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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市民周某去年下班回家时遭遇飞来横祸

：一栋楼上的墙皮脱落，刚好砸中她的头部，后

经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谁来为此事负责？近日，遂昌县人民法院一审

做出宣判：整栋楼里33户居民共同承担赔偿死者

家属989877.90元,每户人均承担赔偿29996.30元。

住宅楼墙皮脱落砸死路人

意外发生在去年3月7日中午11点40分左右

。周某途经县城北街一弄堂时，弄堂一侧住宅楼

的外墙水泥块脱落。刚好砸中了周某头部，她受

伤倒地不起，被过路群众发现后，及时送到医院

抢救。

脱落的水泥块有多大威力？它还砸到另一侧

墙体的空调外机箱，直接把外机箱砸落在地。之

后，周某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据了解，涉事的住宅楼建于1992年，分为一

、二两个单元，共33户36名业主。由于历史原因

，这栋住宅楼并没有物业和业主委员会。

水泥块是从一单元的外墙上脱落的，周某家

属认为，建筑物的外墙在功能上是为整幢建筑服

务，属于这幢建筑物全体业主共有部分。业主作

为住宅楼公共部分的共同所有权人，有维修保养

大楼并保证安全的义务。

在家属看来，由于大楼外墙疏于维护导致墙

体脱落致人死亡，两个单元的33户居民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事后，他们将33户36名业主一起告上

了法庭。

33户居民承担近百万元赔偿

那么，墙体脱落，住在里面的居民是不是要

承担责任呢？两个单元的律师，有不同的说法。

一单元业主代理律师认为，对原告要求所有

业主承担责任没有异议，但事故发生的地点并不

是路，而是涉案房产与相邻房产之间的弄堂，不

是用来通行的。周女士在不是道路的地方通行没

有尽到注意义务，自身也存在过错，也应承担一

定责任。

二单元业主代理律师辩称，原告将二单元确

定为被告是主体不合适。住宅楼建于1992年，当

时开发商和相关管理部门并没有收取房屋维修基

金，而因为历史原因，住宅楼没有物业，也没有

业主委员会。一直以来，房屋共有部分都是按单

元为单位，在各自的单元范围内独立进行维修保

养。

也就是说，两个单元的独立意识是约定俗成

的，事故是由一单元外墙脱落引起，二单元不是

事发区域的管理人和使用人，当然不是侵权责任

的主体，因此要求二单元赔偿是不合理的。

近日，遂昌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建筑物

发生脱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不能

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另外

，事发通道宽度1.4米左右，通道附近未设置安全

警示标志或禁止通行标志。周女士在正常行走中

受害，无证据证实其存在过错，不能减轻被告的

赔偿责任。至于被告所说的一、二单元是以楼内

通行的楼梯数量区分，并不是区分独立建筑物的

标准，涉事住宅楼系一幢独立的建筑物。

因此，本案36位被告作为房屋的所有人或管

理人，对建筑物墙体未尽合理的修缮义务，导致

外墙水泥块发生脱落致人死亡，应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被告之间的过错无法区分大小，应以独立

门牌或产权记载的33户为基准，均等承担赔偿责

任。

据此，法院判决33户居民赔偿周女士家属共

计 989877.90 元，也就是说，每户承担赔偿

29996.30元。

不服判决将上诉

为什么外墙脱落，每户业主要拿出近3万元赔

偿款？法院判决后，业主对共同担责表示不理解：

明明是商品房质量问题，为何要业主来担责？

47岁的李先生居住在二单元304室，是33户

被告人之一。他在2014年买了二手房，小区虽然

没物业，但是大家一直都在维修自己的房子，对

于“未尽到维修责任”之说，他们也不认同。

对于业主的疑问，遂昌县法院办公室工作人

员向钱江晚报记者传达主审法官的意见。主审法

官认为，本案是一个侵权案件，侵权关系的双方

是业主和受害者。大多数情况下，受害者家属都

只会告业主，如果业主认为开发商也有责任，可

以在判决生效支付完赔偿款后，再起诉开发商要

求追偿。

然而，涉事住宅楼是1992年建造的，很多业

主跟李先生一样，是二手甚至三手业主，根本不

知道开发商是谁。

不过，浙江开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应萍是业主

的代理律师之一，她向钱江晚报记者证实，被告

的业主已经准备提起上诉。

遂昌县人民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称，“房子

虽然是1992年建造的，但属于商品房不是分配房

。”至于房子的开发商是谁，他们也正在核实。

高空坠物意外该如何维权

如果走在路上，被从天而降的东西砸伤，我

们该找谁维权？钱报记者请教了浙江裕丰律师事

务所张锦伟律师。

他说，这种遭遇要分两种情况来看，也涉及

两种法律关系。

第一种是抛掷物造成人身损害。比如房子里

抛出的东西或是阳台上的花盆，如果找不到谁抛

的，整栋楼2楼以上的住户，除了能自证不是侵

权人的，都有可能是加害人，房屋产权人都要承

担侵权责任。一般法院会判分摊补偿。

第二种是建筑物设施悬挂物脱落造成人身损

害。比如房子的外墙，这里的侵权主体有三个，

建筑物设施的所有人、管理人以及使用人。所有

人一般是指房屋的所有权人，管理人是指小区的

物业管理公司，使用人是指租赁建筑物的人。

房子的外墙是属于所有业主的，但业主交物

业费，物业公司就有义务维护小区的安全，所以

当三个侵权主体同时成为被告时，物业公司的责

任相对大一些。

当法院判决后，三个主体可以向建筑物的建造

商也就是开发商起诉追偿，但追偿的前提是这个建

筑物已经交付，并且还在国家规定的质保期内。基

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

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一般涉及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

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质保期为5年。

开发商要是认为，墙体脱落的责任在于施工

单位，那么可以再起诉施工单位追偿。

如果建筑物还未交付就发生了墙体脱落的人身

事故，受害人可以直接起诉开发商和施工单位。

外墻脫落砸死路人
一審宣判33戶居民都要賠 两名男子路遇63岁张大爷正在路边和卖淫

女商量嫖娼事宜，于是便冒充警察，以嫖娼依

照法律规定要被拘留为由，敲诈张大爷一万元

。5月10日，锦江公安通报了一起假冒警察行

骗的犯罪案件。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

拘。

据办案民警袁警官介绍，今年4月15日，

63岁张大爷到锦江区公安分局莲新派出所报案

称，他被人敲诈勒索1万元，对方自称是警察

。接报后，民警立即开展侦查工作。经过大量

的走访和摸排工作后，案件经过和嫌疑人慢慢

浮出水面。原来，这是一起假冒警察诈骗的犯

罪案件。

今年4月15日晚9时许，犯罪嫌疑人乔某(

男，30岁)、左某(男，31岁)驾驶一辆黑色踏板

摩托车途经双桥子附近某处时，看见张大爷正

在和一名女性在路边交谈，二人上前偷听得知

两人正在商量进行卖淫嫖娼行为，随后那名女

子带着张某进了附近的某个小区。据左某和乔

某事后交代，二人突发奇想，想冒充警察吓一

下张大爷。随后二人在小区门口等了大概十五

分钟，一路跟踪张某至锦江区海椒市街时将其

截停。

左某、乔某对张大爷说，嫖娼依照法律

规定要被拘留，要把他带到派出所进行处理

。张某当时感觉心虚，乔某趁机对张某说交

一万元钱罚款就可以不用执行拘留。张某对

乔某的话信以为真，当晚将身上仅有的两千

元钱交给二人，并按照约定第二天早上8点

在海椒市一银行门口将剩余8千元钱缴清。

事后，被害人张某始终觉得不对劲儿，认为

这两名警察存在诸多可疑之处，于是向锦江

警方进行核实，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办案民警通过细致侦查，逐渐锁定了两

名犯罪嫌疑人的踪迹，于5月7日晚在金牛区

交桂路某旅馆内一举将其二人挡获。经过讯

问，二人对冒充警察行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后经查明，被害人张某当天并未进行嫖

娼行为。

据办案民警袁警官介绍，事后来看，这

起案件可谓漏洞百出，但之所以张某会被犯

罪嫌疑人诈骗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

点：一是因为自身心虚且存在侥幸心理；二

是缺乏最起码的常识，警察在着便衣执行任

务过程中，要出示制式警官证表明身份，着

警服执行任务时可以不出示警官证，但是当

事人要求出示的必须出示。警方在此提醒广

大市民，配合警察办案是每一个公民的法律

义务，但在实际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甄别警察

的真实身份，避免上当受骗，发现有人冒充

警察行骗时请及时报警。

成都63岁大爷嫖娼
被假警察敲诈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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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孩子，每次睡觉就是要

哭闹一翻，什么耐心都快要磨掉了，

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他入睡呢?

试试“抱起-放下”法吧!

怎么做呢?

★ 到了睡觉的时间，当你把宝

宝放在床上的时候，如果他哭闹，

先试着用语言安慰他，轻轻的把手

放在他的身上，让他知道你在那儿

。

★ 如果他还不停止哭声，就把

他抱起来，哭声一停就立刻把他放

下。

★ 如果他哭的时候，头向后面

仰，也立刻把他放下。因为，宝宝

的挣扎和扭动，可能是他在尝试释

放情绪，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入

睡。

★ 需要提醒的是，放下后，记

住把手放在他的身上，也可以跟他

轻声说话，“宝宝，睡觉啦”，让

他知道爸爸或者妈妈没有离开，就

在这儿呢。

★ 有的宝宝，可能刚离开你的

肩膀，还没有放到床上就哭了，那

怎么办?也要把他放到床上，如果他

哭，再抱起来。

★ 几个回合以后，宝宝就会哭

得没有那么厉害，可能会开始抽鼻

子，这时候，爸爸或者妈妈，要继

续把手放在孩子身上，等他情绪平

稳后，就不用再哄了。

奥妙是什么呢?

