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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凌然是民间的一名老中医，祖传

的医术，名声很响亮，虽然隐居深山里

，来找他医治疑难杂症的病人仍然很多

。

这一天，一名年轻的男子找到古凌

然的家，说是慕名而来，找古老先生看

病。古凌然伸手一搭，就要给他把脉。

年轻男子忙赔笑说道：“老先生，不是

我看病，是我们的胡总。”古凌然问道

：“胡总人呢？”

年轻人解释，因为路途遥远，胡总

很忙，没有时间来。古凌然愤然说道：

“人不来，这病怎么看？我又不是神仙

，这不是乱弹琴吗？”年轻人忙点头哈

腰地道歉，说是怪自己没有讲清楚。他

拿出手机，说是可以通过视频给胡总看

病，胡总正在家里等着。

趁说着话的时机，年轻人打开了手

机视频，视频里出现了一位肥头大耳的

中年人。年轻人笑着说：“古老先生，

这位就是胡总，有劳你了！”古凌然只

得接过手机，与视频里的胡总聊起了病

情。

胡总说话很客气，先是向古凌然表

达歉意，接着说起了病情。他总是感觉

五脏六腑不舒服，浑身乏力没有精神，

身体就像绑着一根无形的绳索，一点也

不协调。但是到医院里去，却又检查不

出什么大毛病。医生说，这是亚健康的

一种表现。胡总暗地里不屑地想，什么

玩意，亚健康就不能治？

古凌然却不问病情，只是问起了胡

总的生活节奏和习惯，早上几点起床，

应酬多不多，有没有熬夜的习惯，平时

有没有抽时间锻炼。

胡总当即倒起了苦水，说是哪有时

间锻炼？因为生意做得大，结交了不少

富贵朋友，几乎天天有饭局，晚上还要

泡吧或者打牌，一直闹腾到凌晨才睡觉

，自然就起得晚。古凌然让胡总照出整

个身体，原地走几步看看。胡总照着做

了。古凌然又让胡总伸出舌头，看了看

舌苔。

古凌然说道：“胡总，你这是富贵

病。”所谓的富贵病，就是营养过剩，

作息没有规律，缺乏锻炼，身体机能衰

退造成的一种综合性的病症。如果不及

时治疗调整，最终就会导致身体机能全

面崩溃，各种疾病缠身，早衰而亡。

胡总觉得古凌然说得像那么回事，

他可不想早衰而亡，让古凌然帮他治疗

。古凌然捻须一笑，说道：“胡总啊，

这种富贵病，要想治好，关键还是要加

强锻炼。我的药方是，你每天快走两次

，早晚各一次，每次不得少于一万步。

我给你开几副调理五脏六腑的中药，调

节锻炼后的身体机能。”

古凌然包了几副中药，说了煎煮服

用的办法，让年轻人带回去。

过了半个月，年轻人又来了，打开

视频让古凌然和胡总对话。看见视频里

的胡总，古凌然吓了一跳，胡总整个人

胖了一圈。胡总满脸疲倦地说，自从吃

了古老先生的药，他感觉越来越虚弱了

。

古凌然狐疑地问道：“胡总，你到

底有没有快走？”胡总干笑一声，说道

：“古老先生，就走了一次，腰酸腿疼

的，就放弃了。说实话，主要还是没有

时间哪。”古凌然气恼地说：“不按医

嘱来执行，你这病，我治不了。”他心

想，就你这种营养过剩又怕吃苦的人，

搁谁也没有办法。

胡总半开玩笑地说：“古老先生，

有可能我对你的期望值过高。”古凌然

何尝听不出这种话的暗示，不就是说他

医术不行吗？他当即说道：“胡总，听

你这么一说，你这病我还非治不可了，

省得你小看我。但是有一点，你得过来

一趟，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视频里是看

不透彻的。”胡总说行，那就过来一趟

吧。

过了几天，胡总开着车过来了。来

了以后，才发现路不好走，从公路到古

凌然的诊室里是一段不通汽车的土路，

大约 5里左右，村里人的主要交通工具

是摩托车，没办法，胡总只得步行。到

了诊室里，双方寒暄过后，古凌然对胡

总把了脉，说道：“胡总，我之所以隐

居深山里，就是因为我属于半巫半医，

担心不为世人所容。无论我说什么，都

得听我的，按照我所说的去做，不得质

疑。”胡总忙点头答应下来。

古凌然继续说：“药方已经有了，

但是药引比较麻烦，只怕你做不来。”

胡总忙说，只要能够治好病，没有什么

做不来的。古凌然告诉胡总，药引就是

野兔身上的东西。但是野兔必须是古凌

然屋后山上的野兔，必须是胡总亲自捉

的，否则就不灵了。胡总苦着脸说：

“古老先生，你不会让我上山去撵兔子

吧。”古凌然说：“正是此意。”他从

屋里拿出一杆铁叉，说是可以飞叉捉兔

，可以带领随从帮忙上山，但是野兔必

须胡总亲手叉住，千万不能弄虚作假，

不然会遭到天谴。第一个月，一周捉一

只；第二个月，3天捉一只；第三个月

，两天捉一只。一年以后，这病就治好

了。如果治不好，胡总可以带人来砸诊

室的招牌。

见古凌然说得神乎其神，胡总想打

退堂鼓了，主要是上山撵兔子这种体力

活，他干不来。看见胡总犹豫不决，古

凌然就说：“随你便，你听我的，我就

治；不愿意，也不勉强。不过我提醒你

，你这病，再不治就晚了，可惜你还这

么年轻，美好的时光还在后面。”

这几句话算是抓住了胡总的软肋，

胡总想了想，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胡总就带着十几个

随从上山抓野兔。山上的野兔很多，根

本不需要随从们围追堵截，要是好猎手

的话，基本是一叉下去就是一只。可是

野兔们跑起来很快，胡总体胖身虚跑不

动，折腾了将近一天，到天黑之前，才

好不容易叉住一只兔子。此时，胡总累

得快要虚脱了，是随从们把他抬下山的

。

古凌然拿出几副中药，让胡总每天

一副煎服，熬煮中药的时候，放上一两

野兔肉。胡总回到家里，全身就像散了

架一样，躺下来就不想站起来，一直过

了两三天才恢复过来。

就这样，胡总总算熬过一个月，不

过身体好像瘦了一些，人也精神多了。

跟着到了第二个月，得3天捉一只了。

这一天，古凌然忽然看见有好多工

人在修路，一问之下，才知道是胡总出

钱修的，只为能够把车直接开到山脚下

，少走那几里路的土路。古凌然苦笑一

下，有钱人就是任性，村里计划了好几

年，也没有把路修起来，胡总一下子就

把问题解决了。

路修好后，胡总就可以直接把豪车

开到古凌然的院子里了。这样就轻松了

不少，对于他这种重量级的人来说，省

了来回将近10里的路程，确实减负了不

少。

又过了半个月，古凌然惊讶地发现

，胡总抓野兔的速度特别快，不到一个

小时就叉了一只，以前最快也得三四个

小时的。他就问胡总是不是亲自抓的？

胡总指天发誓，当然是亲手抓的。古凌

然不相信地说：“这也太快啦。”

