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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到客厅的座机前，上海老人周文龙决定给

外甥女许慧打求助电话的时候，厨房里已经没有

一点蔬菜瓜果了。

清早8点不到，四月的春日阳光洒入屋内，

隔壁104室照顾瘫痪阿婆的保姆刚走。这天是4

月6号，上海市宝山区开始封控的第6天。那个

保姆来敲门的时候，周文龙正在客厅听新闻。开

了门后，她跟周文龙说，自己和阿婆的菜吃完了

，阿婆的子女还没买到菜，想问问周文龙家还有

没有，有的话借一些，救救急。周文龙只能告诉

她，自己的厨房里，也不剩任何蔬菜了。

3月底，上海因奥密克戎变异株肆虐，在新

一轮新冠疫情中，宣布全市逐步展开封控。泗塘

一村的封控节奏跟随宝山区，一开始宣布的预计

封控时间是从4月1日到5日，共5天。周文龙今

年79岁，没有结婚娶妻，平日里一人独居在宝

山区泗塘一村的住房里，住在长宁区的外甥女许

慧不时会来他家中照料。宣布封控之后，外甥女

许慧就不便跨区来看望了。周文龙知道，孩子没

有闲着，封控期间作为志愿者在长宁区为居民奔

走联系物资。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愿打电话麻

烦晚辈。

电话那头没有接通，再打，十几次，依然无

人接听。不得已，周文龙从智能手机里点开微信

，摸索着给外甥女打过去一通语音电话。

通过微信，周文龙好不容易联络上了许慧。

接了语音电话，许慧给老人道歉——她不小心点

开了手机“勿扰模式”，因此电话打不进来。这

几天她作为志愿者忙着协调物资，几乎每天都要

忙到后半夜。

周文龙需要的东西不多，许慧记下后，在朋

友圈发布消息，求助宝山区有条件给老人送去果

蔬的志愿者，很快就收到了许多回复。当天中午

，一家救助独居老人的公益组织应下了周文龙的

需求，除了周文龙老人列的果蔬，还多准备了一

些馒头和辣酱。

本来，菜应该是够吃的。

3月30日清早，得知小区将在4月1日开始

封控，周文龙去了小区门口的菜市场买菜。不到

9点，菜市场异于往常地拥挤。平时这个点，来

光顾的大多是周文龙这个年纪的老人。封控的时

间确定后，周围的居民不约而同地到菜场采买囤

货。“人太多啦，后来的人都没得选。”周文龙

说，那时候，在菜市场采买的人们顾不上营养搭

配等细致的挑选规则，一切以储备为要。

按部就班地采买了5天的果蔬粮食，周文龙

老人回到了家中，安心等待封控过去。他每天的

生活简单，看电视、听新闻、吃饭吃药。社区大

概隔两天会组织一次核酸检测，排到哪栋楼就会

有工作人员拿着喇叭在外面播报，叫到周文龙后

，他就坐着家门口的电动轮椅去居委会处排队。

平常，周文龙老人吃得讲究，是疾病所迫。

60岁出头的时候，他罹患了糖尿病，在医生的嘱

咐下，他谨慎注意不吃鸡蛋、牛肉、羊肉这些发

物，靠一些清淡、新鲜的时蔬、瓜果补充营养。

糖尿病缠人，除了注意饮食，周文龙每天一早还

要给自己注射药剂，否则血糖失控，就有引发并

发症的风险。患了糖尿病之后，周文龙双腿的旧

疾脉管炎愈发严重，他更少出门了，即便要出去

，也离不开电动轮椅或拐杖。

特殊时期，寻常人家囤好面条与大米，基本

的果腹需求无忧。但对于周文龙这样的糖尿病人

来说，面条和白饭富含淀粉，进入人体后会快速

转化为葡萄糖升高血糖，糖尿病人平时会减少摄

入这类食物。

刚开始封控时，周文龙还会将荤素搭配好，

烧个菜配米饭吃。随着菜越吃越少，每种原材料

只剩一点，周文龙把这些食材归拢起来，烧了一

大碗浇头。他就着浇头吃完一顿饭，把剩下的放

进冰箱，后来每顿饭就拿出来用微波炉热一热，

在挂面或者米饭上浇两勺，能吃一个星期。

4月6日，宝山区没有如事先规划的那样解

封，周文龙和邻居们还得在家再挨几天。为了避

免每餐只有主食的情况发生，周文龙只能省着青

菜吃，实在饿得慌，就多吃面条或者白饭填肚皮

。周文龙原本盘算着，如果社区不给送菜，家里

的还存着酱菜，可以将就撑几天。但得知隔壁90

多岁的阿婆家也没了蔬菜，才决定给外甥女打通

电话试试。

新闻播报说，上海市各区开始给居民发放

“蔬菜大礼包”，礼包里有青菜和肉蛋，充足丰

盛。周文龙听后，对此产生了期待。4月6日封

控延长，周文龙和小区里的人都还没有收到过社

区发放的蔬菜大礼包，他试过询问居委会，没有

得到回复。4月10日，居委会给周文龙和小区居

民们发放了蔬菜大礼包。

周文龙至今习惯使用客厅那台老电话联系外

界，拨打那通微信语音电话，就生生摸索了几分

钟。对于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年迈的周文龙觉得

力不从心。这也是造成他眼下难处的症结之一：

“现在年轻人都用网络抢菜，我很笨的，不会用

网络。”周文龙从新闻里知道，会用网络抢菜的

年轻人，情况也不乐观。“他们也很难抢到的呀

，现在问题是钱再多有时候也买不到菜。”

