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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张土豪和王土豪要竞选地球总统，两位土豪为了

能在竞选中占据优势地位，不惜花费巨额的费用为自己的

总统竞选造势，首先张土豪就一掷千金送给那些支持他的

选民每人一套房子，而王土豪则也不甘落后送给支持他的

选民每人一辆豪车，当然这些能获得土豪们赠送房子和豪

车的选民其实就是一些选民中的代表，不然数以亿计的选

民就是土豪有能力送也没那么多的房子和车。

张土豪和王土豪在竞选总统的优势上不仅仅体现在经

济实力，那些送车只是代表土豪总统竞选人有钱，更重要

的是这两位土豪在科技实力上的竞争，张土豪在太空建立

了自己的土豪空间站，而且还在月球和火星上都建立了土

豪科研基地，而王土豪自然也不甘示弱他名下的航天科研

机构已经成功的发射能飞越太阳系的航天探测器，最近张

土豪送给那些支持他的选民每人一张环球旅行的机票，并

且每一个参加环球旅行的选民都可以入住王土豪名下在全

球各地的七星级奢华酒店，而王土豪则送给每一个支持他

的选民一张星际旅行的机票，王土豪把这些支持他的选民

送到月球和火星上参观土豪科研基地，在月球上这些支持

王土豪的选民第一次来到了土豪异形动物园，看到了地球

上从来没见过的外星异形生物，王土豪自豪的对这些支持

他的选民说：“如果你们能支持我让我成功竞选上总统，

我将会在地球上建造异形动物园，让你们的子孙后代都可

以在家门口参观到外星的异形生物！”

不过张土豪和王土豪竞选总统最大的一张王牌还是他

们名下的航天科研机构正在抓紧研制的宇宙飞船，张土豪

名下的航天机构研制的这艘宇宙飞船叫张土豪飞船，这艘

飞船采用的是离子发动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宇宙

的任何一个地方，目前这艘宇宙飞船即将建造完成进行最

后的测试，如果测试成功的话将飞往一颗叫做RF的星球

，这颗星球是土豪太空望远镜观测到的，经过研究发现上

面存在外星智慧生物和文明，而此时王土豪名下的航天科

研机构也正在抓紧时间建造一艘王土豪宇宙飞船，这艘飞

船同样采用了最尖端的科技能瞬间到达宇宙任何一个地方

，而巧合的是王土豪宇宙飞船这次要去的目的地也是 RF

星球！

这一天在张土豪和王土豪两位土豪名下

的航天发射中心格外热闹，两位土豪都要在

这一天发射他们的宇宙飞船去RF星球，张

土豪站在发射中心向全世界发布演讲说：

“我是张土豪一个怀有征服宇宙雄心的土豪

，今天我就要把这艘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张土

豪宇宙飞船发射升空，我的儿子张小豪即将

搭乘这艘飞船和几名航天员一起去RF星球

，这颗星球是我们发现的迄今为止具有外星

智慧生物和文明存在的星球！”而此时王土

豪也在他名下的土豪航天中心向全世界发表

热情洋溢的演讲说：“大家好我是王土豪，

今天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王土豪宇宙飞创就要

发射了，这次我的儿子王小豪即将搭乘这艘

飞船去RF星球，我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我的

儿子能在这颗外星球上发现神奇的东西！”

其实这两位土豪心里都没底，因为这两艘宇

宙飞船还没有进行最后的测试，但两位土豪都认为要尽快

发射，不能落在竞争对手后面，这可是能赢得竞选总统的

一张王牌，在全球民众的期待下两位土豪的宇宙飞船发射

升空了！随着飞船推进器喷射的巨大火焰，飞船一瞬间就

冲破地球大气层到达了茫茫太空中！

很快张土豪宇宙飞船就到达了RF星球，随后王土豪宇

宙飞船也顺利到达目的地，当张小豪和王小豪还有一群航

天员下了飞船一看，这颗星球上竟然和地球上一模一样，

不仅这颗星球上的外星生物长得模样和地球人几乎一样，

而且这颗星球上的文明似乎也和地球一样，张小豪和王小

豪这群地球人的到来让RF星球上的人非常意外当然也非常

震惊，这群来自地球的人类竟然受到了RF星球的外星生物

的热烈欢迎，张小豪和王小豪还被邀请住进了这颗星球上

最奢华的酒店，两位土豪的儿子觉得这颗星球简直就是第

二个宇宙中的地球。

不过让张小豪和王小豪没想到的是，由于飞船没有进

行最后的测试，这两艘土豪飞船的返回系统竟然同时出了

问题无法返回地球，没有办法张小豪和王小豪这群地球人

只好暂时住在RF星球上，哪知这一住就是两年，两年后

在张小豪和王小豪这群地球人的协助下，RF星球上的航天

科研中心竟然制造出了一艘能够返回地球的宇宙飞船！

当王小豪和张小豪这群地球人搭乘这艘飞船返回地球的时

候，张土豪和王土豪就激动的和儿子们拥抱，张土豪看着

两年没见的儿子擦了擦眼泪说：“儿子呀你这两年都在那

颗星球上干嘛了！？”张小豪得意的说：“爸爸我说了您

都不相信，由于我们搭乘的飞船返回系统坏了，我跟王小

豪他们就在那颗外星球上指导那群外星人怎样制造宇宙飞

船，最后我们和外星人协作竟然还成功制造出了能够返回

地球的宇宙飞船，这样我们才顺利的返回地球，不过现在

由于我们的聪明才智，我被那颗星球上的人推选为总统，

而王小豪就是那颗星球上的副总统！”张土豪一听就一拍

儿子的肩膀说：“好儿子你真为你父亲争气，现在你父亲

是地球上的副总统，而王土豪是总统，没想到儿子你真争

气竟然在那颗星球上当上了总统，这样一来我的心里平衡

多了！”

土豪的政治游戏

山寮村地处偏僻，人均收入低，

尽管一年前通上了公路，但全村还是

没有一个盖上新房的。自从全乡实现

公路“村村通”后，人们纷纷盖起了

新房，现在就数山寮村最寒碜了。

今年恰逢村领导班子换届选举，

金进财当上新的村长后，决定带领村

民盖上新房，摘掉“全乡最穷村”的

帽子。于是，他去了马头岙村，请该

村村长马牛给指点指点。说起这个马

牛，还真是牛，马头岙虽穷得叮当响

，他愣是让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马

牛到底有什么奇招呢？

金进财说明来意后，马牛哈哈大

笑：“其实也没啥好的经验，依我看

，你是村长嘛，应该先带个头。”金

进财两手一摊：“可我没钱啊！”马

牛说：“这个你得学学城里人了，要

是等赚够了钱再买房，说不定挣一辈

子也买不起房，对不对？所以呀，你

得去借，把房子建起来再说，慢慢还

呗！” 金进财觉得马牛说的很有道

理，回去后，七拼八凑、东挪西借的

，还真的把房子盖了起来。可转眼一

个多月过去了，村民们还是没一个盖

新房的。无奈之下，金进财又去找马

牛，把情况告诉了他。马牛一听，又

是哈哈大笑：“我说你呀，真傻！”

金进财不明就里。马牛说：“你好不

容易盖起了新房，是不是该办个酒席

庆祝一下？你这酒席一摆，以咱这一

带的民风，呵呵……你懂的！”

搬进新房后，金进财择日摆了个

酒席，果然，村民们呼啦啦都来了，

全村竟没一个落下的，加上亲戚朋友

，足足收了五万多的彩礼。金进财乐

得合不拢嘴，这差不多可以盖半幢新

房了，都亏了马牛的指点啊。

可是，金进财的房子是盖起来了

，酒席也摆了，可村民们还是按兵不

动。无奈之下，只好又去请教马牛。

马牛问：“你好好想想，现在你们村

谁家最需要新房？”金进财想了想说

：“金大福家最需要，听说他儿子谈

了个女朋友，因为是破旧的木头房，

一直不敢带回家。”马牛说：“这不

就得了，你赶紧给金大福做做思想工

作，一定要怂恿他把房子盖起来。对

了，要是他实在没钱，你就先把那五

万元彩礼借给他，等他盖好房子，办

了酒席，就能把钱还给你了。”

