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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贵有胸中竹，
经得艰难考验时。
——叶剑英《七绝·题画竹》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
曲折的关键时刻，曾有一位起过
力挽狂澜作用的突出人物，那就
是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
英。作为一个文武全才的领导
人，他大智大勇，在沧海横流中
显出英雄本色。1986年10月22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
领导人之一叶剑英在北京逝世，
享年89岁。

叶剑英是广东省梅县人，历
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
谋长，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谋
长，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
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
书长、国防部长，第五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1955年被授
予元帅军衔。关于叶剑英，毛主
席曾经有过一句非常透彻的评
价，叫作“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
大事不糊涂。”这句话，以诸葛孔
明来对比叶剑英，足以见得他在
主席心中的地位。

生平
出身侨乡，闯过南洋，在国

民党军中官至少将师长，却毅然
加入共产党

叶剑英，原名叶宜伟，1897
年出生于广东梅县农村一个小
商人之家。他 5岁时入私塾，学
习之余还要做繁重的家务劳
动。在入三堡学堂、东山中学
时，除文史诗词成绩突出外，他
又兼习军事体育，尤精剑棍。日
后他的文武全才，正是在此时打
下的基础。

中学毕业后，叶剑英当过小
学教员，依侨乡的习惯于 19 岁
时到马来西亚谋事。因受歧视
和遭资本家欺压，他愤然于1917
年回国考入云南讲武堂，想走从
军强国之路，自改名剑英。

两年半后，叶剑英以全校最
优异的成绩毕业。他谢绝挽留，
返乡入粤军任参谋、炮兵教官，
并曾在 1923 年陈炯明叛变时，
亲自操炮向叛军开火，以掩护孙
中山脱险。后他任旅参谋长、黄
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团长、副
师长，北伐战争中因立战功升少
将师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
共政变时曾拉拢他，叶剑英却抛
弃每月可得上万薪饷的地位，赶
到武汉向中共提出入党申请，并
得到周恩来批准。

1927年秋，叶剑英接受党的
指示返回广州，在国民党军张发
奎的第四军任参谋长，暗中掩护
由“C.P分子”（共产党）和“C.Y
分子”（共青团）为骨干的教导团
筹划的起义。同年 12 月，广州
起义爆发，他任红军副总指挥。
翌年，他赴苏联入劳动者共产主

义大学（原中山大学），系统学习
了马列主义理论。1930年秋，叶
剑英回到上海，与刘伯承等一同
翻译了苏军的条令。翌年春，他
进入赣南根据地，在毛泽东、朱
德领导下负责参谋部，后任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军委会的首任参
谋部长。继刘伯承之后，叶剑英
成为人民军队的第二任总参谋
长。

在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内
长期任参谋长；是“中共外交三
骑士”之一；北平解放后为第一
任市长；广州解放后任市长兼广
东军区司令员；粉碎“四人帮”时
发挥了关键作用

1932年，叶剑英与刘伯承对
调，任红军学校校长。长征中，
他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前敌
指挥部参谋长。他曾因向中央
报告张国焘分裂党的企图，后来
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1937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任八路军参
谋长。由于他长期在国民党统
治区工作，同周恩来、董必武并
称为“中共外交三骑士”。

1941年，叶剑英从重庆回延
安主管总参谋部工作。1945年，
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
员，随后再赴国民党统治区，任
美、国、共合组的军事三人小组
的中共代表。1947年，他率军调
部最后一批人返回延安，随后去
晋西北任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
负责对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周恩
来所率的中央机关实施保障。

1949年北平解放后，叶剑英
为中共中央派出的首任北平市
长。同年秋，他又任中共华南分
局第一书记，率干部南下，广州
解放后，任市长兼广东军区司令
员。1953年，他调回北京，主管
军训等工作，并任军事科学院首
任院长。“文革”后期，老帅中间
只有他在位主持军队工作。