胡总就得意地解释，他采用了好办

法。他在网上百度了一家养兔场，这家

养兔场种植了一种草料，兔子特别爱吃

。胡总就花高价买了一车这种草料，他

只要把草料往山上一放，那些野兔就会

成群结队地跑出来吃，全然不顾危机四

伏。胡总拿着铁叉，随随便便一扎，就

能叉到野兔。

古凌然听说后，摇摇头，欲言又止。

就这样又过了半个月，古凌然惊讶

地发现，好多工人往山上扛建筑材料。

问他们干什么？说是胡总要在山上建一

座别墅，请了 3个建筑队 24小时轮流施

工，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完工。

等到见到了胡总，古凌然问起了建

别墅的事情。胡总得意地说，反正治疗

期得一年，他不如在山上建一座别墅，

省得开车跑去跑来，也省得爬上爬下的

。到时候，他在别墅里建一个酒吧，建

一个唱歌的歌厅，喊上几个美女，还可

以请一个大厨组织饭局，又可以呼朋唤

友地过上灯红酒绿的生活了。这两个月

，简直把他苦死了。

因为不用满山里撵兔子了，这一段

时间，本来瘦下去的胡总，身体又反弹

了起来。看着胡总又在发胖的身体，古

凌然叹口气说道：“胡总，我认输，你

的富贵病，我治不了了。”

古凌然讲，拿野兔当药引，其实就

是一个幌子，无非是想让胡总超负荷地

运动，来调节身体机能。像胡总这种富

贵病，根本不需要吃药，只要坚持锻炼

就行了。但是胡总没有这个毅力，古凌

然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想不到，胡总

这种喜欢耍小聪明的有钱人，整出这么

多幺蛾子。住在别墅里扔几把草料，就

能叉到野兔，不用爬山了，不用追赶野

兔了，叉野兔还有什么意义？

胡总愣在那儿，他就是靠耍小聪明

才发了大财的，一直为自己的小聪明而

自豪，没想到这次小聪明用错了地方。

治病不用药，兔子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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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想以什么方式去生活？你觉得

怎样生活才幸福？

其实，所谓幸福，不过就是

喜欢过自己的生活，过自己喜欢

的生活。

无论你多大年纪

都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央视曾经播出过一个节目，

叫《我的座右铭》，有一期讲了

姜淑梅老奶奶的传奇故事。

花甲之年的姜淑梅问女儿：

“什么叫为自己而活？”

女儿说：“做自己想做的事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姜淑梅老奶奶顿悟，她大半

生都是为丈夫，为家庭，为儿女

操劳着。这次，她决定为自己活

一次。

于是不识字的她，60 岁开始

学习认字，一个拼音一个拼音地

学，一个字一个字地开始写；76

岁出书，77岁加入黑龙江省作家

协会。

当她决定写作时，就仿佛被

钉在了沙发上，一个沙发，一条

毛巾，一支笔，一沓打印后的废

纸，从天明到天黑。

姜淑梅老奶奶说：“每天睁

开眼睛，除了吃饭，上厕所，其

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认字写作

上”。

当女儿把她写的文字投稿后

，老奶奶收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

稿费，她高兴得一夜没睡着。

到现在为止，姜淑梅老奶奶

已经出了四本书，她说她还要继

续写下去，写到写不动为止。

在节目中，老奶奶说的这样

一段话，令人感动：

“孩子们，你们学啥都赶趟

，我这么大岁数啦，我还能出书

。我说不怕起步晚，就怕寿命短

，还想多活几年，多出几本书。

你们年轻人，六十岁、七十岁起

步学习都赶趟。我是从 76岁那年

，一边学写字，一边学写作，我

还出了两本书，第三本书马上就

出，我要一本接一本的出。”

“想做啥事，你就下定决心

，一心一意地去做，别三心二意

，它就能做成了。”这是姜淑梅

老奶奶告诉我们的人生至理。

无论是你多大年纪，你都可

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过自己想过

的生活，什么时候都不晚。

苏东坡用他的一生，践行一

个道理，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

境中，无论你遭遇了多少不如意

之事。快乐依然掌握在自己手里

，想要的生活依然可以靠自己创

造。

苏东坡的一生，都是迫不得

已的一生。他曾被流放过三次，

一次比一次偏远。

遭人诬陷，锒铛入狱，濒临

杀头，被贬流放，辗转跋涉，穷

困潦倒，是他大多数的生活写照

，尽管这样，他依然活地热气腾

腾。

被 贬 至 黄

州，苏东坡

连衣食住行

，都成了问

题，但这显

然没有难倒

他。

他 找 了 块

荒地，开始

种植粮食，

这时候的苏

东坡仿佛就

是一个地道

的农民， 在

烈日下挥洒

汗水。

生 活 如 此

困苦，但苏

东坡毫不在

意，他甚至

笑称自己东

坡居士。

就 这 样 ，

苏东坡靠种

地养活了一

大家子人。

闲 暇 之 余

，他会去游

历山水，泛

舟游赤壁的

时候，他写

下：

惟 江 上 之

清风，与山

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

色，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被贬没什么大不了的，种地

也挺好玩的，穷困潦倒又如何；

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苏东

坡都拥有了。

还有一次，苏东坡和朋友相

约游玩，哪知行至半道，天降暴

雨，朋友们都四处躲雨，十分狼

狈；苏东坡却悠哉游哉，一边走

路一边吟诗。之后他就写下了那

首著名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

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

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

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

无风雨也无晴。

拄竹杖穿草鞋，谁怕啊？回

头看走过的路，虽然风雨萧瑟，

但只要走过去了，就无所谓是雨

天，也无所谓是晴天。

62 岁时，苏东坡被放逐到海

南。那时候的海南十分贫瘠。没

有肉，没有房子，没有朋友……

但那又怎样？

没有好吃的，他就发明了烤

生蚝。

他甚至写信给儿子说：生蚝

太好吃了吧，千万不能让朝廷的

其他人知道，他们知道了一定要

争着来海南，那我就没得吃了。

没有房子住，他就自己建房

子；没有朋友，他就和自己玩，

在海南开学堂教书育人。

苏东坡一生，没有高官厚禄

，没有权倾朝野，相反，他人生

中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贫苦交加

，时运不济。

但是他一生都是快乐的，他

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他写诗，留下无数诗篇；

他练字，便被尊为书法“宋

四家”之首；

他画画，就成了中国文人画

开创者；

他做菜，留下了东坡肉和烤

生蚝；

他酿酒，便成了宋朝有名的

酿酒师；

他喝茶，就成了茶艺师.....

