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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热线

“我要跳楼。”年轻人的声音伴随呼啸的

风声，从听筒传来。

张芸握着话筒，“您好我是抖音安全中心

......”刚说一半，就被对方打断了。张芸25岁

，是抖音救助与关怀团队的员工，这句话她已

经重复过无数遍。通常，有轻生倾向的人情绪

激动，但这一次，电话另端的年轻人语气冷静

得令她感到恐怖，他说自己“后事已经安排好

了”。

“我知道你想报警，但是我实话跟你说，

你不要让我见到任何警察。”发现张芸试图问

自己的地址，年轻人的语气冰冷中透着威胁，

“不然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张芸赶紧转换话题。经过一番循循善诱，

对方终于开始倾诉。他是黑龙江人，目前在广

东打工。一年前，他跟领导吃饭，领导把他打

了一顿，说“打你是为你好”。年轻人说，自

己是挨打的人，但不仅丢了工作，赔了钱，还

摊上刑事官司。因为不甘于案件的最终判决，

他频频上诉，没一次成功，因此更觉世道不公

。

年轻人将自己登上天台的视频发到抖音，

被系统识别，触发了自杀干预流程。随后，风

险组研判，他的自杀风险等级较高，需要尽快

定位，以便协助警方进行生命挽救。

眼下，对对方进行心理干预，获取定位信

息，是张芸最紧要的任务。她迅速在脑子里理

了理他的人生故事，发出询问：“那你......打

算把案件托付给谁呢？”

得到“好朋友”的答案，张芸继续问，没

有托付给你的家人吗？

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点烟的声音。张芸微

微松了口气，她觉察到，对方的寻死欲松动了

。

透过听筒，张芸听见，年轻人的烟一根接

一根，诉说不停。他的母亲年近六旬，随他在

广东生活，母子相依为命。她进一步旁敲侧击

，“案件一年多你都没有解决，现在想把它交

给同龄的朋友，他不是当事人，要怎么解决呢

？亲人或许有权利参与你的案件，但是你的妈

妈，她年纪大了，也人生地不熟的，你觉得能

解决吗？更何况，如果你真的轻生，她还要承

受丧子之痛......”

对于被具体事件所困，思维清晰、状态理

智的寻死者，让对方意识到“死亡并不是解决

问题的方法”，是有效的干预方法。

年轻人沉默了几分钟。显然，死亡并不

能很好地解决他的人生困境，反而会给生者

带来无尽负担苦楚，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最后，他也认可，解决这件事不只有死亡

一条路。

团队担心他还有自杀想法，再次联系当地

警方，同步与他沟通获得的信息和情绪状态，

方便警方快速进行营救。

在抖音救助与关怀团队，和张芸一样负责

危机干预的外呼专员有9名。这个岗位不能离

人，他们的办公区域24小时亮着灯，保障无论

昼夜，只要有需要干预的案子，都可以立即响

应。

入职以来，张芸摸索出某种规律——

“emo”总在深夜时来临。入夜后，需要进行

危机干预的用户明显比白天多，最多的时候，

一晚上会接到8个需要干预的案子。

轮值夜班，张芸反而更亢奋。曾有一晚，

为了有效报警，她花了整整4个小时，在一位

用户的主页下翻找定位信息。当时，这位用户

发布了一张含有可疑白色药片的照片，配文伤

感，此前他发的数十条视频，配文也全是“失

去爱情”的疼痛文学，看起来，是个很重感情

的人。

因陷入情感纠葛而产生自杀意愿的用户，

在张芸经验里占据多数。她逐个排查这位用户

以往的视频，发现在一则展示彩票凭证的视频

里，彩票尾部印有某镇字样。她顺利联系上当

地警方。

捕捉对世界的留恋

打开抖音，在搜索框里键入“自杀”，会

跳出一行字：世界虽不完美，但我们仍可疗愈

自己。下方，附着全国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的

电话号码。

随着用户量的快速增长，抖音这套自杀干

预系统与现实社会嵌入得越来越深。系统基于

算法，结合人工研判与外呼干预，联动起全国

公安机关，以有效、快速地拯救生命为执行逻

辑。

2018年4月，抖音AI Lab团队就训练出一

个自动识别高危问题内容的模型。经过模型抓

取和人工甄别，可有效筛出含有自杀风险的信

息。那时候，心理关怀团队和其他平台一样，

发现潜在危险后，会为用户进行代报警。

实际操作中，团队意识到这套自杀干预体

系还需完善。有时候，仅凭一则危机内容，难

以获知用户真实姓名和当下地址，没法为警方

提供足够的有效信息。

团队咨询行业专家和心理学教授，专门定

制了一份自杀干预外呼话术文档。这份文档

9859字，有358处话术节点，曾经大改了4次，

合计修改933处。文档覆盖了绝大多数可以想

象的自杀动机，针对不同的场景，用户的多种

情绪状态，都有合情理的应对方式。

有轻生倾向的用户，往往正处于极端情绪

中，因此，当电话拨通，跟用户说的第一句话

尤为重要。花了一个多星期，团队数次修改开

头语，还专门找心理专家提了意见。这段话要

表明抖音身份，核对对方身份，说清信息获取

方式，表明来意，了解情况，最后提供帮助。

在不刺激用户的前提下，团队希望尽可能

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确认患者的身体和精神

状态、当下的地理位置，提高代报警的有效性

。为此，他们把需要获取的用户信息点也分了

优先级。

但人非系统，实际外呼时，仍需随机应变

。团队发现，有时候，用户需要的更多还是

现实层面的诉求。比如，处于家暴中的女性

想要寻找免费的法律支援，被裁员、被欠款

拖垮生活的人，需要劳动仲裁的相关科普。

总之，团队要让用户意识到，能够选择的不

止一条绝路。

林原27岁，今年3月加入抖音救助与关怀

团队。这之前，她在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做过多

年的心理咨询师。结合实际应用和过往的经验

，她在专家团队工作的基础上，对外呼话术文

档做出了适当调整。

在医院工作时，林原遇到最危急的情况，

是一个来访者，当着她的面露出“开心”的笑

，转眼走出咨询室就要跳楼。

分别时，林原就感觉不太对劲。她观察来

访者的面部，嘴巴虽然在笑，但肌肉没有带动

眼睛，让人觉得，笑容是假的，肢体状态也有

违和感。

咨询师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林原追了出去

。来访者站在窗边，正要往下跳。她赶忙过去

拉。

做自杀干预，极端紧急的情况是常态，这

时候，咨询师的敏锐，是真的可以及时救命的

。

有次，一位孕妇坐在自家阳台上拍视频。

一双脚伸出阳台，在半空晃荡着，底下有20层

楼高。她说，自己要跳下去。

林原拨去电话时，孕妇正处于崩溃中，听

筒里风声强劲。

“外头风挺大的，要不你先进屋休息会儿

，阳台没有靠着的地方，腰多累呢。”孕期腰

酸腰困，腿也容易肿，虽然自己没生过孩子，

但林原能想象到一个孕妇在阳台上坐久了会不

舒服。

感受到了林原细致入微的关心，孕妇很感

动，离开阳台，心里话倾涌而出。跟丈夫结婚

，她背井离乡，没想到老公在外还有暧昧关系

，婚后数年从不关心她的情绪，觉得往家拿钱

已算仁义。她想不出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聊天过程中，林原留意到，孕妇家还有5岁

