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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

“在杭州两年，身心疲惫，身体一

堆毛病，也没攒到钱。”2021年2月24

日晚，伍盈在帖子里码下第一句话。20

点07分，这篇名为“想逃离杭州了”的

帖子出现在某网站的社区话题列表中。

4分钟后，一名网友在底下回复：

“如果不打算定居杭州，家里也很难提

供购房支持的话，普通人还是对自己好

一点，杭州太奋斗太卷了，性价比有点

低。”

3月6日，伍盈出现在杭州机场，等

待飞往老家太原的飞机。这一次，她要

彻底离开杭州了。

离开那天，杭州晴空万里，伍盈的

心情愉悦。除了在杭州认识的一些朋友

外，她对这座城市没有太多留恋。她内

心笃定，抵达太原后的新生活，肯定比

杭漂的这两年要好得多。

2019年，伍盈从山西一所双非大学

毕业，考研失败加上失恋，她急需一份

工作，让生活重新步入正轨。太原是她

一心想离开的地方，她要出去闯一闯，

长长见识。

伍盈在招聘网站上圈定了两处锚地

，上海和杭州。上海作为一线超大城市

，她判定那边有许多就业机会。而对于

杭州，虽然此前从未去过那里，但在她

的印象中，那里的互联网行业和新媒体

发展得都很好，自己大学时运营校园新

媒体时颇有成果，可以继续从事同类型

的工作。

伍盈对未来的构想很简单：先在杭州

找一份工作提升能力，如果有机会留下，

就考虑定居下来。两年后，回望最初的境

况，她意识到当时的自己有些天真。

来杭州闯荡时，伍盈只拎了一只箱

子。而今，一个行李箱已经装不下所有

家当，其中包括一台投影仪，那是她为

了让出租屋生活显得不那么孤单而买的

——可以一个人看看电影；即使不看，

屋里有些人声也能让她稍微舒服一些。

今年上半年，赵杨也离开了杭州，

回到老家黑龙江佳木斯。和伍盈一样，

他也曾以为杭州存在诸多机会。去杭州

之前，他在北京和上海都工作过一段时

间，但没闯出什么名堂。2020年，他回

老家考公失利，在饭桌上和同乡好友聊

起未来打算。这位好友已在杭州工作一

段时间，频频提及杭州的好处。那时，

前往杭州的念头在赵杨心里发了芽。

赵杨觉得，相较北京和上海，自己

更有可能在杭州扎根。判断最初来自一

组官方数据：杭州是当年应届毕业生流

入最多的一座城市。除了年轻人多，还

驻扎着如阿里巴巴、网易等知名互联网

大厂，赵杨觉得这是座发展得很好的新

一线城市。

去之前，赵杨还看过当时杭州市余

杭区的房价，新楼盘每平米在3万元左

右，虽然也贵，但比北京和上海同类区

域要好很多。他感觉，自己努努力，或

许还可以买上房。2020年10月，赵杨和

好友一起前往杭州，开始找工作。

2021年5月，新一和丈夫再一次搬

家，离开杭州，前往上海，开始沪漂。

新一是杭州人，曾在北京互联网行

业工作5年，担任产品经理的职位。在

她看来，2020年是一个更换城市和工作

的稳妥节点——在杭州余杭区的新房已

经交付一年，自己和丈夫都是江浙人，

回杭能和各自父母离得更近些。而且，

她估摸着自己和丈夫拥有知名互联网公

司的工作经历，回杭也能有不错的工作

选择。他们当时的判断是：杭州除了阿

里，还有许多新兴互联网创业公司可以

去，“在杭州，干一辈子互联网好像也

不是不可能。”

然而，新一判断错了。

惯用的“管理手法”

从北京搬回杭州之前，新一多次和

当地朋友聊天，并通过多番面试，试图

探明杭州的就业市场行情。她当时的感

知是，回到杭州后有80%降薪的可能；

此外，她了解到，杭州的互联网产业方

向较为单一，就产品经理

这个岗位来说，虽然本身

细分有AI、电商、交易、

供应链、硬件等方向，但

杭州的公司更倾向于选择

有电商背景的产品经理。

另外，新一了解到，

杭州的很多公司存在大小

周制度，却不会支付员工

相应的加班报酬。一次，

新一从一位面试官口中得

知，他们公司小周的工作

内容是团建，在新一看来，这样的活动

只是流于形式。她和丈夫更看重工作与

生活的平衡，无谓的加班并不可取。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接受了现实中

一些不可改变的规则后，二人综合考虑

了薪资、成长空间、是否正常双休等因

素，分别选择了当下的最优选——新一

去了一家公司下的互联网部门，丈夫去

了一家创业公司。

在原本的预期中，二人可以继续在

新工作中有所成长，可事实并非如此。

丈夫认为，他所在的创业公司在用人制

度上存在问题，导致自己并未发挥出全

力。新一也在做一些项目时遇到了超出

个人能力范围的问题。她感到挫败，并

重新思索：在杭州，还会有别的更好的

选择吗？

“（好）公司太少了，机会太少了

。”新一认为，虽说杭州互联网产业较

为兴盛，但大多数大厂安置在此处的多

是稍显边缘的业务部门。另一方面，互

联网行业的红海已至，还有几家创业公

司能冲出重围？她心里也没谱。

杭州正持续地通过政策福利引进大

量人才，但僧多粥少，竞争必然会愈发

激烈。身处互联网行业多年的新一明白

，在这个行业里，多是在用时间换升职

空间，但那样的工作强度和生活状态，

是自己想要的吗？

过去，新一并不理解那些在杭州的

阿里工作几年后，又跑到北上广发展的

朋友。现在，她看清了现状，目前杭州

的就业环境，并没有自己最开始估算的

那么适宜发展。

自阿里巴巴、网易等在杭公司的影

响力逐渐增大，电商成为杭州最赚钱的

行业之一。大量电商公司和MCN机构

聚集于钱塘江南岸的滨江区，伍盈入职

的公司正位于其中，他们搬过家，隔壁

园区里，就有网红雪梨创立的公司。

2019年，和伍盈一样到杭州工作的

35岁以下大学生有21.2万人，其中不少

人是被杭州的人才补贴政策吸引而来。

和伍盈同期入职公司的同事中，有人是

为了拿人才补贴专程来杭工作。

伍盈就职的公司很小，人最多时才

20个。之前，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帮

品牌联系各类达人。而后，为了寻求新

发展，三十多岁的老板将服务方向转为

品牌管理。

起初，伍盈主要负责品牌文案方面

的工作。早晨10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

，周末双休。虽然有时下了班，伍盈还

得在线处理工作上的一些事务，但整体

节奏还算轻快。

大约一年后，为了提升公司业绩，

老板突然要求包括伍盈在内的一些员工

转岗做销售。然而，她在这方面缺乏经

验，并未能很快上手。伍盈性格内向，

这在她看来并无大碍，但是在好几次与

老板的约谈中，她开始质疑自己。对方

一直追问她：“你的原生家庭有什么问

题吗？为什么性格会有这样的缺陷？”

