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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中國

又到一年“金三银四”。

这边是一群刚从象牙塔出来的年

轻人摩拳擦掌，准备进入心仪的企业

大展拳脚，那边年过25岁的年轻人已

计划着裸辞，从内卷的职场逃脱。

裸辞看起来很美好，但实际情况

呢？

小郭 男 90年 北京

2021年3月辞职之前，我在一家互

联网公司做商务专员。

因为长期加班，我的身体和精神

状况都已经处在濒临崩溃的边缘。某

天早上我晕倒在了公司的茶水间，等

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一个

陌生的同事扶起。

那天之后我就决定要辞职，我觉

得我应该拥有另外的一种生活，不想

再给任何人打工。

离职后，我先是玩了一段时间，

然后开始考虑自己接下来该做些什么

。

一个高中同学介绍我去做跨境电

商。商业模式听起来很简单，选好自

己想做的国家市场，注册好对应的店

铺，便可以上传自己想做的商品。

市场上有很多跨境电商提供汉化

的操作平台和物流服务以及第三方的

结算系统，操作上手也很快，相关商

品的外文介绍则主要靠翻译软件机翻

。

产品不需要自己的仓储，在批发

网站上有大量的一件代发跨境电商供

货商，客户下单后我再从批发网站下

单发货，单品的利润能达到50%以上。

听起来是个低投入、高回报、低

门槛的产业，我很快拿出工作几年的

积蓄，注册了一家商贸公司，办好一

应手续注册了店铺，尝试开始运营。

没想到，这门生意里的门道水很

深。

选品便是很大的难题，国外有着

非常严苛的商品专利审核，很容易造

成知识产权侵权，导致商品被下架甚

至店铺被查封，资金被冻结。

焦头烂额地做了几个月，我的成

交量是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无法胜

任这一行，选择放弃。

随后，我又跟着老同学转做国内

正红火的拼购电商，一起开了一家专

营地方特产的拼购网店。

我心想，之前注册的公司和办理

的相应资质都能用得上，国内的网站

操作起来也更加简单，即使没做过电

商，但至少网购过，网店很快就开了

起来。

事实证明，我又想得简单了，网

店根本没有流量，尽管我们几个很努

力地做着标题优化、详情页展示，但

根本没有人点击。我们找了代运营公

司帮忙，但对方就是花钱买流量、刷

单，收入根本无法填补营销的窟窿。

那时候我每天忙得飞起，要去谈

供应商、维护店铺、发货、对接物流

、充当客服。每天的工作强度丝毫不

低于自己辞职之前，但赚得却比之前

少多了，丝毫见不到盈利的迹象。

我跟合伙人之间还经常因为经营

问题爆发激烈的争吵，彼此丝毫不留

情面，多年的交情出现了深深的裂痕

。

那段时间我还开始陷入失眠、做

噩梦，梦到自己回去上班，求原来的

领导让我再回到先前的岗位。

惨淡经营半年以后，我的拼购网

店也最终无法维持下去，跟合伙人清

算之后关闭。

店铺关闭那天，大家都松了一口

气，在饭店大吃一顿，喝了很多的酒

，彼此致歉，希望这一页尽快翻篇，

不要影响我们的友谊。

经过这一年的折腾，我已经对自

己创业、做生意不再抱有幻想。

今年我打算回去继续找工作，如

果HR问起这一年的职场空白，我会告

诉他，我只是休息了一年，养了养身

体。

麦克 营销策划 上海

25岁那年，我第一次裸辞了。

当时我在本土一家创意热店工作

，最初入职就是因为该公司有个甲方

客户是我很喜欢的品牌，但后来甲方

没再续约，我又一直没遇到自己喜欢

的项目，一气之下，就裸辞了。

领导对我的裸辞没有挽留，大概

是见多了我这样的年轻人，直接让HR

当天就给我办好了离职手续。

签完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只花了

一分钟，从提出离职申请到走出公司

大门，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这一切来

得太顺利，让我忽然感到五味陈杂。

特别是当我走进地铁站，挤在人

流里，内心突然泛起一股焦虑，似乎

这座城市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裸辞后，我一时不知所措，不知

道该干嘛，像是在漩涡里的小船，完

全失去了方向。我在家里呆了几个星

期，饿了叫外卖，醒着看电影，困了

就睡觉。那些日子，除了跟外卖小哥

说两句话，就没跟其他任何人交流，

包括自己的父母，他们以为我还在公

司里上班。

到了要交房租的日子，房东一遍

遍地给我打电话，我都没接。她就亲

自跑过来敲门催我，交完房租后，我

这才意识到，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废

物。

再后来，我觉得自己这样下去不

行，又开始振作投简历、面试、入职

，选择继续做一个忙碌的“社畜”。

但也是因为有过之前的奋不顾身裸辞

，我才发现，裸辞并不适合所有人，

工作也不是一定完全是为了钱，还可

以起到充实生活，满足社交需求的作

用。

就这样，干了三年，在我即将30

岁时，我忽然又想裸辞了。

这次裸辞的原因和之前不同。相

比之前两手空空，现在我已经是一家

公司的营销总监，但作为一名“沪漂

”，我的工资依然不足以买一套上海

的房子。

三十而立，人的心态也会在这段

时间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看到老

家儿时玩伴、大学同学都已经买房买

车，成家立业之后，我就更加迷茫和

焦虑，也质疑自己一直漂在大城市到

底有什么意义。

去年9月份，在一次坐地铁去上班

的途中，我路过上海火车站，看到几

个年轻人拎着行李箱挤进地铁，内心

突然又有了一次裸辞的冲动。

那天，这个想法一直徘徊在我的

脑海里。我忍不住就打开word，写了

一封离职申请书，打印出来，签好字

，郑重地交给了老板，像极了我第一

次裸辞的样子。

我的老板、团队所有人听到这个

消息，一脸惊讶，问我为什么要离职

，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脑子被驴踢

了。老板说，那离职申请我就不给你

通过。我说，那不行，我还是要离职

的。

不同的是，这一次裸辞，我没有

颓废，也没有慌张。银行卡里的钱，

足以支付我的房租，就算不工作，也

可以在上海呆个几年。

10月办完离职手续后，我回到老

家呆了几个月，见了很多老友，大家

样貌都变了，但说起往事，又都是一

副少年的样子。

过完年后，我又回到了上海，投

了几个简历，反响都不错，薪水也符

合我的预期，裸辞并没有影响我的求

职。

说到底，裸辞关系到一个人的勇

气，而这份勇气来源于你的实力。

杨珊 HR 39岁 深圳

我在一家地产公司呆了6年，2021

年疫情，整个行业都不好，公司降薪

，工作量增大，我的抱怨越来越多。

一次出错后，我被主管狠狠骂了一顿

，一怒之下我当场提了离职。

但我没想到，这次裸辞让我迎来

一年多的失业空窗期，处处碰壁，遭

受骗局。

首先是安稳了6年的生活一朝被打

破，心里忐忑和迷茫。家里人知道我

辞职，一周几通电话，不停唠叨我赶

紧找工作，担心年纪大难找，坐吃山

空。

碰到前同事微信问在哪高就，我

也觉着尴尬，用“处理家里的事情暂

不找工作”的理由搪塞过去，慢慢地

我把自己藏起来，刻意不再回微信。

很快，每月4800元的房贷压得我

喘不过气。想尽办法省钱，力求每天

花费不超40元。以前每日三餐外卖解

决，现在定好闹钟到平台抢平价菜

——平台对待新客户优惠多，我实行

割韭菜策略，哪里便宜买哪里。

离职半年后，我依然不想回去上

