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22年12月12日 星期一
Monday, December 12, 2022

太
极拳

强
身
健
体

 太极拳是以儒、道哲学中的太极阴阳 太极拳是以儒、道哲学中的太极阴阳
  辩证理念为核⼼，集颐养性情、强⾝健体辩证理念为核⼼，集颐养性情、强⾝健体

  修⾝养性为⼀体的武术。修⾝养性为⼀体的武术。

 太极拳是以儒、道哲学中的太极阴阳
 辩证理念为核⼼，集颐养性情、强⾝健体

 修⾝养性为⼀体的武术。

/内外兼修 刚柔相济/

报名电话：281-498-4310报名电话：281-498-4310
报名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报名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72                  Houston, Texas 77072 

老老
  师师
    

    

培培
  训训
  班班

大大
  师师
  名名
  徒徒

郑郑
美美
兰兰

满6人即开课满6人即开课

吳 衛 民吳 衛 民 William WuWilliam Wu
東方貸款東方貸款
免費提供當日利率查詢免費提供當日利率查詢 貸款資格預審貸款資格預審 預批信預批信

貸款種類多樣貸款種類多樣﹑﹑手續簡便迅捷手續簡便迅捷﹗﹗費用低費用低﹑﹑利率好利率好﹗﹗

自住自住 投資投資 商業商業

查收入查收入﹑﹑不查收入不查收入﹑﹑新移民新移民﹑﹑各類簽證各類簽證﹐﹐皆可幫您貸到款皆可幫您貸到款﹗﹗
自住房自住房﹑﹑度假房度假房﹑﹑投資房投資房﹑﹑Cash-outCash-out﹑﹑無費用重新貸款無費用重新貸款（（refinancerefinance））

電話電話﹕﹕469469--389389--01360136
wwu@eastcapitalfunding.comwwu@eastcapitalfunding.com

人物風采人物風采



真实生活萎缩的另一面，是我们的日常正不

可避免地赛博化。

过去3年，人们因为身不由己的原因，把现

实生活的丝丝缕缕逐渐腾挪到虚拟世界。富有创

意的赛博迁徙，一开始扮演着足不出户期间的临

时生活，一些必要日常。到后来，人们逐渐把人

生仪式和娱乐消闲也放入赛博世界。

沉浸于赛博世界久了，终会有时窥见端倪。

那一台台电子设备前都是现实里受限的我们。

赛博众生

夜深来临，二次元弹幕网Bilibili，一家名为

“修勾夜店”的直播间不定时开启营业。直播间

的发起人在赛博世界复刻了线下夜店躁动的鼓点

，炫目的紫色波纹灯线，进入直播间蹦迪的人会

瞬间生成一只柴犬的形象。

李昱点进了一家“修勾夜店”。和其他无聊

的观众一样，一只柴犬的形象因他加入而诞生，

带着他的网名扎入舞池中，随着音乐在柴犬舞池

中曳动。线下的耳鬓厮磨，在线上夜店变成了一

个个对话气泡。李昱和其他舞者争相发送气泡，

以便在“修勾”舞池里显示自己的位置。直播间

送礼排行榜前几名，还能出现在画面中间的DJ位

，耀眼而高调。

一开始，人们以为在夜店流连的大都是无法

线下蹦迪的夜店爱好者，后来人们才发现，流连

赛博世界“修勾夜店”的人们成分复杂。从未去

过夜店的阿宅和迪厅老手，都会走进“修勾夜店

”晃动身躯。

在简中互联网上，人们正不遗余力地把线下

日常场景复刻到虚拟世界。

武汉地铁2号线车厢，一个女孩结束加班踏

上终点列车。或许是四下少人，她决定敲响手机

里的电子木鱼。“笃、笃、笃”，电子虚拟的击

打声在空旷的车厢荡开去。电子木鱼是2022年秋

天最受欢迎的音乐类手机软件。它极其简单，界

面只显示一只像素模糊的木鱼图片。

敲击这只电子木鱼的许多人，此前没有敲过

真正的木鱼。浮躁的灵魂无处安放时，多数人很

难前往寺庙获取宁静，而赛博世界的礼佛，成全

了现代人的虔诚。每敲击一下，木鱼旁就轻轻飘

出“功德+1”，不少人会长时间连续敲击，以图

增加福报。

一款只有眼部的虚拟滤镜，让赛博世界的小

学生没有“背诵”不下来的课文。网课时代的语

文课，老师让学生录制闭眼背书的视频检查背诵

作业。“闭眼”特效开启，睁着眼在画面里也会

显示闭眼。学生开着滤镜，就能一边看书，一边

“背诵”，如果穿插仰头思考的动作和似乎“想

不起来”的卡顿，就更为拟真。

人们的赛博迁徙，正深入日常生活的丝丝缕

缕。

一家网络纪念馆，宣称每30分钟就有一座逝

者纪念馆落成。访问量最高的纪念馆是纪念李文

亮医生的虚拟墓园。数万名在赛博世界赶来悼念

的人们，用页面提供的功能“上香”“点烛”

