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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阿 P 家遭到小偷光

顾，被偷去两千块钱外带小兰的一枚

钻戒，虽说报了案，公安民警正在侦

破，但两个人心里都不好受。想亡羊

补牢，但两人都是上班族，不能天天

在家里看着守着，怎么办呢?两人商

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买一条狗看家

护院!

说买就买，这天阿 P 来到了狗市

。他先是转了一圈，摸了摸行情，最

后转到一个唯一用铁笼子装着狗的主

人跟前。这条狗个头很大，纯种的黑

贝，在笼子里吐着舌头，气势汹汹地

望着他。

阿 P 心里害怕，但他一想，要买

就买能咬人的狗，这才会让小偷惧怕

。于是阿 P 鼓起勇气走上前问道：

“这只狗多少钱?”

卖狗人说：“老兄，你是真心买

还是摸行情?”阿 P 说：“谁没事在狗

市里瞎转悠，当然是想买了。”

卖狗人说：“若真买，在价格上

咱甭搞来搞去的，也没啥意思，见面

便是有缘，一口价，连笼子也一块儿

给你，八百块钱。”

阿 P 第一次买狗，虽说刚才摸了

下行情，但毕竟没底，不过阿 P 还是

装着很懂行的样子，还价道：“连笼

子七百块钱，怎么样?”

卖狗人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八百块钱少一分也不卖。”阿 P 头一

昂，手一背，说：“你不卖我就走了

。”说完假装要离去。

这时，卖狗人终于软下来了，他

叹了口气说：“说一句实在话，这价

格真是卖亏了，不过我看你也是实在

人，这只狗跟了一个好主人，我也放

心了。”于是答应七百块钱卖给阿 P

。

阿 P 雇了一辆三轮车连笼子和狗

装上，正要走，卖狗人猛叫一声：

“别走，我还有事给你交代一下。”

卖狗人语重心长地说，“这狗特通人

性，开始可能到你家不习惯，难免会

叫几声，对你们有敌意，你千万别打

这狗。如果你觉得这狗不够好，后悔

了，我把地址留给你，你把狗退给我

，我一分钱不少退给你。只是，

这一星期我要出去一下，如果真

要退狗，七天以后找我。”说完

“唰唰唰”写了个地址递给了阿

P。

阿 P 见这人真是实诚到家了

，心里一激动，拍着对方的肩膀

说：“你就放心吧，我把它当儿

子。”

当天下午，阿 P 为了和狗培

养感情，特意买了几斤排骨，阿

P 和小兰你喂一块，我喂一块，

狗很快和他们熟识了，摇着尾巴

哼哼着一副亲昵的样子。

第二天，阿 P 和小兰要上班

，就放开了狗笼子。这一放不要

紧，阿 P 和小兰都傻眼了，原来

狗的两条后腿都是瘸的。阿 P 大

呼上当，小兰大骂阿 P 缺心眼、

脑积水、窝囊废、无能、怂包、

笨蛋，难听的话都骂了个遍。阿

P 自知理亏，不敢吭气，这时，

阿 P 突然想起卖狗人曾给他说过

，如果后悔了可以退狗。于是，

从兜里掏出那个地址对小兰说：“我

这儿有卖狗人的地址，不想要了可以

把狗退回去。”

小兰撇了撇嘴说：“这你也信，

地址恐怕是假的吧，怎么没留电话号

码?人家忽悠你几句，你就信了……

”阿 P 看着这只瘸狗，欲哭无泪，我

怎么这么倒霉呀!

阿 P 不死心，按卖狗人留下的地

址找了过去。邻居告诉他，是有这么

个人，叫刘大山，今天刚走，去杭州

办事了，七天后才能回来。看来刘大

山并没有骗自己，阿 P 稍稍松了口气

。

阿 P 调整好心态，在这七天里，

对狗还是挺尽心尽力的，多买些肉给

它吃，还对小兰说：“有狗总比没狗

强，咱们知道狗是瘸的，可小偷不知

道啊，照样把小偷吓得胆战心惊，不

敢靠近家门。”

七天终于过去了，阿 P 去找老板

请假准备退狗，可老板说上午让阿 P

去接待一位重要客户，没有准假，只

能等到下午了。

可只晚了半天的时间，家里就出

大事了，阿 P 和小兰中午下班一回来

，邻居小梅就对他们说：“你们家的

狗咬伤了一个男人，警察把这人送到

医院了。”阿 P 一惊说：“我家的门

是锁着的，他怎么能进来?”邻居说

：“没锁吧，锁上了别人怎么能进到

你家里?”这一下阿 P 也忘了门到底锁

了没有。

小兰在旁边又是一顿骂，骂得

阿 P 也火了：“我把这条灾星狗退回

去，他要是敢不退，我砸烂他的狗头!

”阿 P 马上找了辆三轮车，把笼子和

狗装上，急急忙忙地向刘大山家骑去

。

奇怪的是刘大山好像知道阿 P

要退狗，正在门外迎接阿 P。想起这

些日子饱受小兰臭骂，阿 P 是气恼不

已，他卷起袖子，对刘大山喊：“你

这个骗子，明明是只瘸狗，却骗着让

我买走，我和你没完!”

刘大山“嘿嘿”一笑，终于说

了实话：“我也是没办法呀，去杭州

一待就是七天，谁给我喂狗呀，想来

想去就想了这个办法，真是对不起你

了。”

阿 P 一听这话，气得差一点吐

血，恨不得一下子把刘大山揍扁，但

在人家门前，阿 P 最终也没敢动手。

刘大山对阿 P 说：“这几天狗

不让你白喂，你给我七百，我退给你

八百，怎么样?”

阿 P 说：“你一百块钱能干啥

，今天狗咬伤了一个人，现在还在医

院里，说不定要赔人家很多钱呢。”

刘大山一听，十分动情地说：

“我这狗喂了五年了，家里来了亲戚

朋友从来都是不叫不咬，围着你的身

子转，很亲的;但是遇着坏人，咬住打

死也不松口。你知道我这狗的两条后

腿是怎么瘸的吗?那是去年有两个窃

贼翻墙到我家偷东西，被狗发现了，

一下子蹿出来，咬住一个窃贼不放，

另一个窃贼为救同伴，拾起一根木棍

就打，把狗的两条后腿都打折了，它

也没有松口，最后邻居们听见声音，

纷纷跑过来，把两个窃贼抓住，扭送

到了派出所，你说我这狗神不神。”

说到这里，刘大山又提醒道，“你应

该先去警局了解一下被狗咬的那人情

况。”阿 P 想想也只好这样了，于是

骑上三轮悻悻地回了家。

回到家里，阿 P 正跟小兰说着退

狗的经过，有一个警察找上门来，他

朝四周看了看，问：“狗呢?”阿 P 赶

紧说：“狗我给人送回去了，受人之

托，只是暂时替人养了几天。”“哎

呀，怎么送走了呢?这条狗可立了大

功了，它帮着我们逮住一个窃贼。”

原来正如刘大山所说，那条狗咬

住了一个上门盗窃的坏人。

阿 P 受到了警局的奖励，他去找

刘大山。刘大山以为他来买狗，很干

脆地说：“不卖，这条狗跟我感情太

深了。”阿 P 无奈地点头，但又可怜

巴巴地说：“以后你要是出差，告诉

我一声，我还替你养狗，一分钱不让

你出，白养，这行不?”

