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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五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因工伤

失去了一条腿，出院后他不得不像传说的

铁拐李那样拄上了一根拐。后来听说这根

拐打过野狗，镇过恶汉，救过人命，演绎

过不少动人故事。当年我和几个喜欢围着

李五爷听他讲古的发小们，都对他的拐杖

特别敬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

，李五爷那根拐杖的许多传奇故事，都被

岁月给淹没的差不多了，可唯独有一个以

拐指路的真实故事让我久久难以忘怀。如

今，当年顽童的我早已成了花甲老人。可

每每想起此事，或者与老友聊起它的时候

，依然忍俊不住，捧腹难禁。

六十年代初，我们居住的地方，古城

的天桥东有个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这个

医院医术高明，设备先进，人才济济，名

医荟萃，不仅在当地民间赫赫有名，就是

在军内也是首屈一指的。

有年，暑假里的一天，我和几个小伙

伴，在路边的大槐树下听李五爷讲水浒。

老爷子有个习惯，每当讲古讲到最紧要关

头，一定得停下来抽两袋烟，不管听众多

么忘情，多么焦急，多么不情愿，他该

“截捻儿”时还照旧“截捻儿”，例行这

件“公事”还是必不可少的。

就在他尽情享受着“小锅饭”的空儿

，打西边急匆匆走过来个愣头小伙。他来

到李五爷的茶摊前，既不喝茶，也不打招

呼，就操着外地口音向李五爷打听起路来

：“哎！哎！去八十八医院怎么走？”李

五爷见问路的是个不懂礼貌的愣小伙儿，

就有些不太高兴，他不想搭理这个连最起

码礼数都不懂的“生坯子货”。就装着像

没听见似的，脸都没转一下，照旧抽他的

烟袋。这时有个小伙伴想插嘴，当就即被

李五爷用眼神给止住了。老爷子这时依然

不紧不慢地吧嗒着他的烟袋锅子，若无其

事。

问路的小伙以为这位残疾老头耳背，

没听见他的问话，就加大了音量，将刚才

的问话又重复了一遍。可是，依然没有带

上敬语和尊称。不过，这回李五爷不再赌

气，只见他用眼袋杆子顺手往东一指。楞

小子顺着李五爷的眼袋杆子看了看方向，

转脸就问：“那，八十八医院离这儿还有

多远？”李五爷将手中的烟袋锅子磕了磕

，往腰里一别，就顺手抄起了身边的拐杖

，学着愣小子的腔调开了口：“哎！哎！

你可听清了，从我这个茶摊到你要去的医

院往东总共还得再走八千八百八十八拐。

”

愣头青小子小子听了，很诧异。八千

八百八十八拐，这是一个什么土地丈量法

？他十分不解地再次问道“难道此地计算

路程不按里说吗？”李五爷立马回答道：

“按理，谁说不按里了？按理你还得叫我

大爷呐！”愣小子这会儿真的是被瘸老头

给说愣了。寻思了半天，他才回过味来，

然后默不作声地转身走了。

事后，我对李五爷说：“五爷，你说

话真幽默。”李五爷说：“我最看不惯不

懂礼貌的人了，哪有那么大样的家伙，问

路叫声大爷或大叔的，怎么了！难道能小

了他不成？胡萝卜茄子还得有个名子吧！

何况他是在向长者求教呢！”

我说：“你老人家用八千八百八十八

拐给一个不懂礼数的家伙指路，这也太好

玩了。”李五爷说：“说实话，当时我真

想用这只拐杖替他父母教训他一顿的！”

打那以后，我和几个小伙伴都明白了一个

道理，那就是对于长者和你所要求助的人

，一定要恭敬为先，礼数在前。

听说，李五爷几年前仙逝了，享年九

十九岁。可他生前的一些故事至今还在熟

识他的人群中广为流传。他以拐作计量单

位，给一个没教养的后生子指路的事。那

真是他的传说中经典的经典！难为他老人

家当年怎么能想得出来的。

八千八百八十八拐
王三平时就是一个喜欢偷鸡

摸狗的社会小混混，不过最近王

三似乎变得聪明起来，王三发现

网上的各种网红特别多，王三也

想利用当网红赚钱，但是王三从

鼻子到脚都是平平常常可没有任

何吸引人的地方，要想成为网红

赚钱首先就要有特别吸引人的地

方，那些能通过直播赚钱的网红

一般都是美女，王三想来想去终于

突发奇想，这一天他在一家售卖人

皮面具的网站上定制了一款满脸皱

纹的老大爷人皮面具，当王三拿到

面具马上就戴在了脸上，王三一照

镜子顿时兴奋起来，王三看着镜子

中那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自己得

意的说：“赚钱的机会来了！”

这一天王三喊了几个狐朋狗

友，他们一起来到街头一个人多

的地方，王三就带着这副人皮面

具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王

三恬不知耻的竟然扮演起可怜的

孤寡老大爷乞讨，这时那些狐朋

狗友就按照王三的要求在一旁网

上直播，很快假扮乞讨老大爷的

王三就在网上红了，一个无儿无

女孤苦无依的老大爷王三迅速成

为了网红，很多不清楚真相的好

心网友纷纷给王三捐款，后来王

三甚至开开通好几个用来获得捐

款的卡，不到三个月时间王三竟

然以此获得了几十万的捐款，王

三假装可怜在网上乞讨发财的事

情也传到了他那些狐朋狗友的耳

朵里，这些人都是一些做梦都想

发财的人，他们纷纷把王三当做偶

像，王三也毫不吝啬的教这些人如

何假扮可怜在网上乞讨赚钱，后来

王三突发奇想甚至还开办了网络乞

讨培训公司，每一个来学习的学员

首先就要购买一张人皮面具，王三

在网上以低价购买这些面具然后高

价售出，王三单单靠售卖人皮面具

就发了大财，当然这些做梦都想发

财的学员也果然在王三这里学会了

如何戴上人皮面具假扮可怜网上乞

讨的“本事”！

这一天一个叫李四的学员就

从王三这里高价买了一副人皮面

具，不过李四对于王三传授的网

络乞讨方法觉得还是赚钱太慢，

单靠网络好心人的捐款实在是很

不靠谱，李四看着这副能伪

装自己的人皮面具，就想还

不如戴上这个面具去抢劫来

钱更快，于是李四就戴着这

副人皮面具天天晚上去接头

打劫那些单身女性，不过很

快这个倒霉的李四就落网了

，当警察从李四脸上扒掉这

个人皮面具的时候，警察就

非常惊讶的审讯李四：“快

说实话你这副人皮面具是哪

里购买的？”李四如实交代

：“我是从王三那里买的！

”很快警方就开始调查王三

，这一调查王三利用网络假

装可怜欺诈好心人捐款的罪

行也暴露了，而且王三还涉

嫌开办培训公司培训这些诈

骗技术，王三也落网了！最

后王三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决

有期徒刑三年。

三年后王三出狱，出狱

后的王三还是一事无成整天

浑浑噩噩的过日子，这一天

“聪明”的王三又在网上发

现商机，这次王三可不敢在

干违法的事情了，他是盯上

了网上购物这一行，王三很

快就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钱

开办了一家网店，王三经营

的方式就是价格便宜，不过

这个王三进的货可都是质量

没保障的，很快从王三那里

购买了商品的消费者纷纷投

诉，王三的第一家网店也因

为投诉过多也关停了，不过

王三很快就改头换面开了第

二家网店，还是继续以往的

老套路价格便宜质量没保障。

一年之后王三的老婆顺利产

下来一个大胖小子，王三非常高

兴心想自己总算是有接班人了，

不过这个王三的确也没什么产业

可接班的，这一天王三正在家里

电脑前售卖他的那些假货，突然

王三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一

个女人哭哭啼啼的说：“你个死

鬼你进的都是什么货，婴儿背带

都断了！”王三不以为然的说：

“这位女士别伤心，我这里都是

便宜货，谁让你喜欢占便宜！”