抱起-放下期间，爸爸或妈妈一

直有跟孩子保持身体接触，或者温

柔地说话，这样，其实也就是通过

接触或者声音的方法，来抚慰宝宝

，他就不会有被抛弃的感觉，知道

爸爸或妈妈一直在陪着他，就可以

安心睡觉了。

这个方法，可能需要20分钟左

右的时间，刚开始的时候，甚至要

更久，需要爸爸或者妈妈又很好的

耐力和体力，但真的是可以尝试一

下，让宝宝学会自己入睡以后，就

轻松多了。

当然，如果你觉得其他方法，

比如，直接把宝宝放床上，拍一拍

，或者轻声说两句话，就可以轻松

入睡的话，那自然是更好，毕竟，

适合自己宝宝的方法，才是最好的

方法。

有人说，母亲是一个两难的角色

，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必须给予百分

之一百的照顾，但是把孩子养大了，

却又要学会得体地退出。

是的，你我都终将会明白，养孩

子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分离的过程。

（关注微信订阅号：朵妈亲子时光，

聊聊亲子育儿那些事）

分娩，是母子的第一次分离

分娩的痛，我想和宇宙大爆炸的

痛，应该是同等级的吧。

尤记当时，老公、医生、护士都

在一旁为我加油，不管我怎么努力，

孩子都好像舍不得出来。终于我卯足

了劲，使出最后一分力，“哇”的一

声孩子出来了!

护士把孩子抱到我身边，我看到

她肤色红润、健健康康，听到她嘹亮

的哭声响彻整个产房……我终于松了

一口气，放下了心口的石头。

而孩子和我，也从这一刻起一分

为二;

从此她不再需要通过脐带，来获

得我供给的养分;

从此她将不属于我的身体，而是

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为孩子的出生感到开心喜悦，

但同时也有种莫名的失落，一种全新

的生活开始了。

1岁前，孩子不断为分离做准备

初为人母，事无巨细，都要亲自

上阵。支撑着我不断坚持下去的，是

孩子甜甜的笑容、小小的拥抱，以及

奶声奶气的一句“妈妈”。

从最初的笨手笨脚，到后来我学

会了麻利地给孩子喂奶、洗澡、换尿

布、穿衣服……我当妈妈的经验越来

越多，积分越来越高。

然而，当我慢慢对这一切都轻车

熟路了，孩子却在不断地为离开我而

做准备：

8个月，孩子学爬，她总喜欢挣

脱我的怀抱，到地上自由地探索。

1岁，孩子开始学走路了，她小

心翼翼地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然后

扑进我的怀里。我正想好好地抱抱她

，她却咯咯地笑了笑，转身又准备离

我而去。

我慢慢知道，以后抱她的机会越

来越少了。

3岁，背起书包走进幼儿园

3岁，孩子上幼儿园的第一天，

看到老师发来的视频，她刚开始时小

哭了一会儿，随后不久便不再哭了，

和身边的小朋友开始搭话、做游戏。

倒是另一边的我，哭得稀里哗啦

。我惊讶，孩子的适应能力怎么会这

么好?

放学后，孩子看到我，像小鸟一

样扑到我的怀里，我紧紧地搂住她，

发现原来她已经长大了这么多，似乎

一下子从当初粉嫩的小婴儿，长成了

现在的模样。

我有点高兴，却又有另外一种情

绪萦绕在心里，因为这一次的分离，

和以往所有的分离都不一样。

孩子开始跟我说幼儿园里的小朋

友有多可爱、滑梯有多好玩、游戏有

多有趣……

我知道，我不再是孩子的全世界

，她开始有了自己的圈子。

这一次的分离，大概就是孩子成

长以来，最不舍的一次了吧!

然而，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离别

6岁，孩子会迈进小学的校园，

系统地接受学校的教育。她学到的知

识会越来越多，懂得东西会越来越多

，还会开始问一些我答不上来的问题

，我逐渐不再是她眼中无所不知的超

人妈妈。

12岁，孩子会开始美好的中学生

涯，她似乎离我更远一些了，开始有

自己的秘密、自己的想法。许多琐碎

小事，她不再愿意乖乖听我的指挥。

18岁，孩子已经是个独立的成年

人，她会离开我和她爸爸，离开家乡

，到更远的地方上大学。也许她一年

只能回来几次，甚至只有一两次。这

时分离会是我们的常态，相聚却尤其

难得，让我每天翘首以望。

大学毕业后，孩子会有自己的工

作，有赚钱的本领，不再需要我的供

养。

不久后，她还会遇到自己喜欢的

人，开始考虑组建自己的家庭，规划

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宝宝……

而我，尽管和孩子的每一次分离

都伴随着不舍，但终究也得学会适应

和习惯。因为孩子的成长，不就是一

个不断和妈妈分离的过程吗?

孩子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

你而来

诗人纪伯伦在《你的儿女其实不

是你的》中提到：

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

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

的孩子

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

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

……

是的，孩子终究会和我们渐行渐

远，但这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

并且我们的生命会因为孩子的到来、

孩子的成长，而显得更加丰满、精彩

。

温柔陪伴，我们能拥有孩子多少年呢?

生孩子的痛、养孩子的累，不是

文字和句子所能表达的。

但是，尽管很辛苦，我们也要不

断提醒自己，珍惜孩子在你身边的每

一天。因为随着孩子的成长，她对我

们的依赖会越来越少。

所以——

当她缠着要你讲故事的时候，不

要说没时间，多点陪陪她吧!

当你走到哪儿，她都要像小尾巴

一样跟随你的时候，不要觉得麻烦，

尽量带她去吧!

当她想要你抱一抱、亲一亲的时

候，不要觉得孩子太黏人，及时地满

足她吧!

因为，我们并不能拥有孩子多少

年。（关注微信订阅号：朵妈亲子时

光，聊聊亲子育儿那些事）

珍惜孩子还在我们身边撒娇的日

子，如此亲密的时光，一刻也不能浪

费。

我們能擁有孩子多少年？看哭了

据说这样教宝宝入睡

我们时常说，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喜欢给人生做加法，增加人际关

系，增加技能，增加头衔，增加自己

所谓的附加值，增加尽可能让自己熠

熠生辉的一切。而在成熟之后，我们

却又喜欢给人生做减法，减掉没有必

要的社交，减掉拖累自己的身份，减

掉无用且耗时的业余生活，让自己变

得轻盈而足够纯粹。

假设一下，如果40岁的时候，你

拥有了人生所谓的一切，财富，感情

，事业，当一步步让自己的人生达到

饱和值的时候，突然峰回路转，你在

一夜之间全部失去，你是心痛还是欣

喜，是难过还是开心？

我的母亲就是从四十来岁开始失

去这些的，先是失去了自己的丈夫，

两人无法再容忍彼此，选择了分开；

然后是失去财富，因为早年身体不好

而辞去了工作在家，一旦离婚，就再

无人维持她的生活；然后是失去了她

的母亲，外婆的病在某一天突然爆发

，走的时候母亲在医院痛哭，在火葬

场晕了过去。

四十来岁的时候，一个又一个打

击不断地冲击母亲的心，而就是那个

时候，我妈似乎看穿了一切，她开始

明白陪伴的短暂性，开始意识到自我

独立的重要性，她对生活开始改观，

开始有了新的认识，短短几年时间，

她接受了生死无常，也接受了人生如

戏，所以她干脆彻底把自己放开，那

些所谓的失去，她开始当成是枷锁自

然而然地解开。

她终于熬到了拿退休金的年纪，

会自发地去旅行，开始研究电器的使

用，一个人在家做饭吃饭收拾家务，

每天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养花养草

，远足钓鱼，然后开始去晨跑，她开

始报名学车，开始关注房市，开始习

惯睡前阅读，远离赌博，远离纷争，

远离那些无谓的社交关系，仅仅四五

年的时间，她好像彻底与过去的自己

告别，不再去依靠，成了另一个全新

的自己。

在这次北京电影节上，我观看了一

部叫做《将来的事》的法国电影，电影

的内容很简单，一名哲学老师在自己的

努力下成为了一名

干练的中产阶级，

她的课程被出版社

出版销售，有一儿

一女，有一个同样

是老师的丈夫，虽

然她母亲年老抑郁

，常年烦她，但她

们母女交谈时也算

有趣，她有一个仰

慕她的学生，有条不紊地生活。

然而突然某一天，她的丈夫向她提

出离婚，接着她的母亲在养老院死去，

她的课程被出版社终止销售，她的儿女

长大成人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原本热热

闹闹的房间只剩下她独自一人。

这个故事听起来，丧透了，就像是

不断揭穿生活的真相，让你爬不起来，

可是这部电影又太真实了，当所有观众

都在为女主扼腕叹息的时候，前一秒她

还在和学生说：“女人过了四十岁就不

值钱了。”下一秒她却非常洒脱地坐在

学生的车上说：“丈夫离开了，母亲去

世了，儿女长大了，好像一切都离开了

我，但我却重获自由了！”

