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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holiday gatherings in U.S. not 
safe even if boosted, Fauci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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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Dec 22 (Reuters) 
- Americans vaccinated and boosted 
against COVID-19 can be with family 
over the holidays but attending large 
gatherings is not safe, even for those 
who received a booster dose, top U.S.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Anthony 
Fauci said on Wednesday.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a second 
Christmas of upended holiday plans, 
with a surge in infections fueled by 
the now-dominant Omicron variant of 
the coronavirus forcing many to can-
cel travel, reconsider visiting loved 
ones, and question attending holiday 
parties.
“There are many of these parties that 
have 30, 40, 50 people in which you 
do not know the vaccination status 
of individuals. Those are the kind of 
fun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Omicron 
that you do not want to go to,” Fauci 
said at a White House briefing.

Early evidence indicates Omicron 
is less severe than the Delta variant, 
said Fauci, citing studies from South 
Africa and Scotland, but warned 
Americans must remain cautious.
“This is good news. However, we 
must wait to see what happens in our 

Inside C2

own population which has its own demo-
graphic considerations,” he said.

The seven-day average of COVID-19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rose 25% from 
the previous week to about 149,300 
cases per day, said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Director 
Rochelle Walensky, with average daily 
deaths up 3.5% at 1,200.
Omicron represents approximately 73% 
of cases across the country, said Walen-
sky, and as high as 90% of cases in some 
areas, such as the eastern Atlantic states, 
parts of the Midwest, South, and northern 
Pacific states.

“This increase in Omicron proportion is 
what we anticipated and what we have 
been preparing for,” she said.

The U.S. government will have 265,000 
treatment courses of Pfizer Inc’s (PFE.N) 
COVID-19 anti-viral treatment avail-
able by January and 10 million by late 
summer, said White House COVID-19 
response coordinator Jeff Zients.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on 
Wednesday authorized Paxlovid, Pfizer’s 
pill for at-risk people aged 12 and above.

Harvard professor convicted by U.S. 
jury of lying about China ties

BOSTON, Dec 21 (Reuters) - A Harvard Uni-
versity professor was convicted on Tuesday 
of U.S. charges that he lied about his ties to a 
China-run recruitment program in a close-
ly-watched case stemming from a crackdown 
on Chinese influence within U.S. research.
A federal jury in Boston found Charles Lieb-
er, a renowned nanoscientist and the former 
chairman of Harvard’s chemistry department, 
guilty of making false statements to author-
ities, filing false tax returns and failing to 
report a Chinese bank account.
Prosecutors alleged that Lieber, in hi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2011 agreed to become 
a “strategic scientist” at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through it partici-
pated in a Chinese recruitment drive called 
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Prosecutors say China uses that program 
to recruit foreign researchers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with the country. Participation is 
not a crime, but prosecutors contend Lieber, 
62, lied to authorities inquiring about his 
involvement.
Defense lawyer Marc Mukasey had countered 
that prosecutors had “mangled” evidence, 
lacked key documents to support their claims 
and relied too heavily on a “confused” FBI 

interview with the scientist after his 
arrest.
Lieber, who is battling cancer, 
sat emotionless the verdict was 
announced following nearly three 
hours of jury deliberations and a 
six-day trial.
“We respect the verdict and will 
keep up the fight,” Mukasey said.
Lieber was charged in January 2020 
as part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s “China Initiative,” which 
launched during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administration to 
counter suspected Chinese economic 
espionage and research theft.
President Joe Biden’s administration 
has continued the initiative, though 
the Justice Department has said it is 
reviewing its approach.

Critics contend the initiative harms 
academic research, racially profiles 
Chinese researchers and terror-
ized some scientists. A Tennessee 
professor was acquitted by a judge 
this year following a mistrial, and 
prosecutors dropped charges against 

six other researchers.

Prosecutors said Lieber lied about his 
role in 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in 
response to inquiries from the U.S. De-
fense Department and 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which had awarded 
him $15 million in research grants.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FBI agents 
following his arrest, Lieber said he was 
“younger and stupid” when he linked 
up with the Wuhan university and 
believed his collaboration would help 
boost his recognition.
That school agreed to pay him up to 
$50,000 per month plus $158,000 in 
living expenses, and he was paid in 
cash and deposits to a Chinese bank 
account, prosecutors said.

Lieber told the FBI he was paid be-
tween $50,000 and $100,000 in cash 
and that the bank account at one time 
contained $200,000.
But prosecutors said Lieber failed to 
report his salary on his 2013 and 2014 
income tax returns and for two years 
failed to report the bank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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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wearing Santa Claus outfits take part in a charity race to collect funds 
to help victims of the Cumbre Vieja volcano eruption, in Madrid, Spain, De-
cember 19. REUTERS/Juan Medina

Skiers dressed as Santa Claus participate in the charity Santa Sunday at Sunday River ski resort 
in Bethel, Maine, December 5. REUTERS/Brian Snyder

A person dressed as Santa rappels down a pediatric clinic in Ljubljana, Slovenia, December 
22. REUTERS/Borut Zivulovic

Postal worker Eddie Smith, 
dressed as Santa Claus, waves 
to a neighbor on his mail route 
in Washington, December 21. 
REUTERS/Evelyn Hockstein

Lucas Kleinworth, 7, 
Isabella Kleinworth, 2, and 
McKenzie Kleinworth, 4, 
pose for a photo with Santa 
at the Willow Grove Park 
Mall ahead of Christmas in 
Willow Grove, Pennsylva-
nia, December 3. REU-
TERS/Hannah Beier

People wearing Santa Claus out-
fits take part in a charity race to 
collect funds to help victims of 
the Cumbre Vieja volcano erup-
tion in Madrid, Spain, December 
19. REUTERS/Juan Medina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FDA on Thursday
authorized Merck’s antiviral
pill Molnupiravir to treat
Covid-19 for the treatment of
mild to moderate Covid-19 in
adults with positive results of
direct sars-cov-2 viral testing
and who are at high risk for
progression to severe
Covid-19, including
hospitalization or death. This
pill will let people take it at
home before they get sick
enough to be hospitalized.

On Wednesday the FDA
authorized Pfizer’s antiviral
pill Paxlovid to treat Covid-19
high- risk individuals ages 12
and older with a weight of at
least 88 pounds and who
have had a positive Covid-19
test are eligible for this
treatment and will need to
have it prescribed by a doctor.

Since 2020, the U.S.
Congress has committed

nearly $6 trillion to fight
Covid-19 and cushion the
economic blow for a
once-in-a-century pandemic.

President Biden promised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he is
making 500 million Covid-19
at-home tests available
free-of-charge as people
who are finding it hard to find
testing can know whether
they are infecte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As the president said,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the
Omicron virus has spread
even more rapidly than
anybody thought it would.

Today all of u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what we
need to do. We also strongly
urge all those people who
haven’t been vaccinated to
please do so as soon as
possible. You are not just
protecting yourself, but also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the
entire community.

1212//2424//20212021

FDA Authorizes SecondFDA Authorizes Second
Pill To Treat Covid-Pill To Treat Covid-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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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 seasons are notoriously unpredict-
able, but there are already clues that the 
upcoming season may be especially dif-

Flu season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can be an indication of what’s to come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nd the recent 

just ended, arrived early and with a ven-

H3N2, dominated.
-

ready been reported in the U.S. — a 4 
year old in California who had underly-
ing health problems.

kills,” Dr. Cameron Kaiser, a public 
-

fornia, said in a news release announcing 
the death.

-
gests this year may be worse than usual,” 
Kaiser warned.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estimates that last year, there 

-
nesses in the U.S., and 36,400 to 61,200 

ran from Oct. 1, 2018, to May 4.

The 2019 Flu Season Has 
“Staying Power.”

No. Doctors say people should get the 

Thanksgiving.
“The concern with delaying it is that 
some people who might have the op-
portunity to get vaccinated now may 
not have that opportunity later,” said Dr. 
Robert Atmar, a professor of medicine 
and an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at Bay-
lor College of Medicine in Housto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for people 

the epidemic starts,” he said.
Most healthy people who get the shot in 
September can expect some protection 
through the spring. But older adults may 
want to schedule their vaccination for 
sometime in October.
“There is a concern that some older peo-
ple may have their immunity wane sim-
ply because their immune system is more 
frail, less robust,” Dr. William Schaffner, 
a professor of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at Vanderbilt Univer-
sity Medical Center.
 Flu activity usually picks up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peaks around February, 
and can last well into the spring months. 
The CDC recommends everyone over 
age 6 months be vaccinated against the 

have complications similar to those over 
65. The shot offers protection for both 
the woman and her unborn baby.
It takes about two weeks to build immu-

partial protection. Last year, the vaccine 
didn’t work well: Its overall effective-
ness was 29 percent.
Doctors blamed the poor match on a sur-

late in the season.

if it doesn’t work well?
There is plenty of evidence that the vac-

you do get sick. Doctors say people who 

get the vaccine generally don’t feel as 

they’re less likely to develop complica-
tions of the virus, including pneumonia 
and death.
“Partial protection frequently gets over-
looked, and we shouldn’t forget that,” 
Schaffner said.                  
“Because it’s those complications that do 
you in.”
What’s more, research published last 
year found the risk for heart attack or 
stroke increases the month after a person 

-

stress in the body caused by the virus.

best for older adults. “For people over 
age 65,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high-
dose vaccine will provide greater than a 
standard dose vaccine,” Atmar said.

Fluzone and the standard dose shots 
available this year include protection 

-
ing H1N1 and H3N2.
FluMist, the nasal spray favored by kids 
and anyone else averse to needles, is also 
back this year. (Courtesy nbcnews.com)

Related
Australia Just Had a Bad Flu Season. 
That May Be a Warning for the U.S.

is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severe ever, 
sickening more than 272,000 and killing 
662:
•It also started in April, two months ear-
lier, and peaked in June and July com-
pared to the usual peak between August 
and September.

A human cell infected with the H3N2 

-
breaks. The same strain may dominate 
this year, too.Steve Gschmeissner/Sci-

ence Source 

deadliest in 20 years and was followed 
by the 2017-18 US season that killed 
nearly 80,000.
•In the US, there has already been one 
pediatric death recorded after a 4-year-

-
lated complications last year. (Courtesy 
https://www.dailymail.co.uk/ )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We Still Are In The 2021 Flu Season --
The Public Is Encouraged To Get A Flu 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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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Christmas Trees
That Light Up The World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With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holidays winding down,

reaching its peak on this Christmas Day,
it is now time to relax and enjoy this special season of happiness and joy.

Today is the day for family, friends and being together
or keeping in touch with friends a world away.

Please join us on a brief journey around the globe and see how the humble tree of Christmas
continues to light up peoples' spirits over the entire global.

The world's largest Christmas tree display rises up
the slopes of Monte Ingino outside of Gubbio, in
Italy 's Umbria region. Composed of about 500

lights connected by 40,000 feet of wire,
the 'tree' is a modern marvel for an ancient city

A Christmas tree befitting Tokyo 's nighttime neon
display is projected onto the exterior of the Grand

Prince Hotel Akasaka.

Illuminating the Gothic facades of Prague 's Old
Town Square , and casting its glow over the

manger display of the famous Christmas market,
is a grand tree cut in the Sumava mountains

in the southern Czech Republic.

Moscow celebrates Christmas according to the Russian
Orthodox calendar on Jan. 7. For weeks beforehand, the

city is alive with festivities in anticipation of Father
Frost's arrival on his magical troika with the Snow

Maiden. He and his helper deliver gifts under
the New Year tree, or yolka, which is traditionally a fir.

The largest Christmas tree in Europe
(more than 230 feet tall) can be found in the Praça
do Comércio in Lisbon , Portugal . Thousands of

lights adorn the tree, adding to the special
enchantment of the city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Oh Christmas tree, oh Christmas tree':
Even in its humblest attire, aglow beside a tiny
chapel in Germany 's Karwendel mountains,

a Christmas tree is a wondrous sight.

Ooh la la Galeries Lafayette! In Paris, even the Christmas
trees are chic. With its monumental, baroque dome, plus
10 stories of lights and high fashion, it's no surprise this
show-stopping department store draws more visitors

than the Louvre and the Eiffel Tower

In addition to the Vatican 's heavenly evergreen,
St. Peter's Square in Rome hosts
a larger-than-life nativity scene

in front of the obelisk.

