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20年1月20日 星期一
Monday, January 20, 2020

Edward WangEdward Wang 王先生王先生
提供你最佳的服務提供你最佳的服務 好投資好投資 ,, 心動不如行動心動不如行動!!
Cell:Cell: 832832--453453--88688868
Email: realtoredwardwang@gmail.comEmail: realtoredwardwang@gmail.com
Address:Address: 28402840 Commercial Center Blvd #Commercial Center Blvd #104104, Katy, TX, Katy, TX 7749477494



BB22法治天地
星期一       2020年1月20日       Monday, January 20, 2020

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不仅名字鲜有

人知，甚至很少有人能够读对：“睒”音

同“闪”，有闪烁的意思。

比起他名字的“闪烁”，钟睒睒本人

要低调得多。但在2020年前后，66岁的

钟睒睒却频繁地被推到聚光灯下——2019

年最后一天，他旗下公司万泰沧海拿到国

产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首个获批书

，令国内HPV疫苗市场兴奋不已；今年1

月10日，农夫山泉因武夷山国家森林公

园“毁林取水”的争议被戏称为“大自然

的拆迁队”。

短短10来天经历了“大喜大悲”的

钟睒睒，拥有的企业远不止上述两家，90

后熟知的“成长快乐”也是他旗下公司养

生堂的品牌，“养生堂龟鳖丸”则是另一

让养生堂名声大噪的产品。

天眼查显示，钟睒睒的商业版图包括

113家公司，他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就

有93家。其中注册资本在百万级别的企

业共有25家，千万级别的企业有42家，

上亿级别的企业有9家。涉及的品牌还包

括朵而、农夫山泉、农夫果园、尖叫、茶

π、东方树叶、维他命水、水溶C100、

清嘴、母亲牛肉棒等。

早年间做过浙江日报记者、种过蘑菇

、搞过保健品、卖过饮料……钟睒睒颇具

故事性的跨界经历，给他的创业史涂上了

一层传奇的色彩。而今年，这位花甲老人

是否迎来了他的“水逆”期呢？

第一桶金：靠“养生堂龟鳖丸”赚到第一

个1000万

1993年10月，钟睒睒在海口成立海

南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研制出“养生堂

龟鳖丸”。这种药丸以天然龟鳖为原料，

用现代超低温冷冻技术把全龟全鳖化成微

粉。

短短一年时间，“养生堂龟鳖丸”就

从海南卖到全国，钟睒睒也因此赚得人生

的第一个1000万。

2001年，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绿色北

京志愿者通过网络发起抵制海南养生堂宣

传食用野生龟鳖的事取得进展。4月10日

，海南养生堂龟鳖丸停产。

在一片抗议声中引起的市场萎缩是龟

鳖丸停产的重要原因。继东北市场之后，

北京、上海、武汉市场均日益萎缩。他们

的广告宣传，引起了消费者的反感和国家

动植物保护部门的干涉。

作为卖保健品起家的养生堂，除了龟

鳖丸，1995年还上市了养生堂朵而胶囊，

其广告语是“以内养外，补血养颜，肌肤

细腻红润有光泽”。

养生堂药业官网显示，目前公司产品

线已覆盖内服美容品、儿童营养品、健康

养生品等领域，打造的知名产品有养生堂

朵而胶囊和成长快乐系列产品，以及各种

维生素、微量元素健康产品。

假手“健康概念”，农夫山泉两次“水战

”抢下市场

1996年，已经拥有千万身价的钟睒睒

回到杭州建立浙江千岛湖养生堂饮用水有

限公司（农夫山泉前身）。2006年，钟睒

睒把公司名改成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农夫山泉决定做天然水时，娃哈哈、

乐百氏在纯净水领域的两强垄断形势初显

。当时，纯净水在饮用水市场占比超过

95%，天然水不足5%。

2000年4月，钟睒睒突然爆出炸雷，

宣称纯净水对健康无益，决定停产纯净水

，转而生产天然水。他发起了一连串贬低

纯净水的舆论攻势，还搞出各类对比实验

来印证这套理论。

众多纯净水企业为此联合提交了对农

夫山泉“不正当竞争”的申诉。最终，农

夫山泉被罚款20万元。

事实上，水在人体内主要作用是促进

人体新陈代谢，并非给人体提供营养。即

便是“含有更多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矿

泉水，也无法补充人体骨骼发育所需的钙

、镁等重要矿物元素。

中饮协《关于饮用纯净水的安全声明

》也提到：作为指导各国安全饮水的权威

文件，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水质准则》

从未对水中矿物质含量做过任何推荐。目

前，没有权威研究证明日常喝纯净水会危

及健康。

不管最终的科学结论如何，这场“水

战”的市场结果却是天然水很快大行其道

。

2007年，农夫山泉盯上了康师傅。当

时，康师傅矿物质水年销售额已达几十亿

，成为行业新的老大。这一次的话题焦点

是“水的酸碱性”。

其理论依据是，刚出生的婴儿体内

PH值为7.5，随着年龄增长PH值慢慢下降

，到人死的时候PH值大约为6.5。由此得

出人应该饮用弱碱性水，以保持体内碱性

环境，这样才会更健康。

矿泉水酸碱性实验一度引起大众对

“水质”的恐慌。虽然当时不乏很多专家

辟谣，称“人体需要碱性水”的说法缺乏

科学依据，但大部分消费者仍相信那些偏

碱性的“蓝色水”才是安全健康的水。

主打“弱碱性水”的农夫山泉借此坐

上了水饮市场的头把交椅，并顺利完成1

元水到2元水的涨价。

然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饮用水

指南（第四版）》明确指出“没有基于健

康考虑的饮用水pH推荐值”。事实上，

水的酸碱度并不是衡量水质健康性的指标

。人体内环境不会因为喝下人体能够承受

的酸碱物质改变本身的酸碱度。此外，弱

碱水喝下后在胃肠道内部就会被中和，并

不会被人体吸收。

两次“水战”，农夫山泉受益巨大。

2018年年底，冲刺了10年的农夫山泉终

止了上市辅导，对外的理由是公司现金充

裕。农夫山泉确实不差钱，当时对外公布

的数据显示，2018年农夫山泉实现净利润

高达36.16亿元，盈利能力和规模为国内

行业之最。这也是外界第一次明确知道，

农夫山泉到底有多赚钱。

农夫山泉最致命的公关危机之一：水质

“标准门”

在这一次“毁林取水”争议之前，钟

睒睒的农夫山泉在成长路上一路树敌，一

直争议不断。

其中，2013年的“标准门”事件是农

夫山泉遇到的最致命的公关危机之一。

2013年3月8日，消费者李女士投诉

称，其公司购买的多瓶未开封农夫山泉

380ml饮用天然水中出现很多黑色不明物

。发现这些水中黑色不明物后，李女士曾

与农夫山泉联系，但她认为农夫山泉并未

解答其黑色不明物究竟是何物的疑问。

3月15日，农夫山泉通过官方微博回

应称，细小沉淀物实为天然矿物元素析出

所致。经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符合国家

标准中的各项安全指标，并不影响饮用，

亦无安全问题。

3月25日，有网站爆料《农夫山泉丹

江口水源地垃圾围城，水质堪忧》，将农

夫山泉又一次推上风口浪尖。

4月，当时的京华时报参与了报道，

连续28天以连续67个版面、76篇报道，

称农夫山泉“标准不如自来水”、浙江水

标准8年原地踏步、农夫山泉遭饮用水协

会除名等，引发不少市民对饮用水问题的

强烈担忧。

随后，农夫山泉在官方微博作出“激

烈”回应，不仅称其产品品质始终高于国

家现有任何饮用水标准，远远优于现行自

来水标准，还直指针对农夫山泉的一系列

报道是华润怡宝蓄意策划的。

5月6日，北京市质监局介入调查，北

京市桶装饮用水销售行业协会下发通知，

要求各销售企业即刻对农夫山泉桶装饮用

水产品做下架处理。同日，农夫山泉宣布

已经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京华时报赔偿名誉权损失2亿元。

直到4年后的2017年6月22日，农夫

山泉官微发布公告称“四年过去，经过种

种努力，最终无果”，已经撤销对京华时

报的诉讼。

时至今日，虽然大家在事后的梳理中

发现“标准门”事件中诸多匪夷所思的细

节，但“标准门”带给农夫山泉的负面影

响却不言而喻。

跨界生产宫颈癌疫苗 背后是更大的潜在

财富

这两年，HPV疫苗接种是中国年轻女

性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而钟睒睒则在多

年前就已经关注到这一领域。

从数据来看，在女性恶性肿瘤疾病中

，宫颈癌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而99.7%

的宫颈癌都由HPV感染所致，HPV疫苗

则是用来预防女性宫颈癌的。根据疫苗覆

盖的病毒亚型种类区分，目前市面上HPV

疫苗大致分为2价、4价和9价等，防治的

病毒类型也随着价数提高而增多。

2019年12月31日，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消息，万泰沧海的2价HPV疫苗上市