在上海这座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里，

约有老年人口约533万，占总人口的36.1%。在

数量庞大的老人中，独居老年的人数约有30.52

万人。

移动互联网的使用障碍，普遍存在于中老年

人群体中。在此次上海因疫情封控的特殊情况里

，许多组织过小区团购的年轻人发现，很多老人

不会使用对话接龙、小程序等功能。老人们对移

动互联网力不从心，集体团购中，组织者往往要

留出精力帮助老人填写需求，他们很难自己用网

络补充菜篮子。像周文龙这样有心无力的老年人

，只能用“少吃一口”的方法，尽量挨过去。

老人们的处境，是这场疫情里一个重要的难

题。

周文龙居住的泗塘一村小区竣工于上世纪90

年代，墙体斑驳老旧。目前约有4000多户人家住

在小区里。年迈的不止是房子，还有住在这里的

居民。“光是我隔壁，几户都是老人，”周文龙

说，“有人比我年纪都大，90多岁。”泗塘一村

小区老人多，在周文龙的讲述中，封控之前，老

人们喜欢在路边聚在一起聊天、发呆。

还有一些老人，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走出

屋子活动，常年呆在屋子里，不被看见。周文龙

隔壁的104室，住着一位90岁的阿婆，因为患有

脑梗，一次摔跤后丧失了行动与说话的能力，常

年躺在床上，雇了住家保姆照看。周文龙听说，

阿婆的子女其实都在上海本地，但是眼下各区因

为疫情封控，儿女们无法跨区看望。

住在这里，周文龙经常会遇到对楼住着的一

位60来岁的老人。在周文龙印象中，那是个热

心的人，平日里遇到周文龙买了东西从小区门口

往家里走，他会上来搭把手。有一次得知周文龙

家里灯坏了，还来过来帮他换过灯泡。那位老人

年轻时去了非洲工作，回国后和妻子一起照料93

岁的父亲。

对于老人们来说，比食物匮乏更为让人焦虑

的，是无法及时补充的药品以及医疗资源。

因为封控，各区的医院、药店只开设定点几

处。病患若要外出就医需要拨打急救电话，乘救

护车外出，不时会出现急救资源拥堵的情况。三

月末，互联网上流传一份名为“上海医疗紧急救

助”的民间互助文档，人们自发把自己以及得知

的他人需要帮助的信息填写上去，等有条件帮助

的市民提供帮助。其中，因无法外出就医、买不

到相应药品而求助的信息超过500条，像周文龙

这样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在等待中成为最脆弱的

群体。

周文龙每月五千多元的退休金，有一千多块

要用于购买治疗糖尿病、哮喘和心脏病的各种药

品。

2006年从虹口区搬到泗塘一村的时候，周文

龙方刚步入老年。腿脚开始有些不便，糖尿病也

总是反复，为了方便走动，他买下了这套位于一

楼的屋子。“刚来的时候人还是很好的，现在就

要吃好多药。”他说。

这些年，疾病一个接着一个找上门来。周文

龙用一个包袱装自己每天要吃、注射的药物，包

袱也越来越鼓。

糖尿病之外，他还是哮喘病患者。没有严重

发作前，周文龙还以为哮喘是个“吃点药就能应

付”的病，不会危及生命。直到2020年6月，他

发作了一次严重哮喘。那天他独自在家，本来只

是有些胸闷，突然开始咳嗽，呼吸不上来。缺氧

和恐惧之下，意识变得混乱，他只记得自己胡乱

拨打了许慧的电话。听到电话里的动静，许慧吓

坏了，叫了救护车从长宁区直奔宝山区周文龙舅

舅的家中，把周文龙救了回来。

那一次，周文龙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这个

之前“不起眼”的病，让周文龙感觉在鬼门关走

了一遭，出院后都觉得身体比以前笨重、脆弱了

。离不开的药又多了几样，周文龙再不敢小瞧这

个病。

每天清晨，周文龙都会咳嗽，气管里有淤痰

，吃了化痰止咳的药才能舒服些。封控前周文龙

偶尔会和小区里的邻居闲聊几句，因为患哮喘，

周文龙平不能长时间讲话，封控在家后，他讲话

更少了。

4月7日，家中用来缓解哮喘用的枇杷止咳

胶囊还剩8颗。以往，每天周文龙要吃三次这种

胶囊，现在因为封控无法购药，周文龙把服药频

率改为一日一次。哮喘的不适感时不时传来，胸

闷、咳嗽不能及时吃药抑制，周文龙开始习惯用

稳定情绪少说话的方式缓解。治疗糖尿病的依帕

司他片、祛痰平喘的金荞麦片也剩得不多了，他

担心一旦吃完不能及时续上。

目前，上海市各区开放了“互联网医院”，

市民可以用智能手机扫码进行操作复诊、配药；

买药途径有各种软件、小程序……但周文龙不会

操作：“我连电话都拨不好，何况是网络。”

周文龙老人并非特例，互联网上，许多年轻

人帮老人们发布求药信息。还有一些20多岁的

年轻人，各种买药渠道失败，不是开不了药、无

法送达，就是药品正在调货中，只能干等着。

周文龙说，自己试过打电话给居委会反映现

在配药难的情况。但对方答应后，不知道为什么

药还是没有配下来，也有几次，电话没有人接。

他并不恼，一方面是因为封控期间自己的病情还

算稳定，另外，他觉得自己的需求得不到解决很

正常：“1个居委负责1000多户人家，哦呦不得

了，忙得要死了。（他们）简直是没什么休息，

所以也不能怪他们，你说对不对？”

疫情封控下，周文龙并不想事事都麻烦外甥

女。买药从头等大事，变成了周文龙觉得能忍过

去的事。“药不够用，一是大家都不能出门，不

好叫人帮我买；第二个是药房大部分都关掉了，

只能自己克服，少吃一点。”

但其实，他的身体已经因为“少吃一点药”

而不舒服。“不好受的。”周文龙低声说。

身体的病痛让周文龙不时变得焦躁。不发病

时，他是个十足的乐天派，见到谁都是笑呵呵的

样子，但最近几年他离不开那些药，吃一点就变

好，没有药就开始心慌。

泗塘一村小区绿化率不高，周文龙住在一楼

，门前的土地光秃秃的，从窗前能望见不远处小

区通道旁成排停放的自行车。好在屋子的另一侧

可以看见春天的端倪，他的屋后有棵桂花树，是

他刚搬过来时托人种下的，现在长得约有两层楼

高。

周文龙腿脚不便，如今每天大部分时间，都

在这处房子里度过。他常坐在房间里看窗外的桂

花树，晒太阳的时候，他能望见一团朦胧的绿色

。几日前发现桂花开了些，他把窗子打开，阳光

和桂花香都被送进屋里，看着春天里一切生机勃

勃的样子，他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

“应该很快就会解封了。”周文龙相信。

6号给外甥女打完电话，当天中午，周文龙

便接到电话，救助组织的年轻人让他到社区门口

拿蔬菜物资。

把菜取回家，周文龙老人给两户家里有90

岁老人的邻居分了一些。南瓜、牛肉辣酱给了保

姆一家，娃娃菜、青菜给了对面楼栋的那对父子

，自己留了一些黄瓜、番茄，“我一个人吃不多

的，马马虎虎就行的。”他更愿意帮助需要帮助

的人，觉得这是自己没白活一天的意义。

对于他来说，现在封控在家的生活比以前六

十、七十年代的苦日子好过多了：“还有电视可

看。”

只是生活的规律被打乱了。封控之前，周文

龙会在小区里晒太阳、去附近的公园转转，每周

有5天老人长期护理保险的护工来为他护理腿部

关节，外甥女每周也会来看顾自己两三次。

现在日子换了过法。每天除了做核酸、取东

西之外不能出门，周文龙只好看电视，日夜颠倒

，晚上精神早晨困。

“早上看电视，中午看电视，晚上看电视，

我睡不着觉也看电视。”周文龙说。白天无所事

事，晚上周文龙睡不着的时候更多了。

他耳朵不好用，每次看电视电视声音放得很

大，新闻播报的声音就在三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里

涤荡。周文龙唯一擅长使用的智能家电，是家里

的天猫精灵，因为最关心新闻，他用得勤：“你

想看什么给它说，什么国际新闻、上海新闻、全

国新闻，就都可以给播出来的。”

周文龙每天定时定点播放上海新闻。听听看

今天有多少人得了新冠，有没有本地政策的调整

，当天几百个确诊，几万个感染者也记得清清楚

楚。

泗塘一村前面的菜场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

前些日子有几个人感染上了新冠，菜场关了，人

也被集中隔离了起来。“现在检测两道杠要被隔

离的，”周文龙叹了口气，“天灾人祸的事，我

们要当心一点，我在屋子里都戴着口罩的。”

大多数时候，他的安全感来源于外界。每天

会有一个志愿者团队负责给周文龙打电话，确认

他当日的健康状态，若有什么事情会及时告知许

慧。4月10号，收到社区发放的蔬菜大礼包后，

他特意打电话告诉了许慧，这下子有蔬菜也有大

米了。“很开心的呀，”他说，“证明我们还是

被社会关照的！”

冰箱里那碗浇头还剩不少，外甥女和社区送

来的蔬菜尚未吃完，周文龙觉得自己目前的封控

生活还算有保障。但现在，能否及时买到药的未

知依旧令他担忧。

封控中的上海独居老人：饭和药都少吃一点
上海是目前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超大型城市，约有533万老年人，占总人口36.1%。疫情封控的

当下，老人们不会使用互联网订菜、买药、获取信息，需求难以被外界看到。

79岁的周文龙是一位独居老人。他所在的宝山区旧小区老人聚集，还有照顾90岁老父亲的60岁老

人。眼下，周文龙和他的老邻居们不得不在不熟悉互联网的情况下，想办法应对日常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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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到顶尖美高
“弃奥从文”

一开始，我想与大家聊聊对我影响最

大的学科。我相信申请只是一个自然而然

的过程，积淀来自日积月累的探索和思考

里。

我申请了哥大政治，经济，文学三个

专业。但我在高中前却是一名“奥数生”

，忙着搞一些奥数竞赛，非常不喜欢文科

。

我小学和初中在上海一所国际学校就

读，学校学术能力非常强，直到现在一谈

起母校，我依然引以为豪。这里的基础教

育为我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学术根基，不管

未来读理工科还是人文学科，我相信都会

获益良多。

直到八、九年级时，我发现自己怎么

也考不过那些“奥数大牛”，知道自己不

适合走奥数的路子，就慢慢放弃了。

恰巧在那时，我遇到了我的文学启蒙

老师，让我开始爱上了阅读，“一开始读

的是最简单的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到狄更斯的《Great Expectations》，

