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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老板转行卖墓地
“我曾是行业里有头有脸的人物，现

在混得只剩头脸”

50岁的苏明德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居然

干起了墓地销售员的工作。

去年年底，苏明德在马来西亚创办的旅游公

司已接近一年入账为零。当时很多旅行社扛不住

，要么拖欠员工工资、要么直接关门歇业，但苏

明德当时依然十分乐观，“只要再扛一段时间，

2021年就会恢复正常”。

苏明德26岁就入行做旅游，按他的话来说，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他还记得，2002年非典爆发，当时从大陆和

香港来马来西亚的游客减少了70%，但苏明德还是

带着团队扛了过来。

但到了2021年春节，全球新冠疫情局势依然

十分严峻，还在坚持给员工发全额工资的苏明德

感觉或许真的是自己过于乐观了。

苏明德的旅行社主要以接待境外游为生，疫

情让本来在在马来西亚旅游业中占据可观比例的

大陆旅行团被一夜清零。

资金周转最紧张的时候，苏明德贷款买的旅

游大巴每月还贷，加上办公室房租，再加上员工

工资，算下来每月固定开销将近10万元人民币。

今年春节过后，苏明德不得不宣布所有员工

的工资减半，甚至注册了脸书账号，准备在上面

主播卖马来西亚特产，为公司运转换取微薄的现

金流。

当时有朋友慕名而来，找到苏明德让他帮忙

推荐墓地产品——马来西亚的疫情日渐严重，很

多人开始重视自己的身后事，市场行情见好。

苏明德一开始觉得很难为情，“拉不下面子

，毕竟我也算得上是马来西亚境外游领域的元老

，担心被人说闲话”。

但不试试看，每月10万元的固定支出让他心

力交瘁。左手是自己辛辛苦苦创办的公司，右手

是自己的面子，最后苏明德心一横，还是利用旅

游圈积攒的人脉推销墓地。

没想到，他意外撞到了“风口”。收入最高

的时候，苏明德一个月拿到7万元人民币佣金，不

久后直接晋升区域销售经理。

“十分意外，我竟然在墓地推销领域打开新

局面，短短几个月就被提拔为区域销售经理”，

对于这个成绩，年近50的苏明德说不上是得意还

是失意，但他分得很清楚，做殡葬业只是他用来

养活自己旅行社的方式。

“旅游人比任何人都希望疫情快点好起来，

我不反感殡葬行业，但我真的很想回到旅游行业

，说得夸张些，我每天都在日思夜盼”，苏明德

说道。

卓娅对这句话深有体会，

虽然她没有月付10万元的压

力，但近一年来她到手工资只

有2000多元，这让在大城市

苦苦打拼的她感觉十分吃力。

“去年疫情爆发前公司还

有10多万元提成没给我结，

一拖就是一年半，现在发工资都困难，提成也泡

汤了”。

卓娅所在的旅游公司算得上中国北方市场上

最大的东南亚旅游集散地，疫情前卓娅平均每年

要帮10万中国人处理去东南亚旅游的事宜，“最

火的时候我们直接要求境外航空公司加航班，现

有的航班不够我们公司用。”

一切的转变始于2020年春节，疫情让卓娅所

在公司不得不取消了所有预定行程，还要先行垫

付所有旅客的退单费用。

然而，上游企业迟迟无法退还他们已支付的

费用，甚至扬言要暂存至疫情过后直接做抵扣，

上下游资金链几乎全线断裂。

“最后那时候大家都不去催款了，大环境都

看得见，行业不活起来，都没有钱”。

2020年2月，卓娅的公司从管理层到职员全体

降薪，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甚至前

半年只发放最低工资的70%。

2020年3月，卓娅收到了疫情后的第一笔工资

，1580元，“还没我10多年前实习工资高。”

疫情爆发至今，卓娅几乎只上过半年班，中

间几次因疫情好转回到办公室工作，但总维持不

到几个月又因疫情爆发被迫再次回家待业。

期间，她还经历了公司三次裁员，“去年局势最

紧张时，两个月连着裁员，最后只留下30%员工”。

“上班时一整层工位看不到几个人，说话都

有回音，再想想一年多前，这里那个热闹劲儿，

真是人去楼空的，特悲凉。”

前几天，处理完暑期疫情反扑造成的大批顾

客退单后，公司现金流再次亮起红灯，不得不把

半层办公间转租出去增收，卓娅一边帮着收拾东

西，一边在废物里淘出一个小书架和不少物件，

准备拿回家。

“以前挣得多，花钱大手大脚惯了，现在不

比以前，什么时候能恢复待遇还很难说，能省则

省吧。”

每天都想“大不了辞职”
“春节那段时间，别人放鞭炮，我加

班听用户骂我”

同样在旅游行业工作的张雅君，则在最近考

虑是否要转行。

跳槽这个想法在她脑海里盘旋了一年多。最

开始是2020年1月，她本准备回老家过年，但期间

疫情爆发，她所在的国内某头部OTA公司面临海

量退单，张雅君所在的新媒体平台则需要负责所

有退款用户的咨询和退款流程安排。

从大年初二开始，张雅君几乎一刻不停地都

在工作，每分钟都要回应屏幕那边用户发来的

“负能量”：“平台电话几乎被打爆了，打不进

去用户就来微博上骂我们，最过分的是咒我们全

家得新冠，咒我们公司立刻倒闭。”

一连几天，张雅君每天淹没在数以千计的谩

骂中，直到被骂得在一个早上一边洗脸一边崩溃

大哭。

“不能回嘴，不能无礼，那一刻真的体会到

网暴的恐怖，让人绝望。”

春节过后，情况没有好转，张雅君所在的

OTA业务全线停摆，一半员工被迫待岗，发放最

低工资，很多人选择离职，大概走了30%。

有趣的同事、曾经优渥的待遇逐步减少消失

，工作内容一项项增加，但市场环境毫无进展。

张雅君觉得，旅游行业彻底变了，她找不到坚持

下去的意义。

卓娅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感觉眼前的一切十分

“魔幻”。

就在2020年春节前，公司还决定派卓娅去新

加坡建分公司，主攻服务型旅游项目。

在卓娅2019年年底写下的新年计划里，她想着

自己未来要到新加坡，雇几名当地人做职员，结束

工作后在闹市区吃一顿精致的晚餐，再开着公司为

她租的代步工具回到公司为她租的公寓休息。

“按我们的计划，2021年暑期分公司将迎来

大幅盈利，局势一片向好。”

疫情爆发后，公司立刻退掉了为卓娅租的办

公室、车和公寓，而从来没做过国内旅游的卓娅

也被迫从头学起，开始接触国内游产品。

“以前我们做的是华北市场最热销的东南亚

旅游产品，相当于旅游界的代加工工厂，很多大

大小小的旅行社都是用我们的产品贴自己的品牌

售卖”，接手国内游之后，毫无经验的卓娅身份

颠倒，拿别人的旅游产品贴自己的品牌售卖。

谈起2020年该有的样子时，苏明德毫不避讳

地说，在这种暑期旅游旺季，我们原本每天应该

接待20多个从中国大陆来的游客团，一个月要接

团500+。

但他在2020接的最后一个团是春节期间的过

年团，并且因为疫情突发，不得不取消或提前结

束行程，“谁能想到那些没完成的旅行团就是我

2020年唯一的工作呢。”

疫情后，苏明德做的第一场直播是帮马来西

亚一家风景绝美的餐厅做推广。对着直播屏幕，

苏明德说，“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真的太美了

，但受疫情影响快撑不下去了，让我们一起帮帮

他们。”

说这话时，他似乎又成为那个在当地旅游圈

响当当的“大人物”。

那场直播一共吸引了5000多人观看，在苏明

德浓郁的马来口音里，他重温着属于一个旅游人

的荣耀和担当。

做出选择的是现实，不是我们
“哪怕留下来，也要面临行业内卷的

现实”

从7月底旅游业再度受挫，第N+1次回家待业

开始，卓娅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斗争，

“这次我真的累了，很想离开旅游行业。”

让卓娅觉得累的是旅游行业存在太多未知，

“疫情过后，旅游行业一定会迎来一次大洗牌，

这种趋势现在看得出”。

某种程度上说，旅游行业短时间都很难再回

复到2019年的规模了，未来旅游行业将会聚焦服

务型和私人定制化，“疫情后的旅游行业也会开

始内卷。”

卓娅表示，今年七月开始，各个旅行机构相继

开始推出小团游产品，“原来出团30多人的现在出

团不到20，以前40座大巴坐35个人，现在隔座坐

18个人，我们对外打广告都说保证50%空座率。”

即便如此，大部分人依然选择自由行，这导

致旅行机构也要顺势而为，转型自由行和私人订

制产品。

“说起来容易，但传统旅行机构做这套东西

十几年了，船大不好调头，被卷着硬改，不改就

没活路了”，卓娅说道。

8月初，卓娅接到公司通知，她将被派到西北

片区做小众旅游产品开发。

“但我完全不想去，我去了一切都要从头来

过”，卓娅今年36岁，对她来说，无论是精力还

是体力都很难给予她重新探索一片未知的热情，

更何况，现在的月薪只有不到2000元，实在让她

找不到发力点。

“疫情一旦反复，旅游业第一个受冲击，我开

辟的市场分分钟会被摧毁。我现在能预见到未来一

年的工作状态，大概就是不停地从头来过。”

这是卓娅入行10多年来，第一次产生离开的

念头。

但苏明德依然选择坚持乐观，哪怕他“现在

打开手机健康码软件，在家周围一公里内显示有

200多例确诊新冠”。

“很多人受不了马来西亚现在这种持续的压

抑，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高速路的天桥上吊

自杀这种新闻常常能听到”，苏明德说。

苏明德还在坚持着做直播，今年中秋节他还

推出了麻将造型的月饼、广式月饼、桃山皮月饼

，“虽然赚不了几个钱，但与其在家里闷着，不

如做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杀时间。

也是这段时间，苏明德还在线上参加了一场

中国大陆旅游展会的云视频会议，“现在中国发

展很快，疫情控制得也好，我想多接触学新东西

，也能给自己的旅行社打打广告。”

