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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汉平原的普通小镇上，游荡着一群因各

种原因单身至今的中老年男性。他们中，有人外

形条件优渥却家庭贫困，有人自力更生、资产小

有所得却因学历而自卑，也有人只是在挑挑拣拣

中，滞留婚恋市场，直到步入暮年。漫长的单身

时光中，最难安放的是情感和欲望。

我的老家在汉水和长江之间一座小镇上。下

辖的乡村里，乡民们除了打麻将没有太多娱乐爱

好。起初，镇上53岁的皮匠保林也爱凑这个热闹

。麻将好玩，只可惜村里的牌桌还是舆论场，上

了台桌，自己的私生活免不得要在闲聊中被牌友

和围观的熟人透个干净。

“你在厂里怎么就没处一个呢？人家老张都

带了个外地媳妇儿回来了。”这天，一个人提起

了保林娶媳妇的话头。

“这把年纪就不用挑了，以后你妈走了，你

一个人怎么坐到天黑哟。”又一个人说。保林熟

悉这种邻里相处的方式，也对此不反感。可是一

场牌打完，输了点小钱，焦虑还更加重了，从牌

桌上下来的时候，老皮匠保林悻悻然回了家。

家里，只有一位年近90岁的老母亲在等保林

。老人身体康健，生活尚且还能自理，但年纪大

了，许多地方离不开保林的照顾。

这个家原本有7口人。1980年，保林10岁那

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一个人带大了5个

孩子。保林是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两个哥哥。小学毕业后，保林就在家跟着母亲种

地，帮村里人干点农活领点工钱，就像他那几个

早早开始谋生的哥哥姐姐一样。大一点后，他就

跟着镇上的皮匠师傅学做鞋。做鞋、补鞋，一干

就是30年。在这期间，哥哥姐姐们完成嫁娶，各

自组建了家庭，离开了家。

保林庆幸自己在2019年到来前盖好了自己的

小洋房。他原本在武汉市一家鞋厂打工，因为这

栋洋房落成，他幸运地逃过了武汉封城。退居乡

村后，他重新学种地，农闲的时间，有了大把多

余的时间，就用来找对象。

盖楼的时候，他不是没有想过自己以后年纪

大了，二楼可能根本就用不上。但房子带给他的

，除了安居，还有面子。

年轻时的他蜗居在一个单间砖瓦房，简陋的

居住环境，劝退了许多有心给保林介绍对象的媒

婆。

人们相信，保林单身至今，很大程度是被窘

迫的经济状况所累。

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在农村一众中老年男

人堆里，保林是很挺拔的那一个。他个子高，做

了这么多年工，也没有耸肩驼背，鼻子秀挺得能

把这耷拉的生活撑出点气质来。平常不用干活时

，保林喜欢穿白色、浅灰色的衬衣。村里的老人

都说，皮匠保林年轻时生得修长俊美，还有着农

村男人身上少见的白皙肤色。这美若生在现在，

用来招桃花也好，引流量也好，总归是不会被浪

费。可他偏偏生在了70年代，生在河边一个会漏

雨的砖瓦房里。

贫困带来的自卑，与帅气带来的一点骄傲，

让保林在农村婚恋市场上处于尴尬境地，从年轻

到年老。

年轻时，很多农村女孩连生存都困难，不可

能只图一个男人生得好。保林20多岁时，经人介

绍认识过一位棉纺厂的女工。那位大概是他真心

喜欢过的，他曾经拿两个月的收入给那个女孩买

过一条白色无袖连衣裙。女孩一米六几的身高，

和他一般年纪，长相也般配。但女孩当时受不了

棉纺厂三班倒的工作，最后嫁给了一个在国企工

作的男人，男方在外貌上比不过保林，但男人婚

后把女孩调去了供销社上班，让她摆脱了她所不

喜欢的工作岗位。

随着年龄渐长，保林那点外形的资本慢慢淡

去，前来说亲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按邻居们的说法，这几年也有人给保林介绍

过一些女人。和保林同龄的，一般都离异带孩子

。保林觉得自己头婚就帮人养孩子，这冤大头自

己做不得。遇到年纪稍小一些的，人家也看不上

一个皮匠，毕竟他没什么积蓄、没养老保险，何

况他的这门手艺现在也不吃香。村里大把皮匠、

木匠、泥瓦匠现在没活儿干，和保林一样重新开

始熟悉土地，种起了地。

当老皮匠保林还在挑肥拣瘦的时候，小镇上

同龄段的女性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春、第三春

。明年就满60岁的张阿姨，身材随着年龄越发圆

润起来，这非但没让她的风姿少几分，还让她在

同龄人中平添一点贵气。前几年她的丈夫去世，

之后，她开始相亲。本地一位大她十多岁的男嘉

宾，靠着“三金和10万块的养老保险”，成功获

得她的芳心。张阿姨每天早上都能享受老伴从早

点铺带回家的红糖豆花，她每天晚上跳广场舞，

对方也喜欢看。在老年人这种直白的婚姻利益交

换中，你甚至能品出“走过大半生，看山还是山

”的真诚。

老几辈人重男轻女的观念，塑造了小镇长期

以来失衡的男女比例。加上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

，镇上的许多女性外出务工，一些去往江浙或广

东务工的女孩，还会想办法在经济更发达的地区

找对象安家落户。男女性别比失衡，加上女性向

外流失，令小镇本地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比男性

更加吃香、有更多选择余地。

所以，在小镇上，男性如果没有一份电力局

、工商局、银行这样的国企事业单位工作，普通

的农民、工人和小商贩都很难找对象。这个定律

从20多年前到现在，一直没变。疫情后，一些原

本在城务工的男人因为工厂倒闭失业回家，村镇

年轻一代的单身汉也多了起来。

在中国，还存在许多跟我老家小镇情况相似

的乡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全

国有31个省的乡村男女性比均大于100（以女性

100为参照），也就是说，有31个省份乡村男性

比女性多。其中湖北为111.34，比全国乡村男女

比107.91还要高出不少。

和大城市那些忙着搞事业、主动不婚的大龄

男女相比，村镇的单身汉，更多是求而不得造成

的。在城市，即使是不婚的人，也会有几段恋爱

经历，或是更为开放的性伴侣关系。在农村，谈

恋爱是头等稀罕又浪费彼此时间精力的事儿。每

个人相亲都直奔婚姻主题，几乎没有恋爱和试婚

的过程。要是哪对孤男寡女走到一起，最后又不

提结婚，人们总觉得这是在耍流氓、偷情。

这种集体惨淡的局面，反倒让保林心安理得

起来。

42岁的胡平是镇上另一名单身汉。他生得矮

小，没遗传他母亲的半分健壮，常年戴着一副金

属框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大而有神。

胡平是镇上最早的一批大学生。从湖北一所

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他，20年前就在深圳一所中

学做英语老师了。没想到16年前，当了3年英语

老师后，胡平就回老家来了。他的父母当时以为

他只是暑假回来休息，至今觉得损失了一套深圳

的千万元房子。

当年为什么要回来？胡平对外只说是太累了

，身体吃不消。

如果胡平愿意，当年可以在小镇中学做英语

老师，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承受有道德光环的职

业。学习了多年的英语，没听胡平在小镇上说一

个单词，但这种语言大概教会了他：人有堕落的

自由。

作为老单身汉，胡平总是以“游荡”的姿态

出现在镇上。大多数时候，人们把他当成懦夫、

逃兵。在镇上，从东街到西街，没有人不知道老

胡家的孩子自毁前程。有时候他游荡到镇民家中

的话题里，成为老一辈口中的“反面教材”——

现在镇上偶尔有走出乡镇的年轻人，提出打算回

老家歇脚“躺平”或做小生意，家中长辈想到回

到小镇单身至今的胡平，总会语气担忧地劝退孩

子们。还有家长言辞焦急地问过自家孩子：“这

里哪有什么田园生活？你回来干嘛，和那群老单

身汉一起闲晃吗？”

