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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炬山脚下来了位奇人,鹤发童

颜,仙风道骨,自号半仙。此人精通手相

术,经他看过的手相无一不准,仅数日就

声名大震,方圆十里八乡的人纷纷前来

求相。

半仙相手有个怪癖,从不看对方的

真手,只需让对方双掌涂墨把掌纹印在

白纸上即可,相完后把结果写在上面交

给来人。当场分文不收,灵验后根据对

方自愿程度来送钱,多少无所谓,不给也

没关系,有路远的或不方便亲自来的人

可以把印有掌纹的纸托人带来即可。

一日,半仙正为一群人看手相,从人

群外挤进一位书生打扮的年轻人,一言

不发地递上一张纸。半仙接过一看,心

头一震,慌忙起身冲书生深施一礼,说:

“能否请公子把手给老朽一睹?”

书生好奇地问:“你给人看手相只

看掌印,为什么单要看我的手?”半仙正

色说:“公子与众不同。”书生不解,疑

惑地盯着半仙。

半仙打发走众人,把书生领到一个

没人的地方,掸了掸衣裳上的泥土,然后

双手抱拳冲书生一躬到底:“老朽今日

真幸运,遇见了贵人!”书生更加困惑,张

嘴想问,却被半仙打住。

“公子先别发问,把手伸过来听我

给你相上一卦。”不容书生同意,半仙

已托起他的手:“先说过去的,如果老朽

没说错的话,公子身上背着至少 1 5条人

命……”

刚说到这儿,半仙只觉眼前白光一

闪,一柄短剑直逼眉心,寒光摄魄,持剑的

正是书生。此时的书生已与刚才判若两

人,只见他满面寒霜,目光锐利,声音阴沉

地问:“你是什么人?”

半仙把脑袋偏向一边,不慌不忙地

说:“公子如此惊慌,说明老朽说对了。

老朽仅仅是个相士,对公子无一点儿恶

意,相反老朽还想结交公子以求沾点儿

福气。”书生丝毫不放松警惕,用剑指

着半仙:“你到底想干什么?”

半仙微微摇头:“公子可知你身背

1 5条人命为何还会逍遥自在?全是因为

公子是大福大贵之人,我观你掌纹生命

线深长殷红,从头到尾没一点儿枝杈断

裂,乃百年不遇的长寿之相,别说 13条人

命案,就是犯 1jo条人命案,公子也会化险

为夷。老朽看相一辈子,头一次遇到如

此命硬的人。如不嫌弃,老朽愿与公子

结为知己,如何?”

书生眉头一皱,哼了一声:“我独来

独往惯了,不愿与人为伍。告辞!”说完

撤回宝剑,身形一晃已不见踪影。

惊得半仙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

来,自言自语:“人不可貌相。”

数日后,书生不请自来,身后还跟着

一个布衣装扮的中年人。书生说:“请

给我这位家人相一相,这次要是相准了,

我就相信你,否则留下一对狗眼。”半

仙接过掌纹纸,只瞅了一眼,就慌忙来到

中年人面前, “扑通”一声跪地磕头:

“我未出门迎接县老爷,请治罪。”书

生愣了,中年人哈哈大笑着说:“本官正

是县老爷,你是怎样认出来的?”

半仙说:“是老爷的掌纹显示的,老

爷请看,生命线、情感线及命运线三线

组成的图形,平常的相士可能认为这图

形是个金元宝,主财。但我却认为这是

个官帽,这就是我独具眼光不同常人的

地方。”书生听了暗暗称奇,不知不觉

中已对半仙刮目相看。自此,书生与半

仙两人不成不淡地有了往来。

中秋之夜,半仙备了酒菜,邀书生饮

酒赏月。宴毕,书生告辞,半仙拦住他,说:

“老朽还有一句要紧的话对公子说,是

关于公子前程的。”

本来已经走了几步的书生听了这话

立住脚,回过头说:“快说!”

半仙近前一步低声说:“我观公子

手相有出人头地平步青云之兆,无奈处

处被一虎相压着翻不过身来,公子一定

属猴,古语云‘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如果老朽没说错的话,上次你带来的

那位官老爷应该属虎。”

书生闻言打了一个寒战,厉声呵斥:

“你到底是什么人?”半仙面不改色地

说:“一个想结交公子走上富贵的人。

我早已看过他的手相,他是个短命的人,

今晚月圆时分就有血光之灾,却不至于

毙命,但如果是公子出手的话,结果当可

别论。他没有远大的前程,而且是你前

程的克星。算计他对别人而言比登天还

难,但于公子却易如反掌。”

书生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心中

却早已打起算盘,他小心翼翼地问:“你

算得到底准不准?他的功夫比我高出一

筹,我可不想冒这个险。”

半仙微微一笑:“这几个月来你都

亲眼看见了,准不准就不用老朽回答了

吧。公子完全不用担心,你命硬得很,任

何人都可以死,唯独你死不了,绝对有惊

无险。机不可失!到时,我也会观天相助

公子,尽微薄之力。”

书生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你知

道我是什么人?”

“小蜜蜂。”

书生骇声叫道:“这也是你算出来

的?”

半仙点点头,说:“你眉宇间窝藏一

股桃花煞气,说明公子爱食美色好犯命

案,而手上却有富贵长寿之相,说明公子

虽走钢丝却只是有惊无险,兼之江湖传

闻,要想猜公子名号就不是件难事了。

其实,老朽见公子第一面时就已知公子

身份了。老朽看了一辈子的手相,有如

此命硬的人普天之下唯‘小蜜蜂’一人

。”

书生哈哈大笑,得意地说:“不错,我

就是被江湖人恨之入骨的采花淫贼,外

号‘小蜜蜂’。我尽管臭名昭著、作恶

多端,不承想上天另有恩赐。如此看来,

我东藏西躲全是多余的了,从今往后可

以明目张胆地快活了,哈哈!”