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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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一对辞职卖房去大理开民

宿的朋友，最近上了某知名媒体的头条

，他们的美好生活方式被分发给了焦虑

的北上广中青年们舔屏。

视频画面里随便都是剔透温暖的阳

光、明净无尘的蓝天、棉花糖一样的云

朵和波光粼粼的洱海。他们有一个漂亮

的院子，精心种了玫瑰花墙和层次分明

的花草，不认识的猫咪会随时随地跑来

撒娇卖萌，推门进来跟夫妇俩喝酒吃饭

闲话家常的，是有名有姓的画家、红到

发紫的建筑师、各行各业的名人……总

之，往来无白丁。

这一切几乎就是每个人最向往的那

种生活：舒适惬意、没有压力、有格调

有美景有人情味儿，而且事业一点没耽

搁还原地起飞……无法更完美。

好几个共同认识、平时看上去营营

役役、连出来喝一杯都提不起兴趣的中

年人，不约而同地在不同场合提起这篇

报道，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你说我们

苦逼呵呵地非要留在北上广，到底图什

么？”

他们图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每次遇

到这种谈论我都微笑沉默，从不附和。

《卡萨布兰卡》里有句台词说：

“世上有那么多的酒馆，她却偏偏走进

了我的”。这句话改一改可以这么说：

“世上有那么多的民宿，它却偏偏报道

了我的”——这可不是缘分、巧合、随

随便便。因为认识，所以我才知道两口

子为这民宿付出了什么：所有辛苦经营

、迎来送往、全面调度自身资源、周全

打点上下关系，才成就了这番被传颂、

被艳羡的美好生活。

而这过程中要求的任何一种能力，

诸如社交、规划、整合……我都不具备

或者不擅长，也因此，我心甘情愿留在

北京，继续做着不太需要这些能力的工

作。

是啊，经过镜头筛选过的小城生活

，是如此动人，而要实现看上去似乎还

算容易，毕竟大城市和小地方的生活成

本简直不能同日而语。沮丧、郁闷、失

望的时候，便会觉得，如果“逃离”了

，应该会舒服得多。

然而这条看上去容易的路，能成功

的却没有几个。

这么多年里时不时就会有朋友突然

消失，逃离北上广，再从朋友圈里冒出

来时，个个都换了身

份，成了江南小镇上

做油纸伞的手工艺人

、景德镇烧艺术餐具

的陶土匠人、拉萨追

随活佛的皈依者、沉

迷传统文化的汉服大

使、网红景点里的民

宿老板、种咖啡豆的

、开酒馆的、戳羊毛

毡的、做木工的……

好像个个都风生水起

，找到了人生真谛。

但一段时间过去

，除了一两位，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真的

就渐渐消失了。有的

失败一次，辗转从一

个小城到另一个小城

，终于失联；有的受

不了，迁延几年后回

到大城市已经没有当初的职位，渐渐沉

到底部，换了社交圈；有的彻底转换心

态、接受现实，过上了跟本地人完全一

样的生活，变成了他们的父辈母辈。

观察过很多人，发自内心觉得，很

多时候不是自身不够好，从审美到行动

力，他们一概不缺，唯一没有搞清楚的

，大概只是：不管在哪里，成功都是非

常稀缺的事。

并且，小地方真的一点点都不比大

城市好混啊！

首先要明白的第一件事，小地方并

不是桃花源。不要居高临下地以为可以

随随便便碾压看上去毫无进取心的当地

人。

就像外国牛逼的互联网公司进了中

国，来一个黄一个。北上广的精英人士

回到小地方创业，也并没有想象中的热

兵器碾压冷兵器、一路平趟。实际上还

常常干不过一路摸爬滚打混出来的当地

人——无他，小地方也有小地方的丛林

法则，以及，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做事

方式。

小地方诚然人情紧密、充满温情，

然而也因此，人情社会更加明显，不依

靠人际关系简直寸步难行。不要小看这

些你觉得毫无价值、落后无聊的东西，

那可能是你参不透、又无法摆脱的隐形

规则。

你以为自己又洋气又先进，然而如

果没有看得见的利益，走到哪里其实都

没人理你。

我有一个考上北大的中学同学，毕

业之后在北京干了几年干得不开心，雄

心勃勃决定回老家干一番大事业。以他

的学历，虽然没有任何背景，当地也欢

欣鼓舞地破格把他安排进了我省最为牛

逼的酒业集团战略部门。

这么多年过去，我去年回老家碰到

他，他还在那个部门，唯一的变化是从

科员升了副科长，然而科长还严防死守

生怕他夺权篡位，处处给他穿小鞋。我

们见面约喝酒，他一口酒下去，又变成

了当初那个桀骜不驯的尖子生：“丫一

野鸡大专生，什么都不会，总是瞎逼逼

！”

