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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孩们开始整容
越来越多的男性走进整形科，重塑男性气质和身体想象
，期待着整容后的美丽新世界。可这是一条无法停下的路，
在迎合社会审美的过程中，选择整容的男性成为场域里的游
牧者，迷失在不断变化的审美风向中。

韩国繁华江南区的狎鸥亭，一位 19
岁中国男孩的面部整形手术即将进入尾声
。医生正在托盘上整理从男孩脸上取出的
细长骨片，这些骨片上带着血丝，在男孩
清醒前，整理好的骨片会连同托盘由护士
送去了处理间。
根据术前达成的共识，韩国的整形医
生用颧骨内推和下颌角磨骨两项手术，重
塑了男孩的面部轮廓。手术过程实施起来
很粗暴。颧骨是最坚硬的面骨之一，有整
形医生形容，“你可以想象在猪肉铺买排
骨，不是肋软骨，是最坚硬的排骨。卖肉
的人要用多大的劲儿才能把排骨剁断。”
过去6小时，医生用这样的力道截除
了男孩脸部颧骨和颧弓连接处的一段骨块
，又折断颧骨弓，把截断的颧骨颧弓向内
推，进行固定。
手术台上的男孩名叫恒恒。2019 年
，他第一次出国整形。
男性医美市场上，像恒恒这样的年轻
男孩顾客群体正日益壮大。2020年“双十
一”期间，有电商平台录得过去一年间医
美医疗订单量，其中有近三成订单来自男
性。
从业6年的整形医生李嘉伦说，他所
供职的协和医院整形外科门诊一天的挂号
量在三百左右，前几年在门诊时，几乎见
不到男士前来求美，而现在，男性求美者
占总人数约5%。撇开真正经历手术的人
数，单就男性求美者的咨询量、面诊量来
说，在2020年也有明显增长。
男性求美者越来越多，李嘉伦说，整
形外科甚至专门为男性开了植发门诊，来
植发的大部分都是男性，每周植发门诊开
诊半天，会接待5到10个求美者。
走出狎鸥亭地铁站去往整形医院的路
上，时常有戴着下颌套、裹着一头厚厚纱
布的人与恒恒擦肩而过。在当地，人们对
这样的街景见怪不怪，毕竟这里不过三公
里的地界内，聚集了200多家大大小小的
整容医院。
即将在异国躺上手术台，恒恒以为自
己会紧张，但据他说，当时只剩抑制不住
的兴奋感掩盖了其他情绪。
直到上午 11 点上了手术台，感受到
马克笔在脸上画线的轨迹时，一丝害怕与
慌乱才冒了出来。不过他很快摆脱了所有
情绪，一针麻药从手臂注入恒恒体内，短
暂感觉浑身发冷后，他昏睡了过去。醒来
时，恒恒凸出的颧骨被推进去，面部线条
变得平滑流畅，脸也迅速窄了一圈。医生
在他的脸上钉入6颗钛钉，但康复后从外
部观看，人们只会看到一张精致的“漫画
脸”。
这正是恒恒想要的面容。
整形手术前，他拿着韩国男团偶像车
银优的照片告诉医生，“我想要这样的脸
。”恒恒点明，他要的是一种混合了“华
丽，精致，漫画脸，混血感”的气质。
在韩国做的面部轮廓手术是他向华丽
面容迈进的第一步。2020年7月，恒恒在广
州完成另一台大型手术——肋骨鼻综合手
术。在网络上，恒恒对想要整形的网友说，
“在手术台上面躺一次，真的很不容易。五
官、轮廓要整得大刀阔斧，鼻子狠狠地垫高

，眼睛开到夸张，轮廓狠狠地切。”
尽管这些手术可能使得恒恒面容假体
感明显，他表示不在意：“我想要的就是
华丽。”
和恒恒不同，阿尧代表了另一种整形
审美倾向，他想要的帅气是“英气的”，
“阳刚的”。
用阿尧自己的话说， “之前眉骨和
鼻子的衔接更适合女孩子，有明显的折角
才更英气。”他整形的目的就在于此。
2018 年到 2020 年，他在面部肌肉下
植入了三块假体，两块肋软骨，和多片肋
软骨片，重新打造了鼻梁、山根和眉弓。
现在，他摆脱了被整形医生形容为“带着
幼态的女性化特征”的鼻子，原本眉骨到
山根间C形弧度的衔接，如愿变成了夸张
的折角。
李嘉伦说，阿尧代表的阳刚型审美，
才是眼下中国男性整形的主要诉求：“他
们喜欢方下巴，小双眼皮、内双甚至单眼
皮，喜欢脸上有棱角，甚至鼻子要整出驼
峰。”
恒恒代表的精致型审美，则与流量经
济时代女性向的发展有关。男团选秀层出
不穷，“小鲜肉”“小奶狗”走红，一些
长相精致、气质清爽的男明星成为顶流。
借助消费的力量，女性站在凝视者的位置
上，以自己的审美选择、改造男性。
这种对传统“男子气概”的推崇，在
某整形医院对男性整形的介绍上可见端倪
。它总结了受男性欢迎的整形项目，“隆
鼻”：高耸的鼻子，会使整个面貌更有轮
廓性，更显阳刚之气。“眼部整形”：有
别于女性注重大，男性往往更加注重神韵
，重睑不会过宽。
最后，该机构总结：“还是敢于整容
挨刀更爷们不是？”
手术当晚，恒恒在整形医院留院观察
。麻药过后，嗓子传来阵阵干痛。从手术
前一天晚上 10 点后，恒恒就没有喝过一
口水，吃过一点东西。术后，抿了一口水
刚勉强吞下，胃里就开始干呕，刚喝下去
的水混合血浆变成厚稠的血水又被吐了出
来。
身体感受一片混乱。脸被密密麻麻的
灼烧感和肿胀感扎着，皮肤和皮下的毛细
血管均有不同程度的破裂，恒恒的半张脸
，都是青紫色可怖的淤血。用于固定颧骨
和下颌的头套仅仅勒着恒恒，他想，这就
是被用力掐住脖子的感觉。但他要顶住这
种窒息感，张大嘴巴呼吸，因为鼻子里有
淤血，混着鼻涕堵住了他的鼻子。
很快，头部的疼痛他也顾不上了。插
着的尿管擦伤了膀胱，下体隐隐作痛，总
有想上厕所的感觉。
下巴和下颌处的疼痛最后占据了上风
。“好像肉被硬生生地撕开了，又被重新
一针一针缝合回去。”恒恒说，这种痛最
后蔓延到太阳穴和大脑深处，全身的神经
都在颤缩。恒恒经受不住，请护士为自己
打了三次止痛针。
当晚，恒恒在一个用帘子隔开的小休
息室尝试睡眠。休息室没有窗户，三面是
墙壁，一面是用帘子隔开的走廊。晚上，
整形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下班了，只留下

一位值班护士在招待台昏昏欲睡。不足三
四平米的小房间安静得可怕，恒恒盯着正
对着床的电子时钟，看秒数一下一下地跳
动，因过于疲累短暂入睡，又被巨痛撕裂
着醒来。
黑暗中，他唯一能抓住的是犹疑的念
头：“为了变美，我付出这么多痛苦值得
吗。”
第二天，护士拍着恒恒的手臂，轻声
呼唤他醒来。醒来后，恒恒看着全然陌生
的环境和眼前的护士，反应片刻后意识自
己是在异国他乡。痛感仍没有消失，嘴巴
肿得外翻，嘴角几乎被撕裂，舌头肥大顶
着上颚，想说话却什么也不出。被世界抛
弃的惊慌混合着酸涩的委屈，恒恒不自觉
开始哭泣。护士帮他擦着眼泪，安慰着他
：“别哭啦，别哭啦。”
“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我再也不要整
容了。”恒恒说。
为这场手术，恒恒支付了约8万元人
民币的账单。
当男人们下定决心走入整形医院，他
们愿意支付的费用超过人们的想象。据
《2020年医美行业白皮书》，男性医美消
费者平均一单花费7025元，是女性的2.75
倍。在整形上，恒恒至今花费近 30 万元
。他做了植发、鼻综合和面部轮廓等大型
手术，还会定期做热玛吉、美白针、玻尿
酸注射等医美项目。每月在医美项目上固
定支出在5千元到1万元之间。
这笔支出之于男人们的意义，和他一
样下定决心走进整容科的男性更容易共情
。月收入一万多的阿尧，在整容上花费已
超过15万元。
无论是阿尧还是恒恒，都向家人隐瞒
整形花费了数十万元的事实。此前，当他
们告知家人决定整容的时候，都遭到了反
对，无论是这一大笔支出还是整形本身，
都注定无法被家人理解。
由于前期家人不支持，恒恒与阿尧都
没有告知家人自己做了手术，术后不约而
同地回避着家人，在外地度过手术后的恢
复期。
不过，由于整形手术过于明显地改造
了长相，秘密最后还是暴露了。看到阿尧
由单变双的眼睛后，母亲向阿尧询问价格
。“才 4000 块，我眼睛就变这么有神，
很划算吧！”阿尧撒谎，没有告诉母亲手
术的真实价格——割双眼皮加开内眼角，
共花费1.2万元。
相比女性，当一个男性选择整形
，需要面对更多的舆论压力。2020 年
12 月，成都一名男性市民寻求媒体帮
助，想向为他做鼻部整形的美容整形
医院索赔。他认为自己整容失败了，
经过一场鼻综合手术后，鼻子没有变
得高挺，反而变成了蒜头鼻，因此向
医院索赔 20 万元。
报道发到网络上，网友反而把矛头
对准了这位整了容的男人。由于采访中
，男人提到过自己做酒吧行销“靠脸吃
饭”，一些人揶揄他：“是不是做鸭的
。”另一些人觉得他不够帅气，质疑他
没有足够理由索赔：“就这 X 样，也不
撒泡尿照照。”

