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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包救命药的上海接力
家住浦西的李琪，需要想办法把救命药送给
封禁中的父亲。
在上海，这本应是一个困难重重的故事，却
顺利地实现了。最终接单的志愿者司机带着药经
过四道关卡，被放行过程中，一位警察甚至没来
由地向他表示了感谢。一个紧急救援系统在背后
发生作用，但更得益于参与其中的人高度的共情
。
下单跑腿半小时后，李琪依然没有等到骑手
接单。
眼下，李琪需要一个人，替她把救命药送到
父亲手中。这张订单的运输路线要跨越几个区域
，但根据封控的有关规定，跑腿骑手的电车不能
跨区行驶。当时的李琪并不知道这一点。
那是 4 月 5 日，李琪父亲随单位封控生产的
第 9 天。他半年前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需要每
天服用排异药来保证手术后的心脏安全运转，同
时还需要服用预防心肌梗塞复发、降低心率和血
脂浓度的 3、4 种药品。这些药品多是处方药，
按规定每次只能开一个月药。断药意味着生命面
临威胁。
主治医生十分清楚这点。上海即将分区域、
分时间段封闭管理的前一天，医生答应了李家人
开两个月药以防万一。
可后来的事态发展还是超出了预期。
李琪父亲最后一趟去工厂，赶上了工厂封控
生产。他原本随身携带了 10 天、双倍于计划隔
离天数的药量，可封控时间数次延长，到 4 月 5
日，他只剩下一天的药量。
药瓶见底，心脏仍需跃动。这天傍晚 6 点半
左右，李琪不得不行动起来，想办法把救命药送
到父亲工作的工厂里去。
她首先想到居委会，后来又联系了交警，几
通电话拨出去，都是忙音。父亲所在区域的卫生
所接听了电话，可惜卫生所没这几种药，有意帮
忙也无能为力。
找个跑腿小哥似乎是一个办法。
好在家中还有药，李琪只需要找到一个愿意
帮忙把药送过去的人，父亲就安全了。到了晚上
，无计可施的李琪拨打了美团跑腿客服的电话。
19 点 57 分，客服王佳接到了李琪的电话。
王佳每天要处理约 100 个客户电话，最近上海的
电话量能占到一半。公司紧急组织了培训，教客
服部的同事们如何为这些来自上海的需求提供对
应帮助、排列紧急顺序。
电话里，李琪有点焦急，语速越来越快。
“那个药比较特殊”，李琪告诉王佳，父亲去年
做过心脏病手术，装了支架，需要按时服用排异
药。父亲的企业要封闭工作，随身带的药快吃完
了。她亟需把药给父亲送过去。
王佳判断这是一个需要紧急支持的案例。
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成为王佳最近的工作日
常。眼下，不少骑手接单后才发现送件地址被管
控等问题，订单取消后，顾客的电话便打到了客
服部。每当这时，王佳也很难过，作为直接和客
户接触的一线员工，她能做的只是将意见记录反
馈，但骑手是自主接单的，接单后她才能跟进。
听清楚对方的话，王佳的心揪了起来。2020
年疫情的时候，成都也曾封过城，高铁汽车都没
法坐，她也曾遭遇找不到车回家的窘迫。她体会
过孤立无援的感觉，家中也有年迈的父母亲，她
对李琪感同身受。
4 月 3 日，美团针对上海地区紧急推出了应
急帮手服务，由客服、美团买药及美团跑腿等数
百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应急团队。除客服外，其他
均是自发参与其中，在完成本职工作外，帮助老
人、孕妇、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寻找、取送药品
、奶粉等救急物资。
上线以来，应急帮手已收到超过 10 万次需
求。其中来自老人、母婴类人群的需求超过九成
。
王佳告诉李琪如何进入这一入口，提交信息
后就有专人跟进，李琪年轻，对于手机上的操作
她一听就会。在王佳的帮助下，李琪很快填写了
信息，完成了相关步骤。让她印象深刻的是王佳
的耐心，每次沟通她都会确认具体回应时间，比
如一小时内给到来电，这让李琪觉得安心。
按照流程，王佳只需要协助客户填写好应急
帮手的信息，就会有专人负责处理。但是王佳不
放心，想起了公司内部有一个“上海买药帮帮群
”，200 余人的群内，有上海本地医药业务、美

团跑腿业务的人、客服以及各个部门的同事，一
起解决紧急且棘手的问题。
为了更早找到配送人员，王佳把李琪的情况
转述到了群里。20 点 27 分，帮李琪送药给父亲
的工单也创设完成。现在的第一要务，就是寻找
骑手配送这单里程 40 公里的订单。疫情期间，
上海的运力高度紧张，跨区的远距离订单更难以
找到骑手配送。
没一会，她就被拉进了一个几人的群聊。调
配上海跑腿骑手的李亚在此后的半个小时内联系
了 8 位骑手。“有没有路障”“有没有跨区的通
行证”，他在跑腿骑手的“骑手帮帮群”里连续
发问。
3 月 27 日晚，上海发布通告：上海将以“黄
浦江”为界分两批实施“封控管理”，进行全市
范围内“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筛查，封控区域
内，住宅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足不出
户，人员和车辆只进不出。因为疫情隔离政策，
骑手也不能进行跨区配送。因此，这八位骑手无
法配送。
而李琪需要的正是跨区配送的业务，因为李
琪和父亲所在的地方，分属不同区域管辖。最后
实在没办法了，王佳只能寻求网约车司机的帮忙
。
但是目前拥有通行证的车，不足十辆，并且
是投入药品配送以及医院等订单需求中，极难调
配。好在，一番沟通协调之下，李琪的订单终于
找到了愿意送单的美团打车志愿者司机。
而在上海，李琪父女遇到的紧急配送情况，
仅是上海城内急需用药居民情况的冰山一角。因
为提前开好了药物，李琪比大多数居民幸运。许
多居民的需求，实际上是因药物紧缺，需要先找
到药品，之后才是找到合适的配送人员的问题。
在这个应急帮手的通道中，买药板块的部分
由 20 多名美团医药业务员工组成临时团队，除
本职工作外，他们每天按时段轮流值班，处理一
些紧急找药的需求。由用户下单后，他们再找骑
手帮忙取送。
作龙是负责人，全天候跟进团队工作。必要
时，他也会自己跟进个案。4 月 3 日上午，作龙
在与居委会对接的工作群中发现，一位住在济阳
一村的陈阿姨疑似出现了变异性哮喘症状，剧烈
咳嗽。
11 点，陈阿姨反映痰中已经带血。他当即
给陈阿姨打去电话，然后跟对方社区居委会工作
人员，医药厂商的业务员徐志娟建立了一个沟通
群，帮正被哮喘折磨的陈阿姨找药。
5 分钟后，徐志娟就在群里反馈说，她得知
博山路一家关闭线上渠道的药店里，陈阿姨需要
的药仍有库存。
此药店距离陈阿姨家有十几公里。买药的业
务人员马上联系到这个药店。
这个药店此时还有大量接单没有处理完，因
为顾客需求太多，如果开放时间太长，大量订单
将会涌入，无法即时处理，所以药店只能间歇性
营业，将一波订单处理完成后再接下一波订单。
徐志娟协调了博山路药店，为陈阿姨开放十分钟
下单。

