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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20日 23时许，湖南省

长沙市的黄花国际机场，一架从东南亚

某国首都飞来的航班徐徐降落。下机的

乘客正在机场边检处排队等候入境时，

多名精悍的便衣民警不动声色地靠过来

，以闪电般的动作，将其中一名秃顶的

中年旅客按倒擒获。面对突然出现的民

警，这名束手就擒的秃顶男子哀叹道：

“这一天，还是来了……”

“凶手欧某华抓到了！”一条喜讯

传回广州市公安局刑侦总部，作战指挥

室内一片沸腾。民警趁热打铁，乘胜追

击，次日9时许，在广州市南沙区某工

地将其同伙于某抓获归案。

至此，11年前震惊广州的天河区母

女被害两命案迎来终章，欠下血债的两

名凶徒欧某华（男，今年37岁）、于某

（男，今年38岁），在广州警方一批又

一批民警的接力追捕下，终于落入法网

，告慰了逝者在天之灵。同时，也为广

州警方2019年开展的侦破命案积案专项

攻坚行动，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11年，是2008年天河区母女被害两

命案的破案时间。案件告破后，也许有

人质疑：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破案

？为什么迟迟不能锁定嫌疑人？……

应对该案的疑问，广州刑警逐一还

原案件细节——

母女双双被害 现场被严重破坏

2008年4月10日，正值清明时节，

潮湿粘稠的空气闷得人直发慌。13时许

，钟点工郑某（化名）带着清洁工具，

来到天河区林和东路某小区6楼的住宅

，准备进屋搞卫生。按照与该屋女主人

的约定，郑某定期到该处服务。

郑某来到6楼，用钥匙打开房门，

但房内一片寂静。郑某进入客厅发现血

迹后吓得立即离开并报警。

接报后，天河区公安分局民警迅速

赶到现场，在该屋内发现两名女死者。

鉴于案情重大，广州市公安局领导率领

刑警支队和天河区公安分局的精兵强将

赶赴现场，开展细致的现场勘查和调查

访问工作。

作为广州市公安局的头号刑事技术

专家、时任刑警支队刑事技术所所长的

刘超，是该案现场勘查的组织者。现场

情况之惨烈，他11年后仍记忆犹新。

由于凶手作案后明显对该房间作了

深度清理，给技术人员的现场勘查带来

很大困难。经刑事技术专家通宵奋战，

在现场提取了多个有价值物证。经综合

分析，两名死者死亡时间为48小时左右

，也即案发时间约在4月8日17时许。

“这个案子要是发生在现在，破案

时间绝不会超过一天。”刘超回忆，11

年前，当时全市的智慧警务建设仍在初

期阶段，案发后警方经多方访查，也没

有找到目击证人，因此无法精准锁定犯

罪嫌疑人。

刑侦专家齐会诊 广州警方不懈追凶

案件发生后，广州市公安局迅速成

立专案组，广东省公安厅将该案列为挂

牌督办案件。公安部对此案也非常重视

，全国首席刑侦专家乌国庆、崔道植等

奔赴广州，会同省市刑侦专家重新勘查

现场，梳理线索，对该案进行会诊、分

析。

经专家会诊，推断凶手为两名，均

为男性（嫌疑人A、B）；作案工具为

单刃折叠弹簧刀；现场房间的大门及门

锁未遭破坏，也未发现有其他入口，判

断凶手与死者相熟或为死者信任的人。

案发后，警方进行了大量排查，但

没有发现可疑之处。现场房间内保险柜

完好，是否丢失其他物品不明，凶手作

案动机是谋财还是报复难以定论，侦查

方向迟迟无法确定，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

刑事技术专家在现场勘查。

真凶仍然逍遥法外，所有办案民警

心里都憋着劲儿，誓要“死磕”到底。

广东省公安厅每年均对此案进行督办，

听取汇报，组织会诊。“这些年，我们

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每次核查线索少

则一星期，长则一个月。”办案民警回

忆，有一次，线索指向上海市关押的一

名前科人员，专案组立刻派工作组赴该

前科人员的老家四川省进行长时间排查

，最后仍未发现有价值线索。

专案组另一方面寄望于科学技术的

突破，每当有刑侦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专案组便立即对案件现场的物证重新检

验，进行比对，但多年来仍无消息。

这场漫长的刑侦接力，就这样在办

案民警们无声的坚持中延续。其间，部

分办案民警陆续退休、调离，但广州刑

警对这起案件的侦查一直都在继续，对

于凶徒的追踪，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科技突破柳暗花明 深追细查觅得真凶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的普及应用以