1976 年 10 月，叶剑英坐镇
指挥，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

“四人帮”。
在新的历史时期，德高望重

的叶剑英曾任党中央副主席、人
大委员长，后来他因“身欲奋飞
兮病在床”，主动提出退出领导
岗位。1986年逝世，享年89岁。

背景
他同毛泽东、陈毅一样，都

是诗人兼革命家、军事家。这
种人生道路也向人们昭示出：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革命、
对外开放相结合，能够培养出
适合中国特色需要的杰出人才

叶剑英与周恩来、刘少奇
等许多中共早期领导人出生于
同一时代，同样成长于革命与
救亡为国内主旋律的时代。他

的独特之处，又在于生长于广东
侨乡。自明清以后，中国大地就
出现了南北贫富倾斜，在居民迁
移流向上，俗称“宁向南翻三座
山，不向北挪一块砖”，闽粤的人
再穷便出海闯南洋。叶剑英本
人也有过出洋经历，然而他还是
回到苦难的祖国，回到旧军队中
从戎走向参加共产党革命之路，
并以特有的才华在党内军内成
为智多星式的“参座”。这除了
特定时代的革命风潮影响，还在
于他有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

在党内军内的高层领导中，
毛泽东很称赞叶剑英的文才，尤
其说他“善七律”。从少年时代
起，叶剑英便如痴如醉地钻研名
人诗词，积下深厚的中华文化底
蕴，再加上走出国门开阔眼界，
更激发了救国情怀。叶剑英同
毛泽东、陈毅一样，都是诗人兼
革命家、军事家。这种人生道
路，也向人们昭示出：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与革命、对外开放相
结合，能够培养出适合中国特色
需要的杰出人才。

故事
与日本教官以真刀劈赛，最

后对手按“武士道”规则交出佩
刀认输

在广州起义中手提驳壳枪，
哪里枪声最激烈，就赶到哪里指
挥

叶剑英在粤军和中国革命
军队中长期任参谋长，多年来有

“儒将”之名。其实他的武功也
远超过常人，在捍卫民族尊严和
革命战争中不惜舍身相拼。

他在云南讲武堂就读时，校
内所聘剑术教官是一个出身武
士之家的日本中尉。此人经常
欺负中国教员和学生，甚至违反
只能用竹剑劈刺的基本规律，扬
言谁敢与他比试就要用真刀。
叶剑英见状积愤在胸，通过仔细
研究此人特点，苦练半年，向他
提出挑战。那个日本教官大感
意外，上场便大吼着狂劈，被叶
剑英一一挡过，几个回合过后，
日本教官便乱了阵脚。叶剑英
一招过去，使他一屁股坐在地
上，只好按“武士道”规则鞠躬交
出佩刀。

广州起义的第一天，身为副
总指挥的叶剑英一面筹划全局，
一面到第一线直接指挥。因起

义官兵不大会用炮，他便亲自教
他们如何瞄准目标和开火。战
斗进入第二天形势恶化，叶剑英
手提驳壳枪，哪里枪声最激烈就
赶到哪里指挥，一天下来脸都被
硝烟熏黑了。在此后的战斗中，
叶剑英多次遇险，腿上还一直留
着长征途中被炸伤后未能取出
的弹片。

叶剑英 1986 年去世后，骨
灰安放在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
与当年并肩战斗并牺牲在长堤
的战友们永远厮守。

长期身居国民党统治的虎
穴，却谈笑自若，以卓越的才识
让对手敬服

“文革”初期，在京西宾馆当
面怒斥江青，因拍桌子过猛，竟
造成掌骨折断

叶剑英曾长期与国民党当
局周旋，经常被特务跟踪监视，
一生中多次遭遇暗杀袭击，他却
以大无畏的气概，身居虎穴而谈
笑自若，并以卓越的才识让对手
敬服。抗战初期，他应邀到国民
党办的南岳游击战训练班当副
教育长。面对周围的敌意，他以
坦荡的气概相对，并用无可辩驳
的事实向国民党军官们说明共
产党能够以弱胜强，就在于能与
人民打成一片。顽固反共的教
育长汤恩伯听了也不禁感慨万
分，当众指着叶剑英对部下们
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打不过
他们呢？因为他们同群众是鱼
水关系。”