再到《呼啸山庄》。同时我在中文课也渐

渐的真正对鲁迅，钱钟书的作品有了兴趣

”，从文学里看到了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弃“奥”从“文”，这一切可

以说是从“阅读”开始。

初中毕业后，我选择去一所美高读书

，以人文见长，必修两年大人文课。

我高中时基本不用读课外书，因为课

业中要求的阅读量就非常大，比如《简爱

》两三周就要读完，读书是不间断的，读

完一本马上就要读下一本，阅读成为一个

“课内“学习。

我遇到了一名影响我很深的英文文学

老师，他是伯克利博士，教授课程的方式

与其他老师很不一样。他不是简单的从历

史背景、作者故事和当下现实来这样一种

容易的方式来分析这本书，而是把这部文

学作品看成自己的世界，从一个纯文字的

角度来分析这个作品。

比如读Virginia Woolf 的作品时间线

是串起来的，她会利用人的回忆把现实和

过去写在一起，让人很难分辨，也就是意

识流，跟人脑在回忆时如出一辙。

通过作品，我完全进入了一个不同于

现实世界的新世界，我代入了主人公的视

角，理解他们的悲苦和呐喊。在仅活一次

的人生里叠加了无数不同生命的厚度，慢

慢构建起我对人性的洞察，对于幸福的理

解，对于自我追求价值的明确。

我也意识到我之前对文学的很多理解

是错的。

比如说文学是历史的一部分，或是政

治的一部分等...实际上“文学“才是文科

里面最精华的学科。它让我能够感受、洞

察到人性的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人性不

可琢磨，不能像理工学科有标准化的公式

。

而当我能代入这个设定以后，不仅读

书和分析作品的能力大大提升，自我的创

造力也迅速提高。

至于选什么书去阅读，我个人不大会

偏向流行向的书，这类书可能高中前更适

合。进入高中，我更偏向经典阅读，建议

大家尽可能读一些古典名著或是在学术界

比较认可的书，我们学校选书的标准也是

如此。

从兴趣到志趣
仰望星空VS脚踏实地

跟国内的学校不大一样的是，美高活

动非常丰富，课程设置超过百门，我有大

量的时间和机会去发现自己的兴趣，并深

入探究。

比如我发现自己对政治学科的兴趣，

就是通过打辩论赛。

在美国校园里，“打辩论”是一件特

别酷的事，一来代表这个学生很全能，未

来有可能成为“政客”；二来因为比较难

，比较苦，如果能打出成绩来，也能侧面

印证学生的优秀。

我一开始喜欢辩论，就是享受这种能

“打”下来的成绩感。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几乎90%的论题都与政治话题相关

，而我也慢慢地觉察到，我喜欢的是政治

而非辩论。

辩论的目的是要赢过对方，深度可能

不够。但我更喜欢深度去思考、探讨政治

议题，从一个角度去延展出不同的理解视

角。之后我就退出了辩论队，专心去研究

起了“政治”。我开始撰写政治评论，并

担任了一本学生政治评论杂志的主编。

同时，我也加入了一个由学生运营的

公益组织Hope Journal，与一群志同道合

的小伙伴免费传播人文学科。我的课外活

动基本都是围绕着我喜欢的政治而延展开

，大学申请的专业也申请了自己喜欢的。

很多人问我，政治专业毕业后能做什

么工作？

耶鲁一份报告这样写过，人文教育的

根本意义“不在于教授任何特定职业所需

，而是为所有职业的共同点奠基。”

哥大是最推崇通识教育的藤校之一，

学生大学前两年都得上博雅教育，等大三

再确定未来方向，所以我还有两年的时间

去探索。哥大可选的科系很多，政治，经

济、哲学都非常好。政治算是一个比较

“理”的文科，专业出路也很广，最对口

的是去法学院，做金融的也不少。

我刚满19岁，马上高中毕业，现在说

对未来有个多清晰的构想，也都为时过早

。

不过我常看到有人说名校生起初都是

怀有一些人文情怀去“仰望星空”，最后

也都进入了投行“赚钱”了，是不是很可

惜？

这个关于理想和面包的问题，我思考

过好几次。

英国作家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

里塑造了一位为追求艺术而放弃优渥的

医生职业的画家。在临死前，画家过得

穷困潦倒，连吃顿饭都吃不起，他可能

是幸福的，但他留下的家人却活在穷困

和痛苦中。

在我看来，一味追求自我理想而不顾

及他人，反倒是一种不负责任。

所有人的心里都存有许许多多美好的

理想。对我而言，在理想之前，还是存在

现实中的“面包”问题，等有了一定的收

入基础，让家人不担心，再用自己的钱去

实现理想，是更为实际的选择。

唯一确定的是
我们都非常拼

我本来不太想写这段，我觉得我没有

资格高高在上“评论”自己为什么在这场

大学竞争中“赢了”别人。但应邀请，我

试着大胆分析下我的申请。

哥大校方曾出过一份报告，显示其录

取的学生95%都是所在年级的前10%。我

在九、十年级成绩不是年级中的最顶尖，

但我11年级时拿过年级第一名。

随着大学录取越来越卷，我们压力挺

大的，身边心理出现不稳定的同学们也越

来越多——

因为要申请一所好大学，就要考出好

成绩，但是前10%的位置是有限的，都是

在又聪明又拼的高手云集的学校里，这种

“卷”可想而知。

“学好”已经完全不够了，大家都在

想怎么“超越”，拼到最后就是拼谁学习

时间多，拼谁睡眠少。

11年级final的那一个礼拜，我连续两

天通宵没有睡觉，交完两篇paper之后连

睡了20多个小时。类似这种的情况在11

年级下和12年级上经常发生。

除了卷学习时间和学习方法，区别好

学生与更好学生的共识是谁更懂得跟老师

沟通。

除了平时课堂和课后的沟通外，很多

同学会试图在课外也和老师打好的关系。

比如一些学科老师会兼任某项体育俱乐部

的教练，就有同学去参加活动。有的是本

身喜欢，凑巧发现老师是教练，这属于

“中奖”，有时是“有意为之”，刷刷存

在感，锻炼之余讨论对学习的看法，争取

高分。

当身在其中的时候，这些竞争，时间

紧迫所带来的压力只能自己去慢慢消化，

再加上家人都不在身边，初中认识的可以

信任的朋友也没法经常联系，这一切大部

分只能自己扛。

我最难的时候是整夜失眠，睡不着，

不停地听音乐。当然到最忙的时候身体在

很累的状态下是肯定能睡得着的，这又何

尝不是帮忙解决了一个问题。

好在我也认识了一群特别好的朋友，

还有特别支持我陪伴我的爸爸妈妈，有些

晚上我一边写作业，一边给他们打电话，

算是一种排解吧。

不过，像我一样甚至比我努力的人不

在少数，光我认识的朋友里就有不少我实

实切切佩服的，认为比我“强”的学生，

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

所以，“从成功的结果往前倒推，那

么所有论据都会成立”，我很难说这一路

走来到底什么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里最大的定

律，就是人生的不确定性。作家和诗

人能想出千千万万种悲剧，让英雄陨

落，有情人天各一方，引得读者观众

声声惋惜。

现实生活中这样，申请大学亦是如此

，运气的成分在大学申请里比重太大了。

比如哥大当时让我列一个清单，写上

我最喜欢的音乐、歌手、平时读的书之类

，刚好我特别喜欢的乐队Vampire Week-

end的成员是哥大毕业的。但我事后才知

道的，并不是刻意为之。

唯一肯定的是，为了走到机会这一步

，大家都很拼。

从上海国际学校到顶尖美高
被全美Top2脆录后，他说申请可能真是门玄学…

在爬藤率的当下，那些被藤校看上的学生有什么共性？在和超过百位藤校学生沟通

过后，学霸君发现他们毋庸置疑成绩好，有专长，爱思考，对热爱有极致的热情，还有

难能可贵对自我清醒的审慎。当然，还有一个成功案例宣传里很少提及的关键因素，比

如运气。

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里说，把成功只归因于努力，忽视了包括

出身、天赋、机缘等在内占决定性因素的运气，是我们常会掉入的陷阱。

本期主人公E同学，也有着类似的思考。他初中毕业后前往顶尖美高读书，在今年

惨烈的申请季中斩获全美第二，比肩哈佛的顶尖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录取。

他说自己绝对不想被定义为“成功者”，也没有资格高高在上评价为什么是他

拿到了录取，因为运气在申请中所占的比重太大了：“如果把自己作为成功案

例，就会倒推出很多理所应当的成功路径来，但事实却是我也并不知道究竟什

么才是关键性因素。

在冲击名校的过程中唯一确定的是，光是学好已经不够了，我们得学会

‘超越’。”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六十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六十二
【美南新聞泉深】五角大高度機密行動：美國防部長訪問基

輔期間仍保留核指揮系統的權力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訪

問了烏克蘭首都基輔並會見了總統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五角
大樓發起了一項高度機密的行動，即讓國防部長在訪問基輔期間
維持他在核指揮系統中的權力。

