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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魄老板

夜晚7点，青岛吕家庄夜市700个摊位的摊

主开始营业。“唐弟兄香肠铺”的招牌亮起，

摊位前方架上一部手机，一盏灯，镜头对准了

眼前这位烤香肠的男人。他叫唐健，今年53岁

，头发已经花白，穿着黄围裙戴着口罩，站在

烤炉前工作，额头冒出一层细汗。

直播时唐健几乎不说话，表情有些严肃，

专注手下的活儿。有顾客来，他才露出笑容，

轻轻道一句：谢谢。慢走。副主播在一旁担任

解说，镜头始终对着香肠铺，这种呈现方式，

像是在拍摄一部纪录片。

来夜市的食客以年轻人居多，偶尔，香肠

铺也会迎来昔日的老顾客。一位中年女人带着

孩子买烤肠，认出唐健，惊诧地问他是不是在

“体验生活”。唐健尴尬地笑笑，解释几句：

“做生意投资失败了，这是从头再来。”

唐健在街头卖烤肠已经第五个年头，人生

前半场他是青岛餐饮界响当当的人物，几乎半

个岛城食客都熟知他。

2000年，为了实现儿时的梦想，他和其他

股东一起创办了第一家川菜酒楼，取名“唐家

老院子”。当时本地的餐馆还是小本生意，他

经营的酒楼投资200万，打造成精美的两层吊脚

楼建筑。好环境、好食材加上亲民的价格，老

院子成为当地有名的饭店。

酒店生意正火红，他又在青岛浴场海边，

花巨资租下一整栋民国时代的建筑，将其变身

成酒吧，并承接户外婚宴。那个年代在户外办

婚礼还是一件新鲜事，整个青岛就此一家，预

约的新人从年头排到了年尾。

当时唐健才36岁，没想到赚钱这么容易。

他开着豪车，住着豪宅，吃个饭一晚上就消费2

万多。

内心的欲望不断催促着他，有没有再往上

一步的机会？赚个千万就财务自由了。2005年

，他开始投资绿化树树种。进入完全陌生的领

域，钱投进去才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苗木要

养大，还要寻找工程项目卖出去变现。

当时，一笔工程款回不来，情急之下他去

找民间借贷。他投资了200万，又高息借了800

万，想着工程一回款就能还上。项目做下来，

他亏了。唐健动用了所有的杠杆，把家里的房

子做抵押，又找餐馆股东借了钱。

资金窟窿越来越大，他才感觉要出事，转让了

酒楼的全部股份，卖房卖车，也不够还债。他欠下

的债务高达4600万，70多个债权人几乎把他的电话

打爆。酒楼倒闭，曾经满座宾客都消失无踪。

从高处坠落，家也散了，妻子独自带着孩

子去了外地。

2015年大年初三，唐健独自一人踏上去崂

山的旅途，没打算再回来。70多岁的老母亲打

了3天电话，吓得腿软，爬上山去寻他，陪着在

山上住了3个月，才把他劝下来。

母亲宽慰他：“咱去打工，踏踏实实地生

活。”唐健不甘心，他47岁了，找不到像样的

工作，还想创业。母亲为了让他重新振作，拿

出仅有的20万积蓄。

唐健拿着钱回到餐饮行业，想着凭自己的能

力，或许有翻身的机会。一位朋友邀请他去新疆

喀什经营饭店，他自信满满，把以前的老厨师和

员工都带了过去，想复制从前酒楼的辉煌。饭店

没有抓准当地人的口味，亏了投资人300万，他

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转头他又去青岛啤酒节卖烤

羊肉串，因压了大量的货，不赚反亏。

转眼间，母亲的养老钱也亏光了。最艰难

的时刻，他的生活费都成了问题，曾经围绕他

身边的朋友也都躲着他。屡次创业失败，唐健

心灰意冷，准备随便打份工算了。这个时候，

正逢年关，母亲做起了每年都要做的香肠。

“街头烤肠是个小本生意，难度不高，喜欢吃

的人也多。要不再试一次吧。”他想。

第二天唐健就去逛菜场选购食材，打算自

己制作香肠。烤肠和中式腊肠略有不同，唐健

反复尝试调味、配比，都不好吃。他还曾找到

一家生意好的烤肠店，想要把配方买过来，谈

了几次对方始终不肯。

母亲见他愁眉苦脸，什么也没说，拉着他

一起钻研。唐健发现，外面的烤肠号称猪肉肠

，但很多加了大量淀粉和鸡肉，没有肉香，口

感也不扎实，味道全靠香精。如果解决了这个

痛点，烤肠一定好卖。

他最终选用了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腿肉，并且只

用当天鲜肉，不用冻肉，再结合母亲的传统方法，

加入糖、酒、香辛料，冷藏后腌制48小时。肠衣用

的是天然猪肠衣，可以很好地锁住汁水，嚼起来纤

薄无渣。就这样，唐健终于做出了香而不腻、瘦而

不柴、满口爆汁的烤肠。“是记忆中老奶奶的味道

。”这句话后来也成了他的产品宣传语。

2017年10月，唐健带着母子俩的研发成果

，开始摆摊卖烤肠。

香肠铺上直播

唐健的香肠摊子很小，在烤鸭店铺里隔了4

平方米。他架起烤炉，就在方寸之间烧烤。原材

料加上租金，起步资金就7000块钱。香肠是手工

制作的，雇不起人手，老母亲帮着他一块灌肠。

“我内心很难接受。母亲年纪大了，还在为我操

心。”唐健好几次偷偷背着母亲流泪。

早上10点出摊到晚上10点，一天12个小时

，唐健无数次抬起胳膊，累到发酸。他计算过

，如果一天卖500根香肠，要7731天——整整21

年，才能还清债务。

唐健说，他不怕辛苦，他担心的是其他的事。

比如，他怕熟人认出来，每次出摊都戴帽

子和口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就这样也

避免不了见到熟人的尴尬。一次，他遇见曾经

在生意场上的老板。对方认出他后吓了一跳，

调侃道：“唐总，是不是在微服私访？”聊了

十几分钟，临走前对方还是不肯相信，邀请他

有空来喝茶。

不稳定的客流量也让他发愁。香肠烤熟需要

15分钟，他想着不能让顾客等，就提前准备好。

人一多，不够卖，有的顾客不愿意等就走了。下

一次他多准备一些，顾客又不来了，香肠越烤越

干，卖不出去又浪费。为着这一点点小事，内心

备受煎熬，他的人生仿佛也像这样失去控制。

保证食材的品质更是个技术活。他发现人

人都爱吃烤肠，尤其是小孩。可是当孩子买烤

肠时，大人常常会阻止。所谓“好肉不做肠”