叶剑英以公开身份驻国统
区时，还主管一些秘密工作，如
深入军统电台的张露萍小组即
由他掌握。驻北平时，他曾想出
一些巧妙的接头办法，如外出时
为甩掉跟随的特务汽车，把车开
到东安市场前突然刹住，然后跳
下来消失于人头攒动中。特务
们只好在他的汽车旁等候，谁知
叶剑英已到另外一个门口，乘上
地下党准备好的汽车赶到秘密
联络点。叶剑英任广州市市长
时，明知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
派人来暗杀，仍经常到群众和各
方人士中去。一次，他乘车回东
山，发现一辆可疑的卡车在路
边，警卫让他低头时便飞来一串
子弹。警卫还击后卡车逃走，叶
剑英下车时指着车上的弹洞笑
着说：“就凭这枪法，用不着大惊

小怪嘛。应该想法通知毛人凤，
再派特务来行刺，非带来一门美
式榴弹炮才行。”

“文革”开始后，他于 1967
年 2 月在京西宾馆当面怒斥江
青，因拍桌子过猛，经医院检查
发现右手第五掌骨折断。1976
年，他对付“四人帮”那几个跳梁
小丑时，精心运筹，不费一枪一
弹，便完成了历史使命。事后，
他用毛泽东的诗句形容此事
——“无限风光在险峰”。

创办南方大学，培养干部人
才的“革命熔炉”

在广州，曾经有过这样一所大
学，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
部的播种机”，它就是南方大
学。这所大学是叶剑英遵照党
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华南解放后
在广州办好一所新型的革命大
学，为新中国培养革命干部和专
业人才的指示而创办的。

1949年春夏，为解放广州，
中共中央组建新的华南分局，叶
剑英、张云逸和方方分别任第
一、第二、第三书记，并由第二野
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
十五兵团组成临时独立兵团挺
进广东。南下前，毛泽东多次找
叶剑英谈话，除了交代解放作战
之事，还特意指示：“要在华南解
放后的广州，办一所新型的大
学，为广东、广西培养革命干部
和知识分子。”毛泽东为这所学
校取名南方大学，亲笔书写校名

“南方大学”四字交给叶剑英。
南方大学于1949年10月开

办，叶剑英兼任校长，校址位于
当时的广州市东郊石牌村原李
宗仁总统府，也就是现在的华南
师范大学石牌校区，叶剑英还为
这所亲自创办和领导的大学写
了“革命熔炉”的题词。开办的
三年时间里，南方大学招收了四
期学员，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培
养了近两万名急需的干部人
才。1952年 10 月，南方大学停
办，随“院系调整”并入广东革命
干部学校。虽然今天已看不到
南方大学的任何踪迹，但华南师
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前花
园内树立的叶剑英校长铜像，供
校友缅怀，供世人铭记。

（徐焰 余利）

叶剑英：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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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脸、增高、治颈椎病……

美容院推拿馆的“正骨”靠谱吗？
新华社杭州 10 月 21 日电

徒手正骨可以瘦脸、增高、治颈椎
病……一些美容院、足道店、推拿
馆等纷纷推出正骨项目，并打出

“不打针、不开刀”提升颜值等诱
人广告。

记者调查发现，正骨原本属
于中医治疗手段，需要专业医师
操作，但很多美容院、推拿馆的从
业者并不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
有的仅仅参加短期培训就上岗
了，而不当正骨容易给消费者的
健康带来损害。

正骨颇为流行，
价格从百余元到千元不等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杭州市武
林门附近一家有正骨项目的理疗
馆，店里关于正骨的项目包括腰
胸颈不同部位调理三选一，30分
钟的价格为288元。

正骨师是一位自称姓徐的中
年男性。记者询问其是否有正骨
师资质时，他说：“正骨算是中医
里的行当，基本上都是师带徒，我
的老师是省级中医院的老师傅，
我跟他学了十多年。”他还表示，
跟很多中医馆、中医院的正骨师
都很熟，大家的手法都差不多，

“只不过我没有医院的品牌背书
罢了，好多来我这儿的都是大医
院看过没效果才来的。”