听到这些话，伍盈心里不舒服，但

刚进入职场的她并没有反驳。过了很久

，在和同事的交流中，她才发现这类人

身攻击是老板惯用的“管理手法”。

几乎是在同时，准时下班的日子开

始减少。有时，老板会在下班后通知她

完成一些重要的事务。还有些时候，临

下班前半小时，老板突然宣布要开会或

培训，等一切结束，已是晚上八九点。

伍盈记得，有段时间自己搬到萧山，傍

晚六七点的下班时间，地铁上的人很少

，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会涌上来一大

批人。

伍盈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摸爬滚打

，但不得要领。一来二去，本就有神经

衰弱的她更加感到挫败和疲惫，精神状

态越来越差，失眠也困扰着她。有时，

即使6点准时下班，她也只是将自己关

在出租屋里，哪儿也不去。

伍盈的同事里有杭州本地人，有时

，她会产生一种落差感：他们不需为房

租发愁，来这里只是打发时间；而她，

在这儿工作是为了生存。

只是上班的地方

回杭工作一段时间后，新一发现杭

州变了。

小时候，她记得杭州很小，坐15分

钟公交就能抵达一些景点。如今，杭州

变大了，交通也变堵了。小时候骑车15

分钟可到达的地方，因为堵车，路程延

长至一个多小时。而且，自己购置的房

子在杭州边缘，离市中心很远，有时候

见朋友并不方便。堵车降低了新一生活

的幸福感，但她可以理解，这是城市发

展中的阵痛。

杭州的确在变大。从2001年至2017

年，杭州市新增余杭区、萧山区和临安

区，城市面积从 693 平方公里扩大至

8026平方公里，一举超过上海市。截至

2020年，杭州常住人口为1193.60万人。

为了迎接即将于2022年到来的亚运会，

杭州加速了包括公路、地铁等在内的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网上，有人戏称杭州

为“大工地”。

和城市建设一起提速的，还有杭州

的房价。2016年G20峰会在杭举办后，

杭州房价猛涨，当时还在北京工作的新

一预感上涨的势头还将持续，次年她和

丈夫当机立断，用积蓄已久的钱在余杭

置了业。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新一和丈夫

购房的2017年，余杭区新房每平方米的

成交均价为2.08万元，4年后，该均价

已增至3.29万元。从2017年至今，就单

个区域而言，除了余杭区，杭州其他区

域的新房每平米均价的涨幅也近万元。

伍盈发现，工作仅两年的她，想要

在杭州买房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

“杭州挣钱杭州花。”每个月，房

租、水电费、外卖、通勤等各项生活费

用加起来约有8000元，伍盈的收入和支

出刚好持平，她很难攒到钱。

且不说持续增长的房价，如今，在

杭州购买新房需要摇号，一些红盘的摇

号资格还得拼社保年限。伍盈也认识一

些外地人在杭州安家落户买了房，但他

们多是在诸如桐乡等郊区置业。假如新

房离工作地较远，他们会和家人在工作

地附近再租一个房子。伍盈想了想，这

样的生活她并不想要。

重看在杭州的生活，伍盈只觉得孤

单。滨江区的住宅多是二三十层的高楼

，租户多为在这里工作的外地年轻人。

她一个人住在月租近3000元，自带卫浴

的主卧里，与合租室友几乎没有交流。

每逢刮台风，或是从梦中惊醒看到黑乎

乎的屋子时，她都觉得很难受。工作日

早上9点多，她和一起在28层等电梯的

人彼此间并不多言。伍盈不喜欢那里的

氛围，商业气息浓厚，缺少生活气，

“只是上班的地方”。每逢过年，滨江

区几乎没什么人，“（他们）都是（为

了）工作来的。”

伍盈开始下意识地对比太

原和杭州。在杭州，除了关

系好的同事，她并不认识几

个人，但太原却有许多好友

。另外，她自小熟识太原，

知道好玩的地方在哪儿。而

杭州太大了，又划分了好几

个区，从一个区去另一个区

，坐地铁可能都得花一小时

以上的时间。缺乏安全感的

她，无法成为一张“杭州活

地图”。

赵杨觉得，抛开买房这件压力颇大

的事来看，杭州的生活还是很宜人的。

每个月，单身的他在交通和吃住上的费

用只要3000元就够了。为了省钱，他租

得远，选择多花20分钟通勤时间，降低

生活成本。

当时，赵杨在一家公司做信息流推送

的工作，工作日每晚八九点下班是常事。

这份工作的计划执行时间需要跟着

用户的休息时间走，这样才能获得最好

的效果。他周末也得盯着手机，但这不

必花费太多精力，他可以在外面散步时

，盯几眼计划执行的情况。

周末时，赵杨一般都不会在出租屋

里闲着——不是和东北同乡租车去富阳

一日游，就是自己去古镇闲逛，又或是

转转小公园。

赵杨最喜欢去散步的公园在钱塘江

边上，地铁钱江世纪新城附近。刚到杭

州时，没找到工作的他烦闷，常骑个电

动车到那边散散步。后来，他时常在周

末约同乡好友一起吃饭，然后再到公园

溜达。公园沿路有音箱，放着舒缓的音

乐，俩人偶尔闲聊，一小时很快过去。

而后，告别，他们各自搭乘地铁回家。

在新一眼中，杭州有着得天独厚的

地理优势：上到江苏，下到福建，西到

合肥、安徽，都是短程游的好去处。除

此之外，杭州市区里还有诸如乌龟潭、

西溪湿地等植被茂密的幽静去处。周末

，她和丈夫有时会去这些地方散步，喝

茶，暂离烦扰的工作。

在杭州时，新一照顾过几天朋友家的

金毛犬。一次，她和丈夫载着金毛犬来到

离家10分钟车程的良渚公园。金毛在草

地上疯跑，打滚时，新一突然意识到，这

是在北漂的出租屋里很难想象的生活。

“在北京可能要挤地铁打车，不是

自己能够掌控的一种状态。”

至今，新一还清楚记得离开北京时的

场景。2020年春天，疫情下的北京十分冷

清。离开北京前，新一和丈夫未能和好友

、同事见面告别。在海淀区那个40平的

出租屋里，二人在线上办好了各自的离职

手续。他们花上积蓄，买了辆车，准备装

上所有家当，自己开车回杭州。

离开北京的那天早上，他们开着那

辆还没有上牌照的新车驶上五环，路上

的车只有零星几辆。向南走，车子穿过

海淀区和朝阳区，分别路过两个人就职

过的公司。“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

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车载音箱里播放着张震岳的《再

见》，新一和丈夫的眼泪，不自觉地流

了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走走停停。当车驶

达距离北京一千二百余公里远的杭州，

新一也抵达了那间90平的新房，她感到

心安：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

可是，这个杭州的家，两个人仅待

了一年，又不得不暂时离开。

给这座城市多一点时间

去年年中，因为工作不顺，伍盈时

常自我怀疑，晚上睡不着觉，还打算去

医院的精神科看看。但要去医院的那天

早上，她取消了挂号，决定试试朋友介

绍的占卜。在那场将近两个小时的对话

后，她的情绪从丧转为快乐。借助在她

看来只是一场心理疏导的占卜，她想通

了一件事：有些事推行不下去，并非完

全因为自己不好。

几个月后，伍盈的腰突症又犯了，

杭州的天气加重了病情。她决定请假回

太原老家休息。她以身体原因为由，向

上一家公司递了辞呈。同一时间，伍盈

偶然刷到太原一家上市的线上教育公司

在招运营，她便去面试了，没想到很快

收到了offer。

但那时，伍盈还没想清楚，她决定

回杭州再看看。在杭州面试了几家公司

，她发现好些老板们有一个共性，喜欢

画饼，描述一个看似美好，却难以企及

的画面。虽然，她之后也收到了不错的

offer，但对比之下，她觉得回家后“幸

福指数好像会更高一些”。

在杭州，伍盈见过一位曾经月薪4

万的电商运营，来公司应聘直播方面的

岗位，入职后，其薪资降至1万。在伍

盈的判断里，如今已是直播时代，过去

的一些经验已经不适用，这个人可能没

有及时学习新知。“（杭州）有时让我

有一种感觉”，伍盈说，“‘想享受’

这件事是不对的，必须要一直不停地奋

斗……不然很可能今年有工作，明年就

没工作了。”

这种奔涌向前的压力一直令她很焦

虑。综合考虑后，伍盈决定回到太原，

入职那家线上教育机构。如今，她每天

中午1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有时会

忙到凌晨1点。但相较在杭州时，伍盈已

经知道如何将被偷走的能量及时补回。

“工作完全不累是不可能的”，伍盈

觉得之前在杭州是身心俱疲，而现在只是

身体累，精神上并没有那么“卷”。

距离离开杭州过去了9个月，伍盈

打包带回来的行李仍未整理完毕。那只

为了陪伴自己而买的投影仪也在其中，

闲置着。在太原，她不需要再用一个投

影仪充实自己的生活。

她不再有杭州工作时的慌乱，业余

生活丰富起来，职场的未来也有了可预

见的形状。而且，在每月开销中，由于

省去了租房钱，她开始攒下钱来。

在杭工作半年后，赵杨家中突然传

来消息：母亲生了病，需做大手术。他

十分着急，想赶忙回家照看母亲。赵杨

重新打量起自身的处境：在杭工作没多

久，即使能付买房首付，目前的工资并

不足以支撑还贷。

而且，从2016年至今，自己已在外

漂泊近5年，父母到了大病小病不断的

年纪，假如仍继续留在杭州，难以照料

二老。29岁的赵杨决定结束自己在外漂

泊的旅程，回佳木斯生活。而之前去杭

州的那位好友，已经和女友合力在杭州

买了房。

如果母亲没有生病，赵杨或许会一

直待在杭州生活。相较北京和上海，他

更喜欢杭州。在这里生活，即使买不上

房，生活也挺惬意的。

决定离开杭州到上海发展，新一和

丈夫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当时，新一

已做起了保险经纪人的副业，而丈夫想

再换一份工作，拼一把。他想先面试一

家上海公司试试手，结果没想到对方聊

完直接给他发了offer。

新一知道丈夫想要抓住这次机会。

经过考虑，她决定转型全职保险经纪人

，和丈夫一起搬到上海。

在此之前，她也挣扎过。离杭成为

沪漂，意味着自己又将从“本地人”变

成“外地人”，要重新过上租房、攒钱

的日子。但有舍有得，趁着年轻，他们

想要在大城市再收获多一些成长。而且

，上海离杭州很近，周末，他们可以回

杭州生活。

而今，不熟识杭州的人们提起这座

城市时，首先跳出来的词多是“网红”

“电商”。但在新一的记忆里，杭州不

像今日之浮躁，本身是带有古味的，是

“厚”的：苏堤春晓、南屏晚钟、三潭

印月、雷峰夕照……提起杭州的历史名

胜，新一信手拈来。小时候，她在课堂

上熟记每一个词背后对应的地点与古诗

词。

新一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还会再回

来。家乡也在成长，还需要再多给这座

城市一些时间。

逃离北上广后，年轻人开始离开杭州
前两年，杭州曾被视为“逃离北上广”