及刑事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给侦查破

案提供了新的抓手，让许多数

年甚至数十年未能侦破的命案

积案等疑难案件迎来突破的转

机，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被有

效攻破。久侦未破的2008年天

河区母女被害两命案，也乘着

科学技术发展的东风，迎来了

新的转机。

广州市公安局把疑难命案

积案的攻坚侦破作为一项重要

专项工作，2019年初将天河区

母女被害两命案列为重点突破

目标案件，组织市、区两级刑

侦技术专家加大侦破力度。

2019年5月29日，刑警支

队刑事技术所的物证鉴定专家在对该起

案件中提取的物证进行比对时，获得重

大信息：该案的嫌疑人A应来自湖南省

常宁市。

获悉这一重大信息，广东省公安厅

刑侦局局长梁瑞国、广州市公安局副局

长乔雷组织研判，制定工作方案，作出

工作部署，迅速组建湖南前方工作组，

进驻常宁市开展工作，后方从技术等方

面予以大力支持。

深入湖南省常宁市的田间地头开展

访查。

湖南前方工作组在当地警方的配合

下，深入进行调查。经发动群众和多方

调查，确定嫌疑人A是当地1981-1983年

之间出生的一名男婴，但出生后不久即

被父母扔到附近遗弃，可能被他人抱养

，下落不明。

湖南前方工作组在当地的大力支持

下，进一步发动群众，悬赏5万元征集

线索，终于获悉一重大情况：当地某矿

区原职工欧某（现已故）曾在80年代初

期抱养过一名男婴，且该男婴是在嫌疑

人A当年被遗弃地附近发现的。根据这

一情况，专案组进行排查，经分析其大

儿子欧某华（1982年出生）很可能就是

当年被遗弃的男婴、嫌疑人A！

确定目标后，专案组经多方检验，

确认欧某华的相关检材信息与天河区母

女被害两命案中提取的物证信息可认定

同一，认定为嫌疑人A无疑。

密织罗网终擒凶手 神秘案情真相大白

经查，嫌疑人欧某华于2019年1月

办理了护照，2月出境前往东南亚，目

前在境外某地做建筑工。

其间，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

局领导多次组织召开专案碰头会，制定

下一步侦查措施。鉴于嫌疑人欧某华在

境外，行踪不定，警方决定以静制动，

严密监控，待嫌疑人回国再实施抓捕。

2019年12月20日上午，专案组获悉

嫌疑人欧某华将从境外乘坐飞机回国，

立即派出工作组分别在长沙、衡阳、广

州三地进行布控。经长沙、衡阳等当地

警方协助，专案组于当天23时30分许，

在长沙的黄花国际机场将嫌疑人欧某华

抓获归案。随即于12月21日9时20分许

，在广州市南沙区某工地将其同伙于某

（嫌疑人B）抓获归案。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欧某华、于某

对2008年在天河区入户抢劫杀人的作案

行为供认不讳。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经审初步查明，2008年3月，于某

找到小学同学欧某华（当时也在外打工

） ， 企 图 捞 “ 快 钱 ” 。 于 某 曾 于

2003-2004年在天河区林和东路某小区当

过保安员，熟悉情况，认为6楼某女住

户（即死者张某）有钱，于是将其作为

抢劫的目标对象。案发前，欧某华、于

某到白云区住进出租屋。于某先后两次

去林和东路的该小区踩点，确定目标的

行踪，预谋作案。

2008年4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欧某

华、于某分别持弹簧刀等作案工具，伺

机进入该小区，来到作案目标所在的6

楼。于某按响女住户的门铃，以送货为

名，骗得房内一名年轻女子（即方某）

开门。于某和欧某华随即进入该房实施

抢劫，并将房内的年轻女子和中年女子

（即张某）刺倒。两人随后在室内翻找

财物，打不开保险柜，就拿走死者钱包

里的人民币7000多元、港币1000多元。

两人对现场进行清理后就离开，分乘出

租车到其租住的白云区某出租屋会合，

并平分了赃款。作案后次日，两人一起

回到老家湖南，之后各自谋生。

正义可能迟到 但绝不缺席

犯罪嫌疑人欧某华和于某，警方卷

宗里面的嫌疑人A、B，随着他们的落

网，揭开了警方苦苦追寻11年的真相。

一起母女被害惨案，竟是由一宗案值约

8000元现金的入户抢劫引发。如今凶手

落网，逝者当可安息。

该案的破案消息传开，整个广东省

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的刑侦部门都沸

腾了，纷纷庆贺案件告破。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杨江华充分肯定该案成功告

破的做法。广东省公安厅专门发来贺电

。11年来曾经参与过侦办该案、现已离

岗离职的老刑警，纷纷打来电话，奔走

相告。

11年，这桩惨案就像一颗钉子，钉

在所有办案民警心上，时刻提醒着他们

：真相待昭。

11年，为了破案，一批又一批民警

戮力前行，只求还无辜死者一个公道。

作为该案侦查工作的亲历者，刑侦

专家崔道植在获悉案件得以侦破的消息

后，十分欣慰，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另一位参与指导该案现场勘查工作的刑

侦专家乌国庆已于2019年6月逝世，虽

未能亲眼见证案件告破，但想必含笑九

泉。

“这案子能够破获，凝聚着他们的

心血，也是他们的心结。”思及过往，

刘超激动地说，“公安民警的使命初心

就是要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我们做到

了，也必须做到！”

裸聊亲历者：我是这样被骗的



BB33中美教育
星期一       2020年5月4日       Monday, May 4, 2020

一对老同学夫妇产几年移居美国，

平时的联系中很少提到他们自已，每次

的主题都是关于他们的儿子在美国上学

的情况。每次联系过后，我都情不自禁

地要联想到中国的教育，比较的结果是

很有意思的。

这对老同学是怀着对美国小学教育

的很大成见，在很无奈的心境下，把在

国内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送进了美国

的学校。

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随着儿子小木

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和孩子共同喜欢上

了美国的学校和美国的教育方式。

小木喜欢美国学校里的“有趣”，

全然没有在中国的学校上课时的枯燥乏

味的感受，而且每天都有着日新月异的

快乐感受。

在美国学校里学习的内容也比国内

要广泛得多，真可谓丰富多彩。有一门

“社会学习”的课程，其中括：1、学

习看地图，并在地图上标出某次火灾的

分布区；

2、根据物理的质量及力的原理设

计一辆小车；

3、学习有关火山、地震的原理并

做相应的实验和写实验报告；

4、学习关于疾病的传播方式、病

菌的种类、基本的卫生习惯；

5、学习食品的营养成分，并参观

学生的午餐食品厂，还要自制小点心、

自己制定营养食谱等等。

与国内正襟危坐的课堂相比，美国

学校的课堂气氛要活跃得多，上课的形

式也多样化。小木刚开始因为语言不通

，常常有很多搞不懂的地方。

比如：有一天，大家都穿睡衣来上

学，而有一天，一个同学居然带来一条

狗给大家讲解。 美国学校的课余活动

很多，每逢各种节日都要组织相应的娱

乐活动，师生在一起开联欢会，学生们

互送自制的礼物。在中国，小木从来没

有看到学校组织过课外活动，即使到了

“６.１”儿童节也只是班级里组织个

朗读活动，并且很少有户外活动。亲身

参与的少之又少，他总觉得这原本是属

于自己的节日却跟没过一样。

小木在中国上学时，书包总是沉到

几近背不动的程度，但是在美国，书本

都放在学校并不带回家去，这不仅意味

着，孩子的双肩是轻松的，而且回家后

写的作业是不需要课本的。从学习内容

来看，这恐怕是中美两国的小学教育最

大的差别了。

在中国，课本包含了学校教育的全

部内容，课堂教学不出课本范围，写作

业一般也不会超出课本。 小木在中国

的学校里是不喜欢写作业的，因为作业

总是课本内容的繁琐重复，令他厌烦，

可他在美国的学校里却非常喜欢写作业

，因为每次作业都充满了新奇的知识和

强大的吸引力，使他总能从中看到更多

新奇的事物。此外，在中国上学时，放

学后的作业是当天写、第二天要交的，

而在美国上学，作业常常是一个星期以

后交。 小木的父母很惊奇地发现，眼

瞧着儿子一天到晚的玩，却有着比国内

同龄孩子强得多的动手能力和广泛得多

的知识面，特别是，小木用计算机查资

料的能力特别强，对图书馆更是熟悉，

字也打得飞快。小木的这些能力，对于

一般国内同龄孩子来说确是不具备的。

问题是，我们国内的孩子没有必要

具备这些能力，因为国内学校教育在这

些方面对学生们是没有要求的。试想一

理，几本教科书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时

，谁还会利用计算机、图书馆去大查特

查资料呢？（除非打游戏）。

与西方的孩子相比，国内的孩子不

仅缺乏动手能力、而且也缺乏广泛的知

识面，因为太局限于课本。

但美国的教育也有它的缺陷，即宽

而浅，相比较，中国的教育则是窄而深

。

小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让孩子们掌

握基本的读、写、算的能力，这一基本

的目标在世界各国的小学教育来看都是

没有多大差别的。

在小学六年的时间里完成这一基本

任务总是绰绰有余的，而在完成了读、

写、算基本技能训练之后，学校教育再

朝那个方向发展则体现了各国教育的差

异。

美国的教育是向“广，散”的方向

发展，学校教师总是设法引导学生把眼

光投向课本之外的知识海洋，并力图使

学生保持对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望，并注重鼓励和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