作龙此时也先把别的事情放到了一边，打了
三、四遍电话手把手教 51 岁的陈阿姨操作买药
，打开 App，找到药店，修改到药店周边地址以
便下单，再找跑腿骑手，一步一步来。十分钟后
，陈阿姨下好了单。
最后一公里
晚上 9 点多接到帮李琪送药的订单，司机王
和涛和家人居住的片区刚结束为期 6 天的隔离，
王和涛刚拿到车辆的通行证和自己的核酸证明，
准备第二天正式回到岗位上。晚上 9 点多，听说
有心脏病人需要送药，他还是出了门。
王和涛的家住在青浦的一个村里，距离李琪
的家就有四十公里，从李琪家到李琪父亲所在的
工厂又是四十公里。
他一路上不得不停下四次配合警察出示通行
证和核酸证明，当晚十点多的时候，他在一处高
架路口又遇到了两名检查通行证和核酸证明的警
察，一名警察走过来接过证件，查看时随口问了
句，“做什么的”。王和涛如实回答后，那位警
察向王和涛表达了敬意：“师傅辛苦了，非常感
谢，那么晚了还要给人家送药。”
王和涛在路上飞奔的时候，李琪的心依旧悬
着。慌乱中的李琪将王佳发给她的王和涛手机号
码多打了一个加号，显示是美国号码，再打又是
空号。李琪更慌了，害怕希望落空，她又把电话
打到王佳那里，经验丰富的王佳判断她可能是格
式错误，指导李琪手动输一次号码，就在李琪输
号码的时候，王和涛的电话打了过去。
他安慰李琪，还有二十分钟到，不要慌。短
短几句话给李琪吃了一颗镇定剂。
小区内的防疫人员已经下班，因为楼内有确
诊居民，王和涛不能直接与李琪接触，药品如何
送到王和涛手里成了一个难题。她想过直接把药
品从楼上扔下去，那样容易损坏药品。后来他们
决定托小区门口的志愿者传递药物——李琪将药
物放到一楼，志愿者取了这些药品后，送到小区
门口交给王和涛。
为了对他人负责，李琪下楼时必须穿上厚厚
防护服，随身带着 84 消毒液喷壶，一边喷一边
走。这套繁琐的流程很耗费时间，当李琪还在等
电梯的时候，王和涛已经到了门口，到楼下时什
么都没有找到。
志愿者没看到人于是折返回门口，王和涛给
李琪打电话确认情况时，李琪本以为他会生气。
但没想到只是安慰她，没事没事，我再跟志愿者
说一下。后来，当问起李琪对王和涛的印象时，
她脱口而出：“好人”。
此时，这份无法见面的订单只剩下最后一步
。
又是一个小时过去，王和涛终于顺利到达了
工厂门口。
他见到了李琪的父亲，男人接过药后多次跟
他道谢。简单交接后，王和涛匆匆离开，像完成
普通的一单一样。他不知道自己送的具体是什么
药物，订单上写“心脏病药”，他没有细究，觉
得不应打听客户隐私。
凌晨十二点左右，这场横跨四个半小时的接
力终于顺利结束。

救命药终于送到李琪父亲手中时，作龙并不
知晓。他还在岗位上紧张工作。每天，应急帮手
入口会收到 1000 到 2000 个紧急用药的需求，其
中大概 100 个会经过他的手处理。每个订单背后
，都是一群焦灼但困在家中无法行动的人们。
这天，他更多的精力在忙着寻找治疗阿尔兹
海默症的药品，当事人是一位老艺术家。作龙组
建了一个 20 多号人的群，花了一下午时间，终
于买到了药。事情解决后，老人的家属第一时间
把他们找药、购药的经验做成了一张图，并立刻
传播出去，给更多遇到类似问题的家庭参考。有
记者发现后，还把这张图放到了新闻报道中。
王和涛回到了司机的志愿服务岗位上。送婴
幼儿奶粉、药品等必需品，他一天能接上 30 多
单爱心单，跑 200 多公里。他来上海 20 多年了，
跑过货运，进过工厂，靠自己的辛勤打拼在老家
买了房子。“我们安徽有 260 万人在上海，占了
外来人口的三分之一”，他有些骄傲地说，自己
这不算啥，之前媒体报道，有安徽老乡在上海的
一个便利店里，住了 20 多天，就为了给小区的
居民们提供帮助。
结束这趟送药订单回家路上，时已午夜。家
人告诉王和涛，小区发现了一例确诊病例，眼下
小区已经封闭，王和涛就算进去小区，也不能再
出来。
经过 4 小时的折腾，王和涛大致领会到一辆
能够自由行走的车，在眼下的上海能帮助普通人
完成多少事，这多少让他不愿回到家中。4 月初
的上海夜晚还有些寒意，他和妻子商量后，决定
在车里熬一天，第二天继续上班。
王和涛出来得急，没带被子，只能盖上几件
破衣服，在车上睡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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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清华专业第一，却连收 12 封美国大学拒信....
考近名校的学霸自带光环。在金光闪闪的录取通知书背后，似乎站着一个不会被任何事
情打垮的铁人。然而，学霸也和和常人一样，背负着很多难以启齿的痛苦和压力。本文的主
人公是中学就保送清华的学霸，后以清华大学化学系本科 GPA 第一的成绩保研本校化学系。
然而，在研二的时候缺从清华退学，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人的一生都在成长，一起去过有趣而丰盈的人生
为进入清华，他曾经放弃所爱。现在，为了自己，他放弃了清华。
考上清华大学化学系后，等待周治宇的却是循环往复的焦虑和挫败。
在研究生二年级开学之际，周治宇选择退学。
他准备换个专业出国留学，考了约十次托福和 GRE，成绩都“惨不忍睹”。
从 2016 年年底到次年 6 月，他申请了 13 所高校，收到 12 封拒信。唯一的 offer 来自美国
东海岸一所“不怎么好的学校”。在他眼中，这所学校相当于国内的 211 大学。
熟悉他的人会觉得，这不是周治宇该有的人生。
2015 年，周治宇以清华大学化学系本科 GPA 第一的成绩保研本校化学系。化学系要求学
生毕业的学分是 170 分，而他毕业时，学分逼近 270 分。
大三暑假，在拔尖培养计划中，他被推选去哈佛大学做交换生。
本科时，他还拿下了经济学的双学位。学习之外，他曾是系学生会副主席。
按众人期待，只要正常发挥，他理应一路读博，继续开挂人生。

01.考最高的分，读最好的大学
连收 12 封拒信后，周治宇不知道最后一封信
会带来什么。等待的日子，每天都显得漫长压抑
。为振作精神，每天早晨，他会去教室独自学数
学。除去吃饭和午休，一天能做八到十个小时的
题。
“我也有很长时间做不出来的题，但我享受
在想数学问题时那种精神的愉悦感。你会觉得那
个问题是这么有趣，就像在嚼一种淡淡的糖一样
，那个味道是慢慢释放出来的。”周治宇说。
时间在数字中流逝，他只记得，在收到那封
唯一的 offer 时，自己正在看概率论。阳光照在粗
糙黝黑的桌面上，漫反射出不太耀眼的斑，给自
己带来了一点点欣慰。
他把数学比作自己心中的“白月光”，可望
而不可即。“但是学化学就完全不一样。那个就
很直白，没有太多需要想的，就是描述性质为主
。”
周治宇爱数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他就参
加数学竞赛，直到初三。少年时，他誓要解开被
誉为世界七大数学难题之一的黎曼猜想。不过，
大概从五六岁起，周治宇还有个更现实，也更常
见的梦想——考入清华北大。
“教育背负了太多人阶层流动的梦想，包括
我。”周治宇在知乎写道。他的父母都是基层教
育者，父亲是一位小学校长，母亲是一位物理教
师。
周治宇告诉我，年轻时，母亲以当地成绩第
一名的身份考入师范。“她不光学习厉害，还很
有大局的考虑，我觉得她这辈子没做出更大的事
情，还是因为她的起点低了一点，她如果念了清
华，那简直了。”谈起母亲，周治宇钦佩之余，
也有敬而远之的感觉。“我妈很强势，她对我的
掌控欲一直都有。”
周治宇从小被家里寄予厚望，“考最高的分
，读最好的大学”成了一以贯之的宗旨。他的小
学是在小镇上念的。初中时，他因成绩突出，以
外地生招生考试第一名的身份，进入绵阳东辰国
际学校学习，学费全免。“当时一年的学费是七
千，如果我没（高分）考上的话，我们家里肯定
是出不起这个钱的。”
经济压力一直是周治宇的心结。“很小的时
候，我妈几乎把她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培养我上
。”大概从他上初二起，母亲就开始经营一些小
生意。“我妈很辛苦，就是想为我攒一点钱。她
就说如果我以后想到哪里去念书，如果因为家里
钱不够，她会觉得非常遗憾。”
中考时，周治宇再次以高分进入成都七中，
这是一所擅长数学和物理竞赛的学校。
但周治宇的父母觉得靠竞赛被保送清华北大
，听上去不太靠谱，而且觉得在高考方面，学校
管理不算非常严，硬是在开学前把他转回了绵阳
原来的学校上学。
该校恰好有一名化学老师，带竞赛生经验丰
富。周治宇的化学成绩也很出色，15 岁的他没想
太多，草草放弃了数学，改攻化学竞赛。他的最
好竞赛成绩是参加省队，在全国化学竞赛拿了一
等奖。
17 岁的冬天，周治宇迎来了“人生巅峰”，
如愿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化学系，还拿到了参加
集训队，冲击国家队的资格。
欢喜之余，父母并不知道早在高一的暑假，
周治宇就非常讨厌化学了，常是边骂边学。多年
的数学训练让他喜欢演绎学科远甚于化学这种归
纳学科。