有趣的是，左邻右舍的电脑其实都是胡平帮

忙安装的，谁的手机不会用或是要修理，也都找

他帮忙。事后，大家又不忘再夸一句：这读了大

学的，还是不一样。

在家无所事事两年后，也许是经不起父母成

天的唠叨，也许是实在太无聊。胡平拿着积蓄开

了家网吧。在十几年前，胡平的网吧生意很好，

当时小镇上有上千名初中生和一群闲得慌的小青

年，只有两个网吧供他们前去消遣。

胡平的姐姐当年大学毕业后，早早拿着高薪

在成都定居，他的弟弟高中辍学后随姐姐去成都

找了份工，也成家了。两位老人把全部的关注倾

泻在胡平身上，给他安排了很多场相亲。

可是，胡平看不上乡镇辍学打工女孩，觉得

她们没文化，那些满身活力的女孩也瞧不上他的

瘦弱。而小镇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都巴不得快

点插翅离开这里，听闻胡平的故事，连见面都不

愿。后来，尽管年岁渐长，胡平还是向往着年轻

和美丽的伴侣，因此久久没法匹配成功、走进婚

姻。

在一次又一次的抗拒和挫败中，胡平已经主

动从相亲局中离场了，他把心思都花在自己的小

卖部上——早年的网吧生意后来变得惨淡，他便

将网吧改成了小卖部。就算是卖一瓶矿泉水，他

也卖得格外认真。逢人进店，他会客套几句。不

像一线城市的便利店那样，你进去只能听到一句

电子音“欢迎光临”。

比胡平还小几岁的机械维修工郭师傅，对结

婚生子要热情得多。

今年38岁的郭师傅，是镇上唯一的农机修理

工。在村里读完小学后，去镇上读了初中，因为

成绩不好，他读完初中就辍学了。以前很多农民

父母，无力也无心去引导孩子的教育。

从初中辍学后，郭师傅在“立业”的路上独

自摸索了10年。他先是在家帮父母干了两年农活

，后来在县城的各种工厂打零工。直到20多岁，

他存了一笔学费，把自己送进了职业学校学习模

具与数控，毕业后在县城一家农机维修店当了两

年学徒，终于在30出头时学成回到镇上，租了家

店面开了自己的修理店。郭师傅一年能挣十几万

元，这在小镇上算高收入。

立业之后的郭师傅，就剩下唯一一桩人生大

事——成家。郭师傅个子不高，不到一米七，比

较胖，不爱说话，但和气，见谁都是客气一笑。

平常他总是穿着蓝色工作长罩衫，去相亲前，会

脱了一身机油味的工作服，换身体面的衣服。

他至今对没有念高中大学感到遗憾，每次相

亲失败后，总觉得是自己学历低扣了分。

郭师傅说：以前在工厂也能遇到很多女孩子

，但自己也不敢去搭讪。20多岁时，喜欢过一个

女孩子，约她吃过好几次饭，还带她去过县城的

鬼屋，对方也没有拒绝。但还没表白，人家就已

经有男友了。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普通且自信。郭师傅有时

候会想，如果当时他主动一点，会不会就成了？

他不时埋怨当年不够胆的自己。

回到小镇后，亲戚邻里看他店铺生意好，赚

得多，也主动寻上门帮忙说亲。几年前，郭师傅

和镇上一个小他10岁的理发师相过。女孩是高中

毕业，一直在县城做美容美发。为此，郭师傅特

意去县城，定了最好的花园酒店，请女孩吃饭、

喝花茶。但一个下午过去后，女孩并不欣赏郭师

傅的勤劳质朴，不肯再约了。现在这个女孩已经

做了妈妈，有个两岁大的女儿。

女性到底要什么？郭师傅一直搞不懂，他觉

得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比店里的机器差别大

得多。媒人则觉得：郭师傅太木了，外形是一部

分，主要是性格不灵。现在的女人也不光是看钱

的。

一轮轮面试下来，在2018年，郭师傅和一个

比自己大两岁的离异女人定了婚。但结婚前却发

生了意外。郭师傅的父亲在操作田地操作悬耕机

时，错将“暂停键”按成了“倒退键”。机器斩

断了父亲的右腿，也斩断这段郭师傅刚萌芽的婚

姻。手术花费了2、30万，这钱原本是郭师傅用

来准备婚礼和彩礼的。女方因为这笔钱没到账，

就分手了。

后来邻居们常常为郭师傅打抱不平：这种势

利眼女人，也幸好没娶进门，何况她还是个二婚

的。说得多了，郭师傅自己反倒觉得难堪了：那

不也正说明自己没用，连个离异女人都哄不住？

靠轻视他人获得的自我安慰，很快又会在另

一个相亲局被践踏。但人们乐此不疲地建立婚姻

鄙视链。是买卖，就得有三六九等的标价。

因为悔婚事件和父亲的手术，郭师傅消沉了

一阵子。

2019年夏天，一位越南新娘嫁来小镇，这给

了他新的盼头。住同一街的一位街坊，现在也是

30好几了。前几年在杭州打工时，认识一个做跨

国婚姻的中介，后来成功娶回一位越南新娘。这

位越南新娘不爱打麻将、也不嚷着去城里逛街，

嫁来这边不出一年就有了孩子。她还学会了缝纫

，现在在小镇服装厂做女工，一个月能赚3、4千

块钱。在郭师傅看来，这就是自己理想中的妻子

：年轻健康、温顺勤劳、好生养。

很多小镇男性和郭师傅的想法差不多，至于

语言交流、兴趣爱好这些，他们觉得不重要。这

里的男男女女也不觉得花钱“娶”一位外国新娘

，是物化女性，或者更严重点，有买卖人口的嫌

疑。否则，那不也是否认自己父母或祖辈的婚姻

？小镇上一代的家庭大多是靠包办婚姻，或相两

次亲就组建的。就像开盲盒，有的先婚后爱，有

的一生无奈。况且，在面对越南新娘时，这里的

人还都有种莫名的优越感，觉得是在给越南女性

扶贫，从而自己的行为也更正义了。

“我们这里就算是农村也比越南有钱吧，依

我说多找一点越南新娘来挺好的。”这是一位当

地50多岁阿姨的评价。尽管她没去过越南，也不

知道胡志明的房价已经直逼北上广了。

郭师傅打听好了，他娶一位越南新娘的成本