原来,一年前,江湖中出了个采花大

盗,专门糟蹋良家妇女,先奸后杀,仅几个

月的时间被害人数竞达 1 2个。此人作

案有个特点,现场总会留下一只栩栩如

生的纸蜜蜂,像是向江湖正派人物挑衅

。江湖好汉义愤填膺,表示一定要铲除

淫贼。但是,淫贼长什么模样,没一个人

见过,于是大家商议决定引蛇出洞,然而

在寻找诱饵问题上卡了壳。试问哪位正

常的人家愿意让自家闺女冒此大险,弄

不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正在众人束手

无策之际,孤女小错自告奋勇甘愿献身

。

小错是个孤儿,吃

百家饭长大的,自小

就和不三不四的小

混混在一起。随着

渐长成人,也渐渐懂

得名节贞操之事,她

决定改过自新。却

因为从前的亭还是

不被人接受,她得知

众好汉心思,于是才

作出如此大义之举

。

众人果然很感动,

特别是发起人玉中,

他立即宣布收小错

为义女,表示事成之

后,带小错远走他乡,

让她挨个新环境重

新做人。

按原计划,众人把小错打扮得花枝

招展地在镇上走了几圈,再送回到她住

的小茅草棚。晚上,众好汉埋伏在茅草

棚四周,等待淫贼出现,发誓要除掉这个

人渣。

整整一夜,众人个个瞪圆双眼竖起

耳朵也没发现异常情况,估计淫贼可能

听到风声不敢来了,于是准备叫起小错

撤走。连喊几声不听回答,众人心中生

异,急忙推门进屋,却见小错僵卧炕上,浑

身上下一丝不挂,显然早已惨遭毒手。

除了枕头边淫贼故意留下的纸蜜蜂外,

细心的玉中还发现她双乳上有两个模糊

不清的掌纹,大概是淫贼不小心留下的

。

众好汉个个捶胸顿足,却已知对方

功夫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并非他们能

对付得 7的。众人冷静思考之后立即报

官,希望官府查办淫贼以雪众人之耻。

不幸的是,县官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众人

乱棍打出,说 这起命案是众人合谋策划

的,淫贼能在众人眼皮底下把小错奸杀

而不被发觉纯属无稽之谈,奸杀小错一

定是刁民自己干的。“念受害人平日里

行为不检非良家民女,死不足惜,又根据

法不责众之理,所以本官不再治你们的

罪,快滚!”县官如此说。

众人恨得牙根痒痒,却也无计可施

。山高皇帝远,在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县

官就是土皇帝,他说白就是白说黑就是

黑。其实众人还有所不知,这县官早已

和淫贼“小蜜蜂”有勾结,两人互谋其

利狼狈为奸。

淫贼“小蜜蜂”很有心机,作案极

为谨慎,平时做事从不张扬。他真名安

元,长着一副好皮囊,从外表上看老实面

善像个书生,任何人见了也不会将他和

凶残的淫贼联系到一起。半仙看他第一

面时还以为认错了,仔细观其掌纹还是

不敢确定,后经过多方试探,方才认清他

的真面目。

“你早已识破我,一不揭穿二不报

官,还处处维护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小蜜蜂”问。半仙闻言叹了一声:

“老朽狂称半仙,终不是神仙。我已算

出今年我有寿终之祸,要想逃过这一劫,

唯有和命硬之人长期相处。人老怕死,

世间常情,不知公子意下如何?当然我可

以向公子透露玄机助公子扫平仕途上的

障碍,公子日后一旦飞黄腾达了,什么样

的美色没有,何须过这样偷腥舔刀的日

子?”“小蜜蜂”想了想,一言不发又转

身走了。

月上中天,半仙把浑身上下收拾干

净利索,直奔县衙而来。老远就看见衙

门内火光冲天、杀声阵阵,他急忙越过

城墙观看。火光下,只见县官直挺挺地

躺在地上,脑袋滚出老远,而“小蜜蜂”

也是浑身是血,手拄长剑摇摇欲倒,被一

大群差役团团围住脱不开身。他一见半

仙到来,心中大喜,兴奋地大叫:“你说得

没错,我命果然硬,这么大块的骨头都被

我啃了。不过也挂彩了,伤得不轻,快来

帮我,日后我俩同享富贵。”

“老朽来了。”话音刚落,半仙身

形已近“小蜜蜂”,手中长剑同时刺进

他的胸膛。“小蜜蜂”瞪着一双死鱼眼

惊骸地看着他:“你,你……”

此时的半仙像变了一个人,只见他

目光如电,声如洪钟:“我是你奸杀的第

1 5个女孩的义父,你作恶时在她身上留

下了掌纹,于是我根据这条线索找到了

你,没想到吧?”

“小蜜蜂”吃力地说:“你一直在

骗我?”

半仙正色说:“不尽是。你的命确

实比别人硬得多,那是因为你的手相实

在不同寻常。”

小蜜蜂双眼放光,满脸的喜色:“我

还是死不了,对吧?”

“不。”半仙打断他的话,“你先

看你的手吧。”

“小蜜蜂”伸出双手低头一看,不

禁大吃一惊,他的双手满是血,手掌已经

皮开肉烂,原来是抢县官宝剑时伤着的,

因为光顾着恶斗才没感到疼。看到此处

,他绝望地惨叫一声,瘫倒在地。

“多行不义必自毙!”半仙说完猛

地飞起一脚,把淫贼的尸首踢进火海。

然后纵身飘然而去。

半仙斗淫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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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朋友丹丹打电话给我诉苦

，说她不想租房住了，女儿都要读初中

了，很想买个房子。她看中了一个户型

、位置都不错的房子，而且对于她的家

庭来说，努力够一够是可以买下的。

但是，她老公郭先生不愿意买。郭

的理由是：如果把手里的钱都拿去买了

房子就没有钱炒股了。没钱炒股那这辈

子就无法翻盘了，永远都是一个拿死工

资的蝼蚁。如果留着这些钱到下一个牛

市，翻个几倍，说不定直接买别墅呢。

我无语到气结。

郭先生也是40岁的人了，在股市沉

浮10多年，亏多赚少，到现在还想着在

股市里一夜暴富，这到底是贪婪作祟还

是执迷不悟？

我身边想要一夜暴富的例子太多了

。

一个同事想要凭借买彩票致富，多

年坚持买彩票，还常常吹嘘他的号码预

测秘籍，据说最多也就中过几百元，买

彩票的钱早就够买一辆代步车了。但他

宁愿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等着彩票中

奖直接过渡到奔驰宝马。

前年我表嫂在网上炒原油期货，我

当时就劝她千万别炒，这些期货盘都是

“杀猪盘”，刚开始让你获一些小利，

等你追加本金的时候绝对输个精光。

她说她会小心的，赚点菜钱就收手

，第一次赚了3000多非常开心，忍了几

天还是没有忍住手，后来亏了 4万多，

最后被表哥强行禁止了。

还有一个同学的妹妹，尝到了 P2P

的利息甜头，把家里的积蓄80多万全部

投到X贷网，结果暴雷，血本无归。

谁都知道财富分配也符合二八定律

：这世界上 80%的财富掌握在 20%的人

手里。这也就意味着 80%的人不可能大

富大贵，要过普通的生活。为什么还有

那么多人对一夜暴富有如此执念呢？

首先，是环境的影响。社会风气变

得功利浮躁，互联网的信息顺畅又加重

了人的焦虑。今天在朋友圈看到某个股

神一周赚了几百万了，明天新闻推送看

到90后的张三融资几个亿了，后天在网

上看到大佬李四炒币赚得盆盘钵满了。

这种别人都很有钱的假象，导致现

在好些人似乎不把“小目标定为一个亿

”都不好意思谈财富规划了，似乎自己

不一夜暴富就要被社会抛弃了。

还有就是侥幸思想，比如上文中的

郭先生，我们朋友都劝他不要迷恋股市

了，股市的规律是“7亏2平1赚”，把

投入到股市的精力放到工作中，收入早

就大幅提高了。他反驳我们说为什么他

就不能是那个“赚的1”呢？

好些抱着一夜暴富思想的人不是不

清楚概率的大小，他们赌的是自己就是

那个小概率的幸运儿，这次不是我，下

次说不定就是我了。

说到底，就是懒惰，无论思想上还

是行动上。

我发现这类人容易“选择性失明”

