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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店是最小的商业细胞，它成本

低廉，盈利不高，勉强支撑一家人的生

计。在北京最繁华的批发市场，大柳树

官鑫市场，存在大量夫妻合作经营的夫

妻店，在三年疫情中，封控断断续续，

小本经营的夫妻店风雨飘摇。

广播

听见动静，一个女人抱着双臂从店

里探出半个身子，想去迎客人。商场里

全天循环播放的防疫广播过于喧嚣，她

听见动静太晚了，客人看不到她想挽留

的举动，径直从店门口走了过去，女人

只好重新缩回了店里。

在北京大柳树官鑫市场，女人和丈

夫一起在商场二楼经营这家美妆店。他

们承包了一个店面，平时她的婆婆也在

店里帮忙。据女人说，他们做的是薄利

多销的生意，店里的东西报价都接近批

发价，比如三卷碗口粗的洗面巾，“只

卖10块钱”。

在官鑫市场，多的是这样的夫妻店

。那些挤满一楼每个不足5平米的古玩小

摊位，摊主基本都是中年夫妻。眼下生

意不好做，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沉默地半

躺在柜台里，顾不上给商品打灯，远看

过去摊位灰蒙蒙的。有人路过，他们便

坐起来，从摊上随机抓起一件，远远地

往来人的方向递：“看看？”被拒绝后

，摊主们面露悻色，默不作声地缩回摊

位去。

作为北京著名的旧货和二手批发市

场，大柳树官鑫市场的商品向来以低价

吸引大批顾客，养活了市场里几百家店

铺。店主们几乎都是外地人，承担高额

店租的情况下，以往也能养家糊口，有

的人还赚得盆满钵满。一些资深店主，

闲聊中还会提及前些年市场每周末人头

攒动的场景。那时候吆喝声、讨价声不

绝于耳。

这样的光景毫无征兆地在三年前的

春天结束。新冠疫情开始之后，商场里

少有顾客，冷清的大厅里，只剩全天循

环播放的防疫广播回荡。

位于市场出口的一家瓷器店，老板

洪山记得这些防疫守则广播，是从2020

年春末开始循环播放的。那时候，最初

也最惨烈的新冠疫情袭击中国武汉，中

国尚未被新冠疫情波及的城市也人人自

危，纷纷采取不同程度的封控政策，防

止病毒在中国境内扩散。商场管理方那

个时期开始播放防疫的，说着些要戴口

罩、不遵守防疫守则者可能会被依法处

置之类的内容。

广播播了3年，每天语调相似，洪

山已经习惯了，一时也说不出广播的内

容是否迭代过，只记得曾有顾客抱怨，

这重复的语调和内容听得人心慌。

刚有广播的时候，洪山只觉得吵

闹。他和妻子想到2003年北京闹过的

非典，那时候半年熬过去，也就结束

了。他和妻子想着，不如就闭店几个

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疫情结束后

再重振旗鼓。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事情

变得不对劲。

市场管理方开始减免封控期间的店

租。这本对他们有利，但出于商人的敏

锐，洪山怎么看，商场管理方的让利都

像在提示以后可能是场持久战。

他和妻子商量对策，起初他们想用

短视频平台带货做网店。折腾了一两次

之后，他发现直播间的观众多数只是在

同城无意刷到，前脚划进来下一秒可能

就划走。观看人数始终只有个位数，根

本无法卖货。

趁火打劫的人也有。一次，有人私

信他说，可以帮忙给店铺引流，只需要

980元，就帮助他上推荐页。洪山心动了

，向对方的支付宝账号打了980元，就再

也联系不上对方。洪山至今没有告诉妻

子这件事，只是在发现被骗的当晚，把

上当的事编成了朋友的故事讲给妻子，

提醒她注意这种骗局。

后来三年，生意逐渐萧瑟，客人数

量骤减。偶有客人上门，顶着这些广播

讨价还价，要抬高声量才能听清。日子

一久，洪山和妻子都烦。曾有店家去商

场管理方希望调低音量，从来也没什么

效果。洪山索性买了套音响，成日在店

里播放《大悲咒》《心经》之类节奏悠

长缓慢的录音。之后，在新的背景音下

讨价还价，洪山和妻子真感

觉没那么心慌了。可是，这

也止不住小店每况日下的营

收，这是一份摆在账面上的

忧愁。想必多年后洪山和妻

子想起这萧瑟的三年，也会

顺势想起这些广播和《大悲

咒》的音调。

洪山夫妇店铺三百米

开外，左工坊皮具店的女主

人不在，只有男主人左爱平

留在店里和弟弟一起看顾生

意。生意不好加上疫情阻滞

，左爱平的妻子今年5月份

之后一直在随州老家。

临近中午，弟弟回住

处做午饭。以往回去做午饭

的都是左爱平的妻子，左爱平想念妻子

做的蒜苔炒肉，他说，已经半年多没尝

过了。以前和妻子一起看店，夫妻俩隔

三差五就会炒几个小菜，关店后一起小

酌几杯。

一整个上午，左爱平卖出去3条皮

带。来店里买皮带的大都是住在附近的

老人。快12点的时候，一个男人进店要

定做两条皮带，用来把皮包固定在摩托

车后座。他把车停在皮具店门口，左爱

平看到的时候突然露出惊喜的神色。

“前些年一直想买辆川崎的车，哎……

”他不说了，拿出材料和工具，开始趴

在地上裁剪皮具。忙活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做好，左爱平拿到摩托车后座比对

，客人不满意，觉得皮料太软。左爱平

看了看弟弟送来的饭菜，默不作声开始

重做。

在左爱平记忆中，曾经的官鑫市场

作为北京第一大跳蚤市场，琳琅满目的

商品吸引的不只是周围的居民，还有不

少外地的游客和零售商。短视频流行后

，总是有年轻人举着手机来这里拍视频

，对着镜头念叨着“打卡”，许多店主

都乐于见到这些举动新奇的年轻人，因

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可能花很短时间

，一口气在店里买下很多货物。

好光景的时候，大家生活也过得惬

意。一些店主做完一个大单，还能毫无

顾忌地关店休息。钱不着急挣，今天休

息一会儿，以后的生意不会猝然消失。

如今却不同了。

忙完的时候已经快下午两点钟。左

爱平把弟弟做的饭端到皮具店对面的马

路站着吃完，然后用路边的水管冲干净

餐具。妻子无法进京，他和弟弟很多菜

都不会做。偶尔嘴馋，去饭店里开开荤

，不过花大几十吃一顿他其实不舍得。

挣扎

洪山和妻子都是唐山人，开骨瓷店

14年。2013年到2019年是洪山记忆里生

意最红火的几年，年利润能达到五、六

十万。疫情第三年，店里的瓷具成堆摞

在货架上，泛黄落灰的纸条上写着“大

降价”一类的字样，即便价格降到几乎

没有利润空间，也几乎无人问津。

这天开店将近两个小时，店里只来

了一个老太太，看上一个标价为98元的

锅具。洪山和太太一起上阵，和老太太

一番讨价还价，以65元的价格把锅具卖

了出去。打包的时候，洪太太叹着气说

：“也就是这几年。这价格放在几年前

不可能卖，都亏本了。”不知这番话是

不是说给老太太听的，洪太太说，前些

年店铺几乎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元的商品

，她按20%的利润定价，一天能净赚上

千元，应付店租、房租、房贷绰绰有余

。但如今，每天最多能营收两三百元，

连付店租都不够。

两年前开始，夫妻俩开始拿前几年

存下的积蓄给店铺“填坑”。赔本的生

意，也难收摊止损，谁也说不准什么时

候商场就重新热闹起来。谁也不想成为

在景气回归的前夜放弃的悲剧人物。

前些年手有余力，夫妻俩对于老家

的亲戚朋友不吝啬，谁家有困难，借钱