苏明德在等待2022年北京冬奥会，“行里人

都在预测，冬奥会之后中国的境外游政策或许会

有改变”，撑到冬奥会之后，成为苏明德现在最

大的精神支柱。

身在北京的卓娅也在期待这一天，如果选择留

守，或许在2022年3月她可以迎来重操旧业的曙光。

“旅游业算是最脆弱的行业之一，自然灾害、

政治运动、社会事件都能给旅游业带来灭顶之灾，

这种事情在我过去的10几年工作里屡见不鲜。”

“但我们为什么还不换行呢？”卓娅说，或

许留下来只是一种习惯。

但她依然觉得不甘心，她见过那些游客探索

新景点时好奇和开心的眼神，还记得行业火热时

同事们和她一起计划未来市场的意气风发。

“我总觉得，这些是真实发生过的，现在的

一切只不过是暂停键，早晚有一天，一切还会重

新启动”。

转行卖墓地、两个月裁员70%

旅游行业回不到旅游行业回不到20192019
“2021年的旅游旺季，生于7月15日，卒于7月29日，享年

15天。”

临近7月底的几天，旅游业从业者卓娅的朋友圈被这句三分自

嘲七分悲凉的调侃刷了屏。

南京、张家界疫情爆发，多地跨省游叫停，原本稳步恢复的

旅游市场一夜降温，猝不及防地被“暂停”。

卓娅又一次面临大批顾客退单、航空公司的退票。

她没想到，等了一年半，等来的竟是入行10多年见过的最短

旅游黄金期。

卓娅心里清楚，处理完善后工作，她又将进入一个漫长的待

业期，没工作，拿最低工资。

就在7月底，旅游业再遭重创前，张雅君已辞职离开她所在的

OTA（在线旅游）公司。

她庆幸自己还是走了，过去一年多，她目睹周围同事接连辞

职，只剩下她一人做着三人的工作，苦苦煎熬。

在马来西亚的华裔苏明德入行25年，算得上第一批在马来接

待中国大陆游客的旅游业OG，每天起床即下班的日子，他已经坚

持了一年半。

现在，扛着每月10万元人民币的固定亏损，苏明德不得不卖

墓地“回血”，只为保留住他创办的那家旅行社。

从全球疫情爆发至今，大多数行业得以通过线下转线上的方

式自救，但占全国就业人口近十分之一的旅游行业，却像被封印

一样，挣扎几个月回血一格，疫情一反扑，血槽就再度被清空。

正如苏明德在采访时说的那样：

“用积累撑过了2020年的春节，用副业撑过了2020年的寒冬

，用信心撑过了2021年的暑假，现在，旅游人还能拿什么撑过

2021年的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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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恩典
的道路上

佈道會聚會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詩篇65篇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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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親臨參與
     我們的屬靈饗宴

線上直播

True Jesus Church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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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长什么时候最焦虑？