，很多人会担心香肠里的肉不干净，“科技与

狠活”太多。唐健也曾吃过亏。他去菜摊上购

买猪肉，灌好后放在火上烤，香肠在烤制过程

中居然能冒水，这才知道自己买到了注水肉。

他是做餐饮的老手，深知食品安全的重要

性，逛了好多家大型超市后，他选择了更有安

全保障的品牌猪肉。

摆摊的第3个月，店铺因为修路被拆迁，唐

健只好在熟人圈子里叫卖。他找到一家代工厂

，将制作好的香肠用真空包装，并打上自己的

招牌，“唐弟兄香肠铺”。接到订单后，他亲

自骑着电瓶车挨家挨户送货。

凭借好口碑，唐健制作的香肠有了一定的

顾客群，也打响了名气。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评

价来自一个小男孩。那天，他送完货准备下楼

时，听见了这样的对话：男孩问爸爸：“这是

唐叔叔的烤肠吗？”得到肯定回答后，这个男

孩高兴地喊出来：“yes!爸爸我爱死你了。”唐

健躲在楼梯间快哭出来。

2020年，一位投资人看中他做餐饮的才能

，愿意资助开店，他又有了一家小小的店铺。

小店还没走上正轨就遇到了疫情，生意惨

淡，每天只有几百块的营收，租金、水电都成

了问题。唐健一筹莫展。

转机的发生是一次偶然。一位探店的小姑

娘来店里买烤肠，边吃边拍摄，这种方式让唐

健觉得新奇，和对方多聊了两句，又说起自己

过往的经历。没有料到，对方将这段视频发布

在抖音上，大量陌生网友们为他的故事点赞，

一时间不少本地人慕名来到他的小店买香肠，

门前甚至排起了队。

意外走红，让唐健看到了一丝出路。他意

识到，实体店只能依赖当地人光顾，而互联网

背后是一个更广阔

的市场。他给自己

也建了一个抖音号

，起名“喜乐唐弟

兄官方账号”。

“喜乐”是平安喜

乐的意思，经历了

那么多，他盼着这

回能平安顺遂。

50多岁开始玩

自媒体，对唐健来

说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一直以来，店

里的香肠都是手工

制作，除了现烤现

卖，还有真空包装

的冷冻品，唐健打

算放在线上销售。

本钱小，他组

建的所谓电商团队

不过3个人。他们

先试着拍了些短视

频，内容就是教大

家做菜。唐健用香

肠做成香肠炒饭，

或者用香肠和土豆

制作三明治。他起

初不敢直播，怕在

那么多陌生人面前

露脸，更怕又遇到

知根知底的熟人。

2020年8月14日晚上6点，第一次开播，唐健

躲在镜头后面。从晚上6点到9点半，直播的3个半

小时，他始终将镜头对准店里的一位伙计，拍摄制

作烤肠的过程，并在镜头后简单地介绍产品。

店面即将打烊，评论区突然闪过一则留言

：“唐家老院子怎么倒闭了，唐老板出来说说

吧。” 唐健愣住了，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万

般思绪涌上心头。被逼无奈，他决定站出来说

一说，搬出小板凳，坐下来。面对镜头，唐健

第一次道出往事。

那天离开直播间时已是半夜，唐健难得心

情舒畅，憋了这么些年，终于找到一个窗口发

声，说些心里话。

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上后台一看，涨

了1000多个粉丝，多出100个订单。

趁热打铁，当天下午5点，唐健早早地把手

机架起来直播，没了心理负担，他侃侃而谈，

一连播了7个小时。一边直播一边烤肠，粉丝数

和获赞数持续上涨。那天下线，直播间里成交

了1180单。

他收到了成百上千条留言和私信。有网友

评论：“来听故事的我，为什么下单了烤肠？

”也有买过的人来留言：“以前就是唐总的常

客，现在做烤肠依然那么良心，配料表很干净

，吃着放心。”

身处谷底的唐健，似乎又一次回到了人生

的主场。

“脑袋进水了”

找到信心的唐健决定抓住抖音电商的风口

。他把直播间搬到店铺门口，每天下午5点准时

架起手机直播，让网友能实实在在看见门店的

销售情况。

一部手机，一盏灯，直播屏幕上显示出两

个机位的画面：一个是唐健制作烤肠的身影，

一个是香肠在烤架上滋滋冒油的特写，隔着屏

幕仿佛都能闻到浓浓的烤肉香和烟火气。

唐健的烤肠卖得不便宜，门店一根12块，

线上包装好的冻品一包5根要近60元，但大家还

抢着买。

唐健明白，很多人最初是抱着支持他的心

态来购买，要留住消费者，产品本身才是硬道

理。他选购的猪腿肉一公斤就要39.6元，品质上

去了，价格自然也得涨。有朋友问起，他如实

相告，朋友说他脑袋进水了，有便宜的肉不买

要去买“贵族肉”，是一根筋。唐健笑了：

“我脑袋不进水，猪肉就要进水了。”

后来，他索性把“用一根筋做一根肠”做

成了标语，还把每天最新的买肉发票贴在店外

面公示，让线上线下进店的人都能看得到。

除了原味烤肠，他又从过去开酒楼的经验中

找到灵感，开发了黑胡椒风味和飞鱼籽风味两款

产品，一款辛香，一款爽脆，口感更为丰富。线

上卖得最好的是飞鱼籽口味，这款香肠深受孩子

们的欢迎。一位妈妈特意来留言说，她把飞鱼籽

香肠做成了一道菜，孩子吃饭特别香。

线上的销售和传播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效果

。2021年年底，第一家店铺因拆迁关门，他以

为实体店又做不下去了，没想到投资人看到了

他在电商的成果，认可他的品牌，又追加了投

资。目前他管理着5家线下门店，不过线上的营

收能占70%。“线下只能一根根卖，客流量也有

限，而线上一天能有500到1500单。”

起初开直播只是为了赚钱还债，渐渐地，网

友的信任和喜爱让唐健在其中找到了成就感。他

事必躬亲地处理每一个细节，完善产品的生产线

，寻找更专业的代工厂，以确保后端的供应链。

唐健知道自己必须得加快脚步追赶。他规

划着将品牌效应最大化，未来等时机成熟，用

手上的股权来偿还债务。

2022年9月，唐健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

说服投资人在杭州开店，因为那里是电商之都

，有更多在线上发展的机会。

唐健算了算，抖音电商开店以来，他已经

卖出了差不多10万单烤肠。虽然还完4600万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至少有了前行的方向。

在这条找回尊严的路上，“抖音电商· 寻找

同行者”关注到了唐健的故事。“寻找同行者

”是抖音电商的创作者成长大本营，致力于挖

掘优质达人和商家，助力他们获得更多关注和

机会，在平台实现更长远的发展。

回想最难的时候，被70多个债权人连夜围堵

，睁开眼就是债务，想挣钱却不得其法，唐健恐

惧得不敢出门，家里也终日愁云笼罩。现在，母

亲不再以泪洗面，每天都会看他的直播，为他鼓

劲。他的事业重新起步，能养活自己和家人，也

敢直面过去的债权人和老顾客。就像第一次直播

的时候，他决定走到台前，低头道歉：“给曾经

支持我的人们说一声对不起。”

他终于翻过了心中的崂山，可以继续往前

走。

负债4600万，老板如何重新找工作

47岁那年，唐健经营多年的几家饭店停业，欠下4600万的巨额债务。屡战屡败的6年间，他一再陷

入绝境，最终只能在街头卖烤肠维生。从人生巅峰跌落后，这个中年男人竭力找回自己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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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参展方变少了？

中国国际教育展每年会在广州、成都、上海

、北京四个城市开展。上海作为中国国际化程度

最高的城市之一，展会情况也颇具代表性。

今年一踏进会场，我就感觉到：参展的国家

和学校，明显变少了。

从绝对数量上来说，参展方依然称得上丰富

多样。仅在上海展会，我们就看到了从传统英美

到小众留学目的地的十数个国家和地区的使馆和

大学们。

说“变少了”，是和往年光景对比得出的结

论。

正因为这是具有官方性质的展会，而非纯粹

以盈利为导向的活动，所以除了传统英美留学大

国外，还能在前些年吸引众多“百花齐放”的国

家来“争奇斗艳”。

留学君印象很深的是，疫情前的展会中，我

们曾看到过极为小众的国家，如哥斯达黎加、马

耳他、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等等。虽然吸纳的留

学移民体量不大，但他们依然热情地给参观的家

长学生们带来介绍。

今年情况则大不一样。这些超小众的国家和

地区几乎在展会上销声匿迹，其他常规参展的国

家情况也不乐观。

以主宾国德国为例，在现场我们只看到一位

德国面孔的“老外”，其他均为中方工作人员，

只因疫情因素交通不畅。取而代之的是德国展台

上“云展览”的在线会议室。

我熟知的一些海外高校的老朋友，有的中国

办事处在北京，疫情不便来沪；个别干脆「全员

缺席」，只留下展台上的宣传册供家长们取看。

为了验证我们的这种「体验」是否正确，留

学君事后又扒了扒国际教育展往年的官方参展信

息：

2019年，3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50所海外院

校参展；

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一年，展会改为线上

举办；

2021年，2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300所院校参

展

2022年，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所院

校参展

同时，2019年的主宾国日本携近40所院校

参展；去年的主宾国英国携34所院校参展。

今年的主宾国德国则有DAAD、APS审核部

、歌德学院以及四所高校在北京展会线下接受咨

询（但原定11月11-12日在北京举办的展会，前

不久通知将延期，时间另行通知）。同时，德国

展团现场将与八所德国知名高校线上连线。从参

展院校数量上来说，今年的主宾国也不似往年了

。

今秋的寒气，的确传向了门庭寥落的参展方

们。

02.家长学生变少了？是留学渠道更精准了

在去年的展会上，留学君见到了不少家长和

学生朋友们，尤其是有些在校学生“亲自上阵”