注册申请获批，这也是首家获批的国产

HPV疫苗。需要指出的是，钟睒睒是万泰

沧海的实际控制人。

在钟睒睒的国产HPV疫苗获准上市

以前，市面上的宫颈癌疫苗产品主要由美

国默沙东和英国GSK（葛兰素史克）两家

公司主导。在这样的背景下，万泰沧海拿

到的获准书被视为打破了进口疫苗垄断，

中国也成为英美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具备宫

颈癌疫苗自主供应能力的国家。

对于钟睒睒来说，上个月的好消息并

不只有这一个。

万泰沧海母公司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泰生物”）在

2019年5月就已经提交IPO申请，2019年

12月26日万泰生物成功过会。来自天眼

查的数据显示，穿透后钟睒睒持万泰生物

股份超过80%。即便IPO发行后，其实际

控制的股份比例也不低于75%。

万泰生物成立于1991年，2001年11

月在第四次股权转让后转至钟睒睒手中。

2002年，万泰生物开始宫颈癌疫苗研发。

2005年，万泰生物成立子公司厦门万泰，

疫苗板块业务就是这个时候交给了厦门万

泰。

也就是说，在2019年年底，钟睒睒

不仅拿到了第一张国产HPV疫苗上市批

准单，也在放弃农夫山泉上市辅导后，从

另一家公司身上获得了A股通行证。

如此种种，将给钟睒睒带来更大的潜

在财富。

不过，在此次HPV疫苗获批生产之

前，万泰沧海的疫苗业务表现并不算好。

直到2019年，其在销的产品也只有2012

年上市的戊肝疫苗，且销售额不高，对公

司收入贡献不足1%。另外，相对于4价、

9价接种情况火爆，2价疫苗在市场上是相

对遇冷的。

也就是说，钟睒睒这一次跨界是否能

够圆满成功，目前的“毁林取水”争议又

是否会给未来万泰生物的股价造成负面影

响，还是未知数。

农夫山泉被指“毁林取水”
跨界隐形富豪钟睒睒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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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美国教育委员会近日汇总了全美

42个州州长的2017年施政演说，并从中归纳出

各州2017年教育施政的几大优先事项。

一是中小学经费优先。中小学教育经费

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各州政府财政的主要支

出项目。32 位州长在年初的施政演说中，

纷纷将中小学教育列为优先议题，内容包

括增加中小学经费、调整相关经费措施并

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州长更是强

调将中小学经费聚焦于促进教育公平、改

善薄弱学校等。

二是加强职业生涯发展与科技教育。24位

州长都认同职业生涯教育培训与经济发展有密

切关系，为了弥合工作岗位与职业技能的落差

，州政府将增加职业生涯与科技教育的经费、

与企业合作培训特殊专门技术人员、开设在职

进修课程等。

三是招募优秀教师，改善教师待遇。教师

是学生学习成就的关键，17位州长将招募优秀

教师列为优先议题。由于美国多地出现师资不

足的现象，部分州长强调2017年将积极改善教

师待遇，提供教师专业成长的机会。

四是推动可负担的高等教育。美国高等教

育的高昂学费，使许多学生望而却步。15位州

长提出高质量且可负担的高等教育蓝图，主要

措施包括控制学费涨幅、提高奖学金、提供免

学费的社区及技术学院等。

五是提升科技运用。科技的运用被列为学

校的重要辅助教学手段，11位州长在施政演说

中强调将改进教师与学生的科技运用，包括提

供高速网络，升级教学的科技设备等。

六是重视学生的学校选择权。美国新任教

育部长贝齐· 德沃斯是教育选择权的倡议者，

尽管目前新措施尚未出炉，但已有10位州长作

出响应，主张学生有权选择学校，相关措施包

括扩大教育储蓄账户等。

2017年美國教育聚焦六大優先事項

托福是学子们留学美国需要参加的考

试，然而，有些学子们留学美国研究生是

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的。本文中，与大家

分享五种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就可以申请

美国研究生的情况，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

帮助。

一、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本科生

我们指的是从高中毕业后就进入海外

高校攻读本科的学生，这里的海外高校包

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

国家。我们在浏览美国大学网站的时候都

会看到这样的信息：”All applicant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but have re-

ceived their entir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can be

waived the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海本学生凭借这一规定可以轻松躲开学校

严格的语言要求，这是海本学生享受到最

大的一项福利。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

传播学院，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托福114分

之上。而海外本科生则不用顾虑这一点，

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和经历在gre以及实习活

动上。

二、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转学生

有些中国学生在国内读大学期间，转

到国外继续本科学习，通常在1-3年内完成

本科学位，并不需要四年时间。他们的特

殊之处在于，一方面可以拿到美国大学学

位，另一方面他们的教育经历只有一部分

是在国外。从第一点他们是可以免掉托福

考试。但是严格来说，有的学校要求全部

大学学业必须都在海外。例如普林斯顿大

学规定只有以下情况可以免考托福“appli-

cants who have received their entire under-

graduate education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根据普林斯顿的要求，转学生就要

参加托福考试了。再看看哥伦比亚大学研

究生院规定 “Applicants who have studied

for at least two years at a U.

S. institution can exempt

from TOEFL or IELTS”根

据这个说明，只要在申请的

时候在美国读书满两年时间

，就可以不用提交托福成绩

了。但是如果只在美国读了

一年，就要参加托福考试了

。

给大家的建议：如果时

间充裕，尽量参加托福考试

，不要到美国研究生留学申

请关键时刻发现学校要求提

供托福成绩，每年都有学生

因为这样的情况而错过截止

日期，非常可惜。

三、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

国内外高校开展的合作办学项目，按照2+2

或者3+1的模式完成本科学位。跟转学生的

情况比较相似，他们也是有部分教育经历

在国外完成。合作办学的项目通常最多可

以有两年的时间在海外学习。上一条我们

提到有些学校可以给“在海外学习两年以

上的学生免考托福”的要求不同，这样学

生在申请美国研究生的时候，往往是只完

成了一年的学业，不符合大多数学校的免

考要求。建议这些项目的同学们，一定要

做托福考试的准备。

四、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硕士研究生

这一点尤为特殊。有些同学在国内完

成本科学位之后，会选择到英美国家学习

硕士课程。这种情况下，经过1-2年的学习

，他们可以获得硕士学位。跟本科学位不

同，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即使从研究生

一年开始在国外读书，也不能完全确定可

以免掉托福成绩。之前有学校明确规定只

有本科生可以免考托福。硕士必须考托福

。尤其是在英国完成硕士课程只需要一年

。很多美国大学仍会要求这部分去美国读

研究生的孩纸提供托福成绩。

五、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工作人员

在我们接触的MBA申请者中，有一部

分是在英美加等国家工作多年。这部分申

请者一般是要提供TOEFL成绩的。但是也

有个别情况，有些学校规定，只要申请人

在美国工作两年或更长时间，即可免掉托

福成绩。

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要考托福成绩的

。比如Vanderbilt University范德堡大学对于

免托福的要求是“applicants have lived and

worked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for

the past two or more years.”

留學美國研究生
這些人不需要考托福

去美国留学的国内学生一般

会有或多或少的名校情结，那么

申请美国名校的话，有什么技巧

呢？今天就来为各位进行详细介

绍，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

自身硬件条件是敲门砖

美国TOP30院校对硬件条件

要求较高，托福成绩105分以上，

或雅思成绩7.0以上，SAT2100分

以上(旧分制)，GPA3.6 以上。如

果申请硕士，还要提供GRE成绩

，商科需要提供GMAT成绩。

硬件条件满足，基本可以入

招生官的法眼，当然这不是唯一

录取标准，但这是录取的主要因

素。所以想突破美国TOP30名校

，申请者在学习成绩及语言成绩

一定努力刷分，提前做好准备。

背景提升是拉开竞争者距离
的关键

美国院校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除了考评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

考评学生的毕业院校背景、领导力

、创新能力、是否有特长、获得过

奖项、是否有爱心、课外活动、社

会经历等。如果申请者学习成绩优

秀，但活动背景一片空白，背景没

有亮点，由于竞争激烈，很容易被

淹没在申请大军中。

如果学习成绩一般，可以在

背景提升方面来弥补不足，为申

请加分。建议申请者提前一年准

备，多参与课外活动。

选择背景提升项目要与申请

院校相匹配。美国名校招生官虽

然非常想看到学生成功参加的一

系列科研实习项目，但更想看到

的是学生是否具备取得成功的能

力，以及未来能够在本研究领域

内做出什么贡献。在申请过程中

，不要只告诉招生官你有多优秀

，而要告诉他们你的优秀是否与

他们的需要相匹配。

院校不同，招生官录取标准
各有不同

1、哈佛大学(HarvardUniversity)