盡管奧斯汀的任何權力，包括從在核危機中為美國總統喬·
拜登提供建議，到在美國遭到襲擊時下令在海外駐軍，都不需要
在這次旅行中使用。

然而，五角大樓為奧斯汀基輔之行配備此類權力作為預防措
施的努力意義重大。據一位政府官員稱，這套裝備的功能與國防
部長旅行時使用的類似，但針對烏克蘭獨特的戰區進行了特別修
改。

在奧斯汀前往基輔的火車旅行以及他三個小時的會議期間，
他沒有像在五角大樓或美國軍事基地時那樣收到廣泛的實時全球
情報。但這位官員補充說，他一直都可以聯繫到，並且可以應對
任何危機。

當被問及奧斯汀在這次旅行中保留的權力是否使他準備好參
與發射核武器時，五角大樓拒絕提供奧斯汀在戰區期間使用的設
備以及這些安排如何運作的細節。

五角大樓新聞發言人約翰·柯比只會說“奧斯汀部長在任何
時候都無法在指揮鏈中執行他的權力。”這位官員說，該聲明旨
在包括國務卿在核武器方面的權力。

如果拜登總統決定在某個時候訪問烏克蘭，新改裝的裝備包
可能會成為一套新通信設備的基礎，盡管這位官員指出，總統旅
行涉及許多人員和設備。

總統旅行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攜帶所謂的核按鈕的軍事助
手，這是一個機密裝備和編碼材料的案例，可以在決定發射核武
器時協助總統。

奧斯汀只需使用與他一起前往烏克蘭的兩名工作人員，就能
夠不間斷地維持他所有的軍事和國家安全權力。他們是他的高級
軍事助理蘭迪·喬治中將和負責俄羅斯、烏克蘭和歐亞事務的國
防部副助理部長勞拉·庫珀。

這意味著奧斯汀帶著高度機密的通信設備旅行，並有能力與
關鍵的國家安全和軍事官員保持聯繫。美國偵察和情報收集飛機
在北約東翼上空幾乎持續存在，但尚不清楚這些能力可能發揮了
什麼作用。
亞佐夫斯塔爾鋼鐵廠內部指揮官：被圍困在鋼鐵廠內部的情況
“超出了人道主義災難”

亞佐夫斯塔爾鋼鐵廠內的一名烏克蘭指揮官告訴 CNN，馬
裏烏波爾被圍困在鋼鐵廠內的情況“超出了人道主義災難”。

烏克蘭第 36 獨立海軍陸戰隊指揮官謝爾伊·沃利納少校週
五在鋼鐵廠內向 CNN 發表講話，解釋說工廠內有數百人，其中
包括 60 名年輕人，其中最年輕的只有四個月大。

亞佐夫斯塔爾鋼鐵廠已成為馬裏烏波爾烏克蘭抵抗的最後遺
跡，它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裏抵禦了俄羅斯的入侵。

在工廠避難的頑固的烏克蘭戰士和平民的口袋已成為該國反
抗的象徵。

沃利納解釋說，由於最近俄羅斯對工廠的野戰醫院進行了轟
炸，他們已經失去了重要的醫療設備，同時還透露他們“水很少
，食物也很少”。

他說：“手術室被直接襲擊，所有的手術設備，進行手術所
需的一切都被摧毀了，所以現在我們無法治療我們的傷員，尤其
是那些有彈片傷和子彈傷的傷員。”

沃利納補充說：“我們現在正在用我們擁有的任何工具照顧

傷員。我們有我們的軍醫，他們正在使用他們必須的每
一項技能來照顧傷員。現在，我們沒有任何手術工具，
但我們有一些基礎知識。但是，我們也急需藥物，我們
幾乎沒有剩下的藥了。”

根據烏克蘭總統辦公室週五發表的一份聲明，計劃
於週五進行一項從馬裏烏波爾被圍困在鋼鐵廠撤離平民
的行動。聲明沒有提供更多細節。

當被問及可能的疏散計劃時，沃利納說他“不知道
細節”。

他說：“我知道任務已經抵達紮波羅熱，他們將嘗
試展開救援行動。”

沃利納說，他正在與總統澤倫斯基直接溝通，並補
充說，烏克蘭領導人正在向他們介紹“整個烏克蘭和馬
裏烏波爾周圍的局勢”，並“讓我們保持高昂的士氣”
。

一名烏克蘭官員週五表示，俄羅斯軍隊已經封鎖了
馬裏烏波爾的一個地區，這可能是在另一次襲擊鋼鐵廠的企圖之
前。

沃利納不確定他和他的烏克蘭同胞能抵抗俄羅斯的襲擊多久
。

他說：“我們不能肯定地告訴你我們能堅持多久，這完全取
決於敵人的動向，也取決於運氣。我們非常希望我們將被疏散，
總統將成功地疏散或撤離我們，我們只需要希望並看看這是否會
發生。”
普京接受11月G20峰會邀請

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維多多周五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俄羅
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已接受參加將於 11 月在印度尼西亞巴
厘島舉行的 G20 峰會的邀請。

維多多在印度尼西亞內閣的聲明中說：“印度尼西亞希望團
結 G20，不要讓分裂，和平與穩定是世界經濟複蘇和發展的關鍵
。”

本週早些時候，維多多還向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發出了邀請
，後者在推特上表示“感謝”邀請，但沒有具體說明他是否會參
加峰會。

聲明稱，本週早些時候，維多多分別與普京和澤倫斯基通了
電話，在電話中他向普京轉達了“立即”結束烏克蘭戰爭的重要
性，以及印度尼西亞希望為和平解決沖突做出貢獻的願望。

維多多說，他向澤倫斯基轉達了印度尼西亞準備向烏克蘭提
供人道主義援助但不提供軍事援助的意願，他說這是印度尼西亞
憲法及其外交政策原則所禁止的。
俄羅斯軍隊炮擊烏克蘭東部的鐵路樞紐和補給線

根據週四和周五發布的視頻片段，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東部
炮擊了一個重要的鐵路樞紐和烏克蘭軍隊的補給線。

視頻顯示，在頓涅茨克地區斯洛文斯克以東幾英裏的萊曼鎮
，鐵路卡車起火。

頓涅茨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基裏連科說：“俄羅斯軍隊正
試圖從該地區的北部，鄰近的哈爾科夫地區向萊曼方向推進，並
盡一切可能獲得通往斯洛維安斯克、克拉馬托爾斯克的直接路線
，以實現他們在頓涅茨克地區的戰略目標。”

基裏連科堅稱，“敵人無法突破。萊曼城在烏克蘭武裝部隊
的控制之下。”

然而，他說，俄羅斯軍隊正在使用大砲和空襲來摧毀定居點
，並阻止烏克蘭守軍加強他們的陣地。

基裏連科補充說，不包括馬裏烏波爾市，戰爭前夕有近170
萬人居住在頓涅茨克政府控制的地區，現在該地區約有37萬平

民。
週五，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表示，俄羅斯軍隊也在試圖

對烏克蘭東部進行空襲。
位於哈爾科夫地區的伊齊烏姆地區已成為俄羅斯軍隊試圖通

過鄰近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推進的集結地。烏克蘭軍方表示，
最近幾個小時沒有在該地區進行任何進攻行動。

總參謀部說：“主要工作集中在偵察、確定烏克蘭國防軍部
隊的防禦陣地並用砲火打擊他們。”

“為了防止我軍重新部署，敵人正在沿整個接觸線用火砲、
迫擊炮和多管火箭發射器炮擊陣地。”

英國戰爭犯罪專家將飛往烏克蘭幫助調查俄羅斯軍隊的“暴
行”

英國官員表示，英國將派遣一個戰爭犯罪專家小組前往烏克
蘭，幫助調查俄羅斯軍隊在該國犯下的的“暴行”。

根據英國外交部（FCDO）的一份聲明，他們將於下週抵達
波蘭，與烏克蘭政府、國際合作夥伴、非政府組織和難民會面。

FCDO週五表示，其目的是幫助收集證據以起訴俄羅斯的戰
爭罪行。

該小組將包括與沖突有關的性暴力方面的專家，此前有報道
稱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犯下性虐待。

消息傳出之際，英國外交大臣利茲·特拉斯週五前往海牙會
見國際刑事法院 (ICC) 院長彼得·霍夫曼斯基法官。聲明補充說
，在她訪問期間，特拉斯還將與她的荷蘭同行沃普克·霍克斯特
拉合作，共同追究俄羅斯的責任。

