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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中國

学期的最后一天，祁凤兰早上5点

30分就起床了。洗漱、做饭、吃饭、

收拾家务。7点10分，她准时从镇上的

家里出发，前往5公里之外的平房村。

每天的通勤，是祁凤兰面临的第

一个挑战。当地有一句俗语：翻过太

后梁，就是小平房。如果不下雨，走

过一段土路就能到达山脚下，下雨涨

水的时候还要蹚过一条河。前一天晚

上下了雨，平日里本就难走的路变得

更加泥泞，有些难以下脚，道路两侧

杂草上的露水厚重，时不时滴落在她

身上。

好在这条路她走了二十年，已经

轻车熟路。道路弯弯绕绕，通常她要

走上一个小时，如果遇到更为极端的

雨雪天气，则要走上一个半小时，甚

至更久。

幸运的是，今天她碰上一位村民

骑着三轮摩托车回来，于是搭上了便

车。伴随着摩托车的轰鸣声和耳边的

风声，她和村民一路闲谈，话题围绕

“谁家的孩子要读大学了”、“谁家

的孩子辍学了”这些家长里短。

祁凤兰抵达学校的时间比预期要

早，一个不大的院子就是平房村幼儿

园。院子四周是成片成片的绿色，房

前是山，屋后是草，院门口长着一米

多高的玉米苗。五间深灰色的房子与

村里平常人家的房子无异，围墙被刷

成并不规整的白色，透过脱落的墙皮

能看到里面的砖块。只有院墙上残破

的铁丝网和房檐下的监控器，透露出

这是一所学校。

52岁的祁凤兰是这里唯一的老师

，大、中、小班15个孩子的日常生活

与学习全由她一人操持，肩负着老师

、妈妈、保姆的职责。这样的生活她

已经过了20年，再有三年她就要退休

。

孩子们陆陆续续被家长送来，散

落在院子的各处跑跑跳跳。祁凤兰无

暇照看他们，刚到学校的她还不完全

是老师的身份，她必须要完成上课前

的准备工作：拖地、通风、整理桌椅

。“夏天还好，冬天更麻烦，因为生

炉子，还要来得更早。”

一个人教15个孩子并不容易，祁

凤兰要负责语言、数学、科学、健康

与社会和艺术这五大领域的全部教学

工作。第一节课九点钟开始，学校里

没有铃声，要靠祁凤兰自己把控时间

。音响声响起，孩子们抱着篮球，聚

集到教室外。15个孩子排成四列，随

着音乐的节奏拍球、运球，或直接抱

着球摇头、踏步。

动作并不整齐，甚至有些凌乱，

摇头的方向不一样，拍打的频率也不

同。这是孩子们跟着视频学会的拍球

操。 很多课程内容祁凤兰也不会，像

唱歌、跳舞、体操，只能依靠网络视

频。碰到做手工、画画这些，她就去

手机上查，研究好了再来示范给学生

看。

暑假之前，照例要进行一场简单

的考试，主要考察孩子们的数学知识

。趁着他们课间玩耍的时候，祁凤兰

亲手抄写了十几份“期末试卷”。她

先是把大班和中班的试卷发下去，让

他们做计算题。又去指导两个小班的

小女孩，分别数图上的动物各有几只

。过程并不顺利，王雨彤一直说“一

个象”，老师试图纠正她是“一头象

”，重复了十几遍。

对祁凤兰来说，这样的对话很常

见。“毕竟才三周，得多教几遍，一

开始会不耐烦，慢慢地就习惯了。”

另一个小女孩杨涵卡在了“三只老虎

”不会数，但祁凤兰只能让学生们互

相帮助，她得先去批改其他人的试卷

。“很多孩子还是挺聪明的，我都是

从书上出的题，拿满分的有好几个。

”祁凤兰自豪地说。

下午的两个小时，孩子们跟着视

频复习儿歌和舞蹈。祁凤兰坐在讲桌

前，一边敲腿一边提醒孩子们集中注

意力。多年积劳成疾，身体上的毛病

也时时困扰着她。总是蹚水过河让她

得了风湿性关节炎，站久了就会腿疼

。因为饮食不规律、伏案工作时间长

，她的胃和腰也不太好。一天下来，

她有些身心俱疲。

城市化的加速，乡村生源越来越

少，从教35年的祁凤兰见证了乡村教

育的兴起与变迁。起初与祁凤兰一起

共事的老师们陆续离开，最后只剩她

一个人坚守在这所幼儿园。当数百名

学生从这里走出去，她的身体和精神

也陷入疲惫状态，像一根拉紧的弓弦

松弛下来，却无法真正松手。

距离放学还有20分钟，家长们的

摩托车、三轮车等在校门外。正式放

学后孩子们站好队，祁凤兰喊一声

“报数”，1到15的数字依次被喊出来

，声音嘹亮而干脆。他们先后离开，

分散在长约6公里的山川里。

一个学期就这样结束。暑假过后

，又将有9个大班的同学升入一年级，

彻底离开这个校园。祁凤兰叮嘱着大

家“假期不要去河里玩”等安全事项

，又告诉即将升学的孩子们要好好学

习。叮嘱是一种仪式，一年又一年地

上演，跟着孩子们一起去向外面的世

界。

太阳落下，校园重归一片寂静。

祁凤兰重复着早上来时的那些工序，

扫地、拖地、倒垃圾、整理桌椅、关

窗，背上双肩包，锁门，踏上了回家

的路。她的背影在空旷的山里显得单

薄又瞩目。路上，始终盘旋在她心头

的问题浮现出来——幼儿园什么时候

能来一位新老师？

1986年，17岁的祁凤兰成为了一

名乡村代课老师。十年后她又读了两

年师范，毕业后成为一名正式教师。

2000年她来到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

蒙古族自治县城子镇，开始与山洼洼

里的平房小学结缘，当时包括她在内

共有5名老师，从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

，共有几十名学生。

2001年全国农村中小学开始实施

“撤点并校”，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

中小学，学生集中到城镇学校。从

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

小学37万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万

所。

改革大潮中，优秀的老师和学生

也陆续流向城镇。平房小学被要求集

中办学，二至六年级的学生都合并到

镇里的中心小学，唯独幼儿园和一年

级的孩子留了下来。看着同事们陆续

离开，祁凤兰也想走，“儿子正在上

小学，我应该回去照顾他。”

当时，教室里只有几排残破的桌

椅，32个衣着破旧、留着鼻涕的孩子

睁大眼睛望着她，有的孩子流出了眼

泪。祁凤兰回忆起那个情景，声音有

些哽咽。此后她再也没想过离开，而

是一届一届地把孩子送出去。

没过几年，一年级生源也少了，

孩子们要么去镇里、县里上学，要么

跟着打工的父母一起去了外地，最后

一年级不得不停止招生。从此祁凤兰

彻底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在乡村教

育逐渐空壳化的背景下砥砺前行。

平房幼儿园的孩子最小3周岁，最

大5周岁，很多时候祁凤兰还要给孩子

们洗手、洗脸、剪指甲，教他们上厕

所，照顾他们吃午饭和午睡。

开始的那几年教学条件很差，教

室是借用村里大队的房子，附近稍微

宽敞一点的路就成了操场。很多玩具

和教具都是就地取材，树枝棍用来上

数学课，饼干桶、药盒子用来让孩子

们了解形状。孩子们最玩不腻的一个

游戏，是把一个小木棍拴在绳子末端

，对着矿泉水瓶就能“钓鱼”。

几年前，村里有个乡亲捐了2000

块钱，让祁凤兰看着给孩子们买点东

西。为了花好这笔钱，她在网上和商

家砍了半天价，花1600元买玩具，剩

下400元用作运费。村子太过偏僻，物

流只能送到镇里，祁凤兰和丈夫一起

赶着家里的驴车，到镇里把东西拉回

来。硬塑料的滑梯、两个简易的秋千

、现在已经损坏的篮球架、玩起来会

“咔嗒”作响的蹦床，这些便成为孩

子们拥有为数不多的大型玩具。

但按祁凤兰的话来说，好在那时

候自己“年轻且精力充沛”，孩子们

也都很听话，愿意学习，从这里升入

镇里小学的孩子成绩大都不错。这也

是村里人不愿祁凤兰离开的原因之一

。

凭借教学成绩和多年来的坚守，

2010年前后祁凤兰曾获得市级优秀教

师、河北省“希望工程二十年优秀乡

村教师”、国家“希望工程二十年优

秀乡村教师”、“感动河北”十大人

物等称号。这所幼儿园也因此得到不

少人的关注，引来不少社会公益组织

前来资助。

2014年6月，摄影师任悦将这里的

凋敝、落后与孩子们清澈的眼神、祁

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图片的形式

呈现在网上，并发起了“一个人的平

房幼儿园”乐捐项目。项目筹得90800

元的捐款，用来添置新校舍急需的教

学设施、教具、玩具，硬化300平方米

操场等。现在的教室后面，摆着三个

大柜子，除了篮球还装着积木、五子

棋、布娃娃、呼啦圈以及各种童话书

，这些和教室里的桌椅板凳、电子屏

幕都是在那之后添置的。

村里人都说，“幼儿园终于像样

儿了。”