美学家张世英说：“人生四

种境界：欲求境界、求知境界、

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审美为最

高境界。”

审美是最高境界，就是说我

们要把日子过的美，过的有趣，

不只是生存，更是生活。

苏东坡贫苦到连饭都吃不上

了，他依然努力地去过想要的生

活；

姜淑梅老奶奶都 60多岁了还

要重新开始学认字，学写作，去

做自己喜欢的事；

你又有什么理由不作为呢？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

己平凡可贵。

我们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

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坎坷，

却很少承认，真正地顺其自然，

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

而不是两手一摊的不作为。

如果这世上只有一种成功的

话，那就是以你喜欢的方式去生

活。

以
你
喜
欢
的
方
式
，
去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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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城作为数代王朝的首都，自

有许多邪门灵异之地，同时还发生了许

多匪夷所思的“怪事”。因为这些事件

的敏感性，消息几乎都被封锁了，除了

那些地道的老北京，外人几乎很少有人

知道。今天就为大家汇总下老北京哪些

匪夷所思的怪事！

北新桥海眼

说这刘伯温和姚广孝俩人建了北京

城，发现北京城有几口海眼，东边通到

大海。最大的俩一个在京西玉泉山镇在

一个大庙地下，一个在北海，被白塔镇

着，还有一口在北新桥。

北新桥的这海眼没镇住，这镇海兽

就老出来闹腾。刘伯温就跟它商量，我

们要建北京城，你先进去等什么时候这

桥变了旧桥你再出来。镇海兽想了想就

跳进了海眼。自此，刘伯温就告诉百姓

，这里只能叫北新桥，永远不能叫旧桥

了。

后来年头，这北新桥的海眼被动过

两会，一回是日本人进北京，顺大铁链

子往上拉，拉了一两公里，就看底下呼

呼的往上翻黄汤，还隐隐的有海风的声

音，伴着腥味。日本人慌了，赶紧把链

子又顺了回去。

第二次是红卫兵破四旧。也把大铁

链子往上拉，结果根日本人一样。也全

吓傻了，赶紧恢复了原貌。最近一次根

北新桥海眼有关的事是修地铁几号线来

的，新闻里还播了，说是为了不破坏北

新桥的一口古井，地铁绕了多少多少公

里。

菜市口刑场

大家都知道，菜市口是前朝的刑场

。有这么一家裁缝铺子，就住菜市口，

由于手艺好，生意很旺盛。时间久了就

远近都出了名。

就说这有这么一年，夏景天儿，菜

市口外砍死了一个乱党。当天晚上，裁

缝铺掌柜的睡着正香，突然发现屋里有

人走动，心里一想，八成闹贼。可又一

想，这贼就让他闹吧，反正我这屋里一

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就眯缝着眼睛瞅

着，这贼摸索了一会，倒也懂事出门随

手把们给关了。

第二天，掌柜的起床看看丢没丢什

么东西，一收拾发现自己的针线笸箩不

见了。就在这时外头有人喊：掌柜的快

出来看看吧。

掌柜的出门跟众人到荒郊一看，昨

天那个斩首的人，脑袋和身子连在了一

起。而且脖子上有一串细细的线痕，旁

边就扔着裁缝铺的笸箩!

菜市口斜对过儿有个鹤年堂，刀伤

药出名。每次行完刑，夜里总有“人”

拍门买刀伤药。后来，到鹤年堂买刀伤

药也成了老北京的一句骂人俗话了。老

铺现在应该已经拆了。

铸钟娘娘

铸钟娘娘庙在北京西城区小黑虎胡

同，始建年代不详。现在钟楼的大钟不

敲了，当年敲的时候，尾音里总是带着

隐隐的“邪，邪，邪”的声音。这老人

就该说了：这铸钟娘娘又在找她的鞋了!

说这皇上盖了鼓楼，就要有和鼓楼

差不多的钟楼。皇上下了圣旨责成工部

在三个月内铸1万3千斤大钟一座。工部

就找到了北京最好的铸钟师傅。大家齐

心合力很早就铸成了大钟，心想这下可

以请功领赏了。可谁知皇上看了大钟，

极不满意，说这么大的一口钟怎么是铁

铸的，黑漆漆的真难看。

皇上下令工部务必在三个月之内铸

成一万三千斤铜钟一口，如若不成，拿

工部大人是问。工部大人接旨谢恩，迅

速找到铸钟师傅。说要是完不了工，你

们的脑袋就都没了!铸钟师傅赶紧都回去

工作。可是到了最后一夜了大钟还是铸

不成，因为这铜亚，不好凝结。等凝结

了，这钟早就变形了，于是大家只能坐

在化钟炉旁边，等天亮就是大家的死期!

话说这铸钟师傅里有个年纪最大最

受人尊重的，家里有个小女儿。这天小

女儿来到铸钟厂给爸爸送饭，知道了大

家的事情。没想到一头冲进了化钟炉。

大家一看不好都上去拦，可都晚了一步

，只有爸爸抓住了一只绣花鞋。可谁知

大家一看化钟炉，铜水变成了另一种颜

色。大家齐努力，竟连夜铸成了大钟。

至于说后来，铸钟厂拆了在原址盖了一

座铸钟娘娘庙，现在好像也拆了鼓楼后

面就放着那口不用的铁钟。

死亡5公里”——八达岭高速公路

八达岭高速公路是北京至张家口

110国道主干线的一部分，全长 82公里

，而重特大交通事故却奇怪地只集中在

一个短短的5公里路段。

无论是

高速路边宣

传橱窗上贴

满的事故案

例，还是过

往司机都会

收到的警示

卡，给这条

北京惟一的

山区高速公

路平添了几

分恐怖的气

息。

八达岭

高速公路进

京方向 55到

50公里路段

，从 1998年

11月开通到

2003 年 9 月

，共发生重

特大交通事

故 32起，导

致 62人受伤

，49人死亡。

短短 5公里，平均每公里就死亡 10

个人。所以这一路段被人们称作北京的

“死亡之谷”。据说，修这条高速时占

了许多坟地，也许是那些鬼魂的报复吧

。

朝内大街81号，北京著名的凶宅

在朝阳门内大街东段路北，有一栋

废弃了很久的民国时期仿西洋的三层小

楼，这幢楼是 1900年左右由皇帝赐给英

国人建的教堂，当时和它一起建的就是

王府井的教堂，但是由于工期比王府井

那座慢，后来又爆发了战争，这座就停

工了。

这之后就是一个国民党军官住在里

面，据说当年有一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在

此上吊，以后就住一个死一个，住一对

死一双，文革以后再无人问津，至今阴

森的在那立着，夏天一过，可感凉气逼

人。

据说在此楼下曾经有五公里长的地

下通道，可以通往团结湖，在修环线地

铁时被填埋了。据说因为是教会的建筑

，所以一直没动。后来这里拍过编辑部

的故事、永不瞑目，用的大多都是第一

层。

故宫的西六宫

常听一考古的朋友说，子夜十分冤

死宫中的孤魂便出来游荡。就算你有胆

量也别晚上在故宫，听一警察朋友说那

里晚上放狗，德国黑背……大家都知道

故宫对外开放的其实只是一部分，故宫

里有很多院落都是被封起来的，不对游

客开放，具体原因谁也说不清楚。

但传说，刚解放那会，故宫博物院

晚上巡查保卫的人员经常看见有种奇怪

的动物，说像老鼠但特别大，说像猪又

跑的奇快。人说这是皇族养在东西宫内

镇宫之兽。后来好些人想抓住一两只，

但这快六十年了，看见的人越来越多，

却没人真正抓住过一只!