不用犹豫。洪山还记得，有一次大家给

堂兄的孩子凑钱做手术，他二话不说就

可以拿出10万元。那时候的从容和仁义

，底气都来自于这家夫妻店。如今洪山

不仅要想办法避开好友聚餐，连自己的

孩子想买玩具和零食，他都要在心里斟

酌许久。

过去的3年，各种阻挡疫情传播的

防疫措施，无意中瓦解着洪山此前十数

年建立起来的生意链条。

他的瓷器店生意，客源主要是从外

地来批发的商户。疫情开始之前，洪山

的店里总是挤满了外地口音的客户。后

来疫情时断时续，进京政策多变，许多

外地商贩也不愿意折腾和冒险，纷纷转

而寻找其他货源，洪山夫妇因此失去了

不少客户。看着相熟的客户纷纷在朋友

圈求问其他地区的货源，洪山心里不是

滋味。一开始，他主动给老客户打电话

，表示如果对方愿意下单，自己就可以

帮忙解决进京过程中，居家隔离可以暂

住的地方，总是被婉言拒绝。

进货也困难重重。洪山以往从河北

唐山进货，离北京不远，从前每次去进

货要用3、4天时间。疫情封控最严厉的

时候，同样的事情洪山要花1个月去做。

眼看着市场上流行的瓷具换了一批又一

批，堆积在仓库的品类早已过时，唐山

窑里新烧的瓷器无法进京，洪山和妻子

为此发愁过许多日子。

夫妻俩的瓷器店关乎一家四口人的

生计，生意走下坡路，整个家庭的生活

水平都要下降。

撑到第三年，洪山和妻子是不断挣

扎着走过来的。

联系老客户无果后，洪山想着办法

招揽新客户。他在网上搜索瓷具零售商

，主动私信，提出让价，吸引客户。不

少人收到信息后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但了解到需要进京验货、取货，便都退

避三舍。几番折腾过后，夫妻俩彻底失

去了信心，决定安静等着疫情结束的那

一天的到来。

官鑫市场位于北京东四环，周围交

通便利，人流量大，也意味着传染风险

大。因此，每当北京疫情开始出现泛滥

的前兆时，官鑫市场都会早早启动休憩

“程序”。左爱平说不清被要求闭店多

少次了，每次只要北京有大规模疫情爆

发，他都要按照管理方要求，闭店休息

。

这三年里，里面的商家经历了无数

次的闭店和封控。

左爱平第一次闭店是2020年春天，

持续数月，一直到到当年6月份。那时候

赶上春节，他和妻子、弟弟如同往常一

样带着喜悦回到湖北过年。春节假期临

近结束，新冠疫情外溢到湖北各个地级

市，左爱平和家人第一次经历封城。那

几个月，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让儿

子查阅病例新增数量，每天想着回京。

彼时，市场的相关管理方案尚不完

善，左爱平一家困在老家毫无收入，依

然承担着每月7000元的店租。那年六月

，当左爱平终于回到北京，打开店门，

他发现很多货物都积了灰，一家人洗洗

擦擦、忙活了两三天才将店铺恢复到原

状。

但他们发现，市场的繁华却怎么都

回不去了。相熟的店家们个个一脸愁相

，一见面就互吐苦水。

左爱平不能就此认栽。他开始学

着那些来“打卡”的年轻人一样玩互

联网。他拍下制作皮具的过程，配上

热闹的背景音乐传到短视频平台上。

每天关店回家，他学习剪辑、配乐。

他曾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告诉

妻子：“疫情后啥都不景气，只有短

视频还在赚钱，咱们要赶趟儿。”妻

子不这么想。她觉得丈夫瞎剪的视频

不可能被人喜欢。

那段忙碌的日子，最好的见证

是一条点赞量115次的视频。左爱

平如今把它置顶在自己的短视频主

页。只可惜，他频繁的更新，没有

得到能创造收入的反馈。

一度，左爱平发现给自己点赞

的依旧是亲朋好友，无法“出圈”

。他以为是单纯的手工制作不新鲜

，开始拉上家人一起拍搞怪视频。

妻子不配合，总是躲着镜头，背对

着他。

左爱平在短视频上没有收入，

只好在线下售卖中放低期望，能卖

出去就好。原来标价89元的皮带降

价到65元，后来120元可以卖两条

，附带铜质裤袢和现场手工缝制服

务。

虽是半卖半送，左爱平和弟弟还是

坚持为客人一丝不苟地制作。简单地为

客人的皮带上个裤袢也需要十几分钟，

很多时候只卖出二三十块钱。他们觉得

这是在践行匠人精神：“虽然卖出的价

格不满意，但做工还是要细致。”

几度抗争过后，洪山夫妇和左爱平

夫妇都陷入很长一段沉寂。

做不了生意，洪山和左爱平都一度

窝在家里刷手机、打牌，整天焦虑却毫

无补救措施。和他们一样状态的夫妻店

店主，在官鑫市场及附近商圈还有很多

。最愁的一批在官鑫市场美食城，他们

总是第一批被封控的。左爱平每次听闻

对面的美食城关闭，就知道自己该焦虑

了，最多还有一星期就会轮到自己。

转折

左爱平很久没见到儿子了。那小子

从小在官鑫市场长大，小学六年级之前

一直在附近村里的小学读书。

疫情爆发后，店里的生意明显萎靡

了下去。“原来一天能赚七、八百，现

在一天最多两三百”，左爱平说，这样

的营收只够支撑店租。

去年他和妻子思前想后，将儿子送

回老家农村一学期七千元的私立中学读

书。他知道这个学费不算低廉，也知道

老家农村的教学质量与北京无法相比、

让孩子在湖北考学竞争压力更大。但他

没有北京户口，这意味着他的孩子继续

在北京读书，花费的金钱和精力更多。

左爱平打听过附近的一所中学，孩

子去那里读书，仅学费一学期就要将近

五万。过去生意好，咬咬牙可以承受，

但近三年每个月只能赚够店租的情况下

，他和妻子无力支付这笔学费。

私立中学管理严格，孩子每个周末

才能和左爱平夫妻打电话，语气总蔫蔫

的，夫妻俩心里都不是滋味。妻子总担

心儿子学校伙食不好、穿不暖或是被人

欺负，左爱平只好劝说：“孩子都这么

大了，能有啥事。”

嘴上这样说，但他私下对儿子不无

担心：“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没有底气

，胆子会变小。”

2022年11月，孩子初一上学期的期

中考试结束，班主任告诉左爱平儿子成

绩在班里的成绩下降了19个名次，政教

处老师还在夜里抓到儿子玩手机。手机

是年初他买给儿子用来联络的，没想到

儿子沉迷起了打游戏，这让远在北京的

左爱平很头疼。他想着好在妻子这半年

留在了老家，周末还能陪陪儿子，不然

情况可能更糟糕。

左爱平今年47岁，做手工皮具已

经25年。22岁时，他听从广州回来的

同乡说做皮具很赚钱，脑子一热跟着

南下，进了皮具厂。他笨手笨脚跟着

师傅学，带他的师傅月入过万，告诉

他：“只要你肯努力，这也是你的未

来。”他一头扎进手工制作皮具，一

学就是两年。皮具厂给他开的薪资远

高于他同乡的朋友，返乡过年的他总

是满面春光。

世纪初看过的繁荣，让他相信皮制

品不会过时，也深信不疑自己会有好未

来。在工厂，他还结识了现在的妻子，

婚后三年，两人决定自己开店。多方打

听后，他们来了北京，在官鑫市场开了

家夫妻店，一开就是14年。

在官鑫市场的14年，他们的孩子出

生了，弟弟也结婚生子，官鑫市场见证

了这个家庭许多幸福、收获和重要瞬间

。过去3年，左爱平想过放弃。但想到自

己年近五十，除了做皮具身无所长，只

有初中学历，想要学习新的技能也不现

实。

缓了三年，左爱平还是晕头转向。

他记得市场角落有一家广州皮衣、皮鞋

售卖的店铺，今年十月份因经营不善闭

店，空出来的铺面至今仍然空着。最后

一次看见那家店时，店内的鞋子堆了半

人高，没开灯，黑漆漆的。

在官鑫市场，这几年许多店主都选

择了闭店。在他印象里，闭店的大多数

都是二三十出头的年轻夫妻，“他们年

轻，关了还能学别的手艺，我一辈子就

搭在这上面了。”