班，又萌生起做自由职业的向往。我

边投简历，边找一些兼职的机会，挂

靠平台做了两个月修改简历的私活。

但这些收入太零散，朝不保夕，

我的焦虑日增，不停在网上投简历。

结果，好不容易等来面试机会，

我又被面试官问，“你今年39岁，跟

其他年轻竞争者比，你觉得自己有什

么优势？”。她还摆出一副赤裸裸的

对年龄鄙视的面孔，这让我十多年的

经验被市场打击得遍体鳞伤。

看着钱袋子一天天瘪下去，我像

热窝的蚂蚁急躁不安。朋友知道我找

工作不顺，怂恿我找师傅算一卦，我

死马当活马医，在某个算命小程序找

到一位评分高的师傅，加上解太岁，

共花了700元。

或许是求神拜佛有了结果，8月，

我在一个聊天群接了个活，某公司招

聘大量兼职猎头合伙人，“在家办公

，时间自由，招一人4000元”。

我看得热血沸腾，感觉想往的自

由职业者生活就要实现了，便主动联

系。他们马上把我拉入一个对接聊天

群，接了JAVA工程师、C++工程师、

项目经理、高级架构师等单子。

我之前招的都是地产行业岗位，

对互联网岗位听过但不了解。为了找

对口的候选人，到脉脉、领英等社交

平台、QQ群、微信群加人，逐个推荐

岗位，经常好几天等不来一个回复。

还有些候选人怀疑我是江湖骗子

，刨根问底，问我是哪家猎头公司，

公司地址是什么，总是问得我落荒而

逃。

一个月后，我开了第一单，渐渐

摸到门路，后面陆陆续续成了几单，

心里乐滋滋的，感觉比上班赚钱容易

。我马上联系对方要猎头费，对方也

爽快，说月底结款。

结果，就这样从月底，等到下个

月初，又拖了两个多月，对方一直用

财务出差，在走流程等说辞来搪塞我

，在我再三追问下，第三个月我直接

被踢出了群。

这时我意识到被骗，几个月的努

力化为乌有。没有签约，没见过接洽

人，只有微信沟通，怎么看都像个

“皮包公司”。

我感觉自己这么多年的职场经历

都白交学费了。后来几天我都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埋怨自己无知幼稚，想

到揪心处眼泪直流。

算不算，裸辞到今天已经545天，

我还一直在谷底徘徊。

对于其他想要裸辞的年轻人，我

只想说一句，裸辞看着自由，但一般

人真的无法承受它带来的精神、生活

压力。

曹锟 34岁 北京 内容行业

去年9月，我从上一个出版社单位

辞职。

辞职前，我已干满6个月，即将从

试用期转正，领导劝了我很久，“你

可想清楚了，这辈子你再想做内容，

可就没机会了”，但我还是坚持走了

。

我热爱内容行业，也喜欢写东西

，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后我觉得还是

写字最让我有成就感。在出版社这段

时间，我只用10%的精力就能应付过关

，可转正前月薪才8500元，而我每月

还房贷就得1.1万元，这点钱怎么够？

现实很残酷，哪怕你再热爱一门

行业，它的天花板就是那么低，收入

就是那么有限，梦想也不能当饭吃。

在出版社这段时间，我也每天都

在找其他内容行业的机会，参加过10

多次面试。但如今谁都说自己会写字

，竞争者不少，大多还比我年轻，单

是年龄这一层我就被“毙”了不少面

试机会。

出版社领导知道我的家庭情况，

还开解我说，“虽然出版社工资不高

，但你每天不用坐班，平时写稿赚点

外快，也能凑一部分生活费。”

我本身翻译过几本书，也一直在

写稿状态，现实就是，翻译书稿的市

场价只有千字80元，如果靠这笔兼职

收入，大抵是无法满足温饱需求的。

各行各业对内容的重视也在削弱

。我曾做过一段时间网站编辑，但随

着自媒体行业的兴起，网站的自有内

容投入下降，我也从编辑转成了运营

推广，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工作，机

械、重复、没有创造力。

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也疲于应

付其他内容岗的面试了。面试官一看

我去过不少公司，也写过不少文章，

上来就问我，“你告诉我，我为什么

要用你的文章？你的文章能带来多少

市场价值？”

或许我身上还有些文人的倔强，

在我看来，一篇文章火爆存在偶然性

，除了选题本身以外，网站的运营和

推广、发布文章的时机都有影响。换

做年轻时，我还愿意高谈阔论一番，

但现在，我实在不愿意说这些虚头八

脑的东西。

从出版社离开后，我跳槽去了一

家互联网公司继续做内容。一开始，

这家公司给的薪资蛮高，但没想到，

做着做着，又变成了推广岗。

每天要做的事情除了开会、接待

客户、做数据报告，就没有其他时间

可供我自由思考选题了。

时间久了，我又想辞职，但转念

一想，也不算年轻人了，眼下市场行

情也不好，各个公司甚至缩减了应届

生招聘数量，就更不用说我这样的

“老油条”了。

跟风裸辞后，我彻底成了社会“隐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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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还在读美高的女儿，无论是孩子的教

育还是疫情下的安危，小宁妈妈总是摆脱不了

中国家长难免会有的过度担忧。在这个申请季

，她也似乎比孩子还要着急。但是通过不断调

整自己的心态，她发现当家长其实有的时候不

需要那么着急。

今年元旦刚过，小宁就宣布：“我要去学

校了！”

当时还没有疫苗，老美的疫情情况真的很

糟糕，顿时老母亲急得上头，赶紧深呼吸一下

，问道：“秋季网课还行吧，怎么突然想到要

去学校了？”

“学校说80%多的同学都计划返校，我再

不去，就交不到朋友了呀！”

多年斗智斗勇的经验练就了我嘴巴比脑子

慢几拍的习惯，于是我接着问：“学校疫情怎

样了？”

“学生老师都要定期测病毒，遵守公共卫

生要求，校园没有爆发疫情。”

学校的疫情我也有时时关注，但控制得

再好，在对疫情容忍度极低的华人家长眼

里都是不稳妥的。有什么比命重要？所以

即便曾有过让小宁返校的念头，也瞬间被

压制了。

看我没松口，小宁继续说道：“学校尽可

能安排学生入住单人宿舍，教室也安装了防病

毒空气滤网，还有，我这秋季交上的大学新朋

友可都去学校了啊！”

说了半天，关键词还是“交朋友”。

小宁从来不是自驱娃，但所幸一直有朋友的陪

伴和鼓励，推着她进步，带给她快乐，所以

“没朋友了”真不是件小事儿。我没想好怎么

反驳，继续等她说。

“秋季的时候，我也害怕，所以选择了网

课。但这次我和同学商量过了，肯定注意防护

，总得take risk to move forward。”

也许有很多北美的家庭在为孩子是否返校

而纠结着，但小宁就这样说服了我们。

嘴边那句“有什么比命重要”的反问句，

最终被反反复复的叮嘱所替代……而我，也在

小宁认真的保证中算是得到了些许安慰。

和朋友闲聊说起这段，都说我这修为可以

了。但如果说这是修为，那要得益于陪伴小宁

走过的“申请季”，孩子的历练，家长的修行

，均于此行得以圆满。

申请季的忙碌，像惯性一样推着小宁和我

没有喘息的往前跑。

而我，和大多数家长一样，无暇顾及焦虑

和迷茫的来源，不自觉地给孩子加压，想“强

迫”她变得优秀更优秀。

申请季，孩子的百般压力中

有你的一锤吗？

那天是SAT出分日，送小宁上学的路上，

气氛有些紧张。

美国的标化其实很人性化，不是一考制的

高考，也没有冷酷的大学分数线，但我们，依

然停留在“转发锦鲤”的级别。那天也是依然

没能收到好消息……

小宁很伤心，我心里也升腾起一股强烈的

挫败感，心慌意乱，只能找地儿停车缓一缓。

“你们给我请老师报班，费心又花钱，大

家都觉得这次能行，怎么我就考不出了呢？”