电话那头那个女士哭哭啼啼的说

：“刚才我在河边用背带把孩子

固定在背上散步，哪知突然背带

断了，孩子也掉进了河里！”王

三听了假装同情的说：“是吗您

真是太倒霉了！”谁知电话那头

那个女人突然咆哮起来说：“我

是你老婆翠花，这个掉进河里的

孩子就是你的孩子！”原来这个

王三的老婆翠花刚才背着孩子在

河边走，她背孩子的背带就是王

三进的货而且便宜在网店里销售

的那种，哪知这种背带竟然是劣

质产品突然断了，翠花背的孩子

一下子就掉进了河里！此时王三

已经瘫软在电脑前不知所措。

“聪明”的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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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朋友，叫她兰兰吧，和

男朋友爱情长跑了八年，但男朋友迟迟

不提结婚。

你想啊，八年的时间，抗战都结束

了，可这两个人却没有和身边朋友预期

的那样步入婚姻的殿堂。兰兰和她男朋

友从大学时就开始在一起，从学校谈到

对方读研究生再到工作，从亭亭玉立的

碧玉少女到如今别人嘴里的“老姑娘”

。大学毕业时，兰兰的很多朋友都分手

了，但这两个人的感情反而越来越好。

她的男朋友毕业后到北方的一个大学读

研，兰兰也义无反顾的跟过去在那里找

了个工作，如此三年之后，两个人就见

了双方家长，同居了。故事到这里，基

本上两个人离结婚已经不远了。可这个

时候男朋友又提出自己刚读完研，希望

能在事业上拼搏两年后再成家。兰兰想

啊，既然两个人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又已经见过家长开始谈婚论嫁了，再

等两年也没什么。可谁成想，又是两年

过去了，每次谈到结婚的话题时，男朋

友就开始推三阻四，顾左右而言他。所

以兰兰就着急了，她发邮件给我说准备

偷偷怀孕来逼男朋友结婚，问我这个方

法可行吗？

这样的经历，有15%的姑娘都曾经遇

到过，所以我经常说长恋易，结婚难。恋

爱最多三年必须要结婚，超过五年还没有

结婚的苦恋，结婚的可能性就更低了。

为什么呢？

太长的恋爱会让男人享受到一切婚

姻内的好处，但同样会抗拒一切婚姻内

的坏处。

也就是说，男人不肯结婚的本

质不再是害怕和你形成亲密关系，

而是想逃避婚姻所带来的责任和束

缚。

现在的情侣都会有一段“试婚”的

过程，可是在这过程中，男生已经得到

了他想要的一切，“我该睡的也睡了，

我该怎么样的也怎么样了，为什么我还

要去承担婚姻这件事情？”