，他们看不见那些一夜爆亏，家破人亡

的信息。也看不见身边那些勤勤恳恳赚

小钱，积少成多的人。

我突然想到我非常佩服的高中同学

阿涛。

阿涛高中毕业后因为高考成绩一般

和家庭经济困难，他选择了南下广东打

工，换了好几个厂子，后来去了印刷厂

，他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刻苦得到师傅的

信任和赏识，学到了技术。

印刷厂干了几年，他带着打工的几

万块回到家乡，和妻子开了一个炸鸡店

，两口子身兼数职：进货员，送货员，

服务员，厨师，清洁工。每天从早上 5

点多忙到晚上11点关门，两口子都变得

又黑又瘦。

炸鸡店开到第 4年的时候，他们在

县城买了房子，把老人接过来帮忙照顾

孩子。炸鸡店开到第 9年的时候，他告

诉我把那个店面盘下来了，贷了点款。

今年我回家乡，去阿涛的店里小坐

，他告诉我说现在各种快餐店多起来了

，他的生意不如以前了，所以他从去年

开始就兼职送外卖。

我劝他说你现在有一套房子一个店

面，而且也是人到中年了，何苦还风吹

日晒地送外卖呢。

他很认真地告诉我说：“因为书读

得少，没有其他的赚钱本领。就利用店

里闲的时间送送外卖，每月可以增加

2000多的收入，看着不多，但够交夫妻

俩的保险金”。

没想到他这么有远见，赶在40岁前

就给夫妻两人买了商业重疾险。

高中毕业的阿涛通过辛勤的劳动，

在40岁的时候已经拥有了一个店面和一

套房子，虽然是在小县城，固定资产加

起来也有 200多万了。可现在的他，还

在烈日下送外卖挣小钱。

211毕业的郭先生在 40岁的时候还

带着老婆孩子租房住，没有任何固定资

产，没有商业保险，每天对着电脑研究

K线，梦想着有朝一日发大财。是不是

很魔幻？

我不能预测郭先生未来能不能一夜

暴富，但是我知道阿涛的家庭抗风险能

力更强，也知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的道理。

像阿涛这样积极寻找方法增加额外

收入的人，我身边也不少，他们的方法

也并不高大上，完全可以借鉴。

我初中同学宇飞因为工作的原因，

需要每周都走乡串村。他发现，淘宝这

类城里人习以为常的网上购物方式，乡

镇的人要么不知道，要么听说过不会用

，而且乡镇的人买东西更喜欢看到实物

。

他就利用这种信息差建了几个乡镇

群，每个群里拉了几百人，然后在群里

转发阿里巴巴或者淘宝上面的一些低价

服饰鞋子图片，有人找他购买，他就先

网上订货，然后趁下乡的时候顺便带给

乡民。

乡民省去了坐车乘船的麻烦，又觉

得衣服鞋子的质量还不错，慢慢口碑也

做出来了。虽然每件衣服每双鞋子他赚

的差价并不多，但积少成多，一年也有

2万多收入。

可能住在城市里的人觉得信息差不

明显，那就尝试利用自己的行业优势或

者自身的优势去增加收入。

我女儿学校有个电脑老师的PPT做

的特别好，好些要开高级别公开课或者

开讲座的老师都请他帮忙，甚至有些政

府部门做一些宣传讲座的时候也请他，

他帮别人一次收 300-500，每年至少也

有几千进账。

可能有人会说，我没有什么特长，

不能通过第二职业赚钱。

那就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

现在网上学东西太方便了，各种课

程随你选，价格也不离谱，甚至有些还

是免费的。就比如我自己，我在体制内

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但是时代变化如此

之快，看到有些 90后，00后在赚着我

看不懂的钱的时候，我觉得不能无动于

衷。

我非常普通，没有任何特长，但是

我喜欢写作，同时也觉得写作的门槛没

有那么高。为此我专门报了写作课程班

，入群后打卡要求是每天最少写 200字

，我就逼着自己每天尽量写到1000字，

相信在小米和苏末老师的指导下，我只

要坚持写，写，写，总有变现的一天。

等我有了第一次稿费收入，就会有

第二次，第三次，只要我坚持写。

要把日子过得好没有那么难，只要

身体健康，四肢健全，摒弃“一夜暴富

”的思想。用心找一找，总能发现增加

收入的方法。

有本事的多赚一些外快，没有本事

就不要怕吃苦受累，凭力气赚一些小钱

也不错。

想着全是问题，做起来总有办法。

行动才是第一生产力。

我那个家产200万的同学，
找了份外卖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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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神秘而