的大女儿，可能是她对世界唯一的留恋点。她

便有意将话题转移到孩子身上。聊了40多分钟

，警察赶到，林原紧绷的神经才算松懈下来。

入职至今，林原参与的真实自杀干预有66

起。每通自杀干预的电话，时长几乎都是1小

时起，最多不超过1个半小时，她会捕捉到用

户对世界的留恋点，接着温和而精准地，沿着

那个希望的口子，撕出一片光亮来。

共情，而不是同情

像一面照向深海的巨大镜子，透过自杀干

预，能够窥见人们心底的忧难。

一个17岁的女孩在抖音写下遗书，说，感激

爸爸妈妈，以后请好好对待妹妹。女孩的账号从

2019年开始发视频，一共发了40来条，张芸从头

看到了尾。最初的视频都是非常欢乐的，停更一

段时间后，视频中出现了医院、轮椅。

暂停更新的日子里，女孩的脑部病变，她

开始脱发，腿部也发生萎缩，只能坐轮椅活动

。治疗花了很多钱，女孩觉得自己是个拖油瓶

，从高中辍学了。而只需稍往前翻两下，就能

看见女孩刚入学时高高兴兴的视频。

那则遗书，看起来是思量已久的决定，张

芸最终也没能联系上女孩。

还来不及惋惜，又一则自杀干预进线了，

也是个在抖音上发遗书的未成年少女。

电话接通后，少女语言表达清晰，但说起

父亲对自己如何恶语相向，仿佛在说别人的事

情，语气冷淡。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少

女已经停学了。她用大闹一通的方式让父母带

自己去医院，被诊断为中重度抑郁症、重度双

相情感障碍。然而，父母不认可医生的诊断，

没有把心理疾病合理化，觉得她“就是矫情”

。

张芸开解她，“听你说被诊断为重度双相

障碍，能理解那种生活不被自己掌控的感觉。

emo的感觉总是猝不及防地到来，就像得了感

冒会有发烧流鼻涕的症状。现在你得病了，有

时候很丧，开心的时候又觉得没事了，这是很

正常的。”

另一方面，张芸也能理解少女父母的想法。

还没上大学的时候，她自己的双亲对普遍常见的

抑郁症都不甚了解，单纯觉得可能就是最近心情

不太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父母还说，他们那

个吃不饱的年代，哪有这种矫情病呢。

怀揣着对于心理学的好奇和热爱，大学时

，她走上了应用心理学这条路。每每放假回家

，都要和父母交流对所学知识的看法，试图改

变他们对于一些病症的恐惧，和“不敢言”的

想法。

很多有轻生倾向的用户其实并不存在长期

心理障碍。只不过，由于特定的某些事件，他

们在人生的某个时间段里，自己把自己困住，

情绪发了一场高烧。

而引起人们情绪高烧的原因多种多样。一

位60多岁的老人，因为在网络上发表对林生斌

案的不同意见，遭遇了这个年纪难以承受的网

暴；一位54岁的父亲，欠下巨额高利贷，走投

无路之下想到寻死；一名从山村里考出来的有

为青年，做生意失败后觉得愧对父母的期望，

且无论他如何努力工作，对负债来说都是杯水

车薪；一个青春期的男生觉得人生完蛋了，他

发现自己竟然喜欢上了一个男人.......

每一位干预人员，都会站在对方的角度，

去理解用户产生轻生想法的原因，与他们的情

绪共鸣。这样，对方才会吐露更多细节，自己

才能找到对方与世界的情感连接点。

表达上，也得把握尺度，要共情，不能同

情。

如同帮慢性炎症患者在表层降温，一通自

杀干预电话，只能暂时冰镇他们的痛觉，让情

绪不在原地升级爆发，但没法挖掘体内真正的

致热原，更难修复生活带给他们的经年累月的

瘢痕。

最快乐的人

在抖音救助与关怀团队，有像林原、张芸

这样心理学背景的员工，也有人此前一直从事

互联网工作，通过危机干预第一次触碰心理学

领域。这份工作，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后者对自

杀心理的认知。

对自杀行为，容易存在两种理解，可能会

觉得，既然对方言之凿凿说要自杀，自己肯定

救不活了，或者觉得对方选择发文让大家看到

，肯定是不想死。这两种都是误解。呼救的人

并非没有求死欲，有求死欲的人，也不一定就

救不了。

当含有自杀风险的内容触发自杀干预系统

，研判团队会先对有自杀倾向的用户进行风险

等级评估。发布内容显示正在自杀进程中的用

户，属于最高危等级，比如正在喝药、割脉或

烧炭，需要立即进行干预。

其次，是还没有明确自杀动作，但能看到

明显自杀意图的用户。比如，发布消极言论，

展示旧伤口，会被判定为有潜在自杀风险。再

低一级，就是宣泄负向情绪的用户。但无论自

杀倾向者发布的内容处于哪一风险等级，研判

团队都会从严判定，最大程度地挽救生命。

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用户是非真实自杀

。见过的危机案例多了，张芸可以大概率地从

内容上辨别，用户是真喝农药还是假喝，“拿

装了农药的瓶子，胳膊肯定得用力，但瓶子里

没东西的话，他就很轻易地拿起来了。”

一个阿姨直播喝农药，像张芸说的那样，

“很轻易地”把一大瓶农药抬起来，喝的时候

堵着瓶口，嘴里明显含着东西，“喝完”，嘴

角吐出一点白色液体，然后躺在床上开始抽搐

。

张芸判断这是假喝，“农药液体颜色不是

白色，起作用没那么快，并且，喝完农药也不

是抽搐的症状。”

2021年10月，抖音升级了自杀干预专项。

安全、审核、干预、AI Lab团队共同参与，将

自杀识别和干预工作机制化，从用户发布的内

容着手，识别出有自杀倾向的用户，将自杀风

险干预工作前置，进一步防止自杀事件的发生

。除了自杀人群，这个专项团队还关注诈骗、

拐卖、网暴等风险治理和保护，让使用抖音的

人们都能够安心、放心。

正式上岗前，抖音的自杀干预员会先进入

工作的“灰测阶段”，外呼干预时，会有经验

丰富的老师旁听，适时提供帮助。

一位新同事，在灰测阶段就哭了。她先是

担忧自己不能顺利救到对方，而后过于投入，

对自杀倾向者产生同情，情绪激动。老师在旁

疏导，自杀干预是平台跟警方一起合力做的事

情，我们在每个环节都有伙伴，每个动作都参

与了救助，压力不在个人身上。

长期接触高危个案，再乐观的人也难免会

受影响。不定期地，抖音救助与关怀团队内部

会举行心理沙龙，避免大家有负性情绪堆积。

其他部门的同事，调侃救助与关怀团队是

“活佛”，每天都在度人救命。而度人亦在度

己。尽管这份工作永无截止日期，但在公司，

他们几乎称得上是最快乐的人。一次次的生命

援助，确实不断提示了生命的唯一和脆弱，但

他们也因此发现，人的心灵是如此具有弹性，

跌落谷底的时刻，如果有人帮忙拍拍灰，还是

能站得起来的。

自杀干预小队，一晚上接了8个电话
用抖音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分享喜悦，就有人展示伤口，甚至绝望。全

世界每年超过80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未遂的人群更为庞大。他们也会进入网

络空间，试图最后抓住些什么，这让抖音上的自杀干预小队有了拯救生命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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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最早开始考虑择校问题，是在小孩读幼