还有...有个人以前在故宫看门，据

那个人说每天晚上都能听见有人在奏乐

，而且有时能看见宫女太监排队走过。

那个人家的孩子身体都不好，老人都说

是因为那人受的阴气大，影响了下一代!

其实每一个府第都发生过用科学

无法解释的现象，解放前还没有封的

时候，在这些地方死了很多人!不是无

故消失就是命亡，但始终是离奇得查

不出原因。

5 点，是故宫关门清客的时间。据

说，那个钟点是故宫阴气最重的时刻。

很多游人都感觉到，即使是在闷热的夏

天，5点的故宫也会让人感到一种阴冷

……

北京地铁灵异事件

以前听人说，北京修地铁的时候，

工程进行得很不顺利，不是这出问题，

就是那有险情，还经常遭遇根本无法解

释的难题。

人们就说这是因为地铁施工中

挖出来了好多尸骨，那些魂魄无家

可归就出来阻挠。后来还是请了得

道的高僧，连做了好多天的法事，

请求神灵僻佑施工，并且保证以后

每晚 23 点以后 (子时之前 )，会关闭

地铁，然后让列车空驶一个往返，

将被惊扰的魂魄安稳的送回原地休

息。说也奇怪，此后的施工进行得

异常顺利，最终才让北京地铁工程

如期完工。

此后，尽管北京地铁又增加了好几

条线路，城市的夜生活也越来越繁荣，

但所有的地铁关闭时间都从没晚于 23：

00，因为那就是子时的开始，所有灵魂

休息的时刻。

北京城中匪夷所思的奇闻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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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燕婷是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英語學院的大一學
生，今年 20 歲。暑假期間，她前往美國阿拉斯加參加
“赴美帶薪實習項目”。

封面新聞從美國阿拉斯加警方出具的案件調查報
告中，得知了金燕婷溺亡的詳細經過：他們一行 6 人
前往開放性水域玩水，在回流區遭遇突如其來的激流，
不會游泳的金燕婷被水流卷走不幸身亡。

相約游泳，未攜帶救生工具

阿拉斯加警方出具的報告顯示，北京時間 7 月 9 日
（當地時間 7 月 8 日）下午，金燕婷與其他五位同學
一起，相約前往穆斯河游泳。同行六人中，金燕婷和
另外一名中國女孩佐伊（化名）並不會游泳，且六人
都沒有穿戴救生工具。

劫後餘生的佐伊在接受警方問詢的時候說，“我不
斷地在水中掙扎，我以為我要死了。在掙扎了一段時
間後我放棄了，就在我放棄的時候，我看到了拉吉（化
名），他從後面托住了我，幫助我奮力爬上了船。當
我回到岸邊後，我聽說金燕婷走了。”

另外一位同行的朋友泰咪（化名）表示，河近岸有
一個淺灘，金燕婷和佐伊說想在穆斯河和基奈河的交
界處游泳。於是，他們中的一個朋友拉吉開始帶著她
們走向穆斯河。當時，河水的位置只到她們腹部，可
以在河中站立。

“金燕婷和佐伊問我，最簡單的游泳方法是什麼，
我告訴她們可以從‘狗刨’開始。”泰咪說。警方也
證實，事發時，泰咪正在教她們游泳。

後來，拉吉建議大家去激流，泰咪想回去，就在做
決定的時候，湍急的水流沖走了所有人。熟悉水性的
泰咪經過努力上了岸，隨後她抓起一塊劃槳板朝拉吉
扔去，讓他去救人。但過了一會，拉吉只帶了一個人
回來，就是佐伊。而金燕婷，卻不知所蹤。

大約晚上19點26分，當地警方接到報警求救電話，

報告說有 6 人在穆斯河游泳遇險。一位來自中國的女
性，也就是金燕婷，在 19 點 20 分後失蹤。

警方抵達現場後，救援隊正在現場搜索，一共有四
艘船，並動用了無人機在事發地參與搜索，隨後，消
防隊和一支專業潛水隊抵達現場也展開搜索。

22 點 55 分，消防部門潛水隊從河中找到了金燕婷，
但此時，她已經停止了呼吸。

警方確認，金燕婷身上沒有發現任何外傷的跡象，
隨即被送往進行屍檢，此案件沒人有犯罪嫌疑，屬於
意外事件。隨後，警方設法通知到金燕婷的親屬，並
聯繫到中國領事館。

父母赴美，寸步難行

在學校兩位老師以及仲介機構兩位工作人員陪同
下，金燕婷的父親金先生與妻子第一時間赴美。“我
現在非常後悔，如果當時不讓她去美國的話，這個家
就什麼事都不會發生。”金先生證實，女兒確實不會
游泳。

抵達美國後，金先生與妻子因為不懂英語寸步難
行，想出門的話必須翻譯陪同。整日待在賓館裡，金
先生的心情異常低落。更令他想不到的是，在美國這
段時間，與女兒校方和仲介機構的溝通陷入僵局。

記者瞭解到，金燕婷參加的“赴美帶薪實習項目”
由中國對外友好合作服務中心（中外服）引進。記者
在中外服官網上看到，目前全國有 107 所院校與中外
服在“赴美帶薪實習項目”上有合作。專案時長為 12
周，實習機構遍佈全美。專案全程接受美國政府監管，
並享有全程的醫療及意外保險。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外事處一位負責人表示，該專
案的仲介機構中外服確實和學院有官方合作。該負責
人還透露，參加的暑期實習其實是一個文化交流項目，
從 2008 年開始，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就和中外服達成
合作，是項目點之一。

7 月 17 日，中外服一位於姓負責人對封面新聞記
者表示，截至目前，中外服為學生父母墊付了赴美的
全部費用，具體包含辦理護照、簽證，購買國際機票、
在美期間的食宿交通費用。整個過程，中外服也在全
程協助家長解決問題，包括提供翻譯等。

