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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报道有啥子用，就是这个用。”

小华指给我看，头顶上交错的电线。报道过

后两个月不到，小华从成都大学回家，发现村里

通上电了。

电线下方，小华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分散在旱

地里拿钢叉翻土。正赶上一年一次土豆收获的时

节，外来的访客并未打断她们专注的劳作。父亲

静静地坐在远处的桃树下休息，隐在树荫里，看

不清表情。

“2019年我考上大学，他就这样了。”慢阻

肺，病情严重影响到心肺功能，父亲隔几个月就

会手脚浮肿，必须住院。

小华五年级那会儿，父亲照顾动手术住院的

母亲，他一个人挖土豆、背土豆。

“一个多星期，疼了又背、背了又疼，晚上

睡觉都是疼的，第二天继续背。”洗澡时发现

“腰上一层皮坏了，里面全是黑的。”那时小华

经常跟老师请假回家干活，还要照顾年纪尚小的

妹妹们。

在他小时候的记忆中，一筐装七八十斤土豆

，一次能装四五十筐。而今产量逐年下降，“今

年收成是很不好的，估计抵不过肥料的费用。”

为什么呢？天气、土地，还是过于原始的耕

作手段？小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以前我挺能干的，几十筐土豆全部背完。

现在不行了，昨天挖土豆，结果掌心这里还起泡

了，一个早上而已。”小华摊开手掌，露出无奈

的笑容，“上大学以后有了懒惰思想，让我种地

，应该是种不了了。”

坐在“悬崖自习室”里上课并非一件惬意之

事。刮大风时，沙土从编织布的缝隙灌进来，沾

满了小华的头发和电脑键盘。这倒没什么，但是

碰上下雨，键盘进水罢工，雨越漏越大，他就只

能和老师打声招呼退出，回头自己补习知识点。

家务有爸妈做，不过遇上土豆、玉米的播种

时节，课间小华要挨家挨户给邻居帮忙。上课时

间一到，他放下锄头一路小跑回电脑前坐下，满

头的大汗过很久才消退。

一路成为拔尖的优等生考出凉山，又暂时回归同

一片山头上网课，小华没有想太多，“把书读完

就可以。”

村小入学那天，小华起得早，迷迷糊糊的，

依稀记得被父亲带去陌生的山脚下报名，明白过

来是要开始念书了。

老师用汉语教课，小华一开始听不懂，哭了

，“躲在最后一排慢慢地听”；来到陌生的环境

，他胆小而自律，“很少出去玩，乖乖坐在自己

座位上看书、写作业”。

四年级上半学期考到前三名，那会儿10块

钱奖学金“够买一双鞋和一条裤子”。到了下半

学期，因为家里缺人手，小华辍学回家放羊。

早上八九点赶着羊上山，下午四五点再赶回

来。一整个白天就在山沟里坐着，看着每天一样

的树木和石块，什么也做不了，小华想要回学校

读书。父亲掏了学费，把羊卖了。从那以后，小

华坚持读了下来。

辍学或许是一段损失，也可能是一次机遇。

重新坐进课堂，小华遇到了让他感激至今的语文

老师。她能从小学生一堆歪歪扭扭的字当中挑出

哪个少写了一笔、哪个写错了；上课喊过“起立

”之后再进教室就算迟到，要打手心。小华养成

了极强的时间观念。

小学毕业联考，小华考得很好，多亏这位老

师推荐他去邻乡的一所初中，顺利考进了该校的

火箭班。不然小华可能草草地升入本镇的中学，

“听哥哥姐姐们说，那就是个玩儿的地方”，和

身边同龄人一样早早地去打工。“当时消息都是

闭塞的，如果不是老师我们根本走不出来。”

进了初中，只学过语文数学的小华，起点自

然比多数汉族同学低。他去垃圾堆里翻手机电池

、小灯泡做成小手电，晚上背着查寝老师偷偷在

被子里看书。

临近毕业，技校来招生，小华喜欢捣鼓电子

产品，直觉那里会是学技术的好地方，举手报名

。班主任看见，拉他到办公室骂了一顿，鼓励他

好好考高中。那时小华成绩排在全校前15名。

毕业数年后，小华回校探望，班主任和他开

玩笑：“当时拦住你报技校，现在还恨我吗？”

小华调侃：“还恨你。要不然，我现在已经

是技工了。”

如今他回看这些命运的拐点，“我有可能在

技校变得吊儿郎当，也有可能掌握了一门技术，

过得比现在好……没有选择的那条路，没有必要

去探讨。”

小华中考发挥出色，考入州直属的凉山民族

中学，并幸运入选由上海“杉树公益”提供资助

的重点班。不仅得到经济支持，还从一些公益宣

讲活动上了解到外面的世界，他开始做起大学梦

。

七月中旬，州民中高一高二的学生还在上课

。远远从教室门口望进去，每张课桌前堆叠的书

本将学生的面目淹没。高三所在的教学楼在高考

过后便上了锁。站在楼梯口，小华回忆起阳台上

曾经悬挂的一条条红底白字的横幅。

“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辛苦一年，受益一

生！”“不赢高考非英雄，挥泪洒血誓成功！”

相似的标语也频繁出现在他高三时的朋友圈。小

华会在课间望一望这些横幅，“忘记刚刚烦恼的

事情，跟着念念，然后期待它们都拆了。”

