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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阿婆的丈夫半年前出车祸死了，平时

非常迷信的黄阿婆还把丈夫和他的手机葬在

一起，黄阿婆始终相信如果她的丈夫到了阴

曹地府就能用手机跟自己联系，时间一晃又

半年过去了，黄阿婆始终没有接到丈夫从阴

间打来的电话。

这一天一个道士打扮的人来到黄阿婆的

家里，黄阿婆还杀了一只老母鸡隆重招待了

这位道士，道士对黄阿婆说：“我法号叫天

武，是来自一处千年道观的道士，我的法力

不是吹牛可谓非常高深，我已经掐算出你的

丈夫是半年前出车祸死的！”黄阿婆听了就

是一愣然后非常吃惊的说：“您算的真是太

准了！您真是神仙在世！”道士喝了一口茶

说：“你想不想见到你的丈夫！？”黄阿婆

一听更是惊讶的张着嘴巴说：“我当然想了

，可是他已经死了！”道士笑着说：“我能

用法力让你的丈夫再次出现在你的面前，不

过要想见到你的丈夫你必须舍弃一些钱财才

行！”黄阿婆一听就说：“那都是小事只要

能见到我的丈夫，多花一点钱没关系！”道

士笑着说：“这样你每个周末都要到你丈夫

的坟头上放一些钱，但不是那种给死人烧的

纸钱而是真的人民币！你这样做就能逐渐感

动神灵，把你丈夫的灵魂送到阳间，到时候

你们就能见面了！不过什么时候你丈夫的魂

魄能回来，我也说不准日期！”黄阿婆还真

的信以为真，从此就开始每到周末就来到丈

夫的坟头放一些钱，不过这些钱其实都是在

黄阿婆离开之后，就被藏在暗处的道士偷偷

拿走了，迷信的黄阿婆始终都相信这些钱是

神灵拿走的，她还期待着丈夫的灵魂能早日

回到阳间跟自己见面！

哪知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之后黄阿婆

的唯一的儿子阿明也因为车祸去世了！道士

知道后再次找到黄阿婆说：“阿婆你要节哀

呀，我听说你的儿子也因车祸去了，我觉得

出这样的邪事是因为你放的钱太少了，你以

后多放点，不仅要在你的丈夫坟头上放钱还

要在你儿子的坟头上也放钱，这样到时候神

灵一感动，你儿子和你丈夫的魂魄都能回来

与你见面！”信以为真的黄阿婆就开始每个

周末同时在儿子和丈夫的坟头上放钱，当然

这些钱最终都被那个道士拿走了！

这天半夜黄阿婆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

当黄阿婆看自己的手机的时候，就发现来电

号码竟然是自己已经死去儿子的！黄阿婆心

里就是一惊心想难道是儿子的魂魄回来了，

于是黄阿婆就颤抖着手接通了电话，电话那

头果然是很像儿子的声音问：“请问是张阿

姨吗？”黄阿婆一听就是一愣心想难道儿子

连着自己的妈也不认了，她就问：“儿子是

你吗？”对方似乎非常吃惊的说：“妈是你

吗？”黄阿婆马上说：“是我呀儿子！”对

方非常吃惊的说：“妈你不是出国旅游了吗

！？怎么手机换成了张阿姨的！？”最后弄

了半天黄阿婆才听明白原来对方不是儿子的

魂魄，对方也是一个小伙子只不过是使用了

儿子的手机号码，这更让黄阿婆纳闷了明明

儿子是跟他的手机一起埋葬的，怎么对方能

使用儿子的手机号码来电，于是黄阿婆就要

求跟对方见面，那个小伙子倒是非常痛快的

就答应了！

第二天当黄阿婆见到昨晚来电的小伙子

的时候就非常高兴，当黄阿婆把自己儿子出

车祸死亡的悲剧跟这个小伙子说了之后，这

个小伙子也非常吃惊的说：“黄阿婆这件事

情真是巧合，我就是在移动公司办的手机卡

，没想到跟您过世的儿子的号码一样！看来

咱们也是有缘，不如我就认您当干妈！”最

后黄阿婆非常高兴的收了这个叫陈斌的小伙

子当干儿子！

陈斌就经常来看望干妈黄阿婆，这一天

陈斌带着营养品来看望黄阿婆的时候，就碰

上了黄阿婆要去给他儿子和丈夫上坟，陈斌

也跟着一去了，当陈斌惊讶的看到黄阿婆竟

然把真钱放在儿子和丈夫的坟头就问：“阿

婆您为何要放真钱，一般给死人都是烧的纸

钱！？”黄阿婆笑着就把那个道士的话对陈

斌说了，陈斌一听就对黄阿婆说：“阿婆您

上当了！那是一个骗人的道士，您放的钱都

被那个道士拿走了！”但是无论陈斌怎样解

释，黄阿婆都不相信还是觉得那个道士说的

都是真的！

不过聪明的陈斌自有办法，这一天又是

轮到黄阿婆上坟的日子，他就假装跟着黄阿

婆，等黄阿婆放在坟头一些钱离开之后，陈

斌并没有走他就躲在一棵树后，不一会功夫

陈斌就看到那个道士从暗处出来拿走了这些

钱，聪明的陈斌偷偷的给那个道士拍了照，

然后陈斌就带着这个道士的照片来到派出所

报了警，很快那个利用迷信骗人钱财的道士

就被抓了！此时黄阿婆才如梦方醒非常感激

陈斌！

后来陈斌还结了婚，婚礼上陈斌特意邀

请了干妈黄阿婆，黄阿婆看着面前的这个极

其孝顺的干儿子就乐得合不拢嘴，她心里倒

是感激那位道士，黄阿婆觉得或许正是那个

道士让这个夜半鬼来电给自己带来了一个好

儿子！

夜半鬼来电

大宇叉开腿懒散地躺在家里的沙发上，家里的

小巴哥也慵懒的躺在他身上。“哼！为什么这些人

随便说一句话转发量就上千上万啊！”他一边刷着

微博一边愤愤不平的说道。突然他看工作这么久一

个月才几千元到一条微博写道：“微博红人一条广

告竟值上万价值……”后面写的什么大宇已经看不

下去了，心里只惦记着那“上万元”。

“我也要当网红。而且都没有涨过工资。要是

能当上网红，每天躺在家里就能轻轻松松的赚钱。

”大宇心里想着。但是怎么才能当网红呢？

想到这里大宇赶紧在网上搜索起来。什么拉拢

人际关系！什么增加人气和粉丝！都太笼统都太没

用了。谁不知道增加了粉丝就会红起来。连着看了

几条建议都没用。就在大宇快要放弃的时候，他看

到了四个字“网络推手”。

网络推手擅长通过制造轰动，策划作秀，让普

通人迅速成名。“也就是微博上老说的什么营销嘛

！我去哪里找这种人呢？”大宇默默的想。又查了

一下网络推手的收费标准，大宇才发现自己根本负

担不起这么昂贵的费用。毕竟大v们的转发收费一次

是一至十万啊！

大宇决定自己想办法。“我究竟是用原创视频

出名，还是秀宠物，还是讲段子，又或者发自拍。

”有句话说的好，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大

宇决定多注册几个微博号每个类型都尝试一下，但

放自拍就算了吧，毕竟自己长的也就算普通。

想到这大宇立刻用爸妈的手机号注册了微博。

他给一个取名为“搞笑段子手”，另一个取名为

“巴哥球球的日常”。加上自己本来的微博，大宇

现在拥有三个微博号，他决定专心经营他们。他先

是录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他弹着吉他唱了一首歌，

录完后他看着视频露出了微笑，他满意的点下了发

布键，心里期望着点击率能大一点。接着他将躺在

身边的球球抱起来连拍了好几张照片，然后登上

“巴哥球球的日常”发布了球球的照片。但是段子

不好想啊！大宇绞尽脑汁地想，但脑海中浮现的只

是成芝麻烂谷子的老段子，大宇决定等自己有了灵

感后再发布。当天晚上大宇睡觉时也在不停的想段

子，清晨闹钟响起时，大宇照镜子发现自己黑眼圈