在25万以上，其中18万是给新娘家的彩礼，2万

块是给中介的中介费，还要支付往返的机票、住

宿费。去一次可能还相不中，得来回折腾个2、3

次。郭师傅没出过国，也没坐过飞机，最远的旅

程就是坐一个钟的大巴去县城，再坐几十分钟动

车去武汉。这几年因为疫情的缘故，郭师傅的越

南新娘计划也被耽搁了，他盼着疫情早点结束。

心里有个愿景，郭师傅干活存钱也就更卖力

了。仗着现在镇上只有他一位修理师，他也够胆

喊价，有时候修一台喊200，有时候喊300。但他

也担心，万一疫情让更多人返乡了，有人抢他饭

碗了，钱就没那么好赚了。

在单身汉们受阻的婚姻中，也有人看准商机

，从中获利。小镇上有一位走街串巷卖面条和卤

味小吃的阿姨，兼职做媒婆，帮忙介绍一人就收

取20元的中介费，若是谈成了，就会再收200元

。等到双方婚礼时，还会再给她派一个红包，金

额自定。靠着婚介副业，阿姨已经在县城一个楼

盘买了新房子。

这种介绍，都是一对一的，没法像城市里那

样组织多人相亲局。城市的付费相亲局或企事业

单位组织的联谊，已经从年龄、职业、收入、学

历、婚育背景、健康状况等基本门槛上进行了筛

选，来者都是同圈层的人，尽管每个人对理想伴

侣的偏好不同，还是会存在共性诉求。

如果要在小镇上组织一个几十人的局，你会

发现年龄从30岁到60岁的都有，未婚的和已经离

异带两个孩子的会出现在同一屋。大家的年龄、

婚史背景差别太大，没法有诉求共性。更何况，

有的人在县城打工，有的人在村里闲晃，生活也

不像城市里996的人那么有规律，很难把一群人

凑到一起。

就像人们常说的，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

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小镇的单身汉似乎在相亲上

也要更参差。

农村的夜晚总是来得更快更深，已婚的夫妻

关门闭户后，单身的男人们又在干什么呢？

情欲是小镇上的禁忌话题。这里的人可以随

口讲荤段子，可以骂人带生殖器，可以花钱享受

一些特殊服务，唯独不能将“性”当正经事儿去

聊。你要是跟人正经说起来，对方就目光闪烁，

憋着痴痴的笑。这种遮掩的态度，导致“农村光

棍”，成了和“欧美管道工”一样的小视频类型

标签，只是前者更具有侮辱性。

保林非常反感“农村光棍”这个称呼，尤其

是还要加个“老”字。当木心说自己的理想是做

“单身汉”时，我们都相信这是真的。可人们比

较难相信一个农村单身汉不会惹出点什么是非来

。好像他们的精神世界就是更为空洞，理所当然

会有更强烈的生理欲望。

十几年前的小镇也有过能提供特殊服务的发

廊，后来因为有男人在这里染上病，家人来大闹

一场，导致流血伤人事件，小店就被迫关停了。

歌舞厅也短暂存在过，怎么消亡的，就难以得知

了。还有小电影录像店，除了租售一些光碟，也

提供包间观影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镇的

男人们喜欢在这些地方流连。但现在，如果要花

钱解决生理需求，就需要去几十公里外的县城。

每个县城都有自己的风俗街，不用做推广，有需

要的人都会摸着黑寻来，跟单身与否无关。

那些发生在工厂的风流过往，发生在乡间的

不伦韵事，或是在逼仄小店里的特殊消费，男人

们不会拿到台面上。有人觉得，如果不是为了让

父母抱孙子，不是为了成个家更体面，定期消费

一下，比娶越南新娘要便宜多了。

随着年龄渐长，单身男人们年轻时此起彼伏

的欲望，慢慢会稀释成每月拜访几次的念头，最

后从一些服务夹缝中溜走。

像丰县那种拐卖妇女，或是性侵事件，在这

里倒是鲜有发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地处平原地

带，经济算不上太落后，视野也没有遮蔽的缘故

。倒也确实有女性说起过自己曾遭受骚扰，比如

一位40多岁的妇女反馈自己清晨在河堤散步被尾

随，也有年轻女孩提及中学时在家洗澡被偷看。

对胡平来说，连花钱去买服务甚至都是多余

的。因为他年轻时一直要通宵照看网吧生意，很

多寂寞就这么被排遣了。每天夜里和一堆男孩联

机打游戏，把键盘敲得呼啦啦作响，再飙上一堆

脏话，吃一顿宵夜，一晚上的力气就耗没了。白

天昏沉沉睡去，甚至懒得去想上周的相亲对象对

自己的看法。

对郭师傅来说，赚钱的紧迫感更强烈。单身

生活除了寂寞，如果还要说有什么损失，那就是

他为了搞好客户关系，参加了村镇上大大小小的

婚礼。随出去的份子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回

来。无论是否结婚，钱都是最紧要的。这是他从

毁约的未婚妻身上，学到的重要一课。

这两三年，很多人从北上广深工厂宿舍、工

地棚屋、城中村出租屋退回来，和那些已经在小

镇上守出方寸天地的单身汉不同，他们不仅没有

婚姻家庭，连下一份工也都还没头绪。只有大把

的时间，用来在村镇游荡。镇上有人开玩笑，一

个村2百多人，差不多有3、50个光棍。

有时候十几人迎着晚霞在田埂上或河堤走来

走去，好像要把那荒地踩出一些生机来。最后，

又只是往这暮气里添了一些斜影。

光棍们游荡在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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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门SAT大规模泄题事件，到美国某留学