的极佳去处，每一年都吸引着大量年轻人

的涌入。“电商”、“网红”、“新一线

城市”，这些词汇也逐渐掩盖掉杭州本身

独有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底蕴。城市加

速扩张、膨胀，一些年轻人选择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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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丧心病狂到把MIT2个学期

的课缩成3个月，末位还挂科。

作为一个高中小学霸，我有门课只

考了2分……

有门课1600多人一起上，更可怕的

是没有一个人不努力。”

今天，就读传说中全宇宙最好的公

立大学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A同学

，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

上美国公立牛校，还是排名第一的

那种，可能会被卷成”恐怖片“！

伯克利在最新的US.NEWS世界大

学排行榜排名第四，大家都说其在美国

大学排行榜里被低估了。伯克利是自由

、创造、开放、包容的代名词

01.有门课我只考了2分

跟中国顶尖大学都是公立不同，在

美国，顶尖大学分为三类：

综合性私立大学，如哈佛、斯坦福

、麻省理工等

私立文理学院，被称为“私塾制大

学”，如威廉姆斯等

公立大学，伯克利应该是全世界最

好的公立大学

跟私立大学师生比高，资源丰富，

更重视教育的“道”，也就是博雅教育

比起来，公立大校的课更看重职业前景

，也就是教会学生技能。

公立大校学生多，资源紧缺，课都

得靠抢，教授对着上千人上课，连你长

什么样都看不清。

公立和私立的大学申请也不尽相同

。

私立大学的录取偏重“全人教育”

，而伯克利的录取最看重成绩。最近加

州大学刚进行了一次录取改革，取消了

标化成绩，那么校内学术成就更重要。

加州系大学今年的改革

打个比方，私立像头等舱，公立大

校像早高峰的地铁，更拥挤，但也更多

元。

高中时，考进伯克利是我的梦想，

上大学后，我开玩笑说，伯克利的拼音

首字母是BKL，也就是不快乐（BKL）

。我大一的时候经常会做噩梦，还有朋

友形容是”恐怖片“：

一、1600人一起上课，末位就挂科

我高中读的是私校，师生比在1：6

之间，无论是学习上的支持，还是生活

上的关注，学校基本上可以做到有问必

答，有求必应。

而伯克利每届学生超过1万人，在

读学生人数超过4万人，自己就像汪洋

里的一粒沙，只能靠自己。

我上过1600人一起上的计算机课，

去晚了就坐在地上上课；几百个学生像

春运抢票一样的争夺实验室名额“大战

”，也是常态。

还有大作业前或project截止前我就

进系统排号求答疑，但考完后还没轮到

自己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跟摇号买

房买车票一样，全靠缘分。

部分课还会采取末位挂科制，我考

了多少分不重要，只 要我在倒数10%

就算挂科，大家主动、被动地都得“卷

起来”。

二、3个月上完MIT一学年的课

更让人头痛的是，学校进度非常快

。

像计算机入门课只上3个月，覆盖

的知识点可能是MIT两个学期的量。

也就是说，在还要上其他难度不小

的专业课的同时，我们得用不到3个月

，就要从一个完全不懂编程的小白进化

到能写出各种程序的大神的完美变身。

听不同教授的课就像“开盲盒”，

有的云里雾里不知讲什么东西，有的也

会答疑解惑深入浅出。不过大学不可能

像高中时期掰开揉碎，试卷分析课和练

习课几乎不存在，但作业和考试却从不

含糊。

一般来说，作业从布置到提交只有

两周的时间，而编程从编到跑，再到

debug等一系列流程走完，都要足足五

六十个小时。

我作为一个从没上过编程的人，学

得很吃力。有个最难的编程项目，成绩

出来的时候我就得了个2分（满分20）

。

三、人与人的差距是人与“神”的

差异

计算机专业是靠近硅谷的伯克利最

热门专业之一，聚集无数大神和大牛人

。

而在世界顶尖大学的顶尖专业里，

我体会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是“人”

和“神”之间的差距——“神才辈出”

。我都快学崩溃了，却总是有人可以完

成的又快又好，近乎完美。

更可怕的是，身为学神的他们也没

有一个人不在努力。

02.《伯克利自救指南》

我今年大四了，回顾这几年，有很

多意想不到的成长。

在湾区，除了能接触到各地精英外

，我也能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移民，看见

更真实的世界，这是很多阶层愈加固化

的顶尖私立藤校所不及的。

还有一点，伯克利位于西部，是嬉

皮士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非常看重平权

和平等，反权威，更务实，和东部名校

传统精英主义，更求“道”的理想主义

的文化差别很大。

伯克利三观非常正，在前段时间部

分有心人传播歧视华人的消息时，伯克

利特意发了声明澄清并请同学们不要无

端猜忌

回到学术上，我在伯克利的第一个

学期就是这样过去的——从雄心勃勃的

昔日“学霸”，经历了从天上到地下的

冲击。

但现实总得逼得人快速成长，用一

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贼船已经上了，只

能硬扛了。我总结了几个自救指南，供

想学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参考。

首先，学好数学是王道。

专业里有一半计算机知识，一半统

计学之类的数学知识。我初中以来理科

基础打得非常牢固，在美高后我也学了

AP数学，这是非常好的缓冲。所以，

当编程类的作业“扑街”了，理科类型

的考试成绩可以帮我补齐。

其次，主动出击找资源，认清大学

就是自主学习的事实。

吴军在《大学之路》里提到，在伯

克利的体验好坏全靠个人的主动性，我

非常认同。

比如找不到教授，那就找研究生助

教。他们每周也会有1-2次的讨论时间

，大多数人都非常敬业，乐意不厌其烦

的解答问题。

我还会上网找一些课程视频讲解，

主动去找一些优质的网课资源等，自己

做到 60-70%，再加上教授和助教给

20%-30%的补充，就可以“存活”了。

不得不说的是，伯克利的课程理论

和实践结合得非常好。

只要能学出来都很扎实，我实习的

时候能比较顺利地应用课上学到的东西

，学校的课确实功不可没。

伯克利学生的就业走向非常好，堪

称硅谷一霸

还有，我也学会放过自己。

大一的时候，我非常苦恼为什么别

人能学会自己不行？加上面临的种种社

交、生活上的挑战，高压下，我陷入了

深度的自我怀疑中。

现在，我也开始接受世界的差异性

，有些东西就是有天赋的存在。无论课

业多难多繁杂，现在我也会尽可能保证

自己的睡眠和运动时间，不被内卷耗光

。

03.爸爸妈妈们的焦虑

作为一个在外留学了7年的过来人

，我也越来越理解，在我离家的这些年

里，在国内的父母的焦虑不安。

前段时间芝加哥大学的枪击事件震

荡了留美家长群，每个留学生都为这件

事而难过不已。我有时候也会扪心自问

，如果不是我今年在国内实习，我妈妈

肯定好多天睡不好觉。

伯克利没有校门、围墙，校园是开

放的，也常出现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故。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排出的

美国大学校园及附近枪击案的数量，排

出了最危险的大学，伯克利排第三

我平均每两天会收到一封学校发出

的安全警告邮件，事有大有小，有校园

外的抢劫事件，交通事故，也有校园内

的安全事件等。

一般来说，白天还是挺安全的，偶

尔有同学步行、骑车上下学的路上可能

会遇到一些流浪汉的袭击。绝大多数袭

击是为了钱，大家会准备一些零钱求放

过。

还有次在学校开会，有个精神有些

问题的流浪汉就大大咧咧地闯了进来大

闹，我们后来报了警，等了10多分钟，

警察才来。

我很幸运没有遇到过重大安全事故

，离我最近的一次是学校南部几条街发

生了凶杀案。

除了外部安全问题外，还有内部的

安全隐患。

如不少学生就会通过喝酒，吸食

drugs来排解巨大的压力，一到周五或周

末，经常听到哪儿又倒了一片送去急救

的新闻。有学生实在承受不住压力的，

轻则心理出现问题，重则出现人身安全

问题。

外部隐患我们无能为力，内部隐患

我们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我非常想跟家长们说，从源

头来看，千万不要为了上名校或好就业

，让孩子读一个他们不感兴趣的专业。

摄影师拍的伯克利，伯克利离旧金

山非常近，只隔了海湾大桥

很多家长会为了让孩子进名校而

特意选择一个冷门的专业，或者逼迫

孩子学一个他不感兴趣的专业，那他

们怎么能独自面对接下来的种种挑战

和压力？又何来力量去克服接连不断

的挑战？

名校绝对不是产品出口时盖上的标

签，这只是我们将要独自面临的世界的

入口。

而且进名校和从名校毕业不能划等

号，每年转专业、退学的学生比比皆是

。

2017年US News发布的数据显示，

伯克利四年制大学毕业生毕业率在72%

左右

说实话，我好几次都在崩溃的边缘

，幸好我找到了兴趣爱好作为支撑，加

上我还是挺喜欢编程的，才能“存活”