儿园中班的时候。

一旦开始关注这件事，就会发现在上海有

非常多的选择，多到你分分钟产生选择困难症

。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原来小孩才5岁的时候

，爹妈就得考虑他以后到底是打算去清华北大

，哈佛耶鲁，还是剑桥牛津。因为体制内和体

制外是不同的路线，即使同是体制外，英国和

美国体系也是不同的。

道路千万条，从小学就开始分岔。

经过慎重的考虑，冒着劈叉的风险，我选

择了沪上一所很有名的双语学校。希望能一站

式全包。因为它既提供包容和多样化的成长环

境，鼓励小孩全面发展，又采用了上海的教材

体系，保留体制内的学籍，理论上可以去参加

国内的中考和高考。

但这样的想法只是看起来很美。毕竟一

天只有二十四小时，每天在学校也就是早上

八点到下午四点，而时间用到哪里都是看得

见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人，他自己是

那么的普通，但是他对自己的小孩是那么的

自信。觉得进了所好学校就能快快乐乐地发

展特长，同时还英语拳打 PET/KET 和 Toefl，

数 学 脚 踢 学 而 思 和 AMC， 再 顺 手 拿 几 个

STEM和体育的奖项。

很遗憾，这样的学校不存在，这样的小孩

可能有，但他们都有一个名字——别人家的孩

子。

我们都想有别人家的孩子，你的孩子却想

要别人家的爸妈。其实大家在公司里都特别的

专业，说话又好听，各个都是人才。但是我们

在家里，是不是有同样 lead by example, 建立

清晰的 vision 和 mission, 帮孩子制定合理的有

挑战性的目标，并激励和帮助他们实现成功呢

？我们在公司里天天讲Diversity & Inclusion，

但是有在家里建立有包容性的环境，教会孩子

认识到无意识偏见的存在和同理心的重要吗？

很可惜的是，我们都是普通人，理论总是

联系不到实际，往往一通学习猛如虎，等到实

践二百五，而且还特别容易焦虑。我估计全世

界最容易焦虑的就是两个群体，一个是所谓中

产阶级，一个就是当爹妈的。身为中产阶级老

父母，两样都占了，听完讲座不焦虑一下，你

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家打招呼。

当然我们今天不贩卖焦虑，升学路上也并

没有一个所谓最好的选择，条条大路通罗马，

哪条路都不好走。我们能做的，只有根据自己

孩子的情况，为他寻找可能最适合的学校，制

定最合身的策略。读什么样的小学初中和大学

不是教育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你想要你的孩子

怎么成长，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拿我的孩子来说，我们希望他在一个宽松的

环境里有勇气做各种尝试，能够放松地表达自己

，成为一个自驱、自信且能帮助别人的人。

02.

如果你想走英国教育路线，那我只有一条

建议：规划要趁早。

这里也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英国的学制。

如果说英国有一所 dream school，全世界的人

都想去读，它既不是伊顿哈罗，也不是牛津剑

桥，而一定是霍格沃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

意过哈利波特是 11 岁去魔法学校上学，一共

读了7年。这是为什么呢？巫师和麻瓜的世界

真的这么不一样吗？

事实上，JK 罗琳几乎是照抄了英国的学

校体系。11 岁不只是霍格沃茨的入学年纪，

更是许许多多英国公立体系中的精英文法学校

和私立体系中女校的入学时间点。

英国的学制和中国没法一一对应，只能有

个大概的对照。他们 5岁开始读 year 1，比中

国入学年龄早了一年。如果想要读好的中学，

就要在 7 岁的时候考入好的预备学校（Prep

School）。而 11 岁开始是 Key Stage3，一定要

对应中国学制的话，可以算是初中。

刚才说了，11岁是公立精英文法学校和私

立女校的入学时间点，私立男校则要晚两年，

13 岁才入学。16 岁算是高中，几乎所有学校

都会放出一些名额，但是相比 11岁和 13岁这

两个主要入学时间点，16 岁的录取名额要少

很多，录取难度也大大增加。

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下英国的男女校传统。

整体来说，私立学校的质量更受推崇，英

国的学生入读私立学校的大概只有 7%，但是

顶级大学的大部分学生都来自这些私校。这里

有两个数字，50%和 50%。第一个 50%是说，

牛津剑桥有些学院里超过50%的学生来自私立

学校。第二个50%是说，在最好的私立学校里

，可以有50%的学生考入牛津剑桥。这点其实

也很受英国人诟病，各种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

。

大家可能听过所谓九大公学，这个名字很

有误导性，其实所有的公学都是私立学校，而

且大多数是单一性别学校，这也是英国的一个

传统。像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都是男校，13

岁入学。女校里比较著名的如威雅公学 Wy-

combe Abbey，11岁入学。

出演学霸赫敏的Emma Watson 自己也是学

霸，她读的也是女校。威斯敏斯特公学则比较

特别，低年级的时候是一所男校，13 岁入学

，但是从 16 岁开始也会招收女生，变成了男

女混校。16 岁差不多就是进入英国中学体系

的最后时间点。

可能因为小巫师的人数较少，所以霍格沃

茨是一所男女混校 （Co-ed）。说到这里，不

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哈利波特是怎么被

霍格沃茨录取的？在收到猫头鹰送来的录取通

知之前，他本人对这所魔法学校一无所知，而

他的监护人姨父一家显然也不希望哈利去魔法

学校就读。那么究竟是谁帮他递交的申请，又

是什么时候递交的呢？

其实英国的学校有个特点，申请开始得早

，结束得也早，越是好学校越是如此。很多公

学都要提前至少两三年申请。以我家小朋友为

例，他申请的是男校，对应的入学时间点是

13 岁，但他 10 岁就必须完成注册。我们是

2019 年 6 月赶在截止日期之间提交的申请，

2020 年上半年拿到的 offer, 而小朋友实际上要

等到2022年 9月才会入读。

我昨天打开其中一所男校的官网查了一下

，现在是 2021 年 1 月，而大家可以看到他们

2023年入学的申请通道已经关闭了。如果你的

孩子是男生，在 2010年 9月到 2011年 8月之间

出生，并且有意就读这所公学，那么你们还有

大概6个月的时间完成申请注册，这样可以让

他有机会在2024年 13岁的时候入读9年级。如

果你要入读女校，还要再相应的往前推两年，

因为女校入学年龄是11岁。

所以英国申请一定要早做打算，不要错过

关键的时间点。事实上很多家庭会在小孩出生

不久就替他在心仪的学校注册报名。我们有理

由相信，Lily 和 James 非常希望哈利长大也能

去读他们的母校，因此很早就向霍格沃茨递交

了他的申请资料。

霍格沃茨采用传统的寄宿制。哈利波特只

有在假期才能回家，说明它是一所全寄宿制学

校（full-boarding school）。除了这种全寄宿制

，还有一种周末可以回家的寄宿学校，叫做

weekly-boarding school, 如果是走读的话，则称

为 day school。很多私立学校采用严格的全寄

宿，但也有些提供多样性的选择，比如 Ton-

bridge School。

在寄宿制学校里， 每栋宿舍被称为一个

House， House Head 的作用非常大。我们可能

不太能理解，其实这个 role 绝对不是中国大学

的宿舍管理员。如果对应到霍格沃茨，这所魔

法学校一共有 4 个 house, 格兰芬多的 House

Head 是麦格教授，斯莱特林的Head 是斯内普

。他们都是既有实力又有声望，而且在学校担

任重要教职，会从各个方面给自己House 的孩

子专业的支持和帮助。

而学校的课业往往也很繁重，霍格沃茨的

小巫师们在 15岁和 17岁的时候要分别通过普

通巫师等级考试和高级巫师等级考试，这个完

全对应了现实中的GCSE 和 A-level。内容太多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展开讲。

在哈利波特的第一集里还有个有趣的情节

，麦格教授偶然发现哈利波特在魁地奇上很有

天分，她特别兴奋，直接闯进别的老师的课堂

，就为了推荐哈利做自己House 的找球手。的

确，英国学校特别崇尚体育精神，往往是体育

第一，学习第二，他们眼里最优秀的学生不是

学霸赫敏，而是魁地奇小能手哈利波特。

很多学校有自己独特的传统项目，魁地奇

并不是最古怪的那个。哈罗足球在泥地里进行

，比赛用的球也和一般的足球大相径庭。伊顿

除了 Eton Five，还有一种叫 Wall game 的比赛

，这玩意规则诡异还特别难进球。我查了一下

，上一次有记录的进球还是在 1909 年。当然

也有一些学校的特色运动流传开来，比如英式

橄榄球Rugby就起源于Rugby公学。

03.