择校的时候最焦虑，且没有之一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因为好多妈妈

会在择校焦虑无以复加的时候加我微

信，问到底该怎么做选择。

通常，上海家长会纠结公立和民

办、走双语还是国际化；

北京家长则在东西海三大顶尖学

区之间举棋不定，还觉得朝阳压力小

其实也不错；

深圳家长比较不差钱，选择学校

会走两个极端，要么就是鸡娃鸡去刷

牛剑，要么就是佛到不看分数只求快

乐就好。

很不一样。

有的家长是择优，手里好的机会多

：从北上广深到新加坡，对加拿大不满

意还能转战英国、以及北欧诸国…

有的家长是择差，一手的烂牌：

就近上学是打工子弟学校，想读私立

费钱还质量弱爆，想进稍微优质一点

的小学，就算不用换房搬家，也得托

关系想办法，各种的惆怅。

但他们的焦虑是共通的，都是怕

自己当下的选择不是最优，耽误了小

孩成功。

这种心态很像买股票，花钱之前

总是期望很大，然后在此起彼伏的震

荡中发现，最终的结果都是命——大

盘强势怎么走都对，遇到熊市对的也

不能对。

而且，择校焦虑发作不太稳定，

有的是急症。

比如之前粉笔网的CEO张小龙一

年纳税几千万，孩子上学的时候觉得

可以顺理成章，公立进不了，花钱上

个私立总可以吧，结果发现因为没做

什么准备，自己钱多都没地方去花。

有的是慢性病。有的家长在孩子

没出生的时候就开始焦虑。我曾经在

择校展会上，见过不少顶着大肚子的

孕妇，咨询问题的专业性不输资深老

母亲。

当时，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择校焦

虑的最早期了吧，后来有个姑娘加我

咨询择校，我问她孩子多大了？她说

，自己没结婚没小孩甚至还没有男朋

友…

这我真纳闷了。

我说，这么早要感受家长的焦虑

没有必要吧，不要让老母亲的愁影响

到年轻人结婚生子的态度吧，毕竟生

活的勇者，都是“无知者无惧”。

学区的烦恼

知道的太多，对择校来说只是徒

增烦恼。

最近有妈妈就很困扰，她说自己

之前入手了朝阳的房，现在正感觉很

纠结。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知道的太多

了。

她说，之前选朝阳的时候孩子还

小，带娃的主要烦恼主要是“养”，

所以当妈的心态很佛，只想初中就给

他送去住校，然后开始优质女性自由

而幸福的人生。

但是，现在孩子三岁了，她发现

自己当时想得太少。海淀的朋友天天

对她讲，朝阳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

里，只有去海淀才有出路，还有好几

个篮子选。

这话说得不无道理，朝阳区顶尖

的资源少，竞争十分激烈；而海淀虽

然激烈，但名校六小强，至少有六个

小强。

这感觉就好比漫威电影，当年钢

铁侠、绿巨人、黑寡妇一个一个出，

卷到最后只能搞出一个灭霸，现在六

人组成复仇者联盟，要说内卷也还卷

，但至少有六个机会，卷得就不太明

显。

于是她突然就有了一种“掌握命

运要主动出击”的觉悟？是不是现在

就该把房子换到海淀去呢？因为优质

校竞争太激烈，房产要求都在三年以

上。

三岁择校的焦虑很普遍，家长不

会考虑孩子的性格、自己的能力（时

间和精力，以及鸡娃的决心），就只

想买一张票先登上教育的高铁快车再

说。

但她不知道，去海淀当家长就相

当于套上了龙套，无论是佛系还是鸡

娃，一旦套住了就相当于戴上了眼罩

，只能天天拉磨。唯一的不同就是，

你是主动享受还是被动吃苦。每年都

会有一批家长逃离海淀。

海淀家长就不能苟住吗？能。但

你要苟，选海淀有点虐心了？

有个妈妈建议说，不妨先去水木

教育版感受一下牛娃鸡妈的节奏，看

看能不能跟上海淀的脚步。

虽然如今点招感觉被废了武功，

划片让家长重燃了躺进优质校的梦想

，但是得明白“海淀考二代云集，鸡

娃的血脉是传承的”，想要在顶级学

区杀出重围，竞争永远激烈。

体制的困境

很多人觉得公立竞争太激烈了，

不如选择私立学校、国际化学校，花

钱就能弯道超车。但有时候可能更不

如意，甚至连稳定的教育输出都难保

证。

女儿读小学之前，我一直很犹豫

，是走公立还是上国际，或者去创新

学校做一次教育实验？因为我对创新

教育非常痴迷。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儿。

当时我有个同事，女儿在海淀一

所还不错的公立校读书，作业非常多

。多到什么程度呢？一个周末20多张

，她妈要是不拍照发给我看，我都不

会相信，毕竟那所学校倡导的是素质

教育。

小女孩数学不好感觉都抑郁了，

当妈的很难受，就想转国际学校。

现在很多家长选择离开公立系统

，都是发现自己的小孩对公立教育一

锅端的教学方式不适应，这里面还不

乏牛娃。

同事家小孩中途转学，还是公立

转国际，可选择的学校不多，因为学

校对英文要求高。而且不仅要求孩子

英文水平高，中国籍的家长也要英文

水平高。就这样的高要求，插班也没

学位，只能进waiting-list。

眼瞅着要失学了，她有点着急，

说新学校缺学生肯定好进吧，要不然

看看新学校。

那一年正赶上北京国际学校风头

正劲。有好几家学校同时开，连校舍

都跟不上盖的，还包酒店给孩子上课

，看着就不靠谱。

其中有一家，挖到了一个优秀的

教学团队，备受关注，她问我好不好

。

我说帮你查一查吧，然后就各

种打听落实学校的情况，毕竟 20

多万的学费花出去还是要有个心

数。大家反馈都不错，校长有股

份该不会离职，教学团队都是老

人不需要磨合，加上学校硬件齐

备，操场泳池也搬不走，是可以

去读的。

同事听了，换房搬家就把孩子送

进去读书了。

当时我也想把自己娃一并送去读

书。可惜世事难料，学校开了不到两

年就倒了…官司缠身又拿不下办学的

牌照。孩子全成了失学儿童，飘摇了

一年之后自己找学上。

20多万学费加上搬家的成本，最

后失学打脸。

创新的恐慌

公立教育接受不了，私立学校输

出不稳定，有些家长觉得与其被动选

择，还不如更激进一点，选择创新学

校让孩子自由发挥。

在国内兴起各种创新教育之前，

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办学抢占了大批

互联网的流量。

起因是一个硅谷工程师不喜欢孩

子被美国学校拘束，大家注意，是对

美国的学校教育（包含公私立），于

是这哥们自己在厂房里做了一所小学

，招募了一群工程师入驻，每天编写

各种教学软件作业软件。

这 所 大 名 鼎 鼎 的 概 念 校 ， 叫

Altschool。现在可能好些人不太了解了

，因为干了没几年就入不敷出，养活

不起工程师就关闭四个校区了。

但当时特别火，不知道是资源好

，还是人脉广，反正这个工程师爸爸

很能干，从扎克伯格的手里拿到了1个

亿美金的融资。

这所学校我去过Palo Alto校区，

规模不大，老师和工程师比孩子多。

一看，教育服务就很到位，俩老师围

着一个孩子转。

想想我那个在中国五线城市读书

的外甥女，一个班里80人，只有一个

老师教，要两人用一张单人书桌，就

由衷感慨美国教育真是又好又富，提

早实现了个性化。

但是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

码农搞起来的学校，一个把重塑美国

传统教育为目标的创新学校，关了。

创办者说，因为没钱。这完全不

意外，教学配置超越大厂，学费收得

像扶贫，个性化教育可容纳的生源非

常有限，1亿美金花完，筹不到钱就只

能over了。

一腔热血搞创新的家长很生气，

但他们最生气的不是孩子失学了，而

是生气学校倒闭是从媒体上知道的…

创新教育有风险，因为开弓没有

回头箭。有个硅谷大神曾跟我说，搞

教育创新不是颠覆，而是需要一点点

撬动改变。

有个朋友当年非要给孩子搞创新

，就跟被朋克洗脑了一样。所以到处

打听华德福、森林教育、传统私塾，

打听来去，找了一个据说被家长追捧

，把传统文化融入创新教学的学校。

她说，学校搞了十来年，看着这架势

应该不会随便倒掉。

你看，就算是看了很多学校，到

头来一个家长对私立学校的要求，还

是降低到了“不倒就好”。

后来她没去，因为有个在读的家

长说，理念很好，自己也喜欢，就是

几乎每个学期都换老师，有点受不了

。虽然这个家长小孩四岁能画山水卷

轴，也不能让她克服对师资不稳定的

担忧，最后还是留在了公立。

事实证明，她没有选错。

当年很多笃定选择创新之路的家庭

，在孩子读到三年级的时候纷纷离岸，

因为不管教育理念说得多好，学科成绩

30、40分也还是会给狂热的家长醒脑，

毕竟不是每个家庭都有矿，就算有矿也

不能照着坐吃山空的傻白甜去培养。

所以，佛系创新就不焦虑了吗？

不会。对于每个家庭来说，焦虑也许

会晚到，但不会不到。

永远的话题

家长为什么焦虑？因为面前似乎

看到很多选择，但其实自己有时候无

可选，完美的学校不存在，只能根据

自己的能力去试错。

鸡得动就去海淀冲刺六小强，操

不起心就朝阳当个撒手的佛妈；忍得

下刷题和大锅饭式的教育就留在公立

，需要个性发展有成长空间可以考虑

私立看看。

择校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无论怎

么选，结果可能都会出人意料。

之前说50%中考分流不让读高中，

优质校的家长还觉得落不到自己身上

。结果一个好学校的初三家长说，自

己的小孩遇到了双减分流元年，每个

班级优化出十来个孩子不让读高中。

她边哭边说，小孩成绩不错就是

偏科，被计划到一个高职的预科。早

知道生老二耽误了管老大的学习，就

只生一个照顾好…

虽然很多人劝，说以后职业学校

的出路未必就比卷去大学要差，我觉

得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搁到谁身上，

都需要一段时间消化。

谁让我们是被“千军万马过独木

桥”激励出的一代，笃信大学改变命

运呢。

中国家长陷入择校困境

有人想去海淀苟住，有人失去了高考机会…

9月开学季，如期而临。大批

娃返回学校，开始了“双减”后

的“美好生活”。然而，家长的

焦虑却从未减少。除了课外班的

苦恼，择校这个话题就像一堵无

尽的墙，永远都绕不过去。公立

、私立、体制内、国际、创新...不

同的学校适合不同的娃，不同的

家长有不同的想法。今天，我们

就聊聊择校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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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生活

中美一洋之隔，小到飲食、起居、婚嫁、喪葬，大到政治、教育、語言
、倫理、風俗各自不同。有趣的是許多中國人認為美國好，也有許

多美國人認為中國好，各有其趣，各有其長。任
何風俗習慣文化觀念都有它深厚的歷史淵源和
存在的土壤，有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的地方。

美國是世界上最早進入老年社會的國家，由
於出生率低，人的平均壽命又在延長，多年來，
美國的老年人口比例在持續增加，2018年65歲
以上老人數量為 5172 萬，佔全國人口總數的
15.8%。

美國有比較健全的社會養老機制和較好的物
質基礎，絕大多數老年人的生活不存在問題。他
們普遍有自己的退休金或養老金，其數量多少
和自己退休前工作的企業效益相關。即使生活
在貧困線以下的老年人也會得到政府提供的基
本生活保證（這樣的老年人數量很少），吃、穿、
住不成問題，還可以養一輛賴以行動和生活的
汽車。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即使一生中沒有醫保
，此時也不再為治病發愁，政府有為65歲以上老
年人醫療買單的規定。

我接觸到的美國老人，普遍是老兩口或個人
獨居，熱情樂觀，都非常健談。如果你問美國老
人的生活怎麼樣，回答都會是很好，他自己也很
忙，是不是真的很好，不知道？但給人的感覺很
好。多次與美國老人的接觸中，從未聽到他們自

怨自艾的話語，對生活似乎充滿了信心。但談話的中心總是老人
自己的生活，工作、讀書、學習、旅遊、慈善……只要你不特別提問

，幾乎不會談到自己的兒女和孫輩。在他（她）們看來，生活是自己
的、獨立的，與兒女長達幾年不見面的老人有的是。別以為這些老
人與兒女的關係不好，這才是美國人家庭關係的正常情況。我對
中美兩國家庭代際關係的觀念都不完全欣賞，美國人代際之間聯
繫不那麼緊密，儼然是兩家人，少了中國人那種親密溫馨。而中國
人代際之間太近了，完全是一家人，居住、經濟、生活、孫輩的管理
教育等，幾乎黏在一起，因而矛盾也多。美國人覺得中國人的家庭
關係怪怪的，隔代之間還把親情還看得那麼重，好像離開這樣的
親情就沒法生活似的。中國人對美國人這種家庭關係也難以理解
，特別是老年人，覺得人老了就是活兒孫，沒有了親情還活個什麼
勁？其實，任何事物都有個度，過猶不及，代際之間有一定距離關
係才能處得更好，也對子孫的健康成長有益。也許中美兩個民族
在這方面應該互相學習。

美國老年人的生活豐富多彩，鍛煉、旅遊、娛樂，海濱、公園、賭
場都有他們的身影。如何消遣休閒娛樂，由個人的經濟狀況和愛
好決定，但大多數老人還是呆在家裡，看電視，上網游戲是眾多老
人的生活習慣。

美國針對老年人的終身學習培訓項目（有點類似我們國內的
老年大學）也辦得紅紅火火，學習範圍涵蓋歷史、藝術、文學、自然
科學、上網培訓等。不考試，沒有學分要求，不少老人都定時開車
去參加學習。“活到老，學到老”是一種精神狀態，這些努力學習的
老人身上散發著青春的氣息，有著追求，帶給人們滿滿的正能量，
他們生活中也充滿了幸福，這是人們欣賞的那種老年人精神狀態
。(新浪網)

美國老年人怎樣生活？

不同國家
之間具有不
同的歷史文
化、生活習慣
、風俗禮儀，
其中，結婚的
形式也大有
不同。今天，

小兩口婚博網小編就帶大家來瞭解下美國婚禮的習
俗，感受下他們簡約的婚禮氛圍，和我們的傳統中式
婚禮的繁瑣複雜比較，中國人結婚實在太辛苦了。一
起來看看吧，或許會對你的婚禮策劃產生某些啟發。

在美國舉辦婚禮可以隆重,也可以簡約,沒有攀比,
量力而行。美國人沒有結婚一定要買房的概念,男方
更沒有結婚前一定要準備婚房的壓力。男人娶老婆、
女人嫁老公不在乎是否門當戶對。

美國人送禮講究實用,但都不會很昂貴。遇到朋友
結婚,你若收到請帖,一般都要去參加婚禮。出席婚禮
的賓客一般不直接送禮金,如果不知道對方需要什麼
樣的禮物時,賓客可以到不同的商場購買禮券,這樣就
可以讓新人自己到商場挑選喜歡的禮物。禮券的金額
可根據自己的財力決定,若你手頭實在拮据,送張賀卡
也是可以的。
婚禮策劃,創意婚禮方案,個性婚禮

在美國較為普遍的一種做法是:當一對新人籌辦
婚禮,通常會在美國最大的“梅西百貨公司”代辦禮品,
將他們喜歡的禮品放在商店電腦系統或網站上,然後
通知前來參加結婚儀式的賓客在網站上挑他們想送

的禮物。新婚夫婦會在婚禮請柬上注明,他們已在某
百貨公司或廚房用品店選好了喜歡的東西,並附上禮
品單的網頁。朋友在網頁上看到禮品單後,根據自己
和主人交往的深淺及自己的經濟能力,來選擇禮品。
送禮人只要購買,姓名馬上輸入計算機,一個清單打出
來,誰送了什麼禮品,清清楚楚地列在表上。一般賓客
送禮品或禮券的數額大約100美元(約人民幣630元)
左右。

由於婚禮費用昂貴,越來越多的美國婚前男女都
會認真地考慮舉辦婚禮時會發生的意外風險,譬如因
一方婚前突然改變主意、父母家人干涉或遭遇極端惡
劣天氣等各種原因導致婚禮取消。為了防止和降低婚
禮因故取消帶來的損失,他們都會購買婚慶保險。投
保的項目包括攝影、服裝、禮物、戒指等,婚慶保險金
額通常在155美元至550美元之間。如果投保100萬
美元婚慶事故險,費用在185美元左右。

目前,美國有多家保險公司提供婚慶保險。與其他
類型的保險一樣,婚慶保險的費用取決於承保項目和
金額。據美國婚慶網站介紹,因故取消或推遲婚禮可
索賠17.5萬美元,攝影或視訊故障賠償1500美元,結
婚禮服出現問題可索賠1.05萬美元,責任事故和財產
損害賠償則分別高達100萬美元。這為即將步入婚姻
殿堂的情侶減少了後顧之憂,確保婚禮辦得盡善盡美
。