只是他还不明白，他工作那个单位

，在全国都算牛逼，能进去的就算本人

毫无学历，背后也绝对有些关系——他

也没法儿辞职，上有老下有小，本地只

有这个集团跟他专业勉强靠得上，走出

去还有几分身份。要是辞职，根本再没

有像样的单位能够跳槽，难道回家支个

早点摊卖米粉？那当初苦哈哈考北大图

个啥？

因为地方小、机会少，凡是在小地

方能混出来的，至少都是会搞关系的人

尖子。对人际不擅长或者没兴趣的，呆

在大城市还能走走专业路线，做点纯技

术、纯幕后的工作；去了必须会做人的

小地方，真没那么多选择，高不成低不

就，要想过得更好，受到之前社交圈的

尊重，难度相当高。

当然，大部分逃离北上广回到小地

方的人，就是不想再上班、再 996。然

而，也没有人是直接奔着当地中老年生

活去的：买菜-做饭-吃饭-打牌-再做饭-

再吃饭-再打牌（或者广场舞）-睡觉。

基本上，所有逃离北上广、投奔诗

和远方的人，其实都还抱着某种夙愿、

抱负、商业理想。

但是，在任何小地方，开民宿要让

民宿出名，开咖啡馆要让咖啡馆出名，

做手工要让自己出名，讲生活方式要让

自己的生活出名——这特么可比上班难

太多了！

觉得在大城市过得不理想，去了小

地方就能成为传奇民宿老板、牛逼手工

匠人、生活方式大师？

确实有，但那都是混出来的，被报

道出来大众才知道的。在小地方要做到

那一步，可比在大城市立志挣月薪 5万

难得多的多！抗压能力、适应能力、公

关能力、宣传能力、策划能力……样样

都得高出普通人十条街！

诚然，小地方圆梦不易，大城市的

辛苦和焦虑也无法逃避，怎么选都好，

都是个人体验，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想要

什么样的生活。选了，就要有直面一切

后果的无悔。

唯一需要问自己的，是为什么要逃

离？

“逃离”两个字本身就包含着某种

心有不甘。带着不甘心去做任何事，只

会倍加煎熬和无法静心。

所以你看，选择是一回事，逃离是

另一回事。幸福不在你想逃去的方向，

而在你的内心。

不要再埋怨外部环境阻碍你获得幸

福，幸福是一种内心体验，它和北上广

、和任何古镇都无关联。

在小地方开咖啡馆每天睡到自

然醒种花劈柴岁月静好是生活，在

大城市挣万把块早九晚六得闲看演

出吃大餐一年旅游一俩次怎么就不

是生活了？大城市的生活辛苦平凡

，小地方大部人的生活一样是辛苦

平凡。

不管是哪里的平凡生活，不都是这

样的吗？

要在拮据、琐碎、重复的日子里一

点点积攒力量，在机会来临时也许牢牢

抓住一举翻身，也许从没等到机会、或

者错过了，但仍然开心过活。

早已不是小孩，不该指望容易的人

生。能把握现世里每个片刻的幸福，才

是真的活明白了。

我可不敢逃离北上广
小地方比大城市难混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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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的神秘充满传说，有人说它

是外星产物，也有人说是人类文明，虽

然目前还不能定论，但对于金字塔的话

题，始终是讨论不休的，就让我们来了

解一下金字塔吧！

古埃及金字塔作为人类史上最伟大

且最神秘的建筑之一，至今已有四、五

千年的历史，它一直以来就被神秘所笼

罩，除了它在建筑技术高超的让人惊叹

不已外，还拥有太多无法用科学去解释

的谜团，金字塔本身存在的数字之谜、

金字塔的神秘诅咒、金字塔的仰角、金

字塔永恒不倒、金字塔能和对天文惊人

的熟悉程度，这一些还只是人类发现金

字塔之谜小小的一部分，相信在未来还

会发现更多对于金字塔的秘密。

有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在金字塔附

近发现了两台纯黄金打造类似电视机的

东西，这座古墓的年代大约在 4600年之

前，仔细检查了它的部分零件后惊人的

发现其中居然存在线路，而且拥有电源

与一个荧光屏，但是这些线路能接受信

号与电流我们却不得而知，如果我们能

拥有打开它的技术，那么屏幕上究竟会

出现些什么？众所周知在遥远的 4600年

前人类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这

么精密的仪器又是供何人使用？在 4600

年前又究竟是否存在着我们现在拥有的

电力？如果存在那么金字塔究竟是一座

陵墓还是别有用处？

关于金字塔的用途一直都存在着争

议，流传众多有两种说法“发电厂”与

“宇宙通讯塔”，如果是“发电厂”那

么在 4600 年前处于刀耕火种年

代金字塔究竟在给什么东西充

电？其次就是“宇宙通讯塔”

一说，研究表明金字塔的排列

顺序对应着宇宙中部分星座的

位置，他们认为金字塔通过发

射高频率脉冲电波输送能量，

美国的天文学家在 18世纪通过

观测第一次发现了天狼星，早

在 3000 年前古埃及的金字塔就

对天狼星做出了详细的描述，

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这也

恰恰与“宇宙通讯塔”一说有

了巧妙的联系，那么这些“宇

宙通讯塔”究竟在与谁联络呢

？

近期人们在百慕大三角洲

的海底发现了巨大的金字塔，

该金字塔外表光滑，呈现半透

明状，高度大概在 200公尺左右

，底边约长 300公尺，该金字塔

上有2个巨大的洞口，海水掠过

会产生巨大的漩涡。同时在距

离台湾宜兰 60海里的与那国岛

也发现了惊人的海底金字塔，

专家们经过对海底金字塔的遗

物上的文字进行分析后，最终判断这里

曾存在过一个大型的城市，时间大约在

一万年以前，并且这个城市也许与最神

秘的玛雅文明有关，知晓玛雅文明的人

一定知道玛雅文明同样也拥有着上百座

类似的金字塔，另外据说在月球与火星

上也曾拍到过类似金字塔的画面，这些

种种信息又为金字塔披上了一层神秘的

面纱。

那么这样种种的谜团都表明金

字塔不只是陵墓那么简单，它充满

了太多令人无法解释的谜团。然而

就在我国也同样发现过金字塔，在

江西 1200 米的山上也曾发现过金字

塔，该金字塔占地约 5000 多平方米

，这座金字塔孤零零的出现于中国

一座荒山顶上究竟是为什么？它巨

大的石头是如何搬运上去的？金字

塔的建筑风格更是与古代中国的建

筑风格完全不同，有些研究者表明

江西金字塔或许与玛雅、古埃及金

字塔是属于同一建筑，直到今天，

这座金字塔依旧孤独的树立与高山

上。金字塔的神秘或许远远超出了

我们的想象，或许在它们身上早已

给出了答案只是我们不得而知，几

千年几万年它们都在静静等待人们

去揭开它们身上未知的谜团！

金字塔是外星产物，还是人类智慧结晶？

牛顿是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他

在 1665～1666年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万

有引力定律（Law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是艾萨克 · 牛顿在 1687年于《自然哲