。当时我们还结识了一位大学在读的学生朋友，

同她一道咨询了许多不同国家的展台。

这样热火朝天的景象在今年却不复再见。现

场的家长朋友少了一些，学生更是寥寥无几。往

年挤在在线会议面试展台前热烈沟通的场景没有

了，只剩镜头后面的外方面试老师。

个中缘由也不难理解。往年观展的许多都是

在校大学生，而今年由于疫情防控需求，大学生

们要出校并不容易，因此这部分人少了。

那些想为孩子规划留学的家长们，也越来越

多地开始提前规划，找准目标，有的放矢。有些

可能没看到目标国家或目标院校，也就没能来观

展。

其实这两年，留学热并没有冷下来，反而每

年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依然在增加。随着留学行

业越来越成熟，我们也观察到，选择国际教育的

家庭，在赛道的选择上，呈现的趋势是更“精准

”了。

以美国为例，根据Common App的数据显示

，从疫情爆发开始，中国申请美本的人数在连年

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本录取难度下降了——

相反，顶尖美本申请这些年「卷上加卷」。

这两年的申请季，我都能看到家长圈中一片

哀嚎：怎么每年都是最难申请季啊！

不论早申还是常规申请轮，TOP美本的在华

招生一直严苛，竞争甚至愈发激烈。角逐顶尖美

本的牛娃们，从无可挑剔的学术成绩、到出类拔

萃的特长活动，只为在申请中博得优势。

从另一个方面看，也有不少家庭意识到，可

以把选择面扩大。于是今年我们看到，除了英美

澳加这些传统目的地以外，更多“小众”的国家

和地区成为热门。

低龄出国的，开始考虑新加坡、泰国、马来

西亚；体制内临时换路径的，考虑中国香港、中

国澳门、德国等认高考成绩的国家；工作后再深

造、想「自鸡」的，开始看欧洲的硕博项目。

在留学赛道上，一边在英美呈现出“精准化

”趋势，大家都掐着尖儿想去名校；一边呈现出

“全面开花”的样态，全球各国皆被纳入考虑中

。

03.这些国家都放出了积极信号！

在这次展会上，我也发现不少惊喜。

很多国家对留学和移民都是热烈欢

迎的态度，比如英国，将留学作为

经济支柱之一；加拿大一直热切吸

纳着移民；也有一些国家对留学生

和移民一直「不冷不热」，不是常

规的热门目的地，比如欧洲的一些

国家。

而今年，似乎是感受到了中国留学

生的热情，许多小众留学目的地也

纷纷抛出政策上的“橄榄枝”表示欢迎。

比如，在今年的展会上，我远远就看到芬兰

展台前聚集了许多咨询者。作为保守的北欧国家

，芬兰此前的移民和签证计划相对“冷感”，这

次却一改往常，开始热切地吸引留学和移民了。

通过参加线上的芬兰大学国际入学考试，即

可统一申请芬兰20所高校，每名学生最多可以

报考6个学校或专业，本科专业为英语授课。

考试由芬兰国家教育文化部举办，报名及考

试不收取任何费用。

从奖学金政策和打工政策来看，芬兰也较为

友好。读书期间，已婚学生可以携带伴侣和未成

年子女，未成年子女可享受政府补贴及免费教育

，伴侣也能全职工作。

此外，只要在芬兰待满4年（包括读书期间

）、有正式工作，且薪资达到标准，即可申请永

居。

除芬兰外，很多其他国家也释放了友好信号。

今年开始，新西兰将开放国界，重新欢迎留

学生赴新学习。如果申请在新西兰读PhD，也有

和芬兰类似的优待——伴侣可以拿到工签，未成

年子女则可以享受新西兰免费教育。

传统移民大国加拿大也持续“放大招”：加

拿大政府正式宣布了最新移民计划——计划大量

增加移民人数，目标到2025年，每年吸引50万

移民入境！

在后疫情时代，留学圈又是一轮洗牌。这

些“后起之秀”的小众留学目的地，也不失为

良选。

04.专业化技术化人才全球都急需！

想必大家都听说了最近美国硅谷的裁员大潮

。一向风光无限的高薪科技行业，竟然也有萧瑟

的一日。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并不代表着美国

就业市场全都萧条了。相反，在传统行业，就业

依然火爆，甚至严重缺人， 比如酒店、餐饮、

旅游、技术工种等等。

这种情况在全球都很普遍。上文中提到的芬

兰，20所大学中，很多都是专业技术性极强、通

俗来说非常“实用”的专业；这次瑞士参展，也

带来了其最闻名遐迩的酒店管理大学；德国一直

以来就是工业大国，在工科技术类专业上大放光

彩……

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最热门的专业依然是

计算机、商科这些。而在当下这个全球都缺“实

干”人才的时机，或许也可以将目光放在更职业

化、技术化的赛道上，抓住留学和当地就业的

“新风口”。

留学申请卷吗？留学生不好找工作吗？留学

生在当地留不下来吗？

其实，只要找到“另辟蹊径”的途径，留学

依然是我们开拓视野、提升自我、为职业发展铺

路的好选择。

与其只是为了「体面」而选择所谓的大热留

学专业，不如找到自己真正所爱和擅长之处，或

是选择最感兴趣的热爱专业，找到心之所安和人

生归处；或是选择在职业道路上最“实用”的专

业，踏踏实实干出一番“钱景”。一股脑地全扑

到所谓的“热门”上去，怎能不卷出焦虑呢？

看过留学生网课困境、“水硕”之争、留学

生就业难题等等负面信息后，在这番考验和沉淀

下，或许准留学党们能更深入地看到：选择留学

是为了什么？如何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路？这真的

是一条一劳永逸的“镀金捷径”吗？如何更「务

实」地走好这条路？

对于留学圈来说，这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几年，既是动荡，也是机遇。

逛完上海留学展后
中产家庭留学风向正悄然变化……

这几年间，我们常能见到留学的“遇冷”之势。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留

学的第一选择，疫情这几年，中国学生申请美本数量却连年降低。英国也不例外

。10月底，英国UCAS公布了今年第一轮申请数据。8年来，中国申请英本科人

数首次出现下滑，英国留学的火热似乎也在逐渐平息。留学现状如何？从留学展

可以窥探一二...

留学真的在冷下来吗？留学生不好找工作？海外工签很难拿？留学不再有捷

径？……

各路晦暗不明的消息从方方面面轰炸着准留学家庭们，摸不清最新留学圈动

向的家长们，更容易被“叛卖焦虑”了。

每年金秋时节，我都会跑一趟中国国际教育展上海场，接收来自一线的最新

讯息。这个展会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有官方性质，每年都能吸引来自

全球各地的国家和大学参展介绍，是了解最新留学讯息的第一手途径。

今年也不例外。上个月底，留学君如期来到国际教育展现场，切实感受到：

深秋的寒气，似乎也传到了留学圈中……



20222022第九屆恆豐杯休斯頓中國象棋賽圓滿結束第九屆恆豐杯休斯頓中國象棋賽圓滿結束
【美南新聞泉深】十一月十九日， 正值休

斯頓初冬，而中國人活動中心內卻是人來人往
，熱鬧非凡。休斯頓象棋協會主辦的第九屆恆
豐杯休斯頓中國象棋公開賽隆重舉行。經過五
輪激烈的積分循環賽，從早到晚激戰到下午6
點才落下帷幕。經過五輪激烈的積分循環賽，
曾獲北美地區冠軍的國際特級大師胡玉山不負
眾望，以四勝一負的優異成績榮獲了本屆大賽
成年組冠軍，並摘取了$300美元獎金。這是他
第八次衛冕休斯頓中國象棋大賽的冠軍。

越南新秀Hien Nguyen僅以對手分半分之
差屈居亞軍。第三至第六名分別是： Minh
Nguyen (越南)，Ben Ta (越南)，Logan Le (越
南)，Hien Truong (越南)。

本屆比賽首次設立少兒組比賽（2006年1
月1日後出生）， 對培養在美國生長的孩子們
對中國象棋的興趣和傳承，有里程碑的意義。
一共用六位在休斯頓的華裔少兒參賽，經過五
輪的大循環賽制，Joseph Hu，Andrew Wu，
Belle Tian分獲前三名。可喜的是這次比賽共有
八名自來中國的棋手報名參加，比往常比賽有
明顯的增加。

比賽用時為每方30分鐘，每步棋加10秒。
比賽異常激烈，進行到第四輪之後，冠軍歸屬
尚未明了。 Ben Ta和Logan Le 分別以三勝一
和的戰績同積3.5分領跑，胡玉山、Yogi Do、
Hien Nguyen、Minh Nguyen均積3分作為第二
梯隊，緊隨其後。冠軍將在他們六個產生。編
排下來，Ben對Hien，Logan對Minh,胡玉山對
Yogi。由於Ben和Logan的對手分均較高，在
最後一輪只要立於不敗之地，冠軍便非他們莫
屬。可是比賽實在是充滿了戲劇性。 Ben對
Hien的棋開局便落下風，被Hien猛烈攻殺拉下
馬來，使Ben奪冠成為泡影。 Logan對Minh一
局，本來已下到車馬兵單缺像對車炮士象全的
和局。此局一和，Logan 便鎖定冠軍。不料
Minh死纏硬磨，在已進入殘局自然限招的情況

下，先謀一士，再謀一兵，最後在Logan時間
緊張的壓力下，再抽一車，硬把和棋下成了贏
棋。第三盤棋胡玉山對Yogi執先穩紮穩打，憑
藉Yogi開局的一個軟手，控制了局面，中局得
子得勢，迫敵簽下城下之盟。這樣一來，最後
一輪戰後，胡玉山、Hien和Minh均積4分，胡
以微弱的對手分優勢奪走了冠軍的獎杯。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來自Lafayette, Louisiana的白人
棋手Martin Cooperson，專程開車四個小時來
參加他的第一個像棋比賽。