Drink a glass of gluhwein from the holiday market
at the Romer Frankfurt's city hall since 1405

and enjoy a taste of Christmas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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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 Keeping Faith in Times of Pestilence
The year 2021 will be remembered as the year of global pestilence brought on b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t has also been a time of immense loss and deep grief, the likes of which we pray to never experience 
again. It has also been a year of heightened bravery of front line workers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that the world has not seen in a millennial. While this year has brought us sadness and loss, there also have 
been miraculous triumphs in medical technology that will now serve mankind for years to come in the battle against illness. Today is the day for family, friends and being together and keeping in touch with 
friends a world away. Please join us on a brief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and see how the humble tree of Christmas continues to light up peoples’ spirits over the entire gl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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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美國新到美國你還適應嗎你還適應嗎？？
對於很多新到美國的人來說，剛到美國，一切都顯得那麼的新

鮮，但也常常覺得難以適應。
一、過人行道要先按路邊的按鈕，待綠色指示燈閃現後，要

迅速通過。
二、美國人看到陌生人也會打招呼或微笑示意。看到之後，

要禮貌地回應，不要躲閃對方的目光或裝做沒看見，那樣會被視
為不禮貌或沒教養。和親近的人可以禮節性地擁抱。

三、在飯店吃飯要給小費，一般給消費數額的10%--15%，
快餐廳不給小費。另外，理髮、在賓館讓服務生幫忙等對服務行
業的都要給小費，這可能會增加美國留學生活費用，但無法避免
。

四、在美國一般都是刷卡消費或者用旅行支票，要帶ID卡。
五、所有衛生間裡都有一次性馬桶座墊紙和衛生紙。
六、電壓和插頭和中國不一樣，充電帶轉換器。
七、每天早晚要洗澡，經常更換衣服。
八、在商場購貨要填寫有關地址登記和E-MAIL，因為他們

會給你寄打折卡。經常去的超市，可辦優惠卡。
九、各種東西買的時候都收稅，但每個州都有那麼幾天不

收稅。在不收稅的那幾天買東西，就便宜多了，可以幫助減輕美
國留學生活壓力。

十、洗衣服要直接烘乾，不要在
外或陽臺上涼衣服。

十一、牙醫巨貴，而且還得提前
預約，排很長時間。來美之前把牙該
檢查檢查，做做窩溝封閉，避免蛀牙。

十三、所有餐廳飲料都無限續
杯，快餐店交錢拿杯子，飲料自己隨
便打。

十四、30歲以下的美國留學生
女生請穿比基尼去各種游泳場所，但
拒絕連體。

十五、加油站自己加油，自己付
帳，加油站都有擦玻璃的一套東西，
包括紙什麼的，加油的時候可以順便
把玻璃擦了。

十六、不要接受生人給的藥或者糖，也不要給生人，因為可
能是毒品，你承擔不了責任，也沒人承擔你的責任。

十七、擊掌要使勁、響亮，握手也是要用力。
十八、到美國探親，推薦買一個AT&T的手機，7點以後電

話免費，美國的手機卡和手機一起買。

十九、美國人特別歡迎的禮物是中國的十二生肖掛件和各
種動物工藝品。

二十、請一定要帶足治感冒和胃腸感染的藥和其他一些常
用藥。到美國藥店買要一般都要醫生處方。到醫院看個小病，很
不方便還很貴!

美國需要為更多致命風暴做好準備美國需要為更多致命風暴做好準備
極寒天氣下，遭遇電力癱瘓的得克薩斯州情況
終於出現變化：得克薩斯州州長格雷格·阿博特
（Greg Abbott）18 日表示，該州所有發電廠都已
恢復供電，不過，危機仍沒有畫上句號：在得州，
仍有成千上萬的家庭沒有電力供應，同時，部分
居民還面臨供水危機。
能源網絡仍非常脆弱
據路透社報導，得州州長格雷格·阿博特18日表
示，該州所有發電廠都已恢復供電，但由於電線
倒塌和其他問題，成千上萬的家庭仍沒有電力
供應。
儘管相比此前“一片漆黑”有了進展，但得州其
他領導人仍警告稱，該州的能源網絡仍非常“脆
弱”，寒冷天氣將持續到週末。
英媒報導稱，在得州，目前仍有32.5萬戶家庭斷
電，相比17日270萬戶家庭斷電，數字已經下降。
不過，當地官員表示，仍有可能進行輪流限電。
得州遭遇的危機與近日來橫掃美國南部州的極
寒天氣有關。由於極寒天氣破壞電力系統，得州
出現大範圍停電。據報導，該州氣溫一度跌至華
氏0度（約合負18攝氏度），是30多年來的最低
氣溫。
往年，得州冬季氣溫通常溫暖，現在罕見的冰雪
天氣使當地居民對電力需求猛增，這給電力公
司帶來了考驗。據報導，寒冷氣溫下，各種各樣
的電力供應都出現故障，以天然氣為燃料的發
電廠在嚴寒條件下停工，風力渦輪機也被凍住
……雪上加霜的是，由於創紀錄的低溫破壞了
基礎設施和管道，得州的飲用水系統也遭遇破
壞。
據得州環境質量委員會報告，截至18日下午，共

有797個公共供水系統報告服務中斷，影響範圍
涉及1320萬人。
停電停水也給當地醫院提出了難題。聯邦緊急
事務管理局（FEMA）表示，在斷電地區有2000多
個新冠疫苗接種點，極端天氣阻礙了民眾接種
新冠疫苗。
突然的大範圍斷電給居民帶來諸多不便，也釀
成了不少慘劇。在北卡羅來納州、密蘇里州等地
，極端天氣帶來不少人員傷亡事故，包括因道路
冰凍發生的交通事故，還有居民發動車輛取暖
造成的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此情此景下，總統拜登18日宣布得州進入緊急
狀態，他在推特上寫道：“我已經宣布進入緊急
狀態，授權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提供發電機和
物資，並準備好滿足額外的要求。”
遭遇嚴重損失的不止得州。據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CNN）報導，極端天氣使路易斯安那州、密
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馬州等地32萬多戶家庭和多
家企業斷電。在肯塔基州，約7萬戶居民斷電，在
西弗吉尼亞州，約6.7萬戶居民斷電。暴風雪過
後，俄勒岡州10萬多人18日仍然沒有電力供應
。
引發民眾不滿
大範圍長時間停電的狀況，使能源運營商和包
括阿博特在內的州領導人面臨嚴厲批評。
阿博特本人對得克薩斯州電力可靠性委員會
（ERCOT）提出批評，該機構負責得州90%的電
力供應。
憤怒的居民也把矛頭指向ERCOT。批評人士稱
，在2011年的一次寒冷天氣結束後，該機構沒有
聽從警告，沒有確保主要依賴天然氣的得州能

源基礎設施防凍得當。
批評人士還對阿博特的領導能力提出質疑。美
國參議員泰德·克魯茲因與家人在危機中飛往
墨西哥度假城市坎昆而受到抨擊。克魯茲表態
稱將返回得州，“查清發生了什麼”。
68歲的加里·南斯（Gary Southern）是得州一名房
地產經紀人。他說，17日下午他重獲電力供應，
這是自15日凌晨斷電以來，他“第一次睡了個安
穩覺”。

“這是我們經歷過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南斯
說。他還提到，他被告知將會出現輪流停電，這
讓他很沮喪，“我知道我們社區裡有很多人仍然
沒有電，他們也很失望。”
天災還是人禍？
極端天氣導致大範圍停電的情況也引髮美媒反
思，此次事件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
專家表示，致命天氣將更加頻繁地襲擊美國，美
國需要做好應對準備，本週的事件再次表明，地
方、州和聯邦官員在應對更危險的天氣方面做
得不夠。這也預示著，隨著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
加劇，社會最弱勢群體的需求將大幅增加，也對
社會服務提供者和政府提出更高要求。
美聯社稱，這場危機給全國的電力系統敲響了
警鐘：隨著氣候變化的惡化，超越歷史常規的極
端情況正變得越來越普遍。
美國總統拜登已計劃未來四年內在基礎設施和
清潔能源方面投資高達2萬億美元。拜登承諾將
更新美國電網，使其到2035年實現無碳污染，並
對建築物進行防風處理、修復道路和建造電動
汽車充電站等。
專家還提醒稱，極端天氣帶來低溫、對新冠疫苗

接種造成影響，更令人注意的是，暴風雪天氣可
能會更常見。
雪城大學電氣工程和計算機科學助理教授薩
拉·埃夫特哈內賈德（Sara Eftekharnejad）表示：

“這絕對是一次異常現象”，考慮到氣候變化，這
種現象可能會發生得更頻繁。無論是得克薩斯
州的嚴寒還是去年引發致命野火的加利福尼亞
州熱浪，“可能需要更好的計劃，因為我們開始
在全國各地看到更多極端天氣事件，”她說。
密歇根大學能源系統助理教授邁克爾·克雷格
（Michael Craig）說，加州和得州發生的事件表明
，“在氣候變化面前，我們能做的很少。從現在開
始，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
埃夫特哈內賈德及部分專家指出，更好地進行
短期和長期預測，將有助於避免災難性的故障。
有美媒指出，氣候變化也在損害軍事設施。例如
，2018年一場颶風損害佛羅里達州廷德爾空軍
基地，2019年內布拉斯加州奧法特空軍基地遭
遇洪水，導致五角大樓將服役人員送往遙遠的
英國接受訓練。此外，2018年還有一場颶風襲擊
了北卡羅來納州的勒瓊營，美國海軍陸戰隊三
分之一的軍力駐紮在此，造成軍隊整體訓練能
力降低。
得州民主黨參議員湯姆·卡珀（Tom Carper）表
示，得州和其他州的災難“提醒我們，我們國家
的關鍵基礎設施很容易受到極端天氣事件的影
響，我們不能再對其所需的彈性投資視而不見”
。

美國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國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
國家國家？？

這是美國人自己在辯論，結果分配的很平均，

有50%的人覺得是，而50%的人覺得不是。如果是中

國人辯論，大家覺得會不會答“是”的比美國人更

高呢？下面就來看看美國人分別是怎麽說的吧。

正方：

來自網友Installgentoo的回答：我們國家有憲法

，這是一個防止政府攻擊民衆的法律，同時也預防

了那些野心勃勃的宗教組織干政。雖然有時候這個

國家表現出來的沒那麽好，但是在這個國家中，自

由依然是被尊重的。僅憑這個原因，美國就比其他

國家好上數百倍。

反方：

來自網友InnerTwin的回答：當然不啦，美國解

釋起來太複雜了，政府機關和政策是一團糟。我覺

得就連教育系統也很差勁。美國人太自負了，我們

也許是第一世界的國家，但是我們有高得可怕的犯

罪率和多到數不過來的轉基因食品。健康保險還不

錯，可是如何獲賠的規定一般都不怎麽樣。而且你

說自由？自由恰恰是我們最缺少的，銀行和集團控

制政府以及民衆，說是自由，但是你也不能亂說話

，因爲他們無時無刻不再監視著你的一舉一動。

正方：

來自網友abelsmack的回答：我覺得是，如果我

們來個全世界的調查，那美國肯定是所有人都想搬

來的國家。沒錯，我們是不完美，但是我們至少不

是第三世界的國家。我們的教育系統是需要改進，

但是也沒差多少了，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緊急救

援。我們的經濟是可以更好，但是現在就已經很不

錯了。而且世界各地的精英人士都在往我們這裏涌

。

反方：

我是美國人，但是我不認爲美國是世界上最好

的國家，我們還有很多東西需要改進，比如說我們

的稅法太複雜了，我們投票選出的總統是基于他是

民主黨還是共和黨，而不是他們是否會真的幫助我

們國家發展。而且我們的宗教主義也很可怕（很多

反對同性戀婚姻的言論都是宗教信仰驅使的。）別

的國家，比如說瑞士就在自己人身上投資，比如說

建立健全的健康保險系統。

正方：

來自網友Bender75的回答：美國在很多方面都

是排名第一的，美國是世界第一因爲我們是一個最

穩定的國家。我們統一了50個州，這是很了不起的

，特別是和歐洲比起來。我認爲美國是超級大國是

因爲美國是個大熔爐，我們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居民

。我們在各個領域都是領先的，其他國家都在試圖

模仿我們。

反方：

來自網友sodoff的回答：爲什麽會有人這麽想呢

？比起羅馬，希臘，大英帝國和其他過去的超級大

國。美國成爲超級大國的時間還很短。就說我們現

在的財力和經濟十年內肯定要被中國超過了。我們

的建立是基于其他國家的研究和發明上的，比如說

羅馬發明了民主制度，中國發明了火藥，英國開啓

了革命，還發明了電腦。我的意思是說其他很多國

家都對人類進步做了貢獻，這不是一個國家就能搞

定的。

正方：

來自網友tristan21629的回答：美國是世界上最

好的國家，如果你不同意的話你可以搬走啊，等你

後悔了就你知道美國有多好了。而且這個問題本身

就有問題。爲什麽總是問美國是不是全世界最好的

國家，而不是問中國，英國，加拿大，這就證明了

美國確實是最好的國家。

反方：

來自匿名網友的回答：我覺得美國只是還行，

我不認美國是最好的國家，它只是一個差不多在平

均綫左右的國家，而且數據能證明我說的話。美國

幷不比其他國家重要，或者特殊。而且美國沒有權

利去干涉別的國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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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中国工厂已经获