危险，传说大海

里藏着许多海怪

，它们身体巨大

，破坏力极强，

一旦遭遇它们就

是九死一生。海

怪真的存在吗？

它们长什么样？

大海蛇 外表

特征：长得像蛇

或龙、，头和颈

部长有红色长毛、体长一般为几十米

出现地：世界各海域

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大海蛇的目击

事件有数千次起，英国皇家海军代达罗

斯号护卫舰的目击事件是其中著名事件

之一。1848年，这艘护卫舰在南大西洋

航行时，突然甲板上的人看到不远处有

一只近20米长的动物在游动。船员不敢

怠慢，因为它和传说中的大海蛇太像了

。传说中大海蛇经常在海上兴风作浪，

身体能瞬间能倾覆船只。所有船员都做

好了战斗准备，眼看着怪物就要游过来

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它钻入了海底

，游走了。这一目击事件被记录在了皇

家海军的官方报告中。不仅有目击事件

，在世界各地的一些海滩上，也时不时

会出现大海蛇的尸体，这让许多人相信

大海蛇是存在的。

科学家对那些冲上海滩的大海蛇尸

体进行了研究，发现它们其实是一种深

海动物——皇带鱼。

皇带鱼是世界上最长的硬骨鱼，最

长达11米。它们有着很长的红色背鳍，

延伸到头顶，看起来就像是鬃冠。从外

形上看，皇带鱼的外形以及和大海蛇相

似，并且它们游动的样子都与海蛇相似

。在海上遇到又长，长得又狰狞的皇带

鱼，确实会让人心生畏惧，可能就是因

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所以人们在皇带

鱼的形象的基础上创造了大海蛇。不过

皇带鱼没有传说中的大海蛇那么残暴，

很少在海面活动，不会攻击船只。

皱鳃鲨也可能被误认为是大海蛇，

它们是地球上最原始的鲨鱼种类之一，

形似鳗鱼，口中有25排尖利的牙齿。尽

管体长只有 2米左右，这相貌足以让人

心惊胆战。

岛鲸 外表特征：露出水面的背部

看起来像一座天然小岛、面积至少上千

平方米

出现地：世界各海域

相传，这种巨大的鲸在茫茫大海中

游荡，它们的背部宽阔，就像一座大型

岛屿，因此得名“岛鲸”。它们喜欢漂

在海面上睡觉，而长期面对大海的水手

会误以为它们是小岛，因此总是会兴高

采烈地“登岛”。水手们在“岛”上活

动，往往会惊动岛鲸，结果是它们会迅

速下沉，鲸背上的水手自然也就落入水

了。而岛鲸下沉时会产生巨大的漩涡，

从而将船只吸入海底。

什么样的鲸像岛一样大？

可能我们会笑话这些水手，怎么把

鲸背认成是一个小岛呢？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当然不会把鲸背错认成小岛，但

是对于那些成天面对茫茫大海，渴望到

达陆地的水手们来说，出现错觉也是可

以理解的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不过，传说可能也有现实依据如果

要挑出一种最像岛屿的海洋动物，因为

在海洋中确实也有一种像小岛一样大的

鲸，它那就是蓝鲸。蓝鲸是目前世界上

体积最大的动物，长可达33米，它们的

身材属于瘦长型，估算一下鲸背的面积

，应该有几百平方米，虽然不及岛鲸体

型大，但也算得上一个迷你岛。

不过，而蓝鲸的背部是青灰色的，

还分布着一些细纹，与岛屿地表比起来

，差别还是很大的。；更重要加不同的

是，蓝鲸通常不会浮在海面睡觉，而是

以集体为单位垂直悬停在水中睡觉。所

以，岛鲸可能是以蓝鲸为原型创造出来

的不存在的形象。

锯角鲸 外表特征：头上长着锯子

状的角、满口尖牙、体长5米以上

出现地：大西洋

中世纪（公元 5世纪到 15世纪），

一种海洋怪兽——锯角鲸被人们口耳相

传所知，据说，它们面目狰狞、凶残无

比，总是突然从海中冲出，轻易将过往

船只锯成两半，并吞下船上的人。没有

人能说清楚锯角鲸到底有多大。能在大

海上航行的船只，最少也有两三米宽，

要把这样的小船锯成两半，那么锯角鲸

的角至少也要两三米长，那么为了保证

身体平衡，锯角鲸身体的长度要比角长

，所以可以估算出锯角鲸的整体体长要

超过5米。

在海上遇到这样一只怪兽，那我们

可能连大喊救命的机会都没有。但是科

学家说认为，锯角鲸不存在，它可能是

两种海洋动物的结合体，它们就是锯鳐

和独角鲸。

锯鳐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之一，个

体体长最长可达 9米。它们与其他普通

鱼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一个锯子状的长长

的吻，这个吻约为体长的三分之一。锯

角鲸的“大锯子”可能就是来自锯鳐。

而锯角鲸的身体则来自另一种海洋

动物——独角鲸。这种生活在北极海域

的鲸体长 4到 5.5米，它们的头上长着一

条空心的螺旋纹路的长“角”，很容易

让人联想到传说中的独角兽。

在海上漂泊的人们可能见过锯鳐和

独角鲸，而闲暇之余发挥想象力，将这

两种性情温顺，但长相怪异的动物结合

在了一起，创造了锯角鲸锯齿狂魔的形

象。

独角鲸头上的并不是真的角，而是

牙齿。长着这个长牙的独角鲸通常是雄

性，只有少部分雌性会长出长牙。

海妖 外表特征：巨型章鱼、数十

条腕足、身体巨大

出现地：主要在大西洋

一艘大船正穿越北大西洋的冰冷海

域，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因为这片海域

下暗藏杀机，如果不小心吵醒了在海底

沉睡的海妖，那么一船人都会葬身海底

。船员们小心翼翼，尽量不发出一丁点

声响，然而，他们还是惊动了海妖。海

妖浮出海面，足足有两三层楼那么高，

它挥舞着数十条长达上百米的腕足，紧

紧缠住船身，并送入自己的巨嘴中。饱

餐一顿后，海妖快速向海底游去，身后

只留下一个被它搅起的巨大漩涡。

随着人们对海洋动物的了解越来越

多，海妖的真面目也逐渐在人们面前显

现。大王酸浆鱿和大王乌贼是最可能的

候选者。

除了外形相符，它们还很大：分列

地球上最大的无脊椎动物第一和第二名

。据估算，第一名大王酸浆鱿的体长可

达12米到14米，紧随其后的大王乌贼可

长到10到13米。虽然海妖面前它们是小

不点，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是巨无霸

了。

它们还有与海妖的身份匹配可怕武

器——大王酸浆鱿腕足上每一个吸盘中

尖锐的钩子、大王乌贼腕足上的吸盘边

缘一圈锯齿状的“牙齿”。一旦猎物被

它们的吸盘吸住，势必会皮开肉绽。具

有杀伤力的吸盘使它们能与天敌抹香鲸

（体长可达20米）一较高下。在奋力反

抗的情况下，它们可以抹香鲸嘴里逃脱

，并且还能狠狠教训一下抹香鲸。

目前最大的大王酸浆鱿标本长4.5米

，据估算，它活着的时候眼睛大概是 30

到40厘米宽。这是已知最大的动物眼睛

。

美人鱼 外表特征： 人首鱼尾、有

双手、男女皆有

出现地：世界各海域

夜光下，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静静

地漂浮着，突然船的周围聚集了一群闪

闪发亮的鱼，它们唱着美妙的歌。水手

们被歌声吵醒，来到甲板上，仔细一看

，那些不是鱼，而是美人鱼。它们的脸

庞长得很美丽的人脸非常美，有手，但

是却没有人类的腿，取而代之的是一条

鱼尾巴。水手们被歌声迷惑，纷纷跳入

水中，成为了美人鱼的美味佳肴。

美人鱼的传说在世界各地都有，在

中国的《山海经》中也提到过人鱼。而

在现实中也曾有许多人声称见过美人鱼

，甚至还有一些美人鱼的化石或尸体被

发现。但是科学家们认为美人鱼是被美

化了的海牛。

“海牛”听起来很壮硕的名字，的

长相其实也很壮硕可以说挺丑的，它们

是怎么和美人鱼联系在一起的呢？海牛

长着桨状脚蹼，有着类似人的脸，鼻子

、眼睛俱全。这是一种海洋哺乳动物，

它们每20分钟左右浮到海面呼吸一次。

而为了避免幼崽被闷死，海牛妈妈在给

幼崽喂奶时，通常也会浮到水面，半躺

着喂奶。安全起见为了避免被捕食者发

现，这种场景它们哺乳通常出现在会在

夜晚进行。想象一下，在月色朦胧的夜

晚，寂静的海上浮着一个长着与人相似

的脸，胸部鼓起，鱼尾摇曳的生物，是

不是很容易被误认成美人鱼？如果海牛

出现在海面时，恰巧头上顶着一些海草

，就更像长发的美人鱼了。

寻
找
真
实
的
海
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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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罕布什爾州普萊斯托——見到楊安澤 (Andrew 

Yang) 的支持者時，他們經常會坦白：第一次聽說楊安

澤的時候，他們覺得他每月給每個美國成年人 1000 美

元的計畫有點兒瘋狂。但接著，他們必定會告訴你，聽

了他對這個計畫的解釋後，一切都顯得說得通了。

“他以前就是一個米姆——他的競選是個笑話，”
新罕布什爾州阿特金森的大學生、20 歲的本·隆尚 (Ben 
Longchamp) 說，5 月，在朴茨茅斯的一家餐館裡，他第
一次看到楊安澤講話。“如今我已經看了 14 個候選人，
我喜歡他是因為，他有這麼一個政策提案，並且有資料
做支撐。”