你想啊，本来结婚前，男生想几点

回家就几点回家，想换什么工作就重新

换，但结婚之后就不可以啦，因为要扛

起整个家庭的责任，担负起经济上的责

任。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男人，把结婚当

成围城，当成坐牢，当成丧失了自主性

和自由性的坟墓。

现在说回兰兰准备靠怀孕来绑住男

朋友结婚这个方法可行吗？

答案是肯定没用啊。

心理学上有一个“动机理论”，动

机是驱使人从事各种活动的内部原因，

有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之分。

外部动机是什么呢？就是个体在外

界的要求和压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动机

。打个比方说你偷偷怀孕了，用孩子要

挟他跟你结婚；又或者你天天跟他妈念

叨，让他妈逼他结婚，这都是外部动机

，俗话说牛不喝水强按头，就算被强迫

成功了，结果也不会好。

后来我就回复了兰兰的邮件，教了

她一招“目标理论逼婚法”。

我们刚才说了，外部动机是被人强

迫的，不是主动自发地。我们需

要的是，让他自发地愿意结婚。

在邮件里，我给她举了一个

例子，比方说你们现在已经同居

了，你和他商量好你们每上一次

床就在床上画正字，上一次画一

笔。等你们上床上了 100次，画

到第 100笔，也就是 20个正字时

，就可以结婚了。

这是为什么呢？

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里提到

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就是说成就

的需要，比方说微信运动有一个

排行榜，你要走到三四万步才有

可能成为第一名。可很多人就为

了成为第一名这个目标，每天一

有空就拿着手机来回走，即使他

以前可能是跑 1500 米都气喘吁

吁的体育渣。

所以，如果我们把结婚这件

事情，给他设置一个目标，一个

他需要去努力完成这件事情，他就会想获

得这种努力达成目标的成就感和神圣感，

达成自我实现的需要并且愿意主动来跟你

求婚了。

后来兰兰又联系到我，她根据这个

“目标理论逼婚法”也和男朋友设立了

一个目标：两人开了一个联名账号，当

这个账号里的钱存到 20万的时候，两人

就领证结婚，这笔钱就用来买房或者支

持他创业再或者蜜月旅行。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她男朋友很积极主动地往账号里存

钱，每个月一到两千。前不久情人节的

时候，男朋友更是往里面一口气存了

5000多块，还很深情地和她说：想到这

笔钱是两个人共同努力为了更好的未来

，他就觉得很有动力，也更加期待存满

钱结婚的那一天。

所以你看，当两个人一起把自己的

钱存进去的时候，这变成了一个你们在

共同实现的目标，一个要努力进行的过

程。男生想要和你结婚再也不是一件被

动的，想要逃避的事情，而是主动的，

自发想要达成的目标。

有人说最好的爱情是不会因为爱的

卑微而心生疲惫，也不会因为爱的放荡

而滋生轻蔑。

在爱情里，从来没有胁迫、没有乞

求，有的只是棋逢对手见招拆招。

你巧用“套路”，他会心一笑，这

千百种“套路”，也无非是想让你们的

爱，多一点再久一点罢了。

妳知道什麼時候最適合結婚嗎？ 男人的品位在於如何選擇妳的妻子
一个男人的品位在于选择妻子，选择了什么样的妻子就等于选择了

什么样的人生。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男人何尝不是？

写《菜根谭》的洪应明就说过 "悍妻诟谇，真不若耳聋也"! 浓妖

不及淡久，婚姻也是这样。三毛说："我宁愿别人把我当作傻瓜，那么

就不会有人和一个傻瓜计较了，所以女人往往还是笨一点的好，特别

是该笨的时候。"简单的女人真讨人喜欢？看看男人怎么说。

家有简单女人幸福
讲述：吴文富 31岁公司职员

俗话说，能做的成夫妻的一定是"冤家"。夫妻在一起磕磕碰碰一

辈子，所以找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女人回家，这样即使吵起来也不要

那么辛苦。朋友的妻子是一位率真、热情的女人。她中专毕业，长得

也并不好看，体重130多斤。但她幸福，因为她简单做人，简单处事。

朋友是官场上人，常有不断的应酬，无论多晚归，朋友的妻子都会等

到他回来，然后递上一杯茶，才去睡觉。自然朋友对妻子也就宠爱有

加。从这个女人身上，我看到了所谓的幸福感就是对生活的满足感：

即是生活中女人得学会犯傻，学会近视，对任何事情不要看得太清，

做个傻傻的、知足的简单女人才幸福！

和精明女人生活有压力
讲述：周成锐 32岁公司经理

之前，我谈过一个女朋友，品位、气质、学识都没得说。按朋友

们的说法，娶这样一个漂亮又精明的女人回家，是我小子前世修来的

，应该知足了。的确，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她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生活上安排得妥妥当当，甚至有时候我的所思所想她都有所先知似

的。在工作中，有时为了应酬免不了逢场作戏。比如偶尔我晚点回来

，她什么也不说，也没有不高兴的表情。但她帮你挂外套，细心拍打

衣上灰尘的神情让人看着心里莫名的就不安，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所

以，每次，隔了一两天，我都如实地跟她说明那晚的来龙去脉。久而

久之，和她在一起会觉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认识现在的敏，这更坚定

了我当初的想法。这一切缘于一次饭局。第一次见到敏，觉得有点俗

，但是俗得可爱，那单纯的笑容自自然然的，给人一种很有青春活力

，能带动你投入地享受生活最原始的乐趣的那种感觉。

无法抗拒率真女人
讲述：网名LM 27岁软件设计

在我们大多数女人错误的思想里，似乎男人喜欢的是小鸟依人或

者气质高雅的知识女性，其实不然。在内心深处，他们渴望的大都是

那种热烈而简单的女人。

私底下，我们这帮光棍也探讨过娶个什么样的女人的问题：

娶个花瓶美女一开始确实饱了男人的眼福，能短暂地吸引住男人

，但这种只能放在家里作摆设，一没思想二没理想的女人很快便会让

男人厌烦，令他们后悔。

娶个即漂亮又精明的女人，男人本应该满足的，可是这种女人太

强了，在生活中也对男人呼来喝去，让人会有一种压迫感，于是他们

后悔了，早知道娶这么个牛女人回来还不如找个小鸟依人。

娶个小鸟依人的男人一开始很有幸福感，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

了算，确实满足了男人大男子主义的通病。可夫妻生活每日都是油盐

柴米，小女人整天为了一包盐一桶油也打个电话问问老公没个主见，

男人一定也会后悔，当初应该娶个有主见一点的。

记得有一个朋友,曾这样形容过简单女人,他说简单女人，是那种懂

得生活,懂得关爱自己和别人的女人；虽有点虚荣心,但仍以朴实为主调

；现实,又不拒绝浪漫；喜欢听赞美之词,却不容易飘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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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年輕母親被
扔入火堆 竟為“驅魔”

尼加拉瓜一名２５岁的年轻母亲被捆绑着扔入火堆，严重烧伤，

最终不治，而这一切竟是为了“驱魔”。执法部门已经逮捕５名犯罪

嫌疑人。

案件２月２２日发生在这个中美洲国家东北部的罗西塔镇科尔特

萨尔村。罗西塔人主要以采矿为生，十分贫困。目击者说，被害人比

尔玛· 特鲁希略· 加西亚被扒光衣服绑起来，扔到一个正在燃烧的木台

上，接受“驱魔”，几小时后才被亲属救下。

经过医院抢救，特鲁希略还是在２月２８日离开了人世。医院院

长路易斯· 莫雷诺说，加西亚全身８０％的皮肤三度烧伤，“我们已

经尽了全力”。

尼加拉瓜副总统罗萨里奥· 穆里略当天通过官方媒体宣布了特鲁

希略的死讯。她说，这一罪行“令人震惊，应当受到严厉谴责”。

检察官说，警方已经逮捕一名叫胡安· 格雷戈里奥· 罗查· 罗梅罗

的基督教福音派牧师以及其他四名嫌疑人。罗查涉嫌下令对特鲁希略

进行“驱魔”。在这之前，特鲁希略已经在教堂里被关了一周。

罗查否认故意杀害特鲁希略，称特鲁希略“被魔鬼附身”，是她

自己掉入火堆的，没有人推她。他声称自己隶属于一个名为基督教神

召会的教会，而后者否认罗查是其主要成员，表示基督教神召会与此

案无关。

特鲁希略的丈夫雷纳尔多· 佩拉尔塔· 罗德里格斯说，村里有人认

为特鲁希略“被魔鬼附身”，说她试图用刀砍人，就把她带进那座教

堂。按照佩拉尔塔的说法，“驱魔”仪式进行时，他不在村里。

“他们对我们做的事，不能饶恕。他们杀了我妻子，她还是两个

孩子的母亲，”佩拉尔塔说，“这让我现在怎么跟孩子们解释？”

穆里略说，涉案者将因涉嫌谋杀受到起诉，“这种事情以后再也

不能发生了”。

上月２０日，德国法兰克福市一家法院对一起“驱魔”命案宣判

，５名韩国人获刑，其中一人被判监禁６年，另外４人被判１年半至

２年不等的缓刑。他们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给一名女性亲属“驱魔”