机构因提供申请造假和冒名代考等服务，被处监

禁4年，再到加拿大OSSD课程频频爆雷，都提

醒着我们国际教育的造假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

步——部分人为了赚钱，利用学生和家长渴望上

名校的情结，用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手段敛财。

今天家长君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一话题。

自去年2月起，最多人读的国际课程之一的

加拿大OSSD课程频频爆雷，学生被劝退，成绩

被审查等消息不时传出。

今年7月，一份出自悉尼大学发给中介的邮

件将此事推向了高潮：大学将不再接收来自全球

152所OSSD高中的申请，其中包括8所国内高中

。

令人吃惊的是，被波及的百所学校并非不知

名的野鸡校，而是在加拿大安省教育局官方认证

审核，有据可查的的高中，受影响的学生可能多

达几万人。

这次黑名单事件不止牵涉出国内的造假，更

是OSSD课程在全球遭受的声誉重创。

短短十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个有着近

百年历史的加拿大最好课程体系，走到了全网群

嘲「水」的这一步？

从业十余年的留学顾问Vera回溯了OSSD课

程在国内走过的这一路。

01.什么是OSSD课程？

说句实话，对于业内人来说，OSSD爆雷一

点也不新奇。

该课程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15年，

故事的一开始就有着一个不大好的开头。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下OSSD课程。

OSSD是OntarioSecondary SchoolDiploma的缩写，

即安大略省高中文凭课程。

与IB、A Level等不同，加拿大没有全国统

一的教学大纲，所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课程，各

省的教育事务由各省教育部门自行负责。

国内引进最多的是两大加拿大课程就是安省

OSSD课程和不列颠哥伦比亚BC省课程，也是教

育资源最为集中的两大省。这些年来，OSSD课

程在国内的知名度远不如BC省高，这是后话。

安省课程进入中国源自2015年。

中加关系正值蜜月期，时任安省省长的

Kathleen Wynne来访中国，以安省的名义与中国

签订了巨额贸易合作协议，其中就包括在国内开

设OSSD项目，加强两国的教育交流。

对于中国家庭来说，不用去加拿大上学，也

能修读安省课程，并且同时申请海外名校，难度

还不高，不失为一个好机会。

当时在上海和广西设立了两所学校，后来又

新增了8所受认证的学校。名单在安省教育部网

站正式注册均可查询，每年需要接受年审，不合

格的话则会被取消办学资质。

目前国内拿到资质的有10所，然而可笑的

是，大多也出现在悉尼大学这份黑名单里。

简单来说，OSSD课程有以下几个特点：

#1没有全球大考，考评方式采取了70%平时

成绩+30%期末评估的考评方式，学生修满30个

学分，完成4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并通省考就

能拿到OSSD毕业证书。

#2特别灵活，支持不同教育体系课程之间的

学分转换，体制内外的课程都可以置换OSSD课

程的23个学分，转了后只要修满7个学分即可，

所以说学生读一年还是读4年都可以；

#3难度不高，OSSD课程难度不算高，申请

海外大学一般只需要6门学科即可，更适合学术

基础相对较差，也冲刺英联邦名校的学生，在申

请美国大学时候「含金量」相对不算太高。

OSSD建立初衷和课程本身都非常不错。

因为没有统一的大考，OSSD非常注重学习

过程，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鼓励学生表

达自己的看法，每一门课都有十多种形式的作业

需要学生去完成。如SpeakCorner、Presentation、

essay、project等等。

而且，很多体制内学生在高三后转入OSSD

课程，大多能顺利毕业且进入英联邦大学就读。

尤其是进入澳洲八大的学生特别多，为不少普娃

提供了一条更为多元、灵活的求学之路。

只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当年安省省长亲自背

书的项目尚未运行满一年，就爆了个大雷。

02.一直爆雷的OSSD

当时，有几位在任老师举报了学校的「八宗

罪」

其中包括根本没有承诺中数量足够的老师，

无法满足OSSD课程开设的要求仍在开课，同时

学生上课课时不够，却欺上瞒下作弊、改分等等

。

这次投诉把业内痛恨的陋习也给暴露得干干

净净。

当时这些学校受到了处罚，但是OSSD爆雷

却并未结束。尤其是疫情后，网课时代让造假成

本更低。

OSSD以安省的教学大纲为基础，具体教什

么，怎么教，考试考什么，都是老师根据大纲决

定的，加上没有全球统一考试，老师教得好不好

，学生学得好不好都是由学校自己决定。

考试的试卷都是老师或者学校自己出的，不

确定因素就很多。

如果学校和老师放水就可以把卷子出得很简

单，导致学生最后分数很高，但其实什么也没有

学到。

我记得2020年疫情刚开始时，各大社交平

台突然涌出了大批推荐OSSD课程的广告，宣称

一年网课就能保录取世界名校。

一些机构因为疫情看到了商机，瞄准了因为

疫情中断留学计划的家庭，开始大力推国内的

OSSD课程。

恰逢安省又因为疫情取消了获得毕业证OS-

SD的必须条件的省考，更是给了这些不良机构

可乘之机，竟然把OSSD宣传为加拿大政府在疫

情之下专门开设给中国学生的网课课程！

同时，一大批机构和国际学校都开始在国内

招收OSSD课程的学生进行线上授课。

这样学生即使用高分申请到了名校，就读一

学期之后，学校就会发现这些学生成绩断崖式下

跌，进而意识到材料涉嫌造假，开始对OSSD课

程申请者进行溯源调查。

就拿近的来说，去年2月起，就陆续传出纽

约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澳洲科技大学

有OSSD课程的学生被退学的消息。

去年，12月份，爱丁堡大学更是发布严格审

查OSSD课程申请者材料的公示，昆士兰大学也

在去年7月发布了对OSSD课程学生的成绩单和

证书进行溯源调查的公示。

而悉尼大学这次爆雷更触目惊心，黑名单涉

及面之广令人错愕。

其实，关乎这份名单，至今仍有些扑朔迷离。

在自媒体的花式解读之下，一方面是名单上

一所国际高中在公众号发出的辟谣声明，有学校表

示从未收到类似的邮件，有学校表示黑心机构PS

了学校的成绩单，学校从未参与却意外背锅。；

另一方面是众多代理均表示都收到了这份

「黑名单」邮件，据校代朋友说，悉尼大学了解

到国内对这件事的关注，且告知代理们请勿再次

传播这份名单。

但无论真实与否，都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同

时也是一个警示。

03.课程是中立的

现如今，国际教育的造假已经到了令人发指

的地步——

部分人为了赚钱，利用学生和家长渴望上名

校的情结，用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手段敛财。

这些手段不仅包括伪造成绩单，枪手代考语

言考试，还有伪造各种高大上的课外活动和科研

背景，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我曾遇到过一个真实案例:

学生找的保录取机构，交了10万美金的定

金。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后，他向学校找回了学

校申请系统的账户名和密码，登录上去之后竟然

发现这个保录取机构提交的是全套假材料。

系统显示其上传的是澳洲学校成绩单和学位

证，而这位申请者却从未在澳洲上过学，也就是

说，这个保录取机构收了10万美金的定金，却

是用PS过的假材料在做申请。

整个案例可以说触目惊心，堪称留学界的杀

猪盘，一旦后面东窗事发，学生损失的不仅是金

钱，还可能断送学业。

最后，真的想读OSSD的学生也不用过于担

心，行得正坐得直之下，这仍是一个普娃进入名

校的多元路径之一，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有能力读

IB、Alevel和美高课程。

而且目前悉尼大学官方并未相关通知，可能

仍有回旋余力。

只不过，需要提醒的是，以前有不少学生会

选择在国内完成高二，高三才去加拿大读12年

级最后一年。

目前由于各大高校严打OSSD课程造假情况

，这种情况部分国外高校已表明不被允许。

如爱丁堡大学公示上明确表示：不再接受快

速通道学生，学生必须完成30个OSSD学分的所

有课程。也就是说，学生必须去加拿大学校实体

就读校园课程，爱丁堡等大学已明确表明不接受

就读线上课程的学生。

实在担心，学生也可以考虑非黑名单上的学

校，或者其他加拿大课程。

其实，从OSSD课程被大肆推出和虚假宣传

到国外高校陆陆续续出台严打OSSD课程，才不

过短短三年时间。

课程是中立的，无罪的，只是谁在用，怎么

用。

骗子当然可恨，然而，市场总归是理性的，

我也在想这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人相信钱可以买来

教育，才会有消费。

为此买单的是可能被退学的自己，对上学没

有了任何敬畏的自己，以及许多后来申请者——

也许以后中国学生将会为越来越严格的材料

审核而付出高昂的认证费，因为被怀疑作弊而可

能随时被取消考试成绩，甚至不能申请xx大学

的规定，这不是害了很多遵守规矩、好好努力的

学生吗？

人生总以为有侥幸，但是如同一句名言所说

，殊不知，生活馈赠的礼物，冥冥之中都有着代

价。

揭秘留学圈杀猪盘：
交了60万定金，孩子却被梦校永久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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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烏克蘭軍隊從俄羅斯控制區烏克蘭軍隊從俄羅斯控制區
奪回數十個城鎮奪回數十個城鎮 挺進赫爾松挺進赫爾松

【美南新聞泉深】11 月 11 日，在莫斯科宣布從戰略首都赫
爾松撤軍的第二天，烏克蘭官員們表示，烏軍隊已經收複了俄羅
斯軍隊在烏克蘭南部廢棄的數十個布滿地雷的定居點。

烏克蘭軍事分析家和媒體評論員說，週四晚上有跡象表明，
烏克蘭軍隊正在接近第聶伯河口的港口赫爾松市。

烏克蘭國防部長奧列克西·列茲尼科夫（Oleksii Reznikov）
週四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表示，俄羅斯至少需要一周時間才能完
全撤出赫爾松市。列茲尼科夫說，俄羅斯在該地區仍有 40,000
名士兵，情報顯示其部隊仍留在該市及其周邊地區。

俄羅斯週三宣布將撤出第聶伯河西岸，其中包括赫爾松，這
是莫斯科自 2 月入侵烏克蘭以來佔領的唯一地區首府。

撤軍是因規模較小的烏克蘭軍隊第三次擊退俄羅斯軍隊，打
得俄羅斯軍隊無力還擊。俄羅斯軍隊曾於 3 月在北部被挫敗，

無法佔領首都基輔。然後在 9
月，烏克蘭軍隊將俄羅斯佔領
軍從哈爾科夫東北地區趕走。

赫爾松省是俄羅斯總統弗拉
基米爾·普京在 9 月下旬聲稱
吞並的四個省之一，大多數國
家都譴責俄羅斯佔領該省是非
法的。

美國總統喬·拜登週三對俄
羅斯撤軍的消息表示歡迎，但
周四淡化了任何關於近期解決
戰爭的建議。

拜登在白宮對記者說：“我
認為沖突不會得到解決……直
到普京命令軍隊全部離開烏克
蘭。”

烏克蘭軍事分析師尤裏·布
圖索夫（Yuri Butusov）在電
報消息應用程序中表示，赫爾
松市位於烏克蘭大砲的射程內

，最近的烏克蘭偵察巡邏隊距離該市不到 18 公裏（11 英裏）。
他說：“烏克蘭軍隊正試圖在撤退的敵人的肩膀上闖入赫爾

松，在俄羅斯軍隊集中的河流交叉口地區，正在爆發交火。”
烏克蘭總參謀部表示，向赫爾松方向的進攻行動仍在繼續，

但沒有透露細節。
俄羅斯布下地雷陣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周四晚間的視頻講話中說，烏克蘭軍
隊在向南推進時已經解放了 41 個定居點。