回去后，金进财果真做起了金大

福的思想工作，诱惑加鼓动，金大福

终于心动了。要知道，金大福何尝不

想盖新房啊？现在有了村长的支持，

并答应借钱给他，还有什么理由不盖

呢？

金大福想办法筹到部分钱后，就

正式动工了。工钱能拖的先拖一拖，

砖头水泥的钱能欠的先欠一欠，虽然

困难了点，但房子终究盖了起来。搬

进新房后，在金进财的怂恿下，金大

福也择日办了酒席。当然，乡亲们也

都随了礼。

一个月后，金大福的哥哥和弟弟

也都盖起了新房，兄弟几个谁也不服

输呢。当然，他们盖好房子后，也都

办了酒席。为啥？给金大福的贺礼得

拿回来，不然就亏了呀。就这样，盖

房子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连村里

最老实的二愣子也盖起了新房。

二愣子是这么想的：大家都盖了

，自己随了那么多礼，要是不把它拿

回来，岂不当了冤大头？

这天，乡领导视察山寮村，看着

家家户户新建的楼房，拍拍金进财的

肩膀，说：“你真了不起啊，这么快

就让大伙住进了新房，你到底用了什

么奇招？” 金进财哈哈一笑，想了

想说：“这叫‘农村特色经济’。”

农村特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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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重要吗，重要，它的重要性在于

，我们必须把它变得不重要。”

前段时间，收到一条好长的粉丝留

言，写的是被上司性骚扰的故事。

忘了说，他是男的，25岁。

他的女上司比他大18岁。

有一次出差，女上司订了一家超级

高大上的西餐厅，请他吃饭，当时他就

觉得怪怪的，女上司平常明明是个超级

大抠逼啊。

女上司一边吃牛扒，一边质疑他的

八块腹肌是不是真的，表示有机会要摸

一下，确定其真实性。

女上司还问他，能接受姐弟恋吗。

他的脑子里一万条弹幕呼啸而过啊

。

老子腹肌是真是假，关你屁事。

你跟我是姐弟吗，明明是母子好吗

。

你特么都结婚了还恋个屁呀，摆明

了约炮啊。

女上司假装不经意地提及，有个晋

升的机会，很看好他，就看他的表现了

。他内心的弹幕是，妈的是看我床上的

表现吧。我现在去买伟哥还来得及吗。

然后，他拒绝了。

几天之后，另一个小鲜肉升职了。

他想申请调部门，女上司坚决不同

意，就想让他在自己眼皮底下，每天各

种刁难，花样玩死他。

看到这里不得不说长得好看的人在

职场生存真是太艰难了。作为丑逼，略

微有点幸灾乐祸呢。

那家公司是全球 500强，待遇好，

福利佳，跳槽的话，短时间很难找到同

等条件的。他很挣扎。

但是一想到女上司那种总有一天要

把他吞了的淫邪的眼神，他还是辞职了

。然后他进了一家新公司，这一次，直

属上司是男的。

他松了口气。

有一天加班回家，上司开车送他，

路上上司很不经意地问他，喜欢什么车

。他随口说了一个牌子。

上司说，我送你。只要你搬来跟我

住。

这次他真的想说 fuck了。

还好，男上司还算光明磊落，虽然

被拒绝了，倒是没特意刁难他。

只是有时候带他去陪客户喝酒，上

司一喝多了，就会借酒装疯，对他上下

其手。

作为直男，他真的没法接受，妈蛋

早知道还不如被女上司睡呢。

他想辞职，但是他毕业才 5个月，

就连换两家公司，下一个工作就更难找

了。毕竟他不是富二代，他爸去世得早

，他妈在摆摊卖烧烤，一想到他妈被烟

熏黑了的脸和手，他就不敢再任性了。

他只能在不被上了的前提下，先忍

一忍。

我认识一个十八线小演员，长得够

帅，脾气够硬。

他演戏特别拼。再危险的戏都敢上

。有一场戏是他必须蒙着眼睛在盘山公

路上开车。当时剧组够极品的，为了省

钱省时间，安全措施做得不好，但他也

只能咬牙上了。

但依然不红。

经纪公司安排他跟圈中一大腕吃饭

，多好的巴结大腕的机会啊，大腕堪称

造星机器啊，点石成金啊。他戏里的桌

子椅子都能红。

经纪人叮嘱他半天，让他好好套一

下近乎，拉个关系。

他也听话了。

大腕夸某演员跟导演睡的时候，叫

床声音大到全剧组都能听见，这就叫职

业精神，这才有前途。

他忍了。

大腕提到某演员，老淫魔，在剧组

里见谁睡谁，长期以睡粉丝为己任，一

次还睡俩，双飞。对外道貌岸然，浩然

正气。大腕评价说，这才叫演技，这叫

演员的自我修养，牛!

他忍了。

大腕炫耀自己新买的豪华别墅和私

人游艇，旁边所有人各种捧场各种惊呼

，浮夸得让人恶心。

他也忍了。

如果由着性子，他真的恨不得冲上

去扇大腕几个嘴巴子。大傻X。

然而他不能。

他不够成功，他没有资格任性。

去年参加一个创业论坛，认识一个

90后妹纸。她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受够

了傻逼老板和傻逼老板的亲戚们，完全

把公司变成了一个家庭作坊。

公司所有高层都是老板的老婆、小

姨子、小舅子……

老板的小舅子是他的直属上司。

高中肄业，空降到公司，屁都不懂

，每天都发明各种新的傻逼言论。

他们公司有段时间资金链断裂，找

银行贷款，结果办贷款手续的时候，小

舅子作为借钱的，特别横，直接把银行

人员吼哭，人家银行表示不借了。

这下麻烦了，小舅子直接把责任推

给90后妹纸。

90后妹纸一气之下不干了，当场辞

职。

她找老爸借了 35万启动资金，开始

创业，自己当老板，至少能自己说了算

吧。

太天真了。

创业才是新一轮自虐的开始，好吗

。

为了公司业绩，她必须要跟傻逼客

户们喝酒、应酬。

为毛说那些客户傻X呢。

那些客户喝酒的时候聊啥?

聊各种直男癌言论，还特么是自相

矛盾的言论。

比如女人生来就是给男人泄欲的工

具;非处女就是用过的脏筷子;被强奸的

女人就该去自杀，省得让自己男人蒙羞

。

比如聊东莞没落之后淡水有

多发达小姐有多水灵。

完了他们还会一脸惋惜地看

着 90后妹纸，说，哎，你长这么

漂亮，这么辛苦创业真的可惜了

，你这姿色去淡水，一晚上能赚

好几千呢。

90后妹纸如果手里有枪，就

已经犯罪了好吗。

为了公司，为了团队 5 个人

的前途，为了不让老爸的钱打水

漂，她只能笑笑，把话题混过去

。

她努力奋斗，就是为了让自

己能进入更高的层次，再也不要

理这些素质低下的傻逼。

试问这种委屈求全的事，我

们谁没做过呢。

谁特么不想站着把钱挣了啊

。

但是当你不够成功的时候，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啊。

最近有家媒体采访我，问我

，你觉得赚多少钱才算是成功?

我说，赚到不需要为了赚钱

而赚钱，只为兴趣而赚钱，这就

是成功。

我以前就说过了，成功不仅仅是想

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想

不做什么就可以不做。

后者才是更难的啊。

就像女演员刘玉玲所说的：我工

作后一直很努力攒钱，这笔钱叫做

“Fuck you Money”，这样，当老板

要解雇你，或是让你去做你不愿意的

事情时，你就可以很有底气地甩他一

脸“F XXk you”，姐有钱!

