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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李文轩，琉璃厂的人就一个字

儿：鬼。他大字不识几个，胆子却很大，

跟个跑鬼市的提了几年的灯笼后，在琉璃

厂开了家文轩古玩铺，专门捣腾夏商周三

代青铜器。十年过后，居然成了琉璃厂头

号的有钱主儿，谁也摸不透他是怎么发的

财。

隔山卖黄牛

这年，河南彰德府接二连三出青铜

器，琉璃厂的人蜂拥而至。有个拎包袱的

河南人叫张腾云，听说李文轩缺个跑彰德

府的伙计，主动找上门来。两人约定，买

货钱由李文轩出，挣了钱对半分。

彰德府小屯村有个王财主，暗中雇

了一帮盗墓的，在殷墟一带疯狂盗墓。

一天，张腾云听到消息，说王财主

挖了件双凤重耳彝炉，立马赶了过来。王

财主居然提出先交100块大洋，才能看彝

炉，气得张腾云只想骂娘。交完钱后，才

见到了彝炉，高约6寸，口径1尺宽，3条

兽足腿儿，炉身锈色翠润，花纹清晰，炉

内底子上有铭文，最招人稀罕的是，双耳

是一对奇特的凤凰，极为罕见。

这当儿，一下子拥来好几个古玩商

，交钱看过彝炉后，一人当场出了 3000

块大洋。王财主却不吭声儿，拿眼瞅别人

。另一个人出价4000块，他还是不说话

。最后一人见状，亮出了一个巴掌，谁知

王财主竟然把彝炉收了起来。

张腾云这才开了口：“我给7000块

！”王财主听后，两眼扫了一圈众人。几

个古玩商知道他是给李文轩搂货的，财大

气粗，一声不吭扭头就走了。

等仨人走后，张腾云说：“王东家

，那我就搂走了？”王财主却嘿嘿一笑，

不放话。张腾云明白，他是在扣住葫芦挖

籽儿，想卖高价，冷笑一声：“你琢磨琢

磨！”转身也离开了。

在客栈住了三天后，张腾云听说王

财主家去了不少古董商，但出的价都没他

的高，心里就有了底。

这天，张腾云找了个照相的，来到

了王财主家：“王东家，我给我们掌柜的

发了个电报，他说这炉子不值7000，让我

拍几张照片拿回去瞅瞅再说。”拍完照片

，他屁股一拍，就立马赶往北平。

在半路上，张腾云动起了心眼儿，

这个彝炉造型罕见，李文轩肯定喜欢，得

想个法子多弄俩钱，顺便再摸出他发财的

路子，来个一举两得。

见到李文轩，张腾云拿出照片：

“掌柜的，彰德府出了件凤耳彝炉，东西

不错，就是货主不出价，看货还被讹了

100块，弄得我一点辙也没有！”李文轩

看过照片说：“先甭急，我找个行家瞅瞅

。你给了多少钱啊？”张腾云回答：

“8000。”

第二天一大早，李文轩对他说：

“行家看了，东西凑合，辛苦你跑一趟，

要是花1万能买回来，给你500的跑腿钱

。”

张腾云立马动身回到了彰德府，听

说王财主终于开出了一万的价。他多了个

心眼儿，没去王财主家，而是给李文轩发

了个电报：货主要一万二，买还是不买？

张腾云知道，只要李文轩看上的东西，一

准儿会答应，到时候自己净赚2000，跑腿

钱还另算。

没想到，几天过去了，李文轩那边

却没回信儿。张腾云心里有些吃不准了，

又催了一个电报，还是不见回音。他开始

坐不住了，难道是李文轩嫌价钱高，撒手

不要了？

声东击西

就在张腾云准备回北平时，李文轩

突然出现在了彰德府。李文轩一见着张腾

云就说：“走，带我会会这货主去，还真

把喀拉货当宝贝了？”张腾云没想到李文

轩会亲自来，只好带着他来找王财主。

半路上，李文轩对他说：“见了货

主，你可别说我是做古玩买卖的，就说是

京城里玩古玩的行家，想鉴别一下是哪个

朝代的东西，千万不能露馅儿。一切见机

行事！”张腾云点着头，心里却摸不准他

究竟想干吗。

王财主见李文轩一副大爷的派头，

又是京城鉴赏古玩的行家，不敢怠慢，忙

请进了上房，没提看货要钱的话，拿出炉

子请他鉴赏。

李文轩瞅了几眼，开口说：“这是

件周朝的普通彝炉，收藏价值不大。”

王财主不知道周朝是什么时候，小

心地问：“李爷，您看这炉子能值多少钱

？”李文轩呵呵一笑：“东西是新出土的，

锈色太重，没有家传的品相好，也就值个两

三千吧。”张腾云一听才明白，李文轩是想

利用京城行家的噱头，从王财主手里捡漏儿

，关键要看王财主吃不吃这一套。

果然，王财主听后有些不乐意了：“李

爷，好几个古董商都看上了这件东西，咱不

管它有没有价值，没有两万我不卖！”

李文轩呵呵一笑：“王东家，你可能还

不知道，现在北洋政府要整治出土的文物，

我多句嘴，能出手就赶紧出吧，万一官面上

的人来查，可别惹出什么乱子来！”

王财主却满不在乎：“咱这地界儿

，出土的东西多了去啦，官面上管不过来

，只要不出人命，他们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就算睁开了一只，给塞俩钱儿，这眼就

闭上了！”张腾云在一旁暗自冷笑，李文

轩这招儿不管用了。

李文轩嗯嗯了几声：“官面上的事

咱就管不了了！得，我看底子上还有几个

铭文，屋里光线不太好，我拿到门外瞅瞅

，究竟是什么字。”说完，拿起炉子来到

门前的石头台阶上，低头仔细看起了炉底

儿。

王财主和张腾云也只好跟着出来。

李文轩瞅着瞅着，忽然哎呀一下，紧接着

就听到一声“咣当”响，彝炉居然掉在了

台阶上。

王财主急忙奔过来，一看地上的彝

炉急眼了：“李爷，您把炉子的一条腿儿

磕掉了，您说该怎么办？”李文轩却不慌

不忙弯腰把炉子捡起来，一副见怪不怪的

口气：“你急什么呀？不就掉了个腿儿吗

，爷赔你3000大洋！”