11月份，左爱平觉得自己不得不做

一些割舍。他打电话告诉妻子，如果明

年春天形势仍然不乐观，就让妻子在老

家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做着，没必要一家

子都吊死在一棵树上。作为皮具铺的女

主人，左爱平的妻子觉得这不是一个能

解决问题的主意。她能在老家镇上能找

到的工作，顶多也不过是建筑工地小工

，一天100元，又脏又累。

夫妻俩还爆发过一次争吵。妻子主

张让弟弟另谋出路，“这个店是咱俩的

，他又是个男人，年轻力壮的，好找活

。”而左爱平坚持不让弟弟离开店铺，

理由是弟弟在店里工作多年，至今一个

月薪水不到五千，这种情况下还将其裁

掉，过于不顾手足之情。

那次争吵后，左爱平好几天没给妻

子打电话，直到周末儿子回家时，才借

机与妻子说上话。此后二人没有再提这

几件事，只是在左爱平心里埋了一根刺

。

2022年11月下旬，北京爆发了一轮

新冠疫情，大柳树官鑫市场再度沉寂，

商家们又早早被告知闭店，回到家中等

待复工的消息。结果到了12月，北京的

各项疫情防控政策突然松动。2022年12

月底。官鑫市场市场宣布可以恢复营业

。

左爱平夫妇和洪山夫妇都等来了形

势转折的这天。只不过，重建夫妻店的

繁荣，还需要一些时日。

在官鑫市场，店主们相继感染新冠

。大家都忙着养病，不急于开业。

左爱平估计，第一波感染潮后，生

意不会迅速反弹。他和妻子决定，留下

弟弟看店，他早早回到老家张罗过年。

洪山和妻子的店面也熬到了形势变

化的一天。他们没有倒在转折前夜。

2022年11月底，他还念叨着：“总

会有结束的一天。”即使店铺需要贴钱

营业，洪山也舍不得关停。他觉得这是

全家唯一的活路，只是这几年遭遇了冰

期。何况，他擅长的只有做生意，关掉

店铺，他还能做什么呢？在洪山眼里，

瓷具店有特殊的含义。14年前决定租下

这个店面时，夫妻俩费了很大功夫。竞

争者众多，许多店家都看上了店铺位于

市场出口的好位置。夫妻俩向五六个亲

戚借钱才凑够3万块，又打点了一些人，

才及时盘下。

盘下店面后，妻子总是打扫得干干

净净，店铺虽小，但每一件物品都摆放

有序。店铺平日的售卖都是由妻子负责

的，进货、批发销售则由洪山承担。疫

情到来之前，他们分工有序地运作了14

年。疫情后，洪山没有客户应酬，他开

始经常窝在店里，本就狭小的空间突然

多出个人，也让妻子感到不便。她穿梭

在瓷具间，提醒着“让一让”，洪山索

性搬了椅子在门口坐下。

没生意的大部分时间里，洪山都与

相熟的店家闲聊，或是带着儿子在广场

闲逛。

洪山和妻子努力就着眼下的情况盘

算未来。

他打算来年春天将儿子送回燕郊念

书。这样一来，夫妻俩也可以退掉北京

城区租的房子，去城中村或者郊区租房

。等手头的存货都卖出去，洪山打算退

掉库房，外地货商进不来，留着库房意

义不大。

洪山计划通过这番操作省下一笔钱

，等来年形势好转，再把过往的生意链

条组建起来，东山再起。

夫妻店这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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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资本和教育出现了

一种“诡异”的平行，也就是说一个孩子能否进

入名校，很大程度与ta背后的家庭背景、父母的

社会经济地位息息相关。不过本文的主人公却是

个逆袭耶鲁的寒门消息，然而走进名校后的生活

并不如他所意...

在作家J.D 万斯的畅销自传《乡下人的悲歌

》中，就真实从耶鲁博士的视角，讲述了作者自

身坎坷的奋斗之路，并从中叩问底层白人的“悲

”从何来。

事实上，对于美国的精英阶级来说，有关于

白人阶级的贫穷完全依赖于想象。这本书也因此

在2016年，被《纽约时报》评为“理解特朗普竞

选成功的6本书之一”。

由改传记改编的同名电影在Netflix 上映，

曾被6次提名奥斯卡的艾米· 亚当斯在片中出演

一位染上毒瘾、喜怒无常的母亲 图/电影《乡下

人的悲歌》

据纽约时报整理的数据，耶鲁大学19%的学

生来自收入top1%的家庭，69%来自收入top20%

的家庭，而来自收入最低20%家庭的孩子，只有

2.1%。

但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主人公万斯作为那

2.1%脱颖而出，实现了从“底层”走向“精英”

的阶层飞跃。

没有人能想到，万斯的外祖父母一贫如洗，

周围毒品泛滥，人们精神匮乏，缺少希望。而他

们的外孙——万斯在遭遇父母离异、母亲吸毒、

尝试开车自杀的动荡童年之后，从一个心理状况

岌岌可危的逃课少年，成为了坐在耶鲁法学院课

堂中侃侃而谈的社会精英。

这一切，是所有人想都不敢想的“奇迹”。

从问题青年到耶鲁博士、社会精英，当外人

只看到“逆袭”的光鲜，万斯却通过自己的讲述

，让人们意识到：那些在光鲜背后因为家庭教育

的缺失，而永远存在的冲击与挣扎，以及那些内

在永远无法实现的改变……

底层白人的贫穷根源

在如今的美国，富人和穷人、知识分子和文

盲、上流社会和工人阶级，两个群体间逐渐走向

分化，直接导致了美国社会精英与底层的利益之

间出现了严重而深刻的割裂。

即便人们能够意识到这种深入骨髓的贫穷真

实存在，却不知道这些穷人为什么会陷入绝望的

困境，以及怎样才能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举个例子，当我们在讨论美国社会不平等的

时候，通常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族群是黑人和拉丁

裔，但现实并非如此。

根据皮尤经济流动性项目研究发现，白人工

人阶级是美国最为悲观的群体。他们脱离社会，

对自己改善未来充满悲观的负面情绪，42%的人

认为自己的物质条件甚至比父辈还要糟糕，并不

遗余力地将这份孤立的社会情感传递给下一代。

电影的主人公万斯，出生在美国被称为“铁

锈地带”的俄亥俄州米德尔敦，城市里居住的都

是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工人阶级，其中将近

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人们家庭关系紧张、家暴事件频发、毒品在

小镇上泛滥，破破烂烂的小屋和四处乞食的流浪

狗构成了这幅乡村穷人的生活图。

万斯的妈妈高中辍学，19岁就生下了第一个

孩子，在万斯还很小的时候，妈妈再度离婚，此

后，他的生命中出现了来来往往、如过客般的许

多男人，母亲的情人换了又换，而他们当中每个

的离去都会让万斯感到空虚和对男人的不信任。

在20世纪50年代北迁工业城市的移民潮中

，万斯的外祖父母背井离乡，来到俄亥俄州的米

德尔顿寻找新的生活。

虽然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药物

成瘾依旧折磨着他们的女儿。因为婚姻不顺，妈

妈和养父之间开始频繁出现争吵，他们彼此辱骂

，摔烂家具，在嘶吼中砸门而去。妈妈开始变得

暴躁易怒，越来越爱生气，开始喝更多的酒。在

濒临崩溃的情绪面前，她偶尔失控，殴打两个年

幼的孩子。

而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加工制造业的外迁，往

昔生机勃勃的工业开始迅速衰败。

一旦工厂关门，那些留下的人就被困在了这

些城镇当中，再也没有可以满足如此多人口的优

质工作。而那些能离开的人，通常是受过良好教

育的人、有钱人以及有关系的人，离开了，剩下

的就只有穷人们了。

而这些“真正的弱势群体”却拒绝承认地区

的溃败，他们很早就学会用逃避的方式来处理令

人不安的真相，或者是假装现实比真相要好。

这种“自我催眠”的认知让驻扎在该地区的

家庭变得更加不稳定，贫穷带来了一系列“后遗

症”，包括绝望的情绪、自我放弃、焦虑、堕落

、放纵、以及暴力倾向。

外祖父染上了酗酒，和外祖母一度分居，两

人争吵不休，关系紧张。

而万斯的妈妈因为滥用药物，情绪崩溃，尝

试开车带着儿子自杀，被吓得瑟瑟发抖的万斯狂

奔到一户人家求救，最后在主人的帮助下，警察

带走了妈妈，万斯逃过一劫。但这段惊心动魄的

经历却成为了他生命中最不可磨灭的痛苦记忆。

对于美国乡下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好。

但在不利的条件下，人们往往不是挣扎着向

上，而是用最坏的方式应对，这种文化在某种程

度上越来越鼓励社会的溃败，而不是抵御腐败。

在万斯动荡不安的童年里，周边的一切都

“诱惑”着要他一起沉沦，这股力量是这样强大

，几乎令人难以抵挡。

“当时已经离悬崖不远了，只是自己并不知

道。我高中的第一年都差点没顺利完成，平均绩

点才2.1分。

我不写家庭作业，不学习，而出勤率也非常

糟糕。有时我会谎称自己生病了，而有时候我就

是不去上学。”

乡下男孩的救赎之路

在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存在着两套不同的道

德观念和社会压力。

万斯的外祖父母所代表的是一种：老派、默

默的忠诚、自力更生、勤奋努力。而万斯的母亲

和周围社区越来越多的人所代表的则是另一种：

消费主义、与世隔绝、愤怒、不信任他人。

前者在逆境中仍有向上的希望，而后者抱怨

社会、仇视富人，将自己的不思进取和懒惰成性

包装为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压迫。

如果说和妈妈在一起的生活，让万斯走向了

自我毁灭的轨道，那么祖母就是那个挽起他的手

，带他走向希望的人。

感谢祖母，让我所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社

区最坏的一面，而我相信正是这救了我。

只要我需要，那里总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总

有一个深情的拥抱。可惜的是，我们邻居家的孩

子们却没有。

在妈妈被送进戒毒所之后，万斯和祖母一起

度过的三年，温暖和谐的家庭环境拯救了他。

祖母相信教育的力量，她鼓励万斯努力学习

，改变命运：“如果你想要那种可以在周末和家

人一起度过的工作，你就得去上大学，然后有所

成就”。

在那种希望的驱使下，万斯努力学习，在学

校的成绩稳步提升，并在SAT考试中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

回望过去，万斯只记得那时候的自己很快乐

，再也不害怕每天结束时的放学铃声。因为他知

道自己下个月依旧有稳定的住处，那里有等待着

他的祖母，没有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可以决定和影

响自己的生活，而这份来源自安全感的快乐，成

为了万斯转变人生的起点。

高中毕业之后，万斯收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学

和迈阿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对于这个贫苦的

家庭来说，孩子上大学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因此

他决定先成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员。

在军队的生活让万斯第一次与自己的家乡和

家庭完全隔离开来，而这段经历让他对自己，以

及自己所来自的文化体验良多。

在米德尔敦那个没什么远大期望的世界里，

家庭总是处于无休止的动荡，生活勒紧了每个人

的喉咙，告诉你努力毫无用处，什么也改变不了

，这也就是心理学家所提出的“习得性无助感”