知乎上有个关于钱的高票回答：

在没有足够的钱之前，钱是最重要

的。

等你有了足够的钱，才能有勇气，

有底气，有资格去追逐你觉得真正重要

的东西。

没有钱的时候谈理想，谈自尊，谈

真爱，就是矫情。

有了钱还市侩，还虚荣，还为钱奴

，就是低端。

钱重要吗，重要，它的重要性在于

，我们必须把它变得不重要。

最近看陈思诚的采访，他说，他就

是为了兴趣做事，不为了钱做事。

到底賺多少錢才算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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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来自印尼苏拉威西的 19岁女孩说自己在做

礼拜时被”圣光罩顶”，肚子立即变得很大，从没

和人性爱过的她，竟然怀孕 2小时后生下一个男婴

，而且还会说话，声音就像成年人一样。

神奇的”神迹”吸引了许多人到她家围观，但

女孩的家人不让民众拍照，经过协调和沟通后，最

终同意让警方和政府上门调查。

19岁的拉玛达妮(Utjie Ramadani)在 6月 29日的

清晨 4点做礼拜时，从没与人发生性关系

的她突然开始”大肚子”，约 2个小时后

，在父母和祖母的协助下顺利产下一名小

男孩，分娩的过程就如孕期 10个月的产妇

一样顺利。更神奇的是，她的小孩一生下

来就立刻说了 3次阿拉伯语的问候祝福语

(Assalamualaikum)，犹如成年人说话一般流

利。

犹如”圣母再现”般的神奇故事立

刻在当地传开，许多人蜂涌至拉玛达妮

的住家，想要一探究竟，不过都被”影

响拉玛达妮和婴儿的健康”为由，禁止

好奇的人入内和拍照，也不允许地方政

府和警方上门检查 DNA，以鉴定事情的

真伪。

当地警方在经过多番协调，最终派遣

了一支卫生部门的队伍，到拉玛达妮的住

家为母亲和宝宝做健康检查，发现母亲的

一切状况都非常正常，肚皮上也有妊娠纹

等怀孕痕迹。负责检查工作的再纳(Sri Siswati Zain-

al)表示，宝宝非常健康，重 3公斤，高 48厘米，目

前看似很正常，”就只是一个会哭泣的婴儿”，

但他们还会继续跟踪调查，一般来说孕妇都

会经过十月怀胎生下宝宝，从医学角度来看，这

个女孩有可能连自己怀孕了都还不知道或者是不

显孕，医生对她的检查显示一切都是正常的。

19岁少女怀孕2小时产子
从未与人发生性关系

在街上，如果你看到女生全裸走

在路上，你会不会忍不住看一眼呢?小

编相信大多数人都会看的，可是事实

恰恰相反，在欧洲街头就有一名全裸

的女模特儿趴趴走，但欧洲民众却不

看一眼。

社会实验影片中可以看到，全裸

模特儿在人往人往的布拉格市区走动

，与不少当地人擦身而过，但这些民

众都超级淡定，没有人直视关注全裸

女模，也没有人想与女模搭话。有些

民众发现路上竟然有人“坦胸露乳”

，稍微瞥了一眼，但没有人回头注视

或再看第二眼!有些网友就觉得这个社

会实验“蠢得根本不算实验”，但也

有人觉得这个实验，表现出每个国家

不同的社会价值观!

相比亚洲国家，可能欧洲人太过开放吧，穿

不穿衣服对他们都没多大影响，所以也没什么好

大惊小怪的。

女模全裸逛街 路人竟然一眼都不看

南加州的一位华裔女子，养了那么一只宠

物，它可不一般啊，说出来会吓死你，它是一

直长达一米的阿根廷红泰加，有个很酷很帅的

名字叫做蜥蜴。

它的其它同类伙伴们都住在南美洲的雨林

里，但MacGyver 可不一样，它在社群网站上

有百万粉丝追随，甚至还有自己的维基百科词

条，堪称地球上最有名的蜥蜴。

MacGyver 在

2012年被女主人从

网络上买回来时，

还只是一只和壁虎

般瘦小的蜥蜴，现

在体重激增为 7.5

公斤，平常都吃小

鸭、小鸡或鲑鱼，

每天还会吃一点水

果。

光看它的外型

可能会被吓到，但

仔细看它和主人的

互动，不论是吃饭

喝水、一起睡觉的

画面，或是呼叫它

。

就从远方奔来

的样子，就会发现

牠根本就是一只披着蜥蜴外皮的汪星人。

这只蜥蜴个性温友善，很爱与其它不

同的动物交朋友，网友称它为“爬虫界的

外交官”，蜥蜴除了出门溜达之外，它最

喜欢做的事就是躺在主人怀里，你知道它

干嘛吗，别想歪了哦，其实就是睡觉而已

。

蜥蜴与主人同吃同睡
被称为爬虫界的外交官

近日，美国连锁餐厅“意大利别墅厨房”

为庆祝7月5日比基尼日特别推出了一款用披萨

制成的限量版比基尼，他们声称这款比基尼全

部用最新鲜的食材制作而成，可根据用户需求

量身定制，并且客户可自行挑选披萨馅料，售

价达1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8万元)。

爱吃披萨和爱穿比基尼似乎是毫不相关的

两件事，然而美国的这家连锁餐厅却将二者巧

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该餐厅与美食造型师杰西?比尔登 (Jessie

Bearden)联手打造了一款可定制比基尼，创意无

限。

这款比基尼由披萨材料制作而成,从手工揉

制面团到全脂马苏里拉奶酪再到来自加利福尼

亚的番茄酱,配料的选用都非常考究。餐厅可根

据用户需求为其量身定制，但是这款限量披萨

只可在比基尼日当日进行购买，每位购买者还

将附赠一个生面团。

一位网友说：“我觉得我可以去Costco家

花 9.99美元(约合人民币 67元)买一个披萨，回

来自己做一个比基尼。”

披萨制成限量版比基尼
售价近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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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過不久，面對江蘇省無錫市濱湖區地稅局核查小組
時，範冰冰將會十萬分後悔為何要發那條微博。時間並
不遙遠。崔永元手撕馮小剛和劉震雲，新仇舊恨，分外
激動。有點眼力勁的人，都不會摻和，比如葛優，雖是《手
機》男主，但與崔永元私交卻不賴。
可範冰冰非得跳出來。也許是覺得崔永元已經過氣，踩
上壹腳也無妨；也許是為了迎合馮小剛，聲援壹下恩主；
也許是範爺被叫慣了，真把自己當“爺”了。她發微博：
武月很開心……
       就這五個字，把崔永元徹底給惡心了。《手機》上映
前，他因為抑郁，退出《實話實說》，央視安排和晶接替
主持。《手機》上映後，就有流言蜚語，範冰冰飾演的武
月系指和晶，電影中的武月是通過潛規則上位。這件事給
崔永元的家人，尤其是她女兒帶來極大傷害，故而對《手
機 2》的繼續炒作怒不可遏。
      範冰冰不知輕重的這條微博，不但沒能幫襯到馮小
剛，反倒給崔永元“遞了壹把刀”，他轉頭曝出“陰陽
合同”。本是娛樂圈的壹單糾葛，轉眼變成涉嫌偷稅漏
稅的經濟案。
      炒過頭就是作死！《手機 2》估計是涼涼了，更嚴重
的是，範冰冰背後的唐德影視，馮小剛背後的華誼兄弟，

以及更多的影視公司，都會被查個底朝天。
       地方財政本就捉襟見肘，突然有此良機，想必會狠糾
娛樂業逃稅的沈屙，在貧富分化嚴重的當下，明星們的
收益早就超過壹家中型企業，“原罪”多多，權力部門
的介入就有了正當性。
        壹只亞馬遜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
可以在兩周以後引起美國得克薩斯州的壹場龍卷風。壹
個身在美國的女明星，不經意間發壹條微博，也可以在
兩周後驚動人民日報等官媒和國家稅務總局。
       事情已然相當嚴重。小時候，王中軍覺得電影是非常
神秘的壹件事情。他根本不會想到日後會做與電影有關
的事情，更不會想到會成為影視圈大鱷。
      1960 年生於北京的王中軍是部隊大院子弟，立誌考中
央美術學院，但事與願違，名落孫山後去當兵，1990 年
前後到美國留學，學的是傳媒專業。1994 年回國，懷揣
10 萬美金，這是他送外賣以及省吃儉用，才辛苦攢下來
的。他把創業思路告訴兄弟們，哥哥不參與，大弟弟願
意跟他壹起幹，但是沒錢，王中軍就送了這個弟弟 5% 的
股權。另外壹個弟弟王中磊，算了半天，拿出 10 萬元人
民幣，充作公司的原始資金。他們壹起創辦了華誼兄弟
廣告公司。