他說，工兵和煙火師正在進入從俄羅斯軍隊手中奪回的地區
，以清除他們留下的數千枚未爆炸地雷和彈藥。

澤倫斯基說，仍有約 170,000 平方公裏（66,000 平方英裏
）的地雷需要排雷，包括仍在戰鬥的地方，以及“敵人在撤退前

會增加地雷的地方排雷，就像現在赫爾鬆的情況一樣”。
該地區由烏克蘭任命的州長雅羅斯拉夫·亞努舍維奇

（Yaroslav Yanushevych）在電報頻道上表示，俄羅斯軍隊
“奪走了公共設備，損壞了電線，並想在他們身後留下陷阱”。

澤倫斯基的顧問米哈伊洛·波多利亞克（Mykhailo Podolyak
）表示，俄羅斯希望將赫爾松變成一座“死亡之城”，偷走從公
寓到下水道的所有東西，並計劃從河對岸炮轟這座城市。

俄羅斯否認蓄意以平民為目標，盡管沖突已造成數千人死亡
，數百萬人流離失所，並摧毀了烏克蘭的城鎮。

烏克蘭國家濃縮咖啡電視網站援引來自赫爾鬆的評論員沃拉
迪米爾·莫爾查諾夫（Volodymyr Molchanov）的話說：“絕對
沒有跡象表明赫爾松設置了陷阱。俄羅斯軍隊昨天（週三）開始
撤離......在試圖越過第聶伯河時，敵人正在遭受巨大的傷亡。”
戰爭轉折點

軍事分析人士說，在赫爾松撤軍將使雙方的部隊騰出到其它
地方作戰，而且沒有跡象表明莫斯科已經完成了針對其親西方鄰
國的“特別軍事行動”計劃。

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陸戰高級研究員本·巴裏(Ben Barry)說
：“這絕對是一個戰爭轉折點，但這並不意味著俄羅斯輸了或烏
克蘭贏了。”

他說，俄羅斯仍然有能力進行新的進攻或反擊，現在註銷它
們還為時過早。”

烏克蘭國家電視台播放了一小群烏克蘭士兵，他們在赫爾松
市以北約 55 公裏（35 英裏）的 斯尼胡裏夫卡 （Snihurivka）
村中心受到居民的歡迎，烏克蘭國旗在他們身後的廣場上飄揚。

幾公裏外，在路透社到達的一個已經被烏克蘭軍隊控制的地
區的一個被毀壞的前線村莊裏，槍聲已經安靜下來，居民們說這
是戰爭開始以來的第一個安靜的夜晚。

85 歲的 娜迪亞·尼紮連科 （Nadiia Nizarenko）說：“我們
希望沉默意味著俄羅斯人正在離開。” “尼紮連科的女兒、63
歲的斯維特拉娜·利舍紐克 （Svitlana Lischeniuk）說，俄羅斯
軍隊可能正在準備一個陷阱。



今天来和大家聊一件很“科幻”的事情。

在很多科幻类的影视作品中，都有着这样

一种设定：主人公因为头部受到了重创，或者

是因为陷入到固定的时间循环之中，就导致他

过的每一天，都是重复的。

这是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就是每一天

都是周而复始、无限循环，显然，这样的日子

对于谁来说，都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在现实

中，会不会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呢？

让人感到可怕的是，现实中还真有这样的

情况存在。

在美国，就有这样的一名“科幻女孩”，

她叫凯特琳，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今年才

19岁，然而她却过着一种“无限循环”的日子

，至少有5年多的时间了。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何美国

这名19岁女孩的生活会周而复始呢？难道是她

拥有某种“超能力”吗？

这需要从5年前，凯特琳经历的一场意外

开始说起。

作为一位越野跑爱好者，在一次越野跑训

练中，凯特琳不慎被队友撞倒，之后她的右侧

太阳穴还受到了剧烈的撞击。

虽然经过检查后，凯特琳并没有昏倒也没

有受伤，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意外发生的小磕

碰事件，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自那之后

，凯特琳的记忆和生活就出现了问题。

由于凯特琳的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差，甚至

就连开车门的动作都记不住了，担心她的父母

赶忙将她送去了医院，一开始，医生确诊凯特

琳是脑震荡，表示过一段时间后，她就会恢复

正常，然而事实上凯特琳却患有极其罕见的

“顺行性健忘症”，这也让她因为这场意外，

彻底开始了自己的“无限循环生活”。

那么，什么是顺行性健忘症呢？

顺行性健忘症，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脑部疾

病，症状表现为：记忆丧失，拿凯特琳来说，

她的大脑失去了记忆能力，以前的旧记忆得以

保存，但受伤之后的大脑，却再也无法存储新

的记忆，甚至这种病还会阻止大脑存储新记忆

。

因此，这才导致凯特琳每天的记忆力只有

12小时，也就是说她只记得白天发生的事情，

一觉醒来又什么也不记得了。所以，才会说对

于凯特琳而言，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样的，记

忆也都是一样的，每一天对于她来说，都是全

新的一天，也是周而复始的一天。

那么，这种病有办法治疗吗？

5年来，凯特琳一直被顺行性健忘症困扰

，但是她和她的家人却一直没有放弃救治，她

们每天都在想尽各种

办法治疗，但效果却

一直不明显，甚至还

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病

情恶化，这让凯特琳

觉得非常难过。

不过，在今年年初

的时候，凯特琳的顺

行性健忘症终于迎来

了转机。她的记忆竟

然开始有恢复的迹象

，新记忆能够维持超

过12小时，甚至还能

详细的回忆起几天前

发生的事情。

当地医生检查后也

表示，这无疑是一个

医学奇迹，大家也在

探究，具体是什么原

因让凯特琳的记忆恢

复。

那么，真相是什么

呢？答案竟然是跑步

！原来，自从凯特琳

患上顺行性健忘症后

，看过数家医院，采用了多种治疗方法，但治

疗效果却都不是很好，甚至还出现了很多不良

反应。

于是，为了尽快让自己战胜病魔，从去年

10月份开始，凯特琳决定做出改变，她选择直

面自己的病情，学会乐观的去面对生活。

美国19岁女孩记忆循环，重复过着同一天

，怎么会这样？她又是如何自救的呢？

于是，凯特琳重新开始越野跑训练，也正

是因为她又重新恢复了运动生活，才让她的病

情大幅度好转，可以记住一些重要的事情。

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凯特琳甚至还完

成了一项被外人认为，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凯特琳和她的朋友们一起跑完了全程5公里

越野赛，在这项赛事中，凯特琳清楚的记得每

一条比赛路线，在完全没有外人的提醒和帮助

下，独立完成了整个比赛。

要知道，自从2020年以后，凯特琳就已经

完全放弃了医学治疗，但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

，凯特琳的顺行性健忘症竟然奇迹般的好转，

显然，这与她重新恢复了越野跑有关。一些研

究者认为，或许是因为跑步会促进血液循环，

这对大脑来说，可以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

可以说，凯特琳因为5年前跑步中的一次

意外，导致失去了记忆，但是5年后凯特琳又

因为跑步重新获得了记忆，相信没有什么是比

这更完美的事情了！

当然，以目前的科学水平来说，人类对大

脑的认知还非常有限，甚至不能完全理解大脑

的工作原理，就拿顺行性健忘症来说，可能现

在的医学条件和技术无法治愈这种疾病，但我

们也不要小看人类本身的自愈力，拿凯特琳来

说，她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医学奇迹。相信不

久的将来，凯特琳就可以像正常女孩子一样生

活。

美国19岁女孩记忆循环，重复过着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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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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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Joy夫妇领养了5个中国孩子

