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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吴狄赫，德国人，不过现在，

我可以算得上是半个地道的杭州人。

少年时期的一次偶然，看到李小龙

的电影，我彻底被中国功夫迷住了。放

弃在德国的工作，来中国学武术、旅游

，又对中医药开始感兴趣。以至于现在

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生活都在中国，也有

了一个中文名，它的使用时间比德文名

多多了。

1980年，我出生在德国汉堡。从小

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汉堡虽然是个现代

化的大城市，但还是保留了很多自然方

面的东西。我家附近有一些小森林和小

湖泊，我和小伙伴们喜欢在森林里玩，

去钓鱼、爬树，用泥土和棍子，以及森

林里一切可以找到的东西，做成玩具，

还建了一些木头的小房子。净干这些调

皮捣蛋的事。

好在我的母亲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比较懂得孩子的需求，她给孩子很大的

自由，希望我们能开心、健康，支持我

们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我的父亲是工

程师，在德国一家大公司里工作，也去

过不少其他国家出差，工作繁忙，陪伴

我们的时间相当少，母亲的关爱占据了

我成长中的大部分。

3岁时，我在邻居家的院子里，他

应该在给我展示什么东西，一下子引起

了我的好奇。

我从小喜欢运动，德国是一个非常

重视足球运动的国家，我从五六岁就开

始踢球，得了一个外号叫“兔子”，因

为兔子跑得比较快，又很灵活，看起来

非常调皮，我踢球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

16岁我开始玩滑板，也逐渐爱上和

朋友们去户外登山。曾经有一次，我们

跟着一艘从丹麦开往瑞典的船到了瑞典

，在瑞典户外骑车了两个星期，只带了

一些衣物和吃的，还有一个盘子和一个

小炉子。在户外现找一些野果，现学生

活技能。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特别喜欢到

不同国家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德国附

近的国家，瑞典、丹麦、挪威我都跑过

了。父母当然也担心一群还没长大的孩

子跑那么远，但他们看到了我有这方面

的爱好，看到我很非常愿意为此而花时

间，看地图、看路线，认真做好前期准

备，所以也慢慢地理解、支持我。

我很喜欢地理课和语言学科，想要

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背景，自然风貌也

好，人文习俗也好。但是我们学欧洲地

理比较多，涉及亚洲部分的就很少，挺

遗憾的。

18岁时，我和朋友从酒吧喝完酒，

出来已经很晚了，在路上遇到了坏人，

他们就开始欺负我们，但我们毫无还击

的能力，只能被打。当时我心里就有一

个感觉：我要变强，要改变这种被欺负

的生活。起码要增加一些对付麻烦的经

验，不然再遇到这种事，除了跑路别无

他法。

一次偶然，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李小

龙的电影，他打得就是咏春拳。网络还

不发达的时候，看这些电影都靠租借

DVD，后来我又陆陆续续看了很多李连

杰、成龙的功夫电影，觉得很神奇，心

里开始喜欢上这些东西。

香港电影里的功夫，基本都是从日

常生活中来、坐公交车、坐地铁、在饭

馆吃饭，在这些场景下受到攻击，主角

都可以用咏春拳保护自己。咏春的创始

人是女性，它的实用性很强，不需要你

飞天遁地，也不用大块的肌肉作支撑，

更讲求速度和反应，是一种需要动脑思

考的方法。

我和一个朋友决定一起找一个功夫

学校，就学咏春。在汉堡，教咏春拳的

学校很多，我们找了好几家，参加了体

验课，拜访了三四个教咏春的师傅，最

后选了一家在汉堡市中心的学校，校长

Jan是德国人，他是领我入门的师傅，

据说是叶问的第四代传人。

练拳一年多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一

则消息，说中国的少林寺要做一个世界

环游性的表演，也会来我的家乡德国汉

堡，我太激动了，买了两张票，和朋友

一起去。我坐在前几排，很震撼，演出

结束，我还拿了很多他们带来的材料和

宣传单，和我自己买的杂志、照片，一

同收藏起来，这些东西是我最宝贵的随

身物品了。

贴一副巨大的功夫海报在床边，从

中文书店里找相关功夫和少林的书籍，

在网上找相关的视频来看，我对少林寺

、中国功夫和中国的兴趣逐渐变浓厚，

也愈加崇拜少林僧人。他们可以用精神

意志控制身体，很好地接受各种疼痛感

，这是来源于亚洲的一种概念，西方教

育里没有。“我想去中国学功夫”，我

开始有了这样的念头。

高中毕业后，我参加了汉堡的一家

航空公司的培训学习，学飞机机械维修

。学了大概一年，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

，于是辞职去做了幼儿园老师。我所在

的幼儿园叫森林幼儿园，我的工作就是

负责带着三到六岁的孩子从早到晚，在

森林里玩。那是我练功夫的第四年，每

天晚上下班回到家就很累很困，倒头就

睡，根本没有时间集中练习、长进。

2003年，我做了一个决定，既然这么喜

欢，就要把学功夫放在第一位，我放弃

了幼师的工作，独自前往中国。

我原本的计划是去香港，香港聚集

了很多咏春传人，但香港因SARS传播

得厉害，情况危险，所以我只能另做打

算，先飞到首都北京。刚到北京，我就

遇到了麻烦，我从英国转机，行李被丢

在了伦敦，我只拎了一个手提包下了飞

机，没有贴身的衣物，中国地图、旅游

书籍、通讯簿等，我为来中国而准备的

东西也都没有了。完全崩溃。

晚上我遇到一个比利时人，他也是

来中国学功夫，只不过他学的是太极。

我们一起喝酒，他跟我说，来到中国就

要开始新的生活，放弃以前那些学习和

生活的方式，才能有收获。他的话安慰

也鼓舞了我，丢了背包在某种程度上意

味着重新开始。第二天，我买了几件简

单的衣服，径直去了河南。

到了河南后，我在一家宾馆落脚。

有很多僧人来宾馆拉学生，就在不知该

如何选择时，我在宾馆认识了两个意大

利女人，也是来找功夫学校的，她们给

我介绍了一家武术学校，说很多外国人

都在那里学习，不用担心没人交流。我

在这个学校登记后，就开始为期两个月

的学习。

因为旅游签证的时间限制，在中国

总共待了三个月，我就回到德国了。我

心里知道，一定会再次来到中国，对这

片土地，我有太多的好奇和向往了。比

如，我在云南旅游的时候，看到当地人

卖中草药，我的太极老师也给我喝过一

些本土的中药，茶叶、天麻什么的，这

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其实在汉堡的功夫老师，也带我接

触了很多中医方面的知识，推拿、打坐

、经络，这些都跟“气”有关系；并且

在少林寺，我也发现“激烈”的功夫不

适合我，我更适合气功太极，里面也涉

及中医养生的方法，如果以后我做了功

夫老师，我的学生们生病、受伤了，我

也懂得如何医治。如果能再去中国，我

想学中医。

我妈妈可以理解我的决定。她坚持

练了25年瑜伽，也一直在做食疗。西

方孩子都爱番茄意大利面，就跟中国孩

子喜欢炒饭一样，从小给我做的饭都是

麦子和蔬菜。刚开始我不喜欢这种口味

，到后面也渐渐习惯了。

我们跟着她，吃得很健康。上学时

期，为了帮我调整解压，她还曾带我参

加过一些瑜伽和冥想课程。她一直是个

特别重视生活健康的人。我爸爸没怎么

接触过这些，虽然不理解，但也没有反

对。

我花了两三个月，在网上查各种信

息，中国可以学中医并招收留学生的大

学，给找到的每

一个大学发邮件

，但是几乎得不

到回答，很痛苦

。

我之前去中

国都说英语，再

有就是靠一本中

德双语旅游书，

和中国人交流，

完全不会说中文

。申请学校的同

时，我在德国报

了一个中文班，

只学会了三句话

： “ 你 好 ” 、

“你好吗？”、

“那是他的书吗

？”完全没什么

用啊，没有语言

环境。2005 年 8

月，我收到了浙

江中医学院的邀

请，可以去他们

开设的短期学习

班学习。

摆在我面前的第一道门槛就是中文

。学校给我安排了一个中国学生做翻译

，但在中医学里有很多专业词汇，不那

么好翻译。我觉得很迷茫，特别痛苦，

感觉自己是一个矛盾体，不懂中文，怎

么学中医呢？我是不是做了一个错的选

择？

我在西湖边漫无目的地走了两天，

散心，接到了学校给我打的电话，问我

愿不愿意先去参加他们本科生的课程，

可以学一年中文后，再转去中医学专业