社会的关注短时间内改变了这所

幼儿园的状况。但热闹过后，如大多

数乡村幼儿园一样，平房村幼儿园正

在凋零。生源越来越少，没有新老师

来，校园环境也逐渐荒凉。

在祁凤兰所在的镇，像这样的

“单人校”还有6所，每所学校的学生

不超过10人。学校老师要么是等着退

休的老教师，要么是村子里文化程度

较高的村民，祁凤兰的学历和教学水

平算是最高的。

通常情况，年轻的乡镇教师往往

只在乡镇呆上两三年，等到有机会进

城考编，便纷纷离开。而像平房村幼

儿园这样的小地方，即便是作为晋升

的“跳板”都没有人来。因此生源越

来越多地流向城镇，留下来的孩子大

多不被寄予“厚望”，“读书无用论

”仍存在于他们父母的认知中，一些

孩子读完初中便辍学打工。

相比城市里的“鸡娃”，乡村孩

子似乎要“自由”许多，城乡教育差

距也因此产生。在孩子们眼中，外面

的世界模糊而又让人向往，他们的认

知只能来源于父母偶尔打来的电话、

哥哥姐姐们的口中、手机短视频里。

祁凤兰依然是孩子们连接外面世界的

主要桥梁。

祁凤兰也坦言，“他们与城里的

孩子相比，起点的差距就摆在那里，

眼界和见识从小就不同，不仅是基础

设施和教师资源跟不上，家庭教育也

缺失着。”幼儿园里的孩子有一半是

留守儿童，父母在外讨生活，长期缺

席于他们的家庭教育。

暑假对祁凤兰来说与平日上班无

异，除了操持家务这些日常琐事，工

作上的事也有一大堆。“转发回复上

级来文、安全度汛通知、疫情防控通

知、流调统计、疫苗统计、核酸检测

统计、幼儿信息统计……50天的暑假

一天都休息不了。”

因为午饭几乎都在学校草草解决

，祁凤兰的胃病越来越严重，只能利

用节假日看病抓药，反反复复没有好

转。这个暑假她又抓了37副中药，一

天喝三次，每天早晨5点钟就要起床喝

下第一碗中药。

临近退休，祁凤兰希望能再多教

出几个学生，但眼下让这个愿望变得

越发艰难。她计算着，等到大班的孩

子升入一年级，下半年新入学的小班

学生就只有一个人了，她不敢想象那

种班级里学生越来越少的画面。她渴

望休息，却始终放不下孩子们。

平房幼儿园最初的两间小破屋

早已被翻新重建，而现在修建好的

五间房，学生宿舍、活动室、办公

室也已落满灰尘，只剩下一间教室

还在使用。面对这些，祁凤兰常常

从当初的成就感坠入一种深深的无

力之中。多年来的坚守和取得的成

绩支撑着她。“总归是有意义的。

”她说。

祁凤兰没有具体计算过教出了多

少学生。“至少也得有三百多个孩子

吧，最后出去读大学的有四五十个，

考上985、211的也有。”从这里接受

启蒙的孩子们，每次放假回来，只要

赶上幼儿园还在上课，总要来学校看

看祁老师。

闲暇时，祁凤兰会拿着手机，翻

看“六一”儿童节孩子们玩“抢凳子

”游戏的视频，几把凳子围成一圈，

自己拿着锣站在中间。

她想退休前若能有新的老师过来

，并且还有新的生源，这样的热闹就

不会消失。

只有一个老师的乡村幼儿园

学生越来越少，办公室落满灰尘

河北省承德市一所乡村幼儿园里，祁凤兰是唯一的一名老师，肩负着老

师、妈妈、保姆的职责。从教35年，她从教小学到教幼儿园，同事纷纷离去

，生源也越来越少。再有3年，祁凤兰就将退休，学校还没有新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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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做分享的理工科博士爸爸

举家在美国，家有俩娃。刚刚把

老大的大学学费付清，就发出了

老父亲的感叹：一流的大学，学

费也是一流的。随着第一个孩子

的落地，每个家庭都从梦幻的二

人世界，变成了开销剧增的三口

之家。而在美国，养娃到底需要

多少钱？因为娃而花掉的钱又都

去了哪里？一篇文章，我们来分

析。

养娃路上，如果说有什么是我

这个做父亲的最笃定的成功，恐

怕就是“支付成功“。

我以前一穷二白的时候，觉得

钱最重要；现在人到中年，有娃

以后，我愈发发现，年轻时候的

想法真是太对了。钱虽然不是万

能的，但是在带娃路上，没有钱

是万万不能的。

如果说越是高端的食材，越是

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是不是

，越是有不躺平、足够拼的爹，

越是不需要复杂的鸡娃方式。

每次看到成功支付账单以后的

确认页面 “您已成功支付 XXX 的

费用”， 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做爸爸的成（顶）就（梁）感

（柱）油然而生。

每一笔孩子的教育投资，我都

对自己说这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01.昂贵的高等教育

一位刚刚支付完孩子大学学费

的爸爸感叹：生孩子的时候身体

被掏空，支付学费的时候账号被

掏空，孩子若是不争气，养老退

休金恐怕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前不久，我也为我家俩娃的大

学学费估算了一下。如果不申请

联邦助学金，假设我现在已经存

了 10 万美元做孩子的大学学费，

每年投资理财的按照 7%增加计算

，即便是一个娃上私立大学（4 年

大学费用 48 万美元），一个娃上

公 立 大 学 （4 年 大 学 费 用 33 万 美

元），也需要存够 80 万美元的学

费 ， 也 就 是 每 个 月 至 少 要 存 下

2800 美元。

我忍不住吐槽，一流的高等教

育，费用也贵得一流呀。

以前我觉得美国人很绝情，为

啥上完大学就不再在经济上支持

孩子了，甚至不少家长连大学学

费都需要孩子贷款？

我也曾经很纳闷，为啥很多美

国人只满足于大学文凭？多读几

个学位不香吗？

现在轮到我计划孩子上大学的

费用，我总算明白了，原来最终

都是回到了经济基础这个最根本

的问题上。

穷不能穷教育，这个观点我太

同意了。周围不少有条件的家庭

不仅供孩子上大学不需要一分钱

助学金，而且还有能力继续供孩

子读法学院或者医学院。对于这

些幸运的学生来说，这是多么大

的教育资源优势，这样的学位，

毕业以后如何能不高薪？

确实，生孩子是一个家庭的重

大财务决定，养孩子则属于长线

投资。当然，除了金钱的投入，

还包括时间和情感。所以养个孩

子可能和炒股的感觉差不多，伴

随着价值的跌跌涨涨的，可能还

有心情的起起伏伏。

开放二胎的时候，我的同学群

里决定生老二的寥寥无几。如今

鼓励三孩了，同学群里鸦雀无声

，甚至有人插科打诨：“要想鼓

励多生，不是应该鼓励一夫多妻

制吗？让那些养得起的老板们，

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

不得不承认，越是对生活质量

和孩子的教育经历有追求的人，

越觉得有必要让自己孩子接受好

的教育，希望优生优育，想要把

孩子养好，希望孩子事业成功，

所以搞得家长们都压力山大。

当然每个孩子和每个家庭的情

况都不同，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

在美国，养孩子都得花不少银子

。

你猜猜，美国养一个孩子的总

成本是多少？根据美国农业部 US-

DA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养

一 个 孩 子 的 成 本 是 ： 233,610 美 元

，折合人民币一百多万。

这么一大笔钱，足够买一辆法

拉利了！

但是问题来了，是用这笔钱来

养一个孩子呢，还是买一辆法拉

利呢？有人总结出了为什么选择

前者的其中一个原因：法拉利不

会管你叫爹！

02.钱都花哪里去了？

从 出 生 到 17 岁 平 均 成 本 要 一

百多万人民币？那么这些钱都花

到哪里去了？

住房是养孩子最大开支之一，

占高收入家庭成本的 26%，中等收

入家庭成本的 29%，低收入家庭成

本的 33%。

住房的花费五花八门，什么按

揭付款、各种赋税、装修维修、

家电家具，有房子的都知道这是

个无底洞。住房越大，日常花费

和维护的费用会更高一些。所以

娃多占空间，想换大房子，养娃

成本也会大幅增加。

食物支出大概占育儿总费用的

18%。吃饭是大事，而且每天都要

吃，还要变着花样吃。研究发现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吃饭开

支也会增加。青少年食物费用最

高，而婴儿和幼儿的食品成本却

是最低的（即便奶粉钱也不低）

。

孩子们在点餐，眼里只有食物

，享受生来就有的基本权利，从

不会考虑为什么每样吃的后面还

跟个数字......