王财主一听，不答应了：“3000就

想打发我啊，门儿都没有！”听这话，李

文轩的嗓门立马也高起来：“一个破炉子

，想讹人哪？爷不跟你在这儿废话，走，

见官去！”说完，拽着王财主就往外走。

张腾云见状，忙站出来圆场，把王财主

拉到了一边儿：“王东家，李爷和政府高层

关系铁着呢，官了的话您肯定要吃大亏。要

我看，东西已经这样了，让他再给您添俩钱

儿，私了算啦，免得大家伤和气！”

王财主听后，也有些害怕了，琢磨了片

刻，只得自认倒霉：“好吧，赔1万块现大

洋，炉子拿走！”两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

说合成了8000块。李文轩口气也缓和了下来

：“得，算我倒霉，8000就8000，拿回去还

能当个夜壶使！”付完了银票，张腾云提溜

着彝炉和李文轩就出来了。

在路上，张腾云一脸沮丧：“掌柜

的，您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没想到李文

轩却嘿嘿一乐：“我不这么做，8000块钱

能买到手吗？”张腾云愣了一下：“哦，

弄了半天，合着您是故意摔的啊？”

虚虚实实

李文轩摇了摇头：“你以为我愿意

啊，还不是那个土财主给逼的。1500块钱

你拿走，东西呢我拿回去找人修补，要是

能卖掉，少不了你的，卖不出去算我的。

但是，这事你千万不能说出去，要是让人

知道我买了个砸浆货，这人可就丢大了！

”张腾云点头答应了。

回到北平后，李文轩就找人把彝炉

的腿儿给修补好了。张腾云瞅后喜出望外

：“掌柜的，您找谁修的啊，一点都看不

出来修补的痕迹，这回准能卖个好价钱！

”李文轩却不以为然：“哼，你以为玩古

玩的都是吃干饭的，卖不卖得出去，还得

两说呢！”

半年后，张腾云忽然听到一个消息

，李文轩把彝炉卖给了中田商会的中田，

竟然卖了15000块大洋。他立马来找李文

轩：“掌柜的，听说您把彝炉卖了？”

李文轩愣了一下：“是谁在瞎说啊

，没影子的事儿。我要是卖了的话，能不

告诉你吗？”见张腾云不相信，李文轩就

把他拽进了里屋，拿出了彝炉：“看，东

西不还在这儿吗？”

张腾云纳闷地望着李文轩。李文轩

解释说：“你以为日本人就这么好蒙啊，

拿着放大镜瞅了半天，就露馅儿啦，只肯

给2000块，我没卖。”

原来如此。但经过这事儿，张腾云

有些不相信李文轩了。临走前，他悄悄给

李文轩的贴身伙计塞了5块大洋，叮嘱伙

计多长只眼，只要彝炉一出手，立马送信

儿。

果然不出所料。一个月后，伙计偷

偷跑来送信儿，说李文轩今儿下午把炉子

卖给了魏大鼻子。张腾云问：“你亲眼看

见的？卖了多少？”小伙计回答：“东西

是我给送过去的，卖了多少我不知道，应

该不少。”

魏大鼻子是法国古董商，张腾云曾

经和他打过交道，为了稳妥起见，决定先

从老外嘴里套出价来，再去找李文轩。

这天晚上，张腾云找到了魏大鼻子

，说他在彰德府收了件青铜器。魏大鼻子

一听来劲儿了：“东西呢，我看看！”张

腾云拿出了照片，魏大鼻子瞅了一眼，咧

嘴笑了：“张先生，这件双凤重耳彝炉已

经被我买下了，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张腾云急忙追问：“您花多少买的？”

魏大鼻子也不隐瞒：“两万大洋，贵吗？”

他摇了摇头：“不算贵，您拿到巴黎，转手

还不得翻个跟斗啊？”魏大鼻子乐了。

张腾云十分生气，李文轩真够阴，

卖了这么多居然一声不吭！

第二天早上，见到李文轩后，他就

直截了当说：“掌柜的，我来拿我应得的

那6000块大洋来了！”李文轩愣了一下

：“我什么时候欠你这么多钱啊？”张腾

云看李文轩还在装傻，顿时来气了，“炉

子您不是卖了魏大鼻子两万吗？就别揣着

明白装糊涂了！”

李文轩冷哼一声：“你是说魏大鼻

子买下了炉子？”说着，他气呼呼地起身

进了里屋，搬出那个彝炉，咣当一下搁在

了张腾云面前。

张腾云一看，顿时傻了眼！

惊人秘密

李文轩长叹一声：“实话告诉你吧

，魏大鼻子开始是看上了炉子，我打发伙

计都送过去了，谁知道还是被他发现了修

补的痕迹，昨儿半夜又给我退回来了。”

张腾云立马没了话说。

临走时，李文轩对他说：“你要有

路子，紧着先把这喀啦货给我保本儿出了

，要是能多卖，钱全归你！”

张腾云心想，这倒是个法子，卖多卖

少自己全知道，李文轩耍不了赖。于是，

他拿着照片四处串货，许多人一听炉子修

补过，要么给的价太低，要么就是摇头。

就在张腾云快要泄气儿时，忽然听

到消息说，美国人普艾伦到了北平，专收

三代的青铜器。他觉得这是个机会，立马

直奔六国饭店。

普艾伦看过照片后说：“张先生，

这是件罕见的夏代双凤重耳彝炉，东西呢

？”张腾云知道瞒不过他的眼力，就照实

说磕掉了个腿儿，不过已经修补好了。普

艾伦却说：“没关系，你把东西拿来看看

再说吧。”张腾云一听有戏，麻溜儿跑了

回来。

李文轩听后，当场就给他泼了一盆

冷水：“甭费这劲儿了，普艾伦昨晚刚看

过这炉子，只给5000，卖了让我喝西北风

去啊！”张腾云听后，彻底泄气儿了。

时间一晃就到了解放。1952年，全

国大搞五反运动。李文轩的买卖虽然不干

了，但工作组还是找到了他，说要调查他

倒卖过珍贵文物没有。

李文轩拿出了所有的账本，没想到

的是，工作组竟在老账本里发现了一份他

和普艾伦盗卖龙门石窟《太后礼佛图》的

合同。

工作组立马对李文轩进行了审问。

李文轩交代说，“九一八”前夕，普艾伦

到龙门石窟游玩，瞄上了宾阳洞中的几块

北魏浮雕，用相机拍了下来。回到北平后

，和自己签了这份合同，给了4万块钱，

在五年之内，把其中的两块浮雕弄到美国

。他买通了当地驻军的一个团长，趁战乱

之际，偷偷凿下了《太后礼佛图》。

最后，李文轩狡辩说：“我发给普

艾伦的浮雕是仿造的，真的礼佛图藏在海

王村的一个院子里！”