，也就是念五年本科。我的天呐，我身

体里的“天使”和“魔鬼”开始打架，

“天使”说：这不就是你一直寻找的梦

想吗？现在你有这个机会了，明天就开

始努力，你可以的；“魔鬼”说：你是

疯了么？要念五年本科，从中文开始学

起，这可太难了。

最终，我还是选择站在“天使”那

一边。等我开始参加中文班时，他们的

课已经开始了差不多两周了，我一去就

赶上了考试。我看着卷子傻眼了，用英

文跟老师说：我看不懂，我没有任何中

文基础。他说：你试着写写吧。太搞笑

了，怎么可能试试啊。这张纸放在我面

前，我觉得一切都太夸张了。

虽然心里有点恐惧，学写字、阅读

、口语、听力，每天训练这些。一年内

，我参加了普通话考试和汉语水平考试

，还翻译了中医药学的教材，边学中文

的同时，也在自学中医药方面重要的书

籍。2003年来中国旅游时，我曾在云南

看到很多珍惜的中草药材，有了中文基

础，外加心里仍留存着对天然药材和云

南当地民族医学的浓厚兴趣，所以想去

云南学习试试。

我搬到昆明，申请了云南中医药学

院，学校没有专门的留学生班，在通过

了他们给我安排的入学考试之后，我和

五十多个中国学生坐在一个教室里。

上课时间每天上午三个小时，下午

两个小时，周末要继续学中文，背医学

上的专业词汇等。能想象吗，还要学习

古文，一些医书里经常会用古文来表达

。很多中药的名字，比如柴胡、肉桂，

我都不太知道怎么写，要先将中文翻译

成英文，然后再将英文翻译成德文，这

部分的工作量非常大，每天都要弄到很

晚。

因为不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水土

不服，我经常生病。西南部的饭菜，又

辣又油，身体就会出问题，有时候我自

己给自己配中药，做穴位针灸，先自己

当小白鼠。我在家里买了180个玻璃瓶

，每个玻璃瓶里放一种中药，为了学习

，也为了自己运用。

云南中医药大学旁边有一个少数民

族餐厅，我经常下课后去那里吃饭，就

认识了饭店老板，有时候我需要一个人

聊天，她就会听我倾诉，像是我的父母

一样，给我安慰感。

我的中文名吴狄赫也是她给我取的

。黑龙江有一个狄赫民族，他们喜欢自

然，住在帐篷里，过着很不稳定的生活

，老板觉得我和他们很像，也喜欢自然

，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总体来说很

漂泊。我的德语名直译过来，叫吴康，

所以取了“吴”姓，“狄赫”为名。

云南当地的同学说方言口音很重，

我很难跟他们交流，每天都是一个自我

封闭的状态，处在放弃的边缘。生活就

是，看书、吃饭、睡觉，没有别的活动

，没有朋友。吃不消了，第二年又回到

杭州，我更适应杭州的生活，继续念浙

江中医学院的大二。

2008年，本科第四年，我开始去中医

医院做一些临床实习。可以跟老师在门诊

里查房、可以给病人把脉，去之前只是很

好奇和兴奋，真正坐诊了才知道，非常辛

苦。早上八点半就要坐在诊室里，一直到

中午12点，中午经常没有休息时间，下午

门诊又要开始了。门诊的椅子很矮，坐久

了就感觉背和膝盖很痛。

一些性格比较开朗的病人，反而愿

意选择我做给他们看病，因为我很乐意

和病人沟通，会跟他们讲一下这个病的

成因，以及在日后生活方面给他们的建

议。当然，有些患者想跟着自己选定的

医生来做治疗，我们肯定会尊重患者的

决定。这是每个人选择的自由，我对此

看得很开。

跟医生一起出诊时，我遇到过形形

色色的患者，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得了

焦虑症和抑郁症的10岁小男孩。因为

抑郁症，他伴有失眠、乏力、消化不良

、紧张时心跳过快等症状，他妈妈带他

来配中药，希望能有效缓解这些症状。

当时他做了心理方面的问卷，其中

有一个问题是：你对生活的期望是什么

？他说，没有期望。我看到后特别惊讶

，也觉得他很可怜，非常心疼这个孩子

。我试图和他交流，教他一些简单的功

夫动作。

他曾表达过，他在班级里受过欺负，

我想用这种方式来支持他，并教会他保护

自己。跟我一起练武术之后，他开始有微

笑了，他妈妈说他好久都没有笑过，我心

里那种开心的感受，没法儿形容。

临床实践之后，我更喜欢中医了。

在中药房，我用相机拍下每种药材的样

子，通过照片整理，对照着学习，像是

一个个图像标本一样，很有意思；中医

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可以了

解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学习变得非

常丰富。

实习期满了之后，我想了解更多临

床知识，于是又去了很多其他医院练习

实操，浙江省中医院、浙江中山医院、

浙江省针灸推拿医院等，尝试了更多不

同的科室，中医内科、中医外科、中医

妇科、中医药方、针灸推拿、小儿科推

拿，还读完了三本非常厚的书。

本科毕业后，我在家复习了一年，

顺利通过了中医医师资格考试，又继续

在浙江中医学院读研究生，现在已经拿

到硕士学位，顺利毕业了。

我现在主要做就医引导服务，接待

西方来的病人，安排他们在中医门诊部

看病，帮助他们挂号、解释在门诊部里

需要注意些什么、如何咨询医生、怎么

煮中药、吃中药有哪些注意事项等。在

杭州生活了那么久，我发现很多外国人

看病有困难，一是他们不知道去哪看医

生，哪里有好的医生，二是他们有语言

障碍。

我还和旅行社有合作，做养生旅游

，像杭州胡庆余堂，里面有一个中医博

物馆，中医药文化底蕴厚重，可以安排

游客参观，给他们介绍中医基础知识，

如何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此外，从2008年开始，我就自己

创建了一个中医国际网站，主要做直播

和录播课程，分享一些中医知识；我还

有一个中医咨询论坛，来自世界各个国

家，美国、巴西、新西兰、英国、法国

......很多人在网站上咨询关于中医的问

题。

刚来中国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

要留在这里，做一个中医医生。我计划

的是花一两年读完中医课程，就回到德

国，开一个中医诊所，或者是武术培训

班，但不知不觉就在中国越走越远了。

每次回到德国，见到以前的老朋友

，感觉彼此之间越来越陌生了。我像半

个中国人，在给他们推广自己的“家乡

”，这种时候我真的感觉到，我不是一

个单纯来旅游的人，也不是一个留学生

，我是真的生活在中国。

因为疫情，中医旅游方面的业务已

经停了一段时候，现在我被困在德国，

短时间内没办法回到中国，等疫情过去

，我还是会回到杭州工作和生活。一些

德国学校会找我去讲一些中医课程，我

很乐意分享这部分内容，国外也有很

多年长者想了解中医疗法，我设计了

一些课程，有跟专家和其他治疗医生

交流的，也有跟普通老百姓讲的。

2019年，我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做

外教，教本科和硕士学生针灸推拿和

中医英语等课程。

世界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不同的

文化，医学上也有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你可以看西医、也可以看中医，甚至

欧洲还有自己的自然疗法，如果你需要

手术，那你要去找西医，如果你胃口不

好、感觉身体疲惫，或许可以靠中医来

调理......我的想法，希望大家能更关注

、关心自己的身体，那我就觉得自己在

做的一切是有意义的。

在杭州学中医，给中国人号脉、针灸的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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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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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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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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清华专业第一，却连收12封美国大学拒信....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七十七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七十七
【美南新聞泉深】芬蘭總統告訴普京：在未來幾天內將決定