学的数学原理》上发表的。1679年，R·

胡克在写给他的信中提出，引力应与距

离平方成反比，地球高处抛体的轨道为

椭圆，假设地球有缝，抛体将回到原处

，而不是像牛顿所设想的轨道是趋向地

心的螺旋线。牛顿没有回信，但采用了

胡克的见解。在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以

及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上，他用数学方法

导出了万有引力定律。

牛顿把地球上物体的力学和天体力

学统一到一个基本的力学体系中，创立

了经典力学理论体系。正确地反映了宏

观物体低速运动的宏观运动规律，实现

了自然科学的第一次大统一。这是人类

对自然界认识的一次飞跃。

尼古拉特斯拉是被公认的世界上最接

近神的人，他的思想整整超前几百年。在

19世纪的时候就能制造出10亿伏电压，而

现代最高也不过十万伏。我们现代每家每

户所用的交流电就是他的发明。

他一生的研究发明 包括交流电系统

、无线电系统、无线电能传输、球状闪

电、涡轮机、放大发射机、粒子束武器

、太阳能发动机、X光设备、电能仪表

、导弹科学、遥感技术、飞行器、宇宙

射线、雷达系统、机器人…… 发明专利

1000多项。其中诺贝尔奖级别的发明大

有存在！他的某些研究 比如无线输电

粒子束 在现在看来都是超前的，他以一

己之力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特斯拉的一生都没有把交流电专利卖

给商业公司，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享受到廉

价的电力供应。他一生的收入 除了维持

生计，投资科学研究，剩下的都捐给贫困

的国家了！因为放弃专利，他的一生也是

负债累累，穷苦潦倒。但是他热爱和平，

热爱科学，怜悯穷人。特斯拉的创造力和

人品都是爱迪生不可追及的。

谈到爱因斯坦，我们脑子里立马浮

现他吐着舌头，一头“爆炸头”一样的

发型照片。

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

，1879年 3月 14日—1955年 4月 18日）

，出生于德国符腾堡王国乌尔姆市，毕

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犹太裔物理

学家。爱因斯坦 1879年出生于德国乌尔

姆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均为犹太

人），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

院，入瑞士国籍。1905年，获苏黎世大

学哲学博士学位，爱因斯坦提出光子假

设，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因此获得

1921年诺贝尔物理奖，1905年创立狭义

相对论。1915年创立广义相对论。1955

年4月18日去世，享年76岁。

爱因斯坦为核能开发奠定了理论

基础，开创了现代科学技术新纪元，

被公认为是继伽利略、牛顿以来最伟

大的物理学家。1999 年 12 月 26 日，爱

因斯坦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

“世纪伟人”被公认的世界上最接近

神的人!

历史上3个可以说接近“神”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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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壹個月的時間裏，美國南部著名學府埃默裏
大學再次向華裔科學家“發難”。

14 日，埃默裏大學醫學院終身教授、麻醉科主任於
山平向澎湃新聞證實，學院部門主任於 5 月 31 日告知
他，必須在 6 月底之前搬離他現在的辦公室，為壹位新
來的助理教授騰出空間，而學校尚未為他安排另壹個新
的辦公室，之後他在後續會議上還被告知“如果他不搬
出去，學校會派人去做。”

對於學校方面這壹“異常”的舉措，於山平表示他
提出了替代辦公安排，包括使用其他最近騰空的空間，
但被告知學校高層明確指定要“替換”他的辦公室。當
他堅持自己的立場時，校方告訴他“可以搬到 4 公裏外
的退伍軍人事務部醫療中心”。

自 2008 年到埃默裏大學工作以來，於向平壹直擔
任講席教授。他告訴澎湃新聞，不明白“為何學校以這
種方式對待終身教授”， “我不可能在沒有辦公室的

美國是中國留學生的首選目的地。美國的外國留學
生群體中，中國人占三分之壹，他們支付巨額學費，以
進入頂級學府。然而，美國國內要求對外國留學生設限
的壓力越來越大，尤其是對中國留學生，原因之壹是中
美兩國在貿易等領域的摩擦。中國已發布對赴美留學生
的旅行警告。

局勢日趨緊張

美國政府壹直在針對特定的學生或學者群體，理由
是他們涉嫌知識產權盜竊或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去
年，出於擔憂間諜活動和知識產權盜竊，美國國務院縮
短了參與某些課程的中國學生簽證。美國共和黨的國會
議員，也在試圖立法禁止向任何由中國軍方贊助或雇傭
的人發放學生簽證或研究簽證。

上周，中國教育部發布預警，提醒中國留學生和學
者赴美留學前加強風險評估。中方認為美國出現對中國
留學進修人員簽證審查周期延長、有效期縮短以及拒簽

情況下繼續研究和教學。我認為這是他們希望我離開的
第壹步。”他說道。

 此前據《科學》雜誌 13 日報道，埃默裏醫學院院
長 Vikas Sukhatme 在 6 月 11 日回復於山平的電子郵件
中稱，“妳的實驗室空間正在調整”，但寫道“該決定
不會受到妳簽署的信件或妳的種族的影響”。目前，於
山平與三名學生和壹名在實驗室工作的博士後共用辦公
室。

 今年三月初，於山平與其他八位教師聯名致信埃
默裏大學校長，敦促其“跟隨斯坦福大學校長和加州大
學伯克利分校的榜樣”表達對“保護國際教師和學生”
的支持。於山平稱他擔心是這壹舉動導致自己遭到學校
的“報復”。

上個月，埃默裏大學官員以沒有充分公開外國研究
資金的來源以及為中國研究機構和大學所做的工作範圍
為由解雇了兩名華人科學家（包括壹名終身教授），並

率上升的情況，對中方留學人員正常赴美學習或在美順
利完成學業造成影響。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希望勸阻學生赴美留學，目的
是在當前日益激烈的貿易戰中，向美國施壓。中國官方
統計，接受中國政府獎學金赴美留學的學生拒簽率，
2019 年壹季度為 13.5%，相比之下，2018 年為 3.2%。
雖然該數字增長顯著，但只占到赴美中國留學生總數的
壹小部分。

過去十年，在美國就讀的中國大學生人數增幅超過
兩倍。在 2017-2018 學年，有 36 萬中國學生在美國就
讀。他們成為美國學術機構的重要收入來源。總的來
說，大多數私立大學不會向國際學生收取額外費用，但
可能會增加壹些行政費用。

在在州政府管理的公立大學，外國學生通常支付與
其他州的美國學生相同的費用。總體而言，2015 年，
國際學生為公立大學貢獻了 28% 的學費收入。該數據
由 Deserve 公司統計，這家公司向學生提供金融服務。
這些外國學生中，大概三分之壹來自中國，這是相當大
壹筆收入。

中國學生和他們的家庭對美國經濟的貢獻持續增

關閉了其所在實驗室。這兩位華人科學家正是上述聯名
信的簽署者，而報道稱，第三名共同簽署者目前也已經
離開了埃默裏大學，所有簽署者的身份都是亞裔，其中
壹些教授幾十年來壹直是埃默裏的教員。

 目前，埃默裏大學尚未回應澎湃新聞的相關問詢。
而據《科學》雜誌報道，埃默裏大學發言人 Vincent 
Dollard 在壹份聲明中表示，“埃默裏大學和醫學院贊
賞於博士的貢獻。對他的實驗室空間的調整符合醫學院
的政策，醫學院正在積極為於博士的辦公室和實驗室空
間找尋不同的選擇。”他說道。

                                                             ( 澎湃新聞 )

加。國際教育者協會（NAFSA）估計，2017-2018 學年
這壹數字達到 130 億美元，其中包括學費和生活費。

對於中國學生而言，赴美留學是壹個非常具有吸引
力的選項。“中國家長總認為中國的教育體系不如其他
地方。”密歇根大學李侃如 - 羅睿弛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瑪麗·加拉格爾說。相比之下，前往中國留學的美國學
生則少得多，2017-2018 年的數字不到 12000 人。

                                                          (BBC 中文網 )

美高校華裔科學家被要求

搬離：這是在逼我走

中美貿易戰：
美國大學有多依賴中國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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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繼科回學校參加碩士答辯了，據悉，他的論文選
題是乒乓球職業俱樂部營銷戰略，不知道張繼科寫論
文的時候有沒有為了查重頭禿。最近，為了查重，正
在畢業邊緣瘋狂掙紮的千萬大學生又把消失 3 個多月
的翟天臨送上了熱搜。