工作组在一间密室里，果然找到了

两大木箱的石块。同时，还发现了几十件

青铜器，其中就有一件双凤重耳彝炉。经

故宫专家鉴定，全部为珍贵文物。

当工作组追查李文轩的非法收入时

，他却说早就花没了。工作组不信，找到

了李文轩的贴身伙计。伙计害怕受牵连，

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李文轩在海王村买了个僻静院子，

花大价钱请来了赫赫有名的古铜张，在院

中仿造青铜器，只要经他手仿造出来的东

西，真假难辨。李文轩卖出去的青铜器，

全是古铜张仿造的赝品。

张腾云听到消息后，恍然大悟，难

怪每次李文轩都能拿出彝炉来，合着他卖

给三个老外的全是赝品，而真货就攥在他

手里，这才是李文轩发财的真正秘密啊！

因恶意毁坏国家珍贵文物，李文轩

被判了死缓，不久就死在了狱中，宅子成

了街道办事处。

一年后，一位同志发现办公桌地下

有些不对劲儿，找人揭开铺的条砖，发现

下面埋着两口大缸。打开封口一看，缸里

全是白花花的大洋……

隔山卖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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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一个年，真是吃了不少“瓜”

。

从谁谁的女儿月薪多少，到谁谁35

岁还没结婚；从谁谁不知道知网，到谁

和谁又在节目上互撕……

只要你走个亲戚，见个同学，或者

随便打开手机，这些和你相关，不相关

的信息，都会波涛汹涌般奔涌到你的眼

前，耳边。

明明过年的时间那么宝贵，我们好

不容易从繁杂的工作中逃离出来，可以

好好休息一下，和家人团聚一下，却要

被这些对我们毫无意义的事情浪费时间

。

想起蔡康永之前在采访中说的一句

话：

我鼓励大家做一个冷淡的人。是的

，在对我们不重要的人和事上，我们很

多时候，都要努力做一个冷淡的人。

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在这些事上

浪费时间。

人生短暂 别娱乐八卦“废”掉你

都说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

深以为然。

前阵子蒋劲夫刚被爆出家暴丑闻的

时候，有个同事，为了能够第一时间吃

到瓜，每一小时就刷一次微博，一直追

着事情的走向。

同事沉迷着刷微博，时间就这样过

去了。不仅浪费了时间，还耽误了工作

进度，晚上还得回家加班。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犯像那位同事的

错误，明知道娱乐八卦浪费时间，却还

是一头栽进去，满足自己的猎奇心，而

耽误了手头上的事。

娱乐八卦只是供人消遣的资讯。但

是很多人把消遣当娱乐，花大把时间去

关注明星们过得怎样，哪部剧好看，但

是对于怎么过好自己的生活却毫无头绪

。把生命浪费在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上。

《娱乐至死》里说：

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俘虏，

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

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一个人的时间花在哪里是看得见的

。每天围着娱乐八卦团团转，除非要当

娱乐记者，因为工作需要了解大量资料

。不然娱乐八卦都是无用之物。

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用心经营自

己的生活，你会活得比明星八卦更精彩

。

只管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浪费时间的除了关心与自己无关的

娱乐八卦，还有别人生活的鸡毛蒜皮。

有个朋友是出了名的好好小姐，身

边的朋友对她的评价都是：“她人很好

”、“有事找她就对了”、“不管什么

时候找她她都在”。

这位朋友对每个人都特别关心，陪

朋友逛街看电影，陪失恋的朋友喝酒聊

天到通宵，不管别人提出什么要求，她

都答应。

渐渐地，朋友开始意识到这种生活

方式给她带来的不便。因为想要满足身

边人的需求，牺牲自己，委屈自己，最

后发现自己过得并不快乐。

害怕看恐怖电影，为朋友，再怕也

看下去；不喜欢人太多的K歌局，朋友

一声传唤，她也去了；朋友追爱豆演唱

会，自己不是很感兴趣，朋友一再请求

，还是砸钱下去了。为了维持所谓的朋

友圈，一边委屈自己，一边浪费时间精

力。

想起《孝利的民宿》里孝利说：

“人生是自己的。”

是啊，人生要做什么，时间要怎么

分配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决定的。一味把

时间花在无谓的社交上，不是在帮别人

解忧，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

要知道，成年人最好的礼貌就是不

要多管闲事。

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别人身上，这不

是展现你的友好，只是暴露了你的蠢。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别人过得怎样

，与你无关。最重要的是自己，如何经

营自己的生活，如何让变得更好，这些

才是我们该专注的事情，该思考的事情

。一味的心载他人，没有自己，这是对

自己的不负责任。

做人不可多虑，活在当下

曾经听过一句话：除非亲自尝试一

下，否则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做什么。

深以为然。

电影《白日梦想家》的男主每天都

在发白日梦，幻想自己上天入地无所不

能；暗恋女同事，却一直不敢表白，幻

想着自己和她上演英雄救美情节，虏获

女同事芳心。

但是现实生活中，男主的生活一团

糟。

公司即将倒闭，为找回公司最后一

刊杂质封面的照片底片，男主开启了一

系列疯狂的旅行：直升机跳海，差点被

鲨鱼吃掉，被救以后跑去冰岛，又差点

葬命在火山爆发中。

经历了这么多以后，男主意识到自

己之前的担忧是多虑的，意识到人生如

果只停留在想象，没有行动，一切的想

象都是浪费时间。

于是他终于鼓起勇气和女主告白，

战胜了自己无用的焦虑。

在生活中，我们也会常常想太多。

中午吃饭，同事没喊你一起吃，就怀疑

同事排斥自己；给上司交方案，上司迟

迟不回复，以为上司讨厌自己；素颜走

在街上就觉得路人都在看自己。

其实以上种种情况，都是我们想太

多了。同事不叫你吃饭，不一定是排斥

你，可能他想自己一个人吃；上司不回

复有可能是他太忙，没时间回复；没有

化妆走在路上，没有人会看你，一切都

是内心在作祟。

不要想太多，不要让未知的恐惧阻

碍你前进的脚步。

很多事情，出发了就是另一番风景。

电影《虽然妈妈说我不可以嫁去日

本》中的男主和女主，两个人毫无交集

，一个在台湾，一个在日本。

在日本地震以后，男主发了一条脸

书，女主在下面留言。

两人慢慢开始聊天，男生跟同事来

台湾旅游，和女主见面，最后发展成为

情侣，还结了婚。

一段跨国恋要有好结果就很难，但

因为两个人的勇敢和坚持，把网络交情

发展到现实生活中，最后情人终成眷属

，完满大结局。

为那些已经发生或者尚未发生的事

情想太多，是最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

人生短暂，时间需要好好利用。不

要把大好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毫无意

义和鸡毛蒜皮上。

谁谁有没有结婚，谁谁月薪多少，

谁谁有没有整容，于我们真的没有那么

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成为我们

想成为的人，把生活过成我们想要的模

样。

层次越低的人，越爱在这3件事上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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蹦龙沟的传说清朝康熙年间，某