招生官在几个不同的方面使用

代码来给申请人评分——学业方面

的、学业以外的贡献、个人素质等

，但最后并不会将他们综合起来，

给申请人排名次、排次序。

2、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

招生官从多个不同的方面给

学生评分一学业方面的、非学业

方面的、老师推荐、面试评价。

但这种评分不会作为一种公式来

决定录取谁、不录取谁。这些评

分仅仅是一个记号。

3、杜克大学(DukeUniversity)

招生官有六种评分，包括学

业能力、班级表现、标准化成绩

、课外活动、申请短文、以及推

荐信与面试结果的综合考察。

4、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

sity)

招生官对学生的评分有两种

，一种是对学业能力的评分，主

要是根据客观的标准打分。通常

用学业指数作为这个评分，但招

生官员可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对这

个分值进行加减，以进一步区分

候选人。另一个评分是关于个人

的素质，主要通过个人性格加上

课外活动、老师评语和学生作文

来综合评定。

明确自己的定位和未来职业
规划

申请美国名校，有的院校需

要通过skype或电话面试，招生官

会问及申请者的未来规划，在面

试前最好理清思路，就读该专业

的未来规划、未来发展方向，让

招生官明白你是否喜欢该专业，

明确自己的定位。

选择院校和专业切忌盲目追风，

专业选择关系到未来职业方向，

要明确自己是否对该专业感兴趣

，将来才能在该领域更好的发挥

自己的内在潜力。

美国留学名校的申请
技巧你熟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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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ofo要债两年多

从北京西开往拉萨的Z21次列车

，每天 20点发车，第二天中午 12点

17分，能够抵达张师瑜的老家兰州。

2020年 1月 2日，19点 45分，他默默

走到检票口，反复核对了两次手中的

车票和墙上电子屏，哼笑了一声说，

新的一年，无论结果如何，都在他心

里有了了结，他会努力再站起来。

2017年，张师瑜看中了共享单车

的“红海”，贷款买了7辆厢货，成

了ofo小黄车在甘肃兰州的合作伙伴

，负责自行车的运输服务，一时间风

生水起，他又贷款将货车增至25辆。

可随后的合作ofo陆续拖欠近80万元

服务款项。跨越1500多公里，张师瑜

来到北京总公司讨债6次，均无果。1

月1日，带着没钱过年的急迫，他第7

次北上，但迎接他的是始终打不通的

电话和人去楼空。

从 2年前的意气风发，到 1年前

的负债累累，又变成了现在的无可奈

何。他说：“我曾经以为自己找到了

一个风口，而且会持续地站在上面，

至少不会那么快掉下去，可谁知下一

秒就跌进了谷底。”

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第二次见到张师瑜，是在 1月 2

日的北京火车西站候车室里。他坐在

候车室的椅子上，一件敞着怀的单薄

毛呢外套里，是一身墨蓝色的休闲西

装。一个布面文件包搭在双腿上，左

手攥着包提手，右手拇指在举着的手

机屏幕上缓缓滑动，眼镜背后一脸严

肃。见到熟人的刹那，他脸上会露出

微笑，礼貌，却透着疲惫。

“毕业之后，我在事业单位上班

，后来升职，我是我们那最年轻的领

导，但日子总能看到头，我想要的不

是这样的生活。”在不熟悉人面前，

张师瑜常说自己的选择永远不后悔，

但被问及“有正经工作”的那段日子

，他却不愿意过多提及。

他想要的生活，从辞职的那一刻

开始了。2013年底，他创业开办了一

家公司，主要做“光伏”生意，与太

阳能打了2年多的交道，后来他决定

转行，但转去哪个行业？还没目标。

2017年 5月，从朋友的口中，他

敏锐地嗅到了机会，“当时ofo刚进

校园里，我朋友说因为时间不固定，

ofo找不到物流，没人乐意帮着拉车，

我觉得这事靠谱啊。”

将公司营业范围加入了“运输”

后，张师瑜找到了ofo兰州地区负责

运营的经理，那一次交流，他用“一

拍即合”四个字形容，“他们正缺这

样的公司，当时给的条件是一辆车一

天700块，他们ofo提供1个调度员跟

车，我提供车、司机、包油费，还有

13%税点的发票。我算过，我的成本

一天大约是500块左右，赚钱是稳的

。”

迅速扩张，心里也没底！

于是，张师瑜的公司与企查查上

显示为ofo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签订了为期1年的合同

。合同从2017年 7月开始，在此之前

，张师瑜要将一切工作准备就绪。

7辆4.2米长的厢货车，约90万元

的首付款，除了有他的全部积蓄，还

有父母的一点赞助。因为一次性购车

多，车行还给他举办了交车仪式，7

辆货车排成一排，每一辆车前方都扎

着大红花，风挡玻璃两侧的倒车镜拴

上了喜庆的红布条，无论是当时还是

现在回想，张师瑜都觉得气场十足。

提车后，为了让人更明确自己的

车辆是为ofo小黄车服务的，他还找

专业的喷绘师傅，将车两侧喷涂上了

黄色的“ofo小黄车调度车”标志，那

时在他的心里，ofo小黄车很牛，在当

地很吃得开，应该有靠山，有了这样

的标志，会给自己的车辆免去很多麻

烦。

然后，他又开出高于市场的工资

，雇了约10位司机。进入7月，按照

合同约定，他开始提供运输服务。运

输的前两三个月，每天早上七八点钟

就要出车，正常应该晚上6点收工，

但因为ofo小黄车当时太火了，他带

着司机常常要熬夜，“当时小黄车的

投入量特别大，还要跟摩拜之类的其

他共享单车抢市场、抢地盘，我们每

天满负荷的运输，都无法满足。”张

师瑜说，那时确实累，但是每天心里

都在笑着肯定自己抓住了商机，“那

时候ofo这边的经理天天催我加车，

说他们不够用。势头真的很猛，我也

很信任他们，到2017年10月份之前，

我又分3次买了18辆厢货。”

18辆车里，有7辆是朋友见他风

生水起，希望以车入股投资的，剩下

11辆的首付款，他借遍了亲戚、朋友

，又瞒着家人，透空了6张信用卡总

计约五六十万元的额度。配合公司扩

大，员工也增至了50人。

最壮观的一次运输，是 ofo 要求

他在雨夜，转移校园内的3000辆小黄

车，张师瑜拍的小视频留在了朋友圈

中，视频中18辆厢货在路边一字排开

，他骄傲地说了2次：“像不像火车

！”

“当时我对扩张的这么迅速，其

实心里也没多少底儿，但按照10月份

之前的情况，每个月能挣三四十万，

虽然还了车贷、开了工资最后不剩钱

，但我想最后即使不干了，我也能剩

下车，对吧？”张师瑜冲着记者抬了

一下下巴，反问道。

然而这个反问，还没来得及等到

任何肯定的语言或表情，张师瑜脸上

又浮起了尴尬的笑，“不是当初很傻

很天真，也不会有这两年这么多的纠

缠了。”

对方是放烟雾弹的老手

按照约定，张师瑜当月提供服务

后，ofo方面会在次月结清款项，但

2017年10月份之后，双方又签了一份

补充协议，每辆车每天的费用降到了

600元，但降价之后是服务款一拖再

拖。他多次去兰州ofo要账，但城市

经理换了四五个，每次去都要重复一

次经过，而得到的回复都是“那是以

前经理的事”。

为了给员工开工资，他开始借高

利息网贷。为了要钱，他只能只身前

往北京，找到ofo位于理想国际大厦

的总部，要回了2个月的欠款。

那时网络上还充斥着 ofo 各种融

资的消息，对于融资的结果，张师瑜

不用看新闻就能知道，因为只要融资

成功，他的银行卡里就会有ofo服务

款的进账，没有一次例外。

“我2018年还参加了他们的年会

，场面特别盛大，现在想想，也许是

假象。”面对当时想没想过就此不干

的问题，张师瑜再次反问，“你觉得

可能吗？我当时投入了那么多，不干

了什么都没有，而且还有跟他们的合

同约定，不干了就是我违约。我就想

咬咬牙，坚持一年，把这些车贷都还

完，车卖了就有钱还各种债了。”

2018年3月份，6月份，11月份，

张师瑜又三次来到北京。3月份ofo方

面只给他打过1个月的服务款；6月份

ofo方面经理接待他后，没了下文；11

月份ofo公司总部从原来地址搬到了互

联网金融中心，他跟记者一样，被挡

在了玻璃门外，虽然后续有人出面与

他沟通，但也是“只听雷响，不见下

雨”。

2019年 8月，他不打算再等，带

着所有合同和账目，来到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经过法院民事调解，东

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向

张师瑜的公司支付运输服务费合计

75.4890万元，从2019年 9月开始，每

个月的25日支付10万元，共支付8期

，最后一期一次性支付5.4890万元。

“他们是放烟雾弹的老手儿，跟我说

，我的钱对于他们来说不多，所以会

支付给我，但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而

且当时5674元的案件受理费，他们也

要我出。”