44 歲的香農·珍尼斯 (Shannon Jeanes) 是新罕布什
爾州貝德福德的一名建築工人，他說他被楊安澤吸引，
是因為他似乎更關心像 1000 美元這樣有關“全民基本
收入”而非個人野心的概念。“他參選不是因為他想當
總統，”珍尼斯說。“他參選是因為他覺得自己需要這
樣做。”

楊安澤在愛荷華州博覽會上接受記者採訪。他在下
輪辯論中的表現可能對保持他的勢頭至關重要。

2020 年總統競選最意想不到的一個發展，就是人們
對楊安澤的極度忠誠和熱情追隨，這位前企業家和技術
高管正在角逐民主黨提名。憑藉數字、歷史課和偶爾的
自嘲笑話，他一直在宣傳一條嚴峻的訊息，即自動化將
導致大規模失業，而企業利潤在扭曲經濟。許多美國人
已經開始重視楊安澤，使之意外獲得資格，能參加週四
於休士頓舉行的縮減了人數的第三次民主黨辯論。

在包括參議員、市長、州長和前副總統的團體中，
現年 44 歲的楊安澤仍是最不為人所知的參選人之一。
他遠非唯一有政治韜略的人。並且他獲得提名的希望一
如既往地渺茫，他的民調仍處於個位數低位的事實可以
證明這一點。

但在他上月走遍新罕布夏的競選活動中參加過集會
的選民裡，很少有人覺得，他是個提出一份不切實際計
畫的未來派週邊參選人。許多人反而表示，他們開始認
為他是個有頭腦、講求實際、有親和力的政壇局外人，
針對其他競選者大大忽視的一個現有問題，拿出了經過

深思熟慮的解決方案。
從更廣的層面講，楊安澤的支持者表示，他們發現

他的這種幾乎無關政治的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楊安澤沒
有參與移民和控槍之類老生常談的邊緣政策討論，或
是攻擊唐納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總統，他利用
自己的施政綱領，溫和地向美國講述“第四次產業革
命”——他擔心，這場革命將導致卡車司機、客服熱線
中心員工和零售店員失業——並提出以發放全民基本收
入的方式，緩和這樣一場革命必然會帶來的陣痛。

楊安澤所吸引的支持者聯合體在意識形態上不拘一
格，包括進步派、自由意志主義者、心懷不滿的選民及
部分特朗普支持者，他們換下寫著 MAGA 的紅帽子，
戴起寫著 MATH——“讓美國更認真思考”的藍帽子。
進入他陣營的人表示，他在 YouTube、博客上的發言和
全國電視辯論開始讓他們看到發錢給人背後的邏輯。

他在休士頓的表現，對於維持競選剛剛聚起的勢頭
可能至關重要。在 7 月辯論結束之後的幾天裡，楊安澤
的競選團隊迅速入帳約 100 萬美元——比團隊整個第二
季度籌得的數額多三分之一。約九成捐款者為首次捐
款。

楊安澤和他的顧問們開始越來越多地允許自己半真
半假地公開談論，他們實現了長期實現不了的一點：主
流認可。“這一年多以來，我每個月都來新罕布夏，”
在納舒厄辦公室命名儀式上，楊安澤站在臨時搭建的講
臺上，對滿滿一屋子的支持者說。“剛開始來的時候，
說實話沒人知道我是誰。從那時到現在的變化——著實
驚人。”

誠然，就在 5 月，楊安澤還曾闊步邁入新罕布什爾
州黎巴嫩一個公園，卻發現只有幾十個選民等著見他。
那時候，來見他的更多是出於好奇，而非認同。

“這一年多以來，我每個月都來新罕布夏，”楊安
澤說。“剛開始來的時候，說實話沒人知道我是誰。”

三個月後，形勢變了。楊安澤會向觀眾提問——哪
個州通過了全民基本收入？——支持者會立即齊聲喊出
答案：“阿拉斯加！”在他的新罕布夏集會上，粉絲大
多是白人，男性略多且非常年輕。其中很多人在上大學
或者剛畢業；相當多一部分人自稱同時喜歡楊安澤和特
朗普。

還有一些人傾向於是自由意志主義者，他們稱讚楊
安澤給人們發生活費然後不插手別的事。一些人承認曾
是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的支持
者，表示他們在楊安澤身上看到的，是一個更新、更鮮
的進步事業捍衛者，他所推動的理念可能會被證實領先
於時代。

楊安澤在大城市的集會可吸引數千人，並傾向於吸
引多元化的人群，其中亞裔美國人比例異常高。

在競選造勢中，楊安澤和很多對手一樣，喜歡把自
己的競選描繪成主要由草根群體的熱情和少量捐款推

動。《紐約時報》一項分析證實了這一點，發現他今年
第二季度收到的約 70% 的捐款來自捐款金額為 200 美元
或以下的人群。

另一項對截至 6 月 30 日的約 13.3 萬名捐贈者的分
析顯示，楊安澤的競選活動平均捐款約為 27 美元。因
為他的捐贈者中大約有 20% 的人捐了多次，所以每人
平均捐款金額約為 40 美元。

捐贈資料也證實了楊安澤競選活動中明顯的群落分
佈趨勢：據 OpenSecrets.com 和《紐約時報》估計，他
的捐贈者中只有不到 30% 是女性。

楊安澤在新罕布什爾州的見面會也明顯缺少年長選
民。一些參加見面會的人說，他們想聽聽楊安澤的意
見，儘管他們聲稱更喜歡在華盛頓工作的那些經驗更豐
富的人。

67 歲的安·恩格爾凱米爾 (Ann Engelkemeir) 來自
新罕布什爾州的埃普索姆，她說自己傾向於投票給麻塞
諸塞州參議員伊莉莎白·沃倫 (Elizabeth Warren) 或明尼
蘇達州參議員艾米·克洛布查爾 (Amy Klobuchar)。但
她和其他人說，他們覺得楊安澤很有風度，並承認他的
魅力核心來自於他並非職業政治家。

“有些候選人被問到一個問題的時候，給出的回答
是他們演練過的最接近這個問題的答案，”恩格爾凱米
爾在一次活動上說。“我認為他回答問題的方式比我以
前聽到的要直接得多。”

在那次由新罕布什爾州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主辦的活
動中，楊安澤面對的選民和恩格爾凱米爾一樣，對他基
本上並不熟悉。

他用幽默的、時顯簡略的方式回顧了一遍自己的背
景：不開心的公司律師；經歷了“小漲大跌”的企業創
始人；最終成為一家備考公司的領導者，該公司於 2009
年被卡普蘭 (Kaplan) 收購。

今年，楊安澤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雜誌》採訪時表
示，他在出售公司後“成了百萬富翁”，但他也強調，
“我的淨資產可能遠低於人們的預期。”在今年夏天提
交的財務披露表格中，楊安澤上報了高達 240 萬美元的
資產，與其他許多候選人不相上下。