“化学不能让我有思考上的快感，”周治宇
写道，“然而自己想读一个好学校的念头又太强
烈，不忍放弃为化学竞赛已经投入的时间，所以
就在痛苦中坚持了三年。”
当时，他还没意识到，继续学化学会给自己
带来怎样的影响。“我认为大学可能会好一点，
会摆脱这个很无聊的东西。”
02.学霸与囚徒
周治宇觉得，“小县城学霸”这个称呼能准
确概括他在清华的四年本科。凭着高中养成的本
能，他每天疲于应付成绩。大一到大二，他尽量
全面地去认识化学这门学科，试图培养感情。虽
然成绩优异，但他对化学，还是越学越讨厌。
在繁重的任务和考试面前，周治宇觉得自己
像个“囚徒”，没有为未来做规划的能力和勇气
。“我从来没思考过是不是化学这门学科就不适
合我。”
他还选修经济学，原因很简单。“这跟考名
校是一样的，就是那种跟别人比的心。”经济学
是清华的热门专业，只有成绩年级前 10%的学生
才有资格报经济双学位，“我在前 5%干吗不报
？”
大三时，他还考虑要不要去美国一梯队大学
读个博，来个国际版高学历。父母和他的想法一
致。“你不念博士，谁念博士？他们有一点光耀
门楣的感觉。”
那年暑期，周治宇去哈佛化学系交换时已经
有点做不动化学实验了。他隐隐意识到，这可能
不是自己想要的。
回来后，他听学长学姐提到化学专业就业难
，就陷入了更深的焦虑，常常失眠。那段时期，
他在网上搜集了化学等专业就业情况的分析，并
建立专门的收藏夹，其中还有“努力七年，依旧
被中产阶级家庭子女完爆，我该如何调整心态？
”这种帖子。
除了专业课，本科时，周治宇共学了 13 门计
算机课程，其中约 9 门都是在大四集中学的，因
为听说程序员挣钱多。但他念计算机专业的念头
也不强，“我那个时候只是有一种感觉，我不要
念化学了，但我没有想要念的”。
专攻化学七年，大四时，周治宇终于向父母
摊牌，自己不喜欢化学，不想再学了。
“那你到底要念什么？”面对母亲的追问，
他无言以对。
根据校规，大二下学期时，学生可申请转专
业，成绩好的学生，选择余地也更宽，周治宇满
足条件。但当时，他对要学什么，以后工作做什
么，都没有清晰规划。即使在保研时，也因没想
好转什么专业，再次错失调专业的机会。
以优异的成绩保研时，他的焦虑也接近顶峰
。“我当时就麻痹于刻苦努力的自我安慰中。真
到了研究生阶段，每天去实验室，祸患开始显现
。干自己不喜欢的事，非常非常没动力。”
在实验室，周治宇常常翻翻网页，读个邮件
，去卫生间，擦桌子，等吃饭，反正就是尽力拖
延干活，研究生第一学期的工作量只是别人的三
成。整个人浑浑噩噩，变得易怒、焦虑。
当退学这个想法刚冒出来时，周治宇自己都
被吓了一跳。一个“好好学生”，居然敢有“退
学”的念头！
休学了几个月后，他下了决心。“有点小激
动，二十多年来，我没有自己做过什么大决定，
却在这一刻倾尽全力，我惊讶于自己的勇气。”
周治宇在知乎记下当时的心情，“一年来，当然
会遇到很多困难、挫折、彷徨、犹疑、伤心、难

过，但我觉得这些都值得，它们像是挣脱重重枷
锁时留下的伤痕，时刻提醒我，得来心灵的自由
是如此不易。”
有段时间，他会反复听着埃米纳姆的《Not
Afraid》 （ 不 再 畏 惧 ） ， “I just can't keep living this way. So starting today, I'm breaking out
of this cage”。（我不能再这么活了，从今天起
，我要挣脱这牢笼。）听到这句歌词，周治宇哭
了。
为进入清华，他曾经放弃所爱，专攻化学。
现在，为了自己，他放弃了化学。但自由的代价
，比他想的重。
03.“蛊王“
“小小蛊王，可笑可笑，做了十几年题，居
然就在这个时候做不动了，大概是之前已经花光
了所有的应付考试的耐心。” 看到网上有人把
东亚这种以考试成绩为凭的残酷社会筛选过程比
作养蛊，周治宇觉得很贴切，他这样的“学霸”
，也被称为“蛊王”。
人生的前 23 年，至少在学习方面，周治宇几
乎没有障碍。而如今重新开始的他看看同学，有
的已手握多个 offer，有的去了一线大厂，也有原
本背景学校远逊于他的现在也有不错的工作。
2019 年 7 月初，他还没找到工作，如果待业两个
月，会被驱逐离境。
“我这种小镇做题家跟人的交流可能还是有
缺失，来美国前不知道。找工作就发现，哪怕像
这种技术性岗位的还是得靠熟人推荐。”
周治宇曾实习的那家公司，当时只招了八位
实习生，他后来才得知，自己是唯一一个通过社
招筛选进入的，当时有两百多人和他竞争。但他
不觉得这是因为自己能力强，也许是简历投得早
，运气好罢了。周治宇的叙述总带着一丝对自己
的挑剔，好像自己做得永远不够。
他常会想，如果自己高考发挥失常，考上四
川大学学数学，可能总体人生的希望都会比现在
强一点。
既然对数学念念不忘，为何还是学了计算机
？除了看到自己和成为数学家之间的天赋差距，
周治宇还有更现实的考虑。“家里也好，个人也
好，对挣钱还是有期望的，在公司当个程序员，
可能能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
经济依然是周治宇绕不开的主题。从小并不
富裕的家境让他始终没有安全感。
2017 年他可以出国留学也是因为当时母亲赚
了一笔小钱。
母亲至今还对让他读博念念不忘。越洋电话
中，她还时不时会提到，如果儿子读博，入职公
司的薪资和未来晋升预期可能都更好。在父母所

