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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中午，青山乡罗乡长忽然接到顶头上司曹县长的电话

，说袁市长可能要来本乡，叫他做好一切准备。

罗乡长又惊又喜，关了手机，立马把乡政府有关人员召集

来，布置任务道："小张，你提几壶水到二楼小会议室，桌椅擦

干净，再去食堂交代两桌饭，弄些土鸡、土鸭；小王，你去买

些水果、香烟，要好的；小武，你把前两天那个汇报材料打印

几份放我桌上。"最后，对站在身旁的政府办郝主任说，"你马

上给各村挂个电话，就说市长要来，叫他们做好准备！"

郝主任眨了眨眼睛，问道："只一个下午时间，市长哪能看

那么多村？我看远的村就不必通知了，免得兴师动众的，增加

基层的麻烦。"

罗乡长把脸一拉，不高兴了："这腿长在领导身上，你知道

他去哪个村？他高兴起来要去最远的村走走，你能叫他不能去

？全都通知，有备无患！"郝主任不敢怠慢，赶忙去抓落实。

几项工作安排停当，罗乡长往窗外公路一望，不禁又皱起

了眉头：这条路正在抢修，眼下只能单向通行……想到这里，

他立马挂通了正在现场指挥的姚副乡长的手机："姚乡长啊，市

长马上要来，车子已从平山乡出发，你赶紧把逆向车辆拦了，

保证来路畅通！"

"好，没问题！"姚副乡长二话没说，放下了公路横杆。

安排好这最后一项工作，罗乡长一路小跑来到政府大门口

恭候。

他刚到政府门口，姚副乡长又挂来了电话："罗乡长，我这

里车子憋得太多，他们已骂娘啦，能不能先放他们过去？"罗乡

长朝公路前方一望：糟糕，被拦下的车子已排到政府门口了，

这儿离路卡少说也有一公里啊！可在节骨眼上哪能放行，只好

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天塌下来你也要给我顶住，出了问题，

我拿你是问！"

罗乡长关了手机，看看前方公路还没动静，心里也有些着

急，拔出手机正要跟曹县长联系，忽然一列车队，闪着警灯开

来，径直开进政府大院停下，其中，一辆乳白色中巴车内钻出

一位戴墨镜、体态微胖的汉子，罗乡长一看，正是袁市长，打

老远就伸出手，战战兢兢走上前："袁市长，您辛苦了。"

哪知，袁市长就像没看见他似的，只抬头瞥了一眼政府大

楼，就阴沉着脸跟秘书急匆匆朝里走去。

罗乡长一见：坏了，肯定是领导路上看到什么不满意的事

生气啦！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伸出的手就像触电似的定了格。

罗乡长站在办公楼外，脑袋一片空白，等他回过神来，正

要进去，却见袁市长一行又急冲冲走出来，径直坐上车，呼啸

而去。

罗乡长显得有点尴尬，挠了老半天头皮，也不知怎么回事

，就向郝主任问道："袁市长刚才说什么了？"

郝主任眉头一皱，说："没说什么，上了趟卫生间就走了。

"

罗乡长好生纳闷，一个电话挂给了曹县长："曹县长，袁市

长怎么没呆一下就走了？"

曹县长笑了笑，说："噢，袁市长中午高兴，在平山乡多喝

了几杯啤酒，刚出平山乡时想方便，路上找不到厕所，大家一

合计：干脆上你那里。噢，刚才领导太急了，你跟他打招呼，

他大概是没听到吧！"

罗乡长长吁了一口气，埋怨道："咳，你怎么不早说，害我

准备半天！"

曹县长一听这话不高兴了，冷冷地说："叫你准备有什么错

，这腿长在领导身上，他高兴起来到政府转转，叫你汇报工作

，你能说你没有准备？有备无患嘛！"

有备无患
阿P平时嗜酒如命，这次坐火车去广州出差

当然也不能少了酒，出发前，他专门到小酒厂装

了5斤老白干。

上车后，阿P特地找了个脸朝车头的正座，

坐正座要比坐倒座舒服多了。阿P坐下后，忙不

迭地从包里拿出酒桶和纸杯，倒了一杯，美滋滋

地喝了一大口。

这时，过来一个五十出头的高个子男人，那

人穿着十分讲究，朝阿P点了点头，坐到了他对

面的座位上。

高个子男人瞟了一眼桌上的酒桶，笑道："

老哥，爱喝两口？呵呵，你怎么喝当地产的小烧

锅酒？"

阿P细品高个子男人的问话，似乎是瞧不起

他喝小烧锅酒，于是边往纸杯里加满酒，边吹嘘

道："这酒可是厂里特制的，一般人根本买不到！

"

高个子男人没说什么，打开提包，拿出一瓶

酒，又拿出个和阿P一样的纸杯，也倒了满满一

杯酒。

这时，阿P的眼睛直了，原来，高个子手里

拿着的是一瓶茅台酒！阿P长这么大，还从来没

喝过茅台酒呢，他盯着面前的杯子，口水都快流

出来了。他心里在琢磨：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尝尝

茅台……

火车到梅河口车站了，高个子男人对阿P说

："老哥，咱们下去活动活动，买点下酒菜。"说

着，他站起身来，趁高个子男人一转身的工夫，

阿P突然来了灵感，他把自己的杯子和高个子的

杯子调了个个儿，然后跟着高个子下了车。

就要喝茅台了，没有好菜怎么行？阿P一咬

牙，买了一只烧鸡。高个子男人则买了酱牛肉和

五香花生米，然后两人一同上了车。

火车慢慢启动了，阿P酒劲有点上头，他跌

跌撞撞地回到座位上，一心想着赶紧把茅台酒喝

了，别让高个子发现再换回去。想到这里，阿P

端起杯子和高个子碰了一下，嘴里说："咱哥俩

遇上也是缘分，来，我先干为敬！"说完，一仰

脖喝干了杯子里的酒。喝完，阿P吧嗒吧嗒嘴，

心里琢磨，这茅台怎么和小烧锅的味儿差不多啊

！在他愣神的时候，高个子男人也一仰脖喝干了

杯中的酒。

阿P正在胡思乱想，突然他发现对方眼睛直

愣愣地盯着自己，过了一会儿，高个子的眼睛合

上了，然后趴在小桌上睡着了。

阿P这个乐呀，今天算是捡到大便宜了！他

"吧唧"一口菜，"滋溜"一口酒，吃了个不亦乐乎

。

车到终点站，高个子男人还趴在那里呼呼大

睡。阿P扒拉他一下，说道："哎，兄弟，醒醒

，到站了！"没动静，阿P加大了力度，高个子

男人还是没动弹。阿P感觉不对劲，连扒拉带喊

，也没把他喊起来，倒把乘警喊来了。乘警低头

一看，神色立刻严峻起来，说："这人被麻醉药

麻倒了！"说完，把阿P和高个子都带下了车。

在车站派出所，阿P就竹筒倒豆子，把自己

如何眼馋茅台酒，如何调换高个子男人的酒杯，

全说了出来。

民警听完，乐了，说："人都说，嘴馋能招

来麻烦，今天可是嘴馋救了你的命啊！"

阿P眼睛瞪得溜圆："怎么，他要毒死我？"

"我们核实了他的身份，这人专门在火车上

利用麻醉药作案，把人麻翻后劫走行李钱物。"

"可是，我明明把我俩的酒杯换了个……"

"你难道还没明白？你喝下去的还是你自己

带来的小烧锅啊！"

"是啊！我就感觉没有茅台味，可是，买完菜

我们是一起回来的，他是怎么又给我换过来的？"

"这趟火车到梅河口后就要改变方向，原来

的车头变成了车尾，你原来坐的正座就成了倒座

，他就是利用这点，专找不常坐这趟火车的人下

手，你不知道车已经改变了方向，还坐到正座上

，其实是坐到了他的位置上了！可他万万没想到你

把酒调了包，所以，他把自己的药酒喝下去了。"

阿P的脸"腾"地红了，他支吾道："那我就不

明白了，他知道茅台酒里下了药，喝的时候会不

小心？"