儿童教育占所有费用的 16%，

包括学费、文具用品、书籍、保

姆费用等。

可能您会觉得教育支出在您家

占大头，那我恭喜您！为什么呢？

因为研究指出：高教育费用是高收

入家庭的标配！高收入家庭有能力

让孩子上学费更高的私立幼儿园和

私立学校，也有能力让孩子学习各

种才艺技能。相比较而言，如果吃

饭都困难，心思不会在选哪个私立

学校，学什么乐器上。

在美国，交通出行支出大概占

所有费用的 15%。在美国大多数州

，青少年 16 岁就可以考驾照，这

意味家庭要添置汽车、购买汽车

保险，而青少年司机的车险也是

最贵的。

接下来就是医疗保健，占育儿

总费用的 9%。

美国的医疗是出了名的贵，特

别是对于没有健康保险的人群。

虽然有针对低收入和无工作的全

民医保“奥巴马医疗保险”，但

是大部分有工作的父母往往可以

通过自己的雇主来支付大部分的

医疗保险费用，即便这样，仍然

有不少自付费用，以及保险不包

含的费用。

我发现，暑假期间是孩子去急

诊室的旺季，因为孩子户外活动

增加，受伤的可能性也加大。随

着孩子的成长，费用也会增加，

譬如牙齿矫正、牙箍、眼镜等费

用。

医生在检查儿子视力。老父亲

知道，买单的时候又到了......

我们家就是不出门，我们也要

担心有医疗开支，总之有娃就得

做好高度戒备的准备。

03.不同家庭的教育支出

这个研究也发现：从孩子出生

到 17 岁平均养育成本为$233,610，

这个数目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

个因素，包括收入范围、护理人

员数量，双亲和单亲家庭计算不

同等等。

主要的决定因素当然是家庭收

入，一般在美国粗略的分为三个

阶层：

低 收 入 阶 层 ： 家 庭 年 收 入 低

于 59,200 美元

中产阶级收入：家庭年收入在

59,200 美元至 107,400 美元

上层阶级收入：家庭年收入超

过 107,400 美元

低收入双亲家庭平均要花 174,

690 美元来养育孩子，而高收入双

亲家庭平均要花 372,210 美元来养

孩子。高收入父母抚养孩子的费

用更高，因为在非必需品和教育

上花费更多。

我家 2019 年万圣节到圣诞节消

费基本上就是度假和“买买买”

此 外 ， 23 万 这 个 数 据 来 自 于

2017 年，通货膨胀会使这个数字高

于 25 万美元，特别是疫情过去的

这一年，但这只是养育一个孩子从

出生到 17 岁的平均成本，还不包

括私立学校或大学教育的费用。

另外，据 CNBC 的调查数据，

美 国 人 最 低 每 年 平 均 花 费 2-3 万

在孩子的大学教育上，四年本科

，大约十几万美元的支出。再加

上这个，从出生到大学毕业，保

守估计四十万美元以上。

那么有钱人家养一个孩子要花

费多少钱？根据 Town & Country 杂

志社估计，能把孩子送进藤校的

富裕家庭。在每个孩子身上花费

达到惊人的 170 万美元。

在美国不同的州养育孩子的成

本也相差很大，譬如美国养娃最

贵的马萨诸塞州，婴儿的日托平

均年费用为 20,415 美元；而在阿肯

色州，婴儿日托平均年费用为 6,

726 美元，是美国养孩子最便宜的

地方之一。

地理位置也是决定在那里生娃

养娃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譬如

，美国东北部城市养孩子平均花

费为 264,090 美元，明显高于全美

整体平均水平。同样的，在东北

部地区不同阶层家庭的花费也不

同 ： 低 收 入 家 庭 平 均 花 费 204,840

美元；中等收入家庭平均花费 264,

090 美 元 ； 高 收 入 家 庭 平 均 花 费

407,490 美元。

以此类推，西部城市抚养孩子

平均花费是 245,460 美元，南部城

市养孩子平均花费为 232,050 美元

，中西部城市养孩子平均花费为

227,400 美元。

04.全球其他国家养孩子费用

全球其他国家养孩子费用怎样

呢？

在英国，抚养一个孩子从出生

到 18 岁的全部费用 152,747 英镑

，约合 210,000 美元。如果不包括

租金、儿童保育税或市政税，那

么双亲家庭所需金额为 71,611 英

镑(约为 98,000 美元)，单亲家庭所

需 的 金 额 为 97,862 英 镑 ( 约 134,

000 美元)。

在德国抚养一个孩子到 18 岁

大约需要 176,000 美元。据估计，

在德国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约为

148,000 欧 元 或 176,000 美 元 。 然

而，这仅包括基本费用，如食物

、衣服、住房和休闲。幸运的是

，国家提供了税收减免和儿童津

贴，这些钱按 2018 年水平计算，

差不多为 41,904 欧元（略低于 50,

000 美元）。

在澳大利亚，抚养一个孩子从

出 生 到 18 岁 的 平 均 成 本 在 121,

000 美元到 418,000 美元之间。与

美国的情况一样，澳大利亚也有

地区成本差异。悉尼和墨尔本的

总体成本高于澳大利亚偏远地区

的成本。

在加拿大抚养一个孩子平均每

年费用约为 10,500 美元。在北部

边境，养育孩子负担可能更轻一

些 ， 约 花 费 13,365 加 元 （ 或 约

10,600 美元）。到孩子 18 岁时，

父母预计将花费 253,946 加元（或

约 202,000 美元）。

原谅我理工科的思维，对数字

十分看重。一串串的数字，被背

后是父母的焦虑、压力、和期望

呀。

不论在哪个国家，即便养育孩

子的教育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但是我们为人父母的还是乐此

不疲、心甘情愿的为了孩子默默

的付出，毕竟这是我们做父母的

最笃定的、一种对孩子教育和未

来投资的坚持。

做爸爸难，做又能赚钱养家，

又能抽出时间陪孩子投资亲子关

系的爸爸就更难啦。所以我经常

安慰自己：钱永远也挣不够，身

外之物，够用就好！

“美国双博士爸妈”由美国双

博士爸妈创建，美国东海岸的国

际教育专家，专注教育，精耕细

作，以人为本，坚持发布原创教

育类文章。同时提供美国留学相

关的申请和咨询服务，详情请查

看美国双博士爸妈公众号菜单中

“服务简介”。

美国博士老爸悟出的教育真相
养娃到底要砸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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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風土人情(下)
3．餐飲禮儀

美國人的飲食習慣，一般可以說是因地區而異
，因民族而異。就總體而言，其共同特徵是：喜食
“生”、“冷”、“淡”的食物，不刻意講究形式或排場
，而強調營養搭配。在一般情況下，美國人以食用
肉類為主，牛肉是他們最愛吃的，雞肉、魚肉、火
雞肉亦受其歡迎。若非穆斯林或猶太教徒，美國
人通常不忌食豬肉。然而，在美國人之中，愛吃羊
肉者卻極其罕見。

美國人不吃的食物，主要有狗肉、貓肉、蛇肉、
鴿肉，動物的頭、爪及其內臟，生蒜、韭菜、皮蛋等
。

受快節奏的社會生活影響，美國的飲食日趨簡
便與快捷，因此，快餐在美國得以大行其道。熱狗
、炸雞、土豆片、三明治、漢堡包、麵包圈、比薩餅、
冰激淩等，在美國可謂老少咸宜，成為美國人平
日餐桌上的主角。
美國人愛喝的飲料有冰水、礦泉水、紅茶、咖啡、
可樂與葡萄酒，新鮮的牛奶、果汁，也是他們天天
必飲之物。
在人際交往中，美國人有時會請親朋好友們上自
己家裡共進晚餐。美國人看重的是這一形式本身
，而在實際內容上卻不甚講究。美國人請客之時
只準備兩三道菜，是極為正常的。

