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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电视剧和大小屏幕上，这些金发碧

眼、肤色不同的美女，被统称为老外，扮演着女

朋友、教师、国际学生、特工等让人惊艳但却隔

膜的角色。中国经济日渐强大，娱乐产业蓬勃发

展，人们甚至梦想着建立东方的好莱坞，集结全

球的娱乐精英。这里有她们的一席之地吗？

下面的讲述来自3位在中国打拼的美女老外

。她们都很年轻，有着无穷的梦想，梦想着在远

离母国的地方收获爱，在挚爱的行业中收获尊重

。

从南拳冠军到女打星

米拉（Myra Mala），乌克兰人，30岁，世界武

术冠军、电影演员

我是乌克兰人，6岁的时候，我的初恋男孩

说中国功夫很酷，我们去学吧。我说，“yeah！

”

我们去了功夫学校。5年之后，他退出了武

术学校。而我，后来代表乌克兰队参加世界武术

锦标赛，表演中国功夫。后来，我们乌克兰国家

队在安徽（2012）和吉隆坡（2013）两次获得了

世界功夫锦标赛的冠军。那时候，我刚20岁，表

演中国的南拳、南刀和南棍。我的童年和青春都

给了武术。站在比赛的舞台上，你是彻底的孤独

，你只是一个人在灯光下挑战你自己。你知道评

委在看着你，他们寻找你的错误；唯一可以将这

种压力转移的办法，就是专注于自己的任务。所

有的哲学都在教导我们去专注于当下，在武术比

赛的时候，是最有必要这么做的。专注于当下需

要完成的动作，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了

。

我来中国7年了，我在很多动作电影里出演

角色。我成了一个女打星，但这只是我的工作之

一。我和赵文卓对打，他的团队棒极了！整个拍

摄很开心。不像很多电影导演，没有具体的idea

，只是要求演员“快拍、快拍，下一个机位，再

拍一次……”他们以为有了海量的素材，电影就

可以被剪出来。但是角色的成长呢？故事的发展

呢？很多剧组不考虑这些。有时候，我都不知道

这场戏为什么要打，导演只告诉我：“现在你生

气了，你要这样打……”可是，人物的动机呢？

为什么角色这个时候是生气而不是其他的情绪?

赵文卓的团队很棒，他们会花两天时间排练

，让演员知道人物的情绪是什么？机位在哪里？

还有这场戏专注的是什么？其实，这样的方式在

好莱坞很普遍，很多动作戏在演员正式拍摄之前

，都由替身演员排练了很多遍，导演和团队已经

清楚地知道动作该如何设计、镜头的角度要如何

选择等等。接下来，当专业的演员来演，就会节

省出很多时间和精力，专注于表演的质量；而且

，他们也知道如何去表达。而不是“快拍快拍，

换个角度再来一次”。

我最近在环球影城参加“未来水世界”的表

演秀。虽然这只有20多分钟的表演，但是我们有

大量的文本，来分析角色的成长，行为动机的变

化等等。有了这些，演员才知道要如何表演。我

觉得最好的动作电影是《黑客帝国》，袁和平用

动作将哲学、故事、戏剧性都表达出来了。动作

，可以传达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很伟大！

其实，16世纪之前，武术是实战为主。后来

表演的成分开始变大。现代社会将暴力变成比赛

，武术才真正脱胎换骨。

2018年，我去了少林寺，遇到了一个乌克兰

和尚，还有他的师父。他们的院子背后有座山，

院子前有河流流过。我们在两棵几百年的大树下

一起站桩、练易筋经、做冥想，让风雨晨露进入

我的身体，再离开我。身体是一个容器，需要自

然的力量来更新我们能量。武术让我学到了这些

。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去少林寺朝圣。让人的

身体和自然再次融为一体——这正是现代社会的

最难能可贵的事情！

6岁的时候，在武术学校，我遇到了我第二

个父亲——我的教练。他那时才25岁，他陪伴了

我16年，了解我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他教会了我

很多东西，不仅仅是武术，还有团队的意识和强

大的意志力。我的亲生父亲教会我不断地学习，

他从不在乎我的成绩，只在乎我是不是保持着对

未知事物的好奇和热情。

关于当下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我一个字

都不想谈（眼圈红了）。我只想说，我的两个父

亲，他们就是乌克兰（眼圈再次红了）！

现在，中国动作片电影里外国女人的戏份都

很少，角色类型也很狭窄，很多时候连台词都没

有，只是来打、打、打。我，说一口带着东欧口

音的英语，总是在中国动作片里演美国特工。我

现在没有爱人，我曾经有过，但是我不想多谈。

没有爱情又有什么关系？我和超级优秀的人一起

工作。同事、朋友都让我获得充实而亲密的关系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够好，配不上一份美好