耳畔传来小宁沮丧又有些自责的声音，我

握着方向盘，一瞬间楞住了。孩子申请季的百

般压力中，我的那一锤，居然首当其冲？！

那天我们有了一次很交心的谈话，我告诉

她，给你请老师，找资源，也是为我们自己。

我们只是在很努力地做爸爸妈妈，做所有

自己想做的、能做的，以及认为对的事情，不

想有“当初要是......”的遗憾。你也一样，要多

想想自己。

申请季，能忍一忍，再忍一忍，让孩子顺口气

吗？

早上，照常一杯咖啡后，我坐在电脑前，

打开Calendar，想想手头有几个case……催得紧

，有点烦，我点着鼠标，10分钟内把可以post-

pone的工作全都挪到了几天后。看着只剩几条

的日程表，突然很轻松。

焦虑情绪的缓解，并不是因为我没“拖延

症”，而是因为我做得了自己的主。

那么，我眼中“拖延症不轻”的孩子，能

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很多次，我把小宁从小睡中拖起来；很多

次，我打断了小宁看娱乐节目的笑声；还有很

多次，我把“拖延症” 挂在嘴边，“快点，

快点”地喊，想把她拉到我认为对的时区内......

那天，我心情不错，决定忍忍，再忍忍，

看看小睡的她到底能睡多久。

其实，真的，没多久。甚至比起我习惯性

挪后几天的“拖延症”，要好太多了。

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了三个小时，但加

州时间并没有慢。我终于意识到，每个人都在

自己的时区内有着自己的步伐，不能总想着让

孩子跟自己同步，她在属于自己的时区内，可

能一切都很准时。

申请季，你有看人挑担不费力地说风凉话了吗

？

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同事，在西安大略大学

很出名的Ivey商学院进修。她带我们逛了一圈

Ivey Building后，在这座现代舒适的建筑里，

我回忆起的，是已经被遗忘的那一晚晚挑灯夜

战；感觉到的，是学子们巨山一般的学习压力

。

“还是读书开心啊！”，多半是大人安慰

小孩的风凉话。

申请季，一边努力刷GPA，高质量完成各

种标化/课外活动，一边想着文书的点子，在没

时间访校的情况下，做足Research，把无数热

情写进Why Essay……为此，小宁时常会叹气

。

我很励志地说，“谁没苦过呢？”

“那你也来陪我苦苦。”

结果是，我跟着孩子的节奏走，竟然没能

苦过2天。

我问自己，除了说说励志的“风凉话”，

还能做些什么？

于是，我尝试按小宁的兴趣做学校 Re-

search，收集一些数据，做一些分析……慢慢的

，和孩子的沟通不再是看人挑担不费力的风凉

话，而是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信息共享；不再是

家长式的居高临下，而是探讨式的抛出了更多

的选择和想法。

回首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家长记得的总是

比孩子多很多，细聊之下，过往竟也逐渐形成

个人陈述里最闪闪发光的故事。而我也在交流

中，惊喜地收获到了小宁开阔的视角和独特的

思维。

04.申请季，我们的孩子正辛苦地“杀出”一条

阳光大道！

由于受到成长经历和背景的限制，即便在

北美已经生活10多年，我对孩子“中国式的教

育”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于是，当我们意识到能力与目标院校不匹

配时，焦虑就这样来了——

“会不会没学上了？”

“不会真的没学上了？”

朋友耳中的调侃和戏言，其实真的是申请

季拿到录取Offer前，我一直挥之不去的心结。

我也差一点就忘记，北美成长的小宁，正努力

在原生中国教育和北美文化的夹缝中“杀出”

一条属于自己的阳光大道……

但幸好，我们及时地沟通，及时地反馈，

带来了正向的结果。

圣诞节前，我收到了孩子学校发来的节日

问候，平和的背景音乐里：“The holidays are

a time of gratitude and reflection.”

就是这个词语了，“反思”，这是我认为

小宁申请文书中最耀眼的地方。从一段段不怎

么完美，孩子眼中平常的再不能平常的经历里

，我看到了太多平凡中的“价值”。

记得有个寓言：“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

突然有一个停了下来，其他人很奇怪，问他为

什么不走了？那人回答：走得太快，灵魂落在

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或许那篇让我们绞尽脑汁的文书，是申请

季在“强迫”孩子放慢脚步，思考一下过往。

而在“反思”中寻回有趣的灵魂，便是18岁最

珍贵的成人礼。

终于，Offer Day在期待和焦虑中还是来了

。

小宁说她忍不住尖叫的时候，其实只看到

了一个“C”，然后抱着电脑跳了一圈，才突

然来一句，“让我再看看信，都写了啥？”

老母亲的心脏实在太不容易了。

北美的申请结果基本是很直接的，录取多

以Congratulation开场，而拒信就是一段啰里八

嗦。运气加上小实力，小宁收获了康奈尔大学

的录取，这一地鸡毛的艰辛最终被喜悦欢呼而

淹没，Go Big Red!

经历过申请季，我最终接受了小宁很多

“我的看不惯”，虽然也会有很多无法理解和

无法感同身受，但我已经学会不过多纠结，给

彼此适度的空间。

教育不是管，也不是不管，而是管与不管

之间的“守望”。

那天阳光灿烂，小宁返校，车缓缓驶出车

库，龙应台的《目送》很是应景：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

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

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

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

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

修行之下一站：放手是最智慧的维系……

康奈尔妈妈：一地鸡毛的申请季
孩子们如何“杀出”阳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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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三十四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三十四
【美南新聞泉深】教皇弗朗西斯·方濟各：烏克蘭之行“已

在討論中”
教皇弗朗西斯·方濟各週六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烏克蘭

之行“已在討論中”。
當記者問他是否考慮訪問基輔時，教皇方濟各在長時間的停

頓後回答說：“是的，它在桌面上。”
週六早上，他在飛往馬耳他的飛機上迎接了 70 多名記者採

訪，並說：“這將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方濟各還收到了福克斯新聞攝影師皮埃爾·扎克熱夫斯基

（Pierre Zakrzewski ）家人的照片和一封信，該攝影師現年 55
歲，他與擔任該網絡顧問的 24 歲烏克蘭記者 Oleksandra "Sa-
sha" Kuvshynova 在烏克蘭遇害。

方濟各看著皮埃爾的照片說的是“lui è la su”，從法語翻譯
為“他在上面”。

雖然教皇弗朗西斯·方濟各在俄羅斯入侵期間尚未訪問烏克
蘭，但他表示支持烏克蘭難民，並呼籲結束戰爭。

3月19日，方濟各在意大利羅馬的班比諾格蘇兒童醫院探望
了 19 名烏克蘭難民兒童。梵蒂岡新聞總監馬泰奧·布魯尼
（Matteo Bruni）當時表示，他們正在接受腫瘤和神經系統疾病
等疾病的治療，以及爆炸造成的重傷。