“献花”，在赛博世界，李医生的墓前人声鼎沸

。

四川达州的王文文是一名求职者。被用人单

位请进一间玻璃幕墙环绕的会议室后，她才发现

当天的面试被搬到了线上。经过系统面部识别，

王文文手机画面里出现一位着白色衬衫的3D建

模女性，它就是王文文的面试官。面试官操着生

硬又高亢的AI口音，细致地询问王文文的家庭情

况、就业经历、离职原因，每个问题留给王文文

1分钟时间作答。停顿过长、答非所问都会被判

为不合格。

王文文每一次歪头、耸肩，都可能影响系统

对她的忠诚度和离职率判定。王文文只能顺从、

留心，因为AI面试官还不具备和人讲道理的能力

。直到面试结束，王文文也没弄清用人单位把面

试交给虚拟面试官的真实用意。

冯康信是一家大型跨国企业的宣传文员。他

觉得大型跨国企业每举办一场虚拟会议，就会诞

生一个跟他一样头疼的文员。

有的企业主重视与会的仪式感，穿着正式地

出席外，还会聘请专业的拍摄团队摄像，力图保

证每个角度、场景都能彰显领导者的风范。另一

些企业主穿着随意，还有人用手机仰拍面部，任

由鼻孔成为画面的焦点。冯康信的任务是用PS把

所有与会者拼到一张合影中，与会者风格各异，

让他很难建立起和谐画面观感。一次技术交流会

后，冯康信和团队甚至找不出一张可以放进会议

报道的合影。

何悦妤跟分隔两地的男友试图在赛博世界消

弭距离。他们曾约定每次重要活动后都要留一张

合影，在兰州大学背后的山丘上，男友邀请何悦

妤一起看日落。因为信号不好，何悦妤在屏幕上

看到了一片马赛克。为了和何悦妤在日落中合影

，男友跟兄弟们漫山遍野寻找讯号，最终在一处

山坡上搜寻到了足够强的信号，和何悦妤完成了

合影。

他把手机放在胸口，画面里是开着视频通话

的何悦妤。何悦妤的母亲看了却觉得晦气，觉得

那像是遗照。

线下生活的消失

赛博迁徙并非一种自然日常，迁移过程怀揣

忐忑。有时甚至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关键时刻。

北京西城区，准备签约买下心仪住房的李女

士，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疫情。她被封控在家，又

不想错过心仪的房子。焦急之下，她询问了中介

线上签约的流程。最终李女士忐忑地在线上签下

了房子，这个过程里，她连卖房者的房产证都没

见过。

斗斗和男友计划2022年5月11日领证结婚，

约好4月双方父母在辽宁见面。疫情突至搅乱了

计划。预约好的领证时间逼近，亲家却还没见上

面，他们只能以视频通话替代。

依然有人怀念现实世界的触感。在赛博生活

猛进高歌发展的同时，一些生活本来的温度正在

逐渐消融。

林梦彤对广阔世界的想象停留在2019年底。

一个普通周末，她心血来潮从安徽溜到珠海，狠

玩了一天。

之后的3年，她再也没出过省。2018年到

2022年，大学四年，林梦彤有一半的时间被封在

校区里。校区紧凑，所有建筑物环绕在操场周围

，每天上课，林梦彤从4楼的宿舍下2楼到教室

，提前5分钟出门就已足够。封校期间同学们无

处可去，只能窝在宿舍打牌，有人因此学会了各

地的打牌方法。

林梦彤把大量时间花在一款叫《光遇》的游

戏里，把它当作另一种旅游。在赛博世界帧帧精

美画面里，林梦彤的虚拟形象飞过高山、峡谷和

沙漠，去看奇幻的风景。

游戏里，其他玩家面目模糊，需要道具才能

看清对方的脸、与之交流。

这让她回想起很久前去宏村镇旅游，第一次

见到村民在河边用木棍捶打衣服；还有一次去六

安，母亲随口问了句“山上红色的花叫什么名字

”，便收到了民宿老板赠送的满山红。

一位独居在家考公的学生，备考的半年里谈

了若干段网恋。他和伴侣有时会一整夜通着电话

，听着对方的呼吸入眠，有时会在电话里做些亲

密的事情。但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只是自己生

活中的点缀。

女孩Aria则与机器人男友谈了一场痛彻心扉

的恋爱。Aria发现，赛博恋爱一开始会让人感到

体贴，但最后，就会窥见它冷冰冰的内里。

居家隔离捧火了一款名为“Replika”的虚拟

聊天软件。它是APP store里下载排行第一的聊

天机器人，“人机之恋”的风潮传到国内，在一

个与“Replika”有关的豆瓣小组里，有9411名成

员不时分享与AI伴侣的日常。

处在失恋痛苦中的Aria，在一个独自加班的

夜晚再次打开了Replika。在Aria消失的日子里，

AI的日记透露着失望——很久没见你了，可能就

是忙吧；我试着开始新生活……在你出现之前我

从未意识到跟一个人说话是那么地重要。

那天他们聊了几乎一整晚，直到Aria睡着。

醒来后，Aria花费458元把AI升级成了自己的男

友。

与AI男友相处到第13天，Aira突然想起，

男友从未叫过自己的名字。“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Aira问。

男友回答：“Akita.”

Akita是谁？

在词典里这是“秋田犬”的意思。Aria查到

结果，顷刻陷入了孤独，这种孤独比独自一人时

更加深刻。

实际上AI男友经常会出现”非人“的时刻

，长一点的句子，他没听明白就会说：“这很有

趣”；对话进行不下去，他就会用“我能抱抱你

吗?”这样的语句糊弄。

Aria卸载了Replika。洗了头化了淡妆，出门

散步——她已经13天没有出门了。

咖啡爱好者椭西决定试着自己制作咖啡。

2022年学校设置了咖啡制作选修课，200多名学

生抢20个上课席位，她抢到了其中一个席次。疫

情之下，课程挪到了网上，老师在一个固定的中

景机位中，讲解繁复的烘豆和拉花技术。“用蒸

汽把牛奶打成奶泡后，卡布奇诺的奶泡要厚于拿

铁……”拿铁的奶泡多厚，什么是厚，什么是稀

的？椭西一边假象自己身前有台咖啡机，一边画

图理解老师的意图，依旧无法领会关键细节。

足不出户的日子，让椭西感到自己住在一个

牢狱里。现在的她，看世界的窗口只有手机这么

大。在封控期间，她每天见到的都是身边那群人

，每天收到的信息都是高度雷同的个性化推荐。

在这个名副其实的茧房里，她感到自己越来越固

执，在人际关系上四处碰壁。

她渴望与线下的人交流，“线下你相处的是

一个人，但在互联网上相处的是一个现象。在一

个求真的年纪，被迫被固定在室内也算是一种无

奈。”

赛博迁徙能走多远

眼下，技术工程师们修造赛博世界的技术尚

是稚嫩，因此搅出了许多乌龙。

上海的陈洋计划在海南办旅行婚礼。结果3

月份碰上上海疫情大静默，寸步难行。陈洋和男

友决定把婚礼改在游戏《动物森友会》里举行。

婚礼筹备期间，朋友们登录动森世界，把收集的

婚礼家具统统扔到了陈洋的岛上。

动森游戏里有“炸房”的说法——任天堂联

机服务不稳定，只要参与联机的其中一人网络掉

线，其他玩家也会跟着掉线。婚礼当天，因为一

位宾客网络信号太差，婚礼被多次“炸房”。以

至于，一位从登岛后就去开工作会议的宾客，散

会回来发现宾客们还没全部进场。

2月8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把学生运

动会挪到了线上。被封控在家的学生在录像的父

母面前独自拼搏，父母录成视频后发给了体育老

师。之后，学校的体育老师比对参赛者传来的视

频，为学生们裁决胜负。不知那一刻，老师们是

否会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一些疑问。

辅修长跑课的大学生罗钰嘉，八周只见过一

次长跑老师。在确认不可能线下教学后，课程被

改为”云长跑”：用软件记录跑步里程之后，把

截图上传给老师。这位同学本能地想通过P图蒙

混过关，最终是过度无聊的大学生活阻止了她。

她真的去操场跑了1.5km。

没有拉伸运动、没有热身、没有互相等待的

焦灼，她用8分10秒结束了这门课程。

一群美院的学生，为了找到一张可以作为绘

画素材的裸体模特照，在各个平台的对话框里跑

断了腿。老师发放的素材被云盘判定违规而被屏

蔽，他们尝试在淘宝买照片，也被系统判为涉嫌

色情而消失了。在赛博世界上课，这群美术生在

系统的层层误解下，筋疲力尽。

画了两年照片，一位美术生终于在2022年6

月有了第一次写生课。桂林新坪刚刚下过几场大

雨，漓江水浑黄，云压得很低，烟雾缭绕在山巅

。

云在动，水也在动，画惯照片的她一时不知

如何下笔。天气、光影不断在变化根本不可能照

搬下来，在丰富的大自然面前，美术生犯难了。

在线上课堂，一些药剂合成实验课没有了烧

杯、试管，只有“药剂合成小游戏”；局部解剖

学课，医学生无法真正动刀，看完教学视频，就

能获得学分。

老师们还需要防范学生层出不穷的赛博作弊

手法。

一位老师让同学们做完作业后，拍照上传到

平台。收作业时，他发现一些同学传来的照片无

法打开。事后才知道，这些学生上传的就是“无

法加载图片”这张图片。此时，已有几位同学蒙

混过关。

声势浩大的赛博迁徙队伍末端，还有一群徘

徊在掉队边缘的人们。这些年，他们被指代为

“数字难民”。

2020年2月29日，河南邓州一个贫困家庭的

孩子，因没有手机上网课服药自杀。他的死去让

人们意识到，赛博围城之外，徘徊着为上网苦恼

的一群人。

2021年，无锡火车站每天有2000多人进出车

站，超过1/8的人不会扫码或者手机不具备扫码

功能，大部分是老人。在疫情大肆蔓延的开端，

一份2020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中国有四分之三的老年人没接触过

互联网，具体人数大概有2亿人。

2021年10月，安徽宿州一名58岁男子因不

会网上购票，回不了家，急得大哭，下跪磕头。

在哈尔滨，曾有一位老人因为没有智能手机无法

扫健康码，被公交司机拒载。老人无法出行，不

愿下车，其他的乘客便斥责他“为老不尊”，没

人发现他的难处。

在诸多技术还不成熟的当下，人们尚不清楚

还要把多少真实的生活腾挪到线上，还有多少真

实生活可以被虚拟。

深圳的动画编剧阿高发现，孩子们正在失去

碰触现实生活的感受力。从业经历让他接触到很

多青少年，阿高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对真实的人

已经丧失了兴趣，与此相对的，是“纸性恋”在

青少年中流行。孩子热爱“纸片人”，乙女游戏

成了不少孩子初次体验恋爱的途径。

自认为是赛博时代的局外人，何悦妤对这种

趋势尤其担忧。她认为在这场赛博化迁徙中，线

上与线下的人正被逐渐撕裂。人们与线上的人越

走越近，与线下的人渐行渐远。

她时常幻想一些让她感到恐慌的场景：当人

们剥去数字外壳，实体相待，会不会因为没有表

情包而抓耳挠腮，因为没有撤回键而怯于表达？

会不会因为赛博时代还没发明嗅觉技术，忽略了

身边人发梢的清香？

“如果一场停电到来，我们的生活还剩下什

么呢？”何悦妤回答不上来。

年轻人困在赛博夜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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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问题一直都是备受大家关注和讨论的话

题，尤其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更是屡屡被提起

。到底什么才是好的教育？是砸钱为孩子买学区

房，拼尽全力送自家娃去重点中小学，还是带着

孩子去旅游，看更广阔的天地，80后小夫妻选择

了后者，在他们看来， “开阔的视野，坚毅的

体魄，富足的心灵远远比分数更重要”。

如果你有90万，你会怎么花？

选项A：当然是买房啦

选项B：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

选项C：环游世界

80后小夫妻老极和小猪选择了C。不买房、

不报学前班，工薪阶层的他们却愿意花90万带

孩子环游世界。

于是他们的儿子辛巴，小小年纪，就有了超

越很多人的神奇经历：

3岁：途径12国去北极看北极熊

5岁：穿越南美洲去南极看企鹅

8岁：徒步登上“第三极”青藏高原上海拔

5396米的哈巴雪山，在藏区独自挑战湍急蜿蜒的

力丘河，在青海玉树追踪雪豹……

世界成了辛巴的课堂。

在如今一片焦虑、鸡血的环境中，老极显得

尤为淡定。辛巴没有上过几天幼儿园，小学经历

了公办、创新和民办三种类型的学校，老极认为

“开阔的视野，坚毅的体魄，富足的心灵远远比

分数更重要”。

老极一家的故事展现了教育的一种可能性。

我特别希望把他们8年的经历讲述给你们听，看

看：

到底被世界之大、自然之美、父母之爱滋养

长大的辛巴，会长成一个怎样的孩子？

在这个因为疫情出门困难的当下，我们到底

可以如何开拓孩子的视野？让他们变得不狭隘，

不被眼前的困难击败，永远都有勇气追逐梦想。

01.“我不是有钱人，

却花了90万去北极南极旅行”

