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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钱是深圳人身上最显著的标签

，他们的勤奋维持着这座巨型城市的

运转。3月以来的疫情，深圳公共交通

停运，非城市保障企业停止运营或居

家办公。城市慢了下来，但嵌在深圳

人潜意识里的齿轮却没有停下，居家

中仍在焦灼地劳作。城市停摆但深圳

人仍在搞钱。家庭生计、房贷，让每

个人日夜不停，不敢停歇。这是深圳

的另一面。

街上只剩两类人

3月14日，深圳街头拥挤的人潮散

去前，林菲在车流中调转车头回了公

司。

晚饭还没来得及吃，就得回公司

取电脑——几分钟前，她刚驱车从公

司楼下的停车场离开，不多会儿，就

看到工作群里通知员工居家办公的消

息。深圳疫情弥漫近半个月，从1月底

就陆续有公司通知居家办公，林菲的

老板像是事先料到了有这么一天，刚

通知员工居家办公，就在群里给大家

安排好了第二天的工作任务：第二天8

点59分所有人要在工作群里报到，9点

10分开会。

以快节奏著称的深圳是从3月13日

开始慢下来的。3月13日，深圳市发布

“关于做好全市三轮全员核酸检测的

通告”，全市公交、地铁停运，社区

小区、城中村、产业园区实行封闭式

管理，非城市保障型企业停止运营或

居家办公。在那之后，深圳大量写字

楼的物业公司对园区公司发出通知，

关闭办公区域，配合居家办公。

深圳人的朋友圈当时流传着一个

说法，眼下还在街头的只有两拨人：

去公司拿电脑的人，和去超市买菜的

人。在微博上，一则关于深圳打工人

集体返回公司取电脑的视频赢得了无

数人共情。

林菲也看到了这则视频。她想起

了疫情刚开始时，在外国留学的经历

：“疫情最严重时，大家为了生活冒

险去采购。现在是为了工作冒险去拿

电脑。”

赶在办公楼关闭前，林菲从工位

上取回了一台公司配发的戴尔笔记本

电脑以及存放工作文件的数个硬盘。

“根本没时间管，赶紧拿走要用的就

跑，万一被封了出不去就惨了。”林

菲开车回家的路上，那堆电子产品满

满当当地，把她的蓝色双肩包撑得鼓

鼓囊囊，码在车后座。作为一名商业

修图师，这台电脑加上这堆硬盘以及

内里存放的软件、文件，是她必备的

生产工具。

绵延日久的疫情，打乱了深圳人

搞钱的秩序。

一位建筑设计师在工作间隙给朋

友发去微信，吐槽说：“画图画到脖

子疼麻了。”他家里空间小，桌椅也

不像办公室那样适于长时间伏案工作

。设计工作涉及大量图纸，在公司与

同事交流无非是把人请到屏幕前，照

着图讲事。远程协同费劲许多，为了

对方能理解，需要不停截图、标注，

一句话能讲清的事情，居家办公得花

上好几分钟。

福田区香蜜湖公园旁的一处民宅

里，金融从业者王志云的妻子目睹了

丈夫居家办公几日后，形容他“像一

个高级客服”，每天除了接电话，还

是接电话。手机内直线上升的通讯时

间可以佐证。原本，王志云作为离公

司最近的一批员工，一度接到消息可

能要被派往公司驻场。“最开始通知

我住在公司内3天，后来有关部门的通

告下来，改为7天。”最后，公司领导

决定自己到公司驻场，王志云居家办

公配合工作。

妻子是一位编辑。居家办公后，

王志云看到了金融和文化两种工作节

奏的悬殊。有好几次两人各自忙着，

养的两只宠物猫在客厅淘气一番弄出

声响，妻子总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

，走出房间去安抚一番。王志云听着

这些动静，疲于应付各种远程支持协

同，从14号至今，工作时间只能埋头

案前。

居家办公搞钱，王志云的妻子感

受到的更多是当代人被驯化出来的工

作习惯：“（居家办公）看似拥有了

一片很自由的时间可以自行安排工作

，但同时又被囚禁住了，很多线下的

东西没有进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减

弱了很多。”

不能搞钱的滋味

搞钱是深圳人的标签，一种笼罩

住城市的氛围。

何铭在在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的

深圳分公司上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

也有“搞钱”的惯性是在两年前，一

次，和朋友一起招待一位北京回来的

老朋友。“我和另一个在深圳的朋友

开始聊到搞钱、合作，从北京来的朋

友就插不进话来了。但我们真不是故

意的，”何铭说，“对方说了我们才

意识到。但真的，风花雪月，真的说

不了。”

城市停摆，点燃了深圳人能否继

续“搞钱”的焦虑。

3月12日，深圳颁布全面暂停堂食

的举措后，何铭到街上碰去运气。他

遇到一家餐厅的老板在门口与前来就

餐的顾客攀谈。顾客安慰老板说，会

有免房租举措跟进，老板却很无奈地

表示房东还是照例涨了他的铺租，

“没有人替我们说话的。”说到最后

，老板还是偷偷做了这单生意。

“其实搞钱，就是深圳人想明白

了，民生多艰，精神的东西实在奢侈

。”他觉得深圳人爱赚钱的内里，是

深圳人想明白了：要赶紧搞钱才能生

存。

深南大道旁，南山高新社区一家

科技公司3月13日时通知员工回公司居

住，以备之后办公楼若封锁，员工可

以在办公室继续办公。3月16日，公司

接到街道办社区通知，严格执行关闭

办公区域的规定，不准公司私自在园

区内办公。员工们才被允许返回家中

居家办公。

接到居家办公通知这天，35岁的

程序员小熊第一次天还没黑就离开了

科兴科学园。人群离开之后，有“中

国第一加班园”的南山区科兴科学园

也逐渐熄灭了原本24小时通明的灯火

。

小熊是深圳原住民——一个在深

圳都市传说里可以靠拆迁短时间内积

累财富的群体，事实上，他仍在努力

上班赚钱。“对本地人来说，躺平是

绝不能的事。”在科兴科学园工作的

几年间，他一直以能赶上地铁末班车

为耻。业余时间，小熊靠着对华强北

的熟悉做起了显卡生意，靠二手显卡

在工作之余每月有2万元左右额外收入

。

居家令一下，小熊看到过不少扛

着台式机往家跑的白领们。“你问他

们，没有一个想这样，可怎么办呢？

因为有很多公司为了避免信息泄露，

所有的内容都储存在本地，必须要背

这个电脑回家才能工作，我们看到的

背后都是无奈啊。”他觉得深圳人无

所不用其极，也是为了保住一份工作

罢了。

在南山区送餐的外卖员阿亮，15

日晚没有回到湾厦村的出租屋。趁天

还没亮，他想多接几单。没单了，就

开着电瓶车在一处公园进入睡梦。

社交媒体上涌出大量和阿亮同样

境况的骑手的消息，在深圳几大亟待

封锁的城中村，湾厦村、丁头村、南

园村、向南东村，住着许多许多这样

的外卖骑手，这些骑手的配送服务辐

射着蛇口、粤海的白领们——不过随

着规定收紧，白领们从居家办公到小

区限定出门时间，再到除核酸非必要

不准出门，很难预测在接下来几天，

是否还会有足够的外卖订单发出。

有人拍摄了深圳外卖员们露宿桥

洞内的现场，条件好的搭起了帐篷，

更多的人只是在地上铺上简易铺盖，

有个外卖员直言不讳：“怕回了家之

后不能开工。”临睡前，阿亮联系了

室友，对方因为回了出租屋，正面临

有单送不了的情况，他告诉阿亮：

“村里出不去了，你只有两个选择，

去流浪，或者在村里出不去。”