2018 年 10 月 2 日，阿尧第一次躺到
了手术台上。那年他 21 岁，刚从职高毕
业。
感受到刀刃贴着眼皮移动，阿尧知道
自己的眼皮正被切开。事先打好了麻药，
他没觉得害怕，只觉欢喜：“终于可以脱
离原先的自己，换成一个全新的人，重新
生活了。”阿尧迫切企盼那对双眼皮能彻
底改造他的境况。
前一天，阿尧在街头遇到了整形医院
的推广工作人员，在对方游说下，他只花
了两分钟时间决定做双眼皮手术。但从另
一个角度来说，自3年前起，他已经开始
一步步走向这场手术。
记忆中，“变丑”是在初中时期找上
阿尧的。小时候，阿尧是长辈眼中的漂亮
孩子。小学还没毕业，他的个头就窜到了
170厘米，加上长相清秀水灵，他能察觉
长辈、老师和女同学见到他时，眼前一亮
的神情。2010年读初中后，阿尧长胖，却
没有再长高。一次，多年未见的姑姑看到
阿尧后，惊讶地脱口而出，“你怎么变得
这么丑了？”
那是一个开端，阿尧从脸上发现了越
来越多的瑕疵，令他难以忍受。
3年前，阿尧初中毕业后到一所职业
中专就读民航服务专业。一下子，周围
都是长相姣好、身材高挑挺拔的男孩、
女孩，同校的同学有些已经成了亚洲小
姐，模特或者网红，他们拥有美貌，也
享受着美貌带来的光鲜。日日与这些同
学相处，阿尧觉得自己脸上的瑕疵愈发
不体面了许多。
阿尧还记得当年，学校教学楼走廊上
挂着一排优秀学生的照片，每次路过时，
他都不敢看那些“完美”的脸。“差距太
大了。从那时起，性格就越来越自闭。”
他说。
相比女性，社会对男性容貌要求更为
宽容。大部分男性终其一生不会体验到和
女性同等的外貌焦虑。可在一些对外貌有
所要求的行业，男性也可能因焦虑外貌不
完美而煎熬。归根结底，这种对外貌的凝
视一旦落在身上，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难以
轻轻甩掉的包袱。
常有航空公司来阿尧所在的学校选人
。那时，阿尧已经瘦身成功，穿着衬衫、
马甲、皮鞋搭配的全套西装站在人群中。
他像平时靠墙练形体一样拼命站得笔直，
脸上也努力保持着挤出标准的微笑。时间
过去，他手心和后背已经难捱得沁出了汗
。一个班 30 多个同学站在形体教室里，
四面都被镜子围绕，考官检查商品般的打
量落到他们身上。
有一次，一个航空公司的高管围着
阿尧绕了好几圈，上下扫了多次。阿尧
觉得，自己就要中选了，然后，那高管
走开了。
此后，阿尧没再参加类似的选拔。
他认定落选是因为自己不够好看，笃定
“不好看”是他所有不顺的根源。于是
，2018 年毕业后，他很快决定做那场双
眼皮手术。
在阿尧看来，“整容上瘾”的原因是
容貌焦虑，所以才会明明已经很好看，还
容不下一点瑕疵。“肋骨鼻”手术后，阿
尧看着新鼻子，依旧不满意——山根太高
，过于夸张，与自己想要的自然感相差甚
远。拿着放大镜般分析完，阿尧淡淡地补
充：“归根结底，是社会对不好看的人太
严苛了。”
将社会和他人制定的审美桎梏视为标
准，乐此不疲地追逐日新月异的标准外表
，不只是阿尧的困局。

2018 年年末，在第一次双眼皮手术
数月后，阿尧到整形医院修改了原本的双
眼皮。第一次做双眼皮手术前，他反复叮
嘱医生，“千万不要宽大的欧式大双眼皮
，一定要自然。”手术完成后，他发现身
边的网红朋友都是大双眼皮，鼻梁高而细
直，面部填充得饱满，受他们的影响，阿
尧加宽了他内敛的双眼皮。“那时候审美
迷失了。”阿尧说如果能回到当时，一定
不会做这么夸张的双眼皮。
“审美是被社会塑造的。”阿尧发现
，男性“帅”的含义，被社会流动的审美
取向所影响。选择用整形迎合主流审美，
就不得不接受审美的流动性。
现在回头看，那对双眼皮没有彻底改
变他的生活，只是作为一个起点，带着阿
尧在整形求美的路上飞驰。
两年半过去，阿尧的外貌仍在变化。
最近一次手术发生在2020年10月9日，他
接受了一场膨体肋骨鼻手术，医生从他身
上取下一截长约6厘米的肋间软骨，清洗
后雕刻成大小不同的5块，在高度不超过
3厘米的鼻内反复调试位置。阿尧已不再
企盼通过一次手术脱胎换骨，他将按计划
获得一个气质阳刚的鼻子，拆线后，他的
面部线条将显得更为凌厉刚毅。
一定要主动修改自己，去适应大众对
容貌的审美吗？
阿尧提到了辣目洋子，认为这个圆脸
细眼，身材微胖的女演员改变了社会对女
性美的评判标准，拥有让人们喜欢的能力
。旋即他换了语气：“可像我这样的普通
人，除了顺应，又有什么办法呢。”他语
带无助，认为普通人无力撼动些什么，若
不幸生得不尽如人意，通过修改容貌也算
是一条捷径。
恒恒觉得，整形之后世界对他施以
了许多善意。他找兼职更容易了，也能
比以往拿到更多酬劳。走在街上，陌生
人不吝主动夸奖他“漫画脸”“眼睛太
好看了”。
一个路人偷录了一段他在韩餐馆门口
迎客的视频，发到网上：“快去兴盛路捞
这个小哥哥。”精致的面庞和寥落的餐饮
街形成对比，他被当作“遗珠”欣赏，那
则视频上了当天的热门推荐。
旋即，世界的恶意以全新的形态展现
在恒恒面前。评论里，“整容脸”，“绝
对被包养了”，“娘”，“一看就是母0
”，“中性人”，“绝对是渣男”的字眼
随处可见。
后天努力得到的容貌让他承受了另一
种审视压力：整容脸。
“生活不会因为你脸上多一根假体而
优待你。”恒恒说。
同样的压力也发生在阿尧身上。做
完鼻子的恢复期内，母亲在他的朋友圈
下骂了一周，“你就作吧，为什么不丑
还要整。”家人的不理解尚可忍受，令
他陷入抑郁的是来自陌生网友的谩骂，
“整容怪”，“越整越丑”，“多久来
一次月经？”，“好恶心，这是整容失
败了吧。”
这种刺激下，阿尧转向了一种形而
上的自我宽慰。“整容的本质是艺术创
作。”在朋友圈签名一栏，阿尧这么写
道。这张脸，是一尊可以被打磨的雕塑
，一幅能被修改的画作，阿尧继续精心
设计自己的外貌：“下一步我要把鼻子
降低一点，然后再整牙齿，最后是切下
颌角。”
距离上一次做手术已经过去了半年。
阿尧下一场手术就在今年4月，往后，他
决定继续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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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课程给美国教育带来了什么
近年来，我国不少高中致力于打造大学先修课程，做好高中与大学的学业衔接，源自美国的 AP 课程因此变
得炙手可热。而美国 AP 课程自 1952 年试点运行距今已有近 70 年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课程实施和评价方
案，本期聚焦美国 AP 课程如何做好高中与大学课程的有效衔接。
AP 课程发源于美国，通常被译为大学先修课程，是美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先修课
程，顾名思义就是在高中阶段面向有升学需求并且学有余力的高中生开设一系列大学初级阶段课程。学生通过难
度相当于大学初级阶段学术标准与学业水平的考试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大学学分或者帮助学生在大学免除该学科
领域的初级课程要求。大学先修课程就是让学生在高中阶段事先体验大学课程，探索自己在各学科领域的兴趣，
为今后的大学申请和学习做准备。
AP 课程由美国大学理事会（美国非政府教育机构）进行课程开发、管理和实施，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负责命题和考试。AP 课程面向所有高中生，学生可以在美国大学理事会官网自行注册课程并参与考试。为了保
障教育公平，没有条件参与 AP 课程学习的学生，在独立学习之后可以直接参与 AP 课程考试并获得相应学分。美
国许多高中已经将 AP 课程纳入学校课程计划中，一些州还会对学生参加 AP 课程产生的费用进行减免。可以说，
AP 课程已经成为美国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什么设置 AP 课程
AP 课程产生于 20 世纪中期，当时
正值美国内忧外患之际。1945 年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
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
逐渐形成美苏争霸的两极世界格局，美
苏两国以“冷战”的方式不断在军事、
经济、科技、外交等领域争夺世界话语
权。而国际竞争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和
人才培养的竞争，如果想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对教育进行
改革。
当时，美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进
步主义教育改革。进步主义教育改革主
张以儿童为中心，重视学生适应生活的
能力。从客观上说，这种教育思想极大
地尊重了儿童的自主性和兴趣，但是在
教育改革实践中逐渐走向了极端，忽视
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学术性，使得美
国各级各类教育千疮百孔，质量堪忧。
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满足美国民众对更
高层次教育的需求，福特基金会创立了
教育促进基金，大力支持与教育相关的
研究。
其中两项研究表明，当时高中和大
学有大量重复课程，如果能够让学有余
力的高中生尽早进行大学水平的课程学
习，就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
，使学生尽快取得进步。这项结论极大
地促进了 AP 课程的萌芽。1951 年，安
多弗、埃克塞特和劳伦斯维尔三所美国
精英私立高中与美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
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共同进行的一项
研究表明，高中高年级学生具有独立学
习大学初级水平课程的能力，而这些大
学水平的课程有助于促进天赋异禀的学
生更快攀登大学教育阶梯。
在经历了一系列严格的高中课程考
察和评估之后，美国大学招生委员会开
始在高中试行 11 个初级学科的高级课
程，同意为通过这些课程的学生授予大
学学分。1952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了美国大学招生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学
校和大学的通识教育》，书中第一次提
出 AP 课程，标志着美国大学先修课程
的正式诞生。1956 年，美国大学理事会
正式接手并管理大学先修课程项目，
AP 课程在全美范围内开始正式实施。
第一年共有 104 所中学和 130 所大学参
加了 AP 课程计划，1229 名学生参加了
11 个学科的 2199 项考试。
对教育质量的呼唤，给 AP 课程的
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美国于 1958
年颁布并实施《国防教育法》强调全面
提高教育质量，以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
科研能力的卓越人才和学术精英为目标
，对美国教育进行了重新定位，极大地
促进了 AP 课程的蓬勃发展，AP 课程的
规模进一步加大。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民众的公民
权利意识空前爆发，青年积极参与政治
生活，追求自由和新秩序，对残疾人、
有色人种、女性和儿童的权利空前关注
，在美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
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随之而来。虽然
AP 课程面向所有人，但是参与课程和
考试仍然需要一定费用，并且当时只有
个别精英高中开设 AP 课程，因此贫困