“如任何一期款项未按期足额履

行支付义务……可就剩余全部款项申

请强制执行。”调解书中的这句话，

其实是给张师瑜吃了定心丸的，可结

果让他始料未及，“应该给付第一期

的时候，他们就没给我。我给他们打

电话，也没有人接。”

想要申请强制执行，张师瑜需要

再次来到北京，选择2020年1月1日这

个时间，是因为实在没钱过年了。

2年多里，只有36岁的张师瑜，

已经长了不少白发。而不止是发色，

他的生活也发生着变化，兰州烧天然

气取暖，他家里控制开关的阀门3天

才开一次；原来出去大手大脚，钱包

里随时放着现金，现在钱包成了卡包

，放的多是不能再透支的各种信用卡

；25辆厢货车的贷款虽然都还完了，

但因为为ofo提供运输服务时，经常

在高峰限行时市内行驶，每辆车都有

很多交通违法记录，所以从2018年 9

月底，担心车辆上路被拦后强制收走

，他不敢接任何运输的活计。

“现在朋友和亲人的几十万还都

欠着，信用卡为了不逾期，我还了取

，取了还，用1万现金反复存取来还

那五六十万的卡账，网贷36万分3年

，三年大约一共本息要还70多万。”

张师瑜说，”因为这个事牵绊着，我

不是在要账的路上，就是在还账的路

上，没有办法去做别的，我父母做点

小生意，老婆怀孕后就在家照顾孩子

，也没有收入，所以现在就只能啃老

。”

1月1日早上8点，下了火车后，

他先去了互联网金融中心，但ofo在

互联网金融中心的总部也人去楼空，

2日一早，他便赶到海淀区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他从法院处要到了ofo方

面留下的联系电话，与之前他手中的

电话不同，但打过去却是停机。

“法院的人接受了我的强制执行

申请，但他们手中的电话也联系不上

人。ofo如果一开始就耍赖，说没钱，

我可能也会认了，但一次次给我希望

，又不兑现，这次我真的是绝望了。

”

新的一年，张师瑜没有想好具体

的打算，但他两次提起“工地卖盒饭

”，他说他有那么多的债要还，再难

也要再爬起来，“卖盒饭也许是好选

择，人人都要吃饭，说不定真的能做

起来……”

ofo创始人戴威出局？

公司法人及高管已变更

天眼查数据显示，1月10日，北

京拜克洛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发生工

商变更，ofo创始人戴威退出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和经理，由朱爱莲接任

。此外，张巳丁退出监事，由袁雪云

接任。

公开信息显示，北京拜克洛克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 8月，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戴威持有该

公司70%的股份，为公司最大股东；

联合创始人杨品杰和于信分别持股

20%和 10%，为公司第二和第三大股

东。

值得注意的是，自2020年开年以

来，ofo运营主体东峡大通（北京）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已新增9条被执行人

信息，累计执行标的约1009万。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办公地址也

从北京市核心区的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58号15层1506搬到了偏远的昌平区回

龙观镇金燕龙大厦2层20227。

仍有1500万待退押金用户

据中新经纬报道，目前仍有约超

过1500万用户在排队等待退押金。

截至目前，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资料显示，ofo运营主体东峡大通被列

为被执行人126次，戴威也已收到34

条限制消费令。

我以为站在风口，谁知却跌进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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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馆是华人在美国的一个主要的产

业，很多新移民来了美国就开餐馆。但是

，刚到美国开中餐馆的前期都会吃不少亏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不熟悉美国的法律

。一些在国内稀松平常的小事，在美国人

看来却可能上升到法律制裁的程度。稍不

注意，就犯了法。今天的故事就讲讲一位

中国老板在美国开中餐馆的过程中吃过的

亏。不知你看完会怎样，反正我是佩服死

美国了。

一、卫生检查能繁琐到什么程度？

在国内开餐馆，只要注册账号，到工

商局交材料开营业执照就可以了。但是在

美国开餐馆除了要这些材料外，还要请律

师、建筑师、工程师准备材料，然后上报

给政府。政府的计划委员会每个月开一次

会，集中讨论审批。走完繁琐的审批程序

，卫生局还会派人来检查卫生情况，真的

可以说是事无巨细了。

例如洗手戴手套这件事：

在戴手套前要洗手，同样地，在更换

手套时也要洗手；

在接触沙拉、水果、三文治、面包等

直接入口的食物前一定要戴上手套；

当员工需要变换工作时，一定要除下

原来的手套，洗手后换上适合新工作的手

套；

如果员工在工作中出现咳嗽、摸头发

、抹面等行为，就要重新洗手，再换上新

的手套；

连续使用4小时后就应更换新的手套

。

再如布菲台(buffet)的规定：

每隔两个小时即对食物进行一次温度

测试，并做下记录；

在冰冻食品处勿用灯光照射，以免提

高食品温度；

食物上方灯俱应有塑料保护罩，以防

破碎玻璃；

布菲台上每类食物处都应放置长柄的

勺，以防客人用手接触食物；

在食物与顾客脸部之间放置塑料质地

保护隔板，以免食物受污染；

不可重复使用已用过的冻块及蔬果雕

饰；

确保客人每次到

布菲台前取食物时

均使用干净的餐碟

。

这些细节都是法

律规定的，必须遵

守。有的卫生局半

年检查一次，有的

一年，每个镇都不

一样。如果有客人

投诉的话，他们随

时会来。比如客人

如果在这里吃饭的

时候回去拉肚子了

，那么他就会到卫

生局去投诉你，说

你的食品不卫生，

卫生局立刻就会派

人来查，这时候你

就必须要给客人一

个满意的答复。

二、美国法律到底

有多严？

中国人讲究中庸

之道，什么事情不

能太绝对，差不多得了。以前听过一个笑

话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去餐馆吃饭，服务

员问你要大碗还是小碗。通常会有人随口

问一句：大碗有多大？小碗有多小？如果

你在中国餐馆，服务员可能会拿手给你比

划一下：“就这么大。”但是，如果你在

外国的餐厅（特别是德国），他们会礼貌

地说：“不好意思，请稍等。”然后转身

到厨房给你拿两个碗出来看看。这就是外

国人做事的严谨，或者说刻板。

卫生局每次来检查的时候，他们会拿

着温度计到处测，比如饭锅里的米饭、汤

锅里的汤的温度不能超过135华氏度，冰

箱不能超过41华氏度，下水槽隔多长时

间必须清理一次。他们还规定寿司的生鱼

片除了金枪鱼外，其他的鱼都要冷冻后才

能吃。但是白鱼如果冷冻了就不能吃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餐馆的马桶、插座坏了

，你自己是没有权力修的，要立刻跟镇政

府申请批准，镇政府会派有专门执照的人

来给你换马桶。

除了卫生局，消防局还来查你。他们

一年来一次，检查项目包括消防桶是否有

问题，厨房设备是否常新，消防通道是否

畅通，紧急灯是否亮着……等等，特别仔

细。

这样刻板的执法可让我吃了不少亏。

美国劳工局规定了劳动者的最低工资，加

班要给1.5倍的工资。我们餐馆的员工一

般一周的工资就是785美元，一般呢，我

就会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给个800整吧，

数字也吉利。

没想到，劳工局的人来检查，一看每

周工资都是800美元，非说我给的是年薪

，不是时薪，没有付给工人加班费，要罚

款。结果，我三家店一共被罚了15万美

元！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钱给多了还要

罚款？？太冤枉了！那有人会说，可以申

诉，说自己是冤枉的，好么，你请一个律

师费十几万又砸进去了，还是算了吧，就

当吃了哑巴亏。。。

三、美国的公务员真有那么廉洁吗？

我在美国刚开餐馆那会儿，就跟卫生

局的稽查员打过很多次交道。

刚注册餐馆，需要他们派人来检查。

第一次，稽查员进门，递来一张名片。

40 多岁的白人，黑头发，可能是意大利

后裔，中等个子，说话柔声细气，神情永

远是温和之中带着孤高，你可以和他平等

地交谈，但休想套近乎，一切都按规矩办

。

他在厨房转了几个圈。然后问我：

“ 为什么没有洗碗机？”我胡乱解释了

一通，但他并不满意。然后他又说：“你

可以用水槽洗碗，酒吧间也是这样洗酒杯

的。水槽必须两个并排，一个放洗洁精，

一个放热水。”我连连点头。

然后，他又问：知道去哪里买不锈钢

水槽吗？我说：“不知道”。他打开公文

箱，从里面拿出一张图，告诉我哪个型号

既合规定，又不太占地方……我当时听了

，心里真的很感动！

第二次，水槽安装好，致电卫生局稽

查处，他又来了。一进厨房，就拿起一只

杯子，打开水龙头，盛了一杯自来水，再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装着三明治的纸袋子自

顾自地啃起来了。一边吃一边抱歉地说：

“今天特别忙，跑了三家，怕耽误你们，

顺路来……”