放弃幻想，保持斗志

回到家中，林菲开始做本应第二

天开始的工作，一张人物平面图。工

作群里，领导罗列这幅图的修改需求

，填满一小个豆腐块那么大的对话框

，逐条完成大约需要一天时间。林菲

想着，不如今晚先做一些，明天早点

去买菜。

疫情侵扰牵出抢购日用品和食品

的焦虑，周边的菜市场和线上配送的

食物、日用品，供应都比平时紧俏。

林菲和闺蜜组有一个4人群聊，大

家四散在广东、江浙、川渝等地，靠

互联网交流联系感情。闺蜜们最爱抱

怨林菲的，是林菲总是第二天才回复

消息。林菲拿着8千的月薪，每天工作

12小时，在大小周里挣扎。女孩们总

是劝林菲：面对资本家的剥削需要学

会拒绝，“可我学不会，”林菲说，

“感觉一个事情到我手里，我不做就

给别人添麻烦，也对不起自己的工作

。”

林菲每天都能工作到凌晨。她发

现这种勤劳并非美德加持，而是因为

知道工作是生活必需品：“不搞钱就

等同于束手待毙。”

2021年年底，林菲买了车，父母

帮她付了首付，每月她有三千多元贷

款要还。这还是每个月最大的固定款

项。“哪敢有多余的想法。”林菲说

。每一天睁开眼，就是新一天亟待填

补的生活成本。

城市的新陈代谢慢了下来，正在

找工作的杜霑发觉，企业招工的板块

逐渐趋近停滞。

“HR要完成招聘工作，需要和业

务同事以及候选人有频繁的、当面的

沟通，在全民居家办公的情况下，各

个公司、单位的招聘业务，几乎都是

半暂停的，只能收简历，很难往下推

进。”没有面试邀约，连视频面试也

没有一则。招聘网站显示的进度只停

留在“简历已被查看”，没有进一步

沟通，也没有进入淘汰。

“像被冻结了一样，HR们给不出

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杜

霑来深圳第7年。在疫情逼近深圳前，

他刚在深圳宝安区买下一套房，贷款

审批通过了，他下个月就要开始还房

贷。

“不开工不是一种可持续状态，

坐吃山空。虽然不至于手停口停，但

也不能总是只节流不开源。”杜霑说

，以前是房租，以后是房贷，虽然稳

定的收入还没有着落，每天睁眼稳定

的大笔支出却是稳稳地落在生活上，

这是他焦虑的根本。

积极搞钱的背后，隐隐流动着的

是灰色的情绪。

28岁的俞铮用一种失望的语气说

，他很少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抱怨居

家办公，更多时候是发互相鼓励的话

，但他知道人们其实会有很多情绪，

只有私下聊天才能展露。“只是他不

选择公开暴露，更加隐形。我不知道

是否代表了现在大家的普遍状态。”

俞铮觉得，阻碍人们公开表达这种负

面情绪的因素，包括在职场中的身份

、所处的环境。

期待正常上班的日子

居家办公，对于大部分拿固定工

资的员工的影响，尚未伤及根本，那

些住在城中村，日清日结工资的人才

是真正焦虑的主要群体——原住民小

熊下单外卖时，想到了曾经租住他房

子的外卖骑手。

“大部分人都是要赚钱的，每终

止一天其实就影响一天他的收入，特

别是对一些相对低收入的、没有那种

固定收入的，他更加需要这样的一个

保障，封一个星期给他们带来的压力

是挺大的。所以一旦看到可能性，大

家都会去想办法去上班。”小熊说。

住在城中村的人们，拼凑起了深

圳的另一面。深圳城中村人口密集，

疫情下最大的弊端就是拥挤。这里人

员复杂，但房租便宜。12平米的小屋

，用磨砂玻璃隔出了厨房、卧室以及

一个蹲便式的卫生间，淋浴是个简易

喷头，就在抽水马桶边上架了个把手

。

在深圳，城中村是大部分外卖员

们的栖身之所——在疫情侵扰之前。

眼下，许多外卖员为了能继续接单，

不愿回到有可能会被封锁的城中村中

，一度聚集在桥洞和公园里露宿。

15日晚，深圳气温湿热，由于各

区域自上而下的防疫政策有所不同，

关内外的骑手不断放出消息——“回

不去了，光雅不让进了、南山不让进

了……”，类似的对话很快便炸开了

锅。

阿亮带着凑来的薄毯子，开着电

瓶车，到南山区一处公园内渡过一夜

。他卸下了外卖箱，用车做了简单的

围挡，掩面而睡。因为有充电箱，公

园附近往往都停着一排排等待充电的

电动车，对他们而言，赚钱暂列第一

。外卖员中甚至有人开玩笑地说：如

果感染病毒了，平台每天能补助500，

算是赚了。外界对于他们的定义依旧

没有改变——赚钱、开快车、闯红灯

。

或许还有另一种解读：他们在依

附城市或者主动被城市淘汰两者之间

有选择权。

自高职毕业后，阿亮就来了广东

。起初在惠州市一处工厂的流水线装

配零配件。后来去了深圳龙岗区，当

过厨师、服务员和奶茶店员工。他赌

博欠了钱，工作是为了赚钱还债，而

沾染赌博的初衷也是为了赚钱。2020

年底，他送外卖收入尚可，但赚到的

钱，全部换了赌债。经过这一次，他

感觉送外卖不是长久之计，“但又没

有办法，我羡慕坐办公室的人、那些

拿我外卖的人。”阿亮说。

随着居家隔离开始，这座代表中

国速度的城市慢了下来。

“通勤的时间减少了之后，可供

思考的空间多了，”俞铮说。“其实

大家也想在这个局促的空间里过得自

在一点，试图进入正常轨道。比如说

有的人每天要锻炼，就是想办法在这

个非正常环境下，让自己的状态调试

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舒适自在的状态”

。

整个城市正在慢下来。不被允许

进入写字楼的年轻人，开始欣赏起城

市的景观。

王志云还记得3月14号晚上，那时

候小区还允许居民外出。他看见小区

一处顶楼天台，几对看起来像情侣的

人在静候六点的夕阳。比起在家工作

带来难以描述的局促，室外的新鲜空

气逐渐稀释着内心的躁动。

他还记得，3月15日傍晚在小区门

口遇到一只泰迪犬拽着主人想要闯出

大门。每日的正常生活不仅让人养成

了习惯的生活状态与节奏，宠物也是

。在防疫的政策下，主人只能将宠物

拉回身边。黑灰色的泰迪犬支棱起身

体，歪过头蹲在进出小区的栅栏边看

着主人，一副茫然的表情。王志云说

：“我当时就在想，我们知道该怎么

面对疫情，可该怎么跟狗解释呢？”

小区物业通知，王志云和妻子的

隔离和核酸检测工作，有望在7天后收

尾。夫妻俩都在期待7天之后的日子。

深圳的春季很短，紧跟着就是炎夏，

“再过半个月，深圳就会热起来”。

王志云和妻子平日里喜欢没事就去周

围的公园走走。他和妻子达成一致，

结束封锁之后的第一要紧事就是去公

园，看一次夕阳落下。

疫情下当代人生活现状
城市停摆，隔离中的深圳人放不下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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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留学总是会和“镀金”划上等号，

然而，近年来，随着回国学生人数逐年上涨，

学历不等于能力，哪怕是斯坦福毕业，在HR眼

中也没什么光环，再加上海外疫情的严峻形势

，更是让不少申请党愈发犹豫到底还要不要出

国读书，普通家庭出国留学值不值：6位学生谈

亲身经历，呈现真实留学现状。

留学，意味着什么？

国际化教育、优质学习体验、多元化生活

环境，学术质量以及精神物质的双重提升。也

难怪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出国留学，为

孩子未来的优质发展做铺垫。

但是，留学需要资本，动辄十几万、几十

万的留学费用并不是每一位家庭都能够承受。

所以有的家庭会考虑，普通家庭留学，到底值

不值？

OK，命题给出来了，下面有六位不同经历

的同学，组成了正反两个战队，各持己见。

对此有疑问的家庭可以结合他们的发言与

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考虑，仅供参考哦！

没能力的人才担心金钱VS何必倾家荡产 , 不值！

正方：R同学 大一

观点：前期的路是父母铺的，后期的路要

自己走。

“花销大是因为美国学费贵、物价高！”