批，空前的支持力度和资金

借贷顺利进行，更高效且低

成本的制造，是特斯拉涅槃

的希望。

没有中国，就没有新特

斯拉。

所以马斯克旗帜鲜明

“感谢中国”，开心到脱衣

跳舞暖场，表演的成分有，

但绝对真心诚意。

去年这个时候，特斯拉

深陷产能地狱、股价连连被

做空，破产和被收购传闻一

波接一波，裁员和人才出走

一齐发生……

而马斯克本人，被美国

证监会调查，董事长头衔被

“吊销”，曾经跟乔布斯相

提并论的硅谷钢铁侠，被质

疑为“美国贾跃亭”，甚至

特斯拉CEO职位，看起来

也岌岌可危。

他脆弱到发出“整日整

夜，没有孩子，没有朋友，

除了工作，一无所有”的悲

情自述。

然而一年之间，特斯拉

产能大盛，Model 3销量和

交付激增，太平洋两岸的风

云激荡也都没能阻碍复苏。

一年之间，特斯拉涅槃新生

。

核心功劳或许只有一个

：中国超级工厂太给力了，

中国实在太给力了。

特斯拉这一年：破产边

缘，逆风翻盘

2020年 1月 7日，美国

有CES开展，但马斯克选择

跨洋飞行十几个小时来到中

国。

他的公开行程是“国产Model 3车

主交付”，他登台演讲，但意料之外脱

衣跳舞，连直播的解说都一时不知如何

形容场面。

马斯克倒开心异常，于是说出这样

的话：

没有中国（政府）的支持就没有特

斯拉的今天。

为什么马斯克必须感谢中国？

这听起来像是个懂中国国情的外宾

发言，但如果回顾马斯克和特斯拉的

2019。

简直就是被中国拯救的一年。

是中国政策、中国速度和中国市场

，救“破产边缘”的特斯拉于水深火热

。

开年不利，但希望从东方升起

延续2018年年末的苦境，2019年刚

刚开始的时候，特斯拉依然没能翻身。

产能问题还让公司经营问题统统曝

光。

2019年1月刚开始，马斯克发内部

信表示，要裁员7%，意味着特斯拉每

14名员工中，就得有一人被裁掉。

裁员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当时特斯

拉股价347.31美元，被寄予厚望的Mod-

el 3交付依然是大问题，而如果股价继

续走低、公司又无法扭亏，现金流可能

就会垮掉。

好多分析师都在评估苹果收购的可

能。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

因为再过4个月，特斯拉的股价还

会跌至股价3年最低点，只剩177美元

。

中国古语有曰：否极泰来。

其中转换不在于运气，而是新增变

量够不够逆风翻盘。

1月裁员，马斯克说出于生存，但

可能不是全部实话，因为他很清楚：

特斯拉的中国工厂已经获批，空前

的支持力度和资金借贷也已在进行，更

高效且低成本的制造，是特斯拉涅槃的

希望。

1月7日，马斯克飞抵上海奠基，

特斯拉中国超级工厂破土动工。更早之

前他已专门来到北京，吃下了更安心的

那一个煎饼果子。

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马斯克就想

到了感谢中国的发言。

只是中国工厂一日还没生产交付，

马斯克就依然得面对股市和公司经营的

双重危机。

做空一浪高过一浪，“一文不值”

2019年3月，特斯拉的危机进一步

加重。

最集中的反映是美国价值投资人俱

乐部VIC，发表了做空报告。

报告中从产品需求减弱、产品安全

性能差、资金缺口巨大、马斯克或被免

职等多个角度着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这是做空特斯拉的绝佳时机。

他们也对特斯拉的股价给出了预测

，表示：特斯拉的股票价值约为每股50

美元。这显然是假设特斯拉仍然在持续

经营。

“但如果特斯拉破产，就将一文不

值。”

背后原因听起来也很合理——未来

一段时间的连锁反应，比如特斯拉巨债

到期、第一季度财报发布，将导致特斯

拉股价暴跌，就连马斯克本人也会有爆

仓风险。

特斯拉的前景怎样，这时候尚不得

可知。但这份做空报告，的确切中了特

斯拉当时的痛处。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4月，特斯拉公布第一季度交付数

据显示，虽然同比增长 110%，达到6.3

万辆，但远低于分析师预期的7.35万辆

。

该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马斯克服

软，表示不抵触融资稀释，甚至出于公

司发展，卖保险也可以考虑其中。

与此同时，马斯克也在带队“勒紧

裤腰带过日子”，一面抛出了新的成本

削减计划，要审查团队的每一笔支出，

包括“零部件、工资、差旅费和租金”

等等。

另外一面是给团队和股东“加油打

气”，发内部信称，特斯拉将在第二季

度打破季度电动车交付纪录，交付量将

会超过去年第四季度实现的九万辆。

但市场并不买账，特斯拉的估价跌

破了200美元。

太平洋两岸的关系影响了所有中美

高科技公司，特斯拉中国工厂不被美国

分析师看好。

只是这一次，马斯克赌对了。

至暗时刻，中国工厂救火

2019年6月3日，特斯拉估价近3年

来最低的时刻，但也是特斯拉迎来反转

的时刻。

积极信号从上海传来。

特斯拉位于上海临港占地近1300亩

的超级工厂，主体建筑已经进入封顶阶

段。

马斯克兴奋又惊讶：

这是我见过的建成速度最快的建筑

，在未来它具备年产50万甚至100万辆

电动车的潜力。

在股东大会上，马斯克再放豪言，

当时没人放在心上。

不过如果对比之前特斯拉在美国的

2号超级工厂，速度差距再明显不过。

2014年开始建设，2016年之后才竣

工。整整2年时间。

而中国工厂——一个外资汽车制造

品牌的全资工厂，在中国仅仅5个月时

间。

这样的速度也让国内吃惊，加上对

特斯拉的好奇，马斯克自曝“需要空中

交通管制，因为有太多的无人机飞来工

厂上空拍照。”

也是在那次股东大会上，马斯克放

出2020年100万辆RoboTaxi的宏图计划

，并且在销量、生产和交付方面信心满

满。

一切或许也跟中国工厂不日投产密

切相关。

2019年 10月，特斯拉中国工厂开

始正式进入生产交付。

而马斯克赢得的，不光是中国工厂

对产能的拯救，更是全球垂涎的汽车市

场，以及外企们梦寐以求的信任。

特斯拉困局，自此开始转折。

中国制造，中国速度，中国市场

10月 24日，可能是特斯拉在2019

年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马斯克发布第三季度财报

，得益于创纪录的汽车交付量、成本削

减和新电动车型生产计划改进，特斯拉

盈利了。

对于特斯拉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多

得的好消息。

但这个好消息，依旧来自东边。

根据特斯拉按照地域划分的销售

数据统计，第三季度在美国的销售额

下降了20亿美元以上。但其在中国的

销售额大增，第三季度中国市场营收

6.69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 4.09 亿美

元增长 64%，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

市场。

而且，特斯拉也在财报中正式宣布

，上海临港的特斯拉超级工厂历经10

个月快速建设，已经开始试生产了。

并且建造成本比美国的Model 3生

产线降低了约65%！

而且，Model Y生产线的安装速度

也远远超出了预期，将提前生产并于

2020年夏季推出。

多个好消息刺激之下，特斯拉股价

在这一天大涨17.67%，第二天势头不减

，依旧向上推动了9.49%。

特斯拉股价自从3月份之后，再度

站上300美元。虽然北半球即将迎来冬

日，但马斯克和特斯拉依旧倍感温暖。

11月份，马斯克赛博皮卡发布，虽

然不被市场看好，特斯拉股价略有波折

，但有中国押阵的Model 3基本盘，整

体依旧向上。

一个月后，中国制造的特斯拉

Model 3交付临近，特斯拉股价冲上400

美元，而且增长势头还在继续。

马斯克发推感叹：股价真高啊！

当然，中国制造带来的助力，也让

特斯拉重新调整中国定价。

2020年刚开始，中国版Model 3宣

布降价到30万元以下，国产电动车哀

嚎，马斯克拥趸欢呼，一家车厂的降价

新闻，登上微博热搜——还能有比这更

好的宣传吗？

于是中国工厂破土一年之后，2020

年1月7月，马斯克连夜从洛杉矶飞抵

上海，在现场状态兴奋，自编自跳“熊

猫舞”，说出那句知名的感言：

没有中国的支持就没有特斯拉的今

天。

当日收盘，特斯拉市值已经突破

800亿美元。

或许没人能想到，马斯克的特斯拉

，跌宕一年，向阳重生。

一切还不是结束。

伴随着Model 3交付，马斯克在中

国的事业也进入下一个征程：中国制造

Model Y项目正式启动。根据此前计划

，将会在2020年夏季交付。

其实一辆汽车在哪儿生产，又有什

么重要的呢？更何况具体中国版定价未

公布。

但聪明的马斯克或许算盘清楚，这

不仅是对华尔街分析师投资人们的定心

丸，更是对中国政策、中国制造和中国

速度的表态。

马斯克和特斯拉之前，没有哪家外

资车企获得过如此殊荣。

特斯拉之后，或许也可能很难再有

了。

马斯克之前被表态“可以发绿卡”

时就强调过：我爱中国。

这一年经历来看，他没有理由不爱

，也没有理由不感谢。

没有中国，就没有新特斯拉。

为什么马斯克必须感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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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公元236年，史载“孛星”出现。

孛星，也就是灾星。

那一年，张昭去世了、董昭去世了

；司马昭则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昭”字在这一年有点邪门。

昭：是光明的意思。但也有光的意

思。

所以张昭、董昭“光”了，司马昭

“光明”了？

当然不是，否则天象不会出现灾星

。司马昭并没有“光明”，他带来的是

“大光”！张昭、董昭只是自己“光”

了，而司马昭的这个儿子，却是要让整

个司马家族“光”掉。

没错，他这个儿子就是司马炎。他

，就是司马家族的灾星。

看来，这个生和死孰好孰坏真不一

定啊！有的人死了，别人还能好好的活

着；有的人生了，却让全家死光光！

有了“火光”再发“炎”，司马家

族注定没有未来。

取名字，真是一个学问啊！

司马炎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跟随

着他的父亲，在他祖父的军营里度过的

。

这是一个积孽的童年！

那时的中国大地，到处都是战争。

而他的祖父司马懿，是战争的主角。有

战争就有杀戮，正常的杀戮，孽障归于

政府，而人为的孽，就要归于个人并波

及子孙了。

司马懿就是这样一个“造”孽的人

。

司马炎两岁的时候，司马懿打败燕

王公孙渊。进入燕京后，司马懿下令诛

杀燕国高级官员、平民百姓共七千余人

，然后把尸首堆积在一起，在用土累积

在群尸之上，堆成一个高高的土堆，供

大伙登上去看累积的尸首，称为“京观

”。

司马懿造的孽远不止这一点点。

不过，司马炎是一个善良的人，在

跟随祖父南征北战的十年间，他感受到

了民间的疾苦。这为他日后施行宽松无

为的政策有极大的影响。

直到司马炎十一岁，他的祖父迫于

曹爽集团的咄咄逼人，声称有病退居在

家。司马炎才过了两年安静读书学习的

生活。

成年

在二十九岁之前，司马炎一直熏陶

在谋略之中，并为权力而着迷。

而他的祖辈们，不断地用身体力行

，继续替他积孽：

司马懿装病期间，家人晒书遇雨天

，司马懿情急之下忘了自己是有“疯病

”的而跑出去收书，被一个婢女看见了

，司马炎的祖母张氏立马把那个婢女杀

了。

在围剿曹爽集团后，司马懿最初命

何晏主持这个巨案，何晏对昔日友好同

党，穷追猛查，希望获得宽恕。司马懿

告诉他，要屠杀八族。何晏呈报丁谧等

七人，司马懿说：“还不够”。何晏恐

惧说：“莫非还有我？” 司马懿说：

“你答对了”。于是何晏也被夷三族。

司马懿攻陷寿春后，穷究猛追，深

入调查，凡是口供中牵连到的人，全都

屠灭三族。挖掘令狐愚、王淩的坟墓，

剖开棺材，把尸首拖出来在附近村落暴

晒三天，焚烧棺材中殉葬的印信、衣服

，再把尸体裸葬。这种侮辱先人的暴行

，令人发指。

幸好，他的父亲司马昭是一个比较

仁慈的人

，替司马

炎阻挡了

部分孽障

。

然 而

，天将降

大任于斯

人也，必

不会中途

退缩。司

马炎的命

运在司马

昭的庇护

下看起来

有了一点

转折，但是，上天通过司马昭的手，给

司马炎送来了一个人，一个把他继续往

灾星位置上推的人。

朋友

司马炎像历史上众多太子党一样，

身边也有几个很铁很厉害的人。贾充、

裴秀、王沈、羊琇、荀勖以及竹林七贤

里的阮籍、山涛都是他的朋友。

裴秀，是司马炎的宣传部长兼广告

部主任。四处宣传司马炎有“极贵”之

相。司马炎有一头飘逸的秀发，站起来

的时候可到地面。他还有一双“帝王”