时导致后者窒息死亡。

西班牙一名农民裴瑞兹用 4000 棵

松树，建造了一个占地 5000 平方米的

迷宫。这个西班牙最大的松林迷宫将

于 4月 8日开放。

据报道，因为西班牙经济不景气，

一名种松树的农民裴瑞兹干脆用卖不出

去的松树排成迷宫，弥补一下损失。

裴瑞兹说，西班牙有些迷宫比他的

大，但是，这些迷宫都用玉米组成，只

能用几个月。松林迷宫却可长可久。

测试显示，一般人大约一个小时可

以走出，最快的半个小时就可以钻出来

了。

裴瑞兹希望4月8号开放的迷宫可以带

动当地观光，同时替女儿带进一笔稳定的

收入。

目前，迷宫的门票价格还没定，但

不会超过 4欧元。据悉，买门票的时候

，客人会拿到裴瑞兹的电话号码，万一

走不出来可以跟他求救。

農民用4000棵松樹
建西班牙最大迷宮

因为没有要孩子的计划，30 岁的

英国女子艾玛 (Emma Power)很早便开

始服用避孕药，但她还是在 10 年前怀

上双胞胎。此后她决定换一种避孕方

式，结果再次怀孕，而这次生的竟然

又是双胞胎。

据报道，10年前，在意外怀孕生下

康纳(Connor)和 凯尔(Kyle)两兄弟后，艾

玛在手臂上植入了避孕剂。而医生说这

种避孕方法在 99% 的情况下都有效。

但 4年前艾玛还是“中奖”，又怀上一

对双胞胎女儿。

根据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数据，

在使用这些避孕方法时怀上两对异卵双胞

胎的几率是 30 亿分之一。在生下两对双

胞胎后，艾玛和丈夫约翰去医院接受了输

卵管结扎手术和输精管切除术。

虽然前后怀上两对胞胎实在是受到

了“惊吓”，但艾玛表示，她还是觉得

非常幸运生命里有这些孩子，称孩子们

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避孕措施“失靈”
英國女子連生兩對雙胞胎

印度一位名

叫阿比什•多米

尼克的机械工人

徒手砸开了 124

个椰子，创造了

新的世界纪录。

据报道，这

位男子成功创造纪

录的过程被视频拍

摄记录了下来。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男子徒手将每个椰子各砸一次，虽然并不是

他砸过的所有椰子都被砸开，但他成功地打破了此前由德国人穆罕默

德•卡赫里玛诺维奇创造的记录，比他多砸开了6个椰子。

25 岁的阿比什•多米尼克还曾尝试过其他种类的“冒险”特

技 — 其中包括徒手折断曲棍球棒和砸破头盔。

此外，他还曾经成功使用牙齿将公共汽车拖动50米。

徒手砸開124個椰子
印度工人刷新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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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壹頭小毛驢但我從來都不騎，有壹天我到達
村超市想來趕個集。沒想到這裏仙人掌，鬼子椒，鱷
魚肉東西這麽齊！
嘿，我們德州的小夥伴們，還記得第壹次逛超市時候
的震撼教育麽？其實我們德克薩斯的超市裏可不是只
有鱷魚肉和鬼椒啦！很多超市裏有著我們 Local 而美
味的產品！下面我們就來盤點下必買的德州自產美食
吧！
德州自產的美食

1、Ruby Red 紅寶石柚
論產量，紅色葡萄柚在中國產量第壹，在美國居於第
二。但德州果農培育的是有註冊商標保護的“紅寶石
柚”Ruby Red ！維 C 含量極其豐富，而糖分較少熱
量較低，其中的葉酸還能預防貧血，減少胎兒畸形幾
率。
2、Dude Sweet 巧克力
There are liars ！誰說德州沒有世界上最好吃的巧克
力？如果妳家旁邊恰巧有 Whole Foods，趕緊去找找這
個 Dude Sweet Chocolate ！
3、德州自產蜂蜜
德州版的小熊蜂蜜，過敏季節的神器！真的，朋友，
如果妳剛剛來德州沒多久，大概還不清楚在達拉斯，
過敏是多麽普遍的現象。所以這個還是很有必要購入
的！
4、 Dr. Pepper
小夥伴們才來美國時，應該都被“安利”和嘗試過這
款味道如川貝枇杷糖漿的軟飲料吧。它可是出身在咱
們德州，如今身影已經遍布所有超市！
5、Oak Cliff 咖啡
還在每天星爸爸呢？不如來嘗試下達拉斯本土的品
牌！同樣也是在猴父（Whole Foods）可以找到哦！
6、啤酒
海，常光顧 Tom Thumb 的筒子們！ DFW 地區自產的
啤酒來壹罐？
7、Shiner 啤酒
德州生產的 Shiner 啤酒，設計壹直走復古清新風。小
麥釀造的啤酒原液，綴上陣陣果香，口感清純而濃郁。
8、Joe T. Garcia’s 薩爾薩辣醬
不知道大家去沒去過沃斯堡有名的 Joe T. Garcia’s 餐
廳？如果沒有，下回去看牛仔表演的時候不妨順路去
吃吃看！這個和飯店所用壹模壹樣的辣醬非常香！在
Kroger 就可以找到！
9、Calidad 墨西哥玉米脆片

得到兩極化的評論，北德州人民家裏必不可少的零食，
喜歡吃玉米脆片的小夥伴試試吧！
10、Best Maid 腌黃瓜
作為 1926 年就誕生的老牌，這個笑臉小姑娘的 logo 辨
識度非常高！據說是創始人根據孫女的模樣設計的，
好有愛！
11、Mahard 雞蛋
Mahard 農場自 1926 年以來就開始出售雞蛋，距離達
拉斯大約 30 英裏。沒有時間去 farmer market，又想買
新鮮雞蛋？那不妨在超市找找哦！
12、Blue Bell 冰泣淋
生於德州的 Blue Bell，可是全美三大冰泣淋生產商之
壹，它家以“香草口味冰泣淋”聞名，且量大味美，
性價比超高。要開 party，來壹桶，絕對沒錯！
13、Fritos 菲力多滋炸玉米片
靈感來源於墨西哥玉米片的零食 Fritos 可是結合美國
口味的改良經典零食，而它可是生於達拉斯的 Plano。
 14、Whatafries 薯條
由德州本土 Whataburger 漢堡店生產的 Whatafries，可
是德州零食家族中的新興成員。配上電視劇和番茄醬，
讓妳輕輕松松享受完美周末時光！

( 達拉斯消費指南 )

�沒有吃過，怎�敢說是德州人！��
德州超市 14 種當地自產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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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的小夥伴們，想好下個假期去哪兒了嗎？奧
蘭多人太多，墨西哥太亂，夏威夷太遠，那不如來德
州開坦克吧！在咱們德州離聖安東尼奧不遠的壹座名
為 Uvalde 的小鎮，有著全世界最富盛名的坦克射擊
場 OX Hunting Ranch，在那裏妳可以像《戰狼 2》中
的男兒吳京和他的小夥伴們壹樣，開著坦克去前線轟
炸！
       Ox Ranch 農場離咱們達拉斯 6 小時車程，據
CNN 報道，它是全球唯壹無須參軍，就可以駕駛性能
完好的坦克和能大炮開火的地方。這裏的當家坦克，
是二戰時期用過的裝有 76mm 火炮的謝爾曼坦克，這
種坦克可是當年美國支援同盟國軍隊，炮擊法西斯的
重磅武器。駕著這輛坦克，翻山越嶺爬過山丘，都不
是事兒。
      另壹輛蘇式 T34/85 坦克也是奪人眼球。這種坦克
曾在二戰對德國納粹的戰場上，立下過赫赫軍功，它
76mm 的火炮，能輕而易舉穿透所有的機械鐵甲，無
堅不摧，所向披靡。Ox Ranch 內，妳還可以駕駛二戰
時，德國裝甲部隊使用的 SdKfz251 半履帶車，體驗壹
般裝甲步兵與坦克協同作戰的感覺！還有那當年德軍
為山地獵兵和空降獵兵開發的車體小巧卻越野性極強
的德式 SdKfz 2 半履帶摩托車。
      當然這裏還有更多現代坦克可供駕駛，例如服役於
英國空軍的蠍式輕型偵查坦克，他們在海灣戰爭和馬
島戰爭中，可是威風凜凜！還有裝備了全世界 4 大陸