的习惯以及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中国的教育是向“深”的方向发展

，老师总忘不了提醒学生要“吃”透课

本内容，即使是10以内的加减法，我们

的老师也能变换出数十种不同的题型来

。由此可见，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学数学

的实际目的也已大大超出了培养基本计

算能力的范畴，从而演变成了纯粹的智

力训练乃至智力游戏。

目前国内小学数学的教学方向，背

离了数学的工具性、实用性的本质，而

是追求题型的复杂性、花样性，使原本

具有工具性、应用性的数学被数学游戏

所取代。

而美国的教育是以受教者为本的，

即以小学生为本，教师讲课的好坏是以

学生听讲的效果来判断的，教学的内容

则考虑到学生的兴趣。

国内的教育是以教育者为中心的，

即以教师等施教者为中心，教师讲课的

好坏是以教育工作者听课的效果来判断

的，教学的内容则主要是以施教者认为

是否有用。而不是以学生为本。

我曾经读过一本英文版的美国语文

教科书，发现那里面基本都引人入胜的

美文，令我惊讶不已。在我们这代人的

记忆中从小读到大，中国的语文课本里

总是充满着最没意思的古文，这也是我

这几年以来的一大困惑。中国有那么多

引人入胜的美文佳品，为什么语文课本

总是选一些令人昏昏欲睡的文字，更令

人不解的是，对那些看一遍都勉强的文

字，老师还要求抄写、默写、背诵。所

以在学生时代，最喜欢读书的我，却最

讨厌上语文课。

国内语文课本的内容是以叙述文、

议论文、古诗词为主，编辑者无疑认为

这是文字的主流，以至于趣闻、笑话、

幽默小品、生活随笔、短篇小说则均被

认为不是规范文字而不适用于教村使用

。

而且语文课本中包含了太多的政治

、伦理、道德说教，选编者对所选的文

字考虑了太多的政治价值、伦理道德价

值，就是没有考虑文字的审美愉悦价值

。我们似乎不太懂得运用文字本身的感

染力和内在的魅力来达到灌输价值现的

目的。由于考虑了过多的非文学因素，

这不仅导致了学生不爱读课文，也同时

阻碍了培养学生一般的阅读兴趣。

教育是一门艺术，需要教育者用心

钻研，而研究的核心则是受教育者的心

理。我们的教育有自己的传统，但改革

那些不适应现代社会、不符合学生接受

知识的自然心理规律，不合理的教育观

念、教育方法则是势在必行的。 素质

教育的口号已经喊了许多年了，教育改

革的各种新措施也层出不穷。但是在具

体的学校教学中却常常看不到本质的变

化，似乎总是换汤不换药。问题的症结

的在于、学校的基层管理者和多数教师

的观念没有更新，还是以分高者为傲呢

？

美国的教师无论是小学教师、中学

教师还是大学教师都很关注教育研究的

各种新成果，他们把这些新的教育观念

、新的教学方法直接运用到自己的教学

实践之中，固而每个普通的美国教师都

有明确的教学目标、灵活多变的教学方

法。

譬如，当一位国内学生的家长问一

名美国的小学教师：“你们怎么不让孩

子们背一些重要的知识呢？”这位美国

教师的回答是，“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

，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

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

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

；

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

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

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

聪明。

在感叹一名普通的美国小学教师的

这番远见卓识的同时，也非常遗憾我们

国内的教师还只是停留在传授书本知识

的水平。 美国的教师可谓是名副其实

的教师，不仅传授新知识而且传授新观

念。为学生指点求知方向这方面，我国

的教师显然不如关国的教师。

尽管中国的教师业务水平都不低，

但了解教育理念、懂得学生心理发展规

律的教师可能就不多了，而把新的教育

理论运用到实际教学中的教师可能更是

少之又少。

素质教育不应在我国只是喊的响的

口号，更应付诸实际行动。教师如何不

紧盯升学率、学生如何全面发展。这应

是全社会都应为之思考的问题。

这些中美教育的差异
值得每个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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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故事的讲述者小樱，她想来讲