本屆恆豐杯象棋賽得到恆豐銀行的讚助支
持和休斯頓象棋協會副主席徐建勳的協同贊助
。象棋愛好者Dave Nguyen和房地產經紀人劉
鉑也為比賽提供贊助。恆豐銀行公關部副總裁
周明潔，象棋協會主席胡玉山，副主席徐建勳
，出席了閉幕式， 並為獲獎棋手頒獎。周明潔
代表恆豐銀行對比賽的成功表示祝賀，對象棋
協會推廣中國傳統文化工作表示肯定，重申了
恆豐銀行對象棋社團活動大力支持的態度，並
祝愿恆豐杯象棋賽越辦越好。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行長方一川特地來比賽現場，並與讚助人之
一徐建勳律師合影。本次比賽由休斯頓象棋協
會主辦。

休斯頓象棋協會簡介
休斯頓象棋協會成立於1998年7月，是美

國象棋聯合會和北美象棋聯合會的創建成員之
一，其宗旨是以非盈利的方式促進象棋在休斯
敦以及北美髮展。現任主席是胡玉山，副主席
由徐建勳和謝文川擔任，榮譽主席鄭守賢。徐
建勳也兼任世像聯總法律顧問。協會現有大約
40名成員。休斯頓象棋協會是本地像棋活動普
及與提高的主動力, 組織休斯頓地區象棋比賽，
少兒象棋培訓班等等。除了本地的比賽以外，
休斯頓象棋協會也與北美各地的協會有著密切
的友誼互訪的關係，比如紐約，洛杉磯，舊金
山等等。此外，休斯頓象棋協會已參加歷屆北

美杯象棋賽事近十年。休斯頓隊曾經得到了多
次團隊冠軍和兩次個人冠軍的好成績，其中胡
玉山獲得2010年第二屆北美杯冠軍，Yogi Do
獲得2016年第七屆北美杯冠軍，雙雙榮獲世像
聯頒發的國際特級大師稱號。胡玉山還獲得
2015 美加象棋名手賽冠軍，2019年北美大師
杯冠軍。休斯頓象棋協會還多次主辦北美的象
棋邀請賽，是北美象棋界的主要辦賽城市。自
2013年以來，休斯敦象棋協會加強了與中國象
棋協會的交流—中國國家象棋隊每兩年訪問休
斯頓一次， 成為休斯頓以及北美象棋活動的一
個亮點。休斯頓的隊員多次代表美國參加國際
比賽， 多次取得前六名的優異成績。胡玉山在
2017 第九屆韓信杯國際名人賽獲得個人第五名
, 2018 第十屆韓信杯國際名人賽獲得雙人賽冠
軍,2019“一帶一路”嘉定杯上海友好城市象棋
邀請賽第六名。在2022年剛剛結束世界象棋錦
標賽里，休斯頓棋手Nhat Quang Le代表美國
象棋協會參賽，一鳴驚人，取得個人第六名的
優異成績，排在了中國全國冠軍王廓的前面。
特別可喜是是今年美國象棋協會暨休斯頓象棋

協會成功獲得在美國休斯頓舉辦2023年世界象
棋錦標賽的承辦權，目前美國象棋界都在緊鑼
密鼓地籌辦首次在美國舉辦的世界象棋錦標賽
，這個世錦賽是整個像棋界最大的賽事。

恆豐銀行簡介
恆豐銀行創立於1998年5月， 目前，總資

產超過二十一億，擁有超過237人的專業團隊
，含休斯頓總行在內的20個經營網點，分佈於
德州的休斯頓， 達拉斯， 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
斯，Pahrump ，Armargosa，漢德森市，加州
的阿罕布拉市，工業區市以及亞凱迪亞市， 為
所在地區的華裔族群提供金融產品及相關服務
。作為社區銀行，恆豐銀行致力於為中小型企
業主在創業初期提供專業專精的金融服務，與
創業者一起攜手共進，已達雙贏之目標。恆豐
銀行在為客戶提供服務的同時，不忘回饋社會
，已盡社區銀行應盡之社會責任。長期以來，
在人力，財力等方面都給與社區各項活動大力
支持， 深受社區民眾的信賴與喜愛。本屆已經
是恆豐銀行第九次冠名贊助本賽，成為休斯敦
以及北美象棋界的一項傳統賽事。

恆豐銀行公關部副總裁周明潔與象棋協會主席恆豐銀行公關部副總裁周明潔與象棋協會主席、、

本屆比賽冠軍胡玉山合影本屆比賽冠軍胡玉山合影 成人組優勝者合影成人組優勝者合影

少兒組優勝者與少兒組優勝者與Yogi DoYogi Do（（左一左一）、）、胡玉山胡玉山

（（右一右一））合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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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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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貸款顧問王潔教您活用房屋淨值貸款資深貸款顧問王潔教您活用房屋淨值貸款

房屋淨值（Home Equity）是你已付清的房屋部分。它是房

屋的價值和你的抵押貸款仍欠多少錢之間的差額。

對許多人來說，房屋所有權的資產是長期積累個人財富的

一個重要途徑。隨著你的房屋價值長期增長和你償還抵押貸款

的本金，你的資產就會增長。

房屋淨值本身可以獲得再融資和貸款，以幫助你支付大型

或緊急支出，通常貸款成本會比信用卡和個人貸款更低。

房屋淨值貸款的使用範圍並沒有進行限制，但專家更推薦

為了 6 種情況去申請這類貸款。

我將在下文介紹房屋淨值貸款的運作方式，6 種推薦使用

情況，以及申請房屋淨值貸款產品時的重大考慮因素。

房屋淨值如何運作

套現房屋淨值的方式通常有三種，房屋淨值貸款（Home

Equity Loan），房屋淨值信用額度（HELOC）和再融資。

這是三種不同的貸款類型，你可以通過銀行、信用社

（credit union）、網上貸款機構等提供這些房屋淨值產品的金

融機構進行申請。

這幾款房屋淨值貸款是一種方便、低成本的方式，以優惠

的利息借入大筆資金，用於支付房屋維修或債務整合等情況。

1.Home Improvement。房屋裝修是大多數業主申請房屋淨

值貸款，或是HELCO 的主要原因。很多時候，為了房屋裝修而

去利用房屋淨值申請貸款屬於一種投資，

最終將通過增加房屋價值而有所回報。而

在短期上，房屋裝修可以讓你生活得更舒

適。

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你將房屋淨值

貸款或 HELCO 獲得的款項，用於購買、

建造或大幅改善為貸款作擔保的房屋，你

可以扣除應支付的貸款利息，最高可達

75 萬美元。

2. College Costs。部分貸款機構允許

你將房屋淨值貸出的款項用於資助大學教

育。這個好處是抵押貸款利息大大低於學

生貸款利息，意味著貸款成本更低。

專家建議，如果你想用房屋淨值貸款

產品資助你孩子的大學教育，一定要計算

攤還期間的每月還款額，並確定你是否能

在退休前還清這筆債務。

如果經計算後發現無法還清，那麼還是建議考慮讓孩子申

請學生貸款完成學業，因為他們有更多的創收年限來償還債務

。

利用房屋淨值貸款產品最大的風險，在於如果拖欠貸款，

有可能會失去房屋，因此需要謹慎小心。

3. Debt Consolidation。房屋淨值貸款產品可以用較低的利

息來整合高息債務，甚至有時候可以用來償還其他個人債務，

如汽車貸款或信用卡。用低利息貸款來替代高息債務，可以大

大減少每月還款金額。如果你有一大筆高利息的無擔保債務，

而且你在還款方面有困難，那麼可以考慮利用房屋淨值來緩解

壓力。但是還需要自己謹慎衡量，因為拖欠房屋淨值貸款，你

可能會失去自己的房子，但是如果拖欠信用卡還款，你的信用

評分會下降，但是不會有任何立即損失。而且你也有可能在用

房屋淨值貸款為信用卡還款之後，再次刷卡，從而繼續增加自

己的債務。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事情。

4. Emergency Expenses

大多數金融專家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一筆緊急資金，哪

怕突然失去收入也可以生活 3-6 個月，但這對許多美國人來說

並不現實。

因此當他們需要緊急支出的時候，例如突然失業，或是需要大

筆醫療費用，他們會考慮使用房屋淨值來貸款救急。在這種情

況下，你也首先應該先制定出還款計劃，以免導致更嚴重的債

務。另外，抵押貸款通常都有漫長的申請流程，這對需要立即

用錢的情況可能並不理想。

專家建議在沒有別的辦法能拿出現金的情況下再考慮使用

房屋淨值來貸款套現。

5. Business Expenses。如果你的生意需要更多資金來發展

，可以考慮通過房屋淨值貸款來發展業務。好處也十分明顯，

房屋淨值貸款產品的利息比商業貸款利息更低。但是你必須對

自己的生意進行統計，做好貸款償還計劃。

這裡的風險是，企業的投資回報率往往很難保證，因此你

的業務至少現階段要有盈利基礎，並且你要對它的發展前景有

信心。

6. 重大考慮因素。

無論你因為任何原因想要申請房屋淨值貸款產品，你都需

要首先考慮到以下因素。

首先，是你的房屋價值可能會下降，甚至有機會導致房貸欠款

超過房屋價值。例如你原本貸款欠款 30 萬美元，但是隨著所

在地區房價下跌，或是遭受極端天氣破壞等原因，你的房子現

在只值 20 萬美元。在這種情況下，你將很難申請到再融資或

其他貸款。其次，房屋淨值貸款有金額限制，一般是當前的房

屋價值減去房貸欠款後的 80% 左右。

具體數額因人而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的信用評分、

財務歷史和目前的收入。

最後，需要避免將貸款金額用於不必要的個人開支。

多數財務顧問都認為，為了奢侈的假期旅行，或是買一輛

好車而去進行房屋淨值貸款是最糟糕的理由。

所有貸款都應考慮到欠款後果，同時意識到不要藉超過你

需要的錢，不要過度消費。在這種情況下，應避免為了輕率的

購物決定而讓自己陷入失去房子的風險。

GMCC萬通貸款銀行，是一家成立超過15年的直接貸款銀行，

在全美25個州提供租賃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GMCC萬通貸款的資深貸款顧問王潔（Jessie Wang）可以