的爱情，配不上我身边的人。啊！不说了，这可

是我的大秘密！

我要在小红书上成为金发女网红

匿名，加拿大-澳大利亚人，28岁，演员

我父亲是加拿大人，我母亲是澳大利亚人，

我出生在香港，香港是我的故乡，中文是我的第

二母语。

2018年之后，我开始在北京生活。2020年，

疫情开始了。很多外国朋友离开了，包括我的男

朋友，离开了就很难回来，我们再也没有拥抱过

。

我不想抱怨太多，疫情也给了我很多表演的

机会。拜托！中国的金发女演员不多了。珍惜我

吧！亲爱的！我不想抱怨，我很感恩我获得的机

会。但是，在中国的广告、娱乐和电影工业里，

金发女孩子的角色总是很单一。我出演的角色，

大多都是女朋友、教师、国际学生、荡妇……好

像总是这一类人。

我接受所有这一切，但是我还是更喜欢挑战

和尝试新的东西，我希望自己能扮演不同的角色

。下个月，我将第一次在一个电影短片里做主角

。我的角色是妈妈，我会有一个14岁的女儿。哈

哈！你相信吗？我有一个年龄是我一半大的女儿

。

太有挑战了！我太期待这个角色，尤其是这

个角色没有对白，完全靠肢体和表情来表演。你

知道，每次接到说中文的角色，我还是会紧张。

我总担心我的发音不够流畅，我是不是没有清晰

的表达。我总是想得太多，这是我的缺点。

这个电影还给我一天的排练时间，要知道我

们总共就拍两三天。在中国，很多表演项目都没

有排练的时间，人们总是喜欢快快地把工作完成

。尤其小角色，都是扁平的。而这次我是主角，

我会有成长，会有人物的弧光。真期待下个月赶

快到来。

在西方，演员往往只有一个经纪人。演员和

经纪人可以一起成长，他们会有很深的友谊。但

是，中国的演员都有好几个经纪人，经纪人和演

员总是公事公办，大家都很忙，忙得只有时间谈

项目——“嗨！拍摄时间和地点是……”他们没

有时间给友谊和感情。

在中国，我学到的另一个经验，便是用社交

媒体来盈利。在这方面，中国绝对是全球的领袖

了。中国的演员们、网红们都在用社交媒体来推

广自己，直播、带货。大家都很忙，忙得没有自

己的时间。

在中国，我收获得好的朋友，都是那些一起

合作的演员们，尤其是戏剧《仲夏夜之梦》的团

队。因为我们都是莎士比亚的粉丝，都想把莎士

比亚的作品带给北京的观众；我们也都想在这个

异国他乡的城市里，留下自己的表演印迹。同样

的目标，同样的情感，让我们成了亲密的伙伴。

我在北京4年了。好长的时光，可以上一次

大学，过一次童年了。这些都是人生最美好的时

期。我从小便在迁徙中长大，5岁的时候，我和

父母离开了香港，去了泰国；后来我去澳大利亚

上学，再后来就是北京。现在我想，我是不是在

北京已经够久了，我是不是该寻找下一个城市了

？

疫情让全世界都学会了网上工作。加拿大人

的“地球村”的概念，在疫情之后已经成为了现

实。

我也在考虑建立我自己的频道，其实我考虑

这个idea已经一年多了。我总是想的太多，这是

我的弱点。今年我真的要做了。我想应该是在小

红书上，而不是抖音。人们在抖音上看视频往往

5秒钟之后就没有了耐心。我希望人们对我的表

演能多看一会儿。

你猜，在小红书上，一个金发的加拿大-澳大

利亚-香港女孩，会不会在中国成为一个网红？

感谢他绑架了我父亲！

Rita Radle，比利时人，25岁，R&B歌手

我在刚果做过空姐，在中国学习国际贸易，

但我最爱的还是R&B音乐。

音乐可以养活我吗？不能。我不是25岁才明

白这个道理的，而是15岁的时候。这都来自我家

庭的熏陶。我的父亲在政府机构工作，我母亲是

幼儿园园长。他们总是劝导我说：“孩子，你需

要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从未鼓足勇气去全职做

歌手。

在北京3年了，我的工作中心越来越偏向音

乐。

疫情给我了自由，我在家里上网课，但我总

是在点名之后就离开课堂，去搞我的音乐。老师

在屏幕上讲课，我把麦克风关掉，在电脑前写我

的歌词。12点钟的时候，老师会问：“今天讲的

东西都明白了吗？”我永远都是回答：“明白了

，老师再见，祝您有个愉快的下午！”

我母亲来自刚果，我父亲是比利时人。他们

在刚果有一些生意和财产，也因此有了一些敌人

。去年我父亲去刚果处理他的生意，被绑架了。

绑匪要我母亲支付10万美元；否则，就像电影中

说的那样，“他永远都回不去了！”

没想到的是，最后的结局也像电影一样，我

母亲成了故事的英雄，她发现了嫌疑人，最后用

9000美元把我父亲救了回来。在父亲消失的10天

里，我们真的觉得“他永远都回不来了。”我每

天都哭，可是我在中国，什么忙都帮不上。

等父亲再次回来之后，我写了一首歌，歌词

是：“不要在意过去，向前看，在未来，我们是

幸福的一家人……”当我唱给父母听的时候，他

们哭了，父亲说，当他被绑架的时候，他在想我

。

他们并未改变那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仍然

在说：“孩子，你要有稳定的工作”。只是，他

们开始加上了一句话：“你可以业余搞搞你的音

乐”。

感谢绑架我父亲的人！

我从父亲给我的房租中省下来5000块，来拍

摄我的MV。但是，在中国录制唱片太难了，专

业的人很贵，不专业的不会说英语。像我这样的

刚起步的音乐人，真不知道该去哪里？我有过几

次糟糕的经验，我们讨论了20分钟，基本听不懂

对方在说什么，但是，这是计费的。而我的钱只

能支付一个小时。

有个年轻的中国摄影师在社交网站上发现了

我，和我成了朋友。他用很低的价格拍摄了我的

MV，还引荐了他的朋友，一些搞音乐的人。天

哪！那个有自己录音室的人才21岁，他已经很专

业了，英语也很好。有了这些帮助，我还有什么

可犹豫的呢？

寻梦中国：在影视业打拼的美女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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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第一个小孩，清华本科的第一年就抑郁了

。

抑郁的原因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他说自

己有睡眠障碍，但是不巧遇到了一些夜间活动

加手脚粗糙的室友，然后就抑郁了。

这个理由很多人理解不了。他们觉得，室

友睡晚也能算个事儿？世界每天都停不下来运

动，你该吃吃、该睡睡啊！不要这么敏感好不

好？

还真不是。

有些人神经衰弱，风吹草动都睡不着。这

本质上是一种病，会被当成「你是不是有病？

」的一种病，很难让神经线硬的人感同身受。

不可能改变室友，就只能一个人扛下所有。结

果越扛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

抑郁了，一查就是中度，对生活完全丧失

了渴望。

如果读个普通一本，还可以开发一下大学

恋情，但读清华的男生就比较困难了，2022年

的数据男女生比例5：2，僧多粥少…似乎对生

活更缺乏起码的渴望了。

学业压力还特别大，尤其是来自父母的压

力。

这我其实不太理解，高考不是中国父母鸡

娃的尽头吗？都送进清华了，爹妈何求？就算

是有所求吧，他们是搞得懂离散数学，还是弄

得明白线性代数，想查手力不从心，怎么还能

给小孩学业压力？

看了清华小孩吐槽才知道，原来爹妈就为

了向亲戚炫耀，自己的状况满足不了父母的虚

荣心，自己就主动颓了。

可是晒娃的名校爹妈停不下来。于是，丧

失生活渴望的小孩，在中国最顶尖的学校里，

丧失了对学习的兴趣…只能靠每天打游戏消磨

时间。

很多家长觉得送出国吧，送出国就能逃过

一劫。据我所知，哈耶普的学霸更加焦虑，为

了通过考试整宿整宿地薅头发。没办法，学霸

扎堆的地方，没人会主动比你差。

脱口秀演员呼兰，哥伦比亚大学精算专业

，已经是行走的高智商了，但有一次段子里吐

槽自己学渣：

有一次期中考试特别难，班里40多个同学

，满分100分，平均分10分。自己考了5分，还

有个美国同学考了2分，日本同学考0分。班上

有一个北大的大姐考了91分。 人家拎着一本书

去图书馆看了半天，考了91分，自己和两个同

学搞了个study-group，最后加起来考了7分…

哥大硕士都得靠自嘲疗愈求学伤疤，那些

考进顶尖名校还不算拔萃的小孩心里得有多苦

？

所以啊，别人打游戏追剧，自己玩命读书

，以为勤能补拙人定胜天，最后期末出成绩，

人家比你好。自己努力一场不过是证明了「智

商上的差距无法逾越」，这还能有什么学习的

兴趣？

对学习没兴趣也自然不会有好成绩，一直

徘徊在退学的边缘，总是一刹闪过「人生没有

任何意义」的想法。

02.