我们领养的第一个孩子是Allison今年18岁

。2004年2月她只有9个月大时，我们去中国广

东湛江市收养了她。她现在正在上大学，想在医

疗领域工作，要么做医生，要么做护士，从事小

儿肿瘤学。 她还喜欢跳舞。

2006年2月，我们在广东省高州收养了第二

个女儿Quinn，当时她只有10个月大。她现在16

岁。她目前正在治疗白血病和致命的真菌性肺炎

。她大部分时间都在住院，不住院的时候，每周

一到周五去门诊治疗。她现在读11年级，希望

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兽医和动物美容师。

第三个来到我家的是Sarah，今年27岁。我

们在2009年1月去广东省汕头市收养了她，她那

年快14岁。14岁后就没有机会被收养了，她有

脑瘫和智力障碍。她将与我们终生相伴。她喜欢

天文和武术。

2011年4月，我们在广东省深圳市收养了第

一个儿子Zane，他当时3岁。现在他已经14岁了

，正在读八年级。

Zane来到这世界自带艰难模式。出生时差点

死掉，之后一年他与死神搏斗了好几回。他出生

时脑部、颅骨、肺部和心脏都受到损伤。自从他

来到我们家庭后，每年都要去德克萨斯儿童医院

看几次医生，接受先天损伤相关的治疗。他想成

为一名电脑游戏设计师，长大后为任天堂工作。

他喜欢玩电子游戏和看书。

收养Zane的同一天，我们在广东省珠海市还

收养了另一个儿子Malachi，他当时18个月大。

现在他12岁，在读七年级。他每年都要去德州

儿童医院几次。最近刚刚完成了一次治疗。他的

特殊需要涉及个人隐私，我就不详述了。

长大后，Malachi想成为一名律师和武术教

练。他在武术上非常有天赋，正在努力获得（空

手道/跆拳道）黑带。

我们领养孩子的初心是，我们想要一个孩子

。在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我们想给她找个

妹妹。Allison和Quinn就是这样来到我们家的。

我们之后又想再收养一个。在提交了收养第三个

孩子的文件后的等待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有一

个女孩在14岁之前非常需要一个家庭。到了14

岁再找不到家庭的话，就永远不可能被收养。于

是我们收养了Sarah。她很快就长大了，但我们

仍想再要一个孩子。我们决定再收养，这次是一

个男孩Zane。与此同时 我们收到了Malachi的推

荐信，我们都很喜欢，于是决定同时收养两个男

孩。

这就是我们收养五孩子的经历。

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生命之光，我们深爱

着他们，成为自己孩子们的父母，我们太幸福了

。

02二女儿Quinn的经历

我们在2006年2月27日从中国广东省高州收

养了 Quinn。她当时只有10个月大，没有任何特

殊需要。她现在16岁了。

Quinn一直非常强壮

、活泼、健康。她2岁时

开始跳舞。去年春天

（2021年4月）的一天，

她的臀部开始疼痛。大

家都认为这一定是跳舞

造成的，所以带她去看

骨科医生，然后开始了

理疗。理疗并没有减轻

疼痛，于是又做了核磁

共振检查，看看她的臀

部有没有什么问题。

检查结果显示她的

骨髓有些异常，于是她

被转诊给血液科医生。

在等待期间，她的膝盖

也开始剧烈疼痛。我们

没有找到缓解膝盖疼痛

的办法，疼痛让她备受

折磨，甚至曾经彻夜哭

泣。血液科医生做了进一步的血液检查显示，结

果不正常。

直到2021年 7月 7日，Quinn被诊断出患有

Pre-B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并在当晚被直接

送往德克萨斯儿童医院开始治疗。她在那里住院

7天，并放置了一个电控长期输液口，还进行了

骨髓活检和腰椎穿刺。在出院前，她接受了第一

轮化疗。化疗的第一个阶段持续了大约一个月，

第一阶段的治疗在7月份就做完了。

8月6日晚，她开始出现干咳。到了第二天

早上，她发起了高烧，我们赶紧把她送到急诊室

，检查出她患有肺炎需要住院治疗。几天后，进

一步检查发现是真菌性肺炎，医生开始使用强效

抗真菌药物。她的左肺状况非常糟糕，右肺也有

很多斑点。接着，她的医生确认了真菌属于非常

罕见的致命真菌——小孢根霉菌（小芽孢酒麴菌

），这种真菌布满了她的整个肺部。由于第一阶

段的化疗导致她的免疫系统变弱了，所以患上了

这种真菌性肺炎。

为了治疗真菌感染，她的白血病治疗不得不

暂停。并且住院期间，为了挽救生命，她切除了

左肺的上叶。左肺上叶已经完全布满了真菌感染

，在左下叶和右肺的每个叶中都有几个根霉点。

她的恢复非常艰难，之后她又出现了一些感染和

并发症，包括肠梗阻，消化道瘫痪。这些带来了

难以置信的痛苦，而且治疗也非常困难。稳定下

来之后，她的医生决定她可以出院，只要我们从

周一到周五每天回到门诊，接受静脉注射抗真菌

药物来对抗剩余的根霉。从8月6日到9月26日

，这次她总共在医院住了51天。

但不幸的是，出院三天后，她因强效抗真菌

药的并发症和副作用再次入院。她体内的电解质

失去了平衡。在这段时间里，都没有顾及治疗她

的白血病。

在住院期间，她做了一次常规的电脑断层扫

描，检查她的肺炎状况。医生发现她左侧顶部肺

叶的位置有一个肺动脉假性动脉瘤。情况非常紧

急，如果这个动脉瘤破裂，后果是致命的。

我们非常害怕会失去她，经过反复讨论，她

的医生团队决定采取一个最佳方案——在动脉中

放置一个支架。手术很成功。2021 年 10 月份

这次，她在医院住了三周21天，然后出院并被

要求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要返回门诊，并且继续

接受静脉注射抗真菌的药物。

她的身体终于恢复到可以再次进行化疗的状

态，所以从11月初开始恢复化疗。她终于可以

一边接受静脉注射治疗白血病，一边开始这一学

年的上课。

但2021年11月11日那天，她对治疗白血病

的药物产生了不良反应，体温飙升，并开始出现

严重的僵硬症状。她又被送到急诊室，然后又要

住院，她在医院住了5天。

11月对Quinn来说挺好的了，整个月只住了

5天医院。

但到了12月12日那天，她开始出现下腹痛

（胃部剧烈疼痛），再次送去急诊后住院，需要

用重度抗生素治疗。同时，在住院期间，医生发

现她对11月的治疗有不良反应，导致溶血，即

红细胞破裂，所以必须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她在医院度过了圣诞节，并在住院3周后于