尋求加入北約
芬蘭總統紹利·尼尼斯托週六對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

說，北歐國家在未來幾天內將決定尋求加入北約。
在芬蘭發起的電話會議中，尼尼斯托總統告訴普京總統：

“俄羅斯在 2022 年 2 月大規模入侵烏克蘭從根本上改變了芬蘭
的安全環境，我們有計劃加入北約。談話是直接的，並且沒有激
怒，避免緊張局勢被認為很重要。”

尼尼斯托指出，他在 2012 年的第一次會晤中已經告訴普京
“每個獨立國家都會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安全性”，並且“這也是
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聲明說，通過加入北約，芬蘭“加強了自身的安全並承擔了
自己的責任”，因為“它並沒有遠離任何其他人”。未來，芬蘭
“希望以正確和專業的方式處理因成為俄羅斯鄰國而產生的實際
問題。”

尼尼斯托“重申了他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戰爭所造成的人
類苦難深表關切”，並“強調了和平的必要性”。聲明稱，他還
“傳達了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同一周早些時候傳達的關於確保
平民撤離的信息”。
芬蘭運營商證實俄羅斯已暫停向芬蘭提供電力

芬蘭運營商 Fingrid 週六證實，俄羅斯已暫停向芬蘭出口電
力。

Fingrid 電力系統運營高級副總裁雷瑪·派維甯 （Reima
Päivinen ）表示，在周六歐洲中部時間上午 12 點（美國東部時
間週五晚上 7 點）俄羅斯有效地削減了電力供應。

他補充說，暫停對市場沒有任何影響，芬蘭“可以應對”削
減，因為俄羅斯的電力只佔該國總消費量的一小部分。

他補充說：“我們也將進入夏季，所需的電力將減少，相信
明年冬天不會出現任何重大問題。”

週五，Fingrid 表示，由於收款問題，俄羅斯將暫停電力出
口。

芬蘭外交部長佩卡·哈維斯托週四告訴記者，芬蘭政府計劃
在周日發布第二份白皮書，提議該國加入北約。然後，該提案將
提交議會投票，並於週一上午舉行全體會議。

俄羅斯外交部表示，芬蘭可能加入北約標誌著“該國外交政
策的根本變化”，並警告將採取報複性反措施。

芬蘭與俄羅斯有 830 英裏的邊界，它的加入將意味著俄羅
斯將與一個與美國正式結盟的國家共享邊界。

俄外交部說：“俄羅斯將被迫採取軍事技術和其它性質的報
複措施，以製止在這方面出現的對其國家安全的威脅。”

4 月下旬，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表示，在波蘭天然氣
公司 PGNiG 和保加利亞的 Bulgargaz 拒絕滿足莫斯科以盧布而
非歐元或美元支付的要求後，他們完全停止了向其電力供應。
烏克蘭軍方稱俄羅斯從哈爾科夫撤退

烏克蘭武裝部隊在周五晚些時候的簡短更新中表示，俄羅斯
軍隊的重點是確保部隊從哈爾科夫北部地區撤出，這些部隊受到
烏克蘭沿其補給線以西廣闊戰線進行反擊的壓力越來越大。

烏克蘭猛烈的反擊已經奪回了哈爾科夫以東地區的一些村莊
。烏克蘭的進一步威脅迫使克裏姆林宮的軍隊退回到自己的邊境
。這象徵性的尷尬，同時也構成了切斷俄羅斯供應線進入烏克蘭
及其在頓巴斯地區南部的軍隊的戰略威脅。

週五，總參謀部還報告了俄羅斯在蘇梅東北部地區遠離當前
敵對行動地區的更多跨境炮擊，以及對該地區一個村莊的空襲。

在烏克蘭東部，總參謀部表示，隨著俄羅斯人試圖在頓涅茨
克地區向斯洛文斯克取得進展，烏克蘭控制的領土發生了更多的
砲擊，這是一個關鍵目標。它說，新星德米特裏夫卡村受到了攻
擊，就像它自 4 月下旬以來所做的那樣。

它還說，在斯洛維安斯克以北 12 英裏（20 公裏）的多利納
周圍和附近的阿達米夫卡發生了空襲。據烏克蘭當局稱，本週早
些時候俄羅斯對該地區的空襲破壞了兩個宗教場所。

在盧甘斯克地區，總參謀部表示俄羅斯對佐洛特鎮的襲擊已
被擊退。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烏克蘭管弦樂隊成為歐洲歌唱大賽的焦點

歐洲歌唱大賽的總決賽——歐洲大陸的華麗和備受喜愛的歌
唱比賽——定於週六在意大利都靈市舉行。

根據歐洲電視網官方網站的數據，去年有 1.83 億觀眾收看
了比賽的最後三個階段，當時意大利的朋克搖滾樂隊 Måneskin
以微弱優勢擊敗法國和瑞士奪得冠軍。

展望週六的決賽，來自 25 個國家的音樂家將在歐洲最大的
舞台上展開角逐，但只有一個團體在集結中成為焦點：烏克蘭
的 Kalush 管弦樂隊。

這個民間說唱團體是博彩市場上的熱門人選，他們在比賽中
的出現吸引了來自每個參賽國家的樂迷的想像力。

樂隊的主唱奧列格·普休克告訴CNN：“在我們說話的時候
，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文化正受到威脅。但我們想證明我們還活
著，烏克蘭文化還活著，它是獨特的、多樣的、美麗的。”

讓 Kalush 管弦樂隊登上歐洲電視網的舞台需要一些努力，
他們的旅程與國內的戰爭深深交織在一起。

該樂隊最初在烏克蘭的全國選拔賽中獲得第二名，但在發現
獲勝者之前曾前往俄羅斯吞並的克裏米亞後，他們被提升了。
2 月 22 日，也就是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的兩天前，他們在該
國的入境口岸亮相。

歐洲歌唱大賽盡管有很多奇特之處，但在文化日曆中仍佔有
特殊的地位。然而，對於 Kalush 管弦樂隊來說，獲勝將具有獨
特的意義，而且很難想像在錦標賽的曆史上會有一個更受歡迎的
勝利者。
更多關於俄羅斯試圖穿越東部關鍵河流的災難性細節浮出水面

一張無人機圖像顯示了 5 月 12 日在烏克蘭比洛霍裏夫卡附
近的西維爾斯基頓涅茨河岸上數十輛被燒毀的一些裝甲車。

衛星圖像和第一手證詞更全面地展示了俄羅斯軍隊在過去一
周穿越烏克蘭東部西維爾斯基頓涅茨河的多重災難性努力已經失
敗。

對無人機和衛星圖像的新視頻和分析顯示，俄羅斯人在本周
初試圖過河時可能損失了多達 70 輛裝甲車和其它設備。他們的
目標是試圖在盧甘斯克地區包圍烏克蘭的防禦，但失敗了。