下来。

但如果再来一次，我会提前做好更

充分的准备，事先学习下专业知识，或

者我会选择去一所更适合我，关怀度更

高的私立大学，来个软着陆，才不会落

地落得这么硬。

我在美国Top1公立牛校学计算机
差点被“卷”成恐怖片

2021年已经进入末尾，再过不久，第一

批早申的结果就要陆续落地，很快我们就能

收到各方面的喜讯了。不过，迈进名校大门

只是大学的开端，未来四年究竟会过上什么

的日子，极大取决于孩子的个人情况。今天

，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系的牛娃

，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深刻的认知。

这年头，“名校牛娃”的故事就跟量产

一样，每天都有无数篇新出炉的如何把孩子

送进名校。

我一直好奇的却是，这些在升学中“获

胜”了的学生，在金榜题名的光芒褪去后，

他们过得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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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不到頂峰非好漢不到頂峰非好漢 冒雨攀登冒雨攀登
西毛伊島拉尼利利之巔西毛伊島拉尼利利之巔

【美南新聞泉深】毛伊島有“山谷之島”的美譽，是夏威夷群
島上的第二大島嶼，以秀麗的山谷、世界聞名的海灘、聖潔的伊奧
山谷（Īao Valley)、座頭鯨遷徙的場面以及哈雷阿卡拉火山壯觀的日
出和日落美景，深受遊客的喜愛。

12月21日，毛伊島天氣預報有雨，我們計劃冒雨沿著外河峨嶺
步道（Waihe'e Ridge Trail ）徒步攀登拉尼利利（Lanilili) 山脊的頂
峰。這個頂峰又名“小天堂”，可以享受毛伊島的山谷美景。它位
於西毛伊島的東北海岸，山頂海拔 2,563 英尺（約781.2米），大約
是西毛伊島最高峰普烏庫奎 （Pu'u Kukui）（5788英尺）的一半高
，是卡諾阿山脊（ Kanoa Ridge）向下延伸的眾多山脊之一。

登上頂峰可以仰望普烏庫奎大山脈和和鳥瞰伊奧山谷。一旦您
到達頂部，這裡瀑布丰富，植被更綠，可以看到毛伊島最壯麗的美
景，風景如畫，但條件是天公作美。

山脊步行道沒有經過人工雕琢，沒有階梯，完全是凹凸不平的
、畸形怪狀的、崎嶇迴轉的小山道，又遇到了陰雨天氣和泥濘的環
境，爬山的條件相當糟糕。更可嘆的是，一路上的大部分景色都是

烏云密布、雨
霧繚繞；小徑泥濘而滑，大部分人都有滑倒
，包括筆者自己；又加上頂部傾盆大雨，小
徑變成了下水道。
美國人勇敢有毅力，下雨也不打雨傘穿雨

衣，頑強地走在泥濘小道，沒有被雨淋嚇倒
，勇往直前，登上山顛露出勝利的微笑。
據當地人介紹，此山峰365天，天天雲霧

繚繞，基本上每天都下雨，大部分情況是毛
毛細雨，但也有狂風暴雨，大樹被連根拔起
。
因陰雨天氣視野有限，拍攝的照片風景並

不是那麼美好，只好下山近距離去看伊奧山
谷的州際公園，欣賞伊奧針（Īao Needle) 的
美景。
這座石頭山型伊奧針有一個神話典故。夏

威夷女神 Kāne 被認為是生命的繁殖者和提供者。他與 wai（淡水）以及雲、雨、溪流和泉水有關
。卡納洛亞 （Kanaloa）是夏威夷海洋之神，以男性生殖器的陰莖和兩個睾丸模樣呈現的石山代
表他，旁邊那座噴出泉水的山代表Kāne。

在神話中，卡納洛亞被稱為 Kāne 的旅行夥伴。據說卡納洛亞身材高大，皮膚白皙。 Kāne 更
黑，捲髮和厚嘴唇。這兩個神以 'awa 飲用者和建立水源而聞名。有人說卡納洛亞會指出水的源頭
，而 Kāne 會帶來水。 Kāne 和卡納洛亞也被稱為 mai'a 的種植者。

在故事中，Kanaloa 和 Kāne 建造了魚塘並結束了飢荒。他們甚至在旅行中遇到了人的誠信
。

夏威夷國王比利（Pili)之前的國王卡帕瓦 (Kapawa) 被埋葬在這裡。毛伊島的統治者卡卡埃
(Kaka'e) 在 15 世紀後期將伊奧山谷指定為阿里(aliʻi)的墓地，遺體被埋在秘密的地方，至今在哪
裡還不知道。 1790 年，Kepaniwai 戰役發生在那裡，卡美哈美哈（Kamehameha）大帝在統一
群島的戰役中擊敗了 Kalanikūpule 和毛伊軍隊。據說這場戰鬥非常血腥，屍體擋住了伊奧溪，戰
斗地點被命名為凱帕尼威（Kepaniwai）即“水壩”之意。

這個山谷擁有豐富的文化和精神價值，是 1790 年卡美哈美哈一世軍隊征服毛伊島軍隊的凱
帕尼威戰役的發生地。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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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美国专家说，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使

富有的人变得更富有，也让很多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失业。

疫情席卷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失业率达到了大萧

条以来的最高水平，尤其是那些非裔、西班牙裔和亚裔工人（2020年

5月份的失业率分别为16.8%、17.6%和15%，而白人为12.4%）。自疫

情开始以来，至少有450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

然而，美国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IPS）和美国

税收公平协会（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ATF）的研究人员根据

《福布斯》的实时数据计算了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增长，根据他们的分

析报告，从2020年3月18日到9月15日，美国643位亿万富翁的财富总

和反而增加了8450亿美元。

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所长迪米特里· 帕帕季米特里欧（Dimi-

tri Papadimitriou）对美国广播公司（ABC）说：“疫情危机加剧了美

国收入、种族和性别上的不平等。”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疫情加剧了

不平等现象，而不平等将加速病毒的传播，为经济复苏做出的努力也

将付诸东流。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最新数据，新冠肺炎疫

情对非裔和拉美裔的影响更大，他们的住院率是非西班牙裔白人的4.5

倍。有色人种在普通工人中的比例很高，他们一般不能居家工作，所

以更容易接触到病毒。

帕帕季米特里欧还说：“尽管大多数人认为疫情无视种族、信仰

或财富，但我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这场疫情中’。这种‘我们在一

起’的假设分散了我们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在社会经济层面的注意力

。”

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仅是经济上的，同时也关乎人命

伦敦经济学院美国中心的研究人员在2020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指

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州，可能报告更多的感染病例和死亡病

例。”

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经济学教授哈罗德· 克拉克（Harold

Clarke）和埃塞克斯大学教授保罗· 怀特利（Paul Whitely）在他们的研

究结果中写道：“不平等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与人类发展指数挂钩，

是各州新冠肺炎死亡率的重要预测因子。”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玛丽· 巴塞特（Mary Bassett）说： “在

美国，非裔、拉美裔和原住民，深陷贫穷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布鲁

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分析发现，2016年，典型的白人家庭

的净资产是黑人家庭的10倍（白人是17.1万美元，而黑人只有17150

美元）。

巴塞特说：“人们的收入决定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获得

医疗服务的能力。我认为，美国在社会层面的一系列选择意味着美国

更容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帕帕季米特里欧补充说，“减少收入不平等是最重要的结构性改革

之一，实施改革，美国经济才能回到可持续增长的轨道。” 他在一份

公共政策简报中说，“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疫情对美国的影响就不

会那么严重了。”

为什么富豪阶层越来越富？

美国富豪阶层的财富与股市的联系，比其他阶层与股市的联系更

为密切。股市在疫情暴发之初就已崩盘，但此后又迅速回升，基本上

与经济大局无关。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 格雷茨（Michael Graetz）说，在疫情

期间，一些富豪的财富出现增长，部分原因是股市与实体经济的脱节

。

他说：“有些股票，特别是科技股，在疫情期间表现非常出色，

Facebook、亚马逊和其他公司的很多股票都是亿万富翁所持有，他们

的股票升值，所以他们的财富增加了。而下层群众没有股票，因此他

们没能分享这些收益。”

在2020年3月18日至9月15日期间，美国最富有的643名亿万富

翁的财富从2.95万亿美元增加到3.8万亿美元，在这6个月里增长了

29%，增值8450亿美元，像杰夫· 贝佐斯（Jeff Bezos）和埃隆· 马斯克

（Elon Musk）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不仅如此，在疫情期间，美国有大量的科技股上市，也带来了一

批又一批的造富神话。在疫情肆虐的前几个月里，IPO按下了暂停键

，但是从2020年夏天开始，新股上市数量开始迅速回升。

例如，数据存储和分析提供商雪花(Snowflake)在2020年9月16日

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IPO)，该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以每股245美元

的价格开盘，高于其发行价120美元，然后飙升至319美元，最后收于

254美元。此次上市估值为704亿美元，是202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也是软件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IPO。

对于雪花的投资者来说，这笔投资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就

在上市7个月前，他们对雪花的估值仅仅是124亿美元。

政府的救济为什么没改善穷人的生活？

正如格雷茨所说，美国的穷人，并没有从股票市场中获益。根据

美联储发布的数据，美国财富顶端1%的人口持有股市50%的资产，而

紧随其后9%的人口又持有股市38%的资产，由此可见，股市回暖是一

场富人阶层的狂欢，跟普通民众没有多大关系。

格雷茨说：“这样一来（失业），他们就失去了工资，国会暂时向

其中一些人提供了额外的失业救济金，寄

去了1200美元的支票，但对于那些处于收

入分配后半部的人来说，在疫情之前，他

们的生活就一直很不稳定。”他引用了美

联储201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近40%的美

国家庭表示，他们无法支付400美元的意

外开支。他说：“疫情造成的意外开支远

远超过400美元。”