對此，金先生表示，中外服確實負擔了赴美大部分
費用。但是，截至目前，中外服的負責人並未跟他溝
通過，只是兩名工作人員陪同。

後事處理，僵持不下

事發至今，金先生仍未決定女兒遺體是否火化帶
回，後事處理是雙方僵持不下的原因之一。

“目前還在等待金爸爸做最終的決定，是帶回遺體
還是火葬，我們不會勉強他。”于女士說。但是，金
先生則要求中外服和學校需要接受承擔女兒後事處理
的費用，再決定是否火化。

于女士表示，“我們也諮詢過專業的政府部門，
有兩種處理方式：一種是火化，一種是將遺體運回來。
從過往的情況看，遺體運回的手續非常繁瑣，時間也
會很長。我們理解家長的心情，最終要依舊家長的決
定，我們來協助家長完成後續的流程。”

“孩子是在業餘時間自願與同伴去游泳，游泳地點
是一處開放性水域。她自己不會游泳，當時也沒有穿
戴任何救生工具，”于女士說，“法律角度上，我們
沒有任何責任。美國阿拉斯加州警方出具的報告中也
認定，此次事故是意外事件。”

至於學生是否與中外服簽訂過免責協定，于女士回
應稱，“我們從來沒有單獨簽署過免責協議，只是在
報名之初簽有專案協議。我們的協議是經過律師審核
的，完全符合法律法規的。”

金先生對封面新聞記者表示，“我並不是想要多少
賠償，只是想讓對方承擔女兒的喪葬費用。如果後期
談到賠償的話，喪葬費用也可以算到賠償費用，我是
同意的。”

家有幼子，歸期未定

金先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抵達美國後，工作人
員沒有立即安排他與女兒朋友見面。對此，于女士解
釋說，“其他幾個學生目睹了事件經過，被嚇壞了。
美方給他們找了心理醫生進行疏導。家長過去的時候，
學生正在心理疏導和恢復，美方覺得再重新提起這件
事會傷害學生。但金先生不認可這一說法，他認為是
在推脫。”

事發後，據金先生介紹，中外服一位郭姓老師曾在
紹興承諾會“快速處理該事件”。于小姐對此回應說，
“我們只能在流程規則範圍之內儘量地說明他們，但
美國阿拉斯加當地的程式，我們無法決定”。

據悉，學生赴美前，根據美簽要求會強制購買保
險。于女士表示，“留學生在國外的這種保險，有嚴
格意義區別，不是針對壽險，而是醫療和意外傷害保
險，意外身亡只占很小一部分。”金先生對封面新聞
記者表示，“我跟妻子在美國已經待了一周了，家裡
父母身體不好，兒子才剛剛 10 歲……”說到這裡，金
先生的聲音有些哽咽。

                                                           （封面新聞）

赴美實習女大學生溺亡原因 :

下河玩水時被激流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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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S日前擔任《我們長大了》節目嘉賓，分享一

雙兒女互動趣事，弟弟小時候手腳不夠俐落，都是姐

姐主動攻擊他，現在弟弟 3歲會走了會跑了，變成他

主動去逗姐姐，“過去一踹就跑走了。”所以她每次

打電話回家時，總是問姐弟倆“今天打起來沒。”

大 S 認為若身體能夠承受，能多生就多生，“因為
你的孩子長大的過程會很需要手足、伴侶，若爸媽要
走時，至少有人可以互相討論，可以商量。”可這與
前段時間，她在綜藝《我們是真正的朋友》中發表的
生育觀又有矛盾。

節目中，四個姐妹談起了生育觀，小 S 覺得順其自

7 月 18 日，首例比特幣財產侵權糾紛案在杭州互

聯網法院開庭宣判。本次庭審法院確認了比特幣“虛

擬財產”屬性，這也是中國法院首次對於比特幣等數

位貨幣虛擬的財產屬性進行認定。

北京《新京報》報導，對於原告吳某訴被告上海某
科技公司、被告淘寶公司網路侵權責任糾紛（財產權
糾紛）一案，法院認定原告向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及
淘寶公司主張侵權責任的依據不足，駁回了原告全部
訴訟請求。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中國法院首次認定了
比特幣等數字貨幣的虛擬財產的屬性。杭州互聯網法
院表示，比特幣具有財產作為權利客體需具備的價值
性、稀缺性、可支配性，應認定其虛擬財產地位。

2013 年，原告吳某通過淘寶花近 2 萬元（人民
幣，下同）向上海某科技公司運營的“FXBTC”網站
購買了 2.675 個比特幣，在 2017 年吳某想要再次登錄
“FXBTC”網站時卻發現，網站已關停，網站經營者
也無法聯繫。

吳某認為，網站被關閉時，上海某科技公司未向
其進行任何提示，此不作為行為導致其所購比特幣無
法找回，給其帶來巨大經濟損失。同時，比特幣、萊
特幣等互聯網虛擬幣以及相關商品為淘寶網禁發商品，
淘寶公司沒有履行審核義務，導致其在淘寶上買到了
禁止交易商品，受到損失。因此，吳某將上海某科技
公司及淘寶告上法院，要求兩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

然，阿雅認為有個孩子也不錯，大 S 生育觀則是：為
了一些荒謬的理由，比如說什麼傳宗接代，或者是養
兒防老這種原因，就真的不必生小孩。

當時這段生育觀自然也引起一部分網友的共鳴，稱
讚觀點得人心，但也有很大一部分網友覺得：大 S 自
己懷三胎，卻勸朋友不要生，說一套做一套。大 S 作
為高齡產婦，在生二胎時差點沒能從手術臺上下來，
三胎也因為身體不能承受流產。

對於勸朋友不要生，因為範曉萱沒結婚也說了不喜
歡小孩子，所以勸範曉萱生孩子的事不要被別人左右。

不少女星曾公開談論過生育觀。李艾在另一個節目
中曾表示，在她看來，孩子的父親要比老公重要的多，
而這點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認為“生育孩子就要

和淘寶公司）就其損失 76314 元（起訴時 2.675 個比特
幣的交易價格）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7 月 18 日，杭州互聯網法院對這起網路財產侵權
糾紛案作出一審判決。法院認為，由於原告無法證明
其主張本案侵權行為的實際實施主體上海某科技公司
和其淘寶消費店鋪帳號有同一性，同時也無法證明淘
寶公司在交易中心存在明顯違法及侵權的情形，所以
需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後果。原告向被告上海某科技
公司及淘寶公司主張侵權責任的依據不足，駁回了原
告全部訴訟請求。

2014 年 4 月 15 日，中國首台比特幣 ATM 機出現
在上海張江的一家咖啡店內，吸引不少比特幣玩家前
來兌換。（圖片來源：中新社）

上海澎湃新聞報導，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案中，雖
然原告的訴訟請求被法院駁回，但互聯網法院在本案
中對於“比特幣”作為虛擬財產的法律地位給與了肯
定。