幫助貸款人解決各種貸款問題。即使貸款人面臨報稅收入不夠

，首付款不足，或是外國國籍等情況，都能完成貸款。任何貸

款問題，都可以聯繫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請她幫您出謀劃策，

量身定制專屬的貸款方案。

王潔（Jessie Wang）的聯絡電話是832-235-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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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了一

则让人惊讶的消息。在印度，一名刚出生

仅 21 天的女婴体内，竟然接连发现了 8 个

寄生胎。

这让医生们惊叹不已，毕竟这种罕见

病在全球也仅有 200 例左右，而且普遍体内

都是 1-2 个寄生胎居多，鲜少有像这名印度

女婴一般，体内一下子出现 8 个寄生胎的

。不少网友在得知这件事之后，也是连连

称奇，想要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究竟什么是“寄生胎”呢？为

何会有人患上如此诡异的病呢？

今天使者给大家圈出个有用的知识点

：什么是寄生胎？

从资料上来看，寄生胎又被称作“胎

中胎”，这也意味着，这些在人体中形成

的寄生胎，其实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属于

孪生兄妹关系。

只是当母体中的卵细胞受精后，在胚

胎发育期间，如果其中一个胚胎出现了发

育不良的情况，那么，就有可能会被另一

个发育正常的胚胎吸收，从而寄生到另一

个胚胎的体内。

比方说，临床研究发现：有不少女性

在怀孕期间，当她们早期孕检的时候，会

发现自己怀的是双胞胎，或者是多胞胎，

然而等到胚胎发育到 4-5 个月大，再去进行

孕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腹中的胎儿只剩下

了一个。

尤其是在过去医学水平远不如现在先

进的时候，有不少妇产科医生都遇到

过这样的怪事：明明在给孕妇检查的

时候，发现她是怀着双胞胎，但分娩

后却发现，只有一个孩子。这其实就

是其中一个胚胎因为发育不良，而被

另一个胚胎吸收了。

在四川自贡，就曾发生过这样的

一件事：产妇先后三次孕检，B 超结

果都显示她怀着的是一对双胞胎，然

而分娩后却只有一个孩子。

产妇一家以为另一个孩子被医院给

藏起来了，于是就向有关部门举报，希

望可以讨要回另一个孩子，不过，在随

后的调查中发现，这名产妇孕早期的确

怀着的是一对双胞胎，但因为其中一个

孩子发育不全，所以在孕中晚期的时候

，渐渐被另一个吸收掉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一次印度

女婴体内发现 8 个寄生胎，事实上如

果这些胎儿都正常发育，并且可以顺

利生产，那么，她就会一下子多了 8

个兄弟姐妹，只不过因为诸多原因，

导致在母体中只有她自己存活了下来

，所以，她的其余兄弟姐妹才会成为

了她身上的寄生胎。

那么，既然这名印度女婴的体内

长有多个寄生胎，为何出生后没有第一时

间发现呢？

这名印度女婴是在出生后的第 21 天，

才被检查出了体内长有寄生胎，这也让不

少网友认为是印度的

医学水平不高，才没

有在出生的第一时间

，及时发现女婴体内

的寄生胎。

事实上，从全球已

知的寄生胎病例来看

，鲜少有在出生后立

刻发现寄生胎的，普

遍都是生长一段时间

后，甚至一些病例还

是成年之后，因为身

体出现了一些不适症

状，最终检查才发现

自己的身上长着寄生

胎。

在 2000 年，陕西汉中的一家医院里，

就接诊了一例极其罕见的寄生胎病人，他

体内的寄生胎，已经在他的身体里寄生了

28 年的时间，一直到这名病人因为腹部疼

痛，去医院检查后进行囊肿摘除手术的时

候，主刀的医生才在他的腹中发现了一具

早已骨化的寄生胎儿。

在今年 6 月份，延安的一名 13 岁少女因

为腹痛难忍，被家里人送去了医院，经过

检查后发现，这个女孩的肚子里，似乎有

一个奇怪的东西，随后经过进一步检查，

确认她的腹部长着一个寄生胎。

有关专家表示：如果寄生胎是长在腹

腔等非常隐蔽的部位，那么，的确是很难

及时发现的，一般只有生长在明面上的寄

生胎，才会及时被检查出来。

比方说在今年 9 月，深圳的一名产妇就

生下了一个特殊的男婴，只见他的身上，

竟然长着“四手四脚”。

原来，这名产妇原本是怀着双胞胎，

不过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渐渐地两个胎

儿竟然“粘”在了一起，尤其是另一个发

育不完全的胎儿，更是只有四肢和臀部。

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不过，经过专家

研判后，认为可以在生产后，通过手术让

孩子恢复到健康状态，于是，在孩子出生

后，医生便立刻对他进行了寄生胎摘除手

术，术后恢复情况也非常良好。

有关专家表示：如果寄生胎的位置比

较突出，以目前的医学技术水平，是完全

可以在孕检期间就检查出来的，不过，若

是位置隐蔽，那么，就只能等到孩子生出

来后，随着寄生胎在孩子体内进一步发育

，才能发现治疗。

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也曾有一名产妇

在孕早期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怀的是双

胞胎，不过后来的检查结果却显示，其中

一个孩子被另一个吸收掉了。

在这名产妇分娩后，医生发现孩子的

后背上长着一个明显的包块，这就是寄生

胎，于是，很快就将他进行了手术摘除，

对孩子的健康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印度女婴体内有8个寄生胎
医生说：她吞并了8个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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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里捏着一张黄色的字条，一边狂奔，一

边回头看签证官的反应，生怕他追上来把他头脑

一热把我的黄色字条再要回去。

这样的场景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我

常常想，如果当初不是这张象征美国通行证的黄

色字条，会不会还有后面那些传奇般的经历……

我是谢昕，75后北京姑娘。我的童年都是和

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的，因为父母都是下放到山西

的知青，直到我上了中学他们才回到北京。

远离父母的孩子大多都比较敏感、早熟，每

次父母离家时都会反复叮嘱：“爷爷奶奶年龄大

了，一定要听他们的话，不要惹他们生气。”

小时候的我真的要比同龄的孩子懂事很多，

上学后也比较刻苦努力。我家里的人都是在体制

内上班，奶奶妈妈又都是老师，他们一致认为对

我来说将来当个老师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1996年高考我遵从了家人的意愿，报考了首

都师范大学，并顺利地被录取了。

上了大学之后，就等着毕业上班、结婚、生

子。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以后就会沿着这样的

轨迹生活下去，但人生没有如果，不容假设。

我当时一个表姐在80年代末就去了美国，她

经常和我们家联系，让我看到了另一种不同的生

活，突然就萌发了要去美国看看的想法。

去美国具体要做哪些准备我也不清楚，就知

道首当其冲要把英语学好。大学最后一年同学都

忙着实习、联系工作的时候，我却疯狂地在学习

英语。

2000年，我大学毕业了。父母为我联系好了

学校，我也已经去学校报到了，只等9月份开学就

正式上班。可巧这时候我生了一场病，就请了一

个学期的假。

2001年春节，我已经病愈。一想到马上就要

去上班，离我去美国的愿望越来越遥远，心中就

莫名恐慌。

于是，我跟父母坦诚了我想去美国的想法，

他们对我的这个疯狂的想法大为震惊。

眼看着我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们也

已经在北京为我按揭了一套学区房。现在我却要

抛下这一切去奔赴一个未知的未来，他们无论如

何也不能接受。

那段日子，母亲整天以泪洗面，而我似乎一夜

之间撕掉了身上20余年“乖乖女”的标签，固执己

见地坚持自己的想法。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父亲说了一句话，让我彻底看不到希望了。

