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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来客

2016年，陈姝璇带领队员两次穿越云南香格

里拉的原始森林。第一次是在春天，随着山地海

拔从几百米攀升到5000米，陈姝璇见到地理书上

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向针叶林过渡的层次分明的

场景。

经过香格里拉北部格咱乡一座海拔约4000米

的高山时，积雪未融，一树一树、十几个种类的

杜鹃花，火焰般烧遍漫山遍野。从植物学的角度

，花开有声，但过于微弱，人耳常常听不见，但

那次，队员们似乎头一次听见了花开的声音。

经历了颠簸车程和艰难爬行的队员们，顶着

被疲惫和寒冷折磨得暗淡无光的脸，站在“天然

的高山花园”中，他们的心重新被点燃。

陈姝璇在云南长大，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震

撼的原始森林景观。

香格里拉被称为“人间天堂”，位于青藏高

原西南部，横断山脉腹地，怒江、澜沧江、金沙

江在此处并行奔流而不交汇，形成著名的三江并

流世界奇观。这里拥有森林、雪山、冰湖等丰富

珍稀的动植物资源，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

界遗产委员会评为“世界自然遗产”。

香格里拉慷慨地向这群远方来客展示她的美

丽，也袒露着伤口。由于这里有天然丰富的矿藏

资源宝库，陈姝璇和同事一路见证着，因为矿区

非法开采被破坏的植被，以及裸露出黄色岩石的

光秃秃的山坡。

而他们此行，就是为实地调查这些非法运营

的矿厂。

当时，陈姝璇26岁，在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

平任森林项目主任。她和同事们此次走访的，是

香格里拉深处“未被侵扰的原始森林景观”（

Intact Forest Landscapes，简称 IFL）。

简单地说，IFL是一张定时更新的全球范围

的遥感地图，绘制着原始森林的边界，科学家们

可以用它来监控这些地球上最原始最珍稀的森林

的退化情况。

根据2014年数据，在这张地图上，中国境内

的IFL仅有695万公顷，占全球总面积的0.6%。

从2000到2013年，中国的IFL退化了6.6%；其中

，一半以上退化的IFL位于云南省西北部。

绿色和平调查员吴浩在研究遥感影像时，在

云南西北部IFL大面积退化的地区，发现了开矿

痕迹，其中还有矿场开在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

的核心区内——在世界自然遗产内开矿？矿权是

否合法？矿厂是否还在运行？……

吴浩在绿色和平工作了11年，他中等个头，

话不多，被同事称为“技术宅男”。他的工作是

通过卫星、遥感技术等去观测森林，需要田野调

研时，他也乐意用脚去丈量森林。

那年，吴浩的儿子刚出生。儿子在长大，森

林在消逝，吴浩觉得自己得行动起来，“确保儿

子和儿子的孩子的未来”。

森林项目的几位同事决定深入到实地去调研。

陈姝璇是此次任务的领队。她鼻梁上架副眼

镜，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状。生活里，她性格温

柔、害怕冲突，但加入绿色和平后，陈姝璇和同

事一起勇敢推动企业和公众直面棘手的环境议题

，他们和全球知名化妆品、食品企业对话，倡议

他们停止使用毁林棕榈油，调研知名造纸企业违

规砍伐天然林等。

这年3月，陈姝璇、吴浩、康琳等绿色和平

成员从北京出发，抵达香格里拉。陈姝璇第一次

带队，内心紧张，好在队伍里来了经验丰富的钟

峪。

钟峪开一辆越野车，早早在香格里拉等待与

他们汇合，她看上去利落沉静。钟峪是大家眼中

的传奇人物，她是国内最早的登山爱好者，90年

代就踏足珠穆朗玛峰，还是全球第一个登顶哈巴

雪山的女性。她也在绿色和平工作过，曾连续4

年担任青藏高原及珠峰北坡“亚洲水塔”（冰川

消融）野外考察的领队。当时，她已经从绿色和

平离职，此次作为前同事加入现场工作小组，提

供支援。

现场工作小组由陈姝璇担任领队，负责大家

的食宿。吴浩为技术专家调卫星图、指路，钟峪

则担任这趟行程的翻译和司机。

一行人先到达德钦县，直奔白马雪山的一处

矿场，再去著名的“松茸之乡”格咱乡，吴浩在

此处标注了一家锑矿公司。

一路上，有美丽的原始森林风景作伴，但高

原调研的艰辛还是让成员们疲惫不堪。经常车开

到半山腰，前方延伸出一条乱石密布、土壤松动

的路，只能下车徒步。

在抵达锑矿公司之前，成员们在海拔为3913

米的小雪山垭口，见到了一片被火烧毁的林地，

一侧的石碑记载着，这里是小雪山林场，1982年

特大森林火灾的发生地。毁坏的高山植被难以修

复。30多年过去，陈姝璇看见，经过了人工修复

的小雪山林场依旧是满目疮痍，补种的云杉及冷

杉高度只有约1米，比被火烧过后的残缺树桩高

不出太多。

他们继续向前。向一位牧民问了路，找到了

锑矿，确定还在生产。那一次，天色太晚，他们

先下山，徒步回到车停的地方。

山的一面是苍翠完好的森林，另一面就是由

于野火烧山和矿区开发而裸露出岩石的黄褐色山

坡，强烈的对比牵扯着队员们的心。钟峪说，

“幸好来了。我们可以阻止对地貌和森林更大规

模的破坏，前半程走过的那么美的路，还可以保

留下来”。

一次惊险的雪山失联

绿色和平小队在路上的其中一站，是去白马

雪山（海拔5640米），重点调研这里的一处矿场

，爬雪山意味着冒险。所有人都面临着体力问题

、可能的高原反应和突遇极端天气等挑战。

出发前，陈姝璇在健身房锻炼了三个月，到

达现场，她才发现自己低估了高海拔爬山对人的

身心考验。

位于香格里拉深处、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

只有矿道，没有山路或者村落，也鲜少能遇到当

地人问路。队员们为了找到矿点，在石子路上颠

颠簸簸地坐了三四小时的车后，再徒步。一爬就

是大半天，一天只吃一顿饭。最长的一回，他们

来回走了二十公里。

行走在高海拔山路上，比平地要耗上两三倍

的力气，作为队伍里唯一的男性，吴浩总是走在

队伍最后。他用手机公放两个多小时的音乐剧

《悲惨世界》，为自己也为队员们打气。

成员们住宿的地点在德钦，藏族人民称为

“卡瓦博格”的神山梅里雪山，这里有传说看到

后会幸运一整年的奇观“日照金山”。但陈姝璇

回想起梅里雪山，印象最深的是有天半夜，房间

里取暖的火灭掉了，她和同屋的康琳冷到睡不着

，最后两人靠聊天熬过了那个夜晚。

在白马雪山，队员们还经历了一次惊险的失

联。那时，陈姝璇被壮美的雪山风光所吸引，只

顾着朝目的地前进，没有留意到由于体力差异，

五个人的队伍已经走成了三组。他们前后看不到

彼此，山上信号又不好，姝璇和队员们的联系中

断了。

陈姝璇隐隐有些担心，但想到同行的都是资

深调研员，经验不足的她并没有在意，也忽略了

高原上易遇突发情况，队员分开走有风险。途中

休息时，殿后的吴浩匆匆赶来，第一次对组内后

辈说了重话， “你这个PL（Project Leader，项

目负责人）怎么当的！”

陈姝璇怔住了。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作为领队，有责任确认每

位队友的安全问题。错愕之余，陈姝璇也开始反

思：是不是把这次调研当作普通的出差，从一开

始就没有拿出团队负责人的担当？

第二次探访

初步的走访后，陈姝璇一行人先回北京。6

月，她第二次去香格里拉，邀请了专业的摄影师

和植物学家同行。

这次，陈姝璇不再依赖资深同事，开始有意

识地承担起领导和组织工作。每天白天出发前，

陈姝璇会带着大家捋一下当天的计划。晚上从山

上回到住宿地，队员们坐在一起回忆当天的活动

，陈姝璇负责记录和总结：几点钟到了哪个地方

、发现了什么，产出的现场笔记也就确保了不遗

漏任何细节，为日后报告的撰写提供素材。

这一次，绿色和平小队目睹了非法开采给森

林造成的更大的破坏。难以想象，在那人迹罕至

的、茂密的森林、高山灌丛和草甸之中，曾有开

矿的炸弹定时爆破，为了开路挖洞大片树木倒下

，生生辟出来的道路上运矿的卡车倾轧而过，还

有被尾矿矿砂覆盖、看起来已是泥土色水池的尾

矿库。

矿区尘土飞扬，似乎给绿色的森林也蒙上了

一层灰尘。更严重的是，区域的原生生态环境不

可逆的损坏：植被破坏，土壤、河流中重金属严

重超标。云南作为世界生物基因库，这里的珍稀

物种栖息地范围却在逐年减小、丧失，珍稀物种

减少甚至灭绝，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威胁。

陈姝璇也看到了矿工的生活。在当地，开采

的矿石是靠矿工装上板车，再推上山坡的。队员

们从矿工那儿了解到，当时在矿上，他们每车推

700斤到800斤矿石，每天6小时，推上十几车，

才能赚到两、三百块钱。在一座陡峭的山坡上，

他们遇到一位矿工，他正沿着陡峭的之字形山路

往上推， “我们爬山都觉得很累，他们还要把

那个矿车推上去。”