用餐的時候，美國人一般以刀叉取用。在切割
菜肴時，他們習慣於先是左手執叉，右手執刀，將
其切割完畢，然後，放下餐刀，將餐叉換至右手，
執叉而食。

美國人用餐的戒條主要有下列六條。其一，不
允許進餐時發出聲響。其二，不允許替他人取菜。
其三，不允許吸煙。其四，不允許向別人勸酒。其
五，不允許當眾寬衣解帶。其六，不允許議論令人
作嘔之事。總之，美國人認為，在用餐時理當表現
得斯文一些才好。

4．主要習俗和禁忌
美國人對山楂花與玫瑰花非常偏愛。他們普遍

愛狗，認為：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對於那些自
稱愛吃狗肉的人，美國人是非常厭惡的。在美國
人眼裡，驢代表堅強，象代表穩重，它們分別是共
和黨、民主黨的標誌。蝙蝠被視為吸血鬼與凶神
，令美國人最是反感。

美國人最喜愛的色彩是白色。在他們看來，白
色象徵著純潔。在此前提下，白貓也成了美國人
很喜歡的寵物。在美國，人們喜歡的色彩還有藍
色和黃色。由於黑色在美國主要用於喪葬活動，
因此美國人對它比較忌諱。
美國人最討厭的數字是“13”和“3”。他們不喜歡
的日期則是“星期五”。

與美國人打交道時，一般都會發現，他們大都
比較喜歡運用手勢或其他體態語來表達自己的
情感。不過，下列體態語卻為美國人所忌用。其
一，盯視他人。其二，沖著別人伸舌頭。其三，用
食指指點交往對象。其四，用食指橫在喉頭之前
。美國人認為，這些體態語都具有侮辱他人之意
。

美國人在公共場合和他人面前，絕對不會蹲
在地上，或是雙腿叉開而坐。這兩個動作，均被
視為失儀之舉。

美國人在跟同性打交道時，有不少的講究。在
美國，成年的同性共居於一室之中，在公共場合
攜手而行或是勾肩搭背，在舞廳裡相邀共舞等，
都有同性戀之嫌。

跟美國人相處時，與之保持適當的距離是必
要的。美國人認為，個人空間不容冒犯。因此，在
美國碰了別人要及時道歉，坐在他人身邊先要征
得對方認可，談話時距對方過近則是失敬於人的
。一般而論，與美國人交往時，與之保持50釐米至
150釐米之間的距離，才是比較適當的。

標榜個性獨立的美國最忌諱他人打探
其個人隱私。在美國，詢問他人收入、
年齡、婚戀、健康、籍貫、住址、種族等，
都是不禮貌的。即使招工時，美國人也
極少詢問此類問題。

美國人大都認定“胖人窮”，“瘦人富”，所以他
們聽不得別人說自己“長胖了”。與美國黑人交談
時，既要少提“黑”這個詞，又不能打聽對方的祖
居之地。與美國人聊天時，要是談及政黨之爭、投
票意向與計劃生育，肯定會導致雙方“話不投機

半句多”。在美國街頭，千萬不要搭理上前“賣藥”
的人，因為對方極有可能是販毒者。

不宜送給美國人的禮品有香煙、香水、內衣、藥
品以及廣告用品。
(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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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風土人情(上)

美國的全稱是美利堅合眾國，領土由
本土、位於北美洲西北部的阿拉斯加
半島和夏威夷群島三個部分所組成。
美國本土位於北美洲的中部，它北部
與加拿大交界。美國的總面積約為963
余萬平方公里，海岸線約長 22，680 公
里。美國的首都是華盛頓。美國的總人
口約3億。官方語言是英語。國慶日是
每年的7月4日。國旗為星條旗。由7條
紅色、6條白色共13道寬條組成，靠旗
杆一側的藍色長方形中50顆白色五角
星9排橫列。美國的國歌叫《星條旗永
不落》。美國的國花為玫瑰。美國的國
鳥是白頭鷹。
1．社交禮儀

美國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具有下述
四個主要的特點。

第一，隨和友善，容易接近。美國人
為人誠摯，樂觀大方，天性浪漫，好交
朋友。用中國人的話來講，美國人大概
屬於那種“自來熟”的類型。在交際場
合，他們喜歡主動跟別人打招呼，並且
樂於主動找人攀談。如果願意，美國人
是可以跟任何人交上朋友的。

在美國人看來，人緣好，善於結交朋
友，是取得個人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不願擴大自己的交際範圍，甚至拒絕
與他人接近的人，不僅個人心理上存
在問題，而且對交往對象以及其他所

接觸的人，也是不夠友好和尊重的。
第二，熱情開朗，不拘小節。在日常

生活中，美國人主張凡事講究實效，不
搞形式主義。他們不是不講究禮儀，而
是反對過分拘泥於禮儀，過分的矯揉
造作。
美國人的見面禮節，大約是世界上最
簡單不過的。在不瞭解對方的人看來，
簡直有怠慢他人、敷衍了事之嫌。

在一般情況下，同外人見面時，美國
人往往以點頭、微笑為禮，或者只是向
對方“嗨”上一聲作罷。不是特別正式
的場合，美國人甚至連國際上最為通
行的握手禮也略去不用了。若非親朋
好友，美國人一般不會主動與對方親
吻、擁抱。在商務往來中，他們尤其不
會這麼做。

在稱呼別人時，美國人極少使用全
稱。他們更喜歡對交往對象直呼其名，
以示雙方關係密切。若非官方的正式
交往，美國人一般不喜歡稱呼官銜，或
是以“閣下”相稱。對於能反映其成就
與地位的學銜、職稱，如“博士”、“教授
”、“律師”、“法官”、“醫生”等，他們卻
是樂於在人際交往中用作稱呼的。在
一般情況下，對於一位擁有博士學位
的美國議員而言，稱其為“博士”，會被
稱其為“議員”更受對方的歡迎。

第三，城府不深，喜歡幽默。普通的

美國人，大都比較樸實、直率。在待人
接物中，他們喜歡在符合禮儀的前提
下直來直去。對於“聽話聽聲、鑼鼓聽
音”之類的做法，他不僅不習慣，而且
還往往難於接受。與美國人打交道時，
表現得過於委婉、含蓄，或是有話不明
講，以旁敲側擊，巧妙地暗示，效果未
必能夠盡如人意。

美國人的處世風格，總體上是瀟灑
浪漫。他們主張充分地享受
生活，凡事都要盡可能地去
嘗試一下。在平時，他們喜歡
笑面人生，愛開玩笑。跟美國
人相處時，若是不明白這一
點，而一味地恪守“喜怒不形
於色”的中國古訓，無形之中
就會使對方與自己拉開距離
，甚至會讓對方敬而遠之。

第四，自尊心強，好勝心重
。美國人一般而論都有很強
的好勝心。他們喜歡見異思
遷，崇尚開拓，在人際交往中
都顯得雄心勃勃，做起事情
來也會一往無前。受這一風
氣影響，美國的孩子一旦長
大成人，就要自立門戶，自己
去闖天下，與父母劃清經濟
賬。聽憑父母為自己作主，處
處依賴父母的美國青年人，

會被人們瞧不起。
在美國，即使是

父子、朋友，外出
用餐時，往往也會
各付各的賬。在人
際交往中，美國人
是不時興向別人
借錢的。他們認為
，借錢應該上銀行
，找個人借錢就是
索要的意思。在一
個美國人的一生
中，不搬上幾次家
，不換上幾回工作
，往往是不可思議
的。凡此種種，均
與美國人的好勝
心強存在著因果
關係。

在人際交往中，
美國人自尊心強，
也是出了名的。
2．服飾禮儀

總體而言，美國
人穿著打扮不太
講究。崇尚自然，
偏愛寬鬆，講究著
裝體現個性，是美
國人穿著打扮的
基本特徵。
在日常生活中，美
國人大多是寬衣
大褲，素面朝天，
愛穿 T 恤裝、牛仔