公司的第壹個項目是直投廣告，印壹本叫《吃在北京》的
畫冊，這是王中軍在美國打工時學的，在這本書下面撕壹
個角，可抵作免費券。第二個項目是連鎖企業的標準化，
王中軍在美國看到麥當勞的標誌都是統壹的，覺得有商業
機會。他發現，中國最大的連鎖店是銀行，就為中國銀
行設計統壹標誌，從而引來與其它銀行的合作。現在銀
行的標誌都是白底紅標黑字，下帶黑線紅線，即源於此。
通過這兩個項目，華誼兄弟賺了很多錢。王中軍深信，
“所有生意都來自於妳的朋友和妳周邊的社會關系網。”
在壹個朋友的介紹下，他與英達合作，投資拍攝電視劇
《心理診所》，收視率壹般，但投資回報率 100%，這讓
他意識到，搞影視真來錢，還來得特快，比做廣告強多
了。
      1998 年，華誼兄弟正式進軍影視業，同時拍了馮小剛
的《沒完沒了》、姜文的《鬼子來了》、陳凱歌的《荊
軻刺秦王》，只有馮小剛的電影賺到錢。王中軍和馮小
剛正式握手，自此綁在壹起。通過馮小剛的賀歲片系列，
華誼兄弟聲名鵲起，2000 年前後，又向周邊關聯行業延
伸，首先就是明星經紀，與有內地第壹經紀人之稱的王
京花合作，組建了華誼經紀，第壹批簽了 7 個明星，包括
李冰冰、範冰冰、胡軍、佟大為、任泉等。

範冰冰這只翅膀，能不能
扇起一場龍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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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京花被娛樂圈稱作“花姐”，在她的運作下，華誼又陸
續簽下了陳道明、夏雨、周韻、楊紫瓊、關之琳、劉嘉玲、
吳君如、袁詠儀等人。2005 年，王京花離職，帶走大批
明星，留下來的藝人中能叫的上號只有李冰冰和範冰冰。
之前，華誼兄弟力捧她們，娛樂圈有“二冰爭寵”壹說，
兩人互不對付。實際上，李冰冰作為王京花的嫡系，風頭
更強盛壹些，成了華誼壹姐。王京花壹走，範冰冰的機會
這才真正來到。她突然間成了話題人物，整容、墮胎、潛
規則、與趙薇不和等等，每天都上頭條。
       2005 年和 2006 年，範冰冰的鋒芒遮住了所有內地女
星，盡管在次年的藝人德行調查中，她墊底，但徹底紅了，
娛樂圈的生存法則就是如此。這壹切都是華誼兄弟的功
勞，範冰冰除了壹座百花獎影後的獎杯之外，並沒有拿得
出手的作品，但公司不遺余力地包裝和炒作她。只是，當
“金鎖”成了“範爺”，範冰冰的野心就不是華誼兄弟所
能掌控。2007年，範冰冰放棄天價續約費，毅然選擇單飛，
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公司。
       明星成立工作室，或成立（或參股）壹系列公司，大
都為了避稅。舉例來說：明星 A 某通過自己名下的工作室
參與了某部影視劇演出，制片方把片酬會直接打到 A 某
名下的工作室，如果數目相當可觀，這筆錢會以理財或者
投資的名義，再次轉入到 A 某成立的 C 公司，進入到 C
公司後，這筆錢會轉入到 A 某參股的 D 公司，依次類推，
直到經過核算後，需要繳納的稅點最低，甚至為零時，再
通過現金、置業等的方式轉回至 A 某及其相關利益人的
賬戶中。
      除此之外，股權分紅模式是時下比較常見的避稅方
式，我們通常會發現壹部電影的背後，有許多叫不出名字
的公司，這些公司大都只出現壹次，它們是明星臨時註冊
的公司，作為投資方進入到整個電影項目，以方便明星日
後走賬。再舉例而言：明星 C 某的片酬是 3000 萬元，但
與片方簽訂的對外可公布片酬金額只有 1000 萬元，C 某
的子公司會以入股投資的名義，和片方簽訂壹個投資合
同，那麽剩下的 2000 萬元片酬，就會以最終影片票房分
紅的方式進入到 C 某的子公司。
      上述都不是秘密，這也是近些年，明星紛紛單飛或組
團，成立工作室或公司的緣故。工作室或者公司的註冊
地，都在有稅收優惠政策的外地。如果留心，會發現前些
年影視公司註冊地集中在江蘇無錫、浙江東陽，這兩年全
都湧向新疆的霍爾果斯。
      相比於內地，在霍爾果斯註冊的企業壹年能免 50% 左
右的稅收，得以快速聚攏中國的影視文化企業。截止 2017
年底，已有 1476 家影視傳媒企業落戶在此，註冊率年均
增長 50% 以上。2017 年以來，平均每天註冊落地的公司
都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
      不過，範冰冰單飛較早，她名下的愛美神影視文化有
限公司註冊地在無錫。2016 年，上市剛滿壹年的唐德影
視擬收購愛美神 51% 的股份，讓範冰冰 300 萬的註冊資本
暴漲至 8 億元。當時媒體調查發現，愛美神影視沒有任何
實際業務，可以說是壹家“空殼公司”。
      如果說王京花的出走是華誼兄弟的挫折，那麽馮小剛
的中途離巢就是華誼兄弟的重大危機。王中軍坦承，“我
是依賴馮小剛的，他是公司的旗幟。”從華誼兄弟踏足電
影行業後，馮小剛就是公司的搖錢樹，但他覺得自己沒賺
到什麽錢，對王中軍是有意見的，他跟華誼的合同約定，
收益固定，不能參與票房分成，自然就不甘心了。
       2003 年，馮小剛與華誼兄弟約滿出走，跟張國立壹
起合夥開公司。在早先的演員裏，張國立算是有經濟頭腦

的，很早就有了自己的公司，和鄧婕的夫妻店開得風生水
起，《鐵齒銅牙紀曉嵐》系列就由他自己公司聯合出品。
馮小剛和張國立各出資 500 萬，兩人計劃地挺美，每壹
年，張國立拍兩部電視劇，馮小剛拍兩部電影，肯定有人
來投資，用不了幾年，公司就上市了。後來，倒真是有
投資人說要投資，但錢沒在定期內打進來，兩人被騙了。
壹年後，公司就黃了，馮小剛重回華誼兄弟。那年年底，
劉震雲寫出了《手機》的劇本。王中軍特別喜歡《手機》，
覺得它壹定可以成功，公司力捧的範冰冰出演女主。馮
小剛跟華誼兄弟新簽的合同約定，收入與票房掛鉤。這
讓馮褲子幹勁十足，自後壹切向錢看。什麽理想，都擱
在壹邊吧。姜文讓他好好拍電影的勸誡，隨風而逝。
      2009 年，華誼兄弟上市，內地影視第壹股。馮小剛直
接套現 2 億，是中國導演裏第壹個賺到 2 億的人，徐帆高
興得傻了，激動地比劃說，當時納稅就達到了 4000 萬元。
嘗到甜頭的馮小剛多次表示，打死都不會離開華誼兄弟。
雙方在 2009 年又簽署了壹份協議，馮小剛須在合作期限
內為華誼兄弟拍攝 5 部電影作品，去年上映的《芳華》正
是第 5 部。
        在與馮小剛的“五部約”合作協議將要完成之前，
華誼兄弟為了延續二者間的合作關系，選擇以高溢價收
購的“虧錢買賣方式”進行深度捆綁。2015 年 11 月，華
誼兄弟宣布以 10.5 億元收購馮小剛旗下公司浙江東陽美
拉傳媒有限公司 70% 股權，交易完成後，馮小剛將獲得
壹次性現金付款 10.35 億元。
       當時東陽美拉成立才兩個月而已，註冊資本僅有 1.36
萬元，這樁收購案溢價率超過 10 萬倍，不少股民直呼此
為利益輸送，“跟直接塞現金給馮小剛沒什麽兩樣”。
兩年後，浙江證監局發布公告，對這樁收購案予以警告。
王中軍冒風險都要綁定馮小剛，從側面顯示，馮小剛對
於華誼兄弟有多重要。
       大院子弟最愛高唱《國際歌》，王中軍當然明白，這
世上根本沒有什麽救世主。馮小剛再神奇，也不是萬能
的。《壹九四二》虧得壹塌糊塗，《私人訂制》好歹回本，
《我不是潘金蓮》再次鎩羽而歸，最後馮小剛豁出去拼
命炒作，才憑借《芳華》賺回壹把。中國的電影市場越
來越讓人看不懂。除了周星馳，沒人膽敢保證能在票房
上呼風喚雨，馮小剛已經時靈時不靈，吳京卻壹飛沖天。
王中軍是聰明人，既然明白搞影視比做廣告掙錢，那就
更明白玩資本又比搞影視更掙錢。
       華誼兄弟的十大股東裏，除了王中軍、王中磊兄弟，
還有騰訊、馬雲、阿裏創投、平安保險等，這是馬雲、馬
化騰、馬明哲等“三馬”的第二次攜手，真是莫大的利好，
壹時間眾多資本殺入，華誼兄弟股價壹度接近 40 元。
饒有趣味的是，從 2011 年開始，馬雲開始拋售持有的流
通股。第壹次就套現近億元，引起股民嘩然，華誼兄弟
的董秘稱，馬雲此舉是“為了改善生活”。隨後兩年，
馬雲又將手中持有的流通股份全部清倉，總共套現超過 6
億元。
     同期，包括王中軍、王中磊、張紀中、馮小剛、江南
春等人，都通過減持獲得不菲收益，華誼兄弟成了名副其
實的“大腕提款機”。王中軍要讓華誼兄弟這臺“提款機”
源源不竭，不二法門就是購並增長。
      華誼兄弟有三大業務板塊：影視娛樂板塊，品牌授權
和實景娛樂板塊、互聯網娛樂板塊，在三大板塊基礎上
還有壹個產業投資及產業相關股權投資板塊。恰恰是投
資板塊支撐著華誼兄弟的高估值。