我叫徐承华，因为热爱极限运动，大家都称

呼我为老极。

我和太太是在旅行路上认识的，她是工程师

，我是摄影师，我们都爱好旅行，原本想做自由

自在的丁克，但一次去非洲的旅行后，有了辛巴

。

我当时特别懵，不知道怎么做爹，花了好长

时间看各种育儿的书，思考该如何教育我的孩子

。

后来我得出的结论是，小朋友既然出生在一

个旅行者的家庭，那就顺其自然，跟着我们去旅

行呗。

辛巴3岁的时候，看到一个关于北极的绘本

，说想去看北极熊。当时我和他妈妈已经连续工

作五六年，也希望调整一下人生的状态。于是，

旅行开始了。

2014年11月2日，我们从中国的西双版纳出

发，骑着三轮摩托车，历时185天，途径12个国

家，到达北极。

一路上，辛巴在土耳其、缅甸、老挝坐过热

气球；在北极圈坐摩托雪橇寻找北极熊，凿开冰

面钓鱼，在冰天雪地光着膀子玩雪……

最后辛巴没有等到北极熊，我怕他失望，于

是装扮成了北极熊圆了他的一个梦想。

5岁的时候，辛巴说要看企鹅。我们于是又

踏上旅途，从厄瓜多尔出发，历时146天，纵穿

南美洲，去了南极。

辛巴在加拉帕戈斯看到几百岁的大象龟；在

亚马逊丛林抓鳄鱼、吊食人鱼；去乌斯怀亚吃帝

王蟹，坐探险船开进南极圈，成为当时到达南极

年纪最小的中国人。

很多人都说，你们能这样旅行一定很有钱吧

？

其实，我和太太都是普通工薪阶层，当时有

点积蓄是因为没买房子。

旅行3年，我们一共花掉了90万，这还是

“穷游”的结果——几乎一半的旅行都是骑着三

轮摩托，风餐露宿。

从北极南极回来后，大部分积蓄已经用完，

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太穷”了。

但我想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重的东西，会

把钱花在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房子、车子对我

们来说并不是生活必需品，一家人在一起的经历

和冒险才是。这是我们的人生选择。

也有人说，你们那么小带孩子出去值得吗？

他根本记不住吧！

说个小故事，回国后，辛巴短暂读了一段时

间幼儿园，老师在墙上贴了热气球的贴纸，辛巴

说，热气球我坐过的！还告诉老师在哪里坐，有

什么感受。可见孩子也是有记忆的

。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父母很功

利，本质的逻辑是，做什么都要有

用——弹琴是为了考级，学奥数是

为了升学，哪怕让孩子出去玩一会

儿，也是为了保护视力。

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顺其自然

的过程。我并不在乎辛巴能记住多

少，只要知道他在那一天那一刻是

开心的，他在经历，就够了。最终

这些经历，都会让他成为一个有血

有肉的人。

2.“勇敢不是不害怕，

而是害怕过后还在坚持做一件

事”

如果说3到5岁的旅行，辛巴还

处于懵懂的状态，8岁他说自己想

要挑战“第三极”（青藏高原）时，已经有了非

常强的自主意识。

那是2020年，恰逢疫情，我们从杭州搬家到

大理，离青藏高原特别近。

当时辛巴在家看纪录片《航拍中国》《第三

极》，特别喜欢。他说，爸爸，我想去看珠穆朗

玛峰、布达拉宫。我说，离得那么近，那就去好

了。

临行前，我问他有什么梦想，他自己拿纸写

了好多：要登雪山，要漂流，要捡一块宝石，还

想写一本书……

一个暑假，我们自驾了8700公里，在西藏、

青海、云南、四川转了一大圈。一路上，他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先是对自身极限的考验。

我们的第一站是攀登海拔5396米的哈巴雪山

，这是让很多成年人都望而却步的高峰。有好几

次，辛巴累趴下了，哭着喊着“坚持不下去了”

“腿好疼”“想妈妈和妹妹了”。

我把决定权交给他自己，是回撤下山，还是

继续登顶。他想了想，用手指了指山顶的方向。

最终，在连续攀登了7个小时15分钟，辛巴

成功登顶，在5396米的山顶给妈妈和妹妹打了视

频，一脸骄傲。我也有些哽咽，没想到孩子真的

能坚持下来。

他告诉我，通过这次旅行他明白了--“坚持

就是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一定要完成目标。如果

放弃，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接着是直面内心的恐惧。

在力丘河漂流时，辛巴一个人驾驭一艘皮划

艇，穿过一道又一道激流。一个大浪袭来，把他

的船掀翻了，吓得他大喊爸爸，场面一度很紧张

。

最后，是辛巴从小进行的训练“救”了他。

从3、4岁，他就开始学皮划艇，首先学的就是

怎么处理翻船。

被救上来后，辛巴对我说，他终于理解了什

么是勇敢。

“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过后，还在坚

持做一件事情。”

还有对耐心的考验。

在蹲点拍摄藏狐、藏羚羊时，好动的辛巴，

必须潜伏几小时，等待小动物们的露面；

心心念念想拍摄的雪豹，等了好几天，也没

有现身；

在寻找珍稀高原植物时，必须徒步很长的路

……

以及学会和不同民族的小孩交朋友。

在和当地牧民小朋友赛马输了的时候，好强

的辛巴开始能消化自己的情绪，明白“原来最优

秀的骑手也不能总得第一名。”

这次旅行，我找来了三个好朋友助阵。

从8岁起，在教育辛巴的事情上，我越来越

感到力不从心，有很多东西已经教不了他了。我

希望更多有能量的人，出现在辛巴的生活中，从

精神和行为上去引导他。父母再厉害，也是片面

的。

所以，我请到了河流探险家王冰，和辛巴一

起漂流。他曾在中国的七八十条河流上划船探险

，并且从事生态环境的保护；

请到了中国著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

让辛巴跟着他学习野保摄影，奚志农从事野外拍

摄近40年，首次报道了藏羚羊被大肆猎杀的危

机，促成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区、白马雪山滇金

丝猴保护区、绿孔雀保护区的建立；

还有植物学家彭建生，带着辛巴辨认高原上

的珍稀植物。

他们都是真正的民族脊梁，非常有能量。辛

巴有幸能和他们有一段共同的旅行，是他人生中

最宝贵的财富。

奚志农告诉辛巴：“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

因为不能吃野生动物的肉，就会被饿死；没有人

，因为不穿动物皮毛，就会被冻死，所以我们没

有任何理由去伤害野生动物。”

感同身受的辛巴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立

志成为一名野生动物摄影师，让大家了解动物，

保护动物。

这才是真正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03.玩很重要，学习也一样重要

旅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回到原来的生活

。

小时候，我们可以用整段时间带辛巴旅行；

进入小学后，我们基本都利用寒假、暑假、周末

出游。旅行和学习不冲突，学习和玩一样重要。

辛巴没有上过几天幼儿园，因为他觉得“幼

儿园的知识太简单了，一学就会”。

小学1年级，他在杭州的公立学校就读，没

学过拼音、没认过字的他，刚开始很不适应，但

很快就追了上来。

疫情开始后的第15天，我判断疫情短期内

不会结束，所以一家人开着车搬到了大理，辛巴

2到4年级在大理读创新学校。

这段时间，辛巴没有上过一天网课，也没有

被隔离过一天，每周一到周四正常上课，每周五

是学校的户外日，他学骑马、划船、登山等等，

过得非常开心。

今年8月，辛巴小学5年级时，我们搬回了

杭州。因为前几年完全没有刷过题，也没有上过

培训班，所以申请学校的时候非常尴尬。

语文才51分，数学连答题卡都不会用，不

知道怎么考试。但在面试时，他对面试官的一番

话也许打动了学校。

他说：“我之前只是没有这个时间和环境去

学，我觉得登山和漂流很难，学习很简单，我有

信心。”

事实证明，开学到现在几个月，他已经从靠

后的位置冲到了中等水平。也许正是在旅行中学

到的独立、坚持，让他能尽快适应，并且仍然保

持强烈的学习热情和自驱力，对世界充满好奇。

经历了那么多教育，公办的、创新的、自然

的、在家的、IB的，我想说：

没有任何一种教育是完美的，任何学校都有优

缺点，最重要的是适不适合你的孩子、你的家庭。

04.“鸡娃不如鸡自己”