裝、運動裝以及其他風格的休閒裝。要
想依照日常著裝來判斷一個美國人的
實際地位或身份，往往是難以辦到的。

衣冠楚楚的美國人在實際生活裡也
不是沒有。但是，要想見到身穿禮服套
裝的美國人，大約只有在音樂廳、宴會
廳或者大公司的寫字樓內才比較容易
。

美國人認定：一個人的著裝，必須因
其所處的具體場合，或是所扮演的具
體角色而定。在美國人看來，一個人穿
著西裝，打著領帶去軋馬路、逛公園、
遊迪斯尼樂園，與穿著夾克、T恤、短褲
、健美褲赴宴或出席音樂會一樣，都是
極不得體的。在美國若不瞭解此類講
究，往往就會被人恥笑。

美國人在著裝方面雖較為隨便，但
並不等於說，他們一點講究也沒有，只
不過是相對而言少一些罷了。跟美國
人打交道時，應注意對方在穿著打扮
上的下列講究，免得讓對方產生不良
印象。

第一，美國人非常注意服裝的整潔。
在一般情況下，他們的襯衣、襪子、領
帶必然每天一換。穿肮髒、打皺、有異
味的衣服，美國人是看不起的。

第二，拜訪美國人時，進了門一定要
脫下帽子和外套，美國人認為這是一
種禮貌。

第三，美國人十分重視著裝的細節。
在美國人看來，穿深色西裝套裝時穿
白色襪子，或是讓襪口露出自己的裙
擺之外，都是缺乏基本的著裝常識。

第四，在美國，女性最好不要穿黑色
皮裙。不然的話，就會被美國人視為並
非“良家婦女”。

第五，在美國，一位女士要是隨隨便
便地在男士面前脫下自己的鞋子，或
者撩動自己裙子的下擺，往往會令人
產生成心引誘對方之嫌。

第六，穿著睡衣、拖鞋會客，或是以
這身打扮外出，都會被美國人視為失
禮。

第七，美國人認為，出入公共場合時
化豔妝，或是在大庭廣眾之前當眾化
妝、補妝，不但會被人視為缺乏教養，
而且還有可能令人感到“身份可疑”。

第八，在室內依舊戴著墨鏡不摘的
人，往往會被美國人視作“見不得陽光
的人”。(未完)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210914A 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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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提醒納稅人警惕新冠疫情相關國稅局提醒納稅人警惕新冠疫情相關
詐騙詐騙；；近期激增案例集中于經濟影響近期激增案例集中于經濟影響
補助金和子女稅優惠付款補助金和子女稅優惠付款

國稅局提醒納稅人，與經濟影響付款和子
女稅優惠預付款相關的、以新冠疫情援助為幌
子的騙局正在愈演愈烈。

國稅局最近發現這
些騙局激增，並敦促
人們對自稱來自國
稅局的信息保持警
惕，尤其是與新冠疫
情相關的問題更是
要謹慎。國稅局每天
都會收到數百份相
關騙局的報告。
冒充國稅局的騙局

通常使用電話、短信
、電子郵件或社交媒
體來試圖欺騙毫無
戒心的納稅人提供

個人和財務信息。詐騙者通常會要求收件人單
擊嵌入在電子郵件、社交媒體消息或文本中的

鏈接，將受害者帶到欺詐網站要求他
們提供財務信息。或者點擊鏈接會導
致惡意軟件下載到設備上。“我們敦
促民眾注意新的騙局。這些騙局試圖
用疫情期間的重要付款為幌子來欺騙
人們。”國稅局局長Chuck Rettig說，

“納稅人在此期間需要格外小心，有一
些簡單的方法可以避免成為受害者。”
新冠疫情相關詐騙

任何聲稱來自國稅局並提供援助
以註冊第三次經濟影響補助金付款或
加速每月子女稅優惠預付款的通信都
可能是騙局。納稅人在接到莫名其妙
的來電或短信時，不應提供任何個人
或財務信息，否則則可能導致財務損
失和身份盜用。

網絡釣魚電子郵件和
釣魚短信激增

Phishing@irs.gov 每
天持續收到數百封電
子郵件，投訴愈演愈
烈的、以經濟影響補
助金付款 (EIP) 為幌
子的網絡釣魚活動。
該活動使用各種技術
來提供網絡釣魚鏈接
，最終將用戶引到欺
詐網站。納稅人持續
報告與新冠疫情相關
的釣魚短信（“smish-
ing”）騙局，往往以國
稅局和財政部項目為
幌子。納稅人不應在
未先與國稅局核實上
下文的情況下，點擊
任何聲稱來自國稅局
的電子郵件或短信中
的鏈接，或打開附件。

納稅人保護自己的
簡單步驟
作為安全峰會工作的
一部分，國稅局與州
稅務機構和國家稅務
界的合作夥伴合作，
以提高民眾和稅務專

業人士的警惕，識破與稅務相關身份盜竊相關
的詐騙。峰會合作夥伴同時敦促納稅人和稅務
專業人士留意一些常見騙局。

雖然騙子不斷想出新的詐騙模式和騙局來
誘騙納稅人提供個人信息，但有一些簡單的方
法來確定電郵或短信是否來自國稅局：
• 國稅局不會通過電子郵件、短信或社交媒
體渠道與納稅人聯繫以索取個人或財務信息，
包括與子女稅優惠相關的信息。
• 國稅局在電話留言中不會使用預先錄製的
錄音，也不會使用緊急的或威脅性的語氣。那些
語氣強勢並且警告納稅人有訴訟或逮捕的電話
是假的。
• 國稅局不會致電納稅人要求他們提供或核
實財務信息，以便他們能夠獲得每月的子女稅
優惠付款。
• 國稅局不會要求納稅人通過禮品卡、電匯
或加密貨幣進行付款。

對於有資格獲得子女稅優惠預付款的納稅
人，國稅局將使用其 2020 年或 2019 年納稅申
報表中的信息自動為他們登記預付款。納稅人
不必採取任何額外的行動。如果納稅人需要更
新他們的信息，想要檢查他們的子女稅優惠預
付款資格，或者他們是非申報者，那麼應該去
https://www.irs.gov/zh-hans/credits-deduc-
tions/child-tax-credit-update-portal 獲取更多
信息。

要報告與國稅局相關的可疑網絡釣魚和在
線詐騙，請訪問 IRS.gov/phishing。
(IRS新聞中心)

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ousands of migrants, including
families and babies, were
crowded in a camp under the Del

Rio International Bridge last
week. They slept in the dirt
without much food and water in

hopes of being processed by the
U.S. Border Patrol.

Many of them are Haitian who
have assembled in the temporary
site that has grown to more than
13,000 last week.

Haiti is feeling the pain from a
major earthquake that left more
than 2,000 people dead and
thousands more injured with their
president Moise having been
assassinated.

The southern border crossings
have reached the highest level in
decades with more than 20,800
in August being reported with a
total this year of 1.5 million being
met.

Toda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facing another crisis again in Del
Rio, Texas. Del Rio Mayor
Lorano has asked the president
for additional resources and
manpower to process the
migrants at the border.

Images from the bridge show
crowds of migrants at the camp.
Many were carrying young
children across the deep waters
and looking to come to America.

With the pandemic still attacking
around the world, many people
are fighting for survival and trying
to join the crowd at the border.
We really need to help these
people as much as possible.
Unfortunately, most of the people
will still need to be sent back to
their country.

0909//1919//20212021

Thousands Of MigrantsThousands Of Migrants
Under A Texas BridgeUnder A Texas Bridge

成千上萬的中南美洲難民目前
正結集在美墨邊境帝羅鎮的大橋下
，一萬四千名難民正等待美國移民
官員審查身份。
這批多半是來自海地及中美洲

的難民，過去幾天來被困在帝羅國
際大桥下，他們攜家帶眷睡在地上
缺水又缺食物，真是在上演一場人
間悲劇。
海地因為多次之地震及總統遇

刺造成大量的難民逃亡潮，他們主
要還是想逃到美國，由於疫情嚴重
，邊防警察授權可以阻止難民越界
，但是聯邦法官週四裁定此執法行
為對於有孩童之家庭例外。

目前美國正面臨非法難民入境
之危機，單就八月份就有二十萬八
千人，今年总共已有一百五十萬难
民来到美國，但是他們大多數還是
會被遣返。
值此全球及美國之疫情還在不

斷蔓延之中，美國在阿富汗撤軍之
後要處理為數眾多之難民，再加上
目前來自墨西哥邊境之百萬逃亡者
，真是令拜登政府焦頭爛額。
美國號稱是人道主義國家，又

豈可見死不救，今天如果世界局勢
繼續不安，经濟不振，难民問題是
無法解決。

難民潮湧向美國難民潮湧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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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中，一张中国妇女和几个孩子的照片引起