      2013 年 9 月，華誼兄弟宣布，以 2.52 億收購張國立
執掌的浙江常升影視制作有限公司 70% 股權。當時媒體
質疑華誼兄弟對張國立利益輸送，是王氏兄弟的曲線套
現，掏空上市公司現金。浙江常升被懷疑是專為收購設
立的空殼公司，收購時僅成立 3 個多月，註冊資本 1000
萬。收購完成後，華誼股票開盤漲停。在並購發布會上，
馮小剛“勸告”張國立，“在華誼這個大戶人家，當好
妳的小媳婦吧！”當時，王中軍還送給張國立自己收藏
的壹尊“牛頭”雕塑作為賀禮，在場的劉震雲調侃張國
立，“這就對了，說明妳之後就要做牛做馬，任勞任怨。”
這寓指張國立與華誼兄弟的“對賭”。簽約華誼之後，
張國立共拍了 2 部電影、5 部電視劇，此外，還跨界參演
多個綜藝節目，為完成業績目標而疲於奔命。
      2015 年 10 月 22 日，華誼兄弟又以人民幣 7.56 億元
收購浙江東陽浩瀚影視娛樂有限公司 70% 的股權。這是
壹家成立僅僅壹天、註冊資本為 1000 萬的空殼公司。明
星股東包括李晨、馮紹峰、Angelababy、鄭愷、杜淳、陳
赫等，共持有 85% 的股權。
      但是，被王中軍寄予厚望的浩瀚影視，2016 年最終交
出的成績單卻並未達到預期，相差 200 多萬元。盡管如
此，2016 年，華誼兄弟參股的公司還是高達 58 家。由此
可知，購並構成了華誼兄弟自上市以來的發展主基調，
壹路虛高向上，遺憾的是，股價卻不怎麽買賬，目前已
經跌破 8 元。
      在收購東陽美拉的同時，華誼兄弟也跟馮小剛簽訂了
壹份“對賭”協議。協議內容是，馮小剛承諾 2016 年不
低於 1 個億的凈利潤，2017 年到 2020 年每年凈利潤比上
壹年增長不低於 15%。否則，將由馮小剛本人將虧損的部
分補齊。
      《手機 2》、《非誠勿擾 3》等影片都是完成“對賭”
協議的壹部分，為了票房，曾稱 59 歲就退休的馮小剛不
得不赤膊上陣，劉震雲為了幫他，再次晃點崔永元，拉
開罵戰，也才有了後來的壹系列風波。
     崔永元的舉報，壹拳砸碎了娛樂圈繁華光鮮的表象。
不過，他到底是壹個厚道之人，奉行江湖爭鬥不傷婦孺，
又向徐帆、劉震雲女兒及範冰冰道歉。劇情發生反轉，
那份 6000 萬的“陰陽合同”到底指涉何人，還不得知。
不過即使是範冰冰，劉曉慶當年的牢獄之災也不會發生
在她的身上。
      因為 2009 年刑法修正案對偷稅罪進行了修改，初次
違法免罪，只需補繳應納稅款和繳納滯納金。所以，如
果範冰冰此前沒有受到過逃稅處罰，那麽其行為不會構
成犯罪。但如果受到過二次以上行政處罰仍逃稅，則可
能被判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繼人民日報官微發聲後，國家稅務總局業已表態，這
已經不是範冰冰壹個人的問題了。正如崔永元所說，小
小壹個無錫地稅局根本辦不了，“壹抽屜的合同，還有
金額過億的”，真不知這將是怎樣觸目驚心的大事件。
2016 年，中國泛娛樂產業總產值為 4155 億元，2017 年則
達到 4800 億元以上。這樣壹個龐大規模的產業無疑是壹
席盛筵。經濟下行，實體經濟繼續萎靡；房地產作為財
政唯壹的“引擎”，被強行摁住；中美貿易戰後，關稅
被迫下調。地方政府正愁“無米下鍋”，沒曾想，天下
掉下來壹個範冰冰，就此揭開了盛筵的罩子。
( 猛的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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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40 歲的杜女士在火車上長時
間歪著腦袋玩手機遊戲，竟引發腦卒中
（即中風）。專家稱，長時間壹個姿勢，
會導致頸動脈夾層而發生腦卒中。新聞
壹出，引起了不少人的恐慌。那麽，什
麽 原 因 會 導 致 腦 卒 中？ 又 該 如 何 預 防
呢？今天就跟大家詳細的聊壹聊！
什麽是腦卒中？
      說到中國人死亡的第壹元兇，大家
會覺得是癌癥，其實不是，而是另外壹
種疾病腦卒中，俗稱中風。它具有高發
病率、高致殘率、高死亡率、高復發率
的特點。腦卒中包括缺血性卒中和出血
性卒中，是由於大腦血管堵塞導致腦血
液缺乏或血管突然破裂出血引起腦組織
損傷的壹組疾病。
      日前，題為《19902013 年中國 240
種 疾 病 別 死 亡 率：2013 年 全 球 疾 病 負
擔研究的壹項省級水平的系統性分析》
的文章發表在國際權威醫學期刊《柳葉

刀》上，研究發現腦卒中已經成為中國
人死亡的第壹大疾病，也是全球中風風
險因素占比最高的國家之壹。
     最新統計數字顯示，我國每年腦卒
中新發病例數達 200 萬 ~250 萬，死於
腦卒中的人高達 150 萬。腦卒中作為我
國國民第壹致死病因，約占總死亡疾病
譜 的 22.45%。 更 令 人 擔 憂 的 是， 這 壹
趨勢或許還會持續走高。
腦卒中的風險因素有哪些？

腦卒中風險因素可分為三大因素。第壹
類不可改變的因素。包括年齡、性別、
種族、家族基因等。第二類是可控制的
因素。包括身體質量指數（BMI）、血
糖、膽固醇、飲食、運動、吸煙、心血
管疾病、高血壓、糖尿病等。第三類是
有可幹預的因素。代謝綜合征、酗酒、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偏頭痛、高脂蛋
白、睡眠呼吸暫停、吸毒等。
從 臨 床 研 究 和 統 計 的 數 據 上 看， 高 血