。而祖母的存在，让万斯避免了完全堕于这种情

感，之后的军队生活更让他学会了找到希望。

在部队里，他重新审视自己出身的文化，学

会了理财，懂得了用头脑、而非暴力保护自己的

家人。

万斯替祖母购买了医疗保险，那是他第一次

感受到自己是个保护者，而不是脆弱的被保护者

，这种感知令他感到

前所未有的满足。

军队归来之后，

他回到了校园，为了

支付学费，万斯不得

不同时做两份兼职，

直到因为身体过度缺

乏营养一度住院。欠

下一堆医药费账单之

后，他找到了第三份

工作，在普林斯顿评

论做 SAT 的导师。

虽然生活匆忙，

很多时候他一天睡不

到4个小时，但努力

总是会有回报。2009

年 8月，在俄亥俄州

立大学仅仅待了1年

11个月后，万斯以最

优异的成绩获双学位

毕业。

教育为人生的改

变带来了希望，对人

生非常乐观的态度让

万斯与很多邻居的悲

观心态形成鲜明对比

。

没多久，万斯收

到了来自耶鲁大学法

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一开始他觉得欣喜又

茫然，为高昂的学费

担忧不已，但很快他

发现，对于像自己这

样来自于低收入家庭

的学生来说，最贵的

学校反而最便宜。

耶鲁法学院能够

提供的资助比想象中

的多得多。第一年，

耶鲁几乎给了万斯全

额资助，前后一共几万美金的助学金，帮助他顺

利完成了学业。

在耶鲁的第一年令人震撼，但这种震撼无疑

是积极的。课程很难，有时候好几天都要在图书

馆熬夜学习，但万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在

不断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坚定中，万斯走过了一个

个挑灯夜战的孤寂时刻，成功把成绩单上的成绩

扭转为“优异”。他终于向所有人证明，在学习

面前，他和那些来自精英私立学校的人没什么不

同，甚至可以做到更好。

从耶鲁法学院毕业之后，万斯的生活有了焕

然一新的变化，他当过著名的《耶鲁法学杂志》

的编辑，也是律师协会成员，娶了一位漂亮的妻

子。

在外人看来，他工作体面，住房无忧，爱情

甜蜜，成功实现了向上流动，实现了梦想。

在世界的撕裂中找到和解

但上坡路总是不太平坦，身后的“故乡”带

着某种强烈的烙印，企图将渴望逃离的人们拖拽

回去。

就在万斯开始新生活之后，他发现妈妈再次

吸毒了，她从她第五任丈夫那偷传家宝去买毒品

，丈夫将她扫地出门，妈妈无处可去。

其实一直到跟随部队去到伊拉克期间，万斯

的内心依旧充满了对世界的怨恨。在和过去和解

的道路上，万斯走过了漫长的旅途。

我恨自己的母亲和父亲，恨当其他孩子去学

校可以搭朋友的车时我却只能坐公交，恨我身上

穿的衣服不是从阿伯克龙比（Abercrombie）买的

，恨我阿公的去世，恨我们住的是一座小房子。

但长大之后，他看到被毒品和生活折磨的母

亲，第一次意识到，母亲一直以来遭受的来自家

庭和婚姻的精神创伤有多严重，而这个创伤，从

来没有真正愈合过，这一次，他没有悄声辱骂然

后挂断电话，而是主动要求帮助母亲。

万斯深刻地认识到，这种贫穷和落后的蔓延

并不仅仅归咎于政治、企业或是其他人，还有一

部分来源自穷人的家庭文化，教育理念和生活信

仰。

因此，万斯也更多地去思考该如何帮助更多

的白人工人阶级摆脱当前的困境，最重要的是，

不要让孩子再重复受到伤害。

万斯的一位老师对他说：“好像我们的政客

都认为在大学提供资助是帮助穷人的唯一途径，

但是我们许多穷孩子根本无法拿到大学学位。”

另一位老师说：“暴力、打斗，这些是孩子

们很小的时候就见惯了的。我一个学生的宝宝丢

了，但她就像丢了车钥匙一样不长心，竟然完全

不知道孩子去哪了。两周后，孩子出现在纽约，

和她的毒贩父亲还有几个亲戚在一起。”

如果没有奇迹发生，我们都知道这可怜的孩

子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在这个阶段，干预服务可

能会起作用，然而到目前为止，社会对这孩子的

帮助却微乎其微。

从一个群体向另外一个群体流动，逃离乡下

人背景给万斯带来了诸多考验。从万斯作为一个

乡下人的“悲”，我们能够看到横亘在整个美国

工人阶级的“悲”。他们在改变时遭遇层层壁垒

，在抛却原有身份时感到深切不安。

而上层阶级要促进社会向上流动，就要去认

知这种贫穷的本源，除了推行真正明智的公共政

策之外，更要减少整个社会的歧视环境，让上层

人打开心胸，接纳源源不断的新来人。

纵观全文，这不仅仅是一个少年艰难成长的

励志故事，更是一部来自寒门子弟的眼睛所看到

的机会与向上流动的历史。

当万斯的个人经历投射为阶级跨越的一个

“特例”，在美国社会引起广泛讨论的时候，正

说明了寒门难出贵子，美国梦里没有穷孩子正成

为社会的某种共识。而这不仅仅发生在美国，更

成为了世界各国面对的共同难题。

社会需要流动性，如果长久地保持固化，那

么所谓的“上层人”和“底层人”之间会出现明

显的割裂，这种割裂让彼此两端充满质疑、冲突

、愤怒和不理解：精英阶层永远帮助不了穷人改

变命运，穷人在失去希望的绝望里代代传承，贫

穷和苦难如影随形。

那么如万斯这样改变命运的人，又能有几个

呢？

逆袭耶鲁的穷小子：“我考上Top3名校，
却终究无法突破阶层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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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中心理事會國際貿易中心理事會20232023年首次年首次
會議在中心會議廳舉行會議在中心會議廳舉行

【美南新聞泉深】2023 年美南國際貿易中心理事會首次會議於1月11日中午在中心會議廳舉
行，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共同主席金諾威（Jim Noteware) 、科比德（Gezahgen Kebede
）以及來自休斯頓工商、文化、學術、金融、地產界二十多位人士出席。這是過去三年疫情爆發
以來， 首次舉行的理事會會議。

李蔚華主席指出，國際貿易中心於2022年11月11日舉辦了成立20週年慶祝活動 ，邀請到
前交通部長趙小蘭為主旨演講嘉賓， 並得到休斯頓市長特納和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及五百多位各
界人士熱烈的參與和支持。

國際貿易中心正處在飛速發展的休斯頓國際管理區的中心位置，作為國際管理區的區長，他
說：“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休斯頓國際管理區的基礎建設計劃項目獲得美國國會綜合立法機構
（Omnibus Legislation) 2023年撥款250萬美元資助，這是休斯頓國際管理區自2007年成立以來
獲得的最大一筆政府撥款，這要感謝國會議員艾爾·格林的關心和支持。有了這筆撥款，希望各位
提出合理化的建議，包括國際區牌坊的建設、治安綜合治理、城市的美化以及一年四季各個重大
節日的慶典活動等。”

李主席提出一年的工作規劃 ，最重要的包括每月舉辦投資、金融、貿易、地產等座談會， 同
時舉辦前往世界各地的投資考察團，為會員拓展市場，加強對各族裔傳統文化慶祝活動。

他提到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和國際貿易中心將於1月21日星期在美南新聞中心綠色廣場舉辦第

27屆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迎接兔年的到來。並且規劃每年7月4日舉行美國國慶大遊行， 以及
龍舟大賽、墨西哥國慶節、聖誕節、新年等節日的慶祝活動。

他說在推行地產實業投資方面， 我們也正在籌劃前往南美國家和墨西哥考察，並安排在墨西
哥城拜會有關政府官員，希望促進美墨各方面的商貿交流與來往。

國際貿易中心共同主席金諾威是國際貿易中心的創始人之一，過去20年，積極參與國際貿易
中心的各項活動，包括投資、房地產的開發及各種諮詢活動。他贊揚國際貿易中心過去20年所取
得的成就以及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吸引了不同民族、不同特色、不同文化的民眾的注意力，使國
際區的物質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更有魅力。他說疫情前國際貿易中心每月舉辦各項活動，包
括商貿會議、洽談、協商、諮詢和學術交流等活動，希望這些活動繼續發揚光大。

國際貿易中心共同主席、埃塞俄比亞駐休斯頓榮譽總領事科比德來自非洲，主持過國際貿易
中心舉辦的德州-非洲峰會。他說國際貿易中心要加強美國與非洲在科學、技術、文化、教育、醫
療、衛生等各方面的聯繫。非洲仍然貧窮落後，需要我們過去考察、投資、開發、建設，促進非
洲的發展。