虽然国会在疫情期间提高了失业救济

金，并向自由职业者和其他一般不在失业

保险范围内的人提供救济。但在某些情况

下，人们不得不等待数周才能获得救济。

经济刺激计划也没有根据需要按比例发放

。而且，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大约三分之一的失业者无法得到失业救济

。其中，大量未记录在案的工人被取消了

领取失业救济的资格，还有一部分失业者

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申请哪些失业救济。

尽管美国政府出台的2万亿美元援助

计划（Cares Act）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穷人的困境，但目前有许多研究发

现，这笔巨款与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政

策释放的大量流动性，在现实中更多流

向了资本市场。相关人士认为，美国股

市之所以能从多次熔断中迅速恢复，大

量的救市资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巴塞特说：“动用了2万亿美元来拯救华尔街和大公司。”这证明了

“美国可以调动这种水平的资源来保护人民”。

美国的税收制度也拉大了贫富差距

美国政策研究所的查克· 柯林斯（Chuck Collins）说： “我们的

经济和公共卫生系统对疫情准备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在过去的三四十

年里，富豪阶层交的税越来越少。”

近年来，美国的税法更倾向于富人，许多亿万富翁缴纳的税款占

其收入的百分比甚至比中产阶级都低。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

统唐纳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之前的许多年里没有缴

纳任何税款，2016、2017年，他每年的纳税额也只有750美元。

亿万富翁的财富积累往往不是得益于高薪工作。全球首富杰夫·

贝佐斯的工资只有81840美元。他们的财富是建立在对公司和其他资

产的投资上，从房地产到艺术品。他们赚钱的方式不同于普通人。

亿万富翁在纳税中的大部分收入都是“非劳动所得”的，即股票

的股息和资本利得（低买高卖）。这些收入的税率通常低于所得税。

对于长期资本收益，甚至可以低至零。

相反，普通工人不仅要缴纳所得税，还要缴纳工资税。Lyn Alden

投资策略的创始人林恩· 奥尔登说：“劳动所得税高达37%，这取决于

你的纳税等级，然后工人还必须支付7.65%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

而合格股息和长期资本利得按最高20%的税率征税，而且不用交社保

和医保。”

“降低税率只是个开始。亿万富翁可以使用某些合伙结构和其他

的会计策略，以合法地减少或推迟他们的应税收入。这些都是大多数

美国人无法企及的。”奥尔登说。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為什麼富人財富為什麼富人財富
激增激增，，窮人卻更加艱難窮人卻更加艱難？？

窮人和富人之間差的是錢嗎？現
在我們說創業、談投資，無非都圍著一
個“錢”字。即使不出於媚富的角度我
們也會好奇，窮人甘願過窮日子嗎，他
們想不想做富人？

對於富人和窮人的現狀，美國理
財專家考利用了5 年時間對美國的富
人和窮人的日常行為和習慣進行調查
和分析，他發現富人與窮人很大的一
個差異是“致富習慣”。考利認為，“運
氣”其實在成為富人過程中只起到了
很小部分的作用，而窮和富的差別在
於“致富習慣”。這其實是種思維，並
且與生活習慣很像，就像良好的生活
習慣會使人身體健康甚至是長壽，不
良的生活習慣會影響到人們的壽命；
而擁有良好的致富習慣，會加速人們
積累財富，而擁有太多“窮人習慣”的
人就是拼了命也難以成為富人。

在美國年收入多少才能進入富
人的行列呢？按照納稅的標準，個人年
收入要不低於200000 美元、夫妻年收
入不低於250000 美元算是富人，但這
樣的收入其實只是中產階級上層的收
入水平，真正可以算作富人的年收入
要不低於500000 美元，而且這還只是

窮酸的富人。
1。富人相信生活習慣對於財富人生
很重要

52%的富人認為，日常生活習
慣對成為富人有主要影響會產生主
要影響，窮人中持這種觀點的比例為
3%。很多富人會說他們成為富人是
運氣好，而不少窮人也會說自己運氣
不好所以成為不了富人——不過富
有人群認為不好的習慣造成的是有
害的運氣，而好的習慣則可以帶來機
會的運氣。什麼是好或不好的生活習
慣？你怎麼看？
2。富人相信美國夢

在如何看待美國夢上，2%的窮
人認為美國夢可以實現，而87%的富
人認為可以實現美國夢。美國夢在富
人眼裡是人們可以發揮自己的潛能，
自己來決定命運。94%的美國富人認
為擁有更多財富是他們美國夢的一個
主要組成部分，而這種夢想是可望又
可及的。

看來，中國的騷年們要致富，得
先有個中國夢。
3。富人重視人脈關係和自我成長

88%的富人認為人脈關係對成

為富人至關重要，而持這種觀點的窮
人是 17%。去年有句流行語：“要想成
為富人就要和土豪交朋友”，因為人脈
往往是錢脈，而富人間的人脈更可以
說是金脈。

美國富人維繫人脈關係大多會
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作出帶有人情味的
事情，例如適逢人生大事件時打電話

恭喜，祝賀生日快樂，甚至是見
面喝喝茶。而做這個調查的理
財專家考利照貓畫虎，光用這
一招一年就多賺了60000 美元。
4。富人喜歡結交新朋友

68%的富人稱他們喜歡交
新朋友，而窮人喜歡交新朋友
的比例只有11%。中國人常說在
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多個朋
友多條路。廣交朋友是擴大人
脈的一種方式，在美國也是如
此。
5。富人認為攢錢很重要

88%的富人認為攢錢是致
富的基礎，在這一點上52%的窮
人也贊同。要想成為富人不僅
要能掙大錢，而且要勤儉持家、
積聚財富。他們在教育子女上
有一條“80/20 定律”，即在生活
中不要做月光族，至少收入的
20%要用於儲蓄或是投資。這一

點應該也歸為是生活中的一個好習慣
。
6。富人堅信生活的命運由自己決定

在由誰來決定自己命運上，90%
的富人表示是由自己，而窮人中只有
10%的人認為命運由自己決定。窮人
大多認為自己命不好，沒個好爸爸。在
受訪的美國富人中，大多數人最初也
不是富人，也沒個好爸爸來撐腰，但他
們秉持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的信念，
努力向改進自己命運的目標進發，這
種態度也是他們能夠成為富有之人的
一個因素。這種精神動力也算是和“美
國夢”相輔相成。
7。富人致富依賴創造性，而不僅是聰
明

有 75%的富人視創造性為成為
富人的重要條件，窮人中則只有 11%
的人同意。

富人更多地相信創造性會極大
影響能否成功，而窮人則更多地認為
自己窮是因為不夠聰明。很多成為富
人的人在大學的讀書成績只是 C，也
就是勉強及格，他們算不上聰明人和
學霸，但這些人注重創意，而不是死讀
書，走上社會後更能發揮自己的能力。
8。富人喜愛他們的工作

85%的富人稱他們喜愛自己所
從事的工作，而窮人僅有2%的人稱喜

愛自己的工作。86%的富人平均每週
工作50 個小時，81%的富人稱他們要
做比工作所要求更多的事情。

不過，富人的工作往往是自己開
創事業，全身心地投入自不可免。而窮
人多是打工族，要想做到全身心投入
要求有點過高——不過，誰知道這些
富人最初不是從打工族過來的呢？
9。富人相信身體健康是賺錢的本錢

85%的富人將身體健康看得很
重要，而且也認為這是賺錢的本錢，但
窮人卻是把身體健康看得不甚重要，
13%的窮人認為身體健康是革命的本
錢。一位富人曾說，我不可能在醫院的
病床上賺錢。身體健康意味著有更多
的精力和時間去開拓事業，也會更多
地積累財富。身體健康還會將積累財
富的時間拉長，一個人再富有，英年早
逝也是一種悲劇。
10。富人更有衝勁，勇於冒險

63%的富人表示在致富的過程
中敢於冒風險，窮人在這方面是底氣
不足，6%的窮人表示他們贊同致富要
勇於冒風險的觀點。在學者的調查中，
27%的富人在創業致富過程中至少有
一次遭遇失敗，人們很容易忘記成功，
但失敗卻是刻骨銘心，能從失敗中吸
取教訓，重新站起來，這就具備了可能
會成功的基本素質。

美國人告訴你：窮人和
富人之間只差10個習慣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210331A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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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的思绪从浩渺的历史烟云回到

今天。

摆宴席的禾堂旁边，是主人樊夫

妇的祖居。鹤立鸡群的豪宅，风格为

中西混搭，高四层，罗马式圆柱，椭

圆阳台，材料和做工无疑是上乘的，

落成至今20多年，外观如新。

我从左侧的螺旋型石梯登上二楼。

从墙壁到地板都纤尘不染，可见乡亲为

了迎接主人归来，作了一番彻底的打扫

。大客厅的墙壁上，悬挂着11个镜框，

框内嵌着房屋的彩色照片。每一幅拍下

一栋，照片下有手写的注解，如：

1872 25th Avenue、29 Anza Street、

2331 Clement Street，625 Fell Street。

这些并非匠心独运的“艺术照”