壓、高鈉飲食、肥胖、吸煙、糖尿病是
我國腦卒中高發的重要風險因素。在腦
卒中預防中，大家重點關註第二和第三
類危險因素，因為可防可控。如果能很
好 的 幹 預 和 控 制， 至 少 可 以 預 防 90%
以上的腦卒中患者。
如何預防腦卒中？

萬幸的是，絕大部分的腦卒中患者能找
到發病原因，可防可控，我們現在就可
以提早采取措施來預防！
1、控制血壓。高血壓是卒中的頭號元
兇。生活中要經常測量血壓，如果妳的
血壓高壓經常高於 140 或低壓經常高於
90，就需要及時就醫。如果確診了高血
壓，建議及時藥物控制、有規律地運動
鍛煉以及飲食調整。
2、控制膽固醇。高膽固醇也是引發腦
卒中的危險性因素。輕度膽固醇升高可
通 過 減 少 飲 食 脂 肪 和 運 動 就 能 控 制，
中、重度的則需加以藥物治療。

3、控制血糖。定期驗血了解自己的血
糖 情 況。 糖 尿 病 會 增 加 罹 患 卒 中 的 風
險。平時需要增加有規律地有氧運動、
認真調整飲食合理控制血糖。
4、少鹽。過量吃鹽會增加患高血壓風
險，每天吃鹽別超過 6 克，重口味者建
議使用低鈉鹽。
5、嚴格戒煙，限制飲酒量。
6、規律運動。養成每日運動的習慣，
特別是增加有氧運動。快走、慢跑、騎
車、遊泳或其它活動，每日至少 30 分
鐘，可以在多方面改善身體健康狀況，
同時能顯著減少患腦卒中的危險性。
7、放松頸肩。增加血管的抗壓力，促
進頸部血管平滑肌松弛，減少膽固醇沈
積，預防腦卒中的發生。
8、定期體檢，及時就醫。40 歲以上人
群註意定期體檢，我國 40 歲以上腦卒
中患者占比高達 60% 多。
( 科普中國 )

中國人死亡第一元兇
不是癌癥，而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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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國搶先建成 5G 網
絡，對美國威脅有多大？

據國外媒體報道，《連線》日前撰
文指出，目前中美之前已經就爭奪 5G
網絡部署展開了壹場關鍵的競爭。美國
想要在這場競賽中獲勝很難，也無法阻
止中國掘起。

以下是文章翻譯：盡管目前下壹代
無線業務的技術標準甚至還沒有最終確
定，但美國和中國已經開始了壹場關鍵
競爭，也就是誰將成為第壹個部署所謂
5G 網絡的國家。

至少現在美國政府和整個無線行業
都這麽認為。無線產業集團 CTIA 總裁
兼首席執行官梅雷迪斯•阿特維爾•貝
克爾（Meredith Attwell Baker）在 4 月
份發布警告稱，美國將不會再有第二次
贏得全球 5G 競賽的機會。該集團發布
報告認為目前在 5G 網絡相關領域，美
國落後於中國和韓國。該報告警告說，
如果這壹情況沒有改變，美國經濟將會
受到影響。

這份報告呼應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壹
份泄露的文件。該文件建議美國政府考慮建設 5G 網
絡。該文件稱，如果中國在電信網絡行業占據主導地
位，將“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獲勝”。民主黨人對
此也很擔心。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唯壹的民主黨人傑
西卡•羅森沃塞爾 (Jessica Rosenworcel) 在今年早些時
候為 TechCrunch 撰寫了壹篇專欄文章，呼籲重振 5G
戰略來阻止中國的發展。

5G 標準的第壹個規範是去年發布的，但其余相關
標準直到本月晚些時候才會公布。運營商普遍預計，
在 2020 年之前美國不會在全國普及 5G 網絡。而無線
行業承諾，5G 網絡將為移動設備帶來更快的網速和可
靠性，縮小有線和無線寬帶在速度上的差距，並帶來
壹波我們甚至無法想象的技術和應用。

但為什麽美國搶在中國之前建立 5G 網絡至關重要
呢？ 5G 網絡的優勢顯而易見，可是今天的美國家庭寬
帶速度並非全球最快，4G 網絡也並非最快速或最廣泛
應用，落後於芬蘭，日本和韓國等國家。5G 網絡延期
部署會對美國經濟有哪些損害呢？

市場咨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在 2016 年發布
的壹份被廣泛引用的報告顯示，美國 5G 網絡的建設
和維護可能會帶來 300 萬個就業機會和 5000 億美元的
GDP 增長。但是如果中國是第壹個擁有全國性 5G 網
絡的國家，那麽所有這些工作崗位最終都將流向海外
嗎？

參與撰寫該報告的埃森哲 (Accenture) 董事總經理
桑傑•達爾 (Sanjay Dhar) 表示，事實並不壹定如此。“即
使中國贏得了建立 5G 網絡的技術競賽，它也不會是壹
場零和遊戲，”他說。電信行業分析師傑夫•卡根 (Jeff 
Kagan) 表示，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競爭讓美國有動力積
極推動 5G 網絡的發展。但他認為，如果美國在 5G 網
絡方面位列第二或第三的話，長期來看將對美國經濟
產生重大影響。他說：“我認為這不僅僅是關於哪個
國家是行業第壹的競爭問題。”

目前兩國經濟依然相互依賴。中興通訊在美國商

務部發布七年禁售令後幾乎全部業務停擺。即使中國
在 5G 網絡競賽中“獲勝”，美國公司也會從向中國出
售技術中受益。

市 場 分 析 公 司 Recon Analytics 創 始 人，CTIA 報
告的合著者羅傑•恩特納 (Roger Entner) 承認，即便美
國比中國晚幾個月推出 5G 網絡，可能並不會有多大影
響。歐洲推出 2G 的速度更快，而日本則是第壹個推出
3G 網絡的國家，但這並沒有阻止蘋果和谷歌在智能手
機市場占據主導地位。但恩特納認為，如果中國在 5G
網絡方面領先美國壹到兩年，可能會損害美國在全球
科技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美國於 2002 年開始在全國推出 3G 網絡，這使得
2007 年發布的 iPhone 以及相關的移動設備應用市場
不斷發展壯大成為可能，移動行業顧問切丹•莎爾瑪
(Chetan Sharma) 說。 4G 網絡於 2011 年在美國首次亮
相，使得智能手機和移動應用更具吸引力。部分歸因
於此，像 Instagram，Uber 和 Lyft 這樣的應用程序能夠
在其他國家的競爭對手發展壯大之前先行壹步之前達
到臨界質量，給美國帶來了競爭優勢。

最終，決定技術成敗與否的是消費者和私營部門的
決定。美國“擊敗”了歐洲和日本，因為蘋果公司創
造了壹款將智能手機納入主流的產品，而谷歌構建了
壹款受歡迎的移動操作系統並將其開源，而 Facebook
則建立了壹個平臺，讓人們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手機。
值得關註的是，如果中國首先提供廣泛部署的 5G 網絡
接入服務，其國內公司將在創造下壹代高科技產品和
服務方面領先壹步。

恩特納稱，相比之下美國不必擔心韓國等小國，
因為韓國公司不會有太大的市場來測試和改進創意。
但中國 14 億人口為壹家公司在走出國門之前發展業務
提供了絕佳的場所。以微信為例，其為用戶提供移動
支付，網上理財，叫車服務等諸多內容。多年來，西
方科技公司壹直試圖效仿它的功能和成功模式。華為
現在已經是全球最大的電信基礎設備供應商，最初也
是通過服務國內市場而發展起來的。

在 5G 網絡方面取得領先優勢
對中國科技公司可能會產生其他好
處。 5G 網絡不僅可以提高接入速
度，還可以增加容量，有助於支持
物聯網的發展。所有聯網的汽車和
其他小設備都會產生更多數據。這
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可能有助於
中國在自動駕駛汽車和人工智能
等尖端發展領域方面取得領先地
位。政治風險咨詢公司歐亞集團
(Eurasia Group) 專註於技術行業的
保羅•特裏奧羅 (Paul Triolo) 表示 : 
“5G 網絡提供的海量數據對訓練
人工智能算法至關重要。因此無論
是在設備開發還是應用開發方面成
為領導者，都將是中國或其他國家
的目標。”