方濟各說：“我們必須拒絕戰爭，一個父母埋葬他們的孩子
，一個男人甚至在看不見他們的地方殺死了他們的兄弟，一個強
者決定窮人死亡的地方。戰爭不僅摧毀了現在，而且摧毀了社會
的未來。”

方濟各補充說：“夠了，停下來，讓武器安靜下來，為和平
認真談判。戰爭並非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能習慣戰爭。”

俄羅斯航天局局長發布煽動性推文威脅要結束俄羅斯與國際
空間站的合作

俄羅斯航天局局長德米特里·羅戈津週六發布了一系列煽動
性推文，暗示俄羅斯可能會因對俄國首都莫斯科實施國際制裁而
終止在國際空間站（ISS）的合作。

羅戈津在他經過驗證的推特賬戶上發帖說：“我相信，只有
在完全和無條件地取消非法制裁之後，國際空間站和其他聯合項
目中的合作夥伴之間的正常關係才有可能恢復。”

羅戈津警告說，俄羅斯航天局將就終止國際空間站與美國、
加拿大、歐盟和日本航天機構合作的可能性準備向我國領導層提
出具體建議。 ”

俄羅斯航天局的負責人以在社交媒體上玩忽職守、對地緣政
治問題發表評論以及對美國提出批評而聞名。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堅稱，它與俄羅斯航天局有著密切的工
作關係，不受地球政治局勢和烏克蘭戰爭的影響。

自 2000 年 11 月以來，國際空間站作為一個軌道實驗室在
地球上空 227 海裡（420 公里）處發揮作用，同時也是不斷輪
換宇航員和宇航員的住所。由於宇航員成功地對 DNA 進行了測
序，並在太空上種植農作物，它一直是多個第一次出現的地方。

烏克蘭國家核電公司表示，在俄羅斯控制的城市，一群抗議
者被槍聲和爆炸驅散

烏克蘭國家核電公司 Energoatom 週六在一系列聲明中表示
，在抗議俄羅斯佔領烏克蘭中部城鎮 Enerhodar 期間，至少有四
人因爆炸而受傷。

這座城市靠近 3 月初被俄羅斯軍隊佔領的紮波羅熱核電站
，自佔領以來一直發生零星的抗議活動。

Energoatom 發布了現場視頻，顯示人群被自動武器射擊和
閃光彈驅散。

Energoatom 的帖子說：“佔領者用爆炸和槍擊驅散了抗議

者。”
該帖子還稱俄羅斯軍方為“混蛋”。
Energoatom 說，居民最初聚集在一起支持烏克蘭

的和平集會。根據那個說法，俄羅斯監獄巴士停了下來
，俄羅斯人開始拘留當地人。

聲明中寫道：“幾分鐘之內，這座城市就被爆炸聲
和大規模砲擊所震撼。”

根據 Energoatom 的說法，由於爆炸襲擊了當地文
化中心附近的一批平民，幾名公民因受傷和嚴重燒傷住
院。

聲明說：“當地醫生在幾乎完全缺乏藥物和材料的
困難條件下，竭盡全力挽救他們的生命和健康。一些受
害者將在今天經過必要的程序後被釋放。”
週六將在烏克蘭開放七個難民疏散走廊

烏克蘭副總理伊琳娜·韋列舒克表示，週六將在烏
克蘭開放七條主要路線上的疏散走廊。
韋列舒克週六在 Facebook 帖子中宣布了這些走廊，她
說，這份名單包括從被圍困的南部城市馬里烏波爾到烏克蘭東南
部政府控制的紮波羅熱市的路線。

私人交通工具將沿著撤離路線行駛，在曼古什、別爾江斯克
、托克馬克、瓦西里夫卡和卡緬斯克停留，然後到達最終目的地
紮波羅熱。

韋列舒克在周五晚上的視頻信息中宣布，從南部城市別爾江
斯克出發的 42 輛公共汽車車隊——載有來自被圍困城市馬里烏
波爾的居民——已經成功通過了一個關鍵的俄羅斯檢查站，正前
往扎波羅熱。那支車隊於當晚晚些時候抵達扎波羅熱。

在烏克蘭政府自 3 月 5 日以來一直在努力“開放從馬里烏
波爾到扎波羅熱的走廊”之後，韋列舒克稱讚這次抵達是成功的
。

據韋列舒克稱，週五共有 6,266 人從烏克蘭城市撤離，其
中 1,431 人從南部城市別爾江斯克和梅利托波爾通過疏散走廊從
南部城市別爾江斯克和梅利托波爾轉移到扎波羅熱。她補充說，
在這個數字中，最初有 771 人來到馬里烏波爾。

從別爾江斯克到扎波羅熱的公共汽車和私家車路線預計也將
於週六開通，計劃在托克馬克、瓦西里夫卡和卡緬斯克停靠。

疏散路線也將從盧甘斯克分離主義控制區的魯比日內市開放
到頓涅茨克東部地區的巴赫穆特，該地區也由俄羅斯支持的分離
主義分子控制。

其餘線路將從下至巴赫穆特，從北頓涅茨克至巴赫穆特，從
波帕斯納至巴赫穆特，從呂西昌斯克至巴赫穆特。

俄羅斯駐英國大使：英國為烏克蘭提供的高精度武器將成為
俄羅斯軍隊的“攻擊目標”

俄羅斯駐英國大使安德烈·克林在周六發表的一次採訪中告
訴俄羅斯國家通訊社塔斯社，如果英國向烏克蘭提供遠程火砲和
反艦系統，它們將成為俄羅斯軍隊的“攻擊目標”。

據塔斯社報導，科林說：“任何武器交付都在破壞穩定，尤
其是本·華萊士（英國國防部長）提到的那些，它們加劇了局勢
，使其更加血腥。”

克林說：“顯然，這些是新的、相當高精度的武器。當然，
如果它們越過烏克蘭邊境，它們將成為我們武裝部隊的攻擊目標
。”“我有一種感覺，倫敦對烏克蘭軍事情況的看法是基於烏克
蘭國防部和烏克蘭領導層的虛張聲勢報告形成的。”

俄羅斯官員長期以來一直抱怨美國和英國向烏克蘭運送先進
的軍事武器。其中一些武器，特別是反坦克武器，使烏克蘭軍隊
能夠削弱俄羅斯的進攻。

在俄羅斯於 2 月 24 日入侵烏克蘭之前，英國加大了對烏克
蘭的軍事支持。在烏克蘭舉行國際捐助者會議後，英國國防部長
本·華萊士周四宣布，英國及其盟國將向基輔提供“更多致命武
器援助”。

華萊士說：“今天將有更多致命武器援助進入烏克蘭。許多
國家提出了新想法或承諾提供更多資金，並指出美國處於最前沿
的援助努力。”
澤倫斯基：對俄羅斯的製裁正在奏效，但應加強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週五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對
俄羅斯的製裁正在發揮作用，但需要加強。

澤倫斯基說：“制裁肯定有效，俄羅斯肯定害怕制裁，這讓
他們感到不舒服，它降低了他們的經濟。但有一個問題是製裁如
何運作。我們正在向美國和歐洲領導人展示並告訴他們，每個人
都必須迅速合作。”

“他們必須對寡頭、俄羅斯總統、所有政黨和整個國家產生
影響。如果美國希望談判取得成功，美國應該繼續努力。”