在我家，小孩花时间最多的也是体育。

体育带来的专注力，体能和适应力能让孩

子在最短的时间里高质量的完成学习，灵活和

协调性则有助于提高乐器练习的效率，节省下

来的时间又可以用在体育训练和大量的阅读上

。

我们没要求过他拿一百分，因为把一件事

情做到95分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和把它做到100

分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在他这个年纪，在深度

和广度中我们选择了后者。

申请英国中学的时候，我才知道这种小孩

其实有个专门的词来形容，叫“all-rounder”。

All-rounder 像摊蛋饼一样向各个方向发展

，单项上就不够突出，不是国内特长班和特招

最青睐的孩子。高考的话也不占便宜，因为太

多的精力和时间花在课业之外了。但是我很高

兴我的孩子能自由生长并探索各种可能, 有机

会“develop full potential”。当他年龄更大一

些时，能更好地专注在自己真正的兴趣和天赋

所在。

幸运的是，我们申请的几所学校还都挺喜

欢这个类型的孩子。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以某项

突出的特长来脱颖而出，不管是学术，音乐还

是体育，都可以获得成功。

北大学霸妈妈：从孩子5岁起，我就在规划他的留学路....

英国最顶级的精英私校如伊

顿和哈罗，是很多家长心中的

“梦校”，但想要真正踏入这些

顶级学府并不容易，需要经历一

系列的笔试和面试，通常提前3-4

年就要开始准备，每年拿到offer

的内地学生数量也很有限。上海

曾有一名就读双语学校的小朋友

成功获得英国顶尖公学的录取，

而在此之前，这所公学已经有好

几年没有录取内地学生。很多家

长都想知道，什么样的孩子才能

收获顶尖公学青睐？今天北大毕

业的学霸妈妈，分享她对于兴趣

培养和升学规划的一些体会。

今年我家小朋友很幸运地拿

到了几所英国顶尖公学的 offer,

身边有朋友建议我来分享一下经

验，作为在申请路上跋涉过的人

，我非常清楚这其中的不容易，

也很愿意对其他的家庭有所帮助

，但同时我也感觉战战兢兢。

一个是因为我很清楚自己不

是教育专家。孩子成绩好绝对不

等于妈妈懂教育，这点我深有感

触。我妈就从来没有管过我学习

，但在我考上北大之后，大家都

觉得她就是方圆十里最会教小孩

的人。其实她讲的很多东西在我

看来颇有误人子弟的嫌疑。比如

她说吃海参强身补脑考得好，大

家就一窝蜂去买海参，带货能力

堪比李佳琦。

其次是因为孩子还小，最好

还是不要乱立人设，容易打脸。

因此我想尽量说一些比较客

观的东西，比如之前申请的时候

做的一些功课，肯定不会适用所

有人的情况，请大家有选择地听

听吧。



美國法官表示願意在特朗普家美國法官表示願意在特朗普家
搜索案中挖掘特別大師搜索案中挖掘特別大師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
聞泉深】週四，一名聯邦法官
似乎對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任
命一名特別負責人來審查聯邦
調查局八月份從他家中沒收的
文件的請求表示同情，儘管她
拒絕立即就此事作出裁決。

在西棕櫚灘舉行的一次聽證
會上，美國地區法官艾琳·坎農
向司法部施壓，說明為什麼司
法部反對任命一位特別主管，
一個獨立的第三方，有時由法
院在敏感案件中任命，以審查
律師-委託人特權可能涵蓋的
材料以確保調查人員不會不正
當地查看它們。

特朗普任命的坎農問道：“歸根結底，委派專人審查這些材料有什麼害處？”
“我想從政府那裡得到什麼——除了推遲調查之外還有什麼危害？”
她還建議，她可以製定一個可行的例外，允許美國情報官員在刑事調查繼續進行之前，在任

命特別負責人之前繼續進行他們的國家安全損害評估。
她問聯邦檢察官：“如果允許特別主管繼續進行而不影響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出於情報目的

的審查，但暫停在刑事調查中對文件的任何使用，你的立場會改變嗎？”
坎農還表示，在媒體機構向法院提出動議以將其公之於眾後，她將公開一份更詳細的聯邦調

查局在特朗普家中查獲的財產清單。
週四的聽證會是在檢察官公佈有關他們正在進行的刑事調查的新細節後不到兩天，他們正在

調查特朗普是否非法保留政府記錄，並試圖通過向聯邦調查局隱瞞其中一些記錄來阻撓政府的調
查。

檢察官在提交的文件中透露，特朗普的代表錯誤地證明已經進行了徹底搜查，並且所有政府

記錄都已歸還給政府。
該認證是在 6 月 3 日作出的，當時三名 FBI 特工和一名司法部高級官員在大陪審團發出傳票

後前往海湖莊園取回所有剩餘記錄。
在那次訪問期間，檢察官說特朗普的律師從未聲稱他已經解密了任何材料，他們在一個雙面

膠帶的信封中交出了 38 頁標記為機密的頁面。

然而，他們說，他的律師同時也禁止政府調查人員打開或查看特朗普保存在他的一個儲藏室
裡的一些盒子。

在聯邦調查局發現可能阻撓的證據後，該部門最終決定尋求法院批准搜查令。
檢察官說：“政府發現證據表明，僅限於儲藏室的搜查不會發現該處所的所有機密文件。”
“政府還發現證據表明，政府記錄可能被隱藏並從儲藏室中移走，並且很可能已採取措施阻

撓政府的調查。”
聯邦調查局最終於 8 月 8 日

搜查了特朗普的家，找到了 33
多個盒子和其他物品，其中包括
100 多頁標記為機密的頁面。

特朗普的最新律師、前佛羅
里達州副檢察長克里斯·基斯週四
首次出庭，並向法官提出了特朗
普的一些論點。

週四，他向坎農確認，這位
前總統希望保護受行政特權法律
原則約束的材料，該法律原則可
以屏蔽一些總統通信。

基斯告訴她：“問題是，我
們無法獲得實際材料。”

但司法部辯稱，這樣的說法
是不合邏輯的，案件不需要專門的大師。

該部門反情報部門負責人傑伊·布拉特說：“特朗普不再是總統。而且因為他不再是總統，他
無權拿走這些文件，他非法持有這些文件。”

檢察官還表示，該部門的過濾小組（一組不參與調查的特工）已經審查了這些材料，並確定
只有有限的人數可能受到律師-委託人特權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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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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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資深貸款顧問王潔為您支招貸款購房技巧資深貸款顧問王潔為您支招貸款購房技巧：：
這些事情最好不要做這些事情最好不要做

01. 從信用卡借出大筆金額
在申請貸款期間，不要從信用卡借出大筆金
額！它不僅會增加你的負債率，還會降低你
的信用打分，進而可能導致你原來已被批准
的貸款申請被拒。
02. 離職

不要在申請貸款期間從任職公司辭職！
即使你到了簽署最後文件的那步。假如貸款
銀行是根據你的收入狀況作為貸款審核的條
件，你必須在貸款行最後放款時，仍在原公
司就職。要知道貸款行可能會在放款之前再
次打電話給你的雇主來確認。
03. 換工作

不要在申請貸款期間換工作！即便新工
作的薪水與前工作薪水相同，甚至更多，它
還是會增加你完成房屋貸款交易的複雜性。
一些貸款行會在你開始新工作30天之後才
提供貸款，這會拖延你購房成交的時間，也
可能讓你支付昂貴的罰金，來延長你鎖定利
率的有效期。
04. 降低薪酬

不要在申請貸款期間降低你的薪酬！假
如貸款期間你剛好申請了減少工作時間，或
者降低基薪從而換取更高的佣金或獎金，貸

款行只會以低的基薪計算，因為佣金或獎金
必須有兩年曆史才能被考慮。
05. 買新車

不要在申請貸款期間去買新車！即使貸
款行已經有了你的信用報告，他們通常還是
會在放款之前，再次更新你的信用報告，查
看你是否有新的債務，並重新計算你的負債
率，來確定你是否仍然符合貸款標準。
06. 購買新的家電設備