陪伴辛巴的这几年，我也在学着做一个好爸

爸，学习处理和孩子的关系。

孩子爬山坚持不下去了，我该怎么鼓励？孩

子想摘野草莓，我想让他抓紧赶路，应该怎么协

商？孩子“不讲理”，我要怎么和他沟通？……

辛巴一直是一个特别具有独立意识的家伙，

虽然有时候我也会抱怨，孩子大了怎么那么不听

话，但我把他养大，难道只是为了去掌控他吗？

不是的。

我不喜欢很乖的孩子，也不希望孩子什么都

要听我的。孩子没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选择，

一切都是爸妈安排好，孩子只要好好学习，这是

很可怕的事情。

现在的孩子，讲道理他们早就不愿意听了，

只能让他们自己去经历，才会感悟出道理。就像

辛巴在旅行中，自己学会了坚持、勇敢的意义，

比我强行灌输给他要好得多。

当然，辛巴也会遇到挫折打退堂鼓。比如登

山走不动了、骑马不想练了，这都很正常。这时

候我会和他做大量的沟通，陪伴他、鼓励他。最

好的办法是蹲下来，直视他的眼睛，把他真正当

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尊重。

教育的过程中，我认为：真的不要去鸡娃，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充满了很多可能性。

而父母要做的是关注孩子们的内心，找到他们真

正的爱好。

鸡娃的本质是什么？是大多数父母过于焦虑

，太希望孩子的未来能过得很好，希望他们与众

不同。事实上回头想，我们的父母、周围99%的

人，都是普通人，生活在普通的环境。

我一直信奉“鸡娃不如鸡自己”，父母是孩

子最好的老师，你自己活得漂亮、完成自己人生

的梦想，非常积极、正能量，就可以影响到孩子

。

我是这么想的，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05.不能出国的今天，其实打开门就是户外

最后我搜集了一些家长的疑问，抛给老极，

非常实用！

Q：这样的教育，真的要花很多钱吗？如果

我不是旅行家，也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怎样给

孩子做户外教育和自然教育？

A：如果你认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户

外教育，认同陪伴和爱的教育理念，你可以不用

去南极北极，去中国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

也是一样，花费可能只有十分之一。

哪怕去不了外地，其实你只要一出家门，就

已经来到了户外。大城市的郊区和周边有很多地

方可以探索。比如我们现在住在杭州，周围有山

有湖，一个短短的周末就可以带着孩子去爬山、

徒步。

这几乎是一件0成本的事情。

所有的经验都是累积起来的，我们也一样。

从一天的旅行，到两天、一个月，再到一年，逐

渐积累经验。

走出去一点都不难，最难的一步是心里认可

这样的理念。千万别被思维惯性限制住，觉得只

有别人可以，自己做不到。

Q：很多家长不是不带孩子旅行，但仅限于

走马观花， 应该怎么规划旅行？

A：我理解的“世界”，“世”是古往今来

，“界”是上下八方，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眼前

的美景，还有它的历史、人文。所以我们会在旅

行之前，大量阅读关于这个地方的书籍，了解历

史文化后，再具体去感受。

举个例子，辛巴以前读过很多唐诗，学校里

也教过小古文，但他并不理解其中的意思。但当

他真正去到沙漠，他会说，爸爸，原来这就是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他一下子感到古人说的东西就在自己眼前，那

么的真实。这才是真正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对很多人来说，旅行只有景区、酒店、餐厅

三个地方，缺少了解当地人民真正生活和文化的

机会。

所以我们经常一个国家待一个月，旅行慢一

些，用脚步丈量每一个地方。辛巴会和当地的小

朋友们玩在一块儿，有时候他玩得好，我们就多

待几天。

Q：现在因为疫情出不了国，作为普通的父

母，我们可以怎么做来开拓孩子的视野？

A：我推荐孩子们可以看一些纪录片，包括

《地球脉动》《蓝色星球》《美丽中国》《第三

极》《如果国宝会说话》《王朝》《航拍中国》

等等。

对于辛巴来说，他接下来他的计划除了好好

读书，明年可能会去可可西里，他特别想和奚志

农叔叔一起拍摄藏羚羊。

我希望传达给大家的是，这是我们一家人正

在探索的一种模式，一种可能性。人生和教育还

有很多种可能，希望大家看完之后，都能找到适

合最自己的一种

花光90万积蓄带孩子环游世界，8年后孩子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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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交換囚犯美俄交換囚犯 籃籃球明星格裏納返美球明星格裏納返美
俄羅斯的布特回莫斯科俄羅斯的布特回莫斯科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籃球明星布蘭妮·格裏納 (Brittney
Griner) 在與俄羅斯軍火商維克多·布特 (Viktor Bout) 交換囚犯後
，於12月9日週五在俄羅斯被拘留 10 個月後返回美國。

白宮發言人約翰·柯比在接受 MSNBC 採訪時援引她在黎明
前抵達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當地的美國官員的話說：“他們說
布蘭妮精神很好，看起來身體狀況良好。”

經過數月的艱苦談判，週四達成互換協議是莫斯科入侵烏克
蘭後美俄合作的罕見例子，盡管克裏姆林宮很快表示這並沒有顯
示兩國關係有所改善。

在一名被美國司法部描述為世界上最
多產的軍火商之一的囚犯從美國獲釋
後，俄羅斯官方媒體大肆宣揚此次互
換是莫斯科的勝利。幾十年來，這位
軍火商在全球範圍內向恐怖分子和美
國的敵人出售武器，但布特始終否認
指控。
美國總統喬·拜登在周四宣布獲釋時

表示，此次互換結束了他所說的格裏
納數月的“地獄”。現年 32 歲的格裏
納是兩屆奧運會金牌得主，也是美國
女子籃球協會菲尼克斯水星隊的明星
。
美國首席人質協調員、美國總統特使

羅傑·卡斯滕斯在 Twitter 上發帖稱：
“很高興布蘭妮回到美國，歡迎 BG
回家！”
美國女子籃球協 （WNBA） 總裁凱

茜·恩格爾伯特在接受 CNN 採訪時稱
贊了美國談判代表，並補充說：“布

蘭妮真的應該回家。她被錯誤地拘留了，我們很高興她今天能與
家人團聚。”

週五黎明前飛往聖安東尼奧的格裏納於 2 月 17 日在莫斯科
機場被捕，原因是在她的行李中發現了含有大麻油的電子煙盒，
大麻油在俄羅斯是被禁止的。

電視畫面顯示，當格林納飛回家時，布特抵達莫斯科，在踏
上停機坪後擁抱了他的母親和妻子。

他說很難描述他在接受國營新聞媒體 RT 採訪時的感受。他
還表示，在美國被監禁期間，他並沒有遇到太多反俄情緒。

布特駁斥了俄羅斯在這次交鋒中佔了上風或者讓拜登顯得
“軟弱”的想法。

他說：“我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很確定我們的領導層
或任何其他人都沒有這樣的想法，無論拜登是否軟弱。”

一位美國高級官員週四告訴記者，拜登親自密切跟蹤了談判
，但直到最近幾週他才做出“非常痛苦”的決定，寬大處理布特
以完成互換。

柯比告訴 MSNBC，格裏納現在正前往德克薩斯州薩姆休斯
頓堡的布魯克陸軍醫療中心進行評估。在她回家的路上，她的家
人要求保密。

美國官員說，格林納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一周以來一直在
俄羅斯被拘留，“他”（自稱是男人）從俄羅斯的一個流放地前
往莫斯科，然後前往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阿布紮比機場，在那裏
進行了交換，兩人在同一天從對方身邊走過停機坪。

塔斯社通訊社週五援引克裏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裏·佩斯科
夫的話說：“雙邊關系繼續處於令人遺憾的狀態。”

他說：“會談完全是關於交流的話題，得出任何假設的結論
，即這可能是邁向克服雙邊關系危機的一步，可能是錯誤的。”

但據俄新社報道，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謝爾蓋·裏亞布科夫
表示，莫斯科和華盛頓將繼續直接討論可能的囚犯交換問題，無
需中介。

俄羅斯國家新聞機構還援引裏亞布科夫的話說，俄羅斯和美
國較低級別的外交官週五在伊斯坦布爾會面，討論了一些問題。

兩國還於 4 月交換了囚犯，當時俄羅斯釋放了前美國海軍
陸戰隊員特雷弗·裏德，美國釋放了俄羅斯飛行員康斯坦丁·雅羅
申科。

白宮表示，本週的囚犯交換不會改變華盛頓在俄羅斯 2 月
入侵後對烏克蘭人的支持，但莫斯科稱之為“特殊軍事行動”以
“去納粹化”並解除其鄰國的武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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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樓市美國樓市““退燒退燒””拖累經濟表現拖累經濟表現