手，站立时双手垂下来，可以超过膝盖

。这么一副受竹林七贤影响的邋遢形象

，被裴秀一宣传，人人都觉得司马炎贵

不可言。

羊琇，是司马炎的助理顾问。替司

马炎观察时政，提出改革意见，拟定计

划。然后教司马炎熟记，以待老爹司马

昭询问时回答。

山涛，则是卧底。在司马昭准备立

司马攸为世子的时候，出面进行阻止，

说要“立长不立幼”。

而贾充，就是司马炎的打手，直接

就说了：司马炎是不可以更换的。

就这样，司马炎在这些朋友的帮助

下，顺利地被立为晋王世子。此时，他

二十八岁。

登基

等了许久的司马炎，非常不耐烦。

但其实是上天非常不耐烦了。

司马炎想做一个像秦始皇一样的帝

王，上天想加速司马家族的灭亡。

司马炎终于成了晋武帝，是晋朝真

正的开国皇帝。

作为一个官三代，他顺利地从主人

那里接过了皇帝玉玺，毫无负疚感。

他之所以能“顺利”，当然得益于

他的祖父（司马懿）以及父辈（伯父司

马师、父亲司马昭）的铺垫：

首先，他的祖父靠装病骗过李胜，

瞒过曹爽，最后把曹爽集团打残，夺取

了曹魏帝国的大权（公元249年）；

然后，他的父辈们又把曹魏帝国第

三任皇帝曹芳给废了（公元254年）、

把第四任皇帝曹髦给杀了，并扶持了第

五任皇帝曹奂（原名曹璜）（公元260

年）

就这样，在公元265年的12月13日

，在他爹死（265年8月9日）后四个月

，他把曹魏帝国第五任皇帝给废了，把

皇帝印信挂在了自己的腰上。

这年，他二十九岁。

直到公元290年去世，他一共在位

25年。

无为而治

前面提到，司马炎是一个心地比较

善良的人。他把前东家整个的家族一起

安置在邺城，让曹奂在那里做陈留王。

而所有礼仪仍然按天子的规格。

他很想做点事情。

他即位后向郡国颁了五条诏书：一

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

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希望开始他

的无为而治。

他极力提倡爱和节俭，希望矫正曹

魏帝国的人情淡薄、生活奢侈的社会风

气。

他也撤销了曹魏政府对东汉王朝刘

姓皇族的禁锢。这体现了他的爱。

他确实做了很多好事情。

他颁发《泰始律》，灭东吴统一中

国等等这些大事情基本上每一本相关的

历史书上都有记载。

在司马光的盛赞下（至于晋武独以

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没

有人会把他跟“司马家族的灾星”联系

起来。

然而，上天似乎对他们司马家族特

别不满。从他上位第三年开始，便天灾

不断。

天灾

天灾特别青睐司马炎。这让无为而

治的司马炎特别头疼。因为天灾来了，

政府就得出面救灾，还要安置灾民。在

赈灾过程中还有大量的琐碎的事情使司

马炎无法完全腾出手来实施他的雄才大

略。

268年09月，青、徐、兖、豫四州

发生大水灾，伊洛满出河面 。

275年12月，发生瘟疫，洛阳人口

死亡大半（数万人） 。

277年08月，青、徐、兖、豫、荆

、益、梁七州发生大水灾；

277年12月，发生大风灾，风将树

连根拔起，天气突然变得寒冷，五个郡

国结起了冰霜，使农作物受到了伤害

。

278年06月，阴平、广武连续发生

多次地震 。

280年04月，河东、高平、下起了

冰雹雨，秋季庄稼受到伤害。

280年06月，三河、魏郡、弘农等

不少地方下起了冰雹雨，伤害到了庄稼

。

281年02月，淮南、丹阳地震。

281年06月，郡国十六下了冰雹，

大风拔树，破坏了百姓的房子。江夏、

泰山发生洪水，流亡的人口有三百余家

。

281年07月，上党遇到了暴风冰雹

。

283年11月，衮州、河南及荆州、

扬州发大水灾。

面对完全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管

理的的国家，司马炎开始绝望了。

老子也不干了，你们爱怎么着就怎

么着吧。从此，他“祖祢采择嫔媛，不

拘拘华门”。

荒淫

无论正史野史，都用了大篇幅渲染

了司马炎的荒淫。甚至有人将他与汉灵

帝刘宏、吴国孙皓、南朝齐萧宝卷、南

陈末代皇帝陈叔宝相提并论。

他确实有这个资格，因为他的后宫

佳丽不是三千而是过万！

单单有名有姓的，就能列一张比天

灾还长的表：

皇后：杨艳，史称武元皇后。生毗

陵悼王司马轨，晋惠帝司马衷，平阳公

主，新丰公主，阳平公主。

皇后：杨芷，史称武悼皇后，出身

弘农杨氏。

皇太后：王媛姬，史称怀皇太后。

生晋怀帝司马炽。

贵嫔：左棻，左思妹，出身齐国左

氏。

贵嫔：胡芳，胡奋女，出身安定胡

氏。生武安公主。

夫人：诸葛婉，诸葛冲女，出身琅

琊诸葛氏。

夫人：李夫人。生淮南忠壮王司马

允，吴孝王司马晏。

贵人：公孙贵人。

淑妃：刘媛。

淑媛：臧矅。

淑仪：芳。

修华：逵粲。

修容：陈修容。

修仪：左嫔。

婕妤：邢兰。

容华：朱华。

充华：赵粲，出身天水赵氏。

美人：徐义。

美人：审美人。生城阳怀王司马景

，楚隐王司马玮，长沙厉王司马乂。

美人：赵美人。生代哀王司马演。

美人：陈美人。生清河康王司马遐。

才人：徐才人。生城阳殇王司马宪。

才人：匮才人。生东海冲王司马祗。

才人：赵才人。生始平哀王司马裕。

才人：程才人。生成都王司马颖。

才人：谢玖。（给司马炎生了孙子

司马遹）

保林：严保林。生新都怀王司马该。

姬妾：诸姬。生汝阴哀王司马谟。

古人说，一切祸端始于荒淫是有道

理的。司马炎从此也彻底地无为了。

但仅仅这点还是不够让他成为司马

家族的灾星的。上天又给他安排了一个

人。

司马衷

这个人就是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

照说，司马炎有二十六个儿子，多

一两个弱智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

，司马衷太子的地位再加上其他两个人

，事情就非常大了。

一切，上天自有安排。

第一个人，是孙子司马遹。

起初，司马炎看这个儿子如此弱智

，估计连男女之事也不会明白。为了给

儿子启蒙，司马炎把自己的才人谢玖派

去帮助弱智儿子。结果，谢玖生了个儿

子。看着自己的女人给自己生了个孙子

，司马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的很

。因为这个孙子司马遹特别聪明。

第二个人，是前面说到的把司马炎

一直往前推到灾星上的人，他就是贾充

。

贾充本人其实也就是一个打手，还

差点被司马炎废了。但是，他通过计谋

让自己的女儿成了太子司马衷的老婆。

为了自己家族和女儿的幸福，贾充可了

劲地保着司马衷登的帝位。

看着自己的孙子如此聪明，在加上

贾充的拼命维护。司马炎终于打消了废

太子的心。心里想着儿子不行，但孙子

可以光宗耀祖啊。

公元290年，司马炎撒手人寰。晋

王朝的江山落到了弱智儿子司马衷和儿

媳贾南风手上。

八王之乱

这位从来没有对人发过脾气，板过

面孔的好皇帝，就这样走了。

有人说终其一生，也没有看到他有

什么不幸的事情，为什么要说他积孽，

说他是司马家族的灾星呢？

上天要败一个人，就从他的品行下

手；而要败一个家族，则从他的教育下

手。

司马炎灭吴以后，本来可以潜心教

导儿子，然后择优选择接班人。或者实

在不行，给弱智儿子一个睿智老婆也好

。可他却只顾骑着羊车在后宫里瞎逛，

走到哪里就睡在哪里。

于是，他留下来的弱智皇帝加上无

脑疯子贾南风，则按上天的剧本，把司

马家族基本上全部内耗“光”了。

史称“八王之乱”的内斗时代开始。

事实上，至少有六十多个司马家族

的亲王被卷入“八王之乱”的内斗中。

司马家族基本死光！

历时十六年的司马家族内斗，导致

的就是中国全境的内战时代来临，一个

人命猪狗不如的时代的开启。

后记：司马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挽

救自己的家族，阻止这长达三百年的悲

惨世界的来临。然而，他是上天选中的

灾星，是祖辈积孽的偿还者，命运无法

改变。

我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但每次读史

到这一段，总是不自觉地去想：司马炎

作为一个皇帝还是不错的，为什么他会

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除了宿命，真的

找不出好的解释了。

司马炎统一了中国
却把中国带入了
三百年的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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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二十不惑2》官宣 原班人馬集結
向25歲新生活前進！

由檸萌影業出品，徐曉鷗擔任總制

片人，黎志導演執導，張五居、鍾恩

淑、陸十三峰、韓三台擔任編劇，李桢

擔任聯合編劇的勵志青春劇《二十不惑

2》今日發布海報正式官宣全陣容，除

原班人馬“紅樓四子”關曉彤、蔔冠今

、董思怡和李庚希四位女演員將繼續出

演外，女性角色中還加入了由徐夢潔飾

演的丁一煊；此次，李俊賢、費啓鳴、

謝彬彬、周翊然四位男主演也齊亮相，

新鮮陣容充滿活力與朝氣，帶給大家全

新的視覺體驗。另外，李庚希和牛駿峰

將作爲特別出演，一同參與到《二十不

惑2》的故事中去。

全陣容正式官宣
續寫25歲奮鬥新裏程
《二十不惑》一經播出就引發了網

友的觀劇熱潮和衆多討論，幾個95後年

輕人在畢業之際面臨的學業、愛情、家

庭等各方面的矛盾與困惑更是激發了大

批觀衆的強烈共情。《二十不惑2》的

劇情發生在“紅樓四子”踏入職場後，

每個人的新問題也接踵而至，但面對這

些麻煩，她們互相鼓勵，攜手前進，用

自己的方式贏得更美好的未來。

女演員們“一回生，二回熟”的宣

言不僅體現了《二十不惑》IP的系列

感，還代表他們從青澀走向成熟，在職

場和生活中不斷成長，逐漸摸索出屬于

自己的人生方向。關曉彤飾演的梁爽堅

持對于美妝的熱愛，再次回到鏡頭面前

，經過不懈努力終于成爲了一名成熟的

美妝類主播，但其實成名的背後卻是無

數雙眼睛緊盯著她的一言一行，雖然收

獲了無限風光，卻再也沒有過去的“自

由”。蔔冠今飾演的姜小果，以優異的

實習成績進入藍禾資本，開啓了自己的

投資事業，看似是揮斥千萬的金融精英

，實際上連爲自己夢想買單的能力都沒

有。董思怡飾演的段家寶在父親的支持

下開始創業，但是事情遠遠沒有想象的

那麽順利，走出溫室的她終于見識到了

生活的風雨。她的李庚希飾演的羅豔，

放棄了安穩的工作勇敢追夢，過去的她

只想一心躺平在自己二次元的世界裏，

但現在即使不知前方道路如何，她也勇

敢的邁出了第一步。由徐夢潔飾演的新

角色丁一煊，看似安于現狀做著朝九晚

五的工作，但實際上她的內心藏著一片

充滿愛與童話的小天地。五個女孩時刻

准備著，以最飽滿的姿態去迎接機遇和

挑戰共存的25歲。

今日男演員們的官宣海報也別具

巧思，演員比“2”的手勢與態度宣言

融爲一體，極具風格。“一是一，

二是二”既呼應了“一回生，二回熟

”，又強調了《二十不惑》本身劇作

的系列感。整套海報風格鮮明，在強

烈的視覺衝擊下，抓住觀衆對于《二

十不惑2》的深刻初印象。李俊賢此次

出演商業精英蔣蘭州的角色，他的目

標永遠是KPI和 GMV再創新高。費啓

鳴飾演的齊頌是一個愛自由愛玩、不

走尋常路的“海歸”，“生命誠可貴

，自由價更高”是他一直堅信的人生

准則。謝彬彬飾演的朱周晨是一位醫

術高超又有愛心的寵物醫生，和小動

物打交道是他最愛做的事情。周翊然

飾演的殷賞則是一位心思沈穩的十八

線小演員，他懂得趨利避害，卻也有

自己一直堅持的原則。作爲幾位新加

入的角色，在他們身上會發生什麽新

鮮有趣的故事，他們又會和幾個女孩

擦出什麽樣的火花？著實讓人拭目以

待。

描繪95後寫實群像
聯結情感上的共鳴
“95後”有著這一群體獨特的性

格：不被定義，偏愛特立獨行的興趣

點，秉承堅守自我的處事方式。如今

，95後正式畢業踏入職場，這批年輕

人都將在跌跌撞撞的成長，她們會如

何適應職場，接受新的身份轉變，這

不僅是大衆一直關注和討論的話題，

更是每個普通社會青年都會面臨的現

實問題。

本劇以多樣化的生活狀態解讀青春

的定義，通過幾個家庭背景、性格和職

業各不相同的角色，展示了她們在職場

和生活中的青春奮鬥史。劇中梁爽、姜

小果、段家寶在追夢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一路堅持和守護著自己的夢想；羅豔

和丁一煊卻表現出順其自然的“佛系態

度”，保持著低欲望的同時滿足于生活

中的“小確幸”。幾個女生對待人生的

不同態度，真實的展示了當代青年多種

多樣的生活狀態，不管是選擇“奮鬥”