特拉斯在聲明中說：“俄羅斯給烏克蘭帶來了野蠻行徑，並
犯下了包括針對女性在內的卑鄙暴行。”“英國的專業知識將有
助於揭開真相，並讓普京政權為其行為負責。正義將得到伸張。
”

英國副首相多米尼克·拉布也在 3 月訪問了海牙，以支持國
際刑事法院的調查以及根據歐安組織（歐洲莫斯科機制安全與合
作組織）編寫的一份報告，該報告發現了酷刑、強姦和強迫驅逐
出境的證據超過 50 萬人在烏克蘭。

該公告是在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卡裏姆·汗告訴美國有
線電視新聞網三天後宣布的，關於俄羅斯在烏克蘭城鎮布查涉嫌
戰爭罪行的案件將在適當的時候得到答複。

汗說：“我們會查明真相，因為法庭上無處可藏。無論敘述
和反敘述是什麼，證據都應該得到適當的檢驗......我認為，在適
當的時候會有一個案例來回答。”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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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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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副刊

休城社區

二战以后的冲锋枪市场，是属于

H&K的MP5，使用数量非常多，几十

个国家的军警都在使用。基本是，一

提到冲锋枪，就是MP5冲锋枪。这把

枪成名于1977年的汉莎航空181客机

劫机事件，一分钟事件四名歹徒被击

毙，这次事件成就了GSG9特种部队，

更成就了MP5冲锋枪。1980年的伦敦

伊朗大使馆事件，让MP5又火了一把

，从那以后，陆陆续续的走进了各国

的军警。

而H&K也一直想找更经济、更现

代的产品去取代MP5，以此去赢得更

多的订单。MP5冲锋枪虽然占据精度

高、后坐力低、使用舒适的优点，但

是这把枪年代有点久远，使用的还都

是金属机匣、冲压件和铣削件，重量

并不低，一把MP5冲锋枪至少2.5公斤

，最高重量的，比如MP5SD3，已经有

3.5公斤了。并且，内部结构复杂，零

件多，维护成本也高，生产成本也高

，价格也不便宜。

H&K在9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琢

磨去取代MP5了。这个时期，钢木结

构的枪其实已经过时了，那个时期诞

生的步枪，基本都是工程塑料、铝材

制成的了。这样的结构，造价要比纯

金属的便宜，而且重量更轻。这个时

候，这种设计已经是未来枪械的趋势

了，那么MP5这类枪以后肯定是不吃

香了。所以H&K在这个时候，也打着

算盘，要替换MP5，在警用冲锋枪领

域抢未来市场。

在1999年的时候，UMP冲锋枪正

式诞生，采用了塑料机匣，替换掉了

MP5的金属机匣。内部结构上，也是

从MP5的滚柱延迟开锁换成了自由枪

机原理，结构上更为简单了。这个

UMP冲锋枪全称是Universal Machine

Pistol，意思是通用冲锋枪，估计是军

警通用的那个通用。

而MP5作为一把非常优秀的冲锋

枪，上面可取的点还是非常多的。和

MP5类似的弹匣释放钮、前置的拉机

柄，都是采自MP5冲锋枪。内部也是

沿袭了MP5的闭膛待击的方式和击锤

回转击发，这个是用于提高精度的。

最早那一批UMP冲锋枪使用的是

.45ACP，就是UMP45冲锋枪，后来也

陆续推出了.40S&W和9*19mm版本，

分别就是UMP40和UMP9，争夺市场

嘛。最早的UMP45，主要对象是美国

，美国佬喜欢偏大口径的手枪弹，美

国很多执法单位用的就是.45ACP，除

此之外就是.40S&W，美警手枪很多都

是这两款。而除了美国之外，欧洲以

及更多地方都用的9mm手枪弹，那为

了这片市场，H&K肯定也是要拿下的

，于是有了UMP9。

但是，UMP冲锋枪体验感并不好

，重量虽然降下来了，但是精度和后坐

力方面，却远不如MP5。虽然UMP冲

锋枪打的都是手枪弹，但是这种自由枪

机原理的枪械后坐力并不低，没有闭锁

结构，这就缺少了一个卸力的点，导致

后坐力可以直接传递到肩膀。

而MP5的半自由枪机，将一部分

后坐力用在开锁上面，可以很好地卸

掉一部分后坐力，让传递到肩膀的后

坐力非常柔和。CMMG的MK9手枪，

用的径向延迟后座，也是将一部分后

坐力卸掉，导致后坐力非常低。当年

德国的MP40，也都是将复进簧套起来

去降低后坐力的。

而UMP冲锋枪，诞生20年了，使

用的国家差不多也才20个，并且也是

只有少部分部队才用，即便是美国，

也只是几个警局使用，五角大楼用过

，再就没了。UMP冲锋枪，到头来销

量远不及MP5，用户少得可怜。当初

H&K打算停产MP5，也是没能成功。

体验感差是一方面，最重要的一

点是，现在冲锋枪已经是日薄西山了

，不仅是UMP冲锋枪，即便是MP5冲

锋枪，基本也都在角落里待着呢。这

些年来，各种短突横着走，无论是尺

寸、重量，还是射速，冲锋枪都不占

优势。

现在更多的执法部门都采用了更

多的短突，冲锋枪的比重也是越来越

低。1997年北好莱坞枪战中，两名悍

匪对抗美警，最终十几名警察受伤。

主要原因，是两名悍匪携带了三把AK

、一把AR15，都改成了全自动的，并

且穿着防弹衣。而警方回馈则是，

MP5冲锋枪这种发射手枪弹的武器威

力不足，导致吃亏特别严重。此案件

之后，当地警方开始大规模装备突击

步枪，并且此事件也促进了全美警局

装备突击步枪。

相比较于冲锋枪，突击步枪打穿

防弹衣的能力更强。并且，可以适应

更多种场景的作战。冲锋枪只适用于

近距离，而突击步枪远距离依旧可以

保持精度，这是冲锋枪无法相比的。

现代警局里，都还保有冲锋枪，但是

比重越来越低了。

H&K UMP冲锋枪，属于是没赶上

好时候，再加上自身的确性能上不如

MP5，这就导致，H&K当年的大梦没

有实现。现在的UMP冲锋枪，也只能

在游戏里面发挥发挥余热了。并且，整

个冲锋枪体系，都在不断地衰落。

UMP冲锋枪的尴尬之路

想取代MP5，奈何自己没火

美南國際電視自2011年開始舉辦
麥當勞升學教育展（McDonald's Edu-
cation Workshop），教育展是由麥當
勞贊助，美南新聞報業集團具體策劃
承辦的大型公益教育講座。此後每一
年一屆，舉辦城市從休斯頓 擴展到了
達拉斯，芝加哥以及華盛頓特區。

美南新聞集團與麥當勞合作，於
2019年12月在哈佛大學科學中心舉辦
了 “ 走 進 哈 佛 ” Southern News
Group into Harvard University 教育展
。

美南新聞集團以及43年在傳媒界
的主導力，為無數年輕人提供了一個
展示自我的實習平臺。再加上十多年
在教育領域的奉獻，累計了很多經驗
，根據社會對未來人才在“綜合素質
”方面的要求。

美國國際電視整合專業的團隊，
精心打造《美南國際電視小記者培訓
班》，從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培養孩
子的思維應變力、塑造孩子的領導氣
質，來培養孩子獨立的思考能力，自
己獨到的見解和決策，讓孩子通過小
記者培訓班實現自我成長的飛躍，也
讓孩子在未來的路上變得更加自信，
更優秀。

小記者培訓以小主持人培訓為載
體，專為6-12歲語言形成關鍵期的青
少兒量身打造專業課程，幫助孩子們
提高語言表達能力、應變能力、邏輯
思維、形體表現力及領導力，讓我們
的孩子從小建立自信，學會溝通，塑
造人格魅力，提升綜合素質。 小主持
人課程完整、連續，如螺旋般提升，
不是靠一次簡單學習就達到教學目的
，而是根據孩子各年齡段的認知特點
，不斷加深運用。整體學習過程中，
去除登臺的恐懼心理、增強語言表達
能力、應變能力、邏輯思維、形體表
現力及領導魅力，從而達到敢說、能
說、會說的表達能力。

“不是所有的人會成為總統、商

業巨子，或像特雷莎修女一樣的偉人
，但每個孩子都蘊藏有影響世界的潛
能，他們的未來影響力取決於父母如
何挖掘！”

美南國際電視會提供給孩子各種
平臺實戰的機會，小到每堂課後的視
頻錄製、年度匯報演出、節日演出、
大到各類大賽、電視節目錄製、自製
網絡節目錄製、合作單位盛典晚會等
等，給孩子搭建了展示的平臺，提供
鍛煉的機會.