"什么茅台呀！他真用茅台，别人还会喝错？

他准备了好几种酒，你喝什么酒他就拿出什么酒。

那个茅台酒瓶只是个幌子，如果你不是个酒鬼，而

是喜欢喝茶的话，他的杯子里就会是和你颜色一样

的茶水啦。"

听警察说完，阿P吓得一激灵，可再一琢磨

，他又乐了：我阿P就是比别人聪明，没费吹灰

之力就为民除了害，回去后又有的吹了。不过，

那个最主要的情节，偷换酒杯，该咋样一笔带过

呢？毕竟这不是啥光彩的事啊！

喝了一杯茅台酒

新录用的交警王勇上班快一个月了，每天被

队长张大鹏关在屋子里，除了学习就是学习。这

天早上一上班，王勇就被张大鹏叫去了，张大鹏

问："250个不可以拦截车辆的牌号、特征记得怎

么样了？" 王勇连连点头，张嘴就叽哩呱啦地说

起来，张大鹏一听挺高兴，说道："这些特号车都

是有背景的，必须记清楚了，否则会给自己甚至

队里带来麻烦的。"王勇点着头，心里却不以为然

。

王勇的岗位在全市最繁华的路口，这天，他

正认真指挥着，突然看见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左晃

右晃地开了过来，开得不稳不说，还乱占车道，

开车的司机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王勇的脑

子顿时飞转起来，在250个特号车里面有这一个

，车主叫李飞扬，是一个风水先生，也不知道他

怎么混进特号车里面来的。

王勇有些犹豫要不要把车拦下来，可侧眼一

看，这辆车侧体上居然喷写着"城市规划"四个大

字，火"噌"就冒上来了：自己的父亲就是城市规

划局的局长，一个风水先生，居然自称是搞城市

规划的，难道哪里能盖楼，要怎么盖，都得听他

的不成？

王勇这么想着，一挥手，让那车停了下来。

开车的李飞扬没动，却从车上下来一位打扮时髦

的女孩，她来到王勇近前，微微一笑，甜甜地说

："小哥哥，刚来的吧，你们队的交警都认识我们

，我是李飞扬老师的秘书，有事跟我说吧。"

王勇向女孩敬了个礼，说："我是交警，只

和司机说话。"他打开车门，把李飞扬请了出来。

王勇敬了个礼，说："你怎么开的车？请出

示驾驶证。"李飞扬右手一拍左袖管，袖管居然飘

起来了，里面空荡荡的，他说："像我这样的‘一

把手，你们能给我发驾驶证吗？"

王勇急了，可还没等他发火，李飞扬早已打

通了一个电话，拿着手机递给王勇，说："小兄弟

，你们队长的电话，接一下吧。"

王勇将信将疑地接过电话，那边果然是张大

鹏，他听也没听王勇汇报，就命令王勇把李飞扬

放走。

换岗后，王勇被叫到张大鹏的办公室，张大

鹏劈头就问："250个特号车你是怎么记的，怎么

不执行？要不是看在我和你父亲多年交情的份上

，今天非让你离岗不可。"张大鹏把火发完了，态

度一缓和又向王勇解释道："小王，你不服是不是

？你不知道，这李飞扬号称‘李大师，来头很大

，好多大人物建个宅子、修个院子，甚至种棵树

、垒个厕所，都要请他看一看风水，说实话，他

的知名度比你那个当规划局长的老爸高多了，你

说，这样一个人我们能惹得起吗？"

挨了一顿臭批，下了班，王勇闷闷不乐地回

家，一进门他就对父亲抱怨起来："什么领导啊，

明明没有道理，还要把我臭骂一顿，还说再发生

这样的事情，就让我离岗！"

没想到父亲没追问具体怎么回事，更没有

安慰他，而是激动地一拍大腿，说道："准，太

准了！"说着把王勇拉到书房，王勇一看书房里

的人，差点没叫出声来，正是那个李飞扬和他

漂亮的秘书，王勇父亲笑着说："小勇，来认识

一下，这是李飞扬李大师。厉害，只一眼就看

出我们的门楼子盖得有问题，会影响子孙的前

程，让孩子事业不顺利，轻的在单位要受气，

重的要把饭碗都给丢了，这回我这个规划局长

真服气了！"

真是太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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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恋足癖”们经历过的最

光明磊落的时刻了。

3 月 1 日下午，蹲守在星巴克天猫

官方旗舰店的人们，早早把“猫爪杯”

加入购物车，只等15点一到，摁下“结

算”键。不到一秒钟，3000只杯子被抢

购一空，“猫爪杯”随即下架。大多数

人忿忿退出，抢到的人也要等上一个月

才能发货。

在这之前，为了买杯子，已经有人

在星巴克门口连夜支起帐篷排队，还有

人大打出手。

一个看似普通的玻璃杯，做成了双

层杯体，粉红色的杯体上点缀着几朵樱

花。只要倒入有色饮料，一只肥美、白

嫩的猫爪就悬空显现出来。液体的衬托

加上杯子自带的粉色，让整个猫爪看起

来干净、饱满，让人立马联想到被猫咪

的爪子轻抚的幸福感。铲屎官看了流泪

，云吸猫的看了叹息。

星巴克望京门店的店员告诉 Pin-

gWest 品玩记者，每个门店只分到了几

个猫爪杯，线下发售第一天（2月 26日

），这家门店的就被抢空了。“没有内

购渠道。现在哪个门店都没了。”