今年畢業季，可以說是史上最慘烈的論文遭遇戰。
因為很多大學調整論文查重標準，原本 30% 重復率就
能輕松過關的事兒，現在要把重復率降到 20%、15% 甚
至 10%。為了降重，幾百萬畢業生天天熬夜改稿，微
博和朋友圈到處都是他們的哀嚎。而提高審查標準的
罪魁禍首，就是被罵上熱搜的翟天臨。

3 個多月前，頂著學霸人設的翟天臨，擁有壹份漂
亮的簡歷：京電影學院表演系學士、碩士，京電影學
院電影學專業博士，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
博士後。然而在壹次直播中，有網友問他論文能否在
知網上搜到，他卻反問知網是什麽東西。壹個北大博
士後居然不知道知網是啥？於是全國網友同心協力，
把翟天臨的學霸人設扒了個底朝天。壹查才發現，翟

21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即將結束，全球正經歷政治、

文化、科技等全方位的巨變。有研究顯示，現在的年

輕人即將經歷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斷裂式的

動蕩，其原因是電腦算法、程序、智能機器人開始逐

漸取代人類。

專家預測，未來十年中，30% 的現有職業和專業即
將消失。更多大家聞所未聞的職業、專業將應運而生。

《BBC 全球問答》中文特別節目邀請各界嘉賓在
香港深入對話，共同探討未來的世界需要什麽樣的技
能與人才，年輕人在 AI 時代應該如何應對新挑戰。以

博士的論文查重率居然超過了百分之四十。
此事引發廣泛關註，早已超出了娛樂

新聞的範疇，成為當時的熱點社會話題。
不僅對翟天臨本人的演藝事業造成嚴重
影響，還苦了千萬大學生！ 有網友吐
槽：我覺得 2019 屆的高校畢業生都不
會忘記的壹個人就是翟天臨，他是推動
了整個畢業生論文查重工作的先驅者！翟
天臨這家夥，確實是害人不淺啊！

其實不止是翟天臨，不少明星都被質疑過文化註
水。早前，曾有網友爆料：劉亦菲在進行答辯時直接
照著稿子念，但是居然拿到了第壹。爆料圖片顯示，
劉亦菲答辯的時候論文題目還要低頭看好久。還有老
幹部靳東，經常在微博號召粉絲多讀書，還喜歡用繁
體字寫 24 節氣，卻在采訪中說自己會去看諾貝爾數學
獎得主的小文章，學習數學。網友們紛紛表示疑惑：
諾貝爾有數學獎嗎？

                                                               ( 文學城 )

下是對話節目全程視頻。
四位現場嘉賓：

•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兼創新科技中心             
       主任黃錦輝
• 雅虎香港市場及傳訊資深總監劉淑芬
• 臺灣女人迷網站創始人和 CEO 張瑋軒
• 滴滴出行采購總監侯林嶽
觀點節選

張瑋軒：人文和對於人類的終極關懷將成為未來
10 到 20 年的重要議題，小到壹個微笑，壹個擁抱就能
溫暖人心，而人與人之間最真實的眼神和肢體交流恰
恰是人工智能無法取代的。當機器能夠取代許多勞務
性的工作的時候，像兒童保育這類項目反而是更能夠
去花心思去準備跟琢磨的項目，所以這就是壹些市場
的機會。

黃錦輝：香港和英國的大學在本科就已開設醫學專

業，但美國大學在研究生階段才設有醫學專業。其原
因是，妳要成熟壹點，要懂得怎麽待人。機器會懂得
待人嗎？那是壹個很大的問題。

侯林嶽：無法直接講未來學哪些專業會更好，但回
顧過去不難發現，十幾二十年前，大批學生選擇計算
機專業，這也造就了互聯網行業與軟件編程在近年來
的飛速發展。大家可以沿著這個思路去想，選擇有創
新性和創造性的專業。

劉淑芬說，不論 AI 人工智能多麽偉大，都無法取
代人類主觀的創作。設計、寫作、演戲這些很個人的
事情，都是可以去發掘的。

• 人工智能：機器人沖擊七大職業，看看有沒有 
       妳
• 機器人要搶人類飯碗，妳準備好了嗎？
• 人工智能：嚇壞創造者的“深度造假寫手”
                                                      （BBC 中文網）

翟天臨崩了 4 個月後 2700 萬大學生

被他整得“死去活來”…

《BBC 全球問答》中文特別節目回放：

 AI 時代年輕人如何求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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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美國國土安全部含沙射影警告大疆：
“中國產無人機可能正將敏感數據傳送回國內制造
商，這種做法會對美國機構的信息安全帶來潛在威
脅。”

據 CNN 報道，美國和加拿大市場上接近 80% 的
無人機都來自中國大疆。對此，大疆的回應，有理有
據，硬氣十足：大疆創新壹直以來高度重視信息安全
問題，我們技術的安全性已經在全球得到反復驗證，
其中也包括美國政府和美國領先企業的獨立驗證。

當用戶使用 DJI 大疆創新的無人機或其他技術產
品時，所生產、存儲和傳輸的數據都完全由用戶掌
握……大疆的核心技術，其他無人機品牌難以在短時
間復制和替代，這是它最大的底氣。目前，全球任何
壹家無人機公司，都很難繞開大疆。從飛行器、航
空、宇宙航行到 B64 類，大疆累計專利申請量超過
4600 件。在國際專利申請上，大疆科技全球排名第
29。

2017 年，大疆打下全球市場 80% 以上份額，進
壹步坐穩消費級無人機市場的王座。其生產的無人
機，從能拆開的每壹個零部件到底層代碼，都是大疆
自己的核心技術。這樣的成績，這樣的體量，對於美
國這壹極為重視航空科技的國家來說，是壹個不小的
壓力。

大疆，這家科技巨頭，把產品賣往壹百多個國
度，在全球 7 個國家擁有 17 間辦公室。其員工已超
過 12000 人，平均年齡僅僅為 27 歲。

大疆創始人汪滔，也是在這麽年輕的時候離開香
港，壹腳踏進了深圳的熱土。在深南大道與香蜜湖交
叉的地方，壹間不足 20 平米的倉庫裏，汪滔創辦了
大疆。

那時他 26 歲，還沒從香港科技大學畢業，卻已
經在“亞太大學生機器人大賽”上嶄露頭角，直接拿
下了香港地區第壹名、亞太地區第三名。得冠軍的背
後，要有非常強大的欲望，汪滔說，他在大賽裏學會
這個道理，把它更好地用在後面的創業上。當時，汪
滔不顧導師壹開始的勸阻，把直升機飛行器自主懸停
技術，作為本科畢業設計課題。

這個杭州出生的年輕人，有著牛犢脾氣，壹頭紮
進了近乎空白的領域。沒想到畢業演示時，飛機模型
摔了下來，課題得了壹個很差的分數。

汪滔不服氣，幾個月沒去學校，壹個人呆在深
圳，沒日沒夜地幹。不久之後，大疆從車公廟倉庫搬
到了更加偏僻的三居室民宅。壹起創業的兩個同學，
壹個留學，壹個工作，原班人馬只剩下汪滔壹個。潰
不成軍的汪滔不得不開始招人。好不容易應聘的來
了，門壹開，看是小作坊，掉頭就走。最後被逼急了，