污染触目惊心，好在还有奇花异草给大家带来

一丝慰藉。有次，车子行驶到一处陡峭的山坡，车

窗外凄风苦雨，山雾弥漫，大家心惊胆战。突然，

植物学家兴奋地高喊一声“停车”，下车后，他快

速跑向悬崖边几朵紫色的花朵，他发现了“绿绒蒿

”。那丛看似平淡的小花，实际上是一种濒危的高

山物种，被称为“离天空最近的花朵”。

第二轮调研中，他们不仅拍摄记录了第一手

的自然环境破坏现场，也为受影响的植物物种进

行了及时的识别和标记。6月底，调研结束，绿

色和平小队回到北京，等待他们的是新的挑战。

“幸运”

位于北京东城区的绿色和平办公室内略显杂

乱，成员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一间没有窗户的幽

暗会议室，成员们称之为“小黑屋”的地方，是

绿色和平同事遇到瓶颈时最常展开讨论的去处。

回京后，绿色和平森林项目小组的成员紧锣

密鼓地撰写调研报告，准备尽快将调查到的违规

行为报告给相关政府部门。

其实，在实地调研之前，绿色和平小队已经

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桌面调研。为了收集和核查一

些公开信息，负责和政府沟通工作的康琳就待在

小会议室里，不断地给相关部门和企业寄信函、

打电话来获取信息，“具体打了多少个电话已经

不记得了，可能有上百个。”

电话那头的人反应不一。有些客气地拒绝回应

，有些质疑她的动机，直接恶狠狠骂人的也有。

被骂那次，康琳崩溃过。她郁闷了一阵后再

次拿起电话，继续努力把事情推进下去。 她有

心理准备，做环保工作不可能那么顺的。“他们

可能不了解情况，我们就让他们了解到底发生了

什么。 ”

2016年7月，绿色和平发布了《严格保护之

外的原始森林——云南省“未受侵扰原始森林景

观”受矿业侵扰退化调研报告》。报告指出，经

过两次实地走访，以及前后的桌面调研，绿色和

平发现云南省西北地区有24 个正在开发或即将

开发的矿点位于IFL范围之内，其中三个矿点在

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和缓冲区内，面积

总和近4平方公里。而根据世界自然遗产的国际

公约和云南省的相关管理规定，世界自然遗产的

核心区禁止矿产开发。

报告发布后，康琳列下所有和云南原始森林

保护的相关部门，逐一寄出情况反应函。他们希

望能唤起云南地区相关部门对此问题的重视。

绿色和平反映的问题正符合当地政府的生态

文明建设工作方向。8月，让康琳惊喜的是，她

收到当时香格里拉市副市长的电话邀请，他们想

见面了解更多情况。见面会上，绿色和平深入讲

述了更多他们调研所得的情况。

真的是“头一次”，康琳至今仍感叹“幸运

”，或许是被绿色和平扎实细致的调研内容所打

动，或许是幸运地遇上一位愿意开放听取意见的

市长。之后，在云南省政府的牵头下，香格里拉

政府对辖区内非煤矿山和环境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进行摸底排查，并要求违规开采的矿产企业停止

生产并进行政处罚。

自此，三江并流原始森林保护的工作被摁下

了快进键。

同年12月，绿色和平收到云南省林业厅和香

格里拉市政府的正式回函，回函中详细回应了各

部门针对绿色和平反映的问题所采取的积极有效

的行动。2018年，云南省政府进一步从法律法规

的角度上明确，确保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范

围内停止一切勘查开采活动。

2016年11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提交了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报告。报告确

认，绿色和平提到的位于世界遗产地内的3个矿

山已经被关停，并承诺不会再有新的矿产开发。

2018年，当地继续开展调查并关停所有在世界自

然遗产地区的矿产活动。2020年，当地开展生态

恢复，大多数地区自然恢复，对少数有地质灾害

的地区进行了人工恢复。

守护三江并流内原始森林的工作圆满结束了。

在路上

吴浩和同事趁热打铁。2017年，他们二度奔

赴云南，走访恐龙河保护区。这是中国本土唯一

的原生孔雀——绿孔雀现存最大的栖息地，吴浩

在此调研到，违法矿产开发等正在破坏绿孔雀的

家园。2017年7月，绿色和平发布了报告《绿水

青山还是金山银山——云南绿孔雀栖息地变迁研

究》。

依旧是得益于扎实的调研，他们收到云南省

环保厅的邀请，对当地环保工作提出建议。2018

年6月，云南省环保厅将初步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公示，绿色和平积极联系并提议：将所有原始森

林都纳入“红线”。让成员们振奋的是，“红线

”正式出台后，他们建议的地方全部被采纳。

钟峪如今生活在云南，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着

环保事业。2018年春天，钟峪在绿色和平的邀请

下，在云南大理海拔3200米的志奔山，攀爬上一

株树龄超1100年的云南铁杉。她配合包括极限运

动摄影师在内的两位攀爬者，拍摄了这株千年古

树的10亿像素高清等身巨照，为世人研究这棵天

然巨树在原始森林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种

新途径。

陈姝璇则在绿色和平的森林与生物多样性项

目组，尝试用丰富的线上传播和线下活动，吸引

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她相信，只有聚集更

多人的力量，才能实现绿色和平的口号：“Posi-

tive Change Through Action（行动带来改变）。

六年过去，如今回望三江并流项目，陈姝璇

思考得更全面：当地的植被恢复如何？尾矿是不

是已经被植被覆盖？当年规模庞大的矿厂关闭，

靠矿厂维持生计的工人如何谋生？他们的生活怎

么样……对当地人来说，保护故土和改善生活同

样重要。

由于高海拔特有的地貌气候和以自然恢复为

主的修复方式，矿区植被的生长相对于低山和平

原地区是较为缓慢的，从遥感图上，绿色和平小

队当年走访的那几处矿点，吴浩还没有看到特别

明显的变化。

如果有机会能回访香格里拉，他们想再爬一

次山，再去格咱乡、去白马雪山上看看。高山植

被的恢复需要漫长的时间，但他们期待着，曾经

黄褐色的尾矿库上，萌芽中的草木开始将山坡染

成新绿。

抢救原始森林的年轻人
回望2022年的夏天，我们依旧保留着这个夏季与高温、干旱、洪水、大火有关的深刻记忆，全球气象灾

害已经成为全人类急需直面的问题。森林生态系统，对减缓气候变化、维护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据国

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统计，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原始森林位于云南。2016年，绿色和平的调研员吴浩在遥感卫

星地图上观察到，在香格里拉原始森林区域内，非法采矿造成了当地森林植被的巨大破坏。陈姝璇、吴浩等

绿色和平成员深入香格里拉，展开了一场“抢救”原始森林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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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已经持续了近3年的新冠疫情不仅影响

了留学生的方方面面，还把欧美各大高校推进了

史无前例的“至暗时刻”——中国留学生数量的

锐减，不仅让它们财政经济面临危机，甚至在世

界大学排行榜上的位置也坐不稳了...但即便如此

，他们的录取率还是只降不增。

我还记得去年有次聚会，和朋友聊天聊起了

大学生活。

他说咱们算是赶上个好时代，虽然算不上轰

轰烈烈的，但也算上有滋有味，就像现在咱们聊

天还能聊起大学，也交下了一些“过命”的兄弟

，他弟弟就不一样了。

我问了句为什么，他说他的弟弟苦学三年有

余，又差点了砸光家底上了美国的一个大学。结

果呢，一年了，在家上了整整一年的网课。别说

什么交朋友了，同班同学都没见过面，十几万一

年的网课你敢信么。

至于为什么想起这个，就是一个略显地狱笑

话的事儿了。以后留学生聊天可能说的就不是我

花一百万上了四年网课，而是：

我上着课呢，学校没了..

01.