一讲自己大学毕业进入夜场工作的体验

。

小樱说，她之所以想来讲这段经历

，是因为她在很多问答类的网站、论坛

里，看到有人说一些夜场内幕的见闻。

但小樱觉得那些大多数都是段子，事实

并非如此。

初入夜场

2015 年大四下学期的时候，我没有

什么事情干，就想找个兼职。我在网上

看到有招募服务生的消息，工资日结，

一天能有四五百块钱，就很好奇地决定

去试试看。

那边给我的工作地点在郊区一个很

普通的地方，有一整条街全部是脏兮兮

的小歌厅。名义上叫歌厅，其实别人都

知道里面是可以叫「小姐」的，这条街

其实就是红灯区。

到打工的店里，我问老板娘服务员

到底要干什么。她说什么都不需要干，

就在包间里喝喝酒、唱唱歌。

其实我心里挺犹豫的， 因为我自

己也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地方。

后来老板娘就把我带进了一个包厢

。包厢里坐着几个男人，茶几上摆着果

盘和啤酒。那几个男的是跑高速的司机

，来这边找乐子的。他们身上很脏，还

有味道，说着很难懂的方言，看起来特

别屌丝。

当时有一个人叫我坐下来，我就坐

下来了。因为什么都不懂，就看他们喝

酒唱歌，混了一个晚上。

到凌晨 2 点左右，老板娘给我结

了 500 块钱，我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感

觉。

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不太好，就再

也没有去过。

再入夜场

下一次去这种场所，就是大学毕业

之后了。当时我回了老家附近的一个城

市，投了很多简历，全部石沉大海。但

当时身上也快没钱了，连房租都快付不

起了。

我家里其实条件中等偏上，爸爸是

包工程的，我从小生活挺富足的， 没

有为钱操心过。但是我当时的想法还是

想要靠自己。

我想先去做一段夜场的工作，把困

难时期度过去，再去找个正常工作。我

当时想着一定不会在这个行业里待多久

的。

所以很快我就去上班了。

我联系到一个领队，他专门往夜店

输送女孩子，他带我去一个涉外的连锁

酒店的夜总会面试。

老板问了我很多问题，包括问我的

酒量怎么样。

夜店对女孩子的酒量有要求，如果

是一个女孩和一个客人的话，要求能喝

完 12 瓶啤酒，而且是喜力、百威之类

特别上头的酒。网上有的人问：为什么

去夜店，小妹一直让我买酒呀？因为喝

不了这么多酒的话，我们要罚款的。

那家夜总会在附近的小区租了一整

个单元作为员工宿舍，公主、少爷都住

在里面。公主就是包房里的服务生，负

责点歌、点酒、开酒。少爷是负责送酒

的。我是公关，我也搬进去了。

这边的女孩子一看就特别洋气，穿

着打扮特别漂亮。我觉得这个城市夜场

里最好看的女孩子基本上都在这里了。

来这里工作，我当时想着我只是陪

个酒而已，顶多被客人摸一下。因为这

里消费其实挺高的，来的基本上是谈生

意的商务客，应该不会有素质特别差的

人。

而且我刚去的时候，因为是一个生

面孔，比较容易被选中。一般进一两个

房就会有人选我，一天如果能上两个到

三个班，一天的收入能有 1200~1800 块

。

坐台

我们每天要开班前会，会讲在包厢

里的服务，对客人的态度，包括酒杯里

不允许放小番茄

、西瓜之类的，

因为占杯子，喝

的酒少。

一桌客人到

了以后，妈咪会

问要什么样的小

妹。然后妈咪会

通过对讲机跟派

台的经理沟通，

女孩就排着队过

去给客人选，没

选上的回来，再

换下一组。

一开始的时

候我不敢抬头，

觉得非常紧张。

后来为了被选上

，就会抬头盯着

客人，保持微笑

，眼神跟着他的

眼神走，给人一

种你不选我就是亏了的感觉。

我比较怕遇见年轻的客人，相对来

说我喜欢陪三十五六岁的商务客，他们

基本上是谈事情的。而且他们没有那么

长的精力，玩一会就走了，我就可以去

上下一个班。

但是那种二十多岁的小年轻富二代

我就得哄着，他们一个不高兴就会骂得

非常难听，甚至会泼我一身酒。我特别

讨厌这种客人。

曾经有过一个坐轮椅来的客人，是

很知名的企业家，他的秘书把他推进来

的，蹦迪的时候还要吃速效救心丸，他

说「小妹我先吃点药，你们再放歌」，

我真害怕他会晕过去。这样的客人基本

上玩一个小时左右就走了。

还有很奇葩的客人会打包果盘，我

们有时候酒喝多了，想吃个果盘压一下

，他不许我们吃，说要带走的。

要出台

妈咪不可能直接问一个客人你要不

要把她带出去睡觉，她会问客人要不要

出去「吃个宵夜」、「吃个快餐」、

「看电视」之类的。

其实你在那个环境下会被一点一点

腐蚀的。

因为你一天拼命上班只能挣 600

块，一个月最多挣一万八九。别的人出

去「吃个宵夜」，一天就将近五六千的

收入，一个月最少 6 万。

我们场子里的休息室沙发分两边，

一边坐出台的，一边坐不出台的。不出

台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一个店里一百五

六十个女孩，最后只有十几个不出台，

剩下全是出去的。

而且有时候妈咪会让小姐妹过来给

你洗脑说，你看我现在想买什么就买什

么，在老家也买了房，买了车。

妈咪也会让你坐冷板凳，我有房就

是不带你，就让你坐着，你自己给我好

好想想。

因为妈咪的收入除了靠酒水提成，

就主要是派女孩出去吃饭。我跟的那个

妈咪算是省会城市的第一大妈咪，我们

店里有一百五六十个小妹，她一晚上的

功夫可以派出去 100 个。派一个人可

以挣 500 块钱，你看她一晚上能挣多

少钱？

所以你不出台的话，就相当于跟她

站在对立面了。

我刚开始的时候不出台，有一次一

个客人给我塞了好多好多钱，塞得我衣

服里全都是钱。后来妈咪说你要是不出

去，就把这些钱都给我。我开始就是不

给，后来没办法，给了她一部分。最后

我数了数落到手里的，还有 3 万多块

钱，是那个人一晚上给我的。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我又不用出

台，偶尔还有人给我那么多钱。但后来

我被妈咪针对了，看起来有大款的包厢

就不让我去了。

对我好的人

我第一次出台的对象，是找了我将

近有一个月的一个熟客，当时也没想太

多就去了。

这个人是一个连锁咖啡在省会地区

的负责人，三十五六岁，挺斯文的。

我们发生关系后，他有时候会等在

我家楼下，把我送去上班。有一次他在

车的后备箱里放了很多现金， 他说你

随便拿，拿多少都行。

突然间有一个人对我很好，我心里

也觉得挺高兴的。

但是我觉得但凡两个人发生关系之

后， 这个人肯定会对我丧失新鲜感，

可能就会去追逐下一个目标了，所以我

很长时间对他不冷不热的，没有刻意去

维系这种关系。

后来他说每个月会按时给我钱，也

经常支付宝给我转钱。我觉得我在夜场

攒的钱，已经可以维持我好几年不工作

了，我并不需要。但他还是会转给我。

他对我越来越好，我也渐渐对他有

了感情。

感情最好的时候基本上他走到哪里

都带着我，包括他去谈一些生意，或者

到全国各地去玩。

我开始觉得很幸福，每天见到他就

觉得好开心，只要能在一起去哪里都无

所谓。

有一次他说要么你别去上班了，就

跟着我， 要不然去他那里上班。反正

他不想让我在夜店里继续服侍人了。

换工作

我们姐妹们在店里经常说一句话：

中国男人最喜欢干两件事，一是勾引良

家妇女，二是劝婊子从良。

后来我从那家店离开的时候，人家

都觉得我被他包养了。

因为我们店曾经有一个女孩子被人

包养了，一个月 5 万块钱。然后我们

店总说，那个女孩子真傻，她在这个店

里一个月挣的绝对不止 5 万，而且被

包养几个月又得回来上班，图什么？所

以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要贪图那一点小

恩小惠。

但到了第二年的三四月份，我决定

换一家店。

我离开那家店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因为他。我跟他说我不干夜场了， 我

要找个正常工作，或者去考研。

他以为我找了正常工作之后非常高

兴。他劝了一个失足少女回归正轨，心

里也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吧。

再次遇见

后来我又去了另外一家夜店上班，

但是突然有一天晚上，我碰见了他。

那天正好有人请客，他是主客。我

进包厢以后一抬头就看到了他。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我看他的眼神

特别特别失望。然后他就跑出去问妈咪

：她是一直在这上班还是偶尔来。我当