• 【課堂匯報】
每節課後都會有十分鐘的課程效

果向家長座匯報，課堂的小舞臺就是
他們當眾表達的起點
• 【微信回課】

課後孩子們會將表演作業以視頻
的形式在班級微信群發布，老師會與
孩子座專業探討
• 【活動】

老師們會根據當時的節日，及主
流社區活動，來製定參與演出主題，
為孩子們提供更多的展示機會。
• 【節目錄製】

小朋友們自製的視頻將會通過美
國國際電視、Youtube頻道、等平臺播
出。

第二期招收20名學生(每星期六上
課)

報名時間：4月8日—5月25日截
至

課程時間：6月11日—7月16日
，下午1點—4點

結業典禮：7月23日下午3:00
聯系電話：281-498-4310 （上

午9點-下午5點）
聯系人：陳鐵梅、王潔、蓋軍
上課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電視大樓一樓）

美南國際電視小記者培訓班美南國際電視小記者培訓班（（第二期第二期））火熱報名中火熱報名中
如何培養兒童如何培養兒童的的““領袖氣質領袖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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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美國

烟云一甲子。1997年，一本《南京大屠杀：被

遗忘的“二战”浩劫》震惊中外，犹如黑夜中点亮的

一盏明灯，将“二战”中惨无人道的屠杀事件暴露在

西方人的眼中。这本令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不愿意打开

的书，它的作者张纯如用尽一生为历史正名，为正义

请命。张纯如将南京大屠杀的铁证深深地刻进全世界

人类记忆中。因不断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

，2004年，年仅36岁的张纯如用一支手枪结束了自

己的生命。

这是一个不俗的灵魂，一个无畏穿越黑夜的长

征撕开侵略者层层丑恶的钢铁战士，她的生命如彩虹

一般短暂而绚丽，“张纯如”这三个字已永远地镶嵌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天幕上。

如果，这个年轻的生命没有凋零，今天的张纯

如，只有54岁。

纯如，人如其名

冬天的午后，淮河上的货船往来如梭。河岸边

，干枯的芦苇花随风摇曳，萧瑟中有一份坚韧和宁静

……

淮安市淮阴区新渡乡（现新渡口街道）新渡村

就在淮河西岸，这里是张纯如的祖籍地。

1937年的一天，距离南京大屠杀爆发不到一个

月时间，那时的南京城已“山雨欲来风满楼”，张纯

如的祖父张铁军带着全家逃离了南京，1949年之前

又去了台湾，曾担任《中华日报》总主笔。张纯如的

父母也随之从大陆到台湾，然后移民至美国。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美丽的校园内出生，她的父亲张绍进是一名哈佛大学

博士，其专著《量子场论》在美国理论物理学术界颇

有影响；母亲张盈盈也是哈佛大学博士，从事生物科

学研究。出身于这样不凡的知识分子家庭，注定张纯

如也将拥有不同于常人的一生。

她的名字“纯如”，取自《论语》“从之，纯

如也”。寓意“纯正和谐”，不只是名字，还有她的

心。当然，名字也蕴含着家人对她的希冀，更是暗含

了一家人对祖国的爱意。

张纯如最初对祖国的了解都来源于家庭。在她

很小的时候就听家人说起中国过去遭受了太多苦难，

人民颠沛流离。“1937”“日军”“南京”“屠城”

等碎片在童年张纯如的脑中拼成这样的印记：那个时

候，围绕南京的长江几乎被尸体堵塞得水泄不通，河

水也被血染得鲜红……她想象着那究竟是一个多么

残忍的年代，一段时间以来，她甚至不愿提到南京大

屠杀，认为它就是“邪恶”的代名词。

对于大洋彼岸的祖国，除了好奇、同情，张纯

如内心暗自决定：有朝一日定要踏上那片故土，亲眼

看一看祖辈生活的地方。

张纯如虽然出生在美国，但她的父母很注重中

国文化教育。母亲教她学中文，父亲则给她讲中国的

历史故事。他们和张纯如说得最多一句话就是：作为

中国人是很骄傲的事。

尽管每天看到的是外国人，吃的是汉堡，但张

纯如每天坚持用汉字写日记，字迹工整清秀。她的母

亲为了让孩子们熟练地使用中文，永远不忘记自己的

母语，不仅和先生约好在家里就说中文，还身体力行

地在家附近开办中文阅读写作班，创新性地教孩子们

识别汉字的繁体字，以及教会这群在美国长大的孩子

汉语拼音，以这种文化传递的方式，让这些在美国出

生的孩子，记住自己来时路。

1985年，天资聪颖的张纯如考入伊利诺伊大学

。眼看理工科的毕业证书即将拿到手，她却做出了一

个出乎意料的决定——转入新闻系。

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张纯如就拿下了伊利诺伊

大学新闻系的学士学位，之后又拿下约翰· 霍普金斯

大学的写作硕士学位。毕业后，她曾在美联社和《芝

加哥论坛报》工作，接着成为自由撰稿人。张纯如从

小就热爱写作，或许在从小到大的学习过程中，她的

内心就越发迫切要用文字来影响世界。如鲁迅先生一

般，张纯如也是拿起笔杆子开始了创作。

在毕业典礼上，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张纯如发

表了激昂的演讲：“我最大的希望是，今天在座的各

位当中，有几个人能成为，为真、善、美而战的斗士

！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为人类的下一代，创造一个更

美好的世界，并保证人类文明的延续。请相信个人的

力量，一个人也能让这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个人

，甚至是一个理念，就能引发或结束一场战争。你，

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改变千万人的命运！”

1991年，张纯如与在大学认识的白人男孩布瑞

特· 道格拉斯结婚。精致的婚纱包裹着张纯如娇美的

身躯，她年轻貌美又才华横溢，笑得幸福而自信，她

有良好的家世、骄人的学历、匹配的婚姻，还有绚丽

梦想在笔尖上燃烧飞腾。这一年应该是张纯如最幸福

的一年，她不仅收获了爱情，而且遇到了写作生涯的

伯乐，出版经纪人苏珊· 拉比内尔。张纯如出版的第

一部作品是《蚕丝· 钱学森传》，书中讲述了导弹设

计的第一人钱学森，如何在美国遭受迫害，最终返回

中国的史实和时代背景。这本书获得了美国麦克阿瑟

基金会“和平与国际合作计划奖”，并很快成为畅销

书。

“如果不是因为被南京大屠杀的史料触动，张

纯如也许会照常地享受生活，做一个平凡的世人。”

一个从事历史学研究的美籍华裔学者说。1994年，

一次偶然听说了朋友要拍摄《以天皇之名》后，张纯

如十分感兴趣。而她的朋友则建议她去旧金山参观一

场由华人举办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很快，张

纯如便驱车前往参观。

腥风血雨，惨绝人寰。一张张惊人的黑白照片

狠狠地叩击着张纯如的心灵。以往她只是从家人的言

谈中听过，1937年在中国一座叫南京的城市，日本

侵略者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战俘进行了残忍的大屠杀

。但那一段历史对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的张纯如

来说实在是太过于遥远。而这次是她第一次看到当时

的画面，眼前的一切让她惊呆了。

“我必须做点什么！”惨遭杀戮的同胞骨肉，

萦绕在张纯如的心头。作为一名作家，张纯如想要成

为一位替历史呐喊的斗士。

那一刻，张纯如仿佛感触到了祖国跳动的脉搏

，尽管从未相见，却一点不陌生。

为30万冤魂奔走呼号

1995年，张纯如乘飞机经香港，再坐火车到南

京。

第一次踏上南京这块浸透过30万同胞鲜血的故

国土地、踏上这块游荡着30万前辈亡灵的昔日屠场

时，张纯如看到的不再是那场战争后的狼狈模样，而

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

不过，张纯如明白，青砖下的鲜血还未消逝，

屈死的冤魂还在暗夜悲鸣。旧时的南京，从前的南京

人，他们的存在使当下的南京无法避免地多了一丝悲

凉和沧桑。

盛夏的南京炎热无比，张纯如顶着酷暑走进南

京郊区的荒草丛中，寻找那些有标记和没有标记的屠

场。每到一个地方，她都要细致地拍下每一处屠杀遗

址和掩埋地点。要是遇到当地人讲方言，她就一个个

录音，再拿回去听。

她走进那些曲深里巷采访大屠杀的幸存者，每

一位老人都情绪激动、滔滔不绝，他们的痛苦过于深

重，好像在老死之前都不能一吐为尽。“有时我感觉

像在做时空旅行，比如一名受害者面对面地跟我说她

曾经反抗企图强暴她的三个士兵，而她的照片是我见

过的。一个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女孩，满身都是伤口

……六十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眼前这个老人跟我

说的她当年的遭遇。这对我触动很大，我切身感受到

大屠杀不仅仅是在六十年前，到今天还影响着人们。

”