这两年美国大学的日子那叫一个不好过，大

学是关了一个又一个，更可怕的是这个数量正在

倍数上涨。

前段时间《华尔街日报》报导说：

过去 10 年关闭的大学数量与之前的十年相

比多了将近两倍，至于原因则是两个绕不过去的

“魔鬼”——疫情、钱。

美国大学的本科生入学率本在疫情之前就已

经是呈现下滑的状态了。

新冠疫情的出现则像是给缓慢燃烧的火苗加

了一大捆干柴，根据美国国家学生信息中心的一

份数据报告显示，2022年春季本科入学人数较上

年同期减少66.2万人，下降了4.7%。

研究生和专业的招生人数也比去年下降了

1%。

仅仅两年便损失了超过140万学生，而今年

仍在持续下滑，而下滑的幅度比去年秋招的

3.1% 还要大。

波及范围更是包括了社区学院、公立大学、

私立大学在内各种类型的大学，可以说美国教育

界正处在寒冬之中。

其次便是钱，大家都知道美国大学的收入主

要来源分别是政府的拨款、学生的学费、校友的

捐款以及学校本身的投资和其他收入。

而生源的减少，就代表着其中学费的收入也会

随之减少，大的学校还可以凭借其他渠道的收入维

持运营，但一些中小型大学却在这个打击之下黯然

离开。

伊利诺伊州林肯学院 这所少数被培训部门

认证的以黑人为主的美国乡村学院之一，在伫立

了 157 年的后悄无声息的离开了。

麦克默里学院 174年的历史却也没能敌过

这场风暴，就连学校教师员工的工资都是像美国

联邦破产申请才拿的出……

绿山学院 1834年成立以环境学见长的百年

老校，在疫情之中积极求变无果成为了一个历史

中的名字。

玛丽蒙特大学 它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不幸在于培育出全国知名足球队的百年名校也

敌不过金钱二字黯然离开，幸运的是它的残骸被

UCLA重金收购，继续着教育的使命。

它们不过是这场寒冬浩劫中的所有，还有着

许许多多的校园就这样无声无息的离开，只能停

留在新闻中和过去的毕业生的回忆之中。

02.

学校需要钱扛过这场寒冬，学生需要大学提

供更高的知识给养，双向奔赴之下入学率是不是

就提高了，最起码门槛会低一点？

这个问题，小学校会说yes，而名校会说no

。至于理由，看看数据就知道了。

哈佛、耶鲁、MIT、普林斯顿这些名校大家

都是知道的，从来就没缺过学生，入学率常年维

持在70%左右，就连一直被“冷落”的布朗大学

在今年也抬起了头。2022fall入学率创下了历史

新高的70%。

芝加哥大学去年的入学率更是超过了80%。

圣母大学、康奈尔、达特茅斯等大学的入学

率都超过了60%，就连有时都进不去TOP50的杜

兰大学今年也有超过50%的入学率。

也就是说如果目标是名校，外面的纷纷扰扰

都和我们没有关系..甚至竞争名校的留学生的人

数还多了。

根据IIE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

，43%学校申请数量有所增加。

而到了2022年，65%的学校表示新一轮的申

请季，申请人数增加，尤其是硕士和本科申请占

据了一大半空间(76%)。

摆在我们面前的现状仍然是“僧多粥少”，

除非我们的目标不是名校..但经过这一茬美国大

学频繁关闭，还是得坚定一个信念——

得上名校，还得是有钱的名校。

03.