怎麼樣，一向崇尚自由的美國人，舉辦婚禮都是很
隨意的，畢竟結婚是找個心愛的人，並不是找個有錢
的人。
(新浪網)

美國婚禮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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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來乍到入境隨俗
美國生活須知

1.夜間儘量不要乘地鐵
紐約的地下鐵道極為髒亂，夜間更

成為黑社會成員聚集之地。吸毒犯、盜
竊犯、流氓、販毒者齊集於此，氣氛令
人不寒而慄。如果對此不在意，那麼出
事之後，紐約的警官不但不會同情你，
可能還要責怪你：“夜間乘地鐵，不等
於在鱷魚聚集的水中游泳嗎?出了錯，
責任在於你自己。”
2.不要稱呼黑人為Negro

Negro是英語“黑人”的意思，尤指從
非洲販賣到美國為奴的黑人。所以在
美國千萬不要把黑人稱作Negro，跟白
人交談如此，跟黑人交談更如此。否則
，黑人會感到你對他的蔑視。說到黑人
，最好用Black一詞，黑人對這個稱呼會
坦然接受。
3.勿隨意搭便車

在美國旅行，切不可隨意搭便車，這
是由於美國社會治安情況造成的。有
些歹徒看到路邊步行的女性，就主動
停車，殷勤要求送上一程。如果誤以為
他是好意，無異於羊送虎口。碰到這種
情況，最好還是冷言拒絕，不要多加搭
訕。不僅如此，遇到要求搭便車的人也

不要輕易答應。應為有些歹徒、包括年
輕姑娘，專門等候搭乘便車，上車後以
威脅等手段詐取錢財。
4.謙虛並非美德

中國人視謙虛為美德，但是美國人
卻把過謙視為虛偽的代名詞。如果一
個能操流利英語的人自謙說英語講得
不好，接著又說出一口流暢的英語，美
國人便會認為他撒了謊，是個口是心
非、裝腔作勢的人。所以，同美國人交
往，應該大膽說出自己的能力，有一是
一，有十是十。不必謙虛客氣，否則反
而事與願違。
5.同陌生人打招呼

我們在路上、電梯內或走廊裡，常常
與迎面走來的人打照面，目光相遇，這
時美國人的習慣是用目光致意。不可
立刻把視線移開，或把臉扭向一邊，佯
裝不見。只有對不順眼和不屑一顧的
人才這樣做。美國人清晨漫步街道時，
若碰到擦身而過的人，會習慣地說一
聲“早上好”。當然，在行人較多的街道
上，不必對所有擦肩而過的人都以目
光致意或打招呼。
6.交談時的話題

參加美國人的
聚會時，切莫只談
自己最關心最拿手
的話題。談論只有
自己熟悉的話題，
會使其他人難堪，
產生反感。談論個
人業務上的事，加
以賣弄，也會使其
他人感到你視野狹
窄，除了本行之外
一竅不通。

在談話間，應該
尋找眾人同感興趣
的話題。醫生可以
大談文學，科學家
暢談音樂，教育家
講述旅行見聞，使
整個聚會充滿輕鬆
氣氛。應該注意的
是，基督徒視自殺
為罪惡，在美國，

“自殺”這個話題不
受歡迎，不論何時何地少談為妙。
7.別忘了問候孩子

美國人講究大人、孩子一律平等。到
美國人家中做客，他們的孩子也一定
出來見客，打個招呼。這時，千萬不要
只顧大人冷落了孩子。那樣勢必使他
們的父母不愉快。跟小孩子打招呼，可
以握握手或親親臉，如果小孩子親了
你的險，你也一定要親親他的臉。
8.同性不能一起跳舞

同性不能雙雙起舞，這是美國公認
的社交禮儀之一。同性一起跳舞，旁人
必定投以責備的目光，或者認為他們
是同性戀者。因此，即使找不到異性舞
伴，也絕不能與同性跳舞。
9.莫在別人面前脫鞋

在美國，若是在別人面前脫鞋或赤
腳，會被視為不知禮節的野蠻人。只有
在臥室裡，或是熱戀的男女之間，才能
脫下鞋子。女性若在男性面前脫鞋子，
那就表示“你愛怎樣就怎樣”;男性脫
下鞋子就會被人當作叢林中赤足的土
人一樣受到蔑視。無論男女在別人面

前拉下襪子、拉扯襪帶都是不禮貌的。
鞋帶松了，也應走到沒人的地方系好。
10.不能隨便說I am sorry

I am sorry和Excuse me都是“抱歉”、
“對不起”的意思，但I am sorry語氣較
重，表示承認自己有過失或錯誤。如果
為了客氣而輕易出口，常會被對方抓
住把柄，追究實際不屬於你的責任。到
時只有“啞巴吃黃連”，因為一句“對不

起”已經承認自己有錯。又如何改口呢?
11.記得在有些場合準備小費

在美國，給小費是一種習慣，因此，
從國內去美國的朋友一定得注意了，
或許你不知道需不需要給，那你看看
別人，效仿就行，至於數目，其實一般
不多，1-10刀也就差不多了。當然還有
酒店，飯店之類，一般都是需要給小費
的。(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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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舞會派對文化
1. Masquerade/masked ball 化妝舞會

化妝舞會絕對是反映美國校園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從《緋聞
少女》到《吸血鬼日記》，編劇們無不例外的抓住機會大做文章。神
秘浪漫的舞會氣氛不僅為劇情升溫，同時更給了劇中男女主角大
展魅力的平臺。

2. Prom（美國高中的）正式舞會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 prom, short for promenade, is a

formal (black tie) dance, or gathering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t is
typically held near the end of the senior year. At prom, a Prom
Queen and Prom King may be revealed. These are honorary titles

awarded to students chosen
in a school-wide vote prior
to the prom.

在美國和加拿大，prom
（promenade的簡寫）指為中
學生舉辦的正式舞會或聚
會。通常在高中學年即將結

束時舉行（故常譯作“畢業舞會”）。在畢業舞會上，還會揭曉Prom
Queen和Prom King的獲選者。這兩個榮譽稱號的獲得者是畢業
舞會之前在全校範圍內投票選出。

3. Pajama Party 睡衣派對
參加睡衣派對小貼士TIPS
(1)準確著裝。除了睡衣外，還要準備床上的公仔或抱枕，最好再

帶上牙膏牙刷啦！
(2)打破小圈子。不要因為別人或自己穿著睡衣而害羞哦，只和

認識的人交談是錯誤的。

(3)大方地表現自己。派對的環節、遊戲或話題，不要只是縮在一
邊看，而是要積極地參與。

(4)尊重他人。儘量記住別人的名字、如果別人穿的睡衣和打扮
貼合主題的話，不要忘記讚美一聲。

4.banquet晚宴
5.house-warming party 喬遷派對
6.cocktailparty 雞尾酒會
7.luncheon午餐會
8.commemorativeparty 紀念宴會
9.wedding reception結婚宴會
10.birthday party 生日舞會
11.farewellparty 送別宴會
12.invitation card 邀請函
13.to be dressed up 整裝打扮
14.hoedown方形舞舞會
(新浪網)

昨天看了一篇文章《沒有儀式感的家庭，很難養出有幸福感的孩
子》，講的是儀式感對於家庭和孩子成長的重要性，看完之後深受
感動。

說實話，中國家庭對這塊基本上不在意，不夠重視，但在孩子
成長過程中需要很多儀式感的設置，這可以將家中所有的人緊緊
地聯繫在一起，讓家人平常難以言說的情感表達出來，彼此接納、
認可，並從中獲得力量。
為什麼儀式感有這麼神奇的作用？

在《小王子》裡，聖埃克蘇佩里通過狐狸和小王子的對話，精妙
地解釋了“儀式感”：

你最好是每天都在同一個時間出現，比如說你是下午四點來，
那麼從三點開始，我就會變得非常快樂。越是接近我們約好的時
間，我就越覺得幸福。到了四點，我已經又激動又有點緊張了：這
時候我領略到的，是幸福的代價！假如你隨時都有可能出現，那麼
我永遠都不知道該什麼時候給自己的心穿上一件外衣……

由此，我們看到：儀式感演化出來的是時間感、存在感和被需
要感。

生活中大多數時候是平淡無奇的，今天和昨天似乎並沒有什
麼不同，苦惱的依然苦惱，煩心的依然煩心。但因為某個“儀式”的
存在，讓你覺得一切又重新開始了，彷彿與過去的時光做了一個
了斷，開始了一段新的征程。我想，這就是儀式感的心理學意義。

《紐約時報》曾經評選出美國十大經典家庭傳統，這也許可以
給我們一點提示。

1.生日帽
準備一頂特殊的生日帽，無論家裡誰過生日，都要帶這頂生日

帽。一起吹蠟燭、一起吃蛋糕，一定還要拍下全家福。
等多年之後，一家人再坐在一起，回憶過往時，那頂帽子肯定

是重點，必將戳中每個人的淚點。
2.開心罐
開心的事情有時候很容易忘記，而傷心的事情往往又難以度

過。那就，創造一個家庭開心罐吧！
遇到開心事的時候，把它寫下來，存儲在開心罐裡。等到傷心

的時候，取出存儲的開心回憶，療愈心靈。
3.固定的吃飯時間
鄰居家小男孩幾乎每個週五下午都會在我們家孩子一起玩，

但我知道他家有Friday pizza night（週五披薩夜）的傳統。
每次快到飯點爸爸媽媽來接他回家，看他還不太想走就會提

醒他，“要回家吃晚飯了，今天是我們的
family pizza night（家庭披薩夜）哦！”

剛剛還貪玩不想走的小男孩聽完
後立馬站起來乖乖地和我們說拜拜了。

4.秘密的拉手方式
與家人手拉手，漫步街頭、公園、海

灘，想想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我們還可
以有意或無意地創造專屬家人的秘密
拉手方式。