时坐在包厢里，感觉一下子被打回了原

型。

那个请客的人也感觉到我俩的关系

好像不太对劲，整个包厢的气氛很压抑

。妈咪也不敢说话， 所有女孩就看着

我们两个。

然后他让我跟他出去一下，问我到

底为什么要重回夜店上班。本来我已经

给他一种走上正轨的印象了。他说：

「你缺钱吗？缺钱我可以给你。你想要

多少我都可以给你。」他特别不理解。

我说：「没什么不好理解的，反正

我就这么一个人，你认识我就是在夜店

认识的，我要是个正常上班的小姑娘的

话，根本就不会搭理你这种已婚的老男

人。」

我说的话特别绝，把他气得不行。

我们回包厢之后，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让

我滚，不要再让他看见。

这样就结束了。

后来我继续在那上班，有时候看到

他的车停在我们公司楼下，就知道他来

看我了。但我就是装作看不到，还拉了

一帮小姐妹，有说有笑地从他车跟前经

过，故意表现出我现在过得很好，我就

喜欢这份工作的样子，把他气得够呛。

偶尔他也会发消息说， 我挺想你

的。

但是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对等的关

系。他这个年龄的人肯定是结了婚的，

我也不可能让他离婚来娶我。

我就是一个干夜场的，我不能成为

他的什么，只能当断则断了。

夜场外的生活

老在夜场上班的话，稍微跟现实生

活有一点脱节。

每天的生活就像打怪兽一样，来了

一波又一波。我一开始的时候是 1 点

下班，回家洗个澡睡觉，第二天八九点

钟就醒了。后来就睡到下午四五点，一

起床吃个晚饭、化化妆，又要去上班了

，就感觉过得没有了白天。

而且长期熬夜喝酒，脸色也不是很

好，面色发黄。每次回家见父母之前，

我都提前一两周停止在夜场上班，把生

物钟调过来，养一养气色。

在那个环境里待久了之后，三观也

变得不一样了。以前我完全不会开黄腔

，但是等上班的时候，所有女孩子就会

聊一些黄色的话题，比如时长，哪个客

人不行，今天捡了个大便宜。

有些女孩下班之后会去点鸭子。如

果我今天在店里有什么不如意的话，我

就去叫个鸭子，折磨一下他们，感觉心

里会平衡一点。

我所在城市的鸭子的形象，就像理

发店里的托尼老师，或者快手上的精神

小伙，发型吹得很高，穿很瘦的裤子。

他们台费比我们要便宜不少，100

块钱就可以从天黑陪到天亮，所以他们

比我们还底层一点。

遭遇抢劫

2015 年底，那时候我们拿的小费还

主要是现金。有一次，我们店里一个女

孩子在晚上回家的路上遇害了。后来店

里开会说，下班以后要结伴而行。

大概 10 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我下

班往家走。过马路的时候我感觉后面有

个人跟着我，我停下他也停下，我走他

也走，怎么也甩不掉。一直到进巷子的

时候他还跟着我，我突然一回头说「你

要干什么？」

那是个高高瘦瘦的大哥，拿了一把

很小的水果刀。他说走投无路了，想要

点钱。我说：「我把钱给你，你也别跟

着我了，我不会报警的，你快走吧。」

他说好，我就把身上的几百块钱给他了

。然后他要走的时候，回头跟我喊了一

句，「我还会回来找你的，我会把钱还

给你的」。把我吓了一跳，从此以后无

论再短的距离我也要打车。

坐公交被骂

还有一次我上班上到了凌晨，天都

亮了，然后我坐公交车回家。

我那时穿的短裙，妆很浓，还一身

酒味。我坐在座位上，突然间过来一个

老大爷，指着我就开始骂婊子之类的特

别难听的话，车上的每个人都看着我，

我觉得无地自容。到下一站之后，我就

赶紧下车打了个车回家。

我知道他为什么骂我，但是在大庭

广众之下被骂，还是很不舒服。

未来的出路

我后来从夜场去了资源公司。资源

公司是从夜场延伸出来的一种行业细分

。它有点类似于是一种劳务派遣公司，

每个夜场的老板在需要女孩的时候，就

会去资源公司挑选，然后把女孩带回到

自己的场子里来上个几周或者几个月的

班儿。

到了资源公司之后，我的自由度大

了不少，会经常出差去到不同的城市，

也会按照自己的状态调整工作节奏。

但是我今年 26 岁了，我感觉自己

在夜场这一行的黄金年龄快要过了，开

始焦虑未来的出路。 我在想要不要去

考个编制，或者找个正规的公司上班。

因为现在夜场里2003、2004年出生

的小女孩都出来了，比我年轻 10 多岁

，我竞争不过她们。

但是夜场女孩想从这个行业里离开

也没那么容易，不是说找不到正常工作

，而是怕累、怕辛苦。你想正常工作一

个月的工资可能还没我现在一天挣得多

。

有时候放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

是一个异类。我没有什么朋友，除了夜

场认识的朋友之外，我交不到正常的朋

友，因为我没有一个清白的身份跟别人

接触。

我也没法跟父母交代，这是让我感

觉最焦虑的一件事情。

我父母还是很传统的父母，甚至很

多衣服我都不能穿，有的时候化了稍微

浓一点的妆，他们会说我不像是个干正

常职业的。

有时候我爸妈问我，你到底在外面

干什么？我说不上来， 也编不出来。

我没办法告诉我的亲人、我的父母、我

的的同学，我到底在外面干什么。

一个夜场女孩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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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杰瑞用刀把月饼切成八小份，

用叉子小心挑起一块放进嘴巴，露出

憨憨的笑，过了一会儿他就宣布，

“五仁月饼是最好吃的中国月饼。”

他喂了块月饼给旁边的宠物猫，

“快吃，这是最好吃的月饼”，猫不

理他，郭杰瑞对着镜头说，“他真的

不想吃，他神经病的猫。” 弹幕迅速

刷过满屏的哈哈哈哈。

纽约小伙郭杰瑞是90后，从 2017

年开始，由于在B站上传短视频介绍美

国人的家长里短火了起来。视频里郭

杰瑞热爱老干妈，口头禅是“这个不

辣”。他试吃奇奇怪怪的食物，比如

卫龙辣条、崂山圣水等；介绍美国的

民生与生活细节。

最近这段时间，B站、西瓜视频、

抖音上涌现了一群讲中文的老外网红

，他们像郭杰瑞一样，分享作为老外

的生活日常，介绍中外文化差异，做

各种各样的挑战与采访。郭杰瑞不是

普通话说得最好的，也不是在中国生

活最久的，但却成功变成了其中最有

影响力的网红之一。他在B站有400多

万粉丝，每发一个视频都有上百万的

浏览量。

最近一次出圈，是因为他出现在

了央视新闻中。用视频记录纽约新冠

疫情的他，被央视邀请做直播，探访

新建的野战医院，“战地记者”也成

了他的新外号。

真实和客观，是像郭杰瑞这样的

外国up主最常被粉丝夸的点。但他们

面临的境况非常复杂，瞬息万变的舆

论环境，“外国人”的身份，以及中

文互联网上难以揣摩的情绪起伏，都

在考验着这些老外网红

没想到“老郭有点紧张。”

这样的评论弹幕飘过。在4月2日

的央视直播里，郭杰瑞拿着自拍杆，

站在纽约野战医院外围，表情有些严

肃。郭杰瑞绕着野战医院边走边讲，

说到疫情早期美国浪费了很多时间，

“我们专家说问题很严重，政府说这

个跟流感差不多。” 郭杰瑞说。

Cindy是郭杰瑞的华人朋友。郭杰

瑞的所有视频都是他和Cindy两人拍摄

的。那天直播结束后，郭杰瑞和Cindy

没有立刻回家，他们要接着拍一期讲

述纽约医疗现状的视频。

为了拍这样一期视频，他们事先

要做研究调查，弄清楚哪里有素材再

动身。郭杰瑞和Cindy盯着疫情的新闻

，互相讨论，他们每天听州长讲话，

听总统讲话，看很多媒体的深度报道

。Cindy遇到文章里不理解的地方，比

如她不熟悉的美国医疗，会请教郭杰

瑞。她把自己比做记者，通过不停地

提问启发，一期视频的素材就逐渐浮

现了。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制作了

“为什么新冠疫情会在美国大暴发”

的视频。

很多视频诞生于网友的提问。最

近他们收到了很多网友留言，“为什

么特朗普要纽约州自己买呼吸机”，

就做一期视频讲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

关系。负责剪辑视频的Cindy注意将视

频里剪入的每条新闻标明出处，“疫

情这么多人盯着”，她比平时更谨慎

，有时候会因为担心舆论压力大，睡

不着。

红了

很早以前，郭杰瑞和Cindy就开始

用视频来回答网友提出的那一系列

“为什么”和“这是真的吗”。他们

在B站上点阅最高的一个视频，源于有

网友提问“美国人是不是真的浪费”