還是選擇“躺平”，都是年輕人接納內

心，追求自我的表現，因爲即使是暫時

的“躺平”，也並不意味著放棄自我提

升，這只不過是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讓我們慢慢尋找著自己的人生軌迹。

人生不是一道對錯題，無論我們選擇哪

一種對待生活的態度，都可以活出自己

不一樣的精彩。

《二十不惑2》將接續第一部的結

局，繼續講述幾個95後的年輕女生在步

入社會後，經曆了一系列挫折，最後在

職場和生活中，獲得愛與成長的故事。

隨著新角色的加入，《二十不惑2》即

將開啓的全新篇章讓人充滿期待。目前

，該劇正在火熱拍攝中，未來將于愛奇

藝視頻獨家播出，敬請期待。

《對手》：看懂的都是有生活閱歷的人
《對手》對于間諜的表現，可以說是一種突破

。很多電視劇都對潛伏在大陸的間諜生活進行了細

致刻畫，無論是《誓言無聲》的陸一夫，還是《于

無聲處》陳其乾、張文鴻等確實都栩栩如生，但是

《對手》對潛伏大陸的間諜的生活刻畫，還是更勝

一籌。

《對手》間諜潛伏得相當成功，他們和我們一

樣的生活，一樣的“中年慘如狗”，但是他們比我

們更加煎熬，比我們多了“恐懼”和“沈淪”，所

以有人說，《對手》的間諜不那麽“可恨”，反而

更加“可憐”更加“悲催”。

間諜也有美好的青春，當初年輕貌美的丁美兮

和林彧都是境外選拔的優秀間諜，私下裏也是一對

戀人，他們來到廈州與李唐會合，並且都有各自的

代號，當時，他們完成任務，既可以回去，然而，

他們並沒有完成任務。

後來林彧下落不明，李唐和丁美兮待在廈州

市無處可去，兩個人過上了相依爲伴的日子。李

唐如願和丁美兮結婚、生子，像極了平常夫妻，

有溫情和相互關心的一面，也有當間諜“不爲人

知”的一面，這一面，是那麽黑暗，兩個人都難

以啓齒。

和大多數中年夫妻一樣，他們因爲孩子學習

發愁，更讓他們發愁的是發現女兒早戀，丁美兮

發現女兒李小滿有些不對勁，總是與男生秘密約

會，爲防止她過早戀愛或者犯錯，于是決定坐下

來好好交談。事與願違，他們沒有談好，反而談

崩，他們的家庭也處在火藥桶上，隨時都會有一

場“硬仗”。

爲了一家生計，李唐開出租車，丁美兮當教師

，生活並不富裕，所以李唐爲了討要經費，“奮不

顧身”。李唐再也不是年輕時候的桃園，錢不夠，

李唐想要申請漲經費，畢竟自己還有妻女要養，就

連補牙的錢都舍不得花。

壓在他們頭上的不僅是生活的壓力，還有作爲

間諜任務的危險性，“任務多，難以完成”，但完

不成任務也不是輕松的事情，同行鍾耀光溺水身亡

就是後果。當李唐看到電視台播報有關鍾耀光的新

聞，這個消息令李唐陷入疑惑，想不通鍾耀輝究竟

知道多少內幕，才會慘遭幺雞毒手。

後來，李唐目睹了壓力太大的幺雞事先在餃子

裏摻了毒藥，自殺的全過程，他再強大的內心，也

會被同黨的結局所震驚。

相比于李唐，作爲女間諜丁美兮壓力更大，人

格更分裂。

爲了潛伏順利以及能夠完成任務，她在學校時

刻保持一副好老師的形象，背後，她

爲了完成任務要色誘男人。每一次色

誘，丁美兮都當做任務，不管對方是

誰，只要是爲了完成任務，她都要

“假戲真做”。每當她和男人“激情

”過後，習慣性地刷牙，都會用這種

方式來清洗肮髒。

就是這樣如履薄冰的生活，還是

招來“滅頂之災”：發現上級幺雞來

過自己家，唯恐會禍及孩子，惶恐不

安；另外大陸反間諜機構段迎久盯上

了自己，高智商的人在一起過招，小小的失誤都會

讓自己“露出原形”，人到中年的她，開始顫顫巍

巍“走鋼絲”。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丁美兮“弟弟”劉曉華考

上國安系統，“貓鼠一窩”，丁美兮幾乎要“抓狂

”，要命的是劉曉華發現了丁美兮見不得人的“秘

密”，並且將“野男人”痛打一頓。

李唐得知丁曉禾打了，沒有太多表示，他知道

自己戴綠帽子也是工作一部分。

晚上吃飯時，丁曉禾心事重重，到後來實在忍

不住，便去廚房找丁美兮談話，暗示她應該珍惜姐

夫，不要被外面的假象所蒙蔽。

《對手》這部劇，看來值得認真“追”，看懂

的都是有生活閱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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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投资人逼宫而卸任CEO职务

两年半后，Uber联合创始人卡兰尼克

切断了与这家公司的最后联系。过去

两个月内，卡兰尼克抛售了手中所有

Uber 股票，套现超过 27 亿美元。在

2019年年底之前，这位争议满身的创

始人还退出董事会，给他的十年冒险

之旅画上了句号。

在一些人眼中，卡兰尼克是缔造

了全球出行巨头的商业奇才；但在很

多人看来，他也是一个十足的偏执狂

，一个充满远见又冷酷无情的管理者

，还是一个乖张、任性的“混蛋”。

在几年前他带领Uber风靡全球的辉煌

时刻，卡兰尼克就是以这样的双面形

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早早淡出Uber管理一线的卡兰尼

克，取得过成功，也犯下过错误。以

往那个张扬、激进的Uber，如今正在

继任者的改造下变得温和。人人都在

试图忘记它的创始人，现在看上去也

已美梦成真。不过现状并不乐观的

Uber，是该怀念还是彻底摈弃激情的卡

兰尼克时代，身在其中的每个人可能

有不同的答案。

风投下的蛋

若干年后Uber的诞生故事，是一

个被精心修饰后的版本——2008年的

某个雪夜，浪迹在巴黎街头的加勒特·

坎普和他的好友卡兰尼克，在苦于打

不到车的时候突发灵感，要开发一款

颠覆传统出租车的叫车软件，于是便

创立了Uber。

事实上，在此之前坎普就一直有

类似想法，只不过他最初的设想是购

买大量豪车和雇佣大量司机进行运营

。在那个决定性的雪夜，卡兰尼克提

出了一个利用他人资产和劳动而无需

自掏腰包的杰出创意。他在埃菲尔铁

塔上力劝这位好友，“你没有必要买

车，直接让司机在软件上注册就行，

他们会成为我们的代理商。”

Uber的浮沉和卡兰尼克的个人故

事并不完全重合。在投身优步之前，

他有过两次波折的创业经历。而Uber

点子的所有者，也并非卡兰尼克一个

人。但他后来成为了这家网约车巨头

的灵魂人物，甚至连担任Uber董事长

的坎普（他从未以员工身份加入，也

没领过薪水）都说，“优步是卡兰尼

克的，不是我的。”《财富》杂志一

位数次采访过卡兰尼克的记者则干脆

评价称，优步之于卡兰尼克，就像微

软之于比尔· 盖茨，苹果之于乔布斯和

Facebook之于扎克伯格。

在这场长达十年的大冒险之前，

卡兰尼克还短暂做过一名天使投资人

。2007年从卖掉的第二家公司身上分

到300万美元之后，对创业心生恐惧的

卡兰尼克选择转型。这个勉强跻身旧

金山富有企业家圈子的新手富豪，开

始沉湎于充当别人的创业导师。

他还加入了一个企业家团体，团

体内的成员经常会拿着地球仪随意转

动，然后决定去哪里旅行，并探索心

目中的商业真理。直到2008年伍迪· 艾

伦执导的《午夜巴塞罗那》——一部

讲述“男人的春梦”的电影——闯入

卡兰尼克的视野，他才终于决定要继

续做点什么。

Uber的卡兰尼克时代，是一段以

挑衅性姿态大举扩张的时期。经历了

成立初期投资人的不信任之后，作为

共享经济最有希

望的明日之星，

Uber 随后成为硅

谷风投资本争相

追捧的对象。卡

兰尼克从年轻时

的创业经历中学

到许多，包括讲

故事和“表演”

的技巧，当然也

感受过四处募资

时的嘲讽与尴尬

。但在 Uber 身上

，当再次面对投

资者，他很快就

成了赢家。

评论人士称

，卡拉尼克非常

善于给公司营造

“稀缺感”。他

自诩为深谙风投

艺术的专家，每

当有投资人表达

出兴趣，他总会

让对方先翻出底

牌，而不是由他来出价。卡兰尼克舌

灿莲花，他吸引到了亚马逊CEO贝佐

斯的私人投资机构、谷歌以及后来的

软银这些投资者。在Uber风靡全球的

时期，不仅风投公司和私募股权机构

，还有主权财富基金都成为背后的资

本力量。

统计显示，从2009年Uber创立到

2017年出局前最后一轮融资，卡兰尼

克从全球募资超过170亿美元。投资者

撒钱的速度令人震惊。Uber成为了人

人瞩目的明星，卡兰尼克最早只能在

推特上打广告的“寒酸”过往一去不

返。

等待数年之久的投资者也在期待

着回报。最乐观的那些时候，Uber的

IPO被认为将创造硅谷初创公司历史上

的造富新纪录。按照一度高达千亿美

元的估值，这些早期投资者完全可以

自豪地表示，自己押中了估值仅次于

Facebook的下一个超级独角兽。

尽管被认为与乔布斯或马斯克这

些性格鲜明的人相类似，但卡兰尼克

在美国的科技圈大佬中仍然是个性很

突出的那个。他获得的两极化评价，

也要远远多于前述这些人。

在批评者的眼中，Uber早期扩张

采取的是“道德上存疑”的侵略性手

段。卡兰尼克行事飘忽，不按套路出

牌。说的不好听一点，那就是藐视规

章制度，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2010年 10月的一天，Uber收到了

旧金山市的第一封禁令——这在以后

已成为家常便饭。禁令的理由是Uber

违反了出租车管理相关规定，刚当上

CEO的卡兰尼克机智地去掉了原公司

名称“Ubercab”中的cab字样，并强硬

地表示，出租车法律在Uber这里并不

适用，因为Uber旗下既没有出租车，

也不会委派出租车。

卡兰尼克始终保持着这种少见的

反抗态度。当Uber在纽约市遭遇监管

压力时，他的团队就展开了猛烈的宣

传攻势来表达抗议。比如，Uber在电

视广告中把纽约市长描绘成黄色出租

车行业的保护者，还在自家的app里对

他出言不逊。

卡兰尼克认为Uber的商业模式就

是要挑战陈旧的法律，“这些法律无

非是为了维护固有利益，并且还会阻

碍创新发展，消费者从中并无获益。

比如说出租车牌照和固定价格，就限

制了车辆供应，还导致打车费居高不

下。”因此，与眼中的不公之事相抗

争，似乎就成了他工作的一部分。他

还直接把出租车公司比喻为“混蛋”

，并且不屑地声称，就是这样的混蛋

行业在与代表颠覆性创新的Uber展开

竞争。

但很多时候也会出现友好的一幕

。每当Uber扩张至一个新城市，卡兰

尼克都会亲自撰写博文，对当地城市

的任何一项成就不吝赞美。这显然是

Uber取悦市场的行为，因为所有潜台

词的背后，就是当地消费者值得匹配

全新的生活方式——只要在手机上按

下按钮，就会有一辆逼格满满的黑色

轿车停在面前，潇洒地将你送到目的

地。

随着 Uber 估值的一路飙涨，卡

兰尼克有过志得意满的时刻。2014

年秋天，38 岁的他登上了《财富》

杂志列出的“40 岁以下杰出商人前

40 名”榜单首位。2016 年夏天，卡

兰尼克受邀成为夏季达沃斯论坛的

联席主席，在天津和来自全球的政

商名流把酒言欢。到 2016 年下半年

，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又提名卡

兰尼克加入他的商业顾问团队——

当不满于特朗普实施的针对几个穆

斯林国家的旅游禁令时，这位率性

的 Uber 创始人很快宣布退出该团队

，把总统晾到了一边。

甚至私下吹嘘的时候，卡兰尼

克还向一名记者承认，由于 Uber 取

得的成功，他对女性的吸引力都提

升了。“现在勾引女人就像用优步

叫车一样简单。没错，这就叫男神

。”

他是如此口无遮拦。卡兰尼克

喜欢寻求主导权，过去他也经常发

布不靠谱的推文，这点和马斯克十

分相像。他的脑海中时常会蹦出一

些“疯狂的想法”。在他可能已经

泛黄的中国名片上，印刷的头衔是

：战士-哲人-先驱。这就是 Uber 时

期的卡兰尼克。

长期以来，硅谷似乎一直存在着

一种对创始人身份的崇拜。只要公司

没有出现问题，就没有人愿意轻易对

一个激情洋溢的创始人横加指责。他

们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以带领被寄

予厚望的初创公司迅速成长。而投资

这些创始人麾下的公司，俨然就是对

信仰的一种考验。

卡兰尼克的创业故事就是在这样

的氛围中演绎。他站在事业的巅峰，

看着赞美裹挟着非议迎面撞来。

被放逐的创始人

一直到2017年6月之前，卡兰尼克

都是一名响当当的成功人士。

但一边是Uber从初创公司成为备

受争议的行业巨头，另一边卡兰尼克

的种种做派，也让他本人从广受欢迎

的企业家变成一个冷酷麻木的商人形

象。

Uber 早期采取的波浪式价格策

略（比如服务供不应求时就涨价）

，被看成是卡兰尼克视经济学理论

高于感性同情的证据。乘客们从刚

开始对服务的兴奋好奇，转变为对

价格策略的怨声载道。司机们也牢

骚满腹，他们不再满足于获得的新

的赚钱门道，而是认为 Uber 支付的

报酬太低。

谋求全球扩张的 Uber 还在各地

遭遇监管重压，在美国本土，还面

临着后起之秀 Lyft 的有力竞争。甚

至在 Uber 的大本营旧金山，这家原

本优势明显的先行者，都丢失了大

片市场。到最后，似乎对 Uber 表达

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而这一切的

“罪魁祸首”，被认为就是卡兰尼

克。

卡 兰 尼 克 的 错 误 之 一 在 于 ，

“他总是为自己的直言不讳而自豪

”，看上去他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场

合都不知道该怎么闭嘴。Uber 已成

巨型“怪兽”，卡兰尼克的名声也

迅速跌落。在某些时候，这名创始

人甚至成了喜剧演员的嘲笑对象，

一些讽刺他的荧幕形象在美国大受

欢迎。

2017年6月，忍无可忍的投资人逼

迫卡兰尼克辞去CEO一职。虽然他仍

继续留在董事会，但去年5月Uber在纽

交所上市时的敲钟仪式，卡兰尼克并

未获准参加。这位商业才能被贝佐斯

大加赞赏的Uber创始人，缺席了原本

最为亮眼的时刻。

同时被外界很多人迷恋和讨厌，

卡兰尼克身上具备着这种魔力。他并

不是完全没有懊恼，并自我辩解称自

己之所以时常激愤，是因为“激烈地

追求真相”。在早先，他曾告诉要为

Uber写一本书的《财富》记者亚当· 拉

辛斯基，“我不是混蛋，我很确定。

如果你相信某件事情并非如此，那你

自然就会想探究到底。我就是这样的

人。”