越发严重。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大宇发布的每个微博浏

览数从几十变成了几百，但粉丝数、点赞数还是不

够多。但因为晚上休息的不好，加上担心着自己的

微博号，大宇的工作效率越来越差。加上，公司领

导也考虑自家公司的运营利润，大宇被开除了。

不仅网红没有当成，还丢了糊口的工作。大宇

心里感到一阵绝望，他决定最后看一眼微博，然后

就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世界。就在这时，他看到了

热门微博榜上的一篇微博，图片上面是一个犯了偷

窃罪的男人，他的脸看上去充满愉快：“终于又可

以进去了，我家里一个人也没有，而那里面都是一

些有趣的人，我终于有了说话的人了”大宇仔细看

了看微博下面的评论，大家都觉得这个男人很幽默

，很搞笑。“原来还有这一招啊！”大宇默默的想

：“我终于可以出名了。”

大宇首先来到玩具店买了一把仿真的手枪，然

后又来到商场买了一个黑色面罩。一切准备完毕后

，大宇套上黑色面罩来到了银行。他拿出枪，大喊

“别动！别动！抢劫啦！”大家都害怕的直哆嗦。

但不一会警车就包围了这个银行。

“不用，不用谈判，我自己投降。”大宇面对

着一群举着枪的警察，丢下了手中的枪。看见他丢

下了枪，警察一哄而上将大宇拷了起来。 大宇被

押着走向了警车，当他途径一个举着摄影机的记者

时，大宇央求警察停一下。他站定后，对着镜头微

微笑着：“大家好。请记住我，我要当网红！”

我要当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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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

布，把沉迷于网络游戏或电视游戏

妨碍日常生活的“游戏障碍”列为

新的疾病，这是世卫组织首次将玩

游戏上瘾列为精神疾病，引发广泛

关注。“游戏上瘾”如何自我检测

？持续多久能确诊？戒除游戏成瘾

难不难？

玩网游成瘾是种病
和毒品、赌博一样，容易让人

上瘾
世界卫生组织(who)18日在备受

期待的《国际疾病分类 (ICD-11)》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

es, ICD-11)中表示，电子游戏与可卡

因或赌博一样会让人上瘾。

世卫组织精神卫生和药物滥用

司司长萨克斯纳表示：“在咨询了

世界各地的专家，并以详尽的方式

审查了证据后，我们决定增加这种

情况。”

在 ICD 的第 11 版中，线上和线

下的“游戏障碍”被归类为“药物

使用或成瘾行为导致的障碍”，这

是近30年来的首次重大修订。

最新版《国际疾病分类》将交

由2019年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讨

论，有望2022年1月1日生效。

根据新版描述，“游戏障碍”

是指持续或反复的游戏行为模式。

它的三大主要症状包括控制游戏行

为的能力受损，患者愈来愈不能控

制玩游戏的次数、频率、强度、持

续时间或结束时间；游戏的优先程

度日渐增加，甚至取代其他日常生

活的事情；即使在负面后果发生时

，患者仍会持续玩游戏或增加玩游

戏的时间。

持续一年才能确诊
偶尔沉迷不足以构成精神疾

病
许多人手机不离手，尤其喜欢

玩网上电子游戏，但并不是所有沉

迷游戏的人都会被定义为“游戏障

碍”。

专家认为，偶尔的长时间玩游

戏不足以构成精神疾病，许多人均

会在假期或空闲时放纵一下，但若

行为持续太久，则明显是不受控的

行为。

WHO认为，这类行为须持续至

少一年，才能被界定为精神疾病。但

若病征非常严重或已出现所有症状，

确诊所需的持续时间将可缩短。

萨克斯纳也表示，全世界约有

25亿人(其中三分之一)在玩一些免费

的屏幕游戏，特别是在手机上，但

这种障碍只会影响“少数人”。

“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游戏都是病

态的。”

戒网游瘾比戒毒还难？
看看各国有啥治疗高招

根据追踪游戏和互动媒体行业

的 Superdata 的数据，2017 年，游戏

行业在全球的票房收入达到 1080亿

美元，是电影票房收入的两倍多。

其中近40%的销售额来自东亚，尤其

是中国和韩国。其他重要市场包括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巴西。

世卫组织指出，“游戏障碍”

行为模式的严重程度，足以构成对

个人、家庭、社会、教育和职业等

各方面重大损害。

有些国家已经将游戏成瘾确定

为重大公共健康问题。在韩国和美

国，治疗电子游戏成瘾的诊所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社区和网络支持团

体也纷纷加入进来。

韩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禁

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在午夜和早晨6

点之间从网络游戏中获取信息。在

日本，如果玩家每个月玩游戏超过

一定时间，玩家将会收到警报。

不过，医疗专家表示，网游嗜

瘾不同于嗜毒、嗜酒和嗜赌症，戒

除更困难，方法也不相同。

专家也表示，科技高速发展，

电子产品价格越来越低，越来越普

及也加剧游戏嗜瘾的问题。虽然世

卫的宣布让患者更容易寻求医疗协

助，人们正视游戏嗜瘾问题才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

世卫组织发话了，玩网游成瘾是种病！

对家人不闻不问？忘了吃饭睡觉？无法停下来？

世卫组织的坡西亚克(Vladimir Poznyak)表示，“所谓游戏上瘾，便是对朋友

和家人不闻不问，连自己睡觉的一贯节奏也打乱了，饮食时间，体育锻炼都顾不

上了。”

事实上，玩游戏的人也并非觉得因为有意思而受到吸引，而是进入游戏这个

陷阱后不能自拔。容易进入这个陷阱的大部分是年轻人。

还有专家表示，一般人可以通过4条问题，知道自己是否受“游戏障碍”影

响，包括“你是否曾觉得应减少玩电子游戏”、“是否曾因被人批评打游戏而感

到烦躁不安”、“是否曾对打游戏感到罪恶感和心情变差”，以及“游戏是否是

你起床后第一件想起的事”。

专家还指出，若自认为无不良玩游戏行为，可尝试减少打游戏，以测试游戏

对其生活的控制程度。

“游戏上瘾”
自我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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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令人惊叹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些美