出席會議的除了華裔、亞裔人士外，還有墨裔 、非裔、印度裔、巴基斯坦裔、菲律賓裔等各
族裔工商代表，他們紛紛代表各族裔發言，暢談國際貿易中心的新計劃、新方案。

經過幾小時之討論後，理事會決定全面恢複未來一年的各項計劃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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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家住青海德令哈市一个小村子里的牧民

，在上山放牧的时候，竟然拍到了两只非常不可思议

的动物。

从这名牧民拍到的视频来看：在一处山坡上，竟

然有一只北极熊和一只大熊猫，在结伴前行，而且它

们还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仿佛是在观察周围的风

吹草动，想要觅食一样。

显然，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幕，毕竟无论是北

极熊，还是大熊猫，它们都不可能出现在青海，那么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名牧民将拍到的视频拿给村干

部看，村干部将这件事汇报给了当

地的有关部门，随后，经过专家辨

认：画面中的北极熊和大熊猫，竟

然都是“西藏棕熊”扮演的。

原来，它们一只是白化棕熊，一

只是长着神奇熊猫色的棕熊。当地

牧民表示，在村子周围的山上，其

实野生动物很常见，尤其是西藏棕

熊的数量也有不少，在外出放牧的

时候，经常会看到它们，但长相如

此奇怪的西藏棕熊却是第一次看到

，这让大家都觉得很稀奇。

那么，为何会有棕熊长得像北极

熊和大熊猫呢？

先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普通的西

藏棕熊长什么样。从资料来看，普通的西藏棕熊长着

棕褐色的毛发，偶尔会有个体毛色变异的情况，出现

褐黑色或者是褐黄色、银灰色、污白色的毛发，但这

都是很罕见的。

从习性来看，西藏棕熊是独居动物，只有在每年

5-6月的发情季节，它们才会短暂地成对生活在一起

，不过等到交配结束后，就会彼此分离。

之后，雌兽会在第二年2-3月间产仔，并且承担养

育幼仔的任务，一直到幼仔长到快3岁的时候，才会离

开自己的妈妈，寻觅自己的领地，开始独立生活。

因此，从这一次牧民拍到的这对西藏棕熊来看，

眼下这个季节，如果成对出现，只能是母兽带着自己

的孩子，所以，这是一对非常特别的西藏棕熊母子。

至于为何它们的毛色会如此奇怪，有关专家表示，

这或许是因为其中的母兽，是一只白色的西藏棕熊，等

到它发情的时候，与一只毛色正常的西藏棕熊交配，这

才会导致它的孩子，变成了极其罕见的熊猫色。

不过，由于牧民拍摄的时候距离较远，看不到这

只白色西藏棕熊的眼睛，因此，无法确认它究竟是属

于白化病，还是正常的白色个体。

因为在自然界中，若是动物因自身的黑色素无法

形成出现了白化病，那么，它们的眼睛就会是红色的

，这样的白化动物身上，是纯白的，完全没有一根其

它颜色的毛发。

但若是较为罕见的白色个体，它们出现的原因，

主要与遗传基因突变有关，它们的眼睛不会变红，而

且毛发颜色看起来也不像白化动物那么白。

通过视频分析，有关专家认为，这次牧民拍到的

白色西藏棕熊，它应该是一只白色个体，不是白化个

体。而且放眼全球，很多棕熊物种都会出现这种“毛

色变异”的情况，出现一些与普通同类相比，毛色不

同的情况，在我国野外，也曾经多次拍到白色棕熊。

例如在去年7月，我国新疆阿尔泰山中，就曾拍

到了一只白色棕熊，有关专家表示，棕熊出现白色基

因的概率仅为五十万分之一。当然，除了毛色与同类

不同之外，它们在身体结构、生活习性等各方面，都

与同类没有区别。

此外，有关专家还表示，我国的“国宝”大熊猫

作为熊科动物，它们同样也存在着白色个体，只是因

为野生大熊猫数量稀少，这也导致白色大熊猫要更为

罕见，可能连续几十年，都不会在野外发现一只。

那么，我国是否出现过白色大熊猫呢？

答案是肯定的，从资料来看，我国在野外发现的

第一只白色大熊猫，是在1990年11月的秦岭大山之

中，之后，又在1991年和1992年，于秦岭又发现了

白色大熊猫的身影，不过因为当时条件有限，所以无

法确认是不是同一只。

之后时隔20多年，我国再次于四川卧龙保护区的野

外，又拍到了白色大熊猫，而且当时它还是一只亚成年

的大熊猫。这让科研人员非常激动，开始在野外安置了

很多的红外相机，希望可以关注它的成长和生活。

于是，从2019年开始，一直到去年1月，科研人

员都曾拍到了这只白色大熊猫的身影，从画面中来看

，它已经彻底长大了，离开妈妈，在野外自立门户了

，虽然它和自己的同类长得不同，但健康情况却良好

，这也意味着，它在野外生活得非常不错。

此外，在我国陕西，科研人员还曾经救助过一只

棕白色的大熊猫，它就是著名的大熊猫“七仔”，目

前生活在秦岭四宝科学公园，非常活泼健康。

由此可见，尽管白色个体稀少，但在自然界中却

是真实存在的，包括白化个体也不在少数，尤其是在

我国神农架的原始山林中，更是有很多白色动物。

青海村民拍到罕见一幕，北极熊和大熊猫一起溜达

前些天，在英国的一家医院里，发生了一件很

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名在前年5月确诊“急性T淋巴

细胞白血病”的女孩艾莉莎，竟然在通过“基因编

辑”后，成功治愈了白血病。

根据相关报道：在艾莉莎刚确诊白血病的时候

，虽然她马上进行了各种传统疗法，但却都没有阻

止病情的恶化和复发，甚至在前年12月的时候，艾

莉莎一家还准备放弃治疗，想让艾莉莎平静地离开

。

然而，没想到伦敦的一个医疗团队，准备进行

“碱基编辑”技术的临床实验，艾莉莎也成为了全

球首个接受这一疗法的癌症患者。经过前段时间的

监测结果：艾莉莎体内的癌变T细胞已经彻底消失

了，这也意味着，“碱基编辑”治愈了艾莉莎的白

血病。

那么，“碱基编辑”又是如何治愈白血病的呢

？

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碱基”。它可

以看作是含有大量遗传编码的基石，拿人类的DNA

来说，就是由数十亿个碱基拼接在一起的，人体内

的碱基，组成了人体的“使用说明书”，无论是人

体哪个环节出问题，其实在碱基里面，都可以找到

原因。

当然，其实人体的一切毛病，答案都隐藏在碱

基里，比方说，“碱基编辑”就是科学家找到诱使

人发病的特定基因，然后改变它的分子结构，这样

一来，也就相当于改变了相关的遗传指令，让原本

的致病基因变为健康基因。

拿这一次通过“碱基编辑”治愈了白血病的英

国女孩艾莉莎来说，她就是体内的T细胞出现了问

题，所以，在治疗方面，医生先是将捐赠的健康T

细胞去掉了其中的化学标记CD7，然后，在将经过

编辑的健康T细胞，移植到了艾莉莎的身体里。

这样一来，改造后的T细胞就会将艾莉莎自身

的T细胞，包括她体内已经癌变的细胞，全部消除

掉，自然，当艾莉莎体内的T细胞，都不再含有CD7

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她治愈了白血病，重新恢复

了健康。

那么朋友们，你们知道“碱基编辑”到底有多

强大吗？它还能治疗什么疾病呢？

艾莉莎的成功，也让“碱基编辑”的发明者看

到了希望，他计划以后再通过基因编辑疗法，去帮

助人类治愈更多的顽固疾病，让大家不用再为“绝

症”发愁。

不过，在艾莉莎被治愈之后，也有不少人觉得

，这种治疗方法，或许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靠谱，甚

至还有人觉得，这太疯狂了，担心若是以后越来越

多的人通过“基因编辑”来治疗疾病，那么，这有

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让人类陷入到另一场无法

预知的灾难之中。

那么，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吗？人类究竟该不该

用基因编辑来治病呢？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2018年11月的时候，就曾

经在网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热议。因为在当时，

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贺建奎副教授，曾宣布自己修

改了一对双胞胎的基因，让她们出生后，就可以拥

有天然抵御艾滋病的能力。

当然，当贺建奎教授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他

也不曾想到，自己竟然遭到了大家的强烈质疑和反

对，甚至还有不少人，称这种做法存在着很严重的

伦理问题。

其实，贺建奎教授的基因编辑，和这一次英国

女孩接受的“碱基编辑”疗法一样，都是瞄准DNA

中的致病基因，然后对它进行修改、删除等操作。

而且从国际角度来说，其实早从30多年前开始

，就已经有科学家去研究此类疗法了，虽然从治疗

方面来说，它对于一些绝症、罕见病等的治疗方面

，的确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然而，既然“碱基编辑”那么强大，为何它却

遭到众多科学家的反对呢？科学家们到底在害怕什

么？

在这些疗法的背后，事实上却关系到全人类的

基因谱系，简单来说，无论你我，其实都息息相关

，所以，才会有人说，若是这一疗法全面放开，不

仅有可能会威胁到人类基因，同时，也将蕴含着很

严重的伦理风险。

这是因为一切科学方面的研究和进步，它的最

终目的，都是在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想要通过这种

方式，去主宰人类。

虽然从“基因编辑”的研究和治疗方面，的确

取得了不小的突破和进展，但现有的数据却无法确

定，这一疗法不存在任何的风险，这也意味着，现

有的临床实验者，就好像是这一次被治愈了白血病

的艾莉莎一样，其实都属于基因编辑的“小白鼠”