烏克蘭第 80 獨立突擊旅在對這場戰鬥的描述中表示，它
“摧毀了浮橋並挫敗了九次俄羅斯穿越企圖”。

它聲稱“至少有 73 台設備被摧毀，包括 T-72 坦克”和各
種步兵戰車。

這一數據似乎得到了無人機視頻分析的支持，該視頻顯示俄
羅斯設備散佈在河以北的一條軌道上，還有半淹沒的坦克。

很明顯，烏克蘭人之前已經確定了俄羅斯軍隊可能試圖在哪裏放
下浮筒，並觀察到了俄羅斯部隊的接近。對可能的過境點的偵察
至少在俄羅斯嘗試前兩天就開始了。

西維爾斯基頓涅茨河水流很快，俄羅斯軍隊似乎需要機動拖

船才能完成這座橋。噪音是烏克蘭部隊正在試圖涉水的進一步線
索。

第 80 旅在其敘述中稱：“盡管損失慘重，但敵人仍設法突
破……在其中一個定居點的北郊站穩腳跟，至少有 30 輛俄羅斯
車輛和步兵通過了該通道。”

其他烏克蘭官員說，那些在比洛霍裏夫卡村以北通過的俄羅
斯部隊被困。

第 80 旅在其 Facebook 頁面上說：“激烈的戰鬥持續了大
約兩天，傘兵摧毀了整個營戰術大隊（BTG）的入侵者！”

開源分析表明這可能是正確的，至少有 30 輛步兵戰車被計
算在浮橋現場的殘骸中，這還不包括在經過的設備中可能被毀壞
的東西。

在對這一事件的分析中，戰爭研究所表示：“烏克蘭軍隊可
能對試圖越過西維爾斯基頓涅茨河的俄羅斯軍隊造成重大傷亡。
”

它補充說：“俄羅斯軍隊可能已經失去了大規模穿越頓涅茨
河所需的動力。”

研究烏克蘭沖突的澳大利亞武裝部隊前少將米克·瑞安
（Mick Ryan）在推特上寫道：“俄羅斯軍隊顯然打算在這個軸
心上進行戰鬥，並在此軸心上投入大量的戰鬥力。因此，這對俄
羅斯人來說可能是一個比一些人推測的更大的挫折。”

他補充說：“它可能不僅導致了一個 BTG，而且可能導致
整個旅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戰鬥力。重要的是，俄羅斯軍隊失去了
稀缺的工程師橋接設備（可能還有戰鬥工程師）。這些資源既不
便宜，也不大量可用。在進攻期間，這些資源的需求量很大。”

俄羅斯人無法從北部穿過河流推進，這可能減緩了其在盧甘
斯克的進攻，目前盧甘斯克的進攻依賴於從東部和南部穿過前線
的部隊，而這些前線在一個月內幾乎沒有移動。
烏克蘭官員：俄羅斯最近的砲擊中摧毀了 50 多所房屋

據烏克蘭官員稱，烏克蘭盧甘斯克地區的 50 多所房屋已被
俄羅斯炮擊摧毀，戰鬥在該地區的工業城鎮地帶繼續肆虐。

盧甘斯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謝爾伊·海代說，這些房屋位
於波帕斯納和呂西昌斯克周圍地區。

海代說：“他們不需要人和他們的房子——他們只需要變成
沙漠的領土。過去 24 小時內，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擊退
了十次敵人的襲擊。”

俄羅斯人似乎在地面上幾乎沒有取得什麼進展
澤倫斯基：烏克蘭已經從俄羅斯軍隊手中奪回了 1000 多個

定居點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烏克蘭週五從俄羅斯軍隊手中奪

回了六個定居點，自 2 月沖突開始以來總共收複了 1,015 個定
居點。

他在夜間講話中說：“我們繼續恢複烏克蘭被佔領的領土。
截至今天，已有 1,015 個定居點被解放，過去 24 小時內增加了
6 個。”

目前尚不清楚這些定居點究竟構成了多少領土。澤倫斯基確
實概述了烏克蘭軍隊在這些領域的其它收獲。

他說：“我們將電力、供水、通訊、交通和社會服務歸還給
那裏。”

他還表示：“哈爾科夫地區的逐步解放證明烏克蘭不會把任
何地方留給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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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奇聞