扑面而来的学习压力、紧绷的精神状态让

这些名校学霸们崩溃，但他们通常还会遭遇

「求助无门」。原以为学校有心理辅导老师，

自己能被治愈。最后发现这群工作人员，大部

分都做到了「雪上加霜」。

李雪琴就是个例子。

大三突然因为小事儿情绪崩溃，比如一支

笔掉落都会让她瞬间陷入难过。大四过得更悲

催，男友背叛、读书焦虑，她说自己最平静的

时光，是在店里洗了一个小时的盘子。

撑不住了，去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结果

被诊断后医生非要上报学院。她痛哭哀求无果

，着实被学校伤透了心。

知乎上有个匿友点破了真相：被贴上清北

的标签，人们总是希望你去激励别人，而从来

没人会主动去想激励你。

有个清华退学的同学，抑郁症严重了生活

不能自理。拖了三年决定回家休养，但回到家

里还是看不了书，只能跑步、抄经书。每天跑

12公里，一年抄了几十万字。

病好转了才能看点儿书。渐渐能参加自学

考试了，从大专开始读啊读，疗愈内心的伤。

她说自己至今没搞清楚抑郁的原因，可能

是高中压力大吧。虽然读了清华，经历了休学

、复学、再休学的全部折磨之后，还是迫于校

规「休学不能超2年」而最终退了学…

其实，得抑郁症的年轻人并不只在清北，

只是清北名气大，才让学霸们的心理问题暴露

在了阳光之下。

有人吃药有人放弃了学业，有人毫无缘由

地蒙头大哭，还有人优秀了十几年，突然觉得

自己是个loser，想不开最后放弃了这个世界。

很让人惋惜，世界的美好也很多。

看了那么多关于抑郁的自述，我觉得表面

的原因没必要深究了，摆在大部分清北的小孩

面前的人生绊脚石，可以归纳为：父母的期待

、同辈的优秀，还有，自我的要求太高。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被老师反复教育：

要对自己有要求、要努力超过别人、要不辜负

家长期待…我之前觉得很对。

直到《圆桌派》上北大心理学博士李松蔚

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容易被PUA。

因为高等教育始终在告诉你，你要突破自

己的舒适区。不能你舒服什么就接受什么，不

舒服就不接受，必须要去接受那些痛苦的东西

…

人，就该活得原始一点，哭笑自若，图一

个痛快。

03.

总有年轻人问，人生有什么意义？

我很喜欢樊登老师的一个回答。

人生本就没有意义，但是，寻找人生意义

的过程很有意义。

怎么理解呢？

比如你吃饭。吃进去的都是高油高热量，

然后转化成了卡路里，小部分变成了能量，大

部分转化成了你甩不掉的脂肪。

还留给你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最后

一点吸收不掉的残渣，通过排泄系统排泄掉。

这个结果，能有多大的意义？

但是，吃的过程就不一样了。人间百味，

酸甜苦辣咸，样样都尝了了一遍，带给了你不

同的味觉体验，进而让你产生了不一样的感受

，苦涩或甜蜜。

这就有意义。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家长在搞教育

的时候，习惯于本末倒置。过度追求结果，我

要上最好的大学，不是清北也要是美国前二十

，爬藤不成也要MIT、斯坦福…

考名校似乎就是他们搞教育的目的，我甚

至有时候觉得他们有收集名校的癖好。

他们完全忽略了教育真正重要的是过程体

验。在小孩读大学前的12年，他是不是在学习

的过程中得到了最丰富的体验？他是不是曾经

为考试感到过挫败，为解决一个问题而感觉到

快乐？

家长看不见。他们被名校的光环遮住了眼

睛，忽略了从小对孩子充满爱的陪伴和视野性

培养。结果怎么样呢？

最后养出了一群成绩优秀的精装少年，读

最好的大学，还吹拉弹唱骑马射箭，但进入大

学之后抑郁了、空心了…

然后就问出了那个问题：人生有什么意义

？

04.

为人父母，是一门技术；那给清北的小孩

当爹妈，就是一门艺术。

辅导功课早早使不上劲儿了，也不要全力

以赴地在朋友圈晒娃，多一点儿对小孩的关注

，那清北可能就会少一个退学生。

教育，应该是有呼吸感的。密不透风的努

力，也许只会让努力的结果变得毫无意义。

哈佛最受欢迎的幸福课讲师泰勒· 本· 沙哈

尔，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

他少年时代一直为成为优秀的板球选手而

努力，参加了无数锦标赛，直到最后拿到全国

冠军。但是，当他手握奖杯，以为幸福会达到

巅峰，却发现自己并不快乐，还怅然若失…

巨大的空虚感，让他开始着手研究幸福如

何而来，并写了一本书《幸福的方法》。开设

公开课，教名校年轻人如何克服成功后的虚无

…

如今我们也在面临同样的状况。无数精英

爬上了学术的珠峰，站在峰顶他们茫然四顾，

下一站我去哪里？

及时告诉他们「山外有山」，就是这一届

学霸父母的责任。

清北的抑郁症，原来这么可怕

抑郁症说多了，大家都不

太当回事儿。有人觉得生活里

充满焦虑，谁还能没点抑郁；

有人觉得它是富贵病，是吃饱

了没事无病呻吟；有人把它当

成发烧感冒，不就是吃吃药就

行了吗？最近我发现，真不是

这么回事儿。在知乎上看了几

个清北的小孩自述得抑郁症的

故事，挺触目惊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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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蘋果iPhoneiPhone 1414和新款手錶在和新款手錶在
通漲期上市通漲期上市，，新款手機可連接衛星新款手機可連接衛星

【美南新聞泉深】蘋果公司 (AAPL.O) 預計將在
周三推出一系列新的 iPhone 14 機型和 Apple 手錶，
這將測試消費者在面臨通脹和經濟低迷的情況下升級
設備的意願。

分析師預計蘋果公司將在加利福尼亞州庫比蒂諾
（Cupertino, California）總部舉辦的名為“Far Out”
的活動中宣布最新款 iPhone 可以使用衛星發送緊急
信息。除此之外，分析師預計一系列 iPhone 14 機型
將進行逐步升級——攝像頭、處理器芯片稍好，而且
對蘋果的利潤至關重要，其價格將比去年的機型高出
100 美元或更多。

可以肯定的是，這家全球最有價值的上市公司也
可能會以較低的價格保留一些較舊或不太先進的機型
，而迄今為止，蘋果相對富裕的粉絲群已表現出儘管
高通脹仍更願意繼續消費。但在動盪時期，新機型將
成為蘋果在西方市場假日購物季的銷售支柱。伯恩斯
坦分析師托尼·薩科納吉（Toni Sacconaghi）在給客
戶的報告中寫道：“蘋果也不能倖免於經濟疲軟。”

當 WiFi 和移動網絡不可用時，今年的 iPhone 可
能能夠通過衛星互聯網連接發送緊急消息。消息傳遞
功能可能是初級的，其他公司正在開發類似的功能。
SpaceX 創始人埃隆馬斯克上個月表示，T-Mobile 將
使用其衛星將手機直接連接到互聯網。

TECHnalysis Research 的 鮑 勃·奧 唐 奈 (Bob
O'Donnell) 表示，能夠發送緊急信息而讓自己安心，
這可能會促使蘋果用戶升級他們的手機以使用衛星功
能。