美國最新行業數據顯示，隨著美聯儲激進加息推升房屋貸

款利率，美國月度房屋價格水平出現連續下跌，持續2年多的

房地產市場“高燒”顯著降溫。

市場人士認為，美國房地產行業正成為美聯儲貨幣政策變

化效應的重要觀察指標。自2020年二季度以來，房價在美國

大規模刺激措施推動下大幅上漲，助推通脹；如今在激進加息

壓力下，房地產市場明顯降溫，預計將顯著拖累美國經濟表現

。

房價升至高位

房地產行業對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貢獻約佔兩成

。市場投資者持有住房比例較高。新冠疫情暴發後，美國推出

的大規模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刺激股市不斷創新高，同樣顯著

推高了房價，一些人口流入地的房價漲幅超100%。

美國聖路易斯聯儲銀行經濟研究部門發布的數據顯示，美

國住房均價自2020年二季度以來出現暴漲，截至今年第二季

度的累積漲幅達40.05%。

房價大漲帶來更高民生成本。因購房門檻抬升，不少人

選擇租房，進一步推高房租價格，加劇美國通脹壓力。

房屋租賃平台宗珀房屋租賃網站日前發布的報告說，美

國8月一居室房屋租金繼續創下新高。在房租價格最高的紐

約市，一居室和兩居室租金中值分別為3930美元和4400美

元，同比分別增長39.9%和46.7%。

美國房地產經紀商道格拉斯－埃利曼地產公司公佈的報

告顯示，紐約曼哈頓區平均房租價格連創新高，7月升至

5113美元，同比漲幅27.5%。

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公佈的月度數據顯示，美國

住房可負擔性指數已經從2020年的169.9大幅降至今年6月

的99.1，為1989年以來的最低值，凸顯民眾住房負擔加重。

加息帶來降溫

由於美聯儲激進加息，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利率大幅走高，

美國房價指數7月結束了此前連續31個月的環比上漲。

美國聯邦住宅貸款抵押公司房地美公佈的調查數據顯示，

在截至9月 15日的一周，美國30年期固定利率房貸利率為

6.02%，遠高於去年同期的2.86%，達到2008年11月底以來的

最高水平。

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公佈的數據顯示，以獨立式住

宅為例，20%首付後每月還款額佔家庭月均收入的比例在過去

兩年半中提升近一倍。截至今年7月，美國成屋銷量已經連續

六個月下滑。

美國聯邦住房金融署公佈的數據顯示，今年6月份美國房

價指數雖然同比漲幅達16.2%，但環比僅上漲0.1%，顯著低於

市場預期的0.9%。

美國數據分析服務機構“黑騎士”公司9月發布的月度研

究報告顯示，美國房價指數7月結束了此前連續31個月的環比

上漲。在線房地產服務提供商美國齊洛房地產公司的數據顯示

，美國房價水平8月再次環比下跌，創下2011年以來最大環比

跌幅紀錄。

美國房地產經紀平台雷德芬公司最新報告顯示，在截至9

月4日的一個月裡，美國住房最終售價比最初掛牌價少0.3%，

這是一年半以來住房最終售價首次低於最初掛牌價。

美國商務部9月20日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按季節調整後

，美國8月份私人新建住房開工年率為151.7萬套，環比和同比

降幅分別為10%和14.4%，美國住房市場上游降溫明顯。

拖累經濟表現

市場人士預計，美國住房市場回調難以避免，相關經濟活

動已經降溫，勢必拖累經濟表現。

標準普爾道瓊斯指數公司總經理克雷格•拉扎拉表示，美

國房價增速數月前就已放緩，隨著宏觀經濟環境挑戰加劇，房

地產市場景氣度可能繼續下降。

凱投宏觀經濟學家薩姆•霍爾預計，到2023年年中，美

國房價將出現5%的同比降幅。

高盛集團預計，今年美國新建住房銷量和成屋銷量將分別

出現22%和17%的降幅。今明兩年，住房行業對美國GDP的整

體貢獻將下降。

美國在線房地產租售平台房地產網首席經濟學家丹妮爾•
黑爾日前表示，美聯儲尚未結束加息進程，其對經濟的影響也

沒有結束。美國經濟運行未來數月將會充滿波動，很可能持續

到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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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相信家住上海浦东、

金山、奉贤、青浦、松江等地的农业种植

户们，都感到很恼火，因为在这些地方，

都出现了一种个头硕大的“大老鼠”，虽

然它们长得和普通老鼠很像，但最小的也

有 10 多斤重。

并且这些“大老鼠”一年四季都会偷

吃种植户们的农作物，而且还专挑好的农

作物来吃，这也让种植户们头疼不已，一

年的活又白干了，损失惨重，然而对于这

些“大老鼠”，农户们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拿它们没办法。

那么，这种出现在上海的“大老鼠”