在採訪中，澤倫斯基回應了俄羅斯關於烏克蘭週五對俄羅斯
境內的一個燃料庫發動直升機襲擊的指控。

澤倫斯基在被問到時說：“很抱歉，我沒有討論我作為總司
令、這個國家的領導人的任何命令。有些事情我只與烏克蘭武裝
部隊分享，當他們與我交談時，他們下令進行這樣的攻擊。”
“你需要明白，在你提到的那個地區，他們正在放置他們的導彈
系統並自己發射導彈。”

週五在烏克蘭邊境附近的俄羅斯城市別爾哥羅德的一個燃料
庫發生了大火——俄羅斯稱這是由烏克蘭直升機的空襲引起的。
烏克蘭國防部告訴 CNN，它沒有關於此事件的信息。

澤倫斯基還表示，他不會願意用烏克蘭領土換取與俄羅斯的
和平協議。

澤倫斯基說：“我們不交易我們的領土，因此，領土完整和
主權問題不在討論範圍內。”

美國將向烏克蘭提供 3 億美元的安全援助。這是它包括的
內容

五角大樓週五宣布，美國將再向烏克蘭提供 3 億美元的安
全援助。

根據五角大樓新聞發言人約翰·柯比的聲明，新一攬子計劃
意味著，自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美國現已承諾向烏克蘭提供超
過 23 億美元的安全援助。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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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間交往上，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在這
方面仍有欠缺。不只中國大陸，很多亞洲來的新
移民做事都比較在意“好處”。但兩個國家的關係
，就從這些小地方開始。

中新社記者：您曾經從事諮詢工作，既幫助
美國公司開拓亞洲市場，也幫助亞洲公司進入美
國市場，讓雙方從跨國貿易中受益。您認為，經濟
的全球化應該如何促進？中美又該扮演怎樣的角
色？

莫天成：與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是不可
能離開中國的，但中國政府和老百姓要多多思考
怎樣做工作，對美國在中國做生意的公司多點認

識、多點了解、多做關係，他們是中國在美國最好
的聲音，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聲音。

經濟全球化是無法阻止的，美國現在要改變
它已經不可能。以前英國紡織業做到最好時，曾
出台法律幫助壟斷全球紡織業，結果還是一度被
印度擊敗。歐洲人在美國開發殖民地時使用的來
福槍，不許給本地的“紅番”(美國印第安人)，誰給
了誰就要被槍斃，結果仍能被“紅番”拿到。

美國要針對華為採取措施，我想是不可能成
功的。因為經濟全球化這條路，全世界遲早都會
走，只是有些先走，有些後走，有些被拉進去，但
都只是時間問題。

中新社記者：當前形勢下，應如
何消除美國民眾對華裔的非理性
情緒？如何改變在美華裔被歧視
的現狀？您如何看待中美關係的
未來發展？

莫天成：舉兩個例子。美國有兩
種人人數不多，但他的政治力量
非常強大。一群是黑人，一群是猶
太人。

在美華裔跟美國黑人來往很少，
這很可惜。美國國會黑人力量非
常大，他們對中國和中國文化非
常尊重，也很好奇。

猶太人在美國的勢力更大。中國
是全世界少有的從未歧視過猶太
人的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
國人還曾幫助、保護過猶太人，這
類故事無人宣傳，沒有拍成電影，
也沒有人去跟美
國猶太人講，猶
太人都不知道。
猶太人很念舊，
有些人救過他們
，至今他們仍然
感激。

黑人很重要，猶
太人很重要，我
們的下一代——
土生土長的美國
華裔更重要。比
如以色列在美國
最大的力量，就
是他們土生土長
的猶太人，而不
是移民過來的猶
太人，他們的講
話力量都不一樣
。華裔在這些方

面仍有很多工作可做。
當然，與我第一次去中國相比，
現在真是不可思議。但我覺得中
美前景會變好，不要太擔心。中
美關係歷史上發展過來就是一
個波瀾接著一個波瀾，這個也總
會過去。

中新社記者：根據您的經歷
和體會，美國社會與中國社會真
的存在“文明的衝突”嗎？兩國各
自的歷史傳統、文化習俗、制度

體係有沒有共同之處？
莫天成：中國有幾千年的燦爛文化，有孔夫

子，有幾千年的文化根基。但美國跟中國不一樣，
美國的文化好像一個大餅，常常有新的東西加進
去，每15年這個餅就變得不一樣。人們說到美國
文化，我常常問是哪一個年代？如果是100年前
的美國文化，全部是白人。50年前的美國文化開
始有些顏色。現在的美國文化，不單是多種顏色，
還包括同性等。所以美國文化一直不停地演變，
並非固定。根據美國商務部研究發表的報告估算
，再過15年美國白人可能變成少數民族，這個是
很大的轉變。美國是個移民國家，不停有新人到
來，把顏色改變了，把市場改變了，把美國的文化
也改變了。
中美文化差異永遠存在，難以改變。美國沒有權
利要求中國改變自己的文化，中國也沒有權利要
求美國用中國的文化做基礎。雙方一定要站在對
方的立場上，了解彼此的想法，不能把各自的想
法強加於對方。
文明的衝突雖然存在，並非沒有共同點。當前中
美在應對氣候變化、反恐、人口老齡化等方面均
有共同之處。現在兩國領導人都非常明智，他們
盡量把時間花在共同點上，合作互信，不在不能
解決的問題上浪費時間。(新浪網)

莫天成：融入美國社會，少數族裔
為什麼是“爬樓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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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天成：融入美國社會，少數族裔
為什麼是“爬樓梯”？(上)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以來，美國“白人至
上”的種族主義勢力復燃，使得在美亞裔遭受新
一輪的種族歧視。回溯歷史，從愛爾蘭移民、蘇格
蘭移民到歐洲移民、亞洲移民……少數族裔在美
均遭受過不平等歷史，但仍期冀通過自身的努力
和奮鬥，爬山過坎融入美國社會。美國前財政部
總審計長、小布什政府勞工部首席財務官莫天成
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結合其移民
美國後從餐館服務生到進入政壇的經歷與觀察，
分享其思考：融入美國社會，少數族裔應如何？

中新社記者：您幼年時移民美國，一邊打工
一邊讀書，最後通過個人努力，進入美國主流社
會。結合您的經歷，您如何看待在美華裔等少數
族裔通過自身奮鬥和成長，努力融入美國社會，
並為美國社會帶來積極影響？

莫天成：這個問題非常好，它不是平面的，應
從三個不同方面立體回答。

第一是美國對待新移民的一慣態度，第二個
是種族問題，第三是移民抵美後的行為和生活方
式能否融入主流社會。這三方面共同構成一個立
體的答案。

首先，美國開國至今，對新來的移民一慣看
不起，且對他們尤其不好。這是一個文化問題，建
國之初先到的英國人就看不起愛爾蘭移民和蘇
格蘭移民，認為他們是亞等人。後來愛爾蘭移民

“爬上樓梯”，跟英國人融彙在一起而被接受。德
國移民也受歧視，後來歧視意大利人，再後來是
猶太人……所以如果將融入美國社會比作一個
樓梯的話，每個種族移民到美國之後，努力向上
爬，而在上面的人踩下面的人，這是美國的“風俗
習慣”。大批亞洲人移民美國是在1965 年《移民
修正法案》出台之後，此前亞洲人移民美國很困
難。所以今天最新來美的亞洲人，處於樓梯最低
層的一個台階，我們要從宏觀上看到上述情況，