11 個國家軍隊的由德國研發的豹 1 型主站坦克！
       如果光開開坦克，仍覺得不過癮，這裏還能讓妳

體驗壹把好萊塢電影裏面才有的坦克壓過轎車的場
面，真真正正”實力碾壓“！除了開坦克，妳還有機
會手持反坦克炮（anti-tank gun），以壹當百，與路上
巨無霸，來壹場巔峰對決。對抗蘇式坦克 T-34 的口
徑為 75 mmPak 40，在這裏都可以體驗到。妳和妳小
夥伴來演壹部《戰狼 2》，真的不是夢！
        另外，美式 M2A1 105 毫米榴彈炮和各類迫擊炮，
還能為妳們的戰役，加壹把火！還有各類重型武器和
機槍，可以供顧客在靶場使用，最炫酷的莫過於 M134
迷妳抱機槍，六根槍管旋轉射擊，輸彈入膛、閉鎖、
擊發、退殼、拋殼等壹系列動作，快速完成，讓妳感
受槍林彈雨、火力全開的感覺！這可比 CS，刺激多
了！
      荷槍實彈，自然也需要錢包鼓鼓！這裏坦克的價格
大多在 650 美元到 2395 美元之間，壹般坦克能搭乘 5
人，若需添加額外炮火的話，價格還會增加，而碾壓
壹輛汽車，還需另附費用。
 Drive Tanks
地址：1946 Private Rd 2485， Uvalde，TX 78801
電話：（830）351-8625
郵件：info@drivetanks.com
( 達拉斯消費指南 )

玩坦克、重機槍攻略 ！
德州人民的日常好彪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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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姐遇害案兇手是慣犯，
滴滴面對投訴毫無作為

      年輕空姐被滴滴司機殺害，警察
接入、滴滴懸賞，經過調查發現兇手
司機跳河自殺，兇案結案。事情是這
麽個事情，但這事兒就完了？並沒有。
從新聞工作者的角度來說熱點持續壹
般不超過 24 小時，滴滴司機害人這事
兒在司機屍體被找到後，其實算是終
結了。但在兇案背後，越來越多被暴
露出來的事情，讓我寧願頂著逐漸下
降的事情熱度。讓壹些周邊的臟事兒
見見光。
     Nonfeasance 無作為：高喊平臺無
罪，就能無視法規？兇案雖然隨著司
機跳河自殺被結案了，但關於這個司
機和滴滴之間的故事並沒完。微博賬
號 @ 王語漩曝光稱：受害空姐是自己
的同事，而自己的另壹位同事，也曾
經被這個兇手司機騷擾過，但是在打
電話投訴後，滴滴並沒有給出回應，
兇手司機依然能夠正常拉客，之後才
發生了另壹位空姐在騷擾後被殺害的
慘案。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曝光微博的另
壹名被騷擾的同事，也同樣經歷了被
兇手司機索吻，威脅強奸，最後姑娘
揚言要報警並下車才躲過壹劫。兇手
是慣犯，但滴滴面對投訴毫無作為。
     平臺無罪技術無罪的話術我們已
經聽過很多回了。說真的，千萬司機
中有那麽壹兩個危險對象我們也能理
解。但如果是投訴都無法把危險剔除，
那這毫無疑問就滴滴不可脫卸的責任
了。
     在慘劇發生前，滴滴順風車車主的
審核難度相當低，如果妳詳細看過用
戶協議，就會發現擅長打擦邊球的滴
滴把自己的責任甩的壹幹二凈，“由
於車主提供虛假或不完整信息所導致
的任何責任或損失，應由車主獨立承
擔。”而在平臺的權利義務條款中也
沒 有 明 確 平 臺 對 車 主 身 份 的 審 核 義
務。
     澎湃記者還個滴滴打了電話，滴滴
的回復看上去也挺漂亮的：平臺要求
順風車車主必須與上傳的駕駛證所有
者為同壹人，壹旦被乘客發現人證不
符，向平臺舉報後，會對車主的賬號

做銷號處理。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讓乘客先檢查
下滴滴司機的賬號和本人是不是壹個
人，如果不是請趕緊投訴，不然妳被
害 了， 那 是 司 機 畜 生， 我 們 可 不 管。
滴滴，妳是把順風車乘客都當機場安
檢員呢？是不是以後還要建議乘客上
車前對車輛性能和司機精神狀態進行
細致評估，避免自己出現危險？
如果不能在審核司機的步驟中有所作
為，那麽就請滴滴不要開放某個打法
律擦邊球的“網約車”功能，請嚴格
按照法律對於網約車司機的審核要求
來執行，我們只是想打車回家，並不
是打車送自己去死，謝謝。
     Money talks：百萬懸賞做公關，
有錢就為所欲為？發生兇案後，滴滴
馬上發了個公告，說要 100 萬懸賞兇
手。正向公關確實做的挺好，懸賞的
方式也確實有助於動用社會力量來破
案。
     但是滴滴，妳這種改變了出行的互
聯網巨頭公司，懸賞的方式怎麽壹點
都不聯網呢？就單純公布了壹個司機
的信息，妳當征集賞金獵人呢？用錢
分散社會註意力有趣嗎？
     明明能幫助破案的，並不是 100 萬
賞金吸引來的社會力量，而是滴滴自
己。受害自己的登記信息、車輛的接
單歷史，接單時間，配合警方的道路
監控，明明很快就能框定犯罪嫌疑人
的活動範圍。
      在互聯網平臺上全國性發布 100 
萬懸賞，滴滴妳是不信任警方破案能
力，還是對自己的互聯網大數據服務
沒信息，又或者是單純為了給自己公
關呢？有錢確實可以為所欲為對吧？
不過看看過去的那些新聞，有錢，確
實 能 在 滴 滴 上 為 所 欲 為。 今 年 1 月，
廣東警方曾對外公布壹起重大的“滴
滴 黑 產 ” 案 件。 所 謂“ 滴 滴 黑 產 ”，
指的是不法分子替人註冊虛假滴滴賬
戶。警方透露，該案的涉案賬戶有幾
十萬個，涉案金額高達數千萬元。“黑
產人員”通過不法手段獲取相關車牌
或者駕駛員的信息，將這些信息 PS 成
虛假牌證的照片，交給註冊者就能完

成註冊。
     當時滴滴對外表示，將配合警方加
大力度打擊虛假註冊。然而時至今日，
這個黑色產業顯然仍保持著“旺盛的
生命力”。這是不是又回到第壹個不
作為的問題了？
Dating site：為了拉攏司機，妳咋不開
黃網呢？
     我們都知道，從社會歷史發展上來
講，色情在壹定程度上是推動了社會
的進步的。畢竟可能除了錢，再沒有
什麽能像色欲這樣“催人奮進”的事
物了。但人們總有些羞恥心和政策壁
壘，色情不適合擺在桌面上說，那麽
“社交”就成了壹個能登臺露面的說
法。
     滴滴司機在接單前，可以看到乘客
此前搭乘順風車的時間、地點、消費
價格，以及司機對乘客的評價，有些
評價可能相當露骨，例如“安靜的美
少女”、“美女下車時絲襪容易走光
看的想入非非”等。
     又能說這是司機自己評論的，和滴
滴無關對嗎？如果滴滴為了雙方對司
乘關系互相評價，對服務作出表述如
何如何這無可厚非，但“膚白貌美”、
“淡淡香味”的標簽，對聲音、身材、