在你拿到貸款之前，請不要急著購買新
的家電設備！如冰箱、洗衣機、烘乾機、家
具或是其他高價物
品（如新的訂婚戒
指、結婚禮服、名
表等），理由同上
。
07. 忘記支付賬單

不要忘了及時
支付賬單！最近的
逾期付款會對你的
信用分數產生重大
的負面影響。
08. 頻繁轉錢

不要在你的資

產賬戶間頻繁轉錢！不管是
從現金賬號轉入儲蓄賬戶，
還是從股票賬號轉到現金賬
號，都需要解釋原因和提供
轉賬記錄。
09. 存入大筆存款

不要存入工資以外的大筆
存款！特別是如果你不能
（或無法）提供大筆存款資
金的來源（如大筆現金存款
），這一點尤為重要。
10. 郵寄報稅單

不要郵寄你的報稅單！如
果你在報稅截止日期前後，
購買房產或做重新貸款，你
應該使用電子申報。貸款行
有可能在放款之前，要求從
國稅局獲得當年申報的稅務

單 (Tax Transcript)，郵局郵寄會拖延稅務單
的處理。
11. 同時進行另一個貸款交易

不要同時進行另一個貸款交易！如果你
同時申請房屋貸款，或購買租賃物業或度假
房產，貸款行會要求知道新物業的所有細節
（本金、利息、稅金、保險、市場租金等
） 以確定你是否仍然符合貸款條件。
12. 出售你將做抵押貸款的房屋

如果想申請重新貸款，請不要出售你將
做抵押貸款的房屋！大多數貸款行不會為上

市的房屋提供貸款。
13. 使用超過10%的信用卡額度

如果你的信用評估分數在符合貸款標準
的邊緣狀態，請勿使用超過10%的信用卡限
額。否則將損害你的信用評估，可能會使你
失去貸款資格，或提高你的貸款利率。
14. 進行一個大的裝修項目

當重新貸款時，不要同時進行一個大的
裝修項目！貸款銀行在你的裝修項目完成之
前是不會給你貸款的。為什麼？他們擔心施
工留置權，而且萬一你的房屋成為法拍屋，
他們將無法出售裝修未完工的房產。
15. 沒通知貸款經紀人就離城

在申請貸款期間，請不要在未通知貸款
經紀人的情況下，因公或因私隨意離開所常
居住城市。

GMCC萬通貸款銀行，是一家成立超過
15年的直接貸款銀行，在全美25個州提供
租賃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GMCC 萬通貸款的資深貸款顧問王潔
（Jessie Wang）可以幫助貸款人解決各種
貸款問題。即使貸款人面臨報稅收入不夠，
首付款不足，或是外國國籍等情況，都能完
成貸款。任何貸款問題，都可以聯繫資深貸
款顧問王潔，請她幫您出謀劃策，量身定制
專屬的貸款方案。
王 潔 （Jessie Wang） 的 聯 絡 電 話 是
832-235-8283。

8月23日，在河南平顶山的一个公园里，发

生了一件稀罕事：多家媒体在公园的人工湖旁进

行直播，在线观看的网友人数，也是超过了3000

万人，那么，这究竟是在干什么呢？

数千万网友围观“抓鱼”，是遇到“水怪”

了？

据悉，原来是在1个多月前，当地就有不少

居民反映，原本公园湖中有不少小鱼，看着它们

游来游去，也是很令人心情愉悦的。

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湖里面的鱼变

得越来越少了，如果说是这些鱼都染病死掉了，

可是却并没有发现成群的死鱼漂在水面上，公园

里的工作人员，也证明湖里面没有出现鱼异常死

亡的情况。

可是，湖里的鱼却眼见着一天比一天少了，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直到后来有居民发现，湖里

面有一个挺大的黑影游动，而且长得也特别奇怪，

就将情况反映给了公园的管理人员，于是，为了搞

清楚湖里的“怪鱼”到底是什么，公园方面耗时近

一个月的时间，才将湖里的水给抽干净。

终于，在8月23日这一天，已经排干水的湖

里，“怪鱼”也终于现出了真身，数千万的网友

也共同见证了捕捉“怪鱼”的这一刻，不过，

“怪鱼”捕捞上岸之后，不少网友也是傻眼了，

因为这条“怪鱼

”长得尖嘴长牙

，看起来就好像

是变异生物一般

。

那么，这条“怪

鱼”究竟是什么

呢？湖里的鱼越

来越少，真的和

它有关吗？

很快，就有人指

出，这条“怪鱼

”是源自北美的

外 来 入 侵 物 种

——鳄雀鳝。它

可是地球上的活

化石之一，早在

恐龙时代，就已

经生活在地球上

了，过去的 1 亿

多年里，地球上

的绝大多数物种

，都经历了大自

然的优胜劣汰，

彻底成为历史，可是鳄雀鳝却一直存活至今，而

且还没有灭绝风险，由此可见，它的确是有点本

领在身上的。

有关专家表示，鳄雀鳝生活在美洲的各大水

域中，是可以和美洲短吻鳄一决胜负的存在，虽

然它生活在水中，但是，不仅可以捕杀幼年的美

洲短吻鳄，还可以吃掉各种靠近水面的小动物。

而且作为纯粹的“肉食主义”，鳄雀鳝还是

天生的好胃口、不挑食，只要是任何它能捉到的

活物，它都能吃进肚子里，如果不是美洲水域中

有美洲短吻鳄和它互相遏制，那么，当地的生物

多样性，早就被鳄雀鳝破坏掉了。

因此，作为外来入侵物种，鳄雀鳝在美洲大

陆之外的地方，就是完全的没有对手，因此，它

们也是全球公认的“生态杀手”，因为它所到之

处可谓是“片甲不留”，会吃掉水里，以及任何

靠近水面的活物。

这也是为何平顶山的居民发现公园湖里的鱼

，一天比一天少的原因，就是因为都被湖里的鳄

雀鳝给吃掉了，而且如果不是后来被人发现了它

的身影，没有将它及时捕捞起来，那么，用不了

多久，湖里的鱼就会彻底绝迹了。

要知道，在我国很多地方，鳄雀鳝都曾经这

么做过，例如2018年，我国广东一个湖里的锦鲤

，突然就神秘消失了，后来经过调查，最终在湖

里捞出来一条鳄雀鳝，显然，就是它给满湖的锦

鲤都吃光了。

为何中国会出现鳄雀鳝？

说起来，这并不是平顶山第一次从湖里捞出

鳄雀鳝，早在去年和今年7月，就已经从中央公

园的湖里，捞出过多条鳄雀鳝了。

它们不可能从美洲游到我国，自然，中国各

地水体中鳄雀鳝的出现，原因也就只剩下了一个

——是被人放生到水里的。

至于为何会有人这么做，这需要从上世纪末

说起，当时鳄雀鳝作为观赏鱼进入中国，虽然长

得丑，但是却也被不少人养来当“宠物鱼”，可

是鳄雀鳝本来就是“大块头”，成年后的个体长

度能超过3米，而且它们非常凶狠，还会咬人，

所以，不少人养了一段时间，眼看着鱼缸已经装

不下鳄雀鳝了，就会将它们给放生掉。

可是，这种私自放生却很容易酿成大祸，一

方面是鳄雀鳝会咬人，前几天我国江苏就有一名

男童，在小区景观池玩耍的时候，被池里的鳄雀

鳝给咬伤了。

另一方面是它们可是“吃绝户”的存在，在

野外水体中定居下来，用不了多久，当地的生物

多样性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无论是处于安全考

虑，还是处于保护环境的角度考虑，都不建议大

家饲养鳄雀鳝，特别是私自放生的行为，更是不

可取的。

因此，大家如果在任何水体中发现了鳄雀鳝

，都要及时举报，让专业人员捕捞上来处理掉，

否则，它们真的会“遗祸万年”。

河南一湖中出现“怪鱼”，
耗时一个月还在抓，为何那么难捕抓它？



石楚帆，UCLA大三在读。在别人眼中，她

才华横溢，有着光鲜而丰富的履历。然而14岁孤

身来自陌生国度的她，最能切身感受到作为留学

生的不容易，也曾“每天都在做心理建设，防止

随时崩溃大哭”。8年留美，石楚帆并不后悔

——她渐渐学会与挑战和压力为伴，历尽千帆，

愈发强大...