人口、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的 AP 课程
参与度比较低。而 AP 课程设立的初衷
是为了保障学有余力的学生能够优先享
受精英教育，这与当时民主化运动追求
的平等与自由相矛盾，很快 AP 课程的
参与度急速下降。
但是，美国大学理事会并没有就此
放弃 AP 课程计划，而是致力于开发新
的 AP 课程科目，培养有创造力的高中
教师。美国大学理事会调整了课程方案
，增设了与少数族裔相关的历史文化内
容，采用小班化教学，注重学生个性发
展和需求，并且为高中低年级学生开设
了 AP 课程的预备课程。美国大学理事
会每两年会对 AP 课程的开设计划进行
重新规划和调整，以适应高校与时俱进
的新要求，除此之外，美国各州政府都
不同程度对参加 AP 课程的少数族裔与
贫困学生提供了奖助学金，这些举措让
AP 课程迅速成为美国的全国性课程。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抓住互联网
大潮的机遇，通过互联网技术向世界各
国输出 AP 课程，获得了国际学生的广
泛认可。随着 AP 课程的蓬勃发展，有
些数据和证据表明参加 AP 课程的学生
会比没有参加 AP 课程的学生在大学能
够获得更高的学术成就，通过 AP 课程
预先获得的学分能够帮助学生缩短大学
学习年限。虽然并没有确切的实证研究
表明参加 AP 课程能够给所有学生的学
术表现带来显著差异，但是随着 AP 课
程的蓬勃发展，AP 课程的影响力越来
越大，越来越多的名牌大学在招生时会
特别看重学生的 AP 课程表现，参加 AP
课程的学生因此越来越多，AP 课程的
方案也越来越趋于完善。

AP 课程如何实施
美国大学理事会面向所有学生开放
了付费或免费 AP 课程资源，但是希望
开设 AP 课程的高中必须向美国大学理
事会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美国大学理
事会共规划了 38 门课程，明确指出每
门课程的教科书、补充阅读材料以及个
别学科特殊要求的场馆和设备。高中可
以根据学校的校园文化、场地、师资等
实际情况向美国大学理事会提出申请，
只有美国大学理事会评定符合授课标准
和要求的高中才能开设相应的 AP 课程
。
除此之外，如果任课教师是第一次
担任 AP 课程的教学任务，还需要填写
并提交该学科的 AP 课程审核表，美国
大学理事会对任课教师的课程大纲与教
学设计进行审核，同时也会通过在线教
学指导、研讨会等对教师进行专业指导
和帮助，以此保障各学科 AP 课程的教
学质量。各高中根据申请结果的不同，
开设的 AP 课程具体科目也不同，美国
大学理事会根据各学科 AP 课程的特点
制订具体的课程实施计划。
•课程目标：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
美国开设 AP 课程的目的是希望学
有余力的高中生能够尽早进行大学初级
水平的科研训练，尽早从被动的学习者
向自主思考与研究的学术型人才转变。
因此，AP 课程作为沟通大学与高中教
育的桥梁，最重要的目标是使学生掌握
基本的学术能力。美国大学理事会对每

一门 AP 课程都制定了严格的学术标准
和要求，这些要求超出了记忆、理解层
面，更多是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基本
科研技能以及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
例如，2D 艺术与设计 AP 课程要求
学生通过自主调研，分析和总结各时期
艺术家的 2D 艺术设计风格，创建自己
的作品并在研讨会上阐述自己的创作理
念；英语文学与写作 AP 课程要求学生
通过批判性阅读和反思对阅读材料的观
点进行辩驳与回应；物理 AP 课程要求
学生能够利用所学的物理规则，对日常
生活中某一常见现象进行物理推理，并
设计实验证明自己的观点。从这些课程
要求中可以发现，AP 课程的目标除了
基本知识、技能的收获，最重要的是培
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反思能力和批判性
思维。通过自主调研和实验训练等方式
，训练学生的基本信息索引、文献分析
、数据调查、研究设计等多方面学术科
研能力，由此可见 AP 课程的主要目标
是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
除了培养学生的学术科研能力，
AP 课程还致力于帮助学生适应社会生
活。几乎所有的 AP 课程描述都会与社
会生活问题相联系。例如，比较政府与
政治 AP 课程要求学生对中国、伊朗、
墨西哥、尼日利亚、俄罗斯和英国 6 个
不同国家的政府事务程序进行比较，阐
释美国政府的事务办理程序在哪些方面
应该发扬或摒弃；计算机科学 AP 课程
要求学生熟悉计算机科学的概念和工具
，设计、编写和测试能够解决某一生活
问题的程序；环境科学 AP 课程要求学
生通过实验室调查，分析并试图解决一
些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问题。诸如此类
AP 课程，都有与实际社会生活息息相
关的问题，将学生还原到参与人类社会
的具体特定分工中，帮助学生更好地适
应社会生活。
•课程内容：所有课程跨学科整合
AP 课程设置极其丰富，包罗万象
。美国大学理事会共设置了艺术类、语
言类、历史与社会、数学与计算机、科
学、世界语言文化与文凭课程七大类共
38 门课程，各门 AP 课程都呈现出跨学
科知识整合的特点。美国大学理事会为
每门 AP 课程编制了课程单元，各个课
程单元呈螺旋上升的规则排列。每个课
程单元中，学生会重复并在更深层次使
用上一个单元中学过的内容。这些不断
重复加深的内容，有利于学生理解与应
用跨学科知识。
例如，人文地理 AP 课程围绕人口
迁移的核心问题，第一单元着重分析人
口迁移的地理因素，第二单元开始过渡
到地理因素与文化因素的双重碰撞，随
着学习的深入，对人口迁移问题的分析
因素会越来越多。学生以人口迁移为圆
心，逐渐向地理、文化、政治等多重维
度进行辐射。通过螺旋上升的课程编排
方式，学生不断重复使用新习得的各领
域概念，在这个过程中扎实而深刻地对
各领域知识进行整合，锻炼学生的知识
迁移能力。
“做中学”的教育思想对美国 AP
课程有非常深远的影响，AP 课程注重
培养学生解决社会生活问题的能力，充
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和研究兴趣，希望