这个锅留学不背！

留学是需要花很多钱，但是除了学费和基

础生活开销，剩下的都可以自己赚，比如奖学

金，勤工俭学。

我的家里并不富裕，为了送我出国甚至跟

亲戚朋友还借了几万块，我深深地明白家里的

不易。但是有些学校设有专门的奖学金，并且

金额较高，完全可以支付生活费甚至还有剩余

，这自然而然成了我的学习目标之一，也意味

着到了美国我更不能松懈。

出国留学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每天

吃西餐，聚会，周末购物，我们更多时间会花

在学习研究和图书馆里，因为美国院校的竞争

力真的很大，所以花销并不是那样的大。

是努力提升自己，奖学金与能力双收，还

是花钱大手大脚，完全来“度假享受”，你过

着什么样的生活，由你自己决定。

反方：M同学 北京重点高中

观点：同样的金钱，在国内可以接触到更

多的发展。

政治书上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

点也没错。

先说钱：砸锅卖铁送出了国，就算付清了

一年十几万的学费，后续生活费怎么办？同学

聚会你不去？有科研活动你不参加？置办教学

用具你不买？这些都需要钱的啊，眼巴巴等着

奖学金吗？

要是我的话，如果周围同学都参加了，并

且我也感兴趣，却因为资金问题去不成我会十

分难受。

再说学习：我觉得在国内学习也没有什么不

好的，也不是所有的老板教授富翁都具有留学背

景，而且不出国留学就不能成功吗？并不是。

国内的教育体制形成也是经过时间的沉淀

，证明是适应大多数学生的。无论是文史政或

者数理化，国内的学术水平并不全都不如国外

的水平，如果你肯学习，会学习，一样能够在

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有所建树。

比如我自己对人工智能感兴趣，在国内也

接触了相关机构和平台，在那里我结识了现在

的知道老师，也有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各

种有趣的科研项目也让我找到了未来发展的方

向。

再说体验：出国读书体会不一样的学习项

目是挺好，但去体会骑马啊，橄榄球啊，听音

乐会陶冶情操什么的，在国内同样也可以体会

到，学习到。所以我认为我认为花几十万出国

不值得。

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收获，值了VS学习投资回本

慢，容易错失良机

正方：A同学 美高二年级

观点：用金钱衡量收获？肤浅！

有些事情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比如经历

和能力。

我家经济条件一般，父母都是工薪阶级，

非富非贵，当时下定决心送我出国也考虑了很

长时间，因为家里一下子拿出那么一大笔钱，

实在是压力很大。

其实当时我不想看到父母，那么为难，想

着，在国内学习也挺好呀，还能和朋友在一起

，但是现在，我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因为我

见识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国内的学习体质不适合我，我不喜欢那种

应试教育，必须要为了考试而学习，那让我觉

得很有压力很不舒服。美高的学习制度让我有

更多时间发现并培养兴趣爱好，接触更多有意

思的人，拥有更丰富的体验。

除了学习上，我还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体育

锻炼，跟在国内每周一两节的40分钟的体育课

比起来，形式更多样，效果也更好，所以我现

在身体素质很棒！身体不好生病的话也是花很

多钱的，而且还容易落下病根。

除此之外，我觉得自己独立自理的能力得

到了飞速的提升，不再是那个凡事都等着父母

来帮助的“小公主”了，学会面对困难时独自

解决、心情低落时自我排解。这些都是花钱买

不到的，所以我认为，前期压力大一些也没有

关系，出国留学是值得的。

反方：K同学 美高一年级

观点：留学是为了未来发展？但未来要工

作很久才能“回本”！

肤浅？在我展翅高飞之前总得吃饱喝足吧

。刚来美高一年，暂时还没有体会到其他人说

的“物有所值”。有时候我甚至还会后悔，真

的。

先不说学术氛围，中国学生扎堆，走到哪

儿都能听到“家乡话”。而且学校位置偏僻，

设施也不是那么新，课程的话虽然有特色课，

但是也并没有那么感兴趣，而且有的还限制上

课人数。

我的学习能力一般，不是很喜欢学习，更

多的时间我会用来看自己喜欢的书籍，虽然研

究项目跟了几个，但是也没有那么感兴趣，对

未来发展也不是很有用。

原来一直觉得留学完回国也算是“镶金边

”，回去之后找工作比较顺利，选择多一些，

工资高一些。但去年，我留学的姐姐回来了，

找工作也不是那么顺利，工资比国内应届生也

高不了多少，想要赚回投资进去的几十万甚至

上百万，就算不吃不喝也不知道要几年。

每次一想到家里爸爸妈妈还在省吃俭用的

为我下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奋斗，心里就可不

是滋味。再加上自己也没有那么大能力可以现

在就赚钱补贴家用，虽然每次打电话家里都说

“不要担心钱，不要在意家里好好学习”，可

我心里就是难受，唉...

眼光放长远，追求多元化发展VS亲情割舍、友

谊危机出国错过了太多

正方：X同学 归国一年

观点：认为“回国收入”达不到期望值的

，大多因为期望错误

作为一个留学回来并且工作一年的“海归

”，自我感觉未来工资与期望值是否相符合，

和本身是否为“留学生”的身份关联并不大。

所以达不到预期，是正常的。有那种“我

出国回来之后就可以挣大钱”的想法是错误的

，因此想要砸锅卖铁送孩子出国的家庭，你们

可以歇歇了。

更多的时候出国是为了培养我们独立的意

识，前沿的思维以及对新知识新技能的适应掌

握能力，这些才是对未来长长久发展有益，并

且靠在国内埋头苦读学习不来的技能。把眼光

放长远一些，无论是家庭或者孩子都会见识到

一个新的天地。

反方：F同学 出国后两年回国

观点：为了留学，普通家庭背负了过多压

力，学生自己也会错过许多

我是半路回来的，虽然有点不好开口，但

我的确是做了逃兵。

我的性格比较内敛并且恋家，当初家里说送

我出国时，也没好反对，想着可以通过这次机会

磨练一下自己的性格，提升一下自己能力。后来

才发现，有些方面并不会那么好改变的。

不仅家里的压力很大，我自己的压力也很

大，因为我既要考虑学习也要考虑父母的处境

，说话要小心翼翼，学习要仔仔细细，不能够

有一点闪失，出了问题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久

而久之也有点神经过敏。

另外，在国内我有许多的朋友，但是出国

以后我和她们的联系变得很少，她们过生日，

我在国外，她们出去玩，我在国外，参与不到

一起，渐渐地也就觉得和她们不再是同一个水

平线的人了。

本来父母的身体也不太好，去年又变得严

重了些，当我知道他们为了攒下一年的学费而

减少用药时，我就再也坐不住了，再这样下去

，不仅仅是我，连家里都要垮掉。

所以，我回来了。

留学不仅是一个人的事，更是对一家人考验

看了上面六位同学的发言，不知道大家是

否有所感悟呢。

的确，留学不仅仅可以让孩子意识和思维

上有所转变，接触和掌握更先进前沿的信息，

结实更优秀的伙伴，最重要的是可以尽早培养

出孩子独立自主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为以

后面对社会上的风风雨雨做充足的准备。

然而留学并不是成功的唯一方式，不是拼

死一战，只有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可以生存下

来。留学前一定要考虑好孩子以及家庭的承受

能力，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承受住留学的压

力，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能力面对突发事件

的发生。

家境优渥也禁不起坐吃山空，家境普通的

更要考虑好孩子的能力、性格、与学校的匹配

度以及家庭经济底线，不要因为追求名声或者

一时头热就轻易决定出国。

其实留学，哪里有值不值得。

普通家庭出国留学值不值

6位学生谈亲身经历，呈现真实留学现状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四十一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四十一
【美南新聞泉深】自俄羅斯入侵以來，烏克蘭的火車已幫

助 350 萬烏克蘭人逃離家園
自2 月下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烏克蘭的火車上擠滿了逃

離戰爭的乘客，他們坐在地板上、睡在過道上的圖像，震驚了世
界各地的人們。

從那以後，儘管烏克蘭某些地區發生了激烈的戰鬥，但火車
一直在運行。旅程通常比平時花費更長的時間，車內燈光變暗以
避免火車成為俄羅斯攻擊的目標。

烏克蘭鐵路週六表示，約有 350 萬人乘坐火車逃離家園。
這家國有公司表示，大多數人從基輔、哈爾科夫和頓巴斯地

區出發，前往該國西部靠近邊境的兩個城市利沃夫和烏佐羅德。
該公司補充說，近 100 萬人乘坐火車出國逃難，其中大部

分前往波蘭的普熱梅希爾、華沙和海烏姆。外國疏散路線也被安
排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