在的教育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的同辈人中
，那些上了大学和研究生的人，有的进了教育局
。以过来人的视角，他们还是难以放下对高学历
的执念。
“你那么想让我读博士，我读什么博呢？”
这次，轮到周治宇追问母亲。
周治宇已经三年多没回国了。他发觉，距离
好像反而拉近了他和母亲的关系。因为母亲的强
势，以前周治宇放假回家，基本待不了一周，就
感到压抑。
04.95%是不后悔的
在一位印度老哥的推荐下，周治宇终于在美
国找到了正式工作。较同水平的程序员比，他的
收入低了一大截。
不过，经历了这几年的历练，他也想通了不
少。“不要老跟别人比，你到某一天会忽然意识
到，这个东西好像是吊着的胡萝卜，你老是往前
跑，就是够不着。不能一辈子活在这种追逐里，
还是要自己觉得有意义一点才行。”
在美国，周治宇也过得不太快活。目前，他
的工作是做出客户需要的产品，难度不大。“我
觉得有点浪费我的能力，但我又需要钱。”有时
，周治宇会和同事盘算，如果他们一直在这个公
司干，按着两三年升一级的趋势预测，估计他十
年后能做到大公司里中低层干部的位置。“我觉
得有点绝望。”
和周治宇类似，他在清华本科寝室的四位同
学，算上他自己，三个人在写代码，一个在券商
，没有人从事本专业类职业。职业选择都受制于
经济收入考量。
“人最重要的是活得让自己高兴，”回想退
学的决定，他觉得 95%是不后悔的，“清华的光
环也许能成就另外一些事情，但我觉得我还是掌
握了我人生的主动权，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一
些事情，还是挺开心的。”
至于给自己带来很多痛苦的化学，他也不后
悔。“受当时眼界所限，我太想太想上一个好大
学了。如果时光倒流，估计我还是会做出同样选
择，这个选择在那个时候是局部最优解。”
去年 7 月，周治宇用了大约 40 个小时做了关
于退学的梳理。这是一个反复诘问自我的过程。
“幸福是一件很主观的事，‘这世上只有一种成
功，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但往往需
要探索很久才会知道它是什么。虽然有时‘把别
人比下去了’这种略肤浅的对比也能带来快乐，
但是一定不能只活在比较中，否则一生就剩下了
做任务和刷怪。”
“我希望自己不要因为钱受到束缚，但是现
在这种束缚还是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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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七十
亞速斯塔爾鋼鐵廠週六沒有
進一步疏散報告
在周五晚些時候的一系
列活動之後，週六沒有跡象
表明平民從馬裏烏波爾被圍
困的亞速斯塔爾鋼鐵廠進一
步疏散。
俄羅斯和烏克蘭都表示
，週六應該繼續撤離。至少
100 名平民（包括兒童）仍
被困在佔地 11 平方公裏的
龐大建築群的地下掩體中。
週五晚些時候，大約
50 名平民離開了工廠，乘
坐由俄羅斯裝甲車護送的公
共汽車前往馬裏烏波爾以東
的貝齊門納的一個接待中心，該鎮現在由俄羅
斯支持的自稱頓涅茨克人民的分離主義者控制
。
烏克蘭稱俄羅斯人炸毀橋梁以防止反擊
烏克蘭軍方首次表示，俄羅斯軍隊已開始
炸毀橋梁，以減緩烏克蘭在東北部的反攻。
在最新的行動更新中，總參謀部周六表示
：“在哈爾科夫以東的齊爾庫尼和魯斯基·蒂什
基地區，佔領者炸毀了三座公路橋梁，以減緩
國防軍的反攻行動。”
在過去的兩週裏，烏克蘭軍隊重新奪回了
哈爾科夫北部和東部的一些村莊，使俄羅斯人
更難以使用火砲攻擊該市，並威脅要切斷俄羅
斯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戰鬥部隊的補給。
哈爾科夫靠近俄羅斯邊境，是俄羅斯入侵
時最先受到攻擊的城市之一。
俄軍進攻暫停：總參謀部連續第二天表示
，俄軍幾乎沒有進攻行動，但炮火和空中偵察
仍在繼續。
一些烏克蘭官員認為，俄羅斯部隊在啟動
旨在保護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下一階段之前
正在暫停。
總參謀部說，除了這兩個地區之外，俄羅
斯軍隊還在繼續炮擊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在

城市的北部，烏克蘭人聲稱已經摧毀了“一個
裝有彈藥和多達 20 件敵方軍事裝備的倉庫”。
俄羅斯警告英國大使，英國制裁可能導致“雙
邊關系的最終破壞”
根據俄羅斯外交部的一份聲明，英國駐莫
斯科大使黛博拉·布朗納特（Deborah Bronnert
）週五被俄羅斯外交部召見，原因是對俄羅斯
的最新制裁，包括對全俄國家電視台和廣播公
司的製裁。
聲明中寫道：“大使被告知這種破壞性行
為是不可接受的，這種破壞性行為的繼續將不
可避免地導致雙邊關系的最終破壞，並損害俄
羅斯和英國人民之間的關系。”
聲明補充說：“對俄羅斯媒體實施制裁僅
僅因為他們對世界上發生的事件的報道和解釋
不符合西方模式，再次清楚地證實了英國政客
的兩面派和玩世不恭，對他們來說，所謂的自
由媒體只不過是解決市場問題的工具。”
該部指責英國及其官員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並發表“威脅”的言論，其中“散佈著謊言和
粗魯無禮”。
聲明還說：“俄方將繼續對倫敦發起的所
有製裁作出嚴厲和果斷的回應，並採取報複措
施。”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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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努力恢複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始終與
他的歐洲夥伴和盟友保持密切協調。”
盧甘斯克官員：我們的勇士正在堅守
據烏克蘭軍事管理局負責人稱，經過數週
不斷的砲火和空襲，烏克蘭軍隊正在盧甘斯克
地區的一個城鎮地帶“堅守”。
塞爾希·海代在烏克蘭電視台上說：“情況
仍然很艱難。敵人最大的努力是在波帕斯納以
及北頓涅茨克和沃耶沃迪夫卡方向突圍，這是
他們部署部隊和裝備最多的地方。”
“那是炮擊和火箭數量最多的地方，空襲
持續不斷——這是一個可怕的情況。我們的勇
士正在堅持，我們正在等待幫助，等待增援。
”
海代說：“俄羅斯的火砲和火箭部隊得到
了私人軍事承包商的支持，這些承包商負責領
導任何地面攻擊。 “
海代說，俄羅斯的砲擊星期五在赫爾斯克
、波帕斯納和北頓涅茨克造成了進一步的嚴重
破壞。估計仍有 15,000 人居住在北頓涅茨克。
他說：“週五有五座高層公寓樓遭到炮擊，佐
洛特鎮也受到了重創。”
俄羅斯聲稱已經銷毀了烏克蘭的西方武器庫存
俄羅斯聲稱它在哈爾科夫地區的一個火車
站附近摧毀了“來自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大量軍
事裝備”。
俄羅斯國防部表示，這些設備在靠近哈爾
科夫市西北部的博戈杜霍夫火車站被擊中。
CNN 無法獨立核實這一說法。烏克蘭方面
尚未報告此次襲擊，博戈杜霍夫多次遭到俄羅
斯人的砲擊。
俄羅斯人還聲稱，在烏克蘭東部軍事行動
的後方基地巴赫穆特的一個彈藥庫遭到襲擊。
烏克蘭表示，週六早上在頓涅茨克地區的
巴赫穆特發生空襲，造成一家工廠受損並造成
兩人死亡。
俄羅斯國防部還表示，其防空系統擊落了
13 架烏克蘭無人機，並在伊齊烏姆地區攔截了
3 枚烏克蘭 Tochka-U 彈道導彈，戰鬥持續了一
個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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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烏克蘭軍方：四枚俄羅
斯巡航導彈向敖德薩發射
據烏克蘭地區軍事管理局稱，俄羅斯週六
向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薩發射了四枚巡航導彈。
烏克蘭軍方作戰司令部（南部）說：“敵
人不僅繼續對該地區的基礎設施進行物理破壞
，而且還對平民造成心理壓力，沒有人員傷亡
。”
地區軍政府還發布了一段無人機視頻，聲
稱在黑海襲擊了一艘俄羅斯巡邏艇。
在過去的幾天裏，烏克蘭空軍部隊對俄羅
斯佔領的克裏米亞海岸附近的蛇島的俄羅斯陣
地進行了幾次襲擊。
週二，烏克蘭武裝部隊表示，他們使用一
架軍用無人機 Bayraktar 擊中了至少兩個俄羅斯
軍事陣地。
與此同時，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呼籲重
新開放敖德薩的港口，以幫助控制全球饑餓危
機。
馬克龍在就職典禮上誓言要在烏克蘭“幫助民
主和勇氣”
法國總統馬克龍週六在就職典禮上談到了
烏克蘭的戰爭，稱法國需要採取行動避免沖突
升級，並誓言要在烏克蘭“幫助民主和勇氣”
。
這位法國領導人告訴他的國家，通過再次
選舉他為總統，法國選擇了“在動蕩的世界中
實現獨立的項目”。
馬克龍說：“在許多人選擇退出的地方，
有時屈服於民族主義的誘惑，懷念過去，屈服
於我們認為我們在上個世紀離開的意識形態的
警笛，法國人民做出了明確的選擇未來的項目
：一個共和國和歐洲的項目。”
上個月，馬克龍擊敗了極右翼候選人瑪麗
娜·勒龐，成為法國二十年來第一位連任的現任
總統。幾天後，馬克龍告訴烏克蘭總統澤倫斯
基，除了人道主義援助外，法國對烏克蘭的軍
事支持“將繼續增加”。
愛麗舍宮在一份聲明中說：“共和國總統
向澤倫斯基總統重申，他願意在第二任期內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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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慧(Alita)
陳慧慧
(Alita)散文欣賞
散文欣賞
【作者簡介】：陳慧慧
（ Alita)， 湖 南 人, 來 美 12
年，先後居住於德州的奧斯
汀和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
現居休斯頓，是兩個孩子的
媽媽，目前在銀行任職。