那段时间，他的生活里全是深夜挑灯的书桌

、拿笔圈画过的成绩单和励志鸡汤文。食堂、教

室、宿舍三点一线，时间被精确分隔、填满。每

天11点下晚自习，“为了晚上能睡着”，小华

绕着操场跑圈，直到被打着手电的管理员叫停。

杉树公益的理事董洽，广告人出身，2016年

来凉山拍公益宣传片时，了解到小华的家庭情况

，感受到他“纤细又沉重的内心”，交换了联系

方式。

在两人随后的交流中，董洽发现“带着家里

所有人的希望去改善生活，是小华给自己设定的

角色”。小华曾向董洽表达出很多对此的不确定

和担忧：高考能不能考好？以后会不会找到好工

作？

董洽鼓励小华尽全力完成高考，而不要一直

担忧结果。他给小华一个确定的答案作为鼓励：

高考结束，相约在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见一面

。这对当时的小华的确极具吸引力。

考完第一天，小华买上车票，装好行李向着

上海进发。第一次坐火

车，第一次出凉山州，

历经40多个小时硬座的

颠簸。与董洽碰面后，

他给小华连定了五天的

青年旅社，在繁华的静

安寺附近。

董洽带着小华玩了

两三天，去见已经大学

毕业的杉树学生和一些

共同认识的记者朋友吃

饭。小华一人时则比较

害怕，只在白天去了一

次外滩，“感觉雾霾挺

严重的”。话虽如此，

他拍下一张照片，“是

我、一艘船和东方明珠

连成水平线”，用作微

信头像两三年，直至最

近才换下。

回家填志愿，小华查看了上海的分数线，本

科填了成都的，专科全填了上海的。

拿到成都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会儿，虽是理想

中的第一志愿，小华却非常犹豫。父亲的病情开

始严重，丧失了劳动能力，小华想留在家里帮忙

耕地，向爷爷道出了迟疑。

“我们农村谁家不是这样苦过来的呢？”爷

爷让他不要想太多，出去读书。小华听进劝之后

就去办理了助学贷款。

今年二月份放寒假，爷爷走了。“达到了全

国人均寿命。”每次提到他的离开，小华试图用

这个标准来掩饰心中的遗憾。

今年刚好爷爷去世后开始下雪。积雪压弯树

枝、没过膝盖，上山的路全被淹没。村里组织铲

雪后，灵车才得以开上来。招待一通亲朋好友便

进行火化。当地习俗下葬没有牌位，“去世后什

么都没留下了。”

在表妹阿支的印象中，爷爷总把小华这个大

学生挂在嘴边，“对他来说是很骄傲的一件事”

。爷爷没什么文化，但阿支记得小时候看见他在

家里翻阅彝语书籍。爷爷去世那天，坚持要见到

从外地赶回的小华最后一面。

那天小华看着爷爷去世，却说不清他因何去

世。

一直以来，爷爷只说自己腿脚不好。今年寒

假是小华自高中以来第一次放下打工挣钱，在家

陪伴家人的一个假期。见爷爷状态不好，他不顾

家人的不乐意，坚持带他去西昌的医院看病。

“农村人都这样，能撑就撑，直到撑不住了被看

出来。”

进了拍片室，爷爷的腰已经无法躺平拍片，

打麻药强制放平又怕有骨折风险。结果好不容易

去一趟医院，什么也没查出来，回家几天后，爷

爷就走了。

小华猜想着爷爷当时从医院回到家的失落，

“给他心里造成了打击，我应该能体会得到。”

他为此十分自责。

“离我毕业一年之差，他就走了。我爸和爷

爷，一直很想让他们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我。

”

几年前，医生叮嘱小华父亲要在家长期进行

氧疗。老家通上电后，小华拿大一暑假在成都打

工攒下的钱，等到双十一买了台制氧机。此后父

亲每晚戴上氧气罩，睡得舒畅些了。

听爷爷说，父亲从很小年纪就开始抽烟了，

经常咳嗽。那时没有条件治好，落下了病根。过

去，凉山彝族人普遍喜欢种植兰花烟，有些彝族

人家的烟袋被视作代代相传的宝贝。如今，小华

也见过村里年纪尚小的孩子抽烟、喝酒，父母放

任自由，“所以教育很重要”。

大一上半学期期末，父亲的病严重发作，

“晚几步可能人没了”。小华连夜坐黑车从成都

赶到西昌的医院，背着已站不起身的父亲上下楼

做检查。抽血的时候，他看到父亲手臂伸出来

“跟狗腿一样细”。第二天父亲身体好转，吃得

下饭；爷爷、叔叔在旁陪着，小华赶回成都参加

第二天就要开始的期末考试。

考试顺利通过。那段时间，小华躺在宿舍床

上，回想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戴着呼吸机、全

身插满各种输液针的场景，往往到凌晨四五点才

睡得着。

小华未来的规划里全部是亲人，如果父亲真

要是离开了的话，“我的下半辈子将失去动力和

意义。”

院子里的核桃树下停着一辆去年买的踏板车

，落了一层细密的灰。

父亲喜欢下山去镇上逛街，去茶馆找以前的

朋友打牌，等邻居经过时载一程，或者花钱打个

摩的。小华看在眼里，自己还没有亲自载过父亲

，于是去年买了这辆踏板车，实现心中小小的愿

望。

那天父亲出院，小华开着新车去接他，未料

车子爬坡爬到一半，上不去了。“它是烧油的，

但动力比较小，我之前以为可以。”父亲下车，

小华去到上面平坦一点的地带等他，几百米的距

离父亲走了将近半小时，小华感到很惭愧、很对

不起他。父亲终于走上来了，小华载着他继续回

家。 （未完待续）

大凉山走出的小镇做题家
“这完全是神仙住的地方，空气好

，又清净。”站在黄土坡上，从西昌市

里来的司机望着青翠山峦发出赞叹。才

过一会儿，他举起手机抱怨：“完了，

没有信号麻烦了。”

小华笑了：“如果有信号的话，也不

会来这么多记者了，哈哈。”

两年前，正读大一的彝族少年甲古小

华遇上疫情封校上网课。远在家乡大凉山

安哈镇长板桥村的他拿着手机踏遍山坡，

找到信号最好的一小块地，用树枝和编织

布搭起简易的自习室；爬下山崖通过废弃

的水力发电机截取溪流，接线至坡顶供电

，才顺利完成五个月的网课。“悬崖自习

室”的故事登上新华社，广为流传。甲古

小华火了。

网课期间的晚自习，小华独自坐在漆黑的山头，能

听见山沟里各种动物走动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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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教育不是把树苗拔高，而是培育适

宜的土壤。今天的主人公是一位学霸妈妈，她

曾经自己攒够学费留学美国，并成为了“谷歌

中国”的创始员工之一。但她的孩子可是妥妥

的“小学渣”一枚。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个

海淀学霸妈妈养出“学渣娃”的故事，相信很

多妈妈会决定换个思路养娃。

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希望孩子是个省心的

学霸。

但现实是，学渣常有，学霸难得。

孩子是“学渣”，难道要放弃吗？

看了这个海淀学霸妈妈养出“学渣娃”的

故事，相信很多妈妈会决定换个思路养娃。

01.

“我现在也没想好老大适合干什么，他想

的挣钱的法儿都写在刑法上”。

说这话的是一位海淀妈妈，叫李琦。

一家四口人住在北京的“教育高地”海淀

区。老大小帅11岁，在人大附小读五年级，即

将面临小升初；老二马上小学，也准备进入和

哥哥同一所学校。

李琦高考后来到北京，大学毕业就进入互

联网行业工作，自己攒够学费去美国留学并加

入谷歌，成为“谷歌中国”的创始员工之一。

老公是北京人，一路保送到大学，也是别

人家的孩子。

夫妻俩妥妥的学霸。

但，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李琦却自嘲：在

谷歌，她是鄙视链最底端的人。“最顶端是没

参加过高考，国家集训队的；下一级是参加自

主招生，竞赛在全省排名前几的。”

按照这个标准，成绩中等的儿子小帅是妥

妥的“小学渣”一枚。

一个班级四十多个孩子，小帅稳定在班级

后十名，且好几次数学没到平均分。

这个成绩，对即将小升初的他来说并不乐

观。

小帅感慨，同学都太强了，有人已经学到

初中甚至高中的数学了。

面对这种情况，大部分家长无法淡定。

起初，李琦也是如此。

几乎所有人都告诉她，孩子学习差是你没

有教育好。

她尝试过给小帅报五花八门的兴趣班，但

成绩并没有显著提升。

这让她焦虑了很长一段时间。

焦虑过后，她认清了孩子的平凡。

“孩子有他的使命，有他自己的道路，只

是现在她还没有看见”。正是这个想法，改变

了她的教育理念，也无形中决定了孩子的未来

。

02.