汪滔從社會上找來四個沒有任何飛行器經驗的員工，
手把手地教，壹有想法就給他們打電話，哪怕是在大
半夜，也照打不誤。

為此，有的人會在下班後將手機放在鐵盒子裏，
這樣別人打電話就不是沒人接聽，而是無法接通。而
有的人則直接選擇關機。汪滔近乎孤軍奮戰。好在，
那次畢業演示的失敗，讓機器人研究權威李澤湘教授
關註到了這個毛小孩。李教授引薦汪滔成為自己的研
究生，還支持汪滔曠課創業。

大疆初創那幾年，有時碰到資金問題，李澤湘會
伸出援手。當時大疆不存在什麽商業模式，就是做產
品，然後在諸如“我愛模型”這樣國內國外的航模愛
好者論壇裏兜售。在兩年多時間裏，大疆就這樣以小
作坊的方式運轉。

因為當時很多東西是沒辦法量化的，工具也比較
粗糙，力度做不到非常精確，只能靠手來感受。對壹
顆螺絲擰的松緊程度，汪滔都有嚴格的要求。他告訴
員工，要用幾個手指頭擰到什麽樣的感覺為止。汪滔
甚至要求員工寫時報，匯報自己每小時都幹了什麽。
他曾對外坦白說，自己是壹個完美主義者，所以與其
他人交流時會造成很多摩擦。

創業頭幾年，情況尤為嚴重。當時，部分員工投
靠到曾經洽談的合作商，還有人開始偷偷將公司財物

繼華為之後，

美國又盯上了另一家中國科技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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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在網上出售，更有甚者離職後與內部員工裏應外合
賣大疆盜版飛控。就在第壹代產品都還沒推出時，這
批員工都紛紛選擇了離開。

那段歷史被汪滔稱為——黎明前的黑暗。除了挺
過來，汪滔別無需選擇。事實上，在創業之初，像無
人機這種門檻高卻沒有太多市場的藍海領域，做好了
是個巨大的機會，做不好就是個巨大的墳墓。

汪滔選擇了技術研發這條最難走的路，也因此幾
度陷入困境。有時候太累了，他會走出那間位於蓮花
北村小區、被大疆當做公司辦公室的民房，去小賣部
買包 5 毛錢的“咪咪”吃。最艱難的時候，大疆賬上
只有 2 萬現金，汪滔面臨兩個選擇，要麽就此收手，
要麽勉力維持。他想賭壹賭，試著出售最後壹批設
備。

“幸運的是，東西賣出去了，大疆活了下來”

到 2008 年時，大疆終於打磨出了能讓無人機在
空中自動懸停的飛控系統。當時能夠采用自主懸停技
術的產品非常稀缺，壹個單品就能賣到 20 萬，錢很
好賺。甚至還有朋友鼓吹汪滔去做軍品，因為那裏錢
更多。汪滔拒絕了，他知道這種好日子不會長久的，
公司做大的希望會毀在這樣的 easy money（快錢） 
上。

後來，汪滔選擇了完全看不到前景，沒有任何成
功案例可以參考的領域，商業用途成品飛控。這完全
就是個冒險。但汪滔強調，我是做產品的人，我只想
把產品做好，讓更多人來使用。在辦公室門口，汪滔
曾貼了壹張議事須知，上面寫著，不要強調困難，強
調解決方案。自 2009 年起，大疆每年都有新產品問
世。 2012 年，大疆推出到全球首個航拍無人機，大
獲成功。

壹家公司的目標受眾從業余愛好者變成主流用
戶，而且它在這壹過程中還能占據市場的主導地位。
這在科技行業發展史上實屬罕見。回顧大疆創業歷
程，汪滔還記得那份簡單：我覺得我們做的事情很單

純，就是埋頭苦幹，壹門心思做出卓越的產品，踏踏
實實地創造社會價值。

在創業早期，汪滔已經立下了誌，每個月寧肯只
賣幾十個產品，也要成為全世界最好的。他看得明
白：壹直以來，中國都缺少壹個能夠打動全世界的產
品，只能靠性價比優勢去獲得市場。他不願意去做世
界二、三流產品，靠便宜取勝。他覺得，便宜，是自
己沒本事，拿不出好貨來。

汪滔想要改變。他說自己更想走出壹條獨壹無二
的路。除了對產品創新方面的追求外，汪滔也十分註
重核心技術研發。大疆擁有全球最大的無人機研發團
隊。壹萬多名員工中，其中壹半以上是從事工程技術
相關的工作。在圈子裏，汪滔曾說過壹句流傳很廣的
話。大意是森林裏面發大水，最後只剩壹只長頸鹿活
著，那只長頸鹿就是他。

關於汪滔對產品和技術的執著，昔日的創業合夥
人盧致輝曾評價：汪滔知道如何將東西做出來，而且
知道怎麽調用資源把對的事堅持做下去。他是那種為
了搞清楚壹個東西，從來不放棄的人，不管是多麻
煩。汪滔壹直有個希望，希望通過大疆對產品的精益
求精，讓中國制造貼上高質量、高品位的標簽。

不願意走捷徑的汪滔做到了。壹個又壹個的首
創，讓全世界開始追趕壹家中國公司。從 2006 年建
立大疆，汪滔掌舵的大疆，默默無聞走過了大部分日
子，沒有過多包裝，也沒什麽遊說。他甚至不喜歡別
人在他面前過多提及時下火熱的互聯網概念。並非冥
頑不化，而是在他看來，對壹家科技公司而言，科研
本身更為重要，而互聯網僅僅只是個工具。

對此，他難以掩藏不屑——“套上互聯網這層
皮，感覺好像很高大上，但事情的本質還是掩蓋不
了。比如壹件產品還是沒辦法將歐美變成核心市場，
當它在中國賣飽和後，跑到壹個更落後的地方，在壹
個更沒品位的地方賣出去。”汪滔不僅要提高中國品
味，還要向歐美國家輸出中國品味。

作為公司創始人，汪滔覺得大疆和互
聯網營銷沒關系。他堅持，起碼大疆不
會在這個問題上花什麽功夫，哪怕公司
會因此過的更加順風順水。他並不想要
這樣的“聰明”。雖然在外界眼中，大
疆只是家無人機公司。但背靠著世界最
大的制造業中心深圳，也許從壹開始，
大疆就不滿足於此。談到未來，他反而
顯得保守，喜歡說走壹步算壹步，說自
己還要繼續在這個產業裏沈下心做壹件
技術攻堅的事情。