你是否好奇这样的一个问题：地球上的生命

起源于哪里？在广袤的宇宙之中，其它星球上是

否也有生命存在？

从古至今，无数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特别

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家们也开始尝试

着一步步接近真相。从主流观点来看，大致分为

以下两种可能性：第一，地球生命起源于地球本

身；第二，地球生命起源于外太空。

那么，这两种可能性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

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提到，地球上最早的生命

，应该是起源于原始海洋的深海热泉口，达尔文

认为，早期地球演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构成

生命的元素，随后，它们在深海热泉口相互作用

，诞生了地球最早的生命。

不过，这些构成生命的元素来自哪里？这也

是目前科学界无法解答的，一直到后来伴随着研

究，有科学家猜测：生命可能是坐着陨石来到地

球的，一切似乎才终于开始明朗起来。

国际科研团队称：生命或坐着陨石抵达地球

近日，由美国NASA牵头的一支国际科研团

队，通过对陨石的研究，发现上面存在着和生命

有关的DNA构建块，从而再一次印证了生命可能

起源于太空的假说。

据悉，这一次进行研究的三块陨石，分别是

于1950年、1969年和2000年坠入地球，因为个头

比较大，所以，它们的碎块也都被科学家们找到

。通过研究发现，在这些陨石上，存在着和生命

有关的，构建DNA的精细结构——胞嘧啶和胸

腺嘧啶，在生命孕育的过程中，这是必不可少的

有机化合物。

此外，在多年来对于其它陨石的研究中，科

学家们也发现了其它和生命有关的化学成分，而

这些化学成分都与DNA和RNA有关。

那么，宇宙中的这些生命元素又是如何出现

的呢？有观点认为，或许是伴随着恒星演化而诞

生的，因为通过模拟实验，科学家们发现在星际

空间中，是存在着大量的嘧啶，而伴随着陨石，

这些生命元素也被播撒到了不同的星球之上。

虽然目前还无法得出最终结论：生命真的诞

生于太空中。但是，我们距离真相已经很接近了

，而且这个假说大概率最终会变成真理。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生命在宇宙中普遍

存在？

多年前，曾经有日本科学家提出过“蒲公英

理论”，称在宇宙中，生命是普遍存在的，构成

生命的关键物质，就好像是蒲公英的种子一样，

被送往不同的星球上，如果这颗星球上的环境适

合生长，那么，生命的种子就会萌芽，并且有机

会演化成文明。

如果生命真的在宇宙中普遍存在，那么，也

就意味着，宇宙中文明的数量也会非常多，甚至

就有可能在距离我们不远的恒星系统中，就有文

明正在暗中观察我们。

比方说，此前就有英国科学家称，在银河系

中，至少存在着36个文明，可是，如果生命真的

普遍存在，为何我们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找到它们

呢？

为何人类始终找不到地外生命？

一种可能性，是因为人类的科技水平不够，

我们的探测手段，还无法在宇宙中锁定生命的痕

迹，只能大海捞针一般去“碰运气”，日后伴随

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我们才有可能真的找到地外

生命。

另一种可能性，宇宙生命可能是多样化的，

并不是通用一个“蓝本”，所以，我们一直以来

寻找生命的方向或许是错误的，很可能地外生命

并不和我们一样，都是碳基生物。

比方说，早在1891年的时候，就曾经有德国

科学家提出一种假说：或许地外生命是“硅基生

物”，构成它们的生命元素，是硅、磷、硼等，

和地球上的碳基生物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硅基生物存在的星球，气候环境也和地

球截然不同，我们一直都以地球作为参考，去寻

找可能存在的地外生命，大概率我们从一开始就

走了弯路，才会一直没有线索。

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宇宙中或许还存在

着氟化硫生物、氟化硅酮生物、类脂化合物生物

等等，它们可能在生活在我们认为绝对不可能存

在生命的星球上，所以，才会一直错过。

如果这些想法属实，那么，或许外星文明的

生命形态，也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同，他们大概率

并不是“人形生物”。

NASA重大发现！在陨石上发现2个DNA结构
，生命真的来自太空？

在地球上，有着很多神秘的传说，比方说，

在英国的尼斯湖、我国的长白山天池等水域中，

一直以来，就有着关于“水怪”的传说，但是，

却从未真的有人在其中见到过水怪，也没有人拍

到非常清晰地水怪照片，所以，究竟有没有水怪

，事实上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近日，英国尼

斯湖中，疑似又有水怪出没了。一对在尼斯湖周围

观光的英国夫妇，竟然意外拍到了近20年来最清晰

地一段水怪活动视频。那么，真的有水怪吗？

据悉，这对夫妇是在高处拍摄尼斯湖全景的时

候，突然，发现湖面上出现了一处涟漪，随后，一

个大型神秘动物就出现了，在湖里快速游动，因为

早就对尼斯湖水怪的传说有所耳闻，所以，突然看

到湖里出现了神秘动物，这对夫妇也是被吓坏了。

从拍摄到的画面来看，这个出现在尼斯湖中

的神秘动物，它的个头非常大，呈现“箭头”形

状前进，看起来就好像是身体是分叉的一般，非

常怪异。

在这段视频被发布到网络上后，人们也是纷

纷对此热议。很多人都相信，这是真的拍到了尼

斯湖的水怪出没，认为这就是水怪存在的证据。

说起来，在去年9月，也曾经有一名英国户

外运动爱好者，在尼斯湖中拍到了水怪出没的画

面，根据当时《纽约邮报》的报道，竟然认为拍

到的水怪，看起来和蛇颈龙很像。

要知道，多年来，关于地球上的水怪，蛇颈龙

是提名最高的存在，这其实与很多人都相信，蛇颈

龙并没有灭绝，而是从中生代生存到了现代有关。

那么，水怪真的是蛇颈龙吗？它真的没有灭

绝吗？

蛇颈龙，是地球上已经灭绝的古老生物之一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蛇颈龙最早出现于三

叠纪晚期，在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大灭绝中，和

其它生物一起成为历史。

虽然是一种爬行动物，不过，蛇颈龙却一直

生活在海洋之中，并且因为个头巨大，所以，一

直也都是中生代时期的海洋霸主，在1亿多年的

时间里，遍布世界各大海域。

化石复原发现，蛇颈龙的外形好像是一条蛇

，身上背着一个巨大的乌龟壳，成年蛇颈龙的体

长，最大可以达到18米以上，这其实也说明，如

果蛇颈龙还活着，那么，以它们的庞大体型，是

不可能一直都没有发现的。

特别是蛇颈龙需要爬上岸繁育后代，这也意

味着，不可能在蛇颈龙还活着的情况下，全球各

地都不曾发现蛇颈龙蛋，也不可能没有任何人拍

到过蛇颈龙。

因此，有关于蛇颈龙就是水怪的说法，本身

就是不靠谱的，而且此前也曾经有科学家多次对

尼斯湖进行探测，结果都表明，尼斯湖中并没有

未知生物的存在。

那么，尼斯湖中出现的神秘动物，有可能是

什么？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尼斯湖中的水怪，大

概率可能是“巨型鳗鱼”。这个说法，早从20多

年前就出现了。本世纪初的时候，曾经有人在尼

斯湖的岸边，发现了被冲上岸，已经死掉了的鳗

鱼，不过，在当时，由于人们对于尼斯湖水怪的

存在深信不疑，这也导致很多人都认为，被冲上

岸的鳗鱼，是被人故意放在岸边的。

一直到2013年，新西兰的一支科研团队，对

尼斯湖进行了全方位的样本采集，结果发现，其

中大部分的生物DNA都来自于鳗鱼，在那之后，

人们才相信，尼斯湖中真的有鳗鱼存在，随后，

参与调查的奥塔哥大学遗传学佳格梅尔，也是提

出了“水怪就是巨型鳗鱼”的想法，并且很快得

到了人们的认同。

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在尼斯湖中发现的巨型

鳗鱼越来越多，人们对于水怪的热情也都开始渐

渐消失了，开始转而相信，看到的神秘动物，就

是巨型鳗鱼。

说起来，巨型鳗鱼在水中游动，在没有看清

的情况下，加上多年来关于水怪传说的加持，的

确很容易被人联想到，自己看到的就是蛇颈龙，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人们都说自己看到的水怪长

着“长脖子”，因为鳗鱼本身就是长条形的身体

结构。

英国夫妇在尼斯湖拍到大型神秘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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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篇： 至因新冠隔離政
策無法得到及時治療而逝去
的家人

當生命之燈即將熄滅
當來自天堂的聖光召喚
你是否會帶著無限眷戀和不
舍
回望這平凡而跌宕的一生

未完成的篇章
你已無力再書寫
蒼白的扉頁裏
藏著你濃墨重彩的一生
你在歲月之河裏泅渡
卻再也無法抵達彼岸
……

那沒來得及走完的路
那未能說出口的話
那稀疏平常的告別和擁抱
那載不動的世間恩怨愁苦
都在這一刻
在這生命的斷崖裏
直直墜落——
卷入了冰冷的海底

說好的再見
卻是轉身後的永生不見
說好春暖花開的相逢
你卻留下漫天飛雪

你缺席了這個春天
也錯過了無數的花開花落

青春的火焰
已是枯竭殆盡
生命的風帆
已無力再升起
……

你留下一間空蕩蕩的屋子
留下失魂落魄
留下倉惶無措

我想
你只是累了
乏了，倦了
你揮一揮衣袖
手持蓮花
踏過奈何橋
卻再也不曾回頭

也許
你的魂魄
早已化成了一股風
去往了更自由的遠方
也許
你已隱藏在漫天星際
默默為我日夜守望
也許

我是你留在世上的眼睛
替你看盡日出和日落
還有世間的繁華哀傷

這世界
原本是你的遺囑
而我們
是你留下的遺物
……

第六篇： 杯茶人生 ——
一朵花的前世今生

它曾在山間的寒冬沈睡
路過的春風喚醒了它
晨間的雨露滋潤了它
它用蟄伏了一個冬天的力量
小心地探出生命的觸角

月華瞥見過它的嬌羞
朝露觸碰過它的芬芳
蜜蜂在它耳邊私語
閑雲為它駐足流連

它只是一朵不起眼的花
卻也曾擁有過綠葉的托扶
擁有過深藏大地的盤根交錯
的悸動
擁有過整片山野的熏風
擁有過滿山氤氳的霧氣
擁有過
這整個春天

它迎著太陽升起的方向
天空是它廣袤的牧場
雲朵是它放牧的羊群
星星是它亮起的眼睛
蟲鳴蛙語是它的淺吟低唱

它的每一片花瓣都寫滿春天
的詩行
每一絲花蕊都藏著明媚的遠
方

它置身百花叢中
是熱鬧的簇擁
又是孤獨的狂歡
它守著這星移鬥轉
還有這滄海桑田
這世事無常
……

它有紮根的土地

它有仰望的星空
任山間風起雲湧
它巋然不動
它
是它世界
唯一的王

而一朵花的無常
從來都是悄無聲息
哪怕它卑微渺小
哪怕它屏息凝神
也躲不過獵人的覬覦
逃不過盜賊鋒利的匕首
它來不及熱烈綻放
來不及鋪開生命的畫卷
生命的疾風
就把一切生生折斷
它晶瑩的淚珠
轟然墜下
那是它眼角的熱淚
對腳下的大地
最後的祭奠