第二篇：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你知道嗎

你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媽媽就認識你們
你們是那入侵者
在我的肚子裏
頑強地
生根築巢
安寨紮營
我的身體
面包一樣發酵膨脹
我的肚子
海洋一樣溫暖寬廣
你們像魚兒一樣徜徉
吐著泡泡
翻著跟鬥
偶爾你們在我的肚皮上鼓起
一個個小包
渴望一次愛的撫摸
你們和我打地鼠
捉迷藏
我們彼此
隔著海洋，隔著黑暗
一個身體，兩個心跳
我們貼著彼此的脈搏
貼著彼此的溫度
枕著彼此的呼吸
安然入睡
你們是我的一部分
是我的骨中骨
肉中肉
是我世界的全部
當我的身體被利刃撕裂
那一聲啼哭
如號角一樣嘹亮
我沒有疼痛
沒有呼喊
眼淚卻
淙淙淌下
我的肚皮上
留下一道猙獰的傷疤
如粉紅的蚯蚓
佝僂爬行
那是你們給我遺留下來的
愛的勛章
我時常撫摸著這條疤痕

那是我的身體
和你們做最後的告別
當我終於把你們捧在我的手
心
貼在我赤裸的胸口
我傻傻癡癡的看著你們
你們這樣嬌小，無暇
如一件易碎的瓷器
啊， 上帝
你們這樣完美
應該是我這平凡如泥人生裏
最完美的傑作
我該怎樣愛你們
才是足夠
我該怎樣去疼惜你們
才是剛剛好
你是第一次做我的孩子
我也是第一次做你的媽媽
可我
我只是一個媽媽
一個普通的媽媽
一個愛自己孩子的媽媽
告訴我
怎樣
才是正好
……

第三篇：流年
遠山支起天空
孤鴻銜來明月
無心闖入的流雲
倒映的都是你
繾綣與溫柔
我向天空借來一抹深藍
又點亮了幾顆星星
想把這欲說還休的心事
在你蕩漾的湖心
一筆一筆
細細塗抹
你是我最深的向往
你是我最濃的渴望
而我們卻始終

隔著飛鳥
隔著夏蟬
隔著流沙
隔著大雨滂沱
隔著冷暖四季
你說你要做自由的雲
你要你要去遠方
我哀求說
來我懷裏
住我心裏
我收留了你所有的眼淚
守著你最脆弱的秘密
請不要
逃出我的湖心
我要你只做我的雲
我要你和我
細數每一個黎明和黃昏
一起把這時光
慢慢蹉跎
一起把這流年
揉碎，煮沸
一起把這白雲蒼狗
熬成纏綿的紫
熬成沸騰的紅
再把這團熾熱
小心翼翼地
壓緊，冷卻
再沈到深深的湖底
只有這無所事事的鴨子
窺探了我內心蕩起的漣漪
只有湖底遊蕩的魚
才知道這表面的波瀾不驚裏
暗藏著怎樣的
湧動心悸
第四篇：門口的流浪貓
你只是一只流浪貓
在這城市的邊緣行走
你沒有一個可以稱做家的地
方
也沒有一盞燈是為你而點亮
你蝸居蜷縮在殘破的角落裏
只有饑餓和孤寂 如影隨形
有時候

你出現在黃昏的狂風裏
有時候
你出現在蕭殺的秋雨後
你是在等那個熟悉的身影
給你丟下一口糧 一口水
風來了
雨來了
你巋然不動
把自己立成一尊佛像
如苦等千年的愛人
孤獨 清冷 倔強
黑暗吞沒了你黑色的眼珠
你像幽靈一樣攀爬上籬笆
你淒厲地一聲聲呼喚
卻被夜風卷向遠方
再沒有回響
這個城市這麼大
卻也如此荒涼
你苦苦尋覓
卻仍舊沒有一寸可以落腳的
地方
我伸出手
想給你一絲絲塵世的溫暖
你遲疑地望向我
眼神裏蓄滿了沈積了一生的
淒楚和蒼涼
你把你的脆弱都給我
你把你所有的委屈也都給我
你露出雪白的肚皮
這裏藏著你所有的溫柔
你只是一只流浪貓
一只沒有名字的貓
上帝給了你九條命
你還剩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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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砸死华裔妇女的纽纽约故事

大胆的梦想、终生的爱情，在暴力中瞬间毁灭
2021 年 11 月 26 日 早 ， 马 桂 英 （GuiYing
Ma）在皇后区的家门口打扫卫生时，与佩雷
斯（Elisaul Perez）“发生口角” ，随即被对
方用石头砸倒在地。昏迷数月后，2 月 22 日晚
，马桂英因抢救无效离世。
马桂英来自辽宁，四年前和丈夫高占新
（Zhanxin Gao）来到纽约，高占新以在餐馆
打工和帮人清洗抽油烟机赚取生活费，马桂英
则做一些杂活补贴家用。这个月，高占新就要
带着妻子的骨灰回国了，他们在纽约留下的不
只有遗憾，还有人性的光辉。
“无论我去哪里，我都会带你去，”在他
们抵达美国后不久，高占新对他的妻子马桂英
说。
一个大胆的计划
他们离开家乡，一起奔赴 6500 英里外的纽
约，寻找各种工作机会，只要能给家里寄钱就
行。他们的计划是最后能回到孙辈身边，为他
们提供大学学费，使他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马桂英和她的丈夫高占新，只在中国东北
的抚顺市出过几次远门。
他们同岁，又是儿时的同学，他们生活交
织在一起的时间比他们近 40 年的婚姻还要长
。他们的生活大多是俭朴和劳动——在钢铁厂
工作，在市场卖蔬菜。两人都没有学过英语。
但在 2017 年，他们决定申请签证，希望能
赚到他们在中国赚不到的钱。他们有一个儿子
，觉得有责任继续支持他和他的孩子。“每个
人都说美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想去最好的，
”高占新在面试时告诉签证官。
高占新和马桂英打算来美国工作，并把钱
寄给他们在中国的儿子。
许多人警告这对夫妇，他们年纪太大，经
验不足，不能出国旅行。但他们无法拒绝最后
一次冒险的机会。
于是，那年 6 月，高占新和马桂英来到了
纽约皇后区——两个满头银丝的小人物带着三
个行李箱。
一天后，急于工作的高占新坐上了去费城
的大巴。一个朋友帮他在那里的一家中餐馆找
到了一份炒锅的工作，还提供免费住宿。11 天
后，他回到了留守纽约的妻子身边。
马桂英一看到他就开始哭泣，并拥抱了他
。她感觉自己被抛弃了，非常害怕。高占新对
她做了一个承诺。
“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了，”他说。
“无论我去哪里，我都会带你去。”
高占新后来为他的房东工作，房东经营着
一家更换和清洁餐馆厨房油烟机的公司。马桂
英则在一家面包店工作，每天为丈夫做早餐和
晚餐。有时，她会花 20 美元坐大巴去康涅狄
格州的赌场，只是为了拿到 40 美元的代金券
，然后转手卖给别人。他们对自己的财务规划
非常严格：等待商品打折，接受捐赠的衣服，
在附近的教堂领取免费餐食。
高占新一直很喜欢马桂英温文尔雅但精神
饱满的样子。她是那种喜欢和男孩子们一起玩
雪橇而不喜欢跳绳的女孩。反过来，她也钦佩
他的谦逊和诚实，以及他对弟弟妹妹的关心。
他们相濡以沫，视对方为生活的“同谋者。”
去年秋天，他们开始谈论回国的事宜。
这对夫妇与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的合
影。
感恩节过后的一个早晨，在高占新去上班
后，马桂英走下三层楼梯，来到科罗娜社区的
103 街。她开始打扫附近一栋空楼的人行道，
房东是个好心人，她经常招待他馒头和面条，
整理一个经常散落着垃圾的地方是她另一种表
达感激的方式。
马桂英开始清理通常打扫的六个街区，经
过当铺、带蓝色遮阳篷的洗衣店、多米尼加餐
厅和希腊东正教教堂。她在上午 8 点左右到达
了位于第 38 大道的大楼，大楼的边上有一个
绿色的木栅栏，上面涂满了涂鸦。
几分钟后，61 岁的马桂英躺在地上不省人
事，脸上沾满了鲜血。有人用石头砸破了她的
头。
“我会照顾她的”
涉及亚裔的暴力事件没有放缓。即使全国
已经恢复到新冠大流行前的状态——给人提供