这家店的店员反复对记者
说：“对于改善白领、伏案族的颈
椎问题，徐师傅做一次正骨就有
效果。”店员还说，高手在民间，真
正厉害的正骨师并不用经过系统
培训，靠的是老客户口碑。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美容

院的正骨项目中，海外舶来的“小
颜整骨”是力荐项目。所谓“小颜
整骨”，是通过手部力量对面部进
行按摩。一些机构均称以此可调
整颧骨、下颌骨、鼻骨，达到瘦脸、
提升颜值的效果，优点是“不打
针、不开刀、不伤皮肤”。

记者调查发现，正骨几乎成
了当下一些美容院、足道店、推拿
馆的“标配”。在某点评软件上搜
索“正骨”一词，弹出的提供相关
服务的机构，在各个城市都有数
百家，项目繁多，价格从百余元到
千元不等，大多宣称可以“治疗颈
椎病”“治疗腰椎间盘突出”，达到

“体态调理”“形体改善”等疗效。
在某视频网站搜索“正骨”，

体验、探店的视频有上千个。视
频中，正骨师操作下，顾客关节不
时发出“咔咔”声响，不少人表情
夸张，连称“酸爽”。

另外，社交软件上不少人晒
出正骨体验前后的对比照，宣称

“改善了驼背问题”“效果立竿见
影”“身高都变高了”。

一掰解千愁？
不当正骨后果很严重！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针灸推拿
科主任韩知忖介绍，“正骨”一词
最早出现在清代《医宗金鉴·正骨
心法要旨》，将正骨手法总结为
摸、接、端、提、按、摩、推、拿八大
法。其中，包含了很多脱臼、闭合
型骨折的复位方法。脊柱轻度错
位、骨盆前倾、轻度脊柱侧弯等可
以通过正骨改善。而整骨医学强
调整体观指导下，通过手法激活
人体自愈力，纠正人体结构障碍

获得功能恢复。
“正骨和整骨本质上都是医

疗手段，需要对患者情况详细评
估后，由有资质、经验的专业医师
进行操作。”韩知忖说。

据了解，是否确需正骨，要通
过望诊、触诊、叩诊、听诊和实验
室检验、影像学检查等方能判断，
有些病不适合用正骨。例如，严
重的腰颈椎间盘突出，如果压迫
到脊髓，并不适合做正骨，需要开
刀处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
骨手法不当可能令颈椎脱位、神
经损伤，其中严重的神经损伤是
不可逆的。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美容院、
足道店、推拿馆的所谓“正骨师”，
并不具备相关资质。而且，他们
在正骨前往往不会做任何检查，
手法简单粗暴。

“90 后”王鹏因长期久坐腰
部不适，到一家理疗店做正骨。

“没想到做完后更加疼痛。到医
院检查发现属于严重腰椎间盘突
出，正骨加重了病情。”王鹏说。

有消费者称接受了“拔脖子
正骨”，治疗后轻轻一动，脖子就
咯咯作响，并伴有手麻、脸麻、胸
闷、眼睛刺痛等异样症状。为此，
他辞掉工作休养了半年，并辗转
五六家医院的骨科、神经科诊疗，
最终都没找到解决后遗症的办
法。

一名消费者分享了颈椎矫正
经历，称出现了短暂休克，“十分
后怕……再也不会做正骨了”。

一名消费者称，实际体验了
一番正骨，发现腰部疼痛的症状
更加严重，“坐立难安……折磨到
心态崩溃！”

受访专家介绍，正骨治疗手
段不规范，颈椎偏移的可能性极
大。偏移后的颈椎可能压迫到周
围的神经及血管，严重时会影响
大脑供氧，因而容易出现头晕、头
疼、呕吐甚至昏厥、休克等。

记者调查发现，推拿店或者
美容院提供的正骨项目概念含
糊、效果夸大，值得警惕。杭州一
家推拿店服务员称“高低肩、长短
腿、大小脸”等问题都可以通过正
骨来解决，“师傅一摸就知道，效
果立竿见影。”当记者进一步询问
正骨师资质时对方却含糊带过，
并坚称是“专门请的多年经验的
师傅”“都是回头客，放心到店消
费。”