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往往拥有最

复杂的身份。

她是妻子，也是母亲，同样还是

女儿，在外她是老师，又是作者，是

一个正面永远光鲜的形象，可是，这

些拥有的，有一天却变成了她的牢笼

，她与丈夫心猿意马，母亲又不断弄

出一堆烦心事来折磨她，出版社总是

提出一堆无法让她喜欢的推广方案，

甚至要把她的哲学教程弄成糖果广告

，学校学生集体罢课，她依旧按时上

班，每当遇到这些烦心的事情时，她

都是风驰电掣地行走在街道上，然后

把所有事情处理得滴水不漏。

电影中有几个细节特别让人动容

，当丈夫出轨向她坦白的时候，她说

：你就不能把这些当成是你的秘密吗

？当出版社和她终止合作的时候，她

淡淡一笑，说：哦，我知道了。当她

将黑猫送走，独自回家的时候，正值

圣诞节全家团聚，她笑着问孩子们，

你们有发现什么变化么？大家都在猜

测家中多了什么，却没人注意到少了

什么，而她却为这样的“少”而甜甜

一笑。

而当一切覆水难收的时候，她却

成了外祖母，有了自己的外孙，电影

的结局，她抱着自己的外孙哼唱着童

谣，安静地度过了圣诞夜。

试想有一天，我们所有拥有的可

能都会失去，所有在意的都会变成失

意，而这个时候，你会像女主一样洒

脱吗？你会把失去当成自然，不会当

成一无所有，而是当成重获自由。你

会明白生活的常态是失去，而不是获

得吗？

在观看电影的时候，我无时无刻

不想到我妈，猜想那些年我在外地，

她独自一人面对所有失去的神态。

记得几年前，我和我妈到镇上一

家小餐馆吃饭，那家小餐馆已经开了

快二十年了，从未换过老板。那一天

，女老板正好有空，过来问我们吃得

怎么样，刚刚换了新厨师，害怕做得

不好。我妈就顺道问了一下她最近怎

样，女老板非常坦然地说，离婚了，

带着女儿，一开始怕熬不过去，但现

在想想，断得彻底也是好事，至少不

会再患得患失，害怕失去了。反正靠

自己，始终是没错的。

我突然想起那句话，我们来到这

个世上，是来感受和倾听的，就算没

有成为什么，也有意义。

同样的，我们有一天会失去自己

所有的身份，回归到一无所有的状态

，但记恨永远不是最佳的生活方式。

有一天，我们原谅了生活的残忍

，才会得到生活的原谅。不再去埋怨

生活并斤斤计较，大概也是放自己一

条生路。这大概就是生活想要告诉我

们的。

人到中年失去一切，
該怎麼辦？

回忆大学生活时，曹小姐给我讲了她

的故事。

按说，曹小姐的人生轨迹是很好把捏

的。当年她读着一所不怎么样的大学，念

着不怎么样的专业，上着不怎么样的课，

以后很可能就是波澜无惊地毕业，找个不

怎么样的工作。

她的室友都是这么觉得的。她们都是

些对命运没太大指望的人，觉得混混沌沌

地过日子也ok，所以变着花样翘课，一门

儿心思扑在化妆、恋爱、追剧、游戏上，

很认命地作废柴。

其实这也没什么，有人爱玩有人不爱

玩，再正常不过了。可怕的是当曹小姐一

次又一次泡图书馆、熬夜学习、参加社团

学生会时，她的室友看不下去了。

起初是几个人在背后嚼舌议论「她要不

要这么拼啊」，然后是出去聚会时，通通有

意冷落她，再然后是干脆组成小团体了，打

照面时冲她斜眼睛睥睨，班级组织的party

上，几个人热烘烘一团，装作不认识她。

再后来她在寝室说话，甚至都没有人

接，她每每满肚子热情地发言，空气都像

凝固一样。

她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她太努力

了。

努力没有错，但是当其他人都不努力

时，她突兀的努力，看起来就像是错的。

我无法去详尽准确地描述冷暴力，我

只知道那一定是曹小姐最难熬的日子。

曹小姐试过重新融入，她也开始看无

聊的综艺和网剧，也开始试着在游戏里跟

人飙脏话，做这些事她本心是不愿的，她

只是想跟室友有更多共同话题，因为被排

挤实在不好受。

可是很快，她又觉得非常累。

她说：“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特别傻

。为什么我要跟她们一起颓丧下去呢？我

想变好，变得更优秀，只是因为这让别人

觉得不顺眼了，我就要放弃吗？”

曹小姐年长我几岁，跟她那几个毕业

就失业的室友不一样，现在已经是外企的

一个小leader，她说她以后一定会当上高

管——这是她的目标。

为了这个目标，她刷绩点、刷实习、

抽时间忙学生会，尽管她的室友们根本不

理解，还说她「作」，说她「装」。

她说，她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在「合

群」和「初心」之间，选择了后者。

现代社会太鼓吹润滑剂人格，希望你

处世四面圆润，一片和谐，可有时候，看

起来融洽舒适的「合群」，是对人心另一

种意义上的绑架。

一个人的个性和真我，不应当被「合

群」收编。

其实关于「合群」，我也曾有过许多

困惑。

我是个爱好很狭窄的人，只爱看书写

字，几乎从不追剧。读大学这几年，韩剧

一部接一部地火，当我的室友们兴致勃勃

讨论欧巴演技时，我压根插不上话。

有时候我会想，我是不是不正常？怎么

女生们都爱看的韩剧，我一部都不爱看？

好在我还是没有逼自己，为了多攒点

跟别人的谈资，没日没夜地补剧。

我坚持写作，苦心耕耘，终于在大三时

迎来了自己第一本书，终于写出了很多篇大

受欢迎的文章，我依然跟别人没有多少共同

话题，可是我觉得，这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最终你有没有成为自己想

成为的人——而不是，你的平庸有没有让

别人觉得舒服和快乐。

这笔帐应该算明白。

前两天我朋友说，因为她的工作环境

里很多都是比自己年长的人，她的一些生

活情趣，她的一些爱好，就总是被别人说

「幼稚」，说「无意义」。

我说，你只要坚持你自己内心的意义

，就能从中得到力量。

流言蜚语，何必去管？每人一颗心，

每人有每人的立场，你根本无法让所有人

都满意。

索性多做自己。

——如果只是因为「别人不理解」，

你就不去做，那你的人生，也就仅此而已

了罢。

非常喜欢《世说新语》里的那句：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做自己」当然是有代价的，或许你

不得不离一些嘈杂的圈子远一点，或许你

会承受别人的看低与非议，可是在「做自

己」的人最后能获得的甜美面前，这些都

是虚无。

想告诉所有姑娘，你在成长期最关键

的功课，应当是修炼与提升自己，而非拉

拢与取悦别人。

画家摩西奶奶说过：一个真正好的人

生，是每天都能做自己喜欢的有趣之事，

不必去听太多外界的声音，内心已然喜悦

且充盈。

更何况，一个需要你费力去迎合的圈

子，它的价值，往往并不会很高。

不必按照别人的标准生长。

这是你自己的人生啊，你值得拥有的

，要比这些俗世的羁绊，更广阔得多。

妳真的沒必要取悅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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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美國教育絕對沒有
中國的中學、小學、大學好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国科学