他和追随者们都坚定地认为，卡

兰尼克被误解了。

卡兰尼克推崇美国第一任财政部

长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功勋卓著，但

因为“不懂得适时沉默”而树敌颇多

。卡兰尼克说，这一点他和这位财政

部长有点像。他认为，一定会有反对

你的声音，忍一下，习惯适应就好了

。

和卡兰尼克遭到罢免类似，同样

被投资人从超级独角兽创始人位子上

赶下来的，还有共享办公公司WeWork

的亚当· 诺依曼。长发飘飘的诺依曼同

样傲慢自大、喜欢打破常规和潇洒张

扬，不过有意思的是，去年9月他被罢

免的原因是软银有意阻止WeWork上市

（当前并不是个好时机），而卡兰尼

克被赶下台，却是为了让Uber顺利IPO

。在这些资本巨手面前，硅谷科技公

司的创始人们，却发人深思地陷入另

一种被支配的命运。

卡兰尼克的离开，用一句感伤的

外媒评论说，这象征着硅谷过去十年

投资历史的终结。相比卡拉尼克时代

的慷慨——他可以邀请碧昂丝来Uber

的员工派对演出，并且以600万美元限

制性股票的形式向她支付报酬，而

Uber衣钵的继承者却只能千方百计地

缩减成本，甚至员工入职周年纪念日

的礼物都只能用贴纸来替代。

不得不说，狂人的谢幕，是一个

难言悲喜的结局。

卡兰尼克，Uber创始人的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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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但我们日常从朋友们的咨询中发现，很多人

对移民美国这件事其实还存在一些误解，比如认

为普通人移民美国是很困难的。

事实上，移民美国早已经不是顶尖人才或富

豪大佬的专属了，普通人移民美国虽然会受限，

但是行得通的移民美国途径有很多。

总而言之，普通人移民美国有难度，但没有

非常难，更不至于重新投胎。

特朗普自从2016年上任后，移民政策也随之

收紧。

2020年疫情爆发后，特朗普更是大力推行择

优发放绿卡（Merit-based Green Card）：

效仿加拿大，采用”积分制”对绿卡申请者

的年龄、收入情况、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等进

行严格审查。

紧接着又对移民政策进一步进行调整：

发布阻止绿卡申请人和外国工人进入美国的

签证禁令，声称出于保护美国就业。禁令最初于

2020年4月出台，并于6月宣布延长至12月31日。

随后拜登上台了，2021年2月24日，宣布取

消移民限制令。

再来看看美国目前的状况：

非法移民会极大地拉低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

，对此政策严格；

留学生通过H1-B签证留在美国很大程度上抢

占了本国公民的就业机会，抽签非常难；

EB-5排期无限延长；

EB-3劳工类，排期在4-5年；

雇主类因为疫情和失业率的影响，很难担保

境外申请人；

......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EB1-A人才移民成

为最适合中国人一步到位拿美国绿卡的渠道了。

EB-1A是专为杰出人才移民设置的绿卡类别，

是绿卡申请中的第一优先类别。

要求申请人在科学、艺术、商业、教育或体

育等领域，拥有高超的专业技能，并在其所属领

域里属于少数顶尖人才，且其才能和成就在其专

业领域里获得国际国内的公认和推崇。

这一类别不需要雇主担保就可以申请移民。

以下两个条件，申请人只要满足一个即可申

请。

条件一、

申请人曾经获得过一项或一项以上的重大国

际知名奖励，如诺贝尔奖、普利策奖、奥林匹克

奖牌或奖杯，或国际重大发明创造等。

条件二、

申请人具体须满足下述条件中的至少三项：

1、申请人在所在领域内，获得过省级、国家

级或国际性奖项；

2、申请人有专业协会会员资格的协会，该协

会须仅限杰出人才成为其会员；

3、专业刊物或主流媒体报道过申请人及其相

关工作或在其专业领域内的成就；

4、申请人曾经以个人或组员身份担任评委，

对其专业领域或其它相关领域的作品进行评审鉴

定；

5、申请人在科研、学术研究、艺术、体育及

商业相关领域有原创性的重大贡献；

6、申请人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主要商业出版物

或其它主流媒体上发表过专业作品；

7、申请人在具有较高声誉或较大影响的艺术

展览举办作品展览或其他展示活动；

8、申请人在工作机构、重要专业组织、团体

担任主要领导或其他重要职务；

9、申请人在相关领域的薪资、报酬或待遇远

远高于其他同行；

10、在表演、艺术上获得商业方面的成功，

如通过票房收入、影片唱片销售量等来衡量。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想要通过EB1A移民美国

，第二个条件是比较容易满足的。

移民美国难吗？获得美国绿卡需要什么条件？

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但不得不承认的

是，全球化市场发展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把

移民看成是“洪水猛兽”，觉得移民就是不爱

国。

很认同一位博主说的话，

移民这件事并没有多么高大上的考量，选

择到海外去生活的那些人，考虑的一样是柴米

油盐、子女教育、投资置业这些实质上的东西

。

接触过的一位上海客户何女士，就是典型

的例子。

何女士和先生都是名校硕士毕业的高材生

，在上海有着非常体面且收入不错的工作，有

房子有户口，按理说，已经是国内很多普通人

向往的生活。

何女士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她动了移

民美国的念头，但先生不同意，慢慢地这事情

也就放下了，何女士也没有再提起。

两年之后，何女士怀上二胎，产检发现怀

的还是双胞胎。二胎一出生，何女士和先生一

下子就成了三个孩子的父母。

两口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自然想让自己

的小孩从小受到最好的教育，他们很清楚好的

教育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可三个孩子，双语幼儿园一人一年就要

15-20万，三个孩子三年就要一百多万。

小学到初中，如果要让他们去上上海第一

梯队的国际学校，学费每年就要 25-30 万元，

三个孩子每年就得近百万，九年就是九百万。

还有高中、大学呢，后面还得出国留学呢

？

何女士不敢想，一想就头大……

他们的收入虽然不差，但若是想让三个孩

子都能在国内受到最好的教育，单单教育这一

项开销，便是他们远远负担不起的。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何女士再次动了移民

美国的念头。

她联系到我们美移移民，问我们，按照她

的情况能不能拿到美国绿卡。并直接开门见山

地说，她移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省钱！

是的，移民美国，还能省钱！

尤其是何女士这种家庭情况，在国内的教

育开销一年就动辄上百万，而何女士之所以坚

持要让孩子上双语幼儿园、国际学校，无非就

是想要从小培养孩子的全球化视野和能力。

拿到美国绿卡，孩子在美国上公立学校的

费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甚至父母还可以去申

请财政补助，国家还会倒贴你一些钱。

而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资源基本都集中在美

国。

相比日后再出来留学，持有美国绿卡更是

能在大学阶段狠狠地省下一笔钱。

美国大学招收的当地学生的学费，仅占国

际学生学费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持有绿卡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各种奖学金，

高中就在美国读书的话大学被名校录取的概率

也 会 更 大 ， 毕

业 后 在 找 工 作

等 方 面 也 会 更

有优势。

仅基于以上

教 育 这 一 点 的

考 虑 ， 何 女 士

就 坚 定 了 自 己

移 民 的 决 心 ，

并 且 成 功 地 说

服了先生。

因为何女士

自 身 条 件 相 当

不 错 ， 所 以 很

快 拿 到 了 美 国

身 份 ， 在 二 胎

还 没 上 幼 儿 园

的 时 候 ， 就 举

家 来 到 了 美 国

。

凭着这一点

认 知 和 行 动 ，

何 女 士 两 口 子

不 仅 卸 下 了 肩

上 沉 重 的 教 育

负 担 ， 还 给 了

孩 子 一 个 更 好

地 开 始 和 未 来

。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想要移民美国，

美国真的好吗？花几万美金、甚至十几万

美金去办理一个绿卡，值得吗？

其实，说移民不是花钱，而是省钱，并不

是没有道理的，办理任何一个身份都是一样的

。

就拿香港优才来说，只要你满足条件，花

几万块钱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不仅能享受当地

的教育和国家对香港身份的各种优惠，还能享

受当地先进的医疗。

很多人不知道，在世界医疗水平上，香港

的医疗水平仅次于美国，在个别领域更在欧美

之上，如治疗肺癌、肝癌、肠癌、乳腺癌等方

面的水平位于世界第一。

更重要的是，香港永久居民可享受公立医

院专科门诊首次看病 100 港币，之后每次只需

50 港币；普通门诊只需 45 港币，此外住院费

100 港币每天（无论是什么病），还包含了吃

饭、住院费、药费、手术费！

这跟内地动不动一个大病就能让人倾家荡

产比起来，香港身份真的是对健康最好的投资

，省下的也不止是几百万的事情。

据香港卫生署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男女

平均寿命均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不得不

说这也得益于其极具人性化的医疗体系和全球

领先的医疗水平。

近年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年轻人

的养老压力越来越多，很多人在三四十岁的时

候就开始为自己的养老做规划。

在不少移民项目中，养老福利其实也是很

多人会考虑的重点之一。

比如在美国，如果子女不赡养老人，美国

政府就会给予物质补贴。

满 55 岁的公民（有些地方是 62 岁以上）

，如果本人名下没有私人房产、隶属低收入群

体（每月收入低于1200美元），就可以申请入

住老年公寓。

老年公寓是美国政府推出的一大福利，收

费低廉，不但可以享受设施完善的住宿条件，

还有钟点工免费定期打扫卫生，屋内配置

了紧急救护按钮，如果遇到老人突发疾病，只

要按下按钮就有医护人员前来救助，服务非常

人性化。

如果遇到手头困难，没有积蓄的情况，还

可以申请美国政府基本生活补助金。

发达地区能享受到的人均社会资源，其实

是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这也是为什么移民

美国的人很多，但从美国移民到中国的人却少

之又少的原因。

国家发展这么好，为什么要移民？

我想就像一个段子说的那样：是为了享受

那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

注意，不是一个人享受哦，是一人办理全

家都可以享受哦。

以前的人总觉得有钱的人才能移民，事实

上现在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钱的人才会去移民

。

至少认知上，要先了解到移民的好处，才

会去了解移民需要的费用，再来衡量值不值得

去花这个钱。

越是在这个行业待久了，越发现决定一个

人是否选择移民的，往往不是钱，而是一个人

的思想、观念和认知。

毕竟随便一套三四线的房子都要百来万了

，

而移民往往还花不了这个钱，但无论在教

育、医疗还是养老方面，都给了我们多一个选

择，多一份保障，多一条退路。

社会越来越发展，除了配置房子、股票、

保险等资产之外，移民也是最重要的防范风险

的途径之一。

当命运打你一个措手不及的时候，或许因

为有一个海外身份，你就会因此“获救”。

移民并不一定要去国外生活，也不一定要

放弃中国国籍，很多的永居项目，如美国绿卡

、加拿大枫叶卡，都是不影响我们的国籍的。

多拿一个永居身份，并不会改变我们是中

国人的事实，却能让我们在风险到来的时候，

多一条退路和选择，教育方面也能给孩子的未

来多一种可能。

人生短短三万天，谁都逃不过生老病死。

为什么要移民？

或许，就是为了让我们在生老病死的这

一路上，能活得少一些的压力，多一些的轻

松吧。

90%的人没有意识到，原来移民不是花钱
，而是省钱

根據美國約翰斯 • 霍普金斯大學的新冠疫
情追蹤數據，截至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全球累
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超過二點七二億案，累計
死亡超過五百三十三萬例。

而美國累計確診己超過五千○五十萬例，
累計死亡則超過八十點三萬例。路透社消息稱
，在截至十二月十五日的一個月內，美國新增
確診病例增加近百分之五十，其中住院患者則
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為此，美國疾控中心發出最新警告。它宣
稱新的奧密克戎變種正在美國迅速擴散，可能
預示着最早下個月將迎來一波感染高峰。美國
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本月十六
日參加一次活動時宣稱，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將
很快在美國佔據主導地位，而這僅僅只需要幾
周的時間而矣。

福奇同時警告說，今年冬天醫院可能又會
出現人滿為患。這是因為奧密克戎毒株是迄今
為止最具傳染性的病毒變種，三天就能將感染
病例翻倍，雖然一些早期信息表明其致病性可
能不是那麼嚴重，但目前關於其致病性的結論
仍不明確。如果在冬季這幾個月裡同時面臨流
感、奧密克戎毒株以及德爾塔毒株，確診和死
亡的人數將不可避免地上升，醫院壓力大，醫