女模特在没有使用任何安全设备的情况下，

站在摩天大楼的楼顶边缘摆出各种放松舒展

的姿势甚至跳舞，她们可能是世界上最勇敢

的模特。

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照片是一个名为

” 屋顶女孩 ” 的摄影作品的一部分，由俄

罗斯屋顶摄影师 Alexander Remnev 拍摄。

这位 22 岁的莫斯科男人在环游世界之后

，决定拍摄这个系列，因为他 ” 喜欢女人的

美丽 “。

2009 年，Remnev 开始在屋顶上进行探索

。他已经爬上了 38 个国家的最高建筑，包括

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国和俄罗斯。

” 屋顶女孩 ” 是他最新的、正在进行的摄

影作品项目，包括一组女模站在香港和俄罗斯

高楼屋顶上的照片。

这位爱冒险的城市探险家告诉每日邮报，

他在 2015 年底开始了这个摄影项目。这位出

生在俄罗斯的摄影师说 :” 我喜欢女人的美丽

，我更容易和女孩们一起工作。如果有男人预

约我拍摄照片，我也会拍，但不是在屋顶上拍

。”

Remnev 的 Facebook 上有超过 100 张

” 屋顶女孩 ” 的照片，可以看到女模

特们在高楼上坐着、站着甚至跳舞，”

屋顶女孩 ” 系列作品在 Instagram 上吸

引了 7000 多名粉丝，而 Remnev 本人也

在 自 己 的 Instagram 账 户 上 有 超 过 13100

名粉丝。

模特楼顶边缘跳舞
拍下一组惊人照片

世界上最大的蓝钻——希望之星(Hope)，也叫

霍普之星，是罕见的有着深邃的深蓝色的巨大的钻

石。很多珠宝商、收藏家乃至国王都想要拥有它，

可是凡事拥有它的人都无一例外的遭受了厄运，非

死即伤。人们都说这是一颗仿佛被诅咒了的钻石。

1642年，法国探险家塔维密尔在一次寻宝中发

现了这块蓝钻，注意是“块”呦，可见有多大了。

据说原石质量为 112 克拉。之后，塔维密尔将这枚

钻石献给了国王路易十四并赏赐了非常多的宝物。

塔维密尔却不得善终，在最后一次寻宝的时候被野

狗咬死了。自此，厄运便围绕着这颗蓝钻。

国王路易十四命人将这枚钻石进行打磨切割，

欢天喜地的戴上了一次，可是紧接而来的天花却要

了他的命。

之后继位的路易十五的情妇，路易十六和他的王

后情妇都佩戴过此钻，但是最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在1792年的时候，蓝钻被盗，直至38年后重新

出现在荷兰，当时已经被再次切割至剩 44.4克拉。

据说是钻石切割人威尔赫姆· 佛尔斯为了防止法国追

讨，才出此下策。即使再切割，威尔赫姆· 佛尔斯也

没有躲过诅咒，父子两人双双自杀收场。

英国珠宝收藏家享利· 菲利浦· 霍普在 1830年看

到这颗蓝钻之后，没有理会这颗蓝钻会带来厄运的

说法，就果断格买入收藏了。并将它以自己的名字

命名为“Hope”，也叫做“希望之星”。可是蓝钻

并没有停止它的

厄运，最终暴死

。

菲利浦 · 霍普

的侄子托马斯· 霍

普成为了下一个

钻石拥有者，蓝

钻也没有给他带

来好运。霍普最

终破产，而且妻

子约西也与他离

婚。为了偿还债

务，托马斯· 霍普

卖掉了“希望之

星“。

在1947年美国著名的大珠宝商Harry Winston买

下了“希望之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温斯顿一

家平安无事，家庭和睦、事业发达。最后，温斯顿将

它捐给了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就在人们以为厄

运就此终结的时候，2008年，Harry Winston珠宝店

遭遇了法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珠宝劫案。

这几百年来的一切不禁让我们猜想，难道围绕

着这颗美丽钻石背后的诅咒真的无法破解了吗?幸好

，现在它在博物馆里，没有人拥有它，自然也不会

有人遭受厄运了。

被诅咒的钻石
三百年后厄运仍在继续

南非艺术家莱昂· 博塔(LeonBotha)，DJ(磁盘骑

师))因为他患有遗传病，使得原本才20岁的他，看

起来十分沧桑，像极了80多岁的老人。

也因为他的外貌经常被人们误认为是外星人

。但坚强而又乐观的Botha成为了此类病症存活最

久的一个。在Botha16岁时，他成功进行心脏旁路

手术，以预防因与 progeria相关的动脉硬化引起的

心脏病发作。因为疾病，他的头部无法长出头发

，凸显的双眼让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外星

人。整个童年，他都是在孤独中度过。

后来，Botha发现自己对艺术十分感兴趣，于

是在高中课程之外，他还进行正规的艺术培训，

毕业后成为全职画家，进行委托作品。

毕业后的Botha结交了一些朋友，也并且接触

到大量的关于音乐，成为一名DJ。图为Botha与朋

友的自拍照，此刻的他开朗了许多。

Botha还利用自己独特的外表拍摄了一些写真

。写真的目的是希望能激自己的多面性，提高自

信力。

20岁的他 经常被误为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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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袁立連日來發的微博看，她和李冰冰多年前早有
恩怨，認為自己被她姐妹暗算而氣憤難平。探究袁立
性格是怎麽壹步步變成如今這樣的，要從她的原生家
庭說起。袁立在幾次訪談中，都曾提到童年的不愉快
記憶。母親懷她時壹心想生個男孩，發現是個女兒時
頗感失望。那個年代沒有現在這麽多科學育兒書籍，
沒經驗的媽媽因袁立不斷哭鬧而焦躁，常有些沒耐心
的舉止，甚至有壹次把她抱在窗口假裝要扔出去。
      袁立長到壹歲半時，母親如願生了壹個漂亮的弟
弟。母親對弟弟無限疼愛、對自己卻總是視而不見，
這深深刺痛了袁立。長成少女後，袁立出落得水靈靈
的，每次出門都會發現男生偷看自己，高中時已經被
星探發現拍了不少廣告。袁立身上壹直有矛盾的兩面：
童年缺愛帶來的自我封閉和自信不足，和因異性仰慕
目光滋長出的張揚和信心。
       此外還有成長環境的影響，當地民間諺語說，蘇
空頭杭鐵頭，意思是杭州人比較耿直，硬氣，果斷，
遇到什麽看不慣的事情都不縮的。袁立說，自己的性
格就是杭州人的性格。這種矛盾的性格，讓她在高考