张纯如天天看着这样的图片，听着各种悲惨的

经历，尽量让自己置身于当年那个宛如人间地狱的环

境中。种种不争的事实，更坚定了她想要告诉全世界

真相的决心。

1996年4月，《南京大屠杀》一书进入到了最艰

巨的写作阶段，埋身浩瀚而黑暗史料中的张纯如体重

减轻、经常恶梦，头发一团团地脱落。她告诉父母，

有时她必须起身远离那些文件，深吸一口气，她觉得

痛苦万分，几乎窒息。在给母亲的信中，张纯如这样

写道：“我现在所承受的这些与大屠杀中的那些遇难

者的遭遇完全无法比拟，作为一名作家，我要将这些

遇难者从遗忘中拯救出来，替那些喑哑无言者呼号。

”

除此之外，张纯如还设法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

记录稿，甚至直接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施害者。让她惊

讶的是，这些当年的禽兽，犯下那样滔天的罪行，却

还能逍遥法外，过着幸福的日子。

人类同胞相残的历史是漫长而凄惨的，而没有

哪几次劫难能与“二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比。

一位历史学家曾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难者的手

连接起来，可以从南京一直拉到杭州，足有200英里

长。他们的血量总重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

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就连当年在南京城中的纳粹

教徒也感到恐怖，他们称这场屠杀是“野兽机器”的

工作。

在揭开那段惨痛历史的过程中，张纯如不得不

将这些罪恶与黑暗刻在心中，她用一副柔弱的肩膀，

担负起警醒世人的沉重担子，去寻找和抢救不断消亡

的中华民族的痛苦记忆。

1997年，在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张纯如发

现的尘封了70年的南京大屠杀第一手资料《拉贝日

记》中文版在南京出版。

而在这一年，29岁的张纯如用心血凝结成的

《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也震撼

面世。它是第一部全面记录日军对南京城所犯暴行的

英文著作，她不仅在书中详述日军疯狂暴行的细节，

而且分析了在军国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日本

士兵对人类生命的漠视。此书一经问世，即震惊全世

界！仅仅一个月，该书就打入美国《纽约时报》畅销

书排行榜，还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在随

后数年内它被翻译成了15种语言再版10余次，迄今

印数已近百万册。

“这是60年来首次有人让美国人知道这项战罪

暴行的存在。她做的是美国无数以英文写作的男性作

家和历史学者都没做到的事。”《纽约时报》称张纯

如，“60多年来首次打破中、日、美的沉默，用英

文向全世界，详尽地揭露日本当年的兽性。”

2016年5月，一篇《死里逃生》被选入语文出版

社的中学教材，这篇文章节选自张纯如的《南京大屠

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这也许是对南京30

万冤魂最好的纪念。

这颗“穿越”67年的子弹最终杀害年仅36岁的张纯

如

《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出版后，

张纯如成为世界各极端右翼团体，尤其是日本右翼攻

讦的目标。时任日本驻美大使的齐藤邦彦却厚颜无耻

地公开宣称：张纯如所著《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的描

写是“非常错误的”；不久后，齐藤邦彦与张纯如一

同出现在一档名为《吉姆•里勒尔新闻》的访谈节目

中，这无疑给了后者当面对质的良机。

面对齐藤邦彦，张纯如毫不留情地指出：日本

政府从未就当年在南京犯下的暴行认真地、正式地表

达过歉意，而且在战后的几十年间，日本教科书也在

极尽所能地试图歪曲和掩盖这段历史；在张纯如的咄

咄逼问下，齐藤邦彦只剩下含糊其辞地狡辩……

“《南京大屠杀》成为畅销书我感到很幸运，我不想

让这段历史从此消失，我不想让那么多人的生命从此

灰飞烟灭，所以我写了这本书。真正困扰我的是日本

的强硬势力，他们想让这段历史消失，我认为这是对

遇难者的侮辱，人们应该为阻止集体屠杀行为而斗争

。”

“你们最好记住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作为畅

销书作家如日中天的我——而非那个从路易斯维尔

市回来后变得失魂落魄的我……我的每一次呼吸都

变得困难——这种焦虑堪比淹死在开阔的海洋中。

我知道我的行为将会把一些这样的痛苦传递给别人，

那些最爱我的人。请原谅我。”这是张纯如留给世人

最后的话。

2004年11月9日，年仅36岁的张纯如在加州盖

洛斯路边的汽车里饮弹自尽。离开她深爱的父母、丈

夫和2岁的儿子，我们不知道张纯如的内心究竟经历

了怎样的挣扎和痛苦，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她的生

命短暂而绚丽，正如自己所言：“我曾认真生活，为

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那天，当安睡着张纯如年轻遗体的棺木缓缓下

葬时，沾满泪珠的鲜花纷纷扬扬撒落在她的身边，她

的灵前只供放着3本书，她生前的3部著作——《南

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蚕丝· 钱学森

传》和《美国华人：口述历史》。

在美国加州的天堂之门公墓，张纯如的墓碑静

静地躺在一处，碑上有这样一段话：“挚爱的妻和母

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有的人死了，

她还活着”。“三十七岁良知，一万公里勇气：一次

悲壮的灵魂之旅。生与死在漫长的墓道上，一一对视

，一一默祷，一一倾听。”这首写给张纯如的诗歌悲

怆而勇毅。

斯人已逝，长歌当哭。张纯如的一生，短暂却

充满力量。

“生命终将消逝，但书和文字可以流传，有些

人的一生，便是专为别人而度过。”张纯如的母亲在

自己的回忆录最后，用一句这样的话结束全书。

张纯如走了，带着对人性的绝望，可她的影响

，直到今天都没有结束。因为她，日本的罪行曝光天

下，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步伐也被打断。2007年，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日

文版面世，也让更多的日本人重新面对这段历史。

正如杀光所有报晓的鸡也挡不住天亮一般，张

纯如用生命留下的这些白纸黑字，是她曾经为南京

大屠杀奔走的证明，让欧美人再次回到了那个血腥

的年代，知道了除奥斯维辛和卡廷森林外，浴血奋

战的中国人遭遇了什么，也看清了偷偷酝酿实力的

右翼分子。

铭记历史，勿忘国殇

南京大屠杀于张纯如，是一种生命的连接。是

与她自己生命的连接，是与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故

去的人的连接，也是与在和平年代下生活的我们的

连接。

而于我们，关系就是，我们这没有经历过战争

的一代，现在站的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一场大屠杀

，迄今为止，只过去了短短的80多年。铭记历史，

勿忘国殇！2005年，张纯如铜像静静矗立在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广场右侧，陪伴她的还有馆

藏《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的英

文原稿，无声诉说着这段黑暗的历史。

铜像被代表她英文名Iris的鸢尾花围绕。“Iris”