在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上，一只猫爪

杯报价 200元至 1000元不等，每个商品

下面都有三四十人“想要”。

星巴克公关部向PingWest 品玩记者

回复，猫爪杯是中国大陆市场2019年樱

花季限定系列众多商品中的一款，并未

在其他市场上市。其市场计划与之前其

他新品并无不同，生产数量也与以往相

当。星巴克每季新品都按照一定的量在

各门店销售，“并未做所谓的饥饿营销

”。

星巴克表示“’一杯难求’实属意

料之外。”猫爪杯在门店一售而空后，

星巴克就对现有产能、制作周期等各项

条件进行了评估，加订了4000个备货。

并改变了原本每天发售1000个的计划，

改为 3月 1日在星巴克天猫官方旗舰店

一次性发售剩余3000个猫爪杯。

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有公平的购买

机会，星巴克特别选择了更加公开透明

的第三方线上零售平台发售。 包括星

巴克会员和高消费顾客在内，“没有任

何形式的内购”。

猫爪杯是怎么火起来的？

星巴克限定杯难买是常事，但如此

火爆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猫爪杯到

底是怎么火起来的？

猫爪杯最先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

造势，而这两个平台的用户均以女性居

多。

在抖音上搜索可见，2月 19，用户

“可乐味汽水”就发布了一条猫爪杯视

频，配文“星巴克即将上市的杯子也太

好看了吧”，截至 3月 1日，这个视频

得到将近30万个攒。该用户目前也只有

三千多粉丝，其他几条视频平均获赞不

超过 100个——看起来并不像是星巴克

的官方合作会选择的投放对象。

也就是说，在没有粉丝基础和品牌

策划的情况下，猫爪杯意外走红。

猫爪杯很快蔓延到其他平台。在百

度指数和微信指数搜索“猫爪杯”，显

示热度都从 2月 25日开始暴涨；2月 27

日，猫爪“伸进”知乎，登上热榜第二

。

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每买一个猫

爪杯，就有一只猫咪失去爪子”之类的

段子。对了，新时代，检验一款产品是

否火爆的标准，可能得再加上一条“是

否被山寨”。星巴克天猫官方旗舰店之

外的其他电商平台都有相似的猫爪杯出

售，而星巴克称未曾授权。

猫爪杯的走红当然离不开宠物经济

的火热。

近年来，养猫、“撸猫”成为越来

越多年轻人的潮流之一。数据显示，目

前中国养猫的人中38%是1988-1993年出

生的年轻人，26%是 1983-1987年出生的

上班族。

根据2017年的数据，单身、远离家

乡、年龄在29-39岁的青年人数高达5800

万人，这些人都是云养猫的主力人群。其

中有相当部分是被称为“空巢青年”的单

身者或未育的小情侣、小夫妻。养一只不

需花费太多空间、金钱、精力的猫咪作为

精神寄托，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我家猫在我佛系、拖延、拒绝社交

、直至“走向灭亡”的道路上起到了不

容抹杀的作用。

根据阿里发布的宠物经济报告，

2020年全宠物行业（线上+线下）规模

预计突破2000亿；宠物相关产品人群中

，18-29岁占比达到45%，其中女性占比

6成。

在宠物界的猫狗大战中，“猫”全

面胜出。在知乎上，猫的关注超过33万

人，话题超过 5万，而狗的关注不到 20

万，话题不足 4万；猫的微博话题阅读

超过11亿，狗只有1亿。

人们也更愿意给猫花钱。猫类主粮

、零食同比增幅远超狗类食品。在淘宝

top10商家中，“猫”类周边店铺占比为

6；消费者在猫主粮、猫零食上的客单

价均分分高于狗主粮、狗零食。数据显

示淘宝上的猫砂一年卖出20万吨。

星巴克早就瞄上了爱宠群体。它去

年二月推出“宠物友好社区店”，开办

“爪爪星萌友”聚会，刷了一波爱宠人

士好感。

星巴克的消费群体主要在一二线城

市，这和喜爱宠物，尤其是猫咪的人群

有很高的重合度。当这两个元素碰撞

……别说了，买！

2015年，日本经济学家提出了“猫

咪经济学”，是指不管经济多么困难，

大众对猫及其相关产品的热情永远高涨

，只要商家用对猫咪，就能吸引关注从

中获益，猫咪给日本带来的经济效益十

分可观。

星巴克的 IP生意

猫爪杯的火爆，说到底就是星巴克

经营多年的 IP生意，再次听到了回音。

开发 IP方面，星巴克是个老手。它

会为一些别具意义的星巴克门店定制专

属商品，例如烘焙工坊系列、星巴克臻

选系列、宠物友好系列、旗舰店系列和

手冲门店系列等，产品包括了记事本、

帆布袋，但认知度最高的还是杯子。

从1997年开始，星巴克每到圣诞季

，就会把全球所有门店里的白色纸杯换

成红色，再加上圣诞元素——其实无非

就是想让你多买一杯咖啡。这个营销颇

受重视，每年夏天，设计好的圣诞假日

纸杯刚被送到工厂生产，下一个假日的

纸杯设计就会被提上日程。

星巴克圣诞杯

年年玩的红杯成为圣诞节仪式感，

成为社交平台和媒体固定时段的固定谈

资。2015 年，星巴克一反常态推出了

极简版的圣诞红杯，被星粉口诛笔伐

“设计师偷懒”；2016年11月，星巴克

在 Instagram发起征集，收到全球13个国

家的1200多位消费者的设计理念，并从

中挑选出13款，印在了杯子上。

不管买了咖啡的人们是否愿意，都

会成为星巴克的流动广告牌。人们会在

社交媒体上念叨：“红杯回来了，圣诞

节才算到来了”——对星巴克这样消费

群体庞大的公司而言，在全球层面改变

一款杯子的颜色已属复杂，利用红杯和

消费者建起如此粘性的互动，则更加难

得。

圣诞杯是免费的，氪金点密集之处

在各种限定款。季节限定款、城市限定

款、联名合作款……名目繁多。每年樱

花盛开的季节，要推应景的樱花系列商

品；中国春节要推生肖系列；中秋节有

中秋系列；随着星巴克将海妖 logo 插

上世界地图，去星巴克任意一家门店，

基本都可以买到当地特色的城市限定杯

；星巴克还曾与美国首饰品牌Dannijo合

作推出设计师系列产品；和号称“笔记

本界的爱马仕”的Moleskine合作推出联

名记事本。

从2006年开始，星巴克在中国推出

季节限定商品，例如圣诞系列、新年系

列和樱花系列等。2018年，这家咖啡巨

头在中国推出了 300多款季节限定商品

。

星巴克的财报并没有把杯子的收入

单独列出来。但杯子已经成为了传统，

以及，星巴克打造 IP的“软实力”。

根据星巴克 2019财年 Q1 财报，星

巴克总收入上升9.2%。全球及美国本土

同店销量均增长 4%。但中国区市场增

速并不明显。同店销量增长了 1%，低

于美洲区和欧洲中东非洲区；门店交易

量下跌 2%，在全球销售区域中下滑率

最高；全球各大区毛利率均出现下滑，

中国区下滑最为严重。在财报发布后的

电话会上，“中国”被星巴克高管与分

析师提到了51次。

在中国，星巴克正面临着本土咖啡

品牌的竞争，比如在2018年迅速扩张的

瑞幸咖啡和连咖啡。

对星巴克来说，猫爪杯的火爆是个

好事。它在有意打造流行文化 IP，在中

国销售预冷的境遇下，今后衍生品售卖

会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

至于每个“脚趾”之间的部位能不

能洗干净，以及一杯够不够喝这样的细

枝末节，难道真有人在意？作为一只星

巴克的杯子，它最高光的时刻就是作为

你社交媒体配图的那一刻。

星
巴
克

猫
爪
圣
杯

生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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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员工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

了一场裸体抗议活动——禁止过度使用塑料包装产品

，他们希望能通过此举引起人们对塑料包装袋的关注

，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

从科罗拉多州的波尔得市到宾西法尼亚州的费城

市，再到纽约市，该化

妆品公司的员工们纷纷

脱下衣服，只穿着带有

品牌标志的围裙集体亮

相。照片中，男女员工

穿着黑色围裙，将撩人

的背影留给公众，并且

还大方地在店内和店外

进行自拍。

据悉，从沙滩上收

集到的垃圾里，有 80%

是塑料包装袋，即有 30

万吨重的塑料包装袋漂

浮在海中，污染着海洋

环境。这些塑料包装袋

需要耗费数百年的时间

才能进行降解，但同时

也会将有害的化学物质

释放到环境中。

该化妆品公司的经

理说：“目前，仍有很多

公司生产塑料包装袋，所

以每家企业都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承担起自己的

责任，为消费者们提供环保型的替代品。”她还补充道

，公司员工的裸身抗议就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让企业重新考虑产品的包装问题，他们公司会为了自己

的信仰和坚持而奋战到底。

员工裸体禁止过度使用塑料
包装产品

近日，印度一名 21岁的小伙子拍摄了 6

万只蜜蜂覆盖自己全脸的视频，令人毛骨悚

然，但他却称这只是蜜蜂“嬉戏的叮咬”。

这名小伙的父亲是位养蜂人，因为养蜂多次

荣获殊荣。该小伙五岁时，便开始与蜜蜂做

特技，现在经常让蜜蜂从盒子里脱下来聚集

在自己脸上。他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和

蜜蜂建立了某种联系，他们的存在让我感到

舒服。起初我太小了，不能区分蜜蜂和苍蝇

。我多次被蜜蜂叮咬，但我从未感到过痛苦

。”他的父亲在 15岁时爱上养蜂，但当时由

于贫穷不得不从农场偷水果来养蜂，现在他

已经拥有 1500箱蜜蜂，每箱有 6万只。他的

父亲认为他很有经验。他希望日后在农业方

面取得博士学位，并专注于养蜂。

小伙头上布满6万蜜蜂
令人毛骨悚然

夏天来了，一群羊驼也迎来了自己奇怪的

新发型，其中一只看起来像狮子狗，另一只则

像恐龙，看起来好有趣哦。

英国格洛斯特郡的农场主 Helen Kendall

Smith为了庆祝饲养羊驼 10周年，决定给农场

里的30只羊驼来个新造型。

每年 Smith都要给羊驼剪毛以防毛发过长

造成困扰，但是今年她决定用一个与往年不同

的方式进行。

Smith勾勒出自己的想法，然后专业的剪

羊毛师傅把她的想法实现出来，每一只羊驼都

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夏天羊驼迎来新发型
看起来像狮子狗又像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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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赴美留學的最大生源國，中國留學生占美國