作為老板，汪滔還是那個強硬的人。
在辦公室門上，他寫下，只帶腦子，不
帶情緒。公司裏還放了壹張他為自己準
備的單人床。他還是習慣晚上去加班，
壹有想法便和員工溝通。大疆內部壹直
堅持快速淘汰的工作模式，公司提倡員
工加班，對於業績較差的員工直接辭退。

在大疆，玻璃心真的很難生存。
由於汪滔強勢的個性，加之公司缺乏早期願景和

成熟的商業模式，大疆成立之初時內部紛爭不斷，有
些人認為他十分苛刻，在股權分配上很小氣。以至於
到 2009 年時，大疆創始團隊的許多成員都離開了。
彼時，汪滔才開始重視自己存在的問題。

此後，為了改變員工對自己的看法，他開始克制
自己的脾氣，並大手筆地給員工獎勵奔馳、寶馬等豪
車。汪滔復盤過大疆的發展經歷，他覺得，公司面
臨的瓶頸既不是市場也不是資金，甚至也不是技術，
而是面對太多的發展機會，卻缺少有能力把問題看清
楚，想明白的人才，去將這些機會逐壹變為現實。

企業需要的是什麽？汪滔給出了答案：企業需要
壹批具有真知灼見和創新求真精神、做事靠譜的核心
人才。但環顧四周卻發現，這在當今中國卻恰恰是稀
缺資源。

汪滔直言，這個世界太笨了，笨得不可思議，不
靠譜的人和事太多了，這個社會原來是這麽愚蠢，包
括很多很出名的人。這個目中無人的年輕人曾經放
話，說他很欣賞史蒂夫·喬布斯的壹些想法，但世上
沒有壹個人是讓他真正佩服的。

直到後來，汪滔極為少見地在朋友圈公開評價壹
位企業家。他說，那個人的公司比任何壹家互聯網公
司都強十倍，也比蘋果強。他評價的是任正非和華
為——“90 年代中國還是壹團糟的時候，任正非從
做銷售起家，最後可以把技術做得那麽牛逼，團隊
管得那麽好，而且他的方法論、價值觀又不是為了
錢。”

那是驕傲又聰明的年輕人，看到了老師，看到了
強者，也看到了戰友。汪滔曾動情地說——“我們是
中國人，也是中國公司，我們的努力和奮鬥目標，跟
國家、跟中國人的命運是分不開的。”

如今，他還在這條路上，但他並不孤單。在賺最
快的錢和做最好的產品之間，以任正非、汪滔為代表
的很多中國企業家像壹個執拗的老工匠，默默地選擇
了後者。盡管這些年，外面誘惑很大，但他們踏踏實
實地將產品做到了世界級品質。

中美貿易之爭，從壹定程度上說，也是高新技術
之爭、國家前途之爭。中國目前不缺人，人最多。也
不缺錢，世界上所有角落的奢侈品，幾乎都靠中國人
來支撐。

中國人最缺的東西， 是理想、是情懷、是遠見。
壹個人、壹個企業看事情，是看十天、看十年還是看
壹百年，他做事情的出發點和要達到的目的，是非常
不壹樣的。在美國的這場圍堵中，我們制造業最粗糙
的那根肋骨，會不會被深深刺中？

所以，我們絕不能指望華為壹家企業，來完成中
國高科技轉型的全部任務，中國需要十個、百個、千
個任正非。如果有壹天，當華為在這個國家不再壹枝
獨秀，不再如此孤獨地應戰美國，中國才能真正算是
壹個有“根”的國度，才能真正崛起成為世界強國。

                                                      （正和島）



38 2019 年 6 月 28 日    美南周刊娛樂人物

我媽告訴我，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茍且。我算不上中
產階級，如果我的錢只夠旅行或是買房子，那我就去旅
行。

平時除了聽聽歌，看看電影，我最大的愛好就是滿
世界跑著玩。大概去過三十多個國家了，到壹個地方就
買壹輛車，然後玩壹段時間就把車賣了，再去下壹個地
方。經常在旅途中碰上壹堆人，然後很快成為朋友，然
後喝酒，然後下了火車各自離去。

之前還在歐洲碰見壹個東歐樂隊，我幫人彈琴，後
來還跟人賣藝去了，跟著人到處跑到處彈唱，到荷蘭，
到西班牙，到丹麥……我媽現在還在流浪，壹個人背包
走遍世界。

我妹也是，也沒有買房，她掙的錢比我多得多。之
前她騎摩托橫穿非洲，摩托車在沙漠小村裏壞了，她索
性就在那裏生活兩個月等著零件寄到。然後在撒哈拉沙
漠壹小村子裏給我寫壹個明信片，叫做“彩虹之上”，
她在明信片裏告訴我說：

 哥，我騎了壹個寶馬摩托，好開心。我看到沙漠
深處的血色殘陽，與酋長族人喝酒，他們的笑容晃眼
睛…然後她說就開壹寶馬摩托，壞了，整個非洲都沒這
零件，她說妳知道我現在在做什麽嗎？我在撒哈拉壹個
小村子裏給人當導遊。

因為我媽從小就教育我們，不要被壹些所謂的財產
困住。所以我跟我妹走遍世界，就覺得很幸福。我媽說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我和我妹妹深
受這教育。誰要覺得妳眼前這點兒茍且就是妳的人生，

那妳這壹生就完了。
生活就是適合遠方，能走多遠走多遠；走不遠，壹

分錢沒有，那麽就讀詩，詩就是妳坐在這，它就是遠方。
越是年長，越能體會我媽的話。

給予孩子應有的民主

我們總是說怎麽教育孩子，其實用壹份普通的心、
壹份大將的愛、壹份再忙也要陪陪 TA 的努力，就是最
好的教育。同時，給孩子鼓勵，教育孩子珍惜，身體力
行做表率才是最好的家庭教育。

我曾在微博上傳了壹張 Zoe 的照片，她笑盈盈地拿
著壹張寫著自己名字的卡片，很是高興。這是因為她獲
得了家庭事務的投票權。

鑒於女兒在諸如勸阻姥姥姥爺吵架、安慰失戀小
姨、給媽媽做攝影師並協助媽媽打爸爸等問題上有重大
立功表現，並已堅持壹年自己坐校車往返十裏外的幼兒
園，她隆重獲得了長期抗爭才取得的民主權利：家庭事
務投票權。年方二二，長勢喜人，老懷大慰……

她處理起家庭事務來老練成熟，壹點也不遜色於成
年人，獲得投票權也是應該的。孩子應該要充分行使自
己的權利。

讓孩子懂得如何在不成功的人生隨遇而安

有人問我讓孩子學琴嗎？我覺得，不壹定學琴，但
壹定要多學多幹些沒用的事。人和動物最重要的區別就
是動物做的每件事都有用，為了生存和繁殖。人要做許
多沒用的事比如琴棋書畫，比如愛與等待。如果壹個孩