了人们的注意。图中的中年华人妇女一手推婴儿车

，一手牵孩子，背上还抱着婴儿走过街头，身后还

跟着个孩子。这些婴儿肤色也有白、有黑、有黄，

作者虽没有过多解说，但几个孩子不同的肤色却给

了大众线索:这个摄影家偶然遇到的华人妇女，或许

半生都辗转在不同肤色族裔的男人中间，甚至替他

们生下不同肤色的孩子。

一张照片浓缩了一位华人女性的一生，女性的

寂寞况味通过镜头下的几人几色延展开来。万晓燕

说，移民过来的华人妇女，家庭生活许多出现过变

故，离婚率很高。离婚后的她们常常会找一些年纪

大的白人凑合过日子，或者死了老公的华人妇女只

能依靠“傍老外”来改善生活。

万晓燕曾拍摄过这些妇女和其他不同肤色的丈

夫的照片。对于这些照片，万晓燕解释，这些华人

女人，她们并不想宣泄什么，只想安安静静把自己

的日子过好。她们以为落难了，又得到改善，也不

关注外面的世界。“我很少看到这样的家庭组合一

起去购物，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幸福，但你不能去评

判他们，因为海外生活自有他的残酷性。”

惊慌尬尴的华人拾荒者

繁华的街道上，年迈的华人妇女推着装满废弃

塑料瓶的三轮车弯腰前行，这些年迈的拾荒老者，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等各种原因去各社区收集废旧塑

料瓶。这是万晓燕“另类移民者”中的主照，也是

她最喜欢的作品，在她看来，这些作品最为接近唐

人街底层华人的生活。

万晓燕给记者发来了她对 “另类移民者”的

文字说明，“2004到 2009年，街头有个影子向你

袭来，男的、女的、老的、壮的，肩被大包东西

压着，手被长绳割着，脸沉沉地坠着。有一次，

遇上一位同胞，她已是母亲的母亲，你问她，为

什么要出来，她说，女儿帮她们申请来美国，可

生活下来真不容易，儿女担子重，父母也分担一

点，这样好打发时间，换点补贴，在这里有病看

不起啊，把这份活儿当体育锻炼。她讲的轻松，

可你知道，她心里一点也不轻松......移民路上不轻

松、不浪漫、不奢华，每次悄悄跪在地上等他们

入镜，他们值得你拍摄，体贴儿女，自强不息，

适应生活，他们坦荡豪迈地走在大街上，阳光里

，他们是另类移民者。”

万晓燕告诉记者，5年时间内，她拍摄了成千

上万张拾荒华人的照片。拍摄期间通常不太会跟他

们说话，也不敢跟他们说话，因为这些拾荒老华人

被同族人看到的时候，常都会有一瞬间的惊慌尬尴

，以至于他们也经常选择远离华社的地方拾荒。

万晓燕理解这种微妙的心理，她说不跟他们说

话，不问他们来历是尊重这些人。长期跟拍这些拾

荒者的女摄影家告诉记者，她听的最多的对话，是

这些拾荒者在卖掉废品之后商量着怎么处理这些钱

，他们大多会说，自己这个月要买什么，或者讨论

这些钱够给孙辈买哪些礼物等。

偶尔，万晓燕会告诉这些拾荒者，一个人时不

要乱跑，最好看到“洗街牌”再出来。美国街道有

固定的冲洗时间，这时候会挂出“洗街牌”，社区

里的人都会把垃圾放在固定地点，年迈的拾荒者趁

这时来捡东西，省时省力收获也多。

万晓燕拍摄过很多拾荒者的背影，但是目前展

出的只是十万分之一作品，在她的叙述里，这群拖

着沉重肉身的拾荒者，在美国现代化的空旷道路上

，踟蹰前行！

旅美摄影师讲华人故事
人在他乡冷暖自知

金秋10月，在北京这座古老和现代交融的城市里，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迎来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摄影展览，

由美国旧金山华人女摄影家万晓燕掌镜的200多幅摄影

作品，以美国华侨华人的生活为主线，用朴实的镜头语

言，向大众讲述了美国普通华人的故事。

分化的底层华人不问窗外事
美国“911事件”发生后，靠近某唐人街的美国社区举行了悼念活动

，一个华人在美国国旗上签上了名字以示悼念，引得前来参加活动的美

国人，盯着华人的签名细看不已，表示惊奇。唐人街华人给美国社会留

下的传统印象是保守，很少参与主流社会的活动。万晓燕按下了快门，

记载下美国人惊诧的表情。

这惊诧的表情一度让万晓燕痛心，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跟美

国大众文化隔膜的情景，也逐渐出现在华人社区，华社内部也出现了分

化和分裂的痕迹。

“美国华人，底层的还是很底层，”万晓燕说，底层华人大多语言

不通，尤其是老华人，他们几乎都是不闻窗外事，只过自己的日子，社

区活动和投票选举等也不太上心。所以，无所事事的他们常徘徊在街头

，哪儿有热闹往哪儿凑，无聊之余，许多老华人都在抽烟打牌中度过晚

年。

年轻一点的底层华人会去餐馆找工作，一部分人走出了唐人街，这

些年轻人回到唐人街后，开起了奶茶店、咖啡店等新商店，这些店铺逐

渐改变唐人街的样子。“但是，也很难改变整体风貌，唐人街基本上都

是当地最脏最乱的地区之一，”万晓燕称。

移民美国10到20年的人会有些变化，经历了艰难的生活之后，这些

华人对孩子的教养也带有美式痕迹，比如喜欢散养放养孩子。部分华人

孩子成年后，跟父母的关系也不像中国国内一样熟络，大家都是各过各

的生活，日常生活中，部分老华人还是需自食其力。

另外一类比较激进的是第三第四代华人,基本已经成了外黄里白的

“香蕉人”。这群“香蕉人”似乎真正融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他们说

着流利的英语，有着美式的生活方式，参加社团，关注政治和社区，常

常出现在主流媒体发声。“他们很主流，但是未必真正关心下层华人，

有时候就算关注也是政治的需要，”王晓燕称。

还有一些有社会头衔的侨界侨领，基本上是华社内部的政治精英，

但这些团体喜欢内耗，常常各自为政。比起他们，需要帮助的华人更喜

欢求助教会和唐人街里面的一些公益组织。

更典型的是新世纪后的新一代移民，比起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来美

的移民，他们经济状况较好。新移民群体最经典一幕是常拉着大大的行

李箱去商场购物，他们出手阔绰，几乎营造了华人“海外金主”的形象

，让美国商店又爱又恨。

一方面越来越多得能说中文的店员出现在店中以迎合他们，另一方

面，主流社会对这种豪奢的生活方式大加嘲讽，包括新一代较为富裕的

中国留学生，他们酒驾豪车、住豪宅的行为也常常遭到媒体抨击。

被忽视的唐人街另类生活

万晓燕说自己的每个作品背后都有故事。比如华人的传统节日期间

，美国人也会参与其中，他们穿着大红的、锈有福禄寿字样的唐装，戴

着中国古代戏文中的配饰，提着大红灯笼，有模有样地舞龙舞狮，脸上

洋溢的笑容超越了种族界限……这些作品布满了文化融合的痕迹，记录

了东西方文化交错下华人和美国人共处一隅的过程。

摄影过程也是移民生活的历程的记载，除了文化融合也有文化磨合

。万晓燕镜头下的唐人街，已有不短历史，自成一个世界，傲然独立中

也流露几丝跟主流社会的对立感。唐人街的小巷也是拥挤的，窗口不时

地飘出裤衩和内衣，飘荡的裤衩和内衣有些滑稽，这种在美国本土人家

后院的晾物，毫无遮掩的暴露在高低不一的唐人街阁楼窗口。除了生活

本真，它也暗喻了生活的狭促和拮据，讲究的礼仪和精致的生活被现实

击碎，像极了一种海外华人文化伤痕。

人在他乡，冷暖自知，万晓燕仍然强调这是移民生活的一种真实场

景，是部分移民的真实生活状态，于现场观摩作品的人来说，也极为容

易把情绪带到作品中去。他们会想，这是一般认知中的美国华人生活吗

？

在旅美华侨摄影家的镜头下，美国华人的生活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旅美生活千姿百态，底层华人的生活远远不是国内大众认知的那样光鲜

。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万晓燕诠释了一个更广阔和真实的命题：人生

不如意等生存困境，于故乡和他乡来说没有本质区别，美国下层华人也

是需要关注和关心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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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摄影本身而言，万晓燕的表现手法相当克制，她喜欢用大全景。这种类似