学生能够熟练、灵活综合运用各学科知
识。因此，AP 课程的实施往往以任务
驱动，促使学生在实践中发现并掌握知
识。各学科的 AP 课程会提供给学生一
个或多个核心问题，在解答问题的过程
中学生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反思、实验
、修正，最后得出结论。在实践的过程
中，促进学生知识迁移、逻辑思维、批
判性思维、团队合作、实验创新等能力
的发展。
“做中学”的教育理念，充分给予
学生自主探索的空间与自由，但是学生
只有通过最后的考试才能获得相应的大
学学分。因此，这种自由也是有限度的
，为了避免学生的思维过度发散到其他
领域，教师要对学生起到引导、启发和
答疑的重要作用。美国大学理事会为了
保障学生的学习质量，对教师进行了严
格的培训与要求。AP 课程任课教师每
年都会参与多次教师研讨会，这些研讨
会可以帮助教师明确考试要评估的技能
和知识，确定学生需要完成的学习任务
，从而更好地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学业指
导。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大学理事会在
官网发布了大量在线课程，学生可以通
过在线课程和在线研讨的形式进行学习
和提交作业，新教师的经验指导和研讨
也通过在线方式开展。
•课程评价：标准化测验与过程性评价
并重
美国大学理事会定期对高中 AP 课
程的开设情况和课程框架进行审查，还
会定期通过教师研讨会、AP 教师社区
等方式对教师的课前准备、课上互动、
课后总结与反思进行评价和考察。而
AP 课程教学质量最权威和最可靠的评
价是学生的 AP 考试成绩。尽管标准化
测验分数是被最广泛接受的评价方式，
但并不意味 AP 课程的评价只有标准化
测验一种，教师会记录学生的积极性、
参与度、认真程度、思想进步等进行过
程性评价。
通常情况下，AP 课程考试每年举
行一次，于每年 5 月上旬开始，每天进
行 2-3 个科目，每场考试 3 小时左右。
学生需要自行报名并交纳每科目 80-90
美元不等的考试费。虽然考试费并不便
宜，但美国许多州和学校会给予贫困学
生部分奖助学金。
AP 课程考试试卷由来自美国顶尖
大学的专家、教师编制，很少考查“死
记硬背”类型的题目，多数科目的 AP
课程考试分为多项选择和自由回答两部
分。学生必须通过对已有的知识进行重
组和建构才能得到正确答案。为了保证
公正性和一致性，每位阅卷教师都接受
了系统培训，并且每门科目都会有一位
大学教授进行监督。AP 课程考试最终
会将学生的原始分数转换为 1-5 分的标
准分数，3 分以上意味着通过考试。高
中生可以使用 AP 课程考试分数申请大
学并兑换大学学分。
新冠疫情期间，出于对师生安全问
题的考虑，学生不用在学校或考试中心
参加数小时的 AP 课程考试，而是可以
在家进行 45 分钟的在线考试。为了保
证教育公平，减少作弊，在线考试系统
使用了防止作弊工具。考虑到新冠疫情
对教学质量的影响，疫情期间的考试内

容会尽可能集中在当年 3 月份之前的课
程内容。学生可以在计算机、平板电脑
或智能手机上参加考试，还可以通过拍
摄手写答案照片的方式提交答案。尽管
新冠疫情给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但是
美国大学理事会尽最大可能为参与 AP
课程的学生提供便利条件，并且尽可能
保障测验的准确性与公平性。
AP 课程的优势与不足
AP 课程作为高中与大学的衔接课
程，能够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这些
学有余力的学生在高中就进行了大学初
级水平的科研训练，有助于尽早挖掘他
们的科研潜力，有利于尽快培养具有创
新意识和科研能力的卓越人才和学术精
英。此外，AP 课程的自由选课制给予
高中生极大的自由，学生可以在高中阶
段对自己的兴趣和大学专业进行试错，
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有研究表明，是否上过 AP 课程与
学生的大学成绩显著相关。美国德克萨
斯大学的一项研究比较了 10 个高级科
目课程的学生成绩，两组学生都修读了
大学入门课程，不同的是一组学生通过
在高中就读 AP 课程的方式进行学习，
而另外一组高中并未参与 AP 课程学习
，而是在大学上过入门课程。结果显示
，上过 AP 课程的学生大学高级课程成
绩显著高于没上过 AP 课程的学生，而
AP 课程与大学学分互认，使得学习 AP
课程的学生在大学免修了一些必修的入
门课程，他们有更多时间与精力放在其
他科目的学习上，大大缩短了学习年限
。从经济效益上讲，获得一个大学学分
往往需要缴纳上千美元学费，而 AP 课
程大大降低了学生就读高等教育的经济
成本。
可以说，美国的 AP 课程已经日趋
完善，但近年来对 AP 课程的批评也不
绝于耳。其中最受诟病的是 AP 课程在
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教育的公平性。高
收入家庭学生所处地区开展 AP 课程的
高中数量要远高于贫困地区，这些高
收入地区的 AP 课程师资和其他教育物
资支持也比少数族裔、贫困人口地区
的教学资源优渥太多。这导致少数族
裔、贫困人口很难接受同质量的 AP 课
程教育，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参与 AP 课
程。
除了对公平性的质疑，还有一些学
者对 AP 课程的有效性表示怀疑。部分
研究表明，高中 AP 课程无法满足大学
所提供课程的深度和严谨性，是否参与
AP 课程与大学的学术表现不存在因果
关系。除此之外，随着 AP 课程影响力
在全球的逐渐扩大，AP 课程被视为申
请美国大学的敲门砖。许多学生罔顾自
身能力和兴趣，盲目选择大量 AP 课程
，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沉重的学业与经济
负担，也与 AP 课程设立的初衷背道而
驰。
尽管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但 AP
课程还是在质疑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美
国大学理事会在全力打造更加有效与高
质量 AP 课程的同时，也在尽可能增加
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无
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美国 AP 课程在
全球范围内作出了高中课程与大学课程
有效衔接的有效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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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活圈，并⾮是「贵族专有」？
Q

聯⽲地產凱蒂亞洲城

⼀听到「时尚⽣活圈」直觉会联想到什么呢？是购买⻔坎 聯⽲地產中國城
⾼的优质房产品？是只供⾼产⼈⼠选择的奢侈品？事实上 電話：
地址：
这并⾮上流社会的专属，反⽽⾮常⼤众化且近来已成为热
⻔房产品。到底它有什么吸引⼒？投资者⼜有什么选择？

電話：
地址：

346-998-8000
713-630-8000
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Katy
TX
77449
Houston TX 77036

便利性造就理想⽣活，合适⼈群⼴
换美国的房产品琳琅满⽬，独栋屋、整层公寓、出租公寓、联排屋等
等，⽽在众多选择之中，时尚⽣活圈（Lifestyle Center）凭借其完美符合
不同族群需求的优势脱颖⽽出，例如Memorial、Katy University Center
、Galleria 和 Rice Villiage 等地区，都是近期的热⻔项⽬。
这些时尚⽣活圈不仅提供了⼀流的⽣活环境和管理，完善的机能与⾼
度的便利性更让居⺠⽏须花费⼤量交通时间便可满⾜各种⽣活所需。
适合置产于时尚⽣活圈的族群⾮常⼴泛，⽆论你的需求是简约单纯还
是丰富多元的⽣活型态，你⼀定能找到符合所有需求的房产品。由于时尚
⽣活圈拥有地点、价格、环境等各项优势，能完美解决以下不同族群的购
屋考虑：
1. 退休⼈⼠/银发族
年⻓⼈⼠通常向往较单纯、简单的⽣活，步调繁忙且杂乱的⼤都市就较
不适合，⽽医疗照护⽣活環境的安全性与⽇常⽣活便利性更是此族群的
⾸要考虑因素，。因此时尚⽣活圈成为最佳⾸选，其完善机能与安全性
能够为退休⼈⼠提供最优的⽣活质量。
Katy Asian Town

AMA ON-THE-GO

优惠活动时间：
Apr 1 - Apr 30

空巢族
许多年轻⼈成家后便搬到外地，独留年迈⽗⺟于偌⼤的⽼家中，此时⼤
⼩适中的房⼦会更适合。不必花费⼤量时间整理家居，⼜省下额外的税
务，⽽时尚⽣活圈周邊环境亦可⼀站式满⾜⽇常所需。
3. ⾸购族
对于⾸次购买房⼦的年轻⼈来说，经济上也许没有很充裕，不过也不需
要⼤房庭院、华丽装潢，反⽽是周边机能更为重要。因此可负担的房
价、便利的地点、⽅便管理，都是⾸购族理想中新的家的必要条件。
蒂凯佳苑，唯⼀能⾃由投资的时尚⽣活圈
⽬前市⾯上的时尚⽣活圈都⾮常受欢迎，其中专为华⼈⽽设计的蒂凯
佳苑（Grand West Condos）也不例外。蒂凯佳苑邻近凯蒂亚洲城，居
⺠⾛路便可享受当中多种餐饮、娱乐、购物及休闲的服务，附近更将兴建
⼩区⼤学，提供多元化的⽣活空间，。迎合亚洲⼈的需求。
许多时尚⽣活圈只允许租赁，并未开放私⼈⾃由买卖。蒂凯佳苑虽同
属公寓类型，但为配合最新发展的趋势，推出了难得⼀⻅的独⽴产权单
位，且并⽆买卖的限制。此次⼀共开放50套独⽴住宅单位，数量有限。不
论是正在计划置产、投资、或换房的你，都欢迎前来Open House参观。
2.