我一听，表达感谢的机会来了！连忙

打开电冰箱，拿出鸡蛋、叉烧和葱花，说

：“我现在就给你做午餐，肯定比你的三

明治好吃。”他摆摆手说：“绝对不可以

，谢谢。”话不重，但丝毫没有商量的余

地，我只好作罢。

等他检查了水槽和水管，认为符合标

准，就在检查单上签了名。走的时候还说

：“有什么问题，尽管找我。”

开张以后，他又还来过一次，这次带

来了洗碗液，他说：“这种牌子的合乎卫生

规定，你用用看怎么样。”我都快激动哭了

，怎么有这么好的人！作为一个政府官员，

不仅不收任何的好处，还老给你免费帮忙

，这样的官员怎么能让人不爱戴呢！

到这里，你可能会说：你把美国公务

员描述的太理想化了，我不相信没有一个

“犯点小错”的。

到底有没有呢？

肯定是有的，但是就我接触过的美国

大部分公务员而言，他们的底线还是很坚

固的，态度也很不错，偶尔也有态度不好

，或者“犯点小错”的，但是非常少，仅

仅是个位数，而且绝不会很出格。

比如有一次，另一个卫生局的人来检

查，硬说是排气管从抽油烟机旁边经过不

合规范，要拆掉。我对他说：“这是你们

的人检查过的，说是没问题，还在检查单

上签过字的。”他说：“比较没用，按规

章办事吧。”第二次，第三次，他还在找

碴子。

结果我想是不是应该改变下策略。下

一次，当这位官员进门，我态度很好地说

：“ 您来的真是的太是时候了，我的朋友

去纳帕谷马田酒庄游览，买了一箱子葡萄

酒，他顺路来看装修的进展，临走留下两

瓶，您看我对酒精过敏，要不劳驾您收下

吧。” 他微笑着点头说：“好，收下了。

”然后就签字通过了！

这就是美国社会的法律，对细节非常

注重，执法也非常严格，虽然对付这些稽

查员让人很头疼，也有一些官员会“犯小

错”，但是相对而言美国就是这样：一切

按法律走，少了人情世故，却多了公平正

义。

中餐馆老板自述
在美开餐馆引发的震撼

“明年，我要来学孙悟空！”刚满5岁

的Kyle几乎一刻不停地挥舞着手里的自制

金箍棒。个子小小的他有些害羞，但仍急切

地向老师们展示他的热情。用妈妈Brenda

Charest的话说，他已经“迫不及待”。

而这，都源于姐姐Maya今年参加的

“华梦计划”。

播种：“一人学习 全家会唱”

Kyle一家住在Diana Point，这个夏天

，上三年级的姐姐Maya第一次参加了在洛

杉矶地区玛丽安伯格森小学（Marian

Bergeson Elementary School ）的“华梦

”京剧培训。离家20分钟的训练房，是

Kyle每天最期待的目的地。看着姐姐从零

基础开始学习，到能完整唱出《卖水》等

京剧选段，英姿飒爽地刷花枪，小家伙按

捺不住一遍遍地表达，“我也想要学！”

两个孩子的爸妈都觉得加入“华梦”

京剧培训是最明智的选择，孩子们可以温

习学校里习得的中文，还能通过戏曲了解

中华文化。这段时间的训练，他们也见证

了女儿Maya的成长，从最初的紧张到融入

培训大家庭，爱上京剧的唱念做打。孩子

的收获远超他们的预期，几乎不会说中文

的两位家长，更在孩子课后的练习以及课

堂的旁听里，也学会了哼唱一小段京剧。

“明年，我们还会来。”爸爸Darren

肯定地说，不仅仅是两个小朋友都会来参

加，他们还会告诉更多朋友，自己的孩子

得到了多棒的培训。

今年有三分之二的学员与Maya一样

是第一次参加“华梦”京剧培训，其中不

乏像Maya这样非华裔的小学员。Maya所

在的玛丽安伯格森小学培训营，学员都是

来自学校中英文双语沉浸式的教学项目，

所以对全中文的教学环境丝毫不感到吃力

。不少学员通过“华梦”带动了全家人的

“京剧热”，结缘京剧，圆梦舞台。

第一次接触京剧的Devey兄妹就因为

“华梦”实现了上舞台“当将军”的梦想

。哥哥凃建明本名Jameson Devey，今年

11岁。8岁的妹妹凃凯莉英文名Giselle。因

为爸爸工作的关系，两位小朋友在上海住

过一年半，中文基础要比同期的学员还要

好一些。他们从专业歌剧演员的妈妈那里

遗传到了艺术细胞，短短三周的培训，兄

妹俩不仅能像模像样流利唱京剧，还能明

白唱词、念白的释义。

7月27日汇演当天，凃建民的戏服

“披挂整齐”威风凛凛，成为了他自己心

目中的“将军”。妹妹凯丽则水袖翩翩，

唱了一曲《卖水》博得满堂彩。通过“华

梦”，京剧的种子已种进了美国小兄妹的

心中。

生根：“华梦已成夏天的一部分”

除了新学员，多年参加“华梦”的学

员感触更深。连续四年未缺席过“华梦”

的吕安湄已升入高中，虽然如今她的课业

繁重，但每年如果没参加“华梦”，她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每个假期她都会

提前把时间空出来，只为“华梦”。

一来吕安湄不希望自己半途而废，她

想要坚持京剧的学习，因为这是自己作为

华人的“根”；二则每年夏天她都能遇到

一起训练的朋友，她很珍视伙伴们相聚共

同成长的时光。三是经过几个夏天的训练

，吕安湄的唱腔已很纯熟，身形步法在学

员中已属于拔尖儿。年纪尚小的她已把京

剧艺术在美国传承下去作为自己的责任。

未来是否会走专业之路尚不可知，但吕安

湄说，“持续唱下去”，这是一定的。

在吕安湄的带动下，她的姐姐每年汇演会

来做义工帮忙调试现场灯光，她的妈妈也

成为了“华梦”的一份子，作为培训点的

助教，帮忙协调看护现场培训。“华梦”

已然成为全家人夏天的必修课。

传承：“京剧艺术，海外生根”

看着孩子们的进步以及播撒进他们心

里、正在生根发芽的京剧种子，四年来始

终担任“华梦”京剧培训教师的张明感慨

颇多。

“一点一滴，这些美国孩子从什么都

不会到能唱出京剧选段，最后汇演上台表

演，很是欣慰。” 今年的20多位学员，

年纪最小的5岁，最大的15岁，回忆起这

群平均不到8岁的小学员们，张明用了

“可爱”来形容他们。不少孩子从没看过

京剧，也没听说过京剧，正在学中文的他

们却愿意挑战京剧特殊的发音、板眼以及

特殊的念白等等，体会京剧的手眼声法步

。通过一遍遍的练习，演出时孩子们能踩

到比乐队配乐更难的录音带配乐节奏，让

张明很是骄傲。

更让他欣慰的是，经过三年的推广，

今年“华梦”京剧培训走入美国社区小学

，分别在喜瑞都中文学校（Cerritos Chi-

nese School）和玛丽安伯格森小学两个地

点同时开班授课，吸引了更多来自不同族

裔的学生参加，这成为今年的一大亮点。

中国的国粹艺术走入了美国校园，张明笑

言，每天清晨5点起床，每日两个培训点

间奔波，一路开车堵得都需要掐自己才能

醒来的辛苦，值了。

短短三周的密集训练结束时，张明带

领学员们共同完成了11个经典京剧节目，

包括《穆桂英挂帅》、《天女散花》、

《梨花颂》、《战金山》、《报灯名》和

《卖水》等选段。展演由两个授课地点的

学员共同演出，内容丰富而精彩。连玛丽

安伯格森小学校长Greg Hauser观摩演出

后都不禁感叹，孩子们的表现出乎意料。

很多次当Hauser校长路过训练场地，都看

到孩子们在刻苦模仿、练习的身影，这些

挥洒的汗水全是为了台上展现出最佳状态

。他相信来年“华梦”会更壮大，因为今

年的培训，让学校里更多美国家长和孩子

了解“华梦”，也爱上了中华文化。

“华梦计划” （C Dream Program

）主办单位美国中国风艺术协会（Sino

US Performing Arts Organization，简称

SINOUS）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美国本

土非营利性艺术机构。协会2016年开始推

出大型公益性中国艺术培训和展示项目

“华梦计划”，通过培训、演出和文化交

流项目传播传统中国文化，培养美国新生

代艺术人才，携手美国本土文化艺术教育

机构共同打造学习、交流和展示中华文化

艺术的专业平台。四年来，“华梦”已在

洛杉矶、大华府地区培训京剧学员百余人

次。

“华梦”引国粹入校园 带动家庭京剧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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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投资人逼宫而卸任CEO职务