他說：“儘管這不是你每天都做的事情，但它會
改變你對手機所做事情的看法。”

分析師還預計蘋果將展示一系列新的 Apple
Watch，包括升級後的預算型號 SE 和 Series 8
Watch。他們還預計一款名為 Apple Watch Pro 的新
型高端手錶可能會為運動員提供新功能，瞄準 Gar-
min Ltd (GRMN.BN) 等競爭對手。

但是，雖然 Apple Watch 等配件推動了蘋果現有
用戶群的銷售額增長，但 iPhone 仍然是其業務的基
石，在最近一個財年佔銷售額的 52.4%。自 2015 年
Apple Watch 推出以來，投資者一直在關注蘋果的下
一個主要產品類別。

一些分析師認為，蘋果公司可能會在周三展示一
款混合現實頭顯，從而對未來進行預覽。預計該設備
將配備攝像頭，將外部世界的視圖傳遞給佩戴者，同
時將數字對象覆蓋在物理世界上。分析師預計該設備
最早要到明年才能上市銷售。

對於蘋果來說，早期的預覽是很少見的，它一直
保密其產品計劃，直到設備上市之前。 Meta Plat-
forms Inc (META.O) 正 在 開 發 一 款 名 為 Project
Cambria 的競爭對手耳機，該公司在該項目上花費了
數十億美元。

但為了為新耳機提供引人注目的應用程序，Ap-
ple 可能需要給開發人員時間來熟悉它。奧唐奈說：
“開發一種全新的、完全不同類型的平台將花費人們
更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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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貸款利率美國貸款利率20222022走勢走勢（（上上））
美國抵押貸款利率飆升至200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房價繼續以兩位數的速度上漲，導致幾

乎所有住房市場的住房負擔能力降至歷史低點。

據CNBC週二報導，抵押貸款技術和數據提供商Black Knight最新數據顯示，在美國最大的

100個房地產市場中，95%的住房負擔能力低於長期水平，而在疫情之初，這一水平僅為6%；

37個市場住房負擔能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低。

雖然3月美國房價漲幅出現回落，但同比上漲仍高達19.9%，環比上漲了2.3%。今年前三

個月，房價上漲了約5.9%。

同時上漲的還有貸款利率，30年期固定利率貸款的平均利率今年年初的3.29%躍升至本週

一的5.55%。 Mortgage News Daily指出，本周美聯儲FOMC會議後，貸款利率將進一步上漲。

高企的房價和貸款利率導致住房負擔能力迅速惡化，一套首付20%的住房，每月需要支付

的按揭貸款約佔總收入的32.5%（中位數）。

從歷史來看，這一數字超過21%則會導致房地產市場降溫，但過去兩年除外，由於需求較

高，庫存較低，疫情造成房地產市場一反往常。

Black Knight警告，如果貸款利率再上漲50個基點，或者房價上漲5%，那麼住房負擔能力

將降至有記錄以來最差。

在房地產市場，人們常說，壓垮人的不是高房價，而是高房貸，美國每月按揭貸款創下歷

史新高，今年以來平均增加了552美元（增幅38%），達到1809美元；自疫情爆發以來增加了

790美元（增幅72%）。

住房負擔能力不斷惡化的情況下，購房者轉向利率較低的可調利率抵押貸款，根據Black

Knight的數據，潛在購房者爭先恐後地鎖定利率，這一比例從去年12月的2.5%躍升至3月的8%

。截至上週，這一比例已超過9%。

FOMC (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 是美聯儲（也稱美國聯邦儲備局，Fed）的分支，主要任務

是決定美國的貨幣政策。 FOMC的決策告知了每一個人有關美聯儲對利率水平的決定，並且這

是金融市場最為關注的重磅風險事件之一。 FOMC可能決定加息、降息或維持利率不變，任何

決定都可能對美元甚至整個金融市場帶來巨大的影響。 FOMC理事會由7名理事和5名聯儲銀行

行長組成。

鮑威爾在5月份議息會議上，多次提及金融環境指數（NFCI），並表示當下金融環境仍過

於寬鬆。通過對歷史上金融環境指數和未來出現衰退的時間進行邏輯回歸，可以得出NFCI水平

下，美國未來一年進入衰退的概率。歷史上來看，當衰退概率超過50%之後，未來一年大概率

會出現衰退，目前來看，NFCI隱含未來一年衰退概率僅為16%，處於歷史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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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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来自芬兰的气象研究者Mika

Rantanen，发现了在全球变暖的大环境下，北

极正在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过去的 40多

年时间里，北极变暖的速度，竟然是全球平均

值的4倍。

而在过去，科学家们曾经一度认为，极地

地区的变暖速度，只有全球平均值的2倍左右

，显然，新的研究结果表明，问题正在变得越

来越严重。

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南极，例如在今年

3月，南北极不约而同地都出现了极端高温，

根据当时的温度数据，当时位于海拔3.4公里

的南极康科迪亚站，它在3月18日这一天的温

度，竟然比历史同期高出了近40摄氏度。

同时，北极多

地的高温记录，

也都在同一天被

打破，这些都说

明，无论是在南

极还是北极，都

正在有很多不寻

常的事情发生，

而这对于人类来

说，却并不是一

个好消息。

两极加速变暖，

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高温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冰川和冻土的

融化，拿北极来说，早在去年，科学家们就发

现北极海冰的融化速度，已经达到了此前研究

的2倍以上，这也说明北极海冰融化的速度，

要远超人类的预测，或许从2035年开始，北极

的夏季，就要正式进入到“无冰”的状态了。

南极也是如此，研究认为，最多只需要数

千年的时间，西南极的冰盖就会全部消失，这

是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就是全球海平面会

因此至少上升3米以上。同时，地球上的极端

天气，也会变得越来越常态化。

当然，除了这些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变化，事

实上，在北极的冻土融化中，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危

机，也正在朝着人类世界不断靠近，而它们在未来

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则是无法预估的，有可能会让

人类文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按下暂停键。

北极变暖或释放出“致命病菌”

上世纪末，科学家们第一次在西伯利亚融

化的冻土中，发现了一具保存完整的史前生物

遗骸，那是一头猛犸象，距今已有上万年的历

史，虽然时间久远，但因为一直都被冰封住了

，这也让它的毛发清晰可见，看起来就好像是

刚死去不就一般。

显然，这个发现对于科学家们来说，是一

个好消息，因为可以不再通过化石、骨骼遗骸

等去研究史前生物，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史前生

物的模样。

然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生物遗骸在冻土

中被发现，终于，有科学家意识到，这或许并

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史前生

物，还有可能存在着一些看不见的史前生物

——古老的微生物，各种病菌、细菌。

早在数年前，科学家们就在北极冻土中发现

了古老病菌的存在，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在实验

室环境中，竟然都可以再次“醒来”，虽然这说

明微生物的生命是非常顽强的，但是，这也意味

着科学家们的担忧成真了，有可能很多古老的病

菌都在不知不觉中，就悄然流入了自然界。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早在2019年，就有科