虽然嘴上说着自家娃“平凡”，但李琦知

道，儿子只不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而

已。

在学校，小帅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班上同学一起外出参加活动，小帅带着满

满一箱食物，等别人把零食吃完，他再高价卖

给别人。

成本两百来块，他一转手，赚了六百多。

除了喜欢赚钱，小帅还喜欢剪辑视频、玩

游戏。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数码控，经常免费帮别

人解决选购电脑的问题。

一次，李琦同事问小帅“我想买电脑，你

给我推荐一下呗”。

小帅脱口而出“你预算多少？”

讲述时，想起当时小帅认真的模样，李琦

满脸笑意。

李琦说，小帅还在B站（视频网站）开了

个账号，上传自己剪辑的视频，目前已经积累

了八百多个粉丝。

“B站一百万视频播放量有三千收益，要

是能接上广告，赚上千万不是问题”。他毫不

掩饰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博主，养活自己。

李琦没有否定，但是会提醒小帅想做头部

UP主很难，没法养活自己才是常态。

尽管觉得儿子的

想法不切实际，但她

十分欣赏儿子的个性

。“做视频很辛苦，

如果能让他养成自律

和吃苦的好习惯那也

挺好的”。

不执着于将来的

成就，而是注重过程

会带给孩子什么，是

李琦作为母亲的智慧

。

在学校，小帅算

得上是名人。

他创建了只有六

个人微型出版社“刘

呱花花”。几个人分

工明确，有人画稿，

有人写字……小帅负

责创意，并自任CEO

。

虽然画工粗糙、

情节简单，却已经连

载了14本，读者遍布

各个年级。

就连老师看到了

都啧啧称赞。

李琦非常善于观

察，能从日常生活的

细节中了解孩子的特

性。

她很早就知道，小帅从小就是一个特别有

主见的小孩。

“他只有几个月的时候，看见大人吃苦瓜

，他也闹着非要吃。一边吃一边思考人生，好

像在想大人怎么会吃这么难吃的东西，就那样

他也吃完了”。

李琦很清楚，儿子虽然学习不好，但也有

优点。

他专注、有主见，认定的事情，就会投入

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

在谷歌做高管的她坚信：真正有领导力且

把事情给做成的人，他不一定是状元，而是能

够理解别人的难处，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知道事情的关键点在哪里……这些都不是学

校能考核出来的。

她了解儿子，不是靠施加压力就能奋起直

追立竿见影的孩子。

为了不给孩子施加更多压力，她放弃了给

儿子补课的想法。按照孩子的特质去培养，给

孩子更多的自由生长空间。

小帅制作的土味视频，被她珍藏在手机；

孩子喜欢玩游戏，只要在规定的时间玩，

都不干预；

喜欢赚钱，她没有责备，只是提醒他“现

在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就是学习，什么年纪就应

该做什么事”。

周末，一家人骑车去西郊看麦田，麦子长

势很好，颗颗饱满。正如她对孩子的期望：成

为一个身体健康、心智健全、对社会有用的人

。

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为此，很多事情

她都考虑得比较周全。

03.

李琦很少逼孩子做不喜欢的事情，但是，

也有例外——练琴。

她告诉孩子，你弹得不好，是因为练得不

够。

“没有孩子天生喜欢练琴，如果他能把一

件不喜欢的事情坚持下来，以后他们再遇到艰

难的事，也会有信心去把它做成”。

自信的孩子，更有韧性。

为了不打击孩子的自信，李琦很少否定他。

一次，小帅兴冲冲地给她讲解题思路。

听完，她发现解法是错误的。

她没有直接指出，而是说“我感觉这道题

真的挺难的”，然后通过引导让孩子主动意识

到错误。

为了不打击孩子的积极性，在知道孩子进

不了人大附中的情况下，她果断放弃了该校的

“早培选拔”。

这场选拔是从十万名学生中挑选一千名学

生入营，再从中选拔120名学生面试进入人大

附中。

李琦清楚儿子的实力，所以并没有报名。

选拔结束后，李琦把一道看图题拿给2位

清华的同事做，都没做出来。

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没让孩子去考

试是对的。

“何必呢？打击了你所有的自信，也没学

到什么东西。这是挑神仙呢，我们就没必要跟

神仙竞争了”。

她对海淀的教育有信心，她决定等候“派

位大锅饭”。

她希望孩子将来靠技术吃饭，成为一个自

食其力的劳动者，比如医生、工程师。

作为家长，李琦看得很长远。

虽说在学习上，小帅没办法跟上节奏和脚

步，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对孩子更深层次的教育

。

04.

课余时间，她带孩子参观博物馆，了解几

百年前国内与国外的差距，讲述后辈们是如何

奋起直追。

参观李大钊故居，她告诉孩子这是那个时

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看到那个社会的问题

，努力在国内外寻求解决方案然后进行实施。

带孩子参观钱学森的宿舍，去天文台、大

学、校史馆，告诉孩子什么人在这里留下足迹

，又为什么要来参观。

“我们能给孩子留的就是精气神，这个永

远夺不走”。

她会在饭桌上跟孩子聊社保，讲中国的产

业结构，讨论“先进技术不要指望其它国家卖

给你”……

在她看来，任何人、任何时代，都要有更

大的目标。这个目标不能纯是利己的，得有对

社会的责任。

在她的教育下，小帅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意

识。

他关注热点事件，经常和父母探讨社会问

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一次，饭桌上，小帅提到一个骑手送外卖

受伤了，因为和外卖平台没有签合同，只被赔

了三千：

妈妈：他们都是外包的。

小帅：就算签了，他们也自愿放弃五险一

金。

妈妈：那是不合法的，不能生效。

孩子尽早了解社会，这与其它方面的教育

同等重要。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有责任感，这对

孩子以后立足社会至关重要。

这一点，李琦做到了。

05.