，实验的结果也都是未知的，不代表100%安全，也

不代表100%就可以治愈。

同时，也有人担心，若是人类将“基因编辑”

用来干坏事，比方说通过设计好的基因，去制造出

“超级人类”来，那么，没有经过基因编辑的普通

人，在未来是不是就要被这些拥有“优质基因”的

超级人类给淘汰掉呢？显然，这也是一个需要思考

的问题。

所以，考虑到“基因编辑”方面的研究，与全

人类的性命攸关，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才更需

要多加谨慎，不能盲目推出这项疗法，也不能盲目

让更多的人，去成为该项疗法的实验者。

英国女孩用基因编辑治好白血病不料遭到专家反对

陳慧慧陳慧慧 散文欣賞散文欣賞
【作者簡介】：陳慧慧

（ Alita)， 湖南人, 來美 12 年

，先後居住於德州的奧斯汀和

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 現居

休斯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目前在銀行任職。

第九篇：眾裡尋她

因為你

這裡的一花一草

每一條長椅

每一處亭台

都有了特別的意義

我愛這時光裡斑駁的白橋

還有橋畔升騰起來的月亮

愛那片搖曳的婆娑樹影

暗香浮動的紫薇

還有樹影下

更美好的你

我們仰望同一片星空

穿行過同一條小溪

我們站在落紅滿地的小徑

祭拜同一片天地

我要記住這裡的每一寸陽光

還有月亮與雲朵的私語

記住這裡的每一個湧動的黎明

還有飛鳥帶走的秘密

我是路過你的那片風

是你一路追隨的目光

是穿過塵埃的萬丈陽光

在時光的縫隙里為你而亮

我是你的六月天

是你的人間芳菲

是你的陌上花開

是一朵待放的花蕾

在你的目光裡

迎來春天

我要用樹葉做書籤

用天空做畫布

我要在在每一片花草的葉脈上

鏤刻上你的名字

在每一顆露珠上

埋下我晶瑩的淚珠

在天際的每一片雲彩上

塗抹上厚厚的思念

我要和你並肩

做湖邊的參天大樹

用永恆的姿態

在陽光裡招搖

在風雨里相依

在春天裡

吐露新芽

在秋風裡

卸下繁華……

第十篇： 一笑而過

餐廳一隅，我們相對而坐

，我把弄著面前的一杯清水，

慢慢地和你講述我的故事，我

神情淡然，不動聲色，而對面

的你，臉卻漸漸漲地通紅，似

乎極力忍隱著洶湧的情緒，

而大顆的眼淚，卻慢慢盈滿了

你的眼眶，從臉頰滑落而下。

我明白，你在“感同身受

”， 而我卻在“ 置身事外”

。越過山丘， 千帆過盡，原

來當風雨過後，我可以如此波

瀾不驚地，訴說自己跌宕起伏

的過往，像是在講一個毫不相

干的、無關痛癢的、旁人的故

事。

其實，又有什麼不能釋懷

？又有什麼不能放下？時間的

洪流，終會把一切都變為過往

， 變為昨天， 變為塵封的舊

事， 變為結痂的傷疤，變為

厚重的盔甲， 變為今天的堅

不可摧。

跌跌撞撞的走， 曾經的

執念也終於日漸趨於平靜和淡

然，就如那秋風後噤聲的寒蟬

，終於不再言語， 不再嘶鳴

，在時光無涯荒野裡， 沉默

成一具空殼，被時光灌滿風聲

， 被歲月風乾寂寞， 漠視一

切沉浮變幻。

當她在人情冷暖的夾縫

裡行走， 在刀口浪尖如履

薄冰的笨拙應對， 她是那

樣的疲憊不堪卻又無路可退

。她曾滿足於天上一朵閒雲

的飄逸，貪念路邊一朵野花

的艷麗，而浮世裡的塵埃

， 卻遮蔽了她的眼睛，而

那麼多輾轉難眠的夜晚以後

，她終於不再有眼淚。

她被撕裂過， 卻又被

癒合過， 她從未被這樣被

緊緊擁抱過， 也從未感覺

自己如此堅韌過。他說，

“ 生命要有裂縫， 陽光才

能照進來。” 她透過這“

東非大裂谷”， 終於見到了

那束光，那束人性溫暖的陽光

， 足以抵擋人生所有的冰窖

和徹骨嚴寒。

只有流過血的手指， 才

能彈出世間的絕響，所有的疼

痛， 其實都是生命的成長。

生命的美，美在它的未知，

美在它沒有寫好的答案，美在

我們對它永懷的敬畏和期待。

無論我們曾經有過怎樣大

大小小的失意和絕望，我始終

相信，這個世界， 永遠還是

美好多過於陰暗，歡樂多過於

苦難。

世界以痛吻我， 我卻報之以

歌， 我向著陽光奔跑， 懷抱

著所有的答案。

第十一篇：一蓑煙雨任平生

漸入秋季，夜也被越拉越

長，恍惚中似乎一切都慢了下

來， 白天的陽光還是一樣的

熾熱，而黎明和傍晚迎面而來

的微風， 裹挾著夏天遺留的

厚重和秋日的絲絲涼意，卻讓

你不由感受到了這個季節的柔

情和美好。

和朋友約了六點半騎車

， 掐著點睡眼惺忪探身出門

，才猛然發現屋外還籠罩在一

片重重的夜色裡。公園像一隻

安靜的正蜷身酣睡的巨獸，秋

蟲高低錯落的聒噪是它的呼吸

。昨日的熱鬧， 此刻的冷寂

，彷彿隔著一個世紀那麼遙遠

。而我，像是一個慌不擇路的

夜行者，闖入了這一片沉寂之

地，幾盞路燈藏在婆娑樹影裡

，閃著迷濛的光芒，像是黑暗

裡窺探的眼睛， 天邊稀稀疏

疏綴著幾顆寒星，月亮細細長

長懸在幽藍的天邊， 如仕女

的眉黛，濃妝淡抹，無限溫柔

。

天色漸曉，只見河堤邊一

片氤氳繚繞的白色霧氣，低低

的伏著草地，天邊被塗抹了一

片奪目的橘黃，碩大而圓潤的

太陽不緊不慢，血氣騰騰地衝

破了一片迷霧從河溝盡頭噴薄

而出， 像是一場濃墨重彩的

清晨的昭告， 那樣不動聲色

， 卻讓人心裡經受了一次滌

蕩靈魂的洗禮。

又遇到了那幾隻小花鹿

， 它們警惕的立在河堤對岸

，在晨曦的迷霧裡放肆奔跑著

，我努力捕捉它們的身影，

它們卻像幽靈一樣， 在這一

片迷幻的霧氣裡若隱若現，

它是在和我遊戲嗎？還是在和

我對峙？這一片河谷，這一片

流水， 這一方天地，就是它

們全部的世界嗎？

我回家的時候， 路過白

橋，路過河心亭，兩隻野鵝

， 正各自盤踞在護欄兩端，

如門神一樣， 聳拉著脖子，

正襟危坐著；遇到一隻正捧著

一顆大核桃專心啃的小松鼠，

旁若無人的端坐在路中間，突

然看到我，整個突然傻掉，爪

子端著半顆核桃， 鼓著腮幫

子，那一臉的錯愕，像極了躲

在角落偷吃糖果的孩子，被媽

媽突然發現時一臉無辜的模樣

； 我還遇到了陸陸續續出來

遛狗的鄰居們，他們趿拉著拖

鞋， 無比閒適， 狗子們甩著

毛茸茸的華麗的大尾巴， 在

草地上肆意撒歡， 沒心沒肺

的嬉鬧，似乎從不明白是什麼

塵世的煩惱。

又是一天， 美好的一天

， 待黎明驅趕黑暗， 待迷霧

散去，待一切迷惘退卻，陽光

終會佔領心田，撒滿每一寸草

間， 每一個樹梢， 每一片雲

端，每一個浪尖，每一個輾轉

無眠的暗夜。

一切終會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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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和爱国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有没有