在今年 3 月的葬礼上，高杨瘫倒在母亲的棺材前。
了一种回归正常、新时代已经到来的感觉——
但受害者的人数仍在增加。
今年 1 月，40 岁的高惠民（Michelle Go）
在时报广场地铁站被人推下铁轨身亡。接下来
的一个月，35 岁的李尤娜（Christina Yuna Lee
）被人跟踪到她位于唐人街的公寓后，身中数
十刀死亡。两周后，在曼哈顿，一名男子因殴
打七名亚裔妇女的脸部而被捕。
截至 3 月中旬，纽约警察局记录的反亚裔
仇恨犯罪数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大多数袭击事件缺乏被作为仇恨犯罪起诉
所需的具体证据。这并没有让更多的社区感到
警觉。种族主义是可以感觉到的，即使并不总
能证明。
在这个时刻，那些不断被卷入其中的年长
受害者，提醒着人们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
使是最脆弱的人也无法幸免。
这就是为什么在 11 月 26 日下午，高占新
在艾尔姆赫斯特医院（Elmhurst Hospital）惊愕
地发现自己的妻子陷入了昏迷。他看着她缠着
绷带的头，淤青的眼睛肿得合不来，发际线上
有干涸的血迹，他无法控制地哭了起来。
“那时候我疯了，”他用普通话回忆道。
在那段期间，高占新不得不在工作和妻子
的病床边来回穿梭。
马桂英很快接受了手术，以解决脑部出血
的问题。她骨折的颅骨被切除了一部分，还需
要进行气管切开术——在气管上做一个切口，
以帮助呼吸。她的头部插了一根管子，以便排
出液体，另一根管子进入她的胃部以输送食物
。
医生说，即使醒来，她身体的左侧也会瘫
痪。
“我会照顾她的，”高占新发誓。
一连几个星期，他都会去看妻子，握住她
的手，呼唤她的名字。他谈到了回忆、他们的
朋友和家人，并仔细观察她的脸，看是否有任
何清醒的迹象。“醒过来吧，”他恳求道。
“你不想念你的孙子吗？”
终于，在 2 月初，高占新兴奋地发现马桂
英的眼睛睁开了，右臂和右腿也能活动了。
他喊出一些他认为可能有助于她康复的指
示——伸直你的腿，眨一下眼睛，移动你的手
指。
他对任何似乎是回应的轻微动作都感到高
兴。“没关系，”他鼓励道，“你累了，慢慢
来。”
马桂英的情况在好转。尽管她面无表情地
躺着，但她的眼睛却盯着他。
“我看到你就很高兴，”他告诉她。“看
到我你高兴吗？”
一场美国式的逃亡
他们是铁矿工人的孩子，在政府住房中长
大。
高占新在十年级后辍学了。他参加了大学
入学考试，但没有通过。马桂英读完了九年级
。
他们在 22 岁时结婚。第二年，他们迎来
了儿子高杨（Yang Gao）的出生。
当高占新在钢铁厂工作时，马桂英就一直
在家陪着儿子。周末，他们会去帮农民清除玉
米地上的杂草，每天的收入不到一美元。晚餐
时，马桂英会坚持说她不饿，这样儿子就能多

吃一份肉。
上幼儿园时，高杨带着一瓶苏打水去上学
，比其他家长给孩子打包的苹果和橘子都便宜
。他们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每当房主认为空间
不够用时，他们就不得不搬家。后来，马桂英
加入了高占新在钢铁厂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就是工作，”高占新回忆说
，“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
今年 3 月，高杨抵达肯尼迪国际机场，高
占新拥抱了他。
当高杨长大后，他们用自己的积蓄为他举
办了婚礼，并帮助他开了一家便利店。
到 2017 年，高杨已经拥有了两辆出租车，
能够让他的孩子过上不错的生活。因此，当他
的父母提出出国计划时，他感到困惑，并敦促
他们重新考虑。但高占新和马桂英表示想要继
续供养他们 8 岁的孙子和 15 岁的孙女，这两个
孩子在学校表现出色，将来可能是家里第一代
上大学的人。
当高杨开车送他们去机场时，他请求父亲
照顾好母亲。她最近从肾脏上切除了一个肿瘤
。高占新向他保证，他们会安全的。
在妻子躺在病床上的那几个月里，高占新
经常会回想那天与儿子的对话。为了在不眠之
夜消除罪恶感，他一直开着电视，调到各种中
国的电视剧。如果出现医疗场景，他就会哭起
来。
他的吸烟量增加到每天一包，他越来越憔
悴，食物主要是蛋炒饭，这是他会做的为数不
多的饭菜之一。工作帮助他在医院看望妻子的
间隙保持头脑清醒，并为回家的机票攒钱。他
想象着自己照顾轮椅上的妻子的画面。
袭击发生后，高占新过着俭朴的生活，攒
钱回中国。
但在 2 月 22 日晚上，高占新正准备睡觉时
接到了一个电话。马桂英的心脏跳动得太快了
，医生让他马上赶来。高占新冲到能在 15 分
钟内把他送到她身边的地铁上。
走了两站，电话又响了。
他的妻子，他童年时代的女孩，他在美国
的“同谋者”，已经死了。
这是我们能做的
33 岁的佩雷斯 lisaul Perez），在马桂英遇
袭当天在现场被捕。
一名目击者告诉警方，马桂英当时正在扫
地，佩雷斯与她发生了争执。法庭文件显示，
随后，佩雷斯捡起一块石头砸向她的头部，将
她砸晕，并使她摔倒在地。
视频监控显示，马桂英躺在地上时再次被
同一物体击中。
佩雷斯曾多次被捕，包括抢劫、公开猥亵
和人身攻击。
在马桂英的案件中，佩雷斯被控袭击和非
法持有武器，但没有被控仇恨犯罪，后者通常
需要种族歧视等明确证据。鉴于马桂英的离世
，皇后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审查这些指控
，佩雷斯的律师拒绝置评。
高占新只希望攻击他妻子的人会受到彻底
的惩罚。在家乡，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不
是亚裔，也没有过多考虑过种族问题。但让他
感到惊讶的是，亚裔美国人能感觉到与他的联
系，一个社区为一个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的人给
予了莫大的支持。