新年前夜出院。

她在家里住了2天，并于2022年1月3日因

电解质失衡和持续腹痛再次入院。在她住院期间

，她的肿瘤科主治医生决定开始另一轮白血病治

疗。这种特殊的治疗不是真正的化疗。医生必须

在白血病治疗和真菌性肺炎治疗中找到一个平衡

。如果她的免疫系统太弱，根霉就会生长，但白

血病也需要治疗。

在这种治疗开始几天后，她出现了神经中毒

的反应。她变得困惑和偏执，也开始产生幻觉，

出现幻听。特殊治疗立即停止，但影响仍然需要

几天时间才能消失，这样她才能恢复正常。她好

转之后就出院了，再次恢复日常门诊。

2022年1月，她在医院住了三周。在住院期

间，还发现她有心包积液和气胸。所有的身体状

况都在密切观察之下。

今年二月，她还没有住过院。目前为止，她

在医院总计待了130多天。她不住院的时候，周

一到周五都要到门诊治疗。除了每天服用抗真菌

药物外，她还恢复了化疗，我们每天都去门诊待

至少6小时。有时候，我们要在那里待8-10个小

时。

Quinn真菌性肺部感染的治疗仍遥遥无期，

还没有真正得到改善，但它没有扩散就已经非常

好了。她的医生必须在白血病治疗和根霉真菌性

肺炎治疗之间取得平衡，于是不再采用严格的方

案来治疗她的 Pre-B ALL。

每个月，她的医生会根据她的状态，再决定

下一步该做什么化疗。目前还不清楚，针对这两

种疾病，她要接受多长时间的治疗。她的医生见

缝插针地找机会治疗她的白血病，对他们来说，

同时兼顾治疗这两种疾病是很困难的。

过去的 7 个多月对我们家来说非常艰难。

Quinn在医院时，我们只能分工。妈妈陪着Quinn

住院，并在她不住院时，每隔一天带她去门诊。

爸爸在家工作，照顾其他孩子。我们相信上帝会

治愈Quinn，尽管这很艰难，但上帝给了我们安

宁和力量来度过难关。

Quinn非常勇敢和坚强，她非常努力地与疾

病斗争。她每天要吃50-60片药，其中大部分是

用于减轻抗真菌药物的副作用的。她也是一个好

病人，所有的护士和医生都非常喜欢她。

她承受了那么多痛苦。作为父母，我们宁愿

生病的是我们，让我们来替她受苦。大多数时候

，她会觉得疲倦和恶心，但她仍在继续与病魔战

斗。在Quinn的状态不错时，我们会尽量一起享

受周末的家庭时光。

Quinn和她的一家：从中国被领养到美国之后
很多朋友听到中国15万孤儿被外国家庭领养的故事，都以为孩子们有

了家庭以后，一定都是岁月静好，成长顺利又成功。其实生活不是这样。

除了少数家庭，大部分领养家庭生活并不富裕。他们经历我们一样的

生活压力，养家糊口实属不易。尤其是领养了患病儿童的家庭，治病、养

活全家每一步都很难。但是他们坚持不离不弃，坚守诺言，给孩子永远的

爱，永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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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文字鬼才马伯庸。

他的一系列古董/历史题材作品是近年炙手可热的影视IP

，而他本人，则是从网络文学成功转型的鬼才作者，得到了

网络读者和主流文化的双重认可。

纵览马伯庸的影视化代表作，不难发现贯穿始终的创作

特点。

其一是“历史可能性创作”。他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

擅长在史料的边边角角挖掘写作素材，对于语焉不详之处提

出新颖的可能性猜想。

在他笔下，历史的车轮如常驶过，但车轮下的小人物却

拥有了不同的人生。

《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改编自《三国机密》，马伯庸

从汉献帝刘协的视角切入了三国叙事，在我们熟知的故事里

他只是被曹操挟持以令诸侯的“天子”。

剧中，刘协因病早逝，为了匡扶汉室，他临终前召回了

流落民间的孪生兄弟刘平，一招偷梁换柱让刘平成为了“帝

王刘协”。

今年初由陈坤白宇主演的《风起陇西》同样是三国题材

，故事背景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蜀汉之争，开篇就是诸葛亮

挥泪斩马谡。

关于为何会失街亭这一历史疑问，马伯庸给出了自己大

胆的猜想——因为“无间道”。

蜀有魏谍，魏有蜀谍，还有双面间谍，本剧聚焦的便是

隐于暗处搅局的小人物。

其二是“电影化书写”。

换言之，马伯庸在文字风格和情节编排上本身就有画面

感，影视创作者又加入了电影类型元素，这使得他的改编作

品极具观赏性。

《长安十二时辰》的灵感来源于游戏《刺客信条》，故

事背景在唐朝的长安城，但内核却是“反恐行动”。

《长安十二时辰》里的长镜头打斗

靖安司司丞李必从监牢里捞出了不良帅张小敬，两人必

须在上元节花灯大会前找出蛰伏在长安的恐怖分子。

剧集糅合了现代推理悬疑、谍战动作等多种类型元素，

并把它们妥帖安置于古风古意的唐朝背景中。

去年由黄轩、王一博主演的《风起洛阳》同样将江湖与

庙堂融合，讲述了一个悬疑推理+古装权谋的故事。

高秉烛为洗脱冤屈查案，百里二郎因父亲身亡而探寻真

相，武思月因朝廷任务而结识他们。神都探案小分队在破获

大小案件中逐渐拨开迷雾，抵达阴谋深处。

再来看本片导演曹盾。

在坐导演椅之前，他在电视剧深耕多年，是与滕华涛导

演合作密切的资深摄影师，也给滕华涛做过编剧。

早期摄影作品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金粉世家》、《蜗居

》和《失恋33天》；参与编剧的电视剧为《蜗居》和《王贵

与安娜》。

生活剧《小儿难养》是曹盾导演第一次独立执导的作品

，随后他导演了都市剧《时尚女编辑》。

这一时期，曹盾的个人风格尚未成型，他延续的还是老

搭档滕华涛的现实主义。

2017年，他转型拍了古装剧《九州· 海上牧云记》，这

是他的个人美学成型作。

《海牧》改编自九州系列东方幻想小说，富有野心地构

建了架空于中国古代背景的奇幻异世界，三个被宿命纠缠的

少年，串起了草原、庙堂、民间三条故事线。

《海牧》的外景大气磅礴，大部分为实景拍摄；内景庄

严肃穆，按东方风格设计搭建，很多画面都可以截成壁纸，

每一场戏的细节处都能瞥见燃烧的精费。

这个时期，曹盾导演的想法很纯粹，“想要一个东方的

雅致美学”。

当然，《海牧》的缺点和优点一样明显：制作有多精美

，剧情节奏就有多拉垮。摄影师出身的曹盾导演把控了剧集

的硬件，但在浓缩篇幅巨大的原著上有些力不从心。

换言之，曹盾需要一个节奏更分明的剧本，亦或更有经

验的编剧。

2019年，他等到了这个机会。与马伯庸合作《长安十二

时辰》，这次彻底让曹氏美学大放异彩。

原著是一个古代版《反恐24小时》的故事，有死囚翻身

、有双雄探案、有阴谋阳谋……诸多好莱坞动作片要素一应

俱全，很适合改编成影视剧。

场景设计、服装道具、历史考究、镜头语言等由曹盾导

演一手掌控，剧本则由马伯庸做坚实基础。

为了这部野心勃勃的剧集，拍摄前他整整筹备了14个月

，为了留出充足时间，他推掉了数部剧的导演邀约。

与其说《长安十二时辰》是张小敬的故事，不如说它是

关于长安的故事，如何还原观众心中的鼎盛长安，是一项艰

难的技术活儿。

考证了西安当地博物馆、敦煌壁画和云冈石窟，以及车

载斗量的文献资料后，曹盾导演带领着美术组成员开始设计

长安城的概念图。

大到城坊格局，小到亭台雕刻，都要一一过目，保证其

在符合史实的前提下做出创新。他们不仅搭建了108坊，还

复刻了并非剧集重要背景的长安八景。

精益求精的“强迫症导演”还请来历史顾问，把控了剧

中角色的造型与妆容。

李必的玉质芙蓉冠是道家装束，并以少见的纵向插簪的

方式佩戴；唐朝女子流行的酒晕妆、飞霞妆、桃花妆被造型

师一一复刻； 北衙六军和南衙十六卫，穿戴符合其位的特

制军服。

曹盾导演没有租借现成的服饰，而是找专业人士织布并

印染。

曹盾认为，“牵一发而动全身”。

想打造时代之繁盛风貌，就要在细节处下功夫，争取

做到剧中的一草一木、街边美食都能迅速把观众拉入戏中

情境。

网络热议的张小敬吃饭戏

“只有真实感营造出来了，演员的情感基础才能够真实

，价值观的东西才有基础去建立。”