，没有出过国的村人草草看了，提不

起兴趣。知道底细的人才明白照片的

意义。这些房屋都是主人在旧金山的

财产，但并未涵盖全部，因镜框是十

年前挂上的，没有更新过。到2019年

，他们名下的实业，业已增加到13栋

，规格不一，多数是每栋含两个单位

的“夫列”，少数是单家庭住宅，有

一栋公寓大厦，含11个单位。更要提

及的，是墙上缺席的“大手笔”——

他们2002年与五位合伙人（二位华裔

，三位白人）联手，出价475万元，购

下旧金山商业区一栋办公大楼，总面

积4000多平方米，连带34个停车位，

长期出租给市“人力资源局”。这一

建筑物最近的估值超过一千万美元。

站在四楼外的阳台上，视野开阔

，远处山岚微蓝。这就是出国前，樊

出生和长大的地方。1977年，24岁的

樊——公社木器厂木模组的小学徒，

告别母亲，去了香港。

如果他不曾跨出这一步，如今以

垂老之身，靠着村头大榕树的气根，

晒一样的老太阳，是另一种局面。而

在出港难于登天的年代，他能够离开

缺少生气的出生地，全靠母亲的“撒

泼”功夫。樊父在香港去世，樊以

“赴港继承遗产”为理由向公安局递

交申请表。且想想，台山人申请去香

港的，每年成千上万，而名额极为有

限。樊的母亲是一介农妇，个子矮小

而活力充沛，不但会种田和养育儿女

，还看准政府机关的软肋——怕人闹

事。她每个墟期，都要走路或乘公交

车，到11公里外的县城，在公安局门

口赖着。她拦住所有进进出出的“公

家人”，诉说苦情，声泪俱下，高潮

处倒在地上，捶胸狂嚎，引来不少围

观者。最后，科长出面，弯腰对躺在

地上的农妇说：“不要哭了，把姓名

地址告诉我，回去等！”一个星期以

后，等来了儿子出港的通知书。今天

，樊带着太太、儿子、媳妇、两个孙

女，踏上村路，回到祖屋。

五

樊申请去香港的理由是“继承父

亲遗产”，讽刺的是，他父亲长期染

上吸毒的恶习，一贫如洗。樊的大姐

与父亲一起生活，难以承受，跳海自

杀。潦倒之极的父亲死时，樊刚刚到

港，立脚未稳，向亲戚告贷几千港元

，才将他入殓。

樊找到的第一个工作，是木作。

小厂子的老板问他会不会，他当然说

会。按天算，工钱20元，少是少，但

附带的优惠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包

住宿。他自从在摩天楼遍布的湾仔落

脚，因举目无亲，每天到傍黑心里就

发毛：到哪里度过漫漫长夜？如今，

工作和住处，两道难题同时解了。夜

里收工，在“铺尾”把木板拼起来，

就是床铺。按说，木模工制作餐桌茶

几是大材小用。可是樊从前看的图纸

都是公制，眼前的却是英制。老板要

他去拿一块四分厚的三合板，他怕露

馅，先偷偷用公制尺子量，再把厘米

折为英寸，老板看他磨磨蹭蹭，效率

不高，冷笑说：“大陆仔，连最基本

的都不懂，好意思夸口！”这等常识

难不倒“醒目仔”，很快，他成了熟

练工，跳一次槽涨一次工资。到第四

个月，日工资升到35元。

这一年樊25岁，身体本来不错，

但斗不过严酷的新环境，终于趴下了

。有什么办法呢？小作坊前面是店，

后面是窄小的工场，每天熬到铺子打

烊，才能收工；不到深夜不能在凹凸

不平的临时床铺躺下。长期睡眠不好

不说，伙食也马虎，营养不足，重感

冒乘虚而入，折腾好几天才痊愈，但

落下见风打寒战的毛病。有一天工休

，他独自在维多利亚公园转悠，路旁

一张长椅空着。来到香港这么多天，

没睡过像样的床呢！便在长椅躺下。

不一会，有人走近，摇醒他。穿灰色

制服的警察，一脸公事公办的冷漠，

向他呵斥：“起来！”他说：“我有

病。”“阿蛇”说：“有病就去医院

，公园里的椅子，只能坐，懂吗？”

用不上一年，所有家具，樊不但

能制作，且以手工精良获得上至领班

、老板、客户，下至伙计的一致好评

。他看时机已到，便向老板提出，不

再当日工，对大工的70元日薪也不在

乎，要自己承包。接下的第一宗外判

活计，是做洛架床（双层床），在客

户家里拼装。他凭做木模的根底，根

据目测把床板预先锯好，省下一个工

序。老师傅见了，为他担心，开玩笑

说：“阿灿，到时尺寸出错，有你的

好戏看。”可是，事实证明他做对了

，师傅不得不认输。樊说：“牛角唔

长唔过岭，大陆仔也有两把刷子。”

樊的薪水渐渐多起来。一方面，

他负起供养母亲和姐妹的责任，以

“保证家里每天有两元人民币的生活

费”为标准汇款（那时家乡的白菜每

斤三分钱）。另一方面，努力存钱，

为将来作准备，却遇到一个难题：没

地方放存折，只好在小作坊的秘密角

落挖个窟窿，把用塑料纸包层层包裹

的存折塞进去。后来，他一路升职，

来港两年后，成为装修行业的优秀人

才，经手的项目，有高级餐厅、酒吧

、写字楼、酒店、豪宅，月薪达到一

万元。70年代末期，这数字，只有中

上阶层白领才拿得到。

1979年春天，樊的妻子萃从家乡

赴美，几个月后，领到绿卡，随即不

顾家人的反对，毅然飞回香港，牵起

樊的手，走进铜锣湾的婚姻注册处。

1981年年底，樊到达旧金山。夫妇携

手创业。39年过去，且为这一对拥有

三个优秀儿女的夫妻作一小结，以名

下的实业算，价值在五千万美元上下

。遥想当年，在香港开始蜜月之际，

新郎官吐露一个心愿：“到了花旗国

，要赚一亿元。”指的是港币，早已

超过三倍。改革开放40年，台山人赴

美定居的超过20万，获得这样的成就

的，屈指可数。

他们是怎样做到的？饱经世故的

文学大师王鼎钧先生在晚年慨叹：成

功人士不吐真言。

指的是以见不得人的手段走捷径的

一类。但在美国的大陆新移民，就主流

而言，其成功是透明的、正当的。当事

者回顾致富史，谈论敛财术，没有必要

躲闪，无非是：勤劳加节俭。

樊当建筑工，从来没改行。以木模

学徒出道，复经40多年实践，只要是归

入“装修”名下的活计，从木作、水管

、电器、油漆到电冰箱、热水器的安装

，维修，连同白蚁防治，无所不精。如

今，樊已过66岁，依然从早上忙到晚。

不退休，不是为钱，而是“迄今未找到

比干活有趣的消遣。”