学家指出，北极气候的改变，或许会释放出大

量的“致命病菌”，而且在 2016 年的西伯利

亚，伴随着一头因为“炭疽热病毒”死亡的驯

鹿尸体，随着冻土融化重现于世，它身上携带

的病毒也造成了周围居民、驯鹿群的大规模感

染，在当时影响非常大。

而且近年来，科学家们发现的新病菌数量

，也的确在不断增加，一方面的确是因为人类

的科学进步，让科学家们可以更好地发现新的

微生物，另一方面，也与全球变暖导致的冰川

、冻土融化有关，因为这会让未知的病菌更容

易暴露出来。

比方说，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北极的海

豹群中，就出现了一种新病毒，它的传播速度

非常快，大量斑海豹也因此死亡，后来通过研

究，科学家们发现，这其实就与北极冰川融化

有关，所以，谁也说不准，下一个暴露出来的

新病菌，会不会感染人类。

因此，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在未来的人类

世界里，或许仍会爆发较为严重的“传染病危

机”，而这种传染病菌的来源，有可能就是和

北极的冻土有关。

可以说，这些看不见的危险，要远比看得

见的危险更可怕，也更容易将人类给“击倒”

，所以，想办法阻止情况恶化下去，才是人类

最应该做的事情，朋友们，你们说呢？

北极开始加速变暖，速度提升了4倍，专家：担心释放“致命病菌”

根据报道，近日，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科

学家团队，进行了一项很大胆的实验——对机

器人、人工智能进行全新改造，不同于以往为

机器人和周围环境设计一段程序，这一次研究

人员加强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自我认知能力

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科学家们

决定让机器人自己思考，让机器人去自己决定，

自己的双手、双脚可以做什么，同时观察在外部

环境或事件改变的情况下，机器人们又会做出怎

样的反应来，不得不说，这真的是很疯狂了。

研究人员利用机器人的视觉系统，加入了

自主程序，根据机器人的外部形态，进行自我

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机器人会不断进行

运动建模，机器人会学会走路、跑步甚至各种

运动规划，还可以学会使用双手进行各种复杂

的任务。

更厉害的是机器人通过已经构建好的运动

学模型，应对各种极端复杂情况，例如如何躲

避危险、如何躲避外部攻击，这就像人类大脑

一样，当人类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本能的做出

最有利自己的事情，那么机器人就会思考我到

底能干什么。

一个有关机器人的期刊杂志《Science Ro-

botics》中，就曾经发表过有关机器人自我思考

、自我学习的论文，这篇文章中描述了机器人

不需要人类的帮助（执行特定任务的程序），

就可以自我扫描并且建立身体模型。

在此基础上模拟各种各样的运动型模型，最

终机器人可以像人类一样，寻找最优解决路线，

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实现自我纠错、自我修正，通

过不断的学习和积累，完成最终的任务。

那么，拥有“自主意识”的机器人，又是

如何学习的呢？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创意机器实验室里，科

学家们已经进行了相关的实验，研究人员把一

个机器人放在了一个四面都是镜子的屋子里面

，这个机器人拥有自主神经网络和自我学习能

力，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机器人就好像一个婴儿

一样，对外界的事物十分好奇，通过镜子的反

射让它认识到原来镜子中的就是自己。

随着机器人不断观察着自己，它开始渐渐

做出各种动作，摸索出程序与动作之间的联系

，就这样学习了3个小时后，机器人对自己有了

充分的认知。

比如说它知道了自己长的什么样，有多高

，能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如何通过比自己矮小

的门之类的问题，而且随着这种自我认知不断

深入，准确率和能力都会相应的提高，这样一

来机器人就可以完成各种复杂的任务了。

其实人类发明机器人就是为了代替人类完

成复杂、危险的工作，目前的机器人更多依靠

人类的操作和判断进行工作，除非是特定的工

作环境下，才能够完全实现自动化。

如果机器人可以在一个陌生的环境自我认

知、自我学习，无论发生任何突发情况，机器

人都不要人工的介入，例如机器人代替人类在

工厂中巡检，检查各种问题和故障，也可以在

极端复杂的环境里，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那么，机器人是否能产生智慧？

在众多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机

器人产生智慧，最后反客为主，那么现实中的

机器人真的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吗？

答案是不能，至少目前的答案是否定的。

就算是上面讲到的机器人，也仅仅是一段程序

，与机器人产生人类的智慧还有本质的区别，

通俗来讲拥有自我观察、自我学习的机器人也

只能针对某一方面，它是没有自我意识和情感

的，自我学习的过程也仅仅针对的是运动行为

模式的构建和积累。

它还需要人类给它下达具体的任务目标，

只不过这个机器人不用人类教它怎么做了，你

只要说：“把桌上的饮料拿给我”，机器人就

会自我学习如何使用双手拿东西，然后完成拿

饮料的动作，进一步的提高了机器人的使用效

率，机器人神经网络也只是模拟人类的思考方

式，最终把这种思考方式变成机器人的一种工

作模式。

从目前人类的技术水平来看，想要让机器

人拥有情感和思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

也不要过度担心，毕竟机器人、AI最终都是为

人类服务的，是帮助人类提高生产、生活效率

的。那么，大家觉得，科学家们不断升级机器

人的“新功能”，对人类，到底有没有威胁呢

？欢迎说说你的看法！

太疯狂了！科学家为机器人注入自我意识，这有多可怕？



1.

我来美国已经三年了，这三年，我听过太多

的留美辛酸事。

纽约工作难找，很多朋友只能拿到创业公司

的职位，但初创公司可能发不出工资，可能突然

垮掉。我一位同校同学面试初创公司时，老板信

誓旦旦，“我可以给你十万年薪”；发工资时，

老板又换了一副面孔，“公司资金不够、公司还

在融资”，硬生生把薪水拖了大半年。朋友要靠

公司续签，没有任何博弈的条件，只能忍着，留

下，干活。

我还有个朋友，在纽约的一家创业公司做动

画，为了抽H1b工作签证，以20美元的时薪，身

兼UI设计、游戏设计等数职还做着无数琐碎杂活

——你要知道，动画行业平均工资35美元，而纽

约市最低工资也有15美元。后来，朋友抽中了

H1b，结果续签最低工资28美元。她跑去找老板

谈，老板说，涨工资可以，但以后不给加班费。

这不是欺负人吗？动画行业，加班是家常便饭。

H1b是工作签，非移民签，你就是拿个可以

留下来工作的凭证而已。这样一张签证，每年八

万多个名额二三十万人哄抢，抽中的概率不足七

成；哪怕抽中了，你还得想办法续签，续签后还

得再想办法转绿卡，拿身份困难重重。

我读书时，常有人劝我说，你要真想留美国

，不如找个美国人结婚；我真有朋友用各种社交

APP不断约会相亲，就想嫁美国人；我也认识人

想靠政治庇护移民，读了很多相关政策；法拉盛

中国城那块聚着一堆没身份的华人，天天蜗在一

起，靠打黑工为生。

我听过一位犹太教授帮一位中国女性假结婚

的故事。那位中国女性在国内有个一两岁的小孩

，丈夫出车祸过世，她不想再呆在国内，拿着旅

游签来了美国，黑在了法拉盛，在美甲店谋生。

她想要合法身份，出钱找犹太教授帮她介绍人假

结婚，背后有个明码标价的产业链。

故事听多了，你发现人人都难，你不知道别

人经历了什么、走到了哪一步，才会愿意为留在

美国付出这样的代价。

2.