時人生方向發生了拐彎。
       1992 年，19 歲的袁立報考上戲，連連順利闖關後，
最後壹次考試時老師讓她談談成長經歷，她就說最怕
考試，尤其是考試成績下來，要父母簽字的那壹刻。
她還說，有個閨蜜常說有壹種想從教室四樓樓頂跳下
去的沖動，這樣的念頭她也有過。這場考試自己肯定
超不過 60 分，於是會想明天就自殺……”老師說，“孩
子，妳對生活太沒有熱情了。” 她就因此被刷了下來。
考上戲時表現得軟弱無自信的袁立，失敗卻激發出了
她的另壹面：倔強的不服輸性格。她發奮轉考北影，
最後以第壹名成績考上。
      進北影後，袁立是個特別努力認真的學生。金星邀
她上節目時說，有個導演誇袁立是他遇到過最敬業的
演員。袁立就是在大學排戲時給這位導演留下深刻印
象的，她當時在《雷雨》裏演四鳳，有個下跪的情節，
大多數演員排練時都假跪，她卻每次都真跪，而且要
跪得讓觀眾聽到響聲，跪到兩個膝蓋都是囊腫。
      長得漂亮有靈氣、演技好又敬業的袁立，在同屆學
生中是最出挑的壹個。因此她大學二年級就獲得出演

電影《女人花》的機會，此後影視資源不斷，也是順
理成章的事情吧？事實並沒有那麽簡單。
      不可否認，袁立能夠走紅，主要是靠自己的實力和
努力，但與此同時，她大二時結識、壹起走過十幾年
的富商男友，保駕護航的作用也不可小視。（富商的
身份後面會詳說，不熟早年八卦的童鞋可能會大吃壹
驚）。袁立曾表示，富商男友並沒帶給她豪宅名車和
所謂的成功階梯，不過是壹盞溫暖的燈和幾句貼心的
問候，但值得珍存。
       這話說得得體。不過八八還是想說，袁立早年真
的太順利了，以至於會天真地以為事業成功全靠自己
的能力。與富商男友戀愛期間，是袁立演藝生涯最燦
爛的時候。1997 年她登上春晚舞臺。1998 年壹部《永
不瞑目》火遍大江南北，捧紅了陸毅，也讓袁立人氣
高漲，還拿下了金鷹獎最佳女配角。袁立扮演的歐陽
蘭蘭，這壹場主動進擊的情欲戲，多年後還被網友翻
出來膜拜驚嘆。
      2000 年《鐵齒銅牙紀曉嵐》裏，善良嬌俏、能言
善道的杜小月，更讓袁立國民度高漲。連續幾部成功

一點點敗光杜小月的人氣，
偏執的袁立怎樣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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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還讓她收獲了“收視女王”的稱號。袁立確實
美得獨特，演技棒肯努力又有觀眾緣，具備了壹切走
紅的條件。但假如不是壹出道就有人保駕護航，她的
星路絕對不會走得如此順遂。據網上資料，袁立北影
畢業時分配到空政文工團，但她不久後就辭職成了個
體戶。
      壹個沒有強大公司背景的藝人，自身再優秀，在那
個年代爭取拍戲資源時也是不占優勢的。更何況，袁
立是這樣壹個不通人情世故、脾氣古怪的藝人。劇組
拍戲的時候，大家常常呼朋結伴喊上壹起吃飯。袁立
卻把房門壹關，任別人敲壹小時門，就是不應，就是
不去。袁立 08 年上鳳凰的《非常道》，和 14 年上騰
訊的《易時間》時，都說了自己關起房門喊破天也不
去吃飯的事。
       主持人易立競被驚到了，小心翼翼地問她：其實
妳開下門，說自己有事不去不就行了嗎？這不是普通
的人際關系常識嗎？還有壹次，劇組在某個村裏拍戲，
拍到就剩最後壹場戲時，村長來了。紙片人就喊：袁立，
陪我們跟村長去吃個飯。袁立說：我不幹，最後壹場
戲妳愛找誰拍找誰拍，然後轉身就下山。制片人威脅
說：那尾款我們不會結給妳。袁立答：不結就不結！
怎麽說呢，個人有個人的性格。只是新人初入職場的
時候，假如業務能力優秀但個性固執封閉，常常會因
此遭受挫折，難以獲得上升機會。有幸運之神庇護的
袁立，卻沒有受到這樣的打磨，壹帆風順地攀上了高
峰。但出來混，始終要還的。壹旦保駕護航者從袁立
身邊離去，她驟然發現：這個世界，變得那麽不友好。
2000 年袁立憑“杜小月”大紅後，與富商男友漸漸聚
少離多，2003 年終於分手。套句偶像劇式臺詞：從今
以後，任性的妳只能靠自己去闖啦！袁立原本簽了王
京花，王將她帶進華誼後 2005 年自己又跳槽。據袁立
在微博上的說法，華誼不放她走，王中磊用拖字訣，
王中軍則邀請她去別墅還送藝術品給她，袁立客氣地
給還錢。結果十多年後的今天，釀成了袁立大鬧說王
中軍賣她假貨、藝術家出來證明是自己作品的那樁風
波。當時沒走成的袁立，憋屈地被分配到了李雪旗下，
壹直呆到 2007 年，目擊幾位女藝人爭番位爭排名爭出
場順序最激烈的時期。
       那段時期風傳橙天打算挖角李冰冰，最後李冰冰
留守華誼，袁立卻高調加盟橙天。她的經紀人也從李
雪，變回了王京花。簽約橙天沒幾天，鬧出了“鄧婕
為張國立掌摑袁立”的傳聞。袁立發出公開信辟謠，
先表示被稱為她好友的爆料者，她根本不認識；接著
說明和鄧婕只在開機儀式上見過壹次，誇贊鄧是非常
優秀的演員，聲明“姑且不論我個人的感受，這個謠
言也完全侮辱了鄧婕的為人”。
       從這裏的措辭可以看到，十年前的袁立說話還相
當得體，但這很可能是經紀人王京花的手筆。袁立這
架火車，如果有能把控和保護她的人，前行得還挺穩
當；如果沒有，分分鐘會沖出軌道。公開信中還特意
指出，爆料文章是群發到全國娛樂媒體記者郵箱裏的，
因此是“專業人士”炒作。並喊話道：誰能從中獲利，