樊具成功者的共性外，另有个性

。且举实例：

上世纪80年代，樊和妻子每到春

节临近，便在摆摊卖桃花。夫妻档辛

苦一个星期，半夜驾车到东湾的山区

砍桃枝，载到旧金山唐人街，卖给办

年货的同胞，赚五千元以上。

到一个陌生地方，砍人家的土地

上的桃枝，不花一个子儿，主人不但

爽快地应允，还给予祝福。这对于一

个给初履斯土，英语结结巴巴的新移

民，谈何容易？尽管桃树不结可吃之

果，也不会成为建材，但属私有财产

，不经允许而动刀，可能挨控告。

樊揭开谜底：我在桃树林附近轻

敲主人家的门或窗户，对方只会打开

指头宽的门缝听我说话。我诚恳地说

，中国新年快到了，它一如你们的圣

诞节。中国人社区庆祝新年，离不开

桃花，一如圣诞节少不了圣诞树。你

们的桃树长得真好，如果允许我砍一

些树枝，带回去给我的同胞，不但我

们，连您的家也添上喜气。

樊说，他砍桃树砍了多年，持这一理

由，无往而不利。

以下例子，说的是樊的自制力。

20年前，樊一家住二楼，楼下由

一对大陆来的年轻夫妇租下。男租客

在深圳做和旅游业相关的生意，由于

能买到廉价机票，回旧金山颇频繁。

有一回，女租客在门口，交叉双臂看

着樊埋头修剪过道旁的盆花，悄悄说

：“我老公下午回国去了，今晚你下

来，好不好嘛？我等着哪！”娇滴滴

的，樊听了，打个寒颤，没有答话。

当然，那晚上没“戏”。樊不但

没“下去”，还笑嘻嘻地把经过告诉

太太，事情划上句号。不是没有余波

，朋友们在茶楼，拿它作话题。樊说

：“我那一次要是‘下去’，今天我

就没法坐在这里了。” （完）

了不起的金山客漂洋过海美国梦，衣锦还乡台山人

最近，一位美国华裔少年的励志

故事被广泛关注。

18岁的他，在数字方面天赋异禀

并考取了近乎完美的SAT分数。美国

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

学院向他伸出橄榄枝。

他不仅是名学霸，还是名“渐冻

人”，发生在他身上 的故事，不得不

让人赞叹。

这位华裔少年名叫楼印根(Benja-

min Lou)，大家亲切地叫他“根根”。

2003年4月5日，楼印根降出生，

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宝宝。但好景不长

，6个月后，让根根父母担心的事情发

生了，他的脚无法承受任何重量，甚

至无法像其他宝宝一样独立坐在婴儿

车上。

“他的身体像面条一样软，”黄

妈妈说，“当我们让他坐起来的时候

，他的身体就会耷拉下来。”在他七

个半月的时候，母亲黄慧华还是不放

心，带他去看了医生。“医生说他看

起来很健康，只是有些懒而已。”黄

慧华回忆道。

转眼间，楼印根来到这个世上一

年了，噩耗也随之来临。楼印根被诊

断出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也

就是我们所说的“渐冻人”。

根根的肺活量只有正常人的25%，

像他这样严重的病例，大多在成年之

前就离开人间了。事后，黄妈妈回想

起自己怀上根根时，他在子宫里从来

没有动过，也没有踢过。

由于楼印根的肌肉无法支撑自己

的体重，他的起床、进出轮椅、吃饭

、洗澡和上厕所都需要有人帮助。

为了让儿子活下去，并给他一切

成功的机会，黄慧华在儿子确诊后几

个月就辞掉了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全

职悉心照顾儿子。并用中西医治疗儿

子的呼吸道感染、肾结石、骨折和关

节脱位的问题。

除此之外，他还经历了四次大手

术，包括脊柱融合和在10岁时在背部

植入两根钛棒。他的身体必须每60到

90分钟转换一个新的姿势，还需要每

天做伸展运动，按摩和物理治疗。

上帝为楼印根关闭了一扇门，也

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楼印根从很小就

展现出了很强的好奇心以及对数学的

天赋。3岁时，在课堂上因为急于吸收

老师所讲的知识，差点用轮椅撞到了

其他学生。

他曾经的老师说，一些有严重残

疾的孩子长大后会变得难以相处，以

自我为中心，但是楼印根受到了家人

们的感染，总是脚踏实地，积极向上

。并且他的学习能力毋庸置疑，很快

就掌握了摆在他面前的每一门学科，

特别是任何与数字有关的东西。

由于所在年级的课程从未给他带

来过挑战，楼印根便开始自学在线学

习资源，比如 BrainPop、可汗学院

(Khan Academy)和问题解决艺术学院

(Artof Problem Solv-

ing Academy)。他还

轻松浏览了 90 多个

The Great Courses 在

线学习库和数百个

YouTube数学视频。

四年级时，楼印

根已经开始接触微积

分，他手中没有纸笔

，单凭心算就能迅速

解答大多数数学问题

。他说，他的心算偶

尔会出错，但基本上

是万无一失的。

数学老师也注意

到了根根的禀赋，向

美国数学奥林匹克代

表队郑重推荐这名残障少年。根根通

过重重考核，被批准加入美国队并代

表美国飞往北京参赛。

之后他过关斩将，在2014年中国

举办的世界数学团体赛上获得金牌。

世界数学团体锦标赛的主办者还专设

一项名为“生命之花绽放”(Blooming

Life)的特别奖，颁给让人赞叹不已的根

根。

三年后，他成为被邀请参加美国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250名美国高中生

之一。在过去的三个夏天里，他获得

了参加加拿大/美国数学夏令营的资格

，并在SAT数学考试中获得了满分800

分的傲人成绩。

根根说，他的大学梦想是学习数

学、物理和生物，目标是有一天为像

他一样的残疾人设计辅助产品，比如

自动旋转吊床以及能自己吃饭的机动

食物滑道，以便使他们能更独立的生

活。更希望有一天能自己谋生，这样

他就能负担起自己的全职护理费用，

让妈妈喘口气。

他计划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年

以在线学生的身份度过，在2022年秋

季进入校园学习。不过上大学除了学

杂食宿费用外，还需要一笔昂贵的护

理辅助费。因此，他的家庭设立了一

个众筹平台，呼吁华人社区伸出援手

，帮助他实现梦想。

根根的妈妈相信，儿子身残志坚

，从不放弃希望，从不屈服压力，克

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甚至做到

了某些正常孩子做不到的事情。现在

他入读麻省理工学院，证明了他的能

力，希望未来在改善世界方面走得更

远。

楼印根在这18年中能创造一个又

一个奇迹，走到现在，与家人的呵护

分不开，更与自己想成功的信念分不

开，正如他所说：

“你必须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

然后走到外面的世界。你不可能总是

赢，会经常失败，但许多年后当回首

往事时，你会意识到会成功的。”

18岁华裔“渐冻人”被麻省理工录取！
他的成长故事激励无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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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欣欣向陽影視文化

發展有限公司出品，青年導演

劉漢祥執導的紀錄電影《冰上

時刻》正式發布預告片，官宣

定檔2022年 1月7日。《冰上

時刻》通過長達三年多的跟拍

，聚焦三位冰球少年不同的成

長軌迹，有溫度地記錄了他們

各自的家庭因冰球帶來的影響

和變化。

紀錄電影《冰上時刻》的

故事開始于2018年夏天，北京

某俱樂部重組了一支少年冰球

隊，球隊成員是一群2009年出

生的孩子。66號于力凡、95號

曲瑞晨、97號翟子男彼時剛剛

9歲，帶著對冰球懵懂的熱愛

，成爲了故事的主人公。他們以

完全不同的方式追夢“冰雪”，

至今仍然堅持踐行著自己的冰球

夢想。

在影片的定檔預告中，曲瑞

晨問媽媽：“你八歲辛苦，還是

我八歲辛苦？”于力凡在父母的

嚴厲教導下咬牙堅持練習冰球；

小小年紀卻從容堅定的翟子男立

下志願：“我想打北美職業賽。”

冰場上，少年們全力以赴；冰場

下，父母爲孩子們的夢想實現也一

直在付出。“這條路太辛苦了，太

艱辛了……”“孩子越來越堅定要

做職業運動員的想法，我們就得給

他鋪路啊。”“孩子打球沒問題的

，但是家長別太苦了！”句句對白

都讓觀者深思起家庭教育和夢想背

後的成長“難題”。

和其他運動類的紀錄片作品

不同，《冰上時刻》同時記錄了

冰球少年的成長，及他們的父母

和家庭所付出的不爲人知的努力

，家長們伴隨著孩子的夢想，再

一次經曆了“成長”的快樂與陣

痛。角度新穎、立意突出的《冰

上時刻》自籌備以來就不斷收獲

肯定與好評，獲得FIRST青年電

影展紀錄片實驗室最佳紀錄片提

案，並入圍 IDF西湖國際紀錄片

大會創投項目。

全片拍攝曆時一千多個日

夜，跨越中國、俄羅斯、加拿

大、瑞典等多地跟拍記錄，飽

含創作者們關注大時代背景下

普通家庭成長教育的使命感和責

任心。通過對冬奧會唯一的集體

球類項目冰球運動的關注，和冰

球少年們對夢想的不懈追逐致敬

北京冬奧會。

創新重述歷史 再現蓬勃開國氣象
重大革命曆史題材劇《香山葉正

紅》日前正式在央視一套圓滿收官，

從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到進京趕考，從

國共和談、渡江戰役到召開政協會

議，再到難得一見的開國大典，該

劇以“正在進行時”的全新敘述方式

重構重大革命曆史題材引領全劇，激

勵當代觀衆。

該劇首次以香山爲切口，鳥瞰新

中國成立過程，主要圍繞進京、和談

、渡江、經濟建設、籌備政協、召開

政協會議等多個事件，完整講述了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後，毛主席帶領

中共中央從西柏坡入駐香山“進京趕

考”，解放全中國、籌建新中國、搭

建起新中國四梁八柱的故事。自11月

22日在 CCTV-1黃金時間開播以來，

《香山葉正紅》收視率穩居央視網、

騰訊視頻、愛奇藝、今日頭條熱度

榜前列。中國視聽大數據顯示，該

劇連續三周收視率穩居全國榜首，

屢創新高。電視劇《香山葉正紅》

相關微博話題累計閱讀量超1400萬

，強勢掀起了年輕人的追劇熱潮，觀

衆好評不斷。

該劇在尊重真實曆史的基礎上，

創新敘事方式，以“正在進行時”講

述曆史，讓觀衆跟隨事件進程，沈浸

式感受蓬勃的開國氣象。以渡江戰役

爲例，該劇多線並進，既有毛澤東、

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遠大的戰略部

署，有陳毅、鄧小平、粟裕等革命將

領高超的軍事指揮，也有解放軍團長

姜萊陽等前線戰士的英勇戰鬥，更有

遊擊隊隊長張淑花、漁民黃水根、黃

阿毛父女、河間支前隊隊長趙玉甜等

普通群衆的舉家支持，由此形成一部

多視角下“宏大曆史與家庭命運交

織”“軍民同心”“偉人與人民共

振”的人民戰爭史詩，令觀衆沈浸其

中，感同身受。有觀衆點贊：“走進

曆史現場、走進曆史深處、走進人物

命運，《香山葉正紅》用‘正在發

生’的曆史事件，讓課本上的曆史鮮

活起來，拉近了觀衆與重大革命曆史

題材劇的距離。”