在 經 濟 衰 退 期 間， 楊 安 澤 創 辦 了“ 為 美 國 創
業”(Venture for America)，這是一個面向大學畢業生的
非營利性創業組織，在服務不足的城市創造就業機會。

2016 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時，楊安澤說，他開始
研究資料，試圖理解其中原因，他發現，由於自動化，
搖擺州的數百萬製造業工作崗位已經消失。他意識到，
他為創造就業崗位所做的真誠努力是遠遠不夠的。有必
要實行更全面的解決方案：每個美國人每月 1000 美元。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項很難被妖魔化的政策，”36
歲的麻塞諸塞州大學顧問馬特·克拉克 (Matt Clark) 說。
“它極其簡單，而且直接面向這麼多美國人。”

                                                             ( 紐約時報 )

楊安澤競選 2020：

從“癡人說夢”到獲得主流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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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緊張加上美國對許多中國留學生發放更

短期簽證的政策，正使得美國大學不那麼受到中國學

生和家長的歡迎。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正在考慮購買

保險，以保護自己免受來自國際留學生的收入下降的

影響。它們擔心，在中美貿易緊張日益升級之際，自

己對中國的敞口太大了。

美國國際教育工作者協會 (NAFSA) 一份報告顯
示，過去兩個學年，美國大學國際留學生新生入學人
數下降了 10%——美國高校嚴重依賴中國和印度留學
生帶來的收入——已經給美國經濟造成了 55 億美元
的損失。美國國際教育工作者協會的前稱是全美外國
學生顧問委員。

 教育工作者擔心，隨著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
(DonaldTrump) 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戰沒完沒了地拖下
去，今年國際學生的入學人數將進一步下降。

 伊利諾大學厄巴納 - 香檳分校 (UIUC) 的兩個學
院——吉斯商學院 (GiesCollege of Business) 和工程學
院 (Collegeof Engineering)——2018 年從伊利諾州香檳
市的 USI 保險服務公司 (USIInsuranceServices) 購買了
價值 6000 萬美元的保險。如果由於簽證限制或一起
“衛生事件”等政府行動，這兩所學院從中國留學生

獲得的收入同比下降 18.5%，這份保單就會賠付。
吉斯商學院院長傑佛瑞·布朗 (Jeffrey Brown) 表

示：“我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們認識到，我們
對中國市場的敞口相當大，以至於我們無法控制的一
起政治或公共衛生事件可能會導致學生人數和收入下
降。”

USI 保 險 經 紀 人 安 東 尼· 阿 克 曼 (Anthony 
Ackerman) 表示，USI 正與另外六家美國大學以及澳
大利亞幾所大學展開磋商，這些大學都希望保護自己
免受國際學生入學人數下降的影響。

他問道：“如果中國決定限制學生來美國，這裡
的大學會發生什麼？”

今年 6 月，中國政府向學生和學者發佈美國留學
預警，稱鑒於美國拒簽，赴美留學存在風險。中國《環
球時報》(Global Times) 總編輯胡錫進把這些警告與貿
易戰扯在一起。他在 Twitter 上發帖稱：“這一警告
是對美國近來針對中國學生採取的一系列歧視性措施
的回應，也可以被視為對這場由美國發起的貿易戰的
回應。”

不斷加劇的貿易緊張，加上美國自 2018 年 6 月
開始實施的、對許多中國留學生發放更短期簽證的政

策，正使得美國大學不那麼受到中國學生和家長的歡
迎。

美國大學的損失對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同
行來說是一種收穫。負責處理英國高等教育課程申請
的英國大學和學院招生服務中心 (UCAS) 報告稱，與
2018 年相比，今年中國學生的申請數量增加了 30%。
同期，加拿大大學的國際學生入學人數增加了 15%。

北京留學服務行業協會 (BOSSA) 發言人喬恩·桑
坦赫洛 (Jon Santangelo) 表示：“由於簽證限制收緊，
學生們日益產生知難而退的感覺，轉而選擇去英國和
其他國家學習。”根據《2019 中國學生留學意向調
查報告》(2019 Chinese Student Overseas Study Survey 
Report)，今年英國超越美國，成為首選留學目的地。

中國是在美學習的國際學生的最大生源國，占國
際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官方資料顯示，教育服務出
口在 2018 年美國所有服務出口中排名第五，價值 447
億美元。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 (UCSB) 經濟學教授迪
克·施特拉茨 (Dick Stratz) 表示：“教育是美國為數
不多的幾個存在貿易（順差）的領域之一。”

                                                       ( 金融時報 )

防範中國留學生人數下降，
美大學出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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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紐約郵報》估計，退休之後，奧巴馬的

家庭資產已經增值了 4.8 億美元。美國前總統巴拉

克·奧巴馬很久沒有上頭條了。

這一次，奧巴馬夫婦通過旗下的高地製片公司。
（HigherGroundProductions）， 在 Netflix 發 行 了
他們的首部紀錄片《美國工廠》。《美國工廠》聚
焦美國俄亥俄州曾經的通用汽車工廠，它關閉後造
成數千人失業。2016 年，中國富豪曹德旺在位於美
國俄亥俄州的這塊兒工廠舊址上修建了全自動玻璃
生產設備——福耀玻璃，而這一投資能為當地 2000
名工人提供工作。

8 月 21 日，紀錄片在 Netflix 上線，傳入國內後
引發熱議。紀錄片對藍領工人富有情感、同理心且
不帶偏見。在中美差異之外，也提到全球化和機械
化這些工人們不可抗拒的元素。中國資本家和美國
工人，這一奇妙組合激發了媒體靈感，評論家們從
影片，從產業，從貿易戰角度紛紛做出不同解讀。

這部片子在美國也受到關注，主流媒體幾乎都
有表態。“他們講述的故事複雜、激動人心、恰逢
其時、有著優美的結構；它跨越兩個大洲，同時審
視了美國勞工的過去、現在和可能的將來。”《紐
約時報》如此評論道。

“《美國工廠》不是一部有曲折情節的電影，
而 是 一 部 細 緻 入 微， 發 人 深 省 的 紀 錄 片， 著 眼 於
俄 亥 俄 州 代 頓 製 造 工 廠 中 國 管 理 層 和 美 國 工 人 之
間 的 文 化 差 異， 反 映 了 奧 巴 馬 對 美 國 勞 工 的 思
考。”CNN 的評價也相當正面。

“我為這部作品感到興奮，”奧巴馬在一份聲
明中談到《美國工廠》，“這涉及種族和階級、公
民和權力等問題，不僅娛樂，而且能激勵我們所有
人。”

更多美國媒體更聚焦於高地製片，認為這是奧
巴馬最新的事業，試圖從另一個行業繼續影響美國
社會。

親密夥伴“掌舵”

高地製片公司的註冊地址在芝加哥市中心的南
迪爾伯恩街 131 號摩天大樓 1700 套房，這個地址實
際上是 Perkins Coie 律師事務所的辦公地址，該律
師事務所和奧巴馬有著長期來往。