始作俑者心裏清楚。
       那幾年的袁立雖然陸續還有作品推出，但無論質
量還是影響力都無法和輝煌時期相比。滿意的作品越
來越少，卻要花精力應對各種明爭暗鬥，而更關鍵的
是，這壹行避免不了的跟各種人打交道，讓她很痛苦。
2008 年王京花又從橙天跳槽，袁立不再跟隨。沒有了
能夠保護和把控她的人，她表面剛強，內心迷茫。不
少女性在事業不順的時候，會內心搖擺：我選的路是
不是錯了呢？要不要把重心轉向婚姻和家庭呢？假如
婚姻事業壹起不順，更會是難以承受的打擊。0708 年
間的袁立，就處於這樣壹種境地。她與富商男友分手
後，05 年拍《大校的女兒》時與同劇男演員趙嶺戀愛，
閃電結婚。
       當時社會輿論還很保守，女強男弱、“吃軟飯”
之類三姑六婆的嚼舌根，讓趙嶺壓力很大，因此袁立
想法設法幫他找角色、出唱片，希望能讓男方事業迅
速趕上，可惜都成效不大。婚戀期間雙方都有真心付
出，可惜到分手時卻反目成仇。08 年袁立起訴離婚，
趙嶺收到起訴書時看到上面寫的是“被告：趙嶺，自
由職業者、下落不明”，大怒發文向袁立宣戰。趙嶺
文中說，袁立對外說他是“無能者、酗酒者、想借其
出名的人，壹個沒有話語權的人”，大罵她“不要臉”，
指她心中沒有家人，碰了自己底線。鬧成這樣，雙方
都很不好看。
       袁立能體會和同情底層人民的苦難，盡自己的力
量去幫助，但對於和自己同圈層的人、尤其是被她視
為敵人的，她似乎特別難有共情能力。袁立認為自己
不貪慕虛榮，但她顯然很需要別人的尊重。當紅時期
的作品發布會上，比她年紀大的導演也要全程尊稱她
為“老師”，並各種誇贊肯定。但從那次離婚來看，
她似乎想不到別人被傷自尊也會暴怒，以至於小事化
大。雖然袁立離婚後緋聞不斷，但畢竟曾真心經營的
壹段感情如此難堪散場，心情想必還是失落的。她還
沒從中恢復過來的時候，又經受了突然暴擊。
      09 年 10 月，“大魔王”張怡寧與富豪徐威結婚。
媒體挖出，新郎就是曾經與袁立同居 12 年的那位富商
前男友。這個消息讓吃瓜群眾壹片震驚！壹時之間傳
言紛飛，甚至有媒體拍到袁立帶著壹個 10 歲男孩，被
叫“媽媽”。因為袁立和趙嶺才結婚三年，不可能有
這麽大的兒子，群眾紛紛推測，難道這是她和張怡寧
老公生的兒子？
       後來袁立公開辟謠，說自己和徐威沒有生過兒子。
有粉絲表示，那個男孩是袁立拍《大校的女兒》時認
的幹兒子。幾個月後，袁立在節目上吐露心聲：“看
到我從來沒有穿上過的婚紗，看到兩個人笑得很開心，
自己確實會不痛快”。經過這場“前男友結婚了新娘
不是我”的刺激後，袁立的公開發言越來越讓人錯愕。
她公然揚言“三妻四妾挺好的，我也很願意做這些女
人裏面的壹個”。2010 年 4 月，袁立跟橙天約滿，簽
約博納。
      簽約儀式灰常隆重，到場的全是大腕，簇擁著雙
雙 C 位的博納老板於冬和袁立。袁立笑稱選擇博納是

因為“老板帥”，還透露說跟於冬是北影校友，在校
期間就有過合作。壹般簽約儀式上，藝人會對媒體強
調的都是接下來的作品計劃。袁立那天卻是逮著記者
們反復強調，說自己婚姻不順就是因為以前把名字改
成袁立，現在為了“家庭生活幸福”，恢復“袁莉”
的原名，再三囑咐記者們不要寫錯。　之後的媒體采
訪中，她也強調說，改名是“希望有家有孩子”，“希
望有壹個特別堅實的肩膀可以依靠”。
       據臧黎璐對媒體的敘述，她和於冬就是孔雀女和
鳳凰男的故事。家境好、父親在院線工作的她，看
中了窮小子於冬的上進心。結婚後她幫著於冬把事業
做大，為他生兒育女。然而事業成功後，於冬在外的
時間也越來越多。她表示於冬身邊有過很多女人，但
真正讓她灰心提出離婚的導火索，是於和壹名當紅女
星開始在壹起，並在香港金像獎上攜手走紅毯。整個
2010 年，從香港電影金像獎到上海電影節等活動，於
冬都是與袁立攜手同行。於是他們之間的緋聞，在坊
間越傳越兇。
       臧黎璐和於冬簽字離婚後三個月，博納在納斯達
克上市。盛傳會是博納股東的成龍、範冰冰等人，於
冬壹個沒帶。敲鐘儀式上，站在他壹左壹右的是鞏俐
和袁立，他和袁立更公開緊密擁抱。然而這段緋聞，
後來卻沒了下文。臧黎璐後來透露說，她提出離婚後，
於冬曾試圖挽留，並表示想要復婚不想再婚。沒想到，
他後來卻娶了金巧巧，還生了個女兒。金巧巧壹度因
此被懷疑是小三，但她霸氣澄清，時間線上也確實不
重合。2011 年開始，袁立不再挽著於冬的手出現在紅
毯上，而是獨自美麗。就在這壹年的華表獎上，她壹
襲透視裝引來無數抨擊，又莫名其妙得演變成她炮轟
某女星“七宗罪”的風波。
       在吃瓜群眾壹輪猜猜猜之後，袁立自己否認了章
子怡範冰冰等被懷疑對象。於是群眾的目光都集中到
了李冰冰身上，媒體也開始揣測袁立和李雪有過恩怨、
以及袁立《槍王之王》角色被李冰冰搶走等緣由。風
波後，袁立再次閃電結婚，嫁給了壹個美國商界名人。
這段婚姻沒有持續多久，便不歡而散。袁立在博客和
節目訪談上，都公開感慨：“跟外國人結婚才知道中
國男人有多好”。這段婚姻期間，她曾懷孕，後來卻
“不幸沒能堅持住”。袁立說她很後悔沒有早生孩子，
不過現在她已經冷凍了卵子，以備未來不時之需。看
電影時，小孩子會問這是“好人“還是“壞人”，大
人們卻知道黑白分明的角色之外，還有很多深深淺淺
的灰。
       袁立投身於慈善、為許多身受苦難的底層人民做
過切切實實好事，在這壹點上她值得所有的尊敬和佩
服；但壹個人做了很多好事，是不是就意味著她壹切
都是對的呢？應該不是。不管什麽人，都永遠別架那
麽高，也別踩那麽低。在八八看來，袁立就是壹個普
通人，她有性格和見識上的局限、卻也有發自內心的
閃光點。她有難得的大愛，也有情感上的偏狹和小心
眼。每個人，都是由不同形狀組成的。
( 東邪西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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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任何族裔的男性女性相比，
紐 約 市 的 華 裔 男 性 有 著 更 高 的 吸 煙
率——肺癌死亡人數也在飆升，這反映
了壹種全球趨勢。因此，紐約衛生部門
本月發布了壹條專門針對華裔男性的公
益廣告。視頻中，各個男士或者與子女
站在壹起，或是與妻子、女友相擁。然
後，他們慢慢地化成壹縷灰煙消失。
     “每多吸壹口煙，妳就越快消失在
親人面前，”旁白用普通話說道。“別
讓 妳 寶 貴 的 生 命 在 煙 霧 中 消 逝， 立 刻
戒煙。”衛生部門表示，在過去 15 年
中，紐約市亞裔男性肺癌死亡人數增加
了 70%，即使其他族裔的吸煙率已經下
降，亞裔男性的吸煙率仍在上升。
     今年 3 月發布的壹份關於紐約亞裔
健康狀況的研究報告發現，當地有 23%
的亞裔吸煙，相比之下，白人為 18%，
西班牙裔 17%，黑人 14%。但根據族裔
和性別進行分析可以說明更為復雜的情
況。韓國人和中國人的吸煙率高於平均
水平，南亞和菲律賓人則較少吸煙。吸