院院士杨振宁先生近天在人民日报客

户端在线直播。他不仅回忆师友和人

生道路，还畅谈中美教育、高校职称

评定、诺奖等诸多热门话题。在一个

多小时的访谈中，杨先生有哪些精彩

观点？一起来看。

1、年轻人要对今天中国的成功有更

深的历史的认识

我今年95岁了，亲身经过落后的

状态，后来又了解到中国人怎么被外

国人欺负、怎么被外国人看不起，这

个经验都深深地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

烙印。今天的年轻人没有这个经验，

这一方面对他们来说是很幸运，可是

从长远讲起来，使得他们对于历史的

认识不够深刻。

2、美国的教育绝对不是比中国的中

学、小学、大学好

我觉得整个中国目前的家长也好

，教育家也好，也可以说都有一个错

误的观念，那就是觉得美国的中小学

好。我再三讲过，一个比较好的学生

，比如80分的学生，如果能够考进中

国一个比较好的大学，那么在这个学

校念四年，得了学士学位，再可能的

话送到美国去念研究生，这是一生最

容易接近成功的。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后来本科教育、两年硕士教育都是

在西南联大，这个给我打了非常扎实

的基础。

3、把中学生送去美国教育是一件非

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美国整个的社会是一个放纵

的社会，它的好处是他容易促进一个

人个性的发展，可是走得太极端了。

一个中学生到美国，不管他进哪一个

中学，都会有很多吸毒的同学。年轻

人受了这些同学的影响，可能堕落，

而且这个堕落是一下掉下去，就回不

来的事情，这种危险是很多把小孩送

出去的中国父母没有想到的。我认为

对于多半的学生，比如90分以下的学

生，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好的，他可以

使得这些小孩成才，将来做一个有用

处的人。美国太放任，有没有好处呢

？有，非常聪明的，90分以上的小孩

在美国占便宜，为什么呢？因为他不

需要规规矩矩念书，他自己就都可以

吸收进去，所以他就海阔天空，他的

发展，尤其最聪明的人在美国容易发

展。

4、中国今天特别需要拔尖的人

中国今天到了这个程度，特别需

要拔尖的人。我想通过整个社会的努

力、政府的鼓励，也可能有一些措施

，能够使得以后二十年中国在这方面

教育体制做得更好一点。

5、我国高校职称评定制度要完善

高校的职称评比我想是必须要有

的，怎么样一个评比制度，才使得

（学术不端）这些错误，甚至滑稽的

现象不再发生，这是需要整个社会研

究的。

6、中国到2040年得诺贝尔奖的频率

可能达到现在日本的频率

我们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日

本第一个诺贝尔奖是汤川秀树得到的

。从他开始工作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到

21世纪开始，中间大概70年，这70

年内日本在诺贝尔奖上屡屡有收获。

中国第一个有资格竞争诺贝尔奖的科

技研究是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个是

1970年后做出来的。所以从那个时候

开始，向后推70年是2040年，所以根

据这个逻辑，中国到2040年得诺贝尔

奖的频率可能达到现在日本得诺贝尔

奖的频率。

7、屠呦呦得奖的历史值得写一本书

她所做的研究，有其特殊的地方

，不像很多西方诺贝尔奖获得者，是

一个人突然搞出一个东西，她有一个

巨大的团队。换句话说，就是得诺贝

尔奖的成功不是一条路，而是有不同

的路径，有不同成功的方式，我想这

个成功的方式与社会的背景，与教育

背景都有密切的关系。要注意到，这

一点对于促进中国将来的发展很有好

处。

8、我不是反对中国做加速器，而是

现在不要做

因为中国现在GDP非常高，达到

11万亿美金，这个数目极大，可是中

国人口多，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比不上

一些国家。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还有

不少需要解决，要造这么大的机器，

又没有立刻看得清楚的作用，这完全

是不明智的。我的看法是，等中国收

入达到美国的程度，那个时候再讨论

这事情也不迟。

9、文科学生可以多看看科学家的传

记

对于文科的学生，我有一个建议

并想了很多年。我近年来喜欢看传记

，尤其是科学家的传记，这些传记的

写法是跟中国传统的写史记的办法是

不一样的，因为从这个里头可以对于

这个人的生平，对于他为什么成功，

为什么失败，可以多一些了解，中国

这方面完全没发展出来。

10、我很高兴能正式成为中国科学院

的院士

中国科学院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发

展的一个旗手，所以我很高兴，能够

正式变成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当然可

惜我现在已经不能做真正的前沿的工

作了。不过我想把我的一些经验，关

于我这一生物理学发展的历史，介绍

给中国年轻的科学家，这个还是有点

用处的。

美国盐湖城时间 5 月 9 日上午，

ASU-GSV教育科技峰会《从丝绸之路到

硅谷，中国引路》圆桌对话开启。好未

来联合创始人兼高级副总裁刘亚超，耶

鲁 大 学 前 校 长 、 Coursera CEO Rick

Levin，VIPKID CEO 米雯娟，中国首控

集团有限公司副行政总裁贺庆荣进行了

一场热烈碰撞。精彩观点摘录如下：

话题一：如何看待中国市场?

Rick Levin: 中国课外辅导市场巨大

，但高等教育提升课程的价值主张在中

国没有完全建立，Coursera在欧美的学

位学分认证受到市场追捧，但是中国学

生大部分只看视频，而不购买学分学位

认证，这是我们目前在中国市场面临的

最大挑战。其次，未来(教育科技)重心

在移动端，全球移动端的渗透率为30%

，中国则达到60%。

中国考大学的教育市场很大，因而

像好未来和VIPKID这样的企业机会非

常大。在美国、欧洲的就业市场非常珍

视Coursera。

刘亚超：中国教育市场和其他市场

一样，正在从劳动密集型走向资本密集

型和科技密集型。好未来也在从运营型

公司向数据型公司转型。随着消费升级

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中国人对教育的追

求也从“有学上”转到“上好学”，这

给服务带来更高要求。原来我们的主营

业务是以教师为主，现在我们在尝试人

脸识别捕捉孩子上课的专注度，用数据

分析孩子知识的掌握度，为其提供个性

化辅导和作业。

中国除了一线城市，还有广大二三

线城市希望用低成本获取高质量教育。

我们也在尝试用录播和直播的形式覆盖

更广泛地区的学生。我自己来自中国一

个三线城市，很喜欢数学，但当地缺少

很好的数学教练。我们正在尝试通过

“线上直播+线下辅导”的双师课堂形

式，让全国最好的数学老师为各地孩子

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课程。

米雯娟：在中国，家长对课外培训

市场的认知是一项投资。市场上提供的

教育服务的质量层次不齐。对希望进入

中国市场的企业来说，需要注意的是你

能给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你保证

教育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让你的消费者

喜爱你。对于VIPKID来说，60%客户是

靠口碑获取的。

贺庆荣：作为新进入教育领域的投

资者，首控集团只投资高质量的教育。

投资教育领域背后的逻辑是因为中国有

巨大的市场。中国市场对于欧洲和美洲

及英语国家的高质量资源有较多需求。

中国教育市场对于优质教育资源有很大

需求，但是缺乏优质供给。

话题二：你对想进入中国市场的
外企有何建议?

Rick Levin: 最大建议是找到一个好

的中国当地合伙人，来本土化我们的内

容和商业模式。当年我们刚进中国时，

团队规模和资源还不至于让我们能够完

全进入中国，接下来几年会一直关注中

国市场。

我们认为Coursera的独特竞争力在

于顶级大学品牌，这是全球通用的。

刘亚超：很多美国教育公司进入中

国困难，原因是教育产品不是简单的硬

件产品，而是服务分发。这就要求教育

产品本地化和分发渠道非常强。就像我

们把ReadingA-Z引进中国，美国合作伙

伴提供了非常好的专业内容，我们在产

品本地化方面做了许多应用化创新，比

如帮助他们把出版内容导入进一个APP

中。我们用语音识别技术帮助中国学生

提高口语发音水平。美国合作伙伴也希

望把这种语音识别技术应用到美国市场

。

米雯娟：建议想进中国的外国企业

，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首先，中国

市场大，15%的中国家庭开支会进入教

育。其次，供需缺口很大。以VIPKID

为例，3万在中国的外教无法满足百万

级的学生需求。此外，这个市场仍然非

常分散，注重服务品质。

目前VIPKID正在和Coursera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无论是在政策，市场，给

公司提供战略，还是在其他层面。

话题三：美国教育市场可以从中
国学习到什么?

Rick Levin:Coursera有三个优先战略

：第一，把能力认证升级为学位认证。

第二，从2C转向2B，为教育机构/企业

提供培训服务。第三，未来会扩大在中

国市场份额，中国是第三优先市场，目

前会做好现有市场的成熟模式，把精力

放在前两个市场。

贺庆荣：中美市场有一些共同点和

不同点。中国家长比美国家长更愿意花

高昂费用在教育上。但我并不认为To C

的模式在美国可以成功。大多数美国企

业是科技驱动型企业，是To B的。相

比中国，美国大学会花更多的钱来购买

硬件。

從絲綢之路到矽谷，中美教育走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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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6月，一个周六，如同往

常一样，我带着九岁的儿子去看望父

亲。我们重重地敲了两下门，便耐心

地在外面等着——父亲老了，从沙发

走到门口，需要一点时间，如果我们

“咚咚咚”敲个不停，他会非常着急

。

一进家门，儿子就跑到卧室玩起

了手机游戏，我和父亲在沙发上坐定

。如同往常，我递给他一根烟，他却

破天荒地用手一推，“我不抽了，你

抽吧。今天有点咳嗽。”

“感冒了么？”

父亲摇摇头，轻描淡写地说：

“我昨天摔了一跤。”

“爷爷，你是怎么摔的？”儿子

突然跑进来。

“昨天爷爷去东瓦窑买菜，回来

时有点累，下了公交车就在路边的凳

子上坐了一会儿。结果起的时候有点

猛，一下子就摔倒了，有个比你爸爸

年纪还大点的男的看见后就跑了过来

，问用不用给孩子们打电话？我看也

没啥，就直接回家了。倒也没啥事，

也不知咋了，晚上就开始咳嗽了。”

“你怎么不给我爸打个电话呢？

”儿子问。

“没多大点事，再说，你爸每周末

不是都过来么。”沉默了一会，父亲突

然说：“其实我摔倒时，有几个学生骑

着车子，直接从我身边过去了。”

“可能是他们没看见吧……”我

解释。

10月的一个下午，我去接儿子回

家。走到小区大门口，刚拐一个弯，

就听见有人喊：“来人啊！来人啊！

”

我们赶快跑过去，原来是一辆轮

椅在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交叉道牙处

翻倒了，轮椅的两个前轮直直地冲向

天空。里面的老太太头朝下，脸色已

有些发紫，她的老伴已经紧张得说不

出话了。

我迅速用两手抓住轮子，拼命往

下压，想让轮椅正过来。儿子也在旁

边帮忙。可能是因为老太太比较胖，

或是我用力不均，压了好几次，轮椅

还是没有正过来。这时，我发现远处

有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孩子走过来，我

赶紧喊他们，想让大家一起搭把手。

孩子们在原地停住了，他们开始

交头接耳。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中

年男子跑了过来帮忙，我俩就一人抱

住一个车轮，大声喊着号子，终于把

轮椅扶正，推上了人行道。

老太太大口大口地喘气，我问：

“用不用给你孩子打个电话啊？”

“别打了。儿子也快六十了，心

脏不好，别吓着他。我慢慢推，没事

的，多谢你们了。”老头说。

“不用谢，前段时间我家老爷子

在路上摔了一跤，也是被人扶起来的

。”

回到家，儿子突然说：“爸爸，

你刚才扶车前，怎么不先用手机拍个

照啊？”

“为什么？”

“咱们也不认识爷爷奶奶，要是

人家说是你撞的，让我们赔钱可怎么

办啊？”