2009 年， 奧 巴 馬 任 命 Perkins Coie 的 合 夥 人
Bob Bauer 為白宮法律顧問。2011 年，Perkins Coie

退休後的奧巴馬搞文創撈到了大錢？    

                 家庭財富增值數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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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律師 Judith Corley 曾前往夏威夷尋找奧巴馬的出
生證明影本，以證明他出生在美國。奧巴馬卸任之
後，這家律所仍然是他的長期法律顧問。

高地製片在 2018 年 4 月於免稅州德拉瓦註冊，
2018 年 8 月在加州提交 LLC-12 文件（意味著在加
州展開業務）。在公司的註冊檔中，並沒有出現奧
馬巴夫婦的名字，高地製片的總經理是喬·保爾森
（Joe Paulsen），這又是一位奧馬巴的親密戰友。

保爾森是明尼蘇達人，奧巴馬的個人助理，自
從 2007 年起一直為奧馬巴工作。保爾森最初負責奧
巴馬的行程安排，奧馬巴勝選後，他隨之進入白宮，
一路升任白宮副幕僚長。由於他的忠誠，奧馬巴特
別信任他，所有的旅行保爾森都會跟在身邊，他同
時也是奧巴馬的高爾夫球對手，被喻為“總統身邊
的男人”。

種種跡象表明，高地製片是奧巴馬全力以赴的
一次創業，派出身邊最親密的人去掌舵。奧馬巴夫
婦一直關注文化產業，雖然高地製片在 2018 年才成
立，但《美國工廠》從 2015 年開始就開始拍攝。這
意味著，在福耀開始選址，奧巴馬還在任時就關注
了這個工廠，並介入紀錄片拍攝。

專注社會題材

雖然奧巴馬夫婦並不是大老闆，但憑藉他們的
特殊號召力，高地製片確實組成了一支特別會抓社
會題材的夢幻團隊。據報導，高地製片公司最近任
命普裡亞·斯瓦米納森（Priya Swaminathan）和托
尼婭·大衛斯 (Tonia Davis) 擔任該公司的聯席主管
和創意總監。

斯 瓦 米 納 森 是 一 位 電 影 製 片 人， 也 是 安 納 普
爾 納 電 影 公 司（Annapurna Pictures） 的 前 任 發
展 總 監。 她 曾 經 製 作 過《 年 輕 女 孩（Very Young 
Girls）》， 這 是 一 部 反 映 紐 約 妓 女 的 紀 錄 片， 在
Showtime 電視網播出，獲得不俗收視。

大衛斯之前在迪士尼工作，參與《美女與野獸》
的製作，後來為休·傑克曼拍攝了大受歡迎的音樂
劇《The Greatest Showman》。

“他們是很會講故事的人。他們是業內的老手。
他們不僅為每個專案帶來了自己獨特的視角和生活
經驗，”奧巴馬在一份聲明中說，“蜜雪兒和我對
我們正在組建的團隊感到無比興奮。”

蜜雪兒也在聲明中說：“我們的目標不僅僅是
讓人們思考——我們希望讓人們感覺到並接觸到他
們的舒適區之外。憑藉他們的體貼、創造力和同情
心，我們知道他們會在每個故事中找到共同的線索，
激勵我們做更多的事情。無論是作為專業人士還是
做人，我為這支團隊感到興奮，他們太優秀了。”

高 地 製 片 的 其 他 員 工 也 都 是 來 自 美 國 MTV、
ESPN 和 FXNetworks 知 名 電 視 臺 的 資 深 員 工。 目
前，高地製片同時在開展五個專案，全部是類似《美
國工廠》的題材，如種族衝突、階級衝突等。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布魯姆 Bloom》，這是一部歷史
劇，反映二戰後紐約的有色人種生存狀態。

“我想我們成功了”

《 美 國 工 廠 》 的 兩 個 製 作 人 史 蒂 夫· 柏 格 納
（Steve Bognar）和朱麗亞·賴歇（Julia Reichert）
都是代頓本地人，長期製作美國工人階級的紀錄片。
根據 VOX 的報導，在奧巴馬的協調下，他們在福
耀美國工廠有著接近無限的存取權限。

製作團隊的總部距離福耀工廠有 25 分鐘車程，
從 2015 年 2 月到 2017 年 12 月，他們進行了上千次
拍攝。一共有 5 位元攝影師，固定跟隨不同拍攝物
件，每個採訪物件身上都放置領夾式麥克風，用來
紀錄聲音。

在拍攝中國工人的時候，他們遇到語言障礙，
兩位元製片人引進兩位中國合作夥伴 Yiqian Zhang
和 Mijie Li，他們每月到訪俄亥俄一次，協助拍攝。
史蒂夫和朱麗亞也多次去中國，去實地感受中國文
化。最終，在花費 300 萬美元之後，他們一共積累

了 1200 小時的素材。
“我們試圖用尊重的方式來反映不同的觀點，

我想我們成功了，這也是奧巴馬總統和第一夫人為
什麼選擇這部片子作為他們公司的第一部作品。”
在接受 VOX 採訪時，朱麗亞說，“他們公司的名
稱叫高地，他們想走向高端，我們認為這部紀錄片
做到了。”

《美國工廠》在今年 1 月的聖丹斯電影節試映，
獲得好評，在爛番茄網站獲得 96% 的支持率，在另
一個專業影評網站 Metacritic，獲得 86 分，這是一
個相當高的分數。隨後，世界最大的視頻網站奈飛
（Netflix）盯上這部紀錄片。

今年 1 月 26 日，《美國工廠》在聖丹斯首演的
第二天，舉辦地派克城的華盛頓酒店，高地製片的
實際負責人斯瓦米納森與奈飛的高層會面，後者對
該片產生濃厚的興趣，買下該片。奈飛對高地的團
隊也抱有極大的信心，同時還簽訂了一個 5000 萬美
元的打包合同，將他們後面的作品一併買下。

退休後，比當總統還吸金

2017 年 1 月，奧巴馬夫婦搬離白宮之後，先是
瘋玩了一陣子：去加州棕櫚泉打高爾夫，去私人島
嶼度假，還學會了衝浪。然後，奧巴馬還帶著蜜雪
兒去了法屬波利尼西亞島莫雷阿島乘郵輪玩耍，並
擔任夫人的私人攝影師。

不過，奧巴馬並沒有讓自己長期處於度假狀態。
在擔任總統的八年期間，奧巴馬每年的收入為 40 萬
美元，作為前任總統，他每年領取的退休金約為 20
萬美元。

退休之後，奧巴馬財富中最大的份額來自書籍
版稅。他和蜜雪兒·奧巴馬與蘭登書屋簽訂了一份
6000 萬美元的合同。這應該是一個很成功的合同，
作 為 對 比， 比 爾· 克 林 頓 的 白 宮 回 憶 錄 只 拿 到 了
1500 萬美元。這個合同的第一本書，蜜雪兒的回憶
錄已經於去年 11 月出版，並成為年度暢銷書，發行
15 天就賣掉 200 萬本。

和其他前總統一樣，奧巴馬另一個賺錢手段是
演講。根據《紐約郵報》的資料，他在北方信託公
司和凱雷集團的兩次演講中獲得了 80 萬美元的收
入，而在 2017 年與華爾街公司的三次演講中，至少
有 120 萬美元落袋。他的妻子同樣也不示弱，蜜雪
兒單次演講的報價是 22 萬美元。據悉，小布希每次
演講的價位是 10 萬到 17.5 萬美元。