她非常爱孩子，但是如果再来一次，她愿

意当爸爸：妈妈管得事情太多了，从来没人问

爸爸是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但女得做得好一

点，别人就会问你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

为了这个家庭，李琦付出了太多。为此她

已经错过了几次升职加薪的机会，有些许遗憾

但她并不后悔。

孩子评价她：聪慧的妈妈。

其实，她给孩子教育的力量来自她的母亲

。

她上初中时，学校要求六点半到校跑步，

她是自由散漫的孩子，很抗拒这一规定。

如果是其他家长，大概会做孩子的思想工

作。

但李琦妈妈却告诉老师：我的孩子八点上

学、不跑圈，五点放学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于是，李琦就成了最特别的孩子。

老师提议“你的孩子太特殊了，要不你们

退学吧”。

李琦妈妈说“这是党的学校，不是你的学

校，我们不会退学的”。

“那一刻，我感受到特别大的力量，让我

知道我可以与众不同，我可以做自己”。

成为妈妈后，她把这种力量带给了孩子，

尊重、平等成了她的教育底色。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我有理由相信，以

后小帅会成为心怀梦想、脚踏实地的人。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李琦身上

学到平等对话，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我想起一个经典的概念，叫“啐啄同时

”——小鸡在壳内的吮声谓之“啐”，母鸡助

力其出而“啄”壳，二者“同时”发力，新的

生命才可能诞生。

家庭教育也是如此，“啐”与“啄”两相

吻合，才能点燃孩子心中求知的火焰。

点亮「在看」，教育不是把树苗拔高，而

是培育适宜的土壤。

海淀妈妈自曝尴尬现状
花千万买学区房，却养出个「学渣」



美國法官傾向於司法部為搜查特朗普美國法官傾向於司法部為搜查特朗普
海湖莊園發布一些證據海湖莊園發布一些證據

【美南新聞泉深】一名佛羅里達州的地方法官週四（8月18
日）表示，他傾向於公佈美國司法部提交的一些證據，以證明其
上週對唐納德·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家中的搜查是正
當的。

儘管司法部表示反對，但美國地方法官布魯斯·萊因哈特表
示，他認為“宣誓書的某些部分可能會被拆封”，他指的是宣誓
聲明，其中列出了為什麼有可能搜查特朗普的海湖莊園的家。

他命令司法部在下週四中午之前提交一份經過修訂的宣誓書
（特朗普要求提供原件），並蓋章，但表示如果檢察官不同意他
提出的版本，他們將有機會上訴。

萊因哈特的命令似乎標誌著新聞媒體的勝利，他們於週四在
西棕櫚灘的聯邦法院出庭，說服法官相信公眾對宣誓書的利益超
過了將其密封的好處。

此次搜查標誌著特朗普在任職期間和從事私營企業期間面臨
的眾多聯邦和州調查之一的重大升級。這位共和黨前總統曾暗示
他可能會在 2024 年再次競選白宮，但沒有做出任何承諾。

司法部反對發布海湖莊園的宣誓書，即使是經過編輯的形式
也不願發布。

該部門反情報和出口管制部門負責人傑伊·布拉特週四告訴
法官，公佈宣誓書不符合公眾利益，因為這可能會損害正在進行
的調查，他稱調查仍處於“早期”階段，並且涉及高度敏感的大
陪審團材料。

他說：“還有另一個公共利益受到威脅，那就是刑事調查能
夠不受阻礙地向前推進的公共利益。”

這項搜查已於 8 月 5 日獲得萊因哈特的批准，是聯邦調查
局調查特朗普在總統選舉中輸給民主黨人喬·拜登後於 2021 年
1 月離任時是否非法刪除文件的一部分。

司法部正在調查違反三項法律的行為，其中包括禁止擁有國
防信息的《間諜法》中的一項規定，以及另一項將故意破壞、隱
瞞或偽造記錄以阻礙調查的行為定為犯罪的法規。

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出版商、美國廣播公司

新聞和 NBC 新聞在內的多家媒體的律師週四
告訴萊因哈特，公眾的知情權和搜查的歷史
意義勝過任何保持記錄密封的論點。

為媒體公司辯護的律師之一查爾斯·托
賓 (Charles Tobin) 說：“公眾對確保這一事
件的最大透明度更具有吸引力。”

然而，媒體的律師尚未向法院提出任何
此類請求，以尋求解封這些記錄，這些記錄
可能包含有關特朗普的破壞性信息。

在 8 月 8 日搜查當日簽署搜查令材料的
特朗普律師克里斯蒂娜·鮑布（Christina
Bobb）週四出現在法庭上觀看訴訟程序。

她沒有對記者發表任何聲明就離開了。
這位前總統一再聲稱搜查是出於政治動

機，他的兒子埃里克·特朗普告訴福克斯新聞
，他的父親打算發布監控錄像，顯示聯邦調
查局“在正確的時間”搜查海湖莊園。

特朗普還試圖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稱他
沒有提供證據表明他有解密相關文件的長期
命令。

然而，司法部在搜查令中引用的三項法律都不需要證明這些
文件實際上是機密的。

自突襲以來，針對聯邦調查局特工的威脅有所增加。
上週在俄亥俄州，一名武裝男子試圖闖入聯邦調查局大樓後

，警察開槍打死了他。與此同時，賓夕法尼亞州的第二名男子被
指控威脅聯邦調查局特工。

布拉特週四表示，兩名特工的名字出現在一份洩露的未經編
輯的搜查令副本上，此後也受到了威脅。

此外，他說，該部門“非常關注案件證人的安全”。
萊因哈特還面臨特朗普支持者的一連串批評，他們公開抨擊

他批准搜查令的決定。

路透社/益普索本週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特朗普針對聯邦
調查局的言論引起了共和黨選民的關注，其中 54% 的選民表示
聯邦執法官員在此案中的行為不負責任。

FBI 在海湖莊園查獲了裝有 11 套機密材料的盒子，其中一
些被標記為“絕密”——這是為最密切掌握的美國國家安全信息
保留的最高機密級別。

此類文件通常保存在特殊的政府設施中，因為披露可能會對
國家安全造成嚴重損害。

萊因哈特週四還批准了一項要求，要求解封與搜查令相關的
程序記錄，包括封面和政府密封搜查令的動議。封面說，司法部
正在調查“故意”保留國防信息，以及隱瞞或刪除政府記錄以及
阻礙聯邦調查的行為。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萊因哈特萊因哈特托賓托賓布拉特布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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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儲激進加息奏效聯儲激進加息奏效??
77月份消費者通脹預期顯著降溫月份消費者通脹預期顯著降溫

7月份消費者對通脹的預期大幅下降，原因是汽油價格大幅下跌，以及越來越多的人相信，食品和住房價格的快速上漲也將在未來消退。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NYFR)的月度消費者預期調查顯示，受訪者預計未來一年的通脹率為6.2%，未來三年的通脹率為3.2%.
這些數字以歷史標準衡量仍然很高，但與6月份的6.8%和3.6%相比，已經大幅下降。
勞工統計局（BLS）報告稱，截至6月份，食品價格較上年同期上漲10.4%.消費者預計未來12個月食品價格上漲6.7%，較6月份下降2.5個百分點，是該調查歷史上這一類