從此
它失去了腳
從此
它流幹了淚
從此
它容顏枯槁
流落他鄉
……

它
再也等不到月上柳梢頭
再也等不到那個約定的黃昏
再也等不到那個
據說會豐收的秋天

它被帶到了不知名的地方
這裏
再也沒有一顆星星準時為它
亮起
再也沒有一聲鳥鳴喚起黎明
它在熱浪裏翻滾
它在高溫裏炙烤
它掙紮著卷曲著成小小一團
它終於褪下了殘存的那最後
一抹華麗
它終於風幹了所有關於春天
的記憶
它裹緊了單薄的衣裳
緘默不語
昏沈睡去
……

這次
喚醒它的不再是霞光
不再是雨露
不再是飛鳥
而是洶湧的、沸騰的、撲面
而來的熱流
這是巨浪
也是海嘯
它一個踉蹌
瞬間被卷入漩渦
壓在了水底
它艱於呼吸
它就快要窒息
突然
它看到了一抹光亮
從窄窄的透明杯底亮起
那是陽光的明媚
還是黎明的溫熱
它突然渾沌地想起
那關於春天的回憶
那夏天的火熱
秋天的酣暢
冬天的隱忍
那未來得及走完的就被收割
的四季

它胸口蓄積已久的疼痛
終於在那一刻釋然
它和過去言和
也和明天擁抱
它一頭紮進沸騰的水裏
帶著受洗的決然
它
一寸一寸
舒展蜷曲的筋骨
它
一寸一寸
裸露它所有的傷
它用盡所有力量
帶著驕傲和倔強
迎著那抹光亮
再一次
疼痛而又美麗的綻放

那曾經風中的嬌柔
已經在踏過的火裏
溺過的水裏
化身為無堅不摧的盔甲

這一次
它不再害怕狂風
不再懼怕暴雨
它開在永不衰敗的春天裏

開在永不雕零的的涅槃重生
裏
它開在春風經過的每一個路
口
開在每一個等待它歸來的
心田
……

第七篇： 從今天起

從今天起
我要對路過的每一個人
打招呼，用力微笑
因為明天
或者很久以後
都很難再遇見
我還要試著摸摸他們的狗
用指尖感受它們柔軟的大尾
巴
窺探它們永遠純真坦蕩的眼
神
還有唾手可及的快樂

我要問候每天從樹下經過的
那位老人
那一日日的
愈來愈沈重的步履
那被秋霜漸染的
鬢角斑白
是怎樣泄露了
歲月褶皺裏的秘密
……

從今天起

我要細細觀摩路邊的小草
看那積攢了一夜的露珠
在晨曦裏熠熠發光
看青苔覆蓋的石頭
在時光裏沈睡
看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埃
濃縮著怎樣的微觀世界
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裏
藏著怎樣的夢幻天堂

從今天起
我要看一只蝴蝶翩躚的姿態
看一朵雲徜徉在心田
看雨後湖水微漲，花自飄零
也看夕陽斜渡鳥，秋水遠連
天

從今天起
我要看一顆草結它的種子
一棵樹搖它的葉子
看一顆蒲公英攥緊自己的孩
子
又在一陣風裏垂頭嘆息

我要看這天
看這地
看這眾生
看朝生暮死的蚍蜉
也看生生不息的草木
看須臾
還有永恒
看擁抱
還有別離

陳慧慧陳慧慧(Alita)(Alita)散文欣賞散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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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清华北大：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此后招生规模不断

扩大，到1998年大学扩招前，每年大学生人数

从最初的30万人增长到了超过100万，供应了大

量的理工科人才。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开启一

番“从先进科技向产业界转移”的潮流。从

1980年到1995年，美国企业研发投入翻了整整3

倍。在这其中，包括计算机互联网、生物科技

在内的新兴产业制造了新的巨量蛋糕，形成了

巨大的人才缺口。

伴随着高需求的，还有高回报。在1979年

，美国本科毕业生的收入中位数已经超过4万美

元，是当时中国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的几十倍，

更不用说在美国也算高薪的高科技人才。

于是，伴随着美国开始增加针对高技术移民的

签证发放。能够出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顶级

梦想。

毕竟，虽然当时买一张飞往旧金山的机票

，需要一个上海家庭不吃不喝存两年的钱，但

只要到了美国哪怕只是刷盘子，也能在一两个

月内把机票钱赚回来。

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国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

。从1978年到2018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

总数达585万人，其中很多来自清北这样的国内

顶尖高校。

据报道，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

毕业生 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

76％。2006年，清华和北大合计输送了超过了

1000位博士，一举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

多的两所院校。

美国有媒体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

博士培养基地”。而在中国，清华大学喜提

“留美预备学校”的外号。

而且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待遇难

以匹配美国只是一方面，在市场上能够提供给

高科技人才的岗位，都是稀缺物。于是在社会

流行着“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的声音中，大

部分留学生选择了留在美国。

在1990到1999年间，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科

学和工程领域的滞留率达到了87%，而其他国家

博士留美平均比例为47%。据说，在美国举办清

北同学会，到场的同学比国内还要多很多。

02 | 美国也有“海淀妈妈”

这些八九十年代赴美的留学生，在中国是

“万里挑一”的大学生，在美国，也能靠高学

历稳定步入中产阶级。不过，等他们当爹当妈

了以后，也产生了类似“海淀妈妈”的焦虑：

如何保持“阶级不滑落”？

而且与国内不同，美国大学录取采用申请

制，“美国高考”SAT分数仅仅只是一个参考，

而体育成绩是一个重要加分项。于是，鸡娃的

妈妈们，就会开动脑筋找“性价比高”又适合

孩子的体育项目。

美国最流行的几个项目，比如篮球、橄榄球这

些，身体对抗性强，入门门槛低，参与人数又

多，华人卷不过其他族群。

冰雪项目在此时进入了妈妈们的眼帘。首

先冰雪运动高昂的费用，就可以帮忙筛掉大量

的竞争者。拿花滑来举例，一个专业运动员每

年各类开支，随便就能突破5万美刀，而美国家

庭收入中位数，才只有6万美元左右。

而且，花滑和滑雪，都是不是对抗性项目

，不需要牛高马大的身体，需要的是能够承受

经年累月重复训练的韧性，这就很符合东亚民

族的文化性格。

再加上关颖珊等等这些华裔冬奥冠军的榜

样作用，华裔的孩子们从此开始涌入了冰雪运

动项目。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花滑队还是白人为

主。但到了最近两届冬奥会上

，美国花滑队里有华人血统的

几乎占了一半，比例相当高。

毕竟，在全美范围，华裔只占

了总人口的1.2%。

而随着顶级的华裔花滑运动

员不断涌现，大家发现，练习

花滑不但有助于高考加分，还

成为了“阶级跃升”的快速通

道。

在美国有“冰上女王”之称

的花滑冠军关颖珊，退役后活

跃在政界，在2021年被拜登提

名为美国驻伯利兹大使。陈巍

夺冠后，一年综合收入估计大

约能有200万美元。

比起大部分“读名校，进大厂”的华裔，

他们显然有着更高的阶级天花板。

03 | 冬奥明星：吸金力突破天花板

但是，这个天花板的上限其实也并不算太

高。

陈巍所在的男子单人花滑，历来是冬奥最

受关注的项目之一。但即使手握这个项目的金

牌，陈巍所代言的品牌数也仅仅和初出茅庐的

苏翊鸣相当。如果和谷爱凌比，可能连后者的

二十分之一都达不到。

2021年，谷爱凌的签约费用在2000万元人

民币左右，比巅峰期的林丹、孙杨还要高。

“吸金力”在中国运动员里仅次于姚明。即使

在奥运夺冠之前，她手里的代言合约价值就达

到2亿人民币以上。

虽然因为一些言论，为美国出战的陈巍，

公众形象没有谷爱凌那么讨喜，但谷爱凌拥有

的赛事成绩和学历，陈巍一样不少，为什么在

商业价值上，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主要原因，可能出在了“稀缺度”上的差

别。比起美国需要陈巍，中国更需要谷爱凌。

早在1948年，美国单人花滑就实现了冠军

“零的突破”。在拿过十几块奥运金牌之后，

美国花滑顶尖选手虽然不能说如过江之鲫，但

也绝对算得上是层出不穷。

包括谷爱凌从事的自由式滑雪项目。美国

在这个大项上拿过金牌的人也不少，而中国20

年来的13枚冬奥金牌中，其中只有1个来自雪上

项目。足见“滑雪冠军”的稀缺程度。

同是冬奥金牌，在美国和中国，含金量却

不同。在商业潜力上，更是如此。

2015年，北京申奥代表团提出了“带动中

国三亿人上冰雪”的承诺。此后，中国的冰雪

产业则进入了增长的快车道。全国冰场从申奥

成功前的260家，一举增加到近2000家，大批滑

雪场也在兴建。

随着参与门槛的降低和参与人数的增加，

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冰雪消费市场。从滑雪场、

度假酒店，再到运动服和装备，冰雪产业涌现

出了大量新兴品牌。这些品牌方迫切地需要一

张面孔来打造自己的形象。

而在过去一年中，娱乐明星频频“塌房”