我非常惊讶，“爸爸当时什么也

没有想，再说我们是走路，又不是骑

车，走路怎么能把轮椅撞翻呢？还有

，小区里都有监控啊。

“可是，那几个哥哥为什么就不

过来帮忙呢？”

看着儿子的眼睛，我不知道该说

些什么。

第二天早上送儿子上学，快走到

小区门口时，一辆自行车突然停在我

身边，骑车的男孩急急地问我：“叔

叔，昨天坐轮椅翻倒的奶奶没事吧？

”

听说没事，男孩长长嘘了一口气

，“担心了一晚上，我都没睡好，以

后再遇见，我还是搭把手好！”

儿子在一旁笑着插话：“记得先

用手机拍个照啊。”

2016年11月，家长微信群里转发

了一条信息，大意是：最近有疑似外

地的犯罪团伙守在我市小学周围，以

问路的形式将孩子迅速绑到一辆外地

牌照的汽车里。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教

育好自己的孩子，近期不要同陌生人

说话，不要给陌生人指路。

这则消息如同一桶冰水直接倒进

了沸腾的油锅。

家长、老师、“小饭桌”阿姨都

如临大敌，学校门口接送孩子的家长

一下子陡增，虽然后来官方证实这是

一则谣言，但父母们还是丝毫没有放

松。

那天下午放学，孩子们一出校门

，就急急地把八九斤重的书包甩给家

长，大呼小叫地追逐起来。见到冰面

，就冲上去滑行，看到冰块，就一脚

踢飞。一眨眼，一群孩子就跑出了三

十米开外。

我和几个家长紧跟在后面。前方

拐弯处，有两个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过

来，和孩子们碰了一个照面。老人似

乎在问孩子话，我们眼见着孩子们都

迅速停了下来，先是面面相觑，然后

都迅速跑开了。

后来，老人和我们相遇，一说话

才知道，他们是第一次来接孙子放学

，有点迷路了。我们赶紧给老人指明

了方向。

上了公交车，儿子突然对我说：

“爸爸，刚才那个老爷爷问我们小学

怎么走，我正想告诉他，但一想到你

们告诉我的话，我就没说。旁边同学

又拉我快走，我就走了。后来你们告

诉他们了么？”

我说告诉了，儿子嘘了一口气，

“那就好，爸爸，你说我刚才做的对

不对啊？”

我握紧他的手，说：“你做的对

，等你慢慢长大了，你不但能保护好

自己，也能帮助别人了。” 小家伙频

频点头。

2016年12月，天寒地冻，接孩子

的家长们都三三两两地聚在向阳处。

男人们沉默地抽烟，女人则漫不经心

地聊天。

那天，离放学时间还有五分钟，

我和老刘正在讨论周日双色球篮球可

能出的几个号码，忽然，他手机响了

，过了一会，老刘就急急地对我说：

“我现在有点急事，今天就麻烦你帮

忙接一下我女儿毛毛。我老婆在店里

，你把孩子送到店里就可以了。”

老刘夫妇住在我家隔壁的小区，

他们在街上开了一家烧麦店。店不大

，生意却一直很好，我偶尔会带着家

人去他店里吃饭，一人一两烧麦，半

壶茶。慢慢地，我和老刘也就熟悉了

。但也仅仅限于熟悉。

老刘的女儿毛毛和我儿子同岁，

两人是幼儿园的同学，从小班一直上

到大班。后来毛毛六岁上了小学，我

和妻子觉得男孩子发育晚，就让儿子

晚上了一年。

今年，毛毛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

了，小姑娘很聪明，伶牙俐齿的，隔

壁的杂碎馆老板就常说：“毛毛这孩

子，不长个子，全长了心眼。真随了

她爸妈。”

三年级的学生放学了，我告诉儿

子，今天毛毛的爸爸有急事，我们要

把毛毛接上，一起回去。儿子听了非

常开心，“是不是把毛毛送到了烧麦

店，我们就能在那里吃上一顿？”

又过了十分钟左右，毛毛所在的

班级才放学，孩子们陆续走出校园，

我看到毛毛正踮着脚，伸直脖子在找

他爸爸。

我忙挤了进去，大声说：“毛毛，

你爸爸今天有急事，他让我把你顺路送

回烧麦店。”毛毛紧紧盯着我的眼睛说

：“我爸爸今天有什么急事啊？”

“我不知道，快走吧，天挺冷的。

”路上车多，说着，我就准备牵她。

“我不和你走，我要等爸爸来接

我！”毛毛用力甩开了我的手。儿子

在一旁惊讶地说：“你爸爸有事，才

让我爸爸接你的，我爸爸你又不是不

认识！”

“可我妈妈说了，熟悉的陌生人

最可怕！”

“你妈妈胡说八道，我爸爸是好

人！”我赶快拦住生气的儿子，对毛

毛说：“我给你爸爸打个电话，这样

，你就相信我说的话了。”

老刘的电话接通后，我直接给了

毛毛。小姑娘很紧张，大声地喊：

“爸爸，你大点声！”喊了七八遍，

最后她把电话还给我，说：“我爸爸

说话，我一句也没听清楚，他就挂了

。”

这时，儿子拍着小胸脯说：“毛

毛，我送你回家吧。咱们俩这么多年

的交情，你总不会连我也不相信吧？

”

毛毛很认真地看着儿子，还是那

句：“我妈妈说了，熟悉的陌生人最

可怕！我要回班里找老师，让她给我

妈妈打电话！”说完，她就径直快步

跑回了学校。

我和儿子站在门口目瞪口呆。

回去的路上，儿子不停地用脚狠

狠搓着地面，最后垂头丧气地说：

“爸爸，咱俩都那么可怕么？”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可我妈妈说了，熟悉的陌生人

最可怕！”“可我妈妈说了，熟悉的

陌生人最可怕！”

第二天是周六，老刘给我打电话

，说晚上希望我们全家赏光到他的店

里，他要亲自炒几个菜。

这是我们俩认识八年以来，两家

人第一次在一起吃饭。席间，大人们

推心置腹地谈了许多，聊工作，聊生

活，聊孩子。毛毛和儿子就在一边玩

游戏。

夜深了，我们要告辞回家了。临

走时，妻子逗毛毛，“现在我们全家

还是熟悉的陌生人么？”

毛毛眨着眼睛答：“爸爸妈妈的

朋友就是我的朋友。”然后，她侧过

头和儿子说，“我们都是大孩子了，

下学期我俩一起坐公交车上学吧。”

儿子很不屑，“我们男孩子是不

和女孩子一起走路上学的！”

2017年腊月二十五的晚上，老胡

突然给我打电话。

因为正在帮妻子做晚饭，所以我

就摁了免提键。老胡先是回忆了一番

当年在一起工作的趣事，又说，“像

你这样有职业操守和人格魅力的人，

现在真是越来越少了。”说了好一大

通，他终于停顿了下来。

“有事就直接说吧。”我说。

老胡清了清嗓子，沉默了一会，

说道：“哥，现在方便借我2000块钱

吗？我现在碰到急事了，年前我就微

信还给你。”说着说着，他就有点哽

咽了。

我忙安慰他，同时看了一眼正在

炒菜的妻子。她也点了点头。

腊月二十九晚上，我看了一下微

信，没有还款。心想，“老胡可能忙

着过年，把这件事忘了。”一转眼，

到了初七，仍然没有还款记录，妻子

劝我再等几天，毕竟还在过年。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我心

里隐隐有些不快，觉得老胡不守信用

，过了正月十五，我终于按捺不住，

给老胡打了电话。

从这天开始，连续一个星期，老

胡说出了十多种理由。比如：在外地

出差，手机上不了网；出差回来，但

手机没电了；或者是手机在公交车上

被偷了，正在补办手机卡；或者是刚

办好了卡，手机又不幸被摔坏了，等

等。

总之，不是他不想还钱，而是手

机不争气，实在还不了。

后来，我辗转得知老胡年前就从

公司辞了职，向很多以前的同事借了

钱。也有人说，“老胡现在迷上了赌

博。”

一转眼，又过去了半个月。这天

，我和妻子商定，这次打电话讨要借

款，不再听老胡讲故事了，而是直接

问他住在哪里，我们上门去取现金或

当面转账。

担心打电话会影响儿子学习，我

们把他房间的门关上了。

电话接通后，任凭我们说什么，

老胡就是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咳嗽。

我和妻子耐心地等待着，一分钟，三

分钟，五分钟过去了，老胡还在咳嗽

。他的咳嗽声时而舒缓，时而急促，

时而剧烈。

到了最后，妻子看了我一眼，说

：“挂了吧，别再浪费电话费了。”

这时，儿子突然跑了进来，他看

着我们俩，不慌不忙地说：“是不是

人家又没还钱啊？你们太幼稚了吧，

等我长大了，别说陌生人，就算是朋

友，我也不会借钱给他！”

看着小家伙的眼睛，我弯下腰，轻

轻地抱住了他，“每个人都有困难的时

候，胡叔叔也不例外。爸爸相信，一个

月或者一年以后，胡叔叔肯定会还钱的

，到时候还会给你买个小玩具。你要是

相信，就和爸爸击个掌。”

儿子缓缓地向我伸出了小手。

那一刻，不知为何，我的心中竟

是五味杂陈。

成長在“信任危機”中的中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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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青龙复仇》里那个赌档老板吗？帮