國際生總數的 33.2%，貢獻了超 138 億美元。在這些學

生中，許多是未成年就來美國讀書的，面對著異國文

化沖擊，不同的生活習慣，英語學習…這些學生在美

國的生活都還好嗎？

Yeran ，18 歲，深圳人

2015 年的 8 月，我坐飛機來到美國，哦，整整 14
個小時呀，這是我第壹次到美國來。

之前我從沒有來過美國，盡管這樣，我身邊的人
都覺得我能很快適應這裏，因為我來美國之前做足了
準備。我曾經跟老師討論過，未來想做壹個電影導演。
從 10 歲起，父母周末就送我去外國人授課的課堂學習，
課余時間看美劇。在我的印象裏，美國是壹個富裕並
酷酷的國家，中國許多學生對美國的想法跟我壹樣。

泰國自 1 日起舉行 2019 年度征兵抽簽活動，抽中

黑簽的人可以回家，但抽中紅簽則意味著要服兩年的

兵役。凡年滿 21 歲的適齡男青年，包括變性人都要向

征兵單位報到。因此每到泰國“征兵季”，征兵現場

都會有一些“美女”到場，“他們”穿上迷人的衣服，

化上漂亮的妝，用彰顯女性氣質的方法，來證明自己

外表的性別和身份證明上的性別不壹樣。

綜合泰國《世界日報》與英國《太陽報》報道，今
年，彭世洛府瓦波縣有 410 名適齡泰國男子前去參加
征兵抽簽，其中，壹位名叫帕努蓬的 22 歲變性人身著
泰式服裝，頂著壹頭烏黑的大波浪卷發，妝容精致奔
赴現場，瞬間成為征兵現場的焦點。

帕努蓬曾在眾多變性人選美舞臺上取得好成績，最
近又在帕府變性人選美大賽中拿了第 1 名，目前就讀

然後，我體會到中國的教育是什麽樣子，因為那年
我參加了中考，為期兩天的考試就決定了我去哪個高
中學習。在考試之前的壹年復習時間裏，我精疲力竭。
在臨近中考的那幾天，我們校長跟我們說，不要害怕，
這都熬不過，怎麽熬得過高考。中考都這麽可怕了，
高考豈不是更可怕？最後，我終於決定要出國！

我所在的高中歷來就有學生出國的傳統，每年，
出國的同學會回來跟我們分享在美國的故事。他們說，
中國學生去美國後只跟中國同學玩，這對於在美國的
適應沒有任何幫助。所以，來美國後，我不想跟中國
同學混到壹起。我學習文學課程，參加跳舞派對，我
學習玩極限飛盤，做校刊。怎麽說呢，我要融入美國，
我等不及了！

但事實證明是，看電影或是美劇，並沒有讓我為
在美國的適應生活適應做足準備！在校園裏的第壹個
周，我很驚訝， 因為每個人都不想成為被貼上“不愛
交際”的標簽。關上宿舍門的同學是異類，不能自己
吃飯，不管怎樣也要找個人壹起。於是人們追求“快
速友誼”，說實話，我沒幾個朋友，我的腦袋裏只有
名字和英文字母！

在中國，我們可不是這樣的，我們壹個班 40 個人，
相處的很友好，玩得來的才做好朋友的，來美國後情
況完全不壹樣，壹時間，我有些適應不來。

在中國，我們壹群朋友在壹起討論政治哲學，在美
國，同學之間只是開玩笑講趣話。我並不了解什麽美
式幽默，有時只能幹笑，不明所以的幹笑。場面真的
很尷尬。

之後，在課堂上我又發現了好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於戲劇藝術學院 3 年級。他稱參加征兵篩選，是因為
到了入伍的年紀，希望能認真履行壹次“生”為泰國
男兒的責任。至於為何打扮得如此精致，他表示，這
是為了表明自己的態度，他並不想當兵，因為他無論
身心都已經是女人，並且還帶了相關醫療證明。

根據泰國法律規定，所有出生時為男性的人，在年
滿 21 歲後，都必須前去參加征兵抽簽或者選擇自願服
役。然而，完成變性手術的男性則可以免於被征入伍。
這些變性人手中拿著醫療證明，醫生將單獨檢查他們

法律課上，我了解到有律師把錯的人送進監獄，在文
學課上，我了解到，美國人對於黑人，移民，女人，
印第安人都做過許多壞事，不過，我的同學們在學習
討論的時候，也都會做寫反思，在課堂上，我的知識
增長了，眼界也開闊了！這也算是來美國後的收獲了
吧！

來美國上課後，我有更多的時間反思自己，思考壹
些其他問題，我自己變得更有信心了。我喜歡上了寫
作和閱讀，天天都往圖書館跑！是的，我融入了美國
社會，但是這是有代價的，因為我故意疏離了中國的
同學。來了壹年多，我沒有什麽中國的朋友。

前幾天，我們校報讓我做壹個關於中國留學生的
文章報道，於是。我在咖啡館，網絡上都與中國留學
生做過許多交流，他們都說自己很孤獨，他們在美國
生活有很多麻煩，他們睡不好，壓力大。我還了解到，
有壹些中國學生並不是自願來讀書的，他們的父母給
他們選的學校，做的留學決定，他們只不過是人過來
了而已。

這樣的事情，每年都有很多。許多學生都被家長過
度保護了，他們沒有自己的選擇權，只是被家長送來
了美國，他們沒做任何準備就來美國了，然後交不到
朋友，只能孤單的生活。

我很能理解我的中國同學，我知道他們的感受，我
也會繼續幫助他們適應這裏的生活。當然，我也很慶
幸，自己能夠適應美國。或者說，我真的適應美國生
活了麽？我也不知道 .....

                                                                ( 搜狐網 )

是否做過變性手術，並為他們開具“性別認知障礙”
的證明。

此前泰國軍方曾以“心理異常”為由，給變性人
發免服兵役證書，或者把此類人群列為“胸部畸形”，
允許已經隆乳、留長發、女性化行為的男子免服兵役。

泰國軍方表示，他們對待跨性別者很好，並弱化了
此前對於變性人的描述。壹位在曼谷負責征兵的中校
說 :“軍方接到指示，要像對待女性壹樣對待和尊重曾
經是男性的跨性別者”。

                                                               （海外網）

為適應美國，我故意疏遠中國同學，但
有苦難說 ...

變性“選美皇後”參加泰國征兵篩選：
口塗芭比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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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妳不幸撞毀了妳的特斯拉汽車，那麽當它被扔

進垃圾場的時候，它可能會攜帶著妳的歷史信息。

據兩名安全研究人員說，這是因為特斯拉汽車上的
電腦保存了駕駛員自願儲存在汽車上的所有信息，以
及汽車本身留下的大量其它信息，包括視頻、位置和
導航數據，這些數據可以準確解釋導致事故的原因。

壹位自稱是 GreenTheOnly 的研究員形容他自己
就是壹個“白帽黑客”，也是壹位駕駛 X 型車的特斯
拉愛好者。他從壹輛被打撈出來的特斯拉 Model S、
Model X 和兩輛 Model 3 汽車的電腦中提取了這類數
據，近年來還從特斯拉的臭蟲獎金中賺取了數萬美元。

很多其它汽車其實都會從用戶那裏下載和存儲數
據，尤其是來自與汽車配對的手機的信息，比如聯系
人信息。這種做法非常普遍，以至於美國聯邦貿易委
員會向司機發出警告，提醒他們不要將設備與租車配
對，並敦促他們在歸還租車或出售自己的汽車之前，
學會如何清理自己的汽車系統。

但研究人員的發現卻強調了特斯拉是如何在隱私
和網絡安全方面自相矛盾的。壹方面，特斯拉緊緊掌
握著汽車生成的數據，並在法庭上與那些要求他們交
出汽車數據的客戶進行對峙。如果車主真的是處於法
律、保險等原因需要這些汽車數據的話，他們必須購
買價值 995 美元的數據線，並從特斯拉下載壹套軟件，
才能通過特斯拉的“事件數據記錄儀”獲取有限的信
息。