。

“我们做了很多调查，但光是数

字视频会很不好看。”Cindy告诉《中

国新闻周刊》。他们想出了去实地看

看的法子，郭杰瑞来到沃尔玛外的垃

圾箱打开箱盖，满箱的面包和披萨呈

现在镜头前。为了论证他们找到的数

据：25％的食物在农场因为长得不好

看被扔掉，郭杰瑞还去超市拍形状完

美、大小一样的水果。

“每个美国人每年差不多扔900美

元食物，所以一个家四个人差不多

4600美元。” 郭杰瑞最后总结。这笔

算错的账也被Cindy原封不动地剪入视

频，被网友笑为“数学鬼才”。注重

前期调查和实探考察，通过走访、街

采和实地体验的方式，对调查数据进

行视觉化呈现，加上郭杰瑞本人自带

的语言与搞笑天赋，以及Cindy颇为鬼

才的配乐风格，他们逐渐形成了相对

客观、深度又自带萌点的视频风格。

郭杰瑞在美国读的是国际商务专

业，大学毕业之后，他先在全球旅行

了一阵，后去家族的公司上班。有知

乎网友称郭杰瑞家是做房地产的，对

此他不愿多谈，只说他上班的公司有

中国客户，他因工作需要曾来中国出

差，逐渐对中国产生了兴趣。

“做Up主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摄影师一直是我朋友，她经常找我聊

一些中国和美国的话题，然后我们发

现中国网上很多关于美国的信息是错

的，所以我们就想拍一些视频讲一下

真正的美国。之前并没有了解过互联

网媒体。”回忆最初拍视频的契机，

郭杰瑞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郭杰瑞的第一支视频拍的是吐槽

美式中餐，那是2017年9月，视频放在

微博上。

那时郭杰瑞尝试过直播，还试图

在微博上与一些红人互动，但视频浏

览量不多，有粉丝留言建议他们把视

频放在B站。无论是外国人郭杰瑞还是

中国人Cindy，都没有听说过这个网站

。但他们还是听从了粉丝的建议。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正确也很

关键的决定。2017年，B站成立国创专

区，同年，共青团中央入驻B站。这两

件事标志着B站走向更加大众化的道路

，以及B站对年轻人的影响力获得官方

认可。正是在此时，郭杰瑞在中国粉

丝的指引下入驻B站。

“年轻的粉丝喜欢看奇特、看吃

东西，年纪大一点的观众关心国计民

生话题。”拍了 379条视频后，Cindy

这样总结。刚开始在B站发视频时，他

们的视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介绍或

体验美国人的生活，另一种是试吃。

后者成了郭杰瑞的快速突破口。

放眼整个B站，拍美食也是条直接

有效的路子。2018、2019连续两年评选

出来的“百大Up主名单”里，十多位

美食类博主上榜。很多外国博主都会

拍这种试吃视频，还有外国博主直接

给自己取名“火锅大王”。“简单又

安全。”Cindy总结这是众多博主青睐

美食视频的原因。

郭杰瑞有自己的风格：生吃辣椒

和各种蔬菜。生吃的彪悍和老外中少

见的特别能吃辣，让郭杰瑞获封外号

“郭铁菊”，正是这些如今看来比较

简单的视频，为“我是郭杰瑞”这个

账号打下了最初的江山。

选择

粉丝涨到几万的时候，MCN机构

纷纷向郭杰瑞伸来橄榄枝。B站上的资

深博主对他们讲，和MCN机构签约的

好处是公司的钱多，可以出钱帮博主

做推广。坏处是公司会帮你接很多你

不愿接的广告，创作也受限制，“比

如你想谈一些你觉得有意义的话题，

可能公司会觉得没意思，或者太敏感

不安全。”

郭杰瑞和 Cindy 一致决定，不签

MCN。他们现在是个三人团队，两人

负责视频，另聘了一个中国员工负责

对接宣传和日常事务。

郭杰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做视频的初衷是“我喜欢”。“有粉

丝在街上见到我说，‘jerry看到你的视

频让我开心。’哇！那我真的很开心

，还有让别人学到新的东西也很开心

。”

目前，郭杰瑞和团队的收入来自B

站的流量分成和卖咖啡的收入。分成

的计算方式是1000个赞 2块钱，Up主

发布一个播放量上百万的视频，就可

以拿到平台给的两千块流量分成。B站

著名Up主关汉卿曾在去年4月份时在B

站公布他的收入。当时他在B站有200

万粉丝，每天更新视频，他表示，B站

和其他平台的流量分成以及广告收入

加在一起，他的账号可以达到月入30

万。

也有人不甘心与MCN机构分账，

转而做起自己的MCN机构。B站上另

一个外国人运营的 Up 主账号，拥有

351万粉丝的歪果仁研究协会，就是来

自以色列的高佑思和自己中国合伙人

创办的MCN机构。该机构至今孵化了

40多位外国博主，最近它刚刚完成总

额为2000万人民币的A轮融资。

高佑思在中国生活了8年，有一个

创立跨境风投公司、管理二十多只人

民币/美元基金的父亲。从北大研究生

毕业后他开始创业，他有较丰富的媒

体经验，参加过《世界青年说》《非

正式会谈》等外国人谈话节目，偶像

是马云。

由于个人的背景和愿景的迥异，

这些在中国变成网红的老外们，其实

都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比如郭杰瑞

和Cindy需要每天关注海量的社会、经

济新闻，寻找中外差异比较大的点来

发掘选题。而抖音上还有一个迅速走

红的门类出现，叫“外国人夸中国”

。一个叫伏拉夫的网红在视频中说，

“我就要定居中国，第一步，买车，

下一步，买房，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

中国人。”这视频被点赞了三百万。

另一些博主为了吸引眼球，会发

一些有着阴谋论色彩的“时局”分析

，有给孙杨支招的，还有发视频称911

是美国政府自己策划的。郭杰瑞看到

后特别生气，他说，“那时我就在纽

约，死了那么多人。”

江湖

做视频让郭杰瑞的汉语突飞猛进

，他花过一年时间学汉语，效果还没

有通过看网友留言来得好。从留言里

，他懂了“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什么

意思，学会在视频里使用“你家断网

了吗”这样的流行语。

随着粉丝群的不断扩大，郭杰瑞

与中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平日住

在纽约，去年一年中他来过中国五六

趟，每次都驻留一个月左右。他参加B

站和西瓜视频举办的活动，或是受邀

去《人民日报》参观，领取中国外文

局颁发的奖项，或是去探访阿里、腾

讯这样的科技公司。去年3月，一次去

普洱的旅行，让他决意把当地的

咖啡卖到美国，为此他在中美之

间不断奔走，加工厂、种植园、

生产线都自己跑。

“做 Up 主让我变得更 open

minded，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它

让你开始新的生活，或者开始一

份新事业。”郭杰瑞对《中国新

闻周刊》强调。

他对中国农村格外感兴趣。

在江西农村，他和华农兄弟一起

劈竹子、泡野温泉，在另一个美

食博主王刚的老家，他学习怎么

用最原始的推磨做豆浆。

在他的体会里，中美最大的差异

是藏在细节里的人际间的微妙差别。

相比他的前辈，以《江城》《寻

路中国》成名的非虚构作家何伟，郭

杰瑞这代“寻路中国”的老外，对中

美差异的体会更加集中在日常生活与

交往，更关心中国的科技与经济领域

的崛起。

对一些问题的表述，郭杰瑞也有

和年龄不相称的谨慎。在被问到网络

上一些狭隘的言论与情绪时，他一再

地说“这个我真的要想想”。

这或许源于2018年的一场风波。

那次有B站外国Up主质疑他的背后有

中国公司，拍视频时读公司事先写好

的脚本，目的是为了讨好中国观众，

挣中国人钱。质疑声一出，郭杰瑞收

到了成千上万条骂他的留言，他熬了

一整夜，一条条看完，看不懂的就用

翻译软件翻译。

为此，郭杰瑞出了一期澄清视频

，事情后来又有了奇妙的反转，率先

宣战的博主被网友人肉出种族歧视的

黑历史，渐渐凉了。一些博主由于过

去有心或无意的行为被定义为辱华，

被逼着退圈。他们的消失让郭杰瑞更

加谨慎，不混圈，不参与是非争斗，

只专注于自己的视频。曾经，他也一

度产生过开公司，招中国人和美国人

一起做视频的念头，此事也暂时打消

，因为他觉得很难保证别人的视频内

容是不是也能做到“三观正”。

最近，众多外国博主纷纷做视频

，盘点外国媒体在报道新冠疫情使用

歧视性用语，或者干脆出攻略“如何

反击《纽约时报》无脑黑中国”。郭

杰瑞也做了一个视频，是他自己写的

内容，纯英文，没有放在B站，只发在

了YouTube上，用来反击外国媒体。

他在默默熟悉各个平台的规则，

渐渐摸清各个平台的分寸。对于那些

规矩，他悉心遵守，不觉奇怪。“犹

太文化和中国文化有个共同点，都比

较听话。”他说。但有时他也会不可

避免地产生疑惑，比如看到某个平台

的高赞问答讨论关于犹太人的话题，

其中的观点直接且偏颇，郭杰瑞对合

作伙伴Cindy说，“理论上这是种族歧

视。”

如今，郭杰瑞计划把工作重心放

在咖啡和创作深度视频上，原本已找

好的美国的烘焙厂，谈好咖啡门店入

驻等一系列事宜，却因为疫情只能暂

时搁置。最近这两天，他计划先把手

头的云南咖啡送给医院里正在抗疫的

医生。

郭杰瑞
告诉你

不吹不黑的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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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美國讀研，選專業的重要程
度甚至高于選大學。熱門專業能順應就
業市場的需求，因此即便學校的等級不
如別人，只要專業夠搶手，也完全能縮減