5.家庭的時間膠囊
在很多電影都看過相似的橋段，但

每次還是被感動的稀里嘩啦的。我們也
學起來吧，給孩子寫一封信，讓孩子畫
一幅給爸爸媽媽的畫，放在玻璃或金屬
盒子裡，找個地方埋起來。

十年、二十年後再一起打開，那會
是什麼樣的情景，光是想想眼淚就要流
下來了。

6.固定的家庭活動
找個固定的時間，一家人一起來

Happy！什麼都可以，遊樂場裡瘋玩幾
個小時、公園裡搭個帳篷野餐，或者即
使在家裡圍在一起看電影、侃大山。

多年以後，這都會是我們和孩子美好的回憶。當然，如果這個
家庭傳統活動能夠一直延續下去，那就更好了。

7.每年問同樣的問題
如果你細心觀察就會發現：有一個時期孩子會把一切東西都

視為有生命、有思想感情和活動能力的。因此，我們常看到這個時
期的孩子與枕頭“談心”，與布娃娃、布熊等玩偶“講話”……

爸爸媽媽準備幾個問題，從孩子懂事起，每年都問問他這些問
題，比如“今年爸爸最讓你生氣的一件事？”學校裡有什麼開心的
事？“你長大掙了錢後想買的第一樣東西是什麼？”，並記錄他的回
答，等孩子長大了翻出來一起讀，肯定會笑翻。

8.開學第一天的留影
孩子成長速度，快的驚人，特別是他開始上學之後。剛剛不還

是一個走路歪歪扭扭的幼兒園小豆包嗎，怎麼馬上就要離開家，
自己一個人上學去了？

不想忘記他的成長變化，那就趕快給他拍照留存吧。
9.特別節日的全家福
我有一個朋友，每到結婚紀念日的時候，都要拉著全家人去中

國照相館或者是大北照相館去拍全家福，然後沖洗出來放入特殊
的相框。

每次去她家看到照片牆上歷年的全家福，都被他們的幸福感
動著。羨慕之下，我們今年也開始這樣做了，再怎麼忙，拍一張全
家福的時間還是能擠出來的。

10.和爸爸媽媽的單獨約會
大多數時候，我們是一家三口集體行動。但有時候，我也會和

兒子兩個人一起出去看電影、吃飯逛街、逛書店。
每次回來的時候，兒子都會神神秘秘地撩爸爸：“爸爸，今天我

和媽媽又一起出去約會啦！就不告訴你，我們幹嘛啦！哈哈哈哈！”
將這些能給帶給孩子美好記憶的事情當成家庭小儀式後，慢

慢地，它會印刻到孩子和我們的生命之中，成為孩子成長中的一
部分，成為我們生命中的一部分。(新浪網)

美國十大經典家庭傳統美國十大經典家庭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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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國家為了鼓勵全民積極參加運動，健身
健體，特意設定每年的8月8日為“全民健身日”。

但是，在太平洋對岸的美國，健身強體的意識早已深入人心，
很多人從高中時期就開始踏入健身房。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美國電影裡都是些肌肉發達的角色，
美國的老頭老太太看起來頭髮花白，但是身體卻依舊硬朗。

喜歡健身，喜歡體育運動，這也是了解美國多元文化的一個重
要方面。

了解美國文化：全民健身和肥胖問題嚴重，哪個才是真實的美
國？

在美國如何快速跟人social？
不妨從上週末的一場球賽開始。
這可比“How are you?”“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好使多

了。
為什麼很多學生在國外留學了幾年，還是感覺沒法和外國朋

友進行深入的交流？
當你能開始和一個美國人談論體育時，你才有機會真正地認

識和結交他。
美國人究竟有多愛健身？
凌晨四點開車去健身房不是玩笑話，早上五六點和下午五六

點這兩個時間段，健身房幾乎不會空閒，就連上班日的大中午，也
有人趁著休息的時間去擼兩下鐵。

對很多美國人來說，健身已經成為了生活的必需品。
無論是清晨五六點的街道，還是深夜十一二點的公園，無論是

三十多度的酷暑，還是零下十多度的寒冬，一定有人在跑步、騎車
、打球，或者做點別的體育運動。

美國人為什麼這麼喜歡健身？
這大概跟他們的體育文化有直接的聯繫。

美國是個重視體育和體育教育
的國家，普通家庭也很重視培養
孩子的體育特長和挖掘孩子的
體育天賦。美國的職業運動員，
不僅擁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而
且也是一個比較賺錢的職業。
除此之外，體育特長和出色的體
育天賦也是進入美國大學的一
張最有效的入場券，尤其是綜合
實力和排名都很高的名校。
很多美國小孩的第一任“健身教
練”，就是自己的爸爸。儘管大人
的工作有時候很忙，但他們每天
下班後，或者每個週末都會盡量
抽出時間帶著孩子打球、跑步，
或者乾脆泡健身房。
有錢一些的家庭，可能會給孩子
請專業的教練，或者把孩子送到
各種各樣的運動隊訓練，這可能
跟我們習慣把孩子送到各種各

樣的培訓班相似。要是孩子有一場運動比賽，不管是學校組織的
還是國家組織的，家長鐵定都會想辦法請假或者抽空去看。

另外，美國社會上的體育設施也比較健全，很多都是免費開放
給當地的居民。學校裡的一些體育場所或設施，課外時間也免費
對外開放。就連寫字樓裡，也幾乎都會有一家健身房。

這也在無形之中加深了大眾對健身的意識。
當然，看病貴也許也是導緻美國人喜歡健身的原因之一，看病

貴這一點留學生一定是
大有體會的。

經常運動能增強身
體的抵抗力，免受一些
疾病的侵擾。所以，初到
美國的留學生們，不妨
像當地人一樣，大膽踏
入健身房，或者加入一
些運動類的社團，不僅
可以鍛煉身體，幫助你
克服水土不服的問題，
還有機會認識新朋友。

美國為什麼有那麼
多胖子？

美國人重視健身是
真的，然而，美國的肥胖
率高也是眾所周知的。

其實，不光美國，在
英國、愛爾蘭、澳大利亞
、加拿大、新西蘭等高收
入的國家，肥胖的人也

多。
近幾年，我們國內的肥胖人數也有增加。前些年的一項調查顯

示：
在2005年和2011年之間，國內體重超重人數增加了4倍。體重

超重者中有20%生活在大城市裡，在高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家
庭出身的男孩中，體重超重現象尤為常見。

這其實說明一個問題——肥胖人群的數量，跟地區經濟有很
大的聯繫。

一般來說，經濟發達的地區，人均收入更高，人們每日攝入的
營養更豐富。如果平時不重視，或者因為工作等原因缺少鍛煉，肥
胖的人群就會增多。

了解美國文化：全民健身和肥胖問題嚴重，哪個才是真實的美
國？

另外，飲食習慣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美國食物雖然做法相對簡單，但是抵不住熱量高啊。
像漢堡包、炸薯條、芝士蛋糕、巧克力等等都是熱量很高的食

物，而美國人卻經常用來當作正餐或日常零食。
吃多了高熱量的食物，如果代謝不夠，很容易就一口一口吃成

胖子。
還有一個原因，可能跟國內是一樣的——“幸福肥”。
舒適、安逸的婚後生活，使人放鬆，也可能讓人疏於對身材的

管理。
總之，造成一個地區肥胖人群增多的原因是多樣的。
美國人愛運動、愛健身，但是並不代表每一個美國人都是這樣

。
所以，在美國依然會有很多胖子。這些人群可能是先天肥胖，

也可能是後天造成的。(知乎)

全民健身和肥胖問題嚴重
哪個才是真實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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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适应，我在路