总之，细节控、场面控的曹盾呈现出的美学风格，是基

于东方传统文化的土壤的再创作。

新片《敦煌英雄》拥有雄浑的唐朝历史背景，又是马伯

庸擅长的历史+幻想题材，这些很适合曹盾导演发挥。

在国产古装大片有些式微的当下，希望这部新片能集二

人之长，也希望早日大银幕见。

《長安十二時辰》導演新片，很想看了
國慶前，一部歷史題材的國產古裝大片悄悄開機，它就是根據馬伯庸小說改編的《敦煌英雄》。
原作小說有着真實的歷史背景，即1100年前沙洲 （敦煌舊稱） 歸唐的故事：
安史之亂後，大唐王朝失去了在西域的重要據點沙洲，斷聯分離60餘年後，漢民張議潮帶領沙洲軍民起義，最終克服萬難回歸大唐。
《敦煌英雄》由曹盾導演，原作者馬伯庸親自參與編劇，是兩人繼三年前的爆款網劇《長安十二時辰》後的第二次合作，這樣的組合自然很吸引眼球。
影片目前正在拍攝中，釋出的物料有限，但興趣盎然的小萬還是覺得有必要提前聊一聊。

11月3日，由企鵝影視、量子泛娛、南派泛娛出品，韓青執

導，南派三叔編劇，張魯一、文詠珊、陳明昊、張康樂、魏千翔

主演的冒險題材網劇《藏海花》首發「彼岸冒險版」預告和同主

題海報，向觀眾揭開了這場全新冒險的神秘面紗一角。

吳邪王胖子探尋張起靈身世之謎 彼岸冒險充滿未知
《藏海花》改編自南派三叔同名小說，講述了吳邪在郵局內

發現了一幅張起靈的油畫，從而引發的一系列故事。此次發布的

預告片也由此展開。「貴客從何而來？有何貴幹？」通過一句原

著中的經典台詞拉開故事序幕，也讓吳邪和王胖子攜手踏上了尋

找張起靈身世之謎的全新旅程。預告中，吳邪與胖子的探秘之路

與小哥獨自冒險的畫面交替出現，讓人不禁好奇他們各自的遭遇

。此外，「張家人」的相繼出現，再次引發了觀眾的期待。究竟

張家讓吳邪幫的是什麼忙？而雪山奇觀也在預告中初露雛形。究

竟在這片看似風光旖旎的雪地里會發生怎樣的冒險故事？

預告片後半部分，一幕幕驚險刺激的名場景不斷切換。神

秘的紅衣女伏、三日靜寂、青銅門……不僅真實地還原了原著

的氣質，還昭示着此次任務險阻重重、充滿未知。究竟小哥留

下的是打開哪裡的鑰匙？張海杏口中還未降臨的「真正的恐懼

」又是什麼？

張魯一文詠珊海報曝光 雪山腹地之戰一觸即發
除了宣傳片，《藏海花》還發布了囊括五位主演的全新海報

。海報中，張魯一飾演的吳邪和陳明昊飾演的王胖子並肩而立，

神情嚴肅；文詠珊飾演的張海杏手拿匕首，進入作戰準備狀態；

張康樂飾演的張起靈坐在雪山的石岩上，眺望遠方，似乎在等待

誰的到來；魏千翔飾演的張海客凝望前方，陷入沉思不知道在籌

劃着什麼。海報整體充斥着神秘的氛圍與大戰一觸即發的緊張感

，讓人更加期待即將上演的故事。

《藏海花》作為南派三叔繼《盜墓筆記》之後的又一力作，

以吳邪攜手王胖子尋找張起靈，並在冒險途中偶遇張家兄妹的故

事展開，謎團重重。在一系列的劇照、預告、海報相繼曝光後，

觀眾也愈發期待，究竟真假吳邪、六角鈴鐺、「世界的終極」等

原著中的精彩情節會如何呈現？吳邪與胖子循着小哥的腳步進入

雪山腹地，這一次，吳邪能否解開一切謎團？

一場新的冒險即將拉開序幕！敬請關注騰訊視頻《藏海花

》，看吳邪與「張家人」鬥智鬥勇，攜手王胖子踏上尋找小哥

的旅程！

《藏海花》首發預告
張魯一文詠珊踏上彼岸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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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產   停看���講座 ( ⼀百⼆⼗⼆ )

休斯顿�天�末必打卡景点�
���⼤⽂艺�兴节在德�举办

�⽲�產凱�亞�城 
�話�346-998-8000

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產中國城
�話�713-630-8000

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Q
�国⽂��兴节（Renaissance Fair）�早�源于洛杉矶�据说是⼀位历史
和戏剧�师为学⽣举办即兴喜剧�后来�渐演变成规�性的⽂�节⽇�并⼴

受⼈们欢��⽬�在�国超过40�都�⽂��兴节活动�每年节庆活动在
10⽉~11⽉�陆续展开�

REALTY GROUP

346-998-8000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詳細�訊�洽UMRE辦�室� AMA@united888.com

�于1974年�每年都会在休斯顿西�约55�⾥的Todd Mission举⾏�
这⾥曾是⼀个旧采矿场���则是�国�⼤的⽂��兴主题�园��
年的德�⽂��兴节在10⽉8⽇热闹开��活动贯�万圣节�并�续到
庆祝完�恩节的�末11/27⽇结束� ⽂��兴节融合历史主题��天市
��⾓⾊�演�⾳乐演出��常是在�末举办的戶�活动�⽽每个�
⽅所举⾏的⽂��兴节所设定的时代�景都不尽相同���是在中世
纪欧��格兰�⼤不列颠或是维京时代�

�天就是�去�南�园�受万圣节的⽓��这间农场��Katy开⻋约35�钟可到�满�⼤⼤
⼩⼩的南��合�侣�⼩孩拍照打卡����农场�贩卖各种不同品种与尺⼨的南��并�
别规划⼀�种植圣诞树的�区�想看野⽣的圣诞树来这⾥就对了�农场位于休斯顿�郊��
常�合�家�末出游的��⽅�

农场位于Katy�西约30�钟的⻋��在��节⽇农场⾥布置各式各样的南��浓浓�⽇�围很
�合拍照�这⾥�很��合⼉童戶�游戏的设��溜�梯�绳⼦�宫��⽯�掘(Fossil Dig)在
这⾥�到的礼物都可�带回家���孩⼦还可����与农场饲养的绵⽺�⼭⽺互动�

�果你想带着孩⼦体验�天庆典乐��P-6 Farms会是个�去处�这⾥�独具�⾊⼤型的⽟�
�宫��龄的孩童可�与农场饲养的温驯动物互动�还可���超可爱的乳⽜⼩�⻋�⼩型�
天轮游乐设���少年可�蹦床或参加��的鸭⼦�赛(Duck Races)�刺激的⼿推⻋�赛
(Wheel Barrow Races )。

21778 FM 1774, Todd Mission

510 Chisolm Trail, Wallis

德�的⽂��兴节 Old Time Christmas Tree Farm

Blessington Farms 

P-6 Farms

�国⺠众会这么积�投��在�种�度上�是�求�古�越回中世纪
�时代不失为�国⺠众对��中世纪时代浪��求与向往�⼈们�过
娱乐的⽅式暂时�脱现实⽣活�享受⾓⾊�演的乐��参与⽂��兴
节的⼈们�演国王�皇后��巫�骑⼠������过去参与者平�
投�300-600�元不�的⾦额在服装和�具上�⽂��兴节��热闹
�围�⼀共�30�个⼤⼤⼩⼩的�台�你可�看到�演者表演吞剑�
�⽃或是�脱���彩演出���上百个��摊位让你⼀饱⼝福�到
了晚上还����可看�

7632 Spring Cypress Rd, Spring,

Pooles Rd, Montgomery

凱�亞�城�恩节 豪华�恩节派对晚�

6-10⼈狂欢套�

＄200

＄320

＄480

AMA ON-THE-GO Home Delivery

5% O
FF

$5 O
FF

5% OFF$5 OFF

$5
 O

FF

5%
 O

FF

3⼈⼩家庭套�
4 -6⼈⼩型派对套�

＄100
＄240

＄160

套��选: �鸡 +主� +  副�+ 饮品 + �点/点⼼

扫码下单

预购时间� 11/23-11/27 |   ��时间 3PM - 7PM. 

�恩节�使⽤平台订购�
点�即�机会参与

幸�旋盘�赢��恩节套�
额�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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