別的最大降幅。
同樣，受訪者認為在過去一年同比激增60%的油價未來一年的漲幅為1.5%，較6月份下滑4.2個百分點，為該調查歷史上該類別的第二大月度跌幅。
根據美國汽車協會（AAA）的數據，儘管普通汽油每加侖價格仍比一年前高出87分，但在過去一個月下降了約67分。整體商品價格也大幅下降。
最後，消費者預計房價將在未來一年上漲3.5%，較6月份預期的4.4%大幅下降，這是自2020年11月以來該類別的最低預期漲幅。
整體而言，消費者對未來五年的通脹預期也下滑了0.5個百分點，降至2.3%.
目前通脹率處於40多年來的最高水平，聯儲會一直在大幅加息以降低物價上漲速度。根據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團(CME Group)的數據，聯儲會2022年已四次上調基準利率

，共加息2.25個百分點，市場定價顯示，9月份將連續第三次加息0.75個百分點。
上週末，聯儲會理事鮑曼(Michelle Bowman)說，她預計通脹不會很快回落，並認為有必要繼續推高利率。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行長戴利（Mary Daly）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她認為加息“遠未完成”。
紐約聯儲的調查還顯示，明年整體家庭支出增長預計將降至6.9%.從長期來看，這也是一個相對較高的數字，但遠低於5月份創下的9%的紀錄高點。 1.5個百分點的月度降

幅是該調查歷史上最大的。
在標普500指數飆升9%的一個月裡，消費者對股市的樂觀程度也略有提高，有34.3%的人預計未來12個月股價還會上漲。
GMCC萬通貸款銀行，是一家成立超過15年的直接貸款銀行，在全美25個州提供租賃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GMCC萬通貸款的資深貸款顧問王潔（Jessie Wang）可以幫助貸款人解決各種貸款問題。即使貸款人面臨報稅收入不夠，首付款不足，或是外國國籍等情況，都能完成貸

款。任何貸款問題，都可以聯繫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請她幫您出謀劃策，量身定制專屬的貸款方案。
王潔（Jessie Wang）的聯絡電話是832-235-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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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据外媒，瑞士当地时间8月4日，在瓦利斯

州西南部的阿莱奇冰川上，有人发现了一具坠毁

的飞机残骸，随后，经过调查，这架飞机竟然是

在54年前坠毁的，这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难道

它是穿越了时空，来到了现在吗？否则为何当时

坠毁后，没有被发现呢？

瑞士冰川发现54年前飞机残骸，这是怎么回

事？

据悉，当时这架飞机残骸没有被找到，是因

为坠毁地点冰天雪地，搜寻起来非常困难，而且

当时因为已经找到了遇难者的尸体，于是飞机残

骸就没有继续搜寻了。

如今时隔54年，没想到竟然因为持续高温，

让这里的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于是，伴随着冰川

融化，这架原本被冰雪覆盖的飞机残骸，也重新

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不少专家在得知这件事后，都认为情况不妙

，倒不是说这架飞机残骸会带来哪些影响，主要

是因为它的现身，意味着地球的气候正在进一步

恶化，在看不到的地方，或许已经有一些“不该

出现”的东西，已经在悄然苏醒！

藏在冰原下微生物正在醒来，人类该怎么办？

1941年，西伯利亚地区曾爆发过一场很严重

的炭疽病毒，当时有一头感染死亡的驯鹿尸体，

被埋藏在了永冻土之下，原本人们以为它永远不

会再出现，却没想到，在2016年的时候，伴随着

全球变暖导致的冻土融化，让这头染病的驯鹿尸

体重见天日。

时隔70多年，古老的炭疽病毒再一次感染这

片土地上的生命，因为可以导致人畜共患病，所

以，不仅有多位当地居民感染，还有2000多头驯

鹿也因此死亡。

这件事让不少科学家都感到害怕，认为这是

为人类敲响了警钟，提醒人类若地球持续暖下去

，那么，那些被冻住的病毒、细菌等，都有可能

会再次出现，甚至不排除，其中有很多是已经消

失，但是却在远古时期折磨过人类的病菌。

例如已经被人类消灭的“天花”，虽然在

1979年世卫组织就宣布了人类战胜它，但是，在

西伯利亚的永冻土里，还埋着很多100多年前感

染天花死亡的尸体，未来有一天，当那里的永冻

土彻底消失，这些尸体上的天花病毒，有可能也

和驯鹿尸体上的炭疽病毒一样，也再一次悄悄流

入自然界。

所以，这一次看起来不过是瑞士冰川中发现

了一架几十年前的飞机残骸，可事实上它背后却

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安全隐患。

特别是今年入夏以来，北半球多地出现罕见

高温，而且持续不退，包括北极圈也都已经超过

了30摄氏度，这无疑是一个“坏信号”，有可能

将人类置于一场很严重的危机之中。

全球变暖或引发“蝴蝶效应”，更多的问题

都在出现

除了这些在冰原下已经醒来，或者是即将醒

来的远古微生物，还有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是全球变暖还会导致气候环境、生态环境失衡，

以及可能会因为海平面不断上升，从而让大片的

陆地被淹没，一直到地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那

个时候，我们将无家可归。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数据，去年我国沿海海平

面的上升趋势，创下了1980年以来的最高值，主

要原因，就是海洋变暖不断加速导致的。

此外，早在去年，在权威期刊《新科学人》

上，就有研究者发出过警告，称未来上海、纽约

等多个全球沿海大城市，都有可能会被淹没，自

然那个时候，地球的沿海格局就会随之改变，当

人类开始不断朝着高处、内陆地区靠拢，由于陆

地面积、资源不断减少，人类文明发展也势必会

受到影响。

所以，这些年来为了让大家重视起来，科学

家们才会一次次表态，提醒人类要想办法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想办法阻止全球变暖，让地球升温

速度减慢，毕竟地球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环节

出现问题，都会导致一连串的不良反应。

今年的气温飙升、极端天气，不会是极限，

也不会是终结，在未来，情况大概率会变得更加

糟糕，因为现如今地球气候的临界点，还没有被

完全打破，所以人类其实还有机会来挽救这一切

，若是气候环境彻底失衡，再想要挽回就属于

“亡羊补牢”了。

瑞士冰川发现54年前飞机残骸

远古病毒正在苏醒，人类会有危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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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的疑问：为什么看不到亚裔作者的书