三年前，我抱着挑战自我的心态来美国，想

过很难，但没想过这么难。

那时申请留学，就想找个可以好好学习和工

作的地方，没打算移民，没考虑加拿大、新西兰

、澳洲这些国家，只在美英之间选。

英国教育产业化，毕业难找工作，就只申了

美国。来了几个offer，选了所排名最好、中国人

最少、地理位置最好的学校。

我本科学的是统计，申的是计量经济，属于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领域，毕

业后有一年无条件工作签；如果找到了工作，可

以将工签再延长两年。也就是说，算上读书，我

最多可以在美国呆四年。

那时我就确立了目标，不管怎样，要把这四

年呆满。

2018年 8月底，我飞往美国纽约，读研；

2019年10月，毕业，找工作。

本科四年我没有实习过，没有工作过，没写

过简历，没面过试，连求职是什么都不知道。毕

业后，我就在网上瞎投简历，一天丢个二十份，

坐在家里等面试。

大公司没回音，小公司的面试机会不少。一个

半月后，我入职了一家线上教育初创平台，纽约分

部刚开，就香港人主管，工程师和制片仨人；我面

试的岗位是数据分析，不过公司小，发Email、拍

视频、采访什么都得做，日常工作像打杂。

可那是我当时唯一的机会，没得选。

没多久武汉就爆出了新冠疫情。武汉是我老

家，我所有亲人、亲戚、朋友全在那，就我一个

人在外地。除了一遍遍刷新闻，我什么都做不了

，非常焦虑。

有天晚上凌晨四点多，我正和主管电话会议

，突然收到父亲的微信，说他要外出工作。那是

疫情最猛的时候，到处都是死人的新闻，我劝他

不要去，他不听，我再劝，他还是不让步，我急

哭了。

电话没了声，老板问我怎么了，我抽泣着说

，担心家人朋友。她这才知道我是武汉人，安慰

我，赶紧去睡觉，明天再给家人朋友打电话。

所以没多久她辞退我时，我整个人都懵了。

我以为电话会议这事是她关心我的表现，没想到

在她眼里这就工作失误。事后没多久，她突然将

我调去了另一个岗位；又在某天突然叫我去办公

室，说，你在新岗位表现不好，公司要开除你。

我没反应过来，她质问我，“当初招你来，

是想让你做数据的，但你现在能做数据吗？”

我的确没有立即上手公司的数据软件，听她

不停数落我的不足，尴尬又伤心。

就这样，才三个月，我失去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3.

被开除我很不服气，抱着“你不觉得我能做

、我偏要做给你看”的心态再次求职。

这次，我只找数据分析类的工作。

我多了很多经验，花了很多心思，可没想到

，疫情很快蔓延到了纽约，工作机会几近绝迹。

大量海投，简历全石沉大海，连面试都少有

；跑大大小小的招聘会，结果公司不招数据岗；

主动在领英上联系学长学姐，给不认识的同行一

天连发二三十条私信， 自我介绍，询问工作空

缺，索要推荐信，约线下见面，可一点用没有，

公司裁员的新闻比招聘多。

失去了经济来源，我只能靠父母的钱撑着。

焦虑中，我一边找着工作，一边给自己报了个英

语班和编程班，学英语，提高专业技能。

一晃大半年过去，两个班结了课，我还是没

能找到工作。

签证还有一周过期，我走投无路，去了家华

人公司做销售。

这类华人公司集中在法拉盛中国城，很乐意

为职员提供续签和抽签的文件，但工作都是些卖

房、销售、跑业务等杂七杂八、不太需要技能的

活儿，工资低，种类少，没前途，入职不挑人。

可想而知，来这边工作的人，大多一个目的

：续签。

公司是个海外外卖平台，类似国内美团，客

户是华人留学生，工作是挨家挨户地跑餐厅，劝

餐厅老板入驻平台。

工作不如意之处很多。餐厅老板刚跟我们签

完白纸黑字的排他协议，调头就用公司竞品派单

，上司派我们前去餐厅理论，和餐厅老板们吵架

，我还听说有同事就为了几张单，和他们打了起

来。

公司常常言行不一。HR承诺实习期月薪两

千美元，转正后根据业绩发工资，至少能有三四

千，但工资到手只有两千百美元，所谓的按照业

绩发工资就是骗人的；那时我家在新泽西，一来

一回通勤三个多小时，我申请调去新泽西分部，

但公司直拖着，不给处理。各种因素夹杂在一起

，没做多久，我就想离职。

但无论如何，我得捱到来年四月。

因为四月，有H1b抽签。

4.

H1b签证，是准许外国人在美工作的签证之

一，是留学生留美工作的主要途径。

每年四月，千万留美学生心情随抽签动态起

伏。

四月初，我找律师，缴了五百刀，填注册表

，加入抽签；月底律师通知结果，如果抽中了，

要在三个月内将全套资料递交移民局，审核通过

，发签，缴纳5000美元律师费；如果没抽中，倒

数回家时间。

明年H1b将按照行业工资高低抽签，优先给

予高工资、高技术的员工签证；今年仍是随机抽

取，中不中签全看运气，我身边有朋友能力强工

资高，三次都没抽中，最后只得回国。

疫情如此迅猛，学生留美的热情一点没减。

今年四月，申请H1b签证人数达三十万，创造历

史记录，然而发签名额还是八万多个；七月，移

民局没有任何预兆地突然又抽了一轮签，中签人

将陆续收到邮件通知。

两次抽签，我都没抽中。

5.

抽签没多久我就辞职了。

于是我又得在美国找工作。

两年，第三次。

这次更熟练、更花心思。简历改到了基本能

匹配任何所投岗位的程度；每天丢出去50至100

份，心态从“这个工作我肯定配不上”变成了

“只要多投就有公司喜欢我”；每周有四五个面

试，以前第一轮面试都过不了，现在能到七八面

，一个人应付一屋子面试官。

但拿到offer还是很难。

被拒绝的原因五花八门。有公司嫌我工作经验

太少；有公司担心华人英文不够熟练；有公司嫌我

技术类问题答得不好；有公司懒得日后帮我续签。

数据分析门槛不低，可竞争也激烈，好几次都是面

到最后一轮，被拒了；不久前，我拿到了一家NGO

的offer，特别开心地准备入职，结果入职前最后一

天，公司邮件通知我，offer撤回了。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和我一起在纽约快三年

，就是因为面试被不停拒，回了国。一次次受挫

，她质问自己，“为了美国背井离乡值得吗？

” 看不到未来，她拿着一张改签过很多次的机

票，上了回国的飞机。

我无比理解她的选择。从四月到现在，我不断

找工作，不断被拒绝，不断从头来，连续五个月没

有回音，又快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我还要不停给

自己心理建设，“不要有期待，除非真正坐在工位

上班的那天，眼前的任何希望都可能破灭。”

我有个朋友每天至少要投一百份简历，工作

地从纽约勾选到了佛罗里达勾到了加州；每天的

面试从早排到晚；拿到offer不满意，就又继续投

继续找。如今他是朋友圈里的求职KOL， 还帮

别人辅导面试。像他这样留下的朋友会告诉我，

只要坚持，肯定能找到工作，大多数人就是在回

国与不回之间反复纠结，消耗了大量能量。

于是我干脆把另外一个选择完全屏蔽掉，坚

持呆满这四年。

每天，我还在丢出上百份简历，每周，我还

在跑十多个面试。就在昨天，我拿到了纽约一家

金融机构的offer，是个四个月的合同工。

6.