派少年看见舅舅在数钱，舅舅用粤语骂他：

“他妈的你看什么？！”我就是那个舅舅。

我出生于50年代，60、70年代黑帮在华埠

横行霸道，我还曾经被帮派分子拿枪指着。当

时我和乐队伙伴演出结束后到华埠一家酒吧喝

酒，突然两个帮派吵起来，他们拔出枪，指着

我们的方向。我们坐在角落的桌子，想避都避

不了，一发子弹飞过来，还好没射中我。那些

帮派分子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幸亏有人阻止了

那场枪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80年代有一部轰动一时的电影《龙年》，

描述的就是纽约唐人街黑帮，反映了族群文化

的黑暗面。关于黑帮的电影都有争议，就像

《青龙复仇》和意大利黑手党的电影，但大家

必须承认，当时唐人街真的就像《龙年》中所

描述的。

我在里面扮演一个吉他手。这部电影一半

在唐人街拍摄，一半在北卡一个巨大的摄影棚

拍摄。他们在摄影棚里复制了纽约唐人街，建

了一个叫上海宫的酒楼，我扮演上海宫乐队的

吉他手。

我那场戏是电影中很重要的一场戏，当时

男主角(白人警探)和女主角(华人记者)正在上海

宫谈话，几个黑帮分子闯进来拿着乌兹枪扫射

，我们乐队正在演出，一个子弹击中我，我倒

地身亡。

那场戏里上海宫的乐队正在唱邓丽君的歌

曲，主唱是个华人女孩，键盘手是日本人，鼓

手是华人，贝斯手是日本人，那场戏有很多枪

战，我们乐队穿着礼服，我换了3套衣服，浑

身都浸泡着血。

扮演华裔黑帮大佬的尊龙当时已经很有名

，他演过黄哲伦的Dance and Railroad，是一颗

冉冉升起的明星。尊龙演戏非常棒，不管他私

人生活怎样，没人会在乎。

当时剧组给我们安排酒店，给我们钱租车

。拍戏期间我们玩得很疯，开着车到处跑，吃

当地著名的蟹饼。我们的键盘手不会开车，我

们就让他在停车场里横冲直撞，反正不会撞到

人。

我当演员纯属偶然，因为曾经在一部德国

电影中扮演一个中国吉他手，之后就加入了演

员工会，进入了这个行业。70年代纽约音乐圈

里的亚裔寥寥无几，他们需要亚裔音乐人的时

候就会想到我。

那时候极少有亚裔音乐人，我个子很高，

很引人注意，音乐场合对我来说是完美的，我

甚至不需要刻意去吸引眼球，只需做自己就行

了。

我是第二代出生在美国的华裔，我父亲出

生在美国，他是工程师，二战时在空军服役。

作为华裔美国人，我跟乐队的人相处融洽，在

乐队里又可以贡献自己的东西，感觉跟别人是

平等的。

我成长于越战年代，那时候有最好的古典

音乐，最好的摇滚乐，启发了我学音乐。1969

年我获得了Regent奖学金进入市立大学读书，

那时候市立大学是很好的学校，我主修英语文

学。但我是个任性的人，两年后又改变了想法

，转去州立大学学音乐，跟一个爵士乐老师学

习。我的音乐受到很多影响，古典摇滚、流行

音乐、爵士乐、雷格音乐、拉丁音乐。我觉得

音乐是一种更重要的表达方式，我们到街坊节

演出，玩音乐还能赚钱。

我学音乐还有一个原因：我遇到了Charlie

Chin，他还教我弹吉他。他当时很出名，是歌

手，自己写歌，也是演员。那时唐人街有个社

交俱乐部，叫青年民主党人，Charlie Chin去过

那里演出。我和Charlie Chin还有一点相像，他

扎着辫子，我也留着长发。有一段时间我的头

发长到胸部，我去学校接我6-7岁的女儿的时

候，她同学问：那个人是你爸爸？我想我女儿

可能有点尴尬。

我后来还加入The

Heat乐队，乐队里有白

人、黑人，我是唯一的

亚裔，弹奏贝斯。那时

有个很有名的工作室叫

“地下工作室”(Base-

ment Workshop)，我是

音乐主任，所以我们乐

队可以免费使用场地排

练。我们一周排练5天

，所以能够做到很棒。

我们乐队甚至还跟宝丽

金唱片公司签了一年约

，但我们的经纪人很糟

糕，他后来踢走了我们

的非裔主唱，乐队成员

失去了原有的契合氛围

，一年后便散伙了，但

我们直到现在还是朋友

。

但因为The Heat，

我成了嬉皮士文化、和

平爱好者、摇滚文化中

的一员。我们唱的歌是

power pop rock，不是

punk，音乐很闹，充满

活力，而且我们很会在

舞台上作秀。加入乐队

对我来说就像进入一个

摇滚高中，我学了很多

东西，比如，怎么穿衣

打扮，怎么与观众沟通

，怎么做到说话有自己

的风格，因为大家都在

看着你，我从那个时候

学会了怎么做一个公众

人物。

上台演出时我会化

妆，风格像David Bow-

ie那样，穿那种在舞台上很有效果的舞鞋，衣

服只有一个袖子，脖子上系着花哨的围巾。我

自己觉得很自然，他们叫我中国娃娃，别人怎

么看待我我不在乎。虽然那时候我住在唐人街

，但我跟唐人街格格不入，跟周围的人都不一

样，我觉得我属于这里，但又不属于这里。

我生长在唐人街却又与众不同，这跟我的

社交有关，我交的朋友、参加的活动，都是政

治上积极的，例如和平运动、反战运动，我也

是嬉皮-毒品文化中的一员，朋友圈里大部分是

艺术家，音乐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宣扬和

平、反战，高喊“要做爱，不要战争”的口号

。

七、八十年代是典型的“性、毒品、摇滚

”年代，我们乐队在CBGBs酒吧演出过，去过

英国巡演，我甚至还出现在David Bowie的录

像里。那时候很多人一起混，沉湎于毒品，我

自认为是个幸存者，我的很多朋友已经不在了

，一个吉他手两个月前刚去世。

七十年代后期吸毒很普遍，毒品带来的感

觉难以描述，它让你感到快乐，让你变得非常

敏感，它使音乐进入你灵魂深处。21岁时我遇

到一个武术师傅，从那以后我完全戒掉了毒品

。

我在玩音乐的时候遇见了我太太，一个白

人女孩，当时她在酒吧当服务员，她也是我们

乐队的超级粉丝，经常跟我们一起玩，看我们

所有的演出，有时候会帮我们穿衣打扮。她很

有吸引力，但刚开始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我没

怎么认真，对确立关系不太感兴趣，那时我身

边总是围绕着很多人。我们后来自然而然地走

到一起。如果你想吸引女人，就加入一个乐队

吧。

后来我结婚了，我和太太想要孩子，所以

不得不退出音乐界，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

在海鲜公司当经理，当法庭录像记录员，处理

法律和医疗报告。我曾经同时做三份工，非常

消耗体力。

当你有了孩子就不会抱怨，你必须工作，

因为有工作才有医疗保险。大约有17年，我工

作只为养家糊口，有时候感到受挫，但我工作

之余还组建了乐队Emperor's Club(帝皇乐队)，

成员都是亚裔，我们有业余演出，让我感到自

己还活跃在音乐中。

我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都很棒

，儿子是插图师，女儿是摄影师，我的家庭责

任少了，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

四、五年前我又重新开始演戏，我发现一

切都变了，这个行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现在

有了网络，你可以通过视频试镜。我拍过电影

、广告、纪录片，演过韩国人、中国人、日本

人。

我还在做音乐，音乐传递信息，60年代有

很多非常美妙的情歌，但音乐不仅仅表达爱情

，还有其他情感把大家带到一起。

我对The Heat乐队不满意，它是流行音乐

，听起来感觉很好但没有传达强有力的信息，

我想做的音乐是让大家有同感，把大家带到一

起，而不是异化。

我还在写一个剧本，希望拍成一部剧情片

，故事以我自己为原型：一个亚裔老摇滚，他

为了孩子放弃了音乐，生活得很压抑，后来孩

子长大了也成为音乐人，但两代人的音乐完全

不一样，父亲认为音乐应该传达信息，孩子不

这么想，他们之间有矛盾，后来是孩子拯救了

父亲，把父亲从抑郁中解脱出来。

一個70年代嬉皮士的自述
在风华正茂的年代，李卓文(Geoff Lee)留长发、玩摇滚

、吸大麻、参加反战和平运动，然后他和乐队的超级粉丝

——一个白人派对女孩坠入情网，生了两个孩子，近20年

里他同时打三份工养家糊口，如今孩子都长大成人，他又重

返电影圈，追求年轻时未实现的梦想……

中国留学生替考
在美被捕或重刑

4日，四名在美中国留学生，因被查出托福

替考而被逮捕。4人因涉嫌“密谋欺骗美国政府

”而被起诉，将面临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3年

释放后监控以及25万美元罚金。

据悉，托福不仅是学业考试，同时也是美国

政府发放、延期或重新颁发F-1学生签证的凭证

。伪造这一成绩，即被视作密谋欺骗美国政府

。

据介绍，ETS已掌握了语音识别技术，只要

检测同一名字下考生几次考试的声音是否吻合，

以及同一声音是否出现在了不同姓名的口语考试

中，就可以把替考人和被替考人一网打尽。

一家替考中介告诉记者，你这个年龄的替考

者也是在校生或者是培训机构的老师，考试就是

个兼职，赚个外快。而且，一般接散客也很少，

多半都是和留学机构私下长期合作。

据外媒报道，本月4日四名在美中国留学生

，因被查出托福替考而被逮捕。4人因涉嫌“密

谋欺骗美国政府”而被起诉，将面临五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3年释放后监控以及25万美元罚金。