余梦在洛杉矶西部长大，打小她就发现，那些她读

来感觉最亲近的故事往往是由移民和有色人种撰写的，

洛杉矶并不缺乏亚裔社区，但无论是在图书馆还是书店

，这些由少数民族移民撰写的书往往只被放在角落的一

个书架上，或在遗产月展览会上展出——黑人遗产月把

黑人作家的书拿出来摆一摆，亚洲遗产月再把亚裔作者

的书拿出来。

余梦对CNN说：“我就想有这么一个书店，走进去以

后不用费劲找，就能找到我想要的书。”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余梦还发现了一个现象：亚裔和

其他少数族裔作者事实上并不少，但他们得到的出版机会

太少了。她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间，出现了大量作者，他们

的名字或背景都和她类似，是第一代或第二代亚裔移民。

但她说，其中很多书很快就被列入了后备书目。后备书目

指的是仍在印刷、但通常没有得到积极推广的老书。

“我认为出版界认为这些书卖不出去，或者觉得人们

不会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余梦补充道。“但它们一直

都在那里，这些作家、这些写作者和这些故事一直都在那

里。”

在主题圈定后，地址也更好选择：她选择纽约唐人街

开店，因为这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小时候每周日，妈

妈都会开两小时的车，带她到洛杉矶唐人街上美术课，上

课前后，母女俩自然会在唐人街吃早餐和午餐。

只不过，茂比利街是稍稍让人有些意外的地方：这条

街原本是小意大利的核心，自1970年代，随着华人移民越

来越多涌入纽约，这里开始相继出现了数家由华人经营的

殡仪馆和寿材公司，在2020年新冠最严重的阶段，从疫情

初起到7月，纽约有1000多名华人去世，茂比利街也因此

被浓厚的悲伤所笼罩。而Yu and Me Books却在这里开设

了一家温暖的小书店，给社区带来了新的希望。

她的想法进入了纽约的亚裔作家圈后，获得了热情的

欢迎，作家们积极参加朗读和签售会，还有很多出版商和

作者向书店捐赠了自己的签名书。

亚裔美国作家工作室（Asian American Writers’Work-

shop）的执行董事杰弗林· 乌丁（Jafreen Uddin）表示，纽

约市的亚裔文学界并不以竞争为特征。她说：“我们真的

接受了这样的想法，一起努力，创造尽可能更加多样化和

更广泛的社区。我认为，我们都意识到并同意，竞争包含

了一种稀缺的心态，我们都不喜欢这种心态。”

2021年11月初，当Yu and Me Books进行试营业时，

诗人和小说家阮潘桂梅和回忆录作家陈丽（Ly Tran）分别

朗读了她们的作品《山峦会歌唱》（The Mountains Sing）

和《树枝之家》（House of Sticks）。书店的活动非常有

亚洲特色：陈女士说，这是一个以食物和故事为中心的活

动——先从附近的一家餐厅开始，然后转移到Yu and Me

Books。

陈丽在她的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从饱受战争蹂躏

的越南来到纽约皇后区的历程，谈到了她如何在两

个世界中徘徊的移民故事，陈丽对《华盛顿邮报》

说，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也没有在书店里看到有

什么书能真正讲述自己和家人的移民故事，因此支

持 Yu and Me Books 的创举：“我的书中有很多主题

。但其中之一是讲故事的主题，以及我们如何将讲

故事作为一种生存手段。事实上， Yu and Me Books

尊重了这种讲故事的传统，而且出现在一个非常关

键的时候。当社区遭受巨大的创伤时，书籍和书店

是一剂良药。”

余梦说，她的书店开业“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我

非常感谢所有这些作家和创作者信任我，为他们创造了这

个温暖而友好的工作空间。”

一个社区的聚焦点

余梦开玩笑说，她对经营企业的了解大多来自谷歌和

YouTube。通过给当地其他书店老板打电话，她也学到了

很多，包括布朗克斯的文学酒吧的诺艾尔· 桑托斯和布鲁

克林书店的艾玛· 斯特劳布。从开业以来，Yu and Me

Books一直在稳步增长。这家店现在包括余梦在内有四名

员工。

余梦说，她对于自己选择在唐人街开店的决定感到特

别欣慰。

“唐人街的社区真的是无与伦比，”余梦说。“这里

给了你家一般的感觉。每个店主都会力挺其他店主。”

在Yu and Me Books，一对母女在读书。

余梦明白，在这个反亚裔暴力和歧视不断上升的时

代，经营书店的重要性。除了推出1700多本精心挑选的

关于亚太裔和移民故事的书籍外，Yu and Me Books还举

办作家讲座、社区读书会和其他活动。这个空间里有一

个咖啡吧和一个阅读角，她计划举办更多的读书会活动

，把书店的范围扩大到纽约以外的地方。当纽约的亚裔

美国人面临他们所在社区的袭击时，这家商店与非营利

组织Soar Over Hate合作，免费发放胡椒喷雾和个人安全

设备。

它已经成为读者家庭的目的地。余梦回忆说，在母亲

节那天，有一群妇女一起来书店，她们是女儿、母亲和外

祖母，她们浏览书籍，分享她们经历歧视的个人故事。

“有个母亲在结账的时候走到我面前，告诉我，‘我

们原本已经计划好一整天的活动，但看到你们的店面时，

我们不由自主走了进来。我从来都没有和我的母亲或女儿

进行过这样的对话，而你创造了一个让我们可以自如谈论

它的空间。”

这种交流对于余梦来说很有力量：“我知道用那种方

式和父母交流真的很难，所以听到这句话让我很自豪，也

很激动。如果我能让一个人有那种感觉，我认为这一切都

是值得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书。她的书架上既有《柏青科》

和《在H超市哭泣》等畅销书，也有小型出版社的小众书

籍。客人们可以浏览美国亚裔作家的烹饪书、言情小说、

青年小说和诗集，而且选择还在不断增加。大多数晚上，

她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研究书目。

“当顾客走进商店时，我听到的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是

，‘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本书’或‘你们这里上架的书里

，我有40%从来没见过，’”余梦说。“这让我很高兴，

因为你可以在我们这里，读到一个不一定是由出版商推动

的故事。”

Yu and Me Books在庆祝和展示亚裔美国作家几十年

来创作的广泛作品的同时，也鼓励她的来访者保持开放的

心态。

“我也尽量提醒读者，在亚裔美国人的经历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移民写的书，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她补

充说。

曼哈顿的唐人街小书店，讲述真实的亚裔故事
在成长的过程中，余梦（Lucy Yu）在书中找到了避难所。

7岁那年，余梦告诉妈妈，等她退休后，她想开一家书店。

她一直喜欢阅读，作为一个从中国移民的单身母亲抚养长大的独

生女，她花了很多时间逛书店。

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余梦原本的职业是专业化学

工程师，最近的工作是在一家食品公司担任供应链经理。在2021

年1月，她遇到了瓶颈。她每周工作80个小时，疫情让她感到疲

惫不堪，与此同时，她还在怀念一年前去世的好朋友。

她决定把攒了一年的假一次休掉——整整三个星期。

“作为一个一生都在与抑郁和焦虑作斗争的人，做出这样的

决定对我来说是非常罕见的，”余梦对CNBC说。“那段时间我

所做的就是每天读两本书。我觉得这是给我疗伤的全部，是我需

要的空间。”