一颗中国心才是衡量爱国的最终标准！在上

世纪，因为战争等特殊历史关系，无数科学

家被迫成为“外国人”，比如说杨振宁。著

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为了回国，甚至上演了一

出“惊天谍战”片。

在上世纪物理学界群星璀璨、神仙打架的

时代里，吴健雄却显得尤为“鹤立耀眼”，

这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位女性之光，更因为她

参与了二战期间最为伟大的一个物理研究项

目-原子弹的研究。

在当时无数物理学家都指出，如果没有吴健

雄，原子弹的那朵蘑菇云至少要推迟很长时

间才能出现。

可以说，这是一位当时美国当局都要待之为

“国士”的世界顶级物理学家，这是一个足

以和爱因斯坦、玻尔等超级物理明星同坐一

张会议桌“开会”的顶级物理大咖。

虽然她的国籍不是中国，但是她的心是属

于祖国的，在她八十年代回国之前的岁月中

，她曾努力的一次次想回来拥抱祖国，只可

惜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她只能在大洋彼岸默

默的为祖国祈祷。

在她死后，她特意交代丈夫，一定要把我安

葬在家乡，后来，她的墓碑上写着一行让人

潸然泪下的字：一个永远的中国人。

01原生家庭的重要性

研究上世纪诸多科学家的人生履历，都可

以发现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们都曾接受过

良好的教育，大部分人都有一个拥有开明思

想的家庭。

虽然说民国时代已经处于一个“觉醒时代

”，但是对于女性仍然并不友好，国内大部

分女性仍然是“绝对弱势”地位，在国内女

性受教育比例仍然非常低。

吴健雄很幸运，上帝将她“分配”到了一

个思想足够平等民主的家庭，应该来说，吴

健雄的第一位贵人就是他的父亲。

正是他的父亲，认为一个女性同样需要接

受良好的教育，正是他的父亲不遗余力的对

她的培养，正是他的父亲对她的鼓励和鼓掌

，这才让吴健雄少女时代的读书之路上，没

有碰见什么陡坡和悬崖。

要知道，在民国时代，女性相夫教子“被

锁在家里”，这种观念仍然是主流思想，吴

健雄能够和男孩子们一样在青春的校园里奔

跑，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02天才学霸

吴健雄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她的成绩始终

都是名列前茅的，可以说，她似乎就是别人

眼中的天才，从她一路开挂的学习成绩来看

，她的未来就是奔着天才而去的。

不得不承认，天赋这东西的确非常重要，

虽然在成功的公式里，它只占1%的比例，但

是这1%却是天才和优秀的“分水岭”。

哪怕到了现在，物理在

很多人的潜意识里都是

“男性学科”，在民国时

代，将物理当做自己一生

的“学术伴侣”的女性，

更是少之又少。

然而，居里夫人的故事

以及少女时代对物理的浓

厚兴趣，最终还是让吴健

雄选择了物理。有人指出

，吴健雄大学时代从数学

系转到物理学系，一个很

大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战

争。

吴健雄的大学岁月，整

个中国可谓是内忧外患，

日军的刺刀更是顶在了中

国人的鼻尖上，在东北，

无数无辜中国人被日军肆

意屠杀。

吴健雄选择物理，她是

希望以自己所学去救国，

此后她参加美国的原子弹

研究工作，最大原因何尝

不是希望以原子弹给祖国

给整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和

平呢？

03吴健雄是物理大咖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吴

健雄来到了美国求学，她

很爱国，但是她更知道，

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要想改变这个战乱不

休的时代，美国的确是自己最好的选择，和

平的国家环境、顶尖的物理科研学术水平、

充足的资金，这一切都是自己物理攀登之路

最需要的东西。

在美国，吴健雄的物理天赋让当时美国很

多顶尖物理学家都非常震惊，奥本海默这等

物理学宗师级人物也非常欣赏她，认为她会

是世界物理领域的又一天才人物。

1940年左右，吴健雄成为第一位被邀请参

与曼哈顿计划的华人。某种意义上说，能够

成为这一计划的科学家，这本身就是一种肯

定，这已经足以说明了她的物理天才分数是

极高的。

吴健雄在这个二战中最大的物理研究项目

中，她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打酱油角色和路人

甲，她绝对是这个项目的主角之一，甚至在

这个项目会议上，她也是有资格列席会议的

大拿之一。

在吴健雄的一生，她能够拿出的科学成果

数不胜数，但其中，最为著名的研究之一就

是在曼哈顿计划中铀原子核分裂这个研究成

果。

形象一点来说明吴健雄的这一成果，那就

是她的这一研究成果让原子弹的诞生提前了

很长时间，改变了整个二战战争格局，避免

了二战中有更多的无辜百姓死亡。

可以说，她的这一研究成果是原子弹的

第一层次的核心机密。吴健雄人生中第二

个值得历史书写的研究成果就是用实验验

证了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定

律。

在当时，吴健雄将此定律用详细的论文一

步步写出来的时候，一下子就在当时的物理

学界引起了学术地震，当时无数科学家认为

，凭借吴健雄这一研究，诺贝尔物理学奖应

该颁发给她。

遗憾的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她还是和

诺奖错过了，吴健雄一生几乎获得了物理学

家所有的荣誉，这已经足以证明她的确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04美国国籍中国心

吴健雄身上的标签，除了她天才一般的物

理天赋外，还有一个让世人肃然起敬的气质-

绝对的爱国。在她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她就

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在学校里，她经常用旗袍这一元素告诉外

国人，她是中国人。哪怕是在实验室，在她

白色实验服的里面也是一身代表中国独有元

素的旗袍。

在中美关系还没有正常化的时候，她一次

次想回国，只可惜对于她这样的可以影响一

个国家国运的顶尖科学家，美国相关部门是

有专人“保护”的。

甚至她被迫改为美国国籍，也不是自愿的

，她的心始终都是中国心，哪怕身在美国，

她也利用自己的特殊影响力为国效力。

八十年代中美关系解冰后，哪怕吴健雄已

经七十多高龄了，她仍然不顾身体为祖国做

贡献。她亲自指导我国物理科研工作，培养

新人。

到我国各大高校演讲进而引导更多年轻人

去从事物理研究工作，她还捐献资金成立各

种奖学金激励学生学习。总之，在她生命的

最后十几年里，她仍然为祖国的发展“鞠躬

尽瘁”。

在她去世之前，吴健雄的愿望之一就是

让自己“睡在”祖国的土地上，据说在墓碑

上写上“一个永远的中国人”也是她的遗言

之一。

很显然，她是用这种方式告诉世人，她永

远是爱国的物理学家。吴老一生无愧于祖国

，她在原子弹上的突出贡献，何尝不是一种

变相的爱国呢？

那颗原子弹终究还是让日军彻底从疯狂中

清醒了，也成功避免了更多中国人被日军所

杀，这是一个值得后人铭记一生的20世纪最

伟大的科学家。

吴健雄：曾在美国造原子弹，

逝世后墓碑上写着：一个永远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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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電影《交換人生》《深海》《中國乒乓之絕