那句话是他当着我的面对母亲说的，他说：

“你也不用哭了，咱不给她钱看她能上哪去。”母

亲听了这句话马上转悲为喜，而我却如坠冰窖。

那时候我身边几乎没有去外国的同学朋友，

也找不到人商量。只有一个马上要去法国留学的

初中同学，我就找到他跟他吐槽这件事。

他一听轻描淡写地说：“你不是有房子吗，把

房子卖了不就结了。”虽然事后他一再强调他只是

随口说说，而我的心里顿时像照进了一束光。

接下来我做了一件我至今回想起来都很疯狂

的事儿：我瞒着父母卖掉了那套他们给我按揭的

房子。然后把卖房子的钱兑换成不到2万美金，就

开始张罗去美国的事。

第一次去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的时候，我一

看到别人手里都拿着厚厚的一摞资料，而我手里

只有两三张薄薄的纸，心里顿时没有了底气。

尤其是看着他们一个个兴冲冲进去，又一个

个一脸沮丧地出来，我更是不抱希望了。

他们这些人有的是拖家带口都在美国申请探

亲签证，有的是留学转工作签证，有的是已经拿

到了美国那边大学的Offer申请留学签证，而我申

请的只是普通的旅游签证。他们都签不了，我就

更没戏了。

因为不再抱希望，我原本忐忑的心反而变得

轻松了，大不了再回去上班，尝试过了也就没有

了遗憾。

轮到我的时候，面对签证官的问题，我很随

意地作了回答。没想到签证官犹豫了几分钟，居

然给了我一张黄条（意味着签证成功）。

我接过黄条的时候，头脑都是懵的，等我反

应过来，撒腿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回头看，生怕

他反悔。

一切准备妥当，我给爸妈留了一封信说我要

去怀柔玩几天，就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5个小时后，飞机抵达洛杉矶机场。我分别给

爸妈和堂姐打了电话，我无法用语言形容他们的

反应，或者说我已经不再关心他们的反应。

重要的是，我实现了自己的想法,这也是我人

生中的第一次叛逆。

堂姐很快赶来了，坐着车从机场到她家的路

上，我兴奋地顾不上倒时差，望着车窗外的街景

，像一个乡下人第一次进城一样，对一切都感到

新奇。

我的这种亢奋状态一直持续了一个月，堂姐

一家带着我四处逛玩。我给父母买了一大堆礼物

，然后给他们打电话说我想回家了。

却没想到我爸说不用回去了，就留在美国吧

。

本以为说的是气话，不想他是认真的。他已

经跟我堂姐交代过了，让她替我联系学校让我再

在美国读几年书。

因为我国内的工作已经丢了，在父母的观念

里，体制内的工作才叫工作，我现在回去只能打

工。那还不如留在美国继续读书，到时候好再给

我谋一份体制内的工作。

于是，我留在美国继续读书，堂姐为我联系

了一家语言学校。学了一年半后，我考上了加州

大学的北岭分校，攻读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

入学之后我从堂姐家搬了出来，一边读书一

边打工，几乎所有来美国的中国人第一份工作都

是刷盘子，我也一样。

只不过我在一家中餐馆只刷了一个礼拜的盘

子，就看出了端倪，送外卖可以拿小费，比刷盘

子多赚很多钱。

我那时刚好有一辆自己的车，就跟老板申请

去送外卖，但老板开始并不同意，在美国不允许

女生送外卖，因为考虑到人身安全。

我一再跟老板保证，我会保护好自己，即便

真的出了安全问题，也不用他负责。在我的软磨

硬泡下，老板终于松了口气。

第一次送外卖，就拿了100美金的小费，让我

意识到送外卖可真是一个赚钱的好差事。

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我在餐馆里赚得

最多，遭到了同事的嫉妒，他们经常在背后给我

使绊子。我想这样下去可不是个好事，就积极思

考对策。

孔子有句话：“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我想

只有牺牲自己的一点经济利益，才能息事宁人。

于是我跟老板提出，员工的小费都上缴老板，再

由老板平均发放给员工。其他的员工自然乐意。

这件事之后，我在同事中赢得很高的声望，

他们甚至把跑外卖的单子主动让给我。直到现在

将近20年过去了，我遇到什么难处，他们知道了

都会鼎力相助。

孔子说：“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可见只有

舍小利才能谋长远，人生路上，如果被小利益牵

绊住了脚步，注定不能到达心之所向。

这样的思想一直指导着我后来的为人处世。

有些事做着做着就迎来新的机会，因为我送

外卖的华人区住的多是客家人和潮汕人。

他们方言浓重，普通话说得很烂，而他们的

孩子有学普通话的需求，我瞅准了这个商机，就

毛遂自荐教他们孩子普通话。

不想很多家庭来联系我，我根本忙不过来，

因为在美国学生一天只能打4个小时的工。为了多

赚钱，我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休学。

就这样，我办了一年的休学，有了更多时间

工作，那两年也算是赚到一些钱了。只是那会年

轻，既没有攒钱的意识也没有投资的意识，基本

上都被我花光了。

到了2003年，国内兴起了一股国际游学热，

俗称国际冬夏令营。

很多中国家庭会在寒暑假把孩子送往国外，

以期增加孩子对国际文化的了解，强化英语口语

能力，培养独立生活和学习的能力，增强孩子的

综合素质等。

我和堂姐都是学教育的，看到了这里面蕴藏

的巨大商机，于是我们引进游学课程，成立了一

所国际游学机构，兼做留学中介。由于赶上了红

利期，做得十分不错。

由于有堂姐这个亲人在美国，我这个人本身

适应能力也比较强，从来到美国之后一直顺风顺

水。

可是这并不表示我就没有孤独寂寞的时候，

毕竟身在异国他乡，我想家，想父母。有时候一

首歌、一片落叶都会掀起我情感的潮汐。

表面再坚强的人也有柔软脆弱的一面，一个

人久了也会想有一个人陪伴。但也许是太忙了，

也许是缘分还没有到来，我的感情方面一直一片

空白。

2004年圣诞节前夕，我一个在旧金山的师兄

打电话邀我去参加一个同学会。我那段时间正好

在休假，就欣然答应。

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开车要10个小时左右，我

第二天凌晨两点多就出发了，计划着下午三四点

到，正好赶上晚上的Party。不想路上太疲劳，我

直接把车开到了沟里，腿部受伤，根本动不了了

。

同学接到电话都赶过来，把我送进了旧金山

医院，诊断为左腿半月板损伤，然后给我左腿打

了钢钉，等待一个星期后手术。就这样，原计划

的同学会被这场车祸给搅黄了。

同学陆陆续续都回去了，只有我师兄和一个

个子高高的男人留下来陪我，直到我堂姐赶过来

，他们才离开。我因为打了麻药，头脑昏昏沉沉

的，根本没看清高个子男人长什么样。

打那以后直到出院的那一个礼拜，天天都有

人给我送花、送饭，却又没有留名字，问堂姐，

她也不清楚。

一个星期后，我腿部钢钉拆了正要出院，师

兄又打来电话，说如果我的身体状况允许，就把

那场同学会补上。

在医院闷了一个礼拜，我也想放松一下，就

同意了。于是租了一辆电动轮椅就去参加同学会

了。

在同学会上我才知道，他们其实是打着同学

会的幌子给我介绍对象。对方正是那天和师兄留

下来陪我的高个子男人，住院期间的花和饭也是

他送的。

他是一个韩国人，一个典型的工科男，安静

、害羞、有涵养，特别有绅士风度。

我是一个很随性的人，这种与我迥然不同的

气质反倒特别能打动我，于是我们开始了恋爱。

我们的恋爱得到了双方父母的同意，于是

2006年我们在一起了，只等合适的日子就领证结

婚。可是，一些看不见的矛盾悄然滋长在表面和

谐的关系里。

男友是一个超级自律的人，做一切事都要规

划得清清楚楚。而我，在工作中也很自律，但回

到家就想放松，不愿意一直是那种紧绷着的状态

。

比如，休息日男友都会早早起床拉着我一起

健身，而我只想躺在床上睡到自然醒。因此，好

好的休息日搞得大家都很不开心。

没有人看出我们之间有问题，特别是我父母

，一心只想让我们赶紧结婚生孩子。我们像所有

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一样，养两条狗，闲时去度假

。

只有我自己知道，在这段关系里，我越来越

疲惫。

可是，我找不到理由提分手。我挑不出他的

错，他近乎完美。我觉得和他在一起，什么都是

我的错。这种感觉，让人沮丧又无力。

我没有人可以倾诉，在别人的眼里，他一样

的完美。并且，他是“移二代”，父母早在他出

生之前就移民美国，他一出生就是美国公民了，

所以我跟他结婚就意味着我的身份问题能得到解

决。

因此，我的种种纠结矛盾在别人看来都是

“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矫情。

好在，我还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初中同学，就

是当年那个留学法国，建议我卖房子的男生。

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偶尔跟他吐槽我的种

种不如意，而他当时和我一样，有一个处了多年

的女朋友，他们之间也是一地鸡毛。

每次在相互倾诉过后，我的情绪都会得到一

定程度的疏解。在拖拖沓沓中，男友向我求婚了

，我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纠结迷茫之中。

正巧我的那个初中同学说要来美国玩几天，

我一下子像抓到了救命稻草，正好可以以此为借

口延缓我的抉择。

我和男友一起去机场接他，陪他各处逛玩，

晚上他就住我们家，我们三个人相处融洽，一切

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了。直到他玩了几天跟我告别

说要回法国了，突然又折回来跟我说：“我考虑

过了，我要是不把你娶了，这辈子都过不安生。

”