考试作弊本不是新鲜事情，但为何此次作弊

的学生会受到美国联邦法院指控“密谋欺骗美国

政府”？

替考学生，如何被“揪”出？牵线搭桥的黑

中介，又门道几何？近日，针对这些问题，红星

新闻记者采访了美国厚仁教育资深专家陈航先生

，并假扮想找替考的大学生对非法替考机构进行

了暗访探底。

一份由美国麻省法院发布的诉讼文书显示，

此次因替考被捕的4人分别为25岁的王悦(音译)

，24岁的张士昆(音译)， 21岁的黄乐宜(音译)和

21岁的程晓萌(音译)。

3人在此前的考试中一直无法满足学校的语

言要求，成绩无法达到申请学校的分数线。因此

，他们找到美国坎布里奇的霍特国际商学院的

“枪手”王悦(音译)，向其支付了近7000美元酬

劳，让其帮忙替考。

拿到语言成绩后，3人均被美国的大学录取

，并因此获得美国F1学生签证。

签证的获得，正是4名学生被判以重刑的

原因。据悉，托福不仅是学业考试，同时也是

美国政府发放、延期或重新颁发 F-1 学生签证

的凭证。伪造这一成绩，即被视作密谋欺骗美

国政府。

目前，记者尚未在法院的网站上查到这4名

学生除年龄以外的具体身份信息。随后，记者联

系到了“枪手”王悦所在的霍特国际商学院，但

对方未能正面答复。

案件的代理检察官威廉· 魏因雷布(William

B· Weinreb)表示：非法获取托福考试成绩不但损

害了学术诚信，而且破坏了美国移民制度。

其实，托福替考并不是新鲜事。为什么之前

都会被定为学术造假，通过开除了事，这次却以

涉嫌“密谋欺骗美国政府”被起诉，并可能面临

重刑？

带着这样的疑问，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了美

国厚仁教育集团的资深留学专家陈航先生及该集

团成都分部办公室主任廖玲女士。

陈航表示，自特朗普上台以后，正在大力

增强移民局的权力，已将移民局上升到了保护

国家安全的地位。因此，这一次是负责托福考

试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申请美国移民

局直接发起调查，而移民局随即向联邦法院提

出了指控。最后，由麻省警方对替考的学生实

施抓捕。

这样的力度前所未有，同时，这则新闻一天

之内就被美国多家主流媒体竞相转载，也是相当

罕见。

陈航说，此前托福替考被查处的案例也时有

发生。2015年5月，15名中国学生被曝使用假护

照替他人参加托福和SAT(美国升入大学的考试)

被发现。据此前报道，这15名学生并没有被判入

狱，他们的罪名只是伪造证件和邮件。

针对此次案件中4名学生可能面临的惩罚，

红星新闻记者查阅到，美国司法部网站发布的公

告显示：因密谋欺骗美国政府而被起诉者，将面

临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3年释放后监控以及25

万美元罚金。

但美国司法部也作出声明：此类事件的实际

刑期，通常会低于最高量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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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it, Despite U.S. Pressure To Isolate Pyongyan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DPRK nuclear missiles on parade during 
North Korea military parade.
North Korea is among the most isolated and sanctioned 
countries on the planet. And yet it still somehow has 
enough cash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s arsenal 
capable of threatening much of the eastern Pacific and, 
some day,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ason is simple. The regime of Kim Jong Un 
continues doing $5.3 billion in business each year — 
85% of its trade — with China. Amid rising tensions 
and the threat of war, the best way to force North 
Korea to curb its nuclear ambitions is if China brings 
its considerable economic leverage to bear.
For decades, the Chinese have tolerated the Kim 
dynasty because it serves as a buffer against a U.S. 
ally in South Korea, and because any collapse risks 
a tide of refugees flowing across the Yalu River into 
China. But Kim's pugnacious obsession with achieving 
a long-range delivery system for nuclear weapons has 
changed the calculus. China's patience is wearing thin. 
A survey last year found that two-thirds of its people 
actually favor a U.S. airstrike against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the past, China quietly flouted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sanctions by employing a loophole 
allowing trade with North Korea if it helps the 
"livelihood" of ordinary citizens. The result: China 
was buying $1 billion of North Korean coal per year. 
But in February, after another North Korean missile 
test and the alleged assassination of Kim's half-brother, 

someone Beijing supported, China finally set 
aside the "livelihood" loophole and slashed 
its annual importation of North Korea coal.
The Kim regime has already responded with 
angry, rhetorical darts in recent days — 
evidence of just how much clout the Chinese 
carry. That's a start. But China could also:
Favor a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restricting oil to North Korea, a true lifeline 
for the hermit kingdom, which has one 
refinery along the Yalu River border with 
China. The idea has gained traction within 
China, where the state-controlled Global 
Timeshas urged leaders to take this step 
should North Korea continue its nuclear or 
missile testing.
Aggressively prosecute Chinese companies 
that funnel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long-

range missiles or uranium-enriching centrifuges into 
Kim's regime. North Korean rocket boosters that fell 
into the sea after a successful launch last year were 
scooped up by the South Korean navy and found to 
contain transmitters, circuity and specialized pressure 
sensors made by Western countries. They were shipped 
to North Korea by Chinese distributors, according to 
a Washington Post report. Eighty percent of foreign 
goods flowing into North Korea run through Chinese 
companies. That has to stop.

Crack down on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launder North Korean purchasing money, much of it 
illegally acquired through drug dealing, counterfeiting 
and arms sales.

China has already garnered American dividends for 
showing signs of getting tougher with its neighbor. 
Gone is President Trump's fiery rhetoric about a trade 
war or declaring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I 
actually tol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you'll 
make a much better deal on trade if you get rid of this 
menace,"  Trump said.

Trump is even turning a blind eye for now on Chinese 
power grab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ere Beijing 
has laid claim to disputed islands and reefs. U.S. 
Navy commanders eager to test those island claims 
by running warships within 12 miles of disputed 
shoals have been told to back off and not challenge 
the Chinese.
Tens of thousands, perhaps millions, of live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re at stake if the tensions flare 
out of control. China holds the key to keep that from 
happening. (Courtesy USA TODAY)

Related

‘China has done its utmost’
on North Korea

By Cui Tiankai China’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i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current tens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hich poses a grave threat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China has more than 750 miles 
of borders with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North Korea). The DPRK nuclear test site is 
just dozens of miles away from Northeast China. Any 
accident, nuclear or military, will have a catastrophic 
spillover on us.
China has done its utmost for years to help stop the 
DPRK nuclear program. We voted for all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sanctioning the 
DPRK for its nuclear tests, and have been faithfully 
implementing them. Most recently, we suspended coal 
imports from the DPRK for the whole year.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enhance law enforcement along our 
border with the DPRK.

Cui Tiankai China’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essure, economic and military, on the DPRK 
continues to build up. Yet how much is sufficient 
without triggering a humanitarian crisis or pushing 
Pyongyang into desperation? Another Iraq, Libya 
or Syria in Northeast Asia is a nightmare for all. 
Sanctioning alone will not work. Pressure must be 
coupled with direct talks with the DPRK.
However, China does not hold the key to the issue. 
While the U.S. worries about the DPRK nuclear 
ambition, the DPRK justifies it by the U.S. threat to 
its survival. Suspicion is mutual and runs deep. Both 
sides are locked in a chicken-or-egg dilemma, and 
neither intends to take the first step.
To break this impasse, China has proposed that the 
DPRK suspend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activities, 
and the U.S. its targeted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South Korea). The two sides 
should talk to each other, as requir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Courtesy https://www.usatoday.com)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eds to crack down 
on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launder 
North Korean purchasing money.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l) watches 
a military parade on April 1 in Pyongyan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 attends a 
meeting in Alaska in April. (Photos/AP)
BEIJING — A North Korean delegation will attend 
a large multilateral economic summit in Beijing next 
week,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announced Tuesday, 
underlining its reluctance to join American efforts to 
completely isolate the regime in Pyongyang.
President Trump has set great store in China’s ability 
to help persuade North Korea to abandon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But although China says it has 
suspended coal imports from its neighbor, trade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has remained healthy.
On Sunday and Monday, leaders from 28 nations will 
attend a major event in Beijing — a forum on China’s 
ambitious development project known as the Belt 
and Road — meant to expand links between Asia, 
Europe and Africa and channel billions of dollars into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ccording to what I understand, the North Korean 
side will send an official delegation to relevant 
events at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at will shortly be taking plac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said at a daily news conference. “China is open-
minded. Any like-minded country, as long as you are 
interested,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initiative.”
South Korea’s Yonhap News Agency reported that 
Kim Yong-jae, the North Korean minister of external 
economic relations, would lead the delegation.
Ely Ratner, who served as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to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seized on the 
announcement as evidence that Trump is placing too 
much 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Courtes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 

Relate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Has Increased

BEIJING — Amid sharply rising tensions over North 
Korea’s nuclear arms program, China said on Thursday 
that its trade with the country had expanded, even 
though it had complied with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and stopped buying North Korean coal, a major source 
of hard currency for Pyongyang.
China released the first-quarter trade data just days after 
President Trump urged its leader, Xi Jinping, to clamp 
down on trade with North Korea. The two leaders met 
at Mr. Trump’s Mar-a-Lago resort in Florida last week.