提供無線頻譜
恩特納表示，中國在 5G 網絡

方面領先美國壹年多的可能性是真
實存在的，因為美國尚未為新網絡

分配足夠的無線頻譜。迄今為止，大多數 5G 技術的發
展進步都集中在“毫米波頻譜”上，這是壹種非常高
的頻率範圍，可以實現極快的速度，但只能在很小的
範圍內實現。這將要求運營商部署大量的小型蜂窩天
線，從而才能用 5G 網絡覆蓋全國。

運營商正在遊說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為 5G 網絡開
放更多的中頻頻譜資源，這將使他們能夠像現在壹樣
使用大型蜂窩基站。這可能會讓部署 5G 的速度更快。
令人擔憂的是，如果無法向運營商提供足夠的中頻頻
譜，到 2020 年 5G 網絡就無法覆蓋整個美國。美國聯
邦通信委員會計劃在 11 月份舉行拍賣，向運營商出售
部分中頻頻段的使用權。而上個月美國聯邦通信委員
會已經正式啟動了另壹項相關業務的進程。

但是這需要的時間越長，美國運營商打造真正 5G
網絡的時間就越長。恩特納表示，在美國歷史上，在
確定壹種特定用途的新頻譜後，往往需要數年的時間
才能建立起第壹個網絡。

相比之下，中國政府已經開放了更多可用於部署
5G 網絡的中頻頻譜資源。這是 CTIA 報告顯示中國和
韓國在 5G 網絡方面“領先”美國的原因之壹。

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
美國國內也擔心中國在 5G 方面的領先地位會影響

到美國國家安全。華為的產品現在被全球的運營商所
使用。但美國政府壹直擔心華為會影響到美國的國家
安全。華為實際上被美國政府拒之門外。但是，如果
美國和盟國的電信設備公司退出市場，美國運營商可
能除華為外別無選擇。

藉此美國運營商還會繼續避開華為的產品，轉而
使用思科和 Juniper 等美國公司的設備，或者選擇歐洲
愛立信和諾基亞的設備。但這對於挑戰華為的全球地
位並沒有多大作用。對於整個 5G 網絡競賽來說，情況
也大同小異。即使美國贏得 5G 網絡競賽，也不會阻止
中國掘起。

( 網易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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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向來被認為是當今社會中最平等的“象牙
塔”，是突破階層限制不可多得的捷徑。優質的教育
資源、壹應俱全的校區設施，再加上青春熱情的年輕
人，大學生活壹直被描繪成五彩繽紛的美好模樣。
       然而，事實是這樣嗎？來自不同原生家庭的學
生，是否真的能在學校裏得到壹樣的資源？為此，美
國《華盛頓郵報》特派兩名記者，挑選了兩名極具代
表性的美國本土學生，全程跟拍了他們在校園裏壹
天的生活。
       女主角——23 歲的希拉，馬裏蘭大
學巴爾的摩分校的走讀生，父母分
居，身上背著沈重的學費負債。
男主角——19 歲的拉斯，喬治
華盛頓大學二年級學生，在
紐約州拉奇蒙特壹個中產家
庭長大。同是本科生，他
們享受著壹樣的大學生
活嗎？
      上午 6：55，希拉
在馬裏蘭州蓋瑟斯堡的
公 寓 裏 醒 來， 她 被 17
歲的弟弟從上鋪跳下來
的聲音吵醒了。沒錯，
23 歲的希拉還得和弟弟
擠在壹間，畢竟住在外面
要比住學校便宜太多。此
外，她還有壹個八年級的妹
妹，希拉清晰地聽到妹妹在隔
壁已經洗漱完畢，於是她也起床
準備開始壹天的生活。
      今天，希拉只有壹節課，但是她需
要去學校的婦女中心上班。現在學校裏正
值兄弟姐妹會狂歡的希臘周，她真希望可以提
前幾分鐘下班，去學校運動場上放松壹下。上午 7：
30，希拉接到了醫生的電話。現在，希拉每周都得去
做兩次理療，她的右臂壹直反復疼痛，不過好在費用
可以靠醫療補助 cover 掉。
      希拉家客廳的墻上，掛著她在蒙哥馬利學院拿到
文憑：“藝術副學士，2016 年 5 月”。她是他們家第
壹個拿到大學學位的，為此她需要面對數千美元的信
用卡債務。為了還債，希拉還曾輟學去華盛頓打工，
勸她回來把學業完成的是她當時的上司，她上司認為

她很聰明，不把書讀完太可惜了。好在希拉的父母雖
然現在分居，但總算幫忙還清了大部分的學費，這讓
她還有勇氣靠自己去支付日常的生活開支。過去的幾
年中，她在餐館、建築公司、機場酒吧做過好幾份兼
職，同時承擔了婦女中心的演出任務。雖然忙碌，但
好 歹 能 養 活 自

己 ，
而 且 還 有 壹 年 她 就能拿到社會
工作學士學位，希拉覺得很滿足。
       上午 7:56 ，希拉坐進她已經“14 歲”的現代牌
小車裏，穿過晨霧來到了位於中心的物理治療工作
室。醫生幫忙按摩了她麻木的手臂和小指頭，希拉上
周五已經疼到無法脫掉外套。她的醫生告訴她，這疼
痛不是因為在課堂上做筆記太多而引起的腕管受傷 ，

很有可能是來自自身的免疫性疾病，希拉陷入了沈
思。
上午 8：20 ，希拉接受治療的同時，刺耳的鬧鈴聲在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宿舍裏響起。拉斯醒了，今天是他
的“賴床日”，因為 11 點才有課。宿舍的墻上貼滿
了拉斯喜歡的海報，要不是學校要求除大四之外的學
生都住在學校，拉斯真想搬出去，宿舍的格局、家具

他都不喜歡。
      上午 8：27，簡單的洗漱後，拉斯就

來購物中心附近慢跑，他跑步時壹
般會經過林肯紀念館和倒影池，

壹 邊 聽 著 Queens of the Stone 
Age 和 Iggy Pop，壹邊從成

群的遊客和公交車旁邊經
過。從這個學年開始，

拉斯每天早上都會出
來跑步，“我意識到
我需要做壹些運動，
但我不喜歡學校的
健身房。”
       上午 9：01，
拉斯回到宿舍，宿
舍有獨立的衛生間

和小廚房，不過他壹
般都出去吃飯。他給

自己的計劃是每學期
花 1350 美元在日常夥食

上，但不包括社交、參加
派對那些額外的餐費開銷。

此時此刻，希拉結束了治療，
正開車去學校。壹上車，她就服下

了消炎藥，因為手臂的疼痛實在難忍。
希拉選擇走 200 號公路，雖然走這條路要收

費 3 美元，但是這樣才能更快到達學校。不然會
搶不到免費的停車位，那她就得停在每小時收費 2 美
元的訪客停車場。希拉覺得，這簡直是搶錢。
       上午 9：30，拉斯把需要完成的作業整理好放進
包裏，出門去附近的連鎖超市買早餐。他早上壹般都
吃壹杯酸奶、壹杯橙汁、壹根香蕉和壹個百吉餅。買
完早餐，拉斯來到學校科學與工程學院的大廳，坐下
來開始吃早餐。他順便把筆記本打開，開始閱讀《金
融時報》和彭博社推送的郵件。筆記本背面貼滿了拉