與此同時，被送往維修的特斯拉事故車可能會向任
何掌握了汽車電腦並知道如何提取數據的人提供未經
加密的個人信息。這種對比引起了人們的疑惑，即特
斯拉是否明確界定了數據安全的目標，以及它現有的
規則旨在保護哪些人。

壹位特斯拉發言人說道：“特斯拉已經為客戶提供
了壹些選擇，客戶可以用這些方法來保護存儲在他們
汽車上的個人數據，其中包括壹個恢復出廠設置選項，
這個選項可以刪除個人數據，將自定義設置還原成工
廠默認值，還可以提供壹個在其它功能上可以隱藏個
人數據的 Valet 模式。也就是說，我們始終致力於在技
術車輛需求和客戶隱私之間尋找壹種平衡，並努力改
善這種平衡。”

妳的特斯拉知道些什麽

存儲在 Model S、Model X 或 Model 3 上的數據，
不會在汽車被拖離事故現場或拍賣時自動刪除。根據
GreenTheOnly 的研究，這意味著個人信息仍然保留在
汽車上，並且可能會被下壹位擁有這輛汽車或汽車的
某些部件的人獲取。

特斯拉有時會雇用壹家名為 Manheim 的汽車拍賣
公司來檢查、維修和銷售二手特斯拉車。壹位不願透
露姓名的 Manheim 前員工證實，員工並不會用恢復出
廠設置來抹去汽車電腦裏的信息。Manheim 對此拒絕

置評。
GreenTheOnly 的“ 白 帽 黑

客”好友 Theo 也是壹位特斯拉
的支持者，他曾修復了數百輛
受損的特斯拉汽車。出於研究
的目的，他們兩個人在去年年
末買了壹輛全白色 Model 3。他
們發現這輛車曾屬於大波士頓
地區的壹家建築公司，並被在
那裏工作的人使用。該建築公
司沒有回復記者的多次采訪請
求。

這兩位研究人員分享的記錄顯示，這輛車的電腦
至少存儲了 17 種不同設備的數據。而這些數據都沒有
加密。手機或平板電腦與這輛汽車配對的次數約為 170
次。這輛 Model 3 裏存有 11 本通訊電話簿，全都來自
於那些將自己的設備和汽車相配對的司機或乘客，這
其中還包括含有計劃約會描述的日歷信息，以及電子
郵件地址。

汽車電腦裏的數據還顯示了司機的最後 73 個導
航位置，包括住宅地址、Wequassett 度假村和高爾夫
俱 樂 部， 以 及 當 地 的 Chik-Fil-A 和 家 得 寶（Home 
Depot）。

緊接著，就是這輛車的車禍數據。從失事的 Model 
3 中提取的視頻片段顯示，這輛車從右車道疾馳而出，
撞進了壹條昏暗的雙車道公路左側的樹林裏。

GPS 系統和其他車輛捕捉到的數據顯示，這起事
故發生在馬薩諸塞州奧爾良的 Namequoit 路上，時間
是 8 月 11 日晚上 11 點 15 分，並且嚴重到了需要使用
安全氣囊的地步。

通話記錄顯示，事故發生時車裏的壹部 iPhone 手
機屬於壹位擁有這輛 Model 3 的公司的創始人兼董事長
的親屬。研究人員還發現，就在事故發生前不久，根
據來電記錄顯示，壹名司機的家庭成員曾給這位司機
打過電話。而另壹段儲存在車內的視頻顯示，早些時
候這輛車就曾發生過壹起事故，曾經側滑了壹根護欄。

“在馬路上移動的電腦”

總的來說，汽車已經變成了“在馬路上移動的電
腦”。它們可以從用戶的移動設備中收集個人數據，
從而提供“信息娛樂”功能或服務。汽車產生的額外
數據使先進的駕駛員輔助系統成為可能，並對其進行
培訓。與特斯拉自動駕駛儀競爭的主要汽車制造商包
括通用汽車的凱迪拉克超級巡航、日產英菲尼迪的
ProPilot Assist 和沃爾沃的 Pilot Assist 系統。

但 GreenTheOnly 和 Theo 指出，特斯拉車的儀表
盤攝像頭和自拍攝像頭可以記錄汽車停放時的情況，
即使是在妳的車庫裏，車主也無法知道他們什麽時候
會這樣做。這些攝像頭支持“哨兵模式”等理想功能，

比如說，它們還能讓雨刷“看到”雨滴並自動開啟。
GreenTheOnly 解釋說：“特斯拉在有些方面也不

是超級透明，比如說，他們要在內部系統上記錄和存
儲什麽以及什麽時候來記錄和存儲。您可以選擇退出
所有數據收集，但隨後妳就失去了無線軟件更新和其
它壹些功能。所以，可以理解的是，沒有人這麽做，
我也只能不情願地接受這個現實。”

Theo 和 GreenTheOnly 還表示，Model 3、Model S
和 Model X 在發生撞車事故時，會嘗試向特斯拉上傳
自動駕駛儀和其他數據。這些汽車有能力上傳其它數
據，但研究人員不知道他們是否以及在什麽情況下嘗
試這樣做。

特斯拉以技術領先和對白帽黑客友好著稱。例如，
特斯拉是第壹家為其汽車提供空中下載技術更新的汽
車制造商。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出席了 DefCon 等
網絡安全大會，這令參加會議的代碼“創造者和破壞
者”十分高興。

該公司是為數不多的幾家向其網絡公開招攬網絡
安全專業人士的大公司之壹，它們敦促那些發現特斯
拉系統缺陷的人有序地報告這些缺陷。此舉給了該公
司在問題被披露前修復問題的時間。特斯拉通常會向
發現並成功報告這些缺陷的個人支付 5 位數的獎金。

BugCrowd 的首席安全官 David Baker 指出，即便
在 PayPal 時代，CEO 埃隆·馬斯克也是這種眾包安全
研究的早期支持者。BugCrowd 是特斯拉管理自己的
“漏洞獎勵”項目的平臺。

然而，據兩名要求匿名的特斯拉前服務人員稱，當
車主試圖分析或修改自己車輛的系統時，公司可能會
將他們標記為黑客，讓特斯拉員工對他們的技術保持
警惕。然後特斯拉會確保這些被標記的人不是第壹批
獲得新軟件更新的人。

Baker 對此表示理解。他說：“特斯拉必須防範那
些試圖對其軟件進行逆向工程，或進行惡意黑客攻擊
的人。他們不能將汽車電腦上的這些數據抹去。法醫
可能需要和保留這些數據。但我認為他們想要做的是
研究出壹個新的方法，讓所有存儲的數據都被加密，
就像在手機上那樣。”

                                                               （獵雲網）

隱私“裸奔”: 特斯拉被曝儲存大

量未加密個人數據

變性“選美皇後”參加泰國征兵篩選：
口塗芭比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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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澤天再次被推到聚光燈下。4 月 3 日，天眼查顯

示章澤天退出了和劉強東夫妻二人共同投資並持股的

“重慶嫩綠茶藝有限公司”董事壹職，離婚疑雲再度

被引爆。

其實，撇開劉強東和章澤天的婚姻變局，更值得
令人關註的是章澤天幾年間快速轉變的身份。網紅奶
茶妹妹—清華學妹—微軟實習生—劉強東女友到劉太
太—90 後辣媽—投資人，迅速增多的標簽背後，章澤
天低調地建立了自己的財富版圖。

“嫩綠茶藝”只是章澤天商業上執掌的冰山壹角。
這幾年，章澤天投資了 Uber、作業盒子、Bubs 等壹系
列項目，早已低調涉足 VC 圈。

退出“嫩綠茶藝”，她曾是京東不可或缺的女主

人

媒體爆料，劉強東妻子章澤天卸任重慶嫩綠茶藝
有限公司董事壹職。嫩綠茶藝成立於 2015 年 9 月，天
眼查數據顯示，該公司註冊資本超 3800 萬元，經營範
圍包括食品生產、加工、銷售，餐飲服務等，而劉強
東通過北京因味電子科技有限公司間接持股。