即使美国现在对疫情的态度毕竟开放，但对

经济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政府对教育的资助

也在逐年降低，如果不想经历上上课学校没了的

奇妙体验，这些拥有自己基金会的大学或许这辈

子都体验不到。

哈佛大学 只要你搜索“有钱的大学”，哈

佛大学永远是榜上有名的那一个，在最新财年，

哈佛大学获得了4.06亿美元的运营盈余，基金会

的规模也来到了509亿美元。

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号称最会赚钱的大学，

其收入来源主要有捐赠基金、科研赞助和医疗服

务，其中，捐赠基金收入是最大来源，2021年耶

鲁更是获得了几十年来的最高年度投资回报率

——40.2%，也将其捐赠基金的总资产规模推高

至423亿美元。

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基金会在2021年达

到了378 亿美元，去年斯坦福大学从捐赠基金

中拿出了13.3亿美元用于学术项目和经济援助，

3.79亿美元用于新冠疫情。其主要收入是捐赠收

入、医疗保健服务收入。

普林斯顿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与校友可以说

是典型的“一家亲”，60.8％的校友捐赠是比例

是美国最高的，虽然富豪没有哈佛捐的那么多，

但是能够做到以量取胜！

MIT 麻省理工学院不仅学校有钱，毕业生

的收入也是前列的，据统计，麻省理工毕业生六

年的工资均值为98100美元位居全美第一，仅有

8%的学生为了上大学而背负学生贷款。

宾夕法尼亚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捐赠基金

在2021年获得了41.1%的回报率，创下了校史新

纪录。2022年也在稳步提高，从2021年的205亿

美元，升到了207亿美元。

德州农工大学 德州农工大学和德州大学奥

斯汀分校并称为德克萨斯州的两大旗舰学府，

但对外宣传这件事上一直不怎么积极，所以国

内的知名度一直不冷不热的，但在有钱这件事

上一直也没服过谁。自带机场的学校份量又怎

么会轻呢。

除此之外UC系统、哥伦比亚大学、圣母大

学、西北也都是超级有钱的大学，这其中大多

TOP顶尖的大学。可以说努力学习拿个好Offer

才是这种社会环境下最好的抗风险能力。

美国大学的至暗时刻两年损失
超140万学生百年名校接连倒闭

很多父母都经历过，从期待孩子是个天才

，到慢慢接受“他不过是个普通孩子”的过程

，其实孩子也是这样，越是在名校就越感觉自

己的渺小和无力，身边的大神都是天赋选手，

只有自己是靠勤奋努力。但那又怎样呢？天才

有天才的道路，普娃有普娃的养法，我们努力

鸡娃或是孩子自鸡不是为了和别人较劲，而是

为了跟自己比。

有个妈妈在知乎上发了一个问题：孩子在

清华数学系读大一，假期回家一从房间里出来

就跟我说「我太菜了」，我该怎么办？

有一个很有经验的网友说，耐心等几年吧

！小孩自己就把这“多余的想法”给戒了。

一般来说，在清华读书的小孩，他的思想

进阶的路径是这样的：

大一的时候，他们天天都会说「我好菜啊

」；

大二大三的时候，他们会心里安慰地说

「大佬比我强很多，这是正常的」；

大四回归佛系心态，就会理直气壮地说

「我就是菜！」

在清华这样的学校读书，如果读到毕业了

，你的心态都还不够“慈祥”，那一定就是心

理出了问题，抓紧时间早治疗。

任何语言，都无力安慰在这里读书的小孩

。因为清华数院，天下闻名。学神云集，周围

国家队竞赛选手，世界金银牌获得者，谁进谁

都会觉得自己菜。

曾经有个数院的小孩说，作为高考数学满

分的学霸，大学最怕上练习课，自己刚找到思

路别人就已经做完题目；每次趴黑板开始写解

答，别人就会同情地看着他。为啥呢？因为别

人都答完了啊。

后来，有人围绕着失落在名校里的数学天

才们写了一篇文章——

在北大数院，成为一个普通人。

这是一件挺伤感的事，用小学就开始学的

知识，通过12年的捶打，只是在反复验证普通

人和天才的智商确实有差距。

当时我以为自己理解了这种差距，之前看

了一部电视剧「天才基本法」，才发现自己不

懂什么是天才。

故事主要讲了平行空间中穿越，少年寻找

自我的过程。

穿越剧看多了这没什么稀奇，吸引我的是

哲学系女生要考数院研究生，被辅导班老师刁

难，用数学题击溃了数学老师的傲慢，这实在

太让人上头了。

一个学生一辈子最想做的一件事，大概就

是能让眼高于顶的数学老师目瞪口呆吧，尤其

还是把数学不好当成智商凹地的那种。

学哲学的姑娘做到了，也是数学方面有天

赋的吧！但剧情推进发现，她之所以学哲学，

是因为从小就被碾压——

爸爸老林是个接近数学家的种子选手，解

决的是改变科学进程的难题；男朋友裴之是个

数学天才，从小跟着老林探讨数学问题，她根

本看不懂。

要知道，她从小看的课外书就是「举一反

三」啊！

但是，身边都是这个类型的选手，难免不

绝望，再喜欢数学你又能怎样？最多也就是个

爱好者。认清自己能力边界，只能从文。

看到这里我也非常绝望，原来天才和天赋

不一样，它只是很纯粹的智商碾压。

比如里面有个情节，一群小孩参加奥数集

训队，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筛出来的种子选手，

一个个在数学方面都出类拔萃，一考试三六九

等。

有人规定时间做不完卷子最后考三四十分

，有人提前交卷考了七八十分，但这还都是普

通型选手，只是有数学天赋而已。因为，天才

什么样？

全程帮同学看行李，最后用10分钟考了个

第一。

别人集训苦哈哈刷题，强化自己做题的功

能性，天才不需要，为了帮朋友解围，跑去研

究大学教授出的「孔明棋」，最后只剩下了一

颗棋子（就是天才）。

家境优渥又聪明努力的小孩看了真妒忌啊

，自己不傻也够拼命了，奥数训练营里前三名

，但在裴之参加的所有比赛里，永远得不到第

一。

和天才生在同一个时代的杯具，打羽毛球

的李宗伟也该深谙其中滋味。面对天才的那个

圈层，天赋异禀也不过是普通人。

之前我讲过北大鄙视链，说学校真正厉害

的人都不是考进来的，都是中学就开始入营，

拿五大竞赛的奖牌提前站位。

还有，很多人羡慕RDF每年上百的清北of-

fer，却不知道这批小孩虽然厉害但也不过是普

通人中的佼佼者而已，和天才的竞争，就是两

个世界。

要不然，北大天才云集的地方会被叫做疯

人院呢？因为普通人根本理解不了。

据说在北大搞学术比搞钱牛，能封神的那

都是智商流。奥数拿过奖牌不算稀罕，因为太

多人是拿着奥赛金牌进校的。

这帮竞赛生进了北大的发展路径很奇葩，

有个物理金牌选手，大一大二的课基本都会，

还去修了几门免修考试，然后大二就开始学研

究生课程。

知乎上有人曾说过，北大老师点评“普娃

”数学被虐，会说：“每年数院总有几个不自

量力的、高考数学考满分的人报数院，一般跪

的就是这帮人。”

原话是以玩笑话的语气讲的，算不得真。

但还是可以看出，无竞赛背景，纯高考上线的

人，不包括未进集训队的这帮人在北大生活，

并没有扬眉吐气。

因为在中国最顶尖学府的同学心目中的

“疯人院”，招生都是按省计算，一个省就一

个！这些人被招走了才开始排高考状元，如果

这些人不走，那高考文理状元的名单估计是就

不是你每年看到的那一份了。

北大的同学说，当助教只是这些学神生活

里很小一部分事，高年级本科生厉害的都会选

择当助教…因为，很多大学内容竞赛里都学完

了，真的必须要甘拜下风，哈哈。

有个物理系的大能说过，自己虽然不是状

元但也是高考物理满分，然并卵，在北大物理

专业排名144名，而全专业才160来人啊。

我问他，一路领先，结果到北大来当学渣

的感觉，不知心情如何复杂？

他说，自己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基本就是

靠心态和朋友吧。因为自己性格属于比较开朗

的，不会太在意，能想明白人和人之间基因差

异那是老天定的。

但，还是有不少人会备受打击，钻了牛角

尖觉得人生没意义的没办法，一路自鸡爬上来

的年轻人心态崩了，中途退学的都是有的。

「天才基本法」里的自诩聪明的富二代心

态也崩，一辈子拿裴之当对手，因为不敢承认

，自己不配做天才的对手。大学毕业还要抢数

学专业第一学校的研究生，然并卵，只要遇到

天才继续垮掉——

既生瑜何生亮啊！

有些聪明的年轻人则早早意识到这种差距

。

曾有个北大法学院的同学跟我说，当年自

己全省前十又喜欢数学，觉得自己可以冲刺一

下赌赌专业，但最后放弃了。为什么呢？

因为他报考前认识了一个数院师兄，听了

类似开头清华数学系同学的悲惨故事，意识到

自己喜欢数学就想去研究数学，这事儿也太自

不量力了。

知识学习和思维方式，高考和奥赛，就是

平行空间。

有个小孩曾经觉得自己物理水平很高，完

全可以拿奖，后来在遇到了好几个超神，然后

就意识到自己底子实在太浅，不配去搞物理，

滚去读了经管。

他说，小学生的题目做的再多做的再好，

你也很难算会微积分，这就是高考状元和奥赛

保送的区别。

我觉得，养小孩万事不要太强求。

五岁读2000本绘本也读不出下一个莎士比

亚，小学搞微积分运算也算不到谁是下一个爱

因斯坦…

天才有天才的道路，普娃有普娃的养法，

我们努力鸡娃不是为了和别人较劲，而是为了

跟自己比。

只有跟自己比，不容易迷茫，也不至于太

焦虑。

孩子考上清华数学系，却说自己太菜了....



墨西哥女科學家辛鮑姆墨西哥女科學家辛鮑姆
有可能成為首位女總統有可能成為首位女總統

【美南新聞泉深】墨西哥城消息：左傾資源民族主義者安德烈斯·曼
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總統
最具曆史意義的遺產是，他將其政府視為墨西哥曆史上的轉折點，
他可能會讓一位女科學家當選為墨西哥首位女總統。

墨西哥城市長克勞迪婭·辛鮑姆 (Claudia Sheinbaum) 是一位
60 歲的物理學家、環保主義者，也是洛佩斯·奧夫拉多爾的長期盟
友，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她一直擔任墨西哥城市長，她暗示她已成為
2024 年該黨候選人的早期領跑者，她可能比他還溫和。

民意調查使洛佩茲·奧夫拉多爾的國家再生運動（MORENA）
在總統競選中處於領先地位，民眾希望他連任總統，但墨西哥法律
禁止總統連任，目前使選舉看起來像是執政黨自己的競爭者之間的
戰鬥。

但總統的五名高級助手告訴路透社，他們毫不懷疑他最希望克
勞迪婭·辛鮑姆跟隨他，因為她最有可能在曆史上鞏固他的願景，即
讓國家成為社會變革的主要引擎。

前國家再生運動立法者洛雷娜·比亞維森西奧 （Lorena Villavi-
cencio） 表示同意。

比亞維森西奧說：“克勞迪婭保證‘第四次轉型’的關鍵計劃
將繼續下去。”他（奧夫拉多爾）的政府使用了洛佩茲·奧夫拉多爾
的綽號，稱其為一個劃時代的轉變，可與墨西哥脫離西班牙獨立相
提並論。

這位固執的社會保守派總統將他的權力基礎建立在更高的福利
支出、國家對自然資源的控制和擴大武裝部隊的作用上，同時抨擊
批評者腐敗和自私自利。

他與一些認為他脫節的女權主義者發生了沖突。然而，他的政
府和國會也見證了女性在這個國家的創紀錄參與度，長期以來，
“大男子主義”文化一直被指責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並且對她們
的暴力程度高於地區同行。

辛鮑姆指出了她讓城市對女性更安全並為兒童提供免費日託的
記錄，她希望更進一步，將她的候選資格宣傳為墨西哥及其它地區
的女性具有曆史意義。

比亞維森西奧說：“負責國家的女性將打開新視野，釋放其他
女性的潛力。這將打破男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壟斷。”

在不願透露姓名的情況下討論敏感問題時，助手們說，洛佩茲·
奧夫拉多爾沒有明確表示他對辛鮑姆的偏好。根據他們與他的交往
、他所說的話以及他們對政治發展的評估，他們認為她是最受歡迎
的。

他們指出，如果她的出價失敗，情況仍有可能發生變化。
辛鮑姆將自己定位為連續性候選人，既是洛佩茲·奧夫拉多爾遺

產的監護人，也是他意識形態的捍衛者，同時暗示她可以在一個被
認為對墨西哥發展至關重要的領域與投資者更好地合作：綠色技術
。

她發誓要以刺激工業發展的方式提高可再生能源產量，從而解
決製造商提出的擔憂，他們擔心在洛佩茲·奧夫拉多爾優先考慮墨西
哥依賴化石燃料的國有能源公司的產出的推動下，他們將難以實現
減排目標。

辛鮑姆告訴路透社：“我們國家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擁有巨大潛
力，墨西哥真正進入可再生能源時代是完全可行的。”

盡管如此，她也捍衛了洛佩茲·奧夫拉多爾的有爭議的目標，即
確保發電比例為 54-46%，以支持國家，以保護“能源主權”。

六位高級管理人員告訴路透社，辛鮑姆最突出的競爭對手、外
交部長馬塞洛·埃布拉德（Marcelo Ebrard）預計將對商業更加友好
。不過，他們很快就預測，兩者對投資者來說都比洛佩茲·奧夫拉多
爾更令人鼓舞。

其中四名助手錶示，他們認為總統更喜歡內政部長阿丹·奧古斯
托·洛佩茲（Adan Augusto Lopez），另一位國家再生運動競爭者
，而不是埃布拉德，也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