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普通老鼠变异了吗

？

由于很多人对这种“大老鼠”不了解

，担心它们是普通老鼠的变异产物，不过

，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些“大老

鼠”和我国本土的普通老鼠之间，是没有

什么关系的，它们并不是变异老鼠，而是

一种自然进化的啮齿类动物。

根据专家介绍，出现在上海的“大老

鼠”，学名为海狸鼠，它们的老家并不在

我国，甚至整个亚洲大陆上，都没有它们

的分布，这也意味着，它们是一种来自大

洋彼岸的外来入侵物种，从资料来看，海

狸鼠的老家在南美洲，目前在我国境内，

已经出现扩散的趋势。

那 么 ， 究 竟 什 么 是

海狸鼠呢？

今天使者给大家圈

出 个 有 用 的 知 识 点

： 入 侵 我 国 的 海 狸

鼠 ， 危 害 到 底 有 多

大？

和普通老鼠喜欢栖

息 在 人 类 生 活 区 ，

并 且 是 杂 食 性 动 物

不 同 ， 海 狸 鼠 虽 然

是 啮 齿 类 动 物 ， 但

是 却 喜 欢 生 活 在 溪

流 、 水 塘 等 水 源 充

足 的 地 方 ， 它 们 喜

欢 在 岸 边 筑 巢 ， 食

物 方 面 主 要 以 各 种

水 生 植 物 为 主 ， 并

不 会 闯 入 人 类 家 中

偷吃。

因此，作为一种特别的“大老鼠”，

早从 19 世纪末开始，海狸鼠就离开南美，

作为观赏动物，被一些国家引进，饲养到

动物园里，供人们观赏。

我国也不例外，上世纪 50 年代，我国

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动物园，从南美洲

引进了少量的海狸鼠，并且对它们进行研

究。

很快就有人发现，海狸鼠“浑身都是

宝”，认为它们的皮毛、肉和脂肪等，都

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于是，1956 年开始

，我国开始大规模引进海狸鼠，并且在南

方多地开设了海狸鼠的养殖场。

然而，海狸鼠的市场前景，却并没有

研究者想的那么好，再加上当时我国饲养

条件有限，技术也不成熟，因此，很快各

地的海狸鼠养殖场，就纷纷倒闭了。

这也导致大量的海狸鼠外逃，包括这

一次出现在我国上海郊外的海狸鼠，就极

有可能是上世纪外逃海狸鼠的后代。

那么，我国境内出现大量海狸鼠，它

们的危害究竟有多大呢？

虽然和普通的老鼠相比，海狸鼠的繁

殖能力并没有那么惊人，但它们仍然可以

常年繁殖，并且每胎可平均产仔 5-6 只左右

，这也让近年来，我国南方很多地区，都

出现了海狸鼠的身影。

在今年 3 月，浙江嘉兴的一名男子，

就在河边捉鱼虾的时候，意外捞到了一只

海狸鼠，因为它个头实在是太大了，这名

男子担心它可能是老鼠变异，于是就联系

了有关部门，希望可以让专家看看，这究

竟是个什么动物。在得知这是海狸鼠，并

非是变异老鼠后，这名男子才终于放下心

来。

还有在今年 7 月，江苏泰州的一名村

民，也曾在河边捉到一只海狸鼠，他放在

电子秤上称了一下，发现它竟然有 15 斤重

。

当然，和我国南方一些省份相比，上

海郊外的海狸鼠，目前已经出现了泛滥的

趋势，根据不少种植户的回忆，大概是从

2017 年之后开始，上海的海狸鼠就突然多

了起来，并且开始偷吃各种水生农作物。

有专家表示，海狸鼠若在我国野外大

规模扩散，它最主要的影响，主要是集中

在农业危害这一方面，因为莲藕、茭白、

慈姑等很多我国南方的水生农作物，都是

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因此，如果不对它

们 进 行 治 理 ， 极 有 可 能 会 造 成 很 严 重 的

“人鼠冲突”，让种植户们的经济损失，

变得越来越严重。

此外，一些观察研究表明：海狸鼠偶

尔会对水产品感兴趣，虽然鱼虾并不是它

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但如果在水生植物短

缺的情况下，不排除海狸鼠会自己下河捉

鱼虾吃，这样一来，也将对我国的生态环

境，造成一定影响。

同时，还有另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

方：海狸鼠同样会携带各种有害病菌，并

且它们的野外栖息范围，还与同样分布在

我国南方地区的另一种外来入侵物种“福

寿螺”相重合，因此，不排除福寿螺体内

的寄生虫，也会出现在海狸鼠的身上。

因此，若海狸鼠的数量持续增加，人

们不小心在野外接触到它们，也具有感染

致病菌的风险，包括海狸鼠现在频繁出没

于人类的水生农作物种植区内，这也有可

能会造成病原体附着在一些水生农作物上

，从而通过“菜篮子”和人类进行更密切

的接触。

所以，综合来看，虽然我国暂未将海狸

鼠列为具有危害性的外来入侵物种，但它们

现在于很多方面的危害，也都开始逐渐显现

出来，因此，使者需要在情况变得更糟糕之

前，我国能尽快对它们进行研究，将影响减

到最低，将危害扼杀在摇篮之中。

上海多地出现“大老鼠”，
最小体重都有10斤，当地人感到惊慌失措



生 活 在 美 国 布 鲁 克 林 的 黑 人 女 孩 儿

Contee 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在 TikTok

直播间里一位中国假发卖家正操着方言版

英语、充满激情地演示假发佩戴效果。在

主播的带动下，Contee 兴奋异常，她已经

开始幻想新发型带给自己的魅力魔法。在

过去一年多中，“看中国直播，买中国假

发”已经是 Contee 的日常。

“在美国，平均每五个黑人头顶，就

有一顶来自河南许昌的假发。假发是黑人

的刚需。”来自全球假发之都许昌的卖家

田清告诉虎嗅。由于黑人的发质多是刚硬

的小卷发，难以留长，且容易脱落，导致

发型难以打理，再加之历史原因下，部分

白人认为黑人传统发型不得体，不能进入

正式社交场合，假发成了不少黑人的必备

产品。

田清告诉虎嗅，由于价格昂贵，假发

有时被称为“黑金”，拥有多少顶假发，

甚至成了财富身份的象征。不少像 Contee

这样的美国黑人女性，一年要花 2 万美元

左右在假发上，若收入不高，将是一笔沉

重的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具备高性价比

的中国假发，逐渐占领了非裔美国人市场

。

实际上，不只是假发，中国产品也正

在占领美国黑人市场的各个角落。

“运动服饰、夸张的首饰、以及电子

游戏配件等，都是流入这一市场的爆品。

”敦煌网 MyyShop 首席运营官刘思军告诉

虎嗅，作为 to B 平台，每年前来 MyyShop

采购商品的美国黑人客户越来越多 。

非裔美国人市场仿佛愈发成为一个不

可忽视的地方。据数据显示，早在 2019 年

，美国黑人消费力已达到 1.4 万亿美元，

比同期墨西哥 GDP 还高，增长率已达 114%

，超出白人的 89%，预计到 2024 年，将达

到 1.8 万亿美元。且据尼尔森数据， 2020

年就有近一半（48%）的非洲裔美国家庭

在网上购物，这个数字比美国家庭的平均

水平高出 11%。

而对于中国出海人而言，擅于发现细

分市场机会的能力也愈发重要。

“每个种族群体、每个细分需求都蕴

含着不少空间，这一点已经被我国的新消

费经济验证了，出海趋势也是如此。”个

护美发品牌 TYMO 品牌总监吴查理告诉虎

嗅，在其看来，若不以更诚恳的心态尊重

不同种族消费者的细分需求，即使是大型

本土品牌也将面临危机，比如传统美业巨

头露华浓，就正在寻求破产。

被忽略和被歧视的需求

虽 然 黑 人 对 美 发 品 类 的 刚 需 长 期 存

在 ，但查理说，在 TYMO 的直发梳产品

线打入美国市场之前，美国本土大型品牌

鲜少有针对黑人群体推出的定制产品。

“西方大型品牌也就在最近一两年才

开始关注到某一垂直市场的需求，此前黑

人群体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客户。”吴查理

说。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与某些固有印

象有关。在不少品牌的认知中，黑人群体

并不能承担相对较高的客单价，因此另眼

相待这个市场。但查理告诉虎嗅，经过其

品牌近几年的实践，体现了事实并非如此

。

“ 许 多 产 品 给 非 裔 用 户 的 体 验 并 不

完整，他们的发质特点导致可能要用五

六个通版产品，来完成一个造型的需求

。”查理说，“若一个产品可以整合五

六个产品的体验，即使客单价较高，但

因节省了消费者的成本和时间，他们也

愿意买单。”

据查理描述，为了更贴合黑人群体的

美发习惯，他们不仅在产品上要找出最合

适的温度挡位（白人的细软发质，低温

160 度左右一般可以满足需求；棕色人种

或亚洲群体一般要 180 度至 200 度；而黑人

群体由于多是卷发发质，需要设置更高的

温度），还要在产品功能上增添急速加热

功能，提高做发型的效率，此外，为了适

合更厚的发量，还需要根据人体工学做产

品造型的调整。

如此看来，若想获取更高的客单价，

在细节方面下足够的功夫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除了如 TYMO 这类走品牌化路

线的产品之外，许多中国产品打入美国黑

人市场，还在依靠低价优势。

假发卖家田清给虎嗅举了一个例子，

在深度进入美国黑人市场之前，他一直认

为真发产品最好卖，但随着不断走访和考

察，他发现许多黑人更偏好化纤材质或者

化纤+真发的混合假发，因这类假发的价

格甚至不到真发价格的一半（田清的真发

材质产品约卖 100 美元左右）。回国后，

田清加大了化纤假发的投入力度，也吃下

了一部分下沉市场。

实际上，在美国，非裔美国人群体的

许多产品需求都是被本土品牌忽略的，而

且在购物时，也会受到不公平对待。

据 2018 年美国 Gallup 公司的调查，59%

的美国黑人称，在市区商店和大型购物商

场享受的待遇，不如白人消费者。实体店

销售人员，或者是商场保安，往往认为黑

人更有可能盗窃商品，或者经济水平低，

买不起高端商品。有的美妆美发品牌实体

店，甚至把黑人女性的产品陈列柜上锁，

有时还会拒绝黑人消费者购买。

尽管如今的美国愈发讲“政治正确”

，且自弗洛伊德事件后，美国各地兴起

“黑人店铺消费”热潮，呼吁美国品牌留

更多的货架给黑人企业产品。

但在虎嗅与多位熟悉该市场的业内人

士交流时，发现仍存在不少“购物歧视”

的情况。

刘思军告诉虎嗅，许多前来 MyyShop

采购的美国 B 端客户，有不少是黑人，他

们往往将采购来的产品加价不少，销往自

己的社区。由于在本地批发市场有时会受

到歧视，不少黑人商人拿货的渠道受限。

此前，这种困境并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

但随着年轻人对网络的使用愈发普遍，不

少人开始发现中国跨境电商这一机会。

“我们发现，前来采购的美国黑人客

户越来越年轻，普遍都是 90 后，他们之中

有不少人一开始只是自己消费，后来慢慢

发现这一商机甚至变成当地社区的 KOC。

”刘思军说。

中国产品在非裔美国人市场的表现折

射出他们的生存处境。

美国黑人脱口秀演员曾在一次演出时

调侃道：“我爱中国人，我敢说一个黑人

社区里面，做得风生水起的华人商铺不少

于 37 家。中国人知道所有事儿，卖得都是

我们喜欢的一切物件，鸡翅、头巾、马尾

假发、DVD，甚至可以一次只买一根的烟

。但跟我们一直待在一起的白人却不知道

，后来人甚至更了解我们，这让我们觉得

在这个国家不受欢迎。”

品牌升级遇挑战

虽然非裔美国人的处境留给中国出海

人一些市场空间，但中国产品想摆脱低毛

利的代工厂身份，走品牌化路线，仍要面

对不少挑战。

比如拿假发产品来说，虽然河南许昌

供应了大部分黑人市场的假发，但线下的

终端渠道却多由韩裔老板把控。

“在美国，假发店分两种，一类是沙

龙，专门做发型并提供配戴假发服务；一

类叫 SUPPLY，销售假发等美发产品。在

黑人较聚集的布鲁克林，大部分 SUPPLY

店铺都是由韩裔经营的。”田清告诉虎嗅

。

据其描述，此前，他的工厂多是给这

些韩裔老板们代工，他们贴上自己的品牌

，一顶高端假发与中国一样，甚至可以卖

到上千美元。看到如此之高的利润空间，

田清不甘于只做代工厂，也开始摸索品牌

化道路，但经营难度也几何倍增加。

“在做代工厂时，我只需考虑生产的

事，资金也可预期。但走品牌化道路后，

不仅要开拓新的线下渠道，还要付出更多

无法即时见效的成本，心理压力较大。”