10%

OFF

+
25
商家

⽴即订购

800 +
品項

消费⾦额满 $45
⼀站式订餐外送服务 , 同时满⾜众⼝的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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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奧爾良波旁街週末發生槍擊案 5 人受傷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中部時間星期六淩晨 2 點
左 右 ， 路 易 斯 安 那 州 新 奧 爾 良 市 著 名 的 波 旁 街 （Bourbon
Street）上發生槍擊事件，至少有五人受傷。
據路易斯安那新奧爾良的 NOLA.com 報道，5 名受害者都
沒有遭受致命的槍傷，兩名受傷者被救護車運送到醫院，兩名
受傷者乘私家車到達醫院，另一名受傷者得到現場救治。
警方沒有立即提供有關為何開槍或是否有任何嫌疑人被拘
留的信息。
新奧爾良全市的黑人人口數量超過 60%，下九區是清一色

的黑人，黑人人口數量達到 99%。
法國區的波旁街，是一條狂野浪漫
、奢靡腐化的大街。這條街對大多
數中國人顯得陌生，但談到它的曆
史和現狀，它可能比華爾街還有名
。它是起於繁華的運河街（Canal
Street） ， 止 於 Esplanade 街 ， 全
長大約一英裏左右。波旁街得名於
該市建立時期統治法國的波旁王朝
。開埠後的第一批居民組成相當不
堪，有劃槳奴、獵戶、淘金士、清
潔工。女性是清一色的妓女，有獨
特的服裝打扮和另類的行為舉止，
使新奧爾良從一開始就奠定了狂野
不羈的性格，再加上法國宮廷由上
而下的窮奢極欲，因此新奧爾良成
了法國新貴最奢靡腐化的北美殖民
地，夜夜笙歌，日日糜爛，充耳不
聞埠外事，連自己的命運悄悄易手
都懵然不知，這種奢靡腐化的習俗
傳到了新奧爾良直到今天。
波旁街兩旁布滿了飯店、酒吧
、夜總會，還有那些燈紅酒綠的豔
舞店。晚上去，你將看到各種膚色的人種和各式各樣的人群，
悠閑地在大街上閉逛，享受街頭的浪漫音樂和觀賞放蕩的舞蹈
。街頭的樂隊也參差不齊，有十幾人的管樂隊，有三到五人的
爵士樂隊，有架子鼓隊和自製的油漆桶鼓手。這些街頭音樂人
是清一色的黑人，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白天到處遊逛或睡覺
，晚上到這裏尋求刺激並靠取悅觀眾收取小費，每週 7 晚，一
晚也不浪費。