煙 率 為 27% 的 華 裔 男 性 是 紐 約 市 吸 煙
最為嚴重的群體，而亞洲女性只有 4%
的人吸煙。
    “ 亞 裔 美 國 人 無 煙 社 區 夥 伴 計
劃 ”(Asian-American Smoke-Free 
Community Partnership) 的主席李鳳儀
表示，紐約華裔男性吸煙率高，由兩個
因素推動。由於許多華裔居民在外國出
生，來自中國的文化規範在紐約仍在延
續，她說：“在中國，60% 的男性吸煙，
女性吸煙則是壹種恥辱。”
     此外，說中文的人長期以來也難以
獲得紐約市為吸煙者提供的幫助，包括
免費的尼古丁貼片和戒煙口香糖。撥打
戒煙熱線電話的人通常會接通壹位講英
語的接線員，然後必須等接線員找到壹
位翻譯。
    “因此當衛生部門提出這壹點時我
們非常高興，”李鳳儀說。廣告中提及
的熱線電話 (1-800-838-8917) 是全國
亞 裔 煙 民 戒 煙 熱 線 的 壹 個 分 支， 由 疾
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資助，提供普
通話、粵語、韓語及越南語幫助。
    《柳葉刀》(Lancet) 雜誌 2015 年發
表的壹項研究發現，中國男性吸了全世
界三分之壹的煙，並且到 2050 年，每
年 因 吸 煙 引 發 疾 病 死 亡 的 人 數 將 達 到
300 萬人。但中國的禁煙行動面對著壹
種微妙的政治環境。政府超過 7% 的收
入來自於對中國煙草總公司的壟斷所有

權。
     最近，紐約的英語和西班牙語禁煙
廣告已變得更加令人生畏，展示了死於
痛苦或手指截肢的人們。“衛生部門進
行了焦點會談並決定用比較柔和的方法
著手，”李鳳儀說。“沒人知道社區會
如何反應。”
( 紐約時報中文網 )

華裔男性吸煙率高居不下，
紐約推出中文禁煙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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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軌的是王寶強！
馬蓉否認出軌 哭訴內幕

6 月 22 日，王寶強訴馬蓉離婚案、馬蓉起訴王寶
強侵犯名譽權案二審進行宣判，北京第三中級人民法
院經審理認為，兩案壹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
確，上訴人馬蓉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故兩案均判
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而在二審結果出來前，處於
事件中心的馬蓉接受了某媒體采訪，期間聲淚俱下。
她否認出軌，並指王寶強婚內出軌、家暴、離婚後還
壹直說愛她。對此，王寶強經紀人向騰訊《壹線》表
示，壹切以法院判決為準。

指王寶強情緒不穩定：曾對自己又打又罵離婚後
又說愛自己

采訪中，馬蓉表示，自己和王寶強經常因為工作
上的事情爭吵，“他甚至對我動手”，並放出了壹張
脖子上滿是淤青的照片。而暴力行為早在 2015 年年
底拍婚紗照期間就開始了，“因為拍照的壹些瑣事，
王寶強對我發脾氣，然後對我動手、打了我，還砸壞
了酒店裏的桌子，還有木質的百葉窗，我為此非常生
氣。”

馬蓉表示，王寶強的情緒很不穩定，在發布離婚
聲明後，對自己軟硬皆施。每當自己想要發聲的時
候，王寶強就和她聯系，“說他還愛我，愛孩子愛家
庭，他想要跟我協商，想要給我拿出壹個方案。我覺
得我可能對他還抱有期待，我覺得他畢竟是孩子的父
親，我不願意在公眾媒體上去攻擊他。”2017 年，
壹家四口曾經壹起愉快地過了壹個生日，拍了很多視
頻和照片，王寶強還發給了她，對她說，“我回去會
好好想想這個問題，妳壹定要等著我，我會把這個事
情處理好，妳要等著我。然後我就等著他。到了 6 月
份的時候，王寶強又給我聯系了，給我打電話，然後
就打了兩個小時，兩個小時裏頭他就壹直在哭，撕心
裂肺地哭。

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說，他很愛我們，他希望之後
的時間裏，我和他能夠帶著兩個孩子在郊區的別墅裏
面小聚。我說現在所有人都知道我們要離婚了，鬧成
這個樣子，妳給我提這種要求，我說妳是不是應該先
把問題處理了？”在這之後，王寶強就開始用各種語
言刺激她、罵她、威脅她，“校方怎麽勸阻都不聽。
我就報警了，報警了之後，所有的筆錄，還有他在學
校裏面的視頻，這些東西我全部都提交給法院了。”
馬蓉感慨，“王寶強性格上不能夠管理好自己的情
緒，有的時候讓自己覺得很恐懼。”

否認出軌宋喆：我們只是同事關系 我母親與他
父親也不認識

這次對話中，馬蓉全盤否認了出軌，她說自己和
宋喆是非常純粹的同事關系。網傳被宋喆摟在懷裏的
照片，她說是 2014、2015 年生日時，自己在朋友圈
放了九張，裏面有王寶強、有宋喆，也有公司其他同
事，但是有心人特意把自己與宋喆的合照摘取出來。
至於“與宋喆出去旅行”，她解釋有過壹兩次王寶強

委派了工作，自己需要出去辦壹些證件、要拿行李，
這才有了與宋喆在壹起的行程，“對宋喆而言，和經
紀人出去、和助理出去，都只是工作，如果拿這個出
來做文章，就是別有用心。”

王寶強發出離婚聲明後，壹位自認是高鐵乘務員
的網友說，曾目擊馬蓉與宋喆在高鐵上五小時，十指
相扣特別親密，馬蓉說，“難道這乘務員五個小時壹
直看著我嗎？這個乘務員做完證人證言就離職了。”
這壹說法與兩年前馬蓉友人的爆料保持壹致，當時該
友人也對騰訊娛樂表示，馬蓉告訴自己與宋喆沒有不
正當關系，“都是子虛烏有的事情，所以她才會以侵
害名譽權為由，把王寶強告上法庭。”如今，她保持
了這壹說法。