2017 年 11 月，奧巴馬還來到中國出席第三屆全
球中企業小峰會，在峰會上向 2500 多位中國企業家
發表了主旨演講。這次演講還被中國廣大的微商群
體借了一波勢。

根據《紐約郵報》估計，退休之後，奧巴馬的
家庭資產已經增值了 4.8 億美元，主要來源就是寫
書演講以及少量代言，這次夫妻倆又躋身大資本運
作的影視界，看來他們的文化創業之路遠遠望不到
盡頭。

                                                   ( 騰訊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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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國最大的汽車經銷商龐大集團陷入債務危機，
機構投資者悉數跑光，苦苦等待曙光的 37 萬中小投資
者，9 月 6 日卻等來了一顆“大雷”。壓垮龐大集團的
最後一根稻草，僅僅是一筆 1700 萬元的債務

據《新浪財經》報導，上交所宣佈，自 9 月 9 日起
將龐大集團股票調出兩融標的，公司股票被實施退市
風險警示。而前一天（9 月 5 日），龐大集團公告稱，
債權人冀東豐對公司進行重整的申請被法院受理，按
照規定，公司股票自 9 月 9 日起簡稱改為“*ST 龐大”。
如果重整失敗，龐大集團將退市實行破產清算，37 萬
中小投資者面臨的是血本無歸的風險。

龐大集團成立於 2003 年，曾被稱為“中國最大汽
車經銷集團”，2011 年作為中國首家通過 IPO 方式登
陸 A 股市場的汽車經銷商集團。巔峰時期的龐大集團，
所經銷的 20 個品牌銷售量名列全國同行業第一名，且
在中國及蒙古國擁有著多達 1429 家的經銷網點、6000
家 4S 店。2011 年登陸 A 股時，市值達到 600 億元（人
民幣，下同）。

隨著中國經濟的整體下行，汽車銷售也進入寒冬。
5 月 29 日，中國汽車流通協會發佈了《關於我國汽車
經銷商當前生存狀況及相關建議的報告》。報告說，

2018 年經銷商新車毛利從 2017 年的 5.5% 下降到 0.4%，
經銷商的虧損面從 2017 年的 11.4% 增加到 39.3%。而
進入 2019 年，除少數品牌外，經銷商的新車毛利普遍
為負，虧損面進一步加大。

受其影響，曾經風光無限的龐大集團也跌下雲端，
近年來公司深陷業績巨虧、業務雪崩、股價暴跌、高
管離職、債務違約、訴訟不斷的惡性循環。更經歷了
證監會調查、銀行抽貸等一系列的事件，最終被逼進
了死胡同。

龐大集團為解危機也是使出了全部的解數，想了
不少辦法，減員、賣 4S 店、轉讓子公司股權、股權質
押……無奈事與願違，龐大集團非但沒有走出泥沼，
反而越陷越深。

根據龐大集團 8 月 30 日發佈的公告，截止 8 月底，
龐大集團及其子公司出現了 25 筆債務逾期，涉及 19 家
金融機構，逾期金額合計接近 27 億元。截至 9 月 5 日
收盤，曾經最高 45 元 / 股的龐大集團股價僅剩 1.3 元
/ 股，且成交慘澹。而令人難以相信的是，壓垮龐大集
團的最後一根稻草，僅僅是一筆 1700 萬元的債務。

2017 年 5 月 4 日，龐大集團向北京冀東豐汽車銷
售服務有限公司借款 1700 萬元，到期後無法償還，隨

後冀東豐公司以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且有明顯喪失清償
能力可能為由，向法院提起重整的申請。

“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
了。”受傷的永遠是那些中小投資者，龐大集團的 37
萬戶股東現在所面臨的是龐大集團隱性退市的風險。
龐大集團也在公告中提醒投資者，一旦重整失敗，公
司將被法院宣告破產，隨之公司股票也將面臨被終止
上市的風險。在目前的經濟大框架下，已經站在懸崖
邊的龐大集團，還能有翻盤的機會嗎？

                                                               ( 財經網 )

又是爆雷！

中國股市 37萬投資者血本無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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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晶晶受邀現身米蘭看秀，
時尚范兒完全不輸超模

近來最樸素的豪門戲服郭晶晶的生
活充滿了話題度，拍攝了幾組時尚硬照，
還罕見與貝嫂同框，時尚范兒完全不輸

超模，這兩大氣場十足的女性同框可是
非常吸引眼球，雜誌上的郭晶晶似乎更
加有女人味兒，穿搭也貴氣了不少。

須知道郭晶晶的穿著一直很樸素，
打扮低調得不像豪門闊太，這些封面的
拍攝可是將所有的時尚元素都用盡了，
果然是人靠衣裝，想不到郭晶晶這麼有
時尚感，隨便一打扮，身段和氣場都出
來了，而且更加收放自如淡定沉穩一些，
見過大場面就是不一樣。

果然，郭晶晶的時尚感得到了青睞，
昨天受邀參加某品牌活動，現身米蘭城，
雖然這跨界跨得有點大，但是氣場完全
沒有被壓下去，不愧是身經百戰的世界
冠軍，濃妝淡抹美得剛剛好身穿白色衛
衣，領口的設計十分個性，整體很具有
層次感，可以看得見衣品在進步。

整個人看起來也是容光煥發，全程

笑容滿面，一直揮手問好示意很親切，
見到路旁有網友粉絲誇讚，很自然微微
彎腰示意感謝，又贏得一片讚賞。在今
年 4 月份誕下第三胎女兒的她，如今已
經成功瘦身，看不出是剛生過三胎的人。

郭晶晶這些年的時尚感在逐漸變
好，也在不斷的嘗試各種適合自己的風
格。本來以為郭晶晶是一個人前往，沒
想到老公霍啟剛也跟來了，夫妻恩愛可
見一斑，兩人結婚之後，就跟丈夫霍啟
剛秤不離砣，兩夫妻經常帶著孩子到全
世界旅遊。

如今郭晶晶事業成功，家庭幸福，
更有老公和婆婆的雙份寵愛，近日婆婆
朱玲玲更是帶病出門，只為了挑選一隻
名表送給她。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
可以樸素，也可以華麗麗的出席各種場
合，的確讓霍家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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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的郭晶晶夫婦還是十分低調，
日子過得和普通人家沒什麼區別，她現
身米蘭之前，還在北京與鄧亞萍一起吃
飯，當天穿著非常簡便，沒有珠寶，沒
有鑽石，一切都顯得那麼的自然，兩位
就像普通人一樣坐在小餐館裡吃著飯，
看到現場工作人員很自然彎腰鞠躬。

期間郭晶晶吃得滿頭大汗，隨意的
用手來回擦嘴，然後繼續吃飯，完全不
在意有沒有餐巾紙，不少網友對於郭晶
晶的這一動作都很親切，完全沒有豪門
太太的包袱，真實善良得讓網友感動。

                                         ( 騰訊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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