高占新和马桂英在纽约的公寓很简朴。马
桂英在被袭击的那天早上离开家时没有戴假牙
，几个月后，假牙仍然放在浴室水槽上方。
一位艺术家为马桂英画了一幅画，使得帮
助她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非营利组
织捐赠了一台 iPad 和虚拟治疗课程，社会工作
者提供了康复建议，律师为 GoFundMe 的资金
建立了信托基金，还有民众自发守夜、追悼和
留言。
这对夫妇的房东谢先生（Yihung Hsieh）
在 GoFundMe 上用英文和中文发布了马桂英遇
袭后的最新进展。它筹集了 20 多万美元，其
中大部分来自亚洲捐赠者。
一位捐赠者写道：“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一个可能是我妈妈的人身上，我很伤心。”
47 岁的谢先生为高占新发声，陪同他前往
医院和参加大陪审团的庭审，翻译当局打来的
电话。当他不在的时候，其他志愿者就会介入
。
“作为第二代亚裔美国人，这是我们能做
的最基本的事情，”28 岁的法拉盛居民富尔
顿· 侯（Fulton Hou）说，他有时会为高占新做
翻译。“我们不希望这些袭击被忽视，不希望
这些生命白白逝去。”
众议员孟昭文在医院为高占新辩护，她说
医院同意帮他减免沉重的账单。她还与众议员
亚历山德里亚·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协调行动，在高占新的儿
子希望见母亲最后一面的签证在最初被拒时进
行干预。
在 3 月的葬礼上，39 岁的高杨无法抑制自
己的悲痛。他弯下腰，跪倒在母亲的棺材前，
哭声响亮而悲恸。他说，他是来接她回家的。
他们留下了什么
高占新将于本月和儿子一起启程前往中国
，带着妻子的骨灰——这个女人本应得到一个
圆满的结局。而他现在成了鳏夫。
他对来这里深感后悔。但也并不全是黑暗
。
在纽约，这对夫妇发现他们对彼此的爱被
放大了。
周末，他们黏在一起，每件差事和家务都
一起做。高占新会坚持和马桂英一起包饺子，
不愿让她一个人做这个苦差事。他们会并排站
在厨房里，他负责捏面团，她就在每个面团里
填上猪肉白菜馅。
他们一起近距离地观看了他们梦想中的纽
约。一位朋友曾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陪他们去
了时报广场、中央公园和第五大道的教堂。马
桂英对这里的景色惊叹不已。
高占新和马桂英留下的印记中也有光辉。
他们的世界可能很小，受到语言和生活方式的
限制，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丰富了它。
袭击发生后，高占新继续工作，凌晨离开
家。他把妻子遇袭当天戴的发带保存在公寓的
一个抽屉里。
房东谢先生很快就喜欢上了这对夫妇。他
自己的母亲死于癌症，在马桂英身上，他看到
了母亲的形象，她会来看望他，给他送食物。
而高占新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值得信赖和可靠的
人，他喜欢每天和他一起工作，分享彼此生活
中的故事。
“他们都很善良，很正直，”谢先生说，
“像这样的人不多。”
马 桂 英 还 会 给 她 的 朋 友 玛 丽 · 张 （Mary
Zhang）带来食物，并留下来为她打扫房间。
当马桂英第一次来到皇后区时，她们就成了朋
友，两人都来自辽宁省。66 岁的张女士不能很
好地走动，所以马桂英会定期来帮忙做家务，
她也很乐意帮助张女士照看放学后的孙女，并
拒绝收取任何报酬。
“她告诉我，‘别担心，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就像姐妹一样，’”张女士用普通话说，
“我在美国已经 25 年了，从来没有朋友像她
这样。”
也许这可以被视为马桂英的“失败”，这
种热衷于为他人服务的心态让她在去年秋天的
一个早晨丢了性命。
或者，也正是这种特质使她与众不同，让
人铭记下的远不止是一场暴力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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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奇幻魔境驚悚碎裂心臟

《迷途重生》5 月 13 日震撼上映

由趙暉執導、馮萌夢、於歌、胡克
、伊國華、王一漪、周爾康、黑戈、劉
佳、何恩武、王定等主演的無人區荒漠
逃生驚悚電影《迷途重生》將於 5 月 13
日震撼上映！荒漠奇幻一幕幕推進，尖
叫驚嚇無聲爆裂，「擅闖者死」的迷途
探險即將啟程！

誤闖禁地 絕命三日殤！
電影《迷途重生》藉助無人區的神
秘力量以及令人聞風喪膽的民間傳聞，
講述一段真實感溢出滿屏的驚悚故事。
影片開頭，沙漠寂寥公路上，滿身是傷
的女孩獨自蹣跚前行，虛弱地尋找着生
存希望。一輛警車在她前方停下，順着
女孩的指引，被風沙掩埋的石板被撬起
一道縫，陽光照進礦井裡，地下躺着的
兩具男屍赫然映入眼帘，渾濁血漬、慘
狀各異，觸目驚心。在女孩閃躲的目光
中，時間回到了三天前。徐苗、臧然、
小閔三人結伴奔赴畢業旅行，為了少走
彎路，半路攔截了一輛車，殊不知，車
內的兩個人竟是重大兇殺案件中的在逃
通緝犯。警察步步緊追，身份暴露的行
兇犯一不做二不休，挾持幾名搭便車的

年輕人，闖入無人區荒漠，在氣候惡劣
、流沙歿人、野狼圍攻的重重阻礙中開
啟窮途末路里驚心動魄的荒野求生之路
。糧水短缺，幻象不斷，走不出去的沙
漠、處處撞見的魔幻詭域，驚嚇感層層
遞進，命喪荒野層出不窮，極端處境不
斷考驗着原本就矛盾重重、分崩離析且
又貪婪自私的人心，為期三日有去無回
的詭域冒險，包羅驚悚萬象的離奇經歷
，一一將現！

重磅打造 驚魂三連跳！
無人區實地取景、極致還原荒漠奇
觀。電影《迷途重生》中所重金打造的
「流沙歿人」場景所產生的毀滅窒息、絕
望恐懼之感震懾靈魂、直擊人心，瞬間激
髮帶入感。而在恐怖場景的營造上，影片
主創團隊也是用心備至，將荒漠宏觀驚悚
與深夜暗黑、月光詭異的自然場面相互融
合，在兇猛的野狼圍攻、鬼魅飄蕩的礦井
奪命等一個個激烈決鬥中，打造了一個驚
險刺激、不同於常規、充斥着美學又散發
着恐怖氣息的魔幻視聽奇境。此外，影片
在驚悚點的埋伏上出人意料又深得人心，
隨着逃生時間線的推進，大相徑庭的恐怖

元素與事件源源不斷被釋放，全程驚悚毫
無斷層，觀眾更容易身臨其境的置身於這
場冒險之中，沉浸式感受無人區生靈寂靜
、寸草不生的陰森氛圍。驚悚視聽輪番上
陣、視覺震撼持續炸裂，精妙縝密情節剖
析多面人性，引發深度思考。影片把不同
職業，身份，地位的六個人的命運，通過
荒漠中短短的三天時間，展現的淋漓盡致
，探究生死，人性，愛情的本質，自帶強
烈的社會話題和深刻的社會意義。
電影《迷途重生》由陝西華原文化
產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西安力的影視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慶陽匯恆盛視影視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好戲來影視傳
媒有限公司、北京好淘氣娛樂文化有限
公司出品，浙江東陽四月天影視文化有
限公司發行，北京君禾嘉影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聯合發行、山西菲爾幕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宣傳。
《迷途重生》將於 5 月 13 日全國上
映，集結高能班底、營造荒野喪命奇遇
驚魂，在無人生還的刻骨銘心驚嚇與只
差一步就能重生的嘆息中，引發思考，
喚醒迷途本心。讓我們一起走進這場
「有去無回」的視覺盛宴吧！