朋友回国前，我们在微信上聊了很久。过去

三年，我们一起读书，一起拿到硕士学位，一起

穿过纽约的大街小巷，一起因为找工作受挫，一

起被老板坑，一起感受职场的如履薄冰，一起历

经各种失败，再回头看，一切都很值得，甚至连

失败本身，也都值得。

人生是旅程一场，失败是其中的一部分。

疫情后，纽约突然安静了下来；疫情前，纽

约嘈杂又繁忙，有种大都市的丰富。

丰富是因为文化的碰撞。我读研的大学，是

相对传统的犹太学校，女生穿黑长裙，男生带着

小帽子，教授穿着黑袍、留着大大的胡子。做项

目时，我认识了些犹太人，发现他们来自俄罗斯

、法国、美国、以色列、奥地利不同国家，发现

不同国家的犹太人性格也不一样，法国犹太人不

太靠谱，以色列犹太人特别勤奋，俄罗斯犹太人

是学霸，喜欢聊普京看政治新闻。

丰富是因为多彩的活动。冬天滑雪，秋天爬

山，逛博物馆，去美术馆看画，去百老汇剧院看

戏，还跟过一位老师学唱音乐剧。老师是位华人

，拿着全额奖学金来美国读书，毕业后在百老汇

附近剧场表演，以进入百老汇为人生目标。她带

我们去酒吧演出，现场来了三十多位观众。我穿

着红礼服站在舞台上独唱，赚到了一笔门票钱，

成就感满满。

丰富是因为去过不同的地方。研究生开学正

好赶上犹太新年，趁着二十多天的假期，我跑去

了波士顿，这所城市安静温馨，和沸腾咋呼的纽

约很不一样；有天心血来潮想去华盛顿，一个人

一大早搭着黑狗就出了发，为省住宿费，第二天

坐夜班巴士回。巴士行驶在深夜，身处其中，有

种奇妙感受。

丰富是因为交到了有趣的朋友。

读研时，我在学校一场活动中，做了个五分

钟的开场演讲。那场活动很正式，很多媒体前来

，一名VOA记者因此记住了我。之后她通过邮箱

联系我，说想写个中国女生在犹太学校读书的故

事，我们见面聊了聊，自此成为朋友。

读研时，我认识了一位教英语的犹太老师。

他常我去吃纽约当地古老的犹太餐厅，我们约在

某个十字路口见面，他一见到我就会喋喋不休地

讲这条街的历史和发生在这十字路口的故事。

我还因为一次爬山活动交到了男朋友。他是

纽约大学媒体方向的研究生，与我同岁。因为我

坚决留在美国，他也决定留下来试试。我们在纽

约租了个小屋，白墙上贴着合影，壁橱里装满了

他大大小小的摄影器材，房间散落着他的球具。

因为生活多了他，我远在武汉的爷爷奶奶安心了

许多。

或许不管在哪，生活都不容易。国外人人吐

槽拿身份难，国内人人都在吐槽加班难，可至少

目前这种难，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难。

我想要这样的生活，我就得承担后果。

STEM签证还只剩下最后一年。我当下的目

标，是争取在明年四月份再抽一次签。我没有计

划没抽中之后的生活。我想，如果有那么一天，

我会再试试用其他办法，留在美国。

一位普通中国学生，想要留在美国有多难？
在Alicephil的故事里，她为了能留在美国，投递过上千份简历，面试过上百家公司，两年时间三次找

工作，还曾蜗在中国城的华人公司里做销售。可当你问她“这一切是否值得”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当

然。在美这三年，去不同的城市旅行，在酒吧表演音乐剧，还因为一次登山活动交到了男朋友。

以下，是她与美国的这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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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聚焦两个普通家庭的真实抗癌经历，导演

跟拍了两名身患绝症的病人，

记录下了她们从在医院治疗、接受肿瘤切除手

术，亲人在旁陪伴、鼓励以及到最后病人离世，家

属心碎到坚强，又回复“正常生活”的过程。

怀二胎的妈妈许烈英，在孕期查出了结肠癌肝

转移，肿瘤恶性概率99%。

为了稳定妻子的情绪，在整个怀孕生产过程中，

丈夫及家人一直未曾将病情的真实情况告诉许烈英。

这个肝癌晚期的病危产妇，怀胎十月剖腹产下

了小儿子。

而在生产后得知消息后的许烈英，正如她的名

字一般刚烈，没有因病情掉下一滴泪没有对死亡产

生任何的恐惧，而是一心挂记在丈夫和两个孩子的

身上。

母爱向最痛苦的方向弯腰，再坦然地接受这世

界上最伟大的爱也有无法触及的边界。

导演在拍摄过程中，陪伴了这对夫妇一年多，见证了他们

身上紧密的情感牵连。

夫妻二人虽然也有对彼此的不满和相互指责的时候，但又

掩藏不住最真实的关爱表达。

小儿子出生后，病中的妈妈遗憾不能看他长大，而丈夫却

一心扑在尝试所有检查的方法上，也想着给妻子最后的浪漫。

这段故事最后，许烈英和丈夫一同扮老望向镜头，那句“但

愿白头偕老，但愿如此”的浪漫超过了所有歌颂爱情的片段。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王思蓉，是个年仅十四岁的少

女。

小姑娘长期腿疼后检查出患有骨肿瘤，这种癌扩散快治愈

难，死亡率高，医生给出最保险的治疗方案，是截肢。

正是爱美的年纪，王思蓉拼了命也想保住自己的腿，坚持

要用保守治疗代替截肢，哪怕情况会恶化夺走她的生命。

但面对女儿的坚持，母亲陷入了两难选择。

多残忍的抉择啊，让这个深爱着孩子的母亲只能一次次地

躲在病房外伤心啜泣。

她花了四千块买了机票全家去厦门看海，哪怕这笔钱是他

丈夫要烫一万三千件羊毛衫才能赚到的钱。

空旷人世间，广阔的天地间，地老天荒的母性之爱让日月

无光，但却依旧难以战神病魔。

故事最后，爱笑的王思蓉在片尾被打上了黑框，她的妈妈

看到她推出手术室全身颤抖，牢牢捂住自己的嘴巴。

《寻梦环游记》里面说“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但对于活着的人来说，记忆又何尝不是一种痛苦呢？