一年夏天的一个深夜里，古老的高山

镇突然山摇地动，轰然作响，犹如天

崩地裂……

第二天，西石现、中石现、东石

现的村人发现北面棘子顶西山坡裂开

了一条大沟！此沟在青石地质结构的

山坡上形成，长约百米，宽有三丈，深

达数十米。沟里升腾着白色的烟雾，热

浪灼人，一连几天都不能靠近人。

后来，人们把这条大沟称之为蹦

龙沟，蹦龙沟至今尚在。人们为什么

称之为蹦龙沟呢？这里面有一段故事

至今还在古老的高山镇流传着。

元末明初，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

血洗山东之后，半岛土著人几乎被杀

光了，朱皇帝于是下令从全国移民山

东。

明洪武三十六年，于姓兄弟三人

从山西洪洞县老槐树底下千里迢迢地

来到半岛，在文登大水泊落脚之后，

来到这高山镇的地盘上。老大于洪在

峨山之后住下，建村叫“峨山后”；

老二于海、老三于滨在垛山北面一片

开阔地里落脚。这片开阔地处，有一

巨石上刻有“石现” 两个古体字，据

说很早以前这里一片汪洋时，只有此

石露在海水之外，被人刻上这两个古

字。后来地壳变动，这里沧海变桑田

，刻有“石现” 二字的巨石也理所当

然地留在这山间小平原上了。老二于

海在巨石处住下，建村唤作“中石现

”， 又有后人在其东建一村称为“东

石现”， 于海的后代人丁兴旺，繁衍

为两个村落。老三于滨在巨石之西建

村，叫“西石现”，于滨老祖生有二

子，老大又繁衍为前、后街两批子孙

，老二仅有“二屋” 这一份后人，人

丁不旺。前街的祖爷生有七子，分为

七份，份份人丁相仿；后街的祖爷生

有三子，分为三份，老大人丁最旺，

俗称西大份。

闲言少说，书归正传。

话说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西石现

前街七份的后人过得风生水起，小日

子红红火火，要风得风，要雨有雨，

那庄稼地里收得是大囤儿满小囤儿流

，那生意场上赚得钵满盆溢，日子富

得流油儿。人一富了，心气儿就大了

，就想好上加好，就想让子孙后代弄

顶乌纱帽戴戴，不仅光耀祖宗，还能

福荫子孙啊！过去的人，虽然知道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虽然

也懂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

颜如玉”， 但他们还是要把家族的富

贵荣华归结为风水上去，认为只要祖

上老人家占居了风水宝地，后代便能

出将入相，永享荣华富贵。因此，人

们信风水，无不想占尽天下的风水宝

地！呵呵，这大概就是风水先生们千

百年来从未失业下岗的重要原因吧？

前街七份的老当家人，于是开始

筹划家族的宏业了。老当家的从高山

镇外请来了一位风水先生。这位风水

先生，来自湖广一带，已近古稀之年

，白胡子，白头发，白眉毛，颇有些

仙风道骨。七份老当家的好酒好菜地

盛情招待着风水先生，这位风水先生

在跑遍了三个石现的山山水水之后，

捋着白胡子说：“贵地确有一眼宝地

！”老当家的询问宝地之所在，风水

先生长叹不语。风水先生越是不言不

语，老当家的越是着急，更是美酒佳

肴地招待着。

一天，老当家的又虔诚地问起此

事。风水先生长叹一声说：“唉，老

当家的，这眼宝地不能用啊！”老当

家的问其原因，风水先生告诉他说，

如果给他们祖人用上这眼穴地，自己

的双眼必瞎无疑！

老当家的听后，心想我们用上这

眼穴地之后，风水先生如果真的双目

失明了，我们把他当着自家的老辈人

养起来，今后他也不必再为生计南跑

北奔的了，就在这儿颐养天年，岂不

是双方都有利可图、成就了一双好事

？

老当家的把这个想法向风水先生

合盘托出，诚心相告，风水先生坚决

不应承。于是，老当家的不仅自己软

磨软泡，天天做老先生的工作，而且

让家里一大帮子晚辈天天来给老先生

请安道福的，生活上更是无微不至地

照料着，风水先生俨然是七份家族里

的老祖宗啊！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风水先生

在七份家族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感天

动地的软磨软泡里终于应承了老当家

的，但他提出要老当家的要把全村的

族长、会首等头面人物请来，签下契

约，他才肯正式答应。于是，老当家

的依着老先生的要求一一办理妥当，

之后便是开始买地、选穴、建墓、迁

坟，成就了七份老当家的心愿。

原来，这眼宝地就在中石现村西

北面棘子顶下泊地里，七份的老祖宗

用上了这眼穴地之后，风水先生真的

双目失明了！

几年过去了，七份老当家的驾鹤

西去了，双目失明的风水先生却依然

建在。后来，七份新当家的命人把风

水先生送到磨坊里推磨去了，他说他

们家里不养活闲人。古稀之年的老先

生，天天瞎眼摸索地在磨坊里推磨磨

面，已是温饱都无人关心了。村里人

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对于七份人和

七份新当家的的背信弃义和不守承诺

恨之入骨，但也是无能为力。

又是几年过去了，一天一个乞丐

模样的中年男人来到了西石现，他打听

着来到了风水先生推磨的磨坊里。原来

这中年男人是风水先生的徒弟，他们有

约在先，师傅如有七八年不归，徒弟便

沿师傅北上的路线寻找，师傅一路上在

各地店家都留有行走的信息。

师徒抱头痛哭之后，风水先生告

诉徒弟，要想治好自己的双眼一点不

难，只需在半夜子时，去七份祖坟，

撬开坟墓，在坟墓里必能找到一对金

鱼儿，然后带回来用金鱼涂抹双眼，

双眼便会明亮如初了。于是，在这天

晚上风水先生的徒弟去了棘子顶下泊

地里七份的祖坟地里……

于是，这天深夜里，古老的高山

镇突然山摇地动，轰然作响，犹如天

崩地裂……

第二天，人们不仅发现了棘子顶

西山坡烟雾腾腾的大沟，也发现了在

七份磨坊常年推磨磨面的风水先生突

然不见了！

从此，七份家族里生意不兴，人

丁哀亡。于是，人们说，如若不然，

七份会出一皇帝，只因他们不仁不义

，龙才蹦走了，故而棘子顶西坡那沟

称为蹦龙沟。

至于蹦龙沟形成那天夜里古老的

高山镇有无地震发生，不得而知，因

为年代久远无案可查。

奇闻异事：蹦龙沟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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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晚主持人陣容中，女主持人董卿一直都是觀眾