新闻摄影的表达形式，把人和物放置在特定的环境中构成主题。从1999年移民美

国后开始，万晓燕耗费16年时间走遍美国几十个州，始终把镜头对准美国社会的

底层华人。



成本到底有多“低”？
網絡電影《太空群落》上線至今半個月，數

據平平，很難和其他作品相比。但是，這部作品

吸引了不少非典型的網絡電影觀眾，它所呈現的

創新視覺、故事主題及思想內核，甚至有些接近

院線電影質感。

導演盧勁濤同時也是影片的製片人，自從進

入宣傳期，一直為各種事宜忙碌，時不時會看看

後臺的數據。《太空群落》的數據非常有趣，過

往多數網絡電影的觀看渠道方面，均是手機端人

群多於電視端，但《太空群落》恰好相反。

誠然，電影美術出身的盧勁濤對這部作品的

美術下了狠手，“整部影片的錢幾乎都花在了美

術和特效上。”《太空群落》總投資在一千多萬

，對於一部網絡電影而言，這並不算便宜。

在拍攝前，盧勁濤就帶著團隊繪製各種效果

圖，但最後真正使用到的內容，只有前期所製作

的三分之一，“對於團隊而言，整個過程就像是

在試錯，錯了沒關系，希望成片出來能更好。”

相近檔期上線的《重啟地球》在成本方便同

樣不便宜，據了解，該片製作成本高達2500萬，

直逼網絡電影製作的天花板。

很顯然，對於一部科幻題材的影視作品而言

，成本仍是關鍵。

《太空群落》開拍的時候，恰好是《流浪地

球》殺青，盧勁濤本打算向他們租賃宇航服，

“對我們而言，價格太貴了。”但還好，這部作

品多數是內場戲，以綠幕進行拍攝，相對降低了

部分的場景成本。成本一直是繞著大家的主要問

題，曾有一部院線科幻電影想向他們租借搭建好

的設備，“他們也被價格勸退了”。

而同期另一部電影《火星異變》則選擇了新

疆作為實拍地，並製作了火星車、火箭艙等大型

道具，這同樣需要投入大量資金。

眾所周知，科幻題材的影視作品對於服化道

會有更高的要求，對於中國影視行業仍是一條新

賽道，相對那些已經量產、可以借鑒的古裝題材

作品的服化道而言，科幻題材會需要更高的成本

投入。

所謂“科幻”，代表了科學和幻想。科學的

一面有據可考，但想象力就是需要創作者天馬行

空的創造，往往當這些東西要變成實體時，就常

常需要更多金錢和精力的投入。

盧勁濤告訴我們，《太空群落》製作後期，

“身邊很多年輕人都不分時間去完善每個細節，

甚至不少人剛從其他院線電影項目上結束，就過

來幫忙。”

特效永遠是科幻電影繞不過去的話題，以及

成本消耗最大的一環。

參與了《流浪地球》特效工作的徐建曾在

我們采訪中表示，目前中國科幻電影製作中，

“數字資產”積累不足，很難進行多次利

用，尤其他們在《流浪地球》的創作中，

很多建模都是從零開始，“有了《流浪地

球》的積累，有的就能在《流浪地球2》中

繼續沿用。”

編劇要有“幻想”
“雖然現在點擊數據一般，但我很開心有一

批人會來告訴我片子質量的好壞。我也明白

，它的故事確實沒那麽直接，對於有一部觀

眾沒那麽友好。”盧勁濤向我們復盤著作品

目前的現狀和問題。

比起概念上網絡電影的故事風格，《太空群

落》沒有非常強烈的戲劇沖突，主要場景都

是發生在密閉空間（飛船）中發生，就連盧

勁濤都承認，整個故事敘事偏向碎片化。換

句話說，這部網絡電影有些文藝。

“文藝可能和我自己有關系。”盧勁濤笑了

笑，誠然，作品在上線之前，原名還是叫《群落

》，但是平臺覺得這兩個字並不會吸引觀眾點擊

，於是改名《太空群落》。

很多觀眾在這部作品中，找到很多好萊塢

經典科幻電影的影子，對於這種說法，盧勁濤

也承認，“我們不是去抄襲，而是在創作的過

程中，被潛移默化地被類似電影影響，試著用

相似的鏡頭表現。”

《太空群落》中的“忒修斯之船”的靈感，

正式來自導演J.J.艾布拉姆斯的小說《S.忒修斯之

船》，就連故事碎片化的敘事，均是盧勁濤在致

敬這本互動性極強的小說。

即便如此，在電影中，盧勁濤仍在努力融入

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設計，“比如船艙一進來，我

設計了一個類似屏風那樣的東西，包括門栓的設

計，我也是借鑒了古代的設計。”這些地方對於

觀眾而言都很細節，但盧勁濤盡可能把整個作品

的美感和風格拉回到中國本土上。

誠然，盧勁濤所面對的問題，正是當下科幻

題材作品的關鍵。

導演張小北曾在我們采訪中談到，“我們目

前要做的，就是學會如何用中國人的方式，中國

人的情感去講中國人的未來。”製片人龔格爾也

曾在科幻論壇上提到，《流浪地球》的成功，是

讓觀眾信服了一個這樣的科幻故事。

中國科幻電影不僅需要更多電影數量，同時

需要是符合中國特色的科幻電影。《流浪地球》

在前期試片過程中，觀眾提出的問題多是直指中

國式的父子關系，導演郭帆很快就對相關內容進

行了適當的補拍。

而回歸科幻電影的創作，我們也發現，目前

這類電影，多數還是依賴科幻小說IP——《流浪

地球》《上海堡壘》《瘋狂的外星人》《拓星者

》均是如此。

而前文提及的《太空群落》《重啟地球》

反而多是原創劇本，盧勁濤向我們指出，過去

的網絡電影市場中，科幻題材作品數量看似正

在激增，但事實上，很多科幻題材作品其實都

是套著“科幻”框架的怪獸電影，真正意義上

的科幻電影仍是少數。

他參與了《太空群落》大部分的劇本創作，

發現這類作品的創作難度確實要比其他題材更難

，“科幻作品的編劇邏輯和其他的作品不太一樣

。”

參與過《拓星者》《球狀閃電》等項目編劇

工作的張小北談到這一現象，坦言，如今科幻小

說的湧出，給科幻電影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讓

觀眾能更快地進入科幻世界。

但是對於更長遠的發展，“這個行業裏的人

有一個共識，真正適合拍成科幻電影的故事，應

該都是原創劇本。因為小說改電影的話，它中間

有很多復雜的過程，這也間接導致了為什麽很多

科幻小說賣出版權之後，卻沒有拍成電影。”

而後續將上映的《獨行月球》《從21世界安

全撤離》《宇宙探索編輯部》以及張小北導演的

《星門深淵》，均是原創劇本。

或許中國科幻電影發展到現在，過多談及未

來還為時過早。

看到《太空群落》《重啟地球》這樣的科幻

題材網絡電影的湧現，反而給了更多電影人一種

新的思考。正如盧勁濤所說，如果能有更多點時

間和資金，成片的效果肯定會更好。

但我們看到，從小成本網絡電影中走出來，

反而會有機會對未來科幻題材的大銀幕電影，有

更多的借鑒。張小北所曾說，未來電影市場上，

能有更多中小成本的中國科幻電影出現，這既能

見證中國電影技術進入全系的製作體系，又能真

正實現中國科幻的文化出海。

或許這些網絡電影的湧現，能讓人看到中國

科幻電影路途上持續探索的更多可能。

《
流
浪
地
球2

》
之
前

中
國
科
幻
電
影
在
哪
裏
？

電影《我和我的父輩》中，沈騰執導的單元《少年行》曝光了全新內容，有別於其他三部寫
實的現實主義題材，這將是一部和科幻相關，充滿想象力的作品。

似乎在大銀幕上，有一段時間沒有看見華語科幻電影的身影，上一部真正的硬科幻，還屬2
年前的《上海堡壘》，而和科幻相關聯的，則是年初設定在近未來的懸疑電影《緝魂》。

而所有人備忘錄上的那部《流浪地球2》，依舊要2023年才能和大家見面。據知情人士透露
，影片目前正在特拍階段，按拍攝進程，10月初將正式開機。

除此之外，陳思誠執導《外太空的莫紮特》、郭帆監製的《宇宙探索編輯部》、沈騰主演的
《獨行月球》、張小北執導的《拓星者》《星門深淵》，以及導演李陽新作《從21世界安全撤離
》目前均已殺青，處於後期階段。