一家正骨机构的医师告诉记
者，一般按摩师经过几个月的学
习培训就可以上岗。“按摩师掰出
骨骼‘咔咔’的响声，唬住了消费
者。其实这种手法稍加培训都可
以实现，根本不是正骨，标、本都
治不了。”

北京的王甜最近去了一家
“网评不错”的“小颜整骨”店。“店
员说我的颧骨高、左右脸不对称，
整骨后可以改善。我问技师有没
有资格证书，但被敷衍过去了。”
她说。

王甜告诉记者，经测量，整骨
后面部是变小了，但脸上感到有
些疼痛。回家之后，疼痛一直没
有消失。“尤其是被按过的额头疼
痛难忍。当时心想可能睡一觉就
好了，但是第二天起来疼痛加剧，
刷牙时发现有点咬合无力。”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看到数
十起与正骨相关的投诉。一名消
费者今年1月投诉厦门市湖里区

的一家美容店的正骨项目夸大效
果、价格虚高、过度营销。

不能把正骨
作为日常保健项目

“不论是传统中医的正骨，还
是海外舶来的正骨，都是人为徒
手操作的，其中必然会有一定的
风险性。”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骨伤科主任王平提到，正
骨有标准的流程和规范，操作人
员必须经过相应培训才能保证安
全。

天津体育学院社会体育与健
康科学学院外聘教师陈尔昆表
示，正骨这个行业目前国家没有
统一的标准，也没有统一的执业
执照。

韩知忖表示，在正规医疗机
构里，医学院校毕业获得执业医
师执照后，经过三年规范化培训
的相应学科比如中医推拿科、中
医骨伤科、康复医学科等的医生，
方能做一些正骨治疗。

多位专家提到，不是所有的
颈腰椎问题都适合正骨，不能把
正骨作为一个日常保健项目。如
果确有需要，应到正规医疗机构
找专业医师进行正骨治疗，尽量
规避风险；若轻度错位、倾斜、侧
弯等问题得到改善，就不宜继续
接受正骨治疗。

对于有消费者说正骨后身高
确实高了一两厘米，专家表示，这
种增高其实是一过性的，肌腱、韧
带、骨骼状态不是短时间可以改
变的，正骨增高、瘦脸长期坚持可
能有一定效果，但极为有限，不能
盲目相信商家宣传。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
美国社交媒体脸书公司日前宣
布，5 年内拟在欧盟国家雇用 1
万名高技能人才打造“元宇宙”，
这是世界科技巨头布局“元宇
宙”的最新一步。什么是“元宇
宙”？它如何从科幻小说中的概
念发展为科技巨头重点布局的
技术方向？将给我们的生活带
来哪些变化？

由科幻走入现实

“元宇宙”本是源自科幻小说
和电影的概念，今年 3月美国罗
布乐思游戏公司上市引发现实中
的“元宇宙”热潮，一些国内外科
技巨头和资本跑步入场。罗布乐
思游戏是一款受青少年欢迎的沙
盒游戏，玩家可在其云平台上开
发各种小游戏。

“元宇宙”由“meta”（超越）和
“universe”（宇宙）组成，即“超越
宇宙的世界”。牛津词典将其定
义为一个虚拟现实（VR）空间，用
户可在其中与电脑生成的环境和
其他人交流互动。

约 30年前，美国科幻作家尼
尔·史蒂芬森的小说《雪崩》创造
了“元宇宙”概念，指代计算机生
成的虚拟世界。小说主人公是一
名披萨外卖员，现实中与人合租
于狭小仓房，但当他将自己接入

“元宇宙”，便入住虚拟豪宅。在
“元宇宙”中，人人都有自己的“数
字化身”。

电影《头号玩家》则直观地给
观众展示了实现“元宇宙”的形
式。戴上VR头盔便可进入“绿
洲”虚拟世界，这里有完整的虚拟
社会形态，包含各行业的数字内
容、数字产品等。主人公不仅能