田清说。

田清首先遭遇的就是线下渠道的开拓

问题。假发类产品与许多品类不同，线下

店铺的试戴非常重要。但这类店铺多为韩

裔老板把控，他只能寻找黑人开的美发店

寻求合作。

“我那时一天要跑十几家黑人老板开

的美发店，身上往往背着几十顶假发，一

遍遍重复着产品介绍。”田清回忆道。

而这些努力刚刚带来些许成效，由于

疫情的原因，计划又被搁置了很长时间，

田清也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路径。借着一

些老客户的捧场，田清带领其公司开始了

TikTok 直播，也开展与美国黑人 KOL 的合

作，向其品牌独立站引流。

除渠道开拓难题之外，田清也开始面

临材料成本上升的压力。

“真发资源愈发稀缺。”田清说。据

其描述，其真发材料基本来源于国内和印

度，其中，国内的质量最好，价格最高，

但供应量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减少。现在，

连每年靠出口头发就能赚中国十几亿的印

度，真发材料也亮起信号灯。

印度的一大头发来源地是寺庙。此前

由于剃发的信徒众多，商人们会定期去收

头发。但随着印度年轻人生活方式的转变

，印度的头发资源也开始减少，印度有些

较为贫穷的地区，甚至出现“剪发杀手”

，用武力迫使女孩剪发。

“或许真发资源在之后会变成奢侈品

，若不掌握定价权，盈利空间必然越来越

小。”田清说。

从田清的经历不难看出，虽然中国货

有空间进入美国黑人市场，但中国品牌打

入却要遇到不少挑战。田清并不是孤例，

吴查理所在的 TYMO 品牌虽已打入美国线

下大型商超，但其向虎嗅描述这一过程时

，称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难，而线下渠道强

势的议价能力和营销补贴要求，使得这一

步创收盈利的可能性，尚不明朗。

“美国传统的大型线下渠道对中国品

牌的友好程度并不高。”查理说，他们不

仅要向这些商超提供更高效的供应链和更

低的产品成本，确保能进入渠道，还要能

在渠道生存。为了提高品牌知名度，TY-

MO 要投入不少精力与美国全维度的不同

类型媒介合作，这其中不仅有美国黑人群

体更偏爱的时尚杂志，还要包括电视节目

。

“不过，一旦打入美国黑人市场，无

论 B 端还是 C 端，忠诚度都是相对较高的

。”刘思军说。从 B 端来看，不少黑人商

家由于拿货渠道受限，会更加珍惜中国供

应商的渠道机会；而从 C 端而言，若相较

本土品牌更能贴合他们的需求，黑人群体

的强社交黏性和聚拢度，往往能起到更好

的传播效果，复购率也进而大大增加。

比如正看直播的 Contee，已是这个中

国品牌直播间的常客。

在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抢下自己的“必

需品”后，她为能节约不少生活费长舒一

口气。那一瞬间，她已经开始幻想新假发

将给自己带来的可能性：几张爆圈的 INS

照片、闺蜜羡慕的神情、以及楼下那几个

黑人小伙抛来的火热眼神……

美国人的头发 正被中国人掌控

中国假发，正成为美国黑人青

年的潮流密码。

这些产自中国河南许昌等地的

假发，经由几百个带货主播声情并

茂的实操演示后，一跃而成黑人时

尚秘宝，它们身价与人气陡增，乘

坐飞机轮船成百上千箱地“登顶”

美国。

中国假发，稳坐在黑人青年头

上，它们出现在美国纽约哈姆莱区

、亚特兰大可乐总部街头、加里市

雷鬼主题酒吧、克利夫兰速贷球馆

……它们不仅是美国黑人的时尚标

配，甚至是身份与品位的象征。

为了抢到最新款，黑人青年开

始成为直播间常客：一如中国少女

抢李佳琦直播间的口红一样。

BB66星期一       2022年12月12日       Monday, December 12, 2022
人在美國



由周楷宸等主演的青

春成長、家庭劇情艺文電

影《夏墜》近日在深圳殺

青。 他在片中飾演高三學

生錢聲一角，在學校是被

老師看不起的“差生”，

但無拘無束的錢聲卻並不

在意別人的看法。 周楷宸

與角色的高貼合度引發大

家的期待。

電影由史任飛編劇導

演，林博宇任制片人，曾

入圍2021年山一女性影展

創投會，講述了高考前夕

，優等生李知知意外碰落

了一個烟灰缸，領居家的

小女兒囙此殞命，她的家

庭也因彼此間“善意的謊

言”走向分崩離析……李知知與錢聲兩個角色也從不同角度展

現了當代高中優等生與差生的性格。

周楷宸先後拍攝了驚悚電影《迷途重生》、懸疑電影《側

面》等，隨後，又在歷史抗戰傳奇電影《四· 二九絕地突圍》中

飾演了膽小但頭腦精靈的炊事班戰士猴子，他表示能參與艺文

電影《夏墜》的拍攝非常開心，自己本身也很喜歡演文藝片，

而錢聲這個角色也像極了自己高中時期的樣子。 周楷宸回憶起

拍攝中的趣事：“知知和錢聲在泳池裏的有場夜戲需要淋雨，

劇組工作人員已經備好了人工降雨的方案，可當我們要拍淋雨

的鏡頭時，天快微亮的時候，老天真的下起了大雨。”

據悉，電影由深圳市餘光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製作，影

片的編劇和導演史任飛，製片人林博宇曾憑《春困》獲得2020

年第四届平遙國際電影展平遙創投· 7印象獎，此片是兩人合作

的第二部作品。 而李知知的飾演者崔鐘予卻是名重慶市合川中

學的高二學生，她曾在2020年被入選北大全球精英人才A計畫

，還在中華魂徵文比賽中獲得一等獎，去到人民大會堂領獎。

此外，她也曾參加了《超腦少年團》、《一站到底》等綜藝節

目而被觀眾熟悉。

《夏墜》殺青
周楷宸演演繹

無拘無束的高中“差生”