記者跟拍：美國大學裏窮孩子
與富孩子之間差距竟這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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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每月參加的黑客馬拉松
的 LOGO 貼紙，這活動把
程序員們聚集在壹起，拉斯
有時候需要帶著睡袋，和
夥伴們通宵完成手頭的項
目。最近壹次任務，是設
計壹個線上表格，幫助警
方匯總公眾的意見和建議，
拉斯覺得這讓自己很有成
就感。
      此時，希拉也抵達了學
校，路上她路過了壹家曾
經實習過的建築公司，不
禁回憶起了當時的趣事：
“我知道如何做 Excel，他
們認為我是壹個天才”。幸運的是，希拉如願找到了
壹個免費停車位。至於早餐，希拉每天都去學校的學
生中心吃免費點心，早餐時間通常很匆忙。她說，馬
裏蘭大學巴爾的摩分校有壹半學生住在校內，住在校
內就不用每天花壹個小時的通勤時間，那就能省下更
多時間做更多的事情。希拉第壹學年獲得了獎學金，
她覺得這讓她更容易融入她所在的姐妹會，會內的其
他同學家裏幾乎都有女傭，“她們從來不用自己打掃
浴室”。希拉現在正在是壹個叫 Lambda Theta Alpha
的姐妹會擔任理事會主席，並活躍在學校拉美裔學生
會中。能夠代表學校 7% 的拉美裔學生發聲，她挺開
心的。
       上午 9：57，希拉開始她今天唯壹的壹堂課——
“社會工作方法：實踐導論”，主要是學習如何向客
戶披露信息。她在本地壹家社區衛生機構實習過 8 個
月，主要是為吸毒者和糖尿病患者傳遞清潔的針頭。
這份實習，讓她對社會工作產生了興趣，希拉計劃畢
業後去美國誌工團 AmeriCorps 工作，還想找找看有沒
有機會讀個研究生。
       上午 10：32，拉斯正好打印完壹會兒上課要用的
資料，開始給身邊的同學遊說“國際商業導論”。他
對國際事務相當有興趣，他的祖父是瑞典外交部門的
壹員，叔叔在國會工作，自己還輔修了國際關系的雙
學位。喬治華盛頓大學 2016 年秋季學費是 51875 美
元，拉斯沒有為此申請助學貸款，也不需要打工賺生
活費，這壹點讓他很欣喜。他說，如果不得不做其中
壹件，或兩件都做的話，會占用到學習的時間，也會
沒有空閑時間去做他喜歡的事。
      上午 11：15，拉斯開始上課，而希拉剛好完成了
今天唯壹的壹節課。她匆匆趕來婦女中心，準備上班。
趁著還有段午休的時間，希拉準備先吃個午餐。今天
午餐是從家裏帶來的剩菜：媽媽做的青豆和米飯。她
邊吃邊想著能夠去洛杉磯參加暑期實習的事兒，希拉
極其希望能獲得這個機會，因為由此帶來的實習津貼
也可以幫助她為家裏分憂。現在壹家人住的房子還是
租的，有了這筆錢，希拉就可以幫家裏支付房租。午
餐時間匆匆結束，希拉開始上班了。
       下午 12：20，拉斯和幾個同學邊討論著課上安排

的課後項目，邊從教學區走出來。他看到路邊有輛食
物車，忍不住點了份煙熏熱狗配辣椒醬，另外又買了
些椒鹽卷餅和薯條。拉斯說，這頓飯貴得離譜。在他
們學校有很多餐廳，每餐收費 10 美元以上。如果頓
頓在學校吃，壹定會超出他壹千出頭壹點點的夥食預
算。午飯後，拉斯決定去圖書館做做作業。 他在 6 樓
挑了個隔間，刷了會 Twitter，剛巧看到 Facebook 的
CEO 小紮在參議院的新聞。拉斯本也想去現場看看，
其實他每學期都會去國會大廈參加壹到兩次聽證會。
畢竟他們學校的地理位置就毗鄰著美國國務院，和白
宮也只相距幾個街區。
      下午 2：39，希拉的右臂又開始疼了。“我很擔心
下學期”，她說，“我不知道我還能否在這裏工作。”
希拉在努力地維持財務狀況，這是她最大的壓力來
源。目前她在等待好幾個獎學金的消息，希拉算過，
她如果能如願獲得她申請的所有獎學金，加起來壹共
有 1.2 萬美元壹年，這至少可以讓她在畢業時只有 4
萬美元的債務纏身。與此同時，拉斯正在參加學校的
壹個關於編程的研討會，參與者大多是男生，年級不
同學校也不同，但都是壹群對編程有著濃厚興趣的學
生。
     拉斯的職業規劃是希望畢業後成為壹名前端開發
人員，為此他自學了 HTML、CSS、JavaScript 等編程
語言。今年夏天，他已經聯系好去壹家小型國際開發
公司的實習工作，學習重建網站和建立數據庫。這份
實習不僅有不錯的薪酬，而且在家就可以遠程完成。
拉斯的家在紐約市以北的拉奇蒙特，他的父親是壹名
經濟顧問，母親做房地產經紀，拉斯還有兩個妹妹。
下午 4：00，希拉忙碌於壹個女性維權主題的會議，
壹名女性談起自己被性侵的經歷。其實過去 10 天裏，
已經有 8 名學生向希拉披露過類似的經歷。此時，拉
斯結束了研討會，回圖書館繼續完成作業。這期間，
他又瀏覽了小紮參加聽證會的更多消息，打算為學校
的學生新聞網站撰寫篇時評。
      拉斯無疑是幸運的，他有更多時間研究自己的課
外興趣，在國際事務、編程技術上做更多探索。拉斯
還介紹說，得益於為校新聞網站的誌願服務，自己曾
采訪到了美國著名的虛擬現實導演，大學生活對他來
說是多姿多彩的。

       下午 5：36，希拉下班了，她奔
向運動場，卻被告知活動已經結束。
姐妹會的成員問她能不能下周日再安
排些其他的社團活動，但希拉每周日
晚上需要去壹個披薩餐廳裝盒，根本
抽不出時間。希拉決定回家，她在取
車的路上，經過美食廣場花了 6.25 美
元買了壹盒帶薯條的雞肉，帶飲料的
套餐實在太貴了。她壹邊吃著晚餐，
壹邊檢閱著電子郵件，右臂又突然開
始抽搐。“我很擔心這只手”，她說。
希拉第壹次拿到診斷時，醫生就警告
她不要自己嚇自己，但她還是去網上
谷歌了壹下，看到了壹位手指畸形的
女性，這讓希拉更加緊張。

       拉斯的晚餐，是和學校裏的天主教徒們壹起吃
的。他的高中是教會高中，所以大壹就加入了校天主
教社團。上周五，拉斯還參加了社團給聯合車站的流
浪群體送三明治的活動。“在這個強大國家的首都，
無家可歸的人數依舊超過了平均水平。”拉斯回憶說，
“我壹直覺得這是壹場悲劇。”晚餐會上，拉斯還不
忘跟朋友們宣傳了下小紮在聽證會上的視頻，大家七
嘴八舌地開始討論起了熱門新聞。
      晚上 7：44，希拉終於到家了，這是她最近壹段
時間最早壹次到家。她躺在沙發上休息，開始幫弟弟
查查學校。希拉的弟弟妹妹都想上大學，但事實上，
父母對他們的學業目標十分不理解，爸爸覺得打算攻
讀研究生的希拉永遠無法結婚，他們在家也從不提起
“學校”的任何事。此時，拉斯回到了宿舍，打開了
筆記本，壹會刷刷 Twitter 壹會做做作業，安靜地沈
靜在自己的世界裏。
       晚上 10：00 ，希拉準備著壹份簡短的實習簡歷，
把洛杉磯實習的資料做了整理，隨後又開始為姐妹會
的事務寫方案。全部忙完，已經 11 點多了，希拉開
始做家務。
       晚上 12：00，希拉爬進下鋪，上鋪的弟弟已經睡
著。而此時在華盛頓的拉斯早已進入了夢鄉，迎接他
的還會是輕松自由的壹天。
很明顯，即便同在學校，希拉和拉斯的校園生活差異
也是巨大的，他們每天的所思所想截然不同，所能自
由分配的時間長度也完全不在壹個水平。
      據美國教育部統計，只有不到 20% 的本科生能夠
享受如影視作品中那樣精彩自由的大學生活。大部分
學生被沈重的學生貸款壓迫，不得不選擇學費更便宜
的公立學校就讀，同時只能住在校外，這其中女性的
比例更高。目前，至少有 43% 的全日制本科生需要兼
職工作。
      當我們的求知生活，被繁瑣的兼職工作、揪心的
還債壓力所困擾，得付出怎樣的努力，才能“搶回”
那些比別人多花費的“求生”時間。這背後的辛酸，
是拖累孩子的毒藥，還是促其成長的化肥，值得我們
好好深思。
( 精英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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