两年半后，Uber联合创始人卡兰尼克

切断了与这家公司的最后联系。过去

两个月内，卡兰尼克抛售了手中所有

Uber 股票，套现超过 27 亿美元。在

2019年年底之前，这位争议满身的创

始人还退出董事会，给他的十年冒险

之旅画上了句号。

在一些人眼中，卡兰尼克是缔造

了全球出行巨头的商业奇才；但在很

多人看来，他也是一个十足的偏执狂

，一个充满远见又冷酷无情的管理者

，还是一个乖张、任性的“混蛋”。

在几年前他带领Uber风靡全球的辉煌

时刻，卡兰尼克就是以这样的双面形

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早早淡出Uber管理一线的卡兰尼

克，取得过成功，也犯下过错误。以

往那个张扬、激进的Uber，如今正在

继任者的改造下变得温和。人人都在

试图忘记它的创始人，现在看上去也

已美梦成真。不过现状并不乐观的

Uber，是该怀念还是彻底摈弃激情的卡

兰尼克时代，身在其中的每个人可能

有不同的答案。

风投下的蛋

若干年后Uber的诞生故事，是一

个被精心修饰后的版本——2008年的

某个雪夜，浪迹在巴黎街头的加勒特·

坎普和他的好友卡兰尼克，在苦于打

不到车的时候突发灵感，要开发一款

颠覆传统出租车的叫车软件，于是便

创立了Uber。

事实上，在此之前坎普就一直有

类似想法，只不过他最初的设想是购

买大量豪车和雇佣大量司机进行运营

。在那个决定性的雪夜，卡兰尼克提

出了一个利用他人资产和劳动而无需

自掏腰包的杰出创意。他在埃菲尔铁

塔上力劝这位好友，“你没有必要买

车，直接让司机在软件上注册就行，

他们会成为我们的代理商。”

Uber的浮沉和卡兰尼克的个人故

事并不完全重合。在投身优步之前，

他有过两次波折的创业经历。而Uber

点子的所有者，也并非卡兰尼克一个

人。但他后来成为了这家网约车巨头

的灵魂人物，甚至连担任Uber董事长

的坎普（他从未以员工身份加入，也

没领过薪水）都说，“优步是卡兰尼

克的，不是我的。”《财富》杂志一

位数次采访过卡兰尼克的记者则干脆

评价称，优步之于卡兰尼克，就像微

软之于比尔· 盖茨，苹果之于乔布斯和

Facebook之于扎克伯格。

在这场长达十年的大冒险之前，

卡兰尼克还短暂做过一名天使投资人

。2007年从卖掉的第二家公司身上分

到300万美元之后，对创业心生恐惧的

卡兰尼克选择转型。这个勉强跻身旧

金山富有企业家圈子的新手富豪，开

始沉湎于充当别人的创业导师。

他还加入了一个企业家团体，团

体内的成员经常会拿着地球仪随意转

动，然后决定去哪里旅行，并探索心

目中的商业真理。直到2008年伍迪· 艾

伦执导的《午夜巴塞罗那》——一部

讲述“男人的春梦”的电影——闯入

卡兰尼克的视野，他才终于决定要继

续做点什么。

Uber的卡兰尼克时代，是一段以

挑衅性姿态大举扩张的时期。经历了

成立初期投资人的不信任之后，作为

共享经济最有希

望的明日之星，

Uber 随后成为硅

谷风投资本争相

追捧的对象。卡

兰尼克从年轻时

的创业经历中学

到许多，包括讲

故事和“表演”

的技巧，当然也

感受过四处募资

时的嘲讽与尴尬

。但在 Uber 身上

，当再次面对投

资者，他很快就

成了赢家。

评论人士称

，卡拉尼克非常

善于给公司营造

“稀缺感”。他

自诩为深谙风投

艺术的专家，每

当有投资人表达

出兴趣，他总会

让对方先翻出底

牌，而不是由他来出价。卡兰尼克舌

灿莲花，他吸引到了亚马逊CEO贝佐

斯的私人投资机构、谷歌以及后来的

软银这些投资者。在Uber风靡全球的

时期，不仅风投公司和私募股权机构

，还有主权财富基金都成为背后的资

本力量。

统计显示，从2009年Uber创立到

2017年出局前最后一轮融资，卡兰尼

克从全球募资超过170亿美元。投资者

撒钱的速度令人震惊。Uber成为了人

人瞩目的明星，卡兰尼克最早只能在

推特上打广告的“寒酸”过往一去不

返。

等待数年之久的投资者也在期待

着回报。最乐观的那些时候，Uber的

IPO被认为将创造硅谷初创公司历史上

的造富新纪录。按照一度高达千亿美

元的估值，这些早期投资者完全可以

自豪地表示，自己押中了估值仅次于

Facebook的下一个超级独角兽。

尽管被认为与乔布斯或马斯克这

些性格鲜明的人相类似，但卡兰尼克

在美国的科技圈大佬中仍然是个性很

突出的那个。他获得的两极化评价，

也要远远多于前述这些人。

在批评者的眼中，Uber早期扩张

采取的是“道德上存疑”的侵略性手

段。卡兰尼克行事飘忽，不按套路出

牌。说的不好听一点，那就是藐视规

章制度，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2010年 10月的一天，Uber收到了

旧金山市的第一封禁令——这在以后

已成为家常便饭。禁令的理由是Uber

违反了出租车管理相关规定，刚当上

CEO的卡兰尼克机智地去掉了原公司

名称“Ubercab”中的cab字样，并强硬

地表示，出租车法律在Uber这里并不

适用，因为Uber旗下既没有出租车，

也不会委派出租车。

卡兰尼克始终保持着这种少见的

反抗态度。当Uber在纽约市遭遇监管

压力时，他的团队就展开了猛烈的宣

传攻势来表达抗议。比如，Uber在电

视广告中把纽约市长描绘成黄色出租

车行业的保护者，还在自家的app里对

他出言不逊。

卡兰尼克认为Uber的商业模式就

是要挑战陈旧的法律，“这些法律无

非是为了维护固有利益，并且还会阻

碍创新发展，消费者从中并无获益。

比如说出租车牌照和固定价格，就限

制了车辆供应，还导致打车费居高不

下。”因此，与眼中的不公之事相抗

争，似乎就成了他工作的一部分。他

还直接把出租车公司比喻为“混蛋”

，并且不屑地声称，就是这样的混蛋

行业在与代表颠覆性创新的Uber展开

竞争。

但很多时候也会出现友好的一幕

。每当Uber扩张至一个新城市，卡兰

尼克都会亲自撰写博文，对当地城市

的任何一项成就不吝赞美。这显然是

Uber取悦市场的行为，因为所有潜台

词的背后，就是当地消费者值得匹配

全新的生活方式——只要在手机上按

下按钮，就会有一辆逼格满满的黑色

轿车停在面前，潇洒地将你送到目的

地。

随着 Uber 估值的一路飙涨，卡

兰尼克有过志得意满的时刻。2014

年秋天，38 岁的他登上了《财富》

杂志列出的“40 岁以下杰出商人前

40 名”榜单首位。2016 年夏天，卡

兰尼克受邀成为夏季达沃斯论坛的

联席主席，在天津和来自全球的政

商名流把酒言欢。到 2016 年下半年

，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又提名卡

兰尼克加入他的商业顾问团队——

当不满于特朗普实施的针对几个穆

斯林国家的旅游禁令时，这位率性

的 Uber 创始人很快宣布退出该团队

，把总统晾到了一边。

甚至私下吹嘘的时候，卡兰尼

克还向一名记者承认，由于 Uber 取

得的成功，他对女性的吸引力都提

升了。“现在勾引女人就像用优步

叫车一样简单。没错，这就叫男神

。”