該劇導演巴特爾表示：“1949年

3月到10月，是中國曆史上變化最大

的八個月。”《香山葉正紅》不僅以

香山爲切口，恢宏展現了偉大轉折

時期開天辟地的中國“巨變”，更

以接地氣的創作思維，聚焦曆史

中的“人”，將宏大曆史與中國共

産黨初心使命相結合，偉人戰略思

想與人民支持相結合，深刻闡述了

中國共産黨勝利和新中國成立的曆

史必然性。

《香山葉正紅》用接地氣的人物

和飽含真情的故事，生動展現黨和人

民之間的血肉聯系。以毛主席爲例，

面對著名民主人士柳亞子的煩惱，毛

主席不僅以“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

長宜放眼量”的詩句妙語說服，更親

自登門拜訪，效仿“三顧茅廬”在門

外等候午睡的柳亞子醒來，留下了一

段偉人和詩人的佳話；當得知警衛員

柳二勇思念母親，毛主席特別安排支

前模範趙玉甜來北平，讓這位英雄母

親與兒子相見。一個共産黨人，一位

人民領袖“來自人民、心系人民”的

至真情感，令人淚目。

該劇總編劇盛和煜表示：“感情

是春雨，它會使重大曆史題材變得溫

潤。”《香山葉正紅》通過一個個感

人的故事，一個個生動的細節，深入

人心地讓觀衆體會中國共産黨爲什麽

能贏得人民的擁護，爲什麽能考出好

成績。該劇在偉大中見平凡，平凡中

見偉大。業內人士盛贊《香山葉正

紅》恢宏敘事和樸實溫度並舉，是一

部充滿豐富文化內涵的重大革命曆史

題材佳作。衆多追劇觀衆也點贊：

“偉人在‘開天辟地’中不失煙火氣

，人民在無私奉獻中閃耀報國心，

《香山葉正紅》激情似火，有理想、

有溫度、有筋骨、有力量。”

《香山葉正紅》播出後，中國共

産黨人的“趕考路”令觀衆汲取了老

一輩革命家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

苦奮鬥的優良作風和奮發有爲的進取

精神，備受鼓舞，而姜萊陽、蕭靜娴

、柳二勇等揮灑革命青春的年輕人更

爲當代青年樹立了“向上的榜樣”，

引發共鳴。它以恢宏的筆觸回顧曆

史，深刻展現了中國共産黨人進京趕

考，用行動作答人民考卷的“精氣

神”。當曆史觀照現實，如今站在新

的曆史起點，重溫《香山葉正紅》的

蓬勃開國氣象極具現實意義，這將激

勵我們傳承革命精神，奮發進取，以

“趕考”的清醒和堅定，繼續答好新

時代的答卷。

《穿過寒冬擁抱你》終極預告朱一龍獻聲
預售破三千萬領跑賀歲檔

由薛曉路執導，黃渤、賈玲領銜主

演，朱一龍、徐帆、高亞麟、吳彥姝、

許紹雄主演，周冬雨特別友情出演，劉

昊然、喬欣友情出演的電影《穿過寒冬

擁抱你》今日發布終極預告，朱一龍獻

聲預告旁白，在辭舊迎新之時向所有人

發起“擁抱吧，就現在”的暖心邀約。

預告通過十個擁抱充分诠釋了生活中的

擁抱哲學，黃渤、賈玲領銜飾演的小人

物群像充滿了中國人的熱愛與能量，他

們在寒冬中滿懷熱情、努力擁抱生活，

預告中每一個情景無不體現著“你勇敢

向前，生活終會擁抱你”的主題。

電影自官宣定檔以來熱度居高不下

，預售開啓後，票房迅速突破3000萬，

領跑賀歲檔，相約看一場《穿過寒冬擁

抱你》已然成爲跨年爆款活動。電影將

于12月24日點映，12月31 日上映。

朱一龍獻聲預告旁白盡顯溫柔治愈
小人物群像擁抱生活相約跨年
電影終極預告以一幕幕尋常而美好

的生活畫面切入，朱一龍此番驚喜獻聲

預告旁白，溫柔治愈的聲線帶有豐富的

感染力，诠釋出普通人懷揣赤誠與熱愛

去擁抱生活的積極態度。阿勇（黃渤

飾）和武哥（賈玲 飾）同爲志願者一

起照顧小貓，擁抱生命綻放；沛爺（許

紹雄 飾）騎車載著謝詠琴（吳彥姝 飾

）一路歡笑駛過，擁抱每一段旅程；武

哥和夏曉（周冬雨 飾）姐妹情深分享

口紅和豆皮，擁抱每一次陪伴……面對

“從不會主動擁抱我們”的生活，這些

小人物主動帶著勇氣和熱忱勇敢向前，

與之相擁，收獲愛與感動。預告通過

“擁抱每一次陪伴”、“擁抱每一次嘗

試”、“擁抱全力以赴”、“擁抱熱淚

盈眶”等十個擁抱全方位地闡釋了普通

人的擁抱哲學，在傳遞溫暖和力量的同

時，也引發觀衆思考生活的真谛，意在

借由電影本身的小人物群像故事，提醒

觀衆關注眼下的生活，用心感受、用愛

給予，帶著熱愛一路前行，便一定能收

到來自生活的回饋，正所謂“你勇敢向

前，生活終會擁抱你”。

終極預告滿載活力與希望，加上結

尾黃渤與放煙火的人互相祝願的鏡頭，

更是將應景的新年節日氛圍盡數體現，

一句“新年快樂”傳遞了辭舊迎新的真

摯祝福，喊出了每個人心中揮別過去、

擁抱未來的美好願景。當“擁抱吧，就

現在”的邀請出現在屏幕上時，擁抱儀

式感便呼之欲出，無數網友看後紛紛向

愛的人發出擁抱跨年的邀請：“終極預

告很治愈也很燃，看完就坐不住了，想

約朋友去看跨年場”、“預告看著挺有

新年合家歡的氣氛，真適合一家人擁抱

跨年一起看”……

年度溫暖大片全方位彰顯擁抱力量
擁抱跨年熱潮席卷引發全民共鳴
《穿過寒冬擁抱你》預售開啓後，

票房迅速突破3000萬，領跑賀歲檔。影

片自官宣以來，熱度便迅猛攀升一路高

漲。微博登臨熱搜榜24次，屠榜霸屏位

列同檔期第一；抖音熱榜上榜11次，話

題播放量高達12億次，官方抖音賬號獲

贊突破2000萬，6支爆款短視頻點贊量

突破百萬，強勢出圈。雙票務平台累計

想看人數突破85萬，其中淘票票平台累

計想看人數更是雄踞同檔期第一。

作爲年度溫暖大片，《穿過寒冬擁

抱你》具有強大的共情力，電影通過小

人物群像釋放溫暖的力量，力求爲觀衆

送去寒冬中的熱切擁抱。很多網友都分

享過喜歡冷天氣的相似理由，那就是

“可以理直氣壯地渴望擁抱”。在12月

31日，電影特別安排了于22:02開場的

“擁抱跨年”觀影專場，並在片尾設置

5.20秒的擁抱彩蛋，讓全場觀衆在新年

第一秒給愛的人一個溫馨美好的跨年擁

抱，打造“2021 年的最後一場電影，

2022年的第一個擁抱，都是和你”的浪

漫儀式感。

“擁抱跨年”觀影專場一經推出便

迅速收獲廣大觀衆的喜愛，不少人將其

列入自己的跨年行程之中，約上身邊的

人一起走進影院擁抱跨年：“這麽浪漫

呀，那我們跨年一起去看吧”、“今年

終于能陪奶奶過個新年了，一定要帶她

去看”、“已經約了喜歡的人一起看

了，准備那天看完電影就表白”。甚

至分隔兩地的愛人也紛紛表示：“就

算我們不在同一座城市，只要我們都

去看了這部電影，就當是我們擁抱過

了”、“你在你的城市看，我在我的

城市看，我們隔空擁抱”，雖然相隔

不見，但彼此的擁抱依舊跨越了寒

冬，承載著不可阻擋的愛與力量。擁

有了對擁抱的高度共情，一句“擁抱

吧，就現在”便具有千鈞之力，在辭

舊迎新之際，擁抱跨年的熱潮一時間

席卷全國，越來越多的觀衆加入到這

場獨具意義的跨年儀式之中。

電影《穿過寒冬擁抱你》由中國電

影股份有限公司領銜出品、發行，由

薛曉路執導，黃渤、賈玲領銜主演，

朱一龍、徐帆、高亞麟、吳彥姝、許

紹雄主演，周冬雨特別友情出演，劉

昊然、喬欣友情出演，已全面開啓預

售，將于12月 24日超前點映，12月31

日全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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