有儲備，卻始終未見影片身影，這種矛盾也成了當下觀眾的著急。
相反，小屏幕卻輪番上演著“科幻戰局”。《火星異變》《太空群落》《重啟地球》等不同

風格的科幻題材的網絡電影在近半個月內輪番上線平臺。
似乎在大家印象裏，科幻電影代表著“高成本”，而網絡成本則是“低成本”，兩個自相矛

盾的性質，如今放在一起，到底是格格不入，還是恰到好處呢？又或者在“低成本”中創作“高
成本”，對於未來科幻電影會是一種新的機會嗎？

由杨子编剧、执导的电影《龙马

精神》正式开机，并曝光了成龙、刘

浩存、郭麒麟三位领衔主演，新鲜的

阵容组合带来不少惊喜。值得一提的

是，在演员齐聚的开机合照中，还有

一匹骏马，引人瞩

目。这位身份独特

的重量级演员，将

在电影中饰演成龙

的爱马，有着举足

轻重的戏份。

2020 年，杨子

执导的电影《宠爱

》获得元旦档票房

冠军，众多“萌宠

演员”的表演令大

家印象深刻。此次电影《龙马精神》

中，除了令人期待的喜剧和动作元素

，导演杨子还将指导马拍动作戏。动

物演员的体型变大，难度也随之升级

，人与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也同样

令人好奇。电影《龙马精神》也是阿

里影业“锦橙合制计划”继《刺杀小

说家》、《拆弹专家2》等电影之后

出品的又一力作，品质阵容引发满满

期待。

聚焦一代龙虎武师的故事 成龙“入行

60年”本色出演

落魄的龙虎武师老罗（成龙饰）

与爱马赤兔相依为命，因赤兔卷入了

一起债务纠纷，面临分离危机。情急

之下，老罗求助于对自己误解颇深的

女儿小宝（刘浩存饰）和其男友乃华

（郭麒麟饰）。在三人一马的自救之

路中，闹出不少笑话，也渐渐靠近彼

此，他们拼尽全力捍卫着爱、捍卫着

龙虎武师无所畏惧的精神…

电影《龙马精神》的故事围绕着

人和马展开，成龙也将出演一名老牌

龙虎武师。龙虎武师，是动作电影中

最惊险搏命的一类人群，已经入行60

年的成龙，受过的伤不计其数，也为

华语动作电影做出了不少贡献，可谓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此次，成龙本色

出演龙虎武师的角色，想必会为观众

带来不少惊喜与感动。

刘浩存郭麒麟加盟碰撞新鲜火花 神秘

马演员上演精彩动作戏

杨子导演的前作《宠爱》，在

2020年元旦为观众送上了诸多欢笑与

温暖，不仅把小动物的可爱灵动展现

的淋漓尽致，更生动讲述了寻常人关

于亲情、友情、爱情的追逐与守护。

据悉，这次的马演员堪称马界明星，

在电影中龙虎武师与骏马的故事会如

何上演，神秘的马演员又会贡献怎样

精彩的动作戏份，让人好奇。

除了成龙与马之外，新生代演员

“谋女郎”刘浩存、在《宠爱》中与

流浪狗搭戏，贡献超多泪点的郭麒麟

，也将携手参演。这样的新鲜阵容令

不少观众表示“意想不到”，期待着

这对组合的火花碰撞，也期待着“三

人一马”的精彩故事能早日与观众见

面。

电影《龙马精神》由阿里巴巴影

业（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海润影业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

司出品。

成龍劉浩存郭麒麟新電影
《龍馬精神》開機 搭檔“駿馬”致敬龍虎武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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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110110年雙十國慶年雙十國慶，，松年松年
學院書法繪畫藝術師生學習成果展覽學院書法繪畫藝術師生學習成果展覽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
任致詞任致詞。。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董事董事
長陳美芬致詞長陳美芬致詞。。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許勝許勝
弘院長致詞弘院長致詞。。

書畫展現場書畫展現場。。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羅
復文處長致詞復文處長致詞。。

書畫展現場書畫展現場。。

書畫展上還有精美書畫展上還有精美
手工藝品展手工藝品展。。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主
委劉志忠致詞委劉志忠致詞。。

松年學院院長率領松年學院院長率領
樂隊現場演奏樂隊現場演奏。。

書畫展上還有精美書畫展上還有精美
手工藝品展手工藝品展。。

觀眾觀看作品觀眾觀看作品。。

出席書畫展開幕式的貴賓合影出席書畫展開幕式的貴賓合影。。

休斯頓房地產   停看聽系列講座 ( 六⼗四 )

为什么越来越多⼈从加州迁到德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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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和德州是美国⼈⼝最多且经济表现最好的两⼤州，GDP分别
为3兆和1.8兆美元。⽬前美国加州⼈⼝数3,900万，⽽德州⼈⼝
为2,900万,却是2020增⻓幅度最⼤的州。主要是因为德州的税收
政策，以及良好的企业环境，让越来越多⼈选择深耕德州。

      近年德州的产业结构以⾼科技、航太、医疗、能源为主。⽽且⽬前总部设

在矽⾕的企业、软体公司甲⻣⽂及hp惠普，都逐渐将业务迁移到德州。因此对

于具备上述产业⼯作能⼒的美国居⺠来说，德州新增越来越多⼯作机会，与加

州相⽐拥有更多的事业发展空间。且在当地具备⽯化⼯程专业能⼒的年轻⼈在

30岁左右时，薪资达到10万美元很正常。

      美国的税制分为联邦税、州税和地⽅税（市、县）三级征税制度。公司设

⽴在美国境内任何⼀州，只要你符合税务居⺠的⾝分就必须缴纳联邦税。个⼈

所得税（Individual State Income Tax）则是由各州政府来制定。因此各州

的州税政策也成为美国居⺠选择居住地及考量搬迁的重要因素。

     其实美国各州的超市物价并不会相差太多，主要的差异还是在住房与

租⾦⽅⾯，与加州相⽐德州⽣活成本相对较低廉。

      时下最受欢迎的凯蒂亚洲城为休斯顿的新华⼈⽣活圈，步⾏可达的

⻝⾐住⾏和育乐设施，及独具特⾊的零售商业模式（retail condo），

联合住家与商铺，成为极具特⾊的商业投资案。不仅满⾜投资者商业投

资标的的需求，也让⼤众拥有商店的独⽴产权。

      从230英尺到8,000英尺的选择，⽆论是国际连锁餐厅，或是刚开始

创业需要⼩型驻点站的商家，都能有相对应的选择。欢迎有兴趣插旗休

斯顿及凯蒂的朋友，或是希望在休斯顿安家投资的朋友，与我们联系，

带您⼀起建⽴在休斯顿开阔拓事业版图，展开新⽣活！

      ⽬前美国免征个⼈税的州⼀共有9州，德州为其⼀。设籍在德州的居⺠，

免征个⼈所得税，只要针对收⼊申报缴纳联邦税。电动汽⻋特斯拉(Tesla) 创

办⼈伊隆·⻢斯克(Elon Musk) 为节税与降低成本也从加州迁移⾄德州。

      德州休斯顿是美国第四⼤城，⽽众所皆知美国前三⼤城纽约、洛杉

矶、芝加哥房价相当⾼。根据Best Places统计数据显⽰休斯顿房价的

中位数为18.5万，但在洛杉矶房价的中位数却是68.9万。德州相对低廉

的房价、可换取更⼤的空间，且免征收个⼈州税。这些优势成为近年吸

引企业及⼤量⼈⼝从移⼊，且有利于吸引及保留更多优秀⼈才。

      在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初期，德州整体失业率曾创下新⾼12%，不过短期

之内，2021年四⽉失业率已降为6.7%，但加州失业率仍⾼达8.3%。可⻅德州

在后疫情时代经济逐渐恢复，就业机会不断增加。

德州企业环境良好,亮眼的经济表现

设籍德州⽆个⼈所得税

低⽣活成本

插旗美国德州，⾸选凯蒂亚洲城
(Individual State Income Tax)

(Cost of Living)


	0920MON_B1_Print.pdf (p.1)
	0920MON_B2_Print.pdf (p.2)
	0920MON_B3_Print.pdf (p.3)
	0920MON_B4_Print.pdf (p.4)
	0920MON_B5_Print.pdf (p.5)
	0920MON_B6_Print.pdf (p.6)
	0920MON_B7_Print.pdf (p.7)
	0920MON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