甚至彌補差距。雖然近些年的留學申請依舊集中在商業、工
程和計算機三大領域，但細分專業的選擇卻發生了巨大變化
，以往熱門的專業在今年或者以後不一定還具有競爭力。

該項調查參考的是美國勞工統計局（BLS）以及 Pay-
Scale龐大的薪酬數據庫，只從平均年薪、薪酬增長和就業預
期增長的角度進行考量，簡單粗暴的選擇標準反倒對研究生
選專業非常有參考價值。

綜合《商業內幕》的數據，列出了15個最具價值的大學
專業如下：

十五：統計Statistics
統計其實是應用數學下的一個分支，主要是利用概率論

建立數學模型，收集所觀察系統的數據，進行量化分析和總
結，做出推斷和預測，為相關決策提供依據和參考。研究方向
包括：生物統計、環境統計、金融統計、經濟統計、遺傳統計等
。也就是說，統計存在于有數據分析需求的各行各業。

起薪中位數：$ 49,000
職業中期薪資：$ 93,800
薪酬增長：91％

十四：物理學 Physics
物理學可以細分為原子物理、生物物理學、凝聚態物理、

宇宙學等方向。對這一專業訊哥在之前也跟很多同學一樣存
在誤解：物理學專業的學生人人都要成為愛因斯坦。實際上，
除了在物理的世界裏繼續科研，醫療行業、工程行業、信息技
術行業等領域都需要該專業的人才。

起薪中位數：$ 49,800
職業中期薪資：$ 101,000
薪資增長：103％

十三：財務Finance
起薪中位數：$ 46,500
職業中期薪資：$ 87,300
薪酬增長：88％

十二：建築工程管理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起薪中位數：$ 50,200
職業中期薪資：$ 85,200
薪酬增長：70％

十一：數學 Mathematics
美國部分學校不會單獨設立的數學碩士項目，研究生錄

取以博士招生為主。申請者往往需要高級微積分、線性代數、
複雜變量、偏微積分和常微積分方程、概率論等相關知識基
礎。

起薪中位數：$ 47,000
職業中期薪資：$ 89,900
薪酬增長：91％

十：應用數學Applied Mathematics
應用數學常常是數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學習，主要研究

方向為數學及其在科學和工程領域的應用，包括數值分析和
其他計算方法。

起薪中位數：$ 52,600
職業中期薪資：$ 98,600
薪酬增長：88％

九：石油工程Petroleum Engineering
起薪中位數：$ 97,900
職業中期薪資：$ 155,000
薪酬增長：58％

八：管理信息系統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起薪中位數：$ 51,000
職業中期薪資：$ 88,200
薪酬增長：73％

七：地質Geology
起薪中位數：$ 45,300
職業中期薪資：$ 83,300
薪酬增長：84％

六：土木工程Civil Engineering
起薪中位數：$ 53,100
職業中期薪資：$ 90,200
薪酬增長：70％

五：環境工程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起薪中位數：$ 51,700
職業中期薪資：$ 88,600
薪酬增長：71％

四：軟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
起薪中位數：$ 54,900
職業中期薪資：$ 87,800
薪酬增長：60％

三：計算機科學Computer Science
計算機科學主要是從計算機計算的角度研究算法、可

計算性、編程語言等，更像是一門側重于計算原理等理論算

法的科學。
起薪中位數：$ 56,600
職業中期薪資：$ 97,900
薪酬增長：73％

二：生物化學 Biochemistry
生物化學是研究生物體內發生的化學反應和相互作用

的學科，特別是細胞中各組分的結構和功能。生物、化學和製
藥背景的學生都可以申請研究生學位。

起薪中位數：$ 41,700
職業中期薪資：$ 84,700
薪酬增長：103％

一：生物醫學工程Biomedical Engineering
生物醫學工程(Biomedical Engineering, BME)是綜合生

物學、醫學和工程學的理論和方法而發展起來的新興邊緣學
科，其主要研究方向是運用工程技術手段，研究和解決生物
學和醫學中的有關問題。現在的生物醫學工程在疾病的預防
、診斷、治療、康復等方面起著巨大作用，世界各個主要國家
均將它列入高技術領域，重點投資優先發展，所以能夠成為
最具價值的專業不足為奇。

平均起薪：$ 53,800
職業中期薪資：$ 97,800
薪酬增長：82％
專業的熱門程度是就業市場對人才需求變動帶來的結

果。從福布斯的調查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理工科專業有著
其他專業難以匹敵的薪酬和就業優勢。

個人理財網站Bankrate.com對各專業學生的收入中位
數和失業率進行了分析，發現了類似的結果：工程專業就是
有就業優勢。例如海洋工程從業者平均收入超90,000美元，
失業率僅為1.6％；核工程師的年薪通常為98,100美元，失業
率1.8％；遺傳學專業的學生年薪約85,000美元，失業率1.2％
；電氣工程師平均年薪99,000美元，失業率為2.7％。另一方
面，戲劇和戲劇藝術學位的平均年薪為35,000美元，失業率
超過5％；語言學和文學專業的中位薪資為40,000美元，失
業率超3.9%。

因此，如果純粹從薪資和就業的角度考慮，以上15個專
業非常具有可讀性。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I/房地產專日/200502A簡 雜版 Mandy

美國美國1515個最具價值大學專業個最具價值大學專業

聖埃蒂安聖埃蒂安8181歲傳奇去世歲傳奇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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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肺炎疫情的逐步蔓延，世界民

航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也就在稍

早前已有多家航司宣布破产，或已经处

在了破产边缘。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的统计，如果疫情继续蔓延，世界各国

航司的总亏损恐将达到3120亿美元，同

时随着疫情的加剧，这一数字很可能会

继续上升。2020年前三季度的旅客数相

较于往年将减少近12亿人次。

疫情日趋严重，多家航司宣布破产或自

愿托管

就在本周二，著名的维珍澳大利亚

航空正式宣布其进入自愿管理程序，标

志着维珍澳大利亚正式开始了破产管理

程序。由于早些时候维珍澳大利亚并没

有从政府获得一笔价值14亿澳元的贷款

，使得其不得不走出这艰难的一步，但

航司负责人仍表示其公司会尽最大的努

力帮助澳大利亚人回家。

同样挪威航空旗下的多家子公司也

宣告破产，但为了尽可能使航司度过当

前危机，挪威航空也正在积极寻求政府

补助等方案，解决燃眉之急。据统计一

旦旗下多家子公司出现运营危机，将会

对近5000个就业岗位造成威胁。此消息

一经发出，挪威航空的股价应声下跌约

3.6%，但这对于挪威航空来说早已不算

什么了，因为自今年年初以来，该公司

股价已经下跌了近86%。

此外，毛里求斯航空，费莱比航空

等多家大型航司也都逐步进入破产程序

。随着疫情的加重，目前全球肺炎疫情

并没有向好的态势，恐怕这几家航司的

破产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仍会有更

多的航司面临倒闭的风险。

不光是航司，各个机场也正面临着

运营危机。受肺炎影响，曾经年收入可

达1万亿韩元的韩国仁川机场遭受了17

年以来的首次亏损。仁川机场每日客流

量从疫情开始前的每日20余万人骤降至

2000人左右，年销售额预计同比将会减

少约36%。可见不光是航司，其它的航

空相关产业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

生产商减产，美国沙漠惊现“飞机坟场

”