2015 年，劉強東通過“北京因味電子科技有限公
司”和“北京東欽餐飲管理有限公司”對重慶嫩綠茶
藝有限公司間接持股，章澤天出任嫩綠茶藝董事壹職。

而 inWE 因味茶曾在 2016 年 7 月獲章澤天夫婦的
私人投資。對於章澤天日前的退出，inWE 因味茶發布
官方聲明稱：“由於持股比例的調整，inWE 因味茶退
出了重慶嫩綠茶藝有限公司的控股董事席位，章澤天
女士也不再擔任該公司董事壹職。這是正常的商業調
整，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inWE 因味茶。”

此外，從天眼查信息可知，嫩綠茶藝新增董事壹
職由何永智接替，她是何人？據了解，何永智是重
慶小天鵝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的總裁，有著“火鍋皇
後”“火鍋夢想家”的稱號，1982 年，她在重慶的八
壹路好吃街開了壹家小小的火鍋店，隨後開遍了重慶
和全國。嫩綠茶藝的創始人，就是何永智女兒廖韋佳。

放棄與“茶”有關的公司，這對章澤天來說並不
是第壹次。今年 2 月，位於北京中關村創業大街的京
東 JD+ 智能奶茶館宣布停業，這家於 2015 年 5 月 8 日
開業的奶茶館，曾有劉強東和章澤天的雙雙站臺，也
逃不過市場環境變化中的關店調整。

章澤天退出嫩綠茶藝董事席位後，網友發現，目
前章澤天僅在京東系的 10 家公司任有職務，包括京東
數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宿遷天強股權投資合夥企業
等。與此前被曝光的擔任京東系 400 多家公司法人的
劉強東女助理比起來，資源十分稀少。

章澤天曾是京東戰略上不可或缺的女主人。章澤
天作為京東時尚品牌拓展顧問，不僅承擔了京東品牌
營銷的人物，也顯示了京東想要壹改往常消費群體的

決心。此後，她頻繁出入各大秀場、亮相時裝周，甚
至登上了雜誌封面。

兩年前的奶茶妹妹大概沒有想到，有壹天她上頭
條的原因，會變成“明尼蘇達”事件，即便今天退出
嫩綠茶藝董事的商業操作，人們也都會和她的婚姻甚
至人生聯系在壹起。

身價上億，女富豪的創投圈“成績單”

正身處於鎂光燈下的章澤天和明星毫無差別。在
眾人議論紛紛的花花世界，他們壹舉壹動都成為了別
人口中的談資。但章澤天與普通明星不同的是，她不
僅曾在演藝圈掀起了微波，獲得了張藝謀的青睞，也
在創投圈裏叱咤風雲。

實際上，早在 2014 年 12 月，當時還在讀大四的
章澤天就已經 100% 控股了壹家公司“江蘇章澤天文化
發展有限公司”。從公開信息得知，該公司註冊資本
1000 萬元，主要業務是進行文化產業投資，電視節目
制作與發行等等。目前公司尚未出現投資行為，但卻
註冊了包括“章澤天文化”“奶茶寶貝”“奶茶寶寶”
等多達 130 條的商標。

2015 年之後，結婚至今短短 4 年的時間裏，章澤
天身上的標簽也逐漸從京東時尚品牌拓展顧問、京東
公益基金會榮譽理事長，直步上升為投資人。從天眼

查披露的信息得知，章澤天所有公司 11 家，涉及餐飲、
健康、文化等各個領域。

在章澤天所有的 11 家公司中，與投資相關的企
業有 4 家，包括天鏡資產、宿遷天強股權投資、東辰
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天強坤泰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

其中，東辰投資控股和宿遷天強股權投資是章澤
天投資的主要出錢途徑。東辰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成立
於 2015 年 5 月，主要從事股權投資、資產管理、投資
管理、投資咨詢等等。機構實際控股人為劉強東，出
資 5000 萬元占股比 50%，而章澤天時任董事長。

2015 年，奶茶妹妹的“處女投”——作業盒子，
就出自東辰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雖然當年東晨投資控
股向作業盒子出手謹慎，僅投資了 14.2 萬元，占股比
1.31%。作業盒子在之後的發展中分別獲得了貝塔斯
曼、雲鋒基金、百度風投、聯想之星、德聯資本等多
家知名機構的資本加持，也間接驗證了初生牛犢、剛
成為投資人的章澤天眼光獨到。

目前，東辰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已經投資了 10 家公
司，包含科技、醫療、教育領域等各種項目。2016 年，
中國優步公關負責人向媒體透露，章澤天通過劉強東
家族基金投資了 Uber。為此，劉強東曾對外表示：“我
是把我家庭的投資分開，家庭的投資全部都交給我太
太，她投得很優秀，包括投資了 Uber。我不會看，完
全信任她，如果不信任，那還結什麽婚呢？”

值得註意的是，章澤天在海外還投資了壹家嬰幼
兒奶粉及輔食公司 Bubs。該公司於 2017 年在澳交所
借殼上市，而近階段將關註中國市場。Bubs 在 3 月份
曾與貝因美在中國成立合資公司，負責產品在中國大
陸地區的推廣與銷售。

除了章澤天，Bubs 背後還有眾多資本大佬加持。
包括海外 Ellerston 資本以及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的
潮汕女婿謝若谷參創的 Wattle Hill 私募基金等。就在
4 月 1 日，更是獲得了香港 C2 資本的私募股權投資。
2017 年，24 歲的章澤天以 500 億身價成為當年財富榜
單中最年輕富豪。

劉強東與章澤天的婚姻故事，摻雜著財富、人性
與荷爾蒙。而章澤天，這位壹路被捧到上流社會的闊
太太，卻壹直沒有停下腳步。她的壹路走來，更像是
升級打怪不斷通關，又像是奮力經營，力圖在這浮沈
之中，用財富構築自己最後的盔甲。

如果說，2015 年婚姻的曝光，讓“清純校花”以
劉太太的身份亮相於世人，將她的感情公之於眾。而
去年的劉強東壹案，似乎才讓壹直作為劉強東附庸的
章澤天，找回了女性的本真與自我。畢竟，在網友眼
裏，章澤天不再是當年的章澤天，已是鈕鈷祿·澤天。

                                                            ( 投資界 )

章澤天漸漸退出京東系，

曾是京東不可或缺的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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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很多人都喜歡買國外生產的東西，似乎總
覺得外國的東西比較好。但事實上，很多外國貨其實
都是來自中國的，只是經過外國技術的加工，搖身壹
變，就成為了大牌。比如說壹些化妝品或是日常用品
之類的，都遭到了中國遊客的哄搶。其中有壹樣東西
明明來自中國，在中國沒人買，但壹到日本，卻能夠
高價賣出。到底是怎麽回事呢？壹起來看看吧。

這個東西就是中國出產的巖鹽，當時在中國壹斤
才 3 元卻沒有人願意買。可能很多人不只是這種巖鹽
到底有什麽用，其實它就是我們平常吃的鹽中的壹種，
只是因為它還含有很多的礦物質，後來，就被當成了
化工原料來使用了。

之後，中國便開始向日本出口巖鹽，誰知道這種
巖鹽來到日本後，卻被日本商人經過包裝改造以後，
變成了高檔產品給賣出。而且價格高達 3 萬元壹斤，
而且最滑稽的是，很多中國遊客都特意跑去日本購買
這種產品。

為何會有這樣的效果呢？原來日本商人在售賣的
時候，還對外宣傳說這是壹種極其養生的產品，經常
使用有美顏護膚的效果，甚至還能延年益壽呢。而且

美國康涅狄格州法院最近審判了壹對離老年夫妻

離婚案，兩人鬧離婚的原因相當奇葩：84 歲的道森因

為不想和 80 歲妻子多蘿西多說話過，竟然裝聾作啞

62 年……

據多蘿西吐露：“在與道森結婚的 60 多年裏，我

為了顯示它的高檔，甚至很多日本的高檔料理店都是
使用的巖鹽。

經過商家這樣壹宣傳，人們當然喜歡這種巖鹽了，
而且不知是否出於心理作用，確實有很多人覺得用過
以後，身體好了很多，人也變得年輕漂亮了。 因此，
越來越多人前去日本購買這種巖鹽了。

