。。這個病人就是太不這個病人就是太不
把自己的身體當回事把自己的身體當回事，，每次胃痛或火燒每次胃痛或火燒
心就去買點成藥吃吃心就去買點成藥吃吃，，繼續抽煙喝酒繼續抽煙喝酒、、
暴飲暴食暴飲暴食。。慢性發炎常常是造成癌癥的慢性發炎常常是造成癌癥的
壹個重要原因壹個重要原因。。千萬不要亂服成藥千萬不要亂服成藥，，壹壹
定不能懶定不能懶，，要定期復診要定期復診，，配合醫師配合醫師。。

胃食道逆流要如何治療胃食道逆流要如何治療？？
StepStep11：：改變生活飲食型態改變生活飲食型態。。
這是最基本且有效的方法這是最基本且有效的方法，，癥狀輕癥狀輕

微者微者，，可因此而改善不必吃藥可因此而改善不必吃藥。。

11..避免影響食道括約肌張力的食物避免影響食道括約肌張力的食物
，，例如油脂類例如油脂類、、巧克力巧克力、、薄荷類薄荷類、、甜食甜食
、、菸菸、、酒等酒等。。平時多留意吃了哪種食物平時多留意吃了哪種食物
會更不舒服會更不舒服，，例如有些人吃了麵包例如有些人吃了麵包、、可可
樂樂、、或果汁或果汁，，會感覺酸得更厲害會感覺酸得更厲害，，就要就要
避免避免。。

22..吃完東西不要立刻躺平吃完東西不要立刻躺平，，因為平因為平
躺的姿勢躺的姿勢，，胃部的東西更容易逆流到食胃部的東西更容易逆流到食
道道。。 「「至少要等至少要等3030分鐘到分鐘到11小時小時，，」」 如如
果吃的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果吃的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甚至要等甚至要等
33～～44小時才能排空小時才能排空，，而且不要吃太飽而且不要吃太飽，，
否則胃部的壓力會更大否則胃部的壓力會更大。。

33..睡前睡前55小時不要吃東西小時不要吃東西，，夜晚型夜晚型
的患者更要戒掉吃宵夜的習慣的患者更要戒掉吃宵夜的習慣。。

44..夜晚型的患者夜晚型的患者，，睡覺時可多放壹睡覺時可多放壹
個枕頭個枕頭，，把頭部墊高把頭部墊高1515～～2020公分公分，，減減
低胃酸逆流的機會低胃酸逆流的機會。。

55..不要穿太緊的衣服不要穿太緊的衣服，，這樣會增加這樣會增加
胃部的壓力胃部的壓力，，使得食道括約肌更無力抵使得食道括約肌更無力抵
抗抗。。

66..減肥減肥。。肥胖不僅是造成胃食道逆肥胖不僅是造成胃食道逆
流癥的原因之壹流癥的原因之壹，，也是腐蝕性食道炎及也是腐蝕性食道炎及
食道腺癌的危險因子食道腺癌的危險因子。。

StepStep22：：藥物治療藥物治療
如果癥狀嚴重如果癥狀嚴重，，或是調整生活飲食型態或是調整生活飲食型態

後仍然無法改善後仍然無法改善，，就得藉助藥物治療就得藉助藥物治療。。
常用藥物有常用藥物有：：
11..制酸劑制酸劑：：俗稱的俗稱的 「「胃藥胃藥」」 ，，可以中和可以中和
胃酸胃酸。。如果癥狀輕微且經過醫生確定診如果癥狀輕微且經過醫生確定診
斷者斷者，，可以自行到藥局購買服用可以自行到藥局購買服用。。

22..黏膜保護劑黏膜保護劑：：保護食道的黏膜保護食道的黏膜，，
減輕胃酸的傷害減輕胃酸的傷害。。

33..促進食道蠕動的藥物促進食道蠕動的藥物：：加速食道加速食道
排空逆流上來的胃酸排空逆流上來的胃酸。。

如果以上的癥狀治療無法改善如果以上的癥狀治療無法改善，，就就
要考慮做胃鏡要考慮做胃鏡，，壹來排除合併其他嚴重壹來排除合併其他嚴重
疾病的問題疾病的問題（（例如癌癥例如癌癥、、食道狹窄食道狹窄、、食食
道細胞變性等道細胞變性等）；）；二來是確定食道損傷二來是確定食道損傷
的程度的程度，，包括發炎包括發炎、、破皮破皮、、潰瘍等潰瘍等，，再再
依診斷考慮服用以下抑制胃酸分泌的藥依診斷考慮服用以下抑制胃酸分泌的藥
物物。。

11..組織氨受體拮抗劑組織氨受體拮抗劑（（HH22blockerblocker））
：：抑制胃酸分泌抑制胃酸分泌，，但是彼得但是彼得．．卡利拉斯卡利拉斯
醫師認為醫師認為，，組織氨受體拮抗劑的效果組織氨受體拮抗劑的效果，，
並不如質子幫浦抑制劑並不如質子幫浦抑制劑。。

22..質子幫浦抑制劑質子幫浦抑制劑（（PPI,ProtonPPI,Proton--
PumpInhibitorPumpInhibitor）：）：完全抑制胃酸分泌完全抑制胃酸分泌，，
是目前最有效的藥物是目前最有效的藥物。。

高達高達7070～～9090％的胃食道逆流患者％的胃食道逆流患者
是是 「「無破皮的逆流性疾病無破皮的逆流性疾病」」 （（NERD,NERD,

nonerosiverefluxdiseasenonerosiverefluxdisease），），即有明顯即有明顯
的典型癥狀的典型癥狀，，卻在胃鏡檢查下沒有發現卻在胃鏡檢查下沒有發現
食道受損的情況食道受損的情況。。這群患者這群患者，，雖然胃鏡雖然胃鏡
檢查壹切正常檢查壹切正常，，但明顯的癥狀已嚴重危但明顯的癥狀已嚴重危
害他們的生活品質害他們的生活品質。。
胃食道逆流癥病患的壹年內復發率高達胃食道逆流癥病患的壹年內復發率高達
7070～～8080％％，，PPIPPI的藥物對於有胃食道逆的藥物對於有胃食道逆
流困擾的病人流困擾的病人（（無論胃鏡檢查有無異常無論胃鏡檢查有無異常
），），不僅可以緩解癥狀不僅可以緩解癥狀，，還能延緩停藥還能延緩停藥
後復發的時間後復發的時間。。

StepStep33：：手術治療手術治療
當癥狀非常嚴重當癥狀非常嚴重，，以上方法都無法以上方法都無法

解決時解決時，， 「「手術是沒有辦法時的辦法手術是沒有辦法時的辦法，，
」」 需要走到這壹步的患者非常的少需要走到這壹步的患者非常的少，，壹壹
年遇不到幾個案例年遇不到幾個案例。。

有的病人吃了就吐有的病人吃了就吐，，像動物的反芻像動物的反芻
壹樣壹樣，，這樣的患者的嚴重程度連這樣的患者的嚴重程度連PPIPPI的的
藥物都無法改善藥物都無法改善，，最後只好利用手術補最後只好利用手術補
強食道括約肌的張力強食道括約肌的張力。。但手術也不壹定但手術也不壹定
能根除疾病能根除疾病，，可能還是需要長期吃藥可能還是需要長期吃藥。。

張玫家庭醫生診所張玫家庭醫生診所
Family MedicineFamily Medicine
地址地址：：46454645 HighwayHighway 66, Suite H, Sug, Suite H, Sug--
ar Land, TXar Land, TX7747877478
電話電話：：281281--242242--6889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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