該公司表示，儘管週五克拉馬托爾斯克的一個火車站遭受俄
羅斯的轟炸，造成 50 多人死亡，200多人受傷，但疏散更多人
的努力仍在繼續。

火車已安排從頓涅茨克地區的波克羅夫斯克和斯洛維揚斯克
以及盧甘斯克的新佐洛塔里夫卡出發。
歐盟正在恢復其在基輔的外交存在

歐盟週五宣布，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將其外交人員暫時遷
至波蘭後，歐盟正在恢復其在基輔的外交存在。

該集團週六在其官方推特賬戶上表示，歐盟駐烏克蘭大使馬
蒂·馬西卡斯將返回基輔，以加強歐盟的存在並確保對我們的烏
克蘭合作夥伴的支持。馬西卡斯在推特上表達了自己的積極想法
。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
高級代表何塞普·博雷爾週五前往烏克蘭，會見了總統澤倫斯基
和烏克蘭官員。

博雷爾週五在推特上寫道：“通過這次訪問，歐盟將返回基
輔。我們的代表團團長回來了，這樣我們就可以更直接、更緊密
地與我們的烏克蘭合作夥伴合作，確保對烏克蘭人的支持。”
歐洲官員：四分之一的俄羅斯軍隊實際上癱瘓

據一位歐洲官員稱，在入侵烏克蘭時使用的俄羅斯軍隊中，
約有四分之一實際上癱瘓，因為戰場損失慘重、後勤和維持不力

。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當時報導，俄羅斯在入

侵之前已經在烏克蘭周圍部署了大約 120 個營戰術
大隊（BTG）。

這位官員說，戰爭開始六週後，其中大約 29 個
BTG現在已經無法使用。

這位官員補充說，俄羅斯軍隊試圖將 BTG 的一
些剩餘部分組合成一個連貫的戰鬥單位，聯合使用
兩到三輛 BTG 的殘骸來製造一個新的BTG。

在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週四短
暫承認俄羅斯在烏克蘭遭受“重大”部隊損失的第
二天發表評論後，在接受《天空新聞》採訪時稱其
為俄羅斯的“巨大悲劇”。

當被問及俄羅斯軍隊從基輔及其地區撤軍是否
可以被視為對克里姆林宮的“羞辱”時，佩斯科夫
說，使用這些詞將是“對局勢的錯誤理解”。

佩斯科夫承認：“我們有重大的軍隊損失，這
對我們來說是一場巨大的悲劇。”他聲稱俄羅斯從
基輔和切爾尼戈夫地區撤軍的原因是“烏克蘭和俄
羅斯代表團談判期間的善意行為”。

佩斯科夫補充說，俄羅斯這樣做是為了“緩解這些地區的緊
張局勢，以表明俄羅斯真的準備好為繼續談判創造舒適的條件。
”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一直無法核實有多少俄羅斯軍隊在烏克
蘭被殺。上個月，親普京的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報導稱，死
亡人數為 9,861 人，比克里姆林宮官方數據高出數倍。克里姆林
宮未證實該數字，該數字歸因於該部，後來被該報紙撤回，該報
紙聲稱它被黑客入侵了。

美國和北約官員上個月估計，俄羅斯的傷亡人數在 3,000
到 10,000 之間。烏克蘭官員聲稱死亡人數更高。
俄羅斯對哈爾科夫的猛烈砲擊仍在繼續

哈爾科夫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奧列·西涅胡博夫週六表示，
俄羅斯軍隊繼續砲擊地區首府哈爾科夫。

他在 Telegram 上的一份聲明中說：“在過去的一天裡，佔
領者用大砲、迫擊砲、坦克和多管火箭發射器（MLRS) 對哈爾
科夫進行了大約 50 次打擊。

他補充說：“Saltivka、Kholodna Hora、Oleksiyivka、XTZ
（哈爾科夫拖拉機廠區）的基礎設施受到影響，”

最近幾天，烏克蘭官員警告俄羅斯可能在該國東部發動重大
攻勢，並描述了俄羅斯軍隊從哈爾科夫南部地區的伊齊烏姆向
頓巴斯地區推進的努力。

地區官員還敦促在他們所說的頓巴斯可能發生激烈戰鬥之前
從烏克蘭東部撤離平民。

週四，哈爾科夫地區南部首府第聶伯羅的市長鮑里斯·菲拉
托夫呼籲婦女、兒童和老人離開這座城市。
俄羅斯譴責烏克蘭軍方使用土耳其製造的無人機

俄羅斯已向土耳其官員抱怨烏克蘭軍方使用土耳其製造的無
人機。

一名土耳其官員在周五的媒體吹風會上說，安卡拉已經告訴
莫斯科，土耳其無人機製造商 Baykar Technologies 是一家私
營公司，烏克蘭對這些設備的購買已經在戰前完成。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烏克蘭官員一直在吹捧貝卡爾

的 Bayraktar TB2 無人機是其武器庫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上週，CNN 罕見地進入了土耳其的 Baykar 生產設施，對其

首席技術官 Selcuk Bayraktar 進行了獨家採訪。
Bayraktar 也是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的女婿，他說無人機“正在做它設計和升級後
要做的事情”。
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芬蘭和瑞典可能很快加入北約

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芬蘭和瑞典可能很快加入北約，此
舉可能會激怒莫斯科，官員們稱這將進一步凸顯俄羅斯在入侵烏
克蘭方面的戰略錯誤。

北約官員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自俄羅斯入侵以來，關
於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的討論變得非常嚴肅。

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表示，此事在本週的北約外交部長會議
上提出，斯德哥爾摩和赫爾辛基的外交部長出席了會議。

官員們表示，討論強調了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入
侵在多大程度上只有助於重振和統一北約聯盟——這與普京在戰
爭開始前的既定目標完全相反。

俄羅斯總統要求北約停止向東擴張和接納新成員，指責該集
團威脅俄羅斯安全。相反，北約增加了對烏克蘭的支持，並準備
歡迎新成員國。
拜登簽署針對俄羅斯石油以及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貿易相關的製
裁法案

白宮宣布，總統喬拜登週五簽署了兩項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
實施進一步製裁的法案。

制裁標誌著政府針對俄羅斯持續致命入侵烏克蘭而懲罰兩國
的最新舉措——也是針對戰爭的製裁首次來自國會山。

一項法案暫停了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正常貿易關係，通過
對從它們進口的更高關稅鋪平道路來懲罰這些國家。另一個禁止
從俄羅斯進口能源，包括石油、煤炭和天然氣。

週四上午，參議院一致通過了這兩項措施。雖然眾議院以壓
倒多數投票通過了該法案，但該法案在那裡也面臨了更多反對者
。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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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約在藍帽花的季節相約在藍帽花的季節

【【美南新聞謙恭美南新聞謙恭】】德克薩斯州是全美國土地面積和人口第二德克薩斯州是全美國土地面積和人口第二
大的州大的州（（面積僅次於阿拉斯加州面積僅次於阿拉斯加州；；人口次於加利福尼亞州人口次於加利福尼亞州）。）。

德州最令人嚮往的是他的自然風景德州最令人嚮往的是他的自然風景，，每年每年44月你可以看到漫月你可以看到漫
山遍野開滿了藍帽花山遍野開滿了藍帽花，，藍帽花雖然是野花藍帽花雖然是野花，，但是被定為德州州花但是被定為德州州花
。。名為名為““藍帽花藍帽花”，”，其實還有粉色其實還有粉色、、黃色黃色，，五彩繽紛五彩繽紛，，今天我們今天我們
美南時事通用攝像機記錄下這美麗景色美南時事通用攝像機記錄下這美麗景色。。