《我是真的討厭異地戀》連續兩日票房奪冠領跑五一檔
由青春光線、光線影業、英事達出品
，吳洋、周男燊執導，任敏、辛雲來領銜
主演，李孝謙主演，周雨彤、陳宥維特別
出演的電影《我是真的討厭異地戀》上映
兩天，票房突破 3000 萬，連續兩日奪得五
一檔票房冠軍。日前發布「青春夥伴」特
輯，主演任敏、辛雲來、李孝謙、周雨彤
、陳宥維回憶片場生活，「僚機聯盟」花
式互懟，互動超有趣。校服造型青春洋溢
，讓人重回難忘的中學時代。作為國內首
部異地戀話題電影，影片情節真實、情感
真摯，將暗戀、告白、異地戀等多種青春
情愫一一講述。這個五一，和愛的人一起
看電影，祝願所有異地戀有情人能永遠在
一起！
電影《我是真的討厭異地戀》發布
「青春夥伴」特輯，主演任敏、辛雲來、
李孝謙、周雨彤、陳宥維回憶片場生活，
陽光、海邊、操場滿滿青春氣息，少年們
熱情洋溢，可愛又治癒。趙一一（任敏飾
）為追許嘉樹（辛雲來飾），和李唐（李

孝謙飾）組成僚機聯盟，同時幫他追求自
己的好閨蜜喬喬（周雨彤飾），「僚機聯
盟」花式互懟，互動超有趣；趙一一和許
嘉樹在做操時故意做反動作，只為能夠看
到對方；四人打籃球時彼此照應，心照不
宣地把球傳給自己喜歡的女生……無數件
讓人心動的小事，構成了青春里最美好的
記憶。在學校大樹底下，兩個人偷偷交換
「情報」，趙一一給李唐喬喬的追求者照
片，李唐發給趙一一許嘉樹最近的愛聽歌
單。這樣的情節和真實的校園回憶完美重
合。周雨彤在採訪中說到，這次影片的拍
攝，彌補了自己的校園時光，還有青春時
期的小小遺憾。少年的愛戀最純也最真，
兩對情侶在少年時的承諾，那樣鄭重其事
、不可變更，往後的往後，四個人都在為
自己少年時的那個人拼盡全力，哪怕相隔
萬里，距離遙遠，卻依舊奔赴彼此。
電影《我是真的討厭異地戀》由任敏
、辛雲來領銜主演，李孝謙主演，周雨彤
、陳宥維特別出演，講述相愛卻備受距離

考驗的真實「異地戀」故事。在高考之後
，趙一一（任敏飾）向暗戀多年的許嘉樹
（辛雲來飾）表白，卻命運弄人般的開啟
一段異地戀。他們堅信熬過異地，就是一
生，只要相愛，距離不是問題。可遠距離
戀愛的天然阻礙考驗着他們，賽赫（陳宥
維飾）的出現以及閨蜜喬喬（周雨彤飾）
和李唐（李孝謙飾）一波三折的愛情也讓
他們對「異地戀」有了新的認識，更加篤
定地迎接未來的挑戰。影片作為國內首部
異地戀話題電影，堅守五一檔，連續兩天
奪得票房日冠，日前票房已破 3000 萬，同
檔期票房、同檔期上座率、同檔期場均人
次、同檔期總人次、同檔期排片均占 NO.1
，全方位領跑五一檔。感謝每一位走進影
院的觀眾，願意繼續相信愛情。
電影《我是真的討厭異地戀》由青春光
線、光線影業、英事達聯合出品，上映21小
時突破2000萬，領跑五一檔。讓我們一起去
電影院看這場不一樣的戀愛吧，希望所有異
地情侶能跨過重重阻礙，相互奔赴！

B7

網絡金融犯罪港片
《斷網》定檔 9.9
郭富城任達華林家棟叱詫網絡風雲

由鄭保瑞監製，黃慶勛執導，郭富城、任達華、林家棟
三位影帝領銜主演的網絡金融犯罪巨製《斷網》近日正式定
檔 9 月 9 日，並發布了定檔海報、定檔預告兩款重磅物料，
均觀感獵奇，分外吸睛。該片集結香港金像級黃金班底，着
眼當代社會與科技，在犯罪題材的創作上實現了全新的突破
。不同於以往傳統的港產犯罪類型，《斷網》聚焦當下 5G
時代，對於日益矚目的「網絡安全」話題更為關注。影片集
合了病毒入侵、黑客攔截、暗網交易等互聯網元素，與包裹
着涉黑洗錢、警匪對峙、臥底交戰、飆車肉搏的港味底色相
互交融，外加三位影帝強強聯手，如此突破與創新，足以引
爆觀眾的期待值。

三雄對峙網絡激戰一觸即發，郭富城林家棟
10 年後再合作鄭保瑞黃慶勛黃金拍檔
影片講述了一個網絡世界的故事：高級程序員卓家俊(
郭富城)在網絡安保公司工作多年表現超卓，一次針對頭部
銀行的數據攻擊令他無意中被捲入一場極端貪婪兇惡的網絡
金融犯罪活動。面對黑白兩道通緝，為保護家人並證明自己
的清白，他利用自己的計算機天賦與犯罪分子進行了一場驚
心動魄的較量。本次片方曝光了首款定檔海報，海報以三位
領銜主演為主體，在密集代碼的交錯映襯下，郭富城面露傷
痕，目光灼灼，神情專注而倔強；左側的林家棟雙眼凌厲陰
狠，面容嚴峻；任達華和林家棟神色警覺，若有所思。三人
看似暗流涌動，各懷心事，引人浮想聯翩。
林家棟於片中扮演卓家俊的上司陳明志，此番出演也是繼
2012年的《寒戰》之後首度再與郭富城合作；任達華則是片中
高級警官孫斌的飾演者。三位角色各圖所利、衝突肆起，你死
我活的同時卻也偶有敵我難分，如此複雜刺激的故事令人分外
期待。監製鄭保瑞與導演黃慶勛已是多年搭檔，二人早在前者
執導的犯罪懸疑片《意外》、《狗咬狗》中便有過合作，創造
了不斐的成績與口碑，也不失為本片質量的保證。

網絡世界迷霧重重危機四伏，影像創新卡司耀眼
近年來伴隨互聯網科技的迅猛發展，網絡安全形勢日益
複雜嚴峻，無數潛在危險全方位滲透於人們的日常工作與生
活。此次與海報一同發布的定檔預告片中也列舉了一系列驚
人的統計數據：每 11 秒便有一次網絡攻擊發生，每年被網
絡盜竊的金額高達 6 萬億美元，如此猖獗，令人難以置信。
預告中，郭富城以程序員的身份在黑暗中現身，直視屏幕，
神色焦灼，目不轉睛；「你還有 5 分鐘」的話音剛落，他便
義無反顧地按下了 Enter 鍵。在充滿懸念的氛圍之下，他起
身緩緩靠向屏幕，出人意料地徑直穿透機身探入了後方的虛
擬世界，使人稱奇。短短一分鐘的預告全程高能，不乏分秒
必爭的危機之感，人網互動具像化的創新呈現更是引人入勝
，極具大片氣質。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片除三位主演以外，其餘卡司陣
容也頗有亮點：有資深實力戲骨譚耀文、黃德斌同台飆戲，
正邪難辨；亦有亞太影展影后提名者賴雅妍傾情加盟，於片
中飾演卓家俊的妻子，為影片的硬感科技之外增添一抹柔情
。由此一來，酷炫磅礴的視效設計，外加一眾擁有超強演技
實力的演員，定能為廣大觀眾帶來獨一無二的高品質觀影體
驗，讓我們拭目以待。
電影《斷網》作為首部聚焦網絡金融犯罪的港產製作，集
結郭富城、任達華、林家棟三位金像影帝同台飆戲，由銀都機
構有限公司、廣東昇格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無限動力實業有限
公司、寰亞電影發行（北京）有限公司、浙江聯瑞木馬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出品，將於9月9日全國上映，敬請期待！

休城工商

星期一

2022年5月9日

Monday, May 9, 2022

B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