我一下子傻在那里，我们不是好“哥们”吗

，我们不是有各自的男女朋友吗？我不是马上就

要结婚了吗？

这多像一部狗血剧，可我却不是演员，不知

道下面的剧情，也没人告诉我此刻该说什么样的

台词。就那么傻愣愣地呆立原地，直到他说给我

几天考虑，在我给他答案之前他就留在美国，然

后他就离开了我家。

接下来的几天，我坐立不安，我找不到人商

量，时间不允许我继续犹豫，我只好问堂姐的意

见。

堂姐听完，只说了一句话：“你简直是疯了

！”我不敢和父母说，他们都是非常传统的人，

根本接受不了我已经和男友同居了，而且马上就

要结婚了，却突然另选他人。

最后，我索性跟男友摊牌，说我同学要娶我

，问他是什么态度。

男友出乎意料地说他知道，在我同学来我家

的这几天，他能感受到我快要溢出来的快乐，这

是我们在一起这些年我从没有过的状态，并且我

和我同学互相对视时眼睛里都是小星星。

他说我和同学真的很合适，但他依然爱我，

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都接受。

男友的话突然点醒了我，为什么我和同学从

11岁认识到现在依然保持联系，为什么我们遇到

开心不开心的事情第一时间想要分享的人都是对

方。

这一切现在终于有了答案：因为我们深深喜

欢着彼此！

我不再有丝毫地犹豫，立刻做出了选择。

男友微笑着向我祝福，我真希望他能揍我一

顿，可是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绅士风度。只是很

遗憾，我想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男人，而是一个适

合我的男人。

这一年是2008年，我和我同学结了婚，没有

婚礼，没有来宾，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想到没有戒

指，起来去自由市场上花了5美金买了一枚戒指。

第二天，我穿着一件白裙子，他穿着背心和

大裤衩，手拉着手去公证结婚。

当然，这一切又是瞒着父母进行的。我以为

木已成舟，父母不同意也得同意，不想事后我告

诉他们时，父亲十分冷静地说：“反正你这个在

美国的婚姻回到中国也得不到承认。”

我们结婚后租了房子，和所有新婚夫妻一样

，过了一段蜜里调油的日子。

小半年后我怀孕了，我父母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马对我老公冰释前嫌，母亲已经摩拳擦掌要

过来给我带孩子了。

而与此同时，老公找工作很不顺利，他十分

沮丧。正好他有一个师姐邀他回北京一起创业，

我让他留下来等孩子生下来再回去，他却执意马

上回去，我只好放他走。

母亲本来打算过来陪我生孩子坐月子，不想

还没等她来。我有了早产的迹象，她根本来不及

赶过来了。

2008年10月份，女儿出生了，比预产期提前

了近一个月。看着身旁粉粉嫩嫩的女儿，我的心

中五味杂陈，既有初为人母的喜悦，也有老公没

能陪着我见证这一时刻的失落。

在堂姐家坐完月子后，我就抱着女儿回了国

，在国内待了半年我把女儿交给父母，又回到美

国继续上班。为了弥补知识缺漏，我又在职读了

一个MBA工商管理硕士。

后来，老公的公司在北美也有业务，他经常

飞过来住上一段时间，我因为想念女儿，回国的

频率也很高。

那段时间我既要上班又要上学，还要不停奔

波于美国和国内，整个人疲惫不堪。就在这个时

候我又怀孕了，本来不想要的，强烈的母性让我

舍不得把孩子打掉。

2011年我儿子出生了。我放下一切，一心带

他，深切感受到这种往返奔波的生活的诸多不便

。同时，我和老公因为常年分居，婚姻也频频亮

起红灯。

有一天午后我把儿子哄睡下，一边忙活家务

，一边听一些老歌，收音机里费翔在深情地唱着

：“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归来吧

，归来呦……”

音乐声里我泪流满面，也许在别人眼里我在

美国“混”得还算不错，只有我知道自己的心有

多疲惫。之所以一直没有回去，其实是对年少轻

狂时的梦想的执拗。如今，梦已醒，是该回去了

。毕竟，落叶总要归根。

2012年，我带着儿子回到了北京。回国后，

我很快入职一家互联网公司，这是一家美资公司

，业务也是跟教育有关的。

因为我在美国做了这么多年的教育行业，手

里有一些资源，所以公司老总给了我副总裁的职

位，享受一年几十万的年薪，这个待遇在当年算

是比较优厚的。

但我并没有多看重这个，重要的是，我终于

能和家人在一起。

如今，我的女儿已经上了中学，儿子也上了

小学，两个孩子品学兼优。双方老人身体康健。

而我和老公经过重新磨合，感情又恢复到从前。

回想我这些年走过的路，心中颇多感慨：为

了年少时的“美国梦”，我差点弄丢了我的婚姻

、家庭和弥足珍贵的亲情。幸好，我及时醒悟。

为去美国，我放弃体制内工作，卖掉北京学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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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別來無恙》首發“目光”海報
洄遊青年再續“他鄉”故事

由麥特文化出品、制作，彭晨執

導，姚長寧、王昱、萬美俊編劇的都市

話題劇《故鄉，別來無恙》發布“目

光”版角色海報，並首次公布領銜主

演任素汐、李雪琴、史策、王子璇，

領銜主演任彬、吳幸鍵、曾柯瑯、吳宇

恒，特別出演張弛所飾演的角色與造型

。海報中，九位演員在成都的夜幕燈火

中凝望著不同的對象，每種眼神都蘊藏

著豐富的情緒和情感張力，實力演員搭

配影視新秀，構成壹幅極具故事感的洄

遊青年群像，自帶質感的畫面充滿了無

限想象與解讀空間，激發了觀眾對劇集

內容的好奇心。作為“他鄉”故事平行

篇，《故鄉，別來無恙》將以全新的故

鄉故事，從更普世、更細微的視角解構

“心安即歸處”的主題。

角色海報首曝造型眼神戲富張力
九位魅力演員碰撞多元洄遊青年

群像
日前，都市話題劇《故鄉，別來無

恙》發布“目光”版角色海報，首次公

布該劇主演們的角色與造型，九位氣質

迥異多元的角色出現在夜色朦朧的成都

街頭，柔和的燈光映襯著神情各異的臉

龐，不同的眼神揉雜了多重情緒，似乎

在暗示洄遊青年返鄉的各種可能性。角

色海報中，任素汐飾演的張沛談笑間從

容自若，身穿西裝成熟又知性。李雪琴

飾演的吳蕓眼中散發期許，回首張望盡

顯俏皮。史策飾演的茍丹丹造型搶眼，

飽含熱淚神情堅定。王子璇飾演的董家

希略帶不安，似是有些迷茫的文藝少女

。任彬飾演的謝陽身穿大衣氣質柔和，

滿眼皆是專註與深情。張弛飾演的劉楓

幹練利索，面上掛著勢在必得的信心。

吳幸鍵飾演的齊璞親切帥氣，回味拍攝

畫面時笑逐顏開。曾柯瑯飾演的劉文山

清爽幹凈，目光溫柔篤定。吳宇恒飾演

的尹樂挑眉竊喜，渾身散發著松弛的氣

息。從極具故事感的人物形象狀態，到

符合真實成都煙火氣的景別調性，都充

分彰顯了劇作質感。

電視劇《故鄉，別來無恙》講述了

曾經壹起長大的四個女孩，又因各自的

人生轉折重聚故鄉成都，跨越挫折並肩

成長，收獲了人生無限可能的故事。作

為“他鄉”故事平行篇，《故鄉，別來

無恙》在延續前作現實風格的同時，旨

在透過更新鮮少有的職業選擇與非精英

的人物設定，切入兩個年齡層描繪當代

女性成長，與獨立寬厚的男性角色發生

心動的情感碰撞，呈現更加豐富多元的

人物關系，打造探究友情、愛情與親情

話題的洄遊青年群像。

全新故事背景重歸“天府之鄉”
專註劇作質感打造高水準陪伴型

劇集
從“他鄉”到“故鄉”，此次

《故鄉，別來無恙》將故事背景設定

在眾人心目中樂不思蜀的“天府之

鄉”成都，展現“異鄉人”重新回到

既熟悉又陌生的故鄉，將如何結交新

朋重識舊友，開啟繽紛新生活的人生

選擇，令人充滿好奇。此前，《故鄉

，別來無恙》發布開機新聞，隨開機

現場圖曝光九位主要演員陣容後，“故

鄉別來無恙開機”、“任素汐李雪琴史

策王子璇合作新劇”等話題迅速沖上各

大平臺熱搜，引起眾多觀眾與粉絲熱議

。有觀眾表示：“故事發生地在成都的

‘返鄉’題材很新鮮，演員陣容才華與

顏值並重讓人驚喜，期待不同洄遊青年

視角下的‘故鄉’新故事。”