提起留学生中的佼佼者，我们脑中大概会浮

现出几个标签：跻身名校、流利外语、超高绩点

、广泛特长……现就读于UCLA（加利福尼亚大

学洛杉矶分校）的00后女孩石楚帆，无疑吻合以

上全部特点。

然而，抛开自己身上的种种光环，楚帆从另

一种视角讲述了自己留美8年来的经历和感悟

——她常听到有人说，“留学生一定过得很轻松

吧？”对于这个问题，她只能苦笑作罢——

“从14岁来到美国读高中，如果不是亲身经

历，我也从来没有想象过，原来留学生活根本不

像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

被寄宿家庭PUA，哭着连夜逃走

初中时，楚帆就读于北京的某所民办双语学

校。但双亲因工作需要，得常年待在异地，加上

楚帆一直对外面的世界很感兴趣，索性便和女儿

商议决定赴美留学。

出国那年，楚帆14岁，在国内还只是个初二

学生。由于美国的初中学制刚好是两年，所以转

学后直接衔接到高一。

出于安心求学的考虑，楚帆选择了远离大城

市的佛罗里达州迈尔斯堡，就读于一所知名的天

主教高中。

学校为走读制，楚帆没有其它选择，经中介

安排，住进了当地的一个寄宿家庭，留美生活从

此正式开篇。可没想到，正是这个开篇，成了她

心中久久挥之不去的阴影。

寄宿家庭为4口混血之家，“住爸”是美国

人，“住妈”是西班牙人，然后还有两个年龄比

楚帆大的、在同一个高中上学的女儿。

初来乍到的楚帆，很渴望与寄宿家庭处好关

系，把这里当做真正的家。但刚住进来她就明显

感受到，两个学姐对于自己的存在并没有表现出

多大的欢喜。每当楚帆跟她们搭话，得到的回应

都十分冷淡。

刚开始的时候，楚帆的生活还算正常。她白

天上学，晚上跟住家一起吃饭，同时她也很懂事

，会尽可能地帮住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但后面的故事越来越奇葩。

楚帆的英语基础不错，但毕竟是刚到国外，

在学习方面需要适应期。有时候她不太明白老师

布置的作业，就想着找住家求助。由于西班牙住

妈的英语也不太好，而两个学姐则直接是不理自

己，她就去到客厅，找住爸解答问题。

可没想到第二天，住妈居然单独找到楚帆，

开始了PUA大法。大意是警示楚帆，能不能不要

跟住爸说话，这样会让她的女儿们嫉妒。楚帆虽

然有点不开心，但还是把情绪咽到了肚子里，默

许了住妈没有道理的指摘。

当天晚上则更加过分。住妈不肯轻易饶过楚

帆，于是跟住爸在家里吵起架来。放学回来的楚

帆听到后很紧张，走过去主动跟住妈道歉。可住

妈变本加厉，开始指着鼻子骂楚帆，什么肮脏不

堪入耳的词汇全都用上了。

很难想象，一个成年人会以如此恶毒的语言

咒骂年仅14岁的孩子。

委屈、困惑、愤懑、害怕……复杂而猛烈的

情绪一下子冲垮了楚帆的泪腺。她拨通了妈妈的

电话，当即就收拾了行李哭着逃离了住家。

更离谱的是，这个住妈据楚帆的某位老师说

，后来在连续一年时间内，还一直给学校写信诋

毁楚帆，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8年过去了，楚帆对于这件事仍然如鲠在喉

。她说，留学路上总会遇到很多奇怪的人和事。

只是对她来说，见识得太早了一些。

是不是中介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才会造成如

此误判。但楚帆表示其实不是——中介在推荐住

家时，会做一些背景条件筛选，包括与住家实际

面谈， “可能当时交流起来一切正常，但像性

格和人品这种不太好量化的东西，一时间是很难

发现的。”

楚帆从中得到的教训是，相信他人本性善良

没错，但也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如果再遇到同样的情况，她不会再下意识地

反应“是不是自己做错了”，而是要据理力争，

“我没有做错，你为什么要指责我”；同时，

“如果有人做了什么举动让你感到困扰，一定要

第一时间跟身边的人沟通和求助”。

否则，连夜被气跑，还是显得太被动了。

错过“社会时钟”后，千万不要自我放弃

社会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Social clock（社会

时钟），通俗来说，就是“什么年龄要做什么事

”。对于美高毕业的学生来说，社会时钟就是尽

可能地申请到顶尖学府。

以楚帆在美高的表现来说，申上一所好学校

并非低概率事件。但倘若人生真得没有那么顺利

地按照既定的时钟来走，又当如何呢？楚帆就是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楚帆表示，由于她一直是艺术方面的特长生

，所以在申请大学时，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聚焦到

美国一流的艺术类院校。

艺术院校的申请模式很不一样，不要求标化

成绩，重视作品集。所以在申请期，楚帆把大部

分的时间都花费在打磨作品集上。

这些工作都完成后，楚帆突然在某个节点醒

悟过来，叩问自己，以后是否真得打算以艺术为

业？反复思量之后，她觉得自己不想把一种很纯

粹的爱好当成专业乃至工作。因此在即将迈入艺

术院校的关口，她重重地刹下了脚步。

作为旁人，很难评判楚帆的选择是对是错。

但对于她个人来说，那一刻的决定是发自内心。

当然，选择的代价也很大，因为那个时候，

她已经来不及再改变策略申请到其它学校了。人

生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思考，只是社会时钟从来不

等人——难道，接下来要直接gap一年么？

楚帆最终没有轻言放弃，而是跟家人一道，

寻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先找一所社区学校就

读，然后再通过社区大学转到心仪的院校。

事实证明，社区学校对于因特殊情况错过申

请，或者申请失利的同学来说，确实是一种还不

错的过渡。

美国的社区大学，即Community Collge（简

称CC），可以为学生提供两年制的初级高等教育

。在美国，若想完成一个四年制的本科大学，需

要通过两个阶段的课程学习：

其一为Lower Division，相当于大一大二的基

础教育；

其二为Upper Division，相当于大三大四的专

业课程。

通过这两个阶段后，即可拿到四年制本科毕

业证。

CC在某种意义上，像是四年制大学Lower阶

段基础教育的下放。学生转到四年制大学后，再

攻读两年的专业课，同样可以成功拿到四年制本

科学位。这种转学的衔接度非常高。

通常情况下，CC的转学成功率很乐观（20%

~30%）。但也得看具体专业。像楚帆申请的

UCLA的传播学专业，则属于其中录取率较低的

一种，只有9%左右，这意味着楚帆在CC就读的

很长一段时间，都有种“背水一战”的感觉。

“结果是不可预计的，那时候会想，如果转

不到理想的学校该怎么办？可能连个正常的（四

年制）毕业证都没有。那两年我连回国都不敢，

就是怕这边出了任何问题。”

在CC的课程不少，楚帆直到最后一个学期

才把课上完。她对每堂课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最终，以绩点满分的成绩，成功被UCLA录取。

“您已到达UCLA”