除了航空运输业，连带受到影响的

还有各大飞机生产商。以波音为例，波

音公司将把787系列的月产量削减为原

来的一半左右，伴随减产的还有大规模

的裁员，届时将有更多的生产工人面临

失业。目前波音商用飞机生产调整的细

节仍在商讨之中，具体的减产数和裁员

数还要视疫情发展的态势而定，但即便

是疫情结束，恐怕波音也很难获得足够

的订单，受肺炎疫情冲击的各大航司也

很难恢复原有的购买力。欧洲飞机制造

商空中客车公司近日也在官网发表声明

称，为适应疫情蔓延下的市场环境，空

客决定减少其所有商用飞机的产量，缩

减1/3产能。

除了民用航空生产外，波音的军用

飞机生产受到的冲击则更为严重，此前

波音曾关停了位于西雅图的设施和工厂

，相关飞机的生产也完全停摆，受此影

响而停产的飞机包括美军最新的KC-46

加油机和P-8海上监视机。

就在不久前曾有媒体发布了一段相

当震撼的视频，视频中数百架民航客机

静卧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沙漠的一处军

事基地里，据悉停放在该处的民航客机

超过了400架，它们来自多家航司，都

是因肺炎疫情而停飞的客机。

之所以选择将飞机停放在干燥的沙

漠里，一方面免去了停放在机场停机位

的巨大开销，另一方面干燥的气候也能

尽量减少飞机发生锈蚀的风险。可见航

司已经为未来将持续的疫情停飞，做好

了长久打算。

特价包机、政府救济帮助航司度过难关

航空运输业既是各国重要经济来源

之一，也是世界的重要产业之一，无论

是航司自身或是所在国自然不会眼睁睁

的看着航司接连倒下，毕竟疫情终将结

束，航空业仍是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

只是现在他们需要别人拉一把。

目前各个航司都在竭尽所能的展开

自救，各国政府也在尽力为航司提供资

金和政策上的支持。韩国两家国有银行

周五表示，将提供至多1.2万亿韩元(9.71

亿美元)的流动性资金，以支持受疫情冲

击的大韩航空。此外大韩航空也宣布，

将有超过一半的在韩国地区工作的员工

执行长达6个月的休假，通过减少成本

来维持航司最低限度的运营。

此前美财政部长努姆钦在一份声明

中表示，美国航空、西南航空、达美航

空、美联航等公司都接受了政府的救助

方案，条件是航空公司不裁员、高管限

薪以及维持最低水平的运营。同样瑞典

和丹麦等国政府也将为北欧的航司提供

总额在3亿美元的资金担保，以帮助航

司度过难关。

除了政府帮助外，各国航司也在积

极推出廉价包机，试图拯救惨淡的业绩

，但收效甚微，航司想要度过难关最终

还是要依靠政府的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

。

股价暴跌，恢复恐需数年

达美航空和美联航日前报告了五年

多来首次季度亏损，此外其在全美的其

他竞争对手更是经营惨淡。在一份达美

公司的声明中，其负责人表示当前季度

的营业额较预期少了近90%，第一季度

亏损5.34亿美元，也是达美公司五年多

来的首次亏损。

目前能够真正帮助航司的最主要的

还是资金，全美各航司员工纷纷表示自

愿无薪休假，一方面帮助航司减少非必

要的开销，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稳住

自己的饭碗。同时美联航周二转向股市

寻求额外现金，宣布计划出售3925万股

票，价值超过10亿美元。

每年的春季是各航司的运营旺季，

也是一年中出行旅客数最多的一个季度

，而今年的旺季却变为了彻头彻尾的淡

季，航司的日子有多难过是可想而知的

。

现在看来即便是疫情缓和或是提前

结束，航司想要在短时间内恢复的原来

的运营水准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国际

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亚历山大· 德朱尼

亚克所说，民航业的复苏将会是U型复

苏，而非V型复苏，行业的整体恢复速

度不会很快，想要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恐怕需要数年的时间。

未来航司的发展还要取决于疫情走

向，以及能否获得足够的资金和政策支

持，这就要看各国政府如何如何作为了

。总而言之，疫情终将结束，航空运输

业仍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产业，航空

业的春天也终将到来。

停飞、破产
寒冬下的世界民航业该何去何从

4月14日在欧洲议会上，一位黑人

女议员演讲说道：“欧洲不属于白人，

更不属于白人男性。没有少数族裔的欧

洲是不民主的。在欧洲没有像我这样的

黑人女性，在台上就没有民主。谢谢。

”

女议员说完，引起了满堂喝彩。一

直以为欧洲是白人的欧洲，没想到原来

欧洲的黑人已经这么多了。黑人在英国

，黑人在法国，黑人在德国。黑人在欧

洲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了。

西欧的黑人生存现状

现在整个西欧地区黑人数量已经超

过1000万，西欧诸国人口超过5亿，意

味着黑人在西欧的人口比重已经超过

2%。

法国的黑人数量已经超过500万。

在欧洲黑人分布最多的国家是法国

，其次英国。法国的黑人多，是历史原

因。在二战后由于劳动力的需求，法国

的黑人就在逐年增多，现在法国巴黎黑

人婴儿的出生比例已经远超过本地婴儿

，可谓“黑人之都”。黑人也曾高呼：

法国不只属于高卢人。

而法国足球队参加足球世界杯的时

候，超过一半的队员都是非洲裔的队员

。法国高卢鸡现在已经成了“法国乌鸡

”。

英国则生活了188万的黑人。

英国由于高福利的社会体系，吸引

了很多黑人。有一对叫汉克的黑人夫妻

，他们生了8个孩子。汉克很快没有了

积蓄，开始向当地政府求助，根据政策

，当地政府每月必须提供超过1300英镑

给汉克家交房租，此外，政府每年还要

提供9000英镑给他们家作为教育费用。

不过在东欧地区的俄罗斯以及前苏

联地区这些国家基本上没黑人。 为什

么呢？因为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离非洲太

远，经济也不够发达，所以对非洲人毫

无吸引力，而且东欧国家比较排外。

德国网络上的种族歧视及挑衅言论

大增，尤其是2015年以来约100万难民

涌入寻求庇护后，情况更加明显。

狄亚比出生于塞内加尔，1985年首

度踏上德国土地，并在2001年取得德国

国籍。2013年，狄亚比参选国会议员，

成为德国首位非洲出生的议员，并且在

东德的哈雷市胜选。狄亚比回忆，由于

在德国太少见到有色人种的国会议员，

因此他第一天到国会报到时，员工餐厅

的收银员原本拒绝为他服务，直到他表

明自己是新科议员时才改观

德国极右派国家民主党称狄亚比是

“黑猴子”，并且用“黑鬼”一词称呼

他后，狄亚比向法院提告。狄亚比表示

，当一个人侮辱另一个人，就不叫言论

自由。狄亚比说：“对抗这种仇恨是整

个社会的义务，德国的宪法明文保障个

人尊严。”

历史书里讲了欧洲殖民者的罪恶，

比如臭名昭著的“黑奴贸易”，欧洲人

在历史上真是对非洲兄弟犯下滔天大罪

。但客观地想一想，殖民者也有他好的

一面。他们不仅把先进的技术带到了全

世界，也将全世界的移民带去了欧洲，

比如非洲人。

想起了一则笑话：2100年，在巴黎

街头，一个黑人小朋友天真无邪地问妈

妈：我们法国的民族英雄拿破仑怎么是

个白人？

未来的欧洲可能真的未必属于欧

洲土生白人。他们的生育率逐年下降

，而非洲裔和穆斯林逐年增多。欧洲

的文化结构和人口结构已经不可逆转

。

200年前，欧洲殖民整个非洲，而

现在轮到黑非洲移民欧洲，真是三十年

河东三十年河西。

欧洲黑人比例在逐渐增加，是否会

导致欧洲最终成为黑人的欧洲呢？

欧洲黑人女议员说：欧洲不属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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