本劇開機時，任素汐、李雪琴、王

子璇等主創演員就表示，會拿出最高的

業務水平精誠合作，在成都這座極具吸

引力的城市中，創造壹部笑中帶淚的精

品佳作，為觀眾帶來不壹樣的情感體驗

和快樂。《故鄉，別來無恙》將以陪伴

型劇集的呈現方式，從更普世的熱點和

更細微的視角中展現當代洄遊青年生活

群像的困境與希望，期冀觀眾在“心安

即歸處”的主題探討中找到屬於自己的

答案。

都市話題劇《故鄉，別來無恙》由

麥特影業（湖北）有限公司、北京上獅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品，目前正在成都

進行緊鑼密鼓的拍攝中，期待早日與廣

大觀眾見面。

話劇《萬水朝東》在京首演
藝術化闡釋“統壹戰線”政策

作為首屆“大戲看北京”展

演季重點劇目，重大革命歷史題

材原創話劇《萬水朝東》至20日

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上演。

該劇由孟冰擔任編劇，王

斑擔任導演，王芳玥擔任總制

作人，孫大慶擔任舞美總監。

王斑、侯祥玲、臧金生、石小

滿、張華、伍保國、陶賢峰、

褚栓忠、馬曉靜、阿木古郎、

王全有、查文浩等主演，中戲

學生宋亞軒、馬嘉祺、方俊、

吳家豪、李佳歡等五十余位演

員傾情出演。

話劇《萬水朝東》講述了

從1931年“九壹八”事變爆發

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壹波

瀾壯闊的時期，在中國共產黨

的領導下，各民主黨派和全國

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在血與火

的鬥爭洗禮中切身領悟到只有

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救中國於

水火之中，從而選擇同中國共

產黨人壹道為了追求民族解放

和國家獨立而精誠合作、攜手

共進的故事。

圍繞黨的統壹戰線政策，

該劇采用多視角、片段式的敘

事結構，擷取了中國共產黨的

主要領導人、各民主黨派和無

黨派愛國人士在重要歷史事件

中的精彩瞬間，還原了他們從

同情靠攏共產黨，再到自覺接

受共產黨的領導、擁護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的

轉變歷程和歷史邏輯，生動闡

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和

人民的選擇。“七君子”事件

、窯洞對、李聞慘案等壹系列

耳熟能詳的歷史事件和歷史細

節在劇中得到藝術化地生動呈

現。

值得壹提的是，該劇將部

分重大歷史事件史料運用虛實

相間的電影蒙太奇手法和戲劇

舞臺相結合，演員的表演與多

媒體技術融合，讓觀眾重回那

段艱苦而又奮進的歲月，重溫

那段血與火的團結奮鬥歷史。

編劇孟冰表示，把最有戲

劇性的瞬間擇出來進行表現，

並把這樣的瞬間適度放大，讓

觀眾在眾多歷史當中關註到這

壹瞬間，用壹滴水見太陽的效

果來體悟這種歷史瞬間帶來的

影響。他在這部劇中，有意識

地把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愛國民

主人士的思考過程體現出來，

和中國共產黨在碰撞中互相理

解才有最後的真知灼見和惺惺

相惜，並最終達成相識相知、

共同奮進的關系。“話劇不能

沒有思考，要用感動的心去碰

撞主旋律”，他說。

據悉，話劇《萬水朝東》由

中央黨校大有影視中心、中央戲

劇學院、中共張家港市委員會、

北京天橋藝術中心聯合出品，中

央黨校大有影視中心、中央戲劇

學院實驗劇團聯合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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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产投资4⼤�点�让�⼦
�续为你带来正向现⾦�

�⽲�產凱�亞�城 
�話�346-998-8000

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產中國城
�話�713-630-8000

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Q
 相对于��和基⾦�投资��产理财较稳健�⻛险相对较��不��市会在
短短⼏天内涨跌剧�的�况发⽣�不过投资⼈在进场购买��产�����

楚了�这是�于中⻓期的投资�不�基⾦��可�短线�作�并且投资⼈�

留意�下⼏⼤�点�才�����屋产⽣正向现⾦�并累积⻓期收益�

REALTY GROUP

346-998-8000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詳細�訊�洽UMRE辦�室� AMA@united888.com

设备�重�事故��⼦��期间已知损坏����⼦曾经发⽣过���或在��期间改�过
��都�告知�这�重�信息�产经纪⼈都�在MLS�源�统�询�

屋况�格局与设�都是影响�价的重�因素�其中屋况尤为重���果屋况较�旧���另�
⼀�费⽤重�装�����换整�天����⾄是�基出问题���将�部格局打掉重�装
��屋主��审慎评估重�装�所投�的时间与⾦钱�看看是否�合经济效益��屋检�是�
屋买卖时不可�少的步骤之⼀��常由买主�请专业的验屋师将对�彻�检�⼀��进⽽了�
⽬�屋况�检�项⽬包�屋顶�⻔���基��⽔��由于�国建材主��⽊头为主�⽩蚁检
�尤为重��假��⼦��⽩蚁����除作业可�会�费数千�元�看完�屋检�报告后�
投资⼈更�掌握⽬�屋况��维�费⽤�并评估未来屋况良�的�况下可�卖�少钱�

投资��产�规划��期间与�这套�产获利⽅式�可�为��屋⼦⼀段时间后卖出赚�资本
利得�或�收租为⽬的赚�现⾦���⾃住⽤��⼦不⽤�太��⼒在装�⻛格上��合当�
出租市场的基本�求即可��过Redfin或Zillow了�投资区域租⾦⾏��建议实���时�在
这�区域打听看看租客质量�是否经常��⽋�租的或是�客把屋⼦弄得很脏乱不�的�况发
⽣�计��⼦的现⾦��常�年租⾦收�减去�屋贷��HOA��屋�险���税�还�屋⼦
维�费的预�后�这个值�果是正的就�于�⼦为你带来的收��投资⼈可�摊到每个⽉来计
�⽉现⾦��即使⽬��价下跌了��不影响投资⼈的现⾦�收��假��⼦是30年�贷�会
��由租客�你还完�⽽且租⾦�会�着时间��增⻓�可被视为投资⼈抗��的⼿段�

3.�过�屋检�了��屋状况

4.了�附�的租⾦�计�现⾦�

�点是很�购�者�认⼗�重�的因素之⼀��产位置对�价�值�
未来出售价格�很⼤的影响��果选择的�屋价格便宜�但是所处位
置�僻或是邻��恶设��相对较难�升值�间���产本�位置不
���将会成为未来卖�时被砍价的�在因⼦��常不建议选择位于
在⼤⻢路或⾼��路旁�的�产�汽⻋呼啸的�⾳与�放废⽓都会影
响到居住质量�想�居住在交�便利的�点�建议选择对���和交
�基础建设��⼀段����不会影⽣活质量���兼顾交�机��

1.�产⽬标所处�段

凱�亞�城�恩节 豪华�恩节派对晚�

6-10⼈狂欢套�

＄200

＄320

＄480

AMA ON-THE-GO Home Delivery

5% O
FF

$5 O
FF

5% OFF$5 OFF

$5
 O

FF

5%
 O

FF

3⼈⼩家庭套�
4 -6⼈⼩型派对套�

＄100
＄240

＄160

套��选: �鸡 +主� +  副�+ 饮品 + �点/点⼼

扫码下单

预购时间� 11/23-11/27 |   ��时间 3PM - 7PM. 

�恩节�使⽤平台订购�
点�即�机会参与

幸�旋盘�赢��恩节套�
额�折扣�

锁定想投资的�段之后�投资⼈应主动了�对�附��产的平�价
格�可�参照想投资�产���型�假设⼼仪的对�是���就可�
了�看看半�⾥内同样是���型的平�成交价格�由于同⼀�区域
的�⼦��产税�学区都相同�较具参考价值�⼀�买家只�看到⼼
仪�产附����型的成交额⽔平数据�建议还是找��产经纪⼈�
提供⼀�专业的�期�屋成交价报告�作为出价参考�对于投资⼈来
说�上�⽅式�协助你判断投资对�价格是否在合理�围��果价格
远�于�价可�是问题���谨慎�����国法律�业主卖�时须
提供⼀�卖家�开信息(seller disclosure)�这�⽂件是记录关于�屋

2.了��产附�的平�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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