該院認為，比特幣具有財產作為權利客體需具備的
價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應認定其虛擬財產地位。
但這並不代表其有了所謂貨幣的法律地位及貨幣應有
的價值屬性。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等部委的官方認定，比特幣之類
的“虛擬貨幣”沒有貨幣的法律地位。法院裁定只是
對比特幣作為一種特定的網路虛擬商品的地位給予確

對一個生命負責，作為母親，慎重選擇孩子的父親很
重要”。

baby 則說，她覺得女孩子不用想太多，找到對的
人，就可以趕緊要個孩子，趁年輕趕緊要個孩子。生
孩子也不需要太多準備，20 年後等我的孩子長大了，
肯定也是可以照顧我。

從字面上，有那麼點養兒防老的意思。不過對於
baby 的經濟能力來說，別說防老，自己的實力足以被
小的啃老。

人的三觀不盡相同，生育觀自然也會有所不同，
有人天生喜歡孩子，有人勢當丁克一組，有人選擇順
其自然。當希望所有媽媽都能遵循本心去孕育新生命，
每位孩子都是因愛而來。

                                                              （文學城）

認。
杭州互聯網法院認為，從財產的構成要件看，首

先，比特幣具備財產的經濟性或價值性，比特幣通過
“礦工”“挖礦”生成的過程及勞動產品的獲得，凝
結了人類抽象的勞動力，可以通過金錢作為對價轉讓、
交易、產生收益、對應持有者在現實生活中實際享有
的財產，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

其次，比特幣具備財產的稀缺性，其總量恒定為
2100 萬個，供應受到限制，作為資源其獲得具有一定
難度，無法隨意取得；

最後，比特幣具備財產的排他性和可支配性，作為
財產具有明確的邊界、內容並可以被轉讓、分離，其
持有者可以對比特幣進行佔有、使用並獲得收益。綜
上，比特幣等“代幣”或“虛擬貨幣”符合虛擬財產
的構成要件，雖不具備貨幣的合法性，但對其作為虛
擬財產、商品屬性及對應產生的財產權益應予肯定。

此前，中國銀行法學會理事肖颯在接受採訪時分
析，2013 年，中國對於比特幣本身的法律屬性給出了
明確界定：特定的虛擬商品，也就是承認其“財物”
的地位。2017 年 10 月 1 日實施的《民法總則》再次確
認了虛擬財產受到我國法律的保護，因此擁有比特幣
在中國是合法的。

                                                              （僑報網）

大S生育觀又前後矛盾？

這次她居然這樣說

比特幣虛擬財產屬性首次獲中國司法機關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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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是德國總理默克爾的 65 歲生日。從

2005 年執掌德國開始，默克爾已經扛了整整 14 年。14

年間，歐洲各國的最高領導人幾乎全換了一遍，有的

甚至都換了幾茬，但只有她一枝獨秀、屹立不倒。她

不樂於、也不善於利用媒體，從不描繪慷慨激昂的遠

大願景，卻能連續 8 年蟬聯《福布斯》世界最具影響

力女性排行榜榜首。

在世界政壇中，她舉足輕重，而在本世紀所有女性
政治家中，她堪稱最叱吒風雲的人物。但即便強大如
斯，也敵不過歲月的無情。我們不得不承認，默克爾
真的老了。

前不久，默克爾被頻繁拍到身體不受控制地顫抖。
人們在猜測的同時，也不禁心疼。據德國媒體報導，
在久違的暑期休假期間，默克爾會帶著一本名為《顫
抖的女人》的書。

《顫抖的女人》是美國作家西裡·赫斯特福德在
2010 年出版的自傳體作品。書中記錄了這位元女作家
在健康狀況良好的情況下發生了 4 次身體顫抖，她看
了許多醫生，但都沒有得到根治。

也許，默克爾想在書中找到一些自己想知道的答
案。

三次顫抖

6 月 18 日，默克爾在會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時，

第一次出現身體不停抖動的症狀。
6 月 27 日，在與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出席活動時，

默克爾的身體和手臂均出現明顯的抖動。
7 月 10 日，默克爾在柏林為到訪的芬蘭總理舉行

歡迎儀式時，身體再次明顯地抖動。但她在後來的新
聞發佈會上解釋說：“我的身體很好，你們別擔心。”

也許是為了打消人們的疑慮，接下來在 11 日和 16
日的迎賓儀式上，默克爾均以坐姿出現。

7 月 11 日，默克爾在柏林出席丹麥新首相弗雷德
里克森歡迎儀式時，打破慣例坐了下來。法新社稱，
即使在演奏兩國國歌時，默克爾也沒有起立。

7 月 16 日，在歡迎莫爾達瓦總理瑪亞·桑杜來訪
的儀式上，當現場演奏國歌時，默克爾依舊和桑杜全
程坐在椅子上。

國家元首以如此方式迎賓，史無前例。而這種種
跡象表明，默克爾的身體情況似乎沒那麼樂觀。有媒
體發現，默克爾在第三次發生身體顫抖時，目視前方，
口中不斷嘟囔。一位唇語專家解讀說，她在重複“我
能挺住”這句話。

除了身體突然抖動，默克爾還在幾天前出現了說話
“喘著粗氣”“呼吸困難”的情況。當類似情況在短
時間內頻繁出現時，似乎已經不能再用“巧合”來解

釋了。
由於德國法律嚴格規定，領導人的健康資訊屬於國

家最高機密，不能對外公開，人們在未知中，開始對
默克爾的病情進行猜想。一些專家認為顫抖可能是由
甲亢或是某種藥物的副作用引起的，也有神經科專家
表示，默克爾的情況看上去像是血液迴圈問題。還有
部分人猜測，默克爾可能會被迫早於任期屆滿提前退
休。但默克爾否認了提前退休一說，並表示會一直做
到 2021 年。

“家庭主婦”的時代來臨

2005 年 11 月 22 日，默克爾正式成為德國第一位
女性聯邦總理。當她第一次以德國總理的身份出現在
電視上時，記者們開玩笑說，“家庭主婦”的時代來
臨了。

的確，當身穿萬年不變的西裝長褲和平底鞋的默克
爾，與時尚、優雅的英國前首相梅姨和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總裁拉加德站在一起，默克爾身上的大媽氣質顯
露無疑。

但你不得不承認，她如此接地氣的穿著，像一位慈
祥的母親，一下子拉近了與老百姓的距離。

默克爾上臺後，重大危機接二連三地發生，身為
“母親”的她臨危不亂，幫德國擋住了全球經濟危機、

做了 14 年總理，默克爾連病都不

敢得的背後讓人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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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債危機的侵襲，為她的“孩子們”創造了一個“幸
福舒適生活指數極高”的德國。