這是美國對新移民的基本態度。
第二，是美國人對有色人種和非有色人種的

看法。如果你是蘇格蘭人、愛爾蘭人，或是意大利
人、法國人、猶太人，以前全部受過歧視，但他們
都是白種人。比如一個人原本名叫McKinsey，他
又編了一個英國名字叫Smith，跟英國人穿同樣
的衣服，到社會上人們就不知道他從哪裡來，他
就可以躲在美國人的圈子裡。問題在於黃種人不
論第四代、第五代，依然是黃皮膚，依然不一樣，
這是一個種族問題。那些爬上去的白人，不單是
看不起後來的白人，更看不起有色人種。歐洲人
對膚色存在偏見，認為皮膚白的比較高貴，皮膚
顏色深的就是在比較低層幹苦工的。所以現在的
亞裔，首先是新來的移民，其次皮膚有顏色。

第三，以前歐洲過來的移民，包括猶太人，雖
受歧視仍同屬歐洲文化，他們語言、宗教不一樣，
但飲食、行為和人際關係等都在彼此的文化中有
體現。千百年來，歐洲戰爭和互相移民，讓彼此已
經足夠了解。他們進入主流社會比較容易，主流
社會對其也較寬容。但中國人移民到美國則不一
樣，不單皮膚、語言不一樣，生活、風俗習慣也很
不同。比如歐洲的飯店，不管是意大利餐、法國餐
，從外面看不出差別，要看菜單才知道它是什麼
菜。但是到了唐人街，典型的中國餐館門口掛著
燒鴨、燒雞、豬肉，很多地方喜歡把活魚放在魚缸
裡，撈出來就拿去煮，洋人很不習慣，外加語言和
衛生標準不同。沿著歷史背景看，美國在亞洲建
殖民地，對當地的華人、日本人、韓國人，都很看
不起。所以亞裔到美務工，會面臨很嚴重的階級
問題。今天的亞裔承受的壓力，就是所有這些問
題累積疊加在一起。
但如果研究美國歷史你會發現，每一個種族都可
以爬到樓梯的頂端去。我相信有一天美國會有華
裔當選總統或副總統，只是時間問題。但我希望
亞裔，包括華人爬上去後，不學那些歐洲人歧視
新移民的壞習慣，而應感謝他們。
說美國包容，並非我一下飛機你就要來抱著我。
美國文化雖然包容，但你要先付出代價。下飛機
前先被打得血淋淋，但是你不走，而且慢慢干好
了，最後你還是會上去，並且變成他們一員。很多
新移民不了解這個過程。我不認為這是對的，但
這就是美國的過程。

中新社記者：您曾為政府財政部總審計長，既了
解主流社會，也了解美國的基層民眾。您認為當
前的歧視華裔情緒代表了美國哪部分階層的聲
音？是主流社會，還是普通民眾？

莫天成：我個人看法，現在的美國面臨兩個很大

的拐點，但是這兩個轉彎的方嚮往哪兒走，還需
觀察。
第一，再過10年到15年白人可能變成美國的少
數民族，很多白人害怕、憤怒。我雖然不贊同，但
很了解他們的想法，因為這個國家由他們的祖輩
艱辛創建。當年在開發西部時，他們的祖輩被“紅
番”(美國印第安人)殺死、餓死、病死……經歷了
這些才把這個國家建設起來。
新來的移民，既沒有這種經驗也沒有辦法體會，
外加很多新來的移民很富有，過著暴發戶、土豪
的生活。很多白人看不慣甚至很憤怒，為什麼我
們祖輩打下來的江山，被這些人拿去了？再加上
黑人整天抗議，覺得白人虧欠他們，白人卻認為
這100年前的事情還要還債嗎？所以美國社會面
臨非常複雜的種族問題，不易解決。
第二個拐點來自於剛剛開始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發明了蒸汽機變成世界強
國；第二次工業革命是電的發明和使用，英美共
同引領成為龍頭；第三次工業革命是電腦、互聯
網，美國做到老大。第四次工業革命誰做龍頭現
在還沒有定論，現在是中美競爭。中國現在優勢
較大，因為中國的5G、AI等走在美國前面。如果
中國成功，中國就會變成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導
者。美國人現在忽然醒過來，就很害怕。

中新社記者：您是很晚才到訪中國，待了三週時
間，改變了您對中國的印象。對美國民眾而言，是
否缺乏對中國和中國人的了解？

莫天成：美國社會非常開放、自由，法律條文寫得
很清楚，每個人在網上都看得見，只要你依法做
事，沒有人能夠阻止你，包括美國總統。
作為華裔會計師，我在美國公司做到很高職位，
但不會停止，我還去會計師協會做義工，替他們
服務，後來被選為全國會計師協會會長時，白人
所有成員同意我是他們中最棒的，接受我做他們
的領導。這需要一個過程，我犧牲了很多自己的
時間，晚上沒有時間去卡拉OK，或者打麻將，而
是全部用來工作，給我自己投資。很多中國人不
願意做這種投資，就沒有收穫。
再舉一例。我的孫子在華盛頓一所高級的英國國
教中學讀書，很多參議院、眾議院議員，甚至副總
統的小孩都在那裡讀書。這所學校不教中文，我
的孫子大概是被錄入的第二批華人，此後再不招
收華人。後來我女兒去學校做義工，作為多元文
化教育活動的一部分，該校組織學生去中國大使
館參加中國新年活動。為了幫助美國人更好地了
解中國文化，中國大使館批准了此次行程。為什
麼要做這件事情，因為每一個小孩影響7個人，
他的父母，他兩邊的祖父祖母，還有他自己，那些
都是美國最有“權力”的人。小孩回去跟他的父母
講述中國，效果很好，後來學校還同中國大使館
組織了一個訪問團，帶著他們的父母去中國走了
一大圈，回來後這所學校百年曆史上第一次開了
中文班。(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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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美国以来

，亚裔群体被当成新冠的替罪羊，随

之而来的仇恨事件屡见不鲜。去年12

月，纽约警察局表示该市报告的反亚

裔仇恨犯罪数量比前年增加了361%

。

根 据 “ 停 止 歧 视 亚 太 裔 ”