州的生活完全进入了角色，很愉快地度过

了四年的童年生活。日子过得很舒服惬意

，我觉得这就是我安家的地方，从此就在

这里住下来不走了。

1994年的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像往

常一样，一早醒来，就跑到父母的房间，蹦

上他们的床。他们周末通常都是醒来以后要

在床上呆上一阵子，天南海北，东聊西扯一

番。我老喜欢钻进他们的被窝，像小虫一样

钻来钻去。要么就在床边玩“乐高”积木，

自娱自乐。他们通常都聊一些大人的事，我

一般不太在意他们聊什么。不过那一天早上

，我无意中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吓得我的

心乱跳，一时半刻没缓过来。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半年前，我父母

决定要我跳级，从三年级直接跳到五年级。

一听说我要跳级，我的很多要好的同学都尽

力劝我不要离开他们，跳到那谁也不认识的

五年级去。有几个好朋友还拽着我的衣服，

哀求我不要到走廊另一头的五年级教室去上

课。我深深地被他们的真诚感动了。

那个星期天的早上，当时我无意中听

到父母的谈话，我们又要搬家了。那个惊

人的消息让我一下子就愣住了。过后不久

妈妈跟我解释说，我们全家暑假的时候要

北上，搬到纽约去住一年，然后再西移，

搬到洛杉矶去。原来她刚申请到一笔研究

经费，要到纽约一个很有名的基金会做一

年的访问学者。与此同时，她又被美国的

一所名校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

系聘请为助理教授。她可以在纽约做完访

问学者以后再去UCLA上任。到洛杉矶加

州大学的社会学系当助理教授，对她来说

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但对她的职业

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对于我们全家来说，

搬到阳光明媚的洛杉矶这样的大都市去住

，也是更上一层楼的好机会。

不过，我对她的解释很不以为然。在

此之前，我对父母的判断力深信不疑。虽

然我不喜欢从小就跟着大人四处搬来搬去

，但我一直都深信他们是为了这个家好才

这样做的。我唯一对他们的决定大为怀疑

的事就是要我跳级。这次千里迢迢的搬家

可不一样了，尽管我无法改变他们的决定

，我可真的是对他们的决定感到生气了。

我觉得这次搬家对我们家没有任何好处，

对我更没有一点好处。我觉得我们在路州

的生活太滋润了，干嘛还要搬家呢？回想

起来，我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我们要搬到大城市去，”妈妈说。

“什么？这不就是大城市吗？喏，这

里有的是大连锁店，像大K市场，沃尔玛

，猪猪杂货商场，教堂炸鸡店（这儿的炸

鸡比肯德基的要好吃多了），还有麦当劳

，这还不够吗？你能想象得出比巴市还要

大的城市吗？”我心里嘀咕着。

事实上，我搬到纽约以后，才真的相

信纽约比巴市真的大得太多了。几个月以

后，我再回到巴市看看，觉得巴市真是小

啊，太土气了！我为自己从前的井底之蛙

的心态感到好笑。不过，刚到纽约时，我

的想法却完全相反，我还在生气呢。我故

意对高楼耸立，充满人文气息的大都市视

而不见，我对父母的所谓好的工作机会，

对所谓的全家都会受益的说法也不在乎，

我满脑子想的是要留在巴市，跟我的同窗

好友在一起上学，完成学业。

那时，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一到新的

地方，新的学校，又要重新结识新的同学

，我就紧张，一紧张，我的肚子就上下翻

腾地绞痛。我一想到在纽约的学校只呆一

年，然后又要转到洛杉矶的新学校，又要

孤单单一个人，没有一个叫家的地方，我

又犯肚子痛了，真难受啊。好一阵子，我

心里都很不好受，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到

难受。我从前也有过短暂的害怕和焦虑的

时候，可从来没像这次这样的难受。

也许是我那时还小，还没在一个地方呆过

一段足够长的时间，还没找到家的感觉吧

。巴市可是我住了四年的地方啊。在这里

我有无数次到同学家玩耍和过夜，一起打

过无数次电子游戏机，参加过无数次棒球

比赛，无数次骑着自行车在自己的街区穿

来穿去。就在我感到自己已经融入了当地

社会的时候，这一切却突然要嘎然而止，

都要成为一种永久的记忆。而我却又要从

头开始，住进新的城市，上新的学校，认

识新的同学，所有的一切都要重来，都要

重新适应，老天对我真不公平啊！

我的同学和朋友对我的离开也觉得难

以接受。一年前我跳级的时候，不过是从

走廊的一头去到走廊的另一头上课，他们

就已经很不乐意了。现在可好，我要搬到

千里之外的纽约去，他们知道我是不会再

回来跟他们在一起玩了。我也很不好受啊

！我向每个人要了他们的住址，保证会经

常给他们写信。那时还没有电子邮件，更

没有上网这回事，要保持经常联系是很不

容易的。咳，他们是我在美国的第一批真

正的朋友，真是难舍难分啊。

回过头看，当时我想跟这帮小学同学

在一起长大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罢了。其实，青少年通常都愿意跟自己同班

同学或志趣相投的朋友交往，我的这帮朋友

，即使我不离开巴市，一上中学，他们就会

很快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自跟不同兴

趣的人结群，或者成为书生，或者成为捣蛋

鬼，或者加入帮派，也有人可能会成为小少

爷小千金，开着名车招摇过市。学习好的学

生会考入高级班，专修文理科的高级和大学

预科课程。其他大部分人则只能进普通班。

不用多久，高级班的学生就会跟普通班的学

生拉开距离，逐渐生疏。往日的好朋友，最

终也会分道扬镳。

如果我不离开巴市的话，我十分可能

跟雷文一样，基本上跟这帮亚裔的书生们

在一起。我们会很快就忘记了那些曾经邀

请过我们去她们家玩的漂亮小白妞，她们

现在肯定会打扮得像蝴蝶一样，去追那些

更酷的中学男孩。我大概也会跟那些开始

留长头发、穿着故意开个洞的牛仔裤、成

天听流行音乐的朋友逐渐疏远。

到上高中的时候，他们很多人也许会

很酷地开在一辆小卡车，叼着烟头，喝着

啤酒，不时拿弹弓射几只小野兔。而我则

会平时上课做功课，周末看SAT的书，要

么就到社区做义工，或者用心修改我的作

文和准备大学申请的文件。

1994年8月，我只身坐飞机从巴市到

纽约的拉瓜地亚机场。我妈那时特别忙，

她要结束路州大学的工作，还要卖房子，

整理所有的搬家行装，这样她只好把我先

送到纽约，她一个月以后再来纽约履新。

我爸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先到了纽约，在那

里找到了工作，在长岛的一家电讯公司做

国际部副经理。纽约有五个区，他住在皇

后区的一个亲戚的家里。

那年我10岁，第一次单独坐飞机出门

，一路上心里十分忐忑不安，心情夹杂着

兴奋和紧张。那时我对纽约一无所知，只

是听别人说纽约是个犯罪之都。我心里做

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要在这个充满犯罪

抢劫、到处污染的令人窒息的城市中生活

。爸爸开着一辆借来的破旧不堪的车子到

机场接我，一上高速公路，拥挤的道路和

嘈杂的噪音令我吃惊。

我离开中国5年，第一次看到有每边4

车道以上的宽阔的高速公路，路上挤满了

各种各样的汽车，有黄色的出租车、公交

车、面包车、老爷车、豪华车、警察车、

救护车和大货车等等，全都挤成一团。车

上的人不时互相按喇叭，不时互相乱嚷一

气。这阵势，我一下子看懵了。爸爸紧张

地驾驭着这辆破车，在拥挤的交通中慢慢

爬行，车上没有空调，我们都热得满头大

汗。

我四处观望，百感交集，到处看不到

一点熟悉的地方和事物，没有一点家的感

觉。这里的人看上去跟路州的很不一样，

都是紧张兮兮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总

是急匆匆地赶路，不时按一下喇叭出气，

不时骂上几句泄愤。跟路州那些慢条斯理

，处事不惊的南部人相比，这里的人太不

一样了。惊奇之余，紧张情绪渐生，肚子

里那种翻江倒海的难受劲又出来了。

从机场到皇后区住处的路上，我注意

到街上的行人和车里的大部分是黑人或是

南美人，也有些白人。不过，这些白人跟

我从前见过的白人不太一样，他们的皮肤

都是比较黑的。他们看来像是来自南欧的

意大利人或东欧人的后代。他们虽然也是

白人，但跟我在瑞士和路州见过的那些白

皮肤卷头发的西欧或北欧的白人不一样。

我感到有些茫然，怎样才能跟这些不白的

白人打交道交朋友呢？我开始意识到，这

个大城市跟我来自的城市不一样，不是个

黑白分明的世界。这里很多地方是处于黑

白之间的：棕色、黄色、灰色、红色。

开了一会儿，爸爸开进加油站加油。

我抬头一看，好家伙，大大的麦当劳金色

拱桥。我总算看到熟悉的东西了。我央求

爸爸给我钱去吃个麦当劳汉堡包。那家麦

当劳店旁边还有一家叫白城堡的汉堡包店

，我不知道那是啥玩意，连看都懒得看。

麦当劳我可是太熟悉了，从瑞士一直吃到

路州，口味不变，百吃不厌。这是我小时

候最喜欢吃的东西，有时候要吃上两个大

汉堡才过瘾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开心乐园

套餐，因为有玩具送。自从离开中国以后

，我就迷上吃麦当劳汉堡包了。

吃过汉堡包，我走到外面的加油站看

爸爸加油。抬头一看，上面是好几层的立

体交叉车道。我在路州还没见过这么复杂

的公路系统。我们原来就站在高速公路的

下面。难怪这么吵闹。我们说话都得要提

高嗓门，大声嚷嚷才能听到。现在我明白

为什么刚才一路上那些人要大声嚷嚷了，

要不然怎么能听得见啊？

我回头四处张望，除了麦当劳的大金

色拱桥，我看不到其他熟悉的东西。真不

敢相信，几个小时以前，我还以为有30万

人口的巴市是个很大的城市，看看曼哈顿

的摩天大楼，从世贸中心的双子塔，帝国

大厦，到克莱斯勒大楼，令人眼花缭乱，

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大城市啊。

开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总算到家了。

这是一栋三层的小楼，坐落在皇后区的一

个普通的社区。尧伯伯和伯母站在门口，

推开很沉的铁门，让车子开进狭小的车库

，小心翼翼地把铁门锁上。我还从来没见

过铁门紧锁的车库，我们有点像是进了保

安设施齐全的监狱一样。不过，尧伯伯和

伯母的热情，使我感到很温暖。他们是我

妈那边的远房亲戚，从来没见过我爸和我

，不过他们对我们一见如故。这是中国人

的传统习惯，血浓于水，远亲也是亲戚。

虽然他们不是我的爷爷和奶奶，我还

是称呼他们为尧爷爷和尧奶奶。中国人的

传统是尊敬长辈，对他们要有尊称。直到

我成人，我从不习惯听我的同学和朋友对

他们的长辈直呼其名，这在美国文化中是

平等的表现，在中国文化中则是不敬，这

是很不一样的文化传统。

安顿下来以后，我准备好好地探索一

下这栋小洋楼。这是一栋三层楼，还有一

层地下室，地方还真不小。我喜欢大房子

，更喜欢在大房子里走来走去。爸爸告诉

我，楼上的两层已经全租出去了，一层是

他们的儿子住，他们则住在地下室。我很

难相信，自己有洋楼，却让别人在头顶上

走来走去，自己住地下室。我们家在路州

的大房子有四个房间，我从没想过会租给

一个外人住，一栋房子就应该只有一家人

啊。

爸爸告诉我，很多新来的中国移民都

是用这种方式来买房子的，他们通常向亲

戚借钱买房子，然后把大部分的房子租出

去，用来偿还贷款。我父母有些朋友也是

这样，他们借钱买房子，然后把大部分好

的房间租出去，自己挤在小房间里。这样

，他们也是房东了。对于他们来说，私人

空间是个太过奢侈和昂贵的概念。

我们放下行李，住在第一层的一个房间。

我有很多年没跟爸爸睡在同一个房间了。

五年多前我在瑞士的时候，我们就睡在一

个房间，在日内瓦他管理的一家中餐馆的

二楼。那时我才五岁，一早醒来，总是把

满脑子头天晚上想好的问题不停地问他，

那时我不懂事。现在不一样了，我成熟了

，知道现在跟那时不同了。我不能再像从

前那样打搅爸爸了。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

份好的工作，要很努力地去做出成绩，才

能有出头的机会。

头几天晚上，我老睡不好。房间没有

空调，又潮又热，加上窗外大街上不时飘

进来的异味，弄得我很不舒服。我肚子里

翻肠搅肚的感觉一直不好，我经常是呆呆

地躺在床上，听着不知哪来的时钟的滴答

声，很难入睡。有时晚上会被狗叫声或街

上的汽车声吵醒。那种狗的叫声恶狠狠地

，充满敌意，跟从前我在巴市见到的那些

小宠物狗尖尖细细的叫声完全不一样。我

不禁想起我在巴市的同学朋友，那时跟他

们在一起打电子游戏，吃匹萨饼，多好的

日子啊。就连上学，也成了值得留恋的好

时光。如今好景不再了。

尧爷爷和奶奶大约六十多岁，来美国

十多年了。他们像很多中国来的移民一样，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和不懂英文，很难进入主