走在波旁大街，最吸引人眼球的是街道兩邊各式各樣的酒
吧，每個酒吧都有自己的爵士樂隊，每個樂隊都有自己的歌手
，有的歌手從頭唱到尾，聲嘶力竭，露出嘶啞的破嗓音；有的
樂隊不斷的變換歌手，演唱水平達到專業標準。由於爵士樂的
強力震撼和各個樂隊音樂的相互交彙，大部分時間你只能感覺
滿街布滿噪音，根本聽不出他們唱的什麼歌。有的門店內有脫
衣舞表演，入口處免費，要檢查身份證，19 歲以上才能入內。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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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賦予政治家的權力以合 它的實現環境著墨甚少。民主容易 生長素這一名詞具有欺騙性，本質
法性。選舉程序這種一次性過程 通向一種失智的暴政，這是古典希 上是
“不生長素”
。
，在短時間內解決掉合法性問題 臘時代的思想家們早已想得很清楚 19 世紀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對此已
，政治家就可以在這方面沒有顧 的，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就用 洞若觀火，他分析了歷史後，發現主
慮，從而努力地去為公共利益而 實際行動詮釋過民主的恐怖。
張自由貿易的英國在實踐中並未實
工作。
美國曾經樹立了榜樣，讓理性的、良 施自由貿易政策。
近日，歐美英加藉口所謂新疆人權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 但在特朗普執政的 4 年時間裡，幾乎 善的、具有生長能力的民主成為現 “當兩個國家彼此之間有著自由貿
問題，聯手製裁中國。對此，中國外 無利無得無危，而竭力挑釁，無端攻 一直在選舉，也就是說，合法性問題 實，托克維爾就說，美國沒有強鄰的 易關係時，售出製成品的一方所佔
交部一一予以駁斥，中國的反制措 擊，那是自己在犯錯，內部在崩解。 似乎從未解決。特朗普對維繫個人 地理環境、鄉鎮自治傳統、活躍的宗 的是優勢，而只能供應農產品的一
施，也在陸續出台。
短期看來，持續受到攻擊的一方，處 權力的慾望，對可能失去權力的憂 教生活等等因素，使得民主共和製 方居於劣勢地位”
，為了保持優勢地
為什麼儘管中國一再公佈事實，並 境、聲譽、人員、財產和貿易利益都 慮，幾乎癱瘓了民主制度通往公共 度得以按照思想家們的藍圖，建立 位，英國
“甚至不許那些殖民地造一
且多次表示歡迎他們來新疆實地了 會遭受損失，但從戰略上看，這是對 利益的能力。
自由與秩序。
隻馬蹄釘，更不許把那裡所造的輸
解情況，他們仍然不聞不見，只顧持 方精神錯亂的表現，是它內部出現 因而民主轉向民粹，表現為對西方 但是，今天出問題了。
入英國”
。
續發表誣衊言論呢？
了危機，正在自我削弱。
建立的現代世界經濟分工和貿易秩 美國回不來了
李斯特用非常生動的比喻說明了問
醉翁之意不在酒。此時他們口口聲 今天之所以重提這個話題，是因為 序產生幼稚理解，對疫情防控這樣 西方國家的理性的政治家們，比如 題：
“一個人當他已攀上高峰以後，
聲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當然是另 世易時移，乾坤倒轉，表現出以上兩 的科學問題產生反科學操作，在國 德國的默克爾，應該能夠感受到價 就會把他逐步攀高時所使用的那個
有企圖。如果我們的思路真的就跟 個
“症狀”
的，變成了西方國家，尤其 際關係方面完全不顧體面，最後甚 值衰敗的危機。
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著他上
他們嘴裡的這些虛偽議題跑起來， 是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 至出現了總統煽動騷亂、參議院被 西方世界永遠不會承認一點，那就 來。”
那就正好著了他們的道。
西蘭，所謂
“五眼聯盟”
。它們全都是 佔領這種令人大跌眼鏡的結果。
是，他們的邏輯，歸根結底是強者邏 西方世界轉而通過軍事優勢、科技
中國人承認自由、民主、人權都是珍 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母語都是英 其二，正因為政治的非理性，西方主 輯。
優勢、金融優勢和產業鏈頂端優勢，
貴的價值，一樣在盡可能通向這些 語。
流價值也發生了劇烈動盪。
我們當下面對的這個世界，主要是 來把自身繼續長期留在主莖頂端的
價值。但我們也知道，對方把這些都 過去兩百年裡，世界的霸主國家，都 過去的美國，作為
“山巔之城”
，有一 由西方塑造的。而過去 500 年來，世 位置。特別是在上世紀 70 年代，世界
理解為自身壟斷性的專利，擁有絕 是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英國和美 種偶像壓力，始終會以各種方式來 界就是西方的世界，而過去 200 年裡 體系完成了金融化，西方通過控制
對的定義權和使用權。不管中國怎 國。英國引領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美 維護自由民主的體面，哪怕是一種 ，世界又主要是盎格魯—撒克遜人 全球貨幣和金融領域來獲取超額利
樣做，都不可能被承認為自由、民主 國引領了第二、第三次工業革命。
掩飾性的手段。即便是對外
“輸出革 的世界。
潤。
、人權。
到了第四次工業革命，引領權尚不 命”
，自由民主的價值形態本身，一 社會意識形態，肯定是服務於強者 此外，通過意識形態擴張，來持續地
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持續攻擊中 明確，很可能從西方向東方轉移，至 直是堂而皇之的，不管輸出的對像 的。所以，今天的政治學、經濟學乃 為合法性賦能，並且對頂端意外的
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不可能妥 少，很可能從盎格魯—撒克遜國家 國陷入何種政治動盪、社會分裂，最 至哲學理論，都打上了深刻的西方 其它部分進行精麻痺。
協的底線。其實，蘇聯的歷史已經證 轉移出去。
後民不聊生，但自由、民主始終未被 烙印。人們認為，這就是對的方向， 因此我們看到，今天西方世界的頂
明，即便你放棄自己的社會制度，攻 工業革命的核心是科技革命。在全 質疑。
這就是我們一切不符合理論要求的 端地位的維持，是需要一系列條件
擊也不會停止。
球化背景下，科技領先，就可以支持 而特朗普時代，赤裸裸的
“美國優先 現實，所要調適和迎合的方向。
的。歸根到底，在軍事、科技、金融、
除非你放棄發展的權利，死心塌地 貿易、軍事和金融領先，從而在經濟 ”
，不但令盟友感到幻滅，也讓那些 西方一直是強者，這就意味著，它可 生產、貿易等領域的優勢，都是為了
做跟班——這就是它們的終極目的 上和政治軍事上處於全球頂端地位 被輸出革命的國家或者被長期進行 以用強者的優勢地位，來貫徹它的 建立準壟斷的地位，從而獲得超額
。打壓華為以及製裁中國的一系列 。而頂端地位意味著在全球市場建 意識形態譴責的國家，感受到了所 所思所想，當然這些所思所想，都是 利潤。
高科技企業，目的在此。
立準壟斷性，從而從世界各地源源 謂自由民主的不可靠。“大統領”
在 符合自身利益的。
當這些條件處於穩定狀態的時候，
為什麼它們的終極目的是要讓中國 不斷地獲得超額利潤。
世界範圍內的價值觀統領能力令人 推廣自由民主，歸根結底是一種強 西方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都
放棄發展權呢？
超額利潤支撐起了整個資本主義世 生疑，甚至，通過對美國內部的政治 勢地位的結果，也是維護這種強勢 會表現出積極面貌，經濟繁榮，政治
這就涉及到西方世界 500 年來之所 界。
鬥爭的觀察，人們發現美國自身是 地位的工具，它們在歷史上互相加 民主，社會穩定，文化自信。
以強盛的物質基礎問題，一旦這一 它的生活富足、人民舉止優雅有教 否真正對自由民主懷有“初心”
，都 強。西方世界之外的人們看到了自 冷戰結束以後到 2010 年中國成為世
基礎喪失，一切價值說辭都是鏡花 養、意識形態價值具有感染力和吸 變得不確定。
由民主所呈現的美好，但卻往往並 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前，這些條件都
水月，西方的頂端地位就將不保，這 引力、政治在分配正義的外衣之下 其三，當世界頭號強國、
“世界主流 不知道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強勢地 沒有受到西方世界以外的嚴峻挑戰
才是它們著急的真正原因。
平和地運轉，都建立在超額利潤的 價值”
的倡導者變得面目陌生之後， 位，是它的立身之本。
。過去 10 年來中國產業能力向著上
不是幡動，是心動
基礎上。過去 500 年來，資本主義從 全世界都開始了自保行動。
如果強勢地位受到威脅，那麼自由 游攀升，科技能力出現後發優勢，貿
在國際競爭當中，如果你的對手出 來沒有從超額利潤的獲得者這一身 歐洲不再唯美國馬首是瞻，進一步 民主就會精神錯亂。20 世紀的麥卡 易、金融、軍事領域也快速成長，從
現以下兩個“症狀”
，那你應該不怒 份中跌落過。
增強獨立性；日本、印度、加拿大等 錫主義在新的製度競爭壓力之下出 根本上危及了這些條件，使得越來
反喜。
正因如此，今天，當西方頂端的超額 “自由世界”的邊緣地帶，也領略了 現，五眼聯盟尤其是美國，某種程度 越多的領域無法產生超額利潤，
“發
第一個，是對方不了解真實的你，把 利潤真正面臨斷流的可能性的時候 老大哥牙齒的鋒利，繼而重新考量 上也在重演麥卡錫主義。
達國家粉碎機”
的說法由此而生。
你想像得非常糟糕，經常有一些很 ，全世界都在懷疑，一旦抽掉了這一 自己的位置；而在中國、俄羅斯這樣 西方的強勢地位在動搖，而且這一 這就是過去數年來，作為西方世界
愚蠢的表達。
物質基礎，西方從意識形態到政治 的長期被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在價 次，很可能是一次真正的世界歷史 的代表的美國政治、社會雍容不再，
比如鴉片戰爭前的清朝，認為英國 民主再到社會自由等一系列奉為聖 值觀上排斥的國家，人們更加堅定 轉向，它們自然無法淡定。
對待中國變得越來越歇斯底里，意
人沒有膝關節，倒在地上就爬不起 經的價值，還有沒有可能維繫？
了“走自己的路”的信念，在政治價 如果把世界比作一棵樹，西方發達 識形態的說服能力發生嚴重動搖的
來，而且他們以牛肉粉為食，只要不 不是幡動，是心動。
值上從外部尋找榜樣的幻想進一步 國家就是頂端的莖葉。
歷史解釋。
供應茶葉，他們就會因消化不良而 心亂了，就會在行為上表現出來。這 破滅。
這一地位，發端於 500 年前的大航海 不管採取何種手段，美國和西方都
死。
就是我們看到的，盎格魯—撒克遜 一系列混亂的最為糟糕的後果是， ，至少在過去的 200 年中，屹立不倒。 會試圖維繫其頂端優勢，儘管特朗
第二個，是對方變得歇斯底里，內部 國家在中國問題上，一方面總是散 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在如何落實的問 雖然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的地位有先 普已經離開白宮，但基本方向不會
政治、社會、文化出現了激烈的紊亂 播愚蠢無實的想像，完全不顧體面， 題上，失去了現實參照系。在自由民 後輪替、持續調整，但總體而言直到 變化。美國在過去 4 年多的時間裡，
甚至動盪，主要表現為主流政治與 另一方面主流政治與民粹合流，整 主尚未成熟的國家，人們發現了現 今天，西方位居世界統治地位的格 一再突破大國之間打交道的底線，
民粹主義合流。
個社會表現出歇斯底里的症狀。
代自由民主的破敗。
局，尚未改變。
甚至已經不顧外交禮儀，中國人慢
比如義和團運動時期的清朝，拳民 歸根到底是因為，根本性的危機確 民主的含義，似乎回到了作為西方 我們很容易就會想起一個植物學名 慢也就習慣了，不抱幻想，準備鬥爭
劇烈排外，搗毀教堂，毆打甚至殺死 實出現了。
現代思想源頭的柏拉圖、亞里士多 詞—
“頂端優勢”
。植物的主莖頂端 。
西方人，並且還受到朝廷的鼓勵。
美國紊亂和西方凌亂
德的觀念當中，他們都把民主政體 生長佔優勢，同時抑制著它下面鄰 拜登上台即宣布“美國回來了”
，但
清朝最後都是一敗塗地，硬核原因 特朗普執政的 4 年，美國從政治行為 作為各種政體當中最為糟糕的一種 近的側芽生長，使側芽處於休眠狀 未來的事實必然證明，美國回不來
是國家能力、軍事技術、社會動員等 、社會面貌到整個價值系統，都發生 。
態。
了。
問題，愚蠢無知和民粹主義，是所有 了前所未有的紊亂。
現代民主的理論基礎，是歐洲啟蒙 解釋這一現象的主流學說，是
“生長 因為那根從全球吸血的管子，在風
問題的綜合性表現。
其一，政治偏離理性軌道，民主發生 運動中盧梭等人主張的人民主權學 素抑制”
。頂芽是生長素合成的中心 吹日曬中風化瓦解了。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愚蠢地想像 痙攣。
說。思想家本身是不考慮實際的，因 ，在這里合成的生長素沿莖向基部
對方，是因為不了解對方。
民主在現實操作當中最大的意義， 此盧梭極力張揚民主的價值，而對 運輸，抑制側芽生長。