相貌做出評價是何用意呢？
姑娘們坐個順風車又不是為了交個男
朋友或者被性騷擾，滴滴妳何必做這
種打著色域擦邊球的功能呢？不是所
有滴滴司機都是壞人，但是滴滴讓壞
人有了藏身之處。
     不可否認的是，滴滴這類網約車服
務確實成了目前不少人生活的剛需，
而從三四年前就開始高頻詞使用網約
車功能的我以及大量身邊朋友，還是
遇 到 了 不 少 司 機 相 當 靠 譜 的 暖 心 故
事。技術確實是無罪的，責任在操控
技術的人。
     希望慘案之後不會發生，網約車能
真正讓用戶放心，而不是逐漸失去信
任。
( 虎嗅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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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嘻哈：中國留學生
的民族主義與身份焦慮

中國言論官方近半年來並不喜歡嘻哈。今年 1
月，饒舌歌手 PGone 卷入涉毒風波後，中國政府借
著東風，對嘻哈文化進行打擊。在中國官員眼裏，源
於美國貧民窟的嘻哈文化和中國的社會主義主流價值
觀格格不入。但他們或許沒有想到，嘻哈也可以很
“愛國”。

美國賓州大學的壹名中國留學生近日創作嘻哈歌
曲《中國爸爸》，抨擊兩名華裔教授“崇洋媚外”、
“賣國求榮”。二位教授此前批評該學生在學校晚會
上的表演“無知”和“病態”。此事在國內外掀起了
壹片輿論的漩渦。王伊凡本周說，用這種方式回應教
授的指則不太合適。“他們並非是 Rapper（說唱者），
用這樣的方式對他們不公平。”學者對 BBC 中文表
達對中國海外留學生群體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情緒的
憂慮。

“愛國”嘻哈
今 年 2 月 23 日， 在 美 國 賓 州 州 立 大 學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的壹場由中國學生
組織舉辦的元宵晚會上，該校的中國學生王伊凡被邀
請即興表演（freestyle）壹段。在表演中出現“中國
學生的晚會辦的這麽強這麽大，遲早有壹天讓美國人
叫我們爸爸”的歌詞。

中國媒體《北京時間》的報道稱，王伊凡表示當
晚現場氣氛很好，（觀眾）對其表演反響熱烈。但他
始料未及的是，他的這段激情說唱觸動了壹些人的神
經。在該校任職的兩位華裔教授後來給晚會主辦方發
送郵件，對王伊凡的言辭表達不滿，並希望學生會對
於王伊凡進行訓導，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這很可怕。有些學生是無知（senseless）和病
態的（ill-minded）！”，在網上流傳的壹封郵件截
圖裏，在該校教授生物學的陳功（Gong Chen）寫道。
面對教授的指責，王伊凡在兩個月後的 4 月 22 日，
用壹首 MV《中國爸爸》來回應。在這首時長四分鐘
的說唱歌曲中，他直接點名兩位華裔教授，並不吝嗇
連用多個成語，通過四川話痛斥兩人和“所有心向美
國的人”是“狗漢奸”、“龜兒子”：

“崇洋媚外、數典忘祖、賣國求榮，說的就是妳
們。卑躬屈膝，見利忘義，點頭哈腰，說的是妳們。”
在 YouTube 上，《中國爸爸》的視頻迄今收獲 6 萬
多次觀看，4400 個喜歡和 1000 個不喜歡。

海外留學生面對的價值觀差異
據教育網站 " 中國教育在線 " 的《2017 年中國出

國留學發展趨勢報告》，在 2000 年到 2016 年間，中
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從不到 4 萬人，猛增至近 55 萬，
其中，美國、加拿大、英國為中國留學生的主要目的

國。王伊凡們在海外融入當地生活並非輕而易舉。據
《環球時報》報道，盡管王伊凡在美國生活了六年，
但他從未打算融入美國社會。

“我剛來美國時，我的白人舍友向我扔了壹只
鞋。甚至我的教授在考試時也讓我在前排坐，因為他
認為中國學生可能會作弊，”王伊凡說。哈佛大學費
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雷雅雯認為，由於社會各方
面的差異，剛到海外的留學生常常伴隨著被排斥感和
疏離感。

“在國內除非是有壹些涉外重大事件，民族及國
家認同在壹般人的生活中不是那麽明顯，但對於生活
在海外的國際學生而言，經常會有 ' 他者 ' 的感覺。”
雷雅雯對 BBC 中文說。她表示，留學生在海外，習
慣選擇和價值文化相似的朋友抱團取暖。“在抱團的
過程中，因為意見及價值的相似，就有可能產生意見
極端化的現象。”

悉尼大學教育社會學教授羅伯特•蒂爾尼（Robert 
J. Tierney）對 BBC 中文表示，拋開此次事件中的人
身攻擊，西方國家需要反思自己對留學生的教育。
“我很擔心美國和英國的壹些學校過度 ' 西式 ' 了。
我們的大學招收國際學生，卻又想把他們重新按照西
方的形象進行塑造，”羅伯特•蒂爾尼說。“這種教
學方法沒有充分尊重、連接學生們的文化背景。”

“有時候，我感覺自己就像壹個夾心餅幹。因為
妳知道，中國有防火墻，兩邊價值觀差異太大。壹邊
是西方的話語體系，壹邊是中國的宣傳，我覺得自己
的想法很多時候是很矛盾的。” 壹名在英國東英吉
利大學讀研的中國大陸學生對 BBC 中文說。

“海外版”民族主義？
盡管 4 月 26 日，賓州州立大學在新浪微博上發

表聲明，表示該歌曲對兩位教授造成名譽上的傷害，
並呼籲“大家理性看待此類事件，在尊重各方言論自
由的同時，冷靜且客觀的表達自己的觀點。”

目前為止未網上未有記錄當時晚會情況的視頻供
查證。遠在大洋彼岸的嘻哈表演，已經飄洋過海，在
中國國內引發熱烈討論。在中國國內，“愛國嘻哈”
受到壹邊倒的支持。

在《中國爸爸》的發布平臺網易雲音樂上，熱門
評論幾乎都被支持王伊凡的。“抱歉，現在的中國不
僅是美國的爸爸，還是世界的爸爸。中國人被欺負妳
們這幫人在哪？西藏被分裂，釣魚島被占領妳們在
哪？”網友 @ 佟伯賢 DaDit 說。

“如果妳感覺‘叫爸爸’這種行為不妥，別忘百
年前八國聯軍進京少殺擄掠的時候，我們的祖先跪下
叫別人爺爺。”另壹名網友評論道。不過，在中國問

答平臺知乎上，壹名匿名網友表達了自己的憂慮。
“令人擔憂的是叫好點贊的國人中包含為數不少的在
外年輕留學生，這意味著什麽？睜眼看過世界且處於
中上階層的未來 ' 棟梁 ' 都如此狹隘，那豈不是很可
悲？”