他是如此口无遮拦。卡兰尼克

喜欢寻求主导权，过去他也经常发

布不靠谱的推文，这点和马斯克十

分相像。他的脑海中时常会蹦出一

些“疯狂的想法”。在他可能已经

泛黄的中国名片上，印刷的头衔是

：战士-哲人-先驱。这就是 Uber 时

期的卡兰尼克。

长期以来，硅谷似乎一直存在着

一种对创始人身份的崇拜。只要公司

没有出现问题，就没有人愿意轻易对

一个激情洋溢的创始人横加指责。他

们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以带领被寄

予厚望的初创公司迅速成长。而投资

这些创始人麾下的公司，俨然就是对

信仰的一种考验。

卡兰尼克的创业故事就是在这样

的氛围中演绎。他站在事业的巅峰，

看着赞美裹挟着非议迎面撞来。

被放逐的创始人

一直到2017年6月之前，卡兰尼克

都是一名响当当的成功人士。

但一边是Uber从初创公司成为备

受争议的行业巨头，另一边卡兰尼克

的种种做派，也让他本人从广受欢迎

的企业家变成一个冷酷麻木的商人形

象。

Uber 早期采取的波浪式价格策

略（比如服务供不应求时就涨价）

，被看成是卡兰尼克视经济学理论

高于感性同情的证据。乘客们从刚

开始对服务的兴奋好奇，转变为对

价格策略的怨声载道。司机们也牢

骚满腹，他们不再满足于获得的新

的赚钱门道，而是认为 Uber 支付的

报酬太低。

谋求全球扩张的 Uber 还在各地

遭遇监管重压，在美国本土，还面

临着后起之秀 Lyft 的有力竞争。甚

至在 Uber 的大本营旧金山，这家原

本优势明显的先行者，都丢失了大

片市场。到最后，似乎对 Uber 表达

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而这一切的

“罪魁祸首”，被认为就是卡兰尼

克。

卡 兰 尼 克 的 错 误 之 一 在 于 ，

“他总是为自己的直言不讳而自豪

”，看上去他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场

合都不知道该怎么闭嘴。Uber 已成

巨型“怪兽”，卡兰尼克的名声也

迅速跌落。在某些时候，这名创始

人甚至成了喜剧演员的嘲笑对象，

一些讽刺他的荧幕形象在美国大受

欢迎。

2017年6月，忍无可忍的投资人逼

迫卡兰尼克辞去CEO一职。虽然他仍

继续留在董事会，但去年5月Uber在纽

交所上市时的敲钟仪式，卡兰尼克并

未获准参加。这位商业才能被贝佐斯

大加赞赏的Uber创始人，缺席了原本

最为亮眼的时刻。

同时被外界很多人迷恋和讨厌，

卡兰尼克身上具备着这种魔力。他并

不是完全没有懊恼，并自我辩解称自

己之所以时常激愤，是因为“激烈地

追求真相”。在早先，他曾告诉要为

Uber写一本书的《财富》记者亚当· 拉

辛斯基，“我不是混蛋，我很确定。

如果你相信某件事情并非如此，那你

自然就会想探究到底。我就是这样的

人。”

他和追随者们都坚定地认为，卡

兰尼克被误解了。

卡兰尼克推崇美国第一任财政部

长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功勋卓著，但

因为“不懂得适时沉默”而树敌颇多

。卡兰尼克说，这一点他和这位财政

部长有点像。他认为，一定会有反对

你的声音，忍一下，习惯适应就好了

。

和卡兰尼克遭到罢免类似，同样

被投资人从超级独角兽创始人位子上

赶下来的，还有共享办公公司WeWork

的亚当· 诺依曼。长发飘飘的诺依曼同

样傲慢自大、喜欢打破常规和潇洒张

扬，不过有意思的是，去年9月他被罢

免的原因是软银有意阻止WeWork上市

（当前并不是个好时机），而卡兰尼

克被赶下台，却是为了让Uber顺利IPO

。在这些资本巨手面前，硅谷科技公

司的创始人们，却发人深思地陷入另

一种被支配的命运。

卡兰尼克的离开，用一句感伤的

外媒评论说，这象征着硅谷过去十年

投资历史的终结。相比卡拉尼克时代

的慷慨——他可以邀请碧昂丝来Uber

的员工派对演出，并且以600万美元限

制性股票的形式向她支付报酬，而

Uber衣钵的继承者却只能千方百计地

缩减成本，甚至员工入职周年纪念日

的礼物都只能用贴纸来替代。

不得不说，狂人的谢幕，是一个

难言悲喜的结局。

卡兰尼克，Uber创始人的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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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中逃离，是许多青少年梦寐

以求的成人礼。对千禧一代的人来说

，这已然是奢侈品，而在大部分的西

方国家，Z世代（1995—2009年间出生

的人，又称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

的人，可能需要等上更久才能实现这

件事。

在美国，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人口

普查数据，自1940年以来，与父母一

起生活的美国年轻人比以往要多很多

。英国智库2019年的一项研究也发现

，23岁还与父母一起生活的人口比例

从1998年的37%，上升至10年后的49%

。

在瑞典，情况却大不相同。瑞典人

离家最常见的年龄是18到19岁，而在

欧盟，离家年龄平均为26岁。这些瑞

典年轻人中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搬进

拥挤的公寓或学生宿舍，他们就是完

全地独立生活。

“我一直想从家里搬出去住，早就

为此准备好了。”艾达说，她从19岁

开始，就在斯德哥尔摩西北郊区独自

租了一套公寓，已经生活了两年。

这是一个没什么装饰的工作室——

只有几张照片挂在墙上，还有一个铁

丝蝴蝶饰品，大概30平方米。她签了

一份长期的租赁合同，每月花费约850

美元。她在一家保安公司工作时的工

资，差不多抵掉了租金。父母和两个

弟妹，住在城市另一边大约一小时车

程的地方。

艾达认为，她能够照顾好自己，而

且独自生活意味着能够自由掌控，不

用受到家人的时间安排影响。

独身生活的兴起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一半以上

的瑞典家庭是单身一人。这是整个欧

盟里的最高比例。

瑞典统计局向BBC提供的官方数

据显示，18~25岁的年轻人中，约有1/5

属于此列，尽管研究人员认为实际的

数字可能比统计的还要高——因为很

多人已经独立租房生活了，但是地址

仍然没有从父母家中迁出来。

即使瑞典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住房

收缩，却丝毫没有影响年轻人搬出去

住的热情。这次住房紧缩，令房屋租

金变高，转租市场升值，年轻人在大

城市中很难找到负担得起的公寓，确

实迫使一些离家计划不得不延迟。

但神奇的是，根据瑞典统计局的数

据，自2011年以来，独自生活的年轻

人比例，却并没有因此而变化。

斯德哥尔摩大学人口统计学教授贡

纳· 安德森解释说：“在欧洲其他地方

，对家庭有所依赖并不被认为有什么

问题，在南欧，这甚至被看作一个人

生目标的可选项——如果你不和家庭

紧密联系，就仿佛是在拒绝你的家庭

。但是在瑞典，人们所希望的，是作

为独立个体而存在。如果孩子总是依

赖家庭生活，是很有问题的。”

安德森进一步表示，瑞典的“个人

主义文化”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

，生活于农村地区的青少年，通常会

离家去另一个农场劳作。近年来，瑞

典强大的福利制度，能够保证年轻人

独居不会遇到太大的经济困难，因为

基本福利的标准让他们能够获得住房

、医疗和教育等各项补贴，不需要依

赖亲属或伴侣的帮助。

与此同时，他表示，瑞典城镇的住

房存量主要由小型公寓组成，更加

“助长”了这一独立风气。

相比之下，像是伦敦、巴黎或者纽

约等大都市，小公寓不多，大家可能

更偏向合租。

是自由，还是孤独？

但是，在许多年轻的瑞典人享受着

这种无比梦幻的自由时，也有人担心

太早离开家庭一个人生活，会带来不

利的影响。

瑞典精神健康慈善机构“Mind”

的秘书长卡琳· 舒尔茨认为，虽然年轻

人能够独立是件好事，但身体的独立

，并不代表精神也跟上了独立的节奏

；瑞典的社会环境，对于那些并未真

正准备好一个人生活的人，很可能产

生破坏性影响。

“对一些人来说，他们把这件事想

得太过简单了，事实上你需要考虑到

很多面，有很多决定要做，甚至可以

说面临一场心理上的斗争。”

比如，前文所提到的艾达，在第一

次搬进自己的公寓时，就遇到了预算

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她并没能处理得

游刃有余。

艾达表示，开始独自生活之后，才

意识到要解决的事情很多，而一开始

根本不知道如何应付。“你会发现以

前很多习以为常的细节，都开始需要

亲力亲为，比如洗碗时突然发现洗碗

液用完了，卫生纸也不会永远有人买

好放在那了。”

舒尔茨认为，“情感孤独”是对于

独自生活的人来说巨大的挑战。虽然

大多数青少年都有活跃的社交活动和

网络生活，但在她看来，如果没有亲

密朋友或亲戚来真正深入地交换情感

经历，那么搬出去住就是件值得重新

考虑的事情。

尽管瑞典以孩子小的时候大人们往

往都优先考虑家庭生活而闻名，但在

舒尔茨看来，一旦孩子们长大，搬了

出去，相较于经济支持，父母反而不

太会提供很多的情感支持了。

瑞典统计局 2017年的一项研究表

明，超过55%的16~24岁瑞典年轻人，

不会与任何近亲交往。

“我听说，很多年轻人身边并没有

足够包容和开放的成年人，与他们去

讨论亲密关系并主动关心他们的近况

。”舒尔茨补充说，孤独感和确诊的

特定心理疾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关联

，但根据瑞典国家卫生和福利委员会

2018年发布的数据，过去十年间，瑞

典接受精神疾病治疗的16~24岁年轻人

，数量增加了近70%。

26岁的克里斯托夫，自21岁起就

独自生活。他从北部城市松兹瓦尔，

跨越380公里搬到斯德哥尔摩的一套出

租公寓中，直言不讳地描述了自己的

独居挣扎：“独居对我的精神健康造

成了伤害，我感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

更加孤独。我失去了活力和能量，对

早上太阳升起也不会觉得兴奋，只想

让时间过得快一点，好结束这一天。

”