美國回不來了?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210420C 簡

研究表明：美華裔老人
更愛獨居 更有歸屬感

【來源:中新網】
中新網 10 月 27 日電 據美國
僑報網編譯報導，科研領域新興
新聞網站 Phys.org 當地時間 26
日報導，一項研究表明，舒適的
居住環境和遠離成年子女獨自
居住讓美國的老年華裔移民更
能找到家的感覺，生活滿意度也
會更高。
喬 治 亞 州 立 大 學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國際長期護理
董事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ong Term Care Directors)以及陝西師範大學的研究
人員發現，為老年人制定的良好
社會政策，如醫保(Medicare)、醫
療 補 助 (Medicaid)，低 收 入 住 房
以及社會服務等是讓老年移民
在異國他鄉找到歸屬感的重要
因素。這些研究成果已在《跨文
化 老 年 學 雜 誌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上
發表。
“亞裔美國老人這一少數族
裔得到的關注很少。”詹喬治亞

州立大學社會學系的副教授妮 對在國外生活的華裔老年人的
•詹(Jenny Zhan)博士說，
“他們 情感研究。隨著移民到美國的亞
的需求常常得不到應有的照顧， 裔美國人越來越多，他們在這裡
因為人們都認為他們能夠自給 退休、養老，瞭解他們對於家的
自足，並且得到了家庭成員的關 概念以及生活滿意度不僅能夠
愛。”
揭示出他們的生活品質，還能夠
亞裔是美國少數族裔中增 為政策制定者和社區組織提供
長最快的族群之一。亞裔美國人 信息，以便提供更好的社會服務
的移民率在 2010 年首次超越嶲 。
語裔，成為美國最大的移民群體
這項研究的老年參與者大
。這其中的許多移民都是老年人 部分來自於中國。整體看來，參
。華裔美國人是占比最大的種族 與者認為自己在美國的歸屬感
，同時也是年齡最大的。根據美 較高：92%的人都對他們的住所
國人口普查局(The U.S. Census 是一個“舒適的地方”表示贊同
Bureau)的預估，到了 2050 年，65 或強烈贊同，89%的人表示“我
歲以上的亞裔美國人數量將達 住的地方給我一種家的感覺”
。
到 240 億，這是 2000 年數量的 3 81%的人對自己的生活表示滿
倍。
意。
這些老年移民來到外國生
這些老年人大部分是跟著
活後，會遇到無數的挑戰，比如 子女來到美國，在這裡幫忙帶孫
不會說所在國的語言，在這裡沒 子孫女。超過一半的老年人表示
有工作經歷以及只能賺得微薄 ，他們更願意和成年子女分開住
的工資。
，他們提到了“不同的習慣、時間
對於美國亞裔族群的研究 安排以及生活方式，並且不希望
很有限。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針 妨礙到子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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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后，美国出现了大量针对亚裔的仇恨事
件，3 月 16 日，亚特兰大发生枪击，8 名死者中 6 名为
亚裔，其中包括 1 名华人和 1 名中国公民。最近，看
到一则视频，视频中一个黑人男子将一个华人活活打
死，而旁人熟视无睹。对亚裔的攻击如此严重，以至
于拜登不得不公开表态，要求停止对亚裔的歧视。

美国华人为何沦为二等公民？

3 月 20 日，全美亚裔举行反歧视游行，要求美国社会
正视亚裔的生存困境，停止对亚裔的偏见，亚裔中，最为
弱势的就是华人。
华人勤劳致富，遵守法律，一直是美国的模范公民，
但至今在政治上仍是二等公民。华人甚至没有代表自己的
政客，唯一上位的杨安泽还公开表态因自己的亚裔身份感
到耻辱，还号召华人学习二战中日裔，对美国更加的忠诚
。
相比之下，犹太人，黑人，拉丁裔虽然方式不同，但
都通过抗争巩固了自身的地位。
犹太人人数稀少，不能拼武力，因此犹太人勤劳致富
，互帮互助，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控了美国的媒体和金融，
之后又延伸到了美国的互联网产业。通过在二战中押注美
国，犹太人更是一举成为美国的统治阶层。
如今美国的种族划分已经没有犹太人这一项，他们和
其他欧洲后裔一起都被称为白人。犹太人通过把控核心产
业和高层完成了逆袭。
黑人最初本是美国的奴隶，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获得人
身自由，直到 1960 年才废除种族隔离，但黑人赶上了新左
派的顺风车，当时西方反思殖民历史，盛行赎罪心理，黑
人的待遇自然水涨船高，成了政治正确的核心。
另外，黑人还有武力的优势，从越战开始，黑人参军比
例就超过白人，有了军功，白人自然也敬畏三分，而且黑人
群体凝聚力强，好勇斗狠，白人黑人发生冲突，不问是非男
女老少一起上阵，因此美国社会多对黑人有些敬畏。
武力强，又有道义上的制高点（曾经被迫害的历史）
，黑人成了享受美国福利最多的族裔。
另一个是拉丁裔，拉丁裔其实是很多族裔的统称，不
同的拉丁裔有不同的特点，但拉丁裔的生存策略有两个，
一个是多生，一个是扎堆。
拉丁裔是美国生育率最高的群体，总和生育率达到 2.5
左右，其中波多黎各人平均生育 3-5 个孩子，是美国增长
最快的群体之一，目前拉丁裔占美国人口为 18%，到 204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25%。在美国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下
，人数意味着巨大的力量。
除了能生，拉丁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扎堆，拉丁裔往
往集中于美国西南部和佛罗里达，在美国按州计算的选举
人制度下，扎堆往往会带来与人数不成比例的选举优势。
比如古巴裔就是靠着扎堆的策略让自己变得举足轻重
，虽然古巴裔人口仅占拉丁裔的 3.9%，但 67%的古巴裔都
聚集在佛罗里达，是当地不可小觑的力量。佛罗里达是重
要的摇摆州，1%的选票就能改变局势，因此两党都争相争
夺古巴裔的支持，让古巴裔获得了与人数不相称的优势。
拉丁裔通过多生、有策略的扎堆，成功利用了美国的
选举制度，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如今拉丁裔政客越来越
多，西班牙语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拉丁裔成为白人之后第
二大的族裔。
可以说犹太人靠才智统治美国，黑人靠武力争得地位
，拉丁裔则靠人数逼迫政客。与这三个人群相比，华人哪
个都不占。
与犹太人比才智，华人所有的特长都点在了理工科上
，无缘媒体和金融领域，在舆论上无法影响美国，华人也
不喜欢参加政治活动，自扫门前雪的现象严重。而且华人
虽然平均水平高，但顶尖人才少，在高层没什么人，如果
说犹太人是统治阶层，则华人最多是高级打工仔。
与黑人比武力。华人从小就培养做题家，普遍体质孱
弱，戴着眼镜，以至于其他族裔形成了华人书呆子的刻板
印象，我们经常看到华人被黑人活活打死，显示出体质上
巨大的差距，同时华人还是参军比例最少的族裔。人又少
又书呆子，华人只能沦为被宰割的对象。

相比之下，同为东亚人的韩裔要
好得多，韩国没有极权主义的历史，
民间组织力强大，再加上韩国人普遍
服兵役，所以韩国人至少有自保的能
力，这在 1992 年洛杉矶暴乱中得到
了鲜明体现。
与拉丁裔比人数，华人主张精英
教育，即使到了美国还普遍晚婚晚育
，生一个孩子，美国华人是美国生育
率最低的族群。而且与拉丁裔有策略
的扎堆不同，华人大量聚集于加州和
纽约州，这两个州都是民主党的铁盘
，并非摇摆州，因此华人往往处于姥
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境地。
民主党之所以无视华人，颁布亚
裔细分法案，也实在是华人对选举毫
无作用，还不如将蛋糕分给黑人和拉
丁裔。
华人一无才智，二无武力，三无
人数，更糟的是，即使处境如此艰难
，华人还是内斗激烈，分成无数个小
派别，这次亚裔反歧视游行，华人群
体再次吵成一团，无法形成合力。华
人想的仍然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毫
无公共利益和抗争的概念。
说白了，华人根本不适合美国社
会，多年的秦制下，华人早已失去了
自治和抗争的意识。不能指望一个在
中国长大的人能迅速转化思维，变成
地道的美国人。而中国人在中国成功
的逻辑换到美国是难以成功的。
美国华人的形象，一般是戴眼镜
的理工男，他体制孱弱，内敛腼腆，
习惯忍让，体质孱弱就不能反抗，内
敛就不会社交，不能搞团团伙伙，习
惯忍让就不会抗争。在秦制下，这简
直是理想的臣民。
华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扫门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这种政治冷感是
华人的普遍共性。因此华人特别喜欢
得到强力政府的保护，这也是华人喜
爱特朗普的原因，特朗普最符合强人
的特征，华人希望特朗普能保护自己
的财产，他的 law and order 给了华人
安全感，虽然离开了中国，但华人的
救世主情结仍不断发作，只不过领袖
换成了特朗普。
华人唯一的理想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
拥有做题的机会，华人就心满意足。很多华一代感受不到
美国的种族歧视，实际上心里已经把歧视当成了常态。
这套在中国绝对管用的智慧，拿到美国却不灵了。因
为美国的运行逻辑完全相反。
美国是一个高度强调自治的国家，托克维尔说美国民
主的核心就是乡镇自治，他大为赞扬美国人参与社区事务
的热情，认为这是民主的基石。
美国的所有原则，都是按照自治来设计。独立自主、
民间的自组织是美国的根基。
简单来说美国的原则是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政府不
宜过多干预，一切都非政府恩赐，而源于公民的抗争。
美国社会是一个强民当道的社会，秦制培养的弱民如