“时钟”总算回归正轨。

与压力做朋友，在一个又一个的教训中成长

成功进入UCLA后的楚帆，欣喜之余，压力

也如潮水般相伴而来。

她很明显地感受到，UCLA的课业内容“难

度一下子拔高了好几层，跟过去已经不是一个级

别了。”

1.压力面前，如何应对？

这可能也是Top级别高校留学生需要面对的

一个共同问题：巨大的课业压力。

对于楚帆来说，文科几乎每节课开始前都会

有上百页的文献需要阅读。而且由于UCLA是

Quater制，节奏相对较快，“不是在赶paper的路

上，就是在final前到图书馆熬夜。”

我们常说学生的自律很重要，但实际情况是

：在UCLA这样的名校，楚帆很明显能感受到一

种强大的“他律”氛围——身边优秀的大神太多

，想要松懈反而是不太可能的。会被一种无形的

力量推着前进。

优秀的同学不仅多，而且还“卷”。就拿拖

延症来说，楚帆承认自己其实是有一点的。但她

笑说，有些“卷王”太令人震惊了，“作业老师

刚布置出来没多久，他们就开始问你写完没有，

离ddl还有两周，他们可能第三天就已经交上去

了……”

在压力应对和精力管理方面，楚帆的回答特

别坦诚，也很简洁：没办法——功课就是很多，

“只能说，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多拼吧。”

刚进UCLA时，楚帆很好强。有一次她因为

考试粗心丢掉了重要的A+，半夜在图书馆门前看

着卷子崩溃大哭。“很自责，也不知道要怎么原

谅自己。”

不过，经历了数不清的挑灯学习后，楚帆说

现在的自己，心态没有以前那么紧绷了。对于压

力，不能一直如履薄冰，最好的方式是学会和解

。

首先，她告诉自己，不要试图去做完美的人

，“我认识到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不可能什么事

情都能做的好，接受自己，爱自己真的很重要，

”所以最佳的状态是，关注自己真正想要深耕的

领域，把精力重点放在这些事情上。

楚帆对传播学，或者说对研究“关系”很感

兴趣，她的很多课外实践也大多围绕于此，近两

年，她还以“十月chufan”为网名，在小红书、B

站等平台上制作视频，以此锻炼更多有关传播的

技巧。

其次，她意识到和压力相处，不能以损害身

心健康为代价。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我放过自

己了，不是最好的也OK，在能力范围内尽力就

可以。”

当卷王们第3天就交上去作业，她允许自己

第5、第6天交。不是第一也没关系，不要和自己

死磕。

2.细节之处爆惊雷

在UCLA，有两件“小事”让楚帆印象深刻

，也算是在留学过程中踩过的几个雷。

第一件事，是关于某节课的paper。

楚帆在做论文引用时，有一处忘记标注出来

，结果在查重的时候，被老师质问为什么和另一

篇论文里的一段话如此相似。这时候，她才意识

到自己漏掉一对括号。

后面老师说得话直接震撼到她：“如果你这

个情况不是平时作业，而是正式的论文，你很有

可能会被直接退学。”

最后，还是在老师的协调下，总算没有记作

学术不端。但这个教训也让楚帆心有余悸良久。

第二件，是“邮件事件”。

楚帆给一位老师发送邮件时，没有注明邮件

的主题（subject），不巧碰到的是位暴脾气老师

，被劈头盖脸地指责“你会不会发邮件？”

她后来表示，在那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邮

件的subject有多重要。在学校，没有人会教这些

细枝末节，但这些细节又往往很关键。

楚帆说：“之前没有学到的，社会总有一天

会来教你。”

这两件看似是细节的经历已经充分说明了，

美国的学术界没有“小事”，不细致，就意味着

要挨打。

对自己留学美国、选择专业的决定是否曾后

悔过，她很坚定地回答，没有。

这么多年在美国独自学习、生活，楚帆表示

，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独立”二字。

“独立照顾自己，租房，买机票，申请学校

，硬着头皮跟别人打交道，从生活到学业的一切

都需要自己规划……”

独立，还意味着对自己的选择有清醒的认知

，并愿意为之负责。

就拿楚帆就读的传播学来说，她自己也明白

，相比理工科，它不是一个很“吃香”的专业。

但她现在不会想着会不会失败或者逃避，而是考

虑“该如何成功”——文科真的无立锥之地么？

倒也未必！

楚帆表示自己虽然不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学霸

，但优点是比较复合，愿意了解各种不同的领域

——也正如同传媒这一“万金油”的专业一般。为

了拓宽自己的视野和专业方向，她正在辅修entre-

preneurship，以后打算朝着更交叉的方向发展。

回顾留美8年，楚帆总结道：“出国这条路

，是会有一定风险的。这些风险和困难，很多时

候都没办法预知和掌控。”

在她看来，孩子一定要跟家里人做好沟通，

学会保护自己。留学从来不是孩子自己的事，而

是一整个家庭的共同决定。

就这方面而言，楚帆对父母很感激，因为他

们一直和自己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并提供了最大

程度的支持。

她也看到身边一些同龄人，家境很优渥，表

面上看“很潇洒，没有任何问题”，但一到酒过

三巡后，情绪可能就会突然爆发出来，哭着问

“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爱我”——其实内心早就已

经有了伤痕。

“当然了，爸爸妈妈也是第一次做父母。很

多时候要学着互相包容，体谅他们的不足。留学

是一个家庭的选择，需要一个家庭共同付出努力

。”

14岁孤身到美国，被寄宿家庭气哭连夜搬走

8年留学，她到底收获了什么？

石楚帆和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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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影節口碑持續助燃
《還是覺得妳最好》

上演愛情修羅場
據悉，由陳詠燊執導，黃子華、鄧麗欣、張繼聰領銜主演的港式愛

情電影，近日正式定檔，宣布將於9月9日中秋檔全國上映！這部《還

是覺得妳最好》由安樂影業以及古天樂的天下壹等公司出品，熟悉香港

電影的朋友們對以上所有主創和演員的名字壹定不會陌生。講述了黃子

華飾演的大哥意外重逢前女友，卻發現她已和二弟結成情侶，不得不在

親情和愛情中做出選擇的故事。

作為本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北京展映”入選影片，成為唯壹焦點放

映電影，《還是覺得妳最好》以“華語新作”之名，進入“華語力量”