在她的任期內，不僅德國經濟保持歐洲總量最大、
增長最快、開放度最高的地位，國內各項改革措施也
有條不紊地推進實施。

當歐洲其他國家普遍受到高失業率困擾時，德國卻
出現了“勞工荒”，且經濟發展穩定，出口逐步上升。
據德國聯邦統計局公佈的資料顯示，2018 年財政盈餘
達 592 億歐元（1 歐元約合 7.7 元人民幣），創下歷史
最高紀錄，為連續第五年實現財政盈餘。這也使得德
國穩居歐盟經濟老大地位多年。

難民總理

默克爾的能力有目共睹，她曾被《時代》雜誌評
為 2015 年年度人物。也是在那一年，默克爾做出了一
項“驚人”的決策，讓一時風光無限的她成了全世界
矚目的焦點。

2015 年難民危機爆發。當年 9 月 3 日，一張 3 歲
敘利亞男童屍體躺在沙灘上的照片，讓許多人流下了
眼淚。隔了一天，默克爾宣佈基於人道考量與聯邦基
本法的精神，德國願意收容滯留在匈牙利的難民，且
人數無上限。隨後，數百萬名難民湧入德國。

在當時的歐盟峰會上，匈牙利總理建議德國應該
建造隔離牆，拒絕這些中東的難民。而出生在東德、
曾經歷過“柏林牆”倒塌的默克爾，當時沉默了一下，
然後說道：“我曾經很長時間生活在隔離牆後面。這
不是我希望再次做的事情。”

這可能是她總理生涯中最大膽最冒險也是最有爭
議的一個決定。作為一位女性總理，她選擇了人道主
義一邊，最後她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場失控的難
民危機，激起了德國民眾強烈的反移民情緒和抗議默
克爾開放政策的浪潮。

再加上後來發生的一系列與難民有關的恐怖襲擊
事件，更加劇了德國民眾對於默克爾政府的不滿。有
人稱默克爾是難民總理，不再是德國人的總理。

除了難民問題，德國國內經濟放緩、貿易摩擦等波
折也接踵而至，引發民眾擔憂。

近幾年，德國經濟雖平穩，但增速連年下降，尤其
今年以來，更是大幅放緩，本土勞動力市場也受到波
及。德國上市企業巨頭巴斯夫、漢莎等接二連三削減
盈利預期，德意志銀行宣佈重組並計畫裁員 1.8 萬人。

有資料顯示，今年 5 月德國失業率出現近幾年來的
首次上升，再加上美歐貿易摩擦和英國“脫歐”不確
定性的影響，德國民眾迫切希望默克爾能夠提振德國
經濟。

除此之外，政府在教育危機、住宅危機等一系列
急需解決的社會問題上毫無進展，讓民眾怨聲載道。
CNN 報導稱，目前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支持率一路下
跌到了 25%，比去年下降了 3 個百分點。

如果此時默克爾因病提前卸任，那麼重任就落到有
“小默克爾”之稱的基民盟主席安妮格雷特·克蘭普 -
卡倫鮑爾身上。但是由於基民盟在歐洲議會選舉中表
現不佳，政府很可能重組執政聯盟，搞不好，默克爾

打下的江山也將拱手送人。
居委會大媽

除了德國國內的內憂，歐盟的外患也讓默克爾一
籌莫展。一名歐洲記者曾這樣感歎，“名義上的歐盟
總部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可實際的歐盟主心骨在德國
柏林。這是誰都清楚的事。”雖然歐盟不是默克爾一
手建立的，但作為歐盟內部最大經濟體的領導人，這
個女人“把整個歐洲扛在肩上”，多年來一直努力用
自己的方式來維繫著歐盟的團結，像居委會大媽一樣，
無時無刻不在操心。

比如 2010 年希臘爆發債務危機，默克爾飛往雅典，
委婉表明，要把希臘留在歐元區。在飛離雅典的航班
上，她舉了一個例子：如果一個人腳痛，有人可能認
為截肢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但這是個謬論，因為
截肢後既不能更好地行走，也不能擺脫痛苦。

默大媽一出手，大家對歐元的信心自然回來了。
再比如英國的花式“脫歐”，前前後後折騰了近 6 年，
至今未能拿出解決方案。儘管默克爾一直不支持英國
“脫歐”，但她為了歐盟選擇了讓步。早在今年年初，
默克爾表示，德國將盡可能地降低英國“脫歐”為歐
盟帶來的損害，也會繼續努力找到讓英國有序退出歐
盟的解決方案。

還有歐盟和特朗普的那些事，全是默克爾做前鋒。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美國一個接一個地退群，西
方世界開始分裂。不僅如此，特朗普還對歐盟舉起關
稅大刀，導致雙方在航空和汽車製造、數位經濟等領
域摩擦不斷。

但默大媽可不怕，沖在前面，時不時地和特朗普正
面剛！去年 6 月，加拿大七國集團峰會不歡而散。會

後，默克爾默默祭出那張著名的“六大門派圍攻光明
頂”的照片。雖然劇情在後來有“反轉”，但特朗普
與默克爾的矛盾已是世人皆知。

3 個月後，默克爾又點名警告特朗普不要“摧毀”
聯合國。此後，她還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反對單邊主
義的立場，“保護主義和貿易摩擦將破壞自由的國際
貿易甚至繁榮的基礎。”

這樣一個寶藏居委會大媽的角色，其他歐洲盟友怎
麼捨得讓她解甲歸田。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和法國總
統馬克龍都曾提議，由默克爾擔任新一屆歐委會主席
工作。容克還為此大打苦情牌，“我無法想像默克爾
完全消失於人們的視野”。

早在今年年初就有報導指出，可以預見，如果默克
爾提前離場，不僅是德國，整個歐洲政壇都會面臨措
手不及的挑戰和不穩定的局面。

也正是因為如此，默克爾不堅持到最後一刻，絕不
會輕易退出。2014 年，默克爾在訪華期間被一名小學
生問道“當總理累不累”。聽到這個問題，她開心地
笑了，並回答說自己“平時在國內視察很多地方，在
國外訪問還面臨著倒時差的問題，的確有一點累”。

其實，默克爾只是把自己的繁忙行程輕描淡寫。她
曾在一周之內飛往不同國家的十多個城市，飛行里程
達到了 2 萬公里，幾乎是繞著地球飛了半圈。這樣的
工作量，連成年男子都熬不住，何況是已步入花甲之
年的默克爾。積勞成疾，只是時間的問題。

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這位政壇鐵娘子將迎來新的人
生考驗，只是這次不是她擅長的政治事務，而是她的
身體……

                                                           （環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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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冰冰和男友李晨宣佈分手已經快一個月。最近，
范冰冰媽媽在一次受訪中說出其中原因。大陸演員范冰
冰和男友李晨宣佈分手已經快一個月。最近，范冰冰媽
媽不再沉默，她在一次受訪中說出其中原因。

范冰冰於 6 月 27 日宣佈與交往 4 年的未婚夫李晨分
手。該消息瞬間刷屏。范冰冰與李晨原是多年好友。2014
年範冰冰擔任製作並主演《武媚娘傳奇》時邀請李晨演
出，2015 年兩人公開戀情。范冰冰稱讚李晨：“是我碰
過脾氣最好的男生。”