至於自己母親和宋喆父親假結婚的傳聞，馬蓉也
表示子虛烏有，“我母親和宋喆父親完全不認識，她
現在就覺得，妳們倆的事情弄得我們全家人雞犬不
寧。我母親每天幫我帶孩子什麽的，已經很辛苦了，
還要去處理法院起訴的事情。”不過疑點在於，王寶
強訴馬蓉離婚案、馬蓉訴王寶強名譽權案審理期間，
王寶強曾經當庭出示宋喆與馬蓉同居的證據，也就是
兩人壹起租房子的證據，法院沒有認定兩人同居，但
認定了馬蓉與他人存在婚外不正當關系。

出軌的是王寶強，自己隱忍不發是為孩子考慮
此前，王寶強在離婚聲明中表示：“我無論在生

活中、工作中、社會交往中，都是壹個對婚姻與家庭、
對朋友與團隊、對工作與社會，盡責忠誠的人。我無

愧於關心我、厚愛我的家人、朋友和社會。我自婚姻
關系建立以來的壹切言行與舉止，絕對忠誠、正派與
寬容。”對此，馬蓉指王寶強婚內出軌，曾在拍攝《大
鬧天竺》期間曾與壹名劉姓女孩約會，二人壹起過七
夕節互相發 520 紅包。

而在兩年前婚變剛發生時，馬蓉友人對騰訊娛樂
的說法也與此吻合，當時該知情人也曾指出王寶強的
出軌行徑，劉姓女子曾去王寶強印度的劇組探班，
“當時劇組所有人都知道，是王寶強女朋友來了。”
不過在當時，騰訊娛樂對所謂王寶強女友壹事進行了
核查，並無充分證據說明此事屬實。

另據知情人表示，該名女子是王寶強粉絲，曾在
公開活動中有過合影，但私下並無聯系。至於馬蓉指
責王寶強借黃曉明晚宴與該女子私會，黃曉明方面也
曾發聲力撐王寶強，稱並無此事。而直到兩年後的今
天，馬蓉說自己依然不清楚為什麽王寶強會毫無征兆
的，在那壹天深夜突然發離婚聲明。她猜測對方是為
了將自己踢出公司，同時換掉老婆，“對方拿出的電
梯監控錄像顯示（發布離婚聲明）當晚，除了王寶強
和她的表弟表妹，他的律師團隊，還有《大鬧天竺》
整個宣發團隊，還有楊慧（宋喆前妻）。也就是說，
發聲明當晚他們全部在壹起。”網傳馬蓉在洛杉磯的
帕薩迪納有房子，之後可能會帶孩子到美國生活，以
馬蓉的經濟能力在美國生存不是問題。

( 搜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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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的興起以及全球化帶來的

經濟趨勢正在改變美國的就業前景，從數據錄入到制

造業的就業機會都受到了威脅。根據勞動統計局對

2016 年至 2026 年這些職業人數下降百分比的預測以

及就業情況的描述，以下這些工作崗位預計 2026 年的

就業水平將遠低於 2016 年，從操作工人到行政助理，

各種職位都在迅速消失。

      鑄造，制芯和鑄造機安裝工，操作員，他們主要

是操作模具或鑄造金屬 / 塑料零件和產品的機器。

2017 年平均年薪：$31,090。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

人數：145,4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

123,600 預計下降：15.0%

      結構金屬制造和裝配工，他們制造和裝配結構金

屬產品的部分。2017 年平均年薪：$38,450。2016 年

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77,0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

工作的人數：65,200。預計下降：15.3%

翻砂工，他們為金屬或塑料鑄造模型等鋪設丶加工丶

裝配鑄件和部件。2017 年平均年薪：$45,030。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3,4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

項工作的人數：2,900。預計下降：15.5%

      辦公室機器操作員，他們負責辦公室機器，比

如復印機和打印機，電腦除外。2017 年平均年薪：

$31,360。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59,9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50,500。預計下降：

15.6%。

      紡織切割機安裝工，操作員，他們安裝丶操作切

割紡織品的機器。2017 年平均年薪：$26,890。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15,0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

項工作的人數：12,600。預計下降：15.8%

面料和服裝打樣師，打樣師繪制和構建精確的主布料

圖案或布局，並且可以標記和裁剪布料和服裝。2017

年平均年薪：$40,460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

5,5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4,600。預

計下降：16.1%

      伐木工，伐木工人用斧頭或鏈鋸砍樹。2017 年平

均年薪：$40,690。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7,500。

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6,300

預計下降：16.2%。

      郵政服務郵件分揀機，處理機操作員，他們準備

收發郵件並進行分發。

       2017 年平均年薪：$57,260。2016 年從事這項工

作的人數：106,7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

89,100。預計下降：16.5%

      縫紉機操作員，他們操作縫紉機，在生產服裝

或其他產品時加固丶裝飾或進行相關的縫紉操作。

在美國或將很快消失的工作
崗位，妳要失業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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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平均年薪：$24,320。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

人數：153,9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

128,200。預計下降：16.7%

      發動機和其他機器裝配工，建造，裝配或重建

機器，例如發動機，渦輪機和類似的設備。2017 年

平均年薪：$43,390。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

38,0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31,500。

預計下降：17.2%

      行政秘書和行政助理，通過研究丶編寫報告和執

行文書工作提供高級行政支持。2017 年平均年薪：

$57,410。2016 年 從 事 這 項 工 作 的 人 數：685,300。

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566,200。預計下降：

17.4%

      攝影加工工人和加工機器操作員，他們從事開發

和處理膠片或數字媒體的攝影圖像的工作。2017 年

平均年薪：$27,480。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

26,9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22,000。

預計下降：18.1%

       法律秘書，法律秘書使用法律術語丶程序和文件

履行秘書職責。2017 年平均年薪：$44,730。2016 年

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194,7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

工作的人數：157,500。預計下降：19.1%

       紡織針織和編織機操作員，設置，操作那些編織，

繪制紡織品的機器。2017 年平均年薪：$27,960。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22,2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

項工作的人數：17,900。預計下降：19.3%

      電話總機操作員，包括應答服務，他們操作電話

業務系統設備或交換機來中繼呼入丶呼出和局間呼

叫。2017 年平均年薪：$28,700。2016 年從事這項工

作的人數：93,2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

74,700。預計下降：19.9%

      印前技術人員和工人，他們將作者丶設計師和客

戶提交的文本和圖像格式化並將其打印到成最終成品

頁面。2017 年平均年薪：$39,910。2016 年從事這項

工作的人數：34,6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

數：27,700。預計下降：19.9%

      研磨和拋光工人，用手工工具或手持式電動工具

研磨丶打磨或拋光物體。2017 年平均年薪：$28,830。

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26,600。2026 年預計從

事這項工作的人數：21,100。預計下降：20.5%

電氣和電子設備裝配工，組裝或修改電氣或電子設

備。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218,900。2026 年

預 計 從 事 這 項 工 作 的 人 數：173,300。 預 計 下 降：

20.8%

      郵寄和郵件管理員，計劃丶指導或協調美國郵局

的運營丶行政丶管理和支持服務，或協調在指定郵局

從事郵政和相關工作的工人的活動。2017 年平均年

薪：$74,840。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14,200。

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11,200。預計下降：

20.9%

數據錄入，將數據輸入計算機系統。2017 年平均年薪：

$30,930。2016 年 從 事 這 項 工 作 的 人 數：203,800。

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160,600。預計下降：

21.2%

      機電設備裝配工，組裝或修改機電設備。2016 年

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45,7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