單元。新作《還是覺得妳最好》取名自張學友90年代的同名金曲，恰如

其分地勾連起懷舊與當下的生活氣氛。同壹屋檐下，三對情侶，四段戀

情。每晚晚餐時都變成飯桌修羅場，啼笑皆非。抓馬的喜劇效果瞬間拉

滿。面對新歡與舊愛，大哥將怎樣抉擇？這三對情侶的愛情旅程又該何

去何從？

此外，《還是覺得妳最好》在近日，於北京、上海、廣東等地共23

個城市開啟首輪點映，二哥坦白莫妮卡女友身份影片通過正宗的港式喜

劇風格來呈現極具話題性的愛情故事，也收獲了現場觀眾的連連笑聲。

電影《還是覺得妳最好》壹大亮點，便是身為“棟篤笑”知名演員的黃

子華傾力加盟。從幕後主創到臺前演員，全港班底融以香港金曲、美食

等港式元素，盡顯地道港味魅力，影片劇情抓馬，笑點密集，是中秋不

容錯過的優質合家歡影片！

此次影片集中在飯桌上展開種種戲劇化的情節，觥籌交錯之間道出

家長裏短，既有非常爆笑的壹面，也有非常細膩和考究的壹面。在有限

的空間內，六個飲食男女上演了壹個戲劇沖突豐富、矛盾不斷升級，甚

至還有反轉情節的故事，敘事流暢、金句頻出、包袱不斷。《還是覺得

妳最好》通過正宗的港式喜劇風格呈現了壹個極具話題性的愛情故事，

誠邀各位觀眾走進影院，於中秋佳節或本周末，在歡笑中與家人壹同收

獲滿滿的感動。

即將上映《我的非凡父母》演繹

“相愛相殺”母女關系

準備紙巾！由惠英紅、吳千語主

演的電影《我的非凡父母》即將全國

上映，劇者又發布了”壹起長大”版

預告，盲人媽媽和長大的女兒之間的

“愛與恨”感情糾葛讓人落淚。電影

原名《壹路瞳行》，根據導演朱鳳嫻

的生父生母真人真事改編，整體上帶

給小編的感受是很“接地氣”，壹對

普通不能再普通的盲人父母，通過導

演90分鐘的簡短講述，變得更加韻味

深長。盲人父母的家庭，女兒是正常

人，特殊家庭確實不容易，壹家三口

有溫馨有歡笑也有爭執吵鬧，很多相

處細節簡直不能真實，就像千千萬萬

的家庭壹樣。

面對母親強烈的保護欲和關愛

欲，女兒選擇了反抗與撤退。代際

沖突將如何以愛的方式和

解？影片改編自導演朱鳳

嫻的真實經歷，壹邊是父

母傾盡全力的愛，另壹邊

是女兒無法理解的憤怒，

兩代之間呈現出親密卻又

疏離的復雜態勢。失明父母

生育壹女並把她培養成人本

身就是非常偉大的事情，他

們積極面對黑暗中的生活，

克服了不計其數的令常人難

以想象的困難，可歌可泣，

感人至深，表演可圈可點，

人物形象刻畫到位。

壹家三口過著簡單樸

素的生活，父母二人雖看

不見外面的世界，但有女

兒陪伴在身邊，平淡且幸

福。正是兩個不能再普通

的盲人，我看到他們心底

最幹凈、最真誠的壹面，

雖然眼睛“盲”了，但是

心不“盲”。預告中，惠

英紅飾演的母親甘笑紅、吳岱融飾

演的父親朱國強不顧他人勸阻，決

定生下芷欣，但作為失明者，她甚

至很難給芷欣壹頓飯。

臨近上映，電影熱度壹路高漲，

貓眼、淘票票雙票務平臺想看數據持

續走高，短視頻平臺電影相關視頻討

論量達2億，更有不少網友評論喊話

家人好友預定觀影。都說父愛如

山，母愛如水。電影中的父母雖然

是盲人，但卻用聽覺彌補視覺的缺失

，他們用心記錄女兒成長中的點點滴

滴。既有感人的故事情節，還有讓觀

眾放心的演員陣容，更有黃子恒、伍

健雄的老牌監制，電影《我的非凡父

母》讓我們壹起感受家的溫暖、愛的

偉大吧！

《女士的品格》今日殺青
萬茜劉敏濤邢菲白客演繹輕松治愈都市生活
今日由芒果TV、天浩盛世、麗澤影

業出品，華夏視聽聯合出品的現實主義都

市生活劇正式殺青，並釋出殺青系列物料

，劇照中全員專註凝視的狀態與特輯中輕

松活躍的氣氛形成反差，令人對劇集不禁

產生好奇和期待。據悉，該劇由任旭、徐

立擔任總制片人，高寒執導，萬茜、劉敏

濤、邢菲領銜主演，白客特別主演，高壹

仁、王勉、溫崢嶸、師銘澤、海壹天、蒲

巴甲、徐立、劉金山、姚安濂、曹瑞、田

軒寧等演員實力加盟，聯手演繹職場女性

工作與家庭的真實狀態，以輕松治愈風格

詮釋鋒利與柔軟同行的都市生活。

萬茜劉敏濤邢菲乘風破浪
強強對陣聚焦熱議話題
隨著殺青特輯的發布，《女士的品

格》歷時三個多月緊鑼密鼓的拍攝在畫

面中得以體現。視頻開篇用犀利的現實

問題為切入點，逐壹對幕後的普通工作

人員進行提問，透過他們看待生活的幽

默視角，彰顯劇集“都市輕喜劇”的風

格，正如總制片人徐立在特輯中提及的

那樣，“有拋出壹些焦慮的問題，但我

們不去販賣焦慮。”喜劇的元素，治愈

的力量，以及夢幻的演員陣容，從幕後

種種就能感受到導演高寒所說的“積極

向上”的態度，也令人期待她們用輕松

樂觀的姿態直面生活百味，描摹出當代

育齡女性有血有肉的眾生相。

據悉，此次萬茜飾演的是狼性商務總

監姚薇，而劉敏濤則出演其競爭公司的強

大對手安欣。雖然初次合作即演對手，但

萬茜強大淩厲的氣場與劉敏濤溫柔堅定

的氣質形成反差互補，從已曝光的依偎

劇照中也不難看出，兩位女士最終將在

激烈的職場競爭中由對立走向趨同，攜

手共進；同時，壹向以青春甜美形象示

人的邢菲，大膽挑戰職場媽媽劉小溪壹角

，特輯中她懷抱小孩隱忍情緒，截然不同

的演繹定會為觀眾呈現別樣的驚喜。

自今年開機以來，劇中撲朔迷離的

角色關系就備受網友關註，此次發布的

關系劇照也能窺得壹二。特別主演白客

在本劇中擔綱程梁壹角，其綜藝導演身

份與萬茜的商務總監組成辦公室隱婚夫

妻，劇中白客手持結婚照與萬茜相互依

靠，溫馨的氛圍似乎對婚姻生活充滿了

期待，卻也不由得讓觀眾為他們即將面

臨的隱婚難題而感到擔憂；另壹邊，高

壹仁對劉敏濤伸手試探的愛意與劉敏濤

小心謹慎的眼神形成十足的張力，讓人

對這對師姐弟的關系充滿了諸多遐想。

而跨界出演《女士的品格》的知名“脫

口秀大王”王勉則與邢菲組合搭檔，劇

照中兩人手拿道具壹起自拍的神態將年

輕夫妻演繹得俏皮靈動，而現實青年夫

妻因生育而帶來的種種困擾相信也會讓

熒幕前的觀眾產生深深共情。

除此之外，電視劇《女士的品格》還

有溫崢嶸、師銘澤、海壹天、蒲巴甲、徐

立、劉金山、姚安濂、曹瑞、田軒寧等壹

眾知名演員傾情加盟，現實的劇情主旨與

錯綜復雜的情感關系，使

得劇中的人物弧光更具

“沈浸式”魅力。

口碑班底創精品力
作

麗澤影業匠心打造
“她系列”

為保證劇集品質，

《女士的品格》匯聚了

眾多強口碑的主創班底

保駕護航。導演高寒曾

在《玉樓春》《許妳浮

生若夢》中給觀眾留下

深刻印象，此次坐鎮執

導《女士的品格》其個人風格定也會為

劇集帶來獨特的“女士”質感。同時，

今年熱播電視劇《女士的法則》總制片

人徐立，也擔任《女士的品格》總制片

工作，相比《女士的法則》對律師行業

高度專業的呈現，此次創作更側重展示

70、80、90後都市人的真實生存環境，營

造更為輕喜的氛圍。徐立曾表示，專註於

做都市獨立女性話題、現實主義題材作品

，源於其同為獨立女性的同理心，因此也

希望能通過《女士的品格》賦予女性角色

“多元化”的形象，帶領觀眾重新探索審

視工作、家庭、與女性自我的三者關系，

全方位展現關於“女士們”不同的愛情觀

、生育觀、職業觀等。

該劇出品方麗澤影業作為新生代影

視公司，在資深制作人徐立的帶領下，

致力於打造現實主義題材優質劇集，始

終堅持精品化、多元化的創作思路，在

追求藝術價值和商業價值的同時，挖掘

都市女性閃耀強大的品格，為劇集賦予

溫度與厚度，釋放積極向上的正能量。

目前麗澤影業已成為新時代影視劇市場

裏壹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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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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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mccloa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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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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