地反擊》陸續官宣定檔，均將於2023大年初一與大家見

面。

在《交換人生》發布的定檔預告中，雷佳音張小斐

約會，大喊「滾」趕走emo；少年張宥浩許願變成大叔雷

佳音，被爹媽沙溢劉敏濤趕出家門，一場由換身引發的

故事就此展開。

該片由蘇倫（《超時空同居》）導演、編劇，雷佳

音、張小斐、張宥浩領銜主演，沙溢、劉敏濤特別出演

，丁嘉麗、吳彥姝、楊恩又主演，岳雲鵬、楊迪特邀出

演。

作為目前春節檔唯一一部合家歡喜劇電影，你期待

嗎？

田曉鵬導演的動畫新作《深海》本周也發布定檔預

告及海報，其中，「比海更深」版海報是由著名設計師

黃海設計。

海報上，女主參宿「以海為被」，周圍有不同的深

海景象點綴。

該片是繼《大聖歸來》後，導演田曉鵬籌制七年的

回歸之作、心血之作，令人充滿期待。

鄧超與俞白眉聯合執導的體育勵志電影《中國乒乓

之絕地反擊》本周首先發布了一支「五虎」特輯，而後

在今天上午也正式官宣定檔大年初一，並曝光全新定檔

海報。

特輯聚焦作為故事原型的1995年世乒賽中國隊五位

男乒冠軍球員——馬文革、王濤、丁松、劉國梁和孔令

輝，主教練蔡振華也出鏡回憶當年的逆襲之戰。

至此，2023年春節檔已官宣7部新片上映，分別為

《流浪地球2》《熊出沒· 伴我「熊芯」》《滿江紅》

《無名》《交換人生》《深海》《中國乒乓》。

你最想去電影院看哪幾部呢？

《流浪地球2》發布新預告

電影《流浪地球2》本周再發「MOSS」預告，前作

中的人工智能MOSS再次出現，並透露時間線，地球在30

餘年裡面臨四次災難；

分別是2044年的太空電梯危機、2058年的月球墜落

危機、2075年的木星引力危機、2078年的太陽氦閃危機

。

面臨四次地球危機，人類將如何抉擇，又將以何種

方式守護住自己的家園呢？

《流浪地球2》仍由郭帆導演，劉慈欣監製，吳京、

李雪健、沙溢、寧理、王智、朱顏曼滋領銜主演，劉德

華先生特別演出，將於2023年大年初一上映。

婁燁《三個字》完成初剪

近日，婁燁新片《三個字》的編劇趙志剛發文透露

該 片已完成初剪。

同時，他也分享了看片感受： 「渾身發麻，像通了

電一樣…比想象中來的更猛烈些！ 」。

該片由易烊千璽、王傳君、李現、春夏、趙天愛、

章宇、李奧洋等主演， 講述了大光哥回憶里的故事——

缺乏勇氣而沒有說出口的愛情和朋友們跟命運交織搏鬥

的生命力等。

期待能早日聽到定檔的好消息。

《滿江紅》公布全員角色名

張藝謀新作《滿江紅》本周再發角色預告，並首次

公布了19位演員所飾演的角色。

沈騰飾張大、易烊千璽飾孫均、張譯飾何立、 雷佳

音飾秦檜、岳雲鵬飾武義淳，王佳怡飾演瑤琴 ；

潘斌龍飾丁三旺、余皚磊飾劉喜、郭京飛飾王彪、

歐豪飾鄭萬、魏翔飾哈登 、張弛飾陳亮；

黃炎飾胡永、許靜雅飾藍玉、蔣鵬宇飾綠珠、林博

洋飾柳燕、飛凡飾青梅、任思諾飾桃丫頭、陳永勝飾傳

令兵。

該片由張藝謀執導，講述岳飛死後四年，金國使者

死在宰相駐地，所攜密信也不翼而飛，小兵張大（沈騰

飾）與親兵營副統領孫均（易烊千璽 飾）為尋找丟失的

密信而被迫捲入一場更大陰謀的故事，將於2023年大年

初一上映。

《長空之王》將於2023年上映

昨日，撤出去年國慶檔的電影《長空之王》時隔三

個月後重啟宣傳，發布全新海報，殲-20衝破重重雲霧，

翱翔長空。

影片由劉曉世導演，王一博、胡軍、於適領銜主演

，周冬雨特別主演，卜鈺、翟宇佳、王子宸、蘆鑫等主

演，計劃將於2023年上映。

新的一年，期待回歸。

春節檔7部影片定檔，婁燁新片《三個字》完成初剪

《交換人生》《深海》《中國乒乓》定檔

近日，由楊

鶴、任旭擔任總

製片人，王凱編

劇，高進軍導演

，張晚意、富大

龍、蓋玥希、米

熱、左小青領銜

主演的《勇敢的

翅膀》收官。劇

集以秦朗豐雷等

一批飛行員熱血

又動人的個人成

長故事為主線，

濃墨重彩地塑造了空軍轟炸航空兵飛行員生動鮮活的群像。

劇集從軍人使命與責任的命題出發，讓豐雷機組成員經歷多次危

急演練、面臨機組改編分流難題、參與攸關生命的實戰，在成長中感

悟先輩不朽軍魂，最終冒着生命危險完成任務，成為可以參加閱兵大

典的先進機組，向觀眾展現了一支雷霆部隊淬鍊成鋼、勇往直前建立

空中堡壘的艱難歷程。

收視高漲好評不斷 成功開拓軍旅題材新藍海

自開播以來，《勇敢的翅膀》收視指數便一路走高，除了霸榜各

大榜單外，劇集也收穫了不俗的口碑。立體有溫度的空軍群像和真實

還原的空軍作訓生活呈現讓《勇敢的翅膀》備受好評，「詼諧又不失

溫情，難得節奏輕快的軍旅劇」、「真實反映我軍戰士勇敢勤奮、不

怕犧牲保家衛國的軍人品質」、「飛行員對飛行的熱愛真誠感人」等

真情實感的評論都是觀眾對劇集的肯定。該劇的熱播讓空軍轟炸航空

兵走進了大眾視野，同時也激發了大眾對軍營的敬佩與嚮往之情。

鮮活群像拓故事深度 彰顯新時代空軍強軍建設新成就

為了讓觀眾感受到更為真實的航空兵部隊生活景象，《勇敢的翅

膀》不僅對我國當代空軍飛行員群像進行了生動立體的塑造，還全景

式地向觀眾展示了新時代轟炸機部隊的軍事武器裝備和現代信息化的

作戰方式，以輕鬆詼諧的方式呈現飛行員的戰備訓練與日常生活，給

觀眾創造了可以直觀了解空軍軍旅生活的窗口。

在劇集收官之際，秦朗豐雷師徒共同跨越難關勇奪「金飛鏢」獎。

機組成員面臨改編問題，仍保持對飛行的熱愛，共同在歷練中實現個體

成長與突破，也在經歷了種種困難後變得更加團結：吳漢克服家庭難題

努力鑽研投彈技術，最終成為優秀的武控員；林愛飛人如其名，面臨被

分流的難關仍堅持熱愛仰望藍天；耿建設接起了培養學員的重擔；武小

松則選擇用文字記錄刻在藍天上的勳章……該劇的熱播，讓不少觀眾真

正了解到轟炸機飛行員日常訓練的嚴苛與執行任務的艱險，體會到軍人

面臨的一些現實困難，感受到軍人之間可貴的戰友情誼。

堅守忠誠與使命，用青春、熱血和生命書寫強軍戰歌，《勇敢的

翅膀》用細膩的筆觸塑造了一個個真實鮮活、有血肉有筋骨的新時代

空軍形象，以秦朗豐雷等人真實可感、貼近生活的成長故事作為軍營

生活寫照，讓觀眾更直觀地感受到軍人的一腔熱血與為守護祖國付出

的努力。它不僅讓觀眾感受到了高燃勵志的青春力量，還傳遞了空軍

飛行員忠誠有擔當的家國情懷、真誠向善的精神力量和濃郁的時代正

氣，為觀眾樹立了極具感召力的精神楷模。

《勇敢的翅膀》
成功塑造航空兵
生動鮮活的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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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產   停看���講座 ( ⼀百三⼀ )

2023休斯顿凯�亚�城�年游艺会�

�你⼀同欢庆春节�兔年�
�⽲�產凱�亞�城 
�話�346-998-8000

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產中國城
�話�713-630-8000

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凯�亚�城将举办�年游�会�除了��采的�⻰�狮表演��还��年抽奖与�春

⼿⼯�活动��请�⼀同欢庆春节�兔年��年我们在凯�亚�城举办了�年游�

会�除了��采的�⻰�狮表演��还��项��的�春⼿⼯�活动��请�⼀同�

兔年�受�春乐��过个年味⼗⾜的春节�

REALTY GROUP

��兔年就�热热闹闹�诚挚�请�⼀同观赏�年�年必看的�⻰�狮表演��由
Lee’s Golden Dragon专业团队为我们�春纳福��年��⻰�狮的�义是���
的⼀年��与财��这项�春表演同时�是亚�传统�术���表演��富��融�
�⻰�狮�中国⺠间�蹈�功夫与击⿎表演�⼴受华⼈与在��国⺠众的喜爱�
活动⽇期 & �点: 2023/1/21(六) 11:30am  H-Mart�⼴场
                               2023/1/22(⽇) 11:30am  H-Mart�⼴场
                               2023/1/28(六) 11:30am  �⽲�产办�室� 

�春�⻰�狮表演�
凯�亚�城�年游�会

活动�点�凯�亚�城A6(AMA Kitchen位置)
2023/1/28(六) & 2023/1/29(⽇) 12:00pm ‒ 4:00pm 
2023/2/04(六)  & 2023/2/05(⽇) 12:00pm ‒ 4:00pm 
活动规则� 
1�在�年活动期间（2023年1⽉23⽇-2⽉5⽇）收�⾄少2间凯�亚�城
�铺的发�（不限⾦额）就可�来游�会抽��年奖品⼀��
2�在�年活动期间⾄凯�亚�城�铺�费满$100(包�$100)��发�即
可在游�会现场抽��年奖品⼀��
3�提�在⽹络填表报�参加�年游�会�末中国传统⼿�活动�并在活
动当天完成⼀个⼿⼯�作品�即可将作品带回家�

�年游�会我们�别准备了许�中国传统⼿⼯�活动�欢��⼀同���受�春乐
���过挥毫写�年对���年�笼DIY��年����⼿⼯刺绣��年����中
国结编绳来体验中国传统⽂�乐��
报�参加�年�笼DIY的朋友�在完成�笼后可�写上�字交给⼯作⼈员�我们会将
�的作品悬挂在凯�亚�城�在春节期间现场展出�在2/5⽇元�节当天欢���来
凯�亚�城庆元��并和�年�笼⼤合影��额�限⽴即扫码报�活动�

中�传统⼿⼯�活动

凯�亚�城��年凯�亚�城��年
�春�⻰�狮表演��春�⻰�狮表演�
1/21(六) �1/22(⽇) 11:30AM H-MART�⼴场1/21(六) �1/22(⽇) 11:30AM H-MART�⼴场

1/28-29 、2/4-5 12:00PM ‒ 4:00PM1/28-29 、2/4-5 12:00PM ‒ 4:00PM    
凯�亚�城A6(AMA KITCHEN位置)凯�亚�城A6(AMA KITCHEN位置)
中华传统⼿⼯艺活动� 名额�限⽴即扫码报名活动�中华传统⼿⼯艺活动� 名额�限⽴即扫码报名活动�

凯�亚�城�年游艺会凯�亚�城�年游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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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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