；几位顶级体育明星，刘翔退役、孙杨禁赛、

林丹出轨，商业号召力也在减弱。

而谷爱凌的横空出世，完美地添补了“体

育明星代言人”市场的空白：她在国内外有较

大影响力的项目上取得了突破性成绩，形象正

面阳光，更拥有“代表中国出战”的话题度，

简直就是流量密码本码。

正因为此，她从中国体育产业规模惊人的

商业蛋糕里，分到了惊人的份额。

这是“稀缺红利”的高额套现。

而遥观美国，冬奥带动冰雪项目运动市场

需求的风潮也刮过，不过是在遥远的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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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市场需求差异”不仅存在于冰雪

运动市场。科技产业同样如此。

伴随着产业升级，像半导体设备研发、工

业软件、芯片设计这些过去“美国有中国无”

的细分产业，成为了中国企业进军的下一个隘

口。人才的稀缺抬高了市场定价，相关专业岗

位薪酬水涨船高。

如今去往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不再把“留在

美国”作为理所当然的选择。他们中的很多人

，开始问自己是不是在美国安逸的环境里被

“温水煮青蛙”。

有人评价，美国好比成熟的射击场，大家

都只能打兔子，而且保证都打得到，但想打熊

没门。而回国则像进入混乱的狩猎场，可能打

到兔子，也可能被别人打死，但却有机会猎到

熊[1]。

单凭爱国情怀吸引人才回国的时代已经过

去。现在，人们会为了发展机遇回国，为了资产

增值回国，为了文化适应回国，为了照顾家人

回国，甚至，仅仅为了多吃几样中国菜回国。

自2013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流出

和回流，开始趋向持平。过去留学生“出去多

回来少”的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w4]。

正如谷爱凌在2019年宣布将在奥运会代表

中国出战时所说的，“能够在我母亲生长的国

度，启迪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来推广我所热爱

的运动，这是一次终身难得的机会。”

在这里，不仅有韭菜盒子承载的乡愁，更

有亟需领军人物感召的年轻人，和“从0到1”

填补中国产业空白的宏伟愿景。带领中国实现

这些愿景的人，会获得时代最丰厚的回报。

美国华人如何突破天花板？
有人选择花滑，有人选择回国

在上海人民热情指导北京人民囤菜的时

候，昨天，“北京大妞”谷爱凌发了一条微

博：“谢谢中国”。微博配图里，谷爱凌拍

广告，吃大餐，逛宫殿，生活丰富多彩。这

条微博一天之内收获了32.4万赞，约等于2.4

个吴京版“谢谢”。

可见，冬奥虽结束两月有余，谷爱凌依

然热度未减。这位生长在美国的混血姑娘，

受到了中国人格外的好感和认同。但其实，

像谷爱凌一样，生长在美国、拥有华人血统

的冬奥运动员，还有很多。

2022年北京冬奥会，美国花滑代表队共

有9名队员获得了参赛资格。如果算上因感

染新冠而无法登场的周知方，9个人里有4个

人都是华裔。

除了都是华裔之外，他们同时还都是标

准的学霸。花滑男单冠军陈巍，就读于耶鲁

；陈楷雯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周知方就读于

布朗。

而且，不同于传统印象中“二代移民做

中产，一代移民开餐馆”，这批人的爹妈也

是学霸。

陈巍的父亲陈志东主攻药剂学，1988年

从广西赴美深造，并且获得博士学位；陈楷

雯的父母都是工程师，毕业于中国台湾淡江

大学之后，1995年赴美留学。周知方更是

“双清二代”，爸妈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

同班同学，90年代移民美国，工作单位分别

是谷歌和甲骨文。

其实，不止是美国花滑队，中国队里两

位在美国长大的奥运选手，家庭背景也如出

一辙。谷爱凌的母亲谷燕，1985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化工系，随后赴美留学定居。花滑选