助手們強調，洛佩茲·奧夫拉多爾想要什麼對於確定候選人至關
重要，盡管他公開否認了這一點。他們說，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因
為總統想看看領跑者如何與選民建立聯繫。他說，候選人將通過國
家再生運動組織的投票選出。

最近的調查傾向於顯示選民稍微偏愛辛鮑姆而不是埃布拉德。
該黨的領跑者中沒有人掌握洛佩斯·奧夫拉多爾的政治權威，但

正如領導人、官員、外交官和莫雷納政治家所說，所有人都可能更
加和解。

與平易近人、經常兩極分化的洛佩茲·奧夫拉多爾相比，辛鮑姆
的形象顯得清醒而謹慎，洛佩茲·奧夫拉多爾從早上 7 點開始在每日
新聞發布會上決定墨西哥的政治議程。

辛鮑姆的祖父母是來自東歐的猶太移民，她的選舉將是猶太曆
史上的一個裏程碑。

在說她為自己的傳統感到自豪的同時，辛鮑姆堅定地強調了她
的墨西哥血統，將自己描述為“瓜達盧佩納”（guadalupana），並
稱其為瓜達盧佩聖母（the Virgin of Guadalupe），這是該國羅馬天
主教的標志性偶像。

她和她的競爭對手發誓要保留洛佩茲·奧夫拉多爾的福利計劃和
他的核心議程。他們很少談論他們自己的計劃，而是談論他們可以
做些什麼來完善他的計劃。

在全國範圍內，洛佩茲·奧夫拉多爾比國家再生運動更受歡迎，
後者現在控制著近三分之二的地區政府，賦予它更多動員選民的權
力。

辛鮑姆說：“墨西哥正處於其曆史上的一個特殊時刻。洛佩茲·
奧夫拉多爾總統的受歡迎程度源於他個人、樸素、簡單的治理方式
。”

官員們說，如果洛佩茲·奧夫拉多爾將權力交給辛鮑姆，這將有
助於讓他的女權主義批評者保持沉默。

墨西哥城人口最多的自治市 Iztapalapa 的國家再生運動市長克
拉拉·布魯加達（Clara Brugada） 說，墨西哥政治中女性的迅速發
展對辛鮑姆有利。

她說：“這是女性的時代。”

辛鮑姆在總統苦苦掙紮的一些領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
全國範圍內，兇殺案一直居高不下，但在墨西哥城，她把它們減半
。筆者今年5月在墨西哥城居住一周，在公園、超市、街道、餐廳
、景點漫步，看到到處都是警察，有安全感。

洛佩茲·奧夫拉多爾的許多最大的公共工程看起來越來越像是無
法在他的監督下完成。

辛鮑姆說，下一任總統將負責鞏固瑪雅火車（他在尤卡坦半島
的鐵路項目），塔巴斯科州的一個新煉油廠，以及他計劃在墨西哥
南部建立的跨洋貿易走廊。

在國家再生運動內部，人們普遍認為辛鮑姆是要被打敗的人。
埃布拉德和一些支持者公開敦促國家再生運動確保競爭者在“公平
的競爭環境”上競爭。

官員們表示，國家再生運動不能冒險幹預民意調查的結果，但
他們的組織、結構和提出的問題將影響結果。目前尚不清楚將諮詢
誰，也不清楚將進行多少輪投票。

籠罩在國家再生運動統治下的一片烏雲是墨西哥城，它是墨西
哥左翼的堡壘，它將總統、辛鮑姆和埃布拉德聯合起來，後者接替
了洛佩茲·奧夫拉多爾擔任市長。

2021 年 5 月，墨西哥城的一座地鐵立交橋倒塌，造成數十人死
亡或受傷。埃布拉德在擔任市長時建造了這條決定性的地鐵線路，
而辛鮑姆則對這一悲劇進行了批評，後者的維護工作受到審計師的
批評。

接下來的一個月，國家再生運動在中期選舉中出人意料地失去
了對首都 16 個行政區中大部分行政區的控制權，該黨在大多數州掃
清了反對派，並有創紀錄的女性獲得州長職位。

五名親密助手之一說，洛佩茲·奧夫拉多爾公開表達了對墨西哥
城選舉結果的擔憂，這讓他對 辛鮑姆是否是合適的候選人猶豫不決
。

盡管如此，反對派政治家阿爾法·岡薩雷斯（Alfa Gonzalez）曾
是總統的支持者，他曾在 2021 年佔領了墨西哥城的辛鮑姆自治市
鎮特拉爾潘（Tlalpan），他表示，正是洛佩茲·奧夫拉多爾的分裂言
論疏遠了前支持者。

岡薩雷斯告訴路透社：“中產階級在反對派獲勝中發揮了至關
重要的作用。”

岡薩雷斯將埃布拉德描述為最有可能從反對黨手中奪走選票的
候選人，他認為辛鮑姆和洛佩茲·奧夫拉多爾之間的認同程度意味著
他們的命運現在與 2024 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她說：“他們押注在總統的助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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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貸款顧問王潔教您資深貸款顧問王潔教您：：如何對高利率說不如何對高利率說不
Cook CountyCook County房貸最新項目利率低至房貸最新項目利率低至55..2525%%（（APRAPR55..4242%%））

隨著10年期美債收益率突破
4.2%，30年固定全美平均利率已
經超過7%的大環境下，萬通貸
款銀行在Cook County推出最低
20%首付，符合條件的申請者可
以拿到最低 5.25%的買房利率
（APR 5.42%）。還在猶豫什麼
？馬上拿起手中電話，撥打免費
諮詢電話832-235-8283.
為什麼我查收入的傳統貸款利率

是六點幾七點幾，萬通貸款銀行

可以做到這麼低？

GMCC萬通貸款銀行2005年成立於加州矽谷，是目前全美最大的華人貸款
公司之一。專業高效的運作團隊，靈活多樣的貸款方案，不論是買房、重貸、
投資，GMCC精心創建的貸款平台數百種貸款項目都能夠客制適合方案。多元化
的產品之中，我們精選了這個項目，專門為芝加哥地區以及Cook County的華人
量身打造，希望可以在如此大環境下幫助更多的買家拿到更低的貸款利率。
1. 平台優勢：

GMCC萬通貸款銀行是直接放款銀行 (Direct Lender) ， 是房利美和房地美核准的
直接賣家。我們與近百家貸款投資機構以及華爾街對沖基金合作 (含Redwood合
作貸款銀行，全美僅約30家貸款機構具有此資格)，可以內部審批，直接放款，
貸款金額最高可達300萬。萬通貸款銀行是真正全內部作業，即使大額貸款，不
論用Fannie Mae標準DU（Desktop Underwriter）審批，或NON-QM不查報稅的
項目，GMCC萬通貸款銀行都可內部迅速審批放款。
2. 項目優勢：

GMCC萬通貸款銀行精心打造數百種貸款項目，在華爾街資金的加持下，我們有
更多的針對不同客戶群體的項目，對應每位客戶貸款需求及條件，量身定制貸
款方案。無論是自住、重貸、投資房，或者是外籍，總有一款適合。
3. 團隊優勢：
GMCC萬通貸款銀行在全美有38個州的執照，目前共有512位經驗豐富有執照的
貸款顧問，強有力的審核部門，從提交申請到最終過戶，一條龍服務，方便快
捷。最快七個工作日即可完成。

除以上產品，我們還針對第一次買房的買家設計了最低首付3%的計劃，這
個項目針對首付並不充裕的買家，也有利率上的優惠。針對除去綠卡公民之外
不同身份的買家，GMCC萬通貸款銀行可以接受F1簽證的OPT，H1-b的簽證，可以接受C8和A5的工卡。小額貸款，大額貸款以及部分不查報稅的項目都適用。萬通貸款銀行
希望可以為您提供一站式貸款服務，實現以更低的利率，更低的費用，更快的時效幫您實現您的美國夢！

如果您收入相對比較複雜，不了解可以貸款的上限，GMCC萬通貸款銀行可以先根據您的情況做免費的underwriting approval。區別於普通的pre-approval，我們的under-
writing approval是由underwriter審核簽發。這樣做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證貸款最終的成功率，在利率每每變動的情況下了解自己的貸款能力。