總之，小編覺得事實上這種巖鹽的成本非常低廉，
在我國甚至都賣不出去，反而去日本轉了壹圈以後，
變得昂貴無比，還遭到遊客的瘋搶。也是不能理解那
些遊客的想法，對此，您怎麽看待呢？

                                                          （文學城）

壹直以為他是聾啞人，為此我專門
去學了兩年的手語和他溝通。我當
時就有點懷疑我熟練了手語，還是
沒辦法和道森溝通。他還說自己視
力不好，現在想起來，我那時候是
真的太傻！”

道森以聾啞人身份與多蘿西相
敬如賓的 62 年裏，兩人撫養了 6 個
孩子和 13 個孫子、孫女。讓人驚訝
的是，道森為維持自己聾啞的身份
沒說過壹句話，全家人也從沒懷疑
過這件事。

多蘿西很憤怒“道森的謊言被
戳破，是因為有壹天我在網上看視
頻時，意外看到了道森在酒吧唱卡
拉 OK 的 視 頻， 我 才 明 白 了 這 壹
切。”

而道森的律師則向法院表示：
“道森之所以裝聾作啞都是有苦衷的，道森認為這是
忍受妻子聒噪的唯壹辦法，道森的行為並非有意欺騙，
而是在維系兩人的婚姻關系。”

道森本人是壹個不太健談的人，而多蘿西的性格

則是喋喋不休說個不停。他透露：“我要是不裝作聾
啞人，我估計 60 年前我倆早就離婚了，我這樣做是為
了這個家。”

但多蘿西完全接受不了丈夫大半輩子的欺騙，她
執意與道森離婚，並要求道森賠付精神損失費、壹半
家產以及贍養費。

如此奇葩的離婚案讓很多人都驚掉下巴：“兩人
現在離婚是不明智的選擇，好好享受僅有的余生不好
嗎？”、“男方為了多蘿西大半生不說話，這難道不
是件讓人感動的事情嗎？”。

                                                             ( 光明網 )

在中國 3 元 1 斤無人問津，日本 3 萬一斤

卻瘋狂賣出

大爺不想和妻子說話，竟然裝聾作啞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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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26 日，北京出臺新政，規定“商業、
辦公類項目限購，新建、在售項目禁止向個人出售”。
隨後，“商住房”成交量大幅下降。對此，中原地產首
席分析師張大偉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時指出，
2017 年的新政出臺了最為嚴格的商辦限購政策，對北京
樓市之前過熱的商辦市場打擊非常明顯。兩年過去，北
京的商住市場成交冷清，價格也下跌超過 40%。

買房人發現，有人虧 130 萬元賣房？
2019 農歷新年後，王陽就開始了漫長的看房之旅。

他手裏的錢有限，又不甘心買個小戶型，有朋友建議，
可以看看商住房，“單價低、總價低”。

簡單地說，商住房就是本應用於開發寫字樓或者商
鋪的地塊，但開發商卻做成了住宅。如今北京市場上大
部分商住房不通燃氣，還是商業水電，但也有少數商住
房是民水民電。曾經因為不限購、價格又相對偏低，商
住房壹度在北京住房市場上相當活躍。

“550萬買的房子，420萬賣？”王陽有些不敢相信，
得到中介肯定的答復後，王陽有些動心了。按照王陽的
介紹，這是壹套位於北京亦莊比較有名的商住房，120
平方米，均價僅 35000 元。

王陽是個行動派，看房之後，他意識到，商住房較
兩年前的價格已經低了不少，確實可以作為購房的考慮
了，“虧著賣的還不少”。

實際上，不僅是商住房交易市場出現了明顯的降
溫，土地市場商辦類也出現了明顯的退燒：商辦限購後
出讓的數宗商辦地塊，溢價率明顯下調，特別是最近，
歷史多年未出現的流標現象再次出現。張大偉說，限購
前商辦土地平均溢價率 115%，而最近壹年溢價率只有
5.7%，“多宗流標”。

商住房房主，曾拒絕賣房如今後悔不已
和王陽不同的是，2016 年初，馬東毫不猶豫地買了

壹套類似的 LOFT 小戶型商住，但現在卻“賣不掉了”。
“我買的時候每平方米 54000 元，首付了 100 萬，貸款
差不多 150 萬”。

“我當時就想只要房價過 7 萬每平方米，我就把這
房子賣了”。但很快限購令來了，馬東壹下子蒙了，他
不停打電話咨詢中介以及對房地產市場有研究的朋友。

幾十個電話之後，馬東都要後悔死了，“每平方
米 65000 元的時候，有朋友建議我出手，但我覺得房價
還會漲，就拒絕了他的提議”。之後的兩個月，馬東依
舊每天關註商住房的價格以及成交量，但看完心裏就很
堵，“幾乎沒有成交，房價也開始下跌”。

他也曾試著把房子掛到網上，房價從每平方米 6 萬
壹路降到 5.2 萬元的成本價，但幾乎無人問津。

限購令影響，開全國對商住房限購先河
2017 年 3 月 26 日，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

發布了《關於進壹步加強商業、辦公類項目管理的公

告》，對北京的商業、辦公類項目進行監管，其中對個
人購買商住類項目的限制措施，更是在全國範圍內開啟
了對商住房限購的先河。

公告明確指出，商業、辦公類項目（以下簡稱商辦
類項目）應當嚴格按規劃用途開發、建設、銷售、使用，
未經批準，不得擅自改變為居住等用途。

公告要求開發企業在建（含在售）商住類項目，銷
售對象應當是合法登記的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購買
商住類項目的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不得將房屋作為居
住使用，再次出售時，應當出售給企事業單位、社會組
織。

公告還強調，在政策執行之前，已銷售的商住類項
目再次上市出售時，可出售給企事業組織、社會組織，
也可出售給個人。

但個人購買同時限制了諸多的條件，比如“在京名
下無住房和商住房記錄”，“在申請購買之日起，在京
已連續繳納五年社保或個人所得稅”等。與此同時，北
京各商業銀行也暫停了對個人購買商住房的購房貸款。

兩年成交量跌了 94%
在嚴格的限購政策下，中原地產的統計數據顯示，

新政後的第二個月——2017 年 4 月，北京商住房的成
交數量僅為 194 套，這較之前每個月數千套的成交量，
跌幅超過 95%，而成交均價從 2017 年 3 月的每平方米
51036 元，下跌到每平方米 40898 元，下跌幅度接近
20%。

對於兩年之前的那次限購，北京某中介公司的小王
至今還記憶猶新，小王所在的門店就在某商住樓盤，當
天下午自己還在協調幾名客戶和房東之間的首付以及貸
款等相關事宜，晚上新政就出臺了，這讓小王特別郁悶，
幾名客戶他跟了不少時間了，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但
隨著限購政策的出臺，客戶全都放棄購買了。

現在，馬東已經不考慮賣房了，他不想再降價，“實
在不行，只能先出租了，等合適的機會再說”。

北青報記者註意到，在上述中原地產的統計數據
中，從 2017 年 4 月後，北京商住房的成交量就沒有突破
過 4 位數，有不少月份甚至只有幾十套的成交量，其中
最低的為 2018 年 2 月，成交量僅為 27 套。而成交均價
最低的是 2018 年 6 月，僅為每平方米 20084 元。

經濟學家宋清輝指出，對於北京商住房這個市場來
說，房價如此下降，讓很多人始料未及。“有的投資者

想按原購房價出售房產，基本就是有價無市”。
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統計數據顯示：從 2017 年 3 月