子被教育只能學對升學有用的課，上大學只
能幹對就業有用的事，工作了壹切都為了買
車買房，生而為人豈不浪費？

其實沒幾個孩子長大真成功了，而且成
功是命，無法教育。

所以最實用的教育是：讓孩子懂得如何
在不成功的人生隨遇而安，無論遭遇怎樣的
悲催，都能平靜淡然，心安理得地混過漫長
的歲月而不怨天尤人。

這時候，那些“沒用”的東西就變得彌
足珍貴。孩子長大不會痛苦失落，做父母的
就成功了！

消極的父母，順其自然；積極的父母，
創造 " 自然 "

這種負責任的態度是什麽？就是妳要為
孩子的成長“幫點忙”：孩子性格內向，甚至有些自卑，
那就帶孩子多多去交際，鼓勵她、贊美她，賦予她自信；
孩子愛好很少，沒什麽特長，那就帶孩子去逛逛樂器行
以及舞蹈學校，引導並培養她的愛好；

孩子遇到重大的抉擇，左右為難。把利與弊分析給
孩子聽，旁敲側擊、潛移默化地去影響她。

Zoe 四歲生日時，特意穿上了熊貓衣服和熊貓鞋。
我發了條微博：“親愛的女兒生日快樂！感謝妳看得起
咱家，四年前趕來投胎，聽說投胎的決定時間只有五秒
鐘，看來妳心明眼亮有辦法。我猜妳壹定是帶著劇本來
的，所以我們不會多打擾妳，讓妳學這學那，或者不讓
妳幹這幹那，妳就自由且自然地長大吧。唯壹的希望
是，妳長大後的劇本裏還有我們的角色，哪怕是路人甲
乙，都好。”

我覺得，孩子要充分爭取自己的自由權。消極的父
母，順其自然；積極的父母，創造“自然”。根據孩子
的性格，為他們設計、創造不同的環境和成長境遇，讓
他們多學些“沒用”的事；長大後懂得平衡生活、調整
心態，有能力面對有挫折、有挑戰、並不美滿的生活。

想必有此心態的人生定是快樂的人生。見多識廣、
獨立、有主見，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麽，長大後不易被各
種浮世的繁華和虛榮所誘惑。讓孩子“自由探索”，見
識到豐富的大千世界，才能建構安全感。這不是比“把
孩子培養成各個領域對口有用的機器”更加重要嗎？

                                                             ( 中信書院 )

高曉松：我主要教育女兒 
      心安理得的混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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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捧紅謝霆鋒、容祖兒、twins，未婚生女，
女兒生父卻是謎

以前的香港娛樂圈可以說是很多
地方都留意的圈子，當時無論是電視
圈、電影圈、歌壇都是觀眾非常關註。
而在那時候英皇出了很多我們熟知的
藝 人， 包 括 謝 霆 鋒、 容 祖 兒、Twins
等等，其實這些我們熟知的藝人背後
都是同壹個經理人，這位超級經理人
就是霍汶希（(Mani）。她和這麽多位
藝人就像朋友壹樣，經常看見她現身
各大藝人的私人聚會。非常能幹的霍
汶希其實已經有壹位女兒，可至今未
婚，而女兒生父是個謎。日前霍汶希
就和 7 歲的女兒去沙灘露營玩水，同
行的還有她的妹妹、媽媽等。

霍汶希絕對是英皇娛樂集團的能
手，她和公司多位出名藝人的感情都
很好，也處理過很多娛樂圈出名的大

事情。私底下的霍汶希和多位英皇藝
人就像朋友壹樣好感情，如果這裏不
多說，或許大家都不知道原來她已經
有壹位女兒，但是她卻沒有結婚。

日 前 霍 汶 希 就 和 媽 媽、 妹 妹
Noven 等壹行人去到淺水灣享受家庭
樂，她們搭起帳篷看來打算露營壹晚
上。當天霍汶希穿著黑色短袖 T 恤，
當時她站起來正在幫壹位小女孩整理
衣服。可這位小女孩並不是她的女兒，
而是她妹妹 Noven 的 10 歲女兒。

霍汶希曾經發過和這位漂亮姨甥
女的合照，說實話這位 10 歲的小女孩
還真是長得很漂亮，相信長大後壹定
會是壹位迷人的女士。當時霍汶希曬
出合照時，很多人都以為這是她的女
兒。

這位當時在水裏的小女生才是霍
汶希的 7 歲女兒，而站在岸上看著的
那 位 就 是 霍 汶 希 的 妹 妹， 在 女 兒 後
面 看 著 的 那 位 就 是 霍 汶 希 的 媽 媽。
兩 人 當 時 很 小 心 看 著 霍 汶 希 的 女 兒
Honey，由於霍汶希是單親媽媽，所
以照顧女兒 Honey 的責任平常就交給
了妹妹和媽媽。

霍汶希妹妹視她的女兒如親生壹
樣，在岸上幫 Honey 戴帽子和搽防曬
油，壹家人玩得相當開心。

霍汶希在幾年前突然公開了有壹
位女兒時讓大家很吃驚，當時大家都
在猜測她的女兒生父是誰？其實傳得
最厲害、並且合理的就是她的前男友
賀丹青，據悉賀丹青是廣州富商。

                                  ( 文學城 )

龍學天下中文學校
Houston Dragon Academy 

Email:  wang3059920@gmail.com
網址： www.houstondragonacademy.org
地址 : 8915 Timberside Dr. Houston TX 77025

713-305-9920  713-858-8768
聯繫電話

憑此廣告，學費減10元！

Better Chinese, More Choices.
多學一門語言，多看一個世界！好中文，助未來！

蝦子海參 八宝鴨 龍蝦沙拉 炒鱔糊 白果魚圓 ……
小籠湯包 生煎包 粢飯糕 豆沙鍋餅 酒釀圓子 ……

送$6.99豆沙鍋餅一份

●原上海五星級飯店錦江酒家大廚
●美南電視《味全小廚房》客座主持人

●丁德忠師傅 主理

堂食消費滿$50
訂座電話：173-995-0985

店址：9968 Bellaire Blvd, Suite 160 Houston, TX 77036
送$6.99豆沙鍋餅一份

CHUNG WANG正宗港式燒臘在Katy Town隆重開張

*全班人馬來自紐約*
歡迎預訂 金豬和乳豬歡迎預訂 金豬和乳豬 特別推薦: 北京片皮鴨 脆皮腩肉

           蜜汁叉燒 琵琶鴨 貴妃雞 
特別推薦: 北京片皮鴨 脆皮腩肉
           蜜汁叉燒 琵琶鴨 貴妃雞 

好吃的還不止這些 .......好吃的還不止這些 .......

營業時間：早上十點半至晚上八點半  逢星期一休息

地址: 23119 Colonia Pkwy Katy, TX 77449  電話: (281)783-8383

常旺燒臘CHINESE BBQ 新張大優惠新張大優惠
凡惠顧購買

$25.00元或以上燒臘，
凡惠顧購買

$25.00元或以上燒臘，

贈送叉燒半磅贈送叉燒半磅歡迎光臨品嘗家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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