（Stop AAPI Hate）组织的数据，在

2020年 3月19日至2021年 12月 31日

期间，有10905多起仇恨事件被报告

。其中61.8%由女性报告，近乎过半

（48.7%）发生在公共场合如街道、

公共交通、公园、对公众开放的企业

等。

可想而知，除了被报告的仇恨事

件以外，还有许多没被记录在案的受

害者。亚裔社区中的许多人也在备受

折磨。Michelle Lee在《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发布的文章中

悼念李尤娜，其中写到她难以平静

——作为亚裔女性，该暴力犯罪事件

让她悲痛并且感觉到强烈的个人联结

。

在纽约市出生成长的Michelle早

已习惯了搭乘公共交通，但现在她搭

乘地铁的时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担心自己的人生安全。过去的两年中

，她曾被公开吐口水、被言语骚扰、

在列车上被跟踪、在地铁站台被口头

威胁强奸……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

Michelle是周围乘客中唯一的东亚女

性。

我在纽约生活的时候也有类似的

经历，比如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被带

有种族色彩的嘘声挑衅——“滚回你

的国家”，被刻意躲避，甚至被陌生

人带有恶意的身体接触威胁。在过去

两年中，我的亚裔女性朋友们也都表

示有类似的经历发生在她们身上。然

而我们已尽自己所能保护自己：随身

携带胡椒喷雾和小刀、绝不孤身搭乘

地铁或走在夜晚的街道上、时刻留心

警觉经过的人群、绝不靠近地铁站台

的边沿、确保好友间互相知道彼此的

动向等等。

上周，亚裔畅销书作家Min Jin

Lee在推特上发起一项关于亚裔的调

查——”鉴于针对我们社区成员的羞

辱、攻击和杀戮事件的增加，你是否

改变了与通勤、学校、步行、运动或

工作相关的任何日常行为？“

我们看到评论区中的大部分亚裔

女性纷纷表示自己有所改变：

——在纽约，我注意到我开始下

意识地到处躲在兜帽下以前我从来没

有这样做过。我有一个月没有见朋友

，因为我害怕上地铁。我试图回归外

出，但我需要控制焦虑，并始终保持

高度警惕。

——当然是的。我给我妈妈买了

一台监视器。我不再漫不经心地走路

了。我在人行红绿灯打转，确保我周

围的人和他们与我之前有一定距离。

我采取不同的路线或过马路，以避免

已知的高风险区域。我以前很喜欢散

步，但工作期间我几乎不出门，除非

是去遛狗。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去买食

物或跑腿，以适应自己在社区的安全

感。

——我住在纽约市，我不得不承

认我感到恐惧，甚至开始逃避前往我

的街区以外的地方。我避免乘坐地铁

，现在还带着胡椒喷雾和一个带刺的

自卫钥匙链。我在家里工作，并（可

悲地）成为一个隐士。

——我再也不会在天黑后一个人

去任何地方......去年亚特兰大的枪击

事件唤起了我多年前受到的种族主义

人身攻击的一些被压抑的恐惧。我花

了很长时间才再次一个人出门——即

使是在白天。

评论区里的亚裔女性们分享着自

己的经历和对策，让人心情沉重。同

时也具象化了我们日常面临的恐惧

——它们是切实存在的，且距离我们

如此的近。

种族偏见与厌女症错综复杂地交

织

针对亚裔女性的仇恨事件，大众

往往能认识到其中种族偏见的部分，

却容易忽略了厌女症的因素。2020年

3月，六名亚裔女性在亚特兰大枪击

案中丧生。警方在阐述白人男子凶手

的动机时却为其开罪，称凶手受“性

瘾”困扰，“过了糟糕的一天”——

亚裔女性再次被客体化成“性资源”

。

在美国文化中，亚裔女性被“性

化（sexualize）”和“迷恋（fetish

）”早已是陈腔滥调。我们在前文

《当他们说迷恋时，那只是对亚裔女

性的畸形迷恋》 和《在美国，混血

儿们现在开始怀疑比他们亚裔妈妈大

很多的白人爸爸》已经详细地分析过

根治在美国文化中各种文艺作品的亚

裔女性形象。这些作品将亚裔女性放

进“白人凝视（White Gaze）”和

“男性凝视（Male Gaze）”的叙事

下去描绘，通常“温顺的”、“娇弱

的”、“异域风情的”是关键词。

不少亚裔女性甚至内化了这种

“凝视”带来的规训，将自己往“白

幼瘦”的方向打扮，沉浸在被迷恋、

被客体化、被性化的目光中，并以此

为赞美。

有人会问，将自己打扮成什么样

子不是每个人的自由吗？确实是，但

这种迎合规训的“自由”是建立在伤

害他人的基础上的，是有害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护士制服和空

乘制服，本来都是非常普通的职业着

装。但经过色情行业长久以来的“耳

濡目染”，护士制服和空乘制服都带

着不言而喻的“性饥渴”意味，甚至

连这两个职业也被长期污名化。这时

候，穿着制服的女性早已被客体化、

非人化，她们只是被当做挑起“性刺

激”的工具。

同样的，通过“白幼瘦”的打扮

，不断加强了针对亚裔女性的刻板印

象，这种客体化、性化和迷恋是能杀

人的——我们清楚地看到亚特兰大枪

击案中的六名受害者是被带有种族偏

见和厌女症的白男凶手杀害的。

我们必须解决这种致死的种族和

性别定型——在媒体中，我们应该有

更多复杂的、多样的亚裔女性形象；

在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呈现更多亚裔

女性形象：可以是强壮有力的、刚强

勇敢的、不屈服的。不要约束自己的

想象力，不要去迎合“凝视”——亚

裔女性可以是千变万化的。

近年来，亚裔女性在主流影视作

品中的形象得到了重大转变，终于出

现了以亚裔女性为主角并以亚裔女性

视角描绘的故事，比如《摘金奇缘》

（Crazy Rich Asians）、《两大无猜

》（Always Be My Maybe）、《致

所有我曾爱过的男孩》（To All the

Boys I’ve Loved Before）、《真心

半解》（The Half of It）等。

外界帮助与自我疗愈

接连不断针对亚裔女性的仇恨犯

罪的发生，我们在亚裔社群中看到大

家的愤怒、不平和不断的反思和反响

。各地也有平权活动家在呼吁公共安

全层面落实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2月18日，加州宣布立法呼吁采

取公共卫生措施防止和解决对妇女和

其他弱势社区的街头骚扰问题，这个

法案名为“结束街头骚扰”（End

Street Harrassment），将在公共卫生

背景下定义街头骚扰，并指导创建一

个公共教育活动，并进行研究，以寻

求防止骚扰的解决方案。

除了加入呼吁有关部门出台应对

政策的队伍中来，我们在目睹暴力事

件的时候勇敢地指出，并学习如何敏

锐地识破带有种族色彩的“迷恋”。

澳大利亚亚裔作家杜筱琪（Jessie Tu

）曾著跨种族关系的小说《孤独的女

孩是件危险的事》（A Lonely Girl

is A Dangerous Thing），她表示，以

尊重为基础的跨种族交是没有问题的

，“迷恋”发生在对方仅仅关注自身

的想法投射在交往对象身上，仅仅关

注亚裔女性身上的所谓“亚裔特质”

，其动机却不是了解这个人本身。有

些话看似赞美，实则是包裹着糖衣的

毒药。

作为亚裔女性，我们要看到反亚

裔仇恨中的种族问题，也要看到其中

的性别问题，并敏锐地发声。当我们

彼此守护相望，一定可以凝聚成更强

的力量。

最近，我因为替代性创伤，时常

感到无法喘息和恐惧，想到层出不穷

的仇恨事件，我不禁想问，这什么时

候可以结束？相信我们中的许多人也

有这种感觉，甚至在受害者身上寻找

和自己的共通性，觉得“也许受害者

可能是我”。在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

，我想告诉姐妹们，大家已经做得很

好了，肯定自己和原谅自己也是自我

关怀的一部分。

愿我们不否认脆弱，但更肯定自

身的顽强；愿我们敏锐、清醒与自由

，为不公发声，为更好的未来战斗。

李尤娜或是高慧民

很可能是替 “我” 而死的

针对亚裔，尤其是亚裔女性的暴力事件让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感到恐惧。除了被大家广泛讨论的针

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厌女和刻板印象对亚裔女性所带来的伤害。虽然有些人已经开

始寻找阻止恶性事件再度发生的办法，但在群体内部，我们要如何互相疗愈呢？

1月15日，四十岁的高慧民（Michelle Go）被推下纽约地铁的轨道而身亡。

2月13日凌晨，三十五岁的李尤娜（Chritina Yuna Lee，音译）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公寓中被刺

超过40余刀而身亡。

2月22日晚上，六十一岁的马桂英去世。她曾在去年11月于纽约皇后区遭到攻击，头部被大石块

击中，全身有多处撕裂伤。

接连发生的针对亚裔、尤其是亚裔女性的暴力犯罪，让包括我在内的亚裔女性群体感到悲伤、愤

怒、遗憾和恐惧，甚至还有一丝愧疚——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李尤娜或是高慧民，都很可能是替