心中最受追捧的主持人，無論是在舞臺上的大氣風格，

還是在私下裡的平易近人，董卿一直給人一種端莊高

雅的氣質。

端莊大方的董卿在收穫成功事業的同時也收穫了

甜蜜的愛情，嫁給業內知名富豪密春雷後，二人不僅
婚姻關係和睦，在事業上也是互不干涉，董卿低調甜
蜜的婚姻生活一直是業內的一段佳話。

然而在今日，卻接連有多位網友在微博上發帖爆
料，董卿老公密春雷不僅拖欠員工工資不還，旗下多
家汽車 4S 店如今也已無法運營，從中可以得知，密春
雷的公司似乎在資金和管理上出現了巨大的問題。

從網友爆料的資訊中能夠得知，董卿老公的名聲在
工人心中似乎並不是很好，如果爆料屬實，那麼董卿
老公如今的狀態仿佛劉濤的老公陳珂，只不過唯一不
同的是，董卿老公並沒有合理解決員工工資的問題。

密春雷不作回應，董卿卻被拍到帶兒子在東京度
假，身邊還有神秘帥哥作陪。不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網友們的爆料中並未曬出合同以及具有價值性的證據，
爆料的真實性還有待確認。

不過倘若爆料為真，董卿老公不僅遭遇到了嚴重

的金融問題，作為老闆的信用也受到了巨大的質疑。
如今對於負面爭議，董卿與老公密春雷仍未作出回應，
希望在接下來，時間能夠給大家一個真相，作為當事
人的董卿與老公也能給大家一個交代！

                                                               ( 文學城 )

範冰冰曾經叱吒風雲娛樂圈，如今則變得低調了許
多。從曾經娛樂圈一姐，到現在的摧心折骨。

最近範冰冰接受了外媒《紐約時報》的專訪。在專
訪中範冰冰十分的謙虛有禮貌。沒有了當年“范爺”的
氣焰，坦誠如今是人生低谷。她這樣說道：這也許是我
人生或者我工作中的低谷，但這個低谷實際上是好事，
它能讓我冷靜下來思考我的未來想做什麼。

未來範冰冰想要什麼？看她的行動便可知道：想複
出，嘗試數次後，網友反應比較強烈，於是創業做自己
品牌的面膜。至少現在來看，如今範冰冰短期內複出無
望！

範冰冰表示對此十分無奈，後悔自己當初的行為，
她哽咽的表示：自己不會在擁有最好的一切了！如今的
冰冰與之前高調的自己相差很大，對她來說，這也算是
一種成長。

過去的一年充滿了煎熬，如今又與相戀四年多的未
婚夫李晨分手，未來還要面對很多的壓力，而這些只有
冰冰獨自承擔。

最近工作電影《355》已經開拍，目前劇組在巴黎、
倫敦、摩洛哥等地進行拍攝。不過從影片開拍儀式至
今，都未見範冰冰出現在片場，不知為何。

過去幾個月，不論是參加詩歌朗誦還是街頭被偶遇
抑或是出席電商盛會，網友對此評論都十分激烈。對於
這些現象，她已經習以為常。範冰冰還能重回娛樂圈中
心嗎？我們看歷史！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是驚人的相
似。

範冰冰犯的錯，歷史上也有人同樣犯過，比如劉曉
慶和毛阿敏，他們的行徑甚至比範冰冰還要嚴重。不過
後來還不是翻身了，只不過如今資訊傳播快而廣，範冰
冰才承受了極大的輿論壓力。相信未來範冰冰還是能回
來的，她的商業人設以及帶貨能力依舊存在！

                                                                 ( 搜狐網 )

範冰冰接受《紐約時報》專訪，

        坦言如今摧心折骨

網曝董卿老公拖欠工資，旗下門店已無法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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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 58 歲的林恩·貝拉特是擁有耶魯大學法學和
醫學雙博士學位的學者，也是 9 個女孩的媽媽，一家
人如今生活在紐約曼哈頓。一家九姐妹中，最大的 19
歲，最小的 11 歲，都是金髮碧眼，並無華裔血統，卻
是實實在在的“小中國通”。

正是媽媽的堅持，促成了九姐妹看起來與其他美國
孩子截然不同的成長軌跡。“孩子們是我一生的事業，
而學中文是她們一生的事業。”貝拉特說。

貝拉特博士去過 120 多個國家及地區，但上世紀
80 年代首次到北京大學參與學術交流後，就對中國和
中華文化“一見鍾情”。

她不僅被沉澱幾千年的中華文化所吸引，還清醒地
意識到，中國將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貝拉特說，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長為具有國際視野
的“世界公民”，

在 21 世紀想要達到這個目標，學習中文、瞭解
中國是必由之路。她一直努力尋找和利用紐約所有中
文學習資源，將孩子們置於“沉浸式”的學習環境和
文化氛圍中，以確保她們今後能與中國社會“無縫對
接”。

9 個女兒都有一個以“白”為姓的中文名，都由會
說普通話的保姆帶大，從小就讀于全日制中英文雙語
學校，直到高中才轉入普通學校。

7 月 27 日，在新澤西州伯納德鎮的中文指導老師
家，林恩·貝拉特的大女兒白琳閱讀中文書。新華社
記者 王迎攝“我希望我的孩子們不僅能說好中文，還
能全面瞭解中國的文化和歷史。這在我們家是一件沒
得商量的事。”她強調說。

這份“專制霸道”讓貝拉特仿佛一位“虎媽”。
她也完全認同自己的“虎媽”標籤。“我就是一個‘母
老虎’，我相信孩子們長大後會理解我對她們的嚴格
要求，至少老大現在已經明白了。”她笑著用中文說。