“看到”，还能通过体感套装感知
虚拟世界中冲突引发的身体疼
痛。

罗布乐思游戏公司首席执行
官巴舒基提出了“元宇宙”所需
具备的 8要素：身份、朋友、沉浸
感、低延迟、多元化、随时随地接
入、经济系统和文明。基于此标
准，“元宇宙”应是一个平行于现
实世界的虚拟世界，拥有完整运
行的社会和经济系统，现实中的
人能以“数字化身”形式进入虚
拟时空，并获得尽可能接近真实
的体验。用户可在“元宇宙”中
进行娱乐、社交、消费、内容创作
等。

缘何迎来热潮

业界普遍认为，2021 年是
“‘元宇宙’元年”，这距被称为“虚
拟现实元年”的 2016年已过去 5
年之久。所谓“‘元宇宙’元年”会
是“新瓶装旧酒”吗？或许可从相
关科技公司最新规划中窥见一
斑。

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今
年 7月表示，“元宇宙”将成为移
动互联网的“继任者”，相信脸书
将在今后约 5年内“从一家社交
媒体公司变成一家‘元宇宙’公
司”。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今
年 5月说，该公司正努力打造一
个“企业版元宇宙”。美国英佩游
戏公司也表示已筹集 10亿美元
资金用于开发“元宇宙”相关产
品。

业界对“元宇宙”尚未有公认

定义，各公司塑造“元宇宙”的方
式也多种多样。全球芯片巨头英
伟达开发实时仿真和协作平台
Omniverse，用于探索“元宇宙”。
日本 VR 开发商 Hashilus 今年 8
月开放“元宇宙”浏览器“Mecha
Bath”，允许用户直接从网络浏览
器进入一个有大量实时在线参与
者的虚拟空间。

“技术渴望新产品、资本寻找
新出口、用户期待新体验”——这
是“元宇宙”概念红火的主要原
因。与“虚拟现实元年”相比，需
求端膨胀、新技术加持让“元宇
宙”概念落地更牢靠。

在需求层面，新冠疫情减弱
人们在物理世界的联系，加强了
虚拟交互需求。清华大学新媒体
研 究 中 心 近 期 发 布 的
《2020-2021 元宇宙发展研究报
告》指出，疫情隔离政策下，全社
会上网时长大幅增长，“宅经济”
快速发展。

在技术层面，虚拟现实、增强
现实（AR）、5G、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技术是“元宇宙”发展的基
础。其中AR、VR等交互技术和
硬件设备是进入“元宇宙”的关
键。目前，多家公司都推出了消
费级VR头显设备，戴上它们玩
沉浸式游戏、在线虚拟社交均已
实现。

尚在“哺乳期”

层出不穷的“元宇宙”应用大
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不过
无论是技术水平、内容供给还是

用户体验仍在初级阶段。新经济
投资机构易凯资本认为，“元宇
宙”尚在“哺乳期”，短期突破口还
是游戏、社交和沉浸式内容，这是
用户当下的核心需求，继而才能
通过流量优势逐步拓展外延，形
成生态。

长远看，“元宇宙”最终可能
催生线上线下一体的新型社会关
系。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沈阳教授对记者说，“元宇
宙”一方面拓展了人的生存维度，
人将生活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
融合的综合环境中；另一方面拓
展了人的感官维度，带来了现实
与虚拟世界的视觉、听觉、触觉相
结合的综合感官。

“展望未来，线上与线下将彻
底打通，人类的现实生活开始大
规模向虚拟世界迁移，人类将成
为现实与数字的‘两栖物种’。”他
说。

任何新兴技术落地都会伴
随未知风险和挑战。沈阳认
为，随着虚实融合的深入，“元
宇宙”中的新型违法犯罪可能
对监管形成巨大挑战。此外，

“元宇宙”中游玩与劳动边界模
糊，游戏玩家的闲暇时间被技
术平台占用。

专家还认为，未来的跨企业
“元宇宙”中，需要有一个公允的
第三方平台对用户数字资产确
权，以实现跨企业应用的调用，
比如在 A 游戏中买的衣服在 B
游戏中也能穿戴，用户的“数字
化身”也能在不同平台统一和互
通。

科技巨头跑步入场，“元宇宙”火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