手朱易的父亲朱松纯，中科大毕业，92年赴

美后获得了哈佛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

都是两代学霸，都是80-90年代移民美国

，都是走上冰雪运动道路。当同一特征反复出

现，就说明这不是巧合。这些华裔运动员人生

经历的高度相似，其实是40年来中美产业发

展对人才的供需错配，造就的必然结果。



重磅IP巨作 黃易之後再現武俠經典
電影《青面修羅》改編自圓太極大熱IP小說《刺局

》，本書憑藉獨具東方特色且極富想象力的刺客世界，

巧奪天工的暗器機關的精巧描寫，以及層層推理的布陣

迷局，被網友評價是全面了解中國歷史上刺客文化的第

一書。

影片再現了五代時期後周、南唐、後蜀、吳越、南

漢之間的國爭，但卻在這種亂局之下衍生了一批刺客。

而正是這批刺客所布下匪夷所思的刺局，竟然成了扭轉

天下格局變化的暗流，其間所展示的計謀、手段、異術

、機栝都將帶給觀眾一場酣暢淋漓的視聽盛宴。

該片講述了青面修羅齊君元（馮紹峰 飾）小時候

目睹全家因為藏寶銅片而慘遭滅門，之後拜鬼愁判官為

師，受召進入最為著名的刺客組織離恨谷，受谷主金鑼

太歲的教導，成長為一名頂級刺客。但是全家滅門的夢

魘一直折磨着他，在得知藏寶銅片重出江湖後，主動要

求執行此次任務，調查全家滅門的真相，沒想到卻被迫

捲入局中局。

影片巧妙地將一個從復仇少年成長為頂極刺客為故

事的主線，並以即興局、賭殺局、截殺局、局外局、氣

殺局、刺王局，一個接一個的刺局，最終將謎底揭曉。

作為一個黃易之後最令人期待的經典IP力作，不落俗套

的劇情和生動的人物形象將全力打造全新恢弘的東方刺

客宇宙。

強大主演整容 王炸組合詮釋刺客世界局中局
該片定檔海報中，有着王炸組合之稱的四位主演悉數

亮相：馮紹峰、胡軍身披黑色斗篷，神情或堅毅，或複雜

；金晨一頭長捲髮異域風十足，手持三弦琴，溫柔似水；

老戲骨王慶祥以前所未有的形象亮相，眼神凌厲凝視前方

，黑色長袍匿於竹林暗影中，神秘肅殺之氣十足。

一同釋出的定檔預告中，更是以複雜糾葛的劇情懸念

引人入勝，其中不乏刺客世界的波詭雲漪和煙火紛爭，黑

夜的寒光與各式兵器的鋒芒交相輝映，一場「局中局」的

生死奇觀即將揭曉。預告片一開場，赫然出現一隻全金屬

打造的「修羅手」，手背上的梅花浮雕標誌仿佛是代表某

種身份的象徵；手指關節延伸出的機械鋼甲甚是鋒利，冒

着寒光，讓人不由想起「金剛狼」的「剛爪」造型；

片名「青面修羅」四個字採用金屬機械體，銳利的

線條和拐角，光澤感不失粗礪感，十分契合影片冷兵器

時代的風格；全黑的色調則彰顯着神秘和黑暗，預示着

背後的紛爭與迷局需要親手「撥開雲霧」。

值得一提的是，老戲骨曾江老師也出演了本部作品

。作為曾江老師離世之後的首部力作，該片詮釋的上古

刺客世界也更加令人期待。

頂級班底燃情匠制，共創東方奇幻新傳奇
電影《青面修羅》匯聚了國內一線團隊潛心打磨，

由曾執導過包括《三國之見龍卸甲》、《錦衣衛》、

《鴻門宴傳奇》、《天降雄獅》等多部經典影視作品的

香港著名導演李仁港執導，並與曾佩珊一道聯合監製。

由打造了張藝謀電影《歸來》《長城》《影》、郭敬明

《小時代》系列電影，以及《盜墓筆記》《岡仁波齊》

等知名影片的知名電影人，光線影業創始人張昭出品，

奠定了影片比肩國際的製作水平。

《青面修羅》呈現了一個獨具東方特色，且極富想

象力的刺客世界，其腦洞大開的器具設定、天馬行空的

門派深受奇幻類型粉絲追捧，被譽為「東方新奇幻」。

據李仁港透露，製作團隊潛心打磨數年，堅持稿製作投

入，實景拍攝以強化光感質感，只為更好還原原著中所

呈現的恢弘世界。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精妙的視覺設計，匹配高細

節人物場景設計，加之濃鬱熱烈的配色，使得每一幀畫

面都極具質感，為觀眾奉獻一場精妙絕倫的上古刺客傳

奇，還原一個充滿想象力的「奇幻盛宴」。

據悉，該片由樂視影業出品，捷成華視網聚數字院

線新媒體發行。李仁港金牌製作團隊保駕護航，純粹以

演技+實力為角色考量，大規模投資製作成本，好萊塢

品質製作電影，力圖創造並展示一個完整、真實、細緻

、龐大的中國刺客世界，定不辱粉絲期待！5月13日全

網上線，逆天改命，以「局」破「局」！

再造中國神秘刺客世界
5月13日《青面修羅》全國首映

由香港金牌導演李仁港執導，馮紹峰、胡軍、金晨領銜主演，王慶祥、高捷
、曾江、呂良偉等一眾老戲骨友情出演的動作奇幻電影《青面修羅》，近日發布
官方版定檔預告和海報，宣布將於5月13日全網上線。該片講述了古代刺客組織
離恨谷中，一位頂級刺客齊君元為尋找滅門之仇和藏寶銅片的真相，深入敵穴，
披荊斬棘的復仇之路。

由張琦執導，常遠、辣目洋子領銜主演，王成思、郭祥鵬、周

大勇、陶亮、高海寶、李海銀、蘇伊可主演的喜劇電影《絕望主夫

》發布一組現場照，正式宣布殺青。

《絕望主夫》講述鋼鐵直男胡鐵男（常遠 飾）因一次意外

「墜入」女性至上的異世界的故事。在這女尊男卑的世界裡，老婆

許薇薇（辣目洋子 飾）當家做主，胡鐵男自己則要洗衣帶娃，連

酒友也成了男閨蜜。鋼鐵直男哪能受這份氣，誓要掀翻這啼笑皆非

的世界。本片緊貼近年普通人群所關心和熱議的社會話題，創造出

一個性別顛倒的煥新世界，男女社會職能的調換賦予角色出其不意

的幽默感，營造出故事性和沉浸感兼具的超現實空間，帶觀眾一同

踏上腦洞大開的奇幻旅程。

除了大膽新穎的題材設定，本片的演員陣容也十分亮眼。常遠

爆笑演繹胡鐵男一角，這位「成功學大師」在進入「女性至上」的異

世界後，無奈開啟「全職主夫」模式，一邊承擔照顧家庭的責任，一

邊向女性主導社會的規則叫板，歡樂忙不停。辣目洋子則飾演胡鐵男

的妻子許薇薇，塑造雷厲風行縱橫商界的職場女性角色，身份錯位和

地位反轉的兩人將在另一個世界迎來怎樣的奇妙際遇，讓大家忍不住

一探究竟。不僅如此，本片還匯聚了王成思、郭祥鵬、周大勇、陶亮

、高海寶、李海銀、蘇伊可等優秀演員，淋漓展現性轉世界的別樣風

貌，精心奉上一場誠意十足、笑料加倍的喜劇盛宴。

電影《絕望主夫》由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阿

里巴巴影業文化有限公司、上海愛美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長影

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泰洋川禾文化傳媒（天津）有限公司出品，北

京星漢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優酷電影有限公司聯合出品，接下

來影片將進入緊鑼密鼓的後期製作中。由常遠執導並主演的電影

《溫暖的抱抱》曾在2020年賀歲檔上映並獲得不俗的票房成績，今

年他是否將攜喜劇新作《絕望主夫》繼續衝擊賀歲檔？敬請期待。

《絕望主夫》殺青
常遠辣目洋子共赴
「性別顛倒」 異世界

愛情電影《遇見你之後》正式宣布6月3日浪漫上映，提前鎖定

端午節戀愛假期。影片由侯祖辛執導，黃堯、劉迅領銜主演，講述了

在浪漫之都羅馬相遇的戀人之間充滿甜蜜與遺憾的愛情故事。首發曝

光的「遇見真愛」版先導預告中，幸運相遇一見傾心的戀人，卻不得

不面對殘酷現實帶來的勇氣考驗與遺憾選擇。

電影《遇見你之後》以充滿浪漫氣息的「永恆之城」羅馬為背

景，講述了彭柏楊（劉迅飾）與黃曼曼（黃堯飾）在經歷短暫的甜蜜

相處彼此心動後，卻出人意料地遭遇了現實考驗的故事。是勇敢相愛

還是敗給現實？這對因緣分幸運相遇的戀人將面臨艱難選擇。

首發的「遇見真愛」版先導預告中，這對戀人在熱情與浪漫的

戀愛之城，從相遇、相識到相離，經歷了遇見後的激情，又被拉回現

實。「遇到自己真愛的人到底是什麼感覺？」對的人遇上了，是不是

就不會再錯過？預告結尾處的「淚彈」台詞：「你說想跟我在一起，

也是假的嗎？」耐人尋味，牽動人心。面對謊言與真愛的雙重考驗，

兩人的愛情命運走向又將如何，這段「最幸運是遇見你，最遺憾是錯

過你」的愛情之旅能否收穫美滿結局，還請拭目以待。

今日片方宣布影片正式改檔6月3日端午節檔期上映。錯過了五

一假期，卻渴望異國浪漫之旅的情侶觀眾，不妨到影院觀看的這部邂

逅浪漫的愛情電影，體驗一個不可錯過的完美戀愛假期。

影片主演黃堯和劉迅兩位90後新生代演員，因在《過春天》與

《半個喜劇》中各自的出色演繹，圈粉了不少觀眾。談到這對「浪漫

甜蜜CP」的表現，「才女導演」侯祖辛表示：「在現場拍攝時，看

到兩位主角黃堯和劉迅產生的火花，似乎真的看到了愛情。而當我們

遇見愛情時，也許起初都不敢輕易走出自己的舒適圈，會退縮也會猶

豫，但也許就會錯過，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每一對戀人心中都一座

屬於彼此的戀愛之城，希望大家都能在那裡不負遇見，勇敢去愛。」

《遇見你之後》
「甜蜜」 定檔6月3日

黃堯劉迅上演浪漫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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