S是老师，也是学姐，在浸会读完传播学研

究生后她在港工作了两年，之后去美国读博。

博士生涯结束，她留在了美国西海岸的某所高

校里教书。

因为某报道需要采访传播学学者，因缘际

会找了她。采访快结束时，我随口说“我也有

读博的计划”，她说，“这方面你可以随时问

我呀”。

那篇报道无疾而终，却一直不忘那个采访

变成畅聊的夜晚。那晚她给予我耐心和好意，

以及“你可以随时问我“的羁绊。

于是又找她聊了聊她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

。这篇是念念不忘的回响，希望于你有用。

找工

在美国读完博之后，我原本计划回国，毕

竟找研究型大学的工作，对于Asian来讲，很难

。

美国高校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

和教学类大学（Teaching University）两类。教

学类大学一般没有PhD项目，不重视研究，主教

本科生，需要教授科目多；研究性大学有很多

政府或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无需教太多课，

有时间做研究。

在Teaching university 教一两年书不会累积

太多的研究经验，回国不算太加分，所以大部

分PhD都想去研究型大学。但像我们这种人文社

科类的亚裔，找研究型大学的工作非常难。

不是因为歧视，我自己找工作时没有遇到

歧视的情况。面试你的人是高校老师，对这方

面问题比较谨慎。就算他们心里真的有什么，

也不会表现出来。文明社会自有一套规则在。

难的是你需要和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本地

PhD竞争。在美国，白人找工容易，黑人也容易

——大学要平衡职员中不同肤色的人口数。而

我们呢，什么都不占优势。

当时我还有另外两位也在找工的博士生朋

友，大家都很焦虑，最后只能互相打气，相互

鼓励，分享信息。

我本来就投了几个学校。我老板，一位美

国白男跟我说，你要多投，在美国研究性大学

拿到offer干个几年，以后去哪里都好跳。

那时很多人100个200个学校的海投，我一

共投了20多个学校，其中也有teaching university

和国内的学校。不过我很清楚，就算他们给我

offer我也不会去，美国学校仍是第一优先级。

大概4个月后，陆陆续续收到一些意向比较

明确、希望比较大的学校的面试邀请。一轮

phone interview以及一轮campus visit后，我进了

现在这所州立大学。

这所大学坐落于美国西海岸。据我了解，

这所大学在过去很多年是没有招过亚洲学生的

。我很幸运，我的老板也很开心。

现在我在这所学校教传播系的大三大四学

生。过去一年我教过研究方法，组织传播，小

群体传播，传播学理论等课程，之后可能还会

教自己的研究方向的课程。

教书

在美国工作，对我来讲最难的是语言。读

完博士用英语教课当然没问题，我也会找许多

美剧的例子来充实课堂。但我们对本土文化的

感受程度还是远不如local，很多明星名人政客

的名字我叫不上来，用美国的Slang、美国的历

史文化来给学生讲课非常困难。

偶尔也会遇到歧视。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

年纪轻轻的白人。这其中会有一些“farm kids”

，他们是家庭中第一代大学生，父母没有怎么

受教育，只看白人的东西，也没有去过其他国

家，对于其他种族会有一些排异。

教课也好学生反馈也罢，有时候你会明显

感觉他不太看得起你，一种“what the fuck is

she saying”的态度。

之前有堂课需要做自我介绍，有位美国学

生言行极具攻击性。但到了学期中后期，我们

交流越来越多，他对我也越来越尊重。

对于歧视问题，我心态一直很好。我本来

就不是native speaker，又是新老师，教学不够成

熟也很正常。

退一万步讲，种族歧视哪都有，中国也有

。在中国哪怕我的学生跟我长得一样，说一样

的话，还是会有人不喜欢你。我一直告诉自己

不要玻璃心，要将歧视当成玩笑来调侃。

歧视终归是少数，大部分学生都很好。我

的班都是小班，最多20或者25个人，两堂课后

基本上就都认识了。我记得有个不是我们本专

业的同学总来上我的课，有天下午我碰见他，

看他很疲惫就问他怎么了。他说他从早上六点

开始打工，下午有几门课要上，等下四点又要

上我的课，等不及要去买杯咖啡。我说，那你

快去。他马上问我，要不要我帮你带一杯？

还有一些学生会在课后单独找到我，跟我

说，谢谢你今天的这堂课，我学到了很多。

这种时刻我就觉得超sweet。

很多美国学生会对中国很好奇。最近上网

课，有同学看到我的电脑屏幕上有中文，就在

课后问我，老师，你刚才屏幕上的是中文还是

日语？我说，中文。他说，我会说日语的。

大部分美国学生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我

从不期待每个学生都要学得特别好。像刚提到

的那位同学一样，很多美国学生为了偿还大学

贷款，会一边上课一边打工，时间安排很满。

有些要拿A的同学，自然会把每一门课都学好；

有些同学觉得拿B就行，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会放

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美国学生想法相对独立，也不害怕表达自

己。在课堂，我的学生可能比我还要害怕冷场

。我问的问题如果没人回答，我就不说话，总

有人会去回答。他们常在课堂上争执，大家都

很愿意表达。

其实我很喜欢这份工作，独立自由，能做

自己喜欢的事情，工资能cover我的生活。如果

不算暑假收入，我的年薪大概在65000美元左右

。我们州因为没有消费税，工资相对较低。像

在加州，有9~10%的消费税，工资会更高一些。

申博

在HKBU读完传播学研究生后，我是先工作

了两年，之后回大学做RA，积累了研究经验后

，再用了一年时间申博。最终我拿到了美国某

大学传播PHD candidate offer。这个方向的研究

本来也不多，我一共申请了4所，中了一半。

申博的时候没想好说我后半辈子就要做研究

了。之前读书时是有做研究、进高校的想法，但

在读博期间，我完全重新认识了研究这回事。

研究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韧性，需要你完全

沉下心来将问题搞清楚，需要能提出新的研究

idea。

我写作一直不好，也不太适应论文的写作

方式。中国学生写东西的方式是非常模糊的，

大而空的。读博每次写论文，老板跟我说过最

多的话就是specify，specify。做研究是要构建由

概念组成的抽象理论，但任何概念都是由无数

个具体、细微、准确的小枝节组成的。

自己选择了读博，整个四年也就在一直往

前走。中间也想过放弃——不是因为读博本身

苦或累，而是发现很多人对科研并没有正确的

态度和方法，甚至通过造假取得了很好结果，

就会对这个领域失望。

哪怕到现在，也没有说有很大信心。但我

一直记得我的老板对我说，“你不要去想这些

，因为总有人在做着正确的事情，你要成为做

正确事情的人，这样做正确事情的人才会越来

越多”。

这四年我一直跟着他，他是老板，也是导

师。他很细致严谨，我们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他

都要求要有最扎实的理论根基，行文每一环的

逻辑都不能乱。在他的监督下，我那会儿的毕

业论文光是proposal就改了二三十遍，论文本身

又改了二三十遍。他是一个词一个词地给我改

。

读博给我带来了很大变化。

我会大量吸收信息，会很乐意对社会上正

发生的事情进行观察，会特别喜欢提问题，会

觉得每个提出的问题都值得往下探索。当然，

这种探索方式，一定要是科学的，准确的，细

致的。

我也越来越open-minded。我们做研究不能

假设结果或者导向，我们需要尊重科学的方法

带来的结论，哪怕所得结果和预料完全相反，

我们觉得这本身已是一种结果。这种思维方式

极大影响了我的日常生活。

如果说非要说给申请美国博士的建议，其

实都是我当时没有做得太好的——考试一定要

用心准备；要搜索各方面资源让自己眼界更开

一些；要多跟已经在美国读博的人聊；申学校

不要害怕，不要觉得好学校会不要自己，好学

校也要去试。

最最最重要的是，一定一定要想清楚。

博士一读就是四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四年

时间是非常宝贵的。选择工作四年你会有一个

很大的promotion，会积累很丰富的工作经验，

可能还会赚很多钱，但做研究，刚好相反。

你读完博士，不一定就能找到高校的工作

。

从整个学术圈来讲，北美科研界越来越难

进。过去几年，整个国内外的言论环境包括大

学教育的发展，都在影响着学术圈；人文社科

类的人才越来越多，10年前5年前你有一篇pub-

lication，就能找到工作，现在你有三篇也不见得

能找到一个好工作。人越来越厉害，产出也水

涨船高（虽然不见得说产出一定高质量）。

香港的高校比美国更难进。香港就8所高校

，科研圈的工资是美国的2~3倍，“名校情节”

严重。香港传播研究近来做大数据比较多，像

中大可能就只招新闻的、pr的的，或者是组织传

播，研究方向也不一定对口。

哪怕你进了高校，也会时刻有种担忧——会

觉得自己是很容易被替代的，没有特别强的价值

感。想要做好，做到professor以上level，就一定

要苦心做研究发文章，这需要付出极大心力。

做研究的是一条很痛苦很孤独的路。我从

上学，到申请香港，申请美国，在美国找工，

全靠自己。越往后走就越发现，一定要付出时

间和精力，但即便付出了时间精力，也不见得

能得到什么。每一个看来比较好的结果，背后

都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辛酸。

在美国生活很开心，很自由，很独立。我

一直单身，也没有主动dating，家里人也没怎么

催，也没有恋爱和婚姻焦虑，也没有觉得很孤

独。

其实之前一点拿绿卡的想法都没有，最近

也开始考虑——这世界变化太快，国内一些事

情的走向很让人无能为力。不过我也不确定，

家里人都在国内，可能还是想要回去。

我在美国高校教美国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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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屆電視劇飛天獎公布電