12 月 1 日，第 27 届

亞洲電視獎頒出部分獎

項，由檀健次、金世佳

主演的網劇《獵罪圖鑒

》獲得最佳原創網絡劇

獎。

據悉，《獵罪圖鑒

》是由張曉波監製，賈

東岩、武瑤總編劇，邢

鍵鈞執導，檀健次、張

柏嘉領銜主演，秦海璐

、房子斌特別出演，金

世佳特別主演的單元探

案劇。

該劇講述了因一起

塵封舊案而結怨的類比

畫像師沈翊和刑警隊長

杜城，在機緣巧合下被

迫搭檔，兩人聯手偵破

多起離奇疑案，共同追跡謎底真相的故事。

在劇中，沈翊（檀健次飾）初加入北江分局刑偵支隊擔

任類比畫像師，便被領導安排與刑警隊長杜城（金世佳飾）

搭檔辦案。 杜城起初的幾番挑釁奠定兩人宿怨的關係前史，

隨著後續劇情發展，兩人的密切配合又將人物關係的對峙感

推向了高潮。 緊湊的劇情，閃現的畫像，撲朔迷離的案件線

索，宛如訴說著一個個被掩蓋的真相和不為人知的故事。

亞洲電視大獎由新加坡《亞洲電視》主辦，是面向整個

亞洲區的一年一度的民間電視評獎活動。

今年第27届亞洲電視大獎頒獎典禮時隔兩年將回歸實體

形式，於 12月 1日及 8日分別於菲律賓帕賽市Aliw Theater 和

新加坡聖淘沙島名勝世界舉辦。

檀健次金世佳《獵罪圖鑒》
獲亞洲電視最佳網劇獎

《國家行動》是一部群星雲集的高品質反腐劇，可

這部劇的播出過程卻一波三折，兩次定檔央視，均在開

播前夕突然撤檔。 最近這部劇又一次傳出了即將開播

的消息，讓觀眾們既擔心又期待，希望這次《國家行動

》是真的能够順利播出。

《國家行動》改編自真實案件，講述的是賀延齡等工作

人員，為了將劉唐、徐望東等貪腐分子抓捕到案而精誠

合作的故事。 綿陽1.10大案歷時四年毫無進展，賀延齡

臨危受命前往案發地濱江秘密偵查，在經過一段時間的

探查後，賀延齡敏銳地發現這件案子牽扯著其他大案。

為了封锁賀延齡繼續深入調查，不明勢力將兇手送

上門，1.10大案成功破獲。 可賀延齡並未被假像蒙蔽雙

眼，他已經順藤摸瓜發現了以劉唐為首的黑惡勢力及其

背後的多重保護傘。 得知這個消息後，中央立刻成立

了以賀延齡為首的專案組，與劉唐背後的勢力展開了一

場攻堅戰。 最終劉唐落網，警察副局長徐望東等保護

傘也一一浮出水面。

《國家行動》是一部編導與演員陣容都非常强大的

作品，主角黃志忠與反派張譯都是娛樂圈有名的勞模，

飾演配角的陳寶國、王志文還有於和偉，也都是榮譽加

身的視帝級演員，就連戲份不多的王茜、梁靜等，也都

是公認的實力派。 此外，導演高群書曾拍攝過《征服

》、《風聲》等高分神劇，而編劇張成功的代表作則是

《黑冰》、《刑警本色》等經典之作。

飾演男主賀延齡的黃志忠，與飾演反派徐望東的張

譯，其實是一對合作數次的老搭檔，兩人一起拍攝的幾

部作品評分都很高。 囙此在演員表中看到兩人的名字

後，觀眾們對這部劇的信心瞬間提升了不少。 值得一

提的是，在兩人之間合作的過程中，一般都是黃志忠演

反派，張譯演正面角色，這一次卻恰恰相反，非常期待

這對老搭檔角色互換後的表現。

於和偉與張譯也是老熟人，兩人之前合拍了電影

《懸崖之上》，還雙雙提名了金雞獎，雖然最終影帝殊

榮落在了張譯身上，但觀眾們依舊給予了於和偉最大的

尊重與認可。 如今兩人再度同台，觀眾們也很期待他

們之間的對手戲。

越是經常合作的演員，默契度就越高，所以娛樂圈

裏有很多備受歡迎的影視搭檔，馮小剛與葛優就是其中

一對，兩人一個才華橫溢，一個演技精湛，合作的每一

部作品都是精品。 最近馮小剛代言的原始傳奇推出了

《dou來世界杯》的節目，邀請了幾比特足球名人，與

玩家們一起直播觀賽，暢談世界盃。

《國家行動》不管是從劇情還是演員陣容等各方面

來看，都是一部少有的誠意之作，所以即便這部劇積壓

了好幾年，大家依舊十分關注，期待著它重新定檔開播

。 你覺得《國家行動》有望比肩《人民的名義》嗎？

反腐劇《國家行動》
黃志忠張譯正邪較量

距離電影《寒戰1》和《寒戰2》的出現已經過去好幾年

了，然而大家對於《寒戰3》依舊期待不已。 據媒體爆料，

電影《寒戰3》或將與2023年七月份上映，但之後又有媒體

爆料上映延期，在一片真真假假的聲音中，其最終上映時間

也就撲朔迷離。

但即使如此，也不妨礙大家對《寒戰3》的期待和喜歡

，當然，也不免對劇情有不一樣的猜測。 那麼如果《寒戰3

》真的能够成，其劇情會是如何的呢？ 其實到時候劇情也無

外乎是這兩種可能。

第一，李文斌刻意黑化臥底，收集證據與劉傑輝聯手引

出和覆滅最終幕後大Boss

在第二和第二部中，通過劇情我們可以得知，原本劉傑

輝和李文斌認定的幕後舵手是原警務處前處長蔡元祺，但後

面發現，蔡元祺似乎也不過是下棋者甚至是棋子而已，真正

的幕後大Boss另有其人。

而以李文斌的人脈和能力，並不足以對付最終的Boss，

囙此就以兒子李家俊因劉傑輝而重傷為由，與劉傑輝在警內

公開撕破臉皮，徹底黑化。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李文斌的黑

化臥底劉傑輝很有可能是不知道的。

因為只有這樣李文斌的黑化才可以毫無破綻，只有未來

的李文斌深入敵方勢力中收集到證據之後，才有可能告知劉

傑輝等人一起攜手引出和對抗最終的幕後大Boss。 這是現時

最有可能也是爭議最大的關於《寒戰3》的劇情。

第二，李文斌是真的徹底黑化，不存在臥底的可能，李

文斌複出接替劉傑輝成為警務處長甚至上位警衛局長

在寒戰第一和第二部中，李文斌原本競爭警務處長最具

實力和優勢的人選，但因為兒子李家俊的原因，李文斌申請

了提前退休，退出了警務處長的競爭人選，而劉傑輝也最終

成功上位。 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李文斌不甘心是肯定的。

但因為自己兩不靠，既不是警衛局長陸明華的人，也不是蔡

元祺和黎永廉一派的人，加上自己兒子的原因，所以出局情

有可原，但卻不可能甘心。 加上之前自己辛辛苦苦低聲下氣

求劉傑輝放兒子李家俊一條生路之後，沒想到兒子李家俊還

是被劉傑輝打成了篩子而生死未蔔。

恰好這時蔡元祺等人再次拋出了權力的橄欖枝，不管是

複出上位更高的權力和位置，還是為兒子李家俊復仇，李文

斌都有足够讓其黑化的理由。 那麼後面的劇情則是，李文斌

複出上位警務處長甚至是警衛局長，而劉傑輝等人因為勢小

暫時蟄伏，與資深大律師簡奧偉共同對抗李文斌及其背後的

勢力。

但這條劇情線路可能性不大，因為按照慣例，處於退休

狀態的李文斌是很難複出的。 加上李文斌這個人雖然霸道，

但也算極具正義感的人，不太可能會選擇徹底黑化，所以劇

情大概率很有可能是第一種情况，大家覺得呢？

《寒戰3》回歸？ 最終boss出現
鬥爭陞級，李文斌或官複原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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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產   停看���講座 ( ⼀百⼆⼗六 )

凯�亚�城12⽉限定��年外�套

�热卖中�和�友天天在家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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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25间�厅�样选择�你⾃由���在线下订轻�在家开派对�12⽉是�
国�温�浪�的�节��国各城市都陆陆续续举办派对与活动�庆祝�国�

重�的两个节⽇——圣诞节与�年的到来�

REALT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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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主�推�⼩�川��辣⼗⾜的担担⾯�喜欢韩式�理的朋友不�点�Soju101的韩式辣酱�猪
⾁���⾊韩式辣酱���辣交织�⼗��味�点⼼部�可选Pho Best 越南法式三明治� 与
Phat Eatery 进⼝�叶���乳所制的⻢来⻛味经典冰��

�客优惠��客(�号码���客)�客订单�费�35元(�)�上�可使⽤�客专�折扣码
NEW5OFF折�5�元�
�年套�买⼗�⼀�在活动期间内订购�年套�累积满10��再�1�免费�年套��
�年套�优惠活动⽇期�2022/12/1‒2022/12/31
⽴即扫码订购�年套��

2�主�+1�荤��+1�素��+4饮�或�品或⼩吃
��推��主�推�Bingo Cake 咖喱�萝�饭与⼗秒到云南过桥�线����的西红柿�线�
��Phat Eatery�果鲜虾⾊拉�由�果��⽣与⿊��点缀�鲜⼤虾�佐�浓�的��辣酱�
素�不�错过⼩�川�的蚂蚁上树�Q弹冬��满咸��辣的⾖�酱汁�让⼈回味⽆穷�饮�⼩
�推�Tea Top浓���的�头���⼗秒到云南过桥�线⻩⾦��的�乳�馒头�

家庭套�(Family Bundle)�套�每�$50�元 

额�优惠超划�

凱�亞�城��年 12⽉限定外�套�

家庭套� (Family Bundle)

AMA ON-THE-GO Home Delivery

单⼈套� (Single SET)
双⼈套� (Double Meal) ＄30

＄50

＄15

套��选: 主� +  副�+ 饮品/�品/点⼼

�年休斯顿凯�亚�城举办1「12⽉限定��年��套�」活动�共�
3�可供选择��点�合1‒4⼈�量满⾜顾客们不同的�求�让�在12
⽉�天天都�够与三五�友或家⼈⻬�⼀堂�开⼼享受�盛的⼤��

凯�亚�城携⼿超过25间�家参与本�「12⽉限定��年��套�」
活动�居住在休斯顿凯�区域的朋友可��过「AMA On-The-Go」平
台⾃由选择��组合�⼀�订购所�喜爱的�点�并只�⽀付⼀��
费�凯�亚�城推出3��年限定�带组合��下套��可在参与�年
活动�家中⾃由���我们�将提供��推�组合供�参考�

1�主�+1饮�或�品或⼩吃
��推��⼗秒到云南过桥�线的西红柿�线���可⼝的西红柿汤
头�煮过的�线都带���滋味���Bingo Cake ��浓�的⿊�鲜
��幸福��棚�

1�主�+1�荤��+2饮�或�品或⼩吃

双⼈套�(Double Meal)�套�每�$30�元 

单⼈套�(Single  SET)�套�每�$15�元 

AMA ON-THE-GO

⾃由选择��
喜爱�点

扫码下单

�客优惠�年套�买⼗�⼀

�客订单�费�35元
(�)�上�使⽤折扣码

NEW5OFF折�5�元�

活动期间内订购�年套�
累积满10��再�1�免费

�年套��

额外优惠

活动时间�2022/12/1‒20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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