The Friendship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Data released on Thursday 
showed that China’s trade with the North grew 
37.4 percent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from the period in 2016. (Photo/Reuters)

With signs indicating that North Korea could 
be planning a nuclear or missile test as early as 
Saturday, a United States Navy strike group led by 
the aircraft carrier Carl Vinson is steaming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 show of force. Bu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indicated that economic pressure 
— particularly imposed by China, with which North 
Korea conducts almost 90 percent of its trade — is its 
preferred form of deterrence.

On Wednesday, Mr. Trump said in interviews that 
he had encouraged Mr. Xi to solve the North Korea 
problem, offering China a better trade deal if he did so.
Recent satellite images indicate that North Korea may 
be preparing for an underground nuclear test, which 
would be its sixth in a decade. North Korea often 
conducts such tests on important anniversaries, and 
Saturday is the 105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the 

country’s founder, Kim Il-sung.
The data released on Thursday showed that China’s 
trade with North Korea grew 37.4 percent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from the period in 2016. Chinese 
exports surged 54.5 percent, and imports increased 
18.4 percent,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said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Beijing.
China buys iron ore, zinc and other minerals from 
North Korea, as well as growing amounts of seafood 
and garments manufactured in the North’s well-
equipped textile factories. China reported that its 
imports of North Korean iron were up 270 percent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compared with the period in 
2016.
But imports of coal dropped 51.6 percent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2017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quarter 
of last year, said Huang Songping, a spokesman for 
the customs agency. Coal has been the biggest hard-
currency earner among North Korea’s fairly limited 
menu of exports.
China agreed to stiffer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last 
November,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said Beijing’s coal 
purchases were helping to pay for the North’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e coal, used in China’s steel 
mills, earns the North about a billion dollars a year, 
according to economists.
China had not imported any coal from North Korea 
since Beijing imposed a cutoff on Feb. 19, Mr. Huang 
said. That ban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punishment for 
the February killing in Malaysia of Kim Jong-nam, 
the estranged half brother of North Korea’s leader, 
Kim Jong-un, which Pyongyang has been accused of 
orchestrating. (Courtesy ny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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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第50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剛剛於4
月底結束，時間已經過去10天了，但餘溫尚在，影響力也在
持續發酵！
這一屆電影節最大的贏家無疑是中國大片《逆時營救》，這
部由成龍監製，楊冪和霍建華顏值擔當主演的大片先聲奪人
，還沒公演就將休斯敦國際電影節最有分量的兩座獎杯“最
佳影片獎”和“最佳女主角獎”收入囊中。 《逆時營救》即
將於6月9日在全中國上映，這部電影未映先紅，帶給廣大觀
眾很高的期待值。而這一切，都離不開《逆時營救》總製片
人黃楨峰的策劃和努力。
黃楨峰1974年出生，200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香港大學，獲
國際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從事電影電視及音樂、演出投資、
製作、營銷工作二十年，是影視和音樂演出行業知名投資人
和製作人。先後以策劃、監製、發行人、製作人身份參與、
組織了千餘部集電視劇和十餘部院線電影的創作生產和發行

工作。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電視劇《兒女情長》、《忠
誠》、《俠女闖天關》、《四大名捕》、《沃土》、《逆水
寒》、《一樹桃花開》及電影《601個電話》、《我是證人
》、《捉迷藏》、《逆時營救》等。
4月29日，《逆時營救》在休斯敦舉行了全球首映典禮，記
者有幸作為全球第一批觀眾先睹為快。這是一部好萊塢大片
風格的中國電影，優秀的視覺效果，驚人的動作設計，大膽
的原創故事。作為觀眾來說，這是一部娛樂性十足的爽片，
看得很過癮，而且電影非常抓人，觀眾的心情也隨著劇情和
場面的激烈而時時牽動著，這兩個小時，你會很享受，而且
樂在其中。從氣氛營造、打斗場面，帥哥美女，視覺衝擊力
和震撼力等各個方面來說，這是一部很強的商業大片。我覺
得《逆時營救》無疑將收穫高票房，也將會證明好萊塢電影
工業的製勝法寶：真正的重工業大片，才是全球電影市場的
主宰者。

全球首映禮當天，許多出席休斯敦電影節的電影前輩也都來
到現場為這部中國的大片捧場。奧斯卡終身評委盧燕也在
AMC30電影院出席了《逆時營救》的全球首映禮，看完電影
后她說：“片子很好看，很有趣！。”本屆休斯敦電影節名
譽主席，著名電影人陳燁也說“片子很棒，表演的動作很大
，製作非常精良！”著名影星孫淳則評價說：“非常難得的
一部片子，開拓了中國科幻電影的先河。”休斯敦電影節的
創始人兼主席Hunter Todd主持了《逆時營救》的全球首映
禮，看完之後他非常高興地說：“片子非常優秀，中國人剛
開始拍科幻片就拍得這麼好！演員表演跨度也大，非常了不
起！謝謝製片人，謝謝演員們！”
在4月29日的第50屆休斯頓電影節全球頒獎禮上，《逆時營
救》的總製片人黃楨峰從電影節主席Hunter Todd手上接過
最佳影片雷米大獎，這是一個漂亮的開門紅，讓我們期待中
國今後有更多國際化的科幻片、大片問世！

《逆時營救》電影說明書

第50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
《逆時營救》成最大贏家！

一、電影基本信息
片 名：《逆時營救》
英文片名：《RESET》
類 型：科幻、動作
出 品：
新線索（北京）影視投資有限公司
霍爾果斯嘉行影視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耀萊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發行公司：
北京耀影電影發行有限公司
監 制：成龍
編 劇：查慕春
領銜主演：楊冪、霍建華
主演：金士傑、劉暢、張藝瀚
Slogan：回到1小時50分鐘前
公映日期：2017年6月30日
二：主創簡介
監製成龍

成龍，中國香港男演員、導演
、動作指導、製作人、編劇、歌手
。 2010年獲得第54屆亞太影展傑
出電影成就獎。 2012年被美國《紐
約時報》評選為“史上20位最偉大
的動作影星第一位”。 2013年憑藉
動作片《十二生肖》獲得第32屆香

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動作設計獎。
2016年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終身成就
獎。他擅長諧趣風格的動作喜劇片
；截至2016年，其主演電影在全球
的總票房超過200億元。
三：主演簡介
領銜主演楊冪（飾演夏天）
角色介紹：物理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單親媽媽，有一個叫豆豆（張藝
瀚飾）的兒子。為了解救被神秘綁
匪崔琥（霍建華飾）綁架的兒子豆
豆，利用自己研發的粒子技術返回
1小時50分鐘前，上演一場生死營
救......
主演介紹：
楊冪，中國當紅一線花旦，是目前
影視圈中最炙手可熱的女演員之一
，自帶超高人氣，一舉一動都能成
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作為演員，楊
冪主演的影視作品均成績斐然，在
電視劇方面，她被中國媒體稱為
“收視福將”，由她主演的多部電
視劇作品都是當年的年度紅劇，也
是各大衛視同時段電視劇收視率冠
軍；在電影方面，楊冪也素有“票

房女王”之稱，近3年來由她主演
的電影，票房已經累計達到近40億
人民幣。同時，楊冪作為演員的表
現也獲得國家級獎項的青睞，曾獲
得第十七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
“觀眾票選最具人氣女演員”、第
九屆中國金鷹電視藝術節“最具人
氣女演員”等榮譽。除了演戲，楊
冪本人也熱心公益，曾擔任多屆中
國扶貧基金會愛心包裹項目愛心大
使，新浪四川暖冬行動愛心大使，
壹基金淨水計劃愛心大使，為貧困
山區兒童健康教育等公益項目出力
領銜主演霍建華（飾演崔琥）
角色介紹：神秘綁匪，為了得到粒
子技術，綁架了夏天（楊冪飾）的
兒子豆豆（張藝瀚飾），並以豆豆
性命相要挾。崔琥看上去凶狠、暴
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然而他的
背後也隱藏著不為人知的故事……
主演介紹：
霍建華，當紅實力男演員，曾出演
《仙劍奇俠傳三》、《戰長沙》、
《鏢門》、《笑傲江湖》、《花千
骨》等熱門電視劇，深受觀眾喜愛

。在《中國新聞周刊》
“影響中國2015年度人
物”頒獎典禮上，被評
為“影響中國”年度人
物。並在“國劇盛典”

中榮獲“最佳男演員”、觀
眾最喜愛角色獎、最受歡迎
演員獎。 2014年起先後出
演電影《捉迷藏》、《28
歲未成年》、《明月幾時有
》，電影作品備受期待。

四：故事梗概
楊冪飾演的單親媽媽為救

被霍建華綁架的兒子，冒著
生命危險，利用粒子技術不
斷返回1小時50分鐘之前，
但每次的冒險穿越都會令事
情變得更為複雜，而綁匪背
後的故事也漸漸浮出水面。

五、幕後花絮
楊冪與霍建華自《仙劍奇俠
傳3》一別將近七年，此次
“唐雪見”再遇“徐長卿”，上演
的卻將是一場各自精分的科幻動作
大戲。二人七年後熒屏重聚，都將
帶來顛覆性的表演。
霍建華挑戰大反派崔琥，楊冪則具

有單親媽媽和物理研究所高級研究
員的雙重身份，二人都將經歷不同
程度的“精神分裂”。
飛旋破碎的時空殘片，不斷閃現的
高概念科幻元素，預示將回到“1
小時50分鐘前”神秘未知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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