視劇入圍名單，王凱入圍四部影

視劇作品，分別為古裝傳奇劇

《清平樂》、經偵題材劇《獵狐

》、當代創業劇《大江大河2》、

以及獻禮劇《理想照耀中國》。

中國電視劇飛天獎是由國家

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主辦，為電視

類的「政府獎」，是對兩年度內

電視劇思想藝術成就的一次檢閱

和評判。飛天獎是國內創辦最早

，歷史最為悠久的電視獎項，在

業內的聲譽不言而喻。

《清平樂》和《獵狐》兩年

前登陸熒屏與觀眾見面，大眾至

今依然對王凱在這兩部劇中的表

現印象深刻。

《清平樂》改編自小說，以

北宋為背景，以宋仁宗的一生為

線索，講述了北宋皇帝趙禎從少

年登機逐漸把控朝政到殫精竭慮

愛民治國的故事。也表現了在風

起雲湧的朝堂背後，宋仁宗真實

又複雜的情感抉擇和喜怒哀樂。

這部劇2020年4月7日在湖南衛視

播出，2021年《清平樂》入選廣

電總局「2020中國電視劇選集」

。

其實除了《清平樂》，王凱

此次入圍飛天獎的四部作品，均

入選了廣電總局「中國電視劇選

集」。《清平樂》、《獵狐》、

《大江大河2》入選廣電總局「2020中國電視劇選集」，

《理想照耀中國》入選廣電總局「2021中國電視劇選集」

。只要當年優秀的品質電視劇才會被摘選入內。

王凱以超長年齡跨度演繹一代帝王心路，從意氣風發

到垂垂老矣都有跡可循，吻戲、哭戲、老年妝，每個場景

都能感受到那種細膩的情感和演技。

《獵狐》在《清平樂》開播沒多久也強勢登陸東方衛

視、北京衛視，形成雙劇「對打」的局面。王凱的社交平

台頭像也一度是兩部劇各占半邊，網友調侃「真是一碗水

端平」。

《獵狐》是公安部新聞宣傳局、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

等聯合出品的經偵題材電視劇，該劇以公安部2014年「獵

狐行動」為創作背景，講述了以夏遠為代表的經偵警察偵

破經濟犯罪大案、開展多國跨境追逃的故事。

《大江大河2》延續了《大江大河》第一部的故事，

以宋運輝、雷東寶、楊巡等人的際遇和奮鬥歷程，展現中

國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經濟領域的改革、社會生

活的嬋變、政治領域的變革，刻畫改革實踐者們的掙扎、

覺醒和變化。

縱觀王凱在大江大河裡的前後變化，人物神態隨着劇

中角色的發展而變化——從一個農村瘦弱青年、最終成長

成帶領整個東海項目組的領導。而第三部據說也在籌備中

，很期待新一季的宋運輝會是什麼樣子。

《理想照耀中國》系列短劇是由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策

劃組織製作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主題作品，

該劇2021年5月4日在湖南衛視首播。王凱在劇中《下一

個一百年》單元中出演文物修復師高飛。

近期，由王凱主演的《我們這十年》之《沙漠之光》

單元也熱烈收官，短短4集網友紛紛表示不夠看。好的演

員出演一部作品，無論是長劇集還是短單元，都會帶着劇

中人物角色走向觀眾的心裡。

此前網傳由王凱主演的《向風而行》也將在Q4播出，

不論真假，靜候好演員王凱的新作品。

第33屆電視劇飛天獎公布入圍名單 王凱四部劇在榜

10月20日，由優酷、耐飛、奧飛娛樂出品

的漫畫IP改編網劇《鎮魂街之熱血再燃》在橫

店正式開機，一眾主創集體亮相現場。該劇由謝

穎、吳倩、栗坤、蔡東青任總出品人，謝穎任總

監製，粥帥博、芳冰、王喆為總製片人，瑞葉、

昊樺為製片人，張森雨、唐晶亮為執行製片人，

鍾青執導，敖瑞鵬、金珈領銜主演，張予曦特邀

主演，劉美彤、李俊逸、許詩悅、景研竣主演，

陳紫函特別主演，柯乃予、陳夢希、黃志瑋、宋

涵宇、虞朗、郭星圻、鄧靖弘特別出演。《鎮魂

街之熱血再燃》改編自原創漫畫家許辰創作的國

漫IP《鎮魂街》，原作於十年連載過程中積攢了

超高人氣，閱讀量近53億次，自網劇改編的消

息一經釋出便吸引外界諸多關注，引發多方期待

。

網劇《鎮魂街之熱血再燃》講述了擁有武神

軀的魏武后人曹焱兵、身負神秘守護靈的夏玲、

前鎮魂將北落師門三人帶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共同

前往空神之森尋找蘆花古樓，一路險象環生，危

機重重。他們一路相互扶持，完成了困境中的歷

練與成長，也發現了一些驚天秘密……

作為一部擁有超高人氣IP原作基礎的改編

劇，《鎮魂街之熱血再燃》將原作的熱血燃魂、

青春成長、奇幻設定貫徹到底，在把握原作精髓

的基礎上進行改編升級，於人物設定、文本故事

、內容製作上都實現了迭代。鎮魂將與守護靈之

間的羈絆，守護靈之間的強強對決，三人小隊一

路過關斬將，以不馴之志、夥伴之名逆戰而行，

熱血激燃的正義之爭，最終揭開靈域的真相。

高顏值組合撕漫而來 黃金團隊二次元魂力燃燒

開機儀式現場，高顏值演員陣容養眼亮相，

為劇集更添一份期待。在談及劇集內容時，演員

們紛紛表示被高燃的情節和豐富的內核所打動。

為了更好的理解和詮釋角色，劇組還安排演員們

在開機前進行了集訓準備，以期在磨礪中與角色

共同成長。

此次，新生代演員敖瑞鵬擔綱主演，演繹自

信、不懼挑戰又勇往直前的武神軀曹焱兵。其硬

朗陽光的形象，於多部影視作品中不斷精進的演

技，均為更好地詮釋角色做足準備。飾演女主青

春系美少女夏玲的張予曦，更是因為亮眼的外表

，及在《韞色過濃》、《夜色暗涌時》中的角色

被觀眾所熟知。導演鍾青的傾情加入，則將劇集

的二次元濃度直接拉滿，導演此前便打造了《開

畫！少女漫》、《猜猜我是誰》等風格獨特的作

品，此番加盟《鎮魂街之熱血再燃》，勢必將為

劇集的製作增添有力保障。

作為備受市場期待的漫改作品，《鎮魂街

之熱血再燃》獲得了多方團隊的實力護航。作

為優酷的重點項目，平台在內容創作、團隊配

置上給予大力支持，深信撬動大眾關注的槓桿

是優質的故事、過硬的品質。製作方及出品方

之一的耐飛長期深耕精品劇集賽道，在創新內

容的開發上具備獨特優勢和強勁實力，此次對

漫改領域進行大膽探索，力圖打造新的品質劇

集代表作。聯合製作方奧飛娛樂作為中國目前

最具實力和發展潛力的動漫及娛樂文化產業集

團公司之一，以發展民族動漫文化產業，讓快

樂與夢想無處不在為使命，先後推出過國民度

極高的動漫IP。

秉承好內容、精製作的創作理念，優酷、耐

飛、奧飛娛樂強強聯手，致力於為觀眾呈現一個

熱血沸騰的異世界冒險故事。在國漫崛起、國漫

IP影視化改編興起的當下，《鎮魂街之熱血再燃

》的推出有望推動新的影視化風潮，為市場帶來

更多新鮮的表達和活力。

《鎮魂街之熱血再燃》開機 設定升級異世界冒險即將開啟

該劇由大料（天津）文化傳

播有限公司、咕咕工作室、西安

曲江影視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出品，博易創為（北京）數字傳

媒股份有限公司、黑龍江清歌文

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坦坦娛樂

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大料（天津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深圳市佳

野影業有限公司製作，李佳桐、

王宣懿、楊綠萍擔任出品人，宋

海龍、羅世涵、李珂擔任聯合出

品人，亦秋、馬迪、李雙、郝江

文擔任總策劃，謝佳冰、程甲乙

、王蓉擔任總製片人，趙立旻

、苗宗曦、張琪擔任製片人，李

歌洋擔任聯合製片人，張凌龍擔

任執行製片人，侯金辰擔任導演

，林佳俊擔任選角導演。李歌洋

、徐紫茵領銜主演，李佳桐、橋

曜娜、郭佳玥、楊君、蘇愛婷主

演，林聖一、付文琪友情出演。

高人氣IP改編，上演戀愛碟中諜

網劇《套路先生請指示》改

編自香網小說和快看高人氣漫畫

IP《套路先生的戀愛遊戲》，講

述看似柔弱的落難孤女莫素情，

為復家仇接近集團總裁葉鍾珏

（jué），步步為營設局請君入甕

。萬萬沒想到，一切計劃的順利

推進，竟都是在葉鍾珏（jué）設

下的重重套路之中。白切黑的小

白兔VS黑切白的大灰狼，雙方自

詡掌控全局，殊不知，在這場戀

愛遊戲中沒有獵人，兩人皆是獵

物......