何适应这样的社会？
上面三个族裔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意识到了美国
社会的真相，而华人显然没有认识到这点，亦或是旧有的
观念根深蒂固、积重难返，非要过个三四代人才能淡化过
去的印记。
华人在美国的困境，不能都归结为歧视，试想从爱尔
兰人、德国人再到黑人，拉丁裔，哪个没受过歧视？但他
们都通过抗争和融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华人要想改变地
位，要做的必须是勇于独立自强，学会参与社区事务，不
能将自己置于政治之外，提高自己的地位，先从勇于维护
权利，参与社区事务开始。
很多华人头上的辫子剪掉了，但心中的辫子没有剪，
他们必须问一问，没有了秦制他们还剩下什么？在美国，
一味的做顺民是绝对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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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陳國輝、夏永
康執導的寵物元素愛情
喜劇電影《愛犬奇緣》4 月 20
日宣布正式殺青，同步釋出概念
海報。影片由馮紹峰、娜紮、辣目
洋子、蔔冠今、劉以豪、杜源、吳
昊宸、姚弛組成夢幻陣容，將從狗
的視角展開三段童話般的愛情故事
，以繽紛浪漫的色彩和誇張又捧
腹的喜劇元素，描摹出大城
市年輕人的歡笑、愛戀
和感動。

愛情喜劇
愛犬奇緣殺青

深圳殺青 愛情喜劇萌寵故事期待值拉滿！

經過近兩個月的拍攝，電影《愛犬奇緣》在
深圳宣布正式殺青。殺青當日，電影公布主創陣
容，馮紹峰、娜紮、辣目洋子、蔔冠今、劉以豪
、杜源、吳昊宸、姚弛將攜手演繹三段繽紛浪漫
的單元故事；電影講述了三組養狗的單身男女，
他們因狗相識結緣或因狗和解，俊男靚女混搭可
可愛愛的萌寵，糖分滿滿惹人心動。
電影同步釋出概念海報，充滿歐式風格的精
致畫面上，狗主角用望遠鏡看到三組戀愛 CP 甜
蜜互動。通過狗狗的獨特視角，也別出心裁地串
聯起電影中三對年輕人的情感故事：當憤世嫉俗
的狗王陳（馮紹峰飾），遇上認為錢最有安全感
的千菲菲（娜紮飾），當渴望愛情的程風（劉以
豪飾）邂逅愛情悲觀主義者小雪（辣目洋子飾）
，當叛逆的魏小楠（蔔冠今飾）邂逅養狗達人王
子成（姚弛飾），和很討厭狗的父親魏國明（杜
源飾）一起飼養流浪狗……三段故事，展現出三
種當下單身“狗”的不同生活態度。

看點十足
實力主創攜驚喜 CP 打造夢幻童話世界
影片導演陳國輝上一部電影《烈火英雄》大

攬超 17 億元票房，同時提名第 35 屆大眾電影百
花獎最佳導演和最佳編劇，此次與老搭檔夏永康
導演再度攜手，回歸熟悉的愛情喜劇題材。據陳
國輝導演透露：“演員在電影中的表演進行了很
大程度的誇張處理，與過往角色均不同，希望能
拍出如動畫片真人版一般，有趣又童話的感覺。
”夏永康導演表示：“打造了一個極致夢幻的童
話世界，非常享受拍攝的全過程。”在電影中飾
演千菲菲的娜紮也表示：“戲中的每一個場景都
經過精心的設計，審美特別棒，有一種看卡通片
一般的童話感，富有童心又十分夢幻。”
隨殺青曝光的演員陣容同樣值得期待。馮紹
峰和娜紮貢獻了驚艷的“相愛相殺”拌嘴冤家
CP，笑點十足；劉以豪大秀身材半裸上身拍攝
，與辣目洋子貢獻了許多場大尺度對手戲；而蔔
冠今和杜源兩位演員臨場激烈飆戲，父女情也將
為電影賺足眼淚，更有姚弛驚艷大銀幕首演。三
對嶄新的 cp 組合將會產生怎樣令人驚喜的化學效
應，已經吊足觀眾胃口。

設定獨特
狗狗視角呈現人類愛情故事前所未見！
除一眾實力主創加盟，《愛犬奇緣》全片累
計有超過 128 只狗狗參演，更是從 1000 多只寵物
中海選出了 4 位狗主角，成為《愛犬奇緣》片場
最大牌的“明星”。
影片設定完全不同於以往萌寵電影，狗狗們
的身份更像是主人公愛情喜劇的觀察官，自帶內
心 os 的無厘頭設定貫穿全片，大量 CG 技術的引

入更呈現出狗狗們豐富生動的動作表情。影片徹
底摒棄了傳統萌寵題材電影常見的悲苦，打造成
為一部全程充滿歡笑的愛情喜劇。據導演陳國輝
所說：“不想再重復講人與狗的關系，而想從狗
的角度看男女關系。希望能通過狗狗的單純，來
和人類談戀愛時候的復雜做對比，讓觀眾會心一
笑，然後開開心心看完整部電影。”
在影片中飾演狗王陳的馮紹峰表示：“《愛
犬奇緣》不同於以往的寵物題材電影，反而呈現

五一檔你的婚禮預售開啟
許光漢章若楠最現實甜虐愛情不留遺憾
許光漢哭腔告白章若楠
十五年愛情故事現實感升級

不是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所以當事業與愛情產
生沖撞的時候，周瀟齊的選擇也給觀眾留下了
謎題，等待去電影中揭曉。

終極預告中，眼含熱淚的周瀟齊與尤詠慈
在婚禮上一起追憶兩個人從校服到婚紗的愛情
。周瀟齊與尤詠慈從高中時相遇，一眼便心動
，到婚禮現場哭腔深情告白，相比之前發布的
物料，電影的青春感褪去，現實感加深，“我
只想一輩子和你在一起，但是我們都做不到了
”、“如果我沒遇到尤詠慈，是不是就不會受
傷，是不是也不會這麽慘”等眾多臺詞揭露了
電影的現實議題。預告也首次將愛情中的現實
壓力問題展現出來，周瀟齊為保護心愛的尤詠
慈身受重傷，再也無法做一名職業運動員，錯
失了自己的職業生涯，當生活壓力襲來時，周
瀟齊也提出愛情焦慮：如果沒有遇見你，我是

《你的婚禮》寫實每個人的愛情願
“愛過就好，我不遺憾”
電影《你的婚禮》用真實戳中了每個人的
內心，讓千千萬萬對情侶都在影片中可以找到
自己在愛情中的千姿百態。這部電影送給每一
個人，不論你和 TA 的結局如何，但“愛過就
好，我不遺憾”。這部萬眾期待、春天和五一
假期必看的電影預售已經正式開啟，不少網友
表示一定去影院看這部電影，去找尋自己在愛
情中的模樣，看看和 TA 一起經歷過的故事，
去紀念那個愛情裏奮不顧身、為 TA 付出所有
的自己。

出一個童話般的夢幻世界，有非常豐富的人與動
物之間的感情，有笑有淚。”影片中層出不窮人
與人之間、人與狗之間、狗與狗之間的互動，既
戳人萌點又戳人淚點，從狗狗眼中觀察人類感情
的視角，或將為國產愛情片增添一種全新的表現
方式。
電影《愛犬奇緣》由融創影視出品，據悉，
影片已進入後期制作階段，有望於年內與觀眾見
面。2021 年，愛情與萌寵即將向你奔赴而來！

由韓天執導，許光漢、章
若楠領銜主演,丁冠森、晏紫東
、郭丞、王莎莎主演，梁靖康
、劉迅特別出演的電影《你的
婚禮》將於 4 月 30 日全國上映
，預售現已開啟。影片上映進
入倒計時，熱度一路領跑，貓
眼累計想看人數近 90 萬，觀眾
們都已經迫不及待在五一假期
與愛的 TA 相約，進行一場
最有儀式感的約會，盡享初
夏第一縷甜蜜的戀愛氣息。

作為待映影片熱度最高的電影《你的婚禮
》，由青春光線影業有限公司、北京造夢機影
視有限公司出品，韓天執導，許光漢、章若楠
領銜主演,丁冠森、晏紫東、郭丞、王莎莎主
演，梁靖康、劉迅特別出演，將於 2021 年 4 月
30 日全國上映，讓我們一起期待 2021 年甜虐
交織的愛情電影，在最浪漫的日子赴一場關於
愛情的成人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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