她从小就意识到，“每当我感到巨大的压力或焦虑时，我总

是求助于书籍，因为它们给了我一种进入其他地方和超越自身的

舒适感。”

一天晚上喝酒后，她点开谷歌搜索栏，开始研究如何开一家

书店，并将想法输入电子表格。她说：“到了凌晨 2 点，我发

现，咦，我怎么已经写好了一份商业计划大纲了？”在接下来的

几天和几周内，她努力将童年时的梦想变为现实。

到 5 月，她推出了 GoFundMe 众筹页面，筹集了近 1.6万

美元。她将这些资金连同她毕生的积蓄用于租金并建立库存。

最后的产物是：2021 年 12 月，她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茂

比利街开设了 Yu and Me Books，店名中嵌入了母亲孟玥华

（Yuehua Meng，音译）和她名字的首字母。

她的母亲最初质疑她为什么去开一家书店——现在不都是在

亚马逊上买书吗？但在书店正式开张后，她的母亲从加州飞到纽

约，“她每天都和我一起在书店里，一连在这里逗留了三个星期

，这太疯狂了，因为亚洲妈妈不会这样做，”余梦开玩笑说。

“我认为人们对这个书店的兴奋劲儿，也改变了她对书店的

看法，”余梦补充道。

人们为什么对这间小小的书店如此兴奋？原因是，这个书店

主要推介的是亚裔美国人撰写的著作，通常的书店里，亚裔和少

数族裔作家的著作即使有专属的位置，往往也只能分到一个角落

，但在Yu and Me Books，选书的核心就是亚裔故事特别是移民

叙事，亚裔读者不需要兜兜转转，就能读到讲述自己和他们父辈

祖辈的故事。用CNN最新报道的标题来说，这家唐人街书店“成

为了真实的亚裔美国人故事的中心”。



系列劇《庭外》今日收官
平行時空雙線敘事立體呈現國內司法體系
律政懸疑系列劇《庭外》今日收

官，該劇由兩個篇章構成，其中《庭

外· 盲區》由夏雨領銜主演，羅晉特別

主演，張齡心、國歌、欒元暉、鞠帛展

主演，萬茜、郭廣平、練練特別出演；

《庭外· 落水者》由羅晉、焦俊艷領銜

主演，夏雨、李光潔特別主演，李宗

翰、高葉、霍青、程怡、田征主演。該

劇以創新的篇章式結構布局謀篇，聚焦

同一時空下的平行故事，平行時空雙線

敘事的創新結構和立體呈現中國司法結

構、塑造司法工作者群像、彰顯捍守法

律公平正義的精神情懷打動人心，引起

觀眾廣泛共鳴。更憑借紮實的專業功底

得到了《人民法院報》、知名律師、專

家學者等律政界和影視藝術領域的高度

贊譽，堪稱觀眾心目中暑期檔乃至今年

範圍內首屈一指的高品質類型劇。

作為《庭外》系列的懸疑+律政篇

章，《庭外· 落水者》篇由黃偉執導，

故事線圍繞《庭外· 盲區》中留下的伏

筆——法官魯南原定前往津港，對「王

博、雷小坤案」啟動死刑復核程序的事

件展開，講述了喬紹廷（羅晉飾）作為

該案件的辯護律師，被卷入謀殺謎案，

身陷囹圄絕境反擊，與新人律師蕭臻

（焦俊艷飾）組成搭檔，堅持不懈逆境

追兇，令津港律政界各路人馬聞風而動

露出真容，最終令案件真相大白，捍守

法律公平正義的故事。該篇章更是以相

當卓越、精湛的司法專業描摹，錯綜復

雜的權力關系鋪陳，以金馥和德誌兩大

律師事務所之間你來我往的數度交鋒，

全景式呈現律師、法官在樁樁件件案子

背後承擔的責任、付出的心血，令觀眾

對律師行業更多了解，更添欽佩。

羅晉焦俊艷搭檔配合默契
控辯交鋒展律政格局
以王博、雷小坤綁架朱宏案為引子

，《庭外· 落水者》篇以「珍珠項鏈」

式結構串聯起銀行部門經理鄒亮吸毒致

死案、閩粵閣案、龐家遺產案、韓彬傷

人案等一系列案件，更令津港兩大律所

之間的暗流湧動的競爭浮出水面。在此

過程中，喬紹廷、蕭臻兩位律師默契搭

檔，為當事人發聲，踐行律師的責任使

命，也承受作為普通人的內心煎熬。作

為一個父親、丈夫、弟弟，喬紹廷面對

親情和作為丈夫的責任難兩全；看似無

畏精明的蕭臻卻始終備受「無痛癥」的

影響；章政、薛冬等眾多律師形象更讓

觀眾走進人物內心世界，看到多面的、

血肉豐滿的時代律師群像。在抽絲剝繭

的案件描摹之外，觀眾更能體悟到事關

正義、民生、社會議題的現實關切，遺

產案背後拷問人倫親情和物質金錢的辯

證關系，令觀眾重新審視家庭親緣關系

，珍視親情的可貴。

《庭外· 落水者》篇讓觀眾對律師職

業有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和理解：「律師

的使命，就是讓每一個落水者，在最後

一刻手裏抓住的不是救命稻草，而是法

律。」作為全劇核心主旨，喬紹廷的從

業理念擲地有聲。《庭外· 落水者》篇

作為新時代律政生態局，真正詮釋了何

為奔赴公平正義司法一線的奮鬥者群像

。更由此展現出為了維護每位公民的合

法權益，法官、律師沖在一線不停奔走

的職業精神和奉獻精神。

全景式呈現律政生態
直抵國產律政劇天花板
《庭外· 落水者》篇播出後，劇中

涉及到的律政行業細節引發了諸多觀眾

的討論。通過律師穿著西服領子的寬窄

來分辨其在律所中的地位高低；通過法

官製服的區別判斷其所屬檢察機關的級

別等，凸顯了創作者紮實專業的知識儲

備和精益求精的創作態度，為觀眾帶來

一堂專業感十足的普法智慧課。津港律

所之間眾生態的彰顯更是耐人尋味，喬

紹廷、章政、薛冬和曠北平幾位頂尖律

師之間縈繞的師徒、同門、搭檔等多元

關系搭建起叩問人性的話語場，個體情

感面對權力、正義的公共議題交鋒，鮮

活深刻地展現出不同立場上的人的取舍

和內心糾葛。該劇還在「律師圈」掀起

追劇潮，知名法律博主、律師雷家茂，

北京恒都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鄭傳鍇律

師、中國法學會項目專家張帥律師等站

在從業者角度紛紛表達了他們對該劇贊

許：行業細節紮實、律師形象植根現實

、「探討如何成為好律師」的思辨對律

師行業帶來促進作用。

《庭外· 落水者》篇令觀眾看到了

與以往律政劇中不盡相同的律師形象，