春天是大自然最繽紛的季節春天是大自然最繽紛的季節，，也是尋訪野花最好的時刻也是尋訪野花最好的時刻，，德德
州有各式各樣的野花州有各式各樣的野花，，其中最出名的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德州之花藍帽花就是德州之花藍帽花((
Bluebonnet )Bluebonnet )，，每年三每年三、、四月在休斯頓附近四月在休斯頓附近、、與華盛頓縣與華盛頓縣
(Washington County)(Washington County)及及BrenhamBrenham的風景道路上的風景道路上，，都開滿了野花都開滿了野花
，，藍色的湛藍高貴藍色的湛藍高貴、、黃色的耀眼如日黃色的耀眼如日、、粉色則秀氣嬌嫩粉色則秀氣嬌嫩、、還有其還有其
他多種色調他多種色調，，彷彿像是上帝的調色盤彷彿像是上帝的調色盤，，五顏六色把大地揮灑的精五顏六色把大地揮灑的精

彩紛呈彩紛呈，，現在現在，，正是抓著相機正是抓著相機、、帶著全家出帶著全家出
遊賞花的好時機遊賞花的好時機！！

每年在三月下旬到四月中下旬每年在三月下旬到四月中下旬，，是最好的是最好的
賞花期賞花期，，還沒有看花的民眾還沒有看花的民眾，，要趁機把握要趁機把握，，
在接下來的二在接下來的二、、三週內三週內，，花況都非常棒花況都非常棒。。藍藍
帽花帽花( Bluebonnet )( Bluebonnet )、、月見草月見草(Evening prim(Evening prim--
rose)rose)、、火焰草火焰草(Indian Paintbrush)(Indian Paintbrush)、、波斯菊波斯菊
(Coreopsis)(Coreopsis)、、印度地毯印度地毯(Indian Blanket)(Indian Blanket)、、福福
祿花祿花(Drummond phlox)(Drummond phlox)等等，，是德州最常見的是德州最常見的
野花野花，，您也許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您也許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是但是，，在在
許多郊區道路的兩旁許多郊區道路的兩旁，，都可以見到它們的美都可以見到它們的美
麗的身影麗的身影。。
斯頓附近有多處賞花景點斯頓附近有多處賞花景點

如過您不想走遠如過您不想走遠，，在休斯頓附近就有多處在休斯頓附近就有多處
賞花景點賞花景點，，像是赫曼公園像是赫曼公園(Hermann Park)(Hermann Park)、、
Buffalo BayouBuffalo Bayou、、White Oak BayouWhite Oak Bayou 接近接近 LoopLoop 610610 和和 1818
街街 、、 醫 療 區醫 療 區 (Medical District)(Medical District)、、 Almeda Road and S.Almeda Road and S.
MacGregorMacGregor 交 接 處交 接 處 、、 Montrose/Fourth Ward: SpottsMontrose/Fourth Ward: Spotts
ParkPark 、、Mason Park(Mason Park(地址地址:: 541541 S.S. 7575th St, Houston, TXth St, Houston, TX

7702377023))等等，，將市區點綴的非常悅目將市區點綴的非常悅目。。
糖城糖城(Sugar Land)(Sugar Land)：：在在TelfairTelfair社區社區 ，，沿著河流兩旁盛開不少沿著河流兩旁盛開不少

藍帽花藍帽花，，特別是在休斯頓自然科學博物館與特別是在休斯頓自然科學博物館與University BlvdUniversity Blvd附近附近
，，在黃昏時漫步其間在黃昏時漫步其間，，尤為愜意尤為愜意。。

休斯頓西南區休斯頓西南區：：位於位於Willow Waterhole GreenwayWillow Waterhole Greenway 的綠地的綠地
，，通常會有大量的藍帽花通常會有大量的藍帽花。。這是一個面積頗大的綠地這是一個面積頗大的綠地，，接近接近300300
英畝的曠野英畝的曠野，，遼闊的空間加上野花的笑顏讓人感到舒暢遼闊的空間加上野花的笑顏讓人感到舒暢。。地址地址：：
53005300 Dryad Drive, HoustonDryad Drive, Houston。。

PearlandPearland地區地區，，藍帽花每年在藍帽花每年在PearlandPearland 和和AlvinAlvin 之間之間11--3535
WW 的路邊開花的路邊開花。。

CypressCypress地區地區，，WorthamWortham 附近的附近的 FallbrookFallbrook，，通常可以看到通常可以看到
一片藍帽花海一片藍帽花海。。 T.C. Jester ParkT.C. Jester Park也有一些分佈也有一些分佈((42014201 TC JesterTC Jester

Blvd, Houston, TXBlvd, Houston, TX 7701877018))。。
西北區林城西北區林城(Woodlands)(Woodlands)的的Fleming ParkFleming Park有藍有藍

帽花帽花，，公園還有其他設施公園還有其他設施，，可以野餐可以野餐、、釣魚釣魚、、騎騎
自行車等等自行車等等，，地址地址:: 60556055 Creekside Forest, TheCreekside Forest, The
WoodlandsWoodlands。。在在 Kuykendahl Rd.Kuykendahl Rd.於於 Trader JoesTrader Joes
附近往南的一段路上附近往南的一段路上，，也能欣見藍帽花與數種野也能欣見藍帽花與數種野
花的芳蹤花的芳蹤。。

HumbleHumble 的梅賽植物園的梅賽植物園(The Mercer Arbore(The Mercer Arbore--
tum)tum)有少數的藍帽花有少數的藍帽花、、以及其他不同的原生野花以及其他不同的原生野花
與園藝植物與園藝植物，，地址地址:: 2230622306 Aldine WestfieldAldine Westfield
Road, HumbleRoad, Humble。。
BrenhamBrenham有多條風景路線有多條風景路線

BrenhamBrenham距離休斯頓不遠距離休斯頓不遠，，290290公路往西約一公路往西約一
小時的車程小時的車程。。目前藍帽花已經盛開目前藍帽花已經盛開，，前幾天的一前幾天的一
場大雨場大雨，，又滋潤了大地又滋潤了大地，，讓花朵兒綻放讓花朵兒綻放，，容顏更容顏更
加鮮麗加鮮麗。。

290290公路過了公路過了HempsteadHempstead不久不久，，兩旁就可以兩旁就可以
看到大片的黃色野花以及藍帽花看到大片的黃色野花以及藍帽花，，天空地闊天空地闊，，甚甚
為壯觀為壯觀。。到了到了BrenhamBrenham有很多條風景路線有很多條風景路線，，包包

括括290290、、Old Independence RdOld Independence Rd、、Old Mill creekOld Mill creek、、Adamek RdAdamek Rd等等
等等，，民眾可以照著路線尋花民眾可以照著路線尋花，，或是將方向盤隨意一轉或是將方向盤隨意一轉，，就可能找就可能找
到一個令人驚喜的美景到一個令人驚喜的美景。。

BrenhamBrenham附近是丘陵地形附近是丘陵地形，，上上下下的上上下下的，，開車趣味性更多開車趣味性更多
，，往往一個轉彎往往一個轉彎，，一個下坡一個下坡，，都有綺麗的景色讓你睜大眼睛讚嘆都有綺麗的景色讓你睜大眼睛讚嘆
。。

BrenhamBrenham這個迷人的小鎮這個迷人的小鎮，，人口只有一萬多人人口只有一萬多人，，周圍有許周圍有許
多鄉間小路多鄉間小路、、農場農場，，當地也有不少藝術家與戲劇愛好者當地也有不少藝術家與戲劇愛好者，，是個挺是個挺
有文藝氣息的地方有文藝氣息的地方。。 BrenhamBrenham也提供免費的地圖也提供免費的地圖，，推廣藍帽花推廣藍帽花
風景路線風景路線，，引導遊客沿著風景線探尋最美的野花引導遊客沿著風景線探尋最美的野花，，同時包括不少同時包括不少
歷史遺跡和各種景點歷史遺跡和各種景點，，適合當天往返適合當天往返、、或是待上整個週末或是待上整個週末。。