院系統也會出現不堪重負的現象。
美國盟友歐洲疫情方面也是險象環生： 先

看英國疫情已經趨緊。白金漢宮消息人士表示
，考慮到英國的新冠確診病例數量上升，伊麗
莎白女王決定取消與王室的聖誕節前夕午宴，
以此作為疫情的預防措施。

為應對不斷擴散的奧密克戎毒株和反彈的
新冠疫情，匈牙利、西班牙、希臘、意大利等
歐洲國家十二月十五日開始，即為五歲至十一
歲兒童接種新冠疫苗。

亞洲疫情方面，目前印度奧密克戎變異株
的感染病例已經達到了七十九例。馬哈拉施特
拉邦和拉賈斯坦邦成為奧密克戎變異株感染的
重災區。

另一方面的印尼衛生部長薩迪金十六日也
確認，該國已出現首例奧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為一名雅加達亞運村新冠隔離醫院員工。同
日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作出通報，自政府 十
一月一日放寬防疫措施以來，單日新增確診病
例己在五千至七千例之間徘徊，加上重症病例
和死亡病例猛增，政府決定暫停分步復常措施
，從十二月十八日起至下月二日收緊防疫措施
。

回頭再說美利堅最新消息：美國陸軍目前

已懲戒超過二千七百名軍人，並將從明年一月
開始，啟動開除的流程；空軍在早些時候己開
除二十七名拒絕疫苗令的士兵；海軍陸戰隊則
開除了一百○三名拒絕接種疫苗的官兵；海軍
則擬定新的懲戒程序，並開除了一名尋求豁免
拒絕接受檢測的水兵。

根據美軍各軍種提供的數據，雖然
至少有三萬名軍人尚未接種疫苗，但是
其中數千人提出的臨時、永久或行政豁
免的請求已獲批准，在其餘兩萬名左右
軍人當中，有數千人正在設法通過各自
的豁免程序，或者已斷然拒絕接種疫苗
，這個數字大約佔到一百三十萬現役軍
人的百分之一點五。

五角大樓發言人柯比表示，美國防
部長奧斯汀的關注點是讓盡可能多的官
兵接種，他說：“接種疫苗是保護他們
自身和他們所在部隊的最好辦法。”

另據環球網報道。美國疾病控制和
預防中心(CDC)大規模錯誤地統計了美
國人的疫苗接種數據，將第二劑和加強
劑誤算為第一劑，從而高估了美國接種
疫苗的人數。報道稱，這意味着在冬季
疫情加劇之際，還有數百萬人得不到保

護。
據CDC數據顯示，至少有二點四億人接種

過一劑疫苗，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二點五
。但該機構表示，只有二點○三億人完全接種
了疫苗，佔百分之六十一點三。兩個數據差距
超過百分之十一，遠高於其他發達國家。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美軍拒打疫苗恐被炒美軍拒打疫苗恐被炒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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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良玉，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听说

过。“女将军”“巾帼英雄”，这是她

头上最耀眼的标签。但若要多讲一点，

有些人可能就要犯嘀咕了：

蛤？她是唐朝的，还是宋朝的？

唔，比穆桂英厉害吗？

那个，你说的是梁红玉？

再具体到她的生平事迹，可能就更

加模糊了。许多年轻人对她的了解，远

了比不上花木兰、杨门女将，近了拼不

过楚乔、李未央。

然而在过去，无论是史书里还是戏

剧里，秦良玉都是个相当火的人物，尤

其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位明代的奇女子

几乎被捧上了天，成为“抗日精神”的

标杆级人物。说她是当时的“国民女神

”一点都不为过。

那会儿一聊起秦良玉，人们便说此

女当年抗倭如何如何，而眼下日寇再次

入侵，我等该上战场奋勇杀敌决不能输

给一女儿……随着有关她的戏剧、文章

不断地问世，夹杂着男权视角的国恨家

仇便就此充盈在观众、读者的一腔热血

之中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国民女

神”。

1. 平乱

1574 年，秦良玉出生于四川忠州

（今重庆忠县）书香世家。其父秦葵，

是明末的岁贡生，不仅饱读诗书，还粗

通兵法。

秦良玉的童年，正逢明末天下大乱

。胸怀天下的秦葵教导其子说，“能执

干戈以卫社稷者”，才算是我的儿子。

又对身为女儿身的秦良玉说，你一个弱

女子，何不也学点兵事？免得在这乱世

为人鱼肉。于是，秦良玉自幼便开始接

触武术和兵法。

一个弱女子学兵事？这在明朝社会

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在父亲的影响下，秦良玉不仅

学了，而且还学得不错。不仅擅长骑射

，还有勇有谋，以致很多男孩子也比不

过她。

虽然其父还是因秦良玉是女儿身而

颇感遗憾，但秦良玉却不以为意，声称

自己未来哪天要是“掌兵权”，定能超

越南朝时期的女英雄冼夫人。

性别和世俗眼光没有成为她的限制

，反而激发了她领军挂帅、报效国家的

雄心壮志。

1595年，在22岁的时候，秦良玉嫁

给了石砫（今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砫通柱）宣抚使马千乘。“宣抚使”，

虽然名字听起来高大上，但它还有个俗

称——“土司”。换句话说，秦良玉嫁

给到了在当时尚被称作“溪峒蛮”的偏

远少数民族地区——石砫土司，成了一

名蛮王的“压寨夫人”。

在明朝，这又是一个逾越名教的举动。

不过，秦良玉的丈夫马千乘，虽为土司

，但并不是一个未开化的“蛮王”。

石砫马氏，自称祖籍陕西，跟马超

一样，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在文

化上早已深深认同华夏文明，并视明王

朝为正统，接受朝廷的管辖。而马千乘

其人英俊刚毅，正直英勇而有谋略，是

一个人才，一个“好土司”，与秦良玉

夫妻二人也琴瑟和谐。

针对当时四海多变的情况，秦良玉

认为石砫虽然地处偏远，但不可不备，

便劝马千乘练兵。马千乘深以为然。于

是夫妻二人便加紧操练兵马。

史载秦良玉“驭下严峻，每行军发

令，戎伍肃然”。她麾下的士兵擅长用

矛。此矛以白木制成，不加修饰，矛端

有钩，矛末有环，战斗力极强，“为远

近所惮”，号称“白杆”，即著名的

“白杆兵”。

1599年，四川播州土司叛乱，秦良

玉、马千乘夫妇二人领军跟随明川湖黔

三省总督李化龙参加平乱。其中秦良玉

亲率白杆兵不仅“裹粮相随”，更是直

接与叛军血战，攻下叛军的据点并活捉

叛军守将。

此举让主帅李化龙赞叹不已。因为

当时的土司兵多徒有

虚名，冒领军饷，而

“秦氏以一妇人，能

捐赀给兵，辞赏报效

”，比其他人强太多

了。于是李化龙命人

打了一面银牌，上面

写着“女中丈夫”四

个字，赏给秦良玉作

为表彰。而《明史·

秦良玉传》则赞称秦

良玉夫妇二人“大败

贼众，南川路战功第

一”。

平定播州，秦良

玉声名远扬。

2. 抗清

然而好景不长。

1613年，马千乘，死

了。此时有一条可以

“轻松流芳百世”的

路摆在秦良玉面前：殉节。

在明朝，女性的“贞节”是大受标

榜。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

儒理学的观念在明朝，被发挥得淋漓尽

致。那时如果丈夫去世了，而妻子为其

夫殉葬，是极有可能被立一块“贞节牌

坊”而“流芳百世”的。

以秦良玉当时的地位和名望，如果

再因为丈夫去世而死上一死，那真的是

锦上添花。既忠于国家，又忠于夫君，

这百分百完美的人设，可以被后世女性

奉为圭臬了。

所幸秦良玉并没有这么做。

自幼以女儿身习武，出身书香世家

却远嫁草莽之地。一路走来，世间加诸

于女性身上的种种条条框框，秦良玉皆

不放在眼里。她只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

，而不会为俗世的偏见所束缚。

于是历史上少了一位节妇，却多了

一位英雄。秦良玉也因此成为正史中唯

一一个如王侯将相一般入了列传的平民

女子。（《明史· 卷二百七十· 列传一百

五十八》）

马千乘死后，由于儿子马祥麟年幼

。据土司旧例，时年40岁的秦良玉代领

石砫宣抚使一职，成了“女土司”，实

现了儿时“掌兵权”的愿望。而不久之

后，她报效国家的愿望，也有了实现的

契机：辽东清军打过来了。

1620年，秦良玉遣其兄弟秦邦屏、秦

民屏率领白杆兵数千驰援辽东战场。次年

，当白杆兵行军至浑河时遭遇清军主力，

白杆兵苦战不敌，唯秦民屏突围，其余全

部战死沙场，秦邦屏也为国捐躯。

之后，秦良玉与其子马祥麟亲率三

千精锐从石砫赶来，“所过秋毫无犯”

。与清兵接战时，马祥麟目中一箭，拔

之力战。后来明廷论及此战将之誉为

“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时兵部尚

书亦有论：

“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

酉阳二土司之功。”

白杆兵亦于此战以“杀虏数千人”

扬名。主帅阵亡后，白杆兵“不愿领赏

，但愿为主将报仇”，在战场上，白杆

兵“虽力细而死，至今凛凛有生气”，

十分振奋士气。以致连清兵也视之为劲

旅，不惜“重购川兵”，千金悬赏。

九年后，清兵入寇京师，远在石砫

的秦良玉“出家财济饷”，再度率军直

奔京师勤王。

这一次入京，秦良玉得到了崇祯皇

帝的亲切接见。崇祯皇帝赏赐给秦良玉

“彩笔洋酒”，并赋诗四首为秦良玉表

功。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

学就四川作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

。

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

3. 保境

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不仅辽东跟清

兵打得紧，境内农民军也四处起义，整

个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自1634年起，凶悍的明末农民起义

军领袖张献忠、罗汝才等相继进攻四川

，为了打击腐朽的明王朝的统治而欲入

川杀人。在这紧要关头，秦良玉再度受

命平叛，“专办蜀贼”。

1640年，秦良玉率白杆兵与罗汝才战

，以寡击众大破之，夺了罗汝才的帅旗。

然而由于杨嗣昌“驱贼入川”的战

略，川中精锐皆被调出，只留几万老弱

残兵留守重庆。战局一下子逆转。随着

四川巡抚邵捷春战败被杀，秦良玉成了

孤军，在逆战反王张献忠军队时苦战不

支，所部尽没。

1644年，在李自成攻入北京之际，

张献忠再度兴兵攻蜀。已年逾七十的秦

良玉再度与之接战，却仍是寡不敌众，

败归石砫。张献忠于是占领全川，而崇

祯皇帝也在当年自缢于煤山，大明统治

全国的日子，到底还是结束了。

史载张献忠三次入蜀，“分道屠戮

，流血成川，蜀之受祸极矣！”而张献

忠于成都称帝后，为了扩大政权基础，

却又广铸金印，招抚各地土司，望其归

顺新朝。秦良玉闻讯对众人说：

我的兄弟二人皆为国捐躯，我一个

妇人却承蒙国恩二十年，现在不幸到了

如此境地，却又怎敢以风烛残年侍奉贼

寇呢？如果有想跟随贼寇的，“族无赦

”！

又以石砫宣抚使的名义发布了《固

守石砫檄文》，表示与石砫共存亡。吓

得张献忠的使者，唯独不敢到石砫。而

张献忠，也终究没有派兵进攻石砫。于

是虽然蜀中受祸，而石砫却得在秦良玉

的庇护下得以保全。

大明亡了之后，数个南明小朝廷并

立于长江以南。对秦良玉这位历四代皇

帝征战数年的“老将”，新立的小朝廷

纷纷加以封赏，以示恩宠。

福建的隆武帝朱聿键派使节专程赴

石砫，加封秦良玉太保兼太子太保衔，

封忠贞侯（忠州侯）。时在广西的永历

帝朱由榔[láng]也加封秦良玉太子太傅，

任以四川招讨使，仍以镇东将军督兵平

定川中诸贼。

清末的“鉴湖女侠”秋瑾，曾写诗

赞之：

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

。

4. 抗倭

1648年，秦良玉终老于石砫，享年

75岁。

在她死后，无论是明朝的遗老遗少

，还是新立的清朝，无论是官方还是民

间，都对其赞颂有加。写诗的写剧本的

纷纷以她的故事为蓝本，将一个杀敌报

国、守土安民的巾帼英雄的形象描绘了

出来。京剧里，《芝龛记》《女云台》

等一直位列名段，随着那抑扬的唱腔，

传遍了大将南北。

抗日战争时期，出于激发民族血性，

奋勇御辱的考虑，许多报刊杂志、文艺作

品再次将秦良玉请“出山”。这一次，在

民族危亡之际，秦良玉彻底火了。

1936年，《武德杂志》刊发《秦良玉

》一文，其中有秦良玉所言：

“我在少壮时代，……随后也曾替国

家平过播州的生苗，破过辽东的倭寇。”

文中又有角色说：

“我们征播、征辽、抗倭、抗满，哪

一次不是我们女子的胜利！”

1938年，杨村彬创作的话剧《秦良玉

》公演。该剧第一幕就是“东援朝鲜，点

将出兵”。

在当时的文艺创作者笔下，原本辽东

抗清的情节变成了抗倭；原本万历年间的

援朝抗日战争，被挪到了秦良玉的身上，

哪怕万历年间的她，还只是一个3岁小孩

。

剧本为什么要这样写？对此，1941时

杨村彬谈到这个问题，毫不避讳地说：

“我们是为了‘军事第一，胜利第

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拥

护领袖’；‘一致对外’的立场来改编

这个剧本。”