流社会的圈子。但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为了养家，只要有工作，他们都愿意干。

尧爷爷在国内时是一家医院的管理干部，尧

奶奶是护士长。很可惜，来到美国后，由于

英语不好，没办法考上美国的护理资格，发

挥不了他们的特长。他们只能在华人开的公

司干活，工资低也只能将就着。

尧爷爷在一家做广告牌的公司工作，

离家不远。尧奶奶在曼哈顿唐人街的一家

车衣工厂做车衣工。每天下午五点半左右

，尧爷爷就开车到城里去接尧奶奶回家，

路上通常堵车，来回要两个小时。有时他

们会从唐人街的食品店买些肉菜回来。十

多年来，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尧家有三个孩子，都是二三十岁的成

年人了。他们住在纽约其他的区，他们都

像父母一样，努力工作，但由于没有在美

国受过正式的高度教育，英文程度不高，

也不得不屈身于做一份蓝领的工作维生，

工资不高。

刚开始，我对尧家的境况感到有些惋

惜，他们辛勤工作，但却没有实现美国梦

，住上市郊的小洋房，有一份得体的工作

，有自己的空闲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相比起来，我父母也是从零开始，经过

四年多的努力，在中产阶级的住宅区里有

自己的房子，两辆车子，有稳定的收入。

尧家来美国十多年了，好不容易才凑齐了

钱，在一个不是太好的区买了房子，却要

把大部分的房间租出去，用来偿还贷款。

不过，他们却很快活，我不明白他们

为什么会感到满足。是他们不知道有更好

的机会吗？我觉得他们是没见过大房子，

大片的后院花园，大概也没见过漂亮的南

部女孩子。要不他们怎么会这么快乐呢？

他们一来美国，就住在皇后区，没出过远

门，没有到其他州旅游，对美国的认识也

只局限在一个大都市的小区范围，除了唐

人街和华人圈子，他们的有限的英语沟通

能力限制了他们的眼光，他们只能依赖于

说中文的华人社会，喜欢到唐人街去跟中

国人聊聊天，吃吃中餐。他们的英文水平

，可以帮助他们看路牌，认路回家。

在美国，有上百万像他们一样的移民

，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只

能依附于同文同种的少数族裔社区。有些

人认为，他们不懂英语，不能融入主流社

会的大环境中，对社会资源是一种拖累。

但我的观察是，他们大都像尧家一样，对

美国社会充满感激之情，这个社会为他们

提供了新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适应社会

的过程中挣钱生存，他们的子女能够上大

学，慢慢向上发展。起码他们在美国赚的

钱就比中国多。同时，他们也心安理得地

回报美国社会，尽力而为，为社会创造财

富。

刚到纽约的头几天，我心绪不宁，老

是担惊受怕，白天担心，晚上做恶梦。我

老是有一种幻觉，觉得有一天我从房间的

窗户往外看，看见尧爷爷下班回来，哼着

小曲，提着肉菜进门，突然，我听到一阵

枪响，他的脸上一阵惶恐，双手一扬倒下

了，肉菜掉在地上。好恐怖啊！这就是我

老担心的一幕。

在现实中，尧爷爷是个经常脸上挂着

笑容，乐观向上的好人。但从他布满皱纹的

脸和粗糙的手上，可以看出他是饱经沧桑、

受过磨难的人。他老爱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

跟人打架从不会退让，他指给我看他身上打

架留下的伤疤，还说给他揍的人损失更惨重

。他对我说，一定不能让人欺负，如果学校

有人欺负你，你一定要跟他干，他教我要踢

那些坏小子的蛋蛋，直取他们的眼窝，不行

的话就抄起家伙揍他们，不管他们是黑的，

白的还是黄的小杂种。

我想，尧爷爷虽然厉害，不过他年轻

的那会儿，人人都面黄肌瘦，小麻杆似的

，再厉害也不过是小三角猫的本事而已。

要是在美国碰上贩毒的江洋大盗或是黑手

党，他们手里有武器，一枪就给你撂倒了

，再血气方刚，再厉害也是白搭。

过了两天，我突然梦见我爸爸中了彩

票头奖。有一天，爸爸买了一张彩票，我

有一种预感他会中大彩，我幻想在电视中

看到他中了全部的六个数字。至于中了以

后怎么办，我倒想得不太乐观。我没想过

要去买一辆名车或是大房子之类。相反，

我倒担心中了以后，我们成了百万富翁，

很多大贼小贼会上门，还有绑票的。你想

，中彩的人要上电视公开领奖，这样的话

人人都会认得我们，然后我要上学或上街

就麻烦大了，有人也许要劫持我，向我父

母勒索。想来想去，我觉得最好还是把那

张有可能惹祸的彩票撕掉，免得带来这么

多的担心。

这些奇离古怪的想法和幻觉在我刚到

纽约时一直困扰着我，我很孤独，离开了

同学和朋友，没有人能够理解我，没有人

能够与我交往。晚上，我有时会走到小院

子里，面对着紧锁的大门，看着灯光通明

的夜空，连月亮都不容易看到。我多想像

从前一样，躺在自己家后院的大大的草地

上，对着星星，对着月亮。可惜路州的房

子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真的很想从前的

家，很留恋从前的生活。每次到曼哈顿城

里，我都担心会有人跟踪我，回到尧家，

我也担心有人会破门而入，有时我又担心

有流弹会射中我的脸。我走路的时候要找

有柱子的地方，防止有流弹打过来。我于

是就尽量的弯着腰缩着背，以缩小目标。

大人老是叫我要挺胸，我可不管，我真的

是担心啊。至于那张彩票，还好我们没中

，不过我还一直保留着。

从南到北，华人男孩的美国之路
一个四海为家的童年是怎样的体验？来自广州的郭伽5岁跟随父母移居瑞士，然后定居美国。12岁前，他曾在三个大洲六座不同城市生活，学习三种语言，上过

七所学校。如今，郭伽已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认知科学系担任助理教授，他讲述斯坦福大学博士生活的《“研”磨记》（The Ph.D. Grind）一书曾引起了

国内外博士生的广泛共鸣。而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天涯童踪：一个移民孩子的故事》（On the Move: An Immigrant Child’s Global Journey）中，他则讲述了自