然而，他在更遥远的澳大利亚旅行

期间，和朋友们合住一所房子，就不

会觉得有什么挑战性。

他说：“在瑞典，年轻人其实背负

了很大的压力，他们不能一直表现得

像个孩子，他们要长大，要像个成年

人。但是独自一人的生活，确实要比

和朋友或家人一起生活，困难得多。

”

克里斯托夫说，自从通过工作结交

了一群好朋友，参加了体育活动之后

，感觉好多了：“虽然有时候仍感到

寂寞，但频率不会那么高了。”

回到艾达，独立的新奇感对她来说

也没有维持多久。她更年轻时曾经历

的心理健康问题，开始重新浮现。她

说：“身边没有一个人的时候，你会

感觉一片空虚，可能就开始乱想，甚

至有些想法非常消极和糟糕。”

2013年以来，还没有全国性的孤独

感调查，但是瑞典统计局的研究发现

，16.8%的 16~24 岁的人说，他们“在

过去两周感到孤独”。只有75岁以上

的瑞典人感到孤独的比例（17.4%）比

这更高。

菲利普· 福斯· 康诺利博士，瑞典

北部乌莫大学的社会学家，也是《瑞

典的孤独》一书的合著者。他认为，

当谈到年轻瑞典人的情感孤独程度时

，独居绝对是其中一个因素。

然而，他也提到，事实上大局更加

复杂。例如，年轻就是一个原因。年

轻人可能会说，无论客观社会状况如

何，他们都比更成熟的单亲家庭居民

要感到孤独，因为年龄赋予了他们

“不安全感”。

此外，年轻的瑞典人有越来越担心

“孤独”这件事的倾向，也有可能是

因为他们比前几代人更愿意袒露自己

的需求和感受，而以前的人们则更内

敛。因此，菲利普博士认为，这一代

是否比前几代人更孤独，是个需要商

榷的说法。

新型分享生活模式？

尽管独居和孤独感两者之间的关联

缺乏确凿的证据，但不可否认，孤独

仍然是瑞典年轻人潜在的社会和健康

问题。

瑞典最大的日报《每日新闻报》最

近刊登了题为“年轻人的孤独是一种

新的流行病吗？”的文章，红十字会

也增加了处理不同年龄段人产生孤独

的资源……不得不说，在人际交往方

面，全球范围来看，瑞典都不是个交

朋友很容易的地方。

对于瑞典住房和社交习惯的改变是

否有助于解决人群孤独的问题，公众

也在不断辩论之中。

在瑞典的大城市，有些地区开始倡

导共享生活。2011年，斯德哥尔摩名

为Hus24的联排别墅住宅，成为北欧第

一个正式被认可为公共居住空间的房

产。该建筑可供寻找公共办公的年轻

人使用。

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Hus24联排

别墅住宅，成为北欧第一个正式被认

可为公共居住空间的房产

5年后，一家姐妹酒店K9也开张了

，通过翻修废弃酒店，可容纳50名专

业人士，包括律师、顾问、教师、调

酒师、舞者、初创企业员工等共同办

公使用。

最近一次是 Colive 房产，在 2019

年 5月于斯德哥尔摩最时尚的市中心

街区之一——索德勒姆的一个阁楼里

，通过改造开设了一处小型房产。在

这里，一间小双人房的价格与艾达的

工作室价格差不多（约每月 850 美元

）。

“这种共同办公或生活的方式，给

许多孤独的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社交

场所。”公共空间创始人卡塔琳娜· 利

杰斯特姆· 拜尔说，“在瑞典，冬天的

晚上真的又黑又漫长，你可能一周都

不想出门，这很容易让人郁闷且感到

异常孤独。如果你能和其他人住在一

起，想交流的时候就可以交流，想自

闭的时候关上自己的房门就好了。”

卡塔琳娜还说：“就生活质量而言

，和其他人住在一起，只会给人带来

更多快乐——尤其是如果彼此想法一

致的话。”

全国超半数人独自生活

这里的人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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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社區大學中國學生會於休斯頓社區大學中國學生會於11月月1717日下午舉行了新學期春季燒烤活動日下午舉行了新學期春季燒烤活動。。
活動在鄰近中國城北面的活動在鄰近中國城北面的Arthur StoreyArthur Storey公園舉辦公園舉辦。。本次燒烤學生及學者專家們本次燒烤學生及學者專家們
熱烈參加熱烈參加，，多為學生會成員以及中國學生多為學生會成員以及中國學生。。

學生會每逢學期開始和節慶時都時常舉辦聯誼包括聚餐學生會每逢學期開始和節慶時都時常舉辦聯誼包括聚餐，，攤位擺設攤位擺設，，桌遊桌遊
及燒烤等活動及燒烤等活動，，目的是為了把中國學生們聚在一起目的是為了把中國學生們聚在一起。。不但可以在學生會招募人不但可以在學生會招募人
才新生才新生。。並且新生和老生相互認識了解並且新生和老生相互認識了解，，並培養他們的默契程度並培養他們的默契程度。。讓大家可以讓大家可以
歡聚一堂在生活上和學業上一同交流扶持歡聚一堂在生活上和學業上一同交流扶持。。

休斯頓社區大學中國學生會新學期休斯頓社區大學中國學生會新學期
燒烤聯誼活動集錦回顧燒烤聯誼活動集錦回顧

中臺禪寺普德精舍中臺禪寺普德精舍11月月2626日將舉行新春法會日將舉行新春法會！！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最新技最新技
術術MLSMLS鐳射治療儀無痛鐳射治療儀無痛、、快速快速、、有效有效！！

（本報記者黃梅子）我們為什麼要學佛呢？
因為這個題目，是信仰佛教的人和不信仰佛教的
人，都想知道的重要問題。那麼，為什麼要信仰
佛教呢？

信仰佛教的目的，就像從事其他的任何一個
行業一樣，咱們人無論是做什麼、說什麼、想什
麼……，一切的目的就是在於：如何才能夠減輕
痛苦；如何才能夠增長快樂？就這個問題。

所以學佛和信仰佛教，目的就是為了減輕痛
苦，更是為了增長快樂。如果往更深的角度來說

，斷除一切痛苦及痛苦因！具得一切安樂和安樂
因！以這樣的目的，咱們要信仰佛教，學習佛法
。

因為佛教具備有非常哲理的，非常科學的，
非常實際的，正確的，減輕痛苦的方法和增長快
樂的方法。這種方法，比較任何一種其他的減輕
痛苦的方法和增長快樂的方法，都要更為徹底，
更為正確，更為究竟！因此，我們要信仰佛教。
佛教有八大門派，其中之一為禪宗，中國禪宗的
禪是一種文化理想，一種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獨

特修持方法，或者說是一種生命哲學、生活藝術
、心靈超越法。超越是禪宗思想的本質，超越現
實矛盾、生命痛苦，追求思想解放，心靈自由，
是禪宗追求的理想目標，它如一條紅線貫串於整
個禪宗思想體系之中。
禪宗的修持方法、生活態度、終極關懷、超脫情
懷，對於人的心靈世界、精神生活是有不可否認
的正面意義的。同時，也深受一些思想家、文學
家、藝術家的歡迎和贊賞，從
而推動了思想文化的發展。
中臺禪寺普德精舍 1 月 26 日
（星期天）上午 9:30至下午3
點 將舉辦新春法會。祈願十方
檀越善信，同霑法益，共襄盛
舉。

古德雲： 『念佛一句，福增
無量；禮佛一拜，罪滅河沙。
』

每個人或多或少，在生活上
、工作上，都可能因起無名煩
惱而造作不善業。更有因過去
的業障，而陷入目前的困境當
中。

如何懺悔？ 能知過、改過、
放下心中的包袱 ，以覺悟的心
不再造罪，才是最為重要而根

本的滅罪增福之道。
中臺禪寺德州分院普德精舍
CHUNG TAI ZEN CENTER OF HOUSTON
聯系電話：
(281) 568-1568
地址：
1212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
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
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
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
，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
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
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免
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
買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
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
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診所有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疼
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
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
都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最近李醫生又引進了最先進的MLS鐳射治療
儀，無痛、快速、有效！MLS鐳射治療儀是四級
雷射，非一般巿面上的二級雷射能比擬，儘管都
是雷射，但其波長和效果還是不一樣，MLS雷射
專利技術領先業界20年，是唯一不會燙的四級雷

射，快速安全有效！經過FDA認可，對於治療急
性及慢性肌腱損傷、挫傷、血腫(瘀青)、退行性
關節病變以及椎間盤病變有著驚人的療效。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一直從事體力勞
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先感覺腰部酸痛，
由於工作忙，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
重，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且左側大
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
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
化費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路需要人
扶，並且一側臀部肌肉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
診所做牽引治療和MLS鐳射治療，第一次治療疼
痛就減輕很多，一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
自己可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一個
人。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消失，身體恢復
，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
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
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
，不光治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有

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李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
網。等到身體出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
，幸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
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錢，對
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不去看醫
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
責，白白錯過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
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
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
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
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這就
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
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
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
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

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
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
用非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
、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
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
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
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六上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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