貝拉特說的“老大”是大姐白琳，今年 19 歲，曾
獲得漢語橋比賽全球第三名。被多所名校錄取的她，
因為熱愛中國，選擇了去上海紐約大學攻讀國際政
治——讀書用的可是中文喲。

白琳很享受在上海的便利生活，暑假一回到家反而
覺得有點不習慣。“我最近出門經常忘記帶錢包，因
為在中國只需要帶手機就夠了。”她回憶說，儘管中
文補習佔據了很多節假日，數不清的中文競賽也帶來
不小的學習壓力，但她非常感激母親一直以來的堅持。

7 月 13 日，在新澤西州伯納德鎮的中文指導老師
家，林恩·貝拉特的二女兒白麗（右）和六女兒白蕾
練習中文發音。“中文為我打開了好幾扇門，讓我去
了中國，讓我通過比賽結識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也給
了我比其他同學更多的機會。”白琳立志今後去聯合
國工作。

其他姐妹各自的規劃和興趣也都與中國有關聯。
二姐白麗希望成為一名醫生，今後能去中國貧困地區
參與醫療援助；老三白蓮酷愛藝術，每次去中國總愛
在街頭寫生；老四白蘭已開始在學校開課教抖空竹了；
老五白鷺希望學獸醫，去中國幫助流浪小動物做節育
手術；還在讀初中的白朗也希望追隨大姐的腳步去中
國讀大學，然後留在中國生活，因為“美國沒有那麼
多好玩的東西”。

暑假以來，為了備戰即將於 8 月舉行的中文比賽，
二姐白麗和老六白蕾幾乎每天都在新澤西州的指導老
師林美華家練習演講，主題為“張藝謀的電影世界”。

林老師經驗豐富，帶出過很多冠軍。在她看來，貝
拉特一家人對中文的熱情簡直是很多當地華人家庭都
難以比擬的。

林老師說，近年來“中文熱”席捲美國，但大部分
當地學生學中文是為了拿學分和申請大學，貝拉特家
9 個女兒卻不同，不僅語言能力出色，還熟知中國歷史
和傳統文化，能背詩、會珠算，常去中國旅遊或參加
夏令營，每人都會至少一門中國傳統樂器或才藝，如
中國舞、抖空竹等，參加過不少中國民樂合奏和中文
合唱表演。

最讓“虎媽”津津樂道的是，老八白樂和老九白靚
當年申請入學時，中文測驗順利過關，英文卻不合格，
還差點為此被認定為有“學習障礙”。“這充分說明
她們的中文學習非常成功，當時我別提多自豪了！”
這位心很大的“虎媽”大笑著說。

談到中美關係目前面臨的一些障礙，她並不擔心。
“只要兩國人民繼續保持交流，我相信一切都沒問
題。”

                                                           ( 新華國際 )

耶魯“虎媽”給9個女兒立家規：

學中文是一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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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發起華南虎南非野化訓練專案而讓世界矚目的

“中國虎女”如今境遇淒慘。籌集鉅款耗費精力進行

多年該項目，自己卻被美國丈夫“開除”出局，而打

離婚官司一打就是 7 年，家產沒分到，法庭上的相關

資訊又成了刷屏的“‘華南虎女’夫婦揮霍捐款維持

奢侈生活”的新聞。

好容易去年底法官判了男方要付贍養費，結果拖
到現在也是一分不付，對方說自己窮得每天就吃一兩
鎊的飯，女方在法庭上也說自己如今身無分文。

華南虎是中國的獨特虎種，被認為已基本在野外
滅絕。被稱為“虎女”的中國女子全莉發起華南虎野
化訓練計畫，將中國的華南虎送往南非馴養。

全莉是什麼人？根據她自己的介紹，她 1984 年
從北京大學畢業遠赴歐洲，1989 年獲美國沃頓商學院
MBA 學位，1990 年起擔任了著名時裝品牌 Gucci 的全
球品牌認證官，1997 年，辭職專攻瀕危華南虎的重新
野化，2000 年在英國成立“拯救中國虎國際基金會”，
後在倫敦、北京和香港都有辦公室。

全莉 1990 年與沃頓校友、美國人斯圖爾特·博銳
相識，博銳後來是任職於德意志銀行的高管。2001 年
倆人結婚，博銳離職，倆人定居在一套能一覽泰晤士

河全景的豪宅。
倆人接連放棄高薪工作，投入這項耗費巨大財力

精力的專案中。在《三聯生活週刊》2007 年的一篇報
導中，全莉稱“野生動物保護基本上是一個無底洞……
到現在這個專案已經投入了 1000 萬美元，絕大部分資
金都來自全莉夫婦的個人收入”。

2002 年 5 月，博銳在南非購置 3 萬公頃土地，作
為華南虎野化專案基地，在 11 月成立了中國虎南非信
託機構，作為中國虎野化項目在南非的執行機構，並
在此後提供專案的支援費用。從 2003 年起，陸續有多
隻華南虎從中國的動物園內被運到了這裡。

該專案運作過程中，收穫了大量讚譽，得到過國
內外各界名人的支援，比如成龍（官網形象大使）、
郎朗、演員 Michelle Yeoh 等，名人捐款達百萬，但也
引來了頗多質疑。有人質疑他們的動機是利用項目圈
錢。

2012 年 7 月 24 日，博銳解除了全莉在基金會的職
務，這意味著讓全莉與錢以及她視作一切的老虎完全
“隔絕”。

8 月，全莉向倫敦的高等法院發起了離婚訴訟。官
司一打，就是 7 年，至今未果。

據《環法視野》2018 年 12 月的報導，截至當年官
司已經花去法務費 700 萬英鎊。根據英國《每日郵報》
2013 年 12 月 18 日的報導，和博銳打離婚官司時，全
莉 17 日在法庭上自曝稱，拯救中國虎國際基金會的一
部分款項都被她和丈夫挪用，用於維持自己奢侈的生
活方式。“我們把這些錢用於私人用途。我們去吃豪
華大餐，喝昂貴的酒。”

消息傳回國內，相當一部分人質疑全莉多年的慈
善事業是一場騙局。在國外網站上也有相當數量的新
聞稱，著名的“中國虎女”利用慈善基金維持奢侈生
活。

2013 年 12 月 24 日，全莉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
採訪時稱，報導斷章取義，與實際陳述有出入，公眾
對“拯救中國虎”的捐款，已全部用於老虎專案本身。