壹名目前在香港大學讀研的英國前記者對 BBC
中文說，在她眼中，中國留學生的愛國熱情並不比中
國國內的低。“我印象很深的是當我報道習近平訪英
時，我看到許多留學生全英各地聚集到那裏，拿著巨
大的橫幅等待很久迎接他，這樣的事在英國永遠不會
發生。”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當 代 中 國 研 究 中 心 林 恩• 懷 特
（Lynn T. White）教授認為，中國留學生群體存在
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情緒，是中國靠經濟掘起後，
國內意識形態的外延。

“這些年中國經濟不錯，中共便習慣利用壹些政
治需要的 ' 國恥 ' 來強化宣傳。”懷特認為，從歷史
上來看，閉關自守和民族主義幾乎是所有大國在經歷
了快速經濟增長期後的必然結果。

“妳可以看看歷史上創造了愛琴海貿易和軍事
帝國的雅典。相同的事發生在 19 世紀工業革命後
的英國、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的美國，和 19 世紀
30-40 年代的日本。而現在，隨著習近平把政治集中
制 作為主要的‘中國特色’，這些正發生在中國。”

掀起壹片輿論漩渦後，本周王伊凡在接受北美華
文報紙《世界日報》采訪時表示，他沒有否定過兩名
教授的能力，但“懟人”（回嘴反擊）是說唱裏常見
的 " 表達自己情緒的方式”。但他也坦誠，用這種方
式回應教授的指則不太合適。“他們並非是 Rapper
（說唱者），用這樣的方式對他們不公平。”

(BBC 中文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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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海外商品，不賣給本國人，只賣給中國人。
這些為中國人量身定制的假貨，質量低劣且價格昂
貴，只因他們覺得中國“人傻錢多”。有些商家甚至
直言：“只把假貨賣給中國人，反正中國遊客也不會
去投訴”。
      中國人全球瘋狂掃貨，是外國人眼中壹大奇觀。
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2017 年最新統計，中國遊客
的境外消費，再壹次超越了其它所有國家，排在了第
壹位。近些年來，無論是國內海淘，還是出境剁手，
國人對於洋貨的好感遠高於國貨。
       看到中國人如此心態，老外也沒辜負這份厚望。
開始為中國人“量身定制”。只不過，這些“特別”
的商品，只賣給中國人，本國人想買都買不到。
本國人勿進，專供中國人
      今年 4 月，西班牙查封了壹家假奶粉工廠，當場
繳獲 8 噸假奶粉。這些假奶粉套用知名包裝，沒有任
何衛生保障。雖沒有毒，但也沒有營養。食用後輕則
導致營養不良，重則危害兒童的正常發育。
      而最可怕的是，這些假奶粉，專門指向中國人。

很可能通過華人代購，大量流向中國。同樣是食品，
去年 8 月，泰國也曾查出壹樁特大假燕窩案。黑心廠
家用樹膠和椰子，熬制成假燕窩，提供給芭提雅壹些
接待中國旅行團的餐廳。
      這些餐廳和導遊勾結，將假燕窩以每份 3000 泰銖
（約 600 元人民幣）的價格賣給中國遊客。每賣出壹
份，導遊可以從中拿到 2600 泰銖（約 520 元人民幣）
的回扣。
中國人招誰惹誰了？
      新聞報道顯示，大規模坑害中國人的現象，往往
出現在中國遊客紮堆的國家。在越南芽莊，有很多針
對國人的紀念品店。平均每天，接待十幾輛大巴中國
遊客。壹車遊客消費多的，甚至能到 10 余萬人民幣。
而他們出售的所謂特產，多是中國制造的乳膠產品次
品、假玉石。簡直是出口轉內銷的完美循環。
黑心商家專門為導購提供“話術培訓”
      去年 8 月，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也曾爆出，
在俄羅斯當地，有大量專供中國人的首飾店。這些店
平時大門緊閉，保安嚴防死守，禁止俄羅斯人進入。

而裏面首飾的價格，普通的琥珀手鏈要 25 萬盧布（約
合人民幣 27767 元），壹把梳子要 10 萬盧布（約合人
民幣 11111 元），是正常價格的 30 倍還不止！
而在韓國，中國遊客蜂擁買韓妝的地方，假面膜，假
化妝品的新聞也屢見不鮮。據《東亞日報》報道，
首爾某知名化妝品店，售賣價格僅為市價五分之壹的
“馬油”。當然這是假貨，而針對的客戶，也是中國
人。韓國廣播公司也曾報道，在東大門、明洞等中國
遊客多的地方，有大量假面膜在兜售。價格低到韓國
民眾自己也被吸引。但商家卻禁止韓國人購買，並暗
示這些假貨，都是專供中國遊客。去年 7 月，山東海
關在壹名剛從韓國回來的遊客的行李中，檢查出了壹
個放射性嚴重超標的保健墊，超過標準值 255 倍。如
果連續使用這個墊壹年，受到的輻射，相當於接受了
上千次胸透檢查。
       即便是在以文明著稱的日本，也有不少假冒化妝
品，專供中國遊客。有臺灣遊客爆料，在日本知名的
“大國藥妝”購物時，買回的產品在拆包後，發現竟
然有空盒子以假亂真。還有壹位遊客表示，在該店買
了 2 包梅片，但結算時卻被算成 63 包。由於發現時
已經離開日本，最終投訴無門。
       即便是在正規的機場免稅店，也難逃被宰的命
運。去年年底，有人爆出，倫敦希思羅機場免稅店對
中國顧客差別對待。原本消費滿 250 磅就能得到的折
扣券，到了中國顧客這裏，門檻就變成了 1000 磅。
老鄉坑老鄉，兩眼淚汪汪
      如果說，中國遊客在國外上當，是因為人生地不
熟。那麽在異國他鄉，選擇相信同胞，“老鄉”就是
妳躲也躲不開的坑。2010 年，中國女子陳怡麗經朋友

“我們只坑中國人，
他們人傻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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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赴韓國壹家名為“善美高恩”的機構整容。然
而，幾次手術均以失敗告終。
      當陳怡麗向院方提出退款時，她才發現，介紹自
己來的那名“朋友”是壹名“黑中介”。她的手術費，
有壹大部分作為了提成，被“朋友”拿走了。據韓國
媒體報道，在韓國存在大量中國“黑中介”，專門忽
悠中國顧客來整容。壹臺手術他們可以拿到 30%-50%
的提成。甚至在同壹家機構做手術，中國人的價格可
能是韓國人的 2 倍至 3 倍。傷身畢竟是少數，讓妳破
財才是“老鄉”們的終極目的。
     在泰國，很多中國旅行團，會途徑壹家鱷魚養殖
場。導遊會告訴他們，養殖場的老板是壹位老華僑，
當年創業萬分艱難。這個苦情故事的目的，是為了兜
售皮帶，錢包。不少遊客出於同胞情，紛紛買單。還
有所謂的“毒蛇研究中心”，兜售壹些蛇藥，專治風
濕，能清熱解毒。由於和泰國氣候相近，總會吸引壹
大批港臺的遊客購買。
      而據說，最初策劃這種所謂蛇藥的，是壹名來自
臺灣的商人。至於藥的真假，根本不重要，反正 90%
以上的顧客都是中國人。貼吧上有個網友，報了個普
吉島五日的團，帶團的是個中國導遊。
起初，他還慶幸沒文化障礙，結果他們的行程，莫名
其妙穿插了很多漢語導購的店。逛店的時候，服務員
都操著壹口漢語，這感覺完全是在國內遛馬路。唯壹
不同的是，這裏的東西都特別貴。乳膠床墊比當地要
貴壹大截，還有 king bird's nest 的燕窩，居然要 100
塊壹克。
      最可笑的是，他們說自己賣的蛇藥，是泰國皇室
毒蛇研究中心搞的。可是據網友後來了解，泰國人是
從來不買什麽蛇藥的。曾有新華社記者在澳大利亞暗