截止到电影上映时，仅幸存唯一一个还在和骨肉瘤抗争的

孩子，是刘子涵。

这个在同龄人刚刚上小学的年纪与病魔抗争的女孩，始终

表现着一种难能可贵的乐观勇敢与聪颖。

在电影中，子涵尚可以自己推着吊瓶去等待做手术的朋友

，而实际上，这几年子涵已经因为病情加重而截肢，并且仍在

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情况不容乐观。

更残酷的是，在更现实层面的叙事里，子涵的农村家庭，

五年抗癌已经负债几十万。

在出院前，这个小姑娘曾把住院手环撕碎，表示“再也不

来医院这个“鬼地方”。

但现实没有如她所愿，她仍被疾病困在冰冷的医院大楼里。

当年九岁的子涵终究也成长到了和王思蓉姐姐一样大，她

曾经握着一把糖来安慰手术后的思蓉：“如果觉得痛的话吃快

糖会好些的。”

思蓉姐姐还记得她吗，她不知道，但她相信自己会继续长大。

人间世一词出于《庄子》，电影的英文名称叫“Once up-

on a life”。

是啊，谁又不是Once upon a life呢。

世人面对无药可救之病，无非就是电影里的两种，希望手

术可以再给多一点点的时间，让对方留在自己身边，哪怕人财

两空。

也希望在人生最后的阶段，更需要有质量的活着，去做一

些无法完成的事儿。

这部纪录片里呈现的死亡，不是影视作品里呈现的浪漫化

场景，是真真正正切实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人最后的倒数时光

，提醒终点的位置。

病来如山倒时那一刻的绝望与无助，在面对癌细胞已经扩

散到全身时，无以谈坚强。

那一刻，只有旁人对生的感悟，而即将离去的人，只剩下

最后一点点的体面和对这世界最后的留恋。

其实作为记录式电影来说，这部作品的缺陷很多，

从专业角度或许都很难被称之为一部电影。但比起技术技

巧，所谓的跌宕起伏都不如那份真实的情感来得重要。

电影的最大的使命就是为观众竖起一面镜子，让人们在里

面看到自己和他人，

看清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那些我们社会中站在强势地位

的人竭力想去否认的情感。

无需过多镜头的渲染，不用刻意演绎哭戏，直击一群普通

人面对死亡的心态，就足够震撼。

众生苦，这话说了太多。

但当出镜者的名字都被标了惊心动魄的黑方框时，那画面

上的逐帧还是深切地刺痛了很多人。

在这个特别的时代，希望大家再多花一点时间去珍惜生命

，珍惜家人和朋友吧。

毕竟人生除死外再无大事。

很可惜的是，电影上映到第四天排片仅0.4%，有场次的地

方放映时间也是十分刁钻。

商家为了利益没有错，可是这是人的世界，人有很多种感

情，我们应该给每一种感情一个位置，而不是随便糊弄。

另外，该片的票房盈利部分会捐给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

基金会，如果有能力、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支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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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题材的纪录片很难拍，因为牵涉到个人隐私，摄

像机和摄影师的存在就是入侵。

而中国就有这么一个团队，一直在专注地做着这件事

。

哪怕完全无法实现商业化，但他们却始终在尽力输出

自己的能量——《人间世》

早在之前《人间世》纪录片系列就已经家喻户晓，获

得豆瓣9.7的高分，成为了国产纪录片口碑神作。

之后的第二季以及《人间世· 抗疫特别节目》，也都具

有很高的口碑和社会影响力。

而此次的电影由陶涛、张琪、秦博、范士广四位导演

共同执导，以公益片的形式从纪录片中套拍出来，

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长内，把癌症患者的故事压缩成倒

计时画片，以一种戏剧但平和的叙述方式娓娓道来。

近日，國漫巨製電影

《深海》發布「歡迎來到

深海號」角色亮相預告，

首次釋出片中奇幻萌物，

以及「人氣標誌物」深海

大飯店。預告呈現出影片

極強的可看性：角色極其

豐富，除主角外，有不少

於上百隻萌物，僅「海獺

」一角就有 80餘只；角

色設計的鮮活生動，在一

定程度緩解網友對動畫的

「劇情焦慮」，令網友表

示「迫不及待解鎖主線劇

情」。這些再次印證了影

片的創新性：不但開創了

國漫新畫風，角色和世界

觀均是新鮮原創。電影

《深海》作為《大聖歸來

》導演田曉鵬歷時七年籌

制的回歸之作，自首支預

告發出後，便因前所未見

的視效和美學風格（「粒

子水墨」創新中國風）連登各平台熱榜。影片將於2022全國上

映，期待其在大銀幕創造的視覺奇觀。

影片除前所未見的視效外，此番的角色亮相豐富且極具想象

力，令觀眾對奇幻世界產生期待。一方面，「動物員工」的性格

鮮活有趣：舵手卻不分左右，主廚臨陣學習做菜，處處偷懶的海

獺服務員……連一閃而過的配角都「渾身是戲」，實力刷新觀眾

對「背景板」角色的認知。另一方面，《深海》角色數量之豐富

達國產動畫巔峰，僅「海獺」一角，單鏡頭就多達80+只。這些

「萌翻」互聯網的新寵，也讓網友直呼觀影理由「+1」。

同時，《深海》為讓觀眾相信這個世界真實存在，花了很多

額外的心思。首先製作上，為了做出萌物「QQ彈彈」的真實肉

感，《深海》罕見地將肌肉解算做到極致：動力員海豹賣力踩單

車時的肌肉顫抖、肉嘟嘟的海獺船員從遠處跑來……最終，這些

表演做到了堪比真實攝影的效果。此外設定上，深海為萌物設計

了8歲到30歲不等的年齡層：比如，偷懶的海獺是學齡前的小朋

友、看似成熟的海豹設定是8歲兒童等。一切製作上的極致表達

，都是為了讓觀眾更加「沉浸式」相信深海的故事。

電影《深海》將創新做到了極致，不僅體現在開拓性的視

效技術上，更體現在突破限制的題材想象力上。首先製作上，

作為首部全片採用開創級「粒子水墨」技術的動畫電影，《深

海》讓中國水墨畫在三維空間中「活」了起來，展現前所未見

的「創新中國風」。此外，《深海》在題材選擇上也極為大膽

，放棄「流量密碼」神話故事，大膽聚焦現代題材與原創「小

人物」，將100%全新的奇幻世界搬上銀幕。

自首支預告發布後，電影《深海》便因其前所未見的視覺奇

觀與獨樹一幟的美學風格，一舉驚艷全網，登各平台熱榜。眾多

網友高呼「看得雞皮疙瘩起來了」、「小屏幕不過癮」，並期待

在大銀幕體驗被彩玻璃般的海層層環繞的「沉浸式」之旅。

電影《深海》由田曉鵬執導，十月文化、彩條屋影業出品

，將於2022年全國上映。

國漫巨製《深海》角色首亮相

全網最可愛的海獺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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