“首先要澄清的是，養虎使用的資金，幾乎全部
是我們自己的錢，公眾捐款只占很小一部分。”全莉
對北青報記者說。全莉還表示，她對財務會計這些一
竅不通，這麼些年，丈夫一直告訴她，“慈善、信託
機構和公司”是一體的。那時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
欺騙。“我也問過他，有沒有做違法的事情，他告訴
我沒有”。全莉指出，博銳利用該公益基金違法獲益，
並稱“所有人都被我丈夫利用了”。

而博銳則對記者表示，會證實全莉說的不是真話，
但一時沒有拿出證據。為拯救華南虎而設立的基金會
是離婚大戰中的重要部分。基金會 5000 萬鎊資金的分
配是離婚官司的核心，全莉認為自己該得到的要比博
銳準備分給她的更多。

全莉的律師表示，博銳將所有資產（5000 萬鎊）
都注入了該信託基金，他自己分文未留。這顯然令人
難以置信。該信託基金有“前門”和“後門”，這讓
博銳可以在任何時間將資金轉移出來。

全莉說，博銳通過建立信託機構來“偷走”部分
本屬於她的財富，她認為應該得到 2500 萬英鎊的財
產。博銳對全莉的指控予以了否認。

據彭博資訊，官司的關鍵在於這筆信託資金是否
屬於婚後財產，以及根據婚姻訴訟法，男方是否能從
中受益。據媒體報導，法官 Paul Coleridge 認為倆人的
行為是極大程度地不誠實，同時懷疑博銳想通過基金
會來避稅等。法官決定，凍結基金會的幾乎全部財產。

據《北京青年報》，2014 年 1 月，博銳在法庭上
展示了另外一位獨立董事 David Thomas 的證詞，稱全
莉的指控完全是虛假的，是為了在離婚中爭財產。

據《每日電訊報》，2014 年 10 月的聽證會上，博
銳再次否定了全莉對他將基金花在晚宴和酒水上的指

   曾世界矚目中國虎女落慘境，

富豪前夫不付贍養費靠救濟



37美南周刊   2019 年 8 月 30 日 焦點人物 - 下

控。
博銳回應道，全莉完全是在撒謊，他沒有動過基

金中的一分錢，全莉試圖毀滅一起建立起來的基金會。
法官 Paul Coleridge 判決，這筆財產不屬於婚後

財產。法官認可博銳沒有不恰當使用基金的行為的說
法，並且指責全莉不能被信任。基金會獨立董事 David 
Thomas 對這一結果很高興，因為“慈善財產可以免受
侵犯”。

全莉對這樣的判定感到失落，標記法官的判斷依
據中缺乏一些細節，向上訴法院申請重審獲批。據《每
日電訊報》，全莉也打算向法院訴求她應分得兩人餘
下財產中的大概 200 萬英鎊的財產，包括在倫敦和法
國的房產的部分價值。

2015 年年末，《每日電訊報》的記者試圖聯繫與
基金會在倫敦的慈善會分部聯繫，但據說已經在 6 個
月之前搬走了。2018 年 12 月，倫敦的高等法院舉行
聽證會，法官 Nicholas Mostyn 有了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博銳“並不誠實”。
Mostyn 表示，博銳用中國虎基金會隱藏資金，以

在長期而痛苦的離婚大戰中獲益。法官判令博銳每月
付給全莉 5300 英鎊的贍養費。

全莉的律師表示，等了 6 年，全莉終於得到了公
正。全莉向法官提到，2001 年博銳訴訟德意志銀行誹
謗，把得來的約 2000 萬英鎊投入老虎基金。據 Fast 
Company，博銳通過投資木材和太陽能來支持老虎的
生態野化，也把自己的 2500 萬美元的積蓄用於此。

在這場聽證會上，博銳因發表“幼稚和滑稽”的
評論而被法官斥責。他說，由於有化學專業知識，他
能“合成可卡因”“可能能夠作為毒販而賺錢”。

博銳沒有請律師，他告訴媒體自己會上訴。博銳
因沒有付一分錢贍養費，最近被全莉再次告上法庭。

據《每日郵報》，倫敦高等法院近日就此舉行了
聽證會。全莉的律師說，博銳沒有兌現每月應付的

5300 英鎊贍養費，現已欠款約 3.8 萬英鎊，全莉在想
方設法迫使博銳還清。

50 多歲的博銳表示，因為資金全部投入老虎事業，
現窮困潦倒，靠親人朋友接濟。而同樣 50 多歲的全莉
也聲稱自己身無分文。博銳當天沒有現身，他與法官
電話對話，並表態，“自己很想這麼做，任何能讓這
件事畫上句號的行為，他都願意”。

法官回應，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開始給錢，但博銳
卻仍然表示 : “如果我有辦法，我當然會這麼做。”50
多歲的博銳向法官表示，自己現居曼谷的一個沒有熱
水的公寓裡，吃的也是街頭一到兩鎊的餐飯。他現在
完全依賴朋友和家人來接濟他。

據《每日郵報》，自全莉被趕出基金董事會後，
她也失去了對老虎的監護。她認為，博銳把他們的共
有財產全部轉到境外信託，包括用於南非野生基地的
2300 萬英鎊。

在《每日郵報》關於今年最次這次聽證會的報導
中，全莉指責博銳以建造華南虎南非基地為由，創建
了一個價值 5000 萬英鎊的境外基金，實際是用於己
用。

全莉聲稱，這個海外信託是由非常複雜的金融結
構所保護，並不透明。全莉說，“博銳有全部的權利，
而自己除了一個不活躍的銀行帳戶之外，什麼也沒有。
我也不清楚他到底帶走了多少”。

對此，博銳反駁道，“我把所有的錢都用於拯救
中國虎，現在明顯是一分錢也沒有”。

                                                        ( 正商參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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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壇曾經的一代男神，混血男歌手費翔出道 30 多
年，上世紀 80 年代在寶島臺灣走紅，90 年代又赴美發
展，參與百老匯音樂劇演出。1987 年，作為第一位到
央視春晚上表演的臺灣歌手，他以《冬天裡的一把火》
迅速走紅，成功掀起一波費翔熱潮。據說，當時有許
多少女為他寫情書寄到央視。

誰知不久前，網上曝出一些他的超近自拍，模樣改
變超多，緒起長鬍鬚的他，與以前的形像可以說判若
兩人，令一些“嚇壞”的粉絲感覺十分唏噓：歲月不
饒人！這位鬍子大哥是誰？