出于政治上目的，为了激发大众的

抗日热情，文艺工作者将历史人物拿来

改编，把本不属于此人的戏，强加到此

人的身上。

对秦良玉来说，在男权的语境中，

她以一介女儿身，却习武练兵，多次率

军出征。平定叛乱，抗清卫国，保境安

民，原本她的人设已经很完美了。现在

为了一个正义的目的，给她“嫁接”一

点优良事迹，让她的人设更加完美一些

，又有何不可呢？

而事实也的确如杨编剧所言，话剧

《秦良玉》公演后，在政治上鼓舞了许多

民众投身抗日热潮。只是由于话剧本身较

强的传播性，秦良玉“抗倭”的事迹被越

来越多的人当成客观事实。就像很多人拿

《三国演义》当三国历史来读一样。

历史，在完成其政治使命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地被改写了。并成为很多人

坚信不疑的“历史事实”。而只要改写

历史的目的是正义的，初衷是好的，那

么，在特殊的时候，改写一下，似乎也

是应该被理解的。

明朝奇女子秦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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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海香洲港开往桂山岛的轮船上，刘阿姨

向我讲起当年。阿姨原是桂山岛渔民，年轻时耕

海打渔，日产万斤。拉拢围网时，常因鱼太多太

重，不得不放走一些才能将渔网拉出海面。

“后来，鱼就渐渐不好打了。”刘姨叹息。

人类快把近海的鱼吃光了

鱼少了，不好打了，是全球海洋渔业的共同

遭遇。海洋中丰富的水产资源可以为人类带来优

质的食物蛋白，海水养殖效益又是粮田收益的10

倍，于是，向海洋索取食物获得财富，成了近年

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在庞大的食物需

求和经济利益驱动下，渔民们渐渐加大捕捞强度

，“电、毒、炸”渔等恶性捕捞事件频发。近岸

海域中，海洋污染面积不断扩大，鱼量不断减少

，再加上海底藻类和微生物也因船底拖网作业的

“绝杀”性质而造成生态系统失衡，海洋渔业资

源的衰退变得日益严重。

为补充海洋捕捞的渔获量缺口，渔民们开始

大量开展海水养殖。但因养殖区多在前海和海湾

区域，水浅流缓，水体交换能力差，渔民为追求

经济效益过度投放饵料，致使养殖区的水体富营

养化，养殖物病害增多，赤潮频发，甚至出现大

规模死亡的现象。同时，养殖鱼类因活动范围小

，缺乏运动，造成肉质劣化，营养价值降低。更

为严重的是近岸养殖带来的环境问题：海岛栖息

地逐渐退化，物种减少，以及大量塑料垃圾的倾

倒，致使一些污染严重的水域完全失去了生物繁

殖条件，成了“死亡水域

”。

为解决以上种种问题，农

业部决定建设海洋牧场，

改善和修复海洋生态环境

，利用科学手段在海洋中

专业、集中、合理地增养

殖水产品。

海洋牧场这个名词对很多

人来说，还相对陌生。所

谓海洋牧场，是“在某一

海域内，建设适应水产资

源生态的人工生息场，通

过投放人工鱼礁、底播贝

类、种植藻场和增殖放流

等措施，将生物苗种经中

间育成或人工驯化后放流

入海，利用海洋的自然生

产力和微量投饵育成，采

用先进的鱼群控制技术和

环境监控技术进行科学管

理”，“像在陆地放牧牛

羊一样，对海洋水产资源

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海

上放养。”

我国从1979年开始海洋牧

场建设，经几十年发展，

虽已渐成规模，但与渔业

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

差距。2015年5月，国家决

定创建一批国家级海洋牧

场示范区，选培有潜力的

综合性渔场，使它们成为

支撑现代渔业的重要推力。11月，农业部公布了

第一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名单，广东省万山

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以下简称万山牧场

）入选，并被界定为资源养护型海洋牧场，自

2016年起，农业部每年都划拔资金用于万山牧场

的建设。

万山牧场海域包括桂山镇、担杆镇、万山镇

和东澳旅游综合开发试验区，东邻香港，西接澳

门，是珠江三角洲乃至华南腹地出入南海、通向

世界的咽喉要道。其海域面积4567.2km2，自然

水深10～30米，大小岛屿105个，海岛陆地面积

80多平方公里，岛岸线总长289km。

万山牧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珠江口咸淡水

交汇处，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海域辽阔，

日照充足，长年水温较高，有经济价值的鱼类达

200多种、贝类68种、虾蟹61种、海藻18种，渔

业资源丰富，是我国著名的六大渔场之一，历史

上曾创造了单网起鱼1200担（120000斤）的全国

最高纪录，和刘姨描述的情况十分吻合。

但是如前所述，近十多年来万山围网渔汛已

不成气候。渔民在近岸的拖网作业中，每网次渔

获虽能出现10～20种鱼类，但大多是体长100～

200mm的小型鱼类和幼鱼（当地渔民称其为“下

杂鱼”），渔业资源衰退非常严重。

在海底，先给鱼儿们建别墅

为了修复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获得可持续

的高品质水产资源，万山牧场决定建设人工鱼礁

。我国专家学者对人工鱼礁的定义，大多是指

“将石块、木箱、渔船等废弃物经过构建改造后

沉降到海里，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在其上营建有利

于海洋生物栖息的人工生态系统，为鱼类提供繁

殖、生长发育、索饵的场所，吸引它们在礁区居

住和聚集，达到保护、增殖和提高渔获量的目的

。”不过，有些国家（如韩国）的人工鱼礁大多

采用混凝土制成。

专家勘察认定，万山群岛近岸沉积物质量良

好，海域场地地形较缓，地层也相对稳定，适宜

建造人工鱼礁区。于是，从2001年起，万山建造

了6座人工鱼礁，并按照不同功能，先后在东澳

、外伶仃、竹洲—横洲、庙湾、小万山、大蜘洲

海域内分别投放庇护礁、饵料礁、繁育礁3种礁

体共8793个。

繁育型鱼礁为产卵鱼类的正常产卵生殖提供

了相对平静的隐蔽场所，并增加鱼卵的附着场所

，提高仔鱼的存活率，达到增加资源的目的。饵

料型鱼礁的投放则主要基于附着生物、底栖生物

和浮游生物的数量及丰度。很多物质，无论是木

、铁、塑料还是其他物体，投放海里一段时间后

表面都会吸附着许多生物。除了能诱集鱼类外，

还大大增加了海域的次级生产力，加速了氧与有

机物积累和循环。

底栖生物历来是底层鱼类的主要饵料，它的

种类和数量的多少与底层鱼类数量的多少密切相

关。浮游生物是礁区鱼类、附着生物和底栖生物

直接或间接的饵料，是海洋中最基础的生产力，

是海洋生物链的第一环节。鱼类具有避难的本能

，鱼类在幼体阶段，随时都有被吞食的可能，因

此鱼类除了摄食，还得时刻注意着栖息避敌环境

。庇护型鱼礁为鱼类营造了安全、良好的居室和

庇护所，能使大量幼鱼逃过被凶猛鱼类和其他敌

害捕食的厄运，从而提高了幼鱼的存活率，使得

鱼类资源得以安全、健康繁殖。

人工鱼礁在投放时，会引起海水中的营养盐

上下翻动，给附着的生物带来良好的生长环境。

而附着在人工鱼礁上的微生物和碎屑，有利于海

底的分解微生物繁殖，能加快海洋动植物尸体的

降解，从而加快生态系统的循环。此外，在海洋

中投放人工鱼礁，还可以阻止船底拖网作业，缓

解恶性捕捞对海底的破坏，防止海底出现"荒漠

化"。广东省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预报中心的监

测结果显示，人工鱼礁投放不久，礁体就有了大

量的贝类和微生物附着，礁区附近海域的生态恢

复和“聚鱼”效果非常明显。

可见，建设人工鱼礁既能保护和修复海洋生

态环境，又能提高渔获量，对于海洋牧场建设具

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海底种“菜”，海上垂钓

投放人工鱼礁的同时，万山牧场还鼓励和引导

渔民清退近岸渔排养殖，并制定了“公司＋渔户”

的合作方案，带动本地10户渔民在开放式深水区海

域进行抗风能力强、产量高的深水网箱养殖。

除此之外，底播贝类、种植海藻和增殖放流

也是万山牧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贝类具有强

大的碳汇潜力，它们通过强烈的滤食活动，大量

摄食海水中的有机碳，从而减少海洋中的碳含量

，加速浮游植物的再生率，并能吸收海洋产生的

SO2、H2S等有害气体，净化海洋空气，改善海

底生态环境。鉴于此，万山牧场陆续在海底种植

了10亩龙须菜，护养了7万斤翡翠贻贝，还在牧

场海域内放流了黑鲷鱼苗188.75万尾。

如今，万山牧场已初步形成了以鲍鱼、海参

、龙虾、鱼类等产品为主，波纹巴非蛤、沙蚬、

东风螺、扇贝等特色产品，以及紫菜、龙须菜等

藻类为辅的多品种、高附加值的增养殖业结构。

数据显示，万山牧场从2016年开始，渔业资源量

每年都产生递增，2018年，渔业产量更是达到

8560吨，增长30.1%，渔业产值突破亿元，增长

50.6%。

桂山岛的午后，海风劲吹，海浪轻涌。露出

水面的一块块防波堤石上，趴着许多晒太阳的螃

蟹，看起来很是慵懒和悠闲。坐渔船出海时，一

群群晶莹透明的泥鯭从渔船拔开的浪花里飞跃而

出，划出一道道银色弧线，在淡蓝色的海面上，

这美丽动感的画面着实令人惊艳。桂山渔民出身

的船长说，最近还常见到白海豚成双入对地跳出

海面嬉闹玩耍呢......虽然，这些海洋生物的活动

轨迹并不能说明海水质量已经变优，但的确能反

映出，通过海洋牧场的建设，桂山海域的水质在

逐步改善。

然而，万山牧场的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效，

渔业资源衰退的趋势却仍未得到根本扭转，渔民

的生产生活仍然经受着严重挑战。帮助渔民转产

转业，成为万山牧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万山牧场结合自身优越的地理环境，借鉴国

际经典模式，开发了具有“万山特色”的邮轮、

游艇、帆船、潜水、海钓等多种形式的海岛生态

旅游，在万山、桂山、外伶仃以及担杆四个群岛

开发渔家乐和网箱钓鱼，举办垂钓大赛、潜水探

险、攀岩大赛等游乐活动，以发展休闲渔业。面

积达1000平方公里的国际游艇垂钓区，因多次举

办大型国际海钓赛事，早已使得“万山海钓”声

名远扬，成了海钓爱好者的“圣地”。为此，万

山牧场7个村都组建了游钓休闲渔业公司，以应

对日益增长的特色旅游需求。如此一来，之前从

事传统捕捞和近岸渔排养殖的渔民，在政府的指

引和帮助下渐渐转产转业成功。

在外伶仃岛，担杆镇政府还在仅4.23平方公

里的海岛陆地上开办了图书馆和艺术展厅。此外

，桂山镇政府还请来广州美术学院的设计专家，

帮助渔民将自建自住的石头民宅改造成家庭旅馆

。同时，政府鼓励和扶持海岛渔民从事海产品加

工，成功培育出万山方姨生晒鱼干、桂山曹白咸

鱼及渔家傲白花胶等一批具有本域特色的海产品

牌。总体来看，万山牧场的海岛旅游综合收入得

到了稳步增长，渔民收入也稳步提高。

保护海洋，人类才能一直有鱼吃

为采写这篇文章，我曾数次与万山海洋开发

区的建设者们联络，却因他们投身于各种重要任

务之中，几次未能成行。最后，满脸歉意的熊局

长在周末晚上的户外任务结束后，才匆匆回到办

公室接受采访。

年轻的熊局长站在万山海域地图前，语速迅

疾，手势利落，让我感觉采访完后，他还有许多

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可能是审核人工鱼礁的建

设报告，也可能是审查海洋牧场的监管和执法，

比如组织协调海监、海事、边防等部门加强巡查

；比如确定对水域进行抽样监测的时间区间，通

过无线自动监测系统对养殖区水质状况进行监测

的方案；比如建立海域污染防治联动工作机制，

加强对锚地船舶、渔港渔船的监管，防止船舶乱

排油污水；比如制定海上污染应急事故处置工作

预案，确保在海域污染事故发生时能快速介入，

及时处置。

虽然如熊局长所说：“万山牧场是由政府主

导建设的，所以更注重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下

，进行合理有节的海洋资源开发。”但是环境保

护和治理涉及到方方面面，监管力度再大，仍会

出现缺漏。而且，所有的打击、防范和强制手段

，都不如我们人类的每个个体真正意识到：海洋

的健康、海洋生物的健康，如同我们的呼吸一样

重要！

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好生命源头，是摆

在人类面前紧急而迫切的任务，更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伟业。我们在亲近自然，探知自然秘

密，索取自然物资的同时，更要学会尊重自然，

爱惜自然，保护自然。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在这

颗蓝色星球上继续繁衍生息下去。

海洋牧场，是怎么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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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GMCC萬通貸款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6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兩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

★ 奧斯丁即將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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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address: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www.gmccloan.com

IS EXPANDING

Arkansas
California
Colorado
Connecticut
Washington 
DC 
Florida
Georgia
Hawaii
Illinois

Indiana
Kansas
Kentucky
Maine
Maryland
Missouri
Montana
New 
Hampshire
New York

Ohio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Texas
Virginia
Washington
Wisconsin
Wyoming

• No employment information needed
• No tax return information
• Only rental cash flow (can be negative). 1-4 units, 

5+ possible by exception
• Purchase, Cash-out, Refinance

Rental Cash Flow Mortgage 
Programs (DSCR)  covered in 26 
States: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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