己作为移民孩子的漂泊经历，并以童真视角观察了美国教育、种族、阶层等社会议题。

本书在美国出版后，郭伽的父母郭南、周敏将此书译成中文——



由許鞍華執導、王安憶編劇的電影《第一爐

香》今日正式宣布定檔10月22日，正式開啟上映

30天倒計時；同時也曝光“愛而不得”版定檔海

報，實力演員馬思純、俞飛鴻、彭於晏、張鈞寧

、範偉、梁洛施、張佳寧、尹昉、秦沛、白冰等

聯合主演。影片講述了女學生葛薇龍被姑媽梁太

太利用，與花花公子喬琪喬展開了剪不斷、理還

亂的愛情拉鋸，一出愛情大戲令人難掩期待。

電影《第一爐香》接連入圍第77屆威尼斯國

際電影節、第25屆釜山國際電影節和第33屆東京

電影節，國際載譽頗豐。而影片主角葛薇龍的命

運沈浮和個人抉擇，也有望為目前女性議題日漸

增多的環境帶來更深層次的思考價值，相信電影

上映後也將掀起一輪關於愛情話題討論的熱潮。

電影《第一爐香》講述了上海女學生葛薇龍

（馬思純 飾）到香港求學時，被梁太太（俞飛

鴻 飾）利用，當作誘餌展開欲擒故縱社交遊戲的

故事，此間葛薇龍無可自拔地愛上花花公子喬琪

喬（彭於晏 飾），以身謀愛，墜入一個摻雜著算

計與企圖的愛情漩渦中。影片此次公布了兩張海

報，人物關系耐人尋味：葛薇龍與喬琪喬前後同

行卻垂眸靜默，梁太太與葛薇龍一站一坐各懷心

事……雖然兩兩同框，但似乎又都有著無法逾越

的間隙隔閡。

同時，電影也公布了其他主演的劇照，睨兒

（張鈞寧 飾）、吉婕（梁洛施 飾）、睇睇（張

佳寧 飾）、新太太（白冰 飾）或聰敏或天真或

精明或美艷，展現氣質風格迥異的女性狀態；喬

琪喬、司徒協（範偉 飾）、盧兆麟（尹昉 飾）

、喬誠（秦沛 飾）等男性角色或神采斐然或威嚴

十足，戲骨齊聚直擊人心，一場令人回味無窮的

愛情大戲即將上演。

電影《第一爐香》由世界首位威尼斯終身成

就金獅獎女導演許鞍華執導，同時集結了眾多國

際大獎傍身的幕後大師保駕護航。曾獲茅盾文學

獎、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勛章的王安憶擔任編劇

，屢獲金像獎、金馬獎、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

攝影獎的杜可風擔任攝影指導，服裝及造型設計

由奧斯卡獎獲得者和田惠美擔任，音樂監製阪本

龍一同樣奧斯卡、金球獎及格萊美獎等眾多獎項

在身，與美術指導趙海，錄音指導杜篤之，剪輯

指導鄺誌良和剪輯雪蓮聯手，打造一場精彩紛呈

的大銀幕感官盛宴。

影片在國際電影節的展映中收獲諸多好評，

“意猶未盡，每個人看了都會有不同解讀”“看

到許鞍華、阪本龍一和杜可風合作真是‘有生之

年’系列”等走心影評層出不窮，此番國內定檔

引人翹首以待。

《第一爐香》定檔10.22
馬思純彭於晏上演話題愛情大馬思純彭於晏上演話題愛情大戲戲

年度災難巨製《峰爆》已於9月17日全國上

映，目前正在熱映中。影片自上映以來，連續5

天獲得票房日冠、觀影總人次日冠，累計票房已

突破2.7億，成為2021年度中秋檔票房冠軍。影

片口碑持續走高，真實的災難感與救援行動引發

觀眾熱議，主人公們迎難而上、對抗天災的魄力

與勇氣，亦打動無數網友。9月22日，影片釋出

洪赟兵（黃誌忠 飾）英勇救人的正片片段，軍

魂不改的退伍鐵道兵形象讓人肅然起敬。

電影《峰爆》由李駿執導，朱一龍、黃誌忠

、陳數、焦俊艷領銜主演，正在熱映中。

票房熱度領跑中秋檔
災難救援又燃又好哭

電影《峰爆》講述了由地質變動引發的一場

天災，威脅到縣城16萬居民的生命安全，以基建

工作者為代表的各方力量奮勇救人的故事。影片

不僅有沈浸感十足的災難場面，更有驚心

動魄的救援行動，口碑全網持續發酵，創

造貓眼9.5分、淘票票9.4分、知乎9.2分、

微博大V推薦度87%的開分成績。網友紛

紛評論“又燃又好哭，緊張又揪心”、

“勇者的故事，看完充滿希望”、“正能

量！生動刻畫了中國式救援”。影片的演

員陣容與角色塑造也備受好評，“全員演

技派”、“小洪老洪的對手戲張力十足”

、“每個女性角色都有獨特魅力”。熱度

居高不下的同時，影片票房也是一路領跑

，上映5天票房突破2.7億，成為2021年度

中秋檔票房冠軍。

影片於9月20日起陸續釋出正片片段，

已曝光的“丁雅珺動情喊話工友炸隧道

救人”和“小洪老洪

父子深情相擁”的片

段都精準戳中觀眾淚

點。9月22日，影片又

發布了老洪在地陷坑

裏英勇救人的片段。片段中，地震引發地面開裂

、房屋倒塌，並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地陷坑，大巴

車、百姓紛紛掉了進去。由黃誌忠飾演的退伍鐵

道兵洪赟兵不顧自身安危、迅速跳入地陷坑救人

，面對盧小靳（焦俊艷 飾）的勸說，他稱“現

在是黃金救援時間”並讓盧小靳迅速通知專業救

援人員前來營救。片段充分體現了老洪軍魂不改

、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的老鐵道兵的形象，這

種甘於奉獻的鐵道兵精神也呼之欲出。

真實救援人員感動發聲
“平凡英雄”帶來不凡感動

電影《峰爆》將鏡頭對準基建工作者和鐵道

兵這類鮮少為人所關註的群體，展現了他們在災

難來臨之時，團結一致、不惜一切代價也要護城

救人的決心和行動。不少網友表示，“通過這部

電影更加了解了鐵道兵”、“由衷地致敬鐵道兵

和基建人”、“看到了片尾鐵道兵和基建事業的

真實歷史影像，暴風哭泣”。

鐵道兵作為和平年代犧牲最多的兵種，“能打仗

、敢犧牲”是融入他們血液裏的精神信條。正是這種

精神，讓他們穿越抗美援朝戰爭的槍林彈雨，也讓他

們攻堅克難修建了眾多鐵路工程。影片中老洪這個角

色作為一名老鐵道兵，挺身而出舍己為人的舉動感動

了無數網友，“老洪彰顯了一個老鐵道兵的情懷”、

“父親是老鐵道兵，在我旁邊看得淚流滿面”、“在

老洪身上看到了那一代人的艱辛與堅持”。

從曾經的鐵道兵到如今的基建人，他們的

精神一脈相承，依然是一支不怕艱辛、不怕犧

牲的隊伍。修路架橋是基建人的職責所在，但

只要國家需要，災難險情當前他們也能沖鋒陷

陣，武漢抗疫、河南水災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

。影片中的救援故事與現實的強關聯也引發真

實救援人員的共情，“讓我想到了日夜輪班修

建火神山醫院的日子”、“爸爸是救援隊的，

我希望他永遠平安”、“感謝電影將我們的故

事搬上銀幕”。戲裏戲外的“平凡英雄”所帶

來的不凡感動仍在繼續。

《峰爆》累計票房破2.7億
朱一龍出演平凡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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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房地產   停看聽系列講座 ( 六⼗五 )

休斯頓房地產稅進階觀念, 秘⾟⼤公開!
聯⽲地產凱蒂亞洲城 
電話：346-998-8000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聯⽲地產中國城
電話：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Q 在美國置產要計算買房所需⽀付的成本和稅費，這些費⽤可以以交

易完成前後來區分，交易過程中除了頭期款之外，還需⽀付的成本

包括過戶費、產權保險費等等。這些費⽤⼤約是房價的1%-3%左
右。在交易完成後房屋持有每年須繳納房地產稅、房屋保險費，如

果有貸款的話利息和本⾦也是按繳納。

        美國房地產稅率是由各州地區制定，地⽅政府會對房產評估價值和當地的稅率計算。

個⼈聯邦稅(Individual Federal Income Tax)按所得⾼低從10%到37%的稅率課徵，德州

是美國9個不課徵州內個⼈得稅的州之⼀。免徵州稅，所以德州政府主要的財政收⼊來源依

賴房地產稅(Property Tax)。美國的公⽴學校從⼩學到⾼中是免費，因每年從屋主課徵的

房產稅中，會有⼀部分預算分配到公⽴學校獨⽴學區(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屋

主交的稅多，學校的資⾦充裕，師資與建設相對較好，⼩孩能享受優良的師資與環境分數

越⾼的公⽴學校能夠分到的資源越多，這也是好學區房⼦也特別熱⾨的原因。好學區除了

教育經費外，另⼀部分回饋在當地居⺠⾝上，含市政、圖書館運作、警察配備、街道綠化

以及設施維護、公共服務。房價較⾼的區，擁有較充裕的資⾦維護當地的環境衛⽣和警察

配備，社區治安相對較好。

        在美國新建設的社區房產稅較⾼，因需要政府出錢做好基礎建設，⽐如鋪⽔管、道路

開發等等。在德州新區開發區的稅，我們稱為市政設施區稅(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MUD Tax)。在⼤休斯頓地區，很多新興開發區以前都是農場，所以在開發前要安裝⽤⽔

基礎設施，前期需投⼊⼤量資⾦，地⽅政府會透過債券融資，把募得資⾦⽤在早期⼯程建

設中。當房⼦售出後，再向該區房產擁有者徵收稅還清債券。⼀般⽽⾔MUD的稅率，因建

設時間、地區⼤⼩、⼯程量有所不同，公共基礎建設⽐較完善的區MUD稅率較低。⽽新興

區域的MUD稅率相對較⾼，不過稅率會隨著⼈⼝遷⼊⽽逐漸降低。

        德州的房地產稅(Property tax)徵收是由各郡(County)

的稅務部⾨⾃⾏決定。當房⼦建設完成，房產稅⽐例已經訂

好。若後來進⾏擴建、增加設施、或者房價漲幅變動。當地

政府稅務部⾨(Assessor)每年會對房屋估價進⾏⼀次評估調

整。假如屋主覺得評估結果不符合市場，可在半年內提出申

請重新評估。政府可能會將您的⾃住房市場估價降低⼀些，

若未來考慮出售房⼦，買⽅也會參考政府公開資訊，您的房

產市場價值相對也會降低。

        房地產稅繳費單，政府會在10⽉1⽇後寄給屋主，從收信

件到隔年1⽉31⽇可透過郵寄個⼈⽀票、網上信⽤卡⽀付等⽅

式來繳納。 如果您是貸款購房，貸款公司託管帳戶（Escrow

Account）會在每⽉分期還款中，提前讓貸款⼈預付，年底

時由則託管帳戶代繳。建議⼤家在購屋前，除了預想好能負

擔的房屋貸款與房地產稅以外，也要考慮房屋內外維護及房

屋保險等保養費⽤。房地產稅會因房屋價值每年有所調整，

假如漲價，需繳納的房屋稅也會調⾼。反之，價值若下跌，

房地產稅會相對降低。

1.德州免州稅，房地產稅為重要財政來源

2.新開發區房產稅較⾼

3.德州房屋估價⽅式

4.德州繳稅時機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20212021美華文藝季秋季講座美華文藝季秋季講座 「「人文磚文學與傳承系列人文磚文學與傳承系列」」
《《胡金銓導演和他的電影情懷胡金銓導演和他的電影情懷 》》-- 胡胡 「「導導」」 與胡與胡 「「演演」」

本次胡金銓導演講座海報本次胡金銓導演講座海報。。 著名電影編劇張永祥著名電影編劇張永祥（（右右），），他是胡導他是胡導
「「大輪迴大輪迴」」 電影的主要編劇電影的主要編劇，，他也談到他也談到

與胡導合作的情形與胡導合作的情形。。

大會由主持人王曉蘭致詞開場大會由主持人王曉蘭致詞開場，，介介
紹胡金銓導演一生的成就紹胡金銓導演一生的成就。。

作家陳煒智介紹胡金銓導演的從影作家陳煒智介紹胡金銓導演的從影
經歷及其成就經歷及其成就。。

楊敦平導演介紹胡金銓導演是他的師父楊敦平導演介紹胡金銓導演是他的師父，，
追隨胡導讓他學到了很多追隨胡導讓他學到了很多。。

張錯教授提到他與胡金銓導演在洛杉張錯教授提到他與胡金銓導演在洛杉
磯的交往磯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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