藍帽花藍帽花((也稱矢車菊也稱矢車菊 ))是德州的象徵是德州的象徵，，每年只有在這個時期盛每年只有在這個時期盛
開開，，充滿生命力充滿生命力，，令人賞心悅目令人賞心悅目，，是上帝的精心傑作是上帝的精心傑作。。德州人特德州人特
別喜歡藍帽花別喜歡藍帽花，，選為選為““州花州花”，”，每當盛開時每當盛開時，，像是鋪了一地的藍像是鋪了一地的藍
色高級地毯色高級地毯，，看著都會讓人不自覺的開心起來看著都會讓人不自覺的開心起來。。好多人喜歡與它好多人喜歡與它
拍照拍照，，好像在如夢如詩的好像在如夢如詩的 「「藍色海洋藍色海洋」」 裡一般裡一般，，留下的倩影特別留下的倩影特別
讓人滿意讓人滿意，，都是經典之作都是經典之作。。

其實其實，，在大自然的世界中在大自然的世界中，，藍色的花是稀有品種藍色的花是稀有品種，，大部分的大部分的
花都是紅色花都是紅色、、黃色黃色、、橘色橘色、、白色等白色等，，因此藍帽花就顯得特別珍貴因此藍帽花就顯得特別珍貴
。。

那麼那麼，，為什麼花兒有那麼多顏色為什麼花兒有那麼多顏色，，偏偏藍色很稀少呢偏偏藍色很稀少呢？？原因原因
在於在於，，花朵的作用是幫植物傳播後代花朵的作用是幫植物傳播後代、、傳遞花粉傳遞花粉，，越鮮豔的顏色越鮮豔的顏色
越能吸引動物越能吸引動物，，藍色與葉子的自然色很接近藍色與葉子的自然色很接近，，比較不利於繁衍比較不利於繁衍，，
所以藍色的花很少所以藍色的花很少。。

藍色花屬於冷色系列藍色花屬於冷色系列，，高貴而優雅高貴而優雅，，與其他顏色搭配與其他顏色搭配，，像是像是
藍配白藍配白、、藍配粉紅藍配粉紅、、藍配黃等藍配黃等，，都是至美的配搭都是至美的配搭，，而藍帽花是藍而藍帽花是藍
色配上少量的白色配上少量的白，，顯得特別有氣質顯得特別有氣質!!
賞花溫馨小叮嚀賞花溫馨小叮嚀

停車安全停車安全::賞花或拍照時賞花或拍照時，，盡量靠路邊停盡量靠路邊停，，要停在妥當的位要停在妥當的位
置置，，打上註意燈號打上註意燈號，，車速快的地方盡量別停車速快的地方盡量別停，，要特別當心要特別當心。。

注意穿的安全注意穿的安全:: 下車賞花時下車賞花時，，小心螞蟻小心螞蟻、、蛇類蛇類、、蜜蜂蜜蜂、、荊棘荊棘
、、地上的洞地上的洞，，鞋襪要能很好的保護腳部鞋襪要能很好的保護腳部。。

不要踐踏或摘野花不要踐踏或摘野花，，野花一年一季開野花一年一季開，，今年的野花種子就是今年的野花種子就是
明年的野花明年的野花，，希望年年都能賞花希望年年都能賞花。。

小心不要侵入私人的土地小心不要侵入私人的土地，，私人農場私人農場、、後院後院、、圍欄等請勿隨圍欄等請勿隨
意進入意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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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中，有的夫妻间，说的最多的就是