平實質樸呈現律師真實生活，再現律所

之間的摩擦甚至傾軋，「高手」過招愈

發凸顯從事律師行業的人不僅要專業技

術過硬，更重要的是要有超乎常人的意

誌力和底線思維，為觀眾打開觀察一個

行業的窗口，更在迷霧重重裏凸顯職業

的光芒、人性的魅力。

《庭外· 盲區》和《庭外· 落水者》

兩個篇章由張黎和黃偉分別執導，指紋

編劇並擔任監製，優酷信息技術（北

京）有限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影視中心

、江蘇貓眼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阿

裏巴巴（北京）軟件服務有限公司聯合

出品，江蘇貓眼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人

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聯合攝製。

整個電影圈都在安利！
《漫長的告白》首映禮被贊 「華語影壇久違的愛情片」

由張律執導，耐安監製，倪妮、張魯一、辛

柏青領銜出演，池松壯亮、中野良子、新音特別

出演的極致美學愛情電影《漫長的告白》將於8月

12日上映，昨日在京舉辦首映禮，現場星光熠熠

，李少紅、田壯壯、黃建新、李睿珺、忻鈺坤等

十大導演前來助陣，盛贊影片神似《小城之春》

，是「華語影壇久違的愛情電影」。導演張律和

主演倪妮當天現身亮相，不僅分享了影片幕後的

故事，也強力推薦了影片中的愛情，「我喜歡安

靜的氛圍裏持續暗流湧動的情感，也希望觀眾會

喜歡」。

《漫長的告白》是影壇一抹清泉倪妮表示這
就是自己的底氣

首映禮現場，張魯一和辛柏青因工作原因不

能來到現場，特別錄製了VCR為影片送上祝福

。第一次合作張律，倪妮感謝了導演在拍攝中給

予的幫助，「他給了我充分的安全感，他會把我

的經歷我的性格放在這個角色，讓這個角色越來

越成為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阿川便有了

倪妮最好的樣子。現場有觀眾犀利問到倪妮曾在

金雞電影節後臺拒絕采訪時表示自己沒有作品沒

有底氣，這次《漫長

的告白》是否是她的

底 氣 ？ 倪 妮 毫 不 猶

豫 回 答 ， 「 當 然 會

是 我 的 底 氣 」 。 這

次 倪 妮 挑 戰 全 新 演

繹 領 域 ， 突 破 自 我

為 大 家 帶 來 的 新 作

， 相 信 一 定 會 給 觀

眾意外的驚喜。

《漫長的告白》

是華語影壇少見的講

述成年人愛情的故事

，也是我們這個時代

最希望看到的那種愛

情，雋永、誠懇、余

韻悠長，是當下愛情

片市場清泉般的存在。現場，導演張律用「靜

水深流」來形容影片中的感情，「我對熱熱鬧

鬧亮麗炫目的感情不太感興趣，更喜歡安靜的

氛圍裏持續暗流湧動的情感，希望觀眾會喜歡

」。而倪妮認為影片中的每個角色都是在當下

做了最合適的選擇，不管在一起還是沒在一起

都很浪漫。好的愛情片就是越品越醇香，當我

們在愛裏最細致入微的狀態都被展現出來，當

「我愛你」變換成漫長時光裏根深蒂固的習慣

和細節，此時就不得不感嘆張律導演洞察愛情

的功力了。

李少紅黃建新盛贊影片神似《小城之春》十
大導演連誇越看越上頭

首映禮現場星光熠熠，影視圈導演大咖齊

聚，紛紛誇贊「《漫長的告白》是華語影壇久

違的愛情電影」。李少紅導演是第二次來看影

片，「這種電影很少見，完全是三個人之間微

妙的情愫，影片的觀感像水一樣清澈又舒緩，

這種少有的表達讓我很享受」；田壯壯導演直

言拍得很棒；而黃建新導演認為本片不僅僅是

一個愛情故事，「有超現實主義的味道，將內

心最深最隱秘的想法帶出來。它真的是可以對

標很偉大的電影的，比如《小城之春》」，這

一說法立刻得到了李少紅導演的強烈認可；作

為張律導演多年好友的朱文導演當下感慨表示

，「這是張律導演寫給中國電影的情書」；而

演員王傳君和導演忻鈺坤都真性情吐露自己最

強烈的感受就是想趕快和導演喝一杯坐下來好

好聊聊，「好的電影給你的影響是很漫長的，

第一次入口淡，然後越喝越上頭」；因為《隱

入塵煙》而備受贊譽的李睿珺導演連用了N個

「松弛」「自在」來形容影片的一切，「我也

被倪妮的舞姿驚艷到了」；同樣二刷的鄭大聖

導演誇贊，「這是一部以簡勝繁的電影，這就

是留白的力量」……一眾電影人以真心交付電

影，以真實訴說真情，在給到絕對的品質肯定

後，到場的導演們也紛紛呼籲「拒絕盜版」，

希望觀眾 8月 12日來影院支持《漫長的告白》

，將觀眾的期待值拉滿。

除了大咖嘉賓，現場普通的觀眾也對影片

好評滿滿。有觀眾好奇導演會給倪妮和張魯一

的 CP 感打幾分，導演誠懇表示，「打分不合

適，他們之間即興的唱作，擦出的火花都平衡

得剛剛好」。現場來了不少倪妮的粉絲真情告

白，一位年長的觀眾自稱「奶奶粉」，「我喜

歡你，喜歡得一塌糊塗，有機會我給你做糖芋

苗」。還有一位十一年老粉在見到倪妮真人後

淚灑現場，粉絲們的長情行為也讓倪妮感動不

已。

影片自啟動以來，收獲十二大國際電影節

的肯定，此次首映禮好口碑的擴散直接點燃

線上熱度，沒看過的網友接連將本片加入到

自己的暑期必看片單，只等上映日一睹為快

；而此前看過的人也表示要「二刷」、「三

刷」帶著朋友或愛人細細品味。8月 12 日來赴

一場深情的約會，別錯過這個夏天最銘心刻

骨的愛情故事。

電影《漫長的告白》由峨眉電影集團、北京

歡喜首映、成都青春海秀、午夜失焦出品，成都

青春海秀發行，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聯合

發行，將於8月12日上映，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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