“我”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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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注真心真性情 還人間正道
平安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今日曝光的預告信息量巨大，故事

的主人公魏平安原來犯過錯改過造，面

對還在念書的女兒他總會不自信地問道

：「是不是有時候挺看不上老爸的。」

就是這樣一個重新回歸到社會的「邊緣

小角色」，靠着賣墓地勉強維持生計，

卻不料捲入了一場巨大的謠言風波，情

況已非他可以解決，然而魏平安堅守着

獄警們「行好事、做好人、走正道」的

希冀和女兒「做你覺得正確的事」的鼓

勵，勢要與這個世道過過招。

魏平安的「客戶」韓露已經入土為

安，不料空穴來風的謠言卻被有心人深

信，甚至強行安排韓露遷墳。作為韓露

在世界上最後一個託付的人，魏平安沒

有坐視不理。他堅信如果為了大事化小

不經查證就遷墳，那就相當於替韓露認

了這可惡的謠言。於是，從墓地經理、

寵物店老闆、修車廠員工、公司董事長

……謠言流傳的每一個觸點魏平安都沒

有放過，在有限的四天時間裡跑遍大街

小巷，問遍線上線下，傾其所有為韓露

查明真相。本就還未被社會重新接受的

魏平安，如此真心真性情的付出和堅持

，不免令人動容，甚至想加入他一起討

一個公道！

力求真相破謠言 守正義清白
大鵬求真之路見真情！

當今社會對於一個人的評價很多時

候都陷入人云亦云，人們往往忽略了事

情的真相，以及內心最真實的感受。影

片中韓露已經去世不能為自己辯駁，被

她託付的魏平安，堅守着心中的正義，

無論經歷多少無法想象的困難誓要還給

逝者清白，他做人的態度、原則深深打

動着每個觀眾。拒絕無謂的煽情，大鵬

此次回歸人心最真摯最純粹的堅守，通

過自己擅長的小人物視角，給觀眾展現

了人心的溫度、人生的態度。短短的預

告，已經戳中無數觀眾善良的內心，在

憤慨無稽謠言的同時也為平安哥的舉動

而熱血感動。

此次曝光的劇照中，魏平安、魏如

意、魏磨礪（王聖迪 飾）、馮總（馬

麗 飾）、韓露（宋茜 飾）神色各異

，或面色凝重、或緊張嚴肅、或莞爾

一笑。不知在這場紛飛的謠言中，他

們是否都能堅守自己真誠純粹的初心

？在如今紛繁複雜的網絡中，大家究

竟更加關注真實的真相，還是自己意

味的真相？希望平安哥這條闢謠之路

亦能讓觀眾感同身受，一起守住正義

還人清白。

影片《保你平安》由上海儒意影視

製作有限公司、上海他城影業有限公

司、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杭州淘票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中

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大鵬執導

，蘇彪、大鵬編劇，陳祉希擔任總製

片人，大鵬、李雪琴、尹正、王迅、

王聖迪領銜主演，馬麗特邀友情出演

，宋茜特邀出演，賈冰、楊迪、潘斌

龍、倪虹潔主演，喬杉、于洋、劉金

山、曹炳琨、梁超友情客串。電影將

於4月29日在全國影院同步上映，邀您

一起見真情，見真相！

大鵬執導《保你平安》曝 「人間有真情」 預告
平安哥拼死求真之路見真情見人心

由大鵬執導的喜劇電影《保你平安》日前發布 「人間有真情」 預告及劇照。該片由大鵬執導，蘇彪、大
鵬編劇，陳祉希擔任總製片人，大鵬、李雪琴、尹正、王迅、王聖迪領銜主演，馬麗特邀友情出演，宋茜特
邀出演，賈冰、楊迪、潘斌龍、倪虹潔主演，喬杉、于洋、劉金山、曹炳琨、梁超友情客串。曾被稱為 「集
安斷尾虎」 的平安哥（大鵬飾）中年落魄，如今靠賣墓地為生，本就工作不順利的他還意外捲入了一場謠言
風波。堅守着 「行好事、做好人、走正道」 的信念，魏平安毅然踏上了一條並不容易的尋求真相之路。影片
將於4月29日全國公映，且看平安哥如何逢凶化吉，捉拿 「真兇」 ！

3月18日，由曹

保平監製，劉伽茵編

劇及執導，胡歌領銜

主演的電影《不虛此

行》發布片名官宣圖

，由胡歌手寫的片名

、摺疊的信紙、以及

坐在書桌前寫作的背

影，都是他所飾演的

聞善作為一名寫悼詞

的人的日常生活，也

是他為每個普通人書

寫着「不虛此行」的

一生的每一天。

導演劉伽茵曾

憑藉自編自導自演的

《牛皮》系列入圍戛

納，並在柏林拿獎。

新作講述以撰寫悼詞為生的聞善，在與各色普通人的相

遇間，尋找自己與世界關係平衡的故事。目前該片正在

拍攝中。

胡歌新片《不虛此行》
將飾演一名寫悼詞的人

據國家電

影局 2022 年

1 月全國電

影劇本（梗

概）備案、

立項公示，

電影《滿江紅》正式立項，該項目編劇為陳宇、張藝謀

，這也是兩人繼《狙擊手》《堅如磐石》後的第三次合

作。

故事梗概：南宋紹興年間，宰相秦檜率禁軍赴邊

境，與金國會談。秦檜宿當地大族宅邸。宅邸封閉，

戒備嚴密，會談前夜卻現謎案。小卒張大裹挾其中，

步步揭開謎底。謎案背後，一場義士鏟奸的迷局漸漸

展開。

張藝謀新片
《滿江紅》立項
回歸歷史題材

據悉，根據林特特同名小說改編的法治

題材青春勵志電影《立水橋北》將於3月28

日在電影頻道黃金時間20：15分首播。

這部影片以作者的真實經歷為創作原型

，取材於真實的案例。講述了一對來自三

線城市的北漂青年曾雯雯和魯小力，歷經

拼搏並舉兩家之力才在北京立水橋北購得

一套房產，不料惹上房產官司。他們在處

理官司糾紛時，捲入一樁婚騙案，又遭遇

時所罕見的汶川大地震。其間，兩人迎來

了各自的成長……

影片旨在通過80、90後獨生子女在一線大

城市拼搏、創業、奮鬥的故事，挖掘新時代年

輕人面臨的物質與精神之「痛」，以及在遭遇

重大歷史事件（「5.12」汶川大地震）後所展

現出來的頑強生命力和堅強的意志、樂觀的精

神，傳遞「幸福是奮鬥出來的」這一新時代中

國夢實現的根本要義。同時，這部電影也通過

開掘小視角、塑造小人物，折射了一個時代社

會發展和法治建設的進程，用有眼光、有溫度

的視角觀照了一代青年人的成長與心路歷程，

用紮根人民、深入生活的創作態度展現了一代

青年作家的藝術追求。

這部影片根據林特特同名小說《立水橋北

》改編。作品首發於全國百強報刊、大型公安

法治文學期刊《啄木鳥》2019年第1期，次月

被《小說選刊》和《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

）》同時轉載。作者林特特系北京作協簽約作

家，《立水橋北》是其小說處女作。

從小說發表到同名電影開機，再到影片

上映，《立水橋北》只用了短短三年，文學

影視孵化的速度之快讓我們再次見證了好故

事的光明前景。

青春勵志電影《立水橋北》將於電影頻道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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