倒苦水。

总说为对方付出多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

。

或者总是要求对方该怎么怎么做，理由就

是“我为了你好”。

曾在网上看过有人倾诉。

每次鱼上桌，妻子都会主动夹鱼肚吃，并

没有一次性放到自己的碗里，而是一点点的夹

。

丈夫也想吃，但看着妻子爱吃，就一直没

有动。

吃完饭后，他感觉不舒服，认为妻子从来

没有想过他。于是，他认为妻子不懂事。

因为他自认为在付出，自以为自己在牺牲

，但对方全然不知。

更不知道这是不是对方想要的，因为已经

付出，就开始向对方索取。

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曾经牺牲过。

只是很多时候，夫妻之间，你“牺牲”的

越多，往往婚姻越不幸。

仔细想想，很多婚姻中的夫妻都是这样，

总是不让对方干某件事，或是逼迫对方做某件

事。

他们认为自己是好心帮对方变好，好心帮

对方避免错误。

他们把站在自己角度认为的好，直接推给

别人，而不是对方真正想要的好。

于是对方试图拒绝，他们就会非常委屈，

认为我都这么付出了，为什么他不领情，也没

感恩过我的付出。

其实，每个人对好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你认为的好，可能别人却不这么认为。

甚至你想要的，可能和我追求的会有很强

烈的冲突，这就像有人只追求名利金钱，有的

人却不在乎这些，他只追求精神满足一样。

没有谁对谁错，不过是想法不同。

就像有的人喜欢琴棋书画，你却给他金银

财宝，无论你给予多少，他都不会动心。

几年前，我看到这样一对夫妻，他们在人

来人往的大街上吵得非常激烈。

妻子想离婚，丈夫非常惊讶她为什么做这

样的决定，有些意料之外。

他问妻子自己做错过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对他。

丈夫说他为了让她以后有好的生活，一个

人跑到国外工作几年，多少个日日夜夜，他都

想家，却熬了过来。

因为他是为了妻子，才会这么付出。

丈夫出国几年，第一次回家，却听到妻子

说出这样的话，丈夫伤心地哭了，大街上也有

很多人围观他们。

很多人都在指责妻子无情，妻子突然说话

了。

她说自己嫁给他，并不是为了能过上多优

渥的生活，她希望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普

通的小日子。

当初丈夫选择出国工作，自己明明表达出

立场，说自己不愿意

，也和他沟通过好几

次，想让丈夫回国工

作。

但都遭到丈夫的拒

绝，他依然一意孤行

，选择留在国外工作

。

妻子非常难过，自

己结婚这么多年，丈

夫也没办法陪伴自己

，两个人连自己的孩

子都没有，这样的婚

姻真的是可有可无。

婚姻出现问题，除

了生活琐事，就是自

我感动式的付出，试

图用自己的牺牲绑架

对方，非要给对方不

想要的。

其实，你只感动了

自己，而不是伴侣。

无论是在影视剧还

是生活中，自以为对

对方好的爱情，最终

的结局只能是分开。

在电视剧《我们不

能是朋友》中，方子

媛和他丈夫褚克恒就是这样。

她总是喜欢控制对方，强逼对方变成自己

标准的模样，却从没有问过他到底喜欢现在的

生活吗。

每次褚克恒不想忍受现在的生活，方子媛

都会说“我为了你好”。

她为了褚克恒，买了一套大房子，这样同

事来他家，才会有面子。

她为了让褚克恒突破阶层，买了很多价格

昂贵的礼物，让他变得更成功。

所有的一切，看似是为了褚克恒，可其实

都是为了她自己。

长时间的重压之下，褚克恒再也不愿忍受

这样的生活。

他直接指出方子媛的付出就是一种绑架，

是威胁，对于承受的一方，只是无尽的压力。

最终，会把他们这段关系压垮。

很多婚姻，都是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在对

方的身上。

但真正爱你的人，从来不会不思考你的感

受，而是主动问你需要什么。

从来不会让你感到难受，甚至让你感觉窒息。

更不是一味的给你不愿意要的，还逼着你

做出很开心的模样。

无论是婚姻还是爱情中，最让我们感动的

，就是对方无论何时，都能知道你想要什么。

而不是劝对方，改变自己的想法。

演员吴京和谢楠，他们就是这样的夫妻，

无论怎么样，他们都会支持对方做想做的事。

吴京当时为了拍电影，要花掉

所有的积蓄，如果失败，吴京可能

什么都不剩。

谢楠并没有因此就打着为他好

的旗号去阻拦，而是让吴京去做自

己喜欢的电影。

吴京也非常支持谢楠的事业，

从没让她在家相夫教子。还曾在采

访中表明态度，支持女人有自己的

事业。

他不光在口头说说，在行动上

也是如此。

电影《战狼2》让吴京赚得盆

满钵满，在宣传期时，谢楠也在坚

持自己的事业。

有一次，吴京让谢楠在家和工

作之间排序，谢楠没办法选择，她

认为这两个一样重要。

他们站在对方角度上去付出，

知道对方想要什么，从来没有否定

干涉过彼此。

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吴京在拍

戏之余，努力陪伴孩子的成长，从

不让自己在孩子的世界里缺席。

在亲密关系中，两个人付出是

应当的。但要是以牺牲的名义，最

后的结局也只是两败俱伤。

因为有感情，就必须让对方活

成自己期待的样子，不应该这样逼

迫。

付出本就值得回报，但必须是在你情我愿

之下。

所以说，婚姻里，有种“牺牲”要避免，

只会让夫妻感情越来越坏。

自我感动，真的改变不了任何人，最好的

关系，就是不捆绑对方，用最舒服的方式生活

。

夫妻之间的相处，无论是付出还是索求，

我们总是容易迷失，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方式去

对待，却从未想过对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这种盲目的付出或者牺牲，时常只能感动

了自己，甚至会抱怨对方不领情，让夫妻之间

产生了嫌隙。而你却从意识过，你的付出究竟

有没有用对方式。

这就好像，对方明明喜欢吃苹果，可你却

偏偏每天送筐梨给他，你以为你已经付出了全

部，事实上却从来不是对方所想要的。

所以说，夫妻之间的相处，用对方式很重

要。关于这一点，希望你能来读一读《婚姻心

理学》这本书。

它能帮助你了解婚姻，掌握夫妻之间正确

的相处方式，以及恰当的经营之法，包括对婚

姻里出现问题的妥善解决之道等等。

如果你能对这些有所掌握，那么就能避免

在婚姻中，用错误的方式来对待，造成不必要

的误会与矛盾。从此以后，相信你们的感情会

越来越好。

夫
妻
之
间
，
你
﹁
牺
牲
﹂
的
越
多
，

往
往
婚
姻
越
不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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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ia Park 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作

者作为韩裔二代移民，从小就被父母教

导要低调，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就跟所

有的二代亚裔受到的教育一样。然而，

环境并没有因为亚裔的顺服而善待他们

，仇恨犯罪激增，作者越来越担心自己

和其他亚裔群体的生命安全。她意识到

对不公正的待遇保持沉默就和暴力犯罪

一样的危险，她呼吁亚裔勇敢站出来，

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在纽约长大，我很早就学会了防止

危险的应变技巧。我一直低着头，把钱

放在袜子里，一心一意关注自己的事。

12 岁时，我开始独自乘坐地铁，在高中

时，我每天从皇后区到布朗克斯区通勤

四个小时。一个同学在我们学校的地铁

站被一个陌生人划伤了脸，那天我还是

坐地铁回家，此后的每天都是如此。

要吓着我，可不容易。

然而，作为一个韩裔美国人，我现在

担心我自己、以及那些看起来长得像我

的人会不会有生命安全问题。

纽约警察局去年报告了 131 起针对亚

裔的攻击事件，比 2020 年的 28 起和 2019

年的 3 起增加了很多。这还不包括上周最

新的一连串仇恨事件。警察逮捕了一名

男子，指控他在曼哈顿两小时的暴行中

袭击了七名亚裔女子，据称他在这期间

用拳头和手肘击打女性的面部，并将其

中一名女子推倒在地。

当然，并不是所有对亚裔的攻击都被

记录为仇恨犯罪。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李宥娜（Christina Yuna Lee，音译）被人

尾随到她在下东区的公寓楼里并被杀害

；高慧民（Michelle Go）被推到时代广场

的地铁轨道上；马耀潘（Yao Pan Ma）在

东哈林区被推倒在地上并被殴打头部，

在昏迷数月后死亡。

在这些案件中，只有马耀潘的谋杀案，

被定性为仇恨犯罪。

2 月，一名韩国外交官在曼哈顿中城

韩国企业聚集的韩国城（K-Town）附近

被 袭 击 （ 脸 部 被 打 伤 ） 。 1 月 ， 阮 华

（Hoa Nguyen，音译）在布鲁克林克林顿

山买菜的路上，头部被打了几拳。就在

本周，一名 41 岁的亚裔男子在曼哈顿下

城的地铁列车上被划伤了脸。

所有这些袭击都是无缘无故的。还有

其他的，太多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

皇后区的众议员孟昭文上周说：“没

有人应该生活在人身攻击的恐惧中，但

可悲的是，恐惧是亚裔美国人社区中许

多人的状态。亚裔美国人继续成为暴力

的受害者，因为我们被当作新冠传播的

替罪羊。”

我怀疑还有很多很多针对亚裔的犯罪

和侵犯行为没有被报告，部分原因是语

言障碍和移民身份，但也是由于我们社

区中直观理解的一种文化现象，就是害

怕这会破坏我们“模范少数民族”的声

誉。

我的韩国移民父母在我成长过程中经

常告诉我：“不要制造麻烦，我们是这

个国家的客人。”

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是多方面的，对

每个种族或宗教群体的影响都不同。当

亚洲人受到攻击时，我们被期望以惯有

的方式作出反应。保持安静，低下头，

继续工作。作为所谓的模范少数民族，

我们善于掩饰自己的痛苦。

每个美国亚裔都能回忆起被嘲弄或刻板

印象的事件，我们被要求弱化自己的存

在感。有些人还经历过人身攻击或暴力

。如果任由这些事件发展下去（无论是

轻微的还是严重的）就会演变成这样的

信息：我们的生命没那么重要。以微妙

的方式将一个群体非人化，使一些社会

成员敢于对这个群体施加更大的伤害。

我已经厌倦了这个国家的亚裔所受到

的待遇，无论是字面上的还是形象上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不再做你们口中

的模范少数民族了。

在整个学校和我的早期职业生涯中，

我曾经顺着人们对亚裔期望的方向发展

。我对每一个机会都心存感激，我的父

母工作得太辛苦了：一周七天都在杂货

店做装袋工作，因为办公室的工作对他

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能乱来。

在出版业的一份工作中，我被分配到其

他人都不想要的数学和科学书籍，我毫

无异议地承担了所有的工作。

即使我不想不再顺应这些期望，我发

现其他人仍然希望我遵守模范少数民族

的刻板印象。我开始意识到为什么我的

父母建议我不要制造麻烦。如果我提出

任何异议，我就会受到蔑视，并被强行

置于我原来的位置。没有人喜欢你反其

道而行。

正如普利策奖获得者阮清越所说：

“亚裔美国人仍然没有掌握足够的政治

权力，也没有足够的文化存在感，使我

们的许多美国同胞在采用种族主义思想

时犹豫不决。”

模范少数民族的一个矛盾点，在于

我们同时具有隐蔽性（我们低着头、安

静地在后台工作）和高可见性（我们很

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我已经厌倦了惶恐不安的感觉。这个

周末在皇后区，在我侄女的第一个生日

派对上（在韩国文化中，这是一个像婚

礼一样盛大和欢乐的庆祝活动），我与

家人和朋友的谈话是关于我们多么担心

年迈的父母。我们感到沮丧的是，当 那

些非亚裔人士，因为没有与我们相同的

肤色时，会无法理解种族对我们造成的

影响。我们厌倦了被认为是软弱的、容

易下手的目标。

我们，特别是作为亚裔女性，感到威

胁和无助，而我们的声音被掩盖了。

我们要开始反击。

亚 裔 美 国 女 性 企 业 主 ， 正 在 面 对

来 自 网 络 暴 力 的 种 族 主 义 和 歧 视 女 性

的 威 胁 。 在 纽 约 市 ， 宣 传 团 体 呼 吁 在

全 市 范 围 内 采 取 行 动 ， 并 进 行 立 法 改

革 ， 以 打 击 对 亚 裔 和 其 他 人 的 偏 见 。

对 我 们 中 的 许 多 人 来 说 ， 沉 默 低 头 不

再 是 一 种 选 择 。 我 们 需 要 声 音 ， 无 论

是 来 自 亚 裔 还 是 非 亚 裔 的 。 我 们 开 始

意 识 到 ， 旁 观 者 效 应 （ 即 我 们 目 睹 不

文 明 或 更 糟 糕 的 行 为 时 ， 选 择 沉 默 ）

与攻击本身一样危险。

最近，在离开布鲁克林的 F 线列车上

，我看到了一场争夺座位的混战，一名

妇女用双手把一名老年亚裔妇女推出了

1.5 米远的距离。这位年长的妇女踉踉跄

跄地退后。那个高个子女人坐到了座位

上。

我开口了：“你不需要这样推她。”