自兩人公佈戀情以來，在外人眼裡一直是很恩愛的
一對，在 2017 年範冰冰 36 歲生日當天，李晨求婚成功，
本來傳出兩人去年 9 月結婚，但是去年範冰冰捲入逃漏稅
風波，重罰 8 億人民幣後，兩人的婚禮泡湯。如今等來的
更是分手的消息。

至於范冰冰和李晨為何分手，也成了很多人最關注的
一件事情。有網友認為范冰冰經歷過一些錯事後，覺得
配不上李晨；也有網友認為，范冰冰出事後，李晨怕受
到牽連，但礙於當時在風口浪尖上，不能即刻提出分手，
所以才拖到現在才分手。

6 月 28 日，南華早報引述“中國第一狗仔”卓偉的
話說，逃稅風波是兩人分手的導火線。不過，這也是眾人
的猜測，對於他們倆為何分手，范冰冰媽媽最近在一次
採訪中直言：冰冰不太愛接觸人，所以身邊沒有多少朋
友，也就沒有戀愛的機會。李晨和範冰冰也是在一起拍

攝電影才相識的，如今範冰冰要結識新朋友發展新戀情，
可能有些困難。

范媽媽還說，範冰冰太在意工作了，如果她把工作
的三分之二精力來談戀愛，也不至於現在還是單身了。
但面對范媽媽的吐槽，範冰冰也無能為力，她說她還是
更願意工作。如今範冰冰努力讓事業重新起步。

范冰冰 8 日淩晨發佈一段她主演好萊塢電影《355》
的幕後花絮，並附了一段她參加拳擊訓練為拍片做準備
的鏡頭。（網路截圖）7 月 8 日，由西蒙·金伯格（Simon 
Kinberg）執導的電影《355》正式開機。在官方
首次釋出的花絮視頻中，範冰冰雖然暫未與其他
4 位主演匯合，但在她單人開車、俏皮眨眼的畫
面曝光後，接著又有她練拳擊的鏡頭，顯得心情
大好。

而視頻的前半部分顯示，《355》四位主演，
舉著範冰冰的照片合影。同時，這 4 位來自不同
國家的女演員，也進行著熱火朝天的槍械和拳擊
訓練。這被外界認為，是範冰冰即將正式複出的
信號。

范冰冰去年曾在坎城電影節上透露：“我在
電影裡飾演一位亞洲女特工，非常幸運能與這麼
多不同國家的優秀女演員合作。”作為製片人兼
主演之一的潔西嘉·查斯坦早前也曾表示：想拍

一部以女性為主的動作片。隨後，邀請了範冰冰和其他
來自不同國家的 4 位女演員加入。

範冰冰去年陷入逃稅風波後，查斯坦主導拍攝的
《355》仍力挺範冰冰，堅持不換角。之前，傳範冰冰仍
被限制出境，將留在中國拍攝，影片後制再讓她與其他
人合體。

電影《355》的導演金伯格此前在 WonderCon 活動
上接受專訪時，分享了自己的拍片計畫，他特別提到範
冰冰依舊是主演之一，對她和劇本的內容都非常滿意。

                                                                ( 娛樂頻道 )

范冰冰和李晨為何分手？

范媽媽披露內情



39美南周刊   2019 年 8 月 9 日 休斯頓黃頁



40 2019 年 8 月 9 日    美南周刊優惠券

女雷神來了，
“好萊塢正讓女性接管一切？”

娜塔莉·波特曼預計重新回歸《雷神》
系列，但這一次她有機會擺動錘子。沒錯，
女雷神（Lady Thor）將接替雷神索爾成為
第四部《雷神》電影的第一主角。RT 在
發佈相關消息時，引用了一句網友評論：
“好萊塢要讓女性接管一切嗎？”

漫威（Marvel）上週六（7 月 20 日）
在聖地牙哥的國際漫畫展（Comic-Con 
International）宣佈，波特曼將回歸電影《雷
神》系列第四部，電影標題為《雷神：愛
與雷霆》（Thor: Love and Thunder）。

這部電影將由波特曼與“錘哥”克裡
斯·海姆斯沃斯（Chris Hemsworth）和“女
武神”泰莎·湯普森（Tessa Thompson）
共同主演，第三部導演、被影迷親切稱
為“ 塔 導 ” 的 塔 伊 加· 維 迪 提（Taika 

Waititi）繼續執導，預計 2021 年 11 月正
式與觀眾見面。

波特曼此前曾在 2011 年《雷神索爾》
和 2013 年《雷神：黑暗世界》中飾演雷
神索爾的女友、天體物理學家簡·福斯特。
儘管她沒有出現在系列電影第三部——
2017 年的《雷神：諸神黃昏》中，但這次
她將閃亮回歸完成“接錘”，正式代替克
裡斯·海姆斯沃斯進入漫威電影宇宙第四
階段。

根據雜誌名利場（Variety）7 月 20 日
報導，波特曼承認，“我一直都對雷神之
錘 羡 慕 嫉 妒 恨（I’ve always had hammer 
envy）”，這一次終於得償所願。

此消息一經發出，就引發漫威影迷熱
議。在驚喜于《雷神》第四部電影回歸的
同時，一些影迷對於女雷神接管“雷神之
錘”表示不滿，認為“政治正確”正在影
響好萊塢電影製作。

有網友認為“女雷神？ 這太過了。 
想像一下女性戰神，或男性維納斯或阿芙
羅狄蒂（皆出自希臘神話傳說）。 這完全
不可想像。這是重要的文化和神話問題，
而不是流行文化趨勢。

今日俄羅斯（RT）7 月 21 日援引一
些網友的評論，“女雷神？好萊塢正讓女
性接管一切。”並認為一些人將“女雷神”
的出現和近期的傳聞相提並論，即下一部
邦德電影將看到一位女黑人女演員接替丹

尼爾·克雷格的 '007' 代號。
與此同時，一些漫畫原著粉絲指出，

“女雷神”的出現在意料之中並且完全符
合原著，並且波特曼飾演過的簡·福斯特
（Jane Foster）在之前的系列電影中就拿起
過錘子，變成了雷霆女神（the Goddess of 
Thunder）。

“閃開男孩們，讓女雷神來處理這一
切。”

除預告“女雷神”即將登場以外，漫
威在上週六還宣佈了其他一系列電影項目
計畫，其中包括期待已久的《黑寡婦》，
《永恆之族》，《上氣和十戒傳奇》等電
影，並重新啟動《刀鋒戰士》。

上一代“復仇者”接連退休，新的漫
威宇宙將更加強調女性和有色人種的超級
英雄，其中包括獵鷹將在之後電影和電視
劇中完成“接盾”成為第二代美國隊長。

                                            ( 文學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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