工作的人數：35,900。預計下降：21.4%

電話接線員，向電話客戶提供信息。2017 年平均年

薪：$36,320，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9,100，

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7,000。預計下降：

22.6%

      電腦操作員，監視和控制計算機和外圍電子數據

處理設備。2017 年平均年薪：$44,270。2016 年從事

這項工作的人數：51,5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

的人數：39,700。預計下降：22.8%

     電子設備安裝和修理（機動車輛），在機動車輛

上安裝丶診斷或修理通訊丶聲音丶安全或導航設備。

2017 年平均年薪：$34,530。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

人數：12,1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

9,000。預計下降：25.6%

      修表匠，修理丶清潔和調整計時儀器，如手表和

鐘表。2017 年平均年薪：$35,770。2016 年從事這項

工作的人數：1,800。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

1,200。預計下降：29.7%

      打字員，使用計算機丶文字處理器或打字機來打

字丶打印信件丶表格丶報告或其他材料。2017 年平均

年薪：$39,740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74,900。

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50,100。預計下降：

33.1%

      停車執法人員，在指定區域巡邏，向超時停車

違規者和非法停車的車輛發放罰單。2017 年平均年

薪：$39,030。2016 年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9,400。

2026 年預計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6,100。預計下降：

35.3%

( 華人資訊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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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歲單身“凍齡女星”何以
影響中國年輕人婚姻觀？

      中國女演員俞飛鴻兩年前在談話節
目上對婚姻問題的發言再度在中國社交
網絡上發酵。在中國第四次單身潮下，
單身也很好、單身女性都很正常、不著
急結婚等觀點引起了網友的共鳴。俞飛
鴻今年 47 歲，未婚，因出演好萊塢電
影《喜福會》和電視劇《牽手》成名。
2014 年，43 歲的她憑借電視劇《小丈
夫》再度走紅，被稱為中國娛樂圈的“凍
齡女星”。
“凍齡女星”的婚姻觀

      引發熱議的是俞飛鴻參與鳳凰衛視
談話節目《鏘鏘三人行》時的言論。這
期節目在 2016 年 5 月播出，但最近這
次對談的視頻被制作成長圖片，在微博
上獲得上萬的轉發和評論。中國國內媒
體與自媒體紛紛發文討論俞飛鴻的婚姻
態度。內地雜誌《城市畫報》微信公眾
號上周發表文章《為什麽年輕人忽然迷
上 47 歲的俞飛鴻？》，點擊迅速達到
10 萬 +。文章稱，俞飛鴻是女性心中的
獨立模樣，“她以 47 歲的年紀，清醒
地說出關於女人最在意的婚姻，外貌，
成長，以及壹個女人如何更自在地生
活”。
      兩年前的那期節目中，她與主持人
竇文濤以及作家馮唐對談，兩名男士問
未婚的俞飛鴻，“妳為什麽這麽長時
間來壹直單身到現在呢？”，“妳覺得
老壹個人呆著，精神正常嗎？”，“妳
壹個人呆著的時候妳煩嗎？會想到要吃
點東西跟人聊聊天嗎？”在壹些網友看
來，這些問題非常不禮貌。但是俞飛鴻
坦然回答，關於單身或結婚，“我不覺
得這對我來說是壹個什麽特別困難的選
擇題，我覺得哪個更舒適就處在哪個階
段” 。她表示，自己不是獨身主義者，
也不是不婚主義者，只是並不著急到什
麽年齡就壹定要結婚。
       俞飛鴻表示，自己不是獨身主義
者，也不是不婚主義者，只是並不著急
到什麽年齡就壹定要結婚。她說，如果

精神世界足夠富足，壹個人呆著的時候
不需要跟別人聊天。身邊許多男性朋友
沒有結婚，但精神世界都很豐富。“我
覺得這個不能單獨把男性女性分離開，
就是女性單身就會不正常嗎？我不覺
得。”俞飛鴻還反問兩位男士：“為什
麽從妳們男人的角度，結婚對女人都是
壹種施舍呢？”
單身女性的壓力與焦慮

       中國的傳統觀念壹直是“男大當
婚、女大當嫁”，俞飛鴻獨立隨性的觀
點卻引發大量共鳴，折射出現今中國女
性對待婚姻和單身的立場。在最近這次
討論熱潮中，壹名網友在微博上評論道：
“壹個人生活也很好，有心意相通的人
兩人在壹起生活也很好。最重要的是過
得開心，可惜中國很多父母都是用刀架
在脖子上逼子女走進婚姻。”
      還有網友借此表達不滿，認為社會
上存在對單身男性和單身女性的雙重標
準：“同樣個人條件優越才貌雙全的人，

年長男性備受世界追捧，年長女性備受
岐視，被人追著問為什麽妳不結婚？”
      俞飛鴻再度成為熱點話題，跟中國
社會的大環境息息相關。近些年來，越
來越多的中國人選擇單身。媒體稱中國
正面臨第四次單身潮。《2014 年中國人
口與就業統計年鑒》和《2014 年中國統
計年鑒》數據顯示，2013 年，中國 20
歲至 59 歲年齡段單身人口總數達 1.7 億
人，其中男性 1.04 億人，女性 0.7 億人。
        社會學家李銀河對 BBC 中文表示，
中國社會單身的趨勢在上升。女性要求
婚姻自主、自由的呼聲也越來越強，越
來越關註這些話題，“過去好像每個人
都要結婚，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但是現
在許多人主動選擇單身，這在中國是罕
見的變化”。
       在單身潮下，中國的單身女性壹直
承受著來自家人和社會的壓力。“剩女”
壹詞廣泛流行於中國的社交媒體，用來
形容那些過了社會壹般所認為的適婚年

齡，但是仍然未結婚的女性。甚至還有
中國官方媒體引用臺灣的例子論證剩女
現象的“不良影響”，稱單身導致臺灣
女領導人蔡英文政治風格偏向極端化。
2016年，新華社旗下的《國際先驅導報》
在壹篇評論中說：“從人性的角度分析，
作為單身女政客，她沒有愛的情感拖
累，沒有 ' 家 ' 的掣肘，沒有子女的牽掛，
在政治上的行事風格與行事策略，往往
偏向情感化、個性化、極端化發展。”
      中國女權活動人士李麥子對 BBC 中
文表示，俞飛鴻此次引發討論，源於中
國女性對於權利缺失的焦慮，希望通過
俞飛鴻這個代表來表達獨立自主、婚姻
自由的願望。“女性面臨的焦慮掙紮需
要壹個出口，俞飛鴻提供了這樣壹個出
口，讓大家至少在公共輿論當中能夠體
會到，我還是有空間的，”李麥子說。
(BBC 中文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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