然后我环顾了一下车厢，试图寻求其

他乘客的帮助。但他们都在整理文件或

者盯着他们的手机看。

没有人与我对视。

美国亚裔二代

我受够了做你们口中的模范少数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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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媽媽都是母狼
吳彥姝奚美娟演技之力穿透畫面

夜色之中，吳彥姝飾演的媽媽躺在客廳地板上，

奚美娟飾演的女兒連忙上前攙扶，焦急呼喚「媽媽！

」，這支預告開場便抓住了觀眾眼球，女兒對媽媽的

關切呼之欲出，令人一秒代入影片情境。隨後是一系

列母女日常的展示，同為大學退休教授的母女二人生

活寧靜而講究，媽媽活脫脫一個「老小孩」，不時做

出淘氣舉動吸引女兒關注，更會躲進女兒懷裡撒嬌喊

疼。女兒則總是微蹙眉頭，站姿筆直，嚴謹學者的形

象躍然畫面之上，吳彥姝、奚美娟兩位國家一級演員

對各自角色的詮釋均入木三分。

當女兒逐漸發現自己的「異常」，並確診阿爾茨

海默病，奚美娟將女兒的恐慌和不安演繹得淋漓盡致

，不論是捶打自己腦袋時的痛苦，還是哭着對媽媽說

「我覺得自己離你越來越遠了」都令人瞬間揪心。此

時媽媽一力承擔起照顧之任，不住安撫女兒的內心，

瘦瘦小小的身形說出一句「每個媽媽都是母狼，保護

幼崽是天性」給了女兒堅實的安全感，吳彥姝的表演

同樣情感張力十足，令觀眾眼眶一熱，感嘆親情的無

限力量。

文淇朱時茂驚喜加持
台前幕後共述銀幕難得女性故事

文淇飾演的神秘女孩周夏、朱時茂飾演的醫生，

也隨這支預告一同亮相，後者的眼神溫暖，話語堅定

，給予阿爾茨海默病人希望與慰藉。文淇的造型則十

分搶眼，個性的紅髮和腕上的手銬似乎都訴說着周夏

不同尋常的經歷，而她與女兒、媽媽分別對視的鏡頭

雖不着一詞，卻令人印象深刻，不禁期待三個不同代

際的女性之間會有怎樣的故事，三位女演員之間又將

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此外，影片更齊聚多位行業頂級的女性電影人擔

綱核心主創，導演楊荔鈉多年來深耕於女性題材影片

的創作，本片更是她繼《春夢》、《春潮》後對女性

心理和命運的進一步探索；監製尹露曾擔任《送你一

朵小紅花》、《我的姐姐》等電影的製片人，其作品

的現實取向和飽滿情感備受觀眾喜歡；攝影指導余靜

萍曾為《少年的你》、《七月與安生》等大熱電影掌

鏡，更屢獲香港電影金像獎；造型指導吳里璐也是各

大電影獎項的常客，代表作《奪冠》、《少年的你》

等；剪輯指導朱琳曾為《我不是藥神》、《風中有朵

雨做的雲》等電影進行剪輯；聲音指導劉曉莎曾為

《動物世界》、《送你一朵小紅花》等電影製作聲音

……女性電影人們潛心合作，只為共述銀幕難得的女

性故事。

楊荔鈉導演，尹露監製，吳彥姝、奚美娟領

銜主演，文淇特別主演，朱時茂友情出演的電影

《媽媽！》將於 5月 3日、4日、7日超前點映，5

月 8 日母親節正式上映。母親節，帶媽媽看《媽

媽！》。

母親節電影《媽媽！》曝首支長預告
吳彥姝奚美娟演繹阿爾茨海默親情故事

4月8日，電影《媽媽！》發布首支長預告，同時釋出一組角色劇照，影片主演全陣容曝光。影片由楊荔鈉導
演、尹露監製，吳彥姝、奚美娟領銜主演，文淇特別主演，朱時茂友情出演，將於5月3日、4日、7日超前點映，5
月8日母親節正式上映。影片講述85歲媽媽照顧65歲阿爾茨海默病女兒的家庭親情故事。預告透露了影片更多情節
，面對疾病的挑戰，兩位老人的生活發生了極大變化，但真摯暖心的母女之情仍涌動於每幀畫面中。

由張吃魚執導，沈騰、馬麗主演的

開心麻花科幻喜劇電影《獨行月球》曝

光「想見你」版海報。該片將於2022年

全國公映。

《獨行月球》的故事發生在 2033

年，為了抵禦小行星的撞擊，拯救地

球，人類在月球部署了月盾計劃。隕

石提前來襲，全員緊急撤離時，維修

工獨孤月（沈騰 飾）因為意外，錯過

了領隊馬藍星（馬麗 飾）的撤離通知

，一個人落在了月球。不料月盾計劃

失敗，獨孤月成為了「宇宙最後的人

類」，開始了他在月球上破罐子破摔

的生活……

原本以為沈騰在月球一人獨居，沒

想到他還偷偷養了只袋鼠？據悉，電影

《獨行月球》改編自趙石的同名漫畫，

原作漫畫中強壯憨萌的袋鼠，此次將以

怎樣的形象在電影中登場？當沈騰與袋

鼠在月球相遇，將上演「騰慈鼠孝」的

溫馨互動，還是袋鼠早期馴服人類行為

圖鑑？有了這隻「猛」寵的陪伴，自暴

自棄的獨孤月能否重拾生活的勇氣，找

回重返地球的信心？

開心麻花《獨行月球》
曝 「想見你」 海報

改編自八月長安振華系列，電影《最好

的我們》續篇《暗戀· 橘生淮南》4月7日發

布同名主題曲MV，從振華高中的暗戀時光

到大學校園的偶然重逢，「南橘北枳」的故

事會走向怎樣的結局？該片由黃斌執導，張

雪迎、辛雲來、伍嘉成領銜主演，劉琳、辣

目洋子、何藍逗、張熙然、果靖霖、代樂樂

特別出演，姜宏波、林子燁友情出演，李希

萌、毛雪雯特別介紹出演，將於2022年5月

20日世界告白日全國上映。

電影《暗戀· 橘生淮南》發布主題曲《暗

戀》MV，歌曲由實力唱將張靚穎演唱，還有

金牌製作班底為其保駕護航。作曲兼製作人

錢雷，曾創作出《人世間》《孤勇者》等優

秀音樂，搭檔作詞人金燦燦，用音樂譜寫了

洛枳與盛淮南長達十餘年的青春暗戀故事。

MV開篇，洛枳低聲訴說着少女心事：「這

世上最容易保全，也最容易毀掉的感情，就

是暗戀」一句話道盡默默喜歡一個人的歡

欣與苦楚。而MV副歌部分：「我的世界，

下一場雨，我卻盼着你的世界天晴」更是

令人唏噓感傷，張靚穎溫柔堅定的聲線與

洛枳清冷驕傲的暗戀心緒完美契合，也唱

出了許多暗戀中人柔腸百結的心酸、默默

關注的無奈。

據悉，該片的主題曲MV以「暗戀女主

天花板」洛枳的視角展開，振華操場上的眼

神躲閃、天台上的共同話題、琴房裡的悄悄

關注，都是她最浪漫的小秘密。「你經過時

木馬在旋轉，我的快樂重複了一遍」歌詞道

出遇見暗戀之人的欣喜，而「某一天喜歡天

空安靜，某一天希望暴雨不停」則精準描繪

出暗戀時患得患失的心情。暗戀是一個人的

兵荒馬亂，因

為不確定那個

TA是否懷着同

樣的心意，所

以才會患得患

失，所以才會需要勇氣。

電影《暗戀· 橘生淮南》根

據八月長安的同名小說改編，

講述了成績優秀、生性驕傲的

洛枳（張雪迎 飾），暗戀着

幼時有過一面之緣的同學盛淮

南（辛雲來 飾）。高中畢業

後，兩人在大學偶遇並越走越

近，但洛枳依然不敢表白心跡

。當「南橘北枳」再度相遇，

是否會「迎來」屬於他們的浪

漫甜蜜？5月20日，讓電影給

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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