訪，發現在悉尼市中心，有大量華人開的免稅店。這
些免稅店，會售賣壹些專供中國遊客的不知名產品，
價格是市面上的兩到三倍。由於這些店和國內旅社有
合作關系，所以從來不愁客源。而中國遊客們，反而
像商品壹樣，被國內旅社“分銷”給了各個店鋪。真   
是老鄉坑老鄉，兩眼淚汪汪。
為什麽被“坑”的總是中國人？
      壹到逢年過節的，國人就常常搞出些“橫掃外國
賣場”的新聞。據商務部 2018 年估算，中國居民壹
年的境外購物，大約在 2000 億美元。而 2017 年中國
國民生產總值，約為 82 萬億元。
      而在麥肯錫的《2017 中國奢侈品報告中》，中國
土 豪， 貢 獻 了 全
球 奢 侈 品 消 費 的
1/3。《大腕》裏，
成功人士壹大標準
是“不求最好，但
求最貴”。國人買
買買的時候，身體
力行，實踐了這種
消費觀。有些國外
商家，就利用了國
人對“高價”的偏
愛，專向中國人高
價賣貨。
      日本《富士晚
報 》 曾 刊 登 過 文
章，名字就叫《如
何向中國人高價銷
售日本產品》。文

章專教日本人，如何通過電商，向中國人高價兜售。
直接點說，就是在教日本人，如何坑到中國人更多的
錢。此外，無論是海淘，還是出國掃貨，中國人怕麻
煩的心態，也使“假洋貨”有了可乘之機。
       韓國有些地下作坊，專門針對中國遊客生產假
貨。可多數國人，對此毫無抵禦能力。據中國之聲報
道“很多中國遊客，並不認為自己在韓國會買到假貨。
加上語言不通，壹般不會投訴。”壹些韓國銷售員表
示：“中國人往往壹買就買很多。”有些商家甚至直
接說，“只把假貨賣給中國人，反正中國遊客也不會
去投訴”。
     這些假貨的外包裝，和正品壹模壹樣。但裏面的成
分，往往重金屬嚴重超標。但人們往往寧可認為是自
己過敏，也不願相信，千裏迢迢從韓國背回的東西是
假的。毫無疑問，比起國貨，中國人更信任洋貨。
據調查，57% 的中國網民，更信任海外品牌。從包包
到化妝品，從電飯鍋到馬桶蓋，只要是外國的，質量
總不會差。包裝上只要印著洋文，看不懂也沒關系，
這東西在國人心中，地位就直線上升。可哪個國家都
避免不了奸商。國人盲目購買洋貨的心態，不知養活
了多少外國黑心作坊。
      近年來，“土豪”成了中國人的新標簽。我們的
錢包鼓了，滿世界購物，卻沒有買到尊重。壹些外國
奸商，做中國人的生意，賺了錢還要罵壹句：人傻錢
多。中國人貢獻了全世界最高的購買力，可我們“人
傻錢多”的印象，不知還會存在多少年。
的確，目前的國貨，可立足世界的尚少。真正需要反
思的，除了消費者，可能還是那些敗壞了國貨名聲的
不良企業。但有個好消息，據科爾尼公司的調查，相
比於海外品牌，本土品牌正越來越多的受到中國年輕
人的認可。報告中說，“71% 的中國互聯網用戶，對
國產主要品牌的信任，正在逐漸提升。”
      但願有朝壹日，國外也會出現，外國人瘋搶中國
貨的場面。
( 鳳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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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薰衣草一定要去普羅斯？
大德州也有成片的

薰衣草田！
       誰說看薰衣草壹定要去普羅旺斯？
我們德克薩斯就有不少農場裏有大片的
薰衣草！ 每年五月中旬，正是薰衣草盛
開的時候！浪漫的薰衣草花海，來德州
遊玩，必須去看壹看那壹片迷人的紫色
啊！
1. Chappell Hill Lavender Farm 
地址： 2250 Dillard Rd, Washington, TX 
77880
時間：Thursday，10a-2p；Friday，10a-
2p； Saturday，9a-5p； Sunday，11a-4p
距離休斯頓壹個半小時的距離，每年五
月正是農場壹年中最美的時刻！采摘的
薰衣草五刀左右壹把。因為前兩年的惡
劣天氣，現在這壹批薰衣草都是今年新
中的，剩余可以采摘的數量已經不多，
先到先得。
除了賞花，還可以購買各種與薰衣草相
關的商品，推薦薰衣草茶！和超市裏買
的相比更加新鮮。另外，母親節當天
農場有諸如品酒、種花等壹系列特別活
動，感興趣的小夥伴們不要錯過咯！
2. Hill Country Lavender
地 點：4524 North Hwy 281, Blanco, 
Texas 78606
時間：May 25 - July 8，Fri & Sat 10a - 
4p；Sun 12p - 4p
想看？那就要稍微開遠壹點啦！奧斯汀
附近的薰衣草農場非常多，大概要三個
小時左右的車程，抽壹個周末時間去逛
逛也是不錯的選擇！
值得壹提的是每年 6 月 10 號左右，農
場裏會舉辦薰衣草節！想嘗試各種薰衣
草美食的話，不妨屆時去遊玩壹下！
3. Rough Creek Ranch and 
Lavender Fields
地點：401 Burnett Ranch Rd, Wimberley, 
TX 78676

時間：需要打電話咨詢，512-847-2888
農場規模不算太大，喜歡人少的小夥伴
的可以打電話去咨詢壹下。農場經常有
薰衣草植株出售，農場主有的時候也會
帶著自家薰衣草制品出現在 Wimberley
附近的農貿集市上。
4. Becker Vineyards
地 址：464 Becker Farms Rd.,Stonewall, 
Texas 78671
時間：M – T: 10am – 5pm；F – S:10am 
– 6pm；Sunday:12pm – 6pm
Becker Vineyards 雖然是個酒莊，但酒莊
老板在後院中了壹大片薰衣草，大約有
4000 多株。酒莊有定期的品酒和酒莊參
觀日，薰衣草田和酒窖均對公眾開放。
( 休斯頓消費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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