高顏值套路CP，甜虐升級更帶感

男主葉鍾珏（jué）由青年演

員李歌洋飾演，李歌洋曾主演

《等等啊我的青春》、《原來時

光都記得》、《二十四味暖浮生

》，憑藉出眾的外形和流暢的演

技深受觀眾喜愛。本劇中，他化

身雙面痴情霸總，看似高不可攀

，其實可奶可狼，內心始終只戀

一個人，使出各種手段套路對方

，也被一步步套路。讓我們拭目

以待李歌洋的此次突破，必將令

人眼前一亮！

曾參演奇幻懸疑愛情劇《一

閃一閃亮星星》、古裝懸疑勵志

劇《大宋少年志》、電影《老

師· 好》 的新生代演員徐紫茵，

在本劇中飾演女主莫素情。莫素

情兒時母親意外身亡，父親抵擋

不住利誘娶肇事者進門，她表面

柔弱無害，實則冷情野玫瑰，在

實施復仇計劃時，陰差陽錯與神

秘總裁葉鍾鈺開啟了一段假戲真

做的愛情故事。

《套路先生請指示》劇集創

新雙向套路情感模式，高人氣IP

結合高顏值CP，劇情甜虐帶感，

一眾期待值早已拉滿。祝劇集拍

攝順利，早日上線與觀眾見面！

《套路先生請指示》開機
甜虐雙向套路愛情引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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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糖城百佳超市商
城內的 「樂廚家居」 ，自去年開幕以來，以油
煙機、櫥櫃、台面、地板、軟水、淨水等廚房
電器和室內裝修聞名遐邇。為了送舊迎新，
「樂廚家居」 於即日起舉行年終大促銷，其優

惠詳述如下：
新品上市！旗艦A系列全面屏疊吸式油煙

機，A1油煙機預售價$999(指導價$1399)，A2
油煙機預售價$999(指導價$1399)。 （A1&A2
為預售產品，A1黑色款預計到貨時間1月初
2023，A2白色款預計到貨時間2023年2月初
）

樂廚X系列油煙機特惠價: X800B/S PRO旗
艦款現價$799(指導價$1299)，X800 PLUS經典
款現價$599(指導價$1099)，X800B PRO-36
特惠價$1099(指導價$1599)，X800S PRO-36
特惠價$1099(指導價$1599)。
台式蒸烤一體烤箱 史低價$299(指導價$699)
，紫外線消毒刀架現價$59(指導價$119)。

樂廚雙面蜂窩紋不粘炒鍋史低價 32cm 現
價$79（指導價$159）, 36cm 現價$89（指導
價$179）, 38cm 現價$99（指導價$199）。

7段智能電壓力鍋 史低$159 (指導價$399)
； 多功能7件套不銹鋼刀具現價$59（指導價
$199）。

樂廚全新旗艦A系列 全面屏疊吸式油煙機
A1& A2 預售價$999(指導價$1399)

全面屏疊吸，上下雙進風口，猛火爆炒不
跑煙。

高達1200CFM，強勁動力有效保證大吸力
，高轉速，底噪音。

揮手感應控制開關，智能操控，無需觸碰
，輕輕左右揮手即可開關機器以及調節風速大
小，一揮1檔、二揮2檔、再揮3檔。
高頻電熱自動清洗功能，紅外線熱輻射在清洗
油煙機油污的同時，並消除油煙機內部的異味
。不需要加入一滴水即可啟動自動清洗，方便
快捷且安全。
X800B/S PRO電熱自動清洗+揮手感應控製油
煙機 X800B/S PRO現價$799（指導價$1299）

X800B/S PRO旗艦版加入高頻電熱自動清
洗功能，紅外線熱輻射在清洗油煙機油污的同
時，並消除油煙機內部的異味。不需要加入一
滴水即可啟動自動清洗，方便快捷且安全。
增加了揮手感應控制開關，智能操控，無需觸
碰，輕輕左右揮手即可開關機器以及調節風速

大小，一揮1檔、二揮2檔、再揮
3檔。

120°超大角度自動開合擋煙
板。

內置雙電機，高達1000CFM
。
樂廚X800 Plus經典側吸式油煙機
，史低價$599(指導價$1099)

樂廚X800 Plus經典款的加長
擋煙板開角達到了驚人的120°.
把四處飄散的油煙牢牢罩住, 無處
可逃, 極速排出。烹飪完畢後, 隔
煙屏即將完全閉合時。

X800 Plus 設有蜂鳴提示音,
避免夾手。
X800縱深達到了20英寸(擋煙板
打時縱深達到23英寸，120°超
大角度擋煙板), 目的就是為了更
大限度增加覆蓋面積, 達到優秀的
排煙效果, 專為北美四眼爐灶, 五
眼爐灶, 六眼爐灶設計的。
X800B \ S PRO- 36 現價 $1099 （指導價
$1599）

X800 PRO旗艦版加入高頻電熱自動清洗功
能，紅外線熱輻射在清洗油煙機油污的同時，
並消除油煙機內部的異味。不需要加入一滴水
即可啟動自動清洗，方便快捷且安全。
X800PRO旗艦版同時增加了揮手感應控制開關
，智能操控，無需觸碰，輕輕左右揮手即可開
關機器以及調節風速大小，一揮1檔、二揮2檔
、再揮3檔。

行業領先120°超大角度自動開合擋煙板。
內置雙電機，高達1000CFM。

台式蒸烤一體烤箱LE-SG01，史低價$299 (指
導價$699)

對流蒸烤一體的多功能組合烤箱。使用健
康的烹飪方式，蒸煮時保持食物的水分，同時
保持食物的味道和營養。

蒸煮時保持食物的水分，同時保持食物的
味道和營養。

對流的特點使熱空氣循環快速均勻地煮熟
。

不銹鋼把手和食用級304不銹鋼內腔，健
康又易清潔。配件包括304不銹鋼烤架、304不
銹鋼烤盤、304不銹鋼蒸盤。

8大烹飪功能：純蒸汽/高溫蒸汽/解凍/發酵/

消毒/上烤/下烤/全烤/對流。
樂廚全新一代雙面蜂窩紋不粘炒鍋 32cm 現
價$79（指導價$159）, 36cm 現價$89（指導
價$179）, 38cm 現價$99（指導價$199）

採用浮雕技術將食物抬起，達到不粘效
果。

內外蜂窩狀花紋技術，耐刮擦。
混合三層不銹鋼, 加熱均勻, 升溫快, 溫度

在260度以下, 比其他炒鍋節省30%的能源。
易於清洗，不生鏽。適用於燃氣灶，電

磁爐，烤箱等。
紫外線消毒刀架LE-SUD01，現價$59(指導
價$119)

紫外線殺菌；
360度熱風對流烘乾；
定時巡航殺菌；
食品級PP材質，抗菌防黴。
波浪形插槽，適合市面上各種尺寸刀具

。一體成型，不佔廚房空間。
7段智能電壓力鍋 現價$159（指導價$399）

智能電壓力鍋是傳統高壓鍋和電飯鍋的升
級換代產品，它結合了壓力鍋和電飯鍋的優點
，採用彈性壓力控制，動態密封，外旋蓋、位
移可調控電開關等新技術、新結構，全密封烹
調、壓力連續可調。

一鍋多用，操作方便。快速烹飪，省時節
能。鎖住營養，保健衛生。結構先進，安全無
憂。

「樂廚家居」 的地址：3412 Highway 6
Suite M, Sugar Land, TX 77478 (糖城百佳超市
商城內 ）電話：832-328-3157

LeKITCHEN樂廚年終大促銷
A系列全面屏疊吸式油煙機新上市，買一台抽油煙機送一張$20百佳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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