26 日開始，北京針對商住公寓類房源限購執行 24 個月，
截止今年 3 月 25 日，網簽只有 6550 套 , 成交量暴跌
94%。

房主選擇低價出售或繼續出租
對於沒能在調控政策出臺之前脫手出售的投資客來

說，低價出售或是繼續出租是他們必須面對的壹個選
擇。張雪就選擇了繼續出租。她的商住房在通州臨河裏，
60 平方米的房子壹個月的租金是 5500 元，這比去年高
了壹點，“如果要帶註冊地址，還要再貴壹些”。

盡管商住房出租的價格並不低，但李芳算了壹筆賬
後，還是放棄了。李芳看的房子是不到 50 平方米的平
層，差不多每平方米 35000 元，連稅費算下來要支付差
不多 180 萬，每個月租金 6500 元，壹年 78000 萬，除去
物業、取暖等各類費用，壹年的收益差不多是 68000 元，
“27 年才能回本，確實不合算。”

不過，北青報記者在壹些中介門店獲得的信息顯
示，目前有不少客戶都用公司名義購買了商住房。“現
在註冊公司很容易，購房也對公司沒限制，所以公司買
房很方便”。

按照目前施行的標準，房產稅的繳納標準是房屋購
買價格 ×70%×1.2%，土地使用稅的繳納標準是房屋面
積 × 土地級別標準收費，而土地級別收費標準從 18 元
/ 平方米到 30 元 / 平方米不等。這就是說，如果壹套商
住房的總價為 200 萬元，那麽壹年的房產稅為 16800 元，
土地使用稅最高為 3000 元。

不過也有中介提醒，按照目前的政策來說，2017 年
6 月之前的商住房，可以賣給公司，也可以賣給個人。
但 2017 年 6 月之後的商住房，就只能賣給公司，不能賣
給個人了，“這樣的話，交易的時候會比較麻煩，想買
商住房還是二手房比較合適”。

專家解析，整體市場全面萎縮
數據顯示，在過去兩年，北京商住房合計網簽只有

167.89 億，而在調控前兩年，這壹數字高達 1943.99 億。
與調控前相比，整體市場成交量全面萎縮，“從平均價
格看，商辦市場二手房價格已經平均下調超過 35%。”
張大偉說。

而在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看來，新
的交易風險又會放大，因為開發商自己都在擔心是否可
以拋售，這實際上是把交易風險轉嫁到個人購房者身
上。“對於購房者來說，有時候寧可不買或者寧可讓房
價漲，也不要隨便去接受壹個未來轉讓有困難的房產”。

合碩機構首席分析師郭毅則認為，隨著未來小戶型
商住類產品庫存的逐漸減少，此類產品的稀缺性會逐漸
體現。郭毅說，未來的商辦類產品基本上都以大戶型為
主，註定了小戶型的商辦類產品會越來越少，現在小戶
型商辦類產品的價格並不高，所以還是具有很好的投資
價值。

而宋清輝則認為，在“房住不炒”背景下，商住房
成交量下跌，成交價持續下跌的情況屬於正常現象。

                                                         ( 北京青年報 )

北京商住房成交量下跌 94%，有人虧

130萬元賣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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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大地產公司KW 經紀人
UIUC 金融碩士背景

950 Corbindale Rd #100
Houston, TX 77024

Arianna Wang
ariannaw@kw.com
Cell: 832-992-2517

住 宅 / 商 業 / 投 資 管 理
賣房3D展示，買家隨時隨地看盡細節。
滿意度最高專業經紀人 - 友好,誠信,專業,敬業

FREE!FREE!
憑此廣告

免費為您的
房子做

市場評估!

風
水
高手在民間！高手在民間！

大師 Tel. 346-760-8888
8518 Bellaire Blvd. Houston

國學易經 辦公室 家居/商埠
       風水裝修布局
八字命理 九星開運 相談終身
擇日命名 事業財運 婚姻感情
流年運程 風水擺件 水晶玉器

(中國城小肥羊隔壁)

本命年風水店本命年風水店本命年風水店

大師 Tel. 346-760-8888
8518 Bellaire Blvd. Houston

風
水

风水布局招财貔貅 旺财紫晶洞

憑此廣告購買
風水用品立減$20

憑此廣告購買
風水用品立減$20

Piano Tuning Service
鋼琴調音服務

Mr.Wenson Chang
張子威 先生

832-490-3538(H)   317-418-2645(C)

鋼琴調音

$100元
鋼琴調音

$100元
憑此廣告

可再得10%Off

憑此廣告
可再得10%Off

湘菜小廚 Spicy Hunan

紅燒肉、剁椒魚頭
、蘿蔔皮炒臘肉、
農家豆豉燒土雞、南瓜蒸排骨、酸辣粉皮、湖南小炒肉
、蒜苗回鍋肉、湘味幹鍋鴨、幹豆角臘牛肉

正宗特色湖南菜

電話：713-271-6666
7天營業 11:00AM--10:30ＰＭ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C307
(敦煌廣場), Houston, TX77036 憑此廣告，每周五、六、日晚餐堂食送紅油筍絲一份

龍學天下中文學校
Houston Dragon Academy 

Email:  wang3059920@gmail.com
網址： www.houstondragonacademy.org
地址 : 8915 Timberside Dr. Houston TX 77025

713-305-9920  713-858-8768
聯繫電話

憑此廣告，學費減10元！

Better Chinese, More Choices.
多學一門語言，多看一個世界！好中文，助未來！

蝦子海參 八宝鴨 龍蝦沙拉 炒鱔糊 白果魚圓 ……
小籠湯包 生煎包 粢飯糕 豆沙鍋餅 酒釀圓子 ……

送$6.99豆沙鍋餅一份

●原上海五星級飯店錦江酒家大廚
●美南電視《味全小廚房》客座主持人

●丁德忠師傅 主理

堂食消費滿$50
訂座電話：173-995-0985

店址：9968 Bellaire Blvd, Suite 160 Houston, TX 77036
送$6.99豆沙鍋餅一份

阿里餐廳阿里餐廳
巴勒斯坦風味的阿拉伯餐廳巴勒斯坦風味的阿拉伯餐廳

憑此優惠券用餐可獲:

20%OFF
8619 Richmond Ave. Suite#100, 

Houston, TX 77063
Tel:713.787.0400  Fax:713.787.0402

地中海風味菜：Pita餅、雜錦沙拉大薈、鷹嘴豆泥、
雞肉羊肉混搭燒烤、油炸土豆餡“三角”、黃油抓飯

、Mansaf奶油羊肉飯、阿拉伯水煙

地中海風味菜：Pita餅、雜錦沙拉大薈、鷹嘴豆泥、
雞肉羊肉混搭燒烤、油炸土豆餡“三角”、黃油抓飯

、Mansaf奶油羊肉飯、阿拉伯水煙

Ramen King

羊肉串、牛肉串、烤扇貝、烤茄子
等幾十種燒烤及各種日式拉面

憑此優惠券
堂吃

每$30 立減$5
 每$50 立減$10

katy 的 華人有福了節日大酬賓

9555 Spring Green Blvd 
Suite A Katy TX 77494

832-437-5633

Ramen King

CHUNG WANG正宗港式燒臘在Katy Town隆重開張

*全班人馬來自紐約*
歡迎預訂 金豬和乳豬歡迎預訂 金豬和乳豬 特別推薦: 北京片皮鴨 脆皮腩肉

           蜜汁叉燒 琵琶鴨 貴妃雞 
特別推薦: 北京片皮鴨 脆皮腩肉
           蜜汁叉燒 琵琶鴨 貴妃雞 

好吃的還不止這些 .......好吃的還不止這些 .......

營業時間：早上十點半至晚上八點半  逢星期一休息

地址: 23119 Colonia Pkwy Katy, TX 77449  電話: (281)783-8383

常旺燒臘CHINESE BBQ 新張大優惠新張大優惠
凡惠顧購買

$25.00元或以上燒臘，
凡惠顧購買

$25.00元或以上燒臘，

贈送叉燒半磅贈送叉燒半磅歡迎光臨品嘗家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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