是希腊神话中彩虹女神伊里斯的名字，象征光明和自

由。铜像中的张纯如左手拿书，右手直指天空，那是

在呼唤正义，让人们心底那抹温暖的光，照亮曾经的

黑暗。

铜像背后的爬山虎叶子绿了、红了、落了，岁

月轮回。

“国行公祭，祀我国殇。山河犹在，国泰民安

。”2014年2月27日，中国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

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昭示后人勿忘

国耻，珍爱和平。

2017年清明，古淮河畔，庄重典雅的张纯如纪

念馆沐浴朝阳，瞩望东方。

从这一天起，英雄魂归故里，不再孤单，有560

万家乡人民陪伴她，她深邃的思想永不停歇。她守望

千里江淮，情牵四海赤子！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张纯如

，被她寻找真理、捍卫正义的精神所打动，从中获得

力量。

而在大洋彼岸，以张纯如名字命名的“张纯如

公园”在美国圣荷西揭幕。

公园的设计寓意深远，从高处俯瞰，犹如一颗

石头丢到水塘里形成一圈圈的涟漪。小小的石头不

正是张纯如的化身吗？她用“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

变世界”的信念，击破了谎言，还原了真相，匡扶

了正义。

以刀为笔，用生命为30万南京冤魂正名



近日，由霍廷霄監製，廉濤執導，

朱茵、成泰燊領銜主演，方芳、高林宇

、季承、宗俊濤、王佳佳、蔣雪鳴、柳

俊岐等主演的東方驚悚題材電影《皮囊

》正式殺青，並發布電影概念海報。海

報以黑紅配色古典畫布形式呈現，血紅

色燈籠映照神秘古宅，黑雲迷霧之下故

事人物藏於各處行跡成謎，看似平靜之

中暗流涌動，整體中式古典驚悚氛圍感

十足，充滿想象空間。

朱茵成泰燊領銜揭秘古宅驚天
陰謀，實力演員雲集上演 「換皮
奪命」

影片通過極具戲劇張力的表現手法

，講述了古時妖與人「換皮奪命」的東

方驚悚奇幻故事。人間婦人蓮華（朱茵

飾）之子英傑（季承飾）被妖掠奪，下

落不明。蓮華念子心切，故又收養一子

，起名英寧（高林宇飾）。多年後，失

蹤的英傑竟毫髮無傷地歸來，在歷經一

連串的詭異事件之後，逐漸揭開一樁塵

封多年的驚天陰謀……朱茵此次在電影

中出演掙扎於兩個孩子之間為愛守護家

人的母親，與一眾實力派演員共同上演

一出換皮奪命、親情羈絆的東方驚悚故

事。朱茵作為一代國民女神詮釋過眾多

經典角色，無論是《大話西遊》中敢愛

敢恨的紫霞仙子還是《射鵰英雄傳》中

古靈精怪的黃蓉，都是無數觀眾心目中

難忘的白月光，此次是朱茵時隔四年再

度出演驚悚電影，相當令人期待。

電影《皮囊》此次釋出的概念海報

將「東方驚悚」的類型元素根植在設計

理念中，紅黑配色的國風古畫氣質讓影

片的懸疑驚悚氣質盡顯，透過層層黑雲

的迷霧籠罩，血紅色燈籠映襯下的古宅

看起來略顯陰森，似乎隱藏着什麼不可

告人的秘密。海報將故事人物、環境與

細節元素融合在畫面中，暗示古宅場景

里有關人與妖的詭異故事，同時也讓觀

眾對故事產生想象空間。片名「皮囊」

二字如裂帛般從中劈開，仿佛有什麼東

西將要破畫而出，整體視覺衝擊力十足

，令人印象深刻。

類型片頂級製作團隊加盟，
「國恐第一團隊」 打造東方驚悚
奇觀

據悉，電影《皮囊》此次集結了

2019年度驚悚片內地票房冠軍《碟仙》

原班製作團隊，實力班底時隔三年再度

集結，在前作成功的基礎上更進一步，

參考傳統典故中的怪談驚悚，講述陰森

古宅中的詭異傳說，高水準打造具有東

方特色美學的驚悚奇觀，精良製作誠意

滿滿，力圖為觀眾呈現一場視聽雙重衝

擊的驚悚盛宴。此外，還有《霸王別姬

》《長津湖》美術指導、中國電影美術

學會會長霍廷霄擔任影片監製，為電影

《皮囊》保駕護航。

導演廉濤對於驚悚類型電影經驗豐富

，前作《碟仙》《孤島》都有着不俗成績

，不難看出導演對驚悚電影有着自己獨特

的見解。不同於以往國產恐怖片一驚一乍

故弄玄虛的套路，也區別於歐美恐怖片狂

撒血漿挑戰生理極限的拍法，導演廉濤擅

長於利用鏡頭語言和音效，去營造「細思

極恐」的驚悚氛圍，觸碰人對於未知的恐

懼，心理驚悚滿足觀眾觀影需求。此次導

演廉濤攜手演員朱茵、成泰燊再度挑戰驚

悚題材，妖與人換皮的奇幻設定與母子情

深的情感內核相輔相成，通過對東方本土

驚悚故事的深入挖掘，匠心打造具有東方

傳統文化底蘊的驚悚電影。

電影《皮囊》由愛奇藝影業（上海）

有限公司出品，現已正式殺青，進入到後

期製作階段，期待早日在大銀幕相見。

朱茵領銜主演《皮囊》殺青
概念海報暗藏玄機

4月 27日，兩部國產大劇同日新上線

，都是衝擊五一檔的影視作品。一部是由

陳坤、白宇、聶遠、楊穎等主演的古裝大

劇《風起隴西》，而另一部則是由張譯、

王俊凱、馮文娟等主演的懸疑新劇《重生

之門》。

《重生之門》比《風起隴西》上線的

時間早，開播首日衝上了全網熱度排行榜

第三名的位置，僅輸給了《且試天下》和

《特戰榮耀》兩部熱門新劇。

《風起隴西》於4月27日晚上才上線

，當日熱度沒有《重生之門》高，位居全

網熱度排行榜第6名。

《重生之門》被稱為是「重生系列」

的開門之作，也是王俊凱的最新力作，和

實力派演員張譯合作，出演一個天才少年

莊文杰。

在豆瓣平台，《重生之門》還未開分

，但從短評來看，不僅熱度高，而且一眼

看過去，滿屏都是五星好評，口碑似乎有

些炸裂。

衝着《重生之門》的陣容，迫不及待

便追了起來，看了兩集，整體來看，並沒

有吹得那麼精彩，有點吹過頭了，但的確

也是一部誠意之作。

故事從一幅名畫失竊講起，發現名畫

被盜的正是王俊凱所出演的莊文杰，而他

也成了犯罪嫌疑人。

莊文杰不是一個普通人，他出生於盜

賊世家，而且在代替名畫的贗品中，警方

發現贗品通過隱形墨水註明由莊文杰所畫

，負責調查這一起案件的是張譯所出演的

羅堅。

莊文杰雖然是一個在學法律的大學生

，但對畫畫很有研究，在仔細看了贗品之

後，他指出，畫假畫的應該是一個街頭畫

師。

循着這一條線索，羅堅找到了街頭畫

師，但他告訴羅堅，讓他畫假畫的正是一

個自稱莊文杰的人，莊文杰的嫌疑並沒有

洗清。

隨着劇情的展開，逐漸揭曉一切都是

一個盜竊團伙設好的局，莊文杰陷入其中

，基於此，展開一個懸疑故事。

就前面兩集來看，《重生之門》的故

事劇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節奏緊湊，但

也只是表現平平，並沒有帶來太多驚喜。

在影視圈，就近年來看，王俊凱並沒

有易烊千璽活躍，而從未來片單來看，王

俊凱也是片約不斷，在《重生之門》之後

，還有《刺蝟》、《斷· 橋》、《翻譯官》

等作品，而且部部都陣容強大。

王俊凱新劇終於上線
開播第一天五星好評

近日，女性勵志題材電影《出拳吧，

媽媽》正式宣布定檔，將於4月30日全國

上映，從預告片和之前的幕後特輯中可以

看到，每出演一個角色就解鎖一個新技能

的譚卓再次帶給觀眾驚喜。

劇情方面，《出拳吧，媽媽》主要

講述了人生跌入谷底的媽媽白楊為了孩

子的撫養權，在教練沈浩的幫助下重回

賽場的故事。電影《出拳吧,媽媽》宣布

將於4月30日上映，進擊五一檔。一個單

親女性的奮鬥與愛情故事，譚卓和田雨

兩位實力派的CP倒是頗有新鮮感。

該片是譚卓繼2018年《我不是藥神

》，2019年《誤殺》之後，時隔兩年再

度回歸大銀幕的力作，從預告片和之前

的幕後特輯中可以看到，每出演一個角

色就解鎖一個新技能的譚卓，再次帶給

觀眾驚喜。力求在銀幕上的每一次出拳

都讓人感受到發自內心的蓬勃力量，更

把一個女人在絕境之中仍然堅持自我，

不躺平，不服輸，不向命運低頭的堅韌

不拔演繹得淋漓盡致。

《出拳吧，媽媽》主創們也希望用

電影為全國觀眾加油打氣。為了演好白

楊這個角色，譚卓不僅在專業教練帶領

下進行非常艱苦的訓練，力求在銀幕上

的每一次出拳都讓人感受到那種發自內

心的蓬勃力量，更把一個女人在絕境之

中仍然堅持自我。

《出拳吧，媽媽》
4月30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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