日前，費翔在微博罕見曬出自拍，剃掉了一臉大鬍
子的他似乎又帥回來了。

費翔日前在微博曬自拍並拍戲近況，隨著電影即將
完成，劇組也獎勵讓他放假，費翔還興奮發文問 " 我應
該去哪裡呢？ " 而在自拍照中，照片中的費翔戴著黑色
的帽子，眼神堅毅，五官面容看上去更加深邃，1960
年出生的他已經 59 歲，可以說仍是中年老帥哥一枚。

內地的娛樂圈最近很少有費翔的消息。作為一個
在歌壇中十分有地位的老歌手，人們不會對費翔這個

名字看感到陌生，也無
人可以取代他的地位。
雖然歌壇更新換代挺快
的，一茬接一茬的新人
不斷湧現，但誰也無法
否認費翔和他所演繹的
經典老歌的地位。

費翔曾經也是歌壇
中的美男子，他作為一個中美的混血兒，五官非常立
體，年輕的時候真的帥的不行，甚至現在很多的小鮮
肉都沒有他年輕的時候帥。我們可以看到，費翔年輕
的時候皮膚非常好，五官比例完美得讓人無可挑剔。

據說費翔並不是從小就學唱歌，在他考上了斯坦福
之後原本是醫學專業，後來喜歡上了戲劇之後才把自
己的專業轉了。很多人不知道原來費翔居然還是一個
學霸，要知道斯坦福可不是人人想考就那麼容易考的
上的，更別說像他那樣拿全額的獎金，所以這位有著
極致皮囊的歌神也同樣擁有著一顆超凡的大腦。

費翔進入中國歌壇可以說是非常順風順水了，回國

的第二年就開始出了自己的單歌，而且是每年都有很
多首代表作。費翔的歌從一出來就受到了很多人的歡
喜，人氣也在以很快的速度上升了。

費翔曾經有多火？
在 1989 年時，他舉辦了 65 場數的演唱會，這在當

時的樂壇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是足以讓人驚訝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被下面這樣一臉滄桑的費翔嚇壞了。

紛紛關心起，這些年到底發生了什麼。除了跨界去拍
片了，人們最關心的就是費翔的感情問題。要知道，
從上世紀 80 年代，費翔的迷妹就很多，但唯一的緋聞
物件就是女歌手葉倩文，兩人剛出道時曾談過戀愛，
當時兩人才 20 出頭。年輕男女在這個年紀發生的寶貴
感情，往往是無疾而終，他倆也不例外。

說起葉倩文，相信一些 70、80 後的朋友們都非常
熟悉，那首《瀟灑走一回》當年可是火遍兩岸三地，
一句“紅塵呀滾滾，癡癡啊情深，聚散總有時”至今
迴旋在耳畔。在結束與費翔的感情之後，1982 年，葉

倩文認識了生命中那個一直等
待的他。

當時林子祥的妻子吳正元
在唱片公司擔任重要職務，在
她的牽頭下，葉倩文認識了林
子祥。在他的幫助下，葉倩文
迅速取得了絕佳的歌壇成績，
兩人在不斷的接觸中兩顆心也
逐漸走進、相互傾心、感情萌
動了。

1992 年， 葉 倩 文 與 林 子
祥合唱《選擇》並一舉成為經
典，歌詞“就算一切重來，我
也不會改變決定，我選擇了

你，你選擇了我”無比真實地唱出了兩人當時的情深
意濃。

1993 年，葉倩文不顧自己的事業如日中天，公開
承認：我愛林子祥。1995 年，吳正元宣佈與林子祥離
婚，兩年後，36 歲的葉倩文與林子祥結婚，同年宣佈
淡出歌壇。婚後，葉倩文一直很低調，似乎把重心完
全地交給了“經營家庭”。20 多年過去了，兩人感情
一直非常好，而偶爾在公眾場合露面的葉倩文看得出
狀態保持得非常好，完全沒有松垮的家庭婦女的感覺。
現在林子祥 72 歲，葉倩文也已經 57 歲了。而費翔卻
依然孓然一身。                                                                            

                                                                ( 文匯網 )

混血美男顏值崩壞？

58歲費翔微博自拍引唏噓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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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澤天劍橋深造，
被曝就讀全球第五商學院

 8 月 14 日，有網友在社交平臺上
分享了一張章澤天（奶茶妹妹）的學
生證，這張學生證並不是我們所熟知
的奶茶妹妹的母校清華大學，而是劍
橋大學。

 據悉奶茶妹妹的確是要前往劍橋
大學讀研究生，而根據網友的調查發
現章澤天就讀的學院疑似是“劍橋大
學賈奇商學院”，還有“國王學院的
畢業生和研究生”，應該是翻譯上存
在出入，不過奶茶妹妹這是要修雙學
位的節奏啊，實在厲害！

而 截 圖 中 的 Judge Buseness 
School-MBA”正是劍橋大學著名的學
院“賈奇商學院”的 MBA 課程。作為
劍橋大學的黃金學科，含金量定是不
低，奶茶妹妹的學霸人設真是屹立不

倒。
通過網上搜索我們可以瞭解到，在

2017 年 全 球 MBA 排 行 榜 上， 劍 橋 大
學 Judge 商學院排名全球第五。從這間
商學院畢業的學生，百分之九五的人
畢業三個月後便能找到理想工作，畢
業三年平均工資達到 15 萬美元。看來
奶茶妹妹是要好好深造為自己貼金了。

 學生證上的 King&apos;sCollege-
Graduates and postgraduates” 翻 譯 為
“國王學院的畢業生和研究生”，章
澤天就讀的專業應該是金融或者是商
學。章澤天學習這方面的知識，想來
是能幫助老公劉強東管理生意上的事
吧！

 從學生證可以看到，入學時間為
2019 年到 2022 年，可是今年七月份章

澤天仍然在國內，也就是說章澤天最
有可能在下半年入學。在兩年半的時
間內，要完成兩門如此高難度的學科，
章澤天的壓力應該會很大吧！

 章澤天的本科是清華畢業，可是
專業並不是商科，而是健美操專業。
這一點曾經被不少網友取笑，如今章
澤天將要到劍橋深造而且是如此出名
的專業，這一次要狠狠地打網友們的
臉了吧！

 對於章澤天選擇投資自己這一行
為，不少網友表示十分聰明。或許是
經過劉強東美國事件，章澤天明白靠
別人永遠靠不住，靠自己才是正道！
章澤天不僅人美而且有眼光有知